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大人文學報
第三十三期，頁 1-18

二00三年六月

柳宗元「贈序文」探究

胡楚生＊

摘要

本文研究柳宗元所撰「贈序」一體之古文，分為三節：

一、引言：說明「贈序」文體的起源及發展情況。

二、柳宗元「贈序文」之特色：分別自「題材對象」、「內容表達」、「寫作技巧」三方面，舉

柳丈實例，加以說明。

三、結語：比較柳宗元與韓愈二人所撰「贈序文」之特色，並指出柳氏「贈序文」在古代散

文史上地位。

關鍵詞：柳宗元韓愈贈序文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率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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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贈序」是一種臨別贈言性質的作品，〈老子〉說：「君子贈人以言。」

《苟子﹒非相》說：「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意義與此相近，「贈序」

的體裁，是由「書序」發展而成，「書序」的作品，起源很早，《莊子》的（天

下篇〉’《史記〉的（太史公自序〉’《准南子〉的〈要略篇〉，《法言〉的（吾

子篇〉，都已經是〈書序〉的性質，等到詐，慎《說文解字〉的〈序〉，那已經

是正式為「書」作「序」的作品了。

魏晉以下，文人學士，宴遊雅集，吟詩作賦，然後以文章記述其事，也

稱之為「序」’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王勃的〈秋日登洪府勝王閣饒別序〉，

都是膽炙人口的傑出作品，其性質已不同於「書序」之作。

初唐文壇，親朋好友，在離別之際，往往贈以叮嚀之言，遂成為「贈序」

的文體，贈序的內容，一般都是敘說彼此之間的友誼關係’給予對方的期勉

之言，或者藉以抒發自己的心得見解，王勃、駱賓玉、張說、陳子昂、張九

齡等人都有此類的作品，及至盛唐時期，李華、王維、蕭穎士、劉長卿、李

白、高適、元結、獨孤及等人，也都有此類文體的重要作品，但是，這種文

體，到了中唐時期，才真正地興盛起來，而韓愈與柳宗元，更是撰寫「贈序」

的能手。

在韓愈的文集中，一共收錄了三十二篇「贈序」作品1 ，在柳宗元的文集

中，一共收錄了四十六篇「贈序」作品2 ，筆者前曾撰有（韓愈贈序艾的寫作

技巧〉一文人探討韓愈的「贈序文」’本文之作，則係專門研究柳宗元有關

「贈序文」的作品，而分類加以探討。

l 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七年再版。（韓愈贈序之文，以

此書卷四所收 ，文題中有 「送」字 「 贈」字者為準）。

2 （柳宗元集﹜ ，台北，燕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一年。（柳宗元贈序之文，以此書

卷二十二至二十五所收，文題中有「送」字者為準）。

3 胡楚生：〈韓愈贈序文的寫作技巧〉，載《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論會論文集〉’國立中正

大學歷史傘 ，民國八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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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宗元贈序文之特色

（一）題材對象

「贈序J 的作品，必有所贈的對象，贈予的人物，在柳宗元的四十六篇

「贈序」作品之中，就其所贈的對象人物，加以分析，約可分為下列幾類：

1. 贈官宣

柳宗元的贈序作品，其贈予對象，為在朝居官之職位者，共有十二篇，

計為〈送楊凝郎中使還沖宋詩後序〉、（送崔群序〉〈送郝寧獨孤書記赴辟命

序〉、（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送寧國范明府詩序〉、（送幸南容歸

使聯句詩序〉、（送李判官往桂州序〉、〈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送南浩州

量移灌州序〉、〈送薛存義序〉、〈送薛判官量移序〉、〈送李滑赴京師序〉’共計

十二篇。

2. 贈文士

柳宗元的贈序作品，其贈予的對象，為未居官位之文士者，共有二十篇，

計為〈送苑論登第後歸觀詩序〉、〈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送班孝廉握第歸

東川觀省序〉、（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送

趙大秀才往江陵謂趙尚書序〉、〈送嚴公脫下第興元觀省詩序〉、（送元秀才下

第東歸序〉〈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送崔子符罷舉詩序〉、〈送蔡秀才下第

歸觀序〉、〈送韋七秀才下第益友序〉、〈送辛生下第序〉、〈送韓豐群公詩後序〉、

〈送霎圖南秀才遊准南將入道序〉、〈送易師楊君序〉、〈送徐從事北遊序〉、〈送

詩人廖有方序〉、〈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送賈山人南遊序〉，共計二十篇。

3. 贈親人

柳宗元的贈序作品 ， 其贈予的對象 ， 為自己之親人 、 族人者共有五篇，

計為〈送從兄儒罷選歸江准詩序〉、〈送從弟謀江凌序〉、〈送禪序〉、〈送內弟

盧遵遊桂州序〉、〈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共計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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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贈僧人

