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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世說新語》問世後，後世仿作者頗多，有「世說體」或「世說學」之稱，

以最接近魏晉時期的唐代仿作者而言，即有劉肅《大唐新語》、劉餗《隋唐嘉話》、

張鷟《朝野僉載》、王方慶《續世說新書》等，《續世說新書》已佚，《隋唐嘉話》

未詳分門類，《朝野僉載》中的門目已失，今本不復見原貌，只有《大唐新語》

一書，得以較完整的保存下來，然而，細讀本書，與後世純粹以模仿《世說新語》

而作的作品不盡相同，如［宋］孔平仲《續世說》共分三十八門，僅在《世說新

語》的基礎上增加「直諫」、「邪諂」、「姦佞」三門，而少「豪爽」一門；［宋］

王讜《唐語林》殘本雖僅餘十八門，然門目名稱與《世說新語》毫無二致；［明］

何良俊《何氏語林》亦分三十八門，僅增加「言志」、「博識」二門；［明］王世

貞《世說新語補》、李紹文《皇明世說新語》，單看書名，踵繼《世說新語》之意

已不言可喻，再看其門目名稱，二書皆如《世說新語》分成三十六門，只是前者

改「方正」為「言志」，後者則與《世說新語》完全相同；［清］梁维樞《玉劍尊

聞》書名雖與《世說新語》無相關之處，然細究其門目名稱，則亦大類於《世說

新語》，僅減少「捷悟」、「自新」二門而已；［清］王晫《今世說》則將門目減少

為三十門，但門目名稱亦同於《世說新語》；而如民國時期易宗虁《新世說》，門

目則完全仿自《世說新語》……，1再回頭看《大唐新語》，雖亦如《世說新語》

分門隸事，但不僅門目名稱與之不同，門目安排的順序亦有自己獨特之處，2究

竟本書作者劉肅是在何種時代背景之下、以何種心態撰寫此書？書中呈顯出何種

特殊面貌？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中該如何定位？有何價值？引發筆者研究的興趣。 

    而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歷來史家對於此書的定位，迭有變化，蓋

此書始著錄於《新唐書․藝文志》雜史類，《宋史․藝文志》置於別史類，直至

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方將此書列入小說家雜事類，與《世說新語》自始即

入小說家又有明顯不同。此中存在何種差別，應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課題。 

                                                 
1 關於「世說體」小說的概況，可參見姚琪姝：《世說體小說發展述論》（台中：中興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年），頁 143-148「附錄：歷代「世說體」小說一覽表」。 
2 關於《大唐新語》與《世說新語》門目異同的比較，筆者擬於第二章中詳加論述，故於此暫時

從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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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究《世說新語》與《大唐新語》在歷代史書中的著錄情形，唐初魏徴、長

孫無忌等編纂的《隋書․經籍志》卷三四子部小說家類，現存只有《燕丹子》及

《世說》二種，從書中所言：「小說者，街談巷語之說也。……過則正之，失則

改之，道聽塗說，靡不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

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通四方之傳道而

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泥。』」3可以看出，

《隋書․經籍志》中的小說觀，乃承襲自漢朝班固《漢書․藝文志》以來小說只

是「小道」，是「道聽塗說」的「街談巷語之說」的概念，因而採筆記形式瑣言

志人的《世說新語》，自然被收錄於小說家類。 

    之後的《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亦皆將《世說新語》一書收

錄於小說家類，所持的分類標準仍似於《隋書․經籍志》，但值得注意的是，《新

唐書․藝文志》開始著錄《大唐新語》，並將之收於卷五八雜史類，觀察此類所

收錄的其他書籍，如杜寶《大業雜記》、李肇《國史補》、林恩《補國史》、鄭處

誨《明皇雜錄》、鄭棨《開天傳信記》、溫畬《天寶亂離西幸記》、宋巨《明皇幸

蜀記》、姚汝能《安祿山事跡》、李德裕《次柳氏舊聞》、裴廷裕《東觀奏記》等，

可以發現，《新唐書․藝文志》卷五八雜史類著重於各書的記史部份，所記若關

乎國家史事，則將之收錄於雜史類，《大唐新語》雖然和《世說新語》一樣採筆

記體形式，但因所關懷的重點為國家的史事，因而躋身於此類。在歐陽修等人心

目中，這類書籍當不同於街談巷語之說的小說家者言，這樣的分類方法，正透露

出《大唐新語》與《世說新語》有不同之處，不能輕易的等同視之。 

    其後《宋史․藝文志》接續這樣的標準，將《大唐新語》收入別史類，看重

的仍是《大唐新語》的記史特性，直至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分小說為三個類

屬：雜事、異聞、瑣語。根據有否「參以里巷閑談、詞章細故者」，是否忠於事

實的原則，將前人視為雜史筆記的作品改列入小說家，如言《大唐新語》「其中

『諧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例」，4《明皇雜錄》「乃

知小說記事，苟非耳目親受，安可輕書耶云云。則處誨是書，亦不盡實錄」，5四

庫館臣將各書改列類別的原因雖不盡相同，但由上述例子可以推知：書中記載是

                                                 
3 ［唐］魏徵、長孫無忌等：《隋書》卷三四〈經籍志三〉（台北：鼎文書局，1975 年），頁 1012。 
4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 O〈子部小說家類雜事上〉（北京：中華書局，1965 年），
頁 1183。 
5 同前註，頁 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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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實無誕乃是判斷作品為史著或為小說的準則，《大唐新語》因為具有繁蕪猥

