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暗戀桃花源》中的四重文本比較 

郭家瑋 

 

摘要 

《暗戀桃花源》自 1986 年首演後，即成為當代華人世界中相當受歡迎的戲

劇作品，並在三十年來不斷的重製、與轉換在不同的語言及媒材裡。其一，本研

究將該劇拆分為其原始文本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各自的兩齣劇碼《暗戀》與

《桃花源》，以及統合所有的《暗戀桃花源》。從〈桃花源記〉出發，整理出文

本中的虛實對照結構，並以此結構去分析由其衍伸出來的《暗戀》、《桃花源》

以及《暗戀桃花源》，進而論述《暗戀桃花源》中的劇中劇與後設手法。 

其二，本文亦分析同時貫穿四重文本的人物形象與意象，解析創作者如何拆

解既有的〈桃花源記〉，重新創作出三齣風格、時代與形式各異的戲劇。並藉由

這樣多面向的二次創造，討論戲劇的普世性，反思理想國的意義以及扮演的本質，

探討《暗戀桃花源》中的四重文本內緣與外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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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賴聲川主持，並與演員們共同創作出來的《暗戀桃花源》，自 1986 年於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首演後，又四度重製，並於 1992 年推出電影版，以及海內

外不同語言的版本1。《紐約時報》稱此劇為「華人世界最受歡迎之作品」2，三

十年來，展現了它跨時間、跨文化的魅力。 

此劇最特別的在於賴聲川採用「規劃式集體即興創作」3，有別於其他即興

劇，《暗戀桃花源》從劇本發想階段便有演員的介入。由導演賴聲川訂定劇本的

主幹，再由演員們賦予去發展角色的台詞與動作，打破當時臺灣劇場既定的劇本

導向演出。因此，在重演時，編劇該欄特別標註「賴聲川規劃完成之即興創作」，

而創作參與者則是「李立群、金士傑、顧寶明、劉靜敏、金士會、管管、陳玉慧、

游安順」以標明演員們的貢獻。除了主要架構的核心傳遞之外，在細節上更能看

見演員各自不同的生命經驗，和角色交互而成的成果，由此可以體現《暗戀桃花

源》劃時代的意義。 

而先前《暗戀桃花源》的研究多著重於文本和時代的交會，它如何反應一九

八零年代解嚴前後，臺灣人身分認同與對中國的態度，且隨著不同年代的重演，

認同與文化的追尋皆有所改變。除此之外，另一部分的研究著重於後設技巧的構

成，探究「戲中戲」結構、嘲諷手法以及後設儀式的運用等特質4。就戲劇上的意

義去分析《暗戀桃花源》如何建構戲劇上的後設手法，並與文化結構連結。綜觀

前人研究，較少著重於劇本本身的探討，其文本完整的結構與互相指涉性則時常

被忽略。 

《暗戀桃花源》約略可以拆成《暗戀》（時代劇）、《桃花源》（古裝劇）、

《暗戀桃花源》（荒謬劇），以及原始核心陶淵明〈桃花源記〉（散文），共計

四個文本。陶淵明〈桃花源記〉已是中國文學的經典，而《暗戀桃花源》成功拼

貼四種不同時代、風格的文體，並從中建構出一個更廣闊的「桃花源」想像，而

                                                 

1 《維基百科》「暗戀桃花源」，https://goo.gl/uwcvL7；瀏覽日期 2017/7/5。 
2 《暗戀桃花源》30 週年紀念版──《表演工作坊》https://goo.gl/P6r9RL；瀏覽日期 2017/7/5。 
3 鄭雯琪，《從後現代文化看《暗戀桃花源》舞台魅力》（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3 年 6 月），頁 151。 

4
 謝如萍，《《暗戀桃花源》之後設元素與分析》（國立中正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7），

頁 ii。 

https://goo.gl/uwcvL7；瀏覽日期2017/7/5
https://goo.gl/P6r9RL；瀏覽日期2017/7/5


 

四重文本之間如何建構、強化「理想國」的母題，以及不同故事之間角色如何對

照，並相互影響，將會是本研究的主要面向。 

《暗戀桃花源》至今出現許多不同版本的劇本，有：1986 年首演的皇冠版、

1999 年元尊版（已絕版）、2005 年群聲（表演工作坊）版、2006 年明華園版、

2007 東方出版大陸版等諸多版本。而在各研究中，以 1999 年的元尊版是最常被

各學者提及並引用的版本。 

在 1999 年元尊版第 102 頁劇本開始前特別標註：「此版本為賴聲川一九九

五年為一次後來未成形之巡迴演出整理更新的，稍許異於原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版

本以及一九九一年重演的版本。」而在鄭雯琪《從後現代文化看《暗戀桃花源》

舞台魅力》中比對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1999 年元尊版少了 1986 年首演版在《暗

戀》第一幕雲之凡回憶起「逃難到雲南山村」的片段；而 2005 年群聲出版的結

構和內容與 1999 年元尊版大同小異，2005 年群聲版僅在少數人物動作及對陌生

女子的說明上再加強5。 

大體上來看，1999 年元尊版的劇本在內容上最為穩定，且能夠貫穿多次不

同的重演，因此在資料取得與研究上，本研究將採取 1999 年元尊版做為文本依

據，以劇本為主，影視資料為輔。 

 

貳、雙重文本比較分析 

以〈桃花源記〉作為《暗戀桃花源》的核心文本，故將取與其相近的戲劇《桃

花源》進行分析。先個別分析〈桃花源記〉，整理其虛實對照結構後，再以之分

析《桃花源》，接著再分析《暗戀》。因〈桃花源記〉和《暗戀》之間的關係並

不顯著，故直接將《暗戀》予以和《桃花源》進行比較，以探討兩重文本之間的

異與同。 

 

                                                 

5 鄭雯琪，頁 151。 



 

一、〈桃花源記〉與《桃花源》 

（一）〈桃花源記〉文本分析 

〈桃花源記〉為東晉詩人陶明所做〈桃花源詩〉之序。故事內容為東晉太元

期間，在武陵有一漁人在捕魚的過程中忽然遇見一整片桃花林，他一路走到泉水

的盡頭，發現山上有一小孔，他從小孔進入便是桃花源。裏頭房屋整齊，田野肥

沃，男女老幼的穿著打扮和外頭的世人沒有什麼不同。 

桃花源內的人們招待漁人酒食，並說明他們是為了躲避秦朝的戰亂，便帶著

自己的妻小來到這裡，從此之後再也沒有出去了。桃花源裡的人問起現在是甚麼

朝代，竟然不知道有漢朝，更不用說魏朝和晉朝了，漁人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一一

告訴他們，他們紛紛表示可惜。接連幾天繼續招待漁人之後，臨走前拜託他不要

將裏頭的事告訴外人。 

漁人離開桃花源時處處標記，到了郡城會見太守報告此事，太守立刻派人去

但卻找不到漁人所說的入口。而南朝劉子驥聽聞這件事情，也計畫前往，但是終

究沒有找到，直到病死。 

唐代以降對於陶淵明創作〈桃花源記〉的論述，大致可分為記實、寓言或傳

說三大類6。但不論哪一種解釋方法，皆可以指向陶淵明對自然生活的嚮往以及

對政治社會的諷刺。他在文中勾勒出「小國寡民」的景象，和老子理想國度有共

同之處，但是陶淵明並非追求茹毛飲血的原始人生活，而希冀一個人們享有自由

平等，不受政府壓迫的社會7。而「桃花源」這個理想國概念，自陶淵明後進入了

中國文化纖維裡面，唐朝李白〈古風〉、劉禹錫〈桃源行〉、宋梅堯臣〈桃花源

詩〉、北宋王安石〈桃源行〉……等著作，皆可以看見不同文人對於陶淵明理想

世界的嚮往、質疑與思辯，且文章中出現的桃花、水、船等意象亦成為作家們常

用的語彙8。試以下列表格分析〈桃花源記〉內部情節並分項說明： 

 

                                                 

6 吳賢妃，《唐詩中桃源意象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7 月），

頁 4。 
7 傅怡菁，《論陶淵明思想與實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年

6 月），頁 77-78。 

8 吳賢妃，頁 44-46。 



 

表 1〈桃花源記〉文本內容 

人物 漁人、桃花源人（男女老幼）、太守、劉子驥 

場景 東晉太元年間、武陵 

語言 散文筆法 

意象 桃──逃、山洞（入口與出口） 

主題 對理想國的追求、反諷政治、忘機 

 

