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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 

 

 僅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論文中引用資料或參考他人著作，

無論是書面文字、電子資訊或口述材料，皆已于註釋中具體註明出處，并詳列

相關參考書目。 

 

簽名： 

學號：11ALB02162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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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的是《稼軒詞》中所有提及關於菊（或黃花）的詞作意象

研究。所謂“意象”是指文人所塑造出的一種藝術形象，其是由文人內心主觀

的思想感情與外界客觀事物互為交融、融合所產生的。花卉草木是宋詞中常被

詞人所使用的意象，其往往被賦予美好的人、事、物，以表達詞人對高潔品格

之追求、對隱逸生活之嚮往、對人生之領悟等。本論文的研究對象——菊意象

即是其中之一。 

 辛棄疾偏愛菊意象，據筆者數量統計，《稼軒詞》中提及菊（包括黃花）

意象之處共有 56 次，是宋代寫菊量最多的詞人。故筆者欲通過探析其《稼軒詞》

中菊意象的意蘊內涵來窺探其寫菊意象所要表達內心情感與思想意緒，并進一

步了解其偏愛寫菊的原因。 

本論文分四章論述。第一章緒論，筆者將分為四個小節分別說明本論文的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綜述、研究範圍及方法與研究難題。第二章正式進入正

文，介紹辛棄疾、《稼軒詞》與花中四君子，分三節論述：第一節將對辛棄疾

生平作簡要的概述；第二節介紹《稼軒詞》與總結歷代文人對它的評價；第三

節則略談“花中四君子”的文化意蘊內涵。論文第三章乃中國菊文化與菊意象

之含義，筆者將分兩節論述：第一節主要對中國傳統菊文化作簡概介紹；第二

節則著重于探究意象的定義與源由，并略談歷代文人筆下的菊意象描寫。 

第四章為本論文的核心部份，筆者將對《稼軒詞》中所出現的菊（包括黃

花）意象進行分類并探討其意蘊內涵。此章分為四節，分別爲屈原與陶淵明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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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壽菊意象、言愁菊意象和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為求清楚明瞭，筆者將

在每一節先分別論述該類菊意象的意蘊內涵，隨后方才引用《稼軒詞》中提及

菊的 56 處相關詞作，探討辛棄疾筆下的各類菊意象。最後，筆者將在結語的部

份總結前四章的研究成果，為本論文所探討的課題做個總結。 

 

【關鍵詞】辛棄疾；稼軒詞；菊；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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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主要探討宋代南渡詞人辛棄疾《稼軒詞》中菊意象的意蘊內涵。筆

者希望通過探析《稼軒詞》中菊意象的意蘊內涵來窺探辛棄疾寫菊意象所要表

達內心情感與思想意緒，并進一步了解其偏愛寫菊的原因。 

縱觀辛棄疾的一生，仕途生涯坎坷不堪，雖滿懷複國豪情壯志卻無處伸展、

滿腹才智卻慘遭小人讒妒，滿腔不得抒發的熱血只能通過詞的創作抒發排解。

因此，《稼軒詞》承載了詞人滿腹牢騷、無奈、哀怨及豪情壯志，成爲歷代學

者研究辛棄疾不可或缺的主要材料。 

二十世紀以來，學術界對於稼軒詞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

生平經歷的論辯；二、蘇辛異同辯；三、辛棄疾及陶淵明；四、辛詞在詞史上

的地位與影響（孫華娟，2003：23）。關於辛棄疾詞的“意象”這一研究範疇，

歷來學者鮮少碰觸。然而，意象研究其實是最能窺探出文人內心情感與思想意

緒的途徑，這是因為意象是由文人內心主觀的思想感情與外界客觀事物互為交

融、融合所產生的，其必定緊扣文人的內心世界。 

辛棄疾在意象的使用方面有一項特出的表現，即其是宋代詞壇寫菊意象最

多的詞人。關於這一點，學者張桂鳳在其《宋詞菊花意象研究》中有明確的論

述，并附有統計數據為證。據筆者統計，《稼軒詞》中的菊意象一共出現56次

（包括“黃花”）之多，然而學術界針對其內涵意蘊的研究卻無所見。基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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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幾點，筆者選擇菊意象作為本論文的研究重心，企圖通過對《稼軒詞》菊

意象意蕴内涵的分類探析，進一步窺探辛棄疾的內心世界，并嘗試找出其偏愛

寫菊的原因。 

 

第二節 研究綜述 

  

本論文所引用的辛棄疾詞作主要來源于鄧廣銘箋註的《稼軒詞編年箋註》。

此書最大的特點是廣征博引了古今各種文獻資料，經排比考訂，為大部份辛詞

做了編年，并詳細地注出了辛詞所使用的絕大多數典故的出處，附錄了記載某

些詞之事件的材料與諸家酬贈詞（鞏本棟，2007：397）。鄧廣銘先生是現代學

術界中對辛棄疾研究最多、時間最久并最具權威性的學者，其《稼軒詞編年箋

註》可說是迄今為止被學者們公認最好的辛詞編年註釋本，故筆者以其作為

《稼軒詞》詞作來源應屬妥當。 

在辛棄疾生平概述方面，筆者主要參考學者葉嘉瑩與朱德才之觀點，將辛

棄疾的一生分為四大階段，并以鄧廣銘先生所編的《辛稼軒年譜》為資料輔助

論述。關於《稼軒詞》與其評價，除了參考鄧廣銘先生《稼軒詞編年箋註》的

例言部份以外，筆者還參考了由辛更儒所編的《辛棄疾資料彙編》。此書輯錄

了南宋至清代關於辛稼軒的文獻資料，包括其生平事蹟、功業、思想淵源的記

載，後世對他的追慕懷念與議論，以及其著作的評論與考證，其中還包括了對

一些作品的解析、詮釋，主要文獻來源於史籍、筆記、方志、文集、總集、詞

話、類書等（辛更儒，2007：1）。這些資料將根據朝代順序分為南宋、金、元、



3 
 

明、清五個部份，每個朝代的資料又大體根據作者生年先後順序排列。此書的

編排完整有序，資料收集也相當豐富，是研究《稼軒詞》評價重要的參考書之

一。 

在菊文化概述方面，筆者主要參考由周裕蒼、周裕幹所編寫的，于 2011 年

出版的《菊韻》。作者首先介紹了菊花之生態、分類、品名與特徵，后根據菊

在各個方面的文化表現分章論述。文學方面，作者論述了名人與革命先輩之菊

花情結、《紅樓夢》之菊花詩、陶淵明與菊及酒、菊之詩詞選錄、詠菊詩話等，

其他領域方面所涉及的內容則包含菊之畫、菊與醫藥文化、手工藝品、飲食文

化、民俗的關係、菊之珍聞逸事與傳說等。《菊韻》的內容涉及面非常廣泛，

其為讀者做出了全面的中國菊文化概述，是研究中國菊文化入門適合閱讀的書

目之一。 

再者，還有張榮東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古代菊花文化研究》。此論文主

要研究菊花題材文學與審美文化的發展歷程及其表現，全文共分八章。第一至

四章論述了菊文化生成與發展進程及其文化意義的歷史研究，其中第四章“陶

淵明採菊的文化意義”屬於點的深入。第五至八章屬於不同文化方面的菊形象

及其文化意義闡釋（張榮東，2008：1）。筆者以其作為了解中國菊文化之橋樑，

爾後有效地判斷《稼軒詞》各個菊意象的意蘊內涵。 

本論文中關於意象的定義與源由主要參考自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

程》。此書是中國首部完全由高等師範院校教師合編的“文學概論”教材。教

材中引用了西方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的觀點與材料，並對社會主義新時期以來

文藝理論的研究成果加以總結吸收，主要分為五大章節論述，分別爲導論、文

學活動、文學作品、文學創作及文學消費與接受。文學意象是該書在探討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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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文本層次與文學形象的理想形態所分支的一節，該書重新啟用“文學形

象”、或“形象”的概念，棄置泛化意象觀，從而追溯“意象”一詞的古義，

以其專指一種特殊的表意性藝術形象或文學形象（童慶炳，2006：230）。此書

讓筆者對意象這種看似抽象的文學形象有了清楚的概念，使筆者在著手研究

《稼軒詞》之菊意象時更得心應手。 

在《稼軒詞》菊意象之意蘊內涵分類方面，筆者主要參考學者張桂鳳的碩

士論文《宋詞菊花意象研究》。該論文將宋詞中的菊花意象內涵分為陶淵明菊

意象、屈原菊意象、壽菊意象與愛情菊意象四大類，并從宋代社會文化心理的

角度探討重陽詞與詠花詞中的菊意象。筆者在此基礎上進行擇取合併、修改變

化，根據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意蘊內涵屬性，將《稼軒詞》中的菊意象分為屈

原與陶淵明菊意象、壽菊意象、言愁菊意象和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四大類。 

在《稼軒詞》詞作的內容探析方面，筆者也參考了由葉嘉瑩主編，朱德才、

鄧紅梅與薛祥生共同編著的《辛棄疾詞新釋輯評》。該書共收入辛詞 629 首，

其是以 1993 年版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註》為底本進行編訂的。編著者除了為

每篇詞作附上註釋、輯評以外，還針對該詞作了詳盡的講解，讓筆者更容易領

略到辛棄疾各篇詞作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與意蘊內涵，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書籍與論文以外，筆者還參考引用了其他相關文獻。由

於不便一一說明，筆者只好在論文的結尾附上所有的參考文獻。本論文就是在

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吸收整理，配合筆者的定量分析與對菊意象

之研究成果，綜合彙集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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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論文主要是對辛棄疾《稼軒詞》中所出現的菊花意象進行研究，通過探

析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的意蘊內涵，窺探其寫菊意象所要表達內心情感與思想

意緒，并進一步了解其偏愛寫菊的原因。本論文所引用的稼軒詞作主要來源於

鄧廣銘所編著的《稼軒詞編年箋註》，所有關於稼軒詞字句、標點版本不同的

問題都以該書版本爲準。 

 在菊意象的定量統計方面，筆者除了找出《稼軒詞》中所有出現“菊”的

詞作，“黃花”也被列入其中。據筆者統計，《稼軒詞》中的菊意象一共出現

56 次，其中包括“菊”41 次，“黃花”15 次。本論文所涉及的研究範圍就是

《稼軒詞》中的這 56 處菊意象，筆者之所以將黃花算入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

黃花是菊之別稱，雖然黃花也可能指代其它黃色的花卉，但縱觀辛棄疾筆下 15

處“黃花”意象，不難發現這些黃花意象都是伴隨著陶淵明意象或重陽節意象

一同使用的，而陶淵明與重陽節又與菊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此見得《稼

軒詞》中的黃花即是菊花的別稱，其並非是其它黃色花卉的指稱，其與辛棄疾

一般所寫之菊沒有太大的不同，故其應當被算入其中；其二、黃花在《稼軒詞》

中出現的頻率相當高，將之忽略也許會使筆者的定量分析結果產生更大的誤差，

間接影響菊意象研究成果之準確性與全面性。 

 在研究方法上而言，筆者主要採用了文學文本釋義法與定量分析法。文學

文本釋義法主要是指批評者立足文本，以解釋者的身份去探析、揭示文本中所

蘊含及展示的意義，包括作品中所萌芽的新的傾向，以及作品中所體現的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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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人卻未明確意識到的東西（王先霈、胡亞敏，2005：49）。中國古典詩詞

創作歷來講究含蓄而忌淺露，字裡行間往往蘊含著文人更深遠的思想感情與意

志，故在研究古典詩詞方面，文本釋義法扮演著非常重要之角色。筆者以文本

釋義意義法作為研究《稼軒詞》菊意象之方法，通過剖析辛詞內容，揭示《稼

軒詞》中菊意象的意蘊內涵，從而探視辛棄疾的內在心理與思想感情。 

 另，定量分析法主要是根據統計數據，運用數學模式計算分析對象的各項

指標或數值，后針對數據統計結果進行分析的一種研究方法，其最早是運用于

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后被借以運用于文學研究中。近代學術界中將此方法運

用于詞學研究表現最為突出的是學者劉尊明與王兆鵬，他們于 2012 年出版了

《唐宋詞的定量分析》。此書主要針對唐宋詞進行定量分析，其分析主要涉及

以下四個層面：唐宋詞史層面的定量分析、唐宋詞作層面的定量分析、唐宋詞

傳播接受層面的定量分析與唐宋詞研究學術史層面的定量分析（劉尊明、王兆

鵬，2012：9-16）。筆者由此受到啓發，故嘗試將定量分析法運用于《稼軒詞》

菊意象之研究，希望借由此研究方法更好地窺探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與了解其

大量寫菊的原因。 

 

第四節 研究難題 

 

 在撰寫論文初期，筆者主要面臨參考資料與文獻不足的難題。本校圖書館

關於辛棄疾的參考書目極少，大部份只集中在對其生平與詞風之研究著作，而

菊文化方面的書目更無所見，基於金錢上的考量，筆者只有通過下載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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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向師長朋友們借，在別無選擇之際才花錢購買。筆者也嘗試通過其他資料來

源的搜索如期刊論文、學位論文來獲取更多參考文獻以作為參考及支持論點之

用。  

 在《稼軒詞》菊意象使用量的數量統計方面，筆者面臨到統計數據出現誤

差的難題。筆者所用的《稼軒詞編年箋註》共收錄稼軒詞多達 629 首，欲找出

其中所有出現“菊”與“黃花”之處需耗時不少，且一不留心還可能照成數據

上的誤差，影響分析結果。故筆者除了通過人工搜索，也通過電子搜索，後將

兩者統計數字作比較以確保無誤。 

 經筆者統計，《稼軒詞》中的菊意象一共多達 56 次，如要詳盡分析、逐一

來談，論文必定顯得混亂，故筆者一直困頓其中。后在受到學者劉尊明與王兆

鵬以定量分析法研究詞學的啓發后，筆者決定嘗試運用此方法進行研究。對

《稼軒詞》菊意象進行定量統計最先需要解決的難題就是在菊意象意蘊內涵分

類方面，如何對菊意象進行分類成為了筆者茶飯不思之煩惱。 

 《稼軒詞》中有部份詞作的菊意象無法只歸類于一種內涵屬性之下，因為

其不專屬於一種意蘊內涵，如《水調歌頭·賦松菊堂》。該詞作之菊意象同時

配合屈原意象與陶淵明意象使用，應屬於屈原菊意象與陶淵明菊意象。還有部

份菊意象的意蘊內涵是辛稼軒較少使用的（少於 5 次以下），如將其逐一歸類、

分節論述，會造成論文過於冗長，從而模糊焦點，但基於論文的詳盡性又不能

忽略不談。 

 經過再三反思，筆者將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中意蘊內涵較為相近的進行合

併，如將屈原菊意象與陶淵明菊意象合併為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一起分析論

述。另外，辛棄疾較少少用的菊意象類型則一併歸類于其他菊意象之下，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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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菊意象合併論述。最後，《稼軒詞》中所出現之菊意象都被筆者歸類在四

大類別之中，這四大類別分別是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壽菊意象、言愁菊意象

和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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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辛棄疾《稼軒詞》與花中四君子 

 

第一節 辛棄疾生平概述 

 

