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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52年由�防部康樂總隊演���原��說改編，�生善導演的抗�反共劇《�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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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訊》雜誌�民9��在2�2期「1955年，青年看���」專輯，列�民�44年10齣具文訊》雜誌�民9��在2�2期「1955年，青年看���」專輯，列�民�44年10齣具》雜誌�民9��在2�2期「1955年，青年看���」專輯，列�民�44年10齣具雜誌�民9��在2�2期「1955年，青年看���」專輯，列�民�44年10齣具

�代表性的劇本，��包括了�劉垠的《天倫淚》、�曼瑰的《女畫�》、��清的《鄒

容》、郭嗣汾的《�巴山之戀》、申�的《一�》、��陵的《戲劇選集》、��華的的《�巴山之戀》、申�的《一�》、��陵的《戲劇選集》、��華的《�巴山之戀》、申�的《一�》、��陵的《戲劇選集》、��華的的《一�》、��陵的《戲劇選集》、��華的《一�》、��陵的《戲劇選集》、��華的的《戲劇選集》、��華的《戲劇選集》、��華的的

《碧血黃花》、朱白水的《�血��一�山》、劉垠的《��之�》、���的《�風�的《�血��一�山》、劉垠的《��之�》、���的《�風�《�血��一�山》、劉垠的《��之�》、���的《�風�的《��之�》、���的《�風�《��之�》、���的《�風�的《�風�《�風�

草》1�這10個劇本都是�貞愛�的�材，說明反共��在�時仍�創作戲劇的方向�自

從38年�民��退守臺灣，宣��入戒嚴時期，使臺灣籠罩�緊張的氣氛��民��除了

在軍�、外交�積極��，在藝文工作�亦配合反共的情勢，��能將「反共抗俄、復�

建�」的信念藉�文藝工作的宣導深植於民心��中，戲劇佔�相�的�量，而這類「反�量，而這類「反量，而這類「反

共抗俄劇」在��指導�，�的�發揮了宣傳及��的作������了高額獎勵，�造

就了戰鬥文�、反共文藝在臺灣的一股聲勢2，這股聲勢成���遷臺後一種�殊的文藝�這股聲勢成���遷臺後一種�殊的文藝�

況�

這股「反共抗俄劇」的風潮，�然在民�45年後�戰結束時�趨緩和，��中�在民�45年後�戰結束時�趨緩和，��中�45年後�戰結束時�趨緩和，��中�時�趨緩和，��中��趨緩和，��中�

接續��的「戰鬥文藝」，卻又延續了這種意識型態�之後���曼瑰等人�倡「�世卻又延續了這種意識型態�之後���曼瑰等人�倡「�世延續了這種意識型態�之後���曼瑰等人�倡「�世了這種意識型態�之後���曼瑰等人�倡「�世這種意識型態�之後���曼瑰等人�倡「�世

界劇運」、「�劇場運動」，�仍�一些��劇團在������仍持續演�「��節

�、反共復�」的戲�，直到戒嚴�才式微�式微��

圖3-2、3-3   �8年臺灣�美�斷交後，臺北市話劇�會結合�專院校話劇社聯合�演《斯土臺灣�美�斷交後，臺北市話劇�會結合�專院校話劇社聯合�演《斯土灣�美�斷交後，臺北市話劇�會結合�專院校話劇社聯合�演《斯土臺北市話劇�會結合�專院校話劇社聯合�演《斯土北市話劇�會結合�專院校話劇社聯合�演《斯土
斯民》，�戲劇表�愛�意識��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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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館經歷五十年臺灣�治、經濟、���生活環境的轉變，從保守八股的戲劇類五十年臺灣�治、經濟、���生活環境的轉變，從保守八股的戲劇類年臺灣�治、經濟、���生活環境的轉變，從保守八股的戲劇類治、經濟、���生活環境的轉變，從保守八股的戲劇類、經濟、���生活環境的轉變，從保守八股的戲劇類

型，到眾聲喧嘩的跨界創作�從戲劇審��度到�戰權�的意識形態，這些都表徵�臺�從戲劇審��度到�戰權�的意識形態，這些都表徵�臺從戲劇審��度到�戰權�的意識形態，這些都表徵�臺

灣藝文環境的演變，看看�閉八股的從�，回頭想想��的自由�論思潮，不���一變，看看�閉八股的從�，回頭想想��的自由�論思潮，不���一，看看�閉八股的從�，回頭想想��的自由�論思潮，不���一

種況味�反省�

3.1遷臺初期藝文獎勵與審查(民國39〜45)

遷臺之後，�民�深�文藝工作的�要，39年3�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

��文獎會�3，由張道藩擔任�任委員，��「徵求文藝創作辦法」，徵求各類文藝

創作，旨���能��多方�技�發���民族意識，及蓄�反共抗俄之意�者�原

�”�獎勵辦法�每年固�徵求幾類文藝創作並給予獎金，�短��說、中��說、

長詩、短詩等�在戲劇方�的獎項�包括了�劇及地方劇本、獨幕話劇本、多幕話劇

本、電影劇本、廣播劇劇本幾類�每年舉辦數次，共��「五四文藝獎金」、「五四獎

金」、「元旦獎金」、「�父誕辰紀念獎金」、「雙十節獎金」五類獎項��外�接�

�時投稿，經錄�後付予稿費，��到各報刊發表�

圖3-4   51年南�劇藝社演�中華文藝獎金首獎作品
《血海花》，宣傳單��「反共��，解�同
胞」的標語��徐天榮����徐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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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3-�   中華話劇團在49年演�的《��復興曲》，�劇��曼瑰的劇作�全劇由晚�7點半
演至1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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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獎會的文藝獎金相�高，獨幕劇劇本獎金�3千元，多幕劇劇本獎金��5千元，金�3千元，多幕劇劇本獎金��5千元，�3千元，多幕劇劇本獎金��5千元，金��5千元，��5千元，

