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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鶯鶯從唐傳奇、元雜劇到早期電影的愛情形象繼承和演變 

 

一、緒論 

作為一個家喻戶曉、一直為人嘖嘖稱奇的女性角色，崔鶯鶯歷來透過不同文本和媒

介，向讀者展示了不同的形象。當中以王實甫從唐代傳奇《鶯鶯傳》為基礎改編而來的

元代雜劇壓卷大作《西廂記》，使崔鶯鶯這名人物得以登堂入室，深入民心。後來《西

廂記》經歷了不同時代與作者的改編，及至 20 世紀，影視開始成為人們接收資訊和娛

樂的主要媒介，開始出現不少《西廂記》的改編電影，當中由侯曜在 1927 年所編導的

《西廂記》為首部現存中國古裝改編電影，對後來《西廂記》的改編電影奠下一定的基

礎和提供參考的楷模，其影響力甚至遍及至英、法等地。 

 

1. 研究概況 

崔鶯鶯在不同文本所出現的形象和命運，一直為不少學者津津樂道。王國維評價，

認為「戲曲之存於今者，以《西廂》為最古，亦以《西廂》為最富」1，指出《西廂記》

源遠流長，且成就非凡。《西廂記》在元明清直至現今，仍然以不同的內容、形式和譯

本（韓語、日語、英語、法語、德語、荷蘭語、意大利語等）2作不斷的轉化和傳世，

當中以王實甫所著的元代雜劇《西廂記》傳世最廣，成就亦最高，如賈仲明予王實甫的

弔詞中稱讚「西廂記，天下奪魁」3；王世貞稱其「他傳奇不能及」4，其《西廂記》更

是壓卷之作。而元雜劇《西廂記》以唐代傳奇《鶯鶯傳》為原型一說，在現今研究，也

是同然一辭，無庸置疑的。故此，有關崔鶯鶯在唐傳奇和元雜劇的形象研究成果甚豐，

但對於有關電影改編作品研究，卻是非常缺乏。 

 

                                                      
1
 王國維：〈錄曲餘談〉，《王國維戲曲論文集：宋元戲曲考及其他》（台北：里仁書局，1993 年），頁 312。 

2
 寒聲：〈《西廂記》古今版本目錄輯要〉，輯於寒聲、賀新輝和范彪編《西廂記新論》（北京：中國戲劇

出版社，1992 年），頁 161-205。 
3
 賈仲明：〈凌波仙〉，輯於鍾嗣成、賈仲明撰，馬廉校注，《錄鬼簿新校注‧卷上》（北京：文學古籍出

版社，1957 年），頁 39。 
4
 王世貞：〈曲藻〉，輯於中國戲曲研究院，《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 年），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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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的 

本論文欲透過主要比較崔鶯鶯在唐傳奇《鶯鶯傳》、王實甫所著元雜劇《西廂記》

和侯曜所編導的中國古裝電影《西廂記》中，數個具代表性的經典場面裡，鶯鶯在追求

愛情上所展現的不同愛情觀和形象為隅，探究作者在進行作品改編時，當中人物形象的

繼承和發展，如何影響主題與價值觀的表達，及如何反映作品在作者自身及其所身處社

會的現實意義，並探討作者所採用的改編原則和考慮因素，借此作一大致歸納。  

 

3. 文獻回顧 

  3.1 從唐傳奇《鶯鶯傳》至元雜劇《西廂記》的改編 

關於崔鶯鶯在唐代《鶯鶯傳》至王實甫改編成元雜劇的《西廂記》的形象演變，現

時的研究成果甚為豐富5。研究者多從文本對崔鶯鶯的形象先進行概括式的歸納，再進

行分析，但以原文作為支持的佐證上，則有所缺乏。因此，在歸納《鶯鶯傳》和元雜劇

《西廂記》中崔鶯鶯的形象上，本論文所採用的編排，是會先清晰地羅列重點（透過歸

納以往文獻及筆者再觀察解讀所得），再抽取原文中的引文和細節作佐證，並進一步作

相應的分析。 

   

  

                                                      
5 礙於篇幅所限，此處未能完全收錄，現列舉專書與論文數例，如有： 

 林宗毅：《西廂記二論》（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頁 43。 

 高橋繁樹：〈從《鶯鶯傳》到《西廂記》戀愛觀的變遷〉，輯於寒聲、賀新輝和范彪編《西廂記

新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 年），頁 77-80。 

 王季思：《從鶯鶯傳到西廂記》（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 年）。 

 王清雲：〈淺析《鶯鶯傳》中鶯鶯戀受心理的變遷〉，《當代小說（下半月）》，2010 年 9 期，頁 33-34。 

 王素玲：〈淺析崔鶯鶯的形象演變〉，《中國科技信息》，2010 年 22 期（2010 年 11 月），頁 246、260。 

 王亞慧：〈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的繼承與發展〉，《參花》，2015 年 2 期（2015 年 1 月），頁 127-128。 

 楊珂：〈探討唐至元時期文人女性意識的變演－以崔鶯鶯形象之嬗變為例〉，《北方文學（中旬刊）》，

2015 年 1 期，頁 69-71。 

 張申平：〈從崔鶯鶯看西廂故事"女性意識"的嬗變〉，《雲南藝術學院學報》，2011年 4期，頁 47-50。 

 趙彩娟：〈從《鶯鶯傳》到《西廂記》崔鶯鶯形象的再解讀〉，《現代語文（文學研究）》，2006

年 8 期（2006 年 8 月），頁 32-34。 

 趙永華：〈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看古代愛情觀的演變〉，《飛天》，2009 年 16 期，頁 46-47。 

 曾瑋：〈西廂故事裏的鶯鶯們〉，《伊犁教育學院學報》，2002 年 3 期，頁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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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從古代名著到中國早期電影《西廂記》的改編 

  而以上目前對崔鶯鶯的形象研究，其實甚少將出自《鶯鶯傳》中的原型和《西廂記》

中的經典形象，與改編電影進行連結性的比較。本論文所選的 1927 年由民新公司出品、

侯曜所編導的電影《西廂記》6，是目前能看到最早的中國古裝電影7，是在中國電影史

上首次改編文學名著《西廂記》為電影8，更是最早在西方作公開放映的一部中國影片9，

而其對後來《西廂記》不同形式的改編，提供參考的楷模，其地位理應得到重視。 

然而，目前對以上電影《西廂記》的研究，多集中其在其中國電影史的地位、其對

於後來電影發展史的影響、電影中特技和鏡頭技術運用的成就、主題所宣揚的訊息等，

以上研究對電影當中的細節，尤其是人物的形象和改編的原則與過程，所深入的研究卻

甚少且零碎。就算是關於中國電影先驅導演侯曜的電影創作理念、原則和理論等，有關

的論述皆受到忽視10。 

 

