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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著重於二十一世紀後，中國戲曲評點學研究的發展面貌。明代中葉之
後，戲曲評點文本大量出版，這樣的出版風氣一直延續自清末。戲曲評點學在研
究上，原本從依附於戲曲文本研究，逐漸擴展出戲曲評點學獨特的面貌，做為一
種以觀賞為主的案頭戲曲評點本，評點文字的發展，也提供多種出版與觀看策略。
本論文首要將目前兩岸戲曲評點學研究面向做一清楚地整理、分析，釐清相關研
究的幾個方向。此外，二十世紀的研究，因部分戲曲文本的散落，使評點研究大
多集中在明中葉至清初的幾部戲曲評點作品中。然而，由於近年來一些珍貴的古
典戲曲文本被整理、出版後，提供更多可研究的方向，例如:《明清孤本戲曲》
(2017)、
《鄭振鐸藏珍本戲曲文獻叢刊》(2017)、古本戲曲叢刊第六函(2016)等，
這些文本尤其對清中葉後的戲曲評點本相關研究有所助益。故本論文除了整理、
探究兩岸目前古典戲曲評點的研究面向外，更在新文獻、新方法的基礎上，勾勒
出明清戲曲評點學未來可以發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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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評點文學原是依附在中國古典文學的一種特殊的文藝形式，具有批評、補充
等功能性，舉凡各類文藝體式都運用了評點形式，尤其在明清時期，大量俗文學
出版品運用評點形式、內容，打造出新欣文藝流行風，這股風潮一直到清末後才
消歇。
評點可視為觀閱者逐字逐句的閱讀體驗，某一文本經由評閱者在閱讀後，運
用文字、符號等實際手段，將多元探查、感受文本各方面內容逐一體現出來。因
此，一本創作可經由不同人評閱，又形成不一樣的閱讀風景。至於評點者身分更
是五花八門，明清時期擔綱評點角色甚多，有時還是作者本人，在創作之餘續以
評點方式提點自己的創作作品。
相關戲曲評點，應該是整個評點類型最為複雜、多元的。最主要原因乃是中
國戲曲是一個由多項藝術成分所組合成的文類，它集視聽娛樂等涵蓋文學、藝術、
戲劇等性質。尤其一開始是以聆賞為主，這亦能與明初戲曲出版最初樣貌連結，
最初的戲曲評點，乃不同其他評點文類的點評句讀符號，戲曲出版是從釋音、打
版等音樂性濃厚的「準評點」符號開始1。直至嘉靖年間，文人接觸戲曲後，沿
用評點方式，讓戲曲出版品增加文學功能性，於是戲曲創作兼及評點內容之出版
品，如雨後春筍般滋生，成為出版界炙手可熱的商品。這也帶動戲曲一開始從著
重聽覺、視覺等現場娛樂效果，一變成為以案頭欣賞的文類商品。故萬曆年間，
出版界只要印上有李卓吾、陳繼儒、湯顯祖等評點家評點作品，或是販售《牡丹
亭》
、
《西廂記》
、
《琵琶記》等戲曲評點名著，都是成為市場炙手可熱的出版商品。
這一波評點影響了後續戲曲評點作品，尤其從出版興盛的角度來看，逐漸轉移至
文人、曲家、出版商等三方運作模式，使得明末之後，新興戲曲作品多數運用評
點形式來做宣傳，成為明末到清末出版的一種趨勢，在晚明時期，隨著書籍印刷
市場的發展，戲曲評點本在形式上存在若干種版本型態2，為讀者提供更多的閱
讀觀點。因此，自明中葉後，以「第一讀者」角色從事評點工作的文人或劇作家
為數不少，他們依著自己的美學見解介入與解讀作品。但到了清代之後，戲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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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本的評點形式發現，萬曆初時，評點形式陸續將原有的「音注」部分與新產生的「點板」
結合起來，例如富春堂、文林閣、廣慶堂、繼志齋都在後期的文本中標示「點板」。所謂點板，
即是拍板的點板處，拍板是南曲演奏的樂器之一，作用在於以其樂器提示唱曲的速度，使清唱者
跟者板拍的節奏演唱。這種拍板節奏在後來又形成較為複雜的板眼結構，板是調節字與句的快慢
關係，眼是調節字與腔的快慢，富春堂所印製的《紫簫記》劇本其板眼結構包括頭板(、)腰板(乚)
底板(━)，都是用來輔助唱曲速度。這顯示此類的評點本兼具著唱譜的功能，能進一步指導唱者
發音音準與節拍規律，這也意味著此時戲曲音樂旋律已深植人心，這類傳奇評點本刊刻與販售實
質上要提供群眾達到隨口哼唱的目的。在此可以說明，戲曲本身是個綜合的藝術形式，它不僅具
有著文學性，還包含音樂、舞蹈、技藝…等等藝術特質，而它最初的傳播過程中，都藉由註明咬
字發音的方式，以「哼唱」來表現娛樂效果，這和其他文類在書籍閱讀的經營上明顯不同，其傳
播過程具有它的特殊性。參閱王祥穎:《明代傳奇評點初探》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頁 3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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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評點文本的呈現方式，包括有序跋、小識、凡例、集評、總評、題詞、讀法、總批、眉批、
夾批、圈點，此外，音釋與箋注方式也是評點本常見的。在評點本中，上述各種評點形式有各種
組合的方式，端看坊間出版印刷與市場消費的需要性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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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更是多元，數量豐富3。但由於書商位置逐漸消逝，評點成為文人_曲家間的合