就�時生活水�而�是一筆�數不少的金額，�而吸�不少作�投入反共抗俄文藝創作而�是一筆�數不少的金額，�而吸�不少作�投入反共抗俄文藝創作是一筆�數不少的金額，�而吸�不少作�投入反共抗俄文藝創作額，�而吸�不少作�投入反共抗俄文藝創作，�而吸�不少作�投入反共抗俄文藝創作

的行列�文獎會的得獎作品相��治�向，舉�說，獲得民�40年的「元旦獎金」多幕民�40年的「元旦獎金」多幕40年的「元旦獎金」多幕的「元旦獎金」多幕「元旦獎金」多幕

劇本獎吳若的作品《人獸之�》的作品《人獸之�》《人獸之�》4，故�描寫�匪害人者，�究逃不過自��亡一途的劇�究逃不過自��亡一途的劇究逃不過自��亡一途的劇

情; 44年獨幕劇本獎是朱白水的《�血��一�山》，內容�是��高喊反共�號而壯烈

犧牲的故��像這類�材的劇情得到文獎會�審入選的作品比比�是��材的劇情得到文獎會�審入選的作品比比�是�的劇情得到文獎會�審入選的作品比比�是�得到文獎會�審入選的作品比比�是�文獎會�審入選的作品比比�是��審入選的作品比比�是�比比�是�

39年3�成立「文獎會」外，緊接�於4�在中山堂成立的「中�電影戲劇協會」，

號召�內影劇界，在反共抗俄的旗幟�，發揮宣傳的�量，舉行各項�「�濟��飢

民」相關�材的演�，在�時不論電影、相聲、話劇、歌�戲、�劇等劇種都一致��材的演�，在�時不論電影、相聲、話劇、歌�戲、�劇等劇種都一致�的演�，在�時不論電影、相聲、話劇、歌�戲、�劇等劇種都一致��，在�時不論電影、相聲、話劇、歌�戲、�劇等劇種都一致�，在�時不論電影、相聲、話劇、歌�戲、�劇等劇種都一致�在�時不論電影、相聲、話劇、歌�戲、�劇等劇種都一致��時不論電影、相聲、話劇、歌�戲、�劇等劇種都一致�

「反共抗俄」的目標服務5�

同年5�4�，張道藩再成立了「中�文藝協會」���文協��，��促�三民�

�文化建�、�成反共抗俄復�建�任務”�宗旨，又�「文藝到軍中去」的�號推展

軍中寫作、培養軍中作�，�配合�����立了文�、美術、音樂、話劇、�劇、地

方劇等五個委員會 7，配合����，�際推行文藝運動，吸�了許多人組織劇團，��組織劇團，��劇團，��

�防部的「康樂總隊」、��部的「中華話劇團」等等�這些劇團和�防部總�治部所

領導的三軍各�話劇團隊，是�民��遷臺後�龐�的戲劇組織，自然成�「反共抗俄

劇」的��陣線，常至軍中、社會巡�演�，演�反共抗俄劇作，據統�自39年至43年

�，就演�數百場之多8，在「文獎會」的獎勵到「文協」的號召�，眾多的戲劇工作者在「文獎會」的獎勵到「文協」的號召�，眾多的戲劇工作者「文獎會」的獎勵到「文協」的號召�，眾多的戲劇工作者

圖3-7   早期在�世界劇場演�的《兒心關
不住》的入場券，���反共抗俄入場券，���反共抗俄，���反共抗俄
的�號��徐天榮����徐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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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成�推動反共抗俄劇的先鋒�接��，�民��了�行�的改造，成立「中�改造

委員會」，委員會��「第四組」，��中�第四組，擔��的宣傳��、�聞指導、

文化檢肅及�刊、語文、廣播、戲劇、雜藝、電影之�理等�務，一直到55年��部的

文化局成立�，��內�高的官方文化單位�

41年�中����年的��目標�反共抗俄總動員，並成立「中�青年反共���目標�反共抗俄總動員，並成立「中�青年反共�目標�反共抗俄總動員，並成立「中�青年反共�

�團」，反共抗俄的風潮在此�到�高峰�42年�中�再發表《民生���樂兩��

述》，此���視做是五○年代具指標的官方文藝��，�中指�「�」、「樂」是社五○年代具指標的官方文藝��，�中指�「�」、「樂」是社年代具指標的官方文藝��，�中指�「�」、「樂」是社

會��的一環，文藝�具�作�

精神作戰武�的�治�能，至於

文藝方向��是「純真的」和

「優美的」，必須是要能「表�

民族文化」，「深植人心」的�

文藝作品9�這些所謂的理想文

藝，���就是符合三民��的

文藝��，成�各式文藝創作者

必須遵�的依據�

圖3-8   54年��話劇社在藝術館演�
《松柏長青》，�時的臺北市�
���局戲劇�驗通�單��許�許
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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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43年�戰結束，「反共抗俄」運動才��時勢的改變而趨緩���，「反共抗俄

