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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胡應麟謂: r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件訛，未必盡幻設語 J (1) 。

志怪述異的傳錄件訛，自六朝以來，歷久不衰，清之「聊齋誌異 J '亦可謂此志異傳

統之發揮也。由於素材乃志怪述異的傳錄件訛，故書名用「集異記」者，不一而足。

如以「太平廣記」為下限，見於著錄者，至少有薛用弱集異記(著錄見新唐書藝文志

，宋志及宋晃公武郡齋讀書志) ，陸勳集異記(宋志稱集異志，宋晃公武郡齋讀書志

稱集異記) ，郭季產集異記(著錄見太平御覽書目及書內)。至於今可具之諸集異記

，是否即為其著錄之作者所為之真品，抑為後人所增編與附會，則為考攘上的一大問

題。

薛用弱集異記，今存多為十六則本，而又可以明陽山顧氏十友齋宋本重刻集異記

二卷為代表。顧本之真實性，大致上不應有問題。然涵芬樓所刻之薛用弱集異記則共

有四六則，內含顧本中之十一則。那麼，涵芬樓醇用弱集異記是否可靠? r 太平廣記

」書目有「集異記」一名，而攘太平廣記引得(此引得以黃刻為主，而參以許談等刻

)錄有「集異記」八十則( 2 )。然而，無論書目及書內皆未明言「集異記」為薛用弱

(1)引自孟瑤中國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六o· 頁六七。

(2)太平廣記原支IJ 已不可見，而宋刻亦不易得。現存比較可靠而流行之版本，則有談剖(明誤愷獲得

廣記鈔本校體而成，先後發版三次。民間二十三年jt平文友堂據談~J 初印本影印出版，並尼l清黃

最重m本補足闕卷。現台灣藝丈之廣記即攘此文友堂本影印)、許支IJ (明許自昌據談~H第三次印本

校?有j發行)、明鈔去(明 it典文藏書鈔末，今存jt平圖書館)、黃熱IJ (清黃最據談部l三印木校刑

。台灣新興書局之廣記即據黃支IJ影印)。鄧闢禹馬哈佛燕京社主編「太平廣記引得」時，則是

「以黃海l為主，參位l許校等刻 J (見其序)。據「太平廣記刮得」所據版本之參校結果，貝1J得集

異記八十則。一九五八年· jt平排印 i王紹撤點校本出版(現台灣文史哲出版社於一九七八年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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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我們是否可視「太平廣記」內所錄之集異記即為薛用弱集異記?I 太平廣記引

得」是以薛用弱集異記視之的。顧本薛用弱十六則中五則，不見於涵芬樓(即:平等閣

、韋膚、蔡少霞、那曹進、軍王)，五則不見於「太平廣記J (P!D: 韋膚、王換之、

韋知徽、狄梁公、軍王)，可見二書對十六則取抬不同。同時，顧本及涵芬樓本皆有

最無疑問(後詳)的「徐佐卿」條，而「太平廣記」卷三六竟謂此條出自「廣德神異

錄」。同時，顧本中之「平等閣J (不見於涵芬樓)則在「太平廣記」易名為「僧澄

空 J (卷一一四)。要緊的是，涵芬樓所錄顧本以外的三十五則，皆見於「太平廣記

」之「集異記」。究竟顧本、涵芬樓、太平廣記所載之「集異記J '其關係為何?

「太平御覽」書目及書內皆分別著錄有「集異記」及「郭季產集異記」。註明「

集異記」者有九條，註明「郭季產集異記」者有一條(此條見卷九百)。孟之微「古

小說搜殘」皆以「郭季產集異記」稱之(3 )。然而，如我們假設此九條與「郭季產集

異記」條有剔，這九條之「集異記」究是誰的集異記?這九條不見於顧本、不見於涵

芬樓，而卸有三條見於「太平廣記」之集異記(即:孫氏、劉玄、游先朝) ，而文字

皆稍有出入。同時，這九條中之「張天錫 J (卷四百)亦見於「太平廣記 J (卷三七

六) ，而「廣記」謂出自「李產集異傳 J '而「廣記」之「李產集異傳」則僅有此一

條。整個情形是非常被雜的。

便問題更為夜雜的，乃是廣記原版已失，今存各版本著錄頗有差異。如蘇頭條，

黃本謂出自廣異記;永清縣、廟條，明鈔本作出錄異記;蔣璟條，明鈔本作出鑫異記;

僧晏道條，明鈔本作出鑫異記。今云八十則者，暫攘「廣記引得」而言而已。

印之太平廣記即攘此影印)。攘點校本序，這個版本乃是 r0談愷刻本為底本，用陳鐘校宋本，

明誼民野竹齋鈔本(北平圖書館藏)校勘，並參酌了明許自且刻本和清黃晨五月本」。點校本攘明

鈔本指出太平廣記引得原o為出自集異記的若平篇原出自他書。問時，擴點校本，亦有談刻間為

出自他書而明鈔本o為出自集異記者，如齊環線(卷四三七，談~J0為出自述異記) ;以點校本

俏沒有引得故，無挂一一詳考。現暫依鄧氏「廣記引得 J 所載八十則為基撥o論之，而o點校本

作為文字分析之所攘， 0點校本最為要善故。

(3)孟之徵並沒有說出把這十條皆列入郭季產集異記的理由，且沒有讀出廣記與御覽所共載諸條有文

字上之差別。同時，孟之徵又從書鈔卷三百五十輯出一條，而共得郭季塵集異記十則。見孟之徵 ;

古 l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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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整個的讀合情形看來，並就各篇文字風格、年代、長短等不協和的情形看

來(後詳) ，合理並同時是大膽的骰設，我們不妨以為「太平廣記」中的「集異記」

，選錄了「薛用弱集異記J '也選錄了其他人所著的「集異記J '實際情形則不易詳

考。沿著這個假設追間， r 太平廣記」中的「集異記」會否選錄了陸勳的「集異記」

?今存寶顏堂協笈陸勳集異志四卷(4)。但此本恐非陸勳之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附於塾文版後)已疑其非，謂: r陸氏集異記四卷。舊本題唐比部郎中陸勳撰。書錄

解題及宋史塾文志並作二卷。陳振孫日，語怪之書也，凡三十二事，言犬怪者居三之

一。此書較陳氏所載多二卷，而事較振孫所記之數多三四倍，亦不多言犬怪，後人附

會，非其本書蠍」。今按書中多載漢魏晉六朝志怪事，多陰陽災異之說，而其中之犬

怪更多為魏晉六朝志怪事，而陸勳為唐比部郎中，倒載唐朝事為合理(按:顧氏本體

用屬集異記皆載唐事) ，故恐非陸氏之書也。今考「太平廣記」集異記中所載犬怪，

與寶顏堂陸勳集異志無一合者，而若干則可確定為陪唐事，恐廣記內或有陸勳集異記

在內，亦未可料。

上面所提出的各考證上的問題，將會在下面逐節詳論，並同時提出一些可能的解

答。同時，我們更分析了顧氏所載薛用弱集異記在寫作上的一些規則與特色，並把「

太平廣記」中的「集異記」作更有意義的母題分類並辨別各篇在時代上、篇幅長短上

、文字上等等所顯出的差異，以顯示其可能有不同的來源。我國古籍浩如煙海，類書

甚多，而珍本祕笈亦往往不易目睹，實無法一一詳考。進一步之爬梳論證，得有俟來

日之機緣耳。

二、薛用弱生平及其集異記

據新唐書藝丈志，薛用屬字中勝，長慶時(八二一~二四)為光州刺史。攘皇甫

枚三水小贖徐煥條(今見廣記卷三一三) ，太和中(八二七~三五) ，薛用弱自儀曹

郎出守弋陽郡，為政嚴而不殘。就今存薛用弱集異記十六則所記載，用弱會至完州油

水縣東二十里蔡少霞所居觀其新宮錦(蔡少霞條;其時或可推斷為宣宗三年或稍後，

即西元入四九年。蓋條中新宮銘署時清軍二百三十一年，吾人得視此曰:期為唐開國至

' m在台灣事文書局所印「百部叢書集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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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也。新宮有新朝義。) ;曾於上都(洛陽)見寶溫，細話裴琪異事(裴琪條)。

如果我們踩用太平廣記所載，集異記所載事蹟，有時間可尋者，攘高元裕條則其

下限為大中二年(八四八年);若攘永清廟蝶，則其下限為大中主申歲(即大中六年

，公元八五二年)。但永清廟條不甚可信，蓋其言大中主申歲而不言大中六年，體例

有異他章，且明鈔本謂「出錄異記」。

至於薛用弱之里籍，則不可詳考。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云，該本雖題日河東，

「然唐代士族率題郡望，劉必彭坡，李必聞自西，其確生何地，則未之知」。

至於其所著集異記，或稱三卷(新唐書塾文志)、或稱二卷(郡齋讀書志及顧民

文房本) ，或稱一卷(宋志及唐宋叢書等類書所載者)。攘宋郡齋讀書志所云，集異

記為「集陪唐間譎詭之事。一題古異記。首載徐佐卿化鶴事J (5)。今存之醇用弱集

異記為十六則，或稱二卷或稱一卷，存於顧民文房等類書內，文字幾無差異，而以顧

民文房為最古，顧民本係依十友齋宋本重刊。此十六則之薛用弱集異記，誠如郡齋所

言，乃集陪唐間譎詭之事，始自徐佐卿條。至於太平廣記所載八十條，並無明言為醇

用弱所載，而實是選自薛用弱集異記(與十六則本相較，則缺韋智、王換之、韋知徽

、狄梁公、寧主五條，而以徐佐卿條出廣德l神異錄;同時，文字皆有明顯的刪動)及

其他集異記而成。至於涵芥樓所載四十六則，雖指名為薛用弱集異記，其實乃是選自十

六條本之醇用弱集異記(缺平等閩、韋清、蔡少霞、那曹進、軍王五條。除王積薪條

外，文字與十六條本相同)及選自太平廣記所載之集異記(選用三十五則。同時，王

積薪條乃選自太平廣記而非選自十六帳本，蓋該條文字與廣記同而與十六條本異),

可見醇用弱集異記以十六條為本者早為流行之本也。此亦可證諸於各類書所載者皆十

六條本這一事實(薛用弱集異記之考攘，後詳。)

