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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中國古典戲曲經歷了長久的發展與等待之後，在元代得到了關注。明代以

降，由南戲轉入傳奇的宏偉體制，文人士子在重新站上政治舞臺之後，亦將戲曲

引進文學創作的主領域之中，至今明傳奇仍為古典戲曲研究的重要對象。戲曲是

綜合藝術，涉及作家、劇本、演員、劇場與觀眾。這樣的文學創作呈現著多變性，

關乎演員、劇場和觀眾的可能改變。明清傳奇是中國古典戲曲文學及藝術繼元雜

劇之後發展的另一高峰，大量文人投入其中，大量劇作以閱讀文本型態出版而廣

為流傳，戲曲與文化社會的關聯性密切，也成為展現文化百態的場域之一。現今

可見明傳奇的大量劇作及相關記載，提供了研究者推擬的基點，我們雖已不復見

當時演出盛況，但作為演出基礎的劇本卻表現了明傳奇的文化意識與思想內涵。

當我們流眄時代風華時，應當如何觀察明傳奇的流變？對明傳奇作一解讀，恐怕

仍必須回歸劇作本身討論。 

對於明傳奇眾多作品而言，湯顯祖（1550A.D. － 1616A.D.）的《玉茗堂四

夢》有著標示性的意義，其中又以《牡丹亭》最獲推崇，闡釋與研究成果豐富，

也代表了明傳奇的主要內容為「才子佳人的愛情追求」： 

《牡丹亭》已經從描摹鋪敘社會習俗、市井風情、人間爭鬥等外在的客觀

事物，轉向了對人物內心世界意念和精神追求的探索，由對客體真實的追

求，轉向對主體真實的追求。劇作家超越了男女婚戀題材的表面意義，開

使探求人的心理奧區。
1

《牡丹亭》何以能特出於眾多劇作而成為明傳奇的重要劇目？進一步言之，《牡

丹亭》劇作中的主題意識與時代背景接軌而使之被推向高峰，歷來對此研究者

眾，從作者思想、作品解讀、時代分析等各種角度切入，提供筆者豐富的研究成

果與文獻資料作為參考。「經典」的建立不是單一劇作的創作與出版即可成就，

當我們討論《牡丹亭》作為明傳奇經典之時，筆者希望提出的一個思考角度是延

續與反推。簡言之，即以《牡丹亭》作為原型故事，對明代其後改作與可能被廣

泛地定義為仿作之傳奇文本進行討論，一方面試推《牡丹亭》成為經典的原因與

意義；一方面對作品進行解析。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張燕瑾，《中國戲劇史》（台北：文津，1993），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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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牡丹亭》被當代與後起的劇作家、研究者所肯定的狀態，顯示出此劇在明

傳奇上具有無可取代的意義。重「情」的觀念透過杜麗娘生生死死的追求展開，

湯顯祖的劇作不僅感動了當時的觀眾，也在中晚明劇壇形成了一股改作的風潮。

若檢視《牡丹亭》之後的明傳奇劇作，在某些文本中確可見之情節的模仿，究竟

如何將情節運用於其中，與《牡丹亭》有何相似或相異之處？ 

《牡丹亭》約完成於明萬曆二十六年(1598A.D.)，全劇共五十五齣，并有〈牡

丹亭題詞〉。此為《玉茗堂四夢》中第二部完成的作品，距第一部作品，即明萬

曆十五年（1587A.D.）創作的《紫釵記》相隔頗久，在劇作主題思想與表現手法

上更為複雜精細，也與其後《邯鄲夢》、《南柯夢》二記呈顯內容意識不同。《牡

丹亭》的完成與備受喜愛，標誌著明傳奇「愛情」主題的深化，亦使此類劇作再

掀高潮。固然明傳奇本身的劇種特性適於搬演此類才子佳人之故事，而此類故事

在《牡丹亭》完成之前，亦多所創作與演出，愛情劇的大量出現具備了推波助瀾

的作用，和時代社會思潮進行更緊密的結合，對戲曲作為文學創作被認可的主體

之一有其意義。 

正因在明傳奇的研究領域中，湯顯祖乃至於其作品被廣泛的引述討論，也正

因在此狀態之下，當歷史進程與思想解讀被建構之後，關於《牡丹亭》的研究是

否可進一步作系統性的整合，與社會文化的思潮作一聯繫，在中晚明紛紛攘攘的

劇壇上，試著解析關於《牡丹亭》的風行所可能形成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牡丹亭》此劇一出即大受觀眾喜愛，而其後改作的出現又印證了《牡丹亭》

