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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學的內容與風格受到地理環境等因素影

響，因此自古即有以地域作為文學區分類別的

傳統。1936 年梁啟超提出「文學地理」的概念，

注意到文學與地理的關係，1979 年陳正祥教授

繪製了唐宋詩詞作者籍貫分布地圖，用以說明

中國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移動的事實與現象。近

十年來，文學地域性與文學家地理分布的研究

已經逐漸受到注意，然而多數都以作者籍貫分

布為主，結合作者生平遊歷地及作品內容與地

理環境關係作深入分析的研究比較少。同時在

這段期間，地理資訊系統、遙測影像技術也快

速發展，成為研究文學地理的有利工具，在臺

灣學界已奠定相當深厚的基礎。 

李白、杜甫分別為盛唐中、後期被尊稱為詩

仙、詩聖的重要詩人，韓愈提倡古文運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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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首，也是中唐時期極具代表性之

詩人且三人的詩歌風格雖然不同，但是對於唐

代詩歌之發展、轉變，具有關鍵樞紐的地位，

三人一生足跡所及之範圍極廣，對當代與後代

詩人及詩歌之發展影響深遠。本研究將以譚其

驤唐代地圖、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航照地圖、

全唐詩、詩人年譜等數位資源為基礎，以三位

詩人之生平遊歷、詩作及其人際交往關係，建

構三位詩人一生之行吟地圖，進行文學（詩

歌）、語言、人際交往與地理關係之研究，期

能為語言、文學、地理的交叉學科研究開拓新

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根據詩文推演出行吟路線與地點，仔

細研究出地理位置，並重新檢視嚴耕望、譚其

驤地圖，補充中央研究院所建立歷史地理資訊

系統之數值地圖內容，透過文學作品與地圖兩

相參照，釐清相關問題。所建構網站提供了

文學地理研究與教學之應用平台，得以改變過

去只偏重文字而忽略空間的文學研究與教學

方式。 

前言 
「地理學」分為「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

這兩者對於文學都會產生影響。 

「地理」一詞在中國典籍中，最早出現在《易‧

繫辭上》[1]，中國文學地理學的思想在先秦時代即

有，《詩經》十五國風便是依據地理位置分類，而後，

《詩經》與《楚辭》分別被稱為北方及南方文學的

起源與代表，都是依地理位置區分。中國歷代以來，

如魏徵、王世貞、王驥德、劉師培、王國維、况周

頤、汪辟疆、梁啟超、袁行霈等學者，都關注過文

學地理學的議題；近十年來，文學地理的相關研究，

更如雨後春筍般崛起，而最早明確提出「文學地理」

概念的，當屬梁啟超（見後述）。在西方，根據陶禮

天（2012）在〈試論文學地理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文中的考證，認為「西方『文學地理學』的創立，

實際主要產生於法國文學理論批評界。」[2] 

藝術創作的風格會受到地理景觀環境的影響，音

樂如此、繪畫如此，文學也如此。文學的創作，文

體的轉換，文學題材的取向，文學風氣的盛衰，文

學風格的形成與轉變，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地理

與人文環境是影響文學內容與風格的重要因素，在

前人的研究裡，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中國文學的兩大起源《詩經》與《楚辭》，前者以

北方的黃河流域，後者以南方的江漢流域為主要的

寫作地理背景。黃河流域多平原，視野一望無際，

氣溫及四時自然景觀的變化都比南方大，這種地理

環境形成質樸豪爽的民風，情感的表達直率奔放，

例如〈鄭風‧狡童〉：「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

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又如〈鄭風‧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

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情感的

表達方式直率熱烈。江漢流域多高山深澤，林木蓊

鬱，長年雲霧繚繞，所產生的《楚辭》，充滿了豐富

的想像與浪漫的精神，對情感的表達較為綢繆婉

轉，例如〈少司命〉：「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

乘風回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

知。」雖是一首祭歌，但也是後世公認的言情上乘

之作，那種情溢於中而難以形於言，難以訴於人的

委婉曲折，與《詩經》的直言坦率截然不同。爾後

南北朝民歌對情感的描寫也呈現出地理性的差異，

北朝民歌質樸奔放，如〈折楊柳枝歌〉：「門前一株

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地

驅樂歌〉：「驅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

喚天。」表現出北方女子直爽率真的氣概；而南方

民歌則偏向綺靡婉約，如〈子夜四時歌〉：「春林花

多媚，春鳥意多哀。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

又如〈讀曲歌〉：「花釵芙蓉髻，雙鬢如浮雲。春風

不知著，好來動羅裙。」表現出南方女子的含蓄婉

約。由此可知，地理環境的不同，形成剛柔質潤迥

異的文學風格。 

文學作品的內容可以概分為三類：其一是描寫主

觀內在的心靈世界、其二是描寫客觀外在的自然與

人文景觀，其三是描寫作者與外物互動過程心靈的

感發。地理景觀（含自然與人文地理）對文學的主

要影響可以分為由內而外的情感投射與由外而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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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託感發。由內而外的投射指的是文人內心有所感

觸，面對不同的地理景觀，以情襯景，韓愈《左遷

至藍關示姪孫湘》：「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

不前。」是也。由外而內的興發是指藉地理景觀為

意象，以景襯情，李白〈關山月〉：「明月出天山，

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是也，

地理景觀是形成文學內涵與風格的重要元素。此

外，文人的情感、經歷、處境順逆、學養修為、藝

術天分，文學的語言與聲韻的變化，都是形成文學

內涵與風格的元素。 

文人或因遊歷，或因遷移，或因仕宦的貶謫升遷，

往來於各地。對詩人而言，不同的地理景觀給詩人

不同的創作靈感與素材；對地方而言，文人的流動

對當地的文風與文人帶來影響。因此文學地理時空

資訊系統的建立，除了可以提供文學與地理景觀交

互影響的研究、文學風格意象的研究、語言相互滲

透的研究，還因為文學的內涵所呈現的民情風俗、

文人的遷徙流動所帶動的文化消長，可以作為文化

盛衰變遷的研究。 

研究背景、動機與沿革 
本研究分從文學及文學與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結合的角度，敘述本研究

之背景、動機與沿革。 

從文學的角度分析 

文人在文學中的表現技巧，或情隨境生，或寄情

於景，或情景交融，在在都與外在的地理環境息息

相關。文人處境或順、或逆，文人面對山山水水時，

心中自有不同的況味。文人用他的心，用他的情，

用他的筆寫下山水景觀，寫下名勝古蹟，寫下人文

風情，多少山水風景，民情文物，與文學共同名垂

千古。 

中國文學的另一種特色是作品內容包含了人、

事、時、地、物等元素，詩歌尤然。人與時間、空

間的相遇，事與物的穿插交會，寫出一篇篇動人的

篇章，文學作品除了受到外在地理景觀與地域文化

的影響，也受到作者個人秉性天賦、後天學養、生

平遭遇、時代背景，地理環境的影響。詩詞所描寫

的內容，都是詩人真實生活的描繪與心境的寫照。

詩人們遊歷各地時，常常因感於山川物產之美，而

多所歌詠；或感於四時景觀之更迭變化，而有所興

發。文學與地理的交融方式，展現於詩歌的內容，

包括下列幾種： 

(一) 秋來相顧尚飄蓬：文人之間的相遇相知

相惜 

雖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是文人之間相遇、

相知、相惜所激發的光芒，照耀千古的例子更多。

以李白、杜甫為例：李白（701-762）與杜甫（712-770）

相識於天寶三年（744），正當李白自翰林放歸之時，

兩人相交的時間只有兩年，但他們一輩子相知相惜

相惦念，兩人互相唱和的詩作感動著後世無數的讀

者。李白給杜甫的詩：1.〈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詩：「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2.〈沙丘城下

寄杜甫〉詩：「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杜甫給

李白的詩：1.〈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詩：「昔年有狂

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2.

