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3463 

狀態 NC089FJU00045008 

助教

查核  

索書

號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中國文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86016166  

研究

生(中) 
黃捷榕 

研究

生(英)  

論文

名稱

(中) 

悲情的孤憤--鮑照詩文情感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王金凌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檔案

說明  

電子

全文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89 

出版

年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鮑照 鮑明遠 鮑參軍 悲情 孤憤 魏晉南北朝 懷才不遇 情志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文學作品是記錄個人經驗情感的產物，因此，由文學作品所顯現的情

志，應該可以窺探出作者的思想情感。本文將鮑照詩文按照年代分期，

結合當時政治情勢，解讀鮑照一生情感的演變與轉折，希望藉由分析其

詩文的內容，可以重現鮑照當時寫作這些詩文的情感面貌，串連起鮑照

一生的情感歷程。另外，更希望從這個角度入手，可以將鮑照其他年代

不明的詩文，由它們所顯露出來的情感，找出可能的寫作年代。論文分

為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緒論」，分成兩節：第一節將研究鮑照的文

獻、專著、碩士論文、期刊等資料作一分析整理，以找出歷代對於鮑照

的研究方向，第二節則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方法。 第二部分為「第



一章」，首先探討鮑照的身份地位，確定為「寒門」之後，開始敘述分

析鮑照年輕時期的詩文情感，為仕途充滿雄心壯志，並分成三節：第一

節為「初出茅廬」，分析鮑照尚未進入仕途之前所作之詩文情感；第二

節為「屈於筆吏」，分析鮑照進入仕途之後的初期詩文情感；第三節為

「官場險惡」，分析鮑照在仕途後所受的打擊之情感；第四節則總論本

章所討論之情感轉折。 第三部分為「第二章」，將臨川王劉義慶的逝世

作為第一章與第二章之斷，此章敘述分析鮑照中年時期的詩文情感，為

充滿懷才不遇之慨，並分成三節：第一節為「寄人籬下」，分析鮑照輾

轉於各個親王之間的流離之感；第二節為「蟄伏待發」，分析鮑照辭官

之後至任中書舍人之間的情感；第三節為「盛極而衰」，分析鮑照自中

書舍人離任之後的情感；第四節則總論本章所討論之情感轉折。 第四部

分為「第三章」，將鮑照出任秣陵令之後歸為此章，分析鮑照老年時期

的詩文情感，為對仕途充滿厭倦，並分成兩節：第一節為「萌生倦

意」，分析任秣陵令至隨臨海王上荊之間的詩文情感；第二節為「感時

傷老」，分析大明七年至鮑照為亂兵所殺的詩文情感；第三節則總論本

章所討論之情感轉折。 第五部分為「結論」，提出貫串鮑照整個生命的

情感是「悲情的孤憤」，說明「悲情」及「孤憤」的定義，並探討鮑照

之所以產生「悲情的孤憤」的原因。 第六部分為「附錄」，收錄了歷代

對於鮑照詩文的評論。最後附上參考書目。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緒論 第一節 相關論題的研究資料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第一章 長圖

大念，隱心者久 ──鮑照初入仕途的雄心壯志 第一節 初出茅廬 第二節 

屈於筆吏 第三節 官場險惡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章 嘆息和景，掩淚春風 

──鮑照沉浮仕途的懷才不遇 第一節 寄人籬下 第二節 蟄伏待發 第三

節 盛極而衰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 ──鮑照漂

泊仕途的厭倦之情 第一節 萌生倦意 第二節 感時傷老 第三節 小結 結論 

附錄：歷代評論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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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文獻 《廿二史札記》，清?趙翼撰，民?杜維運考證，台北：樂

