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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李白一生多次干謁朝廷重臣，以求入仕，卻時常碰壁現象

作為討論對象。中國古代文人為尋求入仕門徑，向當朝達官貴人或有

名望者呈送詩文，求得他們賞識援引，以便自己能夠入朝為官的行為，

即所謂「干謁」，此風於唐代極為盛行。過去的研究，大多從李白自

身的性格和時代背景出發，本文通過對李白干謁詩文所傳遞的資訊入

手進行分析，認為李白的干謁對象與李白所處時代的官僚制度，能更

深刻揭示李白干謁失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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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士人，無論是追求立功，還是立言以

知識求取聲名，或多或少是其達到生命價值追尋的一種方式。

士人聲名的高下，一方面取決於其文化知識的掌握，即其文化

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面則來源於其社會網絡的構建，即其社會

資本的積累。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士人而言，文化資本向社會

資本的轉化，需要他們通過社會交往的管道來達到。為了更好

地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士人們熱衷於社會交往，希望能夠為

自己積累足夠的社會資本，進而步入仕途，達到名利雙收的目

的，干謁便是在這種情況下的產物。 

唐高宗以來，薦賢為公的觀念成為自下而上的共識。《新唐

書·李安期傳》中有一段文字，記載了唐初薦賢未得以盛行的原

因，以及大臣李安期對皇帝改變現狀的提議：「帝（高宗）屢責

侍臣以不能進賢,眾不敢對。（李）安期進曰：『公卿有所薦進，

皆劾為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

避囂謗。若陛下忘其親仇，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

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1從此，薦賢為私的傳統

觀念開始發生轉變。故從永徽末直至開元、天寶年間（665-756），

薦賢之風大盛，王公大臣無不以薦賢為其重要任務，當士人們

發現薦舉作為入仕的一種重要方式後，干謁隨即成為一種時代

風氣。 

李白作為聲名滿天下的詩人，也在時代風氣的影響下走上

了干謁道路。根據李白自己在詩中的描述，他是一位幼承家學、

天資聰穎之人：「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橫經籍書，製

作不倦」，2從小就打下了深厚的文學基礎，積累了豐富的文化

知識。況且他又生活在政治相對開明、選人用人機制相對健全、

開放的盛唐開元、天寶年間。按理，李白生逢其時，能夠通過

干謁實現其「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

弼」3的政治理想。李白也自認為自己在蜀中時，曾向梓州名士

                                                       
1.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3975。 

2.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1243。 

3.同前註，頁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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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蕤學過「王霸之略」和「縱橫之才」，因此完全可以仿效春秋

戰國時期的蘇秦、張儀等人的做法，通過遊說君王而致身卿相。

然而，李白一生都奔波在干謁的道路上。儘管他四處結交官場

中人，積累社會資源，希望藉此入仕為官，卻屢次碰壁。回顧

李白的干謁經歷，除了獲得玄宗的翰林待詔和永王的幕府這兩

次短暫的入仕機會之外，並沒有取得其他更大的成就。 

後人對李白干謁失敗的原因有各自的看法，近二十年陸續

有不同的研究者對李白干謁失敗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

是朱雪里在〈李白參政失敗原因探微〉中認為：李白參政之所

以失敗，其主觀原因是政治目標過於理想化、缺乏實際政治才

幹和嗜酒縱疏；客觀原因則是玄宗後期厭倦朝政、沉溺聲色、

奸相專權及政治日趨黑暗和朝廷不再真正重視人才。4接著張國

榮在〈干謁與李白的政治人生悲劇〉中進一步提出，李白仗其

超卓的才華和狂傲的處世心態，不屑於走科舉進身之路，而率

性、盲目地選擇了「干謁」，這種不識時務的求仕方式，是造成

他一生政治悲劇的主觀原因之一。正因為李白在「干謁」詩文

中只是說了一大通毫無政治主見的大話，而沒有表白自己「安

社稷」、「濟蒼生」的經世之才，因此，他的「干謁」才沒有達

到預期的目的。5不久後朱炳宇在〈從李白的干謁之途看其仕途

失意的原因〉中提出，從李白干謁之途的經歷總體看來，其仕

途悲劇主要是因為個人性情方面的缺陷、行為舉止上的不合時

世。6隨後，韓括在〈李白的干謁與干謁詩〉中認為其在詩篇中

自詡過高，並且似有威脅官員之嫌而多不被當權者所用。7筆者

認為，若要更全面地探究李白干謁失敗的原因，需要綜合分析

李白干謁詩文傳遞的資訊，從李白干謁對象與李白所處時代的

官僚制度，探討李白干謁失敗的原因。 

                                                       
4.朱雪里，<李白參政失敗原因探微>，《焦作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2003.4），頁 93-96。 

5.張國榮，<干謁與李白的政治人生悲劇>，《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第 5

期（2004.10），頁 26-29。 

6.朱炳宇，<從李白的干謁之途看其仕途失意的原因>，《社科縱橫》第 12 期

（2007.12），頁 91-92。 

7.韓括，<李白的干謁與干謁詩>，《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02

期（2008.2），頁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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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干謁詩文的界定與李白干謁詩文分期 

