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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詩在唐代，其實是處在不斷發展、不斷變動中的，從唐初到盛、中、
晚，詩的外在形式也好，內在體調也好，都在不斷改革，詩人們經常對各
體詩的寫作方法，進行各種實驗，例如王維的五言詩〈晦日游大理韋卿城

南別業四聲依次用各六韻〉（全唐詩，125：1245），1) 全首遞用平聲真文、上
聲有、去聲寘未、入聲屋沃等韻，每十二句一換。這雖然是一件小事，然
而，當王維把它記在題目上來特別強調時，它就是一個訊號，透露出作者
對押韻格式研究的重視。如果我們更深入關心唐詩的進化軌跡，將會看
到更多不曾為前人發現的現象。
本文所提出的 「七言轉韻體」 就是受到長期誤解的詩體。所謂 「七言轉

韻體」，是指以七言書寫，一首至少轉一次韻以上，每換一韻，首句必須

*  中華民國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兼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1)  本文引用唐詩時，除非另有需要，皆取用自〔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
華書局，1960），為節省篇幅，下文中凡引用 《全唐詩》 詩句，不再另作註釋，直接
於詩句後標注（全唐詩，卷：頁），如本首即標作（全唐詩，125：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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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韻；使用律化的平仄律，但律化的覆蓋率較小，不強制句句入律，句聯
之間的黏對也較寬。這樣的詩體，在傳世的唐詩選本中，都把它歸入七
古類，頂多是在七古裡面，再細分為七言古詩和樂府歌行，然後將它歸
類為樂府歌行，無人注意到它的本來面目。
「七言轉韻體」 並不是古體詩，也不宜含混的全部歸類為樂府歌行。

因為，所謂「古體詩」和「近體詩」的分別，是以 「律化」 與 「非律化」 來作區

分的，以五律來說，它在平仄、押韻、句數、對仗位置，都有公共的約
束，以此與五古區分出來。七律較晚成熟，它同樣也在平仄、押韻、句
數、對仗位置，呈現公共的約束。換言之，定型後的 「七言古詩」 能夠稱

為 「古」，乃因為它是 「非律化」 的，篇中不應有律句，應少用對仗，應一

韻到底。然而，「七言轉韻體」 不但有大量律化詩句（最高的例子達到 100%

律句），講究對仗，押韻方法也學習近體詩的作法，每當新押一個韻的時

候，首句押韻。從這些地方來看，它應是近體詩的一個支脈，與古體詩的
定義，距離十分遙遠。把這種詩體歸納為 「七古」，或模糊地稱為 「七言歌
行」、「樂府歌行」，都是不合宜的。
本文全面檢討 《全唐詩》 杜甫卷以前的所有詩篇，發現兩個現象：第

一，七言詩的數量遠遠少於五言詩，第二，這個時期內一韻到底的七言

詩，十句以上的長篇只有7首，2) 八句的七律只有336首，七言轉韻體不但在

數量或內容多樣性上，都居於七言的主導地位。

  2)  本時期非轉韻體的七言長篇只有7首。其中隔句押韻，一韻到底者，有：謝偃〈樂
府新歌應教／12句〉（38：492）、蔡孚〈打毬篇／18句〉（全唐詩，75：817）、李白〈江
上吟〉（全唐詩，166：1716）、李白〈別山僧〉（全唐詩，75：817）、高適〈寄宿田家／
16句〉（全唐詩，213：2220），這些詩大量使用對仗，講究平仄，但不全合律，除
了李白〈別山僧〉和高適〈寄宿田家〉之外，皆與樂府詩有關涉。句句押韻而一韻到
底者，有：岑參〈燉煌太守後庭歌／15句〉（全唐詩，199：2056），亦與唐樂府有關
涉。此外，尚有楊師道〈闕題／20句〉（全唐詩，34：458）一首，屬於排律。



唐代 「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 的創體意義 | 簡錦松 _ 275

這兩點代表了什麼意義？首先，它顯示了五古或五律的發展已經成熟，

為眾人所愛用，七言詩還在成長階段。其次，七言詩的發展，並不是七古
與七律兩條路線並行，而是七言轉韻體與七言律詩在爭奪正宗路線。換
言之，不但七律在創體，七言轉韻體也在創體，後世所謂的七古，還未萌

芽。
唐代七律出現得很早，但發展的速度很慢，3) 唐玄宗即位以前，作者人

數雖多，每人只有少量的個位首數而已。到了開元、天寶年間才漸漸發
達，乾元元年（758）春天，王維、杜甫、岑參、賈至等人在大明宮唱和，
才成為盛唐七律的典範。這一年杜甫47歲。以後杜甫寫下大量著名的七
律，都是在唐肅宗、代宗時期。《全唐詩》 杜甫卷之前的七律總量，只有
336首，作者84人，下表是各個作者的數量統計表：4)5)

  3)  最早的七言律詩，是陸敬 〈七夕賦詠成篇〉：「夙駕鳴鸞啟閶闔，霓裳遙裔儼天津。
五明霜紈開羽扇，百和香車動畫輪。婉孌夜分能幾許，靚妝冶服為誰新。片時歡
娛自有極，已復長望隔年人。」（全唐詩，33：456），陸敬約西元618年前後在世。
最早的七言排律，為貞觀中曾任侍中的楊師道〈闕題〉：「漢家伊洛九重城，御路
浮橋萬里平。桂戶雕梁連綺翼，虹梁繡柱映丹楹。朝光欲動千門曙，麗日初照百
花明。燕趙蛾眉舊傾國，楚宮腰細本傳名。二月桑津期結伴，三春淇水逐關情。
蘭叢有意飛雙蝶，柳葉無趣隱啼鶯。扇裡細妝將夜並，風前獨舞共花榮。兩鬟百
萬誰論價，一笑千金判是輕。不為披圖來侍寢，非因主第奉身迎。羊車詎畏青門
閉，兔月今宵照後庭。」（全唐詩，34：458） 楊詩共二十句，因為句句對仗，又全首
一韻到底；其中雖有二句不合律，何可判斷為七言排律。

  4)  王維尚有 〈出塞〉 詩（全唐詩，128：1297），七言八句，平仄部分合律。但從內容
看，乃屬於樂府詩，故不列入七律。

  5)  張說另有 〈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三首〉（全唐詩，87：961），題中雖有樂府字樣，此
詩與 〈大酺〉 〈享龍池樂〉 一樣，都是以七律作法寫成，再交付樂府吟唱，故列入
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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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首以上者8人
沈佺期16、蘇頲12、劉長卿65、李嘉佑26、王維214)、張說
125)、岑參11、高適10

2 三至九首者17人
李乂6、韋元旦5、李適5、馬懷素5、崔日用4、宋之問4、李
嶠4、劉憲4、杜審言3、閻朝隱3、韋應物9、李頎7、李白6、
張謂6、包何5、孟浩然4、皇甫曾4

3 僅有二首者20人
中宗皇帝、許敬宗、宗楚客、姚崇、張九齡、姜皎、于季
子、徐彥伯、盧藏用、岑羲、薛稷、武平一、趙彥昭、鄭
愔、張諤、李邕、徐安貞、崔顥、王昌齡、包佶

4 僅有一首者39人

太宗皇帝、則天皇后、睿宗皇帝、狄仁傑、武三思、陸敬、
沈叔安、何仲宣、陳子良、上官儀、蘇瑰、崔湜、蘇味道、
郭震、賈曾、崔融、邵升、蔡孚、張易之、張昌宗、薛曜、
楊敬述、楊師道、韋嗣立、盧懷慎、裴漼、蔡希周、孫逖、
盧象、裴迪、崔興宗、苑咸、祖詠、綦毋潛、萬楚、張抃、
庾光先、楊志堅、梁鍠

現存杜甫詩約1473首中，七律占了150首，6)表中 「十首以上」 的八人，合

計所作的詩為173首，只略多於杜甫一人所作。這七人中，只有沈佺期（約
656-約715）、蘇頲（670-727）、張說（667-730）三人，與杜甫（712-770）年歲相

差較大，其他都是杜甫同時之人，劉長卿與李嘉佑的七律大部份寫於乾
元元年以後，也就是杜甫大量創作七言律詩之後。因此，七律的定型，並
確立其在唐詩的地位，無疑是在杜甫五十歲前後才達成的。7)

  6)  見簡錦松、陳怡婷，〈杜甫七律章法規格化之研究〉，東華大學：《東華漢學》，第
9期，2009年 6月，頁199-252。該文的註1曾界定杜甫七律的計數原則為：「本文
對杜甫七律的認定，採取寬鬆的態度，也就是說，未採用嚴格的格律標準。基本
上，杜甫詩集中凡是七言八句、押平聲韻、一韻到底、中間兩聯對仗可以辨識，
即使平仄有不合律之處，也接受它為七律。因此，除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實在
不像七律外，其他皆予收入。」 因此，如以嚴格的平仄律來認定的話，只有140餘
首。

  7)  七絕的成熟時間可能略早於七律，但是，不可忽視杜甫在入蜀之後，曾寫下了大
批不用格律的七言絕句，這些異體的七絕，在宋、明、清都有許多追隨者。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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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七言律詩的創作量還很分散而沈寂的時候，七言轉韻體已經在著名
詩人之間得到開展，分別在武后和唐玄宗開元時期登上兩次發展高峰。在
七言轉韻詩流行的時候，有 「樂府題」 和 「非樂府題」 兩條發展線，本文主

要關切 「非樂府題」這個部份。
在這裡要補充說明，我為何要特別提出 「樂府題」 和 「非樂府題」 的區別

呢？其實，中國詩自古即有 「古詩系統」 及 「樂府系統」 之分，我在 〈「指物

寫實」與「依詩求證」〉 一文中曾指出這個問題，8) 也在文中對 「古詩系統」 和  

「樂府系統」 兩大系統的作品的不同特色，作了簡要的說明。9)

七言轉韻體的淵源來自南北朝樂府，因此，這個體式被大量用在樂府

題上，不足為奇。進入唐朝以後，以 〈…吟〉、〈…行〉、〈…歌〉、〈…古意〉

為題的七言轉韻體，一望而知是樂府詩的屬性。又如王勃 〈臨高臺〉（55：

672）、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117：1183） 等，也是明顯的樂府詩。
然而，七言轉韻體自從出現以後，就有一股力量，要使它脫離樂府屬

性，雖然用著 「轉韻法」 及 「平仄律」，但是從題目到內容都不願受到樂府

之，詩體的進化，並不像一般人想像中那麼簡單。從唐初以來，詩人們對七言詩
的嘗試，處處充滿了創體的探索氣氛，七律、七絕固然在創體的試驗中，七言轉
韻體也在尋找它的創體出路。

  8)  文中指出：「正如同 《文心雕龍》 以 〈明詩〉 和 〈樂府〉 兩篇來為廣義的 『詩』 作辨
體，中國古典詩應分析為 『古詩系統』 和 『樂府系統』 兩大體系。『古詩系統』 指從 
『詩言志』 的寫作觀念發展下來的四、五、六、七言古體詩和近體詩，以及經過辨
識並非樂府體系的一部份雜言詩。『樂府系統』 指從 『樂府采詩』 觀念發展下來的
三、四、五、七、雜言的詩篇。」 見 《成大中文學報》 37期，2012年6月，頁37-80。
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系。

  9)  「古詩系統」 和 「樂府系統」 兩大系統的作品，體裁各自形成特色，從出發點就不一
樣，「樂府系統」有三大特性：（1） 內容為客觀事件或傳說故事；（2） 詩中允許對話；
（3） 內容用語常多誇飾手法。相反的，「古詩系統」 的詩篇對樂府詩的三特色呈現
相反的需求：（1） 所寫的是自己或我們的事；（2） 詩中不可對話；（3） 僅允許使用少
量的誇飾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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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的束縛。也就是說，要讓七言轉韻體以 「非樂府題」 的面目發展，像

五言古詩、五言律詩那樣，成為 「古詩系統」 的一員，可以自由書寫「我情」 
與 「今事」 的詩體。
下文將談到的盧思道 〈聽鳴蟬篇〉，就是這樣的例子。當他使用了七言
轉韻體，而他想寫的是我情今事，不要寫入樂府詩去，有什麼不可以呢？
試想，從唐初到盛唐這140餘年間，當詩人寫作五言詩的時候，不論是五

言律詩也好，五言古詩也好，他們可以自由的擬題，自由書寫生活中發生

的事件。為什麼在使用七言轉韻體的時候，就必須忍受樂府宿命的局束

呢？一直到王維、孟浩然、杜甫的時代，都有想要自由寫作七言詩的人，
擺脫了樂府題而選用七言轉韻體。10)

這條詩體發展的軌跡，昔人並未注意到，例如王力在他的 《漢語詩律

學》 中，含混的把五、七言律絕以外的七言詩體，都歸類為新式古風：

現在談到新式的古風。在未舉例以前，我們想先說明五古和七古的重要
分別。五古上有所承，漢魏六朝的古詩差不多都是五言，所以唐人相率
仿古；七古上無所承，所以唐人除了 『柏梁體』 之外，只好自闢蹊徑。所
謂自闢蹊徑，不外兩種辦法；第一種是依照五古的聲律，只在每句上面

添上兩個音，這樣它的格調自古。李白和杜甫都喜歡這樣做。第二種
是依照律詩的格律。他們喜歡平仄入律，因為這樣才近似律詩；他們
喜歡四句一換韻，因為這樣就等於把幾首近體絕句集合成為一首；他
們喜歡平仄的遞用，因為這和句中的平仄相同是一貫的道理。王維喜
歡這樣做，盛唐和中晚唐的詩人們都喜歡跟著王維這樣做。11)

10)  即使像王維和孟浩然這種精於各體詩的人，也多次以 「非樂府題」 來創作七言轉
韻體詩，如王維 〈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游有懷靜者季〉（全唐詩，125：1261）、孟浩
然 〈送王七尉松滋得陽臺雲〉（全唐詩，159：1630），詩題就像一般的古詩體系作
品，沒有樂府色彩。

11)  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二章 〈古體詩〉，頁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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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的說法，隨著他所著 《漢語詩律學》 一書的廣為流傳，接受的人很
多。其實他的說法是違反詩體發展歷史的，可分五點來說：（1） 他把換韻
和轉韻混為一談，換韻只須改換成其他韻目，轉韻卻必須在輪轉下一韻
時首句用韻，這個區隔相當重要。（2） 他把七言轉韻體都當作七古（或稱
古風），沒有分別樂府詩和非樂府詩，忽略了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在唐

