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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7 年 12 月 04 日 
 



    本人今年先延續上一個國科會計畫之研究焦點，仍集中以「志怪研究」為

主，作為下一個焦點「天啟研究」之參照面，完成三篇期刊論文，並發表一篇會

議論文如下： 

 

一、＜豔與異的續衍辯證：清代文言小說「蒲派」與「紀派」的綺想世界──以

《螢窗異草》為主的討論＞，《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1（2008）,129-165。 

 

    本文聚焦「蒲派」續書代表作《螢窗異草》為觀察重點，作為《聊齋誌異》

「嗣音」的《螢窗異草》究竟如何藉續衍表明其文化選擇。從「香豔千古」的

「艷／異」之衍古性切入，探究面對清代文言小說的歷史處境，《螢窗異草》的

書寫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在以簡約為美，著重「實錄」態度，主張「著書者筆」

的「紀派」筆記小說作家的創作觀中，為何難以認同？可作為考察清代文言小說

「蒲派」、「紀派」文化選擇的諸多思考。本文從性文化的話語檢視與情文化的

深層結構，試圖探索不同傳統在清代的文化處境，尤其是故事透過敘述與講評形

成一個意義的共構關係 ， 說故事的效力與詮釋之間對整體文化生態各自表達出什

麼立場與感受？清代典型的「蒲派」續書《螢窗異草》作為《聊齋誌異》「知

（嗣）音」之作，以泛化的筆法來「衍古」、「啟蒙」，充滿了文化重構的意涵

。《螢窗異草》的綺想世界，透過性文化與情文化的書寫，既掀起了「冒道」的

經典意圖，也不斷回應「香豔」的文化特質。 

 

二、＜清代《醉茶志怪》透過驚悚、怪誕、另類閑賞所展演的志怪文化＞，《中

國小說論叢》第28輯，韓國中國小說學會編，2008年9月，頁55-73。 

 

    中國志怪小說素有高奇古奧、綺麗幽秘的美學風格 ， 這種近於詩歌的書寫是

隱喻與象徵的表達，在中國的語境中，不斷續衍異端譜系。本文透過驚悚、怪誕

、另類閒賞三個面向的探析，在衍古與現代化錯綜的歷史洪流中，窺見「他者」

的身影。《醉茶志怪》透過流竄游離、細瑣古雅的聚焦方式，構築一個內容豐富，

筆法多元，思想複雜，然從表面上看來卻充滿矛盾，確又可能尋求另一層面統一

的世界。李慶辰一方面將六朝志怪的特質又進一部發展其「見證人」直觀感受的

神秘感傷的況味，並透過閑賞意境的開發，使所有的精怪鬼魅蒙上一層詩性特質

。恐怖與驚奇在文人仔細端詳，刻意培養的細密心思中，「他者」的出現指出人

類存在的意外驚喜與細緻心靈；同時也將古典志怪「拾遺體」與「博物體」對於

遠方遐異的蒐羅，馳騁於空間的快感以及對異國情調之事物在空間羅列、方位移

換之間，表達強烈的直觀感受之美學意趣，並進而導向市民精神中發跡變泰的掘

藏致富之夢 ， 與格物致知的博學之新理趣發展。就神話本身就有 「 人類共同處

境」的這種理解來看，以志怪小說這一文類去操作神秘他性，除了有知識層累的



肯定性意義外，同時也兼具袪魅、戲仿、重估的否定性意義，鬼怪的議題在書寫

、展演中，對於潛藏其中的不穩定因素無形中也就予以揭露。 

 

三、書評：The Phanton Heroine: 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By Judith T. Zeitli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中央研究院文哲集刊》2008年 

  本書有四章和一個結語，每章都聚焦在互有關聯的文學作品類型之主題上。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鬼的身體鬼的身體鬼的身體鬼的身體」（」（」（」（The GhostThe GhostThe GhostThe Ghost’’’’s Bodys Bodys Bodys Body））））是強調在愛和死亡、性愛、繁殖

