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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74年甫成立的表演工作坊創團作品《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在藝術館首演，由
賴聲川帶領即興創作編劇，圖������立�的演���表演工作坊���圖������立�的演���表演工作坊��������立�的演���表演工作坊���的演���表演工作坊���演���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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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一位小男生他想了很久，說：「哦，我曉得了那是因為第三隻毛毛蟲

有近視眼！」 「不對！」毛毛蟲要是有近視眼，那我們以後到眼科醫院檢查視力，就可

以看到一大堆毛毛蟲在門口排隊。我知道這個小男生他是建中的。在這裡，我們對他個

人不予置評，因為建中就在對面……。1

這是一段耳熟能詳的相聲段子，講的是三隻毛毛蟲排成一列的猜謎，民�74年表演74年表演表演

工作坊在�時����的�立藝術館�����藝術館�演�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時����的�立藝術館�����藝術館�演�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立藝術館�����藝術館�演�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這種把�時表演場地的放入劇情中的安排，是賴聲川帶領演員集體創作發展�的演�趣

味，讓觀眾對於演�內容產生一�����對於表演��的���������的������對於表演��的���������的�����對於表演��的���������的��������的�������的�

思，呈現�即時屬地性的互動趣味�隔年表演工作坊演�的《暗戀•桃花源》�把����

後的�立臺灣藝術��館�����藝�館�編入劇情中��立臺灣藝術��館�����藝�館�編入劇情中�

根據藝�館所�版的《�立臺《�立臺�立臺

灣藝術��館三十年誌要》》2�及

民�74年這場演��������74年這場演��������年這場演��������

辦，在本館演��型話劇一週，由

喜劇演員�立�、���二人演�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座�佳，又加演三天�場�，觀眾仍然

爆滿，真可謂「盛況��」�”藝

圖1-1、1-2   民�74年表演工作坊演�《那一
夜，我們說相聲》中的「記性�
忘性」�「防�記」兩個段子��
表演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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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的南海劇場共�座位六百五十席，若乘�天

數，約莫�近六千多�觀眾看過此表演，�真�，�真��真�

讓這齣相聲喧騰一時的，卻是之後�版的兩捲錄

音帶�

在皇冠�版社�民75��版的《賴聲川�臺作品《賴聲川�臺作品賴聲川�臺作品

集ー那一夜，我們說相聲》一�的��記��，我們說相聲》一�的��記��我們說相聲》一�的��記��》一�的��記��一�的��記��

�而後演�現場的錄音帶問世，銷售情況之好，

成��時所��聲�版之冠�一時之�，�立��一時之�，�立�一時之�，�立�

和���說相聲的聲音遍及����，���現及����，���現����，���現

在廣播電臺節目��程車��3��時許多觀�聽�眾�

包括了本文作者自己�，�是從錄音帶�的聲音描

述，去臆想�時的�臺盛況�這種表演藝術「即盛況�這種表演藝術「即況�這種表演藝術「即

時、���即�」的�性表���，觀眾若��時�場����，���後�������即�」的�性表���，觀眾若��時�場����，���後������即�」的�性表���，觀眾若��時�場����，���後�����」的�性表���，觀眾若��時�場����，���後����」的�性表���，觀眾若��時�場����，���後����

語、文字，甚至是錄音錄影��現�時的情���然�此，本�仍��由五十年�臺灣影��現�時的情���然�此，本�仍��由五十年�臺灣��現�時的情���然�此，本�仍��由五十年�臺灣

藝文環境的轉變，記錄在這個劇場���現的���影�記錄在這個劇場���現的���影�錄在這個劇場���現的���影�

1.1  五○年代反共抗俄劇

於4�年4�1���館的藝術館，��時的�體��「���」的表演場地，在這個�4�年4�1���館的藝術館，��時的�體��「���」的表演場地，在這個�年4�1���館的藝術館，��時的�體��「���」的表演場地，在這個�4�1���館的藝術館，��時的�體��「���」的表演場地，在這個��1���館的藝術館，��時的�體��「���」的表演場地，在這個�1���館的藝術館，��時的�體��「���」的表演場地，在這個���館的藝術館，��時的�體��「���」的表演場地，在這個�

臺�除了傳統戲劇演���時的�宗外，話劇�常在這�演��民�44年�������民�44年�������年�������

推行「戰鬥文藝」，張道藩奉命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民39-45年�等組織，促

使文藝界參�「反共抗俄」的����時����許的戲劇���要�「反共抗俄」，此����時����許的戲劇���要�「反共抗俄」，此��時����許的戲劇���要�「反共抗俄」，此

外多半�激勵軍民士氣相關�吳靜吉�指��「演藝團體成立登記，必須經過��局社�

人員的判決，�幾個團體就�即興演�反共抗俄劇而獲得通過�」4 而�導這些戲劇演�的

單位�中華文化獎金委員會、中�電影戲劇協會、�防部總�治作戰部5，而演�單位�

��部中華話劇團、�防部康樂隊話劇隊、三一劇藝社、�鵬話劇社等�

圖1-3   飛碟唱片《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錄音帶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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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外，這些

劇團都�在藝�館這個�臺�喧騰一

時，�話劇�帶領�時的�眾反共意

識並�振愛�精神，發���節��，發���節��發���節��

從這些反共抗俄的劇�不�了解�內

容，�遠東劇藝社的《從黑暗到�

明》、�防部康樂總隊話劇隊的《天

倫夢回》、《四海歸心》等等�而這

股風潮一直延續到藝�館每年所�辦的��部「文藝創作獎」的�臺劇劇本類，到七○

年代還�現這類宣��貞思想、社會�化的�材，藝�館���具�官方的色彩，又長

期演�這類型的戲�，而讓人對��能�刻�的���戲�，而讓人對��能�刻�的����，而讓人對��能�刻�的���

1.2  六○年代臺灣小劇場運動

林懷民曾在紀念姚一葦老師的紀念文集中說過：我永遠忘不了高二那年暑假，鼻竇

炎手術，腫著半邊臉用一隻眼睛讀完《來自鳳凰鎮的人》時的激動。那是我第一次讀到

與反共抗俄無關的劇本   6。

姚一葦的劇本發表於民�52年《現代文�》�，可��時的�臺劇類型����民�52年《現代文�》�，可��時的�臺劇類型����年《現代文�》�，可��時的�臺劇類型����

式的反共抗俄劇��從六○年代到七○年代，戲劇由反共抗俄的�材，轉�和�時期的年代到七○年代，戲劇由反共抗俄的�材，轉�和�時期的到七○年代，戲劇由反共抗俄的�材，轉�和�時期的

圖1-4   55年中華話劇團演�《春泥》「反共
抗俄」的劇情常�現在情�����情��������
����

圖1-5   �3年華夏�師劇藝社在藝術館演�抗
�話劇《吾�吾�》�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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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具��曼瑰的�劇場運動成��時�治環境中較�接�的現代戲劇活動 7�

�曼瑰���臺灣�劇場之父，��時文化��戲劇系創系�任，並於49年的10�成立49年的10�成立年的10�成立10�成立�成立

「三一戲劇研究社」，倡導「�劇場運動」，11�����團�編�「�劇場運動推行11�����團�編�「�劇場運動推行�����團�編�「�劇場運動推行

委員會」，成�劇運推展機構�「三一戲劇研究社」於50年在藝術館演�《夢���》50年在藝術館演�《夢���》年在藝術館演�《夢���》

�及四幕喜劇《時代插曲》，讓�臺劇在反共�治劇之外，多了一種�的可能�

�曼瑰 8 ��及�

「我們��，在不久的將�，臺北市能興建一座現代化的劇院，真�合適話劇演

��歐美各�的�都市�紐約、巴黎、倫敦的劇院，動輒數十�，即�市鎮亦均�民�

�劇場�而目�自由中�還沒�一座現代化的劇院，專��演話劇之��這的�是一種的�是一種�是一種

文化落後的�徵！���人注意，��注意�」

演�場地是�曼瑰在推動戲劇�所�到的����，�時�內每�約�一齣話劇�戲劇�所�到的����，�時�內每�約�一齣話劇��所�到的����，�時�內每�約�一齣話劇�����，�時�內每�約�一齣話劇���，�時�內每�約�一齣話劇�

演，卻缺少適�的演�場地�表演場地除了中山堂、�父紀念館外，藝�館在話劇表演

�具�相��要的地位 9，�臺�備��符合�臺劇的表演，�時幾乎是表演團體在臺北

演�的首選�

�曼瑰並促使��部於51年11�成立「中�話劇��演�委員會」，由藝術館協�51年11�成立「中�話劇��演�委員會」，由藝術館協�年11�成立「中�話劇��演�委員會」，由藝術館協�11�成立「中�話劇��演�委員會」，由藝術館協��成立「中�話劇��演�委員會」，由藝術館協�

辦理，�要任務是組織話劇觀摩會，每年於藝術館舉行�演十餘次，由臺灣各地��經

驗的劇團參加演�，�推行�劇場運動�至73年解��，一直是推展臺灣劇運、�導戲73年解��，一直是推展臺灣劇運、�導戲年解��，一直是推展臺灣劇運、�導戲

劇演�的�要機構�

圖1-�   57年��團�辦的青年劇展中興��
話劇社演�《�自鳳凰鎮的人》票券
�徐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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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七○年代學生話劇時代

七○年代起，��文化工作��由��的��轉���的�導，���方的�文化工作��由��的��轉���的�導，���方的���由��的��轉���的�導，���方的�

者在六○年��後�續回�，這些人��從�戲劇��活動，並帶回了�時�方的六○年��後�續回�，這些人��從�戲劇��活動，並帶回了�時�方的年��後�續回�，這些人��從�戲劇��活動，並帶回了�時�方的

戲劇演�概念、�外戲劇理論等，�入�時的話劇界�加��內一些文�類雜誌的

持續���外劇作，在校�內起了不�的反��內起了不�的反�內起了不�的反�10�

�時的「中�話劇��演�委員會」自5�年的四���在藝術館舉行長�十七�由5�年的四���在藝術館舉行長�十七�由年的四���在藝術館舉行長�十七�由行長�十七�由長�十七�由十七�由�由

�專院校外文系演�的「世界�劇展」�民5�-73年�，�及十六�由�專院校話劇社���劇展」�民5�-73年�，�及十六�由�專院校話劇社��劇展」�民5�-73年�，�及十六�由�專院校話劇社��十六�由�專院校話劇社���由�專院校話劇社��

的「青年劇展」�民5�-72年�，除了將外�經典�劇��到�內�，�使得�校話劇�此

圖1-7  中�話劇��演�委員會第八��民�1-�2�的演�表，�時的演�地點均在藝術館��張������張�����



臺灣戲劇時代縮影 015

��蓬勃，成�每年常態性的�專

院校聯展活動，民�73年�後，�民�73年�後，�年�後，��後，�後，�

由��部舉辦的�專院校話劇�民

72-88年�比賽接手，到87年��比87年��比年��比

賽�，藝�館一直��志要走��

臺的�生演�場地，�是發聲的必演�場地，�是發聲的必場地，�是發聲的必

經之途�金士傑�說，他的第一次

處女秀跟�些年的演�都是在藝�些年的演�都是在藝�年的演�都是在藝�

館，�時是參加七○年代張�風的七○年代張�風的年代張�風的

基督�藝術團�的演�，�此對這個�臺���情�藝術團�的演�，�此對這個�臺���情團�的演�，�此對這個�臺���情11�近幾年藝�館���了孕��專院

校�世紀藝術�的「創藝本色」系列演��95、9�年�專戲劇科系五校聯演，持續��

�生一個表演的�臺�

1.4  八○年代實驗劇展風潮

�9年「中�話劇��演�委員會」由姚一葦所�導，他在藝術館一�舉辦五�的年「中�話劇��演�委員會」由姚一葦所�導，他在藝術館一�舉辦五�的五�的�的

「�驗劇展」，帶動�驗劇的風潮�在�持劇展期�，除了��創造性之外，並企圖打

破已呈僵化的寫���桎梏�參�者�半是各�專院校的師生及部�社會人士，發表的

劇團除了蘭陵劇坊之外，�部�是由�院中的戲劇科系�師、�生及校�組成���，的戲劇科系�師、�生及校�組成���，戲劇科系�師、�生及校�組成���，

圖1-8   48年�立藝術�校影劇編導科第一�術�校影劇編導科第一�校影劇編導科第一�
畢業�演在藝術館演�《玫瑰紋�》

圖1-9  �5�年文化�院戲劇系第一�畢業�演
在藝術館演�姚一葦編劇的《碾�觀
音》�文化戲劇系����文化戲劇系���文化戲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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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0  第十一�「青年劇展」����話劇社演�《����》�張�����十一�「青年劇展」����話劇社演�《����》�張������「青年劇展」����話劇社演�《����》�張������張�����張������
圖1-11  9�年藝�館�辦的�專院校戲劇聯演，臺北藝術��演�《單�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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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化��校��陳玲玲所組成的「方圓劇場」、蔡明亮和��輝等人組成的「�塢劇

場」、�立藝專影劇科所組成的「�觀劇場」、�立藝術�院組成的「工作劇團」、文

化��藝術研究所組成的「人�世劇團」等�「�驗劇展」促成�專院校現代戲劇的風

潮，許多�生投入現代戲劇，造就了蘭陵、表坊、屏風等�劇場�及年輕一代的編導人

才，藝�館可�說是幕後的推手之一�陳玲玲記錄了�時的盛況�記錄了�時的盛況�錄了�時的盛況�盛況�況�

從�9年到73年每年仲夏，於�立藝術館�續舉行五�的�驗劇展，是關愛戲劇人士

�頸期盼的�要活動��驗劇展鼓勵了創作�潮，五年��，比較��的��，�然是勵了創作�潮，五年��，比較��的��，�然是了創作�潮，五年��，比較��的��，�然是

在「演�的創造性」和「劇本創作」兩�項�在演�的三十六齣劇目中，除了第二�的

《�盲》和《六個尋找作�的劇中人物》是經典�作外，�三十四齣都是�人�創的劇

本，�絕�多數是��這個盛會產生的會產生的產生的12�

在第一�「�驗劇展」中，

蘭陵劇坊在藝術館演�了《荷珠�

配》和《包袱》�《荷珠�配》這《荷珠�配》這荷珠�配》這》這這

齣戲�鍾明德�之�「�劇場運動

的火車頭」13�在第一�的「�驗劇

展」演�後，不僅打響了�驗劇展

的�號，同時��臺灣的現代劇場

運動，樹立了一個�要的里程碑�

圖1-12   第三��驗劇展方圓劇場演�的《八
仙做場》�方圓劇場����方圓劇場���方圓劇場����

圖1-13   第四��驗劇展�塢劇場演�原創劇
本《素描》���輝������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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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劇在表演���要的�驗，便是發展�一種�於「寫�表演」和「程式化表演」之�

的表演�風格，演�形式是從傳統戲曲中吸�養�，再藉由�方劇場的訓練，發展�一

個貼近現代的表演，

五�的「�驗劇展」幾乎匯聚�時劇場界所�的�秀�人才，許多目�活躍於劇場

界的優秀人才，�都�自於「�驗劇展」，像是金士傑、賴聲川、���、劉靜敏、黃

建業、馬丁尼等等�表演工作坊藝術總監賴聲川說�藝術館可說是臺灣現代戲劇的發源�藝術館可說是臺灣現代戲劇的發源藝術館可說是臺灣現代戲劇的發源

地14�

由於�驗劇場的成�帶動，臺灣劇場界�現了一些�的團體，�73年成立的表演工73年成立的表演工年成立的表演工

作坊、75年成立的屏風表演�、77年成立的��劇團等�這些劇團����的演�及�75年成立的屏風表演�、77年成立的��劇團等�這些劇團����的演�及�年成立的屏風表演�、77年成立的��劇團等�這些劇團����的演�及�成立的屏風表演�、77年成立的��劇團等�這些劇團����的演�及�的屏風表演�、77年成立的��劇團等�這些劇團����的演�及�77年成立的��劇團等�這些劇團����的演�及�年成立的��劇團等�這些劇團����的演�及�成立的��劇團等�這些劇團����的演�及�的��劇團等�這些劇團����的演�及�

作品質，贏得眾多觀眾的肯�，建立起劇團的�碑��中表演工作坊在創立�期��藝的�碑��中表演工作坊在創立�期��藝�碑��中表演工作坊在創立�期��藝

術館�相�密�的關係，74年的創團作《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及75年3�1�至20�演74年的創團作《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及75年3�1�至20�演年的創團作《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及75年3�1�至20�演，我們說相聲》及75年3�1�至20�演我們說相聲》及75年3�1�至20�演75年3�1�至20�演年3�1�至20�演3�1�至20�演�1�至20�演1�至20�演�至20�演20�演�演

圖1-14   第五��驗劇展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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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場的《暗戀•桃花源》即是在藝術館演��賴聲川�及�劇時表�，�時藝術館十八場的《暗戀•桃花源》即是在藝術館演��賴聲川�及�劇時表�，�時藝術館場的《暗戀•桃花源》即是在藝術館演��賴聲川�及�劇時表�，�時藝術館

是劇場演�的��場地，�場地的�時而發生，他就把藝術館的現�情境編入戲中劇場演�的��場地，�場地的�時而發生，他就把藝術館的現�情境編入戲中演�的��場地，�場地的�時而發生，他就把藝術館的現�情境編入戲中15�

《暗戀•桃花源》的劇情是兩個劇團�同時�在藝術館彩排而發展���之後第三部作

品《圓環物語》�及《今之昔》、《�放配偶��常�放�》、《這一夜，誰�說相聲

？》、《�，��一起���》�《那一夜，我們說相聲�93年�版》，都是在藝術館、《�，��一起���》�《那一夜，我們說相聲�93年�版》，都是在藝術館《�，��一起���》�《那一夜，我們說相聲�93年�版》，都是在藝術館�93年�版》，都是在藝術館93年�版》，都是在藝術館

演��而��劇場��發的屏風表演��在77年���「�念二十�體」在藝�館合作77年���「�念二十�體」在藝�館合作年���「�念二十�體」在藝�館合作

演�《拾�ー拾�譚》、80年演�《�》、82年演�《三人行不行�������� 三��》80年演�《�》、82年演�《三人行不行�������� 三��》年演�《�》、82年演�《三人行不行�������� 三��》82年演�《三人行不行�������� 三��》年演�《三人行不行�������� 三��》

等�藝�館此時的�能倒像是這些劇團在成立之�，躍��劇場�的準備場，��劇團

一個累積劇場經驗，往�流劇場成長的演�������說�

圖1-15、1-1�   75年表演工作坊演�《暗戀•桃花源》�藝術館�發生的兩個表演團體�場地的狀況編入劇情
�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

圖1-17、1-18   80年由屏風表演�演�林懷民�說改編的《�》�屏風表演�����屏風表演����屏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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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館讓我們看�歷史、人文，過去五十年�，��許多劇場人在這��了�多五十年�，��許多劇場人在這��了�多年�，��許多劇場人在這��了�多�了�多了�多

夢1��

1.5  九○年代解嚴後的眾聲喧嘩

解嚴�各界人士�過不同的形式對��抗�，劇場界�參�這個�治���放的過�過不同的形式對��抗�，劇場界�參�這個�治���放的過過不同的形式對��抗�，劇場界�參�這個�治���放的過的形式對��抗�，劇場界�參�這個�治���放的過形式對��抗�，劇場界�參�這個�治���放的過

程�197�-1979的鄉土文�之�、七○年代末的美麗島�件、1983年起的�外雜誌���1983年起的�外雜誌���年起的�外雜誌���

��經��不得不�放�論自由，並��放報禁、�禁�這對戲劇發展���的影響�、�禁�這對戲劇發展���的影響��禁�這對戲劇發展���的影響����的影響�17�馬

