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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閱讀楚辭與南方楚文化、巫風文化的關係時，發現楚辭在與料上和文

字上有濃厚的南方文化秀美的氣息，它具有優美的詞藻、豐富的想像力

及強烈的情感；但是詩人除了對於生命及國家人民時時懷著憂懼之情之

外，卻有著強而有力的超越「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氣魄，並時時存

在著一種積極超越的衝力與動力，而這股力量甚至可以超越肉體的生

命。有學者認為詩人的自沈抉擇來自政治情境的破滅及投靠無門的痛

苦，或者是價值根源的破滅使其思無所依，因此以悲劇做為生命的結

束。但是在楚辭中所呈現的卻是在困苦的遭遇中益發顯得精神的自由與

崇高，從悲劇的精神來看，悲劇並不只停留在破滅的階段，相反的，它



仍然要在精神、理念上達到超越，如此才符合悲劇的精神。本文便是企

圖從這一個觀點來探索楚辭中這樣一個精神上的不斷超越的歷程。 在論

文的架構及章節安排上： 正文首先從第二章開始，討論「楚辭中的生命

境界與超越精神」，從孟子的「知人論世」的角度來看，對作品中的作

者的探討，這是要先做的﹔而就詮釋學來說，對作者生平及相關思想的

了解，也可以作為詮釋的前知識，有助於理解本身。因此在本章中將從

傳記體的「離騷」及「橘頌」說明詩人的生命情志，並且在「天問」中

探討天的價值根源所在的問題，以及「遠遊」中展現的道家逍遙自逝的

境界，以說明詩人以此作為其生命境界的根源，展現出進退之間寬闊的

空間； 第三章「楚辭中美感情懷的呈現」，舉出作為一個在世存有者從

存有的綻出中，由美感態度開啟了一系列的道德、政治、國家的客觀精

神的展現，呈現出從自然到人文世界，再到道德意義上的美感情懷的表

現； 接著，第四章是承續上一章而來的「楚辭中的美政思想」，美政是

屈原相當重要的一個概念，同時國家在黑格爾的概念中是客觀精神的最

高表現，但是這個客觀精神必須不斷被遺棄，以做為更高精神層面的超

昇，因此，即使美政不能夠實現，在個人精神也更必須向上超昇； 第五

章「楚辭中的悲劇感」，時間的消逝、天道的破滅、對天的質疑、對人

的質疑，讓詩人在作品中流露出強烈的悲劇感受，在此提出傷逝、人際

關係僵化、自我衝突及悲劇的超越概念，並說明悲劇所呈現的意義； 第

六章是「楚辭文學創作的象徵與隱喻之美」，屈賦有相當豐富的隱喻系

統，並以其寫作方式分為：比喻法、象徵法、拖體代言、對話問答法、

神話及歷史隱喻法等等。 最後結論： 關於楚辭的現代意義來說，本文

在此呈現出了一種人類存在的情境的問題、在這個世界上人應該如何存

在的問題，因以此衍生出何謂人、何謂神？的這樣一種探問。這是人存

在的普遍的問題，普遍的生存情境。而楚辭中所呈現的就是這樣的一種

探問，並且從內而外，從思想到行動的全面開展的探索。而我們會對詩

人感到感佩，並不只是因為他對家國人民的熱愛，而更在於他是自我意

識著的、對自己是誠實的、勇於面對自我及現實的，且不斷從外在現實

及內心衝突的對抗中保持自身的高潔與完整。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主旨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三