初存在的事實。（3） 七言轉韻體使用七言律句的平仄，韓愈以後七古也另
創七古平仄，並非在五古聲律上添兩個音。（4） 七言轉韻體常用四句一轉
韻，固是事實，但長篇轉韻體的發達比近體絕句更早，12) 說 「這樣就等於

把幾首近體絕句集合成為一首」，是倒果為因。（5） 七言轉韻體詩中必定
有合律之句，乃體裁所需，非因王維所致；王維雖有12首七言轉韻體詩，

並不是平仄入律最多的詩人，所謂「盛唐和中晚唐的詩人們都喜歡跟著王
維這樣做」，並非如此。
王力這段話的根本問題，是他忽略了歷史觀念的必要。談詩體的發展

史，當然要注意證據的發生時序，「唐朝」雖然是一個朝代，但它從西元
618年建國，到西元907年滅亡之間，歷時290年。詩人代興，每三、四十
年就有一次大幅換血，這麼多高才之士中，有人創體，有人摹體，有人改
革其體，不論在體裁形式或內容好尚方面，都是不斷在變動的，而「時間」
就是研判其發展演變的最重要因素。《漢語詩律學》 中，無先後、無差別
的，隨興地拿出初、盛、中、晚的詩篇用作例證，是造成他無法正確判斷
唐詩體製發展的主因。
本文擬以實際的例子，利用 《全唐詩》 杜甫卷之前這段期間內的詩篇，

493，將七言轉韻體列為古風，與其他五、七言古體合談。本段引文見351頁。
12)  唐初七絕的發展在七言轉韻體之後，《全唐詩》 從首卷到王維卷（125卷起）之前，
包括樂府題和非樂府題，所有七言四句的詩只有139首，不論從數量或詩句成熟
度上看，都在萌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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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察七言轉韻體詩的發展過程，瞭解為何到了後來，七律成功地蔚為
大國，七古的成型也在積極蘊釀中，七言轉韻體反而失去了朝向 「非樂府

詩題」 創體的必要，轉而退守在 「樂府題」 方面，形成唐人的樂府歌行新

體。
總之，從詩史進化的軌跡來看，唐初以來希望利用七言轉韻體來寫作

非樂府題的創體努力，是失敗的，不過，這一段充滿創造活力的努力過

程，其真實意義應該受到重視。

二、七言轉韻體的體式特徵與淵源

「七言轉韻體」 的體式，具有下述特徵：

第一，押韻：每一首詩至少使用兩個韻以上，它每用一韻，在二句或數
句之後就會轉到下一個韻。轉韻時所用的各韻，可以平仄間隔使用，也可
以平韻轉平韻、仄韻轉仄韻，甚至可以重複用同一個韻部來次轉。韻轉
時首句押韻，意即它平常是雙數句押韻，但每換一個新韻時，新韻的第一
句必定用韻。13)

第二，平仄：詩中大量使用近體詩平仄律，不論此詩的句數多少，都有

單句符合平仄律的情況，至於合律句子所佔的比率多少，並無規則。最高
比率達100%入律，多數詩篇入律句數達60%以上，律句最少者也有20%左

右。右。黏對方面的比率，也與此相似。
第三，句式：以七言為主，亦可接受不同字數的雜言，14) 例如在七言句

13)  偶而也有例外不押首句的情形，不過，這種例子並不多見，都發生在杜甫及其同
時人的詩中，這已經是七言轉韻體面臨大變動的時代了。

14)  雜言，見於岑參 〈送郭乂雜言〉（全唐詩，199：2060），此詩由 「14句五言-2句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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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插入三言或五言句，或在一句中將七言添字為更長的句子。
「七言轉韻體」 淵源於南北朝樂府，現存南北朝詩中，七言轉韻體只有

40餘篇，15) 幾乎都是樂府題的作品，以 〈燕歌行〉、〈行路難〉 為首，例如
吳均、王筠、費昶都有 〈行路難〉，16) 梁元帝蕭繹、王褒、庾信都有 〈燕歌

行〉。17) 以後，江總、徐陵、傅縡所作 〈雜曲〉，18) 梁．沈君攸 〈雙燕離〉（梁

詩，28：2111）、梁．沈滿願 〈晨風行〉（梁詩，28：2134）、陳．顧野王 〈豔
歌行三首〉（陳詩，2：2468），陳．徐伯陽 〈日出東南隅行〉（陳詩，2：2470）

等七言轉韻體詩，也都是樂府類。19) 唐代也有許多 〈燕歌行〉、〈行路難〉，20) 

不論內容或外形，彼此都十分相似，其間淵源傳承之跡，非常明顯。
請看梁元帝的 〈燕歌行〉：

2月五言-6句七言」 組成，共計24句，押韻為轉韻法，共用了六個韻，押韻時跨越
五七言的界限，穩定的每四句一韻。

15)  七言轉韻體的淵源，亦與六朝的五言轉韻體詩有關，本文以七言詩為討論對象，
省略不談。

16)  梁．吳均 〈行路難五首〉，見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
1983），〈梁詩〉 卷十，頁1727。王筠 〈行路難〉 見同書，〈梁詩〉 卷二十四，頁
2011，費昶 〈行路難二首〉 見同書，〈梁詩〉 卷二十七，頁2083。

17)  梁．元帝蕭繹 〈燕歌行〉 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 卷二十五，頁2035。北
周．王褒 〈燕歌行〉，見同書，〈北周詩〉 卷一，頁2334。庾信 〈燕歌行〉，見 同書，
〈北周詩〉 卷二，頁2352。

18)  陳．徐陵 〈雜曲〉 見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 卷五，頁2527。傅縡 〈雜曲〉 
見同書，〈陳詩〉 卷五，頁2527。江總 〈雜曲〉 見同書 〈陳詩〉，卷七，頁2573。

19)  至於梁元帝蕭繹、陳後主叔寶、岑之敬等人的 〈烏棲曲〉，是以四句短詩為之，兩
句兩句各自為韻，並非轉韻體的主流。梁元帝蕭繹 〈烏棲曲四首〉 見 《先秦漢魏晉
南北朝詩》，〈梁詩〉 卷二十五，頁2036，陳後主叔寶 〈烏棲曲三首〉 見同書 〈陳詩〉 
卷四，頁2511，岑之敬 〈烏棲曲〉 見同書 〈陳詩〉 卷六，頁2549。

20)  盧照鄰有 〈行路難〉（全唐詩，41：518） 及 〈長安古意〉（全唐詩，41：518），崔湜有 
〈大漠行〉（全唐詩，54：661），高適有 〈燕歌行〉（全唐詩，213：2217）。



282 _ 東亞文化 第 50 輯

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菟城前月似
蛾。如何此時別夫壻，金羈翠眊往交河。還聞入漢去燕營，怨妾愁心百
恨生。漫漫悠悠天未曉，遙遙夜夜聽寒更。自從異縣同心別，偏恨同時
成異節。橫波滿臉萬行啼，翠眉暫歛千重結。並海連天合不開，那堪
春日上春臺。乍見遠舟如落葉，復看遙舸似行杯。沙汀夜鶴嘯羈雌，
妾心無趣坐傷離。翻嗟漢使音塵斷，空傷賤妾燕南垂。（詩中加上線條
的句子，表示平仄不合律，以下各篇引文，皆同用此標示法）21)

詩的內容是假想女子思念行役的丈夫，屬於樂府詩常見的擬代手法。
全詩22句，其中六聯有黏對。所押「歌、庚、屑、灰、支」五韻，只有屑韻
是仄聲韻，沒有平仄輪轉的現象。比較特殊的是，若以單句平仄而論，全
詩除了「如何此時別夫壻」以外，各句都合律，不但在隋朝以前的七言詩中

是僅見的，後來也只有少數詩篇可以相比。當然，若以現存南北朝時期的
全體七言轉韻詩來看，其他篇章仍普遍使用較多的非律之句，因此，梁元

帝在此詩的表現，不能排除是巧合。但是，既然作者在一首詩中寫出大量
合律的詩句，若說他內心對於這種現象沒有特別關心，反倒是不合理的推

想。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詩人並沒有完全把「七言轉韻體」限定在樂府使用

的想法，當七言轉韻體剛出現不久，就有人想從樂府屬性中走出去，梁簡

文帝〈傷離新體詩〉，就是一個例子：

傷離復傷離，別後情欝紆。悽悽隱去棹，憫憫愴還途。慼慼意不申，
轉顧獨沾襟。前驅經御宿，後騎歷河漘。胡香翼還幰，清笳送後塵。
落日斜飛蓋，餘暉承畫輪。柳影長橫路，槐枝深隱人。桂宮夕掩銅龍
扉，甲館宵垂雲母幃。朧朧月色上，的的夜螢飛。草香襲余袂，露灑沾
人衣。帶堞凌城雲亂聚，排枝度葉鳥爭歸。盌中浮蟻不能酌，琴間玉

21) 梁元帝蕭繹 〈燕歌行〉 見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 卷二十五，頁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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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調別鶴。別鶴千里別離聲，絃調軫急心自驚。試起登南樓，還向華
池遊。前時篠生今欲合，近日栽荷尚不抽。猶是銜杯共賞處，今茲對
此獨生愁。登樓望曖曖，山川自分態。偃師雖北連，轘轅已南背。遠聽
寂無聞，遙瞻目有閡。含毫意不迷，長嘆情無賴。（先秦漢魏晉南北朝
詩．梁詩，22：1979）

這首詩以28個五言句和12個七言句組成，使用轉韻法押了7個韻，每個

韻的句數分別為 「4句-10句-8句-2句-2句-6句-8句」，其中 「桂宮夕掩銅龍

扉，甲館宵垂雲母幃。朧朧月色上，的的夜螢飛。草香襲余袂，露灑沾人
衣。帶堞凌城雲亂聚，排枝度葉鳥爭歸」，八句一韻，是五七言混用的。
從每韻首句用韻來看，確是轉韻體的體式。平仄律方面，四十句中有十七
句不合律，在梁朝詩來說，並不算是積極合律的例子。
從字面和文意內容來看，本詩十分接近五言宮體詩，也許因為它是七

言，又使用轉韻方式，梁簡文帝乃以 〈傷離新體詩〉 來命名，以別於先已

產生的宮體。由於題目上已經脫離了樂府題，可以視為七言轉韻體從樂
府色調轉向 「非樂府詩」 的一個例子。
其後，陳、隋詩人有意脫離樂府限制的人更多了，創作七言詩最多的江

總，乃其中之一。下面是江總的七言轉韻體詩：

秋日新寵美人應令詩 陳詩，8：2595

內殿賦新詩 陳詩，8：2596

姬人怨 陳詩，8：2597

姬人怨服散篇 陳詩，8：2597

新入姬人應令詩 陳詩，8：2595

梅花落 陳詩，8：2574

宛轉歌 陳詩，8：2575

東飛伯勞歌 陳詩，8：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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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八首詩中，〈宛轉歌〉 和 〈東飛伯勞歌〉，從題目上就帶有樂府的特

徵，另外，〈梅花落〉 是描寫梅花飛落的場景，樂府中也有此題，也可歸於
樂府。其他五首，都是以姬人為描寫對象的應令詩，在那個把宮庭女子物
化的詩風下，江總這樣的詩題和內容，乃是與宮體同型的詠物詩，已經脫

離了樂府屬性，亦即是把 「七言轉韻體」 拿來使用在樂府以外的用途。
不過，江總詩的宮廷味太濃而缺少個性，不如盧思道的 〈後園宴詩〉 和

〈聽鳴蟬篇〉，更具有非樂府詩的形象，二詩內容如下：

常聞崑閬有神仙，雲冠羽佩得長年。秋夕風動三株樹，春朝露濕九芝
田。不如鄴城佳麗所，玉樓銀閣與天連。太液回波千丈映，上林花樹百
枝燃。流風續洛渚，行雲在南楚。可憐白水神，可念青樓女。便妍不
羞澁，妖豔工言語。池苑正芳菲，得戲不知歸。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
衣。纖腰如欲斷，側髻似能飛。南樓日已暮，長簷鳥應度。竹殿遙聞鳳
管聲，虹橋別有羊車路。攜手傍花叢，徐步入房櫳。欲眠衣先解，半醉
臉逾紅。日日相看轉難厭，千嬌萬態不知窮。欲知妾心無劇已，明月流
光滿帳中。（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1：2636）

聽鳴蟬，此聽悲無極。群嘶玉樹裡，迴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
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
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蹔聽別人心即斷，纔聞客子淚先垂。
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
嶮，峭路干天不可越。紅塵早弊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裡
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距龍樓。說客恆
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富貴
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
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
書，何如還驅少游馬。（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隋詩，1：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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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園宴詩〉 用了過多的麗藻與不切己身的外物描寫，減低了實寫我情

今事的成分，但它的題目確實是非樂府題。〈聽鳴蟬篇〉 的題目中使用了
「篇」字，不免有樂府氣，22) 但這首詩明顯是個人述懷的寫法，並非樂府詩。
盧思道是范陽人，北齊亡後，歸入北周，卒於隋時。此詩作於初入北周之
際，顏之推、陽休之都有和作，《隋書．盧思道傳》 云：「周武帝平齊，授
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 〈聽蟬鳴篇〉。 思道 所為，
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23) 陽詩今已不存，顏詩尚在，意境修辭，皆不如
思道所作。詩中 「秋日高鳴獨見知」 之句，寫此蟬獨能知我，把詩意脈絡

帶到 「我情、今事」 上來，下面再用大量典故寫自己平生之悲，最後以 「終

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游馬」 作結，也是很明確的述懷筆法。
在平仄和用韻方面，〈後園宴詩〉 中，五言共18句，其中有15句合律，七

言共14句，其中有11句合律。〈聽鳴蟬篇〉 中，三、五言合計為16句，有10

句入律，6句不入律；七言24句中，有20句入律，4句不合律，雖然也沒有

黏對意識，但是，單句入律的比率達75%，也是相當高的。
就如曇花一現般，像盧思道這樣的寫詩方向，在當時並未被廣為運

用。然而，他已經提示了重要的訊息，就是七言轉韻體詩雖然淵源於樂府
詩，並不表示所有七言轉韻體的作品都必須是樂府的。
一如五言古體和大部分的五言樂府，都採用一韻到底的韻法，並無妨

於五言古體與樂府詩，是不同的兩種詩體。同樣的，如果使用七言轉韻體
的詩人們，持續朝著非樂府方向去別創一體的話，則 「非樂府題七言轉韻

22)  詩題中使用「篇」字，通常是樂府詩的做法，例如郭震〈寶劍篇〉等，本詩是少數應
列入非樂府題的例子。

23)  見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57，頁1397。又，《先秦漢魏
晉南北朝詩》，〈北齊詩〉，卷二，頁2284，收有顏之推 〈和陽納言聽鳴蟬篇〉，體式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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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也可能像 「五古」 或 「五律」 那樣，成為 「古詩體系」 裡面的七言代表
體裁。

