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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5學年度 

臺灣地區明代研究博士論文摘要 

劉伊芳
*
 整理 

1.王冠懿，〈文體批評視野下的明清杜詩學──以創造力為研究角度〉，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104 學年度，390 頁。 

指導教授：吳彩娥 

關鍵詞：明清杜詩學 文體批評 變體 創造力 

【摘要】 

「文體批評」是明清學者詮釋杜甫詩的常見方法，該批評重視辨體的緣故，

「變創」成為明清杜詩學的重要子題。在明清學者探討杜甫五古、七古、五律、

七律、排律、絕句的成果裡，包含杜甫變化傳統、開創新體的現象，探討杜甫變

創的緣由等詩學意見。據此，本論文要做的學術工作之一，從明清杜詩學抽引這

條以變化、創新論杜的線索，從「文體批評」之「辨體」方法，找出明清杜詩學

者評價杜詩各體風格、內涵、題材、正變之說，尤其是明清杜詩學者論杜詩正宗

與變體的辯證過程，建立詮釋軌跡，掌握明清學者論杜詩變創的焦點與面向。 

再者，創造力是改變既有領域，或是將既有領域轉變成新領域的任何作為、

理念或產品的概念，由此看來，明清杜詩學以「體要」判定杜甫變化創新與否的

方法，與當代創造力理論有許多共通之處。因此，本論文學術工作之二，便是沿

著明清學者開發的論杜小徑，另採用「匯合取向研究」的「創造力系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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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三成分模式」、「共識評量技術」為研究角度，拓深與補充明清杜詩學論

杜詩各體變創的內涵，說明杜甫身為創造者的個人特質，影響杜甫從事變創的幾

種要素，杜甫具備的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流暢力、敏覺力等特殊才能。 

最後，通過創造力理論的協助，進一步從文體批評視野下的明清杜詩學說，

得出杜甫身為「巨匠」、「開創者」、「內省者」的詩人形象，豐富杜甫在歷代以來

流行的「詩聖」形象。藉著杜甫形象的開拓，期盼我們對杜甫詩有新的眼光，能

善用明清杜詩學遺產，從中歸納中國古典文學在創新方面的經驗，在當代「創意

經濟」重視創新的氛圍裡，能回應今日培養創造力人才與創新法則的需求。 

 

2.王淑芬，〈吳炳及其《粲花齋曲》五論〉，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104 學年度，226 頁。 

指導教授：曾永義 

關鍵詞：吳炳 粲花齋曲 情學思想 藝術特色 

【摘要】 

本論文以晚明劇作家吳炳（1595-1647）及其傳奇劇作為研究對象，將其置放

於晚明思想新變、傳奇創作繁盛的背景下，深入探究吳炳的戲曲理論，並嘗試貫

串明代政治社會背景及文學思潮的轉變，分析其對吳炳劇作風格的影響；再進一

步與《粲花齋五種曲》的賓白曲文、情節結構和人物刻畫等表現手法做一相互照

應、比較，辨析《粲花齋五種曲》所蘊含的情學思想，論說吳炳劇作的藝術特

色，從而確立其在晚明戲曲史上的獨特地位，客觀評價吳炳及其《粲花齋五種

曲》。 

〈第一論吳炳生平與死節之探討〉，希望藉由知人論文，理解吳炳的時代背

景、出身、經歷及性情，更深層透析其作品的深意。〈第二論《粲花齋五種曲》

撰作背景之探討〉，首先探討吳炳鄉居──常州宜興的歷史沿革和文化發展，其

次論述明代文士的戲曲生活與創作心態，以資探討戲曲在文士和市民之間微妙的

生存關係。第三以時間性的脈絡闡述明代戲曲理論及批評的發展內涵；希冀透過

空間與時間的論述，能夠突顯吳炳《粲花齋五種曲》的重要性。〈第三論《療妒

羹》小青事蹟之探討〉，針對小青的劇作形象所具備的符號性與象徵性進行分析

研究，期望能根據現存的劇本分析小青在劇作中的形象演變與在她身上包蘊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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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思想內涵，揭示小青所具有的符號意義與象徵意義，深入地透視明清社會文

化。〈第四論《粲花齋五種曲》情學思想之探討〉深入解讀《粲花齋曲》中所蘊

含的情學思想，力求展現吳炳「情學觀」的獨特內涵與價值，同時分析吳炳「情

學觀」特性的成因。〈第五論《粲花齋五種曲》文藝特色之探討〉，就「結構精緻

巧妙」、「語言雅俗兼備」、「喜劇別開生面」等三方面分別論述。「巧合」與「誤

會」是吳炳佈局謀篇的「傳奇法」之一；而其賓白科諢詼諧風趣、敘事性強，場

面生動，尤以淨丑的科諢表現更是令人捧腹。 

 

3.林彥廷，〈王廷相「氣」論思想之探究〉，新北：輔仁大學哲學系，104

學年度，253 頁。 

指導教授：陳福濱 

關鍵詞：理氣 心性 格物致知 

【摘要】 

身為明代中後期的哲學家，王廷相（1474-1544）承繼了張載「太虛即氣」的

思想，以其作為基礎，進而批判程朱的理氣論與人性論；「太虛即氣」是張載思

想體系中的核心命題，該命題的成立一方面承繼自漢代以來所流行的氣化宇宙圖

式，另一方面由於受到佛學本體論的影響，使張載的「太虛即氣」得到更進一步

的提升，從宇宙生成論的層面躍至形上本體論的高度，這種思想的昇華乃為中國

儒家思想與印度佛教思想之衝突、融合所產生的結晶，這也開啟了宋明理學後續

的發展，並為儒家「性與天道」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詮釋方向。王廷相對張載之說

的貢獻持有高度的肯定，他在〈橫渠理氣辯〉一文中，提到：「橫渠此論闡造化

之密，明人性之源，開世後學之功大矣。」特別是在論「造化之密」與「人性之

源」上，王廷相同意張載以一氣作為解釋萬物與人性之源起的觀點，並在自身思

想的建立上，吸收了張載的相關部分思想；由於同為主張氣一元論者，因此許多

後世的學者將王廷相視為張載與王船山之間的中流砥柱，但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

王廷相對於張載的「太虛即氣」雖是贊同，但是其本身卻有不同的詮解，這種詮

解影響了他的人性論與為學工夫論，其成熟度相較於程朱而言，雖有不足，但是

其影響性就如同雨後春筍，使理學的發展產生了價值性轉向。如今要探討的重點

有二，其一是王廷相對張載「太虛即氣」的承繼與詮解為何？他對於程朱理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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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是否合理？其二便是王廷相之說對於後續學風發展的影響性為何？這些皆

為筆者所欲嘗試解決的問題。 

 

