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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語 

在研究明傳奇時，《牡丹亭》無疑地是必讀經典之作。除了學者研究資料豐

富之外，曲家評論亦然。經過前論對於《牡丹亭》改作與仿作的整理與分析，可

以確認《牡丹亭》曾在中國戲曲史上留下的影響，以對於主情思想的認同為前提，

改作偏重於場上演出的特性，仿作則多從情節仿效著手。雖然臨川派的存在值得

存疑，但後起作家們擇取《牡丹亭》特殊的情節運用，兼以表彰相類的創作思想，

使得歷史上所謂的「臨川派」雖不見得為有意識結合的文學團體，但卻不約而同

有其共通性存在。一部經典之作的形成，需要時代社會的配合，也需要讀者的情

感共鳴。郭英德認為：「湯顯祖以後的明末清初傳奇戲曲創作，就更多地強調借

戲曲來寄寓個人的人生思考或主觀情思。」154湯顯祖於《玉茗堂四夢》中寄托了

對於「情」的思考，葉長海《中國戲劇學史》中則論及湯顯祖的「情至」觀： 

他的戲劇理論，不管是戲劇史觀、創作論，或表演論，都貫穿以「情」的

因素。戲劇因「情」而產生，演員依「情」而表演，創作以「情」為動因。

當顯祖比下的「情」，既宣揚了人情存在的絕對合理，也宣告了人格、個性

的不可侵犯。同時表示了戲曲創作超越時、空界限的巨大力量和極大自由。

155 

「情」是湯顯祖在戲劇創作上的中心論點，他師承羅汝芳，也承襲了泰州學派的

精神，重視人倫日用之情。對於真情的鼓吹與推崇，成為文壇流行之思想，卻又

與史傳所載格格不入，形成晚明社會的兩種極端思維模式。經典的存在價值可以

通過歷史演變被檢視，通過《牡丹亭》則可以看出當時存於作家心中的主流價值

與作品定位。張隆溪指出： 

因為經典包含了一個文化傳統最基本的宗教信條、哲學思想、倫理觀念、

價值標準和行為準則，而對經典的評注和闡釋則是文化傳統得以保存和發

展的重要手段。156  

歷來對於「經典」的探討多半集中於儒家經典之上。但傳奇於明代進入文人作家

                                                 
154郭英德，《明清傳奇戲曲文體研究》，頁 232。 
155葉長海，《中國戲劇學史》（台北：駱駝，1993），頁 192。 
156張隆溪，〈經典在闡釋學上的意義〉，收錄於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論篇》（台

北：喜瑪拉雅基金會，200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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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之後，文人作家習於以傳統詩言志的方式，而改用戲曲作為抒發心志的文

體。如果承認《牡丹亭》所反映的不只是湯顯祖個人的思想，而是當時文壇的主

流思潮；《牡丹亭》所呈現的內容不僅符合程式化的要素，又能轉化新意為其後

劇作所仿效，在普遍性之中求其獨特性，而自成體系的影響；《牡丹亭》所成就

的地位與價值被不斷肯定與闡釋，那麼，《牡丹亭》是否可視為明傳奇中的「經

典」？ 

    在中國戲曲史上，能夠不斷被模仿、改編、接續的作品甚少。《牡丹亭》之

前僅《西廂記》和《琵琶記》有之。續作、改作和仿作在意義上便是對原作的肯

定，當然這個說法必須參照實際劇作內容確認。若檢視《牡丹亭》的改作與仿作，

可以發現思想的一致與情節的襲用，以吳炳《粲花齋五種為例》，在主旨、關目

或內容中對《牡丹亭》的模仿痕跡相當明顯。廖藤葉即於《中國夢戲研究》中論

及：「從構思到關目，從立意到手法，無不有意識地學習臨川四夢。」157周珮雯

在《吳炳粲花五種研究》中認為： 

雖然吳炳之力求追摹臨川，有目共睹，然而他恰是湯顯祖所反對的「步趨

形似」者。換句話說，粲花五種對《牡丹亭》只是表面的模仿而已，內在

精神的體現卻較《牡丹亭》要薄弱許多。158

無論改作與仿作的文學成就是否超越《牡丹亭》本身的價值，但無可否認地，《牡

丹亭》在後世所擁有的文學地位是在不斷地評論與解讀中建立的。改作或可言之

為對原作的一種調整，而仿作則可言之為每位作家對原作經過解讀之後，進行再

創作的表現。時代背景、社會文化、文學思潮、作者情思共同組構了《牡丹亭》；

情節之妙、人物之絕、意涵之深、詞采之美又使《牡丹亭》在晚明劇作中留下各

種面貌。 

    筆者擬於本章中總結前論，對《牡丹亭》經典形象之建構進行論述，同時，

由於本文將時間斷限設為晚明，故未能討論有關《牡丹亭》續作之問題，將一併

說明之。 

第一節   前論之統整 

                                                 
157廖藤葉，《中國夢戲研究》，頁 190。 
158周珮雯，《吳炳粲花五種研究》（台北：私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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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佳人的愛情」是明傳奇劇作中最重要的題材，大量的劇作構成程式化