的引人注目。《牡丹亭》的成功固然有其市場性的因素與時代思潮的相互推動，

後起作品對於《牡丹亭》的模仿卻有著更進一步推崇的作用。誠如李漁所言：「傳

奇十部九相思」，明傳奇在題材上大量擇取才子佳人的愛情戲碼，的確適合於「主

情」思想的發展，戲曲透過舞臺表演又易於深入人心之中，觀眾的反應又在某種

程度上鼓勵了類似題材的大量產生。《牡丹亭》或者標誌了一個新的藝術高度。

筆者選擇以《牡丹亭》及其後起仿作群（此指劇本）為研究對象，希望能藉此釐

清處於明清傳奇程式化的傾向之下，追步《牡丹亭》的作家與作品是否自成一體

系；在關目情節中力求與《牡丹亭》相類的劇作中，如何闡明「情」的內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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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茗堂四夢》中，《牡丹亭》最為歷來研究者所重視，論此必提及「情」

之莫大功用與內涵，吳梅於〈四夢傳奇總跋〉中有：「其自言曰：他人言性，我

言情；又曰：理之所必無，安之情之所必有。」2寫夢說情亦是湯顯祖劇作的特

色之一，「情」在湯顯祖的運用之中，是藉男女之事以喻哲思，而在明傳奇的文

本中，時有於題詞或劇作或評論中提及該劇作追步《牡丹亭》的想法，以范文若

《夢花酣》為例： 

      《夢花酣》與《牡丹亭》，情景略同，而詭異過之。……嗚呼，湯比部之

傳《牡丹亭》，范駕部之傳《夢花酣》，皆以不合時宜而見。情耶？道耶？

所謂寓言十九者，非耶？若其詞之錯繡迷香，有耳目者自相奔悅，奚用余

言？（〈夢花酣題詞〉）3

筆者以吳炳為例，吳梅於《中國戲曲概論》中認為：「正玉茗之律，而復工於琢

詞者，吳石渠、孟子塞是也。」其亦於〈畫中人‧跋〉中論及：「意欲與《還魂》

爭勝。」吳炳亦在劇作中借小青之口贊美《牡丹亭》「有境有情，轉幻轉豔」，可

見其劇作從構思到關目，從立意到手法，有意識地學習湯顯祖，如歌頌情之可貴，

擅長理想與現實的對比，手法上喜用因情入夢或魂遊等情節等等，是否可由此可

將其歸類為「臨川派」的作？而凡此所涉及的關於「湯沈之爭」的問題，目前學

界已有專論，筆者並不加以深入探討，但仍將作一綜述。 

首先，由於明傳奇作品數量眾多，《牡丹亭》之後，有哪些劇作可稱為仿作？

這是必須明瞭的問題之一。在改作與仿作的研究中，「改作」在界定上似較明確，

但仿作究竟如何界定，仿作必有其同與不同，承襲與變型程度如何？目前可確定

的題材即是由前述「湯沈之爭」衍生而來，一些前賢們對派別分類，將如吳炳、

孟稱舜、阮大鍼等晚明劇作家歸為臨川門下：  

真正堪稱玉茗堂派的戲曲家，主要有明末的吳炳、孟稱舜以及清代的洪昇 

和張堅。4

再者，明清傳奇程式化的傾向自不待述，《牡丹亭》及其後起仿作亦有相類樣態，

因此在程式化的影響下關於《牡丹亭》的情節與主題有何轉化？林鶴宜於《規律

                                                 
2湯顯祖，《湯顯祖集（二）》（台北：洪氏，1975），頁 1573。 
3參見范文若，《夢花酣》，收錄於林侑蒔主編，《全明傳奇》第 143 冊（台北：天一，1983），頁