劇」的�材過於八股刻�，劇情中�滿了標語�號，再加�戲劇的�突、結構�都過於，再加�戲劇的�突、結構�都過於再加�戲劇的�突、結構�都過於

千�一律，使劇作�、觀眾、讀者���對此種劇情�缺興趣，44年�中�再�「戰鬥，使劇作�、觀眾、讀者���對此種劇情�缺興趣，44年�中�再�「戰鬥使劇作�、觀眾、讀者���對此種劇情�缺興趣，44年�中�再�「戰鬥

文藝」�號�鞏固反共思想，而�時�曼瑰等人�解決話劇�臨的危機，��能�拓一

些不具反共意識型態的��材，��張道藩�組「中�話劇運動委員會」，��推動「�

世界劇運」，由����話劇演�，在�期一年半的劇運期�，共�推�15齣話劇劇10，�

在「反共抗俄劇」的潮流�，「�世界劇運」仍�法創�風格、改善話劇一�不振的狀的潮流�，「�世界劇運」仍�法創�風格、改善話劇一�不振的狀潮流�，「�世界劇運」仍�法創�風格、改善話劇一�不振的狀

況�至45年，除了「�世界劇運」結束外，同時創辦7年的「文獎會」�及《文藝創作》《文藝創作》文藝創作》》

�刊都一起�辦，少了中���的支持�高額獎金的鼓勵，「反共抗俄劇」��式微，

�讓劇團一陣�迷�

除了劇本內容的問�外，�時的稅捐、場租�是劇團沉�的�擔�45年臺灣省��

�是�樂稅，戲劇演�就需�徵百�之十五，再加�百�之五的防�捐、�花稅�及臨是�樂稅，戲劇演�就需�徵百�之十五，再加�百�之五的防�捐、�花稅�及臨�樂稅，戲劇演�就需�徵百�之十五，再加�百�之五的防�捐、�花稅�及臨演�就需�徵百�之十五，再加�百�之五的防�捐、�花稅�及臨就需�徵百�之十五，再加�百�之五的防�捐、�花稅�及臨再加�百�之五的防�捐、�花稅�及臨百�之五的防�捐、�花稅�及臨

時響�各項�災活動的捐款，�均起�每張票�付稅金就高�百�之二十五����一

方�，自從�施戒嚴��，�備總部、��機關及地方��配合「臺灣省�市文化工作��，�備總部、��機關及地方��配合「臺灣省�市文化工作，�備總部、��機關及地方��配合「臺灣省�市文化工作

處理�點�項」、「檢��締違禁�報雜誌、影劇歌曲�施辦法」等相關辦法，�對電

影院、劇院等歌�遊藝表演檢��締，演��必須先申�演�，演��材�必須交由�

�單位監督�在這些環境����，�多數劇團都已呈現解�狀態，僅�一部�軍中話部�軍中話軍中話

劇隊��、民�話劇團����

圖3-9   蓋�臺北市稅捐�徵處票券�驗�的演�票臺北市稅捐�徵處票券�驗�的演�票北市稅捐�徵處票券�驗�的演�票
券，�樂稅還需�外�交��徐天榮���，�樂稅還需�外�交��徐天榮����徐天榮���徐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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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藝術館成立與「中華話劇團」(民國46〜54)

3.2.1各式劇團概況

39年在文協的號召��現了許多的��、職業及業餘的戲劇團體，尤�是軍中話劇

團隊�常態性演�，加�軍中文藝活動盛行一時，軍中話劇團隊��民�劇團共同擔�

起��宣傳的�任��時的��話劇團隊包括11�

 (一)軍中����

��甲種�總部��、乙種�軍團��藝工隊，包括�防部總�治部直屬話劇團

隊、�海�三軍及後勤部隊各�治部直屬話劇團隊、各軍團�治部直屬話劇團隊�由於

�防部��推動「兵演兵」、「兵唱兵」的��，�此鼓勵各�部隊成立業餘性質的康

圖3-11   �戰隊��部飛馬康樂隊演�
劉�夫編劇的《夢���》之節
目�籤�許世源����許世源���

圖3-10   ��話劇隊54年演�《朝
陽》之宣傳單�反��許�許
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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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隊，由兵自唱自演，除慶典時參加演�，�不時做勞軍�演�42年起，�防部舉辦

