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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蘭陵劇坊於第一��驗劇展於藝術館演�《荷珠�配》，���是臺灣現代劇場運動於第一��驗劇展於藝術館演�《荷珠�配》，���是臺灣現代劇場運動第一��驗劇展於藝術館演�《荷珠�配》，���是臺灣現代劇場運動於藝術館演�《荷珠�配》，���是臺灣現代劇場運動藝術館演�《荷珠�配》，���是臺灣現代劇場運動臺灣現代劇場運動灣現代劇場運動
的里程碑��林�山攝影�蘭陵劇坊����林�山攝影�蘭陵劇坊���林�山攝影�蘭陵劇坊����蘭陵劇坊���蘭陵劇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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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觀眾現在對「�劇場」還是不易接�，�概是認��劇場的演�常讓人看

到�後，還摸不清劇情�導演、演員要表現����許本�就沒�要表���嚴肅的社會

�����而在臺灣，「�劇場」��成�一種�眾的藝術��一種�眾的藝術�一種�眾的藝術�

根據文獻�研究，「�劇場」一�的起源，�1887年法�導演安德列•安瑞 ��ndre 

�ntoine� 在巴黎�「自由劇院」�Theatre Libre���濫殤��時�劇場運動強調的是��

流，�圖��時的商業劇場組織及演�方式作��隔��際��劇場的本意比較像是�隔��際��劇場的本意比較像是���際��劇場的本意比較像是�

戲劇打造一個「�驗�」，���打破傳統鏡框式的表演，解除�臺�觀眾的距離，並

藉由演���成創作者意念的傳�，呈現�多的可能性�

二十世紀��，這種劇場表演方式在歐美各�成�一股風潮，�生成幾種不同世紀��，這種劇場表演方式在歐美各�成�一股風潮，�生成幾種不同

圖4-2  49年�倡�劇場運動的�曼瑰在藝術館推�「三一劇藝社」的首演《時代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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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劇場型態，�亞陶��ntonin �rtaud,189�-1948�的「殘酷劇場」、�雷���Bertolt 

Brecht,1898-195��的「史詩劇場」、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 1933-1999�的「貧窮劇

場」、理���喜納��ichard �chechner,1934-�的「環境劇場」等�「�劇場」一�除��喜納��ichard �chechner,1934-�的「環境劇場」等�「�劇場」一�除�喜納��ichard �chechner,1934-�的「環境劇場」等�「�劇場」一�除

了意指不同的表演型態外，就劇場類型�看，通常指�約300個座位���型演�場地或的表演型態外，就劇場類型�看，通常指�約300個座位���型演�場地或表演型態外，就劇場類型�看，通常指�約300個座位���型演�場地或

在�型劇院所做的演���作成本��較�的演��可��「�劇場」�演��可��「�劇場」��可��「�劇場」�

臺灣首次�現「�劇場」的��，�要是�到�曼瑰在49年所推動的「�劇場運首次�現「�劇場」的��，�要是�到�曼瑰在49年所推動的「�劇場運次�現「�劇場」的��，�要是�到�曼瑰在49年所推動的「�劇場運是�到�曼瑰在49年所推動的「�劇場運�到�曼瑰在49年所推動的「�劇場運

動」，在藝術館首演《時代插曲》，�基本�這次的�劇場運動仍�傳統話劇演�方式，�基本�這次的�劇場運動仍�傳統話劇演�方式�基本�這次的�劇場運動仍�傳統話劇演�方式

����比較符合「�劇場」�驗理念的，是�9年一�在藝術館演�五�的「�驗劇術館演�五�的「�驗劇館演�五�的「�驗劇

展」�這次的劇展�要是�對劇本創作�演�的�驗性做考量，�此���認�是臺灣�要是�對劇本創作�演�的�驗性做考量，�此���認�是臺灣對劇本創作�演�的�驗性做考量，�此���認�是臺灣量，�此���認�是臺灣，�此���認�是臺灣

現代劇場�「�劇場運動」的起點�之後�劇場在經過社會環境變遷�戲劇理念�驗性性

的沖刷�，呈現��多元化的發展，並至今仍在持續發展中�

圖4-3  50年�劇場推行委員會第一�第四次��會由「三一劇藝社」演�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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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曼瑰推動的「小劇場運動」

在45年「�世界劇運」結束後，推動者之一的�曼瑰得到一筆獎�金�往�外考

��時劇場發展的趨勢，回�後於49年10�成立了「三一戲劇研究社」於首演《時代插，回�後於49年10�成立了「三一戲劇研究社」於首演《時代插回�後於49年10�成立了「三一戲劇研究社」於首演《時代插於首演《時代插首演《時代插

曲》後得到��團的支持，決�擴�推展劇運，在「中�戲劇運動�導委員會」之�，

成立了「�劇場運動推行委員會」�

�曼瑰認��時的話劇，首先得解決的問�是要�經常性�注�戲劇內涵的演�，�注�戲劇內涵的演�，注�戲劇內涵的演�，內涵的演�，的演�，

�戲劇的�質�吸�觀眾，建立觀眾對話劇的信心和興趣�所�她發起了迎合�時時代

潮流的「�劇場運動」�振興話劇�她的作法是找一些業餘劇團每年�期�演一些好的

劇本，並徵求會員�基本觀眾，並�每期會費20元，每次觀劇票價2元的優惠辦法，�推

廣民眾對於話劇的興趣和認識�

現在看起�，這個�劇場運動十�強調「品�」�「行銷」的觀點，�個運動�點

工作擺在��觀眾，同時�曼瑰���能嚴格要求話劇演�的水準，讓演職員們互相�，同時�曼瑰���能嚴格要求話劇演�的水準，讓演職員們互相��曼瑰���能嚴格要求話劇演�的水準，讓演職員們互相�

磋，對演�工作做經常性的�術�論，而�經常邀�戲劇�者作專�演講�每齣話劇演，對演�工作做經常性的�術�論，而�經常邀�戲劇�者作專�演講�每齣話劇演對演�工作做經常性的�術�論，而�經常邀�戲劇�者作專�演講�每齣話劇演經常邀�戲劇�者作專�演講�每齣話劇演常邀�戲劇�者作專�演講�每齣話劇演

�後，�會邀�對話劇�興趣的觀眾�舉行一次座�會，��批�演�的得失�

「三一劇藝社」第一期�「中華話劇團」�基�舉辦話劇��會，第一期從49年10，第一期從49年10第一期從49年10

�起至50年4�，地點在�立臺灣藝術館，�續演�話劇六齣，包括��一� 張道藩根據�在�立臺灣藝術館，�續演�話劇六齣，包括��一� 張道藩根據��立臺灣藝術館，�續演�話劇六齣，包括��一� 張道藩根據�臺灣藝術館，�續演�話劇六齣，包括��一� 張道藩根據�藝術館，�續演�話劇六齣，包括��一� 張道藩根據�

圖4-4   「三一劇藝社」�4年在藝術館做�後一
次�演，演��曼瑰舊作黃��導演的
《瑤池仙夢》��中�社����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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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 �ugo,1802－1885�的�說�nqelo改編的《狄四娘》，故��一位女伶�愛情

自我犧牲，表現崇高的愛��二� �曼瑰編劇的《女畫�》��三� 劉�夫編劇表現�時生�時生生

活�種種慾�的《夢���》��四� 吳若改編的《�地》一劇，演�抗戰時代青年的愛

�精神�復員後共匪猖獗的悲劇��五� 紐約百�匯�劇《偉�的薛巴斯坦》，乃是描寫捷

克一對藝人��歷盡艱險，利�機�投奔自由的喜劇��六��曼瑰編劇的《時代插曲》利�機�投奔自由的喜劇��六��曼瑰編劇的《時代插曲》機�投奔自由的喜劇��六��曼瑰編劇的《時代插曲》��六��曼瑰編劇的《時代插曲》�六��曼瑰編劇的《時代插曲》1�

《時代插曲》於49年10�25�於藝術館首演，原�演�至30�，�觀眾踴躍加演首演，原�演�至30�，�觀眾踴躍加演演，原�演�至30�，�觀眾踴躍加演

了三天，之後又�了配合�年的社�運動週再演�一場2�本劇��曼瑰將舊作的抗戰背

�，改��臺灣�背�的反共抗俄劇，鼓勵青年從軍，據�曼瑰本人表�，��旨是��背�的反共抗俄劇，鼓勵青年從軍，據�曼瑰本人表�，��旨是�背�的反共抗俄劇，鼓勵青年從軍，據�曼瑰本人表�，��旨是�表�，��旨是�，��旨是���旨是��旨是�

了"激發軍民向�的精神"的精神"精神" 3��時劇人

郭� 4 �歌雷 5 一致認�這次演�是在

�時話劇的胡鬧風氣�，一次成�的成�的的

演�，並回到了過去中�戲劇運動�

�「發皇」的嚴肅性�性��

圖4-5   51年10�起草的臺北話劇��演�委臺北話劇��演�委北話劇��演�委
員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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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劇除了�不錯的票房，並獲得了「不�痕跡的宣傳劇」的好�，��劇場運動打

�一�強心�，加強了此後的推展�度�由第一期的劇目�看，這個時期推動的「�劇�強心�，加強了此後的推展�度�由第一期的劇目�看，這個時期推動的「�劇心�，加強了此後的推展�度�由第一期的劇目�看，這個時期推動的「�劇�，加強了此後的推展�度�由第一期的劇目�看，這個時期推動的「�劇，加強了此後的推展�度�由第一期的劇目�看，這個時期推動的「�劇

場運動」在演�及意識形態�，仍��化人心，闡���節���，��時的�流社會

話劇團，在形式和意識形態�並�太�突破，和�述�方「�劇場運動」的原�理念是

不同的，只是仿�歐美�劇場舉辦話劇��、�期�演�招�會員的方式�對劇團的�

��觀眾的培養，�後�臺灣話劇的發展�相��的�益�

在�劇場運動��之�興起的劇團，��踐劇團、�世紀�風劇藝社、自由劇藝之�興起的劇團，��踐劇團、�世紀�風劇藝社、自由劇藝�興起的劇團，��踐劇團、�世紀�風劇藝社、自由劇藝

社、�藝劇社、南�劇藝社、�潮劇藝社、華�劇藝社、東方劇藝社等團體�50年�藝

�館一晚的演�租金��臺幣1200元，

加�茶水費40元，總共�1240元��若

�「�劇場運動」所推�的劇團作不售「�劇場運動」所推�的劇團作不售

票的話劇��，基於推廣話劇的宗旨，

在場租��半價的優惠，即�40元�對於

一些社會劇團而�，�是一筆不少的�

��

圖4-�   臺北話劇��會場地�配使�單，��邀臺北話劇��會場地�配使�單，��邀北話劇��會場地�配使�單，��邀
�演�團體申�場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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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瑰�於51年成立「臺北話劇��演�委員會」，將擴�原本的「�劇場運動」

的話劇推展工作，將「三一劇藝社」��他話劇單位列�協辦單位�「三一劇藝社」之�協辦單位�「三一劇藝社」之單位�「三一劇藝社」之

後演�並不固�，5�年接�「臺北話劇��演�委員會」的邀�，於藝術館推���好接�「臺北話劇��演�委員會」的邀�，於藝術館推���好�「臺北話劇��演�委員會」的邀�，於藝術館推���好術館推���好館推���好

