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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70年臺北市��局�中�戲劇藝術中心在藝術館舉辦的「第五�兒童劇展」總臺北市��局�中�戲劇藝術中心在藝術館舉辦的「第五�兒童劇展」總北市��局�中�戲劇藝術中心在藝術館舉辦的「第五�兒童劇展」總總
��演20天40場，此��中百���演�的《愛的禮物》����輝����演20天40場，此��中百���演�的《愛的禮物》����輝���此��中百���演�的《愛的禮物》����輝���百���演�的《愛的禮物》����輝���的《愛的禮物》����輝���《愛的禮物》����輝�������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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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劇」��思�就是專�兒童觀�而�作及演�的戲劇，�單���兒童自己

演�給兒童看��人演�給兒童看兩類，這兩類兒童戲劇除了演�成員的不同外，在演兩類，這兩類兒童戲劇除了演�成員的不同外，在演，這兩類兒童戲劇除了演�成員的不同外，在演

�內容����式���相逕庭�臺灣�式�兒童戲劇的歷史不長，�式�說從��年兒

童劇展才����在�校��中，戲劇一直是�師��常使�的方式，在校慶或遊藝表���在�校��中，戲劇一直是�師��常使�的方式，在校慶或遊藝表��在�校��中，戲劇一直是�師��常使�的方式，在校慶或遊藝表

演中多�呈現�不�對�生或�師，�戲劇的手法綜合�程形式�包括演講、作文、美

勞、音樂等�從��程的���活動，培�兒童的成長，�掘�生自我�創作�，使��掘�生自我�創作�，使�掘�生自我�創作�，使��創作�，使�創作�，使�

生在肢體、心理、情��語�的表��均�所啟發肢體、心理、情��語�的表��均�所啟發體、心理、情��語�的表��均�所啟發�的表��均�所啟發表��均�所啟發�均�所啟發1，並�戲劇�範�約�合作演�的方約�合作演�的方�合作演�的方

式，讓�生�習社會化的過程��外���師�了解戲劇，而組成�師劇團��相�亮

眼的成績，本�會一併���

本��幾個�段�概述藝術館的兒童劇演�歷史，包括50年到�9年兒童劇的�拓�幾個�段�概述藝術館的兒童劇演�歷史，包括50年到�9年兒童劇的�拓幾個�段�概述藝術館的兒童劇演�歷史，包括50年到�9年兒童劇的�拓�段�概述藝術館的兒童劇演�歷史，包括50年到�9年兒童劇的�拓�概述藝術館的兒童劇演�歷史，包括50年到�9年兒童劇的�拓概述藝術館的兒童劇演�歷史，包括50年到�9年兒童劇的�拓藝術館的兒童劇演�歷史，包括50年到�9年兒童劇的�拓

期、70年至78年兒童劇的奠�期、79年到現今的多元發展期��好這些時期�的一些�的一些�一些�

要的兒童戲劇的表演�在藝術館演�，由此可�看�一些���臺灣從早期的官方推動由此可�看�一些���臺灣從早期的官方推動�臺灣從早期的官方推動

兒童劇演�，到臺北市�����的推行兒童劇展，�至於後�的專業兒童劇團成立，

臺灣的兒童戲劇到目�已經成��代戲劇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類型�

圖7-2   �8年「第三�兒童劇展」延���演�
兒童劇《金�笛》���輝������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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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兒童戲劇的意義

�單�說�「只要內容適合兒童��，就可��作�兒童劇�」�詳細�看，陳信

茂�民71�認�兒童戲劇的意��2�

所謂兒童戲劇���兒童的思想、兒童的想像、兒童的語�、兒童的情�、兒童

的經驗，�過戲劇的手法，表現����動植物的生活、人和物的關係、社會的現�、

人生的意����增�兒童的�識、陶�兒童的美�、堅�兒童的意志、��兒童的生�兒童的美�、堅�兒童的意志、��兒童的生兒童的美�、堅�兒童的意志、��兒童的生

活、誘導兒童向�的藝術活動�

��這個��的範圍�點�，�現在所�到的兒童戲劇�要是指專業的劇場演員演

戲給兒童看，讓�人�領兒童����藝術，並培養��的兒童觀眾，藉由兒童劇的內

容讓兒童��單判斷��對�物的

理解�����這樣全由兒童自己

��演的兒童劇，經過排練加�服

裝��道具，成�一種�趣的戲劇��道具，成�一種�趣的戲劇�道具，成�一種�趣的戲劇

活動3�劇場的目的在�發兒童對

戲劇的興趣，並不是培養��演員

的地方，��價值觀的判斷����價值觀的判斷���價值觀的判斷��������

的表現手法，須由成人作精準的演

�，才會�到��的���能�才會�到��的���能�會�到��的���能�

圖7-3   75年魔奇兒童劇團演�《魔奇夢��
�》���輝������輝�����輝���� 

圖7-4  鞋子兒童�驗劇團於藝�館演�《�於藝�館演�《�藝�館演�《�
神�了》�鞋子兒童�驗劇團����鞋子兒童�驗劇團���鞋子兒童�驗劇團����



南海劇場復刻版1957-2007152

臺灣兒童劇場發展到現在，是由一��過專業劇場訓練的演�者�呈現，音樂�臺灣兒童劇場發展到現在，是由一��過專業劇場訓練的演�者�呈現，音樂�臺

等���是由專業的��人員���，讓兒童劇的演�不只�藝術性，�具�相�的可

看性�

7.2 兒童劇的早期發展

�同�幾�所�臺灣早期的戲劇環境，是建立在官方的「反共抗俄」的基本意識

形態�，���要的宣導對�是成人，所�兒童比較�忽略，直到電視�廣播��發展

後，��需要一些兒童的演員參加演�才���兒童參�戲劇，讓兒童戲劇�成長的�，��需要一些兒童的演員參加演�才���兒童參�戲劇，讓兒童戲劇�成長的����兒童參�戲劇，讓兒童戲劇�成長的��兒童參�戲劇，讓兒童戲劇�成長的�

�同時���到時代的影響，�時兒童戲劇的內容幾乎都�反共愛�的情節，51年7�由的內容幾乎都�反共愛�的情節，51年7�由內容幾乎都�反共愛�的情節，51年7�由節，51年7�由，51年7�由

