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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中國小說史上，「評點」是一種獨特的文學批評方式。本專題研
究計畫以小說「多音『演義』：《金瓶梅》三家評點研究」為題
，旨在於從「演義」的文體觀念和編創行為，重新考察《金瓶梅》
三家評點──崇禎本、張竹坡本、文龍本──在批評視域方面所展
現的閱讀認知、美學思維和釋義取向等問題。其研究目的主要有三
：第一，立足於「演義」的編創觀點之上，探討《金瓶梅》三家評
點如何接受和理解《金瓶梅》的書寫性質？第二，在「演義」的編
創意識主導下，探析《金瓶梅》三家評點在讀法建構方面所展現的
敘事思維；第三，從寓意闡釋的角度闡述《金瓶梅》三家評點所體
現的道德評價和倫理意識。經由上述考察，期望在前人研究基礎之
上，最後研究成果能為《金瓶梅》批評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論述向度
。

中文關鍵詞： 金瓶梅、演義、評點、張竹坡、文龍

英 文 摘 要 ：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 "comment" is a unique way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research project “Multi-tone on
“yanyi”：Study on three comments of the “Jin Ping Mei”
plans to re-examine “criticism horizon” of three comments
of the “Jin Ping Mei”──Chung chen()text, Chang Chu po()
text, Wen long() text──based on the writing style of
“yanyi”. I plan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

英文關鍵詞： Chin P'ing Mei, Yanyi, criticism, Chang chu-po, Wen-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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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有關《金瓶梅》的批評，自傳鈔以來即受到文人的關注，評論散見於筆記之中，又付梓出版之後，

序、跋批評更形重要。在《金瓶梅》評點問世之前，諸多批評所展示的審美判斷、道德評價和倫理意

識，已然在多元視界的碰撞、融合之中，構成一種批評視域和批評語境。相關詮釋因批評者詮釋立場

的不同，而使得《金瓶梅》本身具有多重解讀的可能性，並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而展現出不拘定格的

效果歷史。1目前《金瓶梅》評點有三家，其評本皆從崇禎初年刊刻之《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而來。

首先，明代崇禎本《金瓶梅》為第一部評本，2其評點形式主要是眉批和夾批，無總批和回評，評點內

容簡略。有關評點者身分，過去論者雖根據有限資料做過一些推測，但迄今尚難定論。3雖說如此，然

崇禎本在細讀策略中所提供的世情小說見解和寫實審美觀念，對於其後張竹坡評點可謂有其影響，具

有不可忽視的意義。4其次，清初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為第二部評本。5張竹坡批本是立足在崇禎本

評點的基礎之上而有所發揮，具有前後承繼關係。6目前對張竹坡與《金瓶梅》關係研究最為深入者，

當為大陸學者吳敢先生。據吳敢考察，張竹坡批本的評點，上承金聖歎，下啟脂硯齋，主要評點形式

包括書首專論，回首與回中總評，以及夾批、旁批、眉批和圈點，所論涉及題材、情節、結構、語言、

思想內容、人物形象、藝術特點、創作方法等各方面，乃一具有完整理論體系的評點。7由於張竹坡批

本對於小說創作美學提供了深入的看法，因此受到論者極大的關注，相關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富。再次，

晚清文龍批評《金瓶梅》則為第三部評本。8文龍評本係抄評本，主要寫於在張竹坡批評茲堂刊本《第

一奇書》之上，當時並未出版刊行。此一評本，係大陸學者劉輝於 1985 年在北京圖書館發現，隨即予

以整理著錄後出版。據劉輝考察所見，文龍評本包括眉批、旁批和回評，回評則分別於光緒 5 年、6

                                                 
1 關於《金瓶梅》詮釋的歷史性考察，可參李梁淑：《《金瓶梅》詮評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年)。張明遠：《《金

瓶梅》詮釋史論》(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0 年)。 
2 本專題研究計畫所參考使用版本說明如下，（明）蘭陵笑笑生著，齊煙、汝梅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會校

本)(上)(下)(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 年)。 
3 目前對於崇禎本《金瓶梅》評點作者的推測主要有三人：馮夢龍、湯顯祖和李漁。相關討論參見黃霖：〈《新刻繡像批評

金瓶梅》評點初探〉，《成都大學學報》，1983(01)。黃霖：〈關於《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收於中國金瓶梅學會編：

《金瓶梅研究》第 1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年)。劉輝：〈論《新刻繡像金瓶梅》〉，《金瓶梅論集》(臺北：貫雅文

化有限公司，1992 年)。劉洪強：〈崇禎本《金瓶梅》的評改者為湯顯祖考論〉《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1)。

王汝梅：〈「李漁評改《金瓶梅》」考辨──兼談崇禎本系統的某些版本特徵〉，《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2(05)。沈新

琳：〈李漁評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考〉，《明清小說研究》，1995(04)。 
4 楊玉成：〈閱讀世情：崇禎本《金瓶梅》評點〉，《國文學誌》第五期，2001 年 12 月，頁 115-157。 
5 本專題研究計畫所參考使用版本說明如下：（明）蘭陵笑笑生著，王汝梅校注：《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長春：吉

林大學出版社，2011 年)。 
6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瑕中之瑜──論崇禎本《金瓶梅》的評注〉，《浦安迪自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11 年)。 
7 吳敢：〈張竹坡《金瓶梅》評點概論〉，《張竹坡與《金瓶梅》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8 本專題研究計畫所使用評點文字，參見黃霖：《金瓶梅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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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8 年撰成。9今可見者，文龍評點是直接寫在張竹坡評本之上，因此時時可見文龍對於張竹坡評點

觀點的質疑，不僅構成一種對話關係，而且也深刻凸顯了文龍個人的審美觀念和意識型態，十分耐人

尋味。10從上述簡要說明中可知，《金瓶梅》三家評點之間既有歷時性的承衍關係，同時也有共時性的

對話關係，反映了各自獨特的批評意識和審美價值尺度，提供了相當多元的研究視野。 

 

二、研究目的 

 

    一般而言，小說評點家為小說原著進行評點時，頗受到評點者個人意識形態和美學觀點的制約，

因此小說評點與小說原著之間所形成的對話關係，便體現出相當多元的理解空間，因此，對於讀者閱

讀和理解原著一事而言，或有正面提示的助益，但也可能因過度延伸問題而存在誤讀的影響。當然，

評點也可視為評點家利用原著所進行的一種延伸性創作，因此十分重視個人批評視域的建構，而不僅

僅止於依附原著而作。借美國學者韋恩‧布斯的觀點來說：「作家有義務盡其最大努力使他的道德立場

明白清楚。對許多作家來講，總會發生兩種義務的衝突，一種是作家在表面上顯得冷靜、客觀的義務，

另一種是他有義務通過使作品的道德基礎顯示得明白清楚而增加其他效果。無人能代替作家做出選

擇，但是如果謬稱藝術性的選擇總是以純粹和客觀做為取捨的標準，則絕非明智之舉。」11在「演義」

編創的視野上，評點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力求在視域融合中調節個人的閱讀認知，並思考如何為讀

者建立起一套理解、判斷和評價《金瓶梅》的思想原則和審美規範，藉以指導讀者掌握作家「依事取

義」的創作表現。如此一來，在《金瓶梅》書寫性質問題的辯證方面，評點者的身分便體現出三重性

質：讀者、批評者、再創作者，並融為一體。 

 

 

 

從現存文獻來看，《金瓶梅》三家評點者，皆有意在評點過程，便以讀者身分提供個人關於《金瓶梅》

書寫性質的看法，建立自我閱讀的期待視野；其次，從批評者立場透視小說作法，並要求讀者在「善

讀」中掌握閱讀方法；最後，以再創作者的眼光，以啟蒙者的立場為讀者揭示為作品的立意和思想內

涵。因此，若能從「演義」編創的角度深入考察此一現象，我以為將有助於理解評點者在評點過程中

的主體意識、批評準則和審美觀念的具體情況，並用以普遍考察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的特色。 

 

三、研究問題 

 

                                                 
9 參劉輝：〈略談文龍批評《金瓶梅》〉、〈文龍及其批評《金瓶梅》〉，《《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陳翠英：〈閱讀與批評：文龍評《金瓶梅》，《臺大中文學報》第十五期，2001 年 12 月，頁 283-320。 
11 (美)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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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題研究計畫之提出，旨在於延續近年來對於「演義」的文體觀念和編創行為進行研究時所得

觀念，重新考察《金瓶梅》三家評點──崇禎本、張竹坡本、文龍本──在批評視域方面所展現的閱

讀認知、美學思維和釋義取向等問題。茲就現階段研究構想略作陳述： 

    (一)就《金瓶梅》的書寫性質而言 

    《金瓶梅》自傳抄流通以來，即受到文人讀者的關注。然而在世情書寫方面雖然受到肯定和重視，

但始終與「穢書」、「淫書」評價脫離不了關係。因此，讀者應當如何審慎看待《金瓶梅》一書的書寫

性質，對於理解小說作意和題旨來說，無疑是首要確認的事情，顯得相當重要。如欣欣子〈《金瓶梅詞

話》序〉曰：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情，憂郁爲甚。上智之士，與

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累。惟下焉者，既不出

了于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於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

者，着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

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

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 

又廿公〈《金瓶梅》跋〉曰： 

      《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巨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

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後流行此書，功德無量矣。不知者竟目為淫書，不惟

不知作者之旨，併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 

又謝肇淛〈《金瓶梅》跋〉中有更進一步的發揮曰： 

      《金瓶梅》……書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

閨闊之媟語，市里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

駴(馬會)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諛逢迎，奴怡之稽唇淬語，窮極境象，駴意

快心。 

由上述序跋批評中可見，作者皆以肯定的眼光讚許《金瓶梅》一書「寄意於時俗」和「蓋有所謂」、「蓋

有所刺」的創作意圖。因此，標舉「先師不刪鄭衛」的大旗，為《金瓶梅》一書中的誨淫書寫，提供

一套合乎傳統儒家道德規範和倫理意識的思想原則，進而力辯其為「非淫書」的寫作事實。 

    基本上，上述序跋的批評看法皆可視為廣義的評點表現。從接受美學的觀點來說，一部作品在效

果歷史的背景上會呈現豐富的「語義潛能」。因此，《金瓶梅》三家評點的產生，首先必須在前人批評

視域的基礎上建構前理解和閱讀期待視野，進而在視域融合中進一步釐清自我的批評意識。因此，對

於讀者接受而言，序跋作者為讀者所建構的批評視域，在引領讀者閱讀和詮釋《金瓶梅》時無疑具有

重要的指導作用和影響力量。而此一批評眼光，在〈東吳弄珠客序〉中便化作對於讀者的一番深切提

醒： 

      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

生效法心者，乃禽獸也。 

無可諱言，東吳弄珠客對於《金瓶梅》刊刻成書後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已有所預見。因此，在此提

