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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與研究架構與研究架構與研究架構與研究架構 

「魏忠賢」小說1乃指明末清初時期出現的四本以描寫魏忠賢（1568-1627）

一生事蹟為主要題材的小說，魏忠賢作為觀察的對象，是本論文設定題目的主

軸。魏忠賢是明代天啟年間權傾朝野的宦官，他勾結熹宗皇帝的乳母奉聖夫人客

氏把持朝政，在朝廷內外佈置私人，迫害與己對立的東林人士並慘加屠戮，禍國

殃民，動搖國本。明遺民文秉云：「天不祚明，不在於震驚九廟、闖逆犯順之秋；

而萌於慘戮多賢、璫黨煽虐之際。」2文秉將明朝之亡，歸咎於以魏忠賢為首之

閹黨，其所作所為令人髮指痛斥，於焉可見一斑。天啟七年（1627）熹宗皇帝病

逝，崇禎皇帝即位後數月，魏忠賢即失勢自縊，此後即出現許多以魏忠賢事蹟為

題材的通俗文學作品，數量可觀，值得注意。 

 

在通俗小說方面，根據李忠明《17 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一書，《警

世陰陽夢》、《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皇明中興聖烈傳》均於 1628 年刊行，

《檮杌閒評》則遲了十幾年，刊行年代不早於 1644 年3。除了通俗小說，當時也

出現許多以魏忠賢與東林人士之忠奸對抗為題材的時事劇，據朱恒夫〈論明清時

事劇與時事小說〉一文所列，反映「人民群眾與閹黨鬥爭」的時事劇有二十部之

多4。張岱《陶庵夢憶》載：「魏璫敗，好事者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余為刪

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廟揚臺，觀者數萬人，臺址鱗比，擠至大門外」5，

足見民眾對於搬演魏忠賢事蹟之劇作有一定程度的喜愛，以及這類題材之廣受歡

迎。本文欲以這些敷演魏忠賢一生事蹟的通俗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這四本魏忠

賢小說題材於史有所本，在看似相近的歷史事件中，諸多方面又有相異之處，同

一題材而有不同的詮釋方式，其中對史實的取捨、增改，以及人物的塑造、小說

敘事結構的差異等不同之處，存在著不少討論的空間，輔以相關史料，當更可探

究出許多小說發展與生成的問題。故本研究擬就明末清初的四本魏忠賢小說進行

考察與析論。 

                                                
1
 關於「『魏忠賢』小說」這個名稱，將於本章第二節詳細說明。 

2 （明）文秉：《先撥志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雜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頁 587 。 
3 李忠明：《17 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64、頁 116。 
4
 朱恒夫：〈論明清時事劇與時事小說〉，《明清小說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16。 

5 （明）張岱著，夏咸淳、程維榮校注：《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陶庵夢憶》，卷七，〈冰山記〉，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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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對這些魏忠賢小說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學者多將這些小說納入

「時事小說」的脈絡中討論，著重探討小說之虛構與歷史之真實間的差異，以對

照史實的方法進行研究，歸納出時事小說所揭露的政治黑暗以及社會實景。另

外，斥奸揚忠、忠良邪佞的對照書寫，人物之刻劃技巧、人物形象的塑造亦是研

究重心。本論文擬從四個方向來進行考察： 

 

首先是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魏忠賢小說的發展脈絡。顏美娟教

授的著作《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中，對於時事小說的生成與版本的析論已有

豐碩成果，但魏忠賢事蹟作為四部小說的共同主題且問世時間相距甚近（《檮杌

閒評》除外），其興起應有共通的原因值得探索。 

 

而本論文的第三章則從魏忠賢小說的實錄性質出發，關注魏忠賢這個惡人，

及這段他專權的歷史如何在這些小說中被反覆書寫。在歷史演義小說6中，說唐

系列小說寫李世民等英雄人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說岳系列小說以岳飛故

事為主要題材、《楊家府演義》歌頌楊繼業祖孫五代保衛邊疆英勇殺敵之愛國故

事，而魏忠賢小說的主人公不僅不忠君愛國，還僭越欺君、坑害忠良，雖說魏忠

賢小說中不乏對忠臣義士等正派人物的描寫以對照魏忠賢之惡行，但就篇幅而

言，的確是以魏忠賢為主軸。這種以「紀惡」為主的書寫策略耐人尋味，雖然時

事素材相似，但在小說文本中卻展現出不同樣貌的敘寫，透顯出各部小說不同的

史識思維，故此部份擬關注小說對於魏忠賢的惡性與惡行之書寫，在各部魏忠賢

小說之不同呈現與義涵。 

 