節 研究目標與展望 第二章 楚辭中的生命境界與超越精神 第一節〈離

騷〉中的生命觀 第二節 〈橘頌〉的情志 第三節 〈天問〉中有關天的概

念 一、自然現象的物質之天與自然之天 二、人事相關的主宰之天、義

理之天及運命之天 第四節 〈遠遊〉中的超越精神與理想境界 一、亦道

亦仙的境界 二、走向道的精神自由境界 三、與泰初為鄰的天庭之遊 第

三章 楚辭中美感情懷的呈現 第一節 楚辭中的事物與人文之美 一、事物

之美 二、人文世界之美 第二節 〈九歌〉中的超越與崇高之美 一、〈九

歌〉中人神相遇的意象 二、〈九歌〉中巫的藝術形象 第三節 好修的美

德 一、「修」的意義 二、好修的態度 第四章 楚辭中的美政思想 第一節 

美政的理念 一、以民為本 二、舉賢授能 三、遵循法度 第二節 對歷史政

治人物之褒貶 一、對古代君王的描述 二、古代賢臣的描述 第三節 烏托



邦的追求 第五章 楚辭中的悲劇感 第一節 傷逝 第二節 人間的醜陋 一、

人際關係的僵化 二、個人意志不進步的痛苦 第三節 政治情境 一、君王

的不察與疏離 二、循規守紀與時俗工巧的衝突 三、自我與烏托邦 第四

節 悲劇的超越 一、楚人的生死觀：「重身」與「輕死」 二、悲劇的超

越意義 第六章 楚辭文學創作的象徵與隱喻之美 第一節 象徵、比喻的運

用 一、比喻 二、象徵 第二節 托體代言 一、現實理性的思考：女嬃之言 

二、靈氛之占的「去」的抉擇 三、巫咸降神 第三節 問答與對話法 一、

重華陳辭 二、卜居的問答 三、與漁夫的對話 第四節 神話及歷史隱喻 

一、神話隱喻：藉神話傳說做的批判 二、歷史興廢的批判 三、其他君

王的評價 第七章 結論 參考書目  

參考

文獻 

一、《楚辭》相關參考書目 洪興祖，《楚辭補注》，大安出版社，1995

年 6 月。 林雲銘，《楚辭燈》，廣文書局，1963 年。 蔣驥，《山帶閣

註楚辭》，洪氏出版社，1975 年據原刊本印刷。 姜亮夫，《屈原賦校

注》，文光圖書有限公司，1974 年。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明

倫出版社，1971 年 10 月。 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4 年。 姜亮夫，《楚辭通故》，山東齊魯書社，1985 年。 姜亮

夫，《屈原與楚辭》，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年。 蘇雪林，《楚辭新

詁》，國立編譯館，1978 年 3 月。 蘇雪林，《天問正簡》，國立編譯

館，1988 年 3 月。 陳子展，《楚辭直解》，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 年

11 月。 施淑女，《九歌天問二招的成立背景與楚辭文學精神的探

討》，台灣大學文學院印行，1969 年。 吳天任，《楚辭文學的特

質》，人人文庫，王雲五主編，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 黃志高，

《六十年來之楚辭學》，自印本，1977 年。 游國恩，《屈原》，北京

中華書局，1980 年。 楊金鼎主編，《楚辭評論資料選》，《楚辭研究

集成》（三），馬茂元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傅錫壬，

《山川寂寞衣冠淚》，時報出版社，1987 年。 尹順，《楚辭九歌巫儀

之研究》，自印本，1987 年。 黃中模，《屈原問題論爭史稿》，十月

文藝出版社，1987 年。 蕭兵，《楚辭新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 蕭兵，《楚辭與神話》，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 年。 蕭兵，《楚

辭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張正明，《楚文

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8 月。 翁世華，《楚辭論集》，文

史哲出版社，1988 年。 鍾敬文，《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說》，東方文

化，1988 年。 司馬遷等著，《楚辭評論資料選》，長安出版社，1988

年 9 月。 石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 年 10

月。 黃中模編，《中日學者屈原問題論爭及》，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年。 湯炳正，《屈賦新探》，貫雅文化，1991 年。 易重廉，《中國楚