 
對於干謁詩文的界定，學者們有兩種不同解釋。第一種觀

點認為，凡是唐代選仕制度影響下，出於干謁目的投獻的詩文

即為干謁詩文。如陳向春認為，通過向當時在政壇、文壇上有

較大影響力的巨擘們獻詩，以求得到其賞識並借此揚名造勢，

為日後求仕的成功做一些前期的準備工作，就是唐人的干謁詩。
8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文中直接傳達干謁意圖的詩文，才是干謁

詩文。如王佺認為，干謁詩、干謁文都是以詩文形式、直接表

達干謁意圖的作品。作者的干謁目的和願望直接通過作品傳達，

而作品形式也是直接服務於干謁內容的。9筆者在李白干謁詩歌

界定過程持第二種觀點，以直接表達出其干謁願望作為干謁詩

標準。 

在此標準下筆者考證發現，李白有部分被學界認可為干謁

詩文的主題表達的，是希望得到接濟的願望，如〈贈從兄襄陽

少府皓〉、〈豳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有部分詩文主題表達的是

作者當時的心境，如〈贈任城盧主簿〉、〈贈薛校書〉、〈贈何七

判官昌浩〉、有部分詩文實寫交遊，如〈贈瑕丘王少府〉、〈贈韋

秘書子春二首〉；有部分詩主題表達的是對他人的讚美，如〈述

德兼陳情上哥舒大夫〉、〈贈華州王司士〉。而符合本文以直接傳

達干謁意圖為標準的詩文共 15 首，按照作詩系年順序分別為：

〈上李邕〉、〈上安州李長史書〉、〈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

卿二首〉、〈與韓荊州書〉、〈贈裴司馬〉、〈寄上吳王三首〉、〈走

筆贈獨孤駙馬〉、〈贈宣城趙太守悅〉、〈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贈常侍禦〉、〈贈張相鎬二首〉、〈與宋中丞書〉、〈贈崔咨議〉、

〈贈升州王使君忠臣〉。此外，根據筆者整理研究發現，李白干

謁詩文體裁的選擇較為隨機，即並沒有因為干謁對象的的地位、

名望抑或是自己的情感抒發，而特意選擇詩或文進行干謁，因

此本文將干謁詩文並提進行研究，力圖呈現一個更豐滿的李白

                                                       
8.陳向春，《中國古典詩歌主題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頁

112-114。 

9.王佺，《唐代干謁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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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謁歷程。 

從李白的干謁詩來看，李白基本上一生都在干謁。根據現

存的李白干謁詩文來看，筆者將李白的干謁詩文，以李白第二

次出入長安和進入永王幕府為界分為四個時期：漫遊干謁：在

這一段時間內，李白初出茅廬，懷著入仕的自信四處干謁各地

有名望的人，希望他們能為自己入仕提供援引，雖然干謁不成

功，但自己的名聲在干謁過程中與日俱增。長安干謁：在這一

段時間內李白的名聲引起了玄宗的注意，被召入宮，達到干謁

路上的高光時刻，但又很快被趕出長安。貶出長安：在這一段

時間內，李白仍抱有重新入仕的理想，重新回到漫遊干謁的狀

態以求再度入仕。安史亂後：在這一段時間內，李白儘管因為

錯誤跟隨永王騎兵勤王而被定性為亂黨，但作為帶罪之人，李

白依然通過各種途徑呈獻干謁詩文。從詩文中可以看到，隨著

時間推移和人生閱歷的增長，李白在不同階段的干謁行動和干

謁心態。 

 

三、 李白干謁過程 

 
士人們的遠大理想與做官的願望常常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的，古代知識份子大都積極入世，渴望有從政的機會，這是知

識份子出路一元化的社會體制使然。 

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士人們很清楚，為了減輕謀生壓力，

獲得實現理想的機會，只有通過從政，憑藉統治階級的支持，

才能實現「達則兼善天下」的理想。否則，一切宏偉藍圖與遠

大理想都無從談起。10由此，李白走上了干謁之路，希望能夠實

現自己從政理想。 

 

(一) 、漫遊干謁：自信投獻四處碰壁 

 

    李白干謁之路第一階段始於蜀中，終於第二次入長安。在

                                                       
10.劉明華，<文學的政治化與公文的藝術化——古代文人與政治、文學、公

文關係的多向考察>，《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8 期

（2002.5），頁 14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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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裏，李白一邊四處漫遊干謁各地地方長官，留下干謁

