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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明代中後期的雜劇作家和元代及明初不同，他們大多數是失意文人，但這種

失意和元代民族歧視下漢族知識份子懷才不遇的失意有別，而是在科場官場中不

斷碰壁的失意。另一方面，明代中後期文人劇作家多受過良好的文化教育，其政

經地位固然比上不足，但視野與胸襟亦較下層百姓來得廣闊。如同徐子方所說：

「他們這樣的人生經歷使得他們具有較以前雜劇作家更為強烈的個人情緒。傳統

詩文和散曲已不足以承擔這種情感的宣洩，而篇幅巨大，重視情節和人物刻劃且

受著舞臺限制的傳奇亦非理想之渠道」1，於是適合在家庭小劇場內自由演出的

雜劇藝術便成了晚明南雜劇的發展現象。在晚明南雜劇的發展過程中，傅一臣歷

來不是一個太受矚目的文人劇作家，其作品《蘇門嘯》的研究與評論也不多見。

但《蘇門嘯》自有其本身創作的獨特性，或表現在它以改編之姿呈現和原著迥異

的面貌，或是它以組劇形式試圖傳達文人所思所感，或表現在它藉由描繪市井百

態以蘊含深厚的警世意味等等，除了從這些較大範圍去看《蘇門嘯》劇作，本文

也藉由愛情劇類和社會世情劇類的個別觀察，以及劇作的綜合特色等層面來考察

《蘇門嘯》劇作，其心得可以大致分為四個方面，底下條列之： 
 
 
 

一、 晚明劇壇與《蘇門嘯》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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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

棄儒從賈的士人越來越多。當棄儒從賈的人越來越多，晚明人民貧富不均的狀況

也越來越顯著，這就給當時社會帶來了深刻的巨大變化，與此相應的是士人的俗

化現象乃至晚明整體文藝思潮的轉變，其中李贄主張的「童心說」以及湯顯祖以

情為核心的戲曲理論，都是當時堪為代表的言論，他們主張情感的解放是創作必

備的，這就使得文人作家多關注於情感這個課題上，除了對男女情愛的關注之

外，對整體市井世情的觀察，亦是文人作家心繫的焦點，而晚明劇作家傅一臣根

                                                 
1 引自徐子方：《明雜劇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8），頁 11。 



據《二拍》諸篇所改編的《蘇門嘯》劇作就是蘊含警世意味的世情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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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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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明文人雜劇雅化主流之下，

另有鄙俗一派的潛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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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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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承襲關係，都是流俗喜好的可驚可怪、觸目驚心的故事。在這類作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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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便如此，但卻更貼近市井小民的日常

生活。關於《蘇門嘯》作者傅一臣的生平資料，後世流傳下來的十分有限。其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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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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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嘯」字除了有不平之氣外，

還含有阮步兵「一嘯作鸞鳳音」的韻致，曾師永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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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方先生也持有類

似的看法，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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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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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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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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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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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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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來對《蘇

門嘯》劇作進行分類的有徐子方和劉燕芝二人，本文綜合二者之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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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蘇門嘯》愛情劇作 

 
 
 
    《蘇門嘯》愛情劇作共有五本，分別是《錯調合璧》、《人鬼夫妻》、《死生冤

報》、《蟾蜍佳偶》、《鈿盒奇姻》五劇。劇情大意請參見前述，本文從愛情劇作的

結構佈局與愛情劇作中常見的創作手法來考察愛情劇類。結構佈局可以分為三個

部分來考察：分別是戀情開展的模式、愛情的磨難與試煉、喜慶圓滿與悲情憾恨

的結局。首先，《蘇門嘯》愛情劇作中的戀情開展模式是很多元的，有男方主動，

也有女方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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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女相戀方式有一見鍾

情邂逅模式，如《蟾蜍佳偶》、《鈿盒奇姻》及《死生冤報》；有指腹為婚，如《人

鬼夫妻》；亦有青梅竹馬，如《錯調合璧》。作者並不滿足使用同一種固定的相遇

模式，可見得在《蘇門嘯》愛情劇作中戀情開展的模式是很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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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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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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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創

作愛情劇時傾向圓滿的態度，但須特別指出，作者不一定認為圓滿與功名必須畫

上等號，這是有別於以往創作之處，由此可見作者開闊的審美意識與胸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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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蘇門嘯》愛情劇作中，「物件」與「錯認」是劇中常用的手法。綜觀《蘇