4.林虹秀，〈譯象：晚明耶穌會士高一志譯述之瑪利亞瑪大勒納之形象〉，

新北：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104 學年度，239

頁。 

指導教授：康士林 

關鍵詞：中國晚明耶穌會士  瑪利亞瑪大勒納  形象研究  翻譯研究 

聖人行實 

【摘要】 

瑪大勒納形象在西方向為各界矚目與爭議的焦點。在西方文本中，瑪大勒納

的形象歷經各階段的整合：從聖經到偽經，中世紀至文藝復興的聖人傳記等文本

中皆可見其轉變。西方對瑪大勒納的研究已臻成熟；然瑪大勒納研究獨缺瑪大勒

納在中國的形象研究。論文目的之一乃為補足此缺憾。 

明末耶穌會士高一志（1566-1640）譯述之《天主聖教聖人行實》中收錄天主

教七十二位聖人，其中第七冊聖婦行實第十則為瑪利亞瑪大勒納行實，此乃瑪大

勒納首次於中國登場的文本。據目前研究，《天主聖教聖人行實》乃根據中世紀

佛拉津的《黃金傳奇》譯述而成。然兩文本間對瑪大勒納個人身世、身為罪人之

因、與耶穌的關係、行使的奇蹟等敘述有極大的差距，此差距乃瑪大勒納在中國

形象形成之關鍵。此外，二十四位聖女中，僅約有一半從《黃金傳奇》而來，更

有三位聖女的年代是在《黃金傳奇》成書之後。故此，本論文目的之二為以瑪利

亞瑪大勒納行實為例，再探高一志譯述《天主聖教聖人行實》時可能根據的其他

源文。 

本文第三個目的是觀察譯述後的〈瑪利亞瑪大勒納行實〉中瑪大勒納在中國

的形象。本文從翻譯出發，爬梳聖女形象在譯介的過程當中所產生的改變、形象

改變的原因、明末女性與社會風氣對翻譯聖女行實的影響。論文從二十四位聖女

故事中梳理高一志翻譯聖女行實的原則，探討這些原則如何影響瑪大勒納的譯介

與其在中國首次登場的形象塑造。藉由解析瑪大勒納的中國形象，本論文為瑪大

勒納學增添瑪大勒納在中國的形象研究；透過比對《黃金傳奇》與《天主聖教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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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實》兩文本間皆出現的聖婦、聖女傳記，本文論證高一志譯述之《天主聖教

聖人行實》尚有《黃金傳奇》以外的源文可能；最後，本文分析瑪利亞瑪大勒納

行實，描述瑪利亞瑪大勒納在中國的形象，並探討翻譯外部因素如何影響譯述結

果與形象之塑造。 

 

5.常修銘，〈16－17 世紀東亞海域火器交流史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

歷史研究所，104 學年度，241 頁。 

指導教授：黃一農 

關鍵詞：壬辰戰爭 循環齊射戰術 軍事革命 火藥帝國 軍事史 

【摘要】 

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世界戰爭頻仍，歷經萬曆朝鮮之役（壬辰戰爭，

1592-1598）、明清鼎革，百餘年間其局勢變動之劇烈，就像一個被民族衝突和火

器擴散所攪動而沸騰的坩鍋，長期的大規模軍事對抗也使東亞地區成為一個高科

技武器試煉的戰場。萬曆朝鮮之役從很多方面來看都預示了後來的薩爾滸之役，

明軍的優缺點在這場十六世紀東亞最大的國際戰爭中表露無遺；以 1511 年葡萄

牙攻陷滿剌加（Malacca）為嚆矢，歐洲人所攜帶之先進火器亦因緣際會隨之梯航

東漸，並對東亞各國的軍事、科技乃至政治與社會各層面均產生重大影響。火器

在戰爭中的大量使用，導致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所賴以維持的騎兵戰術與城堡制

度的沒落，這是人類文明進入近代早期（early modern）階段的重要象徵之一，而

火器技術在近代早期東亞世界的傳播，及其對東亞區域社會發展的影響程度，則

是一個還待釐清的課題。近年來新軍事史研究在西方學界儼然由附庸蔚為大國，

然而這些研究或由於過度強調歐洲中心論觀點，以及偏重於使用西文史料，往往

忽略了世界其它區域在此全球性現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中又以對東亞地區的研

究最為缺乏。因此本論文擬以近代早期東亞海域世界的火器使用作為切入點，並

以十六至十七世紀的中國和日本為主要研究對象，特別是以壬辰戰爭等當時東亞

地區的大型戰爭，以及火繩銃、佛郎機銃和大將軍砲等大小火器為案例，援用軍

事革命論及火藥帝國論的新穎觀點，來探討當時頻繁使用於東亞海域的一些主要

火器如火繩銃和佛郎機銃等在歷史上的實態，理清其傳播過程、型制和戰術運用

等細節脈絡，並著重在海域交流史，譬如中、日、葡之間以火器傳播為中心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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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係，並以葡、荷、廣南之間的類似關係作為特別案例相對照，嘗試解明火器

擴散在近代早期東亞世界形成過程中所曾扮演的重要角色，並進一步闡明火器的

使用究竟對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和日本的政治、軍事、社會等層面產生怎樣的影

響？本計劃將結合相關學門的研究成果進行跨領域研究，並將視野進一步擴展至

中國以外的亞洲（譬如日本和越南）和歐洲，希望能對軍事史、火器史和明清史研

究做出較新且大的回饋。 

 

6.張富鈞，〈晚明養生文獻探析〉，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104 學年

度，163 頁。 

指導教授：吳哲夫 

關鍵詞：晚明 養生 養生文獻 

【摘要】 

明朝自嘉靖年間開始，社會經濟蓬勃發展，不同階層的文化互相影響與流

動，改變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想法。如何同時兼顧物質享樂與保養生命，這想法深

深影響著晚明對養生的觀念。在社會、經濟等多方面的影響下，晚明的養生理論

以「閒賞」、「玩賞」的態度重新詮釋「養生」觀念，從相關文獻中可以發現在晚

明文人的巧思下，熱鬧繁華的城市生活與清靜脫俗的養生原則，兩者巧妙的結合

而並行不悖。他們兼顧享受現實物質生活與保養身心，建構出一個充滿閒情雅

致，而又能養生延壽的生活方式，養生已不再是自我的事情，而是與其個人的家

庭、生活、品味、學養等各層面息息相關，展現出不同於往的生活態度。這也可

以從中看出明代知識份子對於身心與生命的思索軌跡。 

 

7.陳守璽，〈明前七子辭賦研究〉，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104 學年

度，366 頁。 

指導教授：許東海 

關鍵詞：前七子 臺閣 茶陵 辭賦 詩文之辨 謫遷書寫 酬贈書寫 

【摘要】 

前七子在明代文學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不過在辭賦方面的成果，卻始終不

如詩歌、文論等方面受人關注。然而，辭賦在明代特殊的背景下，除了自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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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展之外，尚可作為映照詩文發展的媒介。故本論文以前七子辭賦作為考察範

