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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一、研究動機 

戲曲的綜合性特質使得它不論是在建立體制、發展成熟、攀向高峰、走向

衰頹時，都呈現暗潮洶湧的態勢。原因就在於，戲曲原是包含文學創作和舞台

表演，且囊括技藝雜耍和故事演述的藝術。但無論是戲曲文學還是舞台表演，

溯其源頭，都不是為符合「戲曲」理念而生的；亦即，中國古典戲曲，不是一

開始就以萬事皆備的形態出現，它是結合詩歌、敘事體、講唱、雜技、舞蹈等

多項淵遠流長的系統慢慢演化而成的，其中任何一項都各自有其演進的過程，

來自不同血統的元素在融合時難免會有相斥的現象，這也是戲曲先天體質的原

罪。 

曾永義曾對成熟的中國戲曲下過這樣的定義： 

中國戲曲是在搬演故事，以詩歌為本質，密切融合音樂和舞蹈，加上雜

技，而以講唱文學的敘述方式，通過俳優妝扮，運用代言體，在狹隘的

劇場上所表現出來的綜合文學和藝術。1

指出戲曲是是故事、詩歌、音樂、舞蹈、雜技、講唱文學敘述方式、俳優妝扮

表演、代言體、狹隘劇場等九個因素構成的有機體。其中，「故事」不僅是講

唱文學的基底，其敘事方式亦隱含向散文佈局、小說結構借鑑的影子；而「俳

優妝扮」亦常以舞蹈、雜技方式表現，並以劇場表演為重心。由「講唱文學」

到「俳優妝扮」，則是部分代言到完全代言的演進。若再爬梳其中質性異同，

可說戲曲分別是由詩歌、散文、小說、講唱、音樂、技藝(含舞蹈、雜技、俳優

妝扮)等系統組合而成(見圖 1)，但這些元素並非是以「平分秋色」的方式搭配

而成；戲曲雖是綜合藝術，但在結構中也意味著被解構的可能，其組合元素也

因此會產生此消彼長的不同偏重。後來區分的文戲、武戲；唱工戲、做工戲；

案頭之曲、場上之曲等，即是對不同的組合元素偏重的結果。 

                                                 
1 曾永義：《戲曲源流新論》(臺北：立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年)，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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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戲曲質性組成圖 

      再將組成戲曲的各個系統的內部演進情形表列如下： 
表 1：戲曲質性組成演進表 

 散文系統 詩歌系統 小說系統 講唱系統 音樂系統 技藝系統

漢魏六朝 駢文 樂府古詩 志怪  樂府 角觝戲 

東海黃公

唐 古文 詩 傳奇 變文  踏搖娘 

宋 古文 詞 話本 鼓子詞  雜戲 

元  曲 章回小說 諸宮調 北曲  
明 八股文 曲 章回小說

白話短篇

小說 

寶卷 南曲諸腔  

清 八股文 曲 章回小說 彈詞 

鼓詞 

南曲諸腔 

地方聲腔 
 

可看出各系統皆有其演化的歷史背景及長久調和下形成的獨立個性，但縱

然戲曲的多元性顯而易見，作為一個獨立的生命體，作品自身內部的各種藝術

因素還是必須建立一種有機的和諧關係。因此，許多戲曲家便開始討論或提出

針對戲曲異質元素調和的問題，如對於戲曲創作中「文采與音律」，乃至「案

頭與場上」究竟孰輕孰重的兩難；亦有劇論家就整體上提出理想的戲曲具備要

素，如明代孫鑛即提出了南戲創作的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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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南劇，第一要事佳，第二要關目好，第三要搬出來好，第四要按宮調

音律，第五要使人易曉，第六要詞采，第七要善敷衍──淡處做得濃，

閒處做得熱鬧，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均妥，第九要脫套，第十要合世情關

風化。持此十要以衡傳奇，靡不當矣。
2

可說相當全面地囊括了戲曲須顧及的元素及表現面貌。 

到了清代李漁在《閒情偶寄》中則列出更鉅細靡遺的戲曲要項，其中與戲

曲創作、搬演相關的表列如下： 

 
表 2：李漁《閒情偶寄》〈詞曲部〉〈演習部〉細目 

結構第一 戒諷刺、立主腦、脫窠臼、密針線、減頭緒、戒荒

唐、審虛實 

詞曲部 

貴顯淺、重機趣、戒浮泛、忌填塞 詞采第二

音律第三 恪守詞韻、澟遵曲譜、魚模當分、廉監宜避、拗句難

好、合韻易重、慎用上聲、少填入韻、別解務頭 

賓白第四 聲務鏗鏘、語求肖似、詞別繁簡、字分南北、文貴潔

淨、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時防漏孔 

戒淫褻、忌俗惡、重關係、貴自然 科諢第五

格局第六 家門、沖場、出腳色、小收煞、大收煞 

選劇第一 別古今、劑冷熱 演習部 

縮長為短、變舊成新 變調第二

授曲第三 解明曲意、調熟字音、字忌模糊、曲嚴分合、鑼鼓忌

雜、吹合宜低 

高低抑揚、緩急頓挫 教白第四

衣冠惡習、聲音惡習、語言惡習、科諢惡習 脫套第五

再加上今學者曾永義在〈評騭中國古典戲劇的態度與方法〉一文，綜合前

人說法，提出評論古典戲劇的八項標準：本事動人、主題嚴肅、結構謹嚴、曲

文高妙、音律諧美、賓白醒豁、人物鮮明、科諢自然。並且說明： 

                                                 
2 見呂天成《曲品》卷下所引，《中國古典戲曲論著集成》第 6 冊(北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1959 年)，頁 223。 

