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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戲劇故事要怎麼說？說什麼？自古至今，各個時代都有各自的敘述
策略與關懷內容。1963年，亞伯（Lionel Abel）提出「後設劇場」
（metatheatre）一詞，開啟了當代學界對於戲劇結構的熱烈討論。
但以後設視角和理論研究古典戲曲者卻極少，只有一些關於當代戲
曲的論述。事實上，從《張協狀元》以降，元、明、清戲曲中即有
不少反映和表現社會生活的深刻諷刺，使之形成生活自身的隱喻
，看見世界幻象或虛偽的作品。而現、當代戲曲中，也有很多不僅
在形式上符合弘彼（Richard Hornby）所言「戲中戲」等五種類型
，且能充分體認、呈現「人生如戲、真即是假」的展演。亞伯認為
只有西方文化能創造、改良出後設劇場這種戲劇形式，顯然不確。
「後設」策略在中國傳統劇場中究竟意義何在？能達成什麼樣的效
果？而歷代不同體製劇種又如何藉此指涉？都值得深思。故本計畫
擬分三年，大量研讀後設戲劇／劇場論述，在借鑑梳理的過程中
，修正理論體系，思考如何建構更為周密完整的後設戲曲理論。同
時，分別檢視古典戲曲（主要是元、明、清雜劇、南戲、傳奇）、
現當代戲曲（包含傳統與實驗戲曲），探討其是否以及如何運用後
設元素，在形式和內容上，自覺、指涉、洞察人生與現實，兼及戲
劇的各個層面。（本報告為通過執行第一年的期末報告）

中文關鍵詞： 戲曲、後設、戲中戲、角色扮演、儀式

英 文 摘 要 ： What should a story tell in a play? How should it be told?
From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 days, different eras have
different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concerned issues. Since
Lionel Abel introduced his coined term “metatheatre” in
1963,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atrical
structures have abounded. Yet, studies of classic Xiq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 remain relatively
limited—with only some discussions regarding contemporary
Xiqus. In fact, there have already been quite a few Xiqus
in Yuan-Ming-Qing Dynasties that reflect and express
profound sarcasm about social life from Zhang Xie Zhuang
Yuan onwards. Abel holds that only Western culture is
capable of creating and advancing theatrical forms like
metatheatre, which is not true. In effect, there are plent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Xiqus, whose forms fit into what
Richard Hornby classifies as “a play within a play” and
whose performances fully interpret and present the notions
that “life is a play” and that “the real is false.”
Then, what does “meta” mean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theatre? What effects can it achieves? How is it touched
upon in Xiqus of different era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three year project will, first, read, refer to, re-
organize a large number of metadrama/metatheatre theories
and critical essays, and attempt at a modification of the
Western theoretical system of metadrama/metatheatre as well
as a much carefully constructed meta-theory of Cinese Xiqu.
Second, the project will examine Xiqus in Yuan-Ming-Qing



Dynasties (primarily Zaju, Nanxi, and Chuanqi)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Xiqus (including traditional Xiqus and
experimental Xiqus) as well as investigate into whether and
how meta elements are deployed in these Xiqus in terms of
form, content, and different theatrical layers—including
self-consciousness, reference as well as perception of life
and reality.

英文關鍵詞： Xiqu, meta, play within a play, role playing, 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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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戲劇故事要怎麼說？說什麼？西方從古希臘戲劇、莎士比亞戲劇以降，一路發展至現代劇場， 

乃至後現代的當下，每個時期在不同社會、語境中，都有各自的敘述策略與關懷內容。當代劇場的演

繹方式，除了所謂的「古典戲劇式、史詩式、散文式、詩式、電影式」等「敘事性結構」，也有很多以

「戲中戲、儀式、社會論壇」等為主的「劇場性結構」（孫惠柱）。1亞伯（Lionel Abel）甚至在 1963
年提出「後設劇場」（metatheatre）一詞，開啟了學界對於戲劇結構的熱烈討論（Abel 1963）。據亞伯

的說法，「後設劇場」可上溯至文藝復興時期，如莎士比亞《哈姆雷》（Hamlet）2，與西班牙加德隆（Pedro 
Calderon de la Barca）《人生如夢》（Life is a Dream）3等劇。因為他們創造出異於希臘悲劇的新形式，

劇作家和主角都已有人文主義的「自覺」（self-consciousness），不再盲目臣服於神諭（Abel 1963: 55-77）。
所以，只要（作品呈現）「世界一舞臺，人生一場夢」（“the world is a stage, life is a dream”, 83）4，即是

「後設劇場」。紀蔚然指出這種定義作為戲劇學術名詞並不適當。為了彰顯皮藍德婁（Luigi Pirandello）
1921 年創作《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對後設劇場的先驅性貢

獻，他說：「現階段，我們只需要說：若一齣戲劇於觀照人生或現實的同時，亦對戲劇的各種面向（本

質、形式、手法、人物等等）進行探討的話，則這齣戲應可被歸屬於後設劇場的範疇。」（紀蔚然 2006：
15）以此標準揆諸戲曲，謝筱玫認為一般戲曲少見對「戲劇性」（展示扮演、虛實真假）的高度意識，