柳宗元的贈序作品，其贈予的對象，為方外之僧人者，共有九篤，計為

〈送方及師序〉、（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遊河朔序〉、〈送異上人赴中丞叔父召

序 ） 、 （ 送僧浩初序 〉 、 〈 送元嵩師序 〉 、 （ 送深上人南遊序〉、（送文郁師序 〉 、（送

玄舉歸幽泉寺序〉、 〈送港上人歸准南觀省序 〉 ，共計九篇 。

以上四類，共計為四十六篇，由此四類四十六篇贈序文中，可以見出，

柳宗元交往之親朋友人，及其往還事略狀況之一斑。

（二）表達內容

柳宗元所撰四十六篇贈序文，就其作品之內容而言，約可分為下列幾項

重點：

1. 議論政理

柳宗文不但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對「民

本」的觀點，在我國政治思想史上，也應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送薛存

義之任序〉中，柳宗元說道：

凡史於土著，若知其職乎？蓋氏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氏之

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

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益之。向使傭一夫於家，

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點罰之矣，以今天下

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點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

同。 4

在這一段文章中，柳宗元首先肯定，官吏應該是為民眾服勞而執役的，卻不

是去役使百姓民眾的，因此，他將政府所委派的地方官吏，看作是與民眾出

錢共同聘僱的傭工，沒有兩樣，雖然，官吏與傭工之間，形勢似不相同，但

4 同注 2 ，下引柳宗元文立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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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官吏與傭工，同樣是享受出自民間的傳祿，同樣是為眾民百姓而服役，

因此，「勢不同而理同」，在這裡，政府官吏是「公僕」的觀念，已經相當成

熟，「公僕」的名稱，也幾乎是呼之欲出。

古代的民本思想，萌芽甚早，《尚書﹒辜陶誤》中說：「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書﹒酒詰〉中也說：「人無於水監，當於

民監。」都是說明了「民意」的重要，民本的思想，到了孟子，才算達到了

高峰，《孟子﹒盡心下》說：「民為貴，社稜次之，君為輕。」但是，自從秦

統一天下之後，專制政體形成，民本的思想，自然受到壓制，從孟子之後，

直到柳宗元，才提出了官吏是「公僕」的說法，不能不說是非常難得的見解。

柳宗元在〈送寧國范明府詩序〉中說：

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

同樣也是一種「公僕」的觀念，這種觀念，在中唐時期提出，在政治思想史

上，確實應該是彌足珍貴的。

2. 會通儒佛

在中唐時代，韓柳齊名，韓愈、尊崇儒學，拒斥佛老，柳宗元卻讀書廣博，

接近佛道，並且從事會通儒佛的工作，在（送異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

他曾說道：「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所以，他的思想觀點，也較

為開闊包容，在〈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中，柳宗元說道：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點老子，學老子者，則點孔氏，

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

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送相誓抵梧而不合者，可勝言

邪！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件

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閑曠而質直 ，物無以挫其志，

其為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讀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 通而同

之，搜擇融液，與大道過，成伸其所長，而點其奇邪，要之 ，與

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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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

在此文中，柳宗元不但認為老子只是孔學的異流，以為老子之道，並不與孔

學絕對相反，同時，他也認為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雖然與孔學不合，

但是，只要用其所長，都可以有助於世用，男外，柳宗元更提到釋家之學，

以為雖為世人所怪駭，卻「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他這種開明包

容，會通儒佛的觀點，是十分難得的。在（送僧浩初序〉中，柳宗元說道：

叉說：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誓余與浮圖避，近朧西

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

：手圈。」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

其於性情突然，不與孔子異道。

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凳而惱，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

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如石而不

知扭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圍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