  

http://www.my285.com/gdwx/xqoj/001.htm
http://www.my285.com/gdwx/xqoj/002.htm
http://www.my285.com/gdwx/xqoj/003.htm
http://www.my285.com/gdwx/xqoj/004.htm
http://www.my285.com/gdwx/xqoj/005.htm
http://www.my285.com/gdwx/xqoj/006.htm
http://www.my285.com/gdwx/xqoj/007.htm
http://www.my285.com/gdwx/xqoj/008.htm
http://www.my285.com/gdwx/xqoj/009.htm
http://www.my285.com/gdwx/xqoj/0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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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劇作止於本事動人、主題嚴肅、曲文高妙三者俱備，或甚至僅曲文高

妙一項，則不失為案頭之曲；倘結構謹嚴、音律諧美、科諢自然、賓白

醒豁四者兼備，則堪為場上佳劇。倘曲文高妙，又加以場上四項，則不

失為案頭、場上兩兼之佳作。
3

若融合上述幾位古今戲曲家提出的戲曲元素作整合分類，可得出下列的結

果： 
表 3：戲曲元素分類表 

事佳、關目好、善敷衍、脫套、結構謹嚴， 

「結構第一」諸節、「格局第六」諸節 

敘事因素 

本事動人、音律諧美 抒情因素 

合世情關風化、主題嚴肅，詞采、曲文高妙、戒淫褻、忌俗惡 雅的因素 

使人易曉、賓白醒豁、科諢自然、「賓白第四」諸節、貴自然

貴顯淺、重機趣、戒浮泛、忌填塞 

俗的因素 

詞采、曲文高妙、人物鮮明 文學因素 

按宮調音律、音律諧美、搬出來好、各角色派得勻妥 

「音律第三」諸節、「演習部」諸節 

舞台因素 

其中，某些元素是互相涵蓋或互為因果的，但更有些元素是彼此對立的，

由此可分立出「敘事—抒情」、「雅—俗」、「文學—舞台」三個對應組。嚴

格來說，所分類出的戲曲質性對應組，雖彼此存在著相反的特質，但其於戲曲

的生命體中並非是二選一的絕對「對立」關係，而是種在輕重多寡的調配下，

不同的對應關係；而其彼此分流、對峙、滲透、轉化的現象，則是切入戲曲發

展值得探討的議題。因此，本次論文將戲曲的對應關係，分別為「敘事—抒

情」、「雅—俗」、「文學—舞台」三組對應面，並由此延伸至劇作家與作

品，劇作家與觀眾，劇作家與演員等多元對應關係，期待釐清戲曲如何在質性

多元的困頓中尋找出口的運轉軌跡。 

                                                 
3曾永義：〈評騭中國古典戲劇的態度與方法〉，《說戲曲》(臺北：聯經出版社，1977 年第二

刷)，頁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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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4郭英德於《明清傳奇史》中將傳奇的發展歷程分為五期：

表 4：傳奇歷史分期表 

分期 起迄時間 

生長期 明成化初至萬曆十四年(1465-1586) 

勃興期 明萬曆十五年至清順治八年(1587-1651) 

發展期 清順治九年至康熙五十七年(1652-1718) 

餘勢期 清康熙五十八年至嘉慶二十五年(1719-1820) 

蛻變期 清道光元年至宣統三年(1821-1911) 

其中以「勃興期」、「發展期」為傳奇的黃金時期，可說在創作及搬演的質、

量上，同時達到相互輝映的高峰狀態。而「發展期」雖延續了「勃興期」的熱

度，其後續發展「餘勢期」卻有創作衰微，搬演正熾的現象，故「發展期」可

謂傳奇由盛轉衰的轉捩時期，以之作為切入點，將可更明確釐清其中變化軌

跡。而由於清初重要的作家，常橫跨明末的時期，故本論文以明末清初(約指明

天啟、崇禎至清康熙)為探討時期，期能突顯傳奇發展的多元面相。 

大體而言，傳奇自明代萬曆年間的《牡丹亭》取得巨大的成就與引發多重

的爭議後，基本上在音律、文采的各自基礎上，有了不同的追隨隊伍，也產生

長足的進步與發展。這股風潮使戲曲成為由文人士大夫領導潮流的一種全社會

性的文化活動，從劇作家、劇論家，到觀眾、演員等皆熱情投入，並以文人化

的審美取向為主流，熱度一直延續到清初。明末清初，由於政治社會大環境的

變動，以往戲曲由文人全面主導的現象逐步鬆綁，戲曲本質的缺點逐漸顯露，

加上此時戲曲環境中的作者、導演、演員、觀眾，都發生相當大的質變，於是

作為創作源流的劇作家遂面臨更大的考驗。這個時期有李玉在明末天啟、崇禎

年間創作「一、人、永、占」，入清後，絕意仕進，在順治十年(1653 年)左右

進入創作極盛期。李漁自順治五年(1648 年)移家杭州後，也開始他專業戲曲家

的活動。之後吳偉業以文壇名流身分於順治九年(1652 年)創作了《秣陵春》，

                                                 
4郭英德：《明清傳奇史》(南京：江蘇出版社，2001 年)，緒論第三節「明清傳奇的歷史分

期」，頁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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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五年(1657 年)尤侗的《鈞天樂》脫稿。南洪北孔的出現，則為這個階段衝上

