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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中國戲曲史上，明雜劇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它不僅上承元代的北曲雜劇，

而且創造性的變出了「南雜劇」，下開清人雜劇的新路。然而明雜劇的研究，比

起元雜劇仍顯得較為寂寞，何以如此？這是因為元雜劇已經享有王國維「一代之

文學」的盛譽，雜劇在元代既享有如此盛名，發展至明代只好轉出另一條不同的

道路。由研究資料可知，明雜劇的作品數量超過了元代雜劇和南戲的總和。1由

此可知雜劇入明後並未消沉，而是繼續沿著自己的道路向前發展。雜劇入明後經

歷了兩次根本性的轉變，即由平民化而貴族化、由貴族化而文人化，這就形成了

明雜劇歷來兩種分期之說：明初的宮廷北雜劇與明中後期的文人南雜劇。其中徐

子方先生特別指出： 
 

  (後期的文人南雜劇作家)，既無元雜劇作家與市俗大眾融為一體的機遇， 

又無明初為求自身生存而趨奉權勢貴族之幸運，因而能得以在作品中充分 

表現自己，使個性得到最大的發揮。2 

 
延續著上文來看，徐子方先生又進一步指出：「明代文人劇內容上的最大特

點是表現了主體強烈的情緒性，即以個體情緒反對傳統上的整體精神。如果說前

期宮廷雜劇以其整體氣勢表現了社會的向心趨勢的話，那麼此時期文人劇則通過

個體對傳統規範的衝擊表現了一種社會離心傾向。3」此外，明中葉以後，雜劇

的演出場所已由宮廷舞台轉至士大夫的家庭小劇場。在這種小劇場內，文人雜劇

創作有著很大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作家幾乎用不著考慮能否上演，其創作多

只是作為自己抒情寫意的工具。由於體制等原因，傳統詩文狹小的篇幅和典雅的

                                                 
1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8），頁 2。 
2 同註 1，頁 38。 
3 同註 1，頁 40。 



情趣不允許文人作家作雅俗不忌的抒發，而傳奇注重情節與演出也使得作家的情

感宣洩受到限制。於是，篇幅大於詩文小於傳奇，既可吟誦又可賦形舞台的短雜

劇就成了明中後期文人寫情抒意的最佳形式。傳統上認為文人劇「在內容上很少

有像元雜劇那樣具有強烈的戰鬥性和社會意義的作品」，抒發的只是「作者的一

些空洞的感情」4，徐子方先生為此提出駁斥，他認為正是此時期文人劇作家在

內容取材和表現手法上的多方艱難探索，才使得雜劇藝術從前期宮廷雜劇瀕於衰

亡的絕境中復甦，從而走上一條雖狹窄但卻全新的生存之路。5 
 
在眾多的明雜劇作品中，有一人創作了十二本雜劇，而且這十二本雜劇都是

由凌濛初所著的《二拍》話本小說改編的，但歷來卻鮮少為人注意，只有一些零

散的研究和評論，此人是傅一臣。傅一臣，字青眉，號無技，別署西泠野史。浙

江杭縣人。汪漸鴻蘇門嘯小引云：「青眉兄予聲氣交也。其偉抱玄襟，每以驚風

泣鬼之才、雕龍吐鳳之技，作經生藝、古文辭，暢其胸中所欲言，每心折之。」

可見青眉是晚明時期沒什麼成就功名的文人。他的雜劇作品共十二種，總題曰「蘇

門嘯」。 
 

   《蘇門嘯》十二本劇作均由話本小說改編，中國古代的小說和戲曲是有著親

密血緣關係的兩大文類，它們在題材內容、文體形態、敘事技巧與審美特徵等方

面，都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係。在題材內容方面，一方面，戲曲靠小

說為其劇本提供敘事內容，另一方面，小說除了坊間刻書出售，其內容絕大多數

是通過戲曲和說唱得以傳播，所以二者可說是關係密切；在文體型態方面，小說

使用的是書面文字，書面文字告訴人們的是意義，讀者的思考通過這些文字概念

而轉化為所能理解的事物意義，但小說中冗長的描繪在戲曲藝術中則轉換為演員

的直觀展示，這就帶出小說與戲曲藝術型態最大的不同在於：戲曲具有「劇場

性」。6不同的文體型態進一步造就了二者各自的敘事技巧和審美特徵，即使是相

同的題材，在小說家和劇作家的筆下，將可能引出兩種完全不同的讀者感受和文

學傳播效應，這樣的現象是很有趣的，故更加引起了筆者的研究動機。 
 
    綜上所述，使筆者對《蘇門嘯》劇作產生研究興趣的原因有兩個：首先，《蘇

門嘯》非著重演出的場上劇，在明中後期也不是響負盛名的文人劇作家，可是他

的作品處處表現了明代以後各種的社會現象，更充分流露了作者深厚的警世思

想。透過《蘇門嘯》的研究，可以讓讀者更加貼近明中後期文人劇作家的創作。

從自我實現的動機和需求角度來看，文人劇作家把劇本創作作為取得心理平衡和

情感的手段，因此《蘇門嘯》的創作態度可說是有感於現實而抒發心志的，這比

起單純娛樂觀眾而創作的戲曲作品，又轉出了另一層次，但歷來卻無人注意，故

                                                 
4 請參見中國社會科學所文研所編《中國文學史》第三冊（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頁

891。 
5 同註 1，頁 54。 
6 請參見許並生：《古代小說與戲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 13。 



筆者希望能對《蘇門嘯》劇作進行研究。再者，傅一臣的《蘇門嘯》劇作皆是從

凌濛初《拍案驚奇》初二刻中抽取十二則故事敷演而出，當戲曲意圖改編自同題

材的話本小說時，帶給讀者的文學感受想必與閱讀話本小說不同，筆者希冀將更

動後的戲曲作品作為研究主體，藉以觀察《蘇門嘯》在戲曲藝術上的獨特性。  
 
 
 
 

第二節    前人研究回顧 

 
 
 
 
   傅一臣《蘇門嘯》十二劇之作，其性質屬於明代中後期的文人劇。當要對劇

作內容本身進行考察時，明代整個雜劇的興起變化乃至於明代中後期文人雜劇的

發展態勢，都是不可或缺的先備知識，故預先蒐集整個明雜劇的資料是必備的。 
而與本論文方向相關的明代雜劇研究資料7，大致可以從三個方向來說明：(一)
劇目的整理彙編。有傅惜華的《明代雜劇全目》、莊一拂的《古典戲曲存目彙考‧

