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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燈記
〔明〕瞿佑

方氏1之據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明州2張燈五夜，傾

城士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3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

嶺下，初喪其耦，鰥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

已。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

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婷嫋

嫋4，迤邐5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

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

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6，

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敝居

1 方氏：方國珍（1319-1374），浙江黃巖人，世代浮海販鹽。元末

亂政，方氏起義反抗，據有浙東一帶，擁兵自重。曾降元，後降

明，授官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京師，不赴任，卒於京。《明史》

有傳。

2 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市。

3 至正庚子：即元順帝至正二十年（1360），歲次庚子。

4 婷婷嫋嫋：姿態優雅輕盈的樣子。

5 迤邐：音ㄧˇ ㄌㄧˇ，緩行。

6 桑中：原指《詩經•鄘風》篇名，《詩序》：「刺奔也。」視作

淫奔之詩。朱熹《詩集傳》：「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

也。」後世用以喻男女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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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尺，佳人可能同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

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復回。

生與女攜手至家，極其歡昵7，自以為巫山洛浦8之

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

其字，漱芳其名，故奉化州判9女也。先人既歿，家事零

替10，既無弟兄，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

西耳。」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幃昵枕，甚

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

鄰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髑髏與生並坐於燈

下，大駭。明旦，詰之，秘不肯言。鄰翁曰：「嘻！子禍

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

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11耗盡，災

眚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遂為黃壤之客也，可不悲

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鄰翁曰：「彼言僑居湖西，

7 昵：通「暱」，親熱。

8 巫山洛浦：男女歡合。巫山，傳聞戰國時楚懷王、襄王遊高唐，

嘗夢巫山神女薦寢。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

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

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

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

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洛浦，洛水之濱，三國

時曹植途經此處，因感楚王與神女事，託言夢宓妃而作〈洛神

賦〉。後世遂以「高唐」、「巫山雲雨」、「巫山洛水」喻男女

歡合。

9 奉化州判：浙江省奉化州掌管判文書的官吏，清制為從七品。

10 零替：衰敗。

11 真元：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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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往物色12之，則可知矣。」

生如其教，徑投月湖之西，往來於長堤之上，高橋之

下，訪於居人，詢於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

心寺少憩，行遍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

旅櫬13，白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

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明器14婢子，背上有二

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栗遍體15，奔走出

寺，不敢回顧。

是夜借宿鄰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鄰翁曰：「玄妙

觀魏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符籙為當今第一，汝宜急

往求焉。」明旦，生詣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

氣甚濃，何為來此？」生拜於座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朱

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於門，一置於榻，仍戒不得再往湖

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不來矣。

一月有餘，往袞繡橋訪友。留飲至醉，卻忘法師之

戒，徑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於前

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

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

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

12 物色：尋訪。

13 櫬：棺材。

14 明器：陪葬的物品，或埋於墳墓中，或擺放棺木前，如器皿、紙

人、泥偶等。

15 寒栗遍體：因害怕而全身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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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絕？薄幸如

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握生手，至

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即閉矣，生遂死於柩中。

鄰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

之衣裾微露於柩外，請於寺僧而發之，死已久矣，與女之

屍俯仰臥於內，女貌如生焉。寺僧歎曰：「此奉化州判符

君之女也，死時年十七，權厝於此，舉家赴北，竟絕音

耗，至今十二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屍柩及生殯於

西門之外。

自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攜手同行，

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

薦以功德，祭以牢醴16，庶獲痊可，否則不起矣。居人大

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

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

人17者，居四明山頂，考劾鬼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

之。」

眾遂至山，攀緣藤草，驀越溪澗，直上絕頂，果有草

庵一所，道人憑几而坐，方看童子調鶴。眾羅拜庵下，告

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旦暮且死，烏有奇術！君

輩過聽矣。」拒之甚嚴。眾曰：「某本不知，蓋玄妙魏師

所指教耳。」始釋然曰：「老夫不下山已六十年，小子饒

16 牢醴：祭品。牢，指牛、羊、豬三牲。醴，甜酒。

17 鐵冠道人：張中，字景和。因喜戴鐵冠，人稱鐵冠道人。能參透

天機，預言吉凶，為元末明初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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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煩吾一行。」即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

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

黃巾錦祆，金甲雕戈，皆長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

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祟為禍，驚擾生民，汝輩

豈不知耶？宜疾驅之至。」受命而往，不移時，以枷鎖押

女與生並金蓮俱到，鞭箠揮扑18，流血淋漓。道人呵責良

久，令其供狀。將吏以紙筆授之，遂各供數百言。今錄其

略於此。

喬生供曰：

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欲之

求。不能效孫生見兩頭蛇而決斷19，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

而愛憐20。事既莫追，悔將奚及！

符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鄰，六魄雖離，一靈未泯。

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

話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

金蓮供曰：

伏念某殺青為骨，染素成胎，墳壟埋藏，是誰作俑而

用？面目機發，比人具體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

18 鞭箠揮扑：用刑具鞭打。箠，鞭子。扑，刑杖。

19 孫生見兩頭蛇而決斷：春秋時代，年幼的孫叔敖在路上驚見兩頭

蛇，想起遇此物必死的傳說，於是決定殺之掩埋，以防他人再次

受害。其後孫叔敖不僅沒死，更因廉潔賢明成為楚國宰相。

20 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典故出自唐代沈既濟〈任氏傳〉，內容主

要講述狐妖化身女子任氏與鄭六結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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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異！因而得計，豈敢為妖！

供畢，將吏取呈。道人以巨筆判曰：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奸鬼秘莫得逃其形；溫嶠燃

