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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晚明劇壇與作者生平 

 

 

明代從神宗萬曆元年（一五七三）迄至思宗崇禎十七年（一六四四）殉國 

為止，在這短短的數十年間，無論是政治局面、社會環境、經濟狀況等，都產生

了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歷來研究者對明代歷史的部分已作過非常仔細的觀察。

本論文研究的重心為晚明傅一臣《蘇門嘯》劇作研究，其性質屬於晚明文人雜劇

創作，對晚明外圍環境的認識有助於我們深入了解其劇作內容，故第一章第一節

旨在介紹晚明時期的社會背景與劇壇生態，內容細分為二：第一部分著重在晚明

社會背景與文藝思潮，包括了晚明政經與社會背景、文藝思潮及士人的俗化等；

第二部分則聚焦於晚明時期的劇壇生態，內容包括了晚明時期戲曲活動興盛之

因、此時期傳奇與雜劇之發展，以及晚明文人雜劇發展概況等；第二節則介紹作

者傅一臣之生平及《蘇門嘯》劇作總覽及其分類情況。 

 

 

 

 

第一節   晚明時期的社會背景與劇壇生態 

 

 

   第一節試圖從晚明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著眼，逐一論述，以期與當時的

文藝思潮作一結合。然後再從文藝思潮聯結至時人對戲曲的創作態度，由時人文

學態度至晚明時期戲壇發展概況，最後則聚焦於晚明文人雜劇的內容與形式上的

特點。 

 

 

 

 



一、 晚明社會背景與文藝思潮 

 

 

(一) 晚明政經與社會背景 

 

 

   一代社會的形成乃至變異，必然意味著社會關係以及相關的社會秩序的變

動。故晚明戲劇環境的形成乃至變異，也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藝思潮有著密

切的關係，底下就從這幾個方面進行探討分析。 

 

    首先是政治背景，明太祖以平民起義，即位之後欲重建政治制度，採取了君

主集權的政策，不僅以嚴刑對待大臣，並設置錦衣衛刺探百官和人民的言行，朝

中人人自危。1與此同時，以朱元璋為首的明統治者鑒於元亡的經驗教訓，在各

方面都注意保持著一種勵精圖治的精神，在經濟上招逋流亡，移民墾荒，注意興

修水利，實現軍屯，並且減輕賦稅，恢復農業手工業，使民致富；在政治上則大

力加強皇權統治，又頒布《大明律》，強化社會控制以保持安定局面。同時注意

嚴懲貪汙，整肅官場，這些措施無疑都在一定程度上造成了經濟恢復和社會安定

的局面，而這個局面又反過來加強了社會特別是中上層自信和自負的群體意識。
2
然而到了明中葉以後，隨著統治者成了名副其實的守成之主，創業時期生機勃

勃的進取精神已成過往，君臣倫理自上而下蕩然無存。徐子方先生認為：「弘治

以後，經過了正德和嘉靖兩個時期，明初朱元璋開創的大一統國家雖然依舊存

在，但那種自信自負的整體氣勢已由於統治集團的相互傾軋和社會矛盾的加深等

因素而消失殆盡了，整個官場和世風都顯得庸俗、頹廢又險惡。3」這一段話指

出了晚明在政治上的發展不盡理想，然而與此相應的晚明經濟卻空前繁榮，這主

要是因為明代的商業蓬勃發展，具體表現在社會分工的擴大、商品經濟的發展、

明代賦稅制度的改革以及白銀的大量使用等方面。4 

 

明代後期，社會分工的擴大首先表現為手工業生產的規模日益增大，這意味

                                                 
1 請參見陳芳英：《明代劇學研究》，(臺北：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2 年 6 月)，
頁 13-14。 
2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社會背景探源〉，(《東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年 2 月第 1
卷第 1 期)，頁 115。 
3 引自徐子方：〈明中葉後社會發展與文化轉型－明雜劇社會文化背景探源之三〉，(《淮海工學

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年 12 月第 4 卷第 4 期)，頁 45。 
4 請參見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桃園：聖環圖書有限公司，1994)，頁 4-11。 



著手工業與農業生產日益分離。其次，明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促進了商業的繁

榮，其主要表現在城市商業的迅速發展，而且跨區域的市場逐漸形成，推動了海

外貿易的發展。隨著社會分工的深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在社會經濟中的作

用越來越重要。在萬暦年間，明政府通令全國實行「一條鞭法」，將田賦折銀用

法律的形式肯定下來，農民為了交納賦稅，就必須將農產品或家庭手工業產品投

入市場換取白銀，從而促進了商品貨幣經濟的繁榮。 

 

    明代商業的蓬勃發展，至嘉靖年間（1522-1570）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5明

中葉以後的整個社會，尤其是江南地區，呈現出趨本逐末，棄農經商的趨勢，商

人的地位也日漸提高6，這意味著市民階層嶄露頭角，社會階層中屬末流的商業

不再被視為賤業，再加上捐納制度為商人開啟了仕途之路，他們不需科考也可以

得到功名，因此棄儒從賈的士人越來越多。7社會階級關係的流動，給晚明社會

帶來了深刻的巨大變化。馬美信在《晚明文學新探》一書中，分別引顧炎武在《天

下郡國利病書》中的一段記載及屠隆在《鴻苞節錄》卷二中的言辭，來試圖分析 

晚明社會風尚縱向及橫向兩方面的變化。晚明社會風尚的縱向變化是「迨至嘉靖

末、隆慶間，則尤異矣。末富居多，本富益少，富者越富，貧者越貧。8」；橫向

變化則是「閭閻之間，厚妻子而薄父母，狎淫朋而疏兄弟，笑貧賤而輕廉恥，鮮

退讓而尚爭鬥，薄本業而好冶遊……甚之好亂樂禍而時時藏奸雄不肖之心，漸其

可長乎？此庶民之俗壞也。9」馬美信由以上兩段引言認為，不論是顧炎武之語

或是屠隆之言，都指出了晚明的人民貧富不均、棄農經商的生活現況，他們的行

為亦日漸叛離了傳統的道德規範。與此相應的是晚明文藝思潮的轉變及其士人的

俗化現象，由此更間接影響到時人的創作態度，產生了像《蘇門嘯》這樣的世情

雜劇。 

 