出一套閱讀的道德尺度，無非冀望讀者能審慎看待個人的閱讀態度，「若有人識得此意，方許他讀《金

瓶梅》也」。從現存重要序跋中可見，有識文人讀者的閱讀姿態顯然不將眼光聚焦於「誨淫」問題之上，

而是從整體性觀點審視《金瓶梅》的創作表現，並在自我分解中造就自我意識的提高。正如德國學者

沃爾夫岡‧伊瑟爾所言：「意義的構成並不意味著相互作用的本文視點中出現的整體的創造……而是通

過系統地闡述這一整體，使我們能夠系統地闡述我們自己，發現我們至今仍未意識到的內在世界。」12

                                                 
12 (德)沃爾夫岡‧伊瑟爾著，金元浦、周寧譯：《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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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而論，對於《金瓶梅》三家評點的探析，首先便需就評點者如何理解《金瓶梅》的書寫性質進行

考察，進而從中探悉評點者實現自我意識的手段。 

    首先，《金瓶梅》第一部評本是崇禎初年刊刻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具體而言，「崇禎本」的

批語較為簡略，主要為眉批和夾批，評點者身分目前尚無法確認。但其重要性則在於崇禎繡像本《金

瓶梅》作為萬曆詞話本《金瓶梅》的評改本，對於小說作者如何「演義」所提示的閱讀認知和詮釋取

向，仍有其不可忽視的提示作用。崇禎繡像本《金瓶梅》評點者對於《金瓶梅》的總體看法，首先見

於「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所引篇首詩之眉批。詩曰： 

      豪華去後行人絕，蕭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 

眉批曰：「一部炎涼景況，盡此數語中。」此後，所謂「炎涼」的批評觀念，便成為主導思想，特從世

情中進行點評。整體而言，評點者認為《金瓶梅》並非「淫書」，如第九十七回眉批即曰：「李三皇四，

瓦罐不離井上破，來保背主盜財，皆人事天理所必敗者，故節上升枝，詳完此案，之此則知《金瓶梅》

非淫書也。」其後，清代張竹坡受到金聖歎評改《水滸傳》和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三國演義》的

影響，在崇禎繡像本《金瓶梅》的「炎涼書」概念基礎之上據以改易、評點，最後撰成《皋鶴堂批評

第一奇書金瓶梅》一書。據張竹坡〈凡例〉自言「此書非有意刊行，偶因一時文興，借此一試目力」，

然而具體來看，張竹坡批本在承衍、對話和批判方面，卻力圖從中建構一套自我詮釋理路，相當深刻

地展現出個人獨到的評點聲口。在〈第一奇書非淫書論〉力陳《金瓶梅》非淫書之見，更用以說明其

投身於批評之用意曰： 

      但目今舊板，現在金陵印刷原本，四處流行買賣。予小子憫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

一書。其《寓意說》內，將其一部奸夫淫婦，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情艷語，悉批作起伏奇

文。至於以弟字起，孝字結，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慨惻，又以玉樓杏庵，照出作者學問經綸，

使人一覽無富有前此之《金瓶》矣。但恐不學風影等輩，借端恐諕，意在詐騙。夫現今通行發

賣，原未禁示。小子窮愁著書，亦書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無寸土，欲覓蠅頭以養生

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板，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亂而

存孝弟，變帳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書冰消瓦解，則筭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

夫邪說當辟，而辟邪說者必就邪說而辟之，其說方息。今我辟邪說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說

也。若不預先辨明，恐當世君子為其所惑。況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與人全無恩怨，本非借不

律以泄憤懣，又非囊有餘錢借梨棗以博虛名，不過為糊口計。蘭不當門，不鋤何害？鋤之何益？

是用抒誠以告，仁人君子共其量之。 

顯然，張竹坡評點《金瓶梅》時，並非純粹以還原作者意圖的立場行之，而是多有融會個人化觀點而

成，意在一洗讀者耳目，不以淫書目之。因此在讀法建構方面，與原著思想表述不盡然皆能吻合。時

至晚清，文龍則又在張竹坡評本的基礎之上，對《金瓶梅》作出相當個人化的批評，屬於回評性質。

總體來看，相當重視人物的品評。文龍《金瓶梅》批本第一回回評曰： 

      《金瓶梅》淫書也，亦戒淫書也。觀其筆墨，無非淫語淫事，開手第一回，便先寫出第一個淫

人來，一見武松，使出許多淫態，露出許多淫情，說出許多淫話。設非正直如武松，剛強如武

松，其不為金蓮之所淫也蓋罕。《水滸》以武松為天人，其以此也夫！吾故曰淫書也。 

      究其根源，實戒淫書也。武松一失足，便不得為英雄，且不如西門慶，並不可以為子為弟，直

不得呼為人。人皆當以武松為法，而以西門慶為戒。人鬼關頭，人禽交界，讀者若不省悟，豈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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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負作者苦心乎？是是在會看不會看而已。 

      然吾謂究竟不宜看。孟子云：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不能為者，大抵稟氣所拘，人欲所蔽。而吾

謂人皆可以為西門慶，其不果為者，大抵為父母之所管，親友之所阻，詩書之所勸，刑法之所

臨，而其心固未必不作非非想也。假令無父母、無兄弟，有銀錢、有氣力，有工夫，無學問，

內無勸誡之妻，外有引誘之友，潘金蓮有挑簾之事，李瓶兒為隔牆之嬌，其不為西門慶也蓋亦

罕。無其事尚難防其心，有其書即思效其人，故曰不宜看者，此也。 

對於如何閱讀《金瓶梅》一事，文龍同樣表達出對於讀者接受態度和立場的疑慮，因此不斷在評點中

發出善看、善讀的提醒。 

    (二)就《金瓶梅》的讀法建構而言 

    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說，文本與讀者的交互作用構成了一種交流結構。一方面，文本只有在經過

讀者的閱讀之後，才能產生一種反應；另一方面，文本只能通過自身的未定性和構成性的空白等各種

形式，召喚理想讀者前來閱讀。因此，評點者在實際閱讀中積極介入文本，無不以理想讀者自許，更

在批評實踐過程中致力為讀者建構一套讀法。此一理想讀者形象概念，正如沃爾夫岡‧伊瑟爾所言：「綜

而言之，暗隱的讀者的概念是一種超越的範型，它使我們能夠描述文學本文的結構效應。它標示出：

讀者的角色只有用本文的結構與有結構的活動才能予以解釋。本文的結構通過創造出一個讀者的立

場，暗含了人類感知活動的基本原則。」13就此而言，《金瓶梅》三家評點面對文本時，無不在歷時承

衍過程中否定和質疑前人評點文字，同時又以發現為前提的審美感知透視文本結構，充分理解和評價

小說的作法。評點者在示範閱讀和讀法建構中，無不有意積極調動讀者的想像力和感知力，進而引領

讀者共同實現他們在文本背後所發現的意義。 

    如前所言，崇禎本《金瓶梅》評點首重文本細讀工夫，尤其重視字句摹寫之間所體現的「人情」，

提醒讀者「讀書」之道。「第二回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寫道： 

      看看天色晚了，王婆恰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子底下櫈子上坐

下，朝著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睃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

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鐘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

錢。」王婆道：「繇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

心只在婦人身上。就是他大娘子月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只道為死了卓二姐的緣故，倒沒

做理會處。當晚無話。 

此處眉批曰： 

      摹寫展轉處，正是人情之所必至作者之精神所在也。若詆其繁而欲損一字者，不善讀書者也。 

正是以「人情」為關注重點，因此崇禎繡像本《金瓶梅》批本特重在「傳神寫照」中，播出「有聲有

色情景」，見出「筆墨之妙無窮」，同時敘述「輕重節次」，亦以「直從太史公筆法化來」，給予高度評

價。略而言之，此一讀法建構乃有意為讀者提示畫龍點睛之趣，進而通過評點透顯一片「世事」與「世

情」，增進閱讀興味。不同於崇禎繡像本的讀法建構，張竹坡批本則十分重視《金瓶梅》之大間架，並

有意更進一步從「擬史批評」角度論其作法。〈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三十四〉有言： 

      《金瓶梅》是一部《史記》。然而《史記》有獨傳，有合傳，卻是分開做的。《金瓶梅》却是一

百回共成一傳，而千百人總合一傳，內却又斷斷續續，個人自有一傳。固之作《金瓶》者，必

能作《史記》也。何則，既已為其難，又何難為其易。 

由此顯見，張竹坡批本對於《金瓶梅》「一百回共成一傳」作法的高度肯定。此外，在張竹坡批本出現

之前，或許坊間已許多批本流傳，各有不同讀法建構。然張竹坡評點之作，並不以貶抑他書而來，而

特就《金瓶梅》文章之妙而評之。〈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三十五〉中便有所申言： 

                                                 
13 (德)沃爾夫岡‧伊瑟爾著，金元浦、周寧譯：《閱讀活動──審美反應理論》，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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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見批此書者，必貶他書，以褒此書。不知文章乃公共之物，此文妙，何妨彼文亦妙，我偶就

此文之妙者而評之，而彼文之妙，固不能掩此文之妙者也，即我自作一文，亦不得謂我之文出，

而天下之文皆不妙，且不得謂天下更無妙文妙於於此者。奈之何？批此人之文，即若據為己有，

而必使凡天下之文皆不如之，此其用心，偏私狹隘，決做不出好文，夫做不出好文，又何能批

人之好文哉？吾所謂《史記》易於《金瓶》，蓋謂《史記》分做，而《金瓶》合做，即使龍門復

生，亦必不謂予左袒《金瓶》，而予亦並非謂《史記》反不妙於《金瓶》。然而，《金瓶》却全得

《史記》之妙也。文章得失，惟有心者知之。我止賞其文之妙，何暇論其人之為古人、為後古

之人而代彼爭論，代彼謙讓也哉？ 

在此，張竹坡批評《金瓶梅》之文章得失，乃立足於從欣賞其文之妙的觀點而來，是以特別關注「作

文之法」，講求「全以我此日文新，逆取他當日的妙筆」，只為彰顯「作者行文的一片苦心」，最終得出

讀《金瓶梅》「勝如讀一部《史記》」的看法。不過耐人尋味的是，文龍《金瓶梅》回評是直接以張竹

坡評點為本，雖然同樣關注作文之法，但却多有意見不同於張竹坡看法的時候，便常有批駁話語出現

其中，甚至發出「吾欲起批書者而文之」之語。如第三回回評有言： 

      文禹門云：天下事有視為極難，而作去甚易者；亦有視為甚易，而作去極難者。世上原無印板

情事也，有胸中欲說之話，而臨時竟用不著者；有意外不經之談，而觸機竟道出者。大凡一言

一事，皆令人料定，便無甚趣味矣。挨光一回，有誇為絕妙文章者，余不覺啞然失笑。文字忌

直，須用曲筆，文字忌率，須用活筆。挨光一層，早被王婆子全已說破，此一回不過就題敷衍，

略者詳之，虛者實之，兩回仍是一回也。 

      故《三國志》中，每設一計，只用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使人急於要看下文，方知如此如此，