高峰，並為傳奇的繁盛時期畫下美好的句點。其中在戲曲創作及相應理念上能

開一家風氣或在傳奇藝術上有極高成就者，當推李玉、李漁、洪昇、孔尚任四

家5。 

上述郭英德《明清傳奇史》中對「發展期」 (1652-1718)的描述，除尤侗等

正統文人的案頭之曲外，便以李玉、李漁、南洪北孔為主要敘述對象6。林鶴宜

於《規律與變異：明清戲曲學辨疑》中，將傳奇的敘事結構分為傳奇寫意式衝

突結構的確立(西廂、琵琶、牡丹亭)、偏離(風箏誤、凰求鳳、清忠譜、十五貫)

和回歸(長生殿、桃花扇)三個階段7，其中「偏離」到「回歸」階段的舉例作品

集中於明末清初，即以李玉、李漁、洪昇、孔尚任為代表8。另劉楨、謝雍君所

著《昆曲與文人文化》中，於明末清初時期，亦以李玉、李漁、洪昇、孔尚任

為描述主體。9足見這四位劇作家於明末清初的劇壇中具有足夠的代表性。他們

於明清易代之際的時間定位，可以下表表示： 
 

表 5：李玉、李漁、洪昇、孔尚任生卒時間表 

 明萬曆 
1573-1620 

明天

啟 
1621-

1628

明 
崇禎 
1628-
1644 

清順治 
1644-1662

清康熙 
1662-1721 
 

李玉  16??-16??  
李漁  1611-1680  
洪昇  1645-1704  
孔尚任  1648-1718 

李玉生卒年不詳，推算約生於明萬曆末年(16??年)，卒於康熙前期(16??

年)，原為明大學士申時行府中家人，初為申公子所抑，不得應科舉，後出應

試，連厄於有司，至崇禎年間始中舉人，入清絕意仕進，隱居林下，以度曲自

娛。李玉所引領的蘇州派作家多是下層社會的布衣文人，他們混同於三教九流

                                                 
5 清初劇作家中，吳偉業、尤侗的創作以雜劇為主，傳奇為輔，且有強烈的案頭化傾向，故不

列入本論文的探討對象。而李玉、李漁的排序上，雖李玉的生卒年不確定，但其可推知最早的

創作為明末天啟、崇禎年間，李漁則於清順治初年才正式投入戲曲活動。故本論文探討的四位

劇作家，以作品創作先後排列，依序為李玉、李漁、洪昇、孔尚任。 
6 郭英德：《明清傳奇史》，第三編「傳奇的繁盛」，頁 309-490。 
7 林鶴宜：《規律與變異：明清戲曲學辨疑》(臺北：里仁書局，2003 年)，參．〈清初傳奇「戲

劇本質」認知的移轉和「敘事程式」的變形〉，頁 143-164。 
8 其中《十五貫》為朱素臣作品，而朱素臣一般列為蘇州派作家，可歸入李玉一脈。 
9劉楨、謝雍君：《昆曲與文人文化》(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5 年)，第五章「昆曲：文人