力、疾病之間的相互關係，作者指出這些在鬼故事中都有一個基本的關注點。本

章的主題特別展示在古典敘述上肉體的課題。作者從湯顯祖 《 牡丹亭 》 (Tang 

Xianzu’s “Mudan ting”)的「情觀」（愛、感情、欲望、熱情）起始，藉故事中

杜麗娘為情消瘦、死亡，以及復活，指出此故事是以幽靈去實現她的性愛熱情，

因此湯顯祖塑造了女鬼為了一個活生生的男人死而還魂的文化共構情節，女鬼的

出現與復活，幾乎都是與情色有關的內容，女性似是而非的搶先占有了鬼魂的身

體，由此引發吾人在鬼的性別、社會、文化以及文學現象的興趣。 

  作者首先由醫學寫作來考察此一多情女鬼現象，醫學得以作為女鬼現象參考

指標，主要是因中國傳統病理觀念裡，鬼是有害的、邪惡的、或反應異常，能入

侵活人的身體使他生病。隨著十六世紀印刷文化的擴張，醫學參考書也展開大量

印刷，不只是為了娛樂消閒，這類書籍同時也成為多元知識的源頭。作者認為貼

近中國醫學是一個研究「鬼」現象很好的方法，因為此切入點正如身體經驗的象

徵意涵，用身體經驗去具體化此一抽象議題。如傳統中「女人夢與鬼交」應是表

達一種型態的占有，這是一個女人病理上的老症狀，此一症狀記載在《諸病源候

論》(Zhubing yuanhou lun; comp.610)中，此書也被後代敘事採用。 

 

Feminizing the GhostFeminizing the GhostFeminizing the GhostFeminizing the Ghost    女性化的鬼女性化的鬼女性化的鬼女性化的鬼    

    誠如《牡丹亭》在最後說所有的事物都要遵守陰陽，在中國文化中女是陰，

男是陽。十四世紀的《剪燈新話》就說：男性是純陽，而一個鬼是有害的致命的

陰。女性鬼魂與男性凡人間的互動，尤其是和重生復活相關時，使我們可以看到

宇宙中衰退和新生的更廣闊的過程。 作 者認為 《聊齋誌異 》 是 「過度女性化

hyperfemininity」的作品，並引＜蓮香＞為例，以狐精蓮香和女鬼李氏之論辯展開

此一議題，說明女性鬼魂與男性凡人間的互動，尤其是和重生復活相關時，我們

可以看到宇宙中衰退和新生更廣闊的過程，女鬼代表的是「陰性特質」，而鬼也

幾乎占據了「陰」的中心主旨。 

 

MMMMale Potency and Ghostly Fertilityale Potency and Ghostly Fertilityale Potency and Ghostly Fertilityale Potency and Ghostly Fertility    男性的力量和鬼的繁殖力男性的力量和鬼的繁殖力男性的力量和鬼的繁殖力男性的力量和鬼的繁殖力    

    與上節對應，作者接著說明過度女性化的女幽魂是自然地反映在對男性氣概



的需求上。正如《聊齋誌異》的＜秋月＞，說明了鬼的弱點和難解處是在於女鬼

都要找有生殖力的男性，以補陰的不足，並且需要無畏且剛健的年輕人去給夢境

設下陷阱，並從地獄成功脫逃，一方面凸顯著兩性的不同。但更廣泛來看，這些

英雄角色，在文學敘事裡都為了配合鬼的書寫而柔性化了，所以即使是陽剛的角

色也不免顯得陰柔，因此，另一方面又顯示兩性的同源。 

 

Resurrection and QingResurrection and QingResurrection and QingResurrection and Qing    復活與情復活與情復活與情復活與情    

  此外，在中國文學裡男性共同的幻想卻不是開始鬼的新生活，而是帶鬼魂回

到現實生活裡，就如《牡丹亭》的情節。「情」是同義於「生命力」，而情的價

值是合乎當時習俗的，它合併了愛和欲，經由這種小宇宙的邏輯關係，通往大宇

宙，影響了身體和全部宇宙。此外，史凱蒂（Catherine Swatek）也說「大自然生

殖的力量」和「創造人類熱情的力量」藉以自然化杜麗娘的死亡和重生。如蒲松

齡＜葛巾＞故事中，就像花妖劇以園藝學來提供文學點子，當牡丹被連根拔起時，

她需要水和肥料的滋潤才能再生，而男子就是她的泉源。 

 

TTTThe Ghosthe Ghosthe Ghosthe Ghost’’’’s Corpses Corpses Corpses Corpse    鬼的屍鬼的屍鬼的屍鬼的屍骸骸骸骸    