�的《�水�畔》，由張�燕等人演���4年3�演��曼瑰的舊作《瑤池仙夢》，由黃的舊作《瑤池仙夢》，由黃舊作《瑤池仙夢》，由黃

��導演，史�亮創作音樂，聶�炎�臺��，林懷民指導�蹈及�臺動作�創作音樂，聶�炎�臺��，林懷民指導�蹈及�臺動作�音樂，聶�炎�臺��，林懷民指導�蹈及�臺動作�

4.2 臺北(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

��部於50年10�召�藝術活動指導會報，會中擬�成立一個�統合�內各戲劇團

體的組織，這便是51年11�12�在藝術館�的獻堂館�現在的孔孟�會�成立「臺北話劇�的組織，這便是51年11�12�在藝術館�的獻堂館�現在的孔孟�會�成立「臺北話劇�組織，這便是51年11�12�在藝術館�的獻堂館�現在的孔孟�會�成立「臺北話劇��的獻堂館�現在的孔孟�會�成立「臺北話劇�的獻堂館�現在的孔孟�會�成立「臺北話劇�

�演�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時的23個話劇相關單位代表所組成，�中�14個��，這個委員會由�時的23個話劇相關單位代表所組成，�中�14個��這個委員會由�時的23個話劇相關單位代表所組成，�中�14個��

�軍戲劇團隊和影劇機構代表，�9個�中���單位�民�機構 ��53年再增加中�文

化�院戲劇系、三一劇藝社�青年戲劇�會3個代表單位�藝術館的��清館長��會委術館的��清館長��會委館的��清館長��會委

員之一，藝術館的總務�任徐鐵軍�兼委員會總務組組長，委員會辦�地點暫�於藝術術館的總務�任徐鐵軍�兼委員會總務組組長，委員會辦�地點暫�於藝術館的總務�任徐鐵軍�兼委員會總務組組長，委員會辦�地點暫�於藝術的總務�任徐鐵軍�兼委員會總務組組長，委員會辦�地點暫�於藝術總務�任徐鐵軍�兼委員會總務組組長，委員會辦�地點暫�於藝術，委員會辦�地點暫�於藝術委員會辦�地點暫�於藝術

館內，藝術館每�撥�15天檔期�話劇演�，每場場租酌�300元�

圖4-7   第三�第四次�演�夏劇團演�的《��者》節演�的《��者》節《��者》節
目單，「34」代表「臺北話劇��委員會」所
推行的話劇演�場次��徐天榮���場次��徐天榮�����徐天榮����徐天榮���徐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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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話劇��演�委員會」�致沿�之�「�劇場運動」徵求基本觀眾的辦法，臺北話劇��演�委員會」�致沿�之�「�劇場運動」徵求基本觀眾的辦法，北話劇��演�委員會」�致沿�之�「�劇場運動」徵求基本觀眾的辦法，

並由�曼瑰擔任�任委員�根據「臺北話劇��演�辦法」的�文��委員會的活動包��委員會的活動包委員會的活動包

括�列幾項��一��期舉辦話劇��演�，由各委員單位�流�作或邀�業餘劇團演�，各委員單位�流�作或邀�業餘劇團演�，委員單位�流�作或邀�業餘劇團演�，

並得舉行聯合��演��二�舉辦觀摩性的演���三�舉辦各項座�會、演講會及聯�會���二�舉辦觀摩性的演���三�舉辦各項座�會、演講會及聯�會��二�舉辦觀摩性的演���三�舉辦各項座�會、演講會及聯�會���三�舉辦各項座�會、演講會及聯�會��三�舉辦各項座�會、演講會及聯�會�、演講會及聯�會�演講會及聯�會�會��

��演�場地�藝術館��，�期�臺北市��施地�，並對外積極徵求一��話劇��演�場地�藝術館��，�期�臺北市��施地�，並對外積極徵求一��話劇�

�會基本會員，會員證每人�費20元，�生半價�只要�交會費後，�是話劇��會�員，會員證每人�費20元，�生半價�只要�交會費後，�是話劇��會�，會員證每人�費20元，�生半價�只要�交會費後，�是話劇��會�

辦或推�的演�，可享�半價的票價優待，�外購買戲劇�籍、參加講習�座�都可�

優待，講習等活動甚至可�費參加，委員會�協�演�團體辦理場地租借及處理稅捐、

核�劇本申�演�等�宜，並舉辦話劇演��獎等�劇本申�演�等�宜，並舉辦話劇演��獎等�演�等�宜，並舉辦話劇演��獎等�等�宜，並舉辦話劇演��獎等�

第一���會自51年11�至52年10��，共�10個專業劇團參加演��首次的話劇自51年11�至52年10��，共�10個專業劇團參加演��首次的話劇51年11�至52年10��，共�10個專業劇團參加演��首次的話劇

��會由�踐劇團配合擴�社�運動週，於51年11�1��在藝術館演�歷史劇《�山美術館演�歷史劇《�山美館演�歷史劇《�山美

人》，由彭行才導演�第二齣�12�14�由南�劇藝社演�《血海花》，第三齣��中

華話劇團於52年1�1�演�的《�風》���在場租方��延續之�的「�劇場運動」的《�風》���在場租方��延續之�的「�劇場運動」《�風》���在場租方��延續之�的「�劇場運動」的「�劇場運動」「�劇場運動」

協�，�半價優待這些由��會推�的劇團，後�藝術館的場地不易排�檔期，由第二，後�藝術館的場地不易排�檔期，由第二後�藝術館的場地不易排�檔期，由第二場地不易排�檔期，由第二不易排�檔期，由第二排�檔期，由第二檔期，由第二

�委員會先將53、54兩年先排�檔期，再安排委員單位及社會業餘劇團�流演�，演先排�檔期，再安排委員單位及社會業餘劇團�流演�，演檔期，再安排委員單位及社會業餘劇團�流演�，演

