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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唐代傳奇小說改寫之研究（二）
－唐代傳奇小說與其後之文言小說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2-061

執行期限：89 年 8月 1日至 90 年 10 月 31 日
主持人：康韻梅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

一、中文摘要

  唐代傳奇小說在文學史上重要的意義
之一，即為對後世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
尤以小說和戲劇為最，本計劃擬針對後世
文言小說對唐代傳奇小說承衍之情形作一
深入的探討。
  本計劃以時代分期為主，將宋、元、
明、清文言小說作品改寫自唐代傳奇小說
的文本，與原作在情節、人物、主題上詳
加比較，並針對比較結果，從時代背景、
作者撰作動機，掘發改易之因，再從敘述
學、小說美學的觀點，賦予改寫的意義，
進而審視出唐代傳奇小說和宋、元、明、
清文言小說，在創作藝術上的差異及其所
蘊含的意義。

關鍵詞：唐傳奇、改寫、文言小說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劃為唐代傳奇小說改寫之研究
（一）之後續研究內容之一，在前一計劃
的執行中，大抵已將唐代傳奇小說分別於
後世文言小說、話本小說、戲劇中所被改
寫的情形，建立了一個發展的系譜，即歸
納整理了同一故事題材在歷代的文類中的
呈現，並作了大要的比較。本計劃即以此
研究成果為基礎，而欲更深入地研究唐代
傳奇小說於後代文言小說被改易的面貌及
其意義。
  對於唐代傳奇小說所具有的不斷被續
衍改易，甚至跨越文類來展現的現象，歷

來的學者並未忽略，特別是唐代傳奇小說
與戲劇的關係，為此一研究領域之大宗，
相形之下，文言和話本小說與唐傳奇小說
的續承現象之研究，則未能與小說與戲劇
關係之研究相稱，尤其以前者為最，如是
之故，若能針對唐代傳奇小說於後世文言
小說之改易的情形，作一深入討論，必可
補此不足。
  此外，就已有的唐代傳奇小說與後世
文言小說之關係的研究而言，大部分為泛
論二者的影響關係，如汪辟疆先生於《唐
人小說在文學上之地位》一文中，列敘唐
代傳奇小說之後的重要筆記小說，並統言
這些筆記小說為唐人小說所孕育，其形
製、內容多不出唐人軌範；再者便是單就
某一書或某一篇章的討論，如近藤春雄＜
《剪燈新話》�唐代小說＞，劉�秋則於
＜略談＜補江總白猿傳＞及其有關的故事
＞一文中，則具體比較了《剪燈新話》中
的＜申陽洞記＞與唐人小說＜補江總白猿
傳＞，以及譚興戎＜《聊齋誌異》和唐傳
奇的比較─從＜枕中記＞和＜續黃梁＞談
起＞等；至於較為全面的研究，則見於程
國賦於其所著《唐代小說嬗變研究》一書
中，其書特闢一章＜文言小說與唐傳奇＞
來討論唐傳奇小說於後世文言小說中嬗變
的情形，分為宋元文言小說，明清文言小
說兩部分來探討，指陳出其繁衍自唐代小
說的篇章，並舉例以說明，進而言及嬗變
規律，程先生所述可謂有關唐傳奇與後世
文言小說關係之研究中，最為完備者，然
細察其文，猶有未逮之處，如並未針對每



3

一篇章個別演易之實，分而論之，又對所
提之嬗變規律產生之因素，和此嬗變規律
於小說史或敘述學和小說美學的意義，亦
未多加闡釋，而流於現象的陳述，而這些
問題，在唐傳奇小說與後世文言小說為同
一文類的前提下更顯重要。同時在討論的
範限上之過於寬泛，例如在論及《聊齋誌
異》與唐代傳奇小說時，並不限於同一題
材之演變，似乎已擴及影響層面。由以上
所述可知，就此一研究領域就現有的研究
成果而言，猶有可更求精進之處。
  在唐代傳奇小說作為我國古典小說發
展正式成熟的標記，同時對後世之文學又
具有極大的影響的前提下，基於既有的研
究成果，本計劃擬就唐代傳奇小說於後世
文言小說的更易再現情形，詳加研究，以
補以往研究的不足，進而從此更易再現的
情況，探就此一更易再現風貌呈現之因
由，和在敘述學和小說美學上呈現之意
義，藉以突顯出唐代傳奇小說和其後之文
言小說的特質。

