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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 蔣驥 山帶閣注楚辭 屈原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楚辭─是我國文學領域中，顯響後世最深遠，文學形式達到了一種

文體的最高成就，代表了一個時代文學發展的巔峰，是屈原傾注一生的

思想情感所寫出的作品，使得中國文學的詩歌創作不再是以集體創作的

面貌出現；它有了個體的作者，作品的旨意完全直指向作者心靈，深刻

呈現作者的內心世界。自此之後，屈原的人格與作品價值結合為一，相

提並論。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就提到：「不有屈原，豈見離

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是繼《詩經》之後，邁向文學創作的一個

新里程碑。   屈原之所以為屈原，是在於其個別性與價值的問題，文

學研究者的重點在於其個別性，特異的性質和風貌，使之與眾不同。而



影響時間貫串上下達兩千多年的《楚辭》，不論是評論、注釋、輯集或

是考訂方面，自兩漢至近代的論著，實在是代有人出，各家論著的背後

也各自有其文學策略的應用，如代表兩漢的著作，是王逸的《楚辭章

句》，兩宋其間洪興祖《楚辭補注》，朱熹《楚辭集注》，明代則有注

瑗《楚辭集解》、王夫之《楚辭通釋》、黃文煥《楚辭聽直》，清代的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戴震《屈原賦注》等，重在對屈原作品的探索

求證，具體解說之下，其實各有各的主觀意識，所構築起的論述。而其

中清代學者蔣驥的注本─《山帶閣注楚辭》，更有其特殊之處，值得去

探索玩味；所謂的「特殊之處」在於其註解的角度和所持的中心思想，

不拘執於前人的看法，與具有比前代學術思想更強烈的時代特色─考據

風氣，將注釋推向更深度的發展，再加上蔣氏又再加上《餘論》上下二

卷，對屈原其人、其作品做一番更全面、深入的評論與剖析，檢視是否

真正做到蔣氏認為「知人論世」的中心觀點。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源起與寫作目的 第二節 取材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 蔣驥與《山帶閣注楚辭》 第一節 清初學術背景與《楚辭》研究