二、文本分析（唐傳奇《鶯鶯傳》、元雜劇《西廂記》及電影《西廂記》） 

 

（一）從唐傳奇《鶯鶯傳》至元雜劇《西廂記》中崔鶯鶯愛情形象的繼承和演變 

 

1. 崔鶯鶯在《鶯鶯傳》和《西廂記》的愛情形象相同之處 

崔鶯鶯在唐傳奇《鶯鶯傳》和王實甫《西廂記》中所出現的愛情形象，當中的相同

之處較顯而易見，故在此作一大致歸納即可。首先，兩者所描寫的鶯鶯皆才貌雙全，而

且同是富教養的大家閨秀。如《鶯鶯傳》寫鶯鶯外表「顏色豔異，光輝動人」11，而且

                                                      
6
 本論文所研究的電影材料取自峨眉電影製片廠音像出版社於 2005 年所出版發行的 DVD《西廂記 Tale 

of the Western Chamber》，片長約 42 分鐘，也是現時最為流通和常見的版本。 
7
 劉進華：〈“古裝片”的續接與發展－從《西廂記》到《木蘭從軍》〉，《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9 年

1 期（2009 年 1 月），頁 132。 
8
 吳月華：〈今昔《西廂記》〉，輯於傅惠儀編《香港早期電影遊蹤：第二冊‧電影先驅侯曜》（香港：香

港電影資料館，2014 年），頁 110。 
9
 酈蘇元、胡菊彬著：《中國無聲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年），頁 218。 

10
 彭耀春：〈侯曜考據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06 年第 6 期，頁 109。 

11
 束忱、張宏生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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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工刀札，善屬文」12的極高技藝。《西廂記》中的鶯鶯的外貌是透過多個角色如

紅娘、張生、孫飛虎等的視角進行間接細節描寫，表現其過人的美麗，如張生所言「崔

家女艷妝，莫不是演撒你箇老潔郎？」13，指鶯鶯美得甚至讓和尚動心。《西廂記》中

的鶯鶯更擅針繡、琴藝、詩文、書法，如張生稱讚鶯鶯做詩「那堪那心兒裡埋沒著聰明。

他把那新詩和得忒應聲」14，其書法「有柳骨顏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且「只看

他這鍼黹，人間少有」15等，而鶯鶯非凡的氣質和吸引之處正是誘發愛情故事萌芽的開

端。 

另外，兩者的愛情背景也大致相同。鶯鶯在兩個故事中都生於被封建禮教約束下的

社會和家庭，如《鶯鶯傳》中紅娘指崔鶯鶯「貞慎自保」，需要謹慎保護和注重貞節；《西

廂記》中的鶯鶯更是活於管教甚嚴又重視禮節的老夫人的權威下，如劇中多次指「老夫

人治家嚴肅，內外並無一箇男子出入」16，又如以往「鶯鶯潛出閨房」17，則被老夫人

痛斥自招其恥，使鶯鶯答應不敢再犯。此背景奠定崔鶯鶯崎嶇的愛情道路和情理極端的

掙扎，然而兩者同樣不介意對方有名有利與否，皆只求一份真摯的感情。 

 

2. 崔鶯鶯在《鶯鶯傳》和《西廂記》的愛情形象相異之處 

2.1 客觀身分造就面對愛情時的不同表現 

鶯鶯在兩個故事中的不同出身和年齡背景，影響在情竇初開時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形

象。《鶯鶯傳》中的鶯鶯，雖然生於「財產甚豐」18之家，但陳寅恪先生認為崔鶯鶯可

能「出身寒門」19，在封建階級中，此身分無助張生謀取功名。另外，若言《鶯鶯傳》

是元稹的自我辯解和說教20之作，則作者將鶯鶯塑造成猶如「妖孽」，如故事最後張生

                                                      
12

 束忱、張宏生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87。 
13

 王實甫著，吳曉鈴校註：《西廂記》（香港：中華書局，1954 年），頁 17。 
14

 同上，頁 27。 
15

 同上，頁 146。 
16

 同上，頁 17。 
17

 同上，頁 19。 
18

 束忱、張宏生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79。 
19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頁 84。 
20

 林宗毅：《西廂記二論》（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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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且把鶯鶯寫成為分外輕佻的禍水21；

更有言此書原名為《會真記》，而「會真」即「會仙」，可將之看作為一個遇見仙境中妖

艷風流美女的故事22。然而，經過讀者的再解讀，皆會對鶯鶯矢志不移的真摯愛情之期

盼和其被始亂終棄的悲劇命運產生同情。反之，《西廂記》中的崔鶯鶯，乃是相國夫人

之女。而作者王實甫利用崔鶯鶯作為反對傳統封建禮教的利器，則會被塑造成抗衡和詛

咒禮教的象徵，而此種特質則成為鶯鶯與張生真心相愛的基礎。 

  唐傳奇中芳齡十七歲的鶯鶯，青澀柔弱，而從「若不勝其體者」23和「力不能運支

體」24等句，能見鶯鶯無論在生理還是心理上皆較幼嫩。如此年紀輕輕的鶯鶯，對愛情

的憧憬會較天真和率直，如在毫無預兆和連張生也不知其何時動情、以為自己在做夢的

情況下獻身於對方。在面對自己內心的情感時，會時常感到擔憂和哀愁，只能以連綿不

斷的長信，將自己心底對愛情前景的憂慮和忐忑盡訴衷情，以致成為文人茶餘飯後的話

題。 

  反觀《西廂記》中的崔鶯鶯，芳齡十九歲，一出場所唱的「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

門掩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無語怨東風」25，便直接揭示鶯鶯有少女懷

春之意，對愛情有一種潛在的嚮往。而在面對愛情時，《西廂記》的鶯鶯顯得較成熟，

在阻撓面前非逆來順受，且甚有個人主見和想法（稍後詳述）。更明顯和值得注意的是，

《西廂記》中的鶯鶯在處理愛情上較有技巧，如多表現得口不對心，且態度時常曲折，

時利用紅娘，時提防紅娘。鶯鶯與紅娘的關係非常微妙，鶯鶯有時認為紅娘是老夫人的

耳目和「小賤人」，覺得紅娘「但出閨門，影兒般不離身」、「這些時直恁般隄防著人；

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束的緊，則怕俺女孩兒折了氣分」26，因而對其抱住提防之

心，又認為紅娘是自己愛情道路上的困阻。因此，鶯鶯經常特意在紅娘面前做出假象。

                                                      
21

 宋謀瑒、傅如一：〈西廂故事演變與中華文化〉，輯於寒聲、賀新輝和范彪編《西廂記新論》（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 年），頁 47。 
22