原來如此也。若事前合盤託出，則下文仍是如此如此，又安得謂為絕妙文章哉！余頗不喜看此

一回，以其味同嚼蠟也。喜看此回者，必是淫心蕩漾，意欲仿而行之者也。曾一思調情豈有定

法乎？按著則例，依著步武，順著次序，前去偷人，其不挨大耳刮子也，算是他祖宗有靈。 

顯而易見，文龍對於「挨光之計」的寫法並不欣賞，然而張竹坡原評則曰：「妙絕十分光，却用九個『便

休』描寫，而一毫不板，奇絕，妙絕！」因此，文龍所言「有誇為絕妙文章者」，其批評對象即為張竹

坡，由此展現出個人在讀法建構方面的想法。 

    (三)就《金瓶梅》的寓意闡釋而言 

    從接受美學的觀點來說，閱讀的深刻本質在於文學的意義只能在這一過程中生成或建構。讀者對

於文本意義的發現，又顯示文本自身具有不可忽視的開放性。正如德國學者漢斯‧羅伯特‧姚斯所言：

「一部文學作品，並不是一個自身獨立、向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讀者均提供同樣觀點的客體。它不是

一尊紀念碑，形而上學的展示其超時代的本質。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

的反響，使本文從詞的物質型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當代的存在。」14因此，文本世界與讀者世界的

視域融合，乃是作品意義實現的所在之處。就「演義」編創而言，《金瓶梅》三家評點對於小說文本寓

意的闡釋，無不表明了評點者對於小說如何通過故事敷演以達到「依事取義」的目的，進而在各種溝

通、對話和交流的閱讀實踐過程中，展現了各自獨特的思想構築，期待達到對於文本意義的最終實現。

而其中，《金瓶梅》三家評點對於「世情」和「情理」的關注，在各自不同解讀視野中展現出不相一致

的道德評價和倫理意識，可謂體現為另一種形式的創造性行為。 

    目前崇禎繡像本《金瓶梅》作為一個評改本，尚無法確定「評」與「改」是否為同一人所為？因

此與清初金聖歎評改《水滸傳》和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所存在的評改一體現象無法相提並論，如

要對作品寓意展開探討，便無法從評改一體的觀點具體考察評改者的編創意圖和思想表現。雖說如此，

依據繡像本改寫詞話本的內容來看，繡像本寫定者有意將敘事視角置於西門慶之上，而特從「獨罪財

                                                 
14 (德)漢斯‧羅伯特‧姚斯著，周寧、金元浦譯：〈文學史作為向文學理論的挑戰〉，《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瀋陽：遼寧

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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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以敷演一場「空色世界」，在在顯示出與詞話本寫定者具有不同的取義思維。但仔細觀之，此一取

義思維並沒有清楚反映在通篇評點之上。具體可見者，當在西門慶貪慾喪命之前一段引詩之上： 

      看官聽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嗜慾深者，其生機淺。西門慶旨之貪淫樂色，

更不知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崇禎本對此眉批曰： 

      此菩提棒喝，須省，須省。 

      以起詩作結，作者大意所在。 

嚴格來說，崇禎本眉批較為簡略，且所重者在於「人情」或「世情」炎涼之細微之處的提點，因此在

寓意闡釋方面仍有待深入分析。至於張竹坡批本，則展現了前所未有的熱情，對於《金瓶梅》寓意的

闡釋，頗有十分深入的看法。在〈金瓶梅寓意說〉曰：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雖為風影之談，亦必依山點石，借海揚波。故《金

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數，為之尋端竟委，大半皆屬寓言。 

這種寄託之言觀點的提出，使得張竹坡得以根據「做文章者不過是情理二字」的理解進行寓意闡釋。

因此「苦孝說」作為評點的主導思想，正顯見張竹坡批本背後的道德評價和倫理意識所體現儒學視域。

因此，對於讀者「善讀」的提醒或告誡，皆期望讀者能忘其淫逸而專注於作者之用心。〈批評第一奇書

金瓶梅讀法‧八十一〉曰： 

      《金瓶梅》切不可令婦女看見。……然則《金瓶梅》是不可看之書也，我又何以批之以誤世哉？

不知我正以《金瓶》為不可不看之妙文，特為婦人必不可看之書，恐人自不知戒，而反以是咎

《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過也。然則男子中少知看書者，誰不看《金瓶梅》，

看之而喜者，則《金瓶梅》懼焉。懼其不知所以喜之，而第喜其淫逸也。如是，則《金瓶》誤

人矣。究之，非《金瓶》誤之，人自誤之耳。看之而怪者，則《金瓶梅》悲焉。悲其本不予人

以可怪，而人想怪其描寫淫逸處也。如是，則人誤《金瓶》矣。……故讀《金瓶》者多，不善

讀《金瓶》者亦多。予因不揣乃急欲批以請教，雖不敢未能探作者之底裏，然正因作者叫屈不

歇，故不擇狂瞽，代為爭之。且欲使有志作文者，同醒一醒長日睡魔，少補文家之法律也，誰

曰不宜？ 

張竹坡視《金瓶梅》為不可不看之妙文，因此特從善讀角度進行評點，以便重視小說寓言。至於文龍

批本，則表面上似乎對於《金瓶梅》作為導淫之書有所不滿，評點話語時有批判意識。但實際上，文

龍又自詡從「戒淫」立場進行批評，力證《金瓶梅》為「戒淫書」。第九十二回回評有言曰： 

      此皆信筆直書，不復瞻前顧後，似非以上淫情穢語，寫得細膩風光。無怪閱者．咸喜看前半部，

而不願看後半部，然則此書實導淫之書也，作者不能無罪焉。我之探臆而出，隨處叫破，正是

要人細看下半部，以挽回一二。蓋此書既不能燒盡，板不劈盡，有觸目警心數語，亦可以喚醒

幾個聰明人，故不憚如此之諄諄也。閱者諒之。 

因此，文龍其實期望讀者能接受批評之召喚，在閱讀《金瓶梅》時勿忘是非羞恥之心，並成為一個「善

讀書者」。第一百回回評曰： 

      或謂《金瓶梅》淫書也，非也。淫者見之謂之淫，不淫者不謂之淫，但覩一羣鳥獸孳尾而已。

或謂《金瓶梅》善書也，非也。善者見善謂之善，不善者謂之不善，但覺一生快活隨心而已。

然則《金瓶梅》果奇書乎？曰：不奇也。人為世間常有之人，事為世間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

普天之下，為處處時時常有之人事。既不同《封神榜》之變化迷離，又不似《西遊記》之妖魔

鬼怪，夫何奇之有？ 

      故善讀書者，當置身於書中，而是非羞惡之心不可泯，斯好惡得其真矣。又當置身於書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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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瘴勸懲之心不可紊，斯見解超於眾矣。又須於未看之前，先將作者之意，體貼一番；更須於

看書之際，總將作者之語，思索幾遍。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復憶到

第一回先。書自為我運化，我不為書綑縛，此可謂能看書者矣。曰淫書也可，曰善書也可，曰

奇書也亦無不可。 

這種「理想讀者」形象的理想性建構，對於《金瓶梅》寓意闡釋而言，無疑對於道德評價和倫理意識

的展演方面有其重要的制約作用。至少從文龍的角度來說，自始至終皆以使一讀者形象自許，並自自

我便正當中展現一種高度而優越的閱讀觀點和主體意識。 

    基本上，《金瓶梅》三家評點皆訴求「以意逆志」，一方面「通作者之文心」，另一方面則是「開覽

者之眼目」，評點本身既有其客觀性，同時也充滿了主觀性。然而《金瓶梅》三家評點所產生的歷史語

境和評點者個人生際遇的不同，若從「演義」編創視角論之，則評點本身所形塑的審美知覺、審美感

受和審美判斷，或將受到評點者的自我情感或意識型態的制約與影響，因而產生彼此理解的差異，使

得三家評點構成了一種「多音」現象。以今觀之，《金瓶梅》三家評點者皆展現出一種文人身分的優越

性，因此評點的個性化特徵也格外明顯。在某種意義上，評點本身不僅僅只是為了還原《金瓶梅》作

者的寫作圖和藝術手法，同時也可以說是評點者藉以抒發自我和體現自我存在的管道。評點家們以評

點作為「演義」編創的媒介，各自正有意在「一付手眼」中表達「疾世病俗」的世情關懷，無疑使得

評點本身的思想展現饒富意味。 

 

四、計畫成果自評 

  (一)預期完成工作項目 

    經由上述初步考察，本研究計畫期望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能夠為《金瓶梅》評點研究提供一個

新的論述向度，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成果。由上述問題意識的說明中，大致可以確立本研究計畫預期

要完成之工作項目主要有三： 

    第一，從「演義」編創的取義思維，釐清《金瓶梅》三家評點如何接受《金瓶梅》的書寫性質； 

    第二，從「演義」編創的文體觀點，探析《金瓶梅》三家評點在讀法建構方面所展現的敘事思維； 

    第三，從「演義」編創的闡釋角度，深入論述《金瓶梅》三家評點所展現的道德評價和倫理意識。 

惟在實際執行過程當中，因為諸多問題所限，未盡能依原規劃進度完成上述工作項目，仍待來日持續

撰寫論文並發表於學術期刊之上，以供學界參考。 

  (二)具體執行情形 

    1.在本專題研究計畫系列的執行過程中，已正式發表於學術期刊之論文乙篇如下： 

    李志宏：〈我自做我之《金瓶梅》──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的演義思維〉，《成大中文學報》第六

十期，2018 年 3 月，頁 129-170。 

    【摘要】明代中葉以降，通俗小說批評伴隨通俗小說創作之流行，不斷體現在各家筆記 散論、作

品序跋和實際評點之上，共同形塑了明清小說學的諸多理論面向。張竹坡 批評《金瓶梅》一書，不僅

接受了馮夢龍以降有關「四大奇書」的評價看法，更是 踵繼金聖歎批《水滸》而有所發揮。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張竹坡在批評文字中明確 提及「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與人批《金瓶梅》也哉」

和「使人一覽無復有 前此之《金瓶》矣」的思想主張，使得評點本身體現出強烈的演義思維。因此，

本 文即以張竹坡批評《金瓶梅》之評點文字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重點有三：一是分 析張竹坡對於

《金瓶梅》創作屬性的認知；二是探究張竹坡批評《金瓶梅》時所展 現的編創思維；三是闡述張竹坡

批評《金瓶梅》的所寄寓的世勸思想。經由上述研 究，期能解決以往研究有關苦孝說、吳月娘罪人說、

孟玉樓為作者自喻說的不解之 處，同時也為來日進一步分析其評點作法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礎。 

    【關鍵詞】張竹坡、《金瓶梅》、《第一奇書》、演義、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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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本專題研究計畫系列執行過程中，已正式發表於研討會論文乙篇如下： 

   李志宏〈一部炎涼景況──崇禎本《金瓶梅》評點的演義思維〉，「第十四屆(開封)《金瓶梅》國際

學術討論會」(2018 年 10 月 12-14 日)。 

 