三、顧氏文房等所載薛用弱集異記十六則綜論

薛用弱集異記在新唐書塾丈志、宋志、宋晃公武郡齋讀書志、清崇文總目、清馬

端辰文獻通考、清四庫全書總目皆有著錄，但所載卷數及詳異稍有不同。鼓摘其異者

(5) 見見公武郡齋讀書芯(卷十三) ，清王先謙枝。台北，慶丈，一九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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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新唐書藝文志謂: I薛用弱集異記三卷。字中勝，長慶元州刺史J 。宋志謂:

「薛用弱集異記一卷」。宋晃公武郡齋讀書志謂:I 集異記二卷。唐薛用弱撰。集陪

唐間譎詭之事。一題古異記。首載徐佐卿化鶴事。J 清馬端辰文獻通考謂: I 集異記

三卷。聶氏曰:唐薛用弱撰，集陪唐間該詭之事，一題古異記，首載徐佐卿化鶴事」

。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 I 集異記一卷。唐薛用弱撰。案唐書藝文志載用弱字中勝

，長廣光州刺史。其里籍則未言。此本卷首題日河東，然唐代士族率題郡望，劉必彭

城，李必雕西，其確生何地，測未之知。三水小贖載其太和中自儀曹郎出守弋陽，為

政嚴而不殘。蓋在當時稱頁吏，其事蹟亦無考也。是書所記凡十六條。晃公武讀書志

稱其首載徐佐卿化鶴事，此本正以此條為首，與晃氏所記合，蓋猶舊本。其敘述頗有

文采，勝他小說之凡鄙。世所傳狄仁傑集翠裘，王維鬱輪袍、王積薪婦姑圍菜，主澳

之旗亭畫壁諸事，皆出此書。其頁常山新宮銘，洪邁容齋隨筆推為奇作。蘇軾與子

過詩，所謂爾應蚊隸蔡少霞，我亦伯仲山元卿，即用其事。卷I拱雖狹，而歷代詞人t阻

所引攘，亦小說家之表表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是書一名古異記，然諸家著錄，俱無

此名，不知振孫何本。叉唐比部郎中陸勳亦有集異記二卷，與用弱此本名同，故文獻

通考題勳書日陸氏集異記，以別於用弱書焉J 。

目前所看到的醇用弱集異記，除涵芬樓所載及後人攘太平廣記而定者除外，皆為

十六則。這十六則的薛用弱集異記見於各類書內，包括顧氏文房、唐宋叢書、歷代小

史、古今逸史、五朝小說、續百川學海、舵、書二十一種、及四庫全書等〈的。除了祕

書二十一種及四庫全書筆者未及親睹外，其餘諸書皆親見於中央圖書館，文字上幾無

差異;有者僅是字形及一二詞彙的差異而已;如顧氏本作「某J '歷代小史本作「基

J ;顧民本作「婦姑 J '歷代小史本作「姑婦 J ;顧民本作「治 J '續百川學海本作

「沿 J 等。顧民本依十友齋宋本重刊，現以顧民本代表上述各種本質上無甚差異的諸

種版本，以求討論上之方便。(7 )

(6)中央圖書館所存說明:鈔本則僅存四則，即蒼龍宮銘(即蔡少霞條)、集翠裘、歧伶軍歌(即王澳

之條)、相馬(即寧王條)。

(7)本文所接之顧本見藝丈所編「百部叢書集成」內，書未附有四庫全書體目提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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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氏本的真實性應無多大疑問。就外證而言，顧氏本為依十友齋宋本重刊，距唐

未遠。上述各額書所載薛用弱集異記其條數、次序、文字皆如此。宋郡齋讀書志明謂

集陪唐間譎詭之事，並謂始自徐佐卿化鶴事，正復相同。就內證而言，顧氏本中之「

蔡少霞」、「蕭穎士J '有作者以其名對所述譎詭之事評述之語。

薛用弱的集異記雖非注重史才、詩筆、議論的「溫卷」之作，也與較長篇之傳奇

(如杜光庭血L醫客傳等)之「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J< 8 )者不盡相同;然而，

在集譎詭之事之餘，作者亦不免稍露其史才、詩筆、與議論，甚或稍寄筆端。其體裁

可謂以史書中之紀傳體為骨幹，以某人於某時某地或發生或親歷或目睹某譎詭之事為

結構之通體模式。在十六則中，所有的要角皆屬官宜階層，而其事所發生之時興地都

有相當清墾的講出或暗及(從篇中所載顯貴名人即可推而得知) ，這樣，便獲得了基

本上的可信度，達到了「史」的基本要求。作者更在史料方面發展，增進其可信度。

作者自言親審其事者有兩篇(蔡少霞條: r 用弱亦常至其居，就其第一本視之，筆端

宛有書石之態」。裴哄條: r 余興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J )。有遺遮或遺物作

根據者兩篇(平等閣條: r今北都謂之平等閣是也」。王積薪條: r 因名鄧艾閒蜀勢

，至今春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J )。同時，薛氏更在議論上發展，作某些評

述，以「理」來增加其「可信度」。如前述蔡少霞(每: r 少霞無文，乃孝廉一雙耳，

固知其不妄矣 J ;蕭穎士條: r用弱嘗聞人之紹虞，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宵其祖先

之形狀者，斯豈驗蠍 J ;那曹進條: r 時!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平等閣條: r 計僧死像成之日至囂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置也，得非澄空之

後身殿」。由於這些作者批評語及考證語之加入，使到這些譎詭之事，加上了一層「

史」的色彩。至於寄筆端，有時或亦可曲求之。徐佐卿條中所表達之道家仙人之長生

與幻化為仙鶴之逍遙，未嘗不可看作薛氏所心焉嚮往者。集翠裘條中朝臣嬰倖之嚴辨

、王維條中之得賞識、王換之條之得知音，亦未嘗不略有作者之寄意在。至於文筆方

面，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 r其敘述頗有文采，勝他小說之凡鄙」。鼓舉一二

的明胡應鱗語。其謂: r 變異之談，感於六朝，然多是傳錄件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

育，假小說以寄爭端」。現引自孟稿中國小說史，見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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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明之。平等閣條中，述澄空捨身以鑄像之一幕，可謂神情兩絕:I 聚觀萬眾，號

泣言東丘，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去日飛

鳥而入焉;及開錯，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又裴琪條中陰陽阻隔的一幕:I哄

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瞋矣;入們方見其親與琪之弟妹張燈會食，乃

前拜，會莫顧膽。因俯階高語曰:哄自外至。即又不聞。哄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

應者。笑言自若。琪心神念惑，因又極畔，皆亦不知O 但見其親顧顧卑小曰:哄在何

處郁?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o J 至於蔡少霞(擬中之新宮銘，洪邁於容齋

隨筆，已推為奇作，此亦「溫卷」傳統中「詩筆」之一端耶?尤有進者，從讀者之美

學反應而言，其篇中之譎詭世界並不先設而其敘述結構與其不先設相應O 篇中主角於

篇之始生存於一尋常的現實世界，而後於某場合遭逢譎詭之事，而篇終往往又回覆尋

常的現實世界。如此讀者閱讀時則能隨主角而突陷入一譎詭之非自然世界，產生強烈

的譎吾有感，往往至終篇尚停留於「是耶非耶」的譎詭感中。此詳本文第六節。

至於集異記十六則的內容，現從母題的角度，略述如下。母題處理可補我國類書

分類之不足，並提供了切入書篇底內容的一個有力途徑。按十六則改序分別略述如下

道家遊仙幻化為鶴母題及帝王原屬上界母題←)徐佐卿

絕藝神授母題(圍棋)(二)王積薪

佛家捨身母題及佛家後身母題臼平等閣

陰陽異域母題及陽魂入陰間母題琪(閻裴

後人宵其祖母題但)蕭穎士

變形母題(宵象關係:龍化為箏弦)也
相

(六)韋

絕塾神授母題(詩藝及書藝)及夢中神授母題(七)蔡少霞

忠娶分明母題(八)集翠裘

仕人僥獲王侯知音之賞識母題

佳人知音母題

夢中預言母題及夢中謎式語言(切語)母題

維

(十)王換之

(九)王

拾得冥物而死母題或陰魂入陽界催死母題

鐘

、(主)裴通遠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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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那曹進 夢中預言母題、夢中謎式語言母題、僧道為特殊階層而有異能母題

