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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傳奇俠客題材中「武」與「俠」的合流

一以〈劍俠傳〉為例

張依寰

【提要】

俠客題材一直是古典小說中的大宗，作家作意好奇，鋪衍成文，歷代以來屢有

佳作﹒時至近代，武俠小說更成為一小說範型，至今不騷－追溯這條文學創作的脈

絡，當推唐宋傳奇為俠客小說之濫觴﹔然而唐宋傳奇作者的靈感從何而來？叉必須

衍伸到史傳傳統的餘緒﹒「武」與「俠」的結合，成就明代以來以至近代武俠小說中

俠客的完整面貌，然而「武」、「俠」的結合並不是其來有自，而是經過時代的推演

滾動，方致逐漸定型，故本文以明代王土貞所編之〈劍俠傳〉為例，對於俠客之武

技與俠風的匯合過程，進行探討，冀求能從唐宋傳奇的源頭中耙梳出一行進脈絡﹔

全文將從俠文化與俠文學的分流開始整理，再以〈劍俠傳〉中的人物角色以及行為

模式進行討論。

【關鍵字】俠、俠義、俠文化、劍俠傳、武俠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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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義小說在中國小說文學當中，始終是最流行不額的一支﹔從〈史記〉為遊俠

及刺客作傳以來，俠文化嶄露頭角，到唐代傳奇各種題材競相爭艷，豪俠題材真正

大放光芒，此餘續一直向下流傳，到宋話本、明傳奇、清代小說，「俠」的故事儼然

成為一種小說之中特有而獨立的文化，對於大盛於近代的新舊派武俠小說，更有不

可忽視的巨大影響力。在各種關於「俠』的研究當中，〈史記〉為賦予俠客獨立價值

的始祖，這是一個公認的定論：到了唐宋傳奇，俠客的形象以及行為模式在小說家

筆下更顯得鮮明，並且揉合了史記以來賦予的俠義精神表彰，使俠客的面貌更具立

體化﹒近來從事俠文化、俠義故事研究者不在少數，也已有多種相關的學術論著問

世，對於各朝歷代專事描寫俠客的小說更有不少專精的研究，可見俠客題材雖然通

俗，在古典小說中所佔的地位卻不容小觀﹔然而推其源本，在唐宋傳奇中的發展應

是一個重大的轉換點，這些當然也經過了多位學者專家精關的析論，本文不應通篇

再就此覆述整理，故此篇論文的重點，欲著墨在唐宋傳奇當中，俠客所具備的技擊

技術與俠客本身形象、行為模式之間的關係，加以探討，希望能從中尋求出一個脈

絡，來討論技擊之術與俠客本身內在精神是否有所關聯。本文以〈劍俠傳〉為例探

討，因涉及技擊之術’故將重心放在身，︱雲異術的俠客身上，至於唐宋文本之中多有

仗義為俠行，卻無實際技擊術者，暫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I

一、〈史記〉閱啟的俠文化傳統

（一）俠文化的起源

欲談俠文化對古典小說的影響，不能不從〈史記〉說起。司馬遷為刺客、遊俠

作傳，使得先秦時代俠的面貌與精神得以流傳﹔並非在〈史記〉前後的時代才有俠

客行世，而是史家撰寫史書時的取材，無可否認的都帶著難以避免的主觀意識﹒司

馬遷作史記，不單是記述史實，更在文末加上7自己的觀點，然而這並無損先秦俠

客於〈史記〉中精神的展現，因為自〈史記〉始，司馬遷賦予了「俠」這個觀念一

個獨特的價值地位。在刺客、遊俠二列傳當中所呈現的主題意識是不一樣的，故太

史公將此二者分別立傳，當是別有深意，後世之人不加深究，越到後代，刺客和遊

俠的行為模式以及精神逐漸合流或混淆，到唐宋傳奇更是加以融合， 打散了刺客和

遊俠的界限， 變成一個整合「俠」的基本概念。陳平原提到：

l 如＜李娃傳＞者 ， 亦有研究篇章將之視為俠女來討論 ， 然而此類小說著墨於俠風 ， 而無俠技，故暫

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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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後世常把遊俠和東1］客混為一談，但司馬邊還是嚴守兩者之別的，除了前