〈不見〉詩：「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

首，飄零酒一杯。」；3.〈夢李白二首之一〉詩：「死

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指李

白）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4.〈贈

李白〉詩：「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

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些詩作都是

兩人在某些時空下相遇相別，因地理環境或景觀的

催化，而引發了相思相念之情懷。 

(二) 我見青山多嫵媚：文人心境情境與地理

物境的交融 

文人藉眼前景，寄心中情，多少山山水水，都因

文學作品而蒙上了情感的色彩，景中有情，情中有

景，情景交錯，物我情融，情與景編織出篇篇瑰麗

的詩歌。例如：李白〈獨坐敬亭山〉：「眾鳥高飛盡，

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臺灣詩

人魏清德〈草山雜句〉：「桃花豔冶竹深青，雞自將

雛鴨刷翎。一路看桃兼賞竹，反經石上坐忘形。」

這些都是即景抒情之作。 

(三) 江山明秀飛詩情：文人留下的雪泥鴻爪 

文人遊歷各地，以其生花妙筆描寫山川名勝，多

少山山水水，都因文人與文學作品而引來後人尋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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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勝，使文人、文學與江山名勝，同垂千古。例如

蘇軾〈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總

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及〈飲

湖上初晴後雨〉：「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

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後人透

過文人的眼，文人的心，文人的筆，來此尋幽訪勝，

仍然引發無窮的感懷。 

(四) 話到豐年笑語溫：文學裡的豐富物產 

文學與地理的關係，還可以表現在對豐盛的民生

物產的歌詠。蘇軾謫居惠州期間，對嶺南的荔枝讚

譽有加，而寫下〈食荔支〉：「羅浮山下四時春，盧

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寫嶺南荔枝風味之美。臺灣詩人莊太岳〈鹿江竹枝

詞〉：「烏魚大獲萬三三，典盡釵環為口饞。本港從

來魚子好，果然風味勝臺南。」寫臺灣出產的烏魚

及烏魚子風味之美。 

(五) 山川名勝最移情：文學裡的明媚風光 

自然景觀也常是文人筆下歌詠的題材。李白遊廬

山時，寫〈望廬山瀑布水〉：「日照香爐生紫煙，遙

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寫的是廬山。臺灣詩人黃叔璥〈詠水沙連社〉：「水

沙連在萬山中，一嶼環湖映碧空。員頂淨明傍作屋，

渡頭煙火小舟通。」寫的是臺灣的日月潭。 

(六) 猶存直道民風古：文學裡的民情風俗 

詩歌裡也常常保存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民情

風俗。例如臺灣詩人黃純青〈幼誕十五首：試周〉：

「樹德堂前筆墨陳，試周設宴會嘉賓。豚蹄麵線紅

龜粿，四座杯傾笑語親。」寫的是臺灣於嬰兒週歲

時有抓周及以豬腳、麵線、紅龜粿宴請親友的習俗。 

(七) 但聽鄉音似到鄉：文學裡的無改鄉音 

唐代詩人賀知章在〈回鄉偶書〉詩寫到：「少小離

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鄉音最是能引發我

們人親土親的情懷。詩人會以自己出生地的方言入

詩，在各處遊歷時也會以當地方言入詩。例如：杜

甫〈三絕句〉詩：「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

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元稹〈賦 

得春雪映早梅〉詩：「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

「上番」的「番」讀去聲，根據《辭源》的解釋：「唐

人稱植物不斷生長為上番，為當時四川方言。」杜

甫是四川人，元稹住過成都。 

從文學與 GIS 結合的角度分析 

GIS 技術的發展已經有一段時間，廣泛被應用在

很多領域，其中，與人文領域的結合，當以本文共

同作者范毅軍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中華文明之時

空基礎架構（CCTS）」[3]為首，透過時空資訊平台

的建立，以及著意進行數值歷史地圖與文獻資料

結合之加值運用，大幅提升了人文社會科學跨領域

研究的可能性。 

在中央研究院持續進行的 GIS 技術的發展及與人

文領域結合研究的方向，主要包括： 

(一) 以時空對位模式進行文史數位典藏資料

之加值應用 

主要運用持續累積的數值歷史地圖資料，例如地

名、河川、道路等，就文史數位典藏資料的空間尺

度，進行時空對位轉換，以利人文資料之時空屬性

與內容研究於地圖呈現。而針對此項應用須整合不

同來源資料的需求，近期已基於國內外空間資料倉

儲管理的經驗與技術，開發地名時空對位應用服務

介面，並且加入圖文交互查詢的功能。如此，不僅

改善時空對位模式，亦形成地圖系統與空間資料庫

互通的機制，使得時空資訊檢索系統之開發方式更

具彈性。 

(二) 運用網路地理資訊技術結合人文數位

典藏分散式資料庫 

隨著地理資訊技術的發展，結合數位典藏資料的

圖文交互檢索應用日益普遍，主要在於逐步落實數

位典藏資料庫之空間後設資料建置，以及發展文本

資料之空間資訊標誌處理技術，使得典藏資料具有

較為完整、可用的空間訊息記錄，同時，開放式的

網路地圖應用技術發展，也強化整合分散式資料於

地圖系統呈現的可能性。如此，不僅可以達到異地

資料之圖文交互查詢目的，也利於跨領域整合研究

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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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歷史地圖與當代電子地圖整合平台技術

發展與研究的應用 

主要在於研發影像地圖處理與服務技術，將完成

圖面配置的歷史地圖，透過影像發布機制建立地圖

服務，基於各尺度地圖圖磚（map tiles）的規範，即

可與當代電子地圖相互對應，進而整合於主題應用

系統中。如此，不僅構成分散式的資源管理模式，

也增加人文資料的時空資訊分析尺度。 

鑑於上述 GIS 技術與人文領域結合之研究趨勢，

則思索應用 GIS 於文學研究亦有其可行性。實際上

將 GIS 技術及平台與文學結合，建立文人與文學作

品的文學地理資訊網站，即始於羅鳳珠於 2001 年為

教育部六大學習網之歷史文化網先導計畫所建置的

「網路學習模式範例─時空之旅人物篇─蘇

軾」網站[4]。爾後在范毅軍所領導的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研

究團隊協助下，羅鳳珠陸續建立了：1.宋人與宋詩

地理資訊系統[5]；2.臺灣民間文學館[6]；3.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7]；4.唐宋