的風潮，相同的主題、類似情節與角色的重複組合，又與主情思想相對應。筆者

於第一章〈緒論〉中，說明選擇以《牡丹亭》作為研究主題，初步歸納相關資料，

希望對所謂的改作與仿作有更進一步的分析。 

第二章主要是針對《牡丹亭》之文本作一分析。首先討論《牡丹亭》與其原

型故事〈杜麗娘慕色還魂〉之間的關係。《牡丹亭》承繼〈杜麗娘慕色還魂〉的

基本架構，再進行加工，使情節複雜化與人物立體化。為了彰顯「情理衝突」的

過程，《牡丹亭》在情節與人物的描寫上相當細膩，並且提升了故事主旨的意涵

與層次。《牡丹亭》刪除杜興文及柳夢梅之父母之角色，增加春香、陳最良與杜

寶在劇作中的分量，並新設「苗舜賓」一角，作為柳夢梅的輔助角色。再者則就

《牡丹亭》的劇情架構與人物形象進行分析。筆者採取多數學者之說法，將《牡

丹亭》分為三段落：由生至死、生死之際和回生之後。再就點線結構的基本模式、

象徵符號的設計運用及對照現實的夢幻世界三個面向討論之。除了情節之外，《牡

丹亭》所之人物形象也有所論述。劇作前半部以杜麗娘作為核心，但杜麗娘回生

之後，劇作則轉以柳夢梅為核心，杜麗娘對於愛情的熱烈追求和柳夢梅對於功名

的執著是並行的。此外，杜寶「執古妝喬」的形象和角色之互相對照搭配的狀況

亦是值得深入探討的。筆者並於此章中略論湯沈之爭的問題，筆者以為，湯沈之

爭不能證明曾經發生，「臨川派」也無法確認是否為一有意識而組成的團體，應

屬於被建構的派別，但不存在於歷史之中。無論從文獻或是格律來看，均無直接

證據可證明湯沈之間曾經存在激烈爭論，亦不能斷然表示湯顯祖之作完全不符音

律，無論湯沈之爭的內容或是派別成員在學者研究中均未有定論。 

由於明傳奇愛情劇的情節與角色均相當繁複，筆者於第三章中先就愛情劇的

主要程式情節分段論述，再以前論第二章為基礎，總論《牡丹亭》文本之特色。

在第一節中，筆者以許子漢《明傳奇排場三要素發展歷程之研究》、林鶴宜《規

律與變異：明清戲曲學辨疑》及高禎臨《明傳奇戲劇情節研究》作為主要參考資

料，並以表列方式說明之。明傳奇愛情劇的固定模式如下：探訪相遇、互訴情衷、

分離試探、喜慶團圓共四部分，其中又各自有固定的程式情節之運用。在程式情

節中，「應考」及「誤會」情節可能被應用於各段落之。在第二節中，筆者就人

物角色的設定與性格表現作一論述分類。女主角可分為大家閨秀、小家碧玉及特

殊身份三類，但以大家閨秀居多。並且明傳奇愛情劇對「佳人」的設定均是容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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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李，才堪詠雪的。為了配合愛情故事的發展，佳人面對情愛顯得主動積極，深

情不渝。男主角則是學富五車，瀟灑風流，雖然有追求功名的欲望，但也重視愛

情與婚姻，才子佳人的愛情著眼於內心的契合，在才貌上亦十分相配。除了男女

主角之外，侍女和反對者亦為通用之角色，與程式情節相對應，在角色設定上有

「典型化」與「類型化」的傾向。在第三節中，筆者討論在明傳奇愛情劇的文本

之中所隱含的限制與基本觀念，包括「貌美、才美、情美」的基礎，佳人守貞與

才子多情，獲得功名以使私情認可的必然性等等。在第四節中，筆者則以《牡丹

亭》作為分析主體，討論程式情節與典型人物如何被運用組構於文本之中。《牡

丹亭》的確受到程式化的影響，但亦有突破之處，即以夢言情與因情生死的情節

構思，達到以事奇烘托情奇的目的。在人物形象的部分，杜麗娘和柳夢梅皆同時

展現了「專情」的形象。 

筆者於第四章中探討了關於《牡丹亭》在晚明的改編本。目前見諸文獻記載

者共有六本，但呂玉繩改本及沈璟改本《同夢記》幾皆亡佚，徐肅穎《丹青記》

台灣並無善本，故本章中以分析徐日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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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於每一小節中均以列

