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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研究議題為《李卓吾批評容與堂本《琵琶記》研究》，以李卓吾

身為思想家的身份介入文學作品，從詩文評點中挪用而來的評點模式，

有別於明代前期主要承襲古文章法的評點手法：主要以句讀飣餖為主，

直至李卓吾參與評點以來，別開生面的創造了「嘲諷」、「諧謔」的評

點風格，這類評點文學作為「文人型」的評點形式受到書坊主青睞後，

李卓吾之名在書籍市場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以標榜文人型的評點者，

所挾帶著是文人社群間所享有的聲譽，並且在書坊主行銷機制下成為書

籍暢銷的品質保證，引領評點文學的書籍風潮，這類近似「自娛」型式

的評點風格，可說開啟了文人評點的另一個面向，不再拘泥於詩文的釋



義為要的評點形式，而是任己意而行的個人閱讀型態。 因此，《李卓吾

批評容與堂本《琵琶記》研究》此論題，這位身為思潮反動者大家的李

卓吾，挑選子孝妻賢的戲曲作品，實是令人玩味。這也是筆者以李卓吾

評點《琵琶記》為主題的意旨，除了為卓吾如何閱讀作品為橫軸，並嘗

試為卓吾在評點文學中所具歷史意義與批評史中所具有之縱軸，為李卓

吾評點《琵琶記》描畫出其獨立座標，則是本論文最想要深入探究的命

題。 筆者深深以為李卓吾評點《琵琶記》所掀起的評點巨浪，所造就的

非但僅僅是一種讀者精神的展現，更是依循著古典文學中托寓興寄的知

音精神，當作者進行創作過程中，茫茫讀海，如何得已覓得知音，如何

透過知音之筆，更加逼顯作者之意圖；及便是遠離作者意圖，亦是聯繫

起作者／作品／讀者間的橋樑，作品中所未能透顯的文字裂隙，正由專

業讀者來填補，接榫了作者，超越了作者原有的身份、地位，甚至是時

空的侷限，成就了作者自身。根本上評點作品本就是一種私人性的閱讀

策略，但是李卓吾的評點已經讓原有的私閱讀，通過淘汰挑選下，遴選

出卓吾所認可的文學作品，並且通過自己的親身評點，達到欲傳達的啟

蒙論點，通過書籍市場的流通，轉化為公共的閱讀形式的確立。 從《琵

琶記》的正典確立，直到接受評點，以致通過一代代的文人論爭反覆論

述下，《琵琶記》終究成為經典閱讀中不可少的戲曲作品。過去無法登

大雅之堂的戲曲作品，終於在評點家們的努力，成為才子書系統，形成

了新經典。李卓吾評點可為功不可沒，也正是重述經典，並且一批批文

人的參與，終究得以讓過去傳統大論述的經典讓位，讓蕞爾小言的通俗

文學進階，在文學史的縱軸站上了歷史舞台。 

摘要

(英) 

The thesis topic is " Li Zhuowu" criticized "Yung youi Tang’PiPa ji’ drama 

Research" to Li Zhuowu identity as a thinker involved in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diversion of poetry Comments from the model, different from the early Ming 

Dynasty inherited the old post Law of the main The Comments approach: Ding 

Dou mainly based sentence read, until Li Zhuowu participation Comment been 

spectacular and created a "mockery", "banter" of the Comment style, these 

commentaries literature as a "literary type" Comments in the form favored by the 

Bookstore after the main , Li Zhuowu name in the book market plays a decisive 

role. Comments to flaunt literary type who are laden with the literati enjoyed the 

reputation among the community, and in the bookshops to become the main 

marketing mechanism for quality assurance best-selling books, literature books to 

lead the wave of commentaries, such approximation "amused" Comment type of 

style can be said to open the comments on another aspect of the literati, not 

rigidly adher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to the commentaries for the form, but 

any line of their own pleasure and personal reading patterns. Therefore, the " Li 

Zhuowu criticized "Yung youi Tang’ PiPa ji’ “ drama Research", this topic, 

this being a reactionary master, Li Zhuowu, the selection of opera works about 

filial piety is indeed very interesting. This is also the author Li Zhuowu Comment 

