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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明傳奇的文人作家們來說，對於《牡丹亭》的追慕不僅表現在評論的讚

揚之中，也在其對於文本的改動之中。《牡丹亭》情節構思之奇特與人物型塑之

生動自不待言，但卻被認為其文學性大於舞臺性。陳凱莘於其論文中指出： 

《牡丹亭》全本戲型態的上演歷史中，卻不斷出現各種文人主導的改編版

本，可以說是較為特殊的現象。依據改編模式之不同可以區分為二類：其

一為針對原作曲文賓白、聯套安排以至劇作結構全面加以改寫、刪並、整

編之「文本改編」類型，目前可見之晚明文人改本以及清乾隆年間冰絲館

刊刻本大多均以此種模式進行改編；其二為意圖保留原作的曲文內容，以

集曲方式重新整編原作音樂結構之「音律改編」類型，如清初鈕少雅《按

對大元九宮詞譜格正全本還魂記詞調》、乾隆五十四年馮起鳳《吟香堂曲

譜》以及乾隆五十七年葉堂之《納書楹玉茗堂四夢全譜》均是。這兩種類

型之改編版本之基本動機其實是相同的，無論是「改詞就調」或是「改調

就詞」，總是希望藉此解決《牡丹亭》在崑腔演出模式底下文詞與旋律之

間有所扞格的問題。106 

如若對照有關於《牡丹亭》音律不協的評論，例如臧懋循於《元曲選序》中所論： 

湯義仍《紫釵》四記，中間北曲，駸駸乎涉其藩矣，獨音韵少諧，不無鐵

綽板唱大江東去之病，南曲絕無才情，若出兩手，何也？107

又如凌濛初於《譚曲雜劄》中： 

近世作家，如湯義仍，頗能模仿元人，運以俏思，盡有酷肖處，而尾聲尤

佳，惜其使才自造，句腳、韵腳所限，便爾隨心胡湊，尚乖大雅。至於填

調不諧，用韻龐雜，而又忽用鄉音，……義仍自云：「駘蕩淫夷，轉在筆

墨之外。」佳處在此，病處亦在此。108

可知湯顯祖雖然將其主情思想於《牡丹亭》中獲得高度發揮，但是仍然不免存有

                                                 
106陳凱莘，《崑劇《牡丹亭》舞台藝術演進之探討 ── 以《牡丹亭》晚明文人改編本及折子戲

為探討對象》（台北：國立台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頁 5。 
107臧懋循，《元曲選序》，引自徐扶明，《牡丹亭研究資料考釋》（上海：上海古籍，1987），頁 81。 
108凌濛初，《譚曲雜劄》，引自徐扶明，《牡丹亭研究資料考釋》，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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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傳奇普遍為案頭之作而非場中之劇的特質。在晚明文人改本中，即針對此一問

題就湯顯祖的文本進行改動。為了適應場上演出之需要，除了對音律文詞之外，

情節架構也作了整倂，多數是為了不使生旦過勞之因。從學者研究與文獻記載中

可知，目前《牡丹亭》的晚明文人改編本的情形如下表： 

作者 劇名 備註 

呂玉繩 《牡丹亭》 亡佚 

徐肅穎 《丹青記》 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善

本特藏部109

沈璟 《同夢記》（《串本牡丹亭》） 僅存殘曲二首 

臧懋循 《還魂記》110 明末吳郡書業堂翻刊六

十種曲本 

徐日曦 《碩園刪定本還魂記》  

馮夢龍 《墨憨齋重定三會親風流夢傳奇》  

由上表來看，呂玉繩與沈璟之作已無法得見全貌，徐肅穎《丹青記》藏於中國國

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筆者未能得而見之。因此在本章中，筆者主要探討對象為

臧懋循、徐日曦與馮夢龍之作品，擬將論述重心置於情節架構改動方面，論述順

序依該劇作對《牡丹亭》的改編幅度，由小至大進行，同時亦就亡佚及未見劇作

作一綜論。 

第一節     已佚劇作 

在《牡丹亭》的晚明六種改本之中，呂玉繩與沈璟之作已亡佚，徐肅穎之作

因臺灣目前無善本，因此歸於本節之中一併討論。以下筆者分就此三種劇作說明

之。 

                                                 
109關於徐肅穎《丹青記》之存佚，徐扶明在《牡丹亭研究資料考釋》中指出該劇作下落不明。但

在 2004 年所舉辦「湯顯祖與牡丹亭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日本山口大學教授根  山徹提出〈徐

肅穎刪潤《玉茗堂丹青記》新探〉一文，可見該書現今仍存。 
110本章有關臧改本《還魂記》之原文皆引自國立中央圖書館所藏微縮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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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呂玉繩改本《牡丹亭》 

關於呂玉繩之改本內容，未見於任何記載之中。但是湯顯祖於〈與宜伶羅章

二〉中表達對呂改本的不滿： 

《牡丹亭》記，要依我原本，其呂家改的，切不可從。雖是增減一二字以

便俗唱，卻與我原做的意趣大不同了。111

若由此推論，湯顯祖對於呂改本是不贊成的，認為更改文字以便演唱即破壞原作

所欲表達的意趣。他在〈答凌初成〉及〈見改篡牡丹詞者失笑〉中也有類似看法： 

不佞《牡丹亭》記，大受呂玉繩改竄，云便吳歌。不佞啞然笑曰，昔有人

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

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若夫北地之於文，由新都之於曲。於子何道哉。

112

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笛海雲孤，總饒割就時人景，卻媿王維舊雪圖。

113

對於湯顯祖來說，《牡丹亭》不僅是一齣劇作，而是其藉以抒發心志的載體，也

就是「以文為曲」的創作傾向，將「詩言志」的傳統轉化成為「曲言志」的方式。

114故此雖只是改動唱詞以符合演出之方便，卻破壞作家創作的完整性與文本結構

的意涵。關於呂玉繩改本，王驥德《曲律》中則指出： 

吳江守法，斤斤三尺，不欲令一字乖律；而毫鋒疏拙。臨川尚趣，直是橫

行，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聱牙，多令歌者齚舌。吳江嘗謂：

「寧協律而不工，讀之不成句而謳之始協，是為中之之巧。」曾為臨川改

易《還魂》字句之不協者，呂吏部玉蠅（鬱藍生尊人）以致臨川，臨川不  ，

復書吏部曰：「彼惡知曲意哉！余意所至，不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

                                                 
111湯顯祖，〈與宜伶羅章二〉，〈玉茗堂尺牘〉，卷六，引自湯顯祖，《湯顯祖集下冊》（台北：洪氏，

1975），頁 1426。 
112湯顯祖，〈答凌初成〉，〈玉茗堂尺牘〉，卷四，引自湯顯祖，《湯顯祖集下冊》，頁 1345。 
113湯顯祖，〈見改篡牡丹詞者失笑〉，《玉茗堂詩文集》，卷十九，引自湯顯祖，《湯顯祖集下冊》，

頁 803。 
114參見郭英德，《明清傳奇戲曲文體研究》，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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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不同如此。鬱藍生謂臨川近狂而吳江近狷，信然哉。115

王驥德提出呂玉繩將沈璟之改本（《同夢記》）寄與湯顯祖，但是從現存湯顯祖作

品中未有對沈璟改本的評論或意見。而在〈答孫俟居〉中則有：「弟在此自謂知

曲意者，筆懶韻落，時時有之，正不妨拗折天下人嗓子。」116其中文句與王驥德

所載近似。徐扶明在《牡丹亭研究資料考釋》中討論呂改本時： 

根據王驥德《曲律》記載，呂玉繩曾把沈璟改本《還魂記》寄給湯顯祖。 

王驥德與呂天成是好友，記呂玉繩事，當不會有誤。我們知道，呂玉繩也

曾把沈璟的《曲論》寄給湯顯祖（見《玉茗堂尺牘》卷四〈答呂姜山〉）。

可見，呂玉繩常在沈、湯之間起著橋樑作用。那麼，就很可能是湯顯祖把

沈改本誤為呂改本。……近承朔方同志函告：「此是二十年前舊作。不僅

無呂天成改本，也無他老子呂玉繩改本。湯氏本人說過有呂家改本，此乃

沈璟改本之誤。」117

意即其認為呂改本可能即為沈改本。鍾雪寧贊同此意見，認為《牡丹亭》的改編

本其實只有五種。118但是陳凱莘則持反對意見，認為王驥德於《曲律》完稿之後

仍不斷增補，所記此事不見得可盡信之。119周育德在〈湯顯祖研究若干問題之我

見〉一文中也認為王驥德的記載並不可信，而是未經查證的隨筆，原因乃是王驥

德於《曲律‧雜論第三十九上》有註：「係縱筆漫書，初無倫次。」並且〈雜論〉

寫成之年代，相關人物皆已去世，無可考證。120從現今留存的資料中，可以確定

的只有呂改本就音律唱詞之修訂，以便符合場上表演的方式，並不為湯顯祖所接

受，至於更動幅度與具體內容則不得而知。 

二、沈璟《同夢記》（《串本牡丹亭》） 

沈璟（1533A.D.－1610A.D.）愛好戲曲並致力創作。在戲曲部分，著有《屬

                                                 
115王驥德，《曲律》，雜論第三十九下，收錄於楊家駱編，《歷代詩史長編二輯》第四冊（台北：

中國學典館復館籌備處，1974），頁 165。 
116湯顯祖，〈答孫俟居〉，《玉茗堂詩文集》，卷四十六，引自湯顯祖，《湯顯祖集下冊》，頁 1299。 
117徐扶明，《牡丹亭研究資料考釋》，頁 54-55。 
118鍾雪寧，《所謂「湯、沈之爭」的形成與發展》（台北：國立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6），頁 178。 
119參見陳凱莘，《崑劇《牡丹亭》舞台藝術演進之探討 ── 以《牡丹亭》晚明文人改編本及折

子戲為探討對象》，頁 73-74。 
120周育德，〈湯顯祖研究若干問題之我見〉，收錄於華瑋、王璦玲編，《明清戲曲國際研討會論文

集》，總頁 47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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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傳奇》十七種。現存全本者為《紅蕖記》、《桃符記》、《埋劍記》、《義俠記》、

《博笑記》、《墜釵記》等六種，《十孝記》則留有大部分曲文。在散曲部分，著

有《詞隱新詞》、《情癡  語》、《曲海青冰》與輯有《南詞韻選》十九卷。其亦有

豐富的曲學理論及詞譜著作，包括《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南曲全譜》）、《論詞

六則》、《唱曲當知》、《正  編》及《考訂琵琶記》。目前仍存者為《南九宮十三

調曲譜》、《二郎神套曲‧詞隱先生論曲》與《考定琵琶記》。王驥德於《曲律》

中描述沈璟對於音律的重視： 

松陵詞隱沈寧蓭先生，諱璟。其於曲學、法律甚精，汎瀾極博。斤斤返古，

力障狂瀾，中興之功，良不可沒。121

從沈璟的著作來看，對於音律的鑽研甚深，也影響其曲學之主張。沈璟對於劇作

的要求是能成為「場上之曲」而非僅止於「案頭之作」，故戲曲能合律依腔最為

重要，與湯顯祖的主張不同，沈璟對於戲曲創作的著眼點來自戲曲所具備的舞臺

藝術性質。至於沈璟改本之《同夢記》，目前僅有二首殘曲，載於《南詞新譜》

之中： 

《牡丹亭》第二齣〈言懷〉 《南詞新譜》卷二十二 

【真珠簾】河東舊族、柳氏名門最。論

星宿連張帶鬼。幾葉到寒儒，受雨打風

吹。謾說書中能富貴，顏如玉，和黃金

那裏？貧薄把人灰，且養就這浩然之

氣。 

【雙調引‧真珠簾】河東柳氏簪纓裔，

名門最。論星宿，連張帶鬼。幾葉到寒

儒，受雨打風吹。謾說書中能富貴，金

屋與玉人那裏？貧薄把人灰，且養就、

浩然之氣。122

 

《牡丹亭》第四十八齣〈遇母〉 《南詞新譜》卷十六 

【番山虎】【前腔】近的話不堪提嚥，早

森森地心疏體寒。空和他做七做中元，怎

知他成雙成愛眷？我捉鬼拿姦，知他影

【蠻山憶】 

（眉批：「前牡丹亭二曲，從臨川原本。此一

                                                 
121王驥德，《曲律》，雜論第三十九下，收錄於楊家駱編，《歷代詩史長編二輯》，第四冊，頁 164。 
122沈璟著、徐朔方輯校，《沈璟集（下）》（上海：上海古籍，1991），頁 81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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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兒做的恁活現？這樣奇緣，這樣奇

緣，打當了輪迴一遍。 

【前腔】論魂離倩女是有，知他三年外靈

骸怎全？則恨他同棺槨、少箇郎官，誰

想他為院君這宅院。小姐呵，你做的相思

鬼穿，你從夫意專。那一日春香不鋪其

孝筵，那節兒夫人不哀哉醮薦？早知道你

撇離了陰司，跟了人上船！ 

曲從松陵串本備錄之，見湯沈異同。」） 

【蠻牌令】說起淚猶懸，想者膽猶寒。

他已成雙成美愛，還與他做七做中元。

那一日不鋪孝筵，那一節不化金錢。【下

山虎】只說你同穴無夫主，誰知顯出外

邊。撇了孤墳，雙雙同上船。【憶多嬌】

今夕何年，今夕何年，還怕是相逢夢

邊。123

陳凱莘在討論沈改本之殘曲時，認為沈璟的改編策略是更動曲文內容，將每個角

色的唱詞作部分改變，以符合人物關係與情感抒發的合理性。124並且認為沈璟在

改編時對於湯顯祖不合律之處未必嚴苛以待： 

又《南曲全譜》中註第二句三字宜用「上平平」，但沈改【真珠簾】一曲

第二句卻保留湯作的「名門最」三字，未因其平仄不協而改動字句。沈璟

在改易湯作時所持態度，可能並不像當時曲家所言，在曲律上「斤斤三

尺」，而是對音律不協美處有一定之包容度。125

今日已未能得見沈改本之全貌。但是無論更動幅度為何，就沈璟的曲學主張與殘

曲曲文推論，應仍以符合場上演出為首要考量。無論是對音律或曲詞的改動都是

為了強化劇作的舞臺藝術性，朝著使案頭之作轉化為筵上之曲的方向努力。 

三、徐肅穎《丹青記》 

《丹青記》的文本在徐扶明的考論中是下落不明的： 

承吳曉鈴先生函告：「周越然曾藏有《丹青記》一部，二卷五十五齣，署

湯顯祖撰，陳繼儒批評，徐肅穎刪潤，蕭儆韋校閱，明萬曆間刊本。半葉

九行，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字數同。首著清遠道人題詞，附圖四十二

頁。」吳先生係據手抄《言言堂所藏曲目》，而周藏《丹青記》下落不明。

                                                                                                                                            
123同上註，頁 820。 
124參見陳凱莘，《崑劇《牡丹亭》舞台藝術演進之探討 ── 以《牡丹亭》晚明文人改編本及折

子戲為探討對象》，頁 78。 
125同上註，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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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改題《丹青記》，是因原著第一齣〈標目〉落場詩，有「杜麗娘夢

寫丹青記」句。126

在相關研究如陳凱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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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鄺采芸《晚明戲曲理論之發展與轉型 － 