 辛棄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後別號稼軒居士，濟

州曆城（今山東濟南）人。辛棄疾所處的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自“靖康之

亂”（1127）宋王朝倉皇南渡以後，南宋、北金時而開戰，時而議和。辛棄疾

誕生的次年（1141），“紹興和議”成；在其 25 歲時，“隆興和議”成；在其

卒后一年（1208），“開禧和議”成（朱德才，1997：1）。與此息息相關的是

南宋朝內主和、主戰兩股勢力，彼此明爭暗鬥，呈現出此消彼長之局面。 

 為求清楚明瞭，筆者將辛棄疾的一生劃分為四大階段論述，此分法乃參考

自學者朱德才與葉嘉瑩之觀點： 

一、23 歲南渡前的青少年時期，即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辛棄疾

秉奉祖訓，志切國仇，嘗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鄧廣銘，2007：113）。

稼軒幼年曾隨祖父辛贊遷調而遊歷四方。辛贊因家累未能脫身南下，故出仕于

金，但其心懷故國，常引辛棄疾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

君父不共戴天之憤（徐漢明，1997：322）。”從此，在其幼小的心靈種下強烈

的民族意識。辛贊也曾派遣稼軒兩次跟隨計吏抵達金人的腹心地帶燕山，以考

察當地的地理位置及金人的軍事形勢等。但預謀未成，辛贊就已離開人世。 

    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廢帝完顏亮大舉南侵。稼軒甫屆成年，即乘機

舉義，率眾南歸（鄧廣銘，2007：113）。當時，辛棄疾聚合起兩千人組織義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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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帶領部隊和當時力量最強大的義軍耿京部聯合起來一同抗金，辛棄疾擔任掌

書記。次年，他奉表南渡，正逢張安國殺耿降金。稼軒在得知此事以后，立即

率五十餘騎手直襲金營，生擒叛將獻俘行在。洪邁《稼軒記》中記載，此舉

“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嘆息（轉引自辛更儒，2007：4）。”

辛棄疾因此留宋而被委任以江陰簽判之職。可以說，青少年時期是辛棄疾一生

中最意氣風發的時期。 

二、23 歲至 42 歲的壯年時期，即紹興三十二年至孝宗淳熙八年（1162-

1181）。這一時期的辛稼軒雄心勃勃，對於恢復事業信心十足。“隆興和議”

以後，他先後上了許多奏疏，審時度勢，提出富國謀略，其中包括《美芹十

論》、《九議》等。但由於統治者較為保守，並未採納他的建議。十年間，他

只擔任了江陰簽判、廣德軍通判、建康通判以及司農主簿等職，卻一直沒有機

會參與籌措抗金恢復大計。 

乾道八年（1172），辛棄疾出知滁州，開始了南歸后的第二個十年的遊宦

生涯（葉嘉瑩，2006：2）。在此期間，他只被派去平定內亂，而未被派往抗金

前線。他由簽判而知州，由知州升任提點刑獄，由提點刑獄而安撫使，雖然宦

跡無常，但卻取得卓越的政績。 

三、43 歲至 63 歲的中晚年時期，即淳熙九年至寧宗嘉泰二年（1182-

1202）。辛棄疾為人正直，在工作處事上剛直不阿，故不經意觸怒了一些權貴。

淳熙八年（1181）冬十一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旋以臺臣王藺論列，

落職罷新任（鄧廣銘，2007：200）。於是他返居江西上饒城外的帶湖。 

在這十年的罷職閒居生活中，辛棄疾寄情于山水，創作了大量的詞作。帶

湖的優美風景並沒有使他忘卻抗金統一的志願，其詞不是流露出功名未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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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未老投閑的悲憤心酸之苦。光宗紹熙三年（1192）春，又赴福建提點刑獄任

（鄧廣銘，2007：223）。但紹興五年（1194），又再次被彈劾罷官，由於帶湖

住宅失火故遷至鉛山期思渡旁的瓢泉隱居。此次退隱內心感觸比前十年退居時

更來得復雜，辛棄疾意識到才高必遭忌，功高必受害的殘酷事實，最後只好選

擇退身以自保，一退又是八年之久。可以說，這一時期是辛棄疾一生中被迫歸

隱的時期，除了 53 歲至 55 歲一度出仕以外，兩遭彈劾，有十八年時間都是在

江西老宅隱居渡過的。 

四、64 歲至 68 歲卒的晚年時期，即嘉泰三年至開禧三年（1203-1207）。

嘉泰三年（1203）夏，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鄧廣銘，2007：249）。當時，

當權宰相韓侂胄謀圖北伐以保個人勢力，啟用大批主戰人士，辛棄疾也是其中

之一。雖已 64高齡，但稼軒立即從閒居生活中脫身，赴浙東上任。 

在任期間，他疏奏危害農事六弊；行在召對，他又再申《十論》、《九議》

之旨，言金國必亂必亡；在鎮江府，他積極備戰，遣諜偵察（朱德才，1997：

3）。但未有成就，又遭彈劾，三都罷官。稼軒自 66 歲秋罷居瓢泉后，屢見封

召，乃至授以兵部侍郎、樞密院都承旨要職，但卻因年老病多一一拒絕。開禧

三年（1207）九月初十含恨離世。葬鉛山縣南十五里陽原山中（鄧廣銘，2007：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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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稼軒詞》與其評價 

 

辛棄疾乃南宋一代詞家，身處兵馬倥傯亂世的他擁有滿腔報國熱血卻驥足

難展，此際遇間接促成了其濃厚的民族意識。徐釚（2005）云：“辛稼軒當弱

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甫

扺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詞（250）。”

他把對國家、對民族的憂患意識寄託于詞的創作，在豪放不羈的性格與不幸際

遇的交融下，產生出一種雄奇剛直而又深婉雅麗的獨特詞風。 

辛棄疾是宋代存詞量最多的詞人，現存詞作一共有六百二十九首（鄧廣銘，

1993：12）。關於辛棄疾詞，鄧廣銘（1993）在其《稼軒詞編年箋註》例言中

提及： 

    辛詞刊本，系統有二：曰四卷本，其總名為《稼軒詞》，而分甲乙丙丁四集。

今可得見者有汲古閣影宋鈔本，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本。曰十二卷本，名曰

《稼軒長短句》，今可得見者有元大德已亥廣信書院刊本，明代王詔校刊、李濂

批點本，汲古閣刊《宋六十名家詞》本，清末王氏四印齋刻本（45）。 

由此見得，辛棄疾詞的版本流傳並不單一，主要有四卷本的《稼軒詞》和十二

卷本的《稼軒長短句》之分，兩者所收錄的詞作數量也不盡相同。不管是前者

還是後者，都是歷代文人研究辛棄疾詞作的主要材料來源。須一提的是，現今

學者一般用《稼軒詞》或《稼軒長短句》泛指辛稼軒之詞作，并沒有強調兩者

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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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稼軒門人范開於《稼軒詞序》中言：“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

自許。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於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故其詞之為

體，如張榮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隨所

變態，無非可觀（轉引自辛更儒，2007：50）。”范開道出了稼軒豪邁之英傑，

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的胸懷使然。他指出稼軒在藝術手法上的多變，

在內容題材上的廣泛性以及對于詞境拓展之貢獻，給予《稼軒詞》極高的評價。 

 再者，南宋劉克莊《辛棄疾集序》云：“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鍧，橫

絕六合，掃空萬古，自由蒼生以來所無。其秾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朗之

下（轉引自辛更儒，2007：102）。”劉克莊道出了稼軒詞風之多樣化，別開天

地，橫絕古今，是相當難能可貴的。雖豪放雄奇卻又不失細膩雅麗之處，部份

中調、小令也頗有嫵媚之作，其在穠纖綿密方面，未必會不如晏幾道與秦觀。 

 另見南宋劉辰翁（1987）《辛稼軒詞序》云：“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

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生、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

雅頌入鄭衛也。自辛家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漫，乃如

禪宗棒喝，頭頭皆是（177-178）。”劉辰翁對蘇軾與辛棄疾給予極高的評價。

詞發展至蘇軾時雖“如詩如文”，但卻仍未引經用典；然稼軒“以文為詞”以

後，詞人常化用前人詩句，廣泛引用經、史、子、集各種典籍與歷史典故。劉

辰翁肯定了辛棄疾在開拓典故運用的貢獻。 

 關於稼軒“以文為詞”之成就，明人毛晉《跋稼軒詞》載：“宋人以東坡

為詞詩，稼軒為詞論，善評也（轉引自辛更儒，2007：215）。”毛晉所言是指

蘇東坡以詩為詞，利用詩之方法來創作詞，打破了“詩言志，詞主情”的傳統

觀念，開拓了詞的意境。而稼軒則以文為詞，嘗試打破詞傳統的章法、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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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典故、經史融入詞中，并合乎詞所講求的韻律，由此開拓詞境，賦予詞敘事

議論的功能。基於如此，其“以文為詞”的藝術手法大大提升了《稼軒詞》之

文學價值。 

 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及：“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慨，

于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突、特起，能于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永瑢、

紀昀等，2003：5-302）。”稼軒詞風多樣，或豪邁奔放、沉鬱悲哀，或纏綿悱

惻、清麗婉約，有時更是幽默諧趣等。辛稼軒在詞壇上能佔有崇高之地位，這

與其有別於當代其他詞家之藝術風格有著密切關係。 

《稼軒詞》是歷代文人研究辛棄疾詞作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南宋以後歷代

文人對《稼軒詞》的評論極多，筆者只是略舉一二論之。總結以上各家說法，

部份文人肯定稼軒在詞境開拓上的貢獻與《稼軒詞》題材之廣泛性。他們大多

也都認同辛棄疾豪放又不失雅麗之詞風，對其別樹一格的詞作風格表示欽佩。

清代陳廷焯（1986）更尊稱辛棄疾為“詞中之龍”（3791），可見其《稼軒詞》

之地位並不一般。 

 

第三節 “花中四君子”的文化意蘊 

 

 “花中四君子”是中國文人對梅、蘭、竹、菊四種花卉植物之並稱，此稱

謂最早是作為中國畫的傳統題材而被提出的（楊林坤，2011：41）。早在宋元

時期，中國花鳥畫畫家便常以梅、竹為題材，配之以松進行創作，合稱“歲寒

三友”。其後，不少畫家又在“三友”以外補上了蘭花，如元代吳鎮便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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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松、蘭作畫，名之《四友圖》。直至明神宗萬曆年間，自號集雅齋主人的

黃鳳池捨松而以菊代之，輯成《梅竹蘭菊四譜》，欲以此畫譜作為學畫的範本

刊刻留世，其友人陳繼儒根據梅、蘭、竹、菊清高之節操而在該畫譜上題簽

“四君”二字。自此，梅、蘭、竹、菊就被賦予“四君”之美稱，成為後世廣

為流傳的花中四君子。 

 梅花是四君子之中最受文人青睞的，其是詠花詩詞歌賦中歌頌得最多的花

卉，數量居百花之冠。梅花不與百花爭豔，不畏嚴寒，選擇在四季之終默默盛

開，是一年之中開得最遲的花，但也基於在冬春之交盛開，使其成爲了一年之

中最先綻放的花。這種堅貞清高之品格與高標獨秀之氣質不禁令人聯想起“清

雅俊逸”之君子，故文人雅士常以梅花作為理想人格的象徵，加以追捧、敬仰。

再者，梅花發展至明清時期又衍生出“五福”之文化意蘊內涵，其五葉花瓣分

別象徵著幸福、快樂、和平、順利與長壽(榮斌，2003：117)。梅花以賀春報喜

之態深入百姓家，這是對梅花清雅俊逸之形象的一大改革，這並非是對其高潔

品格之貶低，反而更深切地展現出了君子人格中自甘奉獻的一面。 

 蘭花在四君子之中又有“花中君子”之美稱，此乃因為其獨有的花、葉、

香極具色清、氣清、姿清與韻清這四清飲譽群芳，備受歷代文人所尊崇（楊林

坤，2011：43）。蘭花不擇地而生，即可生長於遍野深谷之中，遠離世間紛紛

擾擾而不自哀自怨；又可生長於庭前堂階之中，雖身處世俗之地卻不志得意滿，

其堅貞素雅之品節常被用以象徵君子堅貞操守、不為世移之品格。再者，蘭花

又有澹泊明志之君子高尚品德的象徵，其不以卓立莖節馳名於世，又不以嬌豔

花姿獻媚於人，僅以淡潔清雅之氣使人賞心悅目，百般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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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在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中具有高風亮節、剛直不阿之象徵，這與其形貌

姿態與生長習性有著密切的關係。竹子的竹竿挺拔修長、拂云及霄，具有亭亭

玉立之表；竹子的枝葉蔥翠常綠、四時不變，具有堅毅持久之志；竹子的結構

上虛下實、外直中通，具有虛心見性、表裡如一之操，故竹子也有“竹君”、

“此君”、“綠玉君”等別稱（楊林坤，2011：29）。古代文人士大夫偏愛在

庭院栽植綠竹，以待日後賞竹詠竹，與竹為友，這是因為竹子兼具正直、志堅、

貞潔、虛心之四德，是君子人格象徵之代表。 

    至於菊花的文化意蘊內涵，筆者在此暫且不談，留待下章進一步詳盡敘述。

雖然“四君子”之並稱較晚，但其豐富的文化意蘊內涵早已在中國人的心裡深

根蒂固，其從最初純粹作為審美功能之花卉逐漸發展為文人士大夫精神寄託之

對象，被大量運用於詩詞、畫作等藝術作品的創作之中。古代文人通過對花中

四君子姿態形貌與生長習性的細緻品味與觀察，總結出梅之高潔傲霜、蘭之堅

貞幽雅、竹之虛心有節、菊之清貞淡雅的顯著特徵，并進一步將其與君子人格

作緊密聯繫，通過以花自比，表明自身堅毅剛強、孤傲清高之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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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國菊文化概述與菊意象之含義 

 

第一節 中國菊文化概述 

 

 中國是菊花的原產地，是栽培菊花歷史最為悠久的國家。早在春秋時期就

有對菊花的記載，《爾雅·釋草》云：“蘜，治薔也（李學勤主編，1999：

252）。”這裡的“治薔”就是指今之秋菊。菊花最早是被作為藥用植物栽培，

對於菊花藥用價值的認識，最早始於神農嘗百草，漢《神農本草經》載：“菊

花„„久服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繆希雍撰，2003：454）。” 

 古代的菊也作“鞠”，春秋戰國《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鴻雁

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李學勤主編，1999：532-533）。”菊花有別

於一般花卉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其花期不在百花齊放的春季，而是在群芳凋零的

深秋。此處還通過菊花的自然生態現象反映氣候變化之規律，可見菊花具有記

載節令的功用，故其有“九華”、“節花”等別稱。 

 戰國時期愛國詩人屈原（1983）在其《離騷》中寫到：“朝飲木蘭之墜露

兮，夕餐秋菊之落英（12）”，通過寫菊來表示自己高潔的品格，也從中透露

出菊之可食性。又在《九歌·禮魂》中寫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屈原，1983：84）”，以芳潔之菊祭祀神靈，讚頌菊之永恆性與崇高性。由

