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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取鑒求治：《大唐新語》創作背景與目的 

 

    上一章中，筆者已釐析《大唐新語》一書在門類安排上所呈現的特殊意義，

從中可以發現，劉肅在設立門類及揀選人物及其言行時，乃是從輔翼政教的角度

出發，從國家政治的角度著眼，期能藉著保存史實以勸善懲惡，以資鑒戒。這樣

的創作觀與傳統史學家有許多相似之處，故筆者於此章中，擬先探究中國傳統史

學文化對於劉肅的影響，接著試圖整理劉肅生活時期的政治環境，期能完整呈現

《大唐新語》的創作背景與目的。 

    前文提及，劉肅在諸正史中皆無傳，《新唐書․藝文志》稱劉肅為「元和中

江都主簿」，《全唐文》卷六九五云「肅元和中歷江都縣、潯陽縣主簿」，而《大

唐新語》書前有憲宗元和丁亥（807）自序，署銜「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

其他則無可考。幸而，現今存有〈自序〉與〈總論〉二文，闡述作者編纂意圖，

從中當可一窺劉肅寫作此書的意涵。 

    劉肅在〈自序〉中言：「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立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

法。」文字記錄具有「警誡」的功能，是劉肅所重視的。「今起自國初（618－），

迄於大曆（766－779），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古。」是劉肅

表層的意圖，而〈總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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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徒皆以日系月編年敍事

而已。」正是劉肅心目中的主要旨歸，從中可見此書乃欲繼承《春秋》「勸善懲

惡」之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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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嗣前修。」可以見得，「裨益政教」「可為

鑒戒」正是劉肅創作《大唐新語》的最主要目的，故「纖微之善，罔不備書」。

而從文末所言「百代之後，知斯言之可復也」看來，劉肅對自己的的見解頗為自

信，亦深深以此書能裨益於後世以自許，明顯的可以看出，劉肅的官職或許不高，

但志向遠大，即希望能接續自《春秋》以來，記史事為鑒戒的任務，儒家政治倫

理中辨忠奸、分善惡、明是非的價值觀，是劉肅所服膺且努力實踐的，因此，筆

者以為，從「傳統史學精神與唐代史學發展」、「劉肅時代的政治環境」等兩個面

向，當可得見劉肅創作《大唐新語》的思想淵源與創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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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傳統史學精神與唐代史學發展 

 

    司馬遷（145－86B.C.）在其〈太史公自序〉一文中，回答上大夫壺遂所提出

「孔子為何作《春秋》」的問題時，引孔子（551－479B.C.）的話說：「我欲載之

空言，不如見之于行事之深切著明也。」這句話歷來為中國史家奉為治史之圭臬，

它概括了中國傳統史學一個最核心的目標：不尚空談，讓事實說話。《春秋》這

種不空談理論，而重在事例的理念，影響劉肅《大唐新語》要直接徵引歷史人物

的具體言行事蹟的書法。    

    這種不尚空言的史學傳統，可追溯至上古三代到秦漢時期以史官為代表的知

識人士所創造的文化。這種文化以現實為基礎，以人倫為本位，對中國文化產生

深遠的影響。154據許慎（約 58－147）《說文解字》：「史，記事者也。」《禮記․

玉藻》又言：「動則左史書之，言者右史書之。」可見史官的職責即在於記錄人

的言行。既然史官關注的是現實中的人，人的本性中有善有惡，自然也應予以關

注。史官於是承擔起勸善懲惡的責任。
155其書寫載體即是歷史著作或史傳文學，

這些作品所記載的客觀性的時代意義與作者主觀性的意識批評，就是所謂的史學

文化。 

    文化會影響歷史書寫的發展，在中國傳統的宗法制社會，強調人倫道德觀

念，它使中國社會形成一個以倫理意識為中心的系統。而人倫道德觀念強調「親

親」、「尊尊」的禮教規範，追求勸善、揚善、求善的教化目標，在歷史著作與史

傳文學中表現出來的即是「勸惡懲善」、「借古鑒今」、「大一統」的精神。而倫理

型的中國文化，將人推重到很高的地位。史官文化的精神內核便有一個重要的特

徵，就是離不開以人為中心、注重現實人事的原則。
156此一特徵對歷史著作產生

極大影響。史家所面對的對象都是歷史上發生過的是和出現過的人，都要展現歷

史的變化，揭示社會發展中某些規律性的東西，提供統治者作為借鑒。有時是用

事件、有時是以人物為主來展現歷史的變化，包括歷代王朝的更替、君主的變化，

人事的變動等，以此來呈現歷史的來龍去脈，表明歷史人物的立足點。 

    承前述，中國傳統的史學文化以懲惡揚善作為標準，以鑒戒為宗旨。中國歷

代的歷史著作，無論史官是以記言、記事作為忠於事實的職業標準，都會在有意

                                                 
154 張新科：《唐前史傳文學研究》（西安：西北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18。 
155 同前註，頁 24－25。 
156 郭丹：《史傳文學：文與史交融的時代畫卷》（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年），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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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心之間，筆鋒帶上了倫理道德的色彩，作者對人物善惡的判斷，也多以道德

倫理標準作為依據，都有褒善貶惡的道德目標，通過善或惡的人物形象，給予世

人一個警戒。這些作品都不是單純地寫歷史人物，而是把歷史人物納入道德的範

圍中加以選擇，使這些人物具有正面或反面的「模範」作用。因此，以史為鑒，

借古鑑今，這種經世致用的史學意識自古以來即十分明確。孔子作《春秋》即為

其代表。 

    《春秋》的時代背景正處於上古三代封建體制崩解之時，「王者之跡息而詩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157面對禮樂崩壞的變局，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性非常

明確，就是要達到勸懲的目的，而勸懲的目的在於鑒戒當世目無法紀的諸侯。面

對綱常紊亂、君權下移的現實，他認為最好的糾正辦法是借助於歷史，以警誡現

實中的亂臣賊子。《春秋》的勸懲精神，體現在「春秋筆法」、「微言大義」之中。

誠如《左傳․成公十四年》云：「《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

而不汙，懲惡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158《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

微，邪說暴行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孔子作《春秋》，亂臣賊子懼。」
159《春秋》以簡約的記事風格，傳達了深厚的

「勸惡懲善」、「借古鑒今」的倫理精神，以求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大一統」的終極精神。孔子的《春秋》可說是開創了中國勸諫史學的先河。 

     這種史學精神如同歷史一般具有一貫的連續性，且在某種程度上形成一種

史家時時念茲在茲的神聖性。［漢］司馬遷在其〈太史公自序〉中鄭重地寫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足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 