在論文的第四章，擬分別就各部小說不同的書寫特徵進行考察，觀照小說作

者的書寫意識與策略，思考作者們在小說敘事中對那個時代的理解與不同的詮

釋。在對較早問世的前三部魏忠賢小說的細讀中，可以捕捉出小說流露的「憤」

的情緒，作者往往在情節中安插議論，或是藉小說人物之口，表達對魏忠賢的不

齒與憤恨。如《皇明中興聖烈傳》中，於客魏謀害皇后腹中太子時，作者發「此

亦草野公憤，不容不發洩一番者也」之語；派官旗捉拿「七君子」等忠臣時，蘇

州發生民變，《聖烈傳》中描寫為首義士顏佩韋怒言：「凡有人心，在所共憤」
7。此外，演魏忠賢事的時事劇《魏監磨忠記》之目次說明云： 

                                                
6 據齊裕焜《明代小說史》一書，將明代長篇章回小說分為歷史演義小說、英雄傳奇小說、神魔

小說、人情小說、諷刺小說、公案俠義小說等六大類型。見氏著：《明代小說史》（杭州：浙 江

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16-18。 
7（明）西湖野臣撰：《皇明中興聖烈傳》，收於《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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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編也，俱係魏監實錄，縱有妝點其間，前後相為照應，無非共抒天下公

憤之氣，如落一齣，便覺脈絡不相關，合演者勿以尋常視之。
8
 

 

由這段引文，可以察覺到寫魏忠賢事的通俗文學作品流露一種「憤」的共同情緒：

《警世陰陽夢》中對魏忠賢屢以「奸賊」、「魏賊」之稱唾罵之；《魏忠賢小說

斥奸書》以「斥」魏忠賢之奸狀為主要訴求。這些「憤」的情緒在各部魏忠賢小

說中有不同層次與內涵的展現，而在時事題材中注入作者對時代的解讀、回應，

以及自身處境的反思。也就是說，除了發洩情緒的洩忿，魏忠賢小說之寫魏忠賢

事，應該還有抒發情志之詩學意涵在其中，值得深究。 

 

此外，筆者亦對魏忠賢小說中邸報9資訊大量運用的現象印象深刻：為何在

魏忠賢小說中大量穿插了許多奏疏與詔旨？魏忠賢小說運用這些史料的可能原

因是什麼？同被歸為明末清初時事小說之作品，在這方面又與魏忠賢小說有何異

同？這部份將呈現在論文的第五章。本論文即擬就以上提出的四個方向對明末清

初的魏忠賢小說進行研究。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首先對「『魏忠賢』小說」之名稱做一說明。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敷演魏

忠賢一生事蹟的小說多被納入「時事小說」的脈絡中討論，再由研究者自行簡化

其名稱，如顏美娟在其博士論文《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10中，將這四種小說

歸入「寫客、魏亂政事為主要內容」之主題來討論，簡稱「寫魏忠賢的小說」；

陳大康於《明代小說史》中亦如此，且將《警世陰陽夢》、《魏忠賢小說斥奸書》、

《皇明中興聖烈傳》等三部於明代問世的小說定位為「以揭露魏忠賢一生劣跡以

及歌頌東林黨人與魏閹的抗爭為主要內容」11之小說。由於時事小說亦包含了其

                                                                                                                                       
1990 年），頁 96、269。 
8 （明）范世彥：《磨忠記》，又題《魏監磨忠記》，收於林侑蒔主編：《全明傳奇》（臺北：

天一出版社，1983 年），引自目次說明處。 
9 邸報制度有明確記載者乃源於西漢，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為地方政府駐京之「邸」（即

諸侯王或諸郡國之駐京辦事處）發行之報紙。見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臺北：國立政治大

學新聞研究所發行，1966 年），頁 65-66。明代時，可以公開發抄傳報的章奏經過整理和編輯成

冊而成朝報，而將朝報的內容轉抄傳報於京城以外發行的報紙便是邸報。見尹韻公：《中國明代

新聞傳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 年），頁 26-27。 
10

 顏美娟：《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臺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頁 93、196。 
11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頁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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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遼東戰事、闖亂、南明興亡等題材之小說，故為了清楚聚焦與論述之便，有

必要為這些以魏忠賢為主要題材的小說做一命名。 

 

據筆者所見，目前所見的學術著作中，以魏忠賢為主要題材的小說之稱呼有

以下幾種：以小說作者對魏忠賢的態度命名的「斥魏小說」12、「刺魏小說」13；

以寫魏忠賢之小說輪番問世的現象而加上「系列」之名的「描寫魏忠賢的系列小

說」14、「斥魏系列小說」15；以魏忠賢之身體殘缺與太監身份為著眼點的「魏

閹小說」16。那麼，本文何以名之為「魏忠賢小說」呢？一方面來說，「魏忠賢

小說」中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便是以此命名，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命名不

