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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巧團圓》傳奇為李漁戲劇創作《笠翁傳奇十種》之一種，又名《夢中樓》。

全劇由「湖上笠翁」編次，「樗道人」作序，「莫愁釣客」、「睡鄉祭酒」、「新亭牧

子」及「華獄居民」合評。本文總共搜整了三種「《巧團圓》」，分別是浙江古籍

出版社輯印之《巧團圓》傳奇、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的《巧團圓》善本影像及《古

本戲曲版畫圖錄》收錄之圖集，作為探討對象。三種來源，圖像呈現方式不一，

或有重新印刷發行，或掃瞄製成數位影像，甚或搜集各年代之戲曲版畫，集結成

圖錄者。三者之《巧團圓》版刻插圖，刋本時間、傳世版本種類、成書之相關，

各自不同定調，逐次於本文當中釐清，歸納出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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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巧團圓》為李漁戲劇創作《笠翁傳奇十種》之一種，
1
一名「《夢中樓》」。

全劇由「湖上笠翁」編次，「樗道人」作序，
2
「莫愁釣客」、「睡鄉祭酒」、「新亭

牧子」及「華嶽居民」合評，分為上、下二卷，上卷十六齣，下卷十七齣，共三

十三齣。每齣均以二字作「齣目」，定為該齣的主題。
3
（參見表 1） 

 

表 1 李漁《巧團圓》傳奇目次 

卷上 卷下 

齣次 齣目 齣次 齣目 齣次 齣目 齣次 齣目 

一 詞源 十 解紛 十七 剖私 二十六 得妻 

二 夢訊 十一 買父 十八 變餉 二十七 聞耗 

三 議贅 十二 掠嫗 十九 驚燹 二十八 途窮 

四 試艱 十三 防辱 二十 追踪 二十九 疊駭 

五 爭繼 十四 言歸 二十一 聞詔 三十 拉引 

六 書帕 十五 全節 二十二 詫老 三十一 巧聚 

七 闖氛 十六 途分 二十三 傷離 三十二 原夢 

八 默訂   二十四 認母 三十三 譁嗣 

九 懸標   二十五 爭購   

資料來自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之《笠翁傳奇十種（下）》 張碧玲製表 

 

本文以浙江古籍出版社輯印之《笠翁傳奇十種》為主要參考依據，美國國會

圖書館典藏《巧團圓》善本之數位影像及《古本戲曲版畫圖錄》收錄之圖集為研

究比對版本。
4
三種來源，圖像呈現方式不一，或有重新印刷發行，或掃瞄製成

                                                
1
 《笠翁傳奇十種》即是指《憐香伴》、《風箏誤》、《蜃中樓》、《意中緣》、《凰求鳳》、《奈何天》、

《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及《慎鸞交》等戲曲。十種傳奇開始以「單行本」付梓，

終集結成《笠翁傳奇十種》，以「合刋本」流傳於世。《巧團圓》為十種中 晚問世之傳奇。 

2
 主要參考來源為浙江古籍出版社編印之《笠翁傳奇十種》，其中，《巧團圓》序文並無落款，書

中內頁印刷為「莫愁釣客及睡鄉祭酒合評」。見（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李漁全

集》第五卷，（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318 頁。  

3
 浙江古籍出版社之《巧團圓》傳奇僅註記「莫愁釣客及睡鄉祭酒批評」；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

《巧團圓》善本影像及黃麗貞之研究均顯示：「上卷十六齣，莫愁釣客、睡鄉祭酒合評；下卷

十七齣，新亭牧子、華嶽居民合評。」黃麗貞著：《藝文雙絶李笠翁：李漁研究》（臺北，國家

出版社，2014），310 頁。 

4
 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巧團圓》善本之數位影像，查閱自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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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影像，甚或搜集各年代之戲曲版畫，集結成圖錄者。三者均有收錄《巧團圓》

傳奇之版刻插圖，對於刋本時間、傳世版本、成書之相關，各有不同定調，逐次

於本文當中釐清，歸納出研究結果。 

 

二、《巧團圓》成書背景 

  《巧團圓》傳奇 終有幾種版本流傳於世，尚待持續考證。本文引用的

來源就有三種，有來自浙江古籍出版社發行的《笠翁傳奇十種》（《巧團圓》為其

中一種傳奇），也有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的《巧團圓》善本，已被製成數位影像，

後一種是套書《古本戲曲圖錄》收錄的《巧團圓》插圖，分別略稱以「浙江本」、

「國會本」及「古本」，先就三種本之型態進行說明。再者，《巧團圓》本身之作

者、寫序人、批評者及問世時間，一概為成書之環節，一一納入本段落細說。 

 

（一）《巧團圓》之研究版本 

本文主要研究版本—浙江古籍出版社輯印《笠翁傳奇十種》之「《巧團圓》

傳奇」（以下稱「浙江本」），是以康熙翼聖堂《笠翁傳奇十種》原刻本為底本，

康熙世德堂本為參校本。
5
「浙江本」編排版式為先圖後文（插圖在內文前面），

插圖為上文下圖（上部是詩文，下部是圖像），部份飾以「杮蒂形」外框，部份

為單一框線區隔；插圖詩文部份 5.7×9.6 公分，圖像部份 9.5×9.6 公分，全圖外

框 15.2×9.6 公分。《巧團圓》傳奇收錄 12 幅插圖。 

 

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巧團圓》善本之數位影像（以下稱「國會本」），來自

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系統，該系統定為「清康熙間刻本」，151

頁數位影像，其間僅見 4幅插圖，依序從《巧團圓》傳奇的序文、目次、上下卷

的內文情節、總評頁，乃至保存善本的藍皮硬殼裡、外頁和上、下卷書冊的封皮

                                                                                                                                       
 系統，網址：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List?page=3&whereString=ICYgIuW3p-WcmOWckyIg0

&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SourceID= 查閱日期，2016 年 3 月 21 日。 

5
 出自浙江古籍出版社發行《李漁全集》套書之第五卷—《笠翁傳奇十種（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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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都一一製成數位影像，公佈於網路，提供學術研究使用。
6
「國會本」的影

像非常清晰，數位化的善本可見多處黄斑和蟲蛀痕跡未加以修護，令人感受到歲

月的力量。「國會本」圖像出於善本，對於本文，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參考來源。 

 

  「《古本戲曲版畫圖錄》初版於一九九七年」
7
（以下稱「古本」），由北京市

首都圖書館編輯，馬文大、鄧菊英等人主編，學苑出版社發行。本文使用版本為

二○○三年出版之「增訂修補本」，全套書籍共五冊，圖錄按年代先後順序編列，

再依版畫產出地域分類，早至元末，近至清代同治年間，重要的版畫派別，如：

建安、金陵、徽州、蘇州…等區域的古代戲曲版畫均見於此套書，收錄共 347 種。

「增訂修補本」較「初版」收錄的 289 種，多補充了 50 餘種。李漁所作之《笠

翁傳奇十種》，十種傳奇之版刻插圖均有收錄，《巧團圓》傳奇當然也在其中，可

惜並非每種傳奇插圖都收錄齊全，有遺珠之憾。 

 

《古本戲曲版畫圖錄》第五冊收錄《巧團圓》之版刻插圖有第一幅、第四幅、

第五幅、第六幅、第十一幅，計五幅。其頁首介紹謂： 

 

清李漁撰，莫愁釣客、︑､睡鄉祭酒合評。︒｡清順治年間(公元⼀一六四四—⼀一七⼆二

⼆二年)刋《笠翁⼗十種曲》本。︒｡圖單⾯面⽅方式。︒｡8 

   

    「古本」稱作者為「李漁」，非「湖上笠翁」；
9
刋刻年代定「清順治年間」，

                                                
6
 查閱自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李漁《巧團圓》善本」 

數位影像，查閱日期，2016 年 3 月 21 日。網址： 

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List?page=3&whereString=ICYgIuW3p-WcmOWckyIg0

&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SourceID= 

7
 馬文大、鄧菊英等編：《古本戲曲版畫圖錄（修訂增補本）》，第一冊，（北京市，學苑出版社， 

2003），再版說明頁。 

8
 馬文大、鄧菊英等編著：《古本戲曲版畫圖錄（修訂增補本）》，224 頁。 

9
 康熙八年（己酉，1669），李漁為潘永因所輯《宋稗類鈔》作序，署「湖上李漁笠翁」，首見 

  李漁以「湖上笠翁」自稱。參見單錦珩：《李漁年譜、李漁交游考、李漁研究資料輯》，《李漁 

 全集》第十九卷，（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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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成書之「康熙七年」（戊申，1668），清聖祖福臨在位僅十八年（1644-1661），

「古本」所指「公元一六四四—一七二二年」已跨順治、康熙（1662-1722）二

任帝王，非單指「順治年間」；刋本為「《笠翁十種曲》本」，非一開始合刋所稱

之「《笠翁傳奇十種》」，可能為翻刻本。
10
「古本」之插圖多處待查考確認，但插

圖精巧，本身仍極具研究價值。 

 

（二）《巧團圓》成書之作者、序與批評 

   作者李漁，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西元 1611 年）農曆八月初七日生，卒

於清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正月十三日。字笠鴻，號笠翁，初名仙侶，字謫

凡，號天徒。作品中使用的別號，有伊園主人、湖上笠翁、笠道人、覺道人、覺

世稗官、新亭客樵、回道人、情隱道人、情痴、西湖流寓客，反正遒人亦其筆名。

宗譜尊稱「佳九公」。文壇亦有稱「李十郎」者。 

 

  「樗道人」，名未詳，為《巧團圓》作序，署「康熙戊申之上巳日樗道人書

於瑁湖僧舍」，書於瑁湖僧舍，應在華亭縣。
11
 

 