 高橋繁樹：〈從《鶯鶯傳》到《西廂記》戀愛觀的變遷〉，輯於寒聲、賀新輝和范彪編《西廂記新論》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 年），頁 77。 
23

 束忱、張宏生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80。 
24 同上，頁 183。 
25

 王實甫著，吳曉鈴校註：《西廂記》（香港：中華書局，1954 年），頁 69。 
26

 同上，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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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第三本第二折老夫人賴婚後，張生臥病一幕，紅娘帶來探望張生後的回帖予鶯鶯，

鶯鶯在紅娘面前立刻的回應是「小賤人，這東西那裡將來的？我是相國的小姐，誰敢將

這簡帖來戲弄我，我幾曾慣看這等東西？」，但紅娘眼中分明地看見鶯鶯收到帖兒的當

下反應是「忽的波低垂了粉頸，氳的呵改變了朱顏」，是因收到意中人的來信而感到害

羞欣喜的。更奇妙的是紅娘同時其實都知道鶯鶯在利用自己，有時對自己根本非在說真

話，如「我待便將簡帖兒與她，恐俺小姐有許多假處哩」27和「你看我姐姐，在我行也

使這般道兒」28，每次紅娘戳破鶯鶯的假處後，鶯鶯就會討好和叮囑紅娘，使之成為張

生與鶯鶯之間的愛情月老。由此可見，《西廂記》的鶯鶯在處理愛情上甚有技巧，其與

紅娘互相試探和猜測的關係，反映其愛情形象的成熟和靈敏。 

 

  2.2 性格奠定在追求愛情上的迥異形象 

 從首次與張生相見時一幕能得見，唐傳奇中的鶯鶯性格內斂羞澀，且較膽小；《西

廂記》的鶯鶯則較勇敢大方。《鶯鶯傳》中，鶯鶯首次在宴會與張生相見時，其表現首

先是因為不情願而多次推卻「以鄭之抑而見也」，到出現時，雖然張生不斷逗其聊天，

鶯鶯卻「凝睇怨絕」和「不對」29，表現得較為慢熱和含蓄。反之，《西廂記》中的鶯

鶯首次與張生相見時已有表現，互生情愫30，在知道宴會上有張生，即言「若請張生，

扶病也索走一遭」31，並悉心打扮。另外，紅娘言鶯鶯頗有脾氣，如「小姐性兒撮鹽入

火」32，見其本來就性情急躁，比較任性。 

  而在追求愛情上，兩者受自己性格影響，《鶯鶯傳》的鶯鶯會較被動33，《西廂記》

的鶯鶯則較主動。前者認為自己的愛情是因為被誘惑而發生，如「婢僕見誘，遂致私誠」

和「君子有援琴之挑」34，指自己是受到紅娘和張生的引誘才陷入愛情的漩渦。另外，

                                                      
27

 王實甫著，吳曉鈴校註：《西廂記》（香港：中華書局，1954 年），頁 83-84。 
28

 同上，頁 88。 
29

 束忱、張宏生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80。 
30

 王亞慧：〈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的繼承與發展〉，《參花》，2015 年 2 期（2015 年 1 月），頁 127。 
31

 王實甫著，吳曉鈴校註：《西廂記》（香港：中華書局，1954 年），頁 59。 
32

 同上，頁 87。 
33

 趙永華：〈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看古代愛情觀的演變〉，《飛天》，2009 年 16 期，頁 46。 
34

 束忱、張宏生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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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鶯本來就對這段愛情沒有信心，且缺乏安全感，經常會軟弱自憐，甚至直至被拋棄後

仍不敢怨恨35，稱「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36，任由命運擺佈。故《鶯

鶯傳》中的鶯鶯，其愛情能以「怨」一字概括之。 

 相反，《西廂記》中的鶯鶯要掌握自己的愛情，如月下答張生之詩句「蘭閨久寂寞，

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歎人」中的積極回應和所用字眼37，根本鼓勵了張生

對自己展開追求。再者，鶯鶯非常清楚自己的意向和需要，並有清晰的擇偶條件，如鶯

鶯自答詩後，想起以前所見的外人都令她反感，但張生的「文章士，旖旎人；他臉兒清

秀身兒俊，性兒溫克情兒順」38卻令她心動滿意，愛得有原因。更明顯的是鶯鶯敢於一

見鍾情，且大膽地鼓勵意中人39，那經典的「旦回顧覷末下」40和「臨去秋波那一轉」41，

使張生着迷，亦表現自己的喜愛情感以留情，是以愛情衝破封建禮教的關鍵。故《西廂

記》中的鶯鶯，其愛情能以「敢」一字概括之 

 

2.3 叛逆精神的程度影響對待愛情的態度 

 在對待愛情的態度上，唐傳奇的鶯鶯常壓抑情緒，《西廂記》的鶯鶯則較剛烈流露。

前者的叛逆精神主要體現在自獻的行為上，然而始終屈服在禮教和命運下。鶯鶯雖有意

識地去掌握和守護自己的愛情，但多表現無奈，而且對禮節和名分，始終有所介懷。而

在表現愛意時，則過於含蓄恭敬，雖用情甚專甚深，但因「喜慍之容，亦罕形見」42，

經常壓抑和掩飾情緒，直到快與張生真正離別才以《霓裳羽衣曲》寄真情和表露心聲，

以致形象過份神秘，亦使自己的心意讓人猜測不透。 

  

  

                                                      
35

 楊珂：〈探討唐至元時期文人女性意識的變演－以崔鶯鶯形象之嬗變為例〉，《北方文學（中旬刊）》，

2015 年 1 期，頁 70。 
36

 束忱、張宏生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88。 
37

 楊珂：〈探討唐至元時期文人女性意識的變演－以崔鶯鶯形象之嬗變為例〉，《北方文學（中旬刊）》，

2015 年 1 期，頁 70。   
38

 王實甫著，吳曉鈴校註：《西廂記》（香港：中華書局，1954 年），頁 39。 
39

 段啓明：《西廂論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頁 73。 
40

 王實甫著，吳曉鈴校註：《西廂記》（香港：中華書局，1954 年），頁 7。 
41

 同上，頁 8。 
42

 束忱、張宏生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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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西廂記》的鶯鶯內心深處其實對老夫人尤其反叛，甚至會出現怪責和咒罵