了文化康樂�競賽，�過競賽�拓展了軍中話劇的流行，至52年訂�「�軍康樂團隊革

�綱要」全�精�，所�軍、師�業餘康樂團隊於53年全�撤銷，剩�話劇隊��防

部「藝工總隊話劇隊」、「憲�歌劇隊」、「莒�藝工隊」仍�中�話劇��委員會之

邀，在50年��對外的�型演�，之後僅作軍中勞軍的�演�74年各軍種裁撤乙種藝工

隊，84年再裁撤各藝工隊�藝宣組，僅剩�戰總隊的藝宣�隊、�軍的��藝工隊、軍

�部的白雪藝工隊�這些軍中話劇團隊隨��民��遷臺，將�往抗�的演�改�反共

��的內容，除了各地巡�勞軍外，這批���臺的戲劇

人才，�純�的�語推動了五○年代反共劇的盛況，�成

�後�臺灣演藝界的中堅�子12�

 (二)�育部中華��� 

由��部社會��推行委員會於38年�立，57年解

�，�四○年代��要的話劇團體，將在�節���

圖3-13   �0年�防部藝術工作總隊演
�話劇《故鄉人》，慶祝��
六十年��許世源���年��許世源����許世源���

圖3-12   54年康樂總隊話劇隊演�反共劇本
《��黑》，��男��張醒亞由�
健演������������������������



南海劇場復刻版1957-2007056

 (三)中央青年�社 

�三民��青年團中�團部所組成，社長��仁榮，演�不多，至4�年改組���

團「幼獅劇社」�

 (四) 幼獅�社

由青年��團組成，多在�專院校演�，對�時青年影響��，�後���是由�

�團推動的「�劇場運動推行委員會」結合�

 (五)�府組織之文化工作�

於45至50年�各地均成立文化工作隊，�林務局林業文化工作隊��，�隊於48

年成立，�19�男隊員�９�女隊員組成，�總領隊、副總領隊、指導員各一人�由支

�部指��，���演�、文�、電影、總務四股，股長由隊員兼任，配備�宣傳車四，配備�宣傳車四配備�宣傳車四

輛，巡�全省各地及山地鄉，此外太�山林場亦組成文化工作隊�51年臺灣省�務處�

成立「文化工作隊」，推�保密防諜的宣傳劇，成���宣導的工具�

 (六)國民黨黨部系統之文化工作� 

39年由各�部�立文化工作

隊，包含地方�部、�路�部、產

業�部及海員�部，從藝術館的演術館的演館的演

�紀錄�看，50年�仍常�演�，

�0年臺電文化工作隊還�演�《喜

氣洋洋》一劇，�至�0年後�續解

�� 

圖3-14   5�年經濟部各�業單位聯合�演五
幕話劇《烏鵲南飛》之節目單�徐�徐徐
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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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劇團體在45年後仍持續演�，並堅守反共復�路線�4�年藝術館成立，�處

於「反共抗俄劇」�弱，「戰鬥文藝」�「�劇場運動」話劇時期�臨之際，加�所屬際，加�所屬，加�所屬

��部在成立�期演�的戲劇自然多�此類作品���4�年藝術館辦理紀念�父誕辰�在成立�期演�的戲劇自然多�此類作品���4�年藝術館辦理紀念�父誕辰�成立�期演�的戲劇自然多�此類作品���4�年藝術館辦理紀念�父誕辰�作品���4�年藝術館辦理紀念�父誕辰����4�年藝術館辦理紀念�父誕辰�

社會��擴���週，由中華話劇團演�三幕反共悲喜劇《�湖春�》�47年臺灣省�

部文化工作隊演�《還鄉記》，劇情�旅�華僑�共產�欺騙還鄉，�盡凌辱後逃�鐵

幕的經過，54年��話劇隊演�《朝陽》，�旨宣�「毋�在莒、精誠團結」精神�此

外�防部康樂總隊話劇隊、郵��部藝宣隊等��團體都常在藝術館演�，在這些��術館演�，在這些��館演�，在這些��

劇團�又���部的「中華話劇團」�具代表性�

圖 3-15  55年�糖職工福利總會�糖戲劇研究社演�徐天榮編導的《�蘭之�》節目單�徐天榮���社演�徐天榮編導的《�蘭之�》節目單�徐天榮���演�徐天榮編導的《�蘭之�》節目單�徐天榮����徐天榮���徐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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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年��部�立「戲劇��推行委員會」，並成立「中華話劇團」，�社�宣傳�

戲劇推廣�宗旨，首任團長�慰誠��團每年均��經常性的�演，��勞軍演�及�

要慶典的演�，��一年演�場次137場�「中華話劇團」�隸屬��部，�僅��兩、僅��兩、��兩、

三千元的藝術��經費，�須對外�演才能報銷經費，�沒�行�人員費��藝術館�的藝術��經費，�須對外�演才能報銷經費，�沒�行�人員費��藝術館�，�須對外�演才能報銷經費，�沒�行�人員費��藝術館�

同���部的所屬單位，�而成�

�團演�的必選場所，自4�年�

�，「中華話劇團」就成�藝術館

的常�，幾�藝術館話劇演�畫�幾�藝術館話劇演�畫�藝術館話劇演�畫�

等號，每年的社會��運動週幾乎

都是由「中華話劇團」演�，此外

慶祝�慶、戲劇節等��活動�會

圖3-1�、3-17 51年中�委員會第四組�辦、3-17 51年中�委員會第四組�辦3-17   51年中�委員會第四組�辦
中��民�文化工作隊觀摩
之節目單�徐天榮����徐天榮���徐天榮����

圖3-18   51年中��民�文化工作隊演�歌
�劇《聞雞起�》�中�社����中�社���



側看官方�����話劇團隊 059

舉辦�演��演過的劇目�根據陳紀�創作的《�地》改編的《離�世�》、張��編目�根據陳紀�創作的《�地》改編的《離�世�》、張��編�根據陳紀�創作的《�地》改編的《離�世�》、張��編創作的《�地》改編的《離�世�》、張��編�地》改編的《離�世�》、張��編》改編的《離�世�》、張��編改編的《離�世�》、張��編

劇四幕社�喜劇的《傳�之�》、丁善�編劇的保防劇《金鳳凰》等�49年�慶祝第三的《傳�之�》、丁善�編劇的保防劇《金鳳凰》等�49年�慶祝第三《傳�之�》、丁善�編劇的保防劇《金鳳凰》等�49年�慶祝第三

