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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七言古詩格律探論 

  蔡振念 

摘 要 

學者對七言詩的起源，眾說紛紜，或以為出於楚騷，或以為源於樂府，

或以為濫觴於民歌。七言詩首見於漢代，但今天所見漢代七言詩極少。魏

晉南北朝時期，七言所作漸多，惟當時七言古詩的觀念，包含了整齊的七

言體和含有雜言的七言體，而且也包含了樂府民歌在內。到了唐代，又有

所謂歌行體的七言古詩，這些歌行體的七古，其實是唐代詩人新創的樂府，

但也都被視為七言古詩的一種。後人對歌行體與七古的看法，不外兩種：

一是把歌行等同於七古，一是於七古之外，別立歌行一體，惟從杜甫開始，

歌行體已呈現出和七古靠近的趨勢。事實上，我們今天談到唐人的七言古

詩，是包含了齊言的七言詩和以七言為主的雜言詩在內。 

本文要討論的主要是唐人齊言七言古詩的聲調，排除了雜言的七古，

也排除了句句押韻的柏梁體和奇數句的七古，因為這些體裁的七古和齊言

七古在聲調格律上有很大的不同，無法等量齊觀，同文並論。惟本文的七

古則包含了歌行體和樂府詩中的齊言詩。另外，在取材上本文則以李白、

高適、杜甫、韓愈、李商隱等重要詩人為主。 

唐人齊言七古又可分為轉韻七古和一韻到底的七古。在平仄聲調上，

轉韻七古往往雜有律句，這種情形在近體成熟之前，只能說是偶合於律句，

但在唐代近體成熟之後，則是詩人意識地創作了。一韻到底的七古在形式

上可分為平韻和仄韻兩類。明清以來的論詩者都認為，平韻到底七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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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入律句，仄韻到底七古因為用仄韻，已和近體詩用平韻有別，不會落調，

因此可摻雜律句。但本文以檢索統計的方法研究後發現，實際情形和明清

人之說是有出入的。 

關鍵詞：七言古詩、轉韻七古、一韻七古、律句、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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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one Scheme of the Seven-character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Chai Jen-ni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 first, reviews the tone scheme theories of seven-character 

poems i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and then investigates the tone patterns of 

more than one thousand poems by Tang poets. The tone pattern of seven-character 

poems by Tang poet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so-called multiple 

rhyme-word seven-character poems, and one rhyme-word seven-character poems. 

The so-called multiple rhyme-word seven-character poems follow the regulation 

whose tone scheme i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regulated poems, and the tone 

scheme of the one rhyme-word seven-character poems is, on the other hand,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the old style poems. Lastl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ang 

poets may not strictly abide by the fore-mentioned regulation. Where there is a 

leeway in between, poets would write freely in terms of tone scheme. 

Keywords: seven-character poem, multiple rhyme-word seven-character poems, 

one rhyme-word seven-character poems, regulated lines, tone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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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敘論 

學者對七言詩的起源，眾說紛紜，或以為出於楚騷，或以為源於樂府，

或以為濫觴於民歌。1七言詩首見於漢代，但今天所見漢代七言詩極少，只

有張衡〈四愁〉詩等少數詩作留下來。魏晉南北朝時期，七言所作漸多，

如鮑照的〈擬行路難〉18 首等，惟當時七言古詩的觀念，包含了整齊的七

言體和含有雜言的七言體，而且也包含了樂府民歌在內，故徐陵編《玉臺

新詠》，其卷 9 正收錄了齊言七言和雜言七言。到了唐代，又有所謂歌行體

的七言古詩，如杜甫〈兵車行〉、白居易〈長恨歌〉等，這些歌行體的七古，

其實是唐代詩人新創的樂府，但也都被視為七言古詩的一種。後人對歌行

體與七古的看法，不外兩種：一是把歌行等同於七古，一是於七古之外，

別立歌行一體，事實上，初唐以下，七言古詩已大多樂府歌行化，七古和

歌行在體調上難區分，主要區別在於「歌行總帶有反復吟唱的情韻，七古

更多即興的直白或議論」，2惟從杜甫開始，歌行體已呈現出和七古靠近的

趨勢。3事實上，我們今天談到唐人的七言古詩，是包含了齊言的七言詩和

以七言為主的雜言詩在內。4葛曉音主要是從詩歌主題內容和體制的變化來

看七古和歌行的分合，並未論及七古聲調的變化。 

但本文要討論的主要是唐人齊言七言古詩的聲調，排除了雜言的七

古，也排除了句句押韻的柏梁體和奇數句的七古，因為這些體裁的七古和

齊言七古在聲調格律上有很大的不同，無法等量齊觀，同文並論，因為雜

言體無法討論律句，奇數七古無法討論對仗，柏梁體句句押韻，非七古常

例。惟本文的七古則包含了歌行體和樂府詩中的齊言詩。5另外，在取材上

                                               
1 此非本文重點，可不細論，詳參李立信：《七言詩之起源與發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2001 年），頁 1-70。 
2 葛曉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兼論歌行的形成及其與七古的分野〉，收於葛曉音：

《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98。另可參見〔日〕

松浦友久著，孫昌武、鄭天剛譯：《中國詩歌原理》（臺北：洪葉文化，1993 年），頁 263，

論七言古詩一節。 
3 葛曉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兼論歌行的形成及其與七古的分野〉，頁 407。 
4 唐代七言古詩的新變，可參見王錫九：《唐代的七言古詩》（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

年），惟王著主要是論述唐代七古的發展及詩人風格，對七古聲調並未著墨。 
5 唐人自編詩集中有時把古體詩和樂府、歌行分別看待，如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 9 至卷

11 標示為古體詩，卷 12、卷 21 又有歌行一類，其中卷 12 歌行又有〈短歌行〉、〈生離別〉

等樂府詩，可見唐人把古體詩和樂府、歌行視為不同詩體，但後人往往不分，把七言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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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則以李白、高適、杜甫、韓愈、李商隱等重要詩人為主，尤其是李白