審美(中)」，頁 158-192。 



緒論 7

之屬，以戲劇創作、戲劇活動作為一技之長，和戲班梨園相互依存，與元雜劇

文人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其創作也因此有著更濃厚的平民色彩(貼近群眾)、現

實精神(關注時事)和教化取向(勸善懲惡)。李玉的劇作面向民眾，面向現實，面

向舞台，既具有較強的時代色彩和思想性，又擺脫了貴族氣、脂粉氣和書巾

氣，本色當行，便於登場。和同時期的文人傳奇不同，其傳奇作品的曲詞，不

是以詩的意境為旨歸，而是以劇的意趣為本源，突出地表現由案頭文學轉向舞

台藝術的邁進。吳梅對李玉的形容為： 

李玄玉玉蘇州人，崇禎間舉人。國變後不出，家居數十年，專以度曲爲

事。與吳梅村友善，有北詞廣正譜，卽梅村爲之序也。所作諸劇。共三

十三種。今所傳述人口者，占花魁、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而已。其

詞雖不能如梅村西堂之妙，而案頭場上，交稱利便，錢牧齋亦深愛其

曲，至比之柳屯田。無名氏新傳奇品云：「李玄玉之詞。如康衢走馬。

操縱自如。蓋亦老斲輪手也。」其占花魁一劇，爲玄玉得意之作，勸妝

北詞，更爲神來之筆。（世通唱不錄）其醉歸南詞一套，用車遮險韻，

而能游刃有餘，亦才大不可及也。惟昊天塔、淸忠譜，稍不稱耳。
10

指出李玉劇作案頭、場上兼美的特質，但由吳梅「以曲論劇」的角度而

言，其曲辭則未能稱為上乘，並對社會寫實性強烈的《清忠譜》不甚青睞。這

亦能看出李玉劇作與傳統文人劇的差異。 

李漁(1611-1680)，出生於江蘇，崇禎十年(1637 年)入金華府庠，後屢應鄉

試不第，入清，即不復應考。明清之交，清兵入浙，家道中落，順治五年(1648

年)，移家杭州，自此開始賣文為生，順治十四年(1657 年)流寓金陵，蓄眾家

姬，教習歌舞，逢迎公卿，以作劇、導戲、演劇為生。他非工非商，不宦不

農，家無恒產而需要和士大夫一樣的享受，一身而外，所有費用皆取之於人，

追求商業化、藝術化的人生，所以游蕩江湖便是他的職業。李漁的不受拘束、

勇於創新也表現在其戲曲成就上。他在《閒情偶寄》中大力補足前人所忽略的

編劇、演劇技巧，建構一套完善的戲曲理論架構。其劇作《苙翁十種曲》朝世

情化、娛樂化的絕對觀眾取向前進，使得戲曲走出文人藩蘺，發展另類風貌。

吳梅《顧曲麈談》中對李漁有這樣的形容： 

李笠翁漁十種曲，傳播詞場久矣。其科白排場之工，爲當世詞人所共認，

                                                 
10吳梅：《顧曲麈談》(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第四章〈談曲〉，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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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詞曲則間有巿井謔浪之習而已。吳梅村贈笠翁詩云：「江湖笑傲誇齊

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深得笠翁之眞相也。11  

指出李漁精於作劇但其人其文卻又帶有市井氣息的現象。 

洪昇(1645-1704)，字昉思，號稗畦，出身錢塘(今杭州)望族。洪家在明朝

時倍得朝廷恩寵，曾顯赫一時。入清後，家境已趨沒落。洪昇在世 60 年，其生

平遭際困頓，在京作了 20 多年的太學生，卻未得一官半職，布衣終老。他為人

清高孤傲，蔑視權貴。隨著改朝易代的人事變遷，其創作的視野也逐漸超出個

人身世的範圍，而進一步涉及到國家興亡、歷史變遷、現實政治等領域。康熙

二十八年(1689)八月，洪昇嘔心瀝血之作《長生殿》在北京寓所演出。正值孝

懿皇后佟氏於上月病逝，這便觸犯了朝廷「國喪不得張樂」的禁令，洪昇被下

刑部獄，削去了國子監生員，黜逐還鄉，與會者多人受到牽連，洪昇剛好中進

士的好友趙執信被革除官職，永不錄用，所謂「可憐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

白頭。」吳梅對洪昇有如下的描寫： 

康熙中曲家，有南洪北孔之說：孔爲雲亭山人，洪卽錢塘洪昉思昇也。 

昉思學詩於漁洋，深得精華，漁洋亦亟稱之。少年卽精於音律，有孝節

坊、鬧高唐諸傳奇，而傳之不甚顯。卽如長生一劇，非在國忌裝演，得

罪多，恐亦不能流傳遠且廣者如是也。余謂長生殿，取天寶間遺事，收

拾殆盡，故上本每多佳製；下半則多由昉思自運，如冥追、尸解、情

悔、神訴諸折，乃至鑿空不實，不如桃花扇之句句可作信史者多焉。惟

其詞句采藻，入元人之堂奥，所作北詞，不在關馬鄭白之下，且宮調諧

和，譜法修整，確居雲亭之上耳。12

指出《長生殿》上本有所據，下本卻步於虛幻的特質。吳梅雖不喜洪昇蹈

虛情幻的寫作方式，卻也不得不肯定其詞采精美、律法工整。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季重，號東堂，又號岸堂，別署雲亭山

人，為孔子第六十四代孫，20 歲考取秀才，但參加鄉試不第。康熙十七年秋，

他隱居石門山；康熙二十三年冬，他為皇帝講經頗得聖心。事後，孔尚任被

「特簡為國子監博士」，於次年赴京就任，屢次獲得提拔。康熙三十八年(1699

年)六月，《桃花扇》脫稿。《桃花扇》從動筆到脫稿，前後共經歷了整整二十

                                                 
11同上註。 
12 同註 10。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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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年頭，可謂殫精竭慮、慎重嚴謹。此劇問世後，立刻引起各界關注，藝林紛