      明世，正《易傳》，繼《春秋》，本《詩》、《書》、《禮》、《樂》之際？」意 

      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160 

     

    在司馬遷的眼中，還有什麼事比繼《春秋》，乃至於上古三代思想還來的重

要的事？司馬遷不只是要上繼先聖的神聖使命，更要將其轉化，藉「一家之言」

而成千古之道。 

                                                 
157 《孟子․離婁》，見［宋］朱熹集注：《四書集注》（台北：大安出版社，1986 年），頁 295。 
158 《左傳․成公十四年》，見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台北：源流出版社，1983 年），頁 870。 
159 《孟子․滕文公下》，見［宋］朱熹集注：《四書集注》，頁 272。 
160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 O〈太史公自序〉（台北：鼎文書局，1975 年），頁 3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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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際，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 

      善惡惡，賢賢賤不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161 

     

司馬遷除在其〈自序〉中不斷強調孔子作《春秋》的微言大義，更藉著將孔子列

入「世家」中以彰顯孔子的道德情操，肯定《春秋》勸善懲惡的功能與影響。在

司馬遷看來，《春秋》的史學功用，提供了一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的

標準，增強了後人辨別是非善惡的能力。其次是為褒揚美善、貶抑醜惡樹立榜樣。

司馬遷期待自己的著作能繼承《春秋》的精神，肩負起「存亡國、繼絕世、補敝

起廢」的巨大歷史作用。 

    這種以事（史）勸誡以達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在漢代以後，更加系統化。

而書寫歷史的風氣與概念到了唐代開始有了蓬勃發展的成果。隋、唐兩代結束了

中國自東漢末年長達三百多年的長期分裂，再造一統的帝國盛世。中央集權的政

治體制在這一時期得到進一步的加強，為了讓唐帝國得以壯大與長治久安，唐初

君臣皆將焦點放在以前朝得失為鑒戒。如高祖武德四年（621）起居舍人令狐德

棻上奏曰： 

 

      竊見近代已來，多無正史，梁、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離亂， 

      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更十數年後，恐事跡湮沒。陛上  

      既受禪於隋，復承周氏歷數，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不存，何 

      以貽鑒今古？如臣愚見，並請修之。
162 

 

令狐德棻「恐事跡湮沒」，而以唐「受禪於隋，復承周氏歷數，國家二祖功業，

並在周時。如文史不存，何以貽鑒今古？」等語建議高祖下令修撰前朝史事，高

祖非常贊同，於是「然其奏」，於武德五年（622）下詔撰修魏、齊、周、隋、梁、

陳六代史： 

 

      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論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類，懲惡勸善， 

                                                 
161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 O〈太史公自序〉，頁 3297。 
162 ［後晉］劉昫等：《舊唐書》卷七三〈令狐德棻傳〉（台北：鼎文書局，1975 年），頁 2597。 



 69

      多識前古，貽鑒將來。……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歷世相 

      仍。梁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龜鼎，陳建皇宗，莫不自命正朔，綿歷歲 

      祀，各殊徽號，刪定禮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 

      士，立言著績，無乏於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 

      訛。餘烈遺風，倏焉將墜。……顧彼湮落，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良 

      直。163 

 

詔書中肯定史官記事，可以「考論得失，究盡變通」「懲惡勸善，多識前古」。只

是自魏晉南北朝以來，「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烈遺風，

倏焉將墜。」在擔心這些史事恐「凐落」的情形下，高祖任命修撰諸史的官員：

中書令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禮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令狐德

棻、太史令庾儉修周史，兼中書令封德彝、中書捨人顏師古修隋史，大理卿崔善

為、中書捨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修梁史，太子詹事裴矩、兼吏部郎中祖孝

孫、前秘書丞魏徵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廉修陳史。

然「（蕭）瑀等受詔歷數年，竟不能就而罷。」164第一次詔修前代史也就不了了

之了。 

    再如唐太宗亦常以歷史經驗勉勵其臣子： 

     

      朕睹前代史書，章善癉惡，足為將來之戒。秦始皇奢淫無度，志存隱惡， 

      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 

      所成，數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不然，將預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 

      龜鏡。
165 

 

這一段話，闡述了唐太宗對歷史的社會功能，尤其是史學與政治關係的認識，代

表了唐初統治者對待史學的態度是與秦、隋兩朝有所區別的。太宗提出「將預覽

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龜鏡」，是希望群臣通過取鑒於前朝得失，總結歷代亡國

之君，尤其隋朝覆亡的教訓，從一個朝代的危、亂、亡之中，求得治國的安、治、

                                                 
163 《舊唐書》卷七三〈令狐德棻傳〉，頁 2597。 
164 同前註，頁 2598。 
165 ［宋］王欽若編：《冊府元龜》卷五五四〈國史部  恩獎〉（台北：中華書局，1967 年），頁

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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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於是，唐初的史學發展，使得修史、鑒戒與資治的理念融合為一體。因此，

太宗「貞觀三年（629），于中書置祕書內省，以修五代史」，166並下令群臣修撰史

書： 

 

      乃令（令狐）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中書捨人李百藥修齊史，著作 

      郎姚思廉修梁、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玄齡總監諸代 

      史。眾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彥二家，已為詳備，遂不復修。德棻又奏引 

      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類會梁、陳、齊、隋諸史。167 

 

與高祖詔修前代史書不同的是，這一次有一個專設機構──秘書內省，而且還有

正副宰相房玄齡、魏徵「總監」，終令梁、陳、齊、周、隋五代史得以順利修撰。

其後太宗又於貞觀十五年（641）詔修《五代史志》，貞觀二十年（646）詔修《晉

書》，太宗還於後者的晉宣帝司馬懿（179－251）、晉武帝司馬炎（236－290）二

紀與陸機（261－303）、王羲之（321－379）二傳寫史論，而有「御撰」之稱。

此外，還有私修官審的《南史》、《北史》等。大量撰修前代史書，表現出唐初君

臣以前史為鑒，取鑒求治的心態，正因為太宗君臣之間能切實以前朝帝王得失作

為自身言行的借鑑，引為後世美談的「貞觀之治」才得以實現，而史學的勸懲資

鑒的功能也在唐初獲得了充分的發展，唐代的史學呈現出蓬勃的發展，也同時顯

現政治的力量與史學編寫的一種互動的過程，最具體的成果即是史館制度的建

立。 

    相對於中國史官制度的淵遠流長，修史機構出現的時間要遲一些，而專門性

的修史機構的出現要更晚一些。關於修史機構的發展，東漢明帝時設置蘭臺令史

十八人，並詔班固、陳宗、尹敏、孟異等撰〈光武本紀〉及功臣列傳，
168但是蘭

臺是皇室藏書之處，並非明確的修史機構。到北魏節閔帝時，設立修史局，派谷

纂、山偉為領導，這可說是史館的雛型。北齊文宣帝時，又命高隆之為總監，魏

收為主筆撰《魏書》，其後又經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陸元等人襄助

編撰成書。至此已經具備史館的規模。但是從東漢到唐初，雖已有類似設館修史

或集體修史的記載，但仍未發展成完備的制度或機構。前述太宗於貞觀三年（629） 

                                                 
166 ［宋］王溥編：《唐會要》卷六三〈修前代史〉（台北：世界書局，1980 年），頁 1090－1091。 
167 《舊唐書》卷七三〈令狐德棻傳〉，頁 2598。 
168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傳〉（台北：鼎文書局，1975 年），頁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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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令於中書省設置秘書內省，修史一事，統由宰相負責，由宰相擔任監修，而