、釋證母題

(古)韋知徵 山趟變幻母題及山趟作祟母題

目狄梁公 異疾異醫母題

(主)寧王 神乎技矣(相馬術)母題

這樣的母題處理，雖未盡善，但較之我國類書泛泛之分類(如太平廣記之分類)，當

更有意義，可帶領我們進入深層的文化面，於我國民間思想之了解有所褲益焉。事實

上，上述所暫擬之母題，以繽紛多姿的面貌，不斷出現於我國民間文學里。即如紅樓

夢等一流之文學創作，其深處亦有這些母題之運作。誠然，變形母題、夢中預言母題

、僧道為特殊階層而有異能母題，皆可隨手於紅樓夢里尋得。

四、太平廣記與顧本薛用弱集異記十六則相較

太平廣記是宋初李助等人奉宋太宗之命而編築之類書，從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

)三月開始，至翠年八月完成，成書五百卷，目錄十卷，總五百一十卷。攘在紹極點

校本序云，此書太平興國六年雕印，後因此書並非學者所急需，把板子收起來，故流

傳不廣。到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 ，無錫談愷攘鈔本重刻以後，才得到比較廣

泛的流傳。本文所攘之汪紹捏點校本即是以談愷刻本為底本，用陳體校宋本、明沈氏

野竹齋益，本校勘，並參酌了明許自且刻本和清黃居刻本，或為目前最完善之校本。m

現存之太平廣記臨已非昔日之舊刻，宋刻亦不復得，而明清間之刻本亦多少作了

些校補的工作，資料來源未盡可靠，故把太平廣記與顧本薛用弱集異記十六則相較，

先天上有許多困難，但亦無可如何了。所接點校本雖已不復廣記舊觀，但與顧本相較

之下，廣記刪改之述，歷歷可陳，而其刪改之因亦復可推知。其差異可就七大項以名

之，列於後。

←)廣記不載者五篇。

此即韋有、王澳之、韋知傲、狄梁公、與寧王。

(紛關於太平廣記各重要版本，請參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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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記有誤以為出自他書者。

此即徐佐卿篇。廣記卷三十六載徐佐卿條，竟謂出自廣德、神異錄。

(三)廣記有改篇名者。

此即平等閣。廣記易顧本之平等閣為僧澄空。

(四)廣記有增「唐」國號者。

此即那曹進、裴通遠、僧澄空(即顧本之平等閣)三條。按:顧本十六則中無

一著名「唐」國號者。

但)廣記有刪去原作者現身之自語者。

蔡少霞條中，廣記刪去顧本之「用毒草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觀之，宛有書石

之態」。顧氏接上引之句謂: I 少霞無文，乃孝廉一曼耳，固知其不妄矣。少

霞以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廣記則刪滅為: I 且少霞乃孝廉一雙耳

，固知其不妄矣 J '文氣顯然不順。

裴哄條中，廣記刪去顧本之「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條中，廣記刪去顧本之「用毒草嘗聞人之紹績，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宵

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蠍」。廣記此刪，使該條母題頓失。

的廣記有妄增者。

此即王維條。廣記於文末多書: I 及為太樂丞，為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

師子者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寶末，蘇山初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賦庭。

泊魁復，俱囚於宣楊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

勳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墨。後由其事，皆從寬典，至於貶

瓢，亦獲善地。今崇義里竇丞相易直私第，即圓舊宅也，畫尚在焉。維累為給

事中，蘇山授以偽官;及服平，兄結為北都副留守，請以己官爵贖之，由是免

死;累為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焉」。今按顧本11:於「維遂作解

頭而一學登弟J '語意應已完結，坐出官及陷賦庭事為筆外之二章矣。

仕)除上述諸增刪改外，廣記於諸篇文字亦略有更動。

徐佐卿條。顧本:明皇天寶十三載。廣記: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顧本:徊翔焉

。廣記:徊翔。顧本:上親御孤矢，一發而中。廣記:玄宗親御孤矢中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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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矯翰。廣記:矯翼。顧本:幽絕。廣記:幽寂。顧本:每有自稱青坡道士

徐佐卿者，風局清古。廣記:有自稱青坡山道士徐佐卿者，清粹高古。顧本:

一歲率三四而至焉。廣記:缺而字。顧本:甚為道流之所傾仰。廣記:缺之字

o 顧本:避狄幸蜀。廣記:避亂幸蜀。顧本:嘉境。廣記:佳境o 顧本:忽睹

挂箭。廣記:忽睹其箭。顧本:皆以實對。廣記:具以實對。顧本:乃前歲沙

苑從田之日也。廣記:日作箭。顧本:無復有遇佐卿者矣。廣記:缺矣字。

王積薪條o 顧本:善圈某者。廣記:善某者。顧本:中道之郵亭。廣記:道中

之郵亭。顧本:有力者所見古。廣記:有力之所先。顧本:積薪棲棲而無所入

。廣記:積薪棲無所入o 顧本:因洽漠。廣記:因沿溪。顧本:夏有無以適。

廣記:夏有無以適興。

平等閣(廣記改作僧澄空)條。顧本:釋子。廣記:僧。顧本?細求用度。

廣記:經求用度。顧本:息戚。廣記:戚忌。顧本:叉二十年，事費復備，則

又告報遐遍，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廣記:叉三十年，事費復備，則

又復寫像焉。顧本:叩佛請罪。廣記:叩頭請罪。顧本:叉二十年，功力復集

，乃告遐繭，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廣記:叉二十年，功力復集，然

後選日復寫像焉。顧本:乃登錯巔。廣記:乃身登錯巔。顧本:今年八十，兩

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眾善虛費積年，如或睡前失，吾

亦無面目見眾善也o 廣記:今虛費積年，如或睡前，吾亦無面見大眾也。顧本

:二以表誠於眾善。廣記:一以表誠於眾善。顧本:聚觀萬眾。廣記:時觀者

萬眾。顧本:成思起閣以覆之。廣記:因起閣以覆之。顧本:開元初，李嵩充

天平軍節度使。廣記:唐開元初，李嵩為太平軍節度使。顧本:大像。廣記:

像 o 顧本:如此相好。廣記:如此好相。顧本.施錢七百緝。廣記:施錢百萬

緝。顧本:只今。廣記:至今。

今按:從兩者文字上之差異，足見廣記有意修改顧本，而修改不得其法。廣記

改三十年為二十年，以應篇末之五十年，大謬;竟不知篇內三度寫像，歷時六

十年，五十年之數乃是預言後身之說。廣記刪去顧本寫像前貌似重覆之語，亦

大謬，不知此重覆之語乃其敘述精神之所在也。尤有甚者，廣記竟易顧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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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起閣以覆之」為「因起閣以覆之」。如廣記言，則既起閣又何別煩五十年

後李嵩建閣?廣記易李嵩之捐款「七百幅」為「百萬緝 J '或亦可見幣值之因

草。

裴哄條。顧本: l裴孝廉琪者，家在洛京。廣記:幸廉裴琪，家治陽。顧本:下

翩賽劣，日勢已晚。廣記:日晚。顧本: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

，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族有仁色。哄因謂曰:于非投夕入都哉

?曰:然。哄曰:殃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君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

馬者日，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琪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偉日。廣記則約簡為

:方至石橋，忽有少年，騎從鷹犬甚眾。顧哄笑曰:明日節日，今當盞歸，何

遲遲也。乃以後乘借之。琪甚喜，謂二童日。顧本:爾可種驅疲乘，投宿于自

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廣記:爾可援驅，投宿于自馬寺西表兄

竇溫之墅，明日徐歸可也。顧本:因上馬揮鞭而贅，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

，珍重而則，乘馬者馳去極速。廣記:因上馬疾驅，俄頃而至東門，歸其馬，

珍重而別。顧本: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廣記:促步而進。顧本:耳其即大呼

弟妹之名。廣記:名作輩。顧本:笑言自若。廣記:缺。顧本:因又極畔。廣

記:思又極呼。顧本: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日，哄在何處船，今日不至耶。廣記

:但見其親歎日，琪那今日不至也。顧本: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廣記:缺。

又:廣記於「至實在」之後，多「方見其形僵仆，二章環泣呦呦焉。顧本:二

{童皆曰。廣記:日作云。顧本:因投於此。廣記:缺因字。顧本:及歸，乃以

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廣記:缺。

今按:兩本相較，廣記在故事上刪去「下關賽劣」一情事，以致裴哄借馬之事

失其所依，故其後亦刪「種驅疲乘」中之「疲乘」二字。同時，廣記刪去「何

其幽顯之隔如此哉」一語，以致母題不彰。至於廣記所增之「方見其形僵仆，

二章環泣呦呦焉 J 二語，其得失則見仁見智。

蕭穎士條。顧本: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廣記:蕭穎士下多一為字。顧本:行

侶共濟瓜州。廣記:濟瓜州渡。顧本:熟視穎士。廣記:缺士字。顧本:此人

甚有宵於都陽忠烈主也。廣記:此人1bl於都陽忠烈主也。顧本:穎士是都陽會



240 教學與研究第六期

孫，即自欺陳。廣記:穎士即都陽會孫，乃自歎陳。顧本:f矣及岸方將啟請。

廣記:啟請作問之。顧本:11::於昨日台區長之署。廣記:缺區長之署四字。顧本

:自門還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廣記:吏白云擒獲發塚盜六人

。顧本: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螺抴于內，穎士驚日，斯二人非仙則神。廣

記點校本攘明委會本改作:二人者亦在其中，穎士大驚。廣記點校本謂談刻本原

作:穎士驚日，二人云非仙則神。顧本: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即以

前說再令詢之，皆日，我嘗開都陽王家。廣記刪作:皆云發墓有年，嘗開都陽

公塚。顧本:我舟中遇子。廣記:昔舟中相遇。顧本:}亂。廣記:裔。顧本:

用弱嘗聞人之紹績，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宵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蠍。廣

記:缺此醇氏結語。

今按:兩本相較，最大之差異，乃是廣記刪去薛氏結語，以致母題不彰，大失

其旨要。

蔡少霞條。顧本:漂寓江准者。廣記:漂寓江漸間。顧本:世累早怯。廣記:

世累早絕。顧本:於一日洽溪獨行。廣記:偶一日沿溪獨行。顧本:忽得美薩

因就憩焉。顧本:缺就字。顧本:因為褐衣鹿槓人之夢中召去。廣記:因為褐

衣鹿槓之人夢中召去。顧本:隨之遠，遠乃至域郭處所。廣記:隨之遠遊，乃

至成廓一所。顧本:人俗潔清。廣記:人俗潔淨。顧本:俄有二青偉自北而至

。廣記:俄有二童自北而來。顧本:日法此而寫，少霞凝神國管。廣記:缺前

七字。顧本:鐘檀練身是。廣記:鎮檀棟祟。顧本:聞凝瑞霧。廣記:閣癡瑞霞

。顧本:太上游儲。廣記:太上游詣。顧本:仙翁鵲駕。廣記:仙翁鵲立。顧

本:蘭屋互設。廣記:蘭喔互設。顧本:妙樂竟臻。廣記:妙樂兢奏。顧本:

九成緯闕。廣記:九成緯雪。顧本:易遷虛語。廣記:易遷徙語。顧本:童初

浪說。廣記:童初誼說。顧本: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軍二百三十一年四月

十二日建。廣記:缺。顧本:於是少霞方更周視。廣記:缺前四字o 顧本:用

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遮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旻

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未已云物故。廣記:缺前後二句

而謂:且少霞無文，乃孝廉一旻耳，固知其不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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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兩本相較，廣記刪用弱自考證語而外，廣記於文字上之更易，大致而言

，是以較常用之辭彙以更易原來較為古兀之表達，如以「兢奏J 代「竟臻 J ;

並講求較工整之對仗，如以「九成緯雪(顧本作絆闕) J 對「三變玄雲 J '蓋

雲雪對仗較工整也。廣記刪去「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軍二百三十一年四月

十二日建」諸旬，或因原意有唐代江山(永寧暗指唐代之永遠安寧)永存之意

，而李助等修太平廣記乃奉宋帝而作。

集翠裘條。顧本:宰相狄梁公仁傑。廣記:刪梁公二字。顧本:因令梁公。廣

記:因令仁傑。以後凡顧本作梁公者，廣記均易為狄。顧本:爭先三囂。廣記

:缺先字。顧本:對臣之袍。廣記:對臣此袍。顧本:及至光範門，遂付家蚊

衣之，乃促馬而去。廣記:缺及字與乃字。

王維條。顧本: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廣記:缺于字。顧本:為其致公主芭

司蝶京兆試官，令以九皇為解頭。廣記:為其地公主以祠蝶京兆試官，令以九

車為解頭。(今按:廣記語不可解。)顧本:具其事言於歧玉。廣記:缺前三

字。顧本:貴主之強，不可力爭。點校本廣記謂「主」談刻本作「生J '今攘明鈔

本改為「主」。顧本: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廣記:琵琶新聲之怨切者。顧本:

後五日當詣此。廣記:後五日至吾。顧本: 1炭王則出錦鏽衣服。廣記:歧王乃

出錦鏽衣服。顧本:立於前行。廣記:缺前字。顧本:即令獨奏新曲。廣記:

即令獨奉新曲。顧本:歧王日。廣記:歧王因日。顧本:維即出獻懷中詩卷。

廣記:維即出獻懷中詩卷星公主。顧本:公主覽讀，驚駭日，皆我素所誦習者

。廣記:公主既讀，驚駭日，此皆見所誦習。顧本:大為諸貴之所欽囑。廣記

:缺所字。顧本: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廣記:若使京兆府今年得此為

解頭。顧本:子誠取解，當為子力。廣記:于誠取，當為子力致焉。顧本:維，

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廣記:句後多一矣字。叉:廣記繼此以後尚續入舞黃師

子及陷賊庭事，前已述及，不贅。

張鐘條。顧本:張相公鐘。廣記:張鐘。顧本:無耗。廣記:無信。顧本:思

中外初無其人。廣記:缺初字。顧本:任調反語是饒甜。廣記:缺是字。顧本

:饒甜無逾甘車，獨為珍藥。廣記: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為珍藥。顧本: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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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甚悅。廣記:公甚悅。顧本:自麻適下。廣記:缺適字。顧本:公拜中書侍

郎平章。廣記: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條。顧本:憲宗遷賽于景陵。廣記:唐憲宗葬景暖。顧本:時有前集州

司馬。廣記:缺時有二字。顧本:日勢已晚。廣記:日晚。顧本:車馳馬驟。

廣記:馳馬驟。顧本:自平康北街後，乃有自頭樞徒步奔走。廣記:至平康北

銜，有自頭摳步走。顧本:夜鼓將動。廣記:夜鼓時動。顧本:而行車中有老

青衣。廣記:缺而行二字。顧本:其中或有衷其奔迫者。廣記:缺或字。顧本

:則問其所居。廣記:缺則字。顧本:今亦將歸，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

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廣記省作:可向載至里門耶?顧本:其摳乃荷愧

，丁寧因命同載，乃至則珍重辭謝而去。廣記:摳荷魄，及至，則申重辭謝。

顧本: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廣記:將下車，遣一小錦囊。顧本:諸女笑而

共開之。廣記:諸女共開之。顧本:覆面之物。廣記:面衣。顧本:登棄於路

。廣記:棄於路。顧本:自是不旬日。廣記:不旬日。

今按:兩本相較，廣記省略;許多轉折詞省去，原故事之聲容喪失殆盡。內容

上最大之更動，或為宵禁之刪削，刪會j後老摳之奔走及乘載亦失其所攘矣。顧

本作夜鼓將動，而廣記作夜鼓時動，時間上已有所更易，與宵禁之刪相呼應。

此宵禁之刪是否與其時典章制度之沿草有闕，則尚待求證。同時，顧本之「覆

面之物 J '廣記逕稱之為「面衣 J '是否唐時對此物尚沒有定名，而宋則有之

?此亦待進一步之考證。

那曹進條。顧本:贈工部尚書那曹進。廣記:前增唐故二字。顧本:至德以來

。廣記:至德已來。顧本:名為河朔之健將也。廣記:缺名為二字。顧本:為回

承闢所靡。廣記:前增一因字。顧本:飛矢中目。廣記:飛矢中肩。顧本:挾

而出之。廣記:拔而出之。顧本:痛毒則極。廣記:缺。顧本:堅然不可動。

廣記:堅然不可搖。顧本:數日則又以索縛身。廣記:不數日，則以索縛身。

顧本:夢見胡僧入于庭中。廣記:夢一胡僧立於庭中。顧本:登言於醫工。廣

記:缺登字。顧本:潰瘡。廣記:潰瘡。顧本:人莫議者。廣記:莫有議者。

顧本:丐食。廣記:乞食。顧本:乃昨之所夢者矣。廣記:矣作也。顧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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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之俯近。廣記:俯作附。顧本:I頤滅酸踅然。廣記:顧誠酸疼。顧本: I說夜

。廣記:其夜。顧本:即令如前繃縛，用力以拔。廣記:即令如前錯之。顧本

:差。廣記:握。顧本:乃若此之明徵邪?廣記:邪作乎。

今按:兩本相較，其主要差別，一為飛矢中目，一為飛矢中肩。接下文「俟死

而已 J 及「鉗緝及臉j 二語，飛矢實中目也。或廣記以為中目必死，故易之為

肩，不知此為集異之作也。

顧本與廣記相較，許多事實便顯露出來。廣記不載顧氏者有五篇，可見廣記並非全錄

舊書，而是部分採錄而已。同時，廣記概以為徐佐卿出自廣德神異錄，或可見薛用弱

集異記已為他書所採錄。廣記增「唐J 國號者，顯明是因其編鑫年代為宋，故別之。

廣記「王維」條，附增黃師子及陷賊庭事，可見廣記編筆者以諸事同類，故附入之。

廣記刪去原作者醇用弱現身之自語，則關係重大。攘筆者的推測，廣記編鑫者此舉正

欲抹殺原作者現身自語，此使集異記與原作者的關係屏除，而得純為集異之記錄。如

此，薛用弱之集異記遂可與其他來源或明或不明的集異，共治一爐。換言之，編辜者

所重者為事之譎詭，而不重在為誰人所記錄也。不過，廣記於他書往往著明作者，故

吾人亦可作另一推測，即在廣記編鑫以前，即有一書名集異記者，而該書已把薛用弱

集異記及其他集異之作，刪去作者自語，治為一爐，廣記編鑫者攘此而入書，亦未可

知。

無論現存於廣記中之集異記為廣記編差事者綜合薛氏集異記及其他集異記而成抑或

在編鑫之前即有此一「集大成J 之作而編鑫者攘以入書，把顧本所載與廣記所載相較

，廣記所載者則大遜於顧氏，此可歷歷見於前面之校餓中。廣記或省略其故事、或省

略其描述、或省略其轉合之關係詢、或改用常用之表達、甚或扭轉原來故事骨髓所在

之小節、刪除原作者評述之語、甚或誤讀原文或不明原文而遞改者，原來之精神容貌

頗有喪失，已不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云「其敘述頗有文采，勝他小說之凡鄙J '實