圍，並參酌前輩學者對明代文學研究的「反思研究」之心得，因此將研究落實在

「文本、文體與歷史性」的架構作為核。，其次擬將探索進程分為兩端：其一、

為外緣的基礎考察；其二、為內緣根本的考察。 

外緣部分的研究，藉由梳理前七子年譜合觀、前七子交遊互動對照、前七子

遊宦寓居行次，以及明代知見賦篇等工作。作為廓清明代辭賦發展概況、作家／

文本、作家／時代、文本／時代以及文本繫年的定位。 

內緣研究的部分，則從文體論的角度為出發點，先分別梳理前七子的辭賦文

本，探討其書寫形式與情志的聯繫關係。其次，透過賦作繫年，呈現賦家生涯創

作的特點，並評估其書寫形態的審美經營。復次，完成個別的書寫考察後，再從

流派群體的角度出發，分析群體書寫的共相。同時利用群體書寫的線索映照文學

思潮與背景，以及觀察前七子在辭賦史、文學史上的意義。再次，藉由所得出前

七子的辭賦線索回歸於文體、文學、文論的歷史考察。藉由辭賦文體屬性兩棲於

詩文的特性，形成觀察明代詩、賦、文演變的獨特角度，並從辭賦與詩文、辭賦

與文論間的對讀中，提供新的思考或佐證。 

關於外緣基礎考察的成果，呈現在附錄一至附錄四。關於內緣根本考察的實

踐，則呈現在論文的第二章至第八章。第二至七章為前七子的個別書寫，第八章

則進行群體書寫的合觀，第九章則藉前七子辭賦書寫的線索延伸，申論其在賦

史、文學史以及文論方面的若干意義。 

 

8.陳麗如，〈色．情．空：《金瓶梅》與《紅樓夢》中的哭笑研究〉，花蓮：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104 學年度，205 頁。 

指導教授：賴芳伶 

關鍵詞：《金瓶梅》 《紅樓夢》 情緒 色空 視覺 

【摘要】 

本論文透過人體視覺經驗中可視見的色彩、情緒、空間等面向，交織觀察明

代《金瓶梅》與清代《紅樓夢》的「色‧情‧空」題旨。這兩部長篇章回小說以

描摹「人情」見長，於離合悲歡襯出炎涼的主軸中，二書作者不論是寫「婦

人」，或者是寫「女兒」，莫不侔合「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之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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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色情空是抽象的形上觀念，也是主題深義，然小說卻也透過具體可見的色

彩、情緒、空間之生滅變化過程，對應形上闡釋此循環之理；依據共通的視覺經

驗，世情作者色色仿真重構筆下世界，以及人物因視覺生成欲望的過程，則一致

地顯出「眼中見色」的虛妄性。 

論文第二、三章遂分別以《金》、《紅》二書之西門慶和賈寶玉為中心，藉著

主要人物主體之觀看，以及投射在其心目間的客體對象（婦人、女兒）的欲望與

關懷問題切入，二者共同表現出對紅、白兩種色彩的視覺迷戀與愉悅，齊全與離

散也成為構色與空色的策略之一。而另一策略，則是對比、補襯式的將二元性符

號（即哭笑、紅白、冷熱）調度筆下，當這些元素被交疊置入的同時，小說的悲劇

效應與美感張力往往愈形明確。《紅樓夢》雖「深得金瓶壺奧」，然物色移借過程

則貫徹以詩意抹去風月筆墨，本文更確認「胭脂」情境為前八十回作者獨有的物

質書寫，其雙向性的投射出寶玉的生命熱情並預兆著情慾萌發的致命性。在論文

第四章則統合討論這些形下題旨間彼此如磁石與織造之法的相互吸納、梭織，探

析二書之遣運方式；《紅樓夢》在「色──空」間加入的「情」是人身普遍本具

的情感表徵，事實上此亙古及今的大寫之情《金瓶梅》早已寫出，《紅樓》所強

調的是更為窄化的真情、痴情，即專屬一生一旦間的狹義死生之情，然《金瓶》

裡竟同樣涵藏，讓李瓶兒與西門慶的笑和眼淚集中演繹從而昇華二人。 

當可依戀者從眼前消失時，唯有透過回憶與再造，方可召喚或長存那記憶中

的美好之色，「繪園」和「寫真」等小說情節正表現了此一意識。本文結論更思

考形下物質細節的「和美暢快」與主題永遠悲觀之間，《金瓶梅》作者是以性交

的「暢美」感受表現，《紅樓夢》則以肉體與精神交融的「兼美」提出，在可見

與不可見的題旨間，除了是作品風格已起了質的變化，同時也是二書作者處理視

覺與欲望命題之策略移轉。 

 

9.曾子雲，〈甘暘《集古印正》的篆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

畫藝術學系，104 學年度，330 頁。 

指導教授：林進忠 

關鍵詞：甘暘 篆刻 甘氏集古印正 印藪 印正附說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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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印學界對於《甘氏集古印正》，較具成果的研究聚焦在在版本學上。並

未針對印譜內印章的臨摹來源作明確的追查與設定，以致對於印章風格及創作思

想的研究無法深入。多數對於《甘氏集古印正》的說明是輾轉引用自其他的文

獻，並未實際考察印章本身內所含蓋的形質。其實甘暘的《甘氏集古印正》雖然

是臨摹之作，但是其創作表現與創作思想卻格外豐富，而且凌駕同時期的其他集

古印譜。 

《甘氏集古印正》是明代篆刻家甘暘臨摹古印的印譜，主要的臨摹對象是

《印藪》。譜後附《印正附說》，是甘暘撰寫的印學史論。本論文從譜中的印章中

探討《甘氏集古印正》、《印藪》之間的差異，從差異中分析甘暘的印章如何變、

為何變。並追溯其「變」的思想，以及對後世的影響。 

本論文的務實比對的成果：確定《甘氏集古印正》摹印主要對象為《印

藪》，往後的研究因此有所依循。 

 