三、結果與討論
  

本計劃之執行得到以下之具體成果：

（一）蒐集整理相關資料，分別完成
了唐代小說與宋代文言小說、
唐代小說與《剪燈新話》、唐
代小說與《聊齋誌異》等題材
承衍關係之系譜。尤其是唐代
小說如何在宋代文言小說中開
枝散葉，本計劃已有鉅細靡遺
的完備記錄。

（二）本計劃之執行，主要側重在唐
代小說如何在宋代文言小說中
再現的情形，故幾乎網羅了唐
宋兩代今存的作品，分別就題
材和寫作手法上，探討其相關
性。

    由於唐宋文言小說散佚的情形十分嚴

重，故在研究時大部分僅能從被輯佚而今
存者著手。大體而言，唐代小說幾乎可說
是大量地存在於宋代文言小說之中，甚而
有同一故事，分見於不同的作品的情形。
為了探討上的方便，本計劃便以宋代作品
為基礎，探勘唐代小說的故事，展現在宋
代文言小說中的風貌。

    本計劃依據李劍國和程毅中兩位先生
對於宋代小說的研究成果，整理出與唐代
小說有關的作品，按時代的先後有：吳叔
《江淮異人錄》，樂史〈李白外傳〉、〈綠
珠傳〉、〈楊太真外傳〉，無名氏《豪異
秘纂》，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上
官融《友會叢談》，張君房《搢紳脞說》
前後集、《科名定分錄》、《麗情集》，
張實〈流紅記〉，詹玠《唐宋逸史》，《蜀
異志》，《群書古鑒》，岑象求《吉凶影
響錄》，柳師尹〈王幼玉記〉，秦醇〈譚
意歌〉，劉斧《青瑣高議》前後集、《翰
林名談》、《青瑣摭遺》，李獻民《雲齋
廣錄》，令狐皞如編《歷代神異感應錄》，
《大禹治水玄奧錄》，《虎僧傳》，岷山
叟《楊貴妃遺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
新話》，宋氏《分門古今類事》，李石《續
博物志》，郭彖《睽車志》，歐陽邦基《勸
戒別錄》，洪邁《夷堅志》，沈氏《鬼董》，
羅燁《醉翁談錄》，何光（先）《異聞》，
魯應龍《閑窗括異志》，王充《小說集異》，
其中〈李白外傳〉、《科名定分錄》、《群
書古鑒》、《歷代神異感應錄》、《大禹
治水玄奧錄》、《虎僧傳》、《則天外傳》、
《楊貴妃遺事》已完全散佚、無從可考。
就今仍可見之文本而觀，宋代文言小說對
唐代小說在題材的承衍上，大致可分為以
下數種情形。

    一為收錄原作，即基本上完全承襲原
作，情節相同，嚴格而言，《太平廣記》
應屬此類。由於《太平廣記》大量地收集
唐人作品，以致成為唐代小說輯佚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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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若不是《太平廣記》如是整全的照
錄，也許今可見之唐代作品已寥寥可數，
雖然今日我們已將《太平廣記》所錄之唐
代小說視為原作，而就時代劃分，畢竟《太
平廣記》是宋代完成的作品，故可將其歸
為照錄原作之類。此外像張說《豪異秘纂‧
扶餘國主》即是裴鉶〈虯髯客傳〉，吳淑
《江淮異人錄‧瞿童》則取自溫造〈瞿童
述〉一篇，二者除了少數字詞差異外，幾
乎是全錄原作，然而某些字詞的差異，也
有令人注目之處，例如說郛本之《豪異秘
纂》中〈扶餘國主〉言「衛公兵法，乃虯
髯所傳也」，而唐傳奇〈虯髯客傳〉則言
「衛公兵法半乃虯髯所傳也」，僅為「一
半」；又〈扶餘國主〉言「龍戰三、二載」，
與〈虯髯客傳〉言「龍戰二、三十載」，
則有很大的歧異。