"PiPa ji" as the theme of the intention, in addition to Zhuowu how to read the 

works of the horizontal axis, and try to Zhuowu literature in the commentarie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and criticism with the vertical axis are for Li 

Zhuowu Comment "PiPa ji" painted out coordinates of its independence, it is most 



wanted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is thesis, the proposition. I deeply think that Li 

Zhuowu Comment "Tale" Commentary by the waves set off, could create not 

only just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reader, is asked to follow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the spirit of the understanding, when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 the vast 

reading of the sea, how to get Salon have been identified, how to bosom salon, 

the intent of a more significant force; and is far from the intent of the author, is 

also a link from the author / works / bridge between the reader, not in the works 

the text through the cracks can be significant, are to be filled by a professional 

reader, joint author, beyond the author's original identity, status and even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ir own. Comment on this fundamental 

work of reading is a personal strategy, but Li Zhuowu's commentaries have been 

to the original private reading, through out the selection, the selection approved 

by the Zhuowu literature, and through their own personal commentary, to want to 

convey initiation point, the flow through the book market,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ublic reading in the form. From the "Tale" of the canon established until 

accepted commentaries, as well as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debate by repeatedly 

discussed, the "PiPa ji" eventually become essential reading classic works of 

drama. Opera in the past can not be your humble works, and finally in their 

efforts to Comment home and become Talented Scholars system, the formation of 

a new classic.Li Zhuowu Comments can be contributed, it is also restated the 

classic, and a group of people involved in approval, after all, to let the past make 

way for the traditional grand narrative of the classic, so that tiny little word in the 

popular literature advanced,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vertical axis stood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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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會科學版）》 2002，10 第二十九卷第四期 頁 93-98 〈從李贄評

《水滸傳》看晚明文人閱讀視野中的魯智深形象〉 陳宏 《南開學報》 

2003 第一期 頁 92-99 〈小說評點作為意識形態的生產〉 吳子林 《浙江

學刊》 2003 第一期 頁 108-116 〈厥旨放淵歸趣宜求——《琵琶記》複雜

面貌成因索解〉 卜亞麗 《藝術百家》／2003 第二期（總第 72 期）／頁

24-30 〈文化的參與：經典在生產——以明清之際小說的「經典化」進

程為個案〉 吳子林／《文學評論》／2003，第二期／頁 120-127 〈明清

小說評點的商業價值〉 肖巧朋／《懷化學院學報》／2003，2 第二十二

卷第一期／頁 67-69 〈論徐渭的狂狷人格〉 宋克夫 《湖北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 2003，3 第三十卷第二期 頁 52-57 〈李贄文學主張探

源〉 鄭雅竹 《問學》 2003，3 第五期 頁 179-192 〈戲曲評點作品中的敘

事觀〉 侯雲舒 《民俗曲藝》 2003，3 一三九期 頁 97-145 〈[評譚帆

著]〉 黃霖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2003，3 二十二期 頁 314-316 〈曠世

奇才的畸變心靈——徐渭的病態人格及其文學創作〉 劉玉平 《四川師

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3，5 第三期 頁 1-7 〈金聖嘆對小

說理論批評發展的貢獻——評金批《水滸》的特點〉 鈕燕楓 《南昌大

學學報（人社版）》 2003，5 第三十四卷第三期 頁 133-138 〈論晚明文

人評點本的價值和傳播機制〉 聶付生 《復旦學刊（社會科學版）》

2003 第五期 〈偕我同志——晚明知識份子自覺意識中的群己觀〉 張漣 

《東華人文學報》2003，7 第五期 頁 162-19 頁 135-140 〈論明清時期小

說傳播的基本特徵〉 王平 《文史哲》 2003 第六期（總第 279 期） 頁

33-37 〈評點、詮釋與接受——論吳儀一之《長生殿》評點〉 王璦玲 

《中央文哲研究集刊》 2003，9 第二十三期 頁 71-128 〈王驥德《曲律》

之南曲格律論〉  任孝温 《中國戲曲學院學報》 第 24 卷第 3 期 

2003，8 頁 59-62 〈詮釋的界域——從〈詩大序〉再探「抒情傳統」的

建構〉 鄭毓瑜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2003，9 第二十三期 頁 1-23 〈王