 

 

一部炎涼景況 

──崇禎本《金瓶梅》評點的演義思維 

 

李志宏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本文的研究物件，是明代崇禎刊本《金瓶梅》及其評點。本文擬嘗試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之

上，專從「演義」編創視角，就崇禎本《金瓶梅》評點文字重新加以考察，期能重新探討批評者評注

《金瓶梅》時所關注的作意問題，由此瞭解批評者心中所解的崇禎本《金瓶梅》的寫作命意及其思想

旨趣。 

【關鍵詞】金瓶梅、演義、評點、崇禎本、繡像本 

 

 

一、前言 

 

   《金瓶梅》15自問世以來，即以抄本形式受到文人讀者的關注。今存最早刊本為明代萬曆刊本《金

瓶梅詞話》，與《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和《西遊記》並稱「四大奇書」，代表著中國古代

通俗小說藝術的重大成就。其後，崇禎年間《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刊行，並有繡像和評點。16據學者

考證，認為崇禎本《金瓶梅》是在萬曆詞話本的基礎之上進行重寫和改訂而成，兩者之間具有承繼關

係。17時至今日，諸多學者研究亦認為兩部《金瓶梅》之間存在諸多文字差異，不僅僅只是藝術表現的

進化，而是顯示出兩部《金瓶梅》寫定者具有不同的編創思考。因此，有關兩本《金瓶梅》各自所反

                                                 
 本文係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多音「演義」──《金瓶梅》三家評點研究〉(MOST 106-2410-H-103-122MY2)之部分研

究成果，謹致謝忱。 
15 《金瓶梅》現存三種主要版本：明代萬曆刊本《金瓶梅詞話》、明代崇禎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和清代乾隆刊本張

竹坡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本文研究物件為崇禎刊本《金瓶梅》。經學者考證研究，現存明代崇禎本《金瓶梅》版本為

數約有十餘部。相關研究概況的評述，可參楊彬：《崇禎本《金瓶梅》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年)，頁 13-15。 
16 本文以崇禎本《金瓶梅》指稱本文研究物件，所採用版本為齊煙、汝梅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會校本)(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 年)。本文所引原文和評點文字皆出於此本，僅標明頁數，不另贅注。 
17 「萬曆詞話本」與「崇禎繡像本」的關係，歷來是《金瓶梅》研究的重要議題，頗受到學者關注。有關崇禎本《金瓶梅》

繼承萬曆本《金瓶梅》的討論，可參齊煙、汝梅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會校本)，王汝梅：〈前言〉，頁 8-12。黃霖：

〈《金瓶梅》詞話本與崇禎本刊印的幾個問題〉，《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6 卷第 1 期(2006.1)，頁 2-9。王汝梅：〈《金

瓶梅》繡像評改本：華夏小說美學史上的里程碑〉，《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47 卷第 6 期(2007.11)，頁 1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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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寫作命意和思想旨趣，實不應簡單等同看待。18 

    本文的研究物件，是明代崇禎刊本《金瓶梅》及其評點。現存崇禎本《金瓶梅》評點文字，有「眉

批」和「夾批」，尤以「眉批」為重要，惟批評者為誰的問題，雖有諸多學者探討，但迄今沒有定論。
19以往對於崇禎本《金瓶梅》評點的探討，已累積了一些研究成果，並持續產出。20經學者考察分析，

其評點特色主要有三：「首先是評價人物事件等內容方面時著重道德評價，其次是評價小說塑造人物形

象的藝術手法時讚賞其白描手法，評價小說人物性格時著重情趣韻味的體驗與張揚。」21惟整體而言，

相關研究的品質仍然有其不足之處，猶待深化討論。揆其原因，相較于《金瓶梅詞話》和清代張竹坡

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而言，過去學界對於崇禎本《金瓶梅》的關注較少，整體研究成果並不深入。

此外，今存《金瓶梅》評點三家，但相較于清初張竹坡評本和晚清文龍評本而言，崇禎本《金瓶梅》

評點做為先行者，評注文字較為簡略且缺乏系統，因此學界關注較少。當然，這樣的情況也可能與崇

禎本《金瓶梅》現存文獻不足有關。 

那麼，崇禎本評點之存，究竟還有何值得進一步研究之處呢？關於這個問題，本文以為，應當回

到《金瓶梅》的傳播史上重新思考。經初步考察，大抵可以得到兩點主要認識：首先，如前所言，在

重寫方面可見崇禎本《金瓶梅》不同于《金瓶梅詞話》的思想價值，顯示出不同寫定者的編創思維；

其次，在評點方面，可見崇禎本評本的接受觀點不同于世俗讀者，以及對於張竹坡評本有明確的影響

和啟發。因此，不論如何，崇禎本《金瓶梅》及其評點之存，實際上仍有其不可忽視的文學史意義，

值得繼續深入探究。 

    一般而言，小說評點家為小說原著進行評點時，頗受到評點者個人意識形態和美學觀點的制約，

因此小說評點與小說原著之間所形成的對話關係，便體現出相當多元的理解空間，因此，對於讀者閱

讀和理解原著一事而言，或有正面提示的幫助，但也可能因過度延伸問題而存在誤讀的影響。當然，

評點本身也可視為評點家利用原著所進行的一種延伸性創作，因此十分重視個人批評視域的建構，帶

有「再創作者」的色彩，並不僅僅只是止於依附原著而作而已。事實上，評點家在揭示作者立言的作

法時，其實更多的是在於提供個人心目中一套理想的閱讀觀點和方法，希望讀者能循此進入小說世界

之中，同感共受小說作意和技法。借美國學者韋恩‧布斯(Wayne C. Booth)的觀點來說：「作家有義務

盡其最大努力使他的道德立場明白清楚。對許多作家來講，總會發生兩種義務的衝突，一種是作家在

表面上顯得冷靜、客觀的義務，另一種是他有義務通過使作品的道德基礎顯示得明白清楚而增加其他

效果。無人能代替作家做出選擇，但是如果謬稱藝術性的選擇總是以純粹和客觀做為取捨的標準，則

                                                 
18 相關討論，可參﹝日﹞寺村政男：〈《金瓶梅》從詞話本道改訂本的轉變〉，收于黃林、王國安編意：《日本研究金瓶梅論

文集》(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頁 226-243。陳遼：〈兩部《金瓶梅》，兩種文學〉，收于吉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編：《金

瓶梅藝術世界》(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55-66。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前言〉，頁 1-13。胡衍南：〈兩部《金瓶梅》──詞話本與繡像本對照研究〉，《中國學術年刊》第 29 其(2007.3)。李

志宏：〈一樣「世情」，兩種「演義」──詞話本與說散本《金瓶梅》題旨比較〉，收於氏著：《《金瓶梅》演義──儒學視野

下的寓言闡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年)，頁 37-55。 
19 目前對於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為誰的探討，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一、馮夢龍說，如黃霖：〈《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評點》初探〉，收於復旦學報編輯部編：《金瓶梅研究》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 年)，頁 67。不過黃霖隨後又推翻

己見，見氏著：〈關於《金瓶梅》崇禎本的若干問題〉，收于中國金瓶梅學會編：《金瓶梅研究》第 1 輯(南京：江蘇古籍出

版社，1990 年)，頁 73-77。二、湯顯祖說，如劉洪強：〈崇禎本《金瓶梅》的評改者為湯顯祖考論〉，《徐州工程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1 期(2009.1)，頁 75-80。三、謝肇淛，如王汝梅：〈《金瓶梅》繡像評改本：華夏小說美學史上的里

程碑〉，頁 131-137。王汝梅：〈再論《金瓶梅》崇禎本評改者是謝肇淛──崇禎本第六十四回回首詩補證〉，《吉林大學社會

科學學報》第 56 卷第 1 期(2016.2)，頁 163-169。四、李漁說，如劉輝：〈《金瓶梅》版本考〉，收於氏著：《《金瓶梅》的成

書和版本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59-86。吳敢：《張竹坡與《金瓶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

年)。胡文彬：《金瓶梅書錄》(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30-35。童天慮：〈李漁評點、改定《金瓶梅》考〉，《浙

江學刊》1993 年第 2 期，頁 85-89。沈新林：〈李漁評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考〉，《明清小說研究》1995 年 4 期，頁

38-50。以上諸說，仍存有疑義，迄今未成定論，待考。 
20 參李開：〈《金瓶梅》繡像本評點研究述評〉，《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4 期(2012.4)，頁 90-97。 
21 王書才：〈略論崇禎本《金瓶梅》的評點特色及其影響〉，《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4 期(2005 年 8 月)，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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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非明智之舉。」22因此，從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編創的角度言之，則可發現崇禎本批評者評注《金瓶梅》

之時，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小說家編創「演義」23的創作思維。是以，本文擬嘗試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

之上，專就崇禎本《金瓶梅》評點文字加以考察，並期能從「演義」編創的視角，重新探討批評者評

點《金瓶梅》時所特別關注的作意問題，藉以瞭解批評者心中所解的崇禎本《金瓶梅》的寫作命意及

其思想旨趣。 

 

二、崇禎本《金瓶梅》評點的價值 

 

    自《金瓶梅》問世以來，有關「淫書」與「非淫書」之辯，隨即成為文人讀者的爭論焦點。雖然

崇禎刊本《金瓶梅》是以重寫之姿現身於世，明顯展現出不同於詞話本的編創思維，但「誨淫」之論，

仍然未能因此獲得解決。不過，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在評點時並未糾纏于《金瓶梅》為「淫書」、

「穢書」與否的爭論之上；實際上，批評者所展現的閱讀方式，體現出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感，以及

以一種「賞玩」的姿態，將評點視角轉向對「世情」的關注，由此深入揣摩各種「人情」的敘寫之法。

在具體批評上，崇禎本批評者極力主張應「善讀」《金瓶梅》，因此特別提醒讀者不應以「淫書」對待。

第九十七回眉批曰： 

 

      李三黃四，瓦罐不離井上破，來保背主道財，皆人事天理所必敗者，故節上生枝，詳完此案。

知此則知金瓶梅非淫書也。(頁 1378-1379) 

 

在實際評點中，批評者時時提醒讀者要能發現小說敘述中所隱含的世情和人情，同時也必須在微言之

中，深入理解小說作法之所在，自有其一套善讀的洞見和說法。 

    基本上，崇禎本批評者十分熟諳通俗小說創作之道，因此在評點過程中，首要之處不僅自許為善

讀《金瓶梅》的理想讀者，暢言其閱讀接受時的諸種感懷，而且有意為一般讀者提供一套讀法和思想

主張。如崇禎本《金瓶梅》第一回篇首引詩曰： 

 

      豪華去後行人絕，簫錚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寶琴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化為今日西陵灰。(頁 1) 

 

眉批即批曰： 

 

      一部炎涼景況，盡此數語中。(頁 1) 

 