詩文。在這一階段，儘管李白充滿自信投獻詩文。但並沒有獲

得入仕門徑。不過，漫遊干謁的過程中，也是李白聲名逐漸培

育的過程，其聲名的擴散，或多或少地傳到了玄宗的耳裏，為

第二階段被玄宗所起用埋下了伏筆。 

早在開元八年（720），學成不久的李白在蜀中，干謁了時

任渝州刺史的李邕，本次干謁李白留下一首頗為自負的〈上李

邕〉：「宣父猶能畏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11。可能是李白的自

負激怒了「頗自矜」12的李邕，也有可能時李邕此時正因為「中

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而構成其罪」13，處於被貶流放時期，不

方便舉薦，最終兩人的會面是不歡而散，李白的干謁夢想破滅。 

經歷了這一次挫折後，李白的干謁停頓了一段相當長的時

間。直到開元十七年（729），李白來到安州，干謁了地方長官

李京之。  

在安州的干謁之路對李白而言，同樣不太順利。喝醉酒的

李白不慎衝撞了李京之的隊伍，不得不在干謁詩〈上安州李長

史書〉中為自己申辯：「遲疑之間，未及回避……昨遇故人，飲

以狂藥……禦者趨召，明其是非。」14除了認錯，李白還順便呈

上了自己的大作，希望李京之能夠賞識自己的才華：「敢以近所

為〈春遊救苦寺〉詩一首十韻，……輕干視聽，幸乞詳覽。」15

不過可能由於李白的行為使其不悅，李京之也沒有推舉衝撞其

車駕的李白。 

輾轉於地方官員間的干謁之途舉步維艱，李白終於下定決

心直奔長安實現自己心中抱負。開元十九年（731 年）李白入

長安，居住在終南山玉真公主的別館。第一次到長安的他干謁

並不順利，如今可獲知其干謁資訊的詩文有〈玉真公主別館苦

雨贈衛尉張卿二首〉。此處的張衛尉，根據張九齡〈故開府儀同

三司行尚書左垂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說)墓誌銘並序〉「開元十

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

                                                       
11.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頁 511。 

12.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頁 5755。 

13.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5039。 

14.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頁 1227。 

15.同前註，頁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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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相燕國公薨於位，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

垍，冊馬都尉，衛尉卿。」16可知，李白干謁的張衛尉是張垍，

李白向這位有權有勢的駙馬求援，表明自己的才能和心跡：「獨

酌聊自勉，誰貴經綸才。彈劍謝公子，無魚良可哀……丹徒布

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17李白表示自

己將會像丹徒布衣劉穆之一樣，將來定有出頭之日，到那時必

以黃金盤盛檳榔的規格，報答曾施惠於己的人。李白在張垍面

前已把自己的抱負、志向和盤托出，希望得到他的援助。但後

來事實表明，張垍並未為李白的青雲路鋪磚添瓦，李白反而「以

張垍讒逐，遊海岱間」18。 

為了實現自己的干謁夢想，李白並沒有放棄。開元二十二

年（734）他來到荊州，拜訪時任荊州長史兼襄州刺史、山南東

道採訪使的韓朝宗。這一次李白留下了〈與韓荊州書〉，文中直

截了當表達了自己對韓朝宗的讚美，希望得到韓朝宗推舉的願

望：「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而願委身國士。儻

急難有用，敢效微軀……」19為了得到推舉，李白還在文中誇耀

自己的才華，向韓朝宗表達自己的忠心：「十五好劍術，遍干諸

侯。三十成文章，曆抵卿相。……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

侯哉！」20不過，通過分析韓朝宗舉薦過的人才，筆者發現，儘

管韓朝宗「喜識拔後進，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

重之」21，但他舉薦過的人都是在官場上有背景與資歷之人。崔

宗之沿襲了其父的爵位，「（帝）後又贈荊州大都督，子宗之襲」
22；嚴武則因為門蔭入仕，「中書侍郎挺之子，二十歲尹門蔭關

係封官職」23。身為一介布衣的李白，則難以得到韓朝宗的青睞。 

 

(二) 、長安干謁：人生巔峰賜金放還 

 

                                                       
16.周紹良，《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頁 3301。 

17.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頁 476。 

18.周紹良，《全唐文新編》，頁 431。 

19.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頁 1239。 

20.同前註，頁 1241。 

21.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頁 4274。 

22.後晉·劉昫等，《舊唐書》，頁 3089。 

23.同前註，頁 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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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李白的長安干謁之路還是得到了回報。天寶元年（742）

由於玄宗改元大赦，詔令：「前資官及白身有儒學博通、文辭英

秀及軍武謀藝者，所在縣以名舉京。」24這再一次為李白打通了

干謁入仕途徑。李白再次入京，並得到玉真公主等人的推薦，

受到了唐玄宗的賞識，成為翰林院供奉。對此，李陽冰在〈草

堂集序〉中有李白得到重用的相關記載：「天寶中，皇祖下詔，

征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

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

於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25

不過很快，李白因為縱酒犯法，於天寶三年（744）被「賜金放

還」。 

 

(三) 、貶出長安：四處漂泊難以入仕 

 

