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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統���������統��������

圖�-1　  48年由復興劇校在藝術館演�，可��時�生青澀的裝��樣�藝術館�成��校�生
�習演�的�要場所��要場所�要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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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從��遷臺後五十年�，傳統戲曲成����維護道統的�要表徵，文化五十年�，傳統戲曲成����維護道統的�要表徵，文化年�，傳統戲曲成����維護道統的�要表徵，文化

�革命後，臺灣�局��傳統文化需要扶植，�傳統�究�臨�方文化的�擊�七○年七○年年

代之後，傳統戲劇不�在�臺技術或是在劇本編寫�都呈現不同的���

藝術館成立於4�年，直到7�年中�文化中心的兩廳院�幕�，一直都是傳統戲劇表中�文化中心的兩廳院�幕�，一直都是傳統戲劇表兩廳院�幕�，一直都是傳統戲劇表

演場地的�佳選��在五十多年的演�紀錄中，�不乏各式傳統戲曲演�的�要�跡�五十多年的演�紀錄中，�不乏各式傳統戲曲演�的�要�跡�年的演�紀錄中，�不乏各式傳統戲曲演�的�要�跡�的演�紀錄中，�不乏各式傳統戲曲演�的�要�跡�演�紀錄中，�不乏各式傳統戲曲演�的�要�跡�的�要�跡��要�跡�

本�將�藝�館的演�紀錄��，相關文獻�報�資料��，�了解中�傳統戲曲及臺�，�了解中�傳統戲曲及臺，�了解中�傳統戲曲及臺中�傳統戲曲及臺傳統戲曲及臺及臺

灣在地傳統戲曲在官方機構及業餘票房、民�團體的發展情形��

6.1國劇在臺的發展�����

�劇一�又�之�「�音」、「外�戲」、「�劇」、「�劇」或「京劇」等�之�「�音」、「外�戲」、「�劇」、「�劇」或「京劇」等��「�音」、「外�戲」、「�劇」、「�劇」或「京劇」等�

「�劇」一��早�現在17年成立於北�的「�劇�會」��民��遷臺後，44年成立在17年成立於北�的「�劇�會」��民��遷臺後，44年成立17年成立於北�的「�劇�會」��民��遷臺後，44年成立於北�的「�劇�會」��民��遷臺後，44年成立北�的「�劇�會」��民��遷臺後，44年成立

圖�-2  ��節���時演�的��宗��，此�早期�鵬�劇隊演�的《精�報�》�，此�早期�鵬�劇隊演�的《精�報�》�早期�鵬�劇隊演�的《精�報�》�的《精�報�》�《精�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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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藝術�校�立了「�劇科」�據呂訴�的研究，35年2�20�第一個在臺灣演�的

京劇是�軍第95師組成的「振軍劇團」演�是�軍第95師組成的「振軍劇團」演��軍第95師組成的「振軍劇團」演�1��時所�的��都�「反攻��、復興中

華文化」���，�劇��具�勞軍服務的�能，並��民��認���化人心、恢�

道統的�能，�而成��培��的對�，軍方資�成立的軍中�劇隊��軍總部的「�能，�而成��培��的對�，軍方資�成立的軍中�劇隊��軍總部的「�，�而成��培��的對�，軍方資�成立的軍中�劇隊��軍總部的「�的軍中�劇隊��軍總部的「�軍中�劇隊��軍總部的「�

明劇團」、澎湖45軍�的「虎�劇團」、金�軍�的「百�劇團」及�軍91師的「勞山的「虎�劇團」、金�軍�的「百�劇團」及�軍91師的「勞山「虎�劇團」、金�軍�的「百�劇團」及�軍91師的「勞山

劇團」等，戲曲是軍中的�流�樂，�此這些劇隊在�時演��常的���，戲曲是軍中的�流�樂，�此這些劇隊在�時演��常的���戲曲是軍中的�流�樂，�此這些劇隊在�時演��常的����此這些劇隊在�時演��常的���這些劇隊在�時演��常的����時演��常的���演��常的���

此時產生約�百餘團康樂隊，一時之�造成�劇演�的盛況��一方�，現���約�百餘團康樂隊，一時之�造成�劇演�的盛況��一方�，現���造成�劇演�的盛況��一方�，現����劇演�的盛況��一方�，現���

存在�相�多的問�，除了組織過於混�，��單位的總�治部�需�擔龐�的經費支

�2��此，54年所��軍業餘的康樂隊奉命撤銷，只剩39年�軍總部成立的「�鵬�

劇隊」，43年成立的海軍總部「海��劇隊」、�軍第一軍團��部的「���劇隊」的「���劇隊」「���劇隊」

�及第二軍團��部的「�吟�劇隊」、47年成立的�軍總部「���劇隊」、50年成的「�吟�劇隊」、47年成立的�軍總部「���劇隊」、50年成「�吟�劇隊」、47年成立的�軍總部「���劇隊」、50年成、47年成立的�軍總部「���劇隊」、50年成47年成立的�軍總部「���劇隊」、50年成、50年成50年成

立的聯勤總部「明駝�劇隊」、53年由��軍訓隊改組的「�城�劇隊」�這七�團隊、53年由��軍訓隊改組的「�城�劇隊」�這七�團隊53年由��軍訓隊改組的「�城�劇隊」�這七�團隊隊

圖�-3  52年所起草的�劇��演�委員會組織�程，�要�推廣�劇�宗旨� ��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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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臺灣�劇之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到了58年再解�所�軍團�劇團，歸併成�、的影響�到了58年再解�所�軍團�劇團，歸併成�、影響�到了58年再解�所�軍團�劇團，歸併成�、

