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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情節與主題 
 

第一節  故事大要 

    本劇主要寫蔣世隆、王瑞蘭於兵亂中邂逅相遇，中間幾經波折，終而結為夫

婦的戰爭愛情故事。金宣宗
1時，蒙古人入侵，宣宗一時無計，聽從諛臣聶賈列

遷都汴梁之言。忠臣陀滿海牙反對，反遭陷害，誣以有反叛之心。昏庸的皇帝下

令將海牙全家三百口盡行誅戮。海牙被殺，其子陀滿興福知悉後，放棄他率領的

三千忠孝軍，隻身逃離家園。朝廷派巡警官帶人追捕，興福心慌意亂，正好躲進

蔣世隆家的花園，被蔣發現，興福一番解說之後，兩人以弟兄相認。世隆以銀兩

資助他逃亡。陀滿興福在逃亡途中，被邀入山寨，寄跡綠林，做強梁弟兄們的頭

領。後京都失陷，兵部尚書王鎮奉命出使和番，與家人道別，故事從此展開。蔣

世隆偕妹瑞蓮逃難；王尚書之女瑞蘭，亦奉母避難。途中為番兵所迫，兄妹、母

女，各相失散。世隆尋妹，沿途頻呼「瑞蓮」，瑞蘭應聲而至，以蓮、蘭音近，

誤為呼己，及晤蔣面，始知為一秀才。倉皇之際，不遑論禮，遂相攜而去。二人

在危難中互相扶持，在一系列不無尷尬卻又饒有趣味的衝突之後，逐漸建立起感

情。瑞蘭之母王夫人，亦以尋女之故而呼其名，瑞蓮亦誤聽以為呼己，尋聲而來，

遂認為母女，與之俱行。世隆與瑞蘭投宿旅店中，經店主為媒，並結連理。旋以

世隆病發，羈留旅店。戰亂平息，瑞蘭父王尚書出使歸來，途經招商店，瑞蘭巧

遇六兒，父女遂重逢。尚書得悉瑞蘭情況，怒其不告而嫁秀才。因嫌貧愛富，不

顧女兒的再三哀求，強令與世隆斷絕，攜之它去，撇下了病中的蔣世隆。父女行

至孟津驛留宿，夜間聞有婦人女子號寒之聲，招而詰之，則其夫人與瑞蓮也。互

驚奇遇，乃以瑞蓮為義女，四人同赴汴梁。瑞蘭至汴後，雖與家人團聚，與義妹

瑞蓮亦甚投合，生活優裕，然仍思念世隆不已。某夕，情不能堪，竊於花陰下拜

月祝禱丈夫身體安康，瑞蓮窺知其情，問其所禱之人，乃其親兄。二人姑嫂相認，

又喜又悲，感情倍增。既而世隆病癒，與陀滿興福赴試，各中文武狀元。王尚書

欲為二女招贅，託媒謀之，瑞蘭與世隆均堅拒，瑞蓮亦表示要找到其兄才論婚嫁。

繼而官媒回話，文狀元蔣世隆謂其妻名字瑞蘭。王尚書覺事有蹊蹺，乃安排小酌

宴請，請張都督作陪，教瑞蓮隔簾認看，終於真象大明。世隆與瑞蘭，興福與瑞

蓮，遂各結佳耦，吉慶終場。 

                                                 
1 此應為「金宣宗」。見陳致平《中華通史》第五編第二章（南宋與金及蒙古），頁 382。（台北：

黎明書店，1977 年 5 月初版）。此處羅錦堂等多人誤為章宗，許是以訛傳訛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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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的時代背景是宋、金分治南北時期。而整個故事的重心在世隆與瑞

蘭的愛情發展與愛情挫折。公元 1214 年，金宣宗完顏珣在位年間，蒙古軍隊因

金人不納貢，開始進攻金之中都（今北京）。金主聽信主和派讒臣聶賈列之言，

遷都南京（即汴梁），由是造成人民流離，家庭骨肉各不相顧。1217 年蒙古終於

攻破中都，劇本寫的是這一段時間的事。 

元劇關漢卿所作《閨怨佳人拜月亭》也是以此為題材。趙景深叙其情節： 

金邦王尚書出行，家中給他餞行（楔子）。金受蒙古侵略而遷都，王尚書

女瑞蘭與母在大風雨中逃難，被軍馬冲散。書生蔣世隆也與妹瑞蓮失散。

蔣與瑞蘭相遇，託名夫妻。路遇盜匪，卻是蔣世隆結義弟兄，於是瑞蘭免

遭危難（第一折）。世隆染病，瑞蘭只好與蔣暫居旅店，並請醫診治。巧

遇出使回來之父，其父瞧不起窮書生，硬把瑞蘭挾走（第二折）。瑞蘭回

家，瑞蓮也因巧合被王家收留。夜間瑞蘭拜月，祈求與蔣世隆團聚，被瑞

蓮偷聽到，才知道彼此是姑嫂關係（第三折）。蔣世隆與其強盜義弟，分

別中了文武狀元。瑞蘭之父把瑞蘭配給武狀元，瑞蓮配給文狀元。瑞蘭十

分不願，講了許多武官的不好。到雙方見面時，卻發現文狀元是蔣世隆，

於是蔣和瑞蘭團聚，勸瑞蓮嫁給武狀元。瑞蓮先是不肯，忽然聖旨下，封

武狀元為大官，瑞蓮於是答應了，瑞蘭嘲笑了她一頓（第四折）。
2 

    兩者梗概同，而事件有所差異，主要差異如下： 

關劇共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敘王尚書奉旨禦邊，其夫人與女瑞蘭設

宴餞行。這一部分可約略等於《幽閨記》第十齣。 

第一折：敘述瑞蘭奉母避難，蔣世隆與妹瑞蓮相偕逃亡。途中母女兄妹相失，

瑞蘭與世隆相遇而行；瑞蓮與王夫人結伴上路。世隆和瑞蘭途中被強人擒上山

寨，發現債主陀滿興福乃其盟弟，化險為夷。這一折约包含了《幽閨記》第十三、

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齣。 

第二折：敘世隆瑞蘭相愛定情後，世隆病羈旅舍時，王尚書因公路經此地，

知女不告而嫁，震怒，強令與世隆離絕而去。此折等於《幽閨記》二十五齣。 

第三折：敘瑞蘭返家，苦思世隆不已。夜晚向月拜禱，祈求夫婦重圓，為瑞

蓮竊聞，出而詢原委，始悉姐夫為其胞兄。此折等於《幽閨記》三十二齣。 

第四折：敘世隆和興福金榜題名，王鎮為二女招贅，將瑞蘭匹配給武狀元興

                                                 
2 趙景深主編：《元明北雜劇總目考略》收《中國古代戲曲理論叢書》（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6 月初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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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瑞蓮匹配給文狀元世隆。瑞蘭原不肯再嫁，奈何父命不可違，於議婚宴上意

外與世隆相逢，重圓鸞盟。興福和瑞蓮亦結秦晉之好。此折等於《幽閨記》三十

五、三十九、四十齣，但詞曲、情節均大異。 

從以上對照，可看出南戲增加了前面十齣興福的部分，還有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四齣

