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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間詞話》中將溫庭筠、韋莊、李煜的詞作評為「句秀」、「骨秀」及「神

秀」，亦即所謂「詞三秀」。本研究旨在根據《人間詞話》中「境界說」的架構之

下，以及王國維著作中對文學作品的批評來釐清「詞三秀」的意涵，並對王國維

評論文學的標準有更好的認識。經由本文的研究發現，「詞三秀」不是三個平行

的品評術語，而是由「句秀」至「骨秀」再至「神秀」，循序漸進，層次漸高，

這與王國維的「直觀美學」相呼應；再者，由「神秀」的相關討論中可顯見，比

起書寫女子閨怨或離情的詞作，王國維更肯定能表現生命之感的作品。本研究亦

發現，「詞三秀」之漸進層次與美學要求也可作為詞學的批評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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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清代「樸學」的盛行，影響清代學者在詞學方面投入了相當的研究。清代在

詞集的整理與詞學理論研究方面成果頗豐1，其中王國維《人間詞話》就是重要

的詞話著作之一。 

《人間詞話》是清末民初學問家王國維吸收西方哲學、美學思想後，針對中

國詩詞所做的文學評論，其提出的「境界說」對中國傳統的文學評論投下了震撼

彈。王國維在《人間詞話》第九則中甚至自豪地提到了「境界說」之異於其他學

說之處：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

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

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复如是。然滄浪所謂興

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探

其本也。2 

在這則中，他提到了前人論詩所提出的「興趣說」或「神韻說」，不過是說到「詩

的面目」而已，王國維認為唯有「境界說」才是能直接探求詩詞根本的方法。 

為了明確界定王國維之「境界說」的觀點和理論，「境界」二字以及和「境

界」相關的美學用語，如：寫境與造境、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優美與壯美……

等，成為學者爭相研究的議題，足可見其「境界說」對文學研究影響之深遠。雖

然「境界說」及其相關美學評論用語的相關研究不在少數，但綜觀現有的文學研

究多半針對《人間詞話》中的「寫境」、「造境」、「境界有無」、「真」及「隔與不

隔」作釋義的探討，較少站在其「境界說」之架構下，詮釋相關批評用語所蘊含

的美學概念3。此外，《人間詞話》中關於評論用語意義界定模糊的問題亦多有例

子，其中第十四則所提到的「詞三秀」──「句秀」、「骨秀」及「神秀」即是一

例，也是本文要探討的核心對象，書中提出：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4 

王國維藉由「句秀」、「骨秀」、「神秀」三詞，將溫庭筠、韋莊、李煜三家的詞作

                                                      
1 參考張葆全：《詩話和詞話》（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 年 2 月），頁 143。 
2 見王國維：《人間詞話》（臺南：大夏出版社，1988 年 12 月），第九則，頁 5。 
3 參考陳燕：〈論《人間詞話》架構中「三境」與「三秀」的關係〉，（收於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

術研究中心編：《清代學術論叢第四輯》，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11 初版一刷），頁

324-325。 
4 見王國維：《人間詞話》，第十四則，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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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品評，並且受到詞學研究者之關注；但是，也正因《人間詞話》評詞的語言、

理論十分精簡，行文為條列式而無詳細闡述，所以易造成研究者苦思不得其解。

在目前的研究中較少有將「句秀」、「骨秀」及「神秀」合做「詞三秀」來討論，

較多的討論是圍繞《人間詞話》中「境界說」的義界，或王國維的美學論點，或

論「人間詞話」中所提到的詞家的作品藝術特色。不過，葉嘉瑩的《王國維及其

文學批評》5不僅論及王國維文學批評的重要性，亦對《人間詞話》中「境界說」

的理論與實踐做了詳細的論述，於其附錄中更以《人間詞話》中對溫庭筠、韋莊、

馮正中、李煜的評語來看四家詞不同的風格，唯本書重心不在結合王國維的美學

觀點討論，而是集中於分析四家詞風格之異以及論述詞在五代意境方面的拓展；

另外，較直接提及「詞三秀」的研究有陳燕〈論《人間詞話》架構中「三境」與

「三秀」的關係〉6，透過從美學原則、文學理論及實際批評三方面分析《人間

詞話》的組織要素，並說明《人間詞話》是在「境界說」的大架構之下寫成的，

若能將各個美學評論用語歸類在「境界說」的大架構之下，便能更清楚了解整體

之間的關係與其架構，而能對《人間詞話》一書能有更深層的認識，本文將在此

基礎上，進一步針對「詞三秀」的內涵詳細探討。另外，王國維《人間詞話》特

別之處在於其研究西方哲學的背景，因為嚮往康德、叔本華的美學、哲學理論而

有各種探討理、教育、學術以及文藝的作品7，而《人間詞話》即是在此種背景

之下誕生。因此針對王國維的美學觀亦有了解的必要，蘇珊玉《人間詞話之審美

觀》8當中對此有精闢的見解，對於理解王氏美學有極大的幫助。 

綜上所述，本文嘗試透過研究王國維的文學批評相關著作中探其文學的美學

觀，並深入分析在《人間詞話》中出現過的溫庭筠、韋莊、李後主之詞作，並視

需要加入分析此三家其他著名詞篇，藉此探究是否能為「詞三秀」作出定義或釐

清其在《人間詞話》中所呈現的意涵。更期盼透過瞭解「詞三秀」的意義，能對

於王國維提出的境界說美學有更深層的認識。 

本文首先以概述王國維「境界說」與《人間詞話》的內涵與其意義，接著延

伸探討「境界說」與三秀存在的實際批評關係，再進一步分析何謂「詞三秀」的

                                                      
5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4 月初版一刷）。 
6 見陳燕：〈論《人間詞話》架構中「三境」與「三秀」的關係〉，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

心編：《清代學術論叢第四輯》，頁 324-325。 
7 見王國維的〈論性〉、〈釋理〉、〈文學小言〉、〈論教育之宗旨〉等（收於王國維：《王觀堂先生

全集》，第五冊，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 年 5 月）。 
8 見蘇珊玉：《人間詞話之審美觀》（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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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意涵。本文希望能在名詞釋義的基礎上，進一步的對《人間詞話》中所提出

的「詞三秀」有多面向的整理與詮釋，當瞭解「詞三秀」更清楚的概念後，亦期

能闡發「詞三秀」與「境界說」之間的互相關係，並對《人間詞話》中的詩詞美

學有更清楚的認識與掌握。 

 

貳、 「詞三秀」之理論背景 

 

