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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騫先生的詞學理論 
 

A Study in Cheng Ch`ien’s Literary Criticism of Tz`u Poetry 
 

精簡報告 
 

劉少雄 
 
 

中文摘要：  
 

鄭騫先生才識學兼具，他的詞學教研工作及成績，為學術界樹立了典範，影

響廣泛而深遠，奠定了近現代台灣詞學的基礎。他是王國維以降別具創意的詞論

家之一。而綜觀海峽兩岸的詞學發展，鄭騫先生處於大陸與台灣、古典與現代的

樞紐地位，表現出繼往開來的恢弘氣象。不過，鄭騫詞學雖有其重要性，其見解

亦有時代意義，但相關的研究卻顯得量少質輕；這一不甚對稱的情況，須待後學

補充、開發、加強。本計畫主要研究鄭騫先生的詞學理論，探討其對詞體的看法，

分析其詞史觀與批評論，並作一合理的評價。進行此一計畫時，除了解讀、研探

鄭先生詞學論著的義蘊，還須附以詞學背景的研究及其承傳關係的探索，希望能

兼顧時代、年齡與心境的變化，釐清鄭先生的詞學歷程，張揚其特色，評定其詞

學地位。這樣的論述兼顧內外緣，具體而多面向，以之對應鄭先生詞學之文史互

補、人文合一、通今識古、兼容並蓄的表現，應是恰當的。據此，本計畫遂擬定

(一)「鄭騫先生的詞學背景及其發展階段」、(二)「鄭騫先生論詞的準則與風格

論的建立」、(三)「鄭騫先生的詞史觀」等三個層面進行。初步研究結果得知，

鄭騫先生厚植於文史，通情達理，知深識廣，且別有駿逸之才思，能以簡馭繁，

觀念明晰，形成其融通、信達而富卓識的詞學特色。鄭先生的詞學可分大陸與台

灣兩個時期。前期，創作與理論並重，考據與義理平衡發展，先生能入乎其內亦

能出乎其外，頗能彰顯詞家之特質，也能顧及詞人風格形成之內外因素，建立一

以溫韋、柳蘇、周辛等相對詞風為主線的簡要詞史觀，充分反映先生既重氣格又

愛渾涵之境的詞學品味。後期，經歷時代變遷、人生歷驗，鄭先生自覺地修正了

若干看法，並藉由編撰選本，輯錄唐宋以迄明清詞篇，評析詞人，分列成家與不

成家二類，豐富了其詞史觀的內容，呈現出更完整的體系；此外，先生更著力釐

析詞體的特質，從體調形式上確立了詞的體式，而特創單雙句式之說，扣合豪放

婉約之論，令人耳目一新。綜合來說，鄭騫先生的詞學，務平實，重直覺，識見

通達，辨析精微，根於傳統而能開創新局，對後世詞學之發展極富啟發作用。 

 

關鍵詞： 鄭騫(因百)  台灣詞學  詞史觀  詞體  顧隨  葉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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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研究旨趣與步驟 

論詞學著作之量，鄭先生或有不及時賢，但先生的詞學成就卻在它的質素

上。鄭先生所以勝於一般詞學家，乃由於他「功夫在詞外」：既有淵博的學識，

也有詩人的才情、曠達的胸襟。因此，無論是材料的取捨、詞家生平考述、詞人

作品批評，或是風格分析、詞史通論等，都能切理合情，精審簡要，既可信亦可

取，極富啟發性。鄭先生在詞學史上前承王國維，後啟葉嘉瑩，他是台灣詞學通

古變今的橋樑，因此要研究近現代詞學的演進，是不能忽略鄭騫先生的成就的。 

本人於數年前即關注近現代詞學演變這一課題，先後發表了〈境界探索的起

點─評劉若愚《北宋六大詞家》〉、〈近現代詞學批評方法論〉、〈論胡適的詞史觀〉

等文章。現在正計畫有系統地探索近現代詞學的走向。鄭騫詞學就是整個計劃裡

相當重要的部分。本人打算先由此著手，是有其內在與外在的因素的。正如前文

所述，鄭騫詞學處於大陸與台灣、古典與現代的樞紐地位，貫穿了詞學發展的脈

絡，由此切入，可方便日後相關課題的研究。不過，鄭先生雖然有詞學史上的地

位，他的見解仍有時代的意義，但相關的研究卻不多，本人以為這是值得開發研

究的課題。大陸最近所出幾部詞學批評史，未有論及鄭先生；一般詞學論著，亦

未見專門的討論。至於台灣方面，黃文吉先生〈從詩到曲，一代宗師─鄭因百先

生〉一文概述鄭先生的治學成就，柯慶明先生〈詩人的寂寞、多情與自得─懷念

鄭因百教授〉一文描寫鄭先生的才學性情─這些文章雖非學術專論，但可以幫助

我們認識鄭先生的學問與人品。詞學論文，目前只有林玫儀先生〈鄭因百師的詞

學〉一文最為可讀；此文提綱挈領，對鄭先生的詞學特色有簡明扼要的分析，提

供了若干值得思考的線索。林文屬介紹性質，可充實發揮的空間仍多。大陸學界，

最近出版了許多近代重要詞學家的作品及其研究論箸，像龍榆生、夏承燾、唐圭

璋、劉永濟、詹安泰、顧隨等，這些可提供我們對鄭騫詞學背景的認識─不可否

認，鄭先生的詞學是在大陸時期奠定基礎的。 

    鄭騫詞學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詞學理論，一是詞學考據，一是詞學創作。

此次提出的計畫是鄭騫詞學理論的研究。所謂詞學理論，本人採取比較寬泛的定

義，包含詞體特質的基本看法、詞體風格論、詞史觀的形成與確立、詞家批評諸

方面─這些其實是環環相扣的。進行此一計劃時，除了解讀、研探鄭先生著作的

義蘊，還需注意兩個項目：(一)詞學背景的研究─要將先生的詞學放在整個近現

代詞學的脈絡上，方能衡定其承傳關係及歷史地位；(二)個人詞學歷程的探索─

鄭先生的詞學有階段性的發展，這在他的〈成府談詞〉中即曾記錄先生自省的表

白，因此研究先生的理論不能一概而論，須留意其時代、年齡與心境的變化。總

之，如何利用搜羅所得的文獻資料，架設一個比較立體的陳述空間，需要花相當

的功夫。 

   本計畫擬從三方面著手：(一)「鄭騫先生的詞學背景及其發展階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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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騫先生論詞的準則與風格論的建立」，(三)「鄭騫先生的詞史觀」(包括作

家作品的評析)。此一專題之研究，期望能補近現代詞學史之不足，確立台灣詞

學的地位，並發揚鄭先生的學問，以啟導往後的詞學發展。 

 

二、鄭騫先生的詞學背景及其發展階段 

昔劉知幾謂良史須兼才、學、識三長，鄭騫先生作為一詞作家、詞史家、詞

論家，正因其本有才高、學廣、識深的長處，其詞學之能於義理、詞章、考據等

方面卓然有成，是有道理的。林玫儀先生歸納鄭先生研治詞學的特色為：「第一、

是理論與作品並重，第二、他十分注重結合周邊資料來作研究，第三、他能結合

史學的觀點來研究詞。」歸根究柢，此乃緣自先生的三大支柱：詩人的才情，強

烈的歷史意識，以及豐富的學養。 

鄭先生的詞學，早歲在大陸時期已初具規模，奠訂了相當深厚的基礎，來台

後正是他沉澱、反思、發揚的階段。個人的才學、後天的際遇、師友的影響、時

代的刺激，都烙印在先生詞學發展的脈絡上。 

先生治學為人，平實懇切，識見高而體情深。縱觀先生詞學的發展與表現：

早歲優游文史，偶而發為詞篇，紀游寫景，思鄉述懷，以疏俊之筆抒寂寞之感，

別有情致。中歲以後，先生致力於詞家作品之評論與詞人之考證。兩宋詞家中，

先生尤尚二晏、稼軒詞，重氣格，愛深厚渾涵之境，以其詩心詞品，賞詞析情，

每能正前人之得失，發一己獨得之見，引喻比況，用語平常而思致深遠，富啟發

之興味。先生治詞，尤重真情實感，不作虛談，常以知其人論其世之法，考述作

者生平，所撰陳師道、陳與義、辛棄疾等年譜，用力極深，鑑別精當，至今仍具

參考價值。而先生知通變，有見解，所編《詞選》、《續詞選》，由唐宋而迄明清，

兼收各種風格，不立宗派，一以佳詞妙品而能展現詞家之風格為上，且其生平述

略、詞語解釋，極為精審，能示後學以津途，亦選類之偉構也。先生之詞學，承

晚清之餘緒，得師友之助，在大陸時期已奠定厚實之基礎，渡海後，教學相長，

識見更廣，遂開臺灣近現代詞學之格局。 

鄭騫詞學可分為兩個階段，依其詞學論著發表之先後列表如下： 

(一)大陸時期 

1934 1967        〈珠玉詞版本考〉 

1936             〈稼軒詞版本考〉 

1938 1977        《辛稼軒先生年譜》 

1939 1971        〈讀詞絕句三十首並序〉 

1940             《稼軒詞校注》 

1940 1954        〈三十家詞選序目〉 

1940 1962 1966   〈成府談詞〉 

1941             〈評唐編全宋詞〉 

1943             〈論詞衰於明曲衰於清〉 

1944 1958        〈溫庭筠韋莊與詞的創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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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1957        〈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 

1944             〈劉秉忠的藏春樂府〉 

1946             〈論馮延巳詞〉 

1946             〈小山詞中的紅與綠〉 

1946 1953        〈辛稼軒與陶淵明〉 

1948             〈辛稼軒與韓侂冑〉 

1948             〈評王箋小山詞〉 

(二)台灣時期 

1951             〈辛稼軒的一首菩薩蠻〉 

1951             〈董西廂與詞及南北曲的關係〉 

1952 1982        《詞選》 

1953             〈詞曲〉(《中國文化論集》（中國新聞出版社），第一集，頁145-148 )                  

1954              同上(第二集，頁360-368) 

1954             〈詞曲的特質〉 

1954             〈詞曲概說示例〉 

1954             〈再論詞調〉 

1954             〈論詞曲的規律〉(《公論報》1954.8.15) 