森199��� 

解嚴後�現了戲劇界的第二波�劇場運動，此時臺灣的�劇場失去�治對抗的�心

後，轉而向�反叛而反叛的驚世駭俗�及關懷社會的弱勢團體方向發展�舉在藝�館演

�的�子�看，�描述同志��的的�子�看，�描述同志��的�子�看，�描述同志��的

《火炬三部曲》�80年�，������

兒童所組成的彩虹樹兒童劇團《喜

帖》�83年�，87年7�由臺北�劇

場聯盟�作演�，�自��的林奕

華導演的《愛的��二年�之�片看的《愛的��二年�之�片看《愛的��二年�之�片看

圖1-19   87年臺北�劇場聯盟演��驗劇《愛臺北�劇場聯盟演��驗劇《愛北�劇場聯盟演��驗劇《愛
的��二年�之�片看太多了》�張�張張
������

圖1-20   9 4年��劇團在藝術館演�美�年��劇團在藝術館演�美�
普立茲戲劇獎�東尼獎�佳劇本的
《Proof》�緣�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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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了》和93年10�臺灣渥克劇團演�《天打雷劈》，劇��內容的�膽突破已超越了

早期反共抗俄、��節�的民族文化程度，�驗證了臺灣藝術文化的變遷�藝術��花

盛�的�況�

此外�的劇團�不斷的成立，藉由各種演��富了臺灣戲劇的�臺，�88年演�88年演�年演�

《一張床四人睡》的創作社、90年演�《��的天才��》的�風車劇團�及94年演�90年演�《��的天才��》的�風車劇團�及94年演�年演�《��的天才��》的�風車劇團�及94年演�94年演�年演�

《Proof》的��劇團等�7�年��劇院�幕，對於演���還不到��劇院，�想在7�年��劇院�幕，對於演���還不到��劇院，�想在年��劇院�幕，對於演���還不到��劇院，�想在還不到��劇院，�想在不到��劇院，�想在

專業劇場演�的團體�說，藝�館仍不失�一個�佳的演�地點�金士傑等人仍表��失�一個�佳的演�地點�金士傑等人仍表���一個�佳的演�地點�金士傑等人仍表��的演�地點�金士傑等人仍表��演�地點�金士傑等人仍表��

藝�館是�適合演�臺劇的中型劇場，臺�和臺�的距離�近，即使�備�好的��劇即使�備�好的��劇使�備�好的��劇

院，都沒�這種溫暖的�覺18�

1.6  傳統戲劇的落地生根

回過頭��藝�館演�的傳統

戲劇�到過藝�館演�的團體一�

不會忘記這件��自79年��，每

週六晚�期舉行�劇��，�他表

演團體均要��，若��續演��要��，若��續演����，若��續演��

需於星期五晚�拆臺，星期�再裝

臺，這項措施一直到8�年才��，8�年才��，年才��，

圖1-21   藝�館�期�辦的週末�劇�演，
觀眾十�踴躍�

圖1-22   第十八�地方戲聯合�演�況，這十八�地方戲聯合�演�況，這�地方戲聯合�演�況，這
項�演一直到二十五�都在藝�館二十五�都在藝�館�都在藝�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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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館保存�推廣傳統戲劇的�心由此可��從�館��，藝�館就�傳統戲曲演�而

吸�許多票��在四、五○年代常常�各社團同鄉會的同樂晚會�官方組織的反共晚會四、五○年代常常�各社團同鄉會的同樂晚會�官方組織的反共晚會、五○年代常常�各社團同鄉會的同樂晚會�官方組織的反共晚會五○年代常常�各社團同鄉會的同樂晚會�官方組織的反共晚會年代常常�各社團同鄉會的同樂晚會�官方組織的反共晚會

等��演�����臺的�劇����環春、周�榮、戴綺霞、秦慧芬等人都�在這�

粉墨登場，在52年�協�成立「�劇��委員會」，並在藝�館��了辦��，統�戲52年�協�成立「�劇��委員會」，並在藝�館��了辦��，統�戲年�協�成立「�劇��委員會」，並在藝�館��了辦��，統�戲

曲演��宜，�外�協辦了24�的「臺灣�地方戲劇比賽」�

除���臺的�劇�地方戲外，�外在�7年2�文化��戲劇研究社及�安社在藝術�7年2�文化��戲劇研究社及�安社在藝術年2�文化��戲劇研究社及�安社在藝術2�文化��戲劇研究社及�安社在藝術�文化��戲劇研究社及�安社在藝術

