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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舞狂歌，花中行樂」 

——唐伯虎的放蕩人生 

 

 

邢金俊 

 

 

提起唐伯虎，我們肯定會想到「風流才子」及「唐伯虎點秋香」。然

而這跟他的真實人生有一些落差，唐伯虎沒有點過秋香，也不是人生勝

利組或高富帥的風流才子。細數影響他起伏人生中的故事，從小康家庭

成長，因至親驟逝，發憤苦讀尋求功名，然而受洩題案牽連，仕途受阻，

為生計只得藉賣畫為生。接著誤入寧王府為幕賓，裝瘋放還，到了晚年

多病，窮困潦倒，他其實是歷史上人生際遇最曲折悲慘的文人之一。 

唐伯虎本是「解元」出身，其詩文書法樣樣精通。繪畫上江南畫派、

元代文人山水等，他都認真學習。作品不像隱世淡薄的元代文人畫家，

較少「元四大家」清靜、隱士的內涵。他創作風格和其身世、個性、學

識、經歷及師承有直接的關聯。因此能自出機杼，打破門戶之見，兼備

宋代院派的宏偉氣勢及元代文人畫的秀雅縱逸，作品雅俗共賞，詮釋都

市娛樂放蕩不羈的文創美學。 

唐寅年輕時聰明、自負、狂放又自許風流，是熱衷功名的學霸，想

走傳統社會框架的路。然而連串家庭變故加上考場弊案，讓他被排除於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專業技術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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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外，自此賣畫自娛流連於煙花與酒之間。39 歲寫《桃花庵歌》：「酒

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

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詩酒自娛，作風更為放蕩。50

歲後一首《西洲話舊圖軸》大方率性地承認「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

樂月中眠」，在舊封建禮教社會中，流露他對功名利祿及封建禮教的嘲

弄。 

 

 

關鍵詞：唐寅、風流才子、六如居士、南京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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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nken dance and wild songs, enjoyment 

among flowers”: Tang Bohu's dissolute life 
 

Hsing, Chin-chun 

 

Abstract: 

Speaking of Tang Bohu, “The Merry Talent” and “The Love Story of 

Tang Bohu and Qiuxiang” will definitely come to mind. However, this is far 

from his real life. Tang Bohu has never had a love story with Qiuxiang, nor is 

he a rich and romantic talent. Regarding the impact on his life, he grew up in 

an ordinary family. Because of the sudden death of some close relatives, he 

studied hard for fame and fortune. However, his career was hampered due to 

his involvement in the exam leaking case, and he had to sell paintings for a 

living. Then by chance, he entered Ning Wangfu to hold a job. And then 

pretended to leave like a lunatic. In his later years, he was frail and sickly, and 

his family was poor. In fact, he was one of the most tortuous and tragic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Tang Bohu was originally a scholar of “Jieyuan” and was proficient in 

poetry and calligraphy. He seriously studied Jiangnan School of Painting, 

Yuan Dynasty literati landscape, etc. However his works are not like the 

literati painters of the Yuan Dynasty who were reclusive and indifferent, and 

lacked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Four Great Masters of the Yuan Dynasty”, 

which were quiet and hermits. His creative styl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his life 

experience, personality,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mentorship. As a result, 

it is able to break the view of the painting. It has both the grand momentum of 

the Song Dynasty school and the elegance and elegance of the Yuan Dynasty 

literati paintings. His works are both elegant and popular, and interpret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aesthetics of urban entertainment. 

Tang Bohu was smart, conceited, wild and self-assured when he was 



126  法印學報  第十三期 2022/12 

 

 

young. He was a scholar who was keen on fame and wanted to follow the 

traditional social framework. However, due to a series of family changes and 

a fraud case in the examination, he was excluded from the officialdom, and 

since then he has been selling paintings and entertaining himself in the midst 

of fireworks and wine. At the age of 39, he wrote “Peach Blossom Temple 

Song”: “When you wake up, you only sit in front of the flowers, and when 

you get drunk, the flowers come to sleep. Half-awake and half-drunk day after 

day, flowers fall and flowers bloom year after year. Bow before the chariots 

and horses…”. Drinking made him more debauched. After the age of 50, the 

song “Old Picture Scroll of Xizhou Dialect” generously and frankly admitted 

that “fifty years of drunken dancing and wild songs. Flowers walking in music 

and sleeping in the moon”. In the old feudal ethical society, he revealed his 

mockery of fame, fortune and feudal ethics. 

