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科舉是中國特有的教育考試選官制度，一般認為此制度創立於隋確立於唐。

隋煬帝大業二年（606）始建進士科，歷經了唐、宋、元、明、清，迄光緒三十

一年（1905）廢科舉興學校，歷時一千三百年。直到今日，科舉廢止屆滿百年，

但對我們的影響仍展現在許多的面向當中，如對國家的政治建構、社會意識、學

術思想，乃至人們的價值觀等等。就國家而言，制度具有核心和主導的地位，它

能引發相關的風尚和文化，同時也宰控其走向。科舉制度主要的對象為士人，朝

廷透過開放考試的方式，將社會上學優的士人採入政治權力結構，就政治層面可

說是君權的掌控，故唐太宗（627-649）見新進士列隊而出時不禁高興地說：「天

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通過科舉檢驗的「英雄」逐漸在朝政上嶄露頭角，而努

力成為「英雄」的士人則孜孜矻矻，期待有朝一日也能「摶躍雲衢、階梯蘭省」
2。這些士人均可說是國家之棟梁，他們在知識及地位的優勢上宰制著朝政並影

響世風，因此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此制度應有殷切的關係。 

    科舉所指當是正式考試的短短幾天，但實際上從省試、赴舉、投獻、考試、

放榜、等第、落第等有一完整的過程，士人決心參與科考，也就涉入其所產生的

特殊科場文化。士人與文化的緊密關連可由文學作品的呈現得以印證，文學作品

中以參與科舉考試的士人為主角所表現的文學體裁顯得極豐富而多元，除了大量

抒發科考過程中種種心境的詩詞之外，小說、戲曲則更細緻地鋪陳出士人與科

舉、社會與科舉的種種面貌，情節架構上往往以進京趕考的書生開場，作者在此

主軸之下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演帶出種種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 

這種文學創作上的現象，現實中也代表著士人在中國社會上擁有的特殊地

位，因此文人創作時，將科舉風尚和士子生活作為創作的元素，藝術地展現科舉

盛行的現實狀態。這不單單只是創作者的喜好，同時，也投射了社會大眾對此制

度及制度下的類型人物心靈上的寄託。唐代科舉制度造就了一批工文善辭的士

人，他們多親自參與過此制度，因此自然也多投以關注的眼光，他們結合社會風

尚、文人生活，對科舉制度作了不同側面的記述，如《唐語林》、《封氏聞見記》、

《隋唐嘉話》、《朝野僉載》、《大唐新語》、《劉賓客嘉話錄》、《因話錄》、《劇談錄》、

《唐摭言》等等都有相關紀錄，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唐］王定保（870-約 940）
所著《唐摭言》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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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唐］王定保著，［清］將光煦校注：《唐摭言》卷一〈述進士上篇〉（臺北：世界書局印行，

1959），頁 3。 
2 《唐摭言》卷二〈元和元年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敘〉，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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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所未及；其一切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為