                                                 
22 ﹝美﹞韋恩‧布斯(Wayne C. Booth)著，傅禮軍譯：《小說修辭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76。 
23 關於「演義」作為一種文體的創作表現，清代佚名〈讀《西遊補》雜記〉中有一番具體陳述可為參考。其文曰：「問：『《西

遊補》，演義耳，安見其可傳者？』曰：『凡人著書，無非取古人以自寓，書中之事，皆作者所曆之境；書中之理，皆作者

所悟之道；書中之語，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顯著而隱約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見之，不可入于文集而借演義以達之。蓋

顯著之路，不若隱約之微妙也；直言之淺，不若曲折之深婉也；文集之簡，不若演義之詳盡也。若雨令妻賢子，處境豐腴，

一旦棄家修道，度必有所大悟大徹者，不僅以遺民自命也。此書所述，皆其胸膈間物。夫其人可傳也，其書可傳也；傳其

書，即傳其人矣。雖演義，庸何傷？』」見朱一玄編：《西遊記資料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53。關

於「演義」的文體觀念及其具體表現的相關討論，可參李志宏：《「演義」──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

2011 年)，〈上篇‧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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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炎涼景況」的概括評注中，可以體會到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對於「世情」的關注極深，並存

有深切的感慨之意。24因此，當小說原文敘及「這『財色』二字，從來沒有看得破的」(頁 3)時，批評

者亦即專就世情發表感想。此後，在諸多評點中，皆表達了對於小說揭露「世情之假」的讚賞，諸如： 

 

說得世情冰冷，須從蒲團面璧十年才辨。(頁 3) 

此書妙在處處破敗，寫出世情之假。(頁 262) 

      此書只一味要打破世情，故不論事之大小冷熱，但世情所有，便一筆刺入。(頁 681) 

 

上述評論無不顯示了批評者對於《金瓶梅》的閱讀和接受，處處體現出一種強烈且充滿對比性的人生

感悟。如此一種閱讀姿態，可謂呼應了東吳弄珠客所撰序言所雲：「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

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是以，崇禎本《金瓶梅》批

評者在評注之中一一看破世情，仍在某種意義上表現出文人內在的淑世意識。 

    就實際情形來看，崇禎本批評者對於《金瓶梅》的閱讀、接受和評點，並非只是偶然拈來之作，

而是經過反復閱讀之後的感悟。25因此，對於世俗之人的粗讀作為，往往不以為然。在評點中，時可見

到批評者的耳提面命之語，如第二回敘及西門慶踅至王婆家睃望潘金蓮的情景， 

 

      看看天色晚了，王婆恰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徑去簾子底下櫈子上坐

下，朝著武大門前只顧將眼睃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

甜些。」王婆連忙取一鐘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

錢。」王婆道：「繇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

心只在婦人身上。就是他大娘子月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只道為死了卓二姐的緣故，倒沒

做理會處。當晚無話。(頁 39) 

 

眉批評注曰： 

 

      摹寫輾轉處，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之精神所在也。若詆其繁而欲損一字者，不善讀書者

也。」(頁 39) 

 

其他如第十一回敘及潘金蓮輸棋，把棋子撲撒亂了，眉批曰：「金蓮撒嬌弄癡，事事俱堪入畫。每聞一

過，則令人銷魂半晌。」(頁 131)又如第四十九回敘及胡僧進入西門慶家廳堂時睜眼觀看之情景，眉

批曰：「讀此書者，於器用食物皆病其贅。誠潛心細讀數遍，方知其非贅也。」(頁 637)皆顯示出崇禎

本《金瓶梅》評點首重文本細讀工夫，尤其重視字句摹寫之間所體現的「人情」，提醒讀者「讀書」之

道。准此閱讀原則，批評者不斷提醒讀者必須潛心細讀，方能瞭解作者敘述之法及其隱含之意。因此，

從「摹寫輾轉處」、「每聞一過」和「潛心細讀數遍」的批語即可知，現存崇禎本《金瓶梅》評點文字，

乃批評者者經過多次反復閱讀後之體悟所得。此外，由於批評者深刻體會作法之道，於是總能在看似

無關緊要處發現作者文心，因而評注多有類似的藝術評價： 

 

                                                 
24 黃霖指出：「用『世情』這個概念來評價小說，當時馮夢龍等人已有所運用，但從來沒有像《新刻》評點這樣突出。『世

情』兩字，從此就成了我國古代小說批評史上常用的特有概念。」見氏著：〈《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評點初探〉，頁 69。 
25 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是否看過《金瓶梅詞話》，目前因文獻材料有限，未便輕下判斷。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第三

十回敘及吳月娘關心李瓶兒懷孕肚疼之事，批評者於眉批評注曰：「月娘好心，直根燒香一脈來。後五十三回為俗筆改壞，

可笑可恨。不得此元本，幾失本來面目。」(頁 390)引文所言「俗本」，或即指《金瓶梅詞話》；「元本」則或指《新刻繡像

批評金瓶梅》。惟此一問題，涉及到兩種版本出版時間先後問題，並非本文論述主旨之所在，謹此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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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在絕沒要緊弄巧，一味文心細冷。(頁 288) 

      此一段似可省而不可省，文情紆回之妙正在此。」(頁 514) 

      熱處生情，冷處生韻，尖處生巧，調笑處世恒情。措思不落俗調。(頁 930-931) 

      似說破，又似不說破，此書妙處只是一冷。(頁 1211) 

 

正因為批評者以其「才子文心」，對於小說敘述中的諸多「細節」相當重視，才能在感同身受中咀嚼字

裡行間隱微蘊含的各種妙趣，充分掌握《金瓶梅》中的世情及其寫實敘述表現，並視之為其重要特色。
26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提出「善讀」的思想主張，在某種意義上，顯示了

批評者始終立足于作者本位的視角之上進行評點，始能如此深體作者作書主意，並見出筆法之妙。於

是，在具體的評論上，批評者對於《金瓶梅》敘述精彩之處的發現，便時有類似「每讀至此，令人笑

不自製」(頁 1001)的興味之評；讚賞描寫筆法之細膩時，亦多有稱許為「何得文人刻劃至此」(頁 796)、

「豈淺淺文人所辨」(頁 1032)的妙趣之評，頗與晚明文人追求獨抒性靈的閑賞美學有所聯繫；27甚至在

微言的體悟方面，有「字字有心，直從太史公筆法化來」(頁 178)、「高文妙法，子長以下所無」(頁 1016)

的史筆之評，則與明代《史記》評點盛行，以及《史記》對於明代文學發展的深切影響有關。28 

    整體而言，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正是以「人情」為關注重點，因此在評點時，特重在「傳神

寫照」中播出「有聲有色情景」，見出「筆墨之妙無窮」，同時重視敘述的「輕重節次」。以今觀之，即

便批評者可能領悟到諸多性愛場景所可能隱含的特殊意義，如第七十一回評注西門慶夜夢李瓶兒曰：

「寫夢境可謂幽冷有致，卻又帶夢遺，發一笑。文心遊戲處，決不為筆墨縛束。」(頁 981)但評注文

字所體現的思想傾向，卻極力將之與人情進行聯繫，進而從多元面向表達對於世情的深刻觀照。簡而

言之，崇禎本批評者對於讀法的建構，有意為讀者提示畫龍點睛之趣，進而通過評點透顯一片世情與

人情，以此增進閱讀興味。此外，由於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對於世情的關注甚深，因此每每以類

似「直從太史公筆法化來」的評語，賦予小說寫作表現以高度藝術評價。而其中，有關「善讀」、「非

淫書」和「太史公筆法」等批評主張的提出，以及對於小說作意的理解和闡釋，都展現出不同于時俗

的閱讀之見，對於其後清代張竹坡評本中所示讀法，可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9此乃其不可忽視的研究

價值。 

 

三、批評者對於崇禎本《金瓶梅》作意的理解 

 

    美國學者浦安迪(Andrew H. Plaks)曾經提出一個有意味的研究觀點，即崇禎本批評者在關於「意義

層面」的解釋時，存在某些「聯想」和「假設」，其中包含了覆蓋整個敘事的佛家載道框架、儒家意義

框架，以及對於性欲的態度。浦安迪認為，崇禎本批評者在意義闡釋上所寫下的評注觀點雖然相當令

人失望，但卻也顯示出其值得加以考慮之處。30本文以為，崇禎本批評者對《金瓶梅》進行意義建構和

                                                 
26 有關細節所反映的寫實敘述表現的討論，可參楊玉成：〈閱讀世情：崇禎本《金瓶梅》評點〉，《國文學志》第 5 期(2001.12)，

頁 127-134。 
27 有關晚明文人閑賞觀念的形成及其具體美學表現的考察與討論，參毛文芳：《晚明閑賞美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年)。 
28 參周建渝：〈從《史記評林》看明代文人的敘事觀〉，《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 3 期，頁 87-97。黨藝峰：〈《史記》

評點與明清文章學觀念的建構〉，《渭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32 期(2017 年 1 期)，頁 59-65。 
29 崇禎本所提出的「善讀」、「非淫書」和「史筆」的批評之見，對於張竹坡評點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有關張竹坡評點的討

論，可參李志宏：〈我自做我之《金瓶梅》──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的演義思維〉，《成大中文學報》第 60 期(2018.3)，頁。 
30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金瓶梅》崇禎本評注：瑕中之瑜〉，收於氏著，劉倩等譯：《浦安迪自選集》(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頁 1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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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時所寫下的評注觀點，其實多少帶有一種自我投射的批評意識。因此，若從「演義」編創觀點看

待，其實可以發現，批評者在「聯想」和「假設」的意義闡釋中所寫下的評注，在某種意義上展現出

一套編創演義的美學思維，饒富意味。以今觀之，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對於作者作書大意的理解，

主要反映在西門慶病入膏肓和孟玉樓改嫁李衙內的評注之上。從評注文字可知，崇禎本批評者對於《金

瓶梅》一書作意的理解，大體上呈現出兩個主要關懷面向： 

  (一)對於人物命運的關注 

    有關「命」的思考，向來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論述中的重要課題。在現實上，宋代以降通俗演義

之作，更是通過話本的敷演，高度展現出對人的生命際遇變化的興趣和關懷，從而寄寓一套處世智慧

和命運觀。31以今觀之，崇禎本《金瓶梅》即使經過重寫，小說敘述實際上繼承了這樣一套思想表述傳

統。崇禎本批評者在評點時每每表達了對於「造化」議題的興趣，諸如： 

 

世上偏有此顛倒事，真是造化弄人，作者直與造化遊矣。(頁 1213) 

春梅一女奴也，忽變而為福星，斯亦奇矣。及認為福星，則又變而為惡煞矣，造化不測如此。(頁

1256)  

敬濟一少年不經事妄人也。一流落便當該死，乃從冷鋪傭奴中，忽又有此一番富貴，人生信忽

有命矣。(頁 1379) 

敬濟生平狂悖薄劣，死未罄辜，而有愛姐、翠屏為之誓死靡慝。涼德而受美報，天下事盡多不

可解者如此。(頁 1404) 