10.劉思怡，〈馮夢禎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104 學年度，

458 頁。 

指導教授：王國良 

關鍵詞：馮夢禎 真實居士 《快雪堂集》 《快雪堂漫錄》 《快雪

堂日記》 《嘉興藏》 藏書 刻書 

【摘要】 

馮夢禎（1548-1606），字開之，號具區，又號真實居士，嘉興府秀水（今浙江

省嘉興縣）人，明朝萬曆五年（1577）丁丑科會試第一，為丁丑會元，賜進士出

身，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著有《快雪堂集》、《快雪堂漫錄》、《快雪堂日記》、

《歷代貢舉志》、《新鐫具區馮先生家藏尚書翼》等。馮夢禎為人高曠率真，交友

廣闊，時人評其人其文有「蘇白風流」，與蘇軾及白居易相提並論；受到明代嘉

興地區私人藏書興盛影響，成為藏書家及刻書家，並收藏藝術品；又為明末高僧

紫栢真可（1543-1603）之幅巾弟子，一生習佛弘法，廣交僧侶居士，致力於《嘉

興藏》之刊刻，在晚明文壇，具有重要地位及影響力。明朝李維楨（1547-1626）

稱其集文人、良史、豪士、直臣、清吏、逸民、禪宗於一身，總結出馮夢禎不平

凡之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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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雪堂集》是馮夢禎最重要之詩文集，在其辭世後由親友醵資，於萬曆四

十四年（1616）刊行，初刻僅印三十部，板尋燬於火，流通絕少。鼎革入清，《快

雪堂集》於乾隆時期經四庫館臣評定，列入「存目」書籍，未列入《四庫全書》

書目中，無法得到重刻流通之機會，直至 1997 年 6 月始收錄於《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得到刊行契機。書籍之命運難以左右，卻可藉由學術研究，重新彰顯馮

夢禎《快雪堂集》之價值所在。 

本論文著眼於馮夢禎個人、《快雪堂集》、藏書刻書三大主軸來進行，首先，

探討馮夢禎家世生平、師承交友，推演其人格特質及襟懷風骨，並延伸至其著

述。其次，進行《快雪堂集》主題研究，分詩歌、散文二個向度，論述其技巧、

風格、評價及詩論、文論，檢視其文學方面之成就。再者，進行藏書、刻書及收

藏品主題研究，探究藏書處、藏書章、刻書評價、《嘉興藏》及藝術品等議題，

聚焦其藏書家與刻書家之身分。另隨文檢附〈馮夢禎年譜及詩文繫年〉，展現其

生平及詩文創作軌跡。 

2016 年，適逢《快雪堂集》出版四百週年，本論文期能在馮夢禎、《快雪堂

集》及藏書刻書相關議題範疇內，有具體研究成果呈現，以提高學術界對馮夢禎

研究之關注。 

 

11.黎春開，〈越南燕行詩中的中國敘述──以人文、地景、文學文化交流

為論述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04 學年度，257

頁。 

指導教授：許俊雅 

關鍵詞：越南燕行詩 朝貢 越南使臣 中國文人 中國地景 

【摘要】 

歷代以來，在東亞文化圈內，中國一直被視為文化中心。有關中越文化文學

關係研究，華文世界學者多指出中國對越南的歷史文化文學有深刻的影響。前輩

學者的研究觀點主要是從「中華中心主義」出發。本論文則從越南詩人的視角切

入，以〈越南燕行詩中的中國敘述──以人文、地景、文化文學交流為論述中

心〉為題。 

從第十到十九世紀，越南歷史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第十到十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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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階段。此階段越南社會背景似乎沒有大變動。另一方面，越南中國邦交關係

此階段相當穩定，兩國沒有大矛盾或不同發生。越南社會政治背景和兩國邦交關

係穩定等因素，影響到各使臣此階段的詩歌靈感。不管詠景還是詠史詩，此階段

的著作大部分都帶著樂觀精神。反而，從第十五到十九世紀的階段，越南社會開

始有變動。從政治社會角度而言，這段時期的越南社會正面臨政治體制混亂之狀

態。國家一分為二，南區與北區各自擁有不同的制度。農民起義運動在各地爆

發，代表性的就是西山運動，其頂峰階段就是西山朝代與阮朝之戰，繪出越南民

族歷史慘痛的煮豆燃箕政治畫面。從越中邦交關係角度來看，1789 年，中國清

朝與越南西山朝之戰已對戰後出使使臣之心理產生不少影響。而從使臣個人角度

出發，政治混亂已形成兩種使臣對象，第一是只在新成立朝代從官的使臣，第二

就是在新舊兩個朝代皆從官的使臣。個人環境、時代之變動以及兩國邦交起伏也

對越南使臣的詩歌創作內容與審美觀有著不小影響。他們創作的出使詩歌深深地

寄託了自己心思。從以上的特點出發，本論文深入研究越南燕行詩中的中國形

象。其目的首先就是再現了從第十到十九世紀越南燕行詩的中國景象，其二也體

現了本階段出使使臣的作品中創造內容與注重描寫對象之區別。 

論文分六章從文化歷史角度深入分析中國文化歷史地名、自然景物、中國百

姓的生活面貌以及社會現實畫面。在越南使臣視野下，那些貧困百姓、才華忠義

一族所遭受的人生悲劇。從民間社會角度，就越南燕行詩歌所提及的中國和越南

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比較。為進一步挖掘文學家的內心思想，本論文不僅限於越

南燕行詩中所刻畫的歷代時期中國社會與越南社會現狀、百姓遭遇、文化歷史地

名以及自然景物等方面，亦探討越南燕行詩的藝術特色與越南使臣的心靈世界。

讀者從越南使臣寄託在漢詩的顧慮與深思中，可更為清晰地感受到詩人們那高尚

純潔的心靈及詩人對人生塵世的真摯之情。 

 

12.盧明金，〈「慎獨」之學的形上思維及道德思想──以《四書》、《易傳》

為論〉，新北：輔仁大學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104 學年度，111 頁。 

指導教授：陳福濱 

關鍵詞：仁 誠 君子 慎獨 易傳 中庸 劉蕺山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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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天地，人之有限性畢露無遺，但人依天賦本性觀照宇宙運行，靈明衍