為可嘆。職是之故，廣記中所載集異記，已經洩人之陋筆所刪削竄故。一骰而言，文

章盡改愈精，而事實如反是，可見文采乃天賦之稟'洩薄之人未窺堂奧，卸自以為是

，妄加竄故，殊為可嘆，此亦洩人應自警惕者也。

就文物典制之沿革而言，其改動之處，有時或可供研究者之參考。如前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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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條中，廣記易顧本之「七百緝」為「百萬緝J ' r 張鐘」條中廣記之刪除宵禁一

背景，皆或可見其變易之一班也。

五、涵芬樓所載薛用弱集異記四十六則

涵芬樓載有並明言為薛用弱著集異記四十六則(10) 。與顧本篇名相同者有十一則

，依次為徐佐卿、裴琪、蕭穎士、王維、王煥之、張鐘、裴通遠(涵芬樓作裴通遠家

安，不知何故)、韋知傲、狄梁公、集翠裘、王積薪。其中徐佐卿(廣記謂出自廣德

神異錄)、裴琪、蕭穎士、王維、張盤、裴通遠、集翠裘、王積薪等八篇篇目亦見於

廣記。其餘三十五則皆載於廣記，而文字幾無差異。

饒有意義的是，當涵芬樓有關諸則與顧本及廣記相較時，出現四個有趣現象。(→

除集翠裘與王積薪二則外，各則出現之次序與顧本同，並構成涵芬樓集異記之最前部

分。(二)上述諸九則文字上與顧本間而不與廣記同(顧本與廣記之異己見前) 0 (.三)集翠

裘條在涵芬樓僅接於狄梁公之後，可視作為一整體，而集翠裘條文字與顧本同而與廣

記異。個)王積薪條在涵芬樓與集翠裘相隔二十多則，而王積薪條文字均與廣記全合而

不與顧本同。

根攘上述不尋常的四個現象，我們幾可推斷涵芬樓所載薛用弱集異記，乃選自為

顧本所代表的十六則本與選自廣記中所載的集異記。換言之，涵芬摟攘十六則本選錄

十條(或先選九條，稍後即再補上集翠裘條) ，故次序依十六則本而集翠裘之條序稍

後。其後，涵芬樓於廣記集異記中選錄三十六條，而其中之王積薪條即選自廣記。換

言之，涵芬樓忘卸了十六則本原有王積薪條，而於初錄中不選，而後竟選錄自太平廣

記;因此，王積薪條與廣記同而與顧本異，其條序之異於他條者實有因也。不存於顧

本十六則之三十五則觀皆著於廣記並文字與廣記同，可謂必選自廣記，不得謂原先另

有一本集異記，而涵芬樓與廣記皆自此集異記選錄也。蓋如屬後者，則涵芬樓所錄集

異記必有不存於廣記者。職是之故，涵芬樓所載集異記，其居前之十則選錄自十六則

。。現所據之涵芬樓薛用弱集異記，見台北商軍事所印萬有文庫涵芬樓舊小說內(已集三，頁五十七至

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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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後之三十六則(包括王積薪條)則選自廣記，殆無疑義也。

涵芬樓選自廣記之三十六則(包括王積薪條)依廣記次序為:王四郎、李清、玉

女、趙操、茅安道、~藥山、阿足師、汪鳳、買人妻(涵芬樓終於此篇)、王積薪、

衛庭司1\、崔圓、張光晨、李納、沈聿、永清縣廟、劉元迴、馬總、陳導、郎濤、金友

章、李楚賓、嘉陵江巨木、光化寺客、裴越客、丁宮、王瑤、崔韜、楊褒、鄭韶、都[J

超、田招、胡志忠、徐安、裴伯、鄧元佐。

六、太平廣記所載集異記八十則辨疏

攘哈佛燕京社編「太平廣記引得J '廣記共載集異記八十條。然而，廣記書內並

沒有指名為薛用弱集異記，雖近人或有以為即薛用弱集異記者。至於明為薛用弱所錄

之「徐佐卿」條，廣記則謂出自廣德神異錄。八十慷中之葉法善蝶，廣記謂亦見仙傳

拾遺。其中之石旻條，點校本謂:r 按見茵陽雜狙五」。其中之蘇頭蝶，點校本直接

謂出「廣異記」。今按:黃曉峰乾隆刻本作出「廣異記J (11) 。其中之永清廟碟，點

校本謂: r 明鈔本作出錄異記」。其中之蔣璟條，點校本謂:r 明鈔本作出黨異記」

。其中之盧元裕條，點校本直接謂出自宣室志。其中僧晏道條，點校本謂:r 明鈔本

作出黨異記」。可見不同的太平廣記版本，著錄頗有差異。其中之孫氏條、劉玄條、劉

先朝條亦見於太平御覽，並謂出自集異記。此三篇篇幅極鈕，時代未註明，但推斷所

載事為六朝居多，此後詳。御覽書目及書內分別註有集異記及郭季產集異記，不知是

否間為一書;孟之徵「古小說搜殘」把他們全部歸入郭季產集異記。郭季產其人及其

書已不可考。問時，廣記載有張天錫條(卷二七六)，謂出自李產集異慷(攘人名大

辭典，李產，前燕人，初依祖狄，後仕石氏)，而御覽則謂出自集異記。總言之，著

錄情形甚亂，不易詳考。

學於以上著錄之混亂情形，以及廣記所載各篇中年代(或六朝或陪唐)、篇幅長

短(有過長及過短者)、及文字風格之差異，筆者暫時的假設是:廣記所載集異記為

雜鑫之作，內錄有醇用弱集異記，亦錄有他人以同樣甚或同額書名的集異之作。以下

。。見註二中所述台北新興書局攘黃刻影印之太平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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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攘已知來源、年代、篇幅、文字風格來辨疏廣記所載集異記，疏漏錯誤在所難免

，說之為初步的作業可也。

廣記集異記八十則可按下列步驟逐層過濾:

一類。據顧本，可知蔡少霞、那曹進、.僧澄空(即平等閣)、王維、王積薪、張

鐘、蕭穎士、裴通遠、裴琪、集翠裘十則為出自薛用弱集異記。

二類。攘廣記中之「亦見」及明鈔本等，把兩出之諸篇靚作其源自他書。我們信

任明鈔本等，蓋由於這些可疑之諸篇，在年代、篇幅長短、文字風格等，與顧氏及廣

記的他篇大概皆不同之故。如此，葉法善條(文過長、文字風格迴異)宜歸入仙傳拾

遺，石旻條(短而文字不類)宜歸入團陽雜姐，蘇頭條(過短)宜歸入廣異記，永清縣

廟條(用大中主申歲，記年之例與他篇異)宜歸入錄異記，蔣璟條(過長，文字亦不

類)宜歸入鑫異記，盧元裕條(過起)宜歸入宣室志，僧晏道條(此條於年代篇幅文

字風格則無迴異於他篇之處)宜亦依例歸入鑫異記。

三類。其記事為六朝者可別為一頓，蓋一般而言，六朝人記六朝譎異事，而唐人

則記陪唐事也。於此目下，可得孫氏條(篇中不註明年代，但此慷在首卷中，而前面

諸則有明為六朝事者)、劉玄慷(篇中指名為宋，為精怪一之第五帳。第二條桓玄註

明東晉時，第七條居延部落主註明為周靜帝時，為陪前之北周;故以廣記篇次乃依時

間順序而言，此條應為六朝之宋)、游先朝條(未註明時代，然其體例與劉玄同而僅

次於劉玄條，諒亦為六朝事)、朱休之蝶(元嘉中)、張華條(晉惠帝)、鄧元佐慷

(時代未明。然、此則居卷首而其後有數則明為六朝事，故應亦為六朝事也)。

今按前三條(孫氏、劉玄、游先朝)亦見於太平御覽，又三條皆篇幅鈕，可歸為

一組，殆無疑義。至於是否為郭季產集異記，抑或李產集異傳，甚或其他集異記傳，

則是另一問題。至於朱休之條，文亦鈕，或與上述同一來源。至於張華及鄧元佐條，

則篇幅長起正常。要之，諸條皆載六朝奇異事。

四類。時代未註明，篇內亦無顯貴，但可依廣記篇次與時代相順一編例以大概推

知為唐事者。廣記集異記中前已歸納之一穎，皆有顯貴或註明時代者，故不與本類重

壘。前已歸納之三頓，為六朝事，故亦不與本類重疊。前已歸納之二額，可與本額相

重疊。現屬於本類者計有豆葉藥山、阿足師、郎濤、金支章、于誤、張式、光化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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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瑤、崔韜、蒞翊、盧言、僧晏道(亦見於二類)、朱觀。蔣璟條(亦見於二類),

