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李煜詞中的女性意象 

 

林書含 

 

摘要 

  李煜對女性形象的描述與取材心態有別於當代詞人，此與其個人生命有著深刻的

連結，而李煜對女人的關注與依戀，使女性富有鮮活細緻的容貌舉止、突破禮教的性

格行儀，以及在李煜遭遇南唐亡國後，由豐美轉變為孤瘦的姿態，由此可以瞭解女性

形象的特殊性，並從這些特點推論出女性形象的象徵與寄託，其中寄託著李煜一生追

尋愛情的表現，以及詞人於女性形象下所欲傳達的深層意涵，讓女性成為人生束縛中

的自由與寧靜，而在變故後，女性意象則轉為悲悽易逝的美好。 

  本論文著眼於探討帝王詞人－李煜筆下所形塑的女性意象，藉由分析李煜詞中的

女性形象及寫作手法，意即詞作文本的內容及形式，提取出女性形象的展現內容及喜

作形式後，進一步參照李煜的人生境遇及意象作用的過程，最後探知女性之於李煜的

象徵及寄託，以及女性對李煜的生命與詞作的影響與意涵。 

 

關鍵詞：李煜、女性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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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李煜被尊為帝王詞人，其生命歷程孕育出獨特的詞風，「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1，詞多旖麗柔靡，而亡國後，詞風轉為淒婉沉摯。李煜南唐帝王的身分與

極高的詞作造詣造就了李煜在詞壇上的特殊性。歷代文人對女性的敘述作品極為多

元，尤其宮體詩詞以女性為題材的創作更為可觀，而李煜身為宮體詩的改革者，變伶

工之詞為士大夫之詞，2融入自身情感與境遇，尤其在亡國後期更能見得其詞的風格

轉變，有別於其前詞人純粹描寫女性的應歌之作，李煜詞的情感更加真摯深沉。 

 在李煜的生命中，女性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相對江山國家而言，愛情才是李煜一

生的追求，由於其生命經歷及環境中時常環繞著無數女性，因此李煜詞中常以女性為

題材書寫，詞中時常述及女性形象，尤其敘述生命中的兩位重要女性之詞更豐—大周

后3、小周后4，其外尚有女伶、嬪妃的取材。不同於晚唐五代的宮體詩人，因男權至

上而物化女性，使女性形象較柔弱無助，並且容貌體態、男女情事上的描寫保守寫意；

李煜描寫女性的手法與時人差異極大，其筆下的女性皆大膽多變、活潑熱情，男女挑

情場面冶豔寫實，使女性不再只是件裝飾，為女性增添生命力，由此能見得李煜對女

人的愛戀及尊重。 

 關於李煜詞的相關研究不少，其中陳葆真《李後主與他的時代》5探討李煜及其時

代的關聯性；胡雅雯《李煜詞篇章意象探析》6研究其詞中的意象組織及題材運用；廖

育菁《李煜詞中色彩之變化與情感之表現》7探究李煜前後時期詞中的情感色彩轉變，

以上前人的著作對李煜的詞作背景多有析論；而謝健與馮建國《李煜詞中的女性審美

意象和藝術自敘性》8與王文蓮《李煜詞中的女性形象》9等論文皆提到李煜詞對女性

形象的描寫，並從女性的美、性格、情感等方面解讀李煜眼中的女人。在前人論文的

基礎下，分別談到李煜詞的時代境遇、情感色彩及女性形象，但論文篇幅短小且各述

一角，探析層面也泛於李煜所有詞作之意象，未深刻探究女性所代表的精神意涵。 

 關於「意象」，專家學者多有討論，陳滿銘先生在其著作《辭章學十論》10認為意

象包含情理與事物（景），情理為意，事物（景）為象，也就是客觀物象與主情志能

呼應且共同體現，傳達和諧統一的感覺便為意象，亦可說具象與抽象相互對應形成的

感受，而眾多意象又能構出意境。本文所指意象亦同此論。故以李煜詞中描寫女性形

1 王國維：《人間詞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出版)，頁 4。 
2 同上註。 
3 大周后，字娥皇（公元 936 年－965 年），南唐司徒周宗長女，南唐後主李煜第一任皇后。 
4 小周后（公元 950 年－？）。 
5 陳葆真：《李後主和他的時代：南唐藝術與歷史》（台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6 胡雅雯：《李煜詞篇章意象探析》（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學位論文，2007 年）。 
7 廖育菁：〈李煜詞中色彩之變化與情感之表現〉，《人文社會學報》第 3 期（2007 年 3 月），頁 23~43。 
8 謝健、馮建國：〈李煜詞中的女性審美意象和藝術自敘性〉，《合肥師範學院學報》第 4 期（2008 年 7

月)。 
9 王文蓮：〈李煜詞中的女性形象〉，《長安學刊》第 1 期（2011 年 3 月）。 
10 陳滿銘：《辭章學十論》（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 5 月出版），頁 222。 

138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wQFjAA&url=http%3A%2F%2Fwww.lass.ntust.edu.tw%2Fhuman%2Fbulletin%2Fpaperpdf%2Fpaper3-2.pdf&ei=dd9xVaegA4qI8QW1r4CoCQ&usg=AFQjCNEH6qiRmoHaPqnoD6HiK4zJy5vPHw&sig2=Wqw6ldmKR4TOLXqEoAoWNQ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5%AE%97_(%E5%8D%97%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94%90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CBwQFjAA&url=http%3A%2F%2Fwww.lass.ntust.edu.tw%2Fhuman%2Fbulletin%2Fpaperpdf%2Fpaper3-2.pdf&ei=dd9xVaegA4qI8QW1r4CoCQ&usg=AFQjCNEH6qiRmoHaPqnoD6HiK4zJy5vPHw&sig2=Wqw6ldmKR4TOLXqEoAoWNQ
http://jlass.ntust.edu.tw/index.php/lass/issue/view/13