  有關「鬼的屍鬼的屍鬼的屍鬼的屍骸骸骸骸」一節，作者以《剪燈新話》的＜牡丹燈記＞，以及《聊齋

誌異》的＜呂無病＞、＜章阿端＞、＜鬼妻＞等故事闡釋鬼故事對喪親之痛的療

癒。作者指出「送死」一方面是某種紀念儀式，也是安撫生者失去故者的痛苦記

憶之方法。在中國服喪例行的儀式被認為對於家庭和國家是極端重要的，這些古

代的服喪儀節也被記入明清律例中。＜呂無病＞、＜章阿端＞都經過第二次葬

禮，是較接近中國南方的喪葬習俗，故事試圖透過女主角第二次的死亡這一悖

理，來「把玩無限」，並讓男主角透過了解死亡的虛無性，從而得以告別死亡，

面向永恆，如此才能重新在時空中自我安頓。（p.51） 

    《聊齋誌異》中的〈鬼妻〉丈夫失去他的愛妻，特求天帝讓她每晚都來陪他，

持續一年之久，直到他在家族要求下續絃以免斷了子息，此時亡妻變成了嫉妒的

鬼，使得主角不得不請驅邪的法師，因為他自己的無法斷念，所以才使用這種

「震驚式的療法」。中國鬼故事中，喪妻的丈夫思念其妻子的過程，帶領我們進

入中國式的「悲傷藝術的核心」。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鬼的聲音鬼的聲音鬼的聲音鬼的聲音」（」（」（」（The GhostThe GhostThe GhostThe Ghost’’’’s Voices Voices Voices Voice）））），此章探討的是「死亡的內在幻

想」，因為人們永遠無法了解死亡的第一手感覺，而是只能靠著想像與描繪去接

近死亡的內在本質，因此，作者想強調的是鬼的聲音是如何被想像與描繪，尤其

是修辭與具象化，所以此章鎖定鬼怪詩中的軼事為重點。該類詩歌通常採用死亡

的聲音和觀點來描述，鬼怪詩的重要性不僅是神祕性與文學的好奇性，它值得被

重視也在於它反映了中國詩的隱密觀點。 



 

The Graveyard Poem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Ghost Author The Graveyard Poem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Ghost Author The Graveyard Poem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Ghost Author The Graveyard Poem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Ghost Author 墓墓墓墓園園園園詩與鬼怪詩與鬼怪詩與鬼怪詩與鬼怪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的的的的

創創創創作作作作        

作者認為墓園詩起源於古詩十九首的年代，這些詩數量極多，大多公式化、

缺乏組織性，詩中的情境模糊且變換不定。如：古詩十九首的第十三＜驅車上東

門＞、第十四＜去者日以疏＞兩首詩(p.58)皆描述某人出了洛陽城門後，看見他前

方墓地滿布的山丘，兩首詩不僅在語調上相似，用詞上也有許多類似處。到了六

朝，陸機與陶潛更是墓園詩的箇中翹楚，和古詩十九首不同的是，六朝墓園詩有

自悼的觀點與況味。直至八世紀安祿山叛變之際，唐朝的軼聞文學開始將其創作

歸因於死亡，此時的許多墓園詩充滿了自訴色彩。 

  此外，唐代皮日休是以「鬼怪的口吻」來寫作的一重要里程碑，而相關的創

作其實是在四十年前李賀就已開始。李賀以鬼魂的立場寫作，且又英年早逝，杜

牧與沈亞之皆對李賀的手稿有不可思議的感覺，李賀嘔心瀝血的創作與其早逝之

關聯性，符合了文化的邏輯，被視為「鬼才」，他的詩由於其恐怖內容與鄰近墓

地等因素稱作鬼詩。皮日休繼承此一創作風格，在題詞中將「鬼」定調為「古」，

他以「鬼」為古典風格與新唐風格間之界線，李賀的創作相當流通，激發了後世

的模仿與偽造，於晚明時期鬼怪詩的抒情風格手法被公認為源於李氏。 

 

The Codification of Ghost Poetry The Codification of Ghost Poetry The Codification of Ghost Poetry The Codification of Ghost Poetry     鬼怪詩歌的編纂鬼怪詩歌的編纂鬼怪詩歌的編纂鬼怪詩歌的編纂    

  在明清時代，鬼怪詩歌風格可由超自然詩歌之選集發展為考察基礎。在阮閱

（增修）《詩話總歸》及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蒐錄的作品中，可知它們的編輯

者不僅僅詳細研究過鬼故事的樣本，同時，這些精神層面的詩作已成為當時知識

份子和行家之間的話題了。此外如洪邁《夷堅志》也注意此一範疇、辛文房《唐

才子傳》鬼作者第一次成為獨立部門；梅鼎祚《才鬼記》由他的作品中可看見女

性在超自然詩中的地位之高，相對於少量的女性作品是不對稱，梅氏將女性、鬼

及其他超自然事物歸類在同一選集之地位。錢謙益編纂《列朝詩集》在韓國與日

本的作家中國創業詩之前，保留了邊緣人物、僧侶、女性、奴僕、無名氏的詩。

田藝衡《詩女史》、酈琥《彤管遺編》涉及許多女性不朽詩作與鬼詩之真偽問

題。王端淑《名媛詩緯》深受錢謙益影響，其《幻集》以戲筆杜撰唐代魚玄機降

靈詩，來質疑此一針對女性詩作之真偽的問題。反之，王士錄《燃脂集》則有意

以嚴謹的新方法考察女性學識，企圖排除女性書寫史上的超自然作者。十七、十

八世紀則仰賴王士禎《池北偶談》、史震林《西青散記》補足女性幽靈詩的空

缺，直至十九世紀有關女性詩選集的系列發展終於被遺忘了。 

 