概況 第二節 生平與成書 第三節 著作之目的 第三章 《山帶閣注楚辭》

的成書體例 第一節 〈註文〉部分-輯注類 第二節 〈卷首〉、〈餘論〉與

〈說韻〉部分 第四章 《山帶閣註楚辭》呈現之主要內涵 第一節 文章義

理方面 第二節 訓詁考證方面 第三節 藝術觀點的分析 第五章 《山帶閣

注楚辭》一書之著作特色 第一節 《山帶閣注楚辭》具體之成就 第二節 

《山帶閣注楚辭》註釋的缺誤 第六章 結論  

參考

文獻 

參考書目 一、《楚辭》注本參考書目 《楚辭章句》 王逸 明萬曆十四年

丙戌馮紹祖刊本 藝文印書館 民國五十六年三月 《楚辭補注》 洪興祖 大

安出版社 民國八十四年六月 《楚辭辯證》 朱熹 藝文印書館 民國六十三

年四月 《楚辭集註》 朱熹 藝文印書館 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楚辭聽直》 

黃文煥 收於《楚辭彙編》 杜松柏主編 新文豐出版社 《楚辭集解》 汪瑗 

董洪利點校 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十月 《楚辭通釋》 王夫之 收於《清

人楚辭注三種》 長安出版社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 《楚辭燈》 林雲銘 廣文

書局 民國五十二年 《山帶閣註楚辭六卷、楚辭餘論二卷、楚辭說韻一

卷》 （清）蔣驥 《四庫全書》珍本第三集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六十一

年 《山帶閣註楚辭》 蔣驥 洪氏出版社 民國六十四年據原刊本印刷 《屈

原賦注》 戴震 收於《清人楚辭注三種》 長安出版社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 

《屈原賦校注》 姜亮夫 文光圖書有限公司 民國六十三年 《楚辭新詁》 

蘇雪林 國立編譯館 民國六十七年三月 《天問正簡》 蘇雪林 國立編譯館 

民國七十七年三月 《離騷纂易》 游國恩主編 《楚辭註疏長編》第一編 

洪葉文化 民國八十二年 《天問纂易》 游國恩 《楚辭註疏長編》第二編 

洪葉文化 民國八十二年 《楚辭直解》 陳子展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

年十一月 二、《楚辭》評論參考書目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王雲五主

編 永瑢等撰 台灣商務書局 《楚辭概論》 游國恩 台灣商務書局 民國五

十一年 《詩人屈原及其作品》 林庚 上海商務書局 一九六二年 《九歌天

問二招的成立背景與楚辭文學精神的探討》 施淑女 台灣大學文學院印



行 民國五十八年 《楚辭書目五種》 姜亮夫 明倫出版社 民國六十年十月 

《楚辭文學的特質》 吳天任 人人文庫 王雲五主編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

六十一年 《楚辭解故》 朱季海 香港中華書局 一九七三年 《六十年來之

楚辭學》 黃志高 自印本 民國六十六年 《楚辭斠補》 聞一多 華正書局 

一九七七年 《楚辭地理考》 饒宗穎 九思出版社 民國六十七年 《屈辭新

箋》 楊胤宗 自印本 一九七九年 《屈原》 游國恩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

０年 《楚辭新注》 聶石樵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０年 《楚辭選注》 

金開誠 北京出版社 一九八０年 《楚辭到漢賦的演變》 張書文 正中書局 

民國七十二年 《書目答問補正》 張之洞撰 范希曾補正 蒙文通校點 漢京

出版社 民國七十三年 《楚辭要籍解題》 洪湛侯主編 《楚辭研究集成》

（二） 馬茂元主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楚辭學論文集》 姜亮

夫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四 《楚辭評論資料選》 楊金鼎主編 《楚辭研

究集成》（三） 馬茂元主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楚辭通故》 

姜亮夫 山東齊魯書社 一九八五年》 《楚辭講讀》 朱碧蓮 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月 《山川寂寞衣冠淚》 傅錫壬 時報出版社 民國七

十六年 《楚辭九歌巫儀之研究》 尹順 自印本 民國七十六年 《屈原問題

論爭史稿》 黃中模 十月文藝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楚辭與神話》 蕭兵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楚文化史》 張正明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

八七年八月 《楚辭論集》 翁世華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七十七年 《楚辭中

的神話和傳說》 鍾敬文 東方文化 民國七十七年 《楚辭評論資料選》 司

馬遷等著 長安出版社 民國七十七年九月 《楚辭新探》 蕭兵 天津古籍出

版社 一九八八年 《古代荊楚地理新探》 石泉 武漢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八

年十月 《中日學者屈原問題論爭及》 黃中模編 山東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

０年 《楚辭文化》 蕭兵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０年十二月 

《屈賦新探》 湯炳正 貫雅文化 民國八十年 《中國楚辭學史》 易重廉 

湖南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屈原與楚辭》 姜亮夫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

一年 《屈原文學論集》 陳怡良 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屈原論稿》 

聶石樵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四月 《東方詩魂：屈原與中國傳統

文化》 郝志達 王錫三主編 北京東方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楚辭文化探

微》 張崇琛 北京新華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楚國神話原型研究》 張軍 

華中師大博士論文 民國七十七年 文津出版社 民國八十三年一月 《楚辭

綜論》 徐志嘯 東大出版社 民國八十三年 《屈賦研究論衡》 趙沛霖 聖

環圖書發行 民國八十三年 《九歌析論》 錢誦甘 台灣商務印書館 新人人

文庫 民國八十三年 《楚辭論稿》 周建忠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六

月 《楚辭文心管窺》 李誠 文津出版社 民國八十四年 《楚辭探奇》 鄭

在瀛 萬卷樓發行 民國八十四年 《屈原及其作品新探》 曲德來 遼寧古籍

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五月 《楚藝術史》 皮道堅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五

