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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論兩部選本的選詩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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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沈德潛的《唐詩別裁集》與孫洙的《唐詩三百首》是清代頗富

盛名的唐詩選本。《唐詩別裁集》雖有「初刻」（康熙 56 年）與「重

訂」（乾隆 28 年）兩種版本，但以選本弘揚「雅正」詩教觀的理念卻

始終如一。成書於乾隆 28 年（1763）的《唐詩三百首》，與《唐詩

別裁集》初刻本選詩重複者高達七成，兩書相異處集中在近體詩，

尤其是李商隱與杜牧詩的選評。 
在「雅正」詩教觀的主導下，沈德潛刻意刪汰了杜牧、李商隱

的「輕薄」與「穠麗」之作，尤其是兩家傳世名作如〈遣懷〉、〈贈

別〉（杜牧）與〈錦瑟〉、〈無題〉（李商隱）等詩，改以「遠韻遠神」

與「接武少陵」作為李、杜兩家的真面目。然而，沈德潛所黜落的

言情遣懷諸詩，孫洙不僅多數選入，且附有旁批指點其要。可見《唐

詩三百首》雖以《唐詩別裁集》作為選詩底本，說詩亦強調「溫柔

敦厚」的詩教，但對杜牧與李商隱詩的選評，與沈德潛卻大異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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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兩部選本差異的關鍵因素。 
本文擬比較杜牧、李商隱在兩部選本中的形象差異，從中不僅

得以概見沈德潛與孫洙的選詩要旨，亦可理解選家如何藉由選詩以

塑造詩人形象。再者，《唐詩別裁集》選詩雖合乎「雅正」卻有不

近人情之嫌；《唐詩三百首》雖然「近情」卻未必合乎雅正，兩家

選詩各有利弊得失，何者更能被當代讀者所接受？也是本文擬延伸

探討的議題。 
 
關鍵詞：《唐詩別裁集》 《唐詩三百首》 李商隱 杜牧 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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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沈德潛（1673-1769）的《唐詩別裁集》（以下簡稱《別裁集》）

與孫洙（1711-1778）的《唐詩三百首》（以下簡稱《三百首》），是

兩部頗富盛名的唐詩選本。前者在清代有「一洗歷下、竟陵之陋，海

內承學者幾於家有其書」1 之譽，後者也在當時造成「風行海內，幾

至家置一編」2 的盛況，甚至成為當今「一部影響最大、讀者最多的

唐詩讀本」。3 《別裁集》雖有康熙 56 年（1717）的「初刻」本4 與

乾隆 28 年（1763）的「重訂」本5 兩種不同版本，前者選詩 10 卷計

1643 首，後者擴充至 20 卷選詩 19406 首，但藉由選本弘揚「雅正」

詩教觀的理念卻是始終如一。而成書於乾隆 28 年，由孫洙署名「蘅

塘退士」編選的《三百首》，該書原僅作為「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

白首亦莫能廢」，7 並非藉以宣揚詩學主張，或與他人進行詩學論爭，

選詩遂只有 310 首8 戔戔之數。選本中的多數詩作僅錄原詩，少數附

有孫洙旁批，9 可從中得見其選詩之要。  

                                                 
1  清．朱景英，〈唐詩別裁集箋注序〉，序文收入黃步春，《唐詩別裁集箋注》，本書筆者未見，

參見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2005），頁 331。 
2 清．孫洙原編，陳婉俊補注，《唐詩三百首》（北京：中國書店，1991），卷前署名「四藤吟社

主人」之〈序文〉，頁 1a。按：本文凡述及《唐詩三百首》選詩內容與旁批，以陳婉俊補注本為

底本。 
3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 375。 
4 清．沈德潛，《唐詩別裁集》初刻本，本文參考版本為康熙 56 年（1717）碧梧書屋藏板，臺北

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庫館藏。 
5 清．沈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香港：中華書局，1977），以乾隆 28 年（1763）教忠堂

藏板縮印而成。 
6 沈德潛於〈重訂唐詩別裁集序〉自云本書：「成詩二十卷，得詩一千九百二十八章」，但以香港

中華書局據乾隆 28 年教忠堂板縮印而成的重訂本統計，計有 1940 首。 
7 清．陳婉俊補注，《唐詩三百首》卷前所附〈蘅塘退士原序〉，頁 1a。 
8 清．陳婉俊補注，《唐詩三百首》卷前目錄註明選詩共 310 首，書中實際數目為 313 首，據補注

本卷前「四藤吟社主人」之〈序文〉云：「書中體例悉仍其舊，惟少陵〈詠懷古跡〉詩本五首，

蘅塘止錄其二，不免絓漏，今刻仍為補入，俾讀者得窺全豹。」可見補注本較原編多出 3 首，係

因補入 3 首〈詠懷古跡〉（宋玉、庾信、劉備）所致。 
9 據陳婉俊補注，《唐詩三百首》卷前〈凡例〉云：「是書原刻旁批，往復周詳。」可見書中所附

旁批，係出自孫洙手筆。且書中多為「有選無批」，即使有批語，也多點明「一篇之主」的字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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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學者王水照研究指出：「《唐詩三百首》是對沈德潛《唐詩

別裁集》采取『精中選精』的方針，構成選目的基礎。」10換言之，

《三百首》可說是以《別裁集》為底本編選而成的「精選本」。但由

於《別裁集》重訂本與《三百首》同樣成書於乾隆癸未（28）年，進

一步參考〈重訂唐詩別裁集序〉文末標記成書時間為「乾隆癸未秋七

月」，而《三百首》則成書於「乾隆癸未年春日」11 ，據此推算，

《三百首》成書時間應早於《別裁集》重訂本，故其選詩參考的底本，

當為成書於康熙 56 年的《別裁集》初刻本，而非與《三百首》同年

成書的重訂本。  

為能理解兩部選本的選詩交集情形，筆者將《三百首》所選 310

首詩題，與《別裁集》初刻本及重訂本比對後，得出兩者未交集數據

如下：  

 

 

 

 

                                                                                                                      
所在，故而附有長篇批語的內容，實可視為孫洙較重視或偏愛的詩作。 

10 王水照，〈永遠的唐詩三百首〉，《中國韻文學刊》19 卷第 1 期（2005 年 3 月），頁 1。按：

《唐詩三百首》以《唐詩別裁集》初刻本為選詩底本，已為學界普遍共識，詳細可參見王宏林，

〈論唐詩三百首的經典觀〉，《文藝理論研究》，2013 年第 5 期，頁 112-118；賀嚴，《清代唐

詩選本研究》（北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二章論《三百首》「思想教育」部分，頁 8。此外，

曹戰強，「唐詩三百首研究」（保定：河北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2009.6），第二章第二節論及

「《唐詩三百首》的版本淵源」時，對於《三百首》的選詩藍本究竟是王士禛或沈德潛的唐詩選

本，與其最終認定《三百首》是「以沈德潛的《唐诗别裁集》為藍本」的說法，有進一步的釐清

與說明，參見該書頁 9-10。 
11 《三百首》成書時間，陳婉俊補注本卷前所附〈蘅塘退士原序〉，並未標示時間，而鴛湖散人（嚴

一萍，1911-1987）撰輯，《唐詩三百首集釋》（臺北：藝文印書館，1991）卷前所附之〈唐詩

三百首題辭〉，附有「時乾隆癸未年春日蘅塘退士題」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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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三百首》與《別裁集》初刻、重訂本選詩未交集數 

卷數 卷 1 卷 2 卷 3 卷 4 卷 5 卷 6 卷 7 卷 8

詩體 五

古 
七

古 
七

古 

七

言

樂

府 

五

律 
七

律 
五

絕 

七

絕 
樂

府 

小

計 

未交

集比

例 

三百首 40 18 10 14 80 51 37 60 310 
初刻本 4 2 3 2 25 17 11 28 92 30% 
重訂本 3 4 1 2 22 12 11 28 83 27% 

 
由數據資料可見，《三百首》與《別裁集》選詩未交集比例，不

論是初刻本或重訂本，都在三成以下（亦即兩書交集比例高達七成以

上），且兩書未交集部分，集中在近體詩，尤其是對杜牧（803-852）

與李商隱（813-約 858）詩的選錄。以「僅見於《三百首》，卻未見

錄於《別裁集》」的情況而論，多數詩家僅有一至兩首的差異，超過

三首以上差異的詩家名單如下：  

表二 《三百首》與《別裁集》初刻、重訂本選錄差異較大的詩家 

 杜牧 李商隱 白居易 杜甫 李白 孟浩然 元稹 
《三百首》與《別

裁集》初刻本選錄

差異數 
8 15 6 6 4 3 3 

《三百首》與《別

裁集》重訂本選錄

差異數 
8 14 2 4 3 3 3 

 
表格數據資料顯示，杜牧與李商隱詩是《三百首》與《別裁集》

兩部選本差異最大者。即使沈德潛在重訂《別裁集》時，將李商隱詩

由原本 30 首提升至 50 首，杜牧詩也由原本的 12 首提升至 18 首，但

《三百首》所選錄的 10 首杜牧詩與 24 首李商隱詩，仍有 8 首（杜牧）

與 14 首（李商隱）未納入《別裁集》重訂本。相較之下，重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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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集》時，沈德潛因大幅增錄白居易詩，12 導致《別裁集》重訂本