一、王國維的治學態度 

本篇論文在探討《人間詞話》中「詞三秀」的內涵，而「詞三秀」的意義關

乎著王國維本身的治學態度以及他融合西方哲學、美學的理論來觀照中國古典詩

詞之美，因此以下將著重討論其成長背景以及在治學的歷程中學習西學的重要經

歷來整理。 

王國維生於清德宗光緒三年浙江海寧州城內，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

晚號觀堂，又號永觀9。王國維初生在書香世家，海寧州亦為文化重鎮，因著這

樣的家庭背景與生長環境，使得王國維從小便浸淫在詩書的天地之中： 

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為兒時所不喜外，其餘之書晚自墊歸，每泛

覽焉。10 

從其自敘中可以看出王國維從小就愛好讀書，且喜歡多方面、廣泛的閱讀。除此

之外，見到友人讀漢書後便不吝惜地花了幼時的積蓄，買了四史來讀，也開始學

習駢散文11。 

王國維考過的幾次科舉都名落孫山，但其友陳守謙12曾為其寫祭文，來說明

王國維未能考取功名的原因： 

君於學不沾沾於章句，尤不屑就時文繩墨，故癸巳大比，雖相偕入闈，不 

終場而歸，以是知君之無意科名也。13 

                                                      
9 參考趙萬里：《民國王靜安先生國維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 年 4

月初版），頁 1。 
10 見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 年 4 月初版），

第四冊，頁 1783。 
11 參考趙萬里：《民國王靜安先生國維年譜》，頁 3。 
12 王國維、葉宜春、褚嘉猷、陳守謙為「海寧四才子」，其中推王國維為四才子之首。 
13 見陳守謙：〈王忠懿公文〉（收於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 年

5 月），第十六冊，頁 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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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看出，王國維不拘泥於字詞章句，更不屑於一成不變的八股文考試。在朋

友眼中的王國維之於學習的態度是為學習而學習，而非為了考取功名。 

在王國維的求學生涯中，不僅是其治學的態度影響了他的成就，他所身處的

時代更是對他有著意義深遠的影響： 

甲午之役，始知世上有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貲供遊學，居恆泱泱。14 

甲午戰爭發生之際，王國維剛好年屆十八，中日戰爭不僅讓王國維看見鄰國的船

堅炮利，更讓他開始對外面的世界、外國的學問產生興趣。正因為他有著一股強

烈的求知心，所以當家裡經濟不允許他出外遊學時，他更是悶悶不樂。 

年僅十八歲的王國維無法實現遊學的理想，但是在他二十二歲那年前往上海

求職，因緣際會之下擔任了時務報社的書記，也是在那時他認識了提拔他一生的

羅振玉先生，並且向日人藤田劍峯（豐八）、田岡佐代治學習歐文翻譯。這段時

光可以說是王國維生命的轉捩點，開啟了他學習歐文的大門15。羅振玉在一次偶

然看見王國維的詞作之後便對其文采非常欣賞，雖然後來歷經時報社倒閉，以及

王國維因為事務繁忙、學習時間甚少以至於學習成果不佳，但是仍受到羅振玉先

生大力幫忙與經濟上的資助，始能夠繼續學習甚至羅更資助他赴日本留學，當時

他所修習的是物理、數學、英文等專科。 

王國維在日本求學時間頗受幾何學之苦，也因為身體健康欠佳，因此聽從羅

氏的建議返國修養。王國維在〈自序〉中明確地指出那段時間帶給他的深厚影響： 

留東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歸國。自是以後，遂為獨學之時代矣。體 

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 

而此時為余讀書之指導者亦藤田君也。16 

以上這段話無疑表露了王國維那段時間的心聲，以及他開始投入哲學學習的主要

原因，身體的疼痛加上本身先天個性上的憂鬱因子，使他不得不一直思考人生的

問題，也就是那段時間開啟了王國維往後學習哲學的道路。王讀哲學時從師於藤

田豐八以及田岡佐代治，在二十幾歲的那段年華中，他熱愛哲學的程度在他的〈自

序〉中可見一斑： 

是時社中教師為日本文學士藤田豐人、田岡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 

余一日見田岡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華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半 

                                                      
14 參考趙萬里：《民國王靜安先生國維年譜》，頁 3。 
15 參考趙萬里：《民國王靜安先生國維年譜》，頁 4。 
16 見王國維：〈自序〉（收於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第五冊，頁 1825。 

157



 

睽隔，自以為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17 

雖然王國維對哲學充滿熱愛，但是學習哲學的道路上並不簡單，因此他也曾提

到： 

余疲于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 

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偉大之形而上學、尊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 

學，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則言在知識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 

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 

此近二三年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于文學，而欲于 

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 

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性寡而理性多。18 

王國維雖醉心於哲學但他無奈於自己所知道的畢竟太少，因而對於研究哲學大感

吃力，所以自嘆若要成為哲學家，他的感情太過豐沛，知識理性不足；然而，要

成為一名偉大的詩人，則又哀嘆自己過於追求理性。但是，從以上我們不難看出

一點，就是王國維對於文學的態度在於他認為「文學能夠給予人直接的慰藉」。

所謂「直接的慰藉」就成為了王國維欣賞文學甚至於批評文學的主要態度。 

 

二、《人間詞話》與「境界說」 

《人間詞話》經過王國維本人的編定，從原先的一百四十二則之多，後編輯

成六十四則，並且在《國粹學報》上刊行發表。 

《人間詞話》的文字精鍊，加上其為王氏融會西方叔本華、康德之哲學、美

學觀而出的嘔心瀝血之作，雖然從過去的文學流脈來看中國並無文學批評一詞，

然而透過歷來的詩話、詞話、詩詞論等作品，確實有文學批評的事實及相關論著

19。因此，《人間詞話》中所擁有的西方哲學及美學的思想便賦予了其嶄新的意

義及特殊性，不僅使學界驚艷，也有加以研究的必要。再加上王國維在《人間詞

話‧卷上》中更是揭示了「境界說」的面貌20： 

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 

                                                      
17 見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第四冊，頁 6。 
18 見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第五冊，頁 1827-1828。 
19 參考古添洪：〈中國文學批評中的評價標準〉（收於葉慶炳、吳宏一著：《中國古典批評論集》，

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 年 4 月初版），頁 96。 
20 本段下引數則引文出自王國維著，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北京：人文書店，1933

年 12 月初版），卷上，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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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此。 

自此，王國維正式提出「境界說」作為評詞的基礎，綜觀詞的整體與細究詞的局

部，若有境界則自然會形成「高格」與「名句」。其云：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与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 

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作品中會呈現出「造境」與「寫境」之別，但針對作者的創作手法來看，王氏認

為兩者有交疊：因理想而造境則又合乎自然，不會完全憑空捏造，即是兩者難以

分別的地方。他提出：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 

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篱下，悠然見南 

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 

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 

自樹立耳。 

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 

一宏壯也。 

以上數則點明「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差異。首先，「有我之境」是以自

己的角度來觀物，將自己投射在事物之中；「無我之境」則是淡化了自己的色彩

達成物與我合而為一體。再來，古人作詞以「有我之境」為多，但是王氏則認為

擅寫「無我之境」之作家更能鶴立雞群。最後則提到了「有我之境」與「無我之

境」皆指作者或讀者的感情狀態，亦即有感於動之以情，得之情感的沉澱，但兩

者所造成的美感效果則有不同21。關於藝術中的寫實與理想，王國維說： 

自然中之物，互相限制。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 

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 

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可見兩者互有關係及限制，而兩者皆遵從自然。因此他又提出：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 

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有境界不在於有實體描寫的事物之框架，連心中所感皆是一境界。然而，最重要

                                                      
21 參考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4 月），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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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其情感必為真實所發。再見以下舉例：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 

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 

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帘閒挂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台，月迷 

津渡」也。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人，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 