至於造成解讀小說意義的偏頗。就「斥」或「刺」而言，《警世陰陽夢》等較早

問世的魏忠賢小說的確有著鮮明的怒斥憤恨情緒在其中，而對魏忠賢之作為含憤

指摘，然而明亡後方成書的《檮杌閒評》雖在〈總論〉中說明此書乃敷演「一個

小小閹奴，造出無端罪惡」之小說，然而該書將歷史事實加以藝術化而為虛構之

跡較為明顯的小說，其敘事聲音不若前三部魏忠賢小說那樣憤怒含怨，而是「閒

評」地娓娓道來，以神話的廣遠時間感、深入日常生活的細膩言情描寫來說故事，

若以「斥魏」、「刺魏」名之似未能涵蓋這些意義。而就「系列」來說，這幾部

小說乃同一歷史事件的反覆書寫，《檮杌閒評》對前三部小說有所借鏡，但前三

部小說就內容來看應屬獨立寫作而成，亦不能以「系列」論之。至於「魏閹」強

調魏忠賢之身體殘缺，然而身體書寫不在本文既定討論範疇內，也不宜使用。故

本文擬將顏美娟提出的「寫魏忠賢的小說」簡化成「魏忠賢小說」，來指稱這四

部演魏忠賢一生事蹟的小說，以避免名稱的混淆對小說意義的解讀造成扞格。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以明末清初的四部魏忠賢小說為主，這四部小說依照刊行

時間依序是：《警世陰陽夢》、《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皇明中興聖烈傳》、

《檮杌閒評》，前三本均刊行於崇禎元年（1628 年），而《檮杌閒評》刊行年

                                                
12 顧克勇：《陸雲龍、陸人龍兄弟文學研究》（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4），頁

133。 
13 井玉貴：〈「傳信」與「違實」──《魏忠賢小說斥奸書》論〉，《明清小說研究》2006 年

第 1 期（總 79 期）。 
14 張平仁：《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2），頁 19。 
15

 姬忠勛：《明清之際時事小說研究》（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論文，2004），頁 3；

劉鶴岩：〈試論《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的歷史意識與文學意識的結合〉，《渤海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5 期（2006 年 9 月）。 
16 孫一珍：〈各有千秋  一枝獨秀──明末四部魏閹小說之比較〉，《明清小說研究》1994 年

03 期。另外，楊修健、彭效田之〈論明代末年的反閹現實劇〉（《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第 32 卷第 2 期，1999 年 3 月）一文雖以時事劇為主要探討對象，其「反閹」之命名

亦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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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則未有定論，一般認為是成書於清順治元年（1644 年）17。《警世陰陽夢》18題

「長安道人國清編次」，分陽夢與陰夢二個部份，十卷共四十回，作者不詳，有

研究者以為即是《玉鏡新譚》作者朱長祚19，今存明崇禎元年刊本，本文以上海

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影印大連圖書館出版之刻本為主。《魏忠賢小說斥奸書》
20全名《崢霄館評定出像通俗演義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題「吳越草莽臣撰」，

共八卷四十回，吳越草莽臣即陸雲龍21，該書僅存第一至十二、第二十二至三十

四回，本研究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馬隅卿舊藏明崇禎刻本的版

本為主。《皇明中興聖烈傳》22，題「西湖野臣輯著」，共四卷四十八回，作者

不詳，今存日本長澤規矩野也所藏之明刊本，清光緒年間更名為《魏忠賢軼事》，

有排印本、抄本傳世，目前僅見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於 2002 年出版的

《魏忠賢軼事》23，此乃影印自吉林圖書館所藏的崇禎年間抄本，本文以上海古

籍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皇明中興聖烈傳》為主要研究依據，此本影印自

日本長澤規矩也藏本，另將崇禎年間抄本《魏忠賢軼事》亦納入研究範圍。《檮

杌閒評》24不題撰人，五十卷五十回，附總論一卷，目前所存的多為清代康熙以

後的木刻坊刊小本，署「京都藏版」，以及清光緒二十年上海書局石印本易名為

《明珠緣》的版本流傳25，本文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刊本

影印之版本為主。 

 

    此外，為了避免在論述時屢屢出現過長的書名，筆者將視情況簡化魏忠賢小

說之名稱：《警世陰陽夢》簡稱為《陰陽夢》，《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簡稱為《斥

奸書》，《皇明中興聖烈傳》簡稱為《聖烈傳》。 

 

 

                                                
17

 此說根據李忠明《17 世紀中國通俗小說編年史》一書，孫一珍〈各有千秋  一枝獨秀－－明

末四部魏閹小說之比較〉（《明清小說研究》1994 年 03 期，頁 173-182）一文則未明確交代成

書年代，認為《檮杌閒評》成書於南明時期。 
18 （明）長安道人國清編次：《警世陰陽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9

 顧克勇、蔚然：〈《警世陰陽夢》作者為朱長祚考〉，《濟寧師專學報》第 21 卷第一期，2000

年 2 月，頁 29-31。 
20

 （明）陸雲龍：《魏忠賢小說斥奸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21 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謂馮夢龍曾自號「草莽臣」，認為此書為馮夢龍所作，

蕭相恺〈《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幻影》．《章台柳》──中國小說史研究中若干問題的考辨

之二〉（《明清小說研究》1989 年第 2 期，頁 126-137）考證此書作者應為陸雲龍。 
22

 （明）西湖野臣撰：《皇明中興聖烈傳》，收於《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據日本長澤規矩野也藏本（明刊本）影印。又有清光緒間排印本，更名《魏忠賢軼