此，菊花與老百姓的生活緊密聯繫，并進入了文學的殿堂。 

除了屈原的“餐菊”，漢代《西京雜記》也記載：“菊花舒時，并采莖葉，

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葛洪，1985：

20）。”人們在九月九重陽節飲用菊花釀的酒，已成為了傳統習俗。由上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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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至漢代菊花已滲入了民間節慶、醫藥、文學等方面，形成了獨具一格之

“菊文化”。 

至晉朝，菊被大量種植，除其具有實用價值外，隨著人們審美情趣的提高，

菊花的觀賞價值更得到了不斷的提升（周裕蒼等，2011：2）。自陶淵明（1979）

寫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89）”名句以後，菊開始受到文人士大夫們

的青睞，菊花詩開始盛行。陶淵明將菊花人格化，以其高雅淡泊、不同流合污

之品格喻人，賦予菊花象徵君子之節、逸士之操的崇高形象。 

 唐代時期，菊花也從中國傳至日本，受到日本百姓的喜愛。他們將中國菊

與日本菊進行雜交，從而形成了日本栽培菊系統（周裕蒼等，2011：3）。菊花

到了唐宋時期被譽為“花中君子”，與梅、蘭、竹並稱為“歲寒三友”。此時

期是菊花詩詞數量最龐大、內容最廣泛的鼎盛時期。據學者統計，唐宋詠菊詞

分別達到 705 首和 551 首，詠菊詩人達 248 人和 151 人（岳薇、戴思蘭，2002：

80）。菊花詩詞從最初描寫其可食性、藥用功效發展至寫菊之美、讚嘆菊之品

格，最後又發展至借菊抒發個人情操、思鄉思親之情等等。 

    宋徽宗崇寧甲申年（1104），劉蒙的《菊譜》問世，其是中國第一部菊譜，

也是全世界第一部藝菊專著。該書根據菊花的顏色分類，共記載菊花 26 個品種。

至宋末，史鑄《百菊集譜》問世，其所收錄之菊花品種多達 131 種，彙集了各

家專譜和其自撰新譜，其中還收錄眾多有關菊的詩文、故事，內容相當廣博。 

 菊文化發展至宋代已相當普及，上至宮廷，下至民間無不牽涉菊花的。宮

廷中常舉辦菊花賽會，飲酒賞菊、燃菊花燈。民間每年也有菊花會，各種名菊

異品紛紛展現、百姓以菊花糕為禮互送、文人賦詩填詞以頌菊。人們愛菊、賞

菊、詠菊已成風氣，作為一種中華文化，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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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菊意象之含義 

 

第一類 意象的定義與源由 

 

         中西文論中，都有意象（Image）一詞，將之歸納主要可分四中：一是心理

意象，即心理學意義上之意象。二是內心意象，即人類為實現某種目的而構想

的、超前的、新生的意向性設計圖像。三是泛化意象，即文藝作品中出現的一

切藝術形象或語象的泛稱，基本上相當於藝術形象。四是觀念意象與其高級形

態的審美意象，簡稱意象或文學意象（童慶炳，2006：230）。本論文所探討之

“意象”較傾向於審美意象，是滿足文學家對審美理想之追求所使用的高級形

態的觀念意象，其是用以表達某種抽象觀念或哲理的藝術形象。筆者將通過追

溯“意象”一詞的古義，來探討意象的源由。 

 關於意象，最早可以追溯至《周易·繫辭》：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

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

盡神（李學勤主編，1999：291）。 

意象之古義乃“表意之象”。此處的“意”與“象”分别为兩個個別概念，

“意”指唯有聖人才能發現的“天下之賾（李學勤主編，1999：274）”，孔穎

達將它解釋為“天下深賾之理（李學勤主編，1999：274）”，而“象”則是指

卦象。由於言不盡意，所以聖人立象以盡其意。 

 而最早作為一個概念被提出的“意象”見於漢代王充的《論衡·亂龍》： 

    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黃暉，19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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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以熊麋的形象來象徵某侯爵威嚴的具有象徵意義的畫面形象，嚴格來說已

屬觀念意象。另外同篇也提及： 

    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人入廟，主心事之，雖

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木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

于象（黃暉，1990：703-704）。 

王充說道孝子們對著祖先牌位敬禮，明知不是真的，還是為之感動，就因為

“立意于象”。此處得以見得王充對象徵原理有一定的了解，說明漢以前意象

之說就已相當成熟了。 

 由上得知，意象可被理解為“表意之象”，理解為通過象徵手法創造的，

用以表達某種抽象觀念的形象，這些實際上都是觀念意象。然而觀念意象的範

疇是非常廣泛的，如在新婚夫妻的床上撒上一把花生、紅棗，在英雄人傑胸前

插上一朵紅花，在孩童的脖子掛上一副金鎖等等（童慶炳，2006：231）。而文

學中所使用的意象有別於這些一般意義上的觀念意象，其是一種高級形態的觀

念意象，是文人、藝術家所追求的最能體現其審美理想的高級意象。清代文論

家葉燮（1979）在其《原詩》一文中提及： 

    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詩人

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

於前者也（30）。 

葉燮認為“人人可言之理”與“人人可述之事”都不需勞駕詩人來言述，詩人

所追求的應該是表達那些“不可言之理”與“不可述之事”的高級藝術形象，

即高級形態的觀念意象。這種高級形態的觀念意象在文學中是以審美意象的狀

態呈現，其一般都具有哲理性與象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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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中的意象，即所謂的審美意象主要是指以表達某種哲理觀念為目的，

以象徵性為其基本特徵的，在某些理性觀念和抽象思維的制導下創造的具有求

解性和多義性的達到人類審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童慶炳，2006：236）。

漢以後文人喜愛意象，將其運用於詩、詞、曲等文學創作之中。這種具有象徵

性、多義性、求解性并達到一定審美理想境界的意象使用大大地提升了文學作

品的藝術水品與審美價值。 

 

第二類 文人與菊意象 

 

 菊花雖不是百花中最豔麗芬芳、稀有名貴的，但其傲霜抗寒、高潔淡泊之

品格常常觸動文人內心深處的情思心緒。故文人常賦予菊花豐富的象徵內涵，

通過寫菊意象抒情言志。 

 菊花進入文學的殿堂最早可追溯至戰國時期。楚國愛國詩人屈原（1983）

在其《離騷》與《九歌·禮魂》中分別提及：“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

之落英（12）”、“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84）”。雖然詩中的菊花意

象並非主角，嚴格意義上來說該詩也並非詠菊詩，但其卻成為了後世詠菊文人

的典範，給詠菊文學帶來深遠的影響。 

魏晉時期，詠物文學的發展繁榮鼎盛，以菊作為主角的詠菊韻文相繼而增，

如郭璞的《菊贊》、成公綏的《菊頌》和袁山松的《詠菊》等。這些作品有的

描寫菊之外形、有的讚頌菊之品格、有的讚歎菊之妙用，這些韻文都是以菊作

為歌詠對象的。另外凡提及菊花必定聯想東晉大詩人陶淵明。自陶淵明寫出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名句以後，後代文人常以陶淵明意象配合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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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共同使用，菊成爲了高風亮節隱逸人格的象徵。可以說，在陶淵明詠菊以前，

詠菊文學大多停留在對菊之外形、功效之描寫，但陶淵明詠菊以後，文人逐漸

轉向對菊之品格的讚頌。 

唐宋是詠菊文學發展最為鼎盛的時期，其數量乃是歷代詠菊文學中最為龐

大的，內容也是最廣泛的。據學者統計，唐代平生僅寫過一首詠菊詩詞的詩人

共 151 人，占詩人總數的 61%，而寫過十首以上詠菊詩詞的詩人僅佔詩人總數

的 7%。宋代則分別爲 49%和 12%（岳薇、戴思蘭，2002：83）。由此見得，菊

文化在唐代仍屬大眾文化，到了宋代已成為文人士大夫的專屬文化。 

據學者張桂鳳之數量統計，《全宋詞》中“菊”與“黃花”意象一共出現

1156 次，數量僅次於排行第一、出現 3705 次的“梅”意象。南宋愛國詞人辛

棄疾寫菊意象多達 56 次（“菊”出現 41 次，“黃花”出現 15 次），乃宋代寫

菊最多的詞人，蘇軾詞中之“菊”意象一共出現 13 次，王之道 10 次，黃庭堅

21 次，劉克莊 21 次，李曾伯 25 次，劉辰翁 27 次„„晁補之 17 次（張桂鳳，

2006：8）。由以上各代表詞家之統計數據得以見得，幾乎所有宋代的著名詞人

都在詠菊，菊花到了宋代已完全進入文人的生活之中，他們借菊詠志、借菊抒

情。在菊文化發展昌盛的大環境下，菊意象與各文人不同的人生經歷結合，間

接促成其內涵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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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稼軒詞》菊意象之分類與其意蘊 

 

 據筆者數量統計，《稼軒詞》中菊意象一共出現了 56 次，其中包括“菊”

41 次，“黃花”15 次。如先前所言，辛棄疾乃宋代詞人中菊花意象使用量排行

第一的，菊花意象使用量僅次於辛棄疾的是劉辰翁，其詞中的菊意象（包括黃

花）僅出現 27 次，使用量不及稼軒一半。可見，辛棄疾在菊花意象使用量上有

明顯偏多的傾向，其筆下被頻密使用之菊意象究竟具有怎樣的意蘊內涵呢？本

章就將針對《稼軒詞》中的菊意象之意蘊內涵進行分類探析，進一步了解辛棄

疾所要表達的內心情感與思想意緒。 

 在辛棄疾筆下的眾多菊意象當中，菊所象徵的意蘊內涵是不同且豐富的，

為求清楚明瞭，筆者根據菊意象的屬性將其分為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壽菊意

象、言愁菊意象和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是指與屈原意象

和陶淵明意象共同使用的菊意象；壽菊意象是指出現在壽詞中，常用以祝賀他

人延年益壽的菊意象；言愁菊意象是指出現在言愁詞中，用以道出詞人各種愁

緒的菊意象；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則包括了言重陽習俗的菊意象和一些辛棄疾

較少使用的菊意象，如詠友誼之菊、言人生領悟之菊等。 

 據表一（見附錄二）顯示，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一共出現了 24 次（屈原菊

意象 4 次、陶淵明菊意象 20 次）、壽菊意象出現 5 次、言愁菊意象出現 9 次，

而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一共出現了 18 次（分類見附錄二的表二）。以下將分節

逐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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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 

 

第一類        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之意蘊 

 

 菊花人格象徵之意義的生成始於其進入文學作品以後。戰國是最早出現菊

花詩詞的年代，將菊花寫入文學作品最早見於屈原的《離騷》，而將菊花作為

觀賞對象並進行人工栽培則始於東晉大詩人陶淵明。他們把菊花寫入文學，開

始了菊花意象之使用，如果說屈原乃菊花意象的開創者，那麼陶淵明便是菊花

意象的奠基者。 

 屈原的詩歌繼承了《詩經》之比興手法，賦予花木鳥獸人的思想感情。通

讀《離騷》和《九歌》，不難發現鳥獸草木意象比比皆是，香花芳草已佔據屈

原生活的一大部分。這些“香花芳草”意象都被賦予美好的人、事、物，表達

了屈原對自身高潔品格的追求、對賢才之愛戴與建功立業的參與之心。在屈原

眾多的“香花芳草”意象之中，提及“菊”的有三處，分別爲《離騷》、《九

歌》與《九章》。 

 屈原（1983）《離騷》云：“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

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12）。”仕途不順的屈原一心想為國立功，眼見

自己年歲漸長，卻未有所作為，擔心的是自己高潔的名譽未立。於是他以菊花

飽經風霜、耐寒不俗的品格為依託，寄寓了對自身高潔傲霜品格的珍愛，表達

了一種不同流合污的獨立意志。 

《九歌·禮魂》云：“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跨女倡兮容與。春蘭兮

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屈原，1983：84）。”《九歌》是屈原據民間祭神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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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作或加工而成，共十一篇。關於《禮魂》，歷朝學者分歧較大。王逸《楚辭

章句》云：“言祠祀九（十）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

鼓，以稱神意也(黃靈庚，2007：988)。”故今人陳子展（1988）以為“《禮魂》

是為祭祀十神成禮之後，又傳歌作樂，以娛樂眾神而作，不是為祭祀任何一神

而作（503）。”而清代王夫之（1975）則認為“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

終古無絕，則送神之曲也”（45）。此說法是目前學術界較為認同的。屈原在

《九歌》之中提及無數的香花芳草，卻在最後一首送神之曲以“春蘭”和“秋

菊”作結，用其喻清平世界，用其貫穿組詩各篇，可見蘭與菊在屈原心中的地

位之高，是如此珍貴神聖之物，是“終古無絕”的美好靈物。 

《九章·惜誦》云：“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結而紆軫。檮木蘭以矯蕙兮，

鑿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愿春日以為糗芳（屈原，1983：127）。”

《九章》是屈原（1983）“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120）”所作。

當時屈原遭讒被疏，左右為難，去也不是，留也不是，又不願與違道者同流合

污，故其“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結而紆軫”。經過反覆思慮，最後只好“檮

木蘭以矯蕙兮”、“播江離與滋菊兮”，喻潔身自保，遠離污淖復雜的社會，

決然獨處。此處的菊被賦予了高潔自保的品格。雖然“菊”在屈原作品中僅出

現了的三次，卻已具有高潔品格的象徵內涵，後人常以屈原崎嶇坎坷的身世自

比，屈原所言之菊也常被引用，形成了屈原菊意象。 

關於菊意象之生成，除了歸功於屈原的開拓，陶淵明更是功不可沒。縱觀

中國文壇，凡是說到菊花必定提及陶淵明。辛棄疾（1993）《浣溪沙》云：

“自有淵明始有菊，若無和靖即無梅（366）。” 是陶淵明賦予了菊花意義，

使之能以高崇的姿態存在于文學之中。劉克莊在其《病後訪梅九絕》（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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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及：“菊得陶翁名愈重，蓮因周子品尤尊（劉克莊撰，2003：106）。”說

明菊花是因有陶淵明的欣賞才名聲大震。民國黃岳淵（1985）在其《花經》中

提及：“溯自晉代陶淵明對菊東籬、命酒獨酌之後，雅人逸士，多踵其事而效

之，並以陶之愛菊與周之愛蓮並為美談。菊占百花中最高品秩，能傲寒霜，獨

矜晚節，花稀而碩大，莖疏而勁直，香淡而清芬，色美而鮮麗，故菊稱逸品良

有以也（460）。”自從陶淵明吟誦菊花以後，世人紛紛仿效，菊花高潔傲霜、

堅毅自持之品格常被後人所引用。陶淵明的作品中共有五處提及菊花，分別於

《歸去來兮辭》、《九日閒居》、《和郭主簿二首》、《飲酒》（其五）和

《飲酒》（其七）。 

 《歸去來兮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陶淵明，1979：161）。”儘

管舊居已接近荒廢，松菊仍與陶淵明同在，菊花成爲了陶淵明隱居田園生活之

伴侶，具有隱逸之象徵。再者，李善注引趙岐《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

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說明漢代蔣詡隱居，在舍前開闢了三徑，

僅有羊仲和求仲二人得以往來。此處的“三徑”具有隱逸之象徵。陶淵明將菊

花與象徵隱居的“三徑”相提並論，賦予了菊花高風亮節的隱逸人格。 

         《九日閒居》云：“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

九華，寄懷于言„„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陶淵明，1979：39）。”可見

陶淵明愛重九，也愛菊花。“秋菊盈園”說明此菊乃陶淵明在其屋前屋後特意

栽種。“九華”，指重九之花，即菊花。此處表明陶淵明愛菊、種菊之目的，

因為菊花能吃。在重陽節飲酒配菊花多指飲菊花酒，飲菊花酒不只能夠“祛百

慮”，還可以“制頹齡”，即延年益壽。自此以後，文人一提重九，就想起陶

淵明，也想起陶淵明飲酒配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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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郭主簿二首》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