實際修撰史事的工作，由其他官員兼領，稱「修史學士」。169其後，五代史告成，

秘書內省亦隨之廢置，這是臨時性的修史機構，不同於為修國史而專設的史館。

之後，於同年（629）閏十二月，太宗設置了常設的修史機構──史館，以修國

史。使館有系統的組織、明確的規章，把史料積累、史書編纂結合起來，逐漸制

度化。170此一制度一直到清朝未曾改變，成為定制。從唐朝開始，每一新的王朝

建立，照例史館要為前朝修史，故而，中國歷代正史得以持續不絕，對中國史學

的延續與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官修史書的優點乃為可以透過官方來掌握更廣泛與更正確的史料，透過眾人

的心力與智慧使史書的編纂能更完備與完善，而修史所需的經費與人員的有效編

制，亦可避免以往私家修史會發生的重複與浪費。因此有唐一代，在修史上有許

多具體的成果：今日所稱的二十五史，在唐代完成的就有八部，除了高宗時期李

延壽私修官審的《南史》、《北史》之外，其於六部皆為官修。此外，為了使官修

史學的制度得以延續，唐初的史館一方面大力整理撰修前朝的歷史，一方面重視

當代國史的撰述，以作為後世修史者之參考，唐代的史館在國史撰述以「起居注」

與「實錄」為主，「起居注」是按照「君舉必書」的古義，由史官跟隨皇帝，記

錄皇帝的言行，「實錄」則是以編年的方式，記錄每一位皇帝在位時的國家大事。

於是，唐代這種官修史書之制逐漸成為定制，所以近人金毓黻稱：「隋唐以後，

私家修史之風日殺，而設館官修之史代之而興。」
171 

    自史館設置以來，修史工作由宰相監修，逐漸成為定制。官方設館修史，由

宰相監修，意味著由朝廷的力量主導編修歷史的過程。近人雷家驥曾提出「以史

制君」的觀念：中國史官撰寫史書素有「以史制君」的傳統，然而君主自覺受制

於史官的直書不諱，必對「以史制君」有所反制，史官與君主之間便無可避免地

形成「制君」與反制「制君」的較勁，然而君主握有政、教之權力，終將導致統

治者密切地控制修史，唐太宗擁有豐富的史學素養，深知如何反制「以史制君」，

遂將「設館修史」付諸實行且效果卓著。172 

                                                 
169 據〈鄧世隆傳〉：「貞觀初，徵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行、劉顗、庾安禮、敬播等俱

為修史學士。」見《舊唐書》卷七十三〈鄧世隆傳〉，頁 2599。 
170 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北京：商務印書館，2007 年），頁 94。 
171 金毓黻：〈漢以後之史官修史〉，《中國史學史》（台北：鼎文書局，1986 年），頁 111。    
172 雷家驥：〈「以史制君」與反制：及其對南北朝官修史學的影響〉，《中古史學觀念史》（台北：

學生書局，1990 年），頁 375－395；〈唐朝前期官修及其體制的確立與變化〉，頁 608－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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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館修史的官方史學除了君主的權威會壓抑史官直筆而書的精神之外，設館

修史的制度本身也會延伸許多的問題。唐代最傑出的史學家劉知幾即對史館制度

有所批評，因為原文甚長，在此援引的是［清］浦起龍所整理的文字： 

 

  一、謂古史成於一手，近世例取多員。遂至觀望相挺，曠廢時日；二、謂 

  史館聚書，漢懸公令，近須史臣自採，能無闕略稽時？三、謂古時良史， 

  秉直公朝；近制禁防，轉滋多口，人皆畏縮遲回；四、謂古人作史，是非 

  進退得自主張，近則例設監修，稟承牽制，無從下筆；五、謂既設監局， 

  宜定科指，無配派，誰獨承當？173 

     

劉知幾的批評，總括來說即：一、史館設員太多，以致觀望無成。二、史館資料

貧乏，以致聞見不廣。三、權門貴族，防禁過嚴，無法順利寫史。四、監修大臣，

意見不一，不知如何適從。五、分工不清，難以及時完成任務。 

    劉知幾之所以能將史館制度的弊端做出如此精準的批判，實源於他本人長期

參與唐初史館修史的工作。劉知幾在武后年間進入史館，撰起居注。歷任著作佐

郎，參與編修《武后實錄》等工作，他因不滿史館工作的紊亂及修史工作常受外

來力量的干涉，曾數度辭去史館工作，他在〈自序〉所言：「三為史臣，再入東

觀。」
174可見劉知幾對於修史的工作，有著他堅持的理念與現實矛盾的衝突。劉

知幾作為史官，逾二十年之久，由於長期沉浸於史館之中，因而對史官制度之利

弊，知幾最能知悉；對於史館制度及官修史學的批判，亦最能深入，知幾在目睹

史館修史的曲媚之風，感慨自古以來的史學理念無法伸張，故而興起著書立論，

以顯吾道的想法。 

    

      凡所著述，嘗欲行其舊議。而當時同作諸士與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 

      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 

      嫉。嗟呼！雖任當其職，而吾道不行；見用於時，而美志不遂。鬱怏孤憤， 

      無以寄懷。必寢而不言，嘿而無述，又恐没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 

                                                 
173 ［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注釋：《史通通釋》卷二十〈忤時〉（台北：里仁書局，1980
年），頁 589－592。  
174《史通通釋》卷十〈自敘〉，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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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史通》，以見其志。175 

 