以《牡丹亭》的流轉討論為線索》二篇碩士論文中都認為目前可見的明代改編本

為臧改本《還魂記》、徐日曦碩園本和馮夢龍《風流夢》等三種。但是 2004 年所

舉行的「湯顯祖與牡丹亭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日本山口大學根  山  徹教授發

表〈徐肅穎《玉茗堂丹青記新探》〉一文： 

《玉茗堂丹青記》是周氏越然言言齋的舊藏書，今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館

善本特藏部。缺封面，分上下卷。卷頭雖寫有「清遠道人題」的「丹青記

題辭」，實為湯顯祖「牡丹亭還魂記題辭」。目錄上題有「陳眉公先生批評

丹青記」。上卷正文首行書名標作「王﹝玉﹞茗堂丹青記」，次行中央分署

有「臨川湯顯祖若士編著／雲間陳繼儒眉公批評」，下方分別署有「古閩

徐穎敷莊刪潤／潭陽蕭儆韋鳴盛校閱」，卷末寫有「丹青記上卷終」。下卷

正文首行書名標作「丹青記」，次行中央分別寫有「雲間眉公陳繼儒批評」，

下方分別寫有「古閩徐穎敷莊刪潤／潭陽蕭儆韋鳴盛校閱」，卷末寫有「留

真記卷之下終」。版心題有「丹青記」。四周單邊，白口，無魚尾。書眉有

評語，各齣末有總評。半葉九行二十四字小字雙行。127

兩相比對之下，可見徐肅穎《丹青記》仍存，但筆者未能得見。就該論文內容來

看，在情節架構方面，徐肅穎《丹青記》所進行的變革處有二：一是角色姓名在

某些齣目中被改變，也有誤刻之處，可說明《丹青記》為倉促之間完成的文本。

二是集句詩內容的改變，則可看出《丹青記》意欲以此與原作區隔的手法。128關

於《丹青記》的重要性，作者則認為： 

無論如何，現存湯顯祖《牡丹亭還魂記》的修訂本中，《玉茗堂丹青記》

絕對沒有佔據重要位置。關於曲辭和賓白，不但援用了先前版本的修訂

                                                 
126徐扶明，《牡丹亭研究資料考釋》，頁 59。 
127根 山 徹，〈徐肅穎刪潤《玉茗堂丹青記》新探〉，為「湯顯祖與牡丹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議論文（未出版，2004），頁 1-2。 
128該論文亦就《丹青記》所採用《牡丹亭》版本與插圖變異進行論述，並考述《玉茗堂丹青記》

即為《二刻六合同春》本《留真記》的補刻及改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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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而且還偽裝成新創作的作品，將登場人物的名字進行部分改變，如此

的杜撰，使同一箇人物以不同名字登場，難免造成作品出現不一致的結

局。這就是梁臺卿評論「併其本來面目而易之矣」的原因。129

同時作者也提出《丹青記》乃根據沈璟之曲譜所修訂的說法。筆者以為，由此可

看出《丹青記》仍顯示著將《牡丹亭》改為更合乎演出需求的劇本之意圖。 

第二節 《牡丹亭》與徐日曦碩園刪定本 

在《牡丹亭》的文人改編之作中，無論是臧懋循或馮夢龍的改本，其聲名遠

大於徐日曦之碩園本，但毛晉將其與湯顯祖《牡丹亭》一同收錄於《六十種曲》

之中，可見徐日曦碩園刪定本（以下簡稱「碩園本」）有其重要性。碩園本的序

文中： 

玉茗先生初以言事，出為平昌令，風流佚宕，人共傳說，足供胡盧者亦復

不少。余幼知景慕，曾獲其《紫蕭》半劇，日夕把玩，不啻吉光之羽。迨

《四夢》成，而先生之奇傾儲以出，道妙宗風，抵自抒其所得，匪與世人

爭妍月露，比  宮商也。《牡丹亭記》膾炙人口，傳情寫照，政在阿堵中。

然詞致奧博，眾鮮得解，剪裁失度，或乖作者之意。余稍為點次，以界童

子。海虞子晉兄見而悅之，欲付  厥。此登場之曲，非案頭之書，  短鶴

長，各有攸當。如謂  割支離，強作事解，余固先生之罪人也。 

從徐日曦之文中可以發現，其對《牡丹亭》言情之精妙十分肯定，但也提出了劇

作的二個需要修正之處：一是「詞致奧博，眾鮮得解」；一是「剪裁失度，或乖

作者之意」。前者的立論點在於《牡丹亭》中的曲文或有艱澀難懂之處，後者則

是指情節過於龐雜紛亂，使得主旨不易鮮明集中。徐日曦也就其所提出之問題試

著以其刪定之碩園本作為改革。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出碩園本的改動也是為了將

《牡丹亭》推進成為更完備的場上之曲。 

一、關目的刪併 

首先，筆者由《牡丹亭》與碩園本之間的對照，可看出碩園本進行了對關目

                                                 
129根 山 徹，〈徐肅穎刪潤《玉茗堂丹青記》新探〉，為「湯顯祖與牡丹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議論文（未出版，200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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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刪略、合併與調換：130

 《牡丹亭》 刪併情形 碩園刪定本  

一 標目  標目 一 

二 言懷  言懷 二 

三 訓女  訓女 三 

四 腐嘆 ＋   

五 延師 ＋   

六 悵眺 ×   

七 閨塾 腐嘆＋延師＋閨塾（均

作部分內容刪減） 

閨塾 四 

八 勸農 ×   

九 肅苑 ＋   

十 驚夢 肅苑＋驚夢 驚夢 五 

十一 慈戒 ×   

十二 尋夢 ↓（尋夢與訣謁二齣目

互調） 

尋夢 七 

十三 訣謁 ↑（尋夢與訣謁二齣目

互調） 

訣謁 六 

十四 寫真  寫真 九 

十五 虜諜 ×   

                                                 
130關於《牡丹亭》與碩園本之間的情節對照與改動情形，亦可參照陳凱莘，《崑劇《牡丹亭》舞

台藝術演進之探討 ── 以《牡丹亭》晚明文人改編本及折子戲為探討對象》，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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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 詰病  詰病 十 

十七 道覡 ×   

十八 診祟 ↓ 診祟 十二 

十九 牝賊 ↑ 牝賊 八 

二十 鬧殤  鬧殤 十三 

二十一 謁遇 ↑ 謁遇 十一 

二十二 旅寄  旅寄 十四 

二十三 冥判  冥判 十五 

二十四 拾畫  拾畫 十六 

二十五 憶女  憶女 十七 

二十六 玩真  玩真 十八  

二十七 魂遊  魂遊 十九 

二十八 幽媾  幽媾 二十 

二十九 旁疑  旁疑 二十一 

三十 歡撓  歡撓 二十二 

三十一 繕備 ×   

三十二 冥誓  冥誓 二十三 

三十三 秘議  秘議 二十四 

三十四 詗藥 ×   

三十五 回生  回生 二十五 

三十六 婚走  婚走 二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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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駭變  駭變 二十七 

三十八 淮警  淮警 二十八 

三十九 如杭  如杭 二十九 

四十 僕偵  僕偵 三十 

四十一 耽試  耽試 三十一 

四十二 移鎮  移鎮 三十二 

四十三 禦淮 ×   

四十四 急難  急難 三十三 

四十五 寇間  寇間 三十四 

四十六 折寇  折寇 三十五 

四十七 圍釋  圍釋 三十六 

四十八 遇母  遇母 三十七 

四十九 淮泊  淮泊 三十八 

五十 鬧宴  鬧宴 三十九 

五十一 榜下  榜下 四十 

五十二 索元  索元 四十一 

五十三 硬拷  硬拷 四十二 

五十四 聞喜 ×   

五十五 圓駕  圓駕 四十三 

※「↑」、「↓」表示該齣之前後順序經過下移或提前之調換；「×」表示該齣在碩

園本中被刪除；「＋」表示該齣內容被合倂於其他齣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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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可知，徐日曦對於《牡丹亭》在關目上所作的改動主要是刪減和合併。

碩園本全劇共四十三齣。在刪減原作的部分，刪除第六齣〈悵眺〉、第八齣〈勸

農〉、第十一齣〈慈戒〉、第十五齣〈虜諜〉、第十七齣〈道覡〉、第三十一齣〈繕

備〉、第三十四齣〈詗藥〉、第四十三齣〈禦淮〉、第五十四齣〈聞喜〉等共九齣。

在合併齣目部分，原劇第四齣〈腐嘆〉和第五齣〈延師〉併入〈閨塾〉中，成為

碩園本的第四齣。第九齣〈肅苑〉則被併入〈驚夢〉中，成為碩園本的第五齣。

在場次置換部分，原劇中〈尋夢〉在〈訣謁〉之前，但碩園本中則前後互換。並

將〈牝賊〉提至〈訣謁〉之後，〈謁遇〉也提至〈診祟〉之前。 

若從碩園本對關目的改動，可以發現所刪減的均是徐日曦認為原作中以配角

表演為主或是較為細微的支線情節： 

齣目 名稱 配角或支線 備註 

第六齣 〈悵眺〉 韓才子 柳夢梅上場 

第八齣 〈勸農〉 父老 杜寶上場 

第十一齣 〈慈戒〉 甄夫人與春香  

第十五齣 〈虜諜〉 番王完顏亮  

第十七齣 〈道覡〉 石道姑  

第三十一齣 〈繕備〉 文武官員 杜寶上場 

第三十四齣 〈詗藥〉 石道姑與陳最良  

第四十三齣 〈禦淮〉 溜金王圍城，純粹

敷演戰事 

杜寶上場 

第五十四齣 〈聞喜〉 杜 麗 娘 得 知 柳 夢

梅 中 狀 元 並 與 杜

寶衝突 

杜麗娘上場 

為了因應場上表演的明快與敘事步調的緊湊，徐日曦選擇刪除的全是支線情節與

配角之間的對話。《牡丹亭》原有五十五齣，徐日曦將之刪定為四十三齣，約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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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五分之三，保留曲子 243 支。在角色安排方面，也刪略與主線情節關係不大的

配角人物。刪除支線情節並不會造成主旨發揮上的阻礙。例如〈虜諜〉、〈繕備〉、

〈禦淮〉都屬於戰亂情節，但〈虜諜〉只是說明番王意欲入侵；〈繕備〉也只是

表現杜寶防禦工事完成，設宴慶祝；〈禦淮〉中沒有任何謀略運用，只是戰爭的

搬演與杜寶抵達淮陰。在此一系列情節中，〈虜諜〉可由〈牝賊〉完全取代，說

明戰爭之事；〈繕備〉、〈禦淮〉均無法表現出杜寶的英勇，刪除亦不影響情節發

展。 

筆者以為，情節與人物的刪除一方面是為了使故事發展不致拖宕散漫，一方

面也在集中主題意識，多餘的情節與低俗的言語趣味，在徐日曦看來都會損害原

作的藝術價值，分散劇作主體情節的戲劇張力。同樣地，在合併的部分，作為說

明性質的場次均被刪減內容，合併於其後情節之中。例如原劇第四齣〈腐嘆〉中

說明陳最良的背景，第五齣〈延師〉中也只為交待杜寶延師的原因和過程，安排

此情節之因是為了型塑〈閨塾〉中杜麗娘的苦悶而設。因此徐日曦將此三齣合併，

保留較多原來〈閨塾〉的情節，將〈腐嘆〉及〈延師〉的內容簡省，只是做簡短

過場及說明。又如〈肅苑〉在故事發展中是杜麗娘遊園的準備過程，其實重點在

於其後的〈驚夢〉，故而將〈肅苑〉併入〈驚夢〉之中，意在說明之用。至於不

同齣之間的順序調換，應該也是為了使情節推進節奏更加明快以及平衡生旦勞

逸。在原劇中前半部幾以杜麗娘作為展演主體，關於柳夢梅的說明，只有第二齣

的〈言懷〉與第六齣的〈悵眺〉。相對於杜麗娘出現的頻率來看，對於柳夢梅此

一情節線的鋪陳要到〈謁遇〉之後較為明顯。碩園本將〈悵眺〉刪除之後，若依

原作由〈言懷〉之後再接〈謁遇〉，則柳夢梅的部分將大幅度空白。在場上演出

之時，各線情節均必須兼顧，使故事全面性地於不同角色及空間中發展，故而將

〈訣謁〉提於〈尋夢〉之前，安排柳夢梅出場，作為其出外尋求功名的引子。此

外，戰亂情節在原劇中必須等到第十五齣〈虜諜〉方才出現，碩園本因為刪除此

齣，故將〈牝賊〉提前至〈訣謁〉之後，也是為了使情節線在劇作中得以提早出

現所致。而〈謁遇〉是柳夢梅〈訣謁〉之後的進一步發展，為了使情節線不致隔

斷，作者也將其提至〈診祟〉之前。如此安排的好處除了使各線情節能同時並進

之外，也均衡《牡丹亭》前半部中由於場次安排，使得杜麗娘一角過於頻繁出現

的問題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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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的簡省 

除了對於齣目的合併與刪除之外，在其他齣目之中，徐日曦也針對部分內容

作了合併、刪減與調換。在徐日曦的改動中，除了前述整齣刪除的部分，又可以

分為科諢的刪略、曲文的簡化與賓白的合併調換三者討論之。 

（一）科諢的刪略 

碩園本中明顯地大幅度刪除了由配角所搬演插科打諢的內容，特別是較為低

俗的用語。當然，對於其認為不需要的角色，也一概刪除，如韓才子即是。就故

事情節來看，插科打諢對內容的發展沒有實質的影響，此部分的刪除並不影響整

體劇作。也許在湯顯祖的原作中有意藉此調劑場上冷熱，但在徐日曦的碩園本中

顯然是以主線情節的敘事節奏作為著眼點，在不妨礙故事進行的考量下刪去了其

認為無關緊要的角色與情節。同時也可能是因為低俗的用語難免降低了劇作的藝

術高度與價值性，故而以刪除解決之。關於刪除的部分，例如第十八齣〈診祟〉

中陳最良為杜麗娘診病開方一段： 

（末）這般說，《毛詩》病用《毛詩》去醫。那頭一卷就有女科聖惠方在哩。

（貼）師父，可記的《毛詩》上方兒？（末）便依他處方。小姐害了「君子」

的病，用的史君子。《毛詩》：「既見君子，云胡不瘳？」這病有了君子抽一

抽，就抽好了。（旦羞介）哎呀！（貼）還有甚藥？（末）酸梅十箇。《詩云》：

「摽有梅，其實七兮。」又說：「其實三兮。」三箇打七箇，是十箇。此方

單醫男女過時思酸之病。（旦嘆介）（貼）還有呢？（末）天南星三箇。（貼）

可少？（末）再添些。《詩》云：「三星在天。」專醫男女及時之病。（貼）

還有呢？（末）俺看小姐一肚子火，你可抹淨一箇大馬桶，待我用梔子仁、

當歸，瀉下他火來。這也是依方：「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貼）師父，這

馬不同那「其馬」。（末）一樣鞴鞦窟洞下。（旦）好箇傷風切藥陳先生。（貼）

做的按月通經陳媽媽。（旦）師父不可執方，還是診脈為穩。（末看脈，錯按

旦手背介）（貼）師父，討箇轉手。（末）女人反此背看之，正是王叔和《脈

訣》。也罷，順手看是。 

碩園本將上述此段刪除，關於陳最良診病的情節只以春香告知病症因夢而起，便

下接陳最良之言：「咳，小姐脈息到這個分際了。」（第十二齣〈診祟〉）筆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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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診祟〉主要為表達杜麗娘因情成病，病體沉滯，藥石無效，從身體的瘦弱