1954             〈杜著辛棄疾評傳序〉 

1955 1973 1982   《續詞選》 

1957             〈論溫韋馮三家詞〉(《教育與文化》136期，頁5-6) 

1957             〈明詞衰落的原因〉(《大陸雜誌》15卷7期，頁1-2) 

1960             〈朱敦儒的樵歌〉 

1960             〈陳簡齋年譜〉(《幼獅學報》2卷2期，頁1-64) 

1961             〈評介世界書局本詞學叢書〉 

1961             〈陳著詩詞論叢序〉 

1961             《從詩到曲》 

1969 1970        〈陳鐸（大聲）及其詞曲〉 

1970             〈漫談蘇辛異同〉 

1970             〈夏著二晏年譜補正〉 

1970             〈晏叔原繫年新考〉 

1971             〈辛棄疾之生平及其詞〉(國科會研究獎助論文) 

1972             〈詞曲的音樂性〉(東吳大學 《中文季刊》8卷4期，頁15-19) 

1972             《景午叢編》 

1973             〈陳簡齋傳〉(《幼獅月刊》38卷1期，頁17-22) 

1974             〈無住詞合校彙注〉(《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頁321-331) 

1977             〈蘇東坡的陽關曲〉(《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0卷4期，頁6-8) 

1977             〈生查子「去年元夜時」的作者是誰〉(聯合報7月5日) 

1977             〈再談朱淑真的詩詞〉(聯合報8月13、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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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跋順治鈔本劉秉忠藏春集〉 

1985             〈朱敦儒生卒年月彙考〉(《臺大中文學報》1期，頁13-22) 

1985             〈黃著宋南渡詞人序〉 

1987             〈林著詞學考詮序〉 

大陸時期，先生治學、填詞，考據、義理、詞章同時發展。先生以其才情學

識，出入其間，頗能掌握詞家之特質及其風格之成因，而其所建立之以溫韋、柳

蘇、周辛等相對詞風為主線的簡要詞史觀，充分反映先生既重氣格又愛渾涵之境

的詞學品味。歷經世變之後的台灣時期，鄭先生基本上沿著早先詞學的路徑發展。 

他曾自覺地修正了對詞家的若干看法(可詳〈成府談詞〉)，並藉由編撰詞選，遍

覽詞籍，評選歷代詞人，分列成家與不成家二類，貫串系統，臧否得失，建構了

更為完整的詞史輪廓；此外，先生更著力於詞體特質的分析，從體調形式上確立

了詞的體式，所撰論文，用語簡要，辨析明細，頗能啟發初學。 

 

二、鄭騫先生論詞的準則與風格論的建立 

    鄭騫先生在〈中國文學的精義〉一文中，認為文學既有先天的性情，又有後

天的修養，「和平中正，溫柔敦厚」的志道合一，才是中國文學精義之所在，既

含蓄，又優美，沒有過的地方，也無不足之處，始終把人的天性自由與優美和後

天的修養揉合一起。優美中涵泳自然的成分，就是中國文學的特質。不過，文學

既重情志之本質，亦須鍛鍊以聲色，形成文學的美感。這是鄭先生對中國文學整

體的看法，而這看法當然也適用於詞─人文合一、文質並重，是基本的觀念。 

    但詞之為體，自有其獨特性，鄭騫先生亦深諳此道。他在〈詞曲的特質〉一

文，精要地比較詩詞曲之異同，也用多重角度分析詞體的特質及其形成的因素。 

詩與詞曲的體製有別，鄭先生認為：詞曲都是配合新樂能歌唱的，組成的文字音

聲與詩相異，而因之形成的風格更大大不同。他說：「這個特點，使喜歡諧婉的

人，認詞曲為鏗鏘曼妙的詩歌，使喜歡古拙的人，認為這玩藝兒的音節有點輕飄。

對於天才宜於收斂曲折的人，詞曲是足以見其利器的盤根錯節，對於天才放曠不

受羈勒的人，詞曲幾乎是荊天棘地。」這一因人及文的辨體論，是傳統的論辯方

式。鄭先生更進一步據此分別詞曲的異同：「在性行也就是內容風格方面，詞曲

雖云相異，卻也是異中有同。這弟兄兩個的性行都是偏於瀟灑輕俊美秀疏放，而

缺少莊嚴後重雄峻，他們都只能作少爺而不能作老爺。所不同者：詞是翩翩佳公

子，曲則多少有點惡少氣味。詞所表現的是中國文化的陰柔美，曲所表現的則是

文化衰落時期一般文人對於現實的反應。」至於詞體這種的美感特質，則與其體

製形式密不可分：「先從詞調的組成上看詞的風格。絕大多數的詞調，都是由單

式(三五七言)、雙式(二四六言)兩種句法合組而成。⋯⋯這樣單雙句式相配合的

組織，造成了音律的和諧。尤其要注意的是：多數詞調的組成，都是雙式句比較

多，單式句比較少。越是講究音律的詞家所常用的調子越是如此，音樂性越高的

調子越是如此。這種雙多單少的配合方式，使詞的音律舒徐和緩，不近於立體而

近於平面。這是構成陰柔美的條件之一。自然，詞調的音律也有縱橫跌宕，近於



 6

立體不近於平面的，如〈水調歌頭〉、〈歸朝歡〉這兩個調子。他們之所以縱橫跌

宕，正因為其中句式單多雙少。但像這樣的調子，不僅在詞調裏占少數，而且只

有稱為豪放派，不甚拘音律的詞人才用。⋯⋯再從作詞所用語彙集表現方法來

看。詞中字面都是輕靈曼妙的，古樸典重的字面簡直不用。表現方法則華飾多於

素描，優美多於狀美，很少痛快淋漓奔放顯豁之作，多是隱約含蓄，託興深微，

一唱三歎。⋯⋯比之於光：詞中的景物情調都是月光之下的，無論怎樣皎潔如畫，

也是月光，並非日光；即使是日光，也只是無限好的夕陽。比之於水：詞是一道

清溪，是一片澄湖，只能泛起漣漪，至大是煙波浩渺；有時卻會波濤洶湧起來，

那就是蘇東坡的『大江東去』，辛稼軒的『千古江山』。但要注意：至此為止，不

能再過，文各有體，勉強不得。」鄭騫先生分析詞體的陰柔特性，能結合時代文

化與個人才性，內容與形式，並鎔鑄了作品的藝術形相和作家的精神面貌，其所

描述的詞體風貌是相當周延的。 

    鄭先生有相當明白的辨體意識，他對詞之為美也有個人的喜好，這可以說是

他主客融合、情理並重的一貫表現。簡言之，鄭先生論詞有幾個要點： 

    第一、兼容並蓄，惟須合體，以婉雅為正，過與不及皆不足取，而基於詞之

本質，則密麗尤勝疏樸。《詞選》錄詞充分表現了這一態度，〈例言〉說：「本書

於各種風格，兼收並錄，不立宗派。⋯⋯惟有二種風格在屏除之列：粗獷，纖佻。

二者於詞為魔道，亦詞之敵也。」即是此意。又鄭先生既欣賞婉約詞(如大小晏)，

也愛賞豪放詞(如蘇辛)，同時也推崇介乎兩者之間的朱敦儒與劉秉忠詞。在勾勒

與白描，疏密之間，鄭先生以為：「過度白描以致枯乾淺率，與過度塗飾以致臃

腫板滯，正所謂其失維均。說白描勝於塗飾，內容重於外表，那是從前矯枉過正

的論調。」(〈朱敦儒的樵歌〉)「勻稱二字為作詞要義，不可不知。而且詞的本

質是精金美玉，寧可失之過華，不可失之過樸。」「吳(文英)密張(炎)疏，各有

千秋，我寧取吳之密。」(〈詞曲概說示例〉) 

第二、愛光明磊落之士、風流儒雅之輩，特重詞之氣格。晏殊、蘇軾、辛棄

疾、劉秉忠等皆為先生鍾愛的詞家，如下引文，可見先生所重視的詞質：「俊在

氣韻，深在情致。⋯⋯歐詞有時過於『流連光景，惆悵自憐』」，我寧喜晏之俊，

不喜歐之深。」(〈詞曲概說示例〉)「晏殊詞雖不能如蘇辛之幾於每事皆可寫入，

而堂廡氣象決非花間所能籠罩。⋯⋯能深刻真摯以寫人生即是尊體，非必纏綿忠

愛。」(〈成府談詞〉)「蘇所表現的自我是高雅磊落的，柳所表現的自我則是平

凡局促的。人品學問，性情思想的不同，造成蘇柳兩家的差異。」(〈柳永蘇軾

與詞的發展〉)「(稼軒)忠憤鬱勃之氣，皆發之於詞，故能於剪紅刻翠之外，屹

然別立一宗，與蘇軾並稱蘇辛，至今不替。」(《詞選》)「(劉秉忠)藏春詞佳處

在性情深厚，襟抱磊落；悲天憫人之胸懷，澄澈之思想，尤為歷來詞家所無。淒

婉蒼涼之致，猶為餘事。」(〈成府談詞〉) 

第三、欣賞豪放雄奇、俊逸清新之作，尤以疏俊清麗之筆寫深厚渾涵之境為

高。鄭先生說：「詞之為體，婉約曲折，最好用來抒情，尤其是傷感之情。韋莊、

李煜、晏幾道、秦觀，這些人所以卓然名家，還不全是由於以清麗之筆寫感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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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宋史》四四五朱氏本傳稱他『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這才是樵歌的

真正好處。其所以能如此者，悲涼壯慨的情調之外，當然還要有清麗芊綿的筆墨，

才能表裡如一，情景渾融。」(〈朱敦儒的樵歌〉)「珠玉詞清剛淡雅，深情內斂。⋯⋯

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序錄〉以為歐詞：『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子游。』⋯⋯疏

雋即是豪放，深婉即是沉著。疏雋而不能深婉則失之於輕滑，豪放而不能沉著則

失之於叫囂，二者皆詞之魔道。」(〈成府談詞〉)「小山詞境，清新淒婉，高華

綺麗之外表不能掩其蒼涼寂寞之內心，傷感文學，此為上品。」(〈成府談詞〉) 