The Feminization of the GhostThe Feminization of the GhostThe Feminization of the GhostThe Feminization of the Ghost’’’’s Voice in Later Imperial Timess Voice in Later Imperial Timess Voice in Later Imperial Timess Voice in Later Imperial Times    帝國帝國帝國帝國晚期晚期晚期晚期女性化女性化女性化女性化

的鬼聲音的鬼聲音的鬼聲音的鬼聲音    



   根據詩歌選集中的證據，我們可以看到女性作家在唐朝以後的卓越進步和對

情的狂熱崇拜。然而在晚明大部分用來形成李賀鬼魂聲望的負面與罪疚意識，已

被轉換成早逝美麗女性的才能，許多原本加諸於李賀作品與生命的詮釋，已轉至

對女性詩作上。而此時一些類似的醫療研究中指出，詩歌的創作對心靈和其他器

官是有害的，且會使活力枯竭，降低詩人的生命力，此一「詩魔（或詩妖）」的

論點於此時期尤其適用於女性詩人早逝的特質。她們往往被形容為病態、苗條以

及憂愁，一方面其發聲又被當成是對愛情的嚮往，由於耽溺於美麗的肉體和文學

的才能，從而使女詩人作品與中國的浪漫傳統產生微妙的連結。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鬼與歷史時間鬼與歷史時間鬼與歷史時間鬼與歷史時間」（」（」（」（Ghosts and Historical TimeGhosts and Historical TimeGhosts and Historical TimeGhosts and Historical Time）））），這一章開啟另一

個主題，是關於鬼的傳說：並非指個人自身的死亡經驗，而是在一段集體時間中

反映人類的歷史。中國的歷史主要是被詮釋為朝代的興替，這一章針對中國鬼故

事的特殊類型，歷史上有關鬼的傳說，尤其是有關創傷歷史事件的鬼故事，而非

個別死亡的問題。作者聚焦於十七世紀大變動的事件上──明代覆滅而滿族建立

了新王朝， 而這些事件的記憶如何透過清初鬼故事重新組裝並表現 。 作 者選擇

〈林四娘〉與〈公孫九娘〉兩篇清初著名的關於明亡的鬼傳說為討論重心，它們

在十七世紀有許多傳聞，由其敘事背景切入，乃至於觸及新近關注的服喪文化、

撫平舊王朝受到脅迫的記憶、歸順而後復原、最終休養而淨化等記憶面向。 

 

 The Huaigu Ghost StoryThe Huaigu Ghost StoryThe Huaigu Ghost StoryThe Huaigu Ghost Story    懷古鬼故事懷古鬼故事懷古鬼故事懷古鬼故事    

  作者首先概略敘述歷史上有關鬼的傳說之文學系譜、主題、關注的事物和空

間的想像力。在中國文學裡有許多歷史沉思之形態，但表現有關鬼的傳說是最佳

的方式是懷古（huaigu），「訪古促使詩歌之反映」，有關歷史時間之鬼故事靠

懷古，不僅是其背景（被遺棄的廢墟）、方法（冥想過去），以及心情（憂鬱、

淫邪、懷舊），還有其它更重要的：激發回想一個地方消逝的東西，填補在一地

視野中遺失或隱藏之事物，《詩經．黍離》即是有名的例子，毛氏對《詩經》的

評論指出，此乃殷商王族重遊古都舊地，悼念掩埋在厚厚的的稻穀之下的祖先宗

祠和宮殿。 

    

The Return of the Palace LadyThe Return of the Palace LadyThe Return of the Palace LadyThe Return of the Palace Lady    重返的宮媛重返的宮媛重返的宮媛重返的宮媛    

  此外，在文學傳統裡毀壞的宮殿、城市佔據了懷古文學的主要位置，傾覆的

王朝在詩裡的標準形象是 ：荒煙蔓草、崩塌與被遺棄的建築、雜草叢生而且每個

表面都被腐蝕了、燐燐鬼火、野獸與夜鳥宛如凶兆的驚鳴， 女子的骨灰與埋葬的

芬芳也是懷古作品的主要材料，如鮑照的史詩〈蕪城賦〉以及孔尚任《桃花扇》，

都在哀悼一個宏偉的、逝去的王朝，重返的宮媛述說著王朝的傾覆，是一種持續

出現的鬼故事類型。梅鼎祚的《才鬼記》包含了至少十個這種故事，馮夢龍《情



史》在初始的章節也寫到忠貞且聞名的宮室之魂，這些女子之魂對於消失的榮耀

喚起了苦樂參半的懷舊之感，並將淫亂做為前朝覆亡之因。 

   

