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桃花扇》是中國清代著名的傳奇劇本，是作者孔尚任經歷十餘年三易其稿
而成的心血結晶。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問世就獲得當時劇壇很高的聲譽，與洪
昇的《長生殿》一起稱為「南洪北孔」，成為清代傳奇的壓卷之作。
然而，儘管《桃花扇》在戲曲史上的地位如此之高，但跟《牡丹亭》
、
《長生
殿》比較起來，以此為專題進行研究的並不多，這或許是侷限於其場上搬演的記
載相對有限。大抵從《桃花扇》問世之後到清亡的二百年間，《桃花扇》被視為
「文學讀物」的普遍性，遠超過其作為演出的「舞台腳本」
。翻檢十八世紀資料，
1
除了為供清唱而非搬演的清唱曲集《納書楹曲譜》 等收有〈訪翠〉
、
〈寄扇〉
、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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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三齣外，其他戲曲選本很少收錄《桃花扇》。而後來在《綴白裘》2、《清末
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3、
《崑曲史補論》4、
《上海崑劇志》5等書裡也都不見有《桃
花扇》的演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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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與同被並稱為清代傳奇雙璧的《長生殿》相較，《桃花扇》似乎呈現出
被表演藝術界「漠視」的現象。然而，從史料中可知，《桃花扇》在作者孔尚任
的年代，確實是曾受到當時劇壇的歡迎，廣泛演出過。究竟它後來在劇壇上被冷
漠的原因何在？歷來雖有不少學者就此舞台冷落現象進行研究，提出許多其背後
的因素，但迄今仍議論紛紛，沒有定論。雖然如此，但《桃花扇》的價值並未因
此而被貶低，仍然在中國文學史、戲劇史上被看做「名劇」。筆者有鑑於過去學
者的論述，多半是從「文學」的角度來評價該劇，而忽略了對其「戲劇性」演出
價值的探究，因此筆者試圖從劇壇與當代戲曲改編的演出現象，來重新管窺《桃
花扇》的藝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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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葉堂編：《善本戲曲叢刊》第87-104冊，台北：台灣學生，1994年
完成於乾隆中葉1774年的錢德蒼選本《綴白裘》，共收劇八十餘種，折子戲四白九十二齣，可
稱為當時罕有遺漏的權威性上演劇目大戲考，對於《桃花扇》竟也是一齣未收。
3
陸萼庭：
《崑劇演出史稿》中有附錄〈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
。它是筆者廣搜自同治十一年
（1872年）起的《申報》等戲目廣告而整理出來的，紀錄此時期演出的劇目多達八十七種，五百
十一齣，而《桃花扇》未列其中。
4
顧篤璜《崑劇史補論》所抄錄的內廷供奉陳金雀於咸豐十年（1860年）「大約是他帶到內廷去
的點戲用的戲摺」以及根據老藝人曾長生口述整理的「清宣統以後恢復的後全福直至民國以後的
仙霓社所常演的劇目」，桃花扇竟被摒於這兩份劇目外。
5
《上海崑劇志》所載曾在上海演出過的崑劇「傳統劇目」
、
「新排本戲」
、
「燈戲及其他」
、
「創作、
改編劇目」（其收錄的時間下限為1996年底），也不見有《桃花扇》的演出。
2

3

相較於清代與民初有關《桃花扇》舞台演出現象的比例，當代戲曲「改編」
《桃花扇》的機率增多，各地方劇種乃至話劇、電影、電視取材移植，其改編
劇作多達十幾篇。尤其是 2006 年江蘇省崑劇團推出的《1699 桃花扇》全本戲演
出，與白先勇青春版《牡丹亭》7、蘇崑全本《長生殿》8等近來在劇壇被關注的
製作並肩其驅，再次喚醒觀眾對《桃花扇》戲劇性價值和魅力的認知，不但反映
了近年來崑曲界盛行演出「全本戲」的潮流，也顯示了當代戲曲努力「復原經典」
的企圖心。
6

而無論是崑曲作品還是其他地方戲劇種，許多改編本之內容，雖然大部分都
遵循原著的情節脈絡，但細節的部分與人物形象，往往因時代背景的改變、作者
的意欲以及觀眾接受度的不同，而時有改變的情形。尤其是地方戲，隨著作者對
主題意識的解讀與對人物形象的型塑，開展了許多嶄新架構劇作的空間。特別值
得注意的是，十餘種劇作結局的處理方式各有不同，大致可以將改編本納結為三
類模式：一、失節守節模式，二、生旦團圓模式，三、幻滅入道模式。這三大類
的結局模式，正是反映出劇作家改編的主題意識及對原著的重新解釋。因此筆者
期待能夠從這些改編本的比較和分析中，看到在不同時代裡，運用不同形式，具
有不同思想的作者，所表現出來的再創作。故筆者擬對《桃花扇》在當代戲曲中
的改編發展略加探討，以展現「經典作品的再創作」的意義和其靈活性。

二、 研究目的
本論文的研究目的有三：首先，從孔尚任《桃花扇》在清末民初舞台上的搬
演情況切入，力求其在舞台上曾受冷漠的原因。雖然對這論題前人的研究成就頗
佳，但仍有可開掘探討的空間：而在這探討過程中，筆者撇開過去從文學本位的
標準，從它的「藝術性」
、
「社會背景」等多重角度來重新分析孔尚任的《桃花扇》
，
找出其成就和意義，澄清過去將它視為案頭之作的評價，並進一步探討其作品在
舞台上較被忽視的真正原因。