 

 

Keywords: Tang Bohu, Merry Wise, Liuru Layman, Nanjing Jie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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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康家庭，驟逢家變 

唐伯虎（1470-1524），享年 54 歲。明代畫家，名寅，字伯虎，一字

子畏，自號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禪仙吏等，江蘇吳縣（蘇州）人。

他並不是出身書香門第，也不是萬貫家財的富二代，1470 年他生於蘇州

府普通小商人家庭的市井平民，其父唐廣德在蘇州皋橋吳趨里經營一家

唐記酒店，唐寅為長子，下有一妹一弟，在答文徵明（1470-1559）書信

中自稱「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1 還說他自己「參雜輿隸屠

販之中」。來往客人都是轎夫與殺豬賣菜的小販。因為小時候很聰明，父

親讓他讀書，希望能求取功名，16 歲時（1486 年）考取生員，俗稱「秀

才」，19 歲時（1489 年）娶秀才出身儒生徐廷瑞的女兒徐氏為妻。 

24 歲時（1494 年）他的父親及妻子徐氏突然皆在年底病逝，隔年年

初，他的母親、妹妹竟然又相繼撒手。到底他們家人染上甚麼致命惡疾，

我們並不知情，然而在每人成長過程中，無論是家庭任何一個家屬過世，

都極為的傷心。年輕的唐伯虎在 2 年中竟然驟失了 4 位至親，父親、妻

子、母親、妹妹，可見他內心有多悲傷，要如何走出椎心之痛？他面對

了人生第一次重大的打擊。 

（二）「南京解元」，躊躇滿志 

唐伯虎當時家中只留下他與弟弟，拘於傳統士大夫的禮節，唐伯虎

必須在家守喪 3 年，守喪期間不能公開參加應酬、出入娛樂場所。其父

在世時曾寄望唐寅求取功名，振興家業，但他本性閒散，縱酒愛玩，不

 
1 「屠酤」亦作「屠沽」。宰牲和賣酒。表示以賣酒肉吃食為主的生意，亦指職業

微賤的人。《與文徵明書》，《唐伯虎全集》卷 5，臺北：水牛出版社，196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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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用功。在祝允明（1461-1527）鼓勵之下，2 忍住傷痛認真地苦讀，一

年後，弘治十一年（1498）應鄉試於應天府（今南京），即獲取鄉試第一

名舉人「解元」。明朝時江南文化水平很高，匯聚許多有才學之人，能榮

獲江南鄉試第一名「解元」已是莫大的榮耀，可以進入仕途。不過唐伯

虎不以此為足，他渴望更多的殊榮，要更上一層樓。 

剛從傷痛中走出的唐伯虎，此時躊躇滿志，他寫七律詩贈恩師梁儲

《領解元後謝主司》3 ：「壯心未肯逐樵漁，秦運咸思備掃除。劍貴百金

方折閱，玉遭三黜忽沽諸。紅綾敢望明年餅，黃絹深慚此日書。三策舉

場非古賦，上天何以得吹噓。」以表自己的奪魁之志及興奮之情。弘治

十二年（1499），唐伯虎 29 歲。進京參加會試，臨行前作五言絕句《山

水圖秋月攀仙桂》：「秋月攀仙桂，春風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聯步上京

華。」4 看出他希冀能金榜題名的自信。他心高氣傲的彷彿上天堂的天

之驕子，以為宦途已鋪平在前，一切都太順利，準備當大官了。 

（三）洩題牽連，仕途受阻 

人生有些事偏偏常事與願違，唐伯虎在參加會試的過程又有曲折的

 
2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吳縣志•列傳》云：「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

酒，不視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浹歲，舉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 