詩詞作者及作品分布地理資訊系統[8]；5.斯文脈脈

永留香：臺灣古典漢詩傳唱教學地理資訊系統[9]；

6.唐代詩人行吟地圖：李白、杜甫、韓愈[10]等六個

文學地理資訊網站，期能使文學與地理資訊系統結

合的網站，為這兩門學科的交叉研究與教學開拓新

的方向，使用者可以在地理資訊平台上，依據地理

位置查檢相關地區的文學內容資料。以這些文學地

理資訊網站建置成果，所發表的論文，包括：1.〈詩

的內容標誌之地理資訊標誌對於詩學研究的意義

─以蘇軾東南詩為例〉（2001）[11]；2.〈以人物

為主軸的歷史文化網數位資料庫設計─以蘇軾為

例〉（2002）[12]；3.〈文學地理時空資訊系統設計

與應用：以蘇軾詩為例〉（2004）[13]；4.〈以人物

為主軸：蘇軾為例〉（2004）[14]；5.〈以人物為主

軸的歷史文化網數位資料庫設計─以蘇軾為例〉

（2004）[15]；6.〈宋人與宋詩地理資訊系統之設計

與應用〉（2007）[16]；7.〈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

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2009）[17]；8.〈文史地

理資訊網站的檔案設計與知識建構方法：以蘇軾文

史網站為例〉（2011）[18]；9.〈植基於 GIS 的臺灣

古典漢詩多媒體網路學習環境設計〉（2011）[19]；

10.〈蘇軾文史地理資訊建構〉（2012）[20]；11.〈植

基於 GIS 的臺灣古典漢詩多媒體網路學習環境設

計〉（2013）[21]等。其中〈蘇軾文史地理資訊建構〉

從分析蘇軾生平、文學作品、師友交遊等資料中，

逐一還原蘇軾從離開黃州貶所，穿過廬山到高安探

望蘇轍，再往南探訪好友黃大臨，北返時兩度進入

廬山，最後從彭澤、池州、當塗前往金陵的路線。

修正了孔凡禮《蘇軾詩集》繫年的錯誤，確定了蘇

軾南下及北返兩入廬山及在廬山遊歷所及之地與所

留下的詩作，以及赤壁磯與長江之間歷代地貌的改

變等等。這項研究使用了譚其驤地圖、中華郵政輿

圖、民國三年所測黃岡近旁第一號地圖、Google 地

圖、赤壁磯現場照片等等相關資料（全文內容參見

[20]）。〈植基於 GIS 的臺灣古典漢詩多媒體網路學

習環境設計〉一文，不僅將臺灣古典漢詩詩作寫作

及寫及地與地理資訊緊密結合，以提供兒童詩教啟

蒙時優先選擇描寫自己故鄉的作品研讀，引發其人

親土親的情懷，所選擇的作品內容，涵蓋了臺灣山

川景觀、名勝古蹟、農漁民生物產、美食、風土民

情習俗、地表植被（植物）等，使地理資訊與文學

所描寫的內容緊密結合（全文內容參見[21]）。 

在西方，Charles Travis 的 Abstract machine --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Mapping Kavanagh’ [22]一文以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愛爾蘭詩人 Patrick Kavanagh

（1904-1967）的創作地點與行踪，畫出精細地圖。

因為地理資訊系統是近年開發的，Travis 的研究和

我們過去幾年以地理資訊系統探討蘇軾的詩作繫年

異曲同工。 

文學地理學的發展 
文學的內容與風格受到地理環境等因素影響，因

此自《詩經》以來，即有以地域作為文學區分類別

的傳統。最早從地理文化的角度闡述文學風格受地

理環境影響的，當推《隋書‧列傳》︰「江左宮商

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

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

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23]延至近代，陳寅恪（1890）於《元白詩箋證稿》

曰：「苟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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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考定時間先後，空間離合，而總匯於一書，

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而得以知當

時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競造勝境，為不可及也。」

（陳寅恪，2001）[24]陳寅恪這一段評論，雖是從文

學史的角度評論沿襲性文學創作之異同，除了點出

時間的因素之外，也指出了空間因素對文學創作的

影響[24]。劉師培於 1905 年在其《南北學派不同論》

中，提出中國因地理環境的關係，自古以來南北學

術發展互有消長，各有側重。他從諸子學、經學、

南北理學、南北考證學、南北文學等角度剖析南北

學派發展因受地理環境影響而產生的差異。在《南

北文學不同論》文中，引陸法言「言分南北」的論

證[25]，認為「聲能成章者，謂之言；言之成章者，

謂之文，古代音分南北。」[26]遂從聲律音分南北，

以及南北地貌不同的角度，提出：「聲音既殊，故南

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

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

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

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

抒情之體。」[27]的觀點，並以先秦至清代為範圍，

以地域風格理論論述南北文學風格蘊涵的差異。

1936 年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中首先提出「文

學地理」的概念，注意到文學與地理的關係，認為

「其在文學上，則千餘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

響，尤其彰明較著者。」[28]這一篇論述，分從哲學、

經學、佛學、詞章、美術音樂等五個領域，剖析地

理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在「詞章」部分，梁文說：「燕

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

矣。自唐以前，於詩於文於賦，皆南北各為家數。

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

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

千里者，北人為優，駢文之鏤雲刻月，善移我情者，

南人為優。蓋文章根於性靈，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

特甚焉。自後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

天下，其界亦寖微矣。」[29]而促使南北分界漸微，

起南北調和之功的朝代是國勢強盛，交通發達，加

上科舉考試制度健全，各地文人因科舉中元，平民

入朝為官，而有更多隨仕宦遊歷各地機會的是唐

代。在「美術音樂」部分，梁文指出：「大抵自唐以

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後則漸微，蓋『文學地理』

常隨『政治地理』為轉移。……文家之韓柳，詩家

之李杜，皆生江河兩域之間；思起八代之衰，成一

家之言。……蓋調和南北之功，以唐為最矣。」[30]

指出南北文學風格的不同及南北人所擅長的文體亦

有不同，受「蓋文章根於性靈，四圍社會之影響特

甚焉」[31]，梁啟超指的「四圍社會」就是包含自然

與人文的地理環境。 

近十年來，在中國文學的領域裡，文學地域性與

文學家地理分布的研究已經逐漸受到注意，陸陸續

續有文學、歷史、地理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加入相關

的研究，已取得豐富的成果，為文學與地理的交叉

研究打開了多方位探索的路，文學地理學理論的建

構也日趨成熟。當代學人在中國文學與地理相關的

研究方面，或從文學與地域文化的關係，或從文學

與作者分布的統計進行研究。後者又都以某一個時

代或某一地域為範圍，鮮有以單一作家或以作品內

容為標的。前人已有的研究，依著作發表時間先後

為序，舉其要者略述如下： 

一、 臺灣大學陳正祥教授於 1979 年在日本廣島

大學及國土地理學院的演講稿〈中國文化中

心的遷移〉，以結合時間與空間的統計數據，

繪製十八種不同的人文地圖，具體說明中國

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移動的事實與現象。其中

包含以唐代詩人、北宋詞人、宋代詩人（含

宋、遼、金）作者籍貫所做的文人分布（陳

正祥，1983）[32]。 

二、 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在《中國文學概論》一

書之第三章〈中國文學的地域性與文學家的

地理分布〉對於中國文化、思想與文學的地

域性，提出：「文物考古的大量資料已經證

明：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江漢流域的荊楚

文化，是互相關聯而又各具特色的兩種文

化。孔孟思想源於北方鄒魯，老莊思想源於

南方荊楚，先秦哲學思想的地域性已經引起

注意，文學也是如此。中國文學在民族統一

性之中又呈現出一定的地域性，這是很值得

注意的現象。」（袁行霈，1994）[33]的觀點。 

三、 廣州大學曾大興（1995）教授所著《中國歷

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34]主要根據譚正璧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35]為底本，以歷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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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的籍貫，分析其地理分布，探討文學的

南北差異及興衰更替，並逐一解析每一段時

間文學家的分布重心及其成因，兼及文學家

族之分布格局與特點。曾文將朝代分為：周

秦、兩漢、三國西晉、東晉十六國南北朝、

隋唐五代、宋遼金、元、明、清等十個時間

段。曾文大範圍的分析了歷代文學家的籍

貫，並提出了文學地域性的問題，但尚未及

兼顧文學家籍貫不等同於出生地，出生地不

等同於寫作地的事實（譚正璧，1981）。 

四、 西北大學李浩教授所著《唐代關中士族與文

學》及《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兩本

著作，前者從「人地關係的理論前提出發，

運用『地域─家族』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對唐代關中地域文學進行探頤」（李浩，2003）