6

本研究所謂的「改編」，包括廣狹二義，廣義而言，以傳奇原著參照指標，在劇幅大小、情節
設計、角色比重、人物性格刻劃上的修正都屬此列，「改編」又有程度不同的差異，如果是針對
部份文字作修改，或是刪去部份情節，或是增加細部的表演，整理之意義較大，論者謂之「整編」
，
如果是重新改編劇本，超過了文字修改，增刪部份的情節，而在立意上或情節發展上或如人物塑
造尚有較大之改編者，則屬之「改編」
，本研究所討論的當代改本以後者居多。本研究所謂的「改
編」，雖包括廣狹二義，而主論上的「改編」乃限定於狹義而言。
7
2004年4月，由美籍作家白先勇先生策劃製作，江蘇省蘇州崑劇院「小蘭花」崑劇新秀擔任主
演，赴台首演，轟動寶島。全劇分上、中、下三本，導演汪世瑜，藝術總監張繼青，主演沈豐英、
俞玖林。
8
2003年，由中國崑曲博物館、蘇州崑劇傳習所和蘇州崑劇院聯合製作，台灣儒商陳啟德出資，
恢復排演全本《長生殿》，陳先生特邀蘇州資深崑曲學者顧篤璜擔任總導演，台灣著名美術設計
師葉錦添任舞美設計，主演王芳、趙文林。全劇分上、中、下三本，共二十八折。該劇經過一年
多的排練，於2004年2月赴台灣首演。全劇以「原汁原味」的南崑風格、流暢、精緻的舞台表演，
華麗而古典的舞美設計吸引了台灣各個階層的觀眾。
4

其次，由於《桃花扇》當代戲曲改編本，在主題意識、人物形象和情節處理
上有著不少跟孔尚任原著不同處，它們對孔本《桃花扇》有著更多嶄新的開展，
但迄今很少人對此進行系統的關照和研究。因此筆者試圖蒐集在當代舞台界各劇
種對《桃花扇》的改編演出劇本，進行比較分析，探討其對原著的改編程度和其
再創作的成就。由於「一本多作」現象背後，其實蘊藏著時代背景的遞變、作者
的意欲以及觀眾審美傾向的不同，因此本文亦會論述每個改編本的創作背景和主
題意識。
最後本研究將把個別分析過的各劇種改編本綜合起來，探討《桃花扇》改編
本對原著改編的著重點與藝術手法，總括其在主題旨趣、人物形象、情節結構等
方面的側重，歸結分類改編本對原著重新解釋和再創作時的傾向。繼而由此說明
改編本如何為古典劇作增添生色，並提高其藝術成就，進而對改編本的意圖和再
創作進行評價。再者，也藉由此分析窺見改編本的缺失，以作為日後改編/復原
經典劇作時的借鑑參考，這是本論文的深層目標。

第二節 前賢研究回顧
目前以「《桃花扇》改編本」為研究主題的論述，僅有梁燕女士在 1993 年中
國藝術研究院發表的碩士論文《論《桃花扇》及其改編的美學意韻》和梁氏之〈《桃
花扇》改編本的結局模式〉9、張阿利之〈《桃花扇》不同文本流變之探析〉10兩
篇期刊論文。梁氏論文針對以《桃花扇》為題材的地方戲、影視劇作等十種劇本，
從結局入手，將十種改編本納入「入道型」
（失節守節模式）
、
「圓道型」
（生旦團
圓模式）、「載道型」（幻滅入道模式）等三類模式，藉以透視每部劇作的創作背
景、藝術特色與思想脈絡，奠定了初步的全面研究。但梁氏的研究範圍為從戲曲
到現代戲，且主要著眼點在結局模式的比較和分類，欠缺更深層全面的藝術性探
究；再者梁氏研究疏漏了幾本地方戲的改編本，且梁氏的論述距今已有十餘年，
近年來崑劇界陸續推出新編《桃花扇》
，更是《桃花扇》改編本研究不可或缺的，
所以本論文擬在梁氏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補充與延伸論述。至於張氏論文，則以
歐陽予倩話劇文本、孫敬的電影文本、以及台灣林佩芬的小說文本作為論述主
體，分別探討其創作過程和藝術成就。張氏認為三種不同文本分別代表了《桃花
扇》的文本變異形態，皆承繼和宏揚了孔尚任原著文本的藝術精神，並以各自新
型的文本形態，在各自不同的話語語境中，重新闡釋和演繹了原著文本，成為另
一種獨立的、有價值、有意義的文本存在。但張氏的論述是跨文類的，不是單就
9
10

梁燕，〈
《桃花扇》改編本的結局模式〉
《戲曲藝術》
，1994年2月期，頁26-31
張阿利，〈
《桃花扇》不同文本流變之探析〉《人文雜誌》，2003年第4期，頁111-114
5