門嘯》愛情劇作中，使用物件的有四本，(僅《錯調合璧》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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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物件」，「錯認」也是劇中常用的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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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使用的錯認方式有二：一是非刻意，二是刻意。

前者有《錯調合璧》，後者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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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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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論錯認的模式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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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蘇門嘯》愛情類劇作中，採用幽冥時空架構的有兩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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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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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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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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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以權行經，相較於

小說，劇中改編後並沒有太多露骨大膽的描寫，改以含蓄象徵手法行之。總體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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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蘇門嘯》社會世情劇作 

 
 



 
    《蘇門嘯》社會世情劇作共有七本，分別是《買笑局金》、《賣情紮囤》、《智

賺還珠》、《截舌公招》、《賢翁激婿》、《義妾存孤》、《沒頭疑案》。劇情大意請 

參見前述，本章關注的重點有二：一是社會世情劇作的結構佈局，二是社會世情

劇作中常見的創作手法。結構佈局細分為社會劇、家庭劇與公案劇二類來談，社

會劇的結構佈局分為行騙動機、行騙手法與受騙過程、事件結尾三個部分。《買

笑局金》的行騙動機是出於「騙財」，《賣情紮囤》中的行騙動機是出於「騙色」，

《智賺還珠》中的欺騙是為了取回被盜匪搶走的愛妾；《截舌公招》中的欺騙有

兩次：一是騙色，二是反擊。除了受騙後的反擊是不得已之外，其它的騙財騙色

皆屬於為了滿足自身的生理需求。酒色財氣，本就是人之大欲，《蘇門嘯》社會

劇作藉著探討人心對酒色財氣的種種欲求，特地挑選這四本劇作做為關注的對

象。過程中行單向欺騙的有《買笑局金》、《賣情紮囤》與《智賺還珠》；行雙向

欺騙則有《截舌公招》一劇。各劇中的行騙手法十分多樣化，有利用睹局、美色、

假冒身分、暗中下藥以及假意迎合等方式；而受騙後的反應除了《截舌公招》一

劇較有描寫外，其餘三劇都是輕描淡寫地帶過，可見劇作家並不甚重視受騙一方

知覺上當後的心理描寫，更多地在鋪陳騙局的進行，此安排與劇中欲傳達的警世

意味是相關的。 

 
在《蘇門嘯》劇作中，家庭劇作有《賢翁激婿》與《義妾存孤》二劇；公案

劇作有《沒頭疑案》一劇，以上三劇，在結構佈局上的同質性並不若愛情劇作及

社會劇作來得高，觀其劇本，可以發現三劇的共同特徵是對家庭倫理關係有所提

及。此外，《義妾存孤》與《沒頭疑案》二劇在結構佈局上皆採用「巧合」手法。

三劇內容皆針對家庭中的夫婦關係作了不同的劇情安排，這或許說明了晚明是一

個較為重視夫婦關係的時代。晚明異於前代的觀念，也就是將五倫中自古以君臣

為首的排列順序置換成以夫婦為首，夏咸淳認為這不是簡單的位移，而是觀念上

的重大改變，顯示了男女夫婦之情重於君臣父子之義，反映了廣大群眾要求衝破

封建名教制度束縛，獲得愛情、婚姻、家庭幸福的強烈願望。《蘇門嘯》中此三

本劇作就貼切地反映了當時思潮。此外，善用「巧合」也是此三劇的佈局手法之

一。例如《義妾存孤》中的「萬里符名」情節與《沒頭疑案》中以神明提示破案

關鍵，強調曲折案情勝過於審案推理的過程。總的說來，《蘇門嘯》中表現家庭

題材及公案題材的三本劇作，皆特意著墨於悖逆倫常的行為，表現了道德崩解下

的家庭與社會關係。而此正與前述的四本社會劇作一樣，旨在「喚醒癡迷」。 

 