又《詞選》評諸家詞，尤可見其觀點。譬如，評晏幾道〈浣溪沙〉（莫問逢春能

幾回）：「寓豪宕於淒豔，是小山絕唱。」評蔡松年：「尤工詞，寓豪放於清麗，『驛

騎於東坡淮海之間』。」評元好問：「好問詩文俱稱大家，為金源一代冠。其詞『清

雄頓挫，閒婉瀏亮』。上承明秀（蔡松年），下啟藏春（劉秉忠），北方詞派之巨

擘也。」評劉秉忠：「秉忠詞雄廓瀏亮中有蕭散沖遠之致，於兩宋名家之外，別

樹一幟。」評劉因：「因平生學術以宋儒為主；詩詞則寓豪宕於和平，別具風格。」 

評陳維崧〈夏初臨〉：「右詞感慨興亡，寓沉痛於清婉，絕無劍拔弩張之態，《迦

陵集》中，難得此等筆墨。」評鄭文焯：「其詞茂密精嚴，運以清雄之氣，晚清

詞家，群推巨擘。」 

    第四、人文合一的觀念與知人論世的觀點。在中國文學批評傳統裡，人格與
文格往往被認為是互有關聯的。人格決定詞格之高下，而詞格的高低，則影響詞

體的尊卑。鄭騫先生〈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一文說：「蘇比柳高，其所以然的

緣故，則如王鹏運所說，蘇的才華性情，學問襟抱，舉非恆流所能夢見。柳永比

起蘇軾，當然只是一個『恆流』。⋯⋯柳詞的風格，正是他個人性情生活的反映。

他的性情不一定是輕佻儇薄，他的生活則完全是放浪頹靡。抱著流落不偶的沉

哀，整年的看舞聽歌，淺斟低唱，即便有些逸懷浩氣也消磨淨盡了。蘇則無論江

湖廊廟，到處受人尊敬，無形中養成卓犖不群的自尊心，與高雅的品格風度，再

加上天資學問，當然與柳不能同日而語。這種差別，表現到他們的作品上就形成

了蘇詞柳詞的異點；而後人給予柳詞的評價也就低於蘇詞。⋯⋯這首詞(赤壁懷

古)完全表露出所謂逸懷浩氣，而最大特點，就是有作者自己，即所謂『人格與

學問的結晶』，蘇軾所以能把詞擴大提高，全在於此。⋯⋯蘇所表現的自我是高

雅磊落的，柳所表現的自我則是平凡局促的。人品學問，性情思想的不同，造成

蘇柳兩家的差異。」至於詞體風格的形成之於個人身世之關係，鄭先生亦有很好

的評說，如〈論馮延巳詞〉：「馮延巳是個熱中功名的人，又生於五代那樣喪亂相

尋的時代。他在南唐作宰相，屢次遇到失意的事，他的政敵又多，彼此傾壓排擠

無所不用其極。這樣的政治生涯使他的心情空虛、不安；而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

又是從來亂世所共有的現象，一面是黑暗與恐怖，一面是沉湎與放縱。政治的遭

遇與社會的氣氛合併起來，使馮延巳總是抱著滿腔空虛苦悶，去過看花飲酒奢佚

的生活。這與謝靈運的縱情山水是同樣的心情。所以馮詞的風格與謝詩一樣，在

高華濃麗的底面蘊藏著無限悲涼。」又《續詞選》評納蘭成德：「德天性深厚，

篤於友誼，愛才好客，尤喜江南文士，所交游皆一時俊異。又嘗扈蹕聖祖，西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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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東北出榆關，南抵三吳。山川人物皆有以自廣；故其詞時有英特奇逸之氣，

非僅以清新倩秀見長者。然僅工小令，長調則傷碎弱，且多不協律；蓋才力、年

壽，兩有未逮也。」鄭先生詮解詞意，常用知人論世之法，拿捏分寸，相當謹慎。

如論〈菩薩蠻〉五首：「此五章一氣流轉，語意聯貫，選家每任意割裂，殊有未

安，今全錄之。張惠言《詞選》云：『此詞蓋留蜀後寄意之作』。恐未必然。《栩

莊漫記》云：『韋曾二度至江南，此或在中和時作，與入蜀後無關。張氏《詞選》

好為附會，其言不足據也』。是為得之。」謂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一詞寓身世家國之感，云：「據岳珂《桯史》，知此詞作於宋寧宗開禧元年稼軒守

鎮江時。其年稼軒六十六歲。上距高宗紹興三十一年辛巳自山東率義兵七八千人

渡江歸宋，恰為四十三年。登北固可望揚州，揚州為稼軒率兵渡江處，時金主亮

南下侵宋，隔江對峙，揚州正在烽火中也。京口英雄，仲謀而後當推宋武，宋武

一生事業自以北伐為首；稼軒亦主恢復之議者，且自信有恢復之才，特始終未得

大用耳。故前章專寫孫劉二人而以劉為主，望古遙集，聲情激越。宋文帝元嘉中，

用王玄謨諸人之議，出師北伐，而國力未集，致遭敗任衄；魏太武帝遂引兵南下，

直抵長江，飲馬瓜渡。文武登石頭城，北望敵軍甚盛，頗有懼色。事詳《南史》

及《通鑑》。稼軒守鎮江時，韓侂冑當國，力主北伐；而用人失當，措置乖方，

其後草草出兵，卒致大敗。稼軒此時已隱憂事之不濟，故敘元嘉往事，以劉宋喻

趙宋，諷諭當道不可輕舉妄動。文氣則仍承上金戈鐵馬氣吞萬里而來。四十三年

以下，純是個人身世之感而仍與國事有關。此時金邦雖漸趨衰亂，餘勢尚盛，故

有佛罹祠下，神鴉社鼓之語。宋則主和者泄沓，主戰者鹵莽，軍事財政，毫無準

備。老成謀國之士，睹此情形，中心憂鬱，可以想見。然稼軒非反對北伐者，特

主慎重從事，備而後動耳；故末二句仍有據鞍顧盻，以示可用之意，其所謂列士

暮年，壯心未已乎。⋯⋯顧炎武云：『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

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日知錄》十三）殊違知人論世之義。」文中

「以意逆志」，配合「知人論世」之法，既考又辨，所論相當有說服力。 

    此外，鄭先生的詞學創作論也有可觀之處。鄭騫〈論讀詩〉說：「學詩不能

只讀詩，也不能只讀一切文藝作品，總要博覽群籍，才不至於枯窘空疏。⋯⋯此

外對於自然的觀察，人事的體驗，也一樣要緊。⋯⋯足不出戶的人，絕不能做好

詩，也不會欣賞詩。陸放翁有兩句詩說：『汝欲求學詩，功夫在詩外』，就是上述

的意思。」所謂詩外功夫，正是學問、襟抱、識見、經歷、感懷之總和。詞的創

作，亦復如是。填詞，要得體；鄭先生在〈詞曲概說示例〉一文中提供的若干要

領，如選調須與文情結合、填詞須認明句式、要知道破法及依押韻處分段以立意

等項，言簡意賅，很有參考價值。 

 

三、鄭騫先生的詞史觀 

    鄭先生嘗分詞史為六期： 

(一)胚胎期─初盛唐時期。 

(二)萌芽期─中唐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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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期─晚唐五代到李後主，北宋初期的二晏歐陽也可放在此期。 

(四)成熟期─柳周到南宋中葉是詞真正成熟的時期。 

(五)衰落期─元明兩朝。 

(六)復興期─清朝：詞的規矩對了，內容也擴展了；不論婉約、豪放，都

有佳作。樂觀地說，是復興時期；悲觀地說，是返照時期。事實上，

此一時期在詞的創作方面是迴光返照；但是在詞的欣賞方面卻無所謂

迴光返照。(此據崔成宗筆錄〈鄭師因百詩詞專題研究講記〉) 

鄭先生對詞史最具體的看法，詳見於下列文獻： 

1.婉約豪放二派源出溫韋。 

◎〈成府談詞〉：「飛卿詞託物寄情，端己詞直抒胸臆，飛卿詞深美，端己詞

清剛。後世所謂婉約派多自溫出，豪放派多自韋出。雖發揚光大，後來居上，而

探本尋源，莫能或易。此所以溫韋並稱，為詞家開山祖也。」按：鄭騫〈溫庭筠

韋莊與詞的創始〉一文比較溫韋詞風，有更詳盡的分析：「溫詞濃麗，韋詞疏淡，

溫詞含蓄，韋詞痛快。溫詞所寫是人類對於宇宙人生所同具的感覺與印象，韋詞

所寫則是他個人的離合悲歡。用《人間詞話》的說法來講：溫詞是造境，韋詞是

寫境；溫詞是無我之境，韋詞是有我之境。用普通話來解釋：溫詞是客觀的描摹，

韋詞是主觀的抒寫。⋯⋯溫詞各種特質是婉約派出發點，因為這些特質所表現出

來的風格是深厚、茂密、精美、靜穆，這都是婉約派的好處。韋詞各種特質則是

豪放派的出發點，因為這些特質所表現出來的風格是顯豁、清利、樸素、生動，

這都是豪放派的好處。」 

    2. 柳永促進長調的發展，使詞能突破狹小的範圍，開拓更廣闊的領域；而

蘇軾在詞的內容上，終於擺脫了綺羅香澤之態、兒女之情，寫出更深曲的情感、

更闊大的境界。 

◎〈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柳永在形式方面使詞發展，蘇軾在內容方面使

詞發展。」 

3.婉約為正，豪放為變。周邦彥與辛棄疾繼承柳永與蘇軾，後出轉精，遂成

為詞中二聖。 

◎〈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周一派確是很諧婉優美的樂歌，蘇辛一派則不

免成為長短句的詩。詞的內容，當然可以與詩相同，但總該有它自己的格調體製；

所以我們只好承認以前一般論詞者的說法，以柳周為正宗，蘇辛為變調。⋯⋯後

來周邦彥繼承柳的形式而襟抱勝於柳，辛棄疾繼承蘇的內容而音律嚴於蘇，遂成

為詞中二聖。詞到了周辛兩家，才發展到登峰造極，如日中天；而承先啟後，則

是柳蘇兩家的事業。」 

    ◎〈漫談蘇辛異同〉：「自南宋以來，一般人論詞總是把詞分為兩個宗派：婉

約與豪放。婉約為正，豪放為變，各有千秋，無分軒輊。而蘇東坡與辛稼軒則同

被認為是豪放派的代表作家。」 

4.金元明清詞各有發展，與唐宋詞之評選，有嚴寬之別。 

◎《詞選‧例言》：「金詞為宋之支流；元詞為宋之餘波；明詞雖衰，不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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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清代則詞之復興時期。四朝之詞自應選錄，而其標準則難與唐宋相同。選唐