 

顯然，批評者對於崇禎本《金瓶梅》作者描寫人物命運曲折變化的敘事表現，深表贊許；同時，批評

者也對於人生不可測知「命」，有時感到困惑與不解。但不論如何，批評者對於人物命運的關注，正有

助於在小說敘述的細微之處，一一揭示世俗讀者輕忽的「情理」。 

    崇禎本《金瓶梅》一書是以「西門慶熱結十兄弟」為開篇，因此有關西門慶及其一家人生境遇發

展的變化情形，便顯得格外引人矚目。從演義編創的角度來說，當崇禎本《金瓶梅》寫定者專就西門

慶發跡變泰的生命歷程進行情節建構時，自不免在小說敘述開端即賦予故事以一套道德準則和思想論

述。第一回評論世人沉浸於征逐酒色財氣時即曰： 

 

      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欲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

於盡，著甚要緊！雖是如此說，止這酒色財氣四件中，惟有「財色」二者更為利害。怎見得他

的利害？假如一個人到了那窮苦的田地，受盡無限淒涼，耐盡無端懊惱，晚來摸一摸米甕，苦

無隔宿之炊，早起看一看廚前，愧沒半星煙火，妻子饑寒，一身凍餒，就是那粥飯尚且艱難，

那討余錢估酒！更有一種可恨處，親朋白眼，面目寒酸，便是淩雲志氣，分外消磨，怎能勾與

人爭氣！(頁 1-2) 

 

此時，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在眉批評注曰：「情景逼真，酸倈讀此，能不雪涕。」(頁 2)從「情景

逼真」一語概括評論內容來看，批評者顯然十分贊同上述思想觀點，而「能不雪涕」一語，則又投射

了批評者在旁觀之中所注入的強烈人生體悟。以此，在後續情節發展中，批評者對於世人迷而不悟，

專意於追求「財色」，盡而導致自我身心性命的墮落以及家庭毀滅，明顯流露出不以為然的看法。其評

                                                 
31 如同樂蘅軍所言：「話本小說的敘事語調，是『說話人』(話本講述者)以一種論談誨世的口吻來講故事的，他們不但自負

博學多聞，而且經常表現洞達情，深悉禍福，有足夠『品評天下淺與深』的本領，因此他們有時便以講論的方式，直接將

讀者帶引到省察命運的談話中。」見氏著：《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3 年)，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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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字如：「經此一番，便當收斂。西門慶事過卽已，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頁 222)、「西門慶家

居亦可謂富貴矣，今以此相形，便覺純是市井暴發戶景象富貴甯有極耶？隱隱寫出。」(頁 721) 皆毫

不掩飾地表現出批判與反諷之思。 

    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為了凸顯世情的「炎涼景況」，評注之時往往採取「對比」視角，從對照

參考中見出小說人物彼此識見與作為的差異，甚至強調人物命運前後景況變化，如第二十三敘及宋蕙

蓮勾搭西門慶後，全無忌憚，眉批評注曰：「小器易盈。敘此一段，以為後不得其死張本。當與春梅參

看，庶不失作者之意。」(頁 301) 即特將春梅與宋蕙蓮進行對比，以顯示其識見和作為的差異，如何

導致兩人最終命運大不相同。又如第五十五回敘及苗員外與西門慶交結時，應許將兩個歌童相送，眉

批評注曰：「西門慶施予結交，人人背去。忽劈空幻出一苗員外，認真信義，亦大可笑。不知造化錯綜

之妙正在此。當與韓愛姐守節參看。」(頁 725-726)則從守節一事將苗員外與韓愛姐兩人的作為進行

對比，以此凸顯人物命運變化之妙。而其中最為凸突出且重要的評注意見，當屬武大被迫服藥而遭殺

害與西門慶臨終前服藥歡愛的場景對比。且觀第五回敘及潘金蓮強喂武大鴆藥並謀命時情景曰： 

 

    那婦人回到樓上，看著武大，一絲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你

做甚麼來哭？」婦人拭著眼淚道：「我的一時間不是，吃那西門慶局騙了。誰想腳踢中了你心。

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我活，無事

了，一筆都勾。武二來家，亦不提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那婦人拿了銅錢，徑來王婆

家裡坐地，卻教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

裡吃了，倒頭一睡，蓋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卻是好也。生受大嫂，

今夜醒睡些，半夜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你。」看看天色黑了，婦人

在房裡點上燈，下麵燒了大鍋湯，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裡。聽那更鼓時，卻正好打三更。那婦

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卻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裡？」武大道：「在

我席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我吃！」那婦人揭起席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將白湯沖在盞內，

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

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得病好，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

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頁 71-72) 

 

在此一段落中，崇禎本批評者武大話語中兩次夾批：「可憐」，又於眉批評注曰：「讀此而不髮指心裂者，

非情也。」(頁 71)頗見感憤之意。相較於此，第七十九回敘及潘金蓮于西門慶醉中服食胡僧藥與歡愛

情景時曰：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連忙一﹝石骨﹞碌扒起

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著他肩膀上，摟在

懷裡，口中喃喃呐呐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

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丟倒頭在枕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

被窩內，慢慢用手腰裡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

禁那欲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捏弄。蹲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

急的婦人要不的。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裡放著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子裡罵

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達擺佈你。你達今日懶待動彈。藥在我袖中穿心盒兒內。

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裡面只

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鐘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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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千不合，萬不合，拏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著眼只顧吃下去。

那消一展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頁 1142) 

 

先前西門慶聯手潘金蓮殺害武大，如今自食惡果，可謂天理昭彰。眉批即評注曰：「此藥較武大所差幾

何？此吃法與武大吃法所差幾何？因果迴圈，讀者猛省」(頁 1142) 最後，西門慶精盡血流，昏迷過

去，四肢不收。批評者於夾批曰：「可憐」。眉批評注曰：「看此光景，與宰殺諸物何異？」(頁 1143)

同樣從場景敘述中感受到一種驚心動魄的情緒。由此可見，崇禎本批評者立足於小說敘述的整體結構

之上，以居高臨下的俯視之姿，宏觀見出前後兩個場景之間的相似性。正因為批評者秉持這樣一種具

對比性的慧眼參看人物作為，因而得以在互見之中，清楚看透世情變化之中人物命運的冷熱現象。兩

相對照之下，有關《金瓶梅》的寫作命意，可謂一目了然。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在評點過程中，

十分著眼于人物作為與其命運變化的關係。 

    在上述場景對比中，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強調「因果迴圈，讀者猛省」，藉以提醒讀者深思，

評注本身除了明確顯示出批評者對於人物作為的道德評價之外，其實更體現了批評者心目中自有一套

既有的道德意識和倫理準則。若依「演義」編創的取意作法來說，關於西門慶縱欲死亡的情節建構，

始終充分展示出一股強烈的教化警示意涵，自不待言。有意味的是，西門慶恣意妄為，迷悟其中，卻

又扮演洞悉世情者，每每大發侃侃之論。如第六十九回敘及西門慶向吳月娘說明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因

李桂姐事遭到光棍詐銀，頗有一番治身理家之見： 

 

      西門慶發了眾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是那個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

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為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

他包著。嗔道一向只哄著我！不想有個底腳裡人兒又告我說，教我差幹事的挐了這幹人，到衙

門裡都夾打了。不想這幹人又到他家裡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只說衙門中要他。他從沒

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了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剛纔把那起人又拿了來，紮發了一頓，

替他杜絕了。人家倒運，偏生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你家祖父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

入武學，放著那名兒不幹，家中丟著花枝般媳婦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著這夥光棍在院裡

嫖弄。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乳老鴉笑話豬兒足，原來燈檯

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為，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人！」幾句說

的西門慶不言語了。(頁 958) 

 

將西門慶此番言論內容對照於自身貪欲喪命的結果，可謂深具反諷意味。批評者於眉批評注曰：「此為

世人說法，讀者當下須猛省。」(頁 958)的是真言。無可諱言，在《金瓶梅》中，有關西門慶因為好

色、縱欲，終而導致自我身心性命毀滅的事件編排和敘述，自然是小說敘述的寫作命意之所寄。因此，

崇禎本批評者在評注中，十分看重小說敘述所隱含的春秋筆法及其寓意，不無道理。如第二十一回敘

及吳月娘雪夜燒香祈子，不拘妻妾六人，祈願西門慶早日得見嗣息，以為終身之計。西門慶得知後，

一把將月娘拖進房內仔細觀看。此時，批評者於眉批評注曰：「此正好德之時，忽又插入好色，畢竟德

不勝色，可歎，可歎！」(頁 266)正是有感于西門慶行事，向來是好色勝於好德，毫無節制，以致終

為色欲所害，令人不勝唏噓。在《金瓶梅》中，當西門慶病入膏肓之態時，敘述者評論曰： 

 

      看官聽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無窮。又曰：嗜欲深者，其生機淺。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

更不知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起頭所說：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頁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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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上述評論本身，已然具體回應了小說敘述之初，敘述者明確批判世人跳不出酒色財氣圈子、

終與之同歸於盡的無知作為的一番言論。嚴格來說，《金瓶梅》作者對於小說人物壞事惡行之傳播，自

然寓有無限懲創之意，藉以樹立一套道德準則，為世人說法。此時，崇禎本批評者在眉批評注曰：「此

菩提棒喝，須省，須省。」(頁 1143)、「以起詩作結，作者大意所在。」(頁 1143)無疑更清楚表示出

對上述評論的思想觀點表示認同。崇禎本批評者據以指明《金瓶梅》一書作意之所在，可謂深明其寫

作之道。 

    不過，必須一提的是，崇禎本批評者固有其依循儒家學說思想所秉持的道德準則和倫理意識，並

用於評注之中批判人物的壞事與惡行。但是，俗雲：「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當小說人

物一旦面臨死亡之際，批評者仍不免為人物身命之亡，暫時擱置既有的道德倫理判准，並且為之感歎

再三，甚至不忍卒睹。最明顯的例子當屬如第八十七回敘及武松自從墊發孟州勞城充軍之後，不忘為

兄報仇，最後回到清河縣後，于武大靈前殺死潘金蓮： 

 

      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著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著，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

日武松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勢頭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撾了一把香灰，塞在他

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劈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髟狄﹞髻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

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後用兩隻腳他兩隻肐膊，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

心怎麼生著，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

心窩內只一剜，剜了個血窟礱，那鮮血就冒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腳只顧登踏。武松

口噙著刀子，雙手去斡開他胸脯，鋪扢的一聲，把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瀝供養在靈前。後

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頁 1247-1248) 

 

先前武松回到清河縣時，走過王婆門首，潘金蓮聞聲再見之際，舊心不改，仍盼姻緣，完全忘卻先前

所行壞事。批評者於眉批評注曰：「武松之為人與報仇之意，王婆金蓮昔所日夜憂心者，而今竟若忘之，

何哉？一為利昏，一為淫迷。故只以為已往之事，不深思矣。」(頁 1244-1245)最終，武松狠心殺嫂祭

兄，潘金蓮只落得芳魂無依的淒慘下場。此時，批評者於眉批評注曰：「讀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稱快，