下杰（陶淵明，1979：61）。”說明菊花之燦爛，使樹林都開朗明亮起來了。

陶淵明以松菊並稱，將菊花的地位提升到與“霜下杰”之松同列，凸顯了其堅

貞秀麗的品格。 

 《飲酒》其五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1979：89）。”

此句乃陶淵明最廣為人知的詩句之一。“悠然”，指悠遠貌、閒適貌。詩人遠

離世俗，因採菊而見南山，心與山悠然交會，從大自然中悟出真理、迴歸自我，

達到物我合一的境界。就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言：“‘採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 „„無我之境也。„„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

為物（王國維，2005：2）。”再者，此處的菊花是恬淡悠閒田園生活的象徵。

陶淵明忘情與東籬之下，其心靈的安適與自得是受後人所羡慕嚮往的。 

 《飲酒》其七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陶淵明，1979：90）。”由此見得，陶淵明是在清晨時分帶露採菊，古時道

家注重養生延壽，露水常被使用為煉丹煉藥材料之一，故推斷陶淵明種菊採菊

多半是爲了養生。“泛”字較常用于飲酒或喝茶，“忘憂物”指代酒，陶淵明

常飲菊花酒，浮菊花與酒上，飲之則可以忘卻世間之繁瑣之事。此處的秋菊象

徵高潔與退隱，菊在陶淵明筆下化作超然物外、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 

 陶淵明以其高潔的人格與優秀的作品引起後世強烈的感情共鳴，後人常把

陶淵明的借代意象、話語意象、生活場景意象群、生活情趣意象或“歸”意象

群與菊意象做結合，一併使用，形成了內涵豐富的陶淵明菊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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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 

 

 據表一顯示，菊意象在稼軒詞中一共出現了 56 次，而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

就佔據了 24 次，其中屈原菊意象出現 4 次（其中兩次兼屬陶淵明菊意象），陶

淵明菊意象出現 20 次。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是辛棄疾筆下描寫最多的菊意象類

型，可見兩者對其的影響是深遠的，其中是否存在什麽因素？而辛棄疾筆下之

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又是如何？以下將詳盡探討之。 

  屈原創造“香草”意象旨在表現其政治熱情，學者金開誠（1996）指出：

“他巧妙地運用了比興的藝術，使抽象化的政治熱情得到生動具體而豐富多彩

的表現（24）。”由於政治境遇上的失意，他只好全心全意的投入創作，將其

政治熱情寄託于文學之中。“香草”意象就在懷才不遇、政治失意的心裡基礎

上所創造的，故其常被後世政治失意者所引用。 

 在眾多宋代詞人當中，最愛寫菊，遭遇、心裡與屈原極為相近的就是辛棄

疾。黃梨莊《詞苑眾談》言辛棄疾“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

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轉引自徐釚，2005：250）”。辛棄疾雖才能出衆，

卻無處施展，滿腔忠義憤激無處發洩，只好全心投入于詞中。他用屈原菊意象

與香草意象來表達對屈原的仰慕與追求，悲歎政治失意之悲涼。他在《水調歌

頭·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中言：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余既滋蘭九畹，又

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     一杯酒，問何似，身

後名。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

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辛棄疾，199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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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軒此詞化用了許多屈原（1983）的詩句，分別爲“余既”三句借用《離騷》：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10）”與“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

菊之落英（12）”、“門外”二句借用《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180-181）”、“悲莫悲”二句借用《九

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72）”。僅僅一首詞就

化用了七句屈原的詩句，可見其愛國精神和失意情懷，這些悲憤勃郁之情只有

屈原才能夠與之相比，將之容納。“秋菊更餐英”寫屈原餐菊之習，借屈原菊

意象之飽經風霜、耐寒不俗的品格言其潔身自好，勤修美德。 

《木蘭花慢·寄題吳克明廣文菊隱》中“與客朝餐一笑落英飽便歸休（辛

棄疾，1993：407）”，此處同樣化用屈原（1983）詩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12）。”寫其與客人一同飽餐秋菊之落英，心滿意足，表達

了辛棄疾菊隱之樂趣和價值。有別於屈原的是，辛棄疾在寫菊之餘，注入了更

濃郁的國家之慨，更顯豪放沉郁。 

 再者，《水調歌頭·賦松菊堂》言：“手把離騷讀遍，自掃落英餐罷，杖

屨曉霜濃（辛棄疾，1993：441）。”此處“落英”，指菊之落花。閱讀《離

騷》、餐落英，都表明辛棄疾當時正過著屈原式的高潔生活，說明他們情趣相

投。《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中提及“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

栽（辛棄疾，1993：92）”，辛棄疾注入了屈原《離騷》式的情感，顯示出遭

排擠而理想幻滅的詞人，以餐秋菊、佩春蘭的方式，表達其政治批判的心理。

以上四闋詞所寫之菊皆屬屈原菊意象。 

如前所言，辛棄疾乃宋代寫菊最多的詞人，而陶淵明與菊又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故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有多達三分之一（20 篇）都屬陶淵明菊意象。



30 
 

再者，辛棄疾基於政治處境的相同對陶淵明有特殊的喜好，可說是陶淵明的知

音，故在其詞作中大量出現陶淵明菊意象一點也不稀奇。 

辛棄疾擅於引用典故、前人詩詞與話語，其筆下的菊意象經常與一連串陶

淵明意象貫穿成詞，如《賀新郎·題傅巖叟悠然閣》： 

    路入門前柳。到君家悠然細說，淵明重九。歲晚凄其無諸葛，惟有黃花入手。

更風雨東籬依舊。陡頓南山高如許，是先生拄杖歸来後。山不記，何年有。 是

中不減康廬秀。倩西風為君唤起，翁能來否？鳥倦飛還平林去，雲肯無心出岫。 

賸準備新詩幾首。欲辨忘言當年意，慨遥遥我去羲農久。天下事，可無酒！（辛

棄疾，1993：446） 

此處的“淵明”、“東籬”是陶淵明的借代意象；“悠然”、“鳥倦飛”、

“云無心出岫”、“欲辨忘言”、“羲農”是陶淵明的話語意象；“門前柳”、

“南山”、“康盧”是陶淵明的生活場景意象；“重九”、“黃花入手”是陶

淵明的生活情趣意象，一連串意象群全屬陶淵明意象，辛棄疾將“黃花”意象

放入其中，歸隱田園、淡然處世之情懷意味甚濃。另見其他詞作，如《新荷

葉·再賦傅巖叟悠然閣》： 

    種豆南山，零落一頃為萁。歲晚淵明，也吟草盛苗稀。風流剗地，向尊前采

菊题詩。悠然忽見，此山正繞東籬……是中真趣，問騁懷游目誰知。無心出岫，

白云一片孤飛（辛棄疾，1993：488）。 

詞中之“淵明”乃陶淵明的借代意象；“種豆南山”、“草盛苗稀”、“採

菊”、“悠然”、“是中真趣”、“云無心出岫”都是陶淵明的話語意象；

“東籬”則屬陶淵明的生活場景意象，這些也都屬陶淵明意象。由此看出，辛

棄疾一般不會單獨使用菊意象，而是會借代其他意象群來突顯、表達共同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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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感情。他借代陶淵明意象來結合菊意象，表達自身政治失意之潦倒、渴望歸

隱田園的情懷。 

再者，從稼軒詞菊意象中得以看出詞人對陶淵明之景仰。辛棄疾（1993）

《浣溪沙》言：“自有淵明方有菊（366）”，表明自從陶淵明寫出了傳誦千古

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詠菊名句以后，從此菊的名聲日益擴增。《水

調歌頭·賦傅巖叟悠然閣》云：“歲歲有黃菊，千載一東籬（辛棄疾，1993：

448）。”說明千百年來黃菊每年都盛開，但能寫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者，就只有陶淵明一人。辛棄疾借代陶淵明意象來寫菊，不僅道出了陶淵明在

詠菊史上不可動搖的領先地位，也道出了自己對陶淵明的崇拜與尊敬。 

把陶淵明視為景仰對象的詞作還有《念奴嬌·重九席上》的“須信採菊東

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辛棄疾，1993：459）。”辛棄疾認為，千年以來，

談得上情懷高妙的不凡人物的，只有辭去彭澤縣令而歸隱，後來“採菊東籬”

的陶淵明。又《鷓鴣天·和章泉趙昌父》的“萬事紛紛一笑中。淵明把菊對秋

風（辛棄疾，1993：405）。”此處寫陶淵明的超脫與情趣，對於人間紛紛擾擾

之事，陶淵明只是一笑了之，而于蕭瑟秋風之中把菊東籬，聊以自娛。 

菊在辛棄疾（1993）的筆下與陶淵明緊緊相扣，刻畫出意義更為鮮明的陶

淵明菊意象，如《浣溪沙·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的“赴陶元亮菊花期

（307）”和《生查子·民瞻見和，復用前韻》的“松菊陶潛宅（204）”。依

辛棄疾所言，天下菊花繽紛盛開的時期似乎就是陶淵明菊花期；庭院種滿松菊

的住宅，似乎就是陶淵明的住宅。此後世人凡提及菊花開，必定聯想陶淵明；

凡提及陶潛宅，必定聯想松菊盈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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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陶淵明“採菊東籬”崇拜的描寫，辛棄疾（1993）也寫陶淵明對菊

花之愛戴，如《水調歌頭·賦松菊堂》云：“淵明最愛菊，三徑也栽松

（441）。”此處直用其意，說明陶淵明最愛菊花，除了菊花，他也愛松柏，因

此把松菊栽種于三徑之中。菊是花之隱者，松是歲寒三友，具有笑傲風霜之品

格。陶淵明愛松菊，正是以松菊孤芳傲然之品格自況。再者，《水調歌頭·九

日遊雲洞，和韓南澗尚書韻》云：“今日復何日，黃菊為誰開。淵明謾愛重九，

胸次正崔嵬（辛棄疾，1993：128）”， 又《蝶戀花》：“歲月何須溪上記，

千古黃花，自有淵明比。（126）”言因為陶淵明最愛菊，所以千古黃菊只爲陶

淵明而開。詞人表面像是代陶淵明寫心，其實是借淵明抒懷。寫淵明“胸次正

崔嵬”，其實隱然自愈，是在寫自己胸中的森森塊壘。“歲月”三句以陶淵明

自比，希望自己能與陶淵明一樣，以悠然淡泊之態落職閒居。由上得知，辛棄

疾之所以對菊意象情有獨鍾想必與陶淵明愛菊息息相關。 

稼軒詞中也有部份的陶淵明菊意象表明了辛棄疾本身對菊的沉醉，對田園

生活的熱愛。例如《木蘭花慢·寄題吳克明廣文菊隱》云：“甚黃菊如雲，朝

吟暮醉，換不回頭（辛棄疾，1993：407）。”此處寫辛棄疾種菊之多，朝夕與

菊花相處，其隱于菊的程度已到了無人能阻擋的境界。又《洞仙歌·開南溪初

成賦》云：“東籬多種菊，待學淵明，酒興詩情不相似（辛棄疾，1993：

144）。”此處清楚言明辛棄疾種菊之習性乃學習自陶淵明。儘管酒興詩情並不

完全與陶淵明相同，但他仍希望能與陶淵明一樣，遠離世間紛擾，過著悠然閑

淡的田園生活。又《滿江紅·呈趙晉臣敷文》云：“道如今吾亦愛吾廬，多松

菊（辛棄疾，1993：505）。”言詞人愛在棲息之地栽種許多的松與菊，同樣寫

的是其對田園生活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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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上所述，菊作為一種審美評價高的植物意象，與屈原閒適從然的生活方

式結合，構成了象徵人品內涵的屈原菊意象。辛棄疾筆下的屈原菊意象象徵的

是一種高潔、堅貞的美好品格，是屈原眾多的“香草”意象之一，其在比興手

法的運用下與象徵腐敗官場的“惡草”對立。辛棄疾在其仕途中三遭彈劾，被

迫罷官歸隱，與屈原的政治經歷相似，雖有滿腔富國熱血，卻無處可施，心中

鬱悶，只好借菊自比。 

陶淵明菊意象則是在象徵清高品格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菊花清貞絕古之

性在與陶淵明意象的結合下，衍生出隱逸、歸隱之象徵。菊意象的文化內涵在

陶淵明意象的襯托下提升到了哲學的高度。辛棄疾借陶淵明菊意象，寫自己對

陶淵明的崇敬、對菊之喜愛、對遠離塵世迴歸田園的嚮往。雖說辛棄疾乃陶淵

明之知音，但由於身處年代之不同，兩人的處境不盡相同。菊是辛棄疾與陶淵

明溝通的橋梁，辛棄疾唯有通過賞菊、種菊、餐菊，才能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第二節 壽菊意象 

 

第一類  壽菊意象之意蘊 

 

  祝壽是中華民族尊老敬賢的一種傳統習俗，其是在一種封建倫理常規的思

想根底下，以歡愉恭敬之基調進行的禮俗活動。中國最早的祝壽文學應當出現

於春秋戰國時期，《詩經》多處可見祝壽之辭，如《小雅·楚茨》提及：“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李學勤主編，1999：813）”、“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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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勤主編，1999：815）”，又《豳風·七月》提及：“萬壽無疆（李學勤主編，

1999：507）”等等。 

 由於統治階級對長生之幻想，君臣貴族相繼奉承，祝壽盛典普及化，祝壽

文學也隨之蓬勃發展。至宋代，祝壽習俗深入民間，與婉約雅正為宗的詞體緊

密結合，成爲文人作曲填詞的題材之一。宋代歌舞升平，歌妓制度的昌盛刺激

了壽詞壽曲的創作。據學者張桂鳳（2006）統計，《全宋詞》中以壽誕生辰為

題的壽詞，約有 1813 首（24）。壽詞數量多，象徵富貴長壽、吉祥如意等意涵

的花草動物意象也多，菊花就是其中之一。 

 壽詞中的菊花意象一般具有延年益壽的思想內涵，從菊花的其他別稱如延

年、長生、更生、長壽花、延壽客等就能看出這一點。菊花之所以會有這樣的

意涵象徵是因為古人相信其具有延年益壽的功效。早在三國時期，曹丕的《九

日與鍾繇書》記載：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佳其名，以為宜於長

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群木庶草，無有射而生。至於芳菊芬然獨榮……故

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祝彭

祖之壽（巖可均，1999：1088）。 

此處說明菊花與九月九日重陽節之關係。九為陽數，與“久”諧音，因此也有

長長久久之象徵。而在眾多花草樹木之中，唯獨菊花在九月分綻開，因此菊花

也被象徵長久、長壽。這是對重陽節以菊祝壽較早、較為詳盡的敘述，其不僅

表明了九月九日重陽節的淵源，也道出了菊花具有增強體魄、延年益壽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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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漢魏六朝的筆記小說也有記載，漢代應劭（1980）《風俗通義》載： 