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

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幸L也，則會是其焉從，吾之好與

浮圖遊以此。

柳宗元以為，佛理與儒家《易經〉、《論語》之義，往往有相合之處，而僧人

之徒，往往不愛宮，不爭能，不似世俗儒者之爭名逐利，因此，他之所以與

僧徒往還，主要是愛好佛理及僧人之淡泊，他也批評韓愈拒斥佛徒，只是剋

就表面的形跡而言，未能深入其內，並不公允。

另外， 在 〈送文暢上登五臺遂遊河朔序〉中，柳宗元也稱讚僧人文暢，

將能「統合儒釋，宣樵疑滯」，在〈送元嵩師序〉中，柳宗元也期許僧人元暑，

「且與儒合」，在〈送文郁師序〉中，柳宗元也提到僧人文郁，「讀孔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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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詩歌逾百篇」，「叉遁而之釋」，要之，柳宗元不像韓愈一般，拒斥佛老，在

思想觀念上，他更加開明廣闊，主張會通儒釋，而不局限於一隅。

3. 表彰忠義

柳宗元的贈序文中，有兩篇表彰忠勇義烈人士的文章，其中最為重要的，

便是表彰南霄雲之子南承輛的作品。

唐代安史之亂，南齊雲與張巡、許遠同守唯陽，南霄雲曾單騎突圍，前

往臨准，求救兵於賀蘭進明，未得援軍，城破死節。南霄雲之壯烈行徑，韓

愈於〈張中丞傳後敘〉中曾詳記其事，柳宗元於〈唐故特進贈閱府儀同三司

揚州大都督南府君唯陽廟碑〉中也會詳記其事，兩篇文章，也並傳於世。

順宗永貞元年，南承桐因官渚州刺史，而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劉闢謀反，

官吏以南承桐未能事前防範，因請至永州，時柳宗元因王韋事件，貶在永州，

二人因之相話，憲宗元和四年，立鄧王寧為太子，大赦天下，南承鬧得以移

刺漫州，有關此事，柳宗元於〈送南渚州量移漫州序〉中說道：

‘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

丞’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為簿，

漢北地都尉旬，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餅，濟北相韓千秋，

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

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浩州，才干蜀道劫寇，畫不擇刃，夜不

釋甲，曰，我忠烈盾L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盾L也，盡力

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史，以簿書校討贏縮，受譴茲郡。

柳宗元在此文之中，首先談到國家榮寵南霄雲的死節，故於南承桐七歲之時，

即授予四品官銜的婪州別駕，但較之古人，世人仍然以為朝廷有薄待之嫌，

繼之則敘說劫寇謀反，南承桐守土衛園，「畫不釋刃，夜不釋甲」’以無本先

人節烈的忠義行為，卻受制於刀筆之吏，貶誦至永州的情形，〈送南清州量移

遭州序〉叉說 ：

永州 多識吏，而君侯息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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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君適僻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

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

柳宗元在此文後段，也提到南承桐「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因此，「四方之

求忠壯義烈」的人才者，都必將以南君為準則的讚許之辭。

柳宗元在另外一篇〈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中提到，當時有唐室宗親

李鉤，嘗為鹽鐵轉運使及節度使，而「竊貨財，聚徒黨」’將以謀反，及憲宗

即位，大立制度，於是李錫恐懼，「視部中良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其

部屬李睦州因此先後被貶於循州與永州，元和二年，李錫據潤州謀叛，李睦

州適在講途之中，李錫以兵眾百人阻於楚越之郊，李睦州且戰且走，乃得安

抵貶所，稍後，李錫伏誅，「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睦州至永州，吳武

陵贈之以詩，而柳宗元遂為之序，以記其事之始末，且以表彰李睦州之忠、勇

義烈。

柳宗元的贈序文中，雖然只有兩篇文章屬於表彰忠義人士的行徑，但是，

其用心的專注，其性質的重要，尤其是關於南承繭的事跡，格外值得留意，

故加以強調說明。

4. 安慰落第

唐代實行科舉制度，因此，科考舉試，便成為人才登進的唯一途徑，儒

生士子，寒窗苦讀，名登金榜，自然欣喜逾恆，不幸落第，心中苦悶，可以

想知，柳宗元本人在科考方面，雖然一帆風順，但是，對於友人中落第之士，

則也不時作出慰藉之言，在〈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中，柳宗元說道：

周乎志者，窮頗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

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屬之息，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

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葉，既遊

京師，寓居仄陋，無使令之童，閥交易之財，可謂窮蠟矣，而操

逾厲，志之周也。

元秀才名公瑾，勇於講學，急於進業，卻困於窮顱，赴京科考， 卻「當三，點

之辱」’失意落第，在此文的後段之中，柳宗元說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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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聞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藝，懼其況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