1.人物： 

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的四個（群）人物中，唯有劉子驥是有名有姓，其

他皆以職位或特質代稱。在原本尋找桃花源的故事結束之後，陶淵明再補上一個

歷史上真有其人，且有著和漁人類似經驗的劉子驥9。他有了名字而造成形象的

精確，而不僅替桃花源的故事增添可信度，還造成故事不只是陶淵明的創作，而

成為一個可以被追尋的神話。劉子驥的介入讓故事產生縫隙，使後世的讀者可以

投射自己進去追尋理想國的過程中。 

2.場景： 

陶淵明在創作時採用了當下的時間點（東晉），並且整體時間都建立在真實

的世界上（秦漢、魏晉），但是在空間上陶淵明僅模糊的點出武陵，並沒有卻藉

寫出溪流名稱以及桃花源所在的位子，時空上的精確與模糊對照，讓桃花源的存

在介於虛實之間，供人遐想；且文章中那些避世的人們，並未自陳自己住在「桃

花源」，而通篇〈桃花源記〉也沒有特地指名此地的名稱，僅有陶淵明在訂定篇

名時以「桃花源」為名。因此可以推測，住在裏頭的人並不知道自己身在桃花源

之中，只有創作者與讀者等旁觀者可以從外部去命名。 

                                                 

9《晉書‧卷九十四》紀載「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

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

説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參閱：《維基文庫》，https://goo.gl/zQfghQ；

瀏覽日期 2017/7/12） 



 

3.語言： 

〈桃花源記〉作為〈桃花源詩〉的序，以散文的筆法寫出此則故事，語言的

選擇上，符合陶淵明時代與慣用的自然語彙。雖然內容不是完全有史實考證，但

是陶淵明所採取的散文筆法，弱化了虛構寓言的戲劇性，卻帶來平實的可讀性。 

4.意象： 

歷來學者對〈桃花源記〉的意象討論甚多，有的以自然景物（溪水、山洞、

桃花）與人物（漁人、桃花源人、太守、劉子驥）等區分，亦有以時間的推移作

為意象，但更有學者認為要將「桃源」視為一個串連起整體的意象單位10。礙於

篇幅與討論重點，以下將選取桃花與山洞進行分析： 

(1) 桃花：沿著河岸開了數百里的桃花是漁人「始異之」的原因，因此才會被定名

為「桃花源」。且漁人預見桃花林的狀態是「忽逢」，因此桃花象徵生命中的不

經意，在不經意中才能遇見真正的理想國。而這一路也是漁人由現實走進理想

國的過程，桃花同時代表不同世界的轉換，是一個過渡11。而「桃」亦諧音「逃」，

暗示著桃花源是一個避世的國度，是逃離現實之後的所在。 

(2) 山洞：山洞象徵著兩個世界的通道，接連著桃花而來。且山洞的大小事向外窄，

到桃花源內愈見寬廣（「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如同魚

簍般相反的結構，由現實世界進入桃花源相當不容易，但是由桃花源出來卻簡

單。這樣的結構代表著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去桃花源，但是卻可以輕易離開。 

5.主題： 

桃花源內的人為了躲避秦朝的戰亂與暴政而躲到桃花源內，由此可以看見桃

花源是作為現實的反面，是一個完善美好的境地。而陶淵明所身處的東晉也是一

個時局動盪、文人多攀權附貴的亂世12。因此桃花源記除了寄託想要「逃」離現

實的願望外，更以裏頭美好田園去諷刺現在的時局如何逼迫百姓離開國家只求安

穩。也正因為桃花源的不存在，更呈現出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走投無路的悲哀。且

                                                 

10 吳賢妃，2003，頁 15-18。 

11 鄭文惠，〈新形式典範的重構──陶淵明〈桃花源記并序〉新探〉，收錄於衣若芬、劉苑如主

編，《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0）

頁 200。 

12 傅怡菁，頁 78-79。 



 

第二次及後人欲尋找桃花源而不得，可見想桃花源必須先「忘機」，摒除自己「想

要找到他」的念頭，必須是無心才能進入桃花源。 

 

（二）〈桃花源記〉文本結構 

綜合以上比較，可以在人物、場景、語言、意象及主題上歸納出〈桃花源記〉

中五組虛實對照的結構，以及它們是如何囊括現實世界與文本進行交會。這亦是

後續分析及對照《暗戀桃花源》的多重文本時，將採取的模式。 

 

表 2〈桃花源記〉文本虛實對照結構 

 實 虛 

人物 劉子驥（有名字） 漁人、桃花源人、太守（無名字） 

場景 時間：東晉太元間 空間：桃花源（不精確） 

語言 記實散文體 虛構寓言體 

主題 有機心：得不到桃花源 偶然：得到桃花源 

意象 桃花、山洞（連接虛實） 

 

（三）《桃花源》文本分析 

兩組搶場地的劇團中，《桃花源》古裝喜劇的故事共有老陶、春花、袁老闆、

白衣男女等四組人馬。故事從老陶在略為破爛的家中對著酒壺與餅生氣，和妻子

春花因為無法生育而感情不睦，他懷疑春花和房東袁老闆有一腿，而不停抱怨。

而春花替老陶買回各式治不孕的藥材回來之後，兩人又因為誰該吃這個藥材而大

吵。後來袁老闆送來一床棉被，見他和妻子眉來眼去，老陶敢怒不敢言，指誇下

海口要去上游捕大魚回來，證明他的男子氣概。 

老陶在打魚的過程中遇到幾陣風雨，沿著河流與桃花林來到了桃花源，在這

裏遇見了長得和春花及袁老闆相似的白衣男女，但他們矢口否認。而白衣男女自



 

陳是為了躲避戰亂，所以才再逃離原本的世界，在這裡定居。老陶原先覺得這是

春花和袁老闆所開的玩笑，但是在他們「放輕鬆」的呼喊之下，老陶的性情也漸

漸平穩了下來。對於武陵的種種他已經能夠釋懷，而他決定要將春花帶來這裡共

度餘生。 

當老陶回到武陵之後，迎接他的卻是春花和袁老闆的驚恐。原來在老陶離開

之後他們兩人生子但卻未過著更好的生活，並認為他們害死了老陶，眼前的他是

鬼魂要來報復。而在一片胡鬧的窘境之中，老陶明白無法改變兩人，只好黯然離

開。 

整題而言，《桃花源》的故事梗概和陶淵明的原著差不多，皆有共同的情節，

但是在細節與所欲傳遞的思想上有很大的差異。故先分析《桃花源》的情節，再

進行比較。 

 

表 3《桃花源》文本內容 

人物 老陶、春花、袁老闆、白衣男女 

場景 老陶家（武陵）→河流→桃花源／時間：東晉太元年 

語言 荒唐、嬉鬧 

主題 對理想國的失望 

意象 色彩 

 

1.人物： 

《桃花源》承襲了〈桃花源記〉的角色結構，除了以一對白衣男子代替桃花

源的眾人，以及替漁夫（老陶）添加了妻子與她的婚外情對象。整題而言將漁人

從發現並桃花源的小角色，變成有更多背景故事的主角。然而這個主角並不是一

位成功的英雄人物，而是徹徹底底的懦夫。例如在春花買藥回來後，老陶要春花

拿去燉一燉吃了：   

春花：[驚訝]我？！你叫我燉了吃？這不是你要的藥嗎？ 

老陶：是我的問題還是你的問題？ 



 