宋詞須從嚴，選金元明清詞宜從寬。」 

    5.元初詞分南北兩派：南派繼承周邦彥、姜夔、史達祖，以張炎、周密、王

沂孫為代表；北派繼承蘇、辛，以劉秉忠、劉因為代表。而之前的金朝，詞風亦

走豪放一路。 

◎〈劉秉忠的藏春樂府〉：「詞到南宋，已經發展成熟，登峰造極，入元以後，

便是走下坡路。⋯⋯在元朝初年，詞還保留著一些餘勢，到了中葉，大德延祐以

後，才真的衰落下去。元初保持著兩宋餘勢的詞，可以分為南北兩派。著名的詞

家如張炎、周密、王沂孫以及後來的張翥，都屬於南派。屬於北派的則有劉秉忠

與劉因。南派的作風，是繼承柳周姜史的，這一派是詞的正宗。⋯⋯這一派的佳

作，固然是細膩妥溜，珠輝玉映，諧婉的音節，藻麗的詞句，處處足以引人入勝。

卻有一種共同的短處，就是缺少豪放的情調與飄逸的氣韻。他們作詞，講究唱歎

寄託，纏綿深婉，這雖是很優美的風格，而與此俱來的壞處流弊，便是平鈍晦澀，

若非具有相當高深的文學天才和修養的人，不容易欣賞領會這種作品。」「(劉詞)

當然趕不上蘇辛的豪放雄駿(蘇辛詞本是無人能及的)，卻有張周王所沒有的飄逸

清新。不只這幾個元初南派作家，就是南宋其他作家裡，也不多見這種作風。這

是北宋詞的嗣響，與南宋詞是並流異源的。宋朝南渡以後，程學行於南，蘇學行

於北。學術思想上如此，文學上也是如此。蘇詞一派到了南宋雖也大行於世，而

有張孝詳、陸游、辛棄疾、劉克莊諸大家。但其發展情形總不如繼承柳周的一派

興盛。辛棄疾與姜夔是同時而分別代表兩派的；但姜以後有史達祖、吳文英及上

述的張周王諸人，辛以後則只有一個劉克莊勉強支持豪放派的門面。在北方的金

朝，則金初的吳蔡體(吳激與蔡松年)，金末的元好問(遺山詞)，都走的是豪放一

路，正因為蘇學盛行，而北人的性格情調又接近豪放一派。劉秉忠是道地北方人，

世居邢台，家庭血統，學問淵源，都是從北宋傳下來的，所以他的詞也完全是北

宋遺風，沒有南宋的氣息。」 

6.明詞衰落，專攻者少。清詞復興，與整個社會文化氛圍有關。 

◎〈論詞衰於明曲衰於清〉：「詞之衰落，並不自明朝始，從元朝中葉，詞已

竟衰落下去。但兩宋的風流餘韻，尚未盡泯，元朝還有幾位詞家，若干好詞。⋯⋯

明人填詞，都是偶然揮灑，很少專攻此道，所以多不成集，僅有的若干詞集，流

傳也非常少。⋯⋯明詞之所以如此式微的緣故，簡單來說，就是受了文壇上新舊

兩方的夾攻。所謂舊，是詩文的復古；所謂新，是曲的盛行。」「因為政治社會

比較清明，清朝人無論在甚麼上，他們的態度都是前進的，他們的心情思想都是

光明健全的。⋯⋯這樣當然會養成向前向上，實事求是的精神。⋯⋯清人是講考

據，重實在的。他們弄慣正經切實的學問，看到曲子裡邊的胡說八道，當然要起

反感。⋯⋯清代文學的主要空氣是雅正，曲之為物却是既不雅又不正。其內容的

不雅不正就是所謂四弊(按：指頹廢、鄙陋、荒唐、纖佻)。形式上則多用方言俗

語，以及民間傳說與俗典，這與清代文人的習慣也不相合。」「詞經過了清代的

復興，已經發展到極點而無可再發展。它本來是一種小東西，不過是詩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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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前驅，所以詞的發展，恐怕是至此而止，曲則尚有發展的餘地。」 

    據引文所述，鄭先生的詞史觀，是以婉約(正)、豪放(變)為分流發展的主軸，

以溫韋代表詞的創始，柳蘇代表詞的發展，周辛為詞中二聖，南宋極盛，姜史吳

與張陸劉諸家完成婉約與豪放的體系，發展為元初的南北兩派，及至衰於明而振

於清，結構相當完密，脈絡清晰，破有創意。 

 

參考文獻： 

鄭騫：《從詩到曲》，台北：科學出版社，1961。 

鄭騫：《景午叢編》，台北：中華書局，1972。 

鄭騫：《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5。 

鄭騫：《辛稼軒年譜》，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鄭騫：《詞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 

鄭騫：《續詞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2。 

鄭騫：《陳後山年譜》，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鄭騫：《清晝堂詩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 

鄭騫：《永嘉室雜文》，台北：洪範書店，1992。 

鄭騫：《龍淵述學》，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 

顧隨：《顧隨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顧之京整理：《顧隨：詩文論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張恩芑編：《顧隨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 

葉嘉瑩：《迦陵談詞》，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6。 

葉嘉瑩：《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許世瑛：〈評介詞選〉，《學術季刊》2卷2期，頁145-146。 

許世瑛：〈評介續詞選〉，《學術季刊》4卷4期，頁100-101。 

崔成宗筆錄：〈鄭師因百詩詞專題研究筆記〉，《書目季刊》26卷2期，頁21-45。 

林玫儀：〈我所認識的鄭因百老師〉，《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卷2期，頁79-86。 

林玫儀：〈鄭因百師的詞學〉，《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卷3期，頁104-108。 

何澤恆：〈鐵嶺鄭因百先生事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卷3期，頁101-103。 

黃文吉：〈從詩到曲，一代宗師─鄭因百先生〉，《國文天地》7卷4期，頁54-58。 

柯慶明：〈詩人的寂寞、多情與自得─懷念鄭因百教授〉，《昔往的輝光》(台北：

爾雅出版社，1999)，頁31-52。 

 

計畫成果自評： 

對於鄭先生詞學理論的義蘊，還須細讀其詞篇與著作，多加琢磨。研究的理

論架構，也須細密安排。希望能在短期內整理出更具體、更有系統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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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生詞學的形成，在大陸時期有一關鍵性的發展，就是鄭先生與顧隨先生

的關係，此乃本計畫未加處理的部分，可續作探討。這是本人之所以於下年度再

提「鄭騫與顧隨的詞學因緣」專題計畫之緣由。希望藉分析鄭先生與顧先生的詞

學因緣，釐清二人的承傳關係，張揚二家學理的精義，並以此觀照葉嘉瑩先生如

何融合二家之所長而成一家之說的發展脈絡。 

 

附錄： 

本人於執行本年度計畫期間，已撰成〈鄭騫先生詞學繫年〉一文，發表於《中國

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三卷第一期(民國九十二年三月)，頁51-72。轉錄全文如下： 

 

鄭騫先生詞學繫年 

鄭騫先生之詞學，兼義理、詞章、考據之長。先生治學為人，平實懇切，識

見高而體情深。早歲優游文史，偶而發為詞篇，紀游寫景，思鄉述懷，以疏俊之

筆抒寂寞之感，別有清婉之致。今存《網春詞》六十四首，皆先生三十七歲前作

品，惟多屬短章，未能一盡先生才學，如其晚年詩之更創新境者。中歲以後，先

生致力於詞家作品之評論與詞人之考證。先生尚二晏、稼軒詞，重氣格，愛深厚

渾涵之境，以其詩心詞品，賞詞析情，每能正前人之得失，發一己獨得之見，引

喻比況，用語平常而思致深遠，富啟發之興味。先生治詞，尤重真情實感，不作

虛談，常以知其人論其世之法，考述作者生平，所撰陳師道、陳與義、辛棄疾等

年譜，用力極深，鑑別精當，至今仍具參考價值。而先生知通變，有見解，所編

《詞選》、《續詞選》，由唐宋而迄明清，兼收各種風格，不立宗派，一以佳詞妙

品而能展現詞家之風格為上，且其生平述略、詞語解釋，極為精審，能示後學以

津途，亦選類之偉構也。先生之詞學，承晚清之餘緒，得師友之助，在大陸時期

已奠定厚實之基礎，渡海後，教學相長，識見更廣，遂開臺灣近現代詞學之格局。

先生自成一家，影響深遠，其詞學史上樞紐之地位不言而喻。本譜之撰，敘述先

生事蹟，師友交往1，以詞學創作、教學、研究生涯為主軸，輔以詞壇背景，旨

在呈現先生之詞學衍變軌跡，彰顯先生之成就，以誌晚生感念之懷也。 

 
清光緒三十二年(民國前六年)丙午    1906    一歲 
    陰曆閏四月二十九日(陽曆六月二十日)，先生生於四川灌縣之成都水利府 

署。 
按：鄭先生名騫，字因百，遼寧鐵嶺人。時先生大父官成都水利同知，駐 

                                                 
1 鄭騫先生生平事蹟，略參何澤恆：〈鐵嶺鄭因百先生事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一卷第三 

期(1991 年 9 月)，頁 101-103；〈鄭騫先生傳〉，《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史稿》(臺北：臺 
大中文系，2002)，頁 229-235。本譜凡引錄二文者，不再註明。其餘皆附出處，見於文後或 
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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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縣，考妣隨侍焉。先生一脈，祖籍鐵嶺，清初入關，世居河北完縣 

    之吳村。道光中，高祖徙北京。民國後，大父復稱鐵嶺籍，而仍居北 

    京。(詳先生撰《清晝堂詩集》[以下簡稱《詩集》]卷十二〈八十自述〉 

    注文) 
 

清光緒三十三年(民國前五年)丁未    1907    二歲 
    先生隨父母北返。 

按：《詩集》卷七〈兩年前大千居士許繪青城山圖頃者圖成賦此為謝〉注云： 

「光緒丙午，予生於灌縣水利同知公廨，次年即隨先父母北返。」 

 
清光緒三十四年(民國前四年)戊申    1908    三歲 
    王國維發表《人間詞話》於《國粹學報》，共六十四則，分三期登完。 

 
清宣統二年(民國前二年)庚戌        1910    五歲 
    陰曆八月，先生隨母至杭州一游。 

按：《詩集》卷二〈獨游西湖〉注云：「民國前二年庚戌，先外祖撫浙，予 
    曾隨母至杭。」另詳本譜民國三十七年條。卷七〈用蘇曼殊韻二首〉 
    注云：「予兩至杭州。第一次在民國紀元前二年陰曆八月，曾觀錢塘江 
    潮，雖幼而略能記憶。第二次在民國三十七年春日。」 