作關係，不少評點作品多處散佚他處，有時也因乏人問津而消逝。
正如上述所言，「評點」文學自唐代逐漸形成風氣，大盛於明清時期。但在
之前的研究，從文體研究來看，多為「附屬」性質，其研究角度將評點內容視之
為原文補充說明，或是凸顯某些著名評點家個人觀點、名著評點等研究面向。至
二十世紀末，評點研究開始有了新突破。1999 年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4的
出版，集中以評點發展的歷史為脈絡，探究其來由，特出其形式，並依序略述散
文、詩詞、小說、戲曲等各文體評點發展概略，突出了如:劉辰翁、李贄、毛宗
崗等元、明、清各朝代評點大師特色，是第一次圍繞著以「評點」為核心的研究，
但對於戲曲評點仍較為簡略。隨之 2001 年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5、2002 年
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6，均標誌著自二十一世紀後評點學興起，成為一
個獨立的文學相關學科研究。
關於戲曲評點研究，最早於二十世紀開始，一開始評點研究是戲曲文本類的
一環，依附於文學批評中，故不少戲曲理論書籍在論述戲曲時，也都會引用評點
內容，來補足戲曲文本相關敘事之探究7。慢慢的，大部分研究者開始接觸有知
名度的評點家，並根據他評點文本之評語來做分解，多從文學理論等敘事角度做
研究。舉例來說，大陸地區自二十世紀 30 年代開始，研究金聖歎及其相關評點
之作相當多元，這也使得其評點的專著在各方面研究都有很好的成果，舉凡敘事
觀點，筆法的提出等，都具備高成就8。
明中葉評點者打開戲曲小說的視野，他們對戲曲批評不見得站在戲曲內容上，
有時候帶了小說的宏觀角度檢視戲曲文本。李贄、金聖歎、馮夢龍等相關明代評
點家，均兼任二種文類評點工作，故除了金聖歎研究外，早期研究者吳新雷對李
贄相關十七個版本的戲曲進行研究，其他曲家也以各種戲曲專著提出對戲曲評點
的看法。故自 80 至 90 年代後，戲曲評點研究真能往「戲曲學」走，做到以「戲
曲」觀點來談評點內容。
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真正開始著手以「評點」本位的戲曲「評點」研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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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張勇敢《清代戲曲評點史論》提到，目前能查閱到的戲曲評點作品就有 330 種之多。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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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
，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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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森華《曲論探勝》
、葉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稿》
、譚帆《金聖歎與中國戲曲批評》
、趙山林《中
國戲劇學通論》
、陳竹《中國古代劇作學史》等這些戲劇理論書籍，內容章節部份觸及到評點內
容研究，除《金批西廂記》外，拓展至《第七子書琵琶記》
、
《長生殿》
、
《桃花扇》等評點本，使
得戲曲評點於古代戲曲理論史的地位，開始得到學界關注和重視。張勇敢:〈中國古代戲曲評點
研究綜論〉
，《戲曲研究》
，2016 年第一期，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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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勇敢:〈中國古代戲曲評點研究綜論〉認為:「研究者從文學批評層面考察戲曲評點，金批《西
廂》幾為唯一研究物件，故本期的戲曲評點研究實為文學批評視域下的金批《西廂》研究。」他
也提出:「人物形象、思想主題、情節結構成為金批《西廂》的研究點，這種格局既與金聖歎『以
文論曲』的評點旨向有關，同時又為戲曲評點研究依附文學批評研究之必然，這種視角雖然有礙
于戲曲『評點』個性的闡發，但其開啟戲曲評點研究之積極意義卻是值得肯定的。」李克〈近百
年清代戲曲評點研究綜述〉也提到「20 世紀以來，金批《西廂》研究論文 80 餘篇，專著 1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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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開始獨立集中在評點的專論上，也有以戲曲評點最初源流提出相關說明。
繼《明代戲曲評點研究》帶出新視野後，「戲曲評點」獨立走出研究面向，開始
擴散挖掘出戲曲評點各種特色。張勇敢認為:
戲曲評點研究從「文學批評」
、
「戲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又提出
「文化」 視角的研究構想，戲曲評點的學術意義得到不同層面的認知和
闡釋。
此一觀點的確闡述出二十一世紀後戲曲評點研究的新風貌。故本文則以「戲曲評
點」作為關鍵字，嘗試概略出兩岸戲曲評點研究的幾個面向，並檢視出後續明清
戲曲評點學可能發展的幾個研究方向。