然而心實惻惻難言哉。」(頁 1248) 由此可知，批評者並非一意以揭露世情之假為主意，評注對於人物

命運際遇變化的關注，其實更多的是以悲憫的心態和眼光加以審視，深切期望世人能由此反省自身作

為，切勿重蹈覆轍。面對李瓶兒死亡結局，亦多有類此感歎，諸如「明知為子虛之報，而猶憐惜，不

忍讀。甚矣，情色之奪理也！」(頁 794)、「語語是托孤囑遺，卻又語語是貪生戀世。酸酸楚楚，不忍

多讀。」(頁 836)、「臨死生禍福之際，情生情滅，初意轉念，脈脈可思。思之欲哭。」(頁 840)從接

受美學的角度來說，這種同情悲憫的閱讀方式，無疑構成了一種複雜的閱讀經驗，猶待讀者一一甄辨

和體會。32
 

  (二)對於因果報應的重視 

    基本上，評點作為一種特殊批評方式，提供了讀者閱讀作品時的重要參考座標，乃理所當然之事。

但如前所言，批評者在評注之中所寫下的各種思想判斷，其實也在某種意義上展現了一套道德認知和

倫理意識。且觀第一回敘述者評論財色時曰： 

 

      只有那《金剛經》上兩句說得好，他說道：「如夢幻泡影，如電複如露。」見得人生在世，一件

也少不得，到了那結果時，一件也用不著。隨著你舉鼎蕩舟的神力，到頭來少不得骨軟筋麻，

                                                 
32 有關「悲憫」讀法的討論，可參楊玉成：〈閱讀世情：崇禎本《金瓶梅》評點〉，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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繇著你銅山金穀的奢華，正好時卻又要冰消雪散。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

人皆掩鼻而過之，比如你陸賈隋何的機鋒，若遇著齒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倒不如削去六

根幹凈，披上一領袈裟，參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

個清閒自在，不同火坑中翻觔鬥也。(頁 3) 

 

批評者於眉批評注曰：「生公說法，石應首肯。」(頁 3)這顯示了崇禎本批評者完全接受上述一套勸戒

世人的處世觀點。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評論本身所蘊含的佛教義理思想的框架，更明確出現在批評者

解釋《金瓶梅》一書的作書大意之上。 

第九十一回敘及西門慶死後，孟玉樓再嫁李衙內，街談巷議，指戳說道： 

 

      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奸騙人家妻女。

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毛兒

零撏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頁 1395) 

 

於是在「炎涼景況」的思想命題主導下，崇禎本批評者接受與認同了事件本身所蘊含的「因果報應」

之道。倘從預述性敘事框架建置的角度來說，孟玉樓于西門慶死亡之後再次改嫁一事，儼然回應與驗

證了小說敘述之初的一場「預告」： 

 

    說話的為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只為當時有一個人家，先前恁地富貴，到後來煞甚淒涼，

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著，親友兄弟，一個也靠不著，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

內中又有幾個鬪寵爭強，迎奸賣俏的，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血染空

房。(頁 3-4) 

 

當然，孟玉樓改嫁事件，只是《今瓶梅》世情書寫中的冰山一角。若以此類推，西門慶死亡之後，家

道日漸衰落，家庭成員作鳥獸散，乃必然發展之勢。尤其對於孟玉樓再次改嫁一事的評論，是由市井

百姓的輿論觀點所發出，更見其警世的勸戒意圖。因此，崇禎本批評者於眉批評注曰：「此一段見作書

大意。」(頁 1395)其實不為無因。 

    崇禎本批評者在評點過程中進行意義闡釋時，有意以佛教義理作為思想表述的參照座標，並之作

為評注背後的隱性道德邏輯，乃屬事實。從演義編創的作法來說，評注思考天道之所在時，往往以因

果為論，是以，在「依事取義」的判斷中，諸如： 

 

以瓶兒之為人而罹夭折，使不見子虛一段，吾必謂無非無儀之閑婦人，而且咎天道之不平矣，

而孰知其不然。可輕許人而妄論天道哉！(頁 830) 

      以瓶兒之為人，在西門慶妻妾中似不應獲早死之報，不知早死正瓶兒之福。知此，方可論因果

報應。(頁 881) 

 

其中，天道與因果報應觀念的聯繫，即可視小說敘述背後的一種思想主導或道德邏輯。而對於此一寫

作命意的提煉，正是批評者在評點中用以展示自我人生觀的一種媒介或途徑，實有其自我投射的深刻

生命感悟存乎其中。於是，在看破「財色」的批評主張之下，批評者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和立場品評小

說人物際遇變化，從中照見《金瓶梅》的作書大意。嚴格來說，批評者之評點《金瓶梅》，首要關注者

不在於世俗喜談樂道的情色問題，而是在於安身立命之道。於是，在上述思想觀點的指導下，批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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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金瓶梅》並非「淫書」，提醒讀者應該醒目、覺心。因此，第一百回敘及普靜禪師于永福寺念偈，

薦拔幽魂、解釋素冤時，批評者即於眉批評注曰： 

 

      楞嚴耶？法華耶？大悲耶？亦複如是觀。讀此書而以為淫者、穢者，無目者也。(頁 1417) 

 

同時，批評者又化身為作者之姿，致力還原和闡釋小說敘述旨趣，為一般讀者昭示作法。如第一百回

敘及眾魂蒙普靜禪師薦拔托生而去時，批評者於眉批評注曰： 

 

      試看全傳收此一段中，清清皎皎，如琉璃光明，映徹萬象。所謂芥子納須彌，亦作如是觀。(頁

1417-1418) 

 

由此可知，上述評注文字本身，並不僅僅只是展示了評點者對於作品閱讀的接受態度、理解方式和闡

釋取向而已，而是當評點者極力揭示小說敘事之法時，其目的在於化身作者之姿，通過評點表述個人

的人生觀和命運觀，進而達成自我表現的目的。 

    當然，必須進一步說明的是，崇禎本批評者對於佛教因果報應之說的接受和強調，並不是為了宣

揚一套佛教學說和迷信。更重要的是，評注之設，其實為安身立命一事暗示了可能的解決之道。第三

十一回敘及西門慶生子加官，開宴為歡。席上邀請劉太監、薛太監兩位內相，並點唱三曲套詞──「歎

浮生有如一夢裡」、「《陳琳抱妝盒》雜記」、「《普天樂》『想人生最苦是離別』」，批評者於眉批評注曰： 

 

      看者只老太監三曲題儚語可笑，不知作者借老太監儚語一笑，歎盡西門慶之一身事業多而心玩

苦自見矣。」(頁 406-407) 

 

另於夾批中亦有言曰：「何異說法」(頁 406)、「此題不即不離，尤切」(頁 406)，早在此處明確表達了

「浮生若夢」的人生本質觀，並預見西門慶未來的生命結局。然而，一般世俗之人執迷於七情六欲，

往往無視于修身的重要性。只有在面臨身亡家毀時，才會在回首過往中瞭解人生真相，繼而感歎人生

命運變化之不可測。    正因為如此，第一百回敘及時值宋金戰亂，吳月娘帶著孝哥、家人流離失所，

避寓於永福寺。夜夢普靜禪師超度西門慶等一批鬼魂投胎，其中孝哥即西門慶托生。最終，孝哥被禪

師幻化而去： 

 

      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何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頭，摩頂受記。可憐月

娘，扯住慟哭了一場，幹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業，不想被這老師幻化去了。

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

作辭月娘而去。臨行分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番兵退去，南北分為兩朝，中

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

「師父，你度托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老師便

道：「娘子休哭！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眾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頁 1421) 

 

此處，因果迴圈之論，可謂十分明顯，而夾批曰：「一部本旨」(頁 1421)，更見批評者對於此一「獨

罪財色」的救贖結局相當重視。當然，如前所言，批評者所著眼者，並不在於強調果報思想，而是以

憐憫之心，感歎身命困脫無由。因此，眉批評注曰：「讀至此，使人哭不得笑不得。吾為月娘孤苦伶仃，

則肝腸數斷，為西門慶度脫苦海，則眉眼欲舒，閱者著眼。」(頁 1421-1422)至此，「宗教箴規為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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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設置一條相對有效的救贖途徑」，33事實上正有其不可忽視的悲憫之思。 

    那麼，人生在世，究竟如何能夠尋得可能的解脫之道？批評者亦試圖在評注中提出一番見解。如

第五十一回敘及吳月娘與大妗子、楊姑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和李桂姐眾人

一起圍坐聽薛姑子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薛姑子道： 

 

          蓋聞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畫堂繡閣，命盡有若長空；

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姿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

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青史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

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青春未半，而白髮來侵，賀者纔聞，而吊者隨至。

苦，苦，苦！氣化清風塵歸土。點點輪回喚不回，改頭換面無遍數。 

      南無盡虛空遍法界，過去未來佛法僧三寶。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頁 669) 

 

《金剛經》曰：「如夢幻泡影，如電複如露。」的是真言。若聆聽說法後，仍是縱欲於酒色財氣之中，

其罪終將自受，萬劫不復。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有感于佛法義理，在眉批即評注曰：「讀數語，令

人修行不及，為歡不及。奈何，奈何！」(頁 669)此一番無奈之評，既是洞悉世情之下的悲憫情懷表

現，同時也是對廣大眾生和云云讀者的深切提醒，可謂切中要旨。 

 

 

四、結語 

 

    本文對於崇禎本《金瓶梅》及其評點的研究，主要從眉批和夾批中探論批評者於評注過程中所展

現的一套演義思維。基本上，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對於小說摹寫世情的問題深感興趣，並在反

復細讀文本時，深體人情敘寫文字所隱含的各種幽微妙趣。因此，在評點時每每提醒讀者必須以善讀

的眼光看待《金瓶梅》，方能真正把握作者作書大意。 

    正是在上述閱讀認知和方法的主導下，崇禎本批評者認為《金瓶梅》一書並非一般世俗讀者所認

為的「淫書」，其作書文法亦非一般文人所能與聞。經本文考察所見，批評者立足于作者觀點進行品評

時，除了揭示善讀的方法之外，更從從文本展開一場演義編創。從整體觀點來說，崇禎本批評者認為

《金瓶梅》一書專意描摹世情的炎涼景況，而其思想主張主要反映在三個關懷面向之上：一是對命運

際遇的關注；二是對因果報應的重視，並視此為作者作書大意之所在。 

    最後，回歸演義編創的思維來說，崇禎本批評者仍然在有限的評注中，對於安身立命之道提示了

個人的主張，即提醒世人：人生的本質乃浮生若夢一場，因此應當及時修行，放下對於酒色財氣的征

逐，以期早日從「色中悟空」，避免身心性命迷惑於財色而遭到毀滅。如此一番提醒，可謂切中要旨。

當然，在正文評點中，崇禎本《金瓶梅》批評者多表現出對於世情、人情的深刻觀察和體會，有關人

物評論本身，更展示了批評者的道德認知和倫理意識，而這也使得評注本身免不了體現出一種教化性

的思想框架。關於崇禎本評注在世情觀照的具體思想表現，則尚待來日撰文續論。 

 

