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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從龔自珍整體的作品來看，依照龔自珍對當時世局的了解、經世背景，

及其抱負來看，經世致用始為其目標，而文學創作不過為其寄寓情感、

思想的工具。然而龔自珍似乎又比一般文人多了一分理性，比一般論政

之士擁有更多的柔情。是以終其一身，他沈潛在詩文中，卻又逃避著這

份寄託。 

摘要

(英)  

論文

目次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一節 前人研究綜述與檢討 一 壹、大陸方面的研

究成果 一 貳、台灣方面的研究成果 五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標 七 第三



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九 第二章龔自珍詩學背景 一一 第一節 時代背景 一

一 壹、清朝內部政治時局的轉變 一一 (一)康、雍、乾時期社會經濟的

穩定繁榮 一一 (二)乾隆中後期政局的由盛轉衰 一二 (三)嘉、道時期國

力的疲軟不振 一三 貳、外來帝國主義的震撼 一五 (一)經濟力量的侵略 

一五 (二)軍事力量的壓迫 一六 第二節 學術環境 一七 壹、傳統侷限的學

術思潮 一七 貳、風起雲湧的詩學觀念 一八 第三節 家學淵源 二 0 壹、

家世源流 二 0 貳、家學師承 二九 (一)家庭教育 三 0 (二)啟蒙師長 三一 

第四節 個人生平 三二 壹、生平經歷 三二 附錄：龔自珍生平暨清朝大

事對照年表 三五 貳、交游情形 四六 參、思想氛圍 四九 (一)正統考據學 

五 0 (二)今文經學 五一 (三)佛學 五二 (四)其他：老莊哲學及道教 五四 

肆、性格懷抱 五六 (一)個性解放 五六 (二)悲劇色彩 五七 第三章 龔自珍

的詩作內涵及其藝術特色 五九 第一節 龔自珍詩作內涵 五九 壹、詩作

繫年情形 五九 貳、詩作題材 六九 第二節 龔自珍詩作藝術特色 九五 

壹、不拘一格的創作形式 九六 貳、龔自珍詩作風格特色 九七 第四章 

龔自珍的詩學理論 一０五 第一節 詩學觀建立之淵源 一０五 壹、創作

經過的曲折 一０五 貳、寫與戒之間的矛盾 一０七 第二節 詩學理論的

師承與開展 一０九 壹、詩學理論的師承 一０九 貳、詩學理論的開展 

一一四 第五章 前人對龔詩的評價及其在清代詩壇地位之商榷 一二五 第

一節 前人對龔詩評價的檢討 一二六 壹、思想內容方面的評論 一二六 

貳、藝術價值方面的評論 一二九 第二節 龔詩在清代詩壇地位之商榷 一

三二 第六章 結論 一三六 主要參考書目 一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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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巨人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現代中國思想家》第八輯 李日章

主編 (台北市，一九七八年) 《龔自珍的詩文》 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

「龔自珍的詩文」編寫組編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一月第一版) 

《中國歷代思想家》 王壽南編 (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九年) 《龔

自珍己亥雜詩注》 劉逸生注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 0 年八月第一版) 

《龔自珍己亥雜詩注》 萬尊嶷注 (台北市：河洛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龔自珍研究》 管林、鍾培賢、陳新璋等著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版) 《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詩文卷》(一九四九至

一九七九)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版。) 《龔自珍

研究資料集》 孫文光、王世蕓編 (安徽省：黃山書社，一九八四年十二

月第一次印刷)， 《龔自珍年譜》 郭延禮 (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七

年十月第一版) 《龔自珍詩文選注》 唐文英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

八九年)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 郭延禮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一

九九 0 年三月第一版)。 《龔自珍詩選》 劉逸生注 (台北市：遠流出版

社，一九九 0 年) 《晚晴簃詩匯》 徐世昌編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 0

年十月第一版，卷一三五) 《龔自珍綜論》 陳銘 (廣西：新華書局，一

九九一年五月第一版) 《龔自珍全集類編》 龔自珍著、夏田藍編 (北

京：中國書店，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一版) 《劍氣簫心︱︱細說龔自珍



詩》 王鎮遠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清詩

史》 朱則杰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龔自珍生

平與詩文新探》 樊克政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六月第一

版) 《龔自珍研究論文集》 孫文光、王世蕓編 (上海：上海書店，一九

九二年七月第一版) 《龔自珍》 孫文光 (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一九

九三年六月初版) 《龔自珍詩文選》 孫欽善 (北京：人文出版社，一九

九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中華民國文學史》 葛留青、張占國，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一月第一版) 《尊隱》 康沛竹 (遼寧：人民出

