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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詩歌論政研究》摘要   本文共五百八十三頁,約三十七萬字,分

為七章： 探討北宋詩歌創作成為表達政治立場的重要工具，政治議題使

得詩作內容更豐富，更具有現實意義，顯然二者相輔相成。論政詩數量

與內容的變遷，隨著君主意向的變動，影響領導時代文風改革的文人，

在屬於自己的時代中完成畫時代的任務。然而北宋詩人因為議論朝政遭

到迫害的情事也不斷發生。本論文即針對北宋詩歌論政的相關問題作全

面且深入的研究，以了解文學與政治問題的互動關係，期望有助於知人

論世。 論文第二章「朝廷政策對詩人論政態度的影響」先就君主意向的

變動分為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三節討



論。藉由探討各朝的政令，得知北宋詩歌議論朝政的風氣在太祖不殺文

人的訓敕下已經開始萌芽，在真宗下令戒浮文之後卻開啟朝廷干涉論政

風氣的先例；又可以得知除了太宗以外，從太祖開始宋廷有意識的倡導

文風復古，藉由科舉考試提拔出如石介、歐陽修等詩文革新領導者，重

視詩歌的風教功用；造就出仁宗朝之後蘇軾等人勇於議政的詩風。然而

神宗朝之後烏臺與車蓋亭詩案及黨爭的迫害不斷，卻也將詩歌論政風氣

推向沉默，黃庭堅詩歌理論中對於詩歌論政的態度轉而成為反對詩文好

罵，帶領著北宋詩人詩歌創作走向用心於意境及字句的運用。由此可知

論政態度的轉變多是受朝廷態度及決策的影響，是以本章加以論述。 第

三、四、五章探討影響北宋論政詩風格改變者，並分為太祖、太宗、真

宗影響的「沿襲期」、仁宗、英宗影響的「新變期」、神宗、哲宗、徽

宗影響的「歧異期」加以論述。首先綜論各時期論政詩創作的概況，再

一一論述帶領各時期論政詩走向的文人，就其詩歌理論中影響其詩歌論

政發展方向的部分加以探討，再析論詩人論政作品所表達的政治意識及

歷史意義，終以詩人在北宋論政詩發展的歷史地位。 如第三章探討代表

「沿襲期」的白體詩人王禹偁、田錫，晚唐體詩人林逋、魏野，西崑體

詩人楊億、錢惟演、劉筠、張詠；可知王禹偁長篇及白話的論政形式影

響「新變期」歐陽修、梅堯臣；林逋、魏野的詩作代表隱士關心朝廷政

治的方式；西崑體詩人承襲唐人李商隱、唐彥謙重用典故的諷喻方式影

響著蘇軾與黃庭堅的論政詩形式。 第四章探討代表「新變期」的范仲

淹、韓琦，石介、李覯，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得知在真宗、劉太

后、仁宗的一再要求復古之後，范仲淹也上奏響應，要求劉太后提出具

體作法，藉由科舉考試科目及選才取向的更動，朝野共同扭轉文風至有

益於朝政的方向；石介也以儒家重道的復古理念，帶領當時代表中央朝

廷文風的太學走向復古的方向；歐陽修更整合與調整范仲淹與石介的復

古方向，為北宋詩文革新創立了典範；在新變期中論政風氣也到達極盛

時期；此期所選拔的王安石、蘇軾等人更是「歧異期」文壇與政壇的代

表人物。 第五章探討代表「歧異期」的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以其為

影響這段時期詩歌論政風氣由極盛而轉衰的關鍵人物。王安石在仁宗朝

雖有多首直抒胸懷的論政作品，但本文藉由探討其詩歌理論，得知王安

石本身是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所以神宗朝後王安石的論政作品是

偏向於頌體歌頌的，所以王安石所影響的新黨人士不能忍受蘇軾等人的

諷諫作品，因而興起詩案。蘇軾的詩歌理論則重《詩經》的諷諫功用，

不平則鳴，是以屢遭詩禍；黃庭堅則有鑑於忠貞之士多遭詩禍，告戒晚

輩詩作當重「溫柔敦厚」之旨。此期由於三位領導者一生地位及遭遇的

轉變，不僅影響其論政態度的轉變，並且影響整個時代論政風氣的轉

變，是以論政詩作及理論，特別依其仕宦及遭遇分論。 第六章則綜論這

時代論政詩的傳承與影響。第七章結論，歸納全文的中心思想及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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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二年二月第一版 梅堯臣集編年校注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 