中編雜劇三‧明代作品》，以及邵曾祺《元明北雜劇總目考略》等等，這些前賢

對於劇目的匯考居功厥偉。(二)劇本的整理彙編。包括了明‧沈泰編《盛明雜劇》

初二集、明‧趙琦美鈔校《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以及陳萬鼐所編之《全明

雜劇》等等，以上是總集，此外還有單行本，如傅一臣之《蘇門嘯》等。(三)明
雜劇的相關研究。這方面徐子方先生有一連串的單篇論文資料，包括了：論述明

初北曲雜劇的〈明初劇場及其演變〉、〈明前期宮廷北雜劇論略〉、〈明代北曲劇場

興衰論〉，探討明代社會背景的〈明雜劇社會背景探源〉、〈明初社會變革及其後

果-明雜劇社會背景探源之二〉、〈明中葉後社會發展與文化轉型-明雜劇社會背景

探源之三〉等一系列文章，聚焦於後期文人雜劇的則有：〈文人劇和南雜劇〉、〈明

代文人劇及其表現特色〉、〈試論明代文人劇的內容特點和表現手法〉、〈明代文人

劇在戲劇和文學史上的地位〉等等，試圖總結明雜劇整體價值的有〈從劇詩到單

折戲-論明雜劇對文學體裁的兩個貢獻〉、〈略論明雜劇的歷史價值〉等等。這些

資料最後都集結於徐子方先生所著的《明雜劇研究》一書中。 
 
    此外曾師永義也發表了一系列關於明雜劇研究的單篇論文，包括了〈明代雜

劇演進的情勢〉、〈明雜劇體制提要〉、〈元明雜劇的比較〉、〈明代南化的北雜劇〉

等等，而這些文章也都集結在曾師永義所著的《明雜劇概論》一書中。戚世隽先

生亦發表〈明代雜劇界說〉、〈明代雜劇體制探論〉等篇，以及《明代雜劇研究》

                                                 
7 明代雜劇研究資料相關的出版資訊，請參見本文最後所附的參考文獻部份。 



一書。此外，張全恭〈明代的南雜劇〉、張敬〈元明雜劇描寫技術的幾個特點〉、

陳萬鼐〈六十年來元明雜劇的發現〉、張火慶〈度脫與嘲諷-淺論三個明雜劇的主

題〉、羅錦堂〈短劇論略〉、林立仁〈明嘉隆間雜劇所呈現之士人形象及其生命〉

等論述雜劇發展的單篇論文，都試圖為明代雜劇的發展補足全貌。 
 
    在碩博士論文研究方面，探討整個明代戲劇環境的有：陳芳英《明代劇學研

究》，特別針對戲曲題材的有魏惠娟《元代家庭劇研究》、秦惠珠《元代家庭劇研

究》、洪恩姬《元人愛情劇研究》，由於本文的研究方式是先將《蘇門嘯》劇作進

行分類，以愛情類、社會世情類分別進行，故以題材分類之研究亦有助於本論文

的進行。最後，和本論文的重心《蘇門嘯》劇作有直接相關的學術論文有劉淑華

《題材相同之明代雜劇研究》，作者抽出《蘇門嘯》劇中的《蟾蜍佳偶》與《鈿

盒其姻》二本，分別與葉憲祖的《素梅玉蟾》和《丹桂鈿盒》二本作嚴密的比對，

從而發現個別側重點，這對瞭解《蟾蜍佳偶》與《鈿盒其姻》之沿襲與改編幫助

很大。此外，劉燕芝的碩論《二拍婦女研究》和博論《明代中後期文人雜劇研究》，

對本文都是很有幫助的參考資料。前者將《二拍》中的女性分門別類，歸納出類

型及特色，在分析《蘇門嘯》女性角色時助益頗大；後者對於明代中後期文人雜

劇的諷刺特質、世情風貌以及戀愛劇特色，都有深入的觀察與分析。其中，他將

明代中後期文人雜劇分成七類，分別是：歷史劇、仕隱劇、文人才女劇、婚戀劇、

家庭劇、社會劇、道佛神怪劇。更進一步將《蘇門嘯》劇作內容歸入婚戀劇、家

庭劇、社會劇以及道佛神怪劇四類，筆者將其分類或增或刪，重新歸納整理，從

而確立了本論文分類的明確方向。此外還有鍾文伶之《明雜劇娼妓題材研究》，

其對世情類劇作所表現的世俗色彩，也有助於對《蘇門嘯》劇作特質的闡發。 
   
   關於傅一臣《蘇門嘯》十二劇之作，首先明確指出其劇作來源的有譚正璧《話

本與古劇》8，但未對其劇作下評論。花上篇幅仔細評論劇作的是徐子方《明雜

劇研究》和曾永義《明雜劇概論》二書，二書見解不一，均對了解劇作思想有所

幫助。徐子方先生的《明雜劇研究》一書中，上編討論了明雜劇的兩次重大轉變、

接著論述宮廷北雜劇和文人南雜劇，社會背景探源及明雜劇之歷史地位則置於末

尾處討論；下編則針對明雜劇存本作考察。傅一臣《蘇門嘯》劇作被置入明中後

期作家作品之列，徐子方先生將十二劇單獨討論，先論述劇情大意及題材來源、

再對內容題材發表看法，而劇本增刪處亦加以簡單討論，最後則論述體制。他對

於《蘇門嘯》劇作有褒有貶，肯定了作者在某些方面選材立意的獨到目光，例如

認為《錯調合璧》獨特之處在於將選擇目光從傳統常見之士子妓女、秀才小姐轉

移開來，而專注前人較少矚目之少男少女兩小無猜中自幼培植起來的感情，並且

結局擺脫金榜題名、衣錦榮歸、賜婚團圓之俗套，而真正以情字貫穿始終。再例

如肯定《賢翁激婿》將賢翁激婿與浪子回頭兩題材交融在一個有機整體裡，顯非

                                                 