    南陽酈縣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花，水從山流下，得其滋液。

谷中有三十余家，不負挖井，悉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百餘，下七八十者名

之為夭。菊花輕身益氣，令人堅強也。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為南陽太

守，聞有此事，令酈縣月送水三十斛，用之飲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廖（401）。 

以上記載顯示，凡是飲用了菊花滋潤過的泉水，就能使百病痊愈，活得更久。

菊花能“輕身益氣，令人堅強”是上至司空太尉等官吏，下至平民百姓皆曉得

的，可見漢代起人們對菊花能增強體質、延年益壽的功能已經深信不疑。另，

南朝梁宗懔（1985）《荊楚歲時記》載： 

    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飲宴。”隋杜公瞻注：“九月九日宴會不知起於何代，

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配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122）。 

重陽節設宴慶祝之習俗從漢至宋都深受重視。由此見得，在重陽節飲菊花酒、

賞菊，寄寓著延年益壽的文化內涵已深入人心。 

 

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壽菊意象 

 

 菊花以其別于一般花卉的特質與功效獲得延年益壽之象徵，成為後代文人

常引以祝壽的意象之一。辛棄疾作為宋代寫菊最多的詞人，除了對陶淵明菊意

象之偏愛，也寫壽菊意象。據表一統計顯示，在辛棄疾眾多菊意象描寫之中，

共有 5處使用了壽菊意象，而且皆出自於壽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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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棄疾（1993）筆下的壽菊意象一般伴隨著其他象徵延年益壽、青春永駐

的詞語共同使用，如其《醉花陰·為人壽》： 

黃花漫說年年好，也趁秋光老。綠鬢不驚秋，若鬬尊前，人好花堪笑。  蟠

桃結子知多少，家住三山島。何日跨歸驚，滄海飛塵，人世姻緣了（282）。 

詞中的“黃花”、“綠鬢”、“蟠桃”和“三山”都是具有延年益壽、長生不

老象徵內涵的詞語，是詞人用以向被壽者祝壽的吉祥用語。“黃花”用來比喻

被壽者身體健壯、延年益壽，“綠鬢”則是對被壽者青春永駐之讚美。詞人以

“蟠桃”比被壽者，言其子孫眾多；以“三山”比被壽者之所，言其就像住在

瀛洲、方壺、蓬萊三神山上的仙人一樣，擁有長生不老之本領。 

 辛棄疾擅於寫壽詞，其壽詞不僅俗記之詞鮮少，在用語和構思上給人清新

之感。其筆下的壽菊意象往往表達其他思想意涵，而延年益壽之意隱然其中。

如《念奴嬌·趙晉臣敷文十月望生日，自賦詞，屬余和韻》唱道： 

    看公風骨，似長松磊落，多生其節……紫雲如陣，妙歌爭唱新闕。  尊酒一

笑相逢，與公臭味，菊茂蘭須悅……祝公長似，十分今夜明月（辛棄疾，1993：

498）。 

這是一首向趙晉臣祝壽之詞，詞的上片稱頌趙晉臣之高尚品節，詞的下片望其

建功立業，祝壽之意隱然其中。《樂府指迷·壽曲》云：“壽曲最難做。切宜

戒“壽酒”、“壽香”、“老人星”、“千秋百歲”之類。須打破舊曲規模，

只形容當人事業才能。隱然有祝頌之意方好（沈義父，1981：78）。”因此，

此作當為壽詞佳作。詞中的壽菊意象用以表明詞人與趙晉臣之關係，彼此如蘭

似菊，臭味相投，關係密切。辛棄疾以菊花爲壽，卻不侷限于其長壽的刻板內

涵中，實在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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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見《朝中措·為人壽》與《朝中措》： 

年年金蕊豔西風，人與菊花同。霜鬢輕春重綠，仙姿不飲長紅。  焚香度日

盡儘從容，笑語調兒童：一歲一杯為壽，從今更數千鐘（辛棄疾，1993：294）。 

年年黃菊豔秋風，更為拒霜紅。黃似舊時宮額，紅如此日芳容。  青青未老，

尊前要看，兒輩平戎。試釀西風為壽，西江綠水無窮（辛棄疾，1993：294）。 

一般壽詞常出現“壽酒”、“壽香”、“老人星”、“千秋百歲”之類的濫俗

之詞，然而辛棄疾這兩闕詞卻一字未提，反而還創造出新的祝賀語，如“年年

金蕊艷西風，人與菊花同”。詞人借菊花喻人，不僅點明了被壽者的誕辰，也

道出了其不畏風霜的高潔品格。再者，辛棄疾也利用菊之意象釀造祝壽氛圍，

如“年年黃菊滟秋風，更為拒霜紅”。詞人借黃菊與有“拒霜”之稱的芙蓉言

被壽者的誕辰是在秋季，通過對菊與芙蓉之色彩描寫營造出秋景之美，為下文

的祝壽之詞奠定了基礎。 

 辛棄疾筆下的壽菊意象也有飲黃花酒延年益壽之意涵，如其《水調歌

頭·壽趙漕介菴》： 

    千里渥洼種，名動帝王家。金鑾當日奏草，落筆萬龍蛇。帶得無邊春下，等

待江山都老，教看鬢方鴉。莫管錢流地，且擬醉黃花……（辛棄疾，1993:6-7）。 

“莫管錢流地，且擬醉黃花”，寫詞人勸欣逢誕辰的友人暫且放下手中漕務

（趙介菴乃漕司），把酒對菊。此處的“黃花”一語雙關：一指菊花，以點名

節令，說明被壽者的誕辰在重陽節前幾日；另指菊花酒，在重陽節飲菊花酒，

具有延年益壽之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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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縱觀以上五闕壽詞得以見得，辛棄疾時而以菊花之高潔品格喻人，時而以

菊花點明節令，時而以菊花指代菊花酒，但絕大部份都隱然兼具延年益壽之祝

壽意蘊。菊花作為其創作壽詞所使用的意象之一，不僅顯得格外清新，還突破

了一般壽詞在用詞煉句之侷限。這間接提高了壽詞的審美藝術價值，並且展現

了辛棄疾在創作上的卓越表現。 

 

第三節 言愁菊意象 

 

第一類  言愁菊意象之意蘊 

 

 宋代文人用詩文來表達對國家的抱負、對社會的關注，用詞來抒發生活中

的兒女私情、憂慮情愫。正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曰：“詞之為體，要眇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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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

2005：24）。”詩文與詞各自分工。詞作為文人抒發內心細膩感受的載體，承

載了“詩之所不能言”的兒女私情、離愁別恨、壯志難酬的身世之慨等，言愁

詞故此而生。 

 傷春悲秋、嘆老惜時是宋代言愁詞重要的抒情模式，文人常以其抒發自身

的身世之愁、家國之愁、閑愁等。關於傷春悲秋，初唐詩人盧照鄰曾說：“春

也萬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其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見其盛而知其闌；秋也嚴

霜降兮，殷憂者為之不樂；冬也陰氣積兮，愁顏者為之鮮歡（轉引自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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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未知）。”詩人具體的闡述了四季變化帶給人們的心裡影響，其中春與

秋季最常誘發世人悲傷淒涼之感，即所謂的傷春悲秋。 

 秋，是西風蕭瑟，花殘葉凋的季節。世人悲秋，是對萬物由盛轉衰，因時

光飛逝而感到落寞悲哀。悲秋是一種比傷春更為悲涼深長的內心情愫。文人的

心思細膩敏銳，季節的更替往往觸動了他們內心不為人知的悲涼，因此他們常

將這些情感發洩于文學作品之中。 

 由悲秋衍生而來的即是嘆老惜時。四季更替乃大自然之規律，文人對秋天

之感受往往是由自然之秋聯想至人生之秋。自然之秋草木搖動、萬物凋零，大

地陷入沉睡之中，但只要捱過冬天，大自然又會從死寂中甦醒過來，迎接它的

即是百花齊放、陽光普照的美好春天。但人生之秋一旦降臨，就再也沒有重來

的機會，故文人常因此而感歎歲月流逝。隨年紀漸老，壯志難酬之痛油然而生，

及時行樂顯得更為重要。 

    《禮記·月令》載：“季秋之月„„鞠有黃華（李學勤主編，1999：532-

533）。”菊，也作鞠。說明菊花乃秋末盛開。秋末盛開的花卉極為少數，故菊

花常被文人用以描寫秋天。宋代言愁詞常以菊花之盛開描寫秋之景象，以菊花

之凋零悲歎秋之將去。花開花謝時光短促，向來多愁善感的詞人在面對菊花時

更容易產生生命苦短的感慨，從而嘆老惜時。菊花常伴隨著其他意象群共同表

達詞人難以言喻之“愁”，因其具有豐富的象徵內涵，故此“愁”可以是人生

之愁、閑愁、家國之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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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言愁菊意象 

 

  據表一顯示，《稼軒詞》中悲秋嘆老的言愁菊意象一共出現了 9 次，數量

僅次于 20 次的陶淵明菊意象（其他菊意象出現 18 次，但分類眾多，故不算在

內）。在這 9 次當中，絕大部份菊意象都是用以言詞人的人生之愁，而國愁、

閑愁也占少數。 

  以菊花言人生之愁的詞作有《鷓鴣天》： 

髪底青青無限春，落紅飛雪謾紛紛。黃花也伴秋光老，何似尊前見在身。  

書萬卷，筆如神。眼看同輩上青雲。箇中不許兒童會，只恐功名更逼人（辛棄疾，

1993：417）。 

這是一首言人生感慨的詞作，上片寫應當珍惜現在身，下片寫功明逼人。“黃

花也伴秋光老”言菊花也會隨著秋天的過去而枯萎凋零。詞人往往多愁善感，

眼見菊之凋零，就聯想起自己也會隨時光的流逝而漸漸老去，從而意識到應當

珍惜現在身。 

 又《西江月·三山作》唱道： 

貪數明朝重九，不知過了中秋。人生有得許多愁，只有黃花如舊。  萬象亭

中殢酒，九仙閣上扶頭。城鴉喚我醉歸休，細雨斜風時候（辛棄疾，1993：317）。 

此作抒寫辛棄疾在“三山”的苦悶生活與憂傷心情，全詞以賞菊、飲酒為中心

展開描寫。“人生有得許多愁，只有黃花如舊”說明詞人當時心情低落，因為

被憂愁纏身，無法排遣，倒是黃花有情，歲歲重陽依舊盛開。詞人通過讚頌菊

花來表達自身對於隱逸生活之嚮往。“殢酒”、“扶頭”都是對醉酒狀態之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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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城鴉”二句則寫醉歸，詞人借酒消愁，雖未明言此人生之愁為何，但愁

之深切句句可尋。 

 又《瑞鷓鴣》： 

    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橋邊酒數杯。人影不隨流水去，醉顏重帶少年來。  

疏蟬響澀林逾靜，冷蝶飛輕菊半開。不是長卿終慢世，只緣多病又非才（辛棄疾，

1993：558）。 

這是辛棄疾晚年隱居瓢泉之作。詞人描寫秋之景色，后觸景生情，委婉地道出

了自己的老去與冷淡情懷。幽靜之“林”與半開之“菊”主要是用以表明情思

的產生時間，即是指秋季。“疏蟬”與“冷蝶”則是用以象徵生命力逐漸消耗

的詞人。詞人以菊花伴隨其他意象描寫秋天寒冷寂寞之景象，營造出嘆老惜時

之基調，悲歎時光流逝之愁情。 

 另見《瑞鷓鴣》： 

    膠膠擾擾幾時休？一出山來不自由。秋水觀中山月夜，停雲堂下菊花秋。  

隨緣道理應須會，過分功名莫強求。先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辛棄疾，

1993：552）。 

此詞乃辛棄疾任鎮江知府期間的作品，主要言其對官場生活之厭膩與其欲歸隱

山林之意。“菊”在此處有歸隱之內涵，詞人回憶起山中月夜賞菊的悠閒生活，

一心想歸隱田園，不需去在乎過分功名，也不需為那些舊愁、新愁而煩心。詞

人言及功名、又說到官場不自由，想必此愁與其身世有關，應當是指人生之愁。 

 辛棄疾也有以菊花言國愁的作品，如《念奴嬌·瓢泉酒酐，和東坡韻》： 

    倘來軒冕，問還是，今古人間何物？舊日重城愁萬里，風月而今堅壁……休

歎黃菊凋零，孤標應也，有梅花爭發……（辛棄疾，199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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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上片主要寫身世之愁，但辛棄疾由始至終仍然把抗金複國作為其唯一的功

名追求，故也寫其愛國之恨。下片則抒發其耿耿憂國之愁，詞人把其對這個國

家的希望、失望和悲痛寫在一塊，憂愁淒涼之感愈加濃厚。“休歎”三句寫黃

菊雖然凋零，但嚴冬之際仍有寒梅爭相開放。菊花是詞人寫自己的化身，具有

孤傲之品格，梅花則借指後繼晚輩，言愛國之士後繼有人。 

 再者，辛棄疾也以菊花寫閑愁，如《蝶戀花·用前韻，送人行》唱道： 

    意態憨生元自好。學畫鴉兒，舊日偏他巧。蜂蝶不禁花引調，西園人去春風

少。   春已無情秋又老。誰管閑愁，千里青青草。今夜倩簪黃菊了。斷腸明日霜

天曉（辛棄疾，1993：178）。 

這是一首描寫辛棄疾閑愁離恨的送別詞。從“畫鴉兒”、“簪黃菊”推斷，辛

棄疾送的應該是位女子。詞的上片主要描寫這位女子，寫其憨、其巧、其去。

下片寫閑愁，即閒暇而興愁。“千里草”指“董”，稼軒所送之人很可能是個

姓董的女子。此閑愁因“千里草”而生，言明了詞人與董氏女子的關係，更為

末尾二句埋下伏筆。“今夜”二句寫送行，詞人為董氏女子簪上黃菊為她送行，

明日一早她將離去，真令人難受！菊作為詞人送別之物，似乎與古人折柳送別

具有相同內涵。 

 

小結 

 縱觀以上幾首辛棄疾的言愁詞，不難發現菊意象的內涵是非常豐富的。菊

花出現在蕭瑟秋景之中，常常引起詞人聯想至人生之秋，因時光流逝、好景不

在，悲涼感觸由然而生。辛棄疾愛以菊言愁，因為菊之花開花落讓其聯想起身

世之愁的悲涼，菊之傲然孤芳讓其聯想起家國之愁的憂慮，菊之隱逸閒適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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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想起公務之愁的煩惡，菊之豔麗嬌貴讓其聯想起離別之愁的痛苦。因為菊意

象的內涵豐富，故菊能言盡許多愁。 

 

第四節 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 

 

第一類 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之意蘊 

 