源流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四月初版 蘇轍集 （宋）蘇轍著 河洛圖書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十月初版 蘇舜欽集編年校注 （宋）蘇舜欽著?傅平驤、胡問

陶校注 巴蜀書社 一九八一年三月 淮海集箋注 （宋）秦觀著、徐培均箋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十月第一版 三、詩話筆記 詩讞 宋周紫芝

著 古今詩話叢編三 廣文書局 一九七一年九月第一版 宋詩話輯佚 郭紹虞

校輯 文泉閣出版 一九七二年四月再版 百種詩話類編 臺靜農先生編 藝文

印書館 一九七四年五月 石遺室詩話 （清）陳衍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

七六年十二月 隨園詩話及補遺 （清）袁枚著 長安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六

月 能改齋漫錄 （宋）吳僧著 木鐸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避暑漫抄 

（宋）陸游著 叢書集成新編第八十六冊 新文豐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元月

第一版 鮚琦亭集 （清）全祖望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一九八八年三月 

文心雕龍讀本 劉勰著 王更生注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九月初版 歷代

詩話 （清）何文渙輯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二年五月 宋人詩話外編 程

毅中主編 國際文化出版 一九九六年三月 歷代詩話續編 （清）丁福保 北

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七年三月 邵氏聞見錄 （宋）邵伯溫著 歷代史料筆

記叢刊 大陸：中華書局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邵氏聞見後錄 （宋）邵博著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大陸：中華書局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老學庵筆記 

（宋）葉夢得著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大陸：中華書局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西溪叢語 （宋）姚寬著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大陸：中華書局 一九九七年

十二月 龍川別志 （宋）蘇轍著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大陸：中華書局 一九

九七年十二月 青箱雜記 （宋）著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大陸：中華書局 一

九九七年十二月 參、 近代著作 一、史籍 （一）文學史 元明清劇曲史 

陳萬鼐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六年二月 宋元戲曲史 王國維著 河洛文

庫 一九七五年 中國文學史初初稿 邱燮友等人 福記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五

月初版 宋代政治史 林瑞翰著 正中書局 一九八九年七月臺初版 中國文學

發展史 劉大杰 華正書局 一九九○年七月初版 兩宋文學史 程千帆、吳新

雷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二月 中國歷代詩經學 林葉連著 學生書

局 一九九三年三月初版 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紹虞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

九四年八月初版一刷 宋代文學思想史 張毅著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五

年四月第一版 兩宋財政史 汪巠鋒著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五年七月初

版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 （宋金元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二）傳記資料 王禹偁事?著作編年 徐規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

八二年四月 寇準年譜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 王曉波著 巴蜀書社 一九九五年

十一月第一版 范仲淹研究資料彙編 王心均等人編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編 一九八○年十二月出版 歐陽修年譜 嚴杰著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

叢刊 南京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王安石傳 梁啟超著 大陸：海南出版

社 一九九三年七月 蘇軾資料彙編 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 北

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四年四月第一版 蘇軾年譜 劉尚榮等編 北京：中華

書局 一九九八年二月 黃庭堅年譜新編 鄭永曉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一

九九七年十二月 兩宋后妃事?編年 黃錦君著 巴蜀書社 一九九七年五月 

唐才子傳校箋 傅璇琮主編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七年第一版 宋人軼事



彙編 丁傳靖輯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八二年九月 唐宋名相傳 匡繼先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第一版 宋人年譜集目/宋編宋人年譜選