的細節補充以及結尾的不同。關劇由於四折的限制，十分精鍊地安排出戲劇衝

突，省略了不緊要的場面，戲劇性及舞台演出效果均極佳。南戲用長篇的體制和

眾腳分唱的方式，特別用心于組織複線結構，主要關目，配合得恰到好處。 

南戲的加工，豐富了原著中旖旎的愛情故事。透過〈曠野奇逢〉、〈招商諧偶〉、

〈抱恙離鸞〉、〈皇華悲遇〉幾齣大戲，增加了許多浪漫喜悅和激越悲涼的成分。

使得情節更細緻曲折，場面更複雜多彩，心理刻畫更深入。而加強戰爭的描寫，

通過家庭的離散來反映兵慌馬亂的歲月、人民的顛沛流離之苦，可謂淋漓盡致。 

 

第二節  情節結構 

 

李漁在《閑情偶寄•詞曲部》「結構第一」，強調「立主腦」。把結構的地位，

由傳統的文詞、音樂之後提升到首位。今人許建中在其博士論文《明清傳奇結構

研究》中說：「在中國古代戲曲理論和實踐中，情節結構最早稱“關目”，也稱

“作止之序”、“結構”、“構局”等等，大體是指劇情的組織和安排。」3 

他又曾對結構如此分析：「傳奇一般的結構可以從縱、橫兩方面來分析。縱

的方面是分析一部作品有幾條情節線索，橫的方面是分析一部作品分為幾個階

段，每個階段包括幾齣戲。……縱向結構主要是劇情線索和劇情發展過程的研

究，橫向結構則主要是劇情階段及其與音樂、排場等關係的研究。」4底下就縱

向結構、橫向結構及其它手法三方面欣賞。 

 

一、縱向結構 

劇本中最大的特色是採用世隆與瑞蘭，興福與瑞蓮兩對夫妻，兩條情節線，

雙線進行，次情節線襯托主情節線，以達綠葉紅花之效，為後世雙生雙旦傳奇的

開始。《李笠翁曲話•減頭緒》說：「頭緒繁多，傳奇之大病也。荊、劉、拜、殺

                                                 
3 許建中：《明清傳奇結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頁 15。 
4 同上註，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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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得傳于後，止為一線到底，並無旁見側出之情。」5  

亞里斯多德說一個劇本應該有一個開端，一個中段，一個結尾。《拜月亭》，

把世隆與瑞蘭這對青年男女的悲歡離合，放在一次社會大動亂的特定環境中來描

寫，這就是開端的「引發事件」。這個「引發事件」直接導往全劇中心的「主要

戲劇問題」。全劇主要分兩條線索發展：一是由北番入侵引起的大金內部主戰與

主和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戰亂。二是蔣、王愛情婚姻的悲歡離合。後者是劇

本的主線，前者是後者的背景，兩條線交互發展，把人物的命運和性格的發展緊

密地連結起來。 

除了愛情與戰亂兩大主線外，又時有一些副線陪襯，引導著劇情的發展。如

第五、六齣興福的逃亡與第一、二齣的生角介紹，此正副二線在第七齣〈文武同

盟〉會合，然後劇情由複線分頭進展：一是興福寄跡綠林；二是王鎮匆匆出使和

番；三是兄妹、母女兩條主線的逃難行動。接著第十七齣〈曠野奇逢〉隆、蘭並

行，第十八齣蓮、母相依兩條主副線進行。二十二齣〈招商諧偶〉達到高潮。再

來王鎮還朝副線，在二十五齣〈抱恙離鸞〉與主線會合，夫妻被迫分離，劇情發

生了轉變。到了二十六齣〈皇華悲遇〉再加入蓮、母副線大會合。然後世隆、興

福一條線；瑞蘭、瑞蓮一條線，雙線進行，最後在三十九齣〈天湊姻緣〉中大團

圓，再全部會合一起。全劇由點而線，“點”是重點，“線”是基礎，互相滲透、

融合、推進，逐漸展開劇情的矛盾和衝突。 

傳統上最常見的結構原則是事件安排上的因果律。劇作家首先在戲的開頭佈

置下種種情況，比如整個戲劇行動的局面、各個人物的慾望與動機等等，由此發

展出以後種種情節。每一場每一景的發展都是由前一段戲邏輯地推衍而來。而且

以高潮式的結構來安排，一景比一景緊湊，一場比一場引人，最後以最完滿的方

式作結束。 

 

二、橫向結構 

（一）關目處理 

許子漢的《明傳奇排場三要素發展歷程之研究》中這樣確定：「情節是前後

相連，不可分割的。但關目則是劇作家於完整的情節中選定於台上演出的部分，

                                                 
5 李漁：《閑情偶寄•詞曲部上•結構第一•減頭緒》收《李漁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

社，199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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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部分是分離而集中的。」6此亦即劇作家在完整的劇情中選定於舞台上展演

的段落。因此，選定何者為必要的演出段落，何者於表演上並不適宜，應由暗場

處理。或加入那些本非情節因果所必須，卻為表演所需要的段落，經過如此調整

後於台上演出之內容乃為關目。 

關目是組成排場的核心要素，《拜月亭記》的關目處理，一向受到人們的推

崇。場次的調度安排頗為精細，悲劇和喜劇的因素，輕鬆和沉重的調子，往往交

替運用。不管是大場、小場、過場，均調配相當，有起伏變化。李卓吾先生就曾

說過：「此記關目極好，說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筆也。」對照兩個系統的刊

本，發現世德堂刊本的關目處理有其更優之處，如〈拜月〉的對白、興福的脫險

方式、〈招商店〉的情節等。而在許子漢先生的論文中，整理出了六十種的襲用

關目，以下把《拜月亭記》的部分梳理出來： 

1 送  別 世本 10〈奉命和番〉 

汲本 10〈奉使臨番〉 

10 鬧  醫 世本 28〈隆蘭拆散〉 

汲本 25〈抱恙離鸞〉 

2 感嘆思憶 世本 30〈世隆憶妻〉 

世本 33〈蘭蓮自敘〉 

世本 37〈蘭蓮思憶〉 

汲本 27〈逆旅蕭條〉 

汲本 30〈對景含愁〉 

汲本 34〈姊妹論思〉 

11 行  路 世本 13〈瑞蘭逃軍〉 

世本 14〈兄妹逃軍〉 

世本 21〈隆蘭遇強〉 

世本 23〈夫蓮同行〉 

世本 26〈和番回朝〉 

世本 27〈興福離寨〉 

世本 34〈隆福途行〉 

汲本 19〈偷兒擋路〉 

汲本 21〈子母途窮〉 

汲本 23〈和寇還朝〉 

汲本 24〈會赦更新〉 

汲本 31〈英雄應辟〉 

3 拜月燒香 世本 35〈瑞蘭拜月〉 

汲本 32〈幽閨拜月〉 

12 拒  嫁 

        

世本 41〈姊妹辭贅〉 

汲本 35〈詔贅仙郎〉 

4 商議託付 

          

世本 06〈軍捕興福〉 

汲本 06〈圖形追捕〉 

13 酒  宴 世本 32〈汴城聚會〉 

汲本 29〈太平家宴〉 

5 驛館重逢 世本 29〈驛中相會〉 14 請  媒 世本 38〈王府選婿〉 

                                                 
6 許子漢：《明傳奇排場三要素發展歷程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1999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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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本 26〈皇華悲遇〉         汲本 35〈詔贅仙郎〉 

6 婚  禮 世本 43〈成親團圓〉 

汲本 40〈洛珠雙合〉 

15 試  場 世本 36〈試官考選〉 

汲本 33〈照例開科〉 

7 團圓旌獎 世本 43〈成親團圓〉 

汲本 40〈洛珠雙合〉 

16 敘  志 世本 02〈世隆自敘〉 

汲本 02〈書幃自嘆〉 

8 逃  難 世本 16〈蘭母驚散〉 

世本 17〈兄妹失散〉 

汲本 16〈違離兵火〉 

17 奏  朝 世本 04〈金主設朝〉 

汲本 04〈罔害皤良〉 

9 起  兵 世本 03〈番王起兵〉 

世本 12〈興福劫掠〉 

汲本 03〈虎狼擾亂〉 

汲本 12〈山寨巡邏〉 

18 邂  逅 

        