象的手法與選擇的題材作為「象」，探究出女性形象所代表的象徵與寄託，也就是

「意」，李煜將自己的情感與人生融入於描寫女性外象，營造有別於當代詞人之意象。

接下來由意象的定義將本論文分為「女性的具體形象」與「象徵與寄託」兩章，論及

李煜詞中女性象與意之間的關連。 

 本論文以中華書局出版的《南唐二主詞校訂》11為文本依據，意在理解詞作的意

涵，探討李煜詞中如何描寫女性的具體形象，加以推論出女性對李煜的象徵與寄託。

目的在於藉由描摹女性所產生的意象來析論李煜的價值觀及審美觀，探知女性對於李

煜生命的意義及歷程。 

二、  女性的具體形象 

 李煜自幼生長在女性環繞的環境下，創作取材皆源於周遭人事物，故詞作中時常

對女性多有描述，李煜筆下的女性擁有不同於當代詞人的特色，以下分為三節「容貌

舉止—鮮活細緻」、「性格行儀—突破禮教」與「亡國姿態—從豐美到孤瘦」，分別論

述李煜詞中女性形象的特殊性。 

（一）容貌舉止─鮮活細緻 

 時人多以煽情無禮的心態描寫女性，如宮體詩人物化女性，而李後主開拓出詞的

新境界，變革此風，為花間詞派12開展新的局面，將原先作為權貴消遣的詞體帶往情

感豐富真摯的境界。然而李煜非刻意改革，而是因於宮闈的生長環境使他視女性為重

要他人13，進而在創作時內化女性特質，由此可見李煜是發自內心的尊崇女性，作詞

時信手拈來，藉由刻劃女性的外在容貌與行為舉止，能發現他對女性細膩的觀察，使

女性在李煜筆下猶如擁有自我最真實的面貌與生命。 

〈一斛珠〉李煜 

曉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 

羅袖裛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 

此闋詞能看出李煜描寫女性容貌體態的精工細緻，妝點過後的大周后唇瓣上深紅

的顏色以及微露的丁香小舌等嬌媚且仔細的細節書寫，與其他詞人描寫女性手法有所

不同，例如韋莊及溫庭筠的詞利用隱喻、暗示、烘托等方式，較為溫婉含蓄，相對李

煜的直抒胸臆，有著不同的寫作手法，以韋莊的〈浣溪紗〉為例。 

11 南唐．李煜等：《南唐二主詞校訂》（台北：中華書局，2011 年 5 月再版）。 
12 花間詞派是中國晚唐五代奉溫庭筠爲鼻祖而進行詞的創作的一個文人詞派，作品多描寫婦女的容

貌、服飾和情態，風格偏於閨情、傷於柔弱。 
13 重要他人為心理學家米德（George H. Mead）提出對個人發展的影響角色之一，只指在個體社會化以

及心理人格形成的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的具體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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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溪紗〉韋莊14 

清曉妝成寒食天，柳球斜嫋間花鈿。捲簾直出畫堂前。 

   指點牡丹初綻朵，日高猶自憑朱欄。含顰不語恨春殘。 

  韋莊之詞常利用女子外在的裝飾營造女子的美，此闋詞與李煜的《一斛珠》（曉

妝初過）同樣描寫女子妝後的嬌態，然韋莊不直接形容女子的面貌和身材，而是以其

身上的飾物，例如柳球、花鈿等來側寫烘托女子的美好，對照李煜大膽直書女性冶豔

的容貌儀態，韋莊之詞顯得含蓄且保留。 

   〈搗練子令〉李煜 

   雲鬢亂，晚妝殘，帶恨眉兒遠岫劗。斜脫香腮春筍嫩，為誰和淚倚欄杆？ 

  此闋詞為李煜描寫女子閨怨之情，詞中直述女子樣貌，髮凌亂、妝容不整，第四

句「斜脫香腮春筍嫩」描寫女人拖著香腮，手指如蔥蔥白筍，由此能感覺這個女子的

美麗，甚至是李煜對女性的欣賞與愛戀。詞人直抒胸臆、不用典故的寫作手法構成女

子美好生動的畫面，令人感到直率真誠。相較於其他宮體詩與花間詞人，李煜不用典

故，直接描寫眼前所見、心中所感的直率亦構成詞作特色。 

  李煜詞中的女性擁有不同的風貌，除了精緻的容顏舉止，他在描寫女性的整體動

作時也極為連貫流暢，動感的形象讓女性富有生命力及自我意識。 

  〈一斛珠〉（曉妝初過）除了對大周后的精緻容貌體態描寫入微，亦可見得女性

連續性的動態舉動，由上妝到露出丁香小舌，帶出唱曲、轉杯邀寵、唾向對方等具體

而動態的詞句，動作一氣呵成，並且不單單描述當下片刻的狀態，而是以連貫成串的

畫面構成一段影像，相較於其他花間詞派作家，李煜更加擅用五感及動態技巧來書寫

女性的特徵及動作。以下舉溫庭筠的詞作為對照例子。 

〈菩薩蠻〉溫庭筠15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粧梳洗遲。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16 

  詞人描摹女性嬌柔、無心打扮自己的慵懶模樣，第一個出現的畫面是烏髮香腮的

女性臉龐，再來便是女子畫眉的畫面，最後照鏡的舉動，這三個畫面主要描寫女性片

段的樣貌，並且畫面並不順暢細緻，使人難從中感到時空推移，而篇幅較窄小，感官

難受到刺激。若以視覺表現手法來說，李煜的詞像一部連貫性剪輯17的電影，女性展

14 韋莊（836 年─910 年），字端己，唐朝花間派詞人，詞風清麗，有《浣花詞》流傳。 
15 溫庭筠(公元約 812-870 年)，本名歧，字飛卿，唐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晚唐著名的詞家。 
16 唐．溫庭筠，五代．韋莊：《溫庭筠韋莊詞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7 連貫性剪輯是一套特定剪輯方法與系統，其目的在於連貫而清楚地講述故事，以有條不紊的方式敘