與《三百首》對白居易詩的選錄差異，由 6 首降至 2 首，13 但表列

詩家除了白居易以外，其餘均未有太大變動，尤其是杜牧與李商隱

詩，仍然是造成《別裁集》與《三百首》選錄差異的關鍵因素。  

鑒於杜牧與李商隱詩，是造成《別裁集》與《三百首》選詩落差

的關鍵因素，透過兩人在這兩部唐詩選本中的形象比較，不僅得以概

見沈德潛與孫洙的選詩旨趣，亦可理解選家如何藉由選詩以形塑詩人

形象。  

二、《別裁集》與《三百首》選評杜牧、 

李商隱詩差異 

《三百首》選杜牧詩 10 首，有 8 首未見錄於《別裁集》，其中

有 7 首是七言絕句；選李商隱詩 24 首，有 15 首與《別裁集》初刻本

相異（重訂本增收〈嫦娥〉1 首，兩書選錄差異降至 14 首），其中

以 8 首七言律詩最為大宗。以下分別就兩部選本中的杜牧與李商隱詩

的選評差異詳述之。  

（一）《別裁集》與《三百首》對杜牧的選評比較 
為便於理解杜牧詩在兩部選本的選錄情形，表三為《三百首》所

選的 10 首杜牧詩，與《別裁集》初刻本之「交集」與「未交集」的

情形：  

                                                 
12 《別裁集》初刻本僅選錄白居易七絕 4 首，但在重訂本中，白居易詩入選數量大幅增加至 60 首，

成為選本中選錄數量第 5 大詩人，僅次於杜甫、李白、王維、韋應物。至於沈德潛在重訂本中調

整對白居易詩選評的態度，主要是深受乾隆《御選唐宋詩醇》的影響，詳細可參考范建明，〈關

於《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及其理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第 25 期（2012 年 12 月），頁 57-74。 
13 《三百首》選錄 6 首白居易詩，分別為：〈長恨歌〉、〈琵琶行〉、〈草〉、〈自河南經亂關內

阻饑兄弟離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梁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離及下邽

弟妹〉、〈問劉十九〉、〈宮詞〉（淚盡羅巾夢不成）。6 首詩作中，除了〈問劉十九〉與〈宮

詞〉外，其餘 4 首在《別裁集》重訂本中都已增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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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三百首》所選杜牧詩題與《別裁集》初刻本比較 

與《別裁集》交集詩題 與《別裁集》未交集詩題 小計 
五律：〈旅宿〉 

七絕：〈泊秦淮〉 
〈寄揚州韓綽判官〉

七絕：〈將赴吳興登樂遊原〉、 
〈秋夕〉、〈金谷園〉、〈赤壁〉、

〈遣懷〉、〈贈別〉二首 

 

2 首 8 首 10 首 

 

《三百首》與《別裁集》共同選錄的杜牧七絕，分別是： 

煙籠寒水月籠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女不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泊秦淮〉）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寄揚州韓綽判官〉） 

沈德潛於《別裁集》初刻本以「絕唱」評〈泊秦淮〉，並以之為杜牧七絕

「尤為神到」14 者；後一首亦有「風調自佳」15 之評。孫洙於〈泊秦淮〉

則未置一詞，僅列入選本作為杜牧七絕代表作之一；於〈寄揚州韓綽判官〉

末二句旁批則云：「二語與謫仙『煙花三月』七字，皆千古麗句。」16 將之

與李白〈送孟浩然之廣陵〉相提並論，可見其對本詩的賞愛。 

「交集」選錄之外，欲理解沈德潛與孫洙對杜牧七絕的選評差

異，還須就兩部選本「未交集」選錄的部分深入考察。  

由於孫洙在《三百首》所附的長篇旁批並不多見，以選本中的

10 首杜牧詩而論，其中 4 首（〈泊秦淮〉、〈遣懷〉、〈贈別〉二

                                                 
14 《別裁集》初刻本卷 10，〈泊秦淮〉眉批，頁 29a-b。 
15 《別裁集》初刻本卷 10，〈寄揚州韓綽判官〉眉批，頁 30a。按：在《別裁集》重訂本中，〈泊

秦淮〉仍有「絕唱」之評，但〈寄揚州韓綽判官〉之「風調自佳」評語已刪除，見重訂本卷 20，

頁 20a-b。 
16 《三百首》卷 8，頁 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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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未附旁批，2 首（〈旅宿〉、〈金谷園〉）附句意層次17 的說解，

暫且存而不論；另有 4 首（〈將赴吳興登樂遊原〉、〈赤壁〉、〈寄

揚州韓綽判官〉、〈秋夕〉）附有長篇批語。其中〈寄揚州韓綽判官〉

的批語已於前段述及，〈赤壁〉詩容後再述，另兩首七絕，孫洙的旁

批內容分別為：  

〈將赴吳興登樂遊原〉末二句旁批云：「惓惓不忍去，忠愛之思，

溢於言表。」（《三百首》卷 8，頁 9b） 

〈秋夕〉旁批云：「層層布景，是一幅著色人物畫。只『坐看』

二字逗出情思，便通身靈動。」（《三百首》卷 8，頁 12b） 

前者聚焦於杜牧詩中的忠愛之思，後者係就杜牧創作技巧高超而論。取《別

裁集》初刻本選錄的 8 首杜牧七絕比對，除了與《三百首》共同選錄的〈泊

秦淮〉及〈寄揚州韓綽判官〉2 首外，其餘未見錄於《三百首》的 6 首七

絕18 分別是：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來。 （〈過華清宮〉）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沈向此中。 

看取漢家何事業？五陵無樹起秋風。 （〈登樂遊原〉） 

 

千里鶯啼綠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樓臺煙雨中。 （〈江南春〉） 

                                                 
17 孫洙於杜牧五律〈旅宿〉之頷聯與頸聯，分別以「見、聞、去、來」四字點明四句要旨，並指出：

「中二聯當作二十層看。」卷 5，頁 26a。於杜牧七絕〈金谷園〉末二句「日暮東風怨啼鳥，落

花猶似墮（墜）樓人」亦旁批云：「二句十三層。」卷 8，頁 13b。按：此種「○句意○層」的

旁批內容，在《三百首》中頗為常見，而諸如〈赤壁〉、〈將赴吳興登樂遊原〉、〈秋夕〉之長

篇批語，反倒是選本中較少見者。 
18 以下所錄 6 首杜牧七絕，見《別裁集》初刻本卷 10，頁 29a-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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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船一櫂百分空，十載青春不負公。 

今日鬢絲禪榻畔，茶煙輕颺落花風。 （〈醉後題僧院〉） 

 

細腰宮裡露桃新，脈脈無言度幾春。 

至竟息亡緣底事？可憐金谷墮樓人。 （〈題桃花夫人廟〉） 

 

何處吹笳薄暮天，塞垣高鳥沒狼煙。 

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爭禁十九年？ （〈邊上聞笳〉） 

沈德潛重訂《別裁集》時，又增錄了〈山行〉：「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

處有人家。停車坐愛楓林晚，霜葉紅於二月花。」（重訂本卷 20，頁 21a）一

首。綜合這些七絕的題材與內容，或者登臨懷古，或者詠史議論、山水歷

遊，不一而足，諸詩的寫景與命意俱高妙入神，使人於言外思之，從中不

難體會沈德潛以「遠韻遠神」（重訂本卷 20，頁 19b）概括杜牧七絕的用意。 

與《三百首》所選杜牧七絕相較，其中〈將赴吳興登樂遊原〉與

〈登樂遊原〉兩詩不僅題材相近，詩中也都有惓惓不忍去國之思；〈金

谷園〉與〈題桃花夫人廟〉兩首詠史七絕，背後都涉及「綠珠墜樓」

的史事；至於「層層布景」、「通身靈動」的〈秋夕〉詩，雖不在《別

裁集》的選錄之列，但就詩作旨趣而言，與沈德潛以「遠韻遠神」選

評杜牧七絕，實可兼容並通。  

在剔除《三百首》與《別裁集》交集選錄的〈泊秦淮〉、〈寄揚

州韓綽判官〉，以及雖未交集、但詩作題材與選詩旨趣相通的〈將赴

吳興登樂遊原〉、〈金谷園〉、〈秋夕〉後，兩部選本對杜牧七絕的

選錄差異，主要集中在〈赤壁〉與〈遣懷〉及〈贈別〉二首。  

先就〈赤壁〉而論。沈德潛不僅將本詩斥於選本之外，於《別裁

集》初刻本更嚴詞批評本詩為「惡薄少年語」，其云：  

牧之絕句，遠韻深情。〈秦淮〉一章，尤為神到。然如〈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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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東風不與周郎便，銅雀春深鎖二喬」，乃惡薄少年語，而