 
民國二年癸丑                      1913    八歲 
    先生從塾師金碩福先生讀《四書》。(見〈八十自述〉注文) 
 
民國三年甲寅                      1914    九歲 

父頤津公任吉林東寧縣知事，先生隨宦，初就讀於縣立小學；年餘退學， 
於縣署中改從呂、韓(國賓)兩師課讀。(見〈八十自述〉注文) 
 

民國五年丙辰                     1916    十一歲 
    冬，先生返北京，自此在京長住。(見〈八十自述〉注文) 
 
民國六年丁巳                     1917    十二歲 

先生在外祖家塾從劉雲鵬先生讀《尚書》、《詩經》、《左傳》。(見〈八十自 
述〉注文) 

    是年，朱祖謀《彊村叢書》初刻行世。 
 
民國七年戊午                     1918    十三歲 
    先生入崇德小學，始讀英文。(見〈八十自述〉注文) 
    鄭文焯卒，年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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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年辛酉                     1921    十六歲 
    先生自北平崇德中學轉入崇實中學。(見〈八十自述〉注文) 

按：《詩集》卷五〈挽李抱忱〉注云：「民國十年，予自北平崇德中學轉入 
    崇實，始與抱忱同學，至今五十八年。」 

    始學為詩。 
按：《詩集》卷六〈手錄年餘以來所為詩懷戴靜山〉注云：「民國十年，予 

    十六歲，始學為詩，至今首尾六十年。」卷七〈辛酉春感〉注亦云：「予 

    六七歲時，見所謂〈神童詩〉，⋯⋯。喜其音調之適口悅耳，而不知為 

    何物。九歲，讀〈千家詩〉及〈唐詩三百首〉，乃知向所見者，詩也。 

    民國十年辛酉，年十六歲，始執筆習作，至今已周甲子。」 

     
民國十三年甲子                   1924    十九歲 
    先生患神經衰弱甚劇，休學一年。(見《詩集》卷七〈甲子早春漫興〉八首 

之一注) 
朱祖謀編《宋詞三百首》，初刻行世。 
況周頤《蕙風詞話》，惜陰堂刊行。 
葉嘉瑩先生出生於燕京舊家。(葉先生〈學詞自述〉) 

 
民國十五年丙寅                   1926    二十一歲 
    先生自崇實中學畢業，保送入燕京大學中文系。(見〈八十自述〉注文) 

與翁舲雨、胡慶育交往。 
    按：《詩集》卷四收民國六十年作〈歲暮感懷〉，先生注云：「四十五年前， 

予初入燕京大學，與舲雨同宿舍，見其所作〈揚州慢〉詞，始與訂交。 
因舲雨之介而識慶育。舲雨逝已八年，慶育去年謝世，舲雨少我三歲， 
慶育長我一年。」先生另撰〈睿湖往事─懷亡友胡慶育〉一文，詳述 
三人之交往，可參考。慶育善詩詞，先生文中云：「慶育腹笥淵博，才 
思敏捷，詩詞作得快而且精，一生作品，詩詞合計，大約超過千首。 
他熟讀老杜詩，作詩也以杜為宗，我卻覺得他的詩近於東坡，填詞則 
在白石碧山之間。」(見《永嘉室雜文》) 

    時北大文史名宿多來燕大兼課，先生獲益良多；而其一生治學門徑、見解， 
尤深受沈尹默、周作人二先生之薰陶，至老服膺。(見〈八十自述〉注文) 
按：先生〈題沈秋明師自書詩卷〉云：「回憶民國十六年丁卯，師在燕京大 

學授歷代詩選，予隨班聽講，課餘請益，談笑追陪，嘗移晷影。靜農 

長予四歲，從師問學於北大，更在予前，屈指星霜，已周甲子。」(見 

《永嘉室雜文》) 

編年詞：〈減字木蘭花〉(當年三月)。 
況周頤卒，年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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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人間詞話》單行本，俞平伯標點，由北平樸社刊行。 
 

民國十六年丁卯                   1927    二十二歲 
在燕大沈尹默老師課上始知顧隨(羨季)其人其詞。是年冬，經摯友劉公純 
錫嘏之介，與顧隨會晤定交於北平匯文中學東齋。 
按：《詩集》卷十一〈論詩絕句一百首〉之九十六注：「羨季以詞名世，一 

    生精力萃於斯，能以現代人生活情調納入倚聲。詩不多作，而七言律 

    絕有極佳者，詞為詩餘，羨季則詩為詞餘也。羨季印行其第一部詞集， 

    名《無病詞》。沈師在燕京大學授課時，為諸生評介，評為『佳作』， 

    予始知其人其書。旋經摯友劉公純錫嘏之介，會晤定交於北平匯文中 

    學東齋，時為民國十六七年冬春之間。」顧隨，字羨季，河北清河人， 

    生於一八九七年，長先生九歲，時任教於天津女子師範學院。 

編年詞：〈虞美人〉(十年如夢雞林道)、〈清平樂〉(長空漠漠)、〈踏莎行〉(走 
了姻兄)。 

六月二日，王國維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年五十一。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刊於《小說月報》十九卷三號。 

胡適編《詞選》，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顧隨自印《無病詞》。(見《顧隨文集》下編) 

 
民國十七年戊辰                  1928    二十三歲 

在燕大。 
編年詞：〈定風坡〉(遠樹長溪掛甲屯)、〈虞美人〉(曈曈旭日山光紫)、〈浪 
       淘沙〉(窗外老松聲)、〈減字木蘭花〉(幕天席地)、〈鷓鴣天〉(趁取 
       輕陰看海棠)、〈小重山〉(越是愁多越愛聽)、〈浣溪沙〉(萬木陰陰 
       向晚晴)、〈減字木蘭花〉(宵來風雨)、〈浣溪沙‧自天津赴大連海船 
       上作〉、〈鵲橋仙‧哈爾濱作〉、〈人月圓‧梅西道中〉、〈虞美人〉(沙 
       黃草碧茫茫路)、〈浣溪沙〉(江海歸來夏已空)、〈浣溪沙〉(黃葉紅 
       花倚晚晴)、〈浣溪沙〉(一任秋檠照影孤)、〈浣溪沙〉(哀樂無端不 
       自由)、〈梅花引〉(愁滋味)、〈木蘭花〉(春楓換盡春顏色)。 

           按：先生注云：「右詞二十二首，民十五至十七北平燕京大學讀書 

               時作。其中〈浣溪沙〉、〈鵲橋仙〉、〈人月圓〉、〈虞美人〉等四 

               首，十七年暑假東歸作。餘皆作於燕大校園。」(見《清晝堂 

               詩集‧附編》，《網春詞》附先生注語。以下所引先生注，出處 

               皆同。) 

    顧隨自印《味辛詞》。(見《顧隨文集》下編) 

    按：集中有和先生〈浣溪沙〉詞二首。 

 
民國十八年己巳                   1929    二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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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經顧隨推介，自燕大請假，赴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任教，是為 
先生畢生教學生涯之始。在女師授文學史及詩詞選讀，並兼系主任。(見〈八 
十自述〉注文) 

    喜讀李商隱、韓偓詩集。 
按：《詩集》卷十一〈論詩絕句一百首〉之四十九注云：「民國十八年予在 

    天津，寓居河北天絡路，當時最喜〈玉谿〉、〈香奩〉諸集，至今五十 

    八年，宛同昨日。」 

    自印《永陰集》。(見林玫儀《詞學論著總目》) 

    編年詞：〈采桑子〉(如今嘗得真滋味)、〈清平樂〉(晨曦滿地)、〈破陣子〉(乍 
暖猶寒天氣)、〈清平樂〉(長空漠漠)、〈踏莎行〉(浮海無由)、〈踏 
莎行〉(密葉翻風)、〈思佳客‧哈爾濱道外十六道街寓所即事〉、〈臨 
江仙‧大連老虎灘泛舟〉、〈臨江仙〉(作客還鄉都倦也)、〈西江月〉 
(病後情懷更懶)、〈西江月〉(夢裡征途漠漠)、〈虞美人〉(幾番疏 
雨秋寒峭)、〈鷓鴣天〉(短帽輕衫出舊京) 。 

            按：先生注云：「民國十八年早春，應亡友顧羨季之約，請假休學， 
                赴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是為予一生教書生涯之始。 
                年底，學期結束，辭職回燕大復學。在津一年，暑假東歸小 
                住。右詞〈采桑子〉至後〈鷓鴣天〉『短帽輕衫出舊京』，共 
                一十三首，皆此一期間所作。」 
    梁啟超卒，年五十六。 

      
民國十九年庚午                   1930    二十五歲 

先生在女師任職一年後，回燕大銷假復學。同時在城內匯文中學兼課。校 
規本不許，惟系中諸師以先生曾任「教授」，多予寬假。(見〈八十自述〉 
注文) 
按：《清晝堂詩集》卷一〈匯文東齋偶題〉注云：「予庚午入匯文，至丙子， 

首尾七度逢秋。」 
    春，寓居成府村。 

按：《詩集》卷六〈憶舊游四首懷馮君培〉注云：「成府村在北平西郊燕京 
    大學東門外。民國十九年予寓居村中之槐樹街，君培曾來訪，對床夜 
    語，至今五十年，恍如昨日。」 
先生撰〈題辛稼軒詞〉七律一首。又撰〈渤海泛舟‧大連老虎灘作二首〉 
詩，用友人顧羨季〈采桑子〉詞句「月底西山似夢青」。(見《詩集》卷一)  
編年詞：〈浣溪沙〉(薄霧濃雲暗不開)、〈浣溪沙〉(滿院斜陽靜掩關)、〈浣溪

沙‧大連老虎灘泛舟〉三首、〈踏莎行〉(遠夢無憑)。 
    按：先生於〈浣溪沙〉「薄霧濃雲」一首後注云：「右詞至後〈思 
        佳客〉(又名〈鷓鴣天〉)『九月新涼雨乍晴』，共十五首，十 

