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王定保其人與《唐摭言》寫作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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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記

下科舉種種遺文軼事，是否更欲藉由材料的揀選表達他對科舉種種現象的評價

呢？本章先從王定保的生平背景論起，再進而論述此書的創作動機。 

第一節 作者生平 

關於王定保的記載，主要見於文獻學家對古書所做的題跋，其中涉及生平家

世的主要有：［宋］陳振孫（1183-1262）《直齋書錄解題》卷十一、1［清］吳任

臣（1631-1684）《十國春秋》卷六十二、2［清］錢大昕（1728-1804）《十駕齋養

新錄》卷十二、3［清］劉毓崧（1818-1867）《通義堂文集》卷十二、4［清］紀

昀（1724-1805）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 0、胡玉縉（1859-1940）《四庫

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目錄》卷四十一、5余嘉錫（1884-1955）《四庫提要辯證》卷

十七子部八。6其中劉毓崧《通義堂文集》〈唐摭言跋〉三篇，內容上對定保的家

世及生平考證較詳，余嘉錫則在《四庫提要辯證》中刪取其要並續作補充考證。

今人則首推岑仲勉的《跋唐摭言》，內容上有更進一步的釋疑與考證。7以下結合

前人學者的研究與考證，耙梳王定保的家世，此部分應有助於吾人瞭解定保的門

風及其思想形成之背景。 

一、世族里貫 

先由王定保的自述談起，《唐摭言》卷一〈鄉貢〉載： 

咸亨五年，七世伯祖鸞台鳳閣龍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

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8

考察《舊唐書‧王方慶傳》：「封石泉縣男，遷鸞臺侍郎。同鳳閣鸞臺平章事，俄

轉鳳閣侍郎。」9就此則資料劉毓崧《通義堂文集》云：「『龍』字乃『襲』字之

訛，『白水』二字乃『泉』字誤分為二。石泉者，封爵之號，方慶之曾祖裦，後

                                                 
1 ［宋］陳振孫：《直齋書錄解題》卷十一（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312。 
2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5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頁 541。 
3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錄》冊三（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279。 
4 ［清］劉毓崧：《通義堂文集》冊九卷十二（影印民國劉氏刻求恕齋叢書本，臺北：藝文印書

館，1970） 
5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目錄》（臺北：龍田發行，木鐸出版社，1981），頁 273。 
6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冊四（臺北：藝文印書館，1965），頁 830-845。 
7 見《岑仲勉史學論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90），今人的研究尚有王素、李方〈《唐摭言》

作者王定保事迹辯正〉（《文史哲第 25 輯》）、黃慶來〈《唐摭言》〉（《文史知識》1983 年第 1 期）。 
8 《唐摭言》卷一〈鄉貢〉，頁 8。 
9 ［後晉］劉昫：《舊唐書‧王方慶傳》，楊家駱編《正史全文標校讀本舊唐書》卷八十九，列傳

第三十九（臺北：鼎文書局，2000），頁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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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時諡石泉康侯，祖鼒，隋時諡石泉明威侯，故方慶受封於唐時仍襲此號。」10

故定保確為王方慶後代子孫。 

但對於其里貫，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唐摭言》十五卷，五代

王定保撰。舊本不題其里貫。」11錢大昕《十駕齋養新錄》云：「《唐摭言》十五

卷，題云光化進士琅琊王定保撰。」12究竟王定保里貫是否為琅邪，錢大昕云： 

（《唐摭言》）書中稱王方慶為七世伯祖。今檢《唐書‧宰相世系表》，琅

邪王氏未有名定保者。唯太原王氏有定保，字翊聖，乃起之曾孫，蕘之子。
13

由《唐書‧宰相世系表》可知僅太原有王定保，為王蕘的兒子。但錢大昕從《唐

摭言》書中並未對「蕘」字避諱，排除太原王定保為《唐摭言》一書的作者。因

此，錢大昕認為「唐有兩王定保，而史僅載其一。此表之脫漏也。」14又王定保

自述： 

樂聞科第之美，嘗諮訪于前達間。如丞相吳郡陸公扆，翰林侍郎濮陽公融，

恩門右省李常侍渥，顏夕拜蕘，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渙，其次同年

盧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若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

靡不錄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15

故錢大昕由「從翁丞相溥」一句為線索，推其世族，云： 

考昭宗時宰相，有王摶，字昭逸，出自琅邪；有王溥，字德潤，出自太原。

定保既出琅邪，則溥當為摶之譌。16

前文已排除太原，故錢大昕認為王定保所言的「從翁丞相溥」應當為琅邪王摶，

書中所載「溥」當為「摶」偏旁形似之訛。但錢大昕又說：「依表所列，摶為方

慶八世孫，而定保稱方慶七世伯祖，則於摶不當有從翁之稱。是亦可疑也。」17

因此，王摶是否為王定保的「從翁」，仍值得探討。對這問題，劉毓崧云：「自方

慶至摶實止六世，自方慶至定保實止八世，祇可據《摭言》以訂《世系表》，不

可援《世系表》以改《摭言》。」18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目錄》及余

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均表認同。19故此派學者認為王定保的里貫當為琅邪，書

                                                 
10 《通義堂文集‧唐摭言跋上篇》冊九卷十二，頁 4。 
11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O小說家類，頁 44。 
12 《十駕齋養新錄》卷十二，頁 279。 
13 《十駕齋養新錄》卷十二，頁 279。 
14 《十駕齋養新錄》卷十二，頁 279。 
15 《唐摭言》卷三〈散序〉，頁 24。 
16 《十駕齋養新錄》卷十二，頁 279。 
17 《十駕齋養新錄》卷十二，頁 279。 
18 《通義堂文集‧唐摭言跋上篇》冊九卷十二，頁 6。 
19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目錄》：「劉毓崧《通義堂文集‧摭言跋》，據本書及《新、舊唐書》