春花：大夫說我沒問題，當然是你的問題？ 

老陶：[大怒]我有問題？笑話！我會有甚麼問題？[一副有問題的樣子]我

會有問題？我會有問題13？ 

由此可以看見老陶身為丈夫的懦弱，只敢短短應個幾句，話題回到自己身上便無

法反擊。這個角色顛覆了傳統社會中對男性的印象，讓他漏洞百出卻有著強大的

反諷性。鄭雯琪在研究中引用《我暗戀的桃花源》14指出「《桃花源》是從義大利

藝術喜劇的技巧擷取精華，刻意設計出一個悲苦的老陶，以丑角的形象對社會予

以諷刺、批判。」15。 

而和老陶逃到桃花源之後，長相和春花及袁老闆相似的白衣男女，讓他以為

自己連到此地都逃不了武陵的夢魘，但是他卻漸漸被他們放鬆的態度感染，也逐

漸成為另一個老陶。在設計上，《桃花源》延續了〈桃花源記〉裡外的結構，藉

由老陶的轉變強化武陵─世俗，以及桃花源─仙境兩方對照。 

2.場景： 

《桃花源》以〈桃花源記〉場景搬演不同的故事。時間上繼承了晉太元的設

定16，比起原本故事直接從河流上開始（「緣溪行、忘路之遠近」），《桃花源》

將場景拉到漁人家，上演家裡的紛紛擾擾，將出外打魚賦予一層意義（為了離開

在外偷人的妻子，以及想要打大魚證明自己）。除了可以更凸顯角色的變化之外，

亦能讓「武陵」這個模糊的背景設定，更加明確，並對比出桃花源的美好。但是

在武陵的破落與花源的美好背後，卻是真實與否的問題。武陵雖然有著讓人不快

的一切，但是老陶受感化之後卻想要把春花帶來此地一同生活（或許他也原諒袁

老闆了），可見他對於桃花源之外一切的眷戀。仙境即便美好，但仍不是自己的

家鄉。毅然離開人人稱羨的仙境，但是回到武陵之後卻被誤為是鬼，春花和袁老

闆的言不由衷讓他明白自己也回不了武陵。老陶失去了武陵的平凡，也離開桃花

源的夢幻，只能處於一個「中間」的地位，成為永遠的異鄉人。 

                                                 

13 賴聲川，《賴聲川：劇場 2》（台北：元尊，1999），頁 118。 

14 鴻鴻、月惠編著《我暗戀的桃花源》（台北：遠流，1992），22 頁。本書記錄《暗戀桃花源》

改編成電影的過程中各方創作者的訪談。 

15 鄭雯琪，頁 152。 

16 賴聲川，頁 101。 



 

3.語言： 

《桃花源》以義大利喜劇的模式創作，因此在語言上比起〈桃花源記〉有更

大的靈活性。例如老陶自陳比較不善言辭，所以打算用比喻方式表達： 

老陶：[想一想]在一個深夜的夜晚…… 

袁老闆：[突然糾正]「深夜」就是「夜晚」！ 

[陶愣一下，又繼續] 

老陶：……太陽已經下山了…… 

春花：[突然插嘴]早就下山了！！ 

[陶愣，又繼續] 

老陶：[生動的描寫自己心情，指自己]……月亮……[指二人]被烏雲擋住

了。 

袁老闆、春花：[齊聲]活該！！ 

[陶大愣。停頓。] 

老陶：……所以……月亮就算了。[坐下]17 

此段對話對於中國文學的比興傳統進行一番嘲諷，懦弱的老陶欲使用意象的手法

去指稱其他兩人偷情行為之惡，沒想到反遭譏諷。接續戲來的段落更可見《桃花

源》語言上的靈活： 

春花：你說了半天那個什麼，你到底說了什麼？ 

老陶：我說了半天那個什麼還不夠那個什麼嗎？ 

春花：怎麼可能夠什麼？ 

袁老闆：老陶，你說了半天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你乾脆直接把話說出來不

就那個什麼了？ 

老陶：好，我直接說出來！ 

袁老闆：你說出來！ 

春花：快說 

老陶：[起身]我真說！……我說！…… 

袁老闆：你說！ 

春花：你說！ 

                                                 

17 同上註，頁 128-129。 



 

老陶：我說……我說……[萎縮]我說這話真說出來不就太那個什麼了嗎？

[坐]18 

此段對話中使用大量「這個」、「那個」等虛詞，堆疊造成強烈的節奏感，雖沒

有實際上的意義，但是觀眾可以在前後語境中推敲出老陶的難言之隱。 

《桃花源》這類荒唐的語言風格，連帶給予演員的在肢體語言展現上很大的

空間。賴聲川在《賴聲川：劇場 2》中〈後記二：《暗戀桃花源的》誕生〉中表

示：「慢慢地我們發展出自己的東西，像是袁老闆送棉被給春花和老陶那一段。

戲中那個老陶永遠打不開的酒瓶也是。我設定的狀況很簡單：你們三個喝酒，讓

老陶永遠喝不到。演員自己會想辦法做到，最後發展得十分精緻。」19 

4.主題： 

自〈桃花源記〉發展出來的《桃花源》，對於「桃花源」所指稱的「理想國」

有一層新解。在〈桃花源記〉中，桃花源代表的是現實世界的反面，一個和平自

由的美好境地，是一個絕對正面的國度。而在《桃花源》中，老陶受桃花源豁達

的氣氛感染之後，回到凡間以為能將這份快樂傳遞給其他兩人，但是他身上沾染

著桃花源的那一份自在，在現實世界中只顯怪異、讓人畏懼。如同葉公好龍的典

故20，這也讓人反思人們時常擘劃一個理想的存在，但是當它就在面前時，往往

會因為害怕而不願前往。 

《桃花源》拆解了理想國全能的神話之後，卻未完全否定它的意義，反而更

加強調「無機心」的重要性。若老陶在進入理想國之後不再掛念外面的生活，便

能快活地和白衣男女在裏頭生存。但他因為仍有著在乎別人的情懷，因此才會走

出理想國，讓現實生活去詆燬他的美好世界，如同〈桃花源記〉內中的桃花源人

懇求漁人不要說出桃花源所在的位置，他們面對亂世的態度是離開那個亂世。在

《桃花源》中指出，理想的國度並非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是可以忘卻原本的憂

愁。 

                                                 

18 同上註，頁 129。 

19 賴聲川口述，鴻鴻紀錄，原刊載於《我暗戀的桃花源》（台北：遠流，1992）一書中，經過小

幅度的修改，刊登於《賴聲川：劇場 2》（台北：元尊，1999），頁 203。 

20 古人葉子高喜歡龍，家裡全用龍來雕飾。天上的龍知道此事，特別到葉公家的窗口窺視。葉公

見了真龍，卻嚇得面無人色。參閱《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s://goo.gl/AYP6RN；瀏

覽日期 2017/7/15。 

https://goo.gl/AYP6RN；瀏覽日期2017/7/15
https://goo.gl/AYP6RN；瀏覽日期2017/7/15


 

5.意象： 

在《桃花源》中使用諸多意象（例如打不開的酒代表老陶與其他人之間解不

開的心結），而此處特選有對照關係的色彩意象進行分析。在諸多版本的重演中，

在《桃花源》的視覺設計上皆大同小異，採取古裝農家的擺設與裝扮，且以老陶

殘破的服裝去顯示他窮酸的生活，而春花與袁老闆雖略有打扮，但仍稱不上華麗。

整體色調是較為質樸的土黃色調。但是桃花源內有著繽紛的桃花瓣紛飛還有翠綠

的樹林，而男女身上穿著的白色服裝更凸顯其如仙境般的氛圍。兩相對比之下，

實與虛便一目了然。因此當老陶回到武陵時，他身上的白衣和家中、春花及袁老

闆的色調完全不搭嘎，顯得格格不如，因此自視覺上也告訴觀眾，他們不可能會

再次回到過往的生活。 

 

（四）《桃花源》文本結構 

在《桃花源》中仍然可以看見與〈桃花源記〉相似的結構與安排，本身亦有

強烈的兩相對照的概念。賴聲川巧妙運用了〈桃花源記〉在觀眾間的集體潛意識，

並對既有的桃花源想像提出質疑，企圖讓觀眾在欣賞時去深入思考理想國的意義。 

 

表 4《桃花源》文本虛實對照結構 

 實 虛 

人物 老陶、春花、袁老闆 白衣男女、後來的老陶 

場景 老陶家 桃花源 

語言 荒唐、多虛詞及肢體語言 

主題 
理想國只是逃避的所在， 

不能解決問題 

期盼到了理想國可以解決問題 

意象 土黃色調（老陶家、人物服裝） 白色及粉色（白衣男女服裝、桃花瓣） 

 



 

（五）〈桃花源記〉與《桃花源》的異與同 

個別分析完〈桃花源記〉與《桃花源》的文本虛實對照結構，接著將兩個文

本進行雙重文本對照，分別以其相同與不同之處探討雙重文本所產生的意義。 

 

表 5〈桃花源記〉與《桃花源》的異與同 

 

 

〈桃花源記〉 《桃花源》 

相同 

時空（晉太元年、武陵） 

「桃」與「逃」諧音 

忘機而入桃林 

相異 

人物 

漁人（無名，模糊） 老陶（個性軟弱） 

桃花源內的人： 

躲避戰亂 

白衣男女： 

「我們有一個遠大的抱負」 

文體 散文化寓言體 荒唐喜劇 

主題 桃花源反諷現實社會 桃花源反諷理想國度 

 