紛傳抄，一時洛陽紙貴，頗為轟動。消息傳到宮內，連康熙皇帝也大感興趣，

派內侍急向孔尚任本人索取劇本。康熙三十九年元宵節，孔尚任又獲得升官的

機會，晉升為戶部廣東清吏司員外郎。但剛剛上任十多天，到三月中旬就無緣

無故地被罷了官。這究竟是什麼原因，因史無明文，成了一件懸案。是否與

《桃花扇》有關，至今仍是一個謎團。吳梅對孔尚任《桃花扇》的創作過程及

成就有如下描述： 

孔雲亭尙任，與梁溪夢鶴居士顧天石彩友善。初作小忽雷傳奇，皆天石爲

之塡詞。及作桃花扇時，天石業已出都，時湖洲岳端，好客且喜詞曲，

南中淸客，如王壽熙、顧岳亭、諸君，皆在岳端幕府，雲亭乃與之商訂

音律，得成此絕世妙文。相傳聖祖最喜此曲，內廷宴集，非此不奏，自

長生殿進御後，此曲稍衰矣。聖祖每至設朝選優諸折，輒皺眉頓足曰：

「弘光弘光，雖欲不亡，其可得乎？」往往爲之罷酒也。余謂桃花扇不

獨詞曲之佳，即科白中詩詞對偶，亦無一不美，如「葉分芳草綠，花借

美人紅」、「新書遠寄桃花扇，舊院常關燕子樓」；及上下本結穴之五

七律兩首，幾乎無一字不斟酌。搏用全力，惟雲亭足以當之耳。
13

指出孔尚任嚴謹的創作態度，對自己不擅長的曲律就教方家，加上苦心經

營的優美曲白，使《桃花扇》一劇具深刻的感染力，連康熙帝也不禁動容。 

李玉、李漁、洪昇、孔尚任四人於明末清初之際致力於戲曲創作，其成就

上可媲美湯顯祖、沈璟，並為文人戲曲最光輝的年代畫上美麗的句點。且四位

劇作家中還有兩兩對照的特質，如李漁與李玉生卒年相近，代表文人以作劇為

生，視戲曲為商品的新形態作劇態度。洪昇與孔尚任則常被聯袂並稱，展現傳

統文人以詩文思惟經營長篇劇作體制的寫作功力，並造就後來文人難以逾越的

高峰。交叉來看，李漁與洪昇皆偏好風情劇，重舞台排場，只是一諧謔，一深

情；李玉與孔尚任則偏好取材史事的寫實劇，只是前者著重事件的張力，後者

則擴及歷史的觀照。若對照上節戲曲涵蓋的多項文藝系統，李漁作品主要表現

在對敘事系統、技藝系統的結合；李玉作品則力求敘事系統、散文系統、技藝

系統的平衡；洪昇作品達到詩歌系統、音樂系統的結合；孔尚任作品則達到敘

事系統、散文系統的結合。而這些都是切入本論文主題的重要觀照點。 

                                                 
13 註 10。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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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回顧 