[36]，著重在關中文學士族、世家與文學、文

化的關係；後者主要考察「唐代關中、山東、

江南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的構成、流動及其演

變的歷史過程與基本特徵。」書中第二章〈唐

代三大地域的文學風貌〉，探討「文學的地域

特色」、「文體的地域差別」、「文人的地域分

布」、「關於三大地域文學獨特性的重新思考」

（李浩，2003）[37]。 

五、 南京大學胡阿祥教授所著《魏晉本土文學地

理研究》一書的研究重點包括「文學的發展

及文體、題材、區域特色、風格與地理的關

係」、「作者生長及寫作環境與地理的關係」

兩個層面。胡文標舉了三個研究思路的方

向，其一是：由文學作品入手確認文學家，

以此彌補文學家標準的「主觀」缺陷；其二

是：由文學家籍貫的考訂，製作相應的魏晉

時期文學家籍貫分布表、魏晉時期文學家籍

貫分布圖，用以顯示文學家籍貫的地理分

布。其三、由文學家籍貫的地理分布，認定

個別時期、個別地區，本土文學的發展程度

及彼此間的差異（胡阿祥，2001）[38]。 

六、 四川三峽大學曹詩圖等人（2003）合著的〈中

國文學的地理分析〉一文，從「中國文學的

地域分異」、「地理環境對中國文學的影響」、

「地理環境對文學影響的機理分析」等面

向，提出「文學地理致力於研究文學與地理

之間多層面的辯證關係，探討文學的地理風

土性質及其成因，以及文學的地域差異及其

地域風格的時空變化規律。」的研究，認為

地理環境對文學的影響，包含：「提供作品的

創作素材」、「激發作者的創作靈感」、「影響

地域民風、民俗、語言」、「影響作者的心理

素質與審美情趣」等[39]。 

七、 瀋陽師範大學王祥的《北宋詩人的地理分布

及其文學史意義分析》（王祥，2006）[40]及

廈門大學錢建狀（2006）的《南渡詞人地理

分布與南宋文學發展新態勢》[41]以斷代文學

為範圍，研究文人的分布。 

八、 浙江師範大學梅新林教授的《中國文學地理

形態與演變》一書〈導論〉之首段，即提出：

「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有機融合文學與地理學

研究的新興交叉學科，是一種以文學為本

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跨學科研究理

論與方法。」[42]梅文以「場景還原」與「版

圖復原」作為兩大理論支柱，再進一步提出：

「從決定和影響中國古代文學地理的最為關

鍵的要素來看，首先是文學家籍貫分布，然

後依次為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

最後歸結為區系輪動。」[43]較之當代其他以

文人籍貫為主的文學地理研究，梅文注意到

文人會遷徙的事實，而提出了「文人流向」

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梅文提出數據統計、

時空定位、邏輯推繹、交叉綜合等四種研究

方法。 

九、 左鵬於〈文學地理研究中的作品分析雛議：

以唐五代時期嶺南的文學地理為例〉一文，

針對楊義論文所提出的文學地域文化的問

題，認為「從地域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說，時

代不同，地域文化及其景觀亦隨之變化」、「從

整個社會對異地之風物、文化了解的程度來

說，他隨著雙方交往的增多而加深」、「就個

人對地域文化的了解程度來說，並不與當時

的普遍知識相等，而因個人的經歷、經驗或

接觸到的材料不同而有差異」，因此左文提出

「切入文本」的研究方式，認為「文學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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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離不開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左鵬，2008）

[44]。 

十、 華中師範大學鄒建軍教授（2009）於〈文學

地理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文中，分析過去的

文學地理學研究，以「作家與作品、社團與

流派所構成的文學版圖及其發生的變化，用

地理分布的研究方法來講文學整體形態的變

化」，或是以「某一個歷史時期的作家分布」，

或是以「某個地域所形成的作家群問題」為

主要範圍。鄒教授認為「文學的本質並不是

一種外在化的東西，文學是由人類精神流變

所構成的，文學作品從本質來說是一種審美

的直接現實，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東西，不是

靠統計與分析就可以說清楚的。」[45]因此鄒

文提出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應包

含：「作家受到自然地理、山水環境的深刻影

響」、「文學作品中對某一地理空間的建構」、

「文學作品中的自然山水描寫及其意義」、

「文學流派產生和自然地理環境的關係」、

「文學史的演變和地理環境變遷的關係」、

「『地理大發現』對文學作品內容所發生的影

響」、「人類對宇宙空間的新觀察對作家觀念

所產生的影響」、「東、西方作家對地理空間

的不同表達」[46]等八個問題。 

十一、 首都師範大學陶禮天（2012）教授的〈試

論文學地理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文，

論述及比較中西方文學地理學的過去、現

在和未來的發展趨勢。陶文說：「所謂文學

地理學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學與文學的地

域、地域的文學與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

學與地域的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並進

一步從這三大關係衍生出具體的：一、地

理環境與地域的文學發生發展的相互關

係；二、作家的地理空間分佈結構與超地

域的流動變遷及其與文學創作活動之間的

相互關係；三、文化地理的景觀與文學原

型意象、境界構成及其審美心理積澱的相

互關係；四、地域的文化風尚與文學的地

域風格之間的相互關係；五、文化地域的

思想文化傳統與獨特的審美人格、審美方

式之間的相互關係等五大層面。陶文還精

闢的解析「景觀」的概念，並從「景觀」

的角度分析文學地域性或文學地理的空間

風格與時間風格，做出：「『景觀』是文化

地理學的核心概念，也可以說是文學地理

學的核心理論範疇，未來的文學地理學主

要應該注重『文學景觀』的研究。」的結

論（同[2]）。 

十二、 近幾年的文學地理學研究之中，臺灣中山

大學簡錦松教授在其所執行的科技部（國

科會）研究計畫，曾以駱賓王、王維、裴

迪、杜甫、白居易等詩人，及以「唐詩中

由長安經武關下襄陽之秦嶺詩篇」、「唐

代長安入蜀詩」等某些地理區域為範圍所

做的文學現地研究，是文學地理研究之中

持續進行多年且取得相當成果的另一類型

研究。 

「文學地理學」雖然還不是一門被學界普遍認定

的學科，但無論是文學與地理關係的論述，或文學

與地理學的交叉學科研究，在學界的努力下，成果

已相當可觀。在研究內容方面，多數以作家之籍貫

為主，也兼及文體、文本、地域文化等相關議題。

在文學地理學的理論架構方面，梅新林（2006）提

出了「二原」的理論支柱，以及「文人流向」的研

究方法，為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及發展，往前推了一

大步（[42]、[43]）。 

曾大興於 2012 年出版的《文學地理學研究》一

書，雖然認為「文學地理學」興起之後，借鑑了自

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繼承了

自周代以來的歷代學者的思想成果和學術積累，匯

聚了當代學者的許多實證研究和創新性思維。但

是，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大約還需要再用十年的時

間，才可以建立起來，從建立、發展到成熟，成為

一個可以和文學史學雙峰並峙的獨立學科，大約不

會超過三十年的時間[47]。即便如此，曾大興仍以「文

學地理學」作為書名的主詞。 

曾大興（2012）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分為上、

中、下篇，以「宏觀研究」為題的上篇，分章論述

了「建設與文學史學雙峰並峙的文學地理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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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地理學的幾個理論問題」、「中國歷代文學家的地

