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文史交融的敘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說《唐摭言》一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

志所未及。……不似他家雜錄，但記異聞已也。」1可見《唐摭言》具有與正史

互相參見的補史性質，且真實性很強，而該書的確也一直以史料價值見諸於學者

的研究及肯定。在普遍以補史功能看待《唐摭言》的觀點中，侯忠義（1936-）
則點出，書中與科舉制度有關的瑣聞、軼事以及其他雜事，頗富小說色彩。2苗

壯更進一步指出書中卷三〈宣慈寺門子〉條及卷四〈裴度還帶〉條所載小說意味

濃厚，不失其藝術效果。3前賢雖然點及該書蘊含的文學性，但可惜未加以探討。

因此，本文在第三章制度的鋪陳，第四、五章士人外在追求、內在探索之後，於

本章續探王定保如何透過文字記下科舉事，演帶出士人風貌。下文分節討論史化

小說的敘事；尚奇巧合的敘事傾向；援詩引書信的融合敘事方式；最後討論後人

的批評與肯定。 

第一節 史化小說的敘事 

一、嚴肅與趣味的併融 

［明］綠天館主人在《古今小說》序曾指出「史統散而小說興」。4史書之所

以成為小說的先聲，主要原因就在於它對人生事件的記載與講述的敘事功能，尤

其是《史記》紀傳體所起的示範作用。但中國小說發展的過程中，史的紀實成分

並非在小說興起後，瞬間就與之劃分清楚，相反地，楊義《中國敘事學》表示「中

國敘事作品雖然後來在小說中淋漓盡致地發揮了它的形式技巧和敘寫謀略，但始

終是以歷史敘事的形式作為骨幹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中存在著歷史敘事和小

說敘事，一實一虛，亦高亦低，相互影響，雙軌並進的景觀。」5王定保即明顯

地融合歷史敘事及小說敘事於《唐摭言》一書。 

從第二章門目安排可知大體王定保在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門以

前主要敘述科舉制度掌故，門目安排序列有其一定的順序，先概論科舉源起，再

帶出唐代科舉沿革，在此部分王定保整體上傾向資料的羅列，有別於一般史傳作

品以人物為主、形象化、情節化的敘事模式，例如： 

卷一〈貢舉厘革并行鄉飲酒〉：開元二十五年二月，敕應諸州貢士：上州

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行，不限其數。所宜貢之人解送

                                                 
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44。 
2 侯忠義：《中國文言小說史稿》（北京：北京大學出版，1990），頁 333-334。 
3 《筆記小說史》，頁 235。 
4 ［明］綠天館主人：《古今小說》見《古本小說叢刊》第 31 輯（北京：中華書局，1987），頁

3。 
5 楊義：《中國敘事學》（臺灣嘉義：南華管理學院，1998），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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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行鄉飲禮，牲用少牢，以官物充。6

卷一〈西監〉：元和二年十二月，奏：「兩京諸館學生總六百五十員。每

館定額如后：兩京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館，八十員；太學，七十四員；

四門館，三百員；廣文館，六十員，律館、算館，各十員。」又奏：「伏

見天寶已前，國學生其數至多，并有員額。至永泰后，西監置五百五十員，

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館員額。今謹具每館定額如前。伏請下禮部准格

補置。」敕旨：「依。」7

卷一〈東監〉：東監，元和二年十二月，敕東都國子監量置學生一百員：

國子館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律館十員，廣文館十員，書館三

員，算館二員。8

卷二〈府元落〉：郭求（元和元年）、楊正舉（六年）、唐炎（八年）、

高戈（九年）平曾（長慶二年貶）、崔伸（寶歷二年罷）、韋鋌（太和二

年）、鄭從讜（開成二年）韋瑑（乾寧二年）。9

卷二〈等第末為狀元〉：李固言（元和七年）。10

卷二〈等第罷舉〉：劉騭、田鬯（並元和七年）；張傒、韋元佐（並元和

八年）；孟夷（十二年）；韋璟（十四年）；辛諒、崔殼、薛渾（並長慶

元年）；韋澌、李餘（並二年）；郭崖（三年）；李景方、盧鎰（並寶歷

元年）；韋敖（二年）；元道、韋衍（並大和二年）；殷恪、劉筠（並八

年）；崔濆（開成二年）；胡澳、樊京（並卒）；溫岐（四年）；蘇俊（卒）；

韓寧（會昌二年）；李暮、韓肱（並三年）；魏鐐、孫璵（並四年卒）；

韋硎、沈駕、羅隱、周繁（並乾符三年）。11

卷二〈為等第後久方及第〉：韋力仁、趙蕃（並三年）；黃頗、劉綦（後

二十一年）。12

卷三〈謝恩〉：狀元已下，到主司宅門下馬，綴行而立，斂名紙通呈。入

門，並敘立於階下，北上東向。主司列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狀元已下，

與主司對拜。拜訖，狀元出行致詞，又退著行，各拜主司，答拜。拜訖，

主事云：「請諸郎君敘中外。」狀元已下各各齒敘，便謝恩。餘人如狀元

禮。禮訖，主事云：「請狀元典謝名第。第幾人，謝衣缽。」謝訖，即登

階，狀元與主司對坐。於時，公卿來看，皆南行敘坐；飲酒數巡，便起赴

                                                 
6 《唐摭言》卷一〈貢舉厘革并行鄉飲酒〉，頁 1。 
7 《唐摭言》卷一〈西監〉，頁 6。 
8 《唐摭言》卷一〈東監〉，頁 7。 
9 《唐摭言》卷二〈府元落〉，頁 15。 
10 《唐摭言》卷二〈等第末為狀元〉，頁 15。 
11 《唐摭言》卷二〈等第罷舉〉，頁 15。 
12 《唐摭言》卷二〈為等第後久方及第〉，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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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集院。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

