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門學報》第 36 期 / 2006 年 11 月                                               第 1 頁，共 9 頁 

論文 / 釋仲殊的人格特徵及其詞成就的取得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釋仲殊的人格特徵及其詞成就的取得 

 

張若蘭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提要：本文試從北宋僧人仲殊的入世性特徵考察其詞的成就。筆者認為，仲殊詞成就之取得

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在其雖為僧人卻具有士大夫的人格特徵和生活方式，並能將之抒發於歌

詞，從而使其詞逸出宋僧詞之樊籬。下面分為成就概說、題材風格分析、入世性的個性和行

止特徵、結語四部分論述之。 

關鍵詞：仲殊詞 入世性 

 

一、仲殊詞成就概說 

對仲殊詞的成就，評價最高者莫過於王灼《碧雞漫志》所云：「賀方回、周美成、晏叔

原、僧仲殊各盡其才力，自成一家。……叔原如金陵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不

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不逮也。」[註 1]又范成大《吳郡志》對仲殊的評價為：「其

（仲殊）長短句間有奇作，非世俗詩僧比也。」[註 2]另明人楊慎《詞品》卷二「岸草平沙」

條曰：「……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類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祖可、如晦

俱不及也。」[註 3]其他詞話間有提及仲殊者，或記其詞之本事，或賞其詞之技巧，也頗多稱

許。 

就仲殊存世的七十餘作觀，筆者以為放眼沙門尚無出其右者。這並非遽下妄斷，而是筆

者對宋僧詞作做粗略考察所得。據《全宋詞》及《全宋詞補輯》並參照周裕鍇《全宋詞輯佚

補編》，得宋僧詞之大略如下（未加說明者均見《全宋詞》）： 

仲殊：七十一首，斷句七（四十六首、七斷句見《全》，二十四首見《補輯》）；惠洪：

三十七首（二十一首見《全》，十六首見《輯佚》）；可旻：二十首；淨圓：十二首；子淳：

九首（《輯佚》）；寶月：八首（七首出自《全》，一首出自《補輯》，皆與仲殊互見）；

了元（佛印）：四首；淨端：四首；慧遠：四首（《輯佚》）；祖可：三首；義青：二首（《輯

佚》）；正覺：二首（《輯佚》）；如晦：一首；法常：一首；晦庵：一首；止禪師：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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曇穎：一首（《輯佚》）；淨珪：一首（《輯佚》）；妙崧：一首（《輯佚》）；壽涯禪師：

