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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湯顯祖（1550-1616）《牡丹亭還魂記》（下稱《牡丹亭》）完成於萬曆二十六

年（1598），成書之後，短時間內出現了大量的評點本、改訂本，足見其流傳之

廣泛，及受歡迎的程度。雖然文學上的討論很多，關於《牡丹亭》版畫的研究卻

幾乎沒有。其中，刊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由不明書坊刊行的《牡丹亭還魂

記》，該刊本中除了湯顯祖的序言外，另收有一篇石林居士所撰的序，下以石林

居士序本稱之。石林居士序本不僅為現存《牡丹亭》刊本中較早者，在文學研究

上，更因被認為最接近湯顯祖作品的原貌而受到重視。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繪刻優美，敘事雅致，是明代萬曆時期十分精美的版畫，

加上留下了不少修本、覆刻、翻刻本，更顯示出該本廣受時人歡迎。另外十分特

別的是，全書四十幅插圖中有三十幅留下了共計七位刻工的落款，根據《虬川黃

氏宗譜》（1830）他們為來自歙縣虬村黃姓刻工，分別是第二十六世的黃德修

（1580-1652）、黃應渭（1583-？）、黃應義（1593-？），與第二十七世的黃一楷

（1580-1622）、黃一鳳（1583-?），以及未載於宗譜的黃翔甫、黃端甫。由於材

料的特殊性，使我們得以聯繫到可能的黃氏刻工團隊，藉由考察此團隊的情況，

或可解開過去在徽派版畫研究中較難處理的問題，特別是刻工團隊工作的情況，

以及畫稿與刻工的關係。借助釐清畫稿與刻工的關係，能有效解決過去論述徽派

版畫風格的困難，更因為工作團隊具有流動的特性，在考察版畫風格時，可以跨

越因專注某區域研究而忽略他地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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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ang Xianzu (1550-1616) wrote Peony Pavilion in the year of 1598. After 

completing, many commented editions and adopted editions showed up in a short 

time, showing that Peony Pavilion disseminated widely and was popular among 

people at that time. Nowadays, there are a lot of discussions in literature. However 

there are nearly no researches talking about woodblock illustrations on Peony 

Pavilion. One of editions of Peony Pavilion published in 1617 by an unknown 

bookshop, the edition has two prefaces. The one embodied in almost every edition 

was written by Tang and another one was written by Shilin Jushi. The second preface 

can only be found in this edition and it will be called Shilin Jushi edition in the 

following content. Shilin Jushi edition is not only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exiting 

blocked-printed editions of Peony Pavilion, but also has been gradually focused 

because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closest version to Tang’s original work.          

Both of the drawing and carving quality in the woodblock illustrations of Shilin 

Jushi edition a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narrative is also very elegant. Furthermore, it 

still remains several re-print and re-cut edition today which reveals the popularity of 

Shilin Jushi edition. We noticed that the whole book has 40 illustrations and 30 of 

them were left signatures from 7 carvers who came from Huang Family of Qiu village 

in She country. According to Qiuchuan Huangshi Zongpu (the genealogy of Huang 

family in Qiuchuan), carvers from the 26th generation were Huang Dexiu 

(1580-1652), Huang Yingwei (1583-?) and Huang Yingyi（1593-?）and carvers from 

the 27th generation were Huang Yikai (1580-1622), Huang Yifeng (1583-?), and 

unrecorded Huang Xiangfu and Huang Duanfu. The uniqueness of material gives us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out the possible working group of Huang carvers. By 

observing the working situation of this group, perhaps we can answer the pending 

questions about Hui school woodblock illusrations in the past, such as how the 

working group fun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aft and carver, can discuss the 

style of Hui school woodblock illusrations clearly. Then we may eliminate the 

previous difficulty of depicting the style of Hui school woodblock illusrations.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used to focus on specific areas and excluded others. Due to the 

transferability of the group, now we may break the limitation while observing the 

style of woodblock illus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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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湯顯祖（1550-1616）《牡丹亭還魂記》（下稱《牡丹亭》）完成於萬曆二十六

年（1598），成書之後，短時間內出現了大量的評點本、改訂本，足見其流傳之

廣泛，及受歡迎的程度。雖然文學上的討論很多，1關於《牡丹亭》版畫的研究

卻幾乎沒有。2其中，刊刻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由不明書坊刊行的《牡丹亭

還魂記》，該刊本中除了湯顯祖的序言外，另收有一篇石林居士所撰的序，下以

石林居士序本稱之。石林居士序本不僅為現存《牡丹亭》刊本中較早者，在文學

研究上，更因被認為最接近湯顯祖作品的原貌而受到重視。3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繪刻優美，敘事雅致，是明代萬曆時期十分精美的版畫，

加上留下了不少修本、覆刻、翻刻本，4更顯示出該本廣受時人歡迎。儘管學著

們已經注意到其精美的品質，卻沒有受到相對的重視，只籠統地劃歸為徽派版

畫。5另外十分特別的是，全書四十幅插圖中有三十幅留下了共計七位刻工的落

款，他們為歙縣虬村黃姓刻工，第二十六世的黃德修（1580-1652）、黃應渭

（1583-？）、黃應義（1593-？），與第二十七世的黃一楷（1580-1622）、黃一鳳

（1583-?），以及未載於《虬川黃氏宗譜》（1830）黃翔甫、黃端甫。6石林居士

序本何以獲致如此大的成功？能否能更精確地論述該本版畫風格？此外，材料的

特殊性能為研究起到何種幫助？ 

  

                                                 
1
 根據陳美雪所撰研究目錄的分類，包含概述、作成時代、本事探源、主題與思想、寫作藝術、

各齣析論、人物研究、名物研究、札記、比較研究、改編劇本、影響與評價等類。陳美雪，《湯

顯祖研究文獻目錄》（台北：台灣學生，1996）。 
2
 僅有日本學者根ヶ山徹以明季《牡丹亭》刊本為主，介紹插圖的概要狀況。根ヶ山徹，〈牡丹

亭還魂記插圖史略〉，《山口大學文學會志》54（2004），頁 53-64。 
3
 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版本試探〉，收錄於氏著，《明清戲曲演劇史序說－－湯顯祖《牡

丹亭還魂記》硏究》（東京：創文，2001），頁 268-269。 
4
 根據李清志在《古書版本鑑定研究》中指出，使用同一個版子印刷的書籍，有「先印」與「後

印」的問題，若部分版子有散佚、受損，修補後再印刷者，稱為修版。當書版重新雕版製作時，

李清志依據重刻使用的方法，將之分覆刻本/影印本與翻刻本/重刻本，前者為「取原刻書頁，或

據原刻之書頁影寫在透明的薄紙上，然後據以上板開雕，所印成之書本」。後者為「重新設計版

式、型款、字數，並重新抄寫上」，或者「版式、行款、字數仍同原本，但非影摹上板，仍為重

新抄寫」。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台北：文史哲，1986），頁 12-15。 
5
 學者們多提到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線條極為纖細，雕工精美，或者風格與顧曲齋《古雜劇》近似。

相關研究仍停留在概要介紹的階段。如鄭振鐸提到石林居士序本線條纖細，周蕪則認為石林居士

序本《牡丹亭》是顧曲齋《古雜劇》的姊妹作。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周蕪，《武林

插圖選集》（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頁數不詳，轉引自周亮，〈父親二十多年前編

著的《武林插圖選集》（續 1）〉，載於周亮的個人網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06e28b0100fb48.html，檢索日期 2012/01/14。 
6
 關於黃氏刻工的記載，主要來自刊刻於道光十年（1830）的《虬川黃氏宗譜》，由於台灣地區

無法調查到《虬川黃氏宗譜》，以下關於黃氏刻工的基本資料，如字、號、生卒年、居住地等資

訊，主要轉引自周蕪及劉尚恒兩位學者的研究。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安徽：安徽人民出版

社，1984）；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揚州：廣陵書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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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文獻回顧 

一、明代版畫研究概況 

中國版畫的研究，從 1920、30 年代魯迅的倡導開始至今，可以發現在一門

學科從發軔以來，各個階段關注著不同的重心。研究初始，出版版畫選集，建立

版畫發展脈絡等，成為要務。在鄭振鐸、王伯敏、小林宏光、周心慧等人的努力

下，逐漸梳理出中國版畫發展的脈絡，先後出版專著7。目前普遍認為明代初年

的版畫風格仍延續元代遺緒，版畫的高峰在嘉靖（1522-1566）年間之後，尤其

是萬曆（1573-1619）、天啟（1621-1627）時期最為蓬勃，也呈現出多地百花齊

放的現象，除了擁有悠久出版歷史的建陽外，金陵（南京）、徽州、武林（杭州）、

蘇州等地紛紛興起。一開始建安、金陵、徽州的版畫各有面貌，萬曆之後則皆趨

近於徽州。8徽州地區最早出現研究專著，由周蕪以徽派版畫為題。9其他各地區

在 1984 年代以後陸續出版了以區域為主題的圖錄，10近年賈晉珠（Lucille Chia）

的博士論文以建陽坊刻為題、11董捷的博士論文則為湖州版畫、12周亮針對武林

版畫有一系列的研究，13使得我們對各個區域漸漸有些認識。 

相較於早期對版畫風格的興趣，台灣、日本、美國的研究都先後將版畫置入

書籍的出版策略來探討。以《顧氏畫譜》為例，該譜刊刻於 1603 年，由顧炳所

撰的，又名《歷代名公畫譜》，顧名思義，顧炳的畫譜中收錄了從六朝以來到顧

炳活動時的各個大師的畫作。顧炳為花鳥畫家，曾入宮廷俸職，因而可能目睹名

畫真跡。小林宏光指出，14《顧氏畫譜》中繪畫類別的選擇偏重花鳥畫；在古畫

                                                 
7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上海：上海書店，2006）；王伯敏《中國版畫史》（台北：蘭

亭，1986）；小林宏光，《中国の版画》（東京：東信堂，1995）；周心慧，《中國古版畫通史》（北

京：學苑，2000）。 
8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63-71。 

9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 

10周蕪，《武林插圖選集》（浙江：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周蕪，《金陵古板畫》（南京市 : 

江蘇美術社, 1993）；周蕪、周路、周亮編，《建安古版畫》（福州：福建美術，1999）；周心慧、

王致軍編，《徽派 武林 蘇州版畫集》（北京：學苑，2000）。 
11

 賈晉珠研究的主軸雖然不是建陽的版畫，但亦使我們對建陽地區的出版情況能夠有更深入的

理解。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Cambridge, MA :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

 董捷，《明末湖州版畫創作考》（中央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09）。 
13

 係 2008 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項目《武林古版畫》的研究成果，周氏已完成包含圖錄與

研究上下兩部書籍，然尚未出版，僅有兩篇文章發表於期刊上。周亮，〈明末徽派版畫對武林版

畫的影響及武林版畫新的風格確立〉，《江南大學學報》，頁 115-119+130；周亮，〈明末武林和

蘇州版畫共同性初探〉，頁 65-67。周氏研究相關訊息來自周氏個人網站：

http://blog.sina.com.cn/drzhouliang，查閱日期 2012/01/14。 
14

 小林宏光，〈顧炳による中國繪畫集大成の試み─萬曆三十一年（1603）刊『顧氏畫譜』の研

究〉《實踐女子大學文學部紀要》30（1988），頁 143-173；小林宏光，〈中國繪畫史における版

畫の意義─『顧氏畫譜』（1603 年刊）にめる歷代名畫複製をめぐつて〉，《美術史》128（1990

年 3 月），頁 1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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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份，《顧氏畫譜》中呈現更多的是明人所仿的唐宋畫；顧炳對於明畫的掌握

較佳，能呈現出不同畫家的個性與特色，然而文人畫家的部份，諸如文徵明、董

其昌，仍有錯誤的理解。可以就若干層面來看《顧氏畫譜》，首先該譜透過顧炳

有意識地挑選畫作內容，形塑畫譜中所提供的知識。其次，Craig Clunas 分析《顧

氏畫譜》選擇的畫家，及所複製的名畫上沒有印鑑與題跋的特點，指出《顧氏畫

譜》指涉的品味並非文人品味，缺乏印鑑與題跋則表示這些複製畫呈現出來的是

普遍的風格，而非特定畫作，因此迥異於精英鑑賞。雖然畫譜中複製的名畫與真

實畫作仍有若干不同，但是這已改變了過往以來的觀看方式－－原來只有文化精

英才得見的名畫，透過購買《顧氏畫譜》，也能被一般人擁有。15此處帶出的議

題包含版畫版畫媒材的特殊性－－可及度，以及晚明藝術市場上的不停地論爭的

「雅俗」。16
Jong Phil Park 也指出：晚明某些畫譜聲稱它們表達了文人品味，卻

被當時的文人評為庸俗，同時間文人們也透過各種方式不斷地重申、建立他們與

一般人的文化區隔。17
 

然而，不論在西方、中國的書籍史研究中，要掌握讀者群的資料，甚至反應

十分地困難，常常必須靠間接推斷，或者從戲曲小說材料來推測。馬孟晶研究《十

竹齋書畫譜》、《十竹齋箋譜》，由於兩譜在製作上是先有圖繪後，才請人撰寫題

跋，馬氏乃以這些撰寫題跋的文人們為最先看到兩譜的讀者代表，認為以他們為

號召，能吸引同團體的文人或希望加入的文人們購買。18王正華則以章回小說《醒

世因緣》中的情節為例，說明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的讀者知識程度不用高，且在

流通上遍於全國。19林麗江關於《帝鑑圖說》的研究，為少數得見讀者對該書直

接反應的研究。《帝鑑圖說》為張居正為教育年幼的帝王萬曆所編輯的讀物，林

氏透過分析文本與圖繪，指出張居正編輯《帝鑑圖說》實隱含了鞏固自我權位的

                                                 
15

 Clunas 更藉以連結 Benjamin 所提出的「靈光消逝」的概念，認為《顧氏畫譜》的出現，宣示

「靈光消逝」不只出現在西方，甚至中國比西方更早進入此一階段。Craig Clunas,“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Woodblock Production,”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7), pp. 134-148. 
16

 這部分已有不少學者有精采的論述，其中經典的研究當屬 Craig Clunas 所著作 Superfluous 

things。該書討論文震亨的《長物志》即為新興階級藉以學習文人生活方式的指南手冊。然而，

當這些精英文化不再被少數人獨佔時，原來的精英們從而產生「雅俗的焦慮」。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17

 Jong Phil Park, Ensnaring the Public Eye: Painting Manuals of Late Ming China (1550--1644) and 

the Negotiation of Taste (Ph.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7). 以企劃出版來看畫譜的相關研究還

有 Hiromitsu Kobayashi,“Publishers and Their Hua-p’u in the Wan-li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Painting Manual in the Late Ming,” 《故宮學術季刊》22: 2 (2004), pp. 167-198；

Hiromitsu Kobayashi, “The Mustard Seed Garden Manual of Painting and Its Eighteenth Century 

Japanese Audience” 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宮廷與地方研討會會議論文（2010,12）；王正華，〈生

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41（2003,09），頁 21。 
18

 馬孟晶，〈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譜和箋譜的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新史

學》10: 3(1999)，頁 32-33。 
19

 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41（2003,09），頁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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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她以《萬曆實錄》中所載萬曆皇帝接受《帝鑑圖說》講席後的種種反應，

加以驗證該書在萬曆皇帝身上產生的效用。20
 

雖然目前版畫研究已經建立了通史與區域研究的架構，並將版畫置於書籍的

脈絡中討論出版企畫、出版意圖與讀者反映諸問題。但是仍有些重要而基礎的問

題需要更多的研究投入，方能對日後許多延伸的議題提供堅實的基礎。譬如有關

區域風格的問題，仍然是重要而亟待釐清者，本論文所關注的徽派版畫的界定，

就是一相當重要的問題。 

界定徽派版畫時，首先遇到的是畫稿與刻工的問題。版畫的製作，需透過繪

稿者繪稿，再由刻工刊刻而成，刻工對畫稿的呈現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一直是版

畫研究時難以界定的問題之一。由於徽派版畫的論述的建立，一開始是環繞「刻

工」所建立出來的論述，過去徽派版畫的研究，往往以刻工為中心出發考察版畫

風格，甚至形成以考察刻工刊刻技術、線條特色為主，畫稿風格為副的討論。21

那麼，徽派版畫指的是繪稿者所繪之稿？還是刻工的刀法、刊刻出的線條？或者

同時指涉畫稿，如人物造型、布局，以及刻工刊刻出的線條特色？早從前輩學者

鄭振鐸，22以至於當今研究中，往往將繪稿者所繪之稿，與刻工的刀法、線條混

合在一起討論。以周亮為例，他討論於杭州刊刻的《青樓韻語》（1616）、《彩筆

情辭》（1624）兩部作品時，一方面以「點、線、皴法」的特徵將之歸為典型的

徽派版畫，一方面卻又提出人物的造型、構圖已經與杭州本土23融合。《青樓韻

語》與《彩筆情辭》是否能同時是典型的徽派版畫，又融合杭州本土？這樣的討

論方式固源於版畫的性質（繪稿後再刻），卻也使得畫稿與刻工影響的分際更加

含糊不清，如何辨認某線、某皴是刻工刊刻的特點，而非畫稿的風格呢？ 

其次是「徽派版畫」大範圍下區域風格的問題。最早提出「徽派版畫」概念

的學者為鄭振鐸，他稱之為「徽派木刻畫」，24雖然他認為「徽派木刻畫家」的

                                                 
20

 林麗江透過《萬曆實錄》中所載萬曆皇帝的事蹟，將萬曆如何實踐《帝鑑圖說》中的教誨清

楚地呈現出來，並對萬曆在張居正亡故後疏於政事的種種舉措，有精采的心理分析，突破前人在

論及此點時，流於「人性對約束的抗拒」、「萬曆本性不佳」等說法。見 Li-chiang. Lin,“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 A look at Dijian tushuo 

(Illustrated Arguments in the Mirror of the Emperors),” in Dieter Kuhn & Helga Stahl. Ed., 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2008), pp. 321-359.  
21

 董捷對徽派版畫研究中的「刻工中心」論有詳細的討論，他認為刻工中心論一開始是因為前

輩學者鄭振鐸錯誤將刻工視為現代語境中的版畫家而導致，並且被張國標有意地採用，將刻工中

心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實刻工絕非主導版畫風格的主因，決定版畫隔的是書坊主人。詳

細討論詳見董捷，〈明末版畫創作中的不同角色及對「徽派版畫」的反思〉，《新美術》4（2010），

頁 19-27 
22

 鄭振鐸談論徽派木刻畫風格時，不但包含人物造型、場景經營，也包括刊刻出的線條效果。

也就是談論徽派風格時，將繪稿者所的畫稿風格，與刻工的刊刻技術等結合在一起討論。鄭振鐸，

《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97。 
23

 「杭州本土」用字乃根據周亮的文章。實不知為杭州本土的版畫格、或者杭州本土的繪畫風

格，還是杭州本土人文影響。周亮在文章中常將三者混用。周亮，〈明末徽派版畫對武林版畫的

影響及武林版畫新的風格確立〉，《江南大學學報》4（2010），頁 117。 
24

 鄭振鐸最先提出「徽派版畫家」加以論述，其後則改為「徽派木刻畫家」，徽派木刻畫家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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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即為「徽派木刻畫」，根據他所指出徽派木刻畫作品的典型，特別指向一種

由 1600 年左右開始，由徽州地區開始向外擴散的精密繁麗的版畫風格。後來徽

派版畫的定義在周蕪處有了很大的擴張，將徽人參與的書籍，包含書坊主人、畫

家、刻工等，皆視為徽派版畫。如此使得徽派版畫定義非常的龐大，晚明的版畫

幾乎都壟罩在徽派版畫之下。25然而面臨的困境是，此一徽派版畫大的範圍下，

還存在著區域風格的不一致，26成為後繼者試圖解決的重要問題。 

張國標在《徽派版畫》一書中重新以刻工為中心來論述徽派版畫，徽派版畫

為徽州刻工刊刻的風格，即「精細細膩的線刻技法」等，徽派版畫下風格的不同

便不成問題，因為這些版畫的線條都有共同特色，甚至將同樣使用纖細線條的非

徽派版畫，都列為準徽派。27然而這樣的論述無法突顯出徽派刻工刊刻風格的突

出處，以「刻工為中心」忽略畫稿所呈現出的風格，亦無法很好的說明出版畫風

格的樣貌。28
 

周亮則承襲其父周蕪對徽派版畫的定義，並且試圖分析區域間有怎樣不同的

風格，他發現徽派風格擴散以後，以杭州地區最值得關注。這時的杭州地區版畫

風格雖有不一致處，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沿襲精密繁麗路線，並且更趨華麗，

另一種則融入了杭州當地的版畫風格。29周亮的論述雖然企圖看到徽派版畫到了

杭州時的變異。但是以某地區為主的考察，30不可豁免地缺漏了其他地區的作

品。如他認為融入了杭州當地的版畫風格的顧曲齋《古雜劇》，事實上可以梳理

出一組相近的版畫風格，即與石林居士序本版畫風格極為近似的群組，並且地點

橫跨徽州、北京、杭州，從作品群的時間點上來看，亦無法證實是由杭州先開始

這樣的風格。如此現象，似無法從周亮的研究中得到解答。 

                                                                                                                                            
品為「徽派木刻畫」。鄭振鐸，〈《中國版畫史圖錄》自序〉，收於氏著，《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

頁 236。「徽派木刻畫家」的說法見於氏著，《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97。 
25

 周蕪在《徽派版畫史論集》中雖然沒有明言他採取狹義或廣義的定義，但從本書架構與內容

觀之，很可能是選取了廣義的定義。如書中第四部份收錄了〈明代兩位出版家－－汪廷訥和胡正

言〉，兩人皆為在南京活動的徽州人，甚至胡正言所主持的重要作品－－《十竹齋書畫譜》和《十

竹齋箋譜》，參與的畫家、文人往往依照地緣，自南京、蘇州等地尋找，而非徽州人士。周氏之

所以能將汪、胡兩位出版家納入《徽派版畫史論集》，很大一部分應是取兩人為徽州人，故他所

採取的定義應是廣義的徽派版畫。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16-18。關於胡正言《十竹齋書

畫譜》和《十竹齋箋譜》的製作，詳見馬孟晶，〈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譜和箋譜的

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新史學》10：3（1999），頁 1-54。 
26

 周蕪業已提出，杭州較為「秀麗華貴」，蘇州較為「小巧纖弱」。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

頁 13。 
27

 張國標，《徽派版畫》（安徽：安徽省美術，1996），頁 155-161。 
28

 董捷對張國標的論述提出異議，指出張國標該書屬於《徽州文化叢書》，意在弘揚徽州文化，

張氏急於將徽州刻工提高地位，忽略刻工並非主導版畫風格的主因，在材料使用上，亦將非徽籍

人士歸為徽籍。詳見董捷，〈明末版畫創作中的不同角色及對「徽派版畫」的反思〉，頁 25-27。 
29

 周亮，〈明末徽派版畫對武林版畫的影響及武林版畫新的風格確立〉，頁 115-119+130。 
30

 除了杭州之外，周亮關注徽派擴散之後風格變化的議題，還先後考察南京、蘇州兩地，分別

撰有專文。周亮，〈從明清金陵、蘇州版畫的演變觀其風格的同異〉，《江南大學學報》3（2009），

頁 113-117+124；周亮，〈明末武林和蘇州版畫共同性初探〉，《創意與設計》3（2010），頁

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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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捷則完全否認區域風格的存在，認為以區域劃分風格不但科學，且錯誤百

出，真正對版畫風格具主導能力者為書坊主人，他能掌握當時的時尚、競爭、需

求三要素，因此只有某地刊刻的版畫，沒有某地風格的版畫。31然實際考察 1600

年左右，由徽州地區開始風行的精細繁麗的版畫風格，各地區如建陽、金陵確實

很快的在一兩年內對此種風格有所回應。雖然這兩地的版畫，特別是在人物造型

上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仍可以看出徽州、建陽、金陵等地版畫風格上的差異。似

乎在書坊主人掌握此流行的徽州版畫時尚，以在書籍銷售中競爭、滿足消費者需

求的同時，依舊存在著區域間的差異。事實上，時尚、競爭、需求三要素與區域

風格並非互斥、不能並存的。 

由於石林居士序本全書四十幅插圖上，高達三十幅插圖留下了總共七位來自

徽州黃氏刻工的姓名。考察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工作的情況，並且連結刻工刊刻之

其他書籍，揭示出背後可能存在著黃氏刻工工作團隊。此一特別的材料，提供我

們以不同取徑探詢徽派版畫的可能。首先，藉由比較不同刻工刊刻同一人所繪之

畫稿，卻在小處顯現出不同的特質，本文得以試將繪稿者所繪之稿的風格與刻工

刊刻的特色分開論述，分析這些不同具有重大的意義。其一可見出徽州黃氏刻工

刊刻的風格。其二可以有效釐清刻工和畫稿的關係，了解刻工對畫稿的影響。接

著，嘗試以爬梳石林居士序本背後理黃氏工作團隊所製作出的版畫風格，並將之

放回徽派版畫的脈絡中檢視，了解此風格所佔的位置。此一作法，可以考量到團

隊的流動性，突破只專注於某區域研究，而忽略掉其他區域的缺憾。另一方面，

仍可考量工作團隊的版畫風格如何反應區域的版畫風格或特色，以及反映時尚、

競爭、需求三要素。藉著石林居士序本材料的特殊性，可以幫助我們有效解決過

去討論徽派版畫時的難題。 

二、明代戲曲版畫研究—以《西廂記》為例  

雖然目前幾乎沒有以《牡丹亭》為題的版畫研究，但在戲曲版畫的研究方面，

尤以《西廂記》版畫研究成果最為豐碩。因為《西廂記》是明時廣受歡迎的戲曲，

就現存明刊本的數量，也是所有戲曲劇本中最多的。馬孟晶指出：「因其流通量

大、版本眾多，競爭益形激烈，在插圖表現形式上更須力求推陳出新，面貌比任

何單一文本都更為豐富，而其所創造開發的新方向，常亦出現於其他個別作品

                                                 
31

 在董捷地著作中皆可以看到他對過去以區域區分版畫派別的反思。最先於氏著《明清刊《西

廂記》版畫考析》中提出以區域特徵來劃分版畫流派，往往會有很多漏洞，以地域的框架討論版

畫，亦不利於對版畫全面性的了解。接著在博士論文《明末湖州版畫創作考》第四章中，進一步

檢視過往以刻工為中心所建構出的徽派版畫，認為真正影響版畫風格的人物為刻書家與繪稿者，

其中又以刻書家最為重要，刻書家受到時尚、競爭、需求等三要素的影響。其後改寫成專文〈明

末版畫創作中的不同角色及對「徽派版畫」的反思〉，認為只有在某地刊刻的版畫，沒有地域風

格流派的版畫。董捷，《明清刊《西廂記》版畫考析》（石家庄：河北美術，2006），頁 7-18；董

捷，《明末湖州版畫創作考》（中央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08），頁 121-153、155-162；董捷，〈明

末版畫創作中的不同角色及對「徽派版畫」的反思〉，頁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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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可以視為偵測當代戲曲插圖發展的風向球」。32因此，《西廂記》版畫亦

成為其他戲曲版畫研究的重要借鏡。 

戲曲版畫作為書籍插圖，不能與文本分開討論，因此圖文關係是戲曲版畫研

究的一大重點，而其圖文關係改變似乎與戲曲的演出實際息息相關。《西廂記》

以北雜劇體寫成，在萬曆以後演出機會不如傳奇，因此《西廂記》從原本劇本的

角色轉變為文房清賞的讀物，圖文關係也從萬曆早期的亦步亦趨，漸漸發展出若

即若離的關係。同時，回應學術潮流上對視覺文化的關注，戲曲版畫本身作為明

代視覺文化中的一員，如何反映出當代的觀看興趣，也十分受到研究者的重視。 

首先論及圖文關係，最先有系統地研究戲劇搬演關係者，並且觀察到從萬曆

到明末，戲曲版畫有敘事性降低的現象，是蕭麗玲所發表的文章〈版畫與劇場──

從世德堂刊本《琵琶記》看萬曆初期戲曲版畫之特色〉，33她以《琵琶記》為研

究對象，收集從明萬曆初期到明末共八種版本，將之分為兩類，一是以描繪人物

活動為主，場景多為室內及庭園，版面上的舞台效果、人物身段都與戲劇搬演有

密切關係，時間為明萬曆早期；一是人物比例變小，活動場景移到山水之中，整

體敘事性降低，時間為晚明。蕭氏的研究成果，在後人論及「戲曲版畫與戲劇的

關係」時，屢屢被引用。34蕭氏在她最近的著作中，更有系統地將戲曲版畫圖文

關係區分出不同的發展階段，到萬曆早期之前為擬態（mimetic function），即插

圖描繪文本內容；到了萬曆早期發展出表演式的插圖（performance illustration），

雖脫胎自前者，但可能更專注於某個可以象徵、表現出整體的片段或細節，更重

要的是版畫的邊框、人物的身段都與戲曲搬演實際關係密切，也就是蕭氏於 1991

年時所提出的論述；到了晚明，戲曲評點十分地流行，而插圖正如同文學批評，

也具有評點的功能。35
 

戲曲搬演形式的改變，也會影響插圖選取的場景與表現的重心。只搬演全本

戲中若干精彩片段的折子戲在嘉靖年間漸漸形成以至流行，折子戲注重舞台藝術

                                                 
32

 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插圖論晚明出版文化對視覺性之關注〉，《美術史研

究集刊》13（2002,9），頁 206。 
33

 戲曲版畫與戲劇搬演的關係見蕭麗玲，〈版畫與劇場──從世德堂刊本《琵琶記》看萬曆初期

戲曲版畫之特色〉，《藝術學》（1991,03），頁 133-184；蕭麗玲，《晚明版畫與戲曲和繪畫的關係

──以《琵琶記》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然發現戲曲版畫與戲劇版

演身段有關的人，蕭麗玲並不是第一位，如王伯敏在其著作《中國版畫史》已有論及，他觀察到

明代版畫的畫面組織，有類似「舞台場面」的處理方式、人物手勢也採用了戲劇中的動作，唯沒

有進一步的論述。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79。 
34

 如許文美，《陳洪綬「張深之正北西廂秘本」版畫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6），頁 52-64。其他還有林瑞與林惠珍的論文，都有援引蕭麗玲的「戲曲版畫與戲劇搬

演的關係」的論述。林瑞，《香雪居版《西廂記》版畫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

論文，2005）；林惠珍，《明刊《西廂記》戲曲版刻插圖研究》（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8）。 
35

 蕭氏這本著作結合了多面向的討論，包含劇本書籍功能的改變、表演式的圖繪、戲曲文學的

紀錄，以及透過科隆本《西廂記》討論當代在真實和藝術表現的界線等。Li-ling Hsiao, The Eternal 

Present of the Past: Illustrations, Theater, and Reading in the Wanli Period, 1573-1619 (Leiden ; 

Boston : Bril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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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而非全劇起承轉合的做法，。許文美提出陳洪綬所繪《張深之正北西廂秘本》

中，陳氏不但只選若干折來圖繪，更著重人物情感的傳達而非完整的劇情，便是

受到折子戲的影響。36
 

馬孟晶則對戲曲版畫敘事性降低的狀況有進一步的闡述。37她耙梳明《西廂

記》種種版本，發現《西廂記》的版畫也有敘事性降低的現象，萬曆早期時圖文

關係密切，圖往往有解釋、說明戲文的效用，且版畫與戲劇搬演有關，此時圖穿

插在戲文中，版畫數量與戲曲的單元相關，如明代對《西廂記》的理解為二十折，

多是一折配一圖或二折配一圖；到了晚明，圖文關係漸遠，版畫多集中在卷首，

且數目不一定與單元數相關，圖繪上，出現了許多不同的類型，整體上人物在畫

面中佔有的比例變小，山水比例增加，有的版本加入了花鳥圖繪、或裝飾性邊框、

或以詩意圖的方式呈現，整體上敘事性降低，裝飾性提高。她認為「版畫作為對

戲曲視覺上的詮釋，和戲曲評論一樣，都是投射出當代讀者對戲曲的回應」，38因

此，此一現象與戲曲實際搬演情形的改變、戲曲書籍從可搬演的劇本漸漸成成為

案頭讀物、以及閱讀習慣的改變等息息相關。馬氏也提出版畫中對裝飾性的興趣

不只出現在戲曲版畫上，在刊刻於 1617 年的《東西天目山志》、1631 年的《隋

煬帝艷史》39也都可以看到，顯然這是晚明視覺文化上其中的一個現象，這種對

邊框的興趣可能來自瓷器上的「開光」裝飾及園林設計中的「借框取景」，並一

直延續到清朝。徐文琴奠基在蕭氏、馬氏的研究基礎下，進一步將明《西廂記》

版畫依據功能、內容、及裝幀方式分為五種類型，這五種又可以歸納為「說明性

質」與「鑑賞性質」兩大類，討論發展過程，及版本間相互的關係。40
 

除了上述對《西廂記》整體的研究外，尚有個案研究。諸如針對晚明大畫家

陳洪綬所繪稿的《張深之正北西廂秘本》版畫研究、41林瑞《香雪居版《西廂記》

                                                 
36

 許文美，《陳洪綬「張深之正北西廂秘本」版畫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6），頁 52-64。 
37

 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插圖論晚明出版文化對視覺性之關注〉，《美術史研

究集刊》13（2002,9），頁 201-276；Meng-ching Ma, Fragmentation and Framing of theTtext: Visuality 

and Narrativity in the Late-Ming illustrated to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Ph.D., Stanford 

University, 2006); Meng-ching Ma, “Linking Poetry, Painting, and Prints: the Mode of Poetic Pictures 

in Late Ming Illustrations to the Story of The West Wing,” pp. 1-51. 
38

 原文為「The mode of visual interpretation of drama might be parallel to the mode of commentary to 

drama, since both reflected the responses of contemporary readers」。見 Meng-ching Ma, “Linking 

poetry, painting, and prints: the mode of poetic pictures in late ming illustrations to the story of The 

West Wing,”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2008), p.4.  
39

 馬孟晶，〈《隋煬帝豔史》的圖飾評點與晚明出版文化〉，《漢學研究》（2010 年 6 月）頁 7-56。 
40

 徐文琴，〈由情至幻－明刊本《西廂記》版畫插圖研究〉，《藝術學研究》6（2010,05），頁 63-157。

此篇係由她 2006 年的研討會論文發展而成，研討會文章見徐文琴，〈「童心」、「情識」、「幻夢」

－晚明《西廂記》版畫插圖的演變及其思維探討〉，收錄於《2006 年論述與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頁 9-1~9-65。徐亦有專文討論《西廂記》版畫在清時的演變，見

徐文琴，〈主題的易位與形象再塑－清朝《西廂記》木刻版畫插圖研究〉，《美術學報》2（2008），

頁 155-221。此外，林惠珍的碩士論文也屬於《西廂記》的整體研究，見林惠珍，《明刻《西廂

記》戲曲版刻插圖研究》（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41

 小林宏光，〈陳洪綬の版畫活動（上）、─崇禎十二年（1639）刊『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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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之研究》、42以及彭喻歆《北京坊刻之奇葩－明弘治《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

增奇妙註釋西廂記》版畫研究》等。43其中，彭喻歆透過觀察《新刊大字魁本全

相參增奇妙註釋西廂記》版畫上細微的錯誤，以及圖、文配置的情況等，藉以復

原弘治時期北京坊刻可能的工序。討論到在版畫研究中較少觸及到的工序問題。

此外，環繞在《西廂記》的討論還包括不同媒材間圖繪的聯繫，如徐文琴、倪亦

斌關照瓷器上所圖繪的《西廂記》插圖。44
 

藉由上述《西廂記》研究回顧得知，《西廂記》戲曲版畫的演變與戲曲的發

展、明代視覺文化關注的重心，以及市場競爭等息息相關。在敘事性插圖中加入

無關的花鳥圖案、多樣的邊框設計，不但顯示出晚明的裝飾的興趣，更與瓷器的

開光、園林中借框取景息息相關，反映出晚明對視覺觀看的高度興趣，除此之外，

亦旁及到書籍製作的工序以及不同媒材間圖繪的聯繫。由於《西廂記》在文學上

的重要性，以及其大量的流傳、和各種在激烈市場上相應而生的多元類型插圖，

一定程度上可以窺見明代戲曲版畫一波波的流行風尚。然而，相較於晚明時插圖

所反應視覺、觀看興趣方面的研究已獲得豐富成果。此時，針對單一版本《西廂

記》討論圖文關係，細究此時期的敘事成就，或者爬梳可能的製作工序等方面顯

得較為沉寂。學者們已公認萬曆、天啟年間為中國版畫發展的高峰，除了以精美

的圖像快速吸引時人目光，此時的圖文敘事特點為何？相較於彭喻歆所提出明

早、中期的版畫製作情況，到了此時又有甚麼樣的變化呢？種種尚待更多個案研

究使之完備。 

三、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文獻回顧 

《牡丹亭還魂記》由明湯顯祖（1550-1616）撰，根據姜志雄的研究，該劇

係由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擴大改寫而來，劇中賓白大致與話本相同。45湯顯

                                                                                                                                            
の插繪を中心とした一考察─〉《國華》1062（1983），頁 25-39；小林宏光，〈陳洪綬の版畫活動

（下）─崇禎十二年（1639）刊『張深之先生正北西廂秘本』の插繪を中心とした一考察─〉《國

華》1063（1983），頁 35-51。許文美，《陳洪綬「張深之正北西廂秘本」版畫研究》。 
42

 林瑞。《香雪居版《西廂記》版畫之研究》。 
43

 彭喻歆，《北京坊刻之奇葩－明弘治《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註釋西廂記》版畫研究》（國

立台灣適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44

 Wen-Chin Hsu, “Fictional Senes on Chinese Transitional Porcelain and Their Sources of 

Decoration,” Bulletin of the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58(1986), 99.1-146; Yibin Ni, “The Sunzhi 

Emperor and the Popularity of Scenes from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Wing on Porcelain,” in Mutler, 

Michael., Curtis, Julia B., Little, Stephen. eds., Sunzhi Porcelain: Treasures from an Unknown Reign 

(Alexandeia, Virginia: Ar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2002), pp. 68-81. 
45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江西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湯顯祖研究論文集》（北京：中國戲

劇出版社，1984），頁 285-289。近年，大陸學者向志柱提出文言小說《杜麗娘記》方為湯顯祖

《牡丹亭》之藍本，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則為依據湯顯祖《牡丹亭》敷衍而成，台灣學者林

宗毅亦同意向氏看法。隨後有兩篇文章提出異議，分別為黃義樞、劉水云合撰一篇、以及伏滌修

的專文。兩文雖有若干論證細節不同，但均同意文言小說《杜麗娘記》早於湯顯祖《牡丹亭記》，

但否認了話本晚於湯顯祖《牡丹亭》的可能性，其中伏氏更進一步論證話本、文言小說與湯顯祖

《牡丹亭》三者在文本上的承襲關係，得出湯顯祖《牡丹亭》改寫自話本的結論。筆者亦認同伏

氏說法。向志柱，〈《牡丹亭》藍本問題考辨〉，《文藝研究》3（2007），頁 72-78；林宗毅，〈《牡

丹亭》「柳」、「梅」意象及其演出別議〉，《彰化師大國文學誌》17（2008,12），頁 183-185；黃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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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字義仍，號若士、海若，自號清遠道人，江西臨川縣人，1593 年進士，官至

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後經彈劾謫降，於 1598 年棄官回臨川。現存最早的明刊

本為發行於 1617 年，前有石林居士序，故以石林居士序本稱之，其後的湯顯祖

序落款為 1598 年，學界目前對《牡丹亭》何時完成仍有歧異，但普遍認為發行

於 1598 年。46
 

《牡丹亭》普問世以來，極短的時間內即有大量批評、改訂本的出現，47實

為戲劇史上的一朵奇葩，足見其受歡迎的程度。依據現存的《牡丹亭》刊本、戲

曲選本終囊括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插圖。目前沒有針對《牡丹亭》版畫的深入研究，

然而在《牡丹亭》文學研究中也會進行版本調查，惟關注重心為「文本」，如哪

個版本最接近作品原貌？以及不同版本間賓白的差異等。現存明、清《牡丹亭》

刊本的研究，以日本學者根ヶ山徹最為詳細，他將各版本間逐字比對後分成四組，

分析各組間文字的發展與繼承關係後提出，石林居士序本隸屬於第一大類是最接

近湯顯祖作品的原貌，48大陸學者郭英德奠基在根ヶ山氏的調查之上，整理出現

存《牡丹亭》刊本的概況、藏地等，大開研究的方便之門。49
 

唯一針對《牡丹亭》個刊本版畫情況的介紹為根ヶ山氏所撰的〈牡丹亭還魂

記插圖史略〉。50他主要聚焦在明刊本，將版畫分為單頁與合頁連式兩種，共八

種版本。51根據根ヶ山氏的研究，石林居士序本不僅現存《牡丹亭》刊本中較早

                                                                                                                                            
樞、劉水云，〈從新材料《杜麗娘傳》看《牡丹亭》的藍本問題－－兼與向志柱先生商榷〉，《明

清小說研究》4（2010），頁 207-216；伏滌修，〈《牡丹亭》藍本問題辨疑－－兼與向志柱先生商

榷〉，《文藝研究》9（2010），頁 47-55。 
46

 湯顯祖共存有五部作品，包含早年所做的《紫蕭記》，及玉茗堂四夢，《紫釵記》、《牡丹亭》、

《南柯記》和《邯鄲記》。由於現存《牡丹亭》的所有刊本中，湯顯祖序落款的年代有兩種，一

為萬曆戊子（1588），一為萬曆戊戌（1598），過去除朔方解釋「戊子」為「戊戌」筆誤。近年霍

建瑜考察湯顯祖與臧懋循（1550-1620）、徐渭（1521-1593）、王思任（1574-1646）三人的交遊考

察，以及進行版本比對，提出《牡丹亭》成於 1588 年的說法，隨後吳書蔭根據霍氏的論證撰文

加以反駁。由於成書年代非本文重點，又限於筆者文學涵養，不多做討論。詳見霍建瑜，〈《牡丹

亭》成書年代新考〉，《文學遺產》4（2010），頁 77-85；吳書蔭，〈《牡丹亭》不可能成書於萬曆

十六年－－與〈《牡丹亭》成書年代新考〉作者商榷〉，《文學遺產》5（2011），頁 106-112。                                                                                                                                                                                                                                                                                                                                                                                                                                                                                                                                                                                                                                                                                                                                                                                                                                                                                                                                                                                                                                                                                                                                                                                                                                                                                                                                         
47

 最全面、系統地討論《牡丹亭》的批評、評點本與改訂本為陳慧珍的博士論文，她仔細分析

現存明《牡丹亭》批評、評點本與改訂本後指出，在批評方面，明人往往注重故事題材、敘事層

面與音律問題；評點本則關注《牡丹亭》的情觀、情節結構與人物塑造；改訂本方面，雖然不同

的改訂者對刪改劇情、調整故事結構的做法不盡相同，但同樣都將《牡丹亭》調整的更適合於舞

台搬演。《牡丹亭》批評、評點本與改訂本所關注的重心，也反映出了當代戲曲理論的發展。陳

慧珍，《明代《牡丹亭》批評與改編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48

 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版本試探〉，收錄於氏著，《明清戲曲演劇史序說－－湯顯祖《牡

丹亭還魂記》硏究》，頁 268-269。 
49

 郭英德，〈《牡丹亭》傳奇現存明清版本敘錄〉，《戲曲研究》71（2006），頁 18-39。 
50

 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插圖史略〉，頁 53-64。 
51

 此八種版本，單頁式有石林居士刊本、朱元鎮校刊本、天啟五年梁台卿刻詞壇雙艷本、崇禎

安雅堂刊本；合頁連式有萬曆文林閣刊本、泰昌元年吳興閔氏朱墨套印本、天啟柳浪館刊本、崇

禎蒲水齋校刊本。石林居士刊本有許多翻刻本，朱元鎮校刊本即為其一，根ヶ山氏應是舉之作為

翻刻本的例子，若將不同的翻刻本計入，將不只八種版本。清代沿用石林居士序本的刊本為冰絲

館本與暖紅室本。另，根ヶ山氏的統計中不包含戲曲選本。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插圖史略〉，

頁 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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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且不斷地被翻刻，已知的翻刻本有四種，到了清代仍有兩種刊本質居採用

石林居士序本的插圖，時間橫跨明末到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其他只有圖錄

前的版畫介紹、圖說等，零星提及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在風格上與《大雅堂

雜劇》（約 1615）、顧曲齋刊《古雜劇》（約 1619）十分接近。52
 

關於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的研究仍停留在介紹的階段，學者們開始零星地注意

到部分書籍插圖的風格與石林居士序本非常接近，惜無進一步的論述。石林居士

序本至今仍留下為數不少的本子，加之上有修本、覆刻本、翻刻本，顯見一時之

風靡。石林居士序本何以獲致如此大的成功？它如何被策畫製作，可能設定的目

標讀者為何人？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上留下大量的刻工落款，更提供了我們追索該

本背後製作團隊的可能。此一製作團隊工作的情況為何？採用了何種版畫風格

呢？如何將此版畫風格置回徽派版畫的脈絡來理解呢？ 

 

第二節、論文重點及研究架構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繪刻精美，為萬曆中後期徽派版畫的佳作，廣受時人歡

迎。該本插圖一大特點為，全書四十幅插圖中，其中三十幅共留下了七個來自徽

州的黃氏刻工的落款。由於材料的特殊性，使我們得以聯繫到可能的黃氏刻工團

隊，藉由考察此團隊的情況，或可解開過去在徽派版畫研究中較難處理的問題，

特別是刻工團隊工作的情況，以及畫稿與刻工的關係。借助釐清畫稿與刻工的關

係，更能有效解決過去論述徽派版畫風格的困難，更因為工作團隊具有流動的特

性，在考察版畫風格時，可以跨越因專注某區域研究而忽略他地的侷限。  

本文首先討論石林居士序本的圖文編輯，透過爬梳圖文關係，還原該本可能

的編輯企劃，推測可能的工序，從中延伸出了石林居士序本製作團隊的問題。接

續討論石林居士序本中黃氏刻工刊刻插圖的情況，透過連結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刊

刻其他書籍的情況加以討論，推測出可能存在著具有繪稿能力的黃氏刻工團隊。

最後以石林居士序本為主，考察此團隊使用的版畫風格，並嘗試置回徽派版畫的

脈絡。 

依照上述架構，扣除第一章緒論與末章結論，第二章為石林居士序本《牡丹

亭》的圖文編輯。第一節建立我們對石林居士序本的基本概念，了解該本基礎資

料，探詢該本在在所有附插圖的《牡丹亭》刊本、改訂本、戲曲選集中佔有的位

置，包含版本、插圖的情況等。第二節主要針對插圖的敘事特色與手法加以分析，

藉由與其他版本《牡丹亭》插圖加以比對，更能突顯石林居士序本插圖敘事的特

色。並據以結合時人對《牡丹亭》的評價、閱讀情況，以及石林居士序本的書籍

                                                 
52

 如周蕪認為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是顧曲齋《古雜劇》的姊妹作；《中國美術全集版畫編》

中〈大雅堂雜劇圖說〉寫道：「作風無遜《古雜劇》」。周蕪，〈武林版畫史敘錄〉，頁數不詳；中

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版畫編》（台北：錦繡，1989），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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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等，推測該本可能的預設讀者。第三節進一步試著還原可能的編輯情況、

製作工序，延伸處出黃氏刻工的問題。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由眾多刻工刊刻而成，該本版畫風格統一，然不同刻工刊

刻的相同物象卻在小處流露出不一致，這些差異提供我們探詢個別刻工刊刻情況

的可能。第三章考察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刻工刊刻書籍的情況。第一節首先

建立我們對石林居士序本刻工落款的認識，包括落款的特色，以及可能留下落款

的原因，這些落款更成為輔助了解刻工的重要材料。第二節中，石林居士序本的

插圖上留下了七個刻工的落款，藉由比對畫面中的細節，以辨別每個刻工的刊刻

特色。掌握刻工的刊刻風格，不僅能增進我們對於刻工和繪稿關係的理解，也可

以解決因《黃氏宗譜》中未刊載刻工的字、號時，而將同一位刻工誤認為多位的

情況。第三節考察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參與的其他作品，是否能在不同作品中看到

同一位刻工統一的刊刻風格？在刊刻不同繪稿者所繪的稿時，是否會影響到刻工

刊刻的態度？更藉以連繫出黃氏刻工團隊。透過本章的研究，一則可望釐清在處

理版畫風格時的一大棘手問題，即是刻工與畫稿的關係。另一則，過去談論黃氏

刻工工作的情況時，止於歸納某些刻工常常一起合作刊刻，本章更進一步梳理出

可能的團隊工作情況。 

確立了畫稿與刻工的關係，以及刻工團隊的情況之後，進一步要詢問，此團

隊使用了何種版畫風格？第四章即討論石林居士序本的版畫風格。首先在第一節

中仔細梳理石林居士序本版畫風格特色，建立我們後續討論的基礎。石林居士序

本插圖過去被籠統地視作徽派版畫，然而它與徽派版畫有何異同呢？緊接著在第

二節中，比較石林居士序本與初開始風行時的徽派版畫，試圖了解該本與徽派版

畫的關聯性。學者們已注意到汪耕所繪的稿對徽派版畫的風行似乎有很大的影響

力，那麼，石林居士序本的版畫風格和汪耕風格有關聯嗎？除了汪耕外，還有哪

些繪稿人需要重視？比對後發現，其中雖有相關處，卻還存在著若干差異，何以

如此？第三節進一步尋找與石林石林居士序本版畫風格密切的作品，並且梳理出

一群幾乎皆由黃氏刻工所刊刻的作品。石林居士序本會是受到這群作品中年代較

早者之影響嗎？這些作品除了版畫風格相近外，是否還有其他共同點？這個風格

群組在徽派版畫中佔有甚麼樣的位置呢？透過第四章的研究，可望在徽派版畫大

的範圍下，劃分出幾種次風格，使得我們對徽派版畫的認識更加清晰。 

本研究在討論版畫風格的層面上，特別是區別出刻工風格與繪稿者風格上，

提供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個案研究，雖然當中仍存在不少的問題，但是透過這個個

案研究，一次解決部分的問題，相信持續的累積，版畫研究當有長足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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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的圖文編輯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全書共有四十幅插圖，插圖非常雅緻，刊刻精美，

是明代版畫中的佳作。作為一本圖文並茂的書籍，石林居士序本可能的目標對象

為何？如何編輯製作？本章首先梳理石林居士序本概要情況，了解該本基礎資

料，探詢該本在在所有附插圖的《牡丹亭》刊本、改訂本、戲曲選集中佔有的位

置。接著梳理圖文關係，了解插圖的敘事特色，或可幫助我們理解石林居士序本

所設定的讀者。奠定此基礎後，進一步試著還原可能的製作情況。 

 

第一節、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全書概況 

一、 故事概要 

《牡丹亭》共五十五齣，敘述南宋初年杜麗娘與柳夢梅的愛情故事。杜麗娘

為江西南安府太守杜寶的獨生女，年十六，正值情竇初開，一日至後花園遊玩回

房後，夢得一俊俏書生，共享雲雨之歡。杜麗娘醒後仍念念不忘，因相思之情而

亡。其後因緣際會，柳夢梅暫住杜麗娘埋骨的梅花觀，拾獲杜麗娘生前所繪的自

畫像，日夜呼喚畫中美人，杜麗娘終於以鬼魂之姿，於夜間來到柳夢梅房中共度

良宵。杜麗娘在柳夢梅的幫助下，挖開她的墳墓，使其得以回生。然而杜寶不相

信女兒回生之事，指杜麗娘為色精所偽裝，柳夢梅為盜墓賊。歷經種種波折後，

最後由皇帝賜赦杜麗娘與杜寶一家團圓，和柳夢梅結成連理。 

二、 版本情況 

《牡丹亭》問世以來，廣受歡迎，流傳亦十分廣泛，迄今仍留為數不少的明、

清《牡丹亭》刊本。53現存有附圖之明、清《牡丹亭》，依據出版形式的不同，

包括《牡丹亭》刊本、戲曲選集，以及改訂本，不將修本、覆刻本、翻刻本列入

計算，54附圖之明、清《牡丹亭》就已多達十九種，55可考的時間約從 1616 年至

1903 年。其中十二種集中於萬曆中後期至明末（約 1616-1644），分別有七種單

刻本、兩種改訂本，以及三種戲曲選集。56單刊本為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還魂

記》（1617）、文林閣刊刻之《新刻牡丹亭還魂記》（約 1600-1619，下稱文林閣本）、
57閔氏朱墨套印《牡丹亭》（下稱閔氏朱墨套印本，1620）、梁台卿刻詞壇雙艷《牡

                                                 
53

 詳細的《牡丹亭》版本情況見郭英德，〈《牡丹亭》傳奇現存明清版本敘錄〉，頁 18-39。 
54

 此處的十九種未將重印本、翻刻本計入。如石林居士序本有一種修本、一種覆刻本、一種翻

刻本。仍統一視為石林居士序本一種。 
55

 詳見附錄二。 
56

 相關版本統計、藏地等資訊，詳見附錄二。 
57文林閣本先以單刻本的形式出版，後收入文林閣編輯、郁郁堂藏板的合刻本《繡像傳奇十種》。

成書年代方面，雖然文林閣本在劇本的版本上晚於石林居士序本，卻不能表示文林閣本晚於石林

居士序本。依據文林閣本插圖加以判斷，其風格約與同為南京書坊的繼志齋於 1600-1608 年間的

書籍插圖相近，文林閣所刊刻的其他書籍插圖亦有屬於此種風格的，皆為受到汪耕風格影下的產

物。然而文林閣的刊本多無紀年，精細論定此一風格流行的時間範圍，仍有相當的困難。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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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亭還魂記》（下稱詞壇雙艷本，1625）、柳浪館《柳浪館批評玉茗堂還魂記》（下

稱柳浪館評本，約 1620-明末）、58安雅堂《還魂記傳奇》（下稱安雅堂本，約明

末）、59蒲水齋《批點牡丹亭記》（下稱蒲水齋本，約明末）。60改訂本為臧懋循

（1550-1620）所改訂之《新編繡像還魂記》（下稱臧改本，1618）、徐肅穎刪潤

《玉茗堂丹青記》（下稱《丹青記》，1617-1625）61。戲曲選集為《月露音》（1616）、
62《萬壑清音》（1624），與《玄雪譜》（約明末）。63現存明季附圖之《牡丹亭》，