劉知幾自述作《史通》的心情是「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實與太史公司馬遷自

言著《史記》皆「因於發憤，君子疾没世而文采不傳於後」相通，可知劉知幾的

史學精神實上承自司馬遷。史學自司馬遷以來，經歷八百餘年的發展，期間或於

史家個人德行的偏離，或於外在政治力量的加諸，皆已造成史學發展進而成為一

種獨立學科的重要障礙，這種情況至唐尤甚。劉知幾基於對史學純粹性的信仰而

欲撥亂反正，認為必須回復史學的初始時期「紀實求真」和「勸善懲戒」的精神。

在《史通》一書中，劉知幾不論是批評史館的制度、討論史料結構、乃至史家的

才德，皆是服膺司馬遷「善敘事理，辨而不華，質而不俚，其文直，其事核，不

虛美，不隱惡」的信念，此正是《史通》全書的宗旨，亦是劉知幾的理念。 

    作為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本針對史學此一學科所產生的專門著作，劉知幾的

《史通》總結了唐代以前史學的傳統理念與精神。以下引文，可以充分展現劉知

幾著作《史通》的理念： 

 

      若《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不純，思欲辨其旨歸，殫 

      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倫，總結萬 

      殊，包吞千有。……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戒焉，有諷  

      刺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羅者密矣，其所商略者遠矣，其所發明者 

      多矣。176 

 

針對當時所見各史「其道不純」的問題，《史通》欲「辨其旨歸，殫其體統」，即

要辨明修史思想，嚴密史書體例。首先涉及的便是史學功用的問題。亦即在〈史

官建置〉篇中所言：「史之為用，其力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

「後之學者，……見賢而思齊，見不賢而內自省。」177達到「勸善懲惡」的目的。 

 

      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亂臣逆子，淫君亂主，苟直書其事， 

                                                 
175 《史通通釋》卷十〈自敘〉，頁 290。 
176 同前註，頁 291－292。 
177 《史通通釋》卷十一〈史官建置〉，頁 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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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惡名被於千載。178 

 

      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別流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 

      有敘，則勸善懲惡，永肅將來，激濁揚清，鬱為不朽者矣。179 

 

二段引文皆明白揭示與傳統史學相同的勸懲觀：史傳可以褒揚明君、賢臣，表彰

傑出人物的行為；貶斥昏君、佞臣，彰明亂臣賊子的穢跡，這些均是史官責無旁

貸的職分。可以這麼說，從唐初大規模的官修史書開始，無論是唐代統治者還是

史學家，都將褒貶勸懲的精神當做修史的第一要務和靈魂。近代學者許冠三曾論

及《史通》的特色：蓋《史通》四十九篇，實無一篇不以「照鏡照物」之直書為

依歸；亦無一篇不以「據事直書」之實錄為準繩。全書八萬九千字，亦無一字不

在講究「善惡畢彰，真僞盡露。」180 

    既然「《史通》四十九篇，實無一篇不以『照鏡照物』之直書為依歸。」我

們不妨再看看劉知幾的「照鏡照物」說： 

     

      蓋明鏡之照物也，姸媸必露，不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 

      之傳響也，清濁必聞，不以緜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 

      宜類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惡必書，斯為實錄。
181 

     

劉知幾以「明鏡之照物」、「虛空之傳響」來比喻「實錄」是強調追求歷史的真實

性，歷史必須真實而後史學才能成立而有其意義；「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

說明史家在敘述歷史時，必須秉持公正客觀的態度，不因個人之愛憎而有所隱

蔽，甚而歪曲事實。這種客觀書寫的態度亦見於〈雜說下〉： 

     

      夫所謂直筆者，不掩惡，不虛美，書之有益於褒貶，不書無損於勸戒。但 

      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錄，瑣細無遺者也。182 

                                                 
178 《史通通釋》卷七〈直書〉，頁 192。 
179 《史通通釋》卷七〈品藻〉，頁 188。 
180 許冠三：《劉知幾的實錄史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 年），頁 3。 
181 《史通通釋》卷十四〈惑經〉，頁 402。 
182 《史通通釋》卷十八〈雜說下〉，頁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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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知幾一方面說「善惡必書，斯為實錄」，另一方面又說「書之有益於褒貶，不

書無損於勸戒」，可見劉知幾所謂的「實錄」、「直筆」是希望透過客觀的事實，

以達彰善懲惡，維護教化的作用。 

因此我們通觀《史通》各篇，「實錄」一詞的出現屢見不鮮。在十七篇文章

之中，「實錄」出現了二十九次。除了〈古今正史〉一篇是作為如《則天實錄》

的專有名詞之外，其餘的「實錄」一詞都可視為《史通》中一個具有深層意義的

用詞。183劉知幾所謂的「實錄」，應是包括「紀實求真」和「勸善懲戒」兩層涵

義。也就是說，客觀的求真與道德的勸戒是結合在一起的。在劉知幾的認知中，

史家的職責固然在忠實的記錄事實，但其目的則在提供鑒戒的參考。因此，《史

通》中的「實錄」一詞的大量出現，代表了兩個意義：一、劉知幾重視實錄，又

特別彰顯「實錄」與「直書」的關係，乃是對唐初設館修史所產生的種種弊端而

嚴重影響傳統的史學精神，欲力挽狂瀾的一種企圖。二、歷史敘述「徵實」的傾

向，象徵史學意識的自覺，已脫離經學附庸而獨立門戶。184 

    除了對於史館制度與史書編撰的重視外，劉知幾也開始注意到史籍記述方式

轉變的事實： 

 

      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蘭 

      台。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不行。史官編錄，唯自詢 

      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行狀，求風俗於州郡，視 

      聽不該，討沿革於台閣，簿籍難見。
185 

 

劉知幾以為，西漢、東漢時的史官修撰史書，可供參考的資料十分廣博。可惜近

代以來，因為制度的改變，史官須靠自己尋訪採集資料，那些可憑為實錄的起居

注、行狀、風俗、簿籍愈來愈缺乏。反而是那些「能與正史參行，其所由來尚矣」

的「偏記小說」愈來愈多，其在〈雜述〉篇云： 

 

                                                 
183「實錄」一詞在《史通》的統計，參考自彭雅玲：《《史通》的歷史敘述理論》（台北：文史哲

出版社，1993 年），頁 70。 
184 彭雅玲：《《史通》的歷史敘述理論》，頁 80。 
185 《史通通釋》卷二十〈忤時〉，頁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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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知偏記小說，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相參，其所由來尚矣。爰及近古， 

      斯道漸煩。史氏流別，殊途並騖。榷而為論，其流有十焉：一曰偏記，二 

曰小錄，三曰逸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六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 

記，九曰地理書，十曰都邑簿。186 

 