 重陽節為農曆九月初九，又名重九、九月九、菊花節等。宋代《事物紀原》

載：“九日登高始於桓景（高承撰，2003：226）。”桓景乃東漢名人，可見重

陽節早在東漢時期就已萌芽。晉代葛洪（1985）《西京雜記》曾載：“戚夫人

侍兒賈佩闌，後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

飲菊花酒，令人長壽（19-20）。”此處的“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皆是

重陽節之習俗，戚夫人又受寵于漢高祖劉邦，由此見得重陽節之習俗在漢以前

就已存在。 

 重陽節在唐代受到官方正式確立，至宋代已成為一個普天同慶的大節日，

北宋孟元老（1956）《東京夢華錄》對重陽節做了詳盡的敘述： 

    九月重陽，都下賞菊，有數種：其黃白色蕊若蓮房，曰“萬齡菊”，粉紅色

曰“桃花菊”……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前一二日，各

以粉麵蒸糕遣送……諸禪寺各有齋會，惟開寶寺、仁王寺有獅子會……下旬即賣

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燒獻故也（51）。 

孟元老描繪了一幅北宋汴京繁華熱鬧的重陽節景象。整個汴京都被繽紛色彩、

爭豔奪目的菊花覆蓋，種類繁多，供世人欣賞。店家都以菊花裝飾店鋪以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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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老百姓紛紛到郊外登高、參加宴會，並以菊花糕相送。遊人到禪寺參加

齋會，購買冥衣焚燒祈福。可見，重陽節的傳統習俗是非常豐富的，宋人對此

節日也相當重視。 

 重陽節大多數的傳統習俗都與菊花有關，如賞菊、詠菊、飲菊花酒、食菊

花糕、簪菊等。菊花成為了重陽節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故文人常以菊花象徵

重陽節。重陽菊往往具有吉祥如意、延年益壽的思想內涵。文人借菊寫重陽，

有的是以其吉祥、健康之象徵來歌頌重陽節，有的是出於對陶淵明喜愛的緣故

（陶淵明愛重九），有的則是通過寫菊來抒發身逢重陽的內心感觸等。 

 關於其他菊意象，由於其意蘊內涵是極為豐富多樣的，故筆者只能略談一

二。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云：“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王維，1997：79）”，重陽菊花開，遊子獨在異鄉，往往想起從前重九都是

與朋友結伴登高賞菊，而如今眼前遍地菊花卻獨自過節，難掩心中的悲哀。那

些被當作“異客”的文人常以菊花詠友誼，回憶從前一起登高賞菊的美好回憶，

抒發自己對朋友的深深思念。 

 再者，每年晚秋時分其他花卉都已紛紛凋落，唯有菊花迎風傲霜，爭先怒

放。故文人借菊花凌霜傲雪的品格喻人之清高堅毅。文人也常借菊意象配合其

他草木花卉意象、昆蟲意象等一同描寫自身對於生活的體驗，這些菊意象往往

被賦予不同的意蘊內涵，以更貼切地表達出各詞人對於人生的領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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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辛棄疾筆下之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 

 

 據表二顯示（見附錄二），《稼軒詞》中重陽菊意象一共出現了 6 次（但

僅分佈于 4 首詞作中），歌頌友誼之菊意象出現 4 次，象徵清高堅毅品格之菊

意象、言人生領悟之菊意象各別出現了 3 次，而言女子行為之菊意象和作為木

樨兒曹之菊意象各出現 1 次。這些菊意象除了重陽菊以外都是辛棄疾較少使用

的，故筆者將它們歸類為其他菊意象。 

 正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佳節是遊子特別容易陷入思鄉、思親之愁的

時刻。身逢重陽卻獨在異鄉，思愁之苦難耐卻無人告知，故文人常通過描寫重

陽來抒發內心寂寞悲涼的感觸，辛棄疾就是其中之一。辛棄疾（1993）《生查

子·和夏中玉》唱道： 

    一天霜月明，幾處砧聲起。客夢已難成，秋色無邊際。  旦夕是重陽，菊有

黃花蕊。只怕又登高，未飲心先醉（569）。 

這是一首羈旅詞，主要描寫辛棄疾重陽節客中思鄉的情懷。詞的上片借助秋景

的描寫表達客夢難成，下片則著重描寫對親人的思念。詞人通過寫“菊”、

“黃花蕊”來表明節令，即重陽將近。古時重陽節有一家團聚，登高賞菊、飲

菊花酒之習俗。如今菊花即將盛開，詞人卻孤身異鄉，思鄉、思親之苦不言而

喻。 

 稼軒不只以重陽菊表達思鄉、思親之情懷，也以重陽菊懷念古人，見其

《玉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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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筇倦作登高去，卻怕黃花相爾汝。嶺頭拭目望龍安，更在雲煙遮斷處。  

思量落帽人風度，休說當年功紀柱。謝公直是愛東山，畢竟東山留不住（辛棄疾，

1993：397）。 

這首詞同樣在寫重陽節登高，但重點卻不在賞菊，也不在於懷念親友，而是在

於懷念古人。首二句通過寫無心登高賞菊，巧妙地暗示詞人當時的復雜心情。

下片則寫吊古懷人，懷念孟嘉，否定馬援，對謝安也略有微詞。詞人通過寫重

陽菊懷念起古人，隨後又因吊古懷人而衍生出歸隱的想法，整闕詞意緒貫通。 

 稼軒也以重陽菊喻人之品格，見《鷓鴣天·尋菊花無有，戲作》： 

    掩鼻人間臭腐場，古來惟有酒偏香。自從來住雲烟畔，直到而今歌舞忙。  

呼老伴，共秋光。黃花何處避重陽？要知爛熳開時節，直待西風一夜霜（辛棄疾，

1993：432）。 

此詞雖標明“戲作”，但卻並非遊戲之作，而是表明辛棄疾斷絕官場之念的態

度與無畏風骨。上片言官場之腐敗與歸隱之樂。下片轉到題目“尋菊無有”上。

“秋光”三句言欲與老伴共賞重陽秋色，不料卻菊花無覓，好像菊花故意避開

重陽似的。結尾兩句則言菊花要待西風嚴霜之後方才開始盛開，詞人以重陽菊

意象隱然透露出自己凜然無畏的氣魄。 

 除了重陽菊意象，辛棄疾也以菊詠友誼，如其《浪淘盡·送吳子似縣尉》： 

    金玉舊情懷，風月追陪，扁舟千里興佳哉。不似子猷行半路，卻掉船回。  

來歲菊花開，記我清杯。西風雁過瑱山臺。把似倩他書不到，好與同來（辛棄疾，

1993：481）。 

這是一首送吳子似縣尉的送別詞。詞的上片寫送別。詞人通過描寫兩人的親密

關係表達其對吳子似的堅貞友誼。詞的下片寫別後。詞人以菊花意象言來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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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佳節，菊花開時，會憶起從前一起登高賞菊、飲菊花酒賦詩的美好生活。詞

人以此表達其對於吳子似的思念，贊詠他們之間的友誼。 

 以黃菊贊詠友誼的詞句還有《新荷葉·趙茂嘉、趙晉臣和韻，見約初秋訪

悠然，再用韻》的“秋以為期，西風黃菊開時。拄杖敲門。任他顛倒裳衣（辛

棄疾，1993：488）。”此處明言詞人與友人相約定的時間為秋天，是秋高氣爽、

黃菊盛開的時節。“拄杖敲門”言來訪者之無拘無束，“顛倒衣裳”言受訪者

的急急忙忙。詞人通過描寫與友人相約賞菊之情景，道出了兩人樂趣相投之樂

與相約之快。 

 辛棄疾（1993）還以菊花言清高堅毅之品格，如其《念奴嬌·贈夏成玉》

的“雪裏疏梅，霜頭寒菊，迥與餘花別（570）。”這出自一首贈答詞。此處，

詞人以梅、菊贊詠夏成玉，說起就如“雪裏疏梅”，冰清玉潔；又如“霜頭寒

菊”，笑傲風霜。不怕苦，不媚俗，遺世獨立，超群出衆，具有堅強而又高尚

的人格。另見《念奴嬌·用韻答傅先之》的“丁寧黃菊，未消勾引蜂蝶（辛棄

疾，1993：460）。”此句同樣出自贈答詞，是辛棄疾以詞代書答傅先之所作。

詞人以菊花作比，告誡傅先之應當善於自持，保持自身高潔堅毅之品格。 

  再者，辛棄疾（1993）也以菊意象配合其他草木花卉意象、昆蟲意象等言

人生之領悟，如其《鷓鴣天·有感》： 

    出處從來自不齊，後車方載太公歸。水質寂寞空山裡，卻有高人賦采薇。  

黃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時。蜂兒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間自在飛（415）。 

這首詞主要寫詞人對於出處不齊的感憤與理悟。上片感懷人世的出處不齊，頗

有人世不平的憤慨之情。下片則以菊花、蜜蜂和蝴蝶為喻，說明出處不齊是自

然之理，頗見他以理遣情、自我開解的用心。稼軒以菊花為引子，引起他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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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生物“出處不齊”的關照。同是采花時節，蜜蜂采花釀蜜是多麼地辛苦，

而蝴蝶卻是多麼輕鬆自在地在花間飛舞。詞人以蜜蜂喻“出”，以蝴蝶喻

“處”，通過這樣的隱喻將“出處不齊”的憤恨轉化成了對它的理悟和處樂于

出的自我安慰。 

 另見《臨江仙·再用圓字韻》： 

    窄樣金杯教換了，房櫳試聽珊珊。莫教秋扇雪團團。古今悲笑事，長付後人

看。  記取桔槔春雨後，短哇菊艾相連。拙於人處巧於天。君看流地水，難得正

方圓（辛棄疾，1993：391）。 

此作乃稼軒止酒后所作，主要寫其止酒生活與心態。詞人以菊、艾意象描寫對

於人生之領悟。詞人提出無論是以桔槔取水，還是天降春水，生在短哇中的菊

和艾都會受到滋潤而成長發育。每件事物都有其各自的發展特點，無論是菊或

艾，都會按隨各自的基因發展自己的模樣，這是任何人工天巧都沒法達到的，

就像無人能夠改變流水形式的方與圓一樣。詞人以此道出了人要是缺乏教育的

約束，任其任性發展，其後果是極為有害的。 

 倫外表，菊花相較於其他花卉並不出衆，故文人鮮少使用菊意象來寫女子

的美貌與行為。辛棄疾（1993）除了寫重陽習俗女子簪菊以外，以菊意象言女

子行為的詞作僅出現一次，見其《臨江仙》的“手撚黃花無意緒，等閒行盡回

廊（392）。”此句出自一首描寫秋日相思之情的詞作。詞人描寫女主人公的室

內活動，言其雖然手捻黃花，卻無意觀賞，只是在走廊上來回走動。通過對女

主人公行為細節的描寫，把其煩躁不安、心緒不寧的心理狀態都勾勒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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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辛棄疾往往以菊象徵美好的事物，但也有以菊作為配角，襯托其他

花卉意象的詞作，這類用法是較為少見的，《稼軒詞》中僅出現一篇，即《踏

莎行·賦木樨》： 

    弄影闌干，吹香嵓谷。枝枝點點黃金粟。未堪收拾付薰爐，窗前且把離騷讀。  

奴僕葵花，兒曹金菊……（265）。 

這是一首詠物詞。雖然提及菊花，但所詠之物並非菊花，而是木樨，即桂花。

詞人表明葵花和菊花雖與木樨顏色相同，但卻無其風韻，只不過是木樨的奴僕、

兒曹罷了。稼軒向來對菊花情有獨鍾，對其清高堅毅之品格也相當敬仰，此作

通過貶低菊意象來提高木樨的地位，很可能乃憤恨之辭。 

 

小結 

    縱觀以上所舉的詞作得以看出，辛棄疾以重陽菊表達其思鄉、思親之情懷，

這是因為菊乃重陽習俗不可或缺之要素，詞人身逢重陽卻獨在異鄉，思愁難耐

卻無人傾述，只好將內心寂寞悲涼之感觸抒發於詞中。辛棄疾還以菊意象歌頌

友誼，通過描寫與友人一同登高賞菊、飲菊賦詩之美好回憶來表達其對朋友之

思念，贊詠友誼之珍貴。再者，辛棄疾以菊花象徵清高堅毅之品格，通過引菊

作比，讚頌友人之高潔品格，也由此告誡他者應當保持如菊一般之高潔品格。

辛棄疾還通過賦予菊意象不同的象徵意涵來提出其對生活的領悟，此外其他較

少使用的菊意象類型還有言女子行為之菊意象和作為木樨兒曹之菊意象。雖然

這些菊意象類型是辛棄疾較少使用的，但其充分體現了稼軒筆下菊意象意蘊內

涵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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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縱觀《稼軒詞》中所出現的 56 次菊意象，不難發現辛棄疾筆下之菊意象的

意蘊內涵是極為豐富的，其所要表達的內心情感與思想也是相當充實多樣的。

從《稼軒詞》菊意象卷次分佈一覽表（見附錄表三）得以看出，在 56 次菊意象

之中，分佈於卷二與卷四的菊意象多達 44 次，其遠遠超過了其它卷次所出現的

次數總和（12 次）。《稼軒詞》卷二主要收錄稼軒歸隱帶湖之詞，而卷四則收

錄其歸隱瓢泉之詞，可見辛棄疾寫菊最多的時期就在其一生中仕途最為潦倒、

被迫歸隱之時，故菊意象承載了他內心崎嶇復雜的思想感情。 

據筆者統計觀察，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是辛棄疾寫得最多的菊意象類型。

稼軒在其仕途中三遭彈劾，被迫罷官歸隱，其經歷與屈原的政治經歷相似，雖

有滿腔富國熱血，卻無處可施，心中鬱悶只好借菊自比。他把菊與屈原閒適從

然的生活方式結合，構成了象徵人品內涵的屈原菊意象，其筆下的屈原菊意象

象徵的是一種高潔、堅貞的美好品格。辛棄疾賦予菊意象屈原《離騷》式的情

感，顯示出遭排擠而理想幻滅的詞人，以餐秋菊、佩春蘭的方式，表達其政治

批判的心理。 

 再者，辛棄疾借陶淵明菊意象寫自己對陶淵明的崇敬、對菊之喜愛、對遠

離塵世迴歸田園的嚮往。辛棄疾一般不會單獨使用菊意象，而是會借代其他意

象群來突顯、表達共同的思想感情。他借代陶淵明意象來結合菊意象，表達自

身政治失意之潦倒、渴望歸隱田園的情懷。菊是辛稼轩與陶淵明溝通之橋梁，

辛棄疾唯有通過賞菊、種菊、餐菊，才能得到精神上的慰藉。這類型菊意象是

最能抒發其心中失意不平的思想感情的，故在使用數量上也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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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棄疾也愛以菊言愁，據筆者統計，其言愁菊數量是僅次于陶淵明菊意象

的。辛棄疾以菊言愁，因為菊之花開花落讓其聯想起身世之愁的悲涼，菊之傲

然孤芳讓其聯想起家國之愁的憂慮，菊之隱逸閒適讓其聯想起公務之愁的煩惡，

菊之豔麗嬌貴讓其聯想起離別之愁的痛苦。正因為菊意象的內涵豐富，故菊能

言盡他的許多愁。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辛棄疾以菊意象寫壽詞，雖然壽菊意象在《稼軒詞》