        九年庚午早春回燕大讀書，暑假東歸；至二十二年癸酉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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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匯文中學任教期間所作。」 

    顧隨自印《荒原詞》。(見《顧隨文集》下編) 

    按：《荒原詞》後附「棄餘詞」，收〈臨江仙‧自題無病詞贈因百〉、〈採桑子 

        ‧題因百詞集〉二首。 

     
民國二十年辛未                   1931    二十六歲 
    先生自燕大畢業，正式任教匯文，授文商兩科高三國文及文學史。(見〈八 

十自述〉注文) 
開始撰寫辛稼軒年譜。(見《辛稼軒年譜‧再版後記》) 

    編年詞：〈浣溪沙〉(悵望佳期未有期)、〈南歌子〉(月冷眉痕碧)、〈破陣子〉 
(紅瘦綠肥時節) 、〈鷓鴣天〉(雨過涼颸拂面來)。 

    朱祖謀卒於上海，年七十五。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                 1932    二十七歲 
    先生在北平匯文中學任教。 
    編年詞：〈南歌子‧紀夢〉。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                 1933    二十八歲 
    先生在匯文中學任教。 

作〈跋稼軒集鈔存〉(《燕京大學圖書館報》四十六期)。(見林玫儀《詞學 
論著總目》) 
編年詞：〈定風波〉(局促常悲類楚囚)、〈定風波〉(桃李成行香徑陰)、〈唐 
       多令〉(廢壘滿荒坡)、〈鷓鴣天〉(九月新涼雨乍晴)。 
四月，《詞學季刊》創刊。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                 1934    二十九歲 
    先生在匯文中學任教。 

    編年詞：〈浣溪沙〉(夫婿封侯去未還)、〈浣溪沙〉(記得同棲玳瑁梁)。 
    顧隨自印《留春詞》。(見《顧隨文集》下編) 

    唐圭璋自印《詞話叢編》六十種。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                 1935    三十歲 
    先生在匯文中學任教。 

本年深秋至二十七年夏，住北平東四牌樓八條胡同，簡稱東四八條。(見《詩 
集》卷七〈舊居閒憶〉注) 
編年詞：〈浣溪沙〉(獨向西風汗漫游)、〈浣溪沙〉(踽踽行來恨未央)。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                 1936    三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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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珠玉詞版本考〉，發表在天津《益世報》。 
按：先生《景午叢編》下集收〈珠玉詞版本考〉，附記云：「這是我的一篇 

    舊稿，作於民國二十三或二十四年，曾載於天津《益世報》，五十六年 

    深秋，改訂重寫。」先生所記有誤，本文應發表在本年八月二十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益世報》之「讀書週刊」六十二、八十期(見林玫儀 

    《詞學論著總目》)。 

龍榆生(沐勛)《東坡樂府箋》，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顧隨自印《積木詞》。(見《顧隨文集》下編)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                 1937    三十二歲 
    抗日戰爭開始。 

華北自此淪陷八年，先生留居北平，謹言行，慎交游，未嘗稍出治學教書 
之範圍。(見〈八十自述〉注文) 
春，《辛稼軒年譜》寫定。 (見《辛稼軒年譜‧再版後記》)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                 1938    三十三歲 
    先生始回燕大任中文系講師(當時稱為助教)。(見〈八十自述〉注文) 

本年夏至三十一年春，住成府村蔣家胡同。(見《詩集》卷七〈舊居閒憶〉 
注) 
五月，自費印《辛稼軒先生年譜》二百部(北平協和書局)。六月，顧隨為 
先生撰〈辛稼軒先生年譜序〉。(見《辛稼軒年譜‧再版後記》)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                 1939    三十四歲 
先生於北平燕京大學任教。 
先生在成府村居，閒讀歷代名家詞集，每有感觸，即用集中語組成絕句， 
得三十首，後略作詮次，錄為一輯，題曰〈讀詞絕句三十首〉；曾發表於《燕 
大文學年報》。(見《詩集》卷九，〈讀詞絕句三十首並序〉及後記) 
撰〈自題稼軒詞校注稿〉八首。(見《詩集》卷二) 
編年詞：〈鷓鴣天〉(舉杯勸君君莫辭)、〈鷓鴣天〉(庭樹邱風生早寒)。 
是年鄧廣銘完成《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初稿。(見鄧氏《辛稼 
軒年譜‧題記》、《稼軒詞編年箋注‧出版題記》) 
 

民國二十九年庚辰                 1940    三十五歲 
    初夏，撰〈三十家詞選序目〉、「詞話」，發表於《燕京大學文學年報》第六 

期。(見《景午叢編》上集) 
按：先生〈成府談詞〉題識云：「民國二十九年庚辰，於任教北平燕京大學， 

講授之餘，試撰詞話若干條，興到筆隨，『辭無詮次』；其中一部分曾 

散載於當時出版之《燕大文學年報》。另詳本譜民國五十一、五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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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先生於去年及今年間講授蘇辛詞時，曾以謄寫版《稼軒長短句校注》油印， 
僅二十部，分贈諸生。(見《辛稼軒年譜‧再版後記》) 
按：民國六十五年冬，先生撰《辛稼軒年譜‧再版後記》云：「鄧君所撰箋 

注(指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今已大行於世。其書例言中述及予 

注，頗致譏評，文人相輕，本無足怪。實則得失互見，各有短長，兩 

注正如兩譜(鄧氏有《辛稼軒年譜》)，務須合讀，亦猶讀杜詩者之兼 

用仇楊錢浦諸家注本，無須『定於一尊』也。予雖無意重編年譜，於 

詞注則四十年來未嘗去懷，涉獵群籍，偶獲有關資料即隨手增訂，今 

已大致完成定稿，最近之將來可能印行問世。鄧注每傷繁蕪，又偶有 

缺遺謬誤之處，或能由拙作略為剪裁補正，想亦喜讀辛詞者之所樂聞 

歟。」惟此稿經先生數十年增補修訂，迄未付梓。 

編年詞：〈浣溪沙〉(芳草池塘眾綠滋)、〈瑞鷓鴣〉(經年輟筆短長詞)。 
唐圭璋編《全宋詞》，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林大椿校《百家詞》，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民國三十年辛巳                   1941    三十六歲 
    撰〈評唐編全宋詞〉(《燕京學報》二十九期)。(見《景午叢編》上集) 
    按：先生民國六十年輯《景午叢編》附記云：「此文作於三十年前《全宋詞》 

初出版時。今已有增訂重編本行世，體例內容，遠勝於舊；此文目標 

既失，本可不存。然予所指陳諸事，新本有仍舊未改者，亦有『悄然』 

更正而不言所出者，讀者細心尋索，當自得之。存往日之辛勞，備他 

人之參考，此予之所以終未忍棄此已陳之芻狗也。至於少年氣盛，措 

詞銳厲，則在『今是昨非』之列。」 

編年詞：〈定風波〉(雲散風流十二年)、〈定風波〉(獨酌醇醪自放歌)、〈采 
       桑子〉(東風綠遍千絲柳)、〈采桑子〉(亂鴉飛處斜陽落)。 

    顧隨自印《霰集詞》。(見《顧隨文集》下編) 
 

民國三十一年壬午                 1942    三十七歲 
本年夏至三十五年夏，寓居北平地安門恭儉胡同。(見《詩集》卷七〈舊居 
閒憶〉注) 
先生自本年以後，不復賦詞。 
編年詞：〈虞美人〉(去年相送城西道)、〈虞美人〉(登高目送南飛雁)。 

    按：先生注云：「癸酉以後，極少作詞，甲戌至壬午，首尾九年，僅有右列 
〈浣溪沙〉至〈虞美人〉等十四首。壬午以後遂爾輟筆，至今四十五 
年，未再倚聲。顧羨季自題詞集六絕句之一云：『禽鳥高樹蟲啼秋，時 
序感人不自由。少作也知堪毀棄，逝波誰與挽東流！』予詞以今年八 
十二歲之『高齡』視之，皆少作也。槐夢漸醒，蠶絲待盡，東流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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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望生哀，緝綴殘編，惟餘太息。」 
先生《網春詞》六十四首，起民國十五年二十一歲，訖民國三十一年 
三十七歲，經先生整理補注，收入《清晝堂詩集》，列為附編；民國七 
十七年十二月，臺北大安出版社印行。 

葉嘉瑩先生在輔仁大學國文系，從顧隨先生受讀唐宋詩，繼而旁聽其詞選 

諸課。(葉先生〈學詞自述〉) 

 
民國三十二年癸未                 1943    三十八歲 
    撰〈朱敦儒的樵歌〉、〈論詞衰於明曲衰於清〉。(見《景午叢編》上集) 
 
民國三十三年甲申                 1944    三十九歲 

發表〈溫庭筠韋莊與詞的創始〉(《讀書青年》一卷四期)、〈柳永蘇軾與詞 
的發展〉(《讀書青年》一卷三期)、〈劉秉忠的藏春樂府〉(《讀書青年》)、 
〈論詞衰於明曲衰於清〉(《藝文雜誌》二卷十期)。(見林玫儀《詞學論著 
總目》) 
顧隨自印《濡露詞》。(見《顧隨文集》下編)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                 1945    四十歲 

秋，抗日勝利，華北重光。歲暮，教育部設立大學先修班於北平，體制同 
大學，延聘先生為中文系副教授。(見〈八十自述〉注文)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                 1946    四十一歲 
    先修班結束，先生遂於歲末歸瀋陽，任國立東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見〈八 

十自述〉注文) 
按：《詩集》卷三〈挽臧哲先鄉長〉注云：「民國三十五年，東北大學自四 
    川之三臺復員瀋陽，予應聘為中文系副教授，哲老時任校長。」 
撰寫〈論馮延巳詞〉、〈小山詞中的紅與綠〉。 (見《景午叢編》上集) 
發表〈辛稼軒與陶淵明〉(《天下週刊》一卷二期)。(見《景午叢編》上集)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                 1947    四十二歲 
    秋，先生赴上海，任教國立暨南大學。 
    游蘇州靈巖山。(見《詩集》卷七〈甲子早春漫興〉八首之七注) 

鄧廣銘《辛稼軒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見鄧氏《辛稼軒年譜‧題 
記》) 
按：另詳本譜民國六十六年條。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                 1948    四十三歲 

