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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蘇門嘯》愛情劇作研析 

 

 

第一節   《蘇門嘯》愛情劇作的劇情大意及題材來源 

 

 

 

 

《蘇門嘯》劇作中屬於愛情題材類的共有五本，分別是《錯調合璧》、《人鬼

夫妻》、《死生冤報》、《蟾蜍佳偶》及《鈿盒奇姻》。底下第一節分別介紹此五本

劇作的劇情大意、題材來源、主題旨趣和相關評論。 

 

 

一、 錯調合璧 

 
 
 
   《蘇門嘯》第六劇為《錯調合璧》，徐子方先生將此劇歸為愛情喜劇、劉燕芝

則歸為婚戀劇。在開場詞的部分可略見其故事大綱： 
 
      繩武迷留閨娘，逗引風情，眉目招搖，借花床刺繡、針線閒挑。只因私語， 

      佯推避狂蕩，得逸興無聊，黃昏月下，認娘為女，錯把情調。惹起意外滅 

      殃，疑閨媛無端，生扭相邀，加惡言詈。訕命隕紅綃賺，將真子嚴扃鎖。 

      乍還陽先已鸞交。喜公庭判、斷一時賦，就桃夭。 

 

    由開場詞可見得「認娘為女，錯把情調」是主要劇情，此劇的劇情梗概為：

有一小生名真繩武，與鄰女賈閨娘兩情相悅。有一天，真生將鄰女之母誤以為是



其女而欲親狎之。此舉驚動賈母並使得她懷疑女兒有私於他人，賈女被誤會，半

慚半氣結果投環而死。賈母恨真生間接害死女兒，欲置其死，將真生和已死去的

女兒鎖在一起，打算獨自前往告上官府。另一方面，真生見賈女容貌如生，本欲

親狎，親近之時發現賈女心口尚溫，設法傳氣救活賈女，之後賈女果真氣息微動

而醒轉。最後官府以為二人姻緣當合，遂配為夫妻，眾人皆喜。 
 
    此劇本事源出明馮夢龍《情史》卷十《吳松孫生》。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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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其所敷演的故事情節與

《吳松孫生》大致吻合。徐子方先生觀察本劇，指出此劇的特點有二：其一是本

劇情節大體上似即以小說為藍本，不同之處在於男主人公不姓孫而作真繩武，縣

官姓名為辛次膺，並有差役張鐵頭等。情節方面更動較大者是刪去了淫屍一節，

還有閨娘親隨差人赴案等事，此顯示了作者取材於繼承前人之時亦不無創新之

處；此劇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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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注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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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劇

的結局雖仍以圓滿作結，但是卻擺脫了傳統愛情劇中金榜題名的套式，這顯出作

者對於「愛情圓滿」的定義有別於以往，即作者關注的是男女雙方在愛情中的自

我認知，而非後加的功名利祿，這樣的選材立意是值得肯定的。 
 
 
 

二、 人鬼夫妻 

 
 
 
   《蘇門嘯》第九劇為《人鬼夫妻》，此為一愛情喜劇。其故事大綱可見於開場

詞： 
 
      衛玉崔生從父母，河陽羈住，一去雁杳魚沉兩地，有懷莫吐。興娘腸斷病， 

      花枝不禁風雨，迨來物故欲續前緣，墮釵偷聚。借取小妹芳魂，似夢如癡， 

                                                 
1「吳松孫生者，年十七，美姿容。與鄰女相挑，而無便。一夕，其母出溺器如廁，孫誤以為女

也，急趨就之。見母，驚異。母甚詫，疑與女私，嚴掬其女。女慚迫，遂投環而死。母驚救，無

及，因欲斃孫以雪其恨。出詒孫曰：『某與若門第相等。苟愛吾女，即縑懸（絲）可締，何作此

越禮事。』固要至家，縛之屍旁，趨縣投牒。孫自分必死，私謂從無一夕之歡，而乃罹於法，豈

速孽所致耶！惆悵間，見女貌如生，因解屍淫之。謂一染而死，夫復何恨！甫一交，女氣息微動。

生異之，急扶而起，女已甦矣。俄母偕捕者至，啟戶，則兩人方並坐私語。母惘然自失，強逮至

官。孫畏責，備述其事。邑令以為冥數當合，遂配為夫婦。請參見馮夢龍《情史》（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0），頁 1152。 
2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8），頁 423-424。 



      醉花迷霧，直至經年，諧婿歸去，堂前省父，訴說因繇。妹霍起，滿門驚 

      悟，小姨重締，落得鳳釵雙股。 
 
    由開場詞可知全劇的劇情主軸在於「借取小妹芳魂，欲續前緣」，愛情信物

為「鳳釵」。此劇劇情大意敘述崔衛玉和吳興娘自幼指腹為婚，長成後男女天各

一方，全無對方音信。吳母欲將女兒嫁往他處，興娘憂愁苦悶而亡。死前她託付

遺言予妹妹慶娘：若是崔生來尋，請妹代嫁。此語為之後劇情埋下伏筆。之後崔

生果真依約來尋前定姻緣，吳父告知長女已經亡故。敘舊之餘留崔生在自宅讀

書，以自家子侄對待。一日崔生偶然拾得墜下的鳳釵，那一夜興娘的魂魄托妹妹

慶娘之身體前來與崔生暗合，崔生遂將興娘之魂認作是妹妹慶娘。後來因畏懼東

窗事發，雙雙出走。幾年之後，慶娘想家欲歸，崔生就和她一起返回，本來要謝

罪，至吳宅才知慶娘臥病在床已年逾，緊接著魂魄與肉體結合，慶娘醒轉。吳女

父母大喜之下答應婚事，崔生與慶娘才正式婚配，劇末以興娘魂升仙界、慶娘出

閣成禮之喜慶作結。 
 
    關於本劇的來歷，最早見於明‧瞿佑《剪燈新話》卷一《金鳳釵記》3，馮

夢龍《情史》卷九《情幻》類「吳興娘」條亦載之。其中凌濛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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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說的也是同樣的故事。

只是此劇的結局還多增了觀中超度亡魂，興娘現身囑託情節，與前述傳說中最後

託夢的部分不太一樣。 
 
 
 

三、 死生冤報 

 
 
 
   《蘇門嘯》第十劇為《死生冤報》，內容上為一愛情悲劇。其故事大綱可見於

開場詞： 
 
      鳳凰台上憶吹蕭，浪子短情，閨娃著意。天涯漂泊無投，正旅途悽苦，焦 

      叟相周，將女文姬招贅。情濃處，恩愛綢繆；求科試，一官得第，竟付東  

      流。休休重婚宦女十餘載，音書望絕雙眸，致文姬飲恨，地府啣讎。鎮日 

      交歡隨唱，把衣裳一炬煙浮。追拏去冥司，明判冤報還酬。 

 

    全劇的主旨在於「浪子短情，閨娃著意」，由「短情」可知此為一負心故事，

                                                 
3 請參見明‧瞿佑《剪燈新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36-47。 



此外，「明判冤報還酬」說明了負心者的下場，也說明了劇名的由來。此劇故事

梗概為：貧寒秀才滿謙因不得志，欲投奔長安父執，然而不順又轉走他處，在旅

途中因遇大雪，只好滯留在旅店，然而阮囊羞澀付不出房錢。正當受店小二凌辱

之時，長者焦薄雲愛其才邀至自家居住，焦女文姬贈貼身絮衲和親製香囊給滿

生，焦父見二人情投意合，遂讓兩人結成連理。滿謙入贅焦家滿三年後，焦氏父

女準備盤纏讓滿生上京赴試，滿生順利考取榮歸。此時他的叔叔滿貴下聘朱侍御

女，滿謙心志不堅，半推半就之下答應與朱女成親，就和焦氏父女斷了音訊。焦

文姬苦等十年不見丈夫，抑鬱而死，死後焦女之魂見滿謙燒毀當初兩人的定情信

物，心灰意冷之下一心復仇，冥府派魂來捉拿滿謙。最後滿謙被判發寒冰地獄，

並變成豬犬償還焦氏贊助他的資財。 

 

   《全明雜劇》認為《死生冤報》是取材於元人尚仲賢的雜劇《海神廟王魁負

桂英》，但後者已經亡佚，詳細關目不知為何。只能確定二者的故事內容皆為負

心報仇一事，此故事最早見於宋朝洪邁《夷堅志補》卷第十一《滿少卿》，明馮

夢龍《情史》卷十六《情報類‧滿少卿》所述與此相同，大概真有其事。不過歷

來的研究者多半還是認為此劇最直接的來源為凌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一－

《滿少卿飢附飽颺，焦文姬生仇死報》。徐子方評論此劇時指出《死生冤報》與

上述諸書記載構思全同，唯其優點有二：一是在表現文姬初與滿謙定情之時，僅

僅為贈衣越禮，並未涉及枕席之事。顯示作者不欲將男女私暱賦形舞台之本意，

亦符合明代劇場之要求，以場上的表演藝術來說，此劇化文字為形聲，有功不可

沒之處。二是書生負心，背棄糟糠這樣的題材由來已久。4但後來場上表演強調

勸善懲惡，負心題材多作團圓結局。藝術上雖漸趨精進，而創意卻顧不到了。此

劇反璞歸真，再現悲局，於前有所不同，在晚明劇壇可說功不可沒。5 
 

 

四、 蟾蜍佳偶 

 
 
 
   《蘇門嘯》第十一劇為《蟾蜍佳偶》，內容屬於愛情喜劇。該劇劇情大意為：

鳳來儀三歲喪母，依靠母舅金員外長成，故從舅舅姓金，因新中舉人，遵舅命租

賃於花園與竇氏兄弟一起讀書準備考試。偶然情況下見一美人楊素梅，於是透過

                                                 
4 這種戲自宋雜劇以來便有，如《王魁三鄉題》、元雜劇有《海神廟王魁負桂英》、《臨江驛瀟湘

夜雨》，南戲有《負心王魁》、《三負心陳叔文》、《李勉負心》、《王俊民休書記》、《張協狀元》、《崔

君瑞江天暮雪》、《張瓊蓮》、《趙貞女蔡二郎》等。請參見劉君 ：〈《死生冤報》劇本賞析〉，(《復

興劇藝學刊》，1999 年 27 期)，頁 69。 
5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市：文津出版社，1998），頁 430-431。 



侍女龍香代為傳達愛慕之意。龍香向楊女說鳳生的好話，楊女甚動心但因無所憑

藉而有所顧忌，透過龍香的傳達，鳳生解下所掛的玉蟾蜍當作信物，並作書一封。

楊女見狀，也修書一封並解下自己的金戒指回送。隔夜鳳生在書房等待楊女前來

幽會，楊女依照約定前來，誰知好事多磨，不速之客竇氏兄弟臨時在書房外叫門

乃至意圖闖入，鳳生不得已只好外出，楊女與龍香匆匆離去。之後楊女的外婆馮

孺人因甥女幼無雙親，長倚兄嫂，而放心不下，特遠至接取，以便看顧待嫁。楊

女命龍香留下，藉口收拾行李實則告知鳳生，鳳大驚之餘亦無可奈何，此時又被

金舅所催，上京赴試。馮氏欲將楊女許配給金家，聘禮中有一個玉蟾蜍與金孔雀，

楊女心繫鳳生不想另嫁他人，此時龍香見玉蟾蜍起疑竇，欲前往金家求證。女方

求證之下發現鳳生原姓金，鳳來儀就是被安排要嫁的金生。另一方面，鳳生中試

得官，被告知回鄉與楊女完婚，在不知楊女是心儀對象的情況下，他迫舅父退婚

約。後來透過媒人的傳話解釋，及見聘禮玉蟾蜍，與原信物天然配合，二人才知

婚約對象就是原本心儀的那一人，誤會冰釋。真相大白，鳳楊幸福完婚。由本劇

的開場詞，亦可略知劇情梗概： 
 
      九韶郎壽粧女兩情鐘，正蕭齋要盟私語，狂朋月下斬關，促飲強相從。驚 

      分好會，天涯別兩下西東。卻怎知執戈侶邀紅定，巧天工。女深閨聞聘憂 

      沖，錦旋義折，龍香計探得奇蹤。蟾蜍雙合幕絲牽，愜願歡濃。 

 