瑣的成分，所以被退置於小說之列，《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提要文字云： 

 

      《大唐新語》十三卷，唐劉肅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三卷，註曰：「元 

      和中江都主簿。」此本結銜乃題「登仕郎守江州潯陽縣主簿」，未詳孰是 

      也。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曆之末，凡分三十門，皆取軼文舊事有裨勸戒 

      者。前有自序，後有〈總論〉一篇，稱「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 

      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云云，故《唐志》列之「雜史類」中。然其中 

      「諧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例。今退置「小 

      說家類」，庶協其實。是書本名《新語》，《唐志》以下著錄並同。明馮夢 

      禎俞安期等因與李垕《續世說》偽本合刻，遂改題曰《唐世說》，殊為臆 

      撰。商濬刻入《稗海》，併於肅自序中增入『世說』二字，益偽妄矣。《稗 

      海》又佚其卷末〈總論〉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標題，亦較馮氏、姚氏  

      之本更為疏舛。今合諸本參校，定為書三十篇、〈總論〉一篇，而復名為 

      《大唐新語》，以復其舊焉。6 

 

前文述及，自《大唐新語》問世以來，歷代史家著重的是此書的記史特質，並不

將之視為與《世說新語》同類，直至《四庫全書總目》乃將《大唐新語》與《世

說新語》一樣置入小說家類雜事之屬。蓋就四庫館臣而言，《大唐新語》雖「皆

取軼文舊事有裨勸戒者」，和「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一樣具有以

記史事作為「鑒戒」的創作目的，但因不脫於小說街談巷語「繁蕪猥瑣」的特性，

故與正統史家體例有別。至此，《大唐新語》的補史特質雖仍存在，但已被視為

與小說無異。 

    四庫館臣的觀點，影響後代撰小說史者甚鉅，在歷來治小說史的學者著作

中，筆者發現，大部分學者皆認為《大唐新語》乃筆記小說三種類別──瑣言、

逸事、排調之中的瑣言類，與《世說新語》屬於同一類別，只是在分析論述時，

卻變得十分模糊，並不將之與逸事類有別，不若《世說新語》明確，原因為何？

由此似乎顯示出《大唐新語》一類筆記小說的特殊性，與《世說新語》並非一致

無別。 

                                                 
6 同前註，頁 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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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以陳文新與吳禮權的《中國筆記小說史》而言，二書在論及魏晉時期的筆

記小說時，皆明確地表示中國筆記小說可分為瑣言、逸事、排調三種類別，《世

說新語》與《西京雜記》為瑣言體與逸事體的確立之作，而在論及《大唐新語》

一書時，亦皆表明此書仿《世說新語》分門記事，屬「世說體」之流，然而，在

書中行文分析論述時，卻往往融逸事與瑣言為一體，將兩者合而論之，於是《大

唐新語》等筆記小說遂擺盪在逸事類與瑣言類之中；劉葉秋在《歷代筆記概述》

一書中，分筆記為「小說故事類」、「歷史瑣聞類」、「考據辯證類」，將《世說新

語》列入小說故事類，將仿《世說新語》而作的《隋唐嘉話》、《大唐新語》列入

歷史瑣聞類，看似有所矛盾，卻能反映出二書與《世說新語》的不同，有其特殊

性與複雜性，所以，簡單的將《大唐新語》一類筆記視為《世說新語》模仿之作，

而未詳加分析闡述，恐未稱允當。 

    觀諸中國小說研究史，《大唐新語》並不十分受到重視（關於此部分，在下

節「研究回顧」中會有進一步的討論），絕大多數的研究皆將之視為「世說體」

小說的一部份而已，筆者以為，這或許是因為作者劉肅並未採用《世說新語》一

般玄韻的用字遣詞、著力形塑當時人們的特殊風貌，故無法吸引世人驚艷的目

光；而書中故事與唐代「小小情事，淒婉欲絕」、「敘述婉轉，文辭華麗」的傳奇

小說中曲折委婉的情節相比，又顯得較為平淡無奇，但細讀本書，實則劉肅自有

其創作觀與創作目的，在文學藝術上，亦有其多元的表現，故筆者不揣所陋，試

著深入研究《大唐新語》，分析探討作者劉肅所欲反映的時代環境及所寓藏的史

學目的，以及《大唐新語》一書的敘事表現，期能還原該書在中國小說史上應有

的定位與價值。 

 

第二節  研究回顧：《大唐新語》的版本真偽、性質與價值 

 

    回顧過去，尚未見有專書或學位論文深入探討《大唐新語》一書，而多數的

筆記小說史著作皆將此書列入「世說體」小說的範疇，雖說各書分類不盡相同，

但在分析論述時，皆有志一同的將《大唐新語》視為踵繼《世說新語》的唐代作

品之一，並簡略的概述而已；7兩岸的學位論文亦然，大多將本書作為「世說體」

                                                 
7 如劉葉秋：《歷代筆記概述》（台北：木鐸出版社，1985 年）將《大唐新語》列入歷史瑣聞類

（頁 66-67）；吳禮權：《中國筆記小說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 年）將《大唐新語》