世本 19〈隆遇瑞蘭〉 

汲本 17〈曠野奇逢〉 

按： 的部分為（4）「商議託付」：筆者加上汲本 06〈圖形追捕〉，因兩本情節

都同，只是對白有增減。（12）「拒嫁」：加上汲本 35〈詔贅仙郎〉，（14）「請媒」：

加上汲本 35〈詔贅仙郎〉。因汲本第 35 齣後與世本曲白大異，篇章稍亂，要注

意分辨。汲本 35〈詔贅仙郎〉其實包括了「拒嫁」與「請媒」，所以兩者均可列

入。至於（18）「邂逅」中，世本 19〈隆遇瑞蘭〉及汲本 17〈曠野奇逢〉，則是

筆者加入的。許先生未把此二齣列入「邂逅」，應是一時疏忽。 

    

（二）排場設計 

許建中又謂：「排場設置主要是每一個具體場面的布設和場次之間的聯綴，

這不僅包括每一場次中角色的安排、人物間關係的處理、劇情配套、曲、白、介

三者的調配、上下場的調度等，而且包括全劇的悲喜交錯、冷熱調劑、均平勞逸

等等。在展示這個故事的完整過程中，同時體現了作家對於這個故事藝術傳達和

藝術把握的具體處理。」7對排場的認識，我們再透過幾位專家的說明來了解： 

1、許之衡在所著《曲律易知》卷下〈論排場〉中說：「作傳奇第一須知排場。

若不明排場，鮮不笑柄百出。惟排場千變萬化，似不易以筆墨罄。且向來論曲之

書，未論及此。然此為最要關鍵，不宜以其繁難而秘之也。」然後他大致就歡樂

類、悲哀類、遊覽類、行動類、訴情類、過場短劇類、急遽短劇類、文靜短劇類、

武裝短劇類等九大類舉例說明適用的曲調套數，其中有一些重要概念。比如：「凡

                                                 
7 同註 3，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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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細曲，均宜於訴情。訴情之曲，皆大套長曲，為全部傳奇重要處。」「過場者

乃傳奇中線索之過脈，劇情之過度。雖非重要部份，而無之則不可者也。過場有

兩種。有全折過場者，……有繞行過場者，……」「急遽短劇類，此套繁急者用

之甚妙。……人腳隨上隨下，紛如亂絲，得此曲真有以簡馭繁之妙。」如〈違離

兵火〉一齣。「文靜短劇類，宜於生旦出場唱之。若單用數支，亦成一套，乃最

文靜之短劇也。兼含有過場性質。」如〈少不知愁〉一齣。「作傳奇最不可少者

惟短劇。蓋短劇者，於搬演所以均勞逸，於章法所以聯線索。繁簡相間，乃為當

行也。」許氏之言簡潔明白，蓋掌握排場是第一要務。 

2、盧前《明清戲曲史》曰：「傳奇之尤要者為排場，以劇情別之，曰悲歡離

合。悲歡為劇中兩大部別。飲宴、祝壽、結婚、團圓皆所歡樂之事也。」
8又說：

「曲之性質，分為三類：用於長套，纏綿文靜者曰細曲。用於穿插過場，鄙俚噍

殺者曰粗曲。二者各別部居，不相聯屬。」由盧氏之說得知，不同劇情有不同套

數搭配，而生、旦多唱細曲，淨、丑多唱粗曲。 

3、錢南揚在《戲文概論》形式第五第三節〈開場與場次〉中曾有如此總結：

「戲文在正戲之前，先由副末報告戲的概況，不在正戲之內。……開場之後，從

第二齣起才是正戲。必須照顧到角色勞逸平均，如主角與配角相間隔，或男主角

與女主角相間隔；必須注意到熱鬧場面與冷靜場面相間隔；主角和比較重要的配

角，應在開頭幾齣內盡先登場。」9傳奇一般可分為副末開場、開端、發展、高

潮、結尾五個部分。一本戲文多達四十齣，場次的安排當然按照劇情的發展而定，

角色的出場因此不能不注意先後次序。 

4、對表演藝術頗有研究的大陸學者阿甲謂：「在正式上演時，戲劇的故事情

節是通過角色和上下場的形式來安排的。角色的上場下場，有關全局結構。如哪

些場子要集中，要緊湊。哪些場子就只須輕描淡寫，起個襯托作用即可。為了照

顧到角色的勞逸，照顧到角色上妝、下妝、換衣等，也在角色上下場的安排中解

決。但分場的意義，主要是表現在對於舞台空間、時間的一種特殊處裡。」10 

5、曾永義亦強調「排場」的重要。他認為真正的戲曲結構在排場的處理，

鑑賞戲曲也應當從排場入手。理想的排場應以數個重要關目為骨幹，以份量較輕

                                                 
8 盧前：《明清戲曲史》收《新人人文庫》55（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 12 月台二版第一次

印刷）頁 40。 
9 錢南揚：《戲文概論》（台北：里仁書局，2000 年 1 月初版）頁 218。 
10 阿甲：〈生活的真實和戲曲表演藝術的真實――談舞台程式中關於分場、時間空間的特殊處理

等問題〉，見《戲劇藝術論叢》第一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 10 月）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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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節為搭架，一方面使排場眉目分明，一方面可收調劑之效。重要關目不宜過

多，過脈情節的繁簡亦須斟酌。過場太少，重要關目接連而出，勢必缺少緩衝而

覺沉重。過場太多，則又顯得節奏散漫，令人分神。舉凡喜怒哀樂、文武靜鬧、

鬆緊張弛均影響排場情調氣氛的營造，宜適度變化調劑，避免一貫到底。 

    由明清傳奇作品中，可以看出各家對分場的用心。傳奇中一場一場的佈置，

原是發展整個故事形式的基本骨架。場面一亂，或是不夠完整，劇本便要解體。

因此，分場是很重要的。傳奇的分場以故事關目為據點，有大場、正場、短場、

過場、鬧場、文場、武場、文武全場、和同場的區別。一部傳奇表現的手法，全

都依據在這些場面的組成上，所以這些場面在組成的份量上，如果不成比例，這

部傳奇的目的和形式便有了缺陷。 

6、今人張敬的《明清傳奇導論》中解說得非常清楚：「『文似看山不喜平』

一部文藝作品必有最高潮、高潮、和平潮之分，傳奇的編製，也必須包有這種特

點。」
11可以說排場就是劇本生命的展現，也就是演出的效果。張敬認為在一部

傳奇中最高潮的表現便是大場。大場的特點是在故事的發展上，必是全劇中最出

色的組合。或者登場腳色是全劇中數量最多又各有表演的情形；再或是全劇中最

富麗和最熱鬧或最緊張的場面。正場的條件是，劇情為重要關目之一，登場人物

必係主角、副主角的地位，唱做的標準正如小說中的高潮一樣，必須具有相當的

份量。過場，正如小說中的平潮一樣，它在一部劇中，只具一種起承聯絡的地位，

不能有大分量的演出。就如前面《曲律易知》所說。短場，亦如小說中的平潮一

樣，是用來濟過場、正場之窮。本身只是資料的補充，並無關合承接的功用。有

時替代過多的過場，具有暗過場的作用。或在正場之間，起一種調適的功能。同

場：同場和群戲性質是一樣的，但有分量上的差別。同場雖腳色多，但唱作集中

於一二人；「群戲」則各腳都有發揮機會，靠眾唱眾做以合成一場戲。至於所謂

文場、武場、文武合場、鬧場，都是就表現的形式而分的。它是依存於以上所述

的大場、正場、短場和過場，而做不同的表現的。而傳奇中的鬧場，常有插科打

諢、滑稽突梯、冷嘲熱諷的特點。傳奇的場面既如此複雜，因此，分場的重點不

只是關目情節，還要顧到腳色唱做的份量，和音樂的支配，以及有關客體的聆賞

標準。 

朱自力師亦提及說：「今人張敬先生，曾對傳奇分場做過分析研究。面對《琵

琶》、《還魂》之分場，皆有微詞，獨於《拜月》則許為認真之作。其言蓋以為無

                                                 
11 張敬：《明清傳奇導論》第四編（台北：華正書局，1986 年 10 月初版）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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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大場、正場、文場、武場、鬧場、靜場、或唱或做，均不可連場不變。分配稍