和杜甫，他們兩人七古總數共 235 首，比初盛唐其他詩人七古之作的總數

還要多，韓愈七古也不少，更重要的是他在七古的演變上居有承先啟後的

作用，大量創作長篇、齊言、一韻到底的七古，6為中唐以後的七古起了定

體作用，後來李商隱的七言古詩主要是模仿韓愈的。 

唐人齊言七古又可分為轉韻七古和一韻到底的七古。轉韻七古承自漢

魏，如漢朝張衡〈四愁〉詩是也。到了南北朝，轉韻七古漸漸發展成四句

一轉，平仄韻互轉的形式，如梁元帝〈燕歌行〉（燕趙佳人本自多），到了

初唐，這種形式成為轉韻的一般方式。及至盛唐，轉韻始多變化，從二句

一轉到八句一轉都有，甚至一句一韻，連轉數韻者，有通篇不轉韻，到末

二句獨轉一韻者，還有每句用韻，三句一轉者。總之，轉韻的方式到了盛

唐以後，變化多端，不可盡述，但在用韻上，則以平仄韻互轉最為常見，

平韻轉平韻或仄韻轉仄韻較少見。 

在平仄聲調上，轉韻七古往往雜有律句，這種情形在近體成熟之前，

只能說是偶合於律句，但在唐代近體成熟之後，則是詩人意識地創作了。

唐人一韻到底的七古在數量上遠較轉韻七古為少。一韻到底的七古在形式

上可分為平韻和仄韻兩類。明清以來的論詩者都認為，平韻到底七古不可

雜入律句，仄韻到底七古因為用仄韻，已和近體詩用平韻有別，不會落調，

因此可摻雜律句。7但實際情形是否如此，則有待細論，以下我們就來看看

唐人齊言七古聲調的實際情形。 

二、轉韻七古的聲調 

自來詩論家皆以為古詩到魏晉之前皆無格律可言，因此自無討論古詩

聲調之論著。古詩之有聲調之專著，始於明末，清人翁方綱（1733-1818）

                                                                                                  
府、歌行也歸入古詩。又，樂府和歌行之間也有同有異。再者，初唐人七言歌行仍承齊梁，

詩句多入律，如盧照鄰〈長安古意〉是也，盛唐以後歌行則古體和入律的歌行並行，如李

白、杜甫多用古體，王維、高適、白居易、元稹歌行則多入律；但古體的歌行並非全不入

律，往往也雜有律句，只是以不入律古句為主罷了。參見王運熙：〈唐人詩體分類〉，收於

王運熙：《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390-412。 
6 陳家煌：〈論韓愈的七言古詩〉，收於《中山人文學術論叢》編審委員會編著：《中山人文

學術論叢》第 2 輯（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97-117。 
7 關於明清詩學家對七言古詩聲調的論述，可參見魏祖欽：〈明清詩學視野中的七言古詩〉，

《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1 卷第 1 期（2012 年 1 月），頁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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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王文簡古詩平仄論〉序言云：「詩家為古詩無弗諧平仄者。無弗諧，

則無所事論已。古詩平仄之有論也，自漁洋先生始也。」8翁方綱自言幼時

從同鄉黃詹事得聞王士禎（號漁洋山人，1634-1711）之《古詩聲調譜》，

後來將之收入其《小石帆亭著錄》之中。9後來翁方綱也有〈七言詩平仄舉

隅〉一種，以王昌齡〈箜篌引〉以下至盛唐詩人七言古詩為例，說明七古

平仄。10然一如篇名所示，翁文僅是「舉隅」性質，並未能歸納出七古平仄

的普遍規律。 

翁方綱之後，翟翬（1752-1792）又有〈聲調譜拾遺〉之作，其中七言

古詩之部，也僅以李白、杜甫等盛唐詩人數首詩為例，評點其詩句平仄之

情形，如云：「用韻轉換，聲調高下疾徐處，皆當細意會之。神明於此，餘

可望而知也。」11同樣沒有具體分析唐人五古之平仄普遍規律。其後又有李

汝襄《廣聲調譜》、吳紹澯《聲調譜說》、12董文渙《聲調四譜》諸作，13皆

試圖補王士禎以下古詩聲調說之不足，但也都是以詩例作簡單說明，對吾

人全面了解唐人七古的具體聲調助益有限。如董文渙論七古平仄，一皆以

唐人詩為例，並將七言古詩平仄分為諸式圖譜，別為正體、拗體，又有黏

對之說，好以古詩格律嚴謹一如近體。然細按其說，可以發現，董文渙只

是將唐人古詩各種可能的平仄句式臚列，紛然雜陳，治絲愈棼。有關清初

詩學王士禎等人對古詩平仄的論述，今人蔣寅已有詳細的討論，讀者自可

參看，此不細說。14 

                                               
8 〔清〕翁方綱：〈王文簡古詩平仄論序〉，收於〔清〕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輯：《清詩話》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223。 
9 丁福保輯《清詩話》，收錄了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中〈王文簡古詩平仄論〉，見同上

註，頁 224-242。 
10 〔清〕翁方綱：〈七言詩平仄舉隅〉，收於同上註，頁 269-281。 
11 〔清〕翟翬：〈聲調譜拾遺〉，收於同上註，頁 358。 
12 〔清〕李汝襄：《廣聲調譜》、〔清〕吳紹澯：《聲調譜說》，收於杜松柏主編：《清詩話訪

佚初編》第 1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年），以下引兩書皆據杜松柏此編。按：

李汝襄生平不詳，據《廣聲調譜》前附薛田玉序文，知該書完成於乾隆 42 年（1777）；

吳紹澯安徽歙縣人，據《聲調譜說》自序知該書完成於嘉慶 2 年（1797）。 
13 董文渙生平不詳，據該書自序知《聲調四譜》成書於同治 3 年（1864），見〔清〕董文渙：

《聲調四譜‧自序》（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頁 14。 
14 可參看蔣寅：〈古詩聲調論的歷史發展〉，收於陳平原、王守常、汪暉主編：《學人》第

11 輯（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年），頁 11-25；蔣寅：〈王士禎、趙執信的《聲調

論》及其古詩聲調論〉，《古典文學知識》總第 72 期（1997 年第 3 期），頁 71-76；蔣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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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王力《漢語詩律學》在前人古詩聲調說的基礎上，15以許多例句為

證說明古詩的某些規律，很具說服力，王氏書中也確有許多前人未發之創

見，如他認為盛唐七古，罕用孤仄；16七古忌用下四平；17七古沒有全首黏

對而不拗者。18這些都是不刊之論，但王氏此書並非全面的統計古詩平仄，

故其論古詩之平仄，也有可商榷之處。 

關於唐人轉韻七古的聲調，前人論著確實已指出一些具體的情形，如

王士禎認為七古「若換韻者，已非近體，用律句無妨」，19李汝襄說七古

「轉韻無定格，可雜入律句」，20吳紹澯也說七古「凡換韻者用對仗，間

以律調無妨」，21王力承前人之說，認為：「轉韻七古以入律為常，即使不

完全入律，也不過第五字平仄和律句相反。」22又說轉韻七古，如果是平

韻，則轉韻時之第一句以平腳為原則，如果是仄韻，則轉韻時之第一句以

仄腳為原則。23今人簡錦松則分別了樂府題的七言轉韻體和非樂府題的七

言轉韻體，認為「七言轉韻體……不論是樂府題或非樂府題，都有不同程

度的入律平仄」，這主要是受到南北朝以來詩歌律化的影響。24一般而言，

這些說法大體合於唐人轉韻七古情形，事實上，從初唐到盛唐，隨著近體

詩聲律的成熟，詩人為了區分古近體之別，轉韻的七古律化的程度反而愈

來愈少，初唐四傑轉韻七古多律句，以駱賓王〈帝京篇〉為例，全詩 98

句，單句平仄不合律者只有 7 句，合律者 91 句。比四傑稍後的劉希夷、

                                                                                                  
〈王漁洋與清代古詩聲調論〉，收於蔣寅：《王漁洋與康熙詩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01 年），頁 182-210。 
15 王力：《漢語詩律學》（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年），頁 3-6。此書寫於 1945 年

