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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屬於斷代唐詩學的研究，目的在解讀元代讀者群對唐詩的理解與接

受。其在縱向的歷史聯繫上屬於唐詩學的一環，橫向聯繫上則屬於元代

詩學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此一論題，雖以共時性的向度為主，但亦必須

與歷時性的唐詩學研究相應，所以在兼顧共時性和歷時性二種向度的前

提下，我們對元代唐詩學的實質內容進行探問，並嘗試解讀這三個核心

問題。 第一個問題「元代讀者群是在何種背景中研究唐詩？」我們將元

代讀者群對唐詩的理解、詮釋，視為一種接受活動，由於期待視野的不

同，同一部作品的價值、意義就會產生變化。因此第一個問題的探求，



主要在還原元代讀者群期待視野的形成，並以(一)異族統治對元代文學

環境的影響。 (二)「詩」這一體裁在元代讀者群眼中的地位。 (三) 元代

讀者群如何定位「唐詩」，作為研析的重心。 第二個問題是「元代讀者

群所理解的唐詩是什麼？」我們試圖從三方面來掌握、解讀元代讀者群

詮釋與理解的唐詩。 (一)總論唐詩。以風格、分期的論述，來建構元代

讀者群所理解的唐詩。 (二) 分論詩人。以元代讀者接受的狀況為標準，

除了李杜二位大家外，還篩選在元代接受中，一顯一晦的二組詩人，置

入元代的時空座標中，分別觀察詩人在文本傳播、詩學討論與個人形象

上所產生的變化。(三) 編選唐詩。以元代唐詩選集為研析對象。除了元

人選編唐詩的動機、編排方式、選詩標準，並擴及選集的流通情形與評

價。 第三個問題是「元代唐詩學相應於其他時代的唐詩學，有特色？」

此論題是承上而來，著意在解析元代唐詩學的特色，以相應於各時代的

唐詩學。  

摘要

(英) 

This dissertation is a synchronic study of theory of Tang poetry in the Yuan 

Dynasty. It aims at analyzing Yuan readers’ understanding and reception of 

Tang poetry. When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 of diachronic studies, this 

dissertation is a part of the study of theory of Tang poetry; while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 of synchronic studies, this analysis is a part of the study of Yuan 

poetry. In other words, though the synchronic study is the focus of this 

dissertation, the diachronic study of theory of Tang poetry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tudies, 

substance of theory of poetry in the Yuan Dynasty will be explored. Three issues 

will be examined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first is a study of circumstances in 

which Yuan readers research into Tang poetry.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ang poetry by Yuan readers will be regarded as reception. As readers’ 

expectation of Tang poetry varies, their evalu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poems will be different. Thus, factors influencing readers’ expectation will be 

explored. Besides, influence of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on literary milieu in 

the Yuan Dynasty, status of “poetry” in the mind of Yuan readers, and their 

definition of “Tang poetry” will be focuses of this analysis. The second issue is 

an exploration of Tang poetry in the mind of Yuan readers. This topic will be 

discussed in three ways. One is overview of Tang poetry. An analysis of styles 

and phases of Tang poetry will reveal Yuan readers’ apprehension of Tang 

poetry. The second is examination of poets. In addition to Li Po and Du Fu, some 

famous and less famous Tang poets will be discussed. Dissemination of poems, 

analyses of theory of poetry, and different images of poets will also be explored. 

The third is compilation of Tang poetry in the Yuan Dynasty. Motivation of 

compiling Tang poetry, organization of poetry collections, criteria for selection of 

poems, and spreading and evaluation of poetry collections will be analyzed. The 

third issue is a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y of Tang poetry in the Yuan 

Dynasty. To underst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ory of Tang poetry in the Yuan 

Dynasty, theories of poetry in different dynasties will be compared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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