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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劉辰翁所評點的《山海經》罕見學者討論，目前所見，只有明代閻光表所刻

版本，以及清初《山海經廣注》徵引。詩人劉辰翁是宋元之際的評點大家，以詩

人身分評點《山海經》的意義不容忽視，可惜長久以來都未得到研究評點或《山

海經》的學者關注，其至誤以爲他是明代學者。

劉辰翁《山海經評》别具一格，除了地理考釋、名物訓詁，更多的是他在宋

元易代之際，隱遁家居，藉由此書寄託抒懷，因此，劉辰翁《山海經評》的文學

鑑賞亦有不少可論之處。他的評點作品以唐宋詩集與《史》、《漢》著名，也評

點《山海經》，傾注寫作才情，巧妙地在每個細節眉批，描摹他作家身分對《山

海經》的閲讀觀點，而非學者對《山海經》的注解研究或評論。本文試圖全面

地關照劉辰翁評點《山海經》在地理考釋、名物訓詁以及個人抒懷、文學寄託

的面向。

劉辰翁的《山海經》評點，是宋元之際《山海經》研究的耀眼成績，呈現另一

種《山海經》被閲讀的特殊現象。

關鍵詞：《山海經》　 劉辰翁　 評點　 閻光表　 吴任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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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Sû#化í�[ü jÛ[��÷X，v,¾S(MÌ，�FÿSM[,

ºðr*��。)î，³.)[�!·A&¾,º]，ß6÷5Íü ¤¢[

¤¢、}l[}l。³.)w|jÛ[¤¢(f，zµü “³.)f”[¢

�。瑐瑧 hQ，�!°½W¸s��[,l¦Oè，��[Y��f[üHgä，

\YüURï¢�[“¢S«Ê”。

PîëR�$：“�L�Ä[³.)，w$b¾¿，áI�!，»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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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_#�》，《î3¾(ÄD》（#$：#§,-&S'，１９６５É），Ó ７８，( ５３。
>&6：《�!èc》，̂ é#、l^îrD：《Ta#��!/0》（]K：]KLMr+
N，２００２É），( ３５。
��8：《〈�Iµ]〉³.)�!/0———TaÔI�!d¹[,k》，《5T#�I》
) ４４J（２０１４É ３n），( ２０７—２５４。
%�5：《³.)：¤¢�®》，《a#�u》) ３J（１９９９É ６n），( ３。



óô，�w#�"{H。”瑐瑨³.)ü(��(�!，ü(�Á�¥，QN�¤

L¦S,u__)µ.]“§,”，×^È<~ ；�!��5$,Ös*[ü

ú。³.)[ÃEÈõ��f,Ö]Ö，�L�Ä�!�|M，�ê ,Ö

Ù"îîs�。瑐瑩 ê<e�e�[±@，\Y�H[¢S«Ê，Yí��[¤

¢�，É³.)�!©!³b$Í(,r+，�f,Ö]Öí�YÛ�Hn

@¼�[。

《��mUh》Ê9"�Æ��Q#ÃÒ，̧ �h�：

劉辰翁，字會孟，盧陵人。家貧力學，學秘書歐陽守道所，守道大奇之。

辰翁貢於鄉會，丁大全驟用，辰翁對策言《君子小人朋黨論》，有司忌其

涉謗，擯斥之。補大學生，楊萬里爲祭酒，亟稱賞其文。壬戌監試，丞

相馬廷鸞、章鑑争致諸門下平章，賈似道秉國政，欲殺直臣以蔽言路，

辰翁廷對言，濟邸無後，可痛；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賈

意，洎奏名理宗，寘之丙第。以親老就贛州濂溪書院山長，萬里官帥閫

强與俱，乙丑萬里還樞府，以書招辰翁奉母來京數月，母疾還……丙子

宋亡，萬里死節，辰翁馳哭之，壬午歸託方外以自詭，辰翁事母孝，慷慨

立風節，抑於時而天下知名士多欽其伉直，平生耽著文史，淹博

涵深。瑑瑠

l�¶t�³.)�!4R5、£�_Éêsf�Ö�l，�$³.)"

w¦¯¯ìùV¦RÄî0íV�ê/¤¢yv，|��ji，$¾³¥f´

Ç.、f´7æ，�fgä�，�g.G，�´gä�，+dW"。瑑瑡 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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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Pîë：《Ta#���Z》（$Â：T華S>，１９６１É），Ó ３，( ２６３。
%�5：《³.)：¤¢�®》，( １０。
<Ç¸：《��mUh》，《¾S�5ED》（#$：µ#ÿr+N>，１９９１ É），Ó ２５３，(
２０２—２０３。
l�¶：《³.)�!4R5êÉ¦"》，《�¬#�/0¾(》) ８J（̧ C：B##化I
ÖN>，２００２É），( ３３３—３６１。l�¶：《³.)�!£�_Éê/¦》，sÖT8ÿr
D：《)ì2�¬#�a3/}""#�》（OÂ：VÏ¢'r+N，２００３ É），( ３７０—
３９４。



!R¯W«，Ä/¾Û[gf�!]，《áK`�》��"r/�füUV[

��。

��8�$，³.)ÞhbRûûÉ^，�h"á#�op�"û,[{

H，�,ûûô7[?Æ，Û�!《�Iµ]》[±@Éj《áK`�》ã�

¸{：

批點《世説》之際，正當蒙元初期，異族統治，科舉停廢，文人地位低落。

他的滿腹牢騷與憤悶，正可藉題發揮，以隨興而自由的筆觸來宣吐。這

些都促使其能夠擺脱科舉的實用性，評人論事之筆墨清新，超越了名

物、語詞、義理以及典故等傳統訓詁的條例與體式，以評詩論文的態度

來評點《世説》。瑑瑢

³.)�!《�Iµ]》，��}"í�，ßSj《áK`》usY|L³ø

!¼Wå[，Q《áK`�》eÁ《�Iµ]》�Îz5�。³.)YüU��

[¤¢�，Û�!õ__e�e�，rm[¤¢(fngU6ÁÏ[��，©

~³b$Í(,r+。Æ6áêU(��rO，È�öº³.)�《áK`》

Ñw¼tr/¾X6$Ûg¸[4ûChT，QßSRAw�s¼ (,，R

ÜÂð�，·zæ|�Æ¾ß¡Ô[《áK`廣,》Tü* 2¹。DüU³

ø!¼â|Ý�![《�Iµ]》、《áK`》YSDÖ《½¢~��》ü5�[

©ç，¦�R¾!$É^Ã®[³.)4ûYº，�!e�，tfOß�|d

�。¾ê<[�h�，³.)《áK`�》Wï�s��d3cYíwEÂ。

M�ÄÉsÈ�±³"��![S，《�#S》RYmF�M�ÄL�

-，瑑瑣��f�á64'�X，+·]Hf�³.)"��。M�Ä(,³

.)�![《�#S》mÒ÷ôs��[÷f，ßS)ü»[��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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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瑑瑣

��8：《〈�Iµ]〉³.)�!/0———TaÔI�!d¹[,k》，( ２４７。
M�Ä(,《�#S》１５ �。«�gÂz[《�#S》，f�^ùíüÉ（１５５２）Õì8^
/>U�X，ú�*#Ò，s�}"íÂÜË�：《m¬��÷�[SM(,/ù》（µ&
o：µ&oaã�T#/0g�s"#，２０１０É），( ２２１。



圖 ４

楚、吴、越皆大國也，採風者不及焉。故有

《騷》以補楚之缺，有《越絶》以補吴、越之缺，

此亦紀事之女媧也。（圖 ４）

³.)ø《�#S》�ß��Z[.~g

I，ÁqÆ.²[n�ý�，íh¶ry�，

RíÂrÛ[�!Yü #�[[�é，ò

4Rï¢�[¤¢~"，W¸sgÐm[《¢

〈áK`〉》，RW¸s��[,l/0，Û[

�!Yü É6i¢f[.±，f1�rm

[1�，õüz�[�AV'，ngU6[±

gÁÏ。

三、 考釋訓詁中有寄託

³.)《áK`�》üSRAw�,A[��W�，ÍI~�í9v÷¾

S\T4h，$Ì5S'j�MÌ5S'Ðúí��!《áK`》ü3，m(

!，�³.)"��、mF�M�ÄL�-，È�ìíV，ÕB，îM´&。瑑瑤

ÍIS\T4h¼ÿS�，«�4¶s ２０１７ É １０ n$Ì5S'、

２０１８É １n�MÌ5S'，¤¢Ñ5S'gú《áK`�》üS，sYÈ�

ìíV，ÕB，́ ©k，îM´&，L １３．２ N4、̧ ２０．１ N4，³fù(re[

X。ÑU5S'gú《áK`�》üS[S@s»Á，�f$Ì5¾üÑU

÷([�!f!R�，ÂWz�!©�，yÁ�MÌ5[34#Á´~，çß

«�øßS[�!åäºh#5。

^L6ðz，²�õ®5WR，��;[¬6,S¾êUõ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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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ÄÀYÈõfÃ[,S�。瑑瑥 M�Ä(,[《áK`�》üSc7R

Y²�É¿X[!L。

®ødî(![《áK`》，w�m¬r#Ù(!、lÕJ《áK`lU》[

~ìjM�Ä[(!s��，"./M�ÄgóÅ[《áK`》Ú!jdî!