至 1947 年間，一直到 1957 年才由新知識出版社首次出版，1978 年修訂再版；臺灣出版

者或署名王了一，或不署名，書名亦改為《詩詞曲作法研究》或《中國詩律研究》。 
16 同上註，頁 392。 
17 同上註，頁 392、393。在王力之前，清人翟翬已指出，平韻古詩，無論轉韻及不轉韻，

不可用四平、五平句。見〔清〕翟翬：〈聲調譜拾遺〉，頁 358。 
18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409。 
19 〔清〕翁方綱輯：〈王文簡古詩平仄論〉，頁 234。 
20 〔清〕李汝襄：《廣聲調譜》，頁 407。 
21 〔清〕吳紹澯：《聲調譜說》，頁 186。 
22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406。 
23 同上註，頁 424。 
24 簡錦松：〈唐代「非樂府題七言轉韻體詩」的創體意義〉，《東亞文化》第 50 輯（2012 年

10 月），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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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問、張若虛、李嶠、郭震，他們的七言也都是大量合律的。到了盛唐

和中唐，轉韻七古入律的詩句反而少了，在李白 102 首七古中，齊言七古

不到一半，只有 41 首。李白七古中有許多是高度合律的轉韻體，如〈鳳

笙篇〉、〈搗衣篇〉、〈僧伽歌〉合律的詩句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前二首甚

至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另〈襄陽歌〉、〈金陵歌送范宣〉、〈觀元丹丘坐巫

山屏風〉等詩，律句也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但李白同時也寫了許多律句

很少的轉韻七古，呈現了兩極化的現象。25比較一致的是七古之作最多的

杜甫，以及中唐的韓愈，杜甫有七古 133 首，其中齊言七古高達 127 首，

齊言高達百分之九十五；韓愈有七古 51 首，其中齊言有 45 首，齊言也高

達百分之八十八。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二人轉韻七古的律句比例較之初唐

詩人已明顯降低許多。26高適情形則和李白較相近，律句的多寡趨向兩

極，他有七古 31 首，其中齊言七古 20 首，大部分都是轉韻七古，一韻到

底只有 6 首。我們先看高適的一首轉韻七古，以下引詩凡為律句皆以粗體

字表示： 

古城莽蒼饒荊榛，驅馬荒城愁殺人。魏王宮觀盡禾黍，信陵賓

客隨灰塵。憶昨雄都舊朝市，軒車照耀歌鐘起。軍容帶甲三十

萬，國步連營一千里。全盛須臾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遺

墟但見狐狸跡，古地空餘草木根。暮天搖落傷懷抱，倚劍悲歌

對秋草。俠客猶傳朱亥名，行人尚識夷門道。白璧黃金萬戶

侯，寶刀駿馬填山丘。年代淒涼不可問，往來唯有水東流。

（〈古大梁行〉，《全唐詩》，卷 213）27 

                                               
25 簡錦松：〈從現地研究學看李白詩寫實性與平仄觀〉，收於簡錦松：《唐詩現地研究》（高

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97。 
26 王次梅：〈杜甫七古聲調分析〉，《文學遺產》2002 年第 5 期，頁 117。四傑共有轉韻七古

21 首，總句數 705 句，其中律句 452 句，占總句數的百分之六十四，杜甫七古 133 首，

共有律句 473 句，占總句數 2224 句的百分之二十一。「杜甫七古 133 首，其中齊言七古

高達 127 首」，齊言高達百分之九十五，此據王次梅之統計，齊言七古學者間的認定不同，

有人將句中含「君不見」之詩句或僅首句非七言者如杜甫〈兵車行〉也計入齊言體，因

此齊言七古的數字會略有出入。另蔣寅：〈韓愈七古聲調之分析〉，《周口師範高等專科學

校學報》第 19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5-11，據該文分析，在韓愈全部 51 首七古

中，律句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三，若以轉韻七古而言，則律句占百分之二十五，見蔣寅：

〈韓愈七古聲調之分析〉，頁 7。 
27 本文引詩皆據〔清〕彭定求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以下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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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共 20 句，入律的只有 7 句，約只三分之一。詩由真韻轉紙韻，再轉

元韻、皓韻、尤韻，不僅整齊的四句一轉，且平仄韻互換，是轉韻七古的

正格。28而且轉韻時第一句皆用韻字，詩學上謂之逗韻，既是逗韻，自然會

合於王力所說：「如果是平韻，則轉韻時之第一句以平聲為原則，如果是仄

韻，則轉韻時之第一句以仄聲為原則。」29另外，這首詩首句入韻，也是唐

人七古的常例，如高適齊言七古中，都是首句入韻的，不入韻的只有〈九

月九日酬顏少府〉一首，這是唐人七古的常例。高適有些轉韻七古律句偏

多，如下面一首：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

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

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

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

鬥兵稀。身當恩遇恆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

久，玉箸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

庭飄颻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

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

苦，至今猶憶李將軍。（〈燕歌行〉，《全唐詩》，卷 213） 

這首詩共 28 句，律句則有 16 句，超過一半。全詩用了職、刪、虞、微、

有、文等六韻，由仄換平，由平換仄，除有韻 8 句換韻外，皆為四句一轉，

轉韻處第一句也都逗韻，是轉韻七古正格。 

再看李白的七古轉韻詩〈把酒問月〉： 

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

人相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宵從海上來，

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

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裡。（《全唐詩》，卷 179） 

                                                                                                  
列出卷數，不另注明。 

28 吳紹澯云：「轉韻詩四句一轉，或六句，或八句，平韻接仄，仄韻接平，是為正格。此體

自齊梁已然，至盛唐而其體大備。」見〔清〕吳紹澯：《聲調譜說》，頁 186。 
29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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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共 16 句，其中 8 句是律句，律句高達百分之五十。30其中「共看明月