黃幼蘭領導中��庭��協�會�餘廣播劇團所組成的「中華娃娃劇團」，�響��夫的「中華娃娃劇團」，�響��夫中華娃娃劇團」，�響��夫」，�響��夫，�響��夫

人號召����逃��胞，在藝術館演�三幕三�的兒童話劇《愛華逃�記》，內容敘�三幕三�的兒童話劇《愛華逃�記》，內容敘三幕三�的兒童話劇《愛華逃�記》，內容敘的兒童話劇《愛華逃�記》，內容敘兒童話劇《愛華逃�記》，內容敘《愛華逃�記》，內容敘愛華逃�記》，內容敘》，內容敘，內容敘

述��鐵幕中的兒童，歷經千辛�苦到��投奔自由的故�，�時全部�入�交�災總災總總

會，這是我�兒童劇團之濫觴�

5�年�曼瑰成立「中�戲劇藝術中心」，�民�團體的方式，和隸屬於��部的

「中�話劇��演�委員會」相互支����會��

導及��演���要工作，戲劇中心��組訓、聯

絡、�版��心�5�年兒童節由「中�話劇��演�

委員會」�「中山基金會」推�由「三一劇藝社」兒

童劇團演�吳青萍編劇的《黃帝》，演員�部��北

市�語��的�生，本劇並參加了第一�的「青年劇

展」，成��劇展�史��唯一的一齣兒童劇4�58年

「中�戲劇藝術中心」�一�成立了�列各單位�

圖7-�   �1年第四�暑期兒童戲劇訓練��華夏�師劇藝研究社演
�《華夏兒女》節目單�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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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兒童戲劇推行委員會��任委員�熊芷，立法委員趙文藝�副�任委員，�工幹校影

劇系�任�慰誠�總幹�，每年舉辦兒童劇訓練�，並作�範性質的演�，同時成立

兒童��劇團，訓練�表現優秀者，可參�劇團的排演，並��參加電影電視演��

(二) 兒童教育劇團��慰誠�授�首任團長，由女�員鄭娟娥、高惠子�任�副團長、陳

�里任總幹���團�推行中��劇藝���宗旨，訓練�的兒童演員約一千多人�

劇團歷年�的演�包括了�

１..  58年「兒童戲劇推行委員會」�辦之第一�暑期兒童戲劇訓練�舉行結業�演，9�

在藝術館演�三幕六�七場的�型兒童劇《白雪��》，由臺北市��局贊�，陳�

生等四位聯合導演、聶�炎�臺��、夏祖輝配樂、趙秀��蹈指導，一百二十多位

�朋��八組聯合演�，�演十��

圖7-7、7-8   �1年《華夏兒女》一劇演員��
師�兒童影劇表演訓練�的�朋的�朋�朋
�擔任�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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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59年第二�暑期兒童戲劇訓練�舉行結業�演，由�慰誠編導的古裝歌�劇《金�太

子》兒童劇，在藝術館�演十�，�歌�形式活潑，劇情生動，參加演�的一百多�

男女兒童，歌�都�良好的表現，獲各方好��

３..  �0年9�第三�暑期兒童戲劇訓練�結業演�兒童歌�劇《��動天》�《仙瓶》，

�演十天�

４..  �1年第四�暑期兒童戲劇訓練��華夏�師劇藝研究社演�由張��、��生編劇，

�子山導演的《華夏兒女》，�劇描述秦�皇焚�坑儒，師生之�維護固�文化的艱

苦經過�演員均�各��校任�的�師，兒童演員�由�社所創辦的暑假兒童影劇表創辦的暑假兒童影劇表辦的暑假兒童影劇表

演訓練��朋�擔任�

５..  �2年9�中�戲劇中心附�「兒童��電影�習�」結業演�由陳�立編劇，張��

等四位聯合導演的《十二位太子》�周麗編劇，楊�雲等三位聯合導演的《快樂�

�》��外華夏�師劇藝社創辦的兒童劇藝訓練��在9��演《夢遊�1�》�創辦的兒童劇藝訓練��在9��演《夢遊�1�》�辦的兒童劇藝訓練��在9��演《夢遊�1�》�

圖7-9   慶祝�2年孔子誕辰��師節華夏�師
劇藝社的兒童劇藝訓練��演《夢遊�
1�》�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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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兒童劇徵選委員會��了「兒童戲劇推行委員會」�「兒童��劇團」的推廣，�1

年�曼瑰邀���部、省��廳、臺北市��局�論兒童戲劇推動的�境，會�決的�境，會�決，會�決

�劇本的缺乏是兒童戲劇推動��的問�，���於徵選兒童劇本，故於�2年向全兒童戲劇推動��的問�，���於徵選兒童劇本，故於�2年向全推動��的問�，���於徵選兒童劇本，故於�2年向全��的問�，���於徵選兒童劇本，故於�2年向全的問�，���於徵選兒童劇本，故於�2年向全��於徵選兒童劇本，故於�2年向全徵選兒童劇本，故於�2年向全故於�2年向全於�2年向全

省�中���師徵求兒童劇本，並由戲劇中心舉辦�授訓練，�年錄選劇本31部，�年錄選劇本31部，年錄選劇本31部，

並徵調31個劇本的作者�往�橋�師訓練中心�訓，�後選�2�部，�4輯�版��

�部���接�於�3年��「�中��兒童劇展�施要點」，通�各�市��機構

推動「兒童劇展」，由�中��參加演�，這是臺灣官方首次對兒童劇的推廣�明，這是臺灣官方首次對兒童劇的推廣�明這是臺灣官方首次對兒童劇的推廣�明

文����務推展之��務推展之��推展之��之���

7.3 兒童劇展的發展盛況

�3年��部�訂「兒童劇展�施要點」，除了通�全�各省市��局一起推行，並

��各�市每年必須舉辦一次�原��目的是「加強民族精神��、�民���及生活、�民���及生活�民���及生活

��，擴���、��等����，並增��生語文��及表�能�，培養�生音樂美

術興趣，激發團體合作精神，�陶��生�美人格，並使劇展在�校落�生根�」官方官方

推動兒童戲劇立意�好，��施要點��後，全�各�市的反�並不�烈��後，全�各�市的反�並不�烈�後，全�各�市的反�並不�烈�

圖7-10   第一�兒童劇展�樂��演�
《十二太子》獲得�佳演�獎得�佳演�獎�佳演�獎
���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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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臺北市��局聯合「中�戲劇藝術中心」，共同舉辦了第一�「兒童劇展」，