辭學史》，湖南出版社，1991 年。 陳怡良，《屈原文學論集》，文津

出版社，1992 年。 聶石樵，《屈原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年 4

月。 郝志達，王錫三主編，《東方詩魂：屈原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

東方出版社，1993 年。 張崇琛，《楚辭文化探微》，北京新華出版

社，1993 年。 張軍，《楚國神話原型研究》，華中師大博士論文，1988

年，文津出版社，1994 年 1 月。 徐志嘯，《楚辭綜論》，東大出版

社，1994 年。 趙沛霖，《屈賦研究論衡》，聖環圖書發行，1994 年。 

錢誦甘，《九歌析論》，台灣商務印書館，新人人文庫，1994 年。 周



建忠，《楚辭論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6 月。 李誠，《楚辭

文心管窺》，文津出版社，1995 年。 鄭在瀛，《楚辭探奇》，萬卷樓

發行，1995 年。 曲德來，《屈原及其作品新探》，遼寧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5 月。 皮道堅，《楚藝術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7

月。 蔣天樞，《楚辭論文集》，崧高書社，1996 年 5 月。 李中華，朱

炳祥合著，《楚辭學史》，武漢出版社，1996 年 10 月。 黃碧璉，《屈

原與楚文化研究》，文津出版社，1998 年。 彭毅，《楚辭詮微集》，

台灣學生書局，1999 年 6 月。 楊義，《楚辭詩學》，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8 年 10 月。 陳世驤，《楚辭資料海外篇》尹錫康、周發祥主

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張國光，《屈原研究論集》，湖北：

長江文藝出版社，1984 年 5 月。 二、美學、哲學、文學相關著作 劉千

美，《差異與實踐：當代藝術哲學研究》，台北，立緒文化事業，2001

年。 黑格爾著；朱孟實譯，《美學》﹙一﹚﹙二﹚﹙三﹚﹙四﹚台北

市：里仁 ，1981 年。 沈清松《物理之後：形上學的發展》台北：牛

頓，1991 年。 姚一葦，《美的範疇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8.09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台北：桂冠出版社，1992 年。 亞里斯

多德著，姚一葦譯註，《詩學箋註》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93 年。 

海德格原著 孫周興譯，《路標》台北市：時報文化，1997 年。 蕭兵，

《楚辭與美學》，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1 月。 Karl Jaspers 著，

葉頌姿譯，《悲劇之超越》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3 年。 郭宏安

譯，《波特萊爾美學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年。 坎

伯著，朱侃如譯，《神話》，台北：立緒文化，1995 年。 劉小楓，

《拯救與逍遙》，台北，久大文化出版公司，1991 年 2 月，初版。 劉

小楓《浪漫?哲學?詩》台北：風雲時代，1990 年。 李澤厚，《美的歷

程》台北市：三民書局，1996 年 9 月。 朱光潛，《談美》台北市：三

民書局，1994 年 3 月。 劉文譚《現代美學》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

年。 蔣孔陽《德國古典美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年。 朱狄 《當

代西方美學》台北：谷風，1988 年。 殷鼎《理解的命運》台北：東大

圖書公司，1990 年。 劉綱紀主編《現代西方美學》湖北：湖北人民出

版社，1993 年。 傅偉勳《西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 1994 年。 沈

清松《現代哲學論衡》台北：黎明文化 1994 年。 陳來，《古代宗教

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聯書店，1996 年 3 月。 李醒

塵《西方美學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 劉昌元《西

方美學導論》台北：聯經，1994 年。 [美]郭穎頤，雷頤譯《中國現代思

想中的唯科學主義》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司有侖主編

《當代西方美學新範疇辭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年。徐

有漁等著《語言與哲學─當代英美與德法傳統比較研究》北京：三聯書

局，1996 年。 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1997 年。 李澤厚主編滕守堯著，《審美心理學描述》台北