中的使用率不高，但憑其在藝術成就上的突破是值得筆者一提的。壽詞是各詞

作中較難創作的，詞人在寫祝壽詞時容易陷入措辭用句過於俗套之陷阱，但辛

棄疾在這一點上卻極具新意，他以菊花爲壽，而不侷限于壽詞長壽的刻板內涵

中，實在難能可貴。縱觀辛棄疾寫壽菊之詞，時而以菊花之高潔品格喻人，時

而以菊花點明節令，時而以菊花指代菊花酒，但絕大部份都隱然兼具延年益壽

之祝壽意蘊。菊花作為其創作壽詞所使用的意象之一，顯得格外清新。 

 除了以上幾種菊意象，辛棄疾也寫重陽菊。重陽節大多數的傳統習俗都與

菊花有關，如賞菊、詠菊、飲菊花酒、食菊花糕、簪菊等，菊花可說是重陽節

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故辛棄疾常以菊花寫重陽。辛棄疾借菊寫重陽除了是想

以其吉祥、健康之象徵來歌頌重陽節，也是出於自身對陶淵明喜愛的緣故。他

也通過菊之描寫來抒發身逢重陽的內心感觸，不只以重陽菊表達思鄉、思親之

情懷，也以重陽菊懷念古人。《稼軒詞》中還有許多表達其他意蘊內涵的菊意

象，如歌頌友誼之菊意象、象徵清高堅毅品格之菊意象、言人生領悟之菊意象、

言女子行為之菊意象與作為木樨兒曹之菊意象。由於第四章已逐一論述，故筆

者在此不談，只想由此強調菊意象意蘊內涵之豐富性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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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稼軒詞》菊意象研究，筆者得以窺探出辛棄疾內在心裡的思想感情

與意志。在此，筆者綜合以上對《稼軒詞》中所有菊意象意蘊內涵之探析成果，

嘗試推斷辛棄疾偏愛寫菊的原因。筆者以為稼軒愛寫菊的原因有六：其一，菊

花高潔傲霜、堅毅自持之特性能貼切地表達詞人高潔之品格；其二，菊花高風

亮節的隱逸人格符合詞人對歸隱田園之嚮往；其三，菊意象的意蘊內涵豐富，

適合用以表達詞人各種不同的情思意緒；其四，以菊花創作壽詞不僅超凡脫俗，

還極具新意；其五，菊作為重陽節不可或缺之元素容易引起詞人每逢佳節思鄉、

思親之感觸。其六，菊已完全滲入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詞人創作的靈感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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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稼軒詞》菊意象之詞作 

 

卷一：江、淮、兩湖之什 

1. 《水調歌頭·壽趙介菴》 

千里渥窪種，名動帝王家。 金鑾當日奏草，落筆萬龍蛇。帶得無邊春下，等待

江山都老，教看鬢方鴉。莫管錢流地，且擬醉黃花。   喚雙成，歌弄玉，舞綠

華。一觴為飲千歲，江海吸流霞。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胡沙。

回首日邊去，雲裡認飛車。（辛棄疾，1993：6-7） 

 

2. 《滿江紅》 

倦客新豐，貂裘敝征塵滿目。彈短鋏青蛇三尺，浩歌誰續？不念英雄江左老，

用之可以尊中國。歎詩書萬卷致君人，翻沉陸。   休感慨，澆醽醁。人易老，

歡難足。有玉人憐我，為簪黃菊。且置請纓封萬戶，竟須賣劍酧黃犢。甚當年

寂寞賈長沙，傷時哭。（辛棄疾，1993：78） 

 

3. 《水調歌頭·和趙景明知縣韻》 

官事未易了，且向酒邊來。君如無我，問君懷抱向誰開？但放平生丘壑，莫管

旁人嘲罵，深蟄要驚雷。白髮還自笑，何地置衰頹。   五車書，千石飲，百篇

才。新詞未到，瓊瑰先夢滿吾懷。已過西風重九，且要黃花入手，詩興未關梅。

君要花滿縣，桃李趁時栽。（辛棄疾，19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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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 

三徑初成，鶴怨猿驚，稼軒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氣；衣冠人笑，抵死塵

埃。意倦須還，身閒貴早，豈為蓴羹鱸鱠哉。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  

東岡更葺茅齋。好都把軒窗臨水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疏籬護竹，莫礙

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

徊。（辛棄疾，1993：92） 

 

卷二：帶湖之什 

5. 《蝶戀花》 

洗盡機心隨法喜。看取尊前，秋思如春意。誰與先生寬發齒。醉時惟有歌而已。          

歲月何須溪上記。千古黃花，自有淵明比。高臥石龍呼不起。微風不動天如醉。

（辛棄疾，1993：126） 

 

6. 《水調歌頭·九日遊云洞，和韓南澗尚書韻》 

今日復何日，黃菊為誰開。淵明謾愛重九，胸次正崔嵬。酒亦關人何事，政自

不能不爾，誰遣白衣來。醉把西風扇，隨處障塵埃。  為公飲，須一日，三百

杯。此山高處東望，雲氣見蓬萊。翳鳳驂鸞公去，落佩倒冠吾事，抱病且登臺。

歸路踏明月，人影共徘徊。（辛棄疾，1993：128） 

 

7. 《水調歌頭·再用韻，呈南澗》 

千古老蟾口，雲洞插天開。漲痕當日，何事洶湧到崔嵬。攫土搏沙兒戲，翠谷

蒼崖幾變，風雨化人來。萬里須臾耳，野馬驟空埃。  笑年來，蕉鹿夢，畫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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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黃花憔悴風露，野碧漲荒萊。此會明年誰健，後日猶今視昔，歌舞只空臺。

愛酒陶元亮，無酒正徘徊。（辛棄疾，1993：129-130） 

 

8. 《洞仙歌·開南溪初成賦》 

婆娑欲舞，怪青山歡喜。分得清溪半篙水。記平沙鷗鷺，落日漁樵，湘江上，

風景依然如此。  東籬多種菊，待學淵明，酒興詩情不相似。十里漲春波，一

棹歸來，只做箇五湖范蠡。是則是一般弄扁舟，爭知道他家，有箇西子。（辛

棄疾，1993：144） 

 

9. 《蝶戀花·用前韻，送人行》 

意態憨生元自好。學畫鴉兒，舊日遍他巧。蜂蝶不禁花引調，西園人去春風少。  

春已無情秋又老。誰管閒愁，千里青青草。今夜倩簪黃菊了。斷腸明月霜天曉。

（辛棄疾，1993：178） 

 

10.《鷓鴣天·重九席上作》 

戲馬臺前秋雁飛，管絃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清高處，不入當年二謝詩。  傾

白酒，遶東籬，只於陶令有心期。明朝重九日渾瀟灑，莫使尊前欠一枝。（辛

棄疾，1993：191） 

 

11.《生查子·民瞻見和，復用前韻》 

誰傾滄海珠，簸弄千明月？喚取酒邊來，軟語裁春雪。  人間無鳳凰，空費穿

雲笛。醉裏卻歸來，松菊陶潛宅。（辛棄疾，199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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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臨江仙·醉宿崇福寺，寄祐之弟。祐之以僕醉先歸》 

莫向空山吹玉笛，壯懷酒醒心驚。四更霜月太寒生。被翻紅錦浪，酒滿玉壺冰。  

小陸未須臨水笑，山林我輩鍾情。今宵依舊醉中行。試尋殘菊處，中路侯淵明。

（辛棄疾，1993：208） 

 

13.《滿江紅·送徐撫幹衡仲之官三山，時馬叔會侍郎帥閩》 

絕代佳人，曾一笑傾城傾國。休更歎舊時青鏡，而今華髮。明日伏波堂上客，

“老當益壯”翁應說。恨苦遭鄧禹笑人來，長寂寂。  詩酒社，江山筆。松菊

徑，雲煙屐。怕一觴一詠，風流弦絕。我夢橫江孤鶴去，覺來卻與君相別。記

功名萬里要吾身，佳眠食。（辛棄疾，1993：249） 

 

14.《踏莎行·賦木樨》 

弄影闌干，吹香嵓谷。枝枝點點黃金粟。未堪收拾付薰爐，窗前且把離騷讀。  

奴僕葵花，兒曹金菊。一秋風露清涼足。傍邊只欠箇姮娥，分明身在蟾宮宿。

（辛棄疾，1993：265） 

 

15.《念奴嬌·瓢泉酒酐，和東坡韻》 

倘來軒冕，問還是，今古人間何物？舊日重城愁萬里，風月而今堅壁。藥籠功

名，酒壚身世，可惜蒙頭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之傑。  休嘆黃菊凋零，孤

標應也，有梅花爭發。醉裡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鴻明滅。萬事從教，浮雲來去，

枉了衝冠髮。故人何在？長庚應伴殘月。（辛棄疾，199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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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醉花陰·為人壽》 

黃花漫說年年好，也趁秋光老。綠鬢不驚秋，若鬬尊前，人好花堪笑。  蟠桃

結子知多少，家住三山島。何日跨歸鸞，滄海飛塵，人世因緣了。（辛棄疾，

1993：282） 

 

17.《金菊對芙蓉·重陽》 

遠水生光，遙山聳翠，霽煙深鎖梧桐。正零瀼玉露，淡盪金風。東籬菊有黃花

吐，對映水幾簇芙蓉。重陽佳致，可堪此景，酒釅花濃。 追念景物無窮。

歎少年胸襟，忒煞英雄。把黃英紅萼，甚物堪同。除非腰佩黃金印，座中擁紅

粉嬌容。此時方稱情懷，盡拼一飲千鍾。（辛棄疾，1993：284） 

 

18.《沁園春·期思舊呼奇獅，或云碁師，皆非也。余考之荀卿書云：孫叔敖，

期思之鄙人也。期思屬弋陽郡。此地舊屬弋陽縣。雖古之弋陽、期思，見

之圖記者不同，然有弋陽則有期思也。橋壞復成，父老請余賦，作沁園春

以證之》 

有美人兮，玉佩瓊琚，吾夢見之。問斜陽猶照，漁樵故里；長橋誰記，今古期

思？物化蒼茫，神遊彷彿，春與猿吟秋鶴飛。還驚笑：向晴波忽見，千丈虹霓。  

覺來西望崔嵬，更上有青楓下有溪。待空山自薦，寒泉秋菊；中流卻送，桂棹

蘭旗。萬事長嗟，百年雙鬢，吾非斯人誰與歸。憑闌久，正清愁未了，醉墨休

題。（辛棄疾，199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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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朝中措》 

年年黃菊豔秋風，更有拒霜紅。黃似舊時宮額，紅如此日芳容。  青青未老，

尊前要看，兒輩平戎。試釀西江為壽，西江綠水無窮。（辛棄疾，1993：294） 

 

20.《朝中措·為人壽》 

年年金蘂豔西風，人與菊花同。霜鬢經春重綠，仙姿不飲長虹。  焚香度日儘

從容。笑語調兒童：一歲一杯為壽，從今更數千鍾。（辛棄疾，1993：294） 

 

卷三：七閩之什 

21.《浣溪沙·壬子春，赴閩憲，別瓢泉》 

細聽春山杜宇啼，一聲聲是送行詩。朝來白鳥背人飛。  對鄭子真巖石臥，赴

陶元亮菊花期。而今堪誦北山移。（辛棄疾，1993：307） 

 

22.《西江月·三山作》 

細貪數明朝重九，不知過了中秋。人生有得許多愁，只有黃花如舊。  萬象亭

中殢酒，九仙閣上扶頭。城鴉喚我醉歸休，細雨斜風時候。（辛棄疾，1993：

317） 

 

23.《水調歌頭·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余既滋蘭九畹，又樹

蕙之百畮，秋菊更餐英。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  一杯酒，問何似，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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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

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辛棄疾，1993：317） 

 

卷四：瓢泉之什 

24.《蘭陵王·賦一丘一壑》 

一丘壑，老子風流占卻。茅薝上，松月桂雲，脈脈石泉逗山腳。尋思前事錯，

惱殺，晨猿夜鶴。終須是，鄧禹輩人，錦繡麻霞坐黃閣。  長歌自深酌。看天

闊鳶飛，淵靜魚躍，西風黃菊香噴薄。悵日暮雲合，佳人何處，紉蘭結佩帶杜

若。入江海曾約。遇合。事難托。莫繫磬門前，荷蕢人過，仰天大笑冠簪落。

待說與窮達，不須疑著。古來賢者，進亦樂，退亦樂。（辛棄疾，1993：357） 

 

25.《浣溪沙》 

百世孤芳肯自媒，直須詩句與推排。不然喚近酒邊來。  自有淵明方有菊，若

無和靖即無梅。只今何處向人開？（辛棄疾，1993：366） 

 

26.《臨江仙》 

冷雁寒雲渠有恨，春風自滿余懷。更教無日不花開。未須愁菊盡，相次有梅來。  

多病近來渾止酒，小槽空壓新醅。青山卻自要安排。不須連日醉，且進兩三杯。

（辛棄疾，199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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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鵲橋仙·贈人》 

風流標格，惺松言語，真箇十分奇絕。三分蘭菊十分梅，鬥合就一枝風月。  

笙簧未語，星河易轉，涼夜厭厭留客。只愁酒盡各西東，更把酒推辭一霎。

（辛棄疾，1993：384） 

 

28.《臨江仙·再用圓字韻》 

窄樣金杯教換了，房櫳試聽珊珊。莫教秋扇雪團團。古今悲笑事，長付後人看。  

記取桔槔春雨後，短畦菊艾相連。拙於人處巧於天。君看流地水，難得正方圓。

（辛棄疾，1993：391） 

 

29.《臨江仙》 

手捻黃花無意緒，等閑行盡回廊。捲簾芳桂散餘香。枯荷難睡鴨，疎雨暗添塘。  

憶得舊時攜手處，如今水遠山長。羅巾浥淚別殘粧。舊歡新夢裏，閒處卻思量。

（辛棄疾，1993：392） 

 

30.《玉樓春·用韻答傅巖叟、葉仲洽、趙國興》 

青山不解乘雲去，怕有愚公驚著汝。人間踏地出租錢，借使移將無著處。  三

星昨夜光移度，妙語來題橋上柱。黃花不插滿頭歸，定倩白雲遮且住。（辛棄

疾，199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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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玉樓春》 

瘦筇倦作登高去，卻怕黃花相爾汝。嶺頭拭目望龍安，更在雲煙遮斷處。  思

量落帽人風度，休說當年功紀柱。謝公直是愛東山，畢竟東山留不住。（辛棄

疾，1993：397） 

 

32.《鷓鴣天·和章泉趙昌父》 

萬事紛紛一笑中。淵明把菊對秋風。細看爽氣今猶在，惟有南山一似翁。  情

味好，語言工。三賢高會古來同。誰知止酒停雲老，獨立斜陽數過鴻。（辛棄

疾，1993：405） 

 