烘托心靈的枯竭，故主線並不在陳最良診病的情節上，加以用詞低俗，故予以刪

除。又如第四十齣〈僕偵〉中： 

「若要人不知，除非己不為。」自家癩頭黿便是。這無人所在，表白一會。

你說姑娘和柳秀才那事幹得好，又走得好！只被陳教授那狗才，稟過南安

府，拿了俺去。拷問俺：「姑娘那裏去了？劫了杜小姐墳哩！」你道俺更

不聰明，卻也頗頗的。則掉著頭不作聲。那鳥官喝道：「馬不弔不肥，人

不  不直，把這廝上起腦箍來。」哎也，唉也，好不生疼！原來用刑人先

撈了俺一架金鐘玉磐，替俺方便，稟說這小廝夾出腦髓來了。那鳥官喝道：

「撚上來瞧。」瞧了，大鼻子一彪，說道：「這小廝真箇夾出腦漿來了。」

他不知是俺癩頭上膿。叫鬆了刑，著保在外。俺如今有了命。把柳相公送

俺這件黑海青穿擺將起來。（唱介）擺搖搖，擺擺搖。沒人所在，被俺擺

過子橋。 

癩頭黿的敘述在碩園本中整段被刪除，一則乃因與此齣為郭橐駝尋訪柳夢梅情節

無直接關聯，一則癩頭黿的敘述在此齣之後也有重複之處，故刪除之。其他如第

十七齣〈道覡〉中全齣均為石道姑自述身世，包括石女之苦及行房之事；第三十

四齣〈詗藥〉中陳最良以「寡婦牀頭土」和「壯男子的褲襠」為藥，與石道姑鬥

嘴等等，均為大段落地刪除插科打諢的部分。 

（二）曲文的簡化 

明傳奇中賓白主要的作用為敘事，曲詞的作用則往往在於抒情。優美的曲詞

也是藉以表達人物內心情感的方式。因此明傳奇中有許多大段的內心獨白用之表

現。碩園本對《牡丹亭》原作中的曲文也進行了刪減。例如原作第二十四齣〈拾

畫〉中【金瓏璁】和【一落索】全被刪除： 

【金瓏璁】（生上）驚春誰似我？客途中都不問其他。風吹綻蒲桃褐，雨林杏

子羅。今日晴和，晒衾單兀自有殘雲浣。 

【一落索】（淨上）無奈女冠何，識的書生破。之他何處夢兒多？每日價欠

伸千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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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日曦刪除了曲文，卻保留了部份賓白使故事進行無礙。又如第二十八齣〈幽媾〉

中： 

【秋夜月】堪笑咱，說的來如戲耍。他海天秋月雲端掛，煙空翠影遙山抹。

只許他伴人清暇，怎教人佻達。 

【金蓮子】閒嘖牙，怎能勾他威光水月生臨榻？怕有處相逢他自家，則問他

許多情，與春風畫意再無差。 

也是以不妨礙故事進行的角度刪除曲文。就場上表演來看，曲文的刪除使故事的

節奏加快，但卻有可能在某種程度上削弱了抒情的特質與美感。例如原作第十齣

〈驚夢〉中本有： 

【步步嬌】（旦）裊晴絲吹來閒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晌、整花鈿。沒揣

菱花，偷人半面，托逗的彩雲偏。（行介）步香閨怎便把全身現（貼）今日穿插

得好。 

【醉扶歸】（旦）你道翠生生出落的裙衫兒茜，豔晶晶花簪八寶填，可知我常一

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見。不提防沈魚落雁鳥驚諠，則怕的羞花

閉月花愁顫。 

碩園本中僅保留從「畫廊金粉半零星」一句之後的賓白部分，便直接切入遊園的

情節中。當然，就內容來看，並未影響「遊園」此一主體情節的進行。但是從前

論可知，《牡丹亭》中往往寫景是為了寫情，曲文中描寫杜麗娘的自身容貌映襯

於外在景物的美好，才能與遊園之後，見得春色如許而觸動的傷心互有對照，如

若刪除，雖不影響故事發展，但意境情味的蘊釀卻減了幾分。此外，「可知我常

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見」已經暗喻杜麗娘感嘆美貌無人欣賞的心

思，曲文的安排均為人物心情的抒發，對於劇作的意涵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有著一

定的作用，刪減之後劇作中刻意鋪排的隱微象徵仍不免受到影響。又如原作第十

二齣〈尋夢〉之中： 

【嘉慶子】是誰家少俊來近遠，敢托逗這香閨去沁園？話到其間靦腆。他捏

這眼，奈煩也天；咱噷這口，待酬言。 

【尹令】那書生可意呵，咱不是前生愛眷，又素乏平生半面。則道來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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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便今生夢見。生就箇書生，恰恰生生抱咱去眠。 

碩園本刪略上述二曲，以【忒忒令】中「呀，昨日那書生持柳枝要我題詠」一句，

後接【尹令】最後一句「那些好不動人春意也」，省去了曲文描寫杜麗娘對於夢

中幽會一事的羞怯與懷念之心情。雖然其後敘述也足以表達對幽會的心情，但是

連帶地將曲文特有的細膩描寫也簡化了些許。再如原作第十四齣〈寫真〉中刪去

【犯尾序】： 

心喜轉心焦。喜的是明妝嚴雅，仙珮飄飄。則怕呵，把俺年深色淺，當了箇

金屋藏嬌。虛勞，寄春容教誰淚落，做真真無人喚叫。（淚介）堪愁天，精

神出現留與後人標。 

杜麗娘自描春容的愁思與悲傷盡現於曲文之中，單以賓白待過寫真一事，則感情

深度上不若加上曲文之動人，也較為平板。 

除了曲文的簡化之外，也可以在碩園本中發現賓白的刪減與合併。曲文部分

主要是刪除過長的抒情篇幅與重複的敘事內容。至於賓白部分，同樣地是為了不

使劇情顯得雜沓重複而進行刪減，例如第三十五齣回生中有描述杜麗娘嘔出水銀

事： 

（旦作嘔出水銀介）（丑）一塊花銀，二十分多重，賞了癩頭罷。（生）此

乃小姐龍含鳳吐之精，小生當奉為世寶。你們別有酬犒。 

在原作中於此段之前已有「休損了口中珠」一句足以表示，而回生與否也不在於

是否嘔出水銀，故徐日曦將其刪除，同時也刪除了原作第四十九齣〈淮泊〉中水

銀遁地而走的情節與對話。曲文的簡化與賓白的合併是同時進行的，意即在減去

曲文之後，合併散置於曲文之間的賓白。例如第四十四齣〈寇間〉中陳最良為李

全所擒，其唱詞部分幾乎刪除，原作中安排陳最良被審問而引出李全設下計策之

事，在碩園本中改成李全一人敘述，並且將順序置換，由李全說出計策之後，陳

最良才上場，此齣中大幅刪減曲文，改以人物之間的對話使劇情發展更為迅速。 

三、角色的弱化 

前已提及，碩園本刪省原作的考量原因，是從加快敘事節奏，使劇情發展不

致散漫著手，主要被刪略的情節與相關人物都以配角為主。筆者以為，就《牡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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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原作的架構言之，某些配角人物的設計於劇作而言的確可以刪略，以簡化角

色達到集中主線的作用。但是也有某些配角人物的存在是為了烘托主角形象而

設，刪省此類角色對人物之間的互襯將產生影響，在碩園本中將春香一角的重要

性大幅減低即是一例。明傳奇愛情劇中的侍女角色往往是對女主角的側寫，也為

突出女主角性格想法而設，並且也可能擔負溝通男女主角感情之作用。《牡丹亭》

中的春香，在〈閨塾〉中與陳最良鬥嘴的大段對話，於碩園本中全數刪除。除卻

春香與陳最良在此齣表現趣味性十足之外，我們可以發現，在原作中是藉由春香

之口對陳最良的酸腐進行嘲弄。杜麗娘在此處是無聲的，表現出大家閨秀的身份

教養，但春香卻可以自由地提出對陳最良的質疑。又對照於此齣春香所唱：「《昔

氏賢文》，把人禁殺，恁時節好教鸚哥喚茶。」春香所言即為杜麗娘所想而不能言

者。碩園本也刪除了原作第九齣〈肅苑〉中： 

【一江風】（貼上）小春香，一種在人奴上，畫閣裏從嬌養。侍娘行，弄粉調

朱，貼翠拈花，慣向妝臺傍。陪他理繡牀，陪他夜燒香。小苗條嗤的是夫

人杖。「花面ㄚ頭十三四，春來綽約省人事。終須等著箇助情花，處處相隨步步覷。」

俺春香日夜跟隨小姐。看他名為國色，實守家聲。嫩臉嬌羞，老成尊重。只因老爺延師

教授，讀到《毛詩》第一章：「窈窕淑女，君子好逑。」悄然廢書而嘆曰：「聖人之情，

盡見於此矣。今古同懷，豈不然乎？」 

春香可說是杜麗娘感情的旁觀者，杜麗娘的滿懷愁緒也只有春香知曉。且〈閨塾〉

與〈肅苑〉中內容的刪除，使得《詩經》挑動杜麗娘心緒的隱藏意涵較不明顯，

杜寶與陳最良以《詩》為教，卻讓杜麗娘因《詩》動情的對比性也降低了。又如

原作第二十齣〈鬧殤〉中刪去杜麗娘對春香之詢問：「春香，咱可有回生之日否？」

作者安排杜麗娘之言，暗喻了回生的可能性。原作中春香與杜麗娘關係密切甚於

父母，杜麗娘也對春香吐露心中情思，透過春香此一角色的描寫，伏下劇作的某

些線索，與第五十五齣〈圓駕〉中成為杜柳之戀的「活人活證」互相呼應。但碩

園本中的春香純粹只是陪襯作用，只保留了引杜麗娘遊園的作用性。 

    另一個值得討論的角色是陳最良。筆者以為，《牡丹亭》描述了數種不同的

讀書人形象。當然，碩園本刪去了由陳最良所言之不雅言語是適切的。不過陳最

良所代表的是功名失利的類型，充滿了酸腐氣息。原作中也藉此一角色為杜寶管

控杜麗娘之助力，且杜寶與陳最良形成一組對照，又同樣具備對禮教的奉行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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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情的特質，也可視為強化杜寶形象的配角。在碩園本中，杜寶的形象仍然鮮明，

又因陳最良的出場以插科打諢為多，因此僅留下教授《詩經》和引起誤會的情節，

較接近於連接各線情節之作用，對陳最良本身酸腐性格的突顯不加著墨。 

    回歸徐日曦在碩園本的序文中提出關於《牡丹亭》需要修正之處而言，碩園

本對於劇作內容幾乎沒有改動，因此其改本主要是以「刪定」方式完成。他提出

《牡丹亭》有「詞致奧博，眾鮮得解」和「剪裁失度或乖作者之意」的缺點，在

他刪定之下，因為內容沒有改動，故前者沒有辦法完全修正。但將支線情節刪省，

加快敘事的節奏，的確使改善原作中部分餘贅的情節與人物對故事的纏繞，讓人

物、情節和主題意識能夠被集中融合。目前對於碩園本的評價均認為剪裁大體合

宜，可以符合場上演出的規律，但不見得能完全保留原作的思想價值。鄺采芸在

其論文中對碩園本有所評價： 

從保持《牡丹亭》原貌的角度看來，徐氏改本比馮、臧兩家改本都更忠於

原著。而其刪定的部分，大體來說亦稱得當。只是有時也刪的太過了，如

徐改本〈閨塾〉一折，春香鬧學的生動情節都給刪掉了，整齣戲顯得空空

洞洞的，未免乏味。
131

《牡丹亭》的原作架構充滿了細密的情節鋪陳，徐日曦在刪除累贅雜陳的情節過

程中，難免也捨去了一些原作中值得保留的部分，為了遷就演出的戲劇張力與氛

圍型塑，縮減了抒情寫意的程度。但是筆者也注意到，儘管刪去了許多配角與插

科打諢的情節，卻仍保留著「集唐」此一明傳奇中的程式情節。例如： 

（集唐）鑄時天匠待英豪，引手何妨一釣鰲？報答春光知有處，文章分得

鳳凰毛。（第三十一齣〈耽試〉） 

（集唐）那能得計訪情親？濁水污泥清路塵，自恨為儒逢世難，卻憐無事

是家貧。（第三十八齣〈淮泊〉） 

（集唐）秋來力盡破重圍，入掌銀台護紫薇。回頭卻嘆浮生事，長向東風

有是非。（第四十二齣〈硬拷〉） 

                                                 
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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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國立政

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6），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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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唐」是帶有遊戲性質的文人之作。在劇作中苗舜賓、杜寶、柳夢梅出場甚或

杜柳談情之際均曾出現「集唐」之詩句，若無此詩句並不會影響劇情結構。就情

節的重要性言之，「集唐」也僅是顯現文人才情的方式，沒有實際的作用。但徐

日曦未予以刪除，可見文人傳奇仍保有將傳奇體制作為馳騁文學才能場域的特

質。 

第三節    《牡丹亭》與臧懋循改本《還魂記》 

除了徐日曦碩園本之外，臧懋循（1550A.D.－1620A.D.）也改訂了《玉茗堂

四夢》。臧改本《還魂記》乃著眼於《牡丹亭》音律不協的問題而改： 

閒取「四記」，為之反覆刪訂：事必麗情，音必諧曲，使聞者快心而觀者

忘倦，即與王實甫《西廂》諸劇並傳樂府可矣。（〈玉茗堂傳奇引〉） 

傳奇原本即兼具文學與藝術的雙重性質，明傳奇創作的基點是為了舞臺演出，故

臧懋循認為：「夫既謂之曲矣，而不可奏於筵上，則又安取彼哉？」他對《牡丹

亭》的改編考量，是將其回歸於符合表演的規範之中，此點與碩園本的改編動機

相同。但碩園本僅對原作進行「刪併」，沒有內容上的更動，也看不出音律改正

的部分。臧改本《還魂記》則於眉批中說明了刪曲之因及如何改正音律，也包括

對情節的評論及微幅更動。但臧改本《還魂記》更動原作的幅度較碩園本為大，

內容仍然盡力保持原貌。 

一、劇作內容的實際改動 

（一）均衡場次調配 

與碩園本相同，臧改本《還魂記》的改編考量也可從對於關目場次的刪省及

合併中探討之。以下為《牡丹亭》與臧改本《還魂記》的對照表：132

 《牡丹亭》 刪併情形 臧改本《還魂記》  

一 標目  標目 不 佔 齣

目，寫於

                                                 
132關於《牡丹亭》與臧改本《還魂記》之間的情節對照與改動情形，亦可參照陳凱莘，《崑劇《牡

丹亭》舞台藝術演進之探討 ── 以《牡丹亭》晚明文人改編本及折子戲為探討對象》，頁 82。 



- 150 -                                            第四章  《牡丹亭》於晚明時期之改作 

最初。 

二 言懷 言懷 ＋悵眺部分 言懷 一 

三 訓女  訓女 二 

四 腐嘆 ＋   

五 延師 腐嘆＋延師＋閨塾 延師 三 

六 悵眺 ＋   

七 閨塾 ＋   

八 勸農  勸農 四 

九 肅苑 ＋   

十 驚夢 肅苑＋驚夢 遊園 五 

十一 慈戒 ×   

十二 尋夢  尋夢 七 

十三 訣謁 ×   

十四 寫真 ↓（＋診祟） 寫真 九 

十五 虜諜 ×   

十六 詰病 ↑ 詰病 八 

十七 道覡 ×   

十八 診祟 ＋   

十九 牝賊 ↑ 牝賊 十 

二十 鬧殤  悼傷 十一 

二十一 謁遇 ↑ 謁遇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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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旅寄  旅寄 十二 