三、唐初以來七言詩發展中的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

繼前文曾提出的盧思道之後，唐初以 「非樂府題」 寫七言轉韻體詩的作

品，陸續增加，如駱賓王 〈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全唐詩，77：837）、〈代
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77：838）、 盧照鄰的〈失群雁〉（41：517）皆是，

尤其是盧照鄰的〈失群雁〉，有很進步的表現：

三秋北地雪皚皚，萬里南翔渡海來。欲隨石燕沈湘水，試逐銅烏繞帝
臺。帝臺銀闕距金塘，中間鵷鷺已成行。先過上苑傳書信，暫下中州戲
稻粱。虞人負繳來相及，齊客虛弓忽見傷。毛翎顦顇飛無力，羽翮摧
頹君不識。唯有莊周解愛鳴，復道郊歌重奇色。惆悵驚思悲未已，裴
回自憐中罔極。傳聞有鳥集朝陽，詎勝仙鳧邇帝鄉。雲間海上應鳴舞，
遠得鵾弦猶獨撫。金龜全寫中牟印，玉鵠當變萊蕪釜。願君弄影鳳凰
池，時憶籠中摧折羽。（全唐詩，41：517）

本詩前有盧照鄰自序云：「溫縣明府以雁詩垂示，余以為古之郎官，出
宰百里，今之墨綬，入應千官。事止雁行，未宜傷嘆。至如羸臥空巖者，
乃可為失群慟耳。聊因伏枕多暇，以斯文應之。」 比照原序和詩句，明顯
看見作者以萬里南翔這頭雁比擬自己，中間寫此雁所到之處不但無人收

留，還有虞人、齊客之殃；即使有像莊周這樣的人，也只能 「惆悵驚思悲
未已，裴回自憐中罔極」，最後四句寫溫縣令，祝禱他將來回到帝都後，不

要忘記這頭可憐的雁。由於詩意中述懷的成分顯豁，與陳子昂、張九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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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 〈感遇〉 詩相同，24) 因此，本詩可以定位為非樂府題。
體式方面，全詩24句，只有兩句不入律。押韻法為 「4-6-6-2-6」 並不是

每四句一轉，所用韻為 「灰-陽-陌-陽-虞」 也沒有平仄相隔，陽韻重用，且

於第二次用促韻（陽鄉二句一韻），應有特殊用意。
其後上官儀也有 〈和太尉戲贈高陽公〉 一詩，是以非樂府題來寫的：

薰爐御史出神仙，雲鞍羽蓋下芝田。紅塵正起浮橋路，青樓遙敞御溝
前。傾城比態芳菲節，絕世相嬌是六年。慣是洛濱要解佩，本是河間
好數錢。翠釵照耀銜雲髮，玉步逶迆動羅襪。石榴絞帶輕花轉，桃枝
綠扇微風發。無情拂袂欲留賓，詎恨深潭不可越。天津一別九秋長，
豈若隨聞三日香。南國自然勝掌上，東家復是憶王昌。（全唐詩，40：
507）

太尉乃長孫無忌，高陽公乃許敬宗。25) 長孫無忌與許敬宗二人的關係，

從唐高宗永徽六年（655）策立武后以後，因為許敬宗是主導立后者，二人
已有嫌隙，至唐高宗顯慶四年（659），許敬宗告長孫無忌謀反，二人已不可

能作詩調笑。以此論之，本詩應作於656年。這一年，乃是唐玄宗作〈初入
秦川路逢寒食〉的六十年前。
不過，〈和太尉戲贈高陽公〉 詩的內容，仍是宮庭戲謔的成分居多，字

句間也有樂府詞彙的痕跡，不如下面這首宋之問的 〈龍門應制〉：

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柳新翠，苑樹花先發。洛陽花柳此時
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群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近出王

24)  參見張九齡 〈感遇十二首〉（全唐詩，47：571）、陳子昂 〈感遇詩三十八首〉（全唐
詩，83：889）。

25) 許敬宗以立武后之功，顯慶元年（656）自高陽縣男升階為高陽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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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羽從琳瑯擁軒蓋。雲罕才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嶄巖
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雁塔遙遙綠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
舊長千尋木，遠壑初飛百丈泉。彩仗蜺旌繞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
東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萬年
杯。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鳥來花落紛無已，稱觴獻壽
煙霞裡。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關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留芳草，龍騎
駸駸映晚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靜山空嚴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
傾都南望屬車塵。囂聲引颺聞黃道，佳氣周迴入紫宸。先王定鼎山河
固，寶命乘周萬物新。吾皇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扈春。（全唐詩，
51：627）

本詩是武后在春日巡幸龍門石窟的實錄，宋之問於聖曆（698-700）、久
視（700）年間，曾與修 《三教珠英》，可能作於此時或稍早。這首詩的重要
特徵，是全詩以寫實方式，從車駕始經御水橋，到途中所見，到入寺禮

拜，到山中讌飲歌舞，到傍晚迴輿，到歸入洛陽城之前，都人湧出郊外圍
觀。最後四句收束時，返歸雅正，與王維 〈奉和聖制從蓬萊向興慶〉 詩： 

「為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游玩物華」（全唐詩，128：1295）的筆意相同。既
然王維詩是七言律詩的正格，則此詩以堂堂正正之筆紀錄隨同春游，並
奉制為之，當然不是樂府性質。全詩平仄皆合律，26) 黏對也大量符合，距
離唐玄宗作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 詩的時間才17年而已。
據說本詩得到武則天的賞愛，《舊唐書》 曾載：「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

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
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27) 當天的情況雖未可盡悉，但杜甫 〈寄李十二白

26)  此處 「千乘萬騎鑾輿出」 的 「乘」 字宜作平聲讀，韋應物、白居易皆有此例。若讀為
仄聲，則本句為唯一不合律之句。

27)  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90中，頁5025，〈文苑傳．宋
之問〉。又見宋．李昉等編、宋．彭叔夏辨證、清．勞格拾遺，《文苑英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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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韻〉云：「龍舟移櫂晚，獸錦奪袍新」（全唐詩，225：2430），所用的典

故，即是此事。就詩而言，本篇也確實有超越那個時代的水準。
再看宋之問下面這一首 〈桂州三月三日〉：

代業京華裡，遠投魑魅鄉。登高望不極，雲海四茫茫。伊昔承休盼，
曾為人所羨。兩朝賜顏色，二紀陪歡宴。昆明御宿侍龍媒，伊闕天泉
復幾回。西夏黃河水心劍，東周清洛羽觴杯。苑中落花掃還合，河畔
垂楊撥不開。千春萬壽多行樂，柏梁和歌攀睿作。賜金分帛奉恩輝，
風舉雲搖入紫微。晨趨北闕鳴珂至，夜出南宮把燭歸。載筆儒林多歲
月，襆被文昌佐吳越。越中山海高且深，興來無處不登臨。永和九年刺
海郡，暮春三月醉山陰。愚謂嬉游長似昔，不言流寓欻成今。始安繁華
舊風俗，帳飲傾城沸江曲。主人絲管清且悲，客子肝腸斷還續。荔浦
蘅皋萬里餘，洛陽音信絕能疏。故園今日應愁思，曲水何能更祓除。
逐伴誰憐合浦葉，思歸豈食桂江魚。不求漢使金囊贈，願得佳人錦字
書。（全唐詩，51：628）

桂州是宋之問最後的貶所，據史：唐睿宗即位（710）後，以宋之問嘗附張

易之、武三思，先貶欽州，可能在景龍二年（711）秋遇赦改桂州。28) 唐玄宗

於先天元年（712）八月即位後，將他賜死於桂州徙所。寫這首詩的時候，
宋之問也許已經預感生命將盡，因而以記流水帳的方式，回顧了一生的經

中華書局，1966），卷178，頁873，〈駕幸龍門應制〉：「時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御賜
錦袍，及之問奏此詩上，奪袍以賞之。」

28)  《舊唐書》，卷7，頁157，景雲二年四月：「壬寅（27日，711/05/19），大赦天下」，又
頁158：「八月乙卯（13日，711/9/29），大赦天下。其謀殺、劫殺、造偽頭首並免死
配流嶺南，官典受贓者特從放免。」宋之問的量移桂州，可能是這兩次中的一次。
〈始安秋日〉 云：「桂林風景異，秋似洛陽春」（全唐詩，53：651），〈桂州陪王都督晦
日宴逍遙樓〉亦云 ：「晦節高樓望，山川一半春」（全唐詩，53：658），兩詩時間分別
在秋及春，應是前一年秋天已到此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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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本詩的詩題，也一作〈桂陽三日述懷〉，可以確定為非樂府詩題。
本詩前8句為五言，後32句為七言。五言部份平仄，只有一句失律，七

言部份，有7句平仄不合律。押韻方面，五言部分使用2韻，因為是五言
句，第一韻首句並不押韻，其餘9次轉韻，首句都如式用韻。10韻的句數

分配是 「4句-4句-6句-2句-4句-2句-6句-4句-8句」，並沒有規律為4句一轉。
所轉的各韻，則是規律的 「平-仄」 相間排列。
除此之外，宋之問其他各篇的情況如下：

軍中人日登高贈房明府 51：626 七言八句 轉韻一次 平仄全部合律

寒食還陸渾別業 51：626 七言八句 轉韻一次 平仄一句不合律

寒食江州滿塘驛 51：626 七言八句 轉韻一次 平仄二句不合律

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

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

競題壁慨然成詠

51：626 七言八句 轉韻一次 平仄全部合律

初宿淮口 51：628 八句，五言四句

及七言四句

轉韻一次 平仄全部合律

對宋之問來說，五言律詩、排律、五言古詩都是他嫻熟的體裁，像 〈謁

禹廟〉（全唐詩，53：653）長達40韻的五言排律，〈郡宅中齋〉（全唐詩，53：

656h）長達36韻的古體詩，都能一韻到底。因此，轉韻的自由性，絕對不
是他考慮使用七言轉韻體的條件。而且，他能作七律，已經有 〈餞中書侍

郎來濟〉 及 〈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 兩首七律作品，他在七言轉

韻體中，平仄幾乎全部合律。所以，詩中偶而出現不合律的句子，顯然是
有意而為之，絕對不是因為能力上無法正確合律，才做出的權宜之計。至
於他在這些七言轉韻體詩故意留下不合平仄的句子，目的何在，就不得而

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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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問題是，宋之問留下的七律只有兩首，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

卻有7 首，換言之，當宋之問在選擇用那一種七言體裁來寫非樂府題的時

候，較多選擇七言轉韻體而不是七言律詩，就表示了七言轉韻體在宋之

問心中是居於優勢的。
與宋之問交好的沈佺期，也有非樂府題的七言轉韻體 〈入少密溪〉 詩：

雲峰苔壁繞溪斜，江路香風夾岸花。樹密不言通鳥道，雞鳴始覺有人
家。人家更在深巖口，澗水周流宅前後。游魚瞥瞥雙釣童，伐木丁丁一
樵叟。自言避喧非避秦，薜衣耕鑿帝堯人。相留且待雞黍熟，夕臥深
山蘿月春。（全唐詩，95：1027）

本詩除了題目無樂府特徵外，內容上，從入山看到人家，寫到主人留客

吃飯，並在山中住宿，都採取記實的筆法，因而確定並非樂府詩。平仄方
面，十二句中，只有三句不合律，而且，「游魚瞥瞥雙釣童」的作法，也像

是有意與「伐木丁丁一樵叟」（本句為常見單拗句法）相對而作成的，不是隨
意不合律。
至如劉希夷〈洛中晴月送殷四入關〉詩云：

清洛浮橋南渡頭，天晶萬里散華洲。晴看石瀨光無數，曉入寒潭浸不
流。微雲一點曙煙起，南陌憧憧遍行子。欲將此意與君論，復道秦關
尚千里。（全唐詩，82：886）

全詩八句，單句平仄皆入律，部份有黏對。韻法方面，採用轉韻的格
式，使用2韻，每韻4句，每轉一韻，首句用韻。這種八句的七言轉韻體格
式，外觀與七言律詩的極為相似，若非七律在最後的競爭中勝出，它很可
能取代七律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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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玄宗〈春臺望〉〈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在詩史上的意義

在越來越多非樂府題的七言轉韻體詩陸續出現時，唐玄宗 〈初入秦川路

逢寒食〉、〈春臺望〉 二詩的重要性，又非其他眾作可以相比。
唐玄宗曾將 〈春臺望〉 詩頒佈入國史，在〈答蔡孚請宣示御製春臺望詩

手詔〉中說：

朕以聽政之餘，因時遊矚，觀古人之制度，懷先王之卑菲。聊遇所覽，
直書其事，雖文詞非麗，亦不忘於言。卿職在史官，君舉必記，將以朕
之素意，頒示庶寮，循諷表章，益深祗勉。29)

手詔內容雖然都是從政治面發言，但是他選擇了這首七言轉韻體詩來

宣示，又說這首詩是在 「因時遊矚」 和 「聊遇所覽，直書其事，雖文詞非

麗，亦不忘於言」 寫成的，指出了在寫作方法上的兩大特點：（1） 此詩是在

行程中直書其事的寫實之作，（2） 文詞並不追求藻麗。前面說過，在中國
詩史上，詩的類別可分析為 「古詩系統」 和 「樂府系統」 兩大體系，「古詩系

統」 的創作觀，乃建立在 「我情今事」 與 「詩篇」 的寫實關係上，唐玄宗所宣

示的這兩點，正是 「古詩系統」 的基本原理。
七言轉韻體由於先天有樂府的淵源，在草創時期，又正逢宮體詩盛行，

29)  北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四十，〈帝王部．文
學〉，頁453，云：「玄宗開元八年，親製春雪詩春臺望一章二十八句，起居舍人蔡
孚奏曰：『伏見所製，氣雄詞美，德音相屬，鄙炎漢之奢侈，徇有唐之儉陋，知作

勞而居逸，念中人之家產用心，如此天下斯安。臣職在司言，請宣示百寮，及編
國史。』答曰：…」 《冊府元龜》 將此事定為開元八年，但下文所引許景先與賀知章
的和詩，似乎都在開元十年以後，不知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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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不少詩篇都在描畫著無個性的模糊影像，盧思道寫出非樂府詩題的
七言轉韻詩，把寫作的焦點拉回我的真實來，固然是一大進步，但都不如
唐玄宗所宣示的，更直接的把寫我之今事的觀念，明白說了出來。朝向這
條道路，七言轉韻體才能脫離樂府式的思維，成為能夠描寫人生萬般事
態的體裁，並且接上的 「古詩系統」 的體系。依照這個路線發展下去，這
種律化的非樂府題的七言長篇，可能可以得到像後來七古所得到的那樣

