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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文學理論的領域中，「詩話」研究具有反應詩人詩觀或時代風

尚的具體價值。謝肇淛《小草齋詩話》是一部內容豐富的詩話作品，藉由

對詩話內文的逐條分析，重新組合，便可條理化、系統化的窺見謝肇淛詩



學理論所在。本論文茲分七章進行析論：   第一章〈緒論〉：主要說

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範圍、研究方法，並對過去相關研究進行評述。 

第二章〈謝肇淛的生平、著作與詩學背景〉：分為生平著作、明代詩論概

述及閩中詩派三部份。謝肇淛身處晚明，面對各個流別群體的相繼勃興，

更迭升降，謝氏自然有所吸納、反省。再者，謝氏係為晚明閩派代表人

物，與閩中詩派關係密切；因此，欲明謝氏詩學理論，必須先對明代詩壇

與閩中詩派進行探索。   第三章〈詩歌本源、本質論〉：分為詩歌本

源論、詩歌本質論兩部份。詩歌本源論係就謝肇淛情由物感而生、詩歌緣

情而作的觀點予以分析；詩歌本質論，則探討謝氏主張詩歌當求語精、綺

靡兼典重、風雅本色等論點。   第四章〈詩歌體製論〉：茲分論樂

府、論歌行、論古詩、論律詩、論絕句五部份，逐一探討謝氏對各體詩歌

的觀點。   第五章〈詩歌創作論〉：分為創作先決條件、創作相關理

論兩部份。在創作先決條件中，主要論述才與學的關係。在創作相關理論

中，則針對謝氏《小草齋詩話》所涉及的相關創作理論進行分析。   

第六章〈歷代詩歌評論〉：分為評先秦兩漢魏晉六朝詩、評唐宋元詩、評

明詩三部份。除泛論一代文風特色，並分述謝氏對個別重要作家的評論。 

第七章〈結論〉：總結謝氏《小草齋詩話》詩學理論，並述其詩學成就與

價值。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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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十一月臺一版 詩集傳，宋?朱熹著，《四部叢刊》本，台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 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臺一版 西郊笑端集，明?董紀，《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宋文憲公全

集，明?宋濂著，《四部備要》本，台北：中華書局，民國 五十九年六月

臺二版 誠意伯文集，明?劉基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

務 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鳧藻集，明?高啟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鳴盛集，明?林鴻撰，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東

里集，明?楊士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民

國七十五年七月 倪文禧集，明?倪謙，《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

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清江文集，明?貝瓊，《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國朝獻徵錄，明?

焦竑，台北：學生書局，民國五十四年元月出版 懷麓堂集，明?李東陽

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 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

月 空同集，明?李夢陽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大復集，明?何景明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震川集，明?歸有光著，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袁

中郎全集，明?袁宏道著，台北：五洲出版社，民國四十九年五月 明儒文

案，明?黃宗羲，《四部備要》本，台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十九年六月

臺二版 蘭庭集，明?謝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

館， 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古詩歸，明?鍾惺、譚元春，《續修四庫全書》

本，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二○○二年 讀詩質疑，清?嚴虞惇撰，《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 印書館，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陔餘叢

考，清?趙翼，《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二

年 援鶉堂筆記，清?姚範著，台北：廣文書局，民國六十年八月   

（三）詩話 詩品，鍾嶸，《歷代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八

十年九月五版 滄浪詩話校釋，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台北：里仁書

局，七十六年 四月初版 滹南詩話，金?王若虛著，《續歷代詩話》本，台

北：藝文印書館，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四版 詩法家數，元?楊載著，《百種

詩話類編》本，臺靜農編輯，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初版 

麓堂詩話，明?李東陽著，《續歷代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七十二年六月四版 藝苑卮言，明?王世貞著，《續歷代詩話》本，台北：

藝文印書館，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四版 四溟詩話，明?謝榛著，《續歷代詩

話》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七十二年六月四版 升菴詩話，明?楊慎

著，《續歷代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七十二年六月四版 談

藝錄，明?徐禎卿著，《歷代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八十年

九月五版 存餘堂詩話，明?朱承爵著，《歷代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



館，民國八十年九月五版 許學夷詩話，明?許學夷著，《明詩話全編》

本，江蘇：江蘇古籍 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詩源辯體，許學

夷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 藝圃擷餘，明?王世懋

著，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八十年九月五版 詩藪，明?胡應麟著，台

北：廣文書局，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初版 靜志居詩話，明?朱?尊著，姚祖

恩、黃君坦校點，北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詩藪談宗，明?周子文著，《詩話叢刊》本，台北：廣文書局， 民國六十

