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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魏忠賢小說與明代邸報魏忠賢小說與明代邸報魏忠賢小說與明代邸報魏忠賢小說與明代邸報 

 

邸報的運用是魏忠賢小說的一大特色。《魏忠賢小說斥奸書》與《皇明中興

聖烈傳》在序跋中皆強調取材自邸報，《斥奸書》之〈凡例〉云： 

 

      一是書自春狙秋，歷三時而始成。閱過《邸報》，自萬曆四十八年至崇禎

元年，不下丈許，且朝野之史，如正續《清朝聖政》兩集，《太平洪業》、

《三朝要典》、《欽頒爰書》、《玉鏡新談》凡數十種，一本之見聞，非

敢妄意點綴，以墜于綺語之戒。（〈斥奸書凡例〉，頁 1-2） 

 

這段話說明此書的寫作時間、參考資訊以及作者的自我期許，作者閱讀了魏忠賢

發跡、掌權以至最終敗亡期間之邸報，以及其他數十種朝野史籍方撰述成書，足

見作者重視文獻資料的審慎寫作態度。《聖烈傳》也在〈皇明中興聖烈傳小言〉

中說： 

 

      逆璫惡跡，罄竹難盡，特從邸報中與一二舊聞，演成小傳，以通世俗。（〈皇

明中興聖烈傳小言〉頁 3-4） 

 

說明該書的內容以邸報與傳聞為小說的演述基礎，兼採具有新聞性質的信實資訊

及鄉野異聞敷演成傳。而《檮杌閒評》於〈總論〉中以詩陳述其創作目的與心態，

提及「博覽群書尋故典，旁收野史錄新聞」，其「新聞」也相當可能是指邸報。

由此看來，邸報實為魏忠賢小說的重要寫作材料，在《皇明中興聖烈傳》中，甚

至有數段內容出現連篇累牘的疏文、誥命，殊少敘事、僅錄章奏，大量運用的情

形頗為特殊，故要研究魏忠賢小說，就不能忽略「邸報」這個當時的重要傳播載

體。本章首先耙梳現有的明代邸報研究，以期對邸報有較為完整的認識，在第二

節中，則討論魏忠賢小說運用邸報之情形，最後於第三節討論其他時事小說對詔

旨、奏疏等材料的運用，和魏忠賢小說進行比較，並探討魏忠賢小說運用邸報材

料現象的意義。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邸報邸報邸報邸報：：：：政令與奏疏的傳播載體政令與奏疏的傳播載體政令與奏疏的傳播載體政令與奏疏的傳播載體  

作為時事小說重要素材來源的「邸報」究竟是什麼呢？本文參照臺灣歷史學

學者蘇同炳、吳振漢與大陸新聞學學者方漢奇、尹韻公的明代邸報研究，為邸報

勾勒出簡明之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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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邸報的來源邸報的來源邸報的來源邸報的來源、、、、編纂與發行編纂與發行編纂與發行編纂與發行 

由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在〈中國古代的新聞事業〉一章中，

對明代邸報的發佈與傳抄有相當清楚的說明，此一過程主要通過三個環節：通政

司、六科與提塘。1在明朝的言官制度中，可以發表言論的不只是言官，原則上，

在朝的官僚乃至在野的庶民都能對政治提出自己的意見，此律在《大明會典》與

《大明律》都有明確記載。2這些意見都寫成「本」，匯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的

主要職責是管理天下章奏，上呈給皇帝，並節寫副本，通報五軍、六部等政府部

門。3至於六科，《明史》載其重要職掌：「凡內外所上章疏下，分類抄出，參

署付部，駁正其違誤」，乃將皇帝閱過的、批示過的、可以公開的章奏公開抄傳，

方漢奇指出，六科除了是臣僚章奏的發抄機關，還承擔採集、紀錄和為邸報提供

皇帝諭旨的任務。4至於提塘，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有「巡撫及總兵官俱有

提塘官在京師專司邸報」5之紀錄，邸報由提塘從六科抄出後，經過複製，再通

過塘馬和驛站傳送到各省城，再複製分送與省城之一般官員，接著由府縣人員或

專門從事抄報活動的職業書手抄出，經驛傳分送至府縣長官。6方漢奇對邸報之

來源、形成與抄傳活動有一精要之說明： 

 

      通政司匯集各類提奏和地方上報的信息；六科收集和發布有關的詔令和提

奏；提塘將這些詔令和提奏從六科抄出，經過篩選和複製，發傳到省，再

傳到府縣，通過輾轉抄錄，在官紳中傳閱。7
 

 

邸報便是由此過程，將臣僚奏疏與皇上詔令等政治消息傳播至全國各地。 

 

                                                
1
 參閱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第一卷第一

章第五節〈明代的新聞事業〉，頁 119-186。該章由方漢奇撰寫。 
2
 參閱（日）小野和子著，李慶、張榮湄譯：《明季黨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頁 105。 
3
 《明史》，卷 73，〈職官志二〉：「通政使，掌受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言，

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於底簿內謄寫訴告緣由，齎狀奏聞。凡天下臣民實封入遞，即於公廳

啟視，節寫副本，然後奏聞。」頁 765。 
4
 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頁 121-122。《明史》卷 74〈職官志三〉所載的六科

職掌：「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

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內外所上章疏下，分類抄出，參署付部，駁正其違誤。……凡日朝，

六科輪一人立殿左右，珥筆記旨。凡題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送內閣，備編纂。其諸司奉旨處分

事目，五日一註銷，核稽緩。內官傳旨必覆奏，復得旨而後行。……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

獄廷鞫，六掌科皆預焉。」（頁 777） 
5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收於《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市：黃山書社，2008），卷二十四，

〈會館〉，頁 452。 
6
 詳參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頁 123-125。 

7
 同上註，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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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邸報的製作方面，由於全國十三省主要行政與軍事單位所需的邸報達數百

本之多，雖合於雕版印刷條件，卻不如手抄快捷，因此邸報皆為手抄而成8。方

漢奇指出，雖然顧炎武有「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竝

是寫本」9之記載，但應為民間報房所出版發行之邸報，而非講求時效而抄傳之

官方邸報。10
 

 

二二二二、、、、    邸報的形式與內容邸報的形式與內容邸報的形式與內容邸報的形式與內容 

蘇同炳認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之《內閣大庫殘餘檔案》中的《崇

禎年章奏殘冊》即為明代邸報實物11，吳振漢亦肯定此說，並考察《崇禎年章奏

殘冊》探討明末邸報的內容形式：崇禎年間的邸報，篇首有日期，接著是所抄錄

的章奏之簡明目錄，再而為記明外官入覲見朝漢辭朝的〈朝儀〉，次為〈吏部上

本〉詳載官員升除官位之「除目」，最後為重要章奏的全文。12
 

 

在邸報的內容方面，尹韻公考察《萬曆邸鈔》與《弘光實錄鈔》以及其他明

人文集、書信等，將邸報內容分為十三大項，魏忠賢小說中最常引用的是以下二

項： 

 

1.  皇帝詔諭：皇帝對臣下發出的政務指示和命令，接受對象一般是六部長官與 

內閣成員，官員奉詔後將皇帝的意圖化為實際行動。13
 

2.  擢黜官員：包括朝廷官員的升遷、罷職、處罰、官員的致仕與亡故、章奏與

參劾（於邸報中刊登數量最多、篇幅最長）。14
 

 

邸報的內容還包括以下等十一項：皇帝活動（皇帝的出巡、離京、重病、死亡等）、

皇室動態（立儲、后妃、公主出嫁等）、皇恩浩蕩（賞賜官員、賑濟災荒）、經

濟報導（內庫銀兩進出、國家財政收支）、教育報導（科舉新聞）、軍事報導（軍

                                                
8
 蘇同炳：〈明代的邸報〉，原載《中央日報》民國 59 年 9 月 7-10 日，收於《明史偶筆》（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修訂版）頁 69。 
9
 顧炎武：〈與公肅甥書〉，引自《亭林文集》，卷三，收於《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市：黃

山書社，2008），頁 32。 
10

 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頁 155。 
11

 蘇同炳：〈明代的邸報〉，收於《明史偶筆》，頁 59。 
12

 吳振漢：〈明代邸報的政治功能與史料價值〉，《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第二十八

期（2003 年 12 月），頁 8。 
13

 參見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頁 41-42。 
14

 同前註，頁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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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兵變）、社會動亂（民變等）、外交往來、災異現象（地震、水災等）、社

會新聞（暗殺、偷盜、火災等）、評論。15
 

 

    蘇同炳先生於〈《萬曆邸鈔》述評〉一文中認為《萬曆邸鈔》並非邸報的原

始資料，而是已經過編者的編輯整理，邸報應以抄錄逐日所下的章疏為主，然而

《萬曆邸鈔》卻於年月日之下標舉一事提要以為標題，再敘述事件始末或抄錄奏

疏。16明代私修史書的風氣很盛，史學家常以邸報為纂修史書的主要資料，王世

貞、張岱、顧炎武、談遷皆留有談及邸報的言論留世。《萬曆邸鈔》的作者除抄

錄邸報，還加上提要與事件始末，以及「史臣曰」、「外史氏曰」等評論文字，

筆者推測《萬曆邸鈔》應是編纂者以撰史為目的，整理萬曆年間邸報而成的初步

史稿，然而可能因為某種變故而使得史書未能如預期付梓，故僅抄錄了萬曆元年

至四十五年的邸報。 

 

    除序言所提及的邸報材料之外，魏忠賢小說中有二處內容提及「邸報」字樣。

其一，《警世陰陽夢》中，敘述魏忠賢發跡前的結拜兄弟李貞（即李永貞）於何

內相中任館賓，「一概往來書札，掌記代筆，日逐閱歷邸報，因此熟諳內外縉紳

仕途宦績」（〈陽夢〉第二回．京都充役），即寫李貞藉由邸報而對朝廷內外動

靜瞭若指掌，後來得以成為魏忠賢的得力左右手。其二，《檮杌閒評》第四十九

回中，魏忠賢懼罪自縊而亡後，崔呈秀「回到家中，見邸報上旨意，著他革職聽

勘，已知聖怒難回」。崔呈秀當時任兵部尚書之職，據邸報所載，判斷局勢已無

可挽回，遂與愛妾雙雙自盡，邸報所傳抄的消息之權威性由此而可見一斑。 

 

