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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章法，是指由句子組合成節、段，由節、段組合成篇的一種方式。而用這

種方式所建立的篇章骨架，通常就別稱為結構。從細處看，這種篇章的骨架與組合方

式，固然會往往因詞章性質、文體體制與篇幅長起之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就大處

言，卻差別不大，只是在適用的範聞與種類上，不免各異而已。即以詞來說，就有它

所比較適用的章法與結構，茲分別列出數種，並舉例說明如次:

一、言穹的章法

詞的章法，就根本上說，是與其他的文體一樣，要講求秩序、聯貴與統一的。但

運用起來，卻受到一些限制。以下是它最常見的幾種方式:

付遠近法:這是講求空間秩序的一種經營方式。在詞裡常見的有由近而遠、由遠

而近及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等三種。由近而遠的，如:

碧雲天，黃葉地(最近)。秋色連坡，波上寒煙翠(次近)。山映斜陽天接水

(次遠)。芳草無惰，更在斜陽外(最遠) 0 c 下略)

這是范仲淹蘇幕遮詞的上半闋，在這兒，作者採用了頂真的手法，一環套一環地將倚

樓所見的秋日寂寥景色，先是頭頂的「碧雲天」與朋下的「黃葉地 J '接著是近水、

近山，然後是遠水、遠天，最後是斜陽外的草原，由近及遠的一一寫下來，予人以纏

綿的強烈感受。唐圭璋說: r上片，寫天連水，水連山，山連芳草;天帶碧雲，水帶

宴煙，山帶斜陽。自上及下，自近及遠，純是一片空靈境界，自IJ畫亦難到。 J C 唐宋

詞簡釋)是說得一點也不錯的。由遠而近的，如: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遠)。閑引鴛鴦芳徑裡，手援紅杏蕊(近)。門鴨闌

干遍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開鵲喜(最近)。

這是馮延已的調金門詞。作者先以起二旬，就遠，寫「望君」於池水旁;再以「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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鴛鴦芳徑裡」兩旬，就近，寫「望君」於花徑上;按著以「鬥鴨樹干遍倚」兩旬，就

最近，寫「草君」於闌干前;而依次用「吹皺春水」、「手餒紅杏」、「搔頭斜墜」

等旬襯托出哀愁。然後以結二旬，仍就最近，將上面的意思{乍個組括，而用「鵲喜」

的「喜」字反襯出「哀」來。無疑的，這是採由遠及近的方式所寫成的作品。由遠而

近又由近而遠的，如:

平林摸摸煙如幟，寒山一帶傷心碧(遠)。瞋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近〉。

玉階空佇立(近) ，宿鳥歸飛急(遠〉。和j處是歸程?長亭連起亭(最遠〉。

這是李白的菩薩蠻詞。首以起二旬，就遠，寫平林、寒山的淒涼靜景;次以「瞋色入

高樓」兩旬，就近，寫人佇立樓上遠望的情景，拈出一個「愁」字，作為綱領，以貫

穿全詞;接著以換頭兩旬，一承「有人樓上愁 J '就近，寫人在發愁的樣子，一承「

寒山」、「平林 J '就遠，寫歸鳥飛急的動景;然後以結二旬，將空間由「寒山」、

「平林」向無窮的遠方推展出去，寫「長亭連痘亭」的歸程，以襯出不見歸入的無限

愁思來。很明顯的，以空間而言，它是用一順一逆的手法寫成的。

口大小法:這是講求空間、事物秩序的一種經營方式。在祠裡常見的有由大而小

及由小而大等兩種。由大而小的，如:

夜月棋臺(最大) ，秋香院宇(次大) ，笑吟吟地人來去(次小)。是誰秋到

使淒涼?當年宋玉悲如許(最小) 0 c 下略〉

這是辛棄疾踏莎行祠的上半闋，題作「庚戌中秋後二夕，帶湖蒙岡小酌」。作者在這

裡，先寫明月下的樓閣，再寫樓閣中的院宇，然後由院宇中的人群收到人群中的一人

一以宋玉自比的作者身上。範圍由大而小，層層遞進，寫來極有秩序。由小而大的，

如:

明月別枝驚鵲 C IJ汁，清風半夜鳴蟬(中)。稻花香車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大) 0 c 下略〕