由於自身性格和作風使然，李白並沒有在其干謁巔峰——

玄宗的翰林待詔一職上停留多長時間，就被趕出了朝廷，再次

回歸江湖，四處漂泊干謁各色大大小小的官員，以求再次獲得

賞識入仕。 

天寶五年（745），李白離開長安後不久，干謁之心再次升

起。在寫於這一年的〈贈裴司馬〉一詩中傳遞出這樣的資訊：「猶

是可憐人，容華世中稀。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26在這首

棄婦詩中，李白把自己比作一個容貌舉世無雙，裝束漂亮的絕

世佳人，不幸受到「眾女譏」而失寵，希望能夠得到裴司馬的

賞識舉薦為官。可惜儘管李白情真意切，但這一次干謁也沒能

夠成功。 

天寶七年（748），李白在冬天來到廬江，拜見了當時的廬

江太守吳王李祗，在詩歌〈寄上吳王三首〉中李白對吳王極盡

讚美，自誇自己昔日榮耀，希望能夠得到賞識：「英明廬江守，

聲譽廣平籍……客曾與天通，出入清禁中……襄王憐宋玉，願

入蘭臺宮」27對於李白入仕的熱切欲望，從現存史料可見，李祗

                                                       
24.同前註，頁 214。 

25.周紹良，《全唐文新編》，頁 5094。 

26.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頁 529。 

27.同前註，頁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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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給李白任何機會——李祗並沒有表現自己的態度，更沒

有收留他。 

天寶十三年（753），被貶失意的李白遇到了獨孤駙馬，再

一次向他表達了希望得到幫助，謀得一官半職的迫切心情。在

〈走筆贈獨孤駙馬〉中李白寫道：「都尉朝天躍馬歸，香風吹人

花亂飛……倘其公子重回顧，何必侯嬴長抱關」28李白通過對駙

馬的讚美，自比作有才能卻不見重用的隱士侯嬴，表達了希望

得到駙馬舉薦的迫切心情。可惜，獨孤駙馬卻不是這位「侯嬴」

的信陵君。 

天寶十四年（755），趙悅任宣城太守，來到宣城的李白為

其作詩〈贈宣城趙太守悅〉：「……持斧冠三軍，霜清天北門……

願借羲皇景，為人照覆盆……」29全詩先盛讚趙悅威武，同時含

蓄表現出作者此時處境艱難，傳達了欲借趙悅的舉薦建立功業

的願望。不過由於趙悅官職不高，這次干謁也是一如既往地失

敗了。 

唐朝安史之亂前夕，天寶十三年（754）李白由宣城遊銅陵

五松山之時，與常贊（時為南陵縣丞）交往甚密，希望得到常

贊的同情與支持，便贈其一首〈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遠

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
30詩中不僅可以看出李白從遠方投奔常贊內心的真切，更深層次

展露了李白迫切的援引渴望，為了進入仕途，對於一個小小的

縣丞也極盡讚美之能事。可惜後來爆發的安史之亂，把李白的

干謁之途又一次打斷了。 

 

(四) 、安史亂後：仕心不死可惜錯判 

 

唐肅宗至德元年（756），李白見安史之亂起，心生為國效

力之思。不顧自己年歲已高，再次踏上了干謁的征途。 

如今可見的這一時期第一篇干謁詩文是〈贈常侍禦〉：「安

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復瀟灑。……登朝

                                                       
28.同前註，頁 506。 

29.同前註，頁 614。 

30.同前註，頁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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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言，為訪南遷賈。」31詩中，李白自比謝安、賈誼，委婉地