三三三三、、、、    邸報的讀者邸報的讀者邸報的讀者邸報的讀者 

邸報主要是將中央的政令、皇帝的詔諭與重要的官員奏疏傳等資訊達至各

地，然而其讀者卻不限於官吏，除了京城以及外地官府的大小官吏階層之外，所

有企圖入仕的知識份子，以及部分熱衷政治的武官將領皆能取得。17邸報是京城

外的各級官吏獲知朝中政務動態的重要工具，左副都御史楊漣於天啟四年所上的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有言：「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與長安之共傳共

                                                
15

 同前註，頁 38-69。筆者認為，尹氏之分類大致上堪稱完備，然而有兩個部分可再斟酌，其一：

書中指出章奏與參劾為邸報中刊登數量最多、篇幅最長的部分，卻將此類內容歸類於「擢黜官員」

似乎無法突出邸報的這項特徵，若能另增分類項目或更名當能更為符實；其二：細觀《萬曆邸鈔》

中的「評論」文字，應為該書編者閱讀所摘錄之邸報而發的意見，而非當時之邸報已含有評論性

的文章。 
16

 參見蘇同炳：〈《萬曆邸鈔》述評〉，原載《中央日報》民國 58 年 1 月 10-13 日，收於《明

史偶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修訂版），頁 87-89。 
17

 參見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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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18，由這段文字可確知，楊漣上疏的章奏內容，是以邸

報為立論根據的，足見邸報所載內容對時人來說可信而正確。此外，根據尹先生

所蒐羅的史料可以確知，知識分子不僅因為關心時政而閱讀邸報，甚至收藏邸報

以為修史的重要素材。如顧炎武為了撰寫《兩朝紀事》，除了繼承祖父所收集的

萬曆末至崇禎七年的邸報外，自己另外購齊天啟年間邸報，談遷為編寫《國榷》

亦四處採摭崇禎年間邸報，以補崇禎皇帝無實錄可供修史參考之闕漏19，王世貞

與張岱也大量收集邸報以為撰史之據20。此外，著名文學家如鍾惺、錢謙益、瞿

式耜、陳子龍等，則留有閱讀邸報有感，而抒發對國事的關心之詩作。21明清小

說中，《金瓶梅》於十七回、七十七回中提及邸報，在《金瓶梅》中，邸報的作

用在於傳遞重要的政治消息給西門慶知曉，還描述西門慶賄賂衙門書目打聽邸報

消息之過程。22
 

 

除《金瓶梅》外，尚有多部小說提及報房、報子等民間報紙，包括《自作孽》、

《快心編》、《平山冷燕》、《春柳鶯》、《鴛鴦針》、《醒世姻緣傳》、《儒

林外史》等，從尹先生所收集的片段來看，這些民間性質的機構作用也在於傳遞

政治消息以及會試榜單資料。23可見邸報的讀者不限於官員，關心政治情勢之一

般民眾亦有取得的管道。于慎行《穀山筆麈》載有提及明代中葉後京城「報房」

行業之情況： 

 

      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鈔者，邊塞機宜有未經奏聞已先有傳者，

乃至公卿往來，權貴交際，各邊都府，日有報帖，此所當禁也。幸而君上

起居，中朝政體，明如懸象，原無可掩。沒有造膝附耳之謀，不可使暴於

眾，居然傳播，是何政體。又如外夷情形，邊方警急，傳聞過當，動搖人

心，誤事大矣。報房賈兒博錙銖之利，不顧緩急。當事大臣，利害所關，

何不力禁。24
 

 

                                                
18

 （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496，《楊忠烈公集．

糾參逆璫疏》，頁 5495。 
19

 參見尹韻公：〈明代邸報與明代歷史〉，《新聞大學》1997 年秋，頁 79-80。 
20

 參見蘇同炳：〈明代的邸報〉，收於《明史偶筆》，頁 64-65。 
21

 參見劉勇強：〈明清邸報與文學之關係〉，收於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北京

大學百年國學文粹．文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564-565。 
22

 參見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頁 104-106。 
23

 同前註，頁 112-122。 
24

 于慎行：《穀山筆麈》，卷 11，《籌邊》，收於《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市：黃山書社，

2008），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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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作於萬曆年間，當時以抄傳邸報營生的「報房」行業已是相當普遍的行業25，

由這段話的敘述語氣看來，「報房賈兒」也已經是時人所習聞常見的行業，由於

有利可圖，甚至可能與通政司、六科等官方機構之人士有所勾結，而得以抄傳留

中或未經奏聞的重要消息。這段文字是因民間報房抄傳不應傳播的章奏而發的不

平之鳴，可見那些能夠公開的章奏經由民間報房傳抄發佈已是平常之事，而使得

一般關心政局動態的民間人士可由報房取得邸報，不以在朝之官員為限。 

 

    總言之，邸報為晚明26的知識份子或是對政事有興趣者獲知政治消息的重要

來源，亦為史家修史的主要依據。邸報的讀者不限於官員臣僚，只要有意閱讀而

願付費，不難由民間取得。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魏忠賢小說之邸報運用魏忠賢小說之邸報運用魏忠賢小說之邸報運用魏忠賢小說之邸報運用 

魏忠賢小說之內容均錄有皇帝詔諭與官員奏疏文字，這些資料以文言寫就，

觀其為文形式與書寫語氣，與《萬曆邸鈔》、《甲乙記政錄》、《兩朝從信錄》、

《傃菴野鈔》等野史所抄錄的邸報十分相似，即使不是完全迻錄自邸報，也應當

是節錄或模仿邸報而成。本節將考察、比較各部魏忠賢小說運用邸報的情形，探

究其異同與特色。 

 

 

一一一一、、、、    《《《《警世陰陽夢警世陰陽夢警世陰陽夢警世陰陽夢》》》》 

《警世陰陽夢》的序言〈醒言〉中並未如《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皇明中

興聖烈傳》中強調取材邸報，而是稱作者「知忠賢顛末，詳誌其可羞、可鄙、可

畏、可痛、可憐情事」，虛構作者與魏忠賢為因緣甚深之友，來取信讀者。實際

上，《陰陽夢》的〈陽夢〉部份，有關魏忠賢入宮前的經歷，乃以《玉鏡新譚》

卷一〈原始〉一節為主幹再添枝加葉而成，而入宮後之時事部份，幾乎是亦步亦

趨地仿效《玉鏡新譚》。《玉鏡新譚》號稱「錄用章奏，字字俱從邸報、郵傳，

不敢竄易一字以欺人」27，然而《陰陽夢》所取材的，多是據《玉鏡新譚》分類

                                                
25

 尹韻公引沈榜《宛署雜記》中戶部尚書張學顏的一份題奏，從該題奏可知於萬曆十年時，「抄

報行」這個行業，已是京師所屬宛平大興兩縣轄區內的 132 行之一，為一門獲得減免稅銀的合法

行業。詳參氏著：《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頁 113-114。 
26

 諸位學者的研究並未明確指出邸報發展的時間進程，吳振漢指出，中央政府與各部門戶相傳

遞政令之朝報系統於明朝行之已久，而邸報系統在明代中葉尚未十分發達，發展至晚明益臻成

熟。參見吳振漢：〈明代邸報的政治功能與史料價值〉，頁 3-4。 
27

 （明）朱長祚撰、仇正偉點校：《玉鏡新譚》（北京：中華書局，1989），〈凡例〉，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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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之章奏邸報前的「敘事」28部份而發展情節，時事的內容固然不致失實，但

所錄邸報的大致篇幅甚短，闕漏不全。 

 

以關鍵的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為例，《陰陽夢》由全知的敘述者

簡要述出楊漣所呈的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 

 

看官們，聽著楊公那二十四款：第一，說他變亂了太祖的祖制，不由閣下

票擬奏章，都是自己傳奉，是非倒置，殺戮橫加。第二，說閣老劉一燝、

吏部尚書周嘉謨，同受泰昌爺顧命的，都是正直的老臣。魏賊教一個給事中論

了他去。……第六，說不容吏部推升，遷擢出自己私。第七，說不奉朝廷起用，

以立己威。第八、第九、第十都說殺害妃嬪。第十一，說故殺王安老內相。第

十二，說擅自立祠建坊。第十三，說冒濫封爵。……第二十三，說涿州進香，潛

用乘輿。第二十四，說走馬御前，驚動了聖駕。（〈陽夢〉第十四回〈結好妖

姆〉，頁 212-216） 

 

此段並未以「本」的形式呈現疏文內容，而是如重點提示般列出罪狀內容。而在

其他三部魏忠賢小說中，皆以「本」的形式，較為詳盡的列出疏文。大致上《警

世陰陽夢》在全書中運用邸報次數較其他魏忠賢小說少，且都可在《玉鏡新譚》

中查得相應且文字相仿之疏文，惟略經刪減。如〈陽夢〉第十四回〈結好妖姆〉

簡略敘述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接著錄一奏疏： 

 

  又有蘇州王御史一本說：「當今東征將士，捐軀赴義，為朝廷戰守，保固

封疆，未曾有爵賞。聖上如念客氏保姆之勞、魏進忠侍衛有功，只該賞些

金帛，不當賜給田土。恐灰將士之心，一時不能用命。道是朝廷重懷宮中

微勞，輕忽邊臣積苦！」這本上了忠賢又與客氏說知，竟批王御史降三級，

調外任去。（頁 216-217） 

 

《警世陰陽夢》所錄之奏疏文字大多與此相類，以《玉鏡新譚》之所錄為主，再

略加刪改，如三十回〈鄰縣投繯〉收錄崇禎皇帝之聖諭，即刪去《玉鏡新譚．卷

八．遣戍》中所錄的聖諭開頭三十餘字，其餘完整收錄，以彰崇禎帝辦魏忠賢之

決心。29
 

                                                
28

 《玉鏡新譚．凡例》：「惟一人一事，而匯為三十二類。每類先敘事，後引疏中語。」同上

註，頁 1。 
29

 此聖諭雖屬較為詳盡收錄者，其「逞恩植黨，怙惡肆奸，擅作成福，難以枚舉」、「通同客

氏，表裡為奸」、「本當寸磔，會梓宮在殯，姑置鳳陽」等文字與《國榷》所錄天啟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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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陰陽夢》中的詔旨奏疏文字，多直接取材自《玉鏡新譚》，而