之詞，如「誰承望這即即世世老婆婆，著鶯鶯做妹妹拜哥哥」43，這種多次出現與老夫

人的對抗話語，甚至所提出的「五便三計」，作自行許配的舉動，皆顯示其對愛情的剛

烈勇敢。而鶯鶯與張生經常訴說情話，在送別時的直白寄詞皆明顯地流露滿滿的愛意。 

 

（二）從古代名著到早期電影《西廂記》中崔鶯鶯愛情形象的繼承和演變 

 據侯曜本人所言，1927 年所編導的中國無聲電影《西廂記》，是改編自王實甫的元

雜劇《西廂記》44。而據筆者觀察和歸納所得，電影《西廂記》雖然絕大部分地是從元

雜劇《西廂記》改編和繼承而來，然而當中崔鶯鶯的形象，更多的是結合了唐傳奇《鶯

鶯傳》中崔鶯鶯的柔弱含蓄和元雜劇《西廂記》中崔鶯鶯的主動深情，甚至是更接近唐

傳奇《鶯鶯傳》中崔鶯鶯的形象特質。現透過仔細分析和比較電影中數個經典場面（亦

礙於現存版本的片段較為零碎），包括鶯鶯整體形象、普國寺首次相遇、五便三計和張

生夢鶯鶯數幕，列出所觀察得出的結果。 

由侯曜所編導的電影《西廂記》，因曾一度於戰火消失，在八十年代於歐洲發現一

個拷貝後進行修復，目前所流通的版本成為現存的唯一孤本45，而歐洲的修復版本只有

額外加插法文字幕。本論文結合目前現存的電影片段，及 1927 年由民新影片公司所編

制的《民新特刊‧第七期》中所刊載的〈西廂記字幕〉（見附錄二），盡量還原整套電影

的情節，以作較完整的分析。經將材料互相湊合後，能得見電影中的情節流程與元雜劇

《西廂記》大致相同（上香、初見回眸、答詩、孫飛虎搶鶯鶯、兄妹結拜、病榻傳簡、

逾牆罵張生、夢境、八里長亭送別）。然而在部分細節處理上，及在情節上的刪除和改

寫，則使電影中的鶯鶯與原著中有所分別。 

 

  

                                                      
43

 王實甫著，吳曉鈴校註：《西廂記》（香港：中華書局，1954 年），頁 61。 
44

 侯曜：〈眼底的西廂〉，民新公司特刊第 7 期《西廂記》號（上海：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7 年）。 
45

 吳月華：〈今昔《西廂記》〉，輯於傅惠儀編《香港早期電影遊蹤：第二冊‧電影先驅侯曜》（香港：香

港電影資料館，2014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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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鶯鶯整體形象、性格和普國寺首次相遇 

 電影中的崔鶯鶯，由林楚楚飾演。從演員的選角、服飾、神態、字幕描述（見下表）

都有繼承原著中鶯鶯超脫美麗的外貌。電影中部分片段亦能見鶯鶯為大家閨秀，且有才

華，如多次出現鶯鶯繡花畫面。 

 然而，電影片段中的崔鶯鶯，因其神態多次顯得較害羞、扭捏和幼嫩，比如電影中

鶯鶯在餵魚後，在普國寺首次與張生相遇，鶯鶯立刻以扇掩臉，表現得又驚又羞又喜，

靦腆得不敢抬頭，但又含蓄地留意張生，且已動情，再匆匆離去，留下一個使張生從此

傾心的回眸46。在老和尚法正式向老夫人和鶯鶯介紹張生時，鶯鶯對住意中人又忍不住

顯出羞態，芳心大動，使張生洞察到自己的心意，故張生對其拋眉，顯出信心十足、成

券在握的模樣47。這些神態和小動作，使之性格和形象塑造得與元雜劇《西廂記》中大

方主動的鶯鶯迴異，英國《泰吾士報》更評「鶯鶯之沉靜（林楚楚飾）頗似瑪麗辟克福

早年出品，她的愛情，不是很容易給人的」48，此反而更貼近唐傳奇《鶯鶯傳》中時常

掙扎又多愁含蓄的鶯鶯。 

 

描述鶯鶯美麗外貌的字幕和對白： 

電影《西廂記》原裝字幕 現存版本法文翻譯字幕 

 （字幕）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 

 （張生）和尚！恰怎麼觀音出現了 

 （小兵）小姐鶯鶯有傾國傾城之貌。 

 （小兵）在崔夫人和她女兒鶯鶯面前，

我毫無秘密。普濟寺中滿是財寶，小姑

娘非常漂亮（11:26-11:35） 

 

                                                      
46 侯曜編導（1927）：中國無聲電影《西廂記》，02:30-03:22。 
47

 同上，13:32-14:22。 
48

 酈蘇元、胡菊彬著：《中國無聲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年），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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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由林楚楚飾演的鶯鶯，回眸一幕，使張生動心，見其美麗。

 

電影中多次穿插此鶯鶯繡花的片段。 

 

   
電影中鶯鶯多次在張生面前將害羞扭捏之態表露無遺，使張生成券在握。 

 

  



12 

2.「五便三計」的提出 

  原著元雜劇《西廂記》中，鶯鶯在面對孫飛虎欲劫擄時，自行提出了五便三計（「將

我與賊漢為妻」、「我不如白練套頭兒尋箇自盡」、「情願以英雄」49）以解圍。當中第三

計的原文為「恁孩兒別有一計：不揀何人，建立功勳，殺退賊軍，掃蕩妖氛；倒陪家門，

情願與英雄，結婚姻，成秦晉」50，使老夫人勉強答應。此計由鶯鶯在眾人面前自行提

出，亦是鶯鶯自行決定自己的婚姻命運和着落，可謂一個自行許配的舉動。而張生提出

有退兵之策時，鶯鶯便云「只願這生退了賊者」51。此處除了揭示鶯鶯膽敢在眾人面前

衝破「父母之命」的禮教而作自行許配一舉外，亦有刻意鼓勵張生娶自己為妻的意圖，

是其愛情形象中主動剛烈一面的昇華。 

然而，結合電影原裝字幕和現存片段，電影中的鶯鶯在遇孫飛虎搗亂期間，非常嬌

柔，從頭到尾一直待在老夫人身邊且哭倒在其懷中52。而根據原裝字幕，鶯鶯有如原著

般提出前二計，但第三計卻是由老夫人提出的，見原裝字幕如下： 

 

