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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加上章節注釋，約二十四萬五仟字。共分為八章，以權德輿的生

平背景與詩文為主軸，作為研究之對象與內涵。以下為論文摘要： 第一

章為緒論，分別討論研究旨趣與動機、研究方法、前人研究成果以及

《權載之文集》版本之研究，並將各版本所收錄之文章篇數作一表格比

較。 第二章是權德輿的生平考述，分為二節，第一節是探討權德輿的生

平，並附上生平簡表及家族世系表，將其官職，作品等作簡要之介紹。

第二節論權德輿的交遊，分成三個階段：一是寓居三吳，讀書游學階

段：這時的朋友以父執輩亦師亦友的梁肅、獨孤及等人為主；二是入幕

淮南，從事江西階段：這時的朋友，如馬正字、崔造、沈既濟、杜兼、



許孟容、王仲舒、戴叔倫和其他方外人士等；三是入朝為官，出為藩侯

階段：這時大部份交往的對象是政府官員，如韋渠牟、盧邁、賈耽、趙

憬、趙宗儒、李融、張薦以及一些請益的後學，如柳宗元、劉禹錫、邱

穎、元稹、楊嗣復等。藉由交友對象探討其生平事跡、文學創作之背景

與其雙方情誼。 第三章為權德輿的詩賦內容之探究，分成兩節，第一節

為賦，雖然權德輿留下的賦作只有三首，卻很有特色。其中一首和當時

通行的詠物賦體並二致，但有兩首用以贈別，詩賦贈別原本就十分平

常，然而在當時並不多，因此權德輿在流行中仍屬創新；第二節為詩，

分成八個部份：送別詩、奉和應制詩、酬贈詩、寫景紀行詩、挽歌、寄

內詩、飲酒詩、遊戲詩等做進一步之探討。 第四章為權德輿之文章研

究，包括其議論文、書記、表、集序、策問、奏議、碑銘、碑誌、祭

文、傳狀、諡議等，透過內容分析，配合寫作背景，探討其詩文的內涵

與意義。 第五章談論權德輿的詩文特色與文學主張。第一節論其詩文特

色，包括：各體兼備，學養深厚；強調君子與士行；反映官場生活與文

化；呈現軍隊實際樣貌；關心民生疾苦等。第二節討論權德輿的文學主

張，包括：體物導志；尚氣、尚理、有簡、有通；端教化，通諷喻；道

德修養與出處進退等，他的文學主張亦明白地表現在他的作品裡。 第六

章談論權德輿的詩文與儒釋道之間的關係，分為四節：第一節是論其與

儒家之間的關連；第二節談論權德輿與佛教及佛教在唐代流行之概況；

第三節談論權德輿與道教及唐代之道教；第四節說明權德雖詩文融合三

教，但仍以儒家思想為主，這也是當時很普遍的情形，並進一步論析其

和儒釋道之關連。 第七章論權德輿之文學地位與評價，分為四節，第一

節論權德輿與古文運動。第二節談論權德輿與科舉，第三章論其在科場

上的地位與影響；第四章談論當代與後人的評價。 第八章為結論。綜合

前面各章內容，並指出研究成果及其限制，更進一步衍申至未來之發展

方向。 權德輿作品之所以在當代受到很大的關注，是因為唐代的社會背

景、他本身之身份、以及科舉考試的形式、溫卷風氣的盛行等，讓三次

典貢舉的他能在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並有足夠的影響力，為科舉考試

的內容做一些改變。他的詩文以酬贈、唱和、墓誌、贈序、祭文等應用

類文章為大宗，寬宏雅正，四平八穩且富有文采，有非常重要的典範作

用。他的文章內容與形式都很豐富，也能反應當時某些社會與政治情

勢，因此，透過本文的探討，發現權德輿的確是一位有影響力之政治

家、文學家，他也是古文運動中承先啟後的行動者，是新風氣的建設

者，也因為這樣，他在文學與歷史中的地位，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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