的地位，八句的短篇，也可能取代當時穉弱的七律，成為七言八句的主要
詩體。
以下，請先看唐玄宗 〈春臺望〉 詩：

暇景屬三春，高臺聊四望。目極千里際，山川一何壯。太華見重巖，終
南分疊嶂。郊原紛綺錯，參差多異狀。佳氣滿通溝，遲步入綺樓。初
鶯一一鳴紅樹，歸雁雙雙去綠洲。太液池中下黃鶴，昆明水上映牽牛。
聞道漢家全盛日，別館離宮趣非一。甘泉逶陁亙明光，五柞連延接未
央。周廬徼道縱橫轉，飛閣迴軒左右長。須念作勞居者逸，勿言我後
焉能恤。為想雄豪壯柏梁，何如儉陋卑茅室。陽烏黯黯向山沈，夕鳥
喧喧入上林。薄暮賞餘回步輦，還念中人罷百金。（全唐詩，3：29）

詩中所登的 「臺」 究竟在那裡？鑒于帝王游幸的限制很多，若以詩中 「目

極千里際，山川一何壯。太華見重巖，終南分疊嶂」 四句，來辨識其方
位，再參考詩人在樓上所作的 「佳氣滿通溝，遲步入綺樓」 等行為來看，
此臺可能是位在滻水邊、廣運潭旁的望春宮望春樓上；通溝即滻水，綺
樓即望春樓。30)

本詩以10個五言詩句和18個七言詩句組成，前8句一韻，因為是五言，

30)  《舊唐書》，卷49，頁2116，〈漕運〉：「天寶三載，韋堅代蕭炅，以滻水作廣運潭於
望春樓之東，而藏舟焉。」 是先有望春宮及望春樓在滻水濱，才作廣運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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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首句未用韻，接著是六句押一韻，轉換新韻時首句用韻，次兩句一

韻，接下來的12句，每四句一轉韻，皆首句押韻，形成 「8句-6句-2句-4句

-4句-4句」 的組合。詩中所押的六個韻，也以 「仄-平-仄-平-仄-平」 規則地

分布。全詩只有 「目極千里際」 和 「遲步入綺樓」 兩個五言句不合律，七言

部分完全合律，黏對也做得很好。
這首詩頒示百寮之後，有許景先 〈奉和御制春臺望〉 云：

睿德在青陽，高居視中縣。秦城連鳳闕，漢寢疏龍殿。文物照光輝，郊
畿鬱蔥蒨。千門望成錦，八水明如練。複道曉光披，宸游出禁移。瑞氣
朝浮五雲閣，祥光夜吐萬年枝。蘭葉負龜初薦祉，桐花集鳳更來儀。
秦漢生人凋力役，阿房甘泉構雲碧。汾祠雍畤望通天，玉堂宣室坐長
年。鼓鐘西接咸陽觀，苑囿南通鄠杜田。明主卑宮誡前失，輔德欽賢
政惟一。昆蟲不夭在春蓃，稼穡常艱重農術。邦家已荷聖謨新，猶聞
儉陋惜中人。豫奉北辰齊七政，長歌東武抃千春。（全唐詩，111：1134）

賀知章 〈奉和御製春臺望〉 云：

青陽布王道，玄覽陶真性。欣若天下春，高逾域中聖。神皋類觀賞，
帝里如懸鏡。繚繞八川浮，岧嶢雙闕映。曉色遍昭陽，晴雲卷建章。
華滋的皪丹青樹，顥氣氤氳金玉堂。尚有靈蛇下鄜畤，還徵瑞寶入陳
倉。自昔秦奢漢窮武，後庭萬餘宮百數。旗回五丈殿千門，連綿南磴
出西垣。廣畫螓蛾夸窈窕，羅生玳瑁象崑崙。迺睠天晴興隱恤，古來
土木良非一。荊臨章觀趙叢臺，何如堯階將禹室。層欄窈窕下龍輿，
清管逶迆半綺疏。一聽南風引鸞舞，長謠北極仰鶉居。（全唐詩，112：
1145）

許景先及賀知章的和詩，押韻方法與唐玄宗原詩相同。平仄方面，許景
先只有一個句子失律，失黏失對的情形很多。賀知章有三個句子失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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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失對的情況與許景先差不多。
許景先是唐玄宗拔擢的人才，開元2年曾任左拾遺，開元9年（721）在給

事中任，後升中書舍人，至開元13年（725）才外授虢州刺史，後轉岐州，
入拜吏部侍郎，卒。31) 賀知章在開元10年（722），受兵部尚書麗正殿修書使
張說奏請，與祕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趙冬曦同入書院，撰 《六典》 及 

《文纂》等；天寶二年（743）自太子賓客請度為道士還鄉，次年正月離京。32)

比起 〈春臺望〉，唐玄宗更值得重視的詩，應推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

洛陽芳樹映天津，灞岸垂楊窣地新。直為經過行處樂，不知虛度兩京
春。去年餘閏今春早，曙色和風著花草。可憐寒食與清明，光輝并在
長安道。自從關路入秦川，爭道何人不戲鞭。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
馬上廢秋千。渭水長橋今欲渡，葱葱漸見新豐樹。遠看驪岫入雲霄，
預想湯池起煙霧。煙霧氛氳水殿開，暫拂香輪歸去來。今歲清明行已
晚，明年寒食更相陪。（全唐詩，3：29）

這首詩，張說有和作，題為 〈奉和聖製初入秦川路寒食應制〉 云：33)

上陽柳色喚春歸，臨渭桃花拂水飛。總為朝廷巡幸去，頓教京洛少光
輝。昨從汾硤山南口，馳道依依漸花柳。入關正投寒食前，還京遂落
清明後。路上天心重豫游，御前恩賜特風流。便幕那能鏤雞子，行宮
善巧帖毛毬。渭橋南渡花如撲，麥隴青青斷人目。漢家行樹直新豐，

31)  見 《舊唐書》 卷150，〈文苑傳．許景先〉，頁5031-5033；及卷8，〈玄宗本紀〉，頁
182。

32)  見 《舊唐書》 卷190中，〈文苑傳．賀知章〉，頁5033；及卷9，〈玄宗本紀〉，頁217-
208。

33)  《全唐詩》，卷122，頁1221，另有盧象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五言長篇，內容與唐
玄宗、張說詩完全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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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地驪山抱溫谷。香池春溜水初平，預歡浴日照京城。今歲隨宜過寒
食，明年陪宴作清明。（全唐詩，86：938）

綜合兩人詩中所述，此詩作於開元5年2月17日（717/04/03，Julian day 

1983034），早於 〈春臺望〉 詩。這一天是清明日，詩中有 「去年餘閏今春

早」，按曆，開元、天寶間共有兩次閏12月，兩次閏11月，計算唐玄宗的兩

京行程，可確定此次作詩的時間，乃是開元4年（716）閏12月的次年，亦即
玄宗於開元5年。34) 是年2月3日甲戌，車駕自東都出發，35) 第13天遇到寒食，

計程此時已入蒲津關，36) 直趨東渭橋，故詩中云：「渭水長橋今欲渡」，渡東

渭橋後，即新豐、細柳營故地，當晚住宿於驪山，所以有 「預想湯池起煙

霧」 之句，次日經由灞橋，返回西京長安。張說和詩中的 「昨從汾硤山南
口」、「入關正投寒食前，還京遂落清明後」、「渭橋南渡花如撲」、「漢家行
樹直新豐」、「預歡浴日照京城」 等句，也印證了前述返京的行程及時程。
從創作角度來看，可以說是很清楚地實踐了寫實的要求。

34)  開元十二年也閏12月，但此年玄宗於十一月到東都，為次年東封泰山作準備，寒
食時仍在東都。開元二十三年及天寶十三載皆有閏11月，但此二年玄宗未赴東
都。

35)  《舊唐書》 卷8，頁177：「二月甲戌，至自東都。」 「至自」 乃指抵達時，有誤，應是發
自東都。《新唐書》 卷5，頁126，云：「二月甲戌，大赦，賜從官帛，給復河南一年，
免河南北蝗、水州今歲租。」 此言出發前賞賜東都人民，可以互證。

36)  唐玄宗 〈早度蒲津關〉 詩云：「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
中。…」（全唐詩，3：35）、徐安貞 〈奉和聖製早度蒲津關〉：「仙掌臨秦甸，虹橋闢晉
關。…城花春正發，岸柳曙堪攀。…長安回望日。宸御六龍還。」（全唐詩，124：1229）
張九齡 〈奉和聖制早渡蒲津關〉：「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開。…東顧重關盡，西馳
萬國陪。」（全唐詩，49：595），三詩皆寫此事。蒲州西門又稱蒲津關，所謂下蒲坂、
渡蒲津橋，即指出蒲津關，進入同州朝邑縣，為當時入關大道。仙掌、高掌皆指
華嶽。參閱拙著《唐詩現地研究》（高雄市：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第四章，〈王
之渙登鸛雀樓詩現地研究〉，頁1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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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 〈春臺望〉 詩，唐玄宗這首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 更準確的使用了

平仄律。全詩二十句，單句全部合律，句與句之間，聯與聯之間也符合黏
對原則，所押五韻，以「平-仄-平-仄-平」輪換，每轉一韻，新韻的首句押

韻，可以說是七言轉韻體中，最為格律化的一首。張說和作中，只有 「入

關正投寒食前」 一句不合律，黏對方面，也只有少數幾處失黏或失對。
綜合上述唐玄宗本人所作和大臣和詩來看，詩意是植基在生活中當下

發生的真實事件，韻法則採取轉韻體式，句式以七言為主，不規則的加入
五言若干句。平仄方面，大量使用平仄律。像這首〈初入秦川路逢寒食〉 
完全合律，若不是我們從 《全唐詩》 中已經看到七絕的成熟在此詩之後，
還可能誤以為這是五首七絕的合體。再回顧唐玄宗 〈春臺望〉 與群臣的和

作，也都以合律為主， 可以說是非常鮮明的特色。
唐玄宗君臣的唱和，對於七言轉韻體的發展必定有正面的影響。唐初

經過武后的變局，著名詩人如上官儀、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等都受牽
連，甚至被殺害，雖然像五古和五律這類已經穩定發展的詩體並不受影
響，然而由上官儀、宋之問等人推波揚瀾的七言轉韻體，卻可能以新體
而受到影響。唐玄宗在開元之初，適時提出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春臺
望〉 等詩，意義不小。

五、唐玄宗身旁近臣的反應

接下來這一小節，我們來檢查唐玄宗身旁近臣對七言轉韻體的反應。
首先，從他最親近的大臣張說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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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張說

張說有九首七言轉韻體詩，其中樂府題有 〈時樂鳥篇〉（全唐詩，86：

938）、〈安樂郡主花燭行〉（全唐詩，86：939）、〈鄴都引〉（全唐詩，86：

940）、〈離會曲〉（全唐詩，86：939）、〈贈崔二安平公樂世詞〉（全唐詩，86：

941）等五首。非樂府題有 〈城南亭作〉（全唐詩，86：940）、〈同趙侍御乾湖
作〉（全唐詩，86：940）、〈巡邊在河北作〉（全唐詩，86：940）、〈送考功武員
外學士使嵩山署舍利塔〉（86：941）等四首。
以下，先看 〈城南亭作〉 一詩云：

珂馬朝歸連萬石，矟門洞啟親迎客。北堂珍重琥珀酒，庭前列肆茱萸
席。長袖遲回意緒多，清商緩轉目騰波。舊傳比翼侯家舞，新出將雛
主第歌。漢家絳灌餘兵氣，晉代浮虛安足貴。正逢天下金鏡清，偏加日
飲醇醪意。誰復遨游不復歸，閑庭莫畏不芳菲。會待城南春色至，竟
將花柳拂羅衣。（全唐詩，86：940）

本詩十六句中，只有兩句平仄失律，部份黏對不合。詩意來說，是寫在
長安城東南角，曲江池北、樂遊原下亭子的貴游。
又，〈同趙侍御乾湖作〉 云：

江南湖水咽山川，春江溢入共湖連。氣色紛淪橫罩海，波濤鼓怒上漫
天。鱗宗殼族嬉為府，弋叟罛師利焉聚。簜帆側柁弄風口，赴險臨深
繞灣浦。一灣一浦悵邅回，千曲千溠怳迷哉。乍見靈妃含笑往，復聞
游女怨歌來。暑來寒往運洄洑，潭生水落移陵谷，雲間墜翮散泥沙，
波上浮槎棲樹木。昨暮飛霜下北津，今朝行雁度南濱。處處溝洚清源
竭，年年舊葦白頭新。天地盈虛尚難保，人間倚伏何須道。秋月皛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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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澄瀾，冬景青青步纖草。念君宿昔觀物變，安得躊躕不衰老。（全唐
詩，86：940）

全詩26句，只有4句平仄失律，部份黏對不合。從詩意而言，是對乾湖
的直接描寫，前半寫春來湖水盛滿的情景，從「昨暮」句以下，轉而寫秋盡

冬來，湖乾水竭草生的場景。最後，寫彼我共同感歎物變，是很標準的非
樂府題的作法。
〈巡邊在河北作〉 云：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場磧路何為爾，重氣輕生知許
國。人生在世能幾時，壯年征戰髮如絲。會待安邊報明主，作頌封山也
未遲。（全唐詩，86：940）

本詩除了第一和第五句以外，平仄押韻都合律。內容方面，是張說寫自
己的巡邊之事。
又，〈送考功武員外學士使嵩山署舍利塔〉 云：

懷玉泉，戀仁者。寂滅真心不可見，空留影塔嵩巖下。寶王四海轉千
輪，金曇百粒送分身。山中二月娑羅會，虛唄遙遙愁思人。我念過去微
塵劫，與子禪門同正法。雖在神仙蘭省間，常持清淨蓮花葉。來亦好，
去亦好。了觀車行馬不移，當見菩提離煩惱。（全唐詩，86：941 ）