理分布」、「氣候與文學之關係」、「文學景觀的定義、

類型與價值」（同[47]），所提出的「文學景觀」研究，

與陶禮天的研究相呼應。 

中國社會科學院楊義教授堪被譽為當代文學與地

理學交叉研究的佼佼者，在他最新出版的文學地理

研究的專著《文學地理學會通》，也以「文學地理學」

為書名主詞。誠如孫少華所言：「楊義先生的《重繪

中國文學地圖》與剛出版的《文學地理學會通》，作

為既有文獻考辨，又有理論闡述的專著，可以說是

對新世紀「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的一個理論性總

結。例如『總論編』中的『文學地理學的本質、內

涵與方法』，其實是從理論上論證了『文學地理學』

學科建設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解決了文

學地理學研究的意義、價值與方法論問題。」[48]，

由此可以預見，從楊義先生《文學地理學會通》出

版之後，「文學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一樣成為

一門學科，已指日可待。 

楊文首先提出文學地理的本質是要使「文學接上

地氣」，以及研究人文地理學，就要實行地理與人文

的耦合，使人文之化成、文學之審美，與地理元素

互動、互補、互釋，從而使精神的成果落到人類活

動的大地上。在文學地理學的研究領域方面，楊義

進一步提出了文學在中國天文、人文、地理的三維

耦合中，以浩瀚的文獻資源為根基，文學地理學的

研究敞開了四個巨大的領域：一是區域文化類型，

二是文化層面剖析，三是族群分布，四是文化空間

的轉移和流動。在研究思路方面，楊義（2013）提

出了：整體性、互動性，以及交融性等三條思路。綜

而言之，四大領域講的是文學地理學的內容，三大

思路講的是文學地理學的方法論。在這一章的末

尾，楊文所做的總結是：「文學地理學是一個值得

深度開發的文學研究的重要視野和方法。地理是文

學的土壤，文學的生命依託，文學地理學就是尋找

文學的土壤和生命的依託，使文學連通深入本質。」

[49]由此可見楊義認為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是以文

學為本。 

梅新林與楊義兩位學者的論著，是當代相關研究

之中，全面提出文學地理學理論架構的兩部著作；

楊義的三維耦合、四大領域及三大思路，後出轉精，

益趨完備，對日後相關研究的發展，必有啟迪的

作用。 

2012 年在廣州舉行的中國文學地理學學會第二屆

年會暨嶺南文學地理研討會，也針對如何將文學地

理學建立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進行了討論，文學地理

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指日可待。2013 年在江

西南昌舉辦的第三屆年會之會議議題，除了文學地

理學的基本研究之外，已擴展到文學景觀研究，以

及語言與文學地域性、民俗與文學地域性等議題，

中國文學地理學學會會長曾大興在接受《中國社會

科學報》的訪問時，提出：「文學地理學學科的知識

體系有五大板塊：一是文學地理學學術史；二是文

學地理學原理；三是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四是文

學地理學批評；五是各式各樣的文學地理。」[50]

及「文學景觀有望成為文學地理學研究新熱點」[50]

的看法。2014 年在甘肅蘭州召開，由西北民族大學、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廣州大學、中國文學地理學會

聯合主辦的第四屆會議，設定了：文學地理學的基

本原理（基礎理論與基本概念）、文學地理學的研究

方法、西北文學地理、西北多民族文化與文學地理、

絲綢之路文化交流與文學地理、中國其他區域文學

地理、文學景觀研究、語言與文學的地域性、民俗

與文學的地域性等十項議題，研究領域也拓展到中

國古代文學地理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地理研究、

外國文學地理研究等三大領域。同時，近年來地理

資訊系統、遙測影像技術也快速發展，成為研究文

學地理學的有利工具，在臺灣學界已奠定相當深厚

的基礎。然而目前以作者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多數

以作者籍貫分布為主，結合作者生平遊歷地及作品

內容與地理環境關係作深入分析的研究比較少。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便是全面分析及標註作者生平遊

歷地及作品寫作地，並以 GIS 為平台，建構詩人行

吟地圖。 

西方學界在文學地理學的研究與發展過程，根據

陶禮天的研究，認為是受到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所影響，爾後從斯達爾夫人《論文學》到丹納《藝

術哲學》再到蒂博岱《克呂尼》等，相繼進行有關

文學與地理關係的研究，討論歐洲南北文學與文學

地域問題。西方「文學地理學」的正式命名、產生，

是在二十世紀的 40-50 年代，包含 1942 年迪布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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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法國文學地理學》，1946 年費雷出版的《文

學地理學》。但是，在西方文學批評界，1960 年代

以前並沒有廣泛認同「文學地理學」的批評和研究，

而是把文學與地理關係課題，納入文學社會學研究

範圍進行研究（同[2]）。 

William Mallory and Paul Simpson-Housley 所編

著的 Geography and Literature--A Meeting of the 

Disciplines（《地理與文學─學科的聚會》）[51]

一共收入 12 篇討論文學與地理的論文，編者在序言

裡說，人們對地點的感知，超越物質世界的各種點

滴的總合，還包括更深層的意義，有可能是小說家

和詩人所要揭示的人類經驗的本質，因此，能喚起

人們情思的小說或詩詞，更能讓人欣賞地點的文化

精髓。 

研究範圍：李白、杜甫、韓愈生
平與詩作 
前已述及，文人或因遊歷，或因仕宦，往來於大

江南北，在其一生的創作過程之中，除了其秉性天

賦及後天學養所造成的影響之外，個人遭遇的窮通

順逆，政治環境的清平動盪，不同的時間（個人年

齡與時代背景、文風），不同的空間（地理環境與地

域文化），交往的師友，都會對其文學創作帶來影

響。因此，劉師培（2000）在《中國中古文學史講

義》之〈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之十六：提出「研

究文學不可為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52]的觀點，並

以潘岳、陸機為例，說明南北朝時代南北之不同，

並非判若鴻溝；即便上溯至兩漢之班固、蔡邕，其

成就均超邁當時，南北之分亦不甚嚴；延至清代之

胡天游等，無論是南人追摩北人，或北人擅長南朝

文學者，尤不可勝數。南北易地，各能蔚成文風，

然則，文學奚必有關地理哉？所以，劉師培對此提

出：「一代傑出之文人，非特不為地理所限，且亦不

為時代所限。」[53]的論點。 

本研究以李白、杜甫、韓愈為研究範圍，所考慮

的因素如下： 

一、 李白、杜甫分別為盛唐中、後期被尊稱為詩

仙、詩聖的重要詩人，韓愈提倡古文運動，

為唐宋八大家之首，也是中唐時期極具代表

性之詩人，均堪被稱為「一代傑出之文人」。

三人的詩歌風格雖然不同，但是對於唐代詩

歌之發展、轉變，具有關鍵樞紐的地位。 

二、 梁啟超認為李白、杜甫、韓愈是調合南北文

學的重要作家，以之作為本研究建置文人行

吟地圖的對象，具有指標性的代表意義[54]。 

三、 劉大杰（1980）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說：「唐

代詩歌，一變於陳子昂，再變於李白，三變

於杜甫，四變於韓愈。」確為的論，三人對

當代與後代詩人及詩歌之發展影響深遠，韓

愈對於宋詩的影響尤其大[55]。 

四、 三人一生足跡所及之範圍極廣，三人一生所

及之地，共有 1,540 處之多（以縣級地名計

算，參見表 1）。 

 
表 1 地理數據表 

項目別 李白 杜甫 韓愈 
作者生平仕宦遊歷地 553 765 211 
作品寫作地 552 765 211 
作品寫及地 1693 1763 428 
師友交遊地 462 667 251 
建築景點地 260 288 46 
地名小計 3,520 4,248 1,147 
三家地名總數 總數 8,915，去除重複 1,540 

說明： 本表所建立之地理資訊數據如下：地名之計算以縣級為準。唐代行政地名總數：道級：26；州級：211；

縣級：649。作品總數：李白 1,031 首；杜甫 1,461 首；韓愈 418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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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與方法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建構人（作者）、作品、時

