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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自古以來，詩歌與音樂即有密切的關係。唐代音樂藝術蓬勃發展，給了詩

人們豐富的靈感，因而寫下不少的詠樂詩佳作。本文〈唐代古琴詩研究〉

以《全唐詩》十二冊及《全唐詩補編》三冊為主要範圍，並補充歷史文



獻、音樂文獻等相關資料。古琴詩之定義為寫琴之狀、摹琴之聲、以琴起

興之詩。 古雅樂是帝王郊祭、朝賀大典所演奏的音樂；俗樂則泛指一般

強調娛樂性的音樂。古琴的形式命名、琴律、音階、五弦、十三徽等琴制

皆有象徵意義，故被認為是雅樂樂器的主要代表。但雅樂正統的象徵地位

被娛樂性強的俗樂所融合、取代而日漸式微。隋唐燕樂高度繁榮，外來的

音樂舞蹈和民間的歌舞百戲是唐人主要的娛樂項目。隨著朝代、政治、經

濟、社會、外交、雅樂和俗樂變遷等因素，琴樂正統地位受到動搖，文人

仍以琴樂為精神寄託，唐代時琴樂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及音樂美學的記錄流

傳下來。 對唐代古琴詩而言，歷代古琴詩文的內容是一個源頭。唐代詩

人詠琴樂兼敘志、聽琴起興之審美情感是以歷代古琴詩文為基礎並加以創

新。唐代三百年間，詩作數量豐富、詩人人數眾多，由分期可明瞭唐代古

琴詩的發展脈絡與特色。 唐代古琴詩的內容有純粹詠琴器、琴曲、琴制

之詩；最主要是詩人聽琴起興之詩。詩人藉古琴詩抒發自適、愁苦和渴求

知音的情感，也藉著聆聽琴樂有感而發，為音樂、文學做雅俗之辨，並且

論政言志。唐代詩人藉由古琴詩表達他們憂心國政、欲有所作為的政治理

想；崇雅抑俗的觀點及音樂審美的思想；也可見出他們和朋友之間的感人

情誼。唐代詩人善用譬喻、用典、擬人、襯托、聲律等寫作技巧來寫景、

摹聲、抒情、言志，使古琴詩有想像、生動、感人的藝術效果。唐代詩人

的古琴詩作可以補充史料的不足，有其史料價值；詩作中描寫聽琴樂者的

音樂印象及情緒感染是詩人的審美體驗，有其美學價值；由於唐代詩歌在

體裁、題材、聲律等方面皆達到詩歌發展的高峰，唐代古琴詩影響宋、

元、明、清古琴詩的發展，有其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唐代古琴詩雖只是

唐代詩歌的一小部份，但它的價值是不容忽視的。 關鍵字 唐代 古琴詩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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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印書館 民八十二年 台十二刷 十三經注疏│論語 何晏集解、邢昺疏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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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民六十九年 初版 新唐書 歐陽修等撰 台北 鼎文書局 民六十五年 初版 

舊唐書 劉呴等撰 台北 鼎文書局 民六十五年 初版 貞觀政要 吳兢 台北 河

洛圖書出版社 民六十四年 初版 通典 杜佑 北京 中華書局 一九八八年 第

一版 山帶閣註楚辭 蔣驥著 台北 長安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琴操 蔡邕 台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民七十四年 初版 新書 賈誼 台北 先知出版社 民六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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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 風俗通義校注 應劭撰，王利器校注 台北 明文書局 民七十七年 再

版 夢溪筆談 沈括 北京 中華書局 一九八五年 新一版 呂氏春秋 呂不韋編 



台北 藝文印書館 民五十八年 再版 文心雕龍注釋 劉勰著，周振甫注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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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 碧雞漫志 王灼 台北 廣文書局 民六十年 初版 唐詩紀事 計有功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五十七年 台一版 滄浪詩話校釋 顏羽著，郭紹虞校釋 

台北 里仁書局 民七十六年 永樂琴書集成 明成祖敕撰 台北 新文豐出版社 

民七十二年初版 唐詩品彙 高秉 台北 學海出版社 民七十二年 初版 唐音癸

籤 胡正亨 台北 木鐸出版社 民七十七年 初版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 逯欽立

輯校 台北 木鐸出版社 民七十二年 初版 全唐詩 清聖祖御編 台北 文史哲

出版社 民六十七年 全唐詩逸 毛子靜 台北 廣文書局 民五十九年 初版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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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總目 王堯臣等編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五十六年 台一版 唐詩別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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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一九八六年 第一版 唐宋詠物詩賞鑒 陳新璋編著 廣東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 第一版 中國詩律研究 王子武 台北 文津出版社 民七十六年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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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年 三版 唐代音樂舞蹈雜技詩選譯 傅正谷選譯 北京 人民音樂出版

社 一九九一年 第一刷 唐代文學研究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主編 廣西 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 第一版 西北大學中文系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中國文學史 葉慶炳 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民八十一年 三刷 詩論 朱光潛 台

北 萬卷樓圖書公司 民八十二年 初版 中國詩學鑑賞篇 黃永武 台北 巨流圖

書公司 民八十二年 一版 唐音論藪 張明非 廣西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

九三年 第一版 唐詩百話 施蟄存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八十三年 中國古代

文學十大主題 王立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八十三年 初版 中國詩歌美學史 

庄嚴、章鑄著 長春 吉林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第一刷 唐代政治史述論

稿 陳寅恪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四年 台二版 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 