永鑒，不似他家雜錄，但記異聞已也。」3［清］周中孚（1768-1831）《鄭堂讀

書記‧唐摭言》亦云：「其所縷述雜事，亦足見當日之士風，有資勸誡。」4白壽

彝在其主編的《中國通史》更點出：「記述唐代掌故軼事的小說，首先應提到的

是王定保的《唐摭言》。由《唐摭言》所記載的掌故、軼事足以看到一代的風氣。

書中雖多載掌故、軼事，亦可以補《新唐書‧選舉志》之不足。」5可見，貼近

唐代且專記唐代科舉制度及舉子樣貌的作品，首推《唐摭言》一書。緣於體例的

關係，僅一部正史是無法勾勒唐代科舉制度的全貌，而作為筆記體的《唐摭言》，

其所記錄的科舉遺聞軼事許多是正史所未採集的，因此可以提供我們理解正史及

其他史書中關於科舉制度記載的史料背景。換言之，筆記小說所記軼聞常能反映

當時的民情風俗、時代風氣，更能表現文士的心態，而這在正統史家的筆下較難

見到。可說在史書關於科舉制的骨架之下，《唐摭言》填進了肉與血，使吾人可

以更為全面而豐富地認識唐代科舉樣貌。 

任何文學思想的形成，往往受時代客觀因素和文人主觀因素的影響，前者包

括社會政治、思想等等，此乃「世風」；後者則含蓋文人的生活狀況、人格修養

及心理精神等等，這是「士風」。士風輒受制於世風，士風其實是政治、文化下

的產物，是社會心理，時俗風尚，時代精神在文人階層的投影。6王定保在紛呈

的時代裡，選擇了影響中國深遠的科舉制度作為關注的焦點，在《唐摭言》一書

中記下科舉士人的風貌，使我們主題式地窺見士人的價值觀及當時科舉制度下的

文化現象。通過文本閱讀，彷彿透視時代的顯微鏡，得以承接過去的文化現象，

作品中的士人樣貌、食衣住行、甚至思考方法、行事步驟等，均再現讀者眼前，

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關注也呈現在所創作的作品當中。程國賦曾說：「中國古代

文人的心態與中國古代文化的特異性密切相關。文學史上林林總總的現象或文學

作品，都是文人心態的顯性呈現。」7王定保身為光化年間進士，並撰寫以科舉

士林題材為主的筆記小說，究竟他要呈現的士人面貌為何？作者是否也由材料的

揀選表達了他對科舉種種現象的評價呢？ 

作為時代文化傳承要件的文學作品，《唐摭言》以筆記小說的形式更多面向

地展現了科考之下的社會風貌，應可說是一部唐代的《儒林外史》。程薔、董乃

斌在《唐帝國的精神文明》中說到：「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既體現於凝固為物

                                                 
3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０小說家類（上海：東方圖書館，出版年不詳），

頁 44。 
4 ［清］周中孚：《鄭堂讀書記》卷六十三（北京：中華出版，1993），頁 315。 
5 白壽彝：《中國通史》卷六〈中古時代‧隋唐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原文未見

轉引自邱立玲：《唐摭言史料價值探微》（吉林：吉林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頁

2。 
6 黃惠菁：〈試論唐代文人二重心理結構的形成與特色〉《藝術學報》第 60 期（1997 年 6 月），

頁 191。 
7 程國賦：〈從小說作品考察中晚唐士子的心態〉，收於〈中國古代文人創作心態〉特稿六篇之一，

見《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1 期，2006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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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型態的文化產品，諸如一切有關衣、食、住、行的生活資料的型態、功用之中，