詩中有三言句，由押韻處為 「者」 和 「下」 來看，作者是以三字為一句來
計算用韻。又因為連續兩個三言短句，如果第一個短句也押韻，讀音過於

偪促，所以沒有採用轉韻時首句押韻的原則。我們在前文中看過一些五
言的首句不押韻的例子，其道理與此相同。「來亦好，去亦好」兩小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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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字來押韻既顧全押韻的必要性，同時避免了偪促之病，是巧妙的變
化。所轉各韻並非平仄輪換，而是「仄-平-仄-仄」。平仄方面，全詩十六句
中，有四句平仄失律，黏對則達到七成以上。詩的內容是送別姓武的考功
員外郎，出使嵩山，處理舍利塔之事，由於詩中 「雖在神仙蘭省間」 具體寫

到武君其人，也屬於非樂府題的作法 。

2．王維

王維也是唐玄宗時期重要的詩人及近臣，他生於武后長安元年（701），

卒於肅宗上元二年（761）。開元五年（717）唐玄宗發表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 

時，王維僅17歲，正是最容易於接受權威和前輩影響的年齡。他所作七言
轉韻體詩共12首，其中題目帶有樂府特徵的，有 〈夷門歌〉（全唐詩，125：

1256）、〈隴頭吟〉（全唐詩，125：1256）、〈老將行〉（全唐詩，125：1257）、
〈燕支行〉（全唐詩，125：1257）、〈桃源行〉（全唐詩，125：1257）、〈洛陽女
兒行〉（全唐詩，125：1258）、〈不遇詠〉（全唐詩，125：1259）等七首；非樂

府題的，只有五首：

首先，請看 〈同崔傅答賢弟〉 詩云：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
白。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
頭城。周郎陸弟為儔侶，對舞前溪歌白紵。曲几書留小史家，草堂棋
賭山陰墅。衣冠若話外臺臣，先數夫君席上珍。更聞臺閣求三語，遙想
風流第一人。（全唐詩，125：1258）

桂苑指揚州，37) 被送之人將到姑蘇作客，揚州是長江下游最大城市，乃

37)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唐文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三十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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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以為名。詩中九江、揚州、蘭陵、富春、石頭城依序預想這位行人所經
之地。最後四句，指朝廷將再徵召，不久必能回京。由於事涉被送者的行
程，所以具有非樂府題的屬性。平仄方面，全詩只有一句不合律，句和句
之間，每聯之內多合對法，只有「揚州-蘭陵」不對；聯與聯間失黏的只有兩
處。38) 用韻則符合轉韻體之法。
又，〈故人張諲工詩，善易卜，兼能丹青草隸，頃以詩見贈，聊獲酬之〉

云：

不逐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棋。蜀中夫子時開卦，洛下書生解詠
詩。藥闌花徑衡門裡，時復據梧聊隱几。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
輕內史。故園高枕度三春，永日垂帷絕四鄰。自想蔡邕今已老，更將書
籍與何人。（全唐詩，125：1259）

蜀中夫子指張諲，張諲善卜又曾游蜀中，李頎曾有 〈臨別送張諲入蜀〉 
詩，故此處以嚴君平夫子擬之。39) 洛下書生，乃王維自謂，他當時居住在

洛陽。詩中 「開卦」、「屏風誤點」、「草書」、「故園高枕度三春」，都是張諲的

真實事，屬於非樂府題的筆法。全詩十二句皆合律，黏對方面，三韻分開

10765，崔致遠 〈請巡幸江淮表〉：「豈如揚都粵壤，桂苑名區，四夷之賓易朝天，
九牧之貢無虛月。」 崔致遠為高麗人，有《桂苑筆耕集》、《孤雲集》傳世，時在淮南
節度幕，文中揚州與桂苑對舉，桂苑即揚州別名。《全唐文》，卷七百七十三，頁
8058，李商隱 〈為汝南公上淮南李相公狀〉：「桂苑之舊賓未老，金縢之遺事猶新。」 
亦以桂苑指淮南幕府所在之揚州。

38) 黏法是以韻為單位來說的，例如陌韻中前後兩聯失黏，庚韻中前後兩聯也失黏。
39)  李頎 〈臨別送張諲入蜀〉 云：「劍閣望梁州，是君斷腸處。」（全唐詩，132：1344），
又云：「蜀江流不測，蜀路險難尋。…故鄉可歸來，眼見芳菲盡。」，乃送張諲客居蜀
中。又，此詩作者李頎，一作朱頎，見 《文苑英華》 卷第二百七十，頁1366，朱頎 
〈送張諲入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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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時，只有中間四紙韻這一處失黏，至於首句轉韻，一皆如法。
其 〈送崔五太守〉 云：40)

長安廄吏來到門，朱文露網動行軒。黃花縣西九折阪，玉樹宮南五丈
原。褒斜谷中不容幰，唯有白雲當露冕。子午山裡杜鵑啼，嘉陵水頭行
客飯。劍門忽斷蜀川開，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
巴字回。使君年紀三十餘，少年白皙專城居。欲持畫省郎官筆，回與臨
邛父老書。（全唐詩，125：1259）

詩中詳述崔太守由郿縣五丈原南下，經由褒斜谷道，到嘉陵江，出劍
門，入蜀。萬井、雙流、刀州，皆蜀中地名；雙流是成都蜀郡的屬縣，41) 刀

州乃是成都的別稱，42) 澄江巴字，指巴江，全詩所記述的旅行路線，乃是

在紙上預想崔太守的未來行程，但它十分清晰，與實際的道路也相合。
「欲持畫省郎官筆」，則指崔氏由郎官外任刺史。由於全詩是針對特定人物
實寫行程，屬於非樂府題的體類。平仄方面，十六句中有六句失律，合律
的比率仍有62.5%。用韻則未採取平仄相間之法。
又 〈同比部楊員外十五夜游有懷靜者季〉 云：

40)  按唐玄宗 〈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全唐詩，3：27）的序中指出：開元十六年唐玄宗
親自拔擢郎官十一人，出任外州刺史，其中有「遂州刺史崔誠」，遂州在唐時隸屬
劍南道，今為四川省遂寧縣，即 「天際澄江巴字回」 之處。以此論之，王維所送之
崔五太守，恐即此人 。

41)  《全唐文》 卷325，頁3297，王維 〈送鄭五赴任新都序〉 云：「劍門中斷，蜀國滿於二
川；銅梁下臨，巴江入於萬井。」 銅梁為山南西道合州（合川郡）屬縣。

42)  岑參 〈送嚴黃門拜御史大夫再鎮蜀川兼覲省〉云：「授鉞辭金殿，承恩戀玉墀。登
壇漢主用，講德蜀人思。副相韓安國，黃門向子期。刀州重入夢，劍閣再題詞。
春草連青綬，睛花間赤旗。山鶯朝送酒，江月夜供詩。許國分憂日，榮親色養
時。蒼生望已久，來去不應遲。」（全唐詩，20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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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明少休沐，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鞍落日餘。懸知三五夕，萬
戶千門闢。夜出曙翻歸，傾城滿南陌。陌頭馳騁盡繁華，王孫公子五侯
家。由來月明如白日，共道春燈勝百花。聊看侍中千寶騎，強識小婦七
香車。香車寶馬共喧闐，箇裡多情俠少年。競向長楊柳市北，肯過精舍
竹林前。獨有仙郎心寂寞，卻將宴坐為行樂。儻覺忘懷共往來，幸沾
同舍甘藜藿。（全唐詩，125：1261）

「承明」 為 「承明廬」 典故的省稱，指在皇宮內待詔之所，王維為中書舍
人，故以 「承明」 自謂；「建禮」 為 「建禮門」 之省稱，指楊員外，漢代尚書
省在建禮門內，故 「建禮」 可代指尚書郎更直辦公之所。起首4句，說兩

人平時都工作忙碌。「懸知三五夕」 到 「肯過精舍竹林前」 等14句，從兩人

相約在正月十五日的夜晚一起去看燈，寫到燈夕人們的狂歡行徑，最後4

句，交待 「有懷靜者季」 之事。全詩雖有熱鬧處似誇飾語，但從起首至結
束，皆鎖定在自己及楊員外、靜者三人的我情今事上，為非樂府題的寫作
方法。
本詩先以五言8句作起，再承接七言14句。平仄方面，五言詩全部合

律，只有七言兩句各有一個字失律，句聯之間，失黏失對的地方很少。用
韻方面，五言句用了一平一仄兩韻，接下來，有六句用平聲麻韻，再四句

用先韻，最後四句用入聲藥韻，並沒有拘泥平仄相間用韻的說法。
王維另一首 〈送李睢陽〉 以大量三言句和七言句搭配，詩云：

將置酒，思悲翁。使君去，出城東。麥漸漸，雉子斑。槐陰陰，到潼
關，騎連連。車遲遲，心中悲。宋又遠，周間之。南淮夷，東齊兒。
碎碎織練與素絲，游人賈客信難持。五穀前熟方可為，下車閉閣君當
思。天子當殿儼衣裳，大官尚食陳羽觴，彤庭散綬垂鳴璫。黃紙詔書
出東廂，輕紈疊綺爛生光。宗室子弟君最賢，分憂當為百辟先。布衣
一言相為死，何況聖主恩如天。鸞聲噦噦魯侯旂，明年上計朝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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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憶今日斗酒別，慎勿富貴忘我為。（全唐詩，125：1261）

唐睢陽郡即宋州（今河南省商邱市），由於詩題以 「送李睢陽」 為名，詩
中有 「宗室子弟君最賢」 之句，知是餞送宗室李少康出任睢陽刺史。43) 詩篇

一開始用了15個三言句，雖然其中有類似樂府詩中曾經出現過的字詞，但

詩句內容是在交待：賓主在城東祖別-行客將出潼關-遠行經過洛陽-到達

宋州-接壤南淮夷與東齊兒，都是此行赴任的實事，因而並非樂府詩。「天
子當殿儼衣裳」 以下五句，寫到天子親自送行，太官供食的場景。王維希
望李睢陽，不可忘記君王的殷切期望。最後，預祝李睢陽在明年返京上計
時得到升擢，那時候，希望不要忘記我。全詩以李睢陽本人及彼我關係的
事件來推動詩句的演進，明顯不是樂府的手法。
體調方面，前面十五個三字句，「翁東」 一韻，隔句用韻，「漸斑關連」 一

韻，五句中只有第三句不押。「遲悲之夷兒」 一韻，六句中同樣只有第三句
未押，應是有意如此。轉入七言以後，「碎碎織練與素絲」 以下四句，句句
押韻，所押的韻目與前面一韻相同。接下來五句又句句押韻，最後兩個四
字句才用七言轉韻體的標準韻法處理。在平仄方面，也有大量不合律的
句子。出現這樣的變例，可能是王維想要從既有的七言轉韻體式去做一
些創新，正在試驗新的格式。44)

43)  此人即李少康，唐宗室高平王之孫，天寶元年出任睢陽太守，天寶三年十二月丙
午卒，年64。事見獨狐及 〈唐故睢陽太守贈祕書監李公神道碑銘〉（全唐文，390：
3968）。

44)  王維對七言作法進行了許多測試，他曾以仄韻來寫八句一韻的詩，此即 〈寒食城
東即事〉 詩：「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幾家，落花半落東
流水。蹴鞠屢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裡。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全唐詩，125，1259）全詩單句平仄皆合律，每聯之內，平仄皆對，只有上下兩片
失黏。對仗方面，三四句未對，五六句對仗，顯然他並沒有作成七律的打算。這
樣作品，應該也是王維企圖創新的一種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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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張說與王維的表現來看，張說在平仄律的運用上，與唐玄宗極為
相近，應與他們十分親近有關，至於王維，也同樣以大量合律的句子，顯

示他也在學習唐玄宗的愛好。不過，王維畢竟年輩較晚，留下了較多變
化，不像張說那樣墨守。

六、唐玄宗近臣以外詩人的反應

本節中將觀察李頎、劉長卿、李白、岑參、杜甫五位詩人的非樂府題七
言轉韻體詩，五人中，李頎、劉長卿完全不在朝廷近臣之列，李白一度接
近唐玄宗身旁，但為時不久，岑參曾任右補闕，杜甫曾任左拾遺，都在唐
肅宗身旁任職，與唐玄宗的關係不深，因而同列於此。

1、李頎(690？-？)45)

李頎，是李白、岑參、高適、杜甫以前，七言詩數量較多的詩人。他的
七言轉韻體詩中，有些是以古樂府命題，如：〈古從軍行〉（全唐詩，133：

1348）、〈行路難〉（全唐詩，133：1348）、〈緩歌行〉（全唐詩，133：1348）、
〈古意〉（全唐詩，133：1355）等，不必深論。但其中有十首以 〈歌〉 字命名

的篇章，一部份是歌詠歷史人物，如〈絕纓歌〉（全唐詩，133：1355）、〈鄭
櫻桃歌〉（全唐詩，133：1356）等46)、一部份是自己和朋友身邊的新事物，

45)  李頎，約生於武周天授元年，用李建崑之說，見所著〈李頎詩析論〉，《東海中文學
報》 第19期，頁37－60，東海大學中文系出版，2007年7月。卒年難以定論。

46)  鄭櫻桃，女子名，事見唐．房玄齡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106，
〈石季龍傳〉，頁2761。載記只寥寥數字，李頎改寫為156字長詩，其中如：「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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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彈棋歌〉（全唐詩，133：1357）等，一部份是記述自己與友人的酬應，
如 〈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全唐詩，133：1351）、〈雙筍歌送李回兼呈劉
四〉（全唐詩，133：1352）等，不論是製題方式或內容，都與舊有的樂府觀

念不同，在七言轉韻體放棄非樂府題努力，而蛻化為唐人新樂府的過程
中，這是一段必須注意的變化。47)

非樂府題的七言轉韻體方面，李頎的創作量在當代來說，也是比較大
的，計有十九首：

美顏香且澤，娥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宮軍女騎
一千匹，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綸巾，紅旗掣曳鹵簿新」 等語，極為生動。