世貞《曲藻》戲曲理論初探〉 敬曉慶 《青海師範學報（教育科學）》 

2004，第二期 頁 55-57 〈晚明政風與學風之探微〉 傅榮珂 《中華文化

復興月刊》 第廿卷第五期 〈明清戲曲與女性角色〉 葉長海 《九州學

刊》 六卷二期 〈商人資本與晚明社會〉 劉志琴 《中國史研究》 第二期 

〈臧懋循之臨川論〉   陳富容 《興大中文學報》 第十五期 頁 224-

248 〈求真精神的窮究--對李贄思想中人性觀點的一些探討〉 劉亞平 

《史轍》第 6 期 201007 頁 105-116 〈晚明文學《孟子》學〉 丁亞傑 

《當代儒學研究》 第 6 期 200907 頁 205+207-229 〈李卓吾四書評解之特

色：以「無物」、「無己」為中心〉 鄧克銘 《文與哲》第 13 期 200812 

頁 91-119 〈上上人與下下人--耿定向、李卓吾論爭所反映之學術疑難與

實踐困境〉 袁光儀 《成大中文學報》 第 23 期 200812 頁 61-88 〈談「良

知」到「童心」的演化--兼論李贄在明季思想史上的地位〉 白崢勇 《人



文研究學報》 42 卷 2 期 200810 頁 33-52 〈人至論心病亦蘇--李卓吾（李

贄）贈友懷人詩〉 楊秀華 《萬能商學學報》13 期 200807 頁 35-50 〈手

闢洪濛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場--尋訪明代大哲卓吾李先生〉 鄭曉江 《歷

史月刊》 243 期 200804 頁 17-25 〈偽道學或真聖賢--明儒耿定向的人格

學術之再評價〉 袁光儀 《興大中文學報》 22 期 200712 頁 205-229 

〈「為下下人說法」的儒學--李贄對陽明心學之繼承、擴展及其疑難〉 

袁光儀《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3 期 200709 頁 129-163 〈從〈童心說〉淺

說李贄的文學觀〉 宋育菁 《文學前瞻》 7 期 200708 頁 83-95 〈李卓吾

的「真道學」--以生命實踐為主體的儒學反思〉 袁光儀 《成大宗教與文

化學報》 8 期 200708 頁 17-41 〈道德或反道德--李贄及其「童心說」的

再詮釋〉 袁光儀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2 期 200703 頁 155-185 〈李贄