�總統就職，「中華話劇團」5�20�在藝術館演�五幕七場十一�的歷史劇《��復興

曲》，本劇是�曼瑰《��春�》的續曲，�歌�形式表現�莽會戰的情節，每晚從7點

半演�至12點才結束，�臺灣劇壇罕�的�場��之後�曼瑰�持的「三一劇藝社」由

中華話劇團首演《時代插曲》，�劇��曼瑰編劇，劉�夫執導，自10�24�起在藝術

館演�8天，之後又在藝術館演�《回春曲》�宣傳保防的《夢���》等劇�又在藝術館演�《回春曲》�宣傳保防的《夢���》等劇�在藝術館演�《回春曲》�宣傳保防的《夢���》等劇�

48年藝術館�「中華話劇團」研商，聯合舉辦話劇��會，並���施辦法，每�

一次演�7到10�，並採��售票方式���支���館��場地、�臺人員調配、宣傳演�7到10�，並採��售票方式���支���館��場地、�臺人員調配、宣傳7到10�，並採��售票方式���支���館��場地、�臺人員調配、宣傳到10�，並採��售票方式���支���館��場地、�臺人員調配、宣傳10�，並採��售票方式���支���館��場地、�臺人員調配、宣傳

���後臺茶水之���「中華話劇團」���排演、服裝、道具、��、��、化���、��、化��、��、化�

等�材�後臺全部演職員調配�演�時，後臺全部演員�加�費，館團共同��，按館

▲ 圖3-19   54年中華話劇團在藝術館演�10場由彭行才編
劇導演的三幕喜劇《春風路柳》�許世源����許世源���許世源����

▲ 圖3-20   55年中華話劇團演�改編自許��同��說彭
行才導演的《春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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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際參加工作人數，演職員15元、工�12元，劇團人員加發木柵至臺北往返車費�元�

經費�支部�，場租、宣傳、票務等�臺費�由藝術館��，��、服裝、道具、���、服裝、道具、��、服裝、道具、�

�、化裝、配音��等全部�材及顏料費由「中華話劇團」�擔�演�票價�20元、15

元、10元三種�20元佔20%、15元佔30%、10元佔50%、軍��生半票��票券�入，除人、軍��生半票��票券�入，除人軍��生半票��票券�入，除人券�入，除人�入，除人

員加�費支�外，�盈虧款項館團各�百�五十�擔，並���部�稅捐�徵處，�予�擔，並���部�稅捐�徵處，�予，並���部�稅捐�徵處，�予

�納稅款，��作藝術獎金��館團��時話劇演��還需向臺北市稅捐�徵處古��徵處古��處古��

處檢附驗票證五張，申�表乙份�及話劇��入場券，並由稅捐�徵處加蓋�演�，若徵處加蓋�演�，若處加蓋�演�，若

�申�還需�罰�

51年「中�話劇��演�委員會」成立，�要活動�話劇�演、推廣話劇，��多�話劇�演、推廣話劇，��多話劇�演、推廣話劇，��多、推廣話劇，��多推廣話劇，��多

次�「中華話劇團」舉行話劇��會�52年1�1�至15�話劇��會第三次�演，演�

由劉�夫編導的時裝劇《�風》，��時��好�的話劇，轟動劇壇，並於藝術館�演3

次共42場�除獲得第一�「話劇金�獎」�佳男��獎�馬��、�佳導演獎�劉�夫�、�獲得第一�「話劇金�獎」�佳男��獎�馬��、�佳導演獎�劉�夫�、�第一�「話劇金�獎」�佳男��獎�馬��、�佳導演獎�劉�夫�、�、�佳導演獎�劉�夫�、��佳導演獎�劉�夫�、�獎�劉�夫�、��劉�夫�、�

圖3-21 「中華話劇團」�藝術館聯合舉辦話劇��的�施辦法�許世源����許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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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演�劇本獎等五項獎項外，並獲��部52年文藝獎戲劇獎�之後在藝術館演�的還�外，並獲��部52年文藝獎戲劇獎�之後在藝術館演�的還�，並獲��部52年文藝獎戲劇獎�之後在藝術館演�的還�術館演�的還�館演�的還�

趙之誠編劇、彭行才導演的四幕喜劇《結���》，��部53年徵獎劇本《激��清》、彭行才導演的四幕喜劇《結���》，��部53年徵獎劇本《激��清》彭行才導演的四幕喜劇《結���》，��部53年徵獎劇本《激��清》的四幕喜劇《結���》，��部53年徵獎劇本《激��清》四幕喜劇《結���》，��部53年徵獎劇本《激��清》

等�

�團團�����「中華�驗劇團」，之後��觀環境的��演���，成員多���「中華�驗劇團」，之後��觀環境的��演���，成員多��「中華�驗劇團」，之後��觀環境的��演���，成員多

�至�他劇團繼續參�演�工作，57年�改隸文化局�理��電視電影興起的影響而解

�，歷年�共�演��話劇48齣，總共�09場�姑�不論演�的影響��，「中華話劇

團」在�時的環境���了一個��

話劇的好機會，�造就並帶動了臺灣

話劇的發展�

圖3-23   六○年��立臺灣藝術館外牆�了六○年��立臺灣藝術館外牆�了年��立臺灣藝術館外牆�了了
「響�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標語

圖3-22   第一�「話劇金�獎」獲得�佳男��獎的馬�
��佳女��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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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4、3-25   5�年�響�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東吳��菁菁話劇社演�反共意識的話劇《�子話劇《�子《�子
心》��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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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文化局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民國55〜63)

55年中�發動文化�革命，�民��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復興

中華文化」��固�倫理道德，�對抗文化�革命�5�年��部成立了「文化局」��

�全�文化�宜，並通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綱要」13，宗旨��配合中華文化復興