因而大力揄揚國光劇團《艷后和她的小丑們》（2012，紀蔚然編劇）、《水袖與胭脂》（2013，王安祈編

劇）採取後設敘事，呈現一種以邊緣（東方／傳統）對抗主流（西方／現代）的企圖與自信，在當代

臺灣戲曲劇壇頗具開創意義（謝筱玫 2015：315-316）。 
然而，以劇場實作為例，果真遲至皮藍德婁才算開啟後設戲劇的創作方法嗎？另在中國傳統戲 

曲中，有沒有運用類似的「後設」策略？在《艷后》、《水袖》之前，難道沒有一部戲曲劇作能歸屬於

後設劇場的範疇嗎？一般戲曲真的少見對「戲劇性」（展示扮演、虛實真假）的高度意識嗎？又是否一

定要有「後設」架構或元素，戲曲才具備觀賞價值？「後設」策略在戲曲中究竟意義何在？這些都是

值得關心的問題。事實上，「後設戲劇／劇場」一詞出現雖晚，並不表示前人作品缺乏後設元素。莎士

比亞即為顯例。《哈姆雷》、《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等劇的戲中戲，或《第十二夜》

（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亨利四世上篇》（1 Henry IV）等劇的角色中的角色扮演，不可否認

均採用了高明的後設技法。筆者以為，戲曲作家儘管可以不知道後設這個名詞及其定義，但實際創作

卻絕對有可能採取相關策略。當然這必須先釐清什麼是「後設戲劇／劇場」，再檢視戲曲中有無「後設」

元素，然後才能探討其觀照面向、議題及作用。 

 

二、 研究目的 
 

筆者以為，《艷后》等劇應是近來學者「有意為之」的後設戲曲，並不表示戲曲遲至此時才開始採

用後設策略。戲曲界以前不太重視後設戲劇／劇場理論，對許多戲曲中的後設現象也習以為常，未嘗

深入探討。亞伯認為「西方文化──且只有此文化──能創造、改良出〔後設劇場〕這種戲劇形式」（Abel 
2003: 184）的說法，應該是出於對其他文化／戲劇的無知。雖然由於戲曲程式的規範，使古典戲曲文

本必須先考慮排場，但仍可運用戲中戲、戲中儀式等後設方式自我指涉或洞察人生與社會現實。若據

                                                 
1 以下引書均請參見本計畫附錄：〈主要參考書目〉，不另作註。 
2 此據彭鏡禧譯：《哈姆雷》。 
3 此據曾茂川中譯。 
4 life is a dream 於此並非特指前述加德隆之劇作。為與前一句「世界一舞臺」對應，故筆者譯作「人生一場夢」（請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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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彼（Richard Hornby）在《戲劇、後設戲劇及洞察力》（Drama, Metadrama, and Perception）一書中的

分類來檢視古典戲曲，可見其很早就融入了後設元素，這絕對不是西方劇場的專利。能藉助這種較有

系統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戲曲中的後設元素如何、為何存在，及其所能達成的效果，應可增進我們對

於劇作的理解。不過，西方後設戲劇／劇場理論之提出，係緣於西方劇場的發展背景，不一定能完全

生硬套入中國文化／戲曲語境脈絡中。畢竟戲曲表演性很強，本具疏離效果。何況如傑尼根（Daniel K. 
Jernigan）所編 Drama and Postmodern: Accessing the Limits of Metatheatre. 西方學界有些學者也開始省

思後設戲劇／劇場的局限。他們指出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有其心照不宣的舞臺演出方法，以展現自

覺或自我投射，未必要用破壞第四面牆的策略才能看到自我或人生（Jernigan 2008: 5-6）。故本計畫擬

以三年為期，大量研讀後設戲劇／劇場論述，在借鑑梳理的過程中，修正理論體系，思考如何建構更

為周密完整的後設戲曲理論。同時，分別檢視古典戲曲（主要是元、明、清雜劇、南戲、傳奇）和現、

當代戲曲（包含傳統與實驗戲曲），探討其是否以及如何運用後設元素，在形式與內容上，自覺、指涉、

洞察人生與現實，兼及戲劇的各個層面。本報告為通過執行第一年的期末研究心得。 

 

三、 文獻探討 
 
    以後設視角和理論探討戲劇，尤其是莎士比亞戲劇和現代戲劇者很多。但以後設視角和理論討論

古典戲曲者卻極少，較重要者如： 
林少緯《關漢卿戲劇文本中的後設元素：以《西蜀夢》、《蝴蝶夢》、《竇娥冤》與《魯齋郎》為例》：

採用弘彼的後設理論，特別著重戲中戲、戲中儀式、角色中的角色扮演、文學與真實人生的指涉等面

向，檢視《西蜀夢》等四部元雜劇的後設元素。由此觀察關漢卿雜劇中的虛構意識與後設戲劇特質，

是如何支撐元代社會的文化結構。作為碩論，已頗見用功，可惜所用後設理論並未說明源流脈絡，只

是中譯弘彼部分正文，並將四劇嵌入弘彼的分類，論述深度亦不足。然其嘗試的研究方向，與本計畫

不謀而合。 
齊曉晨《中國古典戲曲中“戲中戲”的發展研究》：以較成型有情節的「戲」── 不是雜技或口述提

及者，且劇中人應自知是演戲，兼具正戲與戲中戲人物的雙重身分，來定義「戲中戲」。這是中國大陸

的碩論，學理基礎甚弱。但作者用心查找所謂古典戲曲中的「戲中戲」近 60 部劇目，分別簡介各劇，

足以作為本計畫討論戲中戲之部分資料。但將清末民初「能派戲」（一名「雜唱戲」）納入研究範圍，

並不合宜。而論及現代以後戲曲劇作甚少，當代臺灣戲曲完全闕如。若執行本計畫，筆者將重新定義

「戲中戲」，除古典戲曲外，亦希望深入討論現、當代戲曲的後設策略與功用。 
廖藤葉《中國夢戲研究》：先說明中國劇作家之所以喜好摹寫夢境的原因，及這些夢戲所反映占夢

與祈夢禳夢的文化背景；接著分類概述宋、元、明、清歷代夢戲；再討論掌夢人物、愛情夢戲、夢戲

與鬼魂或宗教度脫、公案劇的關係，以及夢戲的趣味。該文並未涉及後設理論和策略，然其彙整中國

戲曲中的夢戲，「附錄：宋元、明代、清代夢戲表」，凡列舉夢戲三百多齣，相當難得，自有學術價值。

又葉慧玲《元雜劇中「夢」的探析》：先將元雜劇中的「夢」分為「鬼神託夢」、「神靈掌夢」、「預兆夢」、

「因想成夢」四種類型；再分析各劇之中「夢」的特色與作用，探討這些「夢」的現象及其所反映承

上啟下的歷史、文學意義。雖然該文也不是從後設視角切入，但與廖文同為析論古典戲曲中之「夢」

者。而「夢戲」顯然是另類的「戲中戲」，值得本計畫深入探討，故二文均可視為相關材料。 
另有一些關於當代戲曲的論述，因執行第一年計畫乃聚焦於古典戲曲，故於此暫略。 

 

四、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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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關於「後設戲劇／劇場」的研究頗多，亞伯 1963 年所提出之後設劇場定義，乃緣於觀察悲劇

之興衰。四十年後，他對悲劇與後設劇場仍維持相同的看法：前者提供對世界現實更強烈的感受；強

調世界的結構，而此結構按理說反映在自己的形式中；透過展示人對命運之無能為力，活生生顯示出

人之情境。後者則對世界是人之自覺投射提供更強烈的感受；強調想像力不願視世界任何形像為終極

事物；展示命運可被克服，讓人之情境更如夢似幻等（Abel 2003: 183-84）。因此，亞伯認為後設劇場

取代悲劇是一種現代趨勢。而當代較有系統的論述，首推弘彼（Richard Hornby）：《戲劇、後設戲劇及

洞察力》（Drama, Metadrama, and Perception）一書。據其所言，一齣戲不是反映生活，而是反映自己。

它與其他戲劇有關，整體可視為一個系統。此系統一般乃與其他文學、非文學表演，其他藝術形式（包

含高、低階）及文化系統交錯（在此文化是指戲劇／文化複雜性）。通過這種戲劇／文化複雜性，而非

個別戲劇，我們解釋生活（Hornby 17）。弘彼把自覺、明顯的後設戲劇分為以下幾種類型：戲中戲、

戲中儀式、角色中的角色扮演、文學與真實人生的指涉、自我指涉，還有戲劇與洞察力（Hornby 32），
各立專章討論。本計畫即借鑑弘彼的理念，具體檢視後設元素在中國古典戲曲中的運用方式。 

 

五、 結果與討論 
 

已發表論文：〈表演自覺．自我指涉．感知接受：宋元戲曲的「後設」展現〉。《戲劇

學刊》（THCI）28 期（2018）。頁 7-28。全文請見以下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m6TILnluRVrcdeiVvADDjMlePhFXj9y  

排印中論文：〈「後設」戲中戲：明清古典戲曲的自覺建構〉。《四川戲劇》（CSSCI）

2019 年 9 期。排印中。 

【摘要】從後設（meta-）視角觀察，戲中戲是非常獨特的編劇策略。既能使觀者與被觀者產生一種雙

層結構，又能讓劇場反映自我，形成鏡像迴映的效果。宋、元戲曲裡雖有不少「夢戲」、「鬼戲」橋段，

卻罕見作為後設戲劇／劇場明顯特徵的戲中戲。然則戲曲是從何時開始有戲中戲？戲中戲必須具備哪

些要件，才能歸屬於後設戲劇／劇場的範疇？對於本具疏離性和程式性的戲曲而言，戲中戲有哪些類

型？又有什麼作用？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本文擬先聚焦於明清古典戲曲，檢視戲中戲的呈現方

式，並思考「後設」戲中戲的存在意義。經過研究，古典戲曲中的「戲中戲」有曲唱、說書、院本、

傳奇、雜劇、弋陽戲、梆子戲、傀儡戲、猴戲、徭僮戲……等各種樣式。演出篇幅或長或短，演出人

員或多或少，演出寓意或深或淺，但凡能與外戲若合符節，直指現實生活，建構劇場中「戲演人生，

真即是假」之洞察力者，即可視為採取後設策略的戲中戲。不然，若只是演戲時由演員任意增加與劇

情無關之鬧劇俗套，則「戲中串戲，殊覺可厭」，反而成為應予汰除的「優人積習」。明、清二代的劇

作家，對於戲中戲的安排，無論是預示外戲的情節推進，凸顯外戲的人物性格，測試外戲的人物意圖，

對外戲進行合模與揭露，或強調渲染外戲氛圍等，都明顯較前人有更多自覺。可見以戲中戲等後設形

式來觀照人生，反思劇場，明清古典戲曲作家並未缺席，早已有所實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m6TILnluRVrcdeiVvADDjMlePhFXj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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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主要參考書目 

【古典戲曲劇本】 

明．孟稱舜編：《新鐫古今名劇合選》(出自《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影印本)。 

明．湯顯祖著，徐朔方箋校：《湯顯祖全集》。北京：北京古籍，1998。 

───：《牡丹亭還魂記》（明代版畫叢刊三）。臺北：故宮博物院。1988。 

明．湯顯祖著，徐朔方、楊笑梅校注：《牡丹亭》。臺北：里仁。1995。 

明．臧懋循編，隋樹森校本：《元曲選》。北京：中華書局，1979。 

明．趙琦美稿本：《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出自《古本戲曲叢刊四集》影印本) 。 

清．姚燮選：《複莊今樂府選》（殘存 110 冊）。清道光間烏絲欄稿本。 

 [俄]李福清、[中]李平：《海外孤本晚明戲劇選集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王秋桂輯：《善本戲曲叢刊》（第一至第六輯）。臺北：學生書局。1987。 