天，一九七一年九月。 《元和姓纂》，唐?林寶撰，京都：中文出版

社，一九七六年六月。 《宋書》，梁?沈約撰，台北：鼎文，一九七五

年。 《南史》，唐?李延壽撰，台北：鼎文，一九七六年。 《直齋書錄

解題》，宋?陳振孫撰，台北：廣文，一九七九年。 《南齊書》，梁?蕭

子顯撰，台北：鼎文，一九八０年。 《梁書》，唐?姚思謙撰，台北：

鼎文，一九七九年。 《隋書》，北魏?魏收等撰，台北：鼎文，一九八

０年。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撰，台北：里仁，一九八四年。 《鮑

參軍集注》，南朝宋?鮑照撰，錢振倫注，錢仲聯補注集說，台北：木

鐸，一九八二年二月。 《鍾嶸詩品箋證稿》，王叔岷著，台北：台灣中

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專刊，一九九二年。 二、近人專著 

《人海孤舟─漢魏六朝士的孤獨意識》，袁濟喜著，河南：河南人民，

一九九五年四月。 《千載孤憤｜｜中國悲怨文學的生命透視》，徐子方

著，江蘇：江蘇教育，二００一年一月。 《山水與古典》，林文月著，

台北：純文學，一九八四年五月。 《中古文學文獻學》，劉躍進著，江



蘇：江蘇古籍，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編》，曹道

衡著，台北：文津，一九九四年七月。 《中古文學史論》，王瑤著，台

北：長安，一九八六年六月。 《中古文學集團》，胡大雷著，廣西：廣

西師範，一九九六年四月。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魏晉南北朝卷》，王

運熙、楊明著，上海：上海古籍，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中國社會政治

史》，薩孟武著，台北：三民，一九七五年七月。 《中國知識階層論─

古代篇》，余英時著，台北：聯經，一九八四年二月。 《中國賦論史

稿》，何新文著，北京：開明，一九九三年四月。 《中國辭賦發展

史》，郭維森、許結著，江蘇：江蘇教育，一九九六年八月。 《六朝文

論》，廖蔚卿著，台北：聯經，一九八五年九月。 《六朝作家年譜輯

要》，劉躍進、范子燁編，黑龍江：黑龍江教育，一九九九年一月。 

《六朝美學》，袁濟喜著，北京：北京大學，一九九九年一月。 《六朝

煙水》，陳書良著，北京：現代，一九九０年二月。 《六朝樂府與民

歌》，王運熙著，台北：新文豐，一九八二年。 《六朝賦》，張國星編

著，北京：文化藝術，一九九八年一月。 《六朝辭賦史》，王琳著，黑

龍江：黑龍江教育，一九九八年七月。 《仕隱與中國文學》，王文進

著，台北：台灣書局，一九九九年二月。 《由山水到宮體─南朝的唯美

詩風》，王力堅著，台北：商務，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走向世俗─南

朝詩歌思潮》，詹福瑞著，河北：百花文藝，一九九五年五月。 《杜甫

與六朝詩人》，呂正惠著，台北：大安，一九八九年五月。 《兩晉南北

朝士族政治之研究》，毛漢光著，台灣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一九六六

年。 《社會詩人鮑照》，鍾優民著，台北：文津，一九九四年二月。 

《美學原理》，王旭曉著，上海：人民，二０００年九月。 《南北朝文

學》，駱玉明、張宗原著，安徽：安徽教育，一九九四年四月。 《南北

朝文學史》，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北京：人民，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曹道衡著，江蘇：江蘇古籍，一九九八

年七月。 《詩馨篇》，葉嘉瑩著，台北：書泉，一九九三年九月。 

《管錐篇》，錢鍾書著，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 《漢魏六朝詩

歌語言論稿》，王云路著，陝西：陝西人民教育，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漢魏六朝詩講錄》，葉嘉瑩著，河北：河北教育，一九九七年七月。 

《賦史》，馬積高著，上海：上海古籍，一九八七年七月。 《賦與駢

文》，簡師宗梧著，台北：台灣書店，一九九八年十月。 《賦學概

論》，曹明綱著，上海：上海古籍，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鮑照和庾

信》，劉文忠著，台北：群玉堂，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魏晉南北朝史

論稿》，萬繩楠著，台北：雲龍，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魏晉南北朝賦

史》，程章燦著，江蘇：江蘇古籍，一九九二年二月。 《魏晉風度─中

古文人生活行為的文化意識》，寧稼雨著，北京：東方，一九九二年九

月。 《魏晉風度與東方人格》，劉康德著，遼寧：遼寧教育，一九九一

年一月。 《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李建中著，湖北：湖北教育，一九

九八年九月。 《魏晉六朝文學與玄學思想》，袁峰著，西安：三秦，一

九九五年十二月。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論》，管雄著，南京：南京大

學，一九九八年三月。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羅宗強著，北京：

中華，一九九六年十月。 《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朱大渭著，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一九九八年八月。 《魏晉南北朝拾遺》，唐長孺



著，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 《魏晉南北朝選官體制研究》，汪

征魯著，福建：福建人民，一九九五年一月。 《魏晉詩歌藝術原論》，

錢志熙著，北京：北京大學，一九九三年一月。 《藝術家的人格心理學

分析》，徐輝著，武昌：華中師範大學，一九九九年九月。 《藝術情感

論》，李青春著，北京：百花文藝，一九九一年四月。 三、學位論文 

《鮑照生平及其作品校正》，吳德風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

文，一九八八年六月。 《鮑照詩研究》，金惠峰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

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二年一月。 《鮑照樂府詩研究》，陳慶和著，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０年五月。 《鮑照辭賦研究》，