申明錢說甚詳，又謂：自方慶至摶實止六世，自方慶至定保實止八世，祇可據《摭言》以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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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從翁丞相溥」當為王摶。 

但是，岑仲勉在〈跋唐摭言〉針對劉毓崧所說提出疑議：「劉氏疏釋，不為

不詳，仍無以溝通《摭言》七世伯祖方慶與《新表》摶為方慶八世孫之矛盾也。」
20岑仲勉認為唐代重門閥，引先士名達，無論自稱、稱人，往往含混其辭。岑仲

勉考定唐人所謂「從翁」猶言「族翁」，而「『翁』之義，常得為老成顯達者之

稱，不專用於祖輩。」21所以岑仲勉認為錢大昕、劉毓崧錯在不知「從翁」並不

一定是嚴格意義上的「從祖」。且由王定保書中又舉出內證，王定保除了「從翁

丞相溥」一句之外，尚有「從叔南海記室渙」，依據《新表》其所指為太原王愔

之子王渙。而一九五四年在廣州發現王渙墓誌，全稱為「唐故清海軍節度掌書記

太原王府君墓誌銘」，故證明王渙確實出自太原王氏。22岑仲勉由此說明王定保

可稱太原房者為「從叔」，當然「從翁」就可能不是指自家族翁。若此，王定保

並非王摶從孫，則定保出於琅邪王氏之說也無法立足。岑仲勉考證王姓郡望唐以

琅邪為著，因此即便位及宰相的王縉，也由太原越讓琅邪，推測王定保也不無此

種可能。 

但，這推論除了錢大昕已由王定保不可能觸犯家諱排除之外，邱立玲也提出

一則補充證據： 

《唐摭言》卷三云：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后，便以騾從，車服侈靡之極；

稍不中式，則重加罰金。蔣泳以故相之子，少年擢第。時家君任太常卿，

語泳曰：「爾門緒孤微，不宜從世祿所為，先納罰錢。慎勿以騾從也。」

這條材料上引論著中都沒有提到。定保自言其父咸通中曾任太常卿，據考

證當在咸通七年（866）。太常卿官階為正三品，而《新表》之定保父王

蕘官至右司員外郎，官階止為六品，相差甚為懸殊，必非同一人。23

定保自言其父咸通中任太常卿官階為正三品，但《新表》所載定保父王蕘官至右

司員外郎，官階為六品，相差甚為懸殊，應非同一人。由此可推王定保必非太原

王氏，而要否定他出自琅邪王氏則需更有力的證據提出，故目前學界仍認為王定

保出自琅邪王氏。 

    另外，對於王定保的居地則有明確的論述，《舊唐書‧王方慶傳》云： 

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裦之曾孫也。其先自琅琊南度，居於丹陽，

                                                                                                                                            
系表》，不可援《世系表》以改《摭言》。文繁不具錄。」，頁 273。《四庫提要辯證》：「定保既稱

方慶為七世伯祖，又稱摶為從翁，則摶必是方慶五世孫。而《宰相世系表》以摶為方慶八世孫者，

《世系表》于方慶及摶之中間，誤羼三世。……錢氏始疑「溥」為「摶」字之誤，而其所考證不

能甚詳。得劉氏疏通證明之，亦了然矣。」，頁 1040。 
20 《岑仲勉史學論文集》，頁 701。 
21 《岑仲勉史學論文集》，頁 702。 
22 岑仲勉：《從王渙墓誌解決了晚唐史一兩個問題》，《金石論叢》（北京：中華書局，2004），頁

441。 
23 《唐摭言史料價值探微》，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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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江左冠族。裦徙入關，始家咸陽焉。24

