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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旨在討論賀貽孫《詩筏》中的美學思想，在賀氏的思想中，以
「化」作為其論詩的核心，其它的美學觀都是從此而來，賀氏所謂
「化」既是指作詩的過程，也指最高境界。作為過程而言，「化」源於
「捨」的觀念，他認為有捨才能有得，因此作詩不該拘泥於既有的形式
摘要
詩法之中，應化而為高妙深遠的意境，如此才能臻至化境，關於「化
(中)
境」賀貽孫的解釋是「變化渾淪，無跡可求」，故化境是詩美的最高境
界。 賀氏在《詩筏》中討論最多是有關「厚」及「自然」等幾個美學範
疇。皆由「化」的美學思想開展而來，其中「厚」的範疇中涵蓋
「神」、「氣」、「味」等美學範疇的討論，而「自然」的範疇中則包

括了對「本色」、「真」等美學範疇的討論。有關賀氏「厚」的美學思
想，主要源於竟陵派「靈厚說」而來，並加以深化而成。「厚」字在
《詩筏》中既被當作美的形態（風格）也被當作美的境界來討論，他以
為厚自蘊藉出，因此厚帶有含蓄蘊藉的美感屬性，再探討《詩筏》中有
關厚的美學思想，結果得出賀氏所謂厚，指「神厚」，即文學作品帶有
深遠渾融之美；也指「味厚」，即文學作品帶有淡泊簡古，深邃無限，
餘韻無窮之美；還指「氣厚」，分剛氣與柔氣二種，由剛氣凝聚而成的
是雄渾沈老之美，由柔氣集結而成的逸宕之美。然而在「化」的思想
下，賀貽孫又提出「無厚」之說，此處「無」即是「化」的觀念，所以
「無厚」才是他心目的最高的美學境界。 除了「厚」之外，「自然」的
美學範疇也被賀貽孫積極的討論，他的思想主要植基於歷代以來各家對
於「自然」美學範疇的看法，歸納整理的結果，發現他的看法主要有
三：首先他要求依照作家的氣質風度、作品體制體裁的限制，再符合時
代精神的演變，以展現自然的本色為尚；其次認為作品要能流露真情，
也就是自然的情感不矯柔造作才足以動人；第三則直指「自然」屬於最
高美學境界，即以「自然」作為審美的最高標準，既然「自然」也作為
最高美學境界，則勢必也須透過化的工夫才能達到天然無痕的自然之
境，因此賀氏的美學思想離不開「化」的中心思想。 最後本論文提出古
詩十九首及李杜詩，以作為賀貽孫的美學思想的代表，其中古詩十九首
的深邃無限、餘韻無窮以及他的自然無痕在在都驗證著賀氏之說。而李
杜更是古今詩人第一，他倆詩作氣韻生動，散發靈動的活力與生命力，
且李白信筆渾灑本似天仙之筆，杜甫則千錘百煉，以高超的技巧展現天
然渾成的詩作，因此二人也是賀氏美學思想的代表。
摘要
(英)
《詩筏》美學思想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第二節 賀
貽孫之生平與思想 一、賀貽孫之生平 二、賀貽孫之著作 三、賀貽孫之
思想 （一）以「反」為思想核心 （二）政治思想 （三）處世思想 第二
章 「化」的中心思想 第一節 主張「化」的美學思想淵源 第二節 「化」
的內涵 一、相反相成的原理 二、化境說 （一）化境的定義 （二）化境
的代表 第三章 「厚」的美學思想 第一節 主張「厚」的美學思想淵源 第
二節 「厚」的涵養之法 一、人品的修養 二、學力的修養 第三節 「厚」
論文 的內涵 一、「厚」由蘊藉出 二、對神的追求 三、對味的追求 四、對氣
目次 的追求 第四節 「厚」的最高境界 第四章 「自然」的美學思想 第一節
主張「自然」的美學思想淵源 第二節 「自然」的內涵 一、求展現本色
二、求流露真情 三、指天然境界 第三節 得「自然」之法. 一、動機適宜
二、技巧純熟 第五章 《詩筏》美學思想的驗證---鑑賞與評論 第一節 標
舉古詩十九首 一、綜合概括式批評 （一）自然無跡 （二）含蓄蘊藉
二、比較式批評 第二節 推尊李杜 一、合論 （一）作品臻至化境 （二）
風格獨樹一幟 （三）李杜優劣論 二、分論 （一）李白天才橫溢 （二）
杜甫千錘百煉 第六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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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出版社 1971 論詩絕句三十首小箋 郭紹虞箋釋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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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台北 藝文印書館 1968 古詩十九首探索 馬茂元 高雄 高雄復文書局
1988 古詩十九首彙說賞析與研究 張清鐘 台北 商務印書館印行 1994 文選
詩部探析 王令樾 台北 國立編譯館 1996 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 王進祥執
行編輯 台北 漢京文化事茉有限公司 1983 中國古代美學範疇 曾阻蔭 武
昌 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1986 中國美學史大綱 葉朗 台北 滄浪出版社
1986 清代詩學初探 吳宏一 台北 學生書局 1986 美學：審美理論 戚廷貴
主編 長春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9 中國詩歌美學概論 覃召文 廣州 花

城出版社 1990 美學原理導論 閻增武 濟南 黃河出版社 1991 中國古代心
理詩學與美學 裴裴、童慶炳 北京 中華書局 1992 中國詩學體系論 陳運
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中國美學精神 潘知常 江蘇 江蘇人民出版
社 1993 審美心理學 楊恩寰 台北 五南書局 1993 中國美學範疇辭典 成復
旺主編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5 詩歌之審美與結構 黃坤堯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6 李白全集編年注釋 安旗主編 成都 巴蜀書社 1990 李
白詩歌賞析集 裴裴主編 四川 巴蜀書社 1988 詩中的李白 楊慧傑 台北 東
大圖書公司 1988 李白詩的藝術成就 施逢雨 台北 大安出版社 1992 李白
資料彙編 劉善良編 北京 中華書局 1994 杜詩鏡銓 杜甫著、楊倫箋 台北
天工書局 1988 杜甫作品繫年 李辰冬 台北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77 杜甫
生平及其詩學研究 胡豈凡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78 讀杜心解 楊家駱主
編 台北 鼎文書局 1979 杜甫詩研究 簡明勇 台北 學海出版社 1984 清初社
詩學研究 簡恩定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6 杜甫詩歌賞析集 陶道恕主編
四川 巴蜀書社 1993 詩話和詞話 張保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詩話
概說 劉德重、張寅彭 北京 中華書局 1990 詩話摘句批評研究 周慶華 台
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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