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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要 一、研究動機 在中國各種文化中，有許多潛移默化人類心靈的方

式，「宗教」與「文學」就是其中之一。而「戲劇」在中國文學中，可

以說是一種較為完美的藝術形式，「戲劇」它濃縮了時代的影子，綜合

了各種藝術的精華，反映出人類的眾生相，呈現?人世間的喜樂與哀

愁。戲劇常常比其他的藝術形式更能直接、有力的撞擊人類心靈的深

處，而關漢卿的雜劇又是中國戲劇的代表，所以筆者就以他雜劇中的天

人關係為研究主題。 二、研究目的 (一)、欣賞關漢卿的社會寫實劇：戲

劇中所塑造的腳色，不管是貪官惡徒或市井小民，都描寫的十分傳神鮮

活，彷彿活生生的生活在我們的四周。 (二)、探討「個人」與「宇宙」



之間的天人關係：在夏商周的書經、詩經時代，「天」的觀念為主宰的

天。在漢唐宋明的儒家哲學?，「天」的觀念是人文哲學的基礎。在現

代的科技時代，「天」已與自然融合在一起。所以「天人之間的關係」

存在久遠，而且是緊密地關聯著社會與人生。 (三)、了解「天人思想」

與「社會正義」之間的關係：元朝是一個政治黑暗、弱肉強食的時代，

這與二十一世紀貧富不均、天災人禍頻傳的時代極為相似，而雜劇中腳

色的人性善惡與對生命的嚮往，其實古人和現代並沒有多大差別。 

(四)、透過「天人關係」去探討命觀：研究古典文學，可以「藉古諷

今」，更可以透過劇中人的「積極的命觀」，重新去檢視現代人「個人

生命」與「宇宙生命」間的多元關係。 三、版本選擇 在選擇的版本方

面，是以山西人民出版社，馬欣來輯校的《關漢卿集》為依據。再以明

朝臧晉叔的《元曲選》為參考。 四、各章內容 第一章，先介紹關漢卿

和他的時代背景。而「天人關係」的理論根據，是彙整了許多專家學者

對「天人關係」的看法，筆者將其分為：「宗教型的天人關係」、「道

德型的天人關係」、「自然型的天人關係」等三類的天人關係。 第二

章，則是將關漢卿存留的十八齣劇本有關「天人關係」的思想、腳色對

白、人物造型作一個歸納和分析。多元的「天人關係」不僅表達了當時

潦倒文人在戲劇世界中尋求安慰的心態、也反映了百姓在被壓迫中尋求

公平的渴望，更是呈現當時黑暗社會以強欺弱的面貌。 第三章：是將這

些雜劇中所塑造的「鬼神」、「正義官吏」、「英雄」、「豪傑」、甚

至「小人惡霸」所表現的天人關係，分為「天人不合」、「天人不

離」、「天人相應」與「天人和諧」等四種關係。 第四章則是說明這些

多元「天人關係」所呈現的「天命思想」。關漢卿塑造一個「無情世界

有情天」的理想世界、也提供「宿命的另一個?路」，他還強調一個人

擁有「福氣或災禍」常是因為許多「因果」所造成。這種「人生禍福的

報應，是來自行為善惡的因果」的想法，可以喚起我們「能對過去知所

警惕，對現在能不怨天尤人，而有樂天知命的積極人生觀」的生活態

度。 最後一章提醒我們：可以藉著劇中人的人性弱點，喚起對我們對

「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視。關漢卿的時代雖然距離現在七百多年，可是

許多歷史的悲劇仍重複在出現（像暴力、以強欺弱等人性的劣根性），

並沒有因為科技、物質的進步而消失。這一章將全文做一歸納與重點分

析，並嘗試與現代社會相呼應，再次強調研究古典文學仍有其重要性。  

摘要

(英) 

The opera holds the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Had very 

many story-telling sessions to reflect then social condition. When the humanity in 

faces the pain which is unable to solve, can seek help to the god. Therefore, the 

god and humanity's relations are extremely close. From the Guan Hanqing story, 

we may understand the god and humanity's relations have very many k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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