Lin SiniangLin SiniangLin SiniangLin Siniang    林四娘林四娘林四娘林四娘    

  故明最著名的鬼故事──林四娘 ，涉入重返的宮媛主題並不令人意外。 十

七世紀末至少有六個關於「林四娘」的記載： 

（1） 蒲松齡（1640-1715）《聊齋》，雖然此小說集編撰花了約三十年（1670-

1700），但他對林四娘的記述仍早於他人的著作。 

（2） 王士禎（1643-

1711）《池北偶談》，他的序言寫在 1691年，作品最早在 1700年問世。 

（3） 陳維嵩（1626-1682）《婦人集》，其記述與《池北偶談》有很大的出入。 

（4） 林雲銘（1658 進士），他在 1667-

1668年間的文章被收錄在張潮《虞初新志》。 

（5） 李澄中（1629-1700）未出版的軼事集《艮齋筆記》，約完成於 1691年。 

（6） 安致遠（1628-1701）手稿，約 1700年的作品。 

  這些記述幫助我們重新瞭解十七世紀的林四娘故事 ， 而作者對這些記述不作

原始性、真實性之考量 ，包括林四娘的死及亡魂存在。作者的用意是為了處理這

些傳說奇特的不同之處與其對稱之處，最重要的是，其不一致之處提供了進入個

別作品的策略運用，透過回憶新近滅亡的王朝，以證明新帝國的力量。 

  作者將「林四娘」在《虞初新志》、《婦人集》、《池北偶談》中的記載歸

類於「撫慰亡靈」；在《聊齋》中的記述則是「浪漫懷舊」；在《艮齋筆記》的

描寫則側重「重返陳跡」。 

 

Gongsun JiuniangGongsun JiuniangGongsun JiuniangGongsun Jiuniang：：：：Victims of HistoVictims of HistoVictims of HistoVictims of Historyryryry    公孫九娘公孫九娘公孫九娘公孫九娘：：：：歷史的犧牲者歷史的犧牲者歷史的犧牲者歷史的犧牲者    

  和「林四娘」在康熙年間多樣的重述對比之下，〈公孫九娘〉是蒲松齡紀念

1662年鎮壓于七叛變的犧牲者 ， 實際上是以文學回應了滿族征服和鞏固的力量。

蒲松齡在明滅亡時僅四歲，在他二十歲時遭逢于七起義之初，對於倖存者與此悲

劇有許多切身的感觸。公孫九娘有別於林四娘這種被創造於精英圈的口頭故事 ，

它是由蒲松齡的想像所獨創，它的重點不是關於朝代遞嬗的循環重演，而是證明

特殊歷史事件的恐怖與令人欣慰的部分之間的矛盾。作者所羅列林四娘的鬼魂傳

說，重在觀察崩殂的朝代的具體細節在敘事上被空缺的部分，重新回歸歷史的標

準敘事，廣大的世界時間與個別的有限時間再次完美的重組，那實際上是一種教

人遺忘的社會技巧。宮媛重返在林四娘故事的運用，女子可以再次區別生死，修

補滅亡的混亂，並使得舊王朝的記憶得以適時放鬆。 

  而〈公孫九娘〉故事的末了九娘最後「舉袖自障」的拒絕姿態，可能是蒲松

齡從《牡丹亭》的杜麗娘得到啟發，然而〈公孫九娘〉無法以杜麗娘似的嘆息來



洩露她的痛苦，九娘消失之前「舉袖自障」是沉默的，這使我們回憶到模糊的文

本印象──毀壞的薄衫，碎裂的絲襪──起初用來遮掩她腐朽的身軀。（p.127） 

  「 異史氏曰」 不是同情被誤解的萊陽生 ， 而是憐憫受到不公義遭遇的犧牲

者 。 在異史氏的評論暗示了典型的歷史事例，蒲松齡將這些1662年鎮壓的犧牲者

比擬為不受王室信任的忠貞──屈原和申生，透過異史氏表達出倖存者的無罪與

痛苦，以及自身對於于七叛亂的清白感到無能為力。（p.129）因此，作者認為蒲

松齡對此故事的書寫，意在點出一個受政府壓制之下特別有力的鬼傳說，有助於

於復原歷史的傷痕，取代歷史上鬼故事中被俘虜的情況，這對個別的恐怖悲劇，

以及個別的受難者都不應被遺忘。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鬼與戲劇風格鬼與戲劇風格鬼與戲劇風格鬼與戲劇風格」（」（」（」（Ghosts and TheatricalitGhosts and TheatricalitGhosts and TheatricalitGhosts and Theatricalityyyy）））），，，，本章注重在想像