戲曲而討論，因此無法對當代諸多改編本現象做充分的說明。
除了這兩篇的論述之外，大陸學者曾經針對單篇改編劇作進行研究和評價。
如： 李谷鳴、王偉之〈一次成功的改編與創新－評黃梅戲音樂電視連續劇《桃
花扇》〉11、 鍾藝兵之〈好聽、好看、好懂－談胡連翠的黃梅戲音樂電視劇〉12 、
郭啟宏之〈 《桃花扇》 京崑合演本厄言 〉13、 周偉華之〈傳統戲曲的現代化
途徑－以評崑劇《桃花扇》和黃梅戲《徽州女人》〉14、 潭志湘之〈五朵梅花連
袂出演《桃花扇》的啟示〉15 張森之 〈金粉未消亡聞得六朝香－崑劇《1699 桃
花扇》的舞台美術設計〉16、 向陽之 〈燦爛崑劇的「堂吉河德之舞」－田沁鑫
《1699 桃花扇》觀察〉17等。這些論述提供著在當代舞台上曾經扮演過的《桃花
扇》改編本的演出狀況和各劇的藝術成就，但這些期刊論文大都為評劇式的文
章，其關注點也只限於一個劇種的改編本而已，因此難以對《桃花扇》當代戲曲
改編本做出全面的關照。
而歷來有關傳奇《桃花扇》的研究，除了針對該劇文學性的探討和作者孔尚
任的研究之外，近年來，跟其他戲曲作品比較亦漸引起注意，現就前人對於傳奇
《桃花扇》及跟其他戲曲作品比較研究，分析討論如下：
至於以專著研究傳奇《桃花扇》者，有耿湘沅《孔尚任桃花扇考述》18、廖
玉蕙《桃花扇相關問題之研究》 19、謝麗淑《桃花扇研究》20、江柏瑩《試論孔
尚任之戲曲理論及其創作實踐－以桃花扇研究為例》21。
1. 耿湘沅之《孔尚任桃花扇考述》主要是以歷史批評與劇作研究為主。其
先說明傳奇的體例與發展，而後考述孔尚任的家世、時代、交遊與著作

11

李谷鳴、王偉，
〈一次成功的改編與創新－評黃梅戲音樂電視連續劇《桃花扇》〉
《黃梅戲藝術》
1994年第一期，頁84-98
12

鍾藝兵，
〈 好聽、好看、好懂－談胡連翠的黃梅戲音樂電視劇〉《中國電視》1995 年第三期，

頁 17-19
13
14
15

郭啟宏，
〈《桃花扇》 京崑合演本厄言 〉《劇本》第449期，2002年10月，頁58-61
周偉華，
〈《桃花扇》和黃梅戲《徽州女人》
〉《文藝爭鳴》2001年第3期，頁73-76
潭志湘，
〈五朵梅花連袂出演《桃花扇》的啟示〉《96 年全國崑曲新劇目觀摩演出》，頁 18-21

16

張森，
〈 金粉未消亡聞得六朝香－崑劇《1699桃花扇》的舞台美術設計 〉
《演藝設備與科技》，
頁75-81
17
向陽，〈燦爛崑劇的「堂吉河德之舞」－田沁鑫《1699桃花扇》觀察〉《藝苑》2006年第七期，
頁42-44
18

耿湘沅，
《孔尚任桃花扇考述》，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71 年

19

廖玉蕙，
《桃花扇相關問題之研究》，台北：私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96 年

20

謝麗淑，
《桃花扇研究》，台北：私立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年
江柏瑩，
《試論孔尚任之戲曲理論及其創作實踐－以桃花扇研究為例》
，台北：私立中國文化大
學藝術研究所戲劇組碩士論文，1993年
21