�紀念兒童劇運的倡導者�曼瑰於�4年辭世，劇藝中心由蘇子接任�任後，��捐��紀念兒童劇運的倡導者�曼瑰於�4年辭世，劇藝中心由蘇子接任�任後，��捐��兒童劇運的倡導者�曼瑰於�4年辭世，劇藝中心由蘇子接任�任後，��捐��辭世，劇藝中心由蘇子接任�任後，��捐��世，劇藝中心由蘇子接任�任後，��捐��後，��捐��，��捐��

臺幣二十�元，作�演��導費及獎勵之��兒童劇展於4�4�，在藝術館�幕，由3所於4�4�，在藝術館�幕，由3所4�4�，在藝術館�幕，由3所

�中及12所��參加演�，�續�演十五�，觀眾踴躍，至4�18�圓滿閉幕�共�陽明

�中、成淵�中、南��中、�復��、�安��、�語��、女師附�、�松��、

蓬萊��、�樂��、雙蓮��、中���、南���、士林��、東���等15所�

校參加，�演15天�30場5�

圖7-11  第二�兒童劇展太���演�《海�星歷險記》獲�佳演�獎���輝������輝�����輝����
圖7-12  第三�兒童劇展北投��演�《�花鹿奇�記》獲�等演�獎���輝������輝�����輝����
圖7-13  第四�兒童劇展五常��演�《緹縈�父》���輝������輝�����輝����
圖7-14  第四�兒童劇展�春�中演�《孤兒��記》���輝������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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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4�再舉辦第二�「兒童戲劇展」，地點仍在�立臺灣藝術館，共演�10個��臺灣藝術館，共演�10個��藝術館，共演�10個��

徵選得獎的兒童劇，�演20天40場，包括金華��、仁愛�中、松山�中、�壽�中、

東���、古���、敦化��、����、中興��、太���等10所�校參加��8

年3�北市立農��在藝術館演�，由白明華編劇的兒童劇《山村�影》�之後臺北市�的兒童劇《山村�影》�之後臺北市�兒童劇《山村�影》�之後臺北市�

��辦，中�戲劇藝術中心協辦的第三�「兒童劇展」在藝術館�續�演20天40場，包

括社子��、�理��、北投��、中山��、延���、南��中、三興��、�安

��、雙��中、懷生�中等10所�校�

�9年第四�「兒童劇展」包括�松�中、雙���、�興�中、五常��、�美�

�、幸安��、�春�中、�爾��、�同��、松山��等10所�校參加，共演�20

天40場�70年第五�「兒童劇展」由����、����、長春��、�美�中、明德

�中、�松��、百���、�成��、建安��、���中共10所中���演20天40

場��至第六�起中�戲劇藝術中心不再�辦，由臺北市��局獨立辦理，加�藝術館起中�戲劇藝術中心不再�辦，由臺北市��局獨立辦理，加�藝術館中�戲劇藝術中心不再�辦，由臺北市��局獨立辦理，加�藝術館

全年��閉館，「兒童劇展」移至他處辦理，並易��「臺北市青少年�兒童劇展」，�兒童劇展」，兒童劇展」，

由臺北市各�中�每年�流演�兒童劇�

圖7-15、7-1�   �北市第四、五�
兒童劇展演�節目
單���輝������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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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7  第五�兒童劇展由百���演�《愛的禮物》���輝������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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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藝術館協�臺北市��局辦理臺北市第七�青少年�兒童劇展�獎典禮，由��兒童劇展�獎典禮，由�兒童劇展�獎典禮，由�

橋��演�《動物報恩的故�》，�同�中羅素杏�師編劇的《週末��擊》���演

�，獲團體�優、�佳團隊精神、�佳����、�佳編劇、�佳導演、�佳作曲、�

佳個人演�、優等演�、�佳�蹈��和��獎等十個獎項，內容對����的缺失，個獎項，內容對����的缺失，獎項，內容對����的缺失，項，內容對����的缺失，，內容對����的缺失，

誠摯地��興革的建�，演職員�生超過一百人�之後第八、九���一些�校在藝術

館演�，之後劇展每�愈況�直到78年，在各校�意參加，意興闌珊�，這個長�11�，之後劇展每�愈況�直到78年，在各校�意參加，意興闌珊�，這個長�11�之後劇展每�愈況�直到78年，在各校�意參加，意興闌珊�，這個長�11��愈況�直到78年，在各校�意參加，意興闌珊�，這個長�11�愈況�直到78年，在各校�意參加，意興闌珊�，這個長�11�況�直到78年，在各校�意參加，意興闌珊�，這個長�11��直到78年，在各校�意參加，意興闌珊�，這個長�11�

的兒童戲劇競賽、觀摩活動才告落幕告落幕落幕��綜觀十多年的演�，除了培養�時的兒童��話綜觀十多年的演�，除了培養�時的兒童��話觀十多年的演�，除了培養�時的兒童��話

劇、�演戲劇的能�，在這些兒童長�後，對於臺灣藝術人�的成長，�奠�了相�的�奠�了相�的奠�了相�的

基��

7.4 臺灣專業兒童劇團崛起

�了兒童劇展的推波��，八○年代起專業劇場工作者��參�兒童劇，72年由�，八○年代起專業劇場工作者��參�兒童劇，72年由，八○年代起專業劇場工作者��參�兒童劇，72年由

陳玲玲�持的「方圓劇場」�作三齣兒童劇《�柴、����虎》、《�橡樹�採蜂

蜜》、《�堤洞���記》，都是由成人�兒童演�，��改變兒童劇�位�「兒童演

戲給兒童看」的作法�74年「水芹菜兒童劇」成立，75年益華文�基金會��志�成立

「魔奇兒童劇團」，接��志�又帶�部����組「九歌兒童劇團」，75年幼兒造型接��志�又帶�部����組「九歌兒童劇團」，75年幼兒造型�志�又帶�部����組「九歌兒童劇團」，75年幼兒造型又帶�部����組「九歌兒童劇團」，75年幼兒造型帶�部����組「九歌兒童劇團」，75年幼兒造型