�|Ûm(![~ì5~sÉ，�3]ªhfgW¸，ê<[´ã¦JÅV

W¸，¦��(,W�。瑑瑦 M�Ä(![《áK`》�[]Ö，{Yå4ÍÜ

Â[³.)�!gh。

³.)"��!《áK`》[mL(!，�!W<Ãù`�、÷ö沿£，�

�[Y³.)�《áK`》üS[rm·m&â，fÛ[±)gä，ÉRfÛÍ

¶[ráãÞOµç*。

³.)�![《áK`》Yw��[(fê/，¾S�]�,Û[Ol¦

üHgä，fõ�fÑUV¦üUV。

qm,S®M�Äc7�³.)�!fí¸[�]，ÛÆ-(,Í³.

)�![《�#S》、《áK`》。zÍÊ¬，ß¡Ôû《áK`廣,》õ，Rß

[¹Å³.)[�!，æ|�É��_(!T[《〈áK`廣,〉¹ÅSM》À

L>³.)[《áK`�》，s�[æç，«�f�#}"。瑑瑧 Á³.)qÍ�

�î5É[ß¡Ô，¾ST¾c¹Å"�[IP，íIY"�《áK`�》[

¨H。

£@á�$ß¡Ô¹Å《áK`�》[~ìw÷öºI[oCp�：

《西山經》軒轅之丘，劉會孟曰：“今新鄭縣，古有熊氏之國。”《北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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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瑑瑧

^L6：《m¬��¬6,S%e[µOã》，《�V�(》２０１２É) １J，( ３５。
ôVQn，ð�Ð *Lõ，O�dî(!、lÕJ(!、r#Ù(!8û“*”，QM�Ä
(!jû“�”；dî(!《Oá`》ò�û“|華î�”，l!、r!、M!8û“|Dî
�”。eÆ《Tá`》（¶á）|]��ª，|�f��,，dî�r!、l!8û：“�ª，
�ªÉ�R”，M!»û“�ªÉª”。eÆ¸¾《Tá`》[“8Ö”，d!û“8½R，É
�Q�，�áª¿T， zO，íw$E”，M!û“�áªÎT”“ ³O”，r!jl!_
û“�áª¿T”，X“ ³O”ejM!s¸。
HuH：《zÝ1�，Ãù`�———〈áK`廣,〉[5j#》，《uVT#�I》) ３７ J
（２０１７É １２n），( １０１—１３９。



謁戾之山，郭璞注云：“今在上黨郡涅縣”劉會孟云：“今在澤州高平縣。”

《北山經》燕山多嬰石。郭注曰：“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

劉會孟云：“今此石出保定滿城縣。語云魚目混珠，燕石亂玉。”劉會孟

通常都是用明代地名進行解説，通俗而實際。瑑瑨

|{，《廣,》g¹³"�[《áK`�》»�，w“³"��”$r，�Â

“³½¢�”“³.)�”“³¥�”，?å�íÒ，��s£@áw$[îí�

»，íÂß¡Ô�³.)�![)t�p。

üü-t³.)《áK`�》~ì，í./�Y《á`》�!À¸Ä １６９»，

《Oá`》２０»、《̂ á`》４７»、《$á`》３０»、《Iá`》１２»、《Tá`》６０»；

《K`》[�!f ８６»，L>《KÿO`》９»、《Kÿ^`》４»、《Kÿ$`》７»、

《KÿI`》４»、《K~O`》１１»、《K~^`》３»、《K~$`》１０»、《K~I

`》１０»、《mI`》３»、《mO`》７»、《m^`》６»、《m$`》９»、

《K~`》�Âz ３»。$S[�!��mÒ�T¾《á`》34，�Íù4dì。

³.)《áK`》�"[~ì，f`�、Olw�U6gä[..，Q÷ö

Ol¦Ãù`�Tf�Z.)，U6[#�1ÄgäT�f�?��，¦Y�

ráãÞ[Oµç*。

　 　 （一）地理考釋中有歷史抒懷

p6��WÍ�《áK`》[÷ö1�Ápf�=[O-，Qê<[/0

(L，cÈ��«¬���《áK`》[\[¿À。³.)�《áK`》[�!

RZ¯Í¿6[�¿，�rü34[Zã�`#T®/áº÷ö[s�1�

Oo，w�>S�UVL：

《Oá`》d�ðz�á，³�：“�O;f�á，,M;_f�á，·©;

_f�á”。（�ü，( １Ａ）《Oá`》eÊ9：“|¿{88ºQ��，|ÜÇÅ

üj�，�Å�。”³�：“õddù，Èå��，ß·ZN《<2S》dè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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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７Ｂ）Ãù`��Ez·ZN，¢�Rì]�Ez³.)�!å《Z

Ê》、《«S》，Ûf�Z.)�Yõö5^。

³.)[÷öOleõbò4+I[~ì，VÆ：《̂ á`》Ê9°ªd

á，³�：“¾�^¨�d，°ú¨°ª，�s8N。”（�ì，( １４Ｂ）《Iá`》Ê

9 ¥dá，³�：“Ç¹ë，EM°l·L(rdg。”（�î，( ４Ｂ）《Tá`》

Ê9，�Ýdá，|$f´Ü。³�：“Ç¡%�f´Ü，�lf=´Üd$E

ß。”（�0，( １２Ｂ）eÊ9n·dá，³�：“¿n](û·ÒR。”（�0，(

１８Ａ）÷öOlß^�Z.)，¦YÙf+I[û�，Ä/û�ø《áK`》È#

�û,[ü W¸to。

《̂ á`》[·華á，�,w$¾華«ö^O，³�：“Ç華¢öW4�，

D、m�、�nù�，Qr2Ó、ån:（�：《廣,》2¹ßúõ，ß¡Ôw:V

$�，¦gÂ+!f�）、é8ø8ÝÝR。”（�ì，( １Ａ）

《$á`》Ê9，£¤dá，f¥�O�,s¨，³�：“Çá^·©，2虞<

ß。”（�ù，( １３Ａ）eAá，fÊ¦d�I�，³�：“ÇÃ;�ö，L§�E

Ïo-Íd÷。”（�ù，( １３Ｂ）eÊ9，Öjdá，̈ �rÎ|«，I�,Î¨

ë。³�：“E¬«`£?Ò。”（�ù，( １４Ｂ）《$á`》Ê9z©�，³�：“�

Ù�NróÒ。”（�ù，( １５Ｂ）

《Iá`》Ê9ª�，³�：“ª�EØ/N"Ë:N÷。”（�î，( ２Ａ）³

.)Ä�]Ol÷ö，��[YI�Z2y。

《Tá`》[�á，³�：áI�O;f�á，á^z»;��_f�á，�

Wn£ô“J¥«dÒ”（�0，( ９Ａ），¦1WXü'ÆY ñÒ[)!。W

Û¶[Y�sdvdá[IP，《Tá`》“dvdá”]f“L� ¬Tv”[

so，³.)·AEz��0 ~�[�»dvgÐm，�ä：“Ç0 ~�g

¶dÒ。”（�0，３４Ａ）W$0¡}taQuróµ[gÐm，mj³"�Í¶

[yÝú^。³.)t�!ågÐmÉ，íkÇ�W+；¬�[�Â《½¢Æ

!gÐmÉ�》，瑑瑩íÂ³.)�0 ~�[þV，e�!eÆ-。QgÐmf

１３３劉辰翁評點本《山海經》考論　

瑑瑩 《½¢Æ!gÐmÉ�》¾�_(,，«�gÂ$IÂa"5S'ú!，ÿ5化íÈ
（１４８３）É[《跋》。



《¢〈áK`〉íù�》，É�¸$É6[³.)fg�°。

³.)õb·m[ø¿�.�å[�ZIUj《áK`》Tðz[÷!s�

@。5h³.)³�f�=[Im�H�《áK`》~ì[SP，Xáêm[,

º~ì，cÈíÂr³¥�$《áK`》[÷ösoY¸{[，çß(�j¸{.