刊 吳洪澤編 巴蜀書社 一九九五年九月 宋代安撫使考 李昌審著 齊魯書

社 一九九七年三月第一版 神仙傳 干春松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一九九

八年九月第一版 華夏女仙 宋今、王寧等編 中國神仙系列叢書 北岳文藝

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三月第一版 二、詩文集 （一）別集 韓愈全集校注 屈

守元、常思春主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七月 西崑酬唱集箋注 鄭

再時著 齊魯書社 一九八六年一月 增編索引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 （宋）

蘇軾著、王文誥集訂 學生書局 一九八七年十月 東坡樂府箋 （宋）蘇軾

著、龍榆生校箋 華正書局 一九九Ｏ年三月初版 黃山谷詩選注 黃公渚選

注 臺灣商印書館 一九六五年八月臺一版 （二）總集 先秦魏晉南北朝詩 

逯欽立等輯校 學海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五月初版 全漢賦 費政剛、胡雙

寶、宗明華輯校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三月第二次印刷 唐宋八大

家文鈔校注集評 高海夫等人編 三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九月 全唐詩 

（清）彭定求、沈三曾、楊中訥等修訂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三

月 全宋詞 唐圭璋編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五年六月 全宋詩 一至二十

五冊 北京大學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全宋文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巴

蜀書社 宋詩選註 錢鍾書著 書林出版社 一九九○年九月 三、專題著作 

宋元政治思想 王雲五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九年六月 魏晉清談述論 

周紹賢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七二年四月 歐陽修之詩文及文學評論 張

健先生在 三民書局 一九七三年 宋金四家文學批評研究 張健著 聯經出版

社 一九七五年五月初版 王禹偁研究 黃啟方著 學海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四

月 王安石新法研述 師鴻勳著 正中書局 一九七七年六月 黃山谷的交游及

作品 張秉權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初版 梅堯臣詩之研究及其年

譜 劉守宜著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年四月初版 北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黃啟方著 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之二 國立編譯館主編 成文出版社 一九

八Ｏ年九月 黃庭堅評傳 劉維崇著 黎明文化事業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三月

初版 歐陽修詩本義研究 裴普賢著 東大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六月 王安石之

教育思想 張先覺著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初版 兩宋文史論叢 

黃啟方著 中國文史論著叢編（二） 學海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十月 王安石

的政治思想及其變法研究 陳世僧撰 臺南 一九八六年六月 古典戲曲存目

彙考 莊一拂著 木鐸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九月 蘇舜欽詩詮注 楊重華注釋 

重慶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 詩歌與戲曲 曾永義著 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 一九八八年四月初版 黃庭堅詩選 陳永正選注 中國歷代詩人選集 遠

流出版公司 一九八八年七月 李覯之生平及思想 謝善元著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八八年八月 詩經評釋 朱守亮著 臺灣學生書局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韓

歐詩文比較研究 汪淳著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七月初版 宋代文學與

思想 臺灣大學主編 學生書局 一九八九年八月初版 宋詩之傳承與開拓 張

高評著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九Ｏ年三月初版 黃庭堅詩詞賞析集 朱安群主

編 巴蜀書社 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黃庭堅選集 黃寶華選注 上海古籍出

版社 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宋詩史 許總著 大陸：重慶出版社 一九九二

年三月第一版 中國古代官制講座 楊志玖著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二年

三月 第一版 北宋文化史論叢 陳植鍔著 中國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文庫 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九九 二年三月 宋代教育 苗春德主編 河南大



學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七月第一版 宋代地域經濟 宋史研究叢書 程民生著 

河南大學出版社初版 一九九二年八月第一版 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 

鄧廣銘、漆俠主編 河北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八月 魏晉清談 唐翼明著 

東大圖書 一九九二年十月 王安石詩技巧論 王晉光著 陜西人民 一九九二

年十一月第一版 王安石詩文編年選釋 劉乃昌、高洪奎著 山東教育出版

社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宋代文官選任制度 劉小南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九