皆如此」一句中「看」字平仄兩讀，此處作平聲。另「今人不見古時月」

一句，第五字拗仄，在近體標準格律中應以下句第五字拗平救轉才算合律，

但這種句式在初盛唐近體詩中可救可不救，到了中晚唐以至宋詩，則沒有

不救的，31因此這句在近體則須拗救，在古體則是常見古詩聲調。32 

李白另一首〈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云：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吁莫

錯還閉關。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

光，直上青雲生羽翼。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

公大人借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

惟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全唐詩》，卷

168） 

此詩也是 16 句，其中律句 3 句，律句約占百分之十九。33初盛唐轉韻七古，

詩中多雜用對仗，也雜有許多律句（律句如黑體字所示，下同）。再看杜甫

的轉韻七古： 

                                               
30 李宜學認為此詩共有 10 句律句，不確，應是只有 8 句入律。他應是把拗律也算成律句才有

此誤，殊不知七律格式中的「平平仄仄平仄平」和「仄仄仄平平仄平」雖然都是所謂單拗

句，前句是五六字平仄互換，後句是三、五字平仄互換的救孤平，這種句式在近體詩中雖

是拗律，但古詩中就必須視之為古詩格調；同樣的，七言近體中的「平平仄仄仄平仄」第

五字拗，只要下句變成「仄仄平平平仄平」去救它就算合律，這是所謂的雙拗救，但這種

句式用在古詩中一樣不能視為拗律，而是標準的古詩格調，因為律詩一拗其實就是古調了。

李宜學在其論文中把李白許多沒有律句的古詩都列入雜有律句之七古，應是把這種標準古

調視為拗律了。如李白〈南陵別童詩入京〉云：「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

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游說萬乘苦不早，著

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全唐詩》，卷 174）此詩全無律句，李宜學卻以為有兩句入律，顯然有誤，見李宜學：

〈論李白七言長篇轉韻體的平仄聲律〉，《新文學》第 6 輯（2006 年 8 月），頁 238-275。 
31 參見蔡振念：〈王力五言律詩兩種格式補證〉，《成大中文學報》第 20 期（2008 年 4 月），

頁 111-136。 
32 簡錦松以此句為律句，所以他認為李白〈把酒問月〉一詩應有 9 句律句，這是他以初盛

唐的律體聲調為準，故拗而不救仍算律句，見簡錦松：〈從現地研究學看李白詩寫實性與

平仄觀〉，頁 296。這和本人認知不同，「今人不見古時月」上句拗，下句應救，否則落

入古調。 
33 同樣的，李宜學上引論文中認為此詩有 6 句律句，不確。見李宜學：〈論李白七言長篇轉

韻體的平仄聲律〉，頁 238-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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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

猶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

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熏殿。凌煙功臣

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

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

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

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

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

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飄泊干戈際，

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

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丹青引〉，《全唐詩》，卷 220） 

此詩 40 句，律句 8 句，約占百分之二十。從上舉高適、李白、杜甫的詩

例可知，三人轉韻七古律句都不少。唐人因受詩歌律化的影響，古詩中用

律句是常態，通首不入律的七古，主要出現在平韻到底的七古中，轉韻七

古不入律則少見。如杜甫的七古轉韻體，大都是入律的，在他的轉韻七古

中，共有律句 369 句，占總句數 1566 句的百分之二十四，34李白轉韻七

古也相去不遠，35大約也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韓愈轉韻的七古共 17 首，

律句共 95 句，占總句數 380 句的百分之二十五。36晚唐的李商隱七古學

杜、韓，其轉韻七古入律的比例和杜、韓也不相上下。換言之，終唐之世，

轉韻七古確實是以入律為常的，而其律句大約都占全詩總句數的四分之一

左右。 

三、一韻到底七古的聲調 

一韻到底的七古又有平韻、仄韻之分，兩者在聲調上的要求並不相同，

必須分別來看，以下我們就分論唐人仄韻到底七古和平韻到底七古。 

                                               
34 見王次梅：〈杜甫七古聲調分析〉，頁 117。 
35 李宜學：〈論李白七言長篇轉韻體的平仄聲律〉，頁 238-275，如前所言，李宜學的統計把

許多非律句都算入律句，所以李白七古轉韻體入律的比例顯然是被高估了。他認為在李

白七古轉韻體 74 首中，共有 1198 句，其中律句 701 句，占總句數百分之五十八，但實

際律句要少得多。 
36 見蔣寅：〈韓愈七古聲調之分析〉，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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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仄韻到底的七古 

唐人轉韻七古以入律為常，至於一韻到底七古可否入律呢？王士禎將

平韻和仄韻七古可否入律分別看待，他認為：「若仄韻到底，間似律句無

妨。」37蓋以用仄韻已非近體，不會落調之故。又認為：「若平韻到底者，斷

不可雜有律句。」38吳紹澯也認為七古「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用律句」。39

他們對一韻到底七古可不可入律，是分開來看的，但王力則是一視同仁，

不分平、仄韻，他認為：「一韻到底的七古以不入律為常。」40但實際情形

如何？誰是誰非呢？我們來看唐人的詩例。 

首先，一韻到底的七古在唐詩本來就是少數。初唐並無一韻到底的七

古，一直到李白、杜甫始有一韻到底之作，可見一韻到底七古為盛唐人之

創體。仄韻到底的七古，盛唐更是只有杜甫一家。我們來看杜甫一首仄韻

到底的七古：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

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

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室，盧老獨啟青銅鎖。巾

拂香餘擣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懸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

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

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佐。秘

訣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收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南浮早鼓

瀟湘柁。（〈憶昔行〉，《全唐詩》，卷 223） 

全詩 24 句，律句占 8 句，律句約占百分之三十三，最後 5 句，句句入律，

是比較少見的。看韓愈的一首仄韻七古〈寒食日出遊〉：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

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

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妝比端正。桐華最晚

今已繁，君不強起時難更。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

                                               
37 〔清〕翁方綱輯：〈王文簡古詩平仄論〉，頁 232。 
38 同上註，頁 224。 
39 〔清〕吳紹澯：《聲調譜說》，頁 186。 
40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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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昔與君同貶官，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

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

路指鬼門幽且敻。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囊空甑倒

誰救之，我今一食日還併。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

斷鶴兩翅鳴何哀，縶驥四足氣空橫。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匝岸

蒲生迸。宋玉庭邊不見人，輕浪參差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

特見放縱荷寬政。飲酒寧嫌琖底深，題詩尚倚筆鋒勁。明宵故欲

相就醉，有月莫愁當火令。（《全唐詩》，卷 338） 

此詩共 40 句，其中律句有 11 句，41律句約占總句數四分之一。其中末句

「有月莫愁當火令」一句，「當」和「令」都是平仄兩讀，但因押韻關係，

「令」讀為仄聲是理所當然的。再看韓愈另一首仄韻七古〈贈劉師服〉：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牙豁落者多，所存十