表對照之方式說明情節的刪併情形。三家改本均有音律的改訂，也就《牡丹亭》

不合音律之問題提出意見。在劇作內容方面，《碩園本》只刪不改，臧改本《還

魂記》更改幅度略多於《碩園本》。馮改本《風流夢》是情節更動幅度最大者，

主要增加關目的方式「強調」生旦同夢的事實。此外，也設定杜麗娘之生辰死忌

均為中秋，死後三年改為一年等細節，使情節縝密合理，前後呼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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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不同之處

在於內容的改動。經由分析之後，可以確認晚明三家文人改編本的目的，均是推

動《牡丹亭》更能完全適應場上演出，所以刪減情節、改訂音律、致力於取白的

通俗化與口語化，還有意象的具體化。 

在討論改作文本之後，筆者於第五章中討論《牡丹亭》仿作之問題。當然，

從所謂「臨川派」的成員，如吳炳、孟稱舜的作品中的確可以看出和《牡丹亭》

相類之情節，但是「臨川派」不能做為判斷基準。筆者以「評論」與「情節因襲」

作為判斷仿作之標準，並且排除程式情節的沿用，以《牡丹亭》中的特殊情節是

否運用於其中立論。所採取的「仿作」定義，包括直接模仿《牡丹亭》之文本與

可能受到《牡丹亭》之影響文本。可以分為仿作正體和變體。仿作正體又因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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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而區分為二類，仿作變體則是馮小青系列故事。不可忽略的是，《牡丹亭》

中採用的特殊情節再化入新劇之中後，有各自的意涵與作用，當然不同的作家所

欲表達之情思也可能隨之不同。在肯定真情的前提之下，孟稱舜對「情」的理解

便含有「節義」的概念；吳炳於《療妒羹》中所展現的反而更接近道德教化的主

旨，愛情只是搭配的副線而已。仿作變體雖然在情節上可以直接看出受到《牡丹

亭》的影響，但是部份情節的擇取與以《牡丹亭》直接入戲的手法所詮釋的角度

必然有所不同，而筆者用之為標準的情節也在仿作中有著程度不一的改變。 

第二節    《牡丹亭》之續作 

作者 書名 存佚狀況 

程夢星 《後牡丹亭》 已佚。 

王墅 《後牡丹亭》 已佚，姚燮《今樂考證》中著錄。 

陳軾 《續牡丹亭》 僅存鈔本，《西諦善本戲曲目錄》登

錄，現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

所。 

《牡丹亭》的續書皆成於清初，除了陳軾《續牡丹亭》之外，其他二者皆已

亡佚，僅於文獻中可見線索。關於王墅《後牡丹亭》之內容，焦循《劇說》中提

及： 

《牡丹亭》，又有《後牡丹亭》，必說癩頭黿為官清正，柳夢梅以理學與考

亭同貶，凡此者，果不可以已乎？159

華瑋認為文中所指《後牡丹亭》，其實即是陳軾《續牡丹亭》。160無論是與否，但

從中可略知《牡丹亭》之續作在內容主旨方面已與原作不同。關於陳軾《續牡丹

亭》之記載： 

先生早歲成進士，即出宰劇，繼分憲岭表。頂革後歸里，構道山樹掾，課

                                                 
159引自徐扶明，《牡丹亭研究資料考釋》，頁 228。 
160華瑋，〈從《續牡丹亭》看清初對《牡丹亭》的接受〉，「湯顯祖與牡丹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議論文（未出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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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讀書其中，破硯殘卷外，日事著作，有《續牡丹亭》一書。161