海、�、聯勤的「��」、「海�」、「�鵬」和「明駝」4個團隊�個團隊�團隊�隊��

�時由��遷臺的劇團�「�劇團」、「戴劇團」�「中��劇團」等，�極少數遷臺的劇團�「�劇團」、「戴劇團」�「中��劇團」等，�極少數的劇團�「�劇團」、「戴劇團」�「中��劇團」等，�極少數

演員回�海，隨��軍隊�臺的演員除了在這些軍中劇團演�外，先後成立劇團附�的的

戲劇�驗�校，���鵬、����、海��復興劇校，�軍中劇團培養傳承之�人�

在這樣�殊的時�環境�，�劇在臺灣的發展�臺灣�它傳統劇種的情況�全不同，各

劇團一方�勞軍，一方�「打路」3�5�年在�軍文藝中心�發展�一套競演的�度，建

立起一�固�的票��升了�劇藝術水準��升了�劇藝術水準��劇藝術水準�

6.2藝教館在國劇上的推廣

4�年成立的藝術館，��擁��時較健全的�臺�

備，甫�工就成��劇的�佳演�場地，�內的戲曲�者

�安祈就表�，藝術館�適合票房和�生社團演��藝術

館�館之�就�包括�桐春演�的《古城會》、金素�演就�包括�桐春演�的《古城會》、金素�演包括�桐春演�的《古城會》、金素�演的《古城會》、金素�演《古城會》、金素�演

�的《��鋒》，並辦理多場�劇同樂會�募款演��52的《��鋒》，並辦理多場�劇同樂會�募款演��52《��鋒》，並辦理多場�劇同樂會�募款演��52

年��部社���了振興�劇，��由藝術館召�「�劇

界座�會」，邀��劇界人士30多人，會�結�決�成立

一個專�機構研究�劇改�及�導�宜�而藝術館�獲得個專�機構研究�劇改�及�導�宜�而藝術館�獲得機構研究�劇改�及�導�宜�而藝術館�獲得

官方經費�改善�備，並訂��導�劇演�的場地租�辦��導�劇演�的場地租�辦�導�劇演�的場地租�辦租�辦

法，致使�劇演�場次���增加，致使�劇演�場次���增加致使�劇演�場次���增加�劇演�場次���增加場次���增加次���增加��增加增加4�

圖�-4　  �劇演���委員會比照話劇��委員會的作
法，�場地�配使�通�單�排�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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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年9�28�藝�館協�成立「�劇��演�委員會」，由��部遴聘25位�劇界成立「�劇��演�委員會」，由��部遴聘25位�劇界「�劇��演�委員會」，由��部遴聘25位�劇界

人士擔任委員，�要工作����劇推展及�演�宜，�會並�「劇本創作之�理����劇推展及�演�宜，�會並�「劇本創作之�理��劇推展及�演�宜，�會並�「劇本創作之�理�

版」、「�期舉辦�劇��、競賽」及「�導�劇團體」之演��宗旨，�要工作包括

六項��一� 保持�劇的優良傳統，發掘�劇高深藝術��二� 要盡�所能��劇劇團及演演

員作排練、演�服務��三� 要研究�理劇本，演�方式及技術��四� 要研究�法培養觀作排練、演�服務��三� 要研究�理劇本，演�方式及技術��四� 要研究�法培養觀

眾� �五� 加強�劇界的團結，化除成�，改革不良習���六� 要�視各��校的�劇組� �五� 加強�劇界的團結，化除成�，改革不良習���六� 要�視各��校的�劇組 �五� 加強�劇界的團結，化除成�，改革不良習���六� 要�視各��校的�劇組

織，儘可能扶��排練、演�及一�活動�

�會隸屬於��部，��監督，��人員�額�及經費�算，係由��部每年��

30�元�維持會務活動��外��部於52年�委�藝術館�集�劇劇本，然後研究改於52年�委�藝術館�集�劇劇本，然後研究改52年�委�藝術館�集�劇劇本，然後研究改�集�劇劇本，然後研究改集�劇劇本，然後研究改

良，並�行推廣5�

由於「�劇��演�委員會」的推廣，此後藝術館就經常性舉辦�劇演��53年接「�劇��演�委員會」的推廣，此後藝術館就經常性舉辦�劇演��53年接

��會的立委曲直生，�對�時�劇發展的問�向行�院質�，行�院�而��增加演向行�院質�，行�院�而��增加演行�院質�，行�院�而��增加演

�的�劇場地，讓藝術館每�至少��七天演��劇的�劇場地，讓藝術館每�至少��七天演��劇�劇場地，讓藝術館每�至少��七天演��劇��57年吳延環接任�委後，�了�

具體的推廣業務，向藝�館��一個����會辦�，�外包括行�費�、人員、辦�

�施均由藝術館支���了行��的支�，�會�展�較積極的推展工作���就��術館支���了行��的支�，�會�展�較積極的推展工作���就��館支���了行��的支�，�會�展�較積極的推展工作���就��推展工作���就��工作���就��

會�藝術館在推展�劇�的工作�說明�術館在推展�劇�的工作�說明�館在推展�劇�的工作�說明�

1.  固定的演出�期�的演出�期��期�54年��，每�兩場次的「�期�劇��會」，全年在藝術館演

圖�-5   77年由藝�館辦理第一��劇藝術�一��劇藝術���劇藝術�
展，對於推廣�劇不�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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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由藝術館��劇演���委員會辦理的�劇�演，並��票�衣箱�場地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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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場次�由「�劇��演�委員