二、二十一世紀初戲曲評點的研究方向
本節先將兩岸相關書目、論文與期刊等研究內容，嘗試以關鍵字_「戲曲評
點」尋找內容，歸類概述二十一世紀開始戲曲評點的幾種研究方向。
(一)開創以大時代評點學為面向，陸續出版相關明清戲曲評點論述
此部份以評點發展之歷史脈絡為主軸，總結歸納二十世紀相關研究成果後所
得。從明、清二代評點學研究成果來看，由於清代戲曲評點起步晚且複雜性高，
使得明代戲曲評點研究成果，相對下，完整性與發展面向較為具體、全面。
朱萬曙於《明代戲曲評點研究》一書，首以「文學評點淵源與戲曲評點之興」、
「明代戲曲評點的版本型態與批評功能」等二章，將特殊的戲曲評點發展，從音
樂性打板型態到經由評點家接手後的形式呈現出來。因此，後續「明代戲曲評點
的三大署名系統」
、
「明代戲曲評點的理論貢獻」
、
「明代戲曲評點的批評價值」
、
「三
大名劇評點」
、
「明代戲曲評點與明代戲曲文化」到最後總結「評點的歷史地位」，
清晰歸納總結出幾個特質，其一，由於明代戲曲評點於成熟的萬曆年間，多為文
人接掌，他們參與其中，利用了評點形式，使之矗立於文壇遂為著名評點專家；
此外，評點內容在最初為何會以單一部戲曲作品為主，也因曲壇的戲曲批評，最
初亦以幾部公認的戲曲名作來做討論，於是這一個觀點，也帶入戲曲評點，表述
出個人的文藝觀點。
若從各時代評點形成來看，明代因為評點的發展，將書商、文人、曲家三者
關係密切相連一同。最初於明中葉時，文人懂得引用戲曲評點表述自我立場，直
接參與戲曲文本的二度創作，評述文字突出個人文藝觀點。此時，書商看準評點
市場買氣，接連著以某位評點家名義來販售評點作品，這些作品有些是真實評點
家創作，但有時也有書商的偽脫，朱萬曙在明代評點研究一書，則利用各章節總
結文人與評點的關係。王祥穎《明代傳奇評點初探》(2005)也對傳奇評點逐步挖
掘特質，著重研究於萬曆年間至晚明後戲曲評點現象，提出至明末還有許多文
人因結社產生出小眾讀者的戲曲評點模式，孟稱舜《嬌紅記》評點代表著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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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地區某一文人團體對傳奇創作的觀點，他們認為戲曲創作是為了反映社會，
於是戲劇戲劇主情內容來強化教化思想，這其中的轉化反應著末世文人對應
時事的心態。此外，文人所創作的新傳奇文本也附有評點，例如吳炳、阮大
鋮等文人創作皆有評點。故原先自明中葉後書商_文人結合的概念，至明末開始
移轉為書商-曲家-文人三結合的戲曲評點市場概念。
明代戲曲綜合論述大致完備，而清代戲曲評點也在這一波研究上嶄露頭角。
相對於明代戲曲評點的開展，清代戲曲評點本顯得多而龐雜，如百花齊放般各自
表述。2014 年張勇敢《清代戲曲評點史論》一書，也別於明代研究，先以時間
為縱軸，順著評點發生的時間點，歸納出清代評點三階段斷線時間，包括:清前
期（順治、康熙、雍正）
、清中期（乾隆、嘉慶、道光）
、清後期（咸豐、同治、
9
光緒、宣統）
，而這每一個時期，評點面向皆不同 。張勇敢以前期為例，提到:
「評點主體從明代書商、文人、曲家『三足鼎立』轉變為文人『一枝獨秀』，著
述體、知己體、參評體是值得關注的評點現象；明代戲曲簡略、稀疏之評點形式
至此發展為繁密化、體系化之評點形態；文本價值、傳播價值、演劇價值、理論
批評價值構成了清前期戲曲評點價值系統。(中文摘要，頁 6)」文人能善用評點，
可能是為自己、為朋友或其他目的、團體等，讓評點者運用其形式參與創作。同
時，在內容部分充滿著多元性。清初期評點文字存在著文本敘事、傳播出版、戲
劇審美等功能性，到了中期又侷限了評議內容，「戲曲結構章法化」是清代中期
戲曲評點特色，劇場導演內容寥寥可數；到清末第三階段，看似寥寥無新意，但
卻在最後幾年受到報刊影響，將愛國思想置入於評點中，充滿著新社會、新秩序
的嚮往10。
因此，若以形式的完整性來看，清初評點階段可為範式。此階段受金聖歎評
點影響，這一段時間的出版品具有系統、條理，並歸納出文法概念內容，成熟體
現出戲曲「文」的觀念，以及評點形式規模。高禎臨《經典的重建:清初戲曲評
點研究》，集結清代前期的著名戲曲評點，試圖梳理其閱讀方法與批評策略，確
認他們成為戲曲經典的意義11。
然而，清代評點系統在規模、數量、形式上，都比明代來得複雜。根據張勇
敢初步調查，有清以來目前可見得之加起來的評點本數共有 330 本之多，而李克
於《明清戲曲評點研究》，附有 346 種戲曲評點名錄和 150 位評點家情況，但從
被研究數據來看，仍僅只少數評點本被研究者所青睞，這應該是在未來可以開發、
9