一失當，不但使全部戲劇關目為之大亂，甚且蕪雜支離，不能成一完全劇作。由

張敬所列拜月亭前十齣之分場來看，無一齣相同重複者，可證之。」
12茲就張敬

所列《幽閨記》分場表錄之於下：（角色部分，筆者曾一一比對劇本，針對張氏

疏漏之處有所增補。） 

第一齣 開場始末 末  

第二齣 書幃自嘆 生 文靜引場 

第三齣 虎狼擾亂 淨、外、末、小生 武過場 

第四齣 罔害皤良 末、淨、外、小生、丑 南北大場 

第五齣 亡命全忠 小生、丑、末 小過場 

第六齣 圖形追捕 丑、淨、末 粗細鬧場 

第七齣 文武同盟 淨、外、末、小生、丑、生 神怪大場 

第八齣 少不知愁 旦 小正場 

第九齣 綠林寄跡 淨、外、末、小生、丑、眾 文武過場 

第十齣 奉使臨番 淨、外、末、丑、旦、老旦 中細正場 

 第十一齣   士女隨遷 生、小旦、末 中細正場 

 第十二齣   山寨巡邏 末、淨、外、小生、丑 文武短場 

 第十三齣   相泣路岐 老旦、旦 文細短場 

 第十四齣   風雨間關 生、小旦 文細短場 

 第十五齣   番落回軍 丑、淨、眾 武過場 

 第十六齣   違離兵火 老旦、旦、生、小旦 小過場 

 第十七齣   曠野奇逢 旦、生 文細正場 

 第十八齣   彼此親依 老旦、小旦 中細正場 

 第十九齣   偷兒擋路 生、旦、末、淨、外、丑 文細正場 

 第二十齣   虎頭遇舊 旦、生、小生、淨、眾 群戲大場 

第二十一齣   子母途窮 老旦、小旦 中細正場 

第二十二齣   招商諧偶 生、旦、末、淨、丑 文細大場 

第二十三齣   和寇還朝 外、丑、眾 小過場 

第二十四齣   會赦更新 小生 文過場 

                                                 
12 朱自力：《拜月亭考述》（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1969 年 7 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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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齣   抱恙離鸞 生、旦、末、淨、外、丑 文細正場 

第二十六齣   皇華悲遇 老旦、小旦、旦、末、外、丑、

眾 

群戲大場 

第二十七齣   逆旅蕭條 生 小過場 

第二十八齣   兄弟彈冠 生、小生、末 中細正場 

第二十九齣   太平家宴 老旦、小旦、旦、外、 文靜正場 

 第三十齣   對景含愁 旦、小旦、丑 文細正場 

第三十一齣   英雄應辟 生、小生、末、淨 粗細同場 

第三十二齣   幽閨拜月 旦、小旦 文細正場 

第三十三齣 【照例開科】 眾、末 過場 

第三十四齣   姊妹論思 旦、小旦 文細短場 

第三十五齣   詔贅仙郎 老旦、小旦、旦、末、外、丑 中細正場 

第三十六齣   推就紅絲 生、小生、末、丑 文靜正場 

第三十七齣   官媒回話 老旦、外、末、、丑 文靜正場 

第三十八齣   請諧伉儷 生、淨、末、丑 小過場 

第三十九齣   天湊姻緣 生、老旦、外、末、淨、小旦、 文靜大場 

 第四十齣   洛珠雙合 老旦、小旦、旦、末、外、生、

小生、眾 

群戲大場 

    現綜合以上各家之說，來大略對照張敬的分場。按照錢南揚所說，第一齣是

「副末開場」，報告戲的概況。第二齣才是正戲，由世隆自述身世。唱了【珍珠

簾】、【月上海棠】二曲，曰「文靜引場」。第三齣番將、番兵上場，各唱一曲，

然後合唱，準備攻打金朝，故是「武過場」。第四齣地點在宮殿，角色眾多，有

末、淨、外、小生、丑。且由外、淨二角分唱南北曲爭議戰、和，故為「南北大

場」。三、四齣是交代故事背景，從「武過場」到「南北大場」，排場冷熱相劑、

繁簡不同。第五齣只一曲【紅衲襖】，主要是末向小生告知惡耗，「小過場」是也。

第六齣乃巡警官、坊正、公使人科諢之戲，曰「粗細鬧場」。第七齣曰「神怪大

場」，乃因人物眾多，篇幅長，且有一段太白星、土地公幫忙之戲，寫興福逃亡

並結識世隆過程。第八齣「小正場」，旦角上場自敘身世。第九齣寫興福被嘍囉

們推為寨主的經過，為「文武過場」。第十齣王鎮準備出使，角色頗多，包括旦、

老旦，均各有唱曲，故為「中細正場」。這十齣排場均無重複。 

十一齣人數沒有第十齣多，但因有主要角色出場，兄妹自敘後轉為離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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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中細正場」。十二齣述興福的劫掠生涯，有眾嘍囉上場，故為「文武短場」。

十三齣寫母女逃難難堪之情，為「文細短場」。十四齣是兄妹逃難，亦為「文細

短場」。十五齣述番兵北返，只有一曲，乃「武過場」。十六齣寫一片混亂之中，

母女、兄妹均失散之狀，故屬「小過場」。十七齣乃生、旦相遇之戲，是重頭戲，

為「文細正場」。十八齣寫瑞蓮、王母相遇，故是「中細正場」。十九齣是蘭、隆

在一片苦情之中，遇上強盜，亦是「文細正場」。二十齣寫二人被執至山上與興

福重逢之戲，此戲頗熱鬧，生、旦、小生、眾嘍囉都有戲，故是「群戲大場」。  

逐條分析到此，其餘類推，可看出靜鬧相輔，勞逸均當。角色輪流上場，過

場、正場交錯，安排有次。總計全劇大場有七齣；正場有十五齣；過場有十一齣；

短場有四齣；鬧場一齣；同場一齣。正場最多，大場即高潮戲有七齣，可謂調配

得宜。比較特殊的是第六齣〈圖形追捕〉屬鬧場；三十一齣〈英雄應辟〉屬同場。

「群戲大場」則有二十齣〈虎頭遇舊〉、二十六齣〈皇華悲遇〉、四十齣〈洛珠雙

合〉，除了場面熱鬧之外，每個角色都有發揮機會。 

 