事》。 
23 （明）西湖野臣：《魏忠賢軼事》，收於全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編委會編：《中國公共圖

書館古籍文獻珍本匯刊．子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 年）。 
24 （清）佚名：《檮杌閒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25

 見劉文忠：〈校點後記〉，《檮杌閒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頁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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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文獻檢討文獻檢討文獻檢討文獻檢討 

以下分為三部份來彙整魏忠賢小說之相關研究： 

 

一一一一、、、、    以以以以魏忠賢小說魏忠賢小說魏忠賢小說魏忠賢小說為為為為主軸主軸主軸主軸之之之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目前所見以魏忠賢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有陳大道著《檮杌閒評研

究》26、黃千珊著《《警世陰陽夢》研究》27、黃豔著《《檮杌閑評》研究》28三

部。陳大道著《檮杌閒評研究》為首部研究時事小說之專著，對於晚明時事小說

的興起、歸類、特色進行研究，詳實徵引史料，旁及其他同時代時事小說的討論，

較為全面而具有開創之功，對於是書的版本、作者、與正史的異同仔細考證，並

探討內容主題與介紹主要角色。此文簡要述及《檮杌閒評》與其他三部魏忠賢小

說之初步比較，點出敘事時間跨度之差異而造成小說內容廣度之不同：其他三部

魏忠賢小說以描述明代天啟時代，尤其是天啟三年至七年間魏忠賢亂政、殺害東

林人士等事件為主，而《檮杌閒評》則歷經魏忠賢父母所處的神宗萬曆初年、與

魏忠賢少年時期中的萬歷年間，廿八回方述其專權之事，作者提高了魏忠賢入宮

前經歷的份量，而概括了較廣闊的晚明政治、社會之層面。29
 

 

黃千珊著《《警世陰陽夢》研究》研究重點在於《警世陰陽夢》內容技巧與

主題意識的探討，前者就情節結構與人物塑造二方面來討論，後者則分為社會現

況的反映、濁亂朝政的紀錄、勸勉世人的用心等三項來析論小說主題意識，並在

該書第五章〈相同主題之時事小說比較〉中比較《警世陰陽夢》、《魏忠賢小說

斥奸書》、《皇明中興聖列傳》三書，從身世命格、自宮入宮之原由、進宮後的

刻劃、魏黨失勢後續等方面來探討各部小說的異同，著重比較三書情節差異，然

而對於作者撰作意識未能深入探討，且由於該書所認定的時事小說界定之限制，

並未將《檮杌閒評》納入討論範圍。 

 

黃豔著《《檮杌閒評》研究》重點在於小說的人物形象及敘事結構研究，提

出《檮杌閒評》獨特的三種敘事結構，包括「明珠緣」的貫穿始終、赤蛇禍亂的

全書框架、冰糖葫蘆式的結構。其「冰糖葫蘆式的結構」指出該書以主要人物的

活動為主線，串聯起依次出場的各式次要人物，使小說情節得以前後照應，組織

有序。30該論文的第三章為「魏閹系列作品比較」，指出《檮杌閒評》在魏忠賢

                                                
26

 陳大道：《檮杌閒評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年 6 月。 
27 黃千珊：《《警世陰陽夢》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7 月。 
28

 黃豔：《《檮杌閑評》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05 年 4 月。 
29 陳大道：《檮杌閒評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頁 103。 
30

 黃豔：《《檮杌閑評》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05），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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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宮前的經歷乃受到《警世陰陽夢》之啟發而生出對世情色相的精彩描寫，31而

貫串陽夢、陰夢的長安道人也與《檮杌閒評》中的道士陳玄朗作用相似。32對於

《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重視文獻資料的態度，黃豔認為《斥奸書》自居正史附庸

地位，而喪失文藝作品特點，審美價值不高。33而《皇明中興聖烈傳》雖鬆散而

價值不高，其「野老紀聞」卻傳達出世俗生活的獨特氣息，《檮杌閒評》更將魏

母耍雜技為生之背景簡述擴充為侯一娘與魏雲卿的民間藝人浪漫史。34這部論文

以《檮杌閒評》為主，與其他三部魏忠賢小說進行比較，其研究視角偏重於作品

特色的探討，而非故事情節之異同比較，於本文研究思路有所啟發。此外，此部

論文的開創處在於首次將《檮杌閒評》與時事劇《喜逢春》、《磨忠記》進行比

較，惟著重於情節與史實鋪陳異同之比較而未能有較為深入的析論。 

 