述角色之間一連串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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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動感而清晰的行為舉止，讓人能從詞句中感受人事物的迅速發展和動態感，進而想

像出時空推移、動作變化的影像；而溫庭筠之詞如同蒙太奇手法18，畫面片段而跳躍，

如〈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描寫山水後疾轉回婦女上妝畫面，再跳躍到羅襦上

的鷓鴣，描繪雖精緻而連貫性不足，較缺乏視覺上行雲流水的鮮活快感，女性行舉朦

朧不清晰。另外再舉一例說明。 

   〈浣溪紗〉李煜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 

   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 

  畫面由凸顯出艷麗的紅錦地衣暗示舞女的動作，地毯的皺褶是因為舞女踏步與迴

旋的動作而產生變化，在此不正面寫舞者的動作，而是以地毯的狀態改變使讀者想像

舞女的動態影像，感受女性輕盈婀娜的舞姿。隨著女性的舞步移動，舞者髮上的金釵

暗示著舞者因為舞蹈時間長久且富有節奏而滑溜掉落，頭髮因此散開的景象由此而

生，此間可以感受到舞女跳舞時間的推移遞進，並從而想像出畫面動態感。除此闋詞

外，〈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亦能清楚展現女性的行舉變化，小周后提著金縷鞋

由階梯步往約定的亭子，見到李煜後熱情地投入其懷抱，畫面流暢彷彿歷歷在目。 

  李煜筆下的女性多有鮮活細緻的容貌舉止這項特色，尤以大小周后兩位最常接觸

的女性作為描寫對象的作品為多。李煜描寫女性的手法直抒胸臆且觀察入微，甚至在

亡國後詞作中的女性也透露出這項特點，由此能夠推想李煜對女性的愛戀之深刻。對

李煜而言，女性扮演著詞人生命中不可或缺並被視為一生追尋的重要事物，故詞人真

實投入自己的情感，彷彿化身為女性親身經歷般，細緻入微地描繪出女性外觀與狀

態。這項具體形象的特色將在第三章第一節討論女性對李煜的象徵與寄託，詞人如何

藉著描寫女性的容貌舉止，傳達女性象徵著他一生追求愛情。 

（二）性格行儀─突破禮教 

  女性在李煜筆下擁有自己的思考，富有生命力，詞作中女性突破禮教的形象以小

周后最具代表性，尤其李煜與小周后本是姐夫與妻妹的關係，這段事前未經認可的關

係本已與禮教背道而馳，而李煜詞中的小周后更是顯露出不拘禮教的一面。 

〈菩薩蠻〉李煜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剷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 

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 

18 蒙太奇 Montage 是法語音譯的外來語，最初由謝爾蓋·愛森斯坦為首的俄國導演提出，主張以一連

串分割鏡頭的重組方式，來創造新的意義。此指溫庭筠之詞畫面斷斷續續，每個畫面有其意義及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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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闋詞描寫小周后在夜半提著鞋子來到畫堂，與李煜私會，19女子主動爭取憐寵、

急切尋求男子疼愛，這些大膽外放的舉動和禮教所述的女性有極大的不同，順從禮教

的女性本應三從四德、獨守深閨而含蓄惹憐；但李煜筆下的女性皆大膽活潑，暗自與

男人幽會，並主動要求男人的垂憐疼愛，並且李煜在男女情事的描寫上極為露骨，但

這方式卻也將女性的形象提升至有情感的生命，擁有自己的思想。 

  李煜筆下的女性多是違反禮教的形象，東方文化將傳統女性界定為保守貞潔的婦

女，不輕易踏出門戶，遑談對男子嘻鬧求憐，社會對女性的道德標準極高，這是對女

性的一種打壓與貶低，帶有不平等的觀念，雖然不該以現代的理想去評斷傳統禮教的

優劣，但女性地位低落的事實也能從古典文學中看出端倪，如彭德和〈從《禮記》到

《世說新語》女性形象與地位研究〉20提出傳統禮教對女性的束縛，從《禮記》中男

女教育項目的不同反映傳統對女性的認知，可見禮教的女性形象根深蒂固。 

  而李煜賦予女性開放且大膽的性格及舉止，說明他對禮教的限制不以為意，也展

現他對女性的尊重與愛戀，以下列舉探討： 

 〈一斛珠〉(曉妝初過)詞中大周后嬌媚而不拘禮節的樣貌行儀展露無遺，斜憑著

床椅挑逗主人公，連衣袖也因大口飲酒給浸染髒了，尤其末三句更凸顯出女子大膽而

外放的性格，將嘴裡嚼爛的紅艷草花笑吐向男子，此類違反禮教的行為儀態推翻中國

傳統婦女形象。 

  詞作中突破禮教束縛的女性包含大周后、小周后及宮伶、歌女等，其中以小周后

最為具代表性。因其在大周后患病時，與李煜私相授受，已違反現實禮教的規範，而

行為舉止亦顛覆傳統印象，為李煜筆下描寫反禮教形象最特出的女性，如〈菩薩蠻〉

（花明月暗籠輕霧）由兩人幽會時，小周后對李煜的回應便可見得小周后急於求愛之

表現，以及兩人以愛戀為先、道德禮教為次的想法。 

 〈菩薩蠻〉李煜 

 蓬萊院閉天台女，畫堂晝寢人無語。拋枕翠雲光，繡衣聞異香。 

 潛來珠鎖動，驚覺銀屏夢。臉慢笑盈盈，相看無限情。 

  男子潛入一位單身女子的閨房便說明了這段不法的關係，而女子驚醒後看到來人

卻無驚駭恐懼的心情表現，可見女子也同意這段關係，甚至笑容滿溢的深情凝望對

方，含情歡愉之意盡在不言中。 

  而下闋詞說明了不只大小周后有突破禮教的行儀，一般歌女、宮娥在李煜筆下，

同樣化身為突破禮教的形象，並且視禮教為無物的心態，而突破禮教的程度關乎李煜

與該女性的親密程度，將在第三章第二節提出此意象的程度差異。 

19
.「或謂後寢疾，小周後已入宮中。後偶事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後尚幼，未知嫌疑，對