 

（二） 晚明的文藝思潮 

 

 

 

    明代文藝思潮的演變深切影響到明人的生活態度與文學觀念，故底下就來探

析晚明文藝思潮如何對士人的俗化與文學創作產生影響。明初朱元璋採取八股文

的科舉取士，將程朱理學奉為至高無上的「理」，禁錮了士子的思想以及人民的

                                                 
5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社會背景探源〉，(《東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年 2 月第 1
卷第 1 期)，頁 115。程似錦：〈談《醒世恆言》的成書及其中兩卷所反映的明代社會〉，(《法商

學報》，1992 年第 27 期)，頁 328。 
6 請參見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桃園：聖環圖書有限公司，1994)，頁 12。 
7 請參見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倫理與商人精神》，(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 117。 
8 轉引自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桃園：聖環圖書有限公司，1994)，頁 21。 
9 同註 19，頁 22。 



情欲，但是到了王陽明提出「心即理」及「致良知」等學說，以及王艮泰州學派

主張「百性日用即道」的學說流行之後，明代社會才有比較自由平等的思考方式

和對人情物欲肯定的言論，由此更激發了以公安派為主的浪漫運動。10必須注意

的是，在公安派興起之前，李贄的「童心說」可以算是晚明文學革新運動的理論

綱領。11李贄的「童心說」指出：凡是有「童心」者，皆為天下之至文，小說戲

曲也不例外，他說： 

 

      天下之至文，未有不出於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理不行，聞見不 

      立，無時不文，無人不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 

      文何必先秦，降而為六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 

      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不可得 

      而時勢先後論也。12 

 

    在這段言論中，李贄肯定了歷來被輕視的小說戲曲之地位，並且把《西廂

記》、《水滸傳》提升到古今至文的地位。而之後的袁宏道、湯顯祖、馮夢龍等人，

都跟隨著李贄的腳步而對戲曲小說持肯定的態度，其中湯顯祖對戲曲創作的看法

更是卓然出眾，他在〈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說道： 

 

      人生而有情，思歡怒愁，感於幽微，流乎嘯歌，形諸動搖。或一往而盡， 

      或積日而不能自休。蓋自鳳凰鳥獸以至巴渝夷鬼，無不能舞能歌，以靈機 

      自相轉活，而況吾人。……（戲曲）生天生地生鬼生神，極人物之萬途， 

      攢古今之千變，一勾欄之上，幾色目之中，無不紆徐煥眩，頓挫徘徊。恍 

      然如見千秋之人，發夢中之事。使天下之人無故而喜，無故而悲。……無 

      情者可使有情，無情者可使有聲。……豈非以人情之大竇，為名教之至樂 

      也哉。13
 

 

    在這一段言論中，湯顯祖十分強調「情」的作用，他認為人是生而有情的，

而戲曲正是使人心中的「情感」能夠自然流露，得到抒發的一種方式。湯顯祖以

情為核心的戲曲理論在晚明影響很大，尤其他的創作支持理論，《牡丹亭》在當

時乃至後代可說是傳頌不絕。由李贄主張的「童心說」以及湯顯祖以情為核心的

戲曲理論，可看出晚明文士在創作上著力於情感的真摯，而這種真摯情感的展

現，小至對男女情愛的關注，大至對市井世情的觀察，可說是一脈相連，有情才

能關注世事，這和傅一臣《蘇門嘯》市井世情劇作的創作背景是極有關聯的。 

 

 

                                                 
10 請參見陳萬益：《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台北：大安出版社，1997)，頁 166。 
11 請參見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桃園：聖環圖書有限公司，1994)，頁 63。 
12 引自明‧李贄：《焚書》，(台北：河洛圖書出版社，1974)，頁 98。 
13 引自《湯顯祖集》(二)卷三十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頁 1127。 



 

二、 晚明時期的劇壇生態 

 

 

明代嘉靖中期以後商業發達，江南商業城市帶動經濟繁榮，促使士大夫競相

追求奢華享受，而有娛樂功能的戲曲在此環境的滋養之下，獲得更多的發展，形

成更興盛的景象。晚明士大夫縱情於聲色享樂，而且熱衷於觀賞戲曲的演出，舉

凡廟會、勾欄、瓦舍、會館或是自宅閣樓庭院，都是演劇、觀戲、聽曲的空間，

戲曲活動在各地十分熱絡的展開14，底下就從晚明戲曲活動興盛之因、傳奇與雜

劇之發展來看晚明時期的劇壇生態，最後則聚焦於晚明文人雜劇的發展概況，以

期更貼近傅一臣《蘇門嘯》創作的時空背景。 

 

 

 

 

 

 

(一) 晚明戲曲活動興盛之因 

 

 

    中國戲曲在元代，曾經因為雜劇的發達，出現了第一個高峰。後來經過明初

到嘉慶、乾隆年間的休養，到晚明萬曆年間，戲曲文學又開出了燦爛的花朵。學

者林鶴宜認為「晚明劇壇」指的是萬曆到明亡的這一段時期，由於時當明代即將

結束的晚期，故稱之為「晚明劇壇」。此時期無論戲曲的文學創作、劇場藝術、

戲劇理論、乃至劇本的刊行各方面，都開創了前所未有的格局，承元啟清，在整

個中國戲曲發展史上，有著非凡的意義。15另外，學者葉長海將中國古典戲曲史

分為五個時期：第一期是自先秦至宋代的「孕育發生期」，第二期是自元代至明

前期的「全面展開期」，第三期是自明中期至明晚期的「高度發展至高潮期」，第

四期是自清初期至清中期的「全面深入開掘期」，第五期是在清晚期的「徘迴、

                                                 
14 請參見陳蕙文：《晚明祁彪佳戲曲活動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6 月)，頁 43。 
15 請參見林鶴宜：《晚明戲曲劇種及聲腔研究》，（臺北：學海出版社，1994），頁 1。 



