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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文學作品的詮釋和理解中，風格的把握是最困難的，也是最根本的部

分，本文將把秦觀詞置於一有機的結構系統中，透過相近、相反的其他

詞人作品來比對，同時結合歷代詞論家之評語，從秦觀主調詞、別調詞

等面向來探討，期以能見秦觀詞之整體風格。論文主要分四章，章節的

安排如下： 緒論：先說明秦觀詞研究的現況，後為問題意識的提出，及

思考進程。 第一章：先將歷代論秦觀主調詞之風格的詞評分類，在整理

過程中，深感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多傾向借用感性直覺建立其體系，此類

以印象批評代替分析式批評的論述，其中似乎充滿了多義、模糊等不確

定性，鑑於閱讀中國歷代詞評所面臨的困難，而有種種提問。其後透過



秦觀「學柳七作詞」之探討，以見秦觀詞之主調風格在於「婉約」。 第

二章：從抒情表達法和修辭策略角度，將秦觀詞與其他婉約詞家，如溫

庭筠、韋莊、李煜之詞相比較﹔又從同題材之詞作比較，以見秦觀詞和

歐陽修詞、馮延巳詞中所呈現之情感特質﹔再從章法結構角度比較秦

觀、柳永、周邦?三人之詞，見其共相與殊相。 第三章：從批評、指瑕

之觀點，論秦觀詞「少故實」，及「以氣格病」、「格力弱」等評語之

妥當與否。又從秦觀詩是「女郎詩」角度，見秦觀詞細膩婉曲之特長，

恰與詞之本色特質相合。 第四章：討論秦觀別調詞即其俳狹詞、艷詞、

〈調笑令〉十首之風格，透過詞曲特質的說明、詩詞異體之探討、艷詞

的分辨等進一步思考，以見秦觀別調詞之風格特色。 最後是結語：經由

上述各章之探討，可見秦觀詞之創作在詞之本色上的堅持。 本論文架構

包括了前人批評、詞作分析及理論探討三大部分，而且它們彼此的關係

是互相影響的。總括來說，本論文嘗試不只在說明問題「是什麼」，還

要解釋「為什麼」，希望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補充開展。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目次 緒論 一 第一章 秦觀詞主調風格論 五 第一節 歷代詞評之秦觀詞

風格主調 六 第二節 秦觀「學柳七作詞」論 十 第三節 秦觀詞主調風

格探 十八 第二章 秦觀詞與其他婉約詞家比較論 二五 第一節 從秦觀

「深婉」詞風角度看溫、韋、李詞 二五 第二節 歐陽修詞「深婉開少

游」─秦詞與歐詞、馮詞比較 三五 第三節 從章法結構角度看秦觀詞

與柳永詞、周邦彥詞 四二 第三章 秦觀詞指瑕論 五一 第一節 秦觀詞

「少故實」與李清照《詞論》 五一 第二節 秦觀詞「以氣格病」、

「格力弱」論 五八 第三節 從秦觀之「女郎詩」談宋詞特質 六七 第四

章 秦觀別調詞 七三 第一節 秦觀之俳狹詞與曲之特質 七三 第二節 

秦觀之艷詞辨 八Ｏ 第三節 從詩詞異體看秦觀〈調笑令〉十首 八四 結

語 九一 附錄一 九三 附錄二 一Ｏ一 主要參考書目及期刊論文 一一七  

參考

文獻 

主要參考書目及期刊論文 一、 一般專著 (一) 秦觀著作 《淮海居士長短

句箋釋》，包根弟箋釋，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民國六十一

年十月 《淮海詩註附詞校注》，徐文助，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

論文，民國六十六年 《淮海詞箋注》，楊世明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一九八四年九月 《淮海集箋注》(上／中／下)，徐培均箋注，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 《淮海詞》，陳祖美選注，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歐陽修、秦觀詞選》，王鈞