由於《玉鏡新譚》標榜如實引用邸報，其史料之採擷應有一定之公信力，應無虛

妄不實之虞。然而《陰陽夢》依賴《玉鏡新譚》程度過深，部份內容裁剪不當，

易與讀者突兀不解之感，如第二十回〈布置外鎮〉述天啟六年冬至七年春魏忠賢

派其黨羽至薊、遼、山西等邊防要地坐鎮
30，作者大量列出魏忠賢差出督察邊防的

太監官銜，以呈現魏黨勢力滲透之廣： 

 

  這太監借名鎮守，一概政務，悉聽他裁奪。把太祖爺設立的各總鎮衙門，

文官有：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御史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糧餉都御史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備倭都都御史 

……（下略，共十七員） 

  武官有： 

  鎮守薊鎮永平防海御倭總兵官 

  鎮守昌平居庸地方總兵官 

  鎮守臨鞏等處地方總兵官……（下略，共十二員） 

說這些太監差出各地方去，倚著魏忠賢的勢，狐假虎威，橫行肆貪，把各

經、撫、總鎮的事權，都侵奪了。祖宗設立的衙門，都如故紙。（頁 327-331） 

 

此段文字中所列的二十九種官銜，皆出自《玉鏡新譚．卷五．布置．外鎮》之「敘

事」部份，為作者朱長祚解釋依循祖制而行的邊務制度的說明文字，接著方娓娓

道出魏忠賢之冒犯祖制。而《陰陽夢》在〈陽夢〉第二十九回〈合疏鋤奸〉中，

形容魏忠賢派至外鎮的太監之貪狠，「凌虐士民，一似奴隸。鞭撻吏胥，迨如驢

馬」，接著硬生生插入一連串的官銜，而略去朱長祚緬懷邊疆舊制之文字，其材

料之裁剪實有生硬突兀之嫌。 

                                                                                                                                       

初一之上諭部分文字雷同，然而「天啟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文書房特傳出聖諭一道」，所載的日期

有誤，該回稍後又出現「十一月初六」之語，日期標示錯亂，這可能是由於《玉鏡新譚》此處未

載日期，《陰陽夢》無法參考，亦有可能為刊刻之誤。《皇明中興聖烈傳》亦有同樣現象，於〈五

卷．聖天子除奸勦逆〉中應按日羅列疏文，卻於「十月十七日」後出現「十一月十三日」，「十

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七日」後出現「十月初一」，當為刊刻出錯。由此可見時事小說倉促

成書、刊刻不精之誤。 

30
 《明史》，卷 305，〈魏忠賢傳〉：「六年……冬……，授其侄希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

之琮、馮繼先並都督僉事，而擢崔呈秀弟凝秀為薊鎮副總兵。名器僭濫，於是為極。其

同類盡鎮薊、遼，山西宣、大諸阨要地。總兵樑柱朝、楊國棟等歲時賂名馬、珍玩絕。

七年春，複以崔文升總漕運，李明道總河道，胡良輔鎮天津。」（頁 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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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夢》所錄奏疏文字不若其他魏忠賢小說多，甚至還有僅列出奏疏主旨

而內容闕如的形式，如第二十九回〈合疏鋤奸〉中，由於崇禎新帝即位，魏忠賢

勢敗身危，各級不平官員紛紛上本論劾，《陰陽夢》便羅列了一連串各級官員所

題歷數魏黨罪狀的奏疏清單： 

 

      話分兩頭，且說那上本建言的各衙門官。但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所修，題為：《仰體皇上孝思冀廣錫類之仁事》；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題為：《朝野望治方殷，權臣欺擅久著，謹據直糾，

以讚新政事》； 

      通政司通政使楊紹震，題為：《大奸叛逆已彰，群孽逆謀未淨，殲巨魁，

逐脅從事》； 

      工部虞衡司主事陸澄源，題為：《恭承明詔直陳利弊事》； 

……（下略，共二十四道本）（頁 468-474） 

 

在《玉鏡新譚》的相關篇章中，疏文是以「略云」的方式節錄，且官員名單與題

本內容皆與《陰陽夢》不盡相同，故長安道人於此處應參考了其他材料。載天啟

四年至七年史事的野史《甲乙記政錄》，便是收錄廷臣所上章奏題名與聖旨披紅

而成書31，《陰陽夢》僅錄奏疏題名的形式應是參考此類野史而成。雖未迻錄奏

章的文字內容，然而可從這一連串的奏疏題名看出眾多官員欲懲奸黨之急切以及

聖主臨朝的歡欣氛圍，作者之目的應在以大量的奏疏資訊堆疊，呈現崇禎即位後

朝廷內外剿除奸弊的新氣象。 

 

    簡言之，《陰陽夢》之書寫意識在於虛構作者長安道人的經歷，以令讀者對

魏忠賢為惡終獲惡報之下場深信不疑，而達到教化警惕的醒世作用，不似《斥奸

書》、《聖烈傳》明言以邸報為材來強調其可信。其書仿效《玉鏡新譚》之跡甚

為明顯，雖未直接取材邸報，仍可表現邸報經由野史的收集編次，而形成對小說

創作的某種程度之影響。 

 

 

二二二二、、、、    《《《《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魏忠賢小說斥奸書魏忠賢小說斥奸書》》》》 

                                                
31

 以天啟四年九月為例：「三十日。吏科魏大中一本特表晉撫生平等事。奉聖旨：謝應祥着赴

任，已有旨了，該部知道。」該書明陳「據邸報編次」，邸報之內容形式，由此可知端倪。（明）

徐肇臺：《甲乙記政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6 冊，

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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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雲龍於〈凡例〉中自陳「閱過《邸報》，自萬曆四十八年至崇禎元年，不

下丈許，且朝野之史，如正續《清朝聖政》兩集，《太平洪業》、《三朝要典》、

《欽頒爰書》、《玉鏡新談》凡數十種」，明確表述作者陸雲龍採集寫作題材確

實而博引的創作態度，然而陸雲龍不同於《皇明中興聖烈傳》照抄史料以擴充篇

幅，而是經過作者刻意的選擇，以符合其〈凡例〉中自我要求的「紀各有序，事

各有倫，宜詳者詳，宜略者略」之創作原則。劉鶴岩認為此書剪裁史料恰當，乃

因其掌握了充足的史料可供選擇，其詳略得當的精裁呈現出陸雲龍特殊的修史意

圖。32
 

 

以引爆東林黨與魏黨衝突、開啟一連串血腥迫害的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

罪疏〉為例，《聖烈傳》所引用的字數是四部魏忠賢小說中最多者，有可能是將

邸報中此篇疏文全文照錄；《警世陰陽夢》如前所述僅簡略羅列大罪項目，為最

簡要者；而《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則由敘述者用「大略道」的方式將二十四大罪

的內容略加說明，較《警世陰陽夢》詳盡得多，就《聖烈傳》之全文照錄來說，

則顯得裁剪得當而宜於小說形式之呈現，最後出的《檮杌閒評》則與《斥奸書》

所錄甚為相似，僅有少部份字句之差異。由於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為

魏忠賢小說中的關鍵疏文，是以在《斥奸書》中較其他奏疏文字詳盡： 

 

      大略道：「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皇上念其服役微勞，

拔之幽賤，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

票擬託閣臣，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真偽誰與辨之。乃公然三五成

群，逼勒講嚷於政事之堂，以致閣臣求去，罪一也。……」 

 

至於《聖烈傳》，同樣是該疏文的開頭到大罪一的內容，所錄文字卻多出許多： 

 

      臣惟太祖高皇帝，首訂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內廷祇供灑掃之役，

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為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

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者，旋即誅戮，故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

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

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為威制，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

以前兵科都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為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

畏禍不言，是臣負忠義初心，以負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先帝

                                                
32

 參閱劉鶴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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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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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天之靈，僅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為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

無賴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循司禮起家者也。皇上

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也，非欲顧名

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哉。乃初猶謬為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

為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參酌，權無旁

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

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偽，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

勒逼講嚷政事之堂，幾成關市，至有徑自內札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

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悶，堅意求去，

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 

 

《聖烈傳》所引，與《明史．楊漣傳》所錄33相較，其結構與文字多處雷同，且

又較《明史》所錄字數更多、內容敘述更為詳盡；與《明經世文編》34以及《傃

菴野抄》35所錄相較，僅少部份文字有些微差異，堪稱完整抄錄。《聖烈傳》所

錄之疏文中，楊漣以「內官不得干預外事」之祖制起頭立論，以極為嚴正的字句

譴責魏忠賢，表達自己身為言官不能懼禍不言的強烈使命感，又言及魏忠賢並非

循著正規管道而任司禮太監，名不符實，此外亦闡揚皇上賜名「忠賢」的寓意，

映襯魏忠賢的諸般罪惡。這些部份皆為《斥奸書》、《檮杌閒評》所略去，僅保

留部份字句，將歷數二十四大罪前的鋪陳論述精簡化，對魏忠賢的指責則聚焦於

他的出身與靠夤緣得勢、矯旨而漠視票擬之制，簡明扼要，然而深度自是不及《聖

烈傳》所引之原文。 

 

大致而言，《斥奸書》於邸報所錄之奏疏詔旨，均呈現出一種裁剪刪節的特

徵，於〈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是如此，於其他疏文，亦以簡略的文字敘述，

有的甚至不具奏疏形式，僅由敘述者簡短交代，例如： 

 

      兩個（按：客魏二人）在上前交相贊助，乘間乞恩。傳旨道：「奉聖夫人

客氏，保護效有功績，著戶部速行擇地給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

魏進忠侍衛有功，著工部于陵工告成，敘錄在內。」此時有個御史，姓李

                                                
33

 《明史》，卷 244，〈楊漣傳〉，頁 2660-2662。 
34

 （明）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496，《楊忠烈公集．

糾參逆璫疏》，頁 5491-5497。 
35

 （明）蔡士順撰：《傃菴野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四庫禁燬叢刊》史部第 69 冊），

頁 44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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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應昇，上本道：「邊郵（按：應為陲字之誤）將士汗血之功尚有未錄，

不宜濫賞私昵。」本留中不發，進忠卻已懷恨在心。（第三回，頁 49） 

 