��專�董鳳酈創辦�內唯一的黑��妙劇團「杯子劇團」，之後許多兒童劇團紛紛成之後許多兒童劇團紛紛成許多兒童劇團紛紛成

圖7-18   78年臺北市立農��演�兒童劇《動臺北市立農��演�兒童劇《動北市立農��演�兒童劇《動
物報恩的故�》



南海劇場復刻版1957-2007160

立，�約�三十多個，演�的劇本內容廣�，�童話故�，��民�傳奇及反映現代兒�約�三十多個，演�的劇本內容廣�，�童話故�，��民�傳奇及反映現代兒約�三十多個，演�的劇本內容廣�，�童話故�，��民�傳奇及反映現代兒�三十多個，演�的劇本內容廣�，�童話故�，��民�傳奇及反映現代兒三十多個，演�的劇本內容廣�，�童話故�，��民�傳奇及反映現代兒

童生活的原創劇本，表現的形式��常�多，黑�劇、人偶劇，��兒童�袋戲團 「�，黑�劇、人偶劇，��兒童�袋戲團 「�黑�劇、人偶劇，��兒童�袋戲團 「�團 「� 「�

��」演�傳統戲曲���就藝術館演�過的團體過的團體的團體 7  加�����

(一) 水芹菜兒童劇團(75年〜79年)�75年一��愛兒童的人成立了「水芹菜兒童劇團」，

團長陳芳蘭，招�第一期團員約�30位�75年於藝術館的創團首演由��輝、蔡明於藝術館的創團首演由��輝、蔡明藝術館的創團首演由��輝、蔡明的創團首演由��輝、蔡明創團首演由��輝、蔡明

亮改編自��利童話的《木偶奇�記》，劇中�木匠一�由孟元�演，是劇中唯一的

�人演員�之後再招�第二期�員並在同年九�推�《眼�夢遊記》，演員��孩�在同年九�推�《眼�夢遊記》，演員��孩�同年九�推�《眼�夢遊記》，演員��孩�

�，7�年再�本劇參加��部�專�社會劇團觀摩�77年再推�《海�世界》、《動年再�本劇參加��部�專�社會劇團觀摩�77年再推�《海�世界》、《動再�本劇參加��部�專�社會劇團觀摩�77年再推�《海�世界》、《動

物狂想曲》、《鳥�》參加了五��專院校及社會話劇比賽，至79年便解��了五��專院校及社會話劇比賽，至79年便解��五��專院校及社會話劇比賽，至79年便解��

(二) 魔奇兒童劇團(75年〜)�「魔奇兒童劇團」成立於75年4�1��，由益華文�基金會

經理�瑞蘭�民歌手�志�等人創立，團員多�接�蘭陵劇坊嚴格的肢體訓練，魔奇

是第一個標榜「專業」成立的兒童劇團��附屬於基金會，�固�經濟�入�基�，

團員可專心致�於兒童戲劇�75年的創團首演在藝術館演�《魔奇夢���》，7�的創團首演在藝術館演�《魔奇夢���》，7�創團首演在藝術館演�《魔奇夢���》，7��《魔奇夢���》，7�《魔奇夢���》，7�

年的《淘氣鳳凰七�貝》展現中�兒歌結合繪畫形式的童話風格，劇中七個�貝各�展現中�兒歌結合繪畫形式的童話風格，劇中七個�貝各�中�兒歌結合繪畫形式的童話風格，劇中七個�貝各�形式的童話風格，劇中七個�貝各�式的童話風格，劇中七個�貝各�個�貝各��貝各�

神奇的看�本領，演���風、牛�滿天飛等�臺��，���的劇情啟發兒童想像演���風、牛�滿天飛等�臺��，���的劇情啟發兒童想像��風、牛�滿天飛等�臺��，���的劇情啟發兒童想像

��

圖7-19   水芹菜兒童劇團75年創團首演在藝�年創團首演在藝�在藝�
館演�《木偶奇�記》的節目單�����
�輝����

圖7-20   魔奇兒童劇團75年創團首演在藝�館
演�《魔奇夢���》的海報��������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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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志�帶�部�魔奇

劇團��，成立九歌兒童劇

團，��獨立�現他對兒童

劇場之創作理念�77年羅

北安、���編導的《爸爸

的童年》參加第五��專院

校及社會話劇觀摩�78年

演�《��不在�》四個段四個段個段

落，�現代及古典的中��

曲、�富的兒童音樂會，�

�改編自�劇經典作品，�

趣味化的肢體線�呈現中�

�劇，��改編自兒童文�

作�的作品��型人偶的演

��79年《哪吒鬧海》劇中

採�真人��偶�同樣的衣

服�造型的演�，造成同樣的演�，造成同樣演�，造成同樣

人物，卻��比�不同的轉同的轉的轉

圖7-21   水芹菜兒童劇團77年演�《動物
狂想曲》，並參加�年�專�話
劇比賽社會組的演��

圖7-22   魔奇兒童劇團演�《魔奇夢��
�》的片段���輝������輝�����輝����

圖7-23   77年魔奇兒童劇團演�羅北安、
���編導的《爸爸的童年》��
�文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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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利�中、�偶戲操作�性，加入�劇、鬧劇、�劇的動作及民俗戲臺�仙、八、八八

�將的��走位，場�不僅�鬧，而��生�的動作組合�表演方式�

80年演�《淨土八○》的�打戲是《�龜兔賽跑》，利�龜兔比賽凸顯環保意識及

社會問��劇中並邀��朋��臺�演員共同�蹈或作垃圾�項，呈現不同的戲劇趣劇趣趣

味�83年演�《魔鍋傳奇》參加文建會第四�兒童戲劇�子遊巡�活動�四�兒童戲劇�子遊巡�活動��兒童戲劇�子遊巡�活動�

(三) 杯子劇團(75年〜)�董鳳酈71年成立了「杯子劇團」，�劇團��時�內唯一的黑�

�妙劇團，�結合黑�劇、�劇、人偶劇、心理劇、行�劇��等的兒童劇團�「黑

�劇」是在全黑的�臺��黑��Black Light�打�投�在螢�繪�的�臺、道具、

服裝�，演�時演員全��黑衣在後方操作， 許多�臺「魔���」藉由黑�劇場

表現��，再利�黑�的�性瞬�變化即�黑�劇��團於72年成立童心�組，採不�團於72年成立童心�組，採不72年成立童心�組，採不

售票演��7�年創團首演在藝�館演�《��鴨子的想像世界》、《形�風�

了》、《生之彩�荷花的一生》、《�������鼠》�77年演�《鏡�奇�

記》，故�敘述一對父子在偶然中�了一隻五百�的�烏龜���本劇由全體團員雕一隻五百�的�烏龜���本劇由全體團員雕隻五百�的�烏龜���本劇由全體團員雕

刻了高140��的�偶，並克服�量，使�偶肢體活動自���外84年在藝�館演��館演�館演�

《神仙捉鬼��鍾馗》、88年演�《美人�的夢》、《�����鼠》、《神仙捉

鬼�》、《黑��妙�子劇場》等劇�

(四) 九歌兒童劇團(76年〜)��志��魔奇的部�團員組成�劇團命��「九歌兒童劇的部�團員組成�劇團命��「九歌兒童劇團員組成�劇團命��「九歌兒童劇組成�劇團命��「九歌兒童劇�劇團命��「九歌兒童劇