1。 
4王永健，《湯顯祖與明清傳奇研究》（台北：志一，1995），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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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變異：明清戲曲學辨疑》中： 

「程式性」是中國戲曲主要的特質之一，學者們對此頗有論述。……筆者

以為，「程式性」應該是中國戲曲發展完整的體系特質，並非單獨存在於表

演或音樂之中。以組成戲曲的三個部分 －－ 敘事（故事情節）、音樂（「唱」

和「念」的表演）、舞蹈（「做」和「打」的表演）而言，沒有一項可以自

外於程式。反過來說，戲曲程式在這三者的互相配合之下，才得以成立、

進行的。5

此書第二章所談〈論明清傳奇敘事的程式性〉，詳實地歸納整理「程式化」的特

點與表現。相對而言，筆者在探討整體程式化的風潮下，由《牡丹亭》為基點所

架構的網絡型態與其個別程式化的思考。《牡丹亭》的代表性來自於此劇的廣受

討論，是學者研究明傳奇時有力的切入點，然而，在中晚明的時代流轉之下，對

於《牡丹亭》的討論與仿效，是否能探求其典範上的意義，仍然是值得討論的部

分。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大綱 

一、研究範圍 

前已述及，在對《牡丹亭》的仿作之中，研究者已有歸類，本文大致採擇前

說，加以綜合，就已確知劇本作一分析論述。目前筆者可見之資料中，論及《牡

丹亭》及其續作6、改作及仿作的部分羅列如下： 

（一）鄺采芸，〈晚明戲曲理論之發展與轉型 ─ 以《牡丹亭》的流傳討論為線

索〉 

類型 劇目 

續作 陳軾《續牡丹亭》、王墅《後牡丹亭》 

仿作 沈璟《墜釵記》、范文若《夢花酣》、吳

炳《畫中人》、梅孝己《灑雪堂》、袁于

令《西樓記》、孟稱舜《嬌紅記》 

                                                 
5林鶴宜，《規律與變異：明清戲曲學辨疑》（台北：里仁，2003），頁 9。 
6在續作部分，除了筆者所羅列之陳軾《續牡丹亭》及王墅《後牡丹亭》之外，華瑋於「湯顯祖

與牡丹亭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從《續牡丹亭》看清初對《牡丹亭》的接受〉一文，提及清

代《牡丹亭》的續書包括陳軾《續牡丹亭》、王墅《後牡丹亭》及程夢星《後牡丹亭》三種，後

二者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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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於馮小青故事之劇作 吳炳《療妒羹》、朱京藩《風流院》、胡

士奇《小青傳》、徐士俊《春波影》、來

集之《挑燈閒看牡丹亭》 

 

（二）廖藤葉，《中國夢戲研究》7

類型 劇目 

續作 沈璟《同夢記》、陳軾《續牡丹亭》、王

墅《後牡丹亭》、馮夢龍《風流夢》 

仿作 沈璟《墜釵記》、范文若《夢花酣》、吳

炳《畫中人》、梅孝己《灑雪堂》、袁于

令《西樓記》、孟稱舜《嬌紅記》 

取材於馮小青故事之劇作 吳炳《療妒羹》、朱京藩《風流院》、胡

士奇《小青傳》、徐士俊《春波影》、來

集之《挑燈閒看牡丹亭》 

 

（三）王永健，《湯顯祖與明清傳奇研究》8  

作家 作品 

吳炳 《療妒羹》、《畫中人》、《西園記》、《綠

牡丹》、《情郵記》－ 合稱《粲花別墅五

種》或《粲花齋五種》 

孟稱舜 《嬌紅記》、《貞文記》 

洪昇 《長生殿》 

張堅 《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

獅墜》 － 合稱《玉燕堂四種》 

必須說明的是，徵引劇目或將隨研究進行而時有增減。筆者以為，對於仿作的探

                                                 
7廖藤葉於《中國夢戲研究》中大致上同意鄺采芸的分類，僅提出了《同夢記》、《風流夢》二劇，

但《同夢記》今僅存殘曲；《續牡丹亭》僅存鈔本，由「西諦善本戲曲目錄」登錄。 
8王永健的分類與前者不同，其主張臨川派的存在，認為仿作作品與原作《牡丹亭》之間在意趣

