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結論 

《唐摭言》記載唐代科舉社會的種種，提供我們研究唐代科舉和士人風貌許

多珍貴的史料與參考價值。文學是生活的體現，反映每一時代人民的心聲，不同

的作者因不同的際遇，對相同的主題有迥然不同的心境，科舉這一主題不斷被引

用在文學作品中，不論是作為小說或戲曲的敘事背景、或是文人抒發感懷的詩

詞，在在都顯現此制度與人民的密切結合。而王定保《唐摭言》一書除了保有生

動的史料價值之外，更也針對唐代施行的科舉制度表達了他的個人觀點。下文試

綜論王定保書中所呈現的觀點： 

一、趨向開放公平的科考制度 

隋唐實行的科舉考試制度是魏晉南北朝長期分裂局面結束的歷史產物，而科

舉考試更使大唐這個充滿開拓進取精神的社會如虎添翼。唐初有關科舉的基本原

則及實施辦法多依循前朝，並具體實踐。整體而言，它削弱、限制世族勢力，接

納了更廣泛的社會階層參與國家管理，門第高下、出身貴賤，不再是評判人才優

劣的標準，去留一切以程文為主。公平競爭之下，舉子自身的能力成了決定命運

的最主要因素，寒門子弟自此獲得與官宦世族平等的機會。「如果說察舉制和九

品中正制帶有濃厚的貴族性和特權性，科舉考試則顯示出平民性、公正性的特

徵。」1就個人層面而言，此制度給所有希望入朝廷做官的人提供一個平等的機

會，面對這樣一個可以改變人生命運的良機，只要有一線希望的人誰會錯過它。

因此，讀書人的生活和行為方式有了劇烈的轉變。就國家層面而言，科舉考試能

夠廣泛地、大量地選拔優秀人才，對提高官吏素質、改善吏治起到重要作用，還

促進了教育的發展與普及，有利於提高全社會的文化水準和民族素質，對社會的

進步功不可沒。胡正之認為「是進士之於有唐也，於社會言，乃上下同羨、君臣

共欽之價值；於知識階層言，又為人人可為之顯途，故為三百年間天下士子之所

趨騖爭進，影響社會文化甚鉅。」2

    然而，譽之所在，毀之所存。唐初明經科地位列於進士科之前，但因重視文

學的時勢所為，在帝王崇文、社會重視士人文采、科舉試詩賦等因素影響之下，

進士科成為時人最看重的科目，隨著時間的推演，舉子們在考試不糊名、主司通

榜的情況之下，為了求得進士名，干謁權貴、請托受賄、抄襲代作等弊端漸漸顯

露。另外，唐代官學則因重鄉貢輕生徒，科舉不經學校，考試科目由經學轉以詩

文為重等因素，漸漸走上衰敗之路，科舉觸發的社會轉變及其所產生的影響一一

浮現。從《唐摭言》的記載可見，在唐代的科考制度下，雖沒有糊名、騰錄等方

式，但也已有了別頭式、主司迴避親故等，故考試公平的概念已存在，只是在當

                                                 
1 參見過常職：〈唐代反科舉思潮與科舉考試的利弊〉，《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9 年 1 月）卷

16 第 1 期，頁 21。 
2 《中唐士人文化反省研究》，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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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時代背景之下，舉子的身家、聲譽、文才、甚至皇上的干預都被主司廣泛納