明／陳沚齋選注，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七年七

月 《淮海居士長短句》，徐培均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

二年十二月 《秦觀集編年校注》(上／下)，周義敢、程自信、周雷編

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ＯＯ一年，七月 《秦觀詞新釋輯評》，

徐培均、羅立剛編著，北京，中國書店，二ＯＯ三年一月 (二) 文、詩、

詞總集、別集 《詞則》，清．陳廷焯編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

九八四年五月 《唐宋詞選釋》，俞平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

九四年十二月五刷 《唐宋詞選釋》，俞陛雲，台北，廣文書局，民國五

十九年十月 《唐宋詞簡釋》，唐圭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



九年五月 《詞選》，鄭騫編注，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國八十

年十一月 《全唐五代詞》，張璋、黃畬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七十五年十月 《唐五代詞選集》，黃進德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二月 《花間集校》，後蜀．趙崇祚輯，李一氓校，北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 《全宋詞》（全五冊），唐圭璋編，北

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六月六刷 《樂府雅詞》，曾慥，瀋陽，遼寧

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三月 《宋詩選注》，錢鍾書注，台北，木鐸出

版社，民國七十三年九月 《溫庭筠詞新釋輯評》，張虹、張華編著，北

京，中國書店，二ＯＯ三年一月 《韋莊集》，向迪琮校訂，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 《李璟李煜詞》，南唐．李璟、李煜著，

詹安泰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 《陽春集校

注》，黃畬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月 《晏殊、晏

幾道詞選》，陳永正選注，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

十三年一月四刷 《歐陽修選集》，陳新、杜維沫選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 《張先集編年校注》，吳熊和、沈松勤校注，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 《樂章集校註》，宋．柳永

著，薛瑞生校註，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柳永詞校

注》，賴橋本，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四年四月 

《臨川先生文集》，宋．王安石，台北，華正書局，民國六十四年四月 

《王荊公詩注補箋》，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李之亮補箋，成

都，巴蜀書社，二ＯＯ二元月 《蘇軾文集》，宋．蘇軾撰，孔凡禮點

校，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三月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清．

王文誥撰，成都，巴蜀書社，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東坡樂府箋》，龍榆

生校箋，台北，華正書局，民國七十九年三月 《東坡詞編年箋證》，

宋．蘇軾撰，薛瑞生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月 《黃

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二ＯＯ一年五月 《黃庭堅選

集》，黃寶華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刷 《山

谷詞》，宋．黃庭堅著，馬興榮、祝振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二ＯＯ一年六月 《張耒集》（上／下），宋．張耒，北京，中華書

局，二ＯＯＯ年一月 《清真集校注》，宋．周邦彥著，孫虹校注、薛瑞

生訂補，北京，中華書局，二ＯＯ二年十二月 《周邦彥詞選》，劉斯奮

選注，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四刷 

《李清照全集評註》，徐北文主編，濟南，濟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

月 《李清照集校註》，王仲聞校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七

年十一月 《李清照詩詞評注》，侯健、呂智敏，太原，山西教育出版

社，一九九七年五月 《樊山集》（全五冊），樊增祥，台北，文海出版

社有限公司，第二冊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逯欽立輯校，北京，中

華書局，一九九八年五月 《宋詩鈔》，清．呂留良、吳之振、吳爾堯

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一年 《韓昌黎文集校注》，唐．韓昌黎

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

月 《韓愈選集》，孫昌武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

月 《范仲淹全集》，李勇先、王蓉貴校點，二ＯＯ二年九月 《中州

集》，元．元好問，台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二年九月 《彊村叢

書》，朱孝臧輯校編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 《文



選》（全六冊），梁．蕭統編、唐．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一月 (三) 詩話、詞話、序跋、筆記 《詞話叢編》（全五

冊），唐圭璋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六月四刷 《詞林紀事、

詞林紀事補正》合編(上／下)，清．張宗橚編，楊寶霖補正，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唐五代詞紀事會評》，史雙元編

著，合肥，黃山書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唐宋人詞話》，孫克強編

著，河南，河南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 《宋元詞話》，施蟄存、

陳如江輯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二月 《宋代詞學資料

匯編》，張惠民編，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唐宋

詞集序跋匯編》，金啟華等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二年

二月 《詞籍序跋萃編》，施蟄存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

九九四年十二月 《碧雞漫志校正》，岳珍校正，成都，巴蜀書社，二Ｏ

ＯＯ年七月 《苕溪漁隱叢話》，宋．胡仔，台北，長安出版社，民國六

十七年十二月 《詞源注／樂府指迷箋釋》，南宋．張炎著，夏承燾校注

／南宋．沈義父著，蔡嵩雲箋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五月 《詞苑叢談校箋》，徐釚編著，王百里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一九九八年二月 《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清．陳廷焯著，屈興國

