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2.25古典詩選讀： 
【自我叩問】登高遠望：定位自我，尋繹前途 



從高樓俯首下望 
人來 
人往 
誰也沒有閒功夫哭泣 
 
再看遠處 
一層薄霧 
漠漠城邦之外 
寂寂無人 
 
天長地久的雲 
天長地久的阡陌 
天長地久的遠方的濤聲 
天長地久的宮殿外的夕陽 
 
樓上的人 
天長地久的一滴淚 
 

孤獨的我在孤獨的空間中孤獨的向下凝視 

來往的人們在交錯的空間中忙碌的生活著 

我的主動 
／被動離群 
來自於社會 
的冷漠。 

視線轉移（由下望至前看）帶出空間的轉換 

由空間的渺遠推出時間的綿長，點出物在／
人無的交映關係（不變的道理） 

孤獨的共鳴，
無人的歷史孤 
城，對應的是
無人理解的我。 

雲、阡陌、濤聲、夕陽永恆不變的循
環存在而可以超越時間空間以致天長
地久。 

「淚」來自於面對天長地久的萬物的感嘆，來自於對現實處
境不自得的傷懷，同時也是詩人終其一生的結晶心血，因此
人固然得湮沒於天長地久的時空中，但作品卻可以亙古流傳。 

人與淚的對
應也襯顯了
淚與萬物的
呼應。 



一、〈登幽州臺歌〉  陳子昂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前  不  見  古  人  ，  後  不  見  來  者。 

空間意義：環顧四周後的孤獨自我， 
上的孤獨 獨自在此環境中，既無前 
     行者可見，亦無後來者追隨。 

時間意義：前與古相對；後與來相對， 
上的孤獨 即人生的短暫急促，而凸顯生   
     逢的不斷錯過。 

社會意義：既無法與古明君相識，也無法 
上的孤獨 與後來明主相逢。對現今處境  
     的否定。 

文學意義：對於駢文、四六文的反對。詩 
     騷時代的文風式微；華而不實 
     的文風成為主流。     

「不見」是看不到、追隨
不了的意念指涉，連用兩
次「不見」表達的是作者
心緒由「失落」到「失望」
的轉變。失落自己的生不
逢時，無法與古人同行；
也失望自己的生不逢時，
沒有認同他而願意與他同
行的人，故「見」是作者
的主動尋覓，「不見」是
尋繹後的必然「獨」的結
果。 



念  天  地  之  悠  悠，獨  愴  然  而  涕  下。 

因果句：因為感念時／空的悠長，而傷懷自我的孤獨與生命的短暫。 

宇宙時間「悠悠」的「舒緩」與生命時間「獨」的「倉促」相對，天地的永恆性 
存在自「古」而「今」乃至於「後」皆不會消逝，因此在宇宙的時間中，天地必 
不會孤獨；然而詩人短暫的生命時間終究只是宇宙時間的一個節點，故一旦錯過 
，就只能徒留傷感。也因此他必須在有限的時間中去「見」，去尋找短暫生命中 
可以安頓的歸屬感。 

呼應第一句，面為前人的不見以及後者的不來（社會意義／文學意義），說明在宇 
宙時間安置下，處在生命時間中的作者，其種種的努力是沒有成效的，只能回望當 
今的局勢表述一個不被認同的我的感傷。 



Ｑ：為什麼要登幽州臺？ 

即燕國時期燕昭王所
建的黃金台。修建黃
金台用於招納賢才，
因燕昭王將黃金置於
其上而得名，其師郭
隗為例，成為當時燕
昭王用黃金台招納而
來的第一位賢才。 

〈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之二 
 

 南登碣石坂，遙望黃金臺。 
 鄒衍的碣石館  郭隗被召賢的地方  
 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 
 （物）樹木如今生長茁壯， 

 （人）招納賢士的燕昭王卻不在了    
 霸圖悵已矣，驅馬復歸來。 
 （時）燕國的霸業已成為過去， 
 （懷古）我的舊地再訪懷古以傷今。 



二、〈登樓〉  杜甫 

花近高樓傷客心， 
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 
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 
日暮聊為〈梁甫吟〉。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1.「花」點出了時間為春季，而「高樓」則 
     點出了詩人所處的空間位置。 
2.「花近高樓」則說明了此為春季之盛景， 
 即花季最生氣盎然的生長狀態。「近」逼 
 近、靠近，將花的生機生動的樣子捕捉的 
 非常深刻。 
3. 「客」相對與「主」而言，此時詩人寓居 
 蜀地，而非其嚮往之長安洛陽，故以客稱 
 之，反應其對長安的歸望。 
4.何以傷心？則為詩人憂患意識的表現，即 
 眼前的花季縱然再美都將凋零，而對應現 
下的局勢，看似安定但又擔心其中潛伏危機。 