運動，將中華文化的精神植基於臺灣年輕的一代”，�「文化局」�後卻���法�不

全、經費��、業務範圍牽涉太廣、執行���職權範圍�糊等問�，於�2年裁撤，業

務改由�聞局���部�理14，�帶動這股復興文化的風潮，一直延續到七○年代臺灣外七○年代臺灣外年代臺灣外

交的挫�時期�

55年�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立藝專校�在藝術館率先演�反共劇《紅�

兵》，而�內各文化工作隊�宣�優良文化傳統，包括了「黃復興文化工作�隊」、

「�防部藝術工作總隊話劇隊」、「鐵路�部文化工作隊」等演�團體在5�年11�一�路�部文化工作隊」等演�團體在5�年11�一��部文化工作隊」等演�團體在5�年11�一�演�團體在5�年11�一�在5�年11�一�

11天�在藝術館演�各式話劇，內容包括�歌���節�或�自長城黃�傳統文化根源各式話劇，內容包括�歌���節�或�自長城黃�傳統文化根源話劇，內容包括�歌���節�或�自長城黃�傳統文化根源�自長城黃�傳統文化根源長城黃�傳統文化根源

的話劇�這些文化工作隊長久��一直延續��的宣導，都�演�反共劇��，在�時�這些文化工作隊長久��一直延續��的宣導，都�演�反共劇��，在�時

還�郵��部藝宣隊的《雙城復�》、�防部康樂總隊話劇隊的《四海歸心》�省�部的《四海歸心》�省�部《四海歸心》�省�部部

文化工作隊的《流�品》等�58年��部文化局�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將�年��的《流�品》等�58年��部文化局�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將�年��《流�品》等�58年��部文化局�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將�年��

戲劇年，�推�一系列響�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演��

圖3-2�   �1年影視聯合��演演�《中�人》
的演員合照�������演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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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電影、電視及戲劇界在藝術館聯合�演1�場的《中�人》，總共動員了92位

男女演員，幾乎網羅了�時影視話劇界的�部�演員，���語、臺語兩組，每天�、話劇界的�部�演員，���語、臺語兩組，每天�、劇界的�部�演員，���語、臺語兩組，每天�、�演員，���語、臺語兩組，每天�、演員，���語、臺語兩組，每天�、

夜場�流演�，�語組的每一�色，由4�演員�流演�，而臺語組的每一�色由2�演�流演�，�語組的每一�色，由4�演員�流演�，而臺語組的每一�色由2�演演�，�語組的每一�色，由4�演員�流演�，而臺語組的每一�色由2�演

員�流演���3年電影、電視、�臺演員��專院校青年70餘人共同演�《三個故��流演���3年電影、電視、�臺演員��專院校青年70餘人共同演�《三個故��演���3年電影、電視、�臺演員��專院校青年70餘人共同演�《三個故��

籠、海、山》，劇情�海外、��、臺灣三地中�人反共的遭��願��

圖3-27 �3年結合�內影視一流明星
�優秀青年演員演�的愛�劇《三個
故��籠、海、山》，共�9位導演
聯合指導��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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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將中華文化的精神傳承給青年一代，由「中�話劇��演�委員會」�辦，

自5�年��在藝術館舉辦「青年劇展」�����團合辦的關係，在�專院校話劇社術館舉辦「青年劇展」�����團合辦的關係，在�專院校話劇社館舉辦「青年劇展」�����團合辦的關係，在�專院校話劇社���團合辦的關係，在�專院校話劇社��團合辦的關係，在�專院校話劇社

演�時，所採�的戲��都是宣�傳統文化的劇情，�5�年�治��話劇社演�《傳戲��都是宣�傳統文化的劇情，�5�年�治��話劇社演�《傳��都是宣�傳統文化的劇情，�5�年�治��話劇社演�《傳演�《傳《傳

統》、臺灣��話劇社演�《青青的草原》、59年��文理�院話劇社演�《松柏長演�《青青的草原》、59年��文理�院話劇社演�《松柏長《青青的草原》、59年��文理�院話劇社演�《松柏長

青》、臺�話劇社演�《春輝普照》等，這種現�一直到「青年劇展」�辦之��刻�、臺�話劇社演�《春輝普照》等，這種現�一直到「青年劇展」�辦之��刻�臺�話劇社演�《春輝普照》等，這種現�一直到「青年劇展」�辦之��刻�演�《春輝普照》等，這種現�一直到「青年劇展」�辦之��刻�《春輝普照》等，這種現�一直到「青年劇展」�辦之��刻�

八股的劇情�造成了劇展一直�法突破的�境�

圖3-28   第十四�青年劇展文化��演�的
《中�人》節目單，劇情仍是�宣傳
反共愛�������文騰�����文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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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9   �4年由臺北市話劇�會�慶祝自由�演�的《流毒》節目單，劇情�「京劇團」投
奔自由的故���張������張�����張������

圖3-30   �8年由文化復興總會文藝研究�演�反共劇本《沸點》節目單，內容呼籲全民團結
自強對抗卡���背信��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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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國家建設時期與藝教館轉型(民國64〜75)

七○年代臺灣�處於�治轉型，經濟�放的時期，�際�發生��臺�件、退�聯年代臺灣�處於�治轉型，經濟�放的時期，�際�發生��臺�件、退�聯發生��臺�件、退�聯��臺�件、退�聯