九三年四月 蘇軾詩歌研究 王洪著 朝華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五月第一版 嶺

南謫居對蘇軾創作影響之研究 韓介光著 文景出版社 一九三年八月初版 

兩宋黨爭與文學 慶振軒著 敦煌文藝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九月 宋詩綜論叢

編 張高評著 麗文文化 一九九三年十月 宋詩研究 胡雲翼著 巴蜀書社 一

九九三年十月 論西崑體 曾棗莊著 麗文文化 一九九三年十月 黃庭堅和江

西詩派卷 傅璇琮著 麗文文化 一九九三年十月 北宋黨爭研究 羅家祥著 

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初版 宋代的七言古詩北宋卷 王錫九著 大

陸：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宋代皇親與政治 張邦燁著 四川

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 廖可斌著 文津出

版社 一九九四年二月初版 蘇東坡民俗詩解 程伯安著 中國書籍出版社 一

九九四年三月第一版 神韻詩史研究 王小舒著 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六

月初版 歷史的詩學 吳秀明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八月第一版 明

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 廖可斌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第一

版 推陳出新的宋詩 莫礪鋒著 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叢書（文學卷） 遼寧古

籍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五月 歐陽修研究 宋柏年著 巴蜀書社 一九九五年

五月第一次印刷 宋詩之新變與代雄 張高評著 洪葉文化 一九九五年九月 

蘇軾在密州 李增坡編 齊魯書社 一九九五年九月第一版 兩宋御史中丞考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 刁忠民撰 巴蜀書社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宋代詩

歌史論 張松如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宋代官員選任和管

理制度 苗書梅著 河南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一月第一版 宋代監察制度 

賈玉英著 河南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六月第一版 王禹偁詩文選注 王延

梯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七月 北宋詩文革新研究 程杰著 文津出

版社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宋元戲曲考 王國維著 臺北：藝文印書館 一九九

六年 宋代詩學通論 周裕鍇著 巴蜀書社 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版 宋明新儒

學略論 馮達文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七月第一版 宋代詩文縱談 

黃啟方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一九九七年八月 宋明之際的社會心理與小說 

傅惠生著 東方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十月第一版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著 

鄧廣銘著 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十月第一版 王荊公詩探究 李燕新著 文

津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 黃奕珍著 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四月 后妃制度研究 朱子彥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八

年一月第一版 西崑研究論集 周益忠著 學生書局 一九九九年三月出版 

肆、博碩士論文 梅堯臣年譜及其詩 劉筱媛著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一九七○年 黃山谷的詩與詩論 李元貞著 台大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一九七一年六月 歐陽修之經史學 何澤恆著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七六年六月 禪學與唐宋詩學 杜松柏著 臺灣師範大

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七六年八月 王安石研究 林敬文著 師範

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七九年五月 宋人洪範學 蔣秋華著 臺

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二年六月 江西詩社宗派研究 龔



鵬程著 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八三年七月 宋代之

詩經學 黃忠慎著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八四年六月 黃

山谷詩研究 徐裕源著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四年六

月 北宋諫官制度之研究 張復華著 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

八六年六月 張耒及其詩文研究 林美君著 東吳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八七年三月 烏臺詩案研究 江惜美著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 一九八七年四月 蘇舜欽詩研究 崔成錫著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一九八七年六月 宋代詩話的詩法研究 郭玉雯著 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八八年六月 蘇軾政治生涯與文學的關係 陳英

姬著 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八九年六月 宋代唐詩學 蔡

瑜著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九○年六月 白居易敘事詩

研究 林明珠著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Ｏ年六月 歐陽

修《詩本義》研究 趙明媛撰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

○年六月 宋人杜詩評論研究 黃志誠著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一九九○年六月 北宋以文為詩詩風形成原因及其風格之研究 戴麗霜