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 

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复如是。然滄浪所謂 

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為 

探其本也。」 

綜觀以上，首先揭示了「境界說」大致的理論內涵，也定論「有境界」是最高的

審美範疇，因此境界不以大小作為作品的優劣之分，最後王國維甚至肯定的指出

與嚴滄浪的「興趣說」、阮亭的「神韻說」相比，「境界說」更是突破探究詩詞外

在的面目，而是為了探究其內在，不難看出王氏企圖以「境界說」來提出新的批

評標準及理論。 

雖然在《人間詞話》的研究中，有對於王國維依照傳統詞話摘句為評、條列

分述而將其視為一部傳統詞論之作，但亦有研究推崇王國維自浸淫西方哲學融會

貫通之後，用新思維來評論《人間詞話》並給予肯定，也因此研究《人間詞話》

中其他各則所提到相關評論用語及美學用語，像是：「寫境與造境」、「有我、無

我之境」、「隔與不隔」的數量非常可觀。在眾多研究中，葉嘉瑩學者即肯定在六

十四則詞話中，其中的排序也大有學問，可發現《人間詞話》隱含著「系統化」

的安排，並且將其分為「批評之理論」與「批評之實踐」22，「境界說」即為當

中最重要的核心旨意。 

然而，關於「境界說」根本的含義與評論取決於何？從王國維的評定態度及

方式在《人間詞話》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以下將舉其中重要的美學用語「真」、

「隔與不隔」，來說明「境界說」重要的含義以及其所代表的美學意義。 

 

                                                      
22 參考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4 月初版），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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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學用語──「真」 

在《人間詞話》中最先直接提及「真」的條目說道：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 

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23 

從以上文句可看出在《人間詞話》中最高文學批評原則的「有境界」和「真景物」、

「真感情」是環環相扣的，所以開宗明義便指出「境」不單是眼睛所能見的實景，

內心的風景──喜怒哀樂亦謂作「境界」。 

接著可以再看其他關於「真」的敘述：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 

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24 

在這段文字中，王國維大力推崇清代詞人納蘭容若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詞作極為

「真切」，而「真切」來自於「自然」。 

在下列敘述中，我們更可以見到在寫景言情時，何謂「真」、何謂「自然」：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詞脫口而

出，無矯揉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

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也。25 

整部《人間詞話》都在探討高格名句、優秀作品的條件。在王國維心目中稱得上

是大家之作的必須要「沁人心脾」、「豁人耳目」而且要「脫口而出」、「無矯揉裝

束之態」，這些在在都扣緊「真」的題旨，因此對於「真」的認知要從「真實情

感」與「真切感受」來理解，並且要跳脫刻意修飾的手法。優秀的詞人因著當下

事物的感發而寫作，使讀者在閱讀作品時就能感受到歷歷在目的衝擊，也就是內

容需要展現出「藝術的情感與藝術的形象性」，更重要的是「情感須為真實」、形

象更需要「具體」才可以26。因此，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卷下》中也提到文學

的更替、升降皆源於文學有否「失真」27。 

 

                                                      
23 出自王國維著，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卷上，頁 3。 
24 出自王國維著，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卷上，頁 23。 
25 出自王國維著，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卷上，頁 26。 
26 參考蘇珊玉：《人間詞話之審美觀》，頁 24-25。 
27《人間詞及人間詞話》：「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

詞則為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

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為羔雁之具，而詞亦替也。此一文學升降之關鍵也。」見王國維著，

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卷下，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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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學用語──「隔」與「不隔」 

學者提出王國維所認為的「隔」與「不隔」主要是在探討寫詞的表現技巧28，

以下以《人間詞及人間詞話‧人間詞話卷上》舉例：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 

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 

在不隔。詞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 

闕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 

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 

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游戲。玉梯凝望久， 

歎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 

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29 

由以上可了解「不隔」的定義就在於能使讀者領略到「語語都在目前」之感。一

闋詞從題材的選擇、用字遣詞到語言風格的表現，左右了詞給予人的感受，雖有

說法指出王國維不喜詞人用典，但筆者認為由上述《人間詞話》中所舉的例子，

像是「謝家池上，江淹浦畔」為「隔」並不是用典不好，也不是字句不華美，而

是綜合「真」的美學思維來看時，可以發現這樣的寫法無法使讀者產生「如在目

前的真切感受」，而是讀者閱讀時必須轉個彎，先了解了典故的寓意之後才能再

解析其與作者「觀物言情」後所寫之詞作的意義產生關聯，因此用典不一定絕對

是缺點，但應讓人在典故之處不會被侷限，不會有過於晦澀，使人「霧裡看花」

之感。 

除此之外，還有所謂的「代字」之弊，容易使人在觀看詞作時產生「隔」的

效果30，《人間詞及人間詞話》中提到：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

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

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31 

為了要有妙語而使用「代字」，但王國維認為若意境足夠，則足矣，不用特別雕

鏤字句，而是應力求境界之妙為首要。 

                                                      
28 參考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 7 月初版），頁 304-305。 
29 見王國維著，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卷上，頁 17。 
30 見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頁 305。 
31 出自王國維著，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卷上，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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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境界說」架構下的「真」、「隔」與「不隔」，其實都透露出王國

維對於文學之美的原則與態度，兩者並不是分立來看，而是相互圍繞著「真實」、

「直接」、「深切」並相互呼應。「境界說」在《人間詞話》中顯示出「不同於羚

羊掛角，無迹可求，必須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才具有強烈的美感效果。王國維

致力於創造真實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的審美理論，並自覺運用『意境』來概括和

揭示文學的本質特徵。」32這就是王國維有別於中國傳統詞話所帶來的貢獻。 

 

三、「境界說」與「詞三秀」之關係 

王國維「境界說」的內涵與意義已如上節之述。「境界說」不只限於《人間

詞話》中的第一則至第九則而已，而是在王國維的其他著作中亦多有提及。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境界說」是《人間詞話》中支撐起整部著作的重要文學批評理論

架構。葉嘉瑩先生對此說道： 

只要我們一加留意，便不難發現這六十四則詞話之編排次序，卻是隱然有 

著一種系統化之安排的。概括地說來，我們可以將之簡單分別為批評之理 

論與批評之實踐兩大部分。自第一則至第九則乃是靜安先生對自己評詞之 

準則的標示。33 

由此可見，《人間詞話》一書中最重要的兩大部分──批評理論與批評實踐中，

王國維便在開頭的第一則至第九則詳盡的以「境界說」作為其書主要的理論架構。

所以，當在探討「詞三秀」實際意涵時，不能單獨看待而是要將其與「境界說」

此大綱領一起作討論。 

在陳燕的專文中談「在「三境」與「三秀」實際批評上的關係」一節，仔細

地剖析道：「雖然在《人間詞話》中可以見到在編排上有一定的次序，但是未必

如葉嘉瑩先生切割得如此之整齊」34，並特別引出書中第二十六則的「三境」35舉

例，亦即： 

                                                      
32 參考蘇珊玉著：《人間詞話之審美觀》，頁 25。 
33 見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 233。 
34 見陳燕：〈論《人間詞話》架構中「三境」與「三秀」的關係〉，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

中心編：《清代學術論叢第四輯》，頁 325。 
35「三境」原文為：「古今做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

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

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據

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見王國維著，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話》，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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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境是指「對高遠之理想的追尋嚮往之情」；第二境是指「追尋理想的