神色上相近，有內在連結脈絡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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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與立論，乃至對於「臨川派」的研究都必須建立在文本的解讀之上，希藉此能

使本文的研究有更多線索可尋。 

《牡丹亭》完成之際，崑曲尚未進入全盛時期。但是晚明時期則集中出現了

《牡丹亭》的改作（或是仿作）。因此在論文研究的時間設定上，筆者選擇了「晚

明」。依林鶴宜《晚明戲曲劇種及聲腔研究》中認為晚明乃為萬曆年間至明朝滅

亡： 

此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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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承元鼎盛之後，更啟導了有清劇壇蓬勃的

契機，在整個中國戲曲發展史上，有著非凡的意義。由於時當明代即將結

束的晚期，我們把這一黃金時代的劇壇稱為「晚明劇壇」。如趙翼所言：「明

之亡，不亡於崇禎，而亡於萬曆。」所謂的「晚明劇壇」，指的正是萬曆

到明亡的這一段時期。這是中國戲曲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是中國戲劇最

鼎盛的時期。9

從流傳至今的大量晚明戲曲著作中，可以看到這一時期戲曲豐富的文學內涵，並

且能夠在一定程度上，透過劇本，掌握其優越的成就。筆者擬自《牡丹亭》寫成

至明亡為止作為本論文的研究時間斷限，探討此時期内關於《牡丹亭》的改作與

仿作文本。 

通過研究時限與題材的設定，本論文的研究應以劇作文本為主體，關於仿作

此部分，因為界定上目前有二種方法：作家或作品。一是討論是否有「臨川派」

的過程中產生的此派作家，其作品多被歸為仿作；一是不討論派別問題下，單就

劇作設一標準，進行判別工作。關於仿作劇目界定，筆者主張應以情節模仿搭配

相關評論作為基本判定要素。在目前研究中，比如吳炳的劇作被認為是著力摹仿

《牡丹亭》而來，從情節比對中的確可以作為確認。但研究困境是無法避免的，

因所謂標準的設立乃因人而異，因此雖筆者不認為「臨川派」是有意識的文學團

體，但或可借鏡關於此派的分類，由晚明劇作家推崇湯顯祖及其劇作，甚而於其

劇作中標明仿效者著手，這是可以被掌握的資料範圍。此外，自明清傳奇程式化

的現象著手，《牡丹亭》必然符合此潮流，也必有其獨特處，筆者將對晚明傳奇

的承襲作一論述，是否對於《牡丹亭》的特殊情節相類。第三方面是借由今人研

                                                 
9林鶴宜，《晚明戲曲劇種及聲腔研究》（台北：學海，1994），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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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來看，將學者所提及《牡丹亭》的相關劇作進行分析，筆者希藉此三部份