�å[�ZIUs�ß。ê<[m¡，cÈR^�«¬w��$《áK`》$“÷

P÷ö”dS[rO(Lf�。ÛB÷öç)>ìH[<2、.)�、2虞、Ï

oj¬«.、£?、�Ù、Ø/N、Ë:N��zgÐm，³.)³W�Y´ñ÷

�!《áK`》üS，Eó÷öOls~/Ûüp[É6rm.)gä。

　 　 （二）名物訓詁帶有傳説内容

%U�$，《áK`》5�I�[y°Í~aw¿Àr'geQ�öº[

�Z，L>“²÷[�Z”�“6®[�Z”。瑒瑠 ê<[�Z，còè¾Í¶T[

³.)f´¡[ìÄ�ØB66。

³.)U6[Â�ç廣、����，¾|6�《áK`》Ãù`�[�]Ty

î´û，Æ《Oá`》̀ #ðzÍü ÃC“ô®”[ã©，̀ {“|{Æ©Q6�，

|«Æ¯°，ÓdWÖ”。³.)[�]Bô®[“6�”，eòrDü ÛÜ[©，

³�：“±�_f^Ä©，îÎRk，CÆRÄ�，|ñhdW÷。”（�ü，( ３Ａ）

《̂ á`》Ê9：“̈ á，�.L，²<Q´_，L¸¶d。”�,：“«�C.

�d.”，“²<Q´_”，�,：“²，©tR，�_6，yÃ{”，“L¸¶d”，�

,：“¾ÌdT。”³.)�：“A³¾LdT，|H��，´g/。”（�ì，(

２Ｂ）《̂ á`》TðzÍDü “µ ¶d©”，ê ©“{Æc·，��Q©Ø©

k，«Æ'ªdC，Y�"�”。µ ¶��"�[Û[，óv³.)Ez《$á

`》T“{Æ¸QfC，�Îf"”["¹瑒瑡©，³.)�：“_f"ºÆ¸î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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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¹©[V÷f� W¸[ûP。O�dî!、Ê¬ß¡Ô《áK`廣,》、=~�《áK
`�"》8û“"¹”，|���,»û“«º”；�Lñbüº!《áK`》m#¸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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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í"。”（�ì，( ２０Ｂ）³.)�$"¹©fîy，=ø“f"”öº$�

Ùírk"。Q¾《Iá`》mfðz"¹©Ò，³.)e�：“̧ �_r"

º。”（�î，( ３Ｂ）"�¾Ãù`�bfüHjzÂº。

ìÐ�¢£¾/¬Ð 《áK`》5![Á�h#�Wr，���s"¹

÷X[IP�5\fìC、îC、�Cù 。瑒瑢 Òh，³.)¾�]dTðz

“"»Æ¸îy��”³bàB¼黄，®*G�|《Iá`》�]n�“̧ �_r

"º”，̧ �¾øO，《O�\》gÊ，_$øO[Â�，íí�³.)[IPR

��《O�\》[Ê9。

Öv�,[Y，ß¡Ô¾《áK`廣,》ST�s"¹[,º，£ÐÍ《ü

=\》、《½îÊ》“（"¹）îC�Îí"”“�yî脚Qí"”dI，³W�s

《O�\》。瑒瑣 X{3]，《廣,》gÿ0�5“ð°m”gs[“"¹”$îC�

Î，Á�d�，jß¡Ô5!»mÉ[r#Ù5!["º»û“�C”，ê<[

´¶，âçß¡ÔGOÍ³"�[�"AÂ。ß¡Ô[《áK`廣,》�5�，

YÊ¬») [《áK`》�`4û，=~�gÂ[“5”，cÈÀY《廣,》g

ÿh、E���ó¢]Q[5!。Qmç4ß¡Ô[2¹，õhä5É，³.)

[《áK`》}l]·E.���。

《̂ á`》{：“f�V，|{Æ¾，黄ºQô¿，|Ãäùû，Ód�E。”³

.)�ä：“·華á�ÃùÀ ，Â»Á，vá�Ãùû，Ód�®，�ÏW�¸

Ã。”（�ì，( ２Ａ）《$á`》{：“f�ü�Ñº，Ãäùû，Â»|aÁ。”

³.)Be�ä：“·華á�ÃùÀ ，Â»Á，vá�Ãùû，Ód�®，�Ï

W�¸Ã。”（�ù，( ５Ｂ）ß¡Ô�¾《̂ á`》Ò¹Åü�。|{³.)[�

!，¾c£ôf�ÃùÀ ，f�RÃùÀ ；ùÀ �r/»²�Á，QÓùÀ u

íPZ，gwÛ£ô�ÏW�¸Ã。³.)@ßÍ�®w$�ç�·¸©*

LdÃ[rE，Û�《á`》T[Ð �·¸©，fa«[ø^。

ßÿ，《Tá`》Tü \à[�，w“Â”$Ó，Ãä“Ú”。³.)�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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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瑢
瑒瑣

ìÐ�：《L!áK`5I》（AÜ：廣^ë¹�r+N，２００７É），( ４７８—４８２。
ß¡Ô：《áK`廣,》，《áK`Ø!#é�5》)ì}，Ó ３，( １４３—１４４。



“ÂWÛ，��»Ì，�*»W，ß�eÓd，|Û�N。”（�0，( ２６Ｂ）³.)

[《áK`》�!T，êmj�ù¨çs�[VL]fí�，《$á`》Ê9，v

Ãd���©，“Ód�Ä”。³�：“©díwPZ�，efæ�©，O6ý$

Åä，þ©ÆíìÏÇ。”（�ù，( １Ａ）《mO`》Ê9fWWda，“wLY

Ó”。³�：“¹�KÙ，íWW*，üÈí/ü6。”（��，( ２Ｂ）《m$`》

Ê9，o��Ü，“í$¦”。³�：“O(mTfa�，Rä5ù，hùù0�

Ý，ë�È§，íw$+。”（�íc，( １Ａ）Ãù`�T¦YgÃ�?，¦Y�

ãÞãù[�Ä。bzb[《á`》T[ã�·，cèÍ¶K¢[É6»[

ØB，gw《áK`》üSÆ5$ÛþV[�!�â。

四、 詩人的個人抒懷

³.)[《áK`》�!5�Ãù`�、áº÷ö[Oã，X#b$$Ë»

[]�(3，íw,Az[Y，³.)[`º，õbÊf4²ì�.[g�E

âw�É!¿H[+I。«�-tÍgf[�!，R./|T[U6.)�

��s÷öOl¦Ãù`�，d|Y《K`》34U6.)¦E�[¯]�!