與利瑪竇的交誼及其「友論」之比較〉 黃文樹 《玄奘佛學研究》 5 期

200607 頁 127-151 〈李贄之死〉 黃勇 《泉南文化》 12 期 ／200605 頁

10-22 〈審勢尚奇 出生悟死--談李贄的美學觀〉 陳清輝 《國立僑生大學

先修班學報》 13 期 200512 頁 21-48 〈理學家小傳(51)--溫陵先生李贄〉 

王基西 《中國語文》 96 卷 1 期總號 571 200501 頁 14-23 〈兩捨則兩

從，兩守則兩病--耿定向與李贄「論道相左」新解〉 羅福惠 《湖北文

獻》 153 期 200410 頁 1-10 〈試論中國傳統社會婦女與李贄的女性觀〉 

湯正義 《洄瀾春秋》 1 期 200407 頁 21-36 〈試談李贄「童心說」的文學

觀與美學思想〉 蔡穎訓 《泉南文化》 9 期 200401 頁 76-79 〈李贄禪學

的歸依--一顆明珠如來藏〉 陳清輝 《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11 期 

200312 頁 107-137 〈猛氣衝長纓 俠骨仍留香--李贄俠義觀探微〉 陳清輝 

《樹人學報》 1 期 200307／頁 247-272 〈論李贄與明末及清代自傳體小

說〉 曹萌 《古今藝文》 29 卷 3 期 200305 頁 20-31 〈李贄文學主張探

源〉 鄭雅竹／《問學》／5 期／200303／頁 179-192 〈良知、童心與性

靈初論〉 戴文和／《僑光學報》／20 期／200212／頁 29-51 〈評介王守

仁、李贄、袁宏道三人對聞見知識的意見〉 戴文和／《僑光技術學院通

觀洞識學報》／1 期／200211／頁 1-10 〈禪學異端，相激相成，大放異

彩--試論李贄之特異思想〉 陳清輝／《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10

期／200209／頁 109-141 〈評介王守仁、李贄、袁宏道三人對孔子和儒

家經典的破執之見〉戴文和 《樹德科技大學學報》 4 卷 2 期 200206 頁

277-297 〈李卓吾與利西泰--萬曆中西超儒之晤〉 劉月蓮 《文化雜誌》 

43 期 200206 頁 153-168 〈李贄的史論及其影響〉 彭忠德、李林 《中國

文化月刊》 261 期／200112 頁 35-47 〈人人皆可以為聖人(佛、詩人)之

探析--以王守仁、李贄、袁宏道三人為例〉 戴文和 《僑光學報》 19 期 

200110 頁 281-300 〈李贄的女性觀〉 陳清輝 《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

報》 9 期 200107 頁 113-136 〈獨一無二的異人形象--袁中道〈李溫陵

傳〉析論〉 孫淑芳 《長榮學報》 5 卷 1 期 200106 頁 75-97 〈「童

心」、「初心」與「赤子之心」〉 周志文 《古典文學》 15 期 200009 

頁 75-97 〈公安三袁與李贄〉 孟祥榮 《孔孟月刊》 38 卷 12 期總號 456 

200008 頁 30-38 〈李贄「童心說」的再詮釋及其在美學史上的意義〉 蕭

義玲 《東華人文學報》2 期 200007 頁 169-187 〈李贄禪學的內涵與實

踐〉 陳清輝 《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 7 期 199907 頁 75-153 〈李贄

樸素唯物思想探微〉 陳清輝 《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 6 期 199807



頁 227-309 〈明末文化烈士李卓吾的生死觀〉 洪銘水 《東海學報》 39

卷 1 期 199807 頁 43-62 〈泰州學派的教育思想及其影響〉 黃文樹 《漢

學研究》 16 卷 1 期總號 31 199806 頁 125-154 〈泰州學派人物的特徵〉 

黃文樹 《鵝湖學誌》 20 期 199806 頁 133-178 〈晚明心學的衍化〉 楊國

榮 《孔孟學報》 75 期 199803 頁 115-134 〈由顏李之學初探清初學術思

想風格之丕變暨其歷史因緣〉 劉振維 《哲學雜誌》 23 期 199802 頁 188-

206 〈李贄「童心說」微旨初探〉 陳清輝 《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 

5 期 199707 頁 127-171 〈李贄其人及其文學思想〉 余淑瑛 《嘉義農專學

報》 52 期 199706 頁 137-155 〈李贄與王國維文學觀念之比較--文學上的

童心與赤子之心〉 謝明陽 《中國文化月刊》 197 期 199603 頁 101-117 

〈李贄「初潭集」評介〉 林正三 《德明學報》 11 期 199603 頁 331-344 

〈陳獻章、海瑞、李贄思想異同述評〉 李錦全 《中國文化月刊》 194

期 199512 頁 3-15 〈李贄的教育思想及其時代意義〉 黃文樹 《鵝湖》 21

卷 2 期總號 242 199508 頁 46-52 〈李贄的教育內容觀〉 黃文樹 《思與

言》32 卷 3 期 199409 頁 139-154 〈李贄的倫理思想〉 陳增輝 《孔孟月

刊》 32 卷 8 期總號 380 199404 頁 30-34 〈李贄的思想根源〉 黃文樹／

《孔孟月刊》 32 卷 6 期總號 378 199402 頁 22-30 〈明代李贄的治邊思想

及政策〉 辛法春 《警專學報》 1 卷 6 期 199306 頁 469-486 〈[張建業著]