會」、��團、臺北市��局及藝術

館聯合�辦，邀�演�對��各劇

校、各�專院校�劇研究社、各機關

所屬之票房、民��劇社，除衣箱、、民��劇社，除衣箱、民��劇社，除衣箱、除衣箱、衣箱、

行頭�票�票戲，藝術館亦��場地亦��場地��場地

及部份演�費���4年起，改�每週改�每週�每週

�劇��演�，一直到 80年���，共舉辦487場次的�期�演�

77年，��部社���了通盤���劇演�，��邀集�劇演�相關單位協調檔

期安排，��能打破劇團��之�，相互支�，並由��劇院、�軍文藝活動中心及

藝術館三個單位承擔�劇演��任���劇院每個�都安排三場�劇演�，�軍文藝單位承擔�劇演��任���劇院每個�都安排三場�劇演�，�軍文藝承擔�劇演��任���劇院每個�都安排三場�劇演�，�軍文藝都安排三場�劇演�，�軍文藝安排三場�劇演�，�軍文藝

活動中心仍由軍中劇隊�四季�期演�，藝術館�支�民�票房及各�校劇社�期演

�7�

2.  周六固定國劇公演�自79年10�份��，除每週的�劇��，藝�館再增加固�每週

六的�劇演�，�中由業餘票房、專業劇團各演兩場，包含三軍劇團和復興劇團�及

票�，�均每個�演�四場�劇8��時藝�館館長張�傑�同時兼任�劇��會總幹�館館長張�傑�同時兼任�劇��會總幹館館長張�傑�同時兼任�劇��會總幹

圖�-8   77年藝�館辦理的第12次民族藝術�
展，邀�中和市�劇研習�演�《貴妃
醉�》� 

圖�-9   79年藝�館辦理各��校�生�劇北�館辦理各��校�生�劇北館辦理各��校�生�劇北
�決賽，���、�中、高中職��專
組，一�舉行四天�



南海劇場復刻版1957-2007132

�，所�藝�館優先發展傳統文化，並�「民族�蹈」、「�劇」、「�樂」�發展�館優先發展傳統文化，並�「民族�蹈」、「�劇」、「�樂」�發展館優先發展傳統文化，並�「民族�蹈」、「�劇」、「�樂」�發展

�點�「周六�期��」除了持續推廣外，�方便外��人了解中華文化的�色，�

此選在周末，固�安排�費的�劇���

         每周六固�的「�劇�期��」立意�好，卻經常��跨周末檔期的外租單位發生的「�劇�期��」立意�好，卻經常��跨周末檔期的外租單位發生「�劇�期��」立意�好，卻經常��跨周末檔期的外租單位發生

�突，許多表演團體必須�過周六��搭臺，讓表演團體叫苦�天，包括表演工作坊

在內，�次向藝術館��檔期�之後接任的藝術館館長，在 84年���原訂每周末的

固�演�檔期，改採不�期演�的方式，並調�演�的內容�方向�85年推�的「�檔期，改採不�期演�的方式，並調�演�的內容�方向�85年推�的「�，改採不�期演�的方式，並調�演�的內容�方向�85年推�的「�

午民俗情��劇傳承心」系列活動，搭配�際演練的方式���劇，作��館�劇�

路線的探路路9�此後每年都辦理�劇的相關��活動�9�年����部���習節，還都辦理�劇的相關��活動�9�年����部���習節，還辦理�劇的相關��活動�9�年����部���習節，還

推�「藝術傳�系列」�從54年至8�年�，共辦理了近千場的�劇��會，�中還不

包括外租單位演��劇的場次�

3.  協助學校與青年演出�一直��，�劇推廣��的問�在於一�青年對於�劇缺乏興

趣，影響�劇藝術人才的培養��藝術館隸屬於��部，對於推廣青年�劇的演���藝術館隸屬於��部，對於推廣青年�劇的演��藝術館隸屬於��部，對於推廣青年�劇的演��對於推廣青年�劇的演��推廣青年�劇的演��

圖�-10、�-11  慶祝建�
六十年舉辦的「第二�全年舉辦的「第二�全舉辦的「第二�全的「第二�全
�業餘�劇�競賽」少年
組參賽者�式裝��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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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一向不�餘����部文化局成立後即推行青年�劇，57年由��部文化局、藝向不�餘����部文化局成立後即推行青年�劇，57年由��部文化局、藝不�餘����部文化局成立後即推行青年�劇，57年由��部文化局、藝

術館�中�青年反共��團聯合�辦「青年�劇聯合��演」，演�人員�各�專院

校�劇社中優秀演員，之後並訂於每年青年節或總統華誕演�10�59年擴��「慶祝

五十九年青年節�專青年�劇聯合�演」，聯演五天�

除了青年節�演外，�倡導青年�劇，�高青年對�劇的興趣，59年1�再聯合�

辦「第一��專青年�劇��週」，至 �8年共舉辦9��並在59年��辦理「第一�業

餘�劇�競賽」，共��治��、臺灣��、臺北工專、師範��等八個青年�劇社

團參��專組的競賽�又自�1年至78年，年年舉辦「少年�劇��」�演，由復興劇

校演�，除了在藝術館演�外，�推廣至�他�市�

4.  舉辦業餘票房與國劇競賽�「�劇��演�委員會」於59年��9�至15�首次舉行

「業餘�劇�競賽」，參加者�全�各機關、�專院校及民�業餘�劇社，競賽項目

��專組、社會組及少年組，每組各�團體獎、生�獎、旦�獎、淨�獎、��獎和

精神獎各一�，並依照話劇金�獎的�式�發獎座11� �0年10�14�至19�再舉辦

「第二�全�業餘�劇�競賽」六天，�三組1�個單位參加12，

�1年再擴��「全球業餘�劇�競賽」13，�2年���「第一��2年���「第一�

全�少年業餘�劇�競賽」及「第二�僑生業餘�劇觀摩」演生業餘�劇觀摩」演業餘�劇觀摩」演

�14，�項競賽一直延續到民��5年� 

     ��除�校�軍中劇隊外，各機關及民�票房劇團演���

多�59年根據文化局的統�15，�內各地的�劇社團總數已多�

兩百餘個，各�專院校和中��的二十幾個�劇社尚�在內，百餘個，各�專院校和中��的二十幾個�劇社尚�在內，

圖�-12   �3年�劇��會�藝術館�辦的中��行�劇
社第80次�劇��會之票券��仲生�����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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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常��劇��演�委員會、藝術館�聯�的社團及票房就�40餘個經常��劇��演�委員會、藝術館�聯�的社團及票房就�40餘個演�委員會、藝術館�聯�的社團及票房就�40餘個委員會、藝術館�聯�的社團及票房就�40餘個、藝術館�聯�的社團及票房就�40餘個藝術館�聯�的社團及票房就�40餘個及票房就�40餘個票房就�40餘個就�40餘個40餘個1��此外，�0