曰：『既數日矣。』後患怒，至死面不外向。」宋．陸游：《南唐書·后紀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6 年 10 月初版）。 
20
 彭德和：〈從《禮記》到《世說新語》女性形象與地位研究〉（新竹：玄奘大學碩士論文，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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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薩蠻〉：「銅簧韻脆鏘寒竹，新聲慢奏移纖玉。眼色暗相鉤，秋波橫欲流。」 

  此句亦凸顯出女性主動求愛，男女互相以眼色不斷撩撥，但將男子置於被動接受

的位置，反代女子之筆，不害臊地展露對男子的矚目中意，以秋波主動示好。 

  李煜筆下的女性展露反世俗禮教的一面，透露出詞人開放的兩性關係之觀念以及

率真的性格，女性主動積極的表現可以聯想至詞人本身亦有欲追尋的事物，而女性追

求的愛情象徵著李煜追求的自由目標，但這項追求的事物卻不被世人認同，猶如女性

不該擁有自我意識，只能依從禮教而生的無奈。李煜翻轉這項傳統，放入許多自己的

意念，將在第三章第二節論及女性突破禮教的性格行儀所象徵的意象。 

  （三）亡國姿態—從豐美到孤瘦 

李煜之詞風在亡國後有所轉變，因於境遇的變化牽動他的心境，進而改變其詞

作風格。亡國前，多寫紙醉金迷的生活，如描繪宮廷宴饗與對女性的迷戀，詩作中時

常有女性的身影出現，可見他陶醉在溫柔鄉的時光既歡愉又長久，詞作不僅描寫皇宮

富麗堂皇之景，更寫女性柔美姿態，一詞一句離不開女性，女性與美好事物常交叉敘

寫，以下從前兩節的分析來探究李煜亡國前的女性形象。 

亡國前，詞作女性多以歌女、宮女，以及兩位重要女性─大周后與小周后為主

要書寫對象，李煜賦予女性美好形象，如〈一斛珠〉（曉妝初過）描寫大周后曉妝清

麗，露出丁香小舌、斜倚繡床，形象美豔動人；〈菩薩蠻〉（蓬萊院蔽天台女）寫小周

后如蓬萊天仙，身有異香、頭髮烏亮，並笑臉滿盈。女性的出現伴隨皇宮宴饗等良辰

美景，從這些敘述可以發現李煜在未亡國前的快活日子裡，時有女性在側，且女性的

特色為華貴柔美、體態動人，猶如仙女般神聖美好，可以感覺到李煜對女性的用心刻

劃，以及沉濃的迷戀。 

除此之外，動感舉止亦是此時段詞中女性的特色，畫面簡繁得當且連貫流暢，

以〈菩薩蠻〉（花明月暗籠清霧）為例，從小周后自身角度出發，運用視覺推移從霧

籠花月之景往下方帶開，脫去鞋襪、提起金縷鞋後，步上階梯，直到抵達畫堂南畔，

相見後偎向情郎。畫面從不中斷、流暢且生動活潑，不僅描寫女性的實際體驗，亦從

擁有生命的行動裡，展現女性無窮的生命力，能從中感受氣氛之歡悅與對女性的依戀

之情。以一前期之詞作為例： 

〈玉樓春〉李煜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欄杆情味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月夜。 

 女性在亡國前是美好豐富的形象，李煜對女性的外貌、體態與行為加以濃厚筆墨

描述。上闋詞能發現李煜身邊的嬪娥眾多，而「春殿」一詞又表達他對女性的存在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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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感受春日的美好一般喜愛，女性的出現常伴隨絲竹宴饗，合力營造美好的氛圍。 

 劉慶雲在《新譯南唐詞》21一書中提到：「李後主是一個極富才情的風雅文人，但

作為南唐之主，治國卻昏聵亡能，兼之日夕沉湎歌酒，耽於聲色，生活奢靡，……，

對宋朝一再忍辱退讓，希圖獲得苟安，保全生命。」22李煜在其父李璟駕崩後，登位

為李後主，然而他治國無能，終日沉溺於歌酒聲色，以致肉袒出降，被宋封為「違命

侯」23，但此時李煜的詩詞創作卻到達生命的巔峰。 

 李煜在亡國期間與亡國後，詞風轉完淒涼感慨，失去家國山河，生活上受盡屈辱，

「違命侯」是一個帶有侮辱性的稱號，並被限制不得與他人來往。除了人格污辱外，

小周后也受宋帝趙匡胤蹂躪，雖有賜第、酒食與樂伎等娛樂，卻失去最寶貴的自尊與

自由。李煜從至尊君王轉為任人宰割的囚犯，生活宛若落入地獄，亡國後詞作僅十餘

首，女性的影像較亡國前的詞作出現得少，若有女性出現在亡國後的詞作中，也多傳

遞回憶過往的歡暢日子不再，藉以感嘆美好的過往如年華般迅速消逝。 

〈浪淘沙〉李煜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亡國後，女性時常伴隨「夢」出現，以夢來表達對過去的懷想，是永遠無法再現

的美好，女性背負著過往美好的記憶，而夢醒來卻又是殘酷的現實。 

 此闋詞亦可發現「春天」的意象與女性意象重疊，如此節第一闋〈玉樓春〉（晚

妝初了明肌雪），提及「春」殿嬪娥，〈浪淘沙〉（簾外雨潺潺）中再次以春意消逝表

示過往美好的不再。而女性的意象也是相同的手法，不同的是女性對李煜的意義更為

深厚，此觀點能從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24中發現選用女性而非春日為題材的理

由，謝健與馮建國〈李煜詞中的女性審美意象和藝術自敘性〉中提到理此論圖示，25即

Ｓ—ＡＴ—Ｒ圖式，個體受到刺激（Ｓ），產生同化（Ａ），內化於認知結構（Ｔ），

做出反應（Ｒ），Ｓ、Ｒ經過ＡＴ後產生雙向作用。由此可試想在李煜出生後最常接

觸宮娥、嬪妃等女性人物（Ｓ），與女性朝夕相處的成長過程中，李煜將女性形象同

化到自身認知心理（ＡＴ），使筆下的女性清晰展現且多為詞中主角（Ｒ），因此女

21 劉慶雲：《新譯南唐詞》（台北：三民書局，2010 年 8 月初版）。 
22 同上註，頁 15-16。 
23 同上註，頁 16。 

24 R．A．巴倫、D．伯恩著，黃敏兒、王飛雪等譯：社會心理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圖式是個心理學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皮亞傑進行了系統研究、闡釋。普遍認為是人們思考事物時

由此及彼的思維過程、中間環節，屬於心理學中的認知結構，並被認為是包括動作結構和運算結構在

內的從經驗到概念的中介，也就是說，圖式是研究人如何思維的，皮亞傑用公式 S—AT—R 來表示，

即一定的刺激（S）被個體同化（A）於認知結構（T）之中，才能作出反應（R）。皮氏這個公式中的

AT，也即中介，便是需要探討的“圖式”。25 謝健、馮建國：〈李煜詞中的女性審美意象和藝術自敘性〉，

《合肥師範學院學報》第 4 期（2008 年 7 月)，頁 4。 
25 謝健、馮建國：〈李煜詞中的女性審美意象和藝術自敘性〉，《合肥師範學院學報》第 4 期（2008 年 7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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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起不具體而不容易觀察的事物（如春日），更適合作為過去美好記憶的代表，如

下闋詞由春去引起傷感，但主述女子的惆悵悔很。 

〈臨江仙〉李煜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夜小樓西，畫簾珠箔，惆悵卷金泥。 

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爐香閑嫋鳳凰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 

 此闋詞作於金陵城被圍，
26故能感受詞人亡降低迷的精神，「空持羅帶，回首恨

依依」傳達出詞人已不僅是憂傷，而是進階到怨恨的程度，傳達對國家滅亡的悲恨與

無力。李煜以女性為自己的化身，表達心中的想法，同時也將自己的情緒與轉變投射

到女性身上，因此女性在李煜亡國後的詞作姿態由原先歡愉豐滿的形象逐漸滲入悲傷

的情感，轉變得消瘦與孤寂。 

〈破陣子〉李煜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烟蘿，幾曾識干

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

娥。 

 在亡國期間的日子，李煜活在悲痛之中，教坊奏著離別之歌，但這次的離別並不

平凡，是對整個家國與人民的告別，尤其李煜在宮娥的面前落淚，能看出女性對李煜

的意義極大，自然而然對信任的對象流露真情，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 

 雖然亡國後詞作女性的出現次數減少，多書寫山河遼闊的景象與失去所愛的悲憤

怨悔之情，而對帝王詞人而言，失去江山的連帶結果是歡樂的時光的消逝，具體來說

包含自由暢快的生活與女性的美好、生命力，故亡國後詞作中的女性如蒙上一層悽悽

慘慘的灰藍色調，不再擁有過往的正向美好。 

 因由於生命境遇的變異使李煜詞風有所轉變，也可以縮放到詞中女性形象的轉

換，前期的詞作如擁有活潑可愛性格的少女，亡國後的詞作則似歷盡滄桑的女人。除

了詞境如同衰老的女人，亡國後的女性取材也多為年老色衰的宮娥，但李煜對女性仍

以尊重的角度書寫，將女性作為追憶與感嘆美好的象徵，塑造出「悲悽易逝的美好」

的意象，將在第三章第三節討論「亡國姿態—從豐美到孤瘦」與「悲悽易逝的美好」

之意象結合。 

 

26 「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居民樵採路絕。曹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國主曰：『城必破矣，宜早為之

所。』國主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彬日遣人督之，且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

寨，即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彬又遣告曰：『稍遲，即無及

矣！』國主不聽。」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宋紀八·開寶八年》(台北：洪氏出版社，1993 年)，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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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象徵與寄託 

 此章由第二章女性的具體形象所營造出的意象，在此採用的是較為嚴謹的意象定

義，陳滿銘先生的著作《辭章學十論》談到：「狹義的『意象』的形成與表現來看，

是都與形象思維有關的，因為形象思維所涉及的，是『意』（情、理）與『象』（事、

景）之結合及其表現。」27故本論文藉由第二章「女性的具體形象」已提出的三點「象」，

其中包含題材選用、詞匯、修辭等意象表現手法，來探知此章的「意」，也就是以李

煜筆下的女性具體形象結合其象徵意涵，才能形成完滿的意象。以下分作三項象徵與

寄託對照論述第二章的三項具體形象特點：「一生追尋愛情」、「束縛中的自由與寧

靜」、「悲悽易逝的美好」。 

  （一）一生追尋愛情 

  女性深根在李煜的生命中，從出生接觸宮娥，至掌權後宴饗上的表演女性，以及

最具代表性的大小周后，甚至到了亡國時期，亦即李煜人生後期，也從未斷絕回想與

宮娥、歌女遊賞的美好記憶，一生皆環繞著女性生活，故詞中最常述及與女性的互動，

幾近每闋詞都能從中看到女性的影子。 

 第二章第一節「容貌舉止—鮮活細緻」提到李煜對女性的描寫皆以直接白描的手

法，描寫得極為深入細膩，能看出他對女性極為欣賞並瞭解，故能將女性展現的面貌

清晰記述，並且賦予女性美好的形象，由此推論女性象徵著李煜生命中的重要人事

物，即使在亡國後也對女性抱持著美好的形象與盼望，猶能表現出他一生對女性從不

斷絕想望，以及對愛情的追求。 

 在李煜詞中，女性多主動大膽，對愛情的追求也積極可嘉，李煜藉女性的表現，

反示己身對愛情的渴求，故愛情在李煜生命中被視為最不可或缺的事物，而追尋愛情

的展現又能從詞中對女性的描述推斷而出。 

 在大周后身上，李煜得到身心契合的美好愛情，史書上記載他們的生活美滿且富

情趣，大周后知書達禮，能與李煜互相切磋，通歌舞、明樂理能調絲竹，28生活幸福

美滿，李煜也為大周后寫下許多詞文，舉例：〈書琵琶背〉、〈玉樓春〉（晚妝初了明肌

雪）等來描寫彼此感情深篤。 

 大周后的形象聰慧且美麗，〈玉樓春〉（晚妝初了明肌雪）極盡描寫大周后的美豔

與撩人的舉動，透露出大周后對詞人的重要性，故李煜能觀察女性至如此細微，並同

化到詞作中，而下闋亦是緬懷大周后而作。 

 