此段敘述客魏二人得聖上寵信而獲賞賜，官員不平進諫卻未被採納36。由以上引

文可見，不惟奏疏文字簡要摘錄，聖旨亦甚精簡，該書所引的邸報材料，皆經作

者較大程度的剪裁鎔鑄，不似《聖烈傳》的大量羅列拼貼，亦較《檮杌閒評》精

要簡明。 

 

 

三三三三、、、、    《《《《皇明中興聖烈傳皇明中興聖烈傳皇明中興聖烈傳皇明中興聖烈傳》》》》 

《皇明中興聖烈傳》是魏忠賢小說中運用邸報數量最多、字數最多者，〈聖

烈傳小言〉中作者明言「特從邸報中與一二舊聞，演成小傳」，說明該書乃以邸

報為據，演成小說，論者亦多肯定《聖烈傳》直接將邸報載入小說之可能性37。

然而《聖烈傳》之大量引用邸報，往往為論者所詬病：張平仁認為《聖烈傳》大

量節錄史書，「似乎並無保存史料的意圖，顯示更多的是作者在運用素材方面的

拙於剪裁」38；陳大康則說該書「只是根據邸報與傳聞敷演，將自己所能收羅到

的素材一事一段地排列成書」、「拙於形容渲染，只是平淡敘事」39。若以小說

敘事藝術之標準觀之，《聖烈傳》在通俗的故事情節之中穿插嚴肅板正的章奏詔

旨文字，實予人突兀之感，然而《聖烈傳》卻有三種版本傳世，顯示該書應有相

當的市場接受程度，若然，邸報的大量照錄應不至於造成讀者的反感，相反地，

在時人關注時政、重視邸報的文化語境之下，邸報的照錄甚至可能是《聖烈傳》

的賣點之一。由於《聖烈傳》收錄的邸報資訊甚多，為便於討論，分為以下三部

份來探討： 

 

（（（（一一一一）））） 一般奏疏與詔旨一般奏疏與詔旨一般奏疏與詔旨一般奏疏與詔旨 

                                                
36

 《明史》，卷 305，〈魏忠賢傳〉：「天啟元年詔賜客氏香火田，敘忠賢治皇祖陵功。

御史王心一諫，不聽。」（頁 3370）此處言御史李應昇上本諫有誤，且時間應為天啟元年非

泰昌元年。上一段所引《警世陰陽夢》之邸報，稱「蘇州王御史」上本為真，然而在楊漣上〈劾

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後安排此情節則時間有嚴重錯誤，應為天啟元年而非天啟四年。 
37

 劉勇強指出，對比小說（即指《聖烈傳》）與邸報，小說文字雖簡單而基本描述相近。作者

如非親歷現場，援邸報記載入小說是可能的。詳參氏著：〈明清邸報與文學之關係〉，收於北京

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文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頁 568。張平仁則說《聖烈傳》除從野史中間接引用邸報材料外，還可能直接採用了邸

報材料。詳參氏著：《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2 年 4 月），頁

21。 
38

 張平仁：《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2 年 4 月），頁 22。 
39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年），頁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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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烈傳》對邸報中的引用首見於三卷〈魏忠賢捉拿汪文言〉，魏忠賢為了

要將屢屢上本議他的言官楊漣、左光斗等一網打盡，便拿與東林人士親近的中書

汪文言為罪柄，再將魏忠賢的敵人慢慢羅入網中，小說徵引了魏黨陣營的言官上

疏的內容： 

 

光斗大中，貌醜心險，色取行違，呈身小人，甘心失節。文言以庫胥竊藏

擬戍，潛逃父事王安，交通內外。事露擬配，未盡厥辜，復改易名字，營

納中書。光斗身為憲府，不能追論而引為腹心；大中職忝諫垣，不能驅除

而助其資斧，自是血脈潛通，機峰迸露。……一借權璫為名，而群奸實受

其利；一借銓衡為市，而端人反受其名。長此陵夷，害且貽國。疏上甲子

年四月乙己。（頁 180-181） 

 

此疏當以劾汪文言為主，但作者主要裁剪了攻訐後來在「六君子」慘禍中罹難的

左光斗、魏大中之部份。魏忠賢黨羽抓住汪文言為人關說請託等受爭議之種種把

柄，指責左光斗等言官未盡職責，反與之為伍，語言犀利尖銳，最後將汪文言加

諸「害且貽國」的大罪名，引文最後還照錄了上疏之日期，以示所錄奏疏之可信

度。接下來引用了東林人士葉向高、左光斗、魏大中、趙南星等人疏救文言之文

句以彰情勢的危及，觀其言應為經過裁剪的奏疏文字。該節最後敘述魏忠賢將不

肯媚奸拷虐汪文言的北鎮撫司事指揮劉僑殺了，引出下一節的〈楊漣論逆璫二十

四大罪〉。 

 

《聖烈傳》將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盡為收錄，篇幅甚鉅，達原書

三十二葉之多，是四部魏忠賢小說中最為詳備者。除了前已摘錄的開頭部份、二

十四大罪之完整內容，亦保存寫於二十四大罪後的末段部份，即楊漣身為御史，

為恪盡言官之責對天啟皇帝所作的沈痛呼告，直陳「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

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

即奉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不惜殞命以諫，完整地表達其「一生

忠義之心事」的懇切，以及明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卻「不懼」、

「死且不恨」的堅強意志。這段文字十分具有感染力，字字皆是以置生死於度外

的忠直之氣鐫刻而成，不但凸顯東林忠臣之忠貞氣節，更使魏忠賢之醜惡成為強

烈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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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烈傳》於疏文後迻錄天啟皇帝之批文，使《聖烈傳》之讀者得以觀看此

疏之完整內容與回應，看楊漣以一腔忠憤所為的控訴，竟遭天啟皇帝「尋端沽直」

之詈責，指他為了獲取「直」之美譽而尋釁：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競競，謹守我祖宗成法，唯恐失墮，凡事申明

舊典，未敢過行。……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結禍，是欲

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璉（按：應為「漣」字之誤）被

論回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思，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究，念時

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務要脩職，不得隨聲

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頁 217-218） 

 

忠臣的滿腔血誠，對比昏君識人不明的冷語搪塞，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悲涼意味。

至於《斥奸書》則與《檮杌閒評》相似，皆略去楊漣疏文的末段部份，於二十四

大罪後即速下結語，轉而敘述魏忠賢倉皇求助親信，李永貞要魏忠賢對皇上哭訴

乞憐，以及其他言官論劾、工部郎中萬燝疏劾魏忠賢等事件，接著方有皇上「楊

漣尋端沽譽，憑臆肆談，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著內閣擬旨責問」（《檮杌

閒評》第三十一回）的批文宣出，敘事較為細膩、富轉折。《聖烈傳》的緊密並

置與之相較，對楊漣忠憤竟遭詈責的反差審美效果有所強化，呈現出不同特色。 

 

此外，細讀此三部小說的批旨可以發現，《斥奸書》、《檮杌閒評》節錄之

批文皆為將楊漣「著內閣擬旨責問」，而《聖烈傳》卻是「本欲逐款窮究，念時

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一責問、一不問，其旨意竟是相反的。《明

史．卷二百四十四．楊漣傳》敘述疏上後，魏忠賢得客氏等私人之助，令天啟帝

不得見該疏，楊漣轉欲早朝面奏，忠賢拖延天啟帝早朝，並動用大批宦官阻擋楊

漣奏事，楊漣方止面奏之舉；而《兩朝從信錄》中所錄亦與《聖烈傳》相同40。

之後魏忠賢策謀殺害楊漣，天啟四年底方因熊廷弼案牽連「六君子」，而致楊漣

等天啟五年慘死獄中。由此看來，當以《聖烈傳》所錄之聖旨較為切合史實，亦

即，就楊漣此份奏疏而言，《聖烈傳》所參考的邸報當具一定之史料價值。齊裕

焜認為《皇明中興聖烈傳》史料與文學價值皆不高41，孫楷第先生也說此書「事

亦半為傳說，可資考證者殊少」42，然而就這段材料看來，《聖烈傳》所錄很可

                                                
40

 （明）沈國元撰：《兩朝從信錄》，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30 冊（北京：北京出版

社，2000），頁 489。 
41

 齊裕焜：《明代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頁 318。 
42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頁 87。譚正璧、譚尋亦

持此見，見氏著：《古本稀見小說匯考》（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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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較標榜信實的《斥奸書》更符合史實，且保存了皇帝之批文，其文獻價值是不

應被完全抹煞的。 

 

接下來的〈魏忠賢計害忠良〉一則，羅列了七大段的奏疏、詔旨與供詞，呈

現了魏黨如何由羅織汪文言的供詞，將楊漣、左光斗等人牽連入熊廷弼案中，構

陷以收贓之罪，藉由魏忠賢矯旨、羅織東林人士罪狀的汪文言供詞、魏忠賢黨羽

上疏論劾東林人士等三種文體的穿插，呈現了魏黨對東林諸賢的步步侵逼，預告

忠臣遇害的悲歌。此書至第五卷，照錄邸報的現象愈趨明顯，第四十五回〈籍沒

魏崔客氏群奸〉迻錄官員奉旨查抄魏忠賢、客氏、崔呈秀等人家產結果之奏疏，

包括大量的金銀財寶細軟清單，以及皇帝批閱奏章後所下的批旨；第四十六回〈爰

書定虎彪等罪〉全由官員彈劾閹黨其他成員之奏疏名稱（有時加上一二句奏疏內

容簡述，大致以列出奏疏題名為主，第四十七、四十八回亦同），以及崇禎皇帝

所下的批旨連結而成；第四十七回〈聖天子覃恩四訖〉、四十八回〈眾賢臣起用

戴明君〉則是魏黨盛時削籍獲罪的官員獲得平反起用的奏疏題名、批旨與官員名

單。以第四十六回〈爰書定虎彪等罪〉中所錄三則批旨為例： 

 