團」，在沒�任�基金會的支持�經�，�期��到臺視的兒童節目�作賴�維持�，在沒�任�基金會的支持�經�，�期��到臺視的兒童節目�作賴�維持�沒�任�基金會的支持�經�，�期��到臺視的兒童節目�作賴�維持�賴�維持�維持�

九歌的演�幾乎都是改編的兒童故�，再由�志���導演及配樂�表演��向較�是改編的兒童故�，再由�志���導演及配樂�表演��向較�改編的兒童故�，再由�志���導演及配樂�表演��向較�的兒童故�，再由�志���導演及配樂�表演��向較�兒童故�，再由�志���導演及配樂�表演��向較���導演及配樂�表演��向較�導演及配樂�表演��向較�及配樂�表演��向較�配樂�表演��向較���向較��向較�

�鬧的真人�偶同臺演�的方式�九歌在藝�館的演��常��，包括77年7�演��館的演��常��，包括77年7�演�館的演��常��，包括77年7�演�

《東郭獵人狼》、《判官審�頭》、78年演�《一個��》、《奇怪的機�人》、演�《一個��》、《奇怪的機�人》、《一個��》、《奇怪的機�人》、

79年演�《毛��土�》、83年演�《糊�判官妙妙案》、84年起舉辦「九歌兒童演�《毛��土�》、83年演�《糊�判官妙妙案》、84年起舉辦「九歌兒童《毛��土�》、83年演�《糊�判官妙妙案》、84年起舉辦「九歌兒童演�《糊�判官妙妙案》、84年起舉辦「九歌兒童《糊�判官妙妙案》、84年起舉辦「九歌兒童

藝術節」活動，�要是舊劇�演，�《城隍爺傳奇》、《�木偶�金鑰匙》、85年演、85年演85年演

�《判官審�頭》、《������虎》、《皇帝的願�》�九歌除了�志�之外，

�他的團員�培養�編導的能�，使劇團越趨專業化，在藝術館演�還包括了85年的，在藝術館演�還包括了85年的在藝術館演�還包括了85年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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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喵喵雞狗乖》、8�年的《畫貓的�和尚》、87年的《四季花神》、88年的《��肥的《畫貓的�和尚》、87年的《四季花神》、88年的《��肥《畫貓的�和尚》、87年的《四季花神》、88年的《��肥的《四季花神》、88年的《��肥《四季花神》、88年的《��肥的《��肥《��肥

肥流浪記》、《乖乖三頭�》、89年演�的《冒險金�島》、94年演�的《淘氣神仙演�的《冒險金�島》、94年演�的《淘氣神仙《冒險金�島》、94年演�的《淘氣神仙演�的《淘氣神仙《淘氣神仙

〜夢之神》等�

(五) 鞋子兒童實驗劇團(76年〜)�此外常在藝術館演�的還�7�年成立的「鞋子兒童�驗

劇團」，源自於「成長兒童��」每週�師���的孩子們演�的「兒童劇場」，77

年獲得「��文�基金會」的支持，除辦理戲劇研習活動�推廣戲劇��外，�成立

了「�鞋�兒童劇場」，持續了兩年多，8�年成立成長文�基金會，�式命��「成命��「成��「成「成成

長文�基金會附�鞋子兒童�驗劇團」�鞋子兒童�驗劇團82年�在藝�館演�黃春」�鞋子兒童�驗劇團82年�在藝�館演�黃春�鞋子兒童�驗劇團82年�在藝�館演�黃春

明文�作品改編的《稻草人��麻�》，表現七○年代的農�生活情境及人類和自然及人類和自然人類和自然自然

圖7-24   鞋子兒童�驗劇團82年演�黃春明文
�作品改編的《稻草人��麻�》，
全劇的音樂由�立藝術�院音樂系的由�立藝術�院音樂系的�立藝術�院音樂系的
�生創作及現場演奏��鞋子兒童��鞋子兒童�鞋子兒童�
驗劇團����

圖7-25   鞋子兒童�驗劇團83年演�臺語兒童
歌�劇《隱�草》�鞋子兒童�驗劇�鞋子兒童�驗劇鞋子兒童�驗劇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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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建立的倫理關係�全劇音樂由�立藝術�院音樂系的�生創作及現場演奏�83年的倫理關係�全劇音樂由�立藝術�院音樂系的�生創作及現場演奏�83年倫理關係�全劇音樂由�立藝術�院音樂系的�生創作及現場演奏�83年

演�臺語兒童劇《隱�草》講的是�氣��仗勢欺人的故��劇中除了運�臺語外，

還�許多朗朗��的童謠，�歌�方式貫�全場�除此之外83年的《�鼠��》、的《�鼠��》、《�鼠��》、

《胡桃鉗�夜曲》、84年的《�一�������你好�?》、85年的《��的�年的《�一�������你好�?》、85年的《��的�《�一�������你好�?》、85年的《��的�的《��的�《��的�

密》、《彈珠、��、魔法�》、8�年的《�牙蟲流浪記》、87年的《�神報到》、的《�牙蟲流浪記》、87年的《�神報到》、《�牙蟲流浪記》、87年的《�神報到》、的《�神報到》、《�神報到》、、

88年的《��巴���》、89年的《快樂� G� G�》、《聖誕奇蹟》、90年的《�年的《��巴���》、89年的《快樂� G� G�》、《聖誕奇蹟》、90年的《�《��巴���》、89年的《快樂� G� G�》、《聖誕奇蹟》、90年的《�的《快樂� G� G�》、《聖誕奇蹟》、90年的《�《快樂� G� G�》、《聖誕奇蹟》、90年的《�的《�《�

�的禮物》、91年的《安�生�沒��》、93年的《�瓶子的蝴蝶夢》、《�后的�的《安�生�沒��》、93年的《�瓶子的蝴蝶夢》、《�后的�《安�生�沒��》、93年的《�瓶子的蝴蝶夢》、《�后的�的《�瓶子的蝴蝶夢》、《�后的�《�瓶子的蝴蝶夢》、《�后的�

衣》等劇，乃至近年仍在藝�館演�，是�常在藝�館演�的兒童劇團�乃至近年仍在藝�館演�，是�常在藝�館演�的兒童劇團�至近年仍在藝�館演�，是�常在藝�館演�的兒童劇團�

(六) 一元布偶劇團(76〜)�7�年郭承���本「入道雲�偶劇團」合作�立�內第一�的

兒童專業�偶劇團�表演方式採�人偶演�，真人幕後現場配音，並���持人��

節目�場�在藝�館演�包括83年的

《��遊記》、《三隻�豬》、94年

的《安徒生》描述童話�師安徒生的《安徒生》描述童話�師安徒生的

�他的童話故�，95年的《魔法師的，95年的《魔法師的95年的《魔法師的的《魔法師的《魔法師的

外甥》�慶祝莫札�200週年的《��

莫札�》等劇�

圖7-2�   九歌兒童劇團於77年演�《東郭獵人九歌兒童劇團於77年演�《東郭獵人
狼》�九歌兒童劇團�������

圖7-27   九歌兒童劇團於85年演�《����九歌兒童劇團於85年演�《����
��虎》�九歌兒童劇團�������



兒童劇��師劇團的發展 165

7.5兒童戲劇的多元發展

�了這些專業劇團的推廣，�帶動了之後兒童戲劇�潮，短短幾年�成立將近二十年�成立將近二十�成立將近二十將近二十近二十

多個劇團，幾乎全省都�兒童劇團的成立，表演形式�多元�富�劇團除了表演兒童戲劇團，幾乎全省都�兒童劇團的成立，表演形式�多元�富�劇團除了表演兒童戲，幾乎全省都�兒童劇團的成立，表演形式�多元�富�劇團除了表演兒童戲

劇���承辦官方的兒童戲劇�或研習�，��認識兒童戲劇的�道，同時�培養戲劇同時�培養戲劇�培養戲劇

的人才，帶給兒童劇一個�的視野及發展��7�近年�隨�生活水準�益�升，越�越升，越�越，越�越

多�長�視兒童����子之�的關係，由於兒童戲劇具備了劇場����樂的雙��由於兒童戲劇具備了劇場����樂的雙��兒童戲劇具備了劇場����樂的雙��

能，��願意花錢帶孩子�入劇場看兒童劇，直接刺激了兒童劇的成長�

官方這時���再次舉辦兒童戲劇的聯合展演，文建會一�好幾�的兒童戲劇演

�，第四�兒童戲劇臺北地��子遊巡�演�活動就在藝�館舉辦，表演藝術戲劇��，表演藝術戲劇��表演藝術戲劇��

�首次納入「�民��九年一貫�程暫行綱要」中一�藝術�程��的範圍之內�這項

��程的�施，直接影響臺灣三百��民中���生，�關係���表演藝術戲劇��

的����8��入九○年代後臺灣兒童劇�朝多方�的發展，��列舉數團加�說明�九○年代後臺灣兒童劇�朝多方�的發展，��列舉數團加�說明�年代後臺灣兒童劇�朝多方�的發展，��列舉數團加�說明�的發展，��列舉數團加�說明�發展，��列舉數團加�說明�加�說明�說明�

(一) 紙風車劇團(民81〜)�「�風車劇團」於81年11�成立，由�任「魔奇兒童劇團」團

長、編導的���率領旗�創作�行�的人員離�「魔奇」，�羅北安、柯一�等人、編導的���率領旗�創作�行�的人員離�「魔奇」，�羅北安、柯一�等人編導的���率領旗�創作�行�的人員離�「魔奇」，�羅北安、柯一�等人�行�的人員離�「魔奇」，�羅北安、柯一�等人行�的人員離�「魔奇」，�羅北安、柯一�等人的人員離�「魔奇」，�羅北安、柯一�等人人員離�「魔奇」，�羅北安、柯一�等人

�組�風車劇團�並於87年�式成立�風車文�基金會，期�建立一個�多元化的表

演藝術團隊包含��1.�風車劇團團隊包含��1.�風車劇團包含��1.�風車劇團��風車兒童創造�工作�2.��劇團���

表演�堂3.風動�蹈劇場�團4.風之藝術工作��採�互相支�又各自獨立演�的方

式�行��團83年演�《�風車狂想曲�團83年演�《�風車狂想曲83年演�《�風車狂想曲ー起床號》，84年參加文建會「八十四年兒

童戲劇�子遊」的臺北聯演在藝�館演�《��咚咚咚》、《○○XXX》、《發�紅

髮多雷米》、《頭腦壯壯》，同年再演�《��巴巴生活�記》、85年演�《風動�演�《風動�《風動�

風車》、《鱷�在唱歌》、87年演�《美���不在�》、88年演�《武松打虎》、演�《美���不在�》、88年演�《武松打虎》、《美���不在�》、88年演�《武松打虎》、演�《武松打虎》、《武松打虎》、

90年演�《��的天才��》�演�《��的天才��》�《��的天才��》��

(二) 信誼基金會小袋鼠說故事劇團(民83〜)�附屬於幼�工作的信�基金會，一直都在推在推推

廣兒童說故�，�期於圖�館舉辦常態性說故�活動，帶動說故�的風氣，於83年成

立「�袋鼠說故�劇團」，��說故�的方式搭配戲劇表演，85年在藝�館演�《�，85年在藝�館演�《�85年在藝�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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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品童年》�

(三) 牛古演劇團(民84〜)�團員員

原本�臺北市立師專戲劇社�臺北市立師專戲劇社北市立師專戲劇社

的�生，畢業後��在臺

北市各個�校，利��餘時

��行創作�排練��經在

78、79年成立「將��劇

團」參���部�辦的�專的�專�專

�社會劇團展演，演�《�

路》和《生活組曲》�之後

編導廖順約在臺北藝術��在臺北藝術��臺北藝術��

研究所畢業後組成「牛古演

劇團」，於84年調戲一夏戲

劇節中在藝�館演�臺語相

聲的《世俗人生》��團的的《世俗人生》��團的《世俗人生》��團的

���色就是演�的劇本都

圖7-2�   一元�偶劇團95年演�《魔法
師的外甥》，�過各種樣式的種樣式的樣式的
偶�真人的搭配，加�黑�及
魔術演���一元�偶劇團��一元�偶劇團�一元�偶劇團�
���

圖7-27   �風車劇團88年在藝�館演�  
《武松打虎》��風車劇團�����風車劇團����風車劇團����

圖7-28   牛古演劇團87年演�《螃蟹
�男孩》，劇中男孩阿�和螃
蟹��牛古演劇團����牛古演劇團���牛古演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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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自己創作，在藝�館演��87年的《螃蟹�男孩》、89年的武俠兒童劇《快樂�的《螃蟹�男孩》、89年的武俠兒童劇《快樂�《螃蟹�男孩》、89年的武俠兒童劇《快樂�的武俠兒童劇《快樂�武俠兒童劇《快樂�

�》、90年的�臺語兒童歌劇的《123�野狼》、92年的《天�妹妹》及95年的《�的�臺語兒童歌劇的《123�野狼》、92年的《天�妹妹》及95年的《��臺語兒童歌劇的《123�野狼》、92年的《天�妹妹》及95年的《�的《123�野狼》、92年的《天�妹妹》及95年的《�《123�野狼》、92年的《天�妹妹》及95年的《�的《天�妹妹》及95年的《�《天�妹妹》及95年的《�及95年的《�95年的《�

�好�厭》等劇�

(四   )蘋果兒童劇團(民86〜)�一直從�兒童�體工作的陶�偉於8�年創辦「��兒童的陶�偉於8�年創辦「��兒童陶�偉於8�年創辦「��兒童

劇團」並擔任藝術總監��團�真人演�歌�劇，包括90年演�的《水�球�獨�並擔任藝術總監��團�真人演�歌�劇，包括90年演�的《水�球�獨�擔任藝術總監��團�真人演�歌�劇，包括90年演�的《水�球�獨�的《水�球�獨�《水�球�獨�

獸》、91年演�的《��黑森林》、92年演�的《海�黃金城》等劇�演�的《��黑森林》、92年演�的《海�黃金城》等劇�《��黑森林》、92年演�的《海�黃金城》等劇�演�的《海�黃金城》等劇�《海�黃金城》等劇�

(五) 如果兒童劇團(民89〜)�由趙自強自組的兒童劇團，即意味��、�生、期待之�，即意味��、�生、期待之�，��、�生、期待之�，之�，，

期許兒童劇��多的可能性，93年在藝�館演�《誰�晚餐》，�外�承辦了9�年藝兒童劇��多的可能性，93年在藝�館演�《誰�晚餐》，�外�承辦了9�年藝，�外�承辦了9�年藝�外�承辦了9�年藝

�館�辦的藝術�人文�師培訓�，帶領�多的�中��師�入兒童戲劇的領域�

此外尚�包括�太陽兒童劇團、�袋鼠兒童劇團、���兒童劇團、�青�劇團、尚�包括�太陽兒童劇團、�袋鼠兒童劇團、���兒童劇團、�青�劇團、包括�太陽兒童劇團、�袋鼠兒童劇團、���兒童劇團、�青�劇團、

�子劇團等兒童劇團在藝�館演�過�在�校兒童劇的發展方�，除了九年一貫�程�發展方�，除了九年一貫�程�方�，除了九年一貫�程�

「表演藝術」��的�程外9，�內一些�幼兒相關的系所���將戲劇納入�程，自91

年��臺灣師範��幼兒���系每年固�在藝�館演�兒童劇《�子的秘密》、《�灣師範��幼兒���系每年固�在藝�館演�兒童劇《�子的秘密》、《�師範��幼兒���系每年固�在藝�館演�兒童劇《�子的秘密》、《��館演�兒童劇《�子的秘密》、《�館演�兒童劇《�子的秘密》、《�

子歷險記》等劇，一直到9�年演�《��子》�

由於戲劇表演方式容易讓兒童接�，傳統戲劇�兒童劇的結合，��培�兒童對傳表演方式容易讓兒童接�，傳統戲劇�兒童劇的結合，��培�兒童對傳方式容易讓兒童接�，傳統戲劇�兒童劇的結合，��培�兒童對傳��培�兒童對傳�培�兒童對傳

統戲劇的興趣易�成��77年��社演�兒童�袋劇《火雲洞》，描述�遊記�三藏師易�成��77年��社演�兒童�袋劇《火雲洞》，描述�遊記�三藏師�77年��社演�兒童�袋劇《火雲洞》，描述�遊記�三藏師

徒�火雲洞紅孩兒的故�，獲得兒童的喜愛�90年由藝�館�辦「兒童�中匯演」，邀

圖7-30   92年牛古演劇團演�兒童歌�劇《天
�妹妹》中的快樂�師��牛古演劇團�牛古演劇團牛古演劇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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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埔��、菁埔��、興糖��、�民��等10所��的�中戲團演�兒

童�袋戲並舉行聯合�演，讓�生從�際的演�中�到傳統藝術的美��

7.6 教師業餘劇團的發展

�隨兒童劇的�現，息息相關的是�導��兒童的�師們，�帶領兒童�行戲劇活

動，��對戲劇產生興趣，�發現自己對戲劇�識的不足��而組成�師劇團�際參�成�師劇團�際參��師劇團�際參�

各項戲劇演����工作，將這些經驗帶入�程中，這些�師對於兒童劇的發展���

影響�

�早成立於57年的「華夏�師劇藝社」，是由「中華戲劇藝術中心」�導成立，社

員多�參加話劇��會於57年舉辦的臺北市���師戲劇訓練�的�員，由�語���的�員，由�語����員，由�語���

師�子山擔任社長，對於戲劇�根校����獻�根校����獻����獻10�歷年在藝術館演�作品包括57年創團

演�張��編劇的《春風化�》，58年演�的《音容�》，此劇並參加中�話劇��演的《音容�》，此劇並參加中�話劇��演《音容�》，此劇並參加中�話劇��演，此劇並參加中�話劇��演此劇並參加中�話劇��演