餘皆兀臲。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齝。妻兒恐我生悵

望，盤中不飣栗與梨。祗今年纔四十五，後日懸知漸莽鹵。朱

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

無贏餘。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於書。丈夫命存百無

害，誰能點檢形骸外。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

（《全唐詩》，卷 340） 

此詩共計 20 句，律句只有 2 句，占十分之一，是韓詩 7 首仄韻七古中律句

較少的。但不管比例如何，一韻到底的仄韻七古，是可以入律的，且杜、

韓兩位七古大家所作都是入律的。據王次梅的統計，杜甫仄韻七古律句共

72 句，占仄韻七古總句數 282 句的百分之二十六，42韓愈的仄韻七古入律

的有 85 句，占總數 244 句的百分之三十。43由杜甫、韓愈的詩看來，王士

                                               
41 蔣寅統計此詩有律句 20 句，但他的統計方式是以二、四、六字所謂的詩眼為準，第五字

平仄不諧者也算律句，但我們知道，近體詩「一三五不論」之說其實大謬，七言近體的

第一字確實可不論，但第三字、第五字則在許多情況下都要分明，尤其是盛唐以詩賦取

士詩律轉嚴之後。因此第五字平仄不諧就不能算是律句，參見蔡振念：〈清代聲調說五律

格式糾補〉，《中正漢學研究》第 24 期（2014 年 12 月），頁 159-184。蔣寅之統計見蔣寅：

〈韓愈七古聲調之分析〉，頁 7。 
42 王次梅：〈杜甫七古聲調分析〉，頁 1-18。 
43 見蔣寅：〈韓愈七古聲調之分析〉，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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禎的看法較正確，王力不分平仄韻，一體看待，認為只要一韻到底，就以

不入律為常，較不精確。 

所謂入律，自是以詩句的聲調和近體相同為準，仄韻七古中的律句，

若是以聯為單位，偶而會有失黏、失對，但若以句為單位，則和近體律句

並無分別。何況，這些七古中的律句，有時出、落句之間還是黏對合轍的

仄韻律聯，如杜甫〈憶昔行〉「更討衡陽董鍊師，南浮早鼓瀟湘柁」是也。 

又仄韻到底的七古，其出句末字大抵是以平仄相間為原則，這一點王

力已有說，此處不贅。44 

（二）平韻到底的七古 

平韻到底的齊言七古，也是要到盛唐才出現，李白是創體詩人。但在

盛唐之際，齊言平韻到底的七古作者仍少，李頎、孟浩然、王維、岑參、

崔顥、劉長卿等重要詩人都無此體，尤其是李頎有七古 33 首，王維有七

古 22 首，岑參有七古 42 首，劉長卿有七古 21 首，但諸人竟皆無平韻到

底之作。李白有七古 102 首，才有 6 首平韻到底的齊言七古，但都不是長

篇七古。45高適有七古 31 首，竟只有 1 首平韻，46杜甫七古 134 首，平韻

七古則只得 8 首。47到了中唐的韓愈，才較大量的寫作平韻到底的七古，

在他 51 篇七古之作中，共有齊言平韻七古 21 首，48是唐詩人中創作此體最

多者。韓愈之外，中晚唐創作齊言平韻到底七古的詩人並不多，重要詩人

如孟郊、賈島、白居易、李賀等皆無平韻到底七古之作，劉禹錫才得 1

首，49柳宗元有 2 首，50元稹也有 2 首。51晚唐杜牧有 2 首，52李商隱也僅

                                               
44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421。 
45 詩題為〈江上吟〉、〈勞勞亭歌〉、〈山鷓鴣詞〉、〈贈潘侍御論錢少陽〉、〈送族弟綰從軍安

西〉、〈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捶碎黃鶴樓〉。 
46 詩題為〈行路難〉二首之一（長安少年不少錢）。 
47 詩題為〈哀王孫〉、〈瘦馬行〉、〈大麥行〉、〈去秋行〉、〈閬水歌〉、〈秋風〉二首、〈寄韓諫

議注〉。 
48 詩題為〈山石〉、〈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貞女峽〉、〈古意〉、〈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

樓〉、〈杏花〉、〈感春〉四首之二、之四、〈憶昨行和張十一〉、〈鄭群贈簟〉、〈和虞部盧四

酬翰林錢七赤籐杖歌〉、〈感春〉五首、〈李花〉二首之二、〈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

作〉、〈石鼓歌〉、〈華山女〉、〈雪後寄二十六丞公〉。 
49 詩題為〈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見寄〉。 
50 詩題為〈籠鷹詞〉、〈行路難〉三首之三。 
51 詩題為〈驃國樂〉、〈去杭州〉。 
52 詩題為〈皇風〉、〈大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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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 首。53終唐之世，平韻到底的七古在詩人創作中比例都很低，此體最多

的韓愈，所作 21 首也不過占全部詩作 393 首的百分之五。 

平韻七古的聲調，前人也有定說。分論如下： 

1. 入律的問題 

如上所言，王士禎、吳紹澯都認為，「七言古詩自有平仄，若平韻到底

者，斷不可雜以律句」；王力也認為：「一韻到底的七古以不入律為常。」平

韻到底的七古確實大都全不入律，如李白〈贈潘侍御論錢少陽〉就是如此：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階前

虎士羅干將。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

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

光。（《全唐詩》，卷 170） 

杜甫〈哀王孫〉也是如此：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

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

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

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

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

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

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

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

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全唐詩》，卷 216） 

如此長篇之作，全無一句入律，可能不是偶然，或許是詩人有清楚的詩體

意識，有意不在平韻到底之作中雜入律句。再看高適的〈行路難〉，也是全

不入律： 

長安少年不少錢，能騎駿馬鳴金鞭。五侯相逢大道邊，美人

弦管爭留連。黃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棄捐。安知憔悴

讀書者，暮宿靈臺私自憐。（《全唐詩》，卷 213） 

韓愈七古之作最多，且多長篇，試看其名篇〈山石〉，全無律句： 

                                               
53 詩題為〈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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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犖確行逕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