    專書部份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德威《歷史與怪獸》之第二章〈歷史與怪獸〉，

該文將《今檮杌傳》、《檮杌閒評》、《檮杌萃編》等三部以「檮杌」命名的不

同時代小說合而觀之，探討以檮杌這個惡獸為名的歷史書寫中，揭示出的歷史撰

述目的之吊詭：歷史「記述巨奸大惡、佞臣昏君，以及種種常規以外的事物往往

成為常態」，是故「歷史只能以負面形式展現其功能：亦即只能以惡為書寫前提，

藉此投射人性向善的憧憬。」35就《檮杌閒評》而言，王德威提出二個相當深入

的觀察面向，其一是《檮杌閒評》表現出的小說類型特色，包含了惡棍小說、發

跡變泰（《檮杌閒評》逆轉了這個類型的小說，使魏忠賢成為少見的「反英雄」

人物）、人情小說（受《金瓶梅》影響）等，王德威認為，《檮杌閒評》的「家

常化」傾向，乃是採用一種淺近務實的方式來考量歷史人物的背景、氣質、動機

和行為模式，36「將惡『瑣屑化』及『人性化』處理，提供嶄新的寫實觀點看待

邪惡。」37其二乃是就魏忠賢所表現的「欠缺有效的邪惡」之思考，王德威認為

《檮杌閒評》是一則寓言，以「反面辯證」的方式對晚明思想界「人皆可以為聖

賢」之說作了一大逆轉，魏忠賢雖有性善的潛質，卻墮落為禽獸不如的怪物，《檮

杌閒評》展現對道德的可實踐性之懷疑，並強化了個人與歷史責任間的張力。此

外，平庸的魏忠賢竟能為禍如此，其背後的權力機器實是造成虐政的真正的「檮

杌」，而使得小奸小壞的「卑劣」無孔不入，進而爆發出極大的破壞力。38
 

 

                                                
31 同上註，頁 39。 
32

 同上註，頁 41。 
33 同上註，頁 42。 
34

 同上註，頁 45。 
35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頁 103。 
36

 同上註，頁 125-128。 
37 同上註，頁 135。 
38

 同上註，頁 13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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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魏忠賢小說的單篇論文研究，茲簡述如下：小說內容之本事考論有錢靜

方〈檮杌閒評考〉39、歐陽健〈《檮杌閒評》本事考證〉40，考證史實出處詳備，

對於本研究甚有助益。于平〈惡之花  情之果－—《檮杌閒評》創作傾向淺論〉
41由「惡」、「情」、「史」三方面著手，提綱挈領地歸納出《檮杌閒評》的特

色。任曉潤〈情緣悲劇與歷史悲劇的交匯融合──《檮杌閒評》、《長生殿》、

《桃花扇》悲劇意蘊探尋〉42一文，以較為特殊的「悲劇」觀點來討論《檮杌閒

評》。討論歷史與小說關係者有高爾丰〈一部頗有史料價值的小說──《警世陰

陽夢》〉43、歐陽健〈《檮杌閒評》的實事和虛構〉44、〈《警世陰陽夢》得失

論〉45；比較這幾部小說者有孫一珍〈各有千秋  一枝獨秀──明末四部魏閹小

說之比較〉46、莎日娜〈《檮杌閒評》與《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比較研究〉47，

多著重在小說情節中史實與人物的差異，突出《檮杌閒評》與其他小說相較之佳

處，惜未能在作者立意與小說結構等差異上進一步闡述。其中較為值得注意者為

任曉潤〈情緣悲劇與歷史悲劇的交匯融合──《檮杌閒評》、《長生殿》、《桃

花扇》悲劇意蘊探尋〉一文，該文以「情緣悲劇」為主要聚焦，掘發《檮杌閒評》

的特殊之處，作者指出，客印月與魏忠賢二人註定要經歷坎坷奇特的磨難歷程，

黑暗荒唐的封建社會鑄就了兩個「英雄醜人」，定情之物「明珠」已然成為鞏固

權勢的象徵，這段真情雖然經歷風雨，卻在主人公仍活著時就毀滅了，這正是《檮

杌閒評》之情緣悲劇所在。48
 

 

    以上所列主要為魏忠賢小說的內容研究，另外還有魏忠賢小說之作者研究。

由於魏忠賢小說中，只有《魏忠賢小說斥奸書》之作者已然確定為陸雲龍，因此

                                                
39 錢靜方：《小說叢考》（臺北：長安出版社，1979 年），頁 209-225。 
40

 歐陽健：〈《檮杌閒評》本事考証〉，《明清小說研究》第四輯，1986 年，頁 202-250。 
41 于平：〈惡之花  情之果──《檮杌閑評》創作傾向淺論〉，《明清小說研究》1988 年第四

期，頁 103-109。 
42 任曉潤：〈情緣悲劇與歷史悲劇的交匯融合──《檮杌閒評》、《長生殿》、《桃花扇》悲

劇意蘊探尋〉，《社會科學戰線》1992 年第四期，頁 250-257。 
43 高爾丰：〈一部頗有史料價值的小說──《警世陰陽夢》〉，《明清小說研究》1989 年第 2

期，頁 138-143。 
44 歐陽健：〈《檮杌閒評》的時事和虛構〉，收入《古小說研究論》（成都：巴蜀書社，1997

年），頁 296-309。 
45 歐陽健：〈《警世陰陽夢》得失論〉，收入《中國古典小說賞析與研究》（臺北：中華文化

復興運動總會、文藝研究促進委員會編與出版，1993 年），頁 849-864。 
46 孫一珍：〈各有千秋  一枝獨秀──明末四部魏閹小說之比較〉，《明清小說研究》1994 年