生而出智慧，透過「知道行德」，人乃得與天地並立而登超拔不朽，「君子慎獨」

是功夫ヽ是境界，更是人生諸多抉擇所積累而成的生命態度與價值。本論文仿

「元亨利貞」之架構序理，大意如下： 

第一章說明論文寫作動機與論述架構，並就傳統舊說及近年出土文獻整理介

紹，期能透過對既有研究成果的理解與探討，對「慎獨」概念進行辯證。 

第二章對「慎獨」概念演進歷程進行鳥瞰，分析歷朝各家因研究素材不同，

或著眼角度有異，以致對「慎獨」概念各有解讀，「慎獨」傳統上一般理解為

「在無人注意獨處時，自己的行為亦須謹慎不苟」。然據新出土的簡帛材料，傳

統的理解並不符合「慎獨」的原意。本章旨不在釐清「慎獨」概念的多義性，而

是疏通「慎獨」概念與其他儒家觀念間之脈絡聯繫，從而確立「慎獨」概念的特

質及在儒家之學中關鍵重要性，並建立論文論述的重要基礎依據。 

第三章探討《周易》及君子成德觀念，對「慎獨」作本源探索與理解，以明

白儒家理念構成，並鞏固「慎獨」與道德形上學之血脈連繫及其價值意義。本章

整理《易傳》中明言論及君子成德之各卦：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卦〉、君子以果

行育德〈蒙卦〉、君子以懿文德〈小畜卦〉、君子以反身修德〈蹇卦〉、君子以遏

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卦〉、君子以申命行事〈巽卦〉、君子以正位凝命〈鼎

卦〉及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等諸卦，期能提供另一種串聯以明君子與道德之

連繫關係；筆者亦對〈艮卦〉提供一己之解讀與想法；傳統以為占卜主要目的在

「決疑」，但筆者認為，占卜之積極意義與目的，不在「決疑」而在「立志」。另

外，由《易經》陰實陽虛、陽實陰虛的生生變化原理推而可知，現今世代陰盛陽

衰愈趨明顯。以〈坤卦〉為首之時代似乎已悄然到來。 

第四章就《四書》依序析論君子「慎獨」成德之不同面相，嘗試描繪出《四

書》中君子之應然。《論語》中「一以貫之」，具現出儒家承繼天命且下學上達之

核心思維，而君子之德的修養功夫，即在於「不貳過」，最終「人之道」的境

界，則朗現於「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次論《孟子》所主張「四端之心」，透過

「求其放心」將人之內在生命，發揮成為良心自覺的功夫開端，「反身而誠」存

養不懈，終能達致「盡心知性知天」的完善境界。再者《中庸》，則從天命之性

下貫，人的道德實踐實即天道之體現，「誠之者，人之道」達致中和的實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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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乃在「致曲」也。本章由訓詁出發，推溯「致曲」與德之關聯，並推論《中

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實即其具體操持，並認同

《大學》三綱領八德目為君子成德重要法門，亦肯認「誠意」之重要，成就

「內聖外王」之轉折之分界與立足起點，壹是皆在「修身」，依《大學》所

言，「修身」亦即君子道德之源本。 

第五章則總結回顧論文，除評述論文寫作時之問題與限制，同時亦展望研究

未來研究發展之可能方向。 

 

13.謝乙德，〈明清神魔講史小說研究〉，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104

學年度，331 頁。 

指導教授：林保淳 黃復山 

關鍵詞：平妖傳 封神演義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 女仙外史 鋒

劍春秋 

【摘要】 

自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問世以來，很少有小說研究者不受其影響，其建

立的中國小說類型架構具有極為重要的典範意義，成為許多研究者詮釋、解讀中

國古代小說的主要範式。然而，包含魯迅本人，乃至於後起不少研究者其實都已

隱約覺察到魯迅所架構的小說類型並不是沒有調整、討論的空間，其中有為數不

少的作品同時具備有多種類型的特徵，無法被簡單加以歸類。當類型歸屬曖昧難

明，直接導致的是研究者評價、解讀作品產生了混亂與偏差，因而不少作品長期

遭受忽視，甚或是接受了極為不公平的批判。 

本篇論文選擇跳脫既定的類型觀念，重新探討《平妖傳》、《封神演義》、《三

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女仙外史》以及《鋒劍春秋》五部作品。這五部作品

長期夾處在「講史」及「神魔」兩種類型之間，難以清楚劃分歸類，因此除了研

究上對於文本的解讀顯得極為不足外，更是充斥著各種先入為主、不甚公允的偏

見評價。 

最為妥當的作法莫過於將這五部作品自行劃出一種名為「神魔講史」的新類

型，並且重新以不帶任何先見的眼光重新檢視這類作品，進而發掘出專屬於這類

作品的優點與特色。論文研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針對這種「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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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魔」融合的創作風格進行溯源，從史傳以降的敘事傳統中梳理出神怪

（魔）元素與歷史敘事間不斷參雜、交融的脈絡。第二部分針對五部作品一一進

行檢視，就各部作品創作素材（故事本事）、寫作策略以及創作思想與主題進行

仔細的探討，重新發現這五部作品的特色與價值。第三部分則針對五部作品在故

事題材、情節設計、主題意涵以及角色物件的構思與運用所呈現出來的共同特質

進行整理歸納，藉以總結出這類作品的共性。 

本篇論文從一種新的類型角度，透過從題材到文本內容呈現的詳細檢視，將

作者的創作思維以及作品的思想內涵發掘出來，藉以凸顯這類作品的思想深度以

及文學性價值，略微修正學界長期未經深入探討卻先入為主產生的負面評價。 

 

14.鍾媄媜（釋証煜），〈蕅益智旭死亡書寫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104 學年度，258 頁。 

指導教授：蔡榮婷 

關鍵詞：死亡書寫 往生 《見聞錄》 蕅益智旭 《靈峰宗論》 

【摘要】 

本論文旨在探究明末清初極具影響力且解行並重的僧人蕅益智旭（1599-

1655）的死亡書寫。有別於當今學者多著重於蕅益智旭的義理思想研究，本論文

欲藉由《靈峰宗論》以及蕅益智旭隨見隨聞隨錄的《見聞錄》深入探討佛教淨土

大師蕅益智旭如何書寫他所崇敬之聖賢祖師和同參道友以及一般俗人的死亡歷

程，以了解在真實修行中的蕅益智旭及其身邊的道友是如何看待及面對死亡。欲

達此目的，本論文以黃敬家教授所提之僧傳結構為參考，輔以黃啟江教授之往生

傳分析結構，並加入蔡榮婷教授的死亡書寫架構以及與這些書寫有關之佛教議

題，如念佛往生及因果報應等等，以死亡書寫的來源、死亡書寫內容與架構、死

亡書寫的宗教實踐意義三大面向來探討蕅益智旭的各類死亡書寫，最後再以單章

綜論由宗教實踐的角度探索蕅益智旭各種死亡書寫的意義。 

研究成果如下：一是蕅益智旭的死亡書寫強調傳主的日常行持、戒律、佛教

的教法。第二，對聖賢的死亡書寫，蕅益智旭雖然沿用《佛祖統紀》及《八十八

祖道影傳贊》的內容，但也有所刪略。不過，他不曾更改傳主死亡歷程或轉生之

處。最後，由這些揀擇可看出他所重視的佛教行持為何。第三，蕅益智旭往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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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死亡書寫揭顯他對往生彌陀淨土必備三條件—信、願、行的重視。此外，這

類書寫內容皆含有多個與彌陀淨土有關之字詞。又，傳主多為智旭熟識之僧人或

居士之妻子。第四，除了以上兩類特別的死亡書寫，《靈峰宗論》還有其他各文

類亦含有死亡書寫。這些書寫以孝道的重視和不同的喪葬儀式揭顯以蕅益智旭為

中心的明末佛教者對佛教行持的看法。第五，蕅益智旭亦以《見聞錄》一書記錄

一般人的死亡歷程。由蕅益智旭描述傳主死亡的字詞分析，將所有書寫分為「善

逝」和「非善逝」兩類。又，對比後世同則故事的書寫，發現蕅益智旭與後人認

定的往生西方淨土的必要條件並不相同。另外，蕅益智旭在此類書寫中所呈現之

因果輪迴報應觀不同於中國民間所流行之因果論。最後，將以上所有死亡書寫加

以比較並綜合探討，由宗教實踐的面向，以各類書寫的傳主、蕅益智旭死亡書寫

的特色、明末佛教行者看待死亡的視角三大項，解析蕅益智旭死亡書寫的意義。 

 