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古本戲曲叢刊》(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六集、七集、八集、

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54。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著：《不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刊》。北京：學苑。2003。 

沈泰編：《盛明雜劇》（初集、二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據董氏本影印。1958。 

林侑蒔編：《全明傳奇目錄及索引》。臺北：天一。1983。 

孟繁樹等編校：《明清戲曲珍本輯選》。北京：中國戲劇。1985。 

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北京：中華書局。1962。 

省泰編：《盛明雜劇》。臺北：廣文書局。1979。 

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上海：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社。1953。 

徐沁君校點：《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北京：中華書局。1980。 
張玉範等輯：《不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刊》。北京：學苑。2003。 
黃仕忠編校：《明清孤本稀見戲曲彙刊》。桂林：廣西師大。2014。 
黃仕忠：《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桂林：廣西師大。2010。 
黃仕忠、金文京（日）、橋本秀美（日）同輯：《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18 冊。桂林：廣西 

師大。2006。 
鄭振鐸：《清人雜劇》（初集、二集）。長樂鄭氏影印本。1931。 

鄭騫校訂：《校訂元刊雜劇三十種》。臺北：世界。1962。 

錢南揚：《永樂大典戲文三種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 

【戲曲論著】 

林少緯：《關漢卿戲劇文本中的後設元素：以《西蜀夢》、《蝴蝶夢》、《竇娥冤》與《魯齋郎》為例》。 

臺藝大戲研所碩論。2013。 
紀蔚然：《現戲劇敘事觀：建構與解構》。臺北：書林。2006。 

───：〈現代戲劇典律的省思－論早期現代戲劇中後設戲劇的現象〉。《中外文學》 21〔2〕。1992：

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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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惠柱：《戲劇的結構與解構》。臺北：書林。2006。 

彭鏡禧：《細說莎士比亞論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曾茂川譯：《人生如夢》。臺北：聯經。2012。 
黃香：〈文學與劇場對映還是對立？──國光劇團 2013 年新戲《水袖與胭脂》的戲中戲／戲外戲〉。

《文化研究雙月報》〔137〕。2013：32-35。 

葉慧玲：《元雜劇中「夢」的探析》。臺北：臺灣師大國文所碩論。1999。 
齊曉晨：《中國古典戲曲中“戲中戲”的發展研究》。中國海洋大學碩士論文。2008。 
廖藤葉《中國夢戲研究》。臺北：學思。2000。 
謝筱玫：〈展演後設：國光劇團的《艷後》與《水袖》〉。《清華學報》45〔2〕。2015：315-342。 
【外文論著】 
Abel, Lionel. 2003. Tragedy and Metatheatre: Essays on Dramatic For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 1963. Metatheatre: A New View of Dramatic For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Calderwood, James L. 1971. Shakespearean Metadrama: the Argument of the Play in Titus Andronicus,  

Love’s Labour’s Lost, Romeo and Juliet,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and Richard II.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Hornby, Richard. 1986. Drama, Metadrama, and Perception.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Jernigan, Daniel K. Ed. 2008. Drama and Postmodern: Accessing the Limits of Metatheatre. New York:  

Cambria Press.  
Schlueter, June. Metafictional Characters in Modern Drama.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7.  
Scolnicov, Hanna, and Peter Holland. Ed. 1989. The Play out of Context: Transferring Plays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P.  
Wilshire, Bruce W. 1982. Role Playing and Identity: the Limits of Theatre as Metaphor. Bloomington:  

Indiana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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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請見期末成果報告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洽談中 ■無 

其他：（以 200 字為限） 

至今已發表 THCI 期刊論文一篇，研討會論文一篇（臺大戲劇系：「想像與真實：文化的 

隱喻、重塑及詮釋──2018 NTU 劇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10、27-28）。後者經過審查

將刊登於《四川戲劇》（CSSCI）2019 年 9 期，排印中。另與彭鏡禧教授合著劇本《可待》，

已出版劇本書（2019 年 9 月，學生書局），10 月 5-6 日由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在國家戲劇院首

演。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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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自 1963 年亞伯（Lionel Abel）提出「後設劇場」（metatheatre）一詞後，開啟了當代學界對於

戲劇結構的熱烈討論，但以後設視角和理論研究古典戲曲者卻極少。事實上，從《張協狀元》

以降，戲曲中即有不少反映和表現社會生活的深刻諷刺，使之形成生活自身的隱喻，看見世

界幻象或虛偽的作品。亞伯認為只有西方文化能創造、改良出後設劇場這種戲劇形式，顯然

不確。「後設」策略在中國傳統劇場中究竟意義何在？能達成什麼樣的效果？歷代不同體製劇

種又如何藉此指涉？都很值得探討。同時，筆者發現宋、元戲曲裡雖有不少「夢戲」、「鬼戲」

橋段，卻罕見作為後設戲劇／劇場明顯特徵的戲中戲。然則戲曲是從何時開始有戲中戲？戲

中戲必須具備哪些要件，才能歸屬於後設戲劇／劇場的範疇？對於本具疏離性和程式性的戲

曲而言，戲中戲有哪些類型？又有什麼作用？亦是非常重要的課題。筆者執行本計畫，至今

完成二篇論文：一則全面檢視宋、元戲曲中的後設元素，二則聚焦討論明、清古典戲曲的「後

設」戲中戲。成果不僅可以深化古典戲曲研究的層次，對於戲曲結構也開啟更多的論述空間。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文化部傳

藝中心、教育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本計畫研究戲曲結構及其發展之歷史脈絡，可供教育部表演藝術領域思考中、小學課綱、

文化部傳藝中心制定戲曲演出與推廣活動之參考。 
 

 

 

科技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108年 9月 20日 

科技部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自覺．指涉．洞察力：後設元素在戲曲中的運用 

計畫主持人：陳芳         

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003-092 

領域：藝術／戲劇 

研發成果名稱 
（中文）可待（客家大戲展演） 

（英文）Hold On, Love! 