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

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

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

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

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

不更歸。（《全唐詩》，卷 338） 

柳宗元〈籠鷹詞〉也是全詩無一句入律，試看： 

淒風淅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虹蜺斷，霹靂

掣電捎平岡。砉然勁翮翦荊棘，下攫狐兔騰蒼茫。爪毛吻血

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炎風溽暑忽然至，羽翼脫落自摧

藏。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顧驚且傷。但願清商復為假，

拔去萬累雲間翔。（《全唐詩》，卷 353） 

詩中「雲披霧裂虹蜺斷」一句，「蜺」字平仄兩讀，同霓字，但此處作

霓虹解應讀入聲，是此句並未入律，全詩無一律句。又如李商隱的〈韓

碑〉，如此長篇而無一律句，不會是偶然如此，可能是有意地避免入律。全

詩如下：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

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

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

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

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眾猶虎貔。入蔡

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

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手

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

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

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

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鰲蟠以

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

麤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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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

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

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

基。（《全唐詩》，卷 539） 

李商隱這首詩一韻到底，如此長篇而無一句入律，當然是有意地不用律句。 

唐人平韻七古全不入律者固多，但雜有律句者也不少，並非如前面王

士禎、吳紹澯所說的斷不可入律。李白、杜甫、韓愈等七古大家共有平韻

七古 35 首，其中雜有律句者 8 首，占了四分之一強。終唐之世，平韻到底

的七古，雜有律句的實不少見，試看下列詩例： 

載妓隨波任去留。（李白：〈江上吟〉，《全唐詩》，卷 166） 

哀鳴驚叫淚沾衣。（李白：〈山鷓鴣詞〉，《全唐詩》，卷 167） 

君平帘下誰家子。（李白：〈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捶碎黃

鶴樓〉，《全唐詩》，卷 178） 

大麥乾枯小麥黃。（杜甫：〈大麥行〉，《全唐詩》，卷 219） 

昔隨劉氏定長安。（杜甫：〈寄韓諫議注〉，《全唐詩》，卷

220） 

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韓愈：〈古意〉，《全

唐詩》，卷 338） 

乘雲共至玉皇家。（韓愈：〈李花〉二首之二，《全唐詩》，

卷 340） 

長安雨洗新秋出。（韓愈：〈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全唐詩》，卷 340） 

駿骨鳳毛真可貴。（元稹：〈去杭州〉，《全唐詩》，卷 421） 

內興文教外披攘。（杜牧：〈皇風〉，《全唐詩》，卷 520） 

因此王士禎、吳紹澯說平韻七古「斷不可入律」，過於武斷，王力說「以不

入律為常」，較接近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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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句末字的平仄 

吳紹澯認為：「平韻七古，上句第七字必仄，不可用平。」54王力也說：

「一韻到底的平韻七古，出句差不多永遠用仄腳。」55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例如平韻到底的七古，若首句用韻，則其末字當然不會是仄腳，而唐人七古

又大都是首句用韻的，因此首句末字並不用仄腳的情形也就很普遍，我們隨

手翻檢可得，不煩舉例。這裡僅以首句之外上句句末字用平聲的詩例作說明： 

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李白：〈勞勞亭歌〉，

《全唐詩》，卷 166） 

長安少年不少錢，能騎駿耿鳴金鞭。五侯相逢大道邊，美人

弦管爭留連。（高適：〈行路難〉二首之一，《全唐詩》，卷

213） 

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杜甫：〈哀王孫〉，《全

唐詩》，卷 216） 

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杜甫：〈寄韓諫議注〉，

《全唐詩》，卷 220）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韓愈：〈石鼓歌〉，《全

唐詩》，卷 340）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同上） 

憶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稱元和。（同上） 

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韓愈：〈李花〉二首之

二，《全唐詩》，卷 340） 

這些例子中比較特殊的是李白和高適的詩，李白的一首，「昔聞」一聯並不

在首聯，李白卻在出句末字用了一個韻字，形成非首句而用韻的情形。高

適的一首，前兩聯句句用韻，如同半首柏梁體，非常罕見。除此之外，其

它詩例皆出句用平聲，但並非用在首句，也非用韻字。由此也可看出，平

韻七古，上句末字雖以用仄聲為常，但並非定則，用平聲仍無不可。 

                                               
54 〔清〕吳紹澯：《聲調譜說》，頁 165。 
55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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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句二平五仄 

王士禎認為平韻到底的七古「出句第五字用仄，間有用平者，則第六

字多用仄，出句第二字多用平」。56平韻到底古詩因其出句以用仄腳為原

則，若第五字用仄，則會形成「仄平仄」、「仄仄仄」的古風下三字，自然

不會入律，故平韻七古，出句第五字用仄是對的。第五字用平，則第六字

用仄，也合乎唐人平韻七古平仄聲調的事實，王士禎之說是不錯的。但這

並不是定律，也有許多例外，我們試以劉禹錫的〈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見寄〉

作說明： 

脫屣將相守沖謙，唯於山水獨不廉。枕伊背洛得勝地，鳴皋

少室來軒簷。相形面勢默指畫，言下變化隨顧瞻。清池曲榭

人所致，野趣幽芳天與添。有時轉入潭島間，珍木如幄藤為

簾。忽然便有江湖思，沙礫平淺草纖纖。怪石釣出太湖底，

珠樹移自天臺尖。崇蘭迎風綠泛豔，坼蓮含露紅廉襜。修廊

架空遠岫入，弱柳覆檻流波霑。渚蒲抽芽劍脊動，岸荻迸筍

錐頭銛。攜觴命侶極永日，此會雖數心無厭。人皆置莊身不

到，富貴難與逍遙兼。唯公出處得自在，決就放曠辭炎炎。

座賓盡歡恣談謔，愧我掉頭還奮髯。能令商於多病客，亦覺

自適非沉潛。（《全唐詩》，卷 353） 

全詩大體上皆合於「出句第五字用仄，間有用平者，則第六字多用仄，出

句第二字多用平」的原則，但也有「忽然便有江湖思」一句第五字用平，

第六字也用平，不合於上述規律。另出句「怪石釣出太湖底」、「渚蒲抽芽

劍脊動」兩句第二字也並未用平聲。是王士禎所說只是通則，並非定規。

我們還可以舉更多出句第五字不用仄的詩例，如： 

古情不盡東流水。（李白：〈勞勞亭歌〉，《全唐詩》，卷 166） 

繡衣柱史何昂藏。（李白：〈贈潘侍御論錢少陽〉，《全唐詩》，

卷 170） 

一州笑我為狂客。（李白：〈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捶碎黃鶴

樓〉，《全唐詩》，卷 178） 

                                               
56 〔清〕翁方綱輯：〈王文簡古詩平仄論〉，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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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下寶玦青珊瑚。（杜甫：〈哀王孫〉，《全唐詩》，卷 216） 