的檢視能對《牡丹亭》及其相關劇作有一較為全面性的認知。 

二、研究大綱 

本論文擬分為六章，文末附有參考資料目錄。第一章為緒論部份，筆者將先

對本論文的研究基點作一論述，包括研究動機、目的、方法、步驟、預期成果與

文獻回顧等進行分論，為本論文研究建立初步架構。 

在第二章內容方面，《牡丹亭》為本論文研究基點亦是中心點，本論文以此

向外推展與論述，故對此劇當有詳細的研究。筆者擬就《牡丹亭》文本作一解讀，

資料的繁多也許使分析文本顯得雜沓重覆，但筆者希望將文本分析與其後相關劇

作形成本論文探討的初步脈絡，故筆者將從《牡丹亭》原型故事〈杜麗娘慕色還

魂〉話本與《牡丹亭》之間的變異開始論述，此章主要對《牡丹亭》的內容情節

分析能作一深入詳細的闡述，期能對於劇作有更全面性的分析，奠定之後研究的

基礎。 

第三章則先將重點置於明傳奇「程式化」的現象進行論述，在目前學者的研

究之中，如林鶴宜在《規律與變異：明清戲曲學辨疑》中第二章即對此進行專論。

另外，高禎臨亦於《明傳奇戲劇情節研究》一書中第四章及第五章討論明傳奇中

關鍵情節與非關鍵情節的設計及運用，針對所謂「程式化」情節舉例討論。而許

子漢《明傳奇排場三要素發展歷程之研究》則提供了關於「襲用關目」的整理。

筆者擬以前賢研究為基，再度對明傳奇才子佳人愛情劇逐步檢視，主要範圍是《六

十種曲》與《全明傳奇》，更進一步就文本進行歸納整理，望能藉此作為分析的

基礎。此部分將參考前賢研究做一綜合整理，包括主要情節與人物。並於其中討

論《牡丹亭》是否為標準的「程式化」劇本。通過對明傳奇中愛情劇的討論，筆

者相信將可進一步對《牡丹亭》的劇作有更深入的剖析。 

關於第四章，筆者擬針對所收集的文本資料，進一步討論關於《牡丹亭》在

晚明的改本。依筆者查詢之資料，關於《牡丹亭》的改本有呂玉繩本、徐肅穎《丹

青記》、馮夢龍《風流夢》、臧懋循改本、沈璟《同夢記》和徐日曦碩園本，由於

呂玉繩本和沈璟《同夢記》均佚，徐肅穎《丹青記》無法得見，故本章討論將以

其他仍完整留存的著作為主。 

在第五章中，筆者將更進一步針對《牡丹亭》及其仿作問題進行論述，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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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讀與解析的過程中能將《牡丹亭》此劇對後起劇作的影響與被解構作一探

論。此部分可藉由前論文本比對與釐清的基礎，對《牡丹亭》與其仿作之間的內

在聯繫能進行了解，現今可見的劇作中，《牡丹亭》與其仿作間在情節上必有共

通性，仿作部分又可依其模仿的程度作區分。對《牡丹亭》來說，仿作也許在某

部分延續了此劇的主題或文本構成要素，也許在某部分又對這些要素進行改造或

創新，而沿續與改變都或可佐證了《牡丹亭》對明傳奇所具備的相對意義。 

在依次探討關於《牡丹亭》的改作與仿作之後，第六章則由前論試探《牡丹

亭》的經典性，並做一結論。關於《牡丹亭》的討論甚多，但為何《牡丹亭》能

引起眾多討論，此劇是程式化特色的總合抑或從程式化的特色中走出了專屬的丰

采？劇作在某種程度反映了社會文化的愛好，也投射了劇作家的不言之志，而劇

作本身又在不斷的搬演改編與評論中產生了根本性的轉化，因此才使得研究成果

豐碩。以《牡丹亭》為主環繞此劇產生的劇作，也自行構成程度不一的仿效，是

否即為《牡丹亭》所以超越眾多劇作之因？研究不是孤立的島嶼，因此筆者希望

能與當時外部環境因素做一整合，理解《牡丹亭》何以產生典範及其典範性為何。

若從《牡丹亭》的典範意義出發，對其改作與仿作而言，這些劇作所構成的「續」

《牡丹亭》風潮，是否有相對的典範意義。 

《牡丹亭》作為一部備受注目的劇作，對後起劇作或有相對的影響力，筆者

擬於第六章中就前述章節討論成果作一總論，期能對《牡丹亭》的研究有進一步

的整合與解讀，筆者於本論文所希望探討的，是由文本出發，透過閱讀比對與前

賢成果之整理，對《牡丹亭》與其後起相關劇作所構成的晚明戲曲中的現象作一

探討，同時藉此角度反推《牡丹亭》風潮形成典範的可能意義。 

第三節     預期成果與文獻探討 

一、預期成果 

在討論《牡丹亭》的曲文與戲劇結構之前，必須理解湯顯祖對於戲曲有其獨

到的看法，兼顧「通俗易懂」的戲曲普及性及「曲高和寡」的內容深刻性。因此

本文在立論方面，首先即擬就《牡丹亭》此劇作一分析，含括劇情組構與人物型

塑，以後起對《牡丹亭》的仿作而言，做為戲曲的典範或原型，必有其特色與藝

術造境，可供其後劇作仿效。再者，本文希望能分辨在明清傳奇程式化的預期下，

《牡丹亭》與其仿作間或隱或現的關聯。第三，就劇作而言，筆者希望藉文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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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對《牡丹亭》仿作本身的共通性與特殊性作一論述。筆者以為，仿作雖有一共