入取人的考量中。 

    世界上沒有一種制度是完美無缺的，評價其優劣不能脫離時代背景，要看它

在實踐中的社會效果。「雖然科舉取士演變成進士科文章的競技，但人們清楚地

認識到，科舉衡文取士，畢竟有文章可評，存在客觀依據，強似察舉等制度往往

靠權勢和金錢說了算，以至出現『舉秀才，不知書；舉孝廉，父別居』的現象。

可見，科舉考試『不复能易』，是時代使然，實踐使然，是歷史的必然選擇，因

為時代產生不出更好的制度。」3 科舉考試制度經過歷史實踐的證明，可說是中

國歷史上的各種具體制度中，歷時最久、變化最小卻又是影響最大的一項。從記

載唐科舉相關筆記數量之多，可以發現文人對此的重視，因為，愈是社會大眾所

關心的事，愈可能成為談論著述的焦點。誠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

所說，「沒有人能真正超出他的時代，正如沒有人能夠超出他的皮膚。」4在《唐

摭言》書中可見，王定保肯定科舉制度「垂三百年，擢士眾矣」，且並未對制度

層面多加批評。 

二、自我價值的肯定及批判反省 

對於士風轉變為功利，王定保並不認為是制度本身的缺失，而是「昧其美之

所美者，在乎貪名巧宦，得之為榮」所導致。5制度是死的，人才是導致其變化

的主要原因，故王定保在書中紀錄的士人群像，才是他所要凸顯的重點。然一般

學者都著眼於《唐摭言》補史的價值，但王定保未選擇以史書的正式架構創作，

代表其個人的主觀意識彰顯，因此，筆記小說的自由形式正好可以包容作者的自

我。「歷史是人類文明演進的共同記事；文學是歷史存在的個性化形式」6，王定

保的《唐摭言》正是如此，王定保本身為進士及第士人，書中所記除了反映時下

社會的集體視野之外，也展現出作者個人主觀看法。有學者形容王定保是「科舉

制度的熱情歌頌者」7，但事實上王定保也沒有刻意粉飾太平，書中所記各種面

向的士人樣貌之下，同時也包含了作者自我價值的肯定及批判反省意味存在。 

自我價值的肯定指的是對「士」這一身份的認同及追求。在封建社會中，一

部份人能享有政治上或經濟上的特權，而士為四民之首，在社會上自有獨特的地

位。會昌五年（845），唐政府規定「前進士及登科有名者」可稱為「衣冠戶」，

並可享有免除差役的特權。這代表政府對登第或參與科第聞名者給予確定的社會

等級及優待，也呈現士階層的獨特。因此，將家子弟的地位低落也就不難理解；

社會瀰漫五尺童子恥不言文的風氣也其來有自；王定保樂聞科第之事的心態也有

                                                 
3 參見過常職：〈唐代反科舉思潮與科舉考試的利弊〉，《安徽教育學院學報》，（1999 年 1 月）卷

16 第 1 期，頁 21。 
4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錄》第一卷（臺北：谷風出版，1987），頁 57。 
5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頁 43。 
6 吳祥輝：《驚歎愛爾蘭》（臺北：遠流出版，2007），頁 56。 
7《長安的春天：唐代科舉與進士生活》，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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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士人所享有的文名、政治或經濟上的特權，在其內心自然形成一種優越感，