劉知幾《史通》有〈六家〉、〈二體〉、〈雜述〉等篇分別論述諸體史書的淵源流別，

其中〈六家〉、〈二體〉將紀傳、編年、國別體等視為正史，而對於「史氏流別」

等雜史的論述則見於上述引文，文中扼要指出雜史的述作原自有其悠久的歷史淵

源，從來便是和正史雙軌趨馳，而後將雜史分為十類，其中「小錄」、「逸事」、「瑣

言」、「別傳」、「雜記」等，應該是接近歷史筆記一類，如同《漢書‧藝文志》所

謂「小說家者流」。劉知幾提到「能與正史參行」，應是指這類作品一方面可以補

充正史，一方面也可以豐富歷史著作的體裁。劉知幾已經認識到這類作品逐漸在

史學發展上的價值。187 

    劉知幾因此提出對於史家撰述與取材的態度的看法： 

 

      然則蒭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不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 

      識其物，若不窺別錄，不討異書，專治周、孔之章句，直守遷、固之紀傳， 

      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 

      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不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188 

 

對於可供參考的「史氏流別」等材料，劉知幾已認同其作用，所謂的「學者有博

聞舊事，多識其物，若不窺別錄，不討異書，專治周、孔之章句，直守遷、固之

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唯有廣泛的參考其他雜史書籍，深入研究不同的史

書記載，方能達到廣博的境界，只是在取捨之間，當有所「擇」罷了。這樣的看

法，當對於中唐以後大量出現的歷史筆記有所影響。蓋從歷史事實來看，中唐以

後的諸多歷史筆記，其作者已逐漸形成了一種「以備史官之闕」的意識。這些歷

史筆記，因其作者的身分、見識、興趣、視野的不同而具有各自的特點與價值。

但這些書說人物、論事件、講制度，旁及學術文化、生產技藝、社會風情、時尚

                                                 
186 《史通通釋》卷十〈雜述〉，頁 273。 
187 瞿林東：《中國史學史綱》（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年），頁 346。 
188 《史通通釋》卷十〈雜述〉，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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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好等等，都或多或少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映歷史的面貌。189如張鷟的《朝野僉載》

記唐初至開元時事，而以記武則天時事最多；劉餗《隋唐嘉話》書中輯錄的人物、

故事自隋至唐玄宗時為止，而以太宗一朝的軼聞為最多；劉肅的《大唐新語》記

載自高祖武德以迄代宗大曆年間的史事；李肇《國史補》記玄宗開元至穆宗長慶

年間軼聞瑣事；李德裕《次柳氏舊聞》、鄭處誨《明皇雜錄》、鄭棨《開天傳信記》

等則專記玄宗開元、天寶年間事；趙璘《因話錄》記玄宗至宣宗朝事……等，皆

是唐人記唐事，不少作者都具有為正史拾遺補缺的意識，如李肇《國史補․序》： 

 

      公羊傳曰：「所見異辭，所聞異辭。」未有不因見聞而備故實者。昔劉餗 

      集小說，涉南北朝至開元，著為《傳記》。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 

      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不為。言報應，敘鬼神，徵夢卜， 

      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理，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 

      則書之。190 

 

序中明白揭示《國史補》是為接續劉餗《傳記》（即〈隋唐嘉話〉）而作，其撰作

動機為「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著書標準則是「紀事實，探物理，辨疑惑，示

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其欲保存史實以便補史之闕並藉之「勸戒」的意旨甚

明。此外，李德裕在《次柳氏舊聞․序》中強調：「習見故事，愧史遷之該博，

唯次《舊聞》；懼其失傳，……以備史官之闕。」
191鄭棨在《開天傳信記․序》

中言：「竊以國朝故事，莫盛于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參于聽

聞，或有闕焉。……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192皆反應出

作者的自覺史學意識，劉肅亦是如此，其在〈自序〉所言「事關政教，言涉文詞。

道可師模，志將存古。」與〈總論〉之言：「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

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更明確的表達出其撰書意圖，可以這麼說，劉肅等

作者正是承襲自古以來以迄唐初、劉知幾的史學精神，欲藉輯錄唐代人事達其「以

                                                 
189 瞿林東：《中國史學史綱》，頁 347。 
190 ［唐］李肇：《國史補․序》，收錄於《唐五代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頁 158－159。 
191 ［唐］李德裕：《次柳氏舊聞․序》，收錄於《唐五代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年），頁 464。 
192 ［唐］鄭棨：《開天傳信記․序》收錄於《唐五代筆記小說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年），頁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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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史官之闕」，以史事勸善懲惡的目的。我們可以從《大唐新語》中的一則記載

得到映證：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良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 

      遂良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惡，以為檢戒， 

      庶乎人主不為非法。不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不善，卿必 

      記之耶？」遂良曰：「守道不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劉洎進 

      曰：「設令遂良不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公直 4）193 

 

此則故事雖然重在表彰褚遂良等堅持秉筆直書的公直情操，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

劉肅正是基於「天下之人皆記之矣」的心態，欲備陳史事而撰述《大唐新語》。 

而前面述及劉知幾對於史館官修史書的批評，或許正可以用來說明劉肅等人欲通

過《大唐新語》一類筆記以記載唐人史事，既不違背官修制度，而又能保持獨立

寫作精神的用心。 

    以上，筆者試圖爬梳中國傳統史學精神與唐代史學發展概況，可以發現，自

古以來，中國古代史官已形成優良史學傳統，就是秉筆直書，書法無隱，也就是

所謂的「實錄」的精神，而書法無隱的任務與目的，在於「善善惡惡」。從政治

上來說，實錄、直書，就是要正確總結歷史經驗，以充分發揮史著的經世致用功

能。實錄的原則與勸懲的精神，使得史學從開始就具有強烈的批判精神。作者要

忠於史實、堅持原則、明辨是非、善善惡惡、黑白分明。觀察《大唐新語》一書，

採用的雖是記言的形式，不同於一般正史的記載，然劉肅書中所記，皆為歷史上

發生過的事和出現過的人，且劉肅於詔命章疏，常酌量採取，以存一時代之文字，

並以存事實之全。這種作法，正是其於實錄原則的實現，而通過門類的選擇與設

立，則能體現出其勸善懲惡的價值觀。此外，劉知幾對於「偏記小說」一類「史

氏流別」的重視，亦促使中唐以後大量出現了歷史筆記著作。劉肅躋身於中唐時

期歷史筆記著作的作者之一，當深受這些時代風氣的影響才是。 

 

第二節  劉肅時代的政治環境 

 

                                                 
193 《大唐新語》，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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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亂是唐代國力由盛轉衰的關鍵，唐代前期所建立的統治體制，在大亂