二十三 冥判  冥判 十三 

二十四 拾畫 ×   

二十五 憶女 ↓ 奠女 十六 

二十六 玩真 ↑ 玩真 十四 

二十七 魂遊 ↑ 魂遊 十五 

二十八 幽媾  幽媾 十七 

二十九 旁疑 ×   

三十 歡撓 ×   

三十一 繕備  繕備 十八 

三十二 冥誓  冥誓 十九 

三十三 秘議 ＋   

三十四 詗藥 ×   

三十五 回生 秘議＋回生 回生 二十 

三十六 婚走 ↓ 婚走 二十二 

三十七 駭變  駭變 二十三 

三十八 淮警 ×   

三十九 如杭  如杭 二十四 

四十 僕偵 ×   

四十一 耽試 ↓ 耽試 二十六 

四十二 移鎮 ↑ 移鎮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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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禦淮 ×   

四十四 急難 ↓ 急難 二十八 

四十五 寇間 ↑  二十五 

四十六 折寇 ↑ 折寇 二十七 

四十七 圍釋  圍釋 二十九 

四十八 遇母  遇母 三十 

四十九 淮泊 ×   

五十 鬧宴  鬧宴 三十一 

五十一 榜下  榜下 三十二 

五十二 索元 ×   

五十三 硬拷  硬拷 三十三 

五十四 聞喜  聞喜 三十四 

五十五 圓駕  圓駕 三十五 

※「↑」、「↓」表示該齣之前後順序經過下移或提前之調換；「×」表示該齣在臧

改本中被刪除；「＋」表示該齣內容被合倂於其他齣目之中。 

筆者以為，觀察臧改本《還魂記》對於齣目的改編策略可知，是以均衡角色

勞逸、鋪陳主線情節與簡化支線情節作為目的。在均衡角色勞逸之部分，臧懋循

採取各線交錯平均進行的方式，例如在《牡丹亭》中戰亂情節於第十五齣〈虜諜〉

才點明此線，但臧改本《還魂記》中則是刪除〈虜諜〉，將〈牝賊〉大幅提前至

第十折；有關柳夢梅一線本來於〈言懷〉、〈悵眺〉之後即有大段空白，中間均敷

演杜麗娘之事，但臧改本《還魂記》則是合併〈言懷〉、〈悵眺〉於一齣之中，刪

略〈訣謁〉，將原作第二十一齣〈謁遇〉大幅提前至第六折，隔開杜麗娘遊園驚

夢與花園尋夢之事。再如在齣目安排中可見男女主角之情節線以間隔方式出現之

次序也可說明之。臧懋循的安排，提早點出戰亂情節線，又使柳夢梅於〈言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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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提謁寶之事，不致懸宕過久而未於場上出現。以該情節隔開驚夢與尋夢之

事，亦使旦角不致過勞。類似的安排也見於臧改本《還魂記》將〈奠女〉改在〈魂

遊〉之後，用以隔開其後〈幽媾〉情節，並於眉批中說明：「此折本在遊魂前，

今改于後。為旦上場太數也。」在鋪陳主線情節部分，臧懋循於改本中的眉批均

註明調整場次順序之原因。例如其將〈詰病〉改置於〈寫真〉之前： 

原本第十五折在畫春容後。予謂麗娘之畫，蓋自知病必不起而後畫此，故

夫人詰病，宜在其先。（第八折〈詰病〉之眉批） 

臧懋循就情節的合理推想進行場次的調換，所依據者應為《牡丹亭》中描述杜麗

娘自畫春容之因： 

（旦作驚介）咳，聽春香言語，俺麗娘瘦到九分九了。俺且鏡前一照，委 

是如何？（照介）（悲介）哎也，俺往日豔冶輕盈，奈何一瘦至此！若不趁 

此時自行描畫，流在人間，一旦無常，誰知西蜀杜麗娘有如此之美貌乎！ 

（第十四齣〈寫真〉） 

由此推知杜麗娘已因情成病，故先述〈詰病〉之情節，用以描寫杜麗娘之病情，

再帶入〈寫真〉情節兩相呼應。在簡化支線情節之部分，若於原作中僅屬過場性

質或未見主角出場者於臧改本《還魂記》中均被刪除，以原作第六齣〈悵眺〉為

例，在碩園本中被刪除，在臧改本《還魂記》中則有部分情節被併入〈言懷〉一

折，同樣地簡省了韓才子此一角色。〈腐嘆〉、〈延師〉、〈閨塾〉則是三者合併，

情節幾乎全部保留。〈肅苑〉屬於過場性質，與其後相關之驚夢情節一同併入第

五折〈遊園〉之中，類似的情形也可見之〈秘議〉與〈回生〉的合併。臧懋循藉

由相關情節的合併達到簡化場次的作用。至於被刪除的情節，則是無關情節直接

發展或臧懋循認為煩雜者，如〈慈戒〉、〈虜諜〉、〈詗藥〉、〈僕偵〉等等。臧改本

於眉批中均提及刪除該齣目之原因，大抵還是為了使敘事節奏緊湊明快，故而刪

除之。 

（二）重視音律改訂 

在〈玉茗堂傳奇引〉中，臧懋循說明湯顯祖之作有不合音律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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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臨川生不踏吳門，學未窺音律，豔往哲之聲名，逞汗漫之詞藻，局故鄉

之聞見，按亡節之絃歌，幾何不為元人所笑乎？ 

並且於文中感嘆：「雖然，南曲之盛無如今日，而以訛沿訛，舛以襲舛，無論作

者，第求一賞音人不可得。」說明當時音律普遍訛誤的情況，他指出改編之作「事

必麗情，音必諧曲」，故此可知其在音律運用上亦多所關注。細察臧改本《還魂

記》的眉批，其內容以對於曲文的刪改居多。因此筆者將臧改本《還魂記》的音

律改編分為刪和改二部分討論之。首先，在刪除曲文部分，茲舉數例說明： 

齣目 名稱 眉批 刪除曲調 

第二折 〈訓女〉 原本四曲，今刪其二。 【玉胞肚】 

第五折 〈遊園〉 下有醉扶歸曲，今刪。 

此下旦有山坡羊曲，今刪。

此後旦有綿搭絮曲亦刪去。

【醉扶歸】 

【山坡羊】 

【棉搭絮】 

第八折 〈寫真〉 四塊玉見散套四時歡，為吳

中循唱所尚，臨川何易視

之，而更以刷子序尾犯、鮑

老催曲貫其首尾乎？刪之。

【刷子序犯】 

【鮑老催】 

第十三折 〈冥判〉 此曲在北調元（原）無定

句，然太長則厭人，故為刪

其煩冗者。。 

【混江龍】 

第十七折 〈幽媾〉 原本有香遍滿九曲皆刪，存

者止懶畫眉而已。 

【香遍滿】、【二犯梧桐

樹】、【浣溪沙】、【劉潑

帽】、【秋夜月】、【東甌

令】、【金蓮子】、【朝天

懶】、【玩仙燈】 

臧改本《還魂記》對於刪除曲文的解釋不一定出現於眉批之中，有時則採直接刪

除，比如第八折〈寫真〉中【普天樂】一曲的刪除也未有眉批說明。之被刪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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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文，過於煩冗是原因之一，如第十三折〈冥判〉中刪減【混江龍】部份曲文等

等。在《牡丹亭》中藉由大量曲文細緻鋪陳人物心境，在臧改《還魂記》講究敘

事緊湊的要求下，必須使用刪除法達到目的，當然也不免造成人物形象的簡化與

點到為止的意象敘述。 

    在針對曲文修改的部分，筆者亦舉例說明之。以第二折〈訓女〉中【滿庭芳】

一曲為例： 

【滿庭芳】（外扮杜太守，淨丑扮家僮上）西蜀名儒，南安太守，幾番廊廟江湖。

紫袍金帶，功業未全無。華髮不堪回首。意抽簪濯錦城隅，還只怕君恩未

許，五馬欲踟躕。 

在《牡丹亭》中原文則是： 

【滿庭芳】（外扮杜太守上）西蜀名儒，南安太守，幾番廊廟江湖。紫袍金

帶，功業未全無。華髮不堪回首。意抽簪萬里橋四，還只怕君恩未許，五

馬欲踟躕。（第三齣〈訓女〉） 

二者之間只在於將「萬里橋四」換成「濯錦城隅」以符律。又如第十一折〈悼殤〉

中將【集賢賓】一曲作修改：「本四曲今刪其一。有不合調處俱改正。」（第十一

折〈悼殤〉眉批）以下試舉其中一曲與《牡丹亭》原曲文對照： 

【集賢賓】海天孤月何處湧？望來玉杵秋空，憑誰竊藥把嫦娥奉？怕聽他

風馬叮咚，更紙條璁縫，攪破我一床幽夢。 

      【集賢賓】（旦）海天悠、問冰蟾何處湧？玉杵秋空，憑誰竊藥把嫦娥奉？

甚西風吹夢無蹤！人去難逢，須不是神挑鬼弄。在眉峰，心坎裡別是一般

疼痛。（《牡丹亭》第二十齣〈鬧殤〉） 

曲文的更動是為了符合音律，而曲文的刪改則是為了使敘事明快，刪除與修改符

合了場上演出之部分需求，某種程度來看也使內容簡單化，這也是臧改本《還魂

記》的另一個改編目的。 

（三）要求內容淺顯 

追求場上演出的文人作家們在改編《牡丹亭》時除了以刪併齣目達到簡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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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改訂音律符合體制規則外，對於曲文和賓白的改動也往往以通俗易懂做為

考量，當然也與場上演出之要求有關。在臧改本《還魂記》中，最明顯的通俗化

特徵是下場詩的更改。臧懋循於第一折〈言懷〉之眉批表示： 

凡戲，落場詩宜用成語，為諧俚耳也。臨川往往集唐句，殊乏趣。故改竄

為多。 

雖然《牡丹亭》中的「集唐」可作為展現作家過人才識的一種方式，但未必皆能

與故事情節完全呼應。臧改本將下場詩改為與該齣目內容相關且用語較為口語

化，以下將《牡丹亭》與臧改本《還魂記》同一齣目的下場詩對照舉例： 

 《牡丹亭》 臧改本《還魂記》 

〈言懷〉 門前梅柳爛春暉，夢見君王覺

後疑。心似百花開未得，托身

須上萬年枝。 

一場春夢甚分明，到底姻緣不可

憑。且往香山觀賞去，人間或自

有多情。 

〈尋夢〉 （旦）武陵何處訪仙郎？（貼）

只怪遊人思易忘。（旦）從此時

時春夢裡，（貼）一生遺恨繫心

腸。 

﹝旦歎不語介﹞我有心中事，難

共傍人說。﹝下﹞﹝貼﹞總是一

心人，何用提防妾。 

〈玩真〉 不須一向恨丹青，堪把長懸在

戶庭。惆悵題詩柳中隱，添成

春醉轉難醒。 

雲想衣裳花想容，寒嚬不語意無

窮。休言侍女圖中見，會向高唐

夢裡逢。 

而臧改本《還魂記》也有少數幾折是沒有下場詩的，例如第十七折〈幽媾〉即是。

臧改本《還魂記》使用以下場詩作為總結或提點劇情的方式，使觀眾易於貫串前

後情節發展，也可做為其通俗化傾向之說明。 

    文本敘述與劇場演出效果是截然不同的。因此臧改本《還魂記》在內容上突

出了符合場上演出的特質。例如在第二折〈訓女〉中，杜寶教訓杜麗娘白日眠睡

之後： 

﹝旦跪介﹞爹爹息怒，孩兒知罪了。從今自當改過。﹝又跪老旦介﹞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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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時常教道。 

這段賓白在原作中並無，杜麗娘跪求父母原諒是一種戲劇化的表現，指出杜麗娘

對父母的尊敬與畏懼。文本閱讀可以重複閱讀體會其中涵意，但場上演出有立即

性；文本閱讀可以透過整體架構推敲隱藏之意涵，但場上演出必須顧及戲劇性及

明確性，使觀眾透過演員表演進入故事內容與人物喜悲之中。所以關於人物內心

的情緒與外在個性的表現，在場上演出之時必須將文本含蓄的表達轉為直接的動

作。又如第三十三折〈硬拷〉中柳夢梅遭杜寶刁打： 

﹝副淨掌生嘴介﹞﹝生叫﹞我柳夢梅可憐那。﹝生又叫介﹞柳夢梅可憐那。 

在《牡丹亭》中柳夢梅被打之時是以「生叫冤屈介」（第五十三齣〈硬拷〉）來形

容，臧改本《還魂記》則將「叫冤屈」的動作落實並誇大，使戲劇效果增強。 

二、評價不一的各種看法 

在討論臧改本《還魂記》的關目安排與音律改訂之時，臧懋循明顯地在其將

《牡丹亭》場上化的過程中，以「合乎音律」作為首要改編標準：133

出處 內容 

明朱墨刊本《牡丹亭‧凡例》 臧晉叔先生刪削原本，以便登場，未免有截

鶴續髡之嘆。 

茅元儀《批點牡丹亭記序》 雉城臧晉叔以其（按指《牡丹亭》）為案頭

之書，而非場中之劇，乃刪其采，剉其鋒，

使其合於庸工俗耳；讀其言，苦其事怪而詞

平，詞怪而音節平，于作者之意，漫滅怠盡，

并求其如世之詞人非俯仰抑揚之常局而不

及。余嘗與面質之，晉叔平心未下也。 

《重刻清暉閣批點牡丹亭凡例》 是劇（《牡丹亭》）刻本極多，其師心改篡，

自陷於庸妄，如臧晉叔輩，著壇已明斥之

                                                 
133可參考徐扶明，《牡丹亭研究資料考釋》，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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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王季烈《螾廬曲談》 明人臧晉叔於《四夢》，均有改本，但臧之