貧困期」。他又指出：「自明嘉靖至明末，即十六世紀中期至十七世紀中期，是我

國古代戲劇學的黃金時期。16」由此可知，晚明時期的戲曲發展，在中國戲曲史

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關於晚明戲曲活動興盛之因，曾師永義提出了幾點看法，包括了戲劇文學本

身的發展與改進、學術與正統文學的衰微以及戲曲文學地位的確立、樂戶的分布

與商業的繁榮、帝王與士大夫的喜好等等。17陳蕙文在《晚明祁彪佳戲曲活動研

究》中，也提出了政治環境的惡劣、社會經濟的繁榮、社會風氣的奢華以及學術

思潮的解放等等原因。18綜合看來，晚明戲曲活動興盛之因，可分成外在與內在

兩分面探討。外在因素包含了政治環境的惡劣，使得劇作家寄情於創作、商業繁

榮帶動娛樂享受、帝王的喜好與提倡等等；內在因素則是因為戲劇文學本身的發

展及改良，原本代表元朝之一代文學的雜劇，至明朝逐漸吸取南戲傳奇的長處，

從而產生一個合南北雙璧的新劇種，所以明代無論北劇南戲，都是不停的在改良

和進展。加上反對模擬復古的文學理論輩出，遂使得戲曲在文學上的價值與地位

更加確立。 

 

 

 

 

(二) 晚明傳奇與雜劇之發展 

 

 

   在中國戲劇文學史上，明代戲曲創作是繼元雜劇創作之後的又一座高峰，曾

師永義以雜劇作品的統計數字說明這個事實： 

 

      就作家與作品數量來說，元雜劇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有作家八十餘 

      人，作品七百餘種，現存一百六七十種；明雜劇據著者統計，有作家一百 

      二十五人，作品五百餘種，現存二百九十五種；可見在數量上明雜劇比起 

      元雜劇，相當的勢均力敵。在另一方面，居明代劇壇主流的傳奇，更有輝 

      煌的成就，傅氏明代傳奇全目統計有明一代傳奇作家有二百七十七人，作 

      品有九百五十種……再從劇作家所分布的地域來觀察，元代得八省，明代 

                                                 
16 請參見葉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稿》上冊，（臺北：駱駝出版社，1987），頁 6-7。 
17 請參見曾師永義：《明雜劇概論》(台北：學海出版社，1999），頁 2-15。 
18 請參見陳蕙文：《晚明祁彪佳戲曲活動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6 月)，頁 44-45。 



      得十三省。因此我們可以說，明代戲劇的發展和興盛是超越元代的。19 

 

    從曾師永義統計的作家與作品數量來說，明代傳奇與雜劇的發展著實仍很旺

盛。他甚至統計明雜劇作家兼作傳奇的計有三十一人，由此推出北劇南戲在明代

是並行的，雜劇和傳奇在作家們的眼中，幾乎只是長短之別而已。20如果我們觀

察戲曲文體本身的發展脈絡，就會發現北曲雜劇的衰落和南曲戲文的興盛構成了

明代戲曲的發展概況。南曲戲文的興盛表現在傳奇方面，南戲進入明代以後，便

逐漸蛻變為傳奇21，萬曆以後，「獨抒性靈」的呼聲興起，「情」與「理」的哲思

衝突被衍化為戲劇衝突，放縱人生、嚮往自由的戲曲作品比比皆是，而「十部傳

奇九相思」的才子佳人劇更成為劇壇主流，例如湯顯祖的《臨川四夢》就是明代

文人傳奇的翹楚。在萬曆傳奇高峰過後，明末傳奇創作仍然一直保持了優勢， 
明末傳奇作家逐奇尚巧，大量的誤會與巧合被頻繁使用，編劇技巧至此已經到達

了最高的境界，但同時也面臨了形式上過度雷同的危機。22 
 
    雜劇和傳奇同為中國戲曲史上璀璨的兩個高峰，呂天成《曲品》曾這樣評論

元代雜劇與明代傳奇的藝術成就： 
 
      雜劇但摭一事顛末，其境促；傳奇備述一人始終，其味長。無雜劇則孰開 

      傳奇之門？非傳奇則未暢雜劇之趣也。23 
 
    呂天成指出「境促」與「味長」是雜劇與傳奇的差別，這是很中肯的。但他

同時也指出雜劇與傳奇的先後關聯，二者不應被視為孤立的存在。明代戲曲發展

的另一情況是北曲雜劇的衰落。關於北雜劇衰落的原因，同樣可分成外在與內在

兩因素。首先是外在因素，學者戚世隽指出：元代末期至明代，中國南北政治經

濟格局的變化，應是一個主要的決定因素。24自至順（1330）年間以迄元末，北

方已很少出現雜劇作家和著名演員，一些新的劇作家和演員大都集中到了南方的

江浙一帶。南方的經濟文化本來就很先進，隨著元王朝的統一，南北隔絕局面的

打開，南方富裕的生活與優美的自然環境，以及別具一格的文化，對北方各階層

人士產生了莫大的吸引力。相比之下，作為北雜劇發源地的大都周圍地區，則出

                                                 
19 引自曾師永義：《明雜劇概論》(台北：學海出版社，1999），頁 1-2。 
20 曾師永義論及明雜劇作家的特色有三：一、明雜劇作家分布十省，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蘇、
安徽、山東四省，也就是明雜劇的重心和傳奇一樣，都是在江南。由此可見明代戲劇作家分布的
地域較元代為廣。二、明雜劇作家兼作傳奇的計有三十一人，並認為雜劇和傳奇在作家們的眼中，
幾乎只是長短之別而已。三、明代戲劇作家，儘管是沒有中舉仕官的，其古文學也都相當有根柢，
他們可以說都是道道地地的傳統文人，再加上公安派諸人的提倡，明代戲劇的地位較之元代，就
崇高得多了。請參見曾師永義：《明雜劇概論》(台北：學海出版社，1999），頁 48-51。 
21 曾師永義認為「傳奇」是南戲文士化的結果，請參見《中國古典戲劇的認識與欣賞》，（台北：

