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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篇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緒論，陳述中心議題及研究方法。理學思想之主要修身議題
是「存天理去人欲」，但天理與人欲並不是絕然對立，而是呈現流動的狀態。本文以五大南戲為
討論文本，以天理與人欲之流動作為切入點，分析理學如何在南戲中展現戲劇張力。
第二章探討南戲發展的脈絡，並確認南戲與理學交會的關鍵性。第三章討論理學之發展及
其與戲曲之交互影響。第四章到第六章分別從生與死、貧與富，情與欲三個面向檢視天理與人
欲的糾結拉扯。第四章分析五娘、蔡婆、蔡公在面對生死困境時的反應與行動。第五章主要檢
視貧困書生一舉成為狀元，如何安住在貧與富的處境中。第六章研討五齣南戲中情與欲的流動，
合於禮的即是合於天理的情；反之，則界定為欲。最後一章總結，確定理學在南戲中呈現的是
活潑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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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攻讀碩士走進學術研究之路起，潛身義理之學至今倏忽已過了二十餘
年，儒家身心安頓之學一直是我的摯愛。無論教學、研究或是與學生的生活
和對話，它活潑潑的就在我生命的每個當下呈現。我所謂的儒家義理實涵涉
佛、道在內。在現代化的今天，人們看待儒家義理多以為只是《論語》、《孟
子》中孔、孟的陳言舊說，或是學術研究中曲高和寡的言論，而我是親切而
深刻地在生活與之同在的。博二時，選修「中國古典戲曲」
，這是門我連大學、
碩士班都未曾涉入的領域。在魏師淑珠的帶領下，逐漸對之產生濃烈興趣，
最後竟然成為博論探究的領域。走入新的研究領域，是一大挑戰，然而我之
研究戲劇其實亦與義理之學相關。在中年歷經人世的淘洗後，對生命有不同
的體認，看著自己的人生劇本，再看著南戲劇本，內心有新的省思。基於自
己對理學和對戲劇的熱愛，選擇這兩者的討論乃成為順理成章之舉。
戲劇史上諸多學者大聲批判理學的迂腐阻礙戲劇發展，我卻更看重雅俗
文化碰撞時彼此相融涵攝的過程，我認為理學與戲劇之間有相輔相成的緊密
關連。一般誤解理學扼殺戲劇，是因為不上道的劇作家將理學當作教條生硬
地套在劇作上。本文要探討理學在南戲中的呈現，理學思想之主要修身議題
是「存天理去人欲」
，但天理與人欲並不是絕然對立，而是呈現流動的狀態。
本文以五大南戲為討論文本，以天理與人欲之流動作為切入點，分析理
學如何在南戲中展現戲劇張力。文本的分析充滿挑戰，時而趣味詭譎，時而
陷入苦思阻塞不前；有了新發現又擔心淪為個人的主觀推斷。劇場演出的滋
養，適時減輕我的焦慮和不安；舞台上演員鮮活大膽地詮釋文本，而我也走
上文本分析的冒險之旅。曾經為了追逐演員的身影，課後四點搭乘高鐵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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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結束即刻返回台中，然後踏著夜色而歸。與魏師淑珠北上觀劇的情景猶
在腦海，卻倏忽已過了數年。
本篇論文得以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魏師淑珠的指導。她不棄駑鈍，從
題目的確立、篇章架構的建立到論文細部的論述，無不耐心指導。每一次的
面談，對我來說，都是一場挑戰，也是一個跨越。除了論文寫作能力的精進，
從老師身上我看到她對學術的熱情、一改再改的耐心與堅持。論文完成至今
已二年餘，畢業後一頭栽進繁忙的教學與行政工作中，幾乎忘記這篇嘔心瀝
血的成果。老師適時捎來關懷，提醒論文出版；重讀舊作，百感交集，提筆
寫序，心中滿是感謝。
感謝口試委員們：曾永義老師百忙間抽空前來；劉榮賢老師在理學領域
的熱心指導；孫玫老師在跨領域研究的提點；李佳蓮老師全面的細心指導與
建議。
就讀博士班期間，如果不是家人的全力支持實在無法照顧身上背負的各
種角色。感謝親愛的父母時時送來美食，滋養我疲憊的身軀；感謝外子對家
庭的照顧，讓我無後顧之憂；感謝三個孩子的體諒，放任我讀書寫作的時間
多過親子間的談話交心。
感謝瑞玲助教協助處理行政事務，當我遇到時間的無情壓迫時，總是出
手相救。感謝孟昌、苑平等博士班同學的精神支持，讓我一路走來始終感受
東海人情的美好。

二零一八年四月周麗楨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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