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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約擇取十部具有代表性的才子
佳人小說，分就主題義涵、敘事風貌等層
面歸納其特質。歷年來有關才子佳人小說
的研究甚夥，前列議題學者的論述亦已累
積相當可觀的成績。然而從詮釋學、接受
美學的角度考量，任何文學作品都有待開
拓更寬廣的詮釋空間，本文的寫作即嘗試
在前賢的基礎之上，一方面綜理舊說，釐
清才子佳人小說的若干重要議題；一方面
參酌西方文學理論，俾使古籍研究呈現新
的詮釋面向。
壹、
企求「才、情、色、德、識」等多者兼備
的婚姻觀

在才子佳人小說中，對有關“情”的
內涵有相當多面向、多層次的呈現。如 (1)
論「情、性」，則認為「性不定則情不深」；
(2)論「情、色」則主張「好色原兼色與情」
(《定情人》)；(3)論「才、情」，則「既
有美才必有深情」(《平山冷燕》；(4)又
有「才色情德」兼具之說，主張「以理節
情」，「情理合一」，(如《飛花詠》、《玉
嬌梨》)誠如李漁所言，乃「風流道學合
一」。(5)在《女才子書》中，更有兼備「情
識」之說，加入理性智識的考量，賦予傳
統女性更豐富的生命內涵。

關於上述有關以「情」為核心的探討，
本報告廣引小說原典，梳通各種理念在小
說脈絡中的意涵，探討這些理念如何呈現?
並參酌相關時代背景，特別著重「明末清
初」的歷史脈絡，以彰顯其作為時代思潮
的普遍性意義。

另一方面，正因重視才情，且須佐以

形貌相當的多重條件，彰顯了才子佳人自
形擇偶的主體性，而發展出迥異於傳統但
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觀。亦
因如此超越現世利害、自主性高的擇偶要
求，一旦遭遇現實阻攔，這些懷抱著夢幻
憧憬的年輕心靈，遂紛紛首途前塵，在尋
覓佳偶的路程上展開充滿傳奇色彩的生命
之旅，此則為本報告探究的另一重點。
貳、
重理想、獲團圓的傳奇色彩

才子佳人小說普遍具有因詩相慕— 破
除障礙— 夫妻團圓的喜劇模式1，呈現了才
子佳人對情感世界的真誠想望與執著。此
類作品寫作者的生命歷程，多為仕途偃
蹇、懷才不遇，因此作品、序文中一再出
現喟嘆與渴求補償的聲音，如「借烏有先
生發洩黃粱事業」(《平山冷燕》序)、「潑
墨成濤，揮毫落錦，飄飄然若置身於凌雲
台榭，亦可以變啼為笑，破恨成歡矣。」(《女
才子書》序)。則這些文字所刻鏤的理想世
界可說是作者在現實人生失落了世俗名利
之後所獲致的心靈救贖。而揆諸西方中古
時期的傳奇作品，亦多構築「理想化生活
典型」，而有「缺乏必然性」及「脫離現
實」2之特色，這方面亦已有學者予以研究
比較。3「傳奇」既可視為文學作品的一種
性質，4 在此基礎之上，我們應可據以對照

                                                
1 參見劉坎龍〈才子佳人小說類型研究— 才子佳人

小說文化透視之二〉
2 同註 3，頁 123、127、133。
3 參見 Hessney，〈參考文獻〉所引書目。
4 《傳奇故事》，收入《西洋文學術語叢刊》，黎

明文化，1973.6，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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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以探究其中所蘊涵的普世價值與意
義。

關鍵詞：
才子佳人小說；才、情、色、德、識；
傳奇

Abstract:

In this repor t the author  has selected
10 Ts’ai-tsu Chia Jen Novels as subjects to
clar ify some issues concerning novels of
this kind through reviewing the
connotations of themes and descr iptive
styles, in hopes to br ing out new approach
to classics.
The two main issues of the repor t are,
1) The seek of talent, love, beauty,
morality and insight.
It is a study of the connotations of “love
and nature”, “talent and morality”, “love
and pr inciple” and “love and insight”
issues in different novels with reference to
the histor ical background. Special
emphasis is made on the context from the
Late Ming—  Ear ly Ch’ing per iod to speak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ssues at that
time.
2) Features of Romance
The common pattern found in most
classical Chinese romance is, encounter
through poetry-removal of bar r iers—
reunion of couple, it is a comedy style
which resembles to the true romances
feature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deal,
probability, unreality. In this repor t, the
author  attempts to compare these features
with the Western literature.

Keywords:
Ts’ai-tsu Chia-jen Novels；talent;
love; beauty; morality;
insight; romance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為一連續兩年之計畫，擬針對

明清之際大量出現的「才子佳人小說」作
多面向的研究，重點涵括此類小說的寫作
特質、美學風貌，歷史定位及演變；並計
畫援引女性主義的閱讀策略以詮釋其時代
義涵。本年度之研究乃側重探討小說之寫
作特質及美學風貌，俾在掌握其整體特色
後，進一步在下一年度集中於女性閱讀之
研究。

三、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以小說史上自成類型及派別的
才子佳人小說為研究對象，透過作品的解
讀，大旨能從宏觀的角度掌握其整體風貌
及特質。亦將以此研究成果為基礎，在下
一年度的進階研究中深入探討其中所蘊涵
的性別問題。

如在佳人典型方面，有「扮裝」(《宛
如約》、「歷險」(《好逑傳》)的新形象
出現，是否可從西方女性學者所論的「女
英雄」5 觀點加以比較?這方面筆者僅有粗
略心得，將在下一年度的結案報告中作進
一步探究。

另一方面，在蒐尋文獻資料、考察前
賢研究成果的寫作過程中，筆者發現才子
佳人小說的相關研究已拓展出相當寬廣的
論述空間，不僅兩岸學者著述豐碩，西方
學者亦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予以深入探討，
且亦有多本專著問世。因此筆者擬在研究
報告之外，另文撰寫有關才子佳人小說研
究的走向及成果，評述相關論文，俾能對
學者成果作一整體回顧，以為未來的相關
研究規畫進一步的遠景。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在初步擬定研究綱要時，曾一
度忽略了才子佳人小說為數龐雜、且歷經
不同階段發展的歷史因素，承蒙負責評審
的先進指出筆者在時間規畫方面之疏失，

                                                
5 宋美華、黃逸民。見〈參考文獻〉所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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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因此得以在下一年度繼續就相關領域
提出延續性計畫，且僥倖獲得補助。是以
本年度之研究重點較之當初所提計畫，在
議題方面已有所調整，乃聚焦於小說所表
現的寫作特質及美學風貌。這方面的相關
研究前賢雖有相當成果，惟在作品的取樣
方面稍嫌不足，因此本人之探究或能在前
人的基礎之上作一補充，庶幾於學術研究
亦能有一得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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