二年版 夢蕉詩話，明?游潛著，《古今詩話叢編》本，台北：廣文書局， 

民國六十年九月 一瓢詩話，清?薛雪著，《清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

館，民國六十年十月初版 峴傭說詩，清?施補華口授、錢榘筆述，《清詩

話》本，台北：藝文 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十月初版 野鴻詩的，清?黃子雲

著，《清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六十年十月初版 鈍吟雜

錄，清?馮班著，《清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十月初

版 詩友傳，清?劉大勤問、王阮亭答，《清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

館，民國六十年十月初版 詩學纂聞，清?汪師韓，《清詩話》本，台北：

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十月初版 說詩晬語，清?沈德潛著，《清詩話》

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六十年十月初版 養一齋詩話，清?潘德輿

著，《清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六十年十月初版 歷代詩

話，清?吳景旭，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年十月初版 薑齋詩話，清?王

夫之著，《清詩話》本，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十月初版 藝

概，清?劉熙載著，台北：廣文書局，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再版 貳、今人著

作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學，賴力行著，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

九八年六月二刷 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增訂本，褚斌杰著，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 一九九○年十月二版 中國古代文藝學叢編，胡經之主編，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年七月一版 中國詩話史，蔡鎮楚著，長

沙：湖南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一版 中國詩學體系論，陳良運

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九月二刷 中國歷代文學論

著精選，郭紹虞主編，台北：華正書局，民國八十年三月 文心雕龍綜

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編，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民國七十七年五月

初版 元詩研究，包師根弟著，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七年

一月版 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內閣文庫編，台北：進學書局，民國五

十九年 八月影印初版 比興物色與情景文融，蔡英俊著，台北：大安出版

社，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一版 宋代詩學，張思齊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二○○○年十一月一版 沈德潛詩論探研，胡師幼峰著，台北：學海

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初版 近體詩格律學，王力著，太原：山西古

籍出版社，二○○三年一月一版 金元明清詩詞理論史，丁放著，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二○○○年二月二版 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廖可斌

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版 明代詩文的演變，

陳書祿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版 明代文學批

評資料彙編，國立編譯館主編，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六十八年九月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何宗美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二○○三年

一月一版 明初越派文學批評研究，龔顯宗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

九八八年 七月初版 明洪、建二朝文學理論研究，龔顯宗著，台北：華正

書局，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初版 明清文學批評，張健著，台北：國家書



店，民國七十二年一月初版 胡應麟詩論研究，陳國球著，香港：華風出

版社，一九八六年初版 南朝謝靈運詩研究，陳美足著，台北：文津出版

社，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唐音閣鑒賞集，霍松林著，石家莊：河北

教育出版社，二○○○年十二月一版 唐詩說，夏敬觀著，台北：河洛圖

書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臺排印初版 迦陵談詩二集，葉嘉瑩著，

台北：東大圖書，民國七十四年二月初版 清代詩學初探，吳宏一著，台

北：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五年元月修訂再版 清初虞山派詩論，胡師幼峰

著，台北：國立編譯館，民國八十三年十月版 新編談藝錄，錢鍾書著，

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 詩言志辨，朱自清作、

朱喬森編著，台北：開今文化，一九九四年六月 初版 詩經通釋，王師靜

芝，台北：輔仁大學文學院，民國八十四年三月十四版 詩論：審美感悟

與理性把握的融合，趙永紀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六月一版 福建文學發展史，陳慶元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

六年十二月一版 閩文化概論，何綿山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

九六年十一月一版 漢詩研究，方祖燊，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五年

六月臺初版 漢樂府研究，張永鑫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

年六月 漢魏六朝文學論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二○○一年八月一

版 樂府文學史，羅根澤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再

版 嚴羽及其詩論研究，黃景進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

二月初版 參、期刊論文  一、博碩士論文 李何詩論研究，簡錦松著，國

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十九年 論真 ── 以明代詩

論為考察中心，邵曼珣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七十九年 徐禎卿之詩論研究，陳錦盛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年 晚明陸時雍詩學研究，黃如焄著，國立中正大