由此可知王氏自東晉以後，即僑居金陵，後周以來，又徙居關內。但據王定保自

述：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諸道徵兵，自是聯翩，寇亂中土，

雖舊地太平里，而跡未嘗達京師。25

因此，長安太平里乃其先世舊第，定保生於懿宗咸通庚寅年（870），當時已寄居

南昌。劉毓崧《通義堂文集》亦考《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以定保為南昌人，

並且歸納《唐摭言》一書所記軼聞多為江南西道事，而推論「誠以久居其地，不

啻桑梓之鄉，故敘次較他道為特詳耳。」26

    雖然學界對定保世族仍有討論，但由定保的自述「七世伯祖鸞台鳳閣龍石白

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家君任太常卿」等可以得知其家世當也是文人官宦之

家，故定保對科第之事特別感興趣，其家學應有一定的影響之處，而定保寄居南

昌，故書中所記也多是與此地人事相關的軼聞。 

二、生卒年與仕宦 

上文引王定保自云：「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實屬南蠻騷動。」因此，定保

的生年並無爭議。但關於卒年，據吳任臣《十國春秋》載王定保：「大有初，官

寧遠軍節度史。十三年冬，代趙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不逾年卒。」27若為大

有十三年（940），則定保享年七十一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有另一說： 

考定保為邕管巡官，距朱溫竄唐僅六年。又序中稱溥為「丞相」，則是書

成於周世宗顯德元年以後，故題唐國號，不復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

寅，至是年八十五矣。28

館臣從定保在序中稱溥為丞相推論書成於後周顯德元年（954）以後，且定保生

於咸通庚寅，故認為到該年定保年為八十五歲。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載推

論，定保當卒於八十五歲以後。因此，《十國春秋》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兩

者說法有所出入。 

余嘉錫於《四庫提要辯證》中引《資治通鑑》排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

說： 

《通鑑》卷二百八十二云：晉天福五年，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

                                                 
24 《舊唐書‧王方慶傳》，頁 777。 
25 《唐摭言》卷三〈散序〉，頁 24。 
26 《通義堂文集‧唐摭言跋上篇》冊九卷十二，頁 11。 
27 《十國春秋》卷六十二，541 頁。 
28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O小說家類，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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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寧遠節度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不逾年亦卒。29

晉天福五年即南漢大有十三年，余氏認為「蓋作《提要》者，不惟不知《通鑑》

明載定保之卒。」30

另外，學者對於「不逾年卒」一句也有所討論，劉毓崧認為是「未過當年（大

有十三年）」，故說定保「卒於南漢大有庚子，年七十一」；31［清］梁廷楠（1796-1861）

《南漢書考異‧王定保傳》則認為是任職「未滿一年」，王定保十三年冬才繼任

宰相，故推論「其卒當在大有十四年（941）矣」32，定保享年七十二歲。就語

法而言，二說皆有可能，因此據王定保自述及《資治通鑑》所載推論，王定保生

於咸通庚寅（870），卒於晉天福五年或六年（940 或 941），享年七十一歲或七十

二歲。 

王定保登第之年亦有二說，陳振孫《直齋書錄解題》云：「定保，光化三年

（900）進士」。33［清］盧見曾（1690-1768）《重刻唐摭言‧序》云：「定保，光

化二年進士。」34對此，劉毓崧《通義堂文集‧摭言跋中篇》云：「定保自稱光

化進士，而其登第在光化幾年，則書中未曾言及。及《直齋書錄解題》云：『定

保光化三年進士。』蓋唐時登科記，宋末猷存，故陳氏得以知定保登第之年也。」
35由此，雖然吾人不知盧見曾《重刻唐摭言‧序》所云依據為何，但陳振孫為宋

代人，離唐時代較近，可能參酌過唐時的登科記，故定保登第為光化三年之說似

乎較為可信。 

定保的仕履，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云： 

《通鑑》言定保由寧遠節度使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未踰年而卒，其

事在晉天福五年，即南漢大有十三年。定保為相，較同幕諸人最遲。且趙

光裔與定保同僚，而其子損為相，亦先於定保。疑因南漢高祖夙憚定保直

言，故使出鎮容州。至年逾七旬，始召之入相。……《總龜》卷二十七引

《郡閣雅談》云：王定保，唐光化三年李渥侍郎下及第，吳子華侍郎臠為

壻。子華即世，定保南遊湖湘，無北歸意。……定保後為馬不禮，奔五羊

依劉氏，官至卿。36

                                                 
29 《四庫提要辯證》卷十七子部八，頁 1043。 
30 《四庫提要辯證》卷十七子部八，頁 1045。 
31 《通義堂文集‧唐摭言跋中篇》冊九卷十二，頁 20。 
32 ［清］梁廷楠：《南漢書考異》卷九〈王定保傳〉楊家駱主編，中國學術類單行本（臺北:鼎文

書局，1979），頁 147。 
33 《直齋書錄解題》卷十一，頁 312。 
34 ［清］盧見曾《重刻唐摭言‧序》引自《國立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錄》子部小說家類（臺

北：國立中央圖書館，1993），頁 213。 
35 《通義堂文集‧唐摭言跋中篇》冊九卷十二，頁 14。余嘉錫對比陳氏《直齋書錄解題》內容，

認為陳振孫說法全本於《郡閣雅談》，［宋］阮閱《詩話總龜》卷二十七引《郡閣雅談》：「王定保，

唐光化三年李渥侍郎下及第。」［宋］阮閱：《詩話總龜》（臺北：廣文書局，1973），頁 559。 
36 《四庫提要辯證》卷十七子部八，頁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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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依余氏所言，定保初為容管巡官，後南遊湖湘，先依馬殷，但後不為馬