�委員會�中�青年反共��團舉行的第三�「青年劇展」，�0年演�的《����》的第三�「青年劇展」，�0年演�的《����》第三�「青年劇展」，�0年演�的《����》的《����》《����》

參加中�話劇��演�委員會第157次話劇演��演員�林蜀�、�子山、林峰、白潔等

臺北市各�私立�專、中、��校愛好劇藝的�師，�振興劇運而����1年演�趙琦

彬編劇、�子山導演的《文饉圖》�巡�至桃�、�竹等地演�，擴�反共宣傳����巡�至桃�、�竹等地演�，擴�反共宣傳���巡�至桃�、�竹等地演�，擴�反共宣傳���

同年張明�編導推�兒童��劇《擒兇記》�

�1年聯合「華夏�師劇藝研究社」附�暑期兒童劇藝訓練�，演�張��編劇的

《華夏兒女》，並�「青青劇社」聯合演�《虎父虎子》是�抗�將領張體安將軍作戰是�抗�將領張體安將軍作戰�抗�將領張體安將軍作戰

真�故�改編而成的�臺劇紀念七七抗戰，獲得第八�話劇金�獎演���獎��2年演而成的�臺劇紀念七七抗戰，獲得第八�話劇金�獎演���獎��2年演�臺劇紀念七七抗戰，獲得第八�話劇金�獎演���獎��2年演得第八�話劇金�獎演���獎��2年演第八�話劇金�獎演���獎��2年演

�黃幼蘭編劇，�淑惠、鄭曼玲導演的《��夢遊�1�》、�3年演�《吾�吾�》、�4演�《吾�吾�》、�4《吾�吾�》、�4

年演�《毅�》、�5年演�《��士》，敘述「一二八」、「八一三」松滬戰役�海童演�《毅�》、�5年演�《��士》，敘述「一二八」、「八一三」松滬戰役�海童《毅�》、�5年演�《��士》，敘述「一二八」、「八一三」松滬戰役�海童、�5年演�《��士》，敘述「一二八」、「八一三」松滬戰役�海童�5年演�《��士》，敘述「一二八」、「八一三」松滬戰役�海童

子軍參加戰時工作的情形，��年演��曼瑰舊作《狄四娘》�，��年演��曼瑰舊作《狄四娘》���年演��曼瑰舊作《狄四娘》�

�7年推�張��編導的《悠悠神州》，描述共產�的����，而導��不�常的的《悠悠神州》，描述共產�的����，而導��不�常的《悠悠神州》，描述共產�的����，而導��不�常的產�的����，而導��不�常的的����，而導��不�常的

倫理關係��師演員�二或三組�流登臺��8年的《怯情記》由��生、張��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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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31、7-32   �1年華夏�師劇藝社演�趙琦彬編
劇、�子山導演的《文饉圖》�張�
����

圖7-33   �3年華夏�師劇藝社演�反共劇《吾�吾
�》，劇中���禮的一幕�張�����

圖7-34   華夏�師劇藝社�4年演�《毅�》�戲劇方
式表��者�臨�境�考驗�張�����

圖7-35   華夏�師劇藝社�7年�響�中華文化復興運
動演�《悠悠神州》�張�����

圖7-37   �8年華夏�師劇藝社演�《怯情記》反映了
�時的�庭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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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剖析�庭糾紛中�常�的外�問�，至�8年後已�演�，��團的�師仍參加「真

善美劇團」等臺北市社會劇團的演��

近期的�師劇團�94年臺北市立復興高�中�成立的�師劇團�具��，從94年起

便�北投文化�背�，發展�「夏�雲�」系列劇，9�年在藝�館演�二部曲包括�校「夏�雲�」系列劇，9�年在藝�館演�二部曲包括�校夏�雲�」系列劇，9�年在藝�館演�二部曲包括�校」系列劇，9�年在藝�館演�二部曲包括�校系列劇，9�年在藝�館演�二部曲包括�校�館演�二部曲包括�校館演�二部曲包括�校

的校長��任、�師都�自�場演��

經過三十多年兒童戲劇的推廣，不�在人才的培�、��理念�專業表演�，在現三十多年兒童戲劇的推廣，不�在人才的培�、��理念�專業表演�，在現多年兒童戲劇的推廣，不�在人才的培�、��理念�專業表演�，在現�，在現，在現

今多元的環境中，�論是展演活動、社會參�、創作�材，甚至兒童戲劇���都�不多元的環境中，�論是展演活動、社會參�、創作�材，甚至兒童戲劇���都�不是展演活動、社會參�、創作�材，甚至兒童戲劇���都�不展演活動、社會參�、創作�材，甚至兒童戲劇���都�不

同的��，使得兒童戲劇的���寬闊，增加了兒童的藝術��經驗及觀摩�習�道，了兒童的藝術��經驗及觀摩�習�道，兒童的藝術��經驗及觀摩�習�道，及觀摩�習�道，觀摩�習�道，

成�臺灣戲劇發展�備��目的一環�除了�內演�外，�經常�邀到�外參加兒童戲發展�備��目的一環�除了�內演�外，�經常�邀到�外參加兒童戲�備��目的一環�除了�內演�外，�經常�邀到�外參加兒童戲備��目的一環�除了�內演�外，�經常�邀到�外參加兒童戲��目的一環�除了�內演�外，�經常�邀到�外參加兒童戲

劇藝術節的演�，在演�的品質�數量�都�不錯的成績���兒童戲劇活動相�符合�都�不錯的成績���兒童戲劇活動相�符合都�不錯的成績���兒童戲劇活動相�符合

��的理念，再配合統���，可�再配合統���，可�配合統���，可�

在戲劇的演�中培養�生互動�藝術演�中培養�生互動�藝術中培養�生互動�藝術

��的能�，現今�中、����九現今�中、����九九

年一貫的藝術表演�程�施�將戲劇�將戲劇戲劇

落�到藝術�人文的�程�，將�還藝術�人文的�程�，將�還�程�，將�還�，將�還，將�還

���的發展���發展������

 

圖7-38、7-39 復興高中�師劇團9�年在藝、7-39 復興高中�師劇團9�年在藝7-39   復興高中�師劇團9�年在藝
�館演�《夏��雲二部曲》
�復興高中���復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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