間、空間（地理環境）、文化的緊密脈絡，建構整合

歷史地圖、交通地圖、航照地圖、文學作者與作品

的文學地理資訊網站，為文學地理的研究建立新的

模式，提供研究與教學使用。分述如下：1.與時空

的緊密結合：希望文學研究能與時間、空間的訊息

緊密結合，以充分呈現文學作品的形成、發展與時

空等外在因素的關係；2.建置文人的活動路線地

圖：以探究文人、文學作品與地理環境及地域文化

相互的影響；3.建立文學分布地圖：以每一首詩為

單位，建立文學作品寫作及寫及地之文學分布地

圖；4.建置文人的人際脈絡網：剖析文人之間的相

互影響；5.建置整合不同地圖圖層的文學地理資訊

系統，開展文學地圖的新模式。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文學內容部分採用內容分析方法，將每

一首詩作之詩題及詩作內容，以詞彙為單位進行內

容分析及標註。本研究標註的項目包含下列五種屬

性：1.作者生平仕宦遊歷地；2.作品寫作地；3.作品

寫及地；4.作品寫及之建築景點；5.作者之師友交遊

地點：在每一處仕宦遊歷地所遇到的人。地理資訊

部分，以譚其驤唐代地圖、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航

照地圖、全唐詩、詩人年譜等數位資源為基礎：1.

建立含唐代道、州、縣三層行政層級之唐代行政地

名資料庫，並能顯示行政層級之上下關聯訊息；2.

將從分析詩作所取得之地名資料與行政地名對應

（詩作所寫及之地名資料，因受限於格律，有時會

使用古地名或通俗地名，未必使用詩人當代之行政

地名）；3.將詩作地名與行政地名對應好之地名資料

逐一標示該地名之經緯度座標；4.依據每一個地名

之屬性與該地名之經緯度座標，即可以將三位詩人

之生平遊歷、詩作及其人際交往關係，建構三位詩

人一生之行吟地圖，進行文學（詩歌）、語言、人際

交往與地理關係之研究，期能為語言、文學、地理的

交叉學科研究開拓新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與研究

工具。此項工作的重點尤其在於為所有人名、地名、

文學作品等相關資料建立後設資料（Metadata），地

名建立經緯度座標，並進行編碼，以利於建置系統

時進行空間資料轉換工作，其建置過程與方法參見

[20]。本研究根據詩文推演出行吟路線與地點，仔細

研究出地理定位，重新檢視嚴耕望、譚其驤地圖，

並補充中研院所建立的數位典藏歷史地理資訊系

統；以文學作品與地圖兩相參照，相互補充修正。

所建構之網站提供文學地理研究與教學之應用平

台，改變過去只偏重文本內容而忽略空間的文學研

究與教學方式。 

唐代詩人行吟地圖系統建置 

網站架構與檢索功能設計 

本研究建立之「唐代詩人行吟地圖：李白、杜甫、

韓愈」（網址：http://cls.hs.yzu.edu.tw/TWSLDH/）網

站架構（見圖 1），主要以全文檢索、全文索引，以

及地理資訊系統等三個主軸，分別在詩人與詩作之

分類屬性範疇內，依本研究建構之知識體系，形成

關聯式資料庫，進而設計交互檢索功能。以下分述

全文檢索與全文索引之各項功能： 

 

 

圖 1 網站架構圖 

 

(一) 全文檢索─詩文 

檢索條件包括作者姓名、詩體、作品繫年、語義

概念、詩題、詩序、詩文、詩文寫作／寫及地，導

引使用者依循本資料庫之基礎知識結構，進行詩文

檢索；其中文體、語義概念、寫作／寫及地等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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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以下拉選單方式設定篩選條件，配合資料庫建

檔之欄位內容，便於有效地進行資料篩選，獲取檢

索結果。 

(二) 全文檢索─作者 

主要將作者生年至卒年，換算為中曆、西元、年

紀等三種內容，以下拉選單方式設定篩選條件，即

可依時間來檢索作者生活經歷。 

(三) 全文檢索─師友交遊 

交遊類型分為四類：宣揚功德、詩文提及、當地

交遊、書信往來，另可由師友人名與交遊地點查詢，

顯示師友相關簡介與詩文。 

(四) 全文索引─作者年譜 

提供帝號、年號、皇帝紀年、西元、作者年紀等分

類索引，顯示作者出生到卒年的生平事蹟（見圖 2）。 

 

 

圖 2 作者年譜索引網頁 

 

(五) 全文索引─作者後設資料 

顯示三位作者詳細的生平簡介，如全名、對應之在

位者、生卒年、祖籍、遊宦地、生平、評價等資訊。 

(六) 全文索引─詩題筆畫 

以詩題首字筆畫為索引，作為使用者另一種查詢

途徑。 

(七) 全文索引─作品繫年 

分析作品，加以繫年，提供相對應的皇帝廟號、

年號、紀年、西元、作者年紀，呈現此年所做的相

關詩文（見圖 3）。 

 

圖 3 作品繫年索引網頁 

 

(八) 全文索引─語義分類 

將三位作者之文學作品使用詞彙，依人、事、時、

地、物、其他六大類區分，再向下細分為大類、次

類、元素（見圖 4）。 

 

 

圖 4 語義分類索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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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全文索引─寫作／寫及地 

由詩文內容分出寫作地、寫及地，並依據唐代地

名行政層級劃分，連結三位作者詩文（見圖 5）。 

 

 

圖 5 詩文寫作地／寫及地索引網頁 
 

(十) 全文索引─師友交遊 

以師友人物姓名首字筆畫排列，建立索引頁。點

選姓名首字則可列出師友姓名，並附上師友生平簡

介，及提供與作者之相關作品連結。再由作品連結，

可瀏覽作者於該詩文中與何人唱和、交遊、贈別、

追憶等分析結果（見圖 6）。 

 

 

圖 6 師友交遊索引網頁 

(十一) 唐代地名檢索 

本項地名檢索可依行政層級設定查詢範圍，亦可

直接輸入地名（見圖 7）。 

 

 

圖 7 唐代地名檢索網頁 
 

(十二) 唐代地名索引 

本項地名索引，可依首字筆畫、行政層級查詢後，

帶出地點資訊（見圖 8）。 

 

 

圖 8 唐代地名索引網頁 

 

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置 

(一) 空間資料處理 

1. 主題資料表彙整與解析 

唐代詩人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置，首先即彙整上述

「文學作品」、「作者年譜」、「師友交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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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等四個主題資料，其中「文學作品」又分為