    以上的開場詞講的是劇情梗概，但也點出侍女龍香及信物玉蟾蜍的重要。明

人葉憲祖撰有《四艷記》雜劇，其第四種「冬艷」題作《素梅玉蟬》，取材與此

劇全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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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葉劇及此作情節無異。據凌濛初自序題「崇禎壬申冬日即空觀主人題於玉

光齋中」，崇禎壬申即崇禎五年，二刻拍案驚奇成書之時。6傅一臣所作的《蟾蜍

佳偶》作於崇禎十五年，時葉憲祖已死，故《蟾蜍佳偶》必作於《素梅玉蟬》之

後。7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卷六涉及此劇則謂「本事似與葉憲祖《四艷

記》中〈冬艷〉本〈素梅玉蟬〉同。8」顯然認定葉憲祖雜劇為青眉此劇之取材

所自，然而對《蟾蜍佳偶》與小說之間的關係則較含糊。徐子方先生認為有一點

可以幫助決疑三者間的關係，即女主人公姓名。葉劇和凌氏小說皆作楊素梅，此

劇則作楊壽粧，明顯地前二作一脈相承，《蟾蜍佳偶》則顯示獨創之處。9 
 
    本劇充分利用誤會與物件達到巧合之妙，主旨在表達晚明社會的男女愛戀情

況。此劇雖被《全明雜劇》稱之為「明雜劇中鈔襲劇之一」，整體來說和葉劇一

                                                 
6 請參見葉德均：〈三言二拍來源考小補〉，收於葉德均《戲曲小說叢考》下冊（北京：新華書店，

1979），頁 584。 
7 請參見劉淑華：《題材相同之明代雜劇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 1 月)，頁 95。 
8 請參見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匯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 514。 
9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市：文津出版社，1998），頁 432。 



樣最終皆以男主角得官，完婚大團圓作結。但在情節安排、角色塑造與體制結構

方面，仍有些許別於葉劇《素梅玉蟾》之處，例如生角鳳來儀在《蟾蜍佳偶》一

劇中，被塑造為個性積極、能言善道的急色秀才，這就與葉劇中優柔寡斷重感情、

不甚積極的鳳生作了區隔，也更為喜慶圓滿的結局埋下伏筆。不過總體來說相異

處頗細微，對劇情並沒有起什麼決定性的作用。10 
 

 

五、 鈿盒奇姻 

 
 
 
   《蘇門嘯》第十二劇為《鈿盒奇姻》，內容亦屬愛情喜劇。該劇劇情大意為：

翰林院官權次卿科舉及第後官至翰林編修，其妻已喪。一日帶著隨從偶遊市集，

買來一只鈿盒，盒中寫有白留哥與徐素娥的婚約，小販告知此段姻緣未竟之憾。

人亡物在，鈿盒流落。後來權生在月波庵見到上寺燒香的徐月娥，驚為天人，打

聽之下得知原來此女就是鈿盒故事中的女主人翁，於是他冒充是白留哥，至徐家

認親戚借機親近徐女。數日後徐母病急，權生送上止疼藥丸與徐女相認，並趁機

欲調戲玉娥，玉娥對權生亦有好感但堅持明媒正娶，於是權生乃央求妙通師父說

媒。成親之時，聖旨傳宣權生升官，徐家方知「白留哥」為假，然而因得快婿，

於是不計較權生說謊之過，圓滿收場。由本劇的開場詞，亦可得知劇情始末： 
 
      上谷佳人，宛陵學士，天遣婚成。白郎徐女出生，南北兩如苹。文長遊行 

      廟市，購盒惹閒營。鴛帷絃斷，還鄉覓娶傾城。素娥父背，與慈親寄跡伶 

      仃。月波巧遇焚香，瞥見留情，冒認姑娘白姓，賺續前萌。牽紅合卺，報 

      擢始露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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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說中演述此事者。最早明人葉憲祖撰有《四艷記》雜劇，其第三種「秋艷」

題《丹桂鈿盒》，取材與此劇相同。另外，明末磊道人、癯先生合編之傳奇《撮

盒圓》，與此劇及葉劇均相像，只是主人公的姓名不同，當同出一源。另外還有

疑為王元壽所作的《金鈿盒》，題材亦同。11同屬明雜劇的《丹桂鈿盒》與《鈿

盒奇姻》在情節安排上主要有三個相同點：線索單一、強調奇巧、團圓結局。不

同之處則在於《鈿盒奇姻》中的鈿盒分量較重，顯示傅一臣創作愛情劇時重視信

                                                 
10 請參見劉淑華：《題材相同之明代雜劇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 1 月)，頁 104-108。 
11 請參見譚正璧編：《三言兩拍資料》（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頁 770。 



物的態度，以及《鈿盒奇姻》的不具名出場人物較多，重在表現熱鬧的舞台氣氛。
12但大體來說二劇相異處頗細微，和《蟾蜍佳偶》一樣，傅作的改變在劇情上並

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徐子方先生認為此劇在內容方面，運用固有的誤會巧合，移花接木手法，此

為元明愛情喜劇常見的關目，而此劇取材又本自前人，沒有獨特之創意，故認為

《鈿盒奇姻》和前述《蟾蜍佳偶》一樣，皆《蘇門嘯》中最少獨創價值之作。13 
 
 
 
 

第二節   《蘇門嘯》愛情劇作的結構佈局 

 

 

一、 戀情開展的模式 

 

 

 

    相遇情節的模式設計是此小節要討論的重點。就戀愛劇的故事結構而言，通

常是由戀情開展、受阻衝突、喜慶圓滿(或悲情憾恨)三個部分所組成。在傅一臣

《蘇門嘯》十二本劇作中，愛情類的作品共有五本，縱然發展的情節各有巧妙不

同，但是都可以從戀情開展、受阻衝突、喜慶圓滿(或悲情憾恨)這三個部分來觀

察。首先，在戀情開展的模式設計上，五本劇作各有不同，為便於分析，底下採

取「男方主動」與「女方主動」的側重點來觀察： 

 

 

 

(一) 男方主動 

 

 

                                                 
12 請參見劉淑華：《題材相同之明代雜劇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 1 月)，頁 109-110。 
13 請參見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8），頁 434。 



 

   《錯調合璧》一劇中，作者在第一折〈窺繡〉中，已設計女主角賈閨娘與男

主角真繩武是「幸在比鄰，從幼習見」，而且「書室密邇，來往必經，還像似出

乎無意，得以嘗相窺視」，真繩武在﹝懶畫眉﹞一曲中唱道：「懷人在念，更何

之？」；而賈閨娘也在﹝梧桐樹﹞一曲中唱道：「停針倦繡時，悶把妝臺倚。景物

撩人，一霎懵騰起。他排迴佇立多留意，為我鍾情，我也非不知。藍橋咫尺徒凝

睇，你竊玉空懷，我投香無計。」一來一往的唱詞已顯示出郎有意、妹亦有心。

由此看來，《錯調合璧》不採取一般的邂逅情節設計，而改採「從幼習見」的方

式，乃因此劇重點在於之後的「錯調」，「調情」需要有深刻的交情才能大膽行之，

因此作者傅一臣設計二人早已相好的方式，而不採取一般的初遇邂逅式，以免後

出的「錯調」過於突兀。由於之後的「錯調」行動是男調女，故本劇戀情開展的

模式歸入男方主動一類。 

 

   《蟾蜍佳偶》的男女相遇場面安排在第一折〈賺耗〉，一開始先是小生鳳來儀

上場，他所獨唱的﹝仙呂調‧忒忒令﹞早已透露出對女主角楊壽粧的好感： 

 

      ﹝忒忒令﹞見佳人凭樓，竚思頻顧盼，徘迴獨支，丰容粧靚似仙女。雲端 

      霞舉，障高牆、拒危峰、阻弱水，無繇詢姓宇。 

      ﹝小重山﹞……獨小生孑居於此，昨偶散步花徑，間壁高樓內見一女子， 

      十分妍麗，凝窒窺視良久，聞呼龍香而下，龍香不知是他何人，一定是婢 

      女之輩，驀令小生神思散亂，坐臥不安，不免再往探之。 

 

緊接著旦上，一曲﹝前腔﹞是她和鳳來儀初次相遇的簡短對話。 

 

      ﹝前腔﹞喜園林菊英，吐輝對朝日，迎風美姿，【作開頰兩顧半閃半露介】，  

      閑行曲徑，那人似遊蜂徒倚【生對旦微觀低唱】小生只為惜花心、護花枝、 

      作憐花使，不容人折取。 

 

    楊壽粧的「半閃半露」姿態，隱約透露出大家閨秀渴望愛情的複雜情緒。若

無心於外面的花花世界，何必「露」？若對自己的千金之身無所顧忌，何必「閃」？

所以這一閃一露之間，已經很巧妙地暗含楊壽粧的心思；至於鳳來儀說的話，借

含蓄之語表達露骨之情，「花」字一語雙關，既是園林裡美麗的花朵，更是楊壽

粧這一美人。巧妙的是，作者對於二人的交集描寫僅只於此，接下來的後續發展

完全交給侍女龍香。由上述二人交集的情節看來，可知男方心切甚於女方，故本

劇戀情開展的模式亦歸入男方主動一類。 

 

    《鈿盒奇姻》戀情開展的模式較為奇特，在第一折〈買盒〉中，小生權次卿

於市集偶然間買到一鈿盒，意外得知一段姻緣，有別於《二拍》中男主角的別有



用心，在《鈿盒奇姻》中，權次卿純粹是居於同情心而買盒： 

 

      【生嘆息】哎，可憐可憐，算來俱二八方年，正好一對夫妻，天傷生別， 

       把這盒棄擲此地，論此盒也不值甚的，有此姓字在內，我買了你的，或 

       者得遇徐家，也好送還，待她別締，省得耽擱了這女子。 

      【賣人】這是爺的聖德，一定就得遇合。 

 

    賣人的一番話或者可看作是作者的伏筆，作者試圖將權次卿買盒的動機視為

善意，好人有好報理當如此，如此一來將可為權次卿之後的欺騙行為稍作合理化

解釋，賣人所說的遇「合」，也語帶雙關，既是「鈿盒」的盒亦是「遇合」的合，

可謂巧妙。至第二折〈得耗〉中，二人相遇的模式完全採取男在明、女在暗的方

式，一來權次卿已先買盒，掌握了一段錯失姻緣的資料；二來他先目睹了徐素娥

美麗姿容，讓他不由得說出：「適間這女子不是嫦娥偷降廣寒即是大士現身蓮座

也」。巧的是，徐素娥恰好就是那位錯失姻緣的女方，於是給了權次卿進一步追

求的機緣，他偽裝身分，假裝是徐素娥的表哥。這樣男女相遇的安排，讓我們不

由得稱羨權次卿的好運及機智。由上述內容看來，本劇毫無疑問屬於男方主動一

類。 

 

 

 

(二) 女方主動 

 

 

 