成果歸屬機構 
 發明人 

(創作人) 
彭鏡鏡、陳芳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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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說明 

（中文） 
創作劇本書（中、英合一），由榮興客家採茶劇團在國家戲劇院首

演（10 月 5-6 日），並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可待》論壇（10
月 7 日，由臺灣師大國文系、英語系、榮興客家採茶劇團、臺灣

莎士比亞學會共同主辦）。 
（200-500 字） 

（英文） 

產業別 

 

技術/產品應用範圍 

劇場實務 

技術移轉可行性及預期

效益 

可供當代跨文化劇場、後設劇場進行創作與研究之參考 

     註：本項研發成果若尚未申請專利，請勿揭露可申請專利之主要內容。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陳芳 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003-092 
計畫名稱：自覺．指涉．洞察力：後設元素在戲曲中的運用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
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
期刊名稱、年份、卷期、
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表演自覺．自我指涉．

感知接受：宋元戲曲的「後

設」展現〉。《戲劇學刊》

（THCI）28期（2018）。

頁7-28。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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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論文 1 

〈「後設」戲中戲：明清

古典戲曲的自覺建構〉。

臺大戲劇系：「想像與真

實：文化的隱喻、重塑及

詮釋──2018 NTU劇場國

際學術研討會」（2018、
10、27-28）。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技術報告  篇  
其他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件 

請附佐證資料，如申請案
號。 

已獲得  請附佐證資料，如獲證案
號。 

新型/設計專利   
商標權   
營業秘密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著作權 1 

創作劇本書《可待》（中、
英合一），由榮興客家採茶
劇團在國家戲劇院首演
（10 月 5-6 日） 

品種權   
其他   

技術移轉 

件數  件  

收入  千元 

1. 依「科技部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第 2 條規定，
研發成果收入係指執
行研究發展之單位因
管理及運用研發成果
所獲得之授權金、權利
金、價金、股權或其他
權益。 

2. 請註明合約金額。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後設」戲中戲：明清

古典戲曲的自覺建構〉。
《四川戲劇》（CSSCI）2019
年 9 期。排印中。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技術報告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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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件 

請附佐證資料，如申請案

號。 

已獲得  請附佐證資料，如獲證案

號。 
新型/設計專利   

商標權   
營業秘密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著作權   
品種權   
其他   

技術移轉 

件數  件  

收入  千元 

1. 依「科技部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第 2 條規定，
研發成果收入係指執
行研究發展之單位因
管理及運用研發成果
所獲得之授權金、權利
金、價金、股權或其他
權益。 

2. 請註明合約金額。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人次 

請填寫依「科技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約用研究人力
注意事項」所實際約用專

任、兼任人員。 

碩士生  
博士生（兼任學習型） 尹崇儒 
專任人員(博士級)  
專任人員(非博士級)  

非本國籍 

大專生  
碩士生  
博士生  
專任人員(博士級)  
專任人員(非博士級)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

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
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
填列。) 

創作劇本書《可待》（中、英合一），由榮興客家採

茶劇團在國家戲劇院首演（10 月 5-6 日），並於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可待》論壇（10 月 7 日，

由臺灣師大國文系、英語系、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臺灣莎士比亞學會共同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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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8年 9月 20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3/30 從臺北抵達東京 
3/31-4/3 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文學部、東洋文化研究所蒐集、訪查戲曲文獻資料 
4/4 考察國立能樂堂資料室、下町風俗資料館、國立劇場 
4/5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和坪內博士記念演劇博物館資料室蒐集、訪查戲曲文獻資料， 
4/6 從東京抵達臺北 

 
    日本關東地區的漢學家，如森槐南、森鷗、長澤規矩也、野口寧齋、澤田瑞穗、波多野太郎、倉

石武四郎等，對於中國戲曲與俗文學文獻的蒐集購藏不遺餘力。其舊藏多保留於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

學，分別收入雙紅堂文庫、倉石文庫、寧齋文庫、風陵文庫等。此次筆者執行「自覺．指涉．洞察力：

後設元素在戲曲中的運用」計畫，查閱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文學部、綜合圖書館和早稻田大

學圖書館，凡約 50 多筆資料（請見六、附表「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查閱書目」）。其中如《西廂記》、

《牡丹亭》、《鴛鴦夢》、《祭皐陶》、《續離騷》等，現今或有較佳註釋本，或較易於查找，筆者僅大略

翻檢。而如《香雪亭新編耆英會記》、《新鐫二胥記》、《正昭陽》、《長生樂》、《合劍傳奇》、《洛神廟傳

奇》等，已收入《古本戲曲叢刊》；《煖香樓雜劇》已收入「奢摩他室曲叢」；《芙蓉屏記》、《一種情》、

《紫瓊瑤》、《倒銅旗》、《瓊林宴》、《玉鴛鴦》等已收入《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鬧烏江