插圖品質皆十分精良，各版本的插圖，部分雖可能有後者參考前者的情況，繪稿

者繪製插圖時仍會重新設計，加上不同版本的插圖所採用的版畫風格亦有所不

同，因此明季版本的插圖可說是各具面貌，十分豐富多元。明萬曆後期至明末為

中國版畫發展的高峰，《牡丹亭》的插圖亦反應出此現象的一面。清季附圖之《牡

丹亭》共有七種，包含五種單刻本、一種合刻本，以及一種戲曲選集。單刻本為

《吳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還魂記》（下稱三婦本，1694）、芥子園所刊之《牡丹亭

還魂記》（下稱芥子園本，1723-1735）、乾隆怡府所刊之《牡丹亭還魂記》（下稱

                                                                                                                                            
文林閣所刊之書籍多無紀年，難以從書坊活動的時間加以佐證可能的成書時間。綜合來說，文林

閣本的上限應以 1600 年為準，由於天啟年間開始，書籍插圖的風格有明顯的轉變，因此下限則

可至萬曆末年左右（1619）。關於《牡丹亭》劇本版本的討論詳見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

版本試探〉，254-276。 
58

 根ヶ山徹在文章中記載為天啟年間刊本，不知何據。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版本試探〉，

頁 258。就插圖風格而言，柳浪館評本的插圖接近容與堂文所刊諸作品，其中有紀年者為《李卓

吾先生批評琵琶記》、《李卓吾先生批評西廂記》，均為 1610 年。此類風格最晚有紀年者，則為不

明書坊所刊之《橘浦記》。就圖像上來分析，柳浪館評本的圖像應有參考文林閣本，與閔氏朱墨

套印本，因此上限應為 1620 年之後，歸為天啟年間相當合理，也可能再稍晚一些。 
59

 根ヶ山徹在文章中記載為崇禎年間刊本（1628-1644），不知何據。依插圖風格判斷，應屬明末。

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版本試探〉，頁 257。 
60

 根ヶ山徹在文章中記載為崇禎年間刊本，不知何據，應屬明末。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

版本試探〉，頁 257。 
61

 屬於改訂本兼評點本。學者朱萬曙業已注意到《玉茗堂丹青記》的版式與與師儉堂其他出版

品相同，惟朱氏的論述重心在《牡丹亭》的評點本，非《玉茗堂丹青記》，因此無進一步論述。

據根ヶ山徹研究，《玉茗堂丹青記》（現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即為師儉堂刊刻的《二刻六合同春》

中的《留真記》，因為在《玉茗堂丹青記》下卷卷末有「留真記卷之下終」，且一切版式皆與師儉

堂其他出版品相同。在梁臺卿刻詞壇雙艷本《牡丹亭》的〈凡例六則〉中的第二則提到「閔刻《留

真記》」，而師儉堂可能為福建書坊。詞壇雙艷本的紀年為 1625 年，故《玉茗堂丹青記》當在此

之前刊刻，為同系列的《明珠記》很可能與《玉茗堂丹青記》（《留真記》）在相近的年間付梓成

冊。文本的系統則屬於文林閣《牡丹亭》、閔氏朱墨套印《牡丹亭》。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

究》（合肥：安徽教育，2002），頁 262；根ヶ山徹，〈徐肅穎删潤《玉茗堂丹靑記》新探〉，頁 370-383。 
62

 《月露音》收有六齣《牡丹亭》，按照書中收錄次序為〈吊打〉（即〈硬拷〉）、〈驚夢〉、〈尋夢〉、

〈幽媾〉、〈寫真〉、〈魂遊〉。《月露音》的序文簽署為丙辰（1616），然目前版畫圖錄、學術論文

中多載為萬曆年間刊本。根據筆者的調查，《月露音》的插圖後被師儉堂加以參考，使用於《六

合同春》之中。雖然目前學者對《六合同春》成書的時間點仍有爭論，然皆同意1618年可以為《六

合同春》的時間下限。輔助以《六合同春》成書的時間觀之，《月露音》成於1616年應相當可信。

關於《六合同春》成書時間的討論，請參考蔣星煜，〈陳眉公評本《西廂記》的學術價值〉，收

於《西廂記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56；朱萬曙，《明付戲曲評點研究》（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頁90-93；徐嫚鴻，《明付陳繼儒戲曲評點本研究：以《六合同

春》為討論中心》（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丹青記》的插圖收錄於

首都圖書館編，《古本戲曲十大名著版畫全編（下）》（北京：線裝書局，1996），頁329-359。 
63

 玄雪譜亦為評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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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府本，1736-1795）、冰絲館刊《玉茗堂還魂記》（下稱冰絲館本，1785），以及

狀況不詳之《繡像牡丹亭》，合刻本收於暖紅室《暖紅室匯刻傳劇》（1908），戲

曲選集為《審音鑑古錄》（1834）。其中三婦本、冰絲館本、暖紅室本，以及《審

音鑑古》多有直接選取，或者大幅度參考石林居士序本與臧改本插圖的現象。64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還魂記》刊刻書坊不明，65正文前的序文共有兩篇，

第一篇為〈清遠道人題辭〉，署萬曆戊戌年（1598），清遠道人即為湯顯祖號，序

末有小字「程子美刻」。66另一篇為〈石林居士序〉，署萬曆丁巳年（1617），故

以石林居士序本稱之。67全書共有四十幅插圖，插圖上留下了七個刻工名字或字

號，根據刻工活動範圍、刊書情況推測，石林居士序本最可能的刊刻地點為杭州。
68框高 20.9，寬 12.8 公分，屬於明末所流行較窄長的版式。版心為白口，雙魚尾，

四周雙邊。每頁十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現藏於國家圖書館有兩本、北京國家

圖書館、台北故宮（北平圖書館寄藏）、台大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十三地，至

今仍流傳有為數不少的本子，足見一時流通之廣泛，其精緻的品質，必也為時人

所寶愛。本文以國家圖書館書號 15096 本為準，間以 15097 本加以輔助。69
 

值得注意的是，台大圖書館本的序只有〈清遠道人題辭〉一篇而已，沒有收

                                                 
64

 此次研究中未及蒐羅到芥子園本、怡府本，以及狀況不詳之《繡像牡丹亭》。 
65

 周蕪題為「七峰草堂」刊本，在《徽派版畫史論集》中錄有一幅，予以比對後，應與石林居

士序本出自同版片。周蕪指出重慶圖書館藏有「七峰草堂藏板」《牡丹亭還魂記》，筆者未能親自

調查到，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集部 下》中所載條目，僅寫為「明萬曆刻本」，無著明書坊。

就筆者所能寓目的版本，包含國家圖書館藏兩本、故宮博物院平圖寄藏一本、台灣大學藏一本，

皆無「七峰草堂藏板」等字樣。亦尚未查獲「七峰草堂」有刊刻其他書籍。希冀日後有機會能調

查到重慶圖書館本，目前暫先存疑，因此仍稱為不明書坊所刊。又根ヶ山徹閱讀周氏文字後，將

七峰草堂本另列為石林居士序本的翻刻本。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69、97；中國古籍善

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集部 下》（上海：上海古籍，1998），頁 2113；根ヶ

山徹，〈《牡丹亭還魂記》版本試探〉，頁 255-256、286。 
66

 目前調查的石林居士序本中，只有國家圖書館書號 15097 本，在清遠道人序的最後一面（清

序三 B）有「程子美刻」字樣，以及完整的石林居士序，其餘國家圖書館書號 15096 本與故宮博

物院本，在清遠道人序的最後一面（清序三 B）沒有「程子美刻」，15096 本的清序三 B 現僅存

版框與行線，皆為後來畫上去的，15096 本與台北故宮本的石林居士序（石序一 A）也都少了一

頁。覆刻本槐塘九我堂本在清遠道人序的最後一面（清序三 B）也有「程子美刻」字樣。除了程

子美，其餘黃氏家族的落款皆刻於插圖版框內部。 
67

 石林居士不知為何人，明末清初中使用「石林居士」為號者不只一人，然而相關資料十分稀

少，難以進一步論斷。 
68

 石林居士本刊刻地不詳，然而參與刊刻的刻工為黃德修、黃應渭、黃應義、黃一楷、黃一鳳、

黃端甫、黃翔甫。黃一鳳、黃一楷居住在杭州，再加上黃德修、黃一楷、黃一鳳、黃端甫、黃翔

甫皆有參與約刊於約 1619 年的顧曲齋《古雜劇》（刊刻於杭州）。因此石林居士本最可能刊刻於

杭州。現代學者在編輯中國版畫圖錄時，俱視之為杭州刊本。大陸學者周蕪、李國慶、翟屯建、

及劉尚恒等人均投入心力整理黃氏刻工生卒年、居住地、宗譜、及刊刻書目， 劉尚恒的整理為

目前比較完備者。〈黃姓刻工考述〉為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中第五章的一小節。劉尚恒，〈第

五章：徽州的刻工〉，《徽州刻書與藏書》，頁 135-186。 
69

 國家圖書館所藏兩本石林居士序本品質俱佳，其中 15097 本有完整的〈石林居士序〉，15096

本石林居士序少了第一面。15096、15097 本兩本比較之下，15097 本為先印的本子。國家圖書館

將 15096 本以電子書的形式出版，出版品質十分精良，故本文索引之圖片俱出自此本，惟在部分

15096 插圖中有破損、及小面積塗鴉時，以及〈石林居士序〉，援引自 15097 本。國家圖書館 15096

本電子網址：http://ebook.ncl.edu.tw/webpac/bookDetail.jsp?id=1300&Lflag=0&tuple=-1。 

http://ebook.ncl.edu.tw/webpac/bookDetail.jsp?id=1300&Lflag=0&tup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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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石林居士序〉。〈石林居士序〉會是後來才添加的嗎？然而觀察台大本木版斷

裂的比國家圖書館 15096、15097 本來得多，因此台大本比 15096、15097 本晚印，

1617 年的石林居士序當非後來才加上去的，石林居士序本的紀年並無可疑處。

由於〈石林居士序〉在國圖 15096 本與台北故宮本皆有損毀第一面，而且 15096

本損毀的情形較台北故宮本來的更嚴重，70因此，台大本沒有收錄石林居士序，

可能出於〈石林居士序〉版片後來損壞得更加嚴重而不堪使用，不過也不能排除

因版片易主，將石林居士序刪去的情況。 

石林居士序本之後，陸續有修版、覆刻與翻刻出現，顯見相當受到歡迎。目

前已知的的修版為朱氏玉海堂本，許多人物有渙漫不清的情況，部分版片似有被

修補、置換的現象。71覆刻本為槐塘九我堂本，幾乎與石林居士序本無異，只有

在仔細比對下，才能發現若干線條有不一致的情況。翻刻本為懷德堂本，似為品

質較差，成書較快速的刊本72。至清時，冰絲館本（1785）、暖紅室本（1908）

也採納了出自石林居士序本的插圖。其他如《牡丹亭》改訂本徐肅穎刪《玉茗堂

丹青記》（1617-1625）、以及戲曲選集《審音鑑古錄》（1834）的插圖也明顯參考

自石林居士序本。73
 

石林居士序本在現存的《牡丹亭》刊本中，被認為是最接近湯顯祖原作面貌

的版本，也是現存較早的《牡丹亭》刊本。石林居士序本及其修本、覆刻本、翻

                                                 
70

 木版破損之可能推測，請見附錄一備註。 
71

 朱氏玉海堂本品質相當精美，過去的研究中，多將本此本視為石林居士序本的覆刻本。雖然

鄭振鐸早已提出「朱印本」為朱元鎮獲得石林居士序本之版片重新印刷者，由於現存的「朱印本」

有兩種，一種為朱氏玉海堂本，一種為懷德堂本，然而後人在解讀鄭振鐸這段文字時，卻將鄭氏

所說之「朱印本」理解為懷德堂本，如日本學者根ヶ山徹、台灣藏書家袁芳榮等，或許是出自於

鄭氏文中的模糊處，使得鄭氏的說法未受到重視。經筆者仔細比對，朱氏玉海堂本實與石林居士

序本出自相同版片，惟木版斷裂的情況嚴重，部分人物有渙漫不清的現象，與鄭振鐸所觀察之「朱

印本」情況吻合，因此鄭氏所說之「歙縣玉亭朱元鎮校本」應為朱氏玉海堂本。此外，值得注意

的是，其中卷上二十 A〈驚夢〉插圖與二十 B，則與藏於台北故宮之槐塘九我堂本卷上二十 A〈驚

夢〉插圖與二十 B 出自同版片。（在古籍中，同一頁碼具有正反兩面，本文稱正面為 A 面，反面

為 B 面。如卷一頁面三 A）鄭振鐸，《西諦書話》，頁 311-312；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版

本試探〉，頁 286；袁芳榮，〈牡丹亭還魂記（下）〉，《故紙堆蠹魚》（部落格）：

http://www.wretch.cc/blog/fryuan1954/12217614，檢索日期 2013/01/01。朱氏玉海堂本插圖收錄於 

朱氏玉海堂本現藏於首都圖書館、青島市立博物館。朱氏玉海堂本收錄於首都圖書館編，《古本

戲曲十大名著版畫全編（下）》（北京：線裝書局，1996），頁 260-300。 
72

 懷德堂本在標目下有「歙縣玉亭朱元鎮較」。神田喜一郎提出懷德堂本為朱元鎮依據石林居士

序本重印，根ヶ山徹則指出懷德堂本為石林居士序本的翻刻本（根ヶ山徹使用的字為覆刻本）。

依據比對圖、文後，筆者同意根ヶ山氏的說法。神田喜一郎，《神田喜一郎全集》Vol.4（東京：

桐朋社，1990）；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版本試探〉，頁 286。 
73

 《審音鑑古錄》的插圖為雙面連頁，其中〈圓駕〉一幅的左半部插圖明顯參考自石林居士序

本，右半部則以左半部插圖為基礎，所延伸出的場景。徐肅穎刪《玉茗堂丹青記》的插圖為以石

林居士序本插圖為基礎，將之擴大為雙面連頁，其中有收有〈圓駕〉一幅，筆者未能調查到，然

以《玉茗堂丹青記》中其餘插圖對石林居士序本的改動傾向來判斷，《審音鑑古錄》的插圖應非

參考自《玉茗堂丹青記》，而是直接參考自石林居士序本所擴寫。《審音鑑古錄》插圖收錄於經莉

編，《國家圖書館藏 珍本 雜劇 傳奇 地方戲 曲藝插圖全集》Vol..8（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縮微

複製中心，2006），頁 3779-3796。 

http://www.wretch.cc/blog/fryuan1954/1221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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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本流傳很廣，顯見廣受時人歡迎。此外，石林居士序本的插圖也不斷地被其他

種刊本援引或參考再創作。在明、清附圖之《牡丹亭》刊本中，石林居士序本的

插圖顯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三、 插圖情況 

插圖為單面全圖，以描繪人物活動為中心，每一幅插圖皆描述單一齣的內

容，全書五十五齣中共有四十齣配有插圖，每一齣皆以下場詩作結，下場詩後即

接下一齣的齣目名稱，插圖所穿插於文中的位置，大致上在齣目名稱出現的次一

面。以第二齣〈言懷〉（圖 2-1）為例，齣目名「第貳齣言懷」等字即接在第一齣

〈標目〉下場詩「杜麗娘夢寫丹青記。陳教授說下梨花槍。柳秀才偷載回生女。

杜平章刁打狀元郎。」74的下一行，所在的頁面為二 B，次一面三 A 為該齣插圖。

然有六幅插圖為例外，75圖出現在齣目名後的次兩面。以第三齣〈訓女〉（圖 2-2）

為例，齣目名「第參齣訓女」等字在頁面三 A，插圖則在四 A。因此在翻閱書籍

時，讀者會先閱讀到齣目，次一面或次兩面才會看到插圖。四十幅插圖中有三十

幅留下了刻工的姓名，刻工包含歙縣虬村黃氏家族成員：為黃德修、黃應義、黃

應淳、黃一鳳、黃一楷、黃端甫、黃翔甫，橫跨二代，根據生卒年可考者，年齡

大致相近。 

石林居士序本廣受時人歡迎，不但在文學研究上屬於重要的《牡丹亭》版本，

在插圖上，在現存的明、清《牡丹亭》插圖中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石林居士

序本不僅插圖雅致精美，將文字轉繹為圖象時，亦有獨到之處。以下藉由爬梳石

林居士序本圖文關係，試圖釐清本書插圖的特色。 

 

第二節、 圖文關係 

石林居士序本的插圖，多數插圖選擇該齣最重要，最能表示出該齣劇情主旨

的情節加以圖繪，以描繪人物活動為中心。如以第十齣〈驚夢〉（圖 2-3）為例，

該齣主要敘述杜麗娘自後花園玩賞歸來後，在房間內做了個夢，夢到她在後花園

中遇到一書生，與他共享雲雨之樂。該齣內容可分為四段，第一段為杜麗娘整理

儀容準備至後花園一遊；第二段為杜麗娘與婢女春香共賞後花園；第三段即為杜

麗娘歸來後小憩，夢得一書生與之雲雨；最後一段為杜麗娘的母親甄氏前來探望

女兒。插圖選擇圖繪第三段，也就是此齣最重要的情節－－杜麗娘的夢境。圖繪

為杜麗娘在房中小憩，畫面左上以單線勾勒出的漏斗形狀空間為她的夢境，夢中

杜麗娘於牡丹亭畔與書生相遇。熟悉《牡丹亭》故事的讀者必能一望即知圖繪為

何，不熟悉的讀者，由於插圖皆出現在齣目名稱出現後的次一面或二面，對照圖

                                                 
74

 湯顯祖撰，邵海清校對，《牡丹亭》，頁 3。 
75

 這六齣例外，除了文中所述，其他為第十齣〈驚夢〉、第三十九齣〈如杭〉、第四十一齣〈耽

試〉、第四十七齣〈圍釋〉、以及第五十齣〈鬧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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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齣目名稱，也能掌握此齣的梗概。 

綜觀石林居士序本，表現角色性格與幽微的心緒十分的出色，並且配予富有

氣氛的場景，有相互加乘烘托之效。將文字轉繹成圖繪時，石林居士序本有什麼

樣的特色？用什麼樣的手法來圖繪？以下即以角色塑造與場景塑造兩方面切

入，以探討石林居士序本的敘事特色。 

一、 角色塑造 

（一）選取能夠突顯角色性格、心緒的劇情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有選取與其它《牡丹亭》刊本、改訂本、戲曲選集不同

劇情或時間點的情況。仔細分析此做法，很可能意在表現角色性格與心緒。以下

以第二十八齣〈幽媾〉（圖 2-4）為例說明。〈幽媾〉為鬼魂之身的杜麗娘來到柳

夢梅房間，與他表明心意，共度夜晚佳期，並訂下每夜歡會。全齣大致可分成三

段，第一段為夜晚時，柳夢梅在房內賞玩他日前在後花園所拾到的杜麗娘自畫

像，後因故睡下；第二段為杜麗娘夜訪，敲彈窗下翠竹驚醒入睡的柳夢梅；第三

段為杜麗娘進入柳夢梅房內與之表明心意。76石林居士序本插圖描繪杜麗娘選取

的場景為杜麗娘站在柳夢梅的房門外，柳夢梅正要去開門，選取的劇情當為杜麗

娘敲竹驚醒柳夢梅後，柳夢梅前來一探究竟。 

臧改本77（圖 2-5）卻選擇圖繪兩人於房內相依偎、溫濃軟語之際。在書籍

插圖中，描繪才子佳人的歡會，多為兩人同處室內，或坐在床榻上、或立於床榻

旁，78如在明季大受歡迎的戲曲《西廂記》也屢屢得見，屬於徽派風格版畫，較

早的例子有玩虎軒刊行的《元本出相北西廂記》（圖 2-6），時間約為 1597 年左右，

臧改本〈幽媾〉當置於此一圖像傳統中。79
 

然而石林居士序本選擇圖繪幽會的前一刻－－杜麗娘寅夜探訪柳夢梅。這樣

的選擇有甚麼特別的意義呢？兩相比較下更能突顯出，石林居士序本選取杜麗娘

夤夜探訪柳夢梅，著重的是此時身為鬼魂的杜麗娘，主動追尋她的愛情。臧改本

圖繪兩人在房內親密相偎，柳夢梅的右手搭在杜麗娘身後，兩人緩步走向畫面右

方，更曖昧地繪出掀開一角床簾的床鋪，整幅插圖側重兩心繾綣，旖旎情調的掌

                                                 
76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203-212。 
77

 明季《牡丹亭》、改訂本與戲曲選集中，根據目前所調查，除了石林居士序本之外，圖繪〈幽

媾〉的有詞壇雙艷刊本、安雅堂刊本、臧懋循改訂本與《月露音》。前二種刊本筆者尚及蒐羅。《月

露音》石林居士序本同樣選取杜麗娘寅夜造訪柳夢梅的劇情。圖繪為杜麗娘敲彈窗下翠竹驚醒柳

夢梅之景，插圖左上方有出自戲文的詞句，「敲彈翠竹窗櫳下，帶展香魂去近他」。《月露音》插

圖屬於明末流行的詩意圖的形式，這類圖繪以表達詞句內容為主，而非全齣的故事主線。因此《月

露音》的插圖牽涉的層面與石林居士序本不盡相同，惟此非本文重點，在此不詳加討論。 
78

 明季較早的例子為劉兌《金童玉女嬌紅記》，金陵積殿堂刊行，1435 年。該書為一面圖搭配一

面文，其中屢見男女主角共坐於床榻上的插圖。相關圖像見京都大學文學部貴重資料畫像&文庫

目錄統合系統：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kichosearch/src/kicho1220.html。 
79

 該本沒有紀年，但是同為玩虎軒出版，與其作風極為接近的《元本出相點板琵琶記》刊行於

1597 年，應成於相仿的時間。 

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kichosearch/src/kicho12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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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若再對照應時人對杜麗娘角色的理解，根據陳慧珍的研究，在眾多《牡丹亭》

的相關戲曲評論、文人筆記、序跋與評點本中，其中關於人物塑造方面的論述為

評點本中獨有的貢獻，以下即以《牡丹亭》評點本為材料討論時人的理解。80其

中最重要的為王思任（1574-1646）所撰寫的〈批點玉茗堂《牡丹亭》敘〉（1623）。
81在文章中，他形容杜麗娘的特質為「妖」，並進一步解釋「妖」的意思：「杜麗

娘雋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臺可暝，獠牙判發可狎而處，而「梅」、

「柳」二字，必不肯使劫灰燒失。」82「妖」即指杜麗娘的絕色容顏與對感情執

著地追求。石林居士序本選擇夤夜探訪柳夢梅加以圖繪，便恰如其分地表現出杜

麗娘性格的特出之處，更添增插圖引人入勝的魅力。 

此種選取最能表達角色性格劇情的做法，亦能關照到配角。在劇中，李全為

叛降於金的漢人，他的性格有勇無謀，凡事仰賴多謀的夫人楊氏。石林居士序本

第四十七齣〈圍釋〉一圖鮮明地將此性格表現出來。〈圍釋〉一齣主要有兩個情

節，一是金朝派番將到李全陣營中，番將調戲李妻楊氏，李全遂與番將撕破臉，

於是與金朝的關係成僵局。一是杜寶派陳最良送勸降信給李全，李全因應局勢而

接受了。83石林居士序本（圖 2-7）選擇了李全怒責番將，楊氏勸阻丈夫的一幕。

李全基於一時氣憤而壞了與金朝關係，最能顯示出李全的有勇無謀，而楊氏勸阻

丈夫暫且隱忍，則充分展現她的謀略。相較下臧改本選擇李全接受杜寶勸降出海

離去（圖 2-8），無法突顯此一特質。 

在表達人物心緒方面，石林居士序本不但特別選取了最能表達人物心緒的頃

刻，將文字轉繹為插圖時，石林居士序本能精妙地安排人物的表情、姿態，呈現

出劇中最幽微、精妙之處，突顯角色幽微的心緒。以第十齣〈驚夢〉（圖 2-3）為

例，該齣描述杜麗娘去後花園賞玩後，回到閨房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書生與她

親密調笑，夢中書生先是請她題詠書生手中的柳枝，後又牽著她去牡丹亭旁敘

話，對於書生求愛之舉，杜麗娘既歡喜又害羞，游移不定，最後在書生的主動下

共赴雲雨，直到杜麗娘醒來後仍眷戀不忘。84
 

〈驚夢〉為《牡丹亭》重要的橋段，標誌著杜麗娘對慕春情思的覺醒，歷來

被認為是全劇的戲眼。湯顯祖以「介」，也就是搬演中的動作提示，表達出杜麗

                                                 
80《牡丹亭》評點中關於人物塑造的討論見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頁 271-273，陳慧珍，

《明代《牡丹亭》批評與改編之研究》，頁 117-130+303-307；蔡霈瑀，《戲曲評點之人物形象研

究－－以《牡丹亭》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頁 93-224。 
81

 王思任批評《牡丹亭》被認為是成就最高的點評本，並且對沈際飛評本影響很大。雖然使用

王思任評點本來作為時人對《牡丹亭》角色的理解，雖然不免會偏向王思任及其所代表的文人族

群。然而王思任相去石林居士序本僅五年，在讀者反應資料缺乏的狀況下，亦不失為理解時人如

何看待《牡丹亭》角色的良好切入點。相關研究見朱萬曙，《明代戲曲評點研究》，頁 260-261。 
82

 轉引自徐扶明編，《《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上海：上海古籍，1987），頁 67-68。 
83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323-334。 
84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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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不勝嬌羞，手足無措的情態。這些動作提示主要為杜麗娘在夢中初次遇見柳夢

梅，柳夢梅前去和她搭話，並且強抱她至牡丹亭共享雲與之歡時，杜麗娘欲拒還

迎的種種姿態，包括「旦含笑不行，生作牽衣介」、「旦作羞，生前抱，旦推介」，

以及將雲雨時，兩人攜手登場，如「生、旦牽手上」等。85《牡丹亭》係擴寫自

話本小說《杜麗娘慕色還魂》，這些動作提示為原文所無，是湯顯祖心血之所在。

王思任評點此齣為：「全齣以介取勝，觀者須於此著眼，方不負作者苦心。」86顯

見湯顯祖以動作提示經營杜麗娘害羞的神態的做法非常成功，是〈驚夢〉一齣精

妙之處。 

石林居士序本〈驚夢〉一圖描繪杜麗娘在房中作夢之景，夢中柳夢梅的左手

扶著右手的袖子，手上拿著她的髮簪。這又是哪個時間點呢？柳夢梅是要幫杜麗

娘簪上髮簪，還是拔下髮簪呢？查閱書中有髮簪描述的片段只有在【山桃紅】中

柳夢梅的唱詞，「（生、旦攜手上）（生）這一霎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小姐可好？

（旦低頭介）（生）則把雲鬟點，紅鬆翠偏。……。見了你緊依偎，慢廝連，恨

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的箇日下胭脂雨上鮮。87」描寫的竟是兩人露骨的雲雨

歡好時，柳夢梅將杜麗娘頭上的髮簪拔除，即將揭開兩人好事。插圖中的柳夢梅

與杜麗娘沒有直接的身體接觸，實則藉由髮簪提點出了旖旎的一刻。繪稿者使用

了動作提示中所說的「低頭」來描繪杜麗娘，此外，她眉毛微斂，雙手置在衣領

前，掄成拳頭狀，再加上微微踮起的右腳，看起來既緊張又手足無措，充分表現

出杜麗娘害羞的情態。 

由於〈驚夢〉是《牡丹亭》重要的橋段，據目前所能掌握的《牡丹亭》刊本、

改本與戲曲選集來說，每本皆有圖繪〈驚夢〉插圖，然而同樣為杜麗娘做夢之景，

跟其他諸刊本比較下，石林居士序本插圖杜麗娘的夢境所描繪的方式，與他本均

不相同，時間點似乎也不一樣。他本的夢境圖像可以分為兩組，一為柳夢梅一手

拿著柳枝，另一手或與杜麗娘交握，或牽引她去牡丹亭旁，時間點為杜麗娘在夢

境中初見到柳夢梅的時刻，詞壇雙艷本（圖 2-9）、安雅堂本（圖 2-10）、臧改本

（圖 2-11）屬之。另一較無明顯的取景時間點，表現兩人親暱地靠在一起，文林

閣本（圖 2-12）、閔氏朱墨套印本（圖 2-13）、《月露音》（圖 2-14）屬之。不論

是哪一組，杜、柳兩人皆有直接的肢體接觸，杜麗娘羞澀的情態則靠她略微低著

頭，一手伸起至於臉旁來表達，如文林閣本、閔氏朱墨套印本即是，或被動地被

柳夢梅牽引，如安雅堂本、臧改本。對比下，石林居士序本，顯得十分特出，兩

人雖沒有直接的肢體接觸，卻指向比其他《牡丹亭》插圖更加親暱地一幕！即藉

由選取柳夢梅替杜麗娘拔除髮簪，得知兩人雲雨一事正要展開，再加上杜麗娘手

足無措的姿態更精妙地傳達出她的羞澀之情，整體在敘事上比起其他諸本更幽

                                                 
85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67。 
86

 轉引自徐扶明編，《《牡丹亭》研究資料考釋》（上海：上海古籍，1987），頁 67-68。 
87

 湯顯祖著，紹海清校對，《牡丹亭》，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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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暗藏無限春意。 

由於石林居士序本幽微地暗示著柳夢梅與杜麗娘兩人的親密之舉，插圖在乍

看時，似乎難以理解圖繪的時間點為何，再進一步到文本中尋找哪一個情節描述

了髮簪，進而推敲出圖繪的時間很可能指涉著雲雨正要展開之時。可以說石林居

士序本插圖訴求一種來來回回地閱讀方式。 

（二）切合角色身分的服飾與細節安排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會根據不同的角色，配予合適的服飾，更重要的是，能夠

掌握同一角色不同階段的狀態，杜麗娘為劇中最為光彩奪目的角色，她經歷了慕

春、死亡、還魂等狀態，藉由安排服飾細節上的差異，佐以雲氣等母題的輔助，

成功地呈現出杜麗娘不同的三個階段。 

首先在慕春而亡前，杜麗娘為安南知府千金，根據劇中所述，杜麗娘知書達

禮，十分具有文采。第三齣〈訓女〉為杜麗娘首次豋場（圖 2-15-1A），插圖選

取她向父母敬酒的一景。衣著方面，頭簪花朵形狀的頭飾，身著一襲飾有漩渦紋

樣的上衣，在領口與袖口上，亦有以細斜線構成的三角形帶狀紋樣，搭配素面的

裙子，身上披掛有飄動的飄帶與佩飾。姿態上，杜麗娘低著頭，臉上帶著淺淺的

微笑，拱手向父母表示敬意，適度的裝飾紋樣突顯出杜麗娘衣著精緻而不俗艷，

搭配合宜的舉止，成功的塑造出大家閨秀的形象。在杜麗娘慕春而亡前的階段，

共有〈訓女〉、〈驚夢〉、〈尋夢〉、〈寫真〉與〈診祟〉等五幅插圖（圖 2-15-1 A、

B），只有在〈訓女〉、〈診祟〉中穿著有較多紋飾的服裝，很可能為分別要接見

父母、老師之故，其餘三幅插圖僅在領口、袖口飾以帶狀紋樣。此階段中，杜麗

娘的衣著大致素雅又不失精緻，與知府千金的身分十分搭配。 

第二階段為慕春死後，身為鬼魂的杜麗娘，共有〈冥判〉、〈魂遊〉、〈幽媾〉、

〈懽撓〉與〈冥誓〉（圖 2-15-2）五幅插圖。此時杜麗娘均著素面裙裝，以配合

亡後鬼魂的身分，更精妙的是藉由細心安排不同的細節，如〈魂遊〉、〈冥誓〉在

她腳下繪以雲氣，表示她以鬼魂的身分出現在陽世。值得一提的是，在〈幽媾〉、

〈懽撓〉中杜麗娘雖然也是出現在陽世的鬼魂，然此時她佯裝成陽世的鄰家女

子，因此腳下不但沒有雲氣，甚至〈幽媾〉中的杜麗娘腰間繫著一條黑白相間的

腰帶，在其他杜麗娘身為鬼魂的插圖中，皆著素色的腰帶，因此〈幽媾〉中黑白

相間的腰帶應為凡人女子的打扮，表現杜麗娘偽裝成人的狀態。〈冥誓〉則為杜

麗娘終於向柳夢梅坦白她為鬼魂的事實，因此再度繪出腳下雲氣。在〈冥誓〉一

齣以前，柳夢梅一直以為杜麗娘是鄰家女子，在〈冥誓〉之前的插圖，杜麗娘都

是以凡人女子的姿態出現在柳夢梅前，〈冥誓〉一圖則透過中杜麗娘腳下再度出

現雲氣的做法，巧妙地呈現出柳夢梅終於發現杜麗娘為鬼魂的真相。 

最後為還魂後的杜麗娘，共有〈回生〉、〈婚走〉、〈如杭〉、〈急難〉與〈圓駕〉

五幅插圖（圖 2-15-3）。杜麗娘為人婦後，除了最後一齣中因為要面見皇帝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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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身著華服，其餘皆著素面裙裝。此階段的杜麗娘已獲得夢寐以求的愛情，不復

之前的愁容，臉上帶著淡雅的微笑，與夫君相處亦待之以禮。故可以說，石林居

士序本藉由選取能夠突顯角色性格的劇情，配合生動的表情、動作與適切的裝

扮，彼此交互作用，成功地形塑造出劇中角色。也可以發現插圖設計時，插圖與

插圖間含有互相應照的關係。 

二、 場景的營造 

（一）氣氛的營造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另一個特點為擅於描繪角色所身處的環境，配合人物身

分、所在的場合，安排合宜的場景。因此透過景物的描寫，能點出角色所在的環

境、季節，更重要的是能呈現出所選取劇情之情境與氛圍，進一步能襯托出角色

的情感。如在第四十八齣〈遇母〉（圖 2-16），插圖描繪杜麗娘思念、擔憂父母的

情狀，繪稿者不僅僅是細心地安排了杜麗娘生動的表情與姿勢。杜麗娘的眉毛成

「八」字型，頭低垂著，顯得憂鬱。她坐在一圓凳上，一腳翹起，以雙手環抱著，

姿態蜷縮。更在她身後使用畫面二分之一左右的大小，描繪夜晚的景致，包含夜

空與流水。廣大的夜空中除了一彎明月與三兩星星外更無別物，蓄意的簡化使畫

面具有空曠、荒涼的氣氛。水面則以幾道高低起伏的波浪曲線描繪水面潺潺流動

的樣貌，正如杜麗娘在此齣所說，「江聲月色，悽愴人也」。88藉由經營景致營造

出的蕭疏氣氛，更能襯托杜麗娘此時思親、擔憂之情。重視描寫環境景物以經營

氣氛的做法，貫穿石林居士序本插圖，其中第六齣〈悵眺〉（圖 2-17）與第三十

六〈婚走〉（圖 2-18）甚至以描繪景物為主，人物在畫面所佔的比例十分的小。

前者描繪柳夢梅懷才不遇，登高也不能暢懷；後者描繪杜麗娘、柳夢梅在倉促下

成婚並且避走到臨安，以蒼茫的夜色、波濤的水面，襯托出前途未卜之慨。 

（二）使用「梅」、「柳」意象的巧思 

梅、柳兩字不斷地出現在《牡丹亭》，貫穿了全劇，一則梅代表杜麗娘，柳

代表柳夢梅。另一方面，綻放的梅花、初發的柳葉皆表示著春季，春季在劇中也

往往與春情有所連結，杜麗娘便是在遊園時受到春天的感召，梅、柳往往也象徵

著兩人的情思。89有趣的是，在插圖中也巧妙地使用梅、柳，既可以提點圖中人

                                                 
88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335。 
89

 劇中梅、柳的使用有許多情況。一則分指杜麗娘、柳夢梅兩人。如以各種與柳相關的典故指

稱柳夢梅，如「折柳情人」，杜麗娘則「撚青梅」表達對柳夢梅的思念，亦稱自己的思念為「弄

梅心事」；有時梅、柳也專指柳夢梅，如杜麗娘自題畫像：「不在梅邊在柳邊」，一回生便急於尋

找「梅邊柳邊人」，王思任評：「 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在明、清人評點《牡丹亭時》，都注

意到梅、柳在劇中的重要性，此外梅、柳在《才子牡丹亭》中，校注的吳震生、程瓊夫婦則屢屢

指向女性、男性的性器，程瓊另外在《西清散記》中也認為梅、柳是愛情的象徵。今人王國彬則

提出柳在中國傳統中具有「復活」的象徵，再加上柳夢梅男性的精氣，得以使杜麗娘復活，有性

器方面的影射，林宗毅則認為停留在復活的意象即可。關於戲曲評點中梅、柳與劇情結構的分析

見陳慧珍，《明代《牡丹亭》批評與改編之研究》，頁 105-117；有關梅、柳意象的討論見王國彬，

〈一枝柳絲證死生－－《牡丹亭》中「柳」意象分析〉，收於白先勇策畫，《取高和眾：青春版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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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身分，又可以襯托人物的情思，再加上植物本身具有的季節性，更能將插圖

點綴出一派春意。90
  

如第二齣〈言懷〉（圖 2-1）即為佳例。〈言懷〉是繼第一齣〈標目〉說明劇

情梗概後，緊接登場的第二齣，在於向讀者介紹男主角的基本資料，建立讀者對

主角的第一印象，相當重要。內容為柳夢梅自述前些日子做了一個夢，夢中梅樹

下有一位漂亮佳人，佳人告訴柳夢梅，她是柳夢梅的有緣人，柳夢梅唯有和她在

一起，才有姻緣和飛黃騰達的可能。夢醒後，柳夢梅因此改掉原來的名字，換為

夢梅。91
 

看向〈言懷〉插圖，一入目是充斥畫面的大柳樹，旁立著正綻放著的梅樹。

柳條上以細小的黑點描繪柳葉新生葉子尚短的模樣，加上綻放的梅花、盤旋的飛

燕，營造出一派春景。柳夢梅被安排在柳樹下，斜斜倚靠著岩石，他雙手靠著石

頭，身體斜倚在石頭上，右腳朝身體的方向彎曲，左腳微彎，往外伸出。柳夢梅

有著一張清秀的鵝蛋臉，眉毛略略往下，略帶憂愁，再加上斜倚著的姿態，十分

生動地傳達了「情思昏昏」之狀。柳夢梅仰著頭，眼神則望向畫面右方，望著梅

樹，彷彿如在夢中。周圍環繞以木籬、在前景則露出了些許茅草屋簷，提點出柳

夢梅位於家居園林之中，並以木籬、茅草屋簷切合的表現出柳夢梅貧寒的身家。 

大篇幅佔據畫面的柳樹明顯地提示出了故事的主人公－－柳夢梅，一旁立著

的梅樹，則代表了夢中的美人－－杜麗娘，兩樹並列，姿態仿若相依偎，似乎暗

示著杜麗娘、柳夢梅兩人日後的情深愛重。斜倚在石頭上的柳夢梅，他的姿態很

可能來自對流行的「做夢」圖式的使用，92卻又加以改變。做夢主人公的姿態十

分多樣，和柳夢梅姿態最為接近者，最早可以追索到元朝畫家劉元所繪《人物故

事圖》（圖 2-19）。93該圖中，司馬槱坐在一張紅色的椅子上，雙手交疊靠在椅背

上，頭則枕於手上，他的右腳朝身體處彎曲，左腳順著椅子，自然地彎曲下垂。

以此種姿態作夢的圖式，在晚明的版畫中亦可得見，如文林閣本《牡丹亭》〈驚

夢〉（圖 2-20）插圖中的杜麗娘即以相近的姿勢坐在椅子上，另外在傳丁雲鵬《觀

                                                                                                                                            
丹亭的文化現象》（台北：天下遠見，2005），頁 139-147；林宗毅，〈《牡丹亭》「柳」、「梅」意

象及其演出別議〉，《彰化師大國文學誌》17（2008,12），頁 181-191。 
90

 在《牡丹亭》插圖中使用梅、柳意象來指涉男女主角，或者以梅、柳來營造春天的意象，這

種作法雖已見於早石林居士序本一年的戲曲選集《月露音》所收錄的《牡丹亭》插畫中，但石林

居士序本使用梅、柳的方法更加精妙，《月露音》中使用的梅、柳較為直白，常常是用以指涉人

物，以及營造出春天意象。 
91湯顯祖撰，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4-9。 
92

 做夢、夢境是版畫中常常描繪的題材，亦有固定的表現模式，通常為一個人或坐、或臥，在

他的頭附近會以雙線框圍出一個漏斗形狀的空間，於空間中上演的正是該人的夢境，在石林居士

序本第十齣〈驚夢〉中即是這樣的表現。 
93

 劉元《人物故事圖》現藏於美國辛辛那提美術館。圖繪的故事為宋人司馬槱甫獲功名，剛赴

洛陽上任，一日白天在自家宅邸休憩時，夢到南齊時候的杭州名妓蘇小小，而後開展了一段人鬼

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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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三十二相》中，更可以看到以相仿姿勢斜倚在石頭上眠睡的男子（圖 2-21）。94

這些版畫的時間大約與石林居士序本同時相去不遠，故此一做夢圖式應為時人所

知悉，看到圖像中有如是姿態的人物，便能與作夢、夢境的意象連結。石林居士

序本中柳夢梅的姿態卻有個十分不同之處，柳夢梅的頭抬著，顯示已經甦醒。為

何會將作夢的圖式使用在已經睡醒的柳夢梅身上呢？很可能藉由描繪剛剛甦醒

的柳夢梅，表現方才如此真實的夢境才剛剛消逝的一刻，柳夢梅帶著若有所思的

表情望向梅樹，彷彿還在回味夢境。 

〈言懷〉圖中春景的描繪很可能是根據下場詩「門前梅柳爛春暉」而來。95

更有趣的是看到來來回回地多重設計，玩弄著現實與夢境。梅、柳既是現實庭園

中能夠表現出春季的植物，又能指涉出杜麗娘與柳夢梅，同時梅、柳的姿態也暗

喻著兩人未來的情感，再搭配上使用當時所流行的做夢圖式，梅樹可能還代表著

柳夢梅所夢見的梅樹。插圖中柳夢梅的「夢」還可以與杜麗娘的「夢」相映成趣。

同樣訴求著來回閱讀、玩味的特質，在在顯現出插圖設計的用心處。 

除了文本中對場景的描述有梅、柳的狀況外，在文本場景中沒有梅、柳的描

述，卻在插圖上繪出了梅、柳，對照文本中人物的對話，可以發現梅、柳的安排

實具巧思。以第十八齣〈診祟〉（圖 2-22）為例說明，該齣記述杜麗娘在後花園

一遊後因相思成疾，病況始終不見好轉，杜麗娘的父、母央請陳最良與石道姑來

幫愛女診斷、祈福，插圖為陳最良前來幫杜麗娘看病。本齣一開始杜麗娘即自陳

「咱弄梅心事」表示她對夢中人的思念。96陳最良診病時，聽得春香說杜麗娘為

相思成疾，便回道：「酸梅十箇。《詩云》：『摽有梅， 其實七兮。』又說：『其

實三兮。』三箇打七箇，是十箇。此方單醫男女過時思酸之病。」97皆使用了梅

的意象，後者更直白點出杜麗娘的相思病。 

此齣文本中沒有場景的描寫，在將文字繪成插圖時，繪稿者在房舍的床簾、

椅凳及屏風等處適度地裝飾，既雅致，又與杜麗娘大家閨秀的身分相襯。插圖中，

杜麗娘坐在廂房中，側著頭，雙手支腮，倚靠在桌上，眉毛微斂，眼神似看向不

知名的遠方，生動地刻劃出為情所困的樣貌。最精妙的是，杜麗娘所在的廂房與

左邊的廂房交界處伸出一顆梅樹，梅樹的位置卻有些隱蔽，畫面右方的大樹卻指

向了隱蔽的梅花。畫出梅樹，實際上正是把劇中「咱弄梅心事」、「摽有梅」的梅

花意象實體化了，繪稿者特地以指向梅花的大樹來提醒讀者畫面重點之所在。綻

                                                 
94

 據版畫後的跋語得知，時間下限為 1622 年。方紹祚在跋語中聲稱《觀音三十二相》原為程君

房所刊，人亡後版片散逸，方紹祚蒐羅到其中的三十幅，加以重新刊印，方氏署天啟二年（1622）。

考察該版畫風格與丁雲鵬所繪的觀音十分接近，確實屬於丁雲鵬畫風無疑。然而插圖中的裝飾紋

樣十分繁密華麗，這是晚於丁雲鵬的特徵。雖不能確定《觀音三十二相》是否真為程君房所刊，

但以風格來說，若置於 1622 年左右尚屬合理。 
95

 邵海清校，湯顯祖撰，《牡丹亭》，頁 4-9。 
96

 邵海青指出「弄梅心事」典出陳亮〈柳梢青〉詞，「鬥草風流，弄梅情份，教人思憶」。湯顯

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94。 
97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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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梅花加上左上角的兩隻春燕，春景的描繪細心地點出故事發生的季節，也與

受到春天感召的杜麗娘十分相合。 

石林居士序本〈診祟〉一圖很可能參考了《詩餘畫譜》（1612）〈賀新郎•夏

景〉（圖 2-23），兩圖有著很高的相似度。98不同的是〈診祟〉將觀者與畫面的距

離拉近，建築物呈現的角度更加正面，建築物結構亦較為簡化，使得觀者更能將

焦點集中在人物事件上。此外，石林居士序本繪稿者替建築物添增裝飾紋樣，如

圍幔、屏風等處，提點出杜府的華麗。左上角的燕子亦被放大，並強化雲霧蒸騰

的效果，增加春天的氛圍。〈賀新郎•夏景〉兩間房舍中的的植物原為石榴，〈診

祟〉將之變更為能代表杜麗娘情思的梅樹。因此，〈診祟〉插圖雖參考了〈夏景•

賀新郎〉，處處可見石林居士序本繪稿者的精心安排。 

石林居士序本全書共有五十五齣，石林居士序本選擇為其中的四十齣配圖，

首先涉及到如何在所有齣目中篩選出要配圖的齣目。檢視角色被配圖的情況。全

部五十五齣中，有男、或女主角分別登場，或者一起登場的齣數有三十三齣，其

中有二十六齣配有圖，有主角登場齣目被配圖的機率為百分之七十六。全部五十

五齣中，完全沒有男、女主角任一人登場的齣目共有二十四齣，其中十四齣配有

圖，沒有主角登場齣目被配圖的機率為百分之六十三（表 2-1）。石林居士序本傾

向選取有男、女主角出現的齣目加以配圖。而全書五十五齣中，男女主角共同出

場的齣目有九齣，這九齣均有配圖，並且在插圖中都將男女主角圖繪了出來。男

主角單獨出現在十二齣中，且十二齣中有十齣有配圖，其中有九齣將男主角圖繪

出來。女主角單獨出現在十四齣中，且十四齣中有九齣配圖，其中有八齣將女主

角圖繪出來。因此在插圖中，有九幅有男女主角一起出現，有九幅有男主角單獨

出現，有八齣有女主角單獨出現，可看出插圖上有意識地調配插圖中男、女主角

兩人一起出現，以及各自出現的次數。 

沒有男女主角任何一人登場的齣目共有二十二齣，其中有十四齣配有插圖，

這十四齣偏好選取與杜麗娘父親杜寶有關的情節。《牡丹亭》的情節架構主要為

男、女主角引領的主線與杜寶引領的副線，其他零星專為配角所撰寫的專場戲，

這些配角為杜母甄氏、石道姑、郭駝子等人。由插圖偏好選的齣目來看，在全書

五十五齣中，選取主線、副線的齣目加以圖繪，而不圖繪湯顯祖為配角所寫的專

戲。從其選擇何者加以圖繪的標準，更可以看到對全劇結構的掌握。 

總的來說，石林居士序本插圖善於經營角色，包括選擇能突顯角色的性格的

劇情，以及透過生動的表情與肢體動，刻畫人物內心幽微的心緒。配合以場景所

營造出的氣氛、巧妙地使用梅、柳的意象，更能襯托出角色的心理狀態。與時人

對《牡丹亭》角色的看法相映照，石林居士序本的插圖充分表現出時人關注的重

心，如此一來，更添增插圖的魅力。 

                                                 
98詳見第四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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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石林居士序本插圖取景時間的標準，很可能為最能表達人物性格或心理

活動的一刻，因此選取的劇情與劇情的時間點，和其他種《牡丹亭》刊本、改本、

戲曲選集不盡相同。石林居士序本插圖這種著重心理層面的刻畫，更增加了敘事

的厚度。正由於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種種幽微的的表現，以及將文字轉繹為圖象時

精心安排種種細節，整體呈現出細膩、雅致的敘事風格，閱讀插圖時訴求一種來

來回回、細細品玩的閱讀方式。 

石林居士序本成於 1617 年，是明代戲曲書籍刊刻發展蓬勃之時，石林居士

序本中的插圖也可以看到對既有圖式的繼承，以及參考當時可及的插圖的現象。

如第二齣〈言懷〉中柳夢梅斜倚在石頭上的姿態，即來自對流行的「做夢」圖式

的使用，並且在使用圖式時又會添加巧思，使得舊有的圖式轉換成新的面貌。此

種作法，一方面讀者容易解讀畫面的內容，另一方面，畫面中不同以往的作法，

更會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在版畫插圖中，繪稿者參考可及的其他出版品

插圖是很常見的做法，石林居士序本插圖參考了《詩餘畫譜》，然而並非一成不

變的照抄，適當地調整諸細節，相當具有巧思。 

那麼石林居士序本可能標的的對象為何呢？雖然國圖15096本在卷上頁一A

的一行的下方空白處被寫下了一行字，「戊寅夏至後三日，劉叔寅讀於暨陽寓中。」
99惜查無劉叔寅為何人。而將石林居士序本插圖與重要的評點本－－王思任評本

相對照，亦帶出有趣的議題。王思任批評本中對《牡丹亭》劇中人物形象的分析，

與石林居士序本中所著重表現的人物性格若符若節。可能表示著石林居士序本插

圖所捕捉到的重點與王思任所代表的文人品味相合。一則要考量到，石林居士序

本刊行的時間早於王氏著作五年，加上石林居士序本至今仍流傳下為數不少的本

子，更可想見一時流傳之廣，會不會是王思任看過石林居士序本，繼而對書中精

妙的插圖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插圖對戲曲評點可能產生的影響，亦不失為未來研

究可能的一個方向。不論如何，石林居士序本插圖應該受到當時文人的喜愛。 

若不局限於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一出就廣受歡迎，時人沈德符

（1578-1642）記載，「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
100

 根據鄭培凱的研究，明末清初文學圈大為讚賞《牡丹亭》，認為可與《西廂記》

比肩，士大夫族群亦對之相當熟悉，甚至使用《牡丹亭》角色在官場之中調笑。

此外，《牡丹亭》亦廣泛的流入閨閣中，101吳吳山三婦批評《牡丹亭還魂記》可

為箇中代表，102此現象亦造成衛道人士的緊張。 

                                                 
99

 湯顯祖，《牡丹亭》，一 A，石林居士序本，書號：國家圖書館 15096。 
100

 沈德符，《顧曲雜言》，收於王雲五編，《叢書集成簡編》Vol.138（台北：商務，1966），顧曲

雜言頁 5。 
101

 鄭培凱，〈一時文字業，天下有心人－－《牡丹亭》與《紅樓夢》在社會思想史層面的關係〉，

收入氏著，《湯顯祖與晚明文化》（台北：允晨，1995），頁 277-288。 
102

 三婦評本成書過程甚奇，三婦為陳同、談則、錢宜，分別為浙江錢塘縣松盛里吳儀未婚妻、

先後夫人。陳同未過門而亡，留下她評論的《牡丹亭》上冊，後為吳儀留作紀念，因緣際會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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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價格考量，中國古籍關於售價的資料很少，幸運的是成書時間與石林居

士本相仿、同樣為杭州刊本的戲曲選集《月露音》，該書扉頁鈐有「杭城豐東橋

三官李衙刊發。每部紋銀捌錢。如有翻刻，千里究治」。103該書共四卷共八冊，

當中收錄的每一戲曲散齣皆配有一圖，圖、文品質俱佳。對照當時七品、八品官

員官員月俸相當於 12 兩至 9.6 兩左右，104一部《月露音》折合月俸的十分之一，

不可謂不貴。石林居士序本為上、下兩卷共四冊，部頭較《月露音》來得小，或

許售價稍為低廉一些，然價格應不會過於親民，對一般市井小民來說仍然很難負

擔。105
 

綜合插圖的敘事特色、其時《牡丹亭》風行的情況與時人關注的重點，最後

結合全書精美的品質、可能的價格加以考量，石林居士序本可能標的對象或可能

為文人士大夫及其家眷，此外，或許擁有相當經濟實力的商人階層亦為可能的對

象。 

 

第三節、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製作程序復原 

如此精美雅緻的石林居士序本，不論是插圖精妙的圖文關係，以及配圖的標

準，皆需對《牡丹亭》全劇瞭若指掌才能有如此精彩的呈現，在在都需要相當的

文學涵養。石林居士序本是如何被製作出來的？有甚麼樣的人參與其中？可能的

製作程序為何？ 

雖然石林居士序本出版狀況不明，正文前收有兩篇序文，序文常常隱含了書

坊、或編者等人欲傳達的重要訊息，因此成為我們追索石林居士序本編輯製作的

重要線索。此外，前述梳理圖文關係時發現劇中配角石道姑在插圖中的情況似乎

有若干啟人疑竇處，似乎也提供了探詢插圖製作情況的可能。而根據學者的研

究，使我們得知書籍一般的製作流程。中國古籍製作時，一書之成，自定稿以至

裝訂，約有十五步驟，106第一步驟為選式，包括「版刻之大小、每葉之行數、字

數，及刻版之形式等，均須先予設定。然後依照行款版式，先刻花格版，印出稿

                                                                                                                                            
由吳儀的先後任妻子談則、錢宜完成《牡丹亭》全書的評論，後在錢宜的希望下出版。三婦本曲

折的出版事蹟由吳儀記載，為三婦本的第二篇序。原文見湯顯祖著，陳同、談則、錢宜合評，《吳

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收入於學苑出版社編，《不登大雅文庫珍本戲曲叢刊》Vol.6（北京：學