意，在整本演唱，故于各曲  削太多，不無

矯枉過正之嫌。 

張詩舲《關隴輿中偶憶篇》 《西廂》一記，李日華以北賡南，可稱輕妄，

猶之臧晉叔刪訂《四夢》，將原本佳處，反

多掩沒，不免斷鶴續髠之誚。 

吳梅《顧曲塵談》 臧晉叔刪改諸本，則大有可議耳。晉叔所

改，僅就曲律，于文字上一切不管。所謂場

上之曲，非案頭之曲也。且偶有將曲中一二

語改易己作，而往往點金成鐵者。（略）。葉

廣明譏其為孟浪漢，誠哉孟浪也。（略）。然

布置排場；分配角色，調勻曲白，則又洵為

玉茗之功臣也。 

在上述的評論中，均對於臧晉叔過份重視音律作出批評，認為臧改本忽略刪除曲

目可能造成原作文意旨趣上的破壞。而臧懋循的修改亦不能使其增色，反而削弱

劇作價值。以原作第七齣〈閨塾〉為例，本有【繞池遊】一曲： 

（旦引貼捧書上）素妝纔罷，緩步書堂下。對淨几明窗瀟灑。（貼）《昔氏

賢文》，把人禁殺，恁時節好教鸚哥喚茶。 

臧改本刪除此曲，直接以杜寶吩咐春香伏侍小姐上書堂之賓白交待，便下接陳最

良教授《詩經》的情節。若在原作架構中，〈閨塾〉雖以春香與陳最良對話為主，

但從教材內容與杜麗娘的表現可以顯示其環境之苦悶。在【繞池遊】中春香所唱

正是杜麗娘之心聲，也因為春香點明了「昔氏賢文，把人禁殺」的事實，所以對

於其後故事內容的氛圍形成了牽引的作用，也從嬉鬧的場景中得以窺見深層的意

涵。杜麗娘在《閨塾》中的形象並不明顯，但是春香天真活潑的挑釁語言，卻又

撼動著陳最良所代表的傳統價值。以春香對於杜麗娘的了解，湯顯祖不使杜麗娘

直接與禮教正面衝突，卻借力使力以春香嘲弄陳最良，運用歡鬧的氣氛緩和嚴肅



湯顯祖《牡丹亭》及晚明時期改作與仿作之研究                                     - 159 
- 

的情理衝突。臧改本《還魂記》刪除此曲，雖然在之後其他部分強調春香對於杜

麗娘的知心，但就《閨塾》情節的鋪陳來看，削弱了原作刻意安排的巧思，也使

春香在此間的表現偏近於純粹嬉鬧，與臧改本《還魂記》其後點明春香了解杜麗

娘傷春之心的性格並不相襯。 

    從齣目的刪省來看，過場性質與配角場次的刪除當然與其他改本相同（可參

考本章第五節之對照表），但是臧改本《還魂記》特別地刪除了原作第二十四齣

〈拾畫〉，而臧懋循於眉批中未解釋原因。筆者以為，在臧改本《還魂記》中，

將〈拾畫〉情節視為過場性質，而將焦點置於柳夢梅拾畫後的表現。當然柳夢梅

因畫成癡，因癡叫畫，進而引動杜麗娘前來相會的確是劇作中的重點情節。但是

觀之原作中的內容，柳夢梅因於梅花觀養病，「春懷鬱悶」而尋忘憂之處，進一

步走入杜麗娘成夢的花園中。對照原作第十齣〈驚夢〉言之，柳夢梅所見正是杜

麗娘所遊，二人遊園原因類似，所見之景相同，柳生更於此拾得杜麗娘之春容，

故事前後呼應，「遊園」之舉使杜麗娘因情成夢，也使柳夢梅在劇作中明確地墜

入情網，表明「花園」是杜柳戀情發展的重要場所。柳生於現實世界中重遊花園，

暗示著杜柳戀情即將轉暗為明。臧改本《還魂記》刪除此齣而緊以柳夢梅自述交

待過去，就場上表演的流暢度是可以接受的，不會影響敘事，但是就劇作架構及

意涵互相生發而言，景色與意象的配搭消失，不同時空的遊園相遇所代表情思上

的呼應也因刪減齣目而省略。就柳夢梅的角色來看： 

（淨）此後有花園一座，雖然亭榭荒蕪，頗有閒花點綴。則留散悶，不許傷心。（生）怎

得傷心也！…… 

【尾聲】（生）姑姑，一生為客恨情多，過冷澹園林日午  。老姑姑，你道不許

傷心，你為俺再尋一箇不傷心何處可。（《牡丹亭》第二十四齣〈拾畫〉） 

「傷心」所指應為杜麗娘遊園成病之事，以「不許傷心」告誡柳夢梅，即是反應

了他多情書生的性格。正因多情，所以遊園對於柳夢梅來說不會僅止於欣賞景

色；也正因多情，柳夢梅的拾畫之舉成為合理的必然。情節的鋪陳和角色的型塑

互相影響，因此情節的刪略也必然影響著角色特質的表現程度。臧改本《還魂記》

於第十七折〈幽媾〉中大幅刪減柳夢梅自述情思的曲文，只留下【懶畫眉】一曲，

雖然在場上演出時得以省力，但對柳夢梅一角之形象刻畫程度顯然被降低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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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能否認臧懋循改編《牡丹亭》的努力，在齣目的安排上的確以生旦交互出

現，輔以戰亂情節的安排，使演員不致過勞又兼顧各線同時發展，使場上敘事節

奏緊密。但是誠如曲論家對臧改本的批評，在情節和人物的觀照方面，臧懋循當

然也有所注意，可是為了場上演出拆解了原作的意趣，不當的刪減或是更改使臧

改本的普遍評價不高，碩園本或馮改本當然也無可避免地面臨場上演出與文本閱

讀之間的兩難，但碩園本只刪不改，因此更動始終有限。臧改本的修改則以音律

為主，故而產生了「以律害意」的問題，被認為是才情所限。此外，音律部分也

未能完全解決問題： 

其次臧晉叔對湯作曲律雖屢有微詞，但自己又常力有未逮，也無力將其改

好，如他對〈硬拷〉中【雁兒落帶過得勝令】刪改，但還是沒調好平仄，

只好說：「此曲平仄有失粘處，歌者委曲就之可也」，人們不免要問，既然

臧曲不合格，歌者可以委曲就之，何以湯作不合律，不能比照辦理呢？134

或如於第十五折〈魂遊〉中【尾聲】一曲眉批中指出：「尾絕似北調，然亦無妨。」

顯然音律雖然是改編的要點，但臧改本也有未盡完善之處。臧懋循對於自己的改

編是具有信心的，從臧改本《還魂記》第三十三折〈硬拷〉中【沽美酒帶過太平

令】一曲眉批中：「此曲改竄頗多，使臨川聞之，亦當擊節讚賞。」但究竟改編

本能否獲得認同與推崇，則有待曲家評論。臧改本中某些變革為其後馮夢龍《三

會親風流夢》所沿用，並有更進一步完整的鋪排。 

第四節    《牡丹亭》與馮夢龍《三會親風流夢》  

馮夢龍（1574A.D.－1646A.D.）的著作甚為豐富。在經學部分如《麟經指月》

十二卷、《春秋定旨參新》三十卷、《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等。史學部分則如《甲

申紀事》十三卷、《綱鑑統一》三十九卷、《壽寧待誌》二卷等。最為人熟悉的文

學部分，例如《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各四十卷）、《古

今譚概》三十六卷、《情史類略》二十四卷、《智囊》二十七卷、《智囊補》二十

八卷、《笑府》十三卷、《笑府鈔錄》二卷、《太平廣記鈔》八十卷、《新平妖傳》

四十回、《新列國志》一百零八回等等。在民歌部分，則如《掛枝兒》十卷、《山

歌》十卷等。而其戲曲作品大部分收錄於《墨憨齋定本傳奇》中，主要是改編或

                                                 
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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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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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詳）定他人劇作（以下存佚劇作均列），包括《新灌園》、《酒家傭》、《女丈

夫》、《量江記》、《精忠旗》、《雙雄記》、《萬事足》、《夢磊記》、《灑雪堂》、《楚江

情》、《風流夢》、《邯鄲夢》、《人獸關》、《永團圓》、《殺狗記》、《三報恩》、《一捧

雪》、《占花魁》。與音律相關者則另有《太霞新奏》十四卷、《太霞曲譜》、《墨憨

齋新定詞譜》等等。馮夢龍在小說研究中的重要性自不待言，歷來學者在研究其

思想時也必以「情教說」為重點之一。「情教說」同樣地闡揚肯定了真情的高度

價值，與晚明曲壇中的主情思想不謀而合。若要探究《風流夢》作為《牡丹亭》

晚明文人改編本的詳細內容，必須先了解馮夢龍的曲學觀念與改編動機，以下筆

者將先探究馮夢龍的曲學觀，再針對《風流夢》所作的改動逐步論述。 

一、「音律為先」的曲學觀 

若從馮夢龍編纂《情史類略》來看，其內容反映出以「情」為核心的主體思

想。邱韶瑩歸納《情史類略》的內容提出： 

馮夢龍主張小說必須擔負起教化社會的作用，因此，「情」便是他所強調

的具體教化內容。在《情史》中馮氏特強調男女之情，而在《山歌‧敘》

中也說：「藉男女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但「情」並非僅限於男

女之情，而是由男女之情開始，擴展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因為，

他認為五倫的關係並不是建立在「天理」之上，而是根植於每一個人最原

始的「心」中。從每一個人心中最真實的情感出發，以情為綱領，心中自

有道德倫理。
135

由此可知，馮夢龍也認為「情」具有統攝人心的力量。其於《風流夢‧小引》中

也推崇《牡丹亭》的成就，可見在思想上馮夢龍是認同湯顯祖的。但是筆者也注

意到，馮夢龍曾師事沈璟，並且肯定其製定曲譜之用心： 

余早歲曾以《雙雄》戲筆，售知於詞隱先生。先生丹頭秘訣，傾懷指授，

而更諄諄為余言王君伯良也。先生所修《南九宮譜》，一意津梁後學，而

伯良《曲律》一書，近鐫於毛允遂氏，法尤密，論尤奇──釐韻則德清蒙

譏，評辭則東嘉領罰。……然自此律設，而天下始知度曲之難，天下知度

                                                 
135邱韶瑩，《馮夢龍《情史類略》研究》（台中：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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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之難，而後蕪詞可以勿製，前之哇奏可以勿傳。懸完譜以俟當代之真才，

庶有興者。136

由上述推論，馮夢龍對於度曲規範之建立是贊成的。又對照其於《雙雄記‧敘》

中所言： 

《荊》、《劉》、《蔡》、《殺》而後，坊本彗出，日益濫觴。高者濃染牡丹之

色，遺却精神；卑者學畫葫蘆之樣，不尋根本。……中州韻不問，但取口

內連羅；九宮譜何知？只用本頭活套。作者逾亂，歌者逾輕。調罔別乎宮

商，惟憑口授，音不分乎清濁，只取耳盈。或因句長而板妄增，如《荊釵

記》「小梅香」之類；或認調差而腔並失，如《琵琶記》「把土泥獨抱」之

類。弄聲隨意，平上去入之不精，如讀「忿」為上聲、「髒」為去聲之類。

識字未真，脣舌齒喉之無辨，如「孃」、「你」為舌尖音，宜北不宜南，又

不可以中州韻為據也。……今蕭管之曲，反以歌者之字為主，而以音肖之。

隨聲作響，共曲傳訛，雖曰無蕭管可也，然則蕭管之在今日，是又南詞之

一大不幸也。 

馮夢龍提出當時不重音律的普遍現象，以歌者之字為主，反而要音律配合之，意

即文詞為先，音律為後的傳奇創作方式，並且認為「南音不幸而盛也」。可見他

對於音律是重視的。他也在此篇文章中說明改編劇本之動機： 

余發憤此道良久，思有以正時尚之訛。因搜戲曲中情節可觀，而不甚奸律

者，稍為竄正。 

馮夢龍之所以選擇改編劇作的動機，是為了將「案頭之書」轉變為「場上之曲」

而努力，選劇標準則在於「情節可觀，而不甚奸律者」，也就是在內容上值得稱

述，只是音律上需要略加調整的劇作，為其所欲「以授知音」的文本。 

綜上所論，馮夢龍在面對傳奇此一兼具文學與藝術性質的文類時，他的考量

點是從傳奇必須能合於表演規律出發，認為符合音律是傳奇佳作的重要部分，而

同樣的觀點也反映在《三會親風流夢》的改編上。 

二、「場上之曲」的異動性 

                                                 
136馮夢龍，〈曲律敘〉，收錄於楊家駱編，《歷代詩史長編二輯》第四冊，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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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龍在《三會親風流夢》的〈小引〉中，稱讚湯顯祖為「千古逸才」，並

引述王思任在〈批點玉茗堂牡丹亭詞敘〉中對於劇中角色的評論，對《牡丹亭》

的文學成就大加讚賞。但也就其「不合律」之問題提出看法： 

獨其填詞不用韻，不按律，即若士亦云：吾不顧捩盡天下人嗓子。夫曲以

悅性達情，其抑揚清濁，音律本於自然。若士豈真以捩嗓為奇？蓋求其所

以不捩嗓者而未遑討，強半為才情所役耳。（《風流夢‧小引》） 

對於《牡丹亭》中音律不協的問題，馮夢龍認為湯顯祖不願更改，而不懂音律重

要性者又認為「一字不可移動」，正如同「慕西子之極，而並為諱其不潔」（《風

流夢‧小引》），音律的問題就是「不潔」之處，使《牡丹亭》的藝術價值降低，

所以馮夢龍「僭刪改以便當場」。由此可知，馮夢龍認為《牡丹亭》即是其論「情

節可觀，而不甚奸律者」，他認同原作的經典性，但又為其因音律之微瑕而可惜，

他的改動是為了使原作更完美而來，故馮改本《風流夢》也是以「當場敷演」作

為改編動機。 

（一）齣目刪併，簡化頭緒 

在碩園本與臧改本中，對於支線情節均作不等程度的刪併，馮改本《風流夢》

亦然：137

 《牡丹亭》 刪併情形 《三會親風流夢》  

一 標目  家門大意 一 

二 言懷 言懷部分＋悵眺 二友言懷 二 

三 訓女  杜公訓女 三 

四 腐嘆 ＋   

五 延師 腐嘆＋延師 官舍延師 四 

六 悵眺 ＋   

                                                 
137關於《牡丹亭》與《風流夢》齣目之間的對照與改動情形，亦可參照陳凱莘，《崑劇《牡丹亭》

舞台藝術演進之探討 ── 以《牡丹亭》晚明文人改編本及折子戲為探討對象》，頁 100。 



- 164 -                                            第四章  《牡丹亭》於晚明時期之改作 

七 閨塾  傳經習字 五 

八 勸農 ×   

九 肅苑  春香肅苑 六 

十 驚夢  夢感春情 七 

  言懷部分＋訣謁 情郎印夢 八 

十一 慈戒 ×   

十二 尋夢  麗娘尋夢 九 

十三 訣謁 ＋   

十四 寫真 ↓ 繡閣傳真 十一 

十五 虜諜 ×   

十六 詰病  慈母祈福 十二 

十七 道覡 ×   

十八 診祟  最良診病 十三 

十九 牝賊 ↑ 李全起兵 十 

二十 鬧殤 ↓前半齣 中秋泣夜 十五 

  ↓後半齣 謀厝殤女 十六 

二十一 謁遇 ↑ 寶寺干謁 十四 

二十二 旅寄  病客依庵 十七 

二十三 冥判  冥判憐情 十八 

二十四 拾畫 拾畫＋玩真 初拾真容 十九 

二十五 憶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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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六 玩真 ＋   