通原型，並且透過對此原型作一相似的描摹而創新作，但彼此間或有差異存在，

而此種相類或不類又使《牡丹亭》及其所內蘊之意涵再度被接受與解構，從而於

劇作或人物表現於外，反向辨證了「主情」思潮如何運用與轉化於作品之中，並

且增加了「情」的被接受性。故此，筆者於此期望的研究成果如下： 

（一）以《牡丹亭》的分析作為出發點，探討其後仿作與原劇之間的相通與相異

點。 

（二）由改作和仿作討論《牡丹亭》的精神意蘊，試釐清《牡丹亭》對於晚明劇

作的影響。 

（三）由對《牡丹亭》改作及仿作的文學現象試探《牡丹亭》在晚明的典範意義。 

二、文獻探討 

關於《牡丹亭》的研究資料，歷來成果豐碩。無論戲曲通史或傳奇專史均有

論述，而談及明傳奇的篇章也有不少以此劇為題，在專書方面，楊振良的《牡丹

亭研究》，為此劇研究作全面性的文獻資料彙整，從來源的考述、劇作的分析至

劇場表演的藝術，皆有所論。潘群英《湯顯祖牡丹亭考述》則在對於此劇的文字

與故事沿襲的主題學研究部分可供借鏡。若論研究湯顯祖者，《牡丹亭》為必提

之章節，陳美雪《湯顯祖的戲曲藝術》就《臨川四夢》進行分析；王永健《湯顯

祖與明清傳奇研究》中即有〈「因情成夢，因夢成戲」－ 試論《臨川四夢》的夢

境構思與描寫〉、〈「玉茗堂派」初探〉、〈「湯詞沈律」合之雙美 － 略談戲曲史上

的湯、沈之爭〉、〈論吳吳山三婦合評本《牡丹亭》及其批語〉、〈吳吳山《還魂記

或問十七條》評注〉共四篇以《牡丹亭》為研究基點之文；鄒自振《湯顯祖綜論》

中分別考辨了《牡丹亭》與《西廂記》、《長生殿》、《紅樓夢》的關聯，亦以《牡

丹亭》為主題對湯顯祖的戲劇觀與小說觀進行探討；鄭培凱於《湯顯祖與晚明文

化》中共收錄六篇論文，其中有〈《牡丹亭》的故事來源與文字因襲〉、〈湯顯祖

的文藝觀與《牡丹亭》曲文的藝術成就〉、〈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 － 《牡丹

亭》與《紅樓夢》在社會思想史層面的關係〉等三篇文章論及《牡丹亭》，同時

於附錄中述及〈《牡丹亭》與中國傳統戲曲〉。再者，論述古典戲曲的著作中亦時

見《牡丹亭》的相關研究，王璦玲於《明清傳奇名作人物刻畫之藝術性》中論及

明清傳奇名作中作者之主題企圖與其典型人物之關係時，以〈《牡丹亭》中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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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觀與其所顯示的一種浪漫主義式的「情至」追求〉作為其中一節；廖藤葉《中