    《人鬼夫妻》一劇中，男女相遇的場面是極為特別的。特別之處有二：一是

女旦乃是姊魂妹身；二是女主動男怯弱，這樣的男女相遇設計，在《蘇門嘯》別

劇中不曾有，可謂《人鬼夫妻》的特色之一。在第三折〈幽媾〉中一開始，崔衛

玉得知未婚妻吳興娘病逝後，轉而對小姨子慶娘極有好感，一曲﹝懶畫眉﹞唱出

了他內心中壓抑的渴望： 

       

      ﹝懶畫眉﹞寶釵墜，卻豈無緣。小姨小姨你十五，亭亭正妙年，還是偶然 

      回顧失釵鈿，抑還有意將人閃，彷彿金鳳飛來車轄前。 

       

    只撿到一隻寶釵，就讓崔衛玉心馳神迷，在接下來自白的部分，崔衛玉更說

道： 

   

      小生崔衛玉前見興娘儀容娉婷，嫻雅分明，洛水仙妃，瀟灑風流，儼似巫 



      山神女，自恨緣慳，偏成天折，因想小姨一定也是這般美麗。 

 

    可見得崔衛玉因為未婚妻的病逝而對小姨子慶娘有了替代聯想，也就是小姨

子慶娘的出現帶給崔生一種心理上的補償作用，這就為接下來人鬼夫妻的劇情作

了一番鋪墊。女主角慶娘（因為是慶娘之身，我們姑且稱之為慶娘）初遇崔生時，

全然是姊姊興娘的心思，一出場即點明身已逝、情仍在的惆悵： 

 

     【魂旦上】【以皂帕裹頭略露半面垂手介】 

      ﹝梁州新郎﹞生情已盡，冥緣未斷，阻隔關山，魚雁流光，屢換枉摧殘艷 

      質韶年，雖則是魄歸塵土，靈在人間，借得香魂，展那些個幽明迥絕也。 

      便無緣，卻不道杜女情鍾，在柳邊時，已靜更初半，鸞膠弦續，生前願絕 

      勝，花燭夜，卺巵前。 

 

    以上唱詞表達出興娘有極為強烈的意志欲與崔生共續前緣，才會附身在妹妹

慶娘身上，也才會全然採取主動的地位。令人玩味的是：姊附妹身而與小生相遇，

進而產生「幽媾」一事，對妹妹慶娘來說並不公平，縱然在第一折〈病訣〉中，

姊已囑妹代替自己與崔生續成姻緣，但是此處全非慶娘的自由意志。這樣的安

排，只見愛情的自私，卻未見親情的體貼，未免於人情處有所疏漏。何況此處姻

緣的促成全由女方主動，當女方一再勸說而男方有所顧忌不願順從時，女方的反

應是惱羞成怒： 

 

      （生）小生反覆思維，只是不可。 

      （旦忽變色厲聲）崔家郎是何道理，吾父以子侄之禮相待，留置書房，你 

       卻執寶釵，深夜誘奴至此，意欲何為？告訴了父親，當官告你，不到得 

       輕易饒了你。 

      （生慌背語介）萬一聲張，清濁難分，干係非小，不如從了小姐，未到得 

       即時敗露，慢慢圖個自全之策。 

 

    由上述可見，《人鬼夫妻》的男女初遇安排並不美善，一來缺少第二女主角

慶娘的自覺意識，二來女主動男怯弱未免過於強迫，「幽媾」一事全然不美，然

而這樣的安排卻有助於男女主角性格的刻劃。由上述內容看來，女方無疑是開啟

戀情的那一方。 

 

    《死生冤報》的男女邂逅場面在第二折〈贈衣〉出現，此折劇情為焦小姐文

姬在後園踏雪，與滿謙邂逅，見他身上衣單，便贈貼身絮衲及親製香囊，結果被

焦薄雲撞見，因此有心讓二人結為姻緣。在《死生冤報》一劇中，相較於滿謙的

薄倖，女主角焦文姬顯得情深義重，這在邂逅之前已可由文姬的心思略見端倪。

焦小姐與侍女青箱兩人上場便接唱﹝商調引子‧三臺令﹞，唱這一段時純為寫



景，描繪出大雪紛飛的嚴寒氣勢及蕭索的氣氛。緊接著藉由主僕的對話，說出了

文姬與滿謙相識之前的心態： 

 

      旦：青箱，如此嚴寒積雪，煖閣重裘，紅爐獸炭，兀自畏怕，怎還有人在 

         長途之上衝寒踐水，披星乘曉行走的？ 

      丑：親娘，那個骨頭是賤的，這也只是沒奈何。昨俺員外在間壁店內，留 

         得一個行道之人回來，倒是讀書斯文，不知這時候為何也還在道途行 

         走？身邊又沒了盤纏，店小二把他籠絡，正在痛哭沒設法處，員外收 

         留他回來，也只當作好事。 

      旦：青箱，不是這等說。讀書人暫時困厄，後來儘不可知，員外固然憐其 

         遭際不偶，還是重其人才不凡，將待天晴而赍送之，怎麼說個收留二 

         字。 

 

    由上可知，焦文姬先是出於同情心，憐憫落難的滿謙遭遇，之後更進而重其

人才，賞識其人，情根因此種下，故文姬接下來唱的【金梧四犯】：「漫天柳絮狂，

盡作輕模樣。」已是景中帶情14，不似前一段的【三臺令﹞純為寫景。描寫了文

姬對滿謙的情意之後，滿謙上場，男女主角初次邂逅的情形描寫得很生動：【撞

遇】【旦閃避】【生卻步】【兩相目顧介】。這一「撞」，撞出了二人之間的好感；

而緊接而來的四目相望，更是進一步深化了雙方的好感。當文姬流露出「也只為

憐才一念，不覺暗情傷」的情意，滿謙接著回應「蒙小娘子見憐情切，不覺吐衷

腸。」二人的情意早已暗中滋生了。當青箱離去之後，文姬與滿謙更是肆無忌憚，

一曲﹝貓兒墜﹞，情意無限： 

     

      秀才我看你衣單體怯，客路怕受風霜，這一領絮衲，是我小小年華著體藏。 

     【低唱介】有香囊親製配無忘。 

      生：多謝小娘子深情，小生豈敢有忘。【丑持上付生介】 

 

    劉君 以為，在短短的時間內，文姬已有贈貼身絮衲、親製香囊的親密舉動，

實為不合情理。但對照劇本來源《二拍》，發現在小說中露骨的描寫並不適用於

舞臺上的搬演，於是傅一臣用「親製香囊」暗喻私定終生，用「貼身絮衲」象徵

肌膚之親，技巧性的帶過二人偷情的情節，巧妙處由看官自己琢磨。15因為文姬

在未見面之前，已對男方有濃厚的好感，再加上她贈與滿謙貼身絮衲及親製香囊

的具體行動，故歸為女方主動一類。 
 

                                                 
14 劉君 認為文中提到：「漫天柳絮狂，盡作輕模樣。」表面上是描寫景至的大雪紛飛，實際上
是比喻內心的動盪紛亂，而「輕模樣」更是一語雙關。末句：「只苦的行道淒涼，與閨閣愁無兩。」
以把自己內心的寂寞與滿謙的重疊，彷彿是天涯知己一般，將兩人距離拉近，自此焦小姐對滿謙
的情意昭然可見。請參見劉君 ：〈《死生冤報》劇本賞析〉，（《復興劇藝學刊》，1999 年 4 月第
27 期），頁 60。 
15 同註 74，頁 61。 



    綜合以上《蘇門嘯》愛情劇作中的戀情開展模式，可以得出由男方主動的有：

《錯調合璧》中的真繩武、《蟾蜍佳偶》中的鳳來儀、《鈿盒奇姻》中的權次卿；

由女方主動的則有《死生冤報》中的焦文姬、《人鬼夫妻》中的吳興娘。可見得

有別於往常男性對戀情的主導權，女性在《蘇門嘯》愛情劇作中亦具有自主意識，

這符合了晚明進步的文藝思潮。此外，若由另一角度觀察，男女相遇方式屬於一

見鍾情邂逅模式的有《蟾蜍佳偶》、《鈿盒奇姻》及《死生冤報》；《人鬼夫妻》一

劇是指腹為婚、《錯調合璧》中則強調二人自幼相熟。由此可看出作者並不滿足

使用同一種固定的相遇模式。綜上所述，在《蘇門嘯》愛情劇作中戀情開展的模

式是很多元的。 

 

 

 

二、 愛情的磨難與試煉 

 

 

 

    愛情的磨難與試煉，其實就是愛情戲劇的衝突情節，也是戲劇的高潮所在。

在戲劇的鋪演過程中，必定要有衝突的設計，戲劇才會有張力，有趣味。由多數

的愛情劇作中可以發現，在未婚男女的愛情模式中，在戀情開展的部分往往是二

人匆匆相遇，互訴情衷而想要進一步有肌膚之親，在戀情開始這一部分的發展通

常是順利的。但是愛情劇作的衝突往往也是自此而展開。劇情發展的模式為何一

定得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安排男女主角偶遇乃至私定終身？又為何一定要與「性

愛」有關？關於前者的問題，陳葆文認為：一方面是男女主角在出場時多半處於

「思覓佳偶、有女懷春」的心理狀態、二方面是如果作者不在如此侷促的篇幅中

加強發展其戀情熱度的話，之後的相思、磨難、堅持便無法獲得足夠的說服力。
16這樣的說法緊扣著角色塑造與劇情發展，是很不錯的。至於後者的問題，陳葆

文則嘗試從愛情的角度來觀察。他說： 

 

     愛情之為一種要求絕對個人化的、排他性的情感，必然會在心理上產生一 

     種「結合」的渴求，以便排除掉兩個個體間所產生的隔離感。而達成「結 

     合」目的的最直接方法，便是肉體的二合為一。此外，透過性關係的發生， 

     會在心理上產生一種「臣服」的態度，不僅使當事人對對方產生依賴及順 

     從的心理，更可以為此生死相許，做出任何犧牲。……這種「一體」的信 

     賴感，也使雙方具備了足夠的毅力為自己的愛情及「前途」共同奮鬥，使 

                                                 
16 請參見陳葆文：《中國傳統短篇愛情小說的衝突結構》，（臺北：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硏究所碩士

論文，1989 年 5 月），頁 130。 



     男女主角得以在極薄弱的認識基礎上激發出強力的意志。17 

 

    陳葆文先生從愛情的角度來解讀私定終身在小說或戲曲中的作用，固然有其

心理學上的依據。但是卻忽略了男女「在極薄弱的認識基礎上」與「私定終身」

二者間的聯繫。認識基礎既然很薄弱，又怎麼能確定眼前之人為可以託付終身的

良人呢？故「私定終身」在劇情的安排上應還是偏重製造衝突的作用，主要在加

強發展其戀情熱度，為之後的相思、磨難、堅持等等衝突製造足夠的說服力。 

根據姚一葦先生《戲劇原理》論〈衝突的法則〉一文中即將衝突分為「自身的」、

「社會的」、「自然的」三種：第一種自身的衝突乃是自己與自己衝突；第二種社

會的衝突，就是人與社會環境的衝突；第三種自然的衝突就是人與自然環境衝

突。18瞭解了衝突的類別之後，如何進一步將衝突的現象以戲劇手法呈現呢？姚

一葦先生在《藝術的奧秘》中進一步強調「對比」技巧的運用。19對比（coutrost）

一詞係指將兩種事物安排在一起，以強調顯露它們彼此之間的差異，在戲劇中這

是習見的方式。若將這些理論配合《蘇門嘯》中的愛情劇作來觀察，愛情劇作的

衝突就表現在磨難與試煉的情節上。底下就針對《蘇門嘯》愛情劇作中的情節衝

突處來討論其磨難與試煉： 

 