1.相同處： 

兩者在時空上的設定皆相同，且延續了「逃」與「桃」的諧音，並且在進入

桃花源的橋段，皆是老陶在船上打魚的過程中，沿著河逆流而上所找到的。 

2.相異處： 

人物設定上共有兩點不同，其一是〈桃花源記〉中的漁人沒有姓名，且沒有

交代漁人的來歷以及生活背景，但是在《桃花源》中詳細交代了老陶在家中所受

的打壓以及他軟弱的個性，角色更為立體；其二是桃花源內的人，在原文中是「先

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但在《桃花源》中卻是一下子說「我

從小就生在這裡，沒離開過。」21、「我們是走路來的！」22、「是我們的祖先帶

                                                 

21 賴聲川，頁 160。 

22 同上註，頁 162。 



 

我們來的……我們的祖先有個遠大的抱負……他們的抱負──在這裡開花！他

們的理想在這裡結果！」23如此言詞反覆，也說不清自己是為何而來這裡。 

在文體上，〈桃花源記〉雖然是虛構的寓言體，但是在行文時仍保有散文體

的自然流暢，而《桃花源》則有強烈的喜劇風格，不追求語言上的精準，反而以

肢體語言去強化敘事的反諷，造成荒唐。而文本所要傳達的主題也有所不同。在

原始的文本中，桃花源多被解讀為理想的國度，是一個眾人紛紛可望抵達的地方；

但在《桃花源》劇本中，去過桃花源的老陶並沒有因此而更快樂，可是他也回不

了現實世界，他反而因為到過桃花源，所以註定漂泊，無法真正歸屬任何一個地

方。創作者採取了這樣解讀桃花源的意圖，賦予在此文化經典一層新的意義。 

 

二、《桃花源》與《暗戀》 

《桃花源》與《暗戀》皆是同時在舞台上爭奪排練場的兩齣劇碼，雖然看似

各異，卻因原自相同的〈桃花源記〉，有著相似的虛實對照結構。以下先分析《暗

戀》之文本，再整理其內部的虛實對照結構，再以之對照《桃花源》，已得到雙

重文本的意義。 

 

（一）《暗戀》文本分析 

《暗戀》背景設在對日抗戰過後，東北青年江濱柳與雲之凡在上海相戀，正

逢過年因此約在上海黃浦灘公園話別。這一別即是永別，時間來到五十年後，江

濱柳娶了台灣女子美如為妻，但仍心繫雲之凡。年老的他聽聞雲之凡亦在台的消

息，決定登報尋人。雲之凡見報前來，但是兩人已各有婚嫁，且白髮蒼蒼，多年

後的重逢僅是短暫的一會。試以下列表格分析暗戀文本內蘊： 

 

表 6《暗戀》文本內容 

人物 江濱柳、雲之凡、美如（江太太）、護士 

場景 上海一九四八、台北一九九零 

                                                 

23 同上註，頁 164。 



 

語言 文藝腔 

意象 信、姓名 

主題 對過去的眷戀 

 

1.人物： 

江濱柳是一位東北知識青年，但是因為東北的淪陷，而無家可歸；而雲之凡

則滿心期盼的要回到昆明老家與家人團圓。兩人正式時代下的兩種縮影，也因為

有不同的際遇，而採取不同的人生觀。為戰爭所苦的江濱柳說出「有些事情，不

是說忘就能忘的。」24但雲之凡卻鼓勵「可是你一定要忘記，一定要學著去忘記。」

25而江濱柳的忘不掉，也影響到他後來老年懸想雲之凡而產生不同的結局，他在

自己的想像中，說「之凡，我寫了好幾年的信給你……」 

雲之凡：你這個人是怎麼搞得？怎麼都沒寄？我不要！ 

江濱柳：這根本不是我能作主的，裡面有好多我們的理想，很多的想法……

我要當面交給你。 

雲之凡：想法？你有想法就要去做啊！濱柳，新中國就是被你們這種人拖

垮的。你還看不清楚？ 

[雲把信往天空一丟，信灑了一地]26 

而這一段想像才讓臥病在床的江濱柳決定登報尋找雲之凡。可以看見江濱柳是放

不下的人，但是雲之凡卻比他早放下了。雲之凡見報後，來到江濱柳所在的病房。 

江濱柳：我記得你留的兩條辮子…… 

雲之凡：結婚第二年就剪了。好久了。27 

江濱柳記憶中雲之凡的美好印象，原來在時間內早已被改變，而且是雲之凡親手

剪掉的，所以到最後江濱柳在雲之凡要離去前的提問： 

江濱柳：之凡…… 

[雲停住，背對著江] 

                                                 

24 同上註，頁 106。 

25 同上註。 

26 此為 1999 年後千禧版所加上的，在元尊版內沒有。 

27 賴聲川，頁 160。 



 

這些年……你有沒有想過我？ 

[長沉默。] 

[雲一直在門口站著，終於轉身，低頭，感性的道出心中的感受] 

雲之凡：我寫了好多信到上海去……好多信…… 

[停頓] 

後來我大哥說：……「不能再等了。[停頓]再等……就要老了。」 

[長沉默] 

[抬頭看江]我先生人很好。他真的很好。28 

雲之凡不是一離開就忘了他，而是在時間裡面同樣抱著期待，但是礙於女性的身

分，必須接受家中的安排去結婚，不像江濱柳一樣可以在時間裡永恆的懷念過去

的美好。她在見報五天後才依約前來，不難想像她是面對了多大的掙扎才來的。 

在回憶之中，江太太美如顯得像一個局外人，她的本省身分和江濱柳所眷戀

的上海（外省）是完全不同的，她眼中的江濱柳雖然「一直安安靜靜的，有點孤

僻」29，但是透過相親認識的，他請大家吃江太太家人冰淇淋的舉動讓他們對這

位外省小子頗有好感，而江太太也對他產生「這樣孤家寡人，也是滿可憐的」惻

隱之心。30而這份感情三十幾年來，江濱柳從未真正的去給予等量的愛，唯有以

自己的死亡，所帶來的保險與遺產回報給江太太。 

以江濱柳為核心，《暗戀》中跨越時空的兩位女性對照出不同的形象。但整

體而言，他們的情感仍是較為老派、長久的戀愛。再與護士所代表的年輕人、速

食的戀愛，則又產生一組對照。 

2.場景： 

《暗戀》前後以上海外灘公園一九四八與台北醫院一九九零作為兩個主要的

場景。兩組在時間與地理位置上有明顯的對照關係，一九四八年的江濱柳與雲之

凡仍然年輕，還有很長一段未來在等著他們，雖然時代正逢戰亂，但是對他們來

說在那個大時代是沒有事情是無法被愛情克服的。他們相會的地方是公園，前方

的水裡有燈，「好像夢中的景象」31，一切看起來是夢幻美好的，「你看到處都

                                                 

28 同上註，頁 198。 

29 同上註，頁 145。 

30 此為 1999 年後千禧版所加上的，在元尊版內沒有。 

31 賴聲川，頁 103。 



 

充滿了希望，像我們兩個一樣。」32；而在一九九零年的台北，雖然處於太平盛

世，但是兩人卻離散而各自老去，並且是在醫院，象徵人生最終的階段已經沒有

新的方向。如同江濱柳交代江太太的：「這是我東北老家的地址……這是兩張機

票。等我走了你就跟弟弟一起……帶我回去……」33。時間及空間上的對比，讓

江濱柳說出：「好大的上海，我們還能在一起，想不到……小小的台北把我們給

難倒了。」34。再對比出當年江濱柳說出「老了也很美的時候」，看來是令人有

深深的哀愁。 

3.語言： 

《暗戀》在語言的選擇上，有著強烈的文藝腔，且偏向個人式的獨白。例如

雲之凡描述上海外灘公園所說的話：「好安靜。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平靜的上海，

感覺上整個上海只剩下我們兩個人。剛剛那一場雨下的真舒服，空氣裡有一股說

不出來的味道。」35以及兩人在外灘公園要話別時最後的對話： 

雲之凡：濱柳，我回昆明以後，你要做甚麼？ 

江濱柳：等你回來。 

雲之凡：還有呢？ 

江濱柳：等你回來36。 

這個對話看似沒有明確的意義，但是因為整個視覺畫面和音樂，加上先前表演所

建構出來的語境，讓它成為一種不說白的情話，而這樣的迂迴即是《暗戀》含蓄

的語言風格。 

此外，在劇本中引用歌曲營造時代感，例如幕啟時江濱柳唱著〈追尋〉：「你

是晴空的流雲／你是子夜的流星……」是 1940 年代中國最早運用美聲唱法的黃

源尹的作品，除了和江濱柳的渴望追尋的心境相呼應，亦使兩人對話的氛圍更貼

近時空設定。而在一九九零年的台北病房，使用的歌曲則是周璇的〈許我向你看〉：

「許我向你看／向你看／多看一眼／我苦守著一個共同信念／今天才回到我的

面前」，透露出江濱柳等待的悲戚。而江太太在音樂中對護士說出自己與江濱柳

                                                 