表達了自己希望得到指引常侍禦舉薦的心理。不過不久後李白

東投永王，這次干謁無疾而終。 

安史之亂期間，李白因參加永王李璘幕府，被捕入潯陽獄。

後來，經宣慰大使崔渙和禦史中丞宋若思的營救出獄，病臥宿

松山。此時，正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鎬任河南節度使、都

統淮南等道諸軍事，率軍東征睢陽（在今河南境內），平定了安

史叛軍。李白於唐肅宗至德二年（757 年）寫了〈贈張相鎬二

首〉這組詩：「昊穹降元宰，君子方經綸……本家隴西人，先為

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青雲上。……十五觀奇書，作賦淩

相如。……滅虜不言功，飄然陟蓬壺。」32詩中，李白毫不吝惜

讚美張鎬滿腹經綸，神采出眾。還把自己描述成為前朝猛將的

後裔，能力超群，聲名遠揚，平叛有了自己的參與必將取勝。

然而張鎬並不敢於在平叛的非常時期，啟用一個毫無政治經驗

且又剛獲罪被釋放的李白。 

除此之外，李白在唐肅宗時期，替禦史中丞宋若思寫的一

篇把自己推薦給肅宗的文章〈與宋中丞書〉中提及：「天寶初，

五府交辟，不求聞達，亦由子真穀口，名動京師。上皇聞而悅

之，召入禁掖……臣聞古之諸侯進賢受上賞，蔽賢受明戮。若

三適稱美，必九錫先榮，垂之典謀，永以為訓。臣所薦李白，……

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稱屈。伏惟陛

下大明廣運，至道無偏，收其希世之英，以為清朝之寶。」33在

文章中，李白曆敘自己的經歷、志向和才華，極盡對唐肅宗的

讚美，將其與古代聖王比較，希望得到任用。 

或許是考慮到李白政治經驗不足，抑或是對李白參與永王

起兵事件仍耿耿於懷，肅宗對李白的自我舉薦並不重視。為了

能夠在肅宗時期入仕，上元元年（760 年），李白寫下了干謁詩

〈贈崔咨議〉，詩中一句「希君一翦拂，猶可騁中衢」34，在詩

歌中將自己比作天馬，希望能夠得到崔咨議這位伯樂的賞識，

進而被肅宗任用。 

                                                       
31.同前註，頁 566。 

32.同前註，頁 600。 

33.同前註，頁 1217。 

34.同前註，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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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二年（761 年），李白客遊升州時贈給當地官僚王忠臣

一首〈贈升州王使君忠臣〉：「應須救趙策，未肯棄侯嬴。」35詩

人再次以侯嬴自比，希望能得到王忠臣的舉薦。只是王忠臣位

卑言輕，難堪信陵之功用。  

由以上眾多李白的干謁詩文可見，干謁在李白人生中的分

量不言而喻。李白一生仕途坎坷，為了躋身於官員隊伍之中，

李白可謂是竭盡所能去與各式各樣的人接觸，在干謁詩文中展

現自己的才華，表達自己希望與被干謁者深入交往的渴望。但

是李白的干謁對象大多因為官位較低，加之李白政治經驗有限，

僅僅是和李白進行表面性的交往，沒給李白任何實質上的幫

助。 

從李白干謁對象中發現，李白的干謁對象上至皇帝下至地

方官吏，從中可見李白為了在唐代這一政治空間獲得一官半職，

在選擇入仕途徑上可謂竭盡所能抓住一切機會。與此同時，李

白的干謁詩也成為了當朝的文化承載者，當我們從這個行為角

度看，個體就不再是孤立的個體，其行為也正如解志熙先生所

說的是「關聯深廣的文學活動或者說文學行為」，「而那些看來

似乎瑣細的並無深意的文學互動行為，則因其是有助於說明某

一時代的某些作家，為什麼如此做而不如彼做的實存行為。」36

因而，考察李白的交遊活動，不僅還原了其個人的生活軌跡和

文化選擇，也可以從中找當時政治風氣之線索，在文學史和文

化史上具有一定的意義。 

 

四、 李白干謁失敗的原因 

 
李白一生執著在干謁之途上卻屢屢碰壁，筆者認為李白的

干謁失敗有四方面原因構成：李白對於干謁對象的選擇失誤，

使得其不一定能夠獲得干謁對象的有效舉薦，這是其一；對於

干謁對象而言，李白的身世背景缺乏利用價值，這是其二；李

白干謁詩文中大量無效資訊，使得干謁對象難以慧眼識珠，這

                                                       
35.同前註，頁 526。 

36.解志熙，《文學史的「詩與真」：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集》（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13），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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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三；李白性格缺陷導致其不僅不適合官場，反而容易觸犯

官場上的制度，這是其四。 

 

(一) 、李白干謁對象選擇失誤 

 

選擇干謁對象作為干謁過程中的起點，倘若這第一步不慎

走錯，勢必會對干謁結果造成一定的影響。不幸的是，李白在

干謁過程中，屢次在干謁對象的選擇上產生失誤。筆者認為，

李白干謁對象選擇失誤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李白並沒有認真選擇那些真正能為其仕途助力的干

謁對象進行干謁，對於干謁對象的選擇，李白採用廣撒網的策

略。即抓住一切能夠進行干謁的機會，對一切官場中人進行干

謁，以求能夠入仕，似乎急躁盲目到沒有認真考慮被他干謁的

人能否有能力引導其入仕。從李白的干謁詩文可以發現發現，

李白的干謁對象在官場上地位，有著雲泥之別。從一個小小的

縣丞常贊，到貴為皇親國戚的吳王李祗，李白都不放過能夠干

謁的機會。但是地位低下的官員在官場上位卑言輕，並不能為

李白進入官場提供幫助。 

其次，對於能夠為其進入官場助力的干謁對象，李白也並

沒有對其有足夠的認識和瞭解，導致其干謁失敗。比如李白在

干謁的韓朝宗儘管是高官，也熱衷於提拔後進，但是其提拔的

對象大多是官宦世家子弟，李白作為白身之人，自然難得其垂

青。又如對駙馬張垍的干謁，從李白對其的干謁詩〈玉真公主

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中「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37一句的

典故來自於〈南史· 劉穆之傳〉，該典故為江氏兄弟曾嘲笑戲弄

過劉穆之，而劉穆之後來成為尚書左僕射。可以想見，張垍應

該曾嘲笑過李白。但是李白似乎沒有認識到對方的心意，依然

執著於對其干謁，最終無疾而終。 

其三，李白選擇干謁對象時，沒有對干謁對象所處的政治

環境有審慎考慮。官場中的政治環境，對於每一個身處其中的

官員，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若沒有敏銳的政治嗅覺，對政治

環境風向有所洞察，則很有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但李

                                                       
37.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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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選擇干謁對象的時候，對於干謁對象所處的政治環境，缺乏

