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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宋朝蘇東坡晚年所創作的一百多首〈和陶詩〉。玆因

蘇東坡與陶淵明有著非常多的共同點，因而使得蘇東坡由景仰陶淵明的

不為五斗米折腰，到吟出「我其身後蓋無疑」（〈和歸去來今辭〉），



這中間蘇東坡在陶淵明身上看到的，就不止是陶淵明是一個怎麼樣的

人，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律動與陶淵明愈來愈接近，是什

麼樣的情懷，使得蘇東坡發願遍和陶詩，而東坡晚年於〈和陶〉之作所

傳達的意含與心境又是什麼？而這樣的二個律動相近的生命，卻有著不

同的仕隱抉擇，這些都令筆者感到有興趣。而筆者尤喜東坡在面臨人生

中的挫折時，是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在面對與處理，故希望透過本論文的

撰寫，去了解蘇東坡的生命情境的展現，作為取法借鑑。 本文共分八

章，十九小節，含附錄與參考書目，約十五萬餘言，首章緒論在說明研

究動機與〈和陶〉諸作的寫作年代。二、三章在分析〈和陶〉詩中所呈

現的內容主題，以分析東坡晚年的生活與思想為何。四、五章在論析

〈和陶〉詩的藝術技巧，以見東坡文學創作的功力，並由此而歸納〈和

陶詩〉的風格之產生，而於第六章中論述。在解讀了〈和陶〉之作後，

第七章完整的論析東坡之所以創作〈和陶詩〉的原因，仔細探討東坡與

陶淵明的生命相似處與東坡欣賞喜好陶淵明的情形。第八章則以〈和陶

詩〉的評價作結，因為唯有真正瞭解〈和陶詩〉的評價，研究〈和陶

詩〉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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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局  民國四十九年七月 《論語讀本》  蔣伯潛廣解  啟明書局 

《甌北詩話》  趙翼  木鐸出版社  民國七十一年四月 《歷代詩

話》 何文煥  藝文印書館  民國四十五年六月 《歷代詩話續編》  

丁福保  木鐸出版  民國七十二年九月 《歷代筆記小說精華》 劉

真倫．岳珍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一月 《鍾嶸詩歌美學》  

羅立乾  東大出版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 《舊唐書》  劉昫  藝

文印書館 《歸去來兮：隱逸文化的透視》 張立偉 北京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九五年九月 《藝概》  劉熙載  廣文書局  民國五十八年四

月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  清．王文誥  學生書局  民國七十

六年十月 《蘇文忠公編註集成總案》  清．王文誥  學海出版社  

民國八十年九月 《蘇東坡年譜》  王宗稷  商務印書館  民國六

十七年三月 《蘇東坡的人生哲學》  范軍  揚智文化  民國八十

三年七月 《蘇東坡詞上、下》  曹樹銘校編  臺灣商務出版  民

國七十二年十二月 《蘇東坡軼事匯編》 顏中其編 岳麓書社出版 一九八

三年六月 《蘇東坡集》  蘇軾  商務印書館  民國五十七年九月 

《蘇東坡新傳上、下》  李一冰  聯經出版社  民國七十二年六

月 《蘇詩彙評》  曾棗莊．曾濤  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八十七年

五月 《蘇軾》  王水照  國文天地出版  民國八十二年一月 《蘇

軾「以賦為詩」研究  鄭倖朱  文津出版  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 



《蘇軾全集》  蘇軾  上海古籍出版  二ＯＯＯ年五月 《蘇軾思

想研究》  唐玲玲．周偉民  文史哲出版  民國八十五年 《蘇軾

海南詩選注》  范曾俊．朱逸輝  北京師範  一九九Ｏ年 《蘇軾

評傳》  劉維崇  黎明文化出版  民國六十七年 《蘇東坡傳》  

林語堂  風雲時代出版  一九九二年十月 《蘇軾傳記研究》  費

海璣  商務印書館  民國五十八年 《蘇軾詩分期代表作研究》  

江惜美  華正書局  民國八十五年九月 《蘇軾詩歌研究》  王洪  

朝華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五月 《蘇軾資料彙編》  四川大學中文系

唐宋文學研究室編  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九四年 《蘇軾與道家

道教》  鍾來因  學生書局  民國七十九年五月 《蘇軾論》  

朱靖華  京華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蘇軾論稿》  王水照  

萬卷樓出版  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 《蘇軾禪詩研究》  樸永煥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發行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二、學位論文 《中國士人

仕與隱的研究︱︱以陶淵明詩文與蘇東坡之「和陶詩」為主》 陳英姬  

民國七十二年六月 《北宋「平淡」文學觀之研究》蕭淳鏵 政大中研所

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年六月 《宋代陶學研究》  羅秀美  中央中研

所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宋代陶學平淡觀研究》 郭秋顯 

中山中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 《李白樂府詩之用韻及修辭

研究》  蕭岳  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組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六年 

《東坡詩文思想研究》 李慕如 台灣師大國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

七年六月 《東坡謫黃研究》   吳淑華  文化中研所碩士論文 民

國八十二年 《東坡瓊州詩研究》  林採梅  東吳中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六年 《烏台詩案研究》   江惜美  東吳中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六年 《隋詩研究》  徐國能  東海中研所碩士論文  民