也體現於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精神性活動之中，而且尤其深刻地體現於人的

行為方式之中。」8士人作為一個知識份子的群體，其精神面貌和行為方式往往

更集中且典型地蘊含著時代文化精神的內涵，因此，通過《唐摭言》所載點滴軼

事，必能翻檢出唐代科舉制度下士人的多樣風貌。基於前述撰寫本文之研究動

機，筆者希望透過《唐摭言》一書的研究，更進一步探討王定保的創作動機；唐

代士人所呈現的社會風尚及文人樣貌；追求仕途的心境轉變與挖掘從文學作品中

所投射出的心靈反映。 

第二節 前賢研究概況 

一般學者對《唐摭言》一書都將之當作史料援引，其他部份不甚注意，因此

到現在以《唐摭言》為主題的專書、學位論文、期刊論文，可說微乎其微，所見

只是在一些筆記史的專書中言及其「可為永鑒」的重要意義而已。在學位論文方

面，只有大陸地區吉林大學邱立玲所著《唐摭言史料價值探微》9（2005）碩士

論文一書以《唐摭言》為文本深入探討。由於《唐摭言》在文學上被歸為逸事瑣

聞類筆記小說，所以邱立玲從史料考證的角度出發，肯定了該書所擁有的史料價

值，第一章對《唐摭言》作者王定保的生平、該書的編纂以及流傳與版本情況整

理了前人的考證作了一些研究及總結；接著第二章對《唐摭言》史料來源進行分

析與考證，印證《唐摭言》一書博採自唐實錄、各類筆記小說及詩人別集；第三

章則延續第二章的考證確定《唐摭言》所具有的史料價值；最後則肯定《唐摭言》

一書對科舉制度本身及社會、文學方面的貢獻。作者由上述的步驟，突出《唐摭

言》一書在文史考辨性質的逸事瑣聞類筆記中，是史料價值較高的一本筆記小說。 

在肯定史料價值的同時，邱立玲也認同「《唐摭言》一書對科舉制方方面面

的記載使我們更深刻而全面地瞭解了唐代科舉情況，很多信息是他書所從未記載

過的，它通過對唐代科舉場上每一個細節的描寫讓我們去透視和瞭解科舉制的種

種，可以說這是對唐代科舉制度撰寫最完備的一本書。當然，作者在記載科場上

點點滴滴的時候也向我們生動地展示了一個科舉社會的真實面貌。」10的確，在

文學研究領域中，文學作品往往是文人思想的載體，優秀的文學作品更應是反應

時代的鏡子，正如同亞里斯多德「詩比歷史更真實」的主張一樣，我們相信在具

有史料價值的文學作品裡，勢必更提供了相當的線索，可以讓我們通過其創作內

容探索當時社會生活的樣貌，而其豐富的程度遠非制式的正史所能達到。但邱立

玲的研究中並未續對《唐摭言》所呈現的豐富舉子樣貌及社會風氣等層面進行深

入探討，因此，筆者擬於前人的研究基礎之下，進一步延伸探討《唐摭言》一書

在文化心靈及文學層面等相關問題。 

                                                 
8 程薔‧董乃斌：《唐帝國的精神文明》（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405。 
9 邱立玲：《唐摭言史料價值探微》（吉林：吉林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10 《唐摭言史料價值探微》，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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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論文的部分，以《唐摭言》為關鍵字檢索則有兩篇：〈《唐摭言》、《唐才

子傳》所記李洞事蹟考〉11及〈賢者芳名落誰家－－《唐摭言》所載《三賢論》

劉君之考辨〉12，這兩篇都偏重於個體人物考證，非全面性研究，但仍可視為本

論文補充資料。另外，程國賦《隋唐五代小說研究資料》13則另記岑仲勉

（1885-1961）撰有〈跋《唐摭言》〉 一文，該文收錄於《岑仲勉史學論文集》14

中，對於王定保的生平考證頗有創見，為本文第二章探討作者王定保家世之重要

參考篇目。  

從文學史角度出發的論著中，包括各種「中國文學史」，尤其是「中國小說

史」及「中國筆記小說史」裏，提及《唐摭言》時大多只梗概介紹作者及其主題，

沒有全面探討此書的內容及意蘊。如孟瑤（1919-）《中國小說史》15在隋唐五代

篇將小說分為傳奇類與雜俎類，並在雜俎類介紹《唐摭言》一書，扼要介紹王定

保生平，並舉兩則故事，沒有做任何闡述。在其他的小說史及文學史中，情形也

大致相同。 

相較之下，筆記小說史中則有較多著墨，如吳禮權（1964-）《中國筆記小說

史》16中簡介《唐摭言》一書的作者及該書的評價，並舉卷八〈以賢妻激勸而得

者〉門，記「湛賁受辱發憤」條為例，指出該書生動地再現「唯有科舉高」的時

俗風氣，並認為此書有些內容帶有諷刺意義及深刻批判的意味。吳禮權據王定保

自述，書中所記故事皆聞之他人所談，故將此書歸為「事類派」作品，認為該書

不僅於唐五代的筆記小說創作有重要意義，且對於考證唐代及整個中國封建社會

的科舉制度沿革都有重要的參考價值。吳禮權除了肯定該書的史料價值之外，也

提及《唐摭言》部分內容蘊含有諷刺及批判意味，究竟王定保對科舉的評價為何？

本文應可深入探討。 

陳文新（1957-）《中國筆記小說史》17則將《唐摭言》歸為「軼事小說」，同

樣簡介王定保生平，並列舉書中幾則故事，說明《唐摭言》集中記載科舉制度下

唐代文人的生活及精神風貌，並且認為王定保以為人直接感知的方式披露了有唐

文人的心靈一角。陳文新認為由該書的記載可以區別出唐宋文人的總體人生態度

不同，且在故事中甚至可以看到《儒林外史》的縮影，肯定該書以描寫科舉制度

的文人生活為主體，在諸多相關文學作品中，問世早，涉及面廣，故有不可取代

的地位。王定保專記唐代科舉使得吾人可以瞭解唐代士人的心態，所以有助於與

宋代文人的心態作出區別，展現出唐代士人的精神風貌。而陳文新所謂的「為人

                                                 
11 吳在慶：〈《唐摭言》、《唐才子傳》所記李洞事蹟考〉（《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2 年 04 期）。 
12 劉心：〈賢者芳名落誰家－－《唐摭言》所載《三賢論》劉君之考辨〉（《中國典籍與文化》，

2004 年 01 期，頁 20-21）。 
13 程國賦：《隋唐五代小說研究資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4 岑仲勉：〈跋《唐摭言》〉《岑仲勉史學論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90）。 
15 孟瑤：《中國小說史》（臺中：文星書店，1966）。 
16 吳禮權：《中國筆記小說史》（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17 陳文新：《中國筆記小說史》（臺北：志一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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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感知的方式」所指為何？在中國士人文化發展的長河中，《唐摭言》又如何

反映了唐代士人的心靈層面，使其有別於宋代士人心態？筆者擬由此探討王定保

在該書中所反應的士人風氣及敘事筆法。 

苗壯《筆記小說史》18第三章〈與傳奇分化中的筆記小說〉中將《唐摭言》

歸為專題事類小說，並指出南朝虞通之《妒記》專記婦女妒悍即屬此類。苗氏在

書中指出作者敘典制，錄書札，記雜事，本無意於小說，但仍指出書中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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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

保採隨筆雜記的方式或許是因為本無意於小說，但身為唐五代文人，王定保顯然

還是受到了傳奇小說的影響，在《唐摭言》一書中，有許多內容帶有濃厚的小說

意味，以今日眼光看即為極短篇。若將《唐摭言》與傳奇相較，當然可說王定保

本無意於小說，可書中特別著重描寫而非單純雜記的篇章，仍豐富呈現士人的樣

貌，值得細探。 

綜上，專門針對《唐摭言》的研究尚有不足之處，單篇的期刊論文限於篇幅，

有時無法做更深入的研究；又各種小說史裏，雖提到《唐摭言》之概括的內容，

也多只肯定該書在唐代筆記小說中具有的史料價值。所以，全力探討《唐摭言》

的面貌，仍是有意義的工作。 

現代治唐代科舉制度的論著，均將《唐摭言》做為史料援引之用，未曾深入

挖掘該書價值；治唐代小說的研究也未見有針對該書的相關論著出現。推測原

因，就以史學的角度出發，《唐摭言》一書非為正史，雖專門記載唐代科舉制度，

但僅能擔任補充角色；就文學的角度出發，《唐摭言》又為隨筆雜記的筆記小說，

故不及唐傳奇的「敘述婉轉，文辭華豔」19，自然無法吸引關愛的眼光。因此，

筆者將由《唐摭言》一書出發，藉由文學作品反射的心靈層面，期待透過以詩（文）

證史的方式，探究王定保的創作動機、敘事筆法及作者眼中唐代科舉制度所呈現

的種種士人風貌與心境。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運用文獻探討法20，經由蒐集與整理唐代科舉制度史料、

掌故、軼聞、前人研究等相關資料，分析、演繹、歸納，進行彙整、耙梳。透過

文獻研究將呈現主要參與此一制度的士人行為樣貌及心境轉折。 

《唐摭言》目前傳世有清乾隆盧見曾刻《雅雨堂叢書》本、《學津討原》影

                                                 
18 苗壯：《筆記小說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19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小說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不離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

文辭華豔，與六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說。」見《中

國小說史略‧唐之傳奇文（上）》，《魯迅全集》卷九（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 70。 
20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是指針對某一特定主題持續蒐集與其有關的重要圖書文物資料，

並加以整理、分析、歸納、評鑑與彙整的歷程。參見周文欽《研究方法概論》，（臺北：空大，2000），
頁 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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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本等十五卷本，《稗海》本為刪節本、《說郛》僅錄一卷。1957 年大陸古典文

學出版社本，據《雅雨堂叢書》本，又用《學津討原》本校補，並附［清］蔣光

煦（1813-1860）《斠補隅錄》中關於該書的校勘記。1960 年大陸中華書局、1978
年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繼重印。大陸學者姜漢椿以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年版