張勇敢:《清代戲曲評點史論》，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文學博士論文，2014 年。
光緒二十一年至宣統三年間戲曲評點之新變色彩突出，評點主體身上不無政治家身影，報刊體
戲曲限制了評點形態。評點家借助戲曲評點宣傳救國保族、振興女權思想，體現著社會文化批評
的強化；評點批評關注戲曲文體變革，展現了戲曲結構、角色、賓白的嬗變歷程。(張勇敢:《清
代戲曲評點史論》
，頁 6-7)
11
高禎臨在研究上，以金聖歎《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毛聲山父子《第七才子書琵琶記》
、《吳吳
山三婦合評牡丹亭還魂記》以及孔尚任評點《桃花扇》作為研究對象，以閱讀方法與批評策略作
為主要的關注焦點，試圖在本書中，建構起清初戲曲評點的時代特色與經典意涵。參閱高禎臨:
《經典的重建:清初戲曲評點研究》，文津出版社，2015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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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
(二)再探各類經典名著評點本之價值
李克認為，清代的戲曲評點鼎盛期在於清初順、康年間，至乾隆後又走向衰
弱。(〈乾嘉時期戲曲評點理論發覆〉)，這一個興起的時間點，剛好和崑曲於清
代盛期相當，而戲曲評點亦可以乾隆年間來做一個區隔。入清後，延續明中葉討
論之文本，標舉為第六才子書的金聖歎評點《西廂記》、第七才子書毛聲山父子
評點《琵琶記》，以及《牡丹亭》等，於清初仍是相當著名的評點作品，各種讀
者經由閱讀過程，運用評點，建立起俗文學的經典價值。另，清初隨著崑曲另一
波興盛，使新作品也加入了評點形式，成為新欣戲曲出版品必備之內容。
因此，演出與案頭作品，如:《長生殿》、《桃花扇》等都加入了因案頭閱讀需
求而必要加諸的評點形式。
在二十世紀前的研究，是以梳理評點家評點方式，表彰敘事性文學思維，並
參看戲曲文學理論中的文藝思維，對應戲曲敘事發展。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後，
評點研究面向則以評點家如何「提高經典閱讀性」的觀點，檢視這些作品。高禎
臨〈金批《第六才子書西廂記》的經典重建過程〉12提出其研究目的:「分析金聖
歎《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如何以強烈的讀者意識與立場，面對著既已存在的文學
觀念與前人批評傳統，以文本作為對話與競技的場域、藉由評點作為一種發聲與
辯論的方式，確認了讀者與閱讀行為在建立經典書目的過程裡所能發揮的能動意
義，揭示《西廂記》文本中足以被視為天下至文的文學內涵，並以之作為一種重
建經典的過程。(摘要)」
此外，對於女性評點者評點經驗的關注，也是在二十一世紀相關研究所著重
的。關於《牡丹亭》評點，就以不同閱讀者的閱讀經驗，關注於《才子牡丹亭》
13
、《吳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還魂記》等14，二本清人評點作品相關研究，大約都
在 1980~2000 年間，逐步被注意到評點價值，尤其評點者身分問題最為關注。前
一著述於 1998 年，華瑋首先提出〈《才子牡丹亭》作者考述--兼及〈笠閣批評舊
戲目〉的作者問題 〉，提出以程瓊自批之《牡丹亭》（名《繡牡丹》）為藍本，
加上吳震生自己的批注和附錄合編成書，應為夫婦二人之合著。就戲曲評本而言，
《才子牡丹亭》之思想內容亦十分特殊，除了包含女性觀點外，批者還將《牡丹
亭》文本進行了「情色化」的批注解析，有別於其他評點論述。此評點本被開發
後，至 21 世紀發表多篇相關論文，提出了相關評議牡丹亭的觀點15。
12