    在《錯調合璧》一劇中，劇情衝突之處乃在於第二折〈調母〉，真繩武錯認 

賈母為賈閨娘，若僅是言語上的錯認也就罷了，偏偏他還加上動作，即「生突過

從背摟抱介」，再加上一句輕挑話：「姐姐妳叫我日間莫要晃，我故乘晚來的」，

如此輕薄言行莫怪乎賈母驚怒，因為真繩武錯認賈母為女的誤會才有之後的賈女

尋死、賈母告官一事，真繩武的輕佻與賈氏母女的莊重形成對比，不同立場製造

了衝突的趣味。 

 

    在《死生冤報》一劇中，第五折〈重婚〉一折是全劇劇情突然轉變之所在。

此折敘述滿謙中舉後，被任官樞密院的叔父滿貫，強行聘定朱侍卿的女兒為妻。

滿謙起初不願，但卻不敢說明，結果還是奉命成親了。此折中，藉由叔姪相見，

導出滿謙重婚一事。 

 

      末：賢姪你器英豪，非凡小。笑這些肉眼斗升量難期料，六翮奮鵬鶚衝霄， 

          雙足繫鳳鸞結好。 

     【生兀捏狀】小小姪尚未，叔父何為此戲言？ 

      末：非戲也，我也為賢姪聘下朱侍御公朱從簡之女了。 

      生：小姪熊丸苦志方酬，鴛卺歡情慢講從容，有心事與叔父言之。 

      末：不索過疑，我六禮已行，百凡具備。雙星約，已銀河駕鵲，專待等牽 

                                                 
17 請參見陳葆文：《中國傳統短篇愛情小說的衝突結構》，（臺北：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硏究所碩士

論文，1989 年 5 月），頁 131。 
18 請參見姚一葦：《戲劇原理》（台北：書林出版有限公司，1992），頁 63-69。 
19 同註 78，頁 189。 



          繩合卺，聽環珮徹雲璈。 

 

    在這一段的對話中，滿貴的堅定與滿謙的躊躇恰形成強烈的對比。當滿貴說

「鳳鸞結好」時，滿謙的反應是作扭捏狀，問說「何出戲言」，而不是坦然道出

自己已經娶妻的事實。短短的對話適度表現了滿謙的躊躇不貞。接下來滿謙所唱

的﹝山漁燈﹞一段，更加明示了他的薄倖。 

 

      ﹝山漁燈﹞躊躇兀自縈懷抱，舊愛新婚兩般勞擾。文姬阿！他凝粧待錯 

      認舠，豈知我風吹別調，直教賺上高樓眺，梯兒掇怕不做化石，形消魂搖 

      恩情怎拋。說甚歡娛夜短新人傍，翻憐寂寞更長獨打熬，思量著不由人暗 

      焦，硬做了相如行短，司馬琴挑。 

 

    這一段唱詞說明了滿謙的負心。如果在這段中，作者能對滿謙的心理起伏多

做些描寫，那麼內心衝突的部分應該會更精彩。此劇的磨難與滿謙的負心、焦文

姬的貞烈密切相關。 

 

    《蟾蜍佳偶》的愛情磨難產生在第三折〈驚會〉。此折敘述鳳來儀與楊壽粧

夜間的幽會，好巧不巧被外人竇尚文、竇尚武兄弟打斷，此一〈驚會〉，使得前

面的〈定約〉被打斷，又造成之後的〈兩分〉，影響甚鉅。此折愛情試煉的產生

雖然與外人介入有關，但是鳳來儀的急色積極與楊壽粧的危疑不定恰好形成鮮明

的對比。 

 

    《鈿盒奇姻》中的衝突表現應為第五折〈闖房〉，在此之前，權次卿雖已假

冒徐素娥的表哥，卻仍難有更進一步的發展，於是他試圖闖入女方閨房。二人之

間的對話，顯示出想法的不同反映了這段感情的衝突所在。 

 

      【生上】﹝前腔﹞徘迴逾繡窗，盼人倚瑤京，上悄揭珠簾，特地相親傍。 

      【進介】【旦驚起欲避徬徨介】 

       生：妹妹，方才不曾敘話，為此重來。 

       旦：哥哥，誼雖兄妹，也須作嫌疑想，與室私偎，恐非議揚。 

       生：妹妹，我和你從二歲締結，兄妹而實夫妻也，只因天涯異路，好 

           合愆期。 

       【走近旦身欲抱科】【旦閃開】 

       生：便即時歡會，猶恨久參商，儘著我折取，奇葩誰敢議，偷攀花出牆。 

       【又走近欲狎】 

        旦：哥哥，果不以今昔寒暄見棄，當央媒妁而娶之，若欲迫以非禮，苟 

        合自媒，小妹之所斷斷不從者。 

 



    從【進介】、【旦驚起欲避徬徨介】、【走近旦身欲抱科】、【旦閃開】、【又走近

欲狎】等一連串的動作，男女主角對這段感情顯然沒有一致的共識，權次卿的慧

狎與徐素娥的穩重造成立場不同的衝突趣味。 

 

    《人鬼夫妻》中的〈幽媾〉一折，經由興娘主動自薦與蓄意私奔的情節，呈

現出一位積極爭取、富有膽識的女性形象。從落釵、尋釵、自薦、被拒，脅合到

私奔，都是女性一手主導的。女主人翁去被動為主動，棄消極的半推半就為積極

的威脅利誘，相對於興娘的勇敢，崔生顯得唯唯諾諾、不甚積極。透過這樣角色

對比的手法，來突顯這一折的衝突磨難。之後第五折〈要親〉，主要由外（飾丈

人）、老旦（飾丈母）及小生崔衛玉三人的對話及動作交織而成。 

 

      【生伏地不起介】【外扯起】崔郎為何如此？ 

       生：說不盡，忘恩罪，不宥想。那宵情投，邂逅不辭，只恐招禍。尤從 

       別後，千般追咎，念雙親遲暮，無依違，膝下有誰廝守。       

       外：郎君有何過失，只管自認，不遑言語朦朧，使老夫一時難解，望乞 

           明教，以釋其疑。 

       【生又過跪】【外扯不起】【伏地說】 

        令愛小姐，有犯私奔之律；不才小婿，難逃竊負之條，伏望岳父岳母大 

        人，天寬海容，恕微疵而成大美，掩小玷而成令名。恩同負載，頂戴不 

        忘。 

       【外老旦同驚問】此話那裡說起？死者久歸泉壤、病者未離床褥，莫非 

        囈語耶？ 

 

    一來一往的對話，讓姊附妹身的真相逐漸呼之欲出，而一連串的動作：【生

伏地不起介】、【外扯起】、【生又過跪】、【外扯不起】、【伏地說】、【外老旦同驚問】，

更將此次衝突中眾人的神態，描繪得極為傳神。 

 

    綜上所述，在《蘇門嘯》五本愛情劇作中，作者善於運用不同人物的個性特

質營造對比的趣味，使得愛情的磨難與試煉在不同人物的鮮明個性上展開來。例

如《錯調合璧》中真繩武的輕佻與賈氏母女的莊重、《死生冤報》中滿貴的堅定

與滿謙的躊躇、滿謙的負心與焦文姬的貞烈等等、《蟾蜍佳偶》中鳳來儀的急色

積極與楊壽粧的危疑不定、《鈿盒奇姻》中權次卿的慧狎與徐素娥的穩重，以及

《人鬼夫妻》中興娘的勇敢與崔生顯得唯唯諾諾、不甚積極。由此看來，《錯調

合璧》、《死生冤報》、《蟾蜍佳偶》、《鈿盒奇姻》、《人鬼夫妻》五本劇作皆側重於

姚一葦所歸類的「社會衝突」一類，也就是人與他人在社會環境中的衝突。綜觀

《蘇門嘯》中的愛情試煉皆偏重於描寫外在力量，對於人物內心遭逢阻力的自身

衝突，較少著墨。筆者認為此與《蘇門嘯》作者傅一臣的創作動機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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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小引）曾師永義認為：青眉此十二劇蓋作於落拓無聊之際，他想用這十二

劇來反映社會人生的百態。20依曾師所言，《蘇門嘯》既是為了反映社會人生百

態而作，傅一臣偏重的就是外在情節的描述，而較少內心糾結的部分了。由上述

看來，在《蘇門嘯》五本愛情劇作中，愛情的磨難與試煉多來自個人與他人性格

不同而產生的外在衝突，相較之下，個人內心的衝突或掙扎是較少被著墨的。 

 

 

 

三、 喜慶圓滿或悲情憾恨 

 

 

 

    在《蘇門嘯》五本愛情劇作中，喜慶圓滿結局的有四本，分別是《錯調合璧》、

《人鬼夫妻》、《蟾蜍佳偶》、《鈿盒奇姻》；而《死生冤報》則以悲情憾恨作結。 

中國古典戲曲普遍呈現出大團圓式的結構模式，學者鄭傳寅就此一現象，就中國

思維與社會文化的角度，提出了探討和分析。大致說來，鄭氏是從中國人傳統的

的思維模式─求同性與辯證性之特質，及《易經》等中國經典中循環反復的觀念，

將戲曲中的大團圓結構與中國哲學思維作一結合。此外，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著崇

尚圓滿的習俗，也是影響戲劇大團圓結構的重要原因。21多數的戲曲作品多傾向

以團圓作結，《蘇門嘯》中的劇作亦不例外。但是在這喜慶圓滿的四本愛情劇作

中，有一個問題是可以討論的，即「考取科舉並取得功名」是否為作者認為圓滿

的必要條件之一。綜觀四本劇作，劇末以功名收場的有《蟾蜍佳偶》與《鈿盒奇

姻》；擺脫功名羈絆，專注在愛情本身圓滿的則有《錯調合璧》與《人鬼夫妻》。 

可見得傅一臣對於慶喜圓滿的結尾並不一定非得冠上「功名」不可，這不僅符合

了明代文人對才子佳人劇開闊的審美意識之潮流22，也顯示出作者著重在「情」

字本身對男女雙方的意義，就這一點來說，作者對「情」所單獨投注的目光是令

                                                 
20 請參見曾師永義：《明雜劇概論》，（台北：學海出版社，1999），頁 560。 
21 請參見鄭傳寅：《傳統文化與中國戲曲》（湖北：教育出版社，1992），頁 67-94。 
22 劉燕芝認為：明代文人在婚戀劇的審美意識較之元人要更開闊，或者說，明代文人更集中關

注婚戀劇中愛情本身的意義。在明代中後期有不少才子佳人劇，愛情與婚姻本身的完成，便是團

圓之喜的圓滿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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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人激賞的。23而以悲情憾恨作結的《死生冤報》，劉君 對於其結尾安排，有其看

法： 

 

      《死生冤報》就是在以男人權力中心為主的社會制度之下，反映出因社會  

      地位的變化，使人格卑劣部分顯露，因利益薰心而造成男子負心、家庭婚 

      變的社會現象，然而無論劇作家有多同情這些葬身在黑暗社會中的婦女， 

      他們所能提供的解決方案，仍只有回歸以男人權力中心為主的社會制度， 

      或是遙不可及的超自然力量，這只能小小安慰一般良善百姓的苦悶心靈， 

      沒有直接的幫助，這顯出了在那樣紛亂的社會中，人們對於現實黑暗的無 

      力感。24 

 