3 弘治十一年（1498），梁儲為順天府鄉試主考，歎唐伯虎為奇才，將他取為第

一名，即解元。唐伯虎大喜拜見恩師時說：學生淺薄無知，請恩師多多指點。

梁儲說：依你文章，明年會試，金榜題名非難事。聽罷唐伯虎感奮萬分，寫下

《領解元後謝主司》一詩，將自己比作金與玉，對考試充滿信心。詩表達了高

中解元後的喜悅之情，更對自我有高度信心。 

4 明•唐寅的詩詞全集《山水圖秋月攀仙桂》：「秋月攀仙桂，春風看杏花。一

朝欣得意，聯步上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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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變。他和江陰徐經 5 一起進京參加會試，徐經引介他認識隔年會試主

考官程敏政。徐經本是一位紈絝子弟，據說買通了主考官程敏政家僮，

得到試題，準備作弊蒙混過關。他遭人告發，唐伯虎也因攀附權貴，以

求高升的罪名受到牽連。涉案二人一起押入大理寺獄，6 唐寅被判為「贖

徒」7 ，後送禮部奏處被罷黜舉人身分，此後喪失考試資格。這是他人

生中又一次重大的打擊，好比從天堂墜入地獄，終其一生不得再參加科

考，此後斷送了當大官的夢，淪於「被社會遺棄」的自卑感中痛苦著。

唐伯虎有一個鈐印「六如居士」，是 30 歲科場舞弊案之後才使用的，祝

允明：「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8 他自號六

如，要從佛學《金剛經》9 中尋求對痛苦心情的解脫。 

按說唐伯虎當時才氣遠播，是南京考試第一名的學霸——南京解

元。依他的程度若說他還需要主考官洩題案，似乎也太侮辱他了。但因

他生性疏狂，在喝酒酬酢之際「疏狂，時漏言語」，所謂禍從口出，這就

為他埋下了禍根，明人筆記《共山堂外紀》記載： 

江蘇舉人徐經者，其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一日，經奉之甚厚，

遂同舟會試。至京，六如文譽籍甚，公卿造請者填咽街巷。徐經

 
5 徐經不學無術之人，據說早買通了考官，準備作弊蒙混過關。他的曾孫著有

《徐霞客遊記》 

6 《唐伯虎全集》卷五《與文徵明書》：「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洟

泗橫集。」 

7 「贖徒」解釋為交納錢物以減免徒刑。 

8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卷十七《唐子畏墓誌並銘》：「子畏罹禍後，歸好

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 

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偈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應作如是觀。」以夢、幻、泡、影、露、電，喻世間一切無常，這六個如

字是佛教所強調諸法的空性。（《大正藏》第 8 冊，頁 75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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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童數人，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都人屬目者已眾亦。況徐

擁厚貲，其營求他徑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疏狂，時漏言語，

竟坐學削籍。10 

（四）生活困苦，繼室仳離 

洩題案之後，唐伯虎顏面掃地，終日借酒消愁。他是自尊心很強的

人，從來都是眾星捧月，人人稱道。如今將他貶到浙江當小吏，當然不

願就職。這時的他內心悲憤沉重，於是選擇到山川明勝遠遊，11 弘治十

四年（1501）足遊歷跡遍及江、皖、贛、鄂、湘、閩、浙各省名山大川。

遠遊之後回到家鄉又生了一場病，醫治休養了很久才漸漸好起來。 

俗話說得好：「人，可以逃避現實，但是不能逃避人生。」現實的情

形是，唐伯虎終於發現自己經被拒絕於｢學而優則仕｣官場行業之外。然

而緊接著生計日薄，他要面對的難題是如何謀生，不幸的是就因為生活

困苦，導致「繼室反目仳離」，他續娶的妻子離開了他，次年「又與弟申

異炊」，弟弟也分了家。 

相較於文徵明和其他友人，他們有好的家世背景，有私人財力，可

以過著高雅的文人生活，不用為五斗米折腰。唐伯虎潦倒之餘，要如何

找到謀生的方式？此時他對人生很失望了。 

（五）賣畫為生，築桃花塢 

說到謀生的方式，以他「南京解元」的文才在家鄉開個私塾，教學

生應該綽綽有餘，怎奈有洩題案污名；若說繼承家業再開個酒樓，恐怕

 
10 明人筆記《共山堂外紀》。 

11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卷十七《唐子畏墓誌並銘》：「扁舟獨邁祝融、匡廬、

天臺、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蹔歸，將復踏四方，得矣。久少

愈，稍治舊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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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辱斯文，更何況作菜手藝也不見得夠好。為了生計也為排解失意惆悵，

