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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御史臺是唐王朝中央監察機構，包括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
史及各種供奉、裏行官，留臺及外臺御史等。由於唐代御史的雄峻地位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
特殊作用，唐代御史制度一直是唐史研究的「熱門」領域之一。以考證精審、搜集史料宏富
的《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收錄唐代御史總計題名 1100 餘人次，尤以武后至開元年間題名居
多，向來被視為研究唐代監察制度和唐代御史生平的重要文獻，是研治唐代文史必備的重要工
具書之一。
本書在《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等先賢時彥研究的基礎上，廣搜博取歷史文獻、出土金
石拓片、佛道二藏、詩文總集、作家別集等各方面資料，對初唐至盛唐時期百餘年間的御史資
料詳加考證，新增初盛唐時期御史 400 餘人次；對初盛唐御史資料進行相應的排比、編年；對
唐代御史的沿革、職能、品階、職權、兼官、別稱以及與中書門下、尚書六部的關係進行梳理
闡發。本書使治唐代文史的學者免除遍檢典籍而不得之苦，為學界提供便於檢索的工具書。
同時，本書有助於傳統廉政文化的開展，有助於當代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彰顯出當代中國
人文學者的學理感知所具有的人文氣息與正義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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