三、其它手法 

本劇結構還有一大特色：即是劇情的發展，多借助於巧合運用的手法。蘭、

隆相逢，蓮、母相遇，是巧合；興福為盜，蘭、隆遇之，亦是巧合；王瑞蘭招商

店遇父，驛舍內遇母，也是巧合；王鎮奉旨招婿，而新科文武狀元就是世隆與興

福，更是巧合。開後世巧合、錯認劇之端倪，至沈璟、阮大鋮、李漁劇中，巧合、

錯認幾成脫離生活的文字遊戲。然本劇的種種巧合，發生在戰亂流離的特殊環

境，便巧得可信了。亞里斯多德說：「喜劇由一些偶然的事件組合而成情節。」13。

劇中運用巧合是服從于主題的需要而設置的，劇中每一個巧合都與劇本主題的掌

握密切關連。隆、蘭相遇，是引出下面曲折故事的導火線；中間王鎮與女兒、夫

人的奇遇，則對劇情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結尾王鎮、世隆的相遇則是對

王鎮嫌貧愛富的諷刺。這種巧合不是生硬的湊合，而是奇而不謬，合乎情理，可

謂「曲曲出奇，折折呈趣」14。陳眉公批本中處處可見「關目好」、「關目好甚」、

「關目奇妙」、「關目大得趣」的評語，足見陳公之賞識。 

    除了巧合之外，情節的安排符合了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急轉」、「發現」、「受

                                                 
13 亞里斯多德著 姚一葦譯註：《詩學箋註》（台灣：中華書局，1989 年元月十版）頁 86。 
14 金寧芬：《南戲研究變遷》（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年 5 月第一版）頁 208。引自《陳眉公

批評幽閨記》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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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三要素。15「急轉」是一種對比現象，意即在戲劇之中為同事件的一種狀態，

轉變到它的反面。比如戰爭的來臨（第三齣〈虎郎擾亂〉）、王鎮帶走瑞蘭（第二

十五齣〈抱恙離鸞〉）、皇帝下旨擇婿（第三十五齣〈詔贅仙郎〉），就是「急轉」。

「急轉」的結構使一個可能成為悲劇的不幸事件，發展到後來以幸運或圓滿的方

式結束。如王鎮父女的衝突，因考中科名而成為團圓的局面。有了「急轉」，就

有了「發現」，緊接著再發展出後面的「受難」。如隆、蘭相遇（第十七齣〈曠野

奇逢〉）、夫人遇蓮（第十八齣〈彼此親依〉）、興福釋隆（第二十齣〈虎頭遇舊〉）、

夫妻相會（第三十九齣〈天湊姻緣〉）等的「發現」情節。「受難」則有官兵追捕

興福的第六齣〈圖形追捕〉、瑞蘭母女逃難的第十三齣〈相泣路岐〉、兄妹逃難的

第十四齣〈風雨間關〉、夫人、瑞蓮同行的第二十一齣〈子母途窮〉、世隆思妻的

第二十七齣的〈逆旅蕭條〉、瑞蘭念夫的第三十齣〈對景含愁〉、三十二齣〈幽閨

拜月〉等。 

「衝突」也是戲劇中很重要的環節，黑格爾說：「只有當情境所含的衝突揭

露出來時，真正的動作才算開始。」
16姚一葦說：「衝突使觀眾產生懸疑，亦即使

觀眾關注其發展，這就是戲劇的張力。」17衝突可以分為人與人的衝突、人與社

會的衝突、人與自然的衝突、人與內心的衝突、或多種複雜的衝突。戲曲中瑞蘭

與父親王鎮的意見不合是主要的衝突情節。其他如「危機」、「張力」、「懸疑」等

情節要素，在《拜月亭》中均可找到印證。 

 
第三節  主題的呈現 

 

所謂主題（Theme），係泛指文學作品中所要表現的中心思想。它牽涉到作品

的思想問題。和情節結構來比較，思想是內在的；結構是外在的。然而二者息息

相關，互為表裡。生、旦表演體制的確立，固然可以滿足文人的審美趣味。但這

只是表層的意義，更重要的還在於這種表演能夠更深入地揭示和展現人物主觀精

神世界的種種活動。因此，戲劇既是一種娛樂；也是一種藝術；更是一種教育。

好的劇作，一定有它想表達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主題。它是戲劇的靈魂。 

劇作家在創作時，他對人生的態度、對人物性格的理解、對情節發展因果關

係的考慮，必然支配著整個作品的框架，這就是主題與結構的關係了。先要有思

                                                 
15 同註 13，頁 97。 
16 黑格爾著 朱孟實譯：《美學》（台北：里仁書局發行，1981 年）頁 288。  
17 姚一葦：《戲劇原理》（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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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然後才安排架構。李曼瑰教授《編劇綱要》第五章說：主題大致可分為三類，

即道德觀、社會觀、藝術觀。其中社會觀是以改良社會為目的。《拜月亭記》走

的應是這個方向。它雖襲用悲歡離合的舊套，但寫出了追求純潔愛情的執著。其

中有社會意義的矛盾衝突，男女主角歷經戰爭的考驗，又飽受勢利父親的折磨，

愛情彌堅，深深地打動觀眾，非過眼即逝的露水姻緣，亦亦非公子落難、花園奇

逢之類的陳腔濫調。劇本給了人們追求高尚理想的啟示，是屬於正面的教育。底

下從愛情與婚姻、離亂的時代兩大方向探討。 

 

一、愛情與婚姻 

本劇把一對青年男女的自由結合，擺在一個「奔走流民擁。」、「喊殺漫山漫

野。」「逃生兩腳走如飛。」「惟聞得戰鼓聲振蒼穹。」的離亂環境裡。除了反映

政治的腐敗，朝廷的無能，以及現實民生的不安外，而王瑞蘭與蔣世隆一起逃難，

互相扶持，終於突破門第觀念的限制，由假夫妻變成真夫妻，呈現了另一種新的

愛情觀。戰亂的背景，醞釀了瑞蘭選擇並決定自己命運的勇氣，不聽命於父親的

安排。然而父親的跋扈，硬拆散了一對兒女。王瑞蘭身在尚書府，「花朝月夕，

丫鬟侍妾隨。」、「夏水閣，浮瓜沉李。」、「秋翫蟾光折桂枝。」、「逢冬景賞雪觀

梅。」卻仍然思念著身染重病的丈夫，〈幽閨拜月〉的關目，除了顯現她的一片

真情，也深刻地揭示了婦女在婚姻不能自主的痛苦。最後苦盡甘來，夫妻再度重

逢，顯出「願天下心廝愛的夫婦永無分離。」的美景。 

婚姻的基礎在於愛情。愛情的重要條件是人的內在品質，以及有關愛情和婚

姻的道德觀。由於傳統禮教不允許戀愛自由，以父母之命、媒妁方式，建構婚姻，

扼殺男女自由愛情。在〈抱恙離鸞〉中，父親的冷酷，不顧女婿重病在床和女兒

的苦苦哀求，硬把女兒拖走。瑞蘭哭著說：「怎下得將人離別，愁萬縷，腸千結。」

世隆唱道：「病弱身著地，氣咽魂離體。拆散鴛鴦兩處飛，多少啣寃氣。」對父

親的不滿充滿了無奈。到了三十五齣〈詔贅仙郎〉瑞蘭辭贅抗婚，淋漓盡致的數

落了父親一頓，勇氣可嘉。這樣的抗拒，王鎮仍一意孤行，不顧子女心情。因此，

劇中所肯定的是以真摯專一的愛情為基礎的婚姻，通過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局來

支持。並且歌頌愛情的堅貞不渝，是人間鮮有的「義夫節婦」。三十五齣之後，

各本處理方式的不同，亦可反映出時代的不同觀。元劇是兩人都接受絲鞭，事實

上兩人都出於無奈，一是父親的壓力，一是現實的壓力。到了世德堂本，瑞蘭不

受，已是加上明人貞節色彩。通行本則改變更大，兩人都堅拒，這是明人貞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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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化。 