二十七 魂遊  魂遊情感 二十 

二十八 幽媾  梅蓭幽遘 二十一 

二十九 旁疑 旁疑＋歡撓 石姑阻歡 二十二 

三十 歡撓 ＋   

三十一 繕備 ×   

三十二 冥誓  設誓明心 二十三 

三十三 秘議  協謀發墓 二十四 

三十四 詗藥 ×   

三十五 回生  杜女回生 二十五 

三十六 婚走  夫妻合夢 二十六 

三十七 駭變  最良省墓 二十七 

三十八 淮警 ×   

三十九 如杭 ＋（部分情節移至

〈夫妻合夢〉） 

  

四十 僕偵 ×   

四十一 耽試  告考選才 二十八 

四十二 移鎮 移鎮＋禦淮 杜寶移鎮 二十九 

四十三 禦淮 ＋   

四十四 急難 ＋（部分情節移至

〈子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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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寇間 ↓ 最良遇寇 三十一 

四十六 折寇  圍城遣間 三十二 

四十七 圍釋  溜金解圍 三十三 

四十八 遇母 ↑ 子母相逢 三十 

四十九 淮泊 ×   

五十 鬧宴  柳生鬧宴 三十四 

五十一 榜下 ×   

五十二 索元  行訪狀元 三十五 

五十三 硬拷  刁打東床 三十六 

五十四 聞喜 ×   

五十五 圓駕  皇恩賜慶 三十七 

※ 「↑」、「↓」表示該齣之前後順序經過下移或提前之調換；「×」表示該齣在

《風流夢》中被刪除；「＋」表示該齣內容被合倂於其他齣目之中。 

《風流夢》對於支線情節的刪併，主要也是將只具備說明或點綴性質的場次

簡化，如〈勸農〉是為了突顯杜寶愛民的形象，但是在《風流夢》中已於第三折

〈杜公訓女〉自述其「清名德政，播在人間」（第三折〈杜公訓女〉）可知；〈慈

戒〉中是透過甄夫人與春香的對話烘托杜麗娘所處外在環境的苦悶，不過《風流

夢》將之刪除，而在此部分強化夢境情節與其意涵的運用；〈虜諜〉為說明戰亂

起因的場次，刪除亦不影響情節進行，同時也可以注意到〈繕備〉和〈淮警〉亦

被刪除，馮夢龍將戰亂情節線中的主要情節保留，不影響敘事者則刪除；〈憶女〉

情節已游離於主線之外，為免煩瑣而刪；原作中的〈如杭〉有部份情節移至《風

流夢》第二十六折〈夫妻合夢〉代替；〈僕偵〉也是過場性的表演，表示柳夢梅

已離開紅梅庵，由前述〈夫妻合夢〉一折中即知，無須重述；〈急難〉的部分情

節移至《風流夢》第三十折〈子母相逢〉中；〈淮泊〉中塑造柳夢梅窮困潦倒的

形象，為過場性的表演；〈榜下〉為說明柳夢梅高中狀元之事，由前後情節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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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知，故此刪除；〈聞喜〉情節改以第三十六折〈刁打東床〉中柳夢梅命人

向杜麗娘報喜帶過。 

至於合併的部分，如同碩園本一般，將說明性的場次併於互有關聯但為主線

情節發展的折子中，如〈腐嘆〉即是。至於在原作中屬於過場但未被馮夢龍刪除

者，則增加其意涵與重要性，如原作中〈肅苑〉只是春香吩咐花郎預備遊園之事，

但《風流夢》中第六折〈春香肅苑〉中藉由花郎之口描述園中景色，預先點出杜

麗娘所遊賞之實景，再進一步於第七折〈夢感春情〉中可與杜麗娘的唱詞對照。

《風流夢》也同樣地以齣目調換達到緊湊節奏的目的，主要仍然是平衡各現情節

交錯出現，不使任一主線情節延宕之，簡省齣目也可以使敘事明快，加深觀眾印

象。 

《風流夢》的〈小引〉除了指出為何刪略該情節之外，也就劇名的改動作一

說明：「梅柳一段因緣，全在互夢，故沈伯英題曰《合夢》，而余則題為《風流夢》

云。」由馮夢龍對劇名的改動與情節安排對照之，除了刪略、合併及調換外，他

也運用拆一齣為二部分或增加情節的方式，呼應對「生旦互夢」的安排。首先，

是將生旦之夢連續出現，在原作中柳夢梅之夢安排於第二齣〈言懷〉中，《風流

夢》則增加第八折〈情郎印夢〉，將「柳夢杜」的情節獨立並緊接第七折〈夢感

春情〉中「杜夢柳」的情節而來。再者，在第二十六折〈夫妻合夢〉中明確點出

「生旦同夢」的前因，對於「夢境」情節的再確認與重複出現都是為了強化「互

夢」對於杜柳之戀的重要性。馮夢龍使用拆一為二的方式，將原作〈言懷〉中較

重要的「夢境」情節獨立，至於柳夢梅自抒己志的部分鑿與〈悵眺〉合併；另一

個拆一為二的例子則是將原作〈鬧殤〉分為《風流夢》中第十五折〈中秋泣夜〉

與第十六折〈謀厝傷女〉，凡此又與《風流夢》中不僅沿續原作將杜麗娘之死定

為中秋，又加入其生辰亦為中秋的說明，杜麗娘的生辰也是死忌，既是世俗生命

輪替的表徵，也使劇作氛圍更顯淒涼。 

筆者以為，從各齣目之間的合併或拆解中，可以看出在簡化頭緒與強化主線

之間馮夢龍的拿捏，不同於碩園本只以刪併為主要運用方式，《風流夢》更進一

步地觀照一部文人傳奇如何成為便於場上演出劇作的全面性。 

（二）案頭之書，場上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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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馮夢龍是為了將《牡丹亭》改造為便於場上演出之用，那麼在改動部分

必然會注意有關場上演出的細節，包括音律的修正、對演員動作和穿著的要求與

賓白的口語化、意象的鮮明化等等。 

1.改訂音律 

    陳凱莘於其論文中以美國學者Catherine Crutchfield Swatek的博士論文《馮夢

龍的《風流夢》：《牡丹亭》改本中的刪編對策》138為例，以其中針對《牡丹亭》

之〈驚夢〉、〈尋夢〉曲牌與馮夢龍《風流夢》的改本就《南曲全譜》和《九宮正

始》之格律進行比對，並據結論認為馮夢龍在對《牡丹亭》進行音律上的改動時

的確考量場上演出之性質，盡量符合曲譜之要求。139此外，陳富容在討論馮夢龍

戲劇理論時，也提出運用曲法改編及訂正錯誤之處是馮夢龍的戲曲改編本重點，

馮夢龍運用轉調方式使劇作更適於演出： 

馮夢龍對於曲法的運用十分熟悉，常能以一般作者罕知的曲法，巧妙的連

接曲文，使演員演唱起來更為流利，也可藉此刪除一些只為填塞，毫無意

義的贅詞，…..如在《風流夢》第二十一折「梅蓭幽媾」中，原唱商調【水

紅花】後轉唱【中呂宮】，馮夢龍用引子【菊花新】二句引後調，而不將

【菊花新】一曲填滿。因為引子多為散板，長則損及聆聽，所以愈短愈妙，

只填兩句，使曲調順利由商調轉為中呂宮，是一種較為妥當的轉調方法。

故於眉批特別提醒這種特殊的作曲方法：「用引二句以引後調，此法近來

多不知。」140

馮夢龍對於用韻也很注意，例如第十八折〈冥判憐情〉中，【混江龍】一曲之眉

批： 

此調自『筆管兒』以下偶句任意多少，但韻腳必須前仄後平，又必用平平

仄，如『陞遷快』三字收之，此為定格，此曲中間如『受封拜』、『收魂魄』

                                                 
138論文英文名稱為Feng Menglong’s Romantic Dream：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In His Revision Of 
The Peonv Pavilion，中文名稱為陳凱莘之翻譯。 
139關於Swatek就二者相同齣目之比較，陳凱莘於論文中有詳細的表格參照及說明，可參閱陳凱

莘，《崑劇《牡丹亭》舞台藝術演進之探討 ── 以《牡丹亭》晚明文人改編本及折子戲為探討

對象》，頁 106-115。 
140陳富容，《馮夢龍戲劇理論研究－以其八部改編劇為例》（台中：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1996），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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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俱可收，以下乃收而復起也。 

而第十五折〈中秋泣夜〉中有【鶯啼序】一曲，馮夢龍也於眉批中指出：「細查

﹝鶯啼序﹞本調，起句應六字，此用七字，蓋換頭犯﹝集賢賓﹞也，譜亦未及。」

或如第二十折〈魂遊情感〉中於【五韻美】一曲下附有眉批：「此下二調都被高

瑞圖《玉簪記》胡亂做壞，今訂正之。」由此看來，《風流夢》在改動《牡丹亭》

的過程中對於曲牌選用和協韻與否都是相當注意的。 

2.講究通俗 

不僅是音律方面的改訂或修正，馮夢龍對於曲文和賓白也有所修改。從舞台

表演的性質來看，馮夢龍在《風流夢》中刻意使曲文及賓白通俗化、口語化。這

點也和臧改本《還魂記》相似。《牡丹亭》中優美但艱深的曲文抑或「未盡」之

言，在馮夢龍的改動下均以淺顯易懂的字句代替，同時試著將抽象意涵具體化。

馮夢龍並不追求以詞藻的堆砌和艱澀的曲文達到傳奇雅化的美感，與改訂音律相

同，為了能使觀眾不致因無法了解曲詞或賓白而影響對劇情的掌握，《風流夢》

大幅刪改原曲文與賓白，朝通俗化和口語化進行。例如原作第七齣〈閨塾〉中杜

麗娘問明春香關於花園之事後，說道：「原來有這等一箇所在，且回衙去。」在

《風流夢》第五折〈傳經習字〉中則增加「得空和你瞧去」一句，更顯口語化特

色。又如原作第十齣〈驚夢〉中有大量抒寫美好景象的曲詞： 

【好姐姐】（旦）遍青山啼紅了杜鵑，荼蘼外煙絲醉輭。春香呵，牡丹雖好，

他春歸怎占的先！（貼）成對兒鶯燕呵。（合）閒凝眄，生生燕語明如翦，嚦

嚦鶯歌溜的圓。 

同樣接於【皂羅袍】之後，《風流夢》則有所改動： 

【一盆花】（旦）這是春到與花方便。（貼）小姐，若留得春住，到也好耍子。（旦）

縱花隨春去也不埋怨。﹝嘆介﹞多少國色芳姿，寂寞空閨之門，比如這妖花豔蕊，埋

沒荒園之中。可惜，可惜！﹝沉吟介﹞對花無語兩留連。花，花，雖然埋沒在此，

還有我杜麗娘賞鑒著你，也不枉了。反教人把花來欣羨，寸心展轉，幽懷萬千。

（第七折〈夢感春情〉） 

杜麗娘固然有思春情懷，但在《牡丹亭》中的表現是含蓄的。〈驚夢〉中透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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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娘的眼光描述且嘆惜花園景致，如同發現自身的美貌無人知曉一般。而〈夢感

春情〉中處理的手法先是減少大段曲詞，避免抒情妨礙敘事節奏；再者是運用對

話表現杜麗娘之情思。由於《風流夢》對花園景色是在第六折〈春香肅苑〉中由

花郎描述的，與原作設計不同。筆者以為，《牡丹亭》中對於杜麗娘之情的表現

是隱藏於花園景色之後的，而《風流夢》則是直接點明麗娘之情。這個作法使得

花園景色的象徵意涵轉而薄弱，但確使內容較為淺顯易懂，達到通俗化與口語化

的作用。又如《牡丹亭》第十二齣〈尋夢〉中： 

【豆葉黃】他興心兒緊嚥嚥，嗚著咱香肩。俺可也慢掂掂做意兒周旋。等閒

間把一箇照人兒昏善，那般形現，那般輭緜。忑一片撒花心的紅影兒弔將來

半天。敢是咱夢魂兒廝纏？咳，尋來尋去，都不見了。牡丹亭，芍藥闌，怎生這

般淒涼冷落，杳無人跡？好不傷心也。 

《風流夢》第九折〈麗娘尋夢〉中也同樣運用此曲： 

【豆葉黃】他生情美滿，我著意周旋，不覺的水逐花流，忘却往時靦腆。

千般柔媚，萬般軟綿。正在那愛煞人的時節，正在那愛煞人的時節，什

麼花片兒弔將下來，敢則是花神嫉妒良緣？咳，我尋來尋去，那裏有個人影兒？

連這大梅樹也不見了。但見草色迷離，花臺冷落，好生傷感人也。 

雅化的曲文在意境的想像上是需要細細體會的，《風流夢》既是注重場上演出，

使用曲詞與賓白不能過於抽象隱晦，因為演出是立即性的，敘事也較文本閱讀來

得緊湊，場上演出不若文本閱讀可以一再重複同一情節以求理解，觀眾必須在演

出同時能夠理解曲文，取得共鳴點。〈麗娘尋夢〉中以「正在那愛煞人的時節」

描寫兩情相悅之際，又以「什麼花片兒弔將下來」代替「忑一片撒花心的紅影兒

弔將來半天」一句，明顯地使用了口語化的詞句在不傷原意的狀態下進行通俗化

的改造。 

除了曲文，馮夢龍在賓白的部分也有所改動。例如原作第十齣〈驚夢〉中，

原接於【皂羅袍】一曲之後乃由春香道出：「是花都放了，那牡丹還早。」在《風

流夢》中則增加杜麗娘與春香對話： 

﹝貼﹞小姐，你看牡丹亭畔，花開得好爛熳也。﹝旦﹞正是。花木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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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春自發。﹝貼﹞倘不遇春光，便有名花奇卉，也徒然了。（第七折〈夢

感春情〉） 

馮夢龍在此處的眉批中說明：「傳奇名《牡丹亭》合當點破，舊作『百花臺』，似

泛。」除了安排春香之言點出劇作名稱之外，更進一步通過主僕之間的對話將空

泛的景色落實，指涉為固定的場景，並且說明花木逢春之生機。再與其後杜麗娘

對景色無人玩賞的感嘆結合，使春日美景成為杜麗娘似水年華的寫照。又如原作

第二十三齣〈冥判〉中，判官一見杜麗娘之幽魂，便言：「這女鬼到有幾分顏色！」

但在《風流夢》中改為：「這女鬼，是好顏色，是好顏色！」（第十八折〈冥判憐

情〉）就句意上來說沒有改動，但《風流夢》的改動則是藉著判官重複的稱讚突

出杜麗娘的美貌，而重複的言詞又顯得判官驚訝之情，就戲劇效果而言，較原作

口語化且更為生動。再如原作第二十六齣〈玩真〉中描述柳夢梅拾畫之後對畫癡

迷，故而「早晚玩之、拜之、叫之、贊之」。而在《風流夢》中則在此句之前加

入： 

﹝作癡介﹞呀，小娘子走下來了，美人，請，小娘子，請。動凌波，盈盈欲下，呀，

不見個影兒那。小娘子，我柳夢梅孤單在此呵！（第十九折〈初拾真容〉） 

《風流夢》考量場上演出的效果，利用柳夢梅之癡語顯現對畫中人的癡迷，可見

柳夢梅之真情。此外，如第三十折〈子母相逢〉中杜麗娘與甄氏重逢之際，杜麗

娘吩咐：「春香與老嬤嬤快去安排晚飯與母親喫。」此類口語化賓白於《風流夢》

中多處可見，使劇作更為通俗易懂。 

    《風流夢》就《牡丹亭》所進行的改動，在曲文部分均通俗易解為取向，也

加入口語化的賓白推進情節，欲使必須心領神會的書面語言，轉化為戲曲演出時

使觀眾便於理解的表演元素。  

3.要求細節 

《風流夢》對於場上演出的注意面向也體現於劇作中對演員穿著和動作的規

定。例如在第十八折〈冥判憐情〉中對於判官的妝扮： 

淨扮判官紅袍、判應綠袍，但新任須加紅袍，俟坐堂後脫卸可也。雜扮鬼吏捧簿、

鬼卒捧筆、牛頭馬面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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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作中只有「淨扮判官，丑扮鬼持筆、簿上」（第二十三齣〈冥判〉），《風流夢》