  《蘇門嘯》社會世情劇作的創作特色有三：「奇特的騙術」是其一。在《蘇門

嘯》四本社會劇作中採用了風門與妖門兩種騙術。《買笑局金》與《智賺還珠》

同樣使用風門騙術，前者使用的是風門中的誘睹術、後者中的盜匪奪妾使用的是

風門中的劫騙術(無騙)；《賣情紮囤》與《截舌公招》同樣使用妖門，前者使用

的是妖門中的美人計、後者則借用妖門中的尼姑作為關係人。奇特的騙術手法使



人眼花撩亂，用來鋪陳劇情之時也帶給觀眾極大的警惕。 

 

    創作特色之二是著力描繪市井百態，劇中出場人物繁多，而且都是平凡真實

的市井人物。在這些劇中，所有的人物顯得平凡又真實，充滿濃郁的市井氣息，

這些人物要表現的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市井奇聞，而真實平凡的人物所引出的

一連串曲折劇情，正是《蘇門嘯》社會世情劇作的特色。此外，《蘇門嘯》社會

世情劇作中的角色運用有幾個特殊現象，一是生旦角色不限定在「才子佳人」上，

生角不再是風度翩翩的才子，旦角也不再是溫柔婉約的佳人。二是淨丑的角色多

為分量不輕的負面人物，即前述行欺騙的一方，而且在劇中的分量均頗重要。在

《蘇門嘯》社會世情劇中，淨末丑外等生旦以外的角色，常常是被突出的腳色。

他們扮演的有正面人物亦有反面人物，有些角色在各劇中的每一折扮演不固定的

人物，他們通過誇張、雙關的賓白與動作，在《蘇門嘯》社會劇作中有擔任旁白，

提示劇情、襯托或串連生、旦等主要人物、以及擔任劇情突轉的關鍵人物等三個

作用。三是出現較為特殊的角色，例如《截舌公招》劇中以外扮伽藍神、《沒頭

疑案》中以雜扮在縣官薛清夢中顯靈的一神，這都是以角色飾演神祇之例，可以

說是比較特殊的，但戲份卻不很重，顯示點綴用途。 

 
    社會世情劇的第三個創作特色是具有深厚的警世意涵。綜觀《蘇門嘯》七本

社會世情劇作，其內容跳出了男女愛情的框框，也不再侷限於傳統士大夫憂時感

懷的個人心緒，而是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互動，《蘇門嘯》的社會世情劇主

要呈現人群社會的種種關係，它的創作層面關注的是整個群體乃至社會，而非僅

僅表現單獨個人的心理。例如《截舌公招》與《沒頭疑案》就嘲諷了作奸犯科的

僧尼，《沒頭疑案》更突顯了金錢利益滲透到家庭內部的變相世情，其變相世情

起源於人心對「欲」和「利」的追求。這之中除了表達作者對變相世情的觀察，

更不能忽略的應是作者欲喚醒世人的警世意涵。除了藉由貪淫的僧尼來嘲諷變相

世情，劇中對無行文人的嘲諷也是很顯著的。以《買笑局金》與《賣情紮囤》二

劇來說，故事情節均是妓女誘騙溺色好賭之文人，具體地嘲諷了落入美人局者都

是官宦文人一事，如《買笑局金》中的沈將仕和《賣情紮囤》中的吳宣教，照理

説官宦文人科舉出身，應該較一般人博學多識，然而故事中受騙上當者皆為文

人，傅一臣通過揭示文人「溺色好賭」與妓女詐騙的交相影響，意圖提醒世人不

可好色好賭，其警世用心是很明顯的 

 

 

 

四、 《蘇門嘯》劇作的藝術特質 

 

 



 