    劉氏指出歷來男子負心導致婚變的原因是利益薰心，並且認為婚變負心的結

尾除了回歸以男人權力為中心的社會制度外，就只能寄託於超自然力量。前者表

現在劇情上就是被棄一方不計前嫌，與丈夫重修舊好，如此一來通常伴隨著二女

共事一夫的局面。後者就如《死生冤報》一般，被棄一方貞烈地死去，冥界審判

與陰司法庭再助其懲罰負心者。面對這兩種不同的處理方式，徐子方也提出了他

的看法，他認為後來場上表演對這一類婚變負心戲的處理多強調勸善懲惡，而負

心題材多半以團圓結局收場。如此一來藝術上雖漸趨精進，但創意卻顧不到了。

《死生冤報》再現悲局，於前有所不同，予人反璞歸真之感，這在晚明劇壇是功

不可沒的。這段評語顯示出對《死生冤報》以悲情憾恨作結的肯定。綜上所述， 

在《蘇門嘯》五本愛情劇作中，佔了喜慶團圓的劇作有四本，由此可以看出作者

創作愛情劇時傾向圓滿的態度。但是作者卻不一定認為圓滿與功名必須畫上等

號，可見其較開闊的審美意識。另一方面，唯一的一本悲情作品，正顯示了作者

所欲傳達給讀者的一種人生無奈之感，透過這種悲情的無奈，觀眾更可從中獲得

對婚變負心戲的省思。由此看來，《死生冤報》的悲情結局自有其深刻意義，作

者通過冥界審判的方式，使負心者得到報應，是無可奈何也是用心良苦的。 

 

 

 

 

第三節   《蘇門嘯》愛情劇作的創作手法 

 

 

                                                 
23 徐子方先生就極度肯定《錯調合璧》一劇最末將結局擺脫金榜題名、衣錦榮歸、賜婚團圓之

俗套，而真正以情字貫穿始終之安排。 
24 引自劉君 ：〈《死生冤報》劇本賞析〉，（《復興劇藝學刊》，1999 年 4 月第 27 期），頁 70。 



 

 

一、 物件與錯認手法的運用 

 

 

 

    在《蘇門嘯》五本愛情劇作當中，筆者仔細觀察其中的發展脈絡，發現「物

件」與「錯認」兩個特色為其中常用的手法。底下條列分析之： 

 

 

 

（一） 物件手法 

 

 

 

    愛情中的「物件」可以說是一種愛的表記。根據洪恩姬對「愛的表記」所下

的定義，「表記」乃指：「男女定情之際或是臨別之時，相互留贈的物品。表記代

表一種男女相互心許的信物，是一種對愛情保證的契約，甚至可以是一種交通男

女感情的媒介物。25」若以戲劇創作理論來看表記的作用，則表記乃是劇作家「以

物繫事」創作手法的一種運用，即利用一個表記，作為全劇劇情的主題中心，這

樣可以使劇情較為凝練濃縮，並可達到一種「作意好奇」的作用，因此「表記」

實可視為是戲劇的「著手點」。26綜觀《蘇門嘯》愛情劇作中，使用表記的有四本，

(僅《錯調合璧》無)，為求清晰，列表於下： 

 

 

 愛情表記 贈與者 被贈者 作用 結果 

人鬼夫

妻 

鳳釵 興娘之

魂安排 

崔衛玉 製造「錯認」機

緣 

幫助男女締成

姻緣。 

死生冤

報 

貼身絮衲、 

親製香囊 

焦文姬 滿謙 定情之用。 被滿謙焚毀，

象徵滿謙的徹

底負心。 

                                                 
25 請參見洪恩姬《元人愛情劇研究》，（台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硏究所碩士論文，1993），頁 84。 
26 所謂著手點，就是劇作家選擇來開始敘述故事的時間。請參見布羅凱特著，胡耀恆譯：《世界

戲劇藝術的欣賞》，(台北：志文出版社，1974 年)，頁 52。 



蟾蜍佳

偶 

蟾蜍玉珮 鳳來儀 楊壽粧 定情之用，促成

男女分離再相

遇的信物。 

幫助男女締成

姻緣。 

鈿盒奇

姻 

鈿盒 權次卿

意外購

得 

徐素娥 製造「錯認」機

緣 

幫助男女締成

姻緣，澄清誤

會。 

 

 

    由以上列表看來，《人鬼夫妻》中的愛情信物是鳳釵，而男女之間的相遇也

藉著墮釵、拾釵、索釵、還釵一系列與「釵」有關的情事拓展開來，信物與劇情

的發展可說是緊密相關；《死生冤報》中的愛情信物是貼身絮衲與親製香囊，此

為女方怕心愛之人受寒及表達情意的信物，較之他物更能傳達女方對男方的好感

與情愛，這也為之後女方的深情與貞烈埋下了伏筆；《蟾蜍佳偶》中的愛情信物

是蟾蜍玉珮，此為男方獨有之物，其在劇中起了二種作用，一是安撫女方對這段

感情的不安全感，二是促成男女分離之後再相遇的作用，故《蟾蜍佳偶》中的愛

情信物也是對劇情起著決定性的要素。使用信物的最後一劇是《鈿盒奇姻》，其

最重要的用意在製造男女「錯認」的機緣。沒有它，男方就無法假冒身分接近女

方了，故這在劇中也是很重要的。由以上看來，愛情表記都是具體的物像，而贈

與的類型一半是女贈男，一半是男贈女，贈與者象徵了主動的一方，這和其前所

述戀情開展的模式是互相呼應的。此外，愛情信物的作用有二：製造「錯認」機

緣(《人鬼夫妻》、《鈿盒奇姻》)以及單純「定情」之用(《死生冤報》、《蟾蜍佳偶》)，

前者主要在創造情節的波瀾起伏，後者則是當作男女之間相識的橋梁。不論其作

用為何，愛情中的「物件」可說是一種愛的表記，而且緊扣著劇情發展，為《蘇

門嘯》愛情劇作中常用的手法。此外，這些綰合情節的物件都是比較文雅的物件，

例如玉珮、香囊等，顯示出《蘇門嘯》呈現出濃厚的文人特質。此外，部分物件

亦與女性生活有關，例如鈿盒、鳳釵等，這顯示出物件用於愛情劇作的鮮明特徵。 

 

 

 

（二） 錯認手法 

 

 

 

    林鶴宜在〈阮大鋮對「錯認」、「巧合」編劇手法的運用〉一文中，以阮大鋮

之劇作為主要研究文本，並觀照從元雜劇到清人劇作中運用「錯認」的情形，提

出他對「錯認」關目使用的見解： 

 



       「錯認」足以發展和轉化劇情，「巧合」則用來催化或收束「錯認」。兩 

       者相配合，便蘊釀出劇情的「奇」和「巧」……，造成錯認的原因有很 

       多，在戲曲上的運用，已經形成幾個固定程式；「巧合」之於「錯認」純 

       粹是相應的、配合的性質。27 

 

    林鶴宜指出「錯認」的作用是發展和轉化劇情，而「巧合」的作用則是用來

催化或收束「錯認」。故兩者通常是伴隨著出現的。接著他又進一步將錯認出現

的方式加以分類：「錯認」的形成論可分為刻意與非刻意兩種，刻意造成因素像

是由於改裝、改名、頂替等，屬於故意設陷；非刻意因素則像是容貌酷似、姓名

相近等等，屬於偶然促成。28雖然林氏在文中對「錯認」一詞並沒有明確定義，

但是其分類方式有助於我們對「錯認」的觀察。爾後，郭英德在〈明清文人的藝

術結構〉一文中，對於錯認有了詳細的定義： 

 

      所謂錯認，就是以假當真，以真為假，或以此作彼，以彼為此。……這種 

      錯認的喜劇手法在晚明才子佳人傳奇裡得到廣泛的運用……而且，晚明才 

      子佳人傳奇不僅承襲了《拜月亭》那種因外界環境的緣故造成錯認的表現 

      方式（可稱客觀錯認），還大量使用劇中人物有意喬裝冒充的表現方式（可 

      稱主觀錯認），著意造成起伏轉折的情節變化。29 

 

    郭氏除了為錯認下一清楚的定義，即「以假當真，以真為假」，並且進一步

將錯認分成「主觀」與「客觀」兩種。郭氏對錯認的主觀、客觀分法，其實就是

林鶴宜所主張的刻意與非刻意兩種。綜合以上林氏與郭氏的說法，施佑佳在其碩

論中提出了對「錯認」的綜合解釋： 

 

      ……綜合以上，本文所稱「錯認」為「錯誤認知」，乃動機為「非刻意」 

      所造成，是因時、地等因素之巧合，而造成對人、事錯誤之認知或對待， 

      稱為「錯認」。30 

 

    施佑佳綜合以上林、郭二人之說提出自己對「錯認」的見解之後，進一步就

被錯認對象的中心性質將「錯認」再行分類：被錯認者為「人」歸屬「人錯認」

模式；被錯認者為「事」則為「事錯認」模式。而在人錯認模式中，又詳加分為

「貌近名似」、「環境機緣」及「遇禍權變」三種情況。31綜觀施氏的分類原則，

                                                 
27 請參見國立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編：《小說戲曲研究》第二集（台北：聯經出版社，1988），

頁 267。 
28 同註 87，頁 284。 
29 引自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1），頁 198。 
30 引自施佑佳：《明傳奇愛情劇奇巧性關目研究－以「謀設」、「錯認」為討論範圍》（花蓮：東

華大學中國文學硏究所碩士論文，2005），頁 68。 
31 根據施氏的解釋，第一種錯認「貌近名似」的定義為：姓名或容貌與第三人相類，而導致互

不認識的雙方產生誤認；第二種錯認「環境機緣」的定義為：外在環境所造成的機緣巧合，無任



由於其鎖定錯認的動機是非刻意為之，故僅第一種錯認方式「貌近名似」適用於

討論《蘇門嘯》中的愛情劇作，至於其他分類將採林鶴宜所歸納的刻意造成因素。

底下試分析《蘇門嘯》中的愛情劇作各自採用何種錯認方式： 

 

 

 

1、 非刻意－因緣際會 

 

 

 

 此處的因緣際會定義為：因為視線或環境的不明，導致原本熟識的雙方在某 

一特定時刻產生誤認。《蘇門嘯》中採用「因緣際會」錯認手法的愛情類劇本有

《錯調合璧》。此劇錯認的過程出現在第二折〈調母〉，雖然錯認的過程並沒有多

加描繪，但是這一小段情節的影響卻很深遠。首先，是老旦賈母穿女衫上場唱﹝中

呂過曲‧駐馬聽﹞，接著就是真繩武錯認賈母為賈閨娘的經過：  

 

      ﹝中呂過曲‧駐馬聽﹞庭噪昏鴉，烟樹參差，籠月華，朱扉低，亞繡 

      箔高搴，青鎖攲斜。 

      【生一面悄上】欲赴攜雲約，寧辭待月來。 

      【老一面仍自唱】天街人，靜斗輝，賒碧空，雲淡河光瀉。 

      【開門點天香介】啟戶無譁，明香一柱，深答謝。 

      【生突過從背摟抱介】姐姐，你叫我日間莫要晃，我故乘晚來的。 

      【老旦驚罵】是哪個畜生無禮？ 

      【生急慌下】【老旦閉門自語】這聲音是真家小廝，聲聲低喚姐姐，必 

      是與我那不肖女，有些勾搭上了。閨娘哪裡。【旦應上】 

 