而這優越感彷如贊頌的曲樂更是吸引廣大讀書人的內在心理最大誘因。但在自我

價值的肯定及認同過程中，也凸顯了當初制度所不能預料的影響。科舉提高了讀

書人的地位，也帶來士風的變化：成功的士人，有些呈現恃寵而驕的心態，表現

出浮華不拘細行的舉措；有些拋棄、犧牲人性可貴的情操。功敗垂成的士人，有

些就此對自我否定，或隱或奉道學佛以求安慰；有些卻激起反叛之意，全面否定

整體社會。這種種的現象，王定保在書中雖不見得針對每個面向深入探討，但他

也隱然感受到科舉對士人、對社會有相當程度的轉化與改變，因此，廣泛拾取士

人的點滴書筆摘記，勸諭反省的言論也不時穿插論、贊之中。王定保由他的耳聞

眼見經驗中試圖歸納整理出唐代科舉制度下士人的多面向，或許單就一作家及作

品研究，容易陷入一種「定型視野」（stireotype）的侷限中。8但誠如龔鵬程所認

為「定型視野固然有些簡化、有些抹煞個性差異，甚至只能稱之為市井俗文學對

讀書人的偏見或定見，但偏見亦有看見部分事物真相的價值，定見更有其形成之

原因。」9 本文相信透過王定保個人的「偏見」仍可探究當時的狀態。 

三、士風的自由與功利傾向 

唐代知識分子的由來已打破門閥的界線，從達官貴人到胥吏貧民，使得他們

沒有形成一個固定的、封閉的獨立社會階層。魏晉以來「任誕」士風所蘊含的個

性自由思潮在唐代文人那裡得以發揚，它使唐代文人在追求高遠政治理想的同時

也注重個人的名利和前程。10唐代士人普遍具有時代的個性，王定保並不否認這

些，只是凸顯士人更趨近人性及其真實面。通過《唐摭言》一書，我們瞭解在一

個文學崇拜的社會中，文士之實際生活及行為狀況：士人的思想脫離了對現實的

批評，篤實的經學被輕浮華麗的文辭替代，行卷的文章目的只為延攬聲譽，詩歌

成了士人殫精竭慮的主要課題，文學成為整個時代的風尚，整個社會瀰漫一種世

俗及功利趨向，這與社會上對士人的期許和他們所自居的位置頗不相稱，但也讓

吾人明白士人真實的風貌以及他們在這個社會中的處境。王定保在書中不僅寫出

不甘平庸苦求聲名的寒士形象，也沒忘描繪士人取祿酬志謀生榮家的功利嘴臉，

更大量記載以詩干謁求名的仕進心理。這些士人的形象記載及心理呈現，足見時

代制度之下士人求名的苦心及仕進的願望。 

唐代主持省試的單位本設於吏部，但玄宗開元二十四年（736）考功員外郎

                                                 
8 吳振明《醜陋中國人？──西方俗文化裡的中國人形象》談到所謂定型視野是指「被界定為定

型的事務，缺乏自己的特徵或個性。例如一群人的腦海中對某種事物或某人種，所持的標準化印

象。這代表一種過份簡化的意見，一種具影響力的態度，和一種不經審慎的判斷。」過份簡化是

指我們將各種千奇百怪之事物，簡化納入某一「原型」之中；不審慎的判斷是指我們往往以過去

的特殊經驗去認定新遭遇的事物；具影響力的態度是指定型視野會構成影響，左右他人採取自己

的觀點，故具「感染」及「說服」功能。（香港：創藝文化公司，1990），頁 180。 
9 龔鵬程：《中國文人階層史論》（宜蘭：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頁 508。 
10 程遂營：〈唐代文人政治理想的轉變〉，《史學月刊》，（1994 年第 6 期），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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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昂與考生李權言語衝突，後提升主事階層至禮部侍郎負責。這一事件，其實背

後點出唐代士風的趨向，雖然看似偶一事件，但實際上是當時參與科考者人數日

益增多，權貴對主司的囑託益發頻繁，考生之間相互結為朋黨膽大氣粗，故導致

主試官員權威備受挑戰，一方面既無力上抗高官的囑請，另一方面也無力應付不

第舉子的喧訟。為解決這一問題，政府採取的方法是提高主考官員的級別，而這

也反應科考在唐代社會備受關注，其在舉子間產生的影響已反過頭來指導制度層

面的修正，足見科舉士人的風尚舉止已是不可忽視的一股力量。 

又，在文章成為取士的主要標準後，唐代士人將大部分精力投入到徵文射

策，以謀求祿位，社會上瀰漫著學習的風氣，以致於「五尺童子，恥不言文墨焉」
11，表面上看似社會充滿著積極的學習風氣，可是另一方面也隱藏著在功利目的

引導下，唐代學風日趨敗壞，士風日益澆薄。《通鑑》卷二一四〈唐紀三十〉：「進

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12這呈現的就是一種

趨少就易、避重就輕、急功近利的風氣。［明］胡應麟（1551-1602）評曰：「漢以

前，其人其學實；唐以後，其人其學虛。漢以前，學者務博之實而忘其名；唐以

後，學者先博之名而後其實。」13入仕求利成為士子普遍的追求，結果士人成為

祿蠹，趨仕成風，可貴的心志已拋諸於腦後。由《唐摭言》所載士人追逐科場的

身影中，似乎唐代的士人已忘卻士的價值。14《論語‧衛靈公》：「君子謀道不謀

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祿在其中矣。君子憂道不憂貧。」15士的價值在

於「道」的價值，士人該有的內在品操，在因應外在時勢，化為具體行為時，如

何求得一平衡？《孟子‧盡心上》篇曾說：「故士窮不失義，達不離道。窮不失

義，故士得己焉；達不離道，故民不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不得志，

修身見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16荀子在〈修身〉篇曾說：「士

君子不為貧窮怠乎道」。17但士子卻將個人利益作為最大目標，故士風的敗壞益

顯。「士志於道」或是「士志於仕」在儒家思想中本應為合一的過程，但唐代士

人卻在唯科舉是尚，以期博取功名的慾望之下，將之劃分為二，為先滿足自己進

入「仕」的隊伍中，「道」已非先決的必備條件，科舉制度的缺失也在此體現。 

                                                 
11 《通典》卷十五〈選舉三〉，頁 164。 
12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一四〈唐紀三十〉（臺北：文化圖書公司，1971），頁 1454。 
13 ［明］胡應麟：《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九，庚部，華陽博議下（臺北：世界書局，1963），