（鶯鶯）孩兒別無他主，除是將我獻於賊人，庶可免一家性命。 

（鶯鶯）待從賊，怕辱沒了家門。我不如白練套頸，尋個自盡。 

（張生）小生有退兵之策。 

（夫人）我本捨不得你，現在出於無奈；倘有能退得賊兵的，把你送與他為妻；雖 

        不門當戶對，強如陷於賊人 

（夫人）但有退得賊兵的，我將孩兒與他為妻。 

 

上面已述及由鶯鶯提出的第三計對其愛情形象昇華的意義，電影中改編為由老夫人

提出鶯鶯可以身相許予英雄，其愛情依然任由老夫人擺佈甚至利用。此改動將鶯鶯在愛

情道路上主動和剛烈的一面大大削弱，反而顯得沒有自主意識和柔弱非常。 

                                                      
49

 王實甫著，吳曉鈴校註：《西廂記》（香港：中華書局，1954 年），頁 40。 
50

 同上，頁 40-41。 
51

 同上，頁 41。 
52

 侯曜編導（1927）：中國無聲電影《西廂記》，17:57-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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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飛虎搗亂期間，鶯鶯一直待在老夫人身邊且哭倒在其懷中。 

 

3. 張生夢鶯鶯 

原著和電影中皆有張生夢見鶯鶯一幕，不過電影中的夢境是侯曜全新的改編和創作，

而在當中亦能得見鶯鶯的愛情角色和形象。 

原著《西廂記》中的夢境，題為「草橋店裏夢鶯鶯」，是張生與鶯鶯於八里長亭分

別、獨自踏上考取功名的路途後，夢見鶯鶯私奔出城，不怕路途的困阻來尋得與張生見

面，並欲共同踏上赴考路途，且許下「自願的生則同衾，死則同穴」53的誓言。此夢境

其實是由張生的角度，解構了在其眼中鶯鶯的愛情形象，在真摯的愛情面前，鶯鶯是剛

烈和任性的，卻也是勇敢、至情和可以不顧一切的。 

而電影《西廂記》中的夢境54，侯曜將之題為「筆尖兒橫掃五千人」，內容為張生

握筆讀書時因困倦入睡而進入夢鄉，先是畫面右上方加插鶯鶯像仙女般騰雲而過的鏡頭，

再鏡頭一轉，鶯鶯來到張生身邊親切交談，突然孫飛虎出現，並不斷逼近鏡頭，再將鶯

鶯擄走，騎馬而逃。張生欲救鶯鶯，孫飛虎持刀恐嚇，並特寫了鶯鶯害怕的表情。孫飛

虎掠鶯鶯出書房後，張生手中的毛筆透過疊印特效變成一枝巨大如掃帚的毛筆，張生自

信地揮舞毛筆，並駕毛筆飛天追趕，與孫飛虎騎馬的鏡頭不斷交叉出現。當孫飛虎欲在

                                                      
53

 王實甫著，吳曉鈴校註：《西廂記》（香港：中華書局，1954 年），頁 132。 
54

 侯曜編導（1927）：中國無聲電影《西廂記》，31:55-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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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向苦苦掙扎的鶯鶯施暴一刻，張生來到與孫飛虎進行筆戈大戰，當中不斷插入鶯鶯

緊張顫抖和害怕不安的近鏡。直至張生將孫飛虎打倒在地，鶯鶯依偎樹旁流露含情脈脈

地仰慕張生的目光和笑容，張生上前摟抱鶯鶯，鶯鶯卻暈倒在其懷中，夢境就此結束。 

此夢境與原著所表現鶯鶯的愛情形象迥然不同。電影裡夢境中的鶯鶯一直處於被動

和弱勢的境況，由被動地搶走，到被動地救回，在張生的視角中，鶯鶯是顯得軟弱無力

的。這場夢境所服務的是一場傳統英雄救美的戲碼，加上豐富的想像力，將舞臺上看不

到的奇觀以影像展現，迎合了觀眾的渴求和心理55。此將傳統英雄救美的故事內化，植

根於人民的心理和精神層面──女性作為軟弱受害者，較符合傳統的女性形象。電影夢

境中這種對鶯鶯形象的塑造，與原著元雜劇《西廂記》的夢境中鶯鶯不怕路途困難尋找

赴考的張生大相逕庭，且更貼近唐傳奇《鶯鶯傳》中被動柔弱又不敢怨的鶯鶯。 

 

 

夢境中，不時特寫和穿插鶯鶯害怕的表情。 

 

                                                      
55

 田卉群：《那個洞是哪裡來的：試論中國電影困境的形成及發展戰略》（臺北市：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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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時，鶯鶯多自行瑟縮到一旁觀戰，（在張生眼中）顯得軟弱被動。 

 

 歸納以上觀察所見，侯曜編導的早期無聲電影《西廂記》，故事雖然大致沿照原著

元雜劇《西廂記》的情節發展。然而，當中崔鶯鶯在追求和面對愛情時所展現的形象，

因其在電影中經常透過動作、反應、表情和細節改寫等顯出被動、柔弱、含蓄等態，使

之更貼近唐傳奇《鶯鶯傳》中崔鶯鶯的形象。 

 

三、文本和電影進行改編時的考慮因素：「理想中的典型」與「突破主題的平衡」 

 在探討崔鶯鶯的愛情形象為何在銀幕上會出現這種揉合和轉變的現象，可以透過分

析王實甫和侯曜在進行文本和電影改編時的考慮因素和採取原則，包括文體本身的特色

和限制、時代背景予作品的現實意義、改編者自身處境和觀點及作品所表達的主題和價

值觀，一窺作者塑造崔鶯鶯愛情形象時的設想與考慮。 

 由於篇幅限制，此處將王實甫所著的元雜劇《西廂記》所採取的改編考慮和原則作

一歸納性的概括論述。王實甫熟悉下層官妓們的生活，特別擅長寫「兒女風情」一戲56，

                                                      
56

 王季思：《從鶯鶯傳到西廂記》（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 年），頁 36。 



16 

而元雜劇這種體裁，多表現女性的價值與形象57，此乃源於元代禮教愈見鬆弛，加上元

代婦女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58，鼓吹婚姻自主。面對金、元的文藝思潮正值古典浪漫主