      御史楊維垣一本《剔蠹必剔其源等事》，參太監李永貞、劉若愚。聖旨：

「覽奏。權璫罪樞雖殄，尚有虎彪諸黨，業下三法司會議，如何杳然不題，

顯是疑畏，着上繫擬罪來奏，李永貞、劉若愚，俱經降發處分，該部知道。」

（頁 393） 

 …… 

 司禮監太監張邦詔一本《房屋估價事》。聖旨：「逆犯魏忠賢等庄房變價

銀兩共四萬四千五十一兩五錢，着解進內庫，照數查收，其肅寧府第，不

必估計，着該城御史等官，撥夫看守，所有房租逐日征取貯庫，年終類進，

待東西底定朕將留賜第，以待功臣。」又一本《變價銀兩事》。聖旨：「逆

犯魏忠賢等，庄房變價銀三萬九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二分，着交進內庫，

照數收。其未完二處，俟完日另進，該部知道。」（頁 399-400） 

 

此三段引文為魏忠賢自縊後，崇禎皇帝回覆稽查閹黨罪行、查封魏忠賢財產之奏

本的聖旨內容。作者將這些疏名與崇禎帝批閱後所下的聖旨堆疊成篇，其間偶以

「又一本」之簡單文字連接奏疏與聖旨，讀者由簡單扼要的奏疏題名理解官員上

本的意圖，再由皇帝下的聖旨知曉奏本之結果與情節的後續發展，作者未運用敘

事手法將邸報資訊補綴起來或再另加說明，形成一種以邸報替代敘事的獨特書寫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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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查抄細目查抄細目查抄細目查抄細目 

    《聖烈傳》有二處以大量篇幅照錄邸報，一為足徵「聖烈」之忠憤的楊漣〈劾

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一為第五卷〈籍沒魏崔客氏群奸〉一回中照錄籍沒魏黨

要人家產的細目奏疏，標目中雖提及客魏，但以崔呈秀之家產為主。該回內容首

先照錄數大段的奏議，即順天巡撫單明翊、直隸巡按卓邁奉旨清查崔呈秀贓私的

進度，包括清查地點、清查日期、同何人前往清查、查明贓銀的數目，有的數據

甚至精確至「錢」，即直隸巡按卓邁向崇禎皇帝奏明解送贓銀的精確數目： 

 

      伏乞聖明鑒察，或先將查抄銀七萬一千二百四十七兩五錢，金三百四十三

兩二錢解進，以督軍餉，或候造冊完日。（頁 380） 

 

而御史吳尚默所題的「為逆奸在邸贓私查沒已完，橫據實數奏報事」一疏中，除

了奏明查得三萬五千餘金之外，還包括玉帶、金銀器皿、衣服等項共計三十四箱，

並將三十四箱的器物項目詳細列明，佔了五葉篇幅，舉例如下： 

 

計開 

 二十五日，盤銀二萬五千五百兩。二十六日，盤銀二萬九千八百兩，共六

萬三千三百兩。二十七日，盤金杯八隻、金罐一個、銀盃三十六個、銀盃

盤四十件、銀鑲碗四十六個、銀酒壺大小二把、銀鑲大盃二十隻、銀鑲小

盃二十隻、銀鑲盆一筒、銀仙人一座。 

     計一箱 

      玉杯盤共四十九件、瑪瑙杯一個、琥珀數珠一串、金簪、玉簪、碧玉簪共

三十五根。 

        計一箱 

      …… 

      紗羅紬段，共三百四十六疋。 

        共計三箱 

      牙筯一十二把，牙仙人三座，牙梳三副。 

        計一箱 

…… 

      二十八日，盤洒線裙，絨紬綾，各色絨段，共四百四十六疋。 

        計三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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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蔘二箱，速香三箱，各色蟒衣倭段，五十七件 

計一箱（頁 384-388） 

 

《聖烈傳》的最後幾則中，大多只錄官員上奏的題名、省去奏疏內容，而將聖旨

錄出，以彰明崇禎皇帝肅清魏黨的種種積極作為，與天啟皇帝在位時聖旨殊少、

多為魏忠賢矯旨之批文的景況形成對比，然而在〈籍沒魏崔客氏群奸〉一回中卻

幾乎為官員上奏的內容，顯示了《聖烈傳》作者對查抄奸臣家產之進度與細目的

重視程度。作者可能是由於未能取得相關資料，故不錄魏忠賢家產查抄之細目，

崔呈秀乃魏忠賢乾兒，其家私財產已豪奢至此，魏忠賢之貪侈自是不難揣想。 

 

    查抄贓私的細目羅列，令讀者在數十箱的各色金銀細軟、奇珍異寶、綾羅綢

緞的詳細計數中，見證崔呈秀因諂附魏忠賢，而享盡榮華富貴的輝煌過往，以及

畏罪自縊後，家中的一杯一盤盡遭查收清算的下場。這些贓私從何得來？有事求

崔呈秀者，花費巨資送禮賄賂，巨資之來源，往往掯搾自鄉里小民，在奢華的表

象背後，很可能是血淚凝聚成的迫害事實，映照出奸臣的貪腐醜惡內幕。崔呈秀

宅藏有的大量珍寶，對比於楊漣就逮時，拿不出官旗索討的兩千兩，菜傭乞兒尚

且人持一錢願為之還贓之景況，對於崔呈秀的財產清算，實隱含著一種對於清廉

的道德審判意味。 

 

（（（（三三三三）））） 以起用賢臣名單結撰以起用賢臣名單結撰以起用賢臣名單結撰以起用賢臣名單結撰 

    《聖烈傳》第五卷共六回，其中除了〈魏忠賢縊死阜城店〉敘述魏忠賢遭遣

鳳陽、畏罪自縊外，幾乎皆是由奏疏、詔旨等應是取材自邸報的資料堆砌而成。

最後數葉，則是數份官員名單，這些官員應是在魏忠賢專權期間，遭罷黜，或遭

疏劾而乞歸之官員，這些名單有的以詔旨呈現，有的則是由吏部或戶部上本。以

聖旨呈現者，多列出其官銜： 

 

      聖旨張惟樞陞工部左侍郎，郭增光陞右侍郎 

聖旨是（按：「是」疑為誤植之贅字），楊所修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協

理院事 

聖旨費兆元陞刑部右侍郎，丁啟濬陞刑部右侍郎，張守道陞南工部右侍郎 

      （頁 420-421） 

 

亦有吏部題的起用官員名單，僅列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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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吏部具題起用官員姓名，計開 

   周嘉謨  崔景榮  余茂衡  陳于達  周希聖 

   區大倫  魏  說  李思誠  李騰芳  孫慎行 

   張  鼐  張鳳翔  孫居相  王國禎  岳元聲 

……（共九十員官員姓名）（頁 422-424） 

 

這份名單中，包括了劉宗周、錢謙益、文震孟等著名人士。此外，還有任命內閣

成員的聖旨： 

 

      聖旨錢龍錫、楊景宸、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俱陞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具入閣同輔施鳳來等辦事，龍錫、標、道登、鴻訓，差官

行取，來京考選。□部今將中行評博歷俸已深，考選過科道姓名開後： 

      吏科給事中一員劉漢儒 

 戶科給事中    鍾【火介】  楊時化 

 禮科給事中    □可陛  仇維珍 

 ……（共七項給事中名單） 

 貴州道試御史  韓光先 

 雲南道試御史  李遵 

 南福建道御史  朱綽（共十一項御史名單）（頁 426-428） 

 

以上所列至「南福建道御史  朱綽」即全文作結。整個《聖烈傳》第五卷，絕大

部分是由詔旨、奏疏等無機成分堆疊而成，故陳大康批評此書僅將所收集的材料

羅列成書，「拙於形容渲染，只是平淡敘事」。43這樣的結撰方式，的確是令讀

者有戛然而止的突兀之感，作者之所以有此安排，應是由於成書倉促、無暇構思

之故，抑或是書坊主急於趕上這股「魏忠賢熱」，欲儘速刊行牟利，故而呈現出

一種為了「應時」而生的匆忙感。44
  

 

 

四四四四、、、、    《《《《檮杌閒評檮杌閒評檮杌閒評檮杌閒評》》》》 

在魏忠賢小說中《檮杌閒評》是最後出者，亦是最受到研究者重視、讚譽的

魏忠賢小說45。《檮杌閒評》沒有序跋流傳後世，書前的〈總論〉形式較類似話

                                                
43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年），頁 597。 
44

 然而，我們也可以僅就這個書寫現象，來探索《皇明中興聖烈傳》以羅列邸報替代敘事所透

露出的其他可能義涵，詳見本章下一節的討論。 
45

 歐陽健稱此書為「魏閹系列小說最成熟的佳作」，見氏著：《歷史小說史》（杭州：浙江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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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說中的入話，由詩詞與一段回顧史上閹臣為禍造惡的議論文字組成，並未明

確提及小說的取材路徑，僅由詩句「博覽群書尋故典，旁搜野史錄新聞」（〈總

論〉，頁 1）提供線索，說明作者蒐羅群書、故典、野史、新聞，加以匯整，創

作為小說。 

 

《檮杌閒評》所錄邸報數量較《皇明中興聖烈傳》少，其特點在於將奏疏融

入小說敘事之中，並抾除冗長與過於瑣屑的文字46，使得邸報與小說情節結合為

有機的整體。以魏忠賢倒台後崇禎皇帝肅查閹黨罪行為例，《檮杌閒評》部分情

節承繼《皇明中興聖烈傳》錄出皇帝的批旨文字、略去疏文內容之做法，然而亦

有詳細錄出奏本之處，如第四十九回〈舊婢仗義贖屍 孽子褫官伏罪〉： 

 

      張體乾道：「此事捉人是谷應選，定罪是刑部，與犯官無干。」范郎

中道：「你說定罪是刑部，只因你的本參重了，到把部中幾個執法的司官

冠奪了，如今還亂推麼？掌嘴！」兩邊一齊動手，也不免受用幾個銅巴掌。

將眾犯一一夾打成招。呈堂後，三法司又把眾犯提出來重審過，纔擬罪上

去道： 

「會勘得：張體乾蓄媚奸之心，逞害忠良之毒手，知魏忠賢素憾劉鐸，

遂同谷應選同謀，捏造符書，誣坐詛咒，致使黃堂郡守與曾雲龍、彭文炳、

劉福等，一時駢首西市。體乾、應選猶揚揚以殺人媚奸，冒非常之擢，真

道路為之嗟傷，天日為之愁慘。從來橫誣冤慘，未有若是之甚者。借五人

之首領，博一身之富貴，即戮二人於市，尚不足以償五命之冤。察得當日

拷審劉福，逼令誣招劉鐸詛咒者，系張體乾，有原疏可據。谷應選為補方

景陽，即借搜符帖以成之。二犯雖共謀誣殺，獻媚邀功，而體乾之罪為尤

重。張體乾合依反坐律，應斬立決。谷應選例應絞，監候秋後處決。庶情

罪各當。孫守貴緝獲假番，事屬可原，應請寬免。」 

又將前奉欽依及司招，俱載在本上。旨下：「覽奏劉鐸一案，罪織衣

冠，駢首西市，獻媚權奸，立斃多命，神人共憤，不可勝誅，張體乾著即

處斬，谷應選著即處絞，餘依議。」（頁 1641-1644） 

 