8 請參見譚正璧：《話本與古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 151。 



單純地沿襲前人。9 
 
    另一方面，曾師永義的《明雜劇概論》將雜劇分成初期、中期和後期三個階

段討論，傅一臣《蘇門嘯》劇作被置入後期南雜劇的部份，曾師不若徐子方先生

以單獨劇目來觀察《蘇門嘯》劇作，而採取綜述方式，優點與缺點並陳其中，亦

給與讀者不少啟發。優點部份認為有些關目處裡得較好，如《賣情紮囤》與《錯

調合璧》，某些部分以暗場處理，省卻小說中的猥褻和枝節；再如《義妾存孤》

一折中寫福娘「課子」，小說於此只用數語帶過，這一安排使義妾之所以有義有

較為具體的表現。10此外，缺點多針對更改話本小說處的缺失而發。可見得徐子

方先生著重對《蘇門嘯》劇作的單獨省視，而曾師永義則比較多在探討改編後的

佳處與缺失。此外，徐子方先生的另一作品《明雜劇史》亦較為概略地介紹了劇

情，並且對整體的創作意義作了一番梳理。單獨討論《蘇門嘯》劇本的還有劉君

〈《死生冤報》劇本賞析〉一文，分別從劇本形式、故事大綱、角色劇情，思

想特色四個方面來分析此劇。 
 
    對於《蘇門嘯》十二劇作提出不同觀察角度的，還有劉水雲〈明雜劇鄙俗一

派論略〉以及游宗蓉〈明代組劇初探-以組劇界定與內涵分析為討論核心〉等文

章，前者提出了明雜劇歷來較少為人所注意的「鄙俗」一類，其風格特色亦吻合

對《蘇門嘯》的觀察；後者提出「組劇」一詞，由數本劇作組成而冠以一個總名，

個別劇作既各自獨立完整，彼此間又有所關聯，這正符合《蘇門嘯》劇作特色。

而游宗蓉所著《元明雜劇之比較研究》一書，對於元明雜劇的題材內容多所比較， 
對於認識後出的晚明文人劇也是相當有幫助的。除了題材、內容以外，對於《蘇

門嘯》劇作的場上藝術，王安祈〈明雜劇的演出場合與舞臺藝術〉一文有深入的

分析，包括角色扮相與砌末，都是另類的啟發。此外，宋俊華《中國古代戲劇服

飾研究》一書，將《全明雜劇》中出場人物相關的服飾提示列表整理，其中關於

《蘇門嘯》劇作的資料不少，方便讀者了解。總而言之，以上研究或從外緣、或

從題材內容，或從劇作性質分析，皆有利於讀者從不同視角了解《蘇門嘯》十二

劇之作。 
 
   此外，由於《蘇門嘯》劇作是由話本小說《二拍》所改編，故小說和戲曲之

間不同藝術的呈現方式也是筆者注意的一個面向。小說和戲曲這兩種有著親密血

緣關係的兩大文類，它們在題材內容、文體形態、敘事技巧與審美特徵等方面，

都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係。相比較而言，戲曲與話本小說及其口傳形

式的「說話」、說書關係更為密切，二者在發展歷程中於形態上相互影響、相互

誘發、相互滲透的跡象相當明顯。明清時期，話本與戲曲各自發展，戲曲演述體

制中還是留下了許多深刻的話本記憶，而話本和白話小說的發展也受到戲曲的誘

                                                 
9 同註 1，頁 424-425。 
10 請參見曾師永義：《明雜劇概論》（台北：學海出版社，1999），頁 562。 



發和促進。11從 20 世紀 80 年代後期以來，有一些學者進行全面式的二者關係研

究。最早有譚正璧《話本與古劇》，書中分為上下卷，上卷專談話本，下卷專談

古劇，然而對於二者的內容和形式關聯仍然交涉較少；劉輝《小說戲曲論集》一

書，此書主要是論文集，小說與戲曲的關係研究只有前四篇，分別是〈論明代小

說戲曲空前興盛之成因〉、〈藝術形式的借鑑與交流〉、〈題材內容的單向吸收與雙

向交融〉、〈論小說史即活的戲曲史〉等四篇。徐大軍有〈元雜劇演述體制中說書

人的敘述質素〉一文，以及《話本與戲曲關係研究》一書，則較為全面介紹了二

者之間的關係。書中先述〈話本演述的形態〉，次敘〈戲曲的關鍵因素〉，然後第

五章以後才依朝代分別論述戲曲與話本之間的關係，結尾則總論話本與戲曲關係

在二者發展進程中的意義；程國賦〈論三言二拍嬗變過程中所體現的文人化創作

傾向〉一文，則提出三言二拍在嬗變過程中，文人化傾向相當明顯的特質。此觀

察十分有益於我們看《蘇門嘯》改編話本小說後的不同。此外，更有李玉蓮《中

國古代白話小說戲曲傳播論》一書，以傳播學理論的研究方法，把中國古代白話

小說戲曲放在傳播過程中進行審視，內容分為傳播者、傳播媒介與渠道等方面進

行，別有新意；此外遼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小說評介》叢書中，李修生、

李真瑜撰寫的《古代小說與戲曲》一書、許並生《古代小說與戲曲》一書等等，