於是才開始拜畫家周臣為師，藉賣畫解決生活拮据的問題。唐寅《六如

居士畫譜自序》云：「予棄經生業，乃托之丹青自娛。」12 

晚明清初的一些貴公子哥兒，本就頗好流連風月場所。唐伯虎賣書

畫，也為人撰寫碑銘、墓誌、墓表、贈序等，賺了點錢不免俗地也就在

蘇州歡樂場所和茶樓及時行樂，藉由煙花與酒的麻醉，忘掉世俗酸苦。 

唐伯虎此時經濟條件略好，想在蘇州府城北邊建桃花庵，但錢仍不

夠。他曾寫信給徐禎卿（1479-1511）尋求資助，然而徐禎卿也因失囚之

事被貶。13 兩、三年之後，1509 年，唐寅 39 歲終於蘇州城北的宋人章

莊簡廢園址築成桃花塢，並寫下了這首《桃花庵歌》： 

桃花塢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

換酒錢。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

花落花開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

顯者勢，酒盞花枝隱士緣。若將顯者比隱士，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將花酒比車馬，彼何碌碌我何閒。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

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14 

此後他詩酒自娛，「半醒半醉日復日」，作風更為放蕩。文徵明個性

嚴謹想要勸他，他也聽不進去，因為他的性格和文徵明完全不同。他在

一首詩中寫道：「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幅丹青賣，

 
12 明•唐寅，《六如居士  畫譜自序》。 

13 明•徐禎卿為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與唐寅同住蘇州吳趨坊。因失囚之

事，貶為國子監博士 

14 唐寅，〈桃花庵歌〉，《唐伯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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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人間造孽錢。」15 直白說道，不學道士煉丹及和尚修行，也不當商

人也不當農民。空閒時畫幅山水畫賣錢，不使用民間的作孽之錢。 

（六）入寧王府，裝瘋放還 

接下來唐伯虎又牽扯一段戲劇性的插曲。正德九年（1514 年）約在

秋冬之間，他 44 歲時獲得江西南昌寧王朱宸濠（？-1520）慕名而來的

賞識，禮聘前往豫章（南昌）任幕賓，這次南昌之行為他再次躋身仕途

的嘗試。 

唐伯虎慶幸又有人欣賞他的才氣，獲得重用，不能入朝為官，當個

王府師爺似乎也不錯，至少可以不用再窮困潦倒了。可是半年餘後唐伯

虎察覺寧王圖謀不軌，怕不是要謀造反吧？心想怎麼也不能成為謀反的

炮灰！問題是如何逃離寧王府這個是非之地呢？於是他刻意放蕩飲酒

狎妓、還裝瘋裸露。搞得寧王實在沒有辦法忍受，最終他被「放還」。16 

不久後，寧王果然造反，僅過 43 天就被贛南巡撫王陽明平定，滿門抄

斬。唐伯虎事後得知這個消息，仍然心有餘悸。雖然唐伯虎幸運地逃了

出來，但官場基本上是沒得玩了，這個打擊終於讓他對仕途徹底絕望，

對人生更加失望了！ 

 

 
15 明•唐寅，〈言志〉詩：「不鍊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閒來寫就青山

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16 寧王之亂，又稱朱宸濠之亂或宸濠之亂，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 年）寧王

朱宸濠在南昌的叛亂，波及江西北部及南直隸西南一帶（今江西省北部及安

徽省南部），最後由南贛巡撫王陽明、吉安太守伍文定平定。《明史》記載：

唐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穢。宸濠不能堪，放還。」宸濠曰：

「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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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晚年潦倒，只遺一女 