者不一定擅長劍術，也不一定殺人報仇外，更重要的是遊俠的行俠出於公心，

於亂世之中拯危濟弱主持公道﹔而刺客則只圖報知己之恩，不以天下蒼生為

重，雖勇於獻身，其行未必可嘉。 2

在〈史記〉以前，最早論述「俠」這個觀念的，應是韓非的〈五蠹〉篇，認為：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3 ' ｛六反〉篇也說：「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 4」﹔

雖然韓非站在法家的立場，認為俠客是擾亂社會秩序的亂源之一，然而「以武犯禁」、

「暴傲之民」這樣的評語，基本上並沒有冤枉當時行劍攻殺的刺客遊俠。許多學者

根據司馬遷所闡述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

便認為韓非等對俠客持負面看法者，乃出於偏見，筆者卻認為此乃因太史公著重的

是行俠之人表現的精神層面，而韓非陳述的是當時俠客在社會上造成的現象，因兩

者表述的立場不向，故看似有所折隔，但若相結合來看，則可知先秦時代俠客的面

貌，大略就是：仗義而為5 、不矜律法、以勇力武鬥逞其行、為報知遇識人之恩不惜

犧牲生命。

〈史記〉之後，少有史家再為俠客作傳﹔然而這股俠文化的傳統，並未因此消

失，到了唐代，因為種種因素交相激盪結合，加上傳奇的寫作大盛，於是俠客精神

得到空前的發揚，不論是詩歌或小說體裁，都大有著墨，尤其晚唐至宋初之間的小

說，更大量取俠客題材發揮，建立一個不可動搖的武俠小說範型，這對後代的俠義

小說產生巨大的影響。而俠文化為何特興於唐代？學者們所持的意見大多相類，劉

若愚認為是：

( 1 ）政治影響一一藩鎮割據

(2 ）佛教故事激發作者想像

(3 ）古文復興，使作家能以優美簡明的語言創1¥

崔奉源則認為是：

(1 ）小說本身的發展，包括六朝志怪的引導，古文運動的影響，觀念的轉變，科舉

制度，佛道影響，經濟發達

(2 ）傳統俠義觀念的流傳一一即史家的記載

2 陳平原：〈千古文人快客夢一一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台北市：麥田出版社， 1 9 9 7 年 1 2 月初版
二刷），頁 1 2 8 。

3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韓非子選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 2 月），頁 14 . 
4 同註 3 ，頁 151 . 
5 龔鵬程在﹛二十四史俠客＝貪尋呼彙編〉的序言（台北市：學生書局， 1995年）指出，此乃「氣義J ’ 
氣指生命本然原始的血性氣力慾望衝動等等，一時意氣併發，可以什麼都不顧，俠之豪情，即由此

而生。同時龔氏認為，這是缺乏理性化的，不免流於昏昧，即使救人急難奮不顧身 ，成全了俠義之

風，然而這不是正義，而是“氣義”一一出於意氣的一種義行。這很可以解釋太史公劃分刺客與遊

俠的性質，刺客乃屬於龔氏所謂“氣義”之流。
6 劉若愚：〈中國之俠〉（上海：新華書店， 1 g g 1 年 1 版），頁88 ～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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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藩鎮割據7