傳奇》、《花萼樓傳奇》等已收入《明清孤本稀見戲曲彙刊》。雖然在臺灣市面上不易看到，但中研院文

哲所、臺大、清大圖書館仍然可見，故筆者亦僅略覽。主要的考察重點，是在臺灣難以得見的古典戲

曲劇本，如《老圓》、《不垂揚》、《驪山傳》、《梓潼傳》等雜劇，及《鶴歸來傳奇》、《影梅菴傳奇》、《儒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3－092 

計畫名稱 自覺．指涉．洞察力：後設元素在戲曲中的運用 

出國人員

姓名 陳芳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研

究所 

出國時間 
108 年 3 月 30 日

至 
108 年 4 月 6 日 

出國地點 日本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

施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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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福傳奇》、《梅花夢》、《倒銅旗》、《青燈淚》、《極樂世界傳奇》、《東廂記》等傳奇。這些劇作在本計

畫主旨所探討的「後設元素」之運用，其呈現方式大體不出筆者研究成果所述。不過，其中如《東廂

記》與《西廂記》互文，《醒石緣》與《瀟湘怨》為系列之作，均可增補筆者先前對於「戲曲誤讀」（「誤

讀經典：當代戲曲的一種演繹策略」，MOST 105-2410-H-003-120）研究的不足。 
比較可惜的是，日本唯一的戲劇博物館，收有部分中國戲曲資料之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正好

閉館整修，預定 10 月重新開放。所以筆者未能入內參訪，只能在資料室購買相關圖書。幸運得到館內

助研究員李思漢博士的協助，約定下次再訪（請見五、其他：圖片）。又據說慶應義塾大學的永青文庫，

收有明天啟《李卓吾批評西廂記真本》、乾隆刊《才子牡丹亭》等善本及皮黃戲本和崑曲曲譜等，但因

移地研究時間太短，不及前往查閱，頗有遺憾，只能期待日後有機會再前往訪學。 
    另考察國立能樂堂資料室、下町風俗資料館、國立劇場資料室，發現能劇《馬克白》和《奧賽羅》，

以及歌舞伎《威尼斯商人》等影音資料。對於筆者先前執行科技部「莎戲曲」與跨文化劇場計畫案的

研究成果，可以再作補充。因為這是和中國戲曲一樣，以古典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來詮釋莎劇，亦有助

於筆者拓展深化未來的研究方向與課題。 
 

二、 研究成果 

論文一（已發表）：〈表演自覺．自我指涉．感知接受：宋元戲曲的「後設」展現〉。《戲劇學

刊》（THCI）28 期（2018）。頁 7-28。全文請見以下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m6TILnluRVrcdeiVvADDjMlePhFXj9y  

論文二（排印中）：〈「後設」戲中戲：明清古典戲曲的自覺建構〉。《四川戲劇》（北大核

心期刊，CSSCI）2019 年 9 期。排印中。 

【摘要】從後設（meta-）視角觀察，戲中戲是非常獨特的編劇策略。既能使觀者與被觀者產生一種

雙層結構，又能讓劇場反映自我，形成鏡像迴映的效果。宋、元戲曲裡雖有不少「夢戲」、「鬼戲」

橋段，卻罕見作為後設戲劇／劇場明顯特徵的戲中戲。然則戲曲是從何時開始有戲中戲？戲中戲必

須具備哪些要件，才能歸屬於後設戲劇／劇場的範疇？對於本具疏離性和程式性的戲曲而言，戲中

戲有哪些類型？又有什麼作用？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本文擬先聚焦於明清古典戲曲，檢視戲

中戲的呈現方式，並思考「後設」戲中戲的存在意義。經過研究，古典戲曲中的「戲中戲」有曲唱、

說書、院本、傳奇、雜劇、弋陽戲、梆子戲、傀儡戲、猴戲、徭僮戲……等各種樣式。演出篇幅或

長或短，演出人員或多或少，演出寓意或深或淺，但凡能與外戲若合符節，直指現實生活，建構劇

場中「戲演人生，真即是假」之洞察力者，即可視為採取後設策略的戲中戲。不然，若只是演戲時

由演員任意增加與劇情無關之鬧劇俗套，則「戲中串戲，殊覺可厭」，反而成為應予汰除的「優人積

習」。明、清二代的劇作家，對於戲中戲的安排，無論是預示外戲的情節推進，凸顯外戲的人物性格，

測試外戲的人物意圖，對外戲進行合模與揭露，或強調渲染外戲氛圍等，都明顯較前人有更多自覺。

可見以戲中戲等後設形式來觀照人生，反思劇場，明清古典戲曲作家並未缺席，早已有所實踐。 
 

三、 建議 

日本為了保存、推廣劇本和傳統藝能，不但設立專屬場館，並免費提供書刊、文物、影音 
等資料，讓大眾共同關心傳統戲劇。而我們的國家兩廳院雖設有圖書室，卻須收費且空間環境不佳

（地下室停車場旁）。臺灣戲曲中心資料室則未對外開放，使用上也不太便利。日本同時兼顧軟、硬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m6TILnluRVrcdeiVvADDjMlePhFXj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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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施的做法，相當值得臺灣政府借鑑。此外，進行移地研究的時間和經費，若能再予寬列，對於

人文研究者應更有助益。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 

 
五、 其他：圖片 

 

1、 早稻田大學預定演出《何櫻彼櫻錢世中》（改編自 The Merchant of Venice）的文宣  
2、 國立劇場演出能劇和歌舞伎的資料 
3、 國立能樂堂部分陳列書籍和期刊 
4、 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資料室，與李思漢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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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表「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查閱書目」 