詩家盛稱之，何也？（卷 10，頁 29a） 

引文中，可清楚得見沈德潛選評杜牧七絕的好惡標準。儘管引文的「深情」

在重訂本中改為「遠神」；「惡薄」也略作修訂為「輕薄」19 ，但其對〈赤

壁〉詩的貶斥與對「詩家盛稱之」的不解，於初刻、重訂本始終如一，前

後無別。參照孫洙對本詩的旁批之詞： 

詩謂無此東風，則二喬當為銅雀中人矣。或以喬作橋，便與東風

句不貫。（卷 8，頁 10a） 

孫洙的旁批，著重於點明本詩意旨，認為周瑜赤壁之戰所以成功，純屬外

力（東風）之助，並由句意上下連貫的角度，補充說明「喬」字所以不當

改作「橋」的緣由，未有一語指責詩句語帶輕薄，迥異於沈德潛對本詩的

嚴詞批評。 

關於杜牧〈赤壁〉詩是否語帶「輕薄」的爭議，南宋許顗（-1148-）

《彥周詩話》與清代《四庫全書總目》以下所論，可補充理解本詩正、

負評價的緣由：  

《彥周詩話》：杜牧之作〈赤壁詩〉……意謂赤壁不能縱火，為

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

生靈塗炭都不問，只恐捉了二喬，可見措大不識好惡。20 

 
《四庫全書總目》：（許顗）譏杜牧〈赤壁〉詩，為不說社稷存

亡，只說二喬。不知大喬為孫策婦，小喬周瑜婦，二人入魏即吳

亡可知。此詩人不欲質言，變其詞耳。顗遽詆為秀才不知好惡，

                                                 
19 推論沈德潛之所以將「惡薄」改為「輕薄」，對照重訂本卷 20 張祜〈雨霖鈴〉後評，列舉唐人

七絕詩句之「粗」、「纖小」與「輕薄」者，頁 19a；於總評李商隱七絕時，亦有「失之輕薄」

之言（卷 20，頁 21a）。或許是為求語意統一，遂於重訂本中，將「惡薄」改為「輕薄」。 
20 宋．許顗，《彥周詩話》，清．何文煥輯：《歷代詩話》（北京：中華書局，2001），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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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失牧意。21 

引文中，許顗以杜牧不提赤壁之戰關乎社稷存亡，只關心東吳二喬是否為

曹軍所奪，故而譏其為「措大不識好惡」。沈德潛也批評本詩為「惡（輕）

薄少年語」，看法與許顗相似，認為杜牧在〈赤壁〉詩中對史事的評論，

猶如惡薄少年般，取小遺大，識見短淺。但換個角度來看，四庫館臣由詩

人「不欲質言，變其詞耳」的創作心態，肯定杜牧由小（二喬入魏）見大

（社稷存亡）的創意，連帶指責許顗的貶詆之詞「殊失牧意」，未能切中

杜牧的詩作本意。而孫洙也僅就杜牧詩中不欲直言處指點，未有負面指責，

持論立場顯然與四庫館臣較為相近。 

〈赤壁〉詩之外，〈遣懷〉（落魄江湖載酒行）與〈贈別〉2 首

（娉娉嫋嫋十三餘、多情卻似總無情），也是造成杜牧在《三百首》

與《別裁集》中形象差異的主因。孫洙雖然對這 3 首七絕未附旁批，

但既然將三詩納入選本，而非如《別裁集》般斥而不收，可見〈遣懷〉

與〈贈別〉詩在《三百首》中，仍具有「杜牧七絕代表作」的意義。

然而，沈德潛不僅刻意未選杜牧這 3 首反映年少風流放蕩形象的詩

作，在重訂《別裁集》時，更將杜牧七絕評語，由原本的「遠韻深情」

修訂為「遠韻遠神」，使之與其所標榜的七絕審美特質－「使人神

遠」22 相互呼應，背後確實有刻意淡化杜牧「薄倖」、「多情」形

象的用意。 

綜合以上所論，顯見《三百首》所選的 9 首杜牧七絕，具有複雜

多樣的形貌。既有忠愛去國之思（如〈將赴吳興登樂遊原〉），也有

詠史議論之作（如〈赤壁〉、〈金谷園〉），亦不乏與沈德潛所標榜

的「遠韻遠神」之作相通者（如〈泊秦淮〉、〈寄揚州韓綽判官〉、

                                                 
21 清．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總目》（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95，頁 4359。 
22 沈德潛總論七言絕句的創作要旨，以為：「七言絕句，以語近情遙、含吐不露為貴，只眼前景、

口頭語，而有絃外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別裁集》初刻本卷 10，頁 2b-3a；重訂本見卷

20，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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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夕〉），除此之外，選本中還涵納了杜牧風流多情形象的〈遣懷〉

與〈贈別〉。相較之下，《別裁集》所選評的杜牧七絕，雖然也涵蓋

多種題材，但在「遠韻遠神」的前提下，選錄了杜牧擅長的寫景抒情、

詠史感懷之作，剔除了杜牧諷刺太過與年少放蕩多情的作品。透過

「刪」、「選」的雙重作用，使杜牧的七絕呈現出神韻悠然、使人神

遠的樣貌。 

（二）《別裁集》與《三百首》對李商隱的選評比較 
為便於理解兩部選本選錄李商隱詩的差異，表四整理了《三百首》

選錄的李商隱詩與《別裁集》之交集、未交集情形：  

表四 《三百首》所選李商隱詩題與《別裁集》初刻本比較 

與《別裁集》交集詩題 與《別裁集》未交集詩題 小計 

七古：〈韓碑〉 五律：〈風雨〉、〈涼思〉、〈北青

蘿〉 

五律：〈蟬〉、〈落花〉 七律：〈錦瑟〉、〈無題〉六首、〈春

雨〉 
七律：〈隋宮〉、〈籌筆驛〉

五絕：〈登樂遊原〉 
七絕：〈夜雨寄北〉、〈寄

令狐郎中〉、〈賈生〉 

七絕：〈為有〉、〈隋宮〉、〈瑤池〉、

〈嫦娥〉 

 

9 首 15 首 24 首 

 

檢視表列《三百首》所選 24 首李商隱詩，與《別裁集》初刻本交集者僅

有 9 首，未交集選錄的詩作，以五律、七律與七絕居多，其中五律、七絕

的選錄差異都在 3 至 4 首23 以內。沈德潛重訂《別裁集》時，對李商隱五

律、七絕的選錄標準有如下的補充說明： 

義山五言體，徵引過多，性靈轉失。茲特取有風格者數章。（重訂

                                                 
23 表格未交集詩題中，《別裁集》重訂本增錄了七絕〈嫦娥〉一首，使七絕的未交集數，由原本的

4 首降至 3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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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 12，頁 6a） 

 

義山長於風諭，工於徵引，唐人中另開一境。顧其中譏刺太深，

往往失之輕薄。此俱取其大雅者。（重訂本卷 20，頁 21a） 

以選詩數量而言，李商隱的五律由初刻本的 4 首，調高至重訂本的 11 首；

七絕也由初刻本的 6 首增至重訂本的 10 首。換言之，沈德潛在重訂《別

裁集》時，對李商隱五律、七絕都是採「有增無減」的選錄方式。但就選

詩宗旨而言，沈德潛刪汰的是李商隱五律「徵引過多，性靈轉失」者，選

錄的是其「有風格者」；七絕則去除「譏刺太深，失之輕薄」24 者而「取

其大雅者」，此一宗旨在初刻本與重訂本中是一體適用、始終如一的。 

據此檢視表四中未交集選錄的李商隱五律。不論是「羈泊欲窮年」

的〈風雨〉，或是「疑誤有新知」的〈涼思〉，以及「茅屋訪孤僧」

不遇的〈北青蘿〉25，諸詩寄寓了李商隱未逢明主、憶友感舊或尋訪

僧人不遇的感觸，也都未有「徵引過多」26 的缺失。至於《別裁集》

初刻本未選錄的 4 首七絕，其中〈嫦娥〉已增錄至重訂本27 中，另

                                                 
24 沈德潛曾列舉唐人絕句之失，分別有「粗派」、「纖小派」與「輕薄派」，其中李商隱〈龍池〉

詩之「薛王沈醉壽王醒」，即為「輕薄派」的詩例，可補充理解沈德潛謂李商隱詩「譏刺太深，

往往失之輕薄」之意。見《別裁集》初刻本卷 10，張祜〈雨霖鈴〉詩末所附後評，頁 28a-b。 
25 三詩詳細內容如下： 
 〈風雨〉：淒涼寶劍篇，羈泊欲窮年。黃葉仍風雨，青樓自管絃。新知遭薄俗，舊好隔良緣。心