這是辛棄疾西江月祠的上半闕，題作「夜行黃沙道中」。作者在這裡，主要是寫夜行

黃沙道時所攏到的各種聲音，首先是別枝上的鵲聲，其次是清風中的蟬聾，最後是稻

田裡的蛙聲。顯然的，這是依「由小而大」的順序來寫的。

亡3今昔法:這是請求時間秩序的一種經營方式。在祠裡常見的有由苦而今、由今



87詞的章法與結fll~

而昔及由今而昔又由昔而今等三種。由昔而今的，如:

小山重疊金明棋，鬢芸欲度香胞雪(睡醒)。懶起畫峨眉，弄妝梳洗遲(梳洗

、畫眉、弄妝〉。落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曾花〉。新貼繡羅禱，雙雙金牌鳥

鵲(試衣〉。

這是溫庭筠的菩薩蠻詞。作者在起旬，首先寫旭日明誠、繡屏掩映的景象，為抒寫怨

情安排了一個適當的環境，並從中提明了地點與時間，以引出下面寫人的部分。而此

寫人部分自次旬至篇未止，則按時間的先後，寫屏內美人的各種情態或動作，起先是

睡醒，其次是懶起，再其次是梳洗、弄妝、接著是醬花，最後是試衣。作者就藉著這

些尋常的一貫動作或情態，從篇外逼出這位美人的無限幽怨來。唐圭璋說:r此首寫

闇怨，章法極密，層次極清。J C 唐宋詞簡釋〉說得雖簡略，卻已道出了此詞的特色

。由今而昔的，如:

醉裡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今)。昨夜

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日去(昔〉。

這是辛棄疾的西江月詞，題作「遣興」。作者在上片寫的是自己眼前的感想，也可以

說是對當世政治上沒有是非的現狀所發出的一種慨歎;而下片寫的則是昨夜的醉態與

狂態，也可以說是對當時政治現實不滿的一種表示。這闋詞，就時間上來說，先敘目

前，後敘昨夜，顯然已把由昔而今的自然展演順序顛倒過來了。由今而昔又由昔而今

的，如:

如今卻憶江南樂(今) ，當時年少春衫薄。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叢宿(昔〉。此度兒花校，白頭誓不歸(今)0

這是韋莊的菩薩蠻詢。作者首先以起句提明重至江南引起快樂回憶的事實，拈出「江

南樂」三字，作一總括，以生發下文;接著以「當時年少春衫薄」五句，承上句的「

江南樂 J '將時間由現在推回到「當時 J '寫當年流浪江南的無限樂事;然後以結二

句，將時間又由「當時」拉回到現在，反照篇首的「樂」字，鳥; r未老莫還鄉，完全鄉

須斷腸」的悲衷作收。十分明顯的，這是在時間上採一順一逆的形式所寫成的作品。

徊。呼應法:這是請求聯貴與統一的一種經營方式。在祠裡常見的有就局部性而言

的前呼後應與就整體性而言的一路照廳等兩種。前呼後應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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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

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逼想公瑾當年，小喬初版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悶、福嚕灰飛煙誠。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由江月。

這是蘇軾的念奴嬌祠，題作「赤壁懷古」。此詞約分三組來先後呼臨:一是就「水」

上呼應，先以「大江東去」一呼，後由「浪」、「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

回應;二是就「山」上呼廳，先以「故壘西邊」、「赤壁」一呼，後由「亂石崩雲」

、「山」回應;三是就「人」上呼應，先以「千古風流人物」一呼，後由「三國間郎

」、「多少豪傑」為應，從而領出下半闌來敘寫「人」事，成功的將年老髮白、一事

無成的自己與當年雄姿英發、建立不朽功業的周瑜，作成尖銳的對照，以寫自身年華

虛度、「人間如夢」的深切感慨來。這樣由「江 J C 含人)、「山 J C 含人)而折到

「人」事，彼此前後呼應，章法是相當綿密的。一路照應的，如: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

臨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榔江幸自繞榔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這是秦觀的跆莎行詞。上片頭三旬，寫的是無處歸隱之恨; I可堪孤館閉春寒」兩旬