  「浙江本」之《巧團圓》傳奇對於「批評人」此部份，僅於封面註記「莫愁

釣客、睡鄉祭酒批評」；「國會本」典藏的《巧團圓》善本影像和學者黃麗貞之研

究均顯示為：「上卷十六齣，莫愁釣客、睡鄉祭酒合評；下卷十七齣，新亭牧子、

華嶽居民合評。」
12
《巧團圓》傳奇之「批評」應有四人。 

 

  「莫愁釣客」，名未詳。與「睡鄉祭酒」為《巧團圓》一同批評。《巧團圓》

                                                
10
 《李漁全集》之〈笠翁傳奇十種點校說明〉指出：「上述十種劇作（指李漁所作之十種傳奇） 

 開始都是單本付梓的，隨後合刻而為《笠翁傳奇十種》，由金陵翼聖堂印行，稍後又有世德堂 

 本行世，其後翻刻本多更名為《笠翁十種曲》。」（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上）》，《李漁全 

 集》第四卷，《笠翁傳奇十種（上）》（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1 頁。 

11
 單錦珩研究認為漁有好友沈賁園（名白，號濤思、天庸子，華亭人），詩詞相互賞評，有《樗 

亭稿》，或即其人。又以樗道人為號者，有任真，長洲人；莊寶澍，字甘來，武進人。錄以備 

考。單錦珩：《李漁年譜、李漁交游考、李漁研究資料選輯》，《李漁全集》第十九卷，（杭州市，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15 頁。 

12
 黃麗貞著：《藝文雙絶李笠翁：李漁研究》（臺北，國家出版社，2014），3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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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曲牌「西江月」開場唱到： 

 

浪播傳奇⼋八種，賺來⼀一派虛名。︒｡閑時⾃自閱⾃自批評，愧剎無鹽對鏡。︒｡13 

   

  李漁⼗十種曲中的另⼀一個傳奇作品《慎鸞交》，第⼀一齣以「蝶戀花」唱：14 

   

  這種情⽂文差（⾳音雌）覺好，可惜元⼈人，個個都亡了。︒｡若使⾄至今還壽考， 

  過預定不題凡⿃鳥。︒｡15 

 

李漁在另一部著作《閑情偶寄》之〈詞曲部〉，談論「家門」的用法，其謂： 

 

開場數語，謂之「家⾨門」。︒｡未說家⾨門，先有⼀一上場⼩小曲，如「西江⽉月」、︑､「蝶

戀花」之類，總無成格，聽⼈人拈取。︒｡此曲向來不切本題，⽌止是勸⼈人對酒忘憂、︑､

逢場作戲諸套語。︒｡16 

                                                
13
 出自《巧團圓》第一齣〈詞源〉。（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李漁全集》第五卷，（杭

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321 頁。 

14
 「西江月」與「蝶戀花」均是《巧團圓》當中的曲牌名。「曲牌」指曲調或詞調之各種名稱。 

 謂之曲牌或詞牌蓋度曲時之宮調音節。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 

 1989），131 頁。曲牌是傳統填詞制譜用的曲調調名統稱，俗稱「牌子」。古代詞曲創作，原是 

 「選詞配樂」，後來逐漸將其中動聽的曲調篩選保留，依照原詞及曲調的格律填制新詞，這些 

 被保留的曲調仍多沿用原曲名稱。明代以前所形成的戲曲聲腔，如昆山腔、弋陽腔，以及由明 

 清俗曲發展成的戲曲劇種，大多以曲牌為唱腔的組成單位，通稱作「曲牌體」唱腔。李漁在《巧 

 團圓》之中，一共安排了 120 餘種曲牌。 

15
 出自《慎鸞交》第一齣〈造端〉。（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李漁全集》第五卷，（杭 

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423 頁。 

16
 文出自李漁作《閑情偶寄》之「詞曲部(下)」,，「家門」一章節。（清）李漁：《閑情偶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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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團圓》與《慎鸞交》這二段「家門」，與傳奇本身並無相關，僅是笠翁

本人數語閒聊。沈新林就以這兩種傳奇開場文為例證，作〈莫愁釣客考〉一文，

設想「莫愁釣客」為李漁自稱。
17
 

 

    「睡鄉祭酒」即杜濬，為李漁主要文友，與「莫愁釣客」共評《巧團圓》。

杜濬（1611－1687），字于皇，原名詔先。號于篁、茶村、睡鄉祭酒、鍾離濬水。

湖廣黄岡人，喬寓江寧四十年。明副貢生。崇禎十五年鄉試卷擬列第一，以結語

侵樞府，置副車，授推官。入清不仕，與弟杜岕專力學古，稱「二杜」。亦為笠

翁之《玉搔頭》、《閒情偶寄》及詩文作評，為《凰求鳳》、《無聲戲》（《連城璧》）、

《十二樓》作序。
18
在李漁諸多文章知交中，具有相當重的份量。 

 

  「新亭牧子」與「華嶽居民」，二人真實姓名無從查考，李漁其他著作之中，

未見有文字記載與上述二人有交遊。 

 

（三）《巧團圓》之問世時間探討  

康熙七年(戊申，1668)元旦，李漁友人李申玉之妻生日，
19
漁曾作〈李申玉

閫君壽聯〉賀壽，序曰：「是日稱觴，即令家姬試演新劇。」學者單錦珩推判，

李漁家班所演「新劇」，可能就是剛脫稿之《巧團圓》。
20
 

 

                                                                                                                                       
漁全集》第三卷，（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60 頁。 

17
 見沈新林：〈莫愁釣客考〉，《文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8 年）第三期，279-280

頁。 

18
 杜于皇（1611－1687），名濬，初入南雍，與余懷、白夢鼐齊名，時號「魚肚白。」生平論詩 

極嚴，於時人多所詆呵。有富於財者，重價購其集焚之。老而益貧，貧而益狂。有《變雅堂遺 

集》、《變雅堂文集》、《變雅堂詩鈔》、《茶村詩》、《掃花詞》諸作。單錦珩：《李漁年譜、李漁 

交游考、李漁研究資料選輯》，160 頁。 

19
 李申玉，名未詳，彭城人。有聲樂之嗜，漁有七律〈舟次彭城，冰雪交阻，紀子湘司馬、李申

玉廣文相留度歲〉曰：「慷慨 難書卷借，詠歌亦似友朋親。」元旦，李妻生日，漁為試演新

劇。此蓋康熙七年事也。見單錦珩：《李漁年譜、李漁交游考、李漁研究資料選輯》，《李漁全

集》第十九卷，（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36-237 頁。 

20
 單錦珩：《李漁年譜、李漁交游考、李漁研究資料選輯》，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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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團圓》序文落款題「康熙戊申之上巳日樗道人書於瑁湖僧舍」（參見圖

1、2），
21
樗道人必定在農曆三月三日前就看過《巧團圓》的稿本，才受邀為此劇

作序。
22
該劇總評也說：「是劇一出，其稿本先剞劇而傳，遠近同人無不服予之先

見。」
23
可知《巧團圓》劇本已在戲曲同好之中，流轉傳唱有些時日。 

 

筆者推測早在康熙七年以前，《巧團圓》的「戲曲稿本」已經問世；康熙七

年以後，才出刋成「《巧團圓》傳奇」乙書流傳。 

 

 
圖 1 李漁《巧團圓》序文末頁 

 

圖 2 李漁《巧團圓》序 

  文落款 

圖 1：《巧團圓》善本展開全貌，序文接續裝訂目次頁，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 

圖 2：《巧團圓》善本序文局部，落款題「康熙戊申之上巳日樗道人書於瑁湖僧舍」，美國國會圖 

   書館典藏。 

     

                                                
21
 「浙江本`」序文無落款， 黃麗貞研究為「康熙戊申上巳日樗道人序」，與美國國會圖書館館

藏善本相同。見黃麗貞著：《藝文雙絶李笠翁：李漁研究》，310 頁。 

22
 「上巳日」即「上巳節」，是我國漢族一個傳統節日。因在農曆三月上旬的第一個巳日，故稱 

「上巳」。漢代以前雖然已經把上巳定為正式節日，但農歷三月上巳每年不一致，魏晉以後， 

為了方便和統一，於是將「上巳節」定在每年旳農曆三月初三。 

23
 見（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4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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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巧團圓》故事與插圖繪製安排 

  據黃麗貞敍述，《巧團圓》劇情「敍演一家離散的父子、夫妻，在極巧妙的

情況下團聚，故名《巧團圓》。又以自幼被賣的姚繼常夢到的小樓為「關目」，
24
所

以亦名《夢中樓》。」
25
 

 

    一般來說，戲曲的角色組合，男主角為「生」，女主角為「旦」；男、女配

角分別為「小生」和「小旦」。漁之《巧團圓》為求情節之迂迴、巧妙，配角配

置異於以往，增添一組男女配角，分別以「外」與「老旦」的扮相登場，相較李

漁所作的其他傳奇，《巧團圓》配角戲份較為吃重。
26
 

 

《笠翁傳奇十種》之中，《慎鸞交》和《巧團圓》二種傳奇插圖各為 12 幅，

較其他八種傳奇安排的 6幅插圖，再多出 6幅。想當然爾，插圖必定得對應情節

精采之處，設定的場景和配景也不能悖離劇情走向。 

 

《巧團圓》傳奇又名「《夢中樓》」，畫工將男主角「姚繼」安排在樓閣建物

中，以切合本劇別名。插圖第一幅即是描述傳奇第二齣〈夢訊〉的關目，由「姚

繼」手持訂情和身份識別的重要關鍵——「玉尺」，作睹物沈思貌。 

 