 
 雜劇 傳奇 
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 
《補天石傳奇》、《缾笙館修簫譜四

種》、《鴛鴦夢》、《祭皐陶》、《續離騷》、

《南山法曲》、《遺真記》（一名《桃花

影》）、《老圓》 
（雙紅堂文庫）《煖香樓雜劇》、《桃園

記》（一名《仙境奇緣》）、《傳奇二種》

（《驪山傳》、《梓潼傳》）、《不垂揚》、

《霜天碧》 
（仁井田文庫）《新鐫繡像批評四聲

猿》 
 

《芙蓉屏記》、《香雪亭新編耆英會

記》、《寒香亭傳奇》、《忠孝福》、《介山

記》、《漁邨記》、《影梅菴傳奇》、《玉獅

堂十種曲》、《儒酸福傳奇》、《鶴歸來傳

奇》、《梅花夢》 
（雙紅堂文庫）《一種情》、《倒銅旗》、

《紫瓊瑤》、《新鐫二胥記》、《鬧烏江傳

奇》、《花萼樓傳奇》、《雙忠廟》、《正昭

陽》、《瓊林宴》、《極樂世界傳奇》、《玉

鴛鴦》、《青燈淚》、《滄桑豔》 
（倉石文庫）《繡襦記》、《西廂記》、《吳

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還魂記》、《玉茗堂

傳奇四種》、《重刊芝龕記樂府》、《東廂

記》 
（仁井田文庫）《新刻出相音註勸善目

連救母行孝戲文》 
東京大學文學部 《蘇門嘯》 《玉茗堂還魂記》、《擁雙豔》、《合劍傳

奇》、《長生樂》、《倚晴樓七種曲》、《晉

春秋》 
東京大學綜合圖

書館 
《龍舟會》 
 

《新曲六種》 

早稻田大學圖書

館 
 《精忠記》、《珊瑚玦》、《新編元寶媒傳

奇》、《洛神廟傳奇》、《霧中人》、《石榴

記傳奇》、《醒石緣》、《魚水緣》 
（風陵文庫）《異方便淨土傳燈歸元鏡

三祖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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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8年 9月 20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3/30 從臺北抵達東京 
3/31-4/3 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文學部、東洋文化研究所蒐集、訪查戲曲文獻資料 
4/4 考察國立能樂堂資料室、下町風俗資料館、國立劇場 
4/5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和坪內博士記念演劇博物館資料室蒐集、訪查戲曲文獻資料， 
4/6 從東京抵達臺北 

 
    日本關東地區的漢學家，如森槐南、森鷗、長澤規矩也、野口寧齋、澤田瑞穗、波多野太郎、倉

石武四郎等，對於中國戲曲與俗文學文獻的蒐集購藏不遺餘力。其舊藏多保留於東京大學和早稻田大

學，分別收入雙紅堂文庫、倉石文庫、寧齋文庫、風陵文庫等。此次筆者執行「自覺．指涉．洞察力：

後設元素在戲曲中的運用」計畫，查閱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文學部、綜合圖書館和早稻田大

學圖書館，凡約 50 多筆資料（請見六、附表「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查閱書目」）。其中如《西廂記》、

《牡丹亭》、《鴛鴦夢》、《祭皐陶》、《續離騷》等，現今或有較佳註釋本，或較易於查找，筆者僅大略

翻檢。而如《香雪亭新編耆英會記》、《新鐫二胥記》、《正昭陽》、《長生樂》、《合劍傳奇》、《洛神廟傳

奇》等，已收入《古本戲曲叢刊》；《煖香樓雜劇》已收入「奢摩他室曲叢」；《芙蓉屏記》、《一種情》、

《紫瓊瑤》、《倒銅旗》、《瓊林宴》、《玉鴛鴦》等已收入《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鬧烏江

傳奇》、《花萼樓傳奇》等已收入《明清孤本稀見戲曲彙刊》。雖然在臺灣市面上不易看到，但中研院文

哲所、臺大、清大圖書館仍然可見，故筆者亦僅略覽。主要的考察重點，是在臺灣難以得見的古典戲

曲劇本，如《老圓》、《不垂揚》、《驪山傳》、《梓潼傳》等雜劇，及《鶴歸來傳奇》、《影梅菴傳奇》、《儒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3－092 

計畫名稱 自覺．指涉．洞察力：後設元素在戲曲中的運用 

出國人員

姓名 陳芳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研

究所 

出國時間 
108 年 3 月 30 日

至 
108 年 4 月 6 日 

出國地點 日本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

施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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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福傳奇》、《梅花夢》、《倒銅旗》、《青燈淚》、《極樂世界傳奇》、《東廂記》等傳奇。這些劇作在本計

畫主旨所探討的「後設元素」之運用，其呈現方式大體不出筆者研究成果所述。不過，其中如《東廂

記》與《西廂記》互文，《醒石緣》與《瀟湘怨》為系列之作，均可增補筆者先前對於「戲曲誤讀」（「誤

讀經典：當代戲曲的一種演繹策略」，MOST 105-2410-H-003-120）研究的不足。 
比較可惜的是，日本唯一的戲劇博物館，收有部分中國戲曲資料之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正好

閉館整修，預定 10 月重新開放。所以筆者未能入內參訪，只能在資料室購買相關圖書。幸運得到館內

助研究員李思漢博士的協助，約定下次再訪（請見五、其他：圖片）。又據說慶應義塾大學的永青文庫，

收有明天啟《李卓吾批評西廂記真本》、乾隆刊《才子牡丹亭》等善本及皮黃戲本和崑曲曲譜等，但因

移地研究時間太短，不及前往查閱，頗有遺憾，只能期待日後有機會再前往訪學。 
    另考察國立能樂堂資料室、下町風俗資料館、國立劇場資料室，發現能劇《馬克白》和《奧賽羅》，