維之力；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13

卷三〈點檢文書〉：狀元、錄事具啟事取人數，主司於其間點請三五人工

於八韻、五言者。或文字乖訛，便在點竄矣。大約避廟諱、禦名、宰相諱。

然三十所制，分為兩卷，以金銅軸頭、青縹首進上。14

卷三〈讌名〉：大相識、次相識、小相識、聞喜、櫻桃、月燈、打球、牡

丹、看佛牙、關讌。15

通常歷史敘述的故事化、情節化，加上鮮明的人物形象，史傳作品便具有很強的

小說成分與小說模式。16但由上述資料的條記，可證明王定保此部分的敘事顯然

傾向嚴肅資料的羅列，無涉文學的美感、趣味。因此苗壯曾說《唐摭言》「敘典

制，錄書札，記雜事，本無意於小說」。17這樣的評論的確無可反駁，因為，敘

事中沒有人物、沒有情節，更多的是類似備忘錄般的摘記。 

但為何王定保在該書前三卷採取資料羅列的寫法？當與其廣泛採據史書有

關。《唐摭言》以科舉為中心，而科舉為唐代一項重要制度，故史書中也有相當

的記載，因此，王定保寫作時必援引各類史書，而唐代最重要的史書當推實錄、

國史，書中明引實錄即有三處： 

卷一〈兩監〉：按《實錄》：西監，隋制；東監，龍朔元年所置。18

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曲江游賞，雖云自神龍以來，然盛於

開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實錄》：天寶元年，敕以太子太師蕭蒿私廟逼

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敕令將士為嵩營造。嵩上表謝，仍議令將士創

造。敕批云：「卿立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修筑，舉國勝游。與卿思

之，深避喧雜，事資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

假致辭！」19

卷四〈師友〉：案《實錄》愈與人交，其有淪謝，皆能恤其孤，復為畢婚

嫁，如孟東野、張籍之類是也。20

另外也援引登科記，如： 

                                                 
13 《唐摭言》卷三〈謝恩〉，頁 25。 
14 《唐摭言》卷三〈點檢文書〉，頁 26。 
15 《唐摭言》卷三〈讌名〉，頁 28。 
16 郭丹：《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廣西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1999），頁 102。 
17 《筆記小說史》，頁 235。 
18 《唐摭言》卷一〈兩監〉，頁 5。 
19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頁 29。 
20 《唐摭言》卷四〈師友〉，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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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元和元年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敘〉：天府之盛，神州之雄，選才以

百數為名，等列以十人為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歷、建中之年，得

之者搏躍雲衢，階梯蘭省，即六月沖宵之漸也。今所傳者始於元和景戌歲，

次敘名氏，目曰《神州等第錄》。21

在引用唐代實錄、登科記等史料情況之下，王定保自然無形中也援引其條列筆

法。而這些資料的羅列，也成就《唐摭言》具有補正史之簡陋、糾正史之誤等史

學價值。22《唐摭言》即載有許多史料不見於正史中，如卷三關於錄取和放榜以

及新進士及第後一連串的儀式：謝恩、期集、關試、關讌等。由此，吾人便不難

明白為何該書在史料的價值上最廣為人注意。 

但綜觀《唐摭言》，王定保又未按此筆法書寫全書，是否仍有其他的想法呢？

苗壯指出具史料價值的筆記小說，不管在創作動機或創作筆法上對史傳文學都有

所傳承。23因此，雖然《唐摭言》一開始多採條列式記科舉沿革、詔令、儀式等，

但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門以後大部分的條目，則以紀傳體筆法記載

人物，將人物適切安置於相關門目之下加以描寫敘述，因筆記體簡筆記錄的緣

故，縱使非每一條目都生動洋溢，但在某些人士的記載上卻可見文學性的存在。

（此有待下節舉例說明）因此，《唐摭言》又可見揉合了史傳作品常用的形象法，

「把事件過程具體化、故事化，使死的資料變成活的藝術形象。」24

可以說，王定保以科舉典章制度的資料羅記，介紹出唐代科舉沿革；另一方

面，又透過科舉士人的紀傳，將人物的行為及心理呈現吾人眼前。正如韓雲波所

謂的「史化小說」，25一方面是史，有歷史的記實求真的特點；另一方面，它也

還是「小說」，又同時具備某些文學的審美心態，追求區別於板著面孔的歷史流

水帳的趣味性。26王定保的寫作心境當是如此，一面為了追求科舉事的實，甚至

條列了榜單，一面又為了增添趣味性，而繫之以人物的紀傳。在補史書不足的心

態下，作品敘事就不會只重視情節的曲折、人物的刻劃，其中出現條列現況的資

料內容也就不足為奇。而不管是資料的條列法或史傳的紀傳體都可見諸於《唐摭

言》一書中，而這也讓《唐摭言》有別於其他的筆記小說，更加凸顯了其所具有

的史料價值，廣為後人研究科舉時參酌、援引。所以，本文第三章基於王定保實

                                                 
21 《唐摭言》卷二〈元和元年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敘〉，頁 13。 
22 參見《唐摭言史料價值探微》第三章〈唐摭言史料價值考索（上）〉，頁 52-71。 
23 苗壯曾在《筆記小說史》中探討史傳文學對志人小說的影響，首先可見「懲惡揚善，寓褒貶

於記敘之中的春秋筆法」，此通常是就作者創作動機而言。文人多為飽學之士，對國家朝政的關

心與一般市井小民不同，故藉由作品抒發自己對國家朝政憂患意識。另外，史傳文學「選材敘事

的技巧」也為後世小說寫人寫事提供了借鑒。先秦歷史散文，特別是《左傳》和《戰國策》，都

是以簡鍊而生動的語言寫人敘事，把當日複雜的史事、多樣的人物，較為具體生動地展現出來。

最後，史傳文學具有「補正史之闕的創作目的」，筆記小說的創作多基於見聞，其所輯錄，許多

為後來修史者所採用，一般文人不見得能參與修史，但若能藉由創作為其提供點資料，亦感榮幸。

參見《筆記小說史》，頁 23-24。 
24 張新科：《唐前史傳文學研究》（西安：西北大學出版，2000），頁 4。 
25 韓雲波：《唐代小說觀念與小說興起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頁 86。 
26 《唐代小說觀念與小說興起研究》，頁 87。 