國夢戲研究》探討中國戲曲的愛情夢戲時，全篇主要通過對《牡丹亭》的闡釋立

論；在戲曲史的研究脈絡中，如郭英德《明清傳奇史》對湯顯祖《牡丹亭》有專

節論述，且就劇作而言篇幅較長。在眾多研究成果中，筆者認為關於《牡丹亭》

的研究，於劇作分析者為多，而對其來源考證、主題分析、人物形象、乃至於中

西戲劇比較、戲曲理論等部份均有所探究，因此在本論文的研究基礎資料部分相

當豐富。 

1997 年 6 月 10、11 日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召開「明清戲曲

國際研討會」，其後集結成書，在此之前國內未曾召開以廣泛的「明清戲曲」為

主題的大型國際會議，此次會議在傳統研究基礎上，開發戲曲研究新課題。因此

在主題規劃上有曲學與中西戲劇理論、明清戲劇現象專題、明清劇作家及作品、

婦女與明清劇壇、明清戲曲表演藝術等中心議題，其中如戲曲理論篇有林鶴宜〈論

明清傳奇敘事的程式性〉；王璦玲〈明清傳奇藝術呈現中之「主體性」與「個體

性」〉均與本論文研究有間接相關；在作家與作品篇中有張靜二〈「畫中人」故事

系列中的「畫」與「情」 － 從美人畫說起〉，亦可作為參考。筆者以為，此次

會議論文集在多面向上對明清戲曲作了不同解讀，對本論文研究可供研究視角上

的多元性。 

    在碩博士論文部分，關於《牡丹亭》研究，碩論如李贊英《論牡丹亭中的情

與夢》、陳凱莘《崑劇《牡丹亭》舞臺藝術演進之探討 － 以《牡丹亭》晚明文

人改編本及折子戲為探討對象》、藍玉琴，《《牡丹亭》人物杜麗娘的女性研究》、

鄺采芸《晚明戲曲理論之發展與轉型 － 以《牡丹亭》的流轉討論為線索》等等，

博論部分則有陳貞吟《湯顯祖愛情戲曲取材再創作之研究》一篇可資參考，由此

可見目前對於《牡丹亭》研究在學位論文方面偏重人物、情節、理論已有專述，

筆者亦希望在其既有成果上作進一步的探索。 

    就筆者所知，關於元明清戲曲研究，在期刊中有相當豐富的資料，以下舉例

說明。首先，以本文所提及有關明中葉後主情思潮與戲曲理論之關係，便可參考

羅麗珠〈明代曲論中的「情」論探索〉10一文；此外，在討論才子佳人劇本時，

相關議題為明清傳奇整體創作走向的研究，筆者認為，王璦玲近年於《中國文哲

                                                 
10潘麗珠，〈明代曲論中的「情」論探索〉，《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23（台北：國立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學系，1994；06），頁 12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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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集刊》發表的一系列文章頗值得注意11，如〈論明清傳奇名作中「情境呈現」

與「情節發展」之關聯性論明清傳奇名作中「情境呈現」與「情節發展」之關聯

性〉（1994）、〈明清傳奇名作中主題意識之深化與其結構設計明清傳奇名作中主

題意識之深化與其結構設計〉（1995）、〈論明清傳奇之抒情性與人物刻劃〉

（1996）、〈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劇之言情內涵及其所引申之審美構思〉、（2001）、〈晚

明清初戲曲審美意識中情理觀之轉化及其意義〉（2001）等。此外，如華瑋亦有 

〈世間只有情難訴 － 試論湯顯祖的情觀與他劇作的關係〉一文可資參考。 

在目前研究中，與筆者論題主要相關者，專書以楊振良《牡丹亭研究》；論文以

陳凱莘《崑劇《牡丹亭》舞臺藝術演進之探討 － 以《牡丹亭》晚明文人改編本

及折子戲為探討對象》與鄺采芸《晚明戲曲理論之發展與轉型 － 以《牡丹亭》

的流轉討論為線索》可作為借鏡對象。但陳凱莘的研究已經觸及改本問題，但其

乃以舞臺藝術為主體；鄺采芸的研究則以劇論作為論述中心，在《牡丹亭》的視

野中，討論戲曲理論如何流變發展，可與筆者之研究有所交疊。期刊部分，在大

陸期刊方面尚有許多資料仍待持續搜集，方能與本論文所述相輔相成。 

                                                 
11其中有部份論文已集結出版，詳見王璦玲，《明清傳奇名作人物刻劃之藝術性》（台北：台灣書

店，1998）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