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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人於研究《新五代史》時，多是從史學的角度來作發揮。至於文中經

學、文學思想的部分，則往往略而不談。須知在編輯《新五代史》的過程

中，歐陽修投注了相當大的心力，前後時間更長達二十餘年之久。以其在



文學、經學上的卓越成就，則二者是否對其史學產生影響，便頗有論述的

空間。像是在經學思想方面，以歐陽修在《春秋》、《周易》、《詩經》

皆有其獨到見解，並有專門著作問世。相關篇章的成書時間，且與《新五

代史》的寫作年代相去不遠。則其經學觀念是否出現於《新五代史》文

中，在《新五代史》的寫作上又扮演著何種角色，二者間有無任何關連，

便頗值得探究。然而除了《春秋》思想外，卻鮮有論及者。此外，歐文一

向以其優美文采著稱於世，相較於其文學作品，《新五代史》不論是在文

章的架構上，還是在字辭的遣用等方面，皆毫不遜色。然而學者於舉證之

際，卻鮮少言及《新五代史》。至於《新五代史》的編纂，是否承襲其文

學寫作精神而來，史傳內文的寫作方式，是否對其文學創作產生影響，皆

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更重要的是，歷來學者各自站在史學、經學、文學

的角度來分析《新五代史》，卻很少以《新五代史》為素材，探究歐陽修

的經學、史學及文學思想。因此本文便嘗試從《新五代史》的角度切入，

論述其經學、史學及文學思想，從而探討《新五代史》在歐陽修學術領域

中扮演的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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