氏所禮，改奔劉隱。南漢高祖劉岩（後改名龔）僭號時，畏懼定保直言性格，先

使出鎮容州，直到年逾七十才由節度使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但是不到一年

就辭世。定保出使容州的時間據《南漢書考異》卷二帝遣王定保聘於荊南條記載： 

歐史只云龔欲僭號，憚定保不從，遣定保使荊南，其出使年月無考，《十

國春秋》荊南世家嶺南王定保來聘繫於貞明二年（916），今從之。37

    綜上，王定保所生之時，唐帝國已是多事之秋，南詔驃信坦綽酋龍因父喪，

唐未遣使弔喪，與唐斷絕往來，自稱驃信王，建立建極，號大理國，多次與唐發

生戰爭，曾兩次攻入安南。唐滅之際，定保正值壯年，面對國家滅亡自有一番憤

慨無奈，必有中興之志，但在仕途上卻不順遂，先不為馬殷所禮遇，又入相較同

年皆晚，甚至在同年之子之後，而此番際遇推測與其正直性格而招忌諱有很大的

關連。在關於定保的生平資料不多見的情況之下，上述記載對於吾人瞭解定保的

性格頗為重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該書「法戒兼陳，可為永鑒」，又常言

「文如其人」，王定保正直敢言的個性勢必反映在他的創作之上，而其仕途的歷

鍊及不順遂，想必也讓定保對現狀有一番的反省，此有助於吾人探究《唐摭言》

一書的深意。 

第二節 《唐摭言》寫作動機 

孟子謂萬章曰：「頌其詩、讀其書，不知其人可乎，是以論其世也，是尚友

也。」38對於王定保的生平在上節的耙梳之後，可知定保家世門風承襲士人之學，

其自身亦為進士出身，故對於科舉自有一番親切之感。但人生現實的不順遂，是

否使得定保對於制度有所反思？本節先由作者的寫作動機著手，再觀察其反應在

門目上的安排。 

一、寫作動機 

由本章第一節的論述可見，定保創作的動機應當和他自身的門世及個人經歷

背景有關，處在重視科舉的社會風氣中，王定保因親身參與科舉，他以身處科考

過來人的立場，選擇與自己的觀念或環境經驗類似的讀書人為主角，進而以科舉

為主題創作，可見其創作動機根植於具體的崇拜科舉社會風氣中。美國心理學研

究者芭芭拉‧哈代說：「人類的心理意識中，存在著敘事的動機。」39這種動機

具有的自娛性使它成為小說藝術的一個重要創作機制，而此動機的觸發當和作者

身處的社會環境所給予的刺激有密切的關係。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散序〉自言「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樂聞科第

                                                 
37 《南漢書考異》卷二，頁 107。 
38 孔穎達疏：《孟子‧萬章下》《十三經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頁 188。 
39 原文未見轉引自徐岱：《小說敘事學》（北京：三聯書店，1986），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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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嘗諮訪于前達間」可見，王定保在心態上似有一種未能參與太平盛世的遺

憾。在唐末動盪的時代之下，許多文人對於太平盛世更有一份嚮往，不自覺的表

現出一種懷舊的心態，而藉由前達的口述追憶，似乎也可以帶領自己回到當時的

盛況。而文人在聖賢經傳的習染之下，又不免有一番經綸世務、道德倫理的評價，

面對由盛而衰的國勢，王定保從掄才最盛的科舉制度進行反思，並發出自己的感

慨憂嘆，使得《唐摭言》不只是敘錄科舉軼聞的文學作品，同時還寓有勸誡的深

意在其中。 

在一般小說中，作者所欲呈現的主題思想多依附於情節中，隨情節的開展而

逐漸顯現，而主題背後所蘊藏的往往就是作者想要表達的想法或看法。王定保在

門類之後附的「論」、「贊」即清楚明示自己的觀點。在書末王定保更總結說明寫

作的動機，《唐摭言》卷十五載王定保論曰：「奈何近世薄徒，自為岸谷，以含毫

舐墨為末事，以察言守分為名流。洎乎評品是非，商較今古，竟不能措一辭，發

一論者，以無愧於心乎！故僕雖題親詠，折衝樽俎者皆列於門目，斯所以旌表贍

敏，而矛盾榛蕪也。」40對此王定保希望藉由著書「折衝樽俎者皆列於門目，斯

所以旌表贍敏，而矛盾榛蕪也」，目的就是將科場種種寫出並褒善貶惡。 

對於唐代士人為了激揚名聲以求及第而「口無擇言，身無擇行」，41王定保

認為士人互相吹捧之下塑造出來的名聲只是假象，因為「馬不必騏驥，要之善走；

浴不必江海，要之去垢」42，所以沽名釣譽、華而不實的作為是無法得到君子的

肯定。《唐國史補》云：「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

身為聞人，故爭名常切，而為俗亦弊。」43面對時俗之弊、失德的士人，王定保

紀錄下他們學行不一、干謁求進的醜態。而時弊之下，有才者未能獲得進身之路，

王定保認為： 

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善不為名，而名隨之；名不

為祿，而祿從之。苟異於是，不汨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

《詩》曰：「風雨如晦，雞鳴不已。」44

王定保所引「風雨如晦，雞鳴不已」，應當也是對自己的一番鼓勵，從定保寫作

《唐摭言》一書的時間，似乎也看出其所懷時不我予的心境。《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云： 

《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溫簒唐僅

六年。又序中稱溥為「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年（954）以後，

故題唐國號，不復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年八十五矣，是書

                                                 
40 《唐摭言》卷十五〈論曰〉，頁 167。 
41 《唐摭言》卷十一〈論曰〉，頁 134。 
42 《唐摭言》卷七〈論曰〉，頁 76。 
43 ［唐］李肇：《唐國史補》卷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5 冊（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頁 444。 
44 《唐摭言》卷十〈論曰〉，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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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其暮年所作也。45