《曲海總目提要補編》中「續牡丹亭」條目： 

陳軾撰。軾字靜機，福建人，明崇楨十三年進士。官部曹，入本朝（清），

未仕。晚年，流寓江浙甚久。詩酒詞翰，跌宕風流，人頗稱之。所著傳奇

數種，此其一也。因湯顯祖載柳夢梅乃極佻達之人，作者欲反而歸之於正。

言：夢梅自通籍後，即奉濂、洛、關、閩之學為宗，每日讀《朱子綱目》，

又與韓侘冑相牴牾，而當時許及之、趙師睪等趨侘等趨承侘冑者，皆夢梅

所不合。大率皆戲筆也。夢梅官遷學士，且納春香為妾，蓋以團圓結束，

補《還魂記》所未及云。162

陳軾《續牡丹亭》分為上下二卷，，各二十一齣，共計四十二齣。齣目依次如下：

163

齣目（上卷） 名稱 齣目（下卷） 名稱 

一 〈開宗〉 二十二 〈祠寓〉 

二 〈憂時〉 二十三 〈謁友〉 

三 〈腐夢〉 二十四 〈忿差〉 

四 〈私謁〉 二十五 〈競渡〉 

五 〈奸釁〉 二十六 〈思親〉 

六 〈尋姑〉 二十七 〈遇俠〉 

七 〈玩畫〉 二十八 〈峻拒〉 

八 〈腐辱〉 二十九 〈私別〉 

九 〈巧謀〉 三十 〈叩閽〉 

                                                 
161郭伯範，《全閩明詩傳》，轉引自徐扶明，《牡丹亭研究資料考釋》，頁 227。 
162轉引自徐扶明，《牡丹亭研究資料考釋》，頁 228。 
163由於陳軾《續牡丹亭》於臺灣未有鈔本，筆者無法得而見之，故本節所引有關劇作原文以華瑋

論文為據，筆者以所能見之參考資料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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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諾婚〉 三十一 〈慰病〉 

十一 〈腐婚〉 三十二 〈困賢〉 

十二 〈奸糾〉 三十三 〈蠻擾〉 

十三 〈欽提〉 三十四 〈議勦〉  

十四 〈就訊〉 三十五 〈卻金〉 

十五 〈遣別〉 三十六 〈凱旋〉 

十六 〈追舟〉 三十七 〈假隱〉 

十西 〈勢宦〉 三十八 〈納婢〉 

十八 〈腐悲〉 三十九 〈懲奸〉 

十九 〈放花〉 四十 〈溪遊〉 

二十 〈看花〉 四十一 〈乞歸〉 

二十一 〈打圍〉 四十二 〈會合〉 

由上述引文與齣目看來，《續牡丹亭》所重者應為柳夢梅的「功名之情」，《曲海

總目提要補編》中作者提出使柳夢梅「反而歸之於正」，內容上也偏重柳夢梅個

人品性與仕途經歷，已經不似《牡丹亭》以才子佳人為主線的情節架構。《續牡

丹亭》中於第一齣〈開宗〉： 

【傳言玉女】柳氏春卿，官拜石渠秘署。婺源株累，痛宵人羅織，沉淪瘴

嶺，設穽指名門戶。幸蒙昭雪，賜環安撫。    伯粹拘儒，喜功名，戀鐘

斧。道姑作配，恰天成夫婦。還誇杜女，南國后妃家數。提攜愛婢，并無

嫉妒。 

在《牡丹亭》中柳夢梅的確具備追求功名的熱情，從主動獻寶至招考遺才均可見

之，但湯顯祖在《牡丹亭》中主要型塑了杜麗娘追求真情的強烈形象，於劇作前

半部通過「夢」與「死」二種虛幻情境的歷程，表達因情生死的深刻感人。。雖

然與明傳奇愛情劇中的設定一般，柳夢梅必須經由得到功名的方式使愛情回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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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禮教之內，但功名的追求是附屬於情愛之下的副線，《牡丹亭》仍然是以愛

情作為基調的。到了《續牡丹亭》之中，因為私情已經通過婚姻的認可，故延續

中國知識份子對於理想典範的嚮往，柳夢梅是賢良之臣，兼具高潔風骨；杜麗娘

是德才兼備，能容春香為妾而不生嫉妒之心。《續牡丹亭》反而像是一部道德教

化之作，華瑋在論述《續牡丹亭》的變異時： 

續書的作者首先是原著的讀者。陳軾為《牡丹亭》寫後續，簡單來看是依

據自己的主觀意識對這個文本進行認知與詮釋。由於政治、文化環境改

變，易時易代的讀者面對同一著作，自會獲得不同的興味和感想，而愈是

內涵豐富的經典型作品，愈是充滿不同角度的詮釋及可能。在《續牡丹亭》

中凸顯出的有關漢人與異族關係、士大夫出處之道，以及文人文化傳統等

方面的思考，都可視為政治、文化環境改變下的清初，對《牡丹亭》文本

開始有新的接受視角的絕好證明。164

誠然，《牡丹亭》的改作或仿作均遵循劇作思想，擇取需要的部分進行變革或襲

用，只是情節的變革與原作的模仿，提高了《牡丹亭》的經典地位。但陳軾卻以

《牡丹亭》為出發點，進行符合自身意志與歷史背景的改造，《續牡丹亭》在人

物性格與情節架構上已無法和《牡丹亭》統一，延伸了柳夢梅的功名之情，將杜

麗娘回生之後重視禮教的特點擴大，劇作所展現的是作家本身的不言之志，偏向

政治與道德的角度，關注的面向與晚明之作已有區別性的不同。 

第三節    經典之建構 

《牡丹亭》在後起作品與評論中不斷地朝向經典邁進，如同前論，在晚明時

期，無論改作或仿作，均對《牡丹亭》在思想上有正面肯定的評價，即便是改作

以便於場上演出為主的修訂，也沒有質疑過《牡丹亭》的立場。以下筆者擬總合

前論，分析《牡丹亭》的改作與仿作如何在追慕過程中，同時也深化了原作的意

涵與價值。 

一、觀念的對比 

中國文學史或中國戲曲史上的晚明時期，對於人性的重視，追求情感的真

                                                 
164華瑋，〈從《續牡丹亭》看清初對《牡丹亭》的接受〉，「湯顯祖與牡丹亭國際學術研討會」會

議論文（未出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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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是當時學術的主流思想。反映在明傳奇中，愛情主題成為作家發揮的主要領

域，大量才子佳人的故事相應而生，而其中又以女子突破禮教，追求愛情為主線。

社會的動蕩與時代的喧囂經由作家的美化，隱身於作品之中，戲曲中反映更多的

是理想的人生與完美的愛情。湯顯祖師事羅汝芳，承繼泰州學派思想，泰州學派

是王學的分支，王學主張「心之本體為天理也」，其中並未否定情欲的存在，在

王陽明的學說中，「性」、「理」、「情」是被區分的，但湯顯祖則認為「合情而言

性」，亦即以正視人的自然慾望為基點，反對禮教中不合人情的部分。因此〈貴

生書院說〉中提倡「天地之性，人為貴。」〈南昌學田記〉中則提出：「聖王治天

下，情之為田，禮之為  ，而義之為種。」「情」成為禮義的基礎，一切的詮釋

都應當包含在「情」的意涵之中，也就是「情」的地位被提高到了「道」的位置，

〈睡庵文集序〉中：「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調象庵集

序〉中亦云：「情致所極，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終有所不可忘者。」「情致所

極，可以事道」不僅符合了湯顯祖所謂「合情而言性」的觀點，也提高其層次，

「情」不止於人的自然慾望，而成為了發之於心不可或缺的生命動力。湯顯祖所

稱之「情」，既是人情、真情，也是深情。 

徐曉瑩《晚明曲論主情思想之研究》中提及： 

晚明文士對於「情」內涵的認知，並非僅侷限在男女情愛的狹隘範圍裡，

但在突顯「情」與「理」的對立時，卻往往將焦點集中在婚戀主題上。這

是因為在傳統禮教中，男女關係是最受道德束縛的。……因此，藉著青年

男女對名教禮法的反抗，尤其是幽閨情女的心理反動，作者追慕心靈自由

的企圖極易凸顯出來。165

由此論之，透過男女愛戀企慕的過程，「愛情」主題成為傳遞「情」的多重意義

的主要載體，同時表達明傳奇作者們對「情」的深層理解。「因情成夢，因夢成

戲」是湯顯祖戲曲理論的一環，《玉茗堂四夢》均以夢說情，湯顯祖在〈耳伯麻

姑遊詩序〉中表明：「世總為情，情生詩歌。」也就是認為「情」是一切創作的

源頭，更可推論為「情」是戲曲創作的源頭。〈續棲賢蓮社求友文〉中所論：「吾

猶在此為情作使，劬於伎劇。」也表明了「情」亦為創作的動力來源。是故由「情」

成「戲」乃是為了宣洩內心情感而致。而〈復甘義麓〉中所提「因情成夢，因夢

                                                 
165徐曉瑩，《晚明曲論主情思想之研究》（私立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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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戲」之「夢」，即是做為由「情」轉至「戲」的實現過程。以本文第二章筆者