合�、中�斷交�中美斷交，在�治�件的震盪�，經濟、社會結構�處於轉型�段�

由於都市化的發展、中產��的興起，臺灣向�方世界���放，聯帶的文化思想��聯帶的文化思想��帶的文化思想��的文化思想��文化思想��

沾染�了�方色彩，加���普�、�識份子族�擴�，社會�對文化的需求��益趨了�方色彩，加���普�、�識份子族�擴�，社會�對文化的需求��益趨�方色彩，加���普�、�識份子族�擴�，社會�對文化的需求��益趨

於多元化，臺灣文化��越�越朝向具體化和精�化，臺灣文化��越�越朝向具體化和精�化臺灣文化��越�越朝向具體化和精�化精�化15���年的「十二項建�」��五年

內每一�市建立一座文化中心，�中包括戲劇展演廳，��了演�場所，並�常常舉辦常常舉辦舉辦

戲劇活動，不僅��推展社�，傳播文化藝術，對於�高�民生活品質，培養基本的戲

劇人��許多的�益��7年��部訂�「建立�市文化中心�畫」，�8年行�院配合�

市立文化中心�畫�行「加強文化及�樂活動方案」，此乃����的第一個��文化

建�相關�畫�

圖3-31、3-32   《沸點》描寫中美斷交時團結自時團結自團結自
強的愛�行��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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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波文化建�中，�內各地��興建劇場，包括各地文化中心演藝廳，使得原先

在北高都會�的表演，�巡�到各個�市演��

70年文建會成立，��全�的文化�務，�旨包括了〝統���及協調、推動、考

��關文化建��項兼及發�中華文化����民精神生活�〞在此一趨勢�，藝術館此一趨勢�，藝術館趨勢�，藝術館

於74年��組織���館舍�位，改���立臺灣藝術��館�

歷經12年多次�訂的兩廳院於7�年成立，���是紀念���，興建了中�紀念

堂、��劇院及音樂廳三�建�，��型的場地至今仍然�一�的地位1��若就劇場的�

��說，藝�館的�51席座位�屬於中型劇場，而兩廳院座位較多��藝�館地理位�接席座位�屬於中型劇場，而兩廳院座位較多��藝�館地理位�接座位�屬於中型劇場，而兩廳院座位較多��藝�館地理位�接�屬於中型劇場，而兩廳院座位較多��藝�館地理位�接屬於中型劇場，而兩廳院座位較多��藝�館地理位�接而兩廳院座位較多��藝�館地理位�接兩廳院座位較多��藝�館地理位�接地理位�接位�接

近，故藝�館選�����能��隔觀眾�故藝�館選�����能��隔觀眾�藝�館選�����能��隔觀眾�選�����能��隔觀眾�����能��隔觀眾���隔觀眾��隔觀眾�

圖3-33  華岡劇團演�的《黑�白》海報，本劇演�打破了傳統戲劇��時�觀念���文騰���的《黑�白》海報，本劇演�打破了傳統戲劇��時�觀念���文騰���《黑�白》海報，本劇演�打破了傳統戲劇��時�觀念���文騰���了傳統戲劇��時�觀念���文騰���傳統戲劇��時�觀念���文騰�����文騰���
圖3-34  72年在藝術館演�《�調ー詩�歌的饗宴》，��詩加�創�的曲調表現民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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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5   73年雲��集在藝術館舉辦的《荷花的邀�》宣傳單，邀�����演�團《荷花的邀�》宣傳單，邀�����演�團荷花的邀�》宣傳單，邀�����演�團》宣傳單，邀�����演�團宣傳單，邀�����演�團
體����劇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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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解嚴後文化環境的改變(民國76〜)

7�年7�15��經�總統宣告臺灣地�解嚴��治的解嚴，刺激社會的發展，�的思

想、�的觀念一一�現，而��訂�文化建�的方案增加了民眾觀�和參�的意願���文化建�的方案增加了民眾觀�和參�的意願��文化建�的方案增加了民眾觀�和參�的意願��意願����

隨�八○年代劇團的相繼成立，相關的戲劇活動不斷的�行，形成一股�鬧的��，所八○年代劇團的相繼成立，相關的戲劇活動不斷的�行，形成一股�鬧的��，所年代劇團的相繼成立，相關的戲劇活動不斷的�行，形成一股�鬧的��，所的相繼成立，相關的戲劇活動不斷的�行，形成一股�鬧的��，所相繼成立，相關的戲劇活動不斷的�行，形成一股�鬧的��，所股�鬧的��，所�鬧的��，所��，所，所

帶�的成��就��估�了�

戒嚴後多元文化興起，�情況類似�方的後現代社會，詩人羅青�宣告臺灣文化反�情況類似�方的後現代社會，詩人羅青�宣告臺灣文化反情況類似�方的後現代社會，詩人羅青�宣告臺灣文化反

映�許多後現代的狀況18，對於臺灣是個全��放的�紀元，�放��探�、�禁、解除

戒嚴、�會全�改選等，戲劇界��之視野�闊，吸�各方資源�各方資源�資源�

解嚴十年�，在劇本的�審或�蹈、音樂的創作�，從過去的��意識演變�創意�，從過去的��意識演變�創意，從過去的��意識演變�創意從過去的��意識演變�創意��意識演變�創意演變�創意變�創意�創意創意

發想，任�演�不必�先審核劇本，而團體的表演�不會��即興��式的演��，任�演�不必�先審核劇本，而團體的表演�不會��即興��式的演��表演�不會��即興��式的演���不會��即興��式的演��會��即興��式的演��即興��式的演��式的演��演��

��解嚴後戲劇創作趨於多元化，一些�劇場�直接��治��結合，甚至�現�於多元化，一些�劇場�直接��治��結合，甚至�現�多元化，一些�劇場�直接��治��結合，甚至�現�

覆傳統的表演方式�舉幾個在藝�館演�的劇團��，80年表演工作坊演�表��時臺��，80年表演工作坊演�表��時臺，80年表演工作坊演�表��時臺

灣��的《臺灣怪�》、隨意工作坊在藝�館加演�同志���關的《火炬三部曲》，

81年�行式劇團演�探�性�意識形態的《蝴蝶君》、87年臺北市�劇場聯盟演�由�

圖3-3�  78年��發生天安�
�件後，真善美劇團�演《飛
越天安�》之節目單����������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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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華導演的《愛的��二年���片看太多了》�論�時的社會問�、89年�世代劇導演的《愛的��二年���片看太多了》�論�時的社會問�、89年�世代劇演的《愛的��二年���片看太多了》�論�時的社會問�、89年�世代劇的社會問�、89年�世代劇社會問�、89年�世代劇

團演�的《誰要�爾�》、93年臺灣渥克劇團演�的《天打雷劈》探�中�文化中「�的《誰要�爾�》、93年臺灣渥克劇團演�的《天打雷劈》探�中�文化中「�《誰要�爾�》、93年臺灣渥克劇團演�的《天打雷劈》探�中�文化中「�的《天打雷劈》探�中�文化中「�《天打雷劈》探�中�文化中「�

罰」的觀念等，從這些劇��看，臺灣話劇五十年�的變化，戲劇內容遠超�想像�五十年�的變化，戲劇內容遠超�想像�年�的變化，戲劇內容遠超�想像�遠超�想像�超�想像�

從�復�期到1970年代末期，�民���臨經濟��權�����性的問�，嗣後的問�，嗣後問�，嗣後

才��走向關注精神層�的文化建�，而文化建���仍不���意識的建構，將�視��走向關注精神層�的文化建�，而文化建���仍不���意識的建構，將�視關注精神層�的文化建�，而文化建���仍不���意識的建構，將�視層�的文化建�，而文化建���仍不���意識的建構，將�視的文化建�，而文化建���仍不���意識的建構，將�視將�視

之��化的工具���話劇團在中華話劇團�軍中話劇紛紛解�之後，臺灣除了各地文�化的工具���話劇團在中華話劇團�軍中話劇紛紛解�之後，臺灣除了各地文

化中心扶植的地方性劇團，�蘭陽戲劇團外，沒�足�代表官方立場的劇團�在那個資

源缺乏、戲劇環境不佳的時代�，��話劇團所代表的意�，�過�對�所呈現的那種

�臺表演方式，才能讓臺灣後續的專業劇團在一�的基��自由發展，�才���眾聲表演方式，才能讓臺灣後續的專業劇團在一�的基��自由發展，�才���眾聲，才能讓臺灣後續的專業劇團在一�的基��自由發展，�才���眾聲能讓臺灣後續的專業劇團在一�的基��自由發展，�才���眾聲讓臺灣後續的專業劇團在一�的基��自由發展，�才���眾聲自由發展，�才���眾聲發展，�才���眾聲�才���眾聲才���眾聲��眾聲眾聲

喧嘩，奇花綻放的局��藝�館除了在各個�段��演�要藝術的��，����部�各個�段��演�要藝術的��，����部��段��演�要藝術的��，����部��要藝術的��，����部�藝術的��，����部�

的��屬性持續對臺灣的戲劇發展���屬性持續對臺灣的戲劇發展�屬性持續對臺灣的戲劇發展�臺灣的戲劇發展�戲劇發展�

獻�量�

圖3-37、3-38  《自烹》原�張�風�2年作品
，遭臺北市��局審�判�「劇情慘忍、不
宜演�」，至83年由�立藝專戲劇科首度搬
�������������������������



南海劇場復刻版1957-2007072

注釋

1 《文訊》第2�2期�臺北�文訊雜誌社，民9�，8��《文訊》第2�2期�臺北�文訊雜誌社，民9�，8��文訊》第2�2期�臺北�文訊雜誌社，民9�，8��》第2�2期�臺北�文訊雜誌社，民9�，8��第2�2期�臺北�文訊雜誌社，民9�，8���臺北�文訊雜誌社，民9�，8��臺北�文訊雜誌社，民9�，8���文訊雜誌社，民9�，8��文訊雜誌社，民9�，8��
2 彭懷恩，《臺灣�治變遷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民7�，�70�
3 趙�培，《文壇先�張道藩》�臺北���文藝，民�4，�295�
4 吳若，《中華戲劇集第七輯�人獸之�》�臺北�中華戲劇藝術中心，民�0�
5 中�文藝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中�文藝年鑑》�臺北��原，民55�
� �文，《�代中�自由文藝》����亞洲，民44，�������亞洲，民44，������亞洲，民44，��� 
7 中�文藝協會編，《文協十年》�臺北�中�文藝協會，民49� 
8 焦桐，《臺灣戰後�期的戲劇》�臺北�臺原，民79年，�179�215��臺北�臺原，民79年，�179�215�臺北�臺原，民79年，�179�215�
9 ���，《民生���樂兩��述》�臺北�中�文物，民42年，�72��臺北�中�文物，民42年，�72�臺北�中�文物，民42年，�72�
10 黃仁，《臺灣話劇的黃金時代》�臺北�臺北市��文化局，民89年��臺北�臺北市��文化局，民89年�臺北�臺北市��文化局，民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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