館臣認為《唐摭言》「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年以後」，乃定保「暮年所作」。劉毓

崧《通義堂文集‧摭言跋中篇》云： 

書成之時，劉巖猶未建國，故書中不避「巖」字。……巖之建國在梁貞明

三年（917）八月，則《摭言》必成於是月之前，書中言及趙光逢再相之

事，今考光逢再相，在梁貞明二年（916）八月，則《摭言》必成於是月

之後。由是推之，成書必在貞明二年九月以後，三年七月以前。故定保雖

久仕南漢之朝，而《摭言》中絕無建國之事也。46

依劉氏所考推論定保成書之時，應當在後梁末帝朱友貞貞明二年（916）九月以

後，貞明三年（917）七月以前。定保生於咸通十一年（870），因此成書時年約

四十七八歲。余嘉錫認為劉毓崧雖出於推測，無明文可據，但「大致固已近之，

視《提要》所考為確矣」。47

再依前文所論，據《十國春秋》記載，貞明二年南漢高祖劉龔僭號時，因畏

懼定保直言性格，故先遣使荊南，當時定保正值強仕之年，卻直到年逾七十才由

節度使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且不到一年就辭世。就此時間點推敲，特意被

排外的定保，本當在仕宦之路有所貢獻，但卻因性格正直敢言而仕途失意，其內

心一定有諸多的情緒無法平復，故為了轉移心境，進而發憤著書，從對國家最為

根本的掄才之制寫起，並對士人的種種舉措暗寓諷諫規勸之意，其用意當也反映

其正直性格之根本。所以凡是科場事有可記者，直言敢諫的王定保均將之分門別

類寫入條目之中，希望能表彰文思敏捷之人，而非難不學無術之輩。正如柳冕〈與

徐給事論文書〉所言：「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亂，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

志，形君子之言為文，論君子之道為教。《易》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

君子之文也。」48王定保當也吸納了此種「文章本於教化」的儒家傳統文以載道

的文學創作觀念。 

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門後附論中清楚陳述道：     

科第之設，沿革多矣。文皇帝撥亂反正，特盛科名，志在牢籠英彥。邇來

林棲谷隱，櫛比鱗差，美給華資，非第勿處；雄藩劇郡，非第勿居。期乃

名實相符，亨達自任，得以惟聖作則，為官擇人。有其才者，靡捐于瓮牖

繩樞；無其才者，詎系于王孫公子！莫不理推畫一，時契大同。垂三百年，

擢士眾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巳直躬，守而勿失；

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貪名巧宦，得之為榮。噫！大聖設科，以廣其教，

                                                 
45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O小說家類，頁 44。 
46 《通義堂文集‧唐摭言跋中篇》冊九卷十二，頁 18-19。 
47 《四庫提要辯證》卷十七子部八，頁 1045。 
48 ［清］董誥奉敕編修：《全唐文》卷五二七柳冕〈與徐給事論文書〉（上海：古籍出版，1990），

頁 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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奈何昧道由徑，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諸尋芳逐勝，結

友定交，競車服之鮮華，騁杯盤之意氣；沽激價譽，比周行藏。始膠漆于

群強，終短長于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丘明所謂「求名而亡，

欲蓋而彰。」苟有其實，又何科第之闕歟！49

王定保這一段評論既講出科舉的美意，但也道出士人在追求科舉之下的負面形

象。當然，科舉之制「垂三百年，擢士眾矣」是其最大的目的也是成果，但每年

錄取的人數與落第的人數是不成正比的，在籠絡了有志之士之後，那些未能「摶

躍雲衢、階梯蘭省」的士人，其所累積起的社會隱憂，更成為制度設立之初所未

能料想到的。而爭取登龍門路的過程中，所延伸的請託、干謁等風氣，更揭露士

人的真實面貌，從而離間了學問與人生的共修道路，無怪乎王定保引左傳邱明「求

名而亡，欲蓋而彰」一句，表達了無限的沈痛反思。由唐代完備起來的科舉制度，

一定程度打破了魏晉以來門閥世族壟斷官場的現象，為廣大家境清寒的士人開闢

了仕途。但一個現象的消滅必也是另一個現象的興起，在唐代科舉制度下，當士

人們懷抱著仕進的心態時，其所產生的正面、負面現象及影響也正隱隱欲發。藉

由科考可以選拔優秀的人才，但科目的限制、制度的不完備，卻也造就另一批為

科舉而科舉的仰祿之士。而這些仰祿之士用盡方法以求登第也排擠了真正有才德

的人。王定保在時代的氛圍中，不漠視、不逃避，對此現象有了反省與警覺，以

其直言不憚的性格著書發論，以為後人借鏡。劉毓崧曾如此說明作者的寫作用心

處： 

此書名為記科舉雜事而實隱喻規勸之詞，故奢侈者必諷之，輕薄者必誡

之，好奔競者必警之，受屈抑者必稱之，舉子多怨尤者則婉言以導之，主

司被謗議者則平心以論之，而於士大夫之行誼足以為法者尤好極力闡揚，

及下至僕隸之微有一善可書者亦不欲任其淹沒。50

劉毓崧對於王定保的寫作用意感受極深，認為該書對科舉下的人物有所警惕、有

所體諒。身處唐末政治形勢頹靡的王定保，並不單純懷念追記大唐氣象下的科舉

盛況，同時，他也將其間士人荒誕不經或悖逆道義的形象著實摘記。此種不虛美、

不隱惡，寓褒貶於論斷之中的心態確乎有史家的傳統。邱立玲也認為《唐摭言》

的編撰目的有二，一是忠於唐室，表達對故國之思；二是為了總結歷史經驗教訓。

她認為「王定保以《唐摭言》為書名，含有謙意，『摭』有拾取、摘取之意，即

選取一些史料對唐代科舉制度的得失功過做出評判。」51王定保承襲史家「寓論

斷於敘事之中」的心態，使得《唐摭言》一書同時富有教育意義，也試圖達到王

定保希望維護良好禮教的目的，在今日仍有一定借鑒意義。 

二、門目安排 

                                                 
49 《唐摭言》卷三〈論曰〉，頁 43。 
50 《通義堂文集‧唐摭言跋下篇》九冊十二卷，頁 24。 
51 《唐摭言史料價值探微》，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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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一本書的「卷」及「目」，往往可以使吾人迅速瞭解作者寫作此書的思