艱苦過程中所必須具備的一種情操」，也就是「專一執著殉身無悔的精神」；

而「經過長久尋覓之後，真正的理想尋獲」則是第三境。36 

在這章節中，陳燕對於為什麼境界分為三種，以及王國維所指的「第一」、「第二」

及「第三」等三個等次中更深一層的含意作了詳細的探討，她得到了兩種結論：

第一，「三境」和「三秀」同樣有高低層次的劃分。在《人間詞話》以先，王國

維在〈文學小言〉中即提到「未有不閱第一第二階級而能遽躋第三階級者。文學

亦然，此有文學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須莫大之修養也。」37因著這段話，陳燕認

為其與《人間詞話》的三境界指的應為同一種意義，也就是說〈文學小言〉中的

三階級的高低不同，實也可套用在《人間詞話》中的「三境」，並且認為縱使王

國維強調「境界不以大小分優劣」，但藉由「第一」、「第二」及「第三」的階層

劃分，卻有高下立見的差異，而「階層的高下」就是其優劣之別38。因此，陳燕

推斷「詞三秀」應該可解讀為「句秀」是第一階層的美感觀照，而層次越來越深

的由「骨秀」再至「神秀」。第二，此三階層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達到，也無法「跳

級」達到，這樣的觀點我們從《人間詞話》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詞至李後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

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

能有此氣象耶？39 

即使王國維無明白地說到「神秀」是最優秀的層次，但是從這則中我們可以知道

李煜的詞在其詞話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並超過溫庭筠、韋莊之詞作的地位40，

而且李後主所作之詞的氣象，也是溫、韋二者無法相比較的。 

    筆者認為陳燕在《人間詞話》境界說的架構下，具體提出了「三境」與「三

秀」的相互關係，並且歸納「秀」字除了一般所說的文字秀美之外，其實也承襲

了王國維美學思想上所謂的美感觀照。然而，除了將「三秀」納進「境界說」的

美學用語之外，若能再對照王國維在其著作中所舉溫、韋、李三家的詞作中的「高

                                                      
36 見陳燕：〈論《人間詞話》架構中「三境」與「三秀」的關係〉，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

中心編：《清代學術論叢第四輯》，頁 335。 
37 見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文學小言》，第五冊，頁 1843。 
38 參考陳燕：〈論《人間詞話》架構中「三境」與「三秀」的關係〉，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

究中心編：《清代學術論叢第四輯》，頁 337。 
39 出自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頁 412。 
40 周濟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評價後主之詞為「粗服亂頭，不掩國色」其實評價亦甚高，王

國維此言或有誤解之虞，只是仍可看出後主詞在王國維心中有著極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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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名句」，更是可以看出「詞三秀」中「句秀」、「骨秀」及「神秀」的獨絕之處，

亦即「秀」若是一個實際的文學批評術語，再與其所搭配的「句」、「骨」、「神」

結合，應與「秀」之間有著互相關聯的文學批評的作用，也就是說，或許我們可

以推測當「秀」成為了「句秀」、「骨秀」、「神秀」之後，也許能夠成為嶄新的文

學批評的一個價值標準。 

比起西方文學理論，中國古典文學中雖無明確的文學批評一詞，但是確實有

「文學批評」一事。誠如前引王國維的「境界說」其開宗明義即說道：「詞以境

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北宋五代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境

界說」即是王國維品評詩詞所用的理論，明確的說即是以「境界的有無」作為品

評詩詞是否成「高格」與否，「境界」的有無是評價的標準；「高格」就是一個價

值性的判斷41。 

    因此，除了陳燕所認為的「三境」與「三秀」擁有相同的形式意義，亦即有

階層性的比較優劣，但是在《人間詞話》中的「詞三秀」具體意涵所擁有的具體

批評用語的意涵及其價值性的判斷，實有待更深入一層地在以下章節來作探討。 

 

參、「詞三秀」之「句秀」 

在《人間詞話‧卷上》曾說道：「溫飛卿之詞，句秀也。」而我們在第壹章

節中有提到，「詞三秀」的「句秀」、「骨秀」、「神秀」隱含著一個階層的關係，

並以此訂定了孰優孰劣。以下將探究溫庭筠的詞作特色，並釐清「句秀」之實際

意涵。 

 

一、 「句秀」之義界 

研究詞作非常透徹的葉嘉瑩曾對王國維的「句秀」提出了其看法： 

如果就《人間詞話》所說的「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

李重光之詞，神秀也。」三句評語來看……我們不難歸納出一些結論來：

飛卿之所謂「句秀」，自當指其詞句之華美如「畫屏金鷓鴣」之「驚艷絕

人」。……則所謂「句秀」當是指詞句藻飾之美。42 

因此，葉嘉瑩從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針對溫庭筠所舉的詞作例子為範本，歸

                                                      
41 參考葉慶炳、吳宏一等著：《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中國文學批評中的評價標準》，頁 96-101。 
42 見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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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出「句秀」一詞應是指溫庭筠善於修飾文章字句，也因此有「句秀」之讚賞。 

除此之外，學者陳燕也提出了仔細的看法： 

溫庭筠、韋莊、李煜都是大詞人，都能寫出有境界的詞，所以王國維都 

用「秀」來稱讚其作品。不過，讀者以直觀面對溫詞所引起的美感是由 

溫詞中的文詞語彙而來。43 

此段具體闡述了所謂的「句秀」不僅是字句華美而已，而是跟讀者的美感接收的

來源亦有關聯，而溫庭筠的詞作最是讓人能首先從其文章字句中感受到第一層的

美感觀照。 

 

二、 溫庭筠詞與「句秀」 

若要探討溫庭筠與「句秀」之關係，則不得不回溯文本察看相關的評語，因

此以下列舉在《人間詞話》中出現有關於溫庭筠及其詞作的評語： 

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

劉融齋謂飛卿：「精艷絶人。」差近之耳。44 

此評語可以看出王國維較認同劉融齊對於溫庭筠之評價，也就是「精艷絕人」四

字，而不認同溫庭筠詞作具有「深美閎約」的特質。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關於溫詞

的評語： 

「畫屏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弦上黃鶯語」端己語也，其詞

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于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試嚴妝」殆近之歟？

45 

這則中關於溫庭筠最重要的評論就是王國維認為其詞品相似其詞中所述的「畫屏

金鷓鴣」46；而與「畫屏金鷓鴣」相對應的就是「弦上黃鶯語」，兩者相比之下

不難發現「畫屏金鷓鴣」所要傳達的意思應是指其為人工加以製造修潤而成，而

這便是王國維給予溫庭筠的評價，意即雖是美麗的金鷓鴣鳥，但終究是在畫屏上，

而非渾然天成的鷓鴣鳥，也因此呼應了「句秀」在第一階層，而「骨秀」則是在

更高一層次的位置之上。而這也在另一則評語中可以驗證： 

                                                      
43 見陳燕：〈論《人間詞話》架構中「三境」與「三秀」的關係〉，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

中心編：《清代學術論叢第四輯》，頁 338。 
44 出自王國維著，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卷上，頁 5。 
45 出自王國維著，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卷上，頁 5。 
46 出自溫庭筠〈更漏子〉：「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