    話本小說的體制可分為六個部分，分別是：一題目、二篇首、三入話、四頭

回、五正話，以及六篇尾。以此六個部分來檢視《二拍》中的諸篇小說與《蘇門

嘯》劇作的異同，將能看出《蘇門嘯》劇作在結構與情節上對話本小說的增刪取

捨。首先是題目，《蘇門嘯》劇作的四字題目之定名，相較於話本小說，有精簡

之功但卻難以兼顧劇情。其次在篇首部分，《蘇門嘯》較之原著，呈現出獨創的

特色，重在提示劇情大意。篇尾部分，《蘇門嘯》的篇尾詩詞，多數沿襲話本，

但更改之後較為文言，重在勸誡世人，此亦可看出文人劇作家改編後的創作特

色。話本小說在正話之前有所謂「入話」或「頭回」，「入話」比較偏向解釋性的

議論文字，「頭回」則較傾向簡略的小故事。這在《蘇門嘯》劇作中都是刪去的

了，用意是順應戲曲的文體特徵，使場上的戲曲表演更加完整。劇中刪去的還有

內容過於露骨淫褻的枕席之事，傅一臣在將其改編為《蘇門嘯》劇作時，或是直

接刪去，或是稍作修飾，刪修用意有二：一是從人情事理考量，不願使善人受辱；

二是從戲劇效果考量，重在突出主線。然而，《蘇門嘯》劇作中並不是沒有涉及

枕席之事，只是劇作家將原本在小說中露骨的描寫代之以含蓄的戲劇手法來處

理。簡而言之，《蘇門嘯》劇中在處理男女枕席之事時，若是兩情相悅，就將枕

席之事保留並改以含蓄手法表現，如此將更能符合場上演出，也更契合文人劇作

家的創作態度。若是女方出於被迫而導致善人受辱或是枕席之事跟情節主線無

關，則將淫褻情節整個直接刪去。此外，《蘇門嘯》劇作通常會把事件的結果預

先搬演出來，而不像小說留到最後才揭曉。這樣的安排，除了能讓觀眾盡快掌握

劇情而能專心欣賞戲曲之美，還反映了戲曲在表演藝術上雙線並進的特徵。甚

至，這樣的作法，能夠更明確的點出主題，達到劇作家欲「喚醒癡迷」的警世效

果。 

 

    此外，《蘇門嘯》還從「角色人物的形塑刻畫」、「人物性格與心理」，以及「主

題意蘊的繼承與強化」三個方面呈現了戲曲在表演藝術上有別於原著話本的特

點。角色人物的形塑刻畫可以細分為角色運用、人物妝扮、科介與砌末三個部份

來談。以角色來說，晚明《蘇門嘯》社會世情劇作中的生角，不再是風度翩翩的

才子，旦角也不再是溫柔婉約的佳人，雖說出場戲分重要，但是其品行與行為都

不再是傳奇生旦之典型，由《蘇門嘯》的某些社會世情劇作之角色運用，可看出

明雜劇至中後期，生旦角色的運用雖大體上遵循了以往，但卻呈現出更多元化的

發展。其次觀察妝扮，劇中生或小生幾乎都是文扮，沒有武扮，而且《蘇門嘯》

劇作中，不分愛情類或社會世情劇類，文士的扮相都是非常固定的，「晉巾」為

劇中文士不可或缺的扮相之一，相較於男性的扮相提示，女性顯得比較活潑多

樣，但較之生角扮相亦有抽象之嫌。 

 

此外，《蘇門嘯》劇中已發展出象徵意味極濃的妝扮法，例如劇中旦角的頭

帕在不同時機使用，就可以傳達生病、窮困、鬼魂以及罪犯等等狀態，這是以前



所沒有的，這顯示出在《蘇門嘯》劇作所處的晚明時代，演出較前期更講求象徵

性和類型化。最後是科介與砌末，本文所討論的「科介」兼指面部表情與身段動

作二義，砌末則是演劇所用之器物，常見的有傘、刀槍、馬鞭、船槳、桌椅等等。

《蘇門嘯》劇中的科介提示十分詳細，而且不光只是含蓄的表演，更有生動誇張

的演出，這表示《蘇門嘯》劇中的科介不僅吸收了同朝傳奇的表演特色，也注意

到如何運用演技幫助闡釋戲中劇情。而桌帳鞭槳等砌末，在《蘇門嘯》劇作中也

有充分的表現。劇中多使用以鞭代馬、以槳代舟、以帳代樓等象徵性砌末，其中

「帳」更有靈活轉換舞臺空間的妙處。綜上所述，在《蘇門嘯》劇作中，不僅重

視人物扮相，使其服飾更具有象徵性，而且還重視抽象砌末的運用，砌末的靈活

運用更帶動科介的表演，不管是誇飾的身段或是生動的面部表情，在在都豐富了

戲曲的演出，也可看出《蘇門嘯》劇作並不僅僅試圖傳達警世意味的案頭之作，

它同樣也著重舞臺上的演出氣氛。 

 