年�慶祝「建�六十週年聯合�演」，由總統��劇社等13個業餘�劇社在藝術館一一

共演�7天��1年「業餘�劇聯合��演」共��風�劇社等13個�劇社演�，�3年戲

劇節舉辦「戲劇節�劇聯合�演」，由�聲�劇社等13個�劇社參加，�慶祝建�70

年舉辦「建�七十年聯合�演」，�是由��部�劇社等27個業餘票房演�，此類的七十年聯合�演」，�是由��部�劇社等27個業餘票房演�，此類的年聯合�演」，�是由��部�劇社等27個業餘票房演�，此類的

業餘聯合演�不勝枚舉�

5.  辦理國劇聯合公演�57年��部�團結�劇界人士，�邀�軍中劇團及�伶���等

人參加演�，之後不斷在藝術館辦理此類聯合�演，59年10�舉辦「�劇聯合��

演」，於先總統��八秩晉二、八秩晉七、八秩晉八華誕、九六冥誕�及慶祝�副總、九六冥誕�及慶祝�副總九六冥誕�及慶祝�副總

統就職等，均辦理�劇�演，由�

伶童�娟、金素�、戴綺霞等人演

���外藝�館自 77年�復節�

�舉行「第一��劇藝術�展」，

一�演�六天17，至 83年�共舉辦

六�，均邀�各軍中劇隊�劇校演

��

圖�-13   早期藝術館舉辦的�劇�演《貴妃醉
�》

圖�-14   早期藝術館舉辦的�劇�演，圖�
《樓�會》的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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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廣國劇展覽與教育訓練�51

年展�由張�夏編繪的彩色�

劇行頭圖式120幅，57年展�

�健廷傑作「�劇人物摸型展

覽」18，58年再展�張�夏繪

��劇服裝圖譜展覽150幅，

�3年展��本攝影�安�秀行

「�劇照片展覽」，包括生、

旦、淨、�各種動作照片70

張��9年展�陳�然�集的�集的集的

280幅�劇臉譜�

    �5年辦理暑期�劇技藝訓

練�，並作訓練成��習演

��7�年7�每周六�午舉辦

「�劇兒童歡樂周ー�生代

觀摩研習會」，由朱�豪、夏

元增、劉慧芬等人�講，每

圖�-15   50年10�10-14�慶祝�慶展
��劇臉譜��劇樂�圖式，
眾多參加慶典的外賓���
��

圖�-1�   77年辦理「�劇帶動唱」的活
動看�，邀��海波、朱克榮
�師��授��

圖�-17   9�年辦理「藝術傳�」活動，
由�興閣鍾任�帶領�朋�操
作�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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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講座���並在�外廣場舉行各類�範表演，�廳內�展�戲服、行頭等19�9�年辦理

「藝術傳�系列活動」邀���劇團�範表演�

7.  辦理文藝創作獎國劇劇本�70年��舉辦的��部文藝創作獎，一直由藝術館承辦，術館承辦，館承辦，

是�內文藝獎項歷史�悠久、官方�辦層��高的文藝創作獎項，�擴�參�層�及培

�傳統戲曲人才，77年��增�「�劇劇本」，此後年年徵選，至 87年��，一年徵

選「歌�戲劇本」，隔年再徵選「傳統戲曲劇本」，這�是�內唯一徵選�劇劇本的獎

項�

6.3時代潮流下的國劇發展

七○年代���方現代劇場的影響，�劇的內容��作方式����入轉型期，隨�年代���方現代劇場的影響，�劇的內容��作方式����入轉型期，隨�

�局的改變，兩岸的關係���解禁，對於�劇�說，�相��的影響，包含���

 1.  新編國劇�在這一股風潮中，�郭�莊的「雅音�集」��要�「雅音�集」並沒�

圖�-18  74年文化��戲劇系演�莎士比亞�爾�改編的《�爾1985》的海報��������������
圖�-19   78年文化��中�戲劇系演�《臺北、��、紐約ー四郎探母》本�，�現代結合古典�材的表演

方式呈現����輝������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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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藝術館演�過，�卻帶動了臺灣傳統戲曲�現代劇場結合的概念，並�劇場��工�劇場��工劇場��工

作者�做美術��，擴�戲曲演�的創作���外一方�，�劇�成�現代劇場��做美術��，擴�戲曲演�的創作���外一方�，�劇�成�現代劇場����，擴�戲曲演�的創作���外一方�，�劇�成�現代劇場��

的傳統之一，除了第四�所�由蘭陵劇坊演�的《荷珠�配》外，還�74年文化��

戲劇系在藝�館畢業�演，將�爾�的背�改�中�戰�時代的《�爾1985》，並�館畢業�演，將�爾�的背�改�中�戰�時代的《�爾1985》，並館畢業�演，將�爾�的背�改�中�戰�時代的《�爾1985》，並

��劇�段�武��表現戰�的場��78年文化��戲劇系�劇組�生自組「再生劇

坊」，在藝�館推�創團作《�東獅吼》，�劇並�劇場專�指導�生，朝專業劇場

的方向�作��外再演���輝改編自《四郎探母》的劇作《臺北、��、紐約外再演���輝改編自《四郎探母》的劇作《臺北、��、紐約演���輝改編自《四郎探母》的劇作《臺北、��、紐約ー