不敢長語臨交衢。（同上） 

今君縱署天涯吏。（韓愈：〈憶昨行和張十一〉，《全唐詩》，

卷 338） 

夜領張徹投盧仝。（韓愈：〈李花〉二首之二，《全唐詩》，

卷 340） 

長安雨洗新秋出。（韓愈：〈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全唐詩》，卷 340） 

時尋沙尾楓林夕。（元稹：〈去杭州〉，《全唐詩》，卷 421） 

這些詩例，第五字皆未作仄聲，而是作平聲，且第五字作平聲，第六字也

未如王士禎所說用仄聲。 

另外，王士禎說「出句第二字多用平」，但上引詩例有些詩句第二字並

未用平聲，如「腰下寶玦青珊瑚」、「不敢長語臨交衢」、「夜領張徹投盧仝」

等是。平韻七古出句第二字不作平聲者，我們還可以找到不少詩例，僅舉

數例以概其餘： 

黃鶴上天訴玉帝。（李白：〈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捶碎黃

鶴樓〉，《全唐詩》，卷 178） 

待取明朝酒醒罷。（同上） 

又向人家啄大屋。（杜甫：〈哀王孫〉，《全唐詩》，卷 216） 

白首寓居誰借問。（韓愈：〈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

作〉，《全唐詩》，卷 340） 

若使乘酣騁雄怪。（同上） 

高揖群公謝名譽。（同上） 

房杜王魏之子孫。（元稹：〈去杭州〉，《全唐詩》，卷 421） 

仁聖天子神且武。（杜牧：〈皇風〉，《全唐詩》，卷 520） 

以德化人漢文帝。（同上） 

錚棧雷車軸轍壯。（杜牧：〈大雨行〉，《全唐詩》，卷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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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崩騰玉京仗。（杜牧：〈大雨行〉，《全唐詩》，卷 520） 

景物不盡人自老。（同上） 

這種出句第二字不作平聲的例子還很多，即以韓愈平韻七古〈謁衡岳廟，

遂宿嶽寺題門樓〉一首而言（詩見下文），其落句一皆是規律的四仄五平的

聲調，但其出句也非全用二平五仄，如「五嶽祭秩皆三公」、「紫蓋連延接

天柱」、「竄逐蠻荒幸不死」等是，又如前引〈山石〉一首，首句「山石犖

確行徑微」也非二平五仄。再看李商隱〈韓碑〉（已見上引）全詩無一句入

律，但其出句第二字也不是全用平聲，如「不據山河據平地」、「帝得聖相

相曰度」、「愬武古通作牙爪」、「入蔡縛賊獻太廟」、「帝曰汝度功第一」、

「愈拜稽首蹈且舞」、「古者世稱大手筆」、「公退齋戒坐小閣」、「點竄堯典

舜典字」、「表曰臣愈昧死上」等是也。足見王士禎平韻七古出句二平五仄

之說，只能說合於大多數詩句的事實，但並非定規，因例外者實多。尤其

是出句第二字用平聲，唐人長篇平韻七古中沒有一首是嚴格遵守者，只有

到宋朝的蘇軾才有全篇出句第二字皆用平聲之作。57但這樣的篇章並不是常

態，只能說是一種實驗的性質。58 

4. 落句四仄五平 

王士禎對平韻七古的落句，也有定見，他說：「七古若平韻到底，不可

雜有律句，其要在落句第五字必平，第五字既平，第四字又必仄。」59其實

平韻七古的落句只要第五字平，就會造成末三字為「平仄平」、「平平平」

                                               
57 如蘇軾平韻七古〈答呂梁仲屯田〉，詩云：「亂山合遝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居民蕭

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雞豚。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夜聞沙岸鳴甕盎，曉

看雪浪浮鵬鯤。呂梁自古喉吻地，萬頃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

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鳶蹲。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如夢

寐，我亦僅免為魚黿。旋呼歌舞雜詼笑，不惜飲釂空瓶盆。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酒

聊相溫。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宜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堙滅瘡痍存。明年

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鯨髡。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錘雷動蒼山根。高城如鐵洪口決，

談笑卻掃看崩奔。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置軟腳酒，為君擊鼓行金

樽。」（〔宋〕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後集卷 8，頁

551）全篇出句第二字皆用平聲。 
58 王士禎自己的七言古詩，也並不符合他自己訂下的規矩，在其 54 首平韻到底的七古中，

只有 1 首出句完全符合「二平五仄」的規矩，全部平韻七古平均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

出句是合於「二平五仄」的，見李宜學：〈論王漁洋七古聲調說之主張與實踐〉，《淡江中

文學報》第 24 期（2011 年 6 月），頁 114。 
59 〔清〕翁方綱輯：〈王文簡古詩平仄論〉，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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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詩句法，則無論如何不會和律句末三字「仄仄平」、「仄平平」相同，

自然不會入律，第四字是否用仄，都不會影響其為古風句式。下面這些平

韻七古詩都不在落句用四仄五平的聲調： 

玉簫金管坐兩頭。（李白：〈江上吟〉，《全唐詩》，卷 166） 

海客無心隨白鷗。（同上） 

蔓草離離生道傍。（李白：〈勞勞亭歌〉，《全唐詩》，卷 166） 

欲銜我向雁門歸。（李白：〈山鷓鴣詞〉，《全唐詩》，卷 167） 

南禽多被北禽欺。（同上） 

且有一翁錢少陽。（李白：〈贈潘侍御論錢少陽〉，《全唐詩》，

卷 170） 

云是遼東丁令威。（李白：〈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捶碎黃鶴

樓〉，《全唐詩》，卷 178） 

片言如山莫棄捐。（高適：〈行路難〉二首之一，《全唐詩》，

卷 213） 

暮宿靈臺私自憐。（同上） 

屋底達官走避胡。（杜甫：〈哀王孫〉，《全唐詩》，卷 216） 

夜飛延秋門上呼。（同上） 

暖向成都寒未還。（杜甫：〈秋風〉二首之一，《全唐詩》，

卷 222） 

故園池臺今是非。（杜甫：〈秋風〉二首之二，《全唐詩》，

卷 222） 

顧我未肯置齒牙。（韓愈：〈李花〉二首之二，《全唐詩》，

卷 340） 

綠槐萍合不可芟。（韓愈：〈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全唐詩》，卷 340） 

勸我試作石鼓歌。（韓愈：〈石鼓歌〉，《全唐詩》，卷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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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及死諫哲不諼。（元稹：〈去杭州〉，《全唐詩》，卷 421） 