列為唐代國史派的筆記小說之一（頁 135-136）；陳文新：《中國筆記小說史》（台北：志一出版



 5

小說的材料之一，如姚琪姝《世說體小說發展述論》，8將世說體小說的發展過程

分為五期，本書即是第一期（發軔期）的代表作之一；劉強《世說學引論》，9在

論述《世說》文體學研究時，亦將《大唐新語》視為《世說》體續仿作品之一；

或作為研究唐代筆記小說的材料，如王國良《唐代小說敘錄》、10胡之昀《論唐

代的筆記雜錄》、11羅寧《唐五代軼事小說研究》等，12在論及本書時，皆僅有簡

略敘述。幸而有幾篇單篇論文針對《大唐新語》提出一些看法，筆者試著從各篇

論文所探討的重點分析如下： 

一、版本真偽： 

    關於本書的版本真偽問題，有吳冠文〈關於今本《大唐新語》的真偽問題〉

一文，認為現今所見《大唐新語》乃是明代人所偽造，原名應是《唐世說新語》，

只是為了掩飾其偽造之跡，或使此書對讀者更具吸引力，而將書名改成《大唐新

語》。文章先從《大唐新語》與《唐世說新語》在歷代藏書目中被著錄的情況及

刊本入手，認為這兩部書在明代的一個時期曾經是同時存在的兩部性質不同的

書。如［明］祁承火業《澹生堂藏書目》與［明］董其昌《玄賞斋書目》皆將《大

唐新語》與《唐世說新語》當成兩部不同的書，分屬不同性質的兩類──「史部

․雜史類」與「子部․小說類」。而後提出一個證據：《唐世說新語》中收入了劉

肅《大唐新語》以後才出現的著作《唐書新語》中的不少記述。吳氏徵引《太平

御覽》及《永樂大典》中出現《唐書新語》的文字，認定《唐書新語》當為《大

唐新語》以外另一部書，其成書時間應介於五代與宋初之間，而其中部分文字被

收入在《唐世說新語》中，因而判定在明代後期才流行開來的《唐世說新語》是

明人偽造的，今本《大唐新語》不過是將《唐世說新語》換了一個書名而已，並

非唐代劉肅所撰，其中雖包含了原本劉肅《大唐新語》中的若干內容，但也刪略

了不少原書內容，且竄入了好些後來的東西，所以，其可信度是很成問題的。13 

                                                                                                                                            
社，1995 年）將《大唐新語》列入筆記體的軼事小說之流（頁 319-320）；苗壯：《筆記小說史》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年）將《大唐新語》收入筆記體的志人小說之列（頁 211-212）；

鄭憲春：《中國筆記文史》（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4 年）將《大唐新語》列入唐代野史筆

記之一（頁 211-212），以上諸筆記史，雖然分類標準不盡相同，但皆認為《大唐新語》承襲《世

說新語》分門繫事的體例。 
8 姚琪姝：《世說體小說發展述論》（台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 年）。 
9 劉強：《世說學引論》（上海：復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學位論文，2004 年）。 
10 王國良：《唐代小說敘錄》（台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76 年）。 
11 胡之昀：《論唐代的筆記雜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論文，2005 年）。 
12 羅寧：《唐五代軼事小說研究》（成都：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學位論文，2003 年）。 
13 吳冠文：〈關於今本《大唐新語》的真偽問題〉，《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年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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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一出後，南京大學中文系潘婷婷發表〈今本《大唐新語》非偽書辨──

與吳冠文女士商榷〉，分別從一、《唐世說新語》書名之晚出與《大唐新語》之歸

類；二、祁承火業《澹生堂書目》和董其昌《玄賞斋書目》於兩類同時著錄的問

題；三、《大唐新語》舊本與今本的區別；四、《唐書新語》與《大唐新語》之關

係等四個面向，駁斥吳文的論點，認為《唐世說新語》書名晚出，乃屬於古書異

名的正常現象，而因古代雜史、傳記、故事、小說，性質相近，歸類不一，二書

或入雜史、或入小說，實屬常見，與真偽無關。此外，祁氏《澹生堂書目》會將

二書分別著錄在兩個不同類目下，是互著法在明代書目中廣泛自覺運用的表現。

而今本《大唐新語》與《何氏語林》所引《大唐新語》不一致，當因何良俊在引

書過程中的刪改與失誤所造成的。至於今本《大唐新語》中有與《唐書新語》等

劉肅之後所出書相同的文字內容，從唐代國史的流傳、書目的著錄、《太平御覽》

的引文以及唐代筆記小說之間的關係等方面可以察知：當是《唐書新書》抄錄了

《大唐新語》，或者兩書同出一源所致。14所以，潘氏認為，《唐世說新語》只是

《大唐新語》的同書異名，今本《大唐新語》絕非偽書。 

    而後，吳冠文復提出〈再談今本《大唐新語》的真偽問題──對〈今本《大

唐新語》非偽書辨〉一文的異議〉，文中抗議潘文刻意忽略吳文的最主要論據：「我

們今天所看到的《大唐新語》乃是以明代中後期才出現的《大唐世說新語》為底

本並改換書名而成。倘若今本《大唐新語》真是一部從唐代傳下來的著作，何以

其底本卻是明代中後期才出現的《大唐世說新語》呢？」於是提筆對此再予申述，

並補充一些論證。從今本《大唐新語》序文中所提及的書名與作者自署的官職中，

可以推知：今天所見的明刻本《大唐新語》及被認為明抄本的《大唐新語》殘本，

實都以《唐世說新語》為底本而造成。因此，吳氏再次強調：只有證明了今本《大

唐新語》並不是出于《唐世說新語》而是出自宋元或明代前期所流傳的劉肅《大

唐新語》，才能駁倒其論點。15 

    南京大學中文系楊光皎書寫〈今本《大唐新語》偽書說之再檢討〉一文，提

出嚴正反駁，認為吳冠文前後兩篇文章所提出的「偽書說」是非理性的，楊氏從

                                                                                                                                            
頁 22-29。。 
14 潘婷婷：〈今本《大唐新語》非偽書辨──與吳冠文女士商榷〉，《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