 4



錄、史書資料建構而起；第四、五章透過人物紀傳析論而立。王定保透過這種嚴

肅與趣味手法的併融，於書中更豐富地呈現唐代科舉面貌。 

二、史傳筆法的沿襲 

由本文第二章創作動機探討可見，王定保身處唐末動盪的局勢之下，創作此

書的確存有懲惡揚善的史家用意。因此，王定保在敘事書寫技巧上，自然多所學

習史書體例。在敘事手法上，史傳作品往往在開頭先行介紹傳主的基本資料，包

括姓名、籍貫、出身，文筆多簡約，例如《史記‧伍子胥列傳》：「伍子胥，楚人

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

後世有名於楚。」27唐人小說作者介紹人物時往往用三言兩語來直接說明其為

人，這就是承襲於紀傳體舊習。所謂紀傳體便是將人物、時間、地點，或者三者

皆具、或二者，明確的寫在作品中的文體。《唐摭言》採用的敘事角度大致是全

知敘事的觀點，呈現順序的寫法，閱讀時如遊西式花園，一入門，則園中全景，

盡在眼前，讓人對於所記人物的背景或才華立即有所掌握，如： 

卷七〈知己〉：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其形不稱名。28

卷七〈起自寒苦〉：李絳，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岡，官終襄帥。絳

為名相。絳子璋，宣州觀察。29

卷八〈誤放〉：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辭。30

卷九〈表薦及第〉：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略，有文稱。31

卷十〈海敘不遇〉：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32

卷十三〈敏捷〉：王勮，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33

這種紀傳體式的敘述，其目的在取信於讀者，真有其人其事，也符合中國素有「求

實」心理讀者的欣賞與習慣。敘事主體出現書中也是為了符合這樣的心態，如： 

卷四〈節操〉：盧大郎補闕，升平鄭公之甥也。暉少孤，長於外氏，愚常

誨之舉進士。……34

卷八〈夢〉：予次匡廬，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35

                                                 
27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六十六列傳第六（臺北：文史哲出版，1997），頁 848。 
28 《唐摭言》卷七〈知己〉，頁 81。 
29 《唐摭言》卷七〈起自寒苦〉，頁 74。 
30 《唐摭言》卷八〈誤放〉，頁 87。 
31 《唐摭言》卷九〈表薦及第〉，頁 99。 
32 《唐摭言》卷十〈海敘不遇〉，頁 113。 
33 《唐摭言》卷十三〈敏捷〉，頁 145。 
34 《唐摭言》卷四〈節操〉，頁 46。 
35 《唐摭言》卷八〈夢〉，頁 85。 

 5



王定保透過「愚」及「予」的第一人稱敘事，賦予所述故事的真實感。這種手法

也常見於傳奇小說作品中，如《任氏傳》末尾「建中二年，既濟自左拾遺與金吾

將軍……」；《南柯太守傳》文末「公佐……輒編錄成傳」；《李娃傳》文首「洴國

夫人李娃，長安之倡女也。節行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行簡為傳述。」
36真實作者現身於作品中，並沒有特別高深的寓意，其目的只是告知讀者，通過

真實作者的親耳所聽或親眼所見來加強故事的可靠性。37

又王定保在卷後或在門下內容敘述之後加上論、贊的寫作模式，亦模仿史傳

論贊的形式，以表達作者個人的意見，而這也是一種敘事主體的介入。依第二章

門目的分析可見《唐摭言》全書「論」、「贊」計有 21 次，多為針對卷次或門目

所記人事整體議論，也有就某一人事而引申，其勸懲觀鮮明的體現了寓褒貶、明

王道的史官文化傳統。這些作者的議論，藉助書中記載的人物形象，應當在維護

傳統禮教上起著一定的宣揚作用。而王定保的論、贊往往獨立於敘事之外，作為

一門目或一卷之後的總結、評論，故其獨立於敘述之外，不會造成如突兀的評論

干預，因此，敘述上仍能保有自然順暢，使故事本身具有相對的獨立性和完整性。 

而審視門目、檢閱內容，王定保在寫作上未如《史記》以歷史人物為中心，

將人物的相關事跡集中紀錄，相反地，卻是以科舉事為經，相關科舉人物為緯，

交錯成唐代科舉的士人面貌。因此，只能說王定保在寫作筆法上學習了史書的「太

史公曰」、「贊曰」的形式，以表達個人的觀點，其所記雖為科場名事，人物固然

重要，但非唯一主軸，故寫作上有對史書有所繼承，也有所揚棄。傳統的史傳作

品以記人為主，而王定保在展現唐代科舉時，顯然偏重以記事為主，記人為輔，

所以人物容易重出於不同的門目之下。 

人物的重出得以相互印證，在情節、內容上可以互為補充、說明。《唐摭言》

因門目重點不同，在書中也有多處可見此手法的運用，如：卷五〈以其人不稱才

試而後驚〉韓文公、皇甫補闕見李長吉條可參見卷十〈韋莊奏請追贈不及第人近

代者〉李賀以長短之制名動京華條；卷六〈公薦〉韓文公皇甫湜薦牛僧孺條可參

見卷七〈升沉後進〉奇章公始舉進士條；卷十三〈敏捷〉段維晚富辭藻條可參見

卷十〈海敘不遇〉段維年及強仕殊不知書條；卷四〈師友〉方干師徐凝條可參見

卷十〈韋莊奏請追贈不及第人近代者〉方干為徐凝所器條。 

由此更可以發現王定保將相同人物分置不同門目，其用意應是分別呼應門目

的重點，如卷十三〈敏捷〉段維晚富辭藻條： 

段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韻，好吃煎餅，凡一個煎餅成，一韻

粲然。38

                                                 
36  上述篇目分見陳萬益等編：《歷代短篇小說選》（臺北：大安出版社，1996）頁 129、148、149 
37 江守義：《唐傳奇敘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頁 35。 
38 《唐摭言》卷十三〈敏捷〉，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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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保為了強調段維的詞藻敏捷，指出只花一個煎餅完成的時間，段維就寫好一

韻，此即呼應〈敏捷〉門的宗旨。而卷十〈海敘不遇〉段維年及強仕殊不知書條

則詳載其求學的波折： 

段維，或云忠烈之後，年及強仕，殊不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

生淵藪，因往請益。眾以年長猶未發蒙，不與授經。或曰，以律詩百餘篇，

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強記，諸生異之。復受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