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兒而朝之，不患其

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喝而坐待

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9 

對於元公瑾，柳宗元不但親自前往探視，曉諭理道，同時，撰為贈序，加以

激勵，終於使得元秀才「欣欣而去」’可謂善莫大焉。

文如在〈送崔子符罷舉詩序〉之中，柳宗元提到崔子符，「少讀經書，為

文辭，本於孝佛」’卻「六選而不獲」’柳宗元恐其懷憂喪志，因此，「獻之酒，

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敘之」’對崔生加以鼓勵。

文如在〈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之中，柳宗元提到韋中立，「其文懿

且高，其行愿以恆」’然而，卻「進三年連不勝」’柳宗元在此文中，則安慰

韋秀才說，「今由州都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

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僵仰疲耗，目

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日，吾能不遺士者，偽也」’柳宗元卻從

試務官員閱卷，官少卷多，閱卷不可能絕對公允而無所遺漏，對於落第之士，

加以寬解。

在柳宗元的贈序文中，有七篇送科考下第之序，數量也不算少，此處則

略加枚舉，以見一斑。

5. 期勉族人
柳氏始祖，出於展禽（柳下惠），展禽為魯士師，食采於柳，遂以為姓，

秦併天下，柳氏遷於河東，自是之後，源遠流長，代出賢才，柳宗元在〈送

游序〉中，曾經說道：

人成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峙，並屠尚書省二十二人，

遭諸武 ， 以故衰耗 ， 武氏敗 ， 猶不能興 ， 為尚書史者 ， 間十數歲

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點，而季父公綽

更為刑部郎，貝ij加稍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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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灘是柳宗元的族人，在此文中，柳宗元自言柳氏宗族在朝為官，自盛至衰，

叉自衰稍興的情形，此文後段文說：

自吾為傳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

而過余者，獨得縛，游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

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

若培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

人之道，輔以孝梯，復嚮時之美，吾於滯焉是望，汝往哉，見諸

宗人，為我謝而勉焉。

柳宗元此文，作於元和四年，貶在永州之時，所以說，「自吾為傷人，居南鄉」，

而柳灘前往永州探視宗元，而柳潛叉「質厚不諂’敦朴有裕」’是以柳宗元因

而激勵柳灘，自己也滿懷希望，希望柳氏宗族能夠「復嚮時之美」，而尤其「於

灘焉是望」了。

柳宗元被貶往永州時，其內弟盧遵，隨同前往，柳宗元在〈送內弟盧遵

遊桂州序〉中，曾經說到盧遵的為人，「廣而不肆，翼而不↑聶，孝敬忠信之道，

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由於盧遵追隨柳宗元在永洲，陪伴左右，不肯遠遊’

時因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裴氏為人正當，故盧遵得以偶一往遊’而柳宗元

也撰序相贈，以示期勉感謝之忱。

另外，在〈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中，柳宗元提到其表弟呂讓，「得賢人

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而呂讓擬出而登仕’

問途於柳宗元，宗元也鼓勵他「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若健

者之升梯」’期勉他為國效力 。

要之，由柳宗元在贈序文中對於宗族親人的期勉激勵，從而也可見出，

柳宗元天性醇厚，關懷威友的心情。

柳宗元的贈序文，就其內容而言，約可分為以上幾項重點。

（三）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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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宗元的四十六篇贈序文中，探索其寫作之技巧，大略而言，可從以

下幾個角度，加以研究：

1. 起筆變化

在贈序的作品中，柳宗元所使用的起筆變化，頗有可觀之處，有時他直

接從敘事引入主題，有時叉從議論引入主題，有時叉從地理山川引入主題，

這幾種文章起筆的方式，是柳宗元在贈序文中較常使用的技巧，例如〈送楊

凝郎中使還作宋詩後序〉寫道：

談者謂大架多悍將勁卒，亟就滑亂，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

乎中道。蓋以將轎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眾而入民也，將

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杆域而囡囡也。是宜慰薦煎諭’納

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參剛

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憨’遂安有眾。

故楊公以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諭時而承認復命，示信于外諸

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錢焉。

楊凝是大曆年間進士，初以吏部郎中出為宣武軍判官，憲宗貞元十二年，自

大梁朝於京師，及自京還沛，柳氏作此序以贈之，直接從敘事引入主題，序

文之首，先敘「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J 入手，繼之以言，朝廷對之，「宜

慰薦煦諭’納為心腹」’方為上策，是以天子「撫以表臣，贊以藝人J ’方能

去大憨而安民眾，由是而引出楊凝即奉天子之命而往來京師與大梁之間，以

示信於諸侯，也引出柳氏撰此文用以贈送楊凝之意義。叉如〈送豆盧膺秀才

南遊序〉寫道：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

外，則是設覆為阱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

毀璞也 ，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磋啄磨蝕蠣括羽之道，聖人以為

重。 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恆以幼

孤贏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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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晨，以春