科學․社會科學）》2005 年第 2 期，頁 137-144。 
15 吳冠文：〈再談今本《大唐新語》的真偽問題──對〈今本《大唐新語》非偽書辨〉一文的異

議〉，《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年第 4 期，頁 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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邏輯推論及常識上，駁斥吳冠文在〈再談今本《大唐新語》的真偽問題──對〈今

本《大唐新語》非偽書辨〉一文的異議〉文中的看法，認為吳氏的邏輯思維難以

明白，且對於「國史散落民間」及《永樂大典》有所誤解，其推論自然難以令人

信服。楊氏再從比較《大唐新語》、《太平御覽》、《永樂大典》等文獻證據上說明：

《唐書新語》上與《大唐新語》相同的七條文字，原本就是劉肅《大唐新語》中

所有的，更大膽推論：《唐書新語》實際上並不存在，只是《唐新語》的一個錯

誤書名。而後，楊氏通過考察宋、元、明代前期文獻對《大唐新語》的徵引情況，

得知今本《大唐新語》與古本《大唐新語》的面貌基本一致，《唐世說新語》只

是《大唐新語》的一個異名，所謂今本《大唐新語》為明人偽造之說，實屬無稽。

16 

    於此之後，吳冠文再度提出反駁，撰寫〈三談今本《大唐新語》的真偽問題〉

一文，再次強調除非能否定「今本《大唐新語》是以《唐世說新語》為底本並更

改其書名而形成的」這一論點與論據，或者在承認這一點的同時再提出確切的證

據來證明《唐世說新語》確是以舊本《大唐新語》為底本的，再不然就找出一部

時代比《唐世說新語》更早的《大唐新語》的本子以證明其與今本《大唐新語》

相同，否則並無法駁倒吳氏所提出的見解。文中另舉出《搜神記》與《博物志》

為例，說明明代行世的「後出異書」，很多是輯佚本，而並非昔時所傳舊本；甚

至還有些是在輯佚本的基礎上，再從別的古書中抄錄許多與原書不相干的東西，

今本《大唐新語》的成書，便是屬於這種情形，與《博物志》相類。17  

    對於以上學者的討論，筆者以為有幾個疑問仍有待釐清，其一是：吳冠文在

〈關於今本《大唐新語》的真偽問題〉據以認定今本《大唐新語》為偽書的論據

中，有一項是認為含傅增湘跋語的明抄《大唐新語》殘本，與明代萬曆三十一年

潘玄度刻印的《唐世說新語》間存在密切的關係，二書非常接近。此種密切關係

的產生隱含兩種可能，一、抄本為潘本刊刻的底本；二、抄本來自潘本的祖本或

潘本。若是前者，且抄本《大唐新語》是唐人劉肅《大唐新語》的舊本，那麼舊

本《大唐新語》與《唐世說新語》應為同一本書，但根據祁承火業《澹生堂書目》

和董其昌《玄賞斋書目》將《大唐新語》與《唐世說新語》分屬性質不同的兩類

                                                 
16 楊光皎：〈今本《大唐新語》偽書說之再檢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

2006 年第 3 期，頁 134-143。 
17 吳冠文：〈三談今本《大唐新語》的真偽問題〉，《復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年第 1 期，

頁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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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雜史類」和「子部․小說類」）看來，二書應曾是同時存在的兩部性質