雖不易依篇次定為唐事，但以篇中成熟之七言詩句論之，應為唐作。楊褒則可依篇次

定為六朝或陪事。同時，除亦見於顧本所載諸條外，時代未註明而可於篇內顯貴而得

知為唐辜者，有劉元迴、馬總、江准市人桃辰、裴度、胡志忠五條。江准市人桃該所

提到之水部員外郎杜涉、處州小將胡志忠，皆不見於人名大辭典，待考。但此兩則就

篇吹而言，亦可得推斷為唐事。如此說來，除去日本文上述三類所列各則外，廣記集異

記所載皆為陪唐譎詭事。就顧本作為參考之基礎而言，有顯貴而不著明陪唐年號者尚

可與顧本之薛氏集異記相符，至於沒有顯貴又不註明年號者則與薛氏有所乖離了。

五類。篇幅極短與極長者。極長者有葉法善(已於二類歸入仙傳拾遺)、李清、

蔣璟(亦見於四類)三條。極短者有蘇起草( 107 字，已於二類歸入廣異記) ;孫氏(

48 字，亦見於三類)、劉玄( 78 字，亦見於三類)、游先朝( 62 字，亦見於三類)

;江准市人桃霞( 26 字)、盧元給( 94 字)、朱休之( 80字，亦見於三類)。太長

與太短的諸篇，問多亦見於與顧本集異記相乖離之，二、三、四頓，可見太長太短實為

與薛氏相乖離的一個標記。同時，廣記所載集異記里，有關於犬的若干則，篇幅皆不

甚長，但稍長於此極題額。

六額。諸篇僅註明唐而不細及帝號而又缺顯貴於篇內以推知者。這類亦與前已攘

顧本十六則所分析之薛氏集異記體例有所乖離。現計有趙操、茅安道、蘇頭(與二類

重壘，原或屬廣異記)、買人妻、徐智通、盧元裕六則。

七額。篇中主角或改角非士宜階層者。接前面對顧本十六則之分析，哥華氏之集異

記所記皆為仕宜階層者，故非仕宜階層者亦可視作對醇氏集異記乖離之一個標記。計

有李清(亦見五類中篇幅極長者)、玉女、葉藥山(亦見四類)、阿足師(亦見四類

)、王安園、汪鳳(亦涉及玄宗蒙難事，稍異本類體例)、孫氏(亦見三類、五類)

、衛庭司\I、崔圓(亦涉及玄宗蒙難事，稍異本類體例)、永清縣廟(亦見二類。主角

名字不註明)、蔣碟(但水神大會中有屈原等人，稍異本類體例)、陳導、郎濤(亦

見四類)、李佐丈(李佐丈非仕宜，但旅食於兩士宜家，稍異本類體例)、金友章(

亦見四類)、于凝(亦見四類)、宮山僧、劉玄(亦見三頸、五類)、游先朝(亦見

三類、五類)、李楚賓、張式(亦見四類)、徐智通(亦見六類)、光化寺客(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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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額)、王瑤(亦見四額)、楊褒、盧言(亦見四類)、田招、朱休之(亦見三額)

、李扮(僅為秀才)、崔商、徐安、僧晏道(亦見二穎、四額)、朱觀(亦見四額)

、鄧元佐(亦見三類)。

上面是根攘外在的證攘而分出前二額，.而根據內在的差異而分出後五類。在第一

類裹，我們毫無困難地把屬於薛用弱集異記的諸則分別出來。在第二類里，我們寧願

相信明鈔本或其他外證而把有疑問的諸條歸入他書而不歸入醒民集異記，因為他們與

醒民者相較，有所出入，而廣記中集異記為雜揉之總合居多之故。從第三頓到第七頓

，都可說是以顧本醒用弱集異記十六則作基聽而提出與這薛氏原著的各個差異面，作

為把他們和薛氏集異記相乖離的標記。這些乖離面有時可以重壘，在一骰情形看來，

其重疊愈多(即一條同時出現於幾個乖離範疇裹)，則其與薛氏集異記愈乖離，其為

薛氏原作的機會愈少。然而，在這五種內在乖離類別里，以第三額(六朝事)、第五

類(篇幅過長過短)的乖離性為強，其他諸類則較為弱勢。同時，就可能的不同來源

而言，第三類(六朝)比較能提供相當的基礎，其他諸額亦多少替可能有的不同來源

提供了一定的指標作用。

當然，我們也可以界定更多的乖離面。有兩個乖離面是特別需要一提的。一是就

文字風格之同異而言，一是就譎詭之為先設或非先設而言。要討論文字風格，需有界

定許多關於文字風格的測量面，加以統計分析，這樣才能客觀，才能分出各種類型，

而進一步指出其與薛氏集異記十六則之乖離。但這是一個很接雜的工作，筆者不擬從

事。不過，筆者仍願意指出，就文字風格而言，即使未作仔細客觀的辨析，仍可大約

地感到某些篇條與薛氏十六則頗有差異，如三類中的六朝較短作品、五類中之過長過

短作品、某些犬類故事等。即使篇幅長短相近，仍有一些篇條與薛氏風格相異者;相

當顯明而又沒有在前面強烈地被指出其乖離薛氏集異記者，當推阿足師條。該條可謂

以四言句構成，且有徘儷的傾向，與薛氏十六則極不相額。此條雖擁有四類及八額的

乖離，但這兩額之乖離皆為弱勢，非賴其文字風格上之乖離不能確定其遠離薛氏作品

。故文字風格上之差異實不可不論。

至於譎詭之是否為先設則是一相當種雜而對於集異之作之美學品質最有關聯的東

西。所謂譎詭之先設，是承認超自然之情事為當然、為實存，而篇中甚或一開始言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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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妖某超自然事物，然後這超自然世界與篇中的主角產生相接，而成為這集異之內容

。所謂譎詭之不先設，是篇中之主角作為一個生存於日常現實世界的人在某一場合裹

遇到譎詭怪誰之事，而往往於終篇回復到不譎詭的日常現實。一般說來，讀者在前者

所產生的譎詭感往往為弱勢，因為讀者會遵循書篇之先設態度而採取承認有這超自然

世界或暫時把這超自然現實視作當然;於是，譎詭感便不強烈。然而，讀者在不先設

的後者里所產生的譎詭感則為強勢，像篇中主人翁一樣突然發覺自己陷入了不可信的

超自然世界，產生強烈的譎詭感;甚或在終篇之後乃有「是耶否耶」的疑問，猶豫於

信與不信之間。我這個「譎詭感」美學觀念乃借自結構主義大師托鐸洛夫，但由於本

文體制所限，我僅打算作粗略的應用02)。就上面簡括的描述，我們可看出醇用弱十

六則里大致上是採取譎詭不先設的敘述結構，故譎詭感在讀者心中往往以強勢出現。

但廣記中所載之集異記則往往有採取譎詭先設的態度與敘述結構者。學例來說，在茅

安道條里，篇中一開首即謂:r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晝符役鬼，幻化無端」。讀

叫我此處之譎詭感美學理論，乃借取結構主義大師托鐸洛夫(Tzvetan Todorov) 在其「論育幻

敘述體 J (The Fαntαst缸， trans , by Richard Howard , New York , Cornell Univ.

Press , 1973) 一書所提出的觀念。托民認為奇幻敘述體 (the fantastic) 會使讀者在閱讀里

產生一個奇幻感，處於可信與不可信的模稜猶豫宴。要獲得育幻感，也就是要構成一個育幻敘述

禮，需要符合某些條件。其一，讀者需 v)篇中之世界為日常之現實世界而讀者對篇中所產生譎詭

之事，猶豫於起自然與自然二解釋間。如果全然用起自然的解釋，承認一個起自然界之為當然，

那麼也就無所謂譎詭奇幻可言了。但如果叫自然現實自解釋之，甜叉解不通。這麼的一個猶豫於

兩者之間，還乃有奇幻感之可言。其二，讀者宜與篇中之主角相認同，這樣才能發覺自己突然陷

於譎詭之世界而產生育幻感。其三，讀者要謀取某些文額態度，不把書篇看作是比喻性的表達，

也不把書篇看作是不求寫實的「詩」意表達，否則，奇幻感(即猶豫於可信與不可信間)也無由

而生。同時，托氏指出，奇幻敘述體往往只是一個邊界不很明晰的文蝠，一邊倚向起自然的解釋

而成為「神妙體 J (the marvelous) ，一邊倚向自然之解釋而自為篇中譎詭不過乃因不細察而

生而質可叫自然現實釋之者，遂成為「不察見怪體J (the uncanny) 。托民同時謂，奇幻感實

與幻覺或視覺有關，並J2L語言、結構、及語意三者來進一步論述奇幻體的積成。我這襄用「譎詭

感」而不用「奇幻感」乃是一方面在行文上欲繼承晃氏「譎詭」一詞，一方面也由於集異記篇幅

短而旨在集異，與托氏奇幻體之長篇及成熟度而言，寶雞叫相提並論，而所產生之「育幻感」亦

不免睦乎其後。要之，可視本文所說之「譎詭感」烏托氏所界定之「奇幻感」之弱勢表達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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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此情況下只好追隨篇中的先設態度以讀之，以畫符役鬼為當然;職是之故，所生

譎詭感往往為弱勢。在這例子里，其態度及敘述結構皆為譎詭先設。在衛庭訓條中，

先言「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乃以琴酒為事J '然後謂「一日，偶值一學人

，相得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酹，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