則較為全面地從小說和戲曲的藝術特徵、題材內容、敘事手法、文化作用等各方

面進行比較研究。綜上所述，可見小說和戲曲的研究其來有自，本文希望藉助前

人的研究成果，將研究重心放在《蘇門嘯》劇作本身，而以戲曲和小說的關係為

輔助角度，觀看《蘇門嘯》在情節結構更動後以及人物扮相、角色運用的藝術特

色。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論文的題目為晚明傅一臣《蘇門嘯》劇作之研究，研究範圍就是《蘇門嘯》

十二本劇作，十二劇皆有一對應故事來自話本小說《二拍》，底下略述各劇： 

 

   《蘇門嘯》第一劇為《買笑局金》，劇情敘述幫閒地痞李、鄭二人就利用沈將

仕「溺色好賭」的弱點，設計了一場騙局使之上鉤。此劇改編自凌濛初《二刻拍

案驚奇》卷八－《沈將仕三千買笑錢，王朝議一夜迷魂陣》，屬社會世情劇。 

                                                 
11 請參見徐大軍：《話本與戲曲關係研究》（台北：新文豐出版社，2004），頁 1。 



 
   《蘇門嘯》第二劇為《賣情紮囤》，劇情敘述小生吳迪吉遭到「紮火囤」的設

計。此劇改編自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四－《趙縣君喬送黃柑，吳宣教乾

償白鏹》，屬社會世情劇。  
 
   《蘇門嘯》第三劇為《沒頭疑案》，劇情大意敘述一徽商中意某一小家婦，因

陰錯陽差被誤認為是殺人兇手，官府在查緝兇手時，竟又發現另一男子屍體之頭

顱，而同時偵破二起無頭屍案。此劇改編自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八－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王通判雙雪不明冤》，屬公案劇。 
 
   《蘇門嘯》第四劇為《截舌公招》，劇情敘述獨孤彬夫婦不願白白受辱，於是

設謀使蘊空尼誘騙酈雋之上門，並設計另一起命案使酈生抵命。此劇改編自凌濛

初《初刻拍案驚奇》卷六－《酒下酒趙尼媪迷花，機中賈秀才報怨》，屬社會世

情劇。 
 
   《蘇門嘯》第五劇為《智賺還珠》，劇情敘述書生汪虬如何運用一己之謀略奪

回愛妾之經歷。此劇改編自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七－《偽漢裔奪妾山

中，假將軍還珠江上》，屬社會世情劇。 
 
   《蘇門嘯》第六劇為《錯調合璧》，劇情敘述真繩武將母錯認成女而引發的一

連串故事。此劇改編自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五－《錯調情賈母詈女，

誤告狀孫郎得妻》，屬於愛情喜劇。 
 
   《蘇門嘯》第七劇為《賢翁激婿》，劇情敘述豪門公子姚墀在岳丈勸告引導下，

浪子回頭的故事。此劇改編自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二－《癡公子浪使

噪脾錢，賢丈人巧賺回頭婿》，屬於家庭劇。 
 
   《蘇門嘯》第八劇為《義妾存孤》，劇情敘述小妾張福娘被逐後，仍獨力撫養

其子之感人經歷。此劇改編自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二－《張福娘一心

貞守，朱天錫萬里符名》，屬家庭劇。 

 
   《蘇門嘯》第九劇為《人鬼夫妻》，劇情敘述吳興娘為情離魂復生的故事。此

劇改編自凌濛初《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願，小姨病起續

前緣》，屬愛情喜劇。 
 
   《蘇門嘯》第十劇為《死生冤報》，劇情敘述滿謙負心焦文姬，終遭報應之事。

此劇改編自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一－《滿少卿飢附飽颺，焦文姬生仇死

報》，屬於愛情悲劇。 



 
   《蘇門嘯》第十一劇為《蟾蜍佳偶》，劇情敘述鳳來儀與楊素梅憑藉信物玉蟾

蜍先分離後相逢之事。此劇改編自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九－《莽兒郎驚散

新鶯燕，龍香女認合玉蟾蜍》，此為愛情喜劇。 
 
   《蘇門嘯》第十二劇為《鈿盒奇姻》，劇情敘述權次卿因購鈿盒，卻意外抱得

美人歸的故事。此劇改編自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三－《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女》，屬愛情喜劇。 