之後，無論在政治、社會、文化與對外關係方面，都呈現顯著的差異，面臨如此

重大變局，無疑對唐代後期的士大夫們是一個很大的衝擊與感悟，究竟要如何撥

亂反正，救黎民於疾苦，重振大唐聲威，想必是當時的知識份子包括劉肅等不得

不面對的問題。爰是之故，在探討劉肅創作《大唐新語》的創作動機與目的時，

我們必須針對當時的時代環境作一探討，藉以了解劉肅所身處的歷史背景。 

由於史料的缺乏，我們無法明確掌握劉肅的生平事蹟，但是我們可以試圖從

接近劉肅時代的德宗（742－805）、順宗（761－806）、憲宗（778－820）三朝的

政局與改革氣氛，以「大歷史」的角度去探索劉肅為何要創作《大唐新語》一書，

以達成「裨益政教」、「可為鑒戒」的目的。 

德宗在大曆十四年（779）繼位，距離劉肅創作《大唐新語》的時間有二十

多年的間隔，而《大唐新語》一書的時間斷限「起自國初，迄於大曆」，符合史

家不言當代事的原則，如此推想劉肅應親身經歷過德宗在位的時期，殆無疑義。

德宗即位時，唐室內外的局勢都處於不穩定的狀態，內有代宗（726－779）時留

下的跋扈藩鎮，外有吐蕃虎視眈眈，但德宗初期頗勵精圖治： 

 

  德宗皇帝初總萬機，勵精治道，思政若渴，視民如傷，凝旒延納於讜言， 

側席思求於多士。其始也，去無名之費，罷不急之官；出永巷之嬪嬙，放 

文單之馴象；減太官之膳，誡服玩之奢；解鷹犬而放伶倫，止榷酤而絕貢

奉。百神咸秩，五典克從，御正殿而策賢良，輟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

之能事，有國之大猷，率是而行，夫何敢議。194 

 

德宗即位初期雖有氣象一新的景象，然而德宗卻不是一位能知言納諫的君主。例

如，德宗初年採用宰相楊炎的財政改革，推行兩稅法，此一稅制不僅開拓了政府

的財源，使唐室得以延續一百多年的國祚，更是中國稅制上的一大變革，但是德

宗疑忌楊炎，後以盧杞為相，誅除楊炎，而盧杞為相：「矯誣陰賊，排斥忠良」、

「蒙蔽天聽，隳紊朝典」，195致使朝政敗壞，引發建中四年（783）的涇原軍隊在

京師叛變，德宗倉皇出奔的危機，這段時間中，因著盧杞的私心進讒與德宗的不

                                                 
194 《舊唐書》卷十三〈德宗本紀下〉，頁 400－401。 
195 《舊唐書》卷一三五〈盧杞傳〉，頁 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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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是非、輕信讒言，不僅使得原本效忠唐室的李懐光翻為反叛，且縊殺了前來勤

王的崔寧，致使「中外皆稱其冤」。196而後，又聽信張延賞的讒言，罷除平定涇

原兵變有功的李晟兵權。此外，德宗常喜接受地方官員的進奉，等於是變相的接

受官員的賄賂，朝廷因此貪風大熾，賄賂公行，當時朝中大臣裴延齡，主管財政，

橫徵暴歛，壓榨百姓，聚歛後呈送德宗，而為德宗賞識。故《舊唐書》卷一二八

〈顏真卿傳〉文末的史臣論曰：「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奸邪，外

斥良善，幾致危亡，宜哉。」197明確的指出德宗一朝朝政敗亂的根源。 

    但德宗朝中亦不乏賢臣良相，欲振衰起敝，斥誅奸邪，陸贄（754－805）可

為其中的代表。陸贄其一生政治事功均在德宗之時，平定朱沘、李懷光之叛亂，

陸贄運籌帷幄之功尤不可沒。涇原兵變時，德宗倉皇出奔，陸贄始終追隨德宗，

與德宗建立君臣之情，深得德宗的信賴。德宗還京之後，陸贄屢被拔擢，任中書

舍人兼翰林學士。陸贄既受德宗知遇之恩，乃欲竭誠盡忠以報，陸贄為人耿直，

守道不阿，《舊唐書》卷一三九〈陸贄傳〉云：「贄以受人主殊遇，不敢愛身，事

有不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為太峻，贄曰：『吾上不負天子，下不負吾所

學，不恤其他。』」198陸贄這種「吾上不負天子，下不負吾所學」的精神，使他

成為當時最勇於諍諫德宗的大臣。涇原兵變後，德宗亦思改革積弊之道，曾詢問

陸贄當今革弊的要務，陸贄認為涇原之亂，在於「上下之情不通」： 

 

      上情不通於下則人惑，下情不通於上則君疑，疑則不納其誠，惑則不從其 

      令，誠而不見納則應之以悖，令而不見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不敗何 

      待？
199 

     

    陸贄除力陳「上下之情不通」的政治風氣之外，也提出朝中有其「九弊」： 

 

      所謂九弊者，上有其六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骋辯給、眩聰明、 

      厲威嚴、恣強愎，此六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 

                                                 
196 ［宋］司馬光等撰：《資治通鑑》卷二二八〈唐紀四四  德宗建中四年〉（北京：中華書局，

1995 年），頁 7361－7362。 
197 《舊唐書》卷一二八〈顏真卿傳〉，頁 3597。 
198 《舊唐書》卷一三九〈陸贄傳〉，頁 3817。 
199 《資治通鑑》卷二二九〈唐紀四五  德宗建中四年〉，頁 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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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之弊也。200 

 

    陸贄雖能忠言直諫，但德宗多未採納。陸贄在貞元十一年（795）被貶官之

前，雖曾多次上奏言事計有五十六件之多，但德宗表示接納或部份接納者只有十

五件。201尤其陸贄屢次上書指責裴延齡為奸佞小人，引發德宗的不滿，反被免去

宰相之職，改任無權的太子賓客。最後更被裴延齡誣陷，德宗欲殺陸贄，後因群

臣力諫，得以免除一死，貶官於邊荒之地，德宗過世後，順宗即位，召陸贄回京，

惜陸贄未聞詔書前即死於異鄉。 

    陸贄雖得於德宗的提攜，但未能完全得到德宗的充分信任。陸贄被貶官後，

德宗日益疑忌宰相： 

      

      上自陸贄貶官，尤不任宰相，自御史、刺史、縣令以上皆自選用，中書行 

文而已，然身居禁中，所取者裴延齡、李齊運、戶部郎中王紹、司農卿李

實、翰林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202 

 

