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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4�年成立的�立臺灣藝術館經過50年，六�型的外觀�中�風格的入�仍保持臺灣藝術館經過50年，六�型的外觀�中�風格的入�仍保持藝術館經過50年，六�型的外觀�中�風格的入�仍保持仍保持
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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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演�紀錄��，「劇場」除了具�表演�能的專屬場所外，在某些社會意

涵�，它�承��創造了一�人的「集體美好經驗」�這個�眾經驗不單屬於表演者，

�屬於��演�的觀眾，或演�過程中共同的參�者��而愈是年代久遠的劇場，愈是

累積了�富的「集體經驗」，成�具備人文深度�歷史價值的記憶�一些歷史悠久的都

市常�所謂的「百年劇院」，像是莫斯科「�訶夫藝術劇院」就是二十世紀��歷史價二十世紀��歷史價世紀��歷史價

值的劇院之一�這些劇院除了仍�演��能外，本�就具�一種歷史的氛圍�

臺灣�然沒�這種擁�久遠歷史的劇院，�建於民�4�年的藝�館，至今�已�4�年的藝�館，至今�已�年的藝�館，至今�已�

入第五十一個年頭，並�臺北市��列�值得保存的歷史建���然��於「百年劇五十一個年頭，並�臺北市��列�值得保存的歷史建���然��於「百年劇個年頭，並�臺北市��列�值得保存的歷史建���然��於「百年劇

院」，�半百”約莫是年輕了點，�從臺灣戲劇發展史�看，藝�館卻是相��要的標

的，��不��臺灣現代劇場發展的源頭，��證了臺灣半世紀��文�的發展，�意

�早已超過了建�物本�的價值，並����各時期表演藝術的痕跡�

臺北市��保存藝�館的�息披�後，「歷史建�」的��就�起人們的關注�在起人們的關注�在關注�在

89年臺北市����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中，「歷史建�」一�指�年臺北市����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中，「歷史建�」一�指�

圖2-2   成立�期的藝術館��外觀，獨�的中�古典式樣，�南海���要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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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古蹟，�具�歷史、文化價值足��時代表徵的古建�物、傳統聚

落、古巿�及�他歷史文化�蹟�」

就這個���看，藝�館在具�「歷史文化價值」�「足��時代表徵的古建�」

這兩點意�是值得保存的��單�說，藝�館���三點�色�

一、 歷史建�風格�藝�館�「南海��」的建��戰後臺灣首批中�古典建��，具

�歷史建��的�要標��代表性�

二、 藝術文化價值�藝�館�臺灣第一座專��藝術表演��的劇場��電影院�能�，是��藝術表演��的劇場��電影院�能�，是�藝術表演��的劇場��電影院�能�，是��的劇場��電影院�能�，是的劇場��電影院�能�，是是

臺灣表演藝術文化的�要發源處�孕�地�

三、 藝術���能�藝�館�官方���部�所�建，專��藝術��推廣而創立的��機創立的��機的��機��機機

構，它的發展本��是一部半世紀的藝術��史�是一部半世紀的藝術��史�一部半世紀的藝術��史�

      接��就�此�源頭�發，回�藝�館五十年�的演�紀錄��件�此�源頭�發，回�藝�館五十年�的演�紀錄��件��源頭�發，回�藝�館五十年�的演�紀錄��件�五十年�的演�紀錄��件�年�的演�紀錄��件�演�紀錄��件�紀錄��件�

圖2-3   藝術館內部觀眾席��六�型建�外�，音響��佳��，音響��佳�，音響��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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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五○年代的臺灣劇場生態與藝教館的誕生

在4�年藝術館建立之�，臺北地��要的演�場地是�據時代興建的臺北�會堂，4�年藝術館建立之�，臺北地��要的演�場地是�據時代興建的臺北�會堂，年藝術館建立之�，臺北地��要的演�場地是�據時代興建的臺北�會堂，

臺灣�復後���中山堂，�要�能�召��民�會、��及社會各界舉辦��集會的、��及社會各界舉辦��集會的��及社會各界舉辦��集會的社會各界舉辦��集會的各界舉辦��集會的

場所，並�專�的表演場地，�不能��售票，所�不甚理想��時還�一些播放電影播放電影放電影

的民�劇院�偶爾成�表演話劇的場所，像是「�華戲院」�「環球劇院」，�只�在

戲院演�的�季，才�讓話劇倉促墊檔的機會，演�品質自然不佳�

此外還�一些零星的話劇在各�機關��校的禮堂演�，像是「北一女中禮堂」、演�，像是「北一女中禮堂」、，像是「北一女中禮堂」、

「鐵路�禮堂」等，�只能��臨時演�之���時���局�了�振話劇，於是在4545

年2�到4�年��於�世界戲院推�了十五齣話劇，��「�世界劇運」，��能解決�2�到4�年��於�世界戲院推�了十五齣話劇，��「�世界劇運」，��能解決��到4�年��於�世界戲院推�了十五齣話劇，��「�世界劇運」，��能解決�4�年��於�世界戲院推�了十五齣話劇，��「�世界劇運」，��能解決�年��於�世界戲院推�了十五齣話劇，��「�世界劇運」，��能解決���於�世界戲院推�了十五齣話劇，��「�世界劇運」，��能解決��於�世界戲院推�了十五齣話劇，��「�世界劇運」，��能解決�十五齣話劇，��「�世界劇運」，��能解決�齣話劇，��「�世界劇運」，��能解決�

時演�場地不敷使�的狀況��時��部長張�昀於�幕�天發表演講�

我們現在共同致�的，是中�真�的文藝復興�我們認�文藝復興是民族復興的基

本工作���這些文藝創作和成就，�不可�搬��臺，而使�戲劇化�由此可�，戲

劇在文藝復興中，是居於核心的工作�的工作�工作�

看似�鬧的劇運，不過一年就落幕��皇良�就�時話劇的演�生態��看法�綜

觀一年多的劇運，�論哪一方�都是失�的，原�是�時的話劇演�除了��式的反共一方�都是失�的，原�是�時的話劇演�除了��式的反共方�都是失�的，原�是�時的話劇演�除了��式的反共�除了��式的反共除了��式的反共

抗俄劇��宗外，�餘的業餘團體�求生存削價包場，�商業利益��要考量，演�品

質�打��甚至�色情��趣味�號召，�性�環後觀眾�量流失打��甚至�色情��趣味�號召，�性�環後觀眾�量流失��甚至�色情��趣味�號召，�性�環後觀眾�量流失1�

圖2-4   藝術館舉辦畫展，于�任先生參觀後並
�筆��「�立�灣藝術館」七個字��「�立�灣藝術館」七個字�「�立�灣藝術館」七個字�七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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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劇運」結束後，臺灣話劇的環境�顯�劣�演�場地自�世界�中影�回演�場地自�世界�中影�回場地自�世界�中影�回

播放電影後，一�的民�劇團回到又�又�的�華戲院，後臺��回�餘地，離觀眾又放電影後，一�的民�劇團回到又�又�的�華戲院，後臺��回�餘地，離觀眾又回�餘地，離觀眾又餘地，離觀眾又

太近，所��不能演�多的戲，又不能耍�幕，��法�造�臺�覺�法�造�臺�覺�臺�覺2�45年由�民�會45年由�民�會年由�民�會

代表�案，��臺北地�能擁�一個適合演�的場所，�推廣表演藝術，�升�民藝術

美�涵養�加���局���沒�專屬的演�場地一直成了推廣戲劇��的問�，�而��沒�專屬的演�場地一直成了推廣戲劇��的問�，�而沒�專屬的演�場地一直成了推廣戲劇��的問�，�而成了推廣戲劇��的問�，�而推廣戲劇��的問�，�而

興起建立一個�專業�備的表演藝術場所的構想，促成了藝術館的興建�促成了藝術館的興建�藝術館的興建�

於此同時，�了遵行�中�總統�張的民生���樂兩��述所��的「復興藝�張的民生���樂兩��述所��的「復興藝民生���樂兩��述所��的「復興藝

術、宏�社�」，�此��部張�昀部長於45年��組織興建「中華藝術館」，��可45年��組織興建「中華藝術館」，��可年��組織興建「中華藝術館」，��可

�配合中華藝術總團的成立，�推動社會����時是想把全�的藝術�，包括音樂、

�蹈、戲劇、電影、文藝、美術等人才，在同一個組織之�集合起�，�「中華藝術總、美術等人才，在同一個組織之�集合起�，�「中華藝術總美術等人才，在同一個組織之�集合起�，�「中華藝術總合起�，�「中華藝術總起�，�「中華藝術總

團」作橋樑，協�各團體研究和發展，並將這些成�在「中華藝術館」�即藝�館�呈呈

現���

��部�時撥列經費一百五十六�，由「中華藝術總團」的團長�志�先生奉命�一百五十六�，由「中華藝術總團」的團長�志�先生奉命��，由「中華藝術總團」的團長�志�先生奉命�

持建�工作，由「�城建��務所」姚文�工程師��，�記�造��承�，共�95個建�工作，由「�城建��務所」姚文�工程師��，�記�造��承�，共�95個�工作，由「�城建��務所」姚文�工程師��，�記�造��承�，共�95個95個個

工作�，自45年8�15�興工，��於11���工，然後�行內部裝�，��能在12�45年8�15�興工，��於11���工，然後�行內部裝�，��能在12�年8�15�興工，��於11���工，然後�行內部裝�，��能在12�8�15�興工，��於11���工，然後�行內部裝�，��能在12��15�興工，��於11���工，然後�行內部裝�，��能在12�15�興工，��於11���工，然後�行內部裝�，��能在12��興工，��於11���工，然後�行內部裝�，��能在12�12��

25�民族復興節�式�幕，��工程期�歷經七次�風，一次��普�，�及中�，��民族復興節�式�幕，��工程期�歷經七次�風，一次��普�，�及中�，��幕，��工程期�歷經七次�風，一次��普�，�及中�，�幕，��工程期�歷經七次�風，一次��普�，�及中�，�七次�風，一次��普�，�及中�，�次�風，一次��普�，�及中�，�一次��普�，�及中�，�次��普�，�及中�，�

慶等節�，工期�此�到��的影響，�延至4�年4�1��才�幕�的影響，�延至4�年4�1��才�幕�影響，�延至4�年4�1��才�幕�4�年4�1��才�幕�年4�1��才�幕�4�1��才�幕��1��才�幕�1��才�幕��才�幕�

2.2  中國古典式樣在臺灣的濫觴

�民��自��退守臺灣後，建����賦予道統繼承�延續傳統的使命，一些從

���臺的建�師加入了建�的工作�他們一方�從��思考現代建�的機能性問�，的機能性問�，機能性問�，

�一方�由形式�表�傳統建�現代化的問��於是，二○、三○年代在��流行的�二○、三○年代在��流行的�、三○年代在��流行的�三○年代在��流行的�年代在��流行的�

殿式建�，��在臺灣�現，�北方�殿式的建��表�對中�傳統的認同�，並��

安慰從���的軍民思鄉之情�這類建��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鋼筋混凝土�

結構�體，並�仿清代中�木頭�構的�殿建�，呈現��、��、臺基的三段式立�頭�構的�殿建�，呈現��、��、臺基的三段式立��構的�殿建�，呈現��、��、臺基的三段式立�的�殿建�，呈現��、��、臺基的三段式立��殿建�，呈現��、��、臺基的三段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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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使�圓柱、琉璃瓦、���、��、��、裝�花樣、彩畫等元素、反�式����、��、��、裝�花樣、彩畫等元素、反�式���、��、��、裝�花樣、彩畫等元素、反�式�� 3

等，�表現建�中的「中�意�」��朝��民82�表���」��朝��民82�表��」��朝��民82�表��

�時�量的中�機關在短時�內�量湧現到原�只�省�地位之臺灣土地�，中�

古典式建�於是成���中��地方機關意����的工具之一式建�於是成���中��地方機關意����的工具之一建�於是成���中��地方機關意����的工具之一 4�

這類中�古典式樣�建�在臺灣，�「社會��之�施，亦��施民族精神之場

所」5 的意識形態�興建，在植物�的南海����這類建�的��，包括了�立中�圖，在植物�的南海����這類建�的��，包括了�立中�圖在植物�的南海����這類建�的��，包括了�立中�圖

�館�民44年，利�建�師�務所�、�立臺灣藝術館�民4�年，�城建�師�務所�、�立臺灣藝術館�民4�年，�城建�師�務所�、�立藝術館�民4�年，�城建�師�務所�、�立

臺灣科�館�民48年，���建�師��及�立歷史�物館�民53年，�利建�師�務所�四科�館�民48年，���建�師��及�立歷史�物館�民53年，�利建�師�務所�四

棟建��

藝術館這棟中�古典式樣的建�物，位於南海路植物�內，�中華歷史文物館�即後

�的�立歷史�物館�比鄰，�入南海路29號���建�物本體是六邊形，外�是東方�

殿式，��是�式風格，���朱紅�柱，�鑲琉璃瓦，���於高�之�，��後�，���於高�之�，��後����於高�之�，��後�

�廳，廳中可展覽歷史及�他文物�廳��樓，��電影放映��由�廳��行，兩邊

各�寬�3.��尺的畫廊，�各項展覽之��畫廊各處��可�入�廳，�廳�弧形�梯

構成，每層均��座椅，全場共�固�座位�20席，沿邊座椅��可�摺疊之副椅，必

要時可張�副椅，再增加座位八十個，每個座位之�隔���兩排一��劇場內�臺長八十個，每個座位之�隔���兩排一��劇場內�臺長個，每個座位之�隔���兩排一��劇場內�臺長

�13�尺，�寬處�10�尺，是一個標準鏡框式的�臺，臺�並��樂池�音樂演奏之

圖2-5   51年2���部在藝術館舉行第四�
全���會�，�時總統�中��會�會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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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裝���於�臺�層，�臺�方��四排�具，可���調節之� ��

2.3  戲說從頭的開館景況

聯合報�時�藝術館是一所合乎�際標準的演�場所7�它�早是���部「中華藝

術總團」合併�一，後�中華藝術總團改列�民眾團體不屬於��部，藝術館於是改�

��立臺灣藝術館，專�電影放映及�畫展覽�宜，並��館長一人�吳寄萍�，秘�

一人�譚峙軍�，��六組，文藝美術組�任呂佛庭，音樂組�任申�庸，戲劇組�任

張�夏，電影組�任鮑良方，�蹈組�任高棪及總務組，每組��任一人、編輯二人，

幹�二人，每組都��研究和執行的工作�張部長在�幕時致�說8�

�立臺灣藝術館的活動�中�藝術��，表演�劇，使�成�一個��的劇場，此�中�藝術��，表演�劇，使�成�一個��的劇場，此中�藝術��，表演�劇，使�成�一個��的劇場，此�，表演�劇，使�成�一個��的劇場，此，表演�劇，使�成�一個��的劇場，此