6

等生平事蹟，繼而對《桃花扇》的本事、創作、背景、劇作主題、成劇
時間與劇中人物加以分析，並探索劇作結構、聯套、音律與辭采技巧，
以及分齣分場次討論排場與角色的安排優弊，肯定《桃花扇》在關目排
場上多「試潤加續」的創意，題目下附註正史年月、老贊禮人物脫副末
開場的窠臼、與下卷又以老贊禮充當副末開場、改生旦團圓結局以悲劇
作結、寄南明興亡治亂的歷史、反映現實社會的黑暗以及開傳奇寫實主
義的先河等價值。
2. 廖玉蕙之《桃花扇相關問題之研究》共有五章，首先說明《桃花扇》研
究的狀況與檢討，論析了各種刊刻版本與歷來對於〈哀江南〉的作者問
題、孔尚任的罷官始末、劇作主題與文學藝術成就等問題的討論；而後
考證《桃花扇》的意涵表徵，指出桃花扇原本即為妓女的代稱，孔尚任
琯結中國文人對於桃花扇沿襲套用的思想蹊徑，除點明故事發生的時地
以及人物身分外，更賦予如肉慾的沈淪、禁慾的清修、歸隱的理想及超
越自我等更豐富多樣的意涵讓讀者聯想，主題思想則以「悼明戒清」來
涵括整體意圖；而後則從歷史與歷史劇的關係入手，探討《桃花扇》中
侯方域、李香君、楊龍友、柳敬亭等人物形象與史實的關係，並分析孔
尚任採用紀實存真、諱筆藏巧、虛構寫意、誇飾摹神、以簡御繁、對比
襯映等手法進行改編；至於《桃花扇》劇中關目的因襲與寫作手法的創
析，透過歷史、小說與戲劇的比較更能見出孔尚任的寫作技巧。
3. 謝麗淑之《桃花扇研究》共分七章，首章為作者生平，次章述其戲曲觀。
第三章為版本與宮譜：分論桃花扇各版本之存佚、刊刻年代、內容得失，
及各宮譜特色。第四章為故事辨誣：敘述桃花扇徵實處，及作者為使劇
情緊湊、便於貫串、減少頭緒、人物刻劃淋漓盡致，而點染傳奇之因。
第五章則分論桃花扇之主題意識、結構、排場、格律、人物刻劃、詞采
等各項寫作技巧之得失。第六章為上演及改作：敘述自清至今，桃花扇
上演由盛而衰及改作漸盛之概況。末章則殿以哀江南作者考。
4. 江柏瑩之《試論孔尚任之戲曲理論及其創作實踐－以桃花扇研究為例》
透過對孔尚任其人及《桃花扇》創作過程之認識，更深層地剖析其所提
諸條關於戲曲之見解為何：如戲曲功能須警世易俗、懲創人心；歷史劇
則求歷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統一，又其虛實之比例、多寡如何運用；而戲
曲結構須有始有卒、氣足神完，非如舊劇，東拽西牽；詞曲科白更要求
全面創新：詞必新警、非強合絲竹；說白詳備、不容再添一定；設科務
求鬚眉畢現，另孔尚任於藝術辯證論上更提出無體不備，更兼畫苑、對
立統一、否定之否定等別樹一幟之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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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有諸多期刊論文針對傳奇《桃花扇》進行過探討，如陳萬鼐之〈孔
尚任與桃花扇〉22則考證孔尚任的生平事蹟，並說明《桃花扇》劇名稱的由來，
及以悲劇作結、演出記聞與歷史人物與史實入事的藝術手法；林宏安之〈桃花扇
的相框結構－試論先聲、孤吟在全本桃花扇中的作用〉23提出試一齣〈先聲〉
、閏
二十齣〈閑話〉
、加二十一齣〈孤吟〉與續四十齣〈餘韻〉組成「相框結構」
，讓
讀者透過此「外框」來欣賞，以避免過度耽溺投入劇中，如此更能強烈的疏離恍
惚中體悟到歷史的虛無。林氏提出的「相框結構」細緻地釐析品味了劇作「當作
歷史／點破虛妄」的雙重意涵，極其創意。
而陶汝泉之〈孔尚任與《桃花扇》－兼論其戲劇觀〉24中認為本傳奇的戲劇結
構完整關目綿密，以意境深遠的悲劇收場饒復興味，劇中人物的刻畫生動鮮明，
曲詞說白都恰如其份。侯雲舒之〈論古典戲曲疏離特質的構成因素－以《桃花扇》
為例〉25中分析《桃花扇》劇作中的疏離質素，有老贊禮兼具局內人與戲外人的
雙重腳色運用，演員以獨白式的自我問答，心中暗自計算或抒發隱密情緒的吊場
運用，以及〈聽稗〉
、
〈孤吟〉
、
〈餘韻〉三齣抒情具有「提空」疏離效果的運用方
式；繼而探究戲曲疏離特質構成的因素有歌舞化的表演特質、腳色以旁觀者的說
唱形式、打背躬手法、方言與幫腔、淨丑的科諢、戲曲文武場的伴奏位置、檢場
人等戲曲本身的表現規律，以及觀眾對戲曲演員技藝的習慣、與劇場間存在的距
離關係等所造成的疏離效果。作者指出中國古典戲曲「游離性」藝術特質，與德
國布萊希特的「疏離性」為類同的意涵，可以用來相互對映分析劇作。
比較《桃花扇》與其他戲曲劇作之研究尚有：楊朝淵之《
《長生殿》與《桃花
扇》劇本文學研究──從戲曲主題、結構、情節、人物、語言分析》26、徐瑞嬪
27
之《孔尚任的歷史劇作研究》 、黃敬欽之〈《清忠譜》
、
《長生殿》
、
《桃花扇》三
28
劇中講唱研究〉 。
１．楊朝淵之《
《長生殿》與《桃花扇》劇本文學研究──從戲曲主題、結
構、情節、人物、語言分析》依據主題、結構、情節、人物、語言五點來進
行兩劇的分析。在主題部分《長生殿》與《桃花扇》兩劇以「情」的思想為
22

陳萬鼐〈孔尚任與桃花扇〉《現代學苑》第三卷第11期，1991年11月
林宏安，
〈桃花扇的相框結構－試論先聲、孤吟在全本桃花扇中的作用〉，
《民俗曲藝》第103
期，1996年9月
24
陶汝泉，
〈孔尚任與《桃花扇》－兼論其戲劇觀〉，
《育德學報》第8期，1994年12月
25
侯雲舒，
〈論古典戲曲疏離特質的構成因素－以《桃花扇》為例〉《第四屆清代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
（高雄：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棑編印），1995年11月
26
楊朝淵，
《《長生殿》與《桃花扇》劇本文學研究－從戲曲主題、結構、情節、人物、語言分
析》，台北：私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年
23