校注，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蕙風詞話輯注》，清．

況周頤撰，屈興國輯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二ＯＯＯ年十月 《人間

詞話新注》，滕咸惠校注，山東，齊魯書社，一九九四年一月 《歷代詩

話》(上／下)，何文煥編，臺北，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二月 《歷

代詩話續編》(上／中／下)，丁福保輯，臺北，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

七年七月 《歷代詩論作家》，常振國、降雲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

社，一九八四年九月 《宋詩話輯佚》，郭紹虞校輯，台北，文史哲出版

社，民國六十一年四月 《詩品集注》，梁．鍾嶸著、曹旭集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 《詩品集解．續詩品注》，郭紹虞集

解、輯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二月 《滄浪詩話校

釋》，南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台北，里仁書局，民國七十六年四

月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元．元好問著，郭紹虞箋釋，北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五月 《清詩話續編》(上／下)，郭紹虞編

選，富壽蓀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 《詩藪》，

明．胡應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足本隨園詩

話及補遺》，清．袁枚著，台北，長安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六月 《曲

律》，明．王驥德，《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全十冊）第四冊，北

京，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宋元戲曲史》王國維著，曾

永義導讀，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二 OO 三年六月 《東坡題

跋》，蘇軾，上海，上海遠東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清波雜

志校注》，宋．周煇撰，劉永翔校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九

月 《儒學警悟》，宋．俞鼎孫、俞經輯刊，北京，中華書局，二ＯＯ二

年二月，頁六八二?六八三 (四)詞學研究論著 《御製詞譜》殿印本縮

印，台北，聞汝賢出版，民國六十五年元月再版 《索引本詞律》，萬樹

撰，王瓊珊索引，臺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民國六十年九月 《雲謠集

研究彙錄》，陳人之、顏廷亮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四月 《唐宋詞通論》，吳熊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八



月二版五刷 《詞學通論》，薛礪若，台北，台灣開明書店，一九八二年

四月 《詞史》(上卷)，黃拔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四

月 《詞曲史》，王易，北京，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 《唐宋詞

流派史》，劉揚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三月 《中國詞

學史》，謝桃坊，成都，巴蜀書社出版社，二ＯＯ二年十二月 《中國詞

學批評史》，方智范等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七

月 《婉約詞派的流變》，艾治平，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一月 《夏承燾集》（全八冊），夏承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

教育出版社(無出版年，編後記所誌為一九九六年四月?一九九七年九

月，吳戰壘、鄭小軍、陳慶惠編) 《詩詞散論》，繆鉞，臺北，臺灣開

明書店，民國七十一年十月 《繆鉞說詞》，繆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倚聲學》，龍榆生，台北，里仁書局，民國八

十五年元月 《龍榆生詞學論文集》，龍榆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七月 《俞平伯詩詞曲論著》，俞平伯，台北，長安出版社，

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 《讀詞偶得．清真詞釋》，俞平伯，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二ＯＯＯ年十二月 《羅音室學術論著》第二卷《詞學論

叢》，吳世昌，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月 《詩詞論

叢》，吳世昌，北京，北京出版社，二ＯＯＯ年十月 《詹安泰詞學論

集》，詹安泰，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景午叢

編》，鄭騫，台北，中華書局，民國六十一年六月 《宋詞賞析》，沈祖

棻，北京出版社，二ＯＯ三年一月 《北宋六大詞家》，劉若愚著，王貴

苓譯，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五年六月 《迦陵論詞叢

稿》，葉嘉瑩，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六月 《唐宋詞名家

論集》，葉嘉瑩，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民七十六年十一月 《唐宋名

家詞賞析—溫．韋．馮．李》，葉嘉瑩，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國七十

七年十二月 《唐宋名家詞賞析—晏殊、歐陽修、秦觀》，葉嘉瑩，台

北，大安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 《唐宋名家詞賞析—柳永．周邦

彥》，葉嘉瑩，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 《古典詩詞札

叢》，吳小如，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二ＯＯ二年一月 《群體的選

擇》，蕭鵬，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 《晚唐迄北宋詞

體演進與詞人風格》，孫康宜著，李奭學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唐宋詞研究》，(日)青山宏著，程郁綴譯，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 《詞學考詮》，林玫儀，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二刷 《群體的選擇》，蕭鵬，台