擔任鬼角色的演員置入劇場經驗的基本面上。戲劇化的鬼的愛情故事，特別是精

心製作的「魂旦」角色之演出。 

    鬼的主題在十七世紀甚為流行，部分原因乃源於重要的劇作家置入「奇」的

質素。在明末清初，「奇」在許多領域，包括詩歌、繪畫、書法和品格中作為一

個美學範疇，但當它應用於戲劇，為了求「奇」，也引發張岱和李漁認為私人表

演中鬼神橋段運用過盛之譏。 

    本章討論「戲劇性」的三個相互關聯的核心觀念：首先是戲劇乃一種表演的

行動文本，其意義和影響的解讀，必須建立在演出的語境、現場和觀眾之上。其

次戲劇性概念包括一齣戲在表演時的整體感官經驗， 構成戲劇性的基礎是包含舞

台布置、相互理解，這些不只是視覺、聲學奇觀、舞台空間的建置，以及演員肢

體語言的調度， 還包含使得幽靈真實地呈現在戲劇中的整個舞台實踐的範圍和演

出的傳統技巧。整體來說，這些實踐和傳統技巧構成了鬼魂戲劇的符號代碼。  

  再則「戲劇性」的概念，是指戲劇以演出反映自身狀態的能力，從「後設戲

劇性」的意義上來說，作者認為劇場中的靈魂從身體分裂出來或返回身體，或因

為另一女鬼而著魔， 或是屍體的康復和復活 ， 以及女鬼被附身 ， 這些特別適合

「後設戲劇性 」解釋， 因為他們暴露了最根本的戲劇傳統技巧，即演員的雙重

性——亦即扮演一個角色，使其活生生在舞台上展演的經驗。  

  作者著重探討何謂女性遊魂，及其如何被編入南戲劇本，從而闡明有關鬼魂

在這時期如何被描述和概念化 ， 如何被迻譯為戲劇性書面傳統和舞台的表演傳統 ，

如何描繪遊魂在舞台上體現隱蔽性和能見度的藝術，從而展現戲劇的價值觀。 

 

The Phantom Heroine The Phantom Heroine The Phantom Heroine The Phantom Heroine 幽靈幽靈幽靈幽靈英雌英雌英雌英雌    