47)  李頎成名於開元天寶之間，他的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已非舊有的樂府詩所能牢
籠，〈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彈棋歌〉，雖然因為題中有歌字而歸為樂府，實際
上是改創後的唐代樂府新法了。〈送康洽入京進樂府歌〉， 從內容上來看，它是
以寫實手法，對描寫的對象記載得很清楚的非樂府寫法。詩中以 「識子十年何不
遇，只愛歡遊兩京路。朝吟左氏嬌女篇，夜誦相如美人賦。」 寫他認識了十年的康
洽，其生活以歡遊為主，生動可見。又以 「曳裾此日從何所，中貴由來盡相許。白
裌春衫仙吏贈，烏皮隱几臺郎與。」 寫他的經濟來源。再以「新詩樂府唱堪愁，御
妓應傳鳷鵲樓。」 寫他能把詩和樂府唱得動聽，還有許多妓女向他學習。最後兩
句：「西上雖因長公主，終須一見曲陽侯。」 皇帝姐妹稱長公主，曲陽侯用漢代王根
典故，說他這次入京，是受到皇室貴族的邀聘，還會見到許多貴戚。整體來看，
康洽是李頎的朋友，詩題上有人名和事件（今事），內容又是實寫自己實際參與的
送行之情（我情），彼我關係清晰，又沒有樂府詩託古立言及誇張語法，不論從題
目內容來看，都屬於非樂府詩的作法。同理，李頎 〈彈棋歌〉，從首句 「崔侯善彈
棋，巧妙盡於此」 發端，結末以 「一別常山道路遙，為余更作三五勢」結束，是以
自己與崔侯的彼我關係為內容主軸，詩中以寫實手法，詳細記載彈棋的材質、形
製、玩法，與古來的樂府詩體製完全不同，古樂府的味道已經沒有了，與一般「非
樂府題」 書寫 「我情、今事」 的作品反而相近。這部份的變化相當複雜，將另文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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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題 句數 失律 韻數 各韻句數 備註 全唐詩卷頁

1 送劉四赴夏縣 32 12 7 4-6-6-6-4-2-4  133：1353

2 別梁鍠 30 14 7 4-6-8-4-2-4-2  133：1352

3 聽董大彈胡笳聲
兼寄語弄房給事

28 15 5 8-12-4-2-2 有雜言 133：1357

4 答高三十五留別

便呈于十一

20 4 5 4-4-4-4-4  133：1351

5 送王道士還山 20 13 6 4-4-2-2-4-4 中間兩韻

各兩句

133：1351

6 送山陰姚丞攜妓
之任兼寄蘇少府

20 4 4 8-4-4-4 前為五言
八句

133：1357

7 送陳章甫 18 12 5 4-4-4-4-2  133：1353

8 送劉昱 18 4 4 8-2-4-4 前為五言
八句

133：1356

9 欲之新鄉答崔顥
綦毋潛

16 5 4 4-4-4-4  133：1350

10 送劉十 16 4 4 4-4-4-4  133：1351

11 夏宴張兵曹東堂 12 4 3 4-4-4  133：1350

12 同張員外諲酬答
之作

12 0 3 4-4-4  133：1350

13 送從弟遊江淮兼
謁鄱陽劉太守

12 3 3 4-4-4  133：1352

14 愛敬寺古藤歌 12 4 4 2-2-4-4  133：1354

15 崔五六圖屏風各賦
一物得烏孫佩刀

12 6 3 4-4-4  133：1354

16 送郝判官 12 3 2 8-4 前為五言
八句

133：1356

17 少室雪晴送王寧 10 3 3 2-4-4  133：1353

18 照公院雙橙 10 6 3 4-4-2  133：1354

19 魏倉曹東堂檉樹 8 3 2   133：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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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詩篇中，如果句數不多，就會比較像七言轉韻體詩的一般樣式，如 

〈送山陰姚丞攜妓之任兼寄蘇少府〉、〈送劉昱〉 都是先寫了五言8句之後，

再分別續上12句或10句七言詩，與前引唐玄宗 〈春臺望〉（五言10＋七言18

句）作法相似。兩詩各有四句失律，合律的句子還是很多。〈同張員外諲酬
答之作〉 詩共十句，平仄全部入律。押韻方面，大部分是四句一轉韻，每
轉一韻，首句也都用韻，符合本體裁的格式。
不過，如果是句數較多的長篇時，他就不願墨守成規，像 〈送劉四赴夏

縣〉、〈別梁鍠〉、〈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 這三首長詩，他都做
了許多新嘗試。〈送劉四赴夏縣〉 全詩32句中，他以 「4句-6句-6句-6句-4句

-2句-4句」 來分配，有三次都到了六句才轉韻，卻有一處，只有兩句就轉
韻，顯示了靈活的變化。〈別梁鍠〉 一詩的韻法更創造了新的規律：「4句-6

句-8句-4句-2句-4句-2句」，他在前三韻採用韻字 「4-6-8」 遞增的方式，每次

增加兩句，後半則重複了兩次 「4-2」 的韻法。七言轉韻體詩中，四句一轉
是比較多見的作法，可視為常態，那麼，二句一轉的押韻處，就是用來調
節常態的變態，即使如此，很少有詩人像李頎這樣的精心設計。至於 〈聽

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 詩，因為詩句的發展要配合胡笳聲音，所
以用了許多三、五字句，押韻也變化很多。以後韓愈的 〈聽穎師彈琴〉、白
居易的 〈琵琶行〉、蘇軾的 〈醉翁操〉，雖不必拘泥地說是學習李頎此詩，
但相似之跡，仍很明顯。

茲舉〈送劉四赴夏縣〉為例：

九霄特立紅鸞姿，萬仞孤生玉樹枝。劉侯致身能若此，天骨自然多歎
美。聲名播揚二十年，足下長途幾千里。舉世皆親丞相閣，我心獨愛
伊川水。脫略勢利猶埃塵，嘯傲時人而已矣。新詩數歲即文雄，上書
昔召蓬萊宮。明主拜官麒麟閣，光車駿馬看玉童。高人往來廬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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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士往來張長公。扶南甘蔗甜如蜜，雜以荔枝龍州橘。赤縣繁詞滿劇
曹，白雲孤峰暉永日。朝持手板望飛鳥，暮誦楞伽對空室。一朝出宰汾
河間，明府下車人吏閒。端坐訟庭更無事，開門咫尺巫咸山。男耕女織
蒙惠化，麥熟雉鳴長秋稼。明年九府議功時，五辟三徵當在茲。聞道
桐鄉有遺老，邑中還欲置生祠。（全唐詩，133：1353）

劉四之名不詳，48) 夏縣，位在山西省南部，今屬山西省運城市。唐貞觀
17年，隸絳州。乾元元年，改屬陝州。李頎作此詩時，夏縣仍隸絳州，49) 

故詩中說：「一朝出宰汾河間，明府下車人吏閒」。此詩從一開始的 「九霄
特立紅鸞姿」 之句，就讚美劉四，到第七、八句的 「舉世皆親丞相閣，我心
獨愛伊川水」，才寫到自己，指劉四不親愛丞相高官，反而因居官洛陽尉

之便，親愛隱居在伊川的自己。繼之，從 「新詩數歲即文雄」 到 「暮誦楞伽

對空室」 十二句，寫劉四成名到出宰夏縣之前的經歷，回扣前文 「聲名播

揚二十年，足下長途幾千里」。接下來從「一朝出宰汾河間」到「麥熟雉鳴長
秋稼」，預想其到官以後的施政，將與其人的美德互相符應。最後四句預
祝其任內考績優良，終獲拔擢。全詩以被送行者的行事經歷為敘述的骨
幹，可歸類為基於寫實的筆法。
其次，請看 〈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 詩：

48)  詩中有 「赤縣繁詞滿劇曹」 之句，與 〈贈劉四〉（全唐詩，132：1342） 「三度尉洛陽」 
的履歷相同，當為同一人。另，《全唐詩》 卷256，頁2868，劉眘虛小傳云：「江東
人，天寶時，官夏縣令，詩一卷。」 似指劉眘虛為劉四，不知所據？然劉眘虛入仕
前，曾至廬山，有 〈登廬山峰頂寺〉（全唐詩，256：2869）云：「方首金門路，未遑參
道情」，此詩亦云：「上書昔召蓬萊宮…高人往來廬山遠」，言其未仕前來廬山，與

遠公為友。則小傳所云，未必全無根蒂，供參考。
49)  見 《舊唐書》 卷三十八，〈地理志一．河南道．陝州大都督府〉，頁1429，又，與詩
中 「一朝出宰汾河間」 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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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
客。古戍蒼蒼烽火寒，大荒沈沈飛雪白。先拂商弦後角羽，四郊秋葉驚
摵摵。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
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晴。嘶酸雛雁失群夜，斷絕
胡兒戀母聲。川為淨其波，鳥亦罷其鳴。烏孫部落家鄉遠，邏娑沙塵
哀怨生。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
呦呦走堂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門。高才脫略名與利，
日夕望君抱琴至。（全唐詩，133：1357）

董大即董庭蘭，房給事指房琯（697-763），房琯與董庭蘭的交往，不但載

於 《舊唐書．房琯傳》，50) 崔玨〈席間詠琴客〉亦云：「七條弦上五音寒，此藝
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憐得董庭蘭。」（全唐詩，591：6860）次

律即房琯字。51)

此詩乃詠董庭蘭彈胡笳，詩的首句以蔡邕 〈胡笳十八拍〉 發端，中間又
寫到 「斷絕胡兒戀母聲」，與蔡邕事蹟相符，似乎董庭蘭這次所彈奏的乃
是 〈胡笳十八拍〉。隨後的第四至八句，泛寫胡笳的聲音世界。從 「董夫

子」 以後到 「邏娑沙塵哀怨生」 12句，52) 由董庭蘭的技法寫到笳聲的流動，
他以各種象徵性場景來形容聲音的實體，並且加入胡笳十八拍的故事情
節，把聲情的悲哀帶入了極點。「幽音變調忽飄灑」 以下到 「野鹿呦呦走堂
下」，重啟一段變調，來為整個演奏作結束，仍以象徵性場景來形容聲音
實體。末四句有 「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門」 之語，乃指房琯，
因為房琯所給事中隸屬門下省，門下省在大明宮宣政殿之東，故有東掖垣

50) 房琯於天寶5載任職給事中，見 《舊唐書》 卷111，〈房琯傳〉，頁3320-3323。 

51)  見〔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71下，〈宰相世系
表一下．河南房氏〉，頁2400。

52)  「董夫子，通神明」 六字應視為一句，明字與下面的精、情、晴、聲、鳴、生押韻，
成為 「明-精-不押-情-不押-晴-不押-聲-不押-鳴-不押-生」 的格式，方合韻法。



唐代 「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 的創體意義 | 簡錦松 _ 311

之語。「高才脫略名與利」 之高才亦是房琯，「日夕望君抱琴至」 的 「君」，才

指董庭蘭。雖然因為要描寫沒有形體的聲音，不得不使用了大量的比擬，
而全詩植基在寫實基礎上的性質，並不因之而減損。
回顧開元五年唐玄宗寫下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君臣相率把七言轉韻

體向非樂府題更推進一大步，還強調 「因時遊矚」 和 「聊遇所覽，直書其

事」 的宣示，李頎所走的正是這條道路。不過，這時已經到了天寶五載，
距離唐玄宗開元五年，整整晚了二十九年。

2．劉長卿(714？-781？)53)

劉長卿的出生年代與杜甫相近，其卒年則晚於杜甫十年以上，他以五言
詩見長，在詩史上已有定論，但是，他留下26首不屬於律絕的七言詩，其
中樂府題有7首，非樂府題有17首，另2首只有6句。數量之豐，也是當時
少有的。
下表是針對劉長卿 「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 的分析，詩的題目，與其

他各類詩體的非樂府詩題的作法並無不同。詩的句數，多數在12至16句，

每四句一韻，轉韻時首句皆用韻，符合韻法。他很喜歡在五言之後轉入七
言的作法，與唐玄宗 〈春臺望〉 相似，但他的五言句用得更多，〈送杜越江

佐覲省往新安江〉 和 〈湘中憶歸〉 二篇，全詩才16句，五言佔了12句。平
仄方面，雖沒有唐玄宗君臣那種高度合律的表現，失律的句子也並不算
多。

53)  劉長卿生卒年頗多爭議，今暫用卞孝萱所訂，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年甲寅（714），卒
於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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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題 句數 失律 韻數 各韻句數 備註 全唐詩卷頁

1 時平後送范倫歸安州 22 6 6 4-2-4-4-4-4  151：1575

2 望龍山懷道士許法稜 17 4 3 4-4-9 有三字句54) 151：1580

3 齊一和尚影堂 16 5 5 4-4-2-2-4  151：1574

4 潁川留別司倉李萬 16 4 4 4-4-4-4 可舉例 151：1575

5 送杜越江佐覲省往新

安江

16 6 2 12-4 前12句五言 151：1579

6 湘中憶歸 16 6 4 4-4-4-4 前12句五言 151：1579

7 送郭六侍從之武陵郡 16 2 4 4-4-4-4 前4句五言 151：1579

8 送姨子弟往南郊 14 5 4 4-4-2-4 前8句五言 151：1578

9 江樓送太康郭主薄赴

嶺南

12 2 3 4-4-4  151：1574

10 客舍喜鄭山見寄  一
作訪

12 2 3 4-4-4  151：1574

11 送賈三北游 12 5 3 4-4-4  151：1574

12 嚴陵釣臺送李康成赴
江東使

12 2 3 4-4-4 前4句五言 151：1578

13 贈湘南漁父 10 3 2 6-4 前6句五言 151：1577

14 入桂渚次砂牛石 10 3 2 6-4 前6句五言 151：1578

15 明月灣尋賀九不遇 8 2 2 4-4  151：1577

16 題曲阿三昧王佛殿前
孤石

8 2 2 4-4  151：1577

17 送友人東歸 8 1 2 4-4  151：1577
54)

54)  〈望龍山懷道士許法稜〉 詩有八個三字句，分布在第一及第二個韻中：「心惆悵，
望龍山。雲之際，鳥獨還。懸崖絕壁幾千丈，綠蘿裊裊不可攀。龍山高，誰能
踐。靈原中。蒼翠晚。嵐煙瀑水如向人，終日迢迢空在眼。」 由押韻字看來，每兩
個三字句應視為一句。此外，本詩的後九句，在八個句句押韻的當中，插入一句
無韻之句，韻法也很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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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長卿在開元、天寶間的生平事跡並不明朗，而他大量詩作都在唐肅
宗即位後。因此，即使受到唐玄宗君臣的七言轉韻體影響，也是外圍的一

份子而已。他的詩一般都像這首 〈潁川留別司倉李萬〉：

故人早負干將器，誰言未展平生意。想君疇昔高步時，肯料如今折腰
事。且知投刃皆若虛，日揮案牘常有餘。槐暗公庭趨小吏，荷香陂水膾
鱸魚。客裡相逢款話深，如何歧路剩霑襟。白雲西上催歸念，潁水東
流是別心。落日征驂隨去塵，含情揮手背城闉。已恨良時空此別，不堪
秋草更愁人。（全唐詩，151：1575）

詩題之穎川即許州，李萬為許州司倉參軍，司倉參軍為州郡的一級幕
僚，並非主官，所以詩中以 「未展平生意」 和 「折腰」 安慰他，但因為參軍
業務繁忙，所以又有 「日揮案牘」 之語，一邊同情他的辛勞，一邊贊美他游