他本是喜歡熱鬧浪漫的都市文人，個性不受拘束喜歡喝酒。靠賣畫

來維持生計，畫名雖高，但作品數量不多，南昌返鄉後，唐伯虎更是放

縱自己每日酣醉，在酒樓裡面玩樂，也不在意別人的批評，「酣暢竟日。

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四友齋叢說卷 15》云： 

余嘗訪之蘇人，言六如晚年亦寡出。與衡山 17 雖交款甚厚，後

亦不甚相見。家住吳趨坊，常坐臨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攜酒造之，

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茍。其詩有「閑來寫幅青

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之句，風流概可想見矣。18 

因為放蕩的生活，也讓他更為窮困潦倒，〈貧士吟〉19 內容說明他晚

年生活窘境：「青山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

來買我畫中山。」之後由於多病，生活困難，他甚至向祝允明、文徵明

借錢度日，王寵也常接濟他。他以為如果能活在人世 70 年，也一定是

「受盡奔波煩惱」，〈七十詞〉： 

人年七十古稀，我年七十為奇。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中間

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裡過了。算來只有二十五歲在世，受盡

 
17 文徽明（1470-1559），原名壁（或作璧），字徵明。四十二歲起，以字行，更

字徵仲。因先世衡山人，故號「衡山居士」，世稱「文衡山」。 

18 明•何良俊撰《四友齋叢說》卷 15。 

19 唐伯虎，〈貧士吟〉:「十朝風雨若昏迷，八口妻孥並告飢。信是老天真戲我，

無人來買扇頭詩。青山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

來買我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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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奔波煩惱。20 

此時的他已經看盡世間變幻，嚐盡人情冷暖。臨終詩〈伯虎絕筆〉：

「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也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只當漂流在異

鄉。」21 他認為生陽間，死地府，只是換了一個漂流活動場所罷了！所

以說陽間還是地府都一樣。嘉靖二年（1524 年），唐寅 54 歲健康狀況更

差，當年十二月初二日病逝，葬在桃花塢北，身後只遺一女。好友王寵、

祝允明、文徵明等湊錢安排了後事，祝允明為寫墓志銘，王寵手書刻之

碑銘。 

 

唐寅是擅長考試的學霸，其詩文書畫樣樣精通，繪畫上與沈周、文

徵明、仇英並稱「吳門四家」，又稱「明四家」。他不像隱世淡薄的元代

文人畫家，作品裡較少「元四大家」22 文人畫清靜、隱士的內涵。唐寅

繪畫風格與一般畫家不同的地方，和其身世、個性、學識、經歷以及師

承有直接的關聯。 

他曾受教於沈周，但影響他最大的是蘇州畫師周臣，周臣是功力深

厚的職業畫家，人物山水主要繼承南宋李唐，劉松年。唐伯虎的畫在周

臣基礎上加以發展，掌握精確的造型和主觀情感。此外，江南畫派、元

代文人山水等，他也都認真學習。因此能自出機杼，打破門戶之見，兼

 
20 唐寅，〈七十詞〉，《唐伯虎全集》。 

21 唐寅〈臨終詩〉，也被後人稱為〈伯虎絕筆〉。 

22 元代中後期，黃公望、王蒙、吳鎮、倪瓚四家，在山水畫創作方面作出了重

要貢獻，得到很高的評價，被稱為「元四大家」。融會貫通五代、北宋水墨山

水畫，突出文學趣味，使詩、書、畫，開創新風，形成了「文人畫」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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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宋代院派的宏偉氣勢及元代文人畫的秀雅縱逸，融會成為雅俗共賞的