33.《木蘭花慢·寄題吳克明廣文菊隱》 

路傍人怪問：此隱者，姓陶不？甚黃菊如雲，朝吟暮醉，喚不回頭。縱無酒成

悵望，只東籬搔首亦風流。與客朝餐一笑，落英飽便歸休。  古來堯舜有巢由，

江海去悠悠。待說與佳人：“種成香草，莫怨靈修。”“我無可無不可”，意

先生出處有如丘。聞道問津人過，殺雞為黍相留。（辛棄疾，1993：407） 

 

34.《鷓鴣天·有感》 

出處從來自不齊,後車方載太公歸。誰知寂寞空山裏，卻有高人賦采薇。  黃菊

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時。蜂兒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間自在飛。（辛棄疾，

199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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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鷓鴣天》 

髮底青青無限春，落紅飛雪謾紛紛。黃花也伴秋光老，何似尊前見在身。  書

萬卷，筆如神。眼看同輩上青雲。箇中不許兒童會，只恐功名更逼人。（辛棄

疾，1993：417） 

 

36.《鷓鴣天·尋菊花無有，戲作》 

掩鼻人間臭腐場，古來惟有酒偏香。自從來住雲煙畔，直到而今歌舞忙。  呼

老伴，共秋光。黃花何事避重陽？要知爛熳開時節，直待西風一夜霜。（辛棄

疾，1993：432） 

 

37.《鷓鴣天·席上吳子似諸友見和，再用韻答之》 

翰墨諸君久擅場，胸中書傳許多香。都無絲竹啣杯樂，卻看龍蛇落筆忙。  閒

意思，老風光。酒徒今有幾高陽？黃花不怯西風冷，只怕詩人兩鬢霜。（辛棄

疾，1993：433） 

 

38.《水調歌頭·醉吟》 

四座且勿語，聽我醉中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樹變鳴禽。鴻雁初飛江上，蟋蟀

還來牀下，時序百年心。誰要卿料理，山水有清音。  歡多少，歌長短，酒淺

深。而今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閑處直須行樂，良夜更教秉燭，高會惜分陰。

白髮短如許，黃菊倩誰簪。（辛棄疾，199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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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水調歌頭·賦松菊堂》 

淵明最愛菊，三徑也栽松。何人收拾，千載風味此山中。手把離騷讀遍，自掃

落英餐罷，杖屨曉霜濃。皎皎太獨立，更插萬芙蓉。  水潺湲，雲澒洞，石巃

嵸。素琴濁酒喚客，端有古人風。卻怪青山能巧，政爾橫看成嶺，轉面已成峯。

詩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辛棄疾，1993：441-442） 

 

40.《賀新郎·題傅巖叟悠然閣》 

路入門前柳。到君家悠然細說，淵明重九。歲晚淒其無諸葛，惟有黃花入手。

更風雨東籬依舊。陡頓南山高如許，是先生拄杖歸來後。山不記，何年有。  

是中不減康廬秀。倩西風為君喚起，翁能來否？鳥倦飛還平林去，雲自無心出

岫。賸準備新詩幾首。欲辨忘言當年意，慨遙遙我去羲農久。天下事，可無酒！

（辛棄疾，1993：446） 

 

41.《水調歌頭·賦傅巖叟悠然閣》 

歲歲有黃菊，千載一東籬。悠然政須兩字長笑退之詩。自古此山元有，何事當

時纔見，此意有誰知。君起更斟酒，我醉不須辭。  回首處，雲正出，鳥倦飛。

重來樓上，一句端的與君期。都把軒窗寫遍，更使兒童誦得，歸去來兮辭。萬

卷有時用，植杖且耘耔。（辛棄疾，1993：448） 

 

42.《念奴嬌·重九席上》 

龍山何處？記當年高會，重陽佳節。誰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參軍華髮。莫倚忘

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  須信採菊東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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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千載，只有陶彭澤。愛說琴中如得趣，絃上何勞聲切。試把空杯，翁還肯道：

何必杯中物。臨風一笑，請翁同醉今夕。（辛棄疾，1993：459） 

 

43.《念奴嬌·用韻答傅先之》 

君詩好處，似鄒魯儒家，還有奇節。下筆如神疆押韻，遺恨都無毫髮。炙手炎

來，掉頭冷去，無限長安客。丁寧黃菊，未消勾引蜂蝶。  天上絳闕清都，聽

君歸去；我自癯山澤。人道君才剛百煉，美玉都成泥切。我愛風流，醉中傾倒，

丘壑胸中物。一杯相屬，莫孤風月今夕。（辛棄疾，1993：460） 

 

44.《浪淘盡·送吳子似縣尉》 

金玉舊情懷，風月追陪，扁舟千里興佳哉。不似子猷行半路，卻棹船回。  來

歲菊花開，記我清杯。西風雁過瑱山臺。把似倩他書不到，好與同來。（辛棄

疾，1993：481） 

 

45.《新荷葉·再題傅巖叟悠然閣》 

種豆南山，零落一頃為萁。幾晚淵明，也吟草盛苗稀。風流劃地，向尊前采菊

題詩。悠然忽見，此山正繞東籬。  千載襟期，高情想像當時。小閣橫空，朝

來翠撲人衣。是中真趣，問騁懷遊目誰知。無心出岫，白雲一片孤飛。（辛棄

疾，199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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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新荷葉·趙茂嘉趙晉臣和韻，見約初秋訪悠然，再用韻》 

物盛還衰，眼看春葉秋萁。貴賤交情，翟公門外人稀。酒酣耳熱，又何須幽憤

裁詩。茂林修竹，小園曲迳疏籬。  秋以為期，西風黃菊開時。拄杖敲門，任

他顛倒裳衣。去年堪笑，醉題詩醒後方知。而今東望，心隨去鳥先飛。（辛棄

疾，1993：488） 

 

47.《念奴嬌·趙晉臣敷文十月望生日，自賦詞，屬余和韻》 

看公風骨，似長松磊落，多生奇節。世上兒曹都蓄縮，凍芋旁堆秋瓞。結屋溪

頭，境隨人勝，不是江山別。紫雲如陣，妙歌爭唱新闋。  尊酒一笑相逢，與

公臭味，菊茂蘭須悅。天上四時調玉燭，萬事宜詢黃髮。看取東歸，周家叔父，

手把元龜說。祝公長似，十分今夜明月。（辛棄疾，1993：498） 

 

48.《滿江紅·呈趙晉臣敷文》 

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盤華屋。還又要萬間寒士，眼前突兀。一舸歸來輕似葉，

兩翁相對清如鵠。道如今吾亦愛吾廬，多松菊。  人道是，荒年榖；還又似，

豐年玉。甚等閑卻為，鱸魚歸速？野鶴溪邊留杖屨，行人牆外聽絲竹。問近來

風月幾篇詩？三千軸。（辛棄疾，1993：505） 

 

卷五：兩浙、鉛山諸什 

49.《瑞鷓鴣》 

膠膠擾擾幾時休？一出山來不自由。秋水觀中山月夜，停雲堂下菊花秋。  隨

緣道理應須會，過分功名莫強求。先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辛棄

疾，199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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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瑞鷓鴣》 

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橋邊酒數杯。人影不隨流水去，醉顏重帶少年來。  疎

蟬響澀林逾靜，冷蝶飛輕菊半開。不是長卿終慢世，只緣多病又非才。（辛棄

疾，1993：558） 

 

卷六：補遺 

51.《生查子·和夏中玉》 

一天霜月明，幾處砧聲起。客夢已難成，秋色無邊際。  旦夕是重陽，菊有黃

花蘂。只怕又登高，未飲心先醉。（辛棄疾，1993：569） 

 

52.《念奴嬌·贈夏成玉》 

妙齡秀發，湛靈臺一點，天然奇絕。萬壑千巖歸健筆，掃盡平山風月。雪裏疏

梅，霜頭寒菊，迥與餘花別。識人青眼，慨然憐我疏拙。  遐想後日蛾眉，兩

山橫黛，談笑風生頰。握手論文情極處，冰玉一時清潔。掃斷塵勞，招呼蕭散，

滿酌金蕉葉。醉鄉深處，不知天地空闊。（辛棄疾，199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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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稼軒詞》菊意象之數量統計表 

 

表（1）：《稼軒詞》菊意象分類一覽表 

菊意象類型 屈原與陶淵明菊意象 

 

壽菊意象 言愁菊意象 重陽菊與其他菊意

象（分類見表二） 
屈原菊意象 陶淵明菊意象 

菊意象詞作  《水調歌頭·壬

子三山被召，陳

端仁給事飲餞席

上作》 

 《沁園春·帶湖

新居將成》 

 《水調歌頭·賦

松菊堂》（兼陶

淵明菊意象） 

 《木蘭花慢·寄

題吳克明廣文菊

隱》（兼陶淵明

菊意象） 

 《鷓鴣天·和章

泉趙昌父》 

 《念奴嬌·重九

席上》 

 《蝶戀花》（洗

盡機心隨法喜） 

 《水調歌頭·九

日游云洞，和韓

南澗尚書韻》 

 《水調歌頭·賦

傅嚴叟悠然閣》 

 《賀新郎·題傅

巖叟悠然閣》 

 《水調歌頭·壽

趙漕介菴》 

 《念奴嬌·趙晉

臣敷文十月望生

日，自賦詞，屬

余和韻》 

 《醉花陰·為人

壽》 

 《朝中措》（年

年黃菊滟秋風） 

 《朝中措·為人

壽》 

 《念奴嬌·瓢泉

酒 酐 ， 和 東 坡

韻》 

 《西江月·三山

作》 

 《蝶戀花·用前

韻，送人行》 

 《鷓鴣天·席上

吳 子 似 諸 友 見

和 ， 再 用 韻 答

之》 

 《瑞鷓鴣》（期

思溪上日千回） 

 《鷓鴣天》（髪

底青青無限春） 

 《鷓鴣天·尋菊

花無有，戲作》

（“菊”一次，

“黃花”一次） 

 《生查子·和夏

中玉》（“菊”

一次，“黃花”

一次） 

 《玉樓春》（瘦

筇倦作登高去） 

 《滿江紅》（倦

客新豐） 

 《念奴嬌·贈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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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浣溪沙》（百

世孤芳肯自媒） 

 《臨江仙·醉宿

崇福寺，寄祐之

弟。祐之以僕醉

先歸》 

 《浣溪沙·壬子

春，赴閩憲，別

瓢泉》 

 《滿江紅·呈趙

晉臣敷文》 

 《鷓鴣天·重九

席上作》 

 《滿江紅·送徐

撫幹衡仲之官三

山，時馬叔會侍

郎帥閩》 

 《 金 菊 對 芙

蓉 · 重 陽 》

（“菊”二次，

“黃花”一次） 

 《蘭陵王·賦一

丘一壑》 

 《沁園春·期

思舊呼奇獅，

或云碁師，皆

非也。余考之

荀卿書云：孫

叔敖，期思之

鄙人也。期思

屬弋陽郡。此

地 舊 屬 弋 陽

縣。雖古之弋

陽、期思，見

之 圖 記 者 不

同，然有弋陽

則有期思也。

橋壞復成，父

老請余賦，作

沁 園 春 以 證

之》 

 《 水 調 歌

頭·醉吟》 

 《瑞鷓鴣》（膠

膠擾擾幾時休） 

成玉》 

 《 鵲 橋 仙 · 贈

人》 

 《浪淘沙·送吳

子似縣尉》 

 《臨江仙·再用

圓字韻》 

 《念奴嬌·用韻

答傅先之》 

 《臨江仙》（手

捻黃花無意緒） 

 《玉樓春·用韻

答傅巖叟、葉仲

洽、趙國興》 

 《 鷓 鴣 天 · 有

感》 

 《水調歌頭·和

趙景明知縣韻》 

 《踏莎行·賦木

樨》 

 《臨江仙》（冷

雁寒雪渠有恨） 

 《新荷葉·趙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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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查子·民瞻

見 和 ， 復 用 前

韻》 

 《洞仙歌·開南

溪初成賦》 

 《水調歌頭·再

用韻，呈南澗》 

 《新荷葉·再題

傅巖叟悠然閣》 

嘉趙晉臣和韻，

見 約 初 秋 訪 悠

然，再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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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意象、詩句

與典故 

“余既滋蘭九畹，

又樹蕙之百畮”—

—《離騷》、餐

英、濯吾纓、“悲

莫悲生離別，樂莫

樂新相識”—— 

《九歌》、《離

騷》、香草、秋菊

堪餐 

淵明、三徑、松、

東 籬 、 止 酒 、 停

云 、 采 菊 、 陶 彭

澤、琴中得趣、重

九 、 白 衣 來 、 悠

然 、 鳥 倦 飛 、 軒

窗、植杖、耘耔、

五 柳 、 南 山 、 歸

來、康盧、雲無心

出岫、欲辨忘言、

羲農、陶元亮、吾

亦愛吾廬、陶令、

松菊徑、東籬菊、

進亦樂退亦樂、陶

潛宅、范蠡、種豆

南山、悠然 

鬢方鴉、長松、元

龜、綠鬢、蟠桃、

宮額、西江綠水、

金蕊、重綠 

愁萬里、蒙頭雪、

孤鴻、浮雲、愁、

殢酒、扶頭、閑

愁、千里草、斷

腸、兩鬢霜疏蟬、

冷蝶、秋光老、百

年雙鬢、清愁 

重陽、客夢、登

高、落帽人、玉

人、簪菊、蘭菊

梅、短畦菊艾、浥

淚、黃花插滿頭 

出現次數 4 20 5 9 18 

總數：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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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稼軒詞》重陽菊與其他菊意象分類一覽表 

菊意象

類型 

重陽菊意象 其他菊意象 

詠友誼之菊意象 象徵清高堅毅

品格之菊意象 

言人生領悟之

菊意象 

言女子行為之

菊意象 

作為木樨兒曹

之菊意象 

菊意象

詞作 

 《鷓鴣天·尋菊花

無有，戲作》

（“菊”一次，

“黃花”一次） 

 《生查子·和夏中

玉》（“菊”一

次，“黃花”一

次） 

 《玉樓春》（瘦筇

倦作登高去） 

 《滿江紅》（倦客

新豐） 

 《玉樓春·用韻

答傅巖叟、葉重

洽、趙國興》 

 《新荷葉·趙茂

嘉趙晉臣和韻，

見約初秋訪悠

然，再用韻 

 《水調歌頭·和

趙景明知縣韻》 

 《浪淘盡·送吳

子似縣尉》 

 《念奴嬌·贈

夏成玉》 

 《鵲橋仙·贈

人》 

 《念奴嬌·用

韻答傅先

之》 

 
 
 
 
 
 
 

 

 《臨江仙》

（冷雁寒渠有

恨） 

 《臨江仙·再

用圓字韻》 

 《鷓鴣天·有

感》 

 《 臨 江 仙 》

（手捻黃花無

意緒） 

 《踏莎行·賦

木樨》 

出現次

數 

6 4 3 3 1 1 

總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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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稼軒詞》菊意象卷次分佈一覽表 

卷數 卷一 宦遊江、

淮、兩湖之詞 

卷二 歸隱帶湖

之詞 

卷三 宦遊三山

之詞 

卷四 歸隱瓢泉

之詞 

卷五 再官兩浙

與終歸鉛山之

詞 

卷六 補遺 

次數 4 18 3 26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