 照理來說，真生與賈閨娘「自幼相熟」，且賈母與賈閨娘一為婦女、一為少 

女，體型上應有明顯的差異，進行「錯認」的機率應是很小的。但是作者巧妙運

用「時間」與「心態」這兩個要素，為此劇的錯認進行鋪陳。這可以從老旦賈母

一開始唱的曲詞觀察，在曲辭中所透露的「時間」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為它點

明了時間是夜晚，而且是一個昏暗不明的夜晚，這就很容易造成「錯認」了；再

來看真生的心態，他憑藉著自以為是的暗示，想趁著四下無人的夜晚一親芳澤，

於是當場景在賈家時，很容易看到任何一個人就以為是意中人。當昏暗不明的時

間結合真生鬼鬼祟祟的心態時，這樣的氣氛就構成了錯認進行的絕佳時機。此劇

非刻意的錯認造成「錯認調情」的趣味，也為之後賈女受辱尋死、賈母憤而告官

                                                                                                                                            
何刻意行為存在所造成；第三種錯認「遇禍權變」則有人為因素在內，但其行為並非以造成錯認

者之錯認為目的，而為因應時勢之權宜計策。同註 96。 



一節進行了合理的舖墊，故錯認的手法在此劇是很重要的。 

 

 

 

2、 刻意－冒名頂替 

 

 

 

 此處的冒名頂替定義為：明知被認者另有其人，然而因為某種原因或需求， 

被錯認者刻意冒名頂替，以期造成錯認的產生。相較於《錯調合璧》的非刻意錯

認，《人鬼夫妻》及《鈿盒奇姻》中的錯認手法就是刻意的了。首先先來看《人

鬼夫妻》，姐姐為了與崔衛玉再續前緣，借用妹妹軀體進行夜中相會，可知她是

刻意造成崔生錯認的事實。在第三折〈幽媾〉中，興娘所唱之﹝梁州新郎﹞即點

明了她的用心。 

 

     【魂旦上】【以皂帕裹頭略露半面垂手介】 

      ﹝梁州新郎﹞生情已盡，冥緣未斷，阻隔關山，魚雁流光，屢換枉摧殘艷 

      質韶年，雖則是魄歸塵土，靈在人間，借得香魂，展那些個幽明迥絕也。 

      便無緣，卻不道杜女情鍾，在柳邊時，已靜更初半，鸞膠弦續，生前願絕 

      勝，花燭夜，卺巵前。 

 

    接著，當崔生一見到姊姊興娘之魂附在妹妹慶娘之身時，他本不知來者為

何，但從他之後說的一句「原來就是小姨」，可知道錯認一事已經造成。這裡的

錯認較難被歸類，因為崔生所見的確是小姨慶娘前來叩門，不明究理的人還以為

的確是小姨慶娘。然而此處的慶娘已被姊姊附體，思想及心志皆非本人，而且 

此處乃興娘之魂有心安排，而且整齣戲的進行也的確是崔生「錯認」了，故筆者

將《人鬼夫妻》一劇歸入刻意錯認一類。 

 

    另一劇《鈿盒奇姻》中的錯認，亦是權次卿有心為之，其目的在假藉機會親

近佳人徐素娥。此劇的錯認起始原因要追究到權生購得一鈿盒，意外得知一未竟

姻緣，而後又意外遇到未竟姻緣中的女主角，於是他巧費心機，設計一錯認事件，

讓自己冒名頂替原本與徐素娥有婚約的白留哥。由《鈿盒奇姻》中的錯認與巧合

手法，可以映證林鶴宜所說的「巧合」之於「錯認」純粹是相應的、配合的性質。 

觀此劇，造成「錯認」之因的鈿盒的確是發展和轉化劇情之物，而他在月波庵意

外遇見的佳人竟然是鈿盒中記載的女主人翁，因為有這等「巧合」，他才有進行

「錯認」的機緣，兩者互相配合之下，便蘊釀出劇情的「奇」和「巧」。 

 



    綜觀上述，《蘇門嘯》中進行錯認的劇本共有三：《錯調合璧》、《人鬼夫妻》

及《鈿盒奇姻》。《錯調合璧》利用昏暗的環境與男主角自以為是的心態，錯認母

為女，為之後劇情進行合理的舖墊，屬於非刻意的因緣際會錯認模式；《人鬼夫

妻》及《鈿盒奇姻》二劇則採用刻意為之的冒名頂替錯認模式，前者是女方利用

魂魄附身的幽冥手法；後者則是男方利用購得的鈿盒資料，假冒身分欲親近佳

人。一為幽冥、一為現實，刻意為之的錯認手法亦有豐富的面貌。而不論錯認的

模式為刻意或非刻意，三劇使用錯認手法的目的都是「親近佳人」，而且都因此

而得嘗宿願。可見得「錯認」手法在《蘇門嘯》愛情劇作中，是用來表達喜劇趣

味常用的方式之一。 

 

 

 

二、 幽冥時空的架構 

 

 

 

    根據曾師永義的統計，近三百種明雜劇之中，涉及鬼神情節的約有八十餘

種。總計元明清雜劇六百六十餘種中，涉及鬼神情節的約一百六十餘種。32由此

數據可看出雜劇作家對於鬼神情節的偏好。而鬼神情節在雜劇中的運用方式，曾

師永義論述於下： 

 

      若就所涉及的鬼神情節在劇中的運用來說，那麼有以下三種情形：一是與 

      現實結合，如習見的鬼魂報冤和度脫劇。二是作為點綴，又有點綴始末、 

      結尾與劇中之分。前者如習見的金童玉女下凡，歷盡塵緣，再返仙界；其 

      次往往作為補恨，即好人死後升天；後者每用於人力既窮，神鬼的護持或 

      破解。三是通劇敷演，表現超現實的形象，但見神仙鬼怪雜沓上下，此類 

      不外神怪劇或慶會劇。33 

 

    由上所言，鬼神情節在戲曲中的運用情況有三種：分別是與現實結合、作為

點綴，以及通劇敷演，表現超現實的形象。另外，對於劇作家使用鬼神情節所蘊

含的意識形態，曾師永義更進一步歸納出以下幾種情形：一是為了彌補現實人生

的不足，包括了促成深情至意的體現、彌補道德法律的缺陷、用為獎善與補恨、

困厄環境的突破與解脫等等；二是作為解脫塵寰、逍遙物外的冥想；三是抒情寄

慨和深寓諷世之義。若以上述來看，則在《蘇門嘯》愛情類劇作中，採用幽冥時

                                                 
32 請參見曾師永義：〈雜劇中鬼神世界的意識形態〉，（《中華文化復興月刊》，1976 年 9 月第 9 卷

第 9 期），頁 84-85。 
33 同註 92，頁 85。 



空架構的有兩本：《人鬼夫妻》與《死生冤報》。此二劇中的鬼神情節皆屬於與現

實結合一類的運用，而其主旨意蘊則是用來彌補現實人生的不足。底下就分別來

看此二劇中的幽冥時空架構是如何運用的。 
 

    在《人鬼夫妻》一劇中，幽冥時空的架構安排在第三折〈幽媾〉，先是慶娘

掉釵，崔衛玉尋獲，後魂旦上場，以索釵為由，製造男女主角雙方的見面機會。 
 

【魂旦上】【以皂帕裹頭略露半面垂手介】 

      ﹝梁州新郎﹞生情已盡，冥緣未斷，阻隔關山，魚雁流光，屢換枉摧殘艷 

      質韶年，雖則是魄歸塵土，靈在人間，借得香魂，展那些個幽明迥絕也。 

      便無緣，卻不道杜女情鍾，在柳邊時，已靜更初半，鸞膠弦續，生前願絕 

      勝，花燭夜，卺巵前。 

 
由上文中出場動作「魂旦上，以皂帕裹頭略露半面垂手介」的描寫，可以看

出劇作家對「魂旦」這一角色的著墨。不只賦與「魂旦」角色之名，更為其加上

了生動的動作，使得這一角色更加鮮明，而這也呼應了曾師永義對「旦角」的衍

生說明，即「魂旦」出於明代對元曲選本中「旦角」的增飾名目。34再者，由唱

辭「生情已盡，冥緣未斷」，可以看出興娘有極為強烈的意志要追求她的愛情，

故此劇中安排的幽冥時空正是為了促成女方深情至意的表現，進而彌補她在現實

人生中的不足。少女為愛情而離魂，與戀人相處多日而與平常人相同，之後靈魂

與形體合而為一，此類題材在戲曲與小說皆有出現。例如唐朝陳玄祐的傳奇《離

魂記》即言太原王宙與妻張倩娘故事，還有元人鄭光祖的雜劇《倩女離魂》更將

此事賦形舞台；而姐喪妹續事，有元無名氏之《薩真人夜斷碧桃花》雜劇。35其

借屍還魂的創作精神與湯顯祖之《牡丹亭》，亦有一脈相通之處。傅一臣《人鬼

夫妻》與明沈璟之《墮釵記》傳奇，說的皆是吳興娘(《墮釵記》作何興娘)與崔

玠(《墮釵記》作崔嗣宗)之間的愛情故事。這一類的故事，都強調了「因緣天定」

的說法，梁惠敏在其碩論《中國戲曲私奔程式研究》中，認為這類「嫁妹以續前

緣」的私奔程式「雖不合人間禮制，卻順乎天理而行」，而所謂「天理」指的就

是「因緣天定」。梁並指出這類劇作的結局不僅合乎中國戲曲程式中的大團圓結

局，同時也反映了一般庶民大眾善惡天報的觀念。36 
                                                 
34 旦為各種戲劇的女主角，首見宋雜劇。南戲分為旦、貼；傳奇衍為旦、貼、小旦、小貼、老

旦、老貼；元雜劇元刊本有正旦、外旦、小旦、老旦等名目，元曲選本含有明人的增飾，名目更

多，有正旦、副旦、貼旦、小旦、外旦、大旦、二旦、老旦、旦兒、駕旦、擦旦、色旦、魂旦、

眾旦、林旦、岳旦等……。請參見曾師永義：《中國古典戲劇的認識與欣賞》(台北；正中書局，

1991)，頁 223-224。 
35 《薩真人夜斷碧桃花》劇情大意為：女主角碧桃和男主角張道南是未婚夫妻，雖未曾婚聘，

但雙方家長已然許婚。在碧桃死後，卻和道南來往，後在薩真人詢問之下，得知碧桃與道南有五

百年宿緣，而且尚有二十年壽命。碧桃之妹玉蘭在當晚即亡，於是令碧桃借屍還魂，與道南重續

前緣。請參見梁惠敏：《中國戲曲私奔程式研究》，(台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1 年 1 月)，頁 56-57。 
36 請參見梁惠敏：《中國戲曲私奔程式研究》，(台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在《死生冤報》一劇中，鬼神出現的情節在第七折〈捉拏〉與第八折〈冥報〉，

這兩折精彩地表現出滿謙的負心導致焦文姬鬼魂復仇的過程。第七折〈捉拏〉演

出滿謙認為新妻朱小姐猜疑他仍惦念舊情，便把以前文姬贈送的貼身絮衲和親製

香囊當面焚毀，引得文姬陰魂出現，將滿謙剋死。當新妻勸滿謙莫要燒毀衣裳時，

後者的反應卻是毫不留戀：「快快燒了。」這樣絕情的反應終於引來焦文姬的魂

魄，這一段對於眾人看到鬼魂的反應皆有描寫： 
 
      【內旦高叫介】滿謙狠心賊，燒得我衣好苦也！ 

      【丑慌叫上】不好了，不好了，我方在那廂燒，只聽得鐵鍊索喇一聲響， 

          正沒處看，忽耳邊高叫，不敢說。 

      生：高叫甚的，不妨直說。 

      丑：高叫老爺的名字，道狠心賊，燒得我衣囊好苦也，驚得我魂都沒了， 

          尿都溺了一褲襠。 

      生：哪有此話，這都是疑心生暗鬼。 

     【內又高叫】滿謙還我命來。 

     【生、小旦聞聲慌介】 

     【末鬼臉扮上地引魂旦上】【末繞場走一轉下】 

     【生避小旦後】 

     【小旦退閃】 

     【丑慌抱頭躲叫介】 

 