，寫的是不得還鄉之恨;下片頭三旬，則以寄梅傳書作為媒介，將一篇的主旨「恨」

拈出，以照腫、全篇;未兩旬，又 151~ 榔江』、『綁山 J '以喻人之分別 J C 唐圭璋

屆宋詞簡釋) ，把「恨」字再作一次具體之襯托，使得全祠充滿著無重數的「恨」意

，叫人不忍卒讀。

因對照法:這也是講求聯貫與統一的一種經營方式。通常用不同的兩種事物五相

映照，作成強烈的對比，藉反面的材料襯托出正面的意思，以增強說服力或感染力。

如: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祠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簡秋。

這是辛棄疾的醜奴兒祠，題作「書博山道中壁」。作者在上半闕，寫的是少時春花秋

月、無病呻吟的閒愁;而在下半闕，寫的是而今關心國事、懷才不遇的哀愁。一是由

於「不識愁滋味 J '所以愛「強說愁 J ;一是由於「識盡愁滋味 J '所以「欲說邊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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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兩相映照，成了鮮明的對比，使人讀後湧生無窮的感慨。這是構成對比的兩

個部分，彼此的字數都相當的例于，也有不相當的，如:

醉裡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磨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

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絃驚。了部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自髮

生。

這是辛棄疾的破陣子詞，題作「為陳向甫賦壯語以寄」。此詞自篇首至「贏得生前身

後名」句止，極寫抗金部隊的壯盛軍容、橫戈躍馬的戰門生活，以及收復中原的偉大

勝利。這種豪壯動人的場面，與末句那種「可憐自髮生」的淒涼情景，恰恰成強烈的

對照。就在這種對照之下，把作者忠君愛國與個人功名的夜雜思想和壯志不酬之悲憤

心情，都和盤托出來了。

二、訝的結樣

詞的結構，也和詩或散文一樣，式樣都相當的多，實在無法拘之於幾個定格。不

過，就常見者而言，則有如下幾式:

(→先虛後實式:所謂的「虛J '指的是「無J '是抽象的;所謂的「實J '指的

是「有 J '是具體的。它們用在詞章上，大約可分為三類:一是就情、景來說的，抒

情是「虛J '寫景是「實J ;二是就空間來說的，凡窮盡目力，寫眼前所見的，是「

賞 J '而通過設想，寫遠處情況的，則是「虛J ;三是就時間來說的，凡是敘事、寫

景或抒情，只限於過去或當前的，是「實J '通過想像，伸向未來的，則為「虛」。

而先虛後實式，常見於祠裡的為第一類，如:

多少恨，昨夜夢視中(虛〉。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去口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實〉。

這是李煌的墓江南詞。這闌祠，一起首自IJ直抒胸臆，將一篇i之主旨「多少恨」拈出;

接著以「昨夜夢魂中」兩句敘事的句子，一方面交代「恨」之由來與「夢」之所之

，一方面也用作上下文的接棒，帶出「車如流水馬如龍」兩個寫景的句子，寫重要中遊

苑所見舊曾請熟的景物，寓情於景，用潛藏於語句裡之「樂」反襯出「恨J '以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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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收。顯然這是用先虛後實的形式所寫成的作品。

亡3先實後虛式:這一式在訶裡最多見，就情、景而言者，如:

枕筆溪堂冷飲秋，斷雲依水晚來收。紅蓮相倚渾如醉，自鳥無言定自愁(實)。

喜咄咄，且休休，一丘一聲也風流。不知筋力表多少，但覺新來騙上樓(虛)。

這是辛棄疾的鵰鵑天詞，題作「鵝湖歸，病起作」。上片寫的是溪堂內外的寂寥夏景

，而下片寫的則是作者病後落寞的情懷。一貫一虛，先後糕襯，將作者廢退後的失意

心境，刻畫得非常生動。就時間而言者，如: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

相看淚眼，竟無語凝睏(實)。念去去、千旦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虛一)。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有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

虛二)。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虛

這是柳永的雨霖鈴詞。全詞分為兩大部分，自[J一貫一虛:寰的部分是由篇首至「竟無

語凝咽」句止，寫的是長亭周遭的寥落秋景與客主臨別的「留戀」情態i 虛的部分是

自「念去去」至篇末，分三個小節來依次描寫「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睏」時所設

想「蘭舟」甫發當時、當夜及次日以後「經年」的種種情景，而特在一、二兩節間插

入「多情自古傷離別」兩旬，點明主旨，以統括全詞。布置得真是像行雲流水般，了

無連接的痕迎。就空間而言者，如:

往事只堪衷，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辭侵階，一俯珠簾闖不捲，終日誰來?