Û¶fAr，|TeÊf÷öOljÃù`�。

　 　 （一）評點表現個人的好惡

《KÿO`》Ê9“̧ E$�，�E$©”，³�：©´NÃ，fÑWí？（�

�，( １Ｂ）Ä/���,®[�ÔðWw$h。

《K~$`》Ê9：“lL�d�Ñ�Ñ®，P�ã8ÀãÒ。”³.)�M：

“I(fº÷da，� sOK，*ü sIá，êü s^ë，�Êw�，ÑÎ

ûã，�w，�]�]。”（�íì，( ３Ａ）W9Sr³.)�fë《áK`》[¿

À+I~ì&wø^。]f《m^`》Ê9：“f¿í6，Ãän�dË，化$

¿，Ò6廣d$。”ßÒ³�：“²Îí.，Ë化$¿，eÑ7�？”（�í�，(

１Ａ）�$.²、Ë化[±�´~�Ôð。

《$á`》Ê9ù�：“ÌÜd�rV，IO�,Î¨。ù�rV，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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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é�，|T�ùûd�。”³�：“1黄oç5ô，ñ�5x，yfùxd�。”

（�ù，( １２Ａ）³.)×À¿À�ècIù[起cjÃ�[À�，ùxd�g

wù，Jç·L黄oç殺5ô，Íô[ñù��5x�Q�，Òvbb�ù，ê

Y��,ºTgWÂ[。

《̂ á`》Ê9·華á：“e^�íP，ä·華dá，k5Qî(，|¸0>

Î，|廣íP，�·T¶。f�V，ÃäùÀ ，�ÎîØ，Â»²�Á。”²³

.)�Ez^å華á["Ý，�Äß$ÝÝ。³.)¾�"TPÐÍ�Ò華

áÂ"，Pø華át$·華dág¾，“ÝÝ”ÒhYU6Y�mgw�p�`

%[y°。

¾³.)[�]T，“Ý！”“°！”dm[U6±g..sÈbÂ，Æ《Kÿ

$`》Ê9：“�Ýjåá�，Öå。Ì，«v³，³s¨；̈ WÎ，$³

ë。¼�，MÌQW。à|Ï，化$£Ü。”³�：“Ý6ÝI，>L®µ。”（�

�，( ２Ａ）

³¥Îf1�t�《áK`》°Ðã··[、÷�[�!。

《̂ á`》Tf“{ÆÑQÕ�ôÎ”“Â»�”[ñt，³.)�：“ß·

¸ít。”（�ì，( １０Ａ）“ít”[^�Rbr/¾�GÉ[�!]，Æ�G

《å�ñÿdæ]Ç》：“Û6ÄD$*dg，̧ W¨|ítÄ。”瑒瑤《½¢�!(

,G{3É》�È《5s;》，³�：“]�û"，,�>>ÿ"，ít。”�í《¢

�È�》|c，³�：“zb"，�A¸A，$Ô�F£ºÍ，¢dí9。”瑒瑥w�

GÉ$V¸�Á，íSrj《áK`》TÅ]í�ï¸。

�《̂ á`》ù§dá“ùþ�¶d”[�!，³¥ä：“°ù。”（�ì，(

１５Ｂ）³.)¾Â¬QÍ¶，øg±ûä..¾�!T，Å]·ÕQ�ù_m，

íw�9÷vsù。º$�ûa[³.)`�åÂ¬[�Ò，çQ�“Â»

�”[ñt·f“̧ ít”[�!，EÂr|6�7*[�Ïò#，Q�!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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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

瑒瑥

³"��!：《�>®,�!G{3É�》，《î3¾(ùD》（#$：#§,-&S'，
１９７５É），�ü，( １２Ａ。
³"��!：《½¢�!(,G{3É》，h�ß#PrD：《�ÉÀ$D》（OÂ：VÏL
Mr+N，１９９８É），Ó １０，( ９８７２。



“ñt”$“ít”[P?，ÉRWr《áK`》T°Ðã·[¢Ã，j|ù[

fg�c；Qtùþ�$“°ù”í�xÀs《K~$`》���,Tðzùþ

��“$^lJýÓ”[·[。

Wf¿[Y³.)�《$á`》́ >dá]Ý·“vÓ”[�]，vÓ“�»

Õ|k，¶»Ô|k”，³�：“ß·kk，ÆK#dkk。”（�ù，( ３Ｂ）³.)

.yj�[,AzRkvÓ·[ÛÜ·[，&wð!。³¥“kk”[�]b

b_/¾z，�f¶8!Õ[66，óv“vÓ”[÷âWh%]、/°//。

¸<ÉT>Ö[，]f�《̂ á`》T“×”[�]，³.)�“ØÙÓK，·

Wµ�”（�ì，( ２０Ａ），{»《áK`》T�Ó6ÓK�[Ú·µÐ»�，f[

�=�Ùµ5Ák，“×”·[ÚÏW9Ûr，X¾��d3[#6，É�b

WÛ�，《�Z》Ê9³ýróúÏ，̀ åõ�，]2《áK`》$úÏ6W�

×·。瑒瑦

³.)[�!AW¾1��=[�`/0，çQW«"sÆÆ[Á��

�X，õbÀ�YÈ�¤¢gä[..。Ov$S，su[VL]fí�，³¥

[�!bb��，Yj��,âã[Dü ¤¢(f。

　 　 （二）短語的審美趣味

�!°½ôsÉ6[rmgÎ，e!e�，__w²VI]ê/û�jÛ

[Y�¿HjgrgE。

《Oá`》Ê9wH/·�“ØL!”。³�：“H/7ÃäØÍ。”（�ü，

( ２Ａ）《$á`》Ê9fÆì[Ü "·，üofË，íw$À，³�：“ë。”（�

ù，( １Ｂ）《$á`》“|«Æ�”[ÝÝ©，“íwÞÀ，ÓdWß”。³�：“�

«�í，©«Æ��，Ë8°。s¿。”（�ù，( ２Ａ）《Tá`》ðzÔ媱dá

]“onWV，|Ãän�，化$à *，|<L5，|華黄，|{Æá�，±d³

s6”。³�：“ââ8�”。（�0，( １３Ｂ）《Tá`》Qo“�á”�“ãd

á”[í�á¿，�á、Aø、·øùád¿{8“6�Qù�”，|?8“ä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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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瑦 ��：《µÆ!�ZîÿDù ·Ð+cí�·³ý》（#$：n#S>，１９９１ É），Ó １３，
( １０３８４。



�”，³�：“��#�。”（�0，( １７Ａ）《Tá`》eQo“�á”：“|·�å

=，�閭、æ，�ä、H，|]�A，|��þç 。”³�ä：“�á¬�。”（�0，(

１９Ａ）《Tá`》�»á�ÎÆá，Èád¿¿{8“8ºQ6�”，³�：“èé

í1。”（�0，( ２５Ａ）³.)�!《Tá`》äº6�[á¿��#�，�!8

º6�[á¿èéí1，²6WJ�E，YiÈõ6�《áK`》Têë6·¸

~[á¿fbb[Xp？

!�&ðz，³.)[�!#$YîÞ�H[¤¢�¿�~"�A��，

í4�À，́ ¡Ñ·X，EIÀI，fÀ»R，́ À»¯。瑒瑧 á]¹[�UVL

íÂ，³.)[�"ALW$¾÷öOl，�]T�f«g[O¦，¾Qü*

r/�"�¿�ü«[�E、U6±�[..，w�¤¢[gäjí<。É

³.)�!�4)[，YU6¤¢å�T[Ç.j�H，Q¢�B4|6¾V

Z�®[�]，)µgÎzÍ³.)¤¢õ[gägg。ÚÍ�《áK`》~

ì[ðÝ�·d�]ÿ，³.)f34[�"，Yt�《áK`》[#V!

º[。

¾³.)[《áK`》�!T，RbÂj|Éê�!s¸[�]，í�oC

Yòf#�4H[�!，Û¶Yf�»�s“L”V[�!。《̂ á`》ðz�s

á¿[õ$，̀ {：“|Üd，ÇÅAi，Õê$E。|íû¿�，|Üd，Çü

Cë¡QW�；ÇÛ。”³�：“ìçÝL，gYù¬w]Pù。”（�ì，( ９Ｂ）

《Oá`》Ê9，í�Â»|ö�fs，³�：“fV�v�L。”（� １，(

４Ｂ）《Tá`》Ê9，s´ê êùíw$¼>，EPì¼^[îï，³�：“L

¢。”（�0，( ２９Ｂ）³.)�!$ÝL、�L¦L¢，S�sYüHrm[~

"，íE�f[yvgE。}f“L”V[�]，¾³.)[Éê�!TsÈb

Â，|�4Ö《]ÎO》§ä“L”，�《B�×》ä“LA”，�《�Tr》_{：

“L”，eÆ|�G~“ óðQ�”'，_{“LA¾]”；�£L%《g\ùí

��》)í��ÉL，_{“LA”。瑒瑨

f[�]TWn“L”V，�W`#ÅV¢òefL�，Æ：“Bjd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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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瑧
瑒瑨

!�&：《Ta�!#�Z》，( ６５。
×&Ó：《³.)#��!�^》，( ９７—９８。



]fªV，Ãäo#dñ，0ùQ#，|{Æò|，o#dª，gw35¿�R，

±dWó。”³�：“j¢。”（�0，( １３Ａ）ÚÍ“L”[�]dÿ，³.)[�

!T，]íÂt�`#ûûüP[ÐfÐ<[gÄ，êëÄÄd]¦R¦¯，

fõ<fÑV，ôVÆ《$á`》Íá[“ô”，̀ ä：“|{Æõ，|º¾k]。”