版社，一九九四年) 《清代詩歌發展史》 霍有明 (台北：文津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國詩學批評史》 陳良運 (江西：人民出版

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第一版) 《清詩流派史》 劉世南 (台北：文津出版

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龔自珍編年詩注》 劉逸生 (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晚清詩研究》 魏仲佑 (台北：文

津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初版) 《龔自珍全傳》 閻海清 (長春：人

民出版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 張壽安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四月初版) 《龔自珍傳》 雷雨 (團結人民出

版社，一九九八年) 《清史》 鄭天挺 (台北：雲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十一月初版) 《龔自珍評傳》 陳銘 (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

年十二月) 《近代文學的世界化︱︱從龔自珍到王國維》 蔣英豪 (台

北：台灣書店，一九九八年) 二、學位論文部份 《龔自珍思想管窺》 黃

燕德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六年五月。 《龔定庵學術

思想研究》 張壽安 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七年六月。 

《龔自珍詩研究》 韓淑玲 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 0 年

十二月。 《龔自珍的文學研究》 阮桃園 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一

九八三年四月。 《龔自珍的政治思想》 羅志鴻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一九九一年六月。 《龔自珍詩文研究》 吳文雄 文化大學中

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二年六月。 《龔自珍的「尊史」思想研究》 

鄭吉雄 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九六年五月。 《龔自珍詞

研究》 程昇輝 中興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七年六月。 三、期刊

論文部份 〈龔自珍的丁香花詩〉 杜若 《台肥月刊》，第十六卷第九

期，一九七五年九月。 〈說龔定庵的俠骨幽情〉 龔鵬程 《鵝湖》，第

三卷十二期，一九七八年六月。 〈龔自珍的思想淵源初探〉 陳銘 《思

想戰線》，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龔自珍年譜稿〉 阮桃園 《東海中文

學報》，第三期，一九八二年六月。 〈兼得于亦劍亦簫之美者〉 吳調

公 《文學評論》，第五期，一九八四年。 〈劍花詩的根源〉 朱學瓊 

《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一期，一九八六年七月。 〈龔自珍己亥出都

和丹陽暴卒考辨〉 孫文光 《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

八六年第三期。 〈論龔自珍的個性解放〉 孫欽善 《中國文化與中國哲

學》，一九八七年。 〈詩界革命的先驅︱︱龔自珍〉 魏仲佑 《東海學

報》，一九八九年六月。 〈龔自珍文學研究〉 阮桃園 《丘海季刊》，

第三 0 卷三一期，一九九一年九月至一九九二 年三月。 〈從龔自珍到

梁啟超〉 張俊才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月刊》第五期，一九九一

年。 〈近代啟蒙思想與龔自珍的病梅館記〉盧興基 《中國古代、近代

文學研究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九一年。 〈略論中國近代詩詞理論的發



展〉 徐中玉 《文藝理論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二期。 〈龔自珍的政

治思想〉 劉聿新 《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十一卷第二期，一九九二

年十二月。 〈論龔自珍詩文的諷刺藝術〉 孫欽善 《中國國學》，第廿

一期，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前人評價龔自珍詩的檢討〉 吳文雄 《育

達學報》，第八期，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龔自珍的詩情與愛情〉 余

力文 《國文天地》，第十一卷第一期，一九九五年六月。 〈龔自珍學

術思想淵源新探〉(上)(下) 梁紹傑 《大陸雜誌》，九四卷第六期，九五

卷第一期， 一九九七年六月，一九九七年七月。 〈龔自珍的變革思

想〉 陳振風 《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月刊》第十七卷，一九九八年。 

〈龔自珍經世思想探析〉 江雨珍 《中正歷史學刊》第二卷，一九九九

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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