王運熙、楊明著 上海 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第一版 唐詩體派論 許總 台

北 文津出版社 民八十三年 初版 漢語詩歌的節奏 陳本益 台北 文津出版社 



民八十三年 初版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五

年 第一版 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 王夢鷗 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初版 中國詩詞風格研究 楊成鑒 台北 洪葉文化公司 一九九五年 初版 唐代

文學史 喬象鍾、陳鐵民主編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第一版 詩

言志辨 朱自清 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第一版 中國詩史 陸

侃如、馮沅君著 山東 山東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第一版 中國詩歌藝術

研究 袁行霈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第一版 唐詩彙評 陳伯海主

編 浙江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第二刷 全唐詩中的樂舞資料 中國舞

蹈藝術研究會舞蹈史研究組編 北京 人民音樂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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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 杜曉勤 北京 東方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第一版 古典詩的形式結構 張夢

機 台北 駱駝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 第一版 唐詩學探索 蔡瑜 台北 里仁書局 

民八十七年 初版 古詩指瑕 陳如江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 第一

版 （三） 中國音樂史 田邊尚雄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五十四年 台一版 

琴府 唐健垣編 台北 聯貫出版社 民六十年 初版 中國音樂思想批判 黃友棣 

台北 樂友書房 民六十一年 再版 唐代音樂史的研究 岸邊成雄著，梁在平

等譯 台北 台灣中華書局 民六十二年 初版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 台北 台灣

開明書局 民七十四年 重一版 中國古代音樂史稿 楊蔭瀏 台北 丹青出版社 

民七十四年 台一版 美學基本原理 谷風出版社編輯部著 台北 谷風出版社 

民七十五年 中國美學史 李澤厚、劉綱紀主編 台北 谷風出版社 一九八六

年 中國美學思想史 敏澤 濟南 齊魯書社 一九八九年 初版 中國音樂史樂器

篇 薛宗明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七十九年 二版 修辭學 黃慶萱 台北 三

民書局 民八十一年 六版 中國音樂美學史 蔡仲德 台北 藍燈文化事業 民八

十二年 初版 唐代音樂文化之研究 楊旻瑋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民八十二年 

初版 唐代美學思潮 霍然 高雄 麗文文化事業 一九九三年 初版 音樂美學 

張洪模主編 台北 洪葉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初版 文學散步 龔鵬程 台北 漢

光文化事業股份公司 民八十二年 七版 唐代古琴演奏美學及音樂思想研究 

李祥霆 台北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民八十二年 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 鄧

小軍 台北 文津出版社 民八十二年 初版 中國古代音樂史 金文達 北京 人

民音樂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第一版 鍾鼓管弦│中國民樂文化 丁如明著 上

海 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第一版 神女之探尋 莫礪鋒編 上海 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第一版 音樂學文集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 山東 友誼出

版社 一九九四年 第一版 音樂審美欣賞 葉林 西藏 西藏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

五年 第一版 文學與美學 龔鵬程 台北 業強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一刷 音樂

美學基礎 張前、王次炤著 北京 人民音樂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第二刷 中國

音樂史綱 楊蔭瀏 台北 樂韻出版社 民八十五年 中國音樂小史 許之衡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六年 台二版 古琴音樂藝術 葉明媚 台北 台灣商務

印書館 一九九六年 台初版 中國音樂史 秦序編著 台北 文化藝術出版社 一

九九八年 第一版 琴道之思想基礎與美學價值之研究 李美燕 高雄 麗文文

化事業公司 一九九九年 初版 二、 期刊論文 古琴的哲學 饒宗頤 華岡學報

第八期 六十三年七月 琴樂源流 張世彬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八卷七期 六十

四年七月 橫琴秋水撥冰絃：故宮藏琴簡介 鄭家華 故宮文物月刊五卷十一



期總五十九 七十七年二月 唐宋古琴今猶在 容天圻 故宮文物月刊六卷一

期總六十一 七十七年四月 古琴的過去與現在 容天圻 故宮文物月刊七卷

一期總七十三 七十八年四月 華夏正聲－古琴漫談 鄭正華 歷史月刊七十

六期 八十三年五月 北宋詠琴詩 劉楚華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期 八十五年一

月 含蓄與弦外之音－中國文人音樂審美特色探（上） 費鄧洪 中國音樂學

第一期 一九八九年 含蓄與弦外之音－中國文人音樂審美特色探（下） 費

鄧洪 中國音樂學第二期 一九八九年 中國古典詩歌中的西域兵器 胡根兵 

中國音樂第三期 一九九四年 唐詠樂詩的史料價值與美學價值（上） 周暢 

音樂藝術第一期 一九九五年 唐詠樂詩的史料價值與美學價值（下） 周暢 

音樂藝術第二期 一九九五年 中國古代樂器研究的方法 方建軍 音樂研究

第四期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唐代文人音樂探析 李方元、俞梅 中央音樂學

院學報第三期 一九九八年 唐詠物詩研究 盧先志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七十五年碩士論文 唐代詠月詩研究 梁淑媛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七

十八年碩士論文 古琴音樂美學基礎初探 黃韻華 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七十

九年碩士論文 初唐前期詩歌研究 林于弘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八十四

年碩士論文 魏晉樂賦的音樂美學觀 郭慧娟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八十

六年碩士論文 唐代琴詩研究 歐純純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八十七年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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