四郎探母》，呈現一種結合古典�材、現代社會環境的傳統表演方法�

 2.  國劇與兒童劇的結合�由兒童演��劇的歷史由�已久，包括劇校或一些票房都�安

插這樣的橋段��4年臺北市唯一的

娃娃票房「天使少年業餘�劇團」，

在藝術館舉行少年�劇��晚會，全術館舉行少年�劇��晚會，全館舉行少年�劇��晚會，全

場都是由�朋�演��劇��人的��

色�此外在七○年代�起的�內兒童七○年代�起的�內兒童年代�起的�內兒童

劇團，�時�利��劇的表演方式�

呈現戲劇內容�78年摩奇兒童劇團就

�演�《��不在�》，劇中「黑店

奇�」一段改編自�劇《三��》，

由四位演員��劇的�夫�演�演員

�過武�搭配和文武場節奏，帶領孩

子認識傳統的�劇� 

圖�-20、�-21   早期少年�劇團在藝術館演�
《樓�會》之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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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臺灣戲曲專校演�本土的兒童劇《森林七�人》，�中白雪��穿�中�傳

統衣服，並�中�傳統�皮及二簧的演唱方式，敘述�個故����的七個��人都

�一個中�外號�93年��豫劇隊演�兒童豫劇《錢要搬�啦��?》，�擬人化的方式敘敘

述「錢」要找�人的故�，�表�金錢的價值觀�「錢」要找�人的故�，�表�金錢的價值觀�

  3.  兩岸戲曲交流�解嚴後，臺灣�放��探�，海峽兩岸長�四十年的對立局�丕變，

�此同時，�������、�行�關�中���的文化交流�宜，雙方藝文界人士

往�絡繹不絕，除了���劇團�臺演�外，戲曲人才的交流�是�點之一，84年

復興劇校延聘��京劇�師�臺授�，並在藝�館演�《三叉�》、《����》、�館演�《三叉�》、《����》、館演�《三叉�》、《����》、

《戰馬超》等劇20，讓臺灣戲曲的演��了不同於�往的表現�

6.4其他大陸地方劇公演

38年��戲劇人士組團�臺者並不多，之後��各省旅臺人士組了同鄉會，���戲劇人士組團�臺者並不多，之後��各省旅臺人士組了同鄉會，���劇人士組團�臺者並不多，之後��各省旅臺人士組了同鄉會，���士組團�臺者並不多，之後��各省旅臺人士組了同鄉會，���組團�臺者並不多，之後��各省旅臺人士組了同鄉會，���

倡、組織地方性劇團，才�經常性的演��包括寧波同鄉會、川康�同鄉會等，邀���同鄉會等，邀��同鄉會等，邀��

�軍業餘川劇團，演�川劇��他地方劇，此外還�自由粵劇團、紅棉粵劇團、閩聲劇

社、中�滬劇團、中華粵劇團等�豫劇改�協會�的

�藝劇社都�在藝術館多次演��

��部文化局成立後，�維護傳統文化，��

鼓勵地方劇團�演，並��經費��舉辦「��地方

戲劇觀摩�演」��3年�了�一個固�的檔期�地點

演�，��由藝術館承辦第4�「��地方戲劇觀摩

圖�-22   78年摩奇兒童劇團演�《��不在
�》的海報，�中「黑店奇�」�材
自�劇《三��》���������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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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包括了紅棉粵劇團、興�業

餘�楚劇研究社、湘聲業餘戲劇團、

中興�淮戲劇業餘研究社、飛馬豫劇

隊、湘寧湘�劇團、�疊川劇團、明駝�劇隊、聯勤總隊藝工�隊粵劇��

�4年戲劇節舉行�期11天的第五�「��地方戲劇觀摩�演」，包括中華粵劇團、�期11天的第五�「��地方戲劇觀摩�演」，包括中華粵劇團、11天的第五�「��地方戲劇觀摩�演」，包括中華粵劇團、的第五�「��地方戲劇觀摩�演」，包括中華粵劇團、第五�「��地方戲劇觀摩�演」，包括中華粵劇團、五�「��地方戲劇觀摩�演」，包括中華粵劇團、�「��地方戲劇觀摩�演」，包括中華粵劇團、、

�壘業餘川劇團、湘聲業餘劇團、臺北市�北同鄉會�劇研究社等��5年「��地方戲、湘聲業餘劇團、臺北市�北同鄉會�劇研究社等��5年「��地方戲湘聲業餘劇團、臺北市�北同鄉會�劇研究社等��5年「��地方戲、臺北市�北同鄉會�劇研究社等��5年「��地方戲臺北市�北同鄉會�劇研究社等��5年「��地方戲

劇觀摩�演」演��內較少演�的廣東潮州戲等，往後年年舉辦，至74年再辦理第十五十五

�「��地方戲劇聯合�演」，此後就不�聯合�演方式演�，�在藝術館��他館所，�在藝術館��他館所�在藝術館��他館所

仍常���地方戲劇的演�，根據73年��部�版的《中�民�傳統技藝論文集》所，根據73年��部�版的《中�民�傳統技藝論文集》所根據73年��部�版的《中�民�傳統技藝論文集》所

述，��地方戲劇在臺灣發展的�粵劇、閩劇、潮州戲、粵劇、�劇、陜劇�秦腔�、豫

劇、�淮戲、�州戲、楚�劇、湘劇、湖北花鼓戲、川劇、晉劇等，���選幾類�略

���

 1.  粵劇�53年由關子�所成立的「紅棉粵劇團」，幾乎年年參加「��地方戲劇觀摩�

演」，並不時��演，演�劇目包括7�年《帝女花》、78年《北海臣》、《�樓女目包括7�年《帝女花》、78年《北海臣》、《�樓女包括7�年《帝女花》、78年《北海臣》、《�樓女