                                                                                                                                       

籍出版社，2003），頁 238。 
46

 《皇明中興聖烈傳》所收錄之邸報奏疏文字完整而未經裁剪，以查封崔呈秀家產奏本為例，

《聖烈傳》第四十五則〈籍沒魏崔客氏群奸〉所錄疏文以「十二月初四日。御史吳尚默一本，為

逆奸在邸贓私，查沒已完，橫據實數奏報事」為開頭，詳述查封經過與成果清單，包括銀兩、金

杯、銀盃、銀鑲碗、銀酒壺、銀鑲大杯小杯、銀鑲盆、銀仙人、玉杯、瑪瑙杯、琥珀、金簪玉簪

碧玉簪等等金銀珍寶的數量與細目。同一奏疏在《檮杌閒評》則由敘述者簡要說明數量與查封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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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魏黨要人張體乾受審的經過，以及三法司向皇帝上的疏文與皇帝之批旨，

《檮杌閒評》不只迻錄邸報，亦添加人物對話，簡單描繪出當日殘虐拷打忠良的

張體乾反遭刑求之場景，較《皇明中興聖烈傳》更具小說之形貌，而非只是邸報

的拼貼。就收錄邸報之內容詳略而言，二書各有所重：《皇明中興聖烈傳》詳細

錄出查封魏忠賢、崔呈秀家產之奏本，意在突出魏黨之貪；而《檮杌閒評》則著

重收錄魏忠賢、客氏、崔呈秀及魏黨要人之罪狀奏本，以明魏黨之惡。47考察《檮

杌閒評》運用邸報資訊之手法，其與《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秉持的「紀各有序，

事各有倫，宜詳者詳，宜略者略」之原則較為相近，將邸報文字予以適當裁剪精

練，可謂吸收《斥奸書》之所長，卻又在情節鋪陳、人物塑造上更形細膩完整，

有所提昇。整體而言，《檮杌閒評》摘錄奏疏與詔旨的方式與《斥奸書》相近，

可能是直接承襲自《斥奸書》48，又由於成書於明亡以後，故具即時性的邸報應

非其摘錄的資料來源，而是來自《斥奸書》或是其他野史與文人文集。 

 

 

    簡言之，魏忠賢小說之《斥奸書》、《聖烈傳》與《檮杌閒評》皆節錄邸報

資訊，《斥奸書》、《檮杌閒評》在小說中穿插邸報所載的奏疏、詔旨，以佐證

情節，取信於讀者；《聖烈傳》對邸報依賴程度更甚，部份章節援引成篇的完整

疏文，甚至完全取代小說敘事，羅列一段段的邸報而成章節。除《警世陰陽夢》

亦步亦趨以《玉鏡新譚》為藍本創作之外，其他三本魏忠賢小說對邸報這種正式

的官方文體的大量使用，可謂展現出時事小說在文類特徵上與其他類型的古典白

話小說小說相異之特有風景。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摘錄摘錄摘錄摘錄邸報之書寫現象探討邸報之書寫現象探討邸報之書寫現象探討邸報之書寫現象探討 

 

一一一一、、、、    邸報與時事小說邸報與時事小說邸報與時事小說邸報與時事小說 

    歷史演義小說之經典鉅著《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即收錄了詔旨、奏章等歷

史文獻。陳大康指出，明代的書坊主為了開拓財源、追求利潤，仿效《三國演義》

而選擇歷史題材創作為小說，對《三國演義》徵引文獻之模仿，是熊大木作《大

                                                
47

 《斥奸書》後六回已佚，魏忠賢自縊以及崇禎皇帝欽定逆案的內容皆闕如，而這正是《聖烈

傳》與《檮杌閒評》中出現最多奏疏、批本資料的部分，故在此僅能比較《聖烈傳》與《檮杌閒

評》二書。 
48

 莎日娜指出《檮杌閒評》的時事描寫與詩詞韻文與《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有很多重疊之處，

詳參氏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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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期，頁 20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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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演義中興英烈傳》的特徵之一。49時事小說也受到這種作法的影響，作者們多

抄史料以證明自己言之有據，成為時事小說的共通特色之一。50以下考察其他時

事小說，以探究其抄錄章奏、詔旨之情形與魏忠賢小說的異同。51
  

 

（（（（一一一一））））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述嘉靖年間名將戚繼光（1528-1587）剿平倭寇事

蹟，該書已殘缺，顏美娟由其刊刻板式推斷此書應成於萬曆年間52。收入由侯忠

義、李勤學主編的《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續》之校點本前言指出，該書所記，

多能與戚繼光所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止止堂集》等相符，紀實性

較強。53從該書殘存的三十五則看來，收錄有不少文獻資料，體式多樣，有向朝

廷奏請借將的「表」，有任命官員平亂的「敕命」，有上本論貪狠的御史阮鶚之

十大罪的奏本，有悼念力戰倭寇而亡之勇將的祭文，有向總兵大都督借兵的

「書」。書、表等體制較為精簡，而論官員十大罪的奏本則較為詳盡、篇幅較長。

其照錄奏本與《皇明中興聖烈傳》中的〈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形式相似，首

尾俱足。總言之，《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在運用史料上，表現出體式豐富多樣

的特色，其收錄論阮鶚十大罪，將忠臣、奸臣之衝突與對比以嚴整的疏文展現出

來，對魏忠賢小說可能有直接的影響。 

 

（（（（二二二二））））        《《《《征播奏捷傳征播奏捷傳征播奏捷傳征播奏捷傳》》》》    

    《征播奏捷傳》亦是屬於早期的時事小說作品，刊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

目錄列有六卷一百回，正文以兩回單句回目為標題，共四十九則。九一居主人於

〈征播奏捷傳引〉中指出： 

 

言事論略，皆有根由實跡，悉同之蜀院發刊《平播事略》并秋淵路人《平

西凱歌》，道聽山人《平播集》等書中來，又非抵虛架空者埒。吁。是集

也，洵足以昭宣國憲，顯揚威靈，絕反蔭，褫賊魏，振士氣也。54
 

                                                
49

 詳參陳大康：〈熊大木現象：古代通俗小說傳播模式及其意義〉，《文學遺產》2000 年第 2

期，頁 99-100。 
50

 陳大道：〈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收於清大中文系主編：《小說戲曲研究  第三

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 年），頁 195。 
51

 《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征播奏捷傳》為較早的時事小說，其體例可能對魏忠賢小說有

所影響；《遼海丹忠錄》為陸雲龍之弟所作；而《近報叢談平虜傳》則是標榜取材邸報的時事小

說，是以筆者選擇此四部時事小說作為考察對象。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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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4。 
53

 （明）佚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收入侯忠義、李勤學主編：《中國古代珍稀本小說．

續》第八冊（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頁 437-438。 
54

 （明）名衢逸狂：《征播奏捷傳》，收於《古本小說叢刊》第一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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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描述萬曆二十八年（1600）四川巡撫李化龍與貴州巡撫郭子章平定播州宣慰

使楊應龍叛亂之事件，亂事平定後三年《征播奏捷傳》即問世。此書至第二十二

回止，敘述楊應龍叛亂之事件背景。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因祖母曾受武宗臨幸，得

賜輿鐵券回籍，自此埋下楊氏子孫驕橫肆為、犯上作亂之遠因。楊應龍得皇帝賜

婚與張真人之女成婚，卻受寵妾田氏挑撥而殺張氏。二十三回以後，敘述楊應龍

遭屬下告發，皇帝即差錦衣衛逮楊應龍下獄，雖後來因三子願以身代罪而獲釋，

卻蘊謀反之心，亂事爆發後，萬曆皇帝賜李化龍尚方劍，於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出

兵，同年六月平亂。 

 

    《征播奏捷傳》自二十三回起衝突迭起，開始摘錄許多具有史料色彩的文

牘，如撫按所批的審語、上訴的訴詞，當然還包括了聖旨、奏疏等資料。較為特

殊的是，該書自第九十三回起敘事成份漸少，第九十三、九十四回羅列平定亂事

有功的將領名單以及賞賜明細： 

 

皇帝准奏，傳諭吏部知道。叛逆勢甚猖獗，該文武將吏運籌效勞，剿除元

兇，平定播地，朕心嘉悅，特賜封賞。鳳皇上敕命，將 

○武藝超群威儀出眾鎮守湖廣徧沅寺處總兵都督同知陳  賞銀五十兩  

彩叚表裡  仍居舊職  蔭一子入太學 

○足智多謀雄降威猛副總兵陳  賞銀四十兩  彩叚表裡 

○丰姿英偉忠勇過人鎮守州貴中軍都督同知李  彩叚表裡  仍居原職 

……55（共八員，下略，○符號乃根據原文而加） 

 

第九十五、九十六回，收錄官員上表向皇帝請求蠲免因應龍之亂遭波及的地區之

糧差徭役。第九十七、九十八回敘述將播州改制為府縣之細節項目，包括分別隸

屬四川、貴州所管轄的縣名，以及赴任官員名單，甚至包含官員字號籍貫： 

 

      四川遵義府 

        知府蔡鳳梧
高

崗平定人    
同知管

通判事鄧洪烈
東

昇施州人 

     經歷袁養志
頗

所沂州人    知事田真蛟 婺州人 

  同知尹志伊
萃

田衡水人    推官劉  阜
禹

門上葵人 

  照磨承中孚
毅

廣武進人    檢討錢大用 江都人 

                                                                                                                                       

頁 7。 
55

 同上註，頁 49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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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下略 11 縣官員名單） 

 

第九十九、一百回則收錄了玄真子贊平播功臣的詩集共三十多首，以及翰林李胤

昌作的〈川貴用兵議〉，而就此結撰。是故，《皇明中興聖烈傳》收錄起用賢臣

名單，而不以小說的敘述方式結撰是有跡可循的。 

 