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糧。

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立成數百言，有燕許風骨，

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為文會，每個煎餅才熟，而維一韻賦成。咸

通、乾符中，聲名籍甚，竟無所成而卒。39

段維年近四十才在學習方面有所自悟，並積極請益，展現極大的潛能與成果，但

王定保接著特別告訴我們雖然段維在咸通、乾符年間，聲名甚高，但最後「竟無

所成而卒」，此結果放在〈海敘不遇〉門，自是讓人由內心發起惋惜感嘆之情懷。 

    陳文新曾讚美筆記小說「既與經、史的刻意著述不同，又有別於傳奇的精心

出奇。」40《唐摭言》以筆記一體，隨筆而書，輯錄科舉雋永、多樣之人事，自

有別於史書作品的可觀之處。而王定保透過筆記小說的形式，自由地出入科舉相

關典章制度的羅列與科舉人物軼事之間，敘事科舉各種現象，使得該書富有大量

的史料價值之外，兼具小說的趣味性，這或許就是王定保特意呈現的一種嚴肅與

趣味的併融。 

第二節 尚奇、巧合的敘事傾向 

在王定保文史融合的敘事中，就文學層面探討，其筆記小說為體的敘事書

寫，多揀選能體現人物精神風貌的生活片斷，文筆簡約、點到即止，注重人物神

態而非透過篇幅追求故事的曲折起伏。紀實是史的風格，修飾則是文的本色。王

定保在強烈的紀實敘事筆法下，仍有許多條目是揀選特殊的人事材料加以描寫，

以突出其形象。而這樣引人入勝的故事，其共同的特點在於「奇」與「巧合」。

以《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所記為例： 

胡證尚書質狀魁偉，膂力絕人，與裴晉公度同年。度嘗狎遊，為兩軍力人

十許輩陵轢，勢甚危窘。度潛遣一介求救於證。證衣皁貂金帶，突門而入。

諸力士睨之失色。證飲後到酒，一舉三鍾，不啻數升，杯盤無餘瀝。逡巡

主人上燈，證起取鐵燈台，摘去枝葉，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眾人曰：

「鄙夫請非次改令，凡三鍾引滿，一遍三台，酒須盡，仍不得有滴瀝。犯

令者一鐵躋。」證復舉三鍾。次及一角觝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盡，淋

漓逮至並座。證舉躋將擊之。群惡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為「神人」。

                                                 
39 《唐摭言》卷十〈海敘不遇〉，頁 112。 
40 《中國筆記小說史》，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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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令去。41

王定保透過尚奇人事的揀選記錄，更加生動有趣地傳遞出相關科舉人事，此則令

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胡證有別於一般文人給人文弱書生的形象描寫，其展現出義勇

的大無懼，進而令人生畏。胡證「突門而入」又「取鐵燈台，摘去枝葉，而合其

跗，橫置膝上」，這樣有力的行為，似乎給人一種路見不平拔刀相助的俠客錯覺。

而胡證「舉躋將擊之，群惡皆起設拜，呼為神人」到罵其鼠輩「叱之令去」的一

連串過程，藉由短促且具動態的文字敘事營造出鮮明生動的畫面，與讀者大快人

心之感，讀畢，不禁讓人會心一笑。在一般人的觀感中，文人與俠是截然不同的

兩個群體，文人多手無縛雞之力，弱不禁風；而俠卻代表了陽剛和武豪，是力與

勇的體現。儒與俠是兩種生命型態的人，儒者之學為己，俠客之行為人。但由此

則記載中，可見士人中也有激昂之人，其義氣助友、勇決之操幾近於俠客。42這

種文俠並濟的形象在胡證身上正好可以印證，這樣的士人形象有別於一般汲汲營

營苦求科名的士人，王定保特地選擇這樣的士人紀錄，即在突顯胡證「奇」的特

點。 

又如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盧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為月傭，服飾鮮潔，謹幹不與

常等。睹鈞褊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關宴，鈞未辦醵，率撓形於色。僕

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郎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何

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紿謂之曰：「爾若有伎，吾當主宴，第

一要一大第為備宴之所，次則徐圖。」其僕唯而去，頃刻乃回白鈞曰：「已

稅得宅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強往看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

鈞不覺欣然，復謂曰：「宴處即大如法，此尤不易張陳。」對曰：「但請

選日，啟聞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反覆詰問，但微笑不對；

或意其非常人，亦不固於猜疑。既宴除之日，鈞止於是。俄睹幕帟茵毯，

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醵率畢至。由是公卿間靡不誇詫。

詰朝，其僕請假，給還諸色假借什物，因之一去不返。逮旬日，鈞異其事，

馳往舊游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見頹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

感通神明，故為曲贊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43

此則記載亦十足引人入勝，首先這個僕人「服飾鮮潔」的形象即給人特殊之感，

當其張羅好宴會的地點時，盧鈞「始慮其非」，此處的「非」開始鋪陳此事的奇。

面對盧鈞的詢問，該僕「但微笑不對」，讓盧鈞懷疑「其非常人」之感，待宴會

                                                 
41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頁 30-31。 
42 龔鵬程認為「唐代中葉以前，俠往往即是盜匪一類人，氣義交結，慷慨不拘節操。唐代以後，

士風與俠行相濡染相影響。造成俠客傳統的演變。一部份俠即因此轉化為知識階層中人，理性化

行為相對增加，不只講私人的恩仇義氣，也追求集體的價值與正義。於是俠越來越成為一種打抱

不平的英雄；俠客的造型越來越由『好漢』變成俊秀的文士；俠骨之外，又須具備柔情，能吟詩

作對、書劍兩行。」參見《中國文人階層史論》，頁 45。 
43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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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結束，此僕「一去不返」，且原宴會的場地隨即變得「花竹一無所有，但見

頹垣壞棟而已」，對此不合常理且不可解釋的現象，眾人歸之以盧鈞仁德感動神

明。王定保在敘事中透過盧鈞的「始慮其非」、「意其非常人」、「異其事」等反應，

點出自己對此事「奇」的看法。這樣的故事也讓人聯想到傳奇作品《枕中記》及

《南柯太守傳》均透過「夢」這一幻境，省視自我內心意識，而王定保此則雖不

是在夢境中，但也彷彿夢幻一場，透過異人解決了盧鈞無力做到的事。44另一方

面，王定保更凸顯了寒士面對科舉排場的無力負擔及對浮華之風的批判。 

又《唐摭言》卷八〈陰注陽受〉載： 

楊嗣復第二榜，盧求者李翱之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翱，自言

能使鬼神。翱謂其妖，叱去。既而謂翱曰：「使君胡不惜骨肉？」翱愈怒，

命繫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為兒女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

唯」而已。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數斗不能亂。翱心敬憚，以孺人之

危為乞；因請為翱奏章，其妻尋愈。翱叩頭致謝。復謂翱曰：「所寫章不

謹，某向甚懼謫罰。」翱對以自札固無錯誤。其人微笑，即探懷中得向所

焚章，果注一字，翱益神之。後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復至。其年

楊嗣復知舉，求落第。嗣復，翱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為慊。因訪於道人，

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為奏章一通。」几硯紙筆，復置醇酎數斗於側，

其人以臣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復飲。暨罍恥，即整衣冠北望而

拜；遽對桉手疏二緘，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年見榜開

大卷。」翱如所教。尋遞中報至，嗣復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辭云：「非

頭黃尾三求」六字。翱奇之，遂寄嗣復。嗣復已有所貯，頗疑漏泄。及放

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不差一字。其年裴俅為狀元，黃價居榜末，次則

盧求耳，餘皆契合。後翱鎮襄陽，其人復至，翱虔敬可知也。謂翱曰：「鄙

人載來，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諸子，熟視，皆曰：「不繼。」翱無所

得，遂遣諸女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

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為將相。45

此則前章論及問命已提及，李翱對道人預言能力的「奇」與「神」感受，其實當

也是王定保著錄此事的感受。這些卜人異士在敘事中扮演著傳達訊息的角色，在

紛紜世相中指明人生的真實，也暗示天命的歸趨。王定保記載這樣的軼事，也反

應出普遍士人面對科考的競爭時，內心多是渴望自己亦能受到天命的眷顧。 

又《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云： 

                                                 
44 龔鵬程在〈唐傳奇的性情與結構〉一文曾指出「唐傳奇有許多和人生主題有關的意念，是透

過夢來表達的，……夢是它們的主要結構，暗示著人生為有限，名利為偶然，唯有宿契命運方能

逍遙。這種結構和他所欲表達的意念，當是傳奇最重要的特徵；傳奇中經常出現的卜人、異士、

謠歌、隱語、神仙、錯誤、無知、預言、符識……，都具有和『夢』一樣的功能。」參見《中國

小說史論》（臺北：台灣學生書局，2003），頁 224。 
45 《唐摭言》卷八〈陰注陽受〉，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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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光業新及第年，宴次，有子女卒患心痛而死，同年皆惶駭。光業撤筵中