犀21，而水府龍宮俱得現其狀。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

多端。遇之者不利於人，遭之者有害於物。故大厲入門而

晉景歿22，妖豕啼野而齊襄殂23。降禍為妖，興災作孽。

是以九天設斬邪之使，十地列罰惡之司，使魑魅魍魎無以

容其奸，夜叉羅剎不得肆其暴。矧24此清平之世，坦蕩之

時，而乃變幻形軀，依附草木，天陰雨濕之夜，月落參

21 溫嶠燃犀：典故出自《晉書•溫嶠傳》。晉代溫嶠博學多聞，某

日途經牛渚磯，傳說此地水深不可測，其下多有精怪。溫嶠乃命

人點燃犀角，照見水底出現許多奇形怪狀的水族。

22 大厲入門而晉景歿：典故出自《左傳》。晉景公病，夜夢厲鬼報

仇，驚醒後召桑田巫詢問，答以所夢兆凶，恐將吃不到新麥。景

公因病情加重向秦國求醫，秦桓公派秦醫緩來到晉國前，景公夢

疾病化身兩童對話。而後秦醫緩診斷果真如夢境，已病入膏肓，

無法治癒。不久新麥熟成，景公令人烹煮後擺給桑田巫看並殺掉

他。正當景公準備要吃新麥煮成的飯，突然肚子疼痛急著如廁，

卻不小心失足跌入糞坑而亡。

23 妖豕啼野而齊襄殂：典故出自《左傳》。齊襄公與妹妹文姜私

通，文姜後來嫁給魯桓公。某次文姜隨魯桓公至齊，又與兄私

會，魯桓公知而責之。文姜告訴兄長，齊襄公便宴請魯桓公飲

酒，命公子彭生於送歸驛館途中殺之。桓公暴斃，輿情譁然，齊

襄公就殺掉彭生以平息此事。魯襄公二十年，齊襄公出外狩獵，

忽然跑出一隻大豬，旁人指為彭生，襄公怒而射之，豬卻像人一

樣站起來啼叫，襄公受到驚嚇從馬車上墮落，腳受傷，鞋子也不

見了，因此提前返回王宮。此時公孫無知聯合連稱、管至父發動

政變，衝進宮中一舉殺死了襄公。

24 矧：音ㄕㄣˇ，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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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25之晨，嘯於樑而有聲，窺其室而無睹，蠅營狗苟26，

牛狠狼貪，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悟，死何

恤焉。符氏女死尚貪淫，生可知矣！況金蓮之怪誕，假明

器而矯誣。惑世誣民，違條犯法。狐綏綏27而有蕩，鶉奔

奔28而無良。惡貫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從今填滿，迷

魂陣自此打開。燒毀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

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29。即見三人悲啼躑

躅30，為將吏驅捽31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眾往謝

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

之，則病瘖32不能言矣。

25 月落參橫：參，參星。天將亮時，月亮落下，參星橫斜。

26 蠅營狗苟：像蒼蠅般鑽營，像狗一樣苟且。比喻自私自利之徒到

處投機鑽營。

27 狐綏綏：指二狐同行的樣子。《詩•衛風•有狐》：「有狐綏

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毛傳》：「綏綏，匹

行貌。」

28 鶉奔奔：指二鶉偕行的樣子。《詩•鄘風•鶉之奔奔》：「鶉之

奔奔，鵲之彊彊。」鄭玄《箋》：「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

匹，飛則相隨之貌。」

29 急急如律令：原為漢代公文用語，意指依照法令執行，後來變成

道教驅使鬼神所用的咒語或符籙文字。

30 躑躅：徘徊不前。

31 捽：音ㄗㄨˊ，抓。

32 瘖：瘖啞，口不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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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本篇選自《剪燈新話》卷二，題目取自故事中丫鬟所

提的雙頭牡丹燈。全篇敘述喬生在燈節月夜對美貌的符麗

卿一見傾心，隨即相邀回家，開始了兩人長達半月的纏綿

生活。好心鄰翁察覺事有蹊翹，勸告尋找真相。經過一番

查訪，竟確定麗卿是女鬼。後來雖獲道士朱符相助，喬生

卻因酒醉疏忽而難逃厄運。三隻鬼怪結伴危害地方，百姓

無奈請求道人下山收妖，將惡鬼打落地獄，終於平息此

事。《剪燈新話》在中國遭禁毀，卻影響海外傳奇小說寫

作，紛紛模仿改編。以〈牡丹燈記〉如例，則有日本淺井

了意〈牡丹燈籠〉、越南阮嶼〈木棉樹傳〉等，尤其〈牡

丹燈籠〉屢經改寫，被編為相聲、歌舞伎，並多次翻拍成

電影，在日本甚受歡迎，與〈四谷怪談〉、〈皿屋敷〉並

稱三大怪談。

【問題與討論】

1、�試說明〈牡丹燈記〉這篇故事對後世的影響。

2、�試就本篇故事的主要情節進行改寫。

【延伸閱讀】

1、 電影《牡丹燈籠》，山本薩夫執導，本鄉功次郎、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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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美代子主演，1968 年。

2、 電影《暫時停止呼吸》，劉觀偉執導，林正英、錢小

豪、許冠英主演，1985 年。

3、 電影《淒厲人妻》，班莊‧比辛達拿剛執導，馬力

歐‧莫瑞爾、黛薇卡主演，2013 年。

4、 電視劇《牡丹燈籠》（《怪談百物語》第十一回），

瀨戶朝香、北村一輝主演，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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