27 陳滿銘：《辭章學十論》（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 5 月出版），頁 222。 
28 「後主昭惠國後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

元宗前，元宗嘆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採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為後，寵嬖專房。」

南宋．陸游：《南唐書》（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社，2006 年），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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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新恩〉李煜 

   秦樓不見吹簫女，空餘上苑風光。粉英金蕊自低昂。東風惱我，才發一衿香。 

   瓊窗(缺)夢留殘日，當年得恨何長！碧闌干外映垂楊。暫時相見，如夢懶思量。 

 此闋詞能看出李煜對女子的相思之情，也讓極少用典故的李煜用「秦樓吹簫女」

表示思念之人的身分特殊，並擅長音律，而後藉「瓊窗」一詞帶出空間變化，由上苑

轉入居室，而如今物是人非，不再能同賞美好的感嘆。故能從此詞體會大周后亡逝後，

李煜濃厚的思念之情與對愛情不斷的追求，李煜展現對愛情的執著，女性在詞人眼中

是美好無比的存在，藉此提升女性地位，產生不同於當代詞人筆下的女性形象。 

在大周后死後，立其妹為小周后，情感亦深，李煜也有許多詞文為小周后而做，

例如：〈菩薩蠻〉（蓬萊院閉天台女）、〈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喜遷鶯〉（曉月

墜）。在小周后的身上，李煜更加體會到愛情的美好，小周后的形象年輕貌美，擁有

比其他女性更多的生命力，在詞作中描寫的連貫及動態舉措都顯露出李煜對女性的獨

到見解，又以刻畫女性的精緻體態更能顯露詞人與女性間的親密。 

 除就女性形象的解讀外，《辭章學十論》提到：「『意象』之表現，指『意象』就

原型求其符號化或變形求其生動化而言，這關係到『詞匯』或『修辭』。」
29因此要堆

砌出詞作之「意」，需由「詞匯」或「修辭」來展現。李煜「白描」與「連貫畫面運

鏡」的寫作特點使詞作讀來流暢且真摯，詞中女性展露最直接的面貌，由詞人細膩的

觀察和帶入自身視角的寫作方式便可得知他對女性的尊崇和瞭解。另外，詞中由許多

描寫女性容貌舉止的詞語堆疊出豐盈美好的「詞匯」之感，例如曉妝、丁香顆、繡床

斜憑、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等語詞，從詞匯堆疊出的是一幕幕連貫又鮮活的女性影

像，在詞中營造了女性無比美好崇高的意象，更是隱約顯露出李煜對女性的深刻愛戀。 

  （二）束縛中的自由與寧靜 

 由第二章女性的具體形象之第二節「性格行儀—突破禮教」可以推論出女性為「束

縛中的自由與寧靜」。無論是亡國前，抑或亡國後，君王的責任對李煜是壓力負擔的

源頭，於是他從創作中找到極佳的抒發出口，而又以女性為詞中的書寫重點，故可以

推想女性所代表的意涵為束縛的出口。 

 〈菩薩蠻〉 

 尋春須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縹色玉柔擎，醅浮盞面清。 

 何妨頻笑粲，禁苑春歸晚。同醉與閑評，詩隨羯鼓成。 

  「禁苑」一詞明示了君王的頭銜讓李煜感到心力憔悴，這座皇城則成為束縛李煜

的枷鎖，使他不得暢快而隨心所欲地享受春光、美人與美酒，面對國家衰亡的局勢和

29陳滿銘：《辭章學十論》（臺北：里仁書局，2006 年 5 月出版），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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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頭銜，李後主心中鬱結難排解，唯有藉詩詞創作和女性的存在才能獲得一絲自由