03 期，頁 173-182。 
47 莎日娜：〈《檮杌閒評》與《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比較研究〉，《明清小說研究》2000 年第

1 期，頁 204-216。 
48 任曉潤：〈情緣悲劇與歷史悲劇的交匯融合──《檮杌閒評》、《長生殿》、《桃花扇》悲

劇意蘊探尋〉，《社會科學戰線》1992 年第四期，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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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較豐。胡蓮玉〈陸雲龍生平考述〉49一文以重要的資料，即陸雲龍之子

陸敏樹所作的《陸蛻庵先生家傳》，對陸雲龍的生平、著作與交遊情形有相當完

整的介紹；學位論文部份有顧克勇《陸雲龍、陸人龍兄弟文學研究》50，就胡蓮

玉〈陸雲龍生平考述〉一文再作擴充，對《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的分析則論及了

是書的泄憤及紀實的特徵。其「泄憤」特徵表達其主觀意志與感情，宣洩心中的

憤懣，與其他三部斥魏小說有所共通；51「紀實」特徵則表現在紀時準確、地理

位置符實、保留奏章詔書檄文等。52專書部份則有井玉貴《陸人龍、陸雲龍小說

創作研究》53，該書以「一代信書」之觀點析論《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的「傳信」

特色，也評判了時事小說由於未能洞悉事實而有不盡符實之敘述。54
 

 

二二二二、、、、置於明清置於明清置於明清置於明清「「「「時事小說時事小說時事小說時事小說」」」」脈絡下的考察脈絡下的考察脈絡下的考察脈絡下的考察    

    魏忠賢小說除專著研究之外，多被研究者納入時事小說的系譜中與當時出現

的其他題材時事小說一同討論，目前所見的時事小說研究之學位論文有顏美娟著

《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55、張平仁著《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56、姬忠勛

著《明清之際時事小說研究》57。顏美娟著《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對於時事

小說的界說、發展、與歷史之關係，以及其獨特的文體特徵、寫作技巧與缺失等

進行全面性的探討，並將時事小說之內容分為五大主題闡述；在魏忠賢小說部

分，則詳加比較四部魏忠賢小說在情節上的差異，以各部小說情節與史實之相應

比對為主，將小說情節分為入宮前階段、進宮後自縊前階段、敗亡階段三部份，

底下再分出身、個性、嫖妓、好賭、成閹、朋奸竊柄、建祠等項目比較四部小說

之差異，58可謂對魏忠賢小說的情節異同做一全面性的鳥瞰，對本論文第三章「紀

惡」部份之探討有所啟發。 

 

張平仁著《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歸納時事小說的創作意圖、藝術特徵，

在魏忠賢小說研究部份除了考辨素材淵源，亦對魏忠賢小說之書寫特徵提出觀

                                                
49 胡蓮玉：〈陸雲龍生平考述〉，《明清小說研究》2001 年第 3 期，頁 213-222。 
50

 顧克勇：《陸雲龍、陸人龍兄弟文學研究》，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4 年 5 月。 
51 同上註，頁 133-134。 
52

 同上註，頁 134-135。 
53 井玉貴：《陸人龍、陸雲龍小說創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54

 同上註，頁 175-191。 
55 顏美娟：《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年

12 月。 
56 張平仁：《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 年 4 月。 
57

 姬忠勛：《明清之際時事小說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年 5 月。 
58 顏美娟：《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 年），

第五章〈時事小說的內容分析〉第二節「客魏亂政」，頁 196-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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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包括描寫魏忠賢出身筆法的「傳奇性」特徵，59以及《檮杌閒評》初步融合

「時事與世情」之特徵，並對任曉潤所提出的「悲劇意蘊」說提出質疑。60姬忠

勛著《明清之際時事小說研究》討論時事小說的歷史文化背景，以時事小說的內

容與時人心理為研究重心，其中以時事小說中的「故國之思」之遺民情懷探討較

為特殊，然僅限於《樵史通俗演義》、《七峰遺編》、《鐵冠圖全傳》、《定鼎

奇聞》等書之討論，《檮杌閒評》並未被納入其中。另外，王珍華著《明末時事

小說人物形象之研究》61探討時事小說產生的背景及其作者、版本、內容刻劃，

並以《警世陰陽夢》、《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皇明中興聖烈傳》為本，以探

討宦官形象為主，忠臣、奸臣與其他角色的形象為輔，先介紹人物原型，再比較

三書人物刻劃技巧的異同，其中尤以魏忠賢之著墨最多，將其性格分為殘、狡、

奸、貪四部份來探討，但因時事小說意義界定之關係，未能將《檮杌閒評》納入

研究範圍。 

 