「曹家千金」在亂賊入城，為保全女子貞節，敷抹巴豆上身，古時製藥工具

「藥碾」也在插圖第五幅中出現，對畫面有輔助說明的功用，甚至還有畫龍點睛

效用。 

 

另外，「姚繼」（生）與「曹家千金」（旦）是《巧團圓》傳奇的主要角色，

所佔插圖篇幅自然不會少於「淨」、「末」、「丑」這些配角，
27
12 幅插圖之中，「姚

                                                
24
 「關目」，戲界行話。乃情節之義，亦做關子。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臺北市，臺灣中華 

 書局，1989），615 頁。 

25
 文出黃麗貞著：《藝文雙絶李笠翁：李漁研究》，310 頁。 

26
 生、旦、小生、小旦與老旦，均為戲曲中的表演角色。 

27
 淨、末、丑或副淨，均是戲曲表演中的角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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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和「曹家千金」出現的次數就各佔五次及六次之多。
28
（參見表 2） 

 

表 2 李漁《巧團圓》版刻插圖內容一覽表                     

像 齣次 主題 人物及扮相 場景設定 配景 

第一幅 二 夢訊 姚繼（生） 夢中樓 
雲霧、小樓、欄杆、窗欞、

玉尺、泥偶、樹 

第二幅 六 書帕 曹小姐（旦） 曹家庭院 桐樹、奇石、流水 

第三幅 八 默訂 姚繼（生）、曹小姐（旦） 後院竹籬 
屋舍、奇石、流水、雅竹、

圍籬 

第四幅 九 懸標 
尹名厚（外）、二惡少（副

淨）、（丑） 
路旁賣身 

樹、奇石、草、飛鳥、招牌、

惡少持扇、流水 

第五幅 十三 防辱 曹小姐（旦） 閏房製藥 
屋舍、假山、奇石、雅竹、

樹、欄杆、流水、藥碾、杯 

第六幅 十五 全節 

曹小姐（旦）、攙扶婦人

（丑）、過天星（副淨）、隨

眾（眾） 

賊營營帳 
柳樹、 奇石、苔點、營帳、

兵器、虎皮椅、旌旗 

第七幅 十六 途分 山水遠景 江邊歸帆 
雁群、遠山、樹、江河、揚

帆小船、松樹、城牆 

第八幅 十七 剖私 曹小姐（旦）、尹夫人（老旦） 賊營囚居 

屋舍、窗欞、桌、椅、書、

門扉、圍牆、樹、奇石、水

池 

第九幅 十八 變餉 尹夫人（老旦）、婦人（眾） 賊營一隅 
松樹、奇石、眾婦人、布袋、

苔點、流水 

第十幅 十九 驚燹 姚繼（生）、乞兒（末） 殘破家園 

房舍、樹、奇石、流水、小

橋、雨傘、包袱、補釘破衣、

乞丐支杖 

第十一幅 二十五 爭購 
姚繼（生）、小賊（末）、買

客一（副淨）、買客二（淨） 
路邊市集 

樹、小坡、奇石、小草、水

邊、流水、苔點、大刀、布

袋 

第十二幅 三十一 巧聚 
姚繼（生）、曹小姐（旦）、

尹名厚（外）、尹夫人（老旦）、 
尹家府邸 樹、屋舍、臺階、苔點 

依浙江本《巧團圓》版刻插圖整理 張碧玲製表 

 

                                                
28
 姚繼(生)在插圖出現的篇幅分別為第一、三、十、十一、十二幅，計 5 幅；曹家千金（旦）出 

 現的篇幅分別為第二、三、五、六、八、十二幅，計 6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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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巧團圓》主要角色身份與扮相 

  《巧團圓》傳奇戲份比較吃重的角色有六，分別由「生」、「小生」、「旦」、

「小旦」、「老旦」及「外」擔綱。六人當中僅有「小生」(姚器汝)和「小旦」（曹

夫人）未見於插圖，其他角色至少出現二幅插圖以上。女主角「曹家千金」雖未

被賦予閨名，12 幅插圖卻出現了六次，細看每幅插圖的表情、梳妝、身段、配

景不同，變化多樣。看的出來，《巧團圓》版刻插圖的畫工很有巧思，給足了「女

主角」應有的殊榮。（參見圖表 1）《巧團圓》傳奇之中，主要角色的身份與扮相

敍述如下： 

 

1.姚繼 

  姚繼，字克承，楚漢陽人。幼失二親，孑孑孤行於世，尚未娶親。以「生」   

扮相登場。
29
  

 

2.姚器汝 

  姚器汝，號東山，蜀川人。兩榜科名，官銜臻乎八座，位近於三臺。因朝 

綱紊亂，主威不測，請告回家。化名「曹玉宇」，在漢口扮作懸壼醫生，賣藥糊

口。由「小生」扮演。
30
 

 

3.曹家千金 

  曹家千金（漁未賦予閨名），曹玉宇之養女，年已及笄，尚未許嫁，欲待招

贅。由「旦」扮演。
31
 

 

                                                
29
 「生」角色名。凡元曲中之正末、副末、沖末、小末、外末，傳奇中之生、外末、小生，在皮 

戲中概謂之生。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105 頁。 
30
 「小生」，角色名。齊如山云：「崑曲中之小生，乃是二路生的性質，與小外、小末、小淨相 

同。絶無年齡較小的意義。到了皮黃中之小生，就純粹是年輕的性質了。」又分扇子生、巾生、 

紗帽生、冠生、雉尾生、武小生、窮生等名式。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27 頁。 

31
 「旦」，角色名。凡傳奇中之正旦、小旦、小旦、貼、老旦，漢劇中之旦、貼、夫，皆屬之。《南 

詞敍錄》以為宋時妓女，以樂器置籃中擔之以出，號曰花擔。後因省擔為旦。《詞餘叢話》：「自 

北劇興，名男曰末，女曰旦。」《遼吏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旦司一調。」王 

沛綸編著：《戲曲辭典》，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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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夫人 

  曹夫人，曹玉宇之妻，亡兒夭折繼嗣無人，急於替曹家養女婚配。作「小

旦」扮相。
32
 

 

5.尹名厚 

  尹名厚，別號小樓，湖廣鄖陽人。祖上防邊靖難有功，世授錦衣衛千戶，
33

裘職多年後，告假還鄉。尹家履世單傳，十五年前，獨子因虎災失踪，親友力勸

尹老另外立嗣。以「外」扮相登場。
34
 

 

6.尹夫人 

  尹夫人，尹名厚之妻，「老旦」扮相。
35
亂世遭匪賊擄去，而與丈夫分離。

在賊營與曹家千金相遇為伴，後被流賊裝袋賣出，由姚繼買下認作母親。  

 

 

 

 

 

 

 

 

 

                                                
32
 「小旦」，角色名。旦之一種。明清傳奇中之小旦，皆為配角性質。齊如山云：「這個小子，同 

小生小外一樣，原來没有年歲小的意思，不過是正旦的副腳就是了。如：《香祖樓》之李若蘭、 

《桃花扇》之李貞麗、《浣紗記》之公孫勝妻。」戲界統稱閨門旦與花旦曰小旦。王沛綸編著： 

《戲曲辭典》，27、28 頁。 

33
 《唐律》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乙卯，1015）制蔭補法，「任子」、「門蔭」、「世賞」均指恩蔭制度。 

34
 「外」，角色名。《未元戲曲史》：「元劇有外旦、外末，而又有外。外則或扮男，或扮女，當為 

 外末、外旦之省。外末外旦之省為外，猶貼旦之後省為貼也，曰外曰貼，均係一義。謂於正色 

 之外，又加某色以充之也。」今傳奇中，凡年老於生，掛蒼白髯口者，往往以外飾之。王沛綸 

 編著：《戲曲辭典》，112 頁。 
35
 「老旦」，角色名。旦之一種，此角專扮年老婦人。但在元雜劇中，有時扮演梅香等配角。明 

人傳奇中，有時扮演少女等配角，是以班中人少，不得不兼之耳。齊如山云：「老旦雖不兼他 

種旦腳，但須演不抹臉之太監，這是定例。」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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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主要角色扮相一覽 

項

次 
人物 扮相 圖像 備考 

1 姚繼 生 

第一幅 第三幅 第十幅 第十一幅 第十二幅 第十二幅

(左)生，

姚 繼 ；

(右)旦，

曹 家 千

金。 
    

 

2 姚器汝 小生 無圖像  

3 曹家千金 旦 

第二幅 第三幅 第五幅 第六幅 第八幅 曹家千金

尚出現於

第十二

幅。（圖

上）      

4 曹夫人 老旦 無圖像  

5 尹名厚 外 

第四幅 第十二幅 

 

    

6 尹夫人 老旦 

第八幅 第九幅 第十二幅 

第十二幅

(左)外，

尹名厚。 

    
 

 

 

(二) 《巧團圓》次要角色身份與扮相 

《巧團圓》其他次要的角色，由「淨」、「副淨」、「末」、「丑」等行當扮演，

有時「一人分飾多角」，如：「副淨」扮演惡少、賊頭過天星、買客，還得扮駝背、

跛腳婦；「丑」扮惡少、攙扶婦人、乞丐，也手持大刀扮小賊「蠍子魂」。若是戲

班子的這些行當都僅有一個人，果真要上戲，後臺應是換裝頻頻，緊張萬分。（參

見圖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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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惡少二人 

  尹名厚為得一個真心待奉父母的子嗣，在路旁掛起招牌，鬻身為父。惡少 

二人，上前言語譏諷，由「副淨」及「丑」扮演，「副淨」作持扇打人狀。
36
 

 

2.過天星 

  過天星，獨自屠城不帶兵。殺人 喜殺美女，好從刀下聽嬌聲。闖王李自成

部下一頭目，「副淨」扮演。 

 