和掙脫，跳脫這個皇宮大苑。李煜在五代割據的混亂政局中，於宮廷與政治上備感壓

力，而在面對女子柔情燦笑、詩樂同奏時，負擔才得以煙消雲散，故可視女性與詩文

為李煜排解憂慮沉鬱的出口。 

 在此能以佛洛伊德的「心理動力論」30來輔助說明「束縛中的自由與寧靜」意象

的形成過程，此理論提出「本我」、「自我」與「超我」三大人格，「本我」的人格為

原始的慾望，無法教化克制；「超我」為道德最高標準，能極力克制欲望是非以成就

最高人格；其中「自我」是本我與超我互相調節下的平衡狀態，也是個人能意識到的

範圍，由此可以分析李煜的三大人格。李煜的「超我人格」要求他必須將國家大事擺

在生命的第一順位，先於個人的需求與享受；而「本我人格」卻極力往反向而行，渴

望縱欲享樂，追求生活的自由自在，能隨心所欲的創作與追求愛戀；而這兩者相互作

用下，形成李煜的「自我人格」，在超我的束縛，即國家外務的壓力下，被迫同意付

出心力在政事上，但同時需要大量的娛樂與愛情來弭平生活的壓力，滿足「本我」的

需求，兩者平衡後產生詞人能意識到的自我人格，並反映在詞作中。在經過三大人格

的分析後，能更了解束縛李煜的現實事物，以及使詞人解脫的人事物之間的掙扎拉扯

和妥協展現，而這個心理運動投射在詞作中的女性形象上。 

 李煜藉由創作描寫女性突破禮教的形象可以視為「自我」的展現，隱約透露個人

的想望，期望能回到登基前的自由快活，也將女性視為抒發積鬱的閘口，李煜接觸女

性並以女性突破禮教的行儀為主題書寫，能使詞人感到心中的平靜與自由，故李煜筆

下的女性皆大膽主動，擁有突破禮教束縛的意志，相較於被常理規範的女人，更具備

自主的精神，活出自己真正所欲的人生，這亦是李煜對女性依戀的原因。以當代的觀

點視之，女性能自由展現情意，主動追求愛情的表現，這是極前衛的想法，相當於現

代的同志運動，只不過李煜只能以寫作來抒發，無法真正跳脫現實拘束，女性僅作為

短暫的自由與寧靜。 

 另外，從李煜描寫不同女性的方式可看出自由和寧靜的程度強弱，愈是寄情至深

的女性，如大小周后，則自由程度愈大，反禮教行儀也更加明顯；若是宮女或歌妓，

只淪為短暫的自由逃脫，由兩闕詞之比較能見得其程度差異：〈菩薩蠻〉（銅簧韻脆鏘

寒竹）描寫樂伎的眼波流動，然這僅是一瞬間的迷戀，空留餘韻，最後「讌罷又成空，

魂迷春夢中」，是短暫的解脫；而〈菩薩蠻〉（花明月暗籠輕霧）中李煜與小周后在夜

裡幽會，並沒有寫到分離，可見得這樣的歡愉在詞中留有餘韻，並且李煜對小周后的

一顰一笑有深入細緻的觀察描寫，行舉也相當大膽熱情，推想大小周后對李煜的影響

持續許久，故由女性的反禮教程度看出兩者帶給李煜的自由程度之差異。 

30 佛洛伊德：《本我與自我》（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年 9 月 1 日。） 

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論（即人格結構理論），主張要了解一個人就必須要深入分析潛意識的心理層次，

強調由本我、自我、超我的功能不同，在彼此交互影響的過程中，協調本我與超我的衝突，展現自我

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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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煜對女性反禮教形象的刻畫透露出詞人對自由的渴望，除卻女性自由無拘的形

象能帶出此層意象外，再回到意象中「象」的表現手法來看，李煜在「題材選擇」上

大量採用女性在生活中不拘出格的形象，而非選擇以自在飛翔的鳥、蝶等題材；並在

「詞匯」上多以露骨冶豔的語詞加以堆疊出女性反禮教的特徵，這些展現手法讓第二

章第二節「性格行儀—突破禮教」衍生出此節「束縛中的自由與寧靜」，說明了女性

象徵著詞人壓抑生命中的解脫出口這層意象。 

（三）悲悽易逝的美好 

 許多文人將女性視為悲悽易逝的美好，乃因女性的青春年華如韶光般飛逝；然而

李煜的亡國境遇使詞作中的女性形象與悲悽易逝的美好意象之連結更為深刻，在此將

從第二章第三節「亡國姿態—從豐美到孤瘦」論及此女性意象的形成。 

   〈破陣子〉:「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曲，垂淚對宮娥。」 

   〈虞美人〉:「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李煜亡國後書寫亡國之痛、懷念故國美好生活及與大小周后的回憶，〈破陣子〉（四

十年來家國）提到淚眼辭別宮娥，這不僅是對國家山河的離別，也是對女性及其美好

人生的告別。對李煜來說亡國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對詞人的生命衝擊極大，因為過

往的日子未曾嘗過苦楚，此時李煜的人生境遇急轉直下，離別時僅能面對宮娥流淚，

別過頭再相見遙遙無期，由此可以比擬女性的存在猶如曇花一現，在李煜生命中不斷

離別，以下另舉一例探究女性為易逝的美好意象。 

   〈謝新恩〉李煜 

   秦樓不見吹簫女，空餘上苑風光。粉英金蕊自低昂。東風惱我，才發一衿香。 

   瓊窗(缺)夢留殘日，當年得恨何長！碧闌干外映垂楊。暫時相見，如夢懶思量。 

 此闋詞懷念舊時的美好生活，但以對美好女性的懷念為主軸，對自然美景視若無

物，李煜描寫對大周后的思念，也被視作悼亡詞的開端。大周后能在生前使李煜為其

作香豔之詞，死後又能使他作悲憤感切之作，可見她在李煜生命占有極大分量，但陪

伴的時間卻不長，僅有十年時光，對比長久存在的屋室光景，發出「空有當年舊煙月，

芙蓉城上哭蛾眉」
31的感嘆，從這事件中能感受到李煜心中對女性抱著既喜愛親近又

害怕失去的心理狀態，故女性被視為悲悽易逝的美好存在，尤以亡國後的詞作更能體

現女性形成此意象的因由。 

 李煜晚年提及的女性多為酒樓中的歌女或過去曾陪伴在身邊的女性，然此時女性

的形象不再有細膩的描繪，大多輕描淡寫女性的形貌，表現的情感多憂鬱難解，可視

31 「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煙雨暮漢淒。先欄恫悵人誰會?不覺潛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

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煙月,芙蓉城上哭蛾眉。」墨人：《全唐詩尋幽探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 2 月再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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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詞人的心理投影。亡國後李煜雖然仍對女性及美好事物有所追求，但卻因為這是不

切實際的盼望，詞人自知不能回到過往的生活，而使詞中女性姿態轉變： 

 

  〈烏夜啼〉李煜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艱困的後期生涯使李煜心中積鬱，在後期詞作中，提及女性的次數漸漸減少，此