³�：“4»。”（�ù，( １６Ｂ）eÆ《Tá`》Ê9，Oìdáfö ·，|{Æ�，

ôÆÏÀ，Â»|aF。³.)�：“4#。”（�0，( ２８Ａ）

³.)bb��÷m�z《áK`》[QIüP，《Oá`》Êo÷kdá

“|køÎIK”，øYLùV，̀ #wß÷ì÷kdá[áøAÂ7r，Qá

k[“ø”ø，R³{�cÍ“÷k”dÃ，y³.)�ä：“øV°»。”（�ü，

( ４Ａ）

《̂ á`》sû“ÕÛdá”ä：

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 " 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東望 # 淵。有木

焉，員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

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

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

³.)_�ä：“'PR¯í1。”（�ì，( ９Ｂ）êYt�'f&�[�!。

《Oá`》Ê9：“ÏSdá�úL，�ÕÑ，���，�黄A。”³.)Òh

4AzÍêú`#)góÅÍ“�”Vgµ5[4�g，QÚÍC«][�á

ÿ，�U“�”¾cr/，ÉRÛ[Íü ÿÎ[Eâ，³�：“�VfX。”（�

ü，( １Ｂ）

ßÿ，³.)]Û¶!r�Ò《áK`》ÅV¾°dÒ，Æ：《Iá`》Ê

9，ûºdáf�，“廣ñîíP8Ä”，³�：“|�á÷ÄryäÄ，íhüV

`。”（�î，( ６Ａ）³.)ÉsÈíî“Ä”V，Û�《Ã�S)》：“YÄ1n，

4üÄV，ü:W¸。”瑒瑩³.)¢《áK`》É¢rÉH，¢rjA¥;o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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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瑩 ³"��!：《½¢�!(,G{3É》，ß#PrD：《�ÉÀ$D》，Ó １０，( ９８８８。



[<<sk。

《Tá`》Ê9，|¿8ìºQ8�，“�á，ER”，ArY¿w�á$E，

³�：“‘ER’ìVW�B。”（�0，( ２４Ａ）

³.)W<<ø《áK`》Èûü!�ùdS，�ø《áK`》gð)[

�s“ã�Ë”[áK°ù、�aã6，á#�[±gto×öz]nQI[

ö[rO，³b<�s_f化[â0¾c。w#�[op�《áK`》1�

�!，Y³.)/0《áK`》[jÛdÒ，ÛR,Az《áK`》̀ #�Ð 

°Yã·[sHsÈ���ù，Æ《Oá`》f·äýþ，“|«ÆÿL，Â»

öf繇”，³�“7Î÷ì”（�ü，( ５Ａ），ê¦1Y�ýþ·«Æ“ÿL”

j|“Â»f繇”[f¿�cQn。sÉ[VL]f《Tá`》，f·，“|

{Æ!，ÜkQ¾l，b�，|Ãä##”。³�：“,¶¾{。”（�0，(

１４Ａ）|{，“Ïþü”“7÷ì”，¦Y“,¶¾{”，�õ^�tß³.)�

《áK`》üS[�!，《áK`》[�!，fû�º$É6[�±、�Z[1

Äj%`[�g。

《Tá`》Ê9Hgdá“�"ª”，�,：“"ª，¼�R。"¦û#。”³

.)�：“frvdª，+�»ª5，e¸¹wª$ç，t�Î$ÿ2¹。¹ä：

‘ª»½2Qç@？’_Y5ª。”（�0，( ６Ｂ）ß¡Ô_{：“"Èû5，�ªÔ

þ黄�R，eû#�，w�f#ª誤öß。”瑓瑠ß¡ÔcÈYGOÍ³.)[I

P，X¼,m。³.)ø�,¼�[“"ª”�Ez¸¹[5ª�y，S�ÉY

�º，Qß¡ÔRÎÍ誤ú。

《K~O`》[`#Ê9ÐÐ�dÔ�#，³�：“�ve�”（�í，(

２Ｂ），̀ #A4Ê9“%&”，“{Æ8�，Ó6”，³�：“líþ。”（�í，(

２Ｂ）《K~`》"�_a“'61d”，³�：“(³”。（�í�，( １Ａ）ê<Þs

uû[¯]�!，|T�A，É��A"QW�n+，¢�ÉR����~"。

³.)¤¢《áK`》[tojüÏ��W¸，Yü É6[Eâj±)，

¦1êRmY�![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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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 ß¡Ô：《áK`廣,》，《áK`Ø!#é�5》)ì}，Ó ３，( １８０。



五、 仙山異域的樂園追求

W¸s¿¬��、>華ø《áK`》[~ìtû�ù¨ç[�c，³.)¾

Ãù`�[ýÌdÿ，Rm�z`#ÅVí^[7r。`À�¢#!，³.)

��[!r《áK`》́ ÒW¾[#�«P，QóÅj|�4Ö、G~Y#�Ã

®s¸[�]��!《áK`》，¦�w`#!ºjPj[¸p#�5À�Á，

�hY³¥�《áK`》#�]Ö[Ô»。�) [，《áK`》]fü /{

dÿ[ãÞÉ±，ãaãùã·ã�，rá[¿Yjã*L，Y��oo[b

/{Oµ¬¾。QráãÞ[Oµç*jÛ[±)gäÉíü起rO，《áK

`》T[¿Àã�ËÁ¡Ñû,s�õ^¾¼aÂ¬d3，5$ÍM®¶[.

)�â。

×&Ó�$，ê ÉA、g[[�!，í�Y�Áóh，YZ¯¿6[*.

G，³b³.)gYz。瑓瑡 ík×&Ó¼t}"z³.)�!《áK`》üS。

ø�!《áK`》[~ìÒÖÉ[¤¢[t$，³.)¦1Y)ü6，Ám¬[

lÕJ、%�] ÍÍÑ5�É。瑓瑢

³ø!《,R5ÉX》：“~ÉL½¢~�s�v®ÉW~R5。¤ìK$

÷áT，́ wÀr�)；nfA4yC，YX�，�R5QX�sv®。”瑓瑣¸ö

RíÍº，《áK`》�!RY³.)“Àr�)”dû。

m¬£Z��³.)[�!yÝj45fbb�Ö[¥¦：

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閲且批，且自寬於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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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瑡
瑓瑢

瑓瑣

×&Ó：《³.)#��!�^》，( １５—１６。
f�lÕJ、%��《áK`》ñ#��![}"，íGO£@á《〈áK`〉�`ZO"》
üS)0^[34，£¥w$“6Þïb�½�《áK`》[yI~ì，́ 6�,|«P，
��bbÃÄ`#ås��”。|{，Í¾Ñ5?É¿[³.)À�`Ynw#�[t
o�"《áK`》。
³ø!：《,R5ÉX》，《*Û_�》，� ９，《"&#ÐÑîÒ$S》（#$：#§,-&S
'，１９８６É），Ó １１９９，( ８０。



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代裂

眥痛哭云耳。……須溪筆端有臨濟擇法言，有陰長返魂丹，又有麻姑搔

背爪，藝林得此，重辟混沌乾坤。第想先生造次避亂時，何暇爲後人留讀

書種？更何暇爲後人留讀書法？而解者咀其異味異趣，遂爲先生優游文

史，微渺風流，雖生於宋季，而實類晉人。瑓瑤

�NI"�“5�s��，Q{mp6”，íhütÂÌ，�!Y$Í¾c´X

nd3$X�4¢S 、¢SP。《áK`》Yü!Û¶[S，Y*S，YðS，

YãS，�� �$“²S”，瑓瑥[³õ^"�o�õWµüH[@öpOµ，

¾ã·ã�ã6ãù[ã�Ë，ð)ü ãHã¿，èX64¢S 、¢SP。

#suR>N，³.)�I�!�，»ça¼ÍM®¶，w�¢£X�，Æ

|Lø!gI“w+N�ÄL”。瑓瑦 ¦Y$Ía¼ÍM®¶[.)，¦Y$Í

+N�ÄL。Û�!4R5、l荆N、GL�[É，R�!《ÇL》、《ZÊ》Y

Y，¢�¦síìÂöº，MYTa+=#6�$[`�，íw+M£Ö，íw

�?，íwÈ±。gr¾��{eüU´Dc，5$Û¢《áK`》ÿ[üU�

?。�Nh³.)“{mp6”，“wä �S，=�=2，=¤=�，=�Ls

c´Xn、½)´Wd®”，C5"��!《áK`》üS，9wï Ûº$�!