春日，自滬往蘇，與凌敬言同游虎丘。(見《詩集》卷七〈憶吳門舊游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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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凌敬言〉詩序) 
重遊杭州西湖。 

    按：《詩集》卷九〈讀詞絕句三十首〉之七「潘閬逍遙詞」注云：「《逍遙詞》 
全部僅〈酒泉子〉十首，皆憶杭州之作，故調名又題為〈憶餘杭〉。中 

友句云：『別來已白頭，早晚卻重游。』清末，先外祖撫浙，予曾隨母 

至杭，西湖景物，依稀能記。右詩作於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七年， 

始遂重游之願。」卷七〈用蘇曼殊韻二首〉注亦云「於兩至杭州。…… 
第二次在民國三十七年春日。」 

先生於是年秋應老友臺靜農先生之邀，渡海來臺(十月十三日到臺北)，任 
教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並升為教授。(見〈八十自述〉注文) 
先生來臺後，曾加入前東北大學校長臧啟芳主持之詞社。 
按：《詩集》卷三〈挽臧哲先鄉長〉注云：「哲老……來臺後，組詞社於臺 
    北，邀予加入。……五十年正月卒於東海寓所，年六十八。……填詞 
    宗法稼軒，而不拘細節，往往沙泥俱下。」 

發表〈關於拙著辛稼軒年譜〉(上海《申報》六月三日第七版「出版界」一 
一五期)。(見《永嘉室雜文》) ；〈董西廂與詞及南北曲的關係〉(台灣大學 
《文史哲學報》第二期)。(見《景午叢編》下集)；〈辛稼軒與韓侂冑〉(《再 
生月刊》)、〈評王箋小山詞〉(上海《東南時報》)。(見《景午叢編》上集) 
按：王煥猷《小山詞箋》，民國三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四十年辛卯                   1951    四十六歲 

發表〈辛稼軒的一首菩薩蠻〉(《大陸雜誌》三卷四期)。(見《景午叢編》 
上集) 
 

民國四十一年壬辰                 1952    四十七歲 
先生編注《詞選》，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按：本書共收唐、五代、兩宋詞四百三十一首。其選旨、體例，別具特色， 

〈例言〉云：「本書共分八編。一至六編選錄唐宋代表作家三十人之作 

品；其餘不成家數之名篇佳作，收入七、八兩編。本書於各種風格， 

兼收並錄，不立宗派。凡傳誦之作，即使編者所持宗旨不同，亦均選 

錄。惟有二種風格在屏除之列：粗獷、纖佻。二者於詞為魔道，亦詞 

之敵也。」是年，另有臺北華岡出版部刊本行世。 

 

民國四十二年癸巳                 1953    四十八歲 
    改定〈辛稼軒與陶淵明〉一文。(見《景午叢編》上集) 
 

民國四十三年甲午                1954    四十九歲 
    發表〈詞曲的特質〉(收入《中國文化論集》，臺北：中國新聞出版公司)、〈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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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概說示例〉(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講義)、〈再論詞調〉(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講

義)。(見《景午叢編》上集) 
撰〈杜著辛棄疾評傳序〉。(見《景午叢編》上集) 
按：杜呈祥《辛棄疾評傳》，本年由臺北正中書局出版。 

撰〈論詞曲的規律〉(《公論報》八月十五日第六版) 
按：另載《中國一周》第四五六期(民國四十八年一月)。 

葉嘉瑩先生始任教於台灣大學中文系。 

按：葉先生〈懷舊憶往─悼念臺大的幾位師友〉云：「我是在一九五四年秋 

天進入臺灣大學任教的。直到一九六九年秋天我正式離開臺大為止， 

前後共有十五年之久。……當我正式到臺大來任教時，我更曾抽暇去 
旁聽過鄭先生的詞選課，而鄭先生每次見到我來旁聽，就會在講課時 

或提到他與我的老師顧先生的一段交誼。……我旁聽鄭先生的課不多， 
但卻也仍然獲得了不少教益。後來在一九五七年春夏之間，臺灣的教 
育部曾經舉辦過一次詩詞研賞的系列講座，他們原來是請鄭先生去擔 
任詞的講座，而鄭先生卻向他們推介了我，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講授詞 
的研賞。」 

 

民國四十四年乙未                1955    五十歲 
先生編注《續詞選》，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按：本書為《詞選》之續，分四編，共收金元明清四朝詞三百五十二首。〈例 

言〉云：「本書去取標準，悉同前編，惟尺度較選唐宋詞略為放寬。」 

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印行。 
 

民國四十五年丙申                 1956    五十一歲 
    先生應美國國務院約請訪問哈佛及華盛頓等大學。 
     
民國四十六年丁酉                 1957    五十二歲 
    先生游美歸臺。 

發表〈柳永蘇軾與詞的發展〉(《文學雜誌》三卷一期；此據三十三年稿改 
定) (見《景午叢編》上集)；〈明詞衰落的原因〉(《大陸雜誌》十五卷七期)、 
〈論溫韋馮三家詞〉(《教育與文化》一三六期)。(見林玫儀《詞學論著總 
目》) 

    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印行。 
 
民國四十七年戊戌                 1958    五十三歲 

發表〈溫庭筠韋莊與詞的創始〉(《文學雜誌》四卷一期；此據三十三年稿 
改定)。(見《景午叢編》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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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八年己亥                 1959    五十四歲 
    先生完成《陳簡齋年譜》初稿。(《宋人生卒考示例‧自序》) 
 
民國四十九年庚子                 1960    五十五歲 
    友人顧隨先生於是年九月六日病逝於天津，享年六十四歲。 

按：《詩集》卷五〈偶懷顧羨季〉注云：「近始得知，羨季早於民國四十九 
    年九月六日在天津病逝，年六十四。」 
發表《陳簡齋年譜》(《幼獅學報》二卷二期)。 
按：本年譜，其後續有增補。另詳本譜民國六十三年條。 

 
民國五十年辛丑                   1961    五十六歲 

三月七日，發表〈評介世界書局本詞學叢書〉一文，刊於《中央日報‧學 
人副刊》。(見《景午叢編》上集) 
初夏，撰〈陳(曉薔)著詩詞論叢序〉。(見《景午叢編》上集) 
秋，任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東方語文系客座教授。 

    先生論文集《從詩到曲》，臺北科學出版社印行。 
按：本書收詩詞曲通論書評雜文等三十一篇。除本版外，是書另有中國文 

    化雜誌社1971年版及順先出版社1976年版。 

 
民國五十一年壬寅                 1962    五十七歲 
    初冬，元配趙靖孚逝世。(見《詩集》卷七〈再悼亡〉十首之一注) 

本年至五十二年，任香港新亞書院中文系主任。 
重訂「詞話」。(見《景午叢編》上集) 
按：先生〈成府談詞〉題識云：「壬寅之秋，全部錄出(指民國二十九年所 

    撰詞話)，用備省覽。謄寫之際，每有見解異於往昔，或仍舊意而別有 

    發揮者，輒低一格附識於各條之後。」另詳本譜民國五十五年條。 

 
民國五十二年癸卯                 1963    五十八歲 
    旅居香港。 

繼配許慕英女士來歸。 
 

民國五十三年甲辰                 1964    五十九歲 
    在臺北。 
 
民國五十四年乙巳                 1965    六十歲 
    任美國耶魯大學東方語文系客座教授，至五十五年。 
    《陳簡齋年譜》定稿。(《宋人生卒考示例‧自序》) 
    唐圭璋《全宋詞》重編本，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24

    按：另詳本譜民國三十年條。 
 
民國五十五年丙午                 1966    六十一歲 
    編錄新舊論詞評語，撰成〈成府談詞〉一輯。(見《景午叢編》上集) 
    按：先生〈成府談詞〉題識云：「又五年丙午，復取平時筆記中論詞之語分 

別繫錄，不低格而註『新附』二字者是也。雖新舊並陳，條理凌亂， 

而二十餘年中情趣宗旨之變遷略見於此，或足供讀者參考之資。編錄 

既竟，總名之曰〈成府談詞〉，以識緣起。成府者，燕京大學東門外之 

一村落，小橋深巷，樹老陰清，頗饒幽靜之趣。予讀書藏息游於此者 

四年，教書時又居住此者三年餘。桑下三宿，未能忘情，況七八年之 

久乎？」 

    龍榆生卒，年六十五。 

 

民國五十六年丁未                 1967    六十二歲 
    改訂重寫〈珠玉詞版本考〉。(見《景午叢編》下集) 

按：此文發表在《大陸雜誌》三十五卷十二期。另詳本譜民國二十三年條。 

發表〈宋人生卒考示例〉上下篇(《幼獅學誌》六卷一、二期)。(見《宋人 

生卒考示例》) 

 

民國五十七年戊申                 1968    六十三歲 
發表〈宋人生卒考示例續編〉(《幼獅學誌》七卷四期)。(見《宋人生卒考 

示例》) 

五月，發表〈蘇東坡的先世及其親屬〉、〈蘇東坡的乳母與蘇子由的保母〉(《國 

語日報》副刊「古今文選」)。(見《景午叢編》下集) 
 

民國五十八年己酉                 1969    六十四歲 
    發表〈成府談詞〉(《現代學苑》六卷一期)、〈陳鐸(大聲)及其詞曲〉(《國 

語日報‧書和人》一一八期第二輯)。(見《景午叢編》上、下集) 
 
民國五十九年庚戌                 1970    六十五歲 
    夏，撰寫〈漫談蘇辛異同〉。(見《景午叢編》上集) 
    按：先生附記云：「此文作於五十九年夏，未發表。由顏元叔先生譯為英文， 

仍用作者名義載於淡江文理學院出版之 Tamkang Review,Vol.1,No.2。譯 
文較原作略有刪節。」 

    冬，完成〈夏著二晏年譜補正〉。(見《景午叢編》下集) 
    按：夏承燾(瞿禪)著〈二晏年譜〉初稿載於《詞學季刊》二卷一號及二號。 

先生題識云：「二三兩稿，相差無幾，予所補正即以此兩稿為對象。第 

二稿收入世界書局之《詞學叢書》，附於《二晏詞》後，第三稿收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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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所著《唐宋詞人年譜》。」 