苑，2003），頁 3-6。 
103

 轉引自沈津，〈明代坊刻圖書流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1996,06），頁 113。 
104

 關於明代書籍價格，以及萬曆時期薪俸表，詳見沈津，〈明代坊刻圖書流通與價格〉，頁

116-117。 
105

 書籍價格涉及的問題十分複雜，藉由《月露音》來看石林居士序本的價格為免有過於簡單之

嫌。然而兩書同為杭州有配圖的戲曲書籍，品質上都屬於十分精良之作，在相關資料付之闕如的

情況下，不失為參考的標的。沈津〈對明代坊刻圖書流通與價格〉的研究顯示出，一般而言明代

書價仍屬昂貴。沈津，〈明代坊刻圖書流通與價格〉，頁 116-118。 
106

 根據盧前考究，成書步驟包含選式、寫樣、初校、改補、複校、上版、發刀、挑刀、打空、

鋸邊、印樣、三校、挖補、四校、印書。盧前，〈書林別話〉，收於喬衍琯、張錦郎編，《圖書印

刷發展史論文續編》（台北：文史哲，1977），頁 13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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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以供寫樣；經校勘無訛後，再將寫樣反貼於版上，依樣雕刻之。」107奠基在

此大的準則下，透過仔細的觀察石林居士序本圖文的編輯情況，對石林居士序本

的製作或能有更多認識。以下結合正文前序文、插圖中若干可疑處，最後結合石

林居士序本刊刻的情況加以考量，試圖還原石林居士序本製作的程序，一窺可能

的工作情況。 

一、 插圖定稿的流程 

石林居士序本中收有兩篇序文，分別為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題辭〉（下稱

湯序）與石林居士〈書牡丹亭還魂記〉。湯序為大部分的明、清《牡丹亭》刊本、

改訂本所收錄，108內容可分為三段，第一段說明《牡丹亭》的主題－－情，簡要

地介紹故事精髓，隨即讚嘆杜麗娘的一往情深，最後點出夢中情也是真的。第二

段略述文本之來源。第三段則揭示出情與理的論證。109湯序為理解《牡丹亭》

的重要材料，屢為當今學者於研究中引用，亦有以湯序為題的專門研究。110
 

相較之下，石林居士所撰之〈書牡丹亭還魂記〉未收錄於其他《牡丹亭》刊

本與改訂本中，應是為石林居士序本所特別撰寫的序文。那麼，石林居士序強調

的重點為何？石林居士序如下： 

「嘗讀臨川樂府，半出之夢，《還魂》則尤夢之幻者矣。非緣情结夢，翻緣

夢生情，卒至生而死、死而生，以極其夢之變。嗚呼！夢固如是哉？非也。既已

夢矣，何適而不可？鹿可矣，蝶可矣，即優游蟻穴，亦無不可矣，而況同類中人？

雖然，此猶執著之論也。我輩情深，何必有，何必無哉！聊借筆花以寫若士胸中

情語耳。而腐儒不解，且以為迂。嗟乎！叩盤而求日之聲，捫籥而索日之形，癡

人說夢，大率類此。」111
 

石林居士首先讚賞《牡丹亭》為湯顯所撰《臨川四夢》112中最為奇幻者，《牡

丹亭》緊扣著夢，杜麗娘、柳夢梅兩人因夢而生情，以至於杜麗娘因情而亡，乃

至於復活，窮極變化。接著，石林居士為《牡丹亭》如此奇幻的「夢」護航，認

                                                 
107

 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頁 89。 
108

 相關詳細統計見郭英德，〈《牡丹亭》傳奇現存明清版本敘錄〉，頁 18-39 
109

 關於湯序的分析主要參考自李思涯，〈重釋《牡丹亭記題詞》〉，《淡江中文學報》（2008,06），

頁 255-275。「情」、「理」為《牡丹亭》研究中極為重要的議題之一，歷來爭論不休。李思涯透

過仔細分析湯序，指出湯顯祖認為情可以通天下，湯顯祖鋪排序文之時，即蘊含了「情」、「理」

關係的結構於其中，甚至湯顯祖在序文中所述《牡丹亭》之來源皆為還魂的故事，為李仲文、

馮孝將，以及睢陽王收考談生，李仲文、馮孝將之事皆結束於還魂之時，故事僅發生在家庭

內部，睢陽王收考談生則在還魂之後仍有所發展，表示著故事「走入社會層面」，亦藏有

「有情還魂」以及社會「逼問真假」之意。湯序全文請見湯顯祖撰，邵海清校注，《牡丹亭》，

頁 1-2。 
110

 李思涯，〈重釋《牡丹亭記題詞》〉，頁 255-275。 
111

 湯顯祖撰，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410。 
112

 湯顯祖為臨川人，離開官場後回到故鄉。湯顯祖共撰有五部傳奇，最早的為《紫蕭記》，其後

將之改寫為《紫釵記》，並與《南柯記》、《邯鄲記》、《牡丹亭》合稱《臨川四夢》。石林居士所讀

之「臨川樂府」當指《臨川四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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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只要能表達「情深」、「若士胸中情語」，不必執著探究。通篇抓緊夢，以及夢

所表現出的情感。那麼，插圖是否回應了石林居士所強調的「夢之幻者」？ 

對照插圖，與「夢境」直接相關的插圖為第二齣〈言懷〉（圖2-1），以及第

十齣〈驚夢〉（圖2-3）。根據前述圖文關係之討論，得知兩圖分別表現柳夢梅、

杜麗娘兩人的夢境。〈言懷〉插圖表達柳夢梅的夢境，不但以梅、柳分別象徵杜

麗娘、柳夢梅，更多層次的玩弄真實與夢境。〈驚夢〉插圖表達杜麗娘的夢境，

精心安排杜麗娘種種姿態以呈現她的羞澀之情，更巧妙選取柳夢梅替杜麗娘拔除

髮簪的一幕加以描繪，兩人雖無直接的肢體接觸，卻暗藏著即將要發生的情事。

兩幅插圖確實為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中表現相當精彩者。 

〈驚夢〉一齣為《牡丹亭》中最重要的橋段之一，相較下，〈言懷〉一齣雖

在全劇中具有建立讀者、觀眾對男主角印象的重要作用，卻不若〈驚夢〉來得光

彩奪目。若以崑劇折子劇目發展的情況來看，折子戲為擷取全戲中最精彩、最值

得觀賞的片段加以搬演，相當程度地反映《牡丹亭》個別劇目受歡迎的情況。〈驚

夢〉為明末清初《牡丹亭》崑劇折子中不可或區的劇目，〈言懷〉卻鮮少出現在

劇目中。113若以〈驚夢〉、〈言懷〉在《牡丹亭》刊本、改訂本中配圖的狀況來考

量，現存附圖的明、清《牡丹亭》刊本、改訂本幾乎都選取〈驚夢〉加以圖繪，

甚至在閔氏朱墨套印本全部十四幅插圖中，114就有兩幅插圖描繪〈驚夢〉。卻只

有石林居士序本、臧改本選取〈言懷〉加以圖繪。石林居士序本全書五十五齣，

有四十齣配有插圖，臧改本全書三十五折，每折皆配圖，這兩種刊本可說是《牡

丹亭》刊本、改訂本中有最多插圖的。其餘未圖繪〈言懷〉的明、清《牡丹亭》

刊本、改訂本，每種刊的插圖數量介於十至二十一幅之間。似乎當一書配圖數量

有限時，製作書籍時便不會考量為〈言懷〉配圖。在《丹青記》與三婦本的插圖

中更再一次應證此一假設。《丹青記》共有二十一幅插圖，皆選自石林居士序本

插圖，再加以擴大為雙面連式，其中即未選取〈言懷〉插圖。三婦本插圖選取了

十幅臧改本插圖，同樣亦未選取〈言懷〉。因此，〈驚夢〉很可能為配圖時優先考

量的齣目，〈言懷〉則否。 

如此更顯得石林居士序本的不尋常。石林居士序本不但為〈言懷〉配圖，還

耗費了幾乎與〈驚夢〉插圖等量齊觀的心力加以經營。這樣的做法，令我們回想

起石林居士對夢的強調。〈言懷〉為石林居士序本第一幅插圖，插圖採用了時人

熟知的「做夢」圖式，對比臧改本〈言懷〉（圖2-24）描繪柳夢梅清醒地立於庭

園一角向讀者訴說日前的夢境，石林居士序本〈言懷〉插圖，似乎更能使讀者甫

閱讀之際，便能快入掌握到此一奇幻的夢，進入《牡丹亭》迷人的世界。石林居

士推崇《牡丹亭》為《臨川四夢》中最奇幻的夢境，對照插圖，第一幅插圖〈言

                                                 
113

 關於《牡丹亭》崑劇折子戲劇目之發展統計表，請見陳凱莘，《崑劇《牡丹亭》舞台藝術演進

之探討－－以《牡丹亭，晚明文人改編本及折子戲為探討對象》，頁 158，表 3.1-1。 
114

 含十三幅雙面連式插圖，及一幅單面全頁的杜麗娘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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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即有意地使讀者意識到「夢」，其後在〈驚夢〉插圖中更以幽微的敘事表達

杜麗娘的旖旎夢境。 

綜合圖文關係的觀察來看，製作插圖時先在全書五十五齣中挑選出要配圖的

四十齣，繼而設計插圖表現的要點，設計時考量插圖如何吸引讀者，包括帶領讀

者進入《牡丹亭》離奇的夢境，以及表達出劇中人物最引人入勝的特質等。令我

們好奇的是，繪稿者是否具有獨自完成諸多細膩設計的能力呢？除了繪稿者之

外，是否有負責統籌編輯插圖者？梳理圖文關係的過程中，石林居士序本中關於

劇中人物石道姑的插圖，有若干啟人疑竇處，提供了可能的線索。 

石道姑年約四十歲左右，她因陰道閉鎖症，才不得已出家當道姑，115因為過

往際遇之故，她的性格體貼、善良。劇中石道姑以淨腳扮演，116上場的齣數在全

劇四分之一以上，戲份可謂不少。在劇中常常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如為了杜麗娘

還魂所需，石道姑不但藉故向陳最良騙取杜麗娘所需的定魂丹，又安排姪兒幫忙

掘墳，杜麗娘復活之後也是在石道姑的安排下和柳夢梅成婚，前往臨安。117
 

首先是插圖中出現的角色問題。第四十四齣〈急難〉（圖 2-25）敘述杜麗娘

聽聞父親所鎮守的淮揚軍情緊急，故請託柳夢梅前往一探父母近況，並且報知杜

麗娘回生之喜。118插圖中杜、柳兩人拱手相對，一旁男侍從手持雨傘、包袱隨侍

在柳夢梅右手邊。反觀臧改本中〈急難〉插圖（圖 2-26）卻以石道姑取代了石林

居士序本中的男侍從，她站在雨傘、包袱旁，手持畫軸。為何會有這樣的差異？

原文中對此一角色的描述僅有以下： 

（淨上）「雨傘晴兼雨，春容秋復春」包袱、雨傘在此。119
 

淨腳為男、女皆可扮演，在《牡丹亭》中柳夢梅的僕人郭駝子同樣也為淨腳

扮演，顯見石林居士序本繪稿者將之理解為男侍從。然而對照前文，此時為兩人

婚後暫居臨安，生活清寒，應沒有能力雇用侍從，郭駝子自第十三齣〈訣謁〉和

柳夢梅分別之後就不在他身邊了，所以圖中侍從亦不可能是郭駝子。在第三十六

齣中杜、柳兩人成婚後將要前往臨安時，柳夢梅商請石道姑一起同行，更說道，

「小姐無人服侍，煩老姑姑一行」。120更可以確定杜、柳兩人在臨安時，為石道

                                                 
115

 出自石道姑上場的自敘。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111-119。 
116

 淨腳為男、女皆可扮演，常常是滑稽人物，，劇中石道姑與陳最良、郭駝子皆有戲謔的對話，

負責插科打諢的幽默片段。陳萬鼎，《元明清戲劇史》（台北：鼎文，1987），頁 609；張更、郭

漢城，《中國戲曲通史》（台北：大鴻圖書，1998），頁 822。 
117

 僅楊惠娟為石道姑一角撰有專文，楊氏認為石道姑不但具有貫串與豐富劇情的功能，藉由石

道姑的生理缺陷，也暗指《牡丹亭》中被壓抑的人性慾望，此外亦可成為杜麗娘、杜母甄氏、陳

最良及花神的對照，使得角色形象更加豐富。蔡霈瑀則分析明、清《牡丹亭》評點後指出石道姑

既有體貼的一面，也有性格老辣的一面。楊惠娟，〈《牡丹亭》人物－－石道姑〉，《中國語文》644，

頁 73-86；蔡霈瑀，《戲曲評點之人物形象研究－－以《牡丹亭》為例》，頁 186-194。 
118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306-311。 
119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310。 
120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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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服侍相伴左右。因此將〈急難〉中的淨理解為石道姑應較合理，臧改本插圖便

是如此。 

在第三十九齣〈如杭〉（圖 2-27）中也繪有男侍從。該齣內容同樣敘述杜、

柳兩人婚後暫居臨安的生活，一日旅居煩悶，杜麗娘央請石道姑去買酒水，石道

姑回來後告訴柳、杜兩人各地考生已趕赴應試的消息，杜麗娘便催促柳夢梅趕緊

出發應試，杜、柳兩人遂飲酒餞別。121插圖中為杜、柳兩人在破屋中，杜遞酒給

柳，另有一名男侍從端著托盤正要走向杜、柳兩人。桌上已有酒水，因此選取的

時間點當在石道姑買酒回來之後，很可能為杜、柳兩人餞別時。劇情中石道姑並

未下場，然插圖中未見石道姑，反而圖繪了一位劇情中沒有的男侍從。或可能是

石道姑被圖繪為男侍從，考慮到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中常常會添加與劇情無涉的侍

從，122男侍從也可為繪稿者所自行添加。然而〈如杭〉與〈急難〉同為杜、柳暫

居臨安，清貧無能力雇用侍從之時，無論何者都不合理。 

將石道姑理解成男侍從，以及在杜、柳生活困頓下仍圖繪出男侍從，似乎顯

示出繪稿者沒有充分掌握杜、柳兩人在客居杭州時的生活情況。如此一來會影響

讀者理解插圖嗎？如果直接就插圖來理解劇情，會發現在〈急難〉與〈如杭〉插

圖中，在建築物方面，杜、柳兩人的居所都被圖繪為破舊的草屋，以表達兩人此

時困窘的生活。在插圖所表現的劇情方面，則已經分別交代出最重要的情節，〈急

難〉圖繪出杜麗娘向柳夢梅託付重任，〈如杭〉圖繪出杜麗娘向柳夢梅敬酒告別。

因此，兩圖中的男侍從不會影響讀者對故事的理解。 

其次是石道姑在插圖中圖繪年齡的不一致。第十七齣〈道覡〉（圖 2-28）為

石道姑第一次登場，插圖中的石道姑頭髮烏黑，開臉為小巧的鵝蛋臉，顴骨部分

稍微突出，整體顯得十分年輕。除此之外，還有七幅插圖有石道姑，分別為〈魂

遊〉、〈旁疑〉、〈懽撓〉、〈密議〉、〈回生〉、〈婚走〉與〈遇母〉（圖 2-28）。除了〈婚

走〉走中因人物極小，難以表達出年齡等細節，其餘各幅中皆以一條條的細線描

繪出石道姑花白的頭髮；開臉特徵為顴骨特別突出、雙頰凹陷，如〈魂遊〉中在

顴骨位置的下方圖繪一條向上彎曲弧線，強調微突出的顴骨，其下有兩條平行的

短直線，描繪出年長者肌肉紋理較明顯的樣貌，其他如〈懽撓〉中也可以看到特

別強調雙頰凹陷的作法；最後在額頭上均以兩道明顯的橫線描繪抬頭紋，表現出

石道姑「年四旬之上」。123顯見在插圖中，石道姑固定表現為年長者的樣貌，其

他角色在石林居士序本中，也未見年齡不一致的狀況。故可以說〈道覡〉中的石

                                                 
121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276-281。 
122

 插圖上添加侍從的作法。石林居士序本除了劇中提到的侍從角色外，畫面中亦會適當的增加

侍從。如以第二齣〈訓女〉為例，杜麗娘前來拜見父母親，該齣中提到的侍從僅有插圖上位於杜

麗娘後方的兩位女侍，然而在杜母甄氏的右手邊繪稿者又增加了文本中所沒有的一位拱著手的僮

僕。這名僮僕的出現與劇情的推展沒有關係，杜府作為官宦人家，藉由描繪此一僮僕，合於杜府

官宦人家日常生活的情況。這樣的作法屢見於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中，這些由繪稿者自行添加的侍

從，皆與劇情無涉，通常切合於該情境，不會突兀。 
123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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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姑太過年輕，甚至忽略了石道姑初次上場的角色設定，即一開頭【入松風】下

即寫明「（淨扮老道姑上）」。124
 

那麼，是畫稿的錯誤？還是刻工的錯誤所導致？在稍早，刊於 1498 年的《新

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註釋西廂記》中，全書採上圖下文的形式，共有兩百多

面的插圖。然而同一角色在所有的插圖中，有長相不一致的現象。由於在人物長

相特別怪異的插圖中，對其他物象的掌握也不佳，因此彭喻歆推測，除了畫稿本

身可能存在著小差異之外，最主要是刻工因為刊刻功力不佳，無法掌握好物像所

致。125在石林居士序本中，除了石道姑以外，其他角色在所有插圖中，長相、年

齡都十分一致。很可能在畫稿方面，本身就較為清晰，使得刻工能變更的地方較

少。在本文第三章的研究中發現，石林居士序本刻工仍有刊刻技術的高低落差，

但顯然都能掌握好人物的刊刻。126因此，石道姑被在第十七齣〈道覡〉被圖繪得

太過年輕，比較可能是畫稿本身的誤差，不是刻工誤把老道姑刊刻成年輕道姑。 

直接就插圖來理解劇情的話，〈道覡〉為石道姑在全書中第一次登場，內容

主要為石道姑自述身世，尾聲之時，則有一名來自杜府的家丁前來邀請石道姑至

杜府幫忙杜麗娘禳解。127該齣插圖描繪在庭園之中，有一名身著侍從服裝的男子

和一名身著道袍的女子互相拱手，應是描繪杜府家丁前來邀請石道姑的劇情。由

於畫面中僅圖繪出杜府家丁與石道姑，加上〈道覡〉文本的劇情相對單純，讀者

在閱讀插圖時，應可很自然地解讀插圖的內容，不會因石道姑被圖繪得太過年輕

而無法理解。 

藉由分析前述圖文關係，石林居士序本插圖設計得十分精妙，這樣的設計需

要奠基在對《牡丹亭》十分熟悉、能夠掌握全劇的狀況下。照理說不應該將石道

姑錯誤理解為男侍從、或添加不吻合於場合的侍從，以及錯置石道姑的年齡。由

於這些錯誤都不會使得插圖無法解讀，會是因為描繪配角時，對劇情的掌握不若

主角來得嚴謹，只圖表現出重要的情節而忽略細節而產生出的錯誤嗎？然而前述

梳理圖文關係顯示出即使是配角李全與其夫人楊氏，插圖透過選取最能表達李全

有勇無謀、楊氏富於機智的劇情，成功地展現出了他們的性格。顯示在圖繪插圖

時，即使是配角亦會悉心經營，故上述說法難以成立。 

或許更可能是除了繪稿者之外，尚有負責指導插圖者致。指導者可能提點每

幅插圖描繪的重點，再交由繪稿者。繪稿者依照指導者提供的要點加以描繪，卻

因為繪稿者對《牡丹亭》全劇可能不夠了解，繼而造成將「淨腳」畫成男侍從、

添加不符合場合的男侍從，以及石道姑過於年輕等錯誤。 

                                                 
124

 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111。 

 
125彭喻歆，《北京坊刻版畫之奇葩－明弘治《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註釋西廂記》》，頁

58-59。  
126

 詳見本文第三章分析。 
127湯顯祖著，邵海清校注，《牡丹亭》，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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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情況推測，可能由指導者先在全書五十五齣中挑選出要配圖的四十

齣，規劃插圖表現的要點。規劃時考量插圖如何吸引讀者，包括帶領讀者進入《牡

丹亭》離奇的夢境，以及表達出劇中人物最引人入勝的特質等。然而，插圖指導

者的工作權限多大？由石林居士序本序言和插圖有意識地搭配，成為吸引讀者的

方針之一，其指導書籍方針的程度很高。根據當前的研究，明時在書籍出版方面，

已經可以確定編輯者的存在。128或許亦須考量石林居士序本有編輯者的可能。 

二、可能的繪稿者、插圖指導者 

那麼，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可能的繪稿者為何？石林居士序本沒有留下

任何關於繪稿者的資訊，國家圖書館在最近期的展覽中，將石林居士序本的繪稿

者定為黃一鳳，但並未說明原因。129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上留下的刻工共有七位，

黃一鳳的落款高達十二幅，130是所有與會刻工中最多的。那麼，黃一鳳除了是插

圖的主要刊刻者，也是繪稿者嗎？ 

黃一鳳的確有參與繪稿，戴堯天續編的《休寧戴氏族譜》，131刊行於崇禎五

年（1632），卷一中收錄有五幅〈隆阜村居之圖〉，描繪戴氏一族自發軔以來到明

崇禎時期以來七百七十餘年的居所，為地景圖，族譜中收錄這些圖繪有引發戴氏

宗親在觀看時產生「思世澤」之意。132在第五幅左下角有黃一鳳的落款，「歙邑

黃一鳳寫」（圖 2-29）。由於五幅圖的風格統一，應均出自黃一鳳手筆，成套的作

品、冊頁中僅落款於最後一幅也是慣常的做法。雖然〈隆阜村居之圖〉主要描寫

對象為村居景致，與石林居士序本著重描寫人物，山水為副的插圖差距甚大，很

                                                 
128 當前的研究顯示出，明時在書籍出版方面，有專司編輯者，如楊爾增、鄧志謨等，後者甚至

為了工作需要長期旅外。此外，亦有書坊主人擔任書籍編輯的情況，如胡正言即是。如楊爾曾編

纂《東西晉演義》、《海內奇觀》、《圖繪宗彝》、胡正言悉心指導《十竹齋箋譜》、《十竹齋書畫譜》

的製作、江西文人鄧志謨旅閩從事編輯工作等。楊爾曾編輯《圖繪宗彝》、《海內奇觀》詳見

Hiromitsu Kobayashi,“Publishers and Their Hua-p’u in the Wan-li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Painting Manual in the Late Ming”, pp. 167-198; Li-Chiang Lin. ―A Study of the 

Xinjuan HaineiQqiguan, A Ming Dynasty Book of Famous Sites‖ in Bridges to Heaven: Essays on 

East Asian Ar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n C. Fong, volume II, Jerome Silbergeld, Dora C. Y. Ching, 

Judith G. Smith, and Alfred Murck.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779-812.。《十竹齋書

畫譜》、《十竹齋箋譜》請見馬孟晶，《晚明金陵《十竹齋書畫譜》、《十竹齋箋譜》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馬孟晶，〈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

譜和箋譜的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江西文人鄧志謨相關研究見潘建國，〈晚明建陽書坊編

輯的旅閩生活－以江西饒安鄧志謨為考察中心〉，《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ほしづくよ》（東京：

日本学術振興会アジア.アフリカ学術基盤形成事業東アジア出版文化国際研究拠点形成及びア

ジア研究者育成事業チーム， 2010），頁77-88。 
129

 王志光、黃文德編，《悠遊天下：明代文人的樂活方式古籍文獻展》（台北：國家圖書館，2012），

頁 18。展覽手冊內容亦刊載於國家圖書館網頁上。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od/exhibition/hypage.cgi?HYPAGE=exhibit/exhibition_detail3.htm&s

ysid=00000024&c=1#1。國家圖書館所編輯的書志中，亦未提及繪稿者為誰。國家圖書館特藏組

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 集部》（台北：國家圖書館，1999），頁 356-357。 
130

 二幅落款「一鳳」，十幅落款「鳴岐」。 
131

 戴堯天，《休寧戴氏族譜》十五卷，1632 年（北京市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硏究所圖書館, 

1986）。 
132

 戴堯天續編，《休寧戴氏族譜》卷一，頁四十四 B。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od/exhibition/hypage.cgi?HYPAGE=exhibit/exhibition_detail3.htm&sysid=00000024&c=1#1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od/exhibition/hypage.cgi?HYPAGE=exhibit/exhibition_detail3.htm&sysid=00000024&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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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將〈隆阜村居之圖〉與石林居士序本插圖加以比對。 

然而，在〈隆阜村居之圖〉可以看到一個很特別的做法，即在樹、山坡，以

及停在水面上的船隻下方，大面積的使用密集的水平橫線（圖 2-30），很可能用

以表現植被、土地質感、水紋等。相同的密集的水平橫線在石林居士序本中亦可

得見，如在第三十八齣〈淮警〉（圖 2-31）畫面下方的土地上，沿著山石下方、

路面的邊緣大面積的使用密集的水平橫線。這樣的作法在晚明時的版畫並不多

見，除了石林居士序本外，僅有泊如齋《閨範》（圖 2-32）、顧曲齋《古雜劇》（圖

2-33），而兩者均和石林居士序本屬於相同的版畫風格群組。133因此，在樹、山

坡等處使用大面積密集水平橫的作法很可能是出自同一繪稿人的特殊習慣，或者

此一版畫風格群組的特殊語彙。 

就黃一鳳的落款來考察，石林居士序本與顧曲齋《古雜劇》兩書均為多人合

作刊刻，黃一鳳為兩書插圖上第一個出現的刻工。伴隨著明末工匠身分地位的提

升、刻工相當有意識地落款於書籍上，甚至來自徽州的黃氏刻工落款也成為書籍

刊刻品質之保證。134因此，黃一鳳的姓名率先出現在插圖上的作法，很可能顯示

黃一鳳是刻工群中特別重要、需要被強調者。此外，根據顧曲齋《古雜劇》中黃

一鳳落款在插圖上的特殊設計推測，他很可能為顧曲齋《古雜劇》的繪稿者，並

且顧曲齋《古雜劇》不論是版畫風格、以及插圖的製作上，都與石林居士序本流

露出非常親近的關係。135綜合黃一鳳具有繪稿人的身分、〈隆阜村居之圖〉中使

用大面積密集水平橫線的特殊作法，以及黃一鳳落款的特殊性，石林居士序本為

黃一鳳繪稿的可能性很大。 

另一個可能的繪稿者則為黃應澄（1574-1657），136他為黃氏家族中專司繪稿

不參與刊刻之人，繪有《狀元圖考》，以及泊如齋《閨範》。《狀元圖考》、泊如齋

《閨範》亦與石林居士序本屬於相同的版畫風格群組。然而考量黃一鳳在石林居

士序本中的重要性，似乎黃一鳳為石林居士序本繪稿者的可能性較高。那麼，黃

一鳳和黃應澄所繪的稿為何風格如此近似呢？很可能兩人同為黃氏家族成員，受

到相同的繪畫訓練。 

石林居士序本敘事細膩而雅致，需要相當文學背景為基底，與石林居士序本

版畫風格相近的作品群中，似乎也共享著此種敘事風格。如林麗江提出顧曲齋《古

雜劇》〈青衫淚〉的插圖善於刻劃人物心理，圖與圖具有相互照應的關係。137此

外黃伯符刻本《四聲猿》不但同樣善於刻劃人物心理，更在插圖中引用文學典故，

                                                 
133

 關於石林居士序本與相關版畫風格群組的情況，詳見本文第四章。師檢堂《明珠記》、奎璧齋
等合刊《歌林拾翠》雖然地面上亦可見大面積的水平橫線，然而經查閱後發現《明珠記》、《歌林
拾翠》實際上為抄襲石林居士序本與《閨範》的插圖。 
134

 詳見本文第三章的分析。 
135

 詳見本文第四章的分析。 
136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24。 
137

 林麗江，〈由傷感而至風月—白居易〈琵琶行〉詩之圖文轉繹〉，《故宮學術季刊》20：3（2003），

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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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雌木蘭〉插圖加入〈木蘭辭〉典故，〈狂鼓史〉插圖引用《三國演義》的文

本。138這些作品皆由來自徽州的黃氏刻工刊刻，雖然由不同書坊所刊，非但版畫

風格相近，敘事風格亦十分相類。139或許這些作品在敘事上的相似，可能是刻工

團隊中具有富文學涵養的成員可勝任指導插圖。事實上，黃氏家族中亦不乏受過

良好教育，富文采者。如為《狀元圖考》繪圖的黃應澄即以文采著稱，亦著有詩

集，更添增可能性。 

三、圖文刊刻概況 

石林居士序本四十幅插圖中有三十幅留下了刻工的姓名，為黃德修、黃應

義、黃應淳、黃一鳳、黃一楷、黃端甫、黃翔甫。在個別插圖中，都流露出相當

統一的刊刻特色與品質，但不同刻工所刊刻的插圖，則會顯現出不同的刊刻特

色。因此在刊刻時，應該是以一幅為基本單位分給不同的刻工製作。 

石林居士序本正文前有兩篇序文，其中第一篇序文〈清遠道人題辭〉最後一

面第二列下方留有「程子美刻」四個小字，程子美不知為何人。在正文方面，石

林居士序本正文使用的書體為印刷體，又稱匠體字。140
 相較於插圖上留下了眾

多來自徽州的黃氏刻工的落款而言，正文的刊刻情況很不明朗。朱萬曙根據凡是

徽州刻工所刊的戲曲正文版式、文字刊刻風格都相同，認為戲曲正文很可能是徽

州刻工刻的，然而不能肯定是否為版畫的雕鐫者所刻。141若不局限於戲曲書籍，

黃氏刻工確實有參與正文刊刻，如 1609 年的《狀元圖考》，在〈凡例〉中即寫明

「自貴宋體，取其端楷莊嚴可垂永久，黃嗣宗氏最善臨池，茲刻蓋其手筆，深有

宋意。繪與書雙美矣，不得良工徒為災木，屬之剞劂，即歙黃氏諸伯仲蓋彫龍手

也。」142清楚說明黃氏刻工參與了文字刊刻。又如 1609 年的《歙志》在正文的

版心中留下了大量的刻工落款，根據筆者初步考察，每位刻工刊刻正文時，有自

己特殊的風格，例如表現在對字體比畫弧度的講究等細節上。 

綜觀石林居士序本正文書寫的情況，文字風格統一。在每一齣的接續上，每

                                                 
138

 郭奕蘭，《徐渭《四聲猿》版畫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139

 周亮指出徽派版畫十分重視角色內心的刻畫，並舉了玩虎軒刊之《琵琶記》（1597）插圖為例

說明，包含人物的表情與肢體，以及場景氣氛的營造。該本雖無留下繪稿者的姓名，然風格上與

汪耕署名的玩虎軒《西廂記》非常接近，同屬於汪耕風格。石林居士序本在人物風格上，與汪耕

風格有很深的淵源。石林居士序本插圖長於刻畫人物幽微的心緒，並藉由營造氣氛與以襯托，雖

可能是受到汪耕一派敘事手法的滋養，然而石林居士序本中以巧妙、動態的肢體語言經營人物心

緒的做法，比之前例更加細膩，可說是相當獨特的敘事風格。因此石林居士序本、顧曲齋《古雜

劇》，以及黃伯符刻本《四聲猿》三者在敘事上的類近，確實有特別的意義。周亮關於《琵琶記》

版畫的研究請見周亮，〈明刊本《琵琶記》版畫插圖風格研究〉，《藝術探索》23：1（2009,02），

頁 8-9。 
140

 匠體字的出現為明中晚刊本的特色之一，匠體字一方面字形方整，可密集排列，減少用紙；

另一方面，筆劃平直易於刊刻。因此匠體字使得書籍製作的成本得以降低，製作速度亦更加快速。

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頁 74。 
141

 朱萬曙，〈明清時期徽州的戲劇傳統與徽州人的戲曲刊刻〉，《法國漢學》13（2010），頁 104-106。 
142

 吳承恩，〈狀元圖考凡例〉，（明）顧祖訓編、（明）吳承恩訂補、（清）陳枚續補，《狀元圖考》，

收錄於《明代傳記叢刊》Vol.20（台北：明文書局，1991），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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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齣皆以下場詩作結，下場詩後下一行即接下一齣的齣目名稱，插圖所穿插於文

中的位置，大致上在齣目名稱出現的次一面或次兩面。如此一來，若為求製作快

速將石林居士序本的抄寫分給多位寫字匠抄寫，計算下一齣要從哪一面、哪一行

開始將會非常複雜，似乎無法有效節省工時，因此，石林居士序本由一人統一抄

寫的可能性很大。彭喻歆研究成於 1498 年之《奇妙註釋西廂記》時，她考量正

文的書風、圖文、附錄的配置後推測，《奇妙註釋西廂記》應為一人抄寫。143《奇

妙註釋西廂記》與石林居士序本同為戲曲書籍，雖然時間較早，亦揭示出一書由

一人負責抄寫的可能。 

考量插圖出現在齣目名稱出現的次一面或次兩面。插圖與繕寫的製作先後有

多種可能。決定好何齣加以配圖後，一種可能為可先將插圖繪於稿紙上，再交由

寫字匠抄寫，寫字匠抄將寫到一齣的尾聲時，若下一齣有配圖，便可使用預先半

葉繪好插圖的稿紙來謄寫。另一種可能為寫字匠抄寫時在時應會在齣目名出現的

次一面、或次兩面預留插圖的空間，在寫字匠抄寫的同時繪稿者可以同時於另外

的稿紙上繪圖，之後再將抄寫好劇文的稿紙和插圖整併上版。或者寫字匠抄寫好

後，再將寫好劇文的稿紙交由繪稿者填入插圖。 

石林居士序本的插圖為單面，即在一版上，半葉為正文、半葉為插圖。刊刻

插圖的黃氏刻工在分工時，是以一面插圖為單位，還是以一葉為單位？考察刊刻

最多插圖的黃一鳳所刊刻插圖同一葉之正文，如黃一鳳刊刻卷上二 A〈言懷〉插

圖，同一葉二 B 之文字。這些正文的刊刻卻流露出了不同的品質。以黃一鳳刊

刻之〈言懷〉插圖同葉的文字二 B，與他刊刻之〈寫真〉插圖同葉的文字三十一

B 相較，觀察兩個半葉中相同的「兒」字，二 B「兒」字（圖 2-34），對字型、

筆畫的掌握較佳，線條較有厚度，整體顯得十分端整；三十一 B「兒」字（圖

2-35），對字型、筆畫的掌握較差，線條略顯單薄，整體顯得較為不穩，且二 B

與三十一 B 的文字皆有上述差異。由於全書由一位寫字匠抄寫，這樣的差異更

可能是來自刻工的不同。似乎刊刻插圖的黃一鳳等刻工，在分工時以一幅插圖為

分工單位，而非一葉。然黃一鳳等人是否參與了正文刊刻，礙於線索有限，實難

定論。 

藉由上述梳理石林居士序本插圖定稿流程，以及全書刊刻的概況，得知製作

石林居士序本的工匠們少包含：一、黃氏刻工成員，他們不只負責插圖的刊刻，

很可能還有負責指導插圖者，以及繪稿者。至於他們是否參與正文的刊刻則不甚

清楚。二、負責刊刻〈清遠道人題辭〉之程子美，以及其他可能負責正文刊刻之

刻工。統合上述分析，扣除書籍製作中複雜的校對過程，復原石林居士序本可能

的製作流程如下。 

                                                 
143彭喻歆，《北京坊刻版畫之奇葩－明弘治《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註釋西廂記》版畫研究》，

頁 53-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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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好版式，印製出稿紙 

指導插圖者選擇好要配圖的齣目，構思插圖 

 

 

 

上版 

  

 

印刷 

小結 

本章首先藉由石林居士序本及其相關修本、覆刻本、翻刻本的流通，再加上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對他本《牡丹亭》刊本、改訂本的影響，確認了石林居士序本

插圖在《牡丹亭》插圖中佔有重要位置。石林居士序本插圖在敘事上特別重視人

物特出性格與幽微心緒的表達，在將圖轉繹成文字時，不但重視細節的安排，並

且能抓到劇情中精髓的所在，屢有巧妙的安排，插圖與插圖間更能掌握彼此的對

照，有相映成趣之效。在閱讀上，則講求一種來來回回地閱讀方式，整體呈現出

雅致又富有深度的敘事風格。對照其時《牡丹亭》風行的情況與時人關注的重點，

最後結合全書精美的品質、可能的價格加以考量，石林居士序本可能標的對象或

可能為文人士大夫及其家眷、擁有相當經濟實力的商人等。 

藉由仔細梳理石林居士序本的圖文關係、可能的製作情況，再綜合該本刊刻

的狀況，雖仍有狀況未明之處，部分的還原了當時可能的製作工序。過程中，揭

露出來自徽州的黃氏刻工們過去較不為人所知的面向。就石林居士序本來說，黃

氏刻工成員包含了能刻善繪的黃一鳳，以及其他負責刊刻插圖的黃端甫諸人，每

位刻工似乎有著獨特的刊刻風格，此外，團成員還可能囊括富文學素養、負責指

導插圖之人。如此卻也延伸出不少值得繼續探究的問題，包括黃氏刻工們刊刻插

圖的實際情況，如刻工的刊刻風格、刻工與畫稿之間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是否

會隨著刊刻不同書籍有所變異等。此外，刻工間的合作情況也是我們所關心的，

他們是否有慣常配合的成員？是否有工作團隊的存在？將於第三章繼續探討。 

繪稿者依據指示在稿紙上繪好圖後發給寫字匠抄寫 

或者將稿紙發給寫字匠抄寫，抄寫時預留插圖位置，

抄寫同時或抄寫後，繪稿者依據指示繪製插圖 

插圖以一幅為單位交由多位黃一鳳等刻工刊刻，刊刻

正文的狀況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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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刻工刊刻情形之考察 

前章梳理了石林居士序本的圖文編輯，透過追索可能的工序，雖部分揭露出

黃氏刻工們過去較不為人知的一面，仍有不少問題尚待解決。首先，刻工刊刻畫

稿的情況仍然不清晰。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的特色之一，即為插圖上留下了眾多刻

工的名字，高達四分之三的插圖上共留下了共七個不同的名字。該本可能由刻工

之一的黃一鳳所繪，七位刻工刊刻同一位繪稿者的畫稿時，在相同物象的刊刻

上，雖然在乍見之下風格相當一致，但仔細比較卻流露出差異，這些差異使得石

林居士序本成為討論刻工刊刻情況的絕佳材料。其次，參與石林居士序本的黃氏

家族成員，似乎包含繪稿者、刻工、以及可能指導插圖者。此一組成，是否能稱

為工作團隊呢？收集石林居士序本刊刻的作品時，筆者發現泊如齋刊之《閨範》

與顧曲齋刊之《古雜劇》，和石林居士序本在版畫風格、刻工成員，甚至刊刻的

情況都有很類似的表現，聯繫這些作品，或能解開部分的答案。 

 

第一節、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插圖上刻工落款之情況 

石林居士序本的插圖上留下了眾多、大量的刻工姓名，即便在同為來自徽州

的黃氏刻工刊刻的書籍中，留下如此眾多、大量刻工姓名的情況仍十分少見。以

下梳理石林居士序本刻工落款的情況，藉以了解刻工落款的特色與可能的原因，

作為討論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刊刻情況的基礎。 

一、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上刻工落款之特色 

石林居士序本共有四十幅插圖，其中有三十幅留下了刻工的落款，刻工均為

來自歙縣虬村的黃氏後代。據《虬川黃氏宗譜》（所載，分別為第二十六世的黃

德修、144黃應渭、145黃應義，146與第二十七世的黃一楷、147黃一鳳148，其中黃一

楷與黃一鳳皆已遷移至杭州居住149，另有未載於族譜的黃端甫、黃翔甫。 

來自徽州的黃氏刻工可分為兩派，分別為潭渡支派與虬村支派，當今研究中

所稱之徽州黃氏刻工，指的是虬村支派，刊刻石林居士序本的黃德修等人即來自

虬村支派。下文中所提即之「黃氏刻工」如未特別著明者，皆指虬村支派。兩支

派同出一源，相傳黃氏一族始於黃帝，可考最早者則為漢江夏衛郡太守黃香，傳

第八世黃積遷居至徽州，為黃氏居住於徽州之始。其後，第十三世黃璋遷居至歙

                                                 
144

 黃德修，字吉甫，黃鏒第四子，其三位兄長黃德奇、黃德懋、黃德新皆參與多部書籍刊刻。

引自周蕪，《徽派版畫史論稿》，頁 40。 
145

 黃應渭，字兆清。引自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1。 
146

 黃應義，字季迪。引自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3。 
147

 家譜未載字、號，引自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4。 
148

 字鳴岐，遷杭州。引自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4。 
149

 《虬川黃氏宗譜》中不見黃一楷遷移至杭州的記載，然而黃一楷祖父黃銑已遷移至杭州，父

親黃烈、弟弟黃一彬皆居於杭州，再加上黃一楷常常於杭州刻書，故黃一楷應是居於杭州，惟族

譜中漏刊。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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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黃潭源，為潭渡支派，第十七世，潭渡支派之黃文炳遷居至歙縣虬村，為虬村

支派。現今我們對徽州黃氏刻工的原始資料，潭渡支派來自《歙縣潭渡孝里黃氏

族譜》（1731），虬村支派來自《虬川黃氏宗譜》。然而這兩份族譜均有其侷限性，

前者對於刻工的記載僅止於明初第二十三世。後者為清末編纂完成，由於距明萬

曆時期已相隔兩百餘年，對當時宗族情況的掌握難免有錯誤、疏漏之處，最明顯

的是許多刻工的字、號皆未載於族譜之中。150
 

正因如此，當刻工於書籍中刊署族譜中未載之字、號時，往往使得同一位刻

工被錯誤理解成不同人。刊刻石林居士序本的黃端甫與黃翔甫可能便是出自此種

形情形，那他們可能的身分為何呢？鄭振鐸根據版刻風格來推斷，懷疑黃端甫可

能為黃一楷的字或號，並且觀察到黃端甫的版刻風格與黃一彬、黃一鳳十分接

近。151周蕪則就刻工慣常合作的對象為依歸，認為黃端甫常常和黃應光、黃一楷、

與黃一彬一同參與刊刻工作，可能是三人中的其一，而黃翔甫即為黃一鳳。152劉

尚恒則在《徽州刻書與藏書》〈黃姓刻工考述〉中直接將黃端甫視作黃一彬，然

未說明原由。153希冀透過本章仔細分析石林居士序本各個刻工刊刻的特點，佐以

刻工落款時的特色，以及參照刻工們慣常合作的對象，能夠使得黃端甫、黃翔甫

的身分更加明朗。 

雖然石林居士序本的插圖上留下了七位刻工的落款，然而每人刊刻的插圖數

量不同。主要刊刻者為黃一鳳、黃端甫與黃德修，分別刻有十二幅、八幅、六幅

插圖，其餘黃應義、黃應渭、黃一楷各一幅。在刊刻插圖的分佈上，黃一鳳、黃

端甫與黃德修刊刻的插圖大致穿插在四十幅插圖中，但個別刻工負責的插圖有集

中的現象，如連續刊刻二至四幅插圖。以黃一鳳為例，他共刊刻了十二幅插圖，

上卷二十二幅插圖中，黃一鳳刻有七幅，下卷十八幅插圖中，黃一鳳刻有五幅，

且編號第七號插圖至編號第十號插圖，以及編號二十二號插圖至編號二十四號插

圖皆為其所刻（表 3-1）。 

石林居士序本落款簽署的方式為，刻工的落款為名或字號，均為二字，不含

姓，如黃一鳳在插圖上落款「一鳳」或「鳴岐」（圖 3-1、圖 3-2）。落款多為楷

書，字體小於正文雙行小字，同一位刻工的所有落款大小皆統一，不同刻工落款

的大小亦大致相仿，僅有黃應義的落款較其他刻工來得稍大一些。位置方面，多

                                                 
150

 《歙縣潭渡孝里黃氏族譜》、《虬川黃氏宗譜》皆收藏於大陸地區，未及查閱到，黃氏宗族之

相關發展，係參考自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頁 137-138。《黃氏宗譜》相關考證，最重要

的為周蕪與劉尚恒兩位學者的考證，見周蕪，〈《黃氏宗譜》與黃氏刻工考證〉，收入於氏著，《徽

派版畫史論集》，頁 19-47；劉尚恒，〈徽州的刻工〉，收入於氏著，《徽州刻書與藏書》，頁 135-185。

此外，在《虬川黃氏宗譜》疏漏的方面，如前註提及族譜中未載黃一楷兄弟遷杭州，亦為漏刊的

例子。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4。 
151

 後人編輯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史略》時，加上編按指出黃一楷卒於 1622 年，黃端甫應非黃

一楷。黃端甫所刊書籍中有紀年者，坐落於 1616 年至 1624 年，其中《青樓韻語》超過了 1622

年，編者可能便是據此排除了黃端甫為黃一楷的可能性。鄭振鐸，《中國版畫木刻史略》，頁 112。 
152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7 
153

 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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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插圖內部靠近版框處，僅有第三十三齣〈秘議〉，黃一鳳落款「一鳳」於建

築物內部的牆面上（圖 3-2）。讀者閱覽插圖時，刻工落款的字體不大，刻工落款

安排在版框內部周圍，不會干擾閱讀。另一方面，由於落款多在畫面空白處，刻

工的落款亦不至為讀者忽略。 

觀察石林居士序本的每位刻工的落款，同一位刻工的落款的字形、字體大

小、字體結構皆相當一致，並且有習慣落款的位置。因此，刻工的落款應該皆是

刻工個人親筆簽名後再加以刊刻，是能表代表個人的落款。以黃端甫為例（圖

3-3），黃端甫的八個落款，皆使用楷體，字體大小相若，字體的結構相同，並且

流露出一致的書寫習慣。黃端甫字跡的特點為書寫時字體會歪斜，「端」字略微

往右下角歪斜，「甫」字則往左下角歪斜。此外，在書寫「端」字左半邊「立」

的時候，有筆畫相連的情況，正因如此，若不仔細看，很容易將「立」誤認為「王」，

而成為「瑞」。在翻刻本懷德堂本中，即把「端甫」誤刻為「瑞甫」。154落款位置

方面，在黃端甫所有的八個落款中，高達五個落款位於版框四角（圖 3-4）。這可

能是黃端甫落款的習慣？還是受到畫面上的物象而使得刻工不得不落款在版框

角落？觀察黃端甫落款的八幅插圖，多數插圖除了版框角落外，還留下與多的空

間可以落款。因此黃端甫多落款於版框角落較可能是出自他的個人習慣。如對比

黃一鳳（圖 3-5）的落款位置，情況將更加顯著。黃一鳳共在十二幅插圖上留下

了他的落款，即便在插圖中版框的四角有充分落款空間的情形下，卻沒有任何一

個黃一鳳的落款出現在版框四角。更重要的是，在黃端甫所刊刻的其他書籍上的

落款，皆具有相同的特質。目前可掌握的資料包含泊如齋《閨範》，《青樓韻語》、

顧曲齋《古雜劇》、以及《樂府先春》（圖 3-6），將之與以比對，這些不同書籍中

的黃端甫落款具有相同的歪斜習慣，在書寫「端」字時，「立」字旁可見到連筆

的使用。在落款位置方面，黃端甫在顧曲齋《古雜劇》中在十二幅插圖上有落款，

其中高達七幅落款於角落，在泊如齋《閨範》中有三個落款位於插圖上，其中兩

個即位於角落，顯示出黃端甫偏好落款於邊框角落。藉由比對同一位刻工在不同

書籍中具有相同的落款特質，更能顯示出這些落款均為刻工個人親筆落下的、能

表代表個人的落款。 

總而言之，石林居士序本的插圖中，高達四分之三的插圖上留下了刻工的落

款，這些落款大小相仿，均簽署兩字，統一於版框周圍，顯現出整體性。在插圖

畫面上，既不會影響到讀者閱讀插圖，也不至為人所忽略，並且刻工落款均為刻

工親筆簽署。刻工顯然是相當有意識地留下這些落款。他們為什麼會留下這些落

款呢？  

二、黃氏刻工於石林居士序本中留下落款之原因 

                                                 
154

 根ヶ山徹詳細比統計了懷德堂本、暖紅室本刻工落款省略、誤刊的狀況，見根ヶ山徹，〈《牡

丹亭還魂記》插圖史略〉，頁 54、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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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工於書籍中留下姓名在宋時已可得見，可能的原因包含方便計算工資、劃

分責任，以及留名等動機。155針對黃氏刻工可能於書中留下落款的原因，周蕪認

為黃氏刻工最開始留下姓名為便於計算工資，常見的做法為落款簡化了筆畫的單

字，如黃鋌署「廷」、黃鎊署「鈁」等，後來才落款署字號，如黃德修字吉甫，

署「吉甫」。到了落款加上了籍貫、刊刻地點時，如「新安黃應光鐫」、「黃德寵

刻於始蘇書肆」等，則兼具有傳名、邀譽之意。周氏似乎暗示著黃氏刻工在落款

時，已從單純的計算工資，到越來越懂得標榜自我。156
 那麼，石林居士序本又

是什麼樣的情形呢？石林居士序本刊刻於 1617 年，屬於萬曆中晚期之書籍，以

下結合同時期的書籍加以討論，藉以掌握該時期的情狀，以利我們理解石林居士

序本刻工何以留下落款。 

（一） 計算工資、分工 

石林居士序本共由七位刻工合作刊刻，多位刻工一起合作便涉及到了分工與

計算工資，刻工在石林居士序本留下了大量的落款，或許原因之一就是出於此。

筆者以石林居士序本的刻工，黃一鳳等人所刊刻的書籍為主，並旁及部分黃氏刻

工所刊刻的重要作品，加以觀察刻工在書籍中落款的比率與分布，當由多位刻工

共同刊刻一部書籍時，約可以區分為兩種分工方式。一為以「卷」為單位分工，

如《女範編》（1603）、起鳳館《王李合評南琵琶記》（1610），在每一卷中分別由

不同的刻工落款。另一則像石林居士序本一樣，在書中高比例地留下落款，這樣

的書籍有《歙志》（1609）、《狀元圖考》（1609）、顧曲齋《古雜劇》，與泊如齋《閨

範》，這些書籍的共同特點為參與的刻工人數比「以卷分工」的書籍來得更多，

或許正是出自於參與的刻工浩繁，更需要大比率地留下落款以劃分責任、計算工

資。 

（二） 晚明工匠地位提升，使得刻工更有意識地落款 

如果刻工落款僅用於計算工資與工作分工，使用能夠快速雕刻出來的匠體字

（即印刷體），或者減筆劃的單字便已足夠，然而石林居士序本的刻工們卻願意

耗費更多的時間，親筆簽名再加以刊刻出來。同時，部分刻工選取刊刻「字號」

而非名字，似乎也顯示出黃氏刻工們的特殊之處。在在均見黃氏刻工對於留下自

己姓名、字號具有相當的意識。事實上，此種意識在重刊、翻刻書籍時亦顯露得

十分清晰。 

玩虎軒重刊《養正圖解》中祝世祿的序言即吐露出蛛絲馬跡。祝世祿為吳懷

讓本《養正圖解》所做的序中指出，「繪圖為丁雲鵬，書解為吳繼序，捐貲鐫之

為吳懷讓，而鐫手為黃奇。」157在序中直接直指某位特定的刻工，這樣的作法並

不常見，顯見祝世祿覺得「黃奇」是有必要被強調的。黃奇疑為黃氏刻工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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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頁 23。 
156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20。 
157

 焦竑撰，何新波譯著，《養正圖解》（鄭州：河南美術，199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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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黃德奇。158《養正圖解》後為徽州書坊玩虎軒重新繪圖製作，然而在祝序中，

繪稿者依舊為丁雲鵬，刻工黃奇被卻被置換為黃氏第二十五世黃鏻，林麗江據此

提出，「丁雲鵬作為繪稿者，顯然不容易被取代，不像刻工黃鏻，足以取代刻工

黃奇」159。很可能只要刻工同為黃氏刻工，即具有相同的號召力，因此黃奇才能

被替換，或者黃鏻比黃奇更為有名，更需要被強調。另一方面，名字的替換，也

可能顯示出刻工對於留下自己姓名的高度意識。 

刻工對於留下姓名的高度意識，這很可能與晚明工匠地位的提升息息相關。

晚明工匠地位的提升，學者常援引王世貞（1526-1590）、160張岱（1597-1684）161

對時下社會的觀察據以佐證，兩人俱提及晚明時工匠地位幾可與仕紳相抗衡，嵇

若昕則提出這些工匠不真的能與士人平起平坐，世代匠籍者設法使子孫進入仕

途，藉以提升家族地位。162事實上，黃氏宗族中亦不乏晉身仕紳階級者，或以其

高超的刊刻技藝謀生，與文人交遊，亦被載入縣志之中。如參與顧曲齋《古雜劇》

的黃德新（1574-1658），即被載為「講信義，重然諾，遇事周到。首倡砌本村河

堤，行人稱便」163。Joseph P. McDermott 從黃氏一族參與的書籍刊刻，以及字號

的使用，提出與其視黃氏刻工為匠人，他們更具有文人的性格，並以「文人工匠

（literati artisans）」稱之。164雖然在黃氏宗族中，真正為晉身士人，或經營書坊

有成者，應仍佔少數，但是在工匠地位提升的環境背景中，再加上黃氏宗族中對

於自我身分的認識，或使得黃氏刻工更有意識地留下姓名。165
 

（三） 黃氏刻工作為銷售書籍之號召 

前述提及在《養正圖解》中祝世祿的序言中，將刻工黃奇的名字羅列在晚明

大畫家丁雲鵬之後，由於書籍中的序言、凡例實屬書籍銷售的一環，當中的言論，

常常是書坊主人或編纂者等人有心的強調，強調黃奇似乎對書籍銷售有所助益。

無獨有偶，1609 年《狀元圖考》，編纂者吳承恩在凡例中說明，「繪與書雙美矣，

不得良工徒為災木，屬之剞劂，即歙黃氏諸伯仲，蓋彫龍手也」。166這段文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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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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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玩虎軒本《養正圖解》祝序的相關資料見 Julia Murray, “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in The Art of the Book in China, Ming Wilson and Stacey 