俠》、79年《洛神》、80年《包�審郭槐》等�此外還�「��業餘粵劇團」於50年

演�《�鳳緣》、89年演�《遊�》、《驚夢》，�外�「�風粵劇團」演�的《紫的《紫《紫

�記》、《洛神》等劇�

 2.  越劇�4�年由軍中成立「自由越劇團」，49年演�《春在�州》、《虹霓關》、

《蝴蝶鏢》等�後��現的「高�越劇團」57年演�《紅樓夢》、《盤�》，�8年��現的「高�越劇團」57年演�《紅樓夢》、《盤�》，�8年�現的「高�越劇團」57年演�《紅樓夢》、《盤�》，�8年的「高�越劇團」57年演�《紅樓夢》、《盤�》，�8年「高�越劇團」57年演�《紅樓夢》、《盤�》，�8年

演�《梁祝十八相�》、《�美人》��周����的「再興青年越劇團」84年演�、《�美人》��周����的「再興青年越劇團」84年演�《�美人》��周����的「再興青年越劇團」84年演�

圖�-23   ��豫劇隊93年在藝�館演�兒童豫劇
《錢要搬�啦��?》���豫劇隊������豫劇隊�����豫劇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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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及第》、85年及89年演�

《金枝�葉》等劇��常參加「�

�地方戲劇觀摩�演」的是「中華

越劇團」，57年演�《�珠塔》、

58年演�《太�天子》、《金�

滿堂》，一直到75年演�《貞女，一直到75年演�《貞女一直到75年演�《貞女年演�《貞女演�《貞女

血》、7�年演�《葉���》、82演�《葉���》、82《葉���》、82

年演�《盤索夫人》�83年演�演�《盤索夫人》�83年演�《盤索夫人》�83年演�演�

《打鑾駕落帽風》等劇�

3 .豫劇�隨��民��軍隊�臺的

豫劇演員，成�豫劇在臺演�的

��，包括「��豫劇隊」�42

年成立的海軍「飛馬豫劇隊」，，

5 7 年 演 � 《 紅 娘 》 ， 到 � 4 年 加

入地方戲觀摩�演後，幾乎每年都�演�，�要演���8年的《莒��師復山�》、，幾乎每年都�演�，�要演���8年的《莒��師復山�》、幾乎每年都�演�，�要演���8年的《莒��師復山�》、都�演�，�要演���8年的《莒��師復山�》、�演�，�要演���8年的《莒��師復山�》、的《莒��師復山�》、《莒��師復山�》、

70年的《紅線��》、78年的《思�待�》、80年的《���鬧殿》、82年的《�的《紅線��》、78年的《思�待�》、80年的《���鬧殿》、82年的《�《紅線��》、78年的《思�待�》、80年的《���鬧殿》、82年的《�的《思�待�》、80年的《���鬧殿》、82年的《�《思�待�》、80年的《���鬧殿》、82年的《�的《���鬧殿》、82年的《�《���鬧殿》、82年的《�的《�《�

囊記》，一直到近年仍時�演�，�維持�久的豫劇隊�此外還�民�的豫劇改�委豫劇隊�此外還�民�的豫劇改�委劇隊�此外還�民�的豫劇改�委

員會「�藝劇社」、「中原豫曲劇團」�「捷音豫曲劇團」，在八○年代�加入地方八○年代�加入地方年代�加入地方

戲觀摩演�，之後��劇團成立豫劇隊，89年�在藝�館演�《��陽關》、《青�，之後��劇團成立豫劇隊，89年�在藝�館演�《��陽關》、《青�之後��劇團成立豫劇隊，89年�在藝�館演�《��陽關》、《青�

圖�-24   �4年第六���地方戲劇�演時放放
在藝術館��的木頭牌�，邀�臺藝術館��的木頭牌�，邀�臺臺
灣戲曲比賽的第一�演��的第一�演��第一�演��

圖�-2�   �4年藝術館�辦的「第六���地
方戲劇�劇�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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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藝術館舉辦的�4年��地方戲曲觀摩�演，可�到早期幕後��的���到早期幕後��的���早期幕後��的���
圖�-29   49年由粵劇研究社和自由粵劇團在藝術館演�粵劇《洛神》，早期的�音麥克風立在�

�十��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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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熙鳳》等劇，90年演�《豬八戒�鬧盤�洞》，91年演�《�腳皇后》�

 4.  江淮戲�臺灣�淮劇的推廣，�要�蘇北同鄉會的支持�五○年代成立的「中興�淮五○年代成立的「中興�淮年代成立的「中興�淮的「中興�淮「中興�淮

業餘劇團」演�百餘場，57年在藝術館演��州戲《�放牛》、《紅娘》�之後比較

固�演�的是「�復�淮戲業餘劇團」，從�0年到90年演�不斷，包含58年演�《雙

姣奇緣》、�9年演�《金鎖記》、70年演�《宋十回》、79年演�《探寒窯》、《洞

賓�牡丹》、80年演�《三戲白牡丹》等戲，��參加每年藝術館�辦的地方戲觀摩

�演�

 5.  湘劇�湘劇演員�臺並不多，�組團的包括「湘聲業餘戲劇團」、「湘寧湘�劇

圖�-25  �5年2��慶祝藝術節臺灣地方戲劇比賽第一�的「樂聲歌劇團」演�歌�戲《�文�》
圖�-28  74年���地方戲劇研究會舉辦第十五�中���地方戲聯合�演�況舉辦第十五�中���地方戲聯合�演�況辦第十五�中���地方戲聯合�演�況
圖�-30、�-31  78年紅棉粵劇團參加「��地方戲劇觀摩�演」演�《�樓女俠》�《北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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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湖南業餘劇團」、「復興湘劇團」�及常參加地方戲�演的「湖南再興劇