路邏輯。雖然《唐摭言》書名內「摭言」也已體現筆記小說的隨筆記要特性，但

在科舉這一明確主題之下，筆者試整理及歸納作者在門目的安排，以瞭解作者的

表達重心。下文先羅列《唐摭言》各卷目次及其內容提要： 

卷次 門目 條數 內容提要 
統序科第 1 

從古到唐代選拔人才制度的沿革 
貢舉釐革并行鄉飲酒 1 

開元年間貢舉人數規定及鄉飲酒情況 
會昌五年舉格節文 1 

選送的名額各有規定且違規的官員也有懲

處 
述進士上篇 1 

敘述進士試始於隋盛於唐 
述進士下篇 1 

補充對進士試的各種流行稱呼 
散序進士 1 

說明進士試的艱難及社會推崇 
兩監 1 

初進士以兩監出身為榮後世事變遷轉為廢

弛 
西監 1 

元和年間國子監及西監學生人數 
東監 1 

元和年間東監學生人數 
鄉貢 1 

說明鄉貢的沿革且至貞元後多名不符實 
廣文 1 

介紹廣文館之設置原因及大要 
兩都貢舉 1 

東西兩京貢舉之始與末 
試雜文 1 

說明進士科試雜文由來 
朝見 1 

被薦舉者朝貢天子的情況 
謁先師 1 

開元五年起朝見天子後均須謁見孔子 
進士歸禮部 1 

進士科考試由吏部歸禮部的始末 

卷一 

附論 

由門目及其內容看來，卷一主要針對科舉制度面下筆，由《周禮》所記鄉大

夫具鄉飲酒之教，舉賢者貢於王庭，至漢代考德行舉孝廉，至唐則沿隋法漢。接

著紀錄貢舉人數及對地方官員對此制度配合的要求，然後描述進士科源起、時下

的推崇以及考試艱難。另也談及學校與科舉的消長關係，及薦舉者應舉前朝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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謁先師的禮節儀式，最後談及負責考試部門的轉移。 

京兆府解送 1 
京兆府解送的為時所重至士不復齒的演變 

元和元年登科記京兆

等第榜敘 
1 

由榜敘知京兆府舉人登第備受重視 

廢等第 2 
京兆府解送廢等第的情況 

置等第 1 
京兆府置等第完整一例 

府元落 1 
京兆府等第之首參加進士試落第的名單 

等第末為狀元 1 
京兆府等第之末卻居進士試狀元的唯一一

例 
等第罷舉 1 

入京兆府等第卻拒絕參與進士試的名單 
為等第後久方及第 1  

入京兆府等第多年才中進士的名單 

附論 
海述解送 1 

荊南府解及第而有「破天荒」之稱 
爭解元 叩貢院門求試後

到附 
8 

記載府試的許多軼事可瞭解府試狀況及世

態 
得失以道 1 

李翱書信慰勉其弟參與京兆府試未獲選送 
恚恨 4  

記因解送而產生的挾私報復情事可見眾生

相 

卷二 

附論 

第二卷則集中主題描寫府試的狀況，尤其是京兆府與同州、華州最受重視，

若被解送沒有不高中的。因此也造成了舉子們為了日後有利及第，奔走於各地，

學校反而不被重視，故朝廷也嘗試阻止這種風氣，要求廢除等第。舉子們為了取

得解送資格而多方奔走請託過程中，自然有不盡人意的結果，也產生了挾私報復

等情事。 

散序 1 
定保自述對科第之美的興趣及廣於諮訪前

達並介紹曲江宴的由來及相關內容 
謝恩 1 

新科進士謝恩的禮節 

卷三 

期集 1 
新科進士謝恩後在期集院的情況及集聚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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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點檢文書 1 

新科進士要賦詩進呈天子及相關注意事項 
過堂 1 

新科進士拜見宰相的過程及相關禮節 
關試 1 

新科進士需過吏部試才具銓選資格 
讌名 1 

新科進士參與的各種宴會名稱 
今年及第明年登科 2 

新科進士隔年立即獲得入仕的例子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

雜紀 
39  

記慈恩寺塔題名的變化及進士試士人詩賦

籌唱往來及許多士人軼事 

 

附論 

卷三則描寫進士及第後的種種活動，先以朝廷及社會對於曲江宴遊的重視帶

出進士及第的榮耀，再依序由謝恩、期集、過堂、關試、慈恩寺題名等介紹新科

進士的緊湊行程。卷中特別紀錄新科進士隔年立即獲得入仕的例子，一般新科進

士需經過幾年的守選才能真正入仕為官，故隔年立即入仕是令所有新科進士羨慕

的。最後則紀錄許多新科進士的詩文以及軼事。 

節操 3  
記士人重視操守品行的傳統美德 

附論 
與恩地舊交 3 

舊同窗重逢但因際遇不同有不同體會 
師友 14 

記文人交往中亦師亦友義氣相投等情事 
氣義 6  

記士人急人之難慷慨任俠之氣 

卷四 

附贊 

卷四集中記載應試舉子的品格節操，不論是因助人而改變自己的命運，或是

傾囊相助無法進考，表現了應試舉子仍保有超脫功名利祿的赤子之心。一般以為

文人相輕，但此卷也記載許多文人惺惺相惜，彼此請益的良好形象。 

切磋 9 
記在學問上有互相探討等情事 卷五 

以其人不稱才識而後

驚 
5  

唐以門第相貌取人頗多，但有其貌不揚卻一

鳴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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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論 

卷五主要表現學問上的切磋，有謙卑稱師，有反駁他人的觀點，有贄謁投卷

前達請求指教，有稱揚他人學識，有勉勵後進所學，也有指點後進思想觀念之誤。

另外也記載了擺脫士人對年幼、門第及相貌不佳的印象，以才學贏得時人的尊重

的例子。 

公薦 門生薦坐主師友相

薦附 
8  記各種薦舉情況 卷六 

附贊 

唐代因為考試制度未臻完善，其不糊名的漏洞，讓應試舉子們在考前有頗多

著力之處，即便本身真有才華，但為了求得魚躍龍門、及第登科，應試前往往尋

求薦舉，卷六專記唐代科舉此一特殊風氣，不論是薦舉友朋、門生薦座主、師友

相薦等等可見一般。 

起自寒苦 不第即貴附 6 
記出身孤寒之人卻金榜題名 

好放孤寒 3 
記提攜孤寒士人 

升沈後進 4  
記對後輩能有所提攜助益的士人 

附論 

知己 11  
記能知人識人等情事 

卷七 

附論 

科舉考試讓寒素之人也能藉由讀書改變人生，因此卷七記載寒素之人成功的

例子，也有些主考官能夠摒除門蔭光環，特為寒畯開路，但也有未得其名的情況。

而在文人眼中的知己，是指在唐代行卷風氣盛行之下，能賞識自己文采且在仕宦

之路上能提攜自己的人，換言之，就是有知遇之恩的稱為知己。 

通榜 4 
記放榜前權貴之人預列名士等情事 

主司撓悶 1 
記主考官難以定奪名單 

陰注陽受 1 
記李翱遇道人指點初不信後卻極為虔敬 

夢 4 
記與科考相關的夢境 

卷八 

聽響卜 2 
記借響卜預言科考之事 

 13



自放狀頭 2 
記以其學問膽識當仁不讓而自封狀元 

遭遇 1 
記偶然的際遇改變士人的命運 

友放 1 
記為保全朋友情誼寧可不顧功名而兩全其

美 
誤放 2 

因個人私怨或誤以為出身名門導致錯取 
憂中有喜 1 

記赴考三十年與妻逢於道中初不相識的哀

淒但不久即中第 
為鄉人輕視而得者 1 

初為鄉人所輕視後卻早先成名之事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1 

記在妻子的鼓勵下奮發而成名的事情 
已落重收 3 

記落榜卻又得人相助而上榜的幸運士人 
放老 1 

記榜中有五位年逾耳順入榜的特殊狀況 
及第與長行拜官相次 3 

記多喜臨門之事但也有無福消受的憾事 
別頭及第 2 

記有關因親故關係避嫌的別頭試 
及第後隱居 3 

記士人及第後隱居但心態各異 
入道 4  

記士人為道士之事 

 

附論 

卷八門目最龐雜也最精彩，先寫唐代通榜的習慣，也表現主司決定榜單的左

右為難，也有主司讓舉子決定榜帖或情急誤放，甚至要舉子與友人絕交等荒唐情

事。同時描寫出應試舉子的徬徨，故對於夢、響卜等民間迷信均有深信不疑的心

態。也有舉子受到他人或家人刺激發憤而得的成功範例。另外，紀錄了已落第卻

又被取為進士的重收狀況，以及為了避嫌的別頭考試。最後紀錄隱居或入道的不

同選擇。 

防慎不至 3 
謹慎準備卻仍與中舉失之交臂 

誤掇惡名 4 
意外中背上惡名而壞了名聲 

好知己惡及第 3 
受知於考官而科場得意但及第後的遭遇卻

不同 

卷九 

好及第惡登科 1  
記時人不認同中進士後又登明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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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論 
敕賜及第 5 

記被帝王賜進士及第 
表薦及第 2 

記由竄唐的朱溫表薦及第 
惡得及第 3 

記靠門蔭或奔走權貴而得進士 
芳林十哲 今記得者八人 6 

記非靠自身才學而是奔競鑽營的士人 
四凶 今所記者三 3  

記當時聲名狼籍為士人所戒的人 

 

附論 

卷九著重描寫及第的種種狀況，應試舉子為了求得及第費盡思量，但命運有

時就是捉弄人，有些意外或插曲往往天外飛來一筆，導致如意算盤盡失，不管是

背了壞名聲未能及第，或及第卻未能一帆風順都顯示人生的無奈。相較於汲汲營

營努力的應試舉子，有些因家人的關係獲得帝王的敕賜就顯得非常幸運。這些受

到門蔭庇佑的士人有些仍是有才學的，但有些則令人鄙視，是士人所不齒的。 

載應不捷聲價益振 3  
記雖未登第但確有實學而得人敬重者 

附論 
海敘不遇 38 

泛記未登科士人的種種軼事 
韋莊奏請追贈不及第

人近代者 
13  

記韋莊奏請晚唐有才學卻未能及第士人補

賜科名 

卷十 

附論 

卷十記載在科場尚未能如願的士人。有的因抱屈而未能及第者，但反而得到

人們的尊敬，也有投卷不遇的士人的詠詩自娛，更多的是進入科場數十年的辛酸

無奈，因此，韋莊奏請追贈不及第人代表的應是制度下的遺憾。 

反初及第 1 
記出家還俗中進士之事 

反初不第 1 
記出家還俗未中進士且報復之事 

無官受黜 3 
記孟浩然、賈島及溫庭筠命途多舛 

薦舉不捷 2 
記張祜、王璘具有才學但因人阻撓不得其志

卷十一 

已得復失 2 
記因覆核而落榜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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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報怨 2 
記士人為主司時以博大胸襟拔擢他人 