其他學者的意見大抵不出以上幾點。然而龔鵬程對於藩鎮割據與俠風盛行的直

接關係’則持相反的意見，他認為刺客（劍俠）並不因為藩鎮而存在，只要有養士

之俠，就有被養的劍士，在相關文獻當中，除了聶隱娘故事和藩鎮家養劍客有點關

係之外，並沒有其他小說特別處理這個狀況，所以是藩鎮利用俠刺人物，而非俠刺

人物因為藩鎮產生8 0 這是從社會史和文學史複合的觀點來考察，也是前人所未發之

議論﹔大抵研究唐代文學的學者，都將藩鎮割據當作晚唐俠風特盛的直接影響因素，

然而龔氏提出這個反思觀點，是很值得注意的。

（二）俠文化與俠文學

〈史記〉為刺客遊俠立傳，賦予了俠客正面的意義，肯定俠者之風的社會價值，

開啟數千年的俠艾化傳統﹔然而俠文化與俠文學的意義應該略作一劃分，才能判斷

小說傳奇中「俠」的文學意義。所謂俠文化，應該是在社會層面和精神層面交相影
響產生的。許多學者都認為，俠刺之風的盛行往往與時局動盪脫不了關係﹔俠客的

出現未必盡歸於社會動盪這個因素，例如唐代歌詠遊俠題材的詩歌風行一時，這就

與亂世牽扯不上太大的關係’而是有其他因素，如佛道思想影響，才使仗劍行遊成

為詩歌中的一大主題。亂世是造就俠客的一個場域，幫助拍升俠客精神，放大俠客

的英雄事蹟，使得那些曾經被視為「以武犯禁」的行為世俗地合理化了，所以亂世

是一個背景，而非根本的推手，陳平原認為大反藉由俠客形象來推卸一個群體所應

共同擔負的責任，自覺的將自己置為弱者、被拯救者，在這種依賴心理底下，於是

造就了俠客活動的空間。 9龔鵬程也認為，俠客所為，有時候是不得不然，在背負公

眾的對俠士的既定印象和期望之下，俠客就必須去急人為難而不間報酬，甚至犧牲

自己也在所不惜10 ﹔綜合以上兩位學者的意見，俠文化的產生其實是在某種程度的制

約下發展出來的，所有的俠客即使再如何不拘於現實律法，但卻都被一個無形的、

具有共同意識的「俠客律法」給約束住，這樣的一個文化意涵，筆者認為與後來武

俠小說中的「江湖」意識有很大的關係，行走江湖之人可以不為世俗規範所約束，

但是卻必須嚴守俠客世界中的共同意識規範’例如行俠仗義必須出於公心、施粵、不

求回報等。俠的行為未必都是正面的，在唐傳奇形成俠文學之前，六朝以及唐初的

俠客，不少仍出於豪暴之徒或執褲子弟，俠士的成份分布社會各階層，雖然多有行

義助人的事蹟，但不可否認的，一定也有不少負面的社會問題產生，前面曾經提到

俠不受一般社會規範，但是行俠這件事情的標準卻因人而異﹔關於「俠」這個觀念，

7 崔奉源：〈中國古典短篇俠義4位研究〉（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5年3 月），頁 63 ～

70 。
自龔鵬程：＜唐代的故與劍俠＞，﹛中國學術年刊〉民國 73年6 月 6期頁 1 7 2 。
9 同註2 。

IO同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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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江大學楊清惠的碩士論文中作了很詳盡的整理11 ，因為本文的重點放在小說文

本，故不加贅述﹔但是必須重申的，俠文化是一個觀念，一個精神意義，俠文學是

在這之下發展出來的一支，但是在俠文學真正獨立以後，並不能將俠文化視為一個

公式來套進去，在面對文本的時候，還是應該取其文學性，而俠文化是屬於社會性

的部分。中晚唐以後，豪俠小說成為傳奇中一個重要的題材，這是俠文學真正獨立

的開始12 ’遊俠題材的詩歌雖然盛行一時，卻沒有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類型、保持永