中卻詳細地規定了先外著紅袍再脫卸審案的順序，顯然是針對場上表演而設。又

如第二十折〈魂遊情感〉中描述杜麗娘上場時為：「旦艷妝作鬼聲掩袖上。」原

作中本為「魂旦作鬼聲，掩袖上」（第二十七齣〈魂遊〉），雖馮夢龍只增「艷妝」

二字，卻表現出杜麗娘雖為鬼身卻美貌依舊，且不日回生的依據。賓白與科介的

適切搭配能使舞臺效果完美呈現，例如前論關於柳夢梅拾畫之後的表現： 

﹝作癡介﹞呀，小娘子走下來了，美人，請，小娘子，請。動凌波，盈盈欲下，呀，

不見個影兒那。小娘子，我柳夢梅孤單在此呵！（第十九折〈初拾真容〉） 

因此馮夢龍在改編時對於細部的動作留意刻畫，使演員更易掌握角色表演。柳夢

梅的「癡情」可藉由幻想式的自言自語在舞臺上被實現。 

    綜上所論，在《風流夢》中通過曲文、賓白和科介的改動顯示出將《牡丹亭》

從案頭之書變為場上之曲的用意，原作中的抽象情思也利用角色描述實景的方式

說明，期能使劇作演出更加生動深刻。 

（三）節節生情，針線甚密 

馮夢龍在《風流夢》中也時時注意情節的前後呼應與伏筆之安排。因此《風

流夢》在架構上的增添與改變使情節錯綜發展。《風流夢》採取了簡化支線情節

的方式作為改編的方法，也在主線情節中插入某些段子使前後情節產生連繫或形

成因果對照，而對情節的改動也包括使其合理化的著眼點。 

1. 互夢細述 

《風流夢‧總評》於篇首即提出： 

兩夢不約而符，所以為奇。原本生出場，便道破因夢改名，至三四折後，

旦始入夢，二夢懸截，索然無味。今以改名緊隨旦夢之後，方見情緣之感。 

而〈小引〉中也指出：「梅柳一段因緣，全在互夢，故沈伯英題曰《合夢》，而余

則題為《風流夢》云。」由此可見，馮夢龍認為劇作中生旦互夢之情節乃是故事

發展的核心。若觀之《風流夢》的內容，將《牡丹亭》中的夢境詳述於第七折〈夢

感春情〉、第八折〈情郎印夢〉與第二十六折〈夫妻合夢〉之中。不斷地重述夢

境內容，並明確地將「生旦互夢」此一情節重複點出，同時也提示了「互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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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戀情發展←→姻緣天定」的重要性。若從原作《牡丹亭》對於夢境情節的安

排來看，先是柳夢梅於第二齣言懷中敘述己夢，表示夢遇美人；其後第十齣〈驚

夢〉中杜麗娘於花園因情成夢；第十四齣〈寫真〉及第二十三齣〈冥判〉中杜麗

娘也曾略為提及；關於夢境的再度重述則是於第三十九齣〈如杭〉中： 

【江兒水】偶和你後花園曾夢來，擎一朵柳絲兒要俺把詩篇賽。奴正題詠間，

便和你牡丹亭上去了。（生笑介）可好哩？（旦笑介）咳，正好中間，落花驚醒。此後

神情不定，一病奄奄。這是聰明反被聰明帶，真誠不得真誠在，冤親做下這

冤親債。一點色情難壞，再世為人，話做了兩頭分拍。 

《牡丹亭》雖然將夢境情節前後對照，可推知夢中之情是二人戀情的開端，但是

由於〈言懷〉中柳夢梅所做之夢在時間上為「半月之前」，〈驚夢〉中則是杜麗娘

「當下」所做之夢，故無法確認二人所做之夢是否相同？就內容來看，柳夢梅也

只提到： 

夢到一園，梅花樹下，立著箇美人，不長不短，如送如迎。說道：「柳生，

柳生，遇俺方有姻緣之分，發跡之期。」（第二齣〈言懷〉） 

杜麗娘所夢之內容未見於〈言懷〉中，反之亦然。而當杜麗娘重提此夢時，柳夢

梅的表現彷彿從未知曉此夢之存在。因此二人之夢究竟是否相同，在《牡丹亭》

中未有鋪敘。「夢境」固然擔負了杜柳之戀發展中的重要部分，也可從〈驚夢〉

中花神所言：「杜小姐遊春感傷，致使柳秀才入夢。」（第十齣〈驚夢〉）知曉，

二人之夢當為一夢，但從前後內容中又無法明白確認之。《牡丹亭》的運用方式

顯然突出了「夢」的預示及抽象作用，將「夢境」既當作杜柳姻緣天定的證明，

又當作使杜柳之戀不受外在阻礙的私密場域，且只鋪陳隱約的線索但未將二人之

夢作內容上的聯繫。《風流夢》則選擇詳細詮釋夢境情節的運用，從而加深觀眾

的印象。誠如馮夢龍在第七折〈夢感春情〉眉批之解釋，在情節上明白指出二人

之夢當為一夢，在時間上也是一致的： 

原本分生旦夢為二截生夢已在前，故此云『是那處曾相見』。今並作一夢，

改云『不是容易能相見』。甚妙。 

玩花神云：杜小姐遊春感傷，致使柳秀才幽魂入夢，斷不當分為二夢矣。 

《風流夢》將此線索點明，於麗娘驚夢之後，增加〈情郎印夢〉一折，將原作第

二齣〈言懷〉中的夢境詳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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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讒午餘困倦，偶然晝寢，做下一夢，夢到一箇大大園中，梅花樹下，立

著箇美人，不長不短，如送如迎。俺將小語相挑，他就微笑見納，一霎恩

情，千分美滿。俺直送他到香閣之中，珍重而別。 

呼應了杜麗娘的夢境，也強化了二人姻緣有分的意涵，再與其後〈繡閣傳真〉中

杜麗娘手描春容之上有梅柳二株以喻柳夢梅之情節作一呼應，故事發展合理。為

了突顯夢境的重要性，第二十六折〈夫妻合夢〉第三度指明「生旦互夢」的事實： 

﹝旦﹞梅邊柳邊，妾有心期。敢問尊諱夢梅，是何取義？﹝生﹞小生曾有

個夢來。……﹝生﹞記得那日晝眠人靜，夢見個嬌娃二八齡。他立在梅花

樹下如送如迎，啟朱唇蘭麝馨。他道柳郎柳郎，遇我方有姻緣之份，發跡

之期。……﹝旦﹞記那日春遊倦瞑，夢見個聰明小後生。﹝生﹞這就是小

生了。 

馮夢龍在同折眉批中寫出： 

生旦姻緣全在一夢，弔場表白，此是大收拾處。如《琵琶記》之《書館相

逢》也。不然，二夢沒結束矣。 

同夢之事於劇作中三度出現，除了其自言為點出劇名：「敘出三會親來，針線不

漏。」也為了顧及場上演出與主旨發揮的需要。為了劇情之前後呼應，第三十折

〈子母相逢〉中又藉春香之口將杜柳之戀的發展過程重述一次，使觀眾對於生旦

互夢印象深刻。明確的夢境描述有助於觀眾了解劇情及其所欲表達之意旨，夢境

的一再出現與重述也帶有提前引後的作用。《牡丹亭》中隱微複雜的意象運用，

在《風流夢》中被統一化和明朗化，使情感得以明快流暢地於場上演出中被抒發

與被理解。 

2. 情節對照 

《風流夢》中關於「生旦互夢」的情節改動，當然也關照到劇作前後呼應的

要求。筆者因其為馮夢龍著力最多之改動情節，故而先獨立論述之。關於情節鋪

陳之細密，在《風流夢》中也運用了補述的方式，將《牡丹亭》未詳加敘寫的情

節加入其中，使劇情更為合理，也增添戲劇效果。   

首先，《風流夢》將杜麗娘之生辰也設定為中秋，與死忌相同。且原作中杜

麗娘死後三年，柳夢梅病投梅花觀；在《風流夢》中則與話本〈杜麗娘慕色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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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改為杜麗娘死後一年魂遇柳夢梅。時間的改動使劇作產生了微妙的變化。

《風流夢》於第十二折〈慈母祈福〉中提到杜麗娘生於中秋，馮夢龍則在眉批中

表示：「點出中秋生，為後《泣夜》《魂遊》二出張本。」到了第十五折〈中秋泣

夜〉中，馮夢龍又於末尾提出：「結句伏後週年還魂案。」第二十折〈魂遊情感〉

中，春香又表明：「今日是八月十五日，是小姐生辰，又是死忌，又是週年。」

「中秋節」在《風流夢》中出現三次，用以作為連接杜麗娘由生至死，又至回生

的的時間聯繫，意即表示其生命的循環。馮夢龍也藉此密合前後情節，運用時節

均為中秋的手法使情節前後得到呼應與統一。至於由三年改為一年，也在眉批中

說明之： 

  原本作三年之後，按生謁苗公時，杜氏方在病中，及生途中感疾留寓，而

杜死遂三年，太不相管照，今改作週年較妥。（第二十折〈魂遊情感〉） 

由此可見，中秋節是一年的循環，而杜麗娘生命的起點與終點也在此。在《牡丹

亭》中情節線的關係較為離散，將三年更改為一年，使劇中時間感覺較為快速，

帶動情節發展的緊密，而馮夢龍運用中秋節統一使劇中時間推進卻又有彼此呼應

的手法從而成立。杜麗娘於中秋夜重遊舊地，人物已非，更添寂寥傷心： 

俺週年忌日，一場齋意，度俺生天。呀，原來今夜是中秋節了，好傷心

也！……﹝看介﹞侍妾春香也在此出家，難為他了。（第二十折〈魂遊情

感〉） 

中秋節本身的意涵是「團圓」，但卻與劇中氛圍恰恰相反，馮夢龍也以深化中秋

意涵的方式烘托杜麗娘死後的淒涼。故此於眉批中：「點出中秋及春香，節節生

情，針線甚密。」（第二十折〈魂遊情感〉） 

    其次，《風流夢》中對於杜麗娘自描之春容成為二人戀情連繫之物件此部分

也做了刻意的安排。於第十一折〈繡閣傳真〉中點出：「便有人見了，只認做一

幅美人圖。」眉批中也有所說明：「先點出『美人圖』三字，為後折生喚美人張

本。」故強調前後情節對襯呼應的做法明確。《牡丹亭》中也可看出「春容為憑」

的情節鋪陳，但《風流夢》將其強化，直接點出杜麗娘有意畫出美人圖，而圖一

認即知，與《牡丹亭》中柳夢梅先將春容誤認為觀音圖的情節鋪陳有所不同，更

直接地道出美人圖是柳夢梅傾心杜麗娘的開端。《牡丹亭》中杜麗娘之幽魂為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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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道姑與小姑姑之察看，隱入圖後。《風流夢》據此將春容設定為美人圖，於眉

批中指出：「旦為後魂旦，躲入圖畫張本。」（第二十二折〈石姑阻懽〉）同樣地

是為使情節合理化的改動，但仍未安排柳夢梅認出畫中人即眼前人的情節。春容

為美人圖，而美人即為杜麗娘總結第二十三折〈設誓明心〉中： 

【下山樓】﹝旦﹞你細詳，這春容搖曳，比奴容差幾些。﹝生想悟介﹞我也道

是廝像。﹝旦﹞則我供招都在那枝葉。﹝生﹞夜來小姑姑說，這軸畫是他家小姐的

春容。那畫裡是誰家小姐？望伊說個枝節。 

【啄木兒】﹝旦﹞人和畫無間別。﹝生﹞姐姐就是畫中人。 

於此又綰合以春香出家代替原作中小姑姑一角之安排。《風流夢‧總評》中對此

解釋： 

凡傳奇最忌支離，一貼旦而又翻小姑姑，不贅甚乎！今改春香出家，即以

代小姑姑，且為認真容張夲，省却葛藤幾許。又李全原非正戲，借作線索，

又添金主，不更贅乎？去之良是。 

在第十六折〈謀厝傷女〉的眉批中說法相同： 

春香出家，可謂義婢，便伏小姑姑及認畫張本，後來小姐重生，依舊作伴。

原稿葛藤，一筆都盡矣。 

馮夢龍以春香出家代替原作中的小姑姑，一則作角色的簡化，一則插入小姑姑認

畫情節引起其後確認圖中美人即杜麗娘的事實。關於春香一角的在《牡丹亭》及

《風流夢》中變異性容後再論。 

    《風流夢》於第三十七折〈皇恩賜慶〉中加入了杜寶認女的情節，馮夢龍的

說明則是： 

傳奇至底板，情意已盡，獨此折夫妻父子俱不認。又做一番公案，與《金

印記》末折熝也。 

《牡丹亭》中杜寶直至最後聖旨冊封之時，態度均未軟化，對是否承認杜柳之婚

姻也未有說明。雖然劇作中運用聖旨使杜柳之戀獲得圓滿結局，但杜寶的表現仍

然隱約暗指這段姻緣不被世俗全面接受的疑慮。因此《風流夢》中為了使結局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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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美好，故而加入杜麗娘悶倒，杜寶驚慌而願意認女的情節作為轉折，使杜寶因

為親情而放下執古妝喬的個性，前此於第三十折〈子母相逢〉中，杜麗娘也改稱

杜寶是「剛直之人」，與原作以「執古妝喬」形容略微不同。《風流夢》中的杜寶

雖然也謹守禮教，但在最終還是接受杜柳之戀情，象徵私情回歸禮教之內的必然。 

    馮夢龍在改動原作之時，仔細處理了刪略及更改情節與原情節之間的對應，

比如第二十折〈魂遊情感〉中因為將時節改為中秋，故刪去供養殘梅之情節：「原

本尚有供養殘梅的情節，今既作中秋，則無梅可供矣。」細微之處的改動均是為

了合理化的設定。在馮夢龍針對《牡丹亭》的改編中，對於情節的細密化與合理

化的努力，均為使劇情流暢又不失原作深意的進行。 

3.意象解釋 

前已論述《風流夢》在情節處理方面對原作的變革，經由情節的刪省與改變

使敘事節奏獲得調整，集中突出主要內容的表達。不僅是情節的更動，《風流夢》

對於原作內容的更動也形成意象的變化。如此的變化也是為了突顯主題而來。我

們可以發現，《牡丹亭》本身的意象流動是複雜的。筆者於第三章論及《牡丹亭》

的文本架構之時，曾經以「梅柳互見」的觀察角度，解析「梅」和「柳」在不同

情境與眼光中所指涉的人物也不相同。但到了《風流夢》中，「梅」和「柳」則

幾皆專指柳夢梅。可參考第十一折〈繡閣傳真〉中馮夢龍插入之對話： 

﹝旦﹞徑路無媒，只有梅樹為表。﹝貼﹞是了，那一日小姐獨坐老梅之下，

淒然長嘆，原來這箇緣故。﹝旦﹞夢中那生，曾折一柳枝贈我，殷勤語索

詠長條，便私諧契交。﹝貼﹞小姐，夢裡既然分明，何不把夢中之人，一

並畫出來，可好麼？﹝旦﹞女孩家怕泄漏了風情稿，這春容呵，似孤秋片

月清高。﹝貼﹞嗄，方纔小姐春容之上，所畫梅柳二株，寓此意乎？﹝旦﹞

然也。 

書生所持之柳與園中梅樹在杜麗娘眼中成為柳夢梅的象徵，《牡丹亭》中雖然也

藉「梅」和「柳」的意象蘊藏此意涵，但線索並不若《風流夢》中明顯。杜柳之

戀有「姻緣天定」的先決條件，馮夢龍為了點出此事，於第七折〈夢感春情〉中

藉由杜麗娘表現：「得非前世與那生有宿緣乎？醒後追思，如有所失。」再於第

九折〈麗娘尋夢〉中更動【仙呂入雙調‧忒忒令】的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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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搭可是湖山石邊，這一搭可有老梅蒼蘚。見柳枝低亞，疑是玉人出現。 