    在人物性格與心理方面，當《蘇門嘯》劇作在部分情節上更動了原作，其中

的人物性格和心理狀態也和原作不太相同。整體來說，《蘇門嘯》在改動過後，

較原著話本更注意到人物性格與心理的描寫，尤其是愛情劇類，但是在社會世情

劇中，因為繁複劇情在短短幾折的篇幅中必須交代清楚，而且受限於敘事視角的

限制，故社會世情劇較之愛情劇作無法顧及人物性格與心理的刻畫。 

 

    在主題意蘊的繼承與強化方面，因《蘇門嘯》在情節內容上多沿襲原作，故

劇作的主題意蘊基本上亦繼承話本小說居多，然而亦有其強化處。以愛情劇類來

説，《蘇門嘯》在原本「姻緣天定」的主題上，加強了「情」與「禮」的調合關

係，即更加注重禮教部分，而不若話本中讓情感一味放縱。另一方面，社會世情

劇類的主題亦大體沿襲話本，但藉著反面人物的活動，更加提醒人們正視社會亂

象的發生，而且劇中更強調了善惡有報的倫理道德觀念。 

 

    愛情劇類的共通創作手法有運用鬼神、冒名錯認，以物件綰合情節等等。根

據孫書磊的統計，現存的明末清初戲曲故事中，使用離魂、錯認與信物的作品比

例，由多至少排列依序是信物 錯認 離魂，而《蘇門嘯》愛情劇作中使用信物

綰合情節的有四本，錯認手法的有三本，離魂情節的僅只一本，這正符合孫書磊

先生的統計資料。可見得《蘇門嘯》愛情劇作在改編自話本小說的同時，亦能順

應當時代創作潮流的趨勢。此外，《蘇門嘯》愛情類劇作多數都是在情節的曲折

上巧費功夫。如運用鬼神、錯認與離魂等手法來增加情節的曲折變化，這就和前

期同類劇作多數強調外力壓迫的情節做出了區隔。進一步觀察，會發現作者對於

同是愛情劇類的作品，有著不同方式的細緻處理，例如傅一臣對於愛情的關注層

面是很開闊的，他不只注意到晚明最廣為人知的才子佳人，以及負心薄倖對於女

子的傷害、甚至異類結合和青梅竹馬的層面也關照到了。 

 



其次，女性追求愛情的形象也是多樣的，有為情死為情生的吳興娘，有敢愛

敢恨的焦文姬，有被母親誤會而羞憤自縊的賈閨娘，也有義正嚴詞的徐玉娥和個

性較被動的楊素梅，這些都是生動而多面的人物形象。最後，非制式化的結局也

是作者細緻處理的一部份。五部愛情劇作有喜慶圓滿亦有悲情憾恨，顯示作者並

不認為傳統的大團圓適用於任何類型的愛情題材。甚至作者也不認為傳統愛情劇

中多以男性高中科舉為結是必備的，這顯示了作者對於愛情圓滿意義的開闊胸

襟。透過上述愛情面貌的多樣化、女性追求愛情的形象、以及非制式化的結局等

三方面，顯示出劇作家個人對於同類型題材的細緻處理與開闊胸襟。 

 

    社會世情劇類的共同創作主題是「警世」。《買笑局金》、《賣情紮囤》與《截

舌公招》、《智賺還珠》這四本劇作突出表現了社會上的諸端亂象，例如引人誘賭、

紮火囤，以及尼姑為財騙人、強盜劫人等等。這之中描寫了形形色色的行騙術，

而且最終目的在警示人們要戒色戒賭。《義妾存孤》、《賢翁激婿》以及《沒頭疑

案》這三本表現家庭題材及公案題材的作品，有從正面突顯家庭倫理的節婦行

為，也有特意著墨於悖逆倫常的行為，表現了道德崩解下的家庭與社會關係。在

這之中，作者多數是借助傳統的道德規範來評價人物，並以這種道德規範作為參

照系來匡正世風。整體特色或砭或箴，似嘲似諷，在看似戲謔輕鬆的背後，蘊藏

的是作者欲「喚醒人世黃粱」的共同主題。 

 