續的發展，唯有俠義小說成為一個不頓的小說支流，浩浩蕩蕩的在中國小說史上澎

濟激湧’唐宋傳奇中建立的俠客人格特質，與外在行為模式，都成為後世創作武俠

小說的重要典範，這個重大的文學歷史意義識無庸置疑的。

二、〈劍俠傳〉中的俠客與技擊術

（一）「劍俠J 是俠義小說中一個特殊的群體，也是古代小說首先出現原創，有別於

歷史俠客的形象13 ，是所謂的文學之俠。小說之俠與歷史之俠開始分化，應是從唐傳

奇開始，唐傳奇是真正有意識的創作，亦被視為中國文言小說邁入成熟階段的初期，

在作家有意識的寫作下，小說人物也開始擁有比較真體的形象和思想﹔陳平原說：「在

幻設階段的俠客形象被重新賦予血肉和生活實感，但保留想像和虛構的權利。九「劍

f夾」應被視為武俠小說之中的一種俠客類型，從廣泛的「俠」中分化出來，代表歷

史之俠的成分已經被文學之俠所凌駕，成為後代武俠小說的先趨﹔楊清惠的碩士論

文中提到，劍俠的產生是源自於文學作品的獨創，雖然其中仍揉雜史傳中歷史之俠

的成分，但是其形象神秘的表徵’仍然和史書傳記中所描寫的遊俠刺客有所區別，

乃是屬於文學想像的產物行，而文學中的俠客也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唯有找出必要

的條件，才能夠與其他人物類型加以區隔。俠客以「劍」為名，可見已經很明顯的

將武技作為「俠」的一個必要條件之一，也是一項特殊技藝的表現。故本文特以〈劍

俠傳〉為例，來對「劍俠」這個影響後世武俠小說甚深的俠客類型作一探討。

〈劍俠傳〉是第一本以劍俠為名編輯而成的第一部劍俠小說集，一般通行版本

為四卷本，共三十三則﹔編撰者的問題一向眾說紛耘，有無名氏、唐段成式、明王

世貞三種說法，根據王國良的考辨，認為應該是王世貞一說較為可信的。 傳中收集

11 楊清惠：﹛從原始劍俠到仙俠一一古典小說中「劍俠」形象及其轉變〉（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民國 88 年）。
12 ﹛史記〉在這裡，筆者認為它是建構俠文化的先聲，先有俠文化 ， 才有俠文學的產生﹔文學創作

是由作者個人意識激發的，所以包含泉多複雜的因素，包括個人情感、社會背景等等，而〈史記〉

的撰寫雖然不能盡去個人意識，然而史家必須盡力屏除個人愛憎，以客觀的角度來闡述事件的原貌﹔

小說的創作完全由作家本身掌控，不必對虛幻構設的情節或人物負責，在文學性充足的條件下，小
說人物的塑造才會真正成熟，所以〈史記〉是建立俠的精神，而唐宋傳奇小說則賦予俠的血肉面目。

IJ同註 9 ，頁 1 0 。

H同註 2 ，頁48 。

15同註 9 ，頁50 。

閻明﹒王土貞編，王國良導讀：〈劍俠傳﹜（金楓出版公司， 1986年 1 2 月初版），頁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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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時代傳奇小說，傳奇中之人物皆身負異術。其中第一篇的出處較值得注意，〈

老人化猿〉原典出自於〈吳越春秋〉，其書時代的問隔與其餘諸篇甚有落差，何以有

這種現象？筆者以為，編賽者將此篇置於全書首篇，一來是因為時代最早，二來將

之視為劍俠源始的小說文類，故此篇雖不出於唐宋傳奇，然而其描寫劍俠之基本形

象，仍可視為唐宋劍俠的先，驅。

（二）為了方便後績的討論，在此先將〈劍俠傳〉中的俠客人物與所具備的技擊術、

所使用的兵器簡列為一表格如下17 : 

篇名 俠客 技擊術／器械 原出處

老人化猿 趙國處女，袁公 劍術／竹枝 〈吳越春秋〉

扶餘國王 叫囂 匕首 〈叫囂客傳〉

嘉興繩技 獄中囚 繩技／飛縱 〈原化記〉

車中女子 車中女子 飛縱 〈原化記〉

僧俠 韋生／飛飛 彈丸，劍／短鞭 〈菌陽雜姐〉

京西店老人 店中老人 劍術 《商陽雜士且〉

蘭陵老人 老人 長劍七口 〈茵陽雜旭〉

盧生 盧生 形如值月匕首 （商陽雜姐〉

聶隱娘 聶隱娘 匕首／藥物／道術 〈傳奇〉

荊十娘 荊十一娘 劍術 〈北夢瑣言〉

紅線 紅線 道術／龍紋匕首 〈甘澤謠〉

田膨郎 小僕／田膨郎 道術 〈劇談錄〉

崑崙奴 磨勒 鍊椎／匕首／飛縱 〈傳奇〉

許寂 夫婦／頭陀僧 劍術 l （北夢瑣言〉

T秀才 丁秀才 l道術／劍術 ！〈北夢瑣言〉
潘將軍 鬢女子 飛縱 （劇談錄〉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 鞭子 〈唐研、言〉

李龜壽 李龜壽 飛縱 〈一水小贖〉

賈人妻 賈人之妻 飛縱 〈集異記〉

叫鬚煚 蚓鬚老煚 飛縱 （燈下開談〉

韋淘美 寺中行者 未明 〈燈下閒談〉

李勝 李勝 飛縱／匕首 j （江推異人錄〉

乖崖劍術 張乖崖 短劍 ! （春渚記聞〉

秀于［＇［刺客 刺客 飛縱 〈鶴林玉露〉

張訓妻 張訓妻 道術 〈江准異人錄〉
潘晨 潘晨 錫彈丸／劍術 （南唐書〉

口「俠客」一欄只述篇中主要俠客，篇中若有其他關於技擊的描寫，或其他具有異術之人物，暫不
納入其中﹔「技擊術」部份以筆者的理解簡述之，相關細節容後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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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洲書生 書生 藥物 〈江准異人錄〉