 

二、離亂的時代 

美國人馬修斯說：「觀眾的性質與特定的文化有關。」姚一葦進一步解說：「一

個偉大的戲劇家必須了解他的觀眾，必須容忍甚至同情他的觀眾。」
18我們可以

說關漢卿做到了。他反映了時代的脈搏和大眾的呼吸。他對婦女婚姻問題特別關

心，鞭笞社會的動盪、政治的黑暗。南戲《拜月亭》承襲這些特質與精神，把戰

爭刻畫得更深入、更殘酷，把愛情描寫得更細微、更動人。積極反對當時社會習

尚與傳統禮教，對頑固父母的專橫、勢利，加以指責和嘲諷，把青年男女引向幸

福婚姻，此即其社會價值所在。 

其次，本劇對傳統的婚姻制度提出了懷疑和批判。女性細膩豐富的情感世界

和受到嚴格限制的社會地位，一直是歷代文人探求、追尋的神秘世界，也是作家

始終努力認知和把握的未知天地。王瑞蘭對父親的不滿表現在拒絕“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上，甚至朝廷的賜婚，已經是抗逆聖旨了。這種行為在當時是很大膽

的，但也有其意義。父親為了維護「門當戶對」、「夫榮妻貴」的傳統婚姻觀念，

硬拆散世隆、瑞蘭二人，毫無憐惜之心。而當世隆中了狀元，他卻又執意招他為

婿。他看中的是狀元的頭銜，而不是女兒的愛情。這種權衡利害的婚姻是一種政

治婚姻，是家族的利益，而不是個人的意願。 

劇本安排瑞蘭和父親王鎮的矛盾衝突，突顯了瑞蘭追求自己的愛情而敢於衝

破傳統的藩籬；也強烈地指責了王鎮的嫌貧愛富、重武輕文的心態。瑞蘭靠自己

的選擇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這種做法擺在七百年前的元代是很有革命性的。這樣

的愛情描寫不落窠臼，超越了閨閣、庭園、書齋中的談情說愛。把劇情的展開和

時代重大政治事件結合在一起，不是一見鍾情式的戀愛，是自然發展而且經得起

考驗的。他們共度生死、歷經患難，表現了青年男女對愛情的忠貞，對門第觀念

的強烈反抗，選擇婚姻自主的權利。 

宋代中葉以後，內憂外患接踵而來，正常的秩序被打亂。尤其是外族入主中

原，使古老的社會發生劇烈的變動。是這樣的環境，造成人民遷徙，也造成文化

的變革；另一方面元蒙統治者不重視知識份子，下層文人為人民立言，為人民請

命，與社會結合在一起，可以說與時代脈息相通。為了歌頌這一對年輕人的真愛，

以時代的悲劇做為襯扥，對政治提出質疑。 

                                                 
18 同上註，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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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戲「劇本不僅以蔣、王兩家所受的戰亂之苦作為一個側面，向觀眾展示了

當時萬民倉皇、妻離子散的社會現實，而且還正面對這場社會的大動亂做了較為

真實的反映。」
19當時滿朝文武，束手無策，個個貪生怕死。讒臣得志，忠臣反

而被誅，甚至禍及全家三百多口，真是不可思議。“會施天上無窮計，難免今朝

目下災。”
20作者在十齣以前，有相當大的篇幅在描寫朝廷內部的爭執，主戰、

主和兩派的對立，是有其用心的。最後在昏庸的天子決定下，主戰忠臣反被殺，

造成百姓“夫挈其妻，兄攜其弟，母抱其兒，城市中喧喧嚷嚷，村野間哭哭啼啼”

21的悽慘景象。這樣的不顧人民死活的腐敗朝廷，作者寄寓了他的憤悶不平，也

對哀哀眾生發出了悲憫之嚎。這在某一種程度上，是有他創作的立意的。也許是

作者深受其害，也許是作者關懷民情。總之，作者的愛國憂民之心是顯而易見的。    

 
第四節、拜月的象徵意涵 

 

《拜月亭》，又名《拜月記》、《幽閨記》。關漢卿元刊本雜劇名為《閨怨佳人

拜月亭》，而最早記錄南戲戲文的《永樂大典》22著錄的題目是《王瑞蘭閨怨拜月

亭》，《南詞敘錄》是《蔣世隆拜月亭》23。或以女角為名，或以男角為名。不管

何本，都有「拜月」二字。而南戲中，瑞蘭思念丈夫，靜夜裡花園拜月，暗致祝

禱，與瑞蓮互吐心事，是整部劇情最精彩、最令人回味的地方。後來明人流傳小

說《龍會蘭池錄》24，三次出現「拜月」關目，有〈拜月亭賦〉、〈拜月亭詩〉、〈拜

月亭記〉25。“拜月”可以說是整個故事的靈魂所在，拜月實是具有深遠意義的

                                                 
19 俞為民：〈施惠與《拜月亭》〉見《戲文》第 4 期（浙江省藝術研究室，1983 年 12 月）。 
20 施惠：《幽閨記》第四齣〈罔害皤良〉（台灣：開明書店，2000 年十月台二版發行）頁 9。 
21 同上註，頁 7。 
22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附錄二種》，（台北：長安出版社，1978 年 12 月）。 
23 明•徐渭：《南詞敘錄一卷》（收《叢書集成三編》第三十二冊。） 
24 《龍會蘭池錄》收《古本小說叢刊》第三十四輯第四冊，不題撰人，明萬曆二十五年萬卷樓

周日校重刊《國色天香》本，日本內閣文庫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25 〈拜月亭賦〉：「臘月既望，蔣子遊於瀟湘之亭，天光如晝，萬籟無聲。博山香熾，銀燭初明。

欄杆十二，花梢倒影。百卉春芳，淡風暗隨。方俯仰間，有一異人，降之于庭。霓裳缥緲，殘粧

不整。微笑春生，蓮步散行，似非塵寰慣見。不預花木儲精，艷奪瑤池之王母，羞懷座上之飛瓊。

心通麻飯，情重蓉城。思而難得，疑而後驚。恍惚少定，乃前拜曰：昔莊周夢為蝴蝶，初不知孰

為莊周，孰為蝴蝶。予今見異人於庭，初不知孰為異人，孰為嫦娥。是知嫦娥者，天之異人也；

異人者，地之嫦娥也。莊周以夢，予以真。但為雲堦下拜，而不俟於西廂待矣，樂甚！把酒為之

一問曰：予言何如？異人曰：然。乃相與歌曰：異人非我兮，誰為之夫？我非異人兮，誰為之婦？

今宵非月兮，誰為之媒？天為幄兮，地為茵。風前一枕，月其主之，何必再問於繩絲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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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  