「寫作地點」與「寫及地點」等兩個類別，構成五

個具有空間屬性的關聯資料，作為匯入空間資料

庫、轉換為圖層資料格式，以及建置地理資訊系統

的基礎。各資料表以空間屬性、作者、詩文等三者

為核心，彼此關聯，再就作者年譜及詩文所涉師友、

景點等內容，分別由後設資料取得資料欄位（各主

題之後設資料項目與內容皆可由上述系統網站之全

文檢索結果瀏覽）。為註記主題資料之詩文出處所

需，每一筆記錄皆對應到詩作編碼，進而可與詩文

寫作地點或寫及地點之空間位置建立關聯，以設計

地理資訊系統網頁之檢索流程，呈現空間分布與詩

題列表。 

各項主題資料之空間屬性著錄方式，為加註各級

行政隸屬資訊之地名，預設依唐代地方行政區劃層

級分為道、州、縣，以及縣級以下的地標名稱等欄

位來記錄；實際建檔時，已就文本內容的地點精確

程度來填寫，並盡量涵蓋各種層級的空間標記訊

息。此項工作流程不僅為後續進行座標定位取得參

照資料所必須，也在於考量與區隔同名異地的情

形，透過界定地名之隸屬政區範疇，加以區隔，避

免座標定位時的誤判。同時，此項資料著錄時，主

要已參照譚其驤先生《中國歷史地圖集》確認地名

所在政區範疇，使得實際運用「中華文明之時空基

礎架構」（CCTS）之譚圖唐代地名圖層來進行地名

對位處理時，可以大幅度縮減以往確認地名位置所

花費的時間；不過，由於部分地標仍缺乏可以直接

引用之空間數據資料來源，其位置仍須依據相關考

證資料來判斷，逐步進行資料建置，例如益州錦城、

河南府天津橋等地名。待完成地名對位處理後，主

題資料即可透過座標資訊，於 GIS 軟體中轉換為圖

層資料，而部分依據考證資料標定位置的地名點，

亦形成對於 CCTS 的資料增補。 

各主題資料表的標記地點有集中於特定地名的情

形，以師友交遊及詩文寫作地點而言，長安、成都、

夔州為主要分布地，而詩文寫及地點涉及範圍較

廣，雖亦以長安、成都、夔州等三地次數較多，但

所佔比例較小（見表 2）。再分別就李、杜、韓三者

之交遊、寫作與寫及地點來分析，唐代國都所在長

安，為主要集中地點，而蘇皖一帶的江寧、秋浦、

宣州，兩湖地區的江陵、岳州，河南的洛陽、虢州

等地，亦為詩人多所遊歷與寫作之地；杜甫寫作地

點尤為集中，然湖廣、安徽一帶的建築景點也多著

於其詩作之中（見表 3）。如此，考量詩人們遊歷活

動往往集中於特定地點，在進行空間定位處理前，

初步即須釐清資料標記於各地名點之性質，並確認

地名編碼設定之適宜性。 

 
表 2 主題資料分布集中地點與出現次數比例 

項目別 詩作總數 集中地點 出現次數 比例 

師友交遊 1025 
長安 205 

32.78% 成都 71 
夔州 60 

寫作地點 1528 
長安 321 

38.03% 夔州 139 
成都 121 

寫及地點 3884 
長安 318 

12.75% 成都 89 
奉節 88 

說明： 表 2 之「詩作總數」欄位之數據，指三人作品出現該項分類之作品總數，非三位作者之作品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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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個別詩人之主題資料分布集中地點與出現次數比例 
項目別 詩人 集中地點 百分比 

師友交遊 
李白 長安、江寧、岳州、宣州 29.17% 
杜甫 長安、成都、夔州 43.52% 
韓愈 長安、虢州 51.20% 

寫作地點 
李白 長安、江寧 31.88% 
杜甫 夔州、成都、長安、奉節、秦州 65.36% 
韓愈 長安、東都、江陵 56.87% 

寫及地點 
李白 長安、江寧、秋浦 14.29% 
杜甫 長安、奉節、成都、夔州 21.21% 
韓愈 長安、虢州 17.76% 

建築景點 
李白 長安、江寧 33.46% 
杜甫 連州、宣州、峴山 46.88% 
韓愈 長安 30.43% 

說明： 表 3 之「集中地點」，依「由多至少」順序排序。 

 

2. 座標定位與地圖編輯 

針對確認完成的主題內容標記地點，進一步須進

行座標定位處理，以便在地圖上呈現其分布。座標

定位參照來源，主要為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

（CCTS）的唐代歷史地圖資料，在 GIS 軟體中，載

入參照圖層與地名資料表，再透過地名編碼進行對

應，取得座標值；部分地標如山嶺、廟宇等無法在

參照圖層中找到對應者，則另由現今基本圖與地名

辭典等參考資料回推，探求位置資訊，並在 GIS 軟

體中參照古今地圖來進行地點標記。比對與標記後

的地點資料，即可彙整其 xy 座標值，再透過地名編

碼將座標欄附載於各主題資料表；後續則可將完成

檢核與空間定位處理的資料表匯入PostqreSQL資料

庫系統中。 

將完成空間定位的主題資料載入 GIS 軟體中，透

過 GIS 運算功能可轉換為地名圖層，於圖面上呈現

主題內容之地點分布；接下來即可進行圖面編輯，

選擇適當的圖例及可視比例尺，形成專案檔，並將

地圖編輯結果發布為主題地圖服務。由於完成空間

定位的主題資料具有指定的座標系統，在此基礎上

可與相關底圖整合，便於在網路地理資訊系統中，

連結 CCTS 歷史地圖之唐代地名與道級、州級行政

區等基本圖，以及呈現今日空間訊息的 Google 線上

地圖等資料，透過地圖套疊的方式進行古今對照運

用，充分展現唐代詩人行吟地圖之作者生平地點、

師友交遊地點、詩文寫作地點、詩文寫及地點、建

築景點等主題圖層分布特性，並可透過圖面縮放、

平移等基本功能進行瀏覽（見圖 9）。 

 

 

圖 9 於地理資訊系統呈現主題資料分布 

（以寫作地點為例） 

 

(二) 系統設計與開發 

本系統運用 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 第三版作

為地圖應用程式設計平台，載入操控地圖之基礎功

能。由於 API 第三版為近期升級版本，在程式架構

上有許多變革，開發時無法沿用既有的功能部件與

程式撰寫模式，因而須進行各項測試，包括載入線

上地圖、對話框資訊呈現等功能。預設底圖除了可

切換 Google 地圖、衛星圖及地形圖，並透過連結設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40（1）：4 – 28（民一○三年四月）  19 

定來讀取本系統所需之 CCTS 歷史地圖服務，作為

各項主題地圖與查詢結果套疊運用的基本資料。在

網頁介面的操作與瀏覽上，運用 Jquery 函式庫，使

程式碼正規化、簡潔化，以利於進行客製化調整，

包括選單與查詢結果頁分別設定為具有可縮放與浮

動的功能，利於使用者自行調整版面空間，並考量

非同步傳輸（AJAX）的效果，提升網頁回應資訊的

效能，使頁面操作流暢性增加。 

檢索條件的流程設計，運用允許複選的框選鍵、

下拉選單與關鍵字的組合操作選項，可進行主題內

容各項屬性的篩選。其中，下拉選單在網頁中呈現

的選項，取決於前一步驟設定的篩選條件，尤其地

點選項亦透過下拉選單分行政層級呈現資料庫已涵

蓋選項，凡此皆便於檢視可選項目，使檢索流程與

資料內容緊密串連。在查詢結果清單中，分別就檢

索主題內容進行編排，資料分層配置，以地名─詩

人─詩體─詩題為主軸，其間穿插年表、交遊

類型、建築類型等各項主題預設檢索條件，如此，

利於就查詢結果獲得整體概念。各主題內容檢索結

果於圖面呈現地點分布時，分別設定以不同圖例符

號來呈現，便於多主題資料套疊時加以區隔，易於

辨識。查詢結果並設計筆數統計功能，附加於結果

頁中，不僅可概覽複選結果，亦可於分層結構中逐

一檢視筆數的分布。此外，查詢結果具有與地圖互

動的功能，點選連結即可在圖面上呈現該點資料的

對話框，便於針對複選結果逐一瀏覽各項資料的圖

面分布位置。以下就各主題檢索功能分別說明。 

1. 文學作品檢索 

本項檢索目的在於將文學作品中的寫作／寫及地

點析出，配合 GIS 地圖兩相照看，以便研究作者一

生行吟路線。設定選項包括作者、詩體與寫作／寫

及地點等三者，三者呈連動關係；選擇作者後，則

可對應資料庫的詩體內容，呈現於下拉選單中，再

選擇詩體並由寫作、寫及地點中擇一，則可連動產 

生各級行政區選單內容；其後依序由地名隸屬層級

選單進行選擇，或可直接輸入地名關鍵字，即可送

出查詢。只要符合任一檢索條件，則分別於圖面與

結果頁中呈現資料，並統計該地點的詩作筆數；若

寫作／寫及地點為重複地點，該地點文字與計算筆

數則標為紅色文字。查詢結果中列出詩體與詩題，

點選詩題即可透過其所載詩文編號連結至主網站，

呈現詩作內容（見圖 10）。 

 