一首；圓禪師：一首；則禪師：一首。 

以上所列雖非全璧，但已大約可見仲殊詞之數量為宋僧冠首，又且歷代著名詞選本所選

之宋僧詞也以仲殊詞為多，如《花庵詞選》之「禪林」部分選四僧之作，分別為覺範（惠洪）

三首、仲殊十首、祖可一首、如晦一首，洵見其質量之高。 

二、仲殊詞的入世性題材和風格 

仲殊詞的題材和風格具有突出的非僧化特徵──亦可謂與世俗同構的入世性特徵，如沈

雄所言，正是「一如尋常，不別立門戶」[註 4]。就仲殊個人而言，其詞的題材和風格主要體

現出強烈的士大夫色彩，其成就不容忽視，另一位在詞的創作上有所成就的宋僧是惠洪。就

題材和風格的主要趨向而言，仲殊和惠洪（亦即覺範）都與宋僧詞的主流趨向不同，二者卻

有一定的相通處——此二人與大多數宋僧在詞的創作上的區別即是以詞為宣傳佛理工具和以

詞為抒寫入世性情懷的陶寫之具的不同，正由於此，二人方有可能取得超出一般宋僧的成就。 

(一)從今人能見的仲殊詞看，仲殊並無寫佛理、言佛趣，或借詞宣傳佛教之作。 

宋僧多以詞為宣揚佛教理論之用，所作幾無詞味，確如清人沈雄所言之「蕪累與空疏同

病」[註 5]。宋僧詞也頗多表現隱逸閑淡情懷之作，歌詠漁父生活的詞作尤多。這些作品雖不

關佛教和僧人之生活，但是從淡泊離俗的精神內核來看，也能見僧人的精神特質。 

仲殊之詞雖多，卻無一首言及佛家或佛理，亦無歌詠漁父者，雖仲殊之作多有亡佚，當

時是否有此類作品難以斷言，但筆者以為，這類作品即便有，在仲殊詞中也絕非如在可旻、

淨圓等僧人的詞中那樣佔據絕對首要的地位。 

以上分析可見：仲殊詞作較少以宋僧詞的典型題材為題材者，題材上具有不同於一般宋

僧的選擇傾向，具有一定的非僧化和入世性特徵。 

(二)仲殊詞的題材涉及懷古、詠物、祝壽、言情、題畫、詠懷等，包含頗廣。 

仲殊詞的題材廣泛取獵於世人生活，從頗見士大夫情趣的懷古、詠物、題畫到世俗風味

的祝壽、戲謔、言情，幾乎應有盡有。其中，最鮮明的還是仲殊詞所顯示的士大夫情趣：紀

地懷古是宋人士大夫深沈歷史思考的載體，詠物是格物理念的表現，題畫是人文旨趣的反映，

而前兩者就數量而言在仲殊詞中佔了相當比例，就質量而言，在仲殊詞中也是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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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詠物之作共十八首，斷句二，以詠梅花者最多，達七首，其餘蘭、芭蕉、荷花、

菊花亦一一詠及[註 6]。總的說來，仲殊詠物詞頗得詠物而不凝滯於物之妙，能於「體認稍真，

則拘而不暢；模寫差遠，則晦而不明」[註 7]的兩難中優遊不迫，足堪稱道。如〈玉樓春‧芭

蕉〉[註 8]云： 

 

飛香漠漠簾帷暖。一線水沈煙未斷。紅樓西畔小闌干，盡日倚闌人已遠。 
   黃梅雨入芭蕉晚。鳳尾翠搖雙葉短。舊年顏色舊年心，留到如今春不管。 

 

所詠芭蕉耶，佳人耶？人情物意一脈渾融，竟然無跡可尋，「舊年顏色」二句，詠芭蕉

之名句也。詠時令之〈訴衷情‧春詞〉：「長橋春水拍堤沙」[註 9]、〈訴衷情‧寒食〉：「湧

金門外小瀛洲」[註 10]皆稱佳構，「春詞」尤不愧黃昇「篇篇奇麗，字字清婉，高處不減唐人

風致也」[註 11]之評，詞云： 

 

長橋春水拍堤沙。疏雨帶殘霞。幾聲脆管何處，橋下有人家。 
   宮樹綠，晚煙斜。噪閑鴉。山光無盡，水風長在，滿面楊花。 

 

其紀地懷古詞共十九首[註 12]，也多佳章，如〈訴衷情‧建康〉[註 13]詞云： 

 

鍾山影裡看樓臺。江煙晚翠開。六朝舊時明月，清夜滿秦淮。 
   寂寞處，兩潮回。黯愁懷。汀花雨細，水樹風閑，又是秋來。 

 

仲殊之前的宋人金陵懷古之詞，張　〈離亭燕〉「一帶江山如畫」[註 14]，王安石《桂枝

香·金陵懷古》「登臨送目」[註 15]允推名作，其中的「多少六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千

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六朝舊事隨流水，但寒煙衰草凝綠。至今商女，時時猶唱，後庭遺

曲」，世稱佳句。仲殊此詞與二作相較並無令名，卻實非遠遜。張王二作於思古之幽情、沈

傷之慨嘆，皆直言切道，其情畢見。仲殊之作卻並無一語直寫其情，卻無一句無情。「六朝

舊時明月」，多少淒涼況味，多少幽情愁緒，皆寓於景語，風貌雖殊，同稱佳構。概言之，

仲殊的懷古詞大氣中有沈著，曠放中有悲涼，王灼所謂「殊之贍」於此表現得比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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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殊的壽詞等應酬祝賀詞數量亦自驚人，共計十七首[註 16]。湖北大學劉尊明教授曾對兩

宋壽詞作專門研究，據其統計，兩宋的壽詞至少有二千五百五十四首，作家有四百三十一人，

然壽詞在北宋尚未成大觀，僅得一百八十首，作者也僅三十二人。以數量觀，仲殊的壽詞在

北宋佔相當地位。以〈醉蓬萊〉「望金華真界」[註 17]一首為例，略觀仲殊壽詞大貌，詞云： 

 

望金華真界，寶婺星垣，瑞符玄動。羽葆萊遊，有八鸞環擁。日在龍房，下弦平月，

見崧岳生申。天上三奇，人間五福，一齊景寵。 
騫樹七台，紫微金簡，授籙延年，大椿騰頌。玉液稱觴，引長生歌送。彩霧籠雲，舞

香花萼，降蕊珠仙眾。太史多才，功成異日，鳴簫雙鳳。 

 