    這是文姬魂魄出場的情形，生是滿謙、旦是焦文姬、小旦是朱小姐、丑則是

丫鬟。此折先由丫鬟醞釀鬼魅的氣氛，鬼魂淒厲的叫聲和丫鬟驚懼的反應營造出

恐怖的氣氛，待氣氛足夠之後，魂魄上場，而三人見到魂魄的反應各有不同：丫

鬟是抱頭就跑；滿謙因為自覺虧欠，躲在朱小姐身後；而朱小姐也沒有勇氣，立

刻閃躲，劉君 由此認為他們兩人的感情是較為膚淺的，平常富貴時固然恩愛，

但一遇凶險，卻是互相推卻。這一折藉由鬼神情節的描寫，反映出滿謙的負心、

滿謙與新婦的感情不夠深厚、以及焦文姬個性貞烈之一面。總的來說，此劇中作

者對「魂旦」的描寫未加上科介，故予人的印象不若《人鬼夫妻》中的魂旦形象

鮮明。但是本劇中魂旦的情感卻較《人鬼夫妻》中豐沛，她因怨恨而發出的怒嚎

與表情，歷歷在目，這是特別之處。 
 
    第八折〈冥報〉是演閻羅王審滿謙，文姬與焦薄雲的冤屈在此得以抒發，他

們歷歷指責滿謙的過錯，滿謙也得到報應，被判發寒冰地獄，並變成豬犬償還焦

氏贊助他的資財，焦氏父女終於洩恨。此折安排無甚特殊之處，重在強調滿謙負

心，在現實生活中雖然無法得到制裁，但是自有幽冥報應。由此看來，在《死生

                                                                                                                                            
年 1 月)，頁 57。 



冤報》一劇中，幽冥時空的架構亦是爲了寬慰被辜負者的心懷，在現實人生中無

法滿足的願望，透過冥界審判的幽冥時空而得以完成。像這類冥界審判的劇情安

排，研究者已有做過討論並且多半給予正面的評價。37廖藤葉在〈中國戲曲的幽

冥世界〉一文中，就說道： 

 

      受害者死而復生是不可能的，「假作真來真亦假」這給人許多迷幻感覺， 

      不應提倡。但是運用鬼神奇特、誘人的法力，為戲曲增添濃郁浪漫色彩， 

      用以表達期望如冥府閻王執法如山的無限崇敬，和對蒙冤而死的善良人們 

      的深切同情，表達當時人們「善有善報，惡有惡報」，報在當世最好，報 

      在來世也成的無可奈何的心態，借以勸人積德行善，也是可以理解，並具 

      有一定積極作用的。38 

 

    廖藤葉指出了此類劇作主要是為了表達人們「善有善報，惡有惡報」的信念，

並認為其主旨在勸人積德行善，這是有積極作用的。張火慶也說：「由於在陽世

之外，認定另有陰司的報應與冥界的法庭，則可令人們對自己生平所受種種壓迫

與冤屈，較能忍受、消納。也就是說，它沖淡了現實世界的緊張與衝突，分擔了

人生的悲苦與責任。就這層意義而言，它是有價值的，即使不能改變現實，卻能

紓解人心。39」張火慶所言和前述廖藤葉一樣，都認為此類冥界審判劇情「即使

不能改變現實，卻能紓解人心，進而達到勸人積德行善的目的」，所以他們同樣

肯定了此類劇作的存在意義。傅一臣在《死生冤報》中安排的幽冥時空亦做如是

解。 
 

    綜上所述，《人鬼夫妻》與《死生冤報》二劇中所安排的幽冥時空，都是爲

了彌補現實生活中的不圓滿所安排的，而起因均是爲「情」，前者是爲了成就女

主角對「愛情」的追求，故安排了姊姊魂魄附在妹妹身上，與男主角再續前緣；

後者則是爲了懲罰男主角對「愛情」的不貞，冥界審判的用意在譴責見異思遷的

男主角滿謙，並對專情貞烈的焦文姬表達了深切同情。可見得幽冥時空的架構在

《蘇門嘯》愛情劇作中，是用來追求愛情圓滿或譴責用情不專的手法，而前者促

成了喜慶圓滿的結局，後者則造成了悲情憾恨的藝術效果。 

 

 

 

                                                 
37 請參見張火慶：〈陰司報應與冥界法庭-三本明雜劇的思想問題〉，(《鵝湖月刊》，1988 年 9 月

第 14 卷第 3 期)，其中即討論了傅一臣〈死生冤報〉、陳郊〈袁氏義犬〉、葉憲祖〈灌夫罵座〉三

個劇本。其皆假借鬼神干涉與陰司報應，來彌補人間道德法律的缺陷，並且因而具有警世、勸世

的效用。 
38 引自廖藤葉：〈中國戲曲的幽冥世界〉，(《台中商專學報》，1999 年 6 月第 31 期)，頁 51。 
39 引自張火慶：〈陰司報應與冥界法庭-三本明雜劇的思想問題〉，(《鵝湖月刊》，1988 年 9 月第

14 卷第 3 期)，頁 43。 



 

 

三、 《蘇門嘯》對晚明「情」「禮」關係的探索 

 

 

 

    晚明在社會與文學的表現上都有獨到之處，這在第一章論述「晚明的社會背

景」時已有提及。其中，人們對於情欲多持著開放的態度，這在馬美信《晚明文

學新探》一書中有提到： 

 

      晚明是一個被當時人稱為「人慾橫流」的時代。封建統治階級和作為城市 

      居民上層的富家大戶崇尚奢侈，沉湎於詩酒歌舞之間，這種風尚從上層蔓 

      延到下層，一般市井小民也縱情追求聲色，大大小小的都市鄉鎮都沉浸在 

      浮靡豪侈的風氣之中。在這種風氣薰陶下，晚明文學產生了大量描寫性愛 

      的作品，表現了當時各階層人們對情欲的追求。40 

 

    馬美信之言，說明了當時人們在文學中表現出對情欲的追求是一個普遍的現

象，而這是受到「浮靡豪侈的社會風氣」影響而來的。以凌濛初所著《二刻拍案

驚奇》而言，就符合了情欲合一的創作風潮，有非常多的評論者指出《二拍》對

情欲貞節的觀念是開放且前衛的。41那麼這種言情觀在晚明戲曲作品中發展的趨

勢又是如何？以及以《二拍》為原著的改編作品《蘇門嘯》呈現了怎樣的言情觀？

這就是本小節筆者欲探尋的重點。 

 

    王璦玲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劇之「言情」內涵及其所引生之審美構思〉一

文中，提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劇的言情觀有「性理化」的趨勢，即作家力圖把情

與禮、情與理、情與性折衷地統和，達到情禮交融的境界。他在文中說道： 

 

                                                 
40 引自馬美信：《晚明文學新探》，（台北：三民書局，1994），頁 129-130。 
41 例如張兵《凌濛初與兩拍》提出：「凌濛初在《二拍》的愛情小說中，尊情重欲，高揚人的個

性，背離傳統的封建婚戀觀，為晚明文學增添了新的光彩。」；王枝忠在 1994 年第六期《東岳論

叢》發表《凌濛初的新貢獻》一文，認為凌與其前輩相比，提供了新的東西：「《二拍》的婚戀故

事也透露出許多新的思想傾向：對人的正當情欲大膽肯定，對婦女的『貞節』問題不是一概加以

苛求。」；吳功正《歷史變動時期的短篇小說》說道：「二拍在寫『情』時常和『欲』聯繫在一起，

有時竟是從『欲』的要求去寫情。……以人和人性的自然要求衝擊著宋明理學的理性主義。但以

欲寫情，常會滑到色情的軌道，有時竟會出現病態狂。」；石育良《兩刻《拍案驚奇》的倫理意

識》也提到：「《二拍》中謀財害命和奸淫縱欲的故事表現的是極為原始而野蠻的物欲和情欲。」

凡此總總，可看出《二拍》的創作理念和馬美信提出的「晚明學風」是極為呼應的。以上引文轉

引自鄧邵基、史鐵良：《明代文學研究》，（北京：北京出版社，2001），頁 513-515。 



      明代「言情」觀的發展，從李贄的「童心」說作為理論的發軔，經過湯顯 

      祖、馮夢龍等在戲曲、小說方面創作實踐上的努力，並提煉出如前所敘「情 

      至者超於生死」，乃至「情為理之維」等主情的美學觀點後，至明代末年 

      其理論內蘊發生了變化。明末清初的戲曲劇論家如王思任、孟稱舜、李漁 

      與金聖嘆等人對「情」的理解，呈現出一種復歸於性理的傾向；亦即一種 

      近於所謂「性情者，禮義之根柢」的立場。……在晚明至清初這一時期， 

      戲曲劇作中的婚戀主題開始出現了另一種歷史性的逆轉，……作家都力圖 

      把情與禮、情與理、情與性折衷地會統起來，著力表現的只是愛情與社會   

      邪惡勢力(如權豪勢要、無行文人、奸詐小人等)的衝突。「情」與「理」 

      的強烈對立與衝突，在這些傳奇中並未予以充分地展示，反而是逐漸消融 

      於情理交融、情理合一的調和論調之中。42 

 

    王璦玲指出明末清初戲曲的言情觀有兩條發展趨勢，一是「情通生死」的主

情觀，二是「情理交融」的性理化趨勢。上述引文中關注的是後者的發展。但是

「情理交融」這樣的言情觀仍然過於理想及抽象，在劇作內容上該如何具體的實

踐呢？王璦玲接著又說道： 

 

      「情」與「禮」在現實中有時是相矛盾的，而且這種衝突也未必皆能得到 

      化解。然而在才子佳人劇中，「禮」仍在一定程度上維護了「情」。而也正 

      是在這種價值相互矛盾又相互支撐的要求下，此一時期才子佳人劇的作者 

      往往在劇中努力將屬於「欲」的部分淨化，將之昇華為「情」。……換言 

      之，他們所追求的不是一見傾心，享受片刻歡愉的暫時性的愛欲結合，而 

      是追求在性格、才情、志趣，甚至是心靈生活上的相契。而正因他們的結 

      合不是暫時性的，故也不會產生始亂終棄，或因貴而負義的悲劇結局。…… 

      當自主選擇與禮俗兩者發生衝突時，劇本常常採用「以權行經」的方式， 

      務期使這種衝突得以調和。所謂「經」，指的是常規、常行之道；而所謂 

     「權」，則是指權宜、權變。這些劇本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男 

      女授受不親」等傳統禮俗當作「經」，而把男女主角以詩傳情、私訂終身 

      的行為當作「權」，於是透過以「權」行「經」，由「變」導「常」的手法， 

      為才子佳人的情節發展在事相上作了某些符合主觀期望的安排。43 

 

    上文指出晚明「情理交融」的性理化趨勢，表現在劇本中就是「以權行經」

的方式。所謂「經」，指的是常規、常行之道，也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以及「男女授受不親」等傳統禮俗；而所謂「權」，則是指權宜、權變，也就是

男女主角以詩傳情、私訂終身的行為。晚明情理交融的言情觀就是透過以「權」

                                                 
42 引自王璦玲：《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5），頁 122-123。 
43 同註 102，頁 150-151。 



行「經」，由「變」導「常」的手法來表現。特別注意的是，上文也指出「以權

行經」的手法是建立在男女心靈生活的相契上，而非短暫的愛欲結合，當「權」

是短暫的愛欲結合時，就極有可能走向始亂終棄的結局。 

 

    我們以此論點來觀看《蘇門嘯》愛情劇作中的情禮關係，發現五本愛情劇作

的情禮關係分成二組。一組是遵循傳統的媒妁之言，一組則是依照以權行經的方

式，底下試依二類分析之： 

 