香霧薄，透簾幕。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綉簾垂。夢長君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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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韋之精艷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淺也。47 

在此可以確定王國維認為溫、韋所作之詞雖字句精艷動人，但所謂的好詩詞應是

取決於意境深淺。 

即使如此，但是王國維仍然肯定溫庭筠擁有「句秀」之美，我們不妨從以下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引的溫庭筠詞來探究其「句秀」之處。 

王國維曾以「畫屏金鷓鴣」為溫詞之評語，其即出自〈更漏子〉。〈更漏子〉

寫道： 

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 

香霧薄，透重幕，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48 

此闕詞描寫的是相思之情。上片三句以柳思、春雨的形象、更漏聲與情思合為一

體，描寫相思情是多麼綿長不絕，將情思以視覺及聽覺形象化。接著以在外的塞

雁、城烏對比室內屏風上的金鷓鴣，轉移視覺的空間，亦予人一種相隔兩地的惆

悵感，塞雁、城烏對照眼前雙雙對對的金鷓鴣更顯主角孤身一人的單薄。整闋詞

由外而內先描寫景致，接著由景入情。 

溫庭筠藉由謝家池閣，或寓意所在之地為妓館，或是豪華世家，並寫到女子

在香霧環繞的閨房中形影單隻，香煙裊裊一如愁思在房中瀰漫，然而思念的心志

卻只有自己承受，以「君不知」委婉地表現出悵然若失之感來作結。 

關於這闋詞，溫庭筠選擇了相思情為題材，在用字遣詞的表現技巧上用許多

象徵含意的事物，例如：象徵離別的柳絲、成雙成對的鷓鴣、塞雁……等等，此

外也運用「謝家」的典故。除此之外，還可以注意到「金鷓鴣」、「紅燭」、「紅蠟」……

等明顯帶有色彩的字詞，由此不難發現溫庭筠作詞時用字遣詞的巧思。 

接著，再以溫庭筠著名詞作〈菩薩蠻〉來分析其詞作特別之處：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

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49 

此闋詞是抒寫怨情之作。歷來對於「小山」究竟所指為畫眉的樣式，抑或是屏風

擺設甚至是床上的枕山而有過不少討論，足以見此首詞有多麼廣為人知。 

從上片先點出女子睡醒欲上妝的景況，藉由「懶起」、「梳洗遲」可以感受到

女子特別的心態。俗話說：「女為悅己者容」，女子為了心愛之人梳妝打扮應為一

                                                      
47 見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頁 444。 
48 見趙崇祚原編，翁寧娜主編：《花間集》（臺北：金楓出版社，1991 年 8 月再版），頁 39-40。 
49 見趙崇祚原編，翁寧娜主編：《花間集》，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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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開心的事，也會為了要呈現自己最好的一面而勤於打扮，臉妝最重要的部位就

屬眉、眼兩者，因此上片才寫到「小山眉」50、「畫眉」，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女子

一覺醒來臉上殘留著昨日的殘妝，非但如此，一覺醒來後並沒有馬上梳妝打扮，

反而是懶懶坐起又遲遲才梳洗。這些看似尋常的的動作或情態，實要指出女子心

中異樣的情思，而此異樣的情思即由下片末句可得出解答──「新帖繡羅襦，雙

雙金鷓鴣。」如前所述鷓鴣的形象通常為雙雙對對，因此女子在這時睹物思人，

心中幽怨的情思根本無法使自己提起勁來裝扮自己。 

這闕詞將女子隱隱約約的愁緒透露出來，但全篇無一個愁字。全篇可看到溫

庭筠巧妙的用「懶起」、「遲」字就將女子心態表達出來；上片的「小山金明滅」、

「鬢雲欲度香腮雪」，下片的「花面交相映」又將女子的情態間接地勾勒出來，

無怪有人說：「飛卿之詞佳處在於語重心長……句句綺琢，而字字有詠絡」51，

其詠人之情透過字句，似無意卻有意地流瀉出來。 

 

三、 綜合分析 

一般而言，溫庭筠詞作的題材多以女子的離情、閨怨為主，而從上引兩闋詞

作中，可以看到溫詞在用字遣詞方面，擅以華美的文字來勾勒出景象，再由景寫

出情思，而其所描寫的情思多以女生的視角出發，描寫女子對於自身一人所感受

的孤寂作為出發點。關於溫詞的特色，俞平伯曾如此言： 

飛卿之詞，每截取可以調和的諸印象而雜置一處，聽其自然融合，在讀者

心眼中，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不必問其脈絡神理如何如何，而其脈絡神

理按之則儼然自在。52 

從以上可以知道，飛傾詞善用字詞來創造出意象，像前面所舉的詞作中常看到的

「金鷓鴣」、「紅燭」，或是其他詞作中「金鳳凰」、「玉釵」等，都是溫詞營造出

華麗意象的重要元素，並且他擅於將和諧地融入在詞作中，這樣的表現手法是溫

詞的特色，也形成了其寫作風格。葉嘉瑩亦曾云： 

飛卿詞之風格的特色乃是精美與客觀，極濃麗而無生動的感情及生命可見。

                                                      
50 本文採取吳宏一之意見，他認為「小山」應指「眉額」。參考吳宏一：《溫庭筠〈菩薩蠻〉詞

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年 9 月初版），頁 97。 
51 見聞汝賢選註：《詞選》（臺北：著者，1972 年 6 月四版），頁 35。 
52 見俞平伯：《俞平伯師詞曲論著》（臺北：長安出版社，1986 年 4 月），頁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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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當作品缺少了生動的感情及生命可見，讀起來似有一絲述說旁人之事的感覺。然

而，前面所說王國維的「境界說」美感主要是發自閱讀作品時所感受的直觀美感，

而且須為藝術性的真實與形象的具體性而發的「真切感受」，因此溫庭筠在鍛字

之餘即偏離了王國維所說的「用詞切忌替代字」之主旨，也讓人在欣賞溫詞時有

了「隔」的感受，雖然《白語齋詞話》中評「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絕千古。」

54但是若按照王氏所追求的直覺的美感來評定是有差距的，也因此王國維僅予以

肯定為「句秀」。 

 

肆、詞三秀之「骨秀」 

「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是王國維給予韋莊的評語。溫庭筠與韋莊同屬花

間派詞人，但是王國維卻給予不同的評價，想必其二者一定有不同之處；而前面

說到「詞三秀」三者的層層遞進關係中，「骨秀」又居於「句秀」及「神秀」之

中，其居中的特色和意涵實有待探究韋莊的詞作特色來加以說明。 

 

一、 骨秀之義界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其中一則評論曾針對韋莊及溫庭筠兩者作比較： 

端己情深語秀，雖規模不及後主正中，要在飛卿之上，觀昔人顏、謝優劣 

論可知矣。55 

由此則評語當中可以看到王國維直接評定端己之詞在飛卿之上，原因為情深語秀。

所謂的「顏謝論」則是東晉時期的文人顏延之在當時與謝靈運齊名，所以便問了

鮑照自己與謝靈運孰優孰劣，而鮑照的回答謝靈運的詩作如初水般芙蓉自然可愛，

至於顏氏的詩作則如鋪僅列繡，充滿了雕繪。一則為有生命之美，一則為雕飾的

無生命之美56。就像這樣，溫、韋之詞亦復如是觀。 

除此之外，葉嘉瑩也對此表示： 

端己作風可以說是與飛卿恰好相反，飛卿濃麗，而端己清淡，飛卿多用客 

                                                      
53 見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 409。 
54 見陳廷焯：《白語齋詞話》（收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四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8 年 2 月），頁 3777。 
55 出自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頁 436。 
56 參考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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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描寫，而端己則多用主觀之敘寫。57 