不同的書才是，故殘抄本《大唐新語》與潘本《唐世說新語》間的密切關係只可

能是第二種情況，亦即抄本來自潘本的祖本或潘本，因而可以確定今本《大唐新

語》皆來自明代刊刻的《唐世說新語》。 

    關於此一問題，潘婷婷已於文章中說明祁氏《澹生堂書目》會將二書分別著

錄在兩個不同類目下，乃為互著法在明代書目中廣泛自覺運用的表現，然對於此

一看法，吳氏在之後的兩篇文章皆未正面回應。但據吳氏在〈關於今本《大唐新

語》的真偽問題〉文中所言：明人祁承火業著《澹生堂書目》卷四《史類》第九

《雜史》類中著錄有「《大唐新語》十三卷，劉肅輯。」同書卷七《子類》第三

《小說家》著錄「《唐世說新語》，三冊，十三卷，劉肅，即《大唐新語》稗海大

觀本」。若二書真如吳氏以為曾是同時存在的兩部性質不同的書，那麼著者皆同

為劉肅又該作何解釋呢？誠如吳氏認為，祁氏是明代較嚴謹的藏書家與目錄學

家，應不致是筆誤才是，吳氏對於此點並未有所解釋，但筆者以為，若《澹生堂

書目》中所著錄的《大唐新語》與《唐世說新語》實為同一部書，那麼吳氏所據

以論證的前述今本《大唐新語》皆來自明代刊刻的《唐世說新語》的論據，實有

再商榷的必要，亦即亦有可能抄本《大唐新語》是潘本《唐世說新語》刊刻的底

本，如此一來，吳氏據此論據所得的論證，恐難以成立。 

    其二是，吳氏於三篇文章中一再提及的因今本《大唐新語》有好幾條吳氏以

為的五代或宋初人所撰《唐書新語》中的相同文字，故可證明今本《大唐新語》

並非唐時的舊本，但令人奇怪的是，若真有《唐書新語》一書，且為類書《太平

御覽》與《永樂大典》所引，為何歷代目錄學家皆未見著祿？如果是早已亡佚的

話，二部類書的引用出處為何？此一疑問若未得解決，《唐書新語》的存在與否

實有疑義，而吳氏先是推論此書為五代或宋初人所撰，然後據以證明今本《大唐

新語》因錄有此書中的文字故非唐時舊本的論證，顯然亦有待商榷。 

    在此議題尚未有確論之前，筆者仍將《大唐新語》一書視為可以反映唐代歷

史的著作，蓋其所收人物為正史中人物，所書之事亦多見於正史。值得一提的是，

吳冠文著力梳理《大唐新語》在歷代藏書目中被著錄的情況及刊本，對本文助力

甚大，此外，潘文與楊文所整理的宋、元、明代前期文獻對《大唐新語》的徵引

情況，亦提供了許多助益。  

    此外，武秀成與胡可先分別於 1994 年及 2003 年撰文考證北京中華書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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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年由許德楠、李鼎霞校點整理的《大唐新語》點校本中的輯佚文字，當非

《大唐新語》所有，18因為數量只有四條，對於本論文的研究成果影響不大，故

在此略而不提。而李南暉於 2000 年所撰的〈《大唐新語》校札〉一文，詳加考證

前述中華書局點校本書中訛誤之處，19對於本論文的研究多所裨益。 

 

二、性質與價值： 

    至於針對《大唐新語》一書的性質與價值而討論者，先有楊民蘇於 1994 年

所撰的〈試論唐代劉肅的軼事小說集《大唐新語》〉，20此文是筆者目前所見較早

對於《大唐新語》內容和藝術成就進行論述的論文，該文徵引《大唐新語》的諸

多材料，認為此書多方面地歌頌和表現唐代繁榮強大時期的社會現實，並揭露了

唐代社會的種種弊端，還反映出初唐民主活躍的風氣、唐代的佛道鬥爭等社會樣

貌，肯定其史料價值。此外，作者認為書中採用「懸念的設置」、「情節中節外生

枝」等手法，展現出「犀利潑辣」、「邏輯嚴密，說理透徹」、「詼諧有趣、形象生

動」等語言特色，乃是《大唐新語》最值得稱述的藝術成就。上列的論述對於本

文分析《大唐新語》的價值時，頗具提示作用。 

其後王澧華有〈《大唐新語》編纂考略〉一文，試圖以《大唐新語》為個案

分析，説明學者研究雜史時當慎思明辨：從「正名」層面，按照劉肅的編纂意圖，

本書應叫做《唐語》，至於後來書成而名之為《大唐新語》，是因為「大唐」者，

唐人自稱；稱「新」者，用以別於［漢］荀爽《漢語》也。從「辨體」層面，王

氏認為荀爽《漢語》既是繼承《國語》「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之旨，於是把在自

序中表明要「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

的劉肅《大唐新語》，當成是追蹤《國語》的歷史著作，比之《大唐新語》是模

仿《世說新語》的小說家言，更為恰當。最後從「明變」層面，論述《大唐新語》

在立意上有較為明顯的復古傾向，與創新的《世說新語》大異旨趣，二者無疑是

背道而馳。然而，《大唐新語》在具體編纂上則又是體現變通精神，《大唐新語》

在沿用史書人事意義上的分類時，將《史記》、《漢書》以來各種正史的篇名改為

                                                 
18 武秀成：〈《大唐新語》佚文考〉，《古籍整理研究學刊》1994 年第 5 期，頁 31-33，39；胡可先：

〈《大唐新語》佚文辯證〉，《古籍整理研究學刊》2004 年第 6 期，頁 86-87。 
19 李南暉：〈《大唐新語》校札〉，《古籍整理研究學刊》2000 年第 5 期，頁 27-35。 
20 楊民蘇：〈試論唐代劉肅的軼事小說集《大唐新語》〉，《昆明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年第 16 卷第 2 期，頁 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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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名。雖仍看得到借鑒劉義慶《世說新語》之處，但說到底，劉義慶也同樣是襲