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主良乎謬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

蟲之采列焉，貝1J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

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違反也，故詩而序云。

此序送豆盧秀才南遊，先自議論引起，先就君子之人，「無內飾外」及「有內

不飾外」兩者，作為議論之資，從而引出豆盧為「內有」之人，故「余是以

好之」’並盼其博習經籍，充實自我，而並求美飾其外，以備他日周旋於宗廟

朝廷之上。艾女日〈送李滑赴京師序〉寫道：

過洞庭，土湘江，非有罪左邊者罕至。又況諭臨源嶺，下灘水，

出蓊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史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卅，

李君至，固怪其素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3扁。後余斥刺

柳卅’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層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

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縣、。今王師達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

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游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

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團事，不求獲乎己，而已以有獲。

于嫉其不為是久矣。今而回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

而已。

李滑是唐朝宗室，而能體恤民情，多識疾苦，自求為官於邊鄙荒遠之地，故

柳氏此序，即先自地理位置，以及邊荒遠陳之地入手，以見李滑以宗室之尊，

而自甘遠就於瘴痛之地，然後引入稱許李滑之能「不求獲乎己，而己以有獲」

之嘉美德行。

以上三種文章起筆的方式，是柳宗元在贈序文中，使用較為明朗的技巧。

2. 臀喻手法

柳宗元在撰寫贈序文時，也經常使用譬喻的手法，藉著其他的事項，以

比諭眼前的主冒，例如〈送崔群序〉寫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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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仿之表。和氣

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賀，用固其

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

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數？有雅厚

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懇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獻？是故

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嘗與朧西李約直，南陽韓安平，泊于交友。

拘直敦柔深明，沖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

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

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典道舍。今將寧觀東周，

振策于邁，且錢于野，或命為之序。

13 

此文之中，以貞松之「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仿之表J ’「故君子

儀之J ’作為比喻之對象，然後以崔群之「柔儒溫文」’「雅厚直方」’作出比

喻，而引出崔群實能以「日章之聲，振於京師」之主旨。叉如〈送幸甫容歸

使聯句詩序〉寫道：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於京師，亦既充金馬石渠，則又溢于

諸侯，求達其意，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奈，其或致書匡主，

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

瀚海幸君，既登於太常之籍，又膺卸車F之召，北會元戒，直道自

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

于之間，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

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卡茲

良辰，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絮如貫珠，

正良主良清響，交動左右。群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關其述，命繫而序

焉。

此文送幸南容 ，而以漢代文章之盛，齊集於金馬門、石渠閣，而尤以枚乘司

馬相如為代表 ，作為比喻之對象，然後以幸南容之「北會元戒」’「南聘天朝」’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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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枚乘司馬相如之高才博學，也「無以尚也」’用以引出推崇幸南容之主旨。

叉如〈送韓豐群公詩後序〉寫道：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重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革是伯華，

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

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又稱伯華曰「多闇 J 「內植」’進

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廢。

宗元常與韓安平過於上京，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如吾兄矣。

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

常績文著書，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海

泊如也，他日當為達者稱焉，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規燿

於後矣。

此文送韓豐等人，首段乃以春秋賢士叔向及伯華兄弟為言，後段之中，則以

韓豐（字茂實）及韓泰（字安平）兄弟與自己之交往為言，而以韓氏兄，比

喻叔向伯華兄弟，藉叔向伯華兄弟之賢，以見韓氏兄弟之賢，以叔向伯華兄

弟之留名千古，也斷定「韓氏之美，亦將棍燿於後」。

以上所舉，皆屬柳宗元於贈序文中，經常使用之譬喻例證。

3. 主客對比

柳宗元在贈序文的寫作中，也時常使用主客對比的技巧，藉著對比的事

項，將文章的主旨呈現出來，例如〈送灘序〉寫道：

人成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

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數十歲

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點，而季父公綽

更為刑部郎，則加調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

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

自吾為慘人，居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

而過余者，獨得縛，潛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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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