3. 攙扶婦人 

  攙扶婦人，李漁無賦予稱謂。出現在「曹家千金」遭擄易容稱病，賊人喚婦

人攙扶曹女進營帳，故謂之「攙扶婦人」，由「丑」扮演。 

 

4.蠍子魂與二卒 

   「丑」角扮 「蠍子魂」，「蠍子魂」乃「過天星」標下官頭，奉差出去擄搶女

子，再將無人贖回民女裝袋出售，以換得軍餉。二個小卒，跟著「蠍子魂」一起

做賣人頭的差事，没有稱號，李漁也未配給角色名，類似跑龍套的角色。  

 

5.四婦人 

  闖賊開設賣人行，將擄來無人贖回的婦女出售。四婦人分別是尹夫人（老

旦）、淨(胖婦)、瘦婦(小旦)和駝背、跛腳婦（副淨），分別被闖賊裝袋秤斤論兩

賣。 

 

6.乞兒 

  乞兒-姚生鄰居張老伯，闖賊部眾進城，家財遭掠，房屋燒毁，妻離子散，

                                                
36
 「副淨」，角色名。《輟耕錄》：「院本五人，一曰副淨。」古謂之參軍。《樂府雜錄》：「開元中 

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今平劇中稱二面為副淨，按此腳性質與副末相似，常與丑腳相混， 

非重要腳色。副亦作付。如《鳴鳳記》傳奇中之嚴世蕃，同為一人，同在一場，有時曰副淨， 

有時則曰付淨。「丑」，角色名。徐渭《南詞敍錄》：「丑以粉墨塗面，其形甚醜，故省文作丑。」 

丑之一色，原屬雜扮，以資歡笑者。清王棠《知新錄》：「《都城記勝》云，雜扮或名雜旺，亦 

名鈕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多是借裝為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丑腳，蓋鈕元子 

之省文。」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79、3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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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沿路叫化。由「末」飾演。
37
 

7.買客二人 

買客二人，賊人將擄來卻無人贖回之婦女變賣，買客二人與姚生競購。由「副

淨」、「淨」扮演，聞小賊亮刀砍人，兩人作靠攏打哆嗦相。
38
 

 

圖表 2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次要角色扮相一覽 

項次 人物 扮相 圖像 備考 

1 惡少二人 
副淨 

丑 

第四幅 

惡少二人無

名，以扮相

區分。 

惡少二人 副淨 丑 

   

2 過天星 副淨 

第六幅 

 

   

3 攙扶婦人 丑 

第六幅 

攙扶婦人無

名。 

   

4 
蠍子魂 

二卒 

末 

丑 

第九幅 第十一幅 
第九幅（左）

包含蠍子魂

和二卒，以

「賊三人」

稱之。 

賊三人 蠍子魂 二卒 蠍子魂 

   
 

5 
尹夫人 

胖婦 

老旦 

淨 

第九幅 （左一）含

尹夫人、胖四婦人 尹夫人 胖婦 瘦婦 駝背婦 

                                                
37
 「末」，角色名。末者開場始事者也。元劇末旦二色，支派彌多，而以正末副末為著，正末亦 

作末泥。傳奇則以生旦為正腳，然仍以末開場，位置猶重要。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120、 

121 頁。 

38
 「淨」，角色名。戲中凡畫花臉者，皆謂之淨。此腳在民國前並非重要腳色，但與旦丑腳相混， 

如：《合汗衫》雜刻中之趙氏，《空谷香》傳奇中之老夫人、千嬌、老婢等人，皆用淨腳扮演。 

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3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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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婦 

駝背婦 

小旦 

副淨 

   
  

婦、瘦婦、

駝背婦，以

「四婦人」

稱之。 

6 乞兒 末 

第十幅 

 

 
 

7 買客二人 
副淨 

淨 

第十一幅 
買客二人無

名，分別由

副淨與淨扮

演。 
 

  

 

(三)《巧團圓》之劇情評析 

《巧團圓》雖然虛構了「鬻身為父，失慈者購嫗作母」的關目，
39
但劇情也

並非完全是羅織而來。是劇談到明末兵燹時，骨肉分離又復相聚的情節，與作者

李漁年代相近的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一家完聚》之卷二四談到：
40
 

 

浙東亂時，陳⽒氏年甫⼗十六，為杭鎮撥什庫所得，鬻於銀⼯工，堅不肯從。︒｡ 

杭⼈人郭宗⾂臣、︑､朱膽⽣生尚御公者，剙⾦金以贖艱民，知⼥女之義，贖之。︒｡忽友 

⼈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即其夫也。︒｡翌⽇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續⼜又贖⼀一 

嫗⾄至，其姑也。︒｡有兩翁覓其妻踉蹌⾄至⾨門，即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 

時完聚，蓋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41 

                                                
39
 文出（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17 頁。 

40
 王士禎（1634-1711）字貽上，號阮亭、漁洋山人，又名王漁洋，山東新城人。後人因避雍正 

 諱，改名士正。乾隆賜名士禎，諡文簡，清初文壇「神韻派」領袖。與蒲松齡（1640-1715） 

 是好友，曾為蒲評點《聊齋志異》，並題詩共勉。蒲松齡又為李漁（1611-1680）友人之一，李 

 漁是否與王士禎有交遊，或是拜讀過王士禎所作之《池北偶談一家完聚》才完成《巧團圓》乙 

 劇，尚待查考。 

41
 轉引自陶恂若作〈十二樓考證〉乙文。出自（清）李漁著，陶恂若校注，葉經柱校閱：《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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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漁在《巧團圓》穿插的真人時事，尚有將婦女裝袋賣出乙節。清末刋印的

《香艷叢書》二集一卷〈蔣老娶京師妓女羅小鳯〉中有相關的情節：
42
 

 

已⽽而⼤大兵渡江，軍中不許攜帶婦⼥女，限三⽇日賣諸民間。︒｡諸披甲以買主揀 

擇，致價不均，各以巨囊盛諸婦⼥女，固結囊⼝口，負⾄至通衢，插標於囊上 

，求售甚急。︒｡⼀一披甲欲賣去囊中⼈人，三⽇日不售，怒⽽而欲投之江，同伍⼒力 

阻之⽈曰：「蔣蠻⼦子勞苦無妻，曷以賞之？」43 

 

《巧團圓》傳奇當中，老百姓流離失所，親人離散致因於流賊。今人董康在

《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一考據指出：44 

 

  劇中李⾃自成稱闖王，按：流賊本以⾼高迎祥為闖王，⾃自成則呼闖將。︒｡迎祥 

  死，⾃自成乃稱闖王。︒｡其⼀一隻虎、︑､獨⾏行狼、︑､蠍⼦子魂、︑､過天星，皆賊號不謬 

  。︒｡過天星者，本名惠登相，降于明。︒｡⾈舟中與左良⽟玉爭⾔言，絕江⽽而去，後 

                                                                                                                                       
 樓》，（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13 頁。 

42
 《香艷叢書》署名作者為清「蟲天子」，書前有宣統元年輯者自序。據《室名別號索記》知蟲 

 天子為烏程張延華，餘則不詳。 

43
 轉引自陶恂若作〈十二樓考證〉乙文。出自（清）李漁著，陶恂若校注，葉經柱校閱：《十二 

 樓》，（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8），13-14 頁。 

44
 董康（1867-1947），原名壽金，字授經，號誦芬主人，江蘇武進人（今常州市）人。光緒十六 

 年（庚寅，1890）進士，清朝時期曾任刑部提牢廳主事、總辦秋審兼陝西司主稿。辛亥革命後， 

 赴日本帝國大學留學，攻讀法律。先後擔任中央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全國選舉資格審 

 查會會長等司法要職；1922 年 5 月 8 日任財政總長，並先後在東吳大學、上海法科大學、北 

 京大學任職。著有《曲海總目提要》、《皕末樓藏書源流考》、《誦芬室叢刋》、《中國法制史講演 

 錄》、《集成刑事證據法》、《嘉業堂書提要》、《課花盦詞》及《書舶庸譚》。查閱自「財政部財 

 政史料陳列室」「財政人物索引」。網址：

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412&ctNode=63&mp=1 查閱日期：2016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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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其所終。︒｡布袋盛婦⼈人賣。︒｡流賊果有其事，⾮非妄揑也。︒｡45 

 

董康考證，「闖王」其實為流賊高迎祥之呼號，李漁直接以「闖將」李自成

易「闖王」之號；「一隻虎」、「獨行狼」、「蠍子魂」、「過天星」等稱號確有其人；

流賊將擄來婦女裝袋密縫出售，亦確有其事。 

 

笠翁於《巧團圓》〈詞源〉乙齣，安排「末」唱「鳯凰臺上憶吹簫」46開場， 

說明故事裡主要角色的遭遇。其謂： 

 

  恤⽼老婦的偏得嬌妻，姚克承善能致福。︒｡ 

  防失節的果得全貞，曹⼩小姐才堪免辱。︒｡ 

  避亂兵的反失愛⼥女，姚東⼭山智也實愚。︒｡ 

  求假嗣的卻遇真兒，尹⼩小樓斷⽽而忽續。︒｡47 

 

為此，樗道人於《巧團圓》序文裡說： 

   

  是劇於倫常⽇日⽤用之間，忽現變化離奇之相。︒｡無後者鬻⾝身為⽗父，失慈者購 

  嫗作母，鑿空⾄至此，可謂⽜牛⿁鬼蛇神之⾄至矣！及⾄至看到收場，悉是⾄至性使 

  然，⼈人情必有，初⾮非奇幻，特飲⾷食⽇日⽤用之波瀾⽿耳。︒｡48 

 

現代學者黃麗貞析評劇情：「可謂十分離奇巧合，關目情節，一無所本，完

                                                
45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一，（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頁。 