外尚�話劇、音樂、�畫、�蹈、攝影、技藝、電影等活動，擬於每天�午舉辦文藝講

座，增�專��者��眾接觸的機會� 

張部長認�，�立臺灣藝術館的成立，是��部中�文藝復興的具體工作之一，�認�，�立臺灣藝術館的成立，是��部中�文藝復興的具體工作之一，�，�立臺灣藝術館的成立，是��部中�文藝復興的具體工作之一，�

餘尚�美�委員會、�立藝術�校及中�藝術研究所的成立�藝術館成立的目的在��

�內藝術�的優越成就，同時肩�起�際文化交流的任務，���館成�一個中�藝術

研究發�的機構，��到文藝復興，創造�文化的目的��時藝術界人士鄭曼青、馬壽

華等人亦�邀致�，認�藝術館的成立，����倡中�藝術之�，並使各種藝術在互之�，並使各種藝術在互�，並使各種藝術在互

相觀摩中求得��和發展，使�際人

士認識東方文化，而趨於衰微的藝術

風氣，亦可由此獲得振興的機會�

圖2-�   藝術館除了中�古典式樣��外，水泥
牆�的�約造形��形成獨�的風格�形��形成獨�的風格�形成獨�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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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早期是臺北地����的演�場地，觀眾席人臺北地����的演�場地，觀眾席人北地����的演�場地，觀眾席人
山人海的�況時�所�� 

圖2-8   藝術館�第一座專業藝術表演的劇場，符合�業藝術表演的劇場，符合�藝術表演的劇場，符合�
時鏡框式��的標準�

圖2-9  獨�的劇場造形，成�藝術館的���色�

圖2-10   ���緣的樂池��弦樂團和�樂演奏使��使�����
圖2-11   �廳�觀眾入場時的等待�域，各類演�訊息

�在此展��
圖2-12   維�納合唱團�賓參觀兩側藝廊的中�樂�展的中�樂�展中�樂�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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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之後，��帷幕�帘等都是從��訂�，尚�運�，所��廳還不能�式演

��直到4�年4��，包括�幕、�幕、馬�等裝��成，接�展�一��盛�藝術活4�年4��，包括�幕、�幕、馬�等裝��成，接�展�一��盛�藝術活年4��，包括�幕、�幕、馬�等裝��成，接�展�一��盛�藝術活4��，包括�幕、�幕、馬�等裝��成，接�展�一��盛�藝術活��，包括�幕、�幕、馬�等裝��成，接�展�一��盛�藝術活

動�首先是接�五天的�劇表演，由�立藝術�校�劇科同�演�，每�戲�不同，�

�招待機關首長、文化界人士�及各�在華外賓使節等�繼之舉行兩場音樂演奏會�民

族�蹈等表演節目�5�1���放映電影，�文藝、科�、���及各�交�之影片�5�1���放映電影，�文藝、科�、���及各�交�之影片��1���放映電影，�文藝、科�、���及各�交�之影片�1���放映電影，�文藝、科�、���及各�交�之影片����放映電影，�文藝、科�、���及各�交�之影片�

�，而兩側畫廊首展�鄭曼青�畫展，繼之�全����法展覽�白天��的場地，���的場地，�場地，�

�部��邀�了二十位�內���者和專�，舉辦文化講座，�對史地、科�、��、邀�了二十位�內���者和專�，舉辦文化講座，�對史地、科�、��、�了二十位�內���者和專�，舉辦文化講座，�對史地、科�、��、二十位�內���者和專�，舉辦文化講座，�對史地、科�、��、位�內���者和專�，舉辦文化講座，�對史地、科�、��、

藝術等作�系統之講述，�期四週9�

之後藝術館�即成�臺北市�火�的戲劇表演場地，一直到7�年��劇院成立之7�年��劇院成立之年��劇院成立之

�，演�場次每年均�全�表演場地之冠�據于善祿�民85�的研究，在1970年代�九成1970年代�九成年代�九成

五��的�臺劇都選在藝術館演�，術館演�，館演�，

��要�兩個原��第一是場租��

時場租費��父紀念館38700元、中

�紀念堂7390元、�軍文藝活動中心紀念堂7390元、�軍文藝活動中心堂7390元、�軍文藝活動中心

3�00元、�際�舍3400元、�踐堂

2�00元、藝術館1700元�由於藝術術館1700元�由於藝術館1700元�由於藝術術

館����隸屬��部的關係，�費

比較�廉�第二�是專業�備，�時

�父紀念館、中山堂、�踐堂、�專

圖2-13、2-14   48年亞洲婦女團體第二次聯合
年會在藝術館舉辦，�夫人致舉辦，�夫人致辦，�夫人致
�，復興劇校演��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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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活動中心等場地可作話劇演�，�不是場地過�傳音不易，就是場地並��演�而