闕詞中只出現「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將花露比喻成美人的淚珠，女性形象轉

變為淒美悲涼，投射出詞人慘澹的心理狀態，並以「設問」的方式感嘆過往的歡愉不

再，由此可看出女性仍令李煜感到迷戀、不捨離去，詞人對生活現狀表示無奈的悲情

同時，卻又放不下舊時的美好回憶。再如，小周后為其蒙辱自殺，32其情甚堅，李煜

因而感到無力悲悽，亡國後的日子轉為悔恨束縛，而美好的舊時生活、女性的溫柔回

憶仍舊是支持他的力量，也是詞人不斷追求的目標；在後期的詞作中可以看出李煜的

疲憊和無助，卻也留存對女性的嚮往和依戀；對愛情的追尋不再抱有太大的想望，但

仍然不斷絕期待。 

女性寄託著李煜一生追求愛情，並象徵束縛中的自由與寧靜，這兩層意象顯示出

李煜對於女性的美好經歷與認同，但也是因於李煜潛意識中對環境背景有著個人感

觸，如李煜的帝王枷鎖、當代女性思想等影響，不盡然是與女性接觸後詞人感受產出

的結果，並且詞人自身的經歷和周遭的變故也可能使詞的意象被改變，在此可用卡

爾‧榮格提出「原型的阿尼瑪」模型
33加以解釋意象的修正過程：阿尼瑪是男性心目

中的女性形象，李煜從小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在女性環繞的環境下，李煜

對女性有著天性的尊崇與依賴，故女性的美好是李煜自己的主觀投射，而女性象徵的

美好意象在南唐亡國後，被賦予了短暫而容易消逝的特徵，在李煜的阿尼瑪投射中，

詞人自我體悟並修正阿尼瑪投射，進而產出女性有著「悲悽易逝的美好」的意象。 

藉由客觀物象的形象轉變，能夠加深原先意象的意義性，如第二章第三節「亡國

姿態—從豐美到孤瘦」提出的展現手法，也就是能相和出意象的「象」，除了女性形

象的轉變外，由女性詞匯的驟減、詞匯的悲涼詞境及風格轉變等寫作方式，都能使女

性意象有所變化。女性之於李煜原是美好愛戀的象徵，而在亡國後詞人心境及身世遭

遇的驟降，使李煜發出美好事物容易消逝的感嘆，故轉變為悲悽易逝的美好象徵。 

32「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

聲聞於外，後主多婉轉避之。」北宋．龍袞：《江南野史》（臺北：新興書局，1984 年），卷 3。 
33卡爾．榮格：《人及其象徵》（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02 年 8 月二版）。 

原型是首創的模型，代表同一類型的人物、物件、或觀念，往往被以後的作者重複模仿與重塑。阿尼

瑪是男人無意識中的女人性格與形象，可以是負面的也可以是正面的。《人及其象徵》卡爾．榮格 

15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C%E8%80%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BC%E7%91%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BC%E7%91%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6%84%8F%E8%AD%98


四、 結論 

論李煜詞中的女性意象，以題材而言比起當代的花間詞及宮體詞作，並不新奇，

但進一步比較詞人書寫女性的形象，可以看出李後主對女性的重視，推想女性對李煜

的象徵意涵以及詞人的內心思想。 

李煜詞中鮮豔明媚的女性有著美好的形象，而其筆下的女人擁有個人的喜怒哀樂

及特色，富有自我的生命活力，亦不懼世俗禮教的眼光，女性勇於追求自己所欲，掌

握生命的主導權，舉止大膽而外放。推及今日的女性主義，可以想見李煜的詞風特色

為當代的發端，有著極先進的觀點，突破了舊制禮教的限制，將發自內心尊崇女性的

意念嵌合入詞作中，透過筆下女性的展現及女性形象的轉變，潛移默化的寄託個人情

志與身世境遇。 

李煜詞中的女性有著精緻的容貌與鮮活的舉止，對女性直白而細膩的觀察書寫可

以看出女性為李煜心目中的重要人物，故其能換位思考，深刻描摹女性的形象與心

態，毫不違和的代入女性的角色。女性也是影響李煜生命最深遠的人物，即便在南唐

亡國後，女性仍時常出現在詞作中，形象仍舊美好，但卻是李煜再盼望不來、稍縱即

逝的的過往美好，儘管如此，李煜的一生從不斷絕對愛情的渴望與追求，女性在李煜

的生命中占有極大席地。 

李煜突破物化女性的觀念，必是對女性有著由衷而至上的尊崇，而李煜身處的南

唐時期，即使當代詞人與禮教世俗仍視女性為男人的附屬品，長久的禮教思想仍逐漸

鬆動，女子行舉也有所轉變。而李煜筆下女性突破禮教的性格及行為更可以緊扣李煜

的際遇而來，李煜藉此抒發國家皇位的束縛猶如禮教對女性的限制，而身如囚鳥的心

靈出口便是女性，女性帶給他的自由與寧靜，使他能逃脫於俗世外，並能發現李煜的

心靈自由程度與女性的親密程度成正比，作為李煜逃脫君王枷鎖的心靈避風港。 

人的經歷促成未來表現，時代造就偉人，如若李煜非生在帝王家，也許這些思想

便不會產生，他對女性的眷戀便不會如此深刻。最後縱觀亡國前後的詞作，可得知李

煜將女性作為美好事物的象徵，同時看作容易失去的珍寶。李煜的末年悲戚潦倒，受

宋朝壓制而抑鬱難抒，過往歡愉宴饗的回憶也蒙上一層灰，女性形象由豐轉瘦，詞作

中女性的質量皆驟減。然而，女性的出現機率雖然減少，姿態也轉為淒美悲苦，但女

性之於李煜的存在始終不變質，仍然被視為一生追求的心靈出口，透露女性對李煜生

命的重要性。 

從本論文的探討發現李煜筆下之女性形象能對照出一層層深刻的意象，透過理解

「象」與「意」間的關聯能更加緊密扣合李煜詞中欲傳達的真實意涵，瞭解文人身處

當世的境遇以及人生慾望。女性意象的探討並不特殊，但在李煜這位帝王詞人的筆

下，女性意象顯得顯要，故希望藉本論文探析李煜與女性之間的意象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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