27

徐瑞嬪，
《孔尚任的歷史劇作研究》，台北：國立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28

黃敬欽，
〈《清忠譜》
、
《長生殿》
、
《桃花扇》三劇中講唱研究〉
《第四屆清代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高雄：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棑編印），1995年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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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兩劇歌頌男女間的兒女私情，抒發對人民生活上的同情，擴而談到
對國家民族的忠情。在結構部分筆者以王驥德「起」
、
「接」
、
「中段敷衍」
、
「後
段收煞」四個階段來分析兩劇的格局。以微觀角度去分析兩劇中，說明《長
生殿》與《桃花扇》中「釵盒」
、「桃花扇」這兩只道具，具有表愛示情、爭
憐取寵、考驗堅貞、期待團圓、反映內心、見證歷史等六項功能，可以看出
其在這兩部戲劇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情節部分，筆者提出洪昇與孔尚任
在處理劇作時，一種「以實作虛」方式，對細節加以「渲染」
、
「點染」
、
「點
綴」
。 而其安排的目的為刪減不必要的情節與頭緒，使劇情能更為完整與統
一和美化劇作家心中理想的人物，提昇戲曲故事的可看性。在人物部分兩部
劇作中喜劇人物的刻劃，常以淨、丑間答問逗笑的插科打諢方式進行，而這
種方式，可進行某種調笑與批判，同樣達到褒貶的效果。又透過男、女主人
公兩地相思，以突出兩對男女主人公對愛情堅貞的形象，較為突出的地方。
在語言部分，兩劇以純練的語言文字來抒情、敘事、繪景，在明晦、哀樂、
冷熱、雅俗的相互對映下，可以體現出兩劇語言含蓄、意境、諧趣、意象、
色彩的藝術美。
２．徐瑞嬪之《孔尚任的歷史劇作研究》 以《桃花扇》和《小忽雷》兩部
孔尚任的歷史劇作為研究論題，其目的即在於深入此一獨特的風貌之中，研
究作家結合歷史真實與戲劇藝術的創作之路，闡發作品在思想、歷史與藝術
等各方面的內涵，並揭示作者成功的創作經驗，歸納作品在歷史劇創作上的
啟發意義。其結論為：孔尚任歷史劇創作的進程與風格；其次，作品的個別
研究，綜觀孔尚任歷史劇作的內涵與成就；再次，從孔尚任的作品中，釐析
其對歷史劇創作的啟發意義。
３． 黃敬欽之〈《清忠譜》
、
《長生殿》
、
《桃花扇》三劇中講唱研究〉指出《清
忠譜》
、
《長生殿》
、
《桃花扇》此三劇在清初劇壇都頗具代表性，均反映政權
腐化與興亂變革過程的混亂現象，意即故事背景隱藏著一個沈痛的歷史事
件，而且劇中都有穿插說唱藝術，擔任說唱的藝人都與民族氣節相緊扣，說
唱部分均寓含有作者強烈的創作意旨等類似點，因而逐一分析說唱在三劇作
的結構上，處於導引、媒介與總結等關鍵說唱的內容、環境、方式及藝人的
生活，並藉由柳敬亭與文士的密切交往，也意味著作家與說唱藝人的頻繁交
往。作者指出這些戲劇夾雜說唱的形式，顯現當時二者相互交融的情況，說
明了說唱藝術的普及化與宣達意圖，以及崑曲藉此豐富生命力的生存之道，
頗為中肯。
由前人之研究專著分析檢討可知，關於傳奇《桃花扇》的研究，比較偏重於
劇本內容的研究和作者孔尚任的研究之上。大陸學界雖有一些針對戲劇性的研
究，但研究成果零散，未能形成學術研究群，致使《桃花扇》研究呈現偏重於文
9

學的狀態。近年來，台灣出現專門研究古典戲曲劇作改編本的學位論文，此或為
古典戲曲經典研究的一道曙光，若能以此為基礎，也許能發掘傳奇《桃花扇》的
戲劇性的一面，又能有系統地分析評價當代諸多《桃花扇》戲曲改編本的藝術性。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論文研究範圍為：首先，關於《桃花扇》原著方面，筆者以現存於北大圖
書館，校對認真，繕刻工整，學界認為最早最好的刻本的《清康熙間介安堂原刻
本》為底本29， 參照 1941 年上海中華書局印行的梁啟超注本和 1996 年台北里
仁書局出版的王季思等注本，進行原著分析。同時也廣泛蒐集並分析清人的詩
集、文章中《桃花扇》有關的紀錄，也參考清代傳奇選本，以探討清代時《桃花
扇》在舞台上演出的情形。
至於《桃花扇》改編本，本論文僅限於當代劇作的改編。雖然自從孔尚任
寫成《桃花扇》開始，清代有很多文人藝士為了符合表演上的需求和方便曾經對
它進行過改編演出，但多半散佚，據所知除了為供清唱而非搬演的清唱曲集《納
書楹曲譜》收有〈訪翠〉
、
〈寄扇〉
、
〈題畫〉三齣外，其他戲曲選本，如《綴白裘》、
《清末上海崑劇演出劇目志》
、
《崑曲史補論》
、
《上海崑劇志》等書裡也都不見有
《桃花扇》的演出情況。
而依循兩岸學者討論近年戲曲發展的相關著作，如當代中國出版社《當代
中國戲曲》30、謝柏梁《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31、朱穎輝《當代戲曲四十年》32、
33