頁 516。 
14 龔鵬程認為儒士文人落入荒謬處境的原因是面臨三方面的失落：儒學本質的失落、社會性的

失落、權力的失落。首先是在儒學成了社會主流意識型態，並與官學體系緊密結合後，及面臨儒

學本身的異質化危機，「君子謀道不謀食」的儒學，事實上是在「利祿之途使然」的情況中發展

起來的，因此儒學的超越流俗性格、理想色彩、學以為己的態度均已失落。二是自唐以來，科考

取士之制度逐漸定型並擴大為官僚體系之主要支撐，儒學遂更轉而成為文章之學，明經漸衰、辭

賦當令，儒學的道德踐履性質及經濟政事的內容，也轉向成了詞華文筆的講求，這可說是第二度

的失落。最後，當讀書人真的由儒學進身到官僚體系中以後，則發現在實際的權力運作中，沒人

真正把教化當真，因此品嚐到權力的失落感。《中國文人階層史論》，頁 498-504。 
15 ［唐］孔穎達疏：《論語》《十三經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頁 140。 
16 《孟子‧盡心上》《十三經注疏》，頁 230。 
17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北：世界書局，2000），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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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三百年士風的的改變有其時代背景的因素存在，本文僅由科舉角度切

入，自有其不足之處。董乃斌、程薔在〈唐代的士風演變與時代遷易〉一文中，

從時代遷易切入，分析唐代士風的演變歷程，藉此探討唐代的文化精神，認為盛

唐世風雄建豪邁、樂觀進取；安史之亂雖然未使士風驟然跌落，但悲色日增，俠

氣漸重；降至晚唐、唐末，士風消沉，背離朝廷，不可逆轉。18蕭學平〈唐代國

勢與士風轉變〉也由國勢出發，說明盛唐前士風昂揚向上，積極進取；盛衰轉折

期則以低沉悲涼心態為主；中唐曾一度崛起，士風回升，無奈國勢已去；晚唐士

風則以矛盾頹廢心態為主調，哀婉地吟唱著唐王朝的輓歌。唐代士風的轉變是與

國勢的變遷互為因果的，士風既是國勢強盛的「晴雨表」，又是王朝興衰的「催

化劑」。19不論由時代遷易、國勢或科舉切入，唐代士風的確都相對走向消沉一

途。尤其在唐代科舉制度逐步掌握了士子的進身之道後，士人的群體人格被漸漸

壓抑和扭曲，進而在部分個體出現恚恨、復仇等惡質不符合士之風範的行為。王

定保雖肯定科舉的目的，但也不忘凸顯士人光鮮面下的晦暗羽衣，如主司的不

公、舉子的傲慢依勢、不拘細行甚至奸詐冷血等，而這種種的面向，都在科舉的

大傘覆蓋下與日俱生。 

誠如寧稼雨所說：「從唐代以後，封建政權通過科舉制度牢牢地掌握控制了

文人士子的進身之路，因而使文人的群體人格意識遭到扭曲和壓抑。作為社會階

層的文人，其個性與人格的選擇並不是隨心所欲的，而是要受到各種社會條件，

尤其是統治政權的政策的限制。或者說，作為歷代文人在以真理化身自居的『道

德觀念』和對其限制的封建統治政權的『勢統』之間關係的天平上搖擺，是歷代

文人個性形成與人格走向的根源所在。」20唐代士人無法擺脫科舉的誘惑，因此

也就不自覺陷溺其中，其性格與書中的聖賢之道日形背離，所可以引以為傲的士

人氣節，則多只存於應答試紙上的冠冕堂皇話語罷了。王定保著實記錄下這些士

人的樣貌，使吾人有所警惕，更賦予《唐摭言》除了補史書之闕外，法戒兼陳的

深刻意義。 

四、亦史亦文的筆記體書寫 

陳平原在其《中國散文小說史》說：「唐人小說的劃時代意義，不只體現在

新崛起的『傳奇』敘述婉轉，文辭華豔；其時承繼六朝的『志怪』與『逸事』，

仍不乏佳作。」21可見唐筆記小說仍有其研究價值，而就筆記小說的研究，陳文

新認為若以西方小說重視故事情節、人物形象、藝術上的想像和虛構的標準來討

論中國筆記小說，是令人啼笑皆非的，因為筆記小說不論是志怪或是志人都是現

                                                 