義俠 義士 匕首／劍術 〈原化記〉

任愿 青巾者 短刀／藥物 （青瑣高議〉

花月新聞 道士 劍術／藥物 〈夷堅志〉

俠婦人 董國慶妾／叫醫客 未明 〈夷堅志〉

解淘娶婦 解淘再娶之婦 劍術 〈夷堅志〉

郭倫觀燈 青衣角巾道人 飛縱／劍術 〈夷堅志〉

以上表格所列的技擊術與使用器械，在其他未收錄〈劍俠傳〉的唐宋豪俠故事

也多有著墨。龔鵬程在＜唐代的俠與劍f夾〉

別有：飛天夜叉術、幻術、神行術、用藥、斷人首級、劍術。龔氏認為飛天夜叉術

就是後世武俠小說中所謂的「輕功」’而其中慘雜了一些方術和若干障眼法與輔助器

材，如＜嘉興繩技＞獄中囚以繩索飛遁而去﹔幻術者，如＜聶隱娘＞中，剪紙化驢

或潛入人腹，屬於眩人耳目的異術﹔神行術乃指短時間往返兩地、神行千里，如＜

田膨郎＞中的小僕、＜紅線＞中的紅線﹔用藥者，如＜聶隱娘＞中以藥物將人首級

化為水﹔斷人首級，指劍俠殺人必取首級而去﹔劍術方面，龔氏說：『是一種原始神

秘信仰和法術思想相結合的巫術。』例如＜京西店老人〉。根據龔氏的意見，劍俠

的異術其實有很大成分是和道教有關係的，唐代道教盛行，佛教亦相當發達，兼之

與外國往來頻繁，所以劍俠的技擊術中，可說結合了道教、佛教以及胡人技藝這三

方面的文化，取其幽怪玄妙的部份加以運用，便成為神乎其技的異術﹔翁麗雪認為，

唐宋劍俠的產生可以從道教、佛教、圍識、西域胡侵等四個面向來探討”，唐人延襲

了前朝的巫術思想、煉丹服食經驗，加上佛教經典中所記載的神通、修行方式，以

及識緯之說、西方胡佼東來，於是綜合成為唐宋小說家描摹劍俠形象的重要根據﹒

對於唐代劍俠所具備的特殊技術’翁氏歸納出神劍術、斷首級、飛天術、神行術、

隱形術、變幻術、神藥術等七項20 ，參考龔鵬程以及翁麗雪的整理為基礎，以下筆者

歸納出〈劍俠傳〉中主要角色所使用的技擊術或異術如下：

( 1 ）道術：筆者將龔氏所謂的幻術、神行術結合，統稱為道術。因為幻術與神行
術中，皆運用了道教方術中的技巧﹔例如聶隱娘與精精見化為二檔子（＜聶隱娘＞、

京西店老人發矢時電光閃動（＜京西店老人＞）、張訓妻身著珠衣出現他人夢中（〈

張訓妻＞）、＜任愿〉中的青巾者能用藥點鐵為金，這是道術與藥術的結合﹔〈花月

新聞〉中，劍擊聲後觸髏墜地、老人候忽化而為自猿（＜老人化猿〉）、紅線來去一

日千里，除了腳程快於常人，必有其他道術的輔助才能如此迅捷（＜紅線〉）﹔聶隱

娘與崑崙奴事隔數年，而容貌未曾改變（『昌裔子縱，除陵卅刺史， 至蜀棧道，遇隱

18 同註 6 。

凹翁麗雪：＜唐代的劍俠＞’（〈嘉義農專學報〉，民國 79 年 10 月第 24 期） ，頁 177～124.
詛同註 1 9 ，頁 1 2 7 ~ 1 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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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貌若當時』 21 r 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貴黨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勻，想