風格。 

他本是「解元」出身，具備的詩詞修養，可以突顯他學者的身分。

為了提高賣畫亮點，創作時將具有深度及詩意的題畫詩詞及秀雅的書法

附加於繪畫上。題畫詩文中大量採用口語，不拘成法，相較正統文學，

顯得有些的玩世不恭，然而信手拈來，反而自然真誠平易近人，維持融

合了風雅與世俗美學。這是他有別於且優過多數吳門畫家之處，周臣曾

經自己謙虛地說：｢少唐生數千卷書。」是文學修養上不及的緣故。 

他的山水畫，布置林木、房舍、溪流、山石等，極富文人畫的典雅

及秀麗空靈的美感。畫山石皴法多用小斧劈皴，有順逆筆、圓轉等筆墨，

雄偉險峻。鮮艷的色彩在一般以水墨為主的文人畫中，是不必要的陪襯。

然而他畫「溪山漁隱」，卻於山谷中穿插了整片色彩鮮艷的楓葉。畫中兩

位隱士在秋天山谷中遊憩，微風輕吹，將楓葉抖落水面，另兩個漁夫在

船上，一人吹著笛子，腳在水裡舒服地拍打，另一個人則擊板唱和著。

在空靈舒爽的山谷中，我們聽到水聲、風聲、擊板聲與笛聲，交織出清

新的天籟協奏曲，畫中人宛如生活在天堂般的清新世界。由於他不得志

於官場，空有滿腔抱負，卻英雄無用武之地，只能寄情於與世無爭的山

水抒發感概。圖末跋： 

茶竈魚竿養野心，水田漠漠樹陰陰，太平時節英雄懶，湖海無邊

草澤深。唐寅畫。23 

 

 
23 唐伯虎，〈溪山漁隱圖〉跋文：「茶竈魚竿養野心。水田漠漠樹陰陰。太平時

節英雄懶。湖海無邊草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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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唐寅  溪山漁隱卷 

 

明•唐寅  溪山漁隱卷 

在酒樓中和歡場女子唱歌、跳舞聊天，是明代都市生活的方式之一，

也是唐伯虎喜歡的。他最受歡迎的美人圖，在明朝一代堪稱第一流，典

型的秀美優雅美女標準，「雞蛋臉、柳葉眉、鯉魚嘴、蔥管鼻」，有些人

認為畫這麼好，是因為他和蘇州藝妓過往親密。他畫過許多仕女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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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斑姬團扇圖」為傳世代表作之一，故事取材自漢班婕妤（約 48-2 B.C.）

的「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皎沽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

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策笥中，恩情

中道絕。24 

班婕妤曾是蒙成帝寵倖的妃子，因年長遲暮美人色衰，成帝另寵趙

飛燕，班婕妤遭冷落之餘，自請侍奉皇太后於長信宮。畫中女子於棕櫚

樹下持扇佇立，庭院秋季蜀葵已開，顯然已屆秋季，不由令人想起，秋

涼了何需纨扇。他用扇子來比喻班婕妤，在年輕貌美被需要的時候，出

入都在君懷裏，「出入懷袖」，年長遲暮不需要的時候，就任意丟棄在竹

編的箱子裡「棄捐篋笥」。可嘆舊時代有許多女子的地位與命運決定於男

子的好惡，隨時可被拋棄，藉題發揮訴說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唐伯虎也愛諷刺官場假道學，他的畫作「陶穀贈詞圖」描繪北宋初

年，陶穀 25 出使尚未降宋的南唐，南唐遂令官妓秦蒻蘭假扮驛吏之女，

以色誘之，陶穀原本盛氣淩人，見到美女不禁萌生愛慾，二人共度一宿

姻緣。驛館偷歡後，陶穀並作長短句〈風光好〉相贈。隔日，南唐後主

設宴款待，陶穀一副道貌岸然，難以親近，後主乃使蒻蘭出歌侑酒，歌

詞「好姻緣，惡姻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

 
24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 12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25 陶穀本姓唐，因避後晉高祖諱而改姓陶。《宋史》說他：「強記嗜學、博通經

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為人雋辨宏博，然奔競

務進，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

其多忌好名類此。」彭乘，《續墨客揮犀•陶谷使江南》中云：「熙載使歌妓

秦蒻蘭衣敝衣，為驛卒女，谷見而喜，遂犯慎獨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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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少，待得鸞膠續斷弦，是何年？」即為陶穀所贈〈風光好〉，陶穀頓時

失態，面紅耳赤狼狽至極。 

 

明•唐寅  陶穀贈詞圖軸 

畫中的陶穀，堂堂高官，道貌岸然，身穿淡藍色衣袍，屈膝坐於桃

花畫屏前的席榻上，盯著秦蒻蘭，和著琴聲打著節拍，旁邊擺設文房四

寶，上置精緻紅燭；畫中右邊撥彈琵琶的女子正是秦蒻蘭，秦蒻蘭著高

束髻坐在畫屏之前，斜抱琵琶，輕撥著弦吟唱，左足微前翹，露出三寸

金蓮小紅鞋，神采飄逸，體態柔美，嬌羞地面向著陶榖。唐伯虎作此畫

諷刺對官場假道學階層的風流韻事，跋文寫出：「一宿姻緣逆旅中，短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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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以識泥鴻。當時我作陶承旨，何必尊前面發紅。」26 前兩句敘述陶榖