    另錄出〈晏叔原繫年新考〉一文。(見《景午叢編》下集)  
按：先生云：「本篇為〈夏著二晏年譜補正〉之一部分，提出單行。以清眉 

目。讀者須合併觀之。」 

    改訂〈陳鐸(大聲)及其詞曲〉。(見《景午叢編》下集) 
    是年一月，葉嘉瑩《迦陵談詞》，臺北純文學出版社印行。 
 按：葉書所收論詞文章，多有援用先生《詞選》及其詞評之見解，如溫、 

      韋詞風之比較、韋莊〈菩薩蠻〉五首為一體、晏殊〈山亭柳〉乃知永 

     興軍時作等。 

 
民國六十年辛亥                   1971    六十六歲 
    在臺北。 
    夏，先生整理舊作〈讀詞絕句三十首〉，就各家事蹟及個人對詞人之見解， 

略為詮釋。發表於《純文學》十卷三期(見林玫儀《詞學論著總目》)。 
按：《清晝堂詩集》卷九〈讀詞絕句三十首〉後記云：「頃者整理詩稿，重 
    見此編，棖觸舊懷，頗増感慨。因就各家事蹟、及予對於各家詞之見 
    解，略為詮釋。詩中語句，大半擷取各家成詞，讀者當自得之，未遑 
    悉註也。」 

    發表〈夏瞿禪著二晏年譜補正〉，載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包遵彭先生 
紀念論文集》。 
撰〈辛棄疾之生平及其詞〉。(見林玫儀《詞學論著總目》) 
按：本文為國科會研究獎助論文。 

 
民國六十一年壬子                 1972    六十七歲 
    任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五月底返臺。 

暑假時，先生從四五百首舊詩中選出三百二十二首，分四卷及附編一卷， 
輯為《桐陰清晝堂詩存》。所輯附編，即〈論詞絕句三十首〉。(詳《清晝堂 
詩集‧自序》) 
先生整理年來詩詞曲論著，輯為《景午叢編》上下編，臺北中華書局印行。 
按：本書乃《從詩到曲》增訂本及《燕臺述學》之合集。先生〈自序〉云： 

「這部《景午叢編》共收專著通論書評雜文等八十六篇，是我六十五 

歲以前所寫零篇文章的全部。…..全書依內容性質分為二集。上集收通 
論書評雜文等六十二篇，內容限於詩詞散曲戲劇。其中三十一篇曾於 

民國五十年結集，由臺灣科學出版社印行，名為《從詩到曲》。現在照 

原來編次重印，又續添三十一篇，有當初未收的，有後來新作的，已 

印行的也偶有修改或加附記；仍用舊名而註明是增訂本。下集收專著 

二十四篇，都是考據性質的，內容仍以詩詞曲劇為主而旁及史傳與小 

說。命名為《燕臺述學》，以紀念我四五十年來求學教書的兩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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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與臺灣大學，我的文章都是在這兩個大學撰寫的。」本書收 

錄詞學相關文章二十餘篇。 

    發表講稿〈詞曲的音樂性〉(東吳大學《中文季刊》八卷四期)。 

撰〈宋人生卒考示例補正〉(《幼獅學誌》十卷三期)。(見《宋人生卒考示 

例》) 

 

民國六十一年壬子                 1972    六十七歲 
    任美國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五月底返臺。 
 
民國六十二年癸丑                 1973    六十八歲 
    撰〈陳簡齋傳〉(《幼獅月刊》三十八卷一期)。 
    先生《續詞選》，改由臺北華岡出版部印行。 
 
民國六十三年甲寅                 1974    六十九歲 

九月，先生自臺大中文系退休，轉任東吳大學及輔仁大學研究講座教授。(見 
〈八十自述〉注文) 
秋，重新編撰〈陳簡齋年譜〉。(見先生〈陳簡齋年譜序〉) 
按：年譜載先生校箋本《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 

 
民國六十四年乙卯                 1975    七十歲 
    先生撰〈偶懷顧羨季〉四首。(見《詩集》卷五) 
    按：先生注云：「羨季丁酉生，今年七十九歲，故都一別二十七年，音訊隔 

絕，未卜存歿。」時先生未知羨季早於民國四十九年已歿。先生早年與

顧先生交，甚為敬重，所謂亦友亦師，頗受啟發。第三首自注云：「民 
國十八年與羨季共事於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曾書沈秋明師詞句『更 
尋高處倚危欄，閒看垂楊風裡老。』為調幅見贈。又賦〈采桑子〉小 
令題予詞稿云：『文章事業詞人小，如此華年，如此塵寰，為問君心安 
不安。  雙肩擔起閒哀樂，身上青衫，眼底青山，同上高樓在倚欄。』 
蓋勉予努力從事於詩古文辭，而毋以倚聲自限也。至今四十餘年，垂 
垂老矣，始終徘徊於考據詞章兩途，因循散漫，一無所成，俯仰平生， 
深孤厚望。」 

先生詩集《桐陰清晝堂詩存》，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見《桐陰清晝堂詩 
存‧跋》) 
先生校箋《陳簡齋詩集合校彙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按：本書悉收陳與義詩文詞。先生云：「簡齋詞集名《無住詞》，僅十八首， 

胡箋及增注均附收，……今亦用詩集例校箋之。」 
 

民國六十六年丁巳                 1977    七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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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辛稼軒年譜》補訂本、《宋人生卒考示例》，皆由臺北華世出版社印 
行。 
按：先生《辛稼軒年譜‧再版後記》云：「與予在北平同時(見本譜民國二 

    十七年條)分別屬稿而印行較晚者，則為民國三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出版之鄧廣銘撰《辛稼軒先生年譜》，及稍後之鄧撰《稼軒詞編年箋注》， 
銷售既廣，知者較多。予曾取鄧譜與拙作逐年勘對：兩譜於稼軒生平 

出處蹤跡，比事繫年，十九相同；鄧譜資料之豐富，考證之精審，敘 

述之詳盡，則遠勝於拙作。然綜觀全書，可以斷定鄧譜缺略而予譜詳 

        備，鄧譜錯誤而予譜正確者，仍有百條左右，亦不可謂少。良以稼軒 

        生平，牽涉甚廣，為之撰寫年譜，實非一人之功力，短促之時間，所 
        能臻於完善。欲了解稼軒『立身之大節，謀國之大計，以及親賓往來， 
        燕居游處』，知其人，論其世，以求進而了解其詞之寫作背景，自須合 
        讀兩譜，而未可偏廢其一。然則予雖為少年嘗試之作，固仍有再版重 
        印之價值也。」 
    二月，撰〈跋順治鈔本劉秉忠藏春集〉。(見《龍淵述學》) 

發表〈生查子「去年元夜時」的作者〉(《聯合報》七月五日第十二版副刊)、 
〈再談朱淑真的詩詞〉(上、下) (《聯合報》八月十三、十四日第十二版副 
刊)、〈蘇東坡的陽關曲〉(《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十卷四期)。(見林玫儀《詞 
學論著總目》) 
 

民國六十八年己未                 1979    七十四歲 
    夏，遷入溫州街新居。 

按：〈八十自述〉注云：「予先居安東街，今改名瑞安街，後遷溫州街，皆 

    臺大配給眷舍。民國六十六年，就溫州原址改建七層樓房，予以公教 

    人員住宅貸款及自備款購得最低一層，小有庭園，且免升降之勞。六 

    十八年夏遷入。」 
先生於是年始習作五言古風及七言、雜言歌行。(見《詩集》卷十一〈論詩 
絕句一百首〉之三十九注) 
 

民國六十九年庚申                 1980    七十五歲 
    發表〈陳後山年譜(上)〉 (幼獅學誌十六卷二期)。(見林玫儀《詞學論著總 

目》) 
 
民國七十年辛酉                   1981    七十六歲 

發表〈陳後山年譜(下)〉 (幼獅學誌十六卷三期)。(見林玫儀《詞學論著總 
目》) 
 

民國七十一年壬戌                 1982    七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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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本《詞選》、《續詞選》，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出版。 
 

民國七十二年癸亥                 1983    七十八歲 
作〈檢編詩稿懷顧羨季〉詩二首。(見《詩集》卷七) 
 

民國七十三年甲子                 1984    七十九歲 
    早春，繼室許慕英女士病逝。(見《詩集》卷七〈再悼亡〉十首之一注) 
    先生《陳後山年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民國七十四年乙丑                 1985    八十歲 
    二月，國家文藝基金會授予「國家文藝貢獻獎」。 

發表〈朱敦儒生卒年歲彙考〉(《臺大中文學報》創刊號)。(見林玫儀《詞 

學論著總目》) 

撰〈黃著宋南渡詞人序〉(《中國書目季刊》十九卷二期)。(見《永嘉室雜 
文》) 

    按：黃文吉《宋南渡詞人》，本年由臺北學生書局出版。 

 
民國七十五年丙寅                 1986    八十一歲 
    先生膺選為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顧隨遺著《顧隨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 
 
民國七十六年丁卯                 1987    八十二歲 
    撰〈林著詞學考詮序〉。(見《永嘉室雜文》) 
    按：林玫儀《詞學考詮》一書，是年十二月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繆鉞、葉嘉瑩合撰《靈谿詞說》，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 
 
民國七十七年戊辰                 1988    八十三歲 
    十二月，先生著《清晝堂詩集》，臺北大安出版社刊行。共存詩一千一百一 

十七首，分為十二卷；其中〈讀詞絕句〉三十首，收入卷九。此外，「附編」 
錄《網春詞》六十四首。 

 
民國七十八年己巳                 1989    八十四歲 
    先生受聘為中言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諮詢委員。 
 
民國七十九年庚午                 1990    八十五歲 
    十一月九日，老友臺靜農先生病逝，享年八十九歲。 
    十二月，行政院特頒「文化獎」，以旌先生在學術文化之卓越成就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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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年辛未                   1991    八十六歲 
    夏，辭東吳、輔仁兩大學講席。 

七月二十八日(陰曆六月十七日)，先生以老病壽終於臺北三軍醫院。 
 
民國八十一年壬申                 1992    卒後一年 

先生遺著《永嘉室雜文》，臺北洪範書店出版，內收詞學序文多篇；《龍淵 
述學》，由臺北大安出版社印行，其中收錄詞學相關論著計有：〈蘇東坡的 
陽關曲〉、〈陳後山傳〉、〈陳簡齋傳〉、〈朱敦儒生卒年月彙考〉、〈跋順治鈔 
本劉秉忠藏春集〉等篇。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詞學》第十輯，轉載先生〈成府談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