必這也是因為道術的關係’才能長保容貌不改。若說這其中含有任何障眼法或「一

種怪術」 23 ，應該有此可能，然而這些應該都屬於道術的範圍內。

( 2 ）飛縱：即為龔氏所謂的飛天夜叉術。如＜嘉興繩技〉中的囚犯，最後能繩而
去，這是利用繩索為工真的飛縱之術﹔車中女子「如鳥飛下」，也是藉由緝繩來去，

劫走士人﹔聶隱娘能在峭壁上飛走、磨勒能逾越高牆如入無人之境，並且「瞥若翅

翎，疾同鷹華」’想必都是極為高明的縱躍之術。還有＜許寂＞中自指甲下抽出二劍

的僧人，最後「跳躍凌空而去J 、＜潘將軍＞中的三鬢女子自塔頂縱躍而下、賈人妻

逾牆而過，「身如飛鳥」、蚓鬚受說完話就「鐸然不見所適」’這些都是身，懷飛縱術的

俠客。飛縱術替俠客來去無蹤、候忽而至的能力增添了許多神秘氣息。

( 3 ）藥術：唐宋時代道教盛行，唐主更有不少好慕服食、煉丹之事者，而用藥之
術該是取道教煉丹的靈感而來﹔龔氏文中24提到一條出於〈百陽雜姐〉的材料，謂王

玄策俘虜一天竺術士，已有二百歲，術士說婆羅門國有一種藥，能腐蝕草木金鐵與

人身，而〈抱朴子〉也有類似藥物的記載﹔＜聶隱娘〉、＜花月新聞＞中化人頭顱

的藥物，應該不是小說家的憑空捏造。而＜任愿＞中的青巾者能以藥點鐵為金，更

有藥能服了百鬼不近，這顯然也是道教文化與藥物的結合。唐傳奇之前，尚未有小

說與藥術結合的先例，唐傳奇開展了這個傳統以後，藥物的使用成為後代武俠小說

中常見的橋段。

( 4 ）劍術：此處筆者將龔氏、翁氏所分類的「斷人首級」、「劍術」合而為一類﹔「斷
人首級」應視為劍術當中的一種行為模式較為恰當。（劍俠傳〉中的主角大都具有此

術，但是未必每一篇對於主角所用的兵刃都有所交待，例如＜解淘娶婦＞的篇末，

解淘喪其首而亡，對於婦人如何取其性命及首級都沒有清楚的描寫，但是絕對可以

想見，在短時間內殺人斷首，必是持利刃而為，「冷風襲人有聲」’就是暗示利刃鋒

銳無比，揮削而過發出逼人寒氣﹔＜洪洲書生＞、＜賈人妻＞、＜荊十三娘＞等故

事亦有斷人首級的情節，也未對俠客所用的兵刃作交待，然而取人首級的過程中必

定有利刃輔助無疑。而＜聶隱娘＞、＜老人化猿＞、＜許寂＞、〈京西店老人＞等

篇，以劍術打鬥大加描寫，亦向讀者展示了奇幻眩目的劍術技巧。劍和匕首都是唐

宋傳奇中，俠客大量使用的主要兵器，越到後世，劍逐漸成為「武」的象徵﹔唐宋

傳奇以劍為武器，和道教還是脫不了關﹛系，加上「劍」在中國歷史上始終帶著一抹

神秘色彩，放在豪俠小說中，更為俠客行俠過程中的技藝高強、莫測高深大大的加

分。

這些神奇的異術或技擊術，增添了豪俠故事許多的懸疑性和趣味性，筆者以為，

這些神異之術與持劍殺人的元素，就俠文學的角度而言，都是來自唐宋小說家參考

2l 同註 1 4 ，頁 3 7 。

2 同註 1 4 ，頁4 7 ° 

n 同註6 。

凶向註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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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當時的文化、加上自己的想像所創造的產物。

三、〈劍俠傳〉俠客的人物類型與行為模式

筆者將〈劍俠傳〉三十三則故事整理過後，歸納出篇章中所述俠客的幾種身分

如下：
( 1 ）書生：＜僧俠＞、＜丁秀才＞、＜李勝＞、＜洪州書生〉、〈乖崖劍術＞泊、
〈盧生＞。

( 2 ）道士：＜花月新聞＞、＜郭倫觀燈＞。
( 3 ）女子：＜老人化猿＞、＜車中女子＞、＜聶隱娘＞、＜荊十三娘＞、＜紅線
＞、＜潘將軍＞、＜賣人妻＞、＜張訓妻＞、〈解淘娶婦＞、＜俠婦人＞。