王安祈《當代戲曲》 等，本研究則選擇以 1949 年作為「當代」的分期基準，以
1949 年之後，亦即近五十年來受到西方戲劇舞台觀念及「戲曲改革」影響之後
的審美觀點所作的改編本為觀察對象。故本文擇選從 1949 年至今，在各劇種戲
曲作品和電視、電影等戲曲影視作品對《桃花扇》的改編本為主要探討對象。雖
然著名戲劇藝術家歐陽予倩的改編本早於 1949 年，不屬於當代劇作的範圍，但
因他曾對《桃花扇》寫過京劇、桂劇、話劇三類不同的劇種的改編本，並且前二
29

參考廖玉蕙《桃花扇相關問題之研究》
（台北：私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民國

85 年）第一章一節《桃花扇》的刊刻與版本和吳書蔭〈《桃花扇》的影印本和整理本〉
（
《中國文
化研究》2002 年第 2 期）的說法。其中廖氏列出清康熙間介安堂原刻本、清西園刻本、乾隆七
年海陵沈成垣刻本、清清芬書屋刻本、清嘉慶間刻本、道光十三年重刻本、清光緒二十一年合肥
李國松蘭雪堂刻本、民國三年劉世绗暖紅室刻本、民國四年楚園重刻本等十五種版本，並把介安
堂本推為最早也是最好的刻本。
30
31
32
33

朱穎揮，
《當代中國戲曲》
，（北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年
謝柏梁，
《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
，（北京：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年
朱穎揮，
《當代戲曲四十年》，
（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年
王安祈，
《當代戲曲》，
（台北：三民書局），200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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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改編本成為後代京劇、桂劇改編本的祖本，對後代諸地方戲改編本的影響甚
大，因此本文也會簡略地闡述歐陽本的改編本。
由於本文主要著眼點在於《桃花扇》在中國傳統戲曲中的發展和改編，因
此現代戲劇／話劇排除不談；而隨著時代的演進，戲曲也結合了影視媒體作為另
類的演出載體，而且成為當代戲曲藝術傳播推廣與觀賞的重要渠道。因此本文中
也將關注有關電影與電視的戲曲版改編的演出，而由此更能見出當《桃花扇》因
應各種藝術形式時的改編考量。是故這樣經過篩選後的諸《桃花扇》改編本又可
分為三大系統；崑劇改編作品、其他劇種改編本、影視作品：

一、

34

崑劇 改編本

民國以來，除了折子戲以正宗主流的面貌，維繫著崑劇之延續與發展之外，
同時「從折子到全本」的創作途徑，也與折子同時擔負起繼承傳統的職責。而這
條途徑其實對照起折子的「純然繼承」，還更增添了一份創作的意義，各職業崑
劇團在這三十多年來，對全本戲的推動有著更為顯著的貢獻，尤其被視為是清代
名劇代表的《桃花扇》也不例外。因此從 80 年代開始，四個專業崑劇團曾經把
它整理改編推出全本的演出，本文將依據劇作演出時間先後，編排討論這四種不
同版本。
劇團

劇名

編劇者

備註

北方崑劇團

《桃花扇》 楊毓民、郭 北方崑曲劇院1980年3月21日首演於北
啟宏
京廣和劇場，導演叢兆桓，編曲陸放，
由洪雪飛飾李香君，馬玉森飾侯方
域。將原本四十齣濃縮為十齣，順序
是：
《祭孔》
、
《尋香》
、
《卻籢》
、
《議立》
、
《辭院》、《征歌》、《守樓》、《罵宴》、
《沉江》
、
《入道》
。基本保留了「入道」
的結尾而捨棄了餘韻。

江 蘇 省 崑 劇 《桃花扇》 張弘、王海 江蘇省崑劇院1991年1月18日首演於南
團
清
京人民劇場，導演周世琮，譜曲徐學
法，主演石小梅（扮侯方域）
、徐雲秀
34

曾永義先生在《從崑腔到崑劇》中解釋說：
「崑曲」為在「水磨調」創立之前，用指以崑山腔
來歌唱的散曲和劇曲；在水磨調創立之後，用指以崑山水磨調來歌唱的散曲和劇曲。而「崑劇」
為在水磨調創立之前，用指以崑山腔來歌唱的南戲北劇和傳奇南雜劇。亦即「崑劇」是一種腔調
劇種，而體製劇種的傳奇和南雜劇「崑腔化」的結果，就腔調劇種而言，都必須屬於「崑劇」。
本文所探討的是當代戲曲界用的「水磨調」演唱的一種腔調劇種，但不單是音樂，而是整個舞台
表演，因此不用「崑曲」而用「崑劇」之詞。
11

（扮李香君）。 全劇共十場： 《訪
翠》、《謀計》、《卻籢》、《設圈》、《辭
院》、《阻奸》、《奇扇》、《後訪》、《驚
悟》
、
《餘韻》
。最後以侯方域歸隱棲霞
山，李香君苦苦等待侯郎回歸作為結
束。
上海崑劇團

《桃花扇》 郭啟宏

2002年8月13-15日，上海京劇院與上海
崑劇團合作，在紀念京崑藝術大師俞
振飛百年誕辰的首場演出中推出，由
楊春霞和蔡正仁領銜，導演是宋捷，
唱腔設計高一鳴和顧兆琳。最後採用
了歐陽予倩話劇本的情節：侯方域身
着清裝到棲霞山道觀尋訪李香君，希
望重續前缘，李斷然拒絕，兩人决裂。