公執舅禮婦執笲。（同上） 

解袂開帆淒另魂。（同上） 

矯躍蛟龍爪尾長。（杜牧：〈大雨行〉，《全唐詩》，卷 520） 

萬里橫牙羽林兵。（同上） 

坐法宮中朝四夷。（李商隱：〈韓碑〉，《全唐詩》，卷 539） 

封狼生貙貙生羆。（同上） 

長戈利矛日可麾。（同上） 

儀曹外郎載筆隨。（同上） 

這樣的詩例實在太多了，不勝枚舉，我們不禁要問，何以王士禎會有這樣

的平韻七古聲調說？我以為王士禎應是看到韓愈少數的詩作，其落句皆作

四仄五平，而韓愈平韻七古之作唐人中最多，故王士禎以之為平韻七古不

刊之平仄譜。60以下試舉韓愈 3 首詩為例： 

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

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

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

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

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趨

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傴僂薦脯

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

躬。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

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

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朣朧。猿鳴鐘動不知曙，

杲杲寒日生於東。（〈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全唐

詩》，卷 338） 

                                               
60 王士禎在自己的平韻七古中，落句全合於「四仄五平」的，在 54 首詩中也只有 13 首，

但比上句「二平五仄」在比例上要高了許多，見李宜學：〈論王漁洋七古聲調說之主張與

實踐〉，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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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盤峽束春湍豪，風雷戰鬥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一瀉

百里翻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咫尺性命輕鴻毛。（〈貞女

峽〉，《全唐詩》，卷 338） 

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瑰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

傳看黃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盡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

眾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為。自從五月困暑溼，如坐深甑遭蒸

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

有賣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

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虱避，肅肅疑有

清飆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恆炎曦。明珠青玉不足

報，贈子相好無時衰。（〈鄭群贈簟〉，《全唐詩》，卷 339） 

在這 3 首平韻七古中，其落句皆作四仄五平，無一例外，嚴謹宛如律詩。

這當然是韓愈有意識地應用這種聲調風格，否則不會在兩首長篇中，落句

四、五字平仄一字不差。但我們看韓愈平韻七古之作，這樣的平仄聲調不

過數首，他更多平韻七古並不合這樣的格律，事實上，韓愈平韻七古落句

不合四平五仄的例子實在太多了，嚴格遵守的詩反成例外。因此，我們若

以此一格律來規範唐人平韻七古，一定是扞格不入的。 

5. 七古若四平則六仄 

王力在《漢語詩律學》中提到：「七古有一個規矩，如果第四字用平，

第六字就必須用仄。」61王力此一說法是統所有七古的所有格式而言之，是

七古的通則，因此平韻七古當然也適用。但筆者卻發現，王力之說和唐詩

的實際情況有出入，唐人七古中第四字用平，第六字不用仄的詩例比比皆

是，以下試舉數例以明之： 

美酒尊中置千斛。（李白：〈江上吟〉，《全唐詩》，卷 166） 

苦竹寒聲動秋月。（李白：〈勞勞亭歌〉，《全唐詩》，卷 166） 

苦竹南枝鷓鴣飛。（李白：〈山鷓鴣詞〉，《全唐詩》，卷 167） 

高帝子孫盡隆準。（杜甫：〈哀王孫〉，《全唐詩》，卷 216） 

                                               
61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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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健兒好身手。（杜甫：〈哀王孫〉，《全唐詩》，卷 216） 

且為王孫立斯須。（同上） 

去歲奔波逐餘寇。（杜甫：〈瘦馬行〉，《全唐詩》，卷 217） 

豈無蜀兵三千人。（杜甫：〈大麥行〉，《全唐詩》，卷 219） 

火維地荒足妖怪。（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全唐詩》，卷 338） 

紫蓋連延接天柱。（同上） 

廟令老人識神意。（同上） 

平明出門暮歸舍。（韓愈：〈感春〉四首之二，《全唐詩》，

卷 338） 

今日無端讀書史。（韓愈：〈感春〉四首之四，《全唐詩》，

卷 338） 

念昔從君渡湘水。（韓愈：〈憶昨行和張十一〉，《全唐詩》，

卷 338） 

赤龍拔鬚血淋漓。（韓愈：〈和虞部盧四母翰林錢七赤藤杖

歌〉，《全唐詩》，卷 339） 

天公高居鬼神惡。（韓愈：〈感春〉五首之四，《全唐詩》，

卷 338） 

雲夫吾兄有狂氣。（韓愈：〈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全唐詩》，卷 340） 

望秋一章已驚絕。（同上） 

高揖群公謝名譽。（同上） 

撞鐘吹螺鬧宮廷。（韓愈：〈華山女〉，《全唐詩》，卷 341） 

豪家少年豈知道。（同上） 

仙梯難攀俗緣重。（同上） 

不知誰人暗相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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愬武古通作牙爪。（李商隱：〈韓碑〉，《全唐詩》，卷 539） 

不據山河據平地。（同上） 

以上這些詩例，都是四、六字同聲。這樣的詩例還有很多，王力說七古中

四、六字皆用平的例子在唐詩中「非常罕見」，62這是和事實有出入的，不

可不加以辨明。 

四、結論 

綜上所言，我們可以發現，唐代七言古詩雖有格律，但並不像近體格

律那樣嚴謹。少數依循一定聲調規矩的古風，好像字字有一定的格律，但

其實都是詩人有意識的實驗之作，不可作為古詩聲調的常軌，唐代的五言

古詩如此，63七言古詩亦然。即使首倡古詩聲律論的清初詩人王士禎，在

他自己的七古之作中也不能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詩學主張，呈現了創作和詩

論之間巨大的落差，64可見所謂古詩或七古聲律，都是一種實驗之作或是

詩人在辨體意識下，特意別出聲律的創作。惟自王士禎以下，前賢學者在

討論唐人七古聲調時，大都未全面檢視七古實際的平仄情形，故所歸納出

的許多規則，我們以之查對唐人詩作，每每圓枘不入，讓人甚感困惑。職

是之故，筆者全面翻檢《全唐詩》中主要七言古詩數量最多、最具代表性

的詩人之作，考其聲調，冀能一究七古之格律。所得之結論，應大致符合

唐人七古聲調之事實。至於把全部唐人七古作統計，耗費時日必久，有待

來茲。 

【責任編校：李彥霖、郭千綾】 

                                               
62 王力：《漢語詩律學》，頁 399。 
63 筆者另有蔡振念：〈盛唐五言古詩格律探論兼評王力五古格律說〉，《成大中文學報》

第 51 期（2015 年 12 月），頁 41-76 一文可參看。 
64 參見李宜學：〈論王漁洋七古聲調說之主張與實踐〉，頁 85-130。文中李宜學統計王士禎

平韻到底之七古，律句有 295 句，占七言總數 1470 句的百分之二十點一，並不符合王士

禎平韻七古不可入律之說。轉韻七古共有律句 316 句，占七言總句數 710 句的百分之四

十四點五，則和轉韻七古大都入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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