: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到此為丘，是遵循譎詭非先設結構，會產生強勢的譎

詭感。但按著篇中言衛庭訓與此梓桐神之交往，超自然現實的世界被完全地接受而敘

述，這超自然現實之純然被接受遂壓倒其原有的譎詭感。至篇末之「有一黃衫吏持書

而入，拜日，天曹逢命為判官。遂卒於是夕J '讀者只好遵循篇中所要求之超自然世

界而接受之，懸疑之譎詭感遂喪失殆盡。上述之第二類情形，在廣記中之集異記頗多

，尤其是在神鬼二類里。相反地，薛用弱集異記十六則之譎詭非先設的敘述架構往往

能支持至終篇，而閱讀中之譎詭感一直處於強勢中。鼓學一二例以明之。以平等閣為

例，篇中所展開之世界實為現實世界而非超自然世界，澄空投入鐵被中而佛像得以戚

，其關係亦不免是「是耶非耶J '而李嵩之為澄空後身仍不免是臆猜。「計僧死像成

之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聶也得非澄空之後身蠍」。如此說解之語，

正反映著只不過是以某角度以圓其說的作法，讀者，尚有大量的空間可處於信與不信之

間。裴琪條之結構同樣遵循譎詭非先設結構，先陳設一個現實世界，然後讓妻跌進入

譎詭之事。篇中超自然世界所占之篇幅雖長，但其中主角之自省語「吾豈為異物耶，

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J '正是譎詭感之演出。同時，篇末把裴琪敘述為突然生病而語

言大異，正好讓讀者有餘地認為前或不免為偶發之疾所產之幻覺。最後之作者自語，

「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J '其中之「話」字即不免涵著信與不信間的譎詭

感。即如裴通遠條，老婦於其所遺錦賽中有逝者覆面之物四，而四位女見得之不旬日

相故而卒，讀者尚可猶豫於現實與超自然現實之間，因為這些逝者覆面之衣不見得必

為陰魂所持，而四少女之死亦不得必謂為鬼所召去也。

七、太平廣這己所載集異記八十則母題分析

太平廣記共分九十二類。廣記中之集異記入十條，隸屬於三十穎，依次為神仙四

則、女仙一則、道術一則、方士三則、異人二則、異僧一則、釋證二則、報應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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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應一則、貢學一則、豪俠一則、醫一則、技巧一則、博戲一則、夢三則、神十則、

鬼五則、神魂一則、妖怪三則、精怪三則、塚墓一則、雷二則、寶四則、草木一則、

龍二則、虎四則、畜獸十二則、狐三則、蛇一則、水族二則。廣記之分穎，雖亦有其

價值，但其不免粗略，而不能帶領我們對各篇條之內容有任何深入及系統之理解。

I下面是繼續前面對顧本薛用弱集異記十六則所作的母題分析，對廣記所載集異記

八十則所涵攝之母題世界逐篇作初步的分析，簡明標出每篇所含的母題。這襄只僅就

筆者本人所認知之民間思想，就每篇內容而把母題析出，思辨未周與及所用後設語言

未盡完善之處，在所難免，視之為初步之作業可也。雖然如此粗漏，藉此亦未嘗不可

對我國民間思想有進一步具體之把握，亦有利於廣記以後的民間文學以及文人文學母

題世界之了解，蓋由來有自也。

為了前節考證辨疏上所作之辨別更為易見，故於下列逐篇母題分析時順便標明其

年代之下限，以求一目瞭然。

篇名卷數及類目 事蹟年代(下限) 母題

( .OIl色表示藉篇中所載唐代顯貴可知)

l 葉法善( 26 神仙) 玄宗(唐) 此篇母題甚為被雜，就其大者言之，有

誦仙母題、神授異能母題、降魔母題等。

Z 主四郎( 35 神仙) 唐元和中 缺乏顯明母題，且主四郎亦非神仙，只是

能化金而已;或勉強可名之為煉金術母題。

1 李 清( 36 神仙) 高宗永徽五年(唐) 道家洞府母題、神授母題、山

中方七日母題。

4. 蔡少霞( 55 神仙) ...唐(攘顧本) 絕藝神授母題(詩藝及書藝)、夢

中神授絕塾母題、被選母題。

E 玉女( 63 女仙) 唐大曆中 守童貞不老母題興修道不老母題相結合。

a 趙操( 73 道術) 唐 煉金術母題。

1 符契元( 78 方士) 唐長慶初 道家入靜神遊母題、陽官不避陰官母題。

a 茅安道( 78 方士) 唐 遁形母題與作法變形母題。

a 石旻( 78 方士) 唐太和九年 方士知未來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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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子牟( 82 異人) 唐 異器(玉笛)與異人母題、具器非凡人所能勝用

母題。

11.奠藥山( 84 異人) 時代未明(唐事居多。代宗時稱長安為上都，今文中有

上都通化門。且前幾條皆載唐事) 絕塾母題(治輔)與布施母題結合。

12.阿足師( 97 異僧) 年代未明(按其前後諸條述唐事，疑亦述唐事) 佛

教除宿孽母題。

13.那曹進 (10 1 釋證) 唐至德已來 夢中預言母題、夢中謎式語言母題、僧

道為特殊階層而有異能母題、釋證母題。

14.殭僧( 101 釋證) 唐元和十三年 釋證母題及佛身不可犯母題。

15.僧澄空 (114 報應) 唐開元初 佛家捨身母題及佛家後身母題。

16.蘇頑 (121 報應) 唐 相者預壽母題、陰間訟敗而夭壽母題。

17.王安國(1 28 報應) 唐寶曆三年 冤魂現身母題、夢兆母題、冤魂復仇母

題。

Ie.汪鳳(1 40 徵應) 唐天寶十四年 囚妖不慎被釋而人間生災難母題、世

運宿命母題、妖氣則鄰近死喪凋隕母題。

19.王維(1月貢學) ...唐 仕人僥獲王侯知音之賞識母題。

別.買人妻(1 96 豪俠) 唐 女豪傑復仇而去母題。

21.魏淑 (220 醫) 大曆中(唐) 釋證母題(歸依佛以治病)。

22.李欽瑤 (227 技巧) 至德中(唐) 神乎技矣母題(前術)。

23.王積薪 (228 博戲) 玄宗(唐) 絕塾神授母題(圍棋)。

24.孫 氏 (276 夢) 年代未明(疑為唐。此條在夢類首卷中，而前面諸則有明

為六朝事者。) 夢兆母題及夢中謎式語言(宵象語言)。

1 25.張 鐘 (278 夢) 大曆中(唐) 夢中預言母題、及夢中謎式語言(切語:

)母題。

26.高元裕 (278 夢) 大中二年(唐) 夢中預言母題、夢中謎式語言(近乎

拆字)、及神蹟猶存母題。

27.衛庭訓 (302 神) 天寶初(唐) 與廟神為友母題、命喪則魂被索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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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曹間最壽母題、奉天曹命為官而卒母題、神祇繁華生活一如人間官宜母題。

28.崔 圓 (303 神) 天寶末(唐) 神祇避駕母題、神祇預知帝事母題、神

祇繁華生活一直口人間官宜母題。

29.張光最 (304 神) 德、宗(唐) 間祠得夢母題、夢中預言母題、夢中謎式

語言(委曲語言)母題。

30.李 納 (305 神) 貞元初(唐) 嶽神界預知或並安排人間官吏壽命及其

接班母題、嶽神界與人界可交通母題、人間事預演於嶽神界母題。

31.沈 聿 (307 神) 貞元中(唐) 因夢隨使入陰間母題、續命延限母題、

人鬼學訟而人被召入陰曹母題、藏於寺廟以避劫難母題。

32.永清縣廟 (307 神) 大中主申歲(唐) 神祇向人間申訴其被屈母題。

認.凌 華 (307 神) 元和初(唐) 貴骨母題及貴骨因德之不修而轉移母題。

34.劉元迴 (3個神) .唐(篇中述李師古事。今按李師古為唐節度使。此條之

前後皆為唐事。) 神借人身現法母題。

35.馬 總 (308 神) .唐(篇中述馬總事，馬總為唐節度使) 陰官於人間

求人接班母題、夢中預言母題、夢中謎式語言、壽命長起母題。

36.蔣 璟 (309 神) 時代未明(疑為唐作，蓋篇內之七言詩句極為成熟)

靈龜報恩母題、水神大會母題、溺於水或與水有關聯之名人頭後為水神母題、

魚蝦等水族或訟漁人於海王母題。

37.陳導 (328 鬼) 唐龍朔中 遇陰使母題、陰使行災母題、陰使要賄免災

母題。

38.蕭穎士 (332 鬼) .唐(篇中述蕭穎士事，且顧本有用屬自語) 後人宵

其祖母題。

39.裴通遠 (345 鬼) 唐憲宗 拾得冥物而死母題或陰魂入陽界催死母題。

的.郎 濤 (347 鬼) 時代未明(當為唐，該條之前後皆為唐事) 與女鬼同

居母題、與鬼魅同居會死母題(隱含)、道士為特殊階層母題、貼符咒等以驅

正鬼魅母題。

41.李佐文 (347 鬼) 開成四年(唐) 荒野宿鬼塚母題、鬼塚變形為屋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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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裴 哄 (358 神魂) ...唐(從篇中竇溫可知) 陰陽異域母題及陽魂入陰