對於明傳奇愛情劇程式情節與類型人物的分類而言，在真情主導下產生的行為都

是可以被諒解的，而真情突破禮教之大防也是必然的。 

但是中國史傳上的晚明時期，卻是節烈婦女為數極多的時期： 

以往士人的貞節觀係從婦女的道德人格上來制約婦女嚴守貞節，婦女一旦

身體為男性所碰觸或見到，即視為失節敗德，寧以死明志，甚至死後的防

閑仍被講求，這在《明史‧列女傳》、方志甚或女教書中均屢見不鮮、比

比皆是。若從女教書所蒐羅婦女的貞烈事蹟來看，如馮汝宗的《女範編》

裡，對於貞、烈女事蹟的記載，即超過全書的二分之一；許有穀的《古今

貞烈維風什》裡，入傳的女子除孝女外，多不勝數。166

無論自願或非自願，女子的貞節甚於性命的保存，因此「節」和「烈」成為入傳

標準。與明傳奇愛情劇中所反映的主情思想有極大的反差。貞節觀的重視主要來

自宋儒「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呼聲，到了明代則轉為嚴苛的規範，從法令以

致於教育的制度層面控制婦女的貞節觀。前已論及，主情者反對不合常情，明代

對於婦女守節及殉節的要求是遍及生前死後的，當然在戲曲中為之打破。但是觀

之明傳奇愛情劇的佳人們，難道沒有守節與殉節的行為嗎？由明傳奇愛情劇中一

見鍾情、花園相會、私訂終身情節所在多數即可知，佳人的行動均因情所使，先

是「情真」然後才是「情貞」，貞節觀被置於以真情為準則的考量之中。明傳奇

愛情劇中強調「情真」的主題，而由此所衍伸的是「情貞」。也就是指看重的是

精神上的貞節而非只有身體上的貞節。因此女主角受盡磨難卻絕不二心，寧以尋

死或出家保全貞節。 

筆者以為，「守節」是對於婦女的基本要求，明代用激烈的方式，以「禮／

理」作為規範，要求婦女以身實踐。明傳奇愛情劇中仍然要求「守節」，卻將其

置於愛情發生之後，造就佳人的生動形象。由理至情的轉變，可看出主情思潮的

影響與道德上節烈觀念的淡化，現實與思想的反差是明傳奇愛情劇盛行的背景。

羅麗容於〈《牡丹亭》三論〉中指出： 

由於《牡丹亭》是以爭取戀愛、婚姻自由為主題的、充滿悲歡離合情節的

                                                 
166王光宜，《明代女教書研究》（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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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在當時程、朱理學犯濫、人性被抑壓、被曲扭、被桎梏、禮教吃人

的環境下，泰州學派的興起，在廣大的群眾間，早有基礎，故杜麗娘在爭

取自身幸福，出生入死的過程中，顯祖一方面用「夢」的浪漫手法，使觀

眾在脫離現實壓力的情況下，盡情欣賞此劇；一方面又用現實的手法，表

達禮教對人的束縛，人甚至需要犧牲自己的生命，才能換得心靈的自由，

凡此情節，定能博得觀眾的共鳴。167

《牡丹亭》在此一背景之下，更是呈現禮教與真情的衝突，藉用杜寶恪遵禮

教的種種束縛，反襯杜麗娘必須入夢尋情的無奈。筆者曾於第二章中分析《牡丹

亭》的夢境情節運用，現實與夢境呈現對比手法，加深情感的意涵，因為沒有明

確對象的愛情，一夢而亡，更可顯示處於禮教之內的痛苦，由《牡丹亭》所引起

的廣大共鳴即知，其言情方式較之其他劇作更能深感人心，也體現不同於史傳意

識型態的思考。湯顯祖於〈牡丹亭題詞〉中表明： 

天下女子有情寧如杜麗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連，至手畫形容傳於

世而後死。死三年矣，復能冥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麗娘者，乃可謂

之有情人耳。情不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不可

與死，死而不可復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因情生死」才是「情至」，「因節生死」只是「理至」，在主情思潮的觀點中，

真情的表現不在於禮教的規範之中。馮夢龍在《情史》中推舉了「情教說」的觀

念：「世儒但知禮為情之範，孰知情為理之維乎？」林玉珊於《馮夢龍「情教說」

之研究》中總結： 

他將「情」提到本體論的地位，認為萬物生生不滅的生機係來自此。由於

他對「情」的極強調，相對的就是對「理」的極淡化，以「情教」取代原

本由「禮教」所佔有的崇高位置。168

孟稱舜於《節義鴛鴦塚嬌紅記》之〈題詞〉中認為「義夫節婦」乃是為情所使，

從一而終者，陳洪綬在《節義鴛鴦塚嬌紅記序》中指稱：「蓋性情者，理義之根

柢也。」並稱讚其為「性情之至」。由此可見，在明傳奇愛情劇中，以真情作為

                                                 
167羅麗容，〈《牡丹亭》三論〉，頁 58。 
168林玉珊，《馮夢龍「情教說」之研究》（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0），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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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節的判斷標準，卻又與史傳中的記載大不相同。 