北，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 《竹窗簃詞學論稿》，沈家莊，

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九月 《宋詞辨》，謝桃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 《詞學論薈》，趙為民、程郁綴

選輯，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八年七月 《宋代詞學審美理

想》，張惠民，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四月 《詞的審美特

性》，孫立，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二月 《詞話學》，朱崇

才，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一月 《詩詞例話》，周振甫，

《周振甫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 

《宋詞研究述略》，崔海正，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九

年三月 《宋詞辨》，謝桃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 



《名家解讀宋詞》，劉揚忠選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一月 《唐宋詞史論》，王兆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ＯＯＯ年一

月 《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沈松勤，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二Ｏ

ＯＯ年 《淺斟低唱─宋代詞人的文化精神與人生意趣》，張玉璞，濟

南，濟南出版社，二ＯＯ二年十月 《元祐詞壇研究》，彭國忠，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ＯＯ二年十一月 《淮海詞研究》，王保珍，台

北，學海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再版 (五)詩、文、曲研究論著 《漢

語詩律學》，王力，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二版八刷 

《宋詩話考》，郭紹虞，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四月 《宋代文學

通論》，王水照主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 《宋代

文學思想史》，張毅，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四月 《宋詩史》，

許總，重慶，重慶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刷 《宋代詩歌史論》，張

松如主編，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宋詩概說》，

吉川幸次郎撰、鄭清茂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二年，五

月 《宋詩學導論》，程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 

《宋代詩學通論》，周裕鍇，成都，巴蜀書社，一九九七年七月 《宋詩

綜論叢編》，張高評編，高雄，麗文文化公司，一九九三年十月 《中國

詩學之精神》，胡曉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二ＯＯ一年九月 《宋

金元文學批評史》(上／下)，顧易生、蔣凡、劉明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六月 《清代文學批評史》，鄔國平、王鎮遠，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顧隨文集》，顧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一月 《陳世驤文存》，陳世驤，台北，志

文出版社，民國六十一年七月 《七綴集》（修訂本），錢鍾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二月 《清徽學術論文集》，張敬，台北，

華正書局，民國八十二年 《王水照自選集》，王水照，上海，上海教育

出版社，二ＯＯＯ年五月 《中國詩學》，劉若愚著，杜國清譯，台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四版 《中國詩學鑑賞篇》，黃永

武，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九印 《中國詩學設計

篇》，黃永武，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九印 《抒情

的境界》，蔡英俊主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一年 《意

象的流變》，蔡英俊主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一年 

《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呂正惠，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

九月 《文學批評的視野》，龔鵬程，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國七十九年

一月 《詩史本色與妙悟》，龔鵬程，台北，學生書局，民國八十二年二

月增訂版 《風騷與艷情》，康正果，台北，雲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二

月 《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蔡英俊，台北，大安出版社，民國七十九

年八月二刷 《中國古典詩論中「語言」與「意義」的論題》，蔡英俊，

台北，學生書局，二ＯＯ一年四月 《中國五代散曲史》，李昌集，上

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 (六)美學、文學理論 《文心

雕龍讀本》，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

十七年三月 《文心雕龍今譯》，梁．劉勰著，周振甫譯，北京，中華書

局，一九九二年八月 《文體明辨序說》，明．徐詩曾，《文體序說三

種》，台北，大安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六月 《宋金元文論選》，陶秋英

編選，虞行校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一月 《文章例



話》，周振甫，《周振甫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

九九年一月 《文學散步》，龔鵬程，台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民國七十四年 《中國美學思想史》（全三冊），敏澤，濟南，齊魯

書社，一九八九年八月 《艾略特文學論文集》，（英）托．斯．艾略

特，南昌，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女性主義文

學批評》，格蕾．格林、考比里亞．康恩編，陳引馳譯，台北，駱駝出

版社，一九九五年 (七)史傳、年譜 《續資治通鑑》（全十二冊），清．

畢沅編著，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八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李