逆旅中與秦蒻蘭的一宿姻緣並且贈詞示愛，後兩句則批評達官顯宦假道

學般的虛假偽善，何必面發紅。他的人物畫常描繪歷史文人雅士、仕女

題材、表現歌伎生活，嘲諷官場假道學的風流韻事也占有相當比重，他

詮釋都市娛樂放蕩的文創美學。 

 

周星馳主演的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唐伯虎武藝高強、文質彬彬、

氣宇軒昂。再加上妻妾成群，家財萬貫，簡直就是現代人生勝利組的典

範。電影裡唐伯虎被秋香的笑迷得神魂顛倒。為了能親近秋香，不惜混

入華府，委身為奴，十足是一位萌死人不償命的文青。 

唐伯虎因深具才氣，性情不羈，後來縱情於狂歌醉舞，出入于秦樓

楚館，以世俗來看，「才子」與「風流」並存，所以民間傳說「風流才子」，

而「唐伯虎點秋香」的風流韻事，更是家喻戶曉。那麼唐伯虎，有沒有

點過秋香呢？清代學者俞樾在《茶香室叢抄》27 考證過，「三笑因緣」是

好事者杜撰在他身上的。雖有秋香，不過她至少要比唐伯虎大近二十歲。

而華太師是無錫人，又比唐伯虎小二十多歲，這也就說明不會有這件｢風

流韻事｣。 

唐伯虎感情經歷也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豐富順遂，他一共有過 3

段婚姻，他 16 歲中秀才，19 歲時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第一個

結髮妻子徐氏，24 歲時，徐氏突然在年底病逝；29 歲時，他參加考試高

中解元，隔年前往京城參加科舉，此時他也續弦有了另一位妻子何氏，

 
26 唐伯虎，〈陶穀贈詞圖〉跋文:「茶竈魚竿養野心，水田漠漠樹陰陰，太平時

節英雄懶，湖海無邊草澤深。唐寅畫。」 

27 清•俞樾，《茶香室叢抄》，中華書局，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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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科考舞弊案獄，並且被禁止以後參加科舉，斷了唐伯虎為官之路，

他窮困潦倒之際，妻子何氏便棄他而去；36 歲時，唐伯虎遇到了另一位

紅顏知己，沈九娘，雖然此時唐伯虎賣畫為生，但是兩人情投意合，惺

惺相惜。相傳他有 9 個妻妾，應是從｢九娘｣的名字上訛傳的。 

現實的人世間所謂的「才子佳人」很少存在的，往往只出現在文人

墨客文學的世界。然而綜觀全世界的傳統戲曲故事，才子配佳人，英雄

配美人，俊男一定配美女，這樣才圓滿。所以文學家往往在小說及散文

裡放大藝術加工，常常訛製一齣齣的浪漫故事，把美好的投射在「才子

佳人」身上，從而獲得心理補償。 

 

唐伯虎本是喜歡當官的，他至少有兩次有機會當官，一次在中舉南

京解元時，第二次受寧王賞識時。可嘆他儘管努力，卻無疾而終，注定

沒有當官的命，可見無法力取，就如同清朝趙翼所言：｢到老始知非力取，

三分人事七分天。」28 不過，退一步說，以這樣一個自負狂放的人，設

使其高中科舉，從此平步青雲，進入官場明爭暗鬥的大染缸，恐怕也很

難善終。洩題案牽連，未嘗不是老天眷顧，給他的平安的下半輩子。 

唐伯虎的人生記憶，五味雜陳，以下這幾個他常用的鈐印，是真性

情反映。從年輕到晚年經常使用的鈐印「南京解元」，刻畫了年輕學霸天

縱英才、躊躇滿志的抱負；他是戀戀紅塵裡的有情人，一旦仕途無望，

逃避世事，反而追求神仙般的自由自在，自稱「逃禪仙吏」；另一方印「龍

虎榜中名第一煙花隊里醉千場」，在自我解嘲縱情於酒，行為放浪，即時

行樂的態度。 

 
28 清•趙翼：｢少時學語苦難圓，只道工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

七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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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解元 