®[É6öE，ráãÞ[Oµç*。

³.)[�!s¾�¼X，¾Æßù�[É¬，³.)W~¤¢4ÖÉ，

!ºÀbbÛÜ。¦1³.)>5¾"è[�ËD{üU¬¾AU[Ty，

“Àr�)”，çßç*Éê“Wíº”[ñ�[，¾�:PÁÿ。#�ð)üU

j/{"X[.®，êY��û�Ty"[)üç，X“9¢”RAH%�L¬

û®[×Â（̈ «9Ì），#化yaá|ö?，Û[¤¢sYÒ¾û�þuj"

１４３劉辰翁評點本《山海經》考論　

瑓瑤

瑓瑥

瑓瑦

£Z�：《³½¢�!È SX》，《îÒJa¾(》（$Â：$Âr+N，１９９８ É），�3Ó
６６，( ５５１—５５２。
³ã�：《��[²S：áK`jL¬華Ð�Ëm（§-+）》（$Â：,-&S'，
２０１６É）。
#su：《Êl荆NÉ�4&,[+!》，《#su"#�》（#$：�`r+N>，１９８９
É），( １４０—１４２。



X[f>��T。瑓瑧 ¸<[，《áK`》�Yð)üUj/{"X[.®，³.

)[�!，ÒÒ�?ÍüUÛyCTgEâ[´Dc。

³.)¾a¼ÍM®¶õ�《áK`》，fç)，f�?，Û\34ø《áK

`》t$#�û,，�í^Å'，�~ì¿H；³.)�Y¾�!]Ä/ÛüH

�¿À+I±�[��。

《̂ á`》Ê9OÝ，«Æ*ü，"Ó6。³�：“lmàd6�QÓd，l

T~d�»+Ð·Q,d，gwWÆ�ýâsß。”（�ì，( ２０Ａ）

圖 ５

《$á`》"Ó6[%&，|«ÆRÄ，³

�：“\fMÉEÍú，́ MÉErÓ6。”（�

ù，( ５Ａ）《$á`》Tü�Ñº[�，Ãù

û，Â»|aÁ。³�：“·華á_f�Ã

ùû，Â»Á，váf�ÃùûÓd�E，

�ÏW�¸Ã。”（�ù，( ５Ｂ）

³.)�《$á`》¤Ûdá，fsº6

�[-.·，“|C¾/�，Kã6ê，|«Æ

RÄ”，"Ó6。³�：“Ó6d·�N，¼f

®ß·dÚ0，Û:Ï|y。”（�ù，( ８Ａ）

\ÉüUÔ^[ÁÏy±，ê ··íiÍ，

I“�Wò�b[yÕ”，ç$b[yÕ¾/

�，³.)RÛ¶ø“|C¾/�”['L&

wåÊ，ü�åü��。（5 ５）

《KÿO`》Ê9：“âá，o_éÎ»，o1éÎ«。”³�：“Taf^(l

6dé，Eÿa_qfT華l6dé。”（��，( ３Ｂ）Yi¾�¼X，³.)�

�¬�，ÿaRf“T華l6”？《K~$`》Ê9：“o_#、o1#、oÏñ#、

o¥#……¾�2I$。”³�：“Ç^O#3ÒÒf�.ûé，Ñ7Îol

�？”（�íì，( ２Ａ）《mO`》Ê9：“（ùºda）85，öÓ，óî�，f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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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瑧 %�5：《³.)：¤¢�®》，( １３。



î(îK8Ä……¥dg4R。”³�：“îÇm±d÷，8Lllû 。”（�

0，( １７Ａ）ÈÿÇÖrÍTa，þîÇm±RYLllû ê<[À，ÉY

ü WvWh[LØd^Í。

《KÿI`》Ê9ÉLa，³�：“d�*v$，��»*vaÿa，ßÌL

f¶Çd�。”（�È，( １Ｂ）¾ÉLaX[þ�a，³.)e�：“þ�a_É

La。”（�È，( １Ｂ）

《mI`》Ê9：“o¥�¹，¹�¢a。”³�：“��^ì<Pfl*d

a。þW,L$�，IdÆ�，黄oÄ$l*d`，_ÉLadm。”（�íî，

( ３Ｂ）

³.)üQ*，*QùðzÉLa，íÂÛ�ÉLa[v_，|TfÌL

¶ÇdÄ[�¸，ÈhRfl*da、dOdp[)E，ê¦1eYü ¾ã

õ=P�[�®¨ç4L[y±。

《m$`》Tsû黄oj5d[*7，ü��Á，ü�ÁÁ。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

雨師，縱大風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

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爲田祖。魃時亡之。所

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

³.)�：“Úü�Q���，Ñ]odW¥R！”（�íc，( ４Ａ）ÉÒ/³

.)�]²WÀ|Á[Q�，ü�ÞÚ，e�ü�，́ ´Må，f“²÷W¥”[

gÄ。

³.)[�!Tbr/rálÝ¦ll。VÆ《Tá`》þz“Úá”，³

�：“á^Ú�Úá，Ç$T�，g°/dT»R。<ù�R，OÜh<，ÚhQ

。”（�0，( ２Ｂ）eÆ¾《KÿO`》[�26，³.)�：“¾@rúá，»¸

'。”（��，( ２Ｂ）�2YráOµâ´7，QêráOµ[¸'ÈYiû´

P4�[。¾《Iá`》T，� ¥dáä：“Ç¹ë，EM°l·L(rdg。”

（�î，( ４Ｂ）¡Ñ,®"�¹ë，üN�f÷öOl，Q³.)Wh，Û�E

３４３劉辰翁評點本《山海經》考論　



[YM°l·L(rdg。VÆÊ9�á，³�：“áI�O;f�á，á^z

»;��_f�á，J¥«dÒ。”（�0，( ９Ａ）eÆÊ9_á，³�：“Ç¸N

;�áöf_á，w_n<Ã。”（�0，( ３３Ａ）�á、_á»W�Y.®Ã^，

r ]Y¾Û[_²¥å±)。

³.)R���[,&w�!，|TRW/¿ÀT[±�。VÆ《̂ á

`》T[OÝ，��,ä：“¦{ÉK7ÇfØ，vä：‘OÝd·，¼÷�f。C

áÍ~，TWó�。’YwüÃEä¿ü。”

��w$OÝRsfÏ，�Ùmnðã，Y$~d·。³.)[�]uð

M：“lmàd6�QÓd，lT~�»+Ð·Q,d，gwWÆ�ýâsß。”

（�ì，( ２０Ａ）j��,ºW¸，³.)[}l£ôOÝ$·=µ$Y[Ï

�，³¹$WÆ�6d[�â，�OÝ··[[�]，ÞY���,º[.n，

¸õÉRítû³.)�6±[t8，S�f�/�[Wg。

《KÿO`》ðz“WWa”{：WWa¾|I，|$6&ùYWW。��

,{：“fñ�á，]fWWÌ，ÓdJY，_fôx，³dW8。”³.)¾ß�

�：“Ta_f´8á，]f�´，äÉ³�Er”（��，( ２Ｂ），Q¾WWa

Ò，³¥�ä：“³ôxW8，Q³�´äÉEr，AUuÉ。”�]Y��,Q

.[。

《̂ á`》÷ì：“̂ lJ|{Æ6，�kKãQb�，��,Â”。³.)

�：“Ïþü。”（�ì，( １４Ｂ）êc7Y�`#¿Ý[Eâj¸?[sûg.，

Ûø`#[SûÁûÏþ[sH|{»fÂ÷，̀ #ïå�^lJC«、ÿ

Ä、Efw�¿"[�û，<¯¯ä]Àø^lJ[÷âWh%]。《̂ á`》

Rðz¶s9á[:s¿，³�：“¿ÃW¢。”（�ì，( １７Ａ）

《K~O`》Ê9，éèdá，o¥és»。³�：“éõf�Æ#，Ï�Q

�，í0ùdÁ，;<ÆÎ，ÃäÚ¤#，È Õß5�Ñ。”（�í，( ２Ａ）

《K~$`》Ê9，�=á¾KT，³�：“o,«�gE�QW��。”（�

íì，( ４Ａ）《m^`》Ê9z�2d�，³�：“�c>�，í�QWíE。”

（�í�，( ４Ｂ）�rÝ[v_，¦Y�É�、��[×Â，cYfgQ.[�

�#V。Qê<[E�W��、í�W��[rÝv_，�YjÛ�《á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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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áãÞOµy°ç*ß^¾ü起[。

"�gw�5r(rüIf1�4µ，¦1jÛ�/{�Ë[��f�，

rË´ãYÛ=E[@öp。《Kÿ$`》9“-Kdá，o23és»”，��

ä：“23E$¸»，øÇ¾�»，yo�R。”³.)���[,ºRfgr

c，��ä：“_üÈé�¾dg，b�»o�R。”（�c，( ３Ａ）íÂ"�W�

�《áK`》bf~"gä，Eó���[,º，R"f¿�d«，ÛwÉ6[

¡)，wÏþü，,¶÷ì《áK`》üS÷JAâ[�B、j¢，�î�rÝã

Þ[Oµ?�。

六、 結　 　 論

×&Óðz³.)#��![Ûù，fw#�"{H、á¢�gÎ[op

1��!、ïc,º，��]I[Ûù。ßÿ，³.)b_Å“Áp”�“èc”

[(f}"#!，³õ»�â2AU['q[�]。瑓瑨 ê<[IP»fÂ[，

û�[Y，Û¼Âå³.)�!《áK`》，çßÉWÙ$�。Æ6 ��Ö

÷|0，³.)�!]fü Â¬QÍ¶[®Ù�?，�!《áK`》ÀYWÁ

[Im，�pLÄ《áK`》üS，In²][�!��，¼ù.±，�?¡�，

�aã6，�·á¿，sYDüUoo[b/{´Dc。

m¬M�ÄÆ-[《áK`�》，YC¿gÂ³.)《áK`》�![�ü

+!，Úßdÿ，]fÊÄß¡Ô¾《áK`廣,》T��¹Å³"�[�]，

ß¡Ôg¹Yi$M�ÄÆ-!»WvQ¨。JTf�üå]"fW¸[

《áK`�》+!r/。

/0³.)[��sÈ�，RfíÁ[5�，W¿�|ÉR¦É^#�z

ûsfF�[�ö，Q³.)[�!4û/0���，W/�|�![�~|

}，¦�U¶É6、û,[�!4¦，ík，"�《áK`�》u /0�![�

�C5Í。Dü(�，/0《áK`》[��R¼,Az³.)[�!，��ø

５４３劉辰翁評點本《山海經》考論　

瑓瑨 ×&Ó：《³.)#��!�^》，( ７３—９１。



|誤$m¬��，w|�zWíO。ÜW¨³"�EY��d3[É6、�!

®³.)，Q³.)[�z4o¼¼íO，��Þ/0[/0"#56ÿ

Í。«��þ¤M�ÄÆ-[³.)�!《áK`》，íh�Y�É�[v�

7�，ºµ��Þw$³"��z´íO[æç，R.Î�!®³.) 6

C5|���!《áK`》[WÎ。

Ê6<D£（１８６４—１９２７）《SÜÊÀ》�ì《,Sfå!dn》oðz：

刻本書之有圈點，始於宋中葉以後。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有圈點必

教之語，此其明證也。……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皆有墨圈點注。劉辰

翁，字會孟，一生評點之書甚多。瑓瑩

³.)�!《áK`》h!]WY$Íóô，RW�Y$ÍÈ¢þ¢£N

�¤L，�bt$�Yöí[âS，Ûø《áK`》È5ü3#�û,�½�¤

¢。¾�!《áK`》õ，³.)'·üp[�!�"，¾÷öOl、Ãù`�

ÿfgÃ�?，Rf,���，¾÷f]�åf¯]A'[Û!，Û�$《áK

`》�^lJ[sûY“Ïþü”，ß'�õ^Å¾³.)�!《áK`》[#�

ý;]，Û�![《áK`》üL tûf5f#[QI+=，̄ '��bbê

/fÉf¶[AÝ。³.)《áK`》[���!Yü j/{"X[Oµ¬

¾，ãÞrÝY��[´Dc。

《áK`》5$³.)7ü!�[#!，Y|.yj�，Q³.)�《á

K`》É[、g[[¤¢，�Y|6WiÆ±[y/。!�《áK`》，́ 7Y

�《áK`》]Ö[>N，¾³.)«�，RJ �$Y“�ùS”“÷ö\”[

《áK`》，~/r$hW¸[#!�"，Î�j��ÉZ])ü�[Éy³

_ËT；Q³.)w#�Ã®d�1��!，�《áK`》üSf|ÛÜ[

AU。

¾�¬É6T，³.)ÉW�±G~，Û�!GÉW�，?åù50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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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瑩 <D£：《SÜÊÀ》（$Â：T華S>，１９９９É），( ３３—３４。



�]øu05»。³ø!tn|Ýz�oSGÉ：“�!8ÐfA，bXh|

UQ�。”瑔瑠《$á`》Ê9@�，ç$G~[《�VA��ùOZ³》�Ñ'：

“#BV�黄 D，@CDEguS。”³�：“@d�Wª，A¥dgw1。”（�

ù，( ３Ｂ）³.)WX�!GÉ，Q=¾�!《áK`》õü*ðz，《Tá`》

TÊ9zF�，³�：“F�ÂG~《UG》É。”（�0，( ２Ｂ）G~[《UG�》

û¾F�&áþUG[Iú：“Z$《UG�》，ÅÐ_sH。”³.)g¹[ê

Ñ�Ésr/¾《�>®,�!G{3É�》�î，³�GÉ《A�OZ³》[

�Ñ'“�+起!”，瑔瑡Q�《UG�》[Iú“ßÝIõóL��d”。瑔瑢 ³�

《Kÿ$`》[^lJÀðz：“GÉ{，þ� bI×J，»n)èd�，¤!

vß。”（�íì，( １Ａ）Q¾《B6�》[Ñ'É：“%Dw�cÕ�，þ� b

Õ×J”，³�：“%Dþ�Ñ]，»Èõ�áÆÎ、ûåY^、cB@�d

�。”瑔瑣ÉY《áK`》�^lJ[��。íÂ³.)�《áK`》�!YjÛ�

GÉs��c[。

��w�，É#ªhY#�T[m=，《áK`》、《�Iµ]》、《�#S》

Yb“9M”“n\”[QI[#~WÎ)t。¾³.)dL³ø!�ö³.)

�!4ûõ，<ð�É#，《áK`》YS[�!，¼tÖÐ。�¬ªhw�"

$r，�mN"ÉRWø《áK`》t$m=。³.)�!《áK`》，âW$r

+，Qñ�YÉ6ü gä�?[.±)�，��d3zm¬TJ，Éü·¼

k,A。qmM�ÄÆ-(,，ÊÄß¡Ô《廣,》ß¹Å，R9Yã¬

¨«。

£@ááß¡Ô《廣,》[¹Å，w$³.)《áK`�》[~ì，�$Ãù

`�、÷öOl，³WMÎ。|{，³.)[�!ªw#�.±、�Zgä，¦�

�ráãÞ[¿ÀOµç*$r。á³.)�$S[�!S�，sÄîg

ä、.)[±�，�?ÛÂ¬d3，Í¶áÜ[¡�，Ãù`�j÷öOl[3

７４３劉辰翁評點本《山海經》考論　

瑔瑠

瑔瑡
瑔瑢
瑔瑣

³ø!：《G{3É�X》，G~4，³.)�!，̧ �ÒD：《�>®,�!.ûG{3É
�》（#$：ïS>，１９７４É），Ó １，��。
G~4，³.)�!，̧ �ÒD：《�>®,�!.ûG{3É�》，Ó １，� ４，( ３５１。
¸],，( ３８４。
¸],，� ２，( １８５。



4s�pA。�S,�I，《áK`�》Þ9k#6þV，RWÂ5$ï$S

M，¾qmd¿É³´(,r+[�+%"。Qê<rm�A[i¢.±

�!(f，jóôO>�¦�®ýs[N"~*ÿ´��。

Qá《áK`�》í��oCüÇT，íwü4ßS0½，ß¡Ô[《廣,》

<2¹÷öOl、Ãù`�34，i"�U6.)¦¾x[¯]�!�$ä

äb，Qf[34，R�ý÷öOl[Iú，³�《$á`》ä：“¿Ká，Çôs

Oö，³ÐbÍß，v¿©。”《廣,》[¹Å�f)ü'。³.)[《áK`�》

r ªôÉ6fg�?[“¤¢«Ê”，ß¡Ôg2¹[，»Y���±[÷ö

Ol、̀ �Ãù，X�9¾《廣,》Tü4《áK`�》[r Ûù。

³.)[《áK`》�!，²Û¾É^，《ZÊ》、《«S》j《�Iµ]》Y[

�!ÿ，4�ÛÜ[5�。ê<[5�Róv��w�ü·zmÊ[《áK

`》/0fU¯~�X[ÕA，ßSY��d3《áK`》/0[P�，²�

��ßõ[《áK`》/0)µ�]，³.)4�ü!¬Ä�6�《áK`》$

��ç[��Ò!!，YüU86±C[I。³.)[�!bb�，��Wü，

X���$，á�mÑ¬[X跋��"T，íwSr³.)[É、#、ÔI�!