  在本章中作者企圖重建女遊魂的表演規則和她的影響，並突顯角色類型、戲

劇界趨勢、出入門檻的戲劇性和象徵性動作，唱腔和動作的具體意義，以及戲服

的運用等面向。  



  作者以「魂旦」為討論重點，「魂旦」此詞最早出現在鄭光祖的元雜劇《倩

女離魂》的明代後期版本中，她們脫離身體的「離魂」狀態，幽靈被設想為「沒

有形體的影子或映象」，以「雙重缺席的原型」作為次要的表徵。這「次要」方

面對理解鬼魅女主角是至關重要的。無論是清末或現代，「魂旦」從沒有出現在

角色分類中，然而這一「次要角色」卻有自己特殊的手勢、舞蹈動作、服裝、公

式化的歌詞、舞台的藝術以及鮮明的唱腔與聲音風格。明清的劇作家在創作劇本

之初的草稿時，對魂旦此一「次要角色」有一個基本的輪廓，演員已受到適當的

培訓，專攻此角色，而觀眾對此角色程式化表演傳統也很熟悉。 

    《牡丹亭》中「杜麗娘」在明末清初所造成的轟動，刺激了鬼魅女主角的大

量出現。這時期的男性劇作家劇本的影響力，包括沉璟、臧懋循、馮夢龍等人，

大幅將劇本改寫和刪節 ， 並 出版了他們的修訂版本。他們的改動涉及重排某些場

面與劇情要素，使得演出有顯著的變化，包括劇本中遊魂和復活的部分。表面目

的是為了使劇本更適合演出 ， 藉著改略唱腔、抒情的歌詞使其更符合崑曲韻律的

要求，這在精英界已經成為主流表演的音樂模式。（ｐ１３６）  

  此外，許多新的戲劇以書面的形式向人們展示鬼魅女主角，一部份新創作機

械地複製《牡丹亭》，但另有些人仍尋求振興的管道，加入各種新穎的糾葛情節

。在這種創作氛圍下，元雜劇的幽靈傳奇主題，影響了《牡丹亭》「杜麗娘」新

的傳播方式，《牡丹亭》受新劇本文集的刺激，還包括重寫元代北曲以符合南戲

的形式，這必須擴大簡潔的四或五幕劇成為一齣可容納30或40個「科」的戲劇篇

幅。雖然現存的南戲沒有重寫《離魂記》，但范文若《夢花酣》（1632年）是這

一趨勢下倖存的好例子。此劇根據元雜劇《薩真人夜斷碧桃花》 改編，范文若

在序言中回憶，在他的童年，這齣雜劇已被調整為南戲，而且被廣泛演出，他認

為自己的新版本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魅力，曲折離奇而峰迴路轉，實已超越了《牡

丹亭》。在《牡丹亭》喜劇般的地獄場景「冥判」，杜麗娘的靈魂暫時復活，返

回到人間生活，被廣泛複製到隨後的鬼魅女主角的劇本，可惜這些有鬼場景的劇

本僅存於後來的劇目彙編中。 

  作者研究指出，十六和十七世紀的鬼戲劇尚有吳炳《畫中人》，劇中鬼魅女

主角在舞台上變換鬼臉，當女性遊魂將被壞人強姦時，劇本插入「忽變作鬼形」

的橋段。目前沒有資料佐證說明舞台可能如何取得這樣的效果，但發人想像，它

可能涉及面具的使用，這代表著所謂戲劇性可能已經轉變為仰賴一套演員的面部

和身體的表演技術。  

     

Stage Directions Stage Directions Stage Directions Stage Directions 舞臺指導舞臺指導舞臺指導舞臺指導   

  作者又處理了舞台出場、入場的藝術特色，中國戲劇發展了一個專門的術語

來指涉複雜的出場入場，明清劇作家可利用此術語去表達鬼怪在舞台上的現身與

消失，舞台上「虛」出場或入場，或是頻繁、突發的「閃」入場或出場，偶爾也



使用「急」的入場或出場。該術語召喚起隱密的舞台術語「退出，作影下；影

下 」  ， 入場和出場的意義， 在於可瞭解明末清初劇場中鬼魅女主角如何概念化 ，

並形成一種專門角色類型，從而構成實際的舞台效應。中國戲曲的表演空間具有

臨時和靈活的性質，使其容易在宴會上演出，表演空間是這一章是最關心的議題

。 

    作者討論了朱權有關「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引蘇軾語）的說法，

「鬼門」起源於演員或舞台空間的基本概念發展出來的術語，通過舞台的門檻，

其中一個演員穿過一個隱藏的區域，只留作舞台上的演員與其觀眾的視覺效果，

「鬼門」此一出入口設計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其具備兩項功能：正式性和視覺

性。例如在《西園記》「呼魂」中，男主角從幕後看不見的空間呼喚女主角的幽

靈；其他某些戲劇則自覺性的利用鬼門的特定符號性質，以此為道具讓遊魂得以

穿透死亡的世界通往活人的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晚明周朝俊《紅梅記》〈鬼

辯〉中的鬼魅女角色利用「鬼門」的舞台裝置，突出演員的懸宕人、鬼之間的狀

態。   

  此外，我們由散落在文獻與文物上的鬼魅女角色的細節：如「橋」是跨越人

鬼之間的閾限的裝置；「魂帕」作為服裝的一環；「鬼步」是虛浮飄移的，有別

常人的如履平地；「陰風」 也是鬼魅女角色陰性力量與冤屈表現的一環；「 鬼

泣」是鬼魅女角色在舞台上重要的聲音表現，除了吐露冤屈與憂愁，也是令人感

到恐懼的手段；而鬼魅女角色以手垂下來，袖子蓋住手的方式，是其之所以為鬼

魅女角色的特徵之一。這一切細節，漸漸化約為舞台上典型的行動綱領，通過一

連串的執行與累積而形成一種傳統，並因此傳統而具有儀式性的意義。   

    作者透過處理晚明到清初戲劇文本中的鬼魅女角色 ，企圖重新將晚明到清初

的戲劇實踐呈現出來，儘管這一切文獻難徵。面對這樣的研究難題，作者刻意著

重在角色的舞台指示的分析上，並進一步分析服裝、道具上，而非傳統的研究方

式—偏重於戲曲的文字內容，推及到作家與其屬流派。這一切的努力，是為了將

這種考掘故舊痕跡的追溯，放置在一個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論框架中。 

 

        最末結語最末結語最末結語最末結語，作者在結語中再次指出，讀歷史名劇《長生殿》的鬼魂場景，反

映前面四章的主題意旨：女性肉體的復活是經由性愛而生，人們透過對鬼的聲音

之想像，再次體驗對過去歷史的悲傷之情，經由戲劇性的撕裂身體和離魂，探索

不朽的永恆奧秘。 

 