《唐摭言》點校本進行校注，2004 年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台灣則由世界書

局楊家駱主編，劉雅農總校世界文庫四部刊要叢書，附蔣光煦校勘記印製發行，

同書附錄《唐語林》、《新校雲麓漫鈔》，1959 年出版。《唐摭言》一書十萬餘言，

共十五卷，每卷分若干門，共有一 0三門，每個門下或作總論，或分記若干有關

故實，大體前三卷匯錄科舉制度掌故，其餘按類記敘科舉士人的瑣言軼事。 

檢視關於唐代科舉的資料可說相當廣泛，不論是由史學或文學角度出發。在

材料的運用上，筆者首重科舉專書，因此本文以王定保撰，蔣光煦校勘《唐摭言》
21一書為原始基本資料，先將《唐摭言》十五卷一 0三門逐條詳加研讀多次，並

於閱讀時歸納分類，而後視資料分類多寡，決定論文章節。專記唐代科舉的尚有

［清］徐松（1781-1848）所撰的《登科記考》一書，徐松有感於唐代《登科記》

多已散佚不全，參閱了大量文獻輯錄出《登科記考》。該書前二十六卷記述唐五

代科舉沿革大事、知舉者姓名、各科錄取人數、試題和對策原文；卷二十七為附

考，按進士、明經、制科等分類；卷二十八到三十為別錄，輯錄科舉掌故、議論、

詩文等文獻資料，是一部參考價值極高的史料。 

科舉專著以外，再輔以正史、政書、類書中有關選舉部分的史料，如：《新

唐書》卷四十四及四十五〈選舉志〉；《唐會要》卷七十四至七十七〈貢舉〉與〈選

部〉；《通典》卷十三至十七〈選舉典〉；《通志》卷五十八及五十九；《文獻通考》

卷四十至四十六〈學校〉及卷二十八至三十九〈科舉〉；《唐大詔令集》卷一百零

六等，期能更掌握科舉制度，尤其是進士科的沿革及士人在歷史上真實的生活原

貌。 

本題論述之步驟有七，各章節的論述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說明本論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在瞭解前人對此一主題的研究成果

後，訂定本文研究目的，並對論文結構，作前導式的說明。 

第二章王定保其人與《唐摭言》寫作動機。筆者以為作者的生平經歷必當反

應在思想上，故擬先對作者王定保的生平進行耙梳，接著再行探討作者的寫作動

機。 

第三章統序科第大要。本章擬先就《唐摭言》一書所關注的主題「唐代科舉

制度」做一歸納整理，並力從《唐摭言》一書前三卷集中紀錄的科舉沿革角度出

發，建構作者眼中的唐代科舉制度及關注面，以區別一般從政治學或史學出發的

制度研究。 

                                                 
21 ［唐］王定保著，［清］蔣光煦校勘：《唐摭言》（臺北：世界書局印行，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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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由「士」到「仕」的熱切追求。每年數以千計的舉子集中京城，奔赴

場屋追求功名，王定保特地紀錄的舉子們，勢必帶出許多不為史傳所記的人事。

本章及下一章擬就《唐摭言》一書探討科舉制度下所呈現的社會風氣及舉子樣

貌。本章先就士人的學養階段談起，再探士人求仕的熱切樣貌，最後談及第後宴

集所彰顯的榮耀。 

第五章「雲泥有別」科場心境的轉折。承接上一章，此章續探由士到仕的追

求過程中，士人久屈名場、龍鐘場屋的情況不勝枚舉，但求仕、登進士名這枷鎖

仍深深影響每一位唐代士人。又科場上「及」與「落」的處境大不同，舉子們應

對的心境又為何？是溫馴地接受，抑或是有另一番排解呢？《唐摭言》在這些問

題上的著墨，想必更真實的表達了唐代士人面對科舉的心境，本章擬就此部分加

以論述。 

第六章文史交融的敘事。本章著重探討文學的表現手法，擬先釐清作者在寫

作敘事上是否有傳承或突破之處。接著再針對寫作藝術較為濃厚的篇章，觀察作

者的敘事特色，及作者擅長使用的筆法。最後對前人學者的評論作一探討。 

第七章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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