��，僅�集會場所，專業�備不足��外劇場工作者對藝�館的演�環境熟悉，�觀�觀觀

眾�便利的地緣�演�訊息10�

2.4  擴建與修繕風波數十年

從一�館後，藝術館劇場不敷使�的問�就�現檯�，�一直����局�藝文人

士所關注�52年由�民�中��務會、��部和省��廳等三單位，每一單位撥25�52年由�民�中��務會、��部和省��廳等三單位，每一單位撥25�年由�民�中��務會、��部和省��廳等三單位，每一單位撥25�

元，合�75�元，�藝術館改善�備，並成��導�劇演�的理想場地���部又撥了

二十�元�裝��氣之��元�裝��氣之�11，藝術館從此�入�氣時代�53年�了增加座次，再增�了二53年�了增加座次，再增�了二年�了增加座次，再增�了二二

樓的座位�之後��部乃專案組成擴建�組��畫��藝術館的擴建�圖，���建�術館的擴建�圖，���建�館的擴建�圖，���建�

經費高�九千�元，�算編列��而擱��

59年，立委們就�對藝術館長期��的問�再度��看法立委們就�對藝術館長期��的問�再度��看法12，並��能擴建�

符合「�立」之���藝術館�館��一直是沒�組織法的機構，��之，���一直是沒�組織法的機構，��之，���是沒�組織法的機構，��之，���

�機構，卻��得合法的地位��此��部��「�立臺灣藝術館組織��草案」

能先順利通過，盡快�成立法程�，才可�向行�院��藝術館的擴建經費�於是

��部先在�0年�算內編列1500�至2000�的建�費，��能將藝術館擴建�三層�0年�算內編列1500�至2000�的建�費，��能將藝術館擴建�三層年�算內編列1500�至2000�的建�費，��能將藝術館擴建�三層

樓房，使�成�一個符合�際標準的�佳藝術活動中心，並由袁樞真、梁又銘、方

圖2-15   �2年青青劇社演�《虎父虎子》場
外觀眾�場的情況�張�����情況�張�����況�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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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鎮、�體復、聶�炎幾位建

�師�劇場���組成擴建�

組，經過多次的�論後，�成

了第二次�立臺灣藝術館的擴

建�圖13�

擔任這次��的方汝鎮和

�體復兩位建�師表�，這棟擴

建後的劇場在技術�符合�際標

準，而在內部的結構�兼�到�

畫展覽和戲劇演�的�性，�在�在在

��這座高�二十�尺的建�物二十�尺的建�物�尺的建�物

時，並沒把�心�全放在建�物

的本�，而����在南海��

內各個建�物之�的��組合，

��在建��成後，能�中�圖

�館�的廣場�中心，把��在�在在

圖2-1�、2-17、2-18  各個時期藝�館外
觀演變���48年將藝廊的長�改�方年將藝廊的長�改�方將藝廊的長�改�方
�增加一側的展���，中�53年增建
二樓部�，增加觀眾席�辦���，��
二樓加外牆，�目�藝�館的外觀�樓加外牆，�目�藝�館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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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自��的建�物聯合起�，起�，，

�一致性的�體�擴建後的藝術一致性的�體�擴建後的藝術性的�體�擴建後的藝術的�體�擴建後的藝術

館，�要將包括「��劇院」、

「��畫廊」�及�他辦��等附

屬建�三個部��「��劇院」�

於這座��式建�的�層，入�處

�高�12�尺的�廳，這座可�

容納1000至1200人的劇場，除了納1000至1200人的劇場，除了1000至1200人的劇場，除了

座位��寬敞，��貴賓包廂及升

降式的樂隊席外，在����考慮

到各項演�的音響��，�符合�

際演�的需求�劇場的樓��層

�長35�尺寬25�尺的「��畫

廊」，�了配合�畫長軸的展�，

�內的高度�採�了不同的��，

部�高�9�尺，�便���畫立�高�9�尺，�便���畫立高�9�尺，�便���畫立

圖2-19、2-20、2-21  各個時期藝�館劇
場演變���四○、五○年����緣�四○、五○年����緣�、五○年����緣�五○年����緣�年����緣�
樂池�館�，比較類似一�禮堂，中�六館�，比較類似一�禮堂，中�六�，比較類似一�禮堂，中�六六
○年��緣�貼彩色���民�71年後�年��緣�貼彩色���民�71年後�民�71年後�71年後��
���木�，�緣��成圓弧狀，�符合��木�，�緣��成圓弧狀，�符合
標準���格，�是目�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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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同時畫廊的��，�可作�縮性的機動調�，�適合各種不同的展覽﹔�外在畫廊和