 

 

圖 10 文學作品之檢索流程與範例 

 

2. 作者年譜檢索 

本項檢索目的在於依作者年譜紀事，配合起迄時

間選項（中曆年、西元年或作者年齡擇一）來進行

篩選，列出該時段內作者遊歷所經地點，並於圖面

標示地點分布情形；點選某一時間地點後，即可透

過圖面查詢結果對話框中選擇與該時間地點對應之

紀事連結，以附載之作者編號連結至主網站，進一

步瀏覽作者年譜資料之詳細內容（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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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作者年譜之檢索流程與範例 

 

3. 詩友交遊檢索 

本項檢索目的在於呈現師友交遊地點，以得知作

者在某地結交的師友人物。檢索設計為選擇某一作

者後，再選擇交遊類型（預設為全選），並由各級地

名選單中選擇地點後，送出查詢；或者亦可進一步

由上述條件所篩選之交遊人物選單中，選擇任一人

名，或針對特定交遊人物關鍵字直接於文字框輸

入，再送出查詢。查詢結果於圖面呈現地點分布，

並且列出各交遊地點之人物及總計筆數；透過所列

交遊人物及其附載之師友編號，可連結主網站呈現

相關內容（見圖 12）。 

 

 

圖 12 詩友交遊之檢索流程與範例 

 

4. 建築景點檢索 

本項檢索目的在於呈現詩文提及之建築景點位

置，以及作者在某景點所寫過之詩文，並可連結詳

細詩文。檢索項目依序設定為作者、建築景點類型、

建築名稱、建築地點等四項，彼此關聯，即其選單

可由前者選項設定後，再於資料庫篩選後呈現內

容；除作者為必選外，其餘選項可彼此相互搭配，

形成檢索條件。查詢結果於圖面呈現地點分布，並

以階層式列出各建築景點位置、建築類型、建築名

稱、詩題，再透過詩題及其所載詩文編號可連結至

主網站，呈現相關內容（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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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建築景點之檢索流程與範例 

 

5. 主題資料交互檢索功能 

上述四項主題資料彼此互有關聯，例如唐肅宗上

元二年（761），時值李白 61 歲，其於江寧遊歷，在

當地所寫詩作為何，是否有交遊之師友，生活經歷

又如何，這些問題即可由地理資訊系統的作者年

譜、文學作品、師友交遊等三項主題中，選擇兩項

以上的主題檢索，切換瀏覽圖面疊置之各主題地點

圖例，及檢索結果之列表，並由詩題所載詩文編號，

以及詳細紀事所載作者編號，或師友編號等，連結

至主網站瀏覽相關內容（見圖 14）。如此，透過此

項檢索流程，即可得知李白 61 歲時流落江寧，曾寫

作詩題為〈送殷淑，三首之二〉[56]的五言古詩，贈

予所交遊之人物殷淑，詩作寫及青龍山、白鷺洲等

地點，抒發失意之情。 

 

圖 14 主題資料之交互檢索範例 

結論 
本研究以對於唐代詩歌發展具有關鍵地位的李

白、杜甫、韓愈等三位詩人作品為主軸進行分析，

標註作者生平遊歷地、作品寫作地、作品寫及地、

作品寫及建築景點、作者之師友交遊地點等五種空

間屬性，作為推演詩人行吟路線與地點的基礎；尤

其仔細研究出地理定位，可以修正嚴耕望、譚其驤

地圖，並補充中研院所建立歷史地理資訊系統之數

值地圖內容，如此，透過文學作品與地圖兩相參照，

利於相互補充修正。同時，所建構之「唐代詩人行

吟地圖：李白、杜甫、韓愈」網站，依本研究建立

之知識體系，將詩人與詩作之相關分類屬性，透過

全文檢索與全文索引功能，形成多種操作瀏覽模

式，並與地理資訊系統檢索結果建立關聯，構成圖

文資料交互檢索之作用。本研究以李白、杜甫、韓

愈為對象，這三人生平及寫作所及之地，雖無可以

修正嚴耕望、譚其驤地圖，並補充中研院所建立歷

史地理資訊系統之數值地圖內容之處，但所建立之

系統及模式，已達到本研究預期之五項目的，可作

為繼續建立其他詩人行吟地圖之參考，也可以提供

文學地理研究與教學之應用平台，期能改變過去只

偏重文字而忽略空間的文學研究與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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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結果也可以顯示，以作者出生地、生平仕

宦遊歷地、詩作寫作及寫及地、詩人交遊等資訊

所建置的詩人行吟地圖，可以推知哪些地方是詩人

匯聚之地，如果全面建立整個朝代的詩人資料，

可以看出一個朝代之詩人聚集、文學盛衰、文化盛

衰及變遷的脈絡；從文人之交遊互動，也可以建立

文人交遊圖譜，並進而做為文人交互影響之研究資

料。作者寫及建築景點資料的建立，正好呼應了

陶禮天及第三屆中國文學地理學會會議所提出的

「文學景觀研究」的議題，也可以作為文化研究的

素材。 

總之，隨著 GIS 功能的發展，隨著文學地理研究

的進步，如能善用資訊科技及 GIS 工具，建構難以

用人力處理的大型資料庫，必可產生很多新的研究

議題，開拓新的研究方向，這些都有待不同領域的

學者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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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graphic environments affect literary contents and genre and thus, since ancient times, 
geographical area has been used to classify Chinese literature. In 1936 Liang Qichao was keenly 
awa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and brought up the idea of “literary 
geography”. In 1979 Professor Chen Zhengxiang produced maps of birthplaces of Tang and Song 
poets to show the shift of Chinese cultural center from north to south. Furthermore, in the past 
decade, the attention to research in literary geography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writers 
gradually increased. However, most studies focused 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birthplaces of 
writers and very few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s’ journey and the contents of their 
writings and their geographic environment.  Meanwhil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aerial 
photography have developed quickly and have become useful tools for the study of literary geography. 
Since the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aiwan have built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is area. While Li Bai 
and Du Fu were called poetic immortal and poetic sage of the middle and end periods of the heyday 
of Tang Dynasty, respectively, Han Yu advocated the classical Chinese movement and became 
one of the eight great author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an Yu was also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of Middle Tang poets. While the styles of these three poets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they held key 
posi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ang poetry. Their footprints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greatly affected later developments and contemporary of poetry. This project makes use of the 
digital Tang Dynasty maps by Tan Qixiang, Tang Dynasty transportation route maps by Yan Gengwang, 
aerial maps, the All Tang Poems, and chronicles of the poets to build the three poets’ relocation 
maps and study their poetic literature, language, geograph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 in hopes 
of opening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and build research tools in the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On the basis of their poems, we will identify their journal routes and place 
names, study in great detail the locations so as to enhance the maps done by Yan Gengwang, Tan 
Qixiang, and the digital map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by scholars 
at Academia Sinica. As the literary works and maps are compared, they should be able to complement 
one another. The website built can then be used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so as to improve past 
modes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by emphasizing on not only language, but also spatial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