刃有餘。至於 「槐暗公庭趨小吏，荷香陂水膾鱸魚」 二句，承繼前二句的
贊美，上句寫辦公所在，槐樹陰清，下句寫公餘優游，荷池讌膾。接著，
在 「客裡相逢款話深，如何歧路剩沾襟」 二語轉出辭行之意，劉長卿於天
寶初曾東游海州，返回洛陽途中，經過許州，洛陽在許州之西，故詩中有 

「白雲西上催歸念」 之句；傳說此詩作於天寶初，即為此故。55) 最後四句，

寫自己出發時已經黃昏，分手地點在穎川城外。全詩寫朋友現況（今事），
寫自己臨別（我情），敘事井然，人物鮮明，乃是非樂府詩的作法。
長卿此詩的韻法，四句一轉，合於轉韻體式常見的安排，全詩16句裡有

55)  唐．劉長卿撰、楊世明校注，《劉長卿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9），頁33，認為此詩作於天寶初，從劉長卿的行程和此詩風格來看，似有可
能。但天寶初劉長卿不過三十歲而已，李萬既是穎川司倉，以這個位階的升遷時
程來說，可能已有四、五十歲，比劉長卿年長很多，詩中 「故人早負干將器」 與 
「想君疇昔高步時」 的語氣，頗不稱其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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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句失律，大部份合律，合律諸句的聲調柔婉。下一首 〈送郭六侍從之武

陵郡〉 也只有兩句失律，嚴格的說，只有 「世」 「桃」 二字失律。可見他的平
仄傾向，與唐玄宗相同。
〈送郭六侍從之武陵郡〉 一詩云：

常愛武陵郡，羨君將遠尋。空憐世界迫，孤負桃源心。洛陽遙想桃源
隔。野水閒流春自碧。花下常迷楚客船，洞中時見秦人宅。落日相看斗
酒前，送君南望但依然。河梁馬首隨春草，江路猿聲愁暮天。丈人別乘
佐分憂，才子趨庭兼勝游。澧浦荊門行可見，知君詩興滿滄洲。（全唐
詩，151：1579）

題中的武陵，乃江南西道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在天寶元年至乾元元

年間改名武陵郡，郭六雖不知為何人，觀題中 「侍從」 二字，及詩中「丈人

別乘佐分憂，才子趨庭兼勝游」 二句，知郭六之父出任朗州別駕，而郭六

乃隨父赴任。稱友人之父為 「丈人」，「別乘」 即 「別駕」，「分憂」 指 「刺史」，

都是唐人常用的代換詞。56) 至於 「才子」 指郭六，「趨庭」 用 《論語》 典故，

即題中 「侍從」 之意，語意十分明白。
詩中有 「洛陽遙想桃源隔」 之句，可知劉長卿當時居住於洛陽，依年譜

應在天寶年間，前一首的寫作時間亦在天寶中，兩者相去不遠。此詩前八
句，是對武陵郡的想像，被送者郭六與送行者劉長卿都沒有到過武陵郡，

只有陶潛 〈桃花源記〉 的印象。但是，他虛寫武陵的形貌時，乃是基於郭
六欲往的事實，就今事而言，仍是寫實。接下來，「落日相看斗酒前」 和 

「河梁馬首隨春草」 是眼前事，「送君南望但依然」 和 「江路猿聲愁暮天」 是

前行將會遇到之事，最後「丈人」以下四句說，你此行隨父赴任，正好當作

56)  分憂，謂刺史之官，李吉甫 〈饒州刺史謝上表〉（全唐文，512：5202）：「今陛下降不
次之恩，授分憂之地」 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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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游，路經 「澧浦荊門」 這些聞名之區，應有良好的詩興。整首詩一步一
步地，從彼我行為、近遠關係上開展出去，把古詩體系的寫實筆法，運用
得相當好。

3、李白

七言轉韻體到了李白手中，搭配靈活的雜言詩句，出入於樂府古題和新

題樂府之間，做出莫測的變幻，這是人所皆知的。因此，李白 「非樂府題」 

七言轉韻體詩，不論在數量或重要性上，都不如他的樂府之作，這也是人

所共知的。但是，李白在 「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 上面，也有精彩的表現，

請見下表：

 詩題 句數 失律 韻數 各韻句數 備註 全唐詩卷頁

1 憶舊游寄譙郡元
參軍

63 40 14 4-4-4-10-4-5-4-
4-4-4-4-4-4-4

雜言處理，

三言二句，

五言四句，

餘七言。

172：1769

2 魯郡堯祠送竇明

府薄華還西京  
48 32 12 8-4-2-2-4-4-6-4

-4-2-4-4
不合律多 175：1792

3 答杜秀才五松見

贈

41 16 8 8-4-4-6-4-6-4-5 末 一 韻 五

句，其中三

句 連 續 押

韻。

178：1819

4 江夏贈韋南陵冰 34 11 8 4-4-4-4-4-6-2-6  170：1754

5 贈從弟南平太守

之遙二首

32 18 6 10-4-4-4-4-6  170：1755

6 單父東樓秋夜送

族弟沈之秦

26 13 6 4-4-4-6-4-4  175：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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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留別于十一兄逖
裴十三游塞垣

24 17 4 8-4-6-6 174：1780

8 醉後贈從甥高鎮 18 7 4 4-6-4-4  169：1747

9 觀元丹丘坐巫山

屏風
18 7 4 4-4-4-6  183：1870

10 駕去溫泉後贈楊
山人

16 10 4 4-4-4-4  168：1735

11 把酒問月  故人
賈淳令予問之

16 9 4 4-4-4-4 四句合平仄，

四句不合，如

此輪換

179：1827

12 流夜郎贈辛判官 14 0 4 4-4-2-4 平仄全合 170：1750

13 對雪醉後贈王歷
陽

14 5 3 4-4-6 後面數句多

合平仄

171：1758

14 走筆贈獨孤駙馬 12 3 3 4-4-4  168：1739

15 江上贈竇長史 12 2 3 4-4-4  170：1753

16 送祝八之江東賦
得浣紗石

12 1 3 4-4-4 前二句五言 176：1800

17 送蕭三十一之魯
中兼問稚子伯禽

12 4 3 4-4-4  176：1802

18 送程劉二侍郎兼
獨孤判官赴安西

幕府

10 6 2 6-4  176：1797

19 夜泊黃山聞殷
十四吳吟

10 2 2 6-4 入律句多 181：1845

20 贈裴十四 8 2 2 4-4  168：1736

21 述德兼陳情上哥
舒大夫

8 4 2 4-4  168：1736

22 涇溪東亭寄鄭少
府諤

8 4 2 4-4 多拗 173：1776

23 送別 8 1 2 4-4 前二句五言 176：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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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中可以看到，李白七言轉韻體詩的平仄運用，變化尺度極大，他

可以全篇句句入律，如 〈流夜朗贈辛判官〉 一詩；57) 同樣的，他也可以像

表中的 〈魯郡堯祠送竇門府薄華還西京〉，全詩48句中，有32句失律，形成

極端的對比。除了這兩個極端之外，表中所見失律的句子比率不小，和岑
參、高適、杜甫的情况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表中各詩，不合律的句子通
常集中在詩的前半部，後半部則多數合律。既然詩的後半部合律，反過來
說，前半部那些不合律的句子，應該也是經過特意設計使其不合律的。也
就是說，當詩人寫七言轉韻體的時候，基本上是使用七言平仄律的，而後

再隨篇章需要，決定合律的數量比率，不論是合律或不合律的句子，都是

詩人有意為之。傳統說法中認為李白詩不受平仄束縛，那是把李白詩和
當代流行的平仄律的關係太單純的分離化了，其實並非如此。
下面再舉出兩首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首推 〈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

憶昔洛陽董糟丘，為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壁買歌笑，58) 一醉累月
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逆。迥山轉海不作難，傾情
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君留洛北愁夢思。不忍別，還相隨。
相隨迢迢訪仙城，三十六曲水迴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
聲。銀鞍金絡倒平地，漢東太守來相迎。紫陽之真人，邀我吹玉笙。
餐霞樓上動仙樂，嘈然宛似鸞鳳鳴。袖長管催欲輕舉，漢中太守醉起
舞。手持錦袍覆我身，我醉橫眠枕其股。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
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遙，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君家

57)  其他如樂府題的 〈僧伽歌〉（全唐詩，166：1718） 也高度使用律句，參閱簡錦松 〈從 
「僧伽歌」 真偽談李白詩的兩點省思〉，《清華學報》 新29卷，第1期，頁59-88。新
竹：清華大學。本文又收入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 第五章，〈從現地研究學看李
白詩寫實性與平仄觀〉，頁261-312。

58)  「黃金白壁買歌笑」 的平仄為 「平平仄仄仄平仄」，從上下文判斷，有時可以合律，
不過李白此詩多次用這種平仄式，而且顯然是以不合律自居，因而判為不入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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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君勇貔虎，作尹幷州遏戎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
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
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
草綠。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紅妝欲醉宜斜日，百尺清
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
自繞行雲飛。此時行樂難再遇，西游因獻長楊賦。北闕青雲不可期，東
山白首還歸去。渭橋南頭一遇君，酇臺之北又離群。問余別恨知多少，
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
千里遙相憶。

這首詩很長，共有63句，押了14個韻，依次為 「4-4-4-10-4-5-4-4-4-4-

4-4-4-4」 每次轉韻時首句都用韻，合於轉韻法式。不過，在 「不忍別，還

相隨」兩個三言句，重複了 「相隨」 兩字之後，後面連續十句押了庚韻。在
全篇文意轉折之處：「當筵意氣凌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分飛楚關山水
遙。余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他用了單數句-五句，還句句押

韻，從句意看，前三句是前半部詩意的結束，後兩句是開啟下半部的發
端。此外，本詩的平仄法相當特別，詩的前半，幾乎句句都失律，到了後
一半，開始不斷出現合律的句子。不合律與合律的句子，都以團塊方式凝
結在一起，造成一種奇特的音韻共鳴感。
再看這首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 詩，韻法也

十分特殊：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縈煙裊娜拂綺
城。垂絲百尺掛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
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仗出金
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茞石聽新鶯。新鶯
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全唐詩，166：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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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首二句 「草、好」 押一個韻，接著第一次轉韻，用了 「青、城、楹」 
三韻字，卻是只有三句，句句用韻，而不是常見的四句。而後再第二次轉
韻，以 「鳴、情、聲」 三字在 「1-2-4」 句押韻，符合轉韻體規約。然後再第
三次轉韻，用了 「京-清-行-鶯-笙」 五字，在 「1-2-4-6-8」 句押韻，也符合轉

韻體規約。問題是，後面三次轉韻，雖然用了標準的轉韻體式，所轉的韻

卻同樣是庚青韻。
這種作法，李白在 〈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的最後兩次轉韻時也曾

出現，此即 「相如不足跨鷫鸘，王恭鶴氅安可方。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
吹落春風香。」 和 「為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窺夫子不可及，
矯首相思空斷腸。」（全唐詩，167：1728），詩中的 「鸘、方、香」 一次轉韻，
「蒼、皇、腸」 再一次轉韻，都符合轉韻法式，而前後所使用的韻，是相同
的七陽韻。
此外，〈答杜秀才五松見贈〉 的韻法也有變化，末一韻只有五句，不是

常見的雙數，五句中有三句是連續押韻的：「一時相逢樂在今，袖拂白雲

開素琴。彈為三峽流泉音。從茲一別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讀起來
似是在 「袖拂白雲開素琴」 之前，插入一句。
從上述這些跡象來看，李白在經營非樂府題的七言轉韻體時，創作的數

量雖然比樂府題少，但是，他對單偶、長短、韻法、平仄，都曾經用心處
理。

4、岑參(約715－770)

岑參在唐肅宗克復兩京後次年，即乾元元年，開始出現了七言律詩，今
存十一首，其中 〈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全唐詩，201：2096）、
〈西掖省即事〉（全唐詩，201：2097）、〈和祠部王員外雪后早朝即事〉（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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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201：2096） 被認為是盛唐之音的代表。
此外，岑參被認為是七言樂府歌行的正宗，今檢閱岑參的全部現存詩

篇，仍以五言為主，符合唐代天寶以前詩人的常態。至於他的七言轉韻體
詩，樂府題23首，非樂府題21首，另有5首一韻到底的七言詩，其中4首只

有六句，一首有15句。下面是岑參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的分析表。

 詩題 句數 失律 韻數 各韻句數 說明 全唐詩卷頁

1 與獨孤漸道別長句

兼呈嚴八侍御

36 11 9 4-4-4-4-4-4-
4-4-4

 199：2053

2 送費子歸武昌 24 11 6 4-4-4-4-4-4  199：2054

3 送郭乂雜言 24 9 6 4-4-4-4-4-4 五言16句，
七言8句

199：2060

4 送魏升卿擢第歸東

都因懷魏校書陸渾

喬潭

24 13 6 4-4-4-4-4-4 五言四句＋

君不見一句

199：2060

5 送張獻心充副使歸

河西雜句

20 13 5 4-4-4-4-4 三言各算一

句

199：2059

6 臨河客舍呈狄明府

兄留題縣南樓

12 4 3 4-4-4  199：2050

7 涼州館中與諸判官
夜集

12 6 4 4-2-2-4  199：2055

8 送魏四落第還鄉 12 5 3 4-4-4  199：2060

9 送宇文南金放後歸

太原寓居因呈太原

郝主簿

12 6 3 4-4-4  199：2060

10 漁父 12 5 3 4-4-4 199：2061

11 客舍悲秋有懷兩省
舊游呈幕中諸公

8 1 2 4-4  199：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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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題 句數 失律 韻數 各韻句數 說明 全唐詩卷頁