高禎臨，金批《第六才子書西廂記》的經典重建過程，淡江中文學報，32，2015.06，頁 111-150。
清康熙、雍正間，
《才子牡丹亭》為吳震生、程瓊夫婦，因湯顯祖名作《牡丹亭還魂記》所作
的一部箋釋、詮講和評點的專著，有別於其他《牡丹亭》之相關評點，該書針對男女性意識自覺
提出了許多重要和超前的觀點。
14
《吳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是《牡丹亭》於清代的評點本，由清人吳吳山的三位妻子_陳同、
談則、錢宜等合作完成。此評點本被定位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出版的女性文學批評著作。」
15
華瑋針對此一評點作品，提出相關研究報告如:〈《才子牡丹亭》作者考述──兼及《笠閣批評
舊戲目》的作者問題〉
，《戲曲研究》55 期，頁 205-224，2000 年 7 月（原載於《中國文哲研究
集刊》
，較原文少一部分）
、
〈《牡丹》能有多危險?——文本空間、
《才子牡丹亭》與情色天然〉(《文
6
13

因而女性戲曲批評研究在此時獲得關注。而臺灣學者對這方面研究早於大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 2003 年首先刊出《明清婦女戲曲集》和《明清婦
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對女性戲曲批評研究打開局面。後，大陸研究者開始發
表相關代表性的成果，劉奇玉:《明清女性戲曲批評群體初探》
、
《性別.話語.策略—
從序跋視角解讀明清女性的戲曲批評》，寇鵬飛:《明清女性戲曲理論批評研究》
等，2014 年高雯:〈《才子牡丹亭》在女性戲曲評點史上的價值〉，趙雅麗〈20 世
紀 80 年代以來的《牡丹亭》女性評點研究述略〉
，都是分析以女性角度作為評閱
者的特殊性，以上均為女性戲曲批評作為專題。
《長生殿》與《桃花扇》的評點研究也是在此時獲得肯定。臺灣學者曾永義
《〈長生殿〉眉批之探討》16，黃熾《靈犀相通正中肯綮—試論〈桃花扇〉早期
刻本的批評》，研究成果都有很好的回響。另一和金聖歎研究一般熱門的清代創
作者李漁相關研究，相關曲論研究之碩士論文高達四十篇以上17。高美華〈李漁
的戲曲評點〉18則是有別於探究笠翁戲曲評點作品，而是以曾經評閱、鑑定他人
傳奇之作《秦樓月》與《香草吟》所完成之評點作品，在研究上凸顯出李漁評點
內容有著寓莊於諧的遊戲精神，而其評點內容，一方面承繼儒家淑世旨趣，傳統
文人章法思維，一方面也掌握劇曲本質，對劇場藝術有所提攜，後續陳淑萍在碩
論《李漁戲曲理論與創作實踐的遊戲概念》則針對「遊戲概念」的評點文字予以
深化研究19。
然而，各別性論述之餘，研究方向也開啟對經典評點之作，來做綜合性的論
述。王璦玲共同檢視四部經典評本_《西廂記》、《琵琶記》、《長生殿》、《桃
花扇》，分析閱讀者的批語，探究每一經典中閱讀語境的各種議題20，聯合出以
閱讀理論為題的各種層次。
(三)開發以時間或以個別評點本所做的評點研究
這一部份研究的普遍性，也因明清戲曲文本有規劃地整理出版，以及以明清
戲曲評點為主的戲曲專著，提供更多評點資訊，讓更多戲曲評點專著容易被尋找、
研究。
各別評點家研究，王祥穎《孟稱舜戲曲選集與評點研究》
，以孟稱舜編選《古

化藝術研究》第五卷第三期，2012 年)
16
曾永義，
《長生殿》眉批之探討，發表於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評點研究學術研討會」
，2002
年 11 月。
17
例如:何莘茹《笠翁傳奇評點研究》
，揚州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2018 年。
18
高美華〈李漁的戲曲評點〉，戲曲學報第十六期，2017 年 6 月。
19
陳淑萍:《李漁戲曲理論與創作實踐的遊戲概念》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3
年 7 月。
20
她在摘要強調:「文學評點、詮釋與接受之理論思考；戲曲品賞中之「觀劇」與「讀劇」_戲曲
評本所呈現之讀者精神與批評意識；明清戲曲評點之形態發展與評本中「批評語境」之建構；評
者「專業場域」之建立—戲曲評本中「批評者與批評者」之對話空間／文化空間； 戲曲著名評
本中「評者」之立場與其所展現之批評意識與理論建構；作為「文化現象」之戲曲評點 。」利
用四部經典，來看戲曲文本做為不同閱讀狀態時，在不同閱讀語境下的各自表現。〈評點、詮釋
與接受_晚明清初戲曲評點之批評語境與其理論意涵〉，中國文學研究(輯刊)，2017 年。
7