館演�《斬經堂》、《蟠桃會》，�子弟戲首次在臺灣劇場演�之紀錄之紀錄紀錄19�傳統戲曲遷臺

後的承續起落，�臺灣本地戲曲的多元發展，還�藝�館在這些演�背後推廣�扶植的

�心，從歷年�的演�紀錄不�發現�

1.7  臺灣兒童劇的演出盛況

�3年��部��了「�中��兒童劇展�施要點」，��把兒童劇列入����年��部��了「�中��兒童劇展�施要點」，��把兒童劇列入�����了「�中��兒童劇展�施要點」，��把兒童劇列入����了「�中��兒童劇展�施要點」，��把兒童劇列入����

����年4�臺北市���「中�戲劇中心」在藝術館合辦了第一�兒童劇展30場，�7年��年4�臺北市���「中�戲劇中心」在藝術館合辦了第一�兒童劇展30場，�7年年4�臺北市���「中�戲劇中心」在藝術館合辦了第一�兒童劇展30場，�7年4�臺北市���「中�戲劇中心」在藝術館合辦了第一�兒童劇展30場，�7年�臺北市���「中�戲劇中心」在藝術館合辦了第一�兒童劇展30場，�7年30場，�7年場，�7年

第二�演�四十場，之後的第三、四、五��在藝術館各演�四十場，演���盛�，四十場，之後的第三、四、五��在藝術館各演�四十場，演���盛�，場，之後的第三、四、五��在藝術館各演�四十場，演���盛�，四十場，演���盛�，場，演���盛�，盛�，�，

至71年�藝術館�行��工程才��在藝術館的演���述展演帶動了八○年代�內專年�藝術館�行��工程才��在藝術館的演���述展演帶動了八○年代�內專才��在藝術館的演���述展演帶動了八○年代�內專��在藝術館的演���述展演帶動了八○年代�內專藝術館的演���述展演帶動了八○年代�內專的演���述展演帶動了八○年代�內專��述展演帶動了八○年代�內專八○年代�內專年代�內專

業兒童劇團的成立，並�建立起「成人演戲給兒童看」的表演方式�兒童劇��觀眾接

近”的�性，在藝�館的中型劇場的����50個座位�，比在�型劇場演��適得�所，的����50個座位�，比在�型劇場演��適得�所，����50個座位�，比在�型劇場演��適得�所，

圖1-23   ��年雲��集�臺北�安社在藝術館�臺北�安社在藝術館臺北�安社在藝術館
演�《斬經堂》�中�社����中�社���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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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4  鞋子兒童�驗劇團87年演���的兒童劇《�神報到》�鞋子兒童�驗劇團����鞋子兒童�驗劇團���兒童�驗劇團����驗劇團���劇團����
圖1-25  77年九歌兒童劇團在藝�館演�兒童歌�劇《判官審�頭》�九歌兒童劇團����九歌兒童劇團���九歌兒童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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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自八○年代��兒童劇的演�一直成�藝�館的�臺常�，�內幾個兒童劇團仍時八○年代��兒童劇的演�一直成�藝�館的�臺常�，�內幾個兒童劇團仍時年代��兒童劇的演�一直成�藝�館的�臺常�，�內幾個兒童劇團仍時

常在藝�館演��

1.8  下一個年代的藝術教育館

這幾年臺北市一些舊�的表演場所不僅在軟硬體���裝�，並在�位���作了

調��原本的臺北社�館在91年經過了六個�的��，�具現代�的��呈現，並��91年經過了六個�的��，�具現代�的��呈現，並��年經過了六個�的��，�具現代�的��呈現，並�����

「城市�臺」��父紀念館�在95年��行�館97年���館�而藝�館經歷了五十年95年��行�館97年���館�而藝�館經歷了五十年年��行�館97年���館�而藝�館經歷了五十年97年���館�而藝�館經歷了五十年年���館�而藝�館經歷了五十年五十年年

�臺灣的藝文變遷，�然��臨拆除的危機，�是在�一個世代，將繼續擔�起中型劇

場的���能，並朝�多�體複合式的劇場發展，���臺灣多元表演藝術的�一波高

潮，培��多劇場藝術�的夢想�

本書主要參考資料

1 �立臺灣藝術��館三十年誌要，民7�年，�立臺灣藝術��館�版�
2 �立臺灣藝術��館七十六至八十五年誌要，民8�年，�立臺灣藝術��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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