12 送韓巽入都覲省便
赴舉

8 5 2 4-4  199：2054

13 送李副使赴磧西官
軍

8 4 2 4-4  199：2055

14 偃師東與韓樽同詣
景雲暉上人即事

8 5 2 4-4  199：2055

15 醉題匡城周少府廳
壁

8 5 2 4-4  199：2055

16 喜韓樽相過 8 4 2 4-4  199：2056

17 感遇（五花驄馬） 8 3 2 4-4  199：2056

18 贈酒泉韓太守 8 4 2 4-4 前4句為五
言

199：2059

19 登古鄴城 8 2 2 4-4 前4句為五
言

199：2061

20 感遇（北山有芳杜） 8 4 2 4-4 五言四句＋

君不見一句

199：2062

21 贈西嶽山人李岡 7 4 2 3-4 兩個三言句

合併為一句
199：2059

岑參的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都是穩定的四句一轉，轉韻時首句用

韻，符合法式，與李白非常不一樣。句內平仄方面，失律的句數比率高，
有的時候，前半部較多失律之句，後半部經常合律，有的時候是前後合

律，中腹出現連續不合律的情形，應該是經過安排的。
首先請看 〈與獨孤漸道別長句兼呈嚴八侍御〉：

輪臺客舍春草滿，潁陽歸客腸堪斷。窮荒絕漠鳥不飛，萬磧千山夢猶
懶。憐君白面一書生，讀書千卷未成名。五侯貴門腳不到，數畝山田身
自耕。興來浪跡無遠近，及至辭家憶鄉信。無事垂鞭信馬頭，西南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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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窮天盡。奉使三年獨未歸，邊頭詞客舊來稀。借問君來得幾日，到家
不覺換春衣。高齋清晝卷帷幕，紗帽接籬慵不著。中酒朝眠日色高，
彈棋夜半燈花落。冰片高堆金錯盤，滿堂凜凜五月寒。桂林蒲萄新吐
蔓，武城刾蜜未可餐。軍中置酒夜撾鼓，錦筵紅燭月未午。花門將軍善
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知爾園林壓渭濱，夫人堂上泣羅裙。魚龍川北
盤谿雨，鳥鼠山西洮水雲。臺中嚴公於我厚，別後新詩滿人口。自憐棄
置天西頭，因君為問相思否。（全唐詩，199：2053）

參岑的七言轉韻體詩，很多是天寶中赴北庭都護府從軍於封常清幕府
時所作，59) 他有時用樂府題，有時用非樂府題，這首詩便不是樂府題。首
句 「輪臺客舍春草滿，潁陽歸客腸堪斷」，輪臺客舍指二人飲別之地，潁陽
歸客指獨孤漸回穎陽。「借問君來得幾日，到家不覺換春衣。高齋清晝卷

帷幕，紗帽接籬慵不著。中酒朝眠日色高，彈棋夜半燈花落。」指獨孤漸
回家後生活，60) 題中嚴八即嚴武，天寶中為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
遷侍御史，「臺中嚴公於我厚」 的臺字即指御史臺，用其官銜。
本詩有十一句失律，但失律之句，主要集中在第六、第七、第九個韻，

但同時也有第五及第八兩韻，四句完全合律。下面這首岑參 〈送費子歸武

59)  《舊唐書》 卷9，〈玄宗本紀〉，頁228：「十三載三月乙丑，左羽林上將軍封常清權北
庭都護、伊西節度使。」 岑詩中之 「瀚海軍」 「輪臺」，皆北庭都護城內。又，《舊唐
書》 卷104，〈玄宗本紀〉，頁3209：「天寶十一載，正見死，乃以常清為安西副大都
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
十三載入朝，攝御史大夫。」 唐代節度使初任時兼御史中丞，再任時兼御史大夫，
唐人對此稱呼十分注意，岑詩中稱封常清皆用封大夫，可證此等詩篇作於天寶
十三載（754）中。又岑參 〈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時封公兼鴻臚卿〉（全唐詩，200：
2083） 稱封常卿為鴻臚卿，此為從三品官，應在攝御史中丞時，相為矛盾，待考。

60)  岑參 〈北庭貽宗學士道別〉：「忽來輪臺下，相見披心胸。飲酒對春草，彈棋聞夜
鐘。」（全唐詩，198：2033） 則此詩 「彈棋夜半燈花落」 亦可能發生於北庭都護府從
軍時，兩存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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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亦有類似情形：

漢陽歸客悲秋草，旅舍葉飛愁不掃。秋來倍憶武昌魚，夢著只在巴陵
道。曾隨上將過祁連，離家十年恆在邊。劍鋒可惜虛用盡，馬蹄無事
今已穿。知君開館常愛客，樗蒱百金每一擲。平生有錢將與人，江上
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毛骨奇，廣眉大口仍赤髭。看君失路尚如此，人
生貴賤那得知。高秋八月歸南楚，東門一壺聊出祖。路指鳳皇山北雲，
衣沾鸚鵡洲邊雨。勿嘆蹉跎白髮新，應須守道勿羞貧。男兒何必戀妻
子，莫向江村老卻人。（全唐詩，199：2054）

此詩有大量不入律的句子，但是不入律的句子相當集中地出現在詩的

中腹位置，起筆及最後兩次轉韻的平仄都大部份入律。對於一個絕對有
能力使詩句合律的詩人，同在一首詩中營造出如此強烈的對比，出於有意
的設計，是非常可能的。

5、杜甫

杜甫的七言詩，扣除七律和七絕之後，共有137首。

轉韻

八句以下 44首 只有一次轉韻

十句以上

33首
大部分是同一韻連用六至八句以上才轉韻，像其

他人常用的每四規律性地輪轉的情形極為稀少

27首
都只使用了兩個韻，其中還有許多是從頭開始都

是同韻，直到最後要結束前，才使用四句一韻的

法式轉了一次

一韻到底 八句至三十句 3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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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詩題上 「樂府題」 與 「非樂府題」 來分類的話，如下表： 

樂府題

行 54首  

歌 33首  

引歎及其他 12首 一般認為是樂府題的，如〈哀江頭〉

非樂府題

一韻到底 15首  

轉韻

12首 八句／只有一次轉韻

5首 十句以上／只有一次轉韻

6首 與他人相似的一般七言轉韻體式

從上表中，可以看見，杜甫採用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來寫的詩，主要才

6首而已，分別是：

•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全唐詩，220：
2318）

•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全唐詩，220：2319）
•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全唐詩，220：2321）
• 〈清明〉（全唐詩，223：2379）
•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全唐詩，223：2379）
•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全唐詩，223：2381）

前三首作於蜀中，後三首作於出峽以後。換言之，都是在杜甫對詩體的

研究運用都相當成熟之時的作品。
整體來說，杜甫對七律和七絕以外的七言詩的看法，與唐初以來的詩

人非常不同。他應該是有意把非律絕的七言詩推向樂府題去，形成新式
樂府；即使用七言轉韻體，他也喜歡許多句之後才轉韻，甚至有一首詩



唐代 「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 的創體意義 | 簡錦松 _ 325

中，從前面下來，大部分押一個韻，寫到末四句，才做一次轉韻。61) 其次就

是他大量的使用一韻到底，隔句押韻之法，帶動了後來韓愈體式七言古詩

發明的契機。 

七、結論

本文採用 「唐詩現地研究法」中的「以唐詩為現地」法則，直接以《全唐
詩》為現場證物，進行證據考察。主要考察範圍定位於《全唐詩》所載唐太
宗（卷1）至唐玄宗（卷3）、王珪卷（卷30）至杜甫卷（卷216）之前，再對照杜甫

詩。這一段期間，相當於詩史上所稱初唐和盛唐。經由證據解析，希望還
原唐人在「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方面的創體努力真相。通過上文的論證，
得到以下七點結論：

1、所韻 「七言轉韻體」，是指使用 「轉韻法」 押韻的七言詩篇，「轉韻法」

是指每用一韻，在二句或數句之後就會轉到下一個韻。每換一個新韻時，
新韻的第一句必定用韻。句式以七言為主，但可接受不同字數的句式加入
其中。

3、「七言轉韻體」 淵源於南北朝樂府，入唐以後，自然有傾向 「樂府題」 

發展的現象。但 「非樂府題」 的七言轉韻體，乃是極力要脫離樂府影響的

一股反向力量，作者們要使七言轉韻體，成為像五言古詩、五言律詩那
樣，可以自由書寫自己心情（我情）與眼前實事（今事）的詩體，從題目到內

容都不願受樂府束縛。在七言律詩尚未盛行，七言古詩尚待萌芽的當時，

61)  相似的例子，只有李白 〈當涂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全唐詩，167：1724） 七言30
句，前22句押一先韻，用轉韻法，首句押韻；後八句連轉四紙及十一真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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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轉韻體朝向非樂府化角度的努力，應視為創體的工作。
4、七言轉韻體非樂府化的道路，從盧思道到宋之問，已有許多進展。

唐玄宗以帝王之尊，寫下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 和 〈春臺望〉 兩首七言轉

韻體詩，並且提出 「因時遊矚」 和 「聊遇所覽，直書其事」 的宣示，使這條

發展線得到很大的鼓勵。經過唐玄宗身邊重臣的傳播，擴散到疏遠的外
臣，在開元、天寶間，用非樂府題來書寫身邊實事的七言轉韻體詩篇，經
常可見。

5、七言轉韻體並不是古體詩，淵源於梁、陳的因素，使它天生就有律
化的體質，不論是樂府題或非樂府題，都有不同程度的平仄合律情況。
特別是唐玄宗的 〈初入秦川路逢寒食〉 一詩，以百分之百的入律平仄，以

及穩定的四句一轉的韻法，為七言轉韻體詩作出示範。不但繼承了宋之
問的 〈龍門應制〉 的平仄法則，並且吸引了張說、張九齡、王維等許多近
臣的效法，即使是不拘舊格而變化極多的李白，也有 〈僧伽歌〉 等詩，追

隨唐玄宗使用這種平仄法。事實上，「七言轉韻體」 不但重視平仄律，又講
究對仗，押韻方法也學習近體詩的作法，每當新押一個韻的時候，首句押

韻。因此，它應是近體詩的一個支脈，把它歸類為 「七古」，或模糊地稱

為 「七言歌行」、「樂府歌行」，都是不合宜的。
6、李頎、岑參、李白、劉長卿等時序上較晚出的詩人，他們的非樂府
題七言轉韻體詩，雖然題意和內容還是走在前述的發展線上，但在平仄

和韻法方面，較少遵循唐玄宗的模式，一首詩裡平仄不入律的句子普遍

增加，三言和五言句的運用也更靈活，轉韻時每個韻句數的調整，也更自

由。由於這個階段，也正是七言律詩脫離宮廷附屬活動，進入書寫自我真
實的摸索期，因此，當詩人在嘗試各種變化的時候，也會對七言轉韻體的

何去何從有所思索，並且做出不同的應變行為。
7、經過天寶年間的醞釀，到唐肅宗乾元元年以後，七律儼然成為詩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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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尚，杜甫在七律上尤其有重大的成就，其同時的劉長卿、李嘉佑等
人，也選擇了七律而大舉投入，以七言轉韻體非樂府化來代表七言詩的
必要性，受到推排。同時，杜甫以一韻到底，或大量詩句只用一韻，在結
束前才轉一韻四句作結的體式，來取代原有的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的創

作法式，最後也成功地啟蒙了韓愈體式的七古。因此可以說，到了杜甫晚
年，以七言轉韻體來寫作非樂府題的創體努力，已經成為沒有必要的事
了。
總結唐初到杜甫的七言詩史，七言轉韻體經過了一段非樂府化的努力，

希望在 「古詩體系」 中成為七言的代表詩體，可惜沒有成功，反而拱手遜
讓於七律和七古之後。這一段精彩的歷史，應定位為一次未成功的創體
運動，「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 也應該被視為一個獨立詩體，與五、七言
律絕，並列為唐代近體詩的一體。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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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從初唐到盛唐大約150餘年間，是唐朝七言詩體發展的變動期。《全唐
詩》 從卷首到杜甫卷（卷216-234）以前，一韻到底的七言詩，十句以上的長

篇只有7首，八句的七律只有336首，數量都不及七言轉韻體。
唐初七言轉韻體有 「樂府題」 和 「非樂府題」 兩種。由於這個體裁的淵源

來自南北朝樂府，因而具有 「樂府題」 的面相，不足為奇。但自七言轉韻
體出現以後，就有一股力量，要把這個體裁脫離樂府屬性，從題目到內

容都不受樂府影響。也就是說，要讓七言轉韻體以 「非樂府題」 的面目發

展，成為像五言古詩、五言律詩那樣，可以自由書寫 「我情」 與 「今事」 的

詩體，這樣的努力，乃是一種創體的工作。在七言律詩和七言古詩尚未確
立地位前，朝向這個角度創體的必要性明顯存在。 

到了杜甫的時代，七律已經確定成為唐代七言短篇詩體的代表，一韻到
底的七言長篇，也即將產生新的七古體裁，七言轉韻體則退出主要詩體
的地位，以「七言歌行」或「樂府歌行」之名，被附屬在七古之後。雖然這項
七言轉韻體 「非樂府化」 的創體工作並未成功，而其過程卻十分有意義。
本文以唐詩現地研究法進行研究，採用 「以唐詩為現地」 的法則，直接

採取 《全唐詩》 為現場證物，進行證據考察，以期還原這一段詩史的真
相。

關鍵詞：唐詩、七言轉韻體、唐詩現地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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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aning of Create “Seven-Character Changing 
rhymes Poetry with non Yue Fu Title” in Dang 

Dynasty

Chien Chin Sung

During the first 150 years of Tang Dynasty is the variant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ven character poetry. There are just 7 seven-character 

poetry in “Quantangshi” before Du Fu chapter that are more than ten 

verses, and only 336 Seven-character eight-line regulated verse (Qilu). The 

quantity is for sure less than seven-character changing rhymes poetry. 

Seven-character changing rhymes poetry can be cauterized in two forms: 

Yue Fu title, and non Yue Fu title. Due to the origin of seven-character 

changing rhymes poetry comes from Yue Fu in Liang and Chen a dynasty, 

it is normal to have a poem with Yue Fu title. But ever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Seven-character changing rhymes poetry, a kind of power has existed 

which eagers to get rid the influence of Yue Fu, not only the title but also 

its contents. Namely, if seven-character changing rhymes poetry wants 

to resemble five-character old poetry (Kushi) or five-character eight-line 

regulated verse (Wulu), it should be written freely of what the poets see and 

how they feel.

This effort can be seemed as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poetry, it’s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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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ork towards this direction before Seven-character eight-line regulated 

verse and Seven-character old poetry establish their status. 

When it comes to the era of Du Fu, Seven-character eight-line regulated 

verse has no doubt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Seven-character short 

poetry in Dang Dynasty, and a through rhythm of Seven-character long 

poetry is also going to form a new genre of Seven-character old poetry 

(Qiku). Seven-character changing rhymes poetry then steps aside the main 

position of poetry genre, and is attached to Qiku as the name of Seven-

character song or Yue Fu. 

This paper applies to on-site research to directly investigate 

“Quantangshi” as the spot evidence, hopefully can revert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poetry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time.

Keyword: Tang Poetry, Seven-character changing rhymes, On-Sit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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