以上說明了同為花間集的詞人溫庭筠、韋莊一個評為「句秀」，另一個則是再上

一層的「骨秀」，其原因之一是兩者的詞作特色與風格確有不同。以下將就韋莊

之作品來探討其「骨秀」之處。 

 

二、 韋端己詞與「骨秀」 

在《人間詞話》王國維以「弦上黃鶯語」一語來評論其詞風，而「弦上黃鶯

語」即是出自〈菩薩蠻〉： 

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捲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琵琶金翠 

羽，弦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58 

整首詞透露出濃濃的離情，離情依依彷彿就在眼前。香燈半捲暗示著離別前的繾

綣之情，然而如今卻要面臨離別，情何以堪。 

接著兩人離別之際，看到美人淚眼汪汪說著離別，心頭更是有多麼不捨。後

兩句「琵琶金翠羽，弦上黃鶯語」或許是美人在臨別之時獻奏，以歌聲傾訴情意，

又或者是主角想起平時女子的歌聲如黃鶯出谷般悅耳，但如今卻說著感傷的離別，

並殷殷叮嚀主角盡早歸來，聞之更感惆悵。 

綠窗下的美人兒如花般美麗，但詞中亦未寫到此次離別將多久，予人一種離

別後不知何時會再相見，或許美人以不復盛花之風采。 

雖不脫花間詞人的綺麗詞風，像是：「紅樓」、「香燈」、「金翠羽」……等等，

但是與溫庭筠相較之下，這首詞多了一份親切情感，尤其「勸我早歸家」的「勸」

和「綠窗人似花」二句，讓人不禁能夠想像出美人等待有情人早歸家的畫面，使

情意更加深刻，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也帶給人「互動」的感覺。 

其次可看〈菩薩蠻〉第二首：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枕眠。壚邊人似 

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59 

這闋詞展現了韋端己詞作擅長留有餘韻，況周頤曾經評論韋莊：「按韋文靖詞與

溫方城齊名，熏香掬艷、眩目醉心，尤能運密入疏，寓濃於淡，花間群賢，殆鮮

                                                      
57 見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 408。 
58 見趙崇祚原編，翁寧娜主編：《花間集》，頁 66。 
59 見趙崇祚原編，翁寧娜主編：《花間集》，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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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匹。」60雖然前面幾句都是稱頌江南美景以及其如何適宜人居，勸勉著遊子應

該要選擇在江南終老。透過「盡說」、「只合」兩語帶有身旁異鄉人積極勸說的模

樣，似乎隱隱之中暗指遊子有無法回鄉的景況，因此旁人才加以勸說。「春水碧

於天」三句，一一訴說著江南的景色、生活、人物之美，一一成為了慰留遊子的

強力理由。然而，表面上是勸說要趁年輕尚未老之前莫還鄉，但是卻可嗅出一絲

無奈，因為遊子怎麼會不渴望還鄉呢？不論身處在何地、處於何時，遊子最掛念

的都應該是所愛的家鄉，所以此處其實暗埋伏筆，其實意在反面，所指的是更強

烈對於想要還鄉的心思。在外地漂泊、懷念家鄉的心境，然而因著歲月流逝，想

到當時家鄉的一切也倍覺思念。由此可見，韋端己的詞風不流於綺麗，而是以情

意深長取勝。 

 

三、綜合分析 

〈菩薩蠻〉是韋莊著名的詞作，綜合上述兩闋詞的分析可以察覺出縱使溫庭

筠與韋莊同為花間詞派，但是兩者詞所予人之感亦有很大的不同。溫庭筠寫詞似

從旁觀看，而韋莊寫詞卻多了一份親近感，彷彿人正在當中參與一切，亦即兩者

有客觀與主觀之分。除此之外，仍有其他原因造成溫、韋作詞風格的不同，艾治

平說： 

溫、韋風格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溫詞多為「應歌」

之作……而且由於為人「代言」，個人主體意識不強，缺乏切身感受，如

「畫屏金鷓鴣」，美則美矣，卻不如「弦上黃鶯語」栩栩如生。韋莊不同，

他「少孤貧力學，才敏過人」……屢遭變亂，晚年生活也似不平靜，故其

與「應歌」不同，往往寓有個人身世之感。61 

溫庭筠作詞為歌妓唱和、宮廷宴樂而作，使得其較少將切身感受寫入作品裡面，

然而韋莊卻多透過詞作表達他顛沛流離、「還鄉須斷腸」的人生之感，這成為了

兩者最大的不同。 

再者，《白雨齋詞話》中評論韋莊：「端己詞，似直而迂，似達而鬱，最為詞

中勝境。」62明白地寫出了韋莊詞作的特色在於留有餘韻，使人覺得情長，而王

                                                      
60 見全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編委會編：《歷代詞人考略》（收於《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珍

本匯刊‧集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卷五，頁 225。 
61 見艾治平：《花間詞藝術》（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第 1 版），頁 86。 
62 見陳廷焯著、杜維沫校點：《白雨齋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2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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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維曾說道： 

詞之為體，要眇以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

境闊，詞之言長。63 

因此可以看出深得王國維讚賞的作品並非長篇大論之詳述，而是要言簡意賅，但

卻要能讓人回味無窮，這不是華麗的字句所能營造出來效果，而是需要有超越字

句的、更深一層的直探情意的本質，「骨」是人體的基本架構，主要負責之撐起

整個身體，雖眼不可見，但卻確實存在並擔任重要的角色。王國維評「韋莊」詞

品似「弦上黃鶯語」之意即為雖韋莊描寫之情思，不論遊人之思鄉，男女離別之

情思，雖然不直接在詞句中展現，卻透過字句幽幽傳出，支撐起整首作品，其就

如同骨肉互相連接一般，韋莊讓詞的情思和語句隱密卻又深長的連接在一起了。 

 

伍、 「詞三秀」之「神秀」 

《人間詞話》第十四則中對於李煜的評價為「李重光之詞，神秀也。」在先

前的〈「境界說」與「詞三秀」之關係〉的章節中曾經提到，在王國維的《人間

詞話》中追求的人生三境界具有階層關係，雖然《人間詞話》中第八則表示不以

境界大小為優劣，但境界高低確實隱含著優劣之別。所以，當詞三秀中的「神秀」

為「三秀」中最後位時，我們更要思考其在王國維心中所具有的份量，尤其在三

位詞作大家──溫庭筠、韋端己和李煜當中，李煜被記載的次數及舉例之多，也

冠三家之首64，因此「神秀」之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以下將列舉有關李煜的詞

評，並且嘗試分析「神秀」之涵義。 

 

一、「神秀」之義界 

李後主被多位文學評論家譽為「詞中之帝」，周濟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

亦大為讚賞李煜的詞作： 

王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 

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65 

                                                      
63 出自王國維著、沈啟无編校：《人間詞及人間詞話》，卷上，頁 36。 
64 在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即分析李後主詞量較孫光憲、溫飛卿、韋端己都還要少，