用了史書的人事分類法罷了。21這樣的論點，有其獨到之處，也提醒筆者，是否

只能承襲前人的看法，簡單地將《大唐新語》視為踵繼《世說新語》的作品而已，

還是應著力釐清《國語》與《世說新語》一類著作的特質，觀察《大唐新語》一

書真正的性質？關於此一部份，筆者將在後面章節中予以討論。 

另外，智喜君分別於 1999 年與 2000 年撰述〈《大唐新語》諧謔篇試析〉與

〈《大唐新語》讀記〉二篇文章，特重於《大唐新語》的史料價值：〈《大唐新語》

諧謔篇試析〉一文以為，即使是被《四庫全書》認為「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

有乖史家之體例」，而使得《大唐新語》被退置於小說家類的「諧謔篇」，都因其

以豐富資料批評唐中前期的選官制度，具有強烈的鑒戒意義，且其中部分內容在

兩《唐書》中有所記載，具有珍貴的史料價值等因素，不應受到莫須有的貶抑。

22至於〈《大唐新語》讀記〉一文，則再次強調《大唐新語》的史料價值，並認

為身處唐憲宗時期的作者劉肅，希望能振興政治教化，使國家安定興盛，為此，

劉肅從闡述君臣之義、為政之道、為人處事入手，編纂了《大唐新語》，以警戒

世人。23對於上述論點，若能詳細考察中唐時期的政治、社會面貌，將更具有說

服力，而這也是本文計畫著力之處。 

    而後，陳敏於 2002 年撰有〈《大唐新語》的價值取向與文學成就〉一文，文

中認為：《大唐新語》並不專注於記錄歷史，重大的事件往往是作為人物活動、

故事發展的背景材料，並且依據一定的主題有意識地剪裁、組合史事。鮮明的道

德主題和作者主體意識的自覺參與，使得《大唐新語》脫離史傳而退置小說。作

者從幾個面向論述《大唐新語》的文學成就，說明《大唐新語》雖是仿《世說新

語》而作，但兩者在思想主題、文化情趣、風格氣質乃至行文用語上有太多的不

同。24這些觀點，對於筆者研究《大唐新語》在《世說新語》的基礎上有何承繼

與開展，助益良多。 

    以上論述，皆由大陸學者提出，至於台灣方面，則只有黃東陽發表在《北商

學報》的單篇論文〈唐劉肅《大唐新語》之文體性質探微〉，針對本書與《世說

                                                 
21 王澧華：〈《大唐新語》編纂考略〉，《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1996 年第 1 期，頁 37-40。 
22 智喜君：〈《大唐新語》諧謔篇試析〉，《鞍山師範學院學報》1999 年第 1 卷第 4 期，頁 13-16。 
23 智喜君：〈《大唐新語》讀記〉，《遼寧師範大學學報》2000 年第 23 卷第 1 期，頁 98-100。 
24 陳敏：〈《大唐新語》的價值取向與文學成就〉，《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年第

21 卷第 4 期，頁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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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語》的異同作一概略性的探究，而認為劉肅乃以史官心態評論史事，卻好任情

臧貶，書中摘錄又多參入異聞奇事，皆悖於史家筆法，而近於小說家言。25此一

論點，顯然深受前述四庫館臣的影響。而筆者頗認同黃東陽所提出「《大唐新語》

依違於史傳與小說間」的見解，這也是筆者在閱讀眾多筆記小説史時非常注意之

處。 

    另外，自魯迅於《中國小說史略》（1923）論及唐代除了傳奇文之外，尚有

所謂的「雜俎」，如蘇鶚《杜陽雜編》、高彥休《唐闕史》、康駢《劇談錄》、孫棨

《北里志》、范櫖《雲溪友議》、段成式《酉陽雜俎》等著作之後，已有許多概論

性質的專著注意到唐代筆記的重要性，如劉開榮《唐代小說研究》（1966），侯忠

義《中國文言小說史稿》（1990），程毅中《唐代小說史話》（1990），寧稼雨《中

國志人小說史》（1991），周勛初《唐人筆記小說考索》（1996）、《唐人筆記小說

敘錄》（2000），趙明政《文言小說：文士的釋懷與寫心》（1997），程國賦《唐代

小說嬗變研究》（1997）、《唐五代小說的文化闡釋》（2002），卞孝萱《唐人小說

與政治》（2003）等論著，都在論及唐代小說時，提醒我們有唐一代的筆記小說

至為發達，不可忽視《大唐新語》一類筆記所提供的寶貴資料。這些學者專家研

究成果豐碩，對於筆者理解唐代筆記小說的本質，進而認識由此形成的社會文化

背景，極有幫助。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自《大唐新語》問世以來，歷代目錄學家迭有著錄，《新唐書․藝文志》、《崇

文總目》、《通志․藝文略》、《郡齋讀書志》、《直齋書錄解題》入「雜史類」；《遂

初堂書目》入「小說類」；《宋史․藝文志》入「別史類」；《四庫全書總目》入「小

說家․雜事類」。而今日所能見到的刻本或抄本為：一、明萬歷癸卯潘玄度刻本；

二、題瑯琊王世貞校刊本；三、馮夢禎、俞安期萬歷間刻本；四、商濬刻《稗海》

本；五、明抄殘本，現存一至六卷，由傅増湘跋；六、清四庫館臣據《稗海》抄

錄之《四庫全書》本；七、1984 年許德楠、李鼎霞據《稗海》本重新點校的中

華書局排印本。 

    按各本所收內容大抵相同，然潘玄度刻本所存書末的〈總論〉為他本所缺，

                                                 
25 黃東陽：〈唐劉肅《大唐新語》之文體性質探微〉，《北商學報》2005 年第 7 期，頁 11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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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與中華書局排印本均已補入，本文即是以中華書局排印本作為研究