    除了照錄原作的作品外，尚有收錄各作
品之部份情節以作為故事之內容者，此可
以採取「述而不作」的樂史為代表，樂史
的〈綠珠外傳〉和〈楊太真外傳〉幾乎可
說是收集唐人作品的成果，例如〈綠珠外
傳〉便直接引述了〈周秦行紀〉中「綠珠
賦詩」和「拒絕牛秀才作伴」，以及《朝
野僉載》卷二中的「竊娘事蹟」；而〈楊
太真外傳〉則雜集了〈長恨歌傳〉、《國
史補》、《酉陽雜俎》、《逸史》、《宣
言志》、《杜陽雜編》、《仙傳拾遺》、
〈東城父老傳〉和《明皇雜錄》等唐代小
說中有關楊貴妃與唐玄宗的故事。基本上
引錄的部分居多，此與樂史撰作態度有關。

    而宋代文言小說對於唐代小說題材的
承繼，最為典型的形制，則為節錄原作，
然而這樣的情形，必然植基於宋代諸多作
品集多見於他書的輯佚。例如張君房《麗
情集》、《脞說》多有承繼唐代作品者，
但今多為節存的形式，而其中又多為大量
刪節原作的《紺珠集》和《類說》此類按
書摘錄所編之叢書所收，自然已失原貌，

再與原作相較，有些僅存故事梗概，甚而
數句情節，所呈現的自是為節錄的形態，
因此，比較的基礎也變成浮動不定，例如
《麗情集》佚文見於《紺珠集》者，往往
僅存數句，好比題為「遺策郎」的內容只
是「鄭生過李妓宅，見娃徘徊不能去，詐
以駐馬。後訪之，婢呼曰：『前遺策郎來
也。』」僅此，彷彿是將「遺策郎」此典
出處註明。但見諸於《文苑英華》的〈湘
中怨解並序〉則為一詳盡的文本，幾乎與
原作無別。即《麗情集》原書不存，於輯
佚中在各書的面目又表現如此大的文本詳
略差異，自然無法尋索出正確的改易情
況。但是仍有今存的作品，可以較完備地
與原作比較，例如《綠窗新話》、《分門
古今類事》、《鬼董》、《醉翁談錄》、
《閑窗括異志》等。這幾部作品，大致都
可以尋繹出較為整飭的改易軌跡。《綠窗
新話》大量地節錄了唐代小說文本，形成
一則則的故事梗概，在此改易下，原作豐
富的人物描寫（包括心理情狀）都予以省
略，不再顯現出其人格特質，造成人物簡
化的情形，同時由於情節刪除過多，造成
首尾不連貫，甚而不合理的謬誤；又原作
對背景的鋪陳，點染出特定氣氛的特質，
也在《綠窗新話》的刪簡下，蕩然無存。
今試以出自《傳奇‧鄭德璘》的〈德璘娶
洞庭韋女〉為例作為說明，在《綠窗新話》
中，略去了鄭德璘何以經洞庭、歷湘陰、
以松醪飲老人的背景，及於其中對老人「白
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等特
性之描寫，其中即暗示出老人為神仙中
人，又描述老人「叟飲亦不甚媿荷」，此
則為一種預示，與其後老人為鄭德璘救韋
氏女相應；又將韋女與鄰女聞江中秀才吟
詩，鄰舟女題所得詩句，吟哦良久的情節
刪去，是故原作中以此詩回贈德璘情挑之
詩的情節，只好改易為和詩，如此一來韋
女不擅刀札的形象，就扭轉為工詩之特
質；而《綠窗新話》驟然鋪陳出韋氏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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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但〈鄭德璘〉則以「風勢將緊，波
濤恐人」作為前墊，便不致使舟沒之事，
過於突兀；同時將德璘獲致惡耗的情緒，
大加描寫，但〈德璘娶洞庭韋女〉僅以「悲
惋」二言帶過，也略去了鄭德璘弔江姝詩
二首之內容，這兩項改變，都致使原作所
渲染的抒情氣氛皆化於無形。而〈德璘娶
洞庭韋女〉中亦將水府君救韋氏女之過程
簡化，略去其預言德璘將為巴陵令事，和
韋氏女與德璘再遇水府君，以及韋氏女得
至水府認其父母事；而〈鄭德璘 〉中敘述
秀才崔希同投詩卷於德璘事，以完成故事
前所鋪陳之情節，達到首尾一貫，也未見
於〈德璘娶洞庭韋女〉，這些都是改作未
及之處。情節的刪節是為《綠窗新話》改
易唐代小說之特質，造成小說藝術性的降
低，無法完整地呈現故事，甚至有殘缺不
全之處，例〈張公子遇崔鶯鶯〉僅敘及至
兩人於西廂歡好一月事，其後不論。《綠
窗新話》可謂是節錄原作的極致表現。至
於與其書性質相近的《醉翁談錄》中的一
些作品，雖亦有對原作刪節之處，但未至
面目巨變的地步。至於《分門古今類事》
則展現出另一撰作的特質，全書以分門別
類的方式，撰集古今符命之異事，自然收
有許多唐代的故實，基本上全書皆簡省了
原作的故事內容，撰者似乎是非常有技巧
地以類似的字詞取代原作，例如在卷二〈佐
卿留箭〉中全以「明皇」取代原作《廣德
神異錄‧徐佐卿》中的「玄宗」，同時又
在不易動情節的範限下，儘量以簡潔的方
式將文意表達出，例如上述故事中，改作
以「鶴帶箭西南而逝」就將「其鶴即帶箭
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翼，西南而逝」
表達完足，雖有損於氣氛之渲染，但亦不
致影響情節之發展。以今之敘事學角度觀
之，《分門古今類事》的撰者多省略了無
關乎事件發展，卻有助於擴張、填充某個
敘事序列輪廓的衛星事件，而保留了具有
影響事件發展的核心事件，由此看來，他