足夠的認識，沒有意識到干謁對象自身風險，盲目進行干謁，

無意中使得自己成為政治犧牲品。如〈上李邕〉中的干謁對象

李邕，在李白干謁期間正處於政治鬥爭失敗，被貶出長安外任

地方官時期，難以給李白有效的入仕幫助。又如安史之亂時期，

李白意識到自己干謁入仕、殺敵報國，成就一番功名的大好機

會來了，迫不及待地進入在東南起兵勤王的永王幕下。但是隨

著永王起兵被唐肅宗定性為叛亂遭到鎮壓，李白作為叛黨中的

核心人物之一，也遭到了殘酷的清算，被流放夜郎。由此導致

後來通過〈與宋中丞書〉和〈贈張相鎬二首〉，分別向肅宗集團

下的重臣進行干謁的失敗——干謁對象不敢冒此巨大的政治風

險破格啟用李白。 

 

(二) 、李白身世背景缺乏利用價值 

 

唐朝作為門閥主持的九品中正制度，轉向考試選拔的科舉

制的轉型時期，對於入仕者有一定的資歷要求。一個人在唐代

要想獲得做官的資格，主要通過以下幾種途徑：：科舉考試、

資蔭、流外入仕、行伍和入幕。對於李白來說，唐代律令對於

商人家族的出身的人的做官限制，決定其一出生就失去了做官

的資格：「自執工商，家專其業，不得仕」 38。儘管李白可能意

識到了其出身先天不足，努力希望通過聯姻，獲得做官的資格，

據唐代詩人魏顥〈李翰林集序〉記載：「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

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

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宗。」39其中許為前宰相許圉師的孫女，

宗為前宰相宗楚客的孫女，但是這些名門之後的大家閨秀，因

為家道中落，並沒有能夠為李白入仕提供幫助。於資蔭而言，

李白的祖上和親戚並，沒有人是唐王朝的皇親國戚、親王以下

子孫、公主、郡主和五品以上高中級官員40，李白也無法通過門

蔭入仕。於流外入仕而言，李白不屬於唐代流外官員胥吏、專

門技藝人才、專業學生中的任何一種，也無法入仕，現存史料

                                                       
38.仁井田升，《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頁 206。 

39.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頁 1451。 

40.張國剛，《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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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任何與李白加入唐朝軍隊有關的記載。入幕，則成為李

白入仕近乎唯一的途徑。 

由此可見，雖然唐代入仕途徑較多，但是於李白而言，他

難以找到適合其入仕的途徑，為進入仕途，他只能選擇入幕，

而入幕的方式之一就是干謁。 

對於執著在干謁道路上的李白來說，其干謁道路也不算順

利。很大程度上在於對干謁者而言，接受干謁者的干謁，推舉

其進入仕途往往會有一定的私心，希望通過對門生的選拔，給

自己帶來一定的利益。正如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述論稿〉

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所說：「座主以門生為莊田，則

其施恩望報之意顯然可知」 41，通過干謁推舉，雙方能夠結成

仕途利益共同體，各自都能獲得屬於自己的利益。 

不過，商人家庭出身的李白在「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中

處於社會底層，身份卑微，並且家庭中沒有任何已在仕途上取

得一定成就者。對於李白的被干謁者而言，李白並不能與其產

生仕途上的合作關係，反而在可見的入仕未來會處處依賴被干

謁者，如此缺乏利用價值的干謁者並不值得被選擇與推薦。 

 

(三) 、李白干謁詩文資訊傳遞無效 

 

李白若想干謁成功，其在干謁詩文中呈現的資訊是否能夠

吸引干謁對象至關重要。從李白的干謁詩文的自我描述中，我

們可以看出李白眼中的自己是這樣的有如下幾個特點： 

天生英才的形象，李白在干謁詩文中極力展現自己的才幹。

如在〈與韓荊州書〉中李白稱自己有「日試萬言，倚馬可待」42

的才幹。李白自誇有抱負，有才幹，以求慧眼識人才的韓朝宗

不要埋沒了人才。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標榜自己「五歲誦

六甲，十歲觀百家」43。構建的是從小就飽讀詩書，長大後滿腹

經綸的才學之士形象，在李白的干謁詩文中，李白以天才自居

以求吸引干謁對象的注意。 

                                                       
41.陳寅恪，《唐代政治制度史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

版社，2015），頁 271。 

42.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頁 1239。 

43.同前註，頁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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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懷大志的形象，在〈與韓荊州書〉中，李白自稱「雖長