 

 

(一) 媒妁之言 

 

 

 

    男女主角以傳統的媒妁之言進入婚姻的有《蟾蜍佳偶》和《鈿盒奇姻》兩個

劇本。這兩劇的共同特色為男主角均為輕狹的一方，而女主角皆重視愛情承諾並

婉拒，最後男女的結合都以媒妁之言方式進行。以《鈿盒奇姻》一劇為例，當權

次卿欲一親芳澤時，徐素娥的態度是莊重的： 

 

      【（生）進介】【旦驚起欲避徬徨介】 

       生：妹妹方才不曾敘話，為此重來。 

       旦：哥哥，誼雖兄妹，也須作嫌疑想，與室私偎，恐非議揚。…… 

      【走近旦身欲抱科】【旦閃開】……【又走近欲狎】 

       旦：哥哥果不以今昔寒暄見棄，當央煤妁而娶之，若欲迫以非禮，苟合 

       自媒，小妹之所斷斷不從者。……【一面挨近說一面扯】【旦拂衣劣臆急 

       趨出房外】…… 

       生：好一個端莊的風俗，是一個夫人的材料，倒是我造次的不是了。 

 

   徐素娥說出「當央煤妁而娶之，若欲迫以非禮，苟合自媒，小妹之所斷斷不

從者。」，一席話斬釘截鐵又明快果決，其重視傳統禮教的作法反倒是讓權次卿

更加看重她，最後請妙通尼作媒，二人歡喜成為夫妻。而在另一劇《蟾蜍佳偶》

中，當鳳來儀欲一親芳澤時，楊壽粧並非像徐素娥一樣重視傳統禮教，她考慮的

是其人品行的問題，這就較《鈿》劇更關注在愛情本身，她對婢女龍香說：「你

有所不知，從來貞姬守節，達女憐才，兩者各行其志，但恐遇非其人，薄德寡信，

故達又不如貞耳，百年之事豈堪草草？」一席話道出考量的重點在於恐怕「所託

非人」，在這裡我們聽到一個非常真實的女性心聲，也更能夠明白媒妁之言並不

僅是表面上的傳統禮教，它對於女性還是有實質上的保護意義。最後二人的結合



是經由媒妁之言而成，雖是陰錯陽差，但仍舊重在強調媒妁之言的作用。 

 

    以上二劇，劇作家傅一臣最後均以媒妁之言促成男女二人的結合，將「情慾」

的問題避而不論，其言情觀是遵循著傳統的媒妁之言進行的。 

 

 

 

(二) 以權行經 

 

 

 

    《蘇門嘯》中有三本愛情劇作運用「以權行經」的方式來表述言情觀。基本

上這樣的方式是遵循原著《二拍》情節而來，但是在改編的過程中，筆者觀察到

傅一臣對於情禮關係有其獨到見解，這是迥異於凌濛初的，故相同的情節在二人

手中，呈現出不一樣的美學效果。首先是「私通」一事在戲曲與小說中雖同樣出

現，但是戲曲較小說含蓄，即戲曲多用象徵手法代過，不若小說中的露骨描寫。

這在《錯調合璧》一劇中最為明顯，小說中寫到二人被鎖在一室時，「孫小官抱

住要雲雨，閨娘羞阻道：『媽媽昨日沒些事體，尚且百般醜罵，若今日知道與哥

哥有些什麼，一發了不得。』孫小官道：『這是你媽媽自家請我上門的，須怪不

得別人！況且姐姐妳適纔未醒之時，我已先做了點點事了，而今不必推掉得。』

閨娘見說，自看身體上，纔覺得裙袴俱開，陰中生楚，已知著了他手。況且原是

心愛的人，有何不情願？」之後更是說「兩人無拘無管，盡情盡意，樂了一番。」

相較於小說中的露骨，《錯調合璧》在第三折〈巧諧〉中，對於男女枕席一事就

寫得十分含蓄： 

 

      【囀林鶯】冥冥、杳杳，神忽恍。耳邊箱，誰喚、誰忙？ 

       生：是我，真繩武在此。 

       旦(開眼審視驚閃避)(左右回顧介)：母親在哪裡？ 

       生：姐姐妳還叫令堂怎的？敢是要拿我的奸麼？ 

       旦：母親好生利害，真郎大膽，直闖至此。母親撞見怎生了得？快快出 

           去，不要害我。…… 

       (抱旦忙介)……(摟旦掙脫介)…… 

       旦：真郎恁的色膽如天，不思母親去告下狀來作何支對。反在此強逼趁 

           人之危，利人之處是何道理？…… 

          (旦羞澀低頭生抱介)……(旦掙開)……(強旦同拜介)……(生擁旦 

唱)……(勾肩下) 

 



    由以上的對話和科介中，可以發現小說中露骨大膽的交歡描寫，到了《錯調

合璧》中已刪去。除此之外，劇中女主角對「情欲」的態度較之小說要莊嚴得多。

小說中女主角甦醒時看見孫小官，第一句話是「我莫不是夢裡嗎？」之後對於交

歡也沒有太大的反彈；但《錯調合璧》中女主角甦醒時看見真繩武的第一個反應

卻是「開眼審視驚閃避，左右回顧介」，並問道「母親在哪裡？」，之後對於真生

的示好更是百般不願。這就帶出了小說和戲曲的差異，不僅可以看出作者對床笫

一事的不同看法，甚至連女主角的個性都賦予了不同的面貌，差別不可謂不大。 

而《人鬼夫妻》在末尾第六折〈姨續〉中，崔衛玉與慶娘的一番對話亦顯示出作

者不欲將「私通」一事等閒視之： 

 

      （生）這症候說起來，正是令姐借了小姐魂兒去了，小生落得先撫摩了一 

       年，小姐夢寐之間也，像似相會過小生的一般麼？ 

      （小旦）這卻不曾，莫道妒花風掃，莫道摧葩雨攪。 

      （生笑說）小生今日僥倖，要做妒花的風雨了。 

      （小旦含羞低唱）只教人紅暈似湧來潮。 

      （生起擁小旦亦起）（生）小姐好睡了。 

      （尾）低迴不索，縈懷抱、背銀缸，且把衣來鬆了，繡帳□瑜，慢將雲雨 

       調。 

 

這顯示出男女正娶之後的第一次交合才是被女方（或說作者）所承認的，而

此正是作者之刻意安排，即作者認為經由婚嫁之後的交合才是正式的。《死生冤

報》一劇中更是用贈送親製香囊與貼身絮衲的含蓄手法，象徵二人關係的非比尋

常，此在前面「相遇情節的模式設計」一節已述，此處不贅論。程國賦在〈論三

言二拍嬗變過程中所體現的文人化創作傾向〉一文中，對於三言二拍小說在改編

的過程中，「情」和「禮」的演變關係有一番觀察： 

 

      與三言二拍原作相比，改編作品存在著「情」與「禮」相統一的創作傾向。 

      三言二拍更多的是描寫「情」的內涵、情感發生、發展的過程，重視個體 

      情感的抒發，宣揚情感至上。所以，對於「失節」、「失禮」之事，往往有 

      所忽略；改編作品則將種種情感納入到社會倫理道德規範中，它們對情感 

      的宣揚是有限度的，那就是盡可能不要超越「禮」的界限，應當合乎倫理 

      道德規範。由此，在三言二拍的改編過程中，出現了「情」與「禮」之間 

      有機統一的創作傾向，體現了傳統禮教復歸的趨勢。44 

 

    以上引文，說明了三言二拍宣揚情感至上，有時候甚至顧不得「禮」，而改

編作品則將種種情感納入到社會倫理道德規範中，強調情感不應超越「禮」的界

                                                 
44 引自程國賦：〈論三言二拍嬗變過程中所體現的文人化創作傾向〉，收入左東嶺主編《2005 明

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北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 655。 



線。上述三本「以權行經」的愛情劇類，就符合程國賦所言，劇中對情感的宣揚

是有限度的，傅一臣注重情感與禮教的調和，不若話本中讓情感專美於前，這不

只是《蘇門嘯》愛情類劇作的特色，也可看出《蘇門嘯》劇作在改動後有了鮮明

的文人特色，更符合了王璦玲所言晚明劇作有著「情理交融」的言情趨勢。關於

這一點劉燕芝在其博論《明代中後期文人雜劇研究》中，亦肯定了傅一臣試圖調

和情欲與禮教的做法： 

 

      作為最晚出的作品，傅一臣的確表現出晚明文人在婚姻觀念上的思辯與進 

      步。他試圖調和情欲與傳統禮制間的矛盾，在劇中他揄揚了自主自擇的婚 

      姻。同時，也將此私訂之盟視為「從權」的小德，它是一時的、特殊的情 

      況下可以調整的「合理性」做法。這就將男女情慾肇引下的情，轉化成了 

      倫理化的情，並將此情納入了合理的婚姻機制中，使理欲二者皆能和諧 

      圓滿。45 

 

    劉燕芝對傅一臣採取「情理交融」的做法是肯定的，同時她也指出「情理交

融」的做法最終仍須納入合理的婚姻機制中，否則就無法達到理欲和諧圓滿的局

面。《錯調合璧》劇末，縣官對此事判道：「看得有家有室父母之心，慕色慕才，

男女之性。賈閨娘雖無意懷春，而西第有郎已堪為吉士之選。」縣官並沒有對二

人之踰矩發表太多批評，反而認為真繩武是吉士之選，成全了二人姻緣，而此劇

中情禮的衝突也因最終得以納入合理的婚姻機制而圓滿收場。另一劇《人鬼夫妻》

則透過「嫁妹以續前緣」的結局為「以權行經」方式作合理的收場，而這也正是

劉氏所說「此私訂之盟視為「從權」的小德，它是一時的、特殊的情況下可以調

整的「合理性」做法。」此外，游宗蓉從《蟾蜍佳偶》劇中自跋云「……兩俱堅

守所為。女貞士德，不當作移情密約觀也。」以及《錯調合璧》劇中自跋云「女

貞士仁」，也認為傅一臣的節義觀是出於真實性情的自然表現，並非依循外在禮

義標準而行事。46游宗蓉和劉燕芝之看法，皆認為傅一臣對節義的認知出自於真

情流露，而且對他試圖調和禮教和情慾的作法持肯定態度。 

 

    綜上所述，《蘇門嘯》在處理晚明文學中的情禮關係時，分出了兩條發展路

線：一是遵循著傳統媒妁之言的方式進行，故認為「禮」重於「情」；二是採用

以權行經的方式來闡述情慾與禮教在男女戀愛中的衝突，試圖用「情」「禮」交

融的方式見證愛情，也委婉地表明了傅一臣自己的看法。五本愛情劇作中採用媒

妁之言的有二本，分別是《蟾蜍佳偶》和《鈿盒奇姻》二劇；「以權行經」手法

的則有三本，分別是《人鬼夫妻》、《死生冤報》以及《錯調合璧》。最重要的是，

相較於小說，劇中並沒有太多露骨大膽的描寫，而改以含蓄象徵手法行之。總體

                                                 
45 引自劉燕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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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46 請參見游宗蓉：《元明雜劇之比較研究》，(台北：學海出版社，1999），頁 250。 



說來，傅一臣表現出晚明文人在婚姻觀念上的思辯與進步。他試圖調和情欲與傳

統禮制間的矛盾，將私訂之盟視為「從權」的小德，即特殊的情況下是被允許的

合理性做法。如劉燕芝所言，這就將男女情慾肇引下的情，轉化成了倫理化的情，

並將此情納入了合理的婚姻機制中，使理欲二者皆能和諧圓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