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46

王定保藉鄭光業同年間「惶駭」的反應，帶出鄭光業異於常人的舉動，這也是另

一種人性「奇」特反應的呈現。 

在敘述中，情節「巧合」的安排，往往也予人拍案叫絕，讓人與故事人物一

同驚一同喜一同悲。讀者在閱讀中，不自覺融入故事人物，並對於事件的發展有

所預期，若作者行文走筆與讀者的企盼不謀而合，則可提升對作品的認同感；若

在意想之外，則予讀者出奇的驚喜感。王定保揀選的科舉軼事中也注意到了此手

法的運用，《唐摭言》卷八〈遭遇〉云： 

貞元二年，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寶應二年一榜之後，爾

來二紀矣。國之耆老，殆非俊造馳騖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年計偕來；

主文頗以耕鑿為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

謂二子來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閽吏，吏曰：「蕭尚

書也。」因各以常行一軸面贄，大蒙稱賞。昕以久無後進及門，見之甚善，

因留連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囅然。既而上列繼至，二子隱於屏

後。或曰：「二十四年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

不意是昕。猶慮數刻淹留，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辭；昕面告之，復

許以高第，竟如所諾。47

牛錫庶、謝登因回避朝客，誤入蕭昕宅第，這已是第一層機緣巧合。而蕭昕因久

無後輩造訪，心境上對牛、謝二人的誤入並無不悅，反倒有不被世俗所忘的欣喜

之情，因此，對二人的作品大加讚賞。沒想到此時第二層的機緣巧合又出現，事

隔二十四年未掌文柄的蕭昕又恰巧在此時獲告主持貢舉。喜從天降的好運降臨在

牛、謝身上，二人卻仍不知所以。這一則讀來，真令人覺得牛、謝二人的憨厚必

受老天的眷顧，才有如此的佳遇。 

類似此巧合情節卻際遇完全不同的故事見《唐摭言》卷十一〈無官受黜〉云：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句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

桐」者，右丞吟詠之，常擊節不已。維待詔金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

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不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

「朕素聞其人。」因得詔見。上曰：「卿將得詩來耶？」浩然奏曰：「臣偶

不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念詩曰：「北闕休上書，南山歸

臥廬；不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

卿不求進，奈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不仕。48

                                                 
46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頁 41。 
47 《唐摭言》卷八〈遭遇〉，頁 86。 
48 《唐摭言》卷十一〈無官受黜〉，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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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故事一樣有兩層機緣巧合，第一層孟浩然在王維家中竟然巧遇當今皇上，皇上

又樂於接見他，並請他獻詩，照理這是表現自己的最佳時機，若能得到皇上的讚

賞，勢必當今狀元非他莫屬。但，沒想到在這第二個轉捩點上，孟浩然卻吟出令

皇上多加聯想進而慍怒的內容，導致自此仕途告終。 

另《唐摭言》卷八〈憂中有喜〉云：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三年（872），垂三十舉矣。嘗大

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北來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

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見一婦人，粗衰跨驢，依稀與妻類，因睨

之不已；妻亦如是。乃令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路人皆異之。

後旬日，登第矣。49

此則在故事開始即是一串的不幸遭遇，不僅應考長達三十幾年未成，且還誤傳已

生病亡故，後來巧遇已闊別數十年前來迎喪數的妻子，二人相見不相識，經詢問

才知是一場烏龍，最後隔十多日登第。這樣的巧合安排，令人欣慰。又《唐摭言》

卷九〈防慎不至〉云： 

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年（863）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

無何寫錄之際，仰泥落擊翻硯瓦，汙試紙，珝以中表重地，只薦珝一人，

主司不獲已須應之；珝既臨曙，更請叩副試，主司不諾，遂罷。50

房珝在失敗四年之後，不知透過何種關係其登科名次已暗中敲定，登第如探囊取

物即將到手，但誰知考試時就這麼湊巧，「天外飛來一落泥」污損了試紙，考官

拒絕他重新謄錄，因此煮熟的鴨子飛了，房珝的應考經驗徒然再加一次。 

又《唐摭言》卷四〈節操〉載： 

裴晉公質狀眇小，相不入貴。既屢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洛中，

大為縉紳所神。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神稍異於人，不入相書。

若不至貴，即當餓死。然今則殊未見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

候旬日，為郎君細看。」公然之，凡數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遊

香山佛寺，徘徊廊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緀於僧伽和尚欄楯之

上，祈祝良久，復取筊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度方見其所致，意彼

遺忘，既不可追，然料其必再至，因為收取。躊躇至暮，婦人竟不至，度

不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復攜就彼。時寺門始闢，俄睹向者素衣疾趨

而至，逡巡撫膺惋嘆，若有非橫。度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罪

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不幸遺失於

此。今老父不測之禍無所逃矣！」度憮然，復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

人拜泣，請留其一。度不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度，聲色頓異，大言

                                                 
49 《唐摭言》卷八〈憂中有喜〉，頁 88。 
50 《唐摭言》卷九〈防慎不至〉，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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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途萬里，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度偶