是一個頗具自覺意識的改作者；而見諸故
事後的作者議論，如在〈佐卿留箭〉末，
撰者將原作中「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
人，亦無復有遇佐卿者」，改為「因歎其
幸蜀之兆，已定於此，其事與一行當歸及
萬里之讖相符合焉」，便將原作中強調徐
佐卿神祕的身分的意圖轉化為與全書主旨
相符的定命觀點，事實上，這樣的議論幾
見於所有故事末尾，明述其對故事意義的
認定，強調其「命有定數」的撰作宗旨。
而這些唐代故事的再現，不過是佐證而
已，故事本身的藝術性，則非其考慮之列。
至於《鬼董》又是一值得注意的宋代文言
小說，有關書中所存唐代的作品，亦大部
分是較原作省略，但也僅及於部份文字上
的簡省，是故與原作的篇幅差異並不大，
但《鬼董》撰者對於唐代作品的改作，亦
出於有意識的作偽，他往往刻意地刪改故
事的人、時、地，抹煞其原作的色彩，然
而更重要的事他會從小說的藝術效果的衡
量上作更動，例如〈王萼〉一篇，承自《廣
異記》中的〈王玄之〉，不但改了人名，
同時在文本上展現了撰者的巧思，即〈王
玄之〉中以女鬼因家人迎喪，必須離去前
自述其生平遭遇，但〈王萼〉將此段置後，
由其家人代述，二者因為所置文本前後之
異，造成了不同的敘事效果，即前者由女
鬼現身說法，較具說服力，且使男主人翁
更加愛憐；但《鬼董》則選擇了由家人來
迎喪時，道盡原委，而更能與後之說明兄
女身分的情節相符，同時也將女子之身分
懸宕性延後，如此便可見出《鬼董》撰者
在刪改原作時，確實別有用心，並非率爾
為之。至於《閑窗括異志》則將取材至唐
代小說的作品，略去年號、地域，直述其
故事，故其文字較為簡略。

    其次尚有以唐代小說為本事，敘述故
事，即已不是原故事的刪易，而是擷取唐
代小說之重要情節為基礎敘述另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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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瑣高議》中的許多作品皆是如此，例
如〈卜起〉則為《原化記‧崔尉子》、《乾