惡分疎 3 
記因失誤而辯白但結果不同 

怨怒 戇直附 10  
記恃才傲物及迂愚剛直之人 

 

附論 

卷十一主要記載及第或落第的心態反應。先記出家人參與科舉的例子，有文

章與「韓柳」齊名的，可也有挾私報復、借刀殺人的。相較於此，以德報怨的就

顯得頗有氣度。另記孟浩然、賈島、溫庭筠、張祜、王璘等人在科場上的不順遂。

已得復失和卷八的已落重收則可互相參見，但不管如何只能對命運發出感嘆，差

別在一聲喜一聲悲吧。另記恃才傲物的士人言行及書信，由書信內容可見士人對

自己的自負以及對未能薦舉自己的士人的嚴厲批評。 

自負 15 
記有才華亦自負之士 

輕佻 戲謔嘲詠附 7  
記士人戲謔或嘲諷作弄之事 

附論 

設奇沽譽 2 
記在服儀上標新立異之舉 

酒失 6  
多記酒後失態帶來不良後果之事 

卷十二 

附論 

卷十二主要在言語、服儀、飲酒等方面表現士人的行為。士人以詩文表現出

對自己的自負，也有以詩文戲謔地對科舉或及第舉人表達看法。另外士人在聚會

上不管是服儀或飲酒態度亦有失其分寸的情事，甚至因此得付出代價。 

敏捷 15 
記士人敏捷才思 

矛盾 6 
記士人敏捷才思卻又有逞才示能之嫌 

惜名 5 
記士人重名聲卻吝於讚美他人 

附論 
無名子謗議 5  

記匿名非議考試不公或加以嘲諷 

卷十三 

附論 

卷十三主要著重表現士人聲名以及他人的評價與看法。敏捷與矛盾應是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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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面，唐代士人多有才思，恰如其份則令人稱賞，逞才示能則引人笑話，這當然

也關係到士人名聲。但江山代有才人出，若只守著自己的名聲則又顯得器小。但

若自身名不符實，亦有可能招致飛書謗議。 

主司稱意 6 
記主考官選人合朝廷上下的心意 卷十四 

主司失意 7 
記主考官選人不合朝廷上下的心意甚至遭

到貶逐 

卷十四談主考官主試是否能得人心，若得人心試後升遷甚至官拜宰相，若不

得招致非議，除了可能得罪同僚，更可能遭到貶逐。可與卷八主司撓悶參見。 

雜記 24 
漫記唐初自唐末相關科舉事項 

條流進士 1 
記應試舉子不得騎馬的規定及招致的嘲諷 

閩中進士 2 
閩地因讀書風氣不盛進士很少，此特記閩中

進士 
賢僕夫 5 

記忠心事主的僕人 
舊話 1 

記參與科考過來人的經驗談及提醒 
切忌 1 

記科場的種種忌諱 
沒用處 3  

記繳白卷及累舉不第之人 

卷十五 

附論 

卷十五除了雜記唐初至唐末科舉相關軼事外，也記錄了忠心事主的僕人，更

特別的是〈舊話〉教導應試舉人在考試前如何應付拜謁等事，〈切忌〉則叮嚀注

意種種的忌諱，讀來頗有教戰手冊的意味。最末又記了無真才實學之人，似乎以

此為士人借鏡。 

檢視該書門目並分析其材料比重之後可發現，該書關於唐代科舉與士人的記

述完備、系統，且不像其他家筆記小說多少涉及玄怪。由此可呼應前文所探討王

定保在寫作的心態上是嚴肅的、是希望透過所記人事對現實有所惕勵。大體而

言，卷一至卷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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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出進士

科的地位，地方府院的積極介入，再來是一系列的及第儀式。王定保追本溯源，

同時凸顯唐代科舉的發展特點，此種心態並非單純寫作以資娛樂，而是更有使命

性的希望紀錄時代的特點傳以後代。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門起至卷

十五分類漫談科場上士人種種面向。以科舉歷程為軸心，以記事為主，分置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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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統納百態的士子樣貌。同時結合各門內容，針對所述人事在部分條目附帶

論、贊，進行總結、評論，表達個人觀點。每一門各有其偏重，然彼此間也有相

通之處，呈現一貫的主題思想。而卷四始自〈節操〉門，以士人該有的品行節操

論起，推想作者用意在為世人樹立道德規範之模樣，發揮移風易俗之力量；卷十

五附以經驗叮嚀、提醒，收於無真才實學的〈沒用處〉門，應當是希望能期勉士

人保有該有的節操，勿在科場利祿追求下成為一沒用處之人。 

本文依循王定保在門目安排上的用意，擬於下章先行探討唐代科舉的制度層

面，再另章歸納士子們應科舉的各種面貌及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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