(一)就明清戲曲研究而言 

明清是戲曲的發展重心，兩岸以此為論述對象的專著質量均相當可觀，較

重要的戲曲斷代史有早期張敬《明清傳奇導論》 14、盧前《明清戲曲史》15 ，

及近期郭英德《明清傳奇史》 16、孫書磊《明末清初戲劇研究》17等，以此時期

作專題研究者有許建中《明清傳奇結構硏究》18、王璦玲、華瑋主編《明清戲

曲國際硏討會論文集》19、王璦玲一系列關於明清戲曲的專題：《

》

明清戲曲藝

術中「抒情特質」與「戲劇特質」之發展
20、《明清傳奇中人物刻畫與主題呈

現之關係》21、《明清傳奇之語言與敘事模式》22 、《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

思與其藝術呈現》 23，及林鶴宜《規律與變異：明清戲曲學辨疑》24、田仲一成

《  》明清的戲曲：江南宗族社會的表像 25等。 

 就兩岸的博、碩士論文而言，台灣地區有康逸藍《明末清初劇作家之歷史

關懷—以李玉、洪昇、孔尚任為主》26、江婉華《明中葉至清中葉商人與戲曲之

關係》27 、車美京《清代傳奇藝術結構之研究》 28、洪麗淑《明中葉至清初文人

與戲劇關係之研究》29、施佑佳《明傳奇愛情劇奇巧性關目研究─以「謀設」、

「錯認」為討論範圍 》30、王佩萱《明清家樂戲班及其表演藝術研究》 31等，大

                                                 
14臺北：東方書店, 1961 年。 
15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年。 
16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年。 
17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年。 
18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年。 
19臺北： 中硏院文哲所，1998 年。 
20臺北：行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1995 年。 
21臺北：行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1996 年。 
22臺北：行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1998 年。 
23臺北：中硏院文哲所 ，2005 年。 
24臺北：里仁書局， 2003 年。 
25北京：北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 年。 
26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2 年。 
27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8 年。 
28國立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7 年。 
29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9 年。 
30國立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論文，2004 年。 
31國立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論文，2006 年。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a%7B213d47%7D+%7B214250%7D/a%7B213d47%7D%7B214250%7D/-3,-1,0,B/browse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extended=0&SUBKEY=%E6%98%8E%E6%B8%85%E6%88%B2%E6%9B%B2/1%2C47%2C47%2CB/frameset&FF=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4%2C4%2C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extended=0&SUBKEY=%E6%98%8E%E6%B8%85%E6%88%B2%E6%9B%B2/1%2C47%2C47%2CB/frameset&FF=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4%2C4%2C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a%7B215c6c%7D+%7B21546b%7D%7B213d75%7D/a%7B215c6c%7D%7B21546b%7D%7B213d75%7D/-3,-1,0,B/browse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a%7B215c6c%7D+%7B21546b%7D%7B213d75%7D/a%7B215c6c%7D%7B21546b%7D%7B213d75%7D/-3,-1,0,B/browse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X%7B214321%7D%7B21436a%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X%7B214321%7D%7B21436a%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extended=0&SUBKEY=%E6%98%8E%E6%9C%AB%E6%B8%85%E5%88%9D/1%2C105%2C105%2CB/frameset&FF=X%7B214321%7D%7B21436a%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2%2C2%2C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X%7B214321%7D%7B21436a%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X%7B214321%7D%7B21436a%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extended=0&SUBKEY=%E6%98%8E%E6%9C%AB%E6%B8%85%E5%88%9D/1%2C105%2C105%2CB/frameset&FF=X%7B214321%7D%7B21436a%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2%2C2%2C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a%7B215848%7D+%7B213d33%7D%7B213034%7D/a%7B215848%7D%7B213d33%7D%7B213034%7D/-3,-1,0,B/browse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extended=0&SUBKEY=%E6%98%8E%E6%B8%85%E6%88%B2%E6%9B%B2/1%2C47%2C47%2CB/frameset&FF=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6%2C6%2C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X%7B214336%7D%7B214321%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X%7B214336%7D%7B214321%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extended=0&SUBKEY=%E6%99%9A%E6%98%8E%E6%B8%85%E5%88%9D/1%2C9%2C9%2CB/frameset&FF=X%7B214336%7D%7B214321%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2%2C2%2C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X%7B214336%7D%7B214321%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X%7B214336%7D%7B214321%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extended=0&SUBKEY=%E6%99%9A%E6%98%8E%E6%B8%85%E5%88%9D/1%2C9%2C9%2CB/frameset&FF=X%7B214336%7D%7B214321%7D%7B214761%7D%7B21574e%7D&searchscope=5&SORT=DZ&2%2C2%2C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extended=0&SUBKEY=%E6%98%8E%E6%B8%85%E6%88%B2%E6%9B%B2/1%2C47%2C47%2CB/frameset&FF=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11%2C11%2C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extended=0&SUBKEY=%E6%98%8E%E6%B8%85%E6%88%B2%E6%9B%B2/1%2C47%2C47%2CB/frameset&FF=X%7B214321%7D%7B214761%7D%7B213f6f%7D%7B214351%7D&searchscope=5&SORT=DZ&11%2C11%2C
http://jenda.lib.nccu.edu.tw/search*cht/a%7B214c24%7D%7B213124%7D+%7B213021%7D%7B213f62%7D/a%7B214c24%7D%7B213124%7D%7B213021%7D%7B213f62%7D/-3,-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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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陸地區有華偉麗《試論明末清初傳奇中的風情喜劇》 、張震育《明清傳奇的

人文精神 33 34》 、楊飛《萬歷劇壇傳奇創作繁榮原因初探》 、李艷《明清道教與

戲劇研究 35 36》 、石沙《論明清傳奇中的市民形象》 、李希霞《論凈腳在明傳奇

中的發展成熟 37 38 。 》 、李昕欣《晚明至清初傳奇敘事結構的演變》

(二)就李玉相關研究而言 

相對於其他清初劇作家受到的關注，專門針對李玉及其劇作研究的著作明

顯偏少。早期有王安祈《 39 、李旻雨《李玄玉劇曲十三種研究》 李玉〈占花

魁〉研究 40 41 》  、李佳蓮《，近期有錢如意《李玉〈清忠譜〉研究》 清初蘇州

劇作家研究 42 43 》 、楊素月《李玉〈一捧雪〉研究 》 等。 

(三)就李漁相關研究而言 

關於李漁及其劇作的研究為數甚為可觀，就專著來看，如早期黃麗貞《李

漁》44 45 46、杜書瀛 《李漁美學思想硏究》 、俞為民著《李漁評傳》 ，近期如

47胡元翎《李漁小說戲曲硏究》 、黃果泉《雅俗之間：李漁的文化人格與文學

思想硏究》48等。

49就兩岸博、碩士論文而言，臺灣地區有張百蓉《李漁及其戲劇理論》 、

                                                 
32山東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1 年。 
33蘇州大學碩士論文，2002 年。 
34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3 年。 
35 四川大學博士論文，2004 年。 
36蘇州大學碩士論文，2005 年。 
37河南大學碩士論文，2005 年。 
38華東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39國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0 年。 
40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5 年。 
41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6 年。 
42國立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0 年。 
43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年。 
44臺北：河洛出版社， 1978 年。 
45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年。 
46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 
47 北京：中華書局，2004 年。 
48北京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年。 
49私立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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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淑慧《李漁及其〈十種曲〉研究》 50、張東炘《李漁戲曲三論》51、單文惠