劇院的�側，呈�梯狀的五��型�展�，�內��的��和高度��此互�，�適合不五��型�展�，�內��的��和高度��此互�，�適合不��型�展�，�內��的��和高度��此互�，�適合不

同種類和不同目的的展��這些�展�的���徵，就是在每�展�的背�，都��了�展�的背�，都��了�的背�，都��了�

向荷花池的��，�便觀眾觀�植物�的池��建�的附屬部�包括了�於�展��層的�包括了�於�展��層的包括了�於�展��層的

辦��、研究�和藝術���這座�藝術�聯�或聚會�的��，��一座延�到荷花池、研究�和藝術���這座�藝術�聯�或聚會�的��，��一座延�到荷花池研究�和藝術���這座�藝術�聯�或聚會�的��，��一座延�到荷花池

�的�臺，而��的部�地��，����車場��地��，����車場�地��，����車場�

劇場內的一��備和結構均現代化，�符合�際水準，�在精神�仍採�中�文化，�在精神�仍採�中�文化�在精神�仍採�中�文化

的傳統，深藏而曲�的�展���，表現了中�文化中講求含蓄的�徵，建���周圍

的�雕，�表現中�的精神��這樣龐�而�發展性的�畫，��之後藝術館組織��

���能通過，�至於經費短缺而�產�而藝術館只能在各年度��的經費�，做��各年度��的經費�，做��年度��的經費�，做��

��備��的工作，可�說只是�漏�維�，並沒����的擴建�

圖2-22   59年�立臺灣藝術館擴建後臺灣藝術館擴建後藝術館擴建後
的�型��文騰�����文騰����文騰����

圖2-23  74年12�����式������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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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由興��內����做劇場��廳的內裝��，將�廳四�貼�木�，並年10�由興��內����做劇場��廳的內裝��，將�廳四�貼�木�，並10�由興��內����做劇場��廳的內裝��，將�廳四�貼�木�，並�由興��內����做劇場��廳的內裝��，將�廳四�貼�木�，並做劇場��廳的內裝��，將�廳四�貼�木�，並劇場��廳的內裝��，將�廳四�貼�木�，並

�中�傳統獸�紋的圖樣��作地�的磨�子地14，讓�廳煥然一��70年8�至71年7�70年8�至71年7�年8�至71年7�8�至71年7��至71年7�71年7�年7�7��

期����廳�劇場，並閉館一年半，暫�一�表演活動，這項��工程費�將近1000

�元，成�53年������的��，包括�臺、座椅全部��，音響��部���，53年������的��，包括�臺、座椅全部��，音響��部���，年������的��，包括�臺、座椅全部��，音響��部���，���，��，�，，

�及���氣系統�劇場辦��等15����畢後，由中�話劇��委員會舉辦的第三�

「�驗劇展」打頭陣，於71年8�15��放演��  

81年再���臺、音響、��配��通風系統等�施�82年7�起，�臺��行三個

�的��，工程�多屬於裝潢翻� 1��8�年7�至87年������防逃生�備，再閉館

一年����，經費的缺少一直是藝�館�建��的問�，74年任職藝�館的�懷程館

長�表��藝�館一年的經費，還比不��父紀念館的清潔費 17！讓人十��慨�

圖2-24、2-25   南海��原��資料館的的舊
���，目��藝�館行�中
心��天壇畫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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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多次叩關的組織條例案

�劇場�建息息相關的問�，就是藝術館的組織��法案�南海��各館成立

之�都沒�法律依據，到了五○年代，已�三館�續將組織���到立法院審�，五○年代，已�三館�續將組織���到立法院審�，年代，已�三館�續將組織���到立法院審�，

�得法律地位，藝術館�是58年才將��草案�審�立法院法�委員會於59年�

會審�，多位委員嫌�員額編�過��陋，不合乎臺灣藝術館��的��，予�擱

���時列席審�的��部首長�保證反映立委的意�，擴�臺灣藝術館����

而於�1年12�13�立法院法����兩委員會再度審�「�立臺灣藝術館組織��於�1年12�13�立法院法����兩委員會再度審�「�立臺灣藝術館組織���1年12�13�立法院法����兩委員會再度審�「�立臺灣藝術館組織��

草案」，�時的��部次長列席說明，�由於行�院仍�將藝術館全盤擴展�畫�

�，�而暫緩�論18�

草案後�一直擱�到�5年，才變��館��宗旨�「推廣臺灣地�藝術�

�」，再由立法院法�、��兩委員會聯席審�「臺灣藝術��館組織��草

案」，卻�到人員的「聘任」問����五○年代適�各機關的聘任�任人員�理五○年代適�各機關的聘任�任人員�理年代適�各機關的聘任�任人員�理

��已�廢�，�訂的聘�����遴聘人員屬於臨時人員性質，每年一聘，�不

能享�一��務人員退休等福利�在�時審�會�，��委員會的委員��現�，

�張通過，法�委員會的委員卻堅持法�，雙方�臨表決局��由於�案由法�委

員會�審，�程由法�委員會安排，法�委員會委員擔心�委員會成員少，表決較較

不利，於是一拖七、八年，期��然��行�官員��，仍�解決�七、八年，期��然��行�官員��，仍�解決�、八年，期��然��行�官員��，仍�解決�八年，期��然��行�官員��，仍�解決�年，期��然��行�官員��，仍�解決� 