 

龍虎榜中名第一煙花隊里醉千場 

 

六如居士 

 

逃禪仙吏 

嘉靖壬午年，是他去世前一年，他的扇面「一年歌」道出：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

熱如炙，春三秋九號溫和，天氣溫和風雨多，一年細算良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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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又難逢美景和，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賞心并樂事，不燒高燭

照芳尊，也是虛生在人世，古人有言達矣哉，勸人秉燭夜遊來，

春宵一刻千金價，我道千金買不回。29 

然而酒酣耳熱ㄧ過，從《金剛經》又領略四句偈語：「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轉而皈依佛法，用佛教禪理

來平撫解脫自己，因此一方印自號「六如居士」30 。 

 

「學而優則仕」是古代文人的一種期許與抱負，然而一旦進入當官

的大染缸，常淪於奉承迂腐。至於不得志的文人，難免心中抑鬱，自然

舞文弄墨，抒情於詩詞，創造出驚人的文化鉅作。北宋蘇軾是愛發牢騷

的幽默大師，據傳曾經指著自己的肚皮問身邊伺妾，肚子裡有什麼？有

答「一肚子學問」，另答「一肚子草包」，只有朝雲 31 答：「一肚子不合

時宜」，蘇東坡大為讚賞。 

 
29 唐寅〈一年歌〉，《唐伯虎全集》 

30 「六如」取自《金剛經》四句偈語：「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金剛經是說空的，可是，它沒有告訴你哪一點是空的，它只

告訴你「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 4 個如「夢」、「幻」、「泡」、「影」是

叫你不要執著，「如露亦如電」，這 2 個如「露」、「電」，晨露水是很短暫的，

電是閃一下就沒有了，所以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

作如是觀，這就是最好的佛理。 

31 蘇東坡（蘇軾）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出身書香門第，16 歲嫁到蘇家，逝世時僅

27 歲。第二任妻子是王閏之，乃王弗之堂妹。第三位妻子——朝雲與東坡先

生相知甚深，北宋紹聖三年（1096）王朝雲在惠州病逝，享年 34。因王朝雲

臨終口唸《金剛經》:「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而氣絕，寺僧建亭於墓前，

榜曰「六如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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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不乏不合時宜，終生不得志的文人，因吃過苦，看盡人情世

態，到頭來只能孤獨豁達地沉澱，故能創作不凡的作品。例如初唐王勃，

恃才傲物，不能施展抱負，他〈滕王閣序〉的名句感歎：「關山難越，誰

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32 晚唐李商隱在牛李黨爭時傷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

昏。」33 南宋辛棄疾，未能實現北伐的夙願，他的〈摸魚兒〉感歎：「君

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34；由這個角度看，我們要感謝那些不

得志的文人，才多了些偉大文學鉅著。 

唐寅的一生，起初並不想流連於煙花與酒之間，他年輕時聰明、自

負、狂放又自許風流。他是熱衷功名的學霸，想走傳統社會框架的路。

然而人生偏偏遭受連串轉捩，家庭變故又加上考場弊案，讓他被排除於

官場外。50 歲後一首《西洲話舊圖軸卷》，題詩： 

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漫勞海內傳名字．誰信腰間

沒酒錢。書本自慚稱學者，眾人疑道是神仙。些須做得工夫處．

不損胸前一片天。35 

在舊封建禮教社會中，唐伯虎敢於大方率性地承認「醉舞狂歌五十

年．花中行樂月中眠」36，流露他對功名利祿及封建禮教的嘲弄。 

 
32 唐•王勃〈滕王閣序〉。 

33 唐•李商隱〈登樂遊原〉。 

34 宋•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 

35 唐寅與好友西洲一別三十幾年，偶見好友特於病中草作《贈西洲詩卷》：「醉

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漫勞海內傳名字．誰信腰間沒酒錢。書本

自慚稱學者，眾人疑道是神仙。些須做得工夫處．不損胸前一片天。」 

36 唐寅，《西洲話舊圖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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