15.鐘雪寧，〈王驥德與李漁戲曲論著之比較初探〉，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

國文學系，104 學年度，232 頁。 

指導教授：曾永義 孫玫 

關鍵詞：王驥德 李漁 曲律 閒情偶寄 戲曲理論 

【摘要】 

晚明至清初是古典戲曲創作及理論發展的鼎盛時期。王驥德（?-1623）《曲

律》和李漁（1610-1680）《閒情偶寄》之《詞曲部》與《演習部》，正是這個時期

涵括全面並具系統性的兩本戲曲論著，且分別為明清戲曲理論之集大成者。故比

較其理論架構及內涵，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一則可釐清兩家理論發展上的關

係；二則可補強前賢宏觀式論述所欠缺的細緻分析與比較；三則可尋繹兩家理論

異同與戲曲藝術演變歷程的密切關係；四則可重新省思其曲學價值與地位，並為

戲曲批評史之研究開拓新的視角。 

本論文先梳理王、李二人之前戲曲理論發展既有的成果；繼而依兩人論著共

同關注的層面，包括結構、體製規律、詞采、音律、賓白、科諢等，及其各自側

重的論述，進行「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比較。由於比較的研究視角，彼此都

是對方的參考座標，避免一律以「王驥德為開創者，李漁為集大成者」，這種順

著理論發展進程的「理所當然」印象。而從實際論述內容探求兩人觀點的異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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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乃發現其具有多重面向及涵義，實非「承繼關係」所能簡單概括。最後就

比較結果，探究其原因，釐清兩人論述之間的關係，並回歸理論發展史的長流，

更深入而確切地理解其各自的創發，及其共同努力完成建構的理論系統。 

 

16.王志瑋，〈《四書》義理詮解中的對話──以明初纂修《四書大全》為考

察對象〉，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105 學年度，208 頁。 

指導教授：陳逢源 

關鍵詞：朱熹 朱子學 《四書》 《四書大全》 

【摘要】 

明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明成祖（1360-1424）下詔纂修《五經大全》、

《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至永樂十三年（1415）九月纂修完成。《四書大全》

除了在明代科舉產生影響外，就纂修的內容來說，實則是宋、元以來朱子《四

書》學的成果，由此以見明代初期的學術繼承面向。事實上，《四書大全》一開

始並非為科舉而纂修，從纂修的內容來說，其學術特色反而成為焦點，因此本文

藉由各章的主題，從道統與治統的衝突對話、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定本爭議的

思索、孔子之道的理解、朱熹格物、致知工夫的運用等面向的討論，考察《四書

大全》一書經由纂修儒臣的安排，所呈現的學術價值意義。 

整體而言，《四書大全》雖是透過治統之力來纂修，但其學術內容仍保有

程、朱之學的內涵。《四書大全》以《四書輯釋》為主要纂修底本，顯示纂修儒

臣對於材料的選擇，確實眼光獨到，而非清人所批判的草率行事。然而，《四書

大全》雖藉由官方之力而定於一尊，但對於朱注定本文字的爭論，卻無法有效地

解決。不過，透過元儒的詮解，則可以看出南宋末年以來的朱子《四書》學發展

面向，相關詮解確實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同時，纂修儒臣以經學「經─注─

疏」的體例置入諸儒之說，從中亦能見得諸儒說解對於朱子《四書》義理的細節

思索。而修身成德之學必然涉及工夫進路的討論，因此本文最末考察在纂修儒臣

的安排下，諸儒之說如何理解與運用朱熹格物、致知的工夫。諸儒對於朱熹格

物、致知工夫的運用，不單只是就《大學》八目的脈絡立論，而是將之套用在

《四書》修身為學的工夫上。透過諸儒之說的闡發以及明成祖頒行天下之力，格

物、致知工夫對明代儒者的學問養成，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由此以見朱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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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學、《四書大全》的學術價值意義。 

 

17.邵芊芸，〈鼎革之際治亂之間──論顧炎武以教化為核心的風俗觀〉，新

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105 學年度，337 頁。 

指導教授：趙中偉 

關鍵詞：顧炎武 《日知錄》 風俗 教化 

【摘要】 

本文以「鼎革之際」與「治亂之間」為題，一方面指明清易代、滿清入關的

危局之世；另一方面則是文化方面的更革與治亂危機，顧亭林（1613-1682）關懷

之處，不只在政權得失，更在人心風俗良窳；不只在明正朔，更在中華文化延

續。 

第一章「鼎革之際堅守的道德信念」，顧亭林一生以「博學於文」、「行己有

恥」自勉，既憂心於禮教衰遲、風俗頹敗，又關懷國情民輿，重修己治人之實

學，從人心、思想、風俗、政治、經濟各層面省思時弊，更可見其經世濟民，發

揚儒家教化之志。第二章「顧炎武對風俗的省思與建議」，明季風俗衰蔽，奢侈

成風，小人當道，官吏貪黷，於是歷覽各朝風俗，知風俗醇美得賴君臣上下重節

義、進厚臣，但淪為澆薄卻只要一人一政即可改易，可見教化之施行多麼不易，

據此提出：重清議、立名教、尚廉恥、倡耿介、貶鄉愿，恢復人心風俗，才可化

民敦俗，中華文化方得維繫。第三章「顧炎武以待後世聖王的教化構思」，則從

余英時「軸心突破」說切入，春秋晚期孔子所重從「德」轉而為「仁」，禮的內

涵亦有轉變，將「禮之本」歸宿於「仁」。顧亭林承繼孔子對「仁」的看重，面

對「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的亂世，讀書人須「行己有恥」不至悖禮犯

義，國家才能有禮義廉恥，使之復歸於王治、仁政，推行教化，風俗自然能改

易。第四章「教化與風俗的權力省思及現代意義」，欲以禮樂教化來移風易俗，

卻已是亂世危局，更是中華文化的危機，於是對明亡的省思，也由「夷夏之防」

逐漸轉而為對於中華文化存續的省思。並藉「亡國亡天下」之辨，將中華文化提

高至朝廷政權之上，國家可亡朝代可替，而文化仁義必不可亡，以期能重獲文化

話語權。 

藉顧亭林對教化風俗的論述，期盼在如今多變、多元價值的時代中：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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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仁」與「禮」的價值，在重利重商、人情澆薄、爭逐名利的風氣下，重新檢