 
    以上是《蘇門嘯》十二劇的題材來源及其劇情大意，也就是本論文的研究範

圍。但是在進行論述之前，有必要將十二劇作先行分類，藉以看出同類劇作的常

見手法和強調主題。於是筆者將十二劇大別為愛情劇類和社會世情劇類。愛情劇

類有鈿盒奇姻、蟾蜍佳偶、死生仇報、人鬼夫妻、錯調合璧等五本；社會世情劇

類又可再細分為四本社會劇、兩本家庭劇以及一本公案劇。分別是：截舌公招、

買笑局金、賣情紮囤、智賺還珠(社會劇)，賢翁激婿、義妾存孤(家庭劇)，以及

沒頭疑案(公案劇)。劇作歸屬有其理由，在各章開頭會詳細解釋。期望能經由這

兩類題材，看出《蘇門嘯》的風貌與特色。要補充說明的是，由於《蘇門嘯》的

作者傅一臣先生是個默默無名的不得志文人，所以其生平資料和交遊資料流傳下

來的非常有限，歷來研究者幾乎不從生平下手，本文囿於學力及資料有限，對於

傅一臣的生平僅能略述前賢所得，無法有更多的開發，此為研究侷限之一；再者，

本論文所引的劇本為明崇禎十五年的敲月齋刻本，此劇本收錄於陳萬鼐先生所編

的《全明雜劇》一書，然而其中有些劇本因年代久遠，故部份劇作內容疏漏無法

補齊，此為研究侷限之二。 

 
    本論文以《蘇門嘯》劇本為主，以下就各章內容，依序擇要說明： 

 

第一章：緒論，說明本論文的研究動機、範圍與方法。 

 

第二章：晚明劇壇與作者生平，旨在介紹晚明時代背景及劇作總覽分類，內容 

        分為「晚明時期的社會背景與劇壇生態」和「傅一臣與《蘇門嘯》劇作」 

        兩小節。第一節就晚明的社會背景、文藝思潮、劇壇生態三者作說明， 

        尤其針對晚明戲曲活動興盛之因、此時期傳奇與雜劇發展概況(特別是 

        文人雜劇)作深入分析。 

 

第三章：《蘇門嘯》愛情劇作之研析，內容分為三小節，分別為劇情大意和題材 

        來源、結構佈局及創作特色。愛情劇類的結構佈局分為戀情開展的 

        模式(開頭)、戀情的磨難與試煉(過程)、喜慶圓滿與悲情憾恨等(結尾)。 

        創作特色則有物件與錯認手法、現實與幽冥時空、對晚明「情」「禮」 



        關係的探索三部份。 

 

第四章：《蘇門嘯》社會世情劇作的研析，內容分為三小節，分別為劇情大意和 

        題材來源、結構佈局及創作特色。社會世情劇類的結構佈局分成以行騙 

        為事件中心(開頭)、騙局的鋪陳與架構(過程)、騙局結尾之處理(結尾) 

        三個部分。創作特色則分為奇特的騙術手法、描繪市井百態，以及深厚 

        的警世意涵三個部份。 

 

第五章：《蘇門嘯》劇作的藝術特質。內容分成二小節：第一節是《蘇門嘯》劇 

        作對話本的沿襲與更動，具體討論了情節、人物、與主題三方面。第二 

節是《蘇門嘯》劇作特色綜述，內容談到愛情劇類如何利用創作技法來

製造情節波瀾，並著力於情節的細緻刻劃；社會世情劇類則主在彰顯針

貶喻世的主題，並重視情節鋪陳的多樣性。本章最後則綜述《蘇門嘯》

文人劇的特色與侷限。 
 

第六章：結論。 

附錄及參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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