今名劇合選》一書進行研究21，以「重組」與「建構」解析孟稱舜對元、明雜劇
所做的選擇、刪修、校正、評點等編輯歷程，定位此書之編輯評點價值。而入清
後如丁耀亢22、石韞玉23等小眾之戲曲評點家，也在此時解析戲曲評點相關研究，
慢慢的，這樣的小眾評點者(可能是戲曲與評點者均為同一人)更可被發現，透過
評點資料，了解當時代的文化脈象。
又，以時間加上區域所做的評點研究，如李克〈乾嘉時期戲曲評點理論發覆〉
一文，他認為當時代從理學轉向樸學時，評點風貌與探究面向也隨之改變24，甚
至逐漸失去戲曲本身「戲」的味道。然而，到了道光時期，戲曲評點研究又有所
變異，王祥穎《晚清道光年間戲曲評點活動研究》提到，從戲曲評點本出版量來
看，道光年間就有 36 種之多，代表作家有梁廷柟、黃燮清、椿軒居士、李文翰
等劇作者，他們在戲曲創作部分具有一定數量，從評點的內容更可以體驗這些道
年間的戲曲作品具有幾種特質，大體逐漸脫離劇的形式25。
(四)探究整體戲曲評點發源、文化脈絡等深度議題
隨著評點從原本依附文體到能獨立且視為一門學說後，相關評點活動26，以
及周邊研究亦逐步盛行。評點不僅是一種時代流行的產物，它牽涉到多方面人文
活動的聚成，而把這些因應時代的文化思維，置入評點學研究後，更能豐富評點
內涵，對於評點形成、使用形式以及相關術語的形成用法等，更能理解。
最初研究都認為，評點活動的形成和科舉取士是有連帶關係的。陳維昭認為
「墨卷評點」則與評點活動息息相關:「墨卷評點與科舉制度同時產生，是科舉
制度的一個關鍵環節。考官在墨卷上批上評語，表明取捨的依據，此即為墨評。

21

孟稱舜所編著之《古今名劇合選》一書，原已散佚不存，然而 1933 年著名文學家鄭振鐸，無
意間於北平東安市場某一書肆得全書後，於《記一九三三年間的古籍發現》曾撰文提示此書的價
值，繼而將此一著作重整出版，收錄於《中國古本戲曲叢刊》第四集。此一著作細分為《柳枝集》、
《酹江集》二種。後，
《續修四庫全書》
（2002）亦將其收入集部戲劇類（1763-1764 集）
，此二出
版品皆根據明崇禎六年（1633）刊本影印，而真本原書存藏於上海圖書館中。
22
參閱李克:〈丁耀亢戲曲評點理論發微〉一文，《中華戲曲》第 40 輯。其戲曲評點理論，主要
見於《赤松遊題辭》和《蚌蛇膽》(一名《表忠記》) 出批，李克從丁氏戲曲批語，體現他對於
喜劇形成與戲劇結構的看法。
23
石韞玉（1756—1837）是清中葉蘇州較有代表性的戲曲家，在 52 歲時曾點定複刻本毛晉所選
編《六十種曲》
，評點過的批稿成為考察石氏戲曲思想最重要之文獻。其評點內容「均較多地指
涉古代戲劇本體理論的核心概念，有其獨特的理論批評意義，當為清代中期戲曲評點的範本之一，
是對古代戲曲評點的重要補充。」。鄒峰:《石韞玉錫曲評點研究初探》
，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一期，2011 年 2 月。
24
李克認為:「戲曲敘事結構理論的『非戲劇化』傾向、形式批評的崇尚和反劇場化的藝術追求,
是清代乾嘉時期戲曲評點的主體特徵」
，參閱李克:〈乾嘉時期戲曲評點理論發覆〉，《北方論叢》
2009 年第五期，頁 21-24。
25
包括:以閱讀為出發點，體制精簡短小，情節發科打諢處設計多，突破以文為主的寫作方式；再
者，劇本敘事結合民間積陰騭具有濃厚的因果報應論特質；第三，以時事性題材入劇，透過社會
寫實性內容反映社會現實；第四，批語章法處多以「筆」字為多，著重於情節話語的連結性，以
及收束情節尾聲。
26
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的形成與發展〉
，《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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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的評語一般比較簡單，直至清代依然如此。27」除了卷頁的評語外，相關館
課制度、各代坊間銷售之名家評點程墨等，都是讓評點文化能帶動興盛的主要原
因。尤其陳維昭提到，明中葉後王士驌程墨評點開展後，將簡單之感興式批語一
變更為系統化，於是我們所見之評點家評閱戲曲時，每折前以題解先將問題進行
辨析考證，而在每支曲子後也有辨析性文字。當辨析、考證之餘，也對內容中字
法、句法、章法進行評點，形成我們看見的戲曲評點面貌。
還有以「文藝思潮」的觀點，探究評語的內容形成。李贄、金聖歎對於俗
文學的推動，將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的地位提高於一般文體之上，進而提到戲曲
的真實性反映情真，是對當時桎梏人心之理學思想的反動，二十一世紀對於評點
的「真實」討論也有更深刻的思維性，田根胜(2004)〈戲曲評點與明清文藝思潮〉
28
所討論的是當時文藝文化所帶來的另類思潮，朱萬曙(2017)〈明代戏曲评点中
的真实论_兼谈评点作为文学思想研究资源问题〉29一文，以「真」的根源，探
究事真、人真、境真的意涵，真实地表现生活中的人情物理，能够「传神」，達
成「化工」之境，已將哲學觀置入文藝思潮。
所以當評點活動，結合文化形式，文藝文化、印刷文化、理學思維等都是能
幫助了解評點活動的生存在當時代的意義。

三、未來戲曲評點發展的可能與展望
在二十一世紀戲曲評點文學以開創一個獨立研究的局面，然而，在出版或研究上，
仍有必須突破的侷限與困境
(一)新評點作品的發掘與整理工作
張勇敢曾統計中國古代戲曲評點應有 600 餘種，但目前僅只 40 餘種受到學
界重視，可見在研究上有待開發。然而龐大的作品如何尋得?這一個部份在二十
一世紀戲曲評點研究獲得藍圖。
相關研究者將相關戲曲評點之作，羅列於研究成果中。如李克、張勇敢相關
清代戲曲評點作品，以附錄方式呈現，都讓後續研究者能按圖索驥，查詢更多戲
曲評點資料。筆者也因此翻閱了洪炳文(1848~1918)戲曲評點，對其著作甚感好
奇30。洪炳文是為愛國文人，嘗試以自編劇、自評點方式宣揚愛國理念。以《芙
蓉孽》傳奇創作為例，在劇本前，計有多人〈題詞〉數篇(古春堂居士、王岳崧、
張陔、李遂賢、邵池、余筠等人著)、〈《芙蓉孽》樂府自序〉、〈例言〉、〈上場應
派腳色〉
、
〈齣目〉
、
〈提綱〉等，而每一齣戲劇末，皆附總評內容，這些外加的非
27

陳維昭:〈程墨評點與明清戲曲評點〉
，《長江學術》
，2015 年第 3 期(總第 47 期）
，頁 51~52。
田根勝(2004)〈戲曲評點與明清文藝思潮〉
，全國中文核心期刊藝術百家，2004 年第 3 期。
29
朱萬曙(2017)〈明代戲曲評點中的真實論_兼談評點作為文學思想研究資源問題〉，中南大學學
報(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4 期，2018 年 7 月。
30
筆者曾引用洪炳文寓言戲曲評點，發表〈晚清戲曲創作者洪炳文研究〉一文。洪炳文是中國近
代戲劇大家，著作等身，是在當時既能兼顧儒學又能接受西方知識的學者之一。他有不少的戲劇
創作具備著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特質，而洪氏自評內容也是著重在愛國主義的宣揚，以及對於
現代戲場的相關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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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內容，完整交代該劇創作因緣、劇情梗概、重點提示等等細節。此外，他的
作品也經常刊登於當時報章雜誌等平面傳播媒體上，而張勇敢附件的評點目錄，
即詳載他數量繁多的戲曲作品存放在何處圖書館中。
故，利用前人所給予的線索，可將小眾評點者收集整理之，擴大戲曲評點研
究的面向。近年來，各類戲曲作品的出版印刷，也對這一類研究有所幫助，例如:
《明清孤本戲曲》(2017)、
《鄭振鐸藏珍本戲曲文獻叢刊》(2017)、
《古本戲曲叢刊
第六函》(2016)等，這些文本尤其是清中葉後戲曲評點相關出版，均能對這一類
型之研究有所助益。
然而，很多在資料補足之後，必須做交叉比對的工作，特別是評點者的身分。
以明中葉多數小眾之戲曲文本為例，評點者多以筆名刊載文本之中，他可能與戲
曲創作者相互來往，有著結社讀書等活動。以道光年間梁廷柟(1796~1861)為例，
他的小四夢戲劇之一的《江梅夢》雜劇，形式上有作者自序，標名為《江夢梅雜
劇》
。署名「藤花主人」填詞、養花精舍點論，本劇有夾批。而《曇花夢》雜劇，
首有《藤花主人序》，附錄《西河記》，卷署「藤花主人」填詞，「紅豆村樵」評
校，亦有夾批。藤花主人則是梁廷柟之署名，但為其評點者亦以別名相稱，類似
這樣的戲曲評點本，在清代中期、晚期的作品相當多，研究上要能以其他作者集
會、遊宴的朋友群相互交叉比對才能知曉。然而，這樣的一個訊息透過研究，也
可以補足當代評點文化特質。
(二)戲曲評點文獻的整理與刊印
由於以往對於戲曲評點本皆視為戲曲文本的一部份，故尚未有獨立的評點文
獻或相關叢刊問世，故推進戲曲評點文獻的整理工作刻不容緩。
對古本戲曲相關印製，可以將已具有成果部份匯集起來做系統性編印工作，
尤其具多年時間研究並獲得豐碩成果的評點作品，可運用匯編系列作品方式進行
刊印。此外，清代中期、晚期散落在大陸各大圖書館戲曲評點作品相當多，應可
運用數位化處理後，將其成果提供網上借閱的服務，或是再次集結出版，都可嘉
惠學子更加精進戲曲評點學研究。
此外，在研究成果印製上，必要能符合古典戲曲刊物的完整性。以《洪炳文
集》為例31，筆者感佩溫州市編輯者辛苦收羅洪氏戲曲作品，也刊刻戲曲評點文
字，我們以《芙蓉孽》傳奇的創作為例，在劇本前，計有多人〈題詞〉數篇(古
春堂居士、王岳崧、張陔、李遂賢、邵池、余筠等人著)、
〈《芙蓉孽》樂府自序〉、
〈例言〉
、
〈上場應派腳色〉
、
〈齣目〉
、
〈提綱〉等，而每一齣戲劇末皆附總評內容，
這些外加的非劇本內容，完整交代該劇創作因緣、劇情梗概、重點提示等等細節。
但有些戲曲作品具有夾批(或眉批)部份，則可能因應排版關係而省略，促使在研
究上無法具有資訊的完整性。戲曲評點作品在現代印刷排版上，要更加謹慎不疏
忽任何評點資訊。

31

洪炳文著、沈不沉编:《洪炳文集》，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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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擴大戲曲評點，提升評點學意涵
評點學能成為一個學科，表示出它的複雜性、豐富性，故試評點絕不能說它
僅只是一個形式，我們要凸顯的，是在其形式背後成就它的多方因素，如:評點
者、出版商、出版時代、社會風氣……等，都是在後續評點學中可能逐一被檢視
的元素，而在評點學這一塊，詩、文、小說等也各有其評點意涵，但這樣運用各
文體的評點能激盪出更深刻的評點學說，也是值得嘗試的方向。台灣學者楊玉成
在〈離魂與譫妄:金聖歎評點與文本幽靈〉32，打開金聖歎各類詩、文、小說、戲
曲等評點內容，找出各批語中共通話語，包括曾在批語所提:作者的死亡、自動
寫作、化身、倩女離魂(離魂語)、心口相語、不完句法、譫語、隨說隨掃等內容，
藉由此來評述他不為人知的一面。而另一篇〈聲口:名清之際文學評點的多音性〉
33
，打開評點學，共同以「敘事聲音」來闡述評點形成的多面性。故，評點學打
破文體的隔閡，達成一種擴充的交流、研究，也是未來評點學必會走向的研究趨
勢。

四、結論
評點學在二十世紀前人的研究奠定優良的成果，才能在二十一世紀後，讓評
點學具有獨特性，而戲曲評點學也在這樣的環境下，獲得充分的能量並有更多的
研究學者參與其中。而在整體研究部份，前半部評點研究工作，已運用編年方式
將評點階段延展開來，透過評點史料的補述了解戲曲評點概況，並與時代環境相
扣應。然而，集中部份經典評點作品之餘，尚有百部作品未能一窺全貌，故，如
何有效對小眾評點作品進行開發、研究，也是未來的戲曲評點學科一個刻不容緩
的工作。

32

本文出自「眾生病，故我病_中國文化書寫中的罪悔語療癒」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0
年 9 月 9-10 日。
33
楊玉成，〈聲口：明清之際文學評點的多音性〉，政大中文系、暨大中文系合辦，「百年論學」
講論會，南投，2010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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