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

人之道，輔以孝梯，復嚮時之美，吾於？解焉是望。汝往哉！見諸

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

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15 

此序首言柳氏族人之盛，在唐高宗時，居尚書省高官者有二十二人之多，及

武則天稱帝之後，遭武氏親人逼害，遂漸衰落，至武氏雖敗，而柳氏仍不能

振興，其為尚書吏者，隅數十年之久，乃僅得一人而已。及宗元貶至永州，

遠居南方，柳氏族人，相見者尤少，其下乃引出族人柳灘，南來相見，其人

叉敦朴有裕，蓄積甚富，是將大有可為，而宗元己身也望之甚為殷切。此文

前後兩段，以對比之法，比較柳氏族人昔日之盛及今日之衰，而復以柳游資

質之美，乃寄之以厚望也。叉如〈送方及師序〉寫道：

代之游氏，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為高﹔其學浮屠

不能愿懇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暑，率皆縱

誕商L雜，世亦寬而不誅。

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輸節﹔交於物，沖然不苟

押。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

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

託為者也。薛道卅、劉連卅’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

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欺？余用走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此文送僧人方及，前段寫代之遊民，往往不能學丈，則藉浮屠之名以標傍，

或不能學佛，則叉藉文章以求名，而率多縱誕亂雜，不務篤實。此文後段，

以「方及師者獨不然」’引出下文方及之行，「介然不輸節」，「、沖然不苟押」，

而與前文作比對，以見方及師之卓然不群，秀出其中，所以為儒者如薛伯高、

劉禹錫等所尊敬也。叉如（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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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束，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縛。聞其間有大河、條山，

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概焉。吾固翹翹賽裳，奮

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

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強力，挾是而束，夫豈徒往乎？溫清

奉引之隙，必有美製，機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

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走。生至於晉，

出吾斯文於筆嘿，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此序送獨孤申叔往河東，而河東叉是柳宗元的故鄉，然河東雖是柳宗元的故

鄉，柳宗元卻未曾親臨其地，因此，此文寫作，柳氏即從「河東，古吾土也，

家世遷徙’莫能就緒」入手，叉寫到故土山川，「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

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概」，而自己卻「翹翹賽裳，奮，懷舊都，日以

滋甚」’然後引出獨孤申叔，有幸能先我而往，叉贊許獨孤申叔之才之美，挾

是而東，必有所成。此文即以河東故土，柳氏不能前往，而獨孤申叔反能前

往，兩相對比，以見主旨。

二三 、 f士至五
一~. fli口口口

林籽在〈韓柳文研究法〉中曾經說道：「贈序一門，昌黎極其變化，柳州

不能逮也。」 5 林琴南的批評，雖然不無道理，但是，如果試將柳宗元的四

十六篇贈序作品與韓愈的三十四篇贈序文章，稍作比較，則就其大略而言，

也可見出一些彼此的差異：

1. 韓愈贈序文的行文氣勢，確較柳宗元為充沛壯盛。

2. 韓愈贈序文的篇章結構，變化詭奇，確實要較柳宗元來得佳勝。

3. 柳宗元贈序文的內容題材，則較韓愈的作品，範圍更加擴大。

4. 柳宗元贈序文中的見解，有極為卓越的看法，如闡揚民本義蘊等，則

5 林好：〈韓柳文研究法》，台北，廣文書局，民國五十三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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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韓愈所能見及。

5. 柳宗元贈序文中對於學術之包容性，也較韓愈為強，例如對於佛教道

教之觀點，不似韓愈獨尊儒學，而攘斥佛道。

要之，贈序文由魏晉以下，發展到了初唐、盛唐，逐漸有所成熟，尤其

到了中唐時期，韓愈與柳宗元二人，更是撰寫贈序文的大家，二人的贈序文

作品，在文學史上，不僅是前無古人，即在二人之後，也罕有作者，能夠與

之相提而並論，是以韓柳二人的贈序作品，在古今的贈序作品之中，也更加

彌覺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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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Farewell Essays for Departing 

Friends by Liu Tzung-Yuan 

Chu-sheng Hu*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Liu Tzung-Yuan’s farewell essays for departing 企iends, divided 

into three p前的．

First, introduction: explain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enre of farewell 

essays for departing 企iends.

Seco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Liu Tzung-Yu妞，s farewell essays for departing 金iends:

explains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the subject, the description, and the writing technique, 

with the examples of Liu’s essays. 

Third, conclusion: comparing Liu's essays with Han Yu's, exa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ir essays, and pointing out what the sta仙s Liu’s farewell essays, had 

in the history of prose. 

Keywords: Liu Tzung-Yuan, Han Yu, Farewell Essays for Departing 

Friends 

• part-time professor, Depar個i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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