�作品包括臺�中�劇藝社的《���火》和中華話劇團的《四對四》�及復�劇團、

圖4-8   中�話劇��委員會5�年在藝術館舉
辦的第四�「話劇金�獎」�獎典禮，四�「話劇金�獎」�獎典禮，�「話劇金�獎」�獎典禮，
�給�佳男演員�健��佳女演員張��佳男演員�健��佳女演員張�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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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隊、中影�驗劇團、��劇團等表演團體推�的作品，此外第二����慶祝，此外第二����慶祝�慶祝

莎士比亞四百週年紀念，由�曼瑰導演，�工幹校演�全臺首演的莎��劇《�子復�的莎��劇《�子復�莎��劇《�子復�

記》��曼瑰認�第二��第一�不同在於第一�的十齣�少賺錢，而第二�的十六齣

卻�少賠錢，這�代表觀眾�的成�經��戲劇水準的�升�除�述作品之外，比較值

得一�的是本期由臺灣藝專影劇科於53年��演�姚一葦編劇、彭行才導演的《�自鳳凰、彭行才導演的《�自鳳凰彭行才導演的《�自鳳凰

鎮的人》，�劇不��的時�背��時�的話劇�所不同，樹立了獨�的風格�，�劇不��的時�背��時�的話劇�所不同，樹立了獨�的風格��劇不��的時�背��時�的話劇�所不同，樹立了獨�的風格�樹立了獨�的風格�立了獨�的風格�了獨�的風格�獨�的風格�

54年「臺北話劇��委員會」�舉辦了話劇界的盛�舉辦了話劇界的盛�辦了話劇界的盛�ー「話劇金�獎」比賽�

一��先是�「��會」�「��演」�給獎對�，等到5�年青年劇展、世界劇展舉辦

後�加入一起比賽，�立�佳導演、編劇、男女��、�臺��及��獎等獎項，之後�加入一起比賽，�立�佳導演、編劇、男女��、�臺��及��獎等獎項，之後加入一起比賽，�立�佳導演、編劇、男女��、�臺��及��獎等獎項，之後立�佳導演、編劇、男女��、�臺��及��獎等獎項，之後�佳導演、編劇、男女��、�臺��及��獎等獎項，之後

�年固�於三至六�舉辦�5�年

委員會�了響�中華文化復興運

動，遵照��部藝術活動指導會

報，「擴�社�宣傳，加強戰鬥

文藝」的指�，擴�戲劇演��

畫��而�辦「��演」，由���而�辦「��演」，由�

�部�中山文化基金會協�，於協�，於，於

圖4-9   中�話劇��演�委員會�3年舉辦舉辦辦
第八�金�獎�獎典禮程�單�張�張
���������



南海劇場復刻版1957-2007084

8�21�至10��在藝術館演�，並由「中�戲劇藝術中心」執行演��演�劇作��術館演�，並由「中�戲劇藝術中心」執行演��演�劇作��館演�，並由「中�戲劇藝術中心」執行演��演�劇作��

: �一�姚一葦的《碾�觀音》��劇��徵求男女��，並邀�各�專院校戲劇社�生聯戲劇社�生聯劇社�生聯

合演�，由趙琦彬導演，聶�炎�臺����二�由�立藝專歷�畢業生聯合演�，��演�，��，��

寧導演美�劇作��爾德�Thornton �ilder, 1897-1975�的喜劇《�鳳配》��三��曼瑰的�爾德�Thornton �ilder, 1897-1975�的喜劇《�鳳配》��三��曼瑰的爾德�Thornton �ilder, 1897-1975�的喜劇《�鳳配》��三��曼瑰的

《�水�畔》�及�四�愛爾蘭劇作�蕭伯納�George Bernard �haw,185�-1950�劇作改

編的《�情記》由藝專�中興��校�們��演��12�在藝術館再推�由周聯華�士

編劇，徐�工導演的《聖誕先生》7，演員包括張�燕、�虹、馮海、�甦、胡錦、陶述

等�57年的��演由�時的影劇明星聯合演�話劇《螢》，�劇由劉�夫編導，演員�

明格、�健、�孫等8� 

圖4-10、4-11  �2年「中�戲劇藝術中心」海外
劇藝推行委員會第三期�演《白粉�》，�專
院校�生演�粉碎共匪毒品��的����張共匪毒品��的����張����張�張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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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年由中�話劇��演�委員會、��部文化

局、��團共同�畫演�姚一葦的《快樂的人》�原�畫演�姚一葦的《快樂的人》�原演�姚一葦的《快樂的人》�原

�紅鼻子，�紅色在�時涉及�治敏�而改��，由

趙琦彬導演、許常惠作曲、劉鳳�編�、聶�炎�臺

��，在臺北市「�專社團服務中心」演���時演

�男��的師��生劉��民78�說�男��的師��生劉��民78�說���的師��生劉��民78�說�的師��生劉��民78�說�師��生劉��民78�說�

它真�的意�，��是打破過去�臺劇的�式，

由音樂�和�蹈�專��一齣劇作曲、編�，在�時、編�，在�時編�，在�時

就是創舉��

4.3  中國戲劇藝術中心與中國青年劇團

5�年�內�私立�專院校紛紛成立，�加強校內戲劇社團的訓練��導，�曼瑰再

創立了�官方的「中�戲劇藝術中心」�此一機構�民�團體��配合話劇��委員會�配合話劇��委員會配合話劇��委員會

推展話劇劇運，讓運作���彈性�成立之後的�要工作，就是��辦理「青年劇展」

�「世界劇展」�除此之外，在�曼瑰的��中，「中�戲劇藝術中心」�是一個統合

�內戲劇界，促�戲劇演�、研究及�籍�版等相關工作的單位�、研究及�籍�版等相關工作的單位�研究及�籍�版等相關工作的單位�

圖4-13  「中�青年劇團」�3年在
藝術館首演《三個故��籠、海、
山》之入場券���幣五圓��張�張張
������

圖4-12   �《白粉�》演�本�，由僑生戲劇講習�演���張��張�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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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4-15   「中�戲劇藝術中心」結合影視演員演��生善編劇彭行才導演的《長白山�》
�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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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中�話劇��演�委員會」的官方色彩，民�的「中�戲劇藝術中心」直色彩，民�的「中�戲劇藝術中心」直，民�的「中�戲劇藝術中心」直