《〈笠翁十種曲〉研究》 52、劉幼嫻《李漁的戲曲理論》53等。大陸地區有駱

兵 《李漁的通俗文學理論與創作研究》 54、 劉慶《論李漁家班的演劇之路》

55  、  趙江南《論李漁的戲曲本位思想在劇本中的表現》56、 任心慧《試論李

漁商業化「治生」方式對其曲論及劇作的影響》57 、  鐘筱涵《李漁戲曲結構論

》58.、姚安《論李漁的〈十種曲〉》59、徐世中《一夫不笑是吾憂》60、 許莉

莉《試論李漁戲曲理論和創作實踐的錯位關系》61、 安平《成熟到奢侈 精緻到

唯美——李漁文化人格略論》62、楊琳《李漁對淩濛初的繼承與發展》63、 鄧

丹. 《〈笠翁十種曲〉研究》64 、 朱錦華《李漁戲曲理論解讀》65、程群《論李

漁戲曲的商品性》66、張振傑《論李漁的商人品格及其戲曲創作》67、 劉琴《

創作與消費的調適》68、王金花《李漁研究三題》69、朱秋娟《李漁家班與李漁

戲曲創作、戲曲理論間的互動》70、喬文《李漁與莎士比亞喜劇中喜劇性語言

比較研究.》71、葛麗英《中國戲曲藝術的最早自覺》72、周建民《論李漁傳奇

創作的新異性》73、 高秀麗.《李漁關於「趣」的美學思想.》74、李軍鋒《不效

美婦一顰，不拾名流一唾》 75 、龐瑞東《李漁〈閑情偶寄〉之曲論研究》

                                                 
50私立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6 年。 
51 國立臺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 年。 
52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年。 
53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博士論文，2003 年。 
54華東師範大學博士論文，2003 年。 
55上海戲劇學院碩士論文，2002.年。 
56湘潭大學碩士論文，2002 年。 
57四川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2 年。. 
58華南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2。 
59南京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2。 
60廣西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3 年。 
61蘇州大學碩士論文，2004。 
62吉林大學碩士論文，2004。 
63曲阜師範大學碩士論文 2004 年。 
64首都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 
65四川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 
66四川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4 年。 
67內蒙古大學碩士論文，2005 年。 
68華中師範大學碩士論，2005 年。 
69揚州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 
70揚州大學碩士論文，2006。 
71中國海洋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 
72內蒙古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 
73江西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 
74山東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 
75山東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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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盧旭《 、 潘丹芬《李漁戲曲理論對其小說創作的影響》 試論李漁的觀眾

理論 78 79》 、王燕燕《從〈十種曲〉看李漁的女性觀》 、蔡東民《李漁劇論研究

百年（1901-2000）檢討 80 等。 》

(四)就洪昇相關研究而言 

關於洪昇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長生殿》的探討。如早期曾永義《長生殿

研究》81 82 83、陳萬鼐《洪昇硏究》 、王永健《洪昇和長生殿》 ，近期如高福民

主編《 84千古情緣 ：〈長生殿〉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等。 

85兩岸地區博、碩士論文有黃敬欽《梧桐雨與長生殿比較硏究》 、張啟超《

86 87〈長生殿〉舞臺藝術之研究》 、李佩玲《論〈長生殿〉的時空表現藝術》 、

朱錦華《 88等。 〈長生殿〉演出史研究》

(五)就孔尚任相關研究而言 

關於孔尚任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桃花扇》的探討。如早期陳萬鼐《孔尚

任硏究 89 90 91》 、胡雪岡《孔尚任和桃花扇》 ，近期有徐振貴《孔尚任評傳》

等。

92就兩岸地區博、碩士論文而言，臺灣地區有謝麗淑《桃花扇研究》 、江

                                                 
76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77遼寧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78湖南師範大學碩士論，2007 年。 
79華東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80上海戲劇學院碩士論文，2007.年。 
81臺北，商務印書館，1969 年。 
82臺北：臺灣學生書局， 1970 年。 
83臺北：萬卷樓發行，1993 年。 
84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發行，2006 年。 
85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硏究所碩士論文 1976 年。 
86國立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5 年。 
87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論文，1997 年。 
88上海戲劇學院博士論文，2007 年。 
89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年。 
90臺北：萬卷樓發行 ，1993 年。 
9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年。 
92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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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傳奇多元對應關係研究 14 

柏瑩《試論孔尚任之戲曲理論及其創作實踐－以《桃花扇》研究為例》93、徐

瑞嬪《孔尚任的歷史劇作研究》94、廖玉蕙《桃花扇相關問題之研究 》95、楊

朝淵《〈長生殿〉與〈桃花扇〉劇本文學研究—從戲曲主題、結構、情節、人

物、語言分析》96。大陸地區有劉政宏《二十世紀〈桃花扇〉研究》97、柳小利

《〈桃花扇〉悲劇研究》98、徐愛梅《孔尚任和〈桃花扇〉新論》99、顏健《論

〈桃花扇〉的悲劇精神》100、吳喆 《〈桃花扇〉中侯方域、楊龍友形象考論》

101等。 

由上看來，明清戲曲及關於李玉、李漁、洪昇、孔尚任相關研究，已由早

期概論式的斷代史及作家作品分析，演進至專題式探討：由人物形象、語言風

格、文學主題到敘事結構、搬演狀態，逐漸將作家作品的文學面與文化面連結

起來，做更廣度的研究。本論文即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李玉、李漁、洪

昇、孔尚任等作家作品，置於明清戲曲史的流變中、文學、文化傳播的大環境

裏，嘗試更多元的觀照視角。 

四、研究方法 

本論文以明末清初四位劇作家李玉、李漁、洪昇、孔尚任的作品為探討對

象，並非著重於「比較」，而是希望可以藉由作家作品的分析與其依存的社會

文化背景，為其於戲曲發展的系譜上找到恰當的位置，並由此剖析戲曲演進的

軌跡。其中，「抒情—敘事」、「雅—俗」、「文學—舞台」三組對應關係則

為戲曲發展的研究提供了一個清楚而確實的基礎。 

戲曲發展的研究，簡言之，是以戲曲的文本為基礎，追索其歷史發展，在

戲曲由創作到被接受的過程，我們看到其中的個性與群性，也看到彼此的同質

性和異質性；而身為戲曲這項產品的創作者，劇作家們也在主觀和客觀因素中

                                                 
93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論文，1993 年。 
94國立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95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論文，1996 年。 
96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1999 年。 
97上海戲劇學院碩士論文，2006 年。 
98北京語言大學碩士論文，2006 年。 
99山東大學博士論文，2007 年。 
100重慶師範大學碩士論文， 2007 年。 
101首都師範大學碩士論文，2007 年。 

http://cnki50.csis.com.tw.ezproxy.lib.nccu.edu.tw:8090/kns50/detail.aspx?QueryID=126&CurRec=9
http://cnki50.csis.com.tw.ezproxy.lib.nccu.edu.tw:8090/kns50/detail.aspx?QueryID=126&CurRec=11
http://cnki50.csis.com.tw.ezproxy.lib.nccu.edu.tw:8090/kns50/detail.aspx?QueryID=22&CurRec=2
http://cnki50.csis.com.tw.ezproxy.lib.nccu.edu.tw:8090/kns50/detail.aspx?QueryID=126&CurRec=8
http://cnki50.csis.com.tw.ezproxy.lib.nccu.edu.tw:8090/kns50/detail.aspx?QueryID=126&CurRec=8
http://cnki50.csis.com.tw.ezproxy.lib.nccu.edu.tw:8090/kns50/detail.aspx?QueryID=126&CurRe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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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自發地重新界定、質疑與想像作品的意義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本論文即由

這個角度出發，以明末清初的時代為中心，探索這個時代中的戲曲環境是如何

影響戲曲的表現風貌與往後的發展路線。 

本論文依「敘事—抒情」、「雅—俗」、「文學—舞台」三個主題切入，

採先整後分，分而後合的方式敘述。即在二、三、四各章中，先針對戲曲整體

概念中涉及「敘事—抒情」、「雅—俗」、「文學—舞台」者作說明，並輔以

相關的社會背景及理論依據。接著分述李玉、李漁、洪昇、孔尚任四位劇作家

的作品，從中分析其戲曲質性的表現特質。接著於第五章，將四位劇作家作品

以交叉合述的方式，觀察其於戲曲史中的呈現意義。 

其中，「敘事—抒情」一章，著重表述戲曲的文本分析，以多樣檢測項

目，製成圖表，先量化後質化，展現劇本的內、外部結構細部的走勢趨向。

「雅—俗」一章，著重在劇作家的個人特質及其依存的社會文化背景，和由此

衍生的劇作風格。「文學—舞台」一章，著重審視其由文本到搬演的操作過

程，及由文本所展現的舞台表現空間。 

雖然戲曲的整體操作過程，由作者到讀者，由導演、演員到觀眾；表述的

形態有案頭文本，有場上搬演；涉及的層面有文學、文化、政治、地域等。但

不可否認的是，劇作家的劇本創作是一切戲曲活動的源頭，特別對明清文人傳

奇當道的時代而言，更是如此；且在劇作的字裏行間，更可細膩地釐清劇作家

對待戲曲多元質性的態度。故本論文以劇本為主要審視對象，輔以相關社會文

化背景及理論依據，期待能呈現更清楚的戲曲質性發展軌跡。在取樣上，除洪

昇《長生殿》、孔尚任《桃花扇》為其經典代表作，殆無疑義外；李漁現存傳

奇有十種，清一色為男女風情劇，其中《風箏誤》不論在主題表現、人物形象

及結構經營上都有其代表性；李玉現存傳奇十八種，分為時事劇、社會風情劇

與歷史劇，其中《一捧雪》雖大抵屬社會風情劇，但亦兼具時事劇、歷史劇的

特質，頗能代表李玉劇作的大體風格。故文中以李漁《風箏誤》102、李玉《一

捧雪》103 104 105、洪昇《長生殿》 ，及孔尚任《桃花扇》 為主要探討對象，並適

                                                 
102 本論文所引李漁相關劇作，據《李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年)，卷四、五

《笠翁傳奇十種》。後文不另注。 
103 本論文所引李玉相關劇作，據《李玉戲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年)，上、中、

下冊。後文不另注。 
104 本論文所引洪昇《長生殿》，據徐朔方校注《長生殿》(臺北：里仁書局，2000 年)。後文不

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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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旁及李玉、李漁的其他作品，務求論述全面，具體清晰。 

論文分五章敘述。第一章〈傳奇美學的奠定與歧出〉介紹傳奇由湯顯祖等

所建構的美學模式，及由阮大鋮、馮夢龍、潘之恒所另闢的戲曲審美視角，並

引出明末清初四大劇作家李玉、李漁、洪昇、孔尚任之劇作的時代定位。第二

章〈明末清初傳奇的抒情性與敘事性〉分析四位劇作家作品的抒情、敘事表述

手法。第三章〈明末清初傳奇的雅與俗〉探討四位劇作家作品中從語言、人

物、題材到主題的審美傾向。第四章〈明末清初傳奇的文學性與舞台性〉描述

四位劇作家作品中平面的文學手法與孕育其中的立體舞台表現風貌。第五章

〈明末清初戲曲發展的時代意義〉則將上述分析結果置於戲曲發展的時代軌跡

上，看待四位劇作家作品於戲曲傳播、文本架構及對戲曲規範的態度，來賦予

其更精確的時代意義，期能為清中葉後花部興，雅部衰的戲曲發展現象，作更

具體的背景解析。 

                                                                                                                                            
105 本論文所引孔尚任《桃花扇》，據王季思等校注《桃花扇》(臺北：里仁書局，1991 年)。後

文不另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