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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從過去到現在，兩岸研究唐詩者雖不計其數，但針對唐詩所蘊含的五倫

關係之探討卻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以中國人際傳播理論之架構來分

析唐代詩人筆下的五倫關係。分析採文本分析法，以《唐詩三百首》為

分析之對象，從中篩選出符合「五倫關係」之唐詩，並依據五倫關係進

行分類、統計及分析，以獲得相關結論，並進一步找出異於過去研究之

新發現。 研究結果發現： 一、唐詩以描述朋友關係最多，描述父子關

係最少；二、唐代一夫一妻多妾制盛行，故未明言之情詩可能寫給妻或

妾；三、由於追求仕途的男子較晚婚，所以描述父子關係較少見；四、

自古家庭關係常把兄弟關係列末位，可見較不受重視，故少見這類描



述；五、文人從政常有「避禍思想」，故以非對等關係之詩居多；六、

唐詩以描述朋友關係居多，推測詩為文人交往的主要手段。另外，交通

不便、通訊不發達造成別離後幾乎無法再見面，故唐詩創作題材以朋友

互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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