義抬頭，有情人對封建禮教所約束下的婚姻制度的反抗意識愈見劇烈59。 

 在這種體裁優勢和時代背景因素的驅使下，唐傳奇《鶯鶯傳》中符合封建統治階級

需要的鶯鶯，不會迎合到讀者群眾的口味60，故王實甫便會將《西廂記》中的崔鶯鶯在

面對自己的愛情時，塑造得較剛烈和主動，且擁有前衛的戀愛觀，以女性的身分主導整

個故事，以作為反抗封建主題的利器，寄託作者自身的理想，及迎合當代讀者（尤其是

元代女性勞動者）61的預期渴望。王實甫非透過男性蔑視女性的角度進行創作，而是透

過由女性角度強化和建立戀愛觀，將作品大眾化，並利用元雜劇這種體裁，多靠衝突推

動情節，加之更多的心理描寫，讓鶯鶯的個性更見立體和鮮明，深刻的愛情形象塑造使

《西廂記》取得成功。 

 以下將深入探討侯曜在進行電影改編時的考慮因素和採用原則。 

 

1. 文體本身的特色和限制 

 踏入二十世紀的影像時代，侯曜在 1927 年所編導的《西廂記》為首部現存中國古

裝改編電影。二十年代出現的所謂「古裝片」，是根據舊文學素材改編而來的影片62。

然而，電影的表現形式，明顯地與中國傳統文學如詩歌和雜劇等形式，相去甚遠63。侯

曜編導的電影《西廂記》，有別於元雜劇這種體裁，電影相對面對的限制較大，亦會使

人物形象有相應的調節。 

  

                                                      
57

 楊珂：〈探討唐至元時期文人女性意識的變演－以崔鶯鶯形象之嬗變為例〉，《北方文學（中旬刊）》，

2015 年 1 期，頁 70。 
58

 趙永華：〈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看古代愛情觀的演變〉，《飛天》，2009 年 16 期，頁 47。 
59

 宋謀瑒、傅如一：〈西廂故事演變與中華文化〉，輯於寒聲、賀新輝和范彪編《西廂記新論》（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 年），頁 49。 
60

 牧惠：《西廂六論》（桂林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81。 
61

 高橋繁樹：〈從《鶯鶯傳》到《西廂記》戀愛觀的變遷〉，輯於寒聲、賀新輝和范彪編《西廂記新論》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 年），頁 79。 
62

 陸弦石：《中國電影史 1905-1949：早期中國電影的叙述與記憶》（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 ，

頁 34。 
63

 酈蘇元、胡菊彬著：《中國無聲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年），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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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電影，涉及資金和經濟考慮，導演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故事情節完整清楚

地鋪排與道出，但又能保留人物的神髓和特色，便需要作出取捨。侯曜亦自言將「紙上

的《西廂》」變成「眼底的《西廂》」，絕非一件容易的事64，此乃因涉及處理兩種不同

的藝術形式──元雜劇與電影的問題65。而電影所面對的限制，如有鏡框處理、美感考

慮、人物需經過選擇和篩選才能出鏡、缺乏心理描寫等。 

 故此，侯曜在改編《西廂記》時便需要去除枝蔓，以突出主要人物和情節66。如上

文分析，在面對孫飛虎劫掠普濟寺一幕，改由老夫人提出第三計，不宜如原著般拉扯良

久，此為電影本身這種藝術形式在時間和經濟上的考慮，亦因而再進一步間接削弱鶯鶯

愛情自主的形象特質。又如電影這種體裁難以如文本般能詳述角色的心理狀態，故只能

在電影中不斷以鶯鶯含羞和扭捏之態，表現和突出對張生動情的狀態，使鶯鶯反而在面

對愛情時，顯得較柔弱和被動。 

 

2. 時代背景予作品的現實意義 

民新電影公司於 1927 年所拍攝的《西廂記》，在當時引起不少輿論的好評，並獲得

相當數量觀眾的支持67。侯曜編製電影時，會考慮時代背景和目標觀眾等因素。在侯曜本

人所著有關電影創作理論的論著《影戲劇本作法》中，多次提及電影創作與時代掛勾的

關係，如編製影戲的取材不應選擇「違背時代精神的東西」68，且戲劇是「表現作者所代

表之時代中的現象和問題」69。在侯曜編導電影《西廂記》時，所考慮的「時代精神」，

就不只是元代，還有影片拍攝的時代，故也自言問題是「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精神」70，因

此在編導電影時，便需要作出若干取捨，包括崔鶯鶯的愛情形象，以達到既符合原著神

韻，又能迎合當代預期和需要。 

  

                                                      
64

 侯曜：〈眼底的西廂〉，民新公司特刊第 7 期《西廂記》號（上海：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7 年）。 
65

 酈蘇元：《中國現代電影理論史》（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頁 1930。 
66

 張偉：《前塵影事：中國早期電影的另類掃描》（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年），頁 70。 
67

 李道新：《中國電影文化史 1905-2004：History of Chinese film culture》（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87。 
68

 侯曜：《影戲劇本作法》（上海：泰東圖書局，1925 年），頁 18。 
69

 同上。 
70

 侯曜：〈眼底的西廂〉，民新公司特刊第 7 期《西廂記》號（上海：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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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從中國電影業中冒起的一大批古裝片，其實是因時裝言情片的

創作步向僵化，且已不太受觀眾歡迎71，加之打住「反歐化」旗號72和「提倡民間文學」

的電影發展趨勢而來，也是電影公司欲透過另闢蹊徑，切近商業意圖，爭取入座率和票

房。因此，當時的古裝片為了迎合中國觀眾的欣賞習慣和口味，無論在題材、內容和價

值取向等73，皆會作出相應的再創作和調節。這些從傳說故事、古典小說或散文雜劇等

改編而成的古裝片，宣稱的目的為發揚中國古代文化的價值74，而含有中國傳統色彩和

封建意味的古裝影片，更能滿足中國廣大觀眾的欣賞需要75。 

 以上種種古裝片冒起的原因與現象，便能解釋為何崔鶯鶯在電影《西廂記》中所展

現的愛情形象，與原著相比起來，其前衛性和剛烈程度大大削減。電影中鶯鶯所表現的

被動、含蓄、害羞和柔弱，符合中國觀眾對傳統女性的預期和想像。基於商業考慮，在

電影《西廂記》出現中國傳統題材如「才子佳人」和「英雄救美」等，女性始終處於較

軟弱的一方，卻是觀眾對中國古代世界的普遍想像和審美心理。不過，作為電影先驅的

侯曜，卻非完全商業化。侯曜曾言反對盲目追求普遍和迎合大多數的普通心理，使電影

成為搖錢樹，價值與地位因而被輕視和貶低76。侯曜一直相信戲劇是「從民眾來，到民

眾去的」77，因此在塑造崔鶯鶯的形象時，亦有保留原著中鶯鶯反封建的舉動和情節，

採取揉合的手法（又接近唐傳奇的鶯鶯，也接近元雜劇的鶯鶯），使之柔中帶剛，剛中

帶柔，以求恰到好處的平衡。 

 