團」，演�7�年的《�德遊�》、《姑�情深》，80年的《�詩��》、《春�鬧的《�德遊�》、《姑�情深》，80年的《�詩��》、《春�鬧《�德遊�》、《姑�情深》，80年的《�詩��》、《春�鬧的《�詩��》、《春�鬧《�詩��》、《春�鬧

�》，�外「�竹雅集劇團」80年在藝�館�演�湘劇《劉海戲金�》��湘劇《劉海戲金�》�湘劇《劉海戲金�》�

 6.   川劇�川劇在臺�早��軍的業餘「天�川劇團」，�在49年於藝術館演�，之後活

動�少，58年「�疊業餘川劇團」成立，成�70年代�要的川劇團，並�「益州川劇�「益州川劇「益州川劇

團」聯合演�，�及參加地方戲觀摩演�，於�9年演�《山伯訪�》、70年演�《驚

夢》、《三擊�》、《金水橋》，72年演�《馬房放�》、《�陽界》，並於77年參演�《馬房放�》、《�陽界》，並於77年參《馬房放�》、《�陽界》，並於77年參

加臺北市藝術季演�《�十娘投胎》、《春陵臺》等，83年演�《春草�堂》�此外、《春陵臺》等，83年演�《春草�堂》�此外《春陵臺》等，83年演�《春草�堂》�此外

還�「天�業餘川劇團」在74年演�《飛雲劍》�及「�同川劇社」等�

 7.  秦腔�臺灣的秦腔發展跟�他劇種相似�除了�軍成立秦腔劇隊，民��秦腔業餘劇

團，演��72年的《四郎探母》、的《四郎探母》、《四郎探母》、

《楊�婢》，75年的《斷橋》、《五的《斷橋》、《五《斷橋》、《五

典坡》，7�年的《打金枝》、《女的《打金枝》、《女《打金枝》、《女

梆子》，78年的《五典坡》、80年的《五典坡》、80年《五典坡》、80年、80年80年

的《拾��》、《二��》等劇，亦《拾��》、《二��》等劇，亦亦

�參加觀摩�演，�外「��北秦腔

研究�驗劇團」��74年演�的《起演�的《起《起

解》、《楊�婢》、《斷橋》，81年

圖�-32、�-33   78年飛馬豫劇隊於「��地方
戲劇觀摩�演」演�《思�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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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寫本》、《��》、《紅的《寫本》、《��》、《紅《寫本》、《��》、《紅

梅閣》等劇參加地方戲�演�

 8.  崑曲�崑曲在臺灣並沒�得到軍方

的支持成立崑曲團，而是由民��

�校內一些業餘票房的演���

�，�臺北崑曲�會，在48年演

�《遊�》�中華�術院崑曲研究

所、中原崑曲劇團等作不�期的演

���校方�，臺�、師�、��

等校都�成立崑曲社�80年在��

的「崑曲傳習�畫」�成立了「臺

灣崑劇團」，90年在藝�館演�

《思�》、《��》，92年演�《驚�》、94年演�《牡丹�》、95年演�數段《�演�《驚�》、94年演�《牡丹�》、95年演�數段《�《驚�》、94年演�《牡丹�》、95年演�數段《�、94年演�《牡丹�》、95年演�數段《�94年演�《牡丹�》、95年演�數段《�演�數段《�數段《�

子戲》等�

����各地方戲劇在臺灣的發展�在藝術館的演�紀錄，藝�館在74年�辦��劇在臺灣的發展�在藝術館的演�紀錄，藝�館在74年�辦��在臺灣的發展�在藝術館的演�紀錄，藝�館在74年�辦���館在74年�辦��館在74年�辦��在74年�辦��74年�辦��

地方戲的觀摩�演後，�些劇團加入了「臺灣地方戲劇觀摩�演」，直到84年每年仍�

持續的演�，直至84年�辦之後，這些��地方戲�常�得才會�演，劇團幾乎處於�，直至84年�辦之後，這些��地方戲�常�得才會�演，劇團幾乎處於�84年�辦之後，這些��地方戲�常�得才會�演，劇團幾乎處於�

擺狀態，�����一項「臺灣�地方戲劇比賽」�

6.5臺灣地方戲劇公演與競賽

於42年成立的「臺灣省地方戲劇協�會」，�臺灣省各地方戲劇團體的聯合組織，

每年協�辦理臺灣地�地方戲劇比賽�臺灣地�地方戲劇經常演�者�歌�戲、�袋

圖�-34  �臺灣崑劇團92年在藝�館演�崑曲灣崑劇團92年在藝�館演�崑曲
《驚�》一��臺灣崑劇團����臺灣崑劇團���

圖�-35   80年第二十�地方戲聯合�演由�興二十�地方戲聯合�演由�興�地方戲聯合�演由�興
閣演��袋戲《�破南陽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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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南北�、���、皮影戲�傀儡戲等，並��內臺�外臺兩種�在劇團全盛時期，

全臺多��00餘團�並於58年起在藝術館合辦第一�「臺灣�地方戲劇比賽」����臺

灣省����廳�辦的臺灣省地方戲劇比賽�，比賽��賽�決賽，�賽於每年12���

�舉辦，決賽於次年2�15�戲劇節��舉辦，並於戲劇節�獎��要��歌�戲組、閩

南語話劇組、�中戲組及歌�劇團組�除了�佳團體三�外��佳劇本、導演、男女�除了�佳團體三�外��佳劇本、導演、男女��佳團體三�外��佳劇本、導演、男女�外��佳劇本、導演、男女��佳劇本、導演、男女�

�、配�、�臺技術等獎項��0年��部文化局發�「��部文化局�導全�各地方戲獎項��0年��部文化局發�「��部文化局�導全�各地方戲��0年��部文化局發�「��部文化局�導全�各地方戲