市：漢京，1987 年 3 月。 宗白華，《美學的散步》台北市：洪範出版

社，1993 年 9 月。 葉朗主編，《現代美學體系》台北市：書林出版

社，1996 年 3 月。 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第一卷，濟南：齊魯出

版社，1987 年 6 月。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台北：駱駝出版社，1993

年。 曾祖蔭，《中國古代美學範疇》台北市：丹青出版社，1987 年 4



月。 宗白華，《美從何處尋》台北市：駱駝出版社，1987 年 6 月。 李

澤厚，《華夏美學》台北市：三民出版社，1996 年 9 月。 李澤厚，

《美學四講》台北市：三民書局，1996 年 9 月。 李澤厚，《美學論

集》台北市：洪範出版社，1996 年 9 月。 朱光潛，《美學再出發》台

北市：丹青出版社。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上﹚﹙下﹚台北市：金

楓出版社，1987 年 8 月。 名譽主編：李澤厚 汝信《美學百科全

書》，北京：新華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顏翔林，《死亡美學》 學

林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柯慶明，《文學美綜論》臺北：長安出版

社，1983.05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 年。 焦文彬，《中國古典悲劇論》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

年。 邱紫華，《悲劇精神與民族意識》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0 年。 許蘇民，《歷史的悲劇意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周春生，《悲劇精神與歐洲思想文化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黃瑞祺，《歐洲社會理論》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

所，1996 年。 張淑香，《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台北：大安出版

社，1992 年 3 月初版。 袁鶴翔、鄭樹森、周英雄編：《中西比較文學

論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 年。 郭慶藩《莊子集釋》，

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年 9 月。 呂正惠，《文學的後設

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家》，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82 年。 三、期刊論

文 〈屈原的政治思想〉包根弟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 十期 1987 年 6 月 