在古老的神話中，拜月有特別意義。為了凝聚與表現信仰，於是有宗教儀式

的產生。祭拜月神的儀式，也存在於許多部族之中。我國最早提到拜月習俗的是

《尚書•舜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遍於群神。」而在人類文

明的進展中，月亮在早期自然崇拜階段的初始原型大都為主司農作物生長的豐收

神。比如我國的秋祀。禮記早有記載：「秋分之日，祀夕月於西郊。」「王宮祭日

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26初民認為月亮具有幫助農作物恢復生機和促

進生長的神性。經由古籍記載所遺留的線索，及多數民族月神信仰意念平行比

較，亦大致能夠初步掌握月神在古代社會中的宗教地位。李文鈺在其論文中曾舉

例：「如美國加州的印第安人，在新月初生時結隊出遊，而老人們則高呼：『月亮

死而復生，我們也要死而復生。』非洲剛果的黑種人也每於新月出現時歡呼禱告：

『您月亮』復生了，我也可以度新生命。」27何根海亦謂：「巴比倫人以為『月

生產各種植物生命』；巴西的土著『相信月亮創造了一切的植物』，故稱月亮為植

物之母；北美土著之務農者稱月亮為永久不死之『老母』。」28可見，人類早期

生活中，月神是主司植物生命和生長之神，是農業的豐收神，這是世界各地關於

月亮共同的神話母題。 

其次，是生殖神的次原型。有人認為月亮女神「娥」也就是女媧、女和、嫦

娥以及西王母的原型。「女媧補天」展現出女媧的神力及地位。「女和」就是月母。

「女和」的名字見於《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記載：「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

                                                                                                                                            
「〈拜月亭詩〉：亭前拜月夜黃昏，暗想當年欲斷魂。婁敬不來幾十載，肖娘自負萬千春。伊如有

分應逄我，我亦何心再望人。自古玉英終不嫁，幾曾悞作百年身。」「亭前獨拜淚汪汪，說到心

頭祇自傷。念我一家都美脗，為誰千里獨淒涼。畫眉風月今何在？結髮江山事已荒。問道雲閒歸

北鴈，無雙消息寄何鄉。」〈拜月亭記〉：「古人名亭，所以示不忘也。歐陽不忘山水，名以豐樂。

希文不忘清素，名以濯纓焉。忠肅不忘榮歸，名以衣錦。瀟湘主人以瀟湘之亭名于臨安官舍，其

亦有所不忘者矣。亭有月，月有人，設榻一張，焚香一炷，拜于玲瓏之間，其不忘者情耳。情之

所在，時則隨之。時乎束芻，人遺鴻鯉，天遙參商地阻，其拜也，滿地蟲聲，過墻花影，心傷千

里，淚灑盈襟。人愁也，月愁也，亭固愁亭也，愁其不忘也已。時乎繩囊永固，鸞鳳交飛，粧臺

並遊。其拜也，蘭麝薰芳，絲羅映色，一唱一隨，一歌一舞。人樂也，月樂也，亭固樂亭也，樂

其不忘也已。憂樂不同，而同於不忘。情至是，其亦鍾矣。予嘗以是問諸亭，亭則無知；問諸月，

月則無言；問諸心，心則無徵；進而問諸友人，友人付之一笑耳。三致問，始言曰：『月與天地

久者也，爾我之情，其月之于天地乎？寧容忘？』予曰：『情不忘矣。』記之。」 
26 《禮記》鄭玄注卷第十四〈祭法第二十三〉，（台北：新興書局，1963 年）頁 158。 
27 李文鈺：《嫦娥神話的形成演進及其意象之探究》（台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96 年）頁 26。 
28 何根海：〈月亮神話與中秋拜月的原始意涵〉（歷史月刊，1999 年 9 月號專輯）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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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29相傳在「日月之山」

住了一名女子，這名女子名叫「常羲」。她是帝俊的妻子，她為帝俊生了十二個

孩子，而十二個孩子就是十二個月亮。常羲的工作就是每天為十二個月亮孩子洗

澡，這是透過古代中國人對於大自然光怪陸離的現象，而產生的豐富聯想，來解

釋一年有十二個月的事實。神話充滿了童趣和美感，也牽連起後世種種習俗的來

源。「嫦娥奔月」代表永恆和長生。不死的嫦娥後化身為蟾蜍，變成月精，又象

徵著「再生」，因此月亮逐漸有了寂寞、不死、再生、女性種種意涵。先秦到兩

漢時期已有記載，所以古代早有中秋祭月、拜月習俗。戰國以前就有月中有蟾蜍

之說30。另一說是先民因月圓月缺的現象而想像月亮是一隻肚腹渾圓而又可以膨

大縮小的神蛙，即蟾蜍，這就是「月宮蟾蜍」故事的由來，人們稱月宮為「蟾宮」。

又因為蛙的肚腹和孕婦的肚腹很相似，而蛙的繁殖力很強，所以生殖神的地位就

如此產生了。「西王母」究竟是神名？國名？王名？或部族名？目前尚未有定論。

然而在西王母神話裡，主要表達的是人們心靈深處的理想世界，勾勒出人類生活

樂園的藍圖，並提供脫離生老病死桎梏及永生不死的保證。這些種種神話醞釀岀

月象徵女性的訊息。也由於月光的溫柔和順，「到漢魏以後，由祭月、拜月逐步

演化出賞月之風。」31賞月成了人們中秋佳節不可缺少的活動。 

而月相的圓缺變化、岀沒循環，經原始初民直觀思維的詮釋，自然化為死生

循環、生生不息的象徵。蘊藏著無限豐沛的生命能量的月亮，對於生物的作用，

除了促進繁殖，最重要的尤其在賜予死而復生的力量。嫦娥神話所以藉著奔入月

中以完成嫦娥的不死，與此信仰背景必然深具關係，於是衍化出後世種種的信仰

活動及類似宗教的儀式，點綴了人們生活多彩的內涵。 

在中秋節俗中，拜月祈子是主要的項目，如盛行於五代的“浣月”及“沐月

光”32就是。在原始神話中，月亮女神都被看作水、河流和泉水的護衛者。因此

盛行於五代的婦女“浣月”儀式，便極具有「常羲浴月」（常羲後成為月神之名）

的模仿意味。其儀式為中秋拜月之後，婦女聚集河邊或在庭中置一水盆，待月光

映照水中，便立即將雙手浸入作浣月狀，同時對月神祝禱。此儀式的意義正在「洗

滌塵垢，拔除不祥。」其所欲拔除之不祥，或者正是所謂無子之疾。另外，在台

灣，亦有中秋“沐月光”求子的習俗。相傳在八月十五夜，當月亮行至中天，婦

                                                 
29 袁珂著：《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 年 8 月初版）頁 394。 
30 李艷梅：《唐詩中月神話運用之研究》（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9 年）頁 18。 
31 韓養民 郭興文：《中國古代節日風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頁 232。 
32 同註 2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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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獨坐庭中靜靜地接受月光沐浴，便能很快地達成懷孕生子的願望。而存在於

“沐月光” 儀式裡的信仰，當是確信月亮的生育繁殖能力，是由她的光象徵的。

現在醫學進步，婦女已不需要如此寄託於虛無之中。然而古代習俗之美以及先民

的單純，是永遠留在人類記憶之中的。 

此外，詩人吟詠八月十五夜月，嘆其光彩皎潔，更藉以寄託懷人之情者，自

中唐之後，亦顯著增加。離別思念，是人類亙古自然之情感，更是喜聚不喜散的

中國人，心靈深處最強的牽動與懸掛。相隔兩地的人，常藉著有思念象徵的媒介

物傳達情意，那就是月亮了。早在《詩經》〈日月〉一詩中，日和月就已被人們

當作傾吐的對象。「日居月諸，東方自岀。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卒。」月神話也常被拿來應用，以寄託對遠方朋友或情人的思念。甚至透過