間母題。

的.金支章 (364 妖怪) 年代未閱(疑為唐，蓋前有一則唐事) 枯骨成女精

母題、凡物總有精魅附之母題、精魅之首畜女精為姬妾母題。

科.于 凝 (364 妖怪) ，年代未明(疑為唐，蓋前有一則唐事) 枯骨成精母

題。

45.宮山僧 (365 妖怪) 元和初(唐) 一見妖一不見妖母題或心生妖怪母題。

崎.劉 玄 (368 精怪) 宋(六朝。精怪一之第五條。第二條桓玄註明東晉時。

第七條居延部落主，註明為周靜帝時。故以廣記篇吹言，則此條應為六朝之宋

) 古物成精母題。

47.游先朝 (368 精怪) 時代未明(然其體例與劉玄同而僅吹於劉玄條，諒亦為

六朝事) 物成精母題。

相.李楚賓 (369 精怪) 建中初(唐) 盤卡預言母題、變形母題、古物成精

母題、精魅以魔法方式傷人(此處兼用 W.!t鄰及宵象關係，喙屋則堂中之母痛苦

呻吟)母題。

4旦張 式 (390 塚墓) 時代未閱(篇內有洛京一詞，而其前有數則言明為唐事

者) 夢中預言指引母題、夢中謎式語言母題、風水母題。

目.徐智通。"雷) 唐 變形母題、神界約相為戲母題、神界交談祕密為人

所偶聽而其事終實現母題、神功精妙母題。

51.裴用 (394 雷) 唐大和 雷劈棺墓碎屍母題。

52.李 勉 (402 寶) 開元初(唐) 尋寶母題、臨終因義贈寶母題。

自.集翠裘 (405 寶) 則天時(唐) 忠嬰分明母題。

自.嘉駿江巨木 (405 寶) 開成三年(唐) 嘉異(與災異相對)母題(背象

關係)。

自.江准市人桃霞 (405 寶) ...唐(篇中有水部員外郎杜涉，且前後皆為唐事)

神山出寶物母題。

56.光化寺客 (417 草木)



集異記考譚與母題分析 255

如唐傳奇之作) 變形母題、花卉成神或精而絕艷母體、人與花神或花精相

戀而終離遺憾母題。

日.劉禹錫 (422 龍) 唐貞元中 雷龍母題、異事歷歷而其後物態依舊似未嘗

生者母題。

58.盧元裕 (422 龍) 故唐 龍可小大變易母題。

到.裴越客 (428 虎) 唐乾元初 虎媒母題。

個.丁 官 (429 虎) 貞元十四年(唐) 人虎信情交感母題。

61.王 瑤 (433 虎) 時代未明(其前兩慷之柳並慷為唐事，疑亦為唐事。有漠

州一地名) 變形母題(虎化為人)。

62.崔 韜 (433 虎) 時代未明(居於王瑤條之後，疑亦為唐事。有明經摟第語

) 變形母題(虎化為女子)、宿命母題。

63.楊 褒 (437 畜獸) 時代未明(廣記中置於犬上第五條，前三蝶則明言為晉

事，第六條則為陪事，故此條應屬六朝或陪事。) 義犬母題(識奸救主)。

倒.鄭韶 (437 畜獸) 陪惕帝時} 義犬母題(識奸教主)。

自.柳超 (437 畜獸) 唐中宗 義犬母題(識奸救主)。

66.蒞 翊 (437 畜獸) 時代未明(此卷篇次與時代先後有錯亂。現僅就此條之

前後暫定為唐事) 義犬母題(識奸教主)。

67.盧 言 (437 畜獸) 時代未明(此卷篇次與時代先後有錯亂。以其居前之則

為唐，暫定為唐事) 養犬為義犬母題、義犬母題(醒主逃離火災)。

倒.田 招 (437 畜獸) 貞元初(唐) 家犬不可食母題、犬識性而記恨復仇

母題。

的.裴 度 (437 畜獸) ...唐(篇內主角為裴度，唐名臣。) 犬識性而記恨

復仇母題。

而.朱休之 (438 畜獸) 元嘉中(六朝之晉) 主題未明或可稱為犬怪母題。

71.胡志忠 (438 畜獸) ...時代未明(其前後之條皆為唐，或為唐事。篇內謂處

州小將胡志忠奉使之越) 犬怪母題、託夢母題。

72.李粉 (439 畜獸) 天寶末 家精母題、變形母題、畜精穎復其原形則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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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力母題、畜精類自日乃復其形母題。

73.張 華 (442 畜獸) 晉惠帝(六朝) 狐狸精母題、變形母題、華表(枯

木)照夭母題。

74.崔 商 (445 畜獸) 元和中(唐) 猿精母題、變形母題、或亦涵攝花果

山母題。

75.徐 安 (450 狐) 開1c五年(唐) 狐狸惑人妻母題、變形母題(狐狸化

作美男子)、飛籠赴約母題、斬妖則惑除母題。

76.僧晏通 (4日狐) 時代未明(前數條為唐事，疑亦為唐代) 狐狸扮人母

題。

77.薛 要 (454 狐) 貞元末(唐) 母題實未明，或可暫以妖狐母題觀之。

78.朱 觀 (456 蛇) 時代未明(然此條居卷末，前有若干則名言為唐事，疑為

唐) 蛇精母題、變形母題、蛇精化為男子惑闇女母題、斬妖則惑除母題。

79裴伯 (4n6 水族) 唐聞元七年 母題未明，或可暫以巨龍雙目若日照夜

如畫母題。

80.鄧元佐 (471 水族) 時代未明(疑為六朝時，蓋此條為此卷首則，其後若干

則為六朝事) 螺精母題、變形母題(變作女子)、悟道母題。

八、餘論

在上面對集異記之考證爬梳與及母題分析的作業竣工以後，我更深信薛氏十六則

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的「其敘述頗有文采，勝他小說之凡鄙J '而其譎詭感之

與其敘述結構相結合而得以保持至終篇而產生譎詭美感更值得注意;同時，我更深信

太平廣記中所載集異記為雜揉而成者，來源甚為被雜。廣記所載薛氏十六則以外者，

並非必然、遜色，而許多佳篇亦迫近宋洪邁所謂「悽婉欲絕J (l的(如買人妻、金支暈

、光花寺客)及前面所謂「其敘述頗有文采」者(如殭僧、嘉陵江巨木、丁宮、胡志

(13)宋洪邁謂: r 唐人小說不可不熟，言事懷婉欲絕，間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

。現耳!自割開榮唐代小說研究，台北，商藹，一九六六，頁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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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徐安等)。

上面的考證爬梳工作，第一及第二項是沿外證的方向進行，合乎考證之傳統，但

其後所提出之五項細分，純是內延，似乎已超出了傳統的考證範疇，可以說是從不可

能里去作可能的爬梳。尤其是最後所提出的文字風格問題與及譎詭感問題，則更為內

延了。換言之，本文是試圖把考證爬梳的工作逐步迫入作品的內部，把內延的研究與

考證爬梳聯結在一起。事實上，考證爬梳的工作與母題研究亦可以聯結在一起;不過

，集異記鹿為集譎詭事而成，母題之差異不易作為一爬梳分辨之標準。

在母題的分析里，我只是對各篇所統攝的母題作初步的粗略的指出，並沒有進一

步的加以整理歸類。事實上，即使在這初步描繪的階段裹，我也沒有有意地對我的後

設語言及母題系統作任何刻意的安排。在西方的民間傳統研究宴，湯姆森根攘阿勒恩

的民間故事分穎而擴大至五大範疇、三十二類則，二千三百四十細目的索引，相當周

密(14) 。然而，如果就更高的抽象層次而言，正如結構主義大師托鐸洛夫在其「論奇

幻敘述體」一書里所揭示的，分類宜在抽象層次里形成一個系統(尤其是一個由相對

組構成的系統) ，方為完備(15) 。在目前的初步母題描述里，我沒有這個雄心要建構

一個母題系統，甚至也沒有雄心存著母題系統的觀念來描述篇中的諸母題。為什麼呢

?一方面由於力有未逮(要建立一個母題網牽涉很多問題)j 一方面也由於這樣的一

個研究，應在廣記全書中進行，或至少在廣記全書中有譎詭的全部書篇去進行，才能

竟全功。這樣的工作得留待對廣記作較全盤研究的人去處理了。

譎詭感是討論譎詭之作底美學反應的一個重要環節所在，因本文體製所限，我在

上面只能作了粗略的解釋與學例。如果能把廣記中所有譎詭之作作通盤之觀察，然、後

深度地系統地討論其譎詭感，當是饒有文學意義的工作。事實上，俄國結構主義大家

普拉普研究俄國民間傳說所提出的三十一個結構點與及用此以勾構的民間傳說形態學

(則與及法國結構主義大家葛黑瑪攘普拉普而成的修正模式(縮誠為二十個結構點等

(14) Stith Thompson , The Falktα峙， New York , 1946.

的 Tzvetan Todorov , The Fαntastic， 請參註十二。

(16) V. Propp , Morphology of the FolktαIe ， trans. by Laurence Scott (Austin: Univ.

of Texas Press) ,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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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 ，都相當地有助於我們對廣記中所載的民間傳說或譎詭之作在結構形式上有

所了解。但這些可能從事的作業都在本文研究範疇之外，.只是在此餘論襄略為一提以

供有志者之參考耳。

。7) A. J. Greimas , Semαntique structurαle (Paris: Larousse) , 1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