（正） （反） 

1.「萬方多難」是全詩的關鍵句，是作
者「登樓」關鍵，也是促使作者「傷心」
的根源。安史之亂到吐蕃作亂之間都是
詩人萬方多難的外患指涉，本以為安史
之亂平定後國勢大抵安穩，然而吐蕃的
侵占，反讓國家陷入另一個風暴中。縱
然，最終的結果是平定的，但中間必然 
損耗人力軍力等資源；至於內憂則是外
戚擅權、宦官專政等。 
2.面對多難，「登臨」之舉是一種自我
刻意獨豎於群體的選擇，期望藉由登高
的狀態，經營獨立空間以沉靜思索自我
現狀與處境。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登樓所見之景 
（空間） （時間） 

以「天地」（俯仰）
作為空間整體的指涉，
「來」字，則說明
「春色」的無所不在，
而可與「花近高樓」
一句呼應。 

從視覺所見之「浮雲」
的「變」，聯想至時
間意義上古今盛衰興
滅的變幻莫測。詩人
帶出了時代興變之感，
則詩人的「客傷心」
自然清晰可見。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詩人視線的極致遠望，然看似看景，實則陷入個人心思的聯想，故該 
句呈現的是懸想視線的效果，是詩人從望見「浮雲變古今」的狀態延 
伸而來，以表明自身對於唐朝的絕對心志。 

北極，本指星名，然因位居天與正中，故「虛指」以象徵著人世間的
朝廷；西山，則以實指，指涉吐蕃部族。 

「終不改」從社會的格局面向關照，說明的是唐朝在歷經萬方多難後的
國勢狀態，即國家在面對世變的衝擊下仍然可以屹立不移；而從作者身
為士人的格局思考時，則反映了詩人對唐朝效忠的絕對心意。是以示警 
寇盜不要侵犯，因為終究無法撼動唐朝國勢局面，即終究會被平復。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1.「後主」指的是蜀漢劉禪，其因寵
信宦官，終於亡國，人稱扶不起的阿
斗，樂而忘蜀。 
2.「祠廟」指的是後主祠而與諸葛的
武侯祠相對，其中「還」字則表達了
作者的批判，即對於後主這樣的昏君，
竟然配同諸葛亮一樣享有祠廟以供後
人緬懷。是以「可憐」之意，既非可
惜、可愛之意，而是一種「可嘆」的
感嘆意味。 

1.〈梁甫吟〉是諸葛亮在未被劉備發跡
前特別喜歡誦讀的樂府篇章，介已表明
自我心志，而作者的「聊為」其實就是
諸葛孔明的致敬，以有別於對劉禪的
「可憐」。 
2.而詩人聊為〈梁甫吟〉之舉，事實上
也意味著自己期待被國家重用的心意，
認為自己會同諸葛孔明一般協輔朝廷，
以成就「北極朝廷終不改」的大業。 

藉由劉禪與孔明的對比，提點代宗李豫，因其重用宦官程元振、魚朝恩，造成國事維
艱、吐蕃入侵的局面，就如同劉禪信任黃皓而亡國。當今只有劉後主那樣的昏君，卻
沒有諸葛亮那樣的賢相，故以表明渴望被任用的心志。 



三、〈安定城樓〉 李商隱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 
賈生年少虛垂淚，王粲春來更遠遊。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 

迢遞、高、百尺皆是用以 
形容安定城樓的聳立姿態， 
藉由樓高的形象經營，以 
凸顯詩人登樓後必然可以極 
視遠望的情景。 

登樓後的視覺觀覽，由近到
遠，落實城樓之高所可達到
的視線之廣遠的效果。「盡」 
是詩人登高所望的視線極限。
此外，也點出了春季的時節
感，而得與下句呼應。 

因果關係，即因為城樓夠高， 
所以視線才有窮盡遠處的可能。 



賈生年少虛垂淚，王粲春來更遠遊。 

1.賈生，即賈誼。因其年少才高而為權
貴所忌，於是受人讒言而被貶為長沙王
太傅。因長沙環境濕熱瘴癘嚴重，以致
水土不服，最終在身心交瘁的狀態下，
年僅三十三歲就逝世了。故詩人的「年
少」既感嘆他的才華很早就被發現，也
感嘆他的生命很早就殞逝。 
2.「垂淚」，是賈誼對國政憂心之致的
感觸，其曾寫疏言曰：「臣竊為今之事
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 
3.「虛」，當年少才高的賈誼，落於懷
才不遇的處境下，則一切種種的心力付
出皆化為烏有，一切的所為均徒勞無益。 