斷新豐酒，消愁又幾千。 

 〈涼思〉：客去波平檻，蟬休露滿枝。永懷當此節，倚立自移時。北斗兼春遠，南陵寓使遲。天

涯占夢數，疑誤有新知。 

 〈北青蘿〉：殘陽西入崦，茅屋訪孤僧。落葉人何在？寒雲路幾層。獨敲初夜磬，閒倚一枝藤。

世界微塵裡，吾甯愛與憎。 
26 以上三詩「徵引」典故情形，參考《三百首》陳婉俊補註本，卷 5，頁 27b-28b。〈風雨〉詩後

註解詞條共有「寶劍篇」、「青樓」、「新豐」、「新豐酒」4 則，其中「寶劍篇」為武則天時

郭震所為文章，表達未遇明主之慨，其餘均屬地名或常見典故。〈涼思〉僅註解「南陵」地名。

〈北青蘿〉共註解「青蘿」、「入崦」、「微塵」、「愛憎」4 則，除「入崦」典出《山海經》，

為「日所入」處，其餘詞條即使不加註解，也不妨礙讀者對詩意的理解。可見這 3 首五律，確實

沒有「徵引過多」之失。 
27 《別裁集》重訂本於本詩後評云：「孤寂之況，以『夜夜心』三字盡之。士有爭先得路而自悔者，

亦作如是觀。」（卷 20，頁 22b），由沈德潛對本詩言外之意的說解，或可理解其增錄本詩的緣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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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3 首七絕，分別是少婦嗔怪夫婿「辜負香衾事早朝」的〈為有〉，

諷刺隋煬帝「乘興南遊不戒嚴」的〈隋宮〉，以及刺帝王求仙虛妄無

益的〈瑤池〉28。歸納諸詩內容與主旨，其實並無「譏刺太深，失之

輕薄」之弊，何況《別裁集》中另有與〈隋宮〉同題的七律，也有婉

諷帝王求仙無益的〈漢宮詞〉29，推論以上 3 首七絕之所以未選入《別

裁集》，除了是選詩者各有偏好的題材30 外，應也有避免重複選詩

的用意。大體而言，表四所列《三百首》選錄的李商隱五律與七絕，

與《別裁集》對李商隱這兩種詩體的「去」、「取」標準可謂相去不

遠，沈、孫兩人對李商隱的選評差異關鍵在於七律。  

《別裁集》初刻本選錄李商隱七律 16 首，沈德潛在以下兩則評

語中，概括了李商隱七律的要點，其云：  

義山近體，襞績重重，長於諷諭。晚唐有此，可云枇杷晚翠。惟

欲言不言處，過於沈悶，覺有幾回不能自在。（初刻本卷 10，頁 37a-b） 

 

〈碧城〉、〈一片〉、〈無題〉等作，塗澤太過，如叢綵為花，

絕少生韻。鈔中所存，俱骨幹聳拔，真氣流行，得老杜一體者。

衛風之〈碩人〉，離騷之〈招魂〉，何嘗不艷？予之汰〈碧城〉

等作，以真意不存，非關穠麗也。（初刻本卷 10，頁 39b-40a） 

沈德潛所肯定、選錄的，是李商隱「真氣流行」，能「得老杜一體」的七

律，而這些詩作又以詠史諷諭見長，結合沈德潛評論杜甫七律成就所謂： 

                                                 
28 三詩詳細內容引述如下。 
 〈為有〉：為有雲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金龜婿，辜負香衾事早朝。 

 〈隋宮〉：乘興南遊不戒嚴，九重誰省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泥半作帆。 

 〈瑤池〉：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行三萬里，穆王何事不重來？ 
29 原詩內容為：「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靈臺。侍臣最有相如渴，不賜金莖露一杯。」沈德

潛評論本詩云：「言求仙無益也。」初刻本見卷 10，頁 31a。重訂本見卷 20，頁 21b。 
30 檢視《別裁集》所選李商隱七絕，初刻本選錄 6 首中，除〈夜雨寄北〉與〈寄令狐郎中〉外，其

他如〈漢宮詞〉、〈宮妓〉、〈齊宮詞〉、〈賈生〉，皆為詠史議論的題材。重訂本增錄〈北齊〉

2 首、〈舊將軍〉與〈嫦娥〉4 首，都是詠史議論之作。可見沈德潛對李商隱這類的七絕確有特

殊偏好，相對的，屬閨怨題材的〈為有〉，自然較難獲得沈氏青睞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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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陵胸次閎闊，議論開闢，一時盡掩諸家，而義山詠史，其餘響

也。31 

於重訂《別裁集》總評李商隱七律時，沈德潛在初刻本原有的「襞績重重，

長於諷諭」之外，補入了「中有頓挫沈著，可接武少陵者，故應為一大宗。

後人以溫、李並稱，只取其穠麗相似，其實風骨各殊也。」（重訂本卷 15，

頁 15b）等字句，再度強調李商隱七律的「學杜」特長，選本中也常就其

「學杜」處加以點評。如以「應是擬杜」評〈杜工部蜀中離席〉（重訂本卷

15，頁 16b），以「瓣香在老杜」評〈籌筆驛〉（重訂本卷 15，頁 17b），以「善

學老杜」、「何減少陵」評〈安定城樓〉32 詩，處處可見沈德潛以「接武少

陵」提升李商隱七律格調的用心。 

稱譽之外，沈德潛對李商隱七律也有不少批評之詞。尤其是〈碧

城〉、〈一片〉、〈無題〉等七律之作，沈德潛以之有「塗澤太過」、

「絕少生韻」之失，並以《詩》、《騷》之〈碩人〉、〈招魂〉為例，

澄清其所以刪汰〈碧城〉、〈無題〉等詩，關鍵在於「真意不存，非

關穠麗」，對於後人以「穠麗相似」將李商隱與溫庭筠並稱，也頗不

以為然（初刻本卷 10，頁 39b-40a），對照沈德潛對溫庭筠七律的總評： 

語曰：「情生於文，文生於情。」情不足而文多，晚唐詩所以病

也。得此意以去取溫詩，則真詩出矣。（重訂本卷 15，頁 20b） 

引文的「去取溫詩」，初刻本原作「去取溫李詩」33，但在重訂本中，沈德

潛巧妙的將李商隱由「穠麗相似」的「溫、李並稱」中抽離出來，強調李

商隱善於「學杜」的特質是溫庭筠所無法企及的，從而賦予李商隱七律在

世人習知的「穠麗」之外，另有「真氣流行，得老杜一體」的新面貌。 

                                                 
31 《別裁集》初刻本卷前〈凡例〉，頁 3b。按：引文〈凡例〉內容，在初刻、重訂本是一致的。 
32 〈杜工部蜀中離席〉、〈籌筆驛〉兩首七律評語，初刻與重訂本是一致的，唯〈安定城樓〉於「永

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兩句，初刻本有「善學老杜」之旁批（卷 10，頁 40a），重訂

本則改為「何減少陵」（卷 15，頁 19b）。 
33 《別裁集》初刻本，卷 10，頁 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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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去」、「取」的雙重作用下，《別裁集》初刻本選錄李

商隱七律 16 首，重訂時增錄〈少年〉、〈淚〉、〈宋玉〉與〈王十

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見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不去因寄〉4 首。綜合

歸納沈德潛所選錄的 20 首李商隱七律，實可概分為「詠史議論」與

「感諷時事」兩大類： 

 

詠史 
議論 

〈馬嵬〉、〈重過聖女祠〉、〈隋宮〉、〈南朝〉、〈籌

筆驛〉、〈茂陵〉、〈隋師東〉、〈少年〉、〈淚〉、〈宋

玉〉 
10 首 

感諷 
時事 

〈杜工部蜀中離席〉、〈二月二日〉、〈九成宮〉、〈重

有感〉、〈贈前尉州契苾使君〉、〈曲江〉、〈哭劉賁〉、

〈安定城樓〉、〈井絡〉、〈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見

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不去因寄〉 

10 首 

 

表列 20 首詩題中，「詠史議論」與「感諷時事」者各佔一半，具體呈現出

李商隱七律在《別裁集》中「長於諷諭」、「接武少陵」的特質。 

進一步比對《別裁集》與《三百首》所選錄的李商隱七律，在兩

部選本重複出現者，僅有〈隋宮〉與〈籌筆驛〉。前者沈德潛譽之為

「用筆靈活」（初刻本卷 10，頁 40b），後者亦有「瓣香在老杜」（重

訂本卷 15，頁 17b）之稱，符合《別裁集》偏好選錄的李商隱七律特

質－「長於諷諭」、「接武少陵」，無怪乎沈德潛於兩詩均有高度

評價。但對照孫洙旁批兩詩內容來看：  

〈隋宮〉：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不緣歸日角，

錦帆應是到天涯（旁批：唐不受命，巡幸當無極也）。於今腐草

無螢火（旁批：低處），終古垂楊有暮鴉（旁批：高處）。地下

若逢陳後主，豈宜重問後庭花。（卷 6，頁 23a） 

 

〈籌筆驛〉：猿鳥猶疑畏簡書（旁批：能動物），風雲常為護儲

胥。（旁批：能感神）徒令上將揮神筆，終見降王走傳車。（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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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不能保暗主之不失國）。管樂有才真不忝，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年錦里經祠廟，梁父吟成恨有餘。（卷 6，頁 25a） 