然而《人間詞話》中有關李後主的評語則特別多，顯現其另有價值與意義。參見葉嘉瑩：《王國

維及其文學批評》，頁 402。 
65 見周濟著，郭紹虞、羅根澤主編：《介存齋論詞雜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5 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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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濟的詞論中可看出其對李煜的欣賞，即使沒有上妝，僅僅是樸素、不精緻的

衣服及蓬亂的頭髮，仍然無法隱藏其國色天香之姿，與溫、韋相比李煜的詞又是

不同的風貌。 

除此之外，針對李煜的詞評實不勝枚舉，像是明朝的詩人胡應麟就曾在《詩

藪》中評論李煜之詞作： 

後主一目重瞳子，樂府為宋人一代開山祖。蓋溫、韋雖藻麗，而氣頗傷促，

意不勝辭，至此君方是當行作家，清便宛轉，詞家王、孟。66 

胡應麟以詞和樂的角度來看，認為李煜的詞作宛轉有如詩的大家王維、孟浩然自

然清麗，但是相較之下，溫、韋二家雖有華麗的詞藻，卻不好歌唱，空有雕琢的

字詞卻無法有美好的意境。 

針對「神秀」一詞的意義亦有學者做過研究，葉嘉瑩即在《王國維及其文學

批評》中指出： 

從這些評語我們不難歸納出一些結論來……至於李後主詞則其眼界之大、

感慨之深，以及氣象之廣遠，有時竟然可以不為其所寫之現實情意所侷限，

而有著以精神之生動飛揚涵蓋一切之意，故曰「神秀」也。67 

葉嘉瑩認為不論李後主身處的外在現實情況如何，他都能將自我之精神凌駕於一

切之上，其精神之活靈活現的展現並涵蓋了詞作的意涵。如果能加上「神秀」之

於讀者能引發其精神、想法對其自我生命之感產生共鳴的解釋，不僅更能使人理

解到「神秀」所指的美學風貌，也能呼應到王國維所尊崇的美學直覺觀。 

綜觀以上所述，真正的「神秀」更深刻的一層含意，不僅符合王國維師從西

方叔本華及尼采的美學、哲學觀，更須搭配著的是王氏的文學觀來討論，方能對

其定義有更全面的了解。 

 

二、李後主詞與「神秀」 

前面已提到在《人間詞話》中可以看到王國維花了許多篇章來評論李後主的

詞，以下是摘錄所有有關李煜的評語： 

（一）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 

                                                                                                                                                        
頁 7。 
66 見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11 月），頁 291。 
67 見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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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予於詞，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 

（三）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 

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為顛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

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浣花》，能有此氣象耶？ 

（四）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是後主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 

（五）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

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

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六）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

者也68。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生世之戚，

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七）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 

後二主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69 

針對一位詞人給予這麼多評語，在《人間詞話》中是罕見的，可見王國維對李煜

的詞作有多看重，並且其中之一的原因我們了解是因為李煜在某些意境方面有更

深厚的拓展及其性情之真的緣故。 

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後主因其人生際遇，其詞作風格截然不同，前期主要是描

寫宮廷享樂；後期亡國後，所寫之詞作其意轉變更趨為深沉。以下，我們試看王

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舉李煜的詞作來加以分析。 

先看〈浪淘沙〉，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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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70 

這闋詞是李煜作於南唐滅國之後，整闋詞無太多華麗雕琢的詞藻，但是透露出來

的情感卻是非常深刻。上片前兩句透過「雨潺潺」、「春意闌珊」交代寫作的時空

                                                      
68「血書」一詞是王氏引用尼采之說，主要目的是取自己的心聲之義，強調透過真摯理想、強力

意志寫的作品其理想傳達才是最動人的，參考蘇珊玉：《人間詞話之審美觀》，頁 344。 
69 摘錄自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頁 411-412。 
70 見李璟、李煜著：《南唐二主詞》（收於陸費逵總勘：《四部備要》集部，中華書局據名家詞集

本校刊，臺北：中華書局，1965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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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春意擁有著希望，然而闌珊卻是衰殘，此處應指希望渺茫、幻滅之意。 

上片藉由倒敘開始，因為被衾耐不住五更的寒意，所以從夢中醒了過來，而

下一句即回過頭追憶夢中的情境，在夢裡尚未意識到自己已成為俘虜的事實，仍

沉浸在過往故國宮殿華美的記憶、享受著歡愉，然而畢竟是在夢中，只能貪戀著

這片刻的歡樂。夢醒後，要面對的是更殘酷且無力改變的事實。 

自古以來文人登高絕不是欣賞風景而已，而是當登高的那一剎那，眼中所見

之遼闊景象，更是容易牽動內心中深刻情思，因此，李後主讓自己「莫憑欄」，

因為放眼望去所見的無限江山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下句說到「別時容易見時難」，

在自己手上輕易斷送的江山，要再回復過往昔日的榮景，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原本的自己為一國之君，如今卻淪作階下囚。「別易見難」更是道盡一切辛酸，

跟人離別或許會有再見之時，失去故國之事卻是永遠無法再改變的事了。面臨此

般現實，內心更感無限悲戚，怎能趕憑欄遠眺呢！ 

下片末兩句，描寫作者看見了花落、流水隨時間滾滾流去，就好比自己與故

國的距離隨時間流逝越來越遠。「天上人間」是最遙遠的距離，對照故國與自己

之間的情景，更是萬分唏噓。 

這闋詞充分充分表達了李煜懷國傷感之思，作成此闋詞之後沒多久，禮遇的

人生也走到了盡頭，恰似那落花流水消逝於盡頭之中，一去不復返。 

其次是〈烏夜啼〉：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71 

此闋藉景描寫人生失意之作。上片二句交代了因果，因為朝暮的風雨不斷侵襲，

導致春天萬紫千紅的林花在瞬間便歸於無有……原本花落、花謝就令人傷感，而

今「太匆匆」，更是讓人措手不及，傷感之情更為濃烈。此與或許可對照出李煜

回想起故國被滅之時，一切都太匆忙，迅速到無法反應的地步。 

「胭脂淚」為擬人，想到失去國家後，宮女彼此送別哀悽慘哭的模樣，此情

此景對應到「春紅」更令人不堪回想，那時的場景如在眼前，故人流淚的模樣不

斷縈繞在腦海當中，心中因過於哀悽，悲傷而迷惘如醉。何時才能重逢呢？還有

重逢的機會嗎？一切都似花謝，難以再回首。這樣子的失意，在李煜的筆下以流

水東流為意象，那悵恨就如向東流的流水一般不止息，此恨無窮盡，晝夜不舍。 

                                                      
71 見李璟、李煜著：《南唐二主詞》，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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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將人生的失意比作花謝、流水，所遇到的挫折猶如風雨日夜襲擊。往事

不堪回首，但闋如那向東之流水一般，滔滔不盡，總在心中激起惆悵。 

 