46
 「鳯凰臺上憶吹簫」為《巧團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戲曲辭典謂：「鳯凰臺上憶吹簫，曲牌 

名。北曲入仙呂調隻曲。」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504 頁。 

47
 見（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21 頁。 

48
 見（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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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憑空結撰。」
49
 

 

筆者認為笠翁作《巧團圓》，「離奇巧合」絶對足夠，但並非「一無所本，完

全憑空結撰。」從劇中各角色因兵燹離散，曹小姐、尹氏二婦遭賊擄，又被裝袋

出售，闖賊「一隻虎」、「獨行狼」、「蠍子魂」、「過天星」考查真有其人、其號，

上列文學記述根源、歷史考據對象，即為李漁劇作之靈感。    

             

《巧團圓》劇末總評:「人詫笠翁之能作怪，吾服笠翁諸劇似怪而絶不怪也。」

50
笠翁厲害之所在，就是洞察人性，善於組合材料，揉搓進戲曲之中，讓人觀劇(戲)

隨情節走轉起伏。 

 

總評又說：「矢節、矢義，迥別閑情，一軌於至正、至慤」51 ，《巧團圓》

不同於笠翁其他種傳奇，非僅圍繞才子佳人遭遇劫難後，終成佳偶而鋪陳，是以

倫理人常及善果終報為故事核心發展。《巧團圓》情節有真有假、似真若假，無

怪睡鄉祭酒與莫愁釣客於是劇末再評：「笠翁之自信若是，吾儕之信笠翁者，亦

若是耳！」52 

 

四、《巧團圓》傳奇版刻插圖之內容分析 

《巧團圓》傳奇之版刻插圖計有 12 幅，目前所見的安排，均是插圖上部書

寫詩文，詩文多出於傳奇內文佳句，一般伴有題詩人落款和鈐印；下部圖像描繪

的內容，對應傳奇內文中精彩之關目。插圖之中，佐以上部詩文說明，圖像上演

的段落、齣次明顯易懂，更加引人入勝。 

關於《巧團圓》傳奇板刻插圖，目前筆者搜整版本有三，即「浙江本」、「國

會本」及「古本」，本段落先以插圖收整較全的「浙江本」，作為《巧團圓》傳奇

版刻插圖內容的說明範例，依序將插圖與故事情節陳述如後： 

 

                                                
49
 參見黄麗貞：《藝文雙絶李笠翁》，312 頁。 

50
 出自睡鄉祭酒與莫愁釣客為《巧團圓》作之總評。（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415 頁。 

51
 出自《巧團圓》之總評。（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415 頁。 

52
 出自《巧團圓》之總評。（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4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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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幅〈夢訊〉  

姚繼幼失二親，孤行於世，已記不起雙親容貌，想要在夢中會一會，好記起長相，

醒來時圖繪真容。這一晚睡去，姚生登上夢中小樓，依夢中鄰舍老者指示，在床

帳後方找到一箱孩童時節戲耍的東西。其中有泥人、土馬、棒槌、鑼鼓、刀槍、

旗幟等物，還有一把攸關婚姻大事的玉尺。姚繼唱「皂羅袍」
53
：「既然重進老萊

居，何妨再演斑斕具。」
54
居處相鄰的曹家養女心怡姚繼，姚生卻已接受試煉，

即將遠行。擔心良緣生變，曹女愁唱「一江風」
55
：「說來羞，處子年方，忽把春

心逗。甚來由，匾香腮，蹙短蛾眉，不住把啼痕溜。無端自惹愁，無端自惹愁，

誰來伴我憂，恨不與人同瘦！」
56
（參見圖 3） 

 

 
圖 3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一幅 

 
圖 4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二幅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二齣〈夢訊〉；詩文「 

托匾香腮，短蹙蛾眉，不住把啼痕溜。」 

落款「素娥氏」；鈐印為楕圓印，印文「素 

娥氏」，白文。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六齣〈書帕〉；詩文「既 

然重進老萊居，何妨再舞斑爛具。」；落 

款「天放閒人」；鈐印為方印，印文「天 

放」、「閒人」，同為朱文。  

 

                                                
53
 「皂羅袍」為《巧團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 

54
 詩文出自《巧團圓》傳奇第六齣〈書帕〉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24 頁。 

55
 「一江風」為《巧團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 

56
 出自《巧團圓》傳奇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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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幅〈書帕〉 

描述曹家養女心怡姚繼，姚生卻已接受試煉，即將遠行。擔心良緣生變，愁

唱「一江風」：「說來羞，處子年方，忽把春心逗。甚來由，匾香腮，蹙短蛾眉，

不住把啼痕溜。無端自惹愁，無端自惹愁，誰來伴我憂，恨不與人同瘦！」
57
詩

文出自第二齣「夢訊」，姚生於夢中唱「皂羅袍」：「既然重進老萊居，何妨再演

斑斕具。」莫愁釣客、睡鄉祭酒合評：「奇字！四曲淒婉溜亮，奏之場上固妙，

用之清謳更宜。笠翁脫稿之日，即授雪兒子隔窗聽度此曲，如聞鈞天，心醉神移

者屢日。」（參見圖 4） 

 

 (三)第三幅〈默訂〉 

姚繼遠行在即，卻心有牽掛，在茅舍旁的竹籬下，一面閑走，一面思索。唱

「懶畫眉」
58
：「自叉雙手問心期，何事臨行苦皺眉？」「數莖殘竹一圈籬，這家

私有限何難棄，為甚的欲去還留把足羈？」
59
 姚生與曹家千金對彼此皆有情意，

卻又不得直接互訴鍾曲。藉竹籬之隔，一前一後，投遞寫有詩句的玉尺和綾帕到

籬笆那一方，默訂了終身。
60
（參見圖 5） 

 

（四）第四幅〈懸標〉、〈解紛〉 

尹名厚多年前散失愛子，為求一子養老送終，尋遍幾十座州縣，來到松江。

尹老想了個法子，好分辨前來之人是否孝順和真心，寫了個招牌「年老無兒，出

賣與人作父，只取身價十兩，願者即日成交。」掛招牌前，自言自語，將養老送

終的大事對招牌說道：「先將私語囑招牌，好去街頭市老骸；若道無人收駿骨，

                                                
57
 出自《巧團圓》傳奇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35 頁。 

58
 「懶畫眉」曲牌名。南曲入南呂宮，管色配六字調或凡字調。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614 

頁。為《巧團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 

59
 莫愁釣客、睡鄉祭酒合評：「此劇不第曲高和寡，即上場下場諸詩，無一不稱絶調。人怪笠翁 

 詩草不多示，殊不知散見諸劇者正不少也。文章化境，盡於此矣！兩人心事總以迂回出之者， 

 非但文心貴曲，亦由兩下鍾情皆出，自是知其然而然，非有意相挑者比。此等文字，若不神遊 

 其域，烏知其美？」見《笠翁傳奇十種（下）》，341 頁。 
60 曹家千金於綾帕寫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君子，淑女好逑。」姚繼以玉尺回以：「投 

 我以瓊瑤，報之以木桃。匪報也，永以為好。」見《笠翁傳奇十種（下）》，3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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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死馬倩誰埋？」
61
莫愁釣客、睡鄉祭酒合評：「豈非絶調！」 

 

圖像描述第十齣〈解紛〉，兩個後生晚輩持扇對著尹老賣身之事粗言惡言，

唐突不敬。之後姚繼出現解決糾紛，並出錢買下尹老，奉為父親。（參見圖 6） 

 

 

圖 5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三幅 

 

圖 6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四幅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八齣〈默訂〉；詩文「數 

莖殘竹一圈籬，家私有限何難棄。」；落 

款「海為」。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九齣〈懸標〉；詩文「若 

道無人收駿骨，當年死馬倩誰埋？」；落 

款「三山子」。  

 

(五)第五幅〈防辱〉 

闖王李自成屠掠居民，亂信一日凶似一日。曹小姐與姚繼訂約後，耐心死守。

為免失節於賊兵，他想了個防辱的方法，就是將巴豆塗抹上身，瞬時臃腫，令人

不敢近身。另將姚繼回贈的玉尺帶在身邊，萬一保全不得，就殉身而死。此時賊

                                                
61
 詩文出自第九齣〈懸標〉。見《笠翁傳奇十種（下）》，344、3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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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已臨城下，曹家千金唱「桂枝香」
62
：「掩藏嬌媚，莫將淫誨。與其竊藥成仙，

爭似漆身為厲。」
63
（參見圖 7） 

 

(六)第六幅〈全節〉 

闖王部下過天星掃蕩江湖二省，搜羅財寶、擄掠縉紳、婦女，曹家千金也在

其中。曹女喬裝有病，需人攙扶，藉著塗抹巴豆，讓臉部浮腫，卻無法掩蓋輕盈

窈窕的身軀。曹女唱「小桃紅」
64
：「玉容變作水晶球，越顯得腰肢瘦也，露出輕

盈，更惹閑愁。」
65
過天星看見她身子妖嬈，便想輕薄。曹女手抹巴豆，用計讓

賊人痢疾不止，打消成親念頭，曹女才得保全名節。（參見圖 8） 

 

 
圖 7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五幅 

 
圖 8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六幅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十三齣〈防辱〉；詩文「與 

其竊藥成仙，爭似漆身為厲。」；落款「洞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十五齣〈全節〉；詩文 

   「玉容變作水晶球，越顯得腰肢瘦也。」 

                                                
62
 「桂枝香」，曲牌名。南曲入仙呂宮，管色配小工調或尺字調，北曲入仙呂調隻曲。為《巧團 

 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325 頁。 

63
 見出自《巧團圓》傳奇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54 頁。 

64
 「小桃紅」為《巧團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 

65
 見出自《巧團圓》傳奇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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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樵者」    ；落款「好□子」。 