視文化、風俗的重要性。二、道德與學問的實踐，知識分子不只掌握知識，更要

有實踐與行動，尤其是為官者，既有牧養之責，須察知地方利弊根源，瞭解百姓

情性所趨、民俗良窳，才能興利除害，教化風俗。三、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氣節，

藉由對顧亭林思想的爬梳與整理，除更了解其學術理路外，更須承繼其經世致用

的精神，藉此自我期許與警惕，那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氣節。 

 

18.張怡微，〈明末清初《西遊記》「再書寫」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系，105 學年度，348 頁。 

指導教授：高桂惠 許暉林 

關鍵詞：《西遊記》 再書寫 續書研究 語言 

【摘要】 

近年來，被評價為《西遊記》價值最高的續書《西遊補》的相關研究愈來愈

受到重視，從兩岸對於《西遊補》的幾次再版，以及期刊論文數量的增加等種種

現象表明，越来越多學者認為像《西遊補》這樣的作品是具有經典化的可能性。

對於《西遊補》的重視，起源於海外漢學界對《西遊補》的高度評價。在 1986

年出版的《印第安那傳統中國文學指南》中，倪豪士把《西遊補》和《西遊記》

分別以獨立詞條的形式呈現。也就是說，《西遊補》是被當作獨立的傳統中國文

學作品加以介紹，而不是作為《西遊記》的附庸。這樣的安排，展現出一種對於

《西遊補》的文學地位的認定。其它例如高辛勇、白保羅的研究同樣也注意到了

《西遊補》的價值不僅僅只能在「西遊故事」的脈絡中被認識，而是具有有別於

所有中國古典小說的美學特質。但是，在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學術社群當中《西

遊補》卻始終沒有作為一部獨立的文學作品被重視。至今沒有博士論文或專著討

論過它。這樣的現象本身向我們說明了一個事實，《西遊補》是否取得文學史上

的獨立地位，是決定於學術研究典範的框架。 

本論文認為，《西遊補》之所以沒有被賦予獨立的地位，和現有流行的「續

書研究」理論是密切相關的。當代的「續書研究」受到西方的接受理論以及讀者

反應理論啟發，很大程度上關注明清文人對於續書的普遍評價。但是，研究者並

沒有將明清文人的評價當成研究對象本身，反而是直接接受或者認同了他們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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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例如，李漁、劉廷璣的著名評價。而這些早期的批評對於後世的影響深遠。

到了當代，研究者看待續書，也基本是以傳統的「文學史觀」加以評判。正因如

此續書一直是屬於經典文本的附庸，它的文學地位始終處於弱勢。但這種評判的

標準是怎麼來的，卻很少被認真注意到，更不用談去檢視這種評價標準的可靠

性。本論文推測，現有的「續書研究」存在著研究框架上的盲點。 

本論文藉由分析明末清初三部以「西遊故事」為主題衍生而成的小說提出現

有的「續書研究」理論可能存在著的幾個主要的問題： 

第一，底本問題。在其它文學研究領域，如文學選集的編纂、編輯等問題，

認定確鑿的底本這件事非常重要。可是，到了「續書研究」領域，底本問題卻通

常被懸置。以《西遊記》為例，因為《西遊記》本身經歷了非常複雜的流衍過

程，所以《西遊記》的每一部續書究竟依照的是哪一個底本進行再創作，並不清

楚。它可能的確是以世德堂本作為定本，也可能是當代的研究者約定俗成以世德

堂本作為比較的基準。這一研究盲點並非不會帶來問題。例如經過陳速的考證，

《續西遊記》依據的底本可能是一部已經散失的古本《西遊》，它早於世德堂本

《西遊記》。《續西遊記》的普遍評價不高，這是相對於原著而言，也相對於其它

續作而言的。但是，如果連底本都不統一，那基於不同的底本，文學比較的標準

又如何產生呢？這是「續書研究」在預設上，首先可能遭遇的問題。 

第二，就原著與續書的關聯性而言，「續書研究」的視野從一開始就假定原

著跟續書之間，以及續書跟續書之間一定存在著競爭關係。這裡的競爭關係，表

現為一種以原著為中心的意義上的「連貫性」。只有當兩個文本之間，預先被假

定為存在著意義上的「開始」以及「接續」這樣的連貫關係，才有所謂的「原

著」和「續書」的分別。而，這種意義的「連貫性」讓喜愛原著的讀者們以原著

為中心，為續書進行價值評定。長期以來，這種基於預設的連貫性而使用的比較

方法，影響到了所謂的續書作為一部獨立文學作品的價值認定。以《西遊記》續

書中評價最高的《西遊補》為例，朱陳曼麗指出過往的評論過於聚焦於續書與原

著的連貫性。而且續書在文學史上的弱勢地位則是會進一步讓續書的價值長期隱

蔽不彰。朱陳曼麗提出，續書的弱勢地位影響了我們對於整體續書文學價值的認

定，這一點很有意義。但是，朱陳曼麗為了將《西遊補》的地位獨立出來，而批

評過往評論家將《西遊補》與董說的佛教背景過度聯結，本論文認為，《西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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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雖然脫胎於西遊故事，可是它同樣可能是「僧人記夢」系統的重要代表作。