（（（（三三三三））））  《《《《遼海丹忠錄遼海丹忠錄遼海丹忠錄遼海丹忠錄》》》》 

    《遼海丹忠錄》成書於崇禎三年（1630），作者為陸人龍，即《魏忠賢小說

斥奸書》作者陸雲龍之弟，陸雲龍並為之作序，該書前十回寫萬曆十七年至天啟

元年夏之時事，描述後金興起，明軍分四路東征卻喪師大敗，熊廷弼經略遼陽，

卻受讒回籍，袁應泰遭滿人奸細混入，遂致遼陽城破；後三十回則為天啟元年夏

至崇禎三年春的時事，寫毛文龍經略東江，招撫九島、收服朝鮮王、助袁崇煥守

寧遠，後袁崇煥以十二大罪殺之。《遼海丹忠錄》收錄許多書信與奏疏詔旨材料，

如第十回有毛文龍致奴酋降將的書信，亦有皇帝嘉獎有功將領、指揮戰事的聖

旨；第十四回有翰林董恩白讚毛文龍戰功、請求募兵助文龍之疏文，文長四葉；

第十五回則收錄毛文龍為制奴滅奴向皇帝獻策之疏文，文長十一葉；第二十四收

錄奴兒哈赤與李永芳致毛文龍的書信。大致上，《遼海丹忠錄》所收錄的奏疏、

詔旨與書札材料，多是大段大篇幅的呈現，亦有以「大略道」之方式刪節而成的

疏文，但為數極少，而陸雲龍卻是在《魏忠賢小說斥奸書》中屢屢用「大略道」

帶出經過刪節簡化的疏文，兄弟倆運用時事材料的方式頗有差異。此外，《遼海

丹忠錄》也未如《魏忠賢小說斥奸書》一般強調時事材料之來源，陸雲龍在《遼

海丹忠錄．序》中指出： 

 

      顧鑠金之口，能死豪傑於舌端；如椽之筆，亦能生忠貞於毫下，此予弟丹

忠所繇錄也。至其詞之寧雅而不俚，事之寧核而不誕，不勦襲於陳言，不

借吻於俗輩，議論發抒其經緯，好惡一本於大公。57
 

 

序中「事之寧核而不誕」之語，表現了作者對小說內容之信實有一定程度的重視，

小說中亦曾提及邸報、塘報等詞彙，但卻未曾明確交代取材來源。 

 

（（（（四四四四））））  《《《《近報叢談平虜傳近報叢談平虜傳近報叢談平虜傳近報叢談平虜傳》》》》 

                                                
56

 同上註，頁 506-509。 
57

 （明）平原孤憤生：《遼海丹忠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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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考察的《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征播奏捷傳》與《遼海丹忠錄》

等時事小說皆收錄許多奏疏、詔旨材料，但並未如《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皇

明中興聖烈傳》一般表明取材邸報。《近報叢談平虜傳》可謂時事小說中十分特

殊的作品。該書作者為吟嘯主人，寫崇禎二年（1629）秋始，滿人大舉入關，破

喜峰、陷遵化、過薊州，直逼京師，袁崇煥入衛救援，奴酋終於遁走，小說所記

至次年正月初七、錄御史田旹震「草場牆垣事」為止。作者自陳「予坐南都燕子

磯上，閱邸報，奴囚越遼犯薊，連陷數城，抱杞憂甚矣」58，後遇「燕客」而得

知其見聞，故兼採邸報與傳聞，寫成此編。有關書名，吟嘯主人在序中明白解釋

「近報者，邸報；叢談者，傳聞語也」59，並在內文中的回目下方標記「邸報」、

「叢談」或是兼而有之的「報合叢談」。其標示「邸報」者，即照錄奏疏與詔旨

材料，並註明日期；而標示「叢談」者，多為以下層官吏文人或尋常百姓為描寫

對象的民間傳聞，包括秀才、衙役、響馬、節婦等與戰事相關的事蹟；「報合叢

談」者即有民間軼事，亦有詔旨奏疏之抄錄。然而實際上三者並未明顯區分，如

卷一的〈袁督師帥兵入衛〉標示「邸報」，卻語及關帝顯聖、半空中出現神將助

陣等明顯不是邸報所載的神怪事蹟。在史料的運用方面，《近報叢談平虜傳》雖

收錄了大量邸報資訊，但卻穿插了敘事話語與韻文來連結奏疏與詔旨，不似《皇

明中興聖烈傳》於後幾則中僅堆疊邸報成篇。 

 

 

在小說中嵌入歷史文獻的作法，在宋元講史平話中已是十分常見。然而陳大

康指出，宋元講史平話或是《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收錄的歷史文獻資料的比例並

不高。熊大木於嘉靖年間編撰《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將岳飛所作的所有章奏、

詩文及許多南宋初的詔旨、章奏與書信等收入小說中，其與內文之比例明顯高於

宋元講史平話或是《三國志通俗演義》。60經過以上對時事小說抄錄章奏、詔旨

情形之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在講史題材的小說中收錄章奏、詔旨，應是明代小

說常用的書寫模式，而真正表明取材自新聞性、即時性較強的邸報材料且大量運

用者，就時事小說而言，僅《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皇明中興聖烈傳》與《近

報叢談平虜傳》三部。61就魏忠賢小說而言，《斥奸書》與《聖烈傳》創作、問

                                                
58

 （明）吟嘯主人：《近報叢談平虜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1。 
59

 同上註，頁 4。 
60

 詳參陳大康：〈熊大木現象：古代通俗小說傳播模式及其意義〉（《文學遺產》2000 年第 2

期），頁 100。 
61

 至於未論及的其他同時期的時事小說，從小說的序跋來看，《七曜平妖傳》、《勦闖小說》、

《海角遺編》、《台灣外志》皆強調作者的親聞親見，而未提及參考野史或邸報；而收錄許多章

奏詔旨的《樵史通俗演義》，則在自序中說明參考《頌天臚筆》、《酌中志略》、《寇營紀略》、

《甲申紀事》等野史。見（清）江左樵子：《樵史通俗演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頁 1），未言及邸報，該書成於清順治年間，自然難於取得明代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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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時代，正是官民處於魏黨倒臺、聖主中興而對政局充滿希望的時代，載有彈

劾、籍沒魏黨進度的邸報被廣為抄錄，據邸報編撰而成的野史接連成書的情形
62，很可能與此時代風氣有關，進而影響時事小說的創作。 

 

除了時代風氣影響，時事小說作者對採用邸報的直接聲明，很可能標幟著這

些作者對於時事與邸報之關聯有著較為敏銳的體認，而以邸報來增添小說的紀實

性與即時性，使得小說的時事色彩更為突出，更能吸引讀者，以區別於其他未標

榜邸報的小說。時事小說作者對於運用邸報的宣示，其實隱約透露著這些作者對

於邸報所蘊含的時事性、紀實性等特質有所洞察，以此來增強小說的可讀性（甚

至是可能一種行銷手法），吸引讀者。 

 

二二二二、、、、    「「「「述而不作述而不作述而不作述而不作」」」」的解讀可能的解讀可能的解讀可能的解讀可能 

邸報的作用之於當時有如現今的報紙，具有一定的公信力，顧炎武談及修纂

《明史》時說：「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為主，兩造異同之論，一切存之，

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63，足見顧氏對邸報

價值的推崇，他認為邸報收錄官員的不同言論，留待後人靜觀箇中曲折，恰是其

價值之所在。然而近現代學者對於時事小說羅列大量史料的現象多持否定意見，

以收錄邸報最多的《皇明中興聖烈傳》為例，孫楷第先生說： 

 

至於朝政得失，名臣事蹟，耳目不接，固不能知其底蘊。且應時之作，意

在牟利，亦不得與雜史野史等類齊觀也。64
 

 

這段話對於該書史料的信實懷負面態度，認為資料的堆疊只為迎合潮流，以牟利

為主。孫氏應當是以小說之藝術標準審視此書，故認為此書「僅具小說形式，而

文理殊拙」65。張平仁亦指出，明末清初時事小說載錄奏疏等文字之主要目的在

於證明所寫的信實，此固然可以增添小說的信實、感染力、傳播價值，然而卻形

成文史不分的情形，有害小說的敘事藝術。66時事小說收錄這些史料文獻的書寫

方式應源於對《三國志通俗演義》模仿，然而陳大康認為《三國演義》之徵引文

獻「通常具有為衝突激化或發生轉折作鋪墊、交代等藝術功用，因而已是作品的

有機組成部份」，但熊大木高比例的嵌入，卻使得「作品的小說意味愈加單薄」
                                                
62

 詳參第二章之附錄。 
63

 顧炎武：〈與潘次耕書二〉，引自《亭林文集》，卷 4，收於《中國基本古籍庫》（合肥市：

黃山書社，2008），頁 42。 
64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頁 87。 
65

 同上註。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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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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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陳氏之見犀利地點出這種收錄章奏、詔旨的書寫方式對小說藝術的戕害，暴

露了小說作者才能的貧乏。 

 

實際上，時事小說對史料、邸報的收錄不乏擔任情節發展之樞紐者。以魏忠

賢小說中錄有最多邸報資訊的《皇明中興聖烈傳》而言，該書詳細照錄忠臣楊漣

論魏忠賢大罪的奏疏，其懇切直書的語氣、視死如歸的坦然，二十四大罪之羅列

對魏忠賢之罪惡做出連番猛擊，《聖烈傳》之全錄其文，其揚忠斥奸的力道更甚

於其他以摘錄處理該疏文的魏忠賢小說。然而，可能由於倉促成書的需要68，邸

報在《皇明中興聖烈傳》的最後數則中以章奏、詔旨排列成篇，完全取代小說敘

事而成為主角，造成故事與史料無法銜接的突兀的斷裂感。雖然足以由所列的材

料得知籍沒魏黨、眾正回朝的經過，但幾乎全無敘事成份，與《玉鏡新譚》那樣

的野史筆記相類，將主題相關的奏疏與詔旨分類羅列而成，顯得邸報材料使用過

於氾濫，有失小說的閱讀趣味。然而，若不以小說審美的態度去審視小說大量照

錄史料的現象，單單就這個現象在當時的普遍性而言，對邸報或史料的大量照錄

或許減損小說之藝術性，但這樣的時事小說之存在與流行，或許正說明了對於當

時的讀者而言，錄有史料可能是時事小說的賣點之一。日本學者大木康認為明末

白話小說的讀者應包括中下層的士（一般指童生和生員，即科舉考生）以及商人
69，而這些人也是邸報的讀者70，職是之故，《聖烈傳》這樣兼採異聞與邸報的

小說，可以同時滿足閱讀小說與邸報之需求。故《聖烈傳》雖然怪誕不如《警世

陰陽夢》，編排不及《斥奸書》，細膩不及《檮杌閒評》，卻仍能吸引讀者71。 

 