Pierson. Ed.,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Colloquy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23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2006), pp.145, fig.8；林麗江的論證見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

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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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貞，《觚不觚錄》卷上，收入於《叢書集成新編》Vol.85（台北：新文豐，1985），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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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岱，《陶庵夢憶》卷五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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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若昕，〈從嘉定朱氏論明末工匠地位的提升〉，《故宮學術季刊》9：3（1991），頁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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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引自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頁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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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 P. McDermott,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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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氏刻工留下了大量的刻工落款，並且落款簽署的方式十分豐富多樣，除了周蕪所提出的三

種方式外，還包括在姓名下面刻出刻工之「印章」，宛如鈐印的效果，似乎比其他同時代的刻工

來得更加多采多姿。研究黃氏刻工落款，需要大量的資料比對，並且要考量刻工落款出現在書中

的那些位置、頻率、在畫面上的效果等，實為十分複雜的問題，希冀未來更深入步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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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承恩，〈狀元圖考凡例〉，（明）顧祖訓編；（明）吳承恩訂補；（清）陳枚續補，《狀元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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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指出，即便有精良的插圖、文字，沒有優良的刻工將之雕刻出來也是枉然，大

大地強調了黃氏刻工之精巧。該書的插圖上亦留下了若干黃氏刻工的落款，從凡

例中特別強調了黃氏刻工高超的手藝，配合上精美的刊刻品質，最後再加上插圖

上的刻工落款，彷彿替插圖刊刻品質上了保證。稍晚的例子還有 1624 年刊的《彩

筆情辭》，編者在凡例中特別提及，「圖畫俱係名筆，仿古細摩辭意，數日始成一

幅。後覓良工，精密雕鏤。神情綿邈，景物燦彰，與今時艸艸出相者迥別」。167《彩

筆情辭》的凡例中同樣強調了優良的插圖需要「良工」精心雕琢，對照書中留下

了黃氏刻工中黃君蒨168與黃端甫的落款，169再次印證了在時人眼中，黃氏刻工即

為良工。 

晚明重視插圖，對插圖十分地強調，黃裳連舉三例予以佐證晚明書籍對插圖

評價的高漲，包括《狀元圖考》、《吳騷合編》、《彩筆情辭》。170相反地，英國學

者柯律格以明書名上含有「圖」字的書名比例並不高，提出明代對插圖缺乏興趣，

似乎也無法增加書籍的賣點。柯律格觀察到的現象與他所使用的材料有關，他依

據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中所載書名予以統計，然而其中的書名往往是簡稱，

因此省略了「圖」字。事實上，明代戲曲小說插圖的形式層出不窮正式因應市場

競爭而生，正反映著明季人對插圖的高度興趣。171書籍插圖不只繪稿要精妙絕

倫，還要有相應的刻工奏刀方能奏效，黃氏刻工似乎成為良工的代言人，成為書

籍銷售的號召力之一。 

刻工的落款也被納入插圖版面設計的一環。《女範編》（1602）即為佳例，該

書共分四卷，內容收錄值得女性效法的楷模事蹟，每則事蹟前附有一圖。該書由

四位刻工參與刊刻，卷一至四依序為黃伯符、黃河清、黃應濟，與黃應台。在每

卷的第一幅插圖上，刻有繪稿者程起龍的方印，刻工的名字統一落款於畫面上

方、靠近邊框長邊，並統一以隸體書寫（圖 3-7），以隸體書寫黃氏刻工地落款十

分罕見，足見為統一的版面設計。再者，考量刻工落款的位置與字體在畫面上呈

現的效果，不可謂不醒目，當讀者翻閱《女範編》時，應很容易注意到插圖上的

                                                                                                                                            
收錄於《明代傳記叢刊》Vol.20，頁 9-10。 
167

 張栩編，《彩筆情辭》，收入王秋桂編，《善本戲曲叢刊》Vol.75（台北：台灣學生，1987），

頁 16。 
168

 黃君蒨未載於《黃氏宗譜》，周蕪疑為黃一彬，劉尚恒則直接將黃君蒨認為是黃一彬，然未說

明原因。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7；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頁 154。 
169

 鄭振鐸於《中國木刻畫史論集》中提出《彩筆情辭》的刻工有屬「黃君蒨」，也有署「端甫」

者，然筆者查閱後，未發現「端甫」，這樣的差異或可能出自調查到的本子不同所致，礙於藏地

限制，未及蒐羅到大陸地區與海外收藏的善本。《彩筆情辭》現代影印可見王秋桂編，《善本戲曲

叢刊》Vol.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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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裳，〈晚明的版畫（續）〉，《讀書》（1981,03），頁 13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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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柯律格使用材料之提醒，感謝林麗江老師於「明代視覺文化」課上提出，特聲謝忱。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4-36，翻譯本見柯律格著，黃曉娟譯，《明代的圖像與視覺性》（北京：北京大學，2011），

頁 34-36；晚明戲曲小說插圖的類型，見馬孟晶，〈耳目之玩──從「西廂記」版畫插圖論晚明出

版文化對視覺性之關注〉，《美術史研究集刊》13（2002,9），頁 20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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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工落款。版面設計上如此有意識地突顯刻工，應同為藉黃氏刻工作為銷售書籍

的號召。 

由此可見，黃氏刻工在其時等同於良工的代表，是銷售書籍的號召力之一。

不但書籍序言中會對「良工」予以強調，在插圖版面設計上，也會特意的突顯出

刻工落款，甚至在不少書籍中，刻工均落款於第一幅插圖上，力求讓人一望即知

為黃氏刻工所刊刻的書籍。石林居士序本中留下了大量的刻工落款，這些落款雖

然不大，由於多安排於版框邊緣的空白處，亦不至為人忽略。再加上不論大小、

字體，以及所在的位置皆有整體性，顯然為有意的安排。將石林居士序本的刻工

落款放在上述脈絡理解，相信這些刻工落款在也同樣能為版刻品質背書，為銷售

書及產生助益，而石林居士序本的覆刻本、翻刻本很能說明這樣的情況。                                                                                                                                                                                                                                                                                                                                                                                                                                                                                                                                                                                                                                                                                                                                                                                                                                                                                                                                                                                                                                                                                                                                                                                                                                                                                                              

覆刻本槐塘九我堂本、翻刻本懷德堂本與援引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的暖紅室

本，皆保留了插圖上的刻工落款。刊刻出刻工落款需要耗費人力，不應視為理所

當然，除了為力求肖似於原刻本的用心，是否還蘊藏著其他的意義？槐塘九我堂

本插圖完整、正確地保留了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上的刻工落款，懷德堂本、暖紅室

本則有部分刊本將名字省略、誤刊的現象。172除卻人為疏失所導致的誤刊，仔細

檢視刻工落款的情形，發現這些省略並非隨機地省略，提供我們探詢重刻插圖

時，何以會保留刻工落款。由於暖紅室本刊於 1908 年，時間很晚，與晚明書籍

出版的情況無涉，以下分析以懷德堂本為主。 

就翻刻本的性質而言，懷德堂本插圖的線條品質較差，留下較多刀鑿的痕

跡，成書似乎較為快速（圖 3-8）。石林居士序本中，黃一鳳、黃端甫與黃德修為

主要刊刻者，黃應淳、黃應義、黃一楷與黃翔甫各僅刊刻一幅插圖。懷德堂本省

略落款的插圖有十二幅（表 3-1），其中黃一鳳的落款被省略了四次、黃端甫三次、

黃德修一次，更重要的是，所有只刊刻一幅插圖的刻工，落款皆被省略了。在刊

刻刻工落款時，懷德堂刊本只求刻出刻工的名字，不在意刻工落款的書體、字體

大小，如將「鳴岐」此一相當於刻工親筆簽名的落款，改刊刻為匠體字（圖 3-8），

字體大小也更大，如此一來，可能刊刻的難度較低，速度也可以更快，甚至由於

字體變大，刻工的落款更加地醒目。由此推測，省略刻工落款、刻工落款改為匠

體字，應是為了減省人力、時間。在選擇那些落款加以省略時，懷德堂本的策略

可能是儘量地保留主要刊刻者的落款，以代表原刻本中所有的刻工。藉由前述分

析書籍中的序言、凡例得知，時人覺得黃氏刻工為良工，或許在某程度上，黃氏

刻工的落款能為版刻品質背書，成為銷售的賣點之一。這很可能是力求快速成書

的懷德堂本仍相當比例地保留了刻工落款的原因。 

刻工一開始在書籍上留下姓名，很可能是出自於分工、計算工資的實際需

                                                 
172

 根ヶ山徹詳細比統計了懷德堂本、冰絲館刻工落款省略、誤刊的狀況，見根ヶ山徹，〈《牡丹

亭還魂記》插圖史略〉，頁 54、58-59。 



45 

求，石林居士序本上的刻工落款亦然。更重要的是，社會環境上工匠地位的提升，

再加上徽州黃氏刻工們的特殊性，使得黃一鳳等人更有意識地留下相當於親筆簽

名的落款。而且這些刻工落款，形同對書籍刊刻品質的保證，或能對銷售產生助

益，刻工落款於一書中的那些地方、在版面上呈現的效果如何，都被納入落款時

的考量。 

 

第二節、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的刻工風格 

筆者仔細比對各插圖後發現，一幅插圖中最能展現出刻工刊刻風格的部分，

往往出現在畫面上的細節，如雙勾的樹葉與樹幹的輪廓線、松針、樹幹質地的呈

現。其次則為山石的刊刻，如輪廓線以及皴法等。石林居士序本的山石以富有厚

度的線條描繪而成，並且著意表現繪畫中的筆法效果，如按壓、轉折，部分亦可

見飛白的效果。不同刻工在將繪稿的筆墨線條轉繹成木刻線條時，似乎有不同的

理解與策略，因而造成差異。人物部分，石林居士序本的人物皆以纖細、勻稱的

線條勾勒而成，沒有劇烈的變化，或基於此性質，雖然也可以看到因刊刻風格、

習慣不同所造成的差異，但整體來說，差異較不明顯。 

以下論及刻工風格時，以刻工個別分述，從主要刊刻者出發，繼而擴及其他

刻工，先從最能看出刻工刊刻風格差異的植物切入，掌握刊刻風格、特色，奠定

對刻工風格基本的認識後，再進一步考察山石，分析刻工如何刊刻線條、皴法，

部分佐以人物加以補充。由於顧曲齋《古雜劇》和石林居士序本有多位刻工重複，

版畫風格相近，創作時間亦間隔不遠，以下討論石林居士序本風格，資料不足處，

予以連結《古雜劇》佐證。 

一、 黃一鳳的刊刻風格 

黃一鳳在石林居士序本中留下最多的落款，總共有十二幅插圖。石林居士序

本插圖上常常出現一種雙勾的夾葉，許多刻工所刊刻的插圖中都有此一物象，並

且透過仔細的觀察後發現，每位刻工刊刻出來的夾葉，顯得十分不同。此種夾葉

以雙線勾勒單片葉子，往往以若干單葉組構成一叢葉子，每一叢葉子皆以葉柄為

中心聚合向外擴散，形狀宛如扇形。原來的畫稿，在使用線條勾勒時，可能留下

了清晰的運筆痕跡，如起筆的按壓、收筆的回勾等。黃一鳳在刊刻夾葉時（圖

3-9-1~圖 3-9-9），能夠很好的按照畫稿刊刻，掌握每一叢葉子的組成結構，清楚

交代出每片單葉在葉柄處向中心聚合之外，更照顧到單葉與單葉間的關係，如兩

葉並行靠在一起，或一葉疊壓另一葉。在刊單葉的刻線條時，悉心刊刻出葉子輪

廓線的兩端，起筆的按壓與收筆的回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一鳳在連接起筆

與收筆的中間段落，線條由粗到細到粗漸次變化，並且葉子的輪廓大多刊刻得十

分圓滑漂亮，一叢夾葉最位於外圍的葉子的輪廓線則往往較粗，此外，黃一鳳所

刊夾葉的另一個特色是，葉尾常出現尖銳的角，此種情形又以刊刻較小的葉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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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顯著（圖 3-9-1、圖 3-9-2、圖 3-9-5）。整體觀之，葉子整體看起來特別有厚度，

具有立體感。 

刊刻其他植物時，也可以看到上述特質。如以第二齣〈言懷〉中盈滿畫面的

大柳樹為例，柳樹的輪廓線（圖 3-10-1）以略微頓挫、按壓的線條描繪，樹身上

則施以一根根的細線，整體表現出樹皮凹凸不平的質感。黃一鳳刊刻柳樹輪廓

線、樹皮皴線時，很好的表現出原來畫稿上線條的按壓、轉折等特質，甚至十分

傳神地刊刻出繪畫時墨線邊緣微微顫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粗大的主幹

或細小的分枝，樹身上細密、連續微微起伏的曲線皆刊刻的很分明。如此分明地

交代樹皮上每一根紋理的做法，在其他樹種也可得見。如在全部的插圖中，黃一

鳳所刊的松樹（圖 3-11-1~圖 3-11-3），樹身上皆羅列密集的漩渦紋，173漩渦紋十

分的圓轉平滑，線條帶有厚度，注意由粗到細到粗的漸次變化。個別漩渦紋都顯

得很有厚度、具立體感，存在感強烈，個個分明。因此整體觀看時，圖案感較為

強烈，略有裝飾趣味。 

刊刻山石之時，黃一鳳具有清楚交代出畫稿上筆墨的勾勒，如起筆、收筆、

運筆時的頓挫，以及線條的粗細變化與墨線邊緣微微的不平整的能力，如第三十

八齣〈鬧宴〉（圖 3-12）前景的坡石即為佳例。然而大部分山石他卻未採取這種

做法。表現得最為明顯的是第六齣〈悵眺〉（圖 3-13）與第十五齣〈擄諜〉（圖

3-14）的山石。不論是山石輪廓、皴法，再次看到黃一鳳對線條由粗到細到粗漸

次變化的關照，並且線條邊緣銳利，較少表現出墨線邊緣微微的不平整，皴線的

起筆形狀更往往為三角形，整體予人硬挺之感。〈悵眺〉、〈擄諜〉山石與〈鬧宴〉

山石的差異，雖然一部分應來自畫稿本身的差異，即繪稿者表達不同的山石質

地。然而，黃一鳳刊刻大部分山石，不論山石的的質地，或多或少都流露出如〈悵

眺〉、〈擄諜〉的山石特色，並且此種著重線條粗細漸次變化的特質亦見於植物的

刊刻，並且其他刻工刊刻的山石較少流露出這樣的特質。因此可以視之為黃一鳳

刊刻山石的特色。經過上述觀察，岩石的刊刻，最能表現出黃一鳳所刊線條之挺

拔與銳利。 

藉由上述考察，得知黃一鳳刊刻的線條特質為硬挺，追求漂亮的弧度，在刊

刻的態度上，講求細節與分明，而衣著的刊刻，也可以清楚呈現此一特質。以第

四十八齣〈遇母〉（圖 3-15）為例說明。畫面右邊手持燭台的人物為石道姑，在

她身上的衣服衣紋，皆以質地硬挺、圓滑平順的弧線勾勒而成，線條與線條的交

接處銜接緊密，幾乎沒有缺口，在腋下與手肘處各有一條回勾的衣紋，回勾處轉

角尖銳，在整體效果上，衣服顯得硬挺。 

綜觀之，黃一鳳線條挺拔，著意表現線條圓轉的漂亮弧度，以及線條由粗至

細至粗的漸次變化。在物象的刊刻上，重視結構，如葉子的組成。在細部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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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悵眺〉中有兩顆松樹，由於尺寸很小，樹幹上無法表現出螺旋紋，故不列入計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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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特別是樹葉、樹皮質感、山石皴法等，一絲一毫交代得十分清楚，態度十分

嚴謹。 

二、 黃翔甫的刊刻風格 

族譜中不載黃翔甫，鄭振鐸、周蕪兩位學者提出黃翔甫可能就是黃一鳳。174

黃翔甫在石林居士序本中有落款的插圖僅有一幅，為第四十四齣〈急難〉，版刻

風格確實與黃一鳳非常接近。限於畫面中的物象，首先以以梧桐樹說明植物的刊

刻。黃翔甫所刊刻的梧桐葉，不論是葉子的輪廓線或者葉脈（圖 3-16-1），皆強

調線條漂亮的弧度，以及線條粗細的漸次變化，葉子頗富立體感。並且，葉子的

裂（即葉緣尖起的地方）多為尖銳的角。梧桐樹旁較細的樹，樹幹上的紋理為以

均勻的細線條，且根根分明。刊刻山石時（圖 3-16-2），皴法具三角形形狀的起

筆，皴線短促，線條邊緣銳利，整體線條呈現出的質地較硬挺。在人物的刊刻方

面，黃翔甫同樣重視線條的漂亮弧度，如畫面左側手執雨傘的男侍從（圖

3-16-3），在兩手手肘彎曲所堆積出的衣紋，皆刊刻以弧度圓轉的細線，此外在

線與線的聚合處，也大多交接緊密。以上的刊刻風格皆與黃一鳳流露出相當高的

一致性。 

黃翔甫、黃一鳳在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中皆有刊刻梧桐樹。比對之下，黃翔甫

（圖 3-16-1）和黃一鳳（圖 3-17）所刊的梧桐葉，在葉子的裂都緊密閉合，有尖

銳的角，葉子輪廓、葉脈線強調圓轉的弧度。樹幹的刊刻方面，黃翔甫與黃一鳳

不論樹幹的輪廓線或樹皮質感，皆刊刻以粗細變化不大的線條。石林居士序本

中，尚有黃德修刊有梧桐樹（圖 3-18）。對比下，黃德修所刊之葉子，每裂的尖

端雖亦有尖銳的角，部分尖端的線條未閉合。最顯著的不同是，黃德修刊刻葉子

輪廓線時能掌握線條自然的弧度，顯得較具彈性感。樹幹方面亦有很大的差異，

黃德修樹幹線條粗細變化較大。175與其他刻工刊刻的梧桐樹相比較，更彰顯出黃

翔甫與黃一鳳刊刻風格十分接近。 

除了石林居士序本之外，黃翔甫參與刊刻的作品尚有顧曲齋《古雜劇》中的

八幅插圖，這八幅插圖的刊刻風格，也同樣與黃一鳳的刊刻風格相當近似。並且

從本章第三節關於《古雜劇》刊刻情況的考察中得知，黃翔甫與黃一鳳有共同的

以「鈐印」代替落款的特殊習慣。綜合來說，黃翔甫很可能就是黃一鳳。 

三、 黃一楷的刊刻風格 

黃一楷在石林居士序本中落款的插圖為第四十三齣〈禦淮〉一幅。限於插圖

中的物象，此處主要以山石的刊刻說明他的刊刻風格（圖 3-19-1、圖 3-19-2）。

黃一楷在刊刻山石的輪廓時（圖 3-19-1），線條粗細方面，變化十分活潑，十分

傑出地掌握畫稿的線條，包含起筆、收筆、線條轉折、頓挫，以及墨線邊緣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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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110；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7。 
175

 此為黃德修刊刻風格之一，詳見下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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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整，甚至在畫面中上靠右側框線的石頭的輪廓線（圖 3-19-2），黃一楷仔

細刊刻出飛白的效果。皴線特別注意刊刻出運筆時透過按壓產生出連續上下起伏

的線條。綜觀之，黃一楷似乎對刊刻出筆墨諸多變化特別有興趣，視覺效果上，

筆墨表現得活潑自然，由於皴線表現出線條連續微微的上下起伏，亦予人繁密之

感。 

在《古雜劇》中，黃一楷刊有四幅插圖（表 3-5），可作為我們了解更多黃一

楷刊刻風格的材料。其中，黃一楷刊刻的梧桐樹不但能很好的說明黃一楷對刊刻

出筆墨諸多變化的興趣，更可以補充黃一楷刊刻植物的情況。黃一楷所刊的梧桐

樹（圖 3-20），不論是葉子、樹幹，線條粗細變化多，在葉子輪廓的刊刻上，特

別能掌握筆墨勾勒時的自然弧度。同樣在《古雜劇》中刊刻有梧桐樹的刻工還有

黃德新、黃一鳳、黃翔甫、黃端甫（圖 3-21-1~圖 3-21-5），然僅有黃端甫（圖 3-21-5）

流露出和黃一楷相同的興趣。這樣的差異出自畫稿本身的不同？或是刻工刊刻的

風格？考察其他刻工刊刻的狀況，黃德新在《古雜劇》所刊的兩幅梧桐葉線條風

格相同，黃一鳳（圖 3-17、圖 3-21-3）、黃翔甫（圖 3-17、圖 3-21-4）兩人分別

在石林居士序本《古雜劇》都各有刊刻一幅梧桐葉，然而即便不同書籍，黃一鳳、

黃翔甫刊刻的梧桐葉線條仍然風格相同。故黃一楷刊刻的梧桐葉與黃德新、黃一

鳳、黃翔甫的不同處，更可能是出自黃一楷個人刊刻風格的影響。 

綜合在石林居士序本、《古雜劇》中對黃一楷的觀察，得知黃一楷在刊刻時，

特別著重表達筆墨的諸多變化，線條由粗至細的變化比較大、多元，黃一楷刊出

的線條的畫性較前述黃一鳳、黃翔甫來得強烈。 

四、 黃端甫的刊刻風格 

黃端甫總共刊刻八幅插圖。首先論述植物的刊刻，以夾葉樹（圖 3-22-1~圖

13-22-4）為例說明。黃端甫同樣重視每一組葉子的結構，在刊刻葉子輪廓線時，

留意於墨線勾勒時自然的彎曲弧度，不若黃一鳳強調圓轉的弧度，並且黃端甫葉

子的尾端為略微圓轉的尖角，在刊刻較小片的夾葉時亦然，如此亦使黃端甫的小

片夾葉較接近真實筆墨勾勒的樣貌。可以說，黃端甫所刊的夾葉特別能表現出筆

墨勾勒所產生的自然樣態。 

刊刻其他植物的刊刻時，亦可見出黃端甫追求刊刻出筆墨效果的興趣。以第

三十五齣〈回生〉（圖 3-23）中的大梅樹為例。梅樹的姿態扭轉得十分劇烈，輪

廓線以頓挫、轉折的墨線勾勒而成，在樹瘤轉折處特別施以較重的按壓，樹皮皴

線施以排列密集、起伏顫動的細線，整體表現出梅樹表皮粗糙的質感。黃端甫在

刊刻梅樹時，細心刊出墨線的諸多特性，如起筆按壓、運筆時的頓挫等，又以墨

線邊緣微小的不平整刊刻得特別仔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黃端甫刊刻出的皴

線，排列雖密集，不但每一條均清晰可見，亦能表現出皴線彼此，以及皴線與樹

皮輪廓線間筆墨重疊的效果，這樣的做法加強了皴線整體感強，在視覺上，梅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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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質地更加繁密。 

在黃端甫所刊刻的松樹樹幹上，亦流露出同樣的特質。以第二十六齣〈玩真〉

（圖 3-24）畫面左側的松樹為例，松樹的樹皮上羅列密集的漩渦紋，黃端甫刊刻

漩渦紋時，注意表現筆墨運筆時產的粗細變化，以及勾勒時自然、微帶有稜角的

線條，使得每個漩渦紋各有變化，視覺效果活潑。此外，黃端甫又仔細經營漩渦

紋彼此，以及與松樹輪廓間筆墨疊合的關係。故松樹樹皮紋理的表現較有寫實

感、整體感。相較前面所述黃一鳳所刊的松樹樹皮，每個漩渦紋皆追求漂亮弧度，

漩渦紋個體感很強，更能顯露出黃端甫、黃一鳳所刊松樹的差異。然這種差異，

是肇因於畫稿的不同，或是不同的刻工所導致？聯繫與石林居士序本版畫風格十

分近似的顧曲齋《古雜劇》可回答前述問題。比對由黃端甫所奏刀，〈臨江驛瀟

湘夜雨〉第四幅插圖（圖 3-25）與黃一鳳所刊石林居士序本第三十三齣〈秘議〉

（圖 3-26），兩圖的松樹主幹及其樹皮紋理，在畫稿上，應屬於較為相近的表現，

皆為以兩道墨線勾勒直挺的主幹，樹皮上羅列密集的漩渦紋，漩渦紋皆以細線勾

勒，相對來說，線條粗細變化不大。然而黃端甫所刊松樹樹皮紋理帶有整體感；

黃一鳳所刊松樹之樹皮紋理，漩渦紋明顯各個分明。除了前述兩人在線條刊刻上

的不同追求所造成的差異外，黃端甫的漩渦紋排列得較為緊密無空隙，紋路之間

為併行排列，漩渦紋與樹幹輪廓線與線聚合處，表現出墨線重疊的效果，使得樹

幹有圓轉的立體感，視覺效果上較有整體感；黃一鳳的漩渦紋排列較疏，紋路之

間有相對多的疊壓關係，漩渦紋與樹幹輪廓聚合處沒有特殊的處理，因此樹幹顯

得平面，視覺效果為紋路各個分明，帶有裝飾感。故可以說，在石林居士序本黃

端甫與黃一鳳所刊松樹樹皮的不同，一部分出自於畫稿，然而佔主導因素的仍是

刻工不同的刊刻風格所導致。 

山石的刊刻方面，黃端甫特別注意筆墨勾勒時的頓挫、轉角的按壓，以及線

條微微的起伏。第三十六齣〈婚走〉大面積的山石為例（圖 3-27），輪廓線方面，

可以看到石轉角處的輪廓線特別粗，並且注意線條頓挫的表現。皴線方面，刊刻

起筆按壓時，注意到起筆按壓不同的形狀，如近三角形狀的起筆、較圓的起筆等。

由於黃端甫刊刻的岩石線條富有變化性，所呈現出的筆墨效果較為活潑、自然。

此外在刊刻岩石之時，黃端甫特別強調帶有連續起伏的線條，整體在視覺顯得繁

密，這樣的表現又以第三十八齣〈淮警〉的山石最為極致（圖 3-28）。黃端甫除

了樹皮質感、山石都在呈現出繁密的效果外，石林居士序本插圖在地面上常佈滿

平行的水平橫線與細密小點，凡黃端甫所刊之插圖，橫線、小點都刊刻得特別密

集，如〈回生〉地面上即佈滿細密小點（圖 3-29），此亦為黃端甫刊刻的特色之

一。 

綜合以上，黃端甫特別強調筆墨的繪畫性，在再現筆墨特質時，傾盡全力表

現筆墨的諸端變化，如起筆時按壓的不同形狀、線條的頓挫與起伏、筆墨交疊的

效果等，故更能表現出筆墨自然的變化，有時會因此使得畫面在視覺上有繁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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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黃端甫不載於《黃氏宗譜》中，或為某位刻工的字、號，可能的人選有黃

應光、黃一楷、黃一彬。根據調查，黃應光與黃端甫刊刻風格差異較大，應可排

除，176將人選縮小至黃一楷、黃一彬兄弟，其中藉由梳理石林居士序本中黃一楷

與黃端甫的風格，得知兩人同樣著意表現筆墨的繪畫性，刊刻風格極為相似。 

前述梳理刻工落款的特色時，發現在石林居士序本中的刻工落款均為刻工親

自簽名，再加以刊刻的，為刻工個人獨特的字跡。黃端甫字跡的特點為書寫時字

體會歪斜，其餘「黃」、「端」兩字略微往右下角歪斜，「甫」字則往左下角歪斜

（圖 3-1~圖 3-5）。比對黃一楷的落款（圖 3-30、圖 3-31），177除了「一」字音筆

劃少不容易判別歪斜程度，其餘「黃」字同樣往右下角歪斜，第三個「楷」字往

右下角歪斜，更重要的是黃一楷、黃端甫所寫「黃」字，字形結構、筆劃的習慣

皆高度相同。對照黃一彬的落款（圖 3-30、圖 3-31），黃一彬結字較扁（圖 3-32、

圖 3-33），字端整不偏斜，落差較大。故就落款來說，比起黃一彬，黃端甫的落

款與黃一楷更為接近。 本章第三節梳理《青樓韻語》刊刻情況時更發現，黃端

甫與黃一彬刻刊物象時流露出不同的習慣，同樣顯示兩人應為不同人。178綜合種

種，黃端甫很可能為黃一楷。 

或許會有人質疑，根據《虬川黃氏族譜》黃一楷卒於 1622 年，由於黃端甫

參與了成於 1624 年的《彩筆情辭》的刊刻，黃端甫不可能為黃一楷。然而應考

量《虬川黃氏族譜》的可信度，該書成於 1830 年，更已知內容有部分漏刊的現

象，179由於族譜的刊刻距刻工活動的時間已久遠，不排除族譜有錯誤的可能。從

版刻風格與刻工落款上判斷，黃端甫為黃一楷的可能性很高。再更有力的的證據

出現以前，實不應否認其可能性。 

五、 黃德修的刊刻風格 

黃德修總共刊刻六幅插圖，他的作風與前面黃一鳳等十分不同。植物部分，

首先黃德修所刊刻的夾葉樹（圖 3-34-1~圖 3-34-5），在刊刻一叢由若干單葉組成

葉子時，較不重視葉子組成的結構，每組葉子以靠近葉柄處為中心向外擴散，然

而在一組葉子中最上面的左右兩片葉子脫離了聚合的中心點（圖 3-34-2、圖

                                                 
176

 黃應光與黃端甫合作刊刻的書籍有《元曲選》、《樂府先春》。據鄭振鐸所述，黃應光與黃端甫

的落款見於某《元曲選》殘本，根據《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注釋 49，該殘本原藏於前中央研

究院，現藏於台灣，然筆者查閱古籍書目，未見《元曲選》殘本，翻閱其他《元曲選》刊本，也

未見黃應光、黃端甫的落款，故未能予以比對。而比對《樂府先春》，兩人的刊刻風格不相近，

加上落款的「黃」字，也流露出不同的書寫習慣，再加上考察其他黃應光刊刻的作品，也與黃端

甫刊刻的風格不似，故黃應光與黃端甫當為不同的兩個人。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111、123。 
177

 目前可掌握的黃一楷落款包括起鳳館本《西廂記》、起鳳館本《琵琶記》、顧曲齋《古雜劇》、

《素娥篇》。然起鳳館起鳳館本《琵琶記》有複雜的版本問題、《素娥篇》的落款位於版心處，根

據現存出版品，只能見到一半的落款，且字跡模糊不清。為求慎重，以起鳳館本《西廂記》與顧

曲齋《古雜劇》的黃一楷落款為準比對。 
178

 詳見本章第三節。 
179已知黃一楷、黃一彬兄弟移居杭州一事即漏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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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4），顯得突兀，當樹枝遮擋住部分葉子時，樹枝兩旁露出的葉子，彼此無

法銜接（圖 3-26-4）。在刊刻夾葉輪廓線時，黃德修較少刊刻出起筆按壓、收筆

回勾等筆法，葉子的輪廓往往弧度較小，線條顯得比較平直。更甚者，黃德修所

刊的夾葉，似乎有省工的現象，如第四十五齣〈寇間〉（圖 3-34-5）前景岩石後

方的夾葉樹叢，每一組葉子約為五片左右的單葉所構成，而在畫面右側有兩組葉

子的最上端以一條弧線連接最左、最右兩片葉子，葉子形狀宛如手掌，由於這種

作法較不費工，可能為求快速所致。這種手掌形狀的葉子，雖也見於其他刻工刊

刻的插圖中，然皆為小面積地出現在畫面角落，出現頻率不高，以黃一鳳為例，

他一共刊刻十二幅插圖，有九幅中有夾葉樹，僅兩幅插圖的角落處有手掌形狀的

葉子。反觀黃德修刊刻的六幅插圖中，有五幅有夾葉樹，其中三幅即為手掌形狀

的葉子，不但出現頻率高，手掌形狀葉子在畫面中所佔的面積亦較大，甚至在第

十六齣〈詰病〉（圖 3-34-2）與第十七齣〈道覡〉（圖 3-34-3）兩幅中出現在畫面

明顯處，種種不尋常，或可推測黃德修所刻的手掌型葉子可能求省工所致。總的

來說，黃德修刊刻夾葉較不重視葉子組成的結構，在線條上，較不重視葉子輪廓

的弧度與刊刻出筆墨的繪畫性，甚至有省工的作法。黃德修所刊的夾葉顯得較平

板、具有下垂感，在態度上追求能快速完成。 

在樹幹的刊刻方面，如第十九齣〈牝賊〉（圖 3-35-1）位於畫面右側的樹為

例。刊刻樹幹輪廓線、樹皮皴線時，黃德修主要以刊出線條的粗細變化，以及掌

握線條轉折來表現筆墨。黃德修刊刻樹幹輪廓與皴線時，線條粗細變化較大，加

之較少刊刻出筆墨邊緣微微的不平整，整體予人筆墨快速、流暢之感，兼之具有

外放的特質。 

山石的刊刻部分，再次以第十九齣〈牝賊〉（圖 3-35-2）為例。黃德修刊刻

山石輪廓線與皴法時，能掌握筆墨運筆時的起筆按壓、線條的粗細變化，以及略

帶頓挫的筆觸。黃德修刊刻墨線的策略為，強調起筆的按壓，其形狀多近三角形。

注意線條的粗細變化，線條邊緣平滑，僅局部加強運筆時的頓挫感與墨線邊緣微

微的顫抖。皴法的部分則以皴線尾端刊刻出分岔，營造飛白的效果。整體來說，

黃德修刊刻山石之時，同樣予人線條快速、流暢之感，由於他強調起筆的按壓，

因此所刊的山石，不論輪廓線或皴法，起筆皆非常顯眼，但線條粗細變化多，所

以在視覺效果上，十分活潑，不會有重複感。 

黃德修在刊刻人物的特點為，線條與線條交界處，常留下小空隙，沒有完全

的密合。如以第十六齣〈詰病〉（圖 3-36）為例，如畫面右邊執棍的老夫人，老

夫人的臉與她右肩的線條間留有小縫隙，其他如老夫人左腳鞋子與裙襬褶線交界

處，以及畫面左邊跪著的春香，在她左腳小腿後方有三道平行的圓弧衣褶，衣褶

的上方也未密合。此一現象，或同樣出自黃德修對細節的不在意。 

小結以上，黃德修刊刻出的線條，特別顯得快速、流暢，在刊刻時，較不重

視細節的刻畫，夾葉的刊刻即為佳例，如不在意葉子的結構、輪廓線的弧度與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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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表現，甚至刊刻夾葉時有減省的現象。 

六、 黃應渭的刊刻風格 

第八齣〈勸農〉在版框內部右上角有刻工落款（圖 3-37-1），由於落款兩字

不甚清晰，被判讀成黃應淳（1573-1641）或黃應渭。180黃應淳字暘谷，黃應渭

字兆清，兩人為兄弟。181在進入討論刻工風格之前有必要先釐清歸屬問題，就字

形判讀，第一個字字形接近「兆」的異體字「 」，第二個字字形接近「清」的

異體字「 」以及「淳」字。由於沒有名、字、號「兆淳」者，因此當為「兆

清」，黃應渭。182
 

首先論及黃應渭在刊刻植物方面的表現。畫面左邊有兩顆巨大的松樹，在松

針方面（圖 3-37-2），黃應渭刊刻以均勻、微帶弧度的細線，松針予人略顯單薄

之感。樹幹方面，黃應渭主要以刊刻線條的粗細變化，以及線條連續的微微波浪

起伏來表現樹幹輪廓線。在樹身上的漩渦紋方面，黃應渭刻以粗細變化不大的線

條，僅選擇其中若干紋理刊以較粗的線條，表現筆墨粗細變化韻致。在刊刻山石

之時（圖 3-37-3），刊刻出起筆的按壓、線條的粗細變化與轉折等，以表現出筆

墨的變化，然部分皴線幾不見筆法（圖 3-37-2、圖 3-37-3），整體山石線條粗細

的變化相對不大，在視覺上略顯單薄，部分皴線顯得平面、重複性強。 

上述觀察顯露出黃應渭在刊刻時對筆墨細節不甚在意，如線條的頓挫、及邊

緣微微地顫抖等，故在表現畫稿上的筆墨特性時，整體顯得較為單薄，不若石林

居士序本其他刻工來得傑出。似乎黃應渭在刊刻功力上，屬石林居士序本刻工中

較弱者。 

七、 黃應義的刊刻風格 

黃應義在石林居士序本中落款的插圖僅有一幅，為第十八齣〈診祟〉。首先

以植物說明（圖 3-38-1），在夾葉的部分，黃應義所刊刻的線條較不在意輪廓線

圓轉的弧度，部分線條較僵硬。在筆墨繪畫性的特質上，則取部分葉子刊刻以較

粗的線條，並且選取若干刊出起筆的按壓與收筆的回勾，由於部分線條變化過劇

烈，予人突兀感。黃應義所刊的夾葉，由於不重視線條的弧度，加上部分線條變

化過劇烈，整體顯得較平板、凌亂。在樹幹的刊刻上（圖 3-38-1、圖 3-38-2），

可見明顯的刀鑿痕跡，諸如樹皮皴線與樹幹輪廓線的交界，以及皴線本身的弧度

                                                 
180

 周蕪、張國標歸為「黃應淳」，張秀民、根ヶ山徹歸為「黃應渭」，劉尚恒在兩人的刻書條目

下，皆沒有列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29；張國標，〈簡論徽派

版畫黃氏家族等主要刻工〉，《東南文化》101（1994,01），頁 161；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

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頁 361；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插圖史略〉，

頁 54；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頁 151-152。 
181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1。 
182

 就風格來說，以〈勸農〉一圖與《閨範》中黃應淳所刊的插圖比較，刊刻風格不同，黃應渭

刊刻的功力稍遜於黃應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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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刊刻山石時（圖 3-38-2），黃應義能夠掌握筆墨的粗細變化、起筆的按壓、

頓挫與轉折等，然較少刊刻出墨線邊緣微微的不平整。部分皴線有太過平滑的現

象，亦顯露出刀鑿痕跡。可以說在石林居士序本所有刻工中，黃應義流露出最多

刀鑿痕跡。 

過去學界討論徽派版畫時，常有將繪稿者與刻工混為一談的現象，也造成徽

派版畫的定義始終有其含混處。183所謂徽派風格究竟是指畫稿所呈現的風格？或

者刻工刊刻的風格？或刻工即為繪稿者？刻工刊刻畫稿時，是完全的遵循，或是

刻工能小幅度的更動？  

藉由上述梳理，得知主導石林居士序本版畫風格的應是繪稿者所繪的稿。總

地來說，石林居士序本所有的刻工皆能以細緻勻稱的線條刊刻出人物，在植物、

山石等母題方面，透過掌握筆墨的特性，刊刻出具有繪畫性的筆墨線條。然在畫

面較不重要之處，似乎在依循畫稿的原則下，可以刊刻得較為自由，表現出刻工

的個人刊刻風格（表 3-2）。而考察黃應渭與黃應義在石林居士序本中的刊刻風

格，也揭露出刻工彼此間刊刻技術的落差，黃應渭與黃應義的刊刻技術顯然遜於

石林居士序本中其他五位刻工，前者刊之線條較為平板，後者則流露出較多刀鑿

的痕跡。 

石林居士序本中沒有刻工落款的十幅插圖，依據插圖刊刻的風格來判別，個

別插圖的刊刻風格別與黃德修、黃一鳳、黃端甫、黃應渭十分近似。那麼為什麼

這些插圖沒有具名呢？或許是因出自，這些插圖為黃德修、黃一鳳、黃端甫、黃

應渭等人的徒弟所做，因此呈現出與師父相近的風格。 

另外，奠定在刻工風格研究的基礎下，可以回答刻工身分的問題。石林居士

序本的七位刻工中，黃端甫與黃翔甫未載於族譜中，過去學者多以黃翔甫、黃端

甫多與何人一起刻書，以及概略的以「作風」，認為黃翔甫為黃一鳳；黃端甫為

黃一楷、黃一彬、黃應光其中之一人184。承繼前人研究的成果，藉由仔細的分析

石林居士序本中各個刻工刊刻的風格，並且聯繫刻工所參與刊刻的其他作品，再

加上刻工落款的習慣，幾乎可確定「翔甫」可能為黃一鳳的字或號，而「端甫」

很可能為黃一楷的字或號。 

 

第三節、 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刻其他書籍情形之考察 

                                                 
183

 大陸學者董捷即對此一現象提出反思，他認為刻工並非當代藝術中的版畫家，只有極少數的

刻工參與繪稿，刻工對版畫的風格沒有主導能力，一名合格的刻工絕對不可能在刊刻插圖時展現

出自己的風格，具主導能力的當為書坊主人，因此提出只有在某地刊刻的版畫，而無某地域風格

的版畫。他認為刻工研究，可從版刻的技法以及刻工生平兩方面考察。董捷，〈明末版畫創作中

的不同角色及對「徽派版畫」的反思〉，頁 17-28；董捷，《明末湖州版畫創作考》，頁 152-153。 
184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112；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7；劉尚恒，《徽州

刻書與藏書》，頁 154。 



54 

經過以上仔細比對各個刻工刊刻相同物象所顯現出的不同差異，一方面確立

了每一位刻工都有自己的刊刻風格，另一方面，此種差異的存在，也顯示出刻工

沒有亦步亦趨地遵循繪稿，很可能刻工在刊刻繪稿時，在畫面較不重要處，在依

循畫稿的原則下，可以刊刻得較為自由。那麼這種現象是否會因為刻工刊刻不同

書籍而有所差異呢？此以下進一步考察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刊刻其他書籍插圖之

情形。 

一部書的刊刻往往由多人一起合作，許多書籍中僅於序文中留下刻工落款，

當今研究者也據以將書中全部插圖歸為該名刻工所刊，這樣的歸類方法固然便於

分類、論述作品，卻不適合用於刻工刊刻風格的考察。185另外，在一部書籍中，

如只有極少數的插圖有刻工落款，會限於畫面中可以比對的物象過少，而難以察

覺出畫面中因刻工而造成的差異。以下選擇作品，以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刊刻之作

品為對象，選取在一書所有的插圖中，刻工落款比例較高的書籍為研究對象，186

以書籍為單位分述。藉由考察同位刻工在不同書籍中的刊刻的情況，除了能夠對

刻工的風格有更深入的理解外，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出版品是否會影響到刻工刊

刻時遵循畫稿的程度？以及刻工間如何相互配合？最後再回到石林居士序本，更

能將之放入適當的脈絡之中。 

一、 泊如齋《閨範》 

《閨範》為呂坤（1536-1618）所撰，書成於 1596 年，為呂坤有感於當時社

會不重視女子教育，坊間女教書不易閱讀，特別為女子編纂是書。187《閨範》一

書後捲入妖書案，呂坤因此辭官回鄉。188泊如齋《閨範》刻於徽州，新安佘永寧

有感世風日下，閨閣女子亦需要典範，故欲重刊呂坤《閨範》，並獲得友人吳允

清襄助資金，然甫鳩工吳允清便亡故，刻書一事停擺，幸而輾轉獲得吳允清之母

幫忙請託長媳諸人出資，後又獲得佘永寧仲女弟幫忙，終於成書。 

今存泊如齋《閨範》為康熙年間補刊之版本，原書成書時間眾說紛紜，一般

認為從 1612 年至天啟（1621-1627）、崇禎（1628-1644）年間皆有。189記敘最為

                                                 
185

 如戴岳弦以黃一楷在《素娥篇》序言第一面的落款為據，於圖版的說明中將插圖的刊刻歸於

黃一楷。然比對插圖中的物象，如樹葉的刊刻，相同的樹葉在不同幅的插圖中，流露出刊刻品質

上的差異，因此以序言上的刻工落款為據，將插圖也掛在該名刻工名下，仍須多加考量。戴岳弦，

《明代春宮版畫之研究》（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史研究所中國美術史組碩士論文，1997），頁 126、

132。 
186《狀元圖考》在明、清都不斷地被翻刻，現存比較重要、品質較好的版本為現藏於北京國家圖

書館的明刊本，收錄的狀元事蹟至萬曆四十二年（1614），以及台灣國家圖書館清季增修本。據

筆者觀察，兩本應皆為翻刻本。明刻本在插圖上保留了較多原本的刻工姓名，與配圖狀況，清刻

本則有王玉生重修插圖。因此《狀元圖考》雖然插圖上留下了不少刻工落款，卻不適合用以做刻

工刊刻風格的比對。 
187

 呂坤，《閨範》，〈閨範序〉，收入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一二九》，頁 129-479。 
188

 妖書案始末見蔡昀倢，《呂坤《閨範》女子教育觀之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

論文，2008），頁 44-47。 
189

 此書成書年代眾說紛紜，周蕪敘述為 1612 年；K. Carlitz 在文章中將之定為 1618 年，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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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盡的為周蕪，他詳述此本為黃應澄所繪，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泊如齋書坊

的後代子孫購得版片，請黃氏刻工黃建中等人補修。筆者查閱到的泊如齋《閨範》

為鄭振鐸藏本與台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本子，其中無繪稿者與成書

年代的記載。然而根據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中所引之泊如齋《閨範》插圖，

似比鄭氏藏本、中研院本保留了更多明季刻工刊刻的插圖，190可推測周蕪看到的

版本可能較鄭氏來的更完整，當另有所據，故採納周氏所說之繪稿者為黃應澄，

書成於 1612 年。 

該書中留下了許多刻工落款，含清代補刻，黃氏刻工總共跨越四世，參與原

刻本的應為第二十六世有黃應淳、黃應沐（1581-1640）、黃應渭三兄弟，以及黃

伯符（1578-1642）、黃應祥兄弟（1591-？），第二十七世有黃一楷、疑為黃一楷

字或號的黃端甫、191黃君蒨（疑為黃一彬）；清季補修應為第二十八世黃建中

（1611-？）、黃用中（1644-1706）、黃方中（1650-？）、黃亮中（1673-？），與

第二十九世黃師教（1675-？），還有不可考的元則、玄、迪、宇、允、文、養等

人。雖然周蕪指出黃建中參與了 1690 年的清季重刻，然其時他若在世，已高齡

七十九歲，是否能參與此次重修？但泊如齋《閨範》成於 1612 年，黃建中年方

一歲，亦不可能參與《閨範》刊刻。該如何解釋黃建中的狀況呢？事實上，《閨

範》很可能不只重修了一次，192如此便能解釋黃建中參與刊刻的情況。 

刻工的合作方面，黃應淳三兄弟與黃伯符兄弟彼此為堂兄弟，然與黃一楷兄

弟關係很遠。似乎兄弟常常會一起刻書，然而彼此合作的刻工，親屬關係不一定

                                                                                                                                            
明依據；錢伯城以佘永寧在序文中稱呂坤為昭代元老，推論書刻於天啟至崇禎年間；薛冰則提出

泊如齋只營運到 1626 年，故以之為下限；其他王光宜、凌玉萱、陳曉昀等人則普遍援引錢、薛

兩人的說法。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58；錢伯城，〈閨範跋〉，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中

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9），頁 1-3；薛冰，《插圖本》（南京：江蘇

古籍，2002），頁 142-144；王光宜，《明代女教書研究》（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9），頁 60-77；凌玉萱，《在訓誡與消遣之間-晚明女教插圖本書籍系列研究》（國立中央大

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13-25；陳曉昀，〈明代女教書中的復仇、性別與倫理〉，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7（2010），頁 85-86； K. Carlitz, “The Social Uses of Female Virtue 

in Late Ming. Editions of Lienü Zhu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 (1991 ), p. 125. 
190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圖 70〈木蘭代戍〉插圖版心下方留下「暘谷」落款，暘谷即為黃應

淳。在鄭振鐸藏本與中研院藏本中，〈木蘭代戍〉的木版已不同，也未留下刻工落款。周蕪，《徽

派版畫史論集》，頁 24。 
191

 根據周蕪的紀錄，黃一楷亦有參與《閨範》的刊刻。台灣可見的泊如齋《閨範》有兩個版本，

皆為清代補刻的版本。一為《中國古代版畫叢刊》所影印的鄭振鐸藏本，另一為中央研究院傅斯

年圖書館所藏，兩本皆無黃一楷的落款。但是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中所刊載的《閨範》〈木

蘭代戍〉的版心上有黃應淳的落款，台灣兩本《閨範》〈木蘭代戍〉的版片與周蕪所刊登的不同，

亦無黃應淳落款，因此周蕪調查到的《閨範》版本應該保留了較多明季刊本的原貌。故黃一楷應

有參與《閨範》。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58。 
192

 考察周蕪於《徽派版畫史論集》、《中國版畫史圖錄》刊登的〈木蘭代戍〉一圖，以及台灣可

見的清季補修的《閨範》中的〈木蘭代戍〉。三圖皆出自不同版片，《徽派版畫史論集》中刊登的

品質最佳，次為《中國版畫史圖錄》刊登的〈木蘭代戍〉，清季補修的《閨範》的〈木蘭代戍〉

應是翻刻《中國版畫史圖錄》中的而來，因此《閨範》重修的次數可能不只一次。三個不同的〈木

蘭代戍〉見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24；周蕪編，《中國版畫史圖錄》（上海市：上海人民

美術出版社，1988），頁 121；呂坤，《閨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4），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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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近（表 3-3）。黃一楷兄弟雖居住於杭州，亦參與了此次徽州的刊刻工作。刻工

在《閨範》中的落款，包括插圖內部邊框周圍，以及版心下方，不同於石林居士

序本、《古雜劇》的是，《閨範》的刻工除了在插圖上有落款，亦見於正文版心，

如黃應祥共在書中留下了十個落款，兩次在插圖上，八次在正文版心。每位刻工

的分工狀態皆不盡相同，似乎有人只負責插圖或正文中其中一項，有人兩者皆刊

刻（表 3-4）。 

該書現存版本雖為清代補修，內有明、清季刻工落款，然比較明季與清季刻

工落款的插圖，兩者刊刻的品質有明顯的落差，明季刻工刊刻品質較佳。如以黃

用中所刊〈齊孝孟姬〉（圖 3-39）為例，在山石方面，石頭塊面的交界處有大面

積的黑色不規則區塊，黑色區塊中有許多白色的鏤空，顯露出明顯的刀鑿痕跡，

黑色區塊為何種筆墨效果亦交代不清，也許此時因審美觀的改變已經不那麼強調

筆墨效果，但從刊刻的功力來說，也不如明季刻工。對比明季刻工黃應祥所刊的

山石（圖 3-40），同樣為石頭塊面的交界處有大面積的黑色不規則區塊，然而黃

應祥藉由仔細經營筆墨邊緣微微地不平整、線條的頓挫與飛白，清楚刊刻出此處

為墨筆側筆皴擦的效果。清季刻工們自身刊刻水平雖有好有壞，然明季刻工刊刻

品質較清季刻工來得好很多。 

再加上黃端甫的刊刻風格與石林居士序本中的刊刻風格吻合，同樣重視表現

筆墨諸多變化，使我們相信現存的明季刻工插圖是可靠的。以〈梁氏重生〉（圖

3-41）中的夾葉樹與岩石為例。首先在夾葉樹的部分，在結構上，以六片葉子構

成一組，每一片葉子皆以靠近葉柄處聚合，在線條方面，除了照顧到勾勒的筆法

如收筆時的回勾，最重要的是刊刻出筆墨自然的弧度與粗細變化；在樹幹的刊刻

方面，則以〈周迪之妻〉（圖 3-42）為例，樹皮皴法注重線條的粗細變化，以及

筆墨彼此交疊、互相融合的效果；在山石（圖 3-41）的表現上，可以看到黃端甫

刊刻的特色，即特別強調連續起伏的的線條。在在都與石林居士序本中的刊刻風

格吻合。 

《閨範》和石林居士序本相同，一樣是在樹、石的刊刻上最能吐露出因不同

刻工而產生的差異。樹木方面，如將黃端甫刊刻的樹幹（圖 3-42）在明季刻工刊

刻的插圖中，尋求相似的樹幹來比對，相似的樹幹有黃元則所刊刻的〈晉弓之妻〉

（圖 3-43），兩圖中的樹同為柳樹，相較下黃元則所刊刻的樹幹，不論是輪廓線

和樹皮皴線皆較為單薄，特別是樹皮皴線，位於右手邊的柳樹，在該柳樹樹幹下

半部的樹皮皴線，幾乎為粗細相同的細線，看不到因運筆而產生的筆墨變化。山

石部分，尋找和黃端甫所刊之岩石（圖 3-41）相近之黃廷芳所刊之〈曹娥求父〉

（圖 3-44）與黃元則所刊之〈鮑桓夫妻〉（圖 3-45）予以比對。黃廷芳所刊之岩

石不若黃端甫強調皴線因施力的不同而產生出至粗而細再粗的變化，以及墨線邊

緣微微的顫抖，黃元則所刊之岩石亦不若黃端甫來得強調上述特徵。似乎《閨範》

的刻工在刊刻樹石時，亦沒有亦步亦趨地跟隨畫稿，呈現出與石林居士序本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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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即在畫面較不重要處，在依循畫稿的原則下，可以刊刻得較為自由。 

二、 顧曲齋《古雜劇》 

《古雜劇》為王驥德（？-1623）所編選，共二十種二十卷，現存插圖計六

十五幅，193王驥德顧曲齋刊行，書肆位於杭州，194時間約為 1619 年。195
 刊刻者

共為虬村黃氏第二十六世黃德新、黃德修，第二十七世黃一楷、黃一鳳，不明的

刊者則有黃翔甫、黃端甫、黃庭芳，196以及方。除黃德新、黃庭芳、方三人外，

其他刻工皆有參加石林居士序本的刊刻，《古雜劇》與石林居士序本重複的刻工

相當多。在所有的刻工中，黃德新、黃德修為兄弟，黃一楷與黃一鳳為第二十三

世同宗的堂兄弟，黃一楷、黃一鳳，及黃一楷之弟黃一彬，三人皆住在杭州，常

常合作刊刻書籍。 

《古雜劇中》刻工的落款多為兩個字不含姓的名或字、號，或單一個字，然

有部分例外，分別為黃一楷、黃一鳳兩人共計三張圖落款全名，及黃一鳳與黃翔

甫以「印章」代替落款（表 3-5）。落款書體為楷書，字體小於正文雙行小字，多

位於插圖內部靠近邊框處。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以「印章」代替落款的方式十分

特別，雖然在黃氏刻工刊刻的作品中，亦可看到刻工刊出「印章」者，但皆伴隨

有刻工落款，「印章」即鈐在名字下方，如在《古雜劇》中，黃一鳳於〈唐明皇

秋葉梧桐雨〉第二幅插圖的落款下蓋有「鳴岐」方印正是這樣的做法（圖 3-46）。
197然而在一幅插圖上，僅鈐上刻工的印章而無落款，卻只見於顧曲齋《古雜劇》

黃一鳳（圖 3-47）與黃翔甫（圖 3-48、圖 3-49）。從石林居士序本與《古雜劇》

刻工刊刻風格的考察得知，黃翔甫很可能為黃一鳳，因此以鈐印代替落款很可能

指向這是黃一鳳的特殊作法。事實上，在版畫插圖中，當印章單獨出現而未伴隨

鈐印人的簽名落款時，很多時候表示著此圖為鈐印者所繪。如在同為黃氏刻工刊

刻的作品中，由丁雲鵬繪稿，黃氏奏刀的《方氏墨譜》（11588）、《程氏墨苑》

（1605），以及程起龍繪稿的《女範編》中，插圖上即分別鈐有繪稿者丁雲鵬、

程起龍的方章，特別是在《女範編》中，程起龍方章旁還留下了黃氏刻工的落款

（圖 3-2）。由於黃一鳳確實具有繪稿能力，因此他特殊的落款方式不但使他在刊

                                                 
193

 根據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所載，顧曲齋《古雜劇》所出的元曲遠多於今存，此外，北京