月中桂樹，象徵人格的高潔 。如李白的〈贈參寥子〉最後二句：「相思在何處，

桂樹青雲端。」 

唐代以後，民間出現了主婚姻之神的「月老」，這也可能與女媧、西王母相

關涉，月老應是女媧、西王母在民眾生活的世俗現身。在中國古代神話中，月神

都是主司婚姻和生殖之神。相傳唐代的七夕，許多有情人更在月下焚上一香禮

炷，但願牛郎、織女二星神能保佑天下的有情人終成眷屬33。唐代詩人也常藉著

詠月，寫下了牛郎、織女不朽的愛情詩篇，月亮已經和愛情畫上等號，成為婚姻

神。還有，七夕月下乞巧、乞子之說，也和此有關。成千上萬的女子向織女乞巧，

盼望能得到像織女一樣的一雙巧手，好繡岀人間罕有，唯有天上才有的好女紅。

乞巧時，首先必須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或結錦絲綵帶大宴賓客，齊來拜月、

祀牛、女二星。然後穿針，如果穿過者，則以為得巧。到了元代，還加上男子乞

文巧之說。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乞子則在拜月之後，將蠟作的嬰兒浮在水中

以為戲，就是得子的祥兆。這些都是相當有意義的習俗。或者在中秋月夜對歌擇

偶，也愈來愈流行。這些民俗活動在在表現了人們對月神的崇拜。 

宋代以後，中秋節的活動大大豐富起來。賞月、吃月餅、賞桂、觀潮蔚然成

風。其中安排家宴，團圓子女，以酬佳節，為熱鬧喧騰的節慶氣氛投入了天倫的

祥和歡樂，反映了傳統的倫理及道德觀念。「月圓人團圓」是「每逢佳節倍思親」

的表現。而詩人對月抒懷仍時有所聞，蘇軾“水調歌頭”的名句：「人有悲歡離

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道盡了人們的心

事。月亮除了神化外，也開始人格化了，它成了人們訴苦的對象，成了人們的知

                                                 
33 梁淑媛：《唐代詠月詩研究》（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9 年）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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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撫慰了多少離人、思婦、遊子的寂寞心聲，帶來一片祥和溫馨。 

政治的黑暗，會遮住了月亮的光輝。元代的中秋節是個很特殊的記憶，大地

籠罩著烏雲，人們把革命的思潮、起義的訊息寄託在小小的月餅中。到了明代，

每家都設有月光位，于月出方向供月。拜祭完畢，焚掉月光紙，撤下供月食品，

散給家中每人一份，月餅、月果是餽贈親友的佳品。回娘家的婦人，在中秋節必

須回到夫家。明代人把中秋節稱之為“團圓節”。拜月祈福的儀式仍在，稱「拜

月娘」。潮州中秋拜月娘且用馨香素燭，雖無月娘廟，卻有月娘神像。神像係木

雕軟身，鳳冠霞珮，坐於輦上，殆與神話中「嫦娥為后羿妻」有關。此像平時附

供於他廟，至中秋夜方抬出，配上柔和的音樂，遊行各街巷，婦女每執香於門首

迎候。東莞婦女拜月常以午飯，桌上供芋、月餅、水果之類；此外又有粉、胭脂，

以為月娘欣享後抹之，可以美容。此種供設與儀俗都大同小異，唯寧波以八月十

六為中秋，中庭陳設酒饌，賞玩達曙，異於他地。台灣民間稱月神為太陰娘娘以

禮月，並有太陰經以誦念。 

清代，把中秋節叫做“八月節”或“八月半”，以月餅果品相贈，並在庭中

設瓜果以供月。杭州及北京特別把祭月稱作“齋月宮”，小兒女膜拜月下，嬉戲

燈前。並供奉小財神及一些小擺設，家家戶戶如此。在閩南及台灣，還有一種“聽

香”的節俗，又叫“拈香”34。婦女在中秋夜燃香禮拜後，或靜立，或出遊，竊

聽別人言語，來占卜自己的未來吉凶，相當特殊。 

宋以後的祀神，轉化自拜月者，有兔兒爺、月光馬兒、拜月華、拜月老等。

兔兒爺是專供小孩玩耍的玩具。並作祭拜用。通常八月初就開始賣，越近中秋便

越便宜。在中秋夜供養之後，便淪為玩具。月光馬兒即月光神禡，流行於北平。

以紙或木板印做月宮圖像，大的成丈；小的也有二三尺高。圖中有廣寒宮和玉兔

搗藥，中立嫦娥，設立於月岀方向，中秋夜供拜。拜月華之說，相傳家中有小孩

生病，拜月華可望痊癒。八月十五日也是月下老人誕辰，家有未婚男女的父母，

常於中秋夜在月下焚香燃燭，乞求月老為孩子撮合。又許下禮餅、和鞋、和盒，

取合諧、合和之諧音。鞋、盒均用紙製成，待結婚後即焚燒以酬神。這些活動看

似瑣碎，其實饒有趣味，充滿了溫柔和諧之氣。相信在進行之中，必能營造敦厚

謹慎之美德，和平安祥之心境，這是人間最值得珍惜的部分。 

照以上演變看來，月亮一直離不開人們的生活，而且擁有豐富的意義。舉凡

祈福求子、洗除塵垢、婦人妍醜、兒女姻緣都與它有關，在流傳過程中，從最早

                                                 
34 鄭慧如：《月宮故事研究》（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0 年）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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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豐收神、其次生殖神、到婚姻神、到象徵永恆長生不死、到成為傾吐心事的對

象，以及團圓的象徵、命運的寄託、康復的希望等。而小說中拜月最大的意義在

愛情的盟誓，諸多種種都以它為主。月亮的角色不斷在變化著，人們祭祀它，月

神稱謂開始被賦予民間宗教的含義，如太陰星君、月老等；職司也有所改變，從

神話之掌理月宮，進一步司人間禍福，這些都反映民俗心理。值得注意的是明朝

的儀式較為繁複，細節較多，小兒女的命運似乎都付託給月宮娘娘了。這是我們

研究南戲《拜月亭》時，可以觀察到的現象，其意義是很深遠的。 

由以上種種民俗活動的呈現，看出月亮在人們心中的份量，具有多重的面

貌。把它帶進《拜月亭》的情節中，月亮應是居於婚姻神的地位。「拜月」的意

涵裏包括對夫君的思念和祈福，一種渴求團聚的人間情感，月亮是瑞蘭傾吐心事

的唯一對象。白天壓抑在心中的所有情懷，只有趁黑夜無人之時，悄悄講給月亮

聽。有可能明代禮教甚嚴，官宦之家女子不便出門。又加以交通不方便、音訊斷

絕的情況下，女孩家的心事只有如此寄託於渺茫的希望中。那裡面包涵有團圓的

企想、命運的禱祝、康復的祈求以及愛情的盟誓等。 

最後，不能忽略的，月亮又是貞潔明淨的象徵。西方聖經有一段神話說，由

於女人夏娃誘騙男人亞當偷吃了上帝所禁止的伊甸園的生命樹果子，所以女人從

此受了詛咒――要永遠依戀她的男人。然而不論這則神話是來自西方，或是這神

話是真是假，女人依戀她的男人，卻是東西方如一，而且千古不移。唯西方神話

是可怕的詛咒；在我國卻化為女子堅忍的真情，永恆的等待之美德。在王瑞蘭拜

月，求月保佑夫君的虔敬之心的後面，就是這些特質的展現。這種珍貴的操守令

人敬佩和憐愛，這是一種人格的光輝，和月亮一樣光明皎潔。就如蔣世隆唱的：

「貞心一片如明月，映入清波到底圓。」又圓又亮的月兒，的確是貞潔和圓滿的

最佳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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