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民國八十三年 明代詩話考述，連文萍著，

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八十七年  二、期刊 樂府

詩，王瑤，《文藝學習》，一九五四年第八期 嚴羽詩禪說析辨，郁沅，

《學術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七期 嚴羽及其滄浪詩話，張少康，《文史

知識》，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嚴羽審美理論三題，皮朝綱，《四川師範學

報》（社會科學版）， 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詩歌派別

論，王學太，《文學遺產》，一九八九年 第五期 「緣情」說及其它，魏

晉風，《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四年第三期 徐禎卿《談藝

錄》論詩蠡測，陳紅，《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四

年第二期 明「閩中十子」詩派論略，陳廣宏，《中國詩學》，一九九五

年第四輯 「詩言志」與「模仿說」，何文禎，《天津師大學報》，一九

九五年第五期 唐人的詩體分類，王運熙，《中國文化》，一九九五年第

二期 略論李夢陽詩文理論的矛盾及其影響，王承丹，《伊犂師範學院學

報》，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論歷代對「詩緣情而綺靡」的誤讀，趙泰靖，

《學術研究》，一九九六年第四期 中國古代作家論，樊德三，《鹽城師

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一九九六年第四期 謝肇淛的《小草齋詩

話》及其詩論，陳慶元，《中國詩學》，一九九七年第五輯 唐朝的行

卷，李秉監，《華夏文化》，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二袁性靈論的情感美學

蘊涵，黃南珊，《人文雜誌》，一九九七年第六期 福建地方歷代文學述

略，方寶璋、孫曉琛，《福建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一



九九七年第四期 唐宋科舉制度雜談，陳峰，《華夏文化》，一九九七年

第三期 詩與賦 ── 兼論賦的歸屬，李文初，《天府新論》，一九九七年

第一期 王維、李頎、高適、岑參的七言歌行與盛唐的時代精神，劉建

國， 《中國韵文學刊》，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淺論明代文學尊情觀的發展

脈絡，曾中輝，《江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八

年第三一卷第一期 「詩緣情」的現代解讀，朱寧嘉，《嘉興教育學院學

報》，一九九八年第一、二期 「詩緣情」辨義，詹福瑞、侯貴滿，《河

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八年第二十三卷第二期 明代

詩文概說，鍾尚鈞，《阿垻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一九九九年 第一

期 「別才別趣」說辨析，陳名財，《四川教育學院學報》，一九九九年 

第十五卷第一期 「緣情綺靡」與陸機詩風，劉運好，《寧波大學學報》

（人文科學版），一九九九年第十二卷第三期 徐禎卿《談藝錄》之審美

觀，林淑貞，《古典文學》，第十五集，台北：學生書局，二○○○年九

月初版 百年漢樂府研究概述，馬慶洲，《濟南教育學院學報》，二

○○○年 第五期 唐詩的風骨，王基林，《南京農專學報》，二○○一年

第十七卷第四期 閩中詩派與明代前期詩風的演變，王忠閣，《河南大學

學報》 （社會科學版），二○○一年第四一卷第五期 「役才」與「課

學」 ──《文心雕龍》才性論探析，賴力行， 《雲夢學刊》，二○○一

年第二二卷第一期 試論明初詩壇的崇唐抑宋傾向，劉海燕，《文學遺

產》，二○○一年 第二期 質勁其文，率真其人 ── 明代作家鄭善夫研

究，段學紅，《石家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二○○一年第十三卷第一期 

論「興」的審美意義，袁濟喜，《文學遺產》，二○○二年第二期 「怨

而不怒」的詩學精神及其內涵，李凱，《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哲學社

會科學版），二○○二年第二三卷第三期 盛唐七言歌行簡論，趙淑平，

《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二○○二年，第二六卷第三期 

晚明詩家謝肇淛 ── 兼論《小草齋集》的藏傳，陳慶元，《福州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二○○三年第三期 唐代的科舉與詩歌，黃昭寅，

《棗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二○○三年第二十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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