圖書館所藏顧曲齋《古雜劇》，其中有不少缺葉，不排除缺葉部分有插圖。杜信孚，《明代版刻綜

錄》，頁。 
194

 根據葉樹生、余敏輝的研究，顧曲齋位於杭州，然而葉、余將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也視

為王驥德出版，不知何據。葉樹生、余敏輝，《明清江南私人刻書史略》（合肥，安徽大學，2000），

頁 51。 
195

 顧曲齋《古雜劇》一般在古籍書目、版畫圖錄上皆定為 1619 年之作。實際翻閱《古雜劇》，

並無紀年。由於其版畫風格與石林居士序本十分接近，1619 年應相當可信。 
196

 不知與泊如齋《閨範》刻工黃廷芳是否為同人。由於黃廷芳在泊如齋《閨範》中刊刻的插圖，

以及黃庭芳在顧曲齋《古雜劇》中刊刻個插圖均不多，可比對的物像較少，亦難以從刊刻風格上

判斷。 
197

 這樣的例子還有黃應光於 1611 年鐫刻的《徐文長評北西廂記》，落款為「黃應光鐫」，其下有

一方「觀父」印章，觀父為其字。圖版可見於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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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古雜劇》的中刻工中顯得十分特別，更可能指向他是《古雜劇》的繪稿者。 

以下以石林居士序本和《古雜劇》中重複的刻工為對象，考察《古雜劇》中

刻工刊刻的情況，與石林居士序本狀況十分相同，在樹、石的刊刻方面，刻工的

風格清晰可見，並且刊刻風格與石林居士序本吻合。由於《古雜劇》插圖中的夾

葉樹葉子多較小，又受限於現代出版品重新複製的印刷品質，樹幹質地的刊刻有

糊在一起的現象。198因此，以下選取岩石的刊刻來說明《古雜劇》中刻工刊刻的

狀況。同時，每一位刻工從刻工刊刻的多幅插圖中，選取一幅最能表現其刊刻特

色者為代表。岩石的刊刻方面，黃一鳳（圖 3-50）刊刻山石，起筆常常為明顯的

三角形，線條邊緣平滑、銳利，線條整體感覺相當挺拔，在可能為黃一鳳字、號

的黃翔甫（圖 3-51）刊刻的岩石中，可看到相同的特質。黃一楷（圖 3-52）著

重表現筆墨的諸多變化，展現在畫面上為注意到起筆形狀的變化、線條的微微連

續起伏、線條粗細的變化較劇烈，尤其注意線條轉折處的按壓，與黃一楷風格接

近的的黃端甫（圖 3-53）所刊刻的岩石中流露出相同的特質，此處所舉的〈臨江

驛瀟湘夜雨〉第二幅插圖特別能看到黃端甫著重表現皴線連續微微起伏，也由於

此特質，其所刊山石在視覺上特別有繁密感。黃德修（圖 3-54）主要以掌握起筆

按壓、線條轉折，與線條粗細的變化來表現出筆墨特質，線條予人流暢感。 

三、 《青樓韻語》 

《青樓韻語》刊於 1616 年，為張夢徵彙選摹相，朱元亮輯注校正，共四卷，

每卷收有三幅圖，共十二幅。插圖由黃氏刻工第二十六世黃應秋，與第二十七世

黃一彬，何參與石林居士序本的刻工黃端甫，人共同合作刊刻。《青樓韻語》的

文字主要分為兩部分，一為收錄青樓人情世故的《嫖經》，另一為收錄歷代、當

代名妓的詩文。《青樓韻語》結合較為低俗的《嫖經》以及風雅的名妓詩文，配

上由張夢徵繪製的精美插圖，雅俗合流的文本搭配上精緻的插圖，很可能是一本

針對中上階層男性所作的青樓指南。199值得注意的是，《青樓韻語》在企畫上對

於插圖本身的強調。〈凡例〉之前，有鄭應台〈韻語畫品〉，開頭即言明：「予閱

世所刻名公畫譜，未嘗不齷齪，廢卷為名公稱屈…。」200先打壓坊間畫譜，再大

大地吹捧張夢徵，謂張夢徵繪圖正如同蘇軾之胸有成竹，強調出插圖之精妙不

凡；張夢徵〈凡例〉最後一條寫道：「圖像仿龍眠、松雪諸家。豈云遽工。然刻

本多謬稱仿筆，以誣古人，不佞所不敢也。」201同樣是對圖像的強調，表達筆筆

來歷皆有所據，不敢妄稱，和坊間其他刊物劃清界線。〈韻語畫品〉、〈凡例〉強

                                                 
198

 若據古籍所製成微縮資料加以印製古籍，印刷出來的效果常常會有線條變粗的狀況。現代出

版的版畫印刷品多為黑白印刷，然而古籍常有泛黃、斑駁，或蟲蛀等現象，印刷往往需經過明暗

對比調整才能送印，卻會因此失真、喪失細節。石林居士序本、《古雜劇》皆以極細緻的線條刊

刻而成，印刷更是困難。 
199

 李曉寧，《晚明風月文化：以《青樓韻語》為探討核心》（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系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9），頁 1-2、106-110。 
200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4（上海：上海古籍，1994），頁 19-20。 
201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4，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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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為張夢徵所繪，並且插圖不凡，在此狀況下，刻工刊刻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青樓韻語》為虬村黃氏第二十六世黃應秋與二十七世黃一彬，及身分未詳

的黃端甫所刊。本書的刻工黃應秋（1587-？）、黃一彬，據族譜所載，皆住在杭

州，因此《青樓韻語》被認為是杭州的出版品。202黃應秋長黃一彬一輩，然年齡

小黃一彬六歲，兩人在族譜中關係遙遠。203黃應秋刊刻了〈六觀居士跋〉、〈韻語

畫品〉，以及一幅插圖，落款位置分別在跋語第一面的版心下方、〈畫品〉第一面

板框內右下角，以及插圖右面的版心下方，皆署「黃桂芳刻」，桂芳即其字。黃

一彬刊刻兩幅插圖，一幅落款於插圖左面版心下方，署「黃一彬刻」，一幅落款

於畫面右上角的建築物上，署「黃一彬」。黃端甫刊刻四幅插圖，其中三幅落款

於插圖左面版心下方，署「黃端甫刻」，一幅落款於畫面左上角空白處，署「黃

端甫」（表 3-6）。閱覽插圖時，三人的名字清晰可見。 

考察三人所刊刻的插圖，幾不見因刻工所造成的差異，只有在畫面細節處略

見端倪，以山石的刊刻為例（圖 3-55~圖 3-57），張夢徵所繪的山石以均勻的線

條勾勒山石輪廓，在山石塊面的交界處施以密集的皴點，山石與人光影強烈之

感。三人所刊刻出的山石均非常近似，只有仔細的觀察皴點的形狀與佈排才能分

辨出差異。黃應秋刊刻的皴點（圖 3-55）大小錯落有致，形狀也有所變化，如有

的點較圓、有的稍長，皴點不規則地佈排在岩石塊面上；黃一彬所刊的皴點（圖

3-56）較圓，大小相近，皴點的佈排較規整；黃端甫的皴點（圖 3-57）則較長，

皴點佈排規整的程度介於黃應秋、黃一彬兩者間，但排列得較密集。刻工在刊刻

《青樓韻語》插圖時需傾盡全力忠實於畫稿，只有在細節的刊刻上會流露出刻工

的個人風格，但並不明顯。而從黃一彬與黃端甫在版刻細節表現的不一致，似乎

指向黃一彬與黃端甫為兩個人。 

考究插圖上的其他細節，也有不一致的現象。再以竹葉的刊刻為例說明，黃

一彬刊刻竹葉（圖 3-58），較注意葉緣圓轉的弧度。黃端甫刊刻竹葉（圖 3-59），

葉子輪廓線則較直，特別是一組竹葉中左、右最上方的兩片葉子，常常被刊刻成

三角形，此種三角形的竹葉在《青樓韻語》黃端甫所有刊刻的竹子中均可見到，

更證實此為黃端甫的刊刻習慣。 

反觀石林居士序本、《古雜劇》中黃端甫刊刻的細點也排列得特別緊密，可

說是在不同的作品中，顯露出了黃端甫相同的偏好。雖然《青樓韻語》的畫稿與

石林居士序本、《古雜劇》差異很大，難以將前者與後兩者已個別物像加以比對，

不過藉由刊刻時共同的傾向，如上述對刊刻特別密集的點的興趣，在一次證實黃

端甫、黃一楷刊刻的特質確實非常相近。 

《青樓韻語》不論在〈韻語畫品〉、〈凡例〉中皆顯露出企劃者對插圖極為重

                                                 
202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42、44。 
203

 根據張國標引自族譜的世系表中，兩人至早第二十三世即非同源。張國標，〈簡論徽派版畫黃

氏家族等主要刻工〉，頁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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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實際觀察插圖，黃應秋、黃一彬、黃端甫三位刻工所刊的插圖，差異極小，

僅有在畫面上的細節，如山石皴點、竹葉等處可看出刻工風格，比起石林居士序

本來說，更忠實地刊刻畫稿。 

藉由比對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在《閨範》、《古雜劇》》，以及《青樓韻語中刊刻

的情況得知，同一位刻工在參與不同的書籍刊刊刻時，俱保持著相同的刊刻習慣

與刊刻風格。但是很可能隨著刊刻不同書籍時，出於書坊主人、編纂者對插圖刊

刻效果的特別要求，而影響到刻工刊刻時能夠發揮自我刊刻風格的空間。 

綜合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參與其他書籍刊刻狀況一覽表（表 3-7）的統計，以

及實際考察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刊刻其他部書籍的情況，可以獲得以下結論。首先

就工作的地點與工刻合作的情形來說。在工作地點方面，石林居士序本的刻工們

最常在居住地工作，然而亦會至外地工作。在合作方面，刻工們常常同時有兩代，

甚至三代的人一起參與同部書籍的刊刻，一組刻工中，不但血親常常在一起工

作，兄弟檔、堂兄弟檔、父子檔等，但血緣沒那麼親近的刻工也會一起工作，所

以宗族在連結刻工時可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從合作關係中，也可以發現刻工們有慣常合作的對象，如前述黃一楷、黃一

彬、黃一鳳三人常一起刻書。那麼是不是有工作團隊的存在呢？石林居士序本、

《閨範》，與《古雜劇》，繪稿者皆可能為黃氏刻工家族的成員，在圖文關係上，

石林居士序本與《古雜劇》也有相近的表現，也指向可能有插圖指導者的存在。

三作中不但有重疊的刻工，刻工在刊刻時又有能夠表現自我刊刻風格的空間，甚

至石林居士序本與《古雜劇》刻工在所插圖中落款的比率也均為四分之三。在在

顯現出相當近似的工作情況，很可能有工作團隊的存在。但在其中，也可以看到

隨著工作規模的不同，如石林居士序本全書為四十幅插圖、《古雜劇》為六十幅

插圖、《閨範》的插圖更高達一百五十幅，需要的人力也不相同，工作團隊的人

員也會有所變異。在組成上，如果以黃一楷、黃一彬、黃一鳳三人的合作來說，

這些人可能是團隊中的師傅，一位師傅或許還會帶一兩位徒弟，再加上可能的徒

弟，也許這個工作團隊達到六、七人，並會隨著工作規模的不同，加以增加人力。 

在刊刻的實際方面，一位刻工可以刊刻許多不同版畫風格的作品。如以黃一

鳳為例，他參與的插圖可以概分為三個版畫風格群組，包含屬於汪耕較早期風格

的玩虎軒《琵琶記》。以及汪耕風格較晚期，偏好極端拉長的人物與繁密的紋飾，

如起鳳館《西廂記》、《琵琶記》，與不知名書坊所刊之《新刻吳越春秋樂府》（《浣

紗記》）。還有與石林居士序本相近的版畫風格群組。顯見主導版畫風格的因素

確為畫稿。然而，一個刻工具有自己獨特的刊刻風格，如黃一鳳重視線條圓轉漂

亮的弧度，以及每個細節都交代得非常分明；黃端甫重視揣摩筆墨特質，傾盡全

力表現筆墨的諸端變化。同一位刻工在刊刻不同的作品時，都會流露出相同的刊

刻風格，惟根據刊刻個別書籍的不同情況，影響刻工刊刻時的表現餘地，如完全

地遵循畫稿，或者在小處刊刻得較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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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石林居士序本全書共四十幅插圖中有三十幅留下了刻工的落款，這樣高比例

地留下刻工落款，在黃氏刻工所刊的書籍中並不常見。大量的落款出現的原因可

能包涵許多層面，一則可以替書籍的刊刻品質擔保，成為書籍銷售的賣點之一；

另一則可能肇因於明代工匠地位的提升，使得刻工更有意識地要留下自己的姓

名。也正因為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留下了大量的刻工落款，成為研究刻工刊刻風格

的絕佳材料。經過梳理之後發現，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在畫稿較不重要處可以刊刻

得比較自由，這或許和當時工匠地位的上升息息相關，石林居士序本中每位刻工

都有清楚的個人風格，刻工與刻工間，則存在著技術高低的落差。接著透過考察

石林居士序本刊刻其他書籍的情況得知，主導版畫風格的是繪稿者所繪的稿，根

據刊刻個別書籍的情況，可能隨著書坊主人、編纂者的要求，刻工刊刻時遵循畫

稿的程度亦有所別，如黃端甫刊刻張夢徵繪稿的《青樓韻語》時，他可以發揮的

空間明顯小於石林居士序本、《閨範》，以及《古雜劇》。 

在確立了刻工具有自己的風格之後，當我們要回答徽派刻工刊刻線條的風

格，或許可以進一步考察更多刻工刊刻的實際情況，綜合刻工們刊刻風格的共同

特色。如石林居士本的刻工們雖然有各自不同的刊刻風格，卻也有共同的特徵，

包括以細緻勻稱的線條刊刻出人物，以及刊刻出筆墨的繪畫性。 

藉由考察石林居士序本刻工們工作的情況，得知刻工們有慣常合作的對象，

這些對象血緣不一定很親近可能宗族在連結刻工時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更令

人在意的是，藉由梳理石林居士序本、《閨範》，與《古雜劇》，三作不但繪稿

者皆可能出自黃氏家族，刻工們亦有所重疊，再加上刻工刊刻的實際情況亦非常

相近，似乎存在著一個由黃氏刻工家族組成的工作團隊。成員除了繪稿者、刻工，

透過前章中聯繫石林居士序本與《古雜劇》相近的敘事風格得知，可能還包含富

含文學素養的插圖指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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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版畫風格溯源 

在前章確立了畫稿才是主導版畫風格的主因之後，那麼，石林居士序本繪稿

者採取了什麼樣的風格？ 1600 年前後，以徽州地區為中心向外擴散，風行一種

精細繁麗的版畫風格，線條纖細圓轉。人物特徵為鵝蛋臉、瞇瞇眼、削肩，加上

修長、帶有微微 S 型曲線的身形。在屋宇、衣著等處，點綴細密的花紋。這種風

格的版畫被稱為「徽派版畫」，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一般被歸於此類。 

那麼，「徽派版畫」的定義為何？鄭振鐸在談論徽派版畫時，以「徽州刻工」

為中心，具有將徽州刻工刊刻的插圖納入徽派版畫的傾向。特別的是，鄭振鐸認

為刻工為當代概念中能刻善繪的「木刻畫家」。根據他對徽派版畫風格的形容，

似乎指向一種特定的風格，如他提出徽派木刻畫家作品的特點為布局雅致工整、

線條細膩勻稱、人物的身軀與臉容具有「譜子」，典型的徽派木刻畫為《古列女

傳》、玩虎軒《列仙全傳》等。204此種風格即為前述精細繁麗、線條纖細圓轉的

版畫風格。 

王伯敏在談論徽派版畫時，同樣以「徽派刻工」為中心，特別關注刊刻的技

術層面，如書中收錄了〈徽州刻工用具圖〉。王氏認為徽派版畫有獨特的風格，

惜未有進一步的闡述。不同的是，他明確指出明代版畫中繪畫、刊刻與印刷的關

係為「畫管畫、刻管刻、印管印」。205
 

徽派版畫的定義在周蕪處又有進一步的擴張。周蕪撰寫了第一本徽派版畫的

專著，《徽派版畫史論集》。他將徽派版畫的定義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指的

是徽州本土所刻印之版畫書籍；廣義則是將「徽派版畫」定義為徽人參與的書籍，

包含書坊主人、畫家、刻工。206周氏在《徽派版畫史論集》中採取了廣義的定義，

由於定義的範圍十分廣泛，晚明的版畫幾乎都壟罩在徽派版畫之下。207周蕪對徽

派版畫的風格特色為，「細密纖巧、富麗精工、典雅靜穆，有文人書卷氣，也有

民間雅拙趣味，可以做為文人的案頭讀物，也可以為村婦、書童所理解。」然而，

周氏也注意到徽派版畫存在著許多風格上的不一致，如杭州較為「秀麗華貴」，

蘇州較為「小巧纖弱」。208在研究重心方面，周氏的研究同樣以刻工為中心，很

重要的是考察了黃氏刻工的《黃氏宗譜》與其刊刻的書籍，奠定了堅實的研究基

礎。 

                                                 
204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98-100、105-106。 
205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85-97。 
206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11。 
207

 周蕪在《徽派版畫史論集》中雖然沒有明言他採取狹義或廣義的定義，但從書中架構與內容

觀之，很可能是選取了廣義的定義。如書中第四部份收錄了〈明代兩位出版家－－汪廷訥和胡正

言〉，兩人皆為在南京活動的徽州人，甚至胡正言所主持的重要作品－－《十竹齋書畫譜》和《十

竹齋箋譜》，參與的畫家、文人往往依照地緣，自南京、蘇州等地尋找，而非徽州人士。周氏之

所以能將汪、胡兩位出版家納入《徽派版畫史論集》，很大一部分應是取兩人為徽州人，故他所

採取的定義應是廣義的徽派版畫。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16-18。 
208

 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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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不同學者的研究，徽派版畫的定義也不甚相同，隨著徽派版畫定義範圍

的日益擴大，也使得問題更加複雜。本章所提及的徽派版畫，希望回到版畫風格

上來說，即是源自徽州精工、細密的版畫風格。學者業已注意到汪耕對於此種風

格的盛行，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209過去籠統地將石林居士序本視為徽派版

畫，然而在「徽派版畫」的大範圍下，仍然存在著許多差異。是否能在徽州版畫

大的範圍下分出次風格？石林居士序本的版畫風格特色為何？受到那些版畫風

格的影響？是否可劃分出一組與石林居士序本版畫風格相近的作品群呢？ 

 

第一節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版畫風格特色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人物、建築物以細緻、線條粗細均勻的線條勾勒而成，

相較之下，山石、樹木的線條則以具有厚度的線條勾勒，粗細變化較大。在畫面

局部小區塊，如人物的衣著、布幔、牆垣等處，飾以裝飾紋樣，適度的裝飾提點

出人物和場景的華貴。整體觀之，雅致不俗。以下說明石林居士序本插圖的風格

特色，作為進一步探討該本風格來源的基礎。 

一、 秀麗的人物 

石林居士序本的人物以極為纖細、粗細均勻的線條勾勒而成。除了特殊的角

色，如域外人士、判官與鬼卒之外，大部分的人物無論男女均為鵝蛋臉，以一道

線條勾勒臉的輪廓，惟女性的開臉較男性略窄一些（圖 4-1、圖 4-2）。五官排列

疏朗，平均地分配在臉上，眉毛以細弧線描繪，弧度不大，眉毛之間的間距較大，

有時眉毛會描繪得較短，僅強調眉尾的部分，眼睛亦為細弧線，眼角微微往上勾，

在接近眼頭處點上小黑點代表眼珠，沒有下眼框，鼻子以單線勾勒，成倒「7」

字型，嘴則為櫻桃小口。人物身形方面，多為削肩，男性身軀的寬度約為頭部寬

度的兩倍，特徵為腹部略為凸出；女性身軀特別窄，身軀的寬度約為頭部寬度的

一倍半，因而顯得特別頎長。人物頭身比例約為 1：5 至 1：6 左右。 

描繪衣服時，使用了許多圓轉、平滑的曲線，加以勾勒。以袖子為例說明，

第二齣〈訓女〉（圖 4-3）中站在畫面左方的杜麗娘的母親甄氏，她的袖子十分寬

大，在袖子垂墜處繪以三條連續的弧線，弧線長而圓轉，袖子顯得蓬鬆、帶有鼓

脹感。著意表現弧線漂亮弧度的做法，使得衣紋顯得十分優雅，帶有裝飾性。值

得注意的是，部分人物的袖子則使用方折的線條勾勒，如在第五十三齣〈硬考〉

（圖 4-4）中，一名士兵背對著觀者，伸出雙手跑向柳夢梅。他袖子的下緣以三

                                                 
209

 汪耕為汪廷訥主持的環翠堂繪有多部書籍，如 1600 年《人鏡陽秋》、1609 年《坐隱先生精訂

捷徑棋譜》，其他環翠堂所刊之《天書記》、《投桃記》、《三祝記》、《義烈記》、《彩舟記》由於風

格和汪耕諸作統一，鄭振鐸認為亦是汪耕所繪。汪廷訥常常居住於南京，黃裳注意到環翠堂的版

畫為南京地區注入了新風格；晚近，董捷認為汪耕所繪認為汪耕所繪玩虎軒《北西廂記》標幟著

一次版畫風格的轉變。黃裳，〈晚明的版畫〉，頁 120-125 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103-104；董捷，

〈《西廂記》插圖的繪刻者〉，收入氏著《明清刊《西廂記》版畫考析》，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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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連續的「ㄟ」字型線條勾勒，線條顯得較有力道，予人堅硬之感。此種以方折

的線條勾勒衣服的做法，往往用於窄袖的勾勒上適度地加入帶有方折的線條，使

得衣紋的表現更為豐富多樣，有效避免使用過多曲線所帶來的重複感。 

總的來說，人物小巧的臉容、削肩和纖細的身軀，顯得十分清秀。搭配上素

面的服裝和圓轉的衣褶曲線，並適當地調配略帶方褶的線條，整體雅致秀麗。 

二、 富有繪畫性的的山石、樹木 

在石林居士序本全書的插圖中，幾乎每幅都有山石、湖石，加上石林居士序

本插圖善於經營場景，亦有以山石為畫面要角的插圖，山石和湖石在石林居士序

本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山石與湖石，可以依據皴法的有無分成兩類，一類以墨線

勾勒輪廓，不施皴法，特別強調石頭特殊的造型。以第三十五齣〈回生〉（圖 4-5）

中的湖石為例，首先，在畫面左邊的湖石最上方以中央長條狀的石頭為基準，向

外堆疊一層層的岩石，沿著石頭的交界面，則用短弧線勾勒出一排小石塊，整體

看起來湖石中央最為突出，高度由中央向外依次遞減，加上不規則連續起伏的波

浪邊緣，湖石的形狀宛如花朵一般。花朵狀石頭的下方，則以同樣的起伏線條勾

勒半圓形的岩石區塊，半圓形的岩石區塊彼此交疊。接著，在畫面右邊杜、柳兩

人身後的湖石，一樣可以看到沿著石頭交界面鋪排的小石塊，小石塊的造型以兩

道波浪起伏的線條勾勒，在線條中央處稍微凹陷，十分特別。湖石輪廓以帶有厚

度的線條勾勒，隨著湖石邊緣波浪起伏，可以清楚地看見線條提起、按壓等粗細

變化，線條顯得有彈性、具律動感。 

另一類為有施皴法的山石，這些山石包含許多不同的皴法，共同點為皴法線

條厚且具有粗細變化。以第六齣〈悵眺〉（圖 4-6）為例，該幅插圖描寫的大面積

的山景。樓閣下方的山石在結組方面，以中央的山脊為中心向周圍層層堆疊，沿

著山脊邊緣環繞一排排不規則的小塊面，小塊面的形狀多為中間凹陷、兩邊微微

高。向外堆疊一層山體之後，繼而又沿著邊緣重複排列一排排不規則的小塊面，

整體而言，山石有明顯的層層相疊之感，山脊顯得最為突出。岩石以中間最高，

漸次向周圍層疊往後推的結組的方式，以及小塊面的形狀，都與〈回生〉湖石十

分相近。山石輪廓線以轉折分明的線條勾勒，同樣可見提筆、按壓等造成的粗細

變化，山體上施以排列疏朗的皴線，皴線為短直線，起筆形狀為三角形，收筆十

分尖銳，形狀如釘子一般。轉折分明的輪廓線搭配上挺拔鋒利的皴線，使得山石

有堅硬感。 

又以第四十五齣〈寇間〉（圖 4-7）為例，以畫面中三角形的山體來說，山脈

相連，從遠方層層往前推進。〈寇間〉的山石以圓弧的線條勾勒山體輪廓線，線

條長又富有彈性，線條隨著弧度漸漸由粗到細再粗，每條線條皆交代得很清楚，

從起筆的按壓以至尖細的收尾。皴線同樣以弧線描繪，皴線多為弧形，彼此或平

行、或交錯，相當有律動感。由於〈寇間〉的山體形狀圓潤，加上不論輪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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皴線皆為圓弧的線條，整體感覺較平緩、鬆軟。可以說，石林居士序本的山石在

視覺效果上，可以清楚的看出筆墨運行的軌跡，線條使用的十分活潑，並且依據

不同的地貌施予線條和皴法，營造出不同的山石質地。 

石林居士序本的樹木姿態十分漂亮，以第一齣〈言懷〉（圖 4-8）中盈滿畫面

的巨大柳樹為例，柳樹的主幹先向左彎曲，復而向上伸展，形成「S」型的曲線。

藉由枝與枝的交疊，可見出樹枝的前後關係，但在出枝時，較少向前後展開，主

要向左右伸展出圓弧、拖長的柳枝，柳枝彼此交錯，層層枝條區隔出一格格小空

間，顯得十分漂亮又富有變化。如此作法雖然使柳樹較為平面，但更能凸顯出柳

樹漂亮的樹型，以及優雅的拖枝，再加上樹身的旋扭，整株柳樹姿態妍麗。樹身

分佈著姿態各異的樹瘤，樹瘤的開口處一圈留白，中央塗黑表現出樹瘤往下凹陷

的樣子，對比上樹身上細密地佈排著樹皮紋理，樹瘤更顯鮮明、突出。樹幹輪廓

以帶有頓挫的線條勾勒，表現出凹凸不平的樹皮，值得注意的是一條條的樹皮紋

理，以細緻的線條勾勒，並帶有微微的抖動與起伏，並清楚可見線條的粗細變化

與頓挫，不規則的線條有效地傳達出出皮表面粗糙的質感。姿態漂亮的樹木，搭

配上仔細經營的質地，以及帶有厚度、變化多端的筆墨，更添雅致感。在描繪樹

葉時，如在第五十齣〈鬧宴〉前景的夾葉樹中（圖 4-9），樹葉亦以帶有厚度的線

條勾勒，隨著筆墨的勾勒，樹葉末端往往線條較粗，並且可以看到墨筆的回勾，

在視覺上樹葉不但具量感，也帶有筆墨的趣味。 

山石、樹木以帶有厚度的線條勾勒，隨著運筆的提起、按壓，線條粗細變化

豐富，並帶有律動感，充分顯示出筆墨趣味，看起來十分生動。這樣的做法帶有

比較強的繪畫性，在視覺效果上亦予人雅致之感。 

三、 多角度變化的雅致場景 

石林居士序本的場景十分雅致，屢見繪稿者用心地經營。若以畫面中的人物

大小來判斷畫面與觀者之間的距離，一般來說人物約占版框高度的三分之一到四

分之一間（圖 4-10~圖 4-14），少部分插圖人物在畫面中所佔的比例很小，彷彿

從特別遠距離觀看（圖 4-15）。 

建築物陳設的角度有正面、以及向左、右斜側者（圖 4-10~圖 4-12），斜向

的角度很多，一般界於三十至四十五度左右，亦有極端傾斜者，如第二十八齣〈幽

媾〉（圖 4-13）的建築物極為傾斜，有一道幾近對角線的斜牆穿越過畫面中心。

多樣化的建築角度，使得插圖更富變化。此外，沿著版框周圍，常常配置樹木、

雲帶、山石的一角，以及屋簷等，使畫面有被框圍住的效果。閱讀畫面時，觀者

的視線彷彿透過這些物象觀看畫面的種種活動，因而也帶有窺視感。 

在室內的布置上，以第三齣〈訓女〉為例（圖 4-11），該場景為杜麗娘居住

的杜府。屋簷的下方飾著成排的立體環狀裝飾，裝飾以白描勾勒，兩環交疊設於

屋簷下方的空間中，再加上門前的欄杆上立著石獅，建築與人精緻之感。室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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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著屏風，其上張貼著山水畫，繪著平緩的洲渚，兩艘小船徜徉其間，這類畫作

令人想起文派第二代如文嘉、文伯仁的畫作，亦帶有文雅的氣息。屏風邊緣則妝

點以白底、六角形的四方連續紋樣，在視覺效果上顯得溫和。杜家為杜甫後人，

杜寶在朝為官，建築裝飾與小面積的裝飾紋樣適當地提點出杜府的氣派，搭配上

繪有洲渚、小船的畫作，更增添文雅的氣息，與書香世家的身分相襯，整體雅致

不俗。 

描繪室外場景時，以第三十五齣〈回生〉（圖 4-14）為例，該圖描繪為梅花

觀的後方的庭園。庭園的後方以幾道墨線勾勒出遠山的輪廓，提點出山景，右上

角飄盪著山間的雲霧，帶出寧靜、平和的氛圍。素色的欄杆與右下角潺潺流水劃

分出庭園所在的空間，流水上橫亙著小橋，更使庭園向外延伸出空間。庭園佈置

著宛如花朵一般的湖石，後方立著一顆巨大的梅樹，低矮竹子叢生其間。梅樹的

枝幹扭曲，樹枝極盡所能地往左右開展，姿態十分漂亮。湖石、梅樹以帶有厚度

的線條勾勒，提按、轉折等筆法清晰可見，特別是湖石以連續起伏的線條勾勒，

線條顯得十分有彈性又富律動感。更後方則為緩緩高起的土坡，沿著土坡以及整

個地面上遍布著許多小點，很可能為植被的表現，小點或大或小，活潑不呆板。

整體觀之，小橋流水、搭配上形狀奇特的湖石、姿態優美的樹木，提點出庭園小

巧旖旎的情調。山景的使用，以及富含繪畫性的樹、石，再搭配上竹子，畫面同

樣顯得雅致。 

石林居士序本的場景具有豐富的角度變化，在視覺效果上更形豐富。不論是

室外、或室內場景，藉由適度地使用裝飾紋樣，以及妝點文雅事物，再搭配上富

繪畫性的山石、樹木，畫面整體流露出雅致的氛圍。石林居士序本即使在版畫蓬

勃發展的萬曆時期，亦屬於不可多得的佳作。然而我們對它的了解很少，過去僅

籠統地視為徽派版畫。究竟此一風格從何而來？和徽派版畫的關係為何？  

 

第二節、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與徽派版畫重要繪稿者之關聯 

石林居士序本一般被視為徽派版畫，特別是石林居士序本中鵝蛋臉、瞇瞇

眼、頎長纖細的人物確實與徽派版畫密不可分。過去在談論徽派版畫時，學者們

注意到汪耕在徽派版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以汪耕風格的出現標誌著版畫風格

一次重要的轉向。210
 事實上，要探詢徽派版畫，除了汪耕之外，晚明大畫家丁

雲鵬亦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早在 1956 年，鄭振鐸就隱約注意到丁雲鵬的重要性，

既而提出，「丁雲鵬的名作容易誘發出徽派版畫中的高潮。」211可惜鄭氏的意見

未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那麼，丁雲鵬所繪的《養正圖解》對徽派版畫有甚麼樣的

影響？石林居士序本和徽派版畫中重要的風格有甚麼樣的關聯性？  

                                                 
210

 董捷，《明清刊《西廂記》版畫考析》，頁 23-28；周亮〈明刊本《琵琶記》版畫插圖風格研

究〉，頁 8-19。 
211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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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丁雲鵬《養正圖解》 

丁雲鵬，字南羽，號聖華居士，安徽休寧人，佛教徒，生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

卒年不詳。212長於詩，著有《丁南羽集》，惜不存。父親為丁瓚，以醫為業，雅

好藝術收藏，母親為汪碩人。213丁雲鵬曾拜於詹景鳳門下，214並與董其昌

（1555-1636）、陳繼儒（1558-1639）、汪道昆（1525-1593）、及紫柏尊者（1543-1603）

交往密切。丁雲鵬曾為多部書籍的插圖繪稿，是為著名畫家參與書籍插圖的先

聲。這些作品中有紀年者集中於 1583 年至 1594 年215，大部分由黃氏刻工奏刀。 

其中，吳懷讓本《養正圖解》（下稱吳本《養正圖解》）特別值得注意。沈德

符《萬曆野獲篇》中針對吳本《養正圖解》的出版有生動的描述。「乙未丙申（1595、

1596）間，焦弱侯為皇長子講官，撰《養正圖説》進之東朝，……。既而徽州人

所刻，梨棗既精工。其畫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飛動如生，京師真為奇

貨。」216這段話指出吳本《養正圖解》不但由徽州人所雕刻，品質精美，繪圖更

出自大畫家丁雲鵬之手，插圖十分生動，在京師相當受到歡迎。或許正因為廣受

歡迎，在之後為數眾多的書籍插圖中，常常可以看見使用《養正圖解》插圖的情

況，217有部分書籍插圖則可以看到受吳本《養正圖解》風格上的影響，這些作品

的跨度更長達二十餘年。 

《養正圖解》為焦竑（1540-1620）為皇長子所撰之教科書，收有六十則歷

朝皇帝的嘉行，每則事跡配有一圖，先圖後文。吳本《養正圖解》插圖均以勻稱

的細線勾勒，僅於人物的頭髮、帽子等處有小面積的黑色區塊。丁雲鵬所繪的人

物，臉型長而方，下巴多加以一道短弧線勾勒，臉腮豐潤。眼睛狹長，眼角微微

往上挑，以細線勾勒出上下眼眶，施以小點表眼珠。鼻子以單線勾勒，大而挺拔，

下接櫻桃小口（圖 4-16）。丁氏所繪之人物表情豐富，並且會經營個性化的人物，

                                                 
212

 一說 1628 年以後，一說 1638 年以後，不過兩種說法都沒有實際作品可供考證，現存丁雲鵬

記年最晚的為 1625 年《白馬駝經圖》，但根據 Oertling 的研究，他認為此圖紀年有問題，就畫風

而言，應屬於 1580 年代後期。Oertling 提出畫面右上角破損處應為丁雲鵬原落款處，破損後，

後人重題於畫面左下角，但將原「己丑」（1589）誤為「乙丑」（1625）。筆者也認為《白馬駝經

圖》因為早年之作，但就丁氏簽款習慣來說，落款於右上角殊不合理，但現存左下角之落款年份

處有破損，確實有錯誤的可能。然而畫作時間點方面，筆者認為可以再往前提。因此現存可靠的

紀年作品為 1619 年《樹下人物》，可為丁氏卒年上限，又根據董其昌《容臺集》（1630）中〈丁

南雨像贊〉的字可知，此時丁已亡故，1630 可為丁氏卒年下限。 
213

 丁父傳記為丁雲鵬友人汪道昆所作，收錄於其文集《太函集》中，丁母傳記為馮夢梅撰，收

錄於其文集《快雪堂集》。 
214

 詹景鳳稱丁雲鵬為「吾門人丁南羽」。 
215

 《方氏墨譜》（1583-1588）、《程氏墨苑》（1594）、《泊如齋重修宣和博古圖》（1588）、《泊如

齋重修考古圖》、《養正圖解》（1594）與《觀音三十二相》（1622 以前）。 
216

 沈德符，〈呂焦二書〉，《萬曆野獲篇》卷二十五，收於《筆記小說大觀二十九編》（台北：新

興，1979），頁 635-638。 
217

 《養正圖解》除了有吳懷讓本以外，還有由徽州書坊玩虎軒曾以汪耕風格重繪出版，圖像內

容雖有異動，但異動不大，稱為玩虎軒本。由於此時汪耕風格的影響力較大，其他版畫插圖在使

用《養正圖解》的插圖時，往往使用了汪耕風格來描繪。有時候很難辨認繪稿者看到的《養正圖

解》是丁雲鵬所繪的吳本，還是汪耕風格的玩虎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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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強調突出的額頭、顴骨等（圖 4-17、圖 4-18）。人物頭與身體的比例約為 1：5，

人物為斜肩搭配上壯實的身軀，整體身形顯得較為矮壯。 

丁氏描繪衣袍時，線條十分挺拔，部分衣褶略帶方折。其衣袍的特色之一為

特別寬大的衣袖，衣袖的寬度約占人物身長的三分之一左右，並且在袖子的垂下

處，往往特別鼓脹，呈現出袖子的垂墜感與重量（圖 4-16）。在描繪窄袖管時，

丁雲鵬會以衣褶將袖子區分成若干區塊，彷彿袖子被劇烈旋扭一般（圖 4-19）。

衣服的下襬，常見以若干平的圓弧線描繪，強調圓弧線連綿圓轉不絕（圖 4-18），

林麗江推論為援引自如顧愷之《女史箴》中喇叭狀衣服下襬的古老圖式。218
 

山石方面，僅有少數的山石施以佈排疏朗的短皴線以描繪山石質地（圖

4-20-1），大部分的山石為白描，以粗細均勻的線條勾勒輪廓（圖 4-20-2），在此

情況下，石輪廓更顯重要。丁雲鵬在描繪山石時，很可能先勾勒出山石主要的分

塊後，再於山石面與面的交界處佈排以長、短相間的弧線，藉以切割出小塊面，

這樣的作法一方可使面與面的交界更加清晰，營造出山石層層堆疊的空間感，另

一方面割出的小塊面亦能使山石看起來更豐富活潑。藉由安排山石的走勢與分

塊，層層堆疊的山石顯得動態感十足，加上丁氏長於經營不同造型的山石，更顯

山石變化多端（圖 4-21）。219在湖石的繪製上，同樣可看到丁氏對層層堆疊石塊、

安排具動態的走勢，以及形塑各種造型的興趣（圖 4-22、圖 4-23）。 

吳本《養正圖解》的樹木以樹幹最具有特色，雖然本書插圖多使用粗細均勻

的細線勾勒而成，然丁氏描繪樹幹時部分可見以略帶粗細變化的輪廓與樹皮紋

理，線條的起筆、轉折與頓挫相較畫面上的其他物象來說顯得更鮮明，可能藉以

表現樹皮粗糙的質地，這些紋理佈排疏朗，線條自由，使得整個樹幹的姿態十分

豐富（圖 4-24）。樹幹上的樹瘤形狀多渾圓，特別是以樹瘤為中心環繞若干圈線

條，更顯樹瘤凸出醒目。描繪梧桐樹時，樹瘤圓而凸出，幾乎兩兩對稱於樹幹上，

更是特別（圖 4-25）。 

人物身長約為版框高的三分之一左右，使得觀者彷彿從很近的距離觀看著人

物的種種活動（圖 4-26）。在構成畫面時，林麗江認為丁雲鵬的構圖雖不免重複，

卻很少使用「單元組構」的方式，可以看到丁氏製作插圖的苦心。220單元組構為

明代工匠製作版畫插圖時常常使用的方式，即是以許多小的單元圖像，如樹木、

門、牆垣、雲帶等等，藉由不同的排列組合加以組構出畫面。林麗江進一步指出，

相較於之前同為皇室教育書籍的《帝鑑圖說》插圖來說，丁氏所繪的背景較為簡

化，室內以簡單的屏風、桌椅提點出所在地為宮殿內部（圖 4-26），室外則以欄

杆、湖石等提點出所在地為庭園（圖 4-27）。簡單的背景，搭配上丁氏圖繪人物

                                                 
218

 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頁 182。 
219

 此一作法在丁氏稍晚所繪之《齊雲山志》更加鮮明，《齊雲山志》現代景印見魯點編，《齊雲

山志》（揚州市：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220

 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頁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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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援引的古代風格，加上丁氏常常會在室內一角陳列古器玩（圖 4-26），使畫面

具有高古的氣氛。221值得注意的是，於室內陳列古器玩雖是版畫插圖中常見的手

法，然而丁雲鵬之前參與過《泊如齋重修宣和博古圖》（1588）、《泊如齋重修宣

和考古圖》的製作，222因此不論在器物形制和紋樣的多樣化、精確性方面，都更

勝以往。 

丁雲鵬善於雕琢花紋，這樣的特質在他的繪畫作品中表露無疑，吳本《養正

圖解》也可以看到此一特質，全書的裝飾紋樣鮮少與其他先前的書籍插圖重複。
223這些紋樣為白底，在其上勾勒以線條，常以優美的曲線纏繞而成（圖 4-28、圖

4-29），或為四方連續的菱格紋（圖 4-30）。菱格紋雖然是徽派版畫中常見的裝飾

紋樣之一，丁雲鵬所設計的菱格紋卻彷彿由一塊塊立體的小磚塊拼貼而成，十分

特別，裝飾紋樣多飾於屏風邊緣、壁面、柱面、門扇等。白底的紋樣，加上在畫

面中所佔的面積不大，整體顯得相當素雅。 

綜觀吳懷讓本《養正圖解》插圖，全書插圖多以均勻的線條勾勒，人物表情

生動，造型富有個性，搭配上簡約的背景、古大師風格的援引、古器物的安排，

整體帶有高古的氛圍，全書插圖搭配以素雅的紋飾，亦十分相襯。在敘事成就上，

林麗江指出丁雲鵬藉由經營人物衣摺的弧度、姿態等處，細膩地傳達出人物的性

格、心思。224精美的插圖品質加上細膩的敘事風格，丁雲鵬繪稿的《養正圖解》

名動一時，筆者發現，丁雲鵬繪稿的《養正圖解》對徽派版畫中重要的汪耕風格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 汪耕風格與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插圖之關聯 

汪耕，字于田，活動於 17 世紀上半葉，歙縣人。生平事蹟不詳，為徽州書

坊玩虎軒、環翠堂、杭州書坊起鳳館等繪有多部書籍的插圖。有署名的版畫作品

有徽州書坊玩虎軒繪所之《西廂記》，環翠堂所繪之《坐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

（1609），以及杭州書坊起鳳館之《王李合評北西廂記》。玩虎軒、環翠堂、起鳳

館所出版的多部作品之插圖，由於風格和汪耕十分接近，也往往被學者認為是汪

耕所作，或者是汪耕風格之作品。225由於玩虎軒、環翠堂，以及起鳳館所刊諸作

插圖確實與汪耕十分近似，當可視為與汪耕風格關係極為密切的群組，此外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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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頁 187-188。 
222

 林麗江認為，丁雲鵬過去臨摹過的古畫，參與過的書籍插圖繪製，如《泊如齋重修宣和博古

圖》（1588）、《泊如齋重修宣和考古圖》，以及《方氏墨譜》、《程氏墨苑》，都成為丁雲鵬創作吳

本《養正圖解》時的養分。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頁 188。 
223

 由於丁雲鵬善刻畫花紋，這些裝飾紋樣或可能出於丁雲鵬的設計。然部分紋樣似乎可以在其

他的媒材上看到，如圖 4-28 以門扇周圍優美的曲線纏繞而成的紋飾常見於元青花。 
224

 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頁 188-191。 
225

 如鄭振鐸提出環翠堂諸樂府的插圖風格統一，看得出是汪耕所繪；周亮以玩虎軒《元本出相

南琵琶記》風格與汪耕所繪《元本出相北西廂記》極為相近，推測為汪耕所做；林麗江則認為玩

虎軒《養正圖解》風格與汪耕接近，可能是汪耕或學習他風格者所繪。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

畫史略》，頁 104；周亮，〈明刊本《琵琶記》版畫插圖風格研究〉，《藝術探索》（2009,02），頁

8-14+19；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頁 18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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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些未署名的作品對金陵等地插圖產生影響力，226因此以下討論汪耕風格

時，連同汪耕署名的作品，加上玩虎軒、環翠堂、起鳳館等未署名的汪耕風格的

作品，以及同樣與汪耕風格非常密切的真誠堂《古列女傳》、不明書坊的《樂府

先春》、《素娥篇》也一併納入討論（表 4-1）。這些作品，可考的年份約落於 1597

年至 1610 年間，以風格來分的話，可以分為三組，且三組的出現有時間先後的

關係，似乎能標示著汪耕風格的進程。 

（一）第一組汪耕風格 

屬於汪耕風格第一組的作品為由徽州書坊玩虎軒所刊刻的兩部作品，分別為

《元本出相北西廂記》（下簡稱玩虎軒本《西廂記》）、《元本出相點板琵琶記》

（1597，下簡稱玩虎軒本《琵琶記》），有汪耕署名的作品為玩虎軒本《西廂記》。

下文主要以有汪耕署名的玩虎軒本《西廂記》舉例，部分玩虎軒本《西廂記》圖

版較不清晰時，則以玩虎軒本《琵琶記》說明。 

人物的臉龐皆為鵝蛋臉，下巴與臉腮腺條連結處常見一道轉折，顯得下巴小

巧，臉腮豐潤，一般來說，女性的臉龐較男性稍窄（圖 4-31）。眉、眼以弧線勾

勒，眉毛彎曲弧度大，眉尾拖長，眼角微微上揚，在眼頭、或眼睛中段處施以小

黑點表示眼珠，狀如瞇瞇眼，眉距與眼距俱窄。鼻子以倒「7」字型勾勒，鼻翼

小巧秀氣，其下為帶著淺淺微笑的櫻桃小嘴。五官在臉部的分配上，有集中於一

側的現象，顯得臉腮處留下比較多的空白。整體來說，人物長相秀氣，面帶微笑。

人物頭與身體的比例約為 1：6，削肩、身軀窄長，上半身從肩部到臀部顯得特

別挺拔。男性的身軀約為頭部寬度的兩倍，特徵為有突出的小腹，女性身軀約為

頭部寬度的一倍半，因此雖然男、女的頭身比例相當，女性更顯頎長。 

衣服多使用平滑、均勻的弧線勾勒，使得衣服看起來十分柔軟，甚至帶有裝

飾感。如以衣袖為例，當人物的手正面伸向觀者時（圖 4-32），以半圓弧的線條

層層堆疊來描繪袖子的皺褶，使得袖子看起來特別蓬鬆柔軟，比起真實表達衣褶

的質量，繪者似乎更著意表現圓轉的漂亮弧線。側面描繪人物的衣袖時（圖

4-31），在袖子的下緣，施以三、四道連續的弧線，同樣表現出對圓轉弧線的興

趣。衣服多為素面，僅在領口、下擺、衣服邊緣等處有帶狀的紋飾，紋飾多為二

方連續，如連續的小花、或幾何紋樣等（圖 4-31）。適度的裝飾，搭配上衣服圓

轉如意的線條，顯得十分優美。 

山石、湖石以粗細均勻的線條勾勒輪廓，形狀不規則，並且帶有連續波浪起

伏，沿著大塊的石頭，形狀不規則小石塊一塊塊相疊環繞（圖 4-33），部分形狀

宛如花朵一般（圖 4-34）。描繪山石與湖石時，有單以輪廓線勾勒者，亦有使用

皴法者。常見在石塊交界面施以略帶粗細變化的短皴線，或者佈以細密的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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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明顯的是玩虎軒《琵琶記》翻刻本眾多，是十分受到歡迎的本子，特別是繼志齋除了翻刻

《南琵琶記》外，該書坊其他的插圖，亦採用了汪耕風格，足見汪耕風格的影響力。詳細翻刻的

情形見周亮，〈明刊本《琵琶記》版畫插圖風格研究〉，頁 8-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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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塊的邊緣則會留白（圖 4-35、圖 4-36），藉著黑、白對比，使得山石、湖石

帶有立體感。皴法的使用亦會隨著不同的物象而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在平台下

方的皴線較長（圖 4-35），起筆為明顯的三角形形狀，收筆尖細。 

值得注意的是，玩虎軒本《琵琶記》在線條粗細變化上較玩虎軒本《西廂記》

來得更多。在玩虎軒本《琵琶記》中線條粗細變化最顯著的是山石的表現（圖

4-37），山石輪廓線以細線勾勒，但是在坡石最突出處，以及線條轉折時，線條

往往會稍粗一些。皴線沿著山石交界面佈排，線條粗細變化明顯，起筆有明顯的

三角形形狀且收尾尖細，整條皴線彷彿釘子一般。由於皴線較有粗細變化，加上

佈排密集，因此山石上黑、白對比更鮮明，更具立體感。由於線條粗細變化較為

明顯的情況普遍出現在第二組組風格中，故推測玩虎軒本《琵琶記》的時間較虎

軒本《西廂記》來得晚一些，並且揭示出了後續的風格變化。 

第一組樹木、花草等植物以均勻的細線勾勒。在描繪樹木時，樹幹纖細，樹

的姿態十分特別。如以玩虎軒本《西廂記》的梅樹為例（圖 4-38），樹幹成波浪

狀彎曲，一直較高處才有分枝，分枝往不同方向旋扭，花、葉分布在樹枝最末端，

以扇形般展開。這樣的作法使得觀看時，特別會注意到樹幹、樹枝豐富的姿態。

樹幹上分布著圓形的樹瘤，樹身施以細密的樹皮紋裡，紋理多為弧線，一圈圈地

描繪於樹幹上，表現出樹幹圓弧的樣子。部分會沿著樹幹邊緣施以密集的短紋理

（圖 4-39），227樹幹中心局部的留白，藉由由黑到白再到黑的描繪方式，使得樹

幹更顯頗富立體感。 

人物佔畫面高度約二分之一左右，活動於園林（圖 4-38）、或屋內中（圖

4-40），繪者悉心佈置種種漂亮的擺設，如鑲嵌著山水畫的精緻欄杆、繪著精美

山水和花鳥的屏風、造型優美的湖石，以及各具姿態的花、樹等。甚至插圖中陳

列的古器玩（圖 4-41），雖然就器形判斷應為青銅器，然而皆飾以回紋、魚鱗紋

等二方、四方連續的紋樣裝飾，反而不見青銅器上常見的獸面紋。此處將青銅器

飾以連續紋樣的作法，在視覺效果上予人精美之感，有較強的裝飾性。整體營造

出一種精緻、浪漫的生活情調。搭配上秀氣、頎長的人物，以及姿態豐富的山石

和樹木，汪耕第一組風格的插圖流露出一種精美、纖巧的氛圍。 

此外，裝飾紋樣方面，在窗櫺、床榻、被子等處有菱格、六角形、小碎花等

二方、四方連續的紋樣（圖 4-42），這些裝飾紋樣設計較為簡單，容易大量複製，

並且使用小的黑色色塊，使得紋樣對比鮮明，更加引人注目。當飾有不同紋樣的

物品放置在一起時，更顯華麗。在壁面、門扇上則設有空心、以弧線勾勒的對稱

紋樣（圖 4-42），類似空心紋樣不但佈滿了整個開光，還併排出現，十分醒目。

平均而言，雖然紋飾在畫面中所佔面積不大，但十分的醒目，畫面上更添精緻感，

亦增添了精美、纖巧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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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9 引自劉次泉刻，《重校北西廂記》。該書翻刻自玩虎軒本的翻刻本，為相當忠實、品質

良好的翻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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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在第一組風格中，不論是人物、山石、樹木，以及背景的佈置和裝飾

紋樣的使用，皆表現出一種對裝飾的高度興趣，插圖流露出精美、纖巧的氛圍。 

（二）第二組汪耕風格 

第二組為作品包括環翠堂刊刻的《人鏡陽秋》（1600），以及玩虎軒刊刻的《列

仙全傳》（1600）、《徵歌集》、《養正圖解》（下簡稱玩虎軒本《養正圖解》），228以

及真誠堂刊刻的《古列女傳》。229這些作品均未留下汪耕的名字，在現代研究中，

《人鏡陽秋》多被學者們視作汪耕所做，230但筆者未在作品中查獲汪耕的落款。
231雖然這一群作品未署汪耕的姓名，卻顯露出和第一組作品具有相當大的關聯

性，並且在風格發展上，介於汪耕風格第一組與第三組作品風格間，因此將之納

入汪耕風格中的第二組作品。其中，以學界多肯定《人鏡陽秋》出自汪耕之手，

加上全書共二十二卷，含有大量的插圖，故以《人鏡陽秋》為主說明。 

第二組的人物最大的改變是臉的長度變短，整個臉型較為渾圓，眼尾拉長，

人物頭身比例約為 1：5，身軀較短，身材厚實（圖 4-43）。在衣著方面，部分人

物的衣著具有特別寬大的袖子（圖 4-44），袖口寬度約為人物身長的三分之一，

從袖子下緣的中段開始，連續以連續的三道弧線勾勒，這樣的做法雖然可以在第

一組中看到，但第一組的弧線集中在袖子的下緣、靠近袖口之處，第二組中的弧

線自袖子中段就開始，弧線更加拉長、圓轉如意，看起來十分蓬鬆，略帶有膨脹

感。然《人鏡陽秋》共二十二卷，大約在第七卷之後（圖 4-45），人物臉型漸漸

窄長，軀幹有拉長的傾向，身體厚度亦隨之降低。同樣在描繪寬大的袖子時，袖

口的寬度已變窄，袖子下緣的連續弧線出現的位置降低，集中在靠近袖口處。 

在描繪山石、湖石時，有幾項顯著的改變。首先，使用較具有粗細變化的線

條，在皴法的表現上，皴線變得較短、排列較密集。如以形狀帶有波浪起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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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虎軒本《養正圖解》為根據吳本《養正圖解》加以重新繪製。人物臉龐仍為鵝蛋臉、瞇瞇