年七月 《楚辭論文集》 蔣天樞 崧高書社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 《楚辭學

史》 李中華 朱炳祥合著 武漢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十月 《屈原與楚文化研

究》 黃碧璉 文津出版社 民國八十七年 三、時代背景參考書目 《日知

錄》 顧炎武 《國學基本叢書》 商務印書館 民國二十二年 《亭林文集》 

收於《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台灣商務印書館 《明代史》 孟森 中華叢書

委員會 民國四十六年 《清代通史》 蕭一山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五十一

年 《中國通史-明清史》 姜公韜著 傅樂成主編 眾文出版社 民國五十一



年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 啟業書局 民國六十一年 《中國近三百年學

術史》 梁啟超 華正書局 民國六十三年 《明史》 張廷玉等著 鼎文書局 

民國六十四年 《清代陵?名人小傳稿》 張惟驤編纂 收於《清代傳記叢

刊》 周駿富輯 明文書局 民國七十四年 《清代學術史研究》 胡楚生 台

灣學生出版社 民國七十七年 四、其他 《音學五書》 顧炎武 廣文書局 

民國五十五年 《淮南子注》 高誘注 世界書局 民國六十三年五月 《山海

經校注》 袁珂 里仁書局 民國七十一年九月 《水經注》 酈道元 台灣商

務印書館 《四庫全書》 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穆天子傳》 郭璞注 大化書

局 《漢魏叢書》 一九八八年四月 《毛詩古音考》 陳第 康瑞琮點校 中

華書局 一九八八年六月 《史記三家注》 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 七略出

版社 民國八十年九月 《昭明文選注》 蕭統編 六臣注 藝文印書館 民國

八十年十二月 《莊子纂箋》 錢穆 東大圖書 民國八十二年一月 《文心雕

龍注釋》 周振甫 里仁書局 民國八十年七月十五日 學術論文 一、單篇期

刊 （一）台灣地區 論時：屈賦發微 陳世驤 幼獅月刊 四十五卷二-三期 

民國六十六年二-三月 悲劇屈原 李正治 鵝湖 十卷四期 民國六十六年四

月 中國近三十年楚辭論文目錄索引 史墨卿 書目季刊 十三卷二期 民國六

十八年九月 不死的春蠶，永遠的蠟炬-從〈離騷〉作者的理智與情感談

起 梅家玲 中外文學 九卷十一期 民國七十四年四月 屈原的政治思想 包

根弟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 十期 民國七十六年六月 論屈原的性格 包根

弟 書目季刊 十七卷三期 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 歷代楚辭品評要略 史墨卿 

中國國學 十三期 民國七十四年十月 從〈離騷〉看屈原的風格與人格 王

競芬 東方雜誌 二十卷十期 民國七十六年四月 《楚辭?天問》中的殷商

神話解析 傅錫壬 淡江學報 二七期 民國七十八年二月 〈九歌〉新論-試

探〈九歌〉之意義及特質 陳怡良 成大中文學報 一期民國八十一年十一

月 中國近十年來楚辭論文索引 邱曉淳 梁靜芳 中國國學 二十期 民國八

十一年十一月 芬芳高潔的期許-〈離騷〉中香草的隱喻意義 王熙元國文

天地 八卷十二期 民國八十二年五月 中國近十年來楚辭論文索引補遺 林

秀珍 中國國學 二十一期 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 中國近十年來楚辭論文索

引再補 邱曉淳 中國國學 二十二期 民國八十三年十月 王逸《楚辭章句》

的詮釋理念-兩漢以人論文批評關的一個考察 劉漢初 台北師範學院學報 

九期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 （二）大陸地區 關於屈原放逐問題的商榷 潘嘯

龍 安徽師大學報 一九八０年 三期 《楚辭?九章》之全面觀察及其篇義

分析 陳子展 古典文學論叢 一九八０年八月 〈離騷〉-現實主義和浪漫主