不滿七尺，而心雄萬丈」44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李白稱道

「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45。「四方之志」和「心雄萬丈」一樣

都是籠統的說法，既然是干謁，必然是想得到重用，但希望干

謁對象如何用他，李白似乎不大想明確地表達出來。這可能是

因為如果說得過於明確，干謁對象不答應會令自己很尷尬，所

以在他的詩中故意留下了模糊空間。 

懷才不遇的鬱悶，如在天寶五年寫的〈贈裴司馬〉中，李

白以織女自比，表達了自己的才能不能被賞識的委屈心情。李

白在詩中說：：「秀色一如此，多為眾女譏。君恩移昔愛，失寵

秋風歸。」，46李白將有才華的自己比作美女，被無才之人（平

庸女子）所妒忌，從而失去了君王的寵倖。從這首詩中，也可

以讓人想像出曾一身傲氣的李白的無奈。有這麼卓越的才幹，

而不得重用，是要歎上天不公了。又如在〈上李邕〉中李白寫

道：「世人見我恒殊調，聞餘大言皆冷笑」47將自己不被人理解

的尷尬境遇，描繪得淋漓盡致，委婉地表達了希望對方能慧眼

識英才的願望。 

李白在干謁詩文中，對於自我形象的描繪看似美好，但與

當時許許多多其他干謁者的干謁詩文相比，則並不亮眼。李白

在其干謁詩文中，向干謁對象展現的是一幅理想化的人物面相，

他對自己的描述與當時科舉考試中應試者的要求「博識高才、

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48相似——既有知識，能力也強。

然而根據白貴和韓立新的研究發現，49李白所處盛唐時期的干謁

者，不約而同在詩文中呈現的面向，以表演（人生態度表現有

裝扮、自居、陶醉、外在的關注、規則與自由之間的適度張力

等遊戲成份）和揚名（人生態度表現為一種傳播欲望，即干謁

主體的播名流芳的處世態度和行為）為主。這兩點中，表演的

                                                       
44.同前註，頁 1239。 

45.同前註，頁 1243。 

46.同前註，頁 529。 

47.同前註，頁 511。 

48.張國剛，《唐代官制》，頁 140。 

49.白貴，韓立新，<唐人在干謁詩中塑造了怎樣的士人形象>，《河北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2013.3），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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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類似於李白在干謁詩文中極力誇耀自身特點（天生英才、

胸懷大志）並以此自居，希望獲得外在（干謁對象）的關注，

有著相當部分的重合度。揚名的面向與李白極力渲染自己時運

不濟，懷才不遇，希望通過干謁詩文使得自己的名聲獲得傳播，

以求得到干謁對象的提攜進入官場有著相似的邏輯。 

干謁者作為資訊供給方，他們對自己的特長和形象比干謁

對象瞭解更加透徹，在干謁詩文中選擇性展現自己的特長，或

是對自己的形象進行美化，以求獲得干謁對象的賞識。即資訊

供給方的干謁者擁有他們不容易觀察的私人資訊（對自身才能

的較全面認識），他會通過隱蔽自己的真實資訊使得自身效用最

大化，50也就是通過干謁入仕。 

在干謁中，被干謁者需要謹慎地選擇干謁者。因為對於被

干謁者而言，干謁最大的風險就是受到干謁詩文中的不完全資

訊（隱蔽自身的真實資訊，選擇性展現自己的特長，或是對自

己的形象進行美化，以求獲得干謁對象的賞識）影響，做出錯

誤的決定，錯失真正的人才或者舉薦了不合適的人，進而影響

到自己的仕途。 

為了克服雙方不對稱資訊為被干謁者帶來的風險，被干謁

者定會更加審慎地審查干謁詩文的內容，即可掌握的干謁者資

訊（有鑒於古代資訊傳遞的滯後性，干謁者在其他地方的表現，

被干謁者不一定能夠全面準確地瞭解），從而對干謁者提供的經

篩選過的不完全資訊進行資訊甄別。淘汰那些干謁詩文與其他

干謁者相似的，毫無自身特色與真實才能展現的干謁者。 

很不幸，李白的干謁詩文和其他干謁者的投獻詩文太過於

相似，使得其所提供的資訊可信度大打折扣。干謁者自然將其

當作毫無自身特色和真才實學的干謁者對待。由此可見，李白

干謁失敗便也在情理之中。 

 

(四) 、李白能力態度難容仕途 

 

在李白干謁詩文的自述中，他自幼學習縱橫術和劍術，又

飽讀詩書，因此對自己的才學和前路充滿了信心。初出蜀中時，

                                                       
50.謝康，蕭靜華，《資訊經濟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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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自己是「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文可以變風俗，學可以