此外，作者在共同主題下的細節處理並不相同。例如同是騙局的《買笑局

金》、《賣情紮囤》二劇，卻用了不同的層面切入。《買笑局金》從「賭博」著手，

揭示「賭」如何使人心癢而受騙；《賣情紮囤》則從「美人計」切入，告訴觀眾

「色」心不可長。二者用不同的切入點，或財或色，提示了騙局也許是可怕的，

但最重要的還是保有自身念頭的純淨，才能免於被騙。再如同是文人自救的主

題，劇作家安排了不同的自救方式與結果，呈現了相異的文人面貌。再者，傅一

臣在處理不同狀況的「情」「禮」關係時有更為細緻的方式。前面第一章論及愛

情劇作時曾經說明傅一臣將私定終身視為「從權」的做法，並且認為其節義是出

於內心真情，而非外在禮教，但在社會世情劇作中，女主角涉及情欲時，皆非和

兩情相悅的對象，而且也都不是出於自主意識，都是無辜被迫的。傅一臣關注到

「無辜被迫」這一局面，故在《智賺還珠》與《截舌公招》二劇中增加了「完貞」

情節，這就與前述愛情劇作中兩情相悅的安排做出了區隔，劇末並藉著壞人以死

作結達到警世的意涵，這都可以看出劇作家在細節處理上的細緻之處。 

 

   傅一臣是晚明文人劇作家，《蘇門嘯》創作無疑隸屬於文人劇，其文人特色則

藉著「組劇」形式展露出來。「組劇」是明代中期以後新發展出的雜劇創作形式，

它是由數本劇作組成而冠以一個總名的雜劇合集，內容既各自獨立又有所牽連。

明代組劇的創作傾向或出自憤世之情，或出自閒賞之趣，不論哪一種皆具有鮮明

的文士特質。雖然《蘇門嘯》諸劇所取本事並不完全一致，內容也缺少一以貫之



關聯性，但是《蘇門嘯》多數劇作的主題皆在於「針砭世俗」，正與其以《蘇門

嘯》為名所寓含「風刺嘯歌」之意蘊相呼應，具備組劇創作之精神，故仍可視之

為組劇。但是《蘇門嘯》的創作傾向有別於歷來的憤世之情或閒賞之趣，而自出

「平和世情」一類，因傳統認為的「抒懷寫憤雜劇」特色在《蘇門嘯》劇中並不

成立，即「重視人物內在情緒的變化勝過於故事情節的鋪陳，不以人物之間的外

部衝突為線索，而是以人物內部情緒的變化為線索，主在表現作者的主觀意識與

抒情自我」等等描述並不符合《蘇門嘯》多數劇作，所以《蘇門嘯》無法被歸入

「憤世劇作」一類。 

 

然而，不管是憤世或閒賞，或者只是平和地表達「世情」，不可否認《蘇門

嘯》仍具有鮮明的文士特質，具體表現在重視社教功能，例如提倡傳統倫理道德

或是調和情禮關係；此外還關注文人話題，例如劇中主角多是文人，其扮相亦多

「晉巾服」、或是抒發了文人懷才不遇的感慨，為白衣秀士提供施展所長的場所

等等。然而，文人化的特色亦限制了《蘇門嘯》在場上演出時的生動。《蘇門嘯》

的文字柔媚婉麗，很有文士化的特色，但是文字的形式過於單調，而且不能傳達

個別人物的口吻，這就是它的侷限。但是徐子方先生也認為，這種文士化的創作

侷限，並不構成上場演出的障礙。因為至明中葉以後，原先作為雜劇創作和演出

基地的宮廷舞台已被文人士大夫的家庭小劇場所取代。在這種小劇場內，文人劇

創作有著很大的自由，其創作只是作為自己抒情寫意的工具，不僅在於賦形舞

台，而且重視可誦可讀，在氣味相交的文友之間首先引起共鳴。因此文人劇重在

宣洩自身鬱積的情感，而不在於考慮觀眾的喜好與上場演出的通順。另一方面，

《蘇門嘯》劇作欲「喚醒癡迷」的主題雖受眾人肯定，但是其內容表現的某些作

法，卻也不被評論家接受，像是為了保求「完貞」而加入鬼神，就被人譏為思想

迂腐，而對無情自私的人物一無譴責亦顯示了其思想的侷限，例如《義妾存孤》

中逐媳的朱父和《沒頭疑案》中賣妻的陳式。由於《蘇門嘯》是改編作品，有人

或許會認為其劇作侷限在於非獨創，然而傅一臣的《蘇門嘯》在改編自話本小說

之時，或出於創作動機加入了強調的主旨，或出於體制需求改變了原作的內容。

正如李漁所說，舊劇不是不好，同樣的題材在刮垢磨光之後，其價值有可能更勝

當年，重要的是要懂得「善變」以迎接新的潮流。 

 