以此言之。相者曰：「秖此便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勉旃！」度

果位極人臣。51

此則載裴度問命，無意間巧拾婦人的包袱，「躊躇至暮」寫出裴度的耐心等待失

主也帶出其性格。後來，裴度在聽了婦人的故事，反應「憮然」，其悲憫的仁心

自然流洩，繼而將物品還予婦人後，無視婦人的答謝「不顧而去」，王定保細膩

地描寫呈現裴度的人品。裴度與相士及婦人的對話，王定保省略裴度的發問，卻

藉由相士及婦人詳盡的回答，使人覺得情節流暢，二日所發生的事件，簡潔而詳

盡的呈現，在描寫人物行為舉止甚至心理都相當細緻，此為作者筆法運用得宜之

功。這些不尋常的巧合出現在故事情節中，牽引讀者對結局的好奇，也對過程中

人物的反應更多關注及體會其遭遇。 

明代胡應麟在比較六朝志怪與唐傳奇時，認為志怪「多是傳錄舛訛，未必盡

設幻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說以寄筆端。」52由上述好奇、巧合的傾向看

來，王定保在敘事選材上顯然有小說家作意好奇的眼光及感慨良多的心境存在。

從歷史角度來看，這樣的敘事內容，可能多為傳聞且摻雜虛構成分的；但從文學

的角度，尚奇、巧合的選擇使敘事更加搖曳多姿，尤其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起著

巨大作用。王定保藉由特出文士的描寫，擴展吾人對唐代士人的觀點，也呈現士

人面對科考複雜的心境。這種敘事手法，放大或定格特殊的士人形貌，引領讀者

捕捉普遍認知下被掩蓋忽略的對象，擴大並充實吾人對士人形象的認知。而這正

是《唐摭言》真正的價值之處，透過門目之下科舉士人軼事的描寫，捕捉到士人

心靈的層面，比典章制度更真實地帶出士人風貌。 

第三節 援詩引書信的融合敘事方式 

崔際銀《詩與唐人小說》中認為小說作者與小說人物所擁有的詩歌，遍布於

傳奇、志怪、雜事、通俗等各類小說之中，構成了唐人小說中詩歌的主體。而唐

人小說中引用當代詩人之作的現象比較普遍。引用詩歌多具有很強的功利性，是

為達到引用者的某種目的而為之，而且一般註明該詩作者。53要說王定保引用詩

書有何功利目的，當是透過這些援引的詩書反應舉子們的生活狀態，也為後人理

解唐士人精神生活提供了相當的線索。 

《唐摭言》記科舉事，尤其是進士科，進士科又特重詩文，因此王定保在書

中敘事行文間穿插詩歌，記載文士以詩唱和的故事，紀錄科舉考生以詩行卷的軼

事，以詩表達個人情感的手法屢見不鮮。《唐摭言》卷七〈知己〉云： 

                                                 
51 《唐摭言》卷四〈節操〉，頁 45。 
52 明‧胡應麟：《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卷三十六，《讀書劄記叢刊第二集》楊家駱主編，

（臺北：世界書局，1963），頁 486。 
53 崔際銀：《詩與唐人小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頁 46。 

 12



白樂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不

易。」及讀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不盡，春風吹又生。」

況嘆之曰：「有句如此，居天下有甚難！老夫前言戲之耳。」54

因為唐代干謁行卷的風氣盛行，舉子在尋求達官貴人或主考官的賞識，往往獻以

詩文，若能獲得賞識薦舉，通常也代表及第的希望濃厚，此目的多成為舉子創作

詩歌的動機之一。王定保先概述白居易的情況，接著引詩出場，流暢地帶出顧況

的讚嘆，顯然詩在此則記述過程中是重於人物的。 

詩在敘事中所扮演的主體性，最典型的一例當推王定保在卷三〈慈恩寺題名

遊賞賦詠雜紀〉所記周墀以詩寄賀王起再主文柄條：武宗會昌三年，王起第三次

主文柄，「新榜既至，眾口稱公」，華州刺史周墀以詩寄賀「兼呈新及第進士」，

王起亦有答詩，當時王起門生一榜二十二人也紛紛和周墀詩，感謝考官知遇之

恩。王定保在敘事之後完整著錄這二十四首詩，典型地呈現了及第進士對主司的

頌揚與感激之情，因數量眾多，本文僅錄周墀、王起及及第進士詩一首以為參考：
55

文場三化魯儒生，二十餘年振重名。曾忝木雞誇羽翼，又陪金馬入蓬瀛。

雖欣月桂居先折，更羨春蘭最後榮。欲到龍門看風水，關防不許暫離營。

（周墀） 

貢院離來二十霜，誰知更忝主文場。楊葉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

九重每憶同仙禁，六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不相見，蓮峰之下欲徵黃。

（王起） 

嵩高降德為時生，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北極，驪珠搜得盡東瀛。

褒衣已換金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列柳間營。

（盧肇） 

唐代士人從赴舉、投獻、考試、放榜、登第、落第等活動過程中，創作了許

多反映心境的詩作，據統計《全唐詩》中收錄的科舉詩就近 2500 首，近作品總

數 5%，有姓名可考的詩人達 600 多人，約佔詩人總數的 38%，幾乎涉及這個時

代所有著名詩人。56在為數眾多的科舉人事之中，王定保適時援引士人所作科舉

詩以說明人物的心理，頗有畫龍點睛之功用。例如《唐摭言》卷十〈海敘不遇〉

記載： 

羅隱，梁開平中累徵夕郎不起，羅袞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兩浙，袞以詩贈

隱曰：「平日詩風好涕流，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夷貊

聞詩過海求。向夕便思青瑣拜，近年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

                                                 
54 《唐摭言》卷七〈知己〉，頁 81。 
55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頁 33-34。 
56 鄭曉霞：《唐代科舉詩研究》黃珅〈序〉（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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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臺命卓侯。」隱答曰：「昆侖水色九般流，飲即神仙憩即休。敢恨守株