    時事小說研究的單篇論文著作頗豐，茲將重要者分列如下：陳大道〈明末清

初「時事小說」的特色〉62、朱傅譽〈明末新聞小說初探〉63、劉書成〈明清之

際時事小說的基本特徵及繁盛原因〉64、莎日娜〈論時事小說與歷史小說的分流〉
65等探討時事小說的興起背景因素與文體特徵；張平仁〈時事小說藝術特徵論略〉
66、顧克勇與王定云〈情與理的困惑選擇──論時事小說的創作特色〉67等就時

事小說的特徵有更進一步的探討，其中張平仁論及《檮杌閒評》之創作思路與《隋

史遺文》、《隋煬帝豔史》相通，將逸事、虛構大量融入史實敘述，反映歷史與

世情結合的新趨勢，提供本研究不同的思考途徑；莎日娜〈亂世悲歌與政治童話

──論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創作心態〉68一文，探討晚明至清初時事小說作者心

理歷程的變化，惟因單篇論文篇幅之限制，立論未能與小說文本緊密結合，而以

                                                
59 張平仁：《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頁 24-25。 
60

 同上註，頁 36-41。 
61 王珍華：《明末時事小說人物形象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碩士論文，2001 年。 
62 陳大道：〈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收入《小說戲曲研究》第三集，台北：聯經出

版社，民 79，頁 183-220。 
63 朱傅譽：〈明末新聞小說初探〉，收入《海峽兩岸明清小說論文集》，南京：河海大學出版

社，1991 年，頁 71-80。 
64 劉書成：〈明清之際時事小說的基本特徵及繁盛原因〉，《甘肅社會科學》1994 年第 3 期，

頁 74-78。 
65 莎日娜：〈論時事小說與歷史小說的分流〉，《內蒙古社會科學》1998 年 03 期，頁 64-68。 
66

 張平仁〈時事小說藝術特徵論略〉，《明清小說研究》2004 年第二期，頁 13-22。 
67 顧克勇、王定云：〈情與理的困惑選擇──論時事小說的創作特色〉，《同濟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第 13 卷第 3 期，2002 年 6 月，頁 102-106。 
68 莎日娜：〈亂世悲歌與政治童話──論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創作心態〉，《明清小說研究》

1997 年 03 期，頁 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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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略的論述呈現。 

 

三三三三、、、、章回小說章回小說章回小說章回小說、、、、時事劇及宦官論述等視野的審視時事劇及宦官論述等視野的審視時事劇及宦官論述等視野的審視時事劇及宦官論述等視野的審視    

明清之際雖為時事小說蜂起之時代，卻不是僅有時事小說作品而已，莎日娜

著《明清之際章回小說研究》69另闢蹊徑，不以富有時代特色的時事小說為焦點，

而將目光投注在這個時期章回小說作家的心路歷程、時代主題、創作風格的變

異，將歷史演義小說、時事小說、英雄傳奇、神怪小說、世情小說、才子佳人小

說，皆納入研究的範圍，提供筆者對於明末清初的小說發展更深入而全面的審視

域。 

 

在時事劇部分，高美華著《明代時事新劇》70將「閹宦魏璫群醜的罪行」列

為政治時事新劇分類之一，著重探討劇作內容，對《喜逢春》、《磨忠記》、《清

忠譜》進行簡要的特色歸納比較。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71對於文人創作

之傳奇的時代主題、創作心態有深入的研究，對於本研究欲觀察、析論的明末清

初文人心態與撰作意識有相當程度的啟發與助益。 

 

    此外，關於魏忠賢以及宦官的歷史學研究已有相當成果，重要研究專著有：

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72，此書綜觀式的考察中國宦官制度生存的歷史條件

以及自先秦至清各朝代的宦官制度；苗棣《庸人治國──魏忠賢專權研究》73對

於魏忠賢專政的政治制度原因、成為其專政得力助手之特務機構（東廠、錦衣衛）

的運作情形，以及東林諸賢遭魏黨迫害之背景因素等有詳細之史籍資料徵引與論

述；寒爵《明末太監魏忠賢》74為一部詳細徵引歷史文獻的魏忠賢傳記，詳實介

紹魏忠賢的生平、與其相關的歷史事件與人物，如其乾兒義孫群像、「六君子」

及「後七君子」死難及相關記載等，提供本文關於魏忠賢及與其相關歷史人物之

基於史實的較完整認識。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每一章又分為若干小節，以下分別簡要說明各章之研究

                                                
69 莎日娜：《明清之際章回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70

 高美華：《明代時事新劇》，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年 1 月。 
71 郭英德：《明清文人傳奇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 
72

 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73 苗棣：《庸人治國──魏忠賢專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74

 寒爵：《明末太監魏忠賢》，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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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與方法：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明末清初「魏忠賢」小說之研究動機，釐清「『魏

忠賢』小說」這個小說文類的命名因由以及研究之範圍，並對前人的相關研究成

果作概要式的介紹與探討。 

 

    第二章：魏忠賢小說發展脈絡之探討。第一節首先耙梳時事小說之研究成

果，把握時事小說的定義與特質，再從兩方面來探討魏忠賢小說興起的可能原

因：其一，考察天啟、崇禎年間的野史著錄情形；其二，從史籍分析天啟、崇禎

之際的特殊情勢。第二節則彙整魏忠賢小說的版本研究，再予擴充，藉以探論魏

忠賢小說彼此間的關係。 

 