圖2-2�  目�藝�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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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73年��部於7�23���了「�立臺灣藝術館暫行組織�程」，並���了「�立臺灣藝術館暫行組織�程」，並��了「�立臺灣藝術館暫行組織�程」，並��

立法院�照19，���「�立臺灣藝術��館」，至74年10�立法院三讀通過，�

於�式��組織��，成��內專�藝術��的��機構，結束了28年�的「黑�組織��，成��內專�藝術��的��機構，結束了28年�的「黑組織��，成��內專�藝術��的��機構，結束了28年�的「黑

館」歷史��項組織��共�10個�文，除了��職�外，�對內部單位和人員�

��職務，做了詳盡的��20，多年�的藝�館存廢的問�，總算�了����內�多年�的藝�館存廢的問�，總算�了����內�

臺��師聶�炎�民75��在報�發表社論表��

�若廢了�立臺灣藝術館的劇場，就會��一些�臺劇在它��在的劇場�發臺灣藝術館的劇場，就會��一些�臺劇在它��在的劇場�發藝術館的劇場，就會��一些�臺劇在它��在的劇場�發�一些�臺劇在它��在的劇場�發一些�臺劇在它��在的劇場�發它��在的劇場�發��在的劇場�發

展��，假�我們真是要捨棄掉它，那我們不僅僅是少了一個「活動場所」，而是對�

臺劇的�常發展�及許多回憶、經驗�傳統，都會造成損害21�

2.6  時代變更下空間的考驗

八○年代，在現代化的�號�，�量的�方文化湧�臺灣，臺灣藝文生態產生了�年代，在現代化的�號�，�量的�方文化湧�臺灣，臺灣藝文生態產生了�

遽的變化，�了���時代藝文需求，原先南海��各館的��已經不敷使�，經過長化，�了���時代藝文需求，原先南海��各館的��已經不敷使�，經過長，�了���時代藝文需求，原先南海��各館的��已經不敷使�，經過長��各館的��已經不敷使�，經過長各館的��已經不敷使�，經過長

時�研�，75年��部聽�建��者��德等人所�南海��的��構想，並��關單75年��部聽�建��者��德等人所�南海��的��構想，並��關單年��部聽�建��者��德等人所�南海��的��構想，並��關單

位交�意�後，由�煥部長綜合各方看法，�致�立了「南海��」長期�建原��中

�圖�館遷往�址，所餘舊館舍及鄰近的��電臺、孔孟�會建物將拆除�建，�歷史

�物館使��歷史�物館和藝術��館�在��內，擴�場所，強化�能���資料館

圖2-27 南海劇場現在仍時常�表演活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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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館�遷往他處發展��建期�，四館業務將照常�行，不�影響�史�館�

館建�經費，�畫自78年度起編入�算，待歷史�物館遷至�館後，原館址交給藝術�78年度起編入�算，待歷史�物館遷至�館後，原館址交給藝術�年度起編入�算，待歷史�物館遷至�館後，原館址交給藝術�

�館，�時視����情況，決�全部�建或局部�建�若��許可，史�館、藝�館

館址將作�體�畫，否�原史�館建�將直接撥給藝�館，作�展覽場所�

�外再利�藝�館原址及兩館��地��建演奏廳22�這次的南海���體��案本

��於80年動工，不過這次的�建後���能�施，藝�館才一度�要遷館至高�內�，不過這次的�建後���能�施，藝�館才一度�要遷館至高�內�不過這次的�建後���能�施，藝�館才一度�要遷館至高�內�

埤文化��北側藝��地的構想�

80年1�，藝�館���78億元在高�市立美術館內�埤文化��內�建�館，��

案卻�土地部�屬於高�市第44期���，高�市��尚在�體��中，土地所�權狀

�法�得，所���部一直不同意先行編列遷館經費�直到83年高�市��同意藝�館

遷建內�埤文化��土地使�，藝�館�配合在9�向��部��遷館�畫�，�遷館�

宜仍�獲具體結論，藝�館只好就近尋求中�紀念堂的協�，�中�紀念堂商借藝廊的

展���，一直到95年9�才歸還���，並同時��將藝�館的行���研究推廣組遷

至原先中�圖�館的舊址，�就是現在��資料館的舊����

2.7  接踵而來的違建疑雲

囿於歷史性�素，南海��內的絕�多數館舍建物，數十年���建�執照、��

使�執照，甚至沒建物所�權狀，長期處於�法使�的狀態�藝�館座落的土地在精省，甚至沒建物所�權狀，長期處於�法使�的狀態�藝�館座落的土地在精省甚至沒建物所�權狀，長期處於�法使�的狀態�藝�館座落的土地在精省