 

(七)第七幅〈途分〉 

  姚繼認伊小樓作爹後，
66
父子兩人離開松江，相偕踏上歸途。姚生在漢口上

岸，探望定親，伊小樓繼續前行，返家料理家事。見淒涼景色，姚繼與姚小樓輪

唱「勝如花」
67
：「乘風去，疾似飛，滿目愁山怨水。賽啼猿萬姓悲歌，傲霜林千

家血淚。」
68
莫愁釣客、睡鄉祭酒合評：「當年過赤壁者，有此悲歌代哭否？」（參

見圖 9） 

 

（八）第八幅〈剖私〉 

  尹夫人和曹家千金同被擄至賊營，尹夫人聞曹小姐面帶病容，身有過人怪

疾，無人敢靠近。尹夫人不忍他終朝啼哭，聽得心酸，想去勸解勸解，與他說說

衷情。尹夫人喚叫曹小姐出來說說心事。曹家千金哭唱「胡搗練」
69
：「愁作面，

淚為巾，看看假疾變成真。寧使形骸都毙了，莫教斷卻未歸魂！」
70
莫愁釣客、

睡鄉祭酒合評：「慷慨捐生易，從容守節難，人情大半如此，不當責備婦人。此

文文山之死節，為宋代一人，論者不可不曉。妙在未做姑媳時，有此一番傾倒，

不但後來會合有情，且令守節之事有憑有據。極陰冷處，卻是極關縫處。賓白之

妙，千古一見！疾風勁草，為末劫世界，壯幾許氣色。填詞之妙，千古一見！詰

問人情，勝於老吏斷獄。」
71
（參見圖 10） 

 

（九）第九幅〈變餉〉 

  過天星交待標下官頭，將擄來没人贖回的婦人變賣充餉。兩個小賊計較倒底

是要論個數賣，還是論斤秤了賣。單論個數，便宜了標緻的，吃虧了醜陋的；若

                                                
66
 尹名厚，號「小樓」。千里求子，化名「伊小樓」。後賣身姚繼作爹，假姚生之姓，再改名「姚 

小樓」。 
67
 「勝如花」為《巧團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 

68
 傳奇文本作「賽啼猿萬姓悲歌，傲霜林千家血淚。」插圖作「賽啼猿萬姓悲號，傲霜林千家 

血淚。」見《笠翁傳奇十種（下）》，362 頁。 
69
 「胡搗練」，曲牌名。北曲入雙調，管色配乙字調或正工調。為《巧團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 

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272 頁。 
70
 見《巧團圓》傳奇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66 頁。 

71
 出自《巧團圓》傳奇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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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論斤數，便宜了瘦小的，吃虧了肥大的。摻合攏來，決定將每個婦人用布袋裝

了，不論老少美惡，一袋一袋賣出，免得下腳貨無法出脫。小賊合唱「四邊靜」

72
：「繞階傳語阿嬌知，布袋裝人事不奇；只當又從胎裡過，托生仍做女孩兒。」

73
莫愁釣客、睡鄉祭酒合評：「無語不堪絶倒。」（參見圖 11） 

 
圖 9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七幅 

 
圖 10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八幅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十六齣〈途分〉；詩文 

「賽啼猿萬姓悲號，傲霜林千家血淚。」 

；落款「煙雲釣叟」。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十七齣〈剖私〉；詩文「愁 

作面，淚為巾，看看假疾變成真。」；落 

款「□□」。  

 

（十）第十幅〈驚燹〉 

  姚繼回到舊居，房舍遭兵火成煤炭，曹家也無人留。乞丐沿途叫化而來，竟

是鄰家張伯伯，姚生趕緊追問曹家老小去處和平安。乞兒張老伯回唱「瑣窗寒」

74
：「你對著覆巢兒，問他卵信平安；不聽那凄風樹杪，代伊長嘆！」

75
莫愁釣客、

                                                
72
 「四邊靜」，曲牌名。南曲入正宮，北曲入中呂宮，管色配小工調或尺字調。為《巧團圓》傳 

奇的曲牌名之一。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92 頁。 
73
 出自《巧團圓》傳奇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69 頁。 

74
 「瑣窗寒」為《巧團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 

75
 出自《巧團圓》傳奇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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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鄉祭酒合評：「凄惻動人，又復典雅矜貴。」「太難太難！」
76
（參見圖 12） 

 

 
圖 11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九幅 

 
圖 12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十幅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十八齣〈變餉〉；詩文「只 

當又從胎裡過，托生仍做女孩兒。」；落 

款「無□氏」。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十九齣〈驚燹〉；詩文「你 

對著覆巢兒，問卵信平安；不見凄風樹 

杪，代伊長嘆！」；落款「克菴居士」。 

 

（十一）第十一幅〈爭購〉 

  過天星標下小賊將擄來婦裝袋出售，不上三五日，共脫手七八百人。姚繼和

另外兩個買客爭買 後一袋，三人喊價加銀，爭論先後資格。姚生隔袋摸婦人手

中如玉尺之硬物，有五六分確定是曹家千金。拼了命要買到，作勢撞頭，以死要

脅。小賊拔刀欲砍，唱「福馬郎」
77
：「休道區區真戒殺，為圖生利行正法。如今

人七八，舊性發，依舊要把刀拿。只恨你頭小不如瓜，斷來只當切生茄。」
78
姚

繼不怕死，延頸受砍。小賊受撼，想了個法子，要袋子裡的婦人自行挑選，姚生

                                                
76
 出自《巧團圓》傳奇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71、372 頁。 

77
 「福馬郎」，曲牌名。南曲入正宮，管色配小工調或尺字調。為《巧團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 

 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478 頁。 

78
 出自《巧團圓》傳奇內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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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 後的買家，將袋中婦人抬回。（參見圖 13） 

 

 

（十二）第十二幅〈巧聚〉 

  尹小樓當初與姚繼相別，忘了告知其真名、真正的居處。日日到江頭張望，

盼望姚生能夠找到自己。姚繼因緣際會買回了尹夫人和曹小姐，一行人搖船朝尹

小樓故園鄖陽府前去尋人，兩方人馬果真在江邊相遇。一番泣訴呼喊後，說明來

龍去脈，曹小姐唱「紅衫兒」
79
：「說起從前，姑媳兩人總堪憐，仗四行血淚，把

禍階滴穿。喜一個先出牢籠，才免得兩下墮淵。今日會合似神仙，全虧了地獄相

逢結鬼緣。」
80
（參見圖 14） 

 

 
圖 13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十一幅 

 
圖 14 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插圖第十二幅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二十五齣〈爭購〉；詩 

文「頭小不如瓜斷，來只當切生茄。」； 

圖說：圖像內容對應第三十一齣〈巧聚〉；詩文 

「今日會合似神仙，全虧了地獄相逢結 

                                                
79
 「紅衫兒」，曲牌名。南曲入南呂宮，管色配六字調或凡字調，北曲入中呂宮，（亦入正宮）管 

色配小工調或尺字調。為《巧團圓》傳奇的曲牌名之一。王沛綸編著：《戲曲辭典》，263 頁。 

80
 見《巧團圓》傳奇。（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4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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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款「問奇道士」。  鬼緣。」  

 

 

五、《巧團圓》之風格探討 

本文之中，《巧團圓》之「國會本」為善本影像檔，僅有第一、二、三、四

幅，4 幅插圖可供查考；「古本」輯錄第一、四、五、六、十一幅，共 5 幅插圖，

尚有 7幅《巧團圓》之插圖未見；「浙江本」版刻插圖輯印齊全，第一至第十二

幅均收錄，但美中不足的，「浙江本」插圖第一幅與第二幅二者，有詩文誤植的

疑議，必須釐清。 

 

三種本之《巧團圓》，插圖數量不一，還有刋本時間和刋刻書肆定調的問題。

「浙江本」謂其來源有二，即「康熙翼聖堂」和「康熙世德堂」；「國會本」只說

是「康熙間刻本」；「古本」定為「清順治年間刋」，將自家的刋本時間定的 早。

三者之刋本時間，甚至版刻插圖的風格異同，都值得檢視一番。 

 

（一）浙江本插圖誤植與版本數量 

筆者查證詩文內容與圖像描繪的情節，81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巧團圓》

善本（「國會本」）比對（參見圖表 3），符合插圖第一幅之詩文應是「既然重進

老萊居，何妨再演斑斕具。」第二幅插圖之詩文為「托匾香腮，短蹙蛾眉，不住

把啼痕溜」。浙江古籍出版社輯印《巧團圓》插圖第一幅及第二幅，上部詩文應

是相互誤植。 

 

「浙江本」收錄之《巧團圓》版刻插圖出自二種以上刻板輯印而成。第一幅

與第二幅插圖為「第一種」；第三幅至第十二幅插圖為「第二種」。「第一種」如

上所述，有詩文誤植的情況存在，上部的詩文還以「杮蒂型」外框裝飾，詩文落

款旁加蓋以「鈐印」；「第二種」共計 10 幅插圖，除第十二幅插圖外，詩文部份

                                                
81
 《巧團圓》插圖第一幅，圖像情節出自第二齣〈夢訊〉，第二幅出自第六齣〈書帕〉。見（清） 

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下）》，，322-325、335-3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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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題詩人「落款」，而無「鈐印」，
82
詩文外框為單一細線，上部詩文與下部圖

像以一黑色粗線分隔。「詩文外框」型式及「鈐印」的有無，為「第一種」與「第

二種」刻板風格的差異之一。（參見圖表 3） 

 
圖表 3 《巧團圓》版刻插圖浙江本與國會本比較       

插圖 浙江本 國會本 圖像齣目 

第一幅 

  