正中書局，1991），頁 92。 
22 請參見劉彥君：《圖說中國戲曲史》，（台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130-132。 
23 引自呂天成：《曲品》，收於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論著集成》第六冊，（北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頁 209。 
24 請參見戚世雋：《明代雜劇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頁 85。 



現了嚴重的災荒和衰敗景象。隨著北雜劇女演員和劇作家的南遷，中國的雜劇重

心也就由大都而到了杭州，這也說明了至順前後以迄至元年間新出的劇作家，何

以多數是杭州人的緣故；其次則是內在因素，明代劇作家多是文人，曲格日嚴，

要求日精，再加上伴奏方面的困難，使它在傳播過程中不能發生改變。南戲則在

民間入鄉隨俗，隨意演化，不用擔心什麼違格乖律。兩種不同的情形，就造成了

前者的鼓瑟膠柱，只能走向衰亡。25然而明代北曲雜劇雖然逐漸走向衰亡，但是

文人的雜劇創作並沒有因此而停止，一直到明末，甚至是清代，雜劇作品都不斷

產生，傅一臣的《蘇門嘯》劇作就是晚明的文人雜劇作品之一，底下就來談談晚

明文人雜劇的發展概況。 
 
 
 

(三) 晚明文人雜劇發展概況 

 

 

    當人們論及明代的戲曲創作之時，注意到的往往是傳奇的繁盛，卻忽視了 

雜劇的創作。實際上，明代的雜劇創作，雖不再成為占據舞臺主導地位的戲曲樣

式，卻以其與元代雜劇截然不同的風貌，顯示了它自身的價值和意義。北雜劇衰

落之後，為傳奇的發展讓出了廣闊的天地，但是雜劇藝術仍在艱難困境中摸索著

自己的道路，具體表現為晚明文人劇的興起。關於晚明文人劇作家的創作動機與

前代之別，徐子方先生有一番精闢的看法： 

 

      毋庸置疑，這裡的所謂文人劇主要是就作品的審美意趣和服務對象而言 

      的，在認定標準上與前述宮廷劇並無二致。實際上從劇作家成分來看，無 

      論是元代還是明前期後期都可劃入文人範疇（即書會才人、宮廷藝人亦不 

      脫廣義文人的範圍）。但由於各自所處地位和時代、環境的不同，作為創 

      作主體，元代文人劇作家已把自己匯入了世俗大眾之中，他們的審美意趣 

      已超出了本階層的狹隘範疇而和平民大眾融為一體。至於明前期的文人劇 

      作家由於生存、安全和歸屬等心理需求的左右，則必須壓抑自己的個性而 

      在作品中竭力迎合與自己相差懸殊的貴族觀眾的審美意趣，因而統一於社 

      會上層的整體規範之中。而此時期的失意文人，既無元雜劇作家與世俗大 

      眾融為一體的機遇，又無為求自身生存、安全而趨奉權勢貴族之「幸運」， 

      因而能得以在作品中充分表現自己，使個性得到最大限度的發揮。由於這 

      樣，他們必然會感到傳統規範化了的內容指向和表現方式是自己發揮個 

                                                 
25 請參見劉彥君：《圖說中國戲曲史》，（台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126。 



      性、實現自我的嚴重束縛，因而產生了對這些傳統規範的強烈衝擊情緒， 

      使得他們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都體現著文人的特點，成為名符其實的文人 

      劇。26 

    

    徐子方先生首先從劇作家的成分，說明元代與明代前後期作家身分相同之

處，即都可劃入文人範疇（即書會才人、宮廷藝人亦不脫廣義文人的範圍），那

麼晚明的雜劇創作何以又獨稱為「文人雜劇」呢？徐子方先生認為：元代文人劇

作家和平民觀眾是融為一體的、明前期的文人劇作家則必須迎合貴族觀眾的口

味，而晚明的失意文人，由於不必顧及到觀眾的喜好，於是得以在作品中充分表

現自己，這也使得他們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體現著文人的特點，成為真正的文

人劇。那麼晚明文人雜劇的「內容」與「形式」又呈現何種特徵呢？徐子方在〈試

論明代文人劇的內容特點和表現手法〉一文中，提出了明代文人劇內容上的三個

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強烈的反抗情緒和幽默諷刺的表現手法之高度結合，其形式

多為讚揚、諷刺的喜劇及至鬧劇。這部分文人劇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徐渭；第二

個特點是情緒的詩化、意念化，其表現形式大都是抒情悲劇和劇詩，汪道昆的劇

作是這種情感表現方式的一個代表；第三個特點是作品中的主觀抒情成分已有減

少，而人物性格和情感心理等因素則進入了重要的層次，孟稱舜為其中的代表。
27他並指出：「總的來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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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此時期文人劇作家則通過個體對傳統規範的衝