著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 九九一年六月 宋題畫詩研究 李

栖著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九一年五月 蘇軾詩學理論

及其實踐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江惜美著 一九九一年六月 

歐陽修詩歌研究 謝佩芬著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一

年五月 中國敘事詩的傳承與研究－以唐代敘事詩為主 田寶玉著 臺灣師

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 一九九一年六月 北宋平淡文學觀之研

究 蕭淳鏵著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一年六月 王安石

政治思想之研究 黃碧瑞撰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七一年

六月 王安石詩研究 陳錚著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九二

年六月 清代宋詩學研究 吳彩娥著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

九九三年六月 北宋詠史詩探論 陳吉山著 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

論文 一九九三年七月 宋代尚書學案 蔡根祥著 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一九九四年六月 宋代詩話論詩研究 崔成宗著 東吳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九四年六月 宋初詩風體派發展之研究 劉明宗著 

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九四年七月 王安石詩研究 

梁明雄撰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七五年四月 宋初經學

發展述論 馮曉庭著 東吳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五年六月 黃庭

堅律詩的語言風格研究 吳幸樺著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

九九六年一月 范仲淹的學術思想及其影響 涂美雲著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六年五月 蘇黃唱和詩研究 杜卉仙著 東吳中國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六年六月 北宋使北詩研究 王祝美著 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七年一月 北宋詩學中「寫意」課題研

究 謝佩芬著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一九九七年六月 伍、期

刊論文 《「西崑酬唱集」雜考》 葉慶炳先生 國語日報出版社《書和

人》（民國一九七二年九月第一 九五期、頁一五四五至一五五二） 

《評司馬光的歷史觀》 楊渭生著 山西大學學報（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頁四一至頁四九） 山 西大學 《宋代詩文的單篇傳播－兼談宋代文學的

商品》 王兆鵬著 文史知識（一九九二年 第四期、 總一三Ｏ期頁八十至

八十六） 北京；中華書局 《李商隱詠史詩的重要特性》 劉學鍇著 文學



遺產（一九九三年第一期、頁一五一至頁一五九） 江蘇古籍出版社 

《宋詩與宋學》 韓經太著 文學遺產（一九九三年第四期、頁七四至頁

八二） 江蘇古籍出版 社 《論史詩與劇詩》 張松如著 文學遺產（一九九

四年第一期、頁五至頁九） 《本世紀宋代詩文別集的整理與不足》 鄭

永曉著 文學遺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頁一二一至 一二七）江蘇古籍

出版社 《北宋洛揚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係》 王水照著 文學遺產（一九

九四年第三期、頁七四至頁八 三） 江蘇古籍出版社 《李白詩文中的鳥

類意象》 李浩著 文學遺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頁三八至頁四三） 江

蘇 古籍出版社 《杜詩敘事藝術探微》 謝思燁著 文學遺產（一九九四年

第四期、頁四五至頁五一） 江蘇古 籍出版社 《論宋代的三大詩案》 曾

棗莊 故宮學術季刊（一九九六年冬季版 第十四卷第二期 頁二九 至四

五） 《蘇軾〈東府雨中別子由〉》詩作探析 林宜陵著 台北技術院學報 

（一九九七年九月第三十 之二期、頁三三五至三五一） 《〈和光同

塵〉或〈壁立千仞〉黃庭堅的人生抉擇》 黃啟方著 世新大學人文社會

學報（第一 期 一九九九年五月 頁一至頁二○） 《從詩作看王安石變法

維新的心境》 傅錫壬著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一九九九年五月第三期、 

頁一至二五） 《孫覺生平及其與黃庭堅之交遊》 林宜陵著 台北科技大

學學報 （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三十二 之二期、頁三五九至三七九） 《黃

庶研究》 黃啟方著 故宮學術季刊（一九九九年秋季版 第十七卷第一期 

頁十九至頁六 六） 陸、電子圖書 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 國立故宮博物

院圖書文獻館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 國立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 

元智大學唐宋文史資料庫 暨南大學中國古籍電子古籍的故鄉?詩話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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