此詞頗合張炎《詞源‧雜論》所云： 

 

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神仙則迂闊虛誕，當總此

三者而為之，無俗忌之辭，不失其壽可也。松椿龜鶴，有所不免，卻要融化字面，語

意新奇。[註 18] 

 

仲殊大部分壽詞的風格大都似此，無出劉尊明先生所概括的「宋代壽詞的一般內容特徵和情

感基調，所謂言富貴、功名、神仙、事業、才能之事，所謂用松椿鶴齡、千春百歲之辭，無

非都是要表達『祝頌之意』」[註 19]者，因此較缺少藝術欣賞性和感染力。 

此外，舉凡言情、詠懷、戲謔等，仲殊亦各有製作，其於世俗題材幾至無所不包。 

(三)仲殊詞的風格也比較多樣化，有清麗者，有曠放者，有綿密者，也有戲謔者，部分詞

作採用了當時的俗語，其風格的多樣化自然是與題材的多樣化緊密相關的。 

與宣傳佛教教義、戒律的題材和目的性相應的，大多數宋僧的詞作卻是質木無文的，即

使享詼諧之名的佛印也不能例外，試看其〈滿庭芳〉「鱗甲何多」一首，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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鱗甲何多，羽毛無數，悟來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濃，痛把群生割剖，刀頭

轉，鮮血飛紅。（闕三字），零炮碎炙，不忍見渠儂。喉嚨。才宴罷，龍肝鳳髓，畢

竟無蹤。謾贏得、生前夭壽多凶。奉勸世人省悟，休恣意、激惱閻翁。輪回轉，本來

面目，改換片時中。 

 

此詞雖稱教條，絕無情致，但還小有形象，而如可旻的〈漁家傲‧贊淨土〉篇篇言佛，

首首稱經，一種枯澀處，使人不忍卒讀。舉其四為例： 

 

佛贊西方經現在。廣長舌相三千界。為要眾生生信解。臨終邁。不修淨業猶何待。 
   七寶池塘波一派。蓮華朵朵車輪大。華內托身真自在。分三輩。阿鞞跋致長無退。 

 

這些宣傳佛理之作只是佛教教科書，其共同的風格除了枯燥乏味外，也因面向民眾的宣

傳需要，語言大多比較通俗淺近。稍有可觀的或推宋僧描寫漁父藉以表達其高情逸志的詞作，

但這些詞作風格也大率相近，雖不致千篇一律，卻也去此不遠。一般宋僧詞的乏善可陳自然

與宋僧將詞用作宣傳工具的目的性和有關，而題材的單一自然也導致了風格的雷同。仲殊在

題材方面的非僧化傾向給了他在風格上獨闢蹊徑，高出群儕的可能性。 

三、仲殊入世性的個性和行止特徵 

身為僧人的仲殊所創作的詞為何在題材和風格上都具有如此鮮明的非僧化特徵呢？筆者

以為，這與仲殊的人格特徵等有著密切關係。 

龔明之《中吳紀聞》「仲殊」[註 20]條云： 

 

仲殊字師利，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為僧。工於

長短句，東坡先生與之往來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

行於世。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豔詞，嘗以詩箴之云： 

……卓有出世士，蔚為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馳。

肆意放山水，灑脫無羈縻。雲輕三事衲，瓶錫天下之。詩曲相間作，百紙頃刻為。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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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洪泉瀉，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為幽柔詞。願師持此才，奮起革澆漓。……

老孚之言雖苦口，殊竟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間，見庭下一婦人投牒立於雨中。

守命殊詠之，口就一詞云： 

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濕透立多時，不言不語懨懨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不倩鱗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 
   後殊自經於枇杷樹下，輕薄子更之曰：「枇杷樹下立多時，不言不語懨懨地。」 

 

將此條材料與其他材料比照分析，可得仲殊之相關情況如下： 

第一、出家之因由及其生卒。 

對仲殊出家之因由，《中吳紀聞》言之不詳，易誤人以仲殊因妻投毒而看破紅塵、棄家

為僧，蘇軾〈破琴詩並引〉所云「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註 21]也與《中吳紀聞》的語