二、情節的認同 

外在社會環境與學術思想的對照，或可作為明傳奇愛情劇盛行的外緣因素。

至於《牡丹亭》的特出，學者評論則可為線索。關於《牡丹亭》的評論甚多，均

以讚揚為多，僅就音律部分有所批評。楊振良在《牡丹亭》研究中將評論分為辭

采、音律與情思三類，並各舉例說明。對湯顯祖才情的肯定是無庸置疑的，但對

其音律的扞格又可從改作中看出。在辭采部分，沈際飛於《牡丹亭題詞》中指出： 

數百載以下筆墨，摹數百載以上之人之事，不必有，而有則必然之景之情，

而能令信疑，疑信，生死，死生，環解錐畫；後數百載而下，猶惚惚有所

懷女思士、陳人迂叟，從  間眉眼生動。此非臨川不擅也。臨川作《牡丹

亭》詞，非詞也，畫也；不丹青，而丹青不能繪也；非畫也，真也；不啼

笑而啼笑，即有聲也。以為追琢唐音乎，鞭箠宋調乎，抽翻元劇乎？當其

意得，一往追之，快意而止。非唐、非宋、非元也。柳生  絕，杜女妖絕，

杜翁方絕，陳老迂絕，甄母愁絕，春香韻絕，石姑之妥，老駝之  ，小癩

之密，使君之識，牝賊之機，非臨川飛神吹氣為之，而期人遁矣。169

「情」為創作之本，文辭是將情思具體表現之工具，湯顯祖寫景即寫情，筆墨如

畫，但在角色創造上又能掌握性格與情緒，經由適當的言辭突顯性格與配合內

容。王思任〈批點玉茗堂牡丹亭詞敘〉中：「其文冶丹融，詞珠露台，古今雅俗，

泚筆皆佳。」170茅暎〈題牡丹亭記〉中也有類似論點，在在展現了對湯顯祖的稱

美。音律是《牡丹亭》最受批評的部分，評論中皆以「可惜」的角度看待《牡丹

亭》在音律上無法完全適於場上演出的問題，《牡丹亭》的價值因而折損了些許，

即便是在文辭與情思方面稱美者，在音律方面仍不免有所微詞： 

臨川學士旗鼓詞壇。今玉茗堂諸曲，爭膾人口。其最著，《杜麗娘》一劇，

上薄風騷，下奪屈、宋，可與實甫《西廂》交勝。獨其宮商半拗，得再調

協一蕃，辭調兩到，詎非盛事與？惜乎其難之也。171

                                                 
169沈際飛，〈牡丹亭題詞〉，收錄於毛效同編，《湯顯祖研究資料彙編（下）》，頁 859-860。 
170王思任，〈批點玉茗堂牡丹亭詞敘〉，同上註，頁 857。 
171張琦，《衡曲塵譚》，同上註，頁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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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義仍《牡丹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令《西廂》減價。奈不諳曲譜，