子‧陳義郎》、《聞奇錄‧李文敏》等
故事的另一版本，即以至親好友殺人夫奪
其妻與子，以致終遭報復之事，整個故事
不脫唐之作品的藩籬。此外尚有情節部份
相仿者，如《洛陽搢紳舊聞記》卷三的〈向
中令徙義〉中，向拱與潞之妻有染，後因
婦人殺夫而殺婦人事，則是唐人〈馮燕傳〉
的翻版，但故事中向拱的其他事蹟則與〈馮
燕傳〉無涉。而秦醇〈譚意歌記〉則為一
較特殊之例，即它是雜糅了〈霍小玉傳〉、
〈李娃傳〉和〈鶯鶯傳〉的部份情節模擬
而成。

    從上述宋代文言小說對唐代小說題材
承繼情形看來，可知宋代的文言小說或直
接擷取唐代小說文本，加以刪易修改，或
間接地運用唐代小說文本，敘事另一相類
故事，都可見出唐代小說的重要影響。

    至於在敘事形式和技巧上，宋代文言小
說對於唐代小說亦多有承襲之處，大體
上，宋代文言小說保留了唐代小說的史
筆、詩歌和議論的三種敘述特色外，具體
落實於文本上尚可歸納出幾點模擬的特
色：

1.假耆舊以談古
秦醇〈驪山記〉模仿陳鴻祖〈東城
老父傳 〉

2.假小說（夢境）以論史
劉府《青瑣高議‧楚王門客》模仿
李玫《纂異記‧三史王生》
李獻民《雲齋廣錄‧豐山廟》模仿
李玫《纂異記‧三史王生》

3.托物寫懷以自敘
      《雲齋廣錄‧嘉林居士》模仿東陽夜

怪錄》
4.以駢儷句做對話

      李獻民《雲齋廣錄‧西蜀異遇》模仿

晚唐傳奇
5.借人物對話論詩
《洞微志‧劉景直》（《青瑣高議》）
模仿《異聞集‧獨孤穆》

6.以主人翁所作之詩詞為基本情節
  李獻民《雲齋廣錄‧丁生佳夢》模
仿《本事詩》

  李獻民《雲齋廣錄‧錢塘異夢》模
仿《本事詩》

7.以詩詞為主要內容 ，以序文敘述故
事
張君房編輯的《麗情集》模仿唐人
的《雲溪友議》、《本事詩》    

8.以子虛亡是命名
     《續樹萱錄‧賈博喻》模仿《玄怪錄‧

元無有》    
     《續樹萱錄‧全若虛》模仿《東陽夜

怪錄‧成自虛》   
9.篇末垂誡：
如〈綠珠外傳〉、〈太真外傳〉

10.文末交代故事來源
如沈遼〈任社娘傳〉

11.劉邠《三異記》「由書名看，似是
由三件異事組成的單篇傳奇作品，
類似唐人白行簡《三夢記 》

    上述研究成果，將唐代小說衍變至宋代
文言小說的歷程作一展現，或許這樣才能
更具體而清楚地比較出兩者的異同，對於
魯迅對唐宋傳奇的判別之詞，也有了依據
的標準。

四、計劃成果自評

本計劃之執行，已完成唐代小說演繹
至後世文言小說的大體圖像，特別是唐代
小說在宋代文言小說的嬗變歷程，已盡其
所能的展現，相信可作為相關研究的重要
參考，並於近期內發表〈唐代小說於宋代
文言小說的再現〉一文。此外參與本計劃
的學生，於研究資料尋索和問題意識的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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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同時更理解唐
代小說於小說史上所據之地位及其所納含
的相關研究議題。

    本計劃之執行最為困難之處是唐宋小
說散佚情形十分嚴重，故多於輯佚之作，
耙梳其演變關係，又加上本計劃幾乎囊括
了所有宋代文言小說作為範疇，故耗時甚
久，亦難免有遺漏之處，此外，也因如此
對於唐人小說與明清文言小說的關係，僅
為針對《剪燈新話》和《聊齋誌異》探討，
同時只能完成故事題材的承衍，而無法深
入其敘事的歧異，而必須再費時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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