    德宗在貞元二十一年（805）病逝，在位二十五年，是唐朝中期之後在位最

久的皇帝。世人對德宗的評價，我們可以引《新唐書》的說法： 

 

      猜忌刻薄，以聰明自任，恥見屈於正論，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復之

輕己，謂姜公輔為賣直，而不能容；用盧杞、趙贊，則至於敗亂，而終不

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行姑息之政。由是朝廷益弱，而方鎮愈強，

至於唐亡，其患於此。
203 

 

    總觀德宗朝的政治亂象，雖與德宗本人的猜忌刻薄，未能知人善用有關，但

德宗朝的君臣關係何以不復劉肅所期待的唐初君臣共濟的美好格局，或許與唐初

三省制度破壞後，君權不斷提升，進一步瓦解了君臣之間和諧又制衡的規範有關。 

    蓋唐初的中央政府組織，以三省六部為核心，其中門下省掌審核詔令之權，

                                                 
200 《資治通鑑》卷二二九〈唐紀四五  德宗建中四年〉，頁 7383。 
201 王壽南：《唐代人物與政治》（台北：文津出版社，1999 年），頁 137。 
202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唐紀五一  德宗貞元十二年〉，頁 7575 年。 
203 ［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七〈德宗本紀〉（台北：鼎文書局，1975 年），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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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遇君主的詔令有窒礙難行之處，可行使封駁權予以否決。此一制度的設計可避

免君主過度的濫用其權力，形成一種制衡的力量。唐初貞觀之治君臣和諧的盛世

美談，實有賴於此一制度。 

    唐初三省體制，雖為中國傳統政治的君臣之間的權力作了制度性的規範，也

同時在三省俱為宰相的制度設計下，又進一步分化了宰相的職權，形成三省宰相

相互牽制的局面。在「君尊臣卑」的政治原則之下，唐代的君主依然不斷以任用

私人的手段，架空三省的職權。 

自武則天臨朝稱制開始，為建立她獨特崇高的政治權力，門下省的功能日漸

被日趨強化的中書省所吸收，其特有的封駁之權也日趨淡化，最後終於失去其獨

立機構之意義。此外，皇帝更喜任用私人關係的翰林學士來參與朝政，此舉其實

在唐初已相當普遍： 

  

      永徽後，許敬宗、上官儀，接召入禁中驅使，未有名目。乾封中，劉懿之、     

劉禕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范履冰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北門侯進

止，時號「北門學士」。天後時，蘇昧道、韋承慶皆待詔禁中。中宗時，

上官昭容獨當書詔之任。睿宗時，薛稷，賈膺福、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

位，張說、陸堅、張九齡、徐安貞等，召入禁中，謂之翰林待詔。204 

 

「學士」原為宮廷中的文人學者，本無官銜，常以他官兼領，無品秩。這些學士

的參政都是在皇帝的屬意下，屬於臨時的性質，但在朝中本有三省宰相的定制之

下，這些皇帝任命的學士參政攬權，顯然破壞了唐初以來三省制度的規範，排斥

了法定宰相的職權。唐玄宗開元年間，翰林學士院正式成為一個聽命於皇帝的新

機構；憲宗即位後，即設置翰林學士承接旨意與草詔的權力，從此翰林學士已被

視為「內相」，外朝的宰相已形同孤立。而隨著皇帝權力日益強化，唐初以來藉

由三省制度建立起的君臣規範而形成的政治運作，至此被轉移或破壞，而相對從

唐初建立起的君臣關係，也因此發生了質變。乾綱獨攬的情況使得唐代的政治再

也無法恢復往昔君臣共治的制衡關係，如不幸遇到昏庸無能的君主，則政治紛亂

日益滋生。
205 

                                                 
204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二〉，頁 1853。 
205 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台北：文津出版社，1999 年），頁 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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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前述，由於德宗疑忌外朝宰相，致使德宗只信任身邊的內臣，不僅重用翰

林學士，涇原兵變後，更加信任宦官，以霍仙鳴、竇文場掌神策禁軍：「是時竇、

霍勢力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省清要亦有出其門者。」206 宦官進入

權力核心，操縱政局，實非朝中正直官員所樂見，雖有陸贄等人的忠誠款款之心，

卻不得不面對君臣關係日益疏離的事實。 

    德宗過世後，順宗即位，但順宗臥病在床，無法視事，朝外大事大都委任翰

林學士王叔文（753－806）負責，在順宗身為太子時，王叔文即入東宮陪侍在側，

當時德宗疑忌太子培植勢力，王叔文力勸太子沉潛，勿言外事，太子得以順利即

位，王叔文實居功厥偉。 

    王叔文是一位有理想有抱負的人，在順宗健康不佳而掌握權力後，也極力結

交朝中有理想的士人如韓泰、柳宗元、劉禹錫、凌準等人，王叔文與另一朝中大

臣王伾（?－805）被並稱「二王」，柳宗元等八人即為後人所稱的「八司馬」。從

貞元二十一年（805）王叔文被任命為起居舍人兼翰林學士，到六月王叔文以母

喪去職，為政時間雖短，但完成許多改革，後人稱為「永貞革新」。207「永貞革

新」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罷醫工、相工、星占等不必要冗官四十餘人，節省公帑。 

（二）、革除德宗以來變相賄賂公行及禁止在正稅以外的任何苛徵雜捐。 

（三）、掃除被德宗寵信的貪官李實。 

（四）、罷除宮內宦官藉採買物資而對百姓的橫徵暴歛。 

（五）、召流放在外的賢臣如陸贄、陽城回朝任職。
208 

    王叔文等人革新最大的目標即為穢亂朝政已久的宦官集團。宦官之禍實源於

唐玄宗寵信宦官高力士開始，自安史之亂後，宦官與皇帝更建立起緊密的合作關

係。肅宗（711－762）因宦官李輔國的協助得以即帝位，除重用李輔國來監督各

地的軍隊之外，更讓李輔國掌控大內禁軍而異常跋扈囂張；繼位的代宗亦深感威

脅日增，於是利用另一位宦官程元振與李輔國的不和，逐漸遞除李輔國的官爵，

最後派人將他刺殺。李輔國死後，程元振繼之掌握禁軍，權勢更勝李輔國。程元

                                                 
206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唐紀五一  貞元十二年〉，頁 7572。   
207 貞元是德宗的年號，因順宗在貞元二十一年正月即位，八月內禪給憲宗，在位時間很短，所

以順宗沒有年號。憲宗繼位後，將貞元二十一年改為永貞，因此王叔文的革新稱為「永貞革新」；

而順宗將皇位傳給憲宗，稱為「永貞內禪」。 
208 王壽南：《隋唐史》（台北：三民出版社，1994 年），頁 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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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之後代宗又寵信另一宦官魚朝恩，代宗時期的程元振與魚朝恩，更受命代理朝