的底本。然而，此本仍有些訛誤之處，如前文所言李南暉〈《大唐新語》校札〉

一文，即詳細的予以校正，後文在提及相關文字內容時，會一一指出。 

    蓋從事任何一項文學作品的研究，除了對作者身處的時代背景及文學思潮進

行了解之外，最直接且根本的方法應是對該作品進行深入的閱讀，並進一步做分

析與整理，故而筆者首要之務便是深入鑑賞《大唐新語》，期能藉由文本分析法

完整掌握此書的意涵。 

    另外，筆者以為，任何一文學作品皆無法脫離當時的社會文化影響，兼具史

學意圖的作品尤然，所以，如何把《大唐新語》放在唐代歷史文化的宏觀背景下，

透過與《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書的相互觀照、考察，從而發掘

出《大唐新語》的文化底蘊，是本文戮力探究之處。 

    再者，綜合分析法的運用，有助於筆者根據所可掌握的資料，依照不同偏重

的主題，交互進行分析與處理，透過綜合評析的方式，可以得出較為宏觀且較為

全面性的成果，筆者以前人之研究為基礎，一方面從大時代背景著手，整理唐代

的史學發展脈絡，一方面以書中所記人物為中心，重現各人物的歷史形象，最後

再透過溯源的方式，探討《大唐新語》所承襲的敘事藝術源頭及其在敘事上的表

現，期能完整呈現此書的豐富面貌。 

    筆者以為，劉肅雖欲藉著保存史事行勸善懲惡之實，但所採用的書寫載體卻

是瑣言寫人的形式，與一般正史紀傳體看似不相類，而又有相承之處，故若從中

國傳統史傳著作的影響、記言文體的特殊性、以及作者個人的運用之巧等方面，

當可深入探索《大唐新語》一書的敘事表現。 

     

第四節  章節架構 

 

    第一章為緒論，首先敘述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而後整理前人的研究成

果，以作為本文的研究基礎，以達相互參照比較、客觀分析之效，最後說明本文

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與全文架構。 

     

    第二章進入正文寫作，查《大唐新語》作者劉肅在兩《唐書》中皆無傳記，

無法從史書中考察其人其事，幸而現今存有〈自序〉與〈總論〉二文，茲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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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立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 

     《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 

      干戈，質文或異。而九丘、八索，祖述莫殊。宣父刪落其繁蕪，丘明捃拾

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省覽為殆。則擬虞卿、

陸賈之作，袁宏、荀氏之錄，雖為小學，抑亦可觀。爾來記注，不乏於代

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于百王，輝映于前

古。肅不揆庸淺，輒為纂述，備書微婉，恐貽床屋之尤；全采風謠，懼招

流俗之說。今起自國初，迄於大曆，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

將存古，勒成十三卷，題曰《大唐世說新語》。聊以宣之開卷，豈敢傳諸

奇人。    

                                 時元和丁亥歲有事於圜丘之月序。26 

 

    〈總論〉： 

      史冊之興，其來久矣。蒼頡代結繩之政，伯陽主藏室之書。晉之董狐，楚 

      之猗相，皆簡牘椎輪也。仲尼因魯史成文，著為《春秋》。尊君卑臣，去 

      邪歸正。用夷禮者無貴賤，名不達于王者無賢愚，不由君命者無大小。人 

      邪行正棄其人，人正國邪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 

      秋》而亂臣賊子懼。又曰：撥亂世反諸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憑 

      義以制法，垂文以行教，非徒皆以日繫月編年敍事而已。後之作者無力， 

      病諸司馬遷意在博文，綜核疏略，後六經而先黃老，賤處士而寵奸雄；班 

      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則左理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 

      然遷辭直而事備，固文贍而事詳。若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昇堂而入室 

      矣。范煜絀公才而采私論，舍典實而飾浮言。陳壽意不迨文，容身遠害， 

      既乖直筆，空紊舊章。自茲已降，漸已陵替也。國家革隋之弊，文筆聿修。 

      貞觀、開元述作為盛，蓋光於前代矣。自微言既絕，異端斯起，莊、列以 

      仁義為芻狗，申、韓以禮樂為癰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 

      遺訓幾乎息矣。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 

                                                 
26 ［唐］劉肅撰，許德楠、李鼎霞點校：《大唐新語》（北京：中華書局，1984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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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嗣前修。不尚奇正之謀，重文德也；不褒縱橫之書，賊狙詐之。刊浮靡之 

      詞，歸正也；損術數之略，抑末也。理國者以人為本，當厚生以順天；立 

      身者以學為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不備書；百代之後，知斯言 

      之可復也。27 

 

    上述引文，明顯透露出劉肅編纂《大唐新語》的意圖是「道可師模，志將存

古」，存何古呢？即是「今起自國初，迄於大曆，事關政教，言涉文詞」的唐代

史事，劉肅將之「勒成十三卷，題曰《大唐世說新語》。聊以宣之開卷，豈敢傳

諸奇人」。28很明顯的，劉肅是以保存唐代自開國以來迄於代宗大曆年間的史事

為目的來編纂《大唐新語》，「仲尼成《春秋》而亂臣賊子懼。又曰：撥亂世反諸

正，莫近於《春秋》。」這種史書具有的「勸善」與「懲惡」的功能，劉肅極為

稱述且心嚮往之。只是「自微言既絕，異端斯起，莊、列以仁義為芻狗，申、韓

以禮樂為癰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看在劉肅

眼裡，應是十分痛惜，令人無法苟同。於是劉肅想接續這樣的傳統：「昔荀爽紀

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秉持著「不尚奇正之

謀，重文德也；不褒縱橫之書，賊狙詐之。刊浮靡之詞，歸正也；損術數之略，

抑末也。」的書寫原則，於是「纖微之善，罔不備書」，而纂述保留唐代中期以

前不少史料的《大唐新語》。 

    前文提及，《大唐新語》和《世說新語》一樣，皆採分門記事的筆記體形式，

已有專家學者指出，《世說新語》三十六門的設立，充分地反映了那個時代的歷

史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29那麼，從分析《大唐新語》一書的門類安排，

亦當能見出劉肅藉此欲反映的時代面貌與現象。再將《大唐新語》與《世說新語》

相較，前者所採的門類，不論是名稱或是順序的安排，皆與後者多所不同，此中

又有何意義？因之，筆者於此章中，擬先分析《大唐新語》門目的內涵，並透過

比較《大唐新語》與《世說新語》門類的異、同，觀察其中所蘊含的意義。 

     