( 4 ）僕役或地位低下者：＜嘉興繩技＞、＜京西店老人＞、〈蘭陵老人＞、＜田
膨郎〉、＜宣慈寺門子＞、＜韋淘美＞。

( 5 ）刺客或遊俠：＜任愿＞、＜秀州刺客＞、＜蚓鬚煚＞、＜李龜壽＞、〈扶餘
國王＞、＜潘 ＞、＜義俠＞、＜許寂＞。

這五種類型當中，以女子為最多。而在社會上身分階層低下者，也不在少數﹔

然後是江湖異人，及刺客遊俠之屬﹔書生也不少，最少的卻是最容易和劍術聯想在

一起的道士。

唐朝以前的文學作品，從未有女子之流擔任俠客角色者，然而唐宋傳奇中卻大

量塑造了女性俠客的形象，甚至在〈劍俠傳〉者本專收劍俠類型的選集中，三十三

則其中有十則是以女性劍俠為描寫對象﹒這些女俠的共同特徵是一有情有義、能忍

人所不能忍﹒荊十三娘、賈人妻、解淘婦、俠婦人等女子的丈夫，都是在最深倒時

遇見她們，這些女子非但沒有因此自高身份，反而傾其所能的盡心服侍丈夫﹔車中

女子的盜夥使得士人入罪被囚，她前去搭救，視為俠者「義」的表現﹔而聶隱娘、

紅線、三鬢女子受惠於人，必思報恩，這也是先秦以來俠客知恩補報的典型。小說

家並沒有因為主角是女子，便在人物的塑造上削弱俠客所必須具備的特質，反而賦

予她們更加強韌的生命力﹔賈人妻報仇之後殺子而去，雖然殘忍，然而因為復仇所

做的蟄伏、復仇後的忍J膚斷愛，這中間種種的內心掙扎，在在需要比常人甚至是男

子更強烈的意志力。荊十三娘路見不平，為丈夫的友人偷來愛妾，殺了妓女趨炎附

勢的父母，那種氣魄更是男子所不及的。小說家在處理女俠的角色時，將她們的能

力提升到了同一個故事中的其他男子之上，一來剔除了一般女子柔弱無能的刻板印

象，純粹以「俠J 的精神來做客觀的描寫，使 「俠」 成為這些女子的真正身份﹔二

來似乎也間接暗諷有些男子反而遠不如女子來得果敢堅強。

〈劍俠傳〉佔了第二強的俠客身份，是地位低下的市井小民﹔這些人連一般尋

諂金庸在〈使客行〉書後整理了一系列﹛劍俠傳〉人物的事蹟，提到張乖崖本名張詠，自號乖崖，
為北宋太宗、真宗兩朝名臣 ， 中舉之前身分應該是讀書人 ， 故此處將張乖崖歸入書生類中。詳見金

庸〈俠客行〉（源流出版社， 1 9 9 6年三版），頁 8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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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百姓都構不上，是社會中地位最低的階層，有囚犯、看門吏、還有貴族府中的廝