政。德宗時則有霍仙鳴、竇文場掌神策禁軍，這些宦官因有皇帝的寵信，而得以

恃權為非，因此，王叔文「永貞革新」即以剷除宦官勢力為最主要的目標。 

    王叔文有意奪去宦官軍權，於是以范希祖、韓泰為行軍司馬，以統軍權。宦

官俱文珍等發現王叔文謀奪軍權的計謀，遂逼迫順宗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而削去

翰林學士之職，適巧王叔文的母親在此時過世，王叔文不得不告假守喪。王叔文

的離去，使得改革不得不告一段落。 

    在王叔文等人改革朝政之時，順宗太子李純有意提早即帝位，俱文珍等宦官

支持太子，欲逼順宗退位，因此造成太子與王叔文集團的對立。貞元二十一年八

月，順宗以健康原因內禪給太子李純，即為後來的憲宗，憲宗一即位，立刻將王

叔文、王伾與「八司馬」等改革派領袖貶官。隔年更賜死王叔文，曇花一現的「永

貞革新」最後以悲劇收場。 

    憲宗雖然罷除了王叔文等人，終止了「永貞革新」，但憲宗本人並非是個聽

信讒言的昏君，憲宗一即位後就勤於政事，憲宗明白國家的積弱首在民窮財盡，

憲宗派遣度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行視租賦、榷稅利害，因察

官吏否臧，百姓疾苦。」209又以李巽為度支、鹽鐵轉運使，李巽非常懂得理財，

「自劉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年，徵課所入，類晏之多，

明年過之，又一年加一百八十萬緡。」
210這樣，國家的財用開始增加，民生開始

富足，雖然在元和四年（809）南方發生旱災鬧饑荒，但憲宗能聽從翰林學士李

絳、白居易的建議，免除租稅，放出宮人、杜絕進奉，禁止福建等地區掠賣良人

為奴婢，所以，人民未因此而遭受太大迫害。 

    憲宗時期最大的成就就是壓制囂張的藩鎮。蓋安史亂後另一個亂象就是藩鎮

勢力的擴張。唐代的藩鎮原是指鎮守一方，中央用之作為屏藩的鎮將，安史之亂

後的藩鎮除了原來的地方武將之外，還包括許多安史的降將。他們表面降伏於

唐，卻無心悅誠服之意。藩鎮不向唐室納賦稅，也不接受唐室所派任的官員，各

藩鎮領袖的繼承完全自行處理，唐室無權過問，形成唐朝政府完全無法管轄的「國

中之國」。故而自安史亂後的歷任君主，莫不以「削藩」作為施政的最主要目標，

其中最有成果的，當屬於憲宗皇帝。憲宗即位之後，分別發兵討伐劍南支度副使

                                                 
209 《資治通鑑》卷二三六〈唐紀五二  順宗永貞元年〉，頁 7621。 
210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唐紀五三  憲宗元和元年〉，頁 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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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闢、鎮海節度使李錡、淮西節度使吳元濟、淄青節度使李師道、成德節度使王

承宗等。各地方藩鎮驚畏於朝廷的聲勢，尤其讓朝廷束手無策的衛博鎮，也終於

俯首聽命，接受朝廷的指揮，各地藩鎮的歸順朝廷，暫時結束了自肅宗以來藩鎮

割據，擁兵自重的混亂局面，史稱「元和中興」。  

    「元和中興」的氣象，在於憲宗與臣子同舟一心，君臣互勉，時以初唐貞觀

政風為鏡。憲宗一即位，立刻虛心向群臣求教「帝王為政之道」，以太宗為學習

的目標： 

     

      太宗以神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復數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當 

      十論，無但一二而已。211 

     

憲宗欲仿效太宗納諫之風，並在策試舉士時，拔擢元稹（779－831）、白居易（772

－846）等卓越的人才。元稹更上疏希望憲宗能效法太宗經常接見諫官，虛心納

諫的優良典範： 

     

      理亂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理之盟也。甘諂諛，蔽近習，亂 

      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樂 

      其道，小人亦貪得其利，不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 

      欲無理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 

      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亂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 

      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不深切，未嘗以 

      觸忌諱為憂也。太宗豈好逆意而惡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 

      大故也。……
 212 

     

如元稹所言：「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太宗能開創「貞觀之治」，

端賴如孫伏迦等人的直言進諫，因此，為人君者若「受而賞之，則君子樂其道，

小人亦貪得其利，不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理得乎！」

元稹此篇上疏，正代表當時知識份子的肺腑之言與對皇帝的企盼。朝中氣象如此 

                                                 
211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唐紀五三  憲宗元和二年〉，頁 7646。 
212 《資治通鑑》卷二三七〈唐紀五三  憲宗元和元年〉，頁 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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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江州潯陽縣主簿的劉肅，雖可能無一睹天顏，面聖直言的機會，想必亦有

滿腔理想，欲書其志，以求「上下之志通」。因而，劉肅藉由創作《大唐新語》，

揀選自唐初以來足以作為勸懲的人物言行事蹟，期能作為當朝朝野施政的借鏡，

而達到資治的目的，是可以理解的。 

    總結玄宗天寶以後的政治現實：自肅宗以來，宦官勢力大增，影響朝政，宰

相大臣的影響力已降低，之間雖歷經陸贄等人的力挽狂瀾，但君臣關係已不若唐

初般和諧，好不容易等到憲宗皇帝即位，不僅打擊了嚴重威脅唐室的藩鎮勢力，

更展現出勵精圖治的企圖心，頗能接受臣下的諫諍，因而白居易、元稹等人得以

詩文「惟歌聲民病」、「文章和為時而著，詩歌和為時而作」，期能藉由詩文引起

當局者的注意，對國家社會有所助益。在這種「中興有望」、再造「初唐盛世」

的時代氛圍之下，雖然只是一介地方官吏，想必劉肅仍有其抱負與企圖，希望能

從唐初以來明君、昏君，賢臣、亂臣的具體事實，提供當政者作為借鏡，協助「元

和中興」發揮更大的效益。 

    以上，筆者從「傳統史學精神與唐代史學發展」與「劉肅時代的政治環境」

兩方面探討《大唐新語》創作的時代背景，藉著保留歷史人物的事蹟以勸善懲惡，

以達取鑒求治的效果，當是劉肅創作《大唐新語》的最主要目的。在下面章節中，

筆者要討論的便是在這樣的創作目的下，《大唐新語》呈現出何等豐富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