與《牡丹亭》第十二齣〈尋夢〉中：「那一答可是湖山石邊，這一答似牡丹亭畔。

嵌雕闌芍藥芽兒淺，一絲絲垂楊線，一丟丟榆莢錢。線兒春甚金錢弔轉！」兩相

比對之下，《牡丹亭》運用含蓄的寫景手法透過杜麗娘對景色的細述緩緩流露美

好回憶的追尋，《風流夢》則事先點明花園景致之外，直接切入杜麗娘對幽會的

懷念情感中，省略景色卻將梅樹提出。這點在同折中另有跡可尋： 

咳，我尋來尋去，那裏有箇人影兒？連這大梅樹也不見了。（第九折〈麗

娘尋夢〉） 

原作則是以「牡丹亭，芍藥闌，怎生這般淒涼冷落」一句接於「尋來尋去，都不

見了」句後，並未細加描述梅樹景象。但是《風流夢》則不然： 

【金娥神】老幹繁枝自卷，圓如蓋可喜周全。唉，老梅，老梅，春色未舒，

是他偏占先。似你這般偷春手段呵，似我杜麗娘夢兒裡，可人方便。（第九折

〈麗娘尋夢〉） 

後接與原作相同之句：「唉，罷了，這梅樹依依可親，我杜麗娘若死後，得葬於

此，幸矣。」等同解釋了原作中為何杜麗娘忽見梅樹之後便念念不忘之因。從《牡

丹亭》第十四齣〈寫真〉來看：「那夢裡書生，曾折一柳枝贈我，此莫非他日所

適之夫姓柳乎？故有此警報耳。」到了《風流夢》第十一折〈繡閣傳真〉中：「莫

非他日我所適之夫，或姓梅，或姓柳，故有此先兆。」《風流夢》中強化了梅的

意象，也解釋了杜麗娘對梅樹之依戀，使前後情節得以統合。 

4.角色改造 

筆者曾於論文第三章中討論明傳奇愛情劇中關於典型化與類型化角色的運

用與特質，其中「侍女」一角往往陪襯烘托女主角之情思，可視為形象之側寫。

《牡丹亭》中的春香僅在杜麗娘為情而死之前具備較大作用，代述杜麗娘之心思

與苦悶，引領其遊園，開啟杜麗娘的愛情之路。但是春香不若其他劇作中具有獨

立個性的侍女，如《錦箋記》的芳春、《嬌紅記》的飛紅等等，本身也希冀愛情

的到來，故而於《牡丹亭》中仍然被定位於陪襯角色。《風流夢》中對春香此一

角色明顯地進行了改造，加重其份量且提升其思想深度。而此一改造又是繼承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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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本《還魂記》而來，由賓白的相同可見： 

臧改本《還魂記》 馮夢龍《三會親風流夢》 

﹝貼﹞小姐，我和你不到園林，怎

知春色如許？（第五折〈遊園〉）

﹝到介、貼﹞小姐，我和你不到園林，怎知

春色如許？（第七折〈夢感春情〉） 

﹝貼﹞小姐，你瞞我怎的。總是一

心人，何用提防妾？（第七折〈尋

夢〉） 

﹝先下、貼背指旦介﹞唉，小姐，本是一心

人，何須瞞賤妾？（第九折〈麗娘尋夢〉）

臧懋循在其改本中已經加重春香的角色比重，強調春香對於杜麗娘的知心。但是

臧改本的鋪陳並不完整也較為粗糙。馮夢龍在《風流夢》中除了保有原作安排角

色的用意與劇情之外，也在〈總評〉中提出以春香出家代替杜柳幽媾此段出現的

小姑姑一角，伏下認畫之張本。除了精簡角色之外，亦使情節前後形成呼應且製

造戲劇曲折效果。《牡丹亭》中的春香是天真浪漫的，雖然知道杜麗娘的生活苦

悶，但只知其一不知其二，故無法體畫春日園中美景對杜麗娘的衝擊為何，她知

道杜麗娘悶悶不樂，卻難解夢中之情為何擾人，春香在劇作中最精采的部分是與

陳最良之間的嬉鬧，一方面生動有趣，另一方面又隱隱地以真性情對抗迂腐教條

的拘束。《風流夢》中的春香不僅止於展現天真的個性，而是能了解杜麗娘的心

思。例如第七折〈夢感春情〉中春香提到：「小姐，我和你不到園中，怎知春色

如許？」在《牡丹亭》中則為杜麗娘所言，由春香說出代表了其地位的提升。同

折中也由春香點明題目： 

﹝貼﹞小姐，你看牡丹亭畔，花開得好爛熳也。﹝旦﹞正是。花木無情，

逢春自發。﹝貼﹞倘不遇春光，便有名花奇卉，也徒然了。 

再對照第六折〈春香肅苑〉中春香自言：「這二三月春光可憐，我小姐傷春不免。」

可見春香對於「春日遊園」不是單純地賞景之舉，較之《牡丹亭》中的表現，顯

然多了一份心思。又從第九折〈麗娘尋夢〉中： 

﹝貼﹞小姐，我看你精神十分恍惚，却是為何？﹝旦歎介﹞我有心中事，

難供傍人說。﹝先下、貼背指旦介﹞唉，小姐，本是一心人，何須瞞賤

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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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流夢》將杜麗娘和春香作為一體二面的形象，以「一心人」來稱之。故此春

香在杜麗娘死後為其出家，也屬合理的情節發展，並連繫了之後的故事發展。馮

夢龍刻意地將春香型塑為善解人意的「義婢」，並且於第三十折〈子母相逢〉中

儼然成為杜柳之戀的說明者： 

﹝旦作不語介、貼﹞小姐害羞，待我說罷。﹝老旦﹞你就說。﹝貼﹞小姐

呵，昔日花園閒串，貪玩梅枝困倦，夢見個折柳書生，兩下情懷繾綣。

因此一病纏綿，留下春容題怨，太湖石下沉埋。誰想天從人願，來個嶺

南秀才，借住梅蓭別院，偶然撿起春容，早晚叫呼欣羨。誠心感動幽魂，

良夜便諧姻眷。道是冥司已許回生，只等開棺出現。那秀才獨力擔當，

鑿破墳塋一片，輕輕抱出重泉，依舊桃花人面。﹝老旦﹞那秀才叫甚麼？

﹝貼﹞姓柳，雙名夢梅。果係夢中針線。﹝老旦﹞有這等事？謝天謝地！

後來如何？﹝貼﹞後來恐怕人知，梅蓭未可久戀。秀才科舉當期，同到

臨安地面。今宵母子重逢，正是天與其便。 

春香代替杜麗娘重述戀情的發展過程，成為杜麗娘的代言人。彷彿杜柳之戀有其

見證一般，在劇作設定中，春香連繫了前後情節的發展，又展現出比原作中更為

細緻的個性，是馮夢龍在改編時著墨較多的人物，也更近似於明傳奇愛情劇中的

類型化角色。 

    在《風流夢》中也可見細部情節之更改。例如柳夢梅對美人圖自言自語的動

作，或因與杜麗娘幽會，深覺冷落圖中美人之情節等均強化了癡情的性格。但此

是在《牡丹亭》的原作中對於柳夢梅本身個性的強化，以及為了場上演出之效果

所做的更動，在文本閱讀與場上演出之間，必須加入可以具體表演且傳達劇情的

動作與情節。《風流夢》中並未賦予柳夢梅新的性格特質，故此筆者以為在角色

的變異上，以春香最為明顯。 

馮夢龍在《風流夢》中除了音律的改正與修訂外，曲文與賓白的口語化，情

節的對照改動，較之《碩園本》或臧改本《還魂記》均有較大幅度的更動，音律

的改訂使《風流夢》符合場上演出的體制規範；內容的調整使《風流夢》在《牡

丹亭》的基本架構中更進一步地使情節與人物有效運用，使文本閱讀與演出觀賞

均能達到相同的理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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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筆者於本章中討論了有關《牡丹亭》的晚明文人改編本，見於文獻者共計六

種，其中呂玉繩改本及沈璟改本《同夢記》幾皆亡佚，徐肅穎《丹青記》未得而

見之，故本章以討論徐日曦《碩園刪定本》、臧懋循改訂《還魂記》與馮夢龍《墨

憨齋重定三會親風流夢》三家改本為主。綜論文人改編本對於《牡丹亭》的改動，

可以從曲白和情節二方面來看。以下是三部改編本個別齣目刪併的對照表： 

 《牡丹亭》 碩園刪定本 臧改本《還魂記》 《三會親風流夢》

四 腐嘆 ＋ ＋ ＋ 

五 延師 ＋   

六 悵眺 × ＋ ＋ 

七 閨塾  ＋  

八 勸農 ×  × 

九 肅苑 ＋ ＋  

十一 慈戒 × × × 

十三 訣謁  × ＋ 

十五 虜諜 × × × 

十七 道覡 × × × 

十八 診祟  ＋  

二十四 拾畫  ×  

二十五 憶女   × 

二十六 玩真   ＋ 

二十九 旁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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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歡撓  × ＋ 

三十一 繕備 ×  × 

三十三 秘議  ＋  

三十四 詗藥 × × × 

三十八 淮警  × × 

四十 僕偵  × × 

四十二 移鎮  ×  

四十三 禦淮 × ×  

四十九 淮泊  × × 

五十一 榜下   × 

五十二 索元  ×  

五十四 聞喜 ×  × 

  刪略九齣 

合併三齣 

刪略十四齣 

合併六齣 

刪略十二齣 

合併六齣 

※ 「×」表示該齣被刪除；「＋」表示該齣內容被合倂於其他齣之中。 

在刪併部分，無論是《碩園本》、臧改本《還魂記》亦或馮改本《風流夢》均著

重於支線情節的省略。因此如〈慈戒〉、〈虜諜〉、〈詗藥〉等未有主角出場，刪除

亦不影響故事發展者，在三家改編本中均被刪除。至於合併的部分，也是將過場

性質的場次合併於相關主要關目之中，藉由刪併達到簡化頭緒的效果。 

    在音律改訂部分，以臧改本《還魂記》著力最多。臧改本在眉批中大部分標

舉了音律的刪修，為音律的改訂提供了線索。馮改本《風流夢》在眉批中也提及

關於音律的更動部分，但不及臧改本之重視。 

    在情節架構、人物角色部分，徐日曦《碩園本》僅就內容進行刪減，未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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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丹亭》原劇之設計。在刪略部分大體而言得當，但難免因注重敘事節奏而影

響原作意趣。臧改本《還魂記》對於曲文有更多的改動與刪除，在情節設定上，

沒有增加任何情節，只在人物角色部分加重春香的角色份量。馮改本《風流夢》

是三者中情節更動幅度最大的。包括以增加關目的方式「強調」生旦同夢的情節。

同時由於馮夢龍注重情節必須細密呼應，達到節節生情的目的，除了同夢之外，

如設定杜麗娘生日為中秋和改死後三年為一年等等，均為情節的變化。角色運用

也做了調整，延續臧改本對於春香角色的強化，以春香出家代替原作中小姑姑一

角，又與情節彼此配合，增加戲劇性。在討論《碩園本》時，可以發現雖然徐日

曦刪除了劇作中插科打諢的部分，卻保留了「集唐」的特質，內容的刪略雖然弱

化了些許情思，卻在某種程度上雅化了陳最良的文人形象。在討論臧改本《還魂

記》時，「集唐」被刪除以求簡明易懂，但是除了整齣刪去之之外，卻保留了科

諢，即便言詞低俗者亦雜而有之。筆者以為，同樣是為了適應場上演出而改編，

《風流夢》就原劇作亦先採取了刪減支線的方式，但相較於碩園本和臧改本，更

多的部分是對內容的改動。《風流夢》未刪所有科諢情節，僅將言語低俗的部分

省略。就配角的運用來看，刪除者則以《碩園本》為最多。意即《碩園本》著力

於以刪省作為改編的方法，臧改本則以音律作為刪略的主要標準，兼有微幅的晴

節更動，馮夢龍卻是以情節的調整作為改編方法；碩園本由保留「集唐」呈現文

人傳奇的特色，臧改本則全刪「集唐」，但不特別重視文人情節之雅化，《風流夢》

以保留所有文人情節呈現之。比如韓才子一角，在劇作中並無主要影響力，卻仍

然完整地在《風流夢》中被保留。從不同文本的處理方式中，可以觀察不同作家

對於相同作品的不同關注，影響改編本的內容安排。 

    關於湯顯祖作品中的音律問題，曾永義提出解釋： 

總而言之如果站在「傳奇」體製規律和水磨調相應所要求的聲韻律立場，

則如呂玉繩改本《牡丹亭》、沈璟改本《同夢記》、臧懋循改本《牡丹亭》，

徐肅穎改本《丹青記》、碩園居士徐日曦改本《牡丹亭》、馮夢龍改本《風

流夢》等六種見諸文獻的《牡丹亭》刪訂本，……然而如果站在湯顯祖的

立場上，則湯顯祖不是不懂音律，甚至可說是精於音律，由其善於掌握句

式、變化句法可以見之；因此他既能講求人工音律，也能合乎吳江譜法；

但因他更講求自然臻於高妙，所以不免以自我體悟之自然音律隨意揮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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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致使講究崑山曲律的譜法家有所批評。141

綜論《牡丹亭》的三家文人改編本，可以看出其共同的努力方向即是將案頭之書

轉化為場上之曲，他們對於《牡丹亭》的情節架構與深層意涵是肯定的，但是為

了能夠更適於演出，一致採取了刪減支線情節、改正音律與使內容更為通俗的方

式，集中主線情節的敷演，具體表現隱於文本之中的象徵意涵。筆者以為，晚明

文人改編本正如同《牡丹亭》的表演手冊一般，欲將《牡丹亭》落實於戲劇演出

中，卻又必須使觀眾充份了解文本的抽象情思，其路徑便是程度不一的音律與內

容互相配合的更動。 

                                                 
141曾永義，〈再說「拗折天下人嗓子」〉，「湯顯祖與牡丹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未出版），

頁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