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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社���������社��������社��������

圖8-1   「表演工作坊」於75年3�3�演�《暗戀桃花源》之劇照，本劇�紐約時報喻�華文
世界��要的一齣戲，�帶領了七○年臺灣社會團體演�的風潮��表演工作坊���七○年臺灣社會團體演�的風潮��表演工作坊���年臺灣社會團體演�的風潮��表演工作坊���演�的風潮��表演工作坊���的風潮��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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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社會劇團，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社會人士專業性的演�，而��部�的演�都售都售

票，�商業劇團的影子，�臺灣的劇團不�過去或現在，都沒�辦法成�百�之百純�純�

的商業劇團�從�方劇場的發展�看「商業劇場」的��是�「專�職業的商業劇場，是�「專�職業的商業劇場，�「專�職業的商業劇場，

包含表演場地的所�者或是表演者都必須加入「工會」，�目的是�了替��、經�者的所�者或是表演者都必須加入「工會」，�目的是�了替��、經�者或是表演者都必須加入「工會」，�目的是�了替��、經�者者都必須加入「工會」，�目的是�了替��、經�者都必須加入「工會」，�目的是�了替��、經�者加入「工會」，�目的是�了替��、經�者「工會」，�目的是�了替��、經�者

或投資者獲�利潤及�配利益1�」的�，從�一個龐�的戲劇工會�業�在支撐此一�度�此一�度��度��

看，跟歐美的戲劇動輒聯演幾個�，甚至幾年的歌�劇相比，�內的劇團要�得�商業得�商業商業

劇場的�是找不到的�是找不到的��

臺灣社會劇團一��說可��職業、半職業�業餘團體�這�都�劇團成員的狀況

����職業劇團是指專職的劇場工作者，半職業是除了劇場演�外仍兼職�他相關工���職業劇團是指專職的劇場工作者，半職業是除了劇場演�外仍兼職�他相關工��職業劇團是指專職的劇場工作者，半職業是除了劇場演�外仍兼職�他相關工

作�票房性質的業餘演��在臺灣劇場史�半職業劇團算是�數�多的，跟�時社會經

濟文化狀況�關，影響��的是官方的���度�推動�不論是45年的「�世界劇運」

之後的「�劇場運動」、「臺北話劇��委員會」乃至近年的「�專�社會團體觀摩演乃至近年的「�專�社會團體觀摩演至近年的「�專�社會團體觀摩演

�」�現今的文化����，均直接帶動�時社會團體的興衰�本�從遷臺後第一個臺�時社會團體的興衰�本�從遷臺後第一個臺時社會團體的興衰�本�從遷臺後第一個臺

灣話劇的黃金時代說起，再�到�曼瑰推動的「臺北話劇��委員會」�一些在藝術館

��演�紀錄的劇團，七○年代接續的張�風創作�「宗�劇團」�及臺北市話劇�會七○年代接續的張�風創作�「宗�劇團」�及臺北市話劇�會年代接續的張�風創作�「宗�劇團」�及臺北市話劇�會創作�「宗�劇團」�及臺北市話劇�會�「宗�劇團」�及臺北市話劇�會

所推動的演�活動�活動��

圖8-2   47年3�25��慶祝第十五�美術節中十五�美術節中�美術節中
華話劇團演�《假鳳虛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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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早期話劇的黃金時代

45年�曼瑰在��町「�世界劇院」推展一��的�編話劇�演，��「�世界劇

運」，�黃仁��是臺灣話劇的黃金時代�從45年2���的一年半，共演�1�齣話劇�

首演的《��春�》�一舉創��演45天49場爆滿的紀錄，演��導委員20人，演�委

員�多�31人2，這個演�的��就�現在的劇團都不可及，從這個紀錄就不�了解�時

的盛況��這個劇運結束後，毀�參半，�而才�後續的「�劇場運動」，關於「�劