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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選修單元六六六六  

戲劇文學評賞戲劇文學評賞戲劇文學評賞戲劇文學評賞  

示例三示例三示例三示例三  

一一一一、、、、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研習中國古典戲劇文學作品，觀賞演繹相關作品的舞台表演，探討不同

類型的戲劇人物，了解中國古典戲劇的藝術形式、創作題材、戲劇特質，

領略作品表達的思想感情，提高賞析、評論戲劇文學作品的能力。 

 

二二二二、、、、建議學習重點建議學習重點建議學習重點建議學習重點  

1. 認識中國古典戲劇的藝術形式、創作題材、戲劇特質 

2. 認識古典戲劇人物與戲劇本質的關係 

3. 分析古典戲劇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手法 

4. 分析古典戲劇人物與主題的關係 

5.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戲劇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 

6. 培養研習與觀賞戲劇的興趣和習慣 

7. 培養良好的評賞態度 

 

三三三三、、、、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  

1. 能聯繫生活經驗，體悟作品表現的思想感情，並有個人的感受 

2.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理解和分析戲劇文學作品的特色 

3.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從不同角度賞析、評論戲劇文學作品的思想

內容和藝術特色，並有個人的見解 

4. 養成觀賞戲劇的興趣和習慣，樂於閱讀戲劇文學作品 

 

四四四四、、、、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共 33節，每節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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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  

甲甲甲甲  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  

1. 無名氏《包待制陳州糶米》（第二、三、四折） 

2. 孟漢卿《張孔目智勘魔合羅》（第三、四折） 

3. 紀君祥《趙氏孤兒大報仇》（第二、三折） 

4. 無名氏《鳴鳳記》（第四齣《嚴嵩慶壽》、第十四齣《燈前修

本》） 

5. 洪昇《長生殿》（第二十九齣《聞鈴》、第三十齣《情悔》） 

6. 白居易《長恨歌》（節錄） 

7. 孔尚任《桃花扇》（第二十二齣《守樓》、第三十八齣《題畫》） 

8. 梁辰魚《紅線女》（第一、二折） 

9. 袁郊《紅線傳》 

10. 湯顯祖《紫釵記》（第四十八齣《醉俠閑評》、第五十一齣《花

前遇俠》） 

11. 湯顯祖《邯鄲記》（第三齣《度世》） 

12. 沈既濟《枕中記》 

13. 馬致遠《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第一折） 

14. 關漢卿《竇娥寃》（第一折節錄） 

15. 關漢卿《單刀會》（第二折節錄） 

16. 莎士比亞《李爾王》（第一幕第三場節錄） 

 

乙乙乙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或音像材料建議配合閱讀書籍或音像材料建議配合閱讀書籍或音像材料建議配合閱讀書籍或音像材料：：：：  

1. 吳白匋（編）《古代包公戲選》 

2. 京劇：《秦香蓮》 

3. 崑劇：《鳴鳳記‧嵩壽》、《鳴鳳記‧寫本》 

4. 侯方域《馬伶傳》 

5. 崑劇：《長生殿‧聞鈴》 

6. 歐陽予倩《桃花扇》（三幕話劇） 

7. 粵劇：李鐵導演《紫釵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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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  

1. 選取有代表性戲曲作品選取有代表性戲曲作品選取有代表性戲曲作品選取有代表性戲曲作品：：：：選取元雜劇及明清傳奇戲曲名作，供學

生研習。所選戲曲作品有通行注釋本及豐富相關資料，方便教師學

生搜閱。互聯網上相關資料不少，包括所選戲曲作品電子文本，如

「中國都市藝能研究會——電子化文獻」網站1。 

2. 戲曲文本研讀與戲曲欣賞相結合戲曲文本研讀與戲曲欣賞相結合戲曲文本研讀與戲曲欣賞相結合戲曲文本研讀與戲曲欣賞相結合：：：：所選戲曲作品舞台演出有音像

材料，讓學生更全面理解賞析作品。其中不少舞台演出可在互聯網

上觀賞，如「國家文化資料庫」網站2，提供崑劇演出數百齣，極易
使用。在可能情況下，舞台演出劇種多選用崑劇，因賓白唱詞多本

原著。課堂上觀賞戲曲不必全齣，教師選取其中片段已足。 

3. 透過賞析戲劇人物學習古典藝術透過賞析戲劇人物學習古典藝術透過賞析戲劇人物學習古典藝術透過賞析戲劇人物學習古典藝術：：：：戲劇以人物為中心，單元中選

取六類具代表性人物，每類包括兩位人物（兩種戲曲），藉以展現

古典戲劇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手法。 

4. 着着着着重學生的主動學習重學生的主動學習重學生的主動學習重學生的主動學習：：：：學生須主動作預習、資料搜集與研討，課

堂學習活動多分組協作、討論交流，亦多結合聽、說、讀、寫進行；

在部分的學習環節，學生須結合他種文類研習，以了解相關議題，

或中國古典戲劇的獨特性；部分活動的構思，則着重讓學生發揮創

意。 

 

                                                 
1 中國都市藝能研究會：「中國都市藝能研究會-電子化文獻」，http://wagang.econ.hc.keio.ac.jp/ 

~chengyan/。 

2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戲劇部分），http://203.207.5.81/ccahome/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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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  

甲甲甲甲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教節教節教節教節  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  

1 戲劇人物導論 1 分享印象最深刻的戲劇人物形象，認識戲劇

人物在中國古典戲劇中的重要性。 

2 剛正不阿的清官和

機智過人的廉吏 

2-7 選讀無名氏《包待制陳州糶米》及孟漢卿《張

孔目智勘魔合羅》（選折），分析作品的情節

結構及思想內容，評賞劇中人物的形象。 

3 捨子存孤的義士和

對抗權奸的忠臣 

8-13 選讀《趙氏孤兒大報仇》（選折）、《鳴鳳記》

（選齣），認識元雜劇與明傳奇的分別，通

過分析比較，探討劇中人物的性格特色。 

4 生死情堅的愛侶和

忠貞不二的情人 

14-19 研習《長生殿》、《桃花扇》（選齣）及相關

作品，認識才子佳人的創作傳統，理解作品

的背景、主題內容，以及劇中人物的思想感

情。 

5 身手不凡的俠女和

行俠仗義的豪士 

20-24 選讀明雜劇《紅線女》（選折）、《紫釵記》（選

折）及相關作品，賞析人物形象的塑造手

法，並探討作品的主題與人物形象的關係。 

6 點化世人的神仙和

插科打諢的丑角 

25-31 � 研習《邯鄲記》及相關作品，認識道教神仙

的形象，探討作品源流與創作意義。 

� 選讀戲曲片段，認識戲劇中滑稽人物的形

象，分析這類人物在戲曲中的作用，並探討

其美學價值。 

7 總結 32-33 總結及探討： 

� 古典戲劇人物與戲劇本質的關係； 

� 古典戲劇在人物塑造上的藝術特色； 

� 古典戲劇人物蘊涵的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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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 

教師可視乎需要，透過本單元不同環節中的活動，了解學生的學習，

以調整教學，有關的活動如： 

� 對話寫作 

� 改編獨幕劇 

� 獨白寫作 

 

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 撰寫評論 

� 撰寫報告 

 

以上之評估活動是因應本示例設計之特點建議，以下於「構思和備

註」欄的相應位置，以�標示，並進一步說明該活動之評估重點，

提供評估準則，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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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戲劇人物導論戲劇人物導論戲劇人物導論戲劇人物導論 

第第第第 1 節節節節 
 

1. 教師可在課堂上選播戲曲片段，着學生分享個人的感

受，並簡介中國古典戲劇的藝術特點。 

在必修部分，學生曾研習古

典戲曲包括關漢卿《法場》

（《竇娥冤》第三折）、孔尚

任《卻奩》（《桃花扇》第七

齣），此處可重溫其藝術特

點：如代言體、音樂結構、

情節結構、腳色、科白等。 

  

2. 着學生分享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戲劇人物，並引導學生

初步探討戲劇人物在戲劇中的重要性。 

學生可分享戲劇人物（自選

任何劇種均可）的形象、時

代背景等。 

  

  

剛正剛正剛正剛正不阿不阿不阿不阿的清的清的清的清官官官官和和和和機智機智機智機智過人過人過人過人的的的的廉吏廉吏廉吏廉吏 

第第第第 2-7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分組蒐集無名氏《包待制陳州糶米》及孟漢卿

《張孔目智勘魔合羅》兩個元代雜劇的本事，並於課

堂上講述兩劇的故事大要。 

兩劇本事可參考附錄一。 

  

2. 教師簡介元雜劇的分類及當中的公案劇。 � 羅錦堂按題材將元雜劇分

為八類： 

 (1) 歷史劇 

 (2) 社會劇 

 (3) 家庭劇 

 (4) 戀愛劇 

 (5) 風情劇 

 (6) 仕隱劇 

 (7) 道釋劇 

 (8) 神怪劇 

其中社會劇細分為朋友

類、公案類和綠林類。 

� 在現存元雜劇 160 多種

中，公案劇佔 22種之多。

《陳州糶米》、《魔合羅》

均屬公案劇。 

  

3. 着學生參考注釋，預習《包待制陳州糶米》（第二、

三、四折）及《張孔目智勘魔合羅》（第三、四折）。 

� 選讀文本見： 

(1) 王學奇（主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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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元曲選校注》，石

家莊：河北教育出版

社。 

(2) 王起（主編）(1998)《中

國戲曲選》，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4. 着學生分辨兩劇的主要角色。 

 

� 《陳州糶米》 

包拯：正末 

小衙內、楊金吾 

� 《魔合羅》 

張鼎：正末 

劉玉娘：旦 

李文道：淨 

  

5. 着學生分組討論兩劇的人物與情節之關係，並作口頭

報告。 

《陳州糶米》（第二至四折） 

� 情節： 

宋廷風聞陳州事→包公往

陳州勘查→暗中調查被辱

→審問舞弊寃案→智取權

豪勢要。 

� 人物： 

包公為官清廉精明，秉公

斷案、執法如山；內心有

矛盾，但仍義無反顧為民

請命；為人嚴正，但又不

乏詼諧風趣。 

� 劇中包公為查官員賑災舞

弊，不惜微服私訪，以身

犯險，甚至被吊在樹上受

辱，幾被拷打（相類情節

為其他包公戲所無）。 

《魔合羅》（第三、四折） 

� 情節： 

張鼎疑案有寃情→初步調

查→力爭重新審查案件→

明查暗訪→「審問魔合羅」

（魔合羅：宋元七夕習俗

用土木雕塑作小孩狀偶

象）→冤情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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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 人物： 

孔目張鼎明察秋毫，發現

案有寃情，據理力爭，務

求伸張正義；探案機智冷

靜，據線索鍥而不捨，是

經驗豐富的「神探」。 

� 劇中「審問魔合羅」雖達

致找出証人高山，但做法

可有不同理解，如(1)不涉

及鬼神，張鼎故弄玄虛以

啟發劉玉娘提供線索；(2)

涉及鬼神或其他。 

  

6. 古典戲曲中曲文、賓白，各有職司。戲劇主要人物的

感情往往在唱曲部分表現，情節則在說白中推進。着

學生朗讀下列各劇的曲詞，或體會曲中人物的內心感

受，或分析人物的性格。 

 

� 《陳州糶米》 

第二折：【滾繡球】（待不要錢）、【耍孩兒】

（你積趲的） 

包公對官場險惡感到厭倦，

欲抽身而退，但知聞貪官殘

害人民，即決意周旋到底。

由此可見，劇中包公角色有

血有肉，並非樣板化的清官

廉吏。 

� 《魔合羅》 

第三折：【商調集賢賓】（這些時曹司）、【幺
篇】（早是這為官） 

 

盡忠職守、正直敢言 

  

7. 就《陳州糶米》，引導學生討論： 

� 從第三折開首張千的自言自語，可看出包公的為

官之道怎樣？從張千與包公諧謔的對話，又可看

出包公怎樣的性格？ 

隨從張千道出包公廉潔樸

儉，常吃稀粥，因此張千發

白日夢吃肥雞喝美酒，而包

公戲說要與他飽食（一口

劍），可見他諧趣一面。 

� 劇情的推進與主角的性格有何關係？ 包公的剛正不阿、嫉惡如

仇，與貪官的卑劣構成尖銳

戲劇衝突，是推進劇情發展

的動力。 

� 小人物張千對塑造包公角色形象有何作用？ 解說包公為人，以詼諧襯托

包公的嚴毅。 

� 你對劇終包公處理劉得中手法有何看法？ 讓苦主小憋古用敕賜紫金錘

將劉賊打死，貼近古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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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的樸素公義觀念。 

� 你對劇中包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可讓學生自由作答。 

  

8. 就《魔合羅》，引導學生討論： 

� 從第三折張鼎教訓蕭令史一段話，可看出張鼎為

吏之道怎樣？  該段話見附錄二。 

主持正義、慈悲為懷 

� 張鼎為劉玉娘平反，過程相當曲折，這些戲劇行

動反映了張鼎什麼性格特質？ 

� 初遇劉玉娘疑有寃情：善

察言觀色。 

� 發現供狀人證物證皆不落

實：心思縝密。 

� 再三細問劉玉娘：忍耐細

心。 

� 審問魔合羅（可有不同答

案）。 

� 誘使李彥實說出實情：隨

機應變、經驗老到。 

� 張鼎與本劇的情節結構有何關係？ � 先有人物（神探），才能

有神探破案的劇情，是人

物創造結構，非結構創造

人物。 

  

9. 着學生分組討論： 

� 包拯與張鼎的形象有何異同？  

� 共通： 

正直不阿。 

� 相異： 

張鼎不苟言笑而包公間弄

詼諧，張鼎幹練銳進而包

公幽默機智。 

  

� 包拯與張鼎的事跡在歷史上是否有依據？ � 兩事屬民間傳說。 

� 包拯生平可參考《宋史‧

包拯傳》、李調元《劇話》

（卷下）。 

� 張鼎資料可參考： 

(1) 王起（主編）(1998)

《中國戲曲選》，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 羅錦堂(1960)《現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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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人雜劇本事考》，臺

北：中國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 對話寫作： 

着學生在下列三項中自選其一，寫一段對話，以顯示

人物的個性： 

� 古今對話——包公（或張鼎）與 xxx（現代人，如

鄧玉嬌） 

� 砌末對話——紫金錘與魔合羅 

� 我與劇中人對話（可於兩劇中自選一位人物，如

張千） 

� 可透過對話寫作，了解學

生： 

� 對劇作人物性格(如：剛

正不阿、廉潔儉樸）的掌

握 

� 能否聯繫生活經驗，體悟

作品表現的思想感情，並

有個人的感受（如：嫉惡

如仇、伸張正義） 

  

11. 延伸閱讀： 

吳白匋（主編）(1994)：《古代包公戲選》，合肥：黃

山書社。 

 

  

12. 延伸活動： 

欣賞京劇電影《秦香蓮》。 

 

京劇電影《秦香蓮》(2001)，

天津：天津市文化藝術音像

出版社。 

劇情大要：當朝駙馬陳世美

結髮妻子秦香蓮，到開封府

告丈夫殺妻滅子等罪，包公

不畏皇權，秉公斷案。 

  

  

捨子存捨子存捨子存捨子存孤的義士孤的義士孤的義士孤的義士和和和和對抗權奸的忠臣對抗權奸的忠臣對抗權奸的忠臣對抗權奸的忠臣 

第第第第 8-13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分組搜集紀君祥《趙氏孤兒大報仇》（元雜劇）

及無名氏《鳴鳳記》（明傳奇）兩劇本事相關資料，

作口頭報告。 

兩劇本事參附錄一。 

  

2. 着學生參考注釋，預習《趙氏孤兒》（第二、三折）

和《鳴鳳記》第四齣《嚴嵩慶壽》、第十四齣《燈前

修本》，並作簡單比較，藉以認識元雜劇與明傳奇在

體制上的不同。 

� 選讀文本見： 

(1) 王起（主編）(1998)《中

國戲曲選》，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 黃竹三、馮俊杰（主編）

(2001)《六十種曲評

注》第四冊《鳴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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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評注》，長春市：吉

林人民出版社。 

� 元雜劇多一劇四折（或加

楔子），間或有五折，全

劇一人主唱到底；明傳奇

則有三十齣至五十多齣

（每齣通常較短），結構

組織、音樂體系與元雜劇

都不同。 

  

3. 就《趙氏孤兒》（第二、三折），引導學生討論：  

� 程嬰、公孫杵臼二人「救孤」的動機是什麼？ 程嬰自道：「一者報趙駙馬

平日優待之恩，二者要救普

國小兒之命。」 

� 程嬰表現頗驚慌，是否仍可稱之為「勇」？ 是大勇《論語‧泰伯》：「可

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 程嬰將親子犧牲，是否仍可稱之為「仁」？ 非如此不能救趙孤與全國小

兒，是大仁。 

� 第二折公孫杵臼唱曲【菩薩梁州】（向這傀儡棚

中）表達了怎樣的情意？ 

教師可引導學生討論曲中

「有恩不報怎相逢，見義不

為非為勇，言而無信言何用」

三句。 

� 二人同是救孤，何者更困難？ 可讓學生發表個人意見。 

  

4. 就《嚴嵩慶壽》與《燈前修本》，引導學生討論：  可選播《崑劇選輯》之《鳴

鳳記‧嵩壽》或《鳴鳳記‧

寫本》。 

� 《嚴嵩慶壽》如何表現趙文華奴顏婢膝的醜態？

作者用了什麼手法？ 

自述貪利貪名的攀附動機、

甚至以七寶溺器賀壽、甘認

嚴嵩作父。用漫畫式勾勒手

法。 

� 《嚴嵩慶壽》主要寫趙文華奉承巴結嚴嵩父子醜

態，卻是崑劇中受歡迎劇目，何故？ 

現實裡的「醜」與提煉成劇

場裡的「醜」不一樣，後者

已成另一美學形態；觀眾發

現生活在舞台上的摹倣與再

現，情緒也得以宣洩。 

可讓學生自由作答。 

� 《燈前修本》中鬼魂攔阻情節，在人物塑造上有 目的在突顯楊繼盛的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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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何作用？ 

� 《燈前修本》中【啄木兒】（何須泣，不用傷）

表達了楊繼盛怎樣的思想感情？ 

教師可補充楊繼盛唱辭中的

兩個忠臣典故。 

  

5. 着學生分組討論： 

� 兩劇在選取題材及時代背景方面有何不同？ 

� 《鳴鳳記》有何時代意義？ 

元人《趙氏孤兒》是春秋時

事，明人《鳴鳳記》則是寫

明代事，可說是「現代劇」，

但「劇情」同是取材自人生。 

  

6. 延伸活動： 

為突出主題，兩劇都對歷史有所改編，着學生就以下

兩項史實評論其改編的得失，並探討歷史劇要將史實

改編的原因，作口頭報告。 

� 程嬰本非草澤醫生； 

� 修本遇鬼傳說本屬蔣欽彈劾劉瑾事，非楊繼盛事。 

歷史資料可參考： 

(1)王起（主編）(1998)《中

國戲曲選》，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 

(2)《明史．蔣欽傳》。 

  

7. 延伸閱讀： 

清代侯方域《馬伶傳》。 

《馬伶傳》見王起《中國戲

曲選》。 

  

  

生死情堅生死情堅生死情堅生死情堅的的的的愛侶和愛侶和愛侶和愛侶和忠貞不二忠貞不二忠貞不二忠貞不二的的的的情人情人情人情人 

第第第第 14-19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分組搜集洪昇《長生殿》及孔尚任《桃花扇》

兩個清代傳奇本事，並於課堂上講述兩劇的故事大要。 

兩劇本事可參考附錄一。 

  

2. 簡介中國古典戲劇以才子佳人作題材的創作傳統。 才子佳人在中國古典小說、

戲劇中本多有。戲曲中著名

者如《西廂記》、《牡丹亭》、

《紫釵記》、《玉簪記》等。 

  

3. 播放崑劇《長生殿》之《聞鈴》，讓學生談談觀劇的

感受。 

《雋雅輝煌》之《長生殿‧

聞鈴》 

  

4. 導讀《長生殿》第二十九齣《聞鈴》、第三十齣《情

悔》，引導學生討論： 

選讀文本見徐朔方（校注）

(1994)《長生殿》，北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 

� 《聞鈴》： 

唐明皇入蜀避難，在馬嵬

坡前，因六軍噪動被迫賜

死楊貴妃。其後行至劍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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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道上，值風雨大作，登劍

閣暫避，聞簷前鈴鐸隨風

而響，淅淅零零，勾起對

國破妃死的無限憾恨。 

� 《情悔》： 

楊貴妃死後一靈不滅，蒙

神嶽神傳敕，暫託寄馬嵬

坡土地神，孤魂淹滯未忘

癡情。 

� 第二首【武陵花】（淅淅零零）一曲表達了甚麼

感情？ 

淒涼、哀傷、沉痛、內疚、

苦恨 

� 在《情悔》（神話情節）中，楊貴妃鬼魂最大的

願望是什麼？ 

「感動天庭，有日重圓舊

盟。」唐明皇、楊貴妃真心

相愛，《聞鈴》、《情悔》

見其愛之「精誠不散」，精

誠所致者是《長生殿》結尾

二人天上重會。 

� 《長生殿》第一齣《傳概》【滿江紅】：「今古

情場，問誰個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誠不散，終成

連理。」曲詞與劇中《聞鈴》、《情悔》兩齣有

何呼應？ 

� 後者呼應前者精誠之愛的

預告。 

� 教師補充： 

(1) 傳奇向例第一齣是家門

引子，內容一是創作緣

起；二是劇情提要； 

(2) 文學中神話思維與現實

的不同。 

� 《聞鈴》、《情悔》集中表現唐明皇、楊貴妃離

別之恨愁，除此，還有沒有其他的思緒？哪一種

是主導？ 

去國恨愁：《聞鈴》【尾聲】

「招魂去國兩關情」；〈情

悔〉中楊貴妃對天懺悔一段

（「只想我在生所為，那一

樁不是罪案。況且弟兄姊

妹，挾勢弄權，罪惡滔天，

總皆由我，如何懺悔得盡！

不免趁此星月之下，對天哀

禱一番。」） 

  

5. 同是寫唐明皇「聞鈴腸斷」，着學生朗讀白居易《長

恨歌》（節錄），並討論《聞鈴》與《長恨歌》有何

不同？ 

 

� 《長恨歌》（節錄）見附

錄二。 

� 古典戲曲是代言體，劇作

家代人物立「言」，觀眾

或讀者得接唐明皇以「第

一身」用賓白、科範、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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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現身說法，表述聽聞

鈴鐸時內心世界，與《長

恨歌》用第三身視角敘寫

不同。 

  

6. 導讀《桃花扇》第二十二齣《守樓》、第三十八齣《題

畫》，引導學生討論： 

� 選讀文本見： 

(1) 王季思等（合注）(1994)

《桃花扇》，北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 

(2) 王起（主編）(1998)《中

國戲曲選》，北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 

� 《守樓》： 

李香君在守待侯方域時，

因拒婚而血濺定情信物詩

扇。 

� 《題畫》： 

侯方域至媚香樓，欲尋李

香君，遇畫家藍瑛，方知

李香君被選入宮，桃花依

舊，人去樓空，徒執桃花

扇觸景情傷，一腔悲憤，

惟以詩題畫，聊抒情懷。 

� 為何李香君濺血拒婚？李香君在《守樓》中對愛

情表現出什麼態度？ 

可據《守樓》【攤破錦地花】

分析。 

忠貞、忠烈的態度 

� 劇中桃花扇具有什麼象徵意義？ 狹義言，是象徵二人離合悲

歡的命運，亦象徵李香君對

愛情的忠貞；廣義言，是象

徵家國淪喪的傷痛和對故國

的依戀。 

� 《題畫》中寫侯方域在媚香樓，不見李香君，手

執桃花扇對著桃花，無比悵惘。【傾盃序】、【玉

芙蓉】兩曲用了什麼抒情手法？ 

借景抒情、情景交融 

  

7. 與一般才子佳人作品叙事格局不同，洪昇《長生殿》

及孔尚任《桃花扇》同是將愛情與史事合寫，然其取

向實又相異。教師可着學生撰寫短文一篇，析述二者

相異之處。 

� 《長生殿》主要刻畫唐明

皇、楊貴妃「情至」的愛

情；《桃花扇》則着重寫

家國興亡，侯方域與李香

君的愛情亦緊繫之，不能

自主，亦與國運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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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 可參考王璦玲(1998)《明淸

傳奇名作人物刻畫之藝術

性》（第四章），臺北：

臺灣書店發行。 

  

8. 着學生分組，將《情悔》或《守樓》，改編成獨幕劇。 � 可透過改編獨幕劇，了解

學生對戲劇文學文體特點的

掌握(例如：主題、人物、情

節、語言）。 

  

9. 延伸閱讀： 

歐陽予倩三幕話劇《桃花扇》。 

歐陽予倩(1990)《歐陽予倩全

集》（第二卷），上海：上

海文藝出版社。 

可着學生觀賞據歐陽予倩劇

本拍成的電影，孫敬導演

(1998)《桃花扇》，廣州：廣

州音像出版社。 

  

10. 延伸活動： 

着學生寫信給上述兩劇四位主角之一，談談自己對愛

情的看法。 

 

  

  

身手不凡身手不凡身手不凡身手不凡的俠的俠的俠的俠女和行俠仗義的豪士女和行俠仗義的豪士女和行俠仗義的豪士女和行俠仗義的豪士 

第第第第 20-24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分組搜集明雜劇梁辰魚《紅線女》、明傳奇湯

顯祖《紫釵記》本事及相關資料，作口頭報告。 

� 兩劇本事可參考附錄一。 

� 《紅線女》改編自唐袁郊

的傳奇小說《紅線傳》；

《紫釵記》則改編自蔣防

的《霍小玉傳》。 

  

2. 簡介古代將唐傳奇改編作戲劇的傳統。 唐傳奇改編元雜劇例子： 

� 唐‧李朝威《柳毅》→元‧

尚仲賢《洞庭湖柳毅傳書》 

� 唐‧白行簡《李娃傳》→

元‧石君寶《李亞仙花酒

曲江池》 

唐傳奇改編明傳奇例子： 

� 唐‧沈既濟《枕中記》→

明‧湯顯祖《邯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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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白行簡《李娃傳》→

明‧薛近兗《繡襦記》 

  

3. 導讀《紅線女》第一、二折，引導學生討論： 選讀文本見吳書蔭（編集校

點）(1998)《梁辰魚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紅線的思想及其對政局的看法。 第一折紅線自述「兒女情

少，風雲氣多」，「鄰邦作

梗。一旦竊發，玉石俱焚！

主公故爾偷安，賤妾豈能坐

視？」，而在【油葫蘆】、

【天下樂】、【踏鵲枝】中

論評今古事，雖後又云欲「神

游物外」，但其行俠平亂本

懷可見。 

� 紅線行俠為了什麼？ � 與《史記》所寫俠客不大

一樣，紅線「行俠」一是

本有行俠平亂抱負；一是

為報恩（第二折紅線上場

提到「主公恩德未酬」）。

俠客為報恩而行俠，乃唐

代小說家發明，同樣見於

《崑崙奴》、《聶隱娘》

等小說。 

� 可參考陳平原(1995)《千古

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

型硏究》（第二章），台

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 

� 紅線的武功有甚麼特色？ 紅線的武功： 

� 技擊：第一折紅線自報家

門時說：「每學劍術，驚

飛樹杪猿公」，第二折【古

水仙子】提到「手提着三

尺青萍」，蓋擅劍法。 

� 道術：魏博之遙，「三更

首途，四更可复命」，行

具除了「梳烏蠻髻，插金

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

絲輕履，胸前掛龍文匕

首」，還要「額上書太乙

神君。」有想像、神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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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4. 閱讀唐代傳奇小說袁郊《紅線傳》，比較小說與雜劇

《紅線女》中「紅線」的形象。 

 

  

5. 延伸活動： 

《紅線女》的結尾是紅線功成後「遂亡所在」，可着

學生先閱讀本劇的第四折，然後為紅線離開潞州後的

生活，續寫一段文字。 

 

  

6. 播放粵劇電影《紫釵記》選段，着學生談談「黃衫客」

的形象。 

唐滌生（改編/撰曲）李鐵（導

演）(1997)《紫釵記》，香港：

寶鷹影業公司，寰宇鐳射錄

影有限公司。 

可參考無線電視製作特輯

《我們的波叔》。 

  

7. 導讀《紫釵記》第四十八齣《醉俠閑評》、第五十一

齣《花前遇俠》，引導學生討論： 

選讀文本見黃竹三、馮俊杰

（主編）(2001)《六十種曲評

注》第八冊《紫釵記評注》，

長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 

� 作者如何塑造《醉俠閑評》中黃衫豪士的形象？ 言語、裝扮、行為、唱曲，

還有第三者形容：酒保「遠

遠一個活神道來也。」鮑四

娘「覷他丰神俊結束標。料

多情非惡少。」 

� 黃衫豪士聞得李十郎事反應如何？ 《醉俠閑評》中先云「原來

有此不平之事」，後云「世

間怎有這不平之事。」 

� 黃衫豪士行俠與紅線有何共通處？ 不是單靠技擊武藝，更重要

是靠智慧謀略：黃衫豪士佯

稱邀往居所，紅線但取金盒。 

� 黃衫豪士行俠為了什麼？黃衫豪士與紅線的行徑

有何不同？ 

為了「仗義」。黃衫豪士的

行俠較貼近日常生活，紅線

的則屬神話幻想。 

� 黃衫豪士是「埋名」的，紅線在功成後「遂亡所

在」，都去來飄忽神秘，為何小說戲曲都這樣處

理俠客的行藏？ 

此為古俠行為準則，自《史

記．游俠列傳》中朱家，唐

宋小說中俠客多在事成「不

知所之」，如崑崙奴、荊十

三娘、聶隱娘等。「不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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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是表明不希求酬謝獎

賞；在藝術上是令俠客帶神

秘感、傳奇色彩，更加吸引。 

  

8. 明代王思任概括湯顯祖「臨川四夢」的主旨說：「《紫

釵記》，俠也；《牡丹亭》，情也；《南柯記》，佛

也；《邯鄲記》，仙也。」王思任用「俠」字概括《紫

釵記》，着學生探討作者如何透過人物帶出主題。 

黃衫豪士是湯顯祖表達全劇

作意的關鍵人物。 

  

9. 延伸活動： 

着學生以「現代社會還有黃衫客嗎？」為題，在班上

舉行座談會。 

 

  

  

點化世人的點化世人的點化世人的點化世人的神神神神仙和插科打諢的丑角仙和插科打諢的丑角仙和插科打諢的丑角仙和插科打諢的丑角 

第第第第 26-31 節節節節 
 

1. 着學生分組搜集有關「神仙道化劇」、呂洞賓資料、

有關呂洞賓戲劇劇目題材，以及湯顯祖《邯鄲記》本

事，作口頭報告。 

� 元雜劇中有「神仙道化

劇」，即是以道教活動為

題材，以道教宗旨為主導

思想。 

� 在現存完整元雜劇（約 160

種）中，有「神仙道化劇」

18 種之多，以神仙故事作

題材的明清傳奇也有數十

種，湯顯祖《邯鄲記》即

其一。 

� 相關資料可參閱詹石窗

(1997)《道教與戲劇》，台

北：文津出版社。 

� 《邯鄲記》是湯顯祖「玉

茗堂四夢」之一。本事可

參考附錄一。 

  

2. 導讀《邯鄲記》第三齣《度世》，引導學生討論： � 選讀文本見黃竹三、馮俊

杰（主編）(2001)《六十種

曲評注》第八冊《邯鄲記

評注》，長春市：吉林人

民出版社。 

� 《度世》情節：八仙之一

呂洞賓先前度脫何仙姑，

何於蓬萊山門掃花，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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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姑證入仙班，呂遂再次

下凡到赤縣神州，度一人

到仙界接任掃花人，因來

到洞庭湖畔岳陽樓，沽酒

酣醉。 

� 《度世》中呂洞賓「自報家門」所述對人生和世

界的看法。 

人生成敗得失、榮華富貴皆

過眼雲烟，人可「被度脫」、

修煉成仙；在凡塵之外，另

有仙界；仙人可穿梭於仙凡

之間。 

� 《度世》中呂洞賓何故以「醉漢」姿態（「作醉

介」）與凡人相接？與道教思想有沒有關係？ 

呂洞賓曾三醉岳陽樓是唐以

來傳說，呂洞賓示人以醉

態，大底道教生張凡塵乃虛

幻，人生本如醉如夢，正合

以醉啓示人悟道。以破執的

態度應世，與消極逃避並不

相同。 

� 《度世》中二酒客與呂洞賓的論辯，哪方更有道

理？  

可自由作答。酒客認為「酒

色財氣，人之本等」，但呂

仙說酒色財氣之誤人，「這

四般兒非親者故，四般兒爲

人造畜」，「敢四般兒那時

纔住」。 

  

3. 着學生朗讀《度世》中【紅繡鞋】、【迎仙客】兩段

曲詞，並賞析兩段曲詞。 

� 兩曲借景抒情，情語、景

語交融；意境清新飄逸，

超然物外，貼切呂洞賓身

分；評家尤為欣賞作者寫

南曲而具北曲（元曲）風

格，【紅繡鞋】更是崑曲

大師俞振飛六歲時的啓蒙

曲。 

� 可參考蔣星煜（主编）

(2004)《明清傳奇鑒賞辭

典》（上冊），上海辭書

出版社。 

  

4. 導讀唐代小說沈既濟《枕中記》（黃粱夢故事）及元

雜劇馬致遠《呂洞賓三醉岳陽樓》第一折。着學生分

組討論： 

作者怎樣熔鑄二者另創新意，在《度世》中創造出呂

《枕中記》中道人「呂翁」

言語行動不很多，缺乏刻

劃；於是取鑑《岳陽樓》第

一折場景，將度脫柳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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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賓的角色？ 白梅花精改作度脫凡人。 

  

5. 延伸活動： 

着學生假設自己睡上呂洞賓的枕頭，即時入夢，醒後

將夢中的遭遇寫出來。 

 

  

6. 着學生分組搜集有關滑稽、插科打諢的定義，與及中

國戲曲中「丑」的行當及相關資料，作口頭報告。 

可參考郭偉廷(2002)《元雜劇

的插科打諢藝術》之《引

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7. 簡介中國戲劇中滑稽表演的傳統，着學生閱讀兩則元

代前滑稽表演的記述，並在現代戲劇舞台、電影中搜

集相類的表演。 

� 古代古優表演例子可用

《史記‧滑稽列傳》中優

孟故事，以滑稽言語行動

進行諷諫；宋代「二聖鐶

故事」優伶以滑稽劇諷刺

秦檜。 

� 可參考附錄二。 

  

8. 着學生閱讀關漢卿《竇娥寃》中張驢兒告狀和《單刀

會》兩段賓白，並討論戲劇中的製造滑稽的手法及效

果。 

� 《竇娥寃》中貪官桃杌太

守用上場詩（諢）、向告

狀者下跪（科）和荒謬賓

白（諢）製造滑稽，達致

諷刺糊塗貪官可笑效果。 

� 《單刀會》中「道童」賓

白用諧音及語帶相關手法

嘲弄魯肅（子敬諧音紫

荊，胡說「和那松木在一

答里」）和師父（「弟子

孩兒」是駡人說話），製

造滑稽逗笑效果。 

� 可參考吳國欽（校注）

(1998)《關漢卿戲曲集》，

台北：里仁書局。 

  

9. 重溫《鳴鳳記‧嚴嵩慶壽》中趙文華的滑稽可笑，與

《邯鄲記‧度世》中店小二的滑稽逗笑，着學生討論

二者的分別。 

� 可播放兩折子戲的片段。 

� 二者都由丑生扮演，前者

用誇張的漫畫手法（話語

意涵及動作）表現角色的

醜陋和可鄙，具塑造人物

形象作用；後者是無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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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的插科打諢，是輕鬆的

劇場穿插，與劇情進展關

係不大，但具調節戲劇節

奏作用，店小二在傳統戲

曲中多是滑稽人物。 

  

10. 着學生閱讀莎士比亞《李爾王》第一幕第三場「弄人」

警告李爾王的打諢，並與上述的打諢作比較。 

莎劇中「弄人」的打諢（見

附錄二）與《史記》優孟故

事、宋代「二聖鐶故事」中

的優伶相類；但「莎劇」中

的小丑常以「愚者」身份說

出智慧語，卻在中國古典戲

曲中罕見。 

  

11. 與學生共同探討： 

� 插科打諢的滑稽人物在中國傳統戲劇中屢見，型

態又有不同層次與類型，具有什麼美學價值和文

化意義？ 

現實裡的「醜」，被模倣和

呈現在劇場，就成為別具意

趣的「美」（和西方戲劇一

樣）；有些滑稽人物是醜惡

人物的漫畫化演繹和暴露，

有些是用作輕鬆的穿插，同

是逗人一笑。中國傳統戲劇

裡的滑稽人物，是一種喜劇

精神的體現，源於國人的達

觀自信及對生活的調侃，是

以藝術之「輕」去消解生活

之「重」的智慧表現。 

  

� 戲曲中宗教神仙人物與滑稽逗笑人物，歷久不

衰，長期受國人歡迎，何故如此？為何對觀眾會

出現審美效應？從中體現了國人什麼精神素質？ 

他們能體現中國傳統本土宗

教意識、道家思想，以及中

國文化喜劇精神的一面，加

上相應的表演形式，對觀眾

產生預期的審美效應。 

  

12. 獨白寫作： 

戲曲中宗教神仙人物與滑稽逗笑人物可說是兩個極

端。着學生從中選取一個戲曲人物（如呂洞賓、楊太

真、孫悟空、店小二、趙文華），然後擬設情境，寫

作一段獨白。 

� 可透過獨白寫作，了解學

生： 

� 對戲曲人物的思想感情

和性格的掌握 

� 能否聯繫生活經驗，體悟

作品表現的思想感情，並

有個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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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第第第第 32-33 節節節節 
 

1. 引導學生就單元所學，總結戲劇人物與戲劇本質的關

係： 

 

� 作品主題思想的表達與戲劇人物「代言」的關係。 戲曲是「代言體」，劇中人

物站出來說話（包括唱曲），

能顯示人物性格的本質特

徵，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

並能表達作品主題思想。 

� 戲劇人物在戲劇創作中的地位及其文化意義。 卓越的作家重視人的精神文

化，將「人」置於戲劇創作

中。戲劇是寫文化生活中的

人，作品不止於重現生活事

件，而着重刻劃人的精神素

質。 

� 戲劇人物的塑造，在戲劇創作中的重要性。 人物塑造能表現「人」的動

態，是戲劇創作的核心，是

作品能否動人、獲恆久價值

的關鍵。 

� 中國古典戲劇與其他文類的人物塑造的不同。 中國傳統戲曲是將文學、舞

蹈、音樂、說唱、雜耍、傳

奇小說等多種藝術形式熔於

一爐的綜合藝術，具「文學

性」與「劇場性」，人物塑

造有別於詩文寫作的手法，

除了詩化的曲詞，還要採用

其他的劇場元素。 

� 戲曲作者構思劇作的意圖與戲劇人物的關係。 二者密不可分。因為戲曲是

「代言體」，作者的「意」

要透過劇場才能發「言」，

而戲劇人物便是穿透「意」

與「言」之間的媒介。 

  

2. 引導學生討論：  

� 戲劇人物身上體現的中國文化特色。 懷仁抱義的道德觀，推崇剛

強正直人格、俠義精神；另

一面，亦蘊涵細緻的情感，

稱許深情多情；又有廣闊的

想像世界，超脫的宗教情懷

與幽默歡快的處世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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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現代，學習中國古典戲劇的意義。 中國古典戲劇是中國文化組

成部分，又是重要的傳統文

化載體，是中國傳統文學重

要的一環，其價值等同其他

文類。 

� 如何承傳中國傳統戲曲文化？ 先透過資料搜集，了解戲曲

藝術面臨的危機；再參考總

結在內地、台灣及香港曾實

踐的成功與失敗經驗。 

  

3. 總結性評估 

以下活動，任選其一： 

 

(1) 自選古典戲曲作品，賞析作品中戲劇人物形象的

特色及塑造手法，並探討人物與作品主題的關

係，撰寫評論。 

學生可從元雜劇中選一種，

或在一種明清傳奇中選若干

齣；可選多於一個戲劇人物。 

�透過撰寫評論，衡量學生理

解、賞析、評論戲劇文學作

品的能力。可根據以下準

則，檢視學生的表現：  

� 能對作品有個人的體悟 

� 能依據戲曲文體特質論評

人物形象的特色 

�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作

品的內容及藝術特色 

� 評論公允、客觀，並有個

人的見解 

� 闡述清晰、評析精要、組

織恰當、表達流暢 

(2) 觀賞一齣改編自文學作品的戲劇，與原著比較，

撰寫報告，比較原著與劇本的人物形象，並探討

二者的主題內容及藝術特點。 

� 透過撰寫報告，比較劇本

與原著，衡量學生理解、賞

析、評論戲劇文學作品的能

力。可根據以下準則，檢視

學生的表現： 

� 能對劇本與原著有個人

的體悟 

� 比較劇本與原著的人物

形象 

� 比較劇本與原著在主題

內容的異同 

� 比較分析劇本與原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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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藝術特點 

� 評論公允、客觀，並有個

人的見解 

� 闡述清晰、評析精要、組

織恰當、表達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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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各劇故事大要各劇故事大要各劇故事大要各劇故事大要  

 

 

無名氏《包待制陳州糶米》  

陳州地方「亢旱三年，六料不收」，朝廷派劉得中、楊金吾前去開倉糶米。二人到

陳州後，故意抬高米價，將五兩銀子一石米改為十兩銀子，米裡又摻些泥土糠粃，

又用大秤稱銀入，小秤稱米出來剝削百姓。百姓張憋古對他們頂撞幾句，就被劉得

中用敕賜的紫金錘活活打死。張憋古的兒子小憋古到開封府尹包拯處告狀，包拯私

訪陳州，查明了劉、楊二奸的惡行，將他們懲治。 

 

孟漢卿《張孔目智勘魔合羅》  

河南府絨線商人李德昌往南昌經商，獲鉅利回鄉，時值七夕。李德昌歸家途中遇雨

受寒，病倒在離家不遠的廟宇，託賣魔合羅（古代蠟製玩偶）的老漢高山帶信給妻

子劉玉娘，高山尋訪李家時將消息告知李德昌堂弟李文道。李文道素心存不軌，先

至廟裡毒害李德昌，劫銀而去，後更誣告劉玉娘因奸殺夫，又賄賂官吏。張鼎疑案

有寃情，力爭將案重審，明查暗訪，設下「審問魔合羅」計謀，卒令冤情大白，使

奸徒伏誅。 

 

紀君祥《趙氏孤兒大報仇》  

春秋時晉國忠臣趙盾被大將軍屠岸賈進讒陷害，滿門三百餘口遭抄斬，惟「趙氏孤

兒」賴草澤醫生程嬰及守門將軍韓厥所救。屠岸賈為求斬草除根，竟下令處死晉國

半歲以下嬰兒。為救趙氏孤兒和眾多無辜嬰兒性命，程嬰求助老臣公孫杵臼，二人

幾經苦思後，卒由程嬰往自首，「密告」公孫偷藏趙氏孤兒（實為程嬰親子）。屠

岸賈嘉獎程嬰，又認其子（實為趙氏孤兒）作義子。二十年後，趙氏孤兒終明白事

情真相，手刃屠岸賈報仇雪恨。 

 

無名氏《鳴鳳記》  

明代嚴嵩勾結總兵仇鸞，阻撓出兵收復西北河套失地，並賄通內監，誣陷殺害力主

收復河套的首輔夏言及愛國將領曾銑，奪取首輔之位。楊繼盛不畏權勢，上本彈劾，

亦被嚴嵩處死東市，夫婦慷慨就義。忠義之士為掃除權奸，前仆後繼，義無反顧，

如張鶴樓等聯名彈劾嚴嵩，遭嚴刑拷打，發配充軍；郭希顏極諫，慘遭殺害。後新

科進士鄒應龍、林潤等，心存忠臣節義，再上本劾嚴，於朝廷翻案，終使嚴嵩父子

罷官，繼而伏法。 

 

洪昇《長生殿》  

以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為主題。楊貴妃兄楊國忠為相，與安祿山爭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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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趨腐敗。安祿山造反攻陷長安，唐明皇倉皇出走，至馬嵬坡將士譁變，殺楊國忠，

逼唐明皇賜楊貴妃自縊。後郭子儀平定亂事，唐明皇回京幽居西宮，終日思念楊貴

妃，傷感不已。唐明皇曾於梧桐秋雨之夜，赴楊貴妃幽冥夢會，醒後遂請臨卭道士

楊通幽以法術覓尋貴妃魂靈，互通款曲，幾經波折，二人在神人協力幫助下，終於

在天上重會合，永為夫婦。 

 

孔尚任《桃花扇》  

明末復社侯方域在南京邂逅名妓李香君，共訂婚約。閹黨馬士英、阮大鋮借故結交

拉攏侯方域，被香君識破斥退，阮大鋮懷恨在心。南明王朝建立後，阮大鋮便誣告

侯方域勾引左良玉背叛朝廷，迫使侯方域倉皇逃離南京。後李自成攻陷北京，馬、

阮迎立福王，因而得勢，乃強迫李香君改嫁黨羽田仰，李香君誓死不從，血濺定情

詩扇，如桃花點點，後經點染成桃花扇。馬、阮倒行逆施，南明朝政腐敗，清兵陷

南京後，侯、李又得重逢，但國已破，無以為家，惟撕破桃花扇，分別出家。 

 

梁辰魚《紅線女》  

唐代潞州節度使薛嵩帳下有使女紅線，有膽識，能劍術。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圖謀

不軌，欲發兵吞并潞州。薛嵩得知，但束手無策，焦慮難安，紅線提出孤身夜入田

承嗣陣營探查形勢。田營有壯士三千，精兵十萬，紅線巧妙避過，直入田承嗣寢室，

取走其枕側黃金盒，並全身而回。田覺醒，大駭。薛嵩聽紅線計，修書並令差人持

金盒送與田承嗣，田遂不敢謀亂，潞州、魏博兩地避免了一場災難。慶功宴上，紅

線辭別，入山修道而去。 

 

湯顯祖《紫釵記》  

唐代才子李益與霍小玉元宵相遇，因小玉遺紫玉釵定情，又得鮑四娘之助而結為夫

婦。李益高中狀元授翰林學士，因未往拜謁盧太尉，被奏使赴邊關，與小玉分離。

李益戍邊三年，立軍功，惜又被調任盧太尉麾下。小玉貧困自守，至典賣衣服珠玉

度日，所售紫玉釵又輾轉為盧太尉所得。盧欲以女嫁李益，故設計使小玉以為李益

已入贅，又使李益以為小玉已改嫁。幸遇黃衫客行俠仗義，拔刀相助，使李益與霍

小玉終能誤會冰釋，再度相會。 

 

湯顯祖《邯鄲記》  

唐代邯鄲盧生自嘆時運不濟，騎驢外出散心。適八仙之一的呂洞賓下凡至人間，先

於洞庭湖岳陽樓飲酒，見無人可「度」，遙見西北方有仙氣，遂背褡袱與磁枕至邯

鄲道中小店，遇有仙緣之盧生。店主為炊黃粱飯時，呂洞賓欲點化盧生，以仙枕引

盧生入夢，盧生於夢中娶豪門崔氏女，又高中狀元，享盡富貴榮華，但亦遭遇不少

劫難，命運大起大落，嘗盡人生諸般滋味。盧生輾轉醒來後，店中黃粱飯尚未煮熟，

盧生因而大悟，隨呂洞賓同返修界，在蓬萊山執帚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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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張孔目智勘魔合羅》第三折（節錄）  

張鼎教訓蕭令史一段話： 

〔正末云〕：蕭令史，我與你說：人命事關天關地，非同小可。古人云：繫獄之囚，

日勝三秋。外則身苦，內則心憂。或笞或杖，或徒或流。掌刑君子，當以審求。賞

罰國之大柄，喜怒人之常情。勿因喜而增賞，勿以怒而加刑。喜而增賞，猶恐追悔；

怒而加刑，人命何辜？ 

 

白居易《長恨歌》（節錄）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

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

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目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

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

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優孟故事  

優孟，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

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

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

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

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

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

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

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

畜葬之：以壟灶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

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史記‧滑稽列傳》節錄） 

 

二聖鐶故事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丑，賜銀絹萬兩、匹，錢千萬，

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

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椅從之。諧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

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強頭。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鐶，為雙疊勝。

伶指而問曰：「此何鐶？」曰：「二聖鐶。」伶遽以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

請取銀絹例物，此鐶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

於是語禁始益繁。 

（宋岳珂《桯史》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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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娥寃》第一折（節錄）  

〔凈扮孤（太守桃杌）引祗候上，詩云〕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

上司當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下官楚州太守桃杌是也。今早升廳坐衙。左右喝攛

廂。〔祗候幺喝科〕〔張驢兒拖正旦卜兒（竇娥、蔡婆）上云〕告狀告狀。〔祗候

云〕拿過來。〔做跪見孤亦跪科云〕請起。〔祗候云〕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

着他？〔孤云〕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祗候幺喝科，孤云〕

那箇是原告？那箇是被告？從實說來。 

 

《單刀會》第二折（節錄）  

道童與魯肅、司馬徽的對白： 

〔魯（魯肅）云〕你去說魯子敬特來相訪。〔童（道童）云〕你是紫荊，你和那松

木在一答裏。我報師父去。（見末云）師父弟子孩兒。〔末（司馬徽）云〕這厮怎

麼罵我？ 

〔童云〕不是罵，師父是師父，弟子是徒弟，就是孩兒一般，師父弟子孩兒。 

〔末云〕這廝潑說，有誰在門首？ 

 

莎士比亞《李爾王》第一幕第三場（節錄）  

（弄人）我把蛋從中間切開，吃完了蛋黃、蛋白，就用蛋殼給你做兩頂冠。你想你

自己好端端有了一頂王冠，卻把它從中間剖成兩半，把兩半全都送給人家，這不是

背了驢子過泥潭嗎？你這光禿禿的頭頂連面也是光禿禿的，沒有一點腦子，所以才

會把一頂金冠送了人。我說了我要說的話，誰說這種話是傻話，讓他挨一頓鞭子——

這平頭傻瓜供過於求，聰明人個個變了糊塗，頂着個沒有思想的頭，只會跟着人依

樣畫葫蘆。 

（李生豪（編譯）(1984)《莎士比亞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