接影響了臺灣�時的劇運推動�發展��中心所成立的組織��57年「�聖質先生夫人所成立的組織��57年「�聖質先生夫人成立的組織��57年「�聖質先生夫人

宗�劇徵選委員會」、�2年「中�青年劇團」、58年7�21�「兒童戲劇推行委員會」、

59年2�9�「兒童��劇團」、59年11�2�「海外劇藝推行委員會」、�0年「華僑青

年劇團」和�1年「兒童劇徵選委員會」�這些組織所推動的兒童劇運、青年劇運、宗�

劇運和華僑劇運等，�促�了戲劇的推廣�現代化，�臺灣劇壇�獻良多�了戲劇的推廣�現代化，�臺灣劇壇�獻良多�戲劇的推廣�現代化，�臺灣劇壇�獻良多�良多�多�

「中�青年劇團」��協�「中�戲劇藝術中心」各劇團的表演，並��辦「青年

劇展」、「世界劇展」��專話劇聯合�演，吸�許多�專院校喜好戲劇的青年加入，

��時戲劇活動注入一股�活���期仍�傳統劇目��，常������節�、反共仍�傳統劇目��，常������節�、反共�傳統劇目��，常������節�、反共

抗俄等��3年「中�青年劇團」首次時代劇��演，在藝術館演�《三個故��籠、

海、山》，由趙琦彬、張��、�敏編劇，胡耀恆、金�鑫、黃美�、施叔青、孫鐵

毅、楊�和、丁洪�、張��、黃��、陳明�等聯合導演，除了��專院校�愛戲劇

的�生參加演�，�結合電影、電視、�臺明星共同演���劇是三個劇情不�貫的獨

幕劇所組成，���均�海外��臺灣三地中�

人的遭��願���臺���聶�炎，演員包括

了葛��、�健、�碧雲、張冰�、陳莎莉、�

璇、張�燕等70餘人，��時�內�得一�的

�型話劇�作�

圖4-1�   「中�戲劇藝術中心」�響�臺北市戲劇季演�臺北市戲劇季演�北市戲劇季演�
《長白山�》之節目單�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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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曼瑰�世後，由蘇子�賈亦棣繼任「中�戲劇藝術中心」�任��5年5�，

「中�戲劇藝術中心」�話劇��演�委員會�紀念�曼瑰七十冥誕，演�由�曼瑰編

劇的《��復興曲》，由蘇子�演員，黃��導演，聶�炎�臺��，史�亮音樂�

�，羅曼菲�蹈指導�自此次演�之後，戲劇藝術中心���會��，各自��自己的

業務�賈亦棣表� 9�

��授�世後，加���會�戲劇中心��，這兩年�青年劇展�世界劇展照舊舉���會�戲劇中心��，這兩年�青年劇展�世界劇展照舊舉��會�戲劇中心��，這兩年�青年劇展�世界劇展照舊舉�，這兩年�青年劇展�世界劇展照舊舉，這兩年�青年劇展�世界劇展照舊舉劇展�世界劇展照舊舉�世界劇展照舊舉

行，�情況已�不��，參展的�校���少，演�劇本全是舊作���使多年參加劇

展的�情�信心�形�落，乃�變�劇展形式�內容的��需求���需求��需求�需求�求�

「中�青年劇團」後期已經鮮少演�，�在「�驗劇展」��後，原本�愛戲劇的

�生��加入演��時編劇�的創�創��

劇本，�給了「中�青年劇團」�生

成員�一個發揮的機會�

圖4-17、4-18  �7年「中�話劇��委員會」
再推��曼瑰的舊作《瑤池仙夢》，�圖演員
�明格、�健，�圖中�的演員��碧輝�的演員��碧輝�演員��碧輝�
��������������



�劇場風潮�劇運推展組織 089

經過�8年9�的祝融，�9年「中�戲劇藝術中心」�響�第二�臺北市戲劇季，再次臺北市戲劇季，再次北市戲劇季，再次

結合戲劇、電影�電視演員聯合��演五幕八場的《長白山�》，�劇��生善編劇，五幕八場的《長白山�》，�劇��生善編劇，幕八場的《長白山�》，�劇��生善編劇，八場的《長白山�》，�劇��生善編劇，場的《長白山�》，�劇��生善編劇，

將�0年的同�電視劇改編成��劇，由彭行才導演，副導演���，演員��健、周仲

廉、孟元、朱磊、葛��、�孫、蘇子、張萍、�雷、�芷麟、馬之秦等人，��一時

之選，一�演�七天�七天�天�

4.4後期話劇欣賞會與「實驗劇展」

「中�話劇��演�委員會」在�曼瑰�世後，先由���長�幼華兼任，�7年�

�部聘姚一葦擔任�任委員，趙琦彬�總幹��姚一葦將劇本創作訂���會的推廣�

點，期待�代人才的創作��時赴�方�習戲劇的�者們�續回�，從����戲劇活

動，帶回了�時�方戲劇的演�觀念�在現代化��化的思潮中，使話劇��原本寫��原本寫�原本寫�

的形式，�創了一個�的���姚一葦首先�畫將戲劇活動由校�推廣至校外，讓�興廣至校外，讓�興至校外，讓�興

趣的社會人士都可�參���次是�倡�驗精神，�於�膽��，從��中求��是�倡�驗精神，�於�膽��，從��中求���倡�驗精神，�於�膽��，從��中求��10，�

�此舉辦了第一�的「�驗劇展」�

�9年的「�驗劇展」就比較接近現今�劇場的���姚一葦從三方���「�驗劇

場」11�

圖4-19  第一�到第五�「�驗劇展」演�的本��許世源����許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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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驗劇場是年輕人的劇場，他們把對戲劇的�誠�構想轉化在�臺��第

二，�驗劇場��是一個��的劇場，把所�戲劇演�的可能性都�驗於�臺��第

三，�驗劇場是藝術的劇場，戲劇�商業和藝術兩種��，藝術劇場的�驗演�可�不�，藝術劇場的�驗演�可�不，藝術劇場的�驗演�可�不

�觀眾多寡，只要�膽��，全��成藝術的目標即可�

第一�「�驗劇展」由�會撥�30�元經費，邀�四個團體在藝術館演�，7�15�術館演�，7�15�館演�，7�15�

起由「蘭陵劇坊」演�金士傑編劇、導演的《荷珠�配》��劇參考�劇「荷珠配」，

改編成現代�刺劇，採��劇的���白及�段，由男生反���子，服�方��融合，採��劇的���白及�段，由男生反���子，服�方��融合採��劇的���白及�段，由男生反���子，服�方��融合

了傳統�現代風格��劇�一�色是由文武場�奏�演員�劉靜敏、�天柱、���、

金士會、�樹聲、卓明、金士傑等� 1�、17�演�姚一葦編劇，牛川海指導的《我們一

同走走看》，是一齣�����變化作��驗基�的現代喜劇，由���生演��28、

29�是黃建業編導的《�人》，改編自康芸薇的�說，運��方「史詩劇場」的形式，

剖析兩個性格�遭�截然不同的女性，尋求認�的過程�30、31�是由黃美�編劇，黃

瓊華導演的《傻女婿》，劇本�胎自民�故�，�古裝演�，服裝造型創�，內容�在

圖4-20、4-21   �9年「蘭陵劇坊」演�金士傑編導的《荷珠
�配》，造成臺灣劇場界的一股�驗風潮�臺灣劇場界的一股�驗風潮�灣劇場界的一股�驗風潮�
���輝�����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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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現中�人的諧趣�自然，由���生擔任演��

「�驗劇展」一舉成�，����帶動了臺灣現代戲劇的發展��勳給予《荷珠�

配》��的�斷12�

這的�是第一次，在臺灣看到一個這樣�烈�生命�的劇場，�論��，沉�了，�論��，沉�了�論��，沉�了

三十年的劇運，�於讓人又呼吸到了�鮮的�氣�

從民��9年至73年，「�驗劇展」共在藝術館舉行了五�，除第一�的4齣外，之後��9年至73年，「�驗劇展」共在藝術館舉行了五�，除第一�的4齣外，之後�9年至73年，「�驗劇展」共在藝術館舉行了五�，除第一�的4齣外，之後術館舉行了五�，除第一�的4齣外，之後館舉行了五�，除第一�的4齣外，之後

演�了3�齣話劇�培�了不少的編導、演員�催生了方圓劇場、�觀劇場、�塢劇場、

華岡劇場、工作劇團、人�世劇場等劇團，�吸�了許多觀眾走�劇場�舉辦了五�之，�吸�了許多觀眾走�劇場�舉辦了五�之�吸�了許多觀眾走�劇場�舉辦了五�之

後，�驗劇展�後在劇場藝術缺乏創�及��金額短缺的情況�宣告�結13，�後續�起

的��的�帶動了臺灣現代話劇的發展�鍾明德�民85��認�臺灣�劇場運動「一�由

《荷珠�配》��」14���列�五�的演�劇目�編劇導演�

69年第一屆「實驗劇展」

�期 演�單位 劇� 編劇 導演

�9�7�15�7�157�15�1515 蘭陵劇坊 包袱、荷珠�配 集體創作、金士傑 金士傑

�9�7�1�-7�17�7�1�-7�177�1�-7�17�1�-7�171�-7�17�1717 我們一同走走看 姚一葦 牛川海

�9�7�28-7�29�7�28-7�297�28-7�29�28-7�2928-7�29�2929 �人 黃建業 黃建業

�9�7�30-7�31�7�30-7�317�30-7�31�30-7�3130-7�31�3131 傻女婿 黃美� 黃瓊華

70年第二屆「實驗劇展」

70���30-7�2���30-7�2��30-7�2�30-7�230-7�2�22 蘭陵劇坊 �庭作業、�雞��寓 金士會、黃承晃 金士會、黃承晃

70�7�4-7���7�4-7��7�4-7���4-7��4-7����� 　　 木�床�席夢思 黃美� �徒�萍

70�7�8-7�10�7�8-7�107�8-7�10�8-7�108-7�10�1010 　
早 餐 、 � 7 / 8 嫁 � 一 牛
車、7/9-7/10�風塵�

黃建業 黃建業

70�7�12-7�14�7�12-7�147�12-7�14�12-7�1412-7�14�1414
文化��
戲劇系

�盲、六個尋找作�的
劇中人

　 侯啟�、楊金榜

71年第三屆「實驗劇展」

71/8�15-8�17�15-8�1715-8�17�1717 方圓劇場 八仙劇場劇場場 陳玲玲 陳玲玲

71�8�19-8�21�8�19-8�218�19-8�21�19-8�2119-8�21�2121 �觀劇場
金��的�後一夜、看
不�的手

�文惠、陳榮顯 張�發、陳榮顯

71�8�23-8�25�8�23-8�258�23-8�25�23-8�2523-8�25�2525 �塢劇場 速�酢醬麵、九�葛
蔡明亮、劉玫、
��輝、張��

蔡明亮、劉玫、、劉玫、劉玫、
��輝、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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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第四屆「實驗劇展」