[��bb。瑔瑤 Q《áK`�》gÄ/[，W(Yº$É6[³.)[¤¢

å�j�¢~"，R�=¢�./¢《áK`》[Dü �L。

（作者：東吴大學中文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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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書

lÕJ：《áK`lU》。IÂ：Í7ó�5S'ú，m<xÉ®ÖÏ(!。

>ìH4，�ºi·�Oè：《ZÊ",Oè》。#$：TµS>，１９７７É。

4f：《·zêÇ》。#$：#§,-&S'，１９９７É。

ß¡Ô：《áK`廣,》，《áK`Ø!#é�5》)ì}，Ó ２—３。5s： /SN，２０１９É。

N}：《áK`¬》，《�¬áK`#é�5》，Ó ６。^&：̂ &÷5r+N，２００６É。

ÍI：《�a�1��1ºÂ5S'T#b!S\》。]K：]K?Sr+N，１９９９É。

=~�：《áK`�"》。#$：T華S>，１９７２É。

rcë：《Aøá�«¾》。#$：�ËS>，１９６３É。

ìÐ�：《L!áK`5I》。AÜ：廣^ë¹�r+N，２００７É。

)8：《áK`Æ,》。#$：P¥S>，１９８２É。

Ð#t：《5�ké》，《"&#ÐÑîÒ$S》，Ó ８１４。#$：#§,-&S'，１９８６É。

°�：《áK`µÆm》，《�¬áK`#é�5》，Ó ７。^&：̂ &÷5r+N，２００６É。

��,：《áK`》O�dîk»ç_(!，《�¬áK`#é�5》，Ó １。^&：̂ &÷5r

+N，２００６É。

£@á：《〈áK`〉�`ZO"》。$Â：$Â�r+N，２０１２É。

£Z�：《³½¢�!È SX》，《îÒJa¾(》，�3Ó ６６。$Â：$Âr+N，１９９８É。

!�&：《Ta�!#�Z》。]K：]KN"ó�r+N，１９９９É。

gÐm4，³.)Æ：《½¢Æ!gÐmÉ�》。IÂ：å!a"5S'ú，�_(!。

��：《µÆ!�ZîÿDù 》。#$：n#S>，１９９１É。

^é#、l^îrD：《Ta#��!/0》。]K：]KLMr+N，２００２É。

>\�YrD：《Ï�$�Æ,》。ª®Ç：̈ $6ar+N，２０１０É。

>ç²：《áK`ª"》。89：²ì5Sf¡N>，２００３É。

<D£：《SÜÊÀ》。$Â：T華S>，１９９９É。

<Ç¸：《��mUh》，《¾S�5ED》，Ó ２５３。#$：µ#ÿr+N>，１９９１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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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³.)#��!�^》。$Â：TaN"ó�r+N，２０１５É。

%U：《Ta��ÔIj#化》。#$：Ö£r+N，１９９３É。

#su：《#su"#�》。#$：�`r+N>，１９８９É。

�»¢：《%_#�》，《î3¾(ÄD》。#$：#§,-&S'，１９６５É。

Ø�：《Ø�ÔI"#�———〈TaÔIZ5〉�|Û》。#$：P¥S>，１９９２É。

³.)�，M�ÄÆ：《áK`》。�«：$Ì5S'ú，�»：�MÌ5S'ú，m(!。

³.)�：《ÇLO華¸`!Æ》。#$：%#&S'，１９７４É。

³ã�：《��[²S：áK`jL¬華Ð�Ëm（§-+）》。$Â：,-&S'，２０１６É。

³ø!：《�>®,�!.ûG{3É�》。#$：ïS>，１９７４É。

³ø!：《*Û_�》，《"&#ÐÑîÒ$S》，Ó １１９９。#$：#§,-&S'，１９８６É。

³.)�!：《�>®,�!G{3É�》，《î3¾(ùD》。#$：#§,-&S'，

１９７５É。

³.)�!：《½¢�!(,G{3É》，ß#PrD：《�ÉÀ$D》，Ó １０。OÂ：VÏLM

r+N，１９９８É。

;=YD，4bY,：《§.�Ô,#(》。#$：華mS>，１９８０É。

Pîë：《Ta#���Z》。$Â：T華S>，１９６１É。

�å�!Æ：《áK`F,》。$Â：T華S>，２０１９É。

二、論文

��8：《〈�Iµ]〉³.)�!/0TaÔI�!d¹[,k》，《5T#�I》) ４４ J

（２０１４É ３n），( ２０７—２５３。

l�¶：《³.)�!4R5êÉ¦"》，《�¬#�/0�(》) ８ J（２００２É），(

３３３—３６１。

l�¶：《³.)�!£�_Éê/¦》，T8ÿrD：《)ì2�¬#�a3/}""#�》。

OÂ：VÏ¢'r+N，２００３É，( ３７０—３９４。

ÜË�：《m¬��÷�[SM(,/ù》。µ&o：µ&oaã�T#/0g�s"#，

２０１０É。

£v�：《"“²�³.)É"³�”[h#、Ù"�AU》，《Ê華T#�I》) １３ J（２０１５ É

６n），( １８１—２２７。

HuH：《zÝ1�，Ãù`�———〈áK`廣,〉[5j#》，《uVT#�I》) ２７ J（２０１７

É １２n），( １０１—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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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m¬��¬6,S%e[µOã》，《�V�(》２０１２É) １J，( ３１—３６。

>s：《³.)�!/0》，OÂ：OÂ�T#��s"#，２００４É。

%�5：《³.)：¤¢�®》，《a#�u》) ３J（１９９９É ６n），( １９９—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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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ｗｅｎｇ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Ｌｕ，ＹｉＬｕ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ｗｅｎｇｓ （１２３２ １２９７）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ｕｎｈ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Ｌｉｕｓ ｂｏｏｋ

ｗａｓ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ａ ｓｍａｌ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ｎｏ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ｎｔｉｌ ｎｏｗ，ｔｈｅ ｗｏｏｄｃｕ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Ｙａｎ Ｇｕａｎｇｂｉａｏ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ｅｘｔａｎ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ｗｏ

ｃｏｐｉｅｓ ａｒｅ ｈｅｌ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ｙ ｔｗｏ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ａｒ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Ｌｉｕ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ｈｉ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ｓｉｎｃｅ ｈｅ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ｔ

ｈｏ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ａ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ｕｓ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ｕｓ ｂｏｏｋ ｉｎ Ｗｕ

Ｒｅｎｃｈｅｎｓ （１６２８ １６８９）Ｓｈａｎｈａｉ ｊ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ｚｈｕ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ｕ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ｄｒａｗｎ ｄｕ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ｓ ｈｉｇｈ ａｓ ｈ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ｐｏｅｔｒｙ，Ｓｈｉｊｉ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ｕ，ａｎｄ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Ｇｕｏ Ｐｕｓ （２７６ ３２４）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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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ｐｉ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ｃｏ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ａｓｓｉｃ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Ｌｉｕ Ｃｈｅｎｗｅｎｇ，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Ｙａｎ

Ｇｕａｎｇｂｉａｏ，Ｗｕ Ｒｅｎ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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