眼，以及帶有微笑的櫻桃小嘴。在背景的山石的描繪上，也與玩虎軒本《西廂記》接近。由於玩

虎軒本《養正圖解》因受到了丁雲鵬《養正圖解》的影響，人物軀體變得厚實，衣袖亦特鼻寬大，

故歸入第二組風格中。關於玩虎軒本《養正圖解》如何轉變丁雲鵬所繪的吳本《養正圖解》，見

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頁 182-186。 
229

 真誠堂《繪圖列女傳》目前僅存殘本，現存完整的刊本為清《知不足齋叢書》中的《列女傳》

（1799），Michela Bussotti 在研究指出清《知不足齋叢書》中的《列女傳》為使用真誠堂《繪圖

列女傳》版片重印，部分有修版的現象，此外，Bussotti 亦提出《繪圖列女傳》與《人鏡陽秋》

在風格、構圖上有聯繫。《知不足齋叢書》本《列女傳》的繪稿者被託偽為仇英，本文圖版使用

的版本即為即為清《知不足齋叢書》的版本。《知不足齋叢書》本的現代景印本見仇英繪，汪氏

增輯，《繪圖列女傳》（台北：正中，1982）。關於真誠堂《繪圖列女傳》與《知不足齋叢書》本

《列女傳》的版本比較與版畫風格的討論，詳見 Michela Bussotti, “Editions of Biographies of 

Women as Examples of Printef Illustrat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法國漢學》（2010），頁

194-201。 
230

 如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頁 65；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頁 318；林麗江，〈明代版

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頁 182-184。 
231

 在古籍目錄中，亦未註明繪稿者。如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資料庫、大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日本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中均未記載繪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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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面施予短皴線的山石為例（圖 4-46），第二組的山石輪廓線在山石輪廓線較

突起處、以及線條轉折時，線條往往較粗。沿著山石交界面佈排的皴線較第一組

來得短，排列得較為密集，部分皴線亦較有粗細變化。整體觀之，山石的黑白對

比分明。雖然第一組的玩虎軒本《琵琶記》中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山石表現，然

在第二組中更為普遍、常見。此外，在山石上施以細密小點的做法，在第二組中

更頻繁地出現，又以在《徵歌集》（圖 4-47）中較為常見，惟此時皴點仍以集中

在石頭交界面為主。 

其次，新出現一種不施皴法，以帶有粗細變化的線條勾勒山石，沿著山石交

界面以「ㄟ」字型的線條，描繪出轉角方折的細碎小切面，小切面層層相疊間或

雜以形狀不規則的小石塊於其中（圖 4-48）。這種山石在第二組中大量的出現，

並且在畫面上佔有很大的比例。隨著《人鏡陽秋》越到後面的卷數，此種山石似

乎也漸有不同。「ㄟ」字型線條所構成的小切面形狀更加自由、出現許多不規則

的形狀，小切面層層相疊的層次由一開始的二、三層，增加到四、五層之多（圖

4-49）。似乎到了後面的卷數，繪稿者對此種山石的掌握亦越趨熟練，故更具有

變化。此種以「ㄟ」字型線條切割出許多小切面的興趣不只出現在山石上，亦見

於湖石的描繪，並且湖石堆疊的層次增多。以太湖石為例，在第一組中（圖 4-50、

圖 4-51），以勾勒出太湖石側面的凹凸與轉角，以及從鏤空的洞中露出的太湖石

等作法來表達石頭的層次。在第二組中（圖 4-52），新增加了太湖石正面向前凸

出的描繪，使得石頭的層次更加豐富，部分太湖石沿著石頭交界面亦可見許多以

「ㄟ」字型線條切割的小切面（圖 4-53），細碎的切面使太湖石的結構更加複雜、

具有更高的裝飾性。此種山石、湖石的特色成為後人在模仿汪耕風格的重點之一。 

樹木方面，最大的改變包括樹幹的造型以及勾勒時所使用的線條。首先，不

論樹種（圖 4-54），樹幹變得較粗壯，沿著樹幹兩側增加許多形狀渾圓的樹瘤，

在樹瘤的周圍以一圈圈的短線環繞，樹瘤更顯凸出、醒目。描繪樹幹時，樹幹的

輪廓與樹皮紋理均使用較具粗細變化的線條，樹幹上以一段段的短線表現樹皮紋

理，由於線條短促、又兼具粗細變化，使得樹皮看起來更加粗糙。 

在第二組中，人物較第一組來得小一些，約佔畫面高度的三分之一左右（圖

4-55、圖 4-59）。除了庭園、屋內之外，因應故事類型的不同，《人鏡陽秋》中有

許多場景位於宮殿之中。第二組在背景的經營上，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裝飾紋樣的

使用。以優美的曲線纏繞而成的紋飾大量地出現在第二組中，以《人鏡陽秋》（圖

4-56）為例，這些紋樣常飾於柱子、壁面四邊的飾帶，與座椅、轎車邊緣等。相

同的曲線紋飾雖然在丁雲鵬所繪吳懷讓本《養正圖解》中亦可得見（圖 4-57、圖

4-58），但是第二組在使用這些紋飾時，不同於丁雲鵬一次多只使用一種紋飾，

偏好一次使用多種紋飾，使得物象更富麗堂皇。到了《人鏡陽秋》後面卷數的部

份插圖，在畫面中裝飾紋樣所佔之面積，有漸漸增多的趨勢（圖 4-55），甚至在

同一幅插圖中，床榻、被子、地板、窗櫺上都佈滿著不同的紋飾，幾乎是以滿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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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紋的地面等處，襯托出身著白衣的人物，視覺效果上非常的華麗。 

第二組中人物臉龐變得渾圓、身軀變得厚實，部分人物還有特別大的袖襬，

樹幹變得粗壯，樹瘤數量增多、形狀渾圓，在裝飾紋樣上，則新出現一種此優美

的曲線相互纏繞而成的紋飾。此外，第二組中突然出現大量僅勾勒輪廓線、不施

皴法的山石，湖石的層次增多。這種種改變都令人聯想起吳懷讓本《養正圖解》

的作法。那麼，第二組的改變會是來自吳本《養正圖解》的影響嗎？ 

其中，玩虎軒本《養正圖解》即是自吳本《養正圖解》加以重繪而來，會受

到丁雲鵬所繪之吳本《養正圖解》影響自是不言而喻。林麗江提出《人鏡陽秋》

的設計者可能參考了《養正圖解》的插圖。以《人鏡陽秋》卷三〈周舍〉（圖 4-59）

為例，〈周舍〉與《養正圖解》〈泣思直臣〉（圖 4-60）講述同一個事蹟，為春秋

時趙簡子一日與諸大夫宴飲時，想起已故的忠臣周舍，周舍生前直言敢諫，在他

亡故後趙簡子未嘗再遇到如此的人，昔紂王便因身邊無敢諫之人而亡國，武王因

身邊有敢諫之人而國家昌盛，歷史殷鑒不遠，趙簡子恐自己失去周舍後會邁向滅

亡，因而感傷哭泣。232〈周舍〉與〈泣思直臣〉兩圖同樣描繪趙簡子皺著眉頭，

左手至於口前，袖子垂下，圍繞著趙簡子有四人屈身、拱手而立，分別為左邊一

人，右邊三人。不論是趙簡子的姿態，以及他與周圍大夫的排列組合，都有很高

的相似性。而《人鏡陽秋》的繪者特別圖繪出佈滿酒菜的桌子，在畫面右邊更有

兩位手持酒器的侍從，似乎更忠於文本中所提到的宴飲場合。233《人鏡陽秋》的

繪稿者很可能從《養正圖解》獲得靈感。234類似的情形亦見於《列仙全傳》中，

該作與《人鏡陽秋》同繪於 1600 年。《列仙全傳》的背景往往以山野一角、宮殿

一隅提點出人物所處的環境，刻意簡化的背景正是《養正圖解》營造背景的手法，

更甚者，《列仙全傳》直接抄襲了《養正圖解》的背景。如吳本《養正圖解》〈上

書減膳〉（圖 4-61）的背景為宮殿一隅，局部露出牆面與門、柱，在牆面與柱子

上堆疊著多層紋飾，相同的背景直接被使用於《列仙全傳》卷二〈朱仲〉（圖 4-62）。

《列仙全傳》直接使用了《養正圖解》的插圖，更是《列仙全傳》繪稿者參考《養

正圖解》的絕佳證據。 

從人物和山石的風格上觀察，似乎更能證明第二組的改變可能來自丁雲鵬繪

之吳本《養正圖解》，而非帶有汪耕風格的虎軒本《養正圖解》。首先，玩虎軒本

《養正圖解》中人物的臉龐將吳本《養正圖解》的人物轉化為俊美的鵝蛋臉，如

吳本〈善斥鮑魚〉（圖 4-63）中坐在屏風前的太子帝王下巴較短，兩腮較豐潤，

整個臉型偏方，他的眉、眼皆往上揚，臉部雖帶著微笑，整體卻顯得十分有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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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廷訥，〈周舍〉，《人鏡楊秋》卷三，八 b-九 a。焦竑撰，何新波譯著，《養正圖解》（鄭州：

河南美術，1999），頁 77。 
233

 林麗江指出，玩虎軒本《養正圖解》在重繪丁雲鵬繪之吳懷讓本《養正圖解》時，在畫面中

添加諸多細節使得畫面更符合文本。而在〈周舍〉也可以看到這種圖文關係的傾向，是汪耕格的

特點之一。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頁 182-186。 
234

 Li-chiang Lin, “Wang Tingne Unveled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Late Ming Woodblock-Printed 

Book Renjing Yangqiu,”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95 (2012), pp.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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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玩虎軒本〈膳斥鮑魚〉（圖 4-64）中，太子的臉龐拉長，下巴尖巧，已重繪為

修長的鵝蛋臉，臉上帶著優美的微笑。如果第二組學習自玩虎軒本《養正圖解》，

應不會有如此渾圓的開臉。其次，玩虎軒本《養正圖解》的山石將吳本《養正圖

解》以線條勾勒為主，沿著交界為以「ㄟ」字型線條切割出細碎切面的山石，轉

化為形狀不規則、帶有波浪起伏的山石，並且在交界面施以佈排細密的短皴。以

〈自結履繫〉為例，吳本中人物身後大面積的白描山體（圖 4-65），到了玩虎軒

本中已被改繪成不規則波浪起伏、佈滿短皴線的山體（圖 4-66）。在玩虎軒本中，

吳本以線條勾勒為主、有許多細碎切面的山石幾乎不存。如果僅參考玩虎軒本《養

正圖解》，則難以解釋第二組山石的巨大改變。 

可以說，第二組汪耕風格受到了丁雲鵬所繪之吳本《養正圖解》的影響，表

現出較第一組不同的面貌。然而隨著《人鏡陽秋》到了後面的卷數，人物臉龐拉

長，身軀亦較為纖細。白描、施以「ㄟ」字型線條的山石的小切面形狀更自由、

堆疊的層次更多。此外，畫面中展現更多出對裝飾紋樣的興趣。似乎標示著《人

鏡陽秋》的繪稿者，雖然受到了丁雲鵬的影響，但是《人鏡陽秋》的繪稿者在消

化丁雲鵬的風格後，逐漸顯現出一種更具裝飾性的風格。 

（三）第三組汪耕風格 

第三組第作品，包含徽州書坊環翠堂所刊的《重訂天書記》（1597-1605）、《重

訂投桃記》（1605-1608）、《重訂三祝記》（1608）、《坐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1609，

下簡稱《棋譜》）、《重訂彩舟記》（晚於 1610）、《重訂義烈記》（晚於 1610），以

及杭州起鳳館所刊的《王李合評北西廂記》（1610，下簡稱起鳳館本《西廂記》）、

《王李合評南琵琶記》（下簡稱起鳳館本《琵琶記》），還有由不明書坊所刊《吳

越春秋樂府》、《素娥篇》，可考的時間分布在 1605 至 1610 左右。235第三組中確

定為汪耕的作品是《棋譜》與起鳳館本《西廂記》。第三組汪耕風格承襲自第二

組而來。在第三組的作品中似乎可以看見隨時間發展，人物軀體更加拉長，畫面

中花紋裝飾的面積加大，幾乎佈滿整個畫面。下以汪耕署名的作品為主說明。 

第三組在人物的開臉與身長的比例有相當特出的表現。首先，人物的開臉較

第二組來得窄長（圖 4-67），以一道輪廓線勾勒臉龐，一般來說下巴較為渾圓，

額頭特別寬廣，此外，此時人物的眼距亦較第二組來得寬些。人物為削肩，身軀

窄長，袖子較第二組來得窄。隨著時間推移，人物身軀有越拉越長的現象，如第

三組中紀年最早的作品《重訂天書記》，人物的頭身比例約為 1：6（圖 4-68），

到了第三組紀年較晚的作品，如起鳳館《西廂記》的人物頭身比例甚至達到 1：

7（圖 4-67）。不同於前兩組人物多著素面服裝，第三組人物的衣著上，如披肩、

上衣、裙襬，甚至是全身，都會飾以裝飾紋樣。人物軀體誇張地修長，加上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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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三祝記》有紀年外，其他四作的時間乃根據呂天成《曲品》中排列的順序，加以推測

得來。環翠堂刊行之樂府上有《獅吼記》（1605-1608，早於《投桃記》）與《西廂記》，前者限於

藏地關係，未能調查到，後者風格與汪耕風格不類，故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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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面積飾以紋樣，裝飾性很強烈。 

山石方面，前述以白描勾勒為主，切面細碎的山石在第三組中出現頻率銳

減，在畫面中所佔的面積亦較小，以出現在屏風上的山石、湖石為主。第三組中

最令人注目的變化是皴法。在前面兩組中，皴法主要為佈排在山石交界面的短

皴、細密小點，以及出現在平台下方長度較長、起筆為三角形收筆尖細的皴線。

第三組中所有的皴線幾乎都變成了點，部分比點略長一些，皴線與點的界線常常

十分模糊，交互使用。分佈在山石上的面積更從石頭、平台交界面等處延伸到整

個山體。以《棋譜》為例（圖 4-69），山石以不規則的波浪曲線勾勒而成，山石

以中央為基準，層層相疊環繞，因此山石中央最為突出，整體形狀顯得奇異。汪

耕使用這種石頭堆疊山洞，特別喜歡描繪出石頭的不同面。如在畫面左側，山洞

的岩石以中央長柱狀的岩石為中心，在長柱狀岩石的兩側，一側為山洞的外壁，

一側則為山洞的內壁。畫面右側，同樣為山洞內壁的描繪，岩石則往後堆疊深入，

可以說汪耕以層層山石經營出可深入的空間。山石佈滿了細密的小點，小點亦以

石頭交界處的分佈特別密集，再漸次擴散，沿著石頭邊緣處則留白。這種每一塊

石頭上皴點都由繁密而疏鬆而留白，使得石頭非常有立體感。整體視覺效果上，

山石形狀奇異，又顯得十分立體，滿佈的小點使山石顯得特別華麗。在平台下方

（圖 4-70），原來較長、起筆為三角形收筆尖細的皴法亦為上述細密小點所取代。

小點頻繁地出現在第三組的山石中，是此組風格重要的特色之一，在三組山石中

顯得最為立體與華麗。 

如同人物與山石表現出的華麗效果，圖繪樹幹時亦表現出相同的傾向。在樹

幹上以細線勾勒出的層層樹皮紋理，紋理以樹瘤為中心環繞，如同心圓一般層層

排列，除了樹瘤及接近樹根處有留白外，幾乎佈滿整個樹幹，帶來繁密和華麗的

視覺效果（圖 4-69）。雖然第二組中的樹皮紋路同樣環繞著樹瘤開展，由於第二

組的樹幹中心適度的留白，不但藉由黑白的對比營造出樹瘤特別凸出之感，樹幹

也顯得渾圓有立體感（圖 4-54）。相較下，第三組的樹紋幾乎佈滿樹幹，失去黑

白對比的效果，使得樹瘤看起來較平，樹幹的立體度亦下降，流於平面，帶有更

多的裝飾性。 

一般來說人物在畫面所佔的比例約為畫面高度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圖

4-70~圖 4-73），只有在《重訂投桃記》與《重訂彩舟記》中人物在畫面中所佔的

大小比較不固定，又以前者為最，彷彿觀者從許多不同的距離觀看人物的種種活

動，畫面更具變化。人物主要活動於室內、庭園與郊外中。佈置室內背景時，裝

飾紋樣在畫面中所占的面積大幅提升，視覺效果十分華麗。如前面兩組在描繪屏

風時，以屏風上的畫作為主，邊緣的飾帶往往留白，第三組卻在飾帶上安排四方

連續的菱格、六角形紋飾，更添華麗（圖 4-71）。此外，在布幔、桌几、窗櫺、

地面牆垣等處，繁密的裝飾紋樣幾乎佈滿了整個畫面（圖 4-72），同一個畫面中

充斥著許多種不同的紋樣，由於紋樣太過駁雜，甚至使得和尚所坐的椅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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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敲的鼓，在繁密的地板紋飾中，反而顯得隱晦不清。在庭園中，除了有華麗飾

帶的屏風外，精心妝點著精美的欄杆，如湘妃竹、或鑲嵌著山水（圖 4-73）。湖

石亦十分多樣，如以線條勾勒為主、切面細碎的湖石就包含陽刻與陰刻兩種，其

他還有佈滿細密小點的湖石，一旁的樹木在樹幹上亦有著繁密紋路（圖 4-74）。

郊外的山石、樹木也具有同樣的特質（圖 4-75）。可以說，在庭園、郊外的佈置

上，亦與人視覺上極度華麗之感。 

總地來說，在汪耕風格的三個分組中，人物特色為瓜子臉，以弧線描繪眉、

眼，眼角微微上揚，再加上帶著優美微笑的櫻桃小嘴，身軀為削肩，挺拔而窄長

的身體，衣紋好以弧線勾勒，整體來說人物十分秀美。雖然在第二組風格中，因

為受到來自丁雲鵬所繪吳本《養正圖解》的影響，部分人物開臉較渾圓，身軀厚

實，但《人鏡陽秋》能夠很好地說明，在中間之後的卷數的插圖越來越能脫出丁

雲鵬的影響，表現出汪耕風格的特色。三個風格分組中，雖然有程度上的分別，

但可以說共同的傾向為對於裝飾的高度興趣。 

藉由以上梳理了汪耕風格的特色後，接著重新審視石林居士序本插圖。首

先，石林居士序本纖細柔美的人物很可能來自汪耕風格的影響，同為鵝蛋臉，精

細的五官，搭配上以勻稱圓轉的線條勾勒衣紋，衣紋好作優美的弧線，但在石林

居士序本中，部分衣紋使用了較為方折的線條，為汪耕風格中所未見。石林居士

序本人物的開臉與身形和汪耕風格中的第一組比較接近，但是石林居士序本人物

五官疏朗地分布在臉上，眉毛亦較短。汪耕風格人物的五官較為集中，眉毛、雙

眼之間的距離很近，腮部留下較多空白的空間，下巴較長。 

在山石方面，石林居士序本中的石頭好在石頭交界處佈以一排排形狀不規則

的小石塊，這樣的作法與汪耕風格中的山石亦相近。重要的是，石林居士序本與

汪耕風格中的小石塊，多以兩個波浪起伏的線條勾勒，線條的中心較為凹陷，並

且線條較為方折，具有共同的特色。然而，在石林居士序本的山石，在石頭交界

處的角石塊，排列較規整，加上石塊大小相近，也使得單元性更強烈。此外，石

林居士序本山石不論是輪廓線、皴法皆以粗細變化較大的線條勾勒，清楚可見線

條起筆的按壓、轉折等，不但表現出筆墨特質的企圖更強烈，亦藉以表達山石的

質地，整體較為雅致。相較之下，汪耕風格山石輪廓線粗細變化較小，並且好做

細碎的切面，或者施予細密的皴線、小點，表達山石質地的企圖較弱，顯得更具

裝飾性。 

如果從裝飾紋樣的運用來觀察，或許能更加說明兩者風格的不同。石林居士

序本中的裝飾紋樣，多可以在汪耕風格中看到，如六角形四方連續的花紋、六辦

的小碎花紋飾等，但在石林居士序本中，裝飾紋樣在畫面所佔的比例不高，紋樣

種類較汪耕風格來得少，多為白底，整體顯得雅致，相對之下，汪耕風格卻對裝

飾紋樣具有強烈的興趣，偏好在一個畫面中同時使用多種裝飾紋樣，甚至予人眼

花撩亂之感，即使是相對使用較少裝飾紋樣的第一組，裝飾紋樣在畫面中所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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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仍比石林居士序本更高。 

考量人物、山石、樹木，以及對裝飾紋樣的運用等方面，石林居士序本版畫

風格與汪耕風格中的第一組、第二組比較接近。然而，似乎仍存在著不少差異，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還有可能受到那些風格的影響呢？  

 

第三節、以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還魂記》為代表的版畫風格群組 

一、概況 

進一步搜尋與石林居士序本版畫風格相近的作品（表 4-2），梳理出一組時間

橫跨 1604 年至 1619 年的作品，地點遍及北京、徽州與杭州。236分別為由金濂捐

貲刊刻的《帝鑑圖說》（簡稱金濂本《帝鑑圖說》，刊刻於北京，1604）、黃伯符

（1578-1642）237刊刻之《四聲猿》（1606-1609）、238黃應澄繪的《狀元圖考》與

泊如齋閨範（刊刻於徽州，1612）、《大雅堂雜劇》（刊刻於徽州 1615）、239顧曲

齋《古雜劇》（刊刻於杭州，約 1619），240以及具體時間不詳的《新刻狀元三誤

認紅梨記》（約 1606-1619）。241這個群組共同的風格特色是，人物清秀，山石、

樹木以富繪畫性的墨筆勾勒，裝飾紋樣在畫面上所佔之面積較小，整體流露出雅

致的氛圍，加之場景以多樣的角度描繪，更富有變化，予人豐富的視覺效果。下

以石林居士序本為此一風格群組的代表，簡稱此群組為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 

林麗江研究《帝鑑圖說》版畫時提出，《帝鑑圖說》繪稿者採取了「單元組

成」的構圖手法，即繪稿者創造了許多可轉移的構圖單元，如樹、宮殿等等，藉

由局部更動小單元，創造出大量不重複的插圖，為工匠十分聰明的手法。242在石

                                                 
236

 由南京畫家張修繪於 1633 年之《詠懷堂新編十錯認春燈謎記》（簡稱《春燈謎記》），雖然在

風格上與上述作品群相當接近，實為張修以顧曲齋《古雜劇》為主體，再綜合《元曲選》所重新

組合創出的插圖，並且以《古雜劇》的風格統攝全書插圖。由於《春燈謎記》的製作脈絡與石林

居士序本相關的風格群組殊不相類，故未列入與石林居士序本相關的版畫風格群組中。關於張修

的記載，最詳實的為周亮工《讀畫錄》，詳見周亮工，《讀畫錄》卷三，頁十九。 
237

 黃應瑞，字伯符，黃氏刻工第二十六世，是重要的黃氏刻工之一。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

頁 151。 
238

 黃伯符刻本《四聲猿》未有紀年。郭奕蘭考量黃伯符活動的年代、該作的版畫風格等因素，

主要根據其中山石的交界處的表現好以「ㄟ」字型線條做出細碎切面的做法，並與多部版畫作品

比對，得出黃伯符刻本《四聲猿》可能成於 1606-1609 年間。郭奕蘭，《徐渭《四聲猿》版畫研

究》，頁 27-30。 
239

 筆者未能調查到原書，根據葉樹聲、余敏輝載為 1615 年。葉樹聲，余敏輝著，《明清江南私

人刻書史略》（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頁 61。 
240

 筆者調查到的版本未有紀年，然周蕪指出顧曲齋《古雜劇》紀年為 1619 年，雖不知以何為據，

該書插圖風格與石林居士序本非常接近，周氏所說的時間應相當可信。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

頁 72。 
241

 傅惜華所編之《中國古典文學版畫選集》中收有三幅，惟畫面中可供判斷確切時間物象過少，

暫初步定為 1606-1619 年間。《紅梨記》插圖見傅惜華編，《中國古典文學版畫選集》（上海：上

海人民美術，1981），頁 345-347。 
242

 這種製作手法，最早由雷德侯提出了「module system」，他指出 module 為「以標準化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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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居士序本中，同樣採取了「單元組成」的構圖手法。以第十七齣〈道覡〉（圖

4-76）與三十七齣〈駭變〉（圖 4-77）為例。由最靠近觀者的物像開始，兩圖的

畫面右下角均為一道坡石，〈道覡〉的坡石上由左向右，依次長了一矮、一高兩

樹，〈駭變〉的坡石後方則微微露出些許小葉。接著是一道平行於畫面的牆垣，

在畫面靠近左下角處轉角，畫面中露出半扇門，〈道覡〉在牆垣後露出蕉葉，〈駭

變〉在牆後同樣由左向右，依次長了一矮、一高兩樹。再往內，在畫面左上方兩

圖各有兩棵樹，惟〈駭變〉後方還設有一顆湖石。最後，兩圖同樣有一棟以正面

描繪的建築物。雖然〈道覡〉在前景的樹長在牆外，〈駭變〉的則長在牆內，然

而在觀看兩幅插圖時，樹搭配上水平橫向的圍牆，同樣具有框圍畫面的效果。〈道

覡〉、〈駭變〉兩圖的構圖可說是非常相近，藉由變換建築物、樹種，甚或安排前

景的樹在牆內或牆外等來增加變化，如此便能用相同的構圖創造出許多不同的場

景。 

雖然這種作法在版畫中十分常見，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

組中，共享了相同的單元組成。如以石林居士序本第二十八齣〈幽媾〉（圖 4-13）

為例，該圖以近乎對角線、左下－右上的斜牆穿越過畫面正中心，將畫面一分為

二，牆上設置一個出入口。左側安排家居空間，包含室內以及庭院。相對下，右

側描繪為室外、園林等景致。在畫面左下與右上角，分別以雲霧環繞。《閨範》

的插圖和石林居士序本同為單面全頁，其中〈雋不疑母〉（圖 4-78）的構圖幾乎

〈幽媾〉如出一轍，只是局部單元母題的不同，如斜牆上入口設置的位置偏下方、

畫面左下角和右上角設置松樹等。在不同的形制的畫面中，也可以發現相同的構

圖。如在插圖為雙面連式的金濂本《帝鑑圖說》中，上述以對角線斜牆穿越過畫

面中心的構圖也見於金濂本《帝鑑圖說》中，如〈感諫勤政〉（圖 4-79）即是。 

除此之外，根據郭奕蘭的研究，黃伯符刻本《四聲猿》插圖和石林居士序本、

《古雜劇》插圖，大至整個插圖場景幾乎相同，小至個別人物、湖石的相同。其

中，她提出黃伯符刻本《四聲猿》〈雌木蘭〉（圖 4-80）雙面連式的插圖，《古雜

劇》〈漢宮秋〉第三幅插圖（圖 4-81）可能是將〈雌木蘭替父從軍〉場景拼湊為

單面。此外，石林居士序本〈淮警〉（圖 4-82）畫面左下方騎著馬背對觀者的士

兵，亦見於〈雌木蘭〉插圖，惟有細節上的差異，如旗幟、帽子羽箭、馬鞍裝飾

等等。郭奕蘭認為，很可能繪稿者擁有一套單元圖像，可以依據不同的需求組合。

                                                                                                                                            
組裝物品的生產體系」。雖然在林氏指出的《帝鑑圖說》中，每一個 module 並非完全相同，不過

她特別強調，是絕對可以替換的。《帝鑑圖說》繪稿者如何製作版畫的討論見 Li-Chiang Lin, “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 A look at the 

Dijian Tushuo (illustrated Arguments in the Mirror of the Emperors),” pp. 339-340；雷德侯對 module

的定義詳見〈導言〉，雷德侯亦使用 module 分析《十王圖》，提出十王圖有一個可以組合的粉本，

石林居士序本中似乎也可以看到某些程度的組合。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文譯著見雷德侯

著，張總等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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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事實上，石林居士序本〈淮警〉和〈雌木蘭〉在不僅是騎馬的士兵十分相像，

〈淮警〉插圖似乎是據〈雌木蘭〉左半幅插圖變化而來，只是將騎馬背對觀者的

士兵挪到左下角，其餘如山石交錯的相對位置、畫面中景策馬的將軍，皆可相對

應，甚至山石的造型都有些微的雷同（圖 4-83）。更甚者，在《大雅堂雜劇》〈高

唐夢〉插圖（圖 4-84）前景的左右的坡石不論大小、形狀，都可與〈雌木蘭〉對

應，〈高唐夢〉左側的矗立的大松樹與〈雌木蘭〉右側的大松樹姿態亦十分相仿，

互為鏡像，其他細部植物的安排，兩圖亦有若符若節之處。雖然不能否定單元圖

像存在的可能性，在此則例子中，《四聲猿》為四作中最早者，似乎更傾向為《大

雅堂雜劇》、石林居士序本，以及《古雜劇》的繪稿者在製作插圖時，參考了《四

聲猿》〈雌木蘭〉再加以變化。在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中，場景幾乎相同、或

者局部圖像相似的現象更是屢見不鮮。在在皆顯示出以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

中，製作插圖的手法也相當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金濂本《帝鑑圖說》與《狀元圖考》為此群組中較早的作品，

經筆者比對後發現，在細節上顯露出若干和其他作品較不同的面貌，似乎兩作受

到某種同樣風格的影響。那麼，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是否即是受到了來自金濂

本《帝鑑圖說》、《狀元圖考》的影響？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可能的影響嗎？由於

金濂本《帝鑑圖說》比《狀元圖考》早，風格上的不同之處也更顯著，以下以石

林居士序本為代表，比對金濂本《帝鑑圖說》與石林居士序本的版畫風格，再進

一步搜尋其他可能影響此風格群組的作品。 

二、 金濂本《帝鑑圖說》與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還魂記》版畫風格之比較 

金濂本《帝鑑圖說》插圖為雙面連式。《帝鑑圖說》是張居正為年幼的萬曆

皇帝所做的教科書，收錄八十一則明君的佳行與三十六則暴君的惡行，成於隆慶

六年（1572）。現存《帝鑑圖說》有許多不同的版本，重要的可以粗略分成以下：

一是現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由潘允端刊行的，其圖繪、刊刻品質佳，圖為單面全

頁，開本較大，長寬比接近正方形，國內外學者皆認為最接近萬曆皇帝閱讀的手

抄本。二則是可能為商業取向所出版，開本較小的刊本，圖為跨頁，位於一頁的

A、B 兩面，讀者一次只能看到半幅圖，必須翻開下一面才能看到另外半幅，插

圖大致忠實於於潘允端本，但刊刻品質較為粗劣，有減省人物的現象，此種刊本

版本眾多，以其中品質最佳的郭庭梧刊本（1575）為代表。第三則是金濂於 1604

年所刊行的《帝鑑圖說》，插圖為雙面連頁。244過去論及金濂本《帝鑑圖說》時，

                                                 
243郭奕蘭，《徐渭《四聲猿》版畫研究》，頁 74-79。 
244《帝鑑圖說》研究成果豐富，涉及的面向包括版本研究，以及針對不同的版本可能的出版情況

的討論，其他還包括《帝鑑圖說》一書對萬曆皇帝的影響、張居正如何編纂《帝鑑圖說》以鞏固

他的政治地位、與《帝鑑圖說》傳入至日本後所產生的文化交流相關的議題等。其中特別提及金

濂本的為小林宏光與 Julia Murray 的討論，小林宏光注意到金濂本中似乎有些插圖跳脫了原有的

訓誡意味，Julia Murray 則以金濂本優美的圖像，以及其具有的訓誡意義，提出金濂本的目標讀

者為有政治理想的高知識份子，他們可以欣賞該書的精美品質與教育意涵。〈宮樂圖屏風にみる

帝鑑圖說の轉成－近世初頭繪畫における明代版畫變容の一例〉，《國華》1131 (1990)，頁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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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宏光與 Julia Murray 均認為金濂本《帝鑑圖說》是自潘允端本《帝鑑圖說》

此一類型的《帝鑑圖說》所重繪而成，由於他們關注的重心為圖文關係，甚少議

及風格相關的問題，小林宏光僅簡單提及金濂本《帝鑑圖說》屬於徽派版畫。245

然而果真如此嗎？金濂本《帝鑑圖說》和石林居士序本在風格上有什麼相同或相

異呢？  

首先，金濂本《帝鑑圖說》的人物與石林居士序本十分接近。金濂本《帝鑑

圖說》的人物開臉為鵝蛋臉（圖 4-85、圖 4-86），同樣以單線勾勒臉的輪廓，女

性的臉龐較男性來得窄一些，眉毛弧度不大、長度短，僅強調眉尾，鼻子以倒「7」

字型勾勒，嘴巴為櫻桃小口，不同的是，金濂本《帝鑑圖說》中人物眼距較近。

人物的身形為削肩，身體寬度的比例雖然與石林居士序本中相同，男性身軀約為

頭部寬度的兩倍，女性身軀約為頭部寬度的一倍半，由於身軀的長度較短，頭與

身體的比例約 1：5，甚至更短，因此相對顯得身軀較為厚實。衣服以平滑的曲

線勾勒而成，在衣摺的描繪上也可以看到對圓轉線條的追求，如以一圈圈幾近平

行的弧線描繪袖口衣褶堆積的模樣（圖 4-87）。 

其次，金濂本《帝鑑圖說》的山石與石林居士序本十分接近。以金濂本《帝

鑑圖說》〈遊幸江都〉的山石為例（圖 4-88），山石的輪廓線以富有粗細變化的線

條勾勒而成，沿著石頭交界面佈排著不規則的石塊，石塊彼此大小差距不大，彼

此相互交疊。在山體上，施以波折起伏的皴線，同樣富有粗細變化。石林居士序

本〈淮警〉（圖 4-89）的山石，不論是山石形狀、結組，以及皴線，在在皆與〈遊

幸江都〉十分接近，不同的是，在石林居士序本〈淮警〉中，可以更清楚看出筆

墨運行的軌跡，如起筆、收筆，以及更加強調皴線連續的波折起伏與顫動感。 

然而，並非所有石林居士序本的山石皆可在金濂本《帝鑑圖說》中找到相應

的山石，如第二十四齣〈拾畫〉（圖 4-90）中湖石即未見於金濂本《帝鑑圖說》。

同樣地，在金濂本《帝鑑圖說》中，亦有不同於石林居士序本的山石表現。主要

包括兩種山石，一為以白描勾勒為主，在山石交界面上佈滿細碎的切面。如在〈解

網施仁〉（圖 4-91）前景中的大石頭在結組方面，先以輪廓線切刻齣大的石頭塊

面之後，在塊面的交界處以「ㄟ」字型線條切割出極小的石塊，小石塊彼此層層

相疊，在畫面右邊最外圍的石塊上，「ㄟ」字型線條分佈的較散，彼此交錯。另

一為在山石上佈以細密的的皴點，如第〈入關約法〉（圖 4-92）前景的山石以不

規則的線條勾勒山體，沿著山石交界處施以短線，部分甚至如點一般。 

金濂本《帝鑑圖說》的樹木和石林居士序本的樹木不論樹型、使用的線條都

非常接近。以松樹為例，金濂本《帝鑑圖說》的松樹（圖 4-93）樹幹較細，其上

                                                                                                                                            
Julia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shuo/ 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Ars Orientalis XXXI (2001), pp.6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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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宏光，〈宮樂圖屏風にみる帝鑑圖說の轉成－近世初頭繪畫における明代版畫變容の一

例〉，頁 20；Julia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shuo/ 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pp.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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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著若干長型的樹瘤，樹身帶著 S 型的曲線，樹的分枝往前後左右身長，照顧

到立體空間的呈現，分枝最末端分布著松針，如扇形般向左右開展，整體的樹型

十分漂亮。樹幹以帶有粗細變化的線條勾勒，樹身則以一圈圈的弧線描繪樹皮紋

理。石林居士序本的松樹（圖 4-94）幾乎如出一轍，不同的是石林居士序本松樹

所使用的線條粗細變較較多，筆墨的頓挫、轉折更為明顯。 

在構圖方面，Julia Murray
 已經注意到金濂本《帝鑑圖說》以許多不同的遠

近比例與角度描寫插圖。246實際觀之，人物在畫面中所佔最大的比例為畫面高度

的三分之一（圖 4-95），然而亦有以寫景為主，人物在畫面中極小者（圖 4-96），

一般以人物在畫面中所佔的高度以五分之一左右為最多（圖 4-97、圖 4-98），彷

彿觀者從許多不同的距離觀看人物活動，十分富有變化。場景描繪的角度，包括

正面（圖 4-32），以及向左、右傾斜者（圖 4-19、圖 4-33）。值得注意的是，沿

著版框周圍常環繞以屋簷、雲帶、樹石等，彷彿將畫面框圍起來，使得觀者的視

線彷彿穿過這些物象觀看著人物的活動，具有窺視之感（圖 4-97）。與石林居士

序本相較，金濂本《帝鑑圖說》的人物在畫面中所佔的比例較小，此外，兩作均

以不同遠近比例與多角度描寫插圖，以及以雲、屋簷、樹石等框圍畫面。 

裝飾的使用上，金濂本《帝鑑圖說》插圖會小面積地飾以裝飾紋樣，如窗簾、

布幔、屏風的邊緣、椅子、牆壁周圍飾帶等處（圖 4-99），整體來說，裝飾紋樣

在畫面中所佔的比例不高，紋樣包含二方、四方連續的花紋，如六角形紋、菱格

紋、連續的弧線等，其他尚有小圓點、花朵紋、星紋等（圖 4-99~圖 4-101）。紋

飾多屬白底，其上以細線勾勒出紋樣亦較為溫和。此外，部分屏風飾有山水畫，

畫面多描繪平緩的山體與大面積水域，增添畫面雅致的氣息（圖 4-99）。金濂本

《帝鑑圖說》不論是裝飾紋樣出現的位置、裝飾紋樣，以及屏風上的山水等，皆

與石林居士序本有很高的相似度（圖 4-10~圖 4-12）。雖然相較石林居士序本，

金濂本裝飾紋樣的種類更多樣，屏風上山水的物象也較多，相較下較為華麗，或

許也與描繪對象的不同有關，金濂本描繪的對象多為宮殿，石林居士序本則主要

為杜府。總之，兩作仍在裝飾方面流露出親近的關係。 

透過石林居士序本與金濂本《帝鑑圖說》的比較，不論是人物、山石、構圖，

以及在畫面中裝飾紋樣的使用，兩者都流露出極為親近的關係。以石林居士序本

風格群組很可能就是受到金濂本《帝鑑圖說》，或者金濂本《帝鑑圖說》所代表

的風格之影響。 

金濂本《帝鑑圖說》的版畫風格又該如何定位呢？金濂本《帝鑑圖說》中人

物雙眼的間距較近即是汪耕風格人物容貌的特徵之一，更重要的是，金濂本《帝

鑑圖說》中人物身軀短而厚實，以及山石方面的特徵，諸如沿著石頭交界面以「ㄟ」

字型切割出細碎的切面，以及山石上佈排細密皴點等，這些都是屬於第二組汪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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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 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shuo/ Teikan zusetsu) in China and Japan,” p.79. 



83 

風格中重要的特色。 

雖然金濂本《帝鑑圖說》重新設計插圖時，有參考《養正圖解》插圖的現象。

如《帝鑑圖說》〈兄弟友愛〉與《養正圖解》〈煮藥燃鬚〉同樣為敘述唐玄宗為生

病的弟弟薛王業煮藥時，爐火意外燒到玄宗鬍鬚，左右的侍從皆慌忙救火，玄宗

則表示，只要薛王業能藥到病除，他的鬍鬚並無可惜之處。247在郭庭梧本《帝鑑

圖說》（圖 4-63）中玄宗貼身站在火爐旁煮藥，右手拿著扇子正在搧風，他的左

手旁有一位侍從要幫他撲滅鬍鬚上的火焰，兩人皆正面對著讀者。248在金濂本《帝

鑑圖說》（圖 4-64）中，玄宗站得離火爐有一小段距離，他雙手皆摸向自己的鬍

子，彷彿正在滅火，左右各有兩位臉背向讀者的侍從正要向前幫忙。金濂本《帝

鑑圖說》中不但侍從多了一人、玄宗的姿態也從搧風改為摸向自己的鬍子。更值

得注意的是火爐形制的改變，從郭庭梧本《帝鑑圖說》中立於地面的火爐改為體

積較小，放置於三腳圓凳的火爐，在盛藥的茶壺與火爐的交界處，還有明顯的火

焰往上竄升。這樣的圖繪，很可能參考自《養正圖解》〈煮藥燃鬚〉（圖 4-65）改

變而成。若將〈煮藥燃鬚〉左右翻轉成鏡像，正與金濂本《帝鑑圖說》的玄宗的

姿態以及與火爐的相對位置相同，甚至兩位侍從的姿態亦相仿，，再加上兩圖火

爐的形制也相近，連明顯圖繪出火焰的做法也均如出一轍。但是，在金濂本《帝

鑑圖說》中除使用了《養正圖解》的插圖外，似乎看不出來自丁雲鵬風格的影響。
249金濂本《帝鑑圖說》仍是與汪耕風格更密切，特別是第二組汪耕風格。 

透過比對金濂本《帝鑑圖說》與石林居士序本，得知石林居士序本應受到了

金濂本《帝鑑圖說》所代表的風格之影響，而金濂本《帝鑑圖說》在風格定位上，

是出自汪耕第二組風格而有所變化。石林居士序本與汪耕風格的關係似透過金濂

本《帝鑑圖說》所代表之風格間接得來，因此和汪耕風格顯露若干差異。 

然而石林居士序本的版畫風格仍有不同於金濂本《帝鑑圖說》之處，石林居

士序本人物眼距較寬、身軀較為頎長。金濂本《帝鑑圖說》版畫風格和汪耕第二

組最為密切，因此人物身軀亦短而厚實，而石林居士序本成於 1617 年，此時第

三組汪耕風格中眼距較寬、身軀極端拉長的人物已經行之有年，不難想見石林居

士序本亦可能受到若干影響。更重要的是石林居士序本中部份的山石造型未見於

金濂本《帝鑑圖說》，山石、樹木的線條更具有粗細變化，且使用不同的皴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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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珍本叢刊》Vol.14，頁 782；焦竑撰，何新波譯著，《養正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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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ray, “From Textbook to Testimonial: The Emperor’s Mirror, An Illustrated Discussion (Di jian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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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此外，在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中，《狀元圖考》與泊如齋《閨範》亦可以看到參考《養正圖

解》插圖的現象，惟多為使用《養正圖解》插圖的構圖、個別物象，雖有風格上的影響，重要性

不若汪耕風格來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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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山石質地，繪畫性更加強烈。石林居士序本還受到其他那些可能的影響呢？這

些影響是否也出現在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中？ 

三、影響以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為代表風格群組之其他因素 

經查，石林居士序本的繪稿者應該參考了《詩餘畫譜》加以繪製插圖。《詩

餘畫譜》由徽州汪氏所輯，內容為一圖搭配一詞，先圖後文，正文前有吳汝綰、

湯賓尹（1567-？）兩篇序文，正文後有黃冕仲所撰之〈《詩餘畫譜》跋〉，署壬

子夏季（1612）。吳汝綰在序言中提及，「舊刻有《草堂》一集，…。好事者刪其

繁、摘其尤，繪之為圖，且徵名椽點畫。彼案頭展玩，流連光景，益浸浸乎不能

自己，豈不可興、可關乎？第不知吾夫子所刪者何若也，吾又焉敢以揣意。」250

根據吳汝綰所述得知，在《詩餘畫譜》之前已經有一書是據《草堂》加以刪減配

圖者，其品質似乎相當精美，插圖上附會名家筆意，吳汝綰本人則似乎不清楚《詩

餘畫譜》的情況。有趣的是，《詩餘畫譜》的插圖上同樣具有附會名家筆意的作

法，黃冕仲亦在跋文中點明了此點，「…汪君獨抒己見，不惜厚貲，聘名公繪之

而為譜，且篇篇皆古人筆意…。」251根據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的調查，鄭振鐸藏

有一本《詩餘畫譜》，書口卻有「草堂詩畫意」的字樣，且「草」字很可能為求

版面之統一，而有被裁切掉的現象，編輯據此推測《草堂詩畫意》可能為《詩餘

畫譜》的前身。252綜合以上線索，雖然《詩餘畫譜》成於 1612 年，很可能在此

之前即以《草堂詩畫意》流傳於世面上，253再加上《詩餘畫譜》有十分複雜的版

本問題，254似乎也顯示出《詩餘畫譜》相當受歡迎，一再受到翻刻。《詩餘畫譜》

的插圖，據筆者調查，至少參考了顧正誼編繪的《筆花樓新聲》（1598）、《百詠

圖譜》（1598），以及顧炳編繪之《顧氏畫譜》（1603）的插圖。 

在石林居士序本四十幅的插圖中，有三幅與《詩餘畫譜》非常近似，255其他

插圖中則可見到與《詩餘畫譜》中十分接近的物象，如樹、石等。首先，以石林

居士序本第十八齣〈診祟〉（圖 4-105）為例說明石林居士序本參考詩餘畫譜的情

況。該齣描述杜麗娘歷經遊園驚夢、尋夢未果後漸漸病入膏肓，杜母與杜父商量

後，先後請杜麗娘的老師陳最良、石道姑前來幫她看診、祈福。256畫面描繪杜麗

娘坐在房中，等待陳最良前來幫她看診。在布置場景時，〈診祟〉中央描繪了兩

間正面的廂房，廂房的交界處延伸出一棵梅樹，後方堆疊著層層雲霧，兩隻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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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顯祖撰，邵海清校注，《牡丹亭》，頁 1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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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雲霧處飛來。向外環繞著曲折的流水，在畫面下方，一個板子橫跨流水，連接

起廂房與外面的空間。畫面最右方則陳設著一棵巨大的樹木。《詩餘畫譜》〈賀新

郎•夏景〉257（圖 4-106）的場景與〈診祟〉有著很高的相似度，不同的是〈賀新

郎•夏景〉的建築物的角度略為傾斜，組成結構亦較為複雜，在主要建築的後方

另有一間屋宇。此外，環繞建築物的圍牆不但有更多的轉角，入口處亦被圖繪了

出來。並且〈賀新郎•夏景〉比〈診祟〉有更多的細節，最顯著的是畫面左上方

的群樹，以及竹子等。更甚者，〈賀新郎•夏景〉畫面中的燕子、石榴、竹子皆與

詞中描述的「乳燕」、「石榴」、「敲竹」相合。《詩餘畫譜》成書早於石林居士序

本，加之插圖又具有更多的細節，石林居士序本的繪稿者應參考了《詩餘畫譜》。 

然而，兩作的風格極為不同，樹、石的畫法最能很好的說明兩作的風格差異。

以兩幅插圖畫面右邊樹、石的描繪為例，首先，不同於〈賀新郎•夏景〉（圖 4-107）

的樹木紋理以短弧線、局部分布在樹幹兩側的作法，〈診祟〉（圖 4-108）的樹皮

紋理佈排以細密的弧線，幾乎佈滿整個樹幹，僅在樹幹下方有短弧線。〈賀新郎•

夏景〉的石頭以輪廓線將石頭區分為三個大區塊，以側筆刷出石頭的質地，〈診

祟〉的石頭結組較複雜，沿著石頭的交界面佈排著若干小石塊，皴法則以中鋒為

主。整體觀之〈賀新郎•夏景〉樹、石使用的筆墨較為奔放，〈診祟〉顯得較纖巧。 

前述提及第二十四齣〈拾畫〉（圖 4-109）中的湖石的畫法十分特別，不見於

金濂本《帝鑑圖說》中。經查，〈拾畫〉很可能參考了《詩餘畫譜》〈水龍吟〉（圖

4-110），258那麼〈拾畫〉中特殊的湖石會是來自〈水龍吟〉的影響嗎？〈水龍吟〉

插圖在三株柳樹的中間有一大湖石（圖 4-111），由右至左，湖石先高起繼而低陷

再高起，連續有兩個個高凸的石塊，加上繪稿者藉由安排同一塊湖石位於不同的

水平面上，成功地呈現出湖石往前伸出的姿態，使得湖石造型豐富多變，又十分

具有空間感。湖石以方折的線條勾勒輪廓，上有若干凸出的方塊，石體上則以短

直線、「ㄟ」字形線條描繪出湖石上凹凸不平的質地，更顯湖石之堅硬、銳利。

相較之下，〈拾畫〉（圖 4-90）畫面右方的大湖石為兩端高起、中央凹陷，狀如心

型。在結組方面，湖石以中央的石塊為中心向外層堆疊，交界處則佈以小石塊。

湖石以方折的線條勾勒，上佈以若干短線，表現湖石層層的紋理，湖石整體看起

來多稜角、有凹凸起伏之感。〈拾畫〉湖石奇特的心型造型、方折的線條很可能

即是受到〈水龍吟〉湖石的影響。然而〈拾畫〉湖石相對平面，不若〈水龍吟〉

湖石經營往前伸出的空間。此外，〈拾畫〉湖石的結組方式，如以中央為中心向

外堆疊、以及交界處佈有小石塊等作法，皆為石林居士序本中慣常的石頭結組。 

藉由上述兩個例子得知，石林居士序本應參考了《詩餘畫譜》。然而就石林

                                                 
257

 〈賀新郎•夏景〉為蘇軾所撰，歌詠美人、榴花。該詞詳見賀新輝編，《宋詞鑑賞辭典》（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頁 253-254。 
258

 〈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為蘇軾所撰，歌詠美人、榴花。該詞詳見賀新輝編，《宋詞鑑

賞辭典》，頁 22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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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序本樹、石來說，雖然物象的造型受到來自《詩餘畫譜》的影響，樹、石的

風格仍採用了所屬的風格群組的風格，似乎沒有受到《詩餘畫譜》明顯的風格影

響。 

在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中，泊如齋《閨範》，259以及顧曲齋《古雜劇》似

乎也不同程度地參考了《詩餘畫譜》。顧曲齋《古雜劇》參考《詩餘畫譜》的情

況則與石林居士序本類似。同為選取適合的場景、物象，再以所屬的風格群組的

風格加以繪製成插圖。如顧曲齋《古雜劇》〈荊楚臣重對玉梳〉（圖 4-112）第二

幅插圖很可能便是參考《詩餘畫譜》〈憶王孫•春詞〉（圖 4-113）的場景略為調整

後，再以石林居士序本為代表的版畫風格重新繪製。 

相較之下，泊如齋《閨範》便顯得十分不同。以泊如齋《閨範》〈密康公母〉

（圖 4-114）為例，該則故事敘述西周時，密康公陪伴周恭王遊於涇水，有三名

同姓的女子投奔密康公，密康公的母親認為密康公的德行不足以接納三女，恐遭

致禍患，便勸密康公將三名女子獻給周恭王，卻遭到拒絕。一年之後，周恭王果

然滅了密國。260插圖即描繪三名女子前來投奔密康公的一幕。在場景的布置上，

遠景為高聳的群山，畫面中央為一巨大的山崖，崖上設有一座宅邸，宅邸前方聳

立的山石上方以波折起伏的線條勾勒而成，形狀如雲朵般，下方則為層層側面的

山體，形成上方凸出、下方凹陷的奇特山石，兩株蟹爪樹盤據在山石之上。一座

小橋連接出山崖向外的通路，其下為湍急的流水。山崖左側則立著一座小山頭，

山頭上同樣有兩株蟹爪樹。〈密康公母〉的樹石十分值得注意，圖中的樹木皆為

蟹爪樹，山石不但形狀特別，皴法亦相當引人注目，以大面積的墨塊表現側筆皴

擦的效果，種種表現在以石林居士序本為代表的風格中顯得十分不尋常。 

經查，《詩餘畫譜》〈如夢令•冬景〉261（圖 4-115）與泊如齋《閨範》〈密康

公母〉十分相近，最大的差異為〈如夢令•冬景〉畫面左方有一巨大山體，〈密康

公母〉畫面左方則為低矮的小山頭。《詩餘畫譜》雖然紀年與泊如齋《閨範》同

為 1612 年，然而《詩餘畫譜》可能在此之前即以《草堂詩意》之名在市面上流

傳。更重要的是，分析插圖以後也發現〈如夢令•冬景〉應早於〈密康公母〉，所

以《閨範》繪稿者黃應澄確有可能參考道《詩餘畫譜》。《詩餘畫譜》〈如夢令•

冬景〉應是參考《顧氏畫譜》（1603）〈郭熙〉（圖 4-116）加以改畫而來，262〈如

                                                 
259

Michela Bussotti 提出泊如齋《閨範》〈和政公主〉為例說明泊如齋《閨範》可能參考了《顧氏

畫譜》或者《詩餘畫譜》，詳見 Michela Bussotti, “Editions of Biographies of Women as Examples of 

Printef Illustrat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頁 202。然而，筆者認為泊如齋《閨範》更可能參考

的是《詩餘畫譜》而非《顧氏畫譜》，並且泊如齋《閨範》〈密康公母〉比〈和政公主〉更能說明

這樣的情況，詳見後文說明。 
260

 呂坤，《閨範》卷四，頁 630-631。 
261

 為秦觀撰，該詞詳見賀新輝編，《宋詞鑑賞辭典》，頁 352-353。 
262

 《詩餘畫譜》成於 1612 年前，上限時間未明，《顧氏畫譜》則成於 1603 年。然而《詩餘畫譜》

全書插圖風格十分不統一，加上亦有若干插圖與顧正宜《筆花樓新聲》、《百詠圖譜》相近，因此

《詩餘畫譜》很可能是參考多部書籍再加以繪製而成，依此性質，晚於《顧氏畫譜》的可能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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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令•冬景〉將原來〈郭熙〉的主要山體往左移，並新增加一道巨大的瀑布，一