僕。他們平常隱於社會的角落，不輕易展現絕技，也不容易受到注意，然而卻能往

往出人意表地發揮平日隱藏的能力。書生之禱，亦是不容易被注意身懷異術的一群，

且一般人對書生的印象通常是文弱、手無縛雞之力的，但是在〈劍俠傳〉中的幾位

書生，卻都具備了高超的劍術，行俠時散發平雲豪氣。其餘兩類，是道士與刺客遊

俠，這兩種身份較易與劍俠產生聯想，然而他們也都是社會階層中的平民。俠的身

份往往是隱匿、不輕易外顯的，自然也不會受到注意，除了刺客遊俠一類以外，其

他三類的身份，一般都是被認為在社會中屬於弱勢的一群，但這些類型化而為劍俠，

卻在〈劍俠傳〉中佔7四分之三的比例﹔我們可以注意到，〈劍俠傳〉中的俠客，完

全沒有一個是來自社會中上層階級，他們平常大隱於市，不以自身技藝輕易炫示，

亦不隨便將武器外露，非到必要不顯露原來的俠客身份，然而需要救人急難的時候，

他們永遠不吝於挺身而出。

承上述，劍俠的行為模式大抵不出報恩、報仇、路見不平這三種，其他唐宋豪

俠傳奇中的俠客亦是如此。翁麗雪的文章中對劍俠的性格與精神特質提出兩點分

析，認為劍俠之翩然遠去，是『與其身家性命有絕大的關係。九，不但成全了劍俠

的神秘性格，亦保全自身，性命﹔提到劍俠仗義的特質，翁氏說：

劍俠雖富有神秘性格，然考其行止，亦不乏先秦古俠襟懷典範。如紅綠女以

她絕世的武功，化干 :i為玉串，使藩鎮之爭消拜於無形，所謂「兩地保其城

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謀安。」其人格已由江湖之俠提升為

萬民稱頌之俠。「叫算客」關心天下蒼生，不肯妄動干曳，而將所有家產，全

部贈與李靖成就大業，此種任俠尚義的行為，真具有大丈夫的俠義氣度。 27

據此，筆者以為翁氏對劍俠行為模式的看法，似乎有待商榷﹔第一，劍俠的引退若

是為了保全身家性命，如此從〈史記〉傳統承襲下來的遊俠精神，便受到破壞，先

秦俠客急人危難的俠義內涵到了唐宋劍俠傳奇，就不存在了﹔第二，唐宋時期的劍

俠，還保留大量先秦傳統遊俠的性格特質，知恩、必報，但是似乎還不具有以家園為

重的意識，筆者以為，以天下大事為重、己身為輕的思想模式，要到﹛水滸傳〉的

時代才漸漸形成此段脈絡，＜紅線＞故事中還存有十分濃厚的刺客遊俠精神，筆者

認為紅線之所以盜盒，乃是純粹出於報恩，不見得懷有拯救天下蒼生的襟懷，而叫

囂客之贈產與李靖’也是一股英雄席英雄的氣度使然，若叫囂客真以天下蒼生為率，

叉何必雄心思、反？故劍俠雖然往往行事出人意表，但仍有跡可尋，在 〈劍俠傳〉或

其他唐宋相關小說裡面，俠客關注的還是停留在個人的問題層面，並未擴展到天下

家園的大敘述上。

部同註 1 9 ，頁 1 3 3 ~ 1 3 4 . 
27 同註凹，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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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傳奇俠客題材中「武」與「俠」的合流一以〈劍俠傳﹜為例

而「俠」與「武」結合了以後，更重要的是並括了「義」這個精神內涵，這是

行俠者行為的準則，「義」為俠者之劍指引了一條正確的道路，而俠就是「義」的執

行者。陳穎〈中國英雄俠義小說通史〉提到，俠與武的結合從唐傳奇開始，是因為

社會發展和文學發展所趨，豪俠標準因為社會發展而產生了變化， F正義感是行俠著

精神動力，武藝則是行俠的必備手段。九唐人李德裕〈豪俠傳〉中有云：『夫俠者，

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

可見「義」是俠客的中心規範，也是行俠的指標。然而不管之前俠客如何行俠，或

者是像京西店老人、蘭陸老人、繩技之囚等人，露了一手絕技，考察這些故事，可

以得出一個相同的結局，便是「不知所之」。前文已經提過，俠客真正的身份是隱藏

在社會角落中的，當俠客必須出手展現技能，使「俠客」的身份曝了光，隨後便郎

隱遁而去，這樣的行為模式，是小說家對於情節於昧無窮的安排，也有意增添俠客

神秘的色彩，因為他們並不屬於一般世俗，而是存在於一個只屬於俠客的精神世界，

這就是後世武俠小說演化出來的「江湖」、「綠林」、「草莽」’只是這個概念在唐宋傳

奇裡，尚未明確地表達出來罷了，但實際上這個基本的概念已然形成。

四、結語

由《劍俠傳〉來檢視唐宋豪俠小說，考察傳中人物的存在背景與行為模式，發

現「劍」與弱勢者相結合，使得原本看似乖謬的組合，卻成為了小說中最有力量的

人物類型一「劍俠」’這些原本隱匿於市井中的小人物，一旦仗劍行俠，變成為弱勢

者的代言人、正義的化身，「俠JJ武」、「義」三者結合之下，便是唐宋劍俠的骨幹，

仗義、武技這兩大基本要件，大致定型，成為後世俠義小說、武俠小說中遵循不悸

的基本規範模式，而唐宋劍俠所呈現的諸般奇技異術，也慢慢被後代吸收衍化，發

揮到文學作品中，更加的妙招紛呈。俠文學自此漸漸地脫離傳統俠文化的制約，另

闢一條小說家作意好奇之下的膜徑，劍舞飛揚，亦發奇幻佳妙！

認陳穎：（中國英雄快義小說通史〉（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的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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