  

                                                      
71

 酈蘇元、胡菊彬著：《中國無聲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年），頁 211。 
72

 同上，頁 212。 
73

 李道新：《中國電影文化史 1905-2004：History of Chinese film culture》（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86。 
74

 陸弦石：《中國電影史 1905-1949：早期中國電影的叙述與記憶》（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

頁 34。 
75

 酈蘇元、胡菊彬著：《中國無聲電影史》（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6 年），頁 211。 
76

 侯曜：〈電影在文學上的位置〉，民新公司特刊第 1 期《玉潔冰清》號（上海：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

1926 年），頁 20。 
77

 侯曜：《影戲劇本作法》（上海：泰東圖書局，1925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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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編者自身處境和觀點 

 侯曜自言非常相信影戲除了是藝術品外，更是一種「教育化的娛樂品」78，帶有「表

現人生」、「批評人生」、「調和人生」和「美化人生」79的作用，能夠宣揚文化，改善社

會80。侯曜喜拍「問題劇」，尤其關注婦女的問題，且認為「愛情幾乎為現代劇中一個

重要原素」81。侯曜尊重和推崇戀愛的權利，相信青年人和女性的戀愛，應該是神聖、

純潔、自由和專一的，是要超脫吃人的禮教和社會黑暗勢力如權勢和名利等82。因此，

侯曜會以電影作教化觀眾的工具，一方面基於商業考慮要迎合觀眾對中國古代女性的審

美和想像，與又一方面保留原著中鶯鶯破除禮教的情節和舉動外，侯曜更側重的是鶯鶯

的深情和專一。電影中的鶯鶯經常通過眼神和嘆氣流露愁緒，看似軟弱，其實潛在表現

的是鶯鶯對這段愛情的重視，及對張生的深情牽掛。侯曜通過塑造柔情似水又含情脈脈

的鶯鶯愛情形象，寄託了侯曜自身的戀愛觀，向大眾推崇神聖與純潔的自由戀愛。 

 

4. 作品所表達的主題和價值觀 

 侯曜編導的《西廂記》，大致繼承元雜劇《西廂記》中反封建的叛逆精神，並讚頌

張生和鶯鶯對愛情的浪漫追求83。不過，此電影另一側重主題其實為反對黑暗惡勢力，

即電影中孫飛虎這個角色象徵，此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不再作詳述。 

 而在電影中的愛情議題上，侯曜透過表現鶯鶯在「理想中的典型」，即如唐傳奇《鶯

鶯傳》中的順從嬌柔，與「突破封建主題」，即如元雜劇《西廂記》中的前衛果敢，在

此之間取得平衡，在表達導演想法的同時，又能迎合觀眾的預期和習慣，並推陳出新，

側重鶯鶯的多愁深情，以歌頌純潔專一的戀愛觀。 

 

                                                      
78

 侯曜：《影戲劇本作法》（上海：泰東圖書局，1925 年），頁 21。 
79

 同上，頁 23。 
80

 侯曜：〈悲歡離合的生活〉，民新公司特刊第 2 期《和平之神》號（上海：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6

年），頁 16。 
81

 同上，頁 17。 
82

 侯曜：〈收回戀愛權宣言〉，民新公司特刊第 6 期《復活的玫瑰》號（上海：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

1927 年），頁 8-9。 
83

 陸弦石：《中國電影史 1905-1949：早期中國電影的叙述與記憶》（北京市：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年），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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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和展望 

從以上對崔鶯鶯出現在不同形式的文學作品，包括唐傳奇《鶯鶯傳》、王實甫的元

雜劇《西廂記》及侯曜編導的中國早期電影《西廂記》裡，所展現的愛情形象，當中互

為繼承和改編的過程，能一窺每位改編作者的思考歷程和創作心態。唐傳奇《鶯鶯傳》

中作為原型出現的崔鶯鶯，其所展現的形象，雖其戀愛意識和自獻舉動有挑戰傳統禮教

的意味，但其既哀且怨的愛情形象，揭示了鶯鶯仍是離不開封建禮教下的拘束身分和對

傳統女性的期許和想像，顯得柔弱被動。直至王實甫的元雜劇《西廂記》，鶯鶯繼承了

唐傳奇中的客觀外表和背景，然其得到大幅度改編的性格和叛逆精神卻使其在追求、面

對和處理自己的愛情時，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前衛形象。當《西廂記》搬上大銀幕時，侯

曜所編導的《西廂記》，其中的鶯鶯既揉合傳統和原著中的形象，又別開生面，側重和

展現鶯鶯深情和專一的形象。 

而每部作品在誕生和改編的過程中，皆同時牽涉了作者自身和受眾對象的考慮。除

了因應文體本身的特色和限制與時代背景影響作品的現實意義之外，改編者自身的處境

和所持的信念，皆會相當地影響作品創作和改編的側重點，亦使其人物形象透過不斷的

繼承和演變，成為向讀者和觀眾傳遞主題與價值觀的重要利器。 

對於《西廂記》和崔鶯鶯的不同版本之改編和演繹，在後來所發展的不同形式，包

括電影的版本乃何其的多，故本論文實僅屬拋磚引玉之作，以引起學界的注意，期盼往

後會有更多深入的探討。本論文亦多引用有關電影先驅侯曜先生的珍貴資料，望可備為

參考，也盼望使之對其有關研究，在日後會更見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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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現存版本法文翻譯字幕 

 

檢自侯曜編導《西廂記 Tale of the Western Chamber（40 分鐘修復版本）DVD》（上海：

民新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27 年）（成都：峨眉電影製片廠音像出版社，2005 年）。 

 

[00:09-00:14]  崔鶯鶯，已故相國之女 

[00:22-00:25]  紅娘，鶯鶯的傭人 

[00:40-00:44]  崔夫人，鶯鶯的媽媽和她的小兒子 

[01:15-01:20]  張生，一個聰明的學生，正在進京赴考  

[01:31-01:33] （張生）哪裡是附近最美的景色？ 

[03:40-03:41]  老和尚法  

[04:08-04:11] （張生）在這個寺院裡，能有個安靜的地方供我學習嗎？ 

[04:15-04:16] （老和尚法）你是受人歡迎的人 

[04:35-04:46]  原諒我，我死去的兒呀 大人我原意做出犧牲 她的傭人紅娘來赴約了  

[04:48-04:56] （張生）我的爹，你能給我五千兩銀子嗎？你能允許我為我死去的爹娘做點事 

[05:42-05:46] （張生）他們給取名張生，我整整 23 歲 

[07:52-07:56] （崔鶯鶯）為我爹的在天之靈，燒上一柱香  

[08:14-08:22] （紅娘）讓我為少奶奶祈福，這第二柱香希望能滿足她的心願  

[10:34-10:37]  賊人 孫飛虎  

[11:26-11:35] （孫飛虎手下）在崔夫人和她女兒鶯鶯面前，我毫無秘密。普濟寺中滿是 

             財寶，小姑娘非常漂亮  

[13:47-13:56] （老和尚法）我給你介紹我的朋友，他讓我為他死去的爹娘做點事，他希 

             望你不要反對  

[17:49-17:50] （小和尚）土匪！土匪！ 

[17:50-17:55]  如果你們不交出鶯鶯，燒了這寺廟並殺了你們 

[18:28-18:30] （孫飛虎）你們若照辦了，我就饒你們的命  

[19:01-19:02]  魏明 

[19:34-19:38] （老夫人）我握著你的手。他戰勝了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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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老夫人）誰能戰勝那些土匪，我就將女兒以身相許 

[20:32-20:35] （張生）爹，我有個主意，我可以在他身邊看著他  

[20:48-21:10] （張生）去告訴土匪頭兒，鶯鶯實際上是在完成她爹的夙願去做點事，因 

             為他現在要把他帶走，三天後才能回家  

[21:22-21:33] （張生）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將軍。他有 10000 萬個士兵。我給他寫過信， 

             向他求過援。 

[22:48-22:50] （老和尚法）大人，聽聽吧，我在為您祈福 

[23:00-23:07] （孫飛虎）如果你們三天之內不交出鶯鶯，我就放火燒掉你們的廟  

[23:22-23:36] （老和尚法）我有個愛徒，叫魏明。你去給他帶個信我會給你引見他的， 

             他定會很高興。 

[23:43-23:48] （張生）這有封帶給馬將軍的信，魏明盤算著誰跟他一起去呢？ 

[25:10-25:11]  馬將軍 

[25:19-25:25] （馬將軍）把將士們集合，起來從普濟寺出發  

[25:36-25:37]  三天過去，鶯鶯離開了我。 

[30:43-30:49] （張生）我的朋友們看到了整座寺廟 

[31:33-31:37]  夜裡，張生在學習他非常累 

[36:02-36:07]  為了慶賀土匪的失敗，崔夫人在午時去看了張生 

[39:39-39:50] （老夫人）忠於我的諾言，我握著鶯鶯的手。但是為了報答她的恩德。你            

             只有通過皇考。 

[40:00-40:04]  第二天，張生踏上了進京趕考的路。 

[41:48-41:52]  他何日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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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電影《西廂記》原裝字幕（有關崔鶯鶯的字幕和對白） 

 

檢自侯曜：〈西廂記字幕〉，民新公司特刊第 7 期《西廂記》號（上海：民新影片股份有

限公司，1927 年）。 

 

 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 

（張生）和尚！恰怎麼觀音出現了 

 

 （鶯鶯）此一炷香願亡過父親早生天界。 

（鶯鶯）此一炷香願中堂老母百年一壽。 

（鶯鶯）此一炷香............ 

（紅娘）紅娘替小姐禱長告：此一炷香願俺小姐早嫁個才貌雙全的姐夫 

 

 （鶯鶯）好清新之詩！紅娘，我依韻和一首：「藩閨深寂寞，無計度芳春；料得高    

    吟者，應憐長嘆人。」 

 

 （小兵）啓稟大王，探得崔相國靈柩出京，有夫人小姐伴送，現寓普救寺，帶有箱

籠無數。小姐鶯鶯有傾國傾城之貌 

 

 （紅娘）小姐，自從見了那生，便覺心事不甯。却是為何？ 

 

 （鶯鶯）孩兒別無他主，除是將我獻於賊人，庶可免一家性命。 

（鶯鶯）待從賊，怕辱沒了家門。我不如白練套頸，尋個自盡。 

（張生）小生有退兵之策。 

（夫人）我本捨不得你，現在出於無奈；倘有能退得賊兵的，把你送與他為妻；雖 

    不門當戶對，強如陷於賊人 

（夫人）但有退得賊兵的，我將孩兒與他為妻。 

 

  



27 

 （紅娘）張生着我對小姐說：他要回去也。 

（鶯鶯）紅娘！你與他說，再住兩三日兒！ 

 

 （鶯鶯）誰將這簡帖兒來戲弄我。我幾曾看慣這種東西？告過夫人，打你這小賤人！ 

（紅娘）小姐使我去，他着我取來，我不識字，知他寫着甚麼？我將這簡帖兒夫人     

    前出首去。 

（鶯鶯）我逗你耍來！ 

（鶯鶯）紅娘！你將去對他說：小姐遣看先生乃兄妹之禮，非有他意。再一遭兒是 

    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 

（紅娘）小姐你又來，這帖兒我不將去？ 

 

 （鶯鶯）我覺得冷，你替我去拿件衣裳來。 

（張生）小姐！ 

（鶯鶯）張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這裏燒香，你無故至此。若夫人聞知，有何理說？ 

（鶯鶯）紅娘！有賊！ 

（鶯鶯）先生雖有活命之恩，恩則當報。既為兄妹何生此心。萬一夫人知之，先生 

    何以自安？自今以後再勿為此。 

 

 （假鶯鶯）是你母女兩翻變計虧負張生，如今害得他病了，你如憐愛他，就應設法救他。 

 

 （鶯鶯）此藥方你將去送與他。 

 

 （夫人）你姐姐這幾日言語恍惚，顏面比往日不同。你知道她做下什麼事來？ 

（歡郎）有一夜我見姊姊和紅娘偷開了園門向西廂去。 

 

 小姐醒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