燾，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年 《後漢書》（共五冊），宋．范曄

撰、唐．李賢等注，台北，洪氏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十月 《宋史》，

元．托托，台北，洪氏出版社，民國六十四年十月 《北宋黨爭研究》，

羅家祥，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 《北宋文人與黨

爭》，沈松勤，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蘇軾年譜》

（上／中／下），孔凡禮撰，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二月 《秦少

游年譜長編》（上／下），徐培均，北京，中華書局，二ＯＯ二年十二

月 （八）學位論文 《淮海詞研究》，王初蓉，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民國五十六年 《蘇東坡與秦少游》，何金蘭，台灣大學中

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十年 《蘇東坡與秦少游》，何金蘭，台

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十年 《蘇門四學士詞研究》，

李居取，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十二年 《山谷詞及

其詞論研究》，陳慷玲，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

六年 《秦觀詩研究》，呂玟靜，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國八十七年 《秦少游詞研究》，楊秀慧，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民國八十八年 《晏幾道與秦觀詞之比較研究》，黃玫娟，彰化師

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八年 《秦觀詞的回流與拓展》，

張珮娟，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二年 《秦觀詞的

女性敘寫研究》，林怡君，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班碩士論

文，民國九十三年 二、 期刊論文 〈論秦少游詞〉，楊海明，《文學遺

產》，一九八四年第三期，頁三六~四四 〈秦觀《淮海詞》的思想及藝

術成就初探〉，朱淡文，《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四年

第三期 〈簡論秦觀詞〉，葉元章，《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

研究》，一九八五年二期，頁四九~五五 〈媚春幽花，自成馨逸—秦觀

詞的審美特色〉，錢鴻瑛，《文學遺產》，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秦觀詞

的情和韻〉，萬雲駿，《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一九八七年第

五期 〈秦觀詞新論〉，于翠玲，《中國古典文學論叢》第六輯，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月 〈秦觀、李清照詞藝術風格比較〉，

周鳴琦，《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一九八七年十二期 

〈秦觀淮海詞論辨〉，陳祖美，《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一九

八七年第四期，頁一五~一八(引自《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

研究》，一九八八年三期) 〈論淮海詞〉，蕭瑞峰，《詞學》第七輯，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一九八九年二月 〈清真、淮海詞風之異

同〉，蔣哲倫，《詞學》第七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一九八九

年二月 〈以格式塔心理學看秦觀其人其作〉，李娜，《廣西師範大學學

報：哲社版》，一九九Ｏ年第一期 (引自《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



代文學研究》，一九九Ｏ年七期，) 〈淮海詞情詞兼勝的藝術特色〉，

宋柏年，《複印報刊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一九九一年一期 

〈秦少游李清照的心理特質與詞作風格〉，李娜，《杭州大學學報》，

一九九一年三月 〈從北宋時代特徵論秦觀的生活道路〉，于翠玲，《北

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九一年五期 〈秦少游詞論〉，田維

瑞，《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一九九四年第五期 〈意象．陌生化．

韻味─《淮海詞》藝術個性詮釋〉，唐玲玲，《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四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評李清照《詞論》對秦觀詞的批評〉，陳祖

美，見《詞學》第十五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ＯＯ四年十

一月 〈秦觀女郎詩辯〉，吳蓓，《江海學刊》，一九九三年一期 〈宋

人詞集跋尾〉，夏敬觀，《同聲月刊》第二卷第十號 〈吷庵詞評〉，夏

敬觀，《詞學》第五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 

〈清空與騷雅—張炎詞初論〉，劉漢初，《台北師院語文集刊》第三期 

〈北宋文人俗詞論〉，李昌集，《文學遺產》，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論

宋代「以詩為詞」現象及其在中國文學史論上的意義〉，顏崑陽，《第

五屆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 〈曲詞中俳優體例證之探索〉，張敬，《國

立編譯館館刊》第七卷第一期 〈歷史的選擇—宋代詞人歷史地位的定量

分析〉，王兆鵬、劉尊明，《文學遺產》，一九九五年第四期 〈論東坡

詞的雅化及其對詞史的影響〉，王洪，《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一九九七

年第一期 〈陸凱《贈范曄》詩考辨〉，聶世美，《文學遺產》，一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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