孫洙的旁批以解釋句意為主，其中以「高處」、「低處」、「能動物」、「能感

神」指點詩句，更是無關緊要，看不出孫洙對兩詩有何特殊賞愛或高度評

價，此因其所真正偏好的，恰恰是沈德潛所貶斥的「塗澤太過」、「真意不

存」的〈錦瑟〉與〈無題〉諸詩。 

孫洙編選《三百首》，本是作為家塾課童學詩的教材，選本中多

數詩作僅錄原詩，未附註解或批語；少數詩作雖附有旁批，也僅就點

題處或句意層次34概略說解，或者如以上引錄的〈隋宮〉與〈籌筆驛〉，

針對關鍵字句指點其要。但檢視《三百首》中的〈錦瑟〉與 6 首〈無

題〉，首首皆附有長篇旁批，藉以指點詩作旨趣，或是透露孫洙對這

些詩作的獨到體會，由以下數首不憚筆墨、長篇批點的內容來看：  

〈錦瑟〉：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年（旁批：義山悼亡

之作，集中屢見，此亦是也）。莊生曉夢迷蝴蝶（旁批：合），

望帝春心託杜鵑（旁批：離）。滄海月明珠有淚（旁批：悲），

藍田日暖玉生煙（旁批：歡）。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

然（旁批：生前相聚，漫不經心，日後追思，覺當時已惘然）。

（卷 6，頁 21b） 

 

〈無題〉：颯颯東風細雨來，芙蓉塘外有輕雷。金蟾齧鎖燒香入，

玉虎牽絲汲井迴（旁批：鎖雖固，香猶可入；井雖深，汲猶可出）。

賈氏窺簾韓掾少（旁批：幸而合），宓妃留枕魏王才（旁批：不

幸終不合）。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旁批：其同歸

                                                 
34 如韋應物〈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於首句旁批：「（以下）四句初發」，第五句旁批：「四句寄

元」，點明本詩之兩處題旨，於「歸棹洛陽人，殘鐘廣陵樹」旁批：「十字作八層看」，至於是

哪「八層」句意，則未加說明。選本中另一首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也僅於第一句旁批：

「四句道士」，第五句旁批：「四句寄」。兩詩旁批內容，分見《三百首》卷 1，頁 17b、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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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盡則一也）。（卷 6，頁 24b） 

 

〈無題〉：相見時難別亦難，東風無力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

蠟炬成灰淚始乾（旁批：一息尚存，志不少懈，可以言情，可以

喻道）。曉鏡但愁雲鬢改（旁批：見），夜吟應覺月光寒（旁批：

聞）。蓬萊此去無多路，青鳥殷勤為探看。（卷 6，頁 35b） 

 

〈無題〉：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清宵細細長。神女生涯原是夢

（旁批：大徹大悟），小姑獨處本無郎。風波不信菱枝弱（旁批：

風波只是相侵），月露誰教桂葉香（旁批：真香固自難掩）。直

道相思了無益，未妨惆悵是清狂（旁批：明知無益而惆悵不已，

直清狂本態耳）。（卷 6，頁 37a） 

由引錄詩作的長篇批註，不難體會孫洙對這些詩作的賞愛之情。其將〈錦

瑟〉歸為李商隱「悼亡之作」，並特意點出詩中的離合悲歡之情與末聯的

惘然追憶之思。引文第二首〈無題〉詩之「春蠶到死絲方盡，蠟炬成灰淚

始乾」兩句，展現詩人堅持不懈的情志，孫洙「可以言情，可以喻道」的

體會，賦予詩作有了更寬廣的寓意與解讀空間。另兩首〈無題〉詩，由孫

洙「同歸於盡則一」與「明知無益而惆悵不已，直清狂本態」的旁批，可

見這些詩作所寄寓的情感是執著而熱烈的。選本中另有 3 首〈無題〉七律，

首句分別為：「昨夜星辰昨夜風」、「來是空言去絕踪」、「鳳尾香羅薄幾重」，

綜觀孫洙對這些詩作的批註，如云：「形相隔，心相通。」35、「燈猶可見，

香猶可聞，而其人則已遠矣。」36、「明明可見，卻不可接，豈其事終不諧

耶？」37 同樣聚焦在情人相愛相隔所引發的悵惘之情。另一首未見錄於《別

                                                 
35 〈無題〉之「昨夜星辰昨夜風」次聯「身無綵（彩）鳳雙飛翼，心有靈犀一點通」旁批。《三百

首》卷 6，頁 22b。 
36 〈無題〉之「來是空言去絕踪」三、四聯批語，《三百首》卷 6，頁 24a。 
37 〈無題〉之「鳳尾香羅薄幾重」二、三聯批語，《三百首》卷 6，頁 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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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集》的〈春雨〉詩，孫洙僅以「二句十層」指點詩中次聯「紅樓隔雨相

望冷，珠箔飄燈獨自歸」38 具有多層詩意，並未如〈無題〉諸詩有較長篇

幅的說解，但由句中的「相望冷、獨自歸」，可見本詩所抒發的愛而不可

得、悵惘無奈之情，與〈錦瑟〉及〈無題〉6 首是相通的。由《三百首》

大量選錄李商隱這類題材的詩作，且首首皆附有旁批之詞，足見孫洙對這

些詩作，確有特殊的偏好與深刻的體會。 

令人不解的是，孫洙在《三百首》卷前的〈原序〉自陳本書，乃：

「專就唐詩中膾炙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數十首，共三百餘

首，錄成一編。」由於選本數量有限，加以按詩體分卷，於各種詩體

之下，再依詩家的創作成就分配若干首。在「擇其尤要者」的選詩原

則下，吾人可以理解其所以棄杜甫連章詩不選39 的緣由。然而，選

本中所收錄的 10 首李商隱七律，除了詠史諷諭的〈隋宮〉與〈籌筆

驛〉之外，其餘 8 首都是抒發「心相愛形相隔」的悵惘之情。更何況

李商隱詩集計有 8 首〈無題〉40 七律，孫洙在三百多首的少量額度

內，竟選錄了其中 6 首，是否違反其「擇其尤要者」的選詩原則？何

況如李商隱這般情感熱烈執著的七律，是否適合幼童習詩41 之用？

同樣引人疑竇。  

然而，綜觀孫洙在《三百首》中的旁批要旨，多為詩歌句法之琢

鍊、章法之承遞轉接與寫作視角的轉換。換言之，其所選錄的詩作，

多為情感豐厚、句意流暢、章法鮮明者，尤其是詩歌如何表達隱曲之

情，更是孫洙所偏重者。其所以大量選、評李商隱的〈無題〉諸詩，

                                                 
38 《三百首》所選〈春雨〉詩內容為：「悵臥新春白祫衣，白門寥落意多違。紅樓隔雨相望冷，珠

箔飄燈獨自歸。遠路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里雲羅一雁飛。」孫洙

於次聯旁批云：「二句十層」，《三百首》卷 6，頁 26a。 
39 以七律為例，《三百首》選錄最多的是杜甫的 13 首，選本中割愛了〈秋興〉8 首、〈諸將〉5 首

等著名連章七律，〈詠懷古跡〉5 首也僅錄歌詠「昭君」、「孔明」的兩首。 
40 唐．李商隱著，《李義山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2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詩集中共有 8 首〈無題〉七律，除《三百首》所錄之 6 首，另 2 首首句分別為「何處哀

箏隨急管」、「萬里風波一葉舟」。 
41 《三百首》卷前〈原序〉謂本書乃「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可見選本原本作

為「家塾課本」，為童蒙習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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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於這些詩作能曲折傳情，兼有視覺、聽覺等意象，足以引人入勝，

可讀可感。再由「童蒙教材」的角度而論，李商隱的〈無題〉諸詩雖

然情感熱烈，但孫洙的批點所關注的，在於詩作如何提綱挈領？如何

創造層次？如何取景言情？如何寄託自身情懷？能符合這些要點的

詩作，不僅可作為幼童習詩之用，也有〈原序〉所謂「白首亦莫能廢」

的價值。  

三、《別裁集》與《三百首》的選詩旨趣 

《別裁集》以「遠韻遠神」作為杜牧七絕的真詩樣貌，選錄的多

為寫景抒情或詠史感懷之作，刪汰了杜牧風流多情形象的〈遣懷〉與

〈贈別〉詩。而李商隱的七律，也以「接武少陵」為特質，選錄其詠

史議論與感諷時事的題材，剔除了沈德潛所批評的「塗澤太過」、「真

意不存」的〈錦瑟〉、〈無題〉諸詩。  

然而，沈德潛所黜落的杜牧、李商隱之言情遣懷諸詩，孫洙不僅

將之納入選本，且附有旁批指點其要。可見《三百首》雖以《別裁集》

作為選詩底本，但對杜牧與李商隱詩的選評，與沈德潛可謂大異其

趣，成為兩部選本差異的關鍵所在。整體而言，《別裁集》選詩雖以

「雅正」為依歸，卻有未近人情之嫌；而《三百首》雖然偏好選錄「近

情」之作，卻未必合乎雅正的詩教觀。以下遂由兩部選本所選杜牧、

李商隱詩，延伸探討兩部選本的選詩旨趣。  

（一）《別裁集》以「雅正」為尚的選詩旨趣 
《別裁集》初刻本卷前〈原序〉，沈德潛自云其選詩宗旨：「大

約去淫濫以歸於雅正」，〈凡例〉中亦云：「集中所收，不專一格，

要以雅正為歸。」在〈重訂唐詩別裁集序〉中再度強調其選詩「要藉

以扶掖雅正」，可見《別裁集》雖有初刻與重訂兩種版本，但藉由選

本以弘揚「雅正」詩教觀的選詩理念，可謂一以貫之、始終如一。  

進一步探究《別裁集》所謂的「雅正」之意，由以下兩則詩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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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來看：  