第二齣 

〈夢訊〉 

第二幅 

  

第六齣 

〈書帕〉 

詩文 

（左下）（右上）既然重進老萊居，何妨再演斑斕具。 
第二齣 

〈夢訊〉 

（左上）（右下）托匾香腮，短蹙蛾眉，不住把啼痕溜。 
第六齣 

〈書帕〉 

       依據「浙江本」、「國會本」整理 張碧玲製表 

 

                                                
82
 浙江本《巧團圓》插圖第十二幅詩文為「今日會合似神仙，全虧了地獄相逢結鬼緣」，無落款 

 及鈐印。見王翼奇等：《笠翁傳奇十種（下）》，3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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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本」《笠翁傳奇十種》是「以康熙翼聖堂《笠翁傳奇十種》原刻本為

底本，以康熙世德堂本為參校本」
83
，「第一種」與「第二種」刻板可能分別來自

「翼聖堂」及「世德堂」。二個不同的書肆刋印，為風格差異的主因，但要定義

那一種插圖為「翼聖堂」或「世德堂」所出版，還須詳加查考比對。 

（二）三種《巧團圓》版本插圖特色 

  檢視「浙江本」、「國會本」及「古本」三者輯印的第四幅插圖，
84
敍述

尹名厚欲賣身為父，遭惡少二人找碴，後巧遇失散多年親身骨肉搭救情節。三個

版本上部詩文均為「若道無人收駿骨，當年死馬倩誰埋？」，落款「三山子」。浙

江本除了上部詩文「無鈐印」，外框型式、詩文與圖像的比例與其他二者相異，

圖像中的樹石、飛鳥、人物穿著…等表現手法，明顯不同。（參見圖 15） 

 

圖 15 《巧團圓》浙江本、國會本、古本三種版本插圖第四幅一覽 

浙江本 國會本 古本 

   
詩文：若道無人收駿骨，當年死馬倩誰埋？三山子 
 

插圖對應的齣目為「第九齣〈懸標〉」，招牌書寫詞句謂：「年老無兒，出賣

與人作父，只取身價十兩，願者即日成交。」是劇情精神之所在，未見於浙江本

輯印之插圖，故事原味盡失。
85
（參見圖 16） 

 

                                                
83
 見王翼奇等：〈笠翁傳奇十種點校說明〉。收錄於（清）李漁：《笠翁傳奇十種（上）》，1 頁。 

84
 浙江本因第一幅及第二幅插圖誤植問題，此處僅討論插圖第四幅。 

85
 詩文出自第九齣〈懸標〉。見《笠翁傳奇十種（下）》，344、3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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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本」與「古本」二者之插圖，乍看之下，好似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只是墨跡的深淺不同造成圖像差異，實則不然！進一步作細處的比對，舉凡鈐印

花樣、樹枝(葉)、人物臉型、衣裙下擺…等，都可查找出差異。所以，「國會本」

和「古本」二者，並非出自同一個刻版。（參見圖表 4） 

 

圖 16 《巧團圓》浙江本、國會本、古本三種版本插圖第四幅細部比較 

浙江本 國會本 古本 

   

   

圖說： 

   招牌詞句：「年老無兒，出賣與人作父，只取身價十兩，願者即日成交。」 

   （左下）浙江本插圖僅描繪招牌飛揚之外形，招牌空白無詞句。 

   （中下）國會本插圖招牌圖像仍可見文字之描繪。 

   （右下）古本插圖之圖像，招牌文字清浙可讀。 

 

圖表 4《巧團圓》插圖第四幅〈懸標〉國會本與古本比較 

版本 國會本 古本 圖說 

全貌 

  

外框型式、詩文與

圖像比例、鈐印位

置、數量相同；「古

本」圖像左側墨跡

較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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鈐印 

    

二種版本右側長方

印，外框相異，「古

本」之外框四角有

方格紋飾，「國會

本」僅單一框線。 

樹枝

（葉） 

  

「古本」之樹葉摹

寫較「國會本」繁

密、仔細。 

人物 

臉部 

  

帽子型式不同；「古

本」人物臉部較為

豐腴；「國會本」臉

形較削瘦。 

衣裙 

下擺 

  

「古本」衣裙下擺

的堆疊及摺縐部份

的弧線描寫，較「國

會本」自然傳神。 

 

一般來說，傳奇的版刻插圖製作順序，先由畫工依劇情構圖描繪，再由刻工

鑴版， 後由印工塗墨、敷紙。若論「國會本」與「古本」何者較早刋行？筆者

認為，「古本」所收錄的插圖較接近「原始的版本」，也就是作者李漁完成《巧團

圓》稿本後，戲曲同好為之寫評、作序，再交由自家書肆「翼聖堂」，召集合作

的畫工、刻工、印工等出版業相關人士，商議書裡的插圖形式、裝訂順序各般細

節，籌謀付梓的「原版」。 

 

  從「國會本」與「古本」插圖第一幅〈夢訊〉比較來看，二者插圖外框型式、

詩文與圖像比例、鈐印位置、數量均相同，「古本」圖像右側墨跡較不清楚。詩

文內容均為「既然重進老萊居，何妨再舞斑斕具」，「古本」的字體部份，筆劃可

見書寫時「沾墨」、「按捺」和「轉折」的力道及速度感，行氣也較「國會本」強

烈。二者的鈐印印文均為「天放」、「閒人」，同為朱文，但「閒人」乙印，二字

書寫方式有別。「古本」之印文對稱、均衡，線條弧度柔美；「國會本」印文較生

硬，没有明顯對稱的表現。「古本」屋簷旁「松枝」、「窗欞」、「欄杆」刻畫分明，

横線部份規律地平行；「國會本」的刻寫則否。（參見圖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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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浙江本」、「國會本」、「古本」三者插圖的落款與鈐印探究，「浙江本」

收錄 12 幅插圖中，10 幅未見鈐印，1幅没有題詩人落款，有鈐印的 2幅插圖(第

一幅與第二幅)尚有誤植與版本的問題待考，此本之版刻插圖有欠講究。李漁之 

圖表 5《巧團圓》插圖第一幅〈夢訊〉國會本與古本比較 

版本 國會本 古本 圖說 

全貌 

  

外框型式、詩文與

圖像比例、鈐印位

置、數量相同；「古

本」圖像右側墨跡

較不清楚。 

詩文 

  

均為「既然重進老

萊居，何妨再舞斑

斕具」。「古本」字

體筆劃可見書寫

時「沾墨」、「按

捺」、「轉折」的力

道及速度感，行氣

也較強烈。 

鈐印 

  

印文均為「天

放」、「閒人」，朱

文；二者「閒人」

二字書寫方式有

別，「古本」之印

文對稱、均衡，線

條弧度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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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枝 

窗欞 

欄杆 

  

「古本」屋簷旁

「 松 枝 」、「 窗

欞」、「欄杆」刻畫

分明，横線部份規

律地平行；「國會

本」則較不明確。 

 

 

《巧團圓》傳奇問世時間為康熙七年（戊申，1668），是「《笠翁傳奇十種》」

十種曲當中， 晚付梓的傳奇，刋本排印早該成熟，版刻插圖呈現模式應趨於固

定許久。三種版本之中，若論刋本年代，浙江本與「原版」的距離 遠，可能性

最低。（參見圖表 6） 

 

圖表 6  李漁《巧團圓》浙江本、國會本、古本三種版本落款及鈐印一覽 

項

次 
插圖 

落款 鈐印 
備考 

浙江本 國會本 古本 浙江本 國會本 古本 

1 第一幅 

      

「浙江本」

第一幅與第

二幅插圖詩

文經調整後

比較 
2 第二幅 

  

 

  

 

3 第三幅 

  

 無鈐印 
 

 
欄位空白表

示待查考 

4 第四幅 

   

無鈐印 

  

 

5 第五幅 

 

 

 

無鈐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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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幅 

 

 

 

無鈐印  無鈐印  

7 第七幅 

 

  無鈐印    

8 第八幅 

 

  無鈐印    

9 第九幅 

 

  無鈐印    

10 第十幅 

 

  無鈐印    

11 第十一幅 

 

 

 

無鈐印  

 
 

12 第十二幅 無落款   無鈐印    

浙江本第一幅與第二幅插圖詩文誤植一併於此圖表調整  張碧玲整理 

 

在傳奇的版刻插圖中，鈐印等同於現代產品的「雷射標籤」，是一種「防偽

標識」。「古本」的收錄 4 幅插圖(第一、四、五、十一幅)，每一幅均附有鈐印，

第四幅與第五幅插圖鈐印更是講究，二者詩文右上角均蓋有鈐印，應是題文之人

齋室堂號，左側鈐印傍鄰落款，印文同落款題字。第四幅插圖之詩文「若道無人

收骸骨，當年死馬倩誰埋。三山子」，書體「楷書」，鈐印有長方印、圖形印、正

方印三款，朱、白文均有之；插圖第五幅詩文為「與其竊藥成仙，爭似漆身為厲。

洞天樵者」，書體「篆書」，鈐印有葉形印、正方印二款，正方印甚至朱、白文相

間。二幅插圖無論鈐印或書體，樣式多變、文體優美，蓋印處配合詩文畫面及落

款，協調又有趣味。（參見圖表 7） 

 

圖表 7  《巧團圓》傳奇古本版刻插圖第四幅與第五幅比較 

第四幅〈懸標〉 第五幅〈防辱〉 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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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詩文右上角均蓋有鈐印，

應是題文之人齋室堂號；左側

鈐印傍鄰落款。 

（左）圖像描寫第九齣〈懸標〉

與第十齣〈解紛〉情節。 

（右）圖像描寫第十三齣〈防

辱〉情節。 

  