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不朽也。172

筆者於第四章討論《牡丹亭》改作問題時，曾就三家改本進行分析，對於音律的

刪訂乃必要工作，對於情節的更動，除了馮改本《風流夢》之外，碩園本只刪不

改，臧改本更動幅度甚小。《風流夢》雖然強化「生旦同夢」的情節，卻沒有大

幅更動原作架構。馮夢龍也於《風流夢‧小引》中稱讚湯顯祖為「千古逸才」。

由此可見，音律不協對於《牡丹亭》的評論者來說，只要修正即可。改作之所以

存在是為了服務於場上演出，而一個作品能由多位作者進行改訂，可見其價值之

存在。在情思部分，筆者於第二章分析《牡丹亭》文本之時，已有論述，在情節

鋪排上，杜柳之情的發展幾乎都在夢境或虛擬情境之中進行，湯顯祖寫「情」，

概以「夢」作為主要情節。夢境有別於現實世界，在劇作中往往成為一個獨立且

私密的空間，顯見如此的情節設計，一方面跳脫了原有劇作脈絡而使傳奇之「事

奇」得以彰顯，一方面作為扣合男女情感的轉折點，將劇情帶入高潮，茅暎〈題

牡丹亭記〉： 

傳奇者，事不奇幻不傳；辭不奇豔不傳；其間，情之所在，自有而無，自

無而有，不瑰奇愕  者亦不傳。173

故此可見，由「事奇」可引出「情奇」。明傳奇雖有固定程式可襲用，但在情節

細部更動上若能巧妙運用，如以「夢」論「情」，並非直述情之可生可死，但「夢」

本身即具有個別性，在《牡丹亭》中，杜麗娘的春夢便苦於無人可訴，藉之或可

暗喻「世間只有情難訴」，亦即突出了「情」的個別性。《牡丹亭》的〈驚夢〉、〈尋

夢〉正代表了杜麗娘識情尋情的開端，而除上述及塑造「事奇」之感外，因情成

夢也可視之為「情奇」。 

    從各家評論中可知，除了音律問題之外，174《牡丹亭》的經典地位是被肯定

的。無論從文辭或思想來看，獲得高度的認同。在《牡丹亭》經典化的過程中，

時代的思想背景給予劇作的創作基礎，各家評論奠定劇作的經典地位，改作文本

                                                 
172沈德符，《萬曆野獲編》，同上註，頁 851。 
173毛暎，〈題牡丹亭記〉，同上註，頁 853。 
174依筆者於第五章中的相關論點，《牡丹亭》並非專為崑腔所創作之劇本，不合律乃屬正常狀況，

只是各家評論仍以此點作為湯顯祖創作《牡丹亭》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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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其推上舞臺而修訂，那麼，擇取情節而敷演的仿作文本呢？ 

    仿作與改作不同，原劇架構已不復見，可以用為辨析者為情節的因襲與思想

的追步。在筆者歸納的仿作文本中，幾以「情至」做為劇作主旨之依歸。《牡丹

亭》之夢，帶出生死相許的主題，也隱涵情節設計上的巧妙曲折，「因情成夢」

代表了情節處理上是「以虛馭實」之手法。在夢境中的事件確實表述了情感的真

實可貴，但通常因為置於虛境敘寫，也帶出了情之為私情的一面。以《牡丹亭》

而言，由夢生發的，是確認男女之私情，但劇作整體走向是在其後漸次將私情轉

化成世俗道德所認可的感情。「夢境」的運用除帶有「示奇」的作用外，與湯顯

祖為文重「意色神趣」相呼應。「夢」除了能為情節增色之外，也有預告未來與

回憶的雙重作用，觀之《牡丹亭》中男女雖同夢但時間點有異即知，夢境啟發了

以「情」為主導的時序，也在情與戲、虛與實之間做為一個細膩的轉折。仿作文

本對於情節的擇取，與《牡丹亭》相同，藉由夢、情、死三者共構愛情的過程。

因此驚夢、尋夢、鬧殤、魂游、幽媾、回生均為常見情節類型。經典本身帶有規

範性與影響力，《牡丹亭》所被讚許的言情方式正是仿作所欲藉以追求的。明傳

奇愛情劇是不斷重複組構的文本，《牡丹亭》的仿作只是在這些重複的程式情節

中再加入因襲《牡丹亭》的情節，本身也是一種程式化的傾向。接受《牡丹亭》

情節而運用於文本中的作家，也是《牡丹亭》的詮釋者之一。《牡丹亭》所以被

模仿，除了情思架構的特殊之外，從肯定《牡丹亭》的角度出發，與晚明傳奇中

重視情節奇巧的特質相符合，因而不斷地被重複置放於彷作之中，尤其是高度仿

效的作品。因情而可死可生的歷程更被視為描述至情的固定情節，在不同文本中

呈現同一主題思想。前已論及，明傳奇愛情劇中多半以女主角作為愛情展演的主

體，對於女主角追求愛情的過程著墨較多，但在仿作中很明顯地型塑男主角的深

情形象，可以因情成夢，也可以因情生死，由前論「夢境」情節改由男夢女，或

是男主角病亡的安排可知，男主角被提升到與女主角相同的情感層面。筆者以

為，由《牡丹亭》所建構之仿作系列作品，同樣地追求至情的表現，同樣地以「越

界」作為愛情追求的過程，自成一個作家群落與作品共像。筆者從《牡丹亭》仿

作中也的確發現了主旨的變異與人物形塑重點的轉向。 

    關於《牡丹亭》的仿作研究，可以借鏡於理論的鋪陳與分析，《牡丹亭》的

架構並不複雜，但其中所蘊含的意象相當繁複，也正因為其繁複，出現多種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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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而作為仿作因襲情節的部分，又是《牡丹亭》匠心獨運之處。誠然，

這些情節不是由湯顯祖所新創，但是將這些情節組構成為明傳奇才子佳人愛情劇

之文本，又是湯顯祖的新意。無論改作或仿作，都是對原作的一種詮釋。通過情

節的因襲，甚或在《療妒羹》與《風流院》之中直接將《牡丹亭》提出作為影響

情節的元素之一，均是後起作者作為《牡丹亭》讀者的一種肯定。筆者對於理論

的涉獵與應用仍然有待加強，關於仿作的探討也仍有可以深入解析的空間，筆者

將繼續努力補己之不足，希能對於《牡丹亭》的相關研究有更全面的了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