（試帖詩）唐人中佳者寥寥，茲取氣骨近高，辭章近雅者，為學

詩人導以先路，一切祈請卑屈者斥之。（重訂本卷 18，頁 5b） 

 

晚唐人古詩，穠鮮（纖）柔媚近詩餘矣，即義山七古，亦以辭勝，

獨此篇（按：〈韓碑〉），意則正正堂堂，辭則鷹揚鳳翽，在爾

時，如景星慶雲，偶然一見。（重訂本卷 8，頁 27b） 

引文以「辭」、「意」並列，以及「辭章近雅」、「意則正正堂堂」等句，可

見《別裁集》中的「雅」多與辭章相關，「正」則關乎詩作命意。印證《別

裁集》屢見將「雅音」與詩句之「纖巧恬俗」或「浮膩淺薄」42 者對舉。

而其所謂詩之纖、薄者，綜觀沈德潛對晚唐詩名句「作意求工，少天然之

致」的批評： 

「鷺鶿飛破夕陽煙」、「水面迴風聚落花」、「芰荷翻雨潑鴛鴦」，

同是名句，然皆作意求工，少天然之致矣。山水雲霞，皆成圖繪，

指點顧盼，自然得之，才是古人佳處。（重訂本卷 14，頁 11b） 

沈德潛所點名批評的詩句，都因刻意在字面上求工求巧，少有天然之致，

故而失之纖、薄，難與古人的佳處、雅音相提並論了。 

至於意之「正」者，綜觀其評張籍〈離怨〉詩為「怨之正也」43，

異於其他閨怨詩之泛作；評葛亞兒〈懷良人〉詩，比「悔教夫婿覓封

侯」之意「較切較正」44，或者謂年少喜為香奩詩，晚歲歸於節義的

                                                 
42 沈德潛評梁獻〈王昭君〉詩云：「唐人詠昭君者，多纖巧恬俗，此作故為雅音。」《別裁集》重

訂本卷 9，頁 15b；又如評羅隱〈牡丹〉云：「唐人牡丹詩，每失之浮膩淺薄……獨存此篇，尚

近雅音。」重訂本卷 16，頁 13b。 
43 張籍〈離怨〉詩為閨中思婦怨遊子遠行不歸，卻以「妾身甘獨歿，高堂有舅姑」責之，沈德潛故

而謂本詩：「責以高堂有老姑，怨之正也，與泛作閨房之言有別。」重訂本卷 4，頁 23a。 
44 葛亞兒〈懷良人〉末二句「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不見歸」，沈德潛謂本詩：「以耕鑿望夫

之歸，比『悔教夫婿覓封侯』，較切較正。」重訂本卷 20，頁 28b。 



．東海中文學報． 

 ．70．

韓偓七律能「得風雅之正」45，都是針對詩作的命意而發。以下數則

詩作評語，雖未涉及「正」字，然詳其本意，實可補充理解沈德潛所

謂之「意正」：  

李白〈子夜吳歌〉（長安一片月）：不言朝家之黷武，而言胡虜

之未平，立言溫厚。（重訂本卷 2，頁 6a）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末二句）：抱負如此，終遭阻

抑，然其去也，無怨懟之詞，有遲遲我行之意，可謂溫柔敦厚矣。

（重訂本卷 2，頁 13a） 

 

岑參〈送杜佐下第歸陸渾別業〉：（末二句）純用慰勉，心和氣

平，盛唐人身分，故不易到。（重訂本卷 10，頁 1b） 

 

高蟾〈下第後上永崇高侍郎〉：（末二句）存得此心，化悲憤為

和平矣。（重訂本卷 20，頁 26a） 

以上諸詩，因作者身分不同，於詩中或怨或勸，皆能出語平和，立言溫厚。

相反的，如初唐應制詩「多諛美之詞」，失卻「頌不忘規」的立意要求，

沈德潛遂僅「取鐵中錚錚者幾章，以備一體」46。駱賓王〈帝京篇〉由己

之不遇而發，缺乏歌頌帝京所應具有的冠冕堂皇、敷陳主德之意，故而被

歸為「非詩之正聲」47 者。張籍〈節婦吟〉儘管詩末以「還君明珠雙淚垂，

恨不相逢未嫁時」表明拒絕之意，然「玩辭意，恐失節婦之旨」，48 遂斥

                                                 
45 沈德潛總評韓偓七律云：「偓少歲喜為香奩詩，後一歸節義，得風雅之正焉。」重訂本卷 16，

頁 14b。 
46 李邕〈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後評，重訂本卷 13，頁 5a。按：本詩初刻本有選無評。 
47 駱賓王〈帝京篇〉後評，重訂本卷 5，頁 4b。按：本詩初刻本未收，重訂本以「向來推重此篇，

故采之以備一體」，納入選本之中。 
48 沈德潛總評張籍、王建樂府，謂其「有新聲而少古意」，其後並點名批評張籍〈節婦吟〉，重訂

本卷 8，頁 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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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錄。透過以上數則正、反例證，可具體理解沈德潛所推崇的「意正」

內涵，並以之評選詩作的主要考量。 

在「去淫濫以歸雅正」的選詩前提下，沈德潛對於「時賢之競尚

華辭者，復取前人所編穠纖浮艷之習」，深表不滿，以為「詩教之衰，

未必不自編詩者遺之也」（初刻本〈原序〉）。以下是《別裁集》初

刻本列舉的「未入選」詩作名單： 

七言古詩，初唐〈帝京篇〉、〈長安道〉等作，婉轉環生，極工

富麗，後如張、王之恬縟；元、白之近情，長吉之荒誕詭奇，飛

卿之穠纖秀麗，皆一時傑作，恐途徑多歧，俱未入選。（初刻本卷

前〈凡例〉，2b） 

以上「未入選」的詩家與詩作，除了溫庭筠的穠纖秀麗之外，其餘在重訂

時都已選納49入列，但在重訂本中，卻另有一批斥而不選的詩家與詩作名

單： 

如任華、盧仝之粗野，和凝香奩詩之褻嫚，與夫一切生梗僻澀及

貢媚獻諛之辭，概排斥焉。（卷前〈重訂唐詩別裁集序〉，頁 1b） 

兩相對照之下，重訂本對於不選錄的詩家及其理由，顯然要比初刻本僅以

「途徑多歧」而黜落唐人「一時傑作」，更具合理性與說服力。值得注意

的是，並見於初刻、重訂本〈凡例〉中關於「夫婦男女之詞」的選錄準則： 

〈子夜〉、〈讀曲〉，專詠艷情，而唐末西崑、香奩體，抑又甚

焉，去風人遠矣。集中所載，間及夫婦男女之詞，要得「好色不

淫」之旨，而淫哇私褻，概從闕如。 

引文中，與李商隱相關的「西崑」二字，已於重訂本中刪除，僅餘「香奩」

                                                 
49 沈德潛對於初刻本未入選，於重訂本增入的詩作，有如下的說明：「如王、楊、盧、駱，唐初一

體，老杜亦云『不廢江河萬古流』也。白傅諷諭，有補世道人心，本傳所云『箴時之病，補政之

缺』也。張、王樂府，委折深婉，曲道人情，李青蓮後之變體也。長吉嘔心，荒陊古奧，怨懟悲

愁，杜牧之許為楚騷之苗裔也。」卷前〈重訂唐詩別裁集序〉，頁 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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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為唐人專詠艷情之「甚焉」者。然而，李商隱的〈錦瑟〉與〈無題〉諸