18 董乃斌、程薔：〈唐代的士風演變與時代遷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4 年第

1 期），頁 51。 
19 蕭學平〈唐代國勢與士風轉變〉，《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 年第 27 卷第 2 期），

頁 82。 
20 寧稼雨：〈中國古代文人群體人格的變異——從《世說新語》到《儒林外史》〉（《南開學報》

1997 年第 3 期） 
21 陳平原：《中國散文小說史》（台北：二魚文化，2005），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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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體「小說」的前形態，非成熟小說。22所以，若一味將《唐摭言》與更為世

人所注意的傳奇小說相較，類屬筆記小說的《唐摭言》自有其缺陷，如：在篇幅

方面，以筆記小說的漫筆形式摘記敘事，較容易缺乏情節的鋪陳，因敘述篇幅不

長，無法透過較為曲折的故事情節瞭解人物情緒的走向及其完整性格。再者，人

物形象、性格的刻劃較為單一，多作直觀的表現，場面、心理的描寫略顯薄弱。

但若跳脫比較，回到《唐摭言》本身的寫作上，可見王定保仍有作意好奇的用意，

將人事適切安置於相關門類之下，藉由簡筆勾勒出士人的性格，鮮明塑造人物形

象，達到加深讀者印象的效果。即便前三卷的制度掌故較為傾向科舉史料的羅

列，無涉文學的美感，但作者為了使讀者更瞭解小說人物的心理狀態，勢必得說

明其人物所處的社會背景，因此，書中不論是社會背景或是制度沿革的摘錄，都

起著烘托的作用，為後記的人物型塑特定的社會風氣，以凸顯身處其中的人物性

格，讓讀者更容易同感人物的思考和行為舉措。這樣亦史亦文的敘事方式，除了

豐富人們對史書制度記載內容的視野之外，也更加貼近時代制度下的士人百態並

探索其心靈層面。 

筆者認為以文字為載體的作品，本身當即隱含寫作藝術的存在，無論是作者

有意為之或是抒秉自然。「是」、「不是」小說或「有」、「無」寫作藝術往往因切

入的角度不同，而有不同的歸類。檢視《唐摭言》的敘事，若就唐人小說的審美

觀23：「輔教」，強調懲惡揚善的社會功用；「遊戲」，主張在於游心寓目，注重娛

樂；「滋味」，要求文辭典雅，以情動人來看，筆者不敢誇言王定保面面俱到，但

《唐摭言》一書的寫作技巧或許就是將「一種情緒，一點靈性，一片遐想，一段

笑話，一句警世明言，一件活潑的趣事，人生的嘆惋，世態的滋味，都不妨舒展

成篇。」24因此，要探討《唐摭言》一書的文學性，當破除全書的整體概念，由

所記條目中披沙揀金，掇拾珠篇，進而發現，該書不僅有史料的價值，更有文人

的文采蘊含其內。以欣賞千年前作品的立場來看，該書仍有其一定的獨創性與文

學性存在。 

《唐摭言》總敘科舉諸多人事，士人應考出仕，在當時不只是一個過程，更

也是權衡人生價值的標準。該書藉由現實生活的人事，通過特定的社會關係，捕

捉剖析時代下士人的感情世界獨特性，由此刻劃和揭示人物所屬的社會內涵及其

心理變化和歷程，真實反映唐代社會的矛盾和時代的精神風貌，具有重要的歷史

認識價值。透過本書可挖掘探討的絕不只史料價值或士人風貌，但囿於筆者識見

淺薄，耕耘未深，許多隱而未發的內涵在本文中未能凸顯並深入討論，實有待後

續的研究繼續開發。 

 

                                                 
22 《中國筆記小說史》，頁 532。 
23 參見李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錄》（南京：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頁 22-29。 
24 《中國筆記小說史》，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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