路從山頂奔騰而下，一直延伸到前景小橋下。主山往左移動後，畫面右方則有更

大的空間足以描繪詞中所述之「驛亭」。若將泊如齋《閨範》〈密康公母〉一起比

對，〈密康公母〉似與《顧氏畫譜》〈郭熙〉沒有直接的聯繫，和〈如夢令•冬景〉

關係密切。更重要的是，〈密康公母〉插圖上頗有啟人疑竇之處，難以從插圖中

解釋前景左下方橋下湍急的流水從何而來，因此予人突兀感。相較之下，〈如夢

令•冬景〉前景左下方橋下湍急的流水則清楚來自畫面左方的山體，更顯合理。

故可以說泊如齋《閨範》插圖參考了《詩餘畫譜》。更重要的是，《閨範》不只選

取了《詩餘畫譜》中適合的場景、物象，樹石的風格亦受到直接地影響。 

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三作參考《詩餘畫譜》插圖的情況，顯示出《詩餘畫

譜》在當時蔚為流行，成為版畫繪稿者爭先參考的對象。另一方面，石林居士序

本風格群組時間坐落於 1604年至 1618年左右，較之群組中紀年較早的金濂本《帝

鑑圖說》、黃伯符刻本《四聲猿》，以及《狀元圖考》來說，時間較晚的泊如齋《閨

範》、石林居士序本、《大雅堂雜劇》，以及顧曲齋《古雜劇》大致在樹、石的表

現上，線條粗細變化更大，線條由極細至極粗的變化更強烈，對表達運筆所產生

的諸多效果也更有興趣，如按壓、提起、收筆等（圖 4-117）。《詩餘畫譜》插圖

的線條粗細變化劇烈，筆墨效果變化多端，插圖中的山石上更可見到多種皴法的

表現，如側筆皴擦、米點等，精心營造出不同的山石質地（圖 4-110、圖 4-115）。

《詩餘畫譜》成於 1612 年或稍早，並且對泊如齋《閨範》的樹、石的風格，特

別是描繪樹、石所使用的線條產生影響。《詩餘畫譜》對石林居士序本、顧曲齋

《古雜劇》樹、石的影響雖不若泊如齋《閨範》來得明顯，但描繪樹、石線條的

改變，或許一部分的原因是受到了《詩餘畫譜》插圖的啟發。加上從石林居士序

本風格群組在製作插圖上密切的關係，繪稿者要製作新插圖時，應不難看到群組

中先前已完成的插圖，如此或可解釋《大雅堂雜劇》的情況。 

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坐落的時間點正是徽州刻工由於工作、移居等因素向

杭州、吳興等地擴散的時間。1600 年左右所風行、由汪耕為代表的的徽派版畫

風格，到了此時期漸漸出現不同的面貌。周亮以杭州地區為題，認為此時杭州版

畫的新面貌源自徽派版畫與杭州固有的版畫風格結合，263惜周亮未說明杭州原來

版畫風格的面貌為何。關於此點，早在周亮之前，馬孟晶提出杭州地區從《西湖

志類鈔》（1579）開始，在版畫中就表現出對繪畫性的興趣，很可能是杭州地區

版畫值得注意的特色。264董捷認為此與工匠擴散後，徽派版畫與當地繪畫風格結

                                                                                                                                            
較高。再者，如以《詩餘畫譜》〈如夢令•冬景〉和《顧氏畫譜》〈郭熙〉加以比較，兩者同樣是

採用了郭熙風格的插圖，《顧氏畫譜》〈郭熙〉不論空間結構、樹石所展現出的郭熙風格皆較為統

一、合理。最後，就《詩餘畫譜》刻工所刻出的效果而言，也是晚於《顧氏畫譜》的表現。故《詩

餘畫譜》時間較《顧氏畫譜》晚，兩者圖像上的近似來自《詩餘畫譜》參考了《顧氏畫譜》。 
263

 周亮，〈明末徽派版畫對武林版畫的影響及武林版畫新的風格確立〉，頁 115-119+130。 
264

 馬孟晶，《晚明金陵《十竹齋書畫譜》、《十竹齋箋譜》研究》，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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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有關，特別是向文人畫學習。不同的是，董捷認為不應以區域考量版畫風格，

版畫風格與時尚、競爭、需求三因素息息相關，反映人們對「雅致」的追求。265

筆者認為，董氏跨越區域風格框架，著眼時尚、競爭與需求的討論十分具有啟發

性，然而時尚、競爭與需求等因素並非與區域風格互斥的概念，可同時考量。 

在戲曲版畫中，結合徽派人物風格，但是在山水的表現上使用較有厚度的線

條描繪，並且特別展現出繪畫中的筆法，如米點、披麻、斧劈等特點的作品，可

以以杭州地區書坊容與堂《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1610，下簡稱容與堂本

《西廂記》）的出現為標幟。如在〈好句有情憐夜月，落花無語怨東風〉（圖 4-118）

中， 山石、樹木皆以帶有厚度的線條勾勒，可以清楚看到線條欲表現出筆墨的

諸多變化，如提、按、轉折等，更值得注意的是皴法的表現，不論是遠山還是近

景的坡石，皆可見側筆皴擦。在容與堂本《西廂記》西廂記之後，越來越多版畫

結合徽派人物以及富繪畫性的山水，這些作品遍及杭州、蘇州、吳興等地。杭州

區域版畫的特點為富有繪畫性的特質，容與堂《西廂記》中結合汪耕風格人物與

繪畫性山水的作品，這樣的做法似乎再由杭州開始，向外擴散出此種跨區域的風

行。然這些富繪畫性的山水，風格涵蓋多樣，絕非「文人畫」能涵蓋。 

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地點遍及了北京、徽州、杭州等地。泊如齋《閨範》、

石林居士序本、《大雅堂雜劇》，以及顧曲齋《古雜劇》之所以在樹、石上表現上

比群組早期作品表現出較多繪畫性，甚至參考於《詩餘畫譜》都是上述現象的反

應之一。有趣的是，《詩餘畫譜》雖然刊刻地不詳，它主要參考的《顧氏畫譜》

即是富繪畫性的杭州刊本。這個風格群組跨區域的特性也是我們所在意的，這或

許是同一工作團隊在不同的區域進行工作，但是也可能是這樣的風格，後來被其

他的書坊所模仿，進而擴展到其他區域，成為晚明時期相當重要的版畫風格。 

 

小結 

過去在談論徽派版畫，學者們已注意到汪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章

藉由追索石林居士序本版畫風格，梳理出徽派版畫下幾種次風格，包括以汪耕為

中心的三組風格，以及以石林居士序本為代表的相關版畫風格群組。石林居士序

本版畫風格，特色為秀麗的人物、山石和樹木十分富有繪畫性，場景以多樣的角

度描繪，裝飾紋樣在畫面中所佔比例不高，整體顯得十分雅致。石林居士序本的

                                                 
265在董捷地著作中皆可以看到他對過去以區域區分版畫派別的反思。最先於氏著《明清刊《西廂

記》版畫考析》中提出以區域特徵來劃分版畫流派，往往會有很多漏洞，以地域的框架討論版畫，

亦不利於對版畫全面性的了解。接著在博士論文《明末湖州版畫創作考》第四章中，進一步檢視

過往以刻工為中心所建構出的徽派版畫，認為真正影響版畫風格的人物為刻書家與繪稿者，其中

又以刻書家最為重要，刻書家受到時尚、競爭、需求等三要素的影響。其後改寫成專文〈明末版

畫創作中的不同角色及對「徽派版畫」的反思〉，認為只有在某地刊刻的版畫，沒有地域風格流

派的版畫。董捷，《明清刊《西廂記》版畫考析》，頁 7-18；董捷，《明末湖州版畫創作考》，頁

121-153、155-162；董捷，〈明末版畫創作中的不同角色及對「徽派版畫」的反思〉，頁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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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風格直接的影響來自金濂本《帝鑑圖說》，由於金濂本《帝鑑圖說》亦深受

汪耕風格的影響，特別是受到汪耕第二組風格的影響，因此，石林居士序本版畫

風格亦呈現出和汪耕風格親近的關係，然而關係較間接，因此呈現出若干差異。 

石林居士序本比之金濂《帝鑑圖說》，最大的差異為石林居士序本的山水表

現繪畫性的企圖更高。與之直接相關的可能影響來自《詩餘畫譜》，然而將石林

居士序本放回所屬的時間點加以考量，此作法可能反映著繼汪耕風格蔚為流行之

後，由杭州區域開始向外擴散，將徽派人物結合富繪畫性山水的作法。在以石林

居士序本為代表的風格群組中，相較群組中較早的作品，較晚的作品在山水方面

都呈現出對繪畫性的追求，為何會有這樣的追求呢？這或許和董捷所提出的「受

眾」有關，266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不只插圖雅致，圖文敘事亦十分幽微細膩，

加上其不斐的價格，可能標的著較具有知識水平、經濟實力的讀者。 

石林居士序本版畫風格群組中的顧曲齋《古雜劇》插圖，在清初時為南京地

區職業畫家張修267參考，繪製成《詠懷堂新編十錯認春燈謎記》（1633）插圖。

張修繪製《春燈謎記》插圖時，雖然不只參考了《古雜劇》，然而卻以《古雜劇》

版畫風格統率全書。268時人周亮工《讀畫錄》（約 1655-1656）269記載：「損之畫

《春燈謎》甚工，至今人多藏之者重，損之畫也同上。」270《春燈謎記》插圖之

所以受到歡迎，一部分固然奠基於張修作為一位南京地區的職業畫家所經營出的

名聲，而由周亮工記載「《春燈謎》甚工」，更提示出《春燈謎記》所屬的石林居

士序本風格群組精緻的風格，即便在《春燈謎記》成書二十餘年後，仍對時人具

有相當地吸引力。除此之外，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的插圖，不斷地為為師儉堂

《二刻六合同春》、福建寶珠堂所刊《丹桂記》、福建書坊所刊之《孔夫子周遊列

國大成麒麟記》、以及金陵書林奎璧齋、寶聖樓、大有堂、鄭元美等合梓的《歌

林拾翠》參考使用。在版畫插圖製作中，後來刊本參考可及的其他出版品插圖雖

為常見的做法，但眾多刊本插圖參考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的插圖的現象，亦反

應出該風格群組插圖的光彩奪目。 

梳理風格的過程中，不斷地發現丁雲鵬所所繪吳本《養正圖解》的影響。而

早在 1956 年，鄭振鐸就隱約注意到丁雲鵬的重要性，既而提出，「丁雲鵬的名作

                                                 
266

 董捷，《明末湖州版畫創作考》（中央美術學院博士論文，2008），頁 121-153、155-162 
267

 關於張修，記載最為詳實者為周亮公，見周亮工，《讀畫錄》卷三，頁十九。 
268

 張修繪製《春燈謎記》主要參考了《古雜劇》與《元曲選》插圖，然而書版畫風格以《古雜

劇》版畫風格加以統一。 
269

 《讀畫錄》大約寫於周亮工亡故前六、七年，應寫於 1655-1656 年左右，為周氏在世時未出

版之書。周氏於 1670 年將自己已出版、未出版的著作一併焚毀，惟留下追憶平身相關的著作，

周氏身故後，由周氏之五子整理父親遺稿出版，在周氏身故翌年（1673）由周氏雲煙過眼堂所刊。

該書出版的經過見周在都、周在延、周在浚、周在建周在清，〈讀畫錄序〉，收入於周亮工，《讀

畫錄》卷一，頁序三 A-七 B。 
270

 周亮工與張修同樣居住於南京，加之活動時間相近，當為可信的記載。周亮工，《讀畫錄》卷

三，頁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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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誘發出徽派版畫中的高潮。」271可惜鄭氏的意見未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丁雲

鵬為晚明知名的畫家，為多部書籍繪製過插圖，深受時人歡迎。第二組汪耕風格

便深受丁雲鵬的影響，表現在人物、樹、石，以及裝飾紋樣上。雖然丁雲鵬對汪

耕風格的影響似乎沒有持續很久，但汪耕第二組風格在南京地區流傳頗廣，刊刻

第二組汪耕風格的重要書坊為繼志齋、文林閣、廣慶堂等。此外，目前現存的汪

耕作品，有紀年的最早為 1597 年，其時吳本《養正圖解》已出版四年，或須考

慮第一組汪耕風格業已受到丁雲鵬風格影響的可能，然而在相關材料不足的情

況，難以進一步論證。在石林居士序本代表的版畫風格群組中，屢見使用《養正

圖解》插圖的情況，包括金濂本《帝鑑圖說》、黃應澄繪《狀元圖考》，與《閨範》，

然而僅有《閨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來自丁雲鵬風格的影響，其他兩作似單純地

使用插圖。可以說，汪耕風格仍應是當時的主流，然而透過第二組汪耕風格的傳

播，一種受到丁雲鵬影響的汪耕風格持續地流佈在市面上。實有必要重新思考丁

雲鵬在徽派版畫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271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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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成於 1617 年，在文學研究方面，此本是最接近湯

顯祖作品原貌的版本，備受重視，然而針對插圖的深入研究卻付之闕如。石林居

士序本插圖風格雅致，圖文關係細膩又富敘事深度，實有其精妙之處。從石林居

士序本圖編輯的情況得知，石林居士序本可能以士大夫、商人及其家眷們為標的

對象，插圖巧妙引領讀者進入《牡丹亭》奇幻的夢境，並以鮮活的人物性格和心

緒、講求圖文交互參照的來回閱讀，再加上插圖雅致的風格和精良的刊刻品質品

質，成為吸引人的要件。更重要的是，透過復原該本可能的製作工序，延伸出了

黃氏刻工團隊之問題。 

在全書四十幅插圖中，其中高達三十幅留下了七位刻工的名字，他們為來自

歙縣虬村的黃氏刻工，分別為第二十六世黃德修、黃應渭、黃應義，與第而二十

七世黃一楷、黃一鳳，以及《黃氏宗譜》中未載之黃翔甫與黃端甫。使本研究得

以嘗試所未曾採取的路徑，亦即利用石林居士序本全書有四十幅插圖，其中高達

三十幅留有刻工的落款的特質，加以研究刻工的刊刻風格。刻工在實際參與石林

居士序本的刊刻時，特別在樹、石等較為不重要之處流露出刻工個人的刊刻風

格，因此本研究可據以觀察並描述出該刻工的獨特習性同時，藉由辨認刻工風

格，也解決了部分因黃氏刻工許多人在不同的版畫插圖上，有時留下名，有時刻

上字、號，同一人卻被誤為數人的問題。即使該名刻工的詳細姓名與字號，未載

於族譜中而產生辨識上的困難，本研究也透過刻工風格的比對，整理出當為同一

人卻被誤為數人的刻工。在較為細小處刻工得以展現個人刊刻風格，或許肇因於

刻工在依循畫稿的前提下，可以在畫面中較不重要處刊刻得較為自由。進一步聯

繫與石林居士序本相關風格的群組，其中石林居士序本與泊如齋《閨範》、顧曲

齋《古雜劇》成書年代也相近，風格極為相似，繪稿者、插圖指導者可能都來自

黃氏刻工家族。而且插圖上同樣留下了大量的刻工落款，刻工刊刻畫稿的情況也

十分雷同，參與刊刻三作的刻工，更有所重疊。如此多的一致性，指向背後可能

存在著一個刊刻書籍的工作團隊。 

他們所繪刻的插圖，與徽派版畫中重要的汪耕風格有所淵源，然也有別於汪

耕風格的華麗，更講求筆墨繪畫性的趣味。工作團隊的繪稿者，很可能是來自黃

氏家族的成員。實際刊刻時，若是使用黃氏家族成員所繪的稿，刻工似乎較具有

表現個人刊刻風格的空間。石林居士序本書中有著大比例的刻工落款，但卻不見

提及可能為繪稿者的黃一鳳，或是在序言中也不曾強調所繪圖稿的精妙處，相對

來說，繪稿者似乎不太被強調。這代表什麼呢？或許是讓眾多的徽派刻工留下名

款，就已經是對同為刻工的繪稿者的讚賞？還是因為是作為團隊來完成這些作

品，因此毋需特別突顯某位製作畫稿的工匠？此外，此一工作團隊的流動性也是

我們所在意的，就《閨範》、石林居士序本、《古雜劇》、三者來說，前者為徽州

刊本，後兩者可能刊刻於杭州。若進一步擴大到相關版畫風格群組，則遍及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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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徽州、杭州等地。這或許是同一工作團隊在不同的區域進行工作，但是也可

能是這樣的風格，後來被其他的書坊所模仿，進而擴展到其他區域，成為晚明時

期相當重要的版畫風格。 

回歸到明代徽派版畫的研究，過去在界定徽派版畫時，其中一個巨大的困難

點為如何拿捏刻工對版畫風格呈現的影響力。本研究在討論版畫風格的層面上，

特別是區別出刻工風格與繪稿者風格上，提供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個案研究。展望

未來進行刻工刊刻風格的研究時，或可以一位刻工為主進行調查，以縱向的時間

軸處理到刻工在漫長的刻書生涯中，可能的刊刻風格轉變，或者刊刻技術的進

展。或許隨著刻工刊刻風格考察日愈細緻之後，可以進一步分辨出黃氏刻工中是

否可以以刊刻風格區分出流派，或者家族作風等，屆時徽派刻工技法特點將能更

具體、更明朗。 

為了解決徽派版畫大範圍下的風格不統一，學者們各自以不同的取徑加以回

答，包括刻工技法、區域風格等兩大不同方向，然各有侷限。版畫為繪稿後再刊

刻而成，只論刊刻技法而不論畫稿，形同只看細節而失之整體，無法很好的說明

版畫風格。而考察一地風格，則難免疏漏專注區域以外的作品。董捷反思先前的

研究後提出創見，否定區域風格，認為風格的考察應從書坊主人著手，他才是掌

握時尚、競爭、需求三要素的舵手。272董氏的論點十分富啟發性，然時尚等三要

素並非與區域風格互斥的概念，而且書坊主人雖主導作品，一個區域會有一個區

域流行的風格，或者共同的出版傾向，書坊主人的選擇，同樣會受到區域的影響，

不應全面否認區域風格。本研究嘗試以新的方法，即追尋可能的書籍刊刻工作團

隊，一方面可以看到此團隊的流動性，另一方面，亦可結合區域風格、及董氏所

提三要素視之。雖然當中仍存在不少的問題，但是透過這個個案研究，一次解決

部分的問題，相信持續的累積，版畫研究當有長足的進展 

  

                                                 
272

 詳見本文第一章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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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石林居士序本插圖中男女主角登場齣目狀況一覽表 

 

 

齣目 

 

有無配圖 

男主角在齣

目中有登場 

女主角在齣

目中有登場 

插圖有圖繪

男或女主角 

插圖沒有男

女主角 

一 標目 X     

二 言懷  V  V  

三 訓女   V V  

四 腐歎 X     

五 延師 X  V V  

六 悵眺  V  V  

七 閨塾 X  V V  

八 勸農     V 

九 肅苑   V  V 

十 驚夢  V V V  

十一 慈戒 X     

十二 尋夢   V V  

十三 訣謁   V V  

十四 寫真   V V  

十五 擄諜     V 

十六 詰病     V 

十七 道覡     V 

十八 診祟   V V  

十九 牝賊     V 

二十 鬧殤 X  V V  

二十一 謁遇  V   V 

二十二 旅寄 X V  V  

二十三 冥判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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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拾畫  V  V  

二十五 憶女 X     

二十六 玩真  V  V  

二十七 魂遊   V V  

二十八 幽媾  V V V  

二十九 旁疑     V 

三十 懽撓  V V V  

三十一 繕備 X     

三十二 冥誓  V V V  

三十三 祕議  V  V  

三十四 詗藥 X     

三十五 回生  V V V  

三十六 婚走  V V V  

三十七 駭變     V 

三十八 淮警     V 

三十九 如杭  V V V  

四十 僕貞 X     

四十一 眈試  V  V  

四十二 移鎮 X     

四十三 禦淮     V 

四十四 急難  V V V  

四十五 寇間     V 

四十六 折寇     V 

四十七 圍釋     V 

四十八 遇母   V V  

四十九 泊淮  V  V  

五十 鬧宴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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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榜下 X   V  

五十二 索元 X   V  

五十三 硬拷  V   V  

五十四 聞喜 X  V   

五十五 圓駕  V V V  

小計   

有 21 齣有

男主角登

場，其中 19

齣有配圖，

19 幅圖中

共有 18 幅

插圖繪出男

主角，其中

9 次與女主

角共同登場 

有 23 齣有

女主角登

場，其中 18

齣有配圖，

18 幅圖中

共有 17 幅

插圖繪出女

主角，其中

9 次與男主

角共同登場 

有男、或女

主角、或一

起登場的插

圖有 26 幅 

有 24 齣沒

有男、女主

角其中一人

登場，共有

14 幅插圖

沒有繪出男

女主角 

   圖繪有主角登場齣目的機率 76% 

圖繪沒有主

角登場齣目

的機率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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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刻工落款一覽表暨翻刻本落款省略、誤刊表 

編號 齣 目 刻工 刻工落款 朱氏玉海堂 

堂 

槐塘九我堂 懷德堂 

1 二 言懷 黃一鳳 鳴岐 鳴岐 鳴岐 鳴岐 

2 三 訓女      

3 六 悵眺 黃一鳳 一鳳 一鳳 一鳳 一鳳 

4 八 勸農 黃應渭 兆清 兆清 兆清 省略 

5 九 肅苑 黃德修 吉甫 （掉落） 吉甫 省略 

6 十 驚夢      

7 十二 尋夢 黃一鳳 鳴岐 鳴岐 鳴岐 省略 

8 十三 訣謁 黃一鳳 鳴岐 鳴岐 鳴岐 鳴岐 

9 十四 寫真 黃一鳳 鳴岐 鳴岐 鳴岐 省略 

10 十五 擄諜 黃一鳳 鳴岐 鳴岐 鳴岐 省略 

11 十六 詰病 黃德修 吉甫 吉甫 吉甫 吉甫 

12 十七 道覡 黃德修 吉甫 吉甫 吉甫 吉甫 

13 十八 診祟 黃應義 季迪 （掉落） 季迪 省略 

14 十九 牝賊 黃德修 吉甫 吉甫 吉甫 吉甫 

15 二十

一 

謁遇 黃端甫 端甫 端甫 端甫 端甫 

16 二十

三 

冥判 黃端甫 端甫 （掉落） 端甫 端字誤為瑞 

17 二十

四 

拾畫      

18 二十

六 

玩真 黃端甫 端甫  端甫 省略 

19 二十

七 

魂遊 黃端甫 端甫  端甫 省略 

20 二十

八 

幽媾      

21 二十

九 

旁疑 黃德修 吉甫 吉甫 吉甫 吉甫 

22 三十 懽撓 黃一鳳 鳴岐 （掉落） 鳴岐 鳴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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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十

二 

冥誓 黃一鳳 鳴岐 鳴岐 鳴岐 鳴岐 

24 三十

三 

祕議 黃一鳳 一鳳 一鳳 一鳳 一鳳 

25 三十

五 

回生 黃端甫 端甫 端甫 端甫 省略 

26 三十

六 

婚走 黃端甫 端甫 端甫 端甫 端甫 

27 三十

七 

駭變      

28 三十

八 

淮警 黃端甫 端甫 端甫 端甫 端甫 

29 三十

九 

如杭      

30 四十

一 

耽試      

31 四十

三 

禦淮 黃一楷 一楷 一楷 一楷 省略 

32 四十

四 

急難  翔甫 翔甫 翔甫 省略 

33 四十

五 

寇間 黃德修 吉甫 吉甫 吉甫 吉甫 

34 四十

六 

折寇 黃一鳳 鳴岐 鳴岐 鳴岐 鳴岐 

35 四十

七 

圍釋      

36 四十

八 

遇母 黃一鳳 鳴岐 鳴岐 鳴岐 鳴岐 

37 四十

九 

泊淮      

38 五十 鬧宴 黃一鳳 鳴岐 鳴岐 鳴岐 省略 

39 五十

三 

硬拷 黃端甫 端甫 端甫 端甫 端甫 

40 五十

五 

圓駕      

※朱氏玉海堂本、槐塘九我堂本刻工落款情形出自筆者調查。懷德堂本刻工落款

情形援引自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插圖史略〉，《山口大學文學會志》54

（2004），頁 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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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刻工刊刻風格一覽 

刻工 風格/特色 

黃一鳳 注意線條由粗到細再到粗的變化，因此線條特別有厚度，具有立體

感。因此松針、夾葉等都非常有立體感。 

著意表現線條漂亮的弧度。 

山石皴法的起筆多為三角形，皴線短促，顯條予人硬挺感。 

一組夾葉中，最外圍的葉子輪廓線較粗，葉子尖端尖銳。 

不論樹幹大小，樹皮上每一根皴線皆非常分明。 

松樹樹皮的漩渦紋較圖案化。 

黃翔甫 

黃一楷 注意線條由粗到細再到粗的變化，因此線條特別有厚度，有立體感。

因此松針、夾葉等都非常有立體感。 

著意表現筆墨勾勒時的自然弧度。 

線條粗細變化活潑，特別注意運筆時透過按壓產生出連續起伏的線

條，以及墨線邊緣微微顫動不平整的樣態。 

注意到起筆按壓時的不同形狀。 

刊刻的地面小點特別密集。 

黃端甫 

黃德修 刊刻夾葉時，以粗細較均勻的線條刊刻輪廓線，葉子輪廓線弧度小。整

體來說，不在意葉子的結構，夾葉顯得較平板不立體，甚至有省工的現

象。 

山石皴法的起筆多為三角形，線條粗細變化大，線條邊緣平滑，整體予

人筆墨快速，流暢之感。 

刊刻人物時，線條與線條的交界處會留下小空隙。 

黃應渭 整體線條粗細變化相對不大。 

刊刻松針時，不在意松針的弧度以及線條由粗到細再到粗的變化，松針

顯得單薄。 

部分山石皴線看不到筆法，感覺較稚弱。 

黃應義 所刊刻的夾葉不重視葉子的弧度，葉子尖端線條較粗，往兩側線條越來

越尖細，因此顯得葉子較重，有下垂感。 

刀鑿痕跡明顯，尤其以樹幹的刊刻最為顯著。 

山石皴線過度圓弧平滑，特別是收筆十分尖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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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泊如齋《閨範》刻工關係一覽表 

世 刻工 生卒年 備註 

26 黃應淳(暘谷) 1573-1641 有一圖資料來自周蕪所刊登 

26 黃應沐(云谷)? 1581-1640 
落款為「云」，應淳之弟，落款單「云」一字，

身分存疑 

26 黃應渭(兆清) 1583-? 應淳之弟 

26 黃伯符(伯符) 1578-? 應淳之堂弟 

26 黃應祥(叔吉) 1591-? 應瑞之弟，應淳之堂弟 

27 黃一心(養正) 1608-1642 應淳之子，落款單「養」一字，身分存疑 

27 黃一中(肇初) 1611-? 應瑞之子，落款單「中」一字，身分存疑 

28 黃建中(子立) 1611-? 一彬之子 

28 黃允中 1625-? 落款單「允」一字，身分存疑 

 黃端甫     

 黃廷芳     

28 黃方中(正如) 1650-? 清季補修 

28 黃用中(堯民) 1644-1706 清季補修 

28 黃亮中(子明) 1673-? 清季補修 

29 黃師教(子修) 1675-? 清季補修 

※本表未列入僅落款單一字，姓名不詳者，如乙、二、士、大、之、升、玄、兆、

宇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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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泊如齋《閨範》刻工落款一覽表 

編號 卷 頁 刻工 刻工落款 文 圖 備註 

1 

一 

刻閨範引 黃應淳 黃應淳刻 V     

2 八 A 黃元則 則 V     

3 十七 A 黃用中 用 V     

4 十八 A   宇 V     

5 十九 A   伯 V     

6 三十二 A 黃應沐 云 V     

7 

二 

一 A   先 V     

8 四 A   先 V     

9 六 A 黃用中 用 V     

10 七 A   兆   V(版心)   

11 八 A 黃用中 用 V     

12 九 A 黃廷芳 廷   V(版心)   

13 十 A   先 V     

14 十一 A 黃廷芳 廷   V(版心)   

15 十三 B 黃方中 正如   V(版心)   

16 十四 A   先 V     

17 十五 A 黃廷芳 廷芳   V(版心)   

18 十六 B 黃端甫 端   V(版心)   

19 十七 A 黃用中 用 V     

20 十八 B   兆   V(版心)   

21 十九 B 黃君蒨 蒨   V(版心)   

22 二十五 A 黃應渭 渭 V   

二十五 B 為

圖 

23 二十七 B 黃元則 元   V(版心)   

24 二十八 A 黃建中 立 V     

25 二十九 A 黃方中 正如   V(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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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三十 B 黃應淳 暘谷   V(版心) 據周 

27 三十二 A 黃元則 則 V     

28 三十六 B 黃端甫 端甫   V(版心)   

29 三十七 A   先 V     

30 三十八 A 黃師教 師教   V(版心)   

31 四十 B 黃端甫 端   V(版心)   

32 四十一 A 黃應沐 云 V     

33 四十三 A 黃端甫 端甫   V(版心)   

34 四十四 A 黃應沐 云 V     

35 四十八 A 黃方中 正   V(版心)   

36 五十   兆   V(版心)   

37 五十四 A   (字跡難辨)   V(版心)   

38 五十五 A 黃應沐 云 V     

39 五十六 A 黃元則 則   V(版心)   

40 五十七 A 黃元則 則 V     

41 五十八 A 黃師教 師教刻   V(版框內)   

42 五十九 A 黃廷芳 廷芳 V   

五十九 B 為

圖 

43 六十 A 黃元則 則 V     

44 六十一 A   乙   V(版心)   

45 六十二 A 黃用中 用 V     

46 六十四 A 黃應沐 云 V     

47 六十五 A 黃廷芳 芳?   V(版心)   

48 六十六 A   元? V     

49 六十七 A 黃元則 則   V(版心)   

50 

三 

五 A 黃應淳 黃暘谷   V(版心)   

51 八 A 黃用中 用 V     

52 九 A   之 V     



102 

 

53 十一 A 黃元則 元 V     

54 十二 A 黃應沐 云 V     

55 十四 A 黃應沐 云 V     

56 十八 A   士 V     

57 十九 B 黃應祥 吉   V(版心)   

58 二十九 A 黃應沐 云 V     

59 三十一 A   之       

60 三十二 A 黃廷芳 廷   V(版心)   

61 三十三 A   士 V     

62 三十五 B 黃亮中 子明鐫   V(版框內)   

63 三十六 A   宇 V     

64 三十七 A 黃端甫 端   V(版心)   

65 三十八 B 黃端甫 端   V(版心)   

66 三十九 A 黃用中 用 V     

67 四十五 A   文 V     

68 四十六 A   養   V(版心)   

69 四十九 A 黃用中 用   V(版心)   

70 五十一 A 黃應沐 云 V     

71 五十三 B 黃用中 用   V(版心)   

72 五十一 A 黃應沐 云 V     

73 五十五 A 黃方中 方中   V(版心)   

74 五十七 A   升 V     

75 五十九 A   允 V   

五十九 B 為

圖 

76 六十二 B   允   V(版心)   

77 六十三 A 黃應沐 云 V     

78 六十四 A   允   V(版心)   

79 六十五 A   大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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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六十七 A   云 V     

81 七十 A   升 V     

82 七十二 A   士 V     

83 七十四 A   二 V     

84 七十五 黃元則 元   V(版心)   

85 七十九 A   文 V     

86 八十一 A 黃應沐 云 V     

87 八十二 B 黃用中 用   V(版心)   

88 八十三 A   文 V     

89 八十四 B 黃用中 用   V(版心)   

90 八十九 B 黃方中 方   V(版心)   

91 九十三 A   中   V(版心)   

92 一百一 A 黃用中 用   V(版心)   

93 一百四 B 黃建中 子立   V(版心)   

94 一百七 B 黃元則 則   V(版心)   

95 一百十一 A   允   V(版心)   

96 一百十二 B 黃應沐 云   V(版心)   

97 

四 

一 A   玄 V     

98 二 A   玄 V     

99 三 A 黃應祥 吉 V     

100 四 A 黃應祥 吉 V     

101 五 A 黃用中 用 V     

102 七 A 黃應祥 叔吉   V(版心) 據周、張 

103 十一 A 黃元則 元則   V(版心)   

104 十二 B 黃方中 正如   V(版心)   

105 十三 A   伯奇 V     

106 十七 A 黃亮中 子明   V(版心)   

107 二十 A   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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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二十四 B 黃應瑞 伯符   V(版心)   

109 三十一 A   二 V     

110 三十三 B 黃師教 
黃師教鐫+「子

修」方印 
  V(版框內)   

111 三十四 A   士       

112 三十七 A 衡         

113 四十五 A 黃應祥 吉 V     

114 四十九 B   中   V(版心)   

115 五十 A 黃應祥 吉 V     

116 五十三 A 黃師教 子修   V(版心)   

117 五十五 A 黃應祥 吉 V     

118 六十 A   二 V     

119 六十二 A   伯 V   伯奇? 

120 七十一 A 黃應祥 吉 V     

121 七十二 A 黃應瑞 伯符  V(版心) 據張 

122 七十四 A 黃應瑞 伯符   V(版心)   

123 七十八 黃應祥 吉 V     

124 八十 A   玄 V     

125 八十二 B 黃應瑞 伯符   V(版心)   

126 八十三 A 黃應祥 吉 V     

127 八十五 A   伯 V   伯奇? 

128 八十八 A   玄   V(版心)   

129 八十九 B 黃端甫 端甫   V(版框內)   

130 九十一 B 黃應祥 叔吉   V(版心)   

※本表根據上海博物館景印之鄭振鐸藏本統計，收於《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部分參考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安徽：安

徽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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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顧曲齋《古雜劇》刻工落款一覽表 

編號 戲曲 圖號 刻工 刻工落款 

1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1     

2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2 黃一鳳 鳴岐 

3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3 黃德修 吉甫 

4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4     

5 溫太真玉鏡臺 1     

6 溫太真玉鏡臺 2 （黃一鳳） 翔甫 

7 溫太真玉鏡臺 3     

8 溫太真玉鏡臺 4 黃端甫 端甫 

9 白敏中 梅香 1 黃德新 原明 

10 白敏中 梅香 2 黃端甫 端甫 

11 白敏中 梅香 3 黃一鳳 鳴岐 

12 白敏中 梅香 4 （黃一鳳） 翔甫 

13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 1     

14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 2     

15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 3 （黃一鳳） 翔甫 

16 錢大尹智勘緋衣夢 4 （黃一鳳） 「翔甫」方印 

17 玉蕭女兩世姻緣 1     

18 玉蕭女兩世姻緣 2 黃德新 德新 

19 玉蕭女兩世姻緣 3 黃德修 德修 

20 江洲司馬青衫淚 1     

21 江洲司馬青衫淚 2 黃端甫 端甫 

22 江洲司馬青衫淚 3 （黃一鳳） 「翔甫」方印 

23 江洲司馬青衫淚 4 黃一鳳 鳴岐 

24 洞庭湖柳毅傳書 1 黃德修 吉 

25 洞庭湖柳毅傳書 2     

26 洞庭湖柳毅傳書 3 黃端甫 端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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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1 黃庭芳 芳 

28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2 黃端甫 端 

29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3     

30 李太白匹配金錢記 4 黃翔甫 翔甫 

31 迷青瑣倩女離魂 1 黃德修 吉甫 

32 迷青瑣倩女離魂 2     

33 迷青瑣倩女離魂 3 黃德修 吉甫 

34 迷青瑣倩女離魂 4 黃一楷 黃一楷 

35 杜蕊娘智賞金線池 1 黃一楷 一楷 

36 杜蕊娘智賞金線池 2 黃一鳳 「鳴」、「岐」連續兩方印 

37 臨江驛瀟湘夜雨 1 黃端甫 「端」單字 

38 臨江驛瀟湘夜雨 2 黃端甫 端甫 

39 臨江驛瀟湘夜雨 3 黃德修 德修 

40 臨江驛瀟湘夜雨 4 黃端甫 端甫 

41 荊楚臣重對玉梳 1     

42 荊楚臣重對玉梳 2     

43 荊楚臣重對玉梳 3 黃德新 原明 

44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1 （黃一鳳） 翔甫 

45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2 黃端甫 端甫 

46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 3 黃端甫 端甫 

47 漢文帝孤鴈漢宮秋 1     

48 漢文帝孤鴈漢宮秋 2 黃一楷 黃一楷 

49 漢文帝孤鴈漢宮秋 3 黃德修 吉甫 

50 漢文帝孤鴈漢宮秋 4     

51 唐明皇秋葉梧桐雨 1 黃端甫 端甫 

52 唐明皇秋葉梧桐雨 2 黃一鳳 黃一鳳+「鳴岐」方章 

53 唐明皇秋葉梧桐雨 3     

54 唐明皇秋葉梧桐雨 4 黃德新 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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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秦脩然竹塢聽琴 1     

56 秦脩然竹塢聽琴 2 方 方 

57 秦脩然竹塢聽琴 3 黃德修 吉甫 

58 秦脩然竹塢聽琴 4 （黃一鳳） 翔甫 

59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1 黃一鳳 鳴岐 

60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2 黃德修 吉甫 

61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3 黃德新 原明 

62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4 黃一楷 一楷 

63 謝金蓮詩紅酒梨花 1 黃庭芳 庭芳 

64 謝金蓮詩紅酒梨花 2 端甫 端甫 

65 謝金蓮詩紅酒梨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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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青樓韻語》刻工落款一覽表 

編號 卷 頁 刻工 刻工落款 

1 

一 

三 B、四 A   

2 十二 B、十三 A 黃端甫 黃端甫刻(十三 A 版心) 

3 十九 B、二十 A 黃端甫 黃端甫(二十 A 版框內左上角) 

4 

二 

六 B、七 A   

5 十九 B、二十 A   

6 
二十四 B、二十五

A 
黃應秋 黃桂芳刻(十四 B 版心) 

7 

三 

六 B、七 A   

8 十五 B、十六 A   

9 
二十八 B、二十九

A 
黃端甫 黃端甫刻(十九 A 版心) 

10 

四 

二 B、三 A 黃一彬 黃一彬刻(三 A 版心) 

11 十四 B、十五 A 黃一彬 黃一彬 (十四 B 版框內右上角建築中) 

12 二十九 B、三十 A 黃端甫 黃端甫(二十九 B 版框內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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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刻工輯目一覽表 

世 
牡丹亭、古雜

劇刻工 
年分 書名 繪稿者 

刊刻/共同刊刻者 補刻者 

26 世 27 世 其他   

26 
黃德修

1580-1652 

1609 狀元圖考 黃應澄 
黃伯符、黃應泰、黃

應孝、黃德修 
  黃仲阶、黃元吉 王玉生 

1609 歙志（徽州）   

黃德進、黃德修、黃

德懋、黃應椿、黃應

彬 

黃一枝、黃一貞、黃

一木、黃一鳳 
    

1617 牡丹亭（杭州）   
黃德修、黃應渭、黃

應義 

黃一楷、黃一鳳(黃翔

甫) 
黃端甫、程子美   

約 1619 古雜劇（杭

州） 
  

黃德新、黃德修、黃

應秋 

黃一楷、黃一鳳(黃翔

甫) 
黃端甫、黃庭芳、方   

1634 翰苑印林   黃德修       

26 
黃應渭  

1583-? 

1612 閨範（徽州）   

黃應淳、黃應沐、黃

應渭、黃伯符、黃應

祥 

黃一楷、黃君蒨(黃一

彬?) 

元則、玄、迪、宇、

允(黃允中?)、養。 

28 世：黃用中、黃亮

中、黃方中 

29 世：黃師教 

1617 牡丹亭（杭州）   
黃德修、黃應渭、黃

應義 

黃一楷、黃一鳳(黃翔

甫) 
黃端甫、程子美   

1621 重訂經書疑問   黃應淳、黃應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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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黃應義 

1593-? 

1612 閨範（徽州） 
黃應

澄? 

黃應淳、黃應沐、黃

應渭、黃伯符、黃應

祥 

黃一楷、黃君蒨(黃一

彬?) 

元則、玄、迪、宇、

允(黃允中?)、養。 

28 世：黃用中、黃亮

中、黃方中 

29 世：黃師教 

1617 牡丹亭（杭州）   
黃德修、黃應渭、黃

應義 

黃一楷、黃一鳳(黃翔

甫) 
黃端甫、程子美   

萬曆 袁中郎先生全集   黃應義      

1624 歙志（徽州）   黃應義 
黃一梧、黃一中、黃

四安、黃六安 
耀、汪成、大立   

27 
黃一楷

1580-1622 

1597 琵琶記(玩虎軒) （徽

州） 
    黃一楷、黃一鳳     

1610 王李合評北西廂記(起

鳳館) （杭州） 
汪耕   黃一楷、黃一彬    

1610? 王李合評南琵琶記

(起鳳館) （杭州） 
    

黃一楷、黃一彬、黃

一鳳 
黃端甫   

1610? 素娥篇     黃一楷     

1610? 新刻吳越春秋樂府   黃應祥 
黃一楷、黃一彬、黃

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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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閨範（徽州） 
黃應

澄? 

黃應淳、黃應沐、黃

應渭、黃伯符、黃應

祥 

黃一楷、黃君蒨(黃一

彬?) 

元則、玄、迪、宇、

允(黃允中?)、養。 

28 世：黃用中、黃亮

中、黃方中 

29 世：黃師教 

1614 梵綱經菩薩戒     黃一楷    

1617 牡丹亭（杭州）   
黃德修、黃應渭、黃

應義 

黃一楷、黃一鳳(黃翔

甫) 
黃端甫、程子美  

約 1619 古雜劇（杭州）   
黃德新、黃德修、黃

應秋 

黃一楷、黃一鳳(黃翔

甫) 
黃端甫、黃庭芳、方  

西廂記   黃應光 黃一楷 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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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黃一鳳 

1583-? 

1597 琵琶記(玩虎軒) （徽

州） 
    黃一楷、黃一鳳     

1609 羅穎樓初稿     黃一鳳     

1609 歙志（徽州）   

黃德進、黃德修、黃

德懋、黃應椿、黃應

彬 

黃一枝、黃一貞、黃

一木、黃一鳳 
    

1610? 王李合評南琵琶記

(起鳳館) （杭州） 
    

黃一楷、黃一彬、黃

一鳳 
黃端甫   

1610? 新刻吳越春秋樂府   黃應祥 
黃一楷、黃一彬、黃

一鳳 
    

1617 牡丹亭（杭州）   
黃德修、黃應渭、黃

應義 

黃一楷、黃一鳳(黃翔

甫) 
黃端甫   

約 1619 古雜劇（杭州）   
黃德新、黃德修、黃

應秋 

黃一楷、黃一鳳(黃翔

甫) 
黃端甫、黃庭芳、方  

1632 休寧戴氏族譜（徽州） 
黃一

鳳 
  黃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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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端甫 

1610? 王李合評南琵琶記

(起鳳館) 
    

黃一楷、黃一彬、黃

一鳳 
    

1612 閨範（徽州） 
黃應

澄? 

黃應淳、黃應沐、黃

應渭、黃伯符、黃應

祥 

黃一楷、黃君蒨(疑黃

一彬) 

乙、二、士、大、之、

升、元則、玄、兆、

宇 

28 世：黃允中、黃用

中、黃亮中、黃方中 

29 世：黃師教 

1616 元曲選   黃應光   黃端甫   

1616 青樓韻語 
張夢

徵 
黃應秋 黃一彬 黃端甫   

1617 牡丹亭（杭州）   
黃德修、黃應渭、黃

應義 

黃一楷、黃一鳳(黃翔

甫) 
   

約 1619 古雜劇（杭州）   
黃德新、黃德修、黃

應秋 

黃一楷、黃一鳳(黃翔

甫) 
黃端甫、黃庭芳、方   

1624 彩筆情辭    
黃端甫、黃君蒨（疑

黃一彬） 
 

萬曆容與堂明珠記（杭州）       黃端甫   

萬曆 樂府先春   黃應光   黃端甫  

萬曆 吳騷    黃端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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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根據張秀民，〈明虬村黃氏版畫家世系表〉，收於氏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北京：浙江古籍，2006），頁 361-364；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安徽：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頁 34-48；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揚州：廣陵書社，2003），頁 139-166 之刻工輯目增修而成。   

※灰底：為兄弟關係。 底線：輯目上所載刻工，筆者實際調查未見



115 

 

表 4-1 汪耕風格分組表 

 

 

 

組 時間 汪耕 作品 書坊 風格 

一 

約 1597 V 
元本出相北西

廂記 
玩虎軒 

人物的臉龐皆為鵝蛋臉，下巴與臉腮腺條

連結處常見一道轉折，顯得下巴小巧，臉

腮豐潤。衣服多使用平滑、均勻的弧線勾

勒，使得衣服看起來十分柔軟，甚至帶有

裝飾感。 

以形狀不規則，並且帶有連續波浪起伏的

山石為多。沿著山石交界環繞中間凹、兩

邊高起的小石塊。 

樹幹纖細，樹身上的留白處較多。 

裝飾紋樣為菱格、六角形、小碎花等二方、

四方連續的紋樣。 

1597  
元本出相點板

琵琶記 
玩虎軒 

二 

約 1597-1600  養正圖解 玩虎軒 

人物臉龐變得渾圓、身軀變得厚實，部分

人物還有特別大的袖襬。 

開始使用較具粗細變化的線條勾勒山石。

新出現白描勾勒為主，以「ㄟ」字型線條

分割出細碎切面的山石。原有的山石上的

皴法變短，施以細密小點的山石增多。 

使用較具粗細變化的線條勾勒樹。樹幹變

得較粗壯，沿著樹幹兩側增加許多形狀渾

圓的樹瘤。 

新出現以曲線纏繞而成的裝飾紋樣。 

1600  列仙全傳 玩虎軒 

1600  人鏡陽秋 環翠堂 

約 1600-1605  繪圖列女傳 真誠堂 

約 1600-1605  徵歌集 玩虎軒 

三 

1605-1610 左右  

天書記、投桃

記、三祝記、彩

舟記、義烈記 

環翠堂 
人物開臉變窄長，身軀拉長，衣服上的裝

飾紋樣增多。 

山石以佈滿細密短線、小點的山石為主，

非常立體、華麗。白描勾勒為主，切面細

碎的山石幾乎消失。 

樹幹上以樹瘤為中心環繞一圈圈樹皮紋

理，佈滿整個樹幹，顯得裝飾感十足。 

裝飾紋樣在畫面中佔的面積大幅增加。 

1609 V 
坐隱先生精訂

捷徑棋譜 
環翠堂 

1610 V 
王李合評北西

廂記 
起鳳館 

1610 左右  
王李合評南琵

琶記 
起鳳館 

1610 左右  素娥篇 不詳 



116 

 

表 4-2 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相近風格群組表 

編

號 
年代 書名 地點 

校編者/ 

書坊 
繪稿者 

插圖

形制 
參考《詩餘畫譜》 

1 1604 《帝鑑圖說》 北京 金濂  雙  

2 1609 《狀元圖考》 不詳  黃應澄 單  

3 1607-1609 《四聲猿》 不詳   雙  

4 1612 《閨範》 徽州 泊如齋 黃應澄 單 V 

8 約 1615 《大雅堂雜劇》 徽州 大雅堂  雙  

6 1617 《牡丹亭》 杭州 石林居士序  單 V 

7 約 1619 《古雜劇》 杭州 顧曲齋  單 V 

8 時間不詳 
《新刻趙狀元 

三誤認紅梨記》 
不詳 范律之校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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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石林居士序本版本調查 

備註：清遠道人題辭三 A、三 B 應與石林居士序一 A、一 B 刻於同一塊木板的正反兩面274，清

遠道人題辭三 A 與石林居士序一 B 位於同半塊版片，清遠道人題辭三 B 與石林居士序一 A 位於

同半塊版片。很可能清遠道人題辭三 B 與石林居士序一 A 所在的半塊版片因某些因素不堪使用，

除了 A1 以外的版本，石林居士序均少了第一面，到了平圖本，石林居士序重新刊刻過，亦缺第

一面。 

                                                 
273

 周蕪、周路、周亮編的《日本藏中國古版畫珍品》中指出七峰草堂本藏於台北與日本，然從

該書提供的圖片中來看，當與 A 組出自同版片，但根據筆者的調查，A 組中均不見「七峰草堂」

的字樣，查日本漢籍目錄，亦無所獲，不知藏於日本何地。郭英德則提出七峰草堂本分別為鄭振

鐸、重慶圖書館藏。根ヶ山徹則認為七峰草堂本為石林居士序本的翻刻本。限於目前所能收集到

的資料，筆者暫將七峰草唐本歸入石林居士序本中，仍待考。周蕪、周路、周亮編，《日本藏中

國古版畫珍品》（南京：江蘇美術，1999），頁 364-366；根ヶ山徹，〈牡丹亭還魂記插圖史略〉，

頁 54；郭英德，〈《牡丹亭》傳奇現存明清版本敘錄〉，頁 20。 
274

 根據現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傳丁雲鵬《觀音三十二相》版片，版片為兩面刊刻，一面三圖。

雖然已無留下會稿者與刻工姓名，據筆者比對丁雲鵬存世畫跡，由於風格與構圖上和現藏台北故

宮丁雲圖《羅漢冊》相近，認為應為丁氏早年所繪，由於版刻十分精良，石谷風推測極可能為黃

氏刻工奏刀，筆者亦覺得可能性很高，即便不是，也當為明萬曆年間刊刻，兩面刊刻的版片很可

能為當時司空見慣的作法。石谷風，〈觀音三十二相跋〉，收錄於丁雲鵬，《明代木刻觀音畫譜》

（上海：上海古籍，1997），頁 143-144。 

No. 版本 版本情況 

1 國圖， 

書號 15097 

沒有扉頁，刊刻者不詳。A 組中最完整者。 

有清遠道人題辭、石林居士序。清遠道人題辭三 B 有「程子美刻」。 

2 國圖， 

書號 15096 

沒有扉頁，刊刻者不詳。 

有清遠道人題辭、石林居士序。清遠道人題辭三 B 沒有「程子美刻」，

石林居士序一 A 僅有邊框無內文，邊框與行線似為後來重新刻的。 

3 平圖， 

故宮暫存， 

書號

019640-019641 

沒有扉頁，刊刻者不詳。 

有清遠道人題辭、石林居士序。清遠道人題辭三 B 沒有「程子美刻」。

石林居士序一 A 僅有邊框無內文。石林居士序與 A1、A2 不同木板。

圖〈診祟〉左上角沒有「季迪」。 

4 台大 沒有扉頁，刊刻者不詳。 

僅有清遠道人題辭。清遠道人題辭三 B 沒有「程子美刻」。 

5 七峰草堂本（藏

地不詳273） 

收錄於《徽派版畫史論集》、《日本藏中國古代版畫珍品》、《中國古

代戲曲版畫集》等，分別收錄一~三幅插圖，總共有〈尋夢〉、〈寫

真〉、〈還魂〉、〈冥判〉四圖。 

除〈冥判〉一圖因書中圖片過小無法判斷，其餘三圖與 A 組出自同

版片。圖說指出該本為七峰草堂本，由於只刊出若干插圖，因此不

知以何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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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現存附圖之明清《牡丹亭》刊本、改訂本、戲曲選集 

現存附圖之明清《牡丹亭》刊本 

編

號 

年代 書名 書坊 編、

校、評

者 

繪圖者/

刻工 

插圖數 插圖 

方式 

藏地 備註 

1 1617 《牡丹

亭還魂

記》 

不明  刻工：

黃德

修、黃

應渭、

黃應

義、黃

一楷、

黃一

鳳、黃

端甫、

黃翔

甫、程

子美 

40 單頁 夾於文

中 

國圖、

台北故

宮、台

大圖 

 

 《牡丹

亭還魂

記》 

槐塘九

我堂 

 刻工不

詳，保

留黃、

程等人

落款 

40 單頁 夾於文

中 

台北故

宮 

No.1 的

翻刻

本，〈驚

夢〉、

〈回

生〉出

自 No.1

版片 

明末 《牡丹

亭還魂

記》 

朱氏玉

海堂 

朱元鎮

校 

刻工不

詳，保

留黃、

程等人

落款 

40 單頁 夾於文

中 

首都圖

書館、

青島市

博物館 

以 No.1

的版片

重印 

明末 《重鐫

繡像牡

丹亭》 

懷德堂 朱元鎮

校 

刻工不

詳，保

留黃等

人落款 

40 單頁 夾於文

中 

北大圖

等 18地 

No.1 的

翻刻

本，部

分字有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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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萬曆年

間 

《刻全

像杜麗

娘牡丹

亭還魂

記》 

文林閣

編，金

陵唐氏

藏板 

  10 合頁 夾於文

中 

台北故

宮、京

大文學

部 

收錄於

《繡像

傳奇十

種》 

3 1620 《牡丹

亭》 

吳興閔

氏 

茅暎、

臧懋循

評 

繪圖：

王文

衡；刻

工：汪

文佐、

劉升伯 

共 14

圖，含

13 合

頁，1

單頁 

集中文

前 

中國國

圖、中

國社會

科學院 

 

4 1625 《牡丹

亭還魂

記》 

   20 單頁 集中文

前 

中國國

圖 

收錄於

梁台卿

刻《詞

壇雙

艷》 

5 天啟年

間 

 

《柳浪

館批評

玉茗堂

還魂

記》 

   存 14

圖，合

頁，其

中兩幅

僅存單

頁 

集中文

前 

 綜合文

林閣

本、閔

氏本 



120 

 

 

 

編

號 

年代 書名 書坊 編、

校、評

者 

繪圖者/

刻工 

插圖數 插圖 

方式 

藏地 備註 

6 崇禎年

間 

《還魂

記傳

奇》 

安雅堂 王思任

批點 

 12 單頁  北京大

學圖書

館 

 

7 崇禎年

間 

《批點

牡丹亭

記》 

蒲水齋

刊 

  10 合頁 集中文

前 

中國國

圖、哈

佛大學

燕京圖 

 

8 1694 《吳吳

山三婦

合評牡

丹亭還

魂記》 

夢園 陳同、

談則、

錢宜合

評 

 20 單

頁，A

為敘事

性插

圖，B

為花

果、文

房用具

等 

集中文

前 

中國國

圖等 26

地 

圖出臧

改本 

乾隆年

間 

《吳吳

山三婦

合評牡

丹亭還

魂記》 

綠野山

房 

陳同、

談則、

錢宜合

評 

 同上 集中文

前 

上海圖

等 7 地 

重印康

熙夢園

本 

1870 《吳吳

山三婦

合評牡

丹亭還

魂記》 

清芬閣 陳同、

談則、

錢宜合

評 

 同上 集中文

前 

中國國

圖、上

海圖、

南京

圖、日

本國會

圖 

夢園本

翻刻本 

9 雍正年

間 

《牡丹

亭還魂

芥子園   4 幅，形

制不詳 

不詳 上海

圖、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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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北大圖 