擊表現了一種社會離心傾向。28」徐子方先生之言，點出了明代文人雜劇在內容

上最大的特點是「表現了主體強烈的情緒性」，從而表現出一種「社會離心傾向」。

但筆者認為：明代文人雜劇在表現主體強烈情緒性的同時，並非完全呈現出離心

於社會的傾向。要討論這個問題，必須先認識到除了上述徐氏歸類的三種劇作特

點之外，明代劇壇還有「鄙俗」一派的雜劇創作。大陸學者劉水雲在〈明雜劇鄙

俗一派論略〉一文中，參照了《遠山堂劇品》、《讀書樓目錄》、《也是園書目》諸

書對明雜劇的評述，發現了在明文人雜劇雅化主流之下，別有鄙俗一派潛流。劉

水雲認為明雜劇鄙俗一流的「鄙俗」，首先表現在它不以俗人鄙事為嫌，充滿濃

郁的市井氣息。在此類作品中，粉墨登場的人物有縣丞、鄉宦、盜賊、商販、乞

兒、村婦、僧尼、娼妓，三教九流，無所不有。這些作品多直接取材於現實生活。

他並舉出傅一臣《蘇門嘯》包括《人鬼夫妻》、《死生仇報》、《沒頭疑案》、《賣情

紮囤》等十二種雜劇，所述故事與凌濛初《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等話本

小說多有交通，都是流俗喜好的可驚可怪、觸目驚心的故事。29在這類作品中，

                                                 
26 引自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8），頁 38-39。 
27 請參見徐子方：〈試論明代文人劇的內容特點和表現手法〉，(《藝術百家》，2000 年第 1 期)，
頁 9-14。 
28 引自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8），頁 40。 
29 請參見劉水雲：〈明雜劇鄙俗一派論略〉，(《溫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年

第 23 卷第 4 期)，頁 52。 



所有的人物都顯得平凡又真實，所有的浪漫和神奇從這些人物身上一齊消退，沒

有感動天地的壯舉，也沒有花前月下的幽情。即使如此，明代文人雜劇所創作的

鄙俗劇類，在內容上卻更貼近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於此說來，文人雜劇並非完

全呈現出「社會離心傾向」，至少《蘇門嘯》劇作的作者傅一臣，就是一個努力

觀察社會，試圖貼近市井趣味的晚明劇作家。 
 

    在文人劇的表現形式方面，徐子方先生同樣有精密的觀察，他說：「明中葉

後的文人劇作，大都突破了傳統上四折一楔子的固定格局，採用了開放式結構類

型。30劇本的長短比較自由，短的可以為一折、兩折，長一點的也可達到十折、

十一折。音樂體制亦較隨便，有南曲、有北曲，還有數量可觀的南北合套曲。31」 
由此可見，元雜劇的傳統規範此時已不復存在了。此外，曾師永義針對明代後期

雜劇作了兩項統計：一是改變元人科範者有八十本（佔 89.89%）、遵守元人科範

者有九本（佔 10.11%）32，二是純用北曲者約占 35.74%，純用南曲者約占 28.51%，

南北曲兼用者約占 35.75%。其中南劇開場用家門者有 27 本（包含蘇門嘯十二

劇）。由徐子方先生和曾師永義的觀察與歸納，我們可以看出晚明的雜劇創作在

形式上自有其別於元雜劇的活潑面貌。 
 
 
 
 

第二節    傅一臣生平與《蘇門嘯》劇作 

 

 

一、 傅一臣生平 

 

 

                                                 
30 所謂開放式結構類型，是相較於閉鎖式結構類型而言。前者指的是宋元南戲以及後來的明代

傳奇，在布局安排、角色分配和樂調選擇多方面皆有較大的伸縮性，劇本容量也大，有利於從不

同角度多層次地塑造人物形象；後者指的是元雜劇，形式特點包含了一人主唱之樂曲安排、四折

一楔子的戲劇體制，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8），頁 57-58。 
31 引自徐子方：〈明代文人劇在戲劇和文學史上的地位〉，(《藝術百家》，1998 年第 1 期)，頁 68。 
32 根據曾師永義的統計，明代後期雜劇有 235 本，其中現存者 99 本，散佚者 136 本。現存而曾

師未見者 10 本，亦歸入散佚類。故下面統計者之百分比以現存 89 本為準。請參見曾師永義：《明

雜劇概論》(台北：學海出版社，1999），頁 99-100。 



 關於傅一臣生平資料，後世流傳下來的十分有限。陳萬鼐在〈全明雜劇提

要〉中指出《蘇門嘯》現存版本為敲月齋刻本，明崇禎十五(一六四二年)梓版。

卷首題各劇總名，署「西泠野史無枝甫填詞」，檇李雁道人仙上評閱。至於其

生平則云：「傅一臣字青眉，號無技，別署西泠野史。浙江杭縣人。生平事蹟

待考。所作雜劇十二種，總題『蘇門嘯』，蓋取作於吳中，現存於世。」33莊一

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卷六載傅一臣小傳云：「字青眉，號無枝，別署西泠

野史。浙江杭縣人。生卒年及生平均不詳。雜劇作品十二種，因作於蘇州，故

題曰《蘇門嘯》。其內容皆取材於凌濛初之初、二刻《拍案驚奇》，篇中主角或

改其名或仍其舊，其本事亦有逕改之處。34」由以上看來，可知西泠野史與無

枝(技)甫為同一人，均是指傅一臣，徐子方先生也認為西泠野史與無枝甫為同

一人，並說其平生好讀書，但懷才不遇，一生坎坷。35但是清朝梁廷衻著《曲

話》，在卷一說道：「國朝西泠野史與無枝甫合作雜劇四種，一曰鈿盒奇姻，二

曰蟾蜍佳偶，三曰義妾存孤，四曰人鬼夫妻。36」在《重訂曲海總目》中，亦

記載著：「西泠野史著鈿盒奇緣、蟾蜍佳偶、義妾存孤、人鬼夫妻。」其下並

註明「四種與無枝甫合作」。這樣的說法就把西泠野史與無枝(技)甫認為是二人

了，曾師永義認為此說法有誤，皆誤西泠野史與無枝甫為二人，又誤技為枝， 

且所見才四種。曾師永義總結上述說法，認為傅一臣，字青眉，號無技不號無枝，

別署西泠野史，浙江杭縣人，並說他是一位沒有成就功名的文人。其他的資料大

抵皆不出以上所述，留給後世讀者的多是「生平事蹟，待考」等語。37傅一臣交

友中除了內親金堡以及浙人于野等以外，還有山東人汪大年、湖南人汪鴻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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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得同輩