如果只將它看做是《西遊記》的續作，就很可能忽略了它在其它書寫脈絡中的重

要意義。《圓覺經》、《心經》、《雲山夢語》與《西遊補》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

對於這一層關係的認知，迫使我們必須把《西遊補》放置於另一個書寫系統當中

來評價。而這剛好是挑戰了我們從前所預設的《西遊補》和《西遊記》之間的意

義連貫性。通過廖肇亨、徐聖心、林順夫的研究路徑可以看到「僧人記夢」這個

這一研究領域本身所具有的廣闊的可能性，而《西遊補》會是這一新研究課題當

中的重要文本。在續書研究視野中居於次要地位的續作，在去除與原著的連貫性

之後，其實是另一條研究路徑中的核心文本。它的價值該如何判斷？以現有的續

書研究的視野，其實是沒有辦法處理這樣的問題。 

第三，關於續書生產以及消費動力的問題。黃衛總在《狗尾續貂》這一部

「續書研究」的重要論文選本當中，提出了續書研究的兩個基本問題：儘管作為

文學類型而言「續書」的名聲並不好，是什麼鼓勵寫作者去寫作續書？知道和原

書比較而言，續書不免令人失望已經是一個普遍的共識，那麼又是什麼促使讀者

還去閱讀續書？所有的續書討論即使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但至少應該回應到這兩

個問題。但是，目前為止，並沒有足夠令人滿意的回應。 

當代研究者試圖通過其它的研究方法來解決上述的續書研究框架的問題。例

如，借用神話、人類學的「群落」意識或者是文化研究中的「互文性」的研究視

野來看待續書現象，但是，文本畢竟是產品而不是具有主體意識的人，而「互文

性」關照的是文本相互交織指涉的現象。這個概念雖然在表面上打破了文本之間

的不平等，顛覆了以所謂的原作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但是，實質上「互文性」並

不處理文本為什麼會產生的問題。而這一問題恰恰是「續書研究」的視野所關心

的，卻是「續書研究」的研究框架所難以回答的。換句話說，這些研究角度與其

說是解決了續書研究中的底本問題、關聯性問題以及生產及消費動力的問題，不

如說是在某種程度上迴避了這些問題。但是，迴避並不意味問題不存在。為了回

應這些問題，本論文提出了「再書寫」的概念。 

在論文的第一部分，本論文提出了「再書寫」的概念，來暫時取代以往「續

書研究」中的「續書」一詞，也借用源於翻譯學的「元文本」概念來取代有問題

的「底本」概念。使用「再書寫」這個詞，因為它不僅僅包含了續寫、補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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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等形式的對於「元文本」的改造和延伸，也更強調對於再書寫者的寫作動機、

寫作策略以及，最重要的，寫作動力的觀照。 

在第二、三、四部分，本論文分別討論了《西遊補》、《續西遊記》、《後西遊

記》這三部明末清初的小說。這三部以「西遊故事」為中心的小說能為「續書研

究」帶來的思考可以分幾個方面： 

首先，「再書寫」的動機未必只是以往「續書研究」所概括的「取其易行」，

內容上並不只是對於「元文本」情節和角色的進行改造或補充，效應上也不只是

為了發揮「情志補憾」的功能。事實上，再書寫是藉由人們熟悉的故事遂行新的

書寫策略，例如《西遊補》補入的懷古書寫、僧人記夢、彈詞；《續西遊記》中

嚴格去除暴力的構思；以及《後西遊記》植入了「歷史符碼」以及「商業語

境」。再書寫也可能呈現了語言層面上有意圖的操作，譬如這幾個文本中所出現

的大量的語詞重複、一詞多義、意義借挪等等語言現象。以往的「續書研究」視

域尚未具有容納理解這些意圖和方法的空間，以至於「續書」獨立的文學價值沒

有能夠獲得足夠的重視。 

本論文透過分析《西遊補》所處理的原著與續書的「連續性」的問題，以及

透過分析《續西遊記》所處理的底本問題，都回應了對於現有「續書研究」模式

的質疑。而對於以《後西遊記》和《西遊補》為代表的語言現象的探究，也是試

圖從語言問題發展出「續書研究」的新角度。本論文嘗試對現有「續書研究」提

出的建議是，可以藉由「語言」──也就是故事表達形式作為研究方法，取代基

於傳統的文學史觀的研究方法。因為，表達形式既沒有價值排序的問題，也沒有

主次的問題，不存在競爭關係。以這樣的方式來研究「續書」，或許更能夠注意

到作品獨立的文學價值。過去學者已經指出，「續書」現象發生於世代交替的時

間段。這個現象不再能夠只以出版發展、商業需求、娛樂功能等因素來解釋。續

書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現象，續書內容也記錄了世代交替之時，寫作者對於語

詞的使用方式。這對於我們探尋「續書」存在、繁榮的真正原因可能會有幫助。

在續書中所出現的新的語言現象，可能可以回應到寫作續書的動機，也可能回應

到閱讀續書的動機。這對於我們探尋「續書」存在、繁榮的真正原因可能會有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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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傅想容，〈《金瓶梅》在中日的傳播及閱讀〉，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

文學系，105 學年度，171 頁。 

指導教授：陳益源 

關鍵詞：金瓶梅 文學傳播 閱讀 接受 日本漢文學 

【摘要】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書中最具爭議的書，奇淫之辨的討論至今未曾終

止。 

作為文本生發地的中國，以及接受《金瓶梅》最早最盛的日本，兩國學術界

對《金瓶梅》的研究相對其他三部奇書均來得晚。由文獻回顧中，可看出許多亟

待解決的問題。本論文以「《金瓶梅》在中日的傳播及閱讀」為題，全文共分六

章：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背景及目的，並回顧學界相關研究成果，

進而提出研究方法、進行步驟與研究範圍。 

第二章論述《金瓶梅》在明代的鈔本及刻本傳播，其中包含刻本傳播的商業

化。同時考察文人序跋及崇禎本《金瓶梅》的圖文評點。 

第三章以清代的流傳及社會的閱讀聲音為論述重點。在禁毀政策下，《金瓶

梅》在清代的傳播迥異於明代，不同的時空背景亦出現不同的流播方式。而隨著

書籍及戲曲流通的普及，社會上也出現不同的閱讀聲音。 

第四章聚焦於二十世紀的版本論爭及世情閱讀。其中包含學界對刪節本的評

論、對詞話本、崇禎本的優劣論爭，以及研究者、畫家如何詮釋《金瓶梅》的世

情色彩。 

第五章旨在論述日本江戶時代至二戰後的譯介。江戶時代、大正時期及二戰

後的日本，因著不同時空背景，對《金瓶梅》也有不同的解讀，因而交織出不同

的傳播風貌。 

第六章為結論，統整全文研究心得，並提出未能觸及的問題以作為日後研究

的展望。 

 

20.盧世達，〈明清歷史演義評點之再詮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

學系，105 學年度，2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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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許麗芳 

關鍵詞：歷史演義 小說評點 三國演義 女仙外史 東周列國志 

【摘要】 

近代以來，歷史演義往往成為一種與虛構文體相扞格的特殊副文類，既排除

了文學性的探索，亦多半被視為寓教娛樂的啟蒙讀物，或受制於記實、補史的傳

統敘事規範之中，事實上更存在諸多價值論定與分類歸趨的疑議。本論文試圖回

歸明清歷史演義之發展脈絡，並以評點之接受視域作為重新詮釋歷史演義之徑

路，再商榷「演義」的特徵、虛構的推闊以及小說與歷史的分判等，並反思歷史

演義於小說史之意義。 

正因歷史演義本身體質與歷史敘事高度相關，評點者既選擇介入文本，即便

始終導向客觀事實的理解，或史傳精神的復歸，然其中值得考掘的積極意義是，

這些後設的視域如何指向史實的接受，以折照出虛構技藝或空間。顯然歷史演義

評點既促使作品的修正與轉型，亦不乏文學性的討論，是以無法就史事真妄或缺

乏虛構而否棄了這些作品於小說發展軌跡的重要地位。因此筆者並不意在另立類

型、或將其他章回小說收編為演義或講史的流派，而是重新考慮其複雜內涵，亦

即小說對應於歷史，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書寫與閱讀的問題，以期不受限於過

去小說史、小説學的題材規約，並由代表性的文本勾勒相關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