    本書作者藉著歷來倖存的板刻圖示、欄外的評注，以及文獻和作品，對十七

世紀的女幽靈予以細緻的勾勒與詮釋，以文化人類學解讀方式，嘗試透過這些傳

統文獻以及非文獻的證據，落實對十七世紀中國文學更廣闊而深層的理解。對鬼

魅女性的文化人類學解讀，將其置於更廣大、更普遍意義的文學與文化共識中考



察，企圖使女性幽靈的文學性與物質性，得以成為更具體而開放的載體。鬼魅女

性的雙重隱蔽性的此一現身，建構出在傳統文學、戲曲角色類型中隱而不顯，卻

又確實存在的角色類型，以建立起這類隱性／陰性角色的系譜，從這一面向來

看，此書研究取得了具體成果。 

    若以研究材料的角度來看，如在第四章戲曲的部份，作者透過張岱的《陶庵

夢憶》、李漁的《閑情偶記》來說明明末清初的舞台表演氛圍、劇本與舞台實踐

的差異，並以鍾嗣成《錄鬼簿》上溯元雜劇，以朱權《太和正音譜》貫串中晚

明。而在明傳奇戲曲上，則透過湯顯祖《牡丹亭》的杜麗娘，為一角色類型的完

成，再以沈璟《墜釵記》作為同時代的對照組，接著下探臧懋循《回魂記》、吳

炳《西園記》等具體作品，並透過這些劇本的舞台指示—「科」—建構出舞台實

踐與其意義，尤其是演員入場與出場的時候的種種設置，作者對此的關注在於顯

現鬼魅女角色、其他角色、演員自己本身 ， 三角之間在舞台上演出時的同一空間 ，

但卻又各自處於異質場域之內，使得舞台充滿飽滿的張力。在傳播與展演的關鍵

點上，作者試圖為我們提供一種文學與表演互動的新方式，回到現場──出版與

表演；觀眾、演員與劇作家；男性與女性；主角與次要角色；生與死；靈與肉，

種種易於承載相生相依的各個元素之間的辯證摶化，展現宏觀而又到位的研究功

力。 

    相對於三、四章的小說和戲曲的具體而微的論述闡析，作為立論張本的一、

二章，對鬼魅女性的身體與聲音的論述，本書仍不脫大論述與男性視角的建構，

作者著眼在鈎稽某一題材的發展脈絡與演進軌跡：鬼魅女性之借鑑男性鬼才詩

人，或是透過男性編纂詩集而發聲；女性身體藉著杜麗娘的還魂故事成為文化共

構情節。然而，這一書寫背景與大架構，究竟在不同時代如何逐漸演化或固化為

文學與文化思維？鬼魅女性除了豐富十七世紀的中國文學，她們被操作的現場還

原與重疊痕跡，如何在譜系化與脈絡化中與男性思維對話？在她們被併入宏大敘

事之際，是否衍生新的視域，更能說出一些有價值的歷史新見？又或者除了醫病

等上層論述之外，知識架構的詮釋，女性的靈／肉辯證，是否有女性視角對於自

己身體的理解與發聲的渴望？本書對於這一部份的處理就顯得比較是鋪陳外部觀

點，而較無法全面回應本書標題“Ghosts and Gender”的題旨。應該說：本書作

者為我們開啟了一個饒堪細味的起點，用大家熟知的「情」與「（女）情鬼」作

為主軸，來補足十七世紀中國文學的此一特殊面向。然而，對鬼怪知識的理解、

女性文化在場哲學的實踐，仍有值得深入剖析之處。 

 

四、＜與經典互動——由官修視域到新舊視域融合中的「聊齋」＞（2008年 韓

國中與中文學會聯合研討會 2008.11.15 韓國京畿道檀國大學校） 

 

小說續仿作品的文化闡釋其基本點是把文化理解歸結為「經典」的重讀及界



定，這種意義上的「經典」閱讀是對小說史的擴寫與文學史的重寫，而擴寫、重

寫的過程使「經典」得到進一步的確定，只有擴大的「經典」，才能獲得在文學

史地位的相對永恆。但是當我們在審視一個文學個案經典化的過程中 ， 似乎集中

指出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某些內在制約與特性；如果我們將研究課題突破單一

作品的詮釋與理解，將其置於更廣大、更普遍意義的文學與文化共識中考察，企

圖使作品的文學性與物質性一起呈現，使經典得以成為更具體而開放的載體，並

藉著歷來留存的板刻圖示、欄外的評注，以及文獻和作品，對某一敘事群與文學

現象予以勾勒與詮釋，嘗試透過這些傳統文獻以及非文獻的證據，落實對文學更

廣闊而深層的理解 ， 如此的研究 ， 或許又是另一些角度對經典化問題的開拓。    

本文試圖由《聊齋志異》的傳播與接受，考掘文人圈詮評與創作生態的變化，並

觀察續衍當中對的文化生產機制及其生態的回應 ， 以期理解小說觀念的現代化轉

型中的一些環節，並進而省思小說經典化的機制與文化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