〈論屈原的性格〉包根弟 書目季刊 十七卷三期 1983 年 12 月 〈古代楚

辭學史論〉廖棟梁 輔大中文系博士論文 1997 年 〈歷代楚辭品評要略〉

史墨卿 中國國學 十三期 1985 年 10 月 〈從〈離騷〉看屈原的風格與人

格〉王競芬 東方雜誌 二十卷十期 1987 年 4 月 〈《楚辭?天問》中的殷

商神話解析〉傅錫壬 淡江學報 二七期 1989 年 2 月 〈〈九歌〉新論-試

探〈九歌〉之意義及特質〉陳怡良 成大中文學報 一期 1992 年 11 月 

〈中國近十年來楚辭論文索引〉邱曉淳 梁靜芳 中國國學 二十期 1992 年

11 月 〈芬芳高潔的期許-〈離騷〉中香草的隱喻意義〉王熙元 國文天地 

八卷十二期  1993 年 5 月 〈中國近十年來楚辭論文索引補遺〉林秀

珍 中國國學 二十一期 1993 年 11 月 〈中國近十年來楚辭論文索引再

補〉邱曉淳 中國國學 二十二期 1994 年，十月 〈王逸《楚辭章句》的詮

釋理念-兩漢以人論文批評關的一個考察〉 劉漢初 台北師範學院學報 九

期 1996 年 6 月 〈關於屈原放逐問題的商榷〉潘嘯龍 安徽師大學報 1980

年 三期 〈《楚辭?九章》之全面觀察及其篇義分析〉陳子展 古典文學論

叢 1980 年 8 月 〈〈離騷〉-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珍品〉馬

曉玲 江漢論壇 1982 年 二期 〈一個值得重視的《楚辭》注本〉張崇琛 

文 1982 年 十二輯 〈關於〈九歌〉的思想意義〉孫元璋 山東師大學報 

1982 年 四期 〈試論屈原對「比興」的發展〉蔡守湘 江漢論壇 1982 年 

九期 〈《楚辭通釋》考正與補注〉吳冠君 湖南師院學報 1983 年 二期 

〈幾種各具特色的《楚辭》古注〉董洪利 常振國 文史知識 1983 年 五期 

〈屈原生死觀的美學探討〉張嘯虎 求索 一九八三年 二期 〈想像、理

想、現實-讀〈騷〉探微〉陳鐵鑌 錦州師院學報 1983 年 三期 〈從《楚

辭通釋?天問篇》〉看王夫之的哲學 劉文英 江漢論壇 1983 年 六期 〈從

《楚辭集注?天問篇》〉看朱羲的哲學 劉文英 社會科學 1983 年 六期 



〈〈天問〉的結構與析義〉劉兆偉 錦州師院學報 1983 年 一期 〈淺談

《楚辭》的比興〉李淮芝 江漢論壇 1984 年 五期 〈〈離騷〉的結構及其

他〉溫洪隆 華中師院學報 1984 年 五期 〈劉向編集《楚辭》初探〉林維

純 暨南學報 1984 年 三期 〈論漢人對屈原的評價〉郭維森 求索 1984 年 

四期 〈論作為藝術思維經驗的屈辭超現實想像〉金開誠 北方論壇 1984

年 二期 〈屈原悲劇結局的時代特徵〉趙沛霖 青海師範學院學報 1984 年 

一期 〈論〈離騷〉的浪漫主義表現及其精神特色〉潘嘯龍 中州學刊 

1984 年 一期 〈〈離騷〉在時空與我的關係中展現的屈原「自我」形

象〉曹海東 華中師院學報 1984 年 五期 〈〈離騷〉整體結構和求女、

問卜、降神解〉金開誠 文學遺產 1985 年 四期 〈從屈騷風格看屈原的創

作個性〉王昌獻 李生龍 湖南師大學報 1985 年 四期 〈從屈原創造的個

性化論屈原之不容否定〉郭維森 南京大學學報 1985 年 二期 〈略評幾種

有影響的《楚辭》舊注本〉朱碧蓮 湖北大學學報 1985 年 五期 〈論〈離

騷〉的自我形象〉郭杰 北方論叢 1986 年 六期 〈《楚辭》研究史略〉崔

富章 語文導報 1986 年 十期， 〈屈原創作的個性特徵〉李淮芝 北京師

範大學學報 1986 年 一期 〈《楚辭》版本源流考察〉崔富章 浙江學刊 

1987 年 一期 〈理性的覺醒與悲劇的產生〉楊迺喬 文學評論 1989 年 四

期 〈論屈原的創作意識〉 劉國泰 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1990 年 三期 〈論

屈原「發憤以抒情」對後世的影響〉鄢傳恕 華中師範大學學報 1990 年

一期 〈〈九章〉意象探微：兼論〈九章〉與〈離騷〉之關係〉周禾 江

漢論壇 1990 年 九期 〈對既成的屈原美學思想界定模式之求異性思考〉

楊迺喬 徐州師範學院學報  1991 年 一期 〈屈原在我國神話思想史上

的地位與貢獻〉趙沛霖 文藝研究 1991 年  二期 〈從康德判斷力批判

論美與人的關係〉劉千美 輔仁哲研碩士論文 1975 年 〈泛論中國文學中

之悲劇意識〉唐君毅 學粹 1970 年 10 月 〈試論悲劇與英雄性〉 王肇初 

四川師院學報 1983 年 3 月 〈論屈原的悲劇性格與離騷的悲劇結構〉 費

秉勛 西北大學學報 1983 年 1 月 〈論悲劇力與悲劇感〉 吳滌非 文藝研

究 1994 年 5 月 〈由屈原悲劇英雄的性格探討屈原賦的悲劇性〉 郭務渝 

空大人文學報 1999 年 6 月 〈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王雪蘭 台灣大學中文

研究所碩士論文 1971 年 〈《楚辭》二〈招〉析論〉張春榮 台灣師範大

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73 年 〈朱子《楚辭集注》研究〉梁昇 台灣師

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8 年 〈〈天問〉研究 〉高秋鳳 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1 年 〈洪興祖〈楚辭補注〉研究〉李溫良 

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4 年 〈《楚辭》古韻研究〉陳文吉 台

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5 年  

論文

頁數 
73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