32 同上註，頁 104。 

33 同上註，頁 194。 

34 同上註，頁 197。 

35 同上註，頁 103。 

36 同上註，頁 107。 



 

結婚的故事：「（台北）變得好快，從我眼前這麼一晃就過去了，我還來不及看

懂，人就已經老了。」37可見歌詞在《暗戀》中對於核心傳達有重要的效果。 

4.意象： 

《暗戀》這個故事前後穿越很長的時空，而再知終始用了眾多意象進行前後

呼應與對照，以下舉「信件」與「姓名」兩個意象加以說明： 

(1) 信：信在《暗戀》中重複出現多次，兩人一九四八年在上海時，江濱柳先說

自己已經將信件寄出： 

       雲之凡：[微笑]我才不相信。你這個人會想這麼多？ 

      [江濱柳從口袋中拿出一封信] 

      江濱柳：所以我沒有寄。 

      雲之凡：我就知道 

      江濱柳：[將信放在雲的手心上]這樣可以確定它到你手上38。 

信件在此代表他們之間的愛情，以及被傳遞出來的思念。可是到了一九九零

的台北病房，年老的江濱柳拿著好幾封信給想像中年輕的雲之凡，卻被斥責

「想法？你有想法就要去做啊！濱柳，新中國就是被你們這種人拖垮的。你還

看不清楚？」39，此時信則代表過去的眷戀，而這份眷戀讓江濱柳無法好好

活在現在，對於過去也只是懷念。 

江濱柳在《中國時報》下刊登的尋人啟事，亦可以視為給雲之凡的一封

公開信。兩人最後見面時，雲之凡說出「我寫了好多信到上海去」40，將兩人

在這段流離的時間重疊，都延續著過去信件所代表的連結，渴望透過同樣的

方式找回彼此，但是接下來的信都沒有送到對方手中。 

(2) 姓名：在取名上，亦可看見對於角色未來的預言，「江濱柳」望文生義即是在

江畔的一株柳樹，縱使江水如何流動，柳樹只會待在同一個河岸。而柳在中

國文學的傳統中常與「留」諧音，暗示了江濱柳是一個「留」在過去之人。

而雲之凡，「凡」點出它並非超然脫俗的美女，但是平凡的可愛，讓人覺得可

                                                 

37 同上註，頁 145。 

38 同上註，頁 104。 

39 此為 1999 年後千禧版所加上的，在元尊版內沒有。 

40 賴聲川，頁 198。 



 

親。而「雲」以及諧音凡的「帆」等意象，皆和漂流有關係，正好呼應她的

逃亡：「三十八年……[慢慢回想]我重慶的大哥、大嫂就決定把我帶出來。我

們從滇緬公路到泰國……經過河內到香港。過了兩年我們就到台灣，就住下

來了。」41而「江」濱柳及「雲」之凡，雲會飄過江水，江水上面會映照著雲

的影子，但是兩者都沒有辦法留住對方。兩個流動的個體只能在生命中遠遠

的相望，終究沒有辦法真正的交會。42 

5.主題： 

《暗戀》著眼於大時代下小人物的離散，以多組人物去對比主題：以江濱柳

及雲之凡對比於對過去的眷戀，以江濱柳與江太太對比出國族情結；以江濱柳與

護士對比出時代的差距……，核心皆指涉江濱柳的人生，而江濱柳更可以視為大

時代底下外省族群在台灣的縮影，因此《暗戀》則是在記錄一個時代，更可視為

對過去的眷戀。賴聲川自陳《暗戀》的創作發想時，是「非常通俗卻非常真實」

的43。 

 

（二）《暗戀》文本結構 

由上述分析的人物、場景、語言、主題與意象，可以約略發現他有著和《桃

花源》的類似的虛實對照結構，故以下表分析《暗戀》： 

 

表 7《暗戀》文本虛實對照結構 

 實 虛 

人物 江濱柳、江太太 雲之凡 

場景 一九九零台北 一九四八上海 

語言 文藝腔、含蓄獨白 

                                                 

41 同上註，頁 196。 

42 參考自〈《暗戀桃花源》之敘事分析（精簡版）〉，網址 https://goo.gl/5MDutK；瀏覽日期 2017/7/18。 

43 參閱《賴聲川：劇場 2》的〈後記二：《暗戀桃花源的》誕生〉，頁 206。 

https://goo.gl/5MDutK；瀏覽日期2017/7/18


 

主題 回不到過去 渴望回到過去 

意象 寫信傳遞思念 信沒有到對方手中、姓名 

 

（三）《桃花源》與《暗戀》的異與同 

    《暗戀桃花源》中主要的架構即是《桃花源》與《暗戀》兩個劇團在爭奪劇

團排練場地，雖然看似性質相反，但是在比較之下則可以發現其異與同皆有共同

核心的意義。試以下表比較： 

 

表 8《桃花源》與《暗戀》的異與同 

 

 
《桃花源》 《暗戀》 

相同 

對於理想的追尋 

永遠的異鄉人 

人事已非的悲傷 

相異 

追尋 

目標 
老陶追尋未來 江濱柳追尋過去 

戀愛 

類型 
三角戀（桃花） 純愛（山茶花） 

角色 

狀態 

男主角老陶為了理想離開家鄉 

（萎靡→成仙） 

江濱柳被迫離開家鄉 

（遠大抱負→生病） 

語言 

風格 
荒唐喜劇 文藝腔 

紙張 

意象 
冥紙 信紙 

故事 

結局 

結局是生 

（春花生小孩） 

結局是病 

（江濱柳、雲之凡之病） 



 

 

1.相同處： 

《桃花源》及《暗戀》兩個劇本中，每個角色都有對理想的追尋。老陶追尋

家庭和樂、春華追尋被愛、袁老闆追尋權力與春花；年輕的江濱柳與雲之凡追尋

彼此以及美好的未來，而老年的他們追尋自己的青春，江太太追尋了解江濱柳的

可能。可以看見每個人心中有所想要追尋的理想國，但是在這些人之中，沒有人

成功抵達自己的桃花源。 

如同老陶，所有人被他們心目中的桃花源拒於門外之後，成為了永遠的異鄉

人。他們已經離開過去的痛苦或美好，被時間逼得只能往前走，但是他們卻從來

沒有真正抵達過。而這卡在之間的過程，如同〈桃花源記〉中的河流所暗示的過

渡。到了最後，所有人都只能在河流上無盡的追尋。 

而因為有了追尋不得的遺憾，在人物們想要回到不一定更好、但至少安穩的

過去時，他們往往也回不去。老陶和春花回不去因為生子紛紛擾擾的日子，而袁

老闆則回不去情郎浪漫的身分；江濱柳回不去與雲之凡暫時躲避戰亂的小公園，

雲之凡亦回不去年少等待江濱柳，而江太太在江濱柳生命的最後，仍然沒有理解

江濱柳的沉默背後是什麼。 

但是面對這樣的「人事已非」一確認後，角色便真切地了解到自己所處在的

位置，老陶明白自己回不了家所以再次離開；而江濱柳在和老的雲之凡見過面後，

在結縭十多年的妻子懷中哭了。兩齣劇皆隱隱透露出「理想國」並非最重要的，

而是在「追尋」過後，過程中自身的改變，才會影響生命。 

2.相異處： 

《桃花源》及《暗戀》雖然有著上述相同之處，但是在表象上卻有許多處相

互對照的部分，例如在追尋目標上老陶所追尋的是美好的未來；而江濱柳追尋的

卻是美好的過去。兩齣戲歲然都有著愛情成分，但戀愛類型卻是不同的。《桃花

源》是一個古代三角戀的故事，女主角「春花」以及「桃」等粉色意象點出這是

一個較為通俗的愛情故事；而《暗戀》卻是一個大時代的純愛故事，而雲之凡的

「白色山茶花」作為脫俗的代表。從角色狀態的改變來看，老陶離家時相當萎靡，

而到了最後他沾染了桃花源的仙氣，角色的狀態是提高的；但是江濱柳卻是從一

開始的躊躇滿志，到了老年躺在病床上的不得志，角色狀態反而是下降。 



 