《李贄評傳》讀後〉 郭芳美 《國立臺北商專學報》 40 期 199306 頁 433-

439 〈李贄「初潭集」評介〉 林正三 《德明學報》 11 期 199603 頁 331-

344 〈尼釆與李贄〉 張世英 《二十一世紀》 6 期 199108 頁 97-104 〈論

李贄「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觀念史意義〉 池勝昌 《歷史學報》 

19 期 199106 頁 197-214 〈「由儒入釋」的思想家--李卓吾〉 毛始平 

《內明》 228 期 199103 頁 42 〈李贄及其「童心說」之文學理論〉 石美

玲 《興大中文學報》 3 期 199001 頁 305-317 〈李贄是怎麼評朱熹的〉 

林其泉 《國文天地》 4 卷 1 期總號 37 198806 頁 46-49 〈論李贄的「道

理不行, 聞見不立」〉 周志文 《幼獅學誌》 19 卷 2 期 198610 頁 63-78 

〈李贄及其 所表現的文學觀〉 周彥文 《東海文藝季刊》 3 期 198204 頁

23-34 〈記「李氏紀傳」--李贄「藏書」未刊稿的發見〉 饒宗頤 《新亞

書院學術年刊》 19 期 197709 頁 7-15 〈《西遊記》李評本成書考〉 黃玲

貴 《有鳳初鳴年刊》 4 期 200909 頁 203-216 〈《李卓吾先生評點四書

笑》中的「塾師」〉 吳俐雯 《耕莘學報》 7 期 200906 頁 85-98 〈名教

與真機--耿定向、李卓吾學術論爭之本質及其意義〉 袁光儀 《中國學術

年刊》 (春)卷 31 期 200903 頁 89-114 〈李卓吾四書評解之特色：以「無

物」、「無己」為中心〉 鄧克銘 《文與哲》13 期 200812 頁 91-119 〈李

卓吾評點散文《四書評．論語》研究〉 楊秀華 《新生學報》 3 期 

200807 頁 201-233 〈人至論心病亦蘇--李卓吾（李贄）贈友懷人詩〉 楊

秀華 《萬能商學學報》13 期 200807 頁 35-50 〈李卓吾散文的新變精

神〉 楊秀華 《通識論叢》 6 期 200706 頁 83-100 〈道德或反道德？--李

贄及其「童心說」的再詮釋〉 袁光儀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2 期 

200703 頁 155-185 〈諷喻？復仇？開玩笑？--從《四書笑》看晚明笑話

閱讀觀〉 陳鴻麒 《中極學刊》 3 期 200312 頁 53-71 〈從雙溪經典觀看

李卓吾之「童心說」--析論「童心說」對於王學之繼承與發展〉溫愛玲 

《東方人文學誌》 2 卷 4 期 200312 頁 161-181 〈李卓吾散文中的「排



比」修辭藝術〉 楊秀華 《中國語文》 91 卷 5 期總號 545 200211 頁 71-

80 〈明清之際新自由傳統的建立〉 周昌龍 《二十一世紀》 67 期 200110 

頁 45-50 〈論「李卓吾先生評點四書笑」對「四書」經典性之鬆動--以

書寫策略與題材為中心〉 周家嵐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5 期 200106 頁

105-132 〈《西遊記》李評本成書考〉 黃玲貴 《有鳳初鳴年刊》 4 期 

200909 頁 203-216 〈「論語點睛」研究〉 羅永吉 《中華佛學研究》 1 期 

199703 頁 135-155 〈李卓吾美學思想析論〉 陳清輝 《國立僑生大學先修

班學報》 4 期 199607 頁 47-112 〈李卓吾自殺原因試探〉 林其賢 《國立

屏東商專學報》 2 期 199402 頁 21-46 〈李卓吾與婦女的交往〉 鄭培凱 

《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 38 期 199309 頁 9-12 〈李卓吾之文論〉 陳清

輝 《健行學報》 12 期 199212 頁 271-294 〈李卓吾之文學理論探究〉 謝

金美 《臺南師院學報》 25 期 199207 頁 183-203 〈異端思想家李卓吾〉 

孟繁舉 《書和人》 649 期 19900630 頁 1-2 〈李卓吾的生平與佛教思想〉 

江燦騰 《中華佛學學報》 2 期 198810 頁 267-323 〈李卓吾雜揉儒道法佛

四家思想〉 王煜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0 卷 2 期 1979 

頁 307-345 〈李卓吾思想之研究〉 姜詠芷 《史苑》 26 期 197606 頁 17-

27 〈李卓吾批點水滸傳之研究〉 陳錦釗 《中國書目季刊》 7 卷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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