三、綜合分析 

與前面溫、韋的詞作相比，葉嘉瑩提到了李煜之詞作有別於兩者的特質： 

後主則不假詞藻之美，不見著力之跡，全以自然奔放之筆寫純真任縱之情，

卻自然表現有一種俊逸神飛之致，所以說是「神秀」也。72 

以上所舉例的〈浪淘沙〉、〈烏夜啼〉中，李煜的詞作彷彿信手拈來，沒有特別華

美的字彙但卻是透過白描的手法，清清楚楚卻又深遠道盡心中情思，因此可看出

李後主的詞作特色不在於詞藻的雕琢，反倒是任由心中的情感直接脫口而出，情

景融合。葉嘉瑩先生認為所謂的「神秀」即是指李煜的詞作傳達出他縱乎其精神

遨遊之貌。 

但是筆者認為王國維所認知的美是直觀的美，也就是看到作品當下所直接在

內心中引起的情感，前面已討論過此情感不涉及利害關係，而是自然而然、不待

學習即可經驗的美感。王國維曾在《紅樓夢評論》說道： 

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於美術中則吾人樂而觀之。73 

他也曾在〈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中提到美之本質： 

欲知古雅之性質，不得不知美之普遍之性質。美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可 

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74 

由此可發現，在王國維一貫的美學當中，首先有兩點要素，一是王國維對於文學

作品中樂見以「悲」為主的情感取向；另外，美的第二要素即是需要有「可愛玩

而不可利用」亦即「美」的自主性，「美」並不為人之感官利慾所生，而是有其

原本的所在的目的，也就是王國維在〈自序〉中所提過他會從哲學轉向於文學的

原因是欲從文學中得到直接的慰藉。 

因此，「神秀」除了可以指李煜其精神俊逸朗限於作品之外，亦可指其所懷

抱之真感情，透過文學作品感動人心至極，正如王國維曾提過： 

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  

                                                      
72 見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頁 464。 
73 見王國維、蔡元培著：《紅樓夢評論‧石頭記索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7 月 1

刷），頁 5。 
74 見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第五冊，頁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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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生世之戚，後主則 

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75 

由於李後主作品中那份以血淚交織而作的詞，使得讀者彷彿能親身感受一般，最

重要的是，「詞至李後主眼界始大」之意就是李煜跳脫了「個人身世之感」，雖說

李煜所寫之詞作多為因亡國所萌發的悲恨，但李煜不是對於國破家亡而感到哀怨

而已，而是藉由那悲傷的情緒體會到了己力之渺小，面對不可再重回的過去表達

了感傷，而接受了現實之殘酷是永遠存在的事實，這樣的悲痛不僅僅是面對國家

而已，是李煜對他的人生生存的意義所提出的哀嘆。 

「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可以被視為王國維對「神秀」最重要的

說明，其意即是當讀者欣賞完李煜之作品時，原本內心所擁有的悲痛、苦悶能夠

因著此文學作品而被洗滌，此時作者與讀者之精神交融在一起感受那悲痛卻又因

著經文學的力量產生共鳴後，得到一種「同理」的解脫而能將不好之感情摒棄，

此即是所謂「基督」之用，給予人救贖並讓人能夠脫離舊有苦痛的綑綁。 

再說「神秀」是「詞三秀」最高的第三階層，對此我們可參照王國維《人間

詞話》中的評語： 

唐五代之詞，有句而無篇。南宋名家之詞，有篇而無句。有篇有句，唯李

後主降宋後之作，及永淑、子瞻、少游、美成、稼軒數人而已。76 

句為詞的細部、篇為詞全體的風貌，一闋好詞在於名句與風貌的合作無間，這與

「境界說」一開始提及的「名句」與「高格」內涵是相合的。若要符合「有境界」，

高格之下自有名句，所以最尖端的作品即是「有句有篇」，而李煜詞即屬其中，

李煜詞不僅有名句，其詞作更難能可貴的是有氣象，這或許即可說明其「神秀」

為何位列「詞三秀」的最高層次。 

 

陸、結語 

欲完整地探討《人間詞話》中「詞三秀」的實際意涵，首先需要透過王國維

「境界說」的文學美感架構為理論視角，而後藉由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針對

各家詞作所舉的例子進一步的探討。 

首先，在「境界說」中強調，文學之美需要「有境界」，而「有境界」則需

                                                      
75 見王國維：《人間詞話》，頁 11。 
76 見王國維：《人間詞話》，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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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真」及「不隔」，亦即由「真切感受」、「真實情感」所寫出的「不矯揉

造作」之語，如脫口而出，又如在目前，這是第一準則。 

再者，我們需要認知到，如同「境界說」中強調的「三境」一般，其實境界

不以大小分優劣，但是卻有高下之分，而且三境必須循序漸進，無法一蹴可幾，

而「詞三秀」也有層次的不同，「句秀」是基本要求，而「神秀」的層次則為最

高。這層次的劃分與王國維評論文學的美學標準有很大的關係，亦即扣合「直接」

的第一準則，溫庭筠和韋莊皆為花間派之詞人，然王國維對於兩者的評價分別為

「句秀」與「骨秀」，原因一來在於溫庭筠詞作的字藻雖華美但卻流失為客觀的

敘述，且難以讓人有直接之「美的衝擊」，其美之震撼相較於韋莊於詞作中所予

人悠悠情思，韋莊的詞作反而更凸顯出主觀、強烈的情感流動，此即為「句秀」

與「骨秀」之差異。雖然溫庭筠詞作的字句使人有旁觀之感，但是詞中的情感卻

也因字句而流淌，情思亦明顯發於字句，故謂「句秀」；然而，韋莊詞作之情思

不用字句闡明，而是透過層層的鋪排，可不明言「愁」，卻可隱隱透露情深，如

骨埋藏於體中，卻真實支撐起整個身軀一般，以情思貫串整部作品，是謂「骨秀」。 

至於，李煜之「神秀」於詞作中更是在情感的直觀、語言之自然表達無疑，

而且王國維強調「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

之詞。」可見王國維對於李煜作品中抒寫人之於天地當中，面對己之渺小之題材，

更是重視且喜愛。因為「以血書者」以及「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的深刻情思，

李煜透過作品道盡了人類生存之悲，其悲並非是單純溫庭筠專注於女性世界的情

思、與人之間的離恨，也不是與家國之間的分離的悲傷而已，後主的詞是訴諸於

整個宇宙世界的慨嘆，讀其作品能讓人內心被同理、產生共鳴，可以跳脫舊有的

綑綁而擁有嶄新的精神，也因此「神秀」成為了「詞三秀」中最高的層級。 

最後，本研究亦發現從王國維「境界說」再對照「詞三秀」的意涵，在評論

詞時，王氏肯定的第一層次為「句秀」，也就是一闋詞最小的單位「句」；而後第

二層次的「骨秀」益於「句秀」之處為在字句之中所闡發的「情意」更為明顯直

白；最佳者「神秀」則是不僅擁有句秀之「名句」條件，也彰顯「情義之本質」，

在情感之上更是直探人生存的生命之感，具有哲學之思。以這樣的脈絡來看，「詞

三秀」中「句秀」、「骨秀」及「神秀」的獨特之處，讓「詞三秀」成為了實際的

文學批評術語，也就是說，「秀」與其所搭配的「句」、「骨」、「神」結合之後，

能產生互相關聯的文學批評功能，構成詞學品評中的一個價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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