10 1785 《玉茗

堂還魂

記》 

冰絲館      圖出石

林居士

序本 

11 乾隆年

間 

 怡府   4 幅，形

制不詳 

不詳 中國國

圖 

 

12 1908 《玉茗

堂還魂

記》 

暖紅室 王思任

評 

 40 單

頁；35

單頁 

集中文

前 

 圖出石

林居士

序本、

臧改本 

13  《繡像

牡丹

亭》 

   不詳 不詳 中國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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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附圖之明清《牡丹亭》改訂本 

編

號 

年代 書名 書坊 改訂者 繪圖者/

刻工 

插圖數 插圖 

方式 

藏地 備註 

13 1618 《還魂

記》 

 臧懋循  35 單頁 集中文

前 

南京圖

等 6 地                                                                                                                                                                                           

 

1618 《還魂

記》 

 臧懋循  35 單頁 集中文

前 

中國國

圖、中

央美術

學院

圖、傅

惜華 

收入

《玉茗

堂新詞

四種》 

 《湯義

仍先生

還魂

記》 

 臧懋循  35 單頁 集中文

前 

不詳 收入

《玉茗

堂四種

傳奇》 

清初 《牡丹

亭還魂

記》 

 臧懋循  35 單頁 集中文

前 

台北故

宮 

收入

《臨川

四夢》 

1761 《新編

繡像還

魂記》 

吳郡書

業堂 

臧懋循  35 單頁 集中文

前 

中國國

圖等 8

地 

收入

《玉茗

堂四種

傳

奇》，重

修本 

14 1625 前 《玉茗

堂丹青

記》

（《留

真記》） 

師儉

堂？ 

徐肅穎

刪、陳繼

儒評 

劉素明

刻 

19 合頁 不詳 中國國

圖 

 

現存附圖之明清戲曲選集 

編

號 

年代 書名 書坊 編、校、

評者 

繪圖者/

刻工 

插圖數 插圖 

方式 

藏地 備註 

15 1616 《月露  凌虛子  6 單頁 夾於文 台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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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中 宮、國

圖、東

大東洋

學文化

研究所 

16 1624 《新鐫

出像點

板北調

萬壑清

音》 

 止雲居士

編、白雲

山人校 

 不詳；

合頁 

   

17  《新鐫

繡像點

評玄雪

譜》 

 鋤蘭忍人

選輯、媚

花香史評 

 2 單

頁，為

敘事性

插圖，B

為人物

山水 

夾於文

中 

  

18 1834 《審音

鑑古》 

   9 夾於文

中 

  

※本表根據郭英德，〈《牡丹亭》傳奇現存明清版本敘錄〉、根ヶ山徹，〈牡丹亭還

魂記插圖史略〉增刪製成。 

※本表未納入清石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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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比對圖版版本狀況概要 

丁雲鵬《養正圖解》、汪耕風格 

年代 書名 書坊/校

編者 

地點 附圖狀況 刻工 備註 

1594 養正圖

解(丁雲

鵬繪) 

吳懷讓

刊 

南京 單頁全面，

圖夾文中，

一圖配一

文，圖先文

後 

黃奇  

約
1594-159

7 

養正圖

解(汪耕

風格) 

玩虎軒 徽州 單頁全面，

圖夾文中，

一圖配一

文，圖先文

後 

黃鏻 大英圖書館、鄭振鐸藏殘本。後為清

蓋公堂使用原版片重印。本文使用圖

版為哥倫比亞大學藏蓋公堂本。 

約 1597 元本出

相北西

廂記 

玩虎軒 徽州    

1597 元本出

相點板

琵琶記 

玩虎軒 徽州    

1600 列仙全

傳 

玩虎軒/

王世貞

輯 

徽州 單頁全面，

圖集中於目

錄頁後和正

文前 

黃一木  

1600 人鏡陽

秋 

環翠堂 徽州 雙面連式

面，圖夾文

中，一圖配

一文，圖先

文後 

黃應組  

約
1600-160

5 

繪圖列

女傳 

真誠堂 徽州 雙面連式

面，圖夾文

中，一圖配

一文，圖先

文後 

  

約
1600-160

5 

徵歌集 玩虎軒 徽州 單面全頁，

不詳 

  

1605-161

0 左右 

天書

記、投桃

記、三祝

記、彩舟

記、義烈

記 

環翠堂 徽州 雙面連式

面，圖夾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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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 坐隱先

生精訂

捷徑棋

譜(汪耕

繪) 

環翠堂 徽州 由六個單面

連結成的長

卷，序文後

圖跋前 

 

 

1610 王李合

評北西

廂記(汪

耕繪) 

起鳳館 徽州 雙面連式

面，圖夾文

中 

黃一楷、黃

一彬、黃一

鳳 

 

1610 左

右 

王李合

評南琵

琶記 

起鳳館 徽州 雙面連式

面，圖夾文

中 

黃一楷、黃

一彬、黃端

甫 

 

1610 左

右 

素娥篇 不詳  雙面連式

面，圖夾文

中，一圖配

一文，圖先

文後 

黃一楷(序

文) 

 

 

年代 書名 書坊/校

編者 

地點 附圖狀況 刻工 備註 

1604 帝鑑圖

說 

金濂刊 北京 雙頁連式，

圖集中於目

錄頁後和正

文前 

黃秀野、黃

應孝 

 

1606-160

9 
四聲猿 黃伯符

刻本 

 雙頁連式，

圖集中於目

錄頁後和正

文前 

黃伯符  

1609 狀元圖

考 

吳承恩

續編 

(黃應澄

繪) 

 單面全頁，

圖夾於文中 

黃應瑞(伯

符)、黃應

泰、黃德

修、黃應

孝、黃仲

阶、黃元

吉、王玉生

(補刻) 

《狀元圖考》在明、清都不斷地被翻

刻，現存比較重要、品質較好的版本

為現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的明刊

本，收錄的狀元事蹟至萬曆四十二年

（1614），以及台灣國家圖書館清季

增修本。據筆者觀察，兩本應皆為翻

刻本。明刻本在插圖上保留了較多原

本的刻工姓名，與配圖狀況，清刻本

則有王玉生重修插圖。本文使用的圖

版為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宋

明狀元圖考錄集》（北京：全國圖書

館文限縮微複製中心，2009）;周駿

富輯，《明代傳記叢刊》Vol.20（台北：

文明，1991），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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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178

0 補修 

閨範 泊如齋

(黃應澄

繪) 

徽州 單面全頁，

圖夾於文中 

黃應淳、黃

應沐、黃應

渭、黃應瑞

(伯符)、黃應

祥、黃一

心、黃一

中、黃建

中、黃允

中、黃端

甫、黃廷芳

等人 

據周蕪所述，泊如齋《閨範》成於

1612 年，繪者為黃應澄。台灣可寓

目的版本的版本為上海古籍出版社

景印鄭振鐸藏本、中研院傅斯年圖書

館藏本，此兩本皆為清季補修，使用

相同版片。本文使用的圖版為鄭振鐸

藏本，呂坤，《閨範》（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4） 

約 1615 大雅堂

雜劇 

大雅堂 徽州 雙面連式，

不詳 

黃伯符  

約 1619 古雜劇 顧曲齋/

王驥德

輯 

杭州 單面全頁，

圖夾於文中 

黃德修、黃

德新、黃一

楷、黃一

鳳、黃翔

甫、黃端

甫、黃庭芳 

 

？ 紅梨記 范之律

校 

 單面全頁，

推測為夾於

文中 

  

其他 

年代 書名 書坊/校

編者 

地點 附圖狀況 刻工 備註 

1612 詩餘畫

譜 

汪氏輯  單面全頁，

一圖搭配一

詞 

 根據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的推測，測

《草堂詩畫意》可能為《詩餘畫譜》

的前身。據筆者調查，《詩餘畫譜》

插圖至少參考了至少參考了顧正誼

編繪的《筆花樓新聲》、《百詠圖譜》，

以及顧炳編繪之《顧氏畫譜》。本文

使用圖版為《詩餘畫譜》汪氏輯，《詩

餘畫譜》（上海：上海美術，1988） 

1616 青樓韻

語(張夢

徵繪) 

朱元亮

輯注校

正 

杭州 雙面連式，

每卷配三

圖，圖夾於

文中 

黃應秋、黃

一彬、黃端

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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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影像資料：
http://ebook.ncl.edu.tw/webpac/bookDetail.jsp?id=1300&Lflag=0&tuple=-1

（檢索日期：2012.02.10）。後省略網址。 

圖 2-2 〈訓女〉，《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2-3 〈驚夢〉，《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2-4 〈幽媾〉，《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

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2-5 〈幽媾〉《牡丹亭》，臧改本，1618，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經莉編，《國

家圖書館藏 珍本 雜劇 傳奇 地方戲 曲藝插圖全集 （七）》（北京 : 全

國圖書館文縮微複製中心，2006），頁 3127。 

圖 2-6 《西廂記》，玩虎軒刊，1610，安徽省圖書館藏。引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

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 繪畫編 20版畫》（台北：錦繡，1994），頁

88。 

圖 2-7 〈圍釋〉，《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2-8 〈圍釋〉《牡丹亭》，臧改本，1618，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經莉編，《國

家圖書館藏 珍本 雜劇 傳奇 地方戲 曲藝插圖全集 （七）》（北京 : 全

國圖書館文縮微複製中心，2006），頁 3139。 

圖 2-9 〈驚夢〉局部，《牡丹亭》，詞壇雙艷本，1625，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

根ヶ山徹，《《明清戲曲演劇史論序說 : 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研究》

（東京：創文，2001），無頁碼（目錄前附圖）。 

圖 2-10 〈驚夢〉局部，《牡丹亭》，安雅堂本，1625，藏地不詳。引自周蕪編，《中

國版畫史圖錄》（上海：人民美術，1988）。 

圖 2-11 〈驚夢〉局部，《牡丹亭》，臧改本，1618，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經

莉編，《國家圖書館藏 珍本 雜劇 傳奇 地方戲 曲藝插圖全集 （七）》

（北京 : 全國圖書館文縮微複製中心，2006），頁 3115。 

圖 2-12 〈驚夢〉局部，文林閣本《牡丹亭》，約 1600-1620，京都大學文學部藏。

引自京都大學電子圖書館影像資料：

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kichosearch/src/kicho1024.html（檢索

日期：2012.02.10）。後省略網址。 

圖 2-13 〈驚夢〉局部，《牡丹亭》，閔氏朱墨套印本，1620，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收於《古本戲曲叢刊初集第九函》Vol.7（上海：商務印書，1954）。 

圖 2-14 〈驚夢〉局部，《月露音》，1620，台北故宮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

員會編，《明代版畫叢刊》Vol.6（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8）。 

圖 2-15 〈訓女〉、〈驚夢〉、〈尋夢〉、〈寫真〉、〈診祟〉、〈冥判〉、〈魂遊〉、〈幽媾〉、

〈懽撓〉、〈冥誓〉、〈回生〉、〈婚走〉、〈如杭〉、〈圓駕〉局部，《牡丹亭》，

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

家圖書館轉製，2010）。 

〈急難〉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

http://ebook.ncl.edu.tw/webpac/bookDetail.jsp?id=1300&Lflag=0&tuple=-1
http://ebook.ncl.edu.tw/webpac/bookDetail.jsp?id=1300&Lflag=0&tuple=-1
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kichosearch/src/kicho1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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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引自國家圖書館微卷。 

圖 2-16 〈遇母〉，《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

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引自國家圖書館微卷。 

圖 2-17 〈悵眺〉，《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2-18 〈婚走〉，《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2-19 劉元，《人物故事圖》局部，辛辛那提美術館，元。引自Michael Butler, Julia 

B. Curtis, Stephen Little, Shunzhi porcelain, 1644-1661 : Treasures from an 

Unknown Reign (Alexandria, Va : Art Services International, 2002), p.78. 

圖 2-20 〈驚夢〉局部，文林閣本《牡丹亭》，約 1600-1620，京都大學文學部藏。 

圖 2-21 傳丁雲鵬繪，《觀音三十二相》，方紹祚刊，1622前，安徽省圖書館藏。

收於丁雲鵬，《明代木刻觀音畫譜》（上海：上海古籍，1997）。 

圖 2-22 〈診祟〉，石林居士序本《牡丹亭》，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2-23 〈賀新郎•夏景〉，《詩餘畫譜》，1612。汪氏輯，《詩餘畫譜》（上海：上

海古籍，1988），頁 189。  

圖 2-24 〈言懷〉，《牡丹亭》，臧改本，1618，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經莉編，

《國家圖書館藏 珍本 雜劇 傳奇 地方戲 曲藝插圖全集 （七）》（北京 : 

全國圖書館文縮微複製中心，2006），頁 3111。 

圖 2-25 〈急難〉，《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2-26 〈急難〉，《牡丹亭》，臧改本，1618，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經莉編，

《國家圖書館藏 珍本 雜劇 傳奇 地方戲 曲藝插圖全集 （七）》（北京 : 

全國圖書館文縮微複製中心，2006），頁 3138。 

圖 2-27 〈如杭〉，《牡丹亭》，臧改本，1618，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經莉編，

《國家圖書館藏 珍本 雜劇 傳奇 地方戲 曲藝插圖全集 （七）》（北京 : 

全國圖書館文縮微複製中心，2006），頁 3138。 

圖 2-28 〈道覡〉、〈魂遊〉、〈旁疑〉、〈懽撓〉、〈回生〉、〈密議〉、〈婚走〉、〈遇母〉

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

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2-29 黃一鳳繪，〈隆阜村居之圖之五〉，《休寧戴氏族譜》，1632。戴堯天，《休

寧戴氏族譜》十五卷，1632（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硏究所圖書

館，1986），微卷無頁碼。 

圖 2-30 黃一鳳繪，〈隆阜村居之圖之一〉，《休寧戴氏族譜》，1632。戴堯天，《休

寧戴氏族譜》十五卷，1632（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硏究所圖書

館，1986），微卷無頁碼。 

圖 2-31 〈淮警〉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

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2-32 〈魯義姑姊〉局部，《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振鐸藏本。

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頁 671。 

圖 2-33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第二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摘刊，約 1619。

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2-34 二 B「兒」字，《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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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影像

圖 2-35 三十一 B「兒」字，《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

館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

2010）。 

圖 3-1 〈言懷〉，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

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2 〈密議〉，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

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3  黃端甫落款，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牡丹

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4  黃端甫落款位置，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牡

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5  黃一鳳落款位置，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牡

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影像資料：  

圖 3-6  黃端甫落款，《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振鐸藏本。引自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頁 216、256、

264、269、395、398、687、721。 

黃端甫落款，《青樓韻語》，1616。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4

（上海：上海古籍，1994）。 

黃端甫落款，《古雜劇》，顧曲摘刊，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

（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黃端甫落款，《樂府先春》，引自周蕪編，《中國版畫史圖錄》（上海：人

民美術，1988），頁 896。 

圖 3-7  程起龍繪，黃伯符、黃河清、黃應台鐫，〈卷一、卷二、卷四首幅插圖〉，

《女範編》，1602。引自《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Vol.14（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頁 627、643、686。 

圖 3-8 〈遇母〉，《牡丹亭》，懷德堂翻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國家圖書館電子古

籍影像。 

圖 3-9  黃一鳳所刊之夾葉，《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

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10 黃一鳳刻，〈言懷〉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11黃一鳳所刊之松樹，〈言懷〉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

家圖書館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

轉製，2010）。 

圖 3-12 黃一鳳刻，〈鬧宴〉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13 黃一鳳刻，〈悵眺〉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14 黃一鳳刻，〈擄諜〉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15 黃一鳳刻，〈遇母〉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16 黃一鳳刻，〈急難〉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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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17 黃一鳳刻，〈冥誓〉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18 黃德修刻，〈旁疑〉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19 黃一楷刻，〈禦淮〉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20 黃一楷刻，〈迷青瑣倩女離魂〉第四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21黃德新、黃一鳳、黃翔甫、黃端甫所刊之梧桐葉，《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22黃端甫所刊之夾葉，《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藏。

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23黃端甫刻，〈回生〉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23黃端甫刻，〈玩真〉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國家圖書館

藏。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25 黃端甫刻，〈臨江驛瀟湘夜雨〉第四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26 黃一鳳刻〈密議〉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27 黃端甫刻，〈婚走〉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28 黃端甫刻，〈淮警〉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29 黃端甫刻，〈回生〉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30 黃一楷落款，《西廂記》局部，起鳳館刊，1610。周心慧編，《新編中國

版畫史圖錄》Vol.6（北京：學苑，2000）。 

圖 3-31 黃一楷落款，《古雜劇》局部，顧曲齋刊，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

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32 黃一彬落款，《青樓韻語》局部，1616。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Vol.4（上海：上海古籍，1994）。 

圖 3-33 黃一彬落款，《西廂五劇》局部，1621-1627。引自首都圖書館編，《古本

戲曲版畫圖錄》Vol.4（北京：學苑，1997）。 

圖 3-34 黃德修所刊之夾葉，《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

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35 黃德修刻，〈牝賊〉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36 黃德修刻，〈詰病〉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37 黃應渭刻，〈勸農〉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

《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38黃應義刻，〈診祟〉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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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3-39 黃用中刻，〈齊孝孟姬〉，《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振鐸

藏本。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

頁 486。 

圖 3-40 黃應祥刻，〈翟青代死〉，《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振鐸

藏本。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

頁 732。 

圖 3-41 黃端甫刻，〈梁氏重生〉局部，《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

振鐸藏本。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

頁 398。 

圖 3-42黃端甫刻，〈周迪之妻〉局部，《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

振鐸藏本。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

頁 395。 

圖 3-43 黃元則刻，〈晉弓之妻〉局部，《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

振鐸藏本。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

頁 471。 

圖 3-44 黃廷芳刻，〈曹娥求父〉局部，《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

振鐸藏本。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

頁 205。 

圖 3-45 黃元則刻，〈鮑桓夫妻〉局部，《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

振鐸藏本。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

頁 317。 

圖 3-46 黃一鳳刻，〈唐明皇秋葉梧桐雨〉第二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47黃一鳳刻，〈杜蕊娘智賞金線池〉第二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48黃翔甫刻，〈錢大尹智勘緋衣夢〉第四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49黃翔甫刻，〈江洲司馬青衫淚〉第三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50黃一鳳刊，〈宋太祖龍虎風雲會〉第一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51 黃翔甫刊，〈秦脩然竹塢聽琴〉第四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52 黃一楷刻，〈漢文帝孤鴈漢宮秋〉第二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53 黃端甫刻，〈臨江驛瀟湘夜雨〉第二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54 黃德修刻，〈迷青瑣倩女離魂〉第一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3-55 黃應秋刻，《青樓韻語》局部，1616年。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Vol.4（上海：上海古籍，1994）。 

圖 3-56 黃一彬刻，《青樓韻語》局部，1616年。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Vol.4（上海：上海古籍，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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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7 黃端甫刻，《青樓韻語》局部，1616年。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Vol.4（上海：上海古籍，1994）。 

圖 3-58《青樓韻語》局部，1616年，黃一彬刻。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Vol.4（上海：上海古籍，1994）。 

圖 3-59 《青樓韻語》局部，1616年，黃端甫刻。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

Vol.4（上海：上海古籍，1994）。 

圖 4-1 〈拾畫〉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2 〈尋夢〉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3 〈訓女〉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4 〈硬拷〉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5 〈回生〉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6 〈悵眺〉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7 〈寇間〉，《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記》，

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8 〈言懷〉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9 〈鬧宴〉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10 〈鬧宴〉，《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11 〈訓女〉，《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12 〈寫真〉，《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13 〈幽媾〉，《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14 〈回生〉，《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15 〈婚走〉，《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16 丁雲鵬繪，〈聽朝四輔〉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17 丁雲鵬繪，〈振貸貧民〉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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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丁雲鵬繪，〈詢求政術〉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19 丁雲鵬繪，〈習射殿廷〉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20 丁雲鵬繪，〈自結履繫〉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21 丁雲鵬繪，〈得閒彌盜〉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22 丁雲鵬繪，〈格言善天〉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23 丁雲鵬繪，〈詢求政術〉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24 丁雲鵬繪，〈泣思直臣〉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25 丁雲鵬繪，〈桐葉封虞〉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26 丁雲鵬繪，〈膳斥鮑魚〉，《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圖書

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無

頁碼。 

圖 4-27 丁雲鵬繪，〈桐葉封虞〉，《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圖書

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無

頁碼。 

圖 4-28丁雲鵬繪，〈寢門視膳〉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29丁雲鵬繪，〈金人示戒〉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30丁雲鵬繪，〈敧器示戒〉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

圖書館藏。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無頁碼。 

圖 4-31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約 1597。引自首都圖書館編，《古

本戲曲版畫圖錄》Vol.4（北京：學苑，1997），頁 401-402。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約 1597。引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

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 繪畫編 20版畫》（台北：錦繡，1994），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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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琵琶記》局部，玩虎軒刊，1597。引自首都圖書館編，《古本戲曲版畫

圖錄》Vol.4（北京：學苑，1997），頁 361。 

圖 4-33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約 1597。引自首都圖書館編，《古

本戲曲版畫圖錄》Vol.4（北京：學苑，1997），頁 401。 

圖 4-34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約 1597。引自周蕪，《徽派版畫史

論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頁 9。 

圖 4-35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約 1597。引自首都圖書館編，《古

本戲曲版畫圖錄》Vol.4（北京：學苑，1997），頁 401。 

圖 4-36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約 1597。引自周蕪，《徽派版畫史

論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頁 9。 

圖 4-37 《琵琶記》局部，玩虎軒刊，1597。引自首都圖書館編，《古本戲曲版畫

圖錄》Vol.4（北京：學苑，1997），頁 354。 

圖 4-38 汪耕繪，《西廂記》，玩虎軒刊，約 1597。引自首都圖書館編，《古本戲

曲版畫圖錄》Vol.4（北京：學苑，1997），頁 400-401。 

圖 4-39 汪耕繪，《重校西廂記》局部，日本無窮會圖書館藏。引自徐文琴，〈「童

心」、「情識」、「幻夢」－－晚明《西廂記》版畫的演變及其思惟探討〉，

收於黃郁生、陳瑞文編，《論述與思想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所學

術研討會》（高雄：國立高雄大學，2006），圖 15。 

圖 4-40 《琵琶記》，玩虎軒刊，1597。引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

美術全集 繪畫編 20版畫》（台北：錦繡，1994），頁 87。 

圖 4-41 《琵琶記》局部，玩虎軒刊，1597。引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

國美術全集 繪畫編 20版畫》（台北：錦繡，1994），頁 87。 

圖 4-42 汪耕繪，《西廂記》，玩虎軒刊，約 1597。引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中國美術全集 繪畫編 20版畫》（台北：錦繡，1994），頁 88。 

圖 4-43〈狄仁傑〉局部，《人鏡陽秋》卷一，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

藏。引自香港大學圖書館影像資料：

http://ebook.lib.hku.hk/E-BOOKS/B36700915/（檢索日期：2012.02.10）。

後省略網址。 

圖 4-44〈周文王〉局部，《人鏡陽秋》卷六，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

藏，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圖 4-45 〈皐魚〉局部，《人鏡陽秋》卷十，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圖 4-46 〈閔損〉局部，《人鏡陽秋》卷六，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圖 4-47 《徵歌集》局部，環翠堂刊。引自周蕪編，《中國版畫史圖錄》（上海：

人民美術，1988），頁 702。 

圖 4-48 〈伯禹〉局部，《人鏡陽秋》卷一，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圖 4-49 〈向長〉局部，《人鏡陽秋》卷十二，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

藏。 

圖 4-50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約 1597左右。引自首都圖書館編，

《古本戲曲版畫圖錄》Vol.4（北京：學苑，1997），頁 402。 

圖 4-51 汪耕繪，《重校西廂記》局部，日本無窮會圖書館藏。引自徐文琴，〈「童

心」、「情識」、「幻夢」－－晚明《西廂記》版畫的演變及其思惟探討〉，

收於黃郁生、陳瑞文編，《論述與思想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所學

術研討會》（高雄：國立高雄大學，2006），圖 18。 

圖 4-52 〈汝郁〉局部，《人鏡陽秋》卷九，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http://ebook.lib.hku.hk/E-BOOKS/B367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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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 〈楊賢〉局部，《人鏡陽秋》卷十三，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

藏。 

圖 4-54 〈范存仁〉局部，《人鏡陽秋》卷十九，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

館藏。 

圖 4-55 〈汪氏婦〉，《人鏡陽秋》卷十二，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圖 4-56 〈洪皓〉局部，《人鏡陽秋》卷四，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圖 4-57 〈政術諭下〉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無頁碼。 

圖 4-58 〈下車問疾〉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引自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無頁碼。 

圖 4-59 〈周舍〉，《人鏡陽秋》卷三，環翠堂刊，1600，香港大學圖書館藏。 

圖 4-60 〈泣思直臣〉，《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

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無頁碼。 

圖 4-61 〈上書減膳〉，《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

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無頁碼。 

圖 4-62 〈朱仲〉，《列仙全傳》卷二，玩虎軒刊，1600。引自王世貞輯，《列仙全

傳》（北京：中華書局，1961），無頁碼。 

圖 4-63 〈膳斥鮑魚〉，《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

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無頁碼。 

圖 4-64 〈膳斥鮑魚〉，《養正圖解》，玩虎軒刊，約 1594-1600。引自 Julia 

Murray,“Squaring Connoisseurship with History: Jiao Hong´s Yangzheng 

tujie,” in Ming Wilson and Stacey Pierson ed., The Art of the Book in China,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Colloquy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23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2006), p. 141, Fig. 2. 

圖 4-65 〈自結履繫〉，《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

焦竑，《養正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無頁碼。 

圖 4-66 〈自結履繫〉，《養正圖解》，蓋公堂刊，約 1594-1600，哥倫比亞大學圖

書館藏。引自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 

圖 4-67 《西廂記》局部，起鳳館刊，1610。引自《古本戲曲版畫圖錄》Vol.3（北

京：學苑，1997），頁 19。 

圖 4-68 《天書記》局部，環翠堂刊，1605之前，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古

本戲曲叢刊二集第二函》（上海：商務，1955），無頁碼。 

圖 4-69 汪耕繪，《坐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局部，環翠堂刊，1609，引自四庫全

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Vol.188（台北：

莊嚴，1997），頁 521-522。 

圖 4-70 汪耕繪，《坐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局部，環翠堂刊，1609，引自四庫全

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Vol.188（台北：

莊嚴，1997），頁 521-522。 

圖 4-71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起鳳館刊，1610。引自首都首都圖書館編，《古

本戲曲版畫圖錄》Vol.3（北京：學苑，1997），頁 29。 

圖 4-72 汪耕繪，《西廂記》，起鳳館刊，1610。周心慧編，《新編中國版畫史圖錄》

Vol.6（北京：學苑，2000）。 

圖 4-71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起鳳館刊，1610。引自引自首都首都圖書館編，

《古本戲曲版畫圖錄》Vol.3（北京：學苑，1997），頁 21。 

圖 4-74 〈移花向日〉局部，《素娥篇》，印第安納大學金賽研究所藏。引自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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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等編，《東方豔情小說珍本 思無邪匯寶(外篇二)》（台北：台灣大英百

科，1997），無頁碼。 

圖 4-75 《琵琶記》，起鳳館刊，約 1610。引自周心慧編，《新編中國版畫史圖錄》

Vol.6（北京：學苑，2000），頁 8。 

圖 4-76 〈道覡〉，《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77 〈駭變〉，《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78 〈雋不疑母〉，《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振鐸藏本。引自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頁 586。 

圖 4-79 〈感諫勤政〉，《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北

京圖書館微卷。 

圖 4-80 〈雌木蘭替父從軍〉，《四聲猿》，黃伯符刻本，約 1606-1609。引自首都

首都圖書館編，《古本戲曲版畫圖錄》Vol.2（北京：學苑，1997），頁

396-397。 

圖 4-81 〈漢文帝孤雁漢宮秋〉第三幅插圖，《古雜劇》，顧曲齋刊，約 1619。引

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4-82 〈淮警〉，《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83 〈雌木蘭替父從軍〉與〈淮警〉比較。引自首都首都圖書館編，《古本戲

曲版畫圖錄》Vol.2（北京：學苑，1997），頁 396-397；湯顯祖，《牡丹

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84 〈高唐夢〉，《大雅堂雜劇》，約 1615。引自周蕪，《徽派版畫史論集》，（安

徽：人民出版社，1984），頁 14。 

圖 4-85 〈任用六賊〉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自

上海圖書館藏。 

圖 4-86 〈寵信伶人〉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自

上海圖書館藏。 

圖 4-87 〈戒酒防微〉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自

上海圖書館藏。 

圖 4-88 〈遊幸江都〉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自

上海圖書館藏。 

圖 4-89 〈淮警〉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90 〈拾畫〉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91 〈解網施仁〉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自

上海圖書館藏。 

圖 4-91 〈解網施仁〉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自

上海圖書館藏。 

圖 4-93 〈下車泣罪〉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自

上海圖書館藏。 

圖 4-94 〈勸農〉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

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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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5 〈下車泣罪〉，《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北

京圖書館微卷。 

圖 4-96 〈露臺惜貲〉，《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北

京圖書館微卷。 

圖 4-97 〈明辨詐書〉，《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北

京圖書館微卷。 

圖 4-98 〈妲己害政〉，《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引自北

京圖書館微卷。 

圖 4-99 〈斜封除官〉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自

上海圖書館藏。 

圖 4-100 〈解裘賜將〉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自

上海圖書館藏。 

圖 4-101 〈夜止燒羊〉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自

上海圖書館藏。 

圖 4-102 〈兄弟友愛〉局部，《帝鑑圖說》，郭庭梧刊，1575。引自《北京圖書館

古籍珍本叢刊》，Vol.14（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頁 781。 

圖 4-103 〈兄弟友愛〉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引自北京圖書館微卷。 

圖 4-104 〈煮藥燃鬚〉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引自焦竑，《養正

圖解》（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無頁碼。 

圖 4-105 〈診祟〉，《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106 〈賀新郎•夏景〉，《詩餘畫譜》，1612。引自汪氏輯，《詩餘畫譜》（上海：

上海古籍，1988），頁 189。 

圖 4-107 〈賀新郎•夏景〉局部，《詩餘畫譜》，1612。引自汪氏輯，《詩餘畫譜》

（上海：上海古籍，1988），頁 189。 

圖 4-108 〈診祟〉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

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109 〈拾畫〉，《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亭還魂

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圖 4-110 〈水龍吟〉，《詩餘畫譜》，1612。引自汪氏輯，《詩餘畫譜》（上海：上

海古籍，1988），頁 171。 

圖 4-111 〈水龍吟〉局部，《詩餘畫譜》，1612。引自汪氏輯，《詩餘畫譜》（上海：

上海古籍，1988），頁 171。 

圖 4-112 〈荊楚臣重對玉梳〉第二幅插圖，《古雜劇》，顧曲齋勘，約 1619。引

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4-113 〈憶王孫•春詞〉，《詩餘畫譜》，1612。引自汪氏輯，《詩餘畫譜》（上海：

上海古籍，1988），頁 11。 

圖 4-114 〈密康公母〉，《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振鐸藏本。引

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頁 629。 

圖 4-115 〈如夢令•冬景〉，《詩餘畫譜》，1612。引自汪氏輯，《詩餘畫譜》（上海：

上海古籍，1988），頁 17。 

圖 4-116 〈郭熙〉，《顧氏畫譜》，1603。引自尹瘦石編，《中國古畫譜集成》Vol.2

（濟南：山東美術，2000），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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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7 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山石對照圖。 

〈遊幸江督〉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上海圖書館藏。攝

自上海圖書館藏。 

〈雌木蘭替父從軍〉局部，《四聲猿》，黃伯符刻本，約 1606-1609。引

自首都首都圖書館編，《古本戲曲版畫圖錄》Vol.2（北京：學苑，1997），

頁 396-397。 

狀元韓應龍〉局部，《狀元圖考》，約 1609，國家圖書館藏。引自周駿

富輯，《明代傳記叢刊》Vol.20（台北：文明，1991），頁 181。 

〈叔禕禱疾〉局部，《閨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鄭振鐸藏

本。引自《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二編》Vol.5（上海：上海古籍，1994），

頁 222。 

〈洛神記〉局部，《大雅堂雜劇》，黃伯符刻本，約 1615。周蕪，《徽派

版畫史論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頁 14。 

〈禦淮〉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引自湯顯祖，《牡丹

亭還魂記》，1617（台北：國家圖書館轉製，2010）。 

〈漢文帝孤鴈漢宮秋〉第三幅插圖，《古雜劇》，顧曲齋刊，約 1619。

引自王驥德編，《古雜劇》（台北：藝文，1972），無頁碼。 

圖 4-118 〈好句有情憐夜月，落花無語怨東風〉，《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

容與堂刊，1610，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引自國家圖書館古輯影像檢索

系統：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hypage.cgi?HYPAGE=search/search_res.h

pg&sysid=00003184&dtd_id=6&v=（檢索日期：2012.02.10）。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hypage.cgi?HYPAGE=search/search_res.hpg&sysid=00003184&dtd_id=6&v
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hypage.cgi?HYPAGE=search/search_res.hpg&sysid=00003184&dtd_id=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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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版 

 

 

一 B 二 A 

圖 2-1 〈言懷〉，《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四 A 三 B 三 A 

圖 2-2 〈訓女〉，《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151 

 

  

圖 2-3 〈驚夢〉，《牡丹亭》，石林居士

序本，1617。 

圖 2-4 〈幽媾〉，《牡丹亭》，石林居士

序本，1617。 

  

圖 2-5〈幽媾〉，臧懋循改訂《牡丹亭》，

1618。 

 

 

圖 2-6《西廂記》右幅，玩虎軒刊，約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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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圍釋〉，《牡丹亭》，石林居士

序本，1617。 

圖 2-8 〈圍釋〉，臧懋循改訂《牡丹亭》，

1618。 

  

圖 2-9 〈驚夢〉局部，《牡丹亭》版畫，

詞壇雙艷本，1625。 

圖 2-10 〈驚夢〉局部，《牡丹亭》版畫，

安雅堂本，1628-1644。 



153 

 

圖 2-15 石林居士序本中杜麗娘的三階段圖，《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生前的杜麗娘 

A  

 

   

B 

    
 

鬼魂狀態的杜麗娘 

  
 

 
 

還魂後的杜麗娘 

     

     

   

 

    

  

1 

2 

3 

〈訓女〉 

〈驚夢〉             〈尋夢〉           〈寫真〉           〈診祟〉 

〈冥判〉          〈魂遊〉           〈幽媾〉           〈懽撓〉            〈冥誓〉 

〈回生〉          〈婚走〉           〈如杭〉           〈急難〉            〈圓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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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游園〉局部，臧懋循改訂《牡丹亭》，

1618。 

 

圖 2-12 〈驚夢〉局部，《牡丹亭》版畫，文

林閣本。 

 

  

圖 2-13 〈驚夢〉局部，《牡丹亭》版畫，閔

氏朱墨套印本，1620。 

 

圖 2-14 〈驚夢〉，《月露音》，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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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遇母〉，《牡丹亭》，石林居士序

本，1617。 

 

圖 2-17 〈悵眺〉，《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2-19 劉元，《人物故事圖》局部，辛辛那提

美術館，元。 

 

圖 2-18 〈婚走〉，《牡丹亭》，石林居士序

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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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驚夢〉局部，《牡丹亭》，文林閣

刊，萬曆年間。 

 

圖 2-21 傳丁雲鵬，《觀音三十二相》，方紹祚

刊，1622以前。 

 

  

圖 2-22〈診祟〉，《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2-23 〈賀新郎•夏景〉，《詩餘畫譜》，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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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言懷〉，臧懋循改訂《牡丹亭》，

1618。 

 

圖 2-25  〈急難〉，《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2-26 〈急難〉，臧懋循改訂《牡丹亭》，

1618。 

 

圖 2-27  〈如杭〉，《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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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覡〉 

 

〈魂遊〉 
 

〈旁疑〉 

 

〈懽撓〉 

 

〈回生〉 

 

〈密議〉 

 

〈婚走〉 

 

〈遇母〉 

圖 2-28 石道姑，《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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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黃一鳳繪，〈隆阜村居之圖之五〉，《休寧戴氏族譜》，1632。 

  
 

 
 

 

 

圖 2-30 黃一鳳繪，〈隆阜村居之圖之一〉，《休寧戴氏族譜》，1632。 

 

  

圖 2-31 〈淮警〉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

序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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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魯義姑姊〉局部，《閨範》，泊如齋刊，

1612，清季補修。 

圖 2-33 〈李雲英風送梧桐葉〉第二幅插圖局

部，《古雜劇》，顧曲摘刊，約 1619。 

         

圖 2-34 二 B「兒」字，《牡丹

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2-35 三十一 B「兒」字，《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1 〈悵眺〉，《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3-2 〈秘議〉，《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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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黃端甫的落款，《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局部以同樣比率縮放） 

 

    

    
圖 3-4黃端甫落款位置，《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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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黃一鳳落款位置，《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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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端甫落款，《閨範》局部，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局部以同樣比率縮放） 

    

黃端甫落款，《青樓韻語》局部，1616。（局部以同樣比率縮放） 

     

      

 

黃端甫落款，《古雜劇》局部，顧曲齋刊，約 1619。（局部以同樣比

率縮放） 

黃端甫落款，《樂府

先春》局部。  

 

圖 3-6 黃端甫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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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程起龍繪，黃伯符、黃河清、黃應台鐫，〈卷一、卷二、卷四首幅插圖〉，《女範編》，

1602。（卷二首幅插圖不存） 

 

 

 

 

 

圖 3-8〈遇母〉，《牡丹亭》，懷德堂刊。 （〈遇母〉刻工落款，《牡丹亭》，石林居士

序本，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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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黃一鳳所刊之夾葉，《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局部以同樣比率縮放） 

 

 

 

 

 

 

 

 

3-9-1〈悵眺〉                3-9-2〈訣謁〉             3-9-3〈尋夢〉 

3-9-4〈懽撓〉             3-9-5〈擄諜〉            3-9-6〈密議〉 

   3-9-7〈折寇〉              3-9-8〈遇母〉              3-9-9 〈鬧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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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黃一鳳刻，〈言懷〉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11 黃一鳳所刊之松樹，《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局部以同樣比率縮放） 

 

 3-11-1〈寫真〉             3-11-2〈懽撓〉             3-11-3〈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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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黃一鳳刻，〈鬧宴〉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13 黃一鳳刻，〈悵眺〉局部，《牡丹

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14 黃一鳳刻，〈擄諜〉局部，《牡丹

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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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黃一鳳刻，〈遇

母〉局部，《牡丹亭》石

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16-1 黃翔甫刻，〈急難〉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

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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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2 黃翔甫刻，〈急難〉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16-3（右） 黃翔甫刻，〈急難〉

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3-17 黃一鳳刻，〈冥誓〉局部，《牡丹亭》石

林居士序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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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黃德修刻，〈旁疑〉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19-1 黃一楷刻，〈禦淮〉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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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2 黃一楷刻，〈禦淮〉局部，《牡

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20 黃一楷刻，〈迷青瑣倩女離魂〉第四幅

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約 1619。 

   

  

圖 3-21 黃德新、黃一鳳、黃翔甫、黃端甫所刊之梧桐葉，《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局部以同樣比率縮放） 

3-21-3黃一鳳 3-21-1 黃德新 3-21-2 黃德新 

3-21-4 黃翔甫 3-21-5黃端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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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黃端甫所刊之夾葉，《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局部以同樣比率縮

放） 

 

  

圖 3-23 黃端甫

刻，〈回生〉局

部，《牡丹亭》石

林居士序本，

1617。 

  

 3-22-1〈謁遇〉   

3-22-2〈魂遊〉            3-22-3〈婚走〉          3-22-4〈淮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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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黃端甫刻，〈臨江

驛瀟湘夜雨〉第四幅插圖

局部，《古雜劇》，顧曲齋

刊，約 1619。 

圖 3-26 黃一鳳刻〈密議〉

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

序本，1617。 

 

圖 3-24 黃端甫刻，〈玩真〉

局部，《牡丹亭》，石林居

士序本，1617。 

圖 3-27 黃端甫刻，〈婚走〉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

序本，1617。 



174 

 

 

圖 3-28 黃端甫刻，〈淮警〉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29 黃端甫刻，〈回生〉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175 

 

 

    

圖 3-30 黃一楷落款，《西

廂記》局部，起鳳館刊，

1610。 

圖 3-31 黃一楷落款，《古雜劇》局部，顧曲齋刊，約 1619。 

  

 

圖 3-32 黃一彬落款，《青樓韻語》局部，

1616。（局部以同樣比率縮放） 

圖 3-33 黃一彬落款，《西廂五劇》局部，

1621-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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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黃德修所刊之夾葉，《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所有局部均以同樣

比率縮放） 

  3-34-1〈肅苑〉             3-34-2〈詰病〉         3-34-3〈道覡〉 

 

3-34-4〈牝賊〉                      3-34-5〈寇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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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2（上） 黃德修刻，〈牝賊〉局部，《牡丹亭》，石林

居士序本，1617。 

 

 

 

圖 3-35-1（左） 黃德修刻，〈牝賊〉局部，《牡丹亭》，石林

居士序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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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黃德修刻，〈詰病〉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37-1（上） 黃應渭

刻，〈勸農〉局部，《牡丹

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3-37-2（右） 黃應渭

刻，〈勸農〉局部，《牡丹

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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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3 黃應渭刻，〈勸農〉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38-1 黃應義刻，〈診祟〉局

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3-38-2 黃應義刻，〈診祟〉局部，《牡丹亭》，

石林居士序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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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黃用中刻，〈齊孝孟姬〉，《閨範》，

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 

圖 3-40 黃應祥刻，〈翟青代死〉，《閨範》，

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 

 

  

圖 3-41 黃端甫刻，〈梁氏重生〉局部，《閨範》，泊如

齋刊，1612，清季補修。 

圖 3-42黃端甫刻，〈周迪之

妻〉局部，《閨範》，泊如齋

刊，1612，清季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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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黃元則刻，〈晉弓之妻〉局部，《閨

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 

 3-44 黃廷芳刻，〈曹娥求父〉局部，《閨

範》，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 

 

 

圖 3-45 黃元則刻，〈鮑桓夫妻〉局部，《閨範》，泊如齋刊，

1612，清季補修。 

圖 3-46 黃一鳳刻，〈唐

明皇秋葉梧桐雨〉第二

幅插圖局部，《古雜

劇》，顧曲齋刊，約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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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黃一鳳刻，〈杜蕊

娘智賞金線池〉第二幅插

圖局部，《古雜劇》，顧曲

齋刊，約 1619。 

圖 3-48 黃翔甫刻，〈錢大

尹智勘緋衣夢〉第四幅插

圖局部，《古雜劇》，顧曲

齋刊，約 1619。 

圖 3-49 黃翔甫刻，〈江洲

司馬青衫淚〉第三幅插圖

局部，《古雜劇》，顧曲齋

刊，約 1619。 

 

圖 3-50 黃一鳳刊，〈宋太祖龍虎風雲會〉第一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 

 

 

圖 3-51 黃翔甫刊，〈秦脩然竹塢聽琴〉第四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約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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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2 黃一楷刻，〈漢文帝孤鴈漢宮秋〉第二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

約 1619。 

 

圖 3-53 黃端甫刻，〈臨江驛瀟湘夜雨〉第二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約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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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4 黃德修刻，〈迷青瑣倩女離魂〉第

一幅插圖局部，《古雜劇》，顧曲齋刊，約

1619。 

 

圖 3-55 黃應秋刻，《青樓韻語》局部，

1616年。 

 

圖 3-56 黃一彬刻，《青樓韻語》局部，16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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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7 黃端甫刻，《青樓韻語》局部，1616年。 

 

圖 3-58《青樓韻語》局部，1616年，黃一彬刻。（和圖 3-34 以相同比例縮放） 

 

圖 3-59 《青樓韻語》局部，1616

年，黃端甫刻。（和圖 3-58以相

同比例縮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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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拾畫〉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

本，1617。 

 

圖 4-2 〈尋夢〉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

本，1617。 

  
圖 4-3 〈訓女〉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

本，1617。 

圖 4-4 〈硬拷〉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

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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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回生〉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1617。 

  
圖 4-6 〈悵眺〉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

本，1617。 

圖 4-7 〈寇間〉，《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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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言懷〉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

本，1617。 

 

圖 4-9 〈鬧宴〉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

本，1617。 

 
 

圖 4-10 〈鬧宴〉，《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4-11 〈訓女〉，《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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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寫真〉，《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4-13 〈幽媾〉，《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4-14 〈回生〉，《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4-15 〈婚走〉，《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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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中） 丁雲鵬繪，〈振貸貧民〉局部，

《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18（右）丁雲鵬繪，〈詢求政術〉局部，《養

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16 丁雲鵬繪，〈聽朝四輔〉局部，《養正

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20-1 丁雲鵬繪，〈自結履繫〉局部，《養

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19 丁雲鵬繪，〈習射殿廷〉局部，《養正

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20-2 丁雲鵬繪，〈自結履繫〉局部，《養

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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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丁雲鵬繪，〈得閒彌盜〉局部，《養正

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22（中） 丁雲鵬繪，〈格言善天〉局部，

《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23（右） 丁雲鵬繪，〈詢求政術〉局部，

《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24 丁雲鵬繪，〈泣思直臣〉局部，《養正

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25 丁雲鵬繪，〈桐葉封虞〉局部，《養正

圖解》，吳懷讓刊，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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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丁雲鵬繪，〈膳斥鮑魚〉，《養正圖解》，

吳懷讓刊，1594。 

圖 4-27 丁雲鵬繪，〈桐葉封虞〉，《養正圖解》，

吳懷讓刊，1594。 

 
圖 4-28丁雲鵬繪，〈寢門視膳〉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29丁雲鵬繪，〈金人示戒〉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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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丁雲鵬繪，〈敧器示戒〉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31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約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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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琵琶記》局部，玩虎軒刊，1597。 圖 4-33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

約 1597。 

 

  
圖 4-34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

約 1597。 

 

圖 4-35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玩虎軒刊，

約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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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琵琶記》局部，玩虎軒刊，1597。 

 

 

圖 4-36 汪耕繪，《西

廂記》局部，玩虎軒

刊，約 1597。 

 

 圖 4-38 汪耕繪，《西廂記》，玩虎軒刊，約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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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汪耕繪，《重

校西廂記》局部，  

圖 4-40《琵琶記》，玩虎軒刊，1597。 

 

 

圖 4-41《琵琶記》局

部，玩虎軒刊，1597。 

 

 圖 4-42 汪耕繪，《西廂記》，玩虎軒刊，約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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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狄仁傑〉局部，《人鏡陽秋》

卷一，環翠堂刊，1600。 

 

圖 4-44〈周文王〉局部，《人鏡陽秋》卷六，環翠堂刊，

1600。 

 
 

圖 4-45 〈皐魚〉局部，《人鏡陽秋》

卷十，環翠堂刊，1600。 

圖 4-46 〈閔損〉局部，《人鏡陽秋》卷六，環翠堂刊，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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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徵歌集》

局部，環翠堂刊。 

 
圖 4-48 〈伯禹〉局部，《人鏡陽秋》卷一，環翠堂刊，1600。 

 

 
圖 4-49 〈向長〉局部，《人鏡陽秋》卷十二，環翠堂刊，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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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0 汪耕繪，《西廂記》局

部，玩虎軒刊，約 1597左右。 

 

圖 4-51 汪耕繪，《西廂記》局

部，《重校西廂記》局部， 

圖 4-52 〈汝郁〉局部，《人鏡

陽秋》卷九，環翠堂刊，1600。 

  

圖 4-53 〈楊賢〉局部，《人鏡陽秋》

卷十三，環翠堂刊，1600。 

圖 4-54 〈范存仁〉局部，《人鏡陽秋》卷十九，環翠

堂刊，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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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 〈汪氏婦〉，《人鏡陽秋》卷十二，環翠堂刊，1600。 

 

 
 

 

 
圖 4-57 〈政術諭下〉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

1594。 

 

圖 4-56 〈洪皓〉局部，《人鏡陽秋》

卷四，環翠堂刊，1600。 

圖 4-58 〈下車問疾〉局部，《養正圖解》，吳懷讓刊，

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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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9 〈周舍〉，《人鏡陽秋》卷三，環翠堂刊，1600。 圖 4-60 〈泣思直臣〉，《養正

圖解》，吳懷讓刊，1594。 

 

  
圖 4-61 〈上書減膳〉，《養正圖解》，吳懷讓刊，

1594。 

圖 4-62 〈朱仲〉，《列仙全傳》卷二，玩虎軒

刊，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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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3 〈膳斥鮑魚〉，《養正圖解》，吳懷讓刊，

1594。 

 

圖 4-64 〈膳斥鮑魚〉，《養正圖解》，玩虎軒刊，

約 1594-1600。 

  
圖 4-65 〈自結履繫〉，《養正圖解》，吳懷讓刊，

1594。 

圖 4-66 〈自結履繫〉，《養正圖解》，蓋公堂刊，

約 1594-1600（原玩虎軒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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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7 《西廂記》局部，起鳳館刊，

1610。 

 

圖 4-68 《天書記》局部，環翠堂刊，1605之前。 

 
圖 4-69 汪耕繪，《坐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局部，環翠堂刊，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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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0 汪耕繪，《坐隱先生精訂捷徑棋譜》局

部，環翠堂刊，1609。 

 

圖 4-71 汪耕繪，《西廂記》局部，起鳳館刊，

1610。 

 

  

圖 4-72 汪耕繪，《西廂記》，起鳳館刊，1610。 

 

圖 4-73 汪耕繪，《西廂記》，

起鳳館刊，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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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4 〈移花向日〉局部，《素

娥篇》。 

 

圖 4-75 《琵琶記》，起鳳館刊，約 1610。 

 

 

 

  
圖 4-76 〈道覡〉，《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4-77 〈駭變〉，《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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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8 〈雋不疑母〉，《閨範》，

泊如齋刊，1612，清季補修。 

 

圖 4-79 〈感諫勤政〉，《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 

 

圖 4-80 〈雌木蘭替父從軍〉，《四聲猿》，黃伯符刻本，約 1606-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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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1 〈漢文帝孤雁漢宮秋〉第三幅插圖，《古

雜劇》，顧曲齋刊，約 1619。 

 

圖 4-82 〈淮警〉，《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4-83 〈雌木蘭替父從軍〉與〈淮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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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4 〈高唐夢〉，《大雅堂雜劇》，約 1615。 

 

   
圖 4-85 〈任用六賊〉局部，《帝

鑑圖說》，金濂刊，1604。 

圖 4-86 〈寵信伶人〉局部，《帝

鑑圖說》，金濂刊，1604。 

 

圖 4-87 〈戒酒防微〉局部，《帝

鑑圖說》，金濂刊，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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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8 〈遊幸江都〉局部，《帝鑑圖說》，金

濂刊，1604。 

 

圖 4-89 〈淮警〉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

序本，1617。 

 

圖 4-90 〈拾畫〉局部，《牡丹亭》，石林居

士序本，1617。 

  

  
圖 4-91 〈解網施仁〉局部，《帝鑑圖說》，金

濂刊，1604。 

圖 4-92 〈入關約法〉局部，《帝鑑圖說》，金

濂刊，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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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3 〈下車泣罪〉局部，《帝鑑圖說》，金

濂刊，1604。 

 

圖 4-94 〈勸農〉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

序本，1617。 

 

 
圖 4-95 〈下車泣罪〉，《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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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6 〈露臺惜貲〉，《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 

 

 

圖 4-97 〈明辨詐書〉，《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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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8 〈妲己害政〉，《帝鑑圖說》，金濂刊，1604。 

 

  

圖 4-99 〈斜封除官〉局部，《帝鑑圖說》，

金濂刊，1604。 

 

圖 4-100 〈解裘賜將〉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

1604。 

 

 

圖 4-101 

〈夜止燒

羊〉局部，

《帝鑑圖

說》，金濂

刊，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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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2 〈兄弟友愛〉局部，《帝鑑圖說》，郭

庭梧刊，1575。 

 

圖 4-103 〈兄弟友愛〉局部，《帝鑑圖說》，金

濂刊，1604。 

 

 

 

圖 4-104 〈煮藥燃鬚〉局部，《養正圖解》，吳

懷讓刊，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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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5 〈診祟〉，《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4-106 〈賀新郎•夏景〉，《詩餘畫譜》，1612。 

 
 

圖 4-107 〈賀新郎•夏景〉局部，《詩餘畫譜》，

1612。 

圖 4-108 〈診祟〉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

序本，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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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9 〈拾畫〉，《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圖 4-110 〈水龍吟〉，《詩餘畫譜》，1612。 

 

 
 

圖 4-111 〈水龍吟〉局部，《詩餘畫譜》，1612。 

 

圖 4-112 〈荊楚臣重對玉梳〉第二幅插圖，《古

雜劇》，顧曲齋勘，約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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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3 〈憶王孫•春詞〉，《詩餘畫譜》，1612。 圖 4-114 〈密康公母〉，《閨範》，泊如齋刊，

1612，清季補修。 

 

  
圖 4-115 〈如夢令•冬景〉，《詩餘畫譜》，1612。 

 

圖 4-116 〈郭熙〉，《顧氏畫譜》，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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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幸江督〉局部，《帝鑑圖說》，金濂刊，

1604。 

〈雌木蘭替父從軍〉局部，《四聲猿》，黃伯符

刻本，約 1606-1609。 

 

  
〈狀元韓應龍〉局部，《狀元圖考》，約 1609。 

 

〈叔禕禱疾〉局部，《閨範》，泊如齋刊，1612，

清季補修。 

  
〈洛神記〉局部，《大雅堂雜劇》，黃伯符刻本，

約 1615。 

 

〈禦淮〉局部，《牡丹亭》，石林居士序本，

1617。 

 

〈漢文帝孤鴈漢宮秋〉第三幅插圖，《古雜

劇》，顧曲齋刊，約 1619。 

 

圖 4-117 石林居士序本風格群組山石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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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8 〈好句有情憐夜月，落花無語怨東風〉，《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容與堂刊，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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