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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愛情是文學作品上時常展現的一個主題，而《太平廣記》包含了漢魏六

朝到唐、五代，甚至宋初的一些作品，橫跨的時代相當廣泛，適合針對

其中愛情主題各個篇章來進行研究，來了解它的發展脈絡。因此，本論

文藉著主題和主題學的方法來進行，將從《太平廣記》來探討愛情主

題，以及其中各方面相關論述。分為四個部分： 首先在第一章，論述了



太平廣記和主題學的關係，對於太平廣記成書的情形、引用書目及相關

問題，以及是否為類書做一探討。接著再詳細論述「主題學」和「主

題」的內涵，最後則是對《太平廣記》愛情主題的研究方式進行說明。 

在第二章，則是運用「主題研究」的方式，探討太平廣記愛情主題的諸

多面向。首先將《太平廣記》愛情主題篇章的時代以及故事大要做一個

概略性的說明，分為「人間戀愛」、「人鬼戀」、「人妖戀」、「人仙

戀」、「再生」五個部分；然後對這些愛情主題各個篇章進行審美化的

觀照，分析愛情故事中讓人盪氣迴腸的種種面向，並探討不同敘事空間

（也就是跨越時間、空間）之下，所呈現的各個愛情故事；接著探討

《太平廣記》愛情主題，從愛情中的男女之性別差異，探討對愛情的

「主動與被動」、「堅貞與不貞」、「對愛情的重視程度」之不同；並

探討了愛情中靈與肉的關係。 第三章則探討太平廣記愛情主題篇章中，

各個母題及其成因。分別從「人鬼之戀」、「人妖之戀」、「人仙之

戀」三個母題來探討各個母題的寫作模式，以及他背後的時代意義。 

「人鬼之戀」的母題，包括死亡、再生、分離三種類型，各自有不同的

寫作模式。這源自一種對死亡的觀念，也就是靈魂不滅，而這也伴隨著

「祖先崇拜」和「鬼魂崇拜」，造就了「冥婚」的習俗。 「人妖之戀」

的母題，在漢魏六朝之中，種類繁多，包含烏龜、蚱蜢、白鶴等等，但

在唐五代則以狐、虎、猿三類為主，並在其中隱含了作者對理想對象的

塑造與渴望。這源自「萬物有靈」的觀念，因為萬事萬物都有靈魂，經

過一段時日也會化為人形，與人交往。又因為古人有圖騰崇拜的觀念，

相信動植物可以與人交合，也相信自己的祖先是某種動植物。在「萬物

有靈」和「圖騰崇拜」觀念之下，產生了人妖之戀的母題。 「人仙之

戀」的母題，包含了對愛情和仙道的共同追求，愛情象徵著成仙，得到

愛情，也就擁有長生不死的能力。在單純的人仙戀愛之中，其實與冥婚

的故事性質相近，仍在呈現對浪漫戀情的渴望。所以此處對單純人仙戀

愛並不多做討論。「人仙之戀」的母題背後，則反映了人們對仕宦、成

仙、與愛情的抉擇。通常只有在仕宦遭遇挫折之時，才會退而希望成

仙，「修道考驗」與愛情結合，則是對人生失意者的安慰和寄託，藉著

修道與愛情的兩全，來忘卻功名失意的痛苦。 第四章則是針對漢魏六

朝、唐五代，兩個不同時代愛情觀的演變，進行研究。因為古人的愛情

與婚姻、家族的密不可分，所以便從「愛情、婚姻與家族關係」來探

討，並分別針對不同朝代的男女追求愛情的態度、愛情遭受挫折的因應

之道，來探討其愛情觀的承襲與轉變。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以及禮教的約束，即使在不同的時代，仍或多或少佔有一定

的地位以及影響，這也形成了一種恆定的愛情觀。另外，關於姻緣天定

的看法，在不同朝代也是一直持續著。由於唐五代的愛情主題篇章較漢

魏六朝的數量更為增加，所以能探討的面向、題材也隨之擴展。追求愛

情的態度方面，追求愛情的態度方面，不同時代皆有「主動追求」、

「愛在心中而無由表白」、「訴諸命運、緣分」三種，但唐五代主動追

求的篇章則更多。遭遇愛情的挫折方面，除了外在的阻力之外，唐五代

則更多偏向愛情的自覺內省層次，對男女兩人的心靈互動有了多層次的

發揮，且認為愛情是相對的，而不一定是單方面的付出。可以說唐五代

的愛情主題篇章，不論在深度和廣度，都更為擴展。 最後，在結論方



面，可以看出愛情作為自古以來在文學作品一再討論的主題，有其多種

不同的面向，也呈現出不同時代男女對愛情的各種看法，即使在時代轉

換之下，有些愛情觀念有了改變，但也一直有著中國人恆常而固定不變

的愛情觀，在不同時代承襲、延續著。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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