焉不詳相類，清人黃氏《蓼園詞評》竟云仲殊之出家乃「想或有目擊時事，因有所激而逃於

禪者乎」[註 22]。劉毓盤《輯本寶月集跋》則云：「黃昇《花庵詞選》曰：『仲殊初出遊，其

妻與人私，比其歸，懼為所覺，潛置鳩焉。仲殊悟，遂棄其妻……』」[註 23]，按筆者考四庫

本《花庵詞選》之仲殊小傳未見其妻與人私之說，劉氏之說所為何來，尚存疑難斷。以上說

法皆以仲殊之出家為看破紅塵，然陸遊《老學庵筆記》卷七記曰：「族伯父彥遠言少時識仲

殊長老……彥遠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不羈。為妻投毒羹內幾死，啖蜜而解。醫言復食

肉則毒發不可復療，遂棄家為浮屠。』」[註 24]從陸遊所記可見仲殊本為不羈之文士，出家為

僧實未看破，這成為仲殊雖為僧人而無僧人之心性的根源所在。又《老學庵筆記》卷七同條

記仲殊之亡云：「崇寧間，（仲殊）忽上堂辭眾。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註 25]上堂辭眾，

見其灑落不羈；自縊而死，似亦非具僧人心性之人所當為。 

第二、性情交遊。 

(一)性情：仲殊是「灑脫無羈縻」的，這從孚禪師的詩以及各家筆記所記可見其然。又如，

《冷齋夜話》云： 

 

仲殊初遊吳中，自負一蓋，見賣餳者，從乞一錢，餳與之，即就買餳食之而去。嘗

客館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曰：「初不多辦來，奈何？」殊

曰：「錢如蜜，一滴也甜。」[註 26] 

 



《普門學報》第 36 期 / 2006 年 11 月                                               第 7 頁，共 9 頁 

論文 / 釋仲殊的人格特徵及其詞成就的取得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其放曠不羈一至於此，宜東坡屢以「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註 27]、「通脫無所著」[註 28]等

語稱之。 

(二)交遊：仲殊交遊頗廣，且與東坡過從甚密，此從東坡詩文及各家筆記可以顯見。其文

學創作不少是在遊宴之中，擇一條筆記以觀其大概。《能改齋漫錄》云： 

 

「瑞麟香暖玉芙蓉，畫蠟凝輝到曉紅。數點漏移衙杖北，一番雨滴甲樓東。夢遊黃闕

鸞巢外，身臥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初日上，起來簾幕杏花風」，此僧仲殊之詩也。

黃左丞安中守平江，日會客，仲殊亦與焉。繼以疲倦先起，熟寐於黃堂中，不知客散，

及覺，日已瞳朧矣。左丞罰作此詩，始放去。瑞麟香，安中家所造香也。[註 29] 

 

雖未及仲殊為人作詞，但窺斑見豹，聊可推知其餘。仲殊祝壽之詞甚多，與其交遊之廣正不

能無關。 

第三、仲殊的文學藝術才華。 

仲殊的才氣是廣受認同的，孚禪師所言雖不無誇張之處，卻足證仲殊的詩文才華在當時

是享有相當聲譽的。蘇軾《東坡志林》卷十一盛稱仲殊之文才以「蘇州仲殊師利和尚，能文，

善詩及歌詞，皆操筆立成，不點竄一字」[註 30]，其〈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也稱仲殊以「秀

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註 31]。仲殊在佛學上似未見有多少開闢之功，其留名於世似主要歸

因於其文學成就，因此，仲殊是典型的詩僧。另外，從蘇軾〈破琴詩並引〉記載夢見仲殊「挾

琴過余」[註 32]以及仲殊詞〈蝶戀花〉「北固山前波浪遠」詞意，仲殊或尚能琴善畫。就此而

言，仲殊是具有宋代士大夫多才廣藝的典型特徵的。 

綜合上述可見仲殊的人格性情等都顯示出士大夫傾向，這成為其詞非僧化題材和風格的

形成基礎。 

四、結語 

筆者以為，除了自身的文學才華之外，仲殊詞之所以能取得超出一般宋僧詞的成就正在

其題材和風格逸出宋僧詞的樊籬，具有士大夫化的特徵，而其之所以能如此乃是根源於其生

平性情的特徵。但也因其非僧化之心性，以致無法勘破世事而草草自了生命，是為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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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見《筆記小說大觀》六編，第二冊，第七○八頁。 

[註 2] 宋‧范成大，《吳郡志》卷四十二「浮屠」，見《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一九三五

－一九三七年）第三一五一冊，第三六四頁。 

[註 3] 明‧楊慎，《詞品》卷二，見《詞話叢編》第四六○頁。 

[註 4] 清‧沈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方外能詞」條，見《詞話叢編》第七六三頁。 