友人對他推崇備至。 
 

    在《蘇門嘯》劇作前，有胡麒生與汪漸鴻二位友人為其所作的序，對了解作

者傅一臣的生平背景及創作動機極有幫助，首先是胡麒生序云： 

 
      青眉氏風刺嘯歌十二劇……其中可風者少而刺居多端。以醇風漸遠，古道 

      日漓，變詐叢生，險巇百出，無非箴末流而砭頹俗，為狂瀾之一柱耳。乃 

      有存孤之義妾，而可無風乎？如奸僧以募化而伏殺機，孽尼以齋醮而設網 

      罟；呼盧為攫金之穽，拏妾為贖命之囤，世路風波，窮其極怪，聊摘數款， 

      俾觀者一為心創，而以身蹈者瞞然慙負，無地自容，安在其刺之非風？38 

                                                 
33 引自陳萬鼐〈全明雜劇提要〉，收於《全明雜劇》，(台北：鼎文書局，1979)，頁 212。 
34 引自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510。 
35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史》，(北京：中華書局，2003)，頁 349。 
36 引自梁廷衻：《曲話》，收於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論著集成》第八冊，（北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頁 248。 
37 請參見傅大興：《明雜劇考》，(台北：世界書局，1960)，頁 211 以及羅錦堂：《明代劇作家考

略》(香港：龍門書店，1966)，頁 43。 
38 引自蔡毅編著：《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北京：齊魯書社，1989），頁 891。 



 

汪漸鴻序云： 

 

      古人嘻笑怒罵皆成文章，茲曷為獨以嘯，嘯曷為獨以蘇門？……阮步兵遇 

      孫登於蘇門山嶺畔，一嘯作鸞鳳音，逸情曠度，更橫絕千古，世遂傳為蘇 

      門嘯云。予友抱瑾見刖，歷落風塵，幾同步兵，想借蘇門一嘯，以破之耳。 

      夫嘯有所寄也，十二劇又嘯之寄所寄者也。曷為必寄之十二劇也？閻浮世 

      界一大戲場，生老病死，離合悲歡，人於其間皆戲耳。迎機說法，供幻顯 

      真，遊戲神通，直證本來面目，安見劇場中不足以觸忠孝節義之性、風流 

      灑脫之致乎？劇中似砭似箴，似嘲似諷，寫炤描情，標指見月，蘇門一嘯， 

      聊當宗門一喝，喚醒人世黃粱耳。39 
 
    胡氏之語，點出傅一臣的劇作特色在於「可風者少而刺居多端」，其想要有

所諷諫的用心與其創作動機有關「以醇風漸遠，古道日漓，變詐叢生，險巇百出，

無非箴末流而砭頹俗，為狂瀾之一柱耳。」汪氏之語，除了點出《蘇門嘯》劇名

來歷，也說明了其創作動機「予友抱瑾見刖，歷落風塵，幾同步兵，想借蘇門一

嘯，以破之耳。夫嘯有所寄也，十二劇又嘯之寄所寄者也。」綜合以上二位之說，

可以知道《蘇門嘯》作於晚明政局動盪不安、社會風氣純樸不再之時，而作者傅

一臣正是一位不得志卻用心良苦的文人劇作家。曾師永義認為「嘯」字除了有不

平之氣外，還含有步兵「一嘯作鸞鳳音」的韻致，並據此推論青眉此十二劇蓋作

於落拓無聊之際，用意在用這十二劇來反映社會人生的百態。徐子方先生更考察 
《蘇門嘯》一詞源出《晉書‧阮籍傳》：「籍嘗於蘇門山(在今河南輝縣西北)遇孫

登，與商略終古及棲神氣之術，登旨不應，因長嘯而退。至半嶺聞有聲若鸞鳳之

音，響乎岩谷，乃登之嘯也。
40
」還有另一說似乎更早，出於《三國志‧王粲傳》

注引《魏氏春秋》云：「(阮)籍少時曾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

竹實數斛，日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論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

然，曾不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亮。蘇門生迺爾而笑。籍既降，蘇門生亦

嘯，若鸞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論以寄其懷。」徐子方先生綜合以

上二說，認為後者的蘇門生就是前者的孫登，並且就此推論「蘇門嘯」一詞即為

不守禮法之隱士情趣之代名詞。41而汪漸鴻序可用來解釋傅一臣的創作動機及題

稱由來，並指出和此時期大多數文人劇一樣，《蘇門嘯》亦為作者針砭社會和抒

發自身不平之鳴的工具。根據徐子方先生的考察，「蘇門嘯」一詞的起源或許為

不守禮法之隱士情趣之代名詞，但是綜觀《蘇門嘯》十二本劇作，卻和不守禮法

之隱士情趣無涉，反而多是喚醒固有道德或美好世俗的世情劇作。故《蘇門嘯》

取為總題之義，除了如莊一拂所說「因作於蘇州，故題曰《蘇門嘯》」外，或許

                                                 
39 同註 49，頁 891-892。 
40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8），頁 414。 
41 同註 51，頁 415。 



藉著「嘯」以抒發內心不平之鳴更是主要原因吧！清朝李調元在其《劇話》序一

文中提及戲劇與人生之間的關係，原文如下： 
 
      劇者何？戲也。古今一戲場也。開闢以來，其為戲也，多矣。……孔子曰：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今舉賢奸忠佞，理亂興亡，搬 