1.王粲作為建安七子，曾於春日寫下
〈登樓賦〉一篇，以感懷自己客居人下
的人生際遇。 
2.「春來」本當時應該好好玩賞春光的
時節，然「遠遊」的現實迫切之故，而
無法好好欣賞春光，以致於必須浪費春
色的美好。 
3.「遠遊」並非王粲所嚮往的現實生活，
因此「更」字的使用則加劇的其生命的
不自主性的可悲感，而呈現的是一種必
然性的惡性循環，終其一生都在游離他
人中擺盪而沒有可以安居的地方。 

詩人現實處境的比況，懷才不遇，而
寓居他人的幕僚中，甚麼時候才會有
安穩生活？ 

用典1 



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 
 

語句到裝 

永憶白髮歸江湖，欲迴扁舟入天地。 

詩人對於理想所託的嚮往之情，即面對現下處境的懷才不遇，不戀棧於 
名利聲望的李商隱其心中超脫世俗的心志便是退隱於江湖之中，過著 
乘坐扁舟遨遊天地的自由生活，而不必受累與政治際遇的束縛。 

詩人藉由登樓之舉，遙想賈誼與王粲之遭既，不論是憂國的徒勞或者流 
離異鄉的失所孤寂，以應對現今處境而感悟無常世俗之不足侍下所生發 
的引退江湖的心意。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 用典2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
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
方有鳥，其名鵷鶵，子
知之乎？夫鵷鶵，發於
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
桐不止，非練實不食，
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
腐鼠，鵷鶵過之，仰而
視之曰：『嚇！』今子
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
邪？」 

鵷雛 鴟 

詩人自我 官場小人 

兩種人格的落差，帶出了詩人對於 
非我族類的輕視與譏諷，即詩人的 
理想與人格層次早已超出這些官場 
中的世俗之人，故所追求的是江湖 
是天地的優游自得，對於如腐鼠般 
的功名利祿根本不屑一顧。 

猜意未休，點出了小
人的心虛，一方面來
自於品德，另一方面 
來自於才能，因為皆
不足，顧對於李商品
的存在才會如此的戒
備緊張，而害怕被奪
走擁有的一切，而詩
人以反諷之語譏刺這
些庸俗小人的舉動，
以形塑確立自我品格， 
不與其同類。 



四、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 杜牧 

清時有味是無能， 
 
閒愛孤雲靜愛僧。 
 
欲把一麾江海去， 
 
樂遊原上望昭陵。 



清 時 有 味 是 無 能，閒 愛 孤 雲 靜 愛 僧。 

「清時」與「無能」相對，從字
面意上看是指在太平盛世中無有
作為、沒有什麼才能。然而實際
上，此時正值牛李黨爭宦官爭權
的晚唐，時局顯然不「清」，而
詩人卻可以以無能自稱，表示自
己的政治處境並不被重用。 

「味」指的是趣味，而後面的閒、
與靜正是詩人「有味」的體現，
因為「無能」際遇，所以得以有
閒靜的時候。然而孤雲的閒與山
僧的靜都是孜孜然然的狀態寫照，
詩人的閒靜卻是被外在因素制約
下的結果，故「愛」表述的是一
整對真正閒靜的一種嚮往。 



欲 把 一 麾 江 海 去，樂 遊 原 上 望 昭陵。 

詩人抱負的施展，即在城裡被
刻意的假清閒的反制，期望透
過自請外放遠調的方式來施展
自己一麾天下的心志，而不是
面對衰弱的國勢被刻意的投閒
置散，無法有所作為。 

昭陵為唐太宗的陵墓，詩人登
高所望齊聚焦在唐太宗的陵墓
上不免有今昔對比的傷感，在
唐太宗的盛世裡，他能夠選賢
舉能，有效的治理國家使其達
於極盛，然而現下的當今，ｆ
卻是牛裡黨爭的角力爭鬥，宦
官的專權擅政，致使自己空有
才華抱負而無法施展，不免表
露出自我生不逢時的感嘆。 



 〈登鸛雀樓〉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登樂遊原〉  李商隱 
 
向晚意不適， 
 
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試比較兩首詩對於登高意象之經營異同關係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