金劍已沈埋，壯氣葛萊。晚涼天淨月華閱(實)。想得玉樓瑤毆影，空照秦准

(虛)。

這是李煜的浪淘沙詞。作者在此，首先以上片起二旬，寫自己想及前塵往事所湧生的

沈重衷痛，作為綱領，用以貫穿全詞。接著依次以「秋風庭院辭侵階」旬，承上句「

對景難排」之「景J '寫秋天寥落的白晝景象;以「一析珠簾闖不捲」兩旬，承起旬

的「衷」字，寫極致孤獨的悲衷;以下片頭二旬，承上片起旬的「往事堪衷J '寫故

國論亡、銷盡豪氣的痛苦;以「晚涼天淨月華開」旬，承上片的「景J '寫秋月升空

的淒涼景象;然後以結二旬，承上旬的「月」、「天J '將空間由fF京推擴到金毆，



祠的請注!J(l納悶 91

透過設想，虛寫失國後宮庭內外的冷落月色，表出對過去一切已無可挽回的一種沈衷

。這樣用實與虛連成一個無盡的空間，那就難怪所烘托出的情意那麼深長感人了。

已雙實夾虛式:這一式除就時間而言者外，在詞裡也經常可以見到。就情、景而

言者，如:

(民館梅殘，亞美橋相 IJ細，草蕪風暖搖征巒(實)。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

春水。

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虛)。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

山外(實)。

這是歐陽修的踏莎行詞。此詞可分為三個部分:頭一部分11![J開端三旬，第二部分為中

間五旬，第三部分為結尾二句。在第一、三部分裡，作者由近及遠的寫了目送行人離

去時所見到的各種景物，先是候館旁的殘梅，其次是溪橋邊的細柳，再其次是平原周

遭的香車，最後是草原盡頭的春山。很顯然的，這些用以襯托離情的景物，是先後緊

密的連接在一起的，而作者卸特意在草原之間把這個寫景的部分前後割開，插入抒情

的部分。這個抒情的部分是這樣寫的:首先將主冒「離愁」直接道出，然後依次用「

迢迢春水」、「寸寸柔腸」和「盈盈粉淚」加以譬喻或渲染，把「離愁」具體的描寫

出來，並且由「漸遠 J (就行人言〉上接第一個部分，由「危闌倚」下開第三個部分

，大力的將全詞連成一個整體。經由這種連繫，自然就可以讓第二部分的內情與第一

、三部分的外景達於相糢相襯的地步。這首詞之所以令人「不厭百回讀 J (卓人月詞

統) ，不會跟作者這種細密的安排沒有關係吧?就空間而言者，如: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實

〉。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虛〉。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實)

這是李煜的虞美人詞。這闋詞的上片四旬，寫的是作者在 IT京對月感懷故國的志痛情

形;而下片則先以開頭兩旬，承「故國不堪回首」旬，將空間移到金陸的宮毆裡，寫

「物是人非」的淒涼境況;再以結二旬，將空間又由金|凌拉國 IT京，採設間與警喻的

修辭技巧，把心中的萬斜愁恨傾洩而出。這樣，就空間的安排上來說，無疑的，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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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虛、實的形式所寫成的。

個先凡後目式:所謂的「凡」、「目J '是指「總括」、「條分」而言。先凡後

目，部通常所說的演釋，用在詞裡，可分為單軌與雙軌兩式O 單軌的演釋，是用置於

篇首的單一義旨來貫穿所有材料的一種形式，而雙軌的演釋，則是將有主從關係的兩

個意思安置於篇首，以組織全篇材料的一種形式O 單軌的，如:

出處從來自不齊(凡〉。後車方載太公歸;誰知寂寞空山裡，卻有高人賦采薇

(目一〉。

黃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時(目二〉。蜂兒辛苦多官府，蝴蝶花問自在

飛(目三〉。

這是辛棄疾的鵰鵑天詞，題作「有感」。在這闌詞裡，作者先用「出處從來自不齊」

一旬，揭明一篇的主旨，以統括全詞;然後依此主旨，分別列舉三樣「出處不齊」的

例證來。在第一個例證裡，太公墓相間，是「出J ;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

食，是「處J ;這是就人類的「不齊」來說的。在第二例證裡，黃菊始閱，是「出」

;晚香將殘，是「處J ;這是就植物的「不齊」來說的。在第三個例證裡，蜂兒辛苦

，是「出 J ;蝴蝶自在，是「處J ;這是就昆蟲的「不齊」來說的。如此採先凡後目

的形式來寫，祠旨便自然的格外凸出了。雙軌的，如:

人人盡說江南好(凡一從) ，遊人只合江南老(凡一主〉。春水碧於天，董船

聽雨眠。

墟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目一從〉。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目一主〉。

這是韋莊的菩薩蠻詞。起二句為總括的部分，寫的是人人所共認的一個事實，那就是

:江南由於它有美好的景色、人物，所以是遊人度過晚年的樂士。就這樣，直截了當

的拈出「江南好」、「江南老」兩個有因果關係的意思，以分別領出下面條分的部分

來。「春水碧於天」四旬，為條分的第一個部分，緊承總括部分的「江南好J '就作

者一己之經歷，各以兩旬，依次寫江南景色之麗與人物之美，將「江南好」作具陸之

描述。未二旬，為條分的第二部分，寫的是有家歸不得，必須終老江南的悲哀，以回

應總括部分的「江南老」作收。唐圭璋說: r IT'只合』二字，無限悽愴 J (唐宋祠簡

釋) ，而語獻也說作者「強顏作愉快詣，怕腸斷，腸亦斷矣。 J (譚評詞辨) ，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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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祠的體味，是相當深刻的。

田先目後凡式:這一式，通常稱為歸納。用在詞裡，也和演繹一樣，有單軌和雙

軌兩式。單軌的演納，是就單一意旨，將詞章材料先條分為若干部分，然、後在篇未作

個總站的一種形式;而雙軌的歸納，則就兩個有主從或因果關係的意思，將詞章的材

料先條分為兩個部分，然後於篇未作個組括的一種形式。單軌的，如: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卻歸來，不道春梅暮(目一〉。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

在誰家樹(目二) ?

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目三) ?撩亂春愁如柳絮，依依夢

裡無尋處(凡〉。

這是馮延巳的蝶戀花詞。起三句為條分一的部分，以暮春時行雲(象徵遊子〉不知飄

向何處，表出「無尋處」的一層「春愁 J ; rs草千花寒食路」兩句為條分二的部分

，進一步的以寒食時香車不知繫於何處，表出「無尋處」的另一層「春愁 J ;下片開

端三句為條分三的部分，則以暮春(寒食〉日不知雙燕是否與遊子相逢於陌上，表出

「無尋處」的文一層「春愁 J ;結二句為總括的部分，以夢後「無尋處」所湧生的「

春愁」譬作撩亂的柳絮，因抱上三個條分部分的意思作結。這樣，作者夢後「無尋處

」的內情，便透過所見「無尋處」的外景，具體的表達出來了。雙軌的，如:

清泉轟快，不管青山礙。十里盤盤平世界，更著溪山襟帶(目一從〉。

古今陵谷茫茫，市朝往往耕桑(目一主〉。此地居然形勝(凡一從) ，似曾小

小興亡(凡一主〉。

這是辛棄疾的情平樂祠，題作「題上盧橋」。作者首先以上片四旬，實寫上盧橋畔的

美麗風景:由橋下的清泉推擴到周遭十旦的J氏野與法野上的溪山，這是就結尾的「形

勝」二字來寫的，為條分的第一個部分。按著以下片開頭兩旬，透過想像，虛寫陵谷

、市朝的變幻，這是就結尾的「興亡」兩字來寫的，為條分的第二個部分。然後在結

尾處，以「此地居然形勝」一旬，上收條分的第一個部分;以「似曾小小興亡」一旬

，上收條分的第二個部分，發出感慨收束;這是總括的部分。這樣以先條分、後總括

的形式寫來，條理特別的清晰。

以上所舉，僅是幾種比較常用於祠這種體裁的章法與結構而已。當然，這些章法



94 教學與研究tf!-t- -JUJ

與結構，也可以在其他的文體裡見到，只不過沒有像詞這樣用得頻繁、緊湊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