    魏忠賢小說大量摘錄邸報的現象，除了與明代講史演義小說習用的書寫範式

有關外，也與當時史料取得之便利性有關72，這些野史的編成多與邸報有密切關

係。據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所載之史籍資料，至少有四部敘述泰昌、天啟

年間時事的野史當成書於《聖烈傳》問世之前73，其中《兩朝從信錄》「純用邸

                                                
67

 陳大康：〈熊大木現象：古代通俗小說傳播模式及其意義〉，頁 100。 
68

 顧克勇認為，《聖烈傳》大篇地錄用原文，當與急於成書的迫切心理有關。見氏著：〈時事

小說快速問世探考〉，《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卷第 2 期，2002 年 4 月，

頁 57。 
69

 詳參（日）大木康：〈關於明末白話小說的作者和讀者〉，《明清小說研究》1988 年第二期，

頁 206。 
70

 詳參本章第一節。 
71

 雖然無法確知《皇明中興聖烈傳》的讀者接受程度如何，但此書在光緒三十二年由上海中新

書局出版排印本，改題為《魏忠賢軼事》，在成書兩三個世紀後能再出版，多少反映了此書的風

行程度。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 76。 
72

 詳參本文第二章第一節之討論。 
73

 沈國元《兩朝從信錄》所錄時事起於庚申（泰昌元年，隔年即天啟元年），訖於丁卯（天啟

七年）；《甲乙紀政錄》起於天啟四年十二月，至七年八月熹宗病逝；《邪氛錄》記天啟四年八

月至七年八月；蔡士順《傃菴野鈔》則自天啟元年至崇禎元年。詳參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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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74，羅列邸報而成；《傃菴野鈔》彙集天啟辛酉至戊辰間奏疏詔旨，按日排

次，間加以論列；《甲乙紀政錄》則收錄魏忠賢當政時對於廷臣所上章奏的批紅，

《聖烈傳》之奏疏、詔旨與供詞等史料極有可能錄自這些野史。 

 

《聖烈傳》採用邸報，部份章節幾乎是以拼貼疏文、聖旨而成，甚至在最後

數節中僅以「又一本」之簡單文字連接奏疏與詔旨，段落與段落間相互銜接之敘

述文字近乎闕如。《兩朝從信錄》作者沈國元在〈述意〉中對他「純用邸奏」的

著史方式做出說明： 

 

      一尊旨。凡事中有彼此互執，而不得歸一，一經睿斷，則可否劃然，故錄

中悉稱諭誥敕制，以重絲綸。次則因述。凡心品邪正，言行得失，任議虛

實，或就當身而畢露，或折眾論而反觀，悉本邸奏，非同勦說。次則全錄。

凡在公奏議，有事關重大，必積慮于中而後披鬯於言，如可法可傳，何敢

字增句減。75
 

 

據沈國元的說法，錄詔旨，可明決斷之內容；錄疏中之述事部份，則可觀奏者之

人品與言行；全錄奏議，則是由於至關重要的奏疏可法可傳，因此不能裁剪之。

謝國楨稱《兩朝從信錄》為「述而不作，故曰從信」76，頗能精準地概括出沈國

元編纂該書的企圖。沈國元之說法，或可作為探究《聖烈傳》作者照錄邸報之心

態的借鏡，在小說中使用大量的邸報，或許不能排除欲儘速成書以牟利的考量，

但在當時的文化語境之中，的確存在著一些蒐羅邸報而成書的史籍，並且存在著

閱讀邸報以獲知政令決斷、官員性情人品之說法，於是《聖烈傳》之作者在某些

情節中使用邸報，讓讀者得以直接近距離接觸、閱讀這些奏議、詔旨，即使未加

以說明，也能使讀者知悉魏黨與東林諸賢的攻訐糾葛，明瞭崇禎皇帝拔除魏黨勢

力的進程以及清算客魏、崔呈秀等人財產之細目。《聖烈傳》最後以上百位被絀

而或起用的官員名單結撰，這樣的作法自然與小說的文體規範相差甚遠，但若由

當時野史「述而不作」的著史心態來闡發作者立意，便可推知《聖烈傳》之結撰

方式，乃是以大量官員起用的名單展現眾正還朝的清明氣象，回應了書名「皇明

中興」的旨趣。而崇禎八年的刪改版《魏忠賢軼事》出現，最後數則的皇帝詔諭

部份刪去，少了〈聖天子覃恩四訖〉、〈眾賢臣起用戴明君〉等讚揚崇禎帝清明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二〈萬曆至崇禎上〉，頁 113-117。 
74

 孟森：〈《兩朝從信錄》跋〉，引自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 114。 
75

 引自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 2，〈萬曆至崇禎上〉，

頁 113。 
76

 同上註，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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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政的奏疏詔旨資料，甚至將書名的「皇明中興」、「聖烈」等字樣改去，對「述

而不作」的頌聖形式的脫冕，委婉的表達作者對朝政與天子的失望之情，  

 

同為魏忠賢小說，《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對邸報材料的運用則展現出與《聖

烈傳》不同的意味。陸雲龍於〈斥奸書說〉中力陳該書與野史之區別：「是書之

所名斥者，正未必有遜於詩云子曰之訓也。故不敢附之謂記，謂傳，謂志，而表

之以『書』。亦謂斥奸在書，聊以異於稗官野說云耳。」（〈斥奸書說〉頁 4）

陸雲龍表明自己的著作所突出的「斥奸」力道未必有遜於「詩云子曰之訓」的主

流正典，故當以「書」名之，以區隔一般的稗官野史，並於〈凡例〉之中強調運

用邸報。雖然與《聖烈傳》相同皆取材邸報，卻異於《聖烈傳》兼採許多神怪異

聞的作法，以不遜於經典的「書」自期，並採取較為嚴謹審慎的寫作方式。陸雲

龍對於邸報皆加以裁剪、簡化、改寫，除了楊漣劾魏忠賢的奏疏之外，並無大段

摘錄的邸報，遑論全文收錄者，充分實現他對於創作小說「紀各有序，事各有倫，

宜詳者詳，宜略者略」（〈凡例〉頁 5）之宗旨，這一方面展現他對《斥奸書》

異於稗官野史的期許與自信，另一方面也凸顯出他不得不為此「雕蟲小道」77以

謀生之際，期望以掙脫「雕蟲小道」的難堪處境，實現自己「立言」的人生理想

之企圖。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節小節小節小節 

    本章以魏忠賢小說大量運用、摘錄邸報的現象為關注焦點，先耙梳明代邸報

的相關研究，以對邸報有一初步認識，接著探討魏忠賢小說運用邸報材料的個別

特色，進而與其他時事小說作比較，掘發魏忠賢小說運用邸報的特殊意義。 

 

    在魏忠賢小說對邸報的運用方面，《警世陰陽夢》所收錄的奏疏與詔旨可謂

魏忠賢小說中最少者，由於該書的〈陽夢〉部份幾乎是根據史料筆記《玉鏡新譚》

改寫而成，而《玉鏡新譚》標榜「錄用章奏，字字俱從邸報」，故《陰陽夢》可

以說是間接地受到邸報影響，在章奏的摘錄方面往往呈現出闕漏不全的特徵。《魏

忠賢小說斥奸書》於〈凡例〉中宣稱參考邸報與數十種野史編作而成，明確主張

其取材詳徵可信。在留存下來的二十五回中，幾乎所有的章奏與詔旨材料，都經

過作者陸雲龍的裁剪刪改，他屢試不第，將人生投注於經營刊刻之業與小說創

                                                
77

 陸雲龍於〈答朱懋三書〉中說：「弟少頗自負，礪名行，尚氣節。期退不歉於倫常，進不缺

於經濟，雕蟲小道，了不經心。特以舍是無可致身，不得不間為從事，乃機緣之左。」（明）陸

雲龍：《翠娛閣近言》，卷 1，〈詠懷〉，引自《續修四庫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83。相關討論詳參本文第四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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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企圖以嚴謹的撰作態度使《斥奸書》成為「未必有遜於詩云子曰之訓」的「書」，

呈現出失意文人面對人生困境的一種自適之道。至於《皇明中興聖烈傳》，則是

明末清初時事小說中運用邸報資訊最多者，該書後半部固然有堆疊邸報資訊而使

得小說趣味大打折扣的弊病，然而從明末摘錄邸報以編史的風氣來看，《聖烈傳》

的這種編撰方式也呈現出一定的時代特色。至於最後出的《檮杌閒評》，摘錄奏

疏與詔旨的方式與《斥奸書》相近，由於成書於明亡以後，故其摘錄的資料來源

應非邸報，而是直接承襲自《斥奸書》或是其他野史與文人文集。 

 

    在對明末清初的時事小說運用邸報的情形進行探究後，我們發現在時事小說

在內文中收錄奏疏與詔旨的情形相當普遍，這種編撰方式其實在《三國演義》獲

得空前成功後，便在講史演義小說間流行，故時事小說皆錄有為數不少的奏疏與

詔旨史料。然而，明確標榜運用邸報資訊者，在明末清初的時事小說中僅有《魏

忠賢小說斥奸書》、《皇明中興聖烈傳》與《近報叢談平虜傳》。單就魏忠賢小

說而言，由於魏黨倒臺、崇禎聖政的歡欣風氣使然，據邸報邊成的相關野史著作

也不斷問世，《斥奸書》對運用邸報的強調固然有著對材料信實的堅持，但也不

能排除以邸報作為商業操作的手法。總言之，魏忠賢小說作者對邸報的自覺運

用，展現了對邸報的時事性較為敏銳的洞察力，從而彰顯出魏忠賢小說鮮明的時

代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