 

                                                 
33 賀根民：〈《金瓶梅》評點題旨論〉，《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1 期(2011 年 2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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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寺村政男：〈《金瓶梅》從詞話本道改訂本的轉變〉，收于黃林、王國安編意：《日本研究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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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自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頁 155-159。 

 

    3.在本專題研究計畫系列執行過程中，仍將持續撰寫論文，預計投稿發表於研討會如下： 

    李志宏〈離身題外，設想局中──文龍批評《金瓶梅》的演義思維〉，「第十六屆(上海)《金瓶梅》

國際學術討論會」(2020 年 10 月中旬)。 

 

    明清時期，小說評點盛行。《金瓶梅》今存評點三部，分別是明代崇禎本、清代張竹坡本和清代文

龍本。其中文龍本屬於未刊本，未見流行，因此過去學界對此關注者相對較少。本文之研究，即以文

龍批評《金瓶梅》文字為研究對象。 

    清代文龍批評《金瓶梅》本，係中國學者劉輝於 1985 年在北京圖書館柏林寺分館發現。經劉輝發

現後，加以整理和著錄後出版，才得以面世為人所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龍評點主要書寫在「在

茲堂本」張竹坡評本之上，評點形式包含眉批、旁批和回評，回評獨立成篇，共計六萬餘言。相關批

評文字，並非一時之作，而是分別寫於光緒 5 年、6 年和 8 年，顯示其為文龍多次閱讀《金瓶梅》之

感悟。34 

    從現存文龍評點文字來看，除了闡述個人閱讀見思之外，最重要的是，時有與張竹坡批評相互對

立的觀點出現，並屢屢提出質疑和駁正，前人研究已多有關注。35今觀張竹坡之批評《金瓶梅》，在〈竹

坡閒話〉一文中，張竹坡清楚表示個人有替代作者之姿立言的評點動機、，意圖和做法。文曰： 

 

      邇來為窮愁所迫，炎涼所激，於難消遣時，恨不能自撰一部世情書，以排遣悶懷。幾欲下筆，

而前後拮構，甚費經營，乃擱筆曰：我且將他人炎涼之書，其所以前經營者，細細算出，一者

可以消我悶懷，二者算出古人之書，亦可算我今又經營一書。我雖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

書之法，不盡備於是乎！然則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與人批《金瓶梅》也哉！（上冊，

頁 24） 

 

因此，張竹坡在細筭《金瓶梅》結構之時，即有意「持往作書之法」以批之，並試圖從中「自撰一部

世情書」，由此表明「我自做我之《金瓶梅》」的經營企圖。正因為如此，張竹坡評點本身，並非以客

觀立場掘發小說思想寓意和藝術手法為主要目的，而是在評點之中寄寓了主觀的價值判斷、審美感受

乃至生命體驗，充分展現出個人編創的主體意識和思想主張。36然而，文龍在「在茲堂本」張竹坡評本

之上進行評點之時，似乎無視於張竹坡所撰聲明，因此在個人的閱讀立場和批評視域中，往往對於《金

瓶梅》題旨和藝術感受有不同於張竹坡的理解差異，時有質疑張竹坡評點的說法提出。例如對孟玉樓

為作者自況說頗不以為然： 

                                                 
34 有關劉輝發現文龍批評《金瓶梅》相關文獻資料，可參劉輝〈略談文龍批評《金瓶梅》〉、〈文龍及其批評《金瓶梅》〉二

文，收入氏著：《《金瓶梅》成書與版本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年)。由評點文字，可參見黃霖編：《金瓶梅資

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惟目前文龍評本目前收藏何處，不得而知，無從窺其原貌。相關研究只能根據上述

文獻資料進行論述，此乃一憾。 
35 陳翠英：〈閱讀與批評：文龍評《金瓶梅》〉，《臺大中文學報》15 期，2001 年 12 月，頁 283-320。。 
36 有關張竹坡主張「我自做我之《金瓶梅》」之評點作法的相關討論，可參李志宏：〈我自做我之《金瓶梅》：張竹坡批評

《金瓶梅》之演義思維〉，《成大中文學報》2018 年 3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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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禹門云：批書者，總以玉樓為作者自況，不知從何處看出，而一口咬定，惟恐旁人不理會，

時時點出，是可怪也。……自比婦人，自比再酷之寡婦，自比誤嫁匪類之粗愚而美豔之婦人，

果有其事，不得不振筆直書，憑空結構，我操其權，何必作此無味狡獪乎？我固謂所批有然，

有不然。(第七回，頁 416-417) 

 

由此可見，文龍對於《金瓶梅》作文之法，並非單純習受張竹坡的批評觀點，而是有其獨到看法。而

此一做法，無疑使得張竹坡評本與其批評之間構築出一個特殊的對話場域，可謂饒富意味。 

    以今觀之，舉凡《金瓶梅》在題旨動機、寫作技法、人物品評和讀書門徑等等面向的表現，文龍

皆能根據個人閱讀體會所得提出批評之見，並提示讀者不同的閱讀取向。文龍自言： 

 

      作書難，看書亦難，批書尤難。未得其真，不求其細，一味亂批，是為酒醉雷公。 

 

就此而言，批評《金瓶梅》之時，必須體認作書之法，切不可如「酒醉雷公」胡言亂語。至於閱讀《金

瓶梅》時，自應以省悟人事之姿進入文本之中，方能深入體會作者苦心。文龍如此提示： 

 

      《金瓶梅》淫書也，亦戒淫書也。……究其根源，實戒淫書也。武松一失足，便不得為英雄，

且不如西門慶，並不可以為子為弟，直不得呼為人。人皆當以武松為法，而以西門慶為戒。人

鬼關頭，人禽交界，讀者若不省悟，豈不負作者苦心乎？是是在會看不會看而已。(第一回，頁

411) 

 

由此可見，文龍對於《金瓶梅》的作書之法及其閱讀接受之道，皆有其不同俗流之定見，自待論者深

入掘發其批評之思。因此，若要對於文龍評點有更深入的掌握，其關鍵之處，無疑在於充分理解文龍

對於《金瓶梅》編創作法和讀書之道所提示的看法。緣於上述理解，本文有意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

進一步從「離身題外，設想局中」的善讀視角深掘文龍批評《金瓶梅》的重要主張和思想觀點，以期

增益既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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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年 10月 23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會議預定舉辦期程為 2018年 12日至 16日，本次實際參加時間為 10月 12日至 14日。 

    2018.10.12 搭乘華航 AE993班機前往中國河南省開封市。 

    2018.10.13 全天出席開幕式暨參與會議，並擔任大會第三分組論文評議人和論文發表人。 

    2018.10.14 上午出席會議暨閉幕式，下午搭乘華航 AE994班機返回臺北。 

 二、與會心得 

    (一)本次會議由中國《金瓶梅》研究會(籌)與河南大學主辦，《明清小說研究》編輯部、中州古籍

出版社協辦，河南大學文學院、《和語言文學研究》編輯部聯合承辦，參與者多為大陸高校學者，部分

為民間研究者，總計 100餘人報名與會。臺灣方面與會者，除本人外，尚有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林

保淳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胡衍南教授、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林偉淑副教授、新生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傅想容專案講師。藉此會議，得以與與會學者相互交流研究成果，掌握最新研究趨勢。 

    惟本次會議出席學者年事偏高，在研究議題的更新和交流方面較不如預期，而年輕學者多嘗試開

發不同於傳統研究的徑路，頗見新意，但因發表時間有限，無法暢所欲言和深入討論，較為可惜。 

計畫編號 MOST 106 － 2410 － H － 003 － 122 － MY2 

計畫名稱 多音「演義」：《金瓶梅》三家評點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李志宏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107 年 10 月 12 日

至 

107 年 10 月 14 日 

會議地點 
中國河南省開封市河南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第十四屆(開封)《金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一部炎涼景況──崇禎本《金瓶梅》評點的演義思維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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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大會徵文主題包含： 

    1.《金瓶梅》與明清長篇家庭小說敘事研究； 

    2.《金瓶梅》傳播與接受研究； 

    3.《金瓶梅》與其他文體關係研究； 

    4.《金瓶梅》研究課題檢討； 

    5.以《金瓶梅》為中心的其他相關問題研究。 

本次與會發表論文題目為〈一部炎涼景況──崇禎本《金瓶梅》評點的演義思維，係屬於主題「2.《金

瓶梅》傳播與接受研究」。本次會議與此相關之論文僅 1篇，又因大會安排在不同分組會議發表，因此

無法就研究成果進行進一步交流，較為可惜。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論文題目】 

    一部炎涼景況──崇禎本《金瓶梅》評點的演義思維 

   【摘要】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明代崇禎刊本《金瓶梅》及其評點。本文擬嘗試立足於前人研究成果之上，

專從「演義」編創視角，就崇禎本《金瓶梅》評點文字重新加以考察，期能重新探討批評者評注《金

瓶梅》時所關注的作意問題，由此瞭解批評者心中所解的崇禎本《金瓶梅》的寫作命意及其思想旨

趣。全文章節安排如下： 

    一、前言 

    二、崇禎本《金瓶梅》評點的價值 

    三、批評者對於崇禎本《金瓶梅》作意的理解 

    四、結語 

 四、建議 

   無。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本次會議採取無紙化作業，與會論文皆於會議召開之前由承辦單位以電子壓縮檔彙總傳送。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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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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兩年仍持續執行先前獲得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並發表論文三篇於THCI學術
期刊。目前仍持續整理和比對文獻資料，尚未針對本專題研究計畫撰就正式學
術論文並發表於具審查機制學術期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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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撰就會議論文乙篇〈一部炎涼景況──崇禎本《金瓶梅》評點的演義思
維〉，發表於「第十四屆(開封)《金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107年10月12日
至107年10月14日)，尚未正式投稿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
另刻正撰寫〈離身題外，設想局中──文龍批評《金瓶梅》的演義思維〉一文
，預計投稿發表於「第十六屆(上海)《金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預定於
109年10月中旬假上海復旦大學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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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梅》自問世以來，即因「誨淫」書寫引發諸多爭論，歷來褒貶不一。基
於傳統文化觀念影響，明清有識文人面對此一爭議，雖承認其穢書性質，但又
極力主張從「非淫書」觀點進行評論，特重小說對於「世情」之炎涼書寫如何
反映出對於各種日常生活「情理」深刻關注，以達到「戒世」的寫作目的。而
《金瓶梅》三家評點，在前人所建立的批評語境中又有所發揮，既有對話，又
有新見，其中為讀者所建構的讀法自有一套「演義」理路，有助於引導讀者避
免誤讀，並以「良知」閱讀小說，充分重視其中的道德倫理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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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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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