    第三章：魏忠賢小說的歷史與虛構。本章主要是以「細讀」75的概念對文本

進行較為深入的考察，觀看魏忠賢小說共通的「紀惡」書寫有何不同呈現，比較

各部小說對於魏忠賢未發達前的不同的性格塑造與人生經歷，以及魏忠賢得勢後

的惡形惡狀之描寫，了解其異同與其中的義涵。 

 

    第四章：魏忠賢小說的書寫策略。此章將分為四節，從「抒憤」的角度出發，

分別論述四部魏忠賢小說的書寫策略，與前一章相同，仍是以「細讀」文本為基

礎方法的研究，再依據探討主題而援引不同的觀念，來深入考察與解讀文本。第

一節從敘事視角、敘事結構來看《警世陰陽夢》如何、為何將魏忠賢在世與死後

的經歷化為「陽夢」與「陰夢」兩部來寫這段歷史；第二節則主要從作者陸雲龍

的人生經歷、人生態度來探究《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的書寫意識，從小說的命名、

撰作因由，到小說的敘事元始76、入話議論等敘事特徵，如何反映陸雲龍下層失

意文人的生命經歷與情志心態；第三節聚焦於《皇明中興聖烈傳》匆忙的應時特

色與較為通俗粗鄙的寫法，試圖解讀奏疏詔旨與庶民之議雜陳的有趣現象；第四

                                                
75 細讀（close reading）是由英國文論家瑞洽茲（Richards, Irot Armstrong, 1893-1980）所提出，

為新批評派（the New Criticism）的理論奠基。「細讀」乃對作品進行仔細的閱讀和評論，細緻

地分析作品中各組成部份之間的複雜關係與多義現象，包括文本的結構、反諷、比喻、象徵、詞

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然而，新批評的理論概念主要關注文學的內部因素，割裂了文學與作者、社

會與歷史與現實生活的聯繫。這方面的侷限是應當考慮的，因此本論文除了細讀文本，亦將當時

的史籍與通俗小說，以及政治環境、時代風氣等納入研究，期望能對小說進行較為深入而不失宏

觀的解讀。有關「細讀」與「新批評」的概念，詳參張首映：《西方二十世紀文論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第六章〈英美新批評派〉，頁 146-151；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

藝理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6〈語義學與新批評派〉，頁 91-95。 
76

 楊義指出，敘事文學作品的開頭，往往是作為一種獨特的存在形式，所謂「元始」，意味著

他不僅是帶整體性和超越性的敘事時間的開始，而且是時間的整體性和超越性所帶來的文化意蘊

的本原。詳參氏著：《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時間篇第二〉，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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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則關注《檮杌閒評》與其他三書成書年代不同所呈現出不同的時代感，向神話

研究77借鏡，討論作者以赤蛇禍亂結構來訴說魏忠賢事件的義涵；第二部份則探

討其書名中的「閒」之可能解讀。整體而言，本章主要由作者在歷史書寫中所呈

現出的不同「感知」78方式切入，從歷史敘事提供的象徵結構79，去考察同一歷

史事件的不同書寫風貌及其內在義涵。 

 

    第五章：魏忠賢小說與明代邸報。本章主要在探究魏忠賢小說大量運用邸報

資訊的情形，先耙梳現有的明代邸報研究，接著個別討論魏忠賢小說運用邸報的

情形，加以相互比較，並特別關注運用邸報篇幅最多的《皇明中興聖烈傳》。在

第三節中，則考察其他四部明末清初的時事小說，釐清魏忠賢小說運用這些奏

疏、詔旨材料的與其他同性質小說的異同。此外，亦考察同時代問世的野史著作

之撰史意識，以尋求魏忠賢小說中大量運用邸報的現象之可能解釋。 

 

第六章：結論。總結第二至第五章的論述，掘發魏忠賢小說之特質。 

                                                
77

 神話中所講的洪水主要是指世界產生之前的原始大水──宇宙液、宇宙湯，也就是「大洪水」

（the great flood），洪水神話講述神如何在大洪水中創造世界──大地、萬物及人類，因此洪水

神話屬於創世神話的一種類型。……但是神話往往講到神的二次創世，原因之一就是人類的敗壞

與墮落，神以大洪水毀滅世界的方法懲罰人類。見呂微：《神話何為──神聖敘事的傳承與闡釋》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1。 
78 「感知」是一個心理過程、強烈地取決於感知主體的狀況。……一個人對於感知客體的位置、

光線、距離、先前的認識，對於客體的精神心理態度等，所有這些以及其他眾多因素影響著一個

人形成並傳達給他人的圖像。（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68。 
79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指出：「作為一個象徵結構，歷史敘事不『再現』（reproduce）

其所形容的事件；它只告訴我們對這些事件應該朝什麼方向去思考，並在我們的思想裡充入不同

的感情價值。」氏著：〈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張京媛譯，引自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

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 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