語言風格的形式上也有所不同，《桃花源》較為打鬧的荒唐喜劇；而《暗戀》

則是較完委婉的文藝腔。在兩個故事中關於紙張的意象，卻有不同的意義：《桃

花源》裡春花以為老桃已經過世，所以每天替他燒金紙祭拜，企圖對他表達歉咎

與思念，而《暗戀》中江濱柳與雲之凡，都憑藉著書信，來記錄自己的心情。冥

紙在燃燒的過程中，可以視為一封封寄給冥界的書信，同樣負擔著傳遞的功能。

而故事結局也是恰好相反，兩齣戲的最後，結束在春花生子以及江濱柳大病兩個

「新生」與「死亡」相反的生命狀態。 

可以從上述看似對立的相異處，不難歸納出它們是不同表象但同一本質；而

也暗示了《桃花源》及《暗戀》兩個看似迥異的劇本，其實是同一個主題，用不

同角色、語言、意象等元素去包裝而成。而兩者的交會則不止於此，若再以後設

觀點，去看待兩齣戲如何建構出《暗戀桃花源》的本體，會對於所欲傳達的核心

內容有更深的了解。 

 

參、多重文本對照分析 

上述總共分析了〈桃花源記〉、《桃花源》與《暗戀》三個文本，亦發現其共有

的內部與彼此之間的虛實對照結構。接下來將進行多重文本對照分析，先分析統

括以上三個文本的《暗戀桃花源》本體，進行跨文本之間的分析，再論述該劇中

的戲中戲與後設手法。 

 

一、《暗戀桃花源》文本分析 

    《暗戀桃花源》的名字是合併了明後天各自要演出、爭奪排練場的《暗戀》

以及《桃花源》而來的。在 1986 年此劇在取劇名時，演員們曾向導演抗議「《暗

戀桃花源》根本不符合文法！」44，然而《暗戀桃花源》卻以這種不符常理的文

法，說了一個特別的故事。 

  此劇由《暗戀》拉開序幕，演至一個段落後被導演要求重來，可是在第二次

表演同樣段落時，後面出現了幾位衣著詭異的旁觀者引起不小的騷動。一問之下

                                                 

44 參考自表演工作坊官網，〈暗戀桃花源─三十周年紀念版〉簡介，網址 https://goo.gl/9ZzB3v；

瀏覽日期 2017/7/30。 

https://goo.gl/9ZzB3v；瀏覽日期%202017/7/30
https://goo.gl/9ZzB3v；瀏覽日期%202017/7/30


 

才發現他們是《桃花源》劇組，聲稱自己有場地租約，要求《暗戀》清空舞台讓

他們排練。《暗戀》的導演去找場地管理時，《桃花源》劇組趁空排練，可是過一

段時間後，《暗戀》劇組拿出了一份場租租約，且《桃花源》的布景又在管理失

當下，被運去別的地方，因此舞台又還給了《暗戀》。 

    這時出現了一位陌生女子，逢人便問「你有沒有看到劉子驥？」但始終沒有

人搞清楚她在問什麼。排練途中，《暗戀》的導演因為陷入自己的情緒中，而無

法繼續，恰好《桃花源》布景也被追回來，所以舞台歸給了《桃花源》。但是《暗

戀》劇組吞不下這口氣，上前和《桃花源》理論，並相互譏諷了一番，為求全兩

方決定要將舞台劃分為兩半，各自使用。 

  但空間的壓縮與對方的干擾，讓兩方劇組在排練上皆受到影響，且台詞不時

會莫名的相互呼應，讓演員在場上無法專心。最後《暗戀》導演受不了，決定讓

《桃花源》將剩下的場次排練完。但《桃花源》結束後，劇場管理員趕著所有人

出去，因為他要鎖門。而尚未排練的《暗戀》卻苦苦哀求能否再給一些時間，連

《桃花源》也加入拜託的行列。最後《暗戀》終於排練完畢，眾人在一片靜默之

中收拾東西。而陌生女子仍然在找劉子驥，在落幕前對空灑著桃花瓣／冥紙之後，

全戲便結束。試以下表分析《暗戀桃花源》的文本內容： 

 

表 9《暗戀桃花源》文本內容 

人物 

《暗戀》劇組 
飾「江濱柳」演員、飾「雲之凡」演員、飾「江太太」演

員、飾「護士」演員、導演、舞台監督（聲音） 

《桃花源》劇組 
飾「老陶」演員、飾「春花」演員、飾「袁老闆」演員（劇

團導演45）、順子、繪景師 

其他 劇場管理員、陌生女子 

場景 一九九 O 年代後台北的排練場46 

語言 文藝腔、荒唐語言、日常對話 

意象 紙張→串聯不同劇碼 

                                                 

45 除了 2006 明華園版以及 2010 中國越劇版將導演的職位放在老陶身上以外，其他版本都是由

飾「袁老闆」的演員擔任。 

46 根據 1999 年元尊版劇本第 101 頁的（時間、地點）說明。 



 

主題 與《暗戀》、《桃花源》及〈桃花源記〉舞台排練產生 

 

1.人物： 

因為《暗戀桃花源》本身蘊含著兩齣戲中戲，故人物繁多。但是在分析上，

必須要將「角色」與「人物」分開，不能混為一談。劇本在戲中戲之外的情節，

亦會特別標註「飾演（某個角色）的演員」。由此可以看見，多數的人物有著「角

色」與「現實」的雙重身分。例如飾演袁老闆的演員，同時又是劇團團長，所以

除了費心排戲之外，亦要去緊盯著布景及場地協調。在兩邊共用排練場時，《暗

戀》導演因為受不了而直接對白袍男子發問： 「袁老闆……」，飾「袁老闆」

的演員回答：「我不叫『袁老闆』！」47 

而《桃花源》中的袁老闆、春花在演出時亦扮演著《桃花源》中的白衣男女。

賴聲川表示原本《桃花源》中將由另外的演員飾演進入桃花源的三個角色，但是

那三個人常常不能到，才會由春花與袁老闆的演員飾演，那三人則有些變成了陌

生女子與順子。這種出席與缺席的效果，在即興創作的過程中會產生原始架構所

沒有的事物48。因此當老陶到了應該是理想國「陶花源」時，發現同樣的兩人，

讓老陶反而陷入同樣的窘境中，卻也因為面對這樣的窘境，他才得以有所轉變。

這些雙重身分在同一人物的身上交會，使《桃花源》在荒謬中帶來情節上的意義。 

而在《暗戀》劇組中，更可以看見人物與「扮演」的關係。演員並會藉由不

同角色之間的關係對話。例如導演將病房那一場戲打斷時說，「我記得當時，不

是這種感覺……。」，飾「江濱柳」的演員則對著導演說：「導演，我們現在在

談戲！請把『你』和『江濱柳』分開來好不好？這是戲裡的問題，你要搞清楚！」

49而雲之凡亦提醒：「可是你在工作的時候，你必須把你的主觀情緒忘掉。」50觀

眾可以在這些對話前後，看見「江濱柳」的癡情，以及「扮演江濱柳演員」對導

演混為一談的不耐。飾演雲之凡的演員點出這之中最大的問題是導演主觀情緒的

投射。而江濱柳的故事，也是在《暗戀》的戲中戲之外，觀眾得以知道是改編自

導演的親身故事。觀眾在觀賞時，便可以輕易的把《暗戀》中的江濱柳與《暗戀

                                                 

47 賴聲川，頁 177。 

48 同上註，頁 208。 

49 同上註，頁 148。 

50 同上註。 



 