�是省�地，�時是向臺灣省��農林廳林業�驗所租�，使��沒�問�，精省後土

地變����地，直到91年11�才�式撥�藝�館所�土地，土地問�總算解決���

一個�臨的問�，就是違建�

臺北市��都市發展局於88年發�告�，南海��內的�立臺灣藝術��館及�立

��廣播電臺廣播�樓超過法���能使�的建蔽率，�而�列�違建，兩建��臨全

棟拆除危機�對此藝�館��的說明，是�館使�性質符合「都市�畫�共�施多目標是�館使�性質符合「都市�畫�共�施多目標�館使�性質符合「都市�畫�共�施多目標

使�方案」第11��乙���多目標使����地之社會��機構項目，而植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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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權機關眾多，�法合併�算基地�積，致超越法�建蔽率，�本�建�物密度��，

對都市發展或一�民眾不致產生��影響，使�目的亦符合本�土地�途，���關�

局可�同意藝�館繼續存在�存在��

本案一直延宕數年，直到行�院�對全���機關的違建，自91年至95年�期五年

訂�了相關的合法化�畫，內�部�建署行文各機關要求改善違建時，南海五館紛紛�

榜�本�畫至95年8��，中�單位仍�114件��動作，集中在交通部及�防部，立法畫至95年8��，中�單位仍�114件��動作，集中在交通部及�防部，立法至95年8��，中�單位仍�114件��動作，集中在交通部及�防部，立法

院�是違建�����藝�館��興建時，����殊需求，所�臺北市��建�處要

求館方��相關�變�畫，或�「�種建�物」向內�部申�許可，才發給合法使�執

照��時�幾件「就地合法」的方案，��史�館�體建�已合法，�50坪�樓加蓋的

辦��仍����舊科�館�經臺北市��指��古蹟，剩�藝�館和��電臺�臨存

亡關頭� 

自從藝�館即將�拆�息曝�後，�起��機關及文化界�視，聯合報記者��玲

於95年8�3��「藝�館恐拆，劇場人�怎能拆」的全版報導闡述了相關訊息，網路�

網���「藝術��館�要拆?你們是頭殼裝屎喔��?」23，「啊！？ 藝�館是違建？」24�

�表�自己的意�，於是臺北市文化局邀集��德等�者專��往藝�館會勘，��指

�歷史建�的建�案�

經過臺北市古蹟審�委員會�論後，臺北市��於95年12�20��符合歷史建��論後，臺北市��於95年12�20��符合歷史建�後，臺北市��於95年12�20��符合歷史建��符合歷史建�符合歷史建�

圖2-28 南海劇場外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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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廢�審�及��辦法第2�第1項第1、2、3款�登錄基準，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登錄基準，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登錄基準，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5�、歷史建�登錄廢�審�及��辦法，�式�告藝�館�歷史建�，總算把這棟建

�物保存���並�鄰近之科���館、��資料館及歷史�物館共同�南海��內獨

�建��落，具�都市�觀及歷史價值，�後�可�將南海��歷史建���體考量保

存�多年�的違建疑雲�告��，除了��藝�館在臺灣的歷史位�外，亦�徵藝�館��，除了��藝�館在臺灣的歷史位�外，亦�徵藝�館�，除了��藝�館在臺灣的歷史位�外，亦�徵藝�館

走入市民文化記憶的�一個里程�

2.8  新世代轉型的藝教館

在�向��建�現代化�經�企業化的同時，���民�企業適��工合作�時

勢之所趨，一些��機關�朝�委託民�經�的方式�行�91年��部黃榮村部長至藝

�館聽��報時就指�藝�館�朝�此一經��式發展，根據促�民�參��共建�法

第一項第四款的���由��委託民�機構或由民�機構向��租賃現��施，予�擴

建、�建後�運�

藝�館��對�施的可行性作�析，向��部報告狀況��外，藝�館�擬將配合

社�機構第二期服務升��畫，再��南海劇場���畫，�藝�館已列�歷史建�，

外觀�法做�幅度的��，只能在��的內部��作��，所�����將南海劇場內

部������驗劇場，�增加劇場�活度�符合時代所需，�能發揮藝�館在�內藝

術��的���能�9�年�行「先期�畫」廣邀�內劇場��人士參��論，將原先的

�備�一���，將藝廊�辦��遷至���，劇場������，成�一棟多�能演

����

在�民��遷臺後，隨�時代及各�域人�結構變動及社會、經濟、生活型態的

改變，藝文活動的內容�需求及劇場��的使�型態已�不相同，具備�多元的社會意

�，藝�館除了讓我們�道��各年代的藝文生態、文化��、表演藝術發展外，在臺

灣劇場史�，���要的指標性的地位����要的指標性的地位���要的指標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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