（左）詩文「若道無人收骸骨，

當年死馬倩誰埋。三山子」，「楷

書」。（右）詩文「與其竊藥成

仙，爭似漆身為厲。洞天樵

者」，「篆書」 

    

（左）長方印，朱文，四角綴

有方格；圓形印，朱文，「三山

子」；正方印，白文。（右）葉

形印，朱文；正方印，朱白文

相間，「洞天樵者」。 

                    依據古本收錄《巧團圓》插圖整理 張碧玲製表 

 

    《巧團圓》傳奇源自於戲曲稿本，插圖當然也要富於戲劇張力。「古本」《巧

團圓》之插圖第六幅，圖像描寫第十五齣〈全節〉劇情，場景設定在賊營裡，闖

王部下「過天星」，正在對身材妖嬈的「曹小姐」品頭論足，要想輕薄一番。插

圖詩文謂：「玉容變作水晶球，越顯得腰肢瘦也。」講的就是「曹小姐」為保貞

節，臉塗巴豆浮腫，才突顯身材纖細。闖賊「過天星」臥坐虎皮大椅上，身型壯

碩，臉部蓄鬍，部眾持旂圍繞，一副賊子頭模樣。大至道具、場景，小至角色扮

相與臉部細節，忠實呈現畫面，輔以情節中的詩文說明，更覺刻畫生動，引人入

勝。 

 

  插圖第十一幅，圖像描寫第二十五齣〈爭購〉情節，小賊將擄來婦女裝袋出

售，男主角「姚繼」正和兩個買客爭購。上部的詩文就是描繪小賊持大刀，弓背

開腿的姿態，作勢砍人，正在叫囂:「頭小不如瓜斷，來只當切生茄。」「姚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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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死，定要買到袋中人，與小賊對峙，另外兩個買客看到此番場景，嚇得瑟縮

一旁，懼怕大刀一砍，人頭落地，小命不保。（參見圖 16） 

 

 

 

 

 

 

圖 16  《巧團圓》傳奇古本插圖第六幅與第十一幅一覽 

第六幅〈全節〉 第十一幅〈爭購〉 圖說 

  

（左）圖像描寫第

十五齣〈全節〉劇

情，賊營裡，闖王

部下過天星，正在

對身材妖嬈的曹小

姐品頭論足。詩文

「玉容變作水晶

球，越顯得腰肢瘦

也。」，「草書」。 

（右）圖像描寫第

二十五齣〈爭購〉

情節，小賊將擄來

婦女裝袋出售，姚

繼正和兩個買客爭

購。詩文「頭小不

如瓜斷，來只當切

生茄。」，「行書」。 

  

（左）過天星臥坐

虎皮大椅，身型壯

碩，臉部蓄鬍，部

眾持旂圍繞，一副

賊子頭模樣。 

（右）小賊持大

刀，弓背開腿，作

勢準備砍人；姚生

不怕死，定要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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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中人，與小賊對

峙；兩個買客瑟縮

一旁，懼怕受刀見

紅。 

 

 

 

 

 

六、小結 

「浙江本」輯印《笠翁傳奇十種》之點校說明指出： 

 

⼗十種劇作開始都是單本付梓的，隨後合刻⽽而為《笠翁傳奇⼗十種》，由⾦金 

陵翼聖堂發⾏行，稍後⼜又有世德堂本⾏行世，其後翻刻本多更名為《笠翁⼗十 

種曲》。︒｡此次點校，即以康熙翼聖堂《笠翁傳奇⼗十種》原刻本為底本， 

以康熙世德堂本為參校本。︒｡86 

 

    《笠翁傳奇十種》流傳於世的版本，依序可能出現「翼聖堂之單行本」
87
、「翼

聖堂之合刋本」、「世德堂之合刋本」、「翻刻本」…等不同的刻本。
88
「浙江本」

之《巧團圓》出於《笠翁傳奇十種》，並由二種版本插圖輯印而成，故已囊括康

熙年間之「翼聖堂之合刋本」與「世德堂之合刋本」。 

                                                
86
 見王翼奇等：〈笠翁傳奇十種點校說明〉，收錄於王翼奇等：《笠翁傳奇十種（上）》，《李漁全集》 

第四卷，（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1 頁。 
87
 單錦珩推測李漁 53 歲（康熙二年，癸卯，1663）前即設有自家書肆，生前著作多出於「翼聖 

 堂」；季旭昇認為李漁 50 歲（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就開設「翼聖堂書局」。《巧團圓》成 

 書於康熙七年（戊申，1668），理當先由李漁自己所開設之「翼聖堂」刋行。參見單錦珩：《李 

 漁年譜、李漁交游考、李漁研究資料選輯》，44、68 頁；季旭昇：《中文經典 100 句：明清小 

 品》（臺北，商周出版社，2011），51 頁。 
88
 單行本，同「單刻本」，「和叢書本相對而言。特指那些没有被收入叢書內的刻本。」「叢書本」， 

指刻書家將各家著作選集滙刋，名之曰叢書；屬於叢書中的某種單本，即稱「叢書本」。合訂 

本，即「合刋本」，「凡把兩種或兩種以上性質不相系屬的書合訂在一起，而又無叢書之名稱者 

稱合訂本。」見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山東，齊魯書社出版發行，1999），114、 

397 頁。 



李漁《巧團圓》傳奇版刻插圖初探  

 141 

 

    「浙江本」、「國會本」、「古本」三種輯印的插圖之中，以「古本」輯錄之《巧

團圓》插圖，呈現故事情節， 有戲劇張力。大至場景、道具刻畫，小至角色扮

相、身段與臉部細節，都是三者之中 為精細的。雖是「版刻插圖」，其中之詩

文書體多帶有筆勁和律動，鈐印型式多樣，圖樣好似直接蓋在書上，足見原有刻

工之功力深厚，才能忠實傳達原有詩文、畫稿和印文，不致失真。若要定出「古

本」之插圖是何種傳世版本?很有可能是「翼聖堂之單行本」。 

 

  論三種本之《巧團圓》傳奇之刋本時間，「古本」應是三者之中較早的刋本，

但不早於傳奇問世當年，即康熙七年（戊申，1668）。擁有康熙年間「翼聖堂合

刋本」與「世德堂合刋本」二種版本的「浙江本」，刋本年代較「古本」為後，

大約在康熙八年（己酉，1669）或稍晚刋出。 

 

  若《巧團圓》傳奇問世年代，刋行書本熱賣，一如書中為李漁作序和批評的

文友所稱讚，且令人津津樂道。
89
「翼聖堂之合刋本」或「世德堂之合刋本」的

《笠翁傳奇十種》都有可能出現「再版」、「改版」，甚至「盜版」。《巧團圓》「國

會本」就有可能是這種暢銷情況下，產生的傳世版本。 

 

附表 1 李漁《巧團圓》傳奇使用曲牌一覽表 

齣次 曲牌 備考 

一 西江月 鳳凰台上憶吹蕭  總計 124 種 

二 意難忘 鷓鴣天 醉扶歸 皂羅袍 醉翻袍  

三 臨江仙 玉山供(玉抱肚) 五供養 玉抱肚   

四 劍器令 山坡羊 皂角兒   

五 
滿庭芳 啄木鸝(啄木兒) 黃鶯兒 縷縷金 錦衣香 

本齣計 6 種 
漿水令  

六 一江風  
本齣僅 1 種，

少。 

七 
杏花天 北粉蝶兒 南泣顏回 普天樂 北石榴花 

本齣計 6 種 
撲燈蛾犯  

                                                
89
 李漁之《巧團圓》序文為「樗道人」作，「睡鄉祭酒」與「莫愁釣客」共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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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懶畫眉 太師引 針線箱   

九 海棠春 一封書 鶯皂袍   

十 紫蘇丸 九回腸 不是路 二犯孝順歌   

十一 燕歸梁 月上海棠 啄木兒 三段子 歸朝歡  

十二 水底魚兒 鎖南枝   

十三 夜行船 桂枝番   

十四 西地錦 紅衲袄   

十五 
霜天曉角 駐雲飛 小桃紅 下山虎 羅帳裡坐 

本齣計 6 種 
江頭送別  

十六 勝如花 泣顏回 催拍 一撮棹   

十七 胡搗練 金絡索   

十八 水底魚兒 四邊靜   

十九 香柳娘 瑣窗寒   

二十 番卜算 滴溜神仗   

二十一 

北醉花陰 南畫眉序 北喜遷鶯 北出隊子 南滴溜子 
本齣計 11 種，種

類 多。 
北刮地風 南滴滴金 北四門子 南鮑老催 北水仙子 

南雙聲子  

二十二 字字雙 大迓鼓   

二十三 掛真兒 七賢過關   

二十四 夜行船 尾犯序 梁州賺 鮑老催   

二十五 縷縷金 撲燈蛾 福馬郎    

二十六 
齊天樂 破陣子 哭相思 忒忒令 沈醉東風 本齣計 10 種，種

類次多。 園林好 江兒水 五供養 玉交枝 川撥棹 

二十七 步蟾宮 白練序 搗白練   

二十八 雁魚錦 喜漁燈 錦纒道犯   

二十九 一剪梅 二郎神 集賢賓 琥珀猫兒墜   

三十 掛枝兒  
本齣僅 1 種，

少。 

三十一 
意難忘 俏金帳 好孩兒 福馬郎 紅芍藥 

本齣計 9 種 
紅衫兒 縷縷金 越憑好 紅繡鞋  

三十二 集鶯花 賞宮花 黃鶯穿皂羅 鶯帶一封書 攤破簇御林  

三十三 神仗兒 八聲甘州 解三醒 不是路 解酲歌  

                    依據浙江本《巧團圓》傳奇整理 張碧玲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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