詩都未見錄於初刻本，在重訂本中同樣付諸闕如。至於杜牧「贏得青樓薄

倖名」的〈遣懷〉，與贈別歌妓所作的兩首〈贈別〉，不論是《別裁集》的

初刻本或重訂本，都未予選錄。可見為使選本所錄之詩「一歸於雅正」，

沈德潛對其所欲去之「淫濫」，實有嚴格甚至近於嚴苛的標準，導致《別

裁集》所選錄的詩作，雖然辭章近雅，詩意堂正，卻有未近人情之感，以

下透過未見於《別裁集》但《三百首》偏好選錄的「近情」詩作相較，更

能清楚體現出這一點。 

（二）《三百首》「近情」的選詩旨趣 
有別於《別裁集》以長篇序文、凡例及系統性的評語，可從中得

見沈德潛的「雅正」意涵與選詩旨趣，《三百首》原作為家塾課童本，

卷前〈原序〉僅有 132 字篇幅概述其編選緣由，欲理解孫洙的選詩理

念與選詩傾向，只能透過其選錄的詩作與旁批內容，概見其要。  

《三百首》所選詩作，多數只錄原詩而未加旁批，旁批內容也多

指點句意層次或詩作要旨，反倒是某些孫洙個人偏好選錄卻未見於

《別裁集》的詩作，有較為完整詳細的批註。除了之前引述的杜牧與

李商隱詩作之外，觀孫洙於杜甫五律〈月夜憶舍弟〉以旁批詳述其選

錄杜詩要點：  

錄少陵詩律，止就其綱常倫紀間，至性至情流露之語，可以感發

而興起者使學者得其性情之正，庶幾養正之義云。（卷 5，頁 10b） 

《三百首》選錄 10 首杜甫五律，其中〈月夜〉、〈月夜憶舍弟〉、〈至德二

載甫自京金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拾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

門有悲往事〉、〈天末懷李白〉、〈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別房太尉墓〉等

6 首50 詩作，主題都涉及杜甫與親友故舊的情誼，正如孫洙所謂「綱常倫

                                                 
50 《三百首》所選 10 首杜甫五律，另外 4 首分別為〈春望〉、〈春宿左省〉、〈旅夜書懷〉、〈登

岳陽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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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間，至性至情流露之語」。《別裁集》雖然也選錄〈月夜憶舍弟〉詩，但

沈德潛對本詩並未有任何評論。其他《別裁集》未選錄的〈奉濟驛重送嚴

公四韻〉之「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行」，孫洙旁批道：「後會無期，舊歡

如昨」（卷 5，頁 11b）；〈別房太尉墓〉之「對棋陪謝傅，把劍覓徐君」亦

旁批：「生前友誼，死後交情」（卷 5，頁 11b）。又如七古〈寄韓諫議〉詩，

詩中頻見「岳陽」、「洞庭」、「瀟湘」等楚地地名，並化用屈騷的象徵與隱

喻，異於杜甫〈三吏〉、〈三別〉詩史般的敘事技巧，本詩同樣未見錄於《別

裁集》中，孫洙卻罕見的以長篇旁批說解詩中的「美人」意涵，並推崇本

詩「直追屈宋，不可不讀」、「初不知其何指，而往復低徊，自有不能已者」

（卷 2，頁 22b-23a），均可見孫洙對杜甫這類「至性至情」詩賞愛不置。 

杜詩之外，《三百首》所選而未見錄於《別裁集》初刻本者，如

李白〈將進酒〉之「人生得意須盡歡」（卷 4，頁 16a），韋應物〈送

楊氏女〉之「爾輩苦無恃」（卷 1，頁 19b），孫洙皆以「一篇之主」

點明兩詩主意所在，詩中傳達之情雖然有別，前者強調及時行樂，後

者旨在舐犢情深，但孫洙所重在「情」的選評旨趣是相通的。此外，

《三百首》對元稹、白居易詩的選評，也與《別裁集》初刻本有較顯

著的差異。《別裁集》初刻本僅選錄白居易七絕 4 首，元稹五絕 1

首、七絕 4 首，所選諸詩未著一字評論，且多為〈竹枝詞〉、〈楊柳

枝〉、〈亞枝紅〉等書寫風土民情的小調，而非〈長恨歌〉、〈琵琶

行〉、〈連昌宮詞〉之類的長篇敘事歌行。反觀《三百首》，不僅選

錄〈長恨歌〉與〈琵琶行〉，並於兩詩之「漢皇重色思傾國」與「同

是天涯淪落人」加註旁批，點明兩句為該詩之「一篇領綱」（卷 3，

頁 14b）、「作詩之旨」（卷 3，頁 24a）；評白居易望月感懷兄弟詩，

於「時難年荒世業空，弟兄羈旅各西東」句旁批道：「一氣貫注，八

句如一句，與少陵〈聞官軍〉作同一格律。」（卷 6，頁 21a）於〈問

劉十九〉之「綠螘新醅酒，紅泥小火爐」旁批云：「信手拈來，都成

妙諦。詩家三昧，如是如是。」（卷 7，頁 6b），批文的內容與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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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了孫洙選錄這些詩作的偏重處。此外，觀其選元稹悼亡七律，於

〈遣悲懷〉三首之一旁批云：  

古今悼亡詩充棟，終無能出此三首範圍者，勿以淺近忽之。（卷 6，

頁 19b） 

詩雖「淺近」卻有不可「忽之」的價值，在於詩中傳達對亡妻的悼念與真

情。然而，這三首悼亡詩原本未選入《別裁集》初刻本，沈德潛在重訂《別

裁集》時，雖然選錄了〈遣悲懷〉第一首「謝公最小偏憐女」，卻僅於「今

日俸錢過十萬」旁批道：「見唐代俸錢之厚」（卷 15，11b），隻字未提詩中

感人的悼亡之情。透過孫洙與沈德潛對本詩的選評差異，正可見兩人對於

「情」詩的不同選錄標準。 

如前所云，《別裁集》對於專詠艷情、淫哇私褻之作，固然「概

從闕如」，斥而不選，但即使是「夫婦男女之詞」，也必須符合「好

色而不淫」之旨。如杜甫寫妻子望月憶夫之〈月夜〉，李商隱回應妻

子詢問歸期之〈夜雨寄北〉，前者以「語麗情悲，非尋常穠艷」（初

刻本卷 5，頁 38a）而入選，至於後者，沈德潛也特意澄清其為「寄閨

中之詩」而非寄與「私暱之人」。51 在詞「雅」意「正」的選詩原

則下，沈德潛除了不選錄杜牧具風流輕薄形象之〈遣懷〉、〈贈別〉

等七絕，以及李商隱情感熱烈、文字穠麗的〈錦瑟〉、〈無題〉諸詩，

其他如初唐四傑之「極工富麗」，張籍、王建之「恬縟」，元稹、白

居易之「近情」，李賀之「荒誕詭奇」，溫庭筠之「穠纖秀麗」，也

因未能符合「雅正」的標準，遂都不在《別裁集》初刻本的選錄名單

之列。  

相較於《別裁集》「雅正而未必近情」的選詩傾向，《三百首》

可說是「近情而未必雅正」。由孫洙於詩旁批註內容，多指陳詩中的

                                                 
51 本詩《別裁集》初刻本有選無評，見卷 10，頁 30b；重訂本於詩末附評曰：「此寄閨中之詩，雲

間唐氏（按：指唐汝詢）謂寄私暱之人，詩中有何私暱意耶？」卷 20，頁 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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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性至情處，對於《別裁集》初刻本所黜落的詩作，除了本文討論的

杜牧七絕與李商隱〈無題〉七律諸詩，其他如李白〈將進酒〉，白居

易〈長恨歌〉、〈琵琶行〉，元稹〈悼亡詩〉等膾炙人口的詩作，孫

洙也都全部納入選本，在在顯示出《三百首》「近情」的選詩旨趣。 

此外，歸納表一中《三百首》偏好選錄卻未見於《別裁集》的

11 首五絕與 28 首七絕，其中詩題為「宮詞」、「怨情」或涉及男女

夫婦之情者，便高達 19 首52 之多，佔 39 首未交集絕句將近五成的

比例。這些詩作中，有《別裁集》斥而不收的杜牧〈贈別〉二首，與

張祜以「昨夜上皇新授籙，太真含笑入簾來」、「卻嫌脂粉污顏色，

淡掃蛾眉朝至尊」，諷刺楊氏姐妹輕佻承寵情狀的〈集靈臺〉二首，

沈德潛基於「雅正」的選詩旨趣，嚴詞批評二詩為「譏刺輕薄，絕無

詩品」。53 而王昌齡〈閨怨〉之「悔教夫婿覓封侯」、朱慶餘〈宮

中詞〉之「鸚鵡前頭不敢言」，沈德潛也不無微詞，54 至如李白〈怨

情〉之「但見淚痕溼，不知心恨誰」、劉方平〈春怨〉之「金屋無人

見淚痕」、白居易〈宮詞〉之「紅顏未老恩先斷」，也都未能符合沈

德潛所標舉的七絕「含吐不露」、「使人神遠」（重訂本卷 20，頁 1a）

的審美要點。但這些沈德潛所黜落未選的詩作，卻是《三百首》所偏

好選錄、屢屢出現者。透過兩部選本的選詩內容比較，可清楚得見《別

裁集》「雅正卻未必近情」，與《三百首》「近情卻未必雅正」的選

詩旨趣差異。  

                                                 
52 此 19 首絕句，分別為五絕 3 首：李白〈怨情〉、權德輿〈玉臺體〉、李益〈江南曲〉，七絕 16

首：王昌齡〈閨怨〉、劉方平〈春怨〉、顧況〈宮詞〉、劉禹錫〈春詞〉、白居易〈宮詞〉、張

祜〈贈內人〉、〈集靈臺〉其一、其二、朱慶餘〈宮中詞〉、〈近試上張水部〉（按：本詩又名

〈閨意〉）、杜牧〈贈別〉其一、其二、李商隱〈為有〉、韓偓〈已涼〉、張泌〈寄人〉、王維

〈秋夜曲〉。 
53 沈德潛以「情韻雙絕」稱美張祜〈雨霖鈴〉詩，連帶批評張祜〈集靈臺〉詩：「譏刺輕薄，絕無

詩品。後人雜入杜集，眾口交贊，真不可解。」詩評內容並見於《別裁集》初刻本，卷 10，頁

28a；重訂本卷 20，頁 19a。 
54 沈德潛嚴詞批評張祜七絕〈集靈臺〉後，連帶列舉批評唐人七絕詩之「粗」、「纖小」、「輕薄」

者，朱慶餘〈宮中詞〉之「鸚鵡前頭不敢言」，即為「纖小詩」之列，出處同見前註。至於王昌

齡之〈閨怨〉，沈德潛黜而不收，於葛亞兒〈懷良人〉詩末附評曰：「以耕鑿望夫之歸，比『悔

教夫婿覓封侯』，較切較正。」《別裁集》重訂本卷 20，頁 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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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三百首》雖然是一部由《別裁集》初刻本精選而成的唐詩選本，