究天人」51。但是，李白自身素質與唐朝官員選拔的要求，有一

定的不相容性，具體表現在官員選拔要求和李白的政治素質上

的不適配上。 

李白自身最突出的特點在於李白的文采，然而，縱觀唐朝

對於官員選拔的要求來看並不足以入仕。 

首先，文采只是入仕考核的其中一方面，入仕者還需要滿

足其他方面的要求。如進士考察帖經（記誦）、雜文（辭章）、

策論（政見）；明經考察帖經、經義、策論；銓選考察身、言、

書、判。儘管李白並不是通過通常的考試入仕，但這些考試內

容是對任何一個入仕者的基本素質要求，也是干謁者對李白才

能的考衡標準。〈唐會要〉中有言：「既不守文，又未經事，自

今以後，有此色及朝要至親，並不得注擬。」52，在入仕考核中，

李白大部分領域並不擅長，考核難免吃虧。 

其次，李白干謁的對象大多是幕府，幕府官僚人數有制度

上的限制。李白的干謁帶有一定政治功利性，通過大量干謁活

動，希望能夠拜入有名望之人的幕府，由他們舉薦而為官，使

自己的仕途之路更為順暢。53儘管幕府職位大多自行辟置奏請，

但地方長官薦官為自己屬下奏請，除了臨時不拘品格的薦舉外，

一般是指五品以上官員和常參官的舉薦。李白雖然有文才，但

是否值得「不拘品格的舉薦」仍有待商榷。同時，唐朝對於官

員衙署人數限制有嚴格的規定，「諸官有員數，而署置過限，及

不應置而置，（謂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54，李

白干謁的官員衙署可能已經滿員，不值得為一個李白而受罰。

有鑒於此，張鎬不接受李白的干謁入仕也在情理之中。 

最後，李白在官場上屢觸法律，難為仕途所容。李白年輕

時極具口辯之才，仗劍遠遊，積極主動干謁三公、平交王侯，

向高層官員鼓吹過他的見解觀點。但是這種遊士的張揚行事風

格，使他脫離了穩重、幹干練的一般官員標準。事實上、官場

行為方式的不得當，對於一個官員的仕途而言，比他的政治主

                                                       
51.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頁 1217。 

52.北宋·王溥等，《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 1361。 

53.張雯，<馬楚文人交遊考>，《文學教育(下)》（2016.10），頁 22-23。 

54.曹漫之，《唐律疏議譯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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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不當更為致命。55如其在翰林待詔任上犯了「諸顛狂酗酒」條

律，此後「皆不得任侍衛/居奉之官」56；又犯「在官應直不直，

應宿不宿，各笞二十，通晝夜者，笞三十。若點不到者，一點

笞十」條例57，自然不可避免要受到了嚴厲的處罰。正如袁立權

所說：「在專制統治下，要入仕途首先要聽話，它是用來迎合和

侍奉上司，以便獲得好感得到提升必不可少的條件。否則，即

使具備了治才也不能進入官場。就是進去了也會呆不下去。」58

封建官場上「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值一杯水」59，而李白除

了「吟詩作賦」之外，政治敏感度和技巧極度低下，接二連三

地做出讓高力士脫靴、縱酒不上朝等行為，甚至是違反大唐律

法的行為，最終只能落得離開朝廷的下場。 

 

五、 結語 
 

從李白的干謁詩出發，回顧李白屢屢碰壁的干謁歷程，可

以發現李白干謁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造就的必然結果。 

於作為干謁者的李白而言，其身世背景先天不足，對於干

謁對象選擇缺乏考慮，自身性格行為常觸犯法律和官場規則，

使得他一生奔走在干謁的道路上，希望入仕而不得。短暫的兩

次干謁入仕，看似成功實則也是失敗——在玄宗和永王手下都

沒有真正達到他的入仕期望，短暫在官場停留後就被無情地踢

出官場。 

於作為被干謁者的干謁對象而言，其在官場上的地位，所

處的政治環境，對於干謁者的選擇考量，使得其對於援引李白

入仕有心無力，即使有能力也考慮到李白身世背景、才能和政

治素養，而不幫助李白步入官場。 

一生都奔波在干謁路上的李白，可能並沒有意識到自身的

問題和被干謁者的考慮，抑或是他意識到了這些，但為了達到

                                                       
55.呂肖煥，<「不得體」的社交表達：陸遊的人際關係詩歌論析>，《四川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02 期（2016.1），頁 152-160。 

56.仁井田升，《唐令拾遺》，頁 207。 

57.曹漫之，《唐律疏議譯注》，頁 369。 

58.袁立權，<有詩才未必有治才>，《宜春師專學報》（1993.6），頁 50。 

59.唐·李白，清·王琦，《李太白全集》，頁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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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入仕的執念仍執著於干謁，真相如何，如今已不可考。但

李白作為唐代干謁失敗的典型人物，探究其失敗原因，對於研

究唐代干謁制度的運作及參與者的選擇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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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Reasons for Li Bai's Failure to 

Become an Official 
 

Abstract 
 

    Li Bai desired to be an official, so he did all possible to seek 

help from other officials. But he often hit obstacles. In order to 

obtain official positions, Chinese scholars of ancient times 

presented poems and essays to top officials or others who were 

well-reputed. Sometimes these poems and essays would gain the 

favor of the recipients and thus secure the writers government 

positions. This method, known as ganye, was very common in the 

Tang dynasty. Modern discussions on why Li Bai could not 

obtain a government position mostly focus on his personality and 

background. This study, however, analyzes the information 

conveyed in his ganye poems and essays and concludes that his 

work, his apologies and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were also 

strongly related to his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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