[註 5] 同 [註 4] 。 

[註 6] 諸作分別為〈驀山谿‧清江平淡〉、〈鵲踏枝‧斜日平山寒已暮〉、〈點絳脣‧題雪中梅‧春遇瑤池〉、

〈減字木蘭花‧江南三月〉、〈洞仙歌‧廣寒曉駕〉、〈楚宮春慢‧輕盈絳雪〉、〈惜雙雙‧墨梅‧庾

嶺香前親寫得〉（以上七首詠梅），〈浣谿沙‧楚客才華為發揚〉、〈醉花陰‧輕紅蔓引絲多少〉（以

上二首詠蘭），〈虞美人‧一番雨過年芳淺〉、〈驀山谿‧黃金綫軟〉（以上二首詠柳），〈念奴嬌‧

水楓葉下〉詠荷，〈玉樓春‧飛香漠漠簾幃暖〉詠芭蕉，〈西江月‧味過華林芳蒂〉詠柿，〈驀山谿‧

年芳已遠〉詠菊，〈減字木蘭花‧青條綠葉〉詠金沙。 

[註 7] 宋‧張炎，《詞源》，見《詞源注‧樂府指迷箋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年）第二十頁。 

[註 8] 趙萬里輯本《寶月集》，第一頁。 

[註 9] 按趙萬里校云：「《花庵詞選》題作『春詞』」，《花草粹編》同，見同 [註 1] 。 

[註 10] 同 [註 8] ，第一－二頁。 

[註 11] 宋‧黃昇，《花庵詞選》卷九，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八九冊，第三八六頁。 

[註 12] 分別為〈南徐好〉十首，〈蝶戀花‧北固山前波浪遠〉、〈金蕉葉‧叢霄逸韻祥煙渺〉、〈望江南‧成

都好，藥市晏遊閑〉、〈望江南‧成都好，蠶市趁遨遊〉、〈訴衷情‧春情‧楚江南岸小青樓〉、〈訴

衷情‧建康‧鍾山影裡看樓臺〉、〈南柯子‧金甕蟠龍尾〉、〈柳梢青‧吳中‧岸草平沙〉。 

[註 13] 同 [註 8] 。 

[註 14] 《全宋詞》，第一一一頁，按張　此詞與孫浩然互見。 

[註 15] 《臨川先生歌曲》，見《彊村叢書》第五冊。 

[註 16] 據孔凡禮先生校訂，這十七首作品中的七首《詩淵》作「宋張仲殊」，屬於互見之作。另外，其〈念奴

嬌‧延陵福緒〉一首與僧寶月互見。見《全宋詞補輯》（中華書局，一九八一年）。 

[註 17] 《全宋詞補輯》，第十四頁。 

[註 18] 同 [註 7] ，第二十八頁。 

[註 19] 劉尊明，〈宋代壽詞的文化內蘊與生命主題──兼論中國古代壽辭文學的發展〉，湖北大學中國古代文

學學科編，《中國古代文學論集》（中華書局，二○○二年）第二四四頁。 



《普門學報》第 36 期 / 2006 年 11 月                                               第 9 頁，共 9 頁 

論文 / 釋仲殊的人格特徵及其詞成就的取得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註 20]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四，見《宋元筆記小說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年）第二八七

九頁。 

[註 21] 宋‧蘇軾，〈破琴詩並引〉，四部叢刊初編本《東坡先生詩》卷十二。 

[註 22] 清‧黃氏，〈蓼園詞評〉，《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六年）第三○七八頁。 

[註 23] 見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四年）第六十八頁。 

[註 24] 宋‧陸遊，《老學庵筆記》（中華書局，一九七九年）卷七，第八十九頁。 

[註 25] 同 [註 24] 。 

[註 26] 宋‧惠洪，《冷齋夜話》卷八「錢如蜜」條，《宋元筆記小說大觀》第二二一一頁。 

[註 27] 宋‧蘇軾，《東坡志林》卷十一，《文淵閣影印四庫全書‧子部一百六十九‧雜家類》第九十三頁。 

[註 28] 同 [註 21] 。 

[註 29] 宋‧吳曾，《能改齋漫錄》卷十，紀詩上。見《筆記小說大觀》（江蘇廣陵出版社，一九八四年）第二

四六頁。按《全宋詩》記仲殊此詩言出自《能改齋漫錄》卷十一，所據版本或異。 

[註 30] 同 [註 27] 。 

[註 31] 見四部叢刊本《東坡先生詩》卷八。 

[註 32] 同 [註 31] ，卷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