桃花源》的導演連接起來。謝如萍在《《暗戀桃花源》之後設元素與分析》中提

到： 

當飾演演員的演員在舞台上進行戲中戲的角色扮演時，觀眾意識到此時演

員持有多個截然不同的身分，演員同時是自己、戲中演員的角色、以及戲

中演員在戲中戲裡所扮演的角色，則觀眾被迫從單一的認同中抽離，而必

須不時地跳脫戲劇幻覺，以在此人物身上的多個主體間區分何者為真實、

何者為虛構51。 

後設手法在此作為一種揭露──揭露人物的雙重性，並揭露了戲劇的「扮演」本

質，並且除了戲劇「虛構」的表象之外，更同時在台上揭露了「真實」的扮演。

而繪景師、順子、舞台監督與劇場管理員等角色，更是展現了《暗戀桃花源》是

一齣「關於舞台的故事」。他們同時肩負著不同的訊息傳遞，例如順子的糊塗表

現出《桃花源》劇組的散亂，而《暗戀》的舞台監督則顯現出該劇組較有專業分

工的概念。這些不需要主要角色在語言中提出，觀眾便可以透過自己的經驗去了

解。 

陌生女子不屬於任何一個劇組，她沒來由地出現在舞台上，可是沒有對於排

練造成實質上的影響，頂多只是干擾。她總是在兩方劇組最混亂時插上幾句話，

每個人都為了敷衍她而隨意指別人是劉子驥以支開她。她沒有前因後果的問話，

連觀眾所扮演著「全知」的讀者，也沒有辦法去解讀。因此陌生女子的出現使《暗

戀桃花源》成為極端後設的劇本52。這也平衡了後設可能會帶給觀眾的「全知」

上的無趣，若演員操作後設只是在不同嘗試觀眾可以理解的內容，則對觀眾來說

便沒有驚喜，因此出現陌生女子擾亂了「戲劇之外」的寫實，讓舞台上所呈現的

「現實」仍有魔幻存在。 

而陌生女子所追尋的「劉子驥」則是出現在《暗戀》與《桃花源》的核心陶

淵明的〈桃花源記〉中的人物，這樣的安排讓整齣戲形成一個循環。在相互指涉

之後，回到同一個本質。而在不同劇組之間，也不難發現共同的角色：《暗戀》

的江濱柳和《桃花源》的老陶皆是戲中追尋之人，而在戲外，導演在真實世界追

                                                 

51 謝如萍，頁 47。 

52 鄭雯琪，頁 123。 



 

尋著過去，陌生女子追尋著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的劉子驥。追尋都是未果的。這

樣不同劇組間的對照安排，讓《暗戀桃花源》在紛亂中仍帶有統一性。 

2.場景： 

《暗戀桃花源》將場景設定在 1990 年代後台北的排練場，舞台上的道具相

當簡便，原版舞台設計聶光炎在《我暗戀的桃花源》中提及：「在設計的處理上，

完全是就戲劇活動而行的，沒有一點裝飾性的東西在舞台上。」53因此舞台上的

布景與道具都可以被視為一種語言，有其所要傳遞的訊息。觀眾可以看見大型道

具（《暗戀》中的鞦韆、《桃花源》中的「河流」）被推上推下的過程，這些是

在原本的觀賞經驗中理當出現在燈暗的「戲之外」的動作，但是卻在後設的手法

下，這些換幕從黑暗中到觀眾面前，貼合《暗戀桃花源》要說一個「有關舞台的

故事」的本質。 

而場景的可移動性，讓拼貼與重疊更加容易，例如兩個劇組共用舞台的場面，

因為空間的壓縮，使得道具與布景會重疊，相互干擾原本的劇情，如何帶來意義

又不顯得突兀，是在場景設計上的考驗。聶光炎提到「如何使它是兩齣戲的設計，

又是一齣戲的設計，既是個別的，又是一體的，也是設計上的一個難題。」54 

而兩方劇組共用一個舞台，就算沒有同時在台上，仍然可以看見《桃花源》

對於空間的使用較為強勢。不同於《暗戀》簡單的寫實道具，《桃花源》使用了

大型布景與桃花瓣等道具。《桃花源》布景在順子的自作聰明之下，在一片桃花

林中缺少了一棵樹，留下突兀的空白，並且還有一棵桃樹「逃出來」，獨自站在

外頭。導演命令繪景師立刻將桃花補上，此後不論前方排練的是誰，抑或是在爭

吵，繪景師彷彿成了背景，安安靜靜的畫著桃樹。完成後《桃花源》已經排練結

束，順理成章的成為《暗戀》最後一場病房的背景，卻也因為有前面的鋪成，而

不顯突兀。而桃花瓣更是明顯，自從老桃和白衣男女在桃花園內遊玩時，舞台上

落下大量的桃花瓣，甚至也落在《暗戀》的病房場景內，替他們帶來困擾。可是

桃花瓣落在年邁的江濱柳身上，彷彿在暗示他生命的的掉落。 

                                                 

53 鴻鴻、月惠編著，頁 184。 

54 同上註。 



 

這些由「干擾」到藉由「拼貼、重疊」，達到「統合」的過程，即是《暗戀

桃花源》的主要精神。 

3.語言： 

在《暗戀桃花源》中融合了《暗戀》的文藝腔、《桃花源》的荒唐語言以及

戲中戲之外的日常對話。在排練的表演之外，因為沒有劇本的限制，所以語言會

更為靈活，也會因為在重新排練的時空背景不同，而出現不一樣的流行語言。例

如在 2006 年明華園版裡出現飾江濱柳的演員說：「我也不知道，我為了這齣戲

還推掉金色摩天輪耶！」、飾袁老闆的演員說：「為了這齣戲我還推掉華人歌仔

戲節！」55等當代的流行語彙，這樣的語言使用可以讓觀眾對於戲中戲所建構的

「日常對話」更為貼近「當代」，將觀眾拉進後設的情景中。而這樣不斷追逐當

代的語言行動，永遠可以讓觀眾相信自己與台上的「日常」是同一個當下，並相

信台上的排練日常，就是他們日常生活的延伸。 

而語言上不斷的切換，不斷提醒觀眾「這是排練」的背景設定，謝如萍在《《暗

戀桃花源》之後設元素與分析》中提到： 

由於舞台上亦陸續出現尚未輪到排演的演員以及《桃花源》的劇組，和觀

眾一同觀看舞台上進行的排戲，演員和觀眾被放在同一水平位置上，觀眾

和戲劇幻覺之間的藩籬被打破，觀眾因而被迫參與一場正在進行的排演，

不能如觀賞傳統戲劇般地置身事外56。 

這樣使觀眾強迫介入，除了讓觀眾從旁觀者移轉到介入者，他們更是不應該出現

在「排練場」的偷窺者與闖入者。他們窺看到了那些不應該出現在既定戲劇的道

具上下台、演員本人及角色變化、同一段落重複上演，並且被打斷……等不合理

的情節，讓他們意識到自己「觀眾」的身分。而觀眾進行的窺探，也是後設建立

的一個必要條件。 

4.意象： 

在前述比較《暗戀》以及《桃花源》的意象時，已經將江濱柳與雲之凡之間

的書信，以及春花燒給老陶的冥紙之間加以連結。而在《暗戀桃花源中》，最後

                                                 

55 鄭雯琪，頁 178-179。 

56
 謝如萍，頁 45。 



 

陌生女子在不同版本撒冥紙或是桃花瓣57，和兩齣戲呼應。前者的讓人想到春花

見到老陶，因為驚嚇而撒來驅趕的冥紙；而後者撒信的動作，讓人聯想到年輕的

雲之凡出現在老年江濱柳的幻想中，對空灑滿信紙的幻境。陌生女子作為兩齣迥

異劇碼之中的連結，並以紙為意象貫串整部《暗戀桃花源》。 

5.主題： 

《桃花源》是對理想國（未來）的失望，《暗戀》則是對回憶（過去）的眷

戀，在時間上屬於一前一後，而《暗戀桃花源》則是一個關於「當下」的故事。

這種當下的時間狀態，和戲劇的當下性是切和的。用一個發生在當下的故事，去

向前、向後談論關於過去與未來的故事，而所得到的結果皆是失望的，將觀眾導

向一個沒有明言的提問：「過去」和「未來」都無法讓人安心，而「現在」是否

也如此？ 

 

二、〈桃花源記〉、《暗戀》、《桃花源》與《暗戀桃花源》的多重文本關係 

若從上述提問的角度去檢視《暗戀桃花源》，可以發現導演、編劇與演員在

呈現上留了非常大的空白，也會因為參與人員不同及時代背景之異而有所不同。

例如在 1986 年首演時，正值解嚴前一年，在政府的高壓統治之下，許多人避談

政治，或是以藝術去傳達自己的理想，而人民也因為政治與族群背景的不同，而

有許多和江濱柳同樣狀況的家庭。所以《暗戀桃花源》之中《暗戀》懷念中國的

部分即被認為是對於當時社會情況的反應。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台灣經濟起飛，

《桃花源》漸漸變成當時台灣人民面對經濟狂潮帶來的美好景象以及背後的破滅。

由此可以看見，一個作品的意義是會隨著時代與讀者變動的。 

若回到文本本身去討論主題，可以發現《暗戀桃花源》將自己戲劇中的空白，

成為一個「提問」，永遠都在對戲上演的「現在」提出疑問。《暗戀桃花源》中

的後設手法，即是可以進行解讀與討論的一個面向。後設在於揭露戲劇虛構的本

質，而謝如萍在《《暗戀桃花源》之後設元素與分析》中提到的：「後設戲劇的

                                                 