    徐子方先生對《蘇門嘯》劇作的總體評價是肯定的，他說： 

 

      傅一臣的作品雖然同樣以社會風情作為表現對象，但顯得更加全面和更加 

      複雜：既有著包含審理公案在內的社會問題劇，又有著展現民俗風情的社 

      會風情劇；既有著執著專一的復仇悲劇，又有著誤會巧合的愛情喜劇；具 

      體描寫雖不無黑暗，更有著光明。既有著使人窒息和絕望的否定和諷刺， 

      更有著令人振作和愉悅的肯定和歌頌。所有這些，皆顯示出作者對生活的 

      理解和觀察較之不離秦淮河畔的貴介公子黃方胤更加深刻和廣泛。當然， 



      這裡的肯定和歌頌有許多是建立在封建倫理道德的基礎之上，今天看來價 

      值不高，但在當時卻體現著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欲挽回世道人心的努力，具 

      有一定的認識價值和代表意義。2 

 
由徐子方先生之評，可以看出《蘇門嘯》劇作的理解和觀察都是建基在現實

生活上的，而其中蘊含的意義在於文人士大夫欲挽回世道人心的努力。因此，多

直接取材於現實生活的《蘇門嘯》，其關注世情的用心可謂深刻，而從中也體現

了晚明時期一部分文人力挽狂瀾的時代意義。我們若進一步往雜劇歷史的發展脈

絡探查，會發現這和之後清初的雜劇走向並不相同，這大大呈現出自身劇作的特

色。雜劇發展到清初，直接取材於現實生活的作品為數很少，研究者認為，「清

初現實題材劇作的稀少，反映出雜劇對現實生活的隔膜態度，其無法直接參與到

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動向，既說明雜劇作為一種藝術文體游離於時尚之外的特點，

也昭示出文人化所導致的雜劇藝術趣味與市井社會的對立，這種對立應該是促成

雜劇文體最終消亡的重要因素之一。3」上文指出，表現現實題材的劇作在清初

大為減少，甚至這可能是促成雜劇文體最終消亡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明末清初劇作表現最多的是一種怨憤的情感，當越來越多的劇作

家傾向於「憤世創作」，罵世、怨世、憤世等情緒在劇作中普遍流瀉，劇作題材

卻又日漸脫離現世生活時，戲曲藝術就和最初市民文學的立意相去甚遠了。如此

看來，晚明力圖貼近現實的《蘇門嘯》劇作，在雜劇的演變上就顯得很重要了。

因為世情雜劇的大力創作，不僅僅是個別劇作家的題材選擇，甚至有可能影響到

整體雜劇的存亡。《蘇門嘯》在改編過後，有其獨到思變之處。本文嘗試從個別

劇類的結構佈局與創作手法拼湊出《蘇門嘯》整體的藝術面貌，藉以窺探作者對

於「愛情」和「社會世情」兩種不同課題的觀點為何；接著再從話本與戲曲兩種

不同形式的文體切入，藉以突顯《蘇門嘯》在改編過後所呈現的戲曲特色。期望

藉由這樣的觀察，能得出晚明傅一臣《蘇門嘯》劇作的藝術面貌。然而，任何文

體都非憑空而生，也不可能是單獨存在，若把晚明雜劇譬喻為地圖，《蘇門嘯》

亦不過是其上一點座標，初步看來，清初的雜劇創作並非沿襲《蘇門嘯》的世俗

趣味，這樣與眾不同的特色究竟對後起的雜劇造成什麼樣的影響，卻非本文範圍

所及，只盼本文的完成能在晚明雜劇地圖上多豎立一座標，同時希望藉由更多個

別座標的建立，以及相似座標的穿插比較，使明清雜劇的地圖面貌更為清晰！ 

 

 

 

 

                                                 
2 引自徐子方：《明雜劇史》，(北京：中華書局，2003)，頁 351。 
3 引自杜桂萍：《清初雜劇研究》（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83-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