72�7�18-7�19�7�18-7�197�18-7�19�18-7�1918-7�19�1919 華岡劇團 ��風走過 集體創作 ��弼

72�7�21-7�22�7�21-7�227�21-7�22�21-7�2221-7�22�2222 方圓劇場 周臘梅成� 陳玲玲 陳玲玲

72�7�24-7�25�7�24-7�257�24-7�25�24-7�2524-7�25�2525 �塢劇場
黑暗�一扇打不�的�
、素描

蔡明亮、��輝 蔡明亮、��輝

72�7�27-7�28�7�27-7�287�27-7�28�27-7�2827-7�28�2828 蘭陵劇坊 ��凳、貓的天堂 卓明、金士傑 卓明、金士傑

72�8�2-8�3�8�2-8�38�2-8�3�2-8�32-8�3�33 �觀劇場 百�生涯、�命的謊話 陳榮顯、毛建� 張�發、�文惠

73年第五屆「實驗劇展」

73�7�8-7�9�7�8-7�97�8-7�9�8-7�98-7�9�99 華岡劇團 回�記、黃金時段 ��弼 ��弼

73�7�11-7�12�7�11-7�127�11-7�12�11-7�1211-7�12�1212 �觀劇場 她們的故�
�文惠、張詠蓮、

林呈炘
�文惠、張詠蓮、

林呈炘

73�7�14-7�15�7�14-7�157�14-7�15�14-7�1514-7�15�1515 工作劇團 我們都是這樣長�的 集體創作 賴聲川

73�7�17-7�18�7�17-7�187�17-7�18�17-7�1817-7�18�1818 �塢劇場 房��的衣櫃 蔡明亮 蔡明亮

73/7�20-7�21�20-7�2120-7�21�2121 方圓劇場 �� 洪祖瓊 陳玲玲、洪祖瓊

73�7�23-7�24�7�23-7�247�23-7�24�23-7�2423-7�24�2424
人�世
劇團

交叉地帶、乾燥花 蔡秀女、金蘭蕙
金美美、蔡秀女、

金蘭蕙

表4-1 各��驗劇展演�劇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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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第二��驗劇展「蘭陵劇坊」演�《�庭作

業》���生攝影�蘭陵劇坊������生攝影�蘭陵劇坊�����生攝影�蘭陵劇坊����蘭陵劇坊���蘭陵劇坊����

圖4-23   第二��驗劇展文化��戲劇系演�《六個

尋找劇作�的劇中人》���輝������輝�����輝����

圖4-24   第三��驗劇展由「�塢劇場」演�《九�

葛》���輝������輝�����輝����

圖4-25   第四��驗劇展由「方圓劇場」演�《周臘

梅成�》�方圓劇場����方圓劇場���方圓劇場����

圖4-2�   第四��驗劇展由「蘭陵劇坊」演�《��

凳》�蘭陵劇坊����蘭陵劇坊���蘭陵劇坊����

圖4-27   第五��驗劇展由「方圓劇場」演�《�

�》�方圓劇場����方圓劇場���方圓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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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話劇��演�委員會」自�曼瑰創���，經費一年只�30�，�要

�於��「青年劇展」和「世界劇展」，�沒�固�的辦�處所，亦�辦�費，�電話

都是借�的�所�辦理「�驗劇展」��的��還是錢的問��每年的經費��兩個劇

展後，幾乎沒�多餘的錢可��參加「�驗劇展」的每一團體可得的���3到4�元，

宣傳和場地費�由��演�委員會��，票房�入�歸��演�委員會所��第一�

「�驗劇展」�到相�的好�，�而票房�入幾乎�支�相抵，�是�後兩���物價

�漲，而�法做到�支��，�而�得向外界募款�在這樣捉襟�肘的情況�，「中�

話劇��演�委員會」向��部��一套�關工作推展和�算的詳細�畫，包括���

撥300�作�擴��驗劇展演�的經費，�後�並�通過��而73年12�姚一葦和趙琦彬

聯袂�辭��部聘�的「中�話劇��演�委員會」的�任委員和執行��的工作，74�的「中�話劇��演�委員會」的�任委員和執行��的工作，74的「中�話劇��演�委員會」的�任委員和執行��的工作，74

年��部批�姚一葦和趙琦彬的辭呈，「中�話劇��演�委員會」�式解��

74年�曼瑰�世十周年，「中�話劇��演�委員會」發起盛�的紀念會，除舉辦

�術演講外，並由蘭陵劇坊��了一系列的「鑼聲�目劇場」，自9�8�至10�19�

在藝�館演��劇目包括蘭陵劇坊的《�微笑》、筆記劇場的《楊美聲報告》、藝術團的《楊美聲報告》、藝術團《楊美聲報告》、藝術團

�的《��的故�》、�文劇�的《塵世》、工作劇團的《過�》、�戰�校的《��的《��的故�》、�文劇�的《塵世》、工作劇團的《過�》、�戰�校的《��《��的故�》、�文劇�的《塵世》、工作劇團的《過�》、�戰�校的《��的《塵世》、工作劇團的《過�》、�戰�校的《��《塵世》、工作劇團的《過�》、�戰�校的《��的《過�》、�戰�校的《��《過�》、�戰�校的《��的《��《��

復興曲》、�觀劇場的《同是天涯�落人》等��中比較��目的是9�8��幕�天�的《同是天涯�落人》等��中比較��目的是9�8��幕�天�《同是天涯�落人》等��中比較��目的是9�8��幕�天�

午，蘭陵劇坊在藝�館��行的「環境劇場」演��蘭陵40位團員在編導卓明領導�，

圖4-29   「鑼聲�目劇場」在中��
報所刊登的�文劇�《塵
世》的廣告��文騰�����文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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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員�披破碎的塑膠袋站在高處，��靜似雕塑的神情�對天地，�的環�，��，�的環�，���的環�，��

頭敲打�節奏，同時吟詠古調，�表�對現代文明各種形式汙染的質疑�演�成�吸�

許多觀眾�觀，�由於表現的���造滿地「垃圾」，排練時一度遭�����

「蘭陵劇坊」原�「耕莘�驗劇團」，除了參�一、二、四�的「�驗劇展」�

「鑼聲�目劇場」外，�外於�9年在藝術館演�卓明編導的《貓的天堂》、71年�參加

臺北藝術季演�金士傑編導的《��人》、《社會版》、72年�演集體劇本創作、金士北藝術季演�金士傑編導的《��人》、《社會版》、72年�演集體劇本創作、金士

傑導演的《演員�驗��》八場、75年金士傑編導的《���》�77年黃承晃編導的八場、75年金士傑編導的《���》�77年黃承晃編導的場、75年金士傑編導的《���》�77年黃承晃編導的

《黎明》，�戲沒�對話，而��體肢體表現意念�「蘭陵劇坊」的這些演���之後

的臺灣�驗劇場發展起了帶頭的作��臺灣�驗劇場發展起了帶頭的作���驗劇場發展起了帶頭的作��作���

圖4-30   蘭陵劇坊71年演�《��人》，全劇
�人演���傀儡的故���張照堂�張照堂張照堂
攝影�蘭陵劇坊����蘭陵劇坊���蘭陵劇坊����

圖4-31   77年蘭陵劇坊演�《黎明》，全劇沒
�一句對白��蘭陵劇坊����蘭陵劇坊���蘭陵劇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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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時代新潮流下的實驗運動

7�年臺灣解除戒嚴後，�內的�治���放，��理想性格、對時代氛圍敏�的文

藝青年們，打�「�覆」、「反體�」的旗幟，利�劇場發聲，傳�他們對社會、�治現

狀的不滿�省思�而社會對於各式外�觀念的接納、��的�際交流�及科技的��等

�素�使得九○年代臺灣�劇場的表演�材�加�富、�加多樣化�表演方式，甚至技

術工具等�都呈現多元的��15�經歷了八○年代的�驗�忱及�治關注後，九○年代的

�劇場界���在美�風格�藝術形式的探�，表��對�方文化信仰和崇拜的質疑，

�量產生跨界���裝�藝術結合�、跨文化、跨性�的���女節、同志藝術節�，�發展

�許多演�替代��，�「皇冠�劇場」、「牯嶺��劇場」�原臺北中�二�局��在

臺北�外的�劇場活動�趨活絡�成熟，並�善於運�網際網路等�式�體�85年由臺

北市��文化處編輯的《臺北�劇場》一�，包含了12個在臺北地�的�劇場，�「�

�岸劇團」、「臨界點劇�錄」、「�體原點工作�」、「臺灣渥克劇團」等等�隨�

�世代的�臨，臺灣的�劇場�經歷了汰舊��的過程，九○年代至今不斷持續�現�

多、��、���色的劇團� 

民�85年，陳梅毛等人催生「臺北�劇場聯盟」，致��拓藝文��並�聯�劇場

團體，�改善�劇場生態�文化��貧乏問��聯盟在8�年��到將「牯嶺��劇場」

作�演�之�，讓�劇場��擁�自己排練�展演的��，並命��「中�二�局�劇

場」，由「臺北�劇場聯盟」 經�1��同時在87年推��劇場藝術節，於藝�館�演�

�導演林奕華的《愛的��二年�ーＡ片看得太多了》，全劇一�場就�45�鐘演員

在幕後講話的「�聲�影」，考驗臺灣觀眾的耐性�之後「臺灣渥克劇團」在93年亦於

藝�館演�《臺北錯誤旅遊》、《天打雷劈》等劇�此外金枝演社、臺南人劇團、戲�

子劇團都�在藝�館演��

一�都�二二八�件後�演《�蕉�》的「�驗�劇團」�戰後首次�「�驗」之

�的劇團�臺灣�劇場經過了��部成立的「中華話劇團」�後改�中華�驗劇團�演�反臺灣�劇場經過了��部成立的「中華話劇團」�後改�中華�驗劇團�演�反�劇場經過了��部成立的「中華話劇團」�後改�中華�驗劇團�演�反

共抗俄劇，演變到第一�「�驗劇展」的強調�驗性，到現在�於�比較�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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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驗性格��後值得一�的是由�內戲劇人才成立的中華戲劇�會���會於95年值得一�的是由�內戲劇人才成立的中華戲劇�會���會於95年一�的是由�內戲劇人才成立的中華戲劇�會���會於95年

起，在藝�館承辦�內�專院校戲劇科系的「四校聯演」活動，9�年第二�增加�「五

校聯演」，97年的��再擴�，�所帶�的�內話劇後續�益，�仍�待觀��此外，

�內的劇運推展組織比較��的還��劇，於52年成立的�劇��演�委員會，�及地

方戲劇協�會，將在後��節再做���

圖4-32 �「臺北�劇場聯盟」推���導演林奕
華的《愛的��二年�ーＡ片看得太
多了》��張������張�����張������

圖4-33  「金枝演社」93年在藝�館演�《�梅
�天�》中的一幕��金枝演社���中的一幕��金枝演社���的一幕��金枝演社����金枝演社���金枝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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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之後��藝術館檔期問�，只�《時代插曲》�49年10��、《夢�時代》�50年5���《女畫�》�50術館檔期問�，只�《時代插曲》�49年10��、《夢�時代》�50年5���《女畫�》�50館檔期問�，只�《時代插曲》�49年10��、《夢�時代》�50年5���《女畫�》�50

年12��三劇在藝術館演��術館演��館演��
2  《時代插曲》續演兩場，《聯合報》，49年10�31�，�版�《時代插曲》續演兩場，《聯合報》，49年10�31�，�版�時代插曲》續演兩場，《聯合報》，49年10�31�，�版�》續演兩場，《聯合報》，49年10�31�，�版�續演兩場，《聯合報》，49年10�3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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