57 在 1999 年元尊版劇本中並沒有給陌生女子任何動作。而後來的版本是撒冥紙，而到了 2006

年明華園版後則是撒桃花瓣。參閱鄭雯琪，2013，頁 202。 



 

功能除了是揭露戲劇乃虛幻假象之外，也使我們進一步反思戲劇所要呈現的那個

洞穴外陽光下的真實世界是否也只是我們人類所想像所建構。」 

當觀眾去觀賞了這一齣「理應虛構」的戲劇時，他們反而會被反過來提問，

「你們所意識到的世界，何嘗不也是虛構的？」這和觀眾產生了強烈的交互性，

若在重新找回時間與環境的因素，則可以發現導演、編劇與演員在呈現上所保有

的空白，是等著觀眾自己去找到意義的。 

《暗戀桃花源》是齣「關於戲劇的戲劇」，在故事最後，《暗戀》總算結束

了一次完整的排練： 

[燈光亮起，台上是下班收工的氣氛。] 

管理員：你們還在幹甚麼？好了，好了，我要關燈了，[對還在台上的眾

人]還不走？我真的要鎖門了！有什麼問題，你們明天早上八點鐘來找楊

小姐好了！ 

[眾下。台上剩下陌生女子和《暗戀》導演，他們被管理員一叫，各自從

夢中醒過來一下，慢慢往外走。] 

[桃花源的大山水布景仍然明亮、優美的掛著，散發出神秘的力量。] 

[管理員將劇場的一盞安全燈搬上，然後下。] 

[燈光漸暗。] 

[劇終]58 

    《暗戀桃花源》自開始是《暗戀》排練順利的片段，因此觀眾接收到的是「一

齣合情合理的戲」，自然接受這個「虛構」的幻覺，但是被《桃花源》干擾打斷

後，瞬間回到排練的狀態，觀眾便回到「現實」。然而故事最後，可以看見原本

吵吵鬧鬧的眾人，被管理員這樣一趕，便沒有異議的離開，他們離開了觀眾認知

的現實，也反過來告訴觀眾，剛剛的現實，也只是一場虛構。 

    舞台指示形容眾演員們的狀態是「各自從夢中醒來」，這樣「由虛轉實」的

過程，呼應戲劇中的「扮演」。演出的過程中像是一場夢，在戲劇裡每個人都能

走到一個自己所從沒或無法走到的地方，或是顛覆這個世界既定的狀況：例如由

年輕的演員「扮演」生活經驗之外的「角色」、在空蕩蕩的舞台上「重現」回憶

中的場景以及未能完成的遺憾，或是在台上對古典文學經典逕行一番嘲弄。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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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終有落幕，眾人（演員們與觀眾）做的夢勢必要醒來。這揭示了「劇場是一場

夢」這個主題。戲會結束，我們都會離開桃花源，如同老陶離開桃花源，江濱柳

離開過去的日子，觀眾和演員都會回到平凡生活中。 

    最後安排留下《暗戀》導演以及陌生女子相當耐人尋味。陌生女子從頭到尾

都在找「劉子驥」，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最後寫道：「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

病終」只交代了關於劉子驥的故事，在《暗戀桃花源》中則做了第二次想像：「劉

子驥在找桃花源，那有沒有人在找劉子驥？」 

    若將《暗戀》導演視為在追尋有關過去（上海、雲之凡）的劉子驥，而回憶

那就是他的桃花源。在相互對照之下陌生女子追尋劉子驥，就如同江太太（美如）

在他的一生中，不停試圖進入江濱柳的世界。而故事的最終留下《暗戀》導演與

陌生女子在台上（而非扮演江太太的演員），不僅點出「扮演江太太的人」終究

只是一個演員，而非真的江太太，所以拼貼了兩個故事之外的人，故呼應一個新

的故事。這也更加確定，在排戲過程中，「《暗戀》是導演的真實故事。」 

    《暗戀桃花源》傳達了：「有桃花源就會有試圖找到他的劉子驥，而也會有

人在找劉子驥。」這樣一段段相互牽扯，將故事的想像拉得很長，讓舞台上所呈

現的故事是一個縮影，讓觀眾開始猜想在每一個人物背後，是不是藏有更多故事。

更多的故事相互牽扯，就會變成時代的紀錄。 

 

肆、結語 

    賴聲川在 2005 年出版的劇本集中，將《暗戀桃花源》與 1998 年首演的《我

和我和他和他》並置，並以《對照》作為該別集的書名59。《我和我和他和他》

在演出後被認為和《暗戀桃花源》有著相似的概念與韻味。除了可以看見《暗戀

桃花源》之於後續的創作的影響力與經典性，亦可以發現「對照」是《暗戀桃花

源》的重要結構。 

    而本文梳理了《暗戀桃花源》在四重文本背後不同時空背景、虛實之間相互

對照的故事，整理出以下三點不同面向的核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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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追尋的反思 

    四重文本中皆有關於「追尋」的主題，雖然角色各自有著不同的背景，但是

對於理想皆是同樣執著，然而沒有人得到理想中的事物。因此追尋的過程轉變成

對於理想國意義的質疑，在欲追回的過去與得到的未來之間，只有現正處在的當

下不會離開自己。因此真正的理想國並非在遙遠的路途之外，而是經過追尋之後，

清楚意識到自己所在的當下，就算不完美，但卻是能安放自己靈魂的最佳所在。 

    而除了追尋的行為本身，《暗戀桃花源》更是將視野擴大，提出了「被追尋

的追尋者」（被陌生女子找的劉子驥），引領觀眾看見一個人物多重的面向。 

 

二、對歷史的處理 

在時空上的對照，自〈桃花源記〉中提及的真實時間（東晉）與虛構的地點

（桃花源）開始，一直到《桃花源》與《暗戀》在時空上的對照，《暗戀桃花源》

所發生的「當下」皆可以視為對於歷史（國民政府遷台、經濟起飛或臺灣早期劇

場管理等議題）的處理。將時間或空間之中一個要素刻意虛構，這樣增加了空間

去談論已經發生、成為既定事實的歷史。除了引發觀眾的懷念之情之外，更以因

虛構而產生的空隙，去讓觀眾思考，身在當下的人，要怎麼面對已經發生的過去。 

《暗戀桃花源》談論歷史的方式並非重現磅礡的場景或是追求寫實，而是以

劇場出發，從人物的閒談與片段搬演上去看見歷史如何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留下

軌跡，並影響藝術創作。在排練過程中，關於本土與外省、年輕與老年、再現與

虛構等等的辯證，皆是對於歷史的處理。 

 

三、對戲劇的致敬 

    作為一齣關於戲劇的戲劇，從它的後設手法所揭露戲劇扮演的本質，這樣的

「暴露」並非要去拆解戲劇的虛構性，而是透過展現給觀眾他們看戲經驗之外的

刺激，讓他們在觀賞表演時，不會只著重在戲劇所傳達的故事與理念，而是會開

始留意到這個「媒介」。 



 

    從表演與現實的切換、場景的闕漏與增補以及外在元素的干擾，種種都顯現

戲劇是一個有機體，每一次上演皆會產生空隙，這樣的不確定性並不會讓它不完

美，而是每次的變動，都讓戲劇得以成為一項特別的藝術。而《暗戀桃花源》自

〈桃花源記〉的散行文體，透過戲劇的轉化，發展成眾聲喧嘩的複雜文本，無疑

是對戲劇最大的致敬。縱然最後戲終會散去，如同做了一場夢，之中所經歷現實

之外的虛構，都會在真實的人生中留下意義。 

    以上三點是透過對照，探尋出《暗戀桃花源》四重文本之間的核心意義。可

以看到它所傳達的價值並非是單一面向，也不是絕對的答案。反而更像是一個永

恆的提問，逼問著它所發生的當下社會。 

    《暗戀桃花源》已經問世近三十年，然而它能不斷地被重複搬演、巡演，並

被一再的被研究，正是對其價值的肯定。如同上文所言，《暗戀桃花源》的意義

會隨著時代變動，因此在探尋完四重文本相互對照與交會出來的意義之後，這三

個層面的意義要如何和時代互動，並因每次演職人員的不同，從中產生新的面向，

能值得再續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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