                                                 
27 《大唐新語》，頁 201。 
28 據《四庫全書總目》之言，自序中「世說」二字，為商濬刻入《稗海》時，「併於肅自序中增

入『世說』二字，益偽妄矣。」［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 O〈子部小說家類雜事上〉，

頁 1183。 
29 王能憲：《《世說新語》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年），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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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則將論述重點放在重建唐代的史學發展概況與劉肅生活時期的政治

環境之上。前者著力在梳理中國史學文化的發展脈絡，尤其側重於唐代蓬勃發展

的史學概況以及唐代史學大家劉知幾史觀對於歷史著作的影響。後者則著重於回

到中唐時期的政治社會現實，企圖還原作者劉肅編纂《大唐新語》的時代背景與

深層內涵。 

    蓋唐代歷經了安史之亂，國家聲勢已大不如前，於是中唐時期瀰漫一股「依

貞觀故實」的中興氣息，有志之士皆以重現大唐光輝為己志，德宗皇帝即位初期，

頗能勵精圖治，然因自身個性的多疑猜忌與輕信佞臣的不當讒言，終導致中興無

望，許多忠貞之士未獲信任，無法發揮長才，看在劉肅眼裡，當是極為痛心才是，

故而於憲宗元和二年（807）編纂《大唐新語》，期能藉由書中所記人物言行事蹟，

提供當政者作為參考，以收取鑒求治之效。 

 

    第四章則擬分析《大唐新語》一書所建構的君臣群象，《大唐新語》一書，

雖採《世說新語》瑣言志人的筆記形式成書，書中亦注重人物的言論，但並不如

《世說新語》般著重於人物的談吐風流、機智語言，而是重在記敘事實，表現人

的品德，反映唐人以事功為重的特點。30陳寅恪以為：「劉氏之書雖為雜史，然

其中除『諧謔』一篇，稍嫌蕪瑣外，大都出自國史。」31除了道出《大唐新語》

的史料來源之外，也提醒我們注意到：書中所記人物，絕大部分均於正史中有載，

而在筆者細讀此書後，發現各門所記人物大抵以皇帝先後為序，記載其與國家政

事相關的言行紀錄，從而展現出聖君、昏君、賢臣、佞臣的不同形象。因此，筆

者於此章中依人物的身分分類，分別選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為例，一窺劉肅在《大

唐新語》中所呈現的人物群象。 

 

    第五章則以析論《大唐新語》一書的敘事表現為主軸。如前所述，劉肅纂述

《大唐新語》具有強烈的勸善懲惡的史學目的，這樣的思維，深受中國傳統史學

文化的影響，劉肅在書寫《大唐新語》文字時，必然亦承襲了史傳著作的敘事傳

統，蓋中國的史傳著作從記言為主的《尚書》、專於記事的《春秋》、而後《左傳》、

                                                 
30 周勛初：《唐人筆記小說敘錄》，收錄於《周勛初文集》第五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年），頁 353。 
31 陳寅恪：〈新樂府․七德舞〉，《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台北：明倫出版社，1970 年），頁 13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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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等，乃至所謂的雜史雜傳，雖以記史為主，

但其中所表現的敘事寫人藝術，早已形成一優美傳統，故筆者擬於此章中先闡述

中國史傳著作的敘事特徵，並舉出《大唐新語》書中所載文字與之對應，以明劉

肅賴以滋養的部份。 

    而同樣是《世說新語》式的分門隸事，同樣以記載人物言行為主，《大唐新

語》當然亦在某程度下接受了《世說新語》瑣言模式的影響，然而，這樣的思維

似乎略顯簡單，誠如在第二節「研究回顧」中所述，已有學者提出《大唐新語》

承繼了《國語》以來重視「求多聞善敗以鑒戒」的要旨，故把《大唐新語》當成

是追蹤《國語》的歷史著作，比之是模仿《世說》的小說家言，更為恰當。32這

樣的看法頗具新意，也有其道理所在，提醒筆者，有必要注意《國語》一類史著

的特性。 

    按［三國吳］韋昭在《國語․解敘》中所言：「其明識高遠，雅思未盡，故

復采錄前世穆王以來，下訖魯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律呂，

天時人事逆順之數，以為《國語》。」33由此可知，《國語》一書乃以記錄有助於

治國的「嘉言善語」為主。《國語》偏於記言，所記皆與國家治道有關，再細觀

劉肅《大唐新語》內容，確實有與之相通之處，因此，筆者擬在此章中，詳細檢

視《國語》一類史著的特性，觀察《大唐新語》與之相應相通之處。  

    在前述二者的基礎下，劉肅於眾多的國史資料中，如何選取材料，予以適當

剪裁，並靈活運用多元手法以敘事寫人，是《大唐新語》書中頗為引人之處，此

乃為本章後半部的論述重心。 

 

    第六章為結論，綜合上述章節，總結論述成果，試圖為《大唐新語》尋出適

如其分的歷史定位與價值。 

 

 

 

 

 
                                                 
32 王澧華：〈《大唐新語》編纂考略〉，《陰山學刊（社會科學版）》1996 年第 1 期，頁 39。 
33 ［三國吳］韋昭：〈國語解敘〉，收錄於徐元誥撰；王樹民、沈長雲點校：《國語集解》（北京：

中華書局，2002 年）附錄二，頁 5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