曾失意，始知緣木更難求。鴒原謾欲均餘力，鶴發那堪問舊遊！遙望北辰

當上國，羨君歸棹五諸侯。」57

對於羅隱不奉詔赴任一事，王定保不記敘事件的本末，反而透過士人們彼此的詩

作唱和，表達羅隱不為功名，決意隱逸的想法。王定保不重說明事件本末，而藉

由詩人具有強烈抒情的詩作呈現當下之心境，此種主客替換的手法令讀者閱讀時

需重新轉換閱讀的視角，從依循作者的敘事轉為透過所記士人的詩文，進行對所

記士人心境的自由體會，反應了士人現實生活的真實和情感的真實，又如《唐摭

言》卷十一〈怨怒〉： 

李義山師令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不見，因以一篇

紀於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離披。十余泉下無

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

行馬，東閣無因更重窺。」58

李義山謁見不成，離去時在屏風上寫詩表達自己的怨怒，由詩的內容除了可見作

者抒發了情感，同時更也深化了主題。又《唐摭言》卷十〈海敘不遇〉載平曾謁

見華州李相未遇，離去時吟一絕，內容為「老夫三日門前立，珠箔銀屏晝不開，

詩卷卻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來。」59這裡顯見平曾的心態既非憤恨哀怨，詩

中「閑」字反到有一種自我調侃的況味，而李華與李義山兩人的不同性格，也巧

妙地藉由兩人的詩分別展現。 

    王定保書中所引的詩，有許多本身也就是所要敘的「事」，如：《唐摭言》卷

十五〈閩中進士〉： 

薛令之，閩中長溪人，神龍二年及第，累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僚清淡，

令之以詩自悼，復紀於公署曰：「朝旭上團團，照見先生盤。盤中何所有？

苜蓿長闌干。餘澀匙難綰，羹稀箸易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

因幸東宮覽之，索筆判之曰：「啄木觜距長，鳳皇羽毛短。若嫌松桂寒，

任逐桑榆暖。」令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令之計月而受，

餘無所取。60

王定保透過薛令之的詩表現其時屬官貧薄，再透過皇上作詩評判，在順序的敘事

節奏中，造成語氣的變化，推演事件的發展，讓《唐摭言》內容增添文學性及抒

情性。 

                                                 
57 《唐摭言》卷十〈海敘不遇〉，頁 107。 
58 《唐摭言》卷十一〈怨怒〉，頁 125。 
59 《唐摭言》卷十〈海敘不遇〉，頁 106。 
60 《唐摭言》卷十五〈閩中進士〉，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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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摭言》卷十三〈敏捷〉載柳公權就曾作詩協助化解皇上與嬪妃的誤解，

在武宗的諭令下柳公權不加思索完成一絕：「不忿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

今朝卻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淚痕。」武宗大悅，重新接納嬪妃，並賜柳公權錦

彩二十疋。61同樣藉由詩文化解尷尬或不愉快的尚有，《唐摭言》卷十三〈敏捷〉

云： 

裴慶餘，咸通（860-874）末佐北門李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刺舩，誤

為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為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箋紀一絕曰：「滿額鵝

黃金縷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羅衣濕，知道巫山行雨歸。」公覽

之極歡，命謳者傳之矣。62

由上數則可以看出詩為敘事中的主體，故事的推演是透過引詩發展的。另外，王

定保也採用引詩以證後事，《唐摭言》卷十五〈雜記〉云： 

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麁酬身事了，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渭南一尉

耳。嘏嘗家於浙西，有美姬、嘏甚溺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不攜去。

會中元為鶴林之遊，浙帥窺之，遂為其人奄有。明年嘏及第，因以一絕箴

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台去作不歸雲。當時聞說沙吒利，今日青娥

屬使君。」帥不自安，遣一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見兜

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

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簾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63

此則先引了趙嘏詩句，後敘事其事，結尾「遂葬於橫水之陽」正好呼應文首的「水

邊歸去一閑人」，對比連結之下，詩似乎扮演了「讖言」的預兆作用。 

引詩入文的技巧在唐代傳奇作品中自是常見，王定保在寫作上當也無形中習

染了這樣的風尚。可說，王定保透過文人詩作，發揮了代替人物抒發思想感情、

塑造人物形象、敘述事實或推動情節發展等多種作用。 

中國自先秦以來就有「詩言志」、「詩為心聲」等說法，而後世興起的私人來

往書信，也是表達和交流個人感情的重要渠道。王定保除了引詩之外，本文在第

四章第二節探討舉子行卷以求獲得薦舉以應科舉或獲得美官時，統計書中完整書

信引用計有 24 篇，然實際上尚有許多是夾雜在王定保的敘事中，非全文援引，

只擷取其中片段以利敘事。王定保大量引用書信，豐富了史料的來源，而書信往

往筆觸比較細膩，能直露士人的心境，喜怒哀樂等各種情感，反映出相關的人事

關係，也讓史料具有原始、真實的價值。因書信篇幅甚鉅，此處僅引一例，《唐

摭言》卷十一〈怨怒〉載： 

                                                 
61 《唐摭言》卷十三〈敏捷〉，頁 146。 
62 《唐摭言》卷十三〈敏捷〉，頁 146-147。 
63 《唐摭言》卷十五〈雜記〉，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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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與庾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路，一到京輦，嘗

以孤介自處，終不能結金張之援，過衛霍之廬；苟或見招，輒以辭避；所

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不意執事猥以文章見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

剪拂，由是以公為知己矣。亦嘗造詣門館，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

是益知公懿德宏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終始之分。不然，何乃前日

輒不自料而有祈丐於公哉？若道不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車相迎，或以

千金為壽，僕終不顧；況肯策款段、崎嶇傍人門庭，開強言乎！矧僕所求

不多，公乃曰：『亦不易致，即當分減。』然必若易致，則已自致矣，安

能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於己，方可以成濟之道。公乃曰分減，

豈輟己之義哉？況自蒙見許，已過旬日，客舍傾聽，寂寥無聲，公豈事繁

遺忘耶？當不至遺忘。以為閑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若

輕於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惟公留意耳！任華頓首。」64

任華在信中一開頭先說自己「孤介自處」，以別汲汲營營四處奔走的舉子們，接

著，感謝庾中丞將他文章「特於名公大臣」，因此，將庾中丞視為「知己」。接著

「僕所求不多」點出自己書信的重點在「求」一字，其所求當是希望能得到庾中

丞的薦舉。但等候「已過旬日」仍未見庾中丞的消息，因此信中自己揣想「公豈

事繁遺忘耶？」又自答「當不至遺忘。」再提問「以為閑事耶？」以此語氣看來，

任華真正要說的是庾中丞是否將自己的請託當成一「閑」事，因此態度才如此無

關緊要。接著直接表明自己的看法「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若輕於信

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任華話語中實帶威脅，敦促庾中丞別當一輕信薄義

之人。就干謁求薦或謀求官職的書信而言，其書寫模式通常先大力讚賞受信人，

接著攀親帶故，然後提出自己的要求，由此則完整書信的援引，可以見到任華為

求薦舉的苦心及卑微，也可看到信中呈現的意氣言辭，唐代士風的呈現，書信可

說是一直接且深刻的史料來源。

《唐摭言》引用詩書主要是用來表達舉子或進士的各種思想感情，如及第的

喜悅、落第的痛苦、對主考官的感激、同門親友之間的祝賀或安慰、幾十年奔波

於科舉之途的辛酸與悲嘆等等。王定保透過大量援引詩書，帶出士人內在蘊含的

部分，達到表意抒情的作用。文學作品中的典型人物總是和典型環境連在一起

的，人物的思想、性格、遭遇都是在一定的環境中形成的。而唐代士人的環境正

是文學的環境，因此，透過詩書檢視士人的內心應該更為直接而準確，而其所反

應的不只是現實生活的真實，更也有情感的真實。 

第四節 後人的批評與肯定 

［清］李慈銘（1829-1894）在《越縵堂讀書記》中論述：  

閱《唐摭言》。王定保雖世家，而識趣甚卑，故所載多委瑣，亦有謬誤，

                                                 
64 《唐摭言》卷十一〈怨怒〉，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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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筆舌冗漫，所分門目多可笑。每門下綴以論，亦每近不辭。65