兩者交集比例高達七成，但選評杜牧與李商隱詩的差異，卻是兩部選

本「未交集」的主要成分，尤其是杜牧七絕與李商隱七律，最能體現

兩部選本不同的選詩旨趣。《別裁集》以「遠韻遠神」取代杜牧「輕

薄少年」的七絕樣貌，以「接武少陵」取代李商隱「真意不存」的〈無

題〉七律。透過選本「刪」、「選」的雙重作用，使杜牧與李商隱的

詩作合乎「雅正」的形象，並以政治託喻的詮釋方式，使杜牧、李商

隱成為憂國型的儒家知識份子。反觀《三百首》，不僅大量選錄沈德

潛所黜落的杜牧、李商隱之遣懷言情詩，如以〈金谷園〉寫綠珠、〈赤

壁〉寫二喬、〈贈別〉寫情人、〈嫦娥〉寫仙女，以及〈無題〉、〈錦

瑟〉、〈春雨〉中的男女情愛，或是〈遣懷〉、〈風雨〉、〈涼思〉

中的落魄江湖形象，孫洙不僅以密集旁批顯示其對這些詩作的偏好，

詮釋角度也多就「近情」而發。如果說，杜牧、李商隱在《別裁集》

為憂國型的儒家知識分子，在《三百首》中則是浪子型的文士。如何

透過詩歌選本以形塑詩家的不同形象，亦可由此具見其要。  

在進一步全面考察兩部選本的選詩旨趣後發現，《別裁集》基於

「去淫濫以歸雅正」的選詩原則，對於專詠艷情之作固然概從闕如，

即使是「夫婦男女之詞」，也必須符合「好色而不淫」的宗旨。影響

所及，許多膾炙人口的詩作，或者文詞恬縟淺薄，或者立意不夠溫厚

者，均被黜落於《別裁集》之外，形成《別裁集》「雅正而未必近情」

的選詩特色。相較之下，《三百首》固然選錄了不少合乎綱常倫理、

至性至情的詩作，孫洙的旁批也多著眼於詩中所傳達的情志，但選本

中也有不少是淺俗纖巧的宮詞怨情，甚至是男女情愛之作，都是《別

裁集》所排斥而為《三百首》所接納者，而《三百首》所以有「近情

卻未必雅正」的選詩傾向，由此可見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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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陸學者王兆鵬等人合著的《唐詩排行榜》中，杜牧與李商隱

各有 6 首詩作名列百首榜單55 之中。其中 3 首為《別裁集》與《三

百首》所共同選錄，有 3 首僅見於《三百首》，亦有 3 首獨見於《別

裁集》初刻本，另有 3 首杜牧詩是重訂本所增錄的（詳見註腳表格內

容）。可見《別裁集》與《三百首》的選詩旨趣雖有「雅正」與「近

情」之異，對杜牧、李商隱詩的選評也有各自的偏好，但若能結合兩

部選本，並存不廢，應更能體現杜、李兩家「憂國儒士」與「浪子文

人」的不同樣貌。值得一提的是，《三百首》所偏好選錄的〈赤壁〉、

〈錦瑟〉與〈無題〉詩，在現代選本中的名次都有大幅上升趨勢，但

《別裁集》除了重刻本增錄的杜牧〈山行〉詩，在現代選本的名次有

明顯提升外，其餘如〈隋宮〉、〈江南春〉與〈早雁〉，都僅有微幅

上揚，且李商隱〈馬嵬〉與杜牧〈九日齊山登高〉，在現代選本中的

名次顯著下滑。可見《三百首》在「近情」的選詩旨趣下所勾勒的杜

牧、李商隱詩形象，確實比《別裁集》所呈現的杜、李詩之「雅正」

者，更能深入人心，廣受當代讀者的喜愛、接受。而這是否也意味著

                                                 
55 王兆鵬、邵大為、張靜、唐元合著：《唐詩排行榜》（北京：中華書局，2011），書中百首唐詩

榜單，係根據「古今選本」、「古今評論」、「論文研究」與「文學史選介」的四項數據而成。

杜牧與李商隱列入榜單中的詩題、名次與《別裁集》及《三百首》選錄情形，詳見下表： 
書中

名次 
作 者 詩     題 三百首 別裁集

現代選

本排名

古代選

本排名 
現代名

次上升 
16 杜牧 泊秦淮 ☉ ☉ 15 16 +1 
21 李商隱 夜雨寄北 ☉ ☉ 8 58 +50 
34 李商隱 錦瑟 ☉  63 82 +19 
39 杜牧 赤壁 ☉  26 45 +19 
42 李商隱 馬嵬（七律）  ☉ 74 26 -48 
50 李商隱 隋宮（七律）  ☉ 67 73 +6 
57 杜牧 九日齊山登高  ☉重訂 86 45 -41 
60 李商隱 無題（相見時難別亦難） ☉  26 99 +73 
61 杜牧 江南春  ☉ 42 45 +3 
69 杜牧 山行  ☉重訂 8 82 +74 
81 李商隱 賈生 ☉ ☉ 33 73 +40 
94 杜牧 早雁  ☉重訂 68 73 +5 

小計：杜牧 6 首，李商隱 6 首 6 首 初刻本 6 首，重訂本 9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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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首》在當代的影響力，要遠大於《別裁集》？則有待日後延伸

探討、驗證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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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ages of Du Mu and Li 
Shangyin in Tang Shi Bie Cai Ji 

and Tang Shi San Bai Shou: 
Additional Study on the Concepts 

of Poetic Ethics in the Two 
Selections 

Chen, Mei-Chu* 

【Abstract】 
Shen Deqian’s Tang Shi BieCaiJi and Sun Zhu's Tang Shi San Bai 

Shou are both famous Tang poetry selections of Qing Dynasty. Although 

there are two editions of Tang Shi Bie Cai Ji, the original (1717) and the 

revised (1763) ones, both of they consistently promote the “poetic ethics 

of elegant legitimism” (yazheng). While up to seventy percent of poems 

selected by Tang Shi San Bai Shou, which was compiled in 1763, 

overlap with those in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Tang Shi Bie Cai Ji, the 

main difference of the two selections comes down to “regulated verse”, 

particularly to the selection and critique of poems of Li Shangyin and 

Du Mu. 

Directed by the “poetic ethics of elegant legitimism”, Shen Deqian 

consciously removed the “shallow” (qingbo) and “gaudy” (nongli) works 

of the two poets addressed above, especially their masterpieces such a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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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Mu’s “Qian Huai”, “Zeng Bie” and Li Shangyin’s “Jin Se”, “Wu Ti”. 

At the same time he made “having lasting appeal” (yuanyun yuanshen) 

and “inherit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Du Fu” (Jiewu Shaoling) as the real 

images of the poets. However, Sun Zhu not only conversely selected 

many of those romantic and lyric work removed by Shen Deqian, but 

also added notations to give reading directions. This observation shows 

that although Tang Shi San Bai Shou selected poems based on Tang Shi 

Bie Cai Ji and it also emphasized the poetic ethics of “gentleness and 

kind heartedness” (wenrou dunhou), it has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Du Mu and Li Shangyin in comparison with Shen 

Deqian, which serves as the crit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selection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t images of Du Mu and Li 

Shangyin in the two selections, from which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poem selections of Shen Deqian and Sun Zhu could be generalized. 

Meanwhile, the question of how they shaped the images of poets through 

selecting poems could be asked. Moreover, both Shen Deqian and Sun 

Zhu’s works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While the former 

corresponds with “elegant legitimism” but seems to be “inhumane”, the 

latter is an opposite case. Which selection would be more acceptable to 

modern readers is an extended issue that the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Keywords: Tang Shi Bie Cai Ji, Tang Shi San Bai Shou, Li Shangyin, Du Mu, 

poetic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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