江 蘇 省 崑 劇 1699《桃花 田沁鑫、方 2006年3月17-19日，北京保利劇院首
團
扇》
彤、老象整 演，導演田沁鑫，編曲姜景洪，唱腔
理
音樂設計孫建安，中日韓三國藝術家
定力打造，主要角色都是由16-18歲的
年輕人來扮演，劇本多按照孔尚任的
原作，結尾為侯李二人雙雙入道。

二、

其他劇種改編本

筆者根據《中國戲曲志》35、《中國戲劇年鑑》36、各劇種辭典以及相關研究
整理而成的初步統計，當代五十餘年來的演出，除了少數的折子不斷地上演外，
全本演出也一直持續不斷，而當代全本戲的形式是──時間通常是三小時以內，
以上下半場的方式架構。 這種現象卻足以證明著以《桃花扇》為「經典」的事
實。但是可以發現在當代對於《桃花扇》的改編創作越多了，大家透過現代的新
的創作思維，能否它在舞台上重新展現它的風貌？基於這樣的觀點，筆者想探討
當代的《桃花扇》改編本的創作、演出和改編的一些情況。而有限於資料的蒐集，
筆者掌握了主要各種劇種的文本與少數的演出的資料帶，因此筆者以文本為主要
的探究的內容，去思考改編者對原著進行重新調整的時候的考量和其劇本文學。
筆者目前所蒐集到的全本式《桃花扇》其他劇種改編本如下：
35
36

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戲曲志》（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3年1月1刷
中國戲劇年鑑編輯部編，
《中國戲劇年鑑》(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年12

劇
種

劇名

編劇者

備註

京
劇

《桃花扇》

根據195
9、1989年
實況錄音
整理，中
國京劇院
本

鄭亦秋導演，由杜近芳（飾李香君）
、葉盛蘭（飾
侯朝宗）
。 劇中著重頌揚李香君的氣節品格，最
後當她歷盡劫難，抱病與侯朝宗重聚時，發現侯
已應清朝的科舉，考中副榜，遂與侯痛苦決絕，
含恨而亡。

越
劇

《桃花扇》

趙清閣

寫於1953年，在原著基礎上參考了谷斯范《新桃
花扇》及《侯朝宗文選》進行創作改編。全劇四
幕十三場，側重寫於離合之情的描寫，最後寫
侯、李二人歷經劫難，終於在秦淮河畔的媚香樓
久別重逢，侯流露歸隱桃源之意，李微言大義，
嚴辭勸戒，侯羞愧感佩，決計前往池州起兵抗
清。

《桃花扇》

邵慕水

上海越劇院1956年排印本，全劇分7場。侯變節，
李因此極為失望，而撕扇，兩人就分開，但李沒
有身亡，繼續活下去。

《桃花扇》

洪 隆 、 丁 全劇分10場，1957年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結尾
叔
為侯李二人在葆真庵久別重逢後，侯受到抗清募
兵的書信，決定到南方去，李看侯為報國的雄
志，死不瞑目。侯以把桃花扇放在李臉來哀悼。

湘
劇

《 新 編 桃 花 蔡 季 囊 、 寫於1955年，全劇分十五場，除劇種的形式不同
扇》
王申和
外，在人物、情節、結構上與趙清閤越劇本極其
相近。

楚
劇

《桃花扇》

崔焉

1956年7月武漢楚劇團排印，全劇分10場。在結
尾因卞玉京的點化而兩人悔過，因李患病而身
亡，侯從此決心出家，扇子不再強調。

《桃花扇》

張惠良

寫於1960年，全劇分八場，將〈卻籢〉一場移至
〈眠香〉之前，讓李香君先識破阮大鋮的詭計，
進而退掉嫁妝，布衣荊釵地同侯方域結合。戲齣
中李香君的形象更加完美、高大。李香君自悟，
因病身亡，啟發侯朝宗。沒有撕扇，而侯把扇放
在身亡的李懷中。

《桃花扇》

胡 忠 實 、 1959年根據孔尚任原著並參考歐陽予倩的同名
李 寅 、 柳 話劇再度整理改編。 由廣西桂劇藝術團演出，
彬
導演鄭天健，音樂設計朱錫華、李芳玉，舞台美

桂
劇

13

術設計羅日。尹羲飾李香君，周文生飾侯朝宗。
從李香君春遊遇侯朝宗開始至決裂止，加強了侯
朝宗的猶豫、動搖以至失節。
黃
梅
戲

《桃花扇》

陸洪非

根據吳瓊同名盒帶紀錄，1959年嚴鳳英首演，全
劇分9場。侯變節，李撕扇來劇終。編劇和演出
年代不詳。

粵
劇

《李香君》

莫汝城

收錄在《廣東粵劇院演出劇本選集》第一集中，
編劇和演出年代不詳。全劇為第七場，粵劇名家
红線女扮演李香君。也有廣東粵劇院曾演出過，
林錦屏和陳曉明主演。

閩
劇

《桃花扇》

福建省戲
曲研究所
和福州市
文化局編
印

年代不詳。全劇二十二場，在人物、情節、主題
上與原著精神存有一定距離，落入大團圓的俗
套，為典型的才子佳人戲，男女主人公的種種磨
難，一旦忠臣清官出現，邪惡必被鏟除，夫妻定
會團圓。