國八十七年六月 《蘇軾和陶詩之比較研究》 宋丘龍  東海中研所碩

士論文  民國六十四年 《蘇軾「和陶詩」研究》 馬可欣  輔大中

文系學士論文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 《蘇軾「和陶詩」研究》 金汶洙  

東海中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蘇軾的莊子學》  姜聲調  

師大國文所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蘇軾黃州詩研究》  羅

鳳珠  師大國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七年 《蘇軾詩學理論及其實

踐》 江惜美  東吳中研學博士論文 民國八十年六月 《蘇軾與莊

子：東坡文學作品中的莊子思想》 劉智濬  輔大中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五年 《蘇軾嶺南詩論析》  劉昭明  師大國研所碩士論文 

民國七十八年 三、期刊論文 《夙夜求治的蘇東坡》 費海璣  醒獅第

十四卷第二期  民國六十五年二月 《宋代陶學轉變的原因及其意義》  

羅秀美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三期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 《直抒胸臆

純任自然︱︱從東坡的詩詞文看東坡的人格》  鄭向恆  崇右學報

五期  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   《抉擇、自由、創造︱︱試論蘇東坡

眼中的陶淵明》  方瑜  台大中文學報第十二期  民國八十八年

五月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試說東坡和陶詩》  吳璧雍  

故宮文物月刊第十八卷第四期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 《東坡在海南》 

王萬福  廣東文獻第七卷第二期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 《東坡多采多

姿的生活》 陳香 明道文藝第十八期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 《東坡南

遷途中詩研究》  鍾屏蘭  屏東師院學報５期 民國八十一年五月  



《東坡家庭與烏台詩案（上）》 胥端甫 中華詩學第三卷第六期  民

國五十九年十一月 《東坡家庭與烏台詩案（中）》 胥端甫 中華詩學

第四卷第一期  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 《東坡家庭與烏台詩案（下）》 

胥端甫  中華詩學第四卷第二期  民國六十年一月 《東坡詞中的感

情表現》 鄭向恆  古典文學第二期  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 《東坡

詞記蘇軾的人生旨趣》 李錦全  國文天地第四卷第十一期  民國

七十八年四月 《東坡詞與陶淵明︱︱從一首〈江城子〉詞談起》  陳

滿銘  國文天地第十王卷第九期  民國八十九年二月 《東坡喜愛淵

明詩》  鮑霦  書和人第三二六期  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 《東坡

喜愛陶詩的原因》  鮑霦  中國國學第十二期  民國七十三年十

月 《東坡與禪》  林清玄  國文天地第七卷第二期  民國八十年

七月   《從東坡詩詞觀其性情襟抱》鹿憶鹿 明道文藝第一Ｏ四期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 《從蘇詩名篇看蘇軾的一生》  陳新雄  孔孟

月刊第二十九卷第十一期  民國八十年七月 《從前後「赤壁賦」談東

坡的矛盾心境》 黃美玲 中國文化月刊一六四期  民國八十二年六

月   《達自適的蘇東坡》 朱榮智  明道文藝第十八期  民國六

十六年九月 《論東坡之母程太夫人》 黃振民  教學與研究第八期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 《論蘇東坡的人生觀》  蔡秀玲  台中商專學報

二九期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影響東坡最大的四位女性》  陳香  

明道文藝第五三期 民國六十九年八月 《「歸」與「不歸」︱︱從「東

坡樂府」看蘇軾的遊子心態》  姜宇  國文天地第十一卷第七期  

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   《蘇東坡一生的厄運》 蔣勵材 建設第二十

一卷第三期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 《蘇東坡在惠州》  王志恆  暢

流第四十卷第十一期  民國五十九年一月 《蘇東坡在儋耳》  王彥  

廣東文獻第四卷第三期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   《蘇東坡在御史台

獄》 劉昭明 國文天地第四卷第十二期 民國七十八年五月     

《蘇東坡尚友陶靖節》 吳頤平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第九期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 《蘇東坡的生活與嗜好（上）》  陳宗敏  民主

憲政第四十五卷第二期  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 《蘇東坡的生活與嗜好

（中）》  陳宗敏  民主憲政第四十五卷第三期  民國六十二年

十二月 《蘇東坡的生活與嗜好（下）》  陳宗敏  民主憲政第四十

五卷第四期  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 《蘇東坡的和陶詩》 羅秀美  

國文天地第十五卷第九期 民國八十九年二月 《蘇東坡的性格與人格》 

陳宗敏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六卷第四期  民國六十二年四月 《蘇

東坡的詩及其為人性格》 羅敬之 華學月刊第一Ｏ九期  民國七十

年一月 《蘇東坡貶謫黃州的生活與心境》  黃寬重  故宮文物月刊

第八卷第一期 民國七十九年四月    《蘇東坡與道家道教》  李

慕如  屏東師院學報第十期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蘇軾的人生哲

學》 程林輝  中國文化月刊第一九二期  民國八十四年十月 《蘇

軾詩中的情感》  江惜美 師範學院學報第三十一期 民國八十九年

四月 《蘇軾嶺南謫居時之心態探討》 韓光介  丘海季刊第三十六卷  

民國八十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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