以及歌舞伎《威尼斯商人》等影音資料。對於筆者先前執行科技部「莎戲曲」與跨文化劇場計畫案的

研究成果，可以再作補充。因為這是和中國戲曲一樣，以古典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來詮釋莎劇，亦有助

於筆者拓展深化未來的研究方向與課題。 
 

二、 研究成果 

論文一（已發表）：〈表演自覺．自我指涉．感知接受：宋元戲曲的「後設」展現〉。《戲劇學

刊》（THCI）28 期（2018）。頁 7-28。全文請見以下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m6TILnluRVrcdeiVvADDjMlePhFXj9y  

論文二（排印中）：〈「後設」戲中戲：明清古典戲曲的自覺建構〉。《四川戲劇》（北大核

心期刊，CSSCI）2019 年 9 期。排印中。 

【摘要】從後設（meta-）視角觀察，戲中戲是非常獨特的編劇策略。既能使觀者與被觀者產生一種

雙層結構，又能讓劇場反映自我，形成鏡像迴映的效果。宋、元戲曲裡雖有不少「夢戲」、「鬼戲」

橋段，卻罕見作為後設戲劇／劇場明顯特徵的戲中戲。然則戲曲是從何時開始有戲中戲？戲中戲必

須具備哪些要件，才能歸屬於後設戲劇／劇場的範疇？對於本具疏離性和程式性的戲曲而言，戲中

戲有哪些類型？又有什麼作用？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本文擬先聚焦於明清古典戲曲，檢視戲

中戲的呈現方式，並思考「後設」戲中戲的存在意義。經過研究，古典戲曲中的「戲中戲」有曲唱、

說書、院本、傳奇、雜劇、弋陽戲、梆子戲、傀儡戲、猴戲、徭僮戲……等各種樣式。演出篇幅或

長或短，演出人員或多或少，演出寓意或深或淺，但凡能與外戲若合符節，直指現實生活，建構劇

場中「戲演人生，真即是假」之洞察力者，即可視為採取後設策略的戲中戲。不然，若只是演戲時

由演員任意增加與劇情無關之鬧劇俗套，則「戲中串戲，殊覺可厭」，反而成為應予汰除的「優人積

習」。明、清二代的劇作家，對於戲中戲的安排，無論是預示外戲的情節推進，凸顯外戲的人物性格，

測試外戲的人物意圖，對外戲進行合模與揭露，或強調渲染外戲氛圍等，都明顯較前人有更多自覺。

可見以戲中戲等後設形式來觀照人生，反思劇場，明清古典戲曲作家並未缺席，早已有所實踐。 
 

三、 建議 

日本為了保存、推廣劇本和傳統藝能，不但設立專屬場館，並免費提供書刊、文物、影音 
等資料，讓大眾共同關心傳統戲劇。而我們的國家兩廳院雖設有圖書室，卻須收費且空間環境不佳

（地下室停車場旁）。臺灣戲曲中心資料室則未對外開放，使用上也不太便利。日本同時兼顧軟、硬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m6TILnluRVrcdeiVvADDjMlePhFXj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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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施的做法，相當值得臺灣政府借鑑。此外，進行移地研究的時間和經費，若能再予寬列，對於

人文研究者應更有助益。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 

 
五、 其他：圖片 

 

1、 早稻田大學預定演出《何櫻彼櫻錢世中》（改編自 The Merchant of Venice）的文宣  
2、 國立劇場演出能劇和歌舞伎的資料 
3、 國立能樂堂部分陳列書籍和期刊 
4、 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資料室，與李思漢博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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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表「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查閱書目」 

 
 雜劇 傳奇 
東京大學東洋文

化研究所 
《補天石傳奇》、《缾笙館修簫譜四

種》、《鴛鴦夢》、《祭皐陶》、《續離騷》、

《南山法曲》、《遺真記》（一名《桃花

影》）、《老圓》 
（雙紅堂文庫）《煖香樓雜劇》、《桃園

記》（一名《仙境奇緣》）、《傳奇二種》

（《驪山傳》、《梓潼傳》）、《不垂揚》、

《霜天碧》 
（仁井田文庫）《新鐫繡像批評四聲

猿》 
 

《芙蓉屏記》、《香雪亭新編耆英會

記》、《寒香亭傳奇》、《忠孝福》、《介山

記》、《漁邨記》、《影梅菴傳奇》、《玉獅

堂十種曲》、《儒酸福傳奇》、《鶴歸來傳

奇》、《梅花夢》 
（雙紅堂文庫）《一種情》、《倒銅旗》、

《紫瓊瑤》、《新鐫二胥記》、《鬧烏江傳

奇》、《花萼樓傳奇》、《雙忠廟》、《正昭

陽》、《瓊林宴》、《極樂世界傳奇》、《玉

鴛鴦》、《青燈淚》、《滄桑豔》 
（倉石文庫）《繡襦記》、《西廂記》、《吳

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還魂記》、《玉茗堂

傳奇四種》、《重刊芝龕記樂府》、《東廂

記》 
（仁井田文庫）《新刻出相音註勸善目

連救母行孝戲文》 
東京大學文學部 《蘇門嘯》 《玉茗堂還魂記》、《擁雙豔》、《合劍傳

奇》、《長生樂》、《倚晴樓七種曲》、《晉

春秋》 
東京大學綜合圖

書館 
《龍舟會》 
 

《新曲六種》 

早稻田大學圖書

館 
 《精忠記》、《珊瑚玦》、《新編元寶媒傳

奇》、《洛神廟傳奇》、《霧中人》、《石榴

記傳奇》、《醒石緣》、《魚水緣》 
（風陵文庫）《異方便淨土傳燈歸元鏡

三祖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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