義相結合的藝術珍品 馬曉玲 江漢論壇 一九八二年 二期 一個值得重視的

《楚辭》注本張崇琛 文獻 一九八二年 十二輯 關於〈九歌〉的思想意義 

孫元璋 山東師大學報 一九八二年 四期 試論屈原對「比興」的發展 蔡守

湘 江漢論壇 一九八二年 九期 《楚辭通釋》考正與補注 吳冠君 湖南師

院學報 一九八三年 二期 幾種各具特色的《楚辭》古注 董洪利 常振國 

文史知識 一九八三年 五期 屈原生死觀的美學探討 張嘯虎 求索 一九八

三年 二期 想像、理想、現實-讀〈騷〉探微 陳鐵鑌 錦州師院學報 一九

八三年 三期 從《楚辭通釋?天問篇》看王夫之的哲學 劉文英 江漢論壇 

一九八三年 六期 從《楚辭集注?天問篇》看朱羲的哲學 劉文英 社會科

學 一九八三年 六期 〈天問〉的結構與析義 劉兆偉 錦州師院學報 一九

八三年 一期 淺談《楚辭》的比興 李淮芝 江漢論壇 一九八四年 五期 



〈離騷〉的結構及其他 溫洪隆 華中師院學報 一九八四年 五期 劉向編集

《楚辭》初探 林維純 暨南學報 一九八四年 三期 論漢人對屈原的評價 

郭維森 求索 一九八四年 四期 論作為藝術思維經驗的屈辭超現實想像 金

開誠 北方論壇 一九八四年 二期 屈原悲劇結局的時代特徵 趙沛霖 青海

師範學院學報 一九八四年 一期 論〈離騷〉的浪漫主義表現及其精神特

色 潘嘯龍 中州學刊 一九八四年 一期 〈離騷〉在時空與我的關係中展現

的詩人「自我」形象 曹海東 華中師院學報 一九八四年 五期 〈離騷〉整

體結構和求女、問卜、降神解 金開誠 文學遺產 一九八五年 四期 從屈騷

風格看屈原的創作個性 王昌獻 李生龍 湖南師大學報 一九八五年 四期 

從屈原創造的個性化論屈原之不容否定 郭維森 南京大學學報 一九八五

年 二期 略評幾種有影響的《楚辭》舊注本 朱碧蓮 湖北大學學報 一九八

五年 五期 論〈離騷〉的自我形象 郭杰 北方論叢 一九八六年 六期 《楚

辭》研究史略 崔富章 語文導報 一九八六年 十期 屈原創作的個性特徵 

李淮芝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 一九八六年 一期 《楚辭》版本源流考察 崔富

章 浙江學刊 一九八七年 一期 理性的覺醒與悲劇的產生 楊迺喬 文學評

論 一九八九年 四期 論屈原的創作意識 劉國泰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一九

九０年 三期 論屈原「發憤以抒情」對後世的影響 鄢傳恕 華中師範大學

學報 一九九０年 一期 〈九章〉意象探微：兼論〈九章〉與〈離騷〉之

關係 周禾 江漢論壇 一九九０年 九期 對既成的屈原美學思想界定模式之

求異性思考 楊迺喬 徐州師範學院學報 一九九一年 一期 屈原在我國神話

思想史上的地位與貢獻 趙沛霖 文藝研究 一九九一年 二期 二、學位論文 

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王雪蘭 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六十年 

《楚辭》二〈招〉析論 張春榮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

六十二年 朱子《楚辭集注》研究 梁昇勳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

論文 民國七十七年 〈天問〉研究 高秋鳳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

論文 民國八十年 洪興祖〈楚辭補注〉研究 李溫良 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

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三年 《楚辭》古韻研究 陳文吉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

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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