陳芳汶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六年七月。 《鮑照

詩研究》，陳敬介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八年六

月。 《謝靈運與鮑照山水詩研究》，李海元著，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

士論文，一九八七年四月。 四、期刊與論文集 〈文學與慈悲〉，王師

金凌著，《第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台北：文史哲，一九九八年八

月。 〈由鮑照詩看六朝的人生孤憤〉，龔鵬程著，《鵝湖》第三卷第四

期。 〈從《昭明文選》論鮑照別離詩〉，許東海著，《中正大學學報》

第六卷第一期。 〈從「擬行路難」十八首看鮑照詩中的文學價值〉，高

郁婷著，《孔孟月刊》第三十三卷第五期。 〈貧、病與詩─論鮑照的挽

歌〉，蘇瑞隆著，《魏晉南北朝學術國際會議》抽印本，一九九八年十

二月。 〈試論鮑照詩歌的「俊逸」特色〉，丁福林著，《文學遺產》，

一九八三年三月。 〈試論鮑照創作的藝術成就〉，朱思信著，《文學評

論》，一九八二年五月。 〈虞炎《鮑照集序》的一處傳寫錯誤〉，丁福

林著，《文史》，一九八二年第十五輯。 〈論鮑照的性格轉變及其悲劇

命運〉，梁錫功著，《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一九九三年九月。 

〈論鮑照的懷才不遇〉，王長發著，《江海學刊》，一九八二年五月。 

〈論鮑照詩歌的幾個問題〉，曹道衡著，《社會科學戰線》，一九八一

年第二期。 〈鮑照〉，方祖燊著，《中國詩季刊》第五卷第三期。 

〈鮑照及其詩新探〉，張志岳著，《文學評論》，一九八二年五月。 

〈鮑照五題〉，段熙仲著，《文學遺產》，一九八一年四月。 〈鮑照生

年考索〉，丁福林著，《南京師大學報》，一九八六第一期。 〈鮑照作

品研究〉，余學芳著，《淡江學報》第十九期。 〈鮑照的山水詩〉，李

文初著，《書和人》第六七三期。 〈鮑照的唯美傾向〉，黃昌年著，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鮑照的「贈故人馬子喬

六首」〉，唐海濤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鮑

照的「擬行路難」（上）〉，唐海濤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十

九卷第二期。 〈鮑照的「擬行路難」（下）〉，唐海濤著，《國立中央

圖書館館刊》第二十卷第一期。 〈鮑照和他的作品〉，陳貽焮著，《文

學遺產》，增刊一輯，一九五七年十月。 〈鮑照其人其詩〉，菊韻著，

《今日中國》第二十七期。 〈鮑照研究〉，曾君一著，《四川大學學

報》，一九五七年第四期。 〈鮑照詩小論〉，呂正惠著，《文學評論》

第六期。 〈鮑照詩文中的幾個問題〉，唐海濤著，《大陸雜誌》第七十

一卷第五期。 〈鮑照詩文中所表現的鄉土家人之戀〉，唐海濤著，《中

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十一卷第四期。 〈鮑照詩文又考辨〉，丁福林



著，《南京師大學報》，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鮑照詩文繫年考辨〉，

丁福林著，《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鮑照詩中的對偶

句〉，唐海濤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二十一卷第三期。 〈鮑照詩

中之蟬聯句〉，唐海濤著，《中外文學》第十三期第九卷。 〈鮑照詩美

成就論〉，吳功正著，《社會科學戰線》，一九九四年三月。 〈鮑照模

擬詩的成就〉，唐海濤著，《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二十卷第二期。 

〈鮑照描寫婦女的詩及其與宮體詩的關係〉，史年椿著，《揚州師院學

報》，一九八０年第三期。 〈鮑照「擬行路難」十八首組詩探述〉，方

玫芬著，《國民教育》第三十一卷第七、八期。 〈鮑照幾篇詩文的寫作

時間〉，曹道衡著，《文史》，一九八二年第十六輯。 〈鮑照〈梅花

落〉試解〉，王錫榮著，《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三

期。 〈鮑照對李白和杜甫詩歌的影響〉，呂寅哲著，《文史哲》，一九

九九年第五期。 〈論南朝宋齊時期的「寒人掌機要」〉，《北京大學學

報》第一六七期，一九九五年一月。 〈論鮑照樂府詩的抒情特質〉，張

春麗著，《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二十卷第一期，二０００年一月。 

〈關於鮑照的籍貫〉，丁福林著，《文史》，一九八三年第二十輯。 

〈關於鮑照身世的幾個問題〉，朱思信著，《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一九八三年 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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