這顯見是相當嚴厲的批評，不論是在組織條列上的「所載多委瑣」、「門目可笑」；

寫作筆法上的「筆舌冗漫」、論贊的「每近不辭」或是作者個人識見的「識趣甚

卑」、「謬誤」。筆者試討論之： 

先就組織條列上「委瑣」、「門目可笑」論之。由文學形式來看，筆記小說隨

筆記要，文字不多，但在科舉為主題的輻射範圍下，王定保所紀錄的人事物牽涉

頗多：從上至帝王的干涉到下至舉子身旁的僕夫；大至相關科舉詔文的摘錄到小

至舉子騎驢的限制等等，呈現科舉主題的豐富多元樣貌。整體而言，筆記一體，

上至朝政下至鄉野細聞，凡耳聞目睹心想之事皆可呈現，可以說，各朝各代的政

治狀況、典章制度、民情風俗等在筆記小說中都有所反映，「就其豐富具體和真

實方面說，筆記小說遠遠超過二十四史」。66雖然，王定保在記事為重的原則下，

難免人物重出於不同門目之中，但誠如前文所探討，其在不同門目之下相同人物

有不同側重的描寫，故直指「委瑣」、「門目可笑」則為過當。 

再論寫作筆法上的「筆舌冗漫」及論贊的「每近不辭」。［清］吳任臣在《十

國春秋‧王定保》則對王定保的文筆有所紀錄： 

定保善文辭，高祖常作南宮，極土木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

一時稱為絕倫。67

定保為進士出身，在文章詩賦方面應有一定水準，其筆法「冗漫」應非如李慈銘

所評。若有內容呈現冗漫之感，則很有可能王定保在蒐集資料的過程中未能及時

裁剪，例如書中援引二十四封長篇書信。但另一方面來看書信的忠實呈現，可以

讓讀者對士人有一更完整的認識。且就前文所舉《唐摭言》一書中較富文學性的

篇章，如苗壯所提卷三〈宣慈寺門子〉條及卷四〈裴度還帶〉條，其餘尚有卷三

〈盧鈞得僕所資〉等則，不論是故事的敘事、人物的刻畫，甚至對話的剪裁都生

動有趣，故「筆舌冗漫」不應涵蓋全書。而論贊「每近不辭」則更無法成立，細

讀二十一則論贊，王定保皆言辭懇切，更多是喟嘆及引儒家經典闡發己見，未見

有惡意謾罵。若要指出其缺點則是未全面針對每一門目及每一卷末賦予論贊，故

容易讓讀者疑惑。  

而關於作者個人識見的「識趣甚卑」、「謬誤」部分。王定保自述其「樂聞科

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間。……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不錄之於心，退則編之於

簡策。」68可知王定保除了參與過科考的親身經驗外，另外也進行了「田野調查」，

廣於諮訪前輩、蒐集資料後，援筆記述。劉毓崧《通義堂文集》讚美王定保在寫

作取材上善於引用各類群書： 
                                                 
65 ［清］李慈銘：《越縵堂讀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0），頁 851。 
66 《筆記小說史》，頁 7。 
67 《十國春秋》卷六十二，頁 541。 
68 《唐摭言》卷三〈散序〉，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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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春秋音讀以著切磋，引唐實錄以誌由來，引國史補以徵遷革，引登科記

以知訛誤，引獨孤氏文以證襲沿，實能博採群書，言皆有據，此其學術之

邃可知也。69

周勛初也指出：「此書取材，有唐實錄、詔敕奏疏、唐格文，以及《國史補》等

筆記小說，故可信的程度甚高。有的文壇軼事，則得之傳聞，或是改寫前時典籍

而成。」70邱立玲在《唐摭言史料價值探微》也通過材料的對比分析考察，71認

為《唐摭言》的史料來源相當廣泛，有真實可靠的唐代實錄、登科記或文書檔案；

有可具體真切地反映舉子們思想感情的大量詩文和書信；有與科舉關係比較密切

的筆記小說；另有諮訪前達所得的傳聞之辭。其中傳聞之辭，不諱言，既然來源

之一為口說耳聞，難免有失實之處，但這些瑣言軼事原本只能口耳相傳，若不是

王定保加以紀錄，必會時過境遷，後世無聞。前人學者在針對該書的史料價值進

行探討時，已多有勘誤，此處不再贅述。72另外，李慈銘說王定保「識趣甚卑」，

這本是相當主觀的評判，不知李慈銘所指為何，但劉毓崧則對王定保有正面的評

價： 

王定保之《唐摭言》流傳已久，論者多謂定保為浮華之士，《摭言》為瑣

細之書，然夷考定保之立身，細繹《摭言》之用意，參稽唐末之士習人情，

覺《摭言》固有資於法戒之書，定保亦有補於風教之士，未可指其瑣細，

目以浮華也。73

劉毓崧對王定保持以肯定的態度，胡玉縉讚為「力辨其誣，允為知己」74。 

《唐摭言》內容豐富，作者所記有一部份出自傳聞及他人言談，因而該書也

不可避免地存在不足之處。首先表現在該書的缺乏系統性和條理性，雖然作者在

撰寫時有意地將相關的內容歸在同一條目中，且以科舉沿革為綱加以敘述，但總

給人有缺乏整體感、內容博雜之感。此外，還有不少將人名張冠李戴、人名搞錯、

官職搞錯等情況。儘管《唐摭言》存在著不足之處，但瑕不掩瑜，該書在研究中

國科舉制度史上的歷史及其價值是不可否定的。故筆者以為李慈銘這樣的批評有

太過嚴厲且苛責之嫌，就王定保的書名取「摭言」兩字，即表達出寫作內容是「揀

選」一些環繞唐代科舉的相關材料紀錄，涉獵層面廣博，但也方方面面呈現唐代

科舉制度的豐富風貌。就今日治唐筆記小說的學者而言，筆記小說的博雜可說是

回溯前朝的珍貴拼圖。 

 

                                                 
69 《通義堂文集‧唐摭言跋下篇》九冊十二卷，頁 24。 
70 周勛初：《唐人筆記小說敘錄》見《周勛初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頁 464。 
71 參見《唐摭言史料價值探微》第二章〈唐摭言史料來源考〉，頁 20-51。 
72 可參見《岑仲勉史學論文集‧跋唐摭言》，頁 682-697；《唐摭言史料價值探微》，頁 80-82。 
73 《通義堂文集‧唐摭言跋下篇》九冊十二卷，頁 21。 
7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目錄》卷四十一，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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