劇及民俗技藝�畫綱要」，對��臺灣地�的地方戲演�，���了明文的�款�

直到84年��第二十四�「臺灣�地方戲劇比賽」，���社會變遷及文化資源均�二十四�「臺灣�地方戲劇比賽」，���社會變遷及文化資源均��「臺灣�地方戲劇比賽」，���社會變遷及文化資源均����社會變遷及文化資源均���社會變遷及文化資源均�變遷及文化資源均�及文化資源均�

原�，除加�臺灣本地劇種比�，演�場所�不再集中臺北，��在北市、宜蘭、北�

舉行，包括宏賓第二�中劇團演�《������傳》、傳統三�採茶戲劇團演�《�演�《�《�

�》、榮興��採茶劇團演�《蟠桃會》、飛馬豫劇隊演�《�對花�》、�風樂�演演�《蟠桃會》、飛馬豫劇隊演�《�對花�》、�風樂�演《蟠桃會》、飛馬豫劇隊演�《�對花�》、�風樂�演演�《�對花�》、�風樂�演《�對花�》、�風樂�演演

�《��皇夜��妃》、葉麗珠三姊妹歌劇團演�《黃鶴樓》、�陽�北��歌劇團演�《��皇夜��妃》、葉麗珠三姊妹歌劇團演�《黃鶴樓》、�陽�北��歌劇團演�演�《黃鶴樓》、�陽�北��歌劇團演�《黃鶴樓》、�陽�北��歌劇團演�演�

《敲金鐘》、�興閣�中劇團演�《�遊記》、東山劇團演�《打金枝》�長�24年的演�《�遊記》、東山劇團演�《打金枝》�長�24年的《�遊記》、東山劇團演�《打金枝》�長�24年的演�《打金枝》�長�24年的《打金枝》�長�24年的

「臺灣�地方戲劇比賽」��於落幕，而各地方劇團�各自尋求演�機會�

�在藝術館演�歌�戲的劇團包含了�麗�歌劇團、東亞歌劇團、東�歌�戲團、

麗娟歌�戲團、�聯歌劇團、��聲歌劇團、一心歌

劇團、薪傳歌�戲劇團��外比較�殊的演�是��年

臺北市寧夏路的「�安社」在藝術館�演的子弟戲�的子弟戲�子弟戲�

圖�-3�   73年藝�館辦理「中�偶戲觀摩展」，臺灣由亦�然、��館辦理「中�偶戲觀摩展」，臺灣由亦�然、�館辦理「中�偶戲觀摩展」，臺灣由亦�然、�臺灣由亦�然、�灣由亦�然、��然、�然、�
����興閣三�偶戲團參加��許世源����許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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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歷史的�安社，八年���鑼

演戲，此次�是第一次�子弟戲在劇

場演��這些原本在外臺演�的劇

團，��官方的���比賽才走�內

臺，這樣的發展�促使八○年代地方八○年代地方年代地方代地方地方

戲往現代劇場發展的趨勢�

地方戲曲在臺灣自38年至今，從臺灣自38年至今，從灣自38年至今，從

一���民��扶植�劇，維持�統

的意識形態，到今天三百多種地方戲的多樣化，本�只略述在藝�館的演�活動�這些樣化，本�只略述在藝�館的演�活動�這些化，本�只略述在藝�館的演�活動�這些述在藝�館的演�活動�這些在藝�館的演�活動�這些

劇團經過時�的流�，���的轉����到臺灣�，�些仍在民�展現�草根性，�些�

�升�體的藝術性�入現代劇場演��地方戲劇�臺灣生活息息相關，將會繼續�不同

方式流傳�去�

圖�-37、�-38   78年�聯歌劇團參加「臺灣�
地方戲劇比賽」演�歌�戲《�
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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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呂訴�，《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華，民50，�424��臺北��華，民50，�424�臺北��華，民50，�424�
2 周世文，東吳��音樂�系音樂�組�士論文，�軍1950年後音樂發展史概述�
3 �安祈，《臺灣京劇五十年》� 宜蘭��立傳統藝術中心，民�92年�� 宜蘭��立傳統藝術中心，民�92年� 宜蘭��立傳統藝術中心，民�92年�
4《聯合報》，民�52年5�13�，�版，�藝�
5《聯合報》，民�52年1�13�，2版�
�《聯合報》，民�53年12�11�，2版�
7《民生報》，民�77年1�18�，11版，影劇�聞版�，11版，影劇�聞版�11版，影劇�聞版�
8《聯合報》，民�83年8�30�，35版，文化廣場�
9《聯合報》，民�85年��8�，35版，��文化廣場�
10《聯合報》，民�81年4�5�，39版，聯合副刊�
11《聯合報》，民�59年3�25�，5版�
12《聯合報》，民�59年4�28�，5版�
13《聯合報》，民��0年10�12�，7版�
14《聯合報》，民��1年9�24�，8版�
15《聯合報》，民��2年11�1�，9版�
1�《聯合報》，民�59年7�14�，5版�
17 第四次中華民���年鑑第12編文化，第3�文藝�藝術，��部，�3年��，�1021-102��
18   �中包括中信局�劇社、�油���劇社、立法院�劇社、臺肥�劇社、�電�劇社、中��行�電�劇社、中��行電�劇社、中��行  

�劇社、物資局�劇社、聯勤四四兵工廠�劇社、內�部�劇社、�防部�劇社、�總�劇社、中

興�劇社、�踐�劇社、�岡�劇社、郵�局�劇社、��局�劇社、鐵路局�劇社、�路局�劇

社、裕隆�劇社、�聲�劇社、青聲�劇社、北市稅捐處���劇社、�軍退除役官兵�導委員會委員會會

文華票房、�軍二五票房、由劇��所組成的星期六票房、�片協會、中視�劇社、臺視�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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