《桃花扇》

藝 人 的 口 年代不詳。全劇十三場：《鬨丁》、《贈奩》、《定
述 本 ， 姚 情》
、
《卻奩》
、
《讒害》
、
《辭院》
、
《託媒》
、
《濺血》
、
洵編
《設宴》、《罵筵》、《投庵》、《寄扇》、《斷腸》
。
結尾為因侯變節，李因此極為失望，而撕扇，兩
人就分開。

三、

影視類改編本

隨著時代的演變，戲曲也可以利用不同的載體，雖然戲曲原來演出場地以
劇場為主，但是劇場也一直不斷地改變：從最早期的廣場式的、到廟會的、一直
進入到勾欄瓦舍、甚至於茶園戲樓、現代化的劇場。這個就表明戲曲的生命力，
隨著時代演進它不同的一個演出場域跟它所使用的載體上面有一些演出的內涵
上的變化，包括它的演出的樣貌、表演的風格等等。戲曲跟現代的影視媒體的接
軌也算是一個時代的趨勢，而從這裡面我們可以看到為什麼當代戲曲它會有一些
不同的展現的面貌。或許此現象既能突顯出當代戲曲多樣化的特徵。
在當代，把《桃花扇》作成電視劇或電影的戲曲作品有二： 黃梅戲電視連
續劇本、歌仔戲電視劇本，其詳細情況如下：
劇種

體製

劇名

編劇者

黃梅戲

電 視 連 《桃花扇》 王冠亞、胡連翠
續劇
14

備註
共５集，導演胡連翠，作曲
徐代泉、程學勤、王斌，韓

再芬飾李香君，侯長榮飾侯
朝宗。
歌仔戲

電 視 連 《 秦 淮 煙 陳永明、江佩玲
續劇
雨》

共１６集，導演陳啟俊，音
樂設計周以謙，台灣葉青歌
仔戲團演出，蔡見賢、楊懷
民製作，葉青飾侯朝宗，林
美照飾李香君。

此外，還有一些以《桃花扇》為題材的電影與其他電視劇，但由於其不屬於
戲曲而為現代戲劇，因此在本論文中先把這些不屬於戲曲類的排除不討論。不過
日後當嘗試將其一起囊括，進行更全面的《桃花扇》改編本的研究。
是以本論文各章節的內容論述大要如下；
（一） 緒論
說明本文之研究動機，並在了解前人對《桃花扇》的研究成果後，決定本文
之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指出研究目的，並對論文結構，作前導式的說明。
（二）第一章 歷來《桃花扇》之劇壇演出現象
本章欲作為《桃花扇》演出的回顧。分三個時期：清代、現代、當代，考察
該劇在舞台上的搬演情況。而在這探討過程中，筆者儘量撇開過去從文學本位的
標準，從「藝術性」和「社會背景」等多重角度來重新分析孔尚任的《桃花扇》，
找出此劇的成就和意義，澄清過去學術界將它視為案頭之作的評價。並進一步探
討其作品在舞台上備受忽視的真正原因。
（三）第二章 《桃花扇》傳奇之崑劇劇作改編
本章開始專論當代《桃花扇》崑劇改編作品，主要針對各作品的作者、主題
旨趣、情節結構、人物塑造、藝術成就等方面，略加介紹與討論。此章概述並探
討的當代崑劇改編作品為北崑本、南崑本、京崑合演本、1699《桃花扇》本。
（四）第三章《桃花扇》傳奇之其他劇種之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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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專論《桃花扇》傳奇之其他劇種之改編，也針對各作品的作者、主題旨
趣、情節結構、人物塑造、藝術成就等加以探討。其探討的作品為：京劇本、桂
劇本、越劇本、 湘劇本、楚劇本、粵劇本、黃梅戲本、閩劇本。其論述方向與
三章相同。而眾多地方戲改編本頗受歐陽予倩改編本的影響，因此也考察其之間
的繼承和發展關係。
（五）第四章《桃花扇》傳奇之影視戲曲劇作之改編
本章論述當代影視戲曲中改編《桃花扇》的作品。有兩種作品：黃梅戲電視
連續劇本、歌仔戲電視劇本。也針對於每個作品的作者、主題旨趣、情節結構、
人物塑造、藝術成就進行研究。並且探討其藉由現代影視載體的優勢，對《桃花
扇》古典作品賦予新的生命力。
（六）第五章《桃花扇》傳奇之當代戲曲劇作藝術探討
本章乃統整第二章到第四章的論述，把個別分析過的改編本的特性綜合起
來，重新歸納《桃花扇》傳奇當代戲曲劇作對原著的改編重點：主題旨趣、人物
形象、情節結構，再分析出改編本對原著重新解釋和再創作的時候的傾向。
（七）結論
最後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繼而探究當代戲曲改編本對傳奇《桃花扇》的
影響：崑劇改編作品藉其整本戲的演出，能夠搶救文化遺產的意義、其他改編本
為古典劇作如何找出合理的解釋而強化古典原著、發揮現代劇場藝術和影視載體
的優勢進而更突顯其戲曲藝術等意義，以此對改編本的意圖和再創作給予肯定。
並提出困境與檢討，以省視所論述成果與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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