      演於笙歌鼓吹之場，男男婦婦，善善惡惡，使人觸目而懲戒生焉，豈不亦 

      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乎？夫人生，無日不在戲中，富貴、貧賤、夭 

      壽、窮通，攮攮百年，電光石火，離合悲歡，轉眼而畢，此亦如戲之頃刻 

      而散場也。故夫達而在上，衣冠之君子戲也；窮而在下，負販之小人戲也。 

      今日為古人寫照，他年看我輩登場。戲也，非戲也；非戲也，戲也。42 

 

    李調元指出「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並且認為戲劇和《詩經》一樣，有興

觀群怨的偉大力量。其中「今舉賢奸忠佞，理亂興亡，搬演於笙歌鼓吹之場，男

男婦婦，善善惡惡，使人觸目而懲戒生焉。」之語，更是和傅一臣作《蘇門嘯》

的用心相同，二人雖不同朝代，對戲劇的見解卻是一致的。 

 

 

 

 

二、 《蘇門嘯》劇作總覽及其分類 

 

 

 

   《蘇門嘯》劇作共有十二本，分別是《買笑局金》、《賣情紮囤》、《沒頭疑案》、

《截舌公招》、《智賺還珠》、《錯調合璧》、《賢翁激婿》、《義妾存孤》、《人鬼夫妻》、

《死生冤報》、《蟾蜍佳偶》、《鈿盒奇姻》。此十二劇的題材都各有所本，最值得

注意的是，《蘇門嘯》中的每一劇皆和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中相關作品故事

情節兩兩對應，徐子方先生並不確定是小說創作參照了雜劇亦或相反，只說這樣

的情形非常典型地顯示了戲曲小說在題材演變方面固有的內在聯繫。43曾師永義

則非常肯定地說「蘇門嘯十二劇是從凌濛初拍案驚奇初二刻中抽出十二則故事來

敷演的。44」以劇作內容看來，情節和《二拍》對應小說皆大同小異，應如曾師

                                                 
42 引自李調元：《劇話》，收於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論著集成》第八冊，（北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頁 35。 
43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史》，（北京：中華書局，2003），頁 351-352。 
44 曾師永義根據汪大年序知其十二劇皆依據稗官敷演而成，而十二劇之故事俱見於拍案驚奇初

二刻。再考二刻拍案驚奇成於崇禎壬申(五年)，蘇門嘯據其序成於崇禎壬午(十五年)，認為蘇門

嘯取材於初二刻無疑。請參見曾師永義：《明雜劇概論》（台北：學海出版社，1999），頁 558。 



永義所說，蘇門嘯十二劇是從凌濛初拍案驚奇初二刻中抽出十二則故事來敷演

的。 

 

雜劇的分類，元代夏庭芝《青樓集誌》中已見粗略的說法，其云：「雜劇則

有旦、末。旦本女人為之，名粧旦色；末本男子為之，名末尼。其餘供觀者，悉

為之外腳。有駕頭、閨怨、鴇兒、花旦、批秉、破衫兒、綠林、公吏、神仙道化、

家長裏短之類。45」夏庭芝所分類者，有從內容著眼，也有從腳色下手，分類上

未見統一；之後明代的朱權《太和正音譜》，將雜劇分為十二科，分別是：一曰

神仙道化、二曰隱居樂道（又曰林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雜劇）、四曰

忠臣烈士、五曰孝義廉節、六曰叱奸罵讒、七曰逐臣孤子、八曰撥刀趕棒（即脫

膊雜劇）、九曰風花雪月、十曰悲歡離合、十一曰煙花粉黛（即花旦雜劇）、十二

曰神頭鬼面（即神佛雜劇）。46羅錦堂以為朱權之分類，所涉雖廣，但仍無法涵蓋

全部的作品內容，而且所立名目與現存雜劇之本事不甚貼切，於是重新將雜劇分

為八類，茲以表格方式條列於下47： 

 

 

 

次

序 

分類 細目 再分細目 

以歷史事蹟為主者 一 歷史劇 

以個人事蹟為主而其事蹟與史事相關聯者

 

 

朋友  

決疑平反 公案 

壓抑豪強 

二 社會劇 

綠林  

三 家庭劇   

良家男女之戀愛 四 戀愛劇 

良賤間之戀愛 

 

五 風情劇   

發跡變泰 

遷謫放逐 

六 仕隱劇 

隱居樂道 

 

                                                 
45 請參見夏庭芝：《青樓集誌》，收於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論著集成》第二冊，（北

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頁 7。 
46 請參見朱權：《太和正音譜》，收於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論著集成》第三冊，（北

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60），頁 25。 
47 請參見羅錦堂：《現存元人雜劇本事考》，（台北：中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60），頁

422-423。 



道教劇  

弘法度世 

七 道釋劇 

釋教劇 

因果輪迴 

八 神怪劇   

 

 

 

    以上的分類為後人的研究作了很好的奠基之功，然而劉燕芝在其博士論文

《明代中後期文人雜劇研究》中也指出：以上的分類多是針對元雜劇而發，至於

晚明的文人雜劇在類目、格調與精神上都與元劇很不相同，故他以前人研究為基

礎，將明代中後期文人雜劇分為七類，並將本文欲討論的《蘇門嘯》劇作分門別

類，筆者同樣列表整理於下，以見與前者之不同48： 

 

 

 

次

序 

分類 細目 《蘇門嘯》劇作歸屬分類 

帝王后妃 

節臣義士 

一 歷史劇 

叱奸罵讒 

 

仕宦窮通 

遷謫放逐 

二 仕隱劇 

隱居樂道 

 

文人逸事 三 文人才女劇 

佳人才女 

 

風花雪月（良家男女婚戀

事） 

錯調合璧、蟾蜍佳偶、鈿盒

奇姻 

四 婚戀劇 

煙花粉黛（良賤間戀愛）  

忠義貞烈 義妾存孤 五 家庭劇 

悲歡離合 賢翁激婿、智賺還珠 

市井奇聞 買笑局金、賣情紮囤、截舌

公招 

綠林豪俠  

六 社會劇 

公案 沒頭疑案 

七 道佛神怪劇 神仙道化  

                                                 
48 請參見劉燕芝：《明代中後期文人雜劇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論文，2001
年 12 月)，頁 28-42。 



幽冥志異 人鬼夫妻、死生仇報 

哲理荒誕  

 

 

 

    此外，徐子方先生在《明雜劇研究》一書下編《明雜劇存本考》中，也將《蘇

門嘯》十二劇各自分類，其分類較為簡單，但也較無規則可循，底下亦列成表格

以茲比較49： 

 

 

 

次

序 

分類 細目 《蘇門嘯》劇作歸屬分類 

一 社會問題劇  買笑局金、截舌公招、智賺還珠、 

賢翁激婿、義妾存孤 

諷刺 賣情紮囤 

愛情 蟾蜍佳偶 

二 

 

喜劇 

風情 錯調合璧、鈿盒奇姻、 

人鬼夫妻(帶有神奇色彩) 

三 復仇悲劇  死生冤報 

四 公案劇  沒頭疑案 

 

 

 

    從以上劉燕芝與徐子方二位對《蘇門嘯》劇作的分類，相同點少而相異者多。

首先，徐子方認為《蘇門嘯》劇作可分成四類，四類主要是社會問題劇、公案劇、

喜劇（再分為愛情、風情與諷刺）及復仇悲劇。但是愛情與風情的界線為何，卻

沒有細說。此外，社會問題劇與諷刺喜劇的屬性似有重疊，為何又分為二？這些

都是徐氏分類模糊不清的地方；而劉燕芝將明代中後期文人雜劇共分為七類，七

類中又各自細分，《蘇門嘯》劇作則屬於其中四類，分別是婚戀劇、家庭劇、社

會劇及道佛神怪劇。總結上述，徐劉二人對《蘇門嘯》劇作看法相同之處有二：

皆認為《沒頭疑案》屬於公案劇、《買笑局金》及《截舌公招》屬於社會劇；相

異之處則有四點：其一，《賢翁激婿》、《義妾存孤》及《智賺還珠》三劇，徐氏

歸為「社會劇」，劉氏則歸為「家庭劇」。其二，《賣情紮囤》一劇徐氏認為是「諷

刺喜劇」，劉氏則將之歸入「社會劇」。其三，《錯調合璧》、《蟾蜍佳偶》及《鈿

盒奇姻》三劇，徐氏將之歸入「愛情（風情）喜劇」，劉氏則通通歸為「婚戀劇」。

其四，《人鬼夫妻》及《死生冤報》二劇，徐氏將前者劃入「風情喜劇」，後者則

                                                 
49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8），頁 414-434。 



歸入「復仇悲劇」，而劉氏則將二劇歸入「道佛神怪劇」一類。 

 

    綜合以上兩位學者的看法及討論之便，筆者將《蘇門嘯》十二劇予以大別分

為二類，分別是愛情劇作及社會世情劇作。前者計有：《錯調合璧》、《蟾蜍佳偶》、

《鈿盒奇姻》、《人鬼夫妻》及《死生冤報》五本；後者計有：《買笑局金》、《賣

情紮囤》、《截舌公招》、《智賺還珠》、《賢翁激婿》、《義妾存孤》及《沒頭疑案》

七本。這其中要特別說明的有三點： 

 

    第一，劉氏認為《人鬼夫妻》與《死生冤報》屬於「道佛神怪劇」一類，但

是觀其內容，可發現內容本質不脫男女愛情，於是乃將此二劇亦歸入愛情劇作，

二劇所獨有的幽冥時空架構，則於第二章中另外討論。第二，社會世情劇的內容

包含了社會題材、家庭題材與公案題材。《買笑局金》、《賣情紮囤》及《截舌公

招》三劇，無疑屬於社會劇類。而《智賺還珠》一劇，徐氏將其歸入社會劇，劉

氏則將其歸入家庭劇，筆者認為此劇中涉及夫婦感情的家庭生活並不多，其劇情

主線在於汪虬在求官司無望的情況下，借朋友之力，展現其過人勇智，奪回愛妾

的經過。觀其劇情，偏重在表現個人以智謀救妾及人際之交往關係，故依徐子方

先生之看法，將此劇歸入社會劇類。至於《賢翁激婿》與《義妾存孤》二劇，徐

氏與劉氏看法各異，觀其內容，前者主在表現「賢翁激婿」之衝突過程，後者主

在表現妾遭棄後，仍然獨自撫養兒子之「義」。二者皆在表現家庭內的倫理關係，

故依劉氏之看法，將二劇歸入家庭劇作一類。至於《沒頭疑案》一劇，徐劉二人

皆認為屬公案劇作，但觀其內容，此劇劇情的開端是由於夫欲賣妻而起，夫婦間

的倫理關係亦不可等閒視之，結合公案劇作與家庭題材的特殊性質，故亦將其歸

入社會世情劇作一類。第三，任何劇作都可能有涵蓋多重題材的多元性，例如社

會劇與家庭劇就非截然劃分，歷來研究者分類的用意除了指出劇作的著重點，更

多的是為了討論之便，所以面對劇作分類的問題應用更客觀的心態視之。筆者綜

合以上所述，將《蘇門嘯》十二劇予以分為二大類以方便討論，分別是：愛情劇

作：《錯調合璧》、《蟾蜍佳偶》、《鈿盒奇姻》、《人鬼夫妻》及《死生冤報》共五

本，置於第二章；社會世情劇作：《買笑局金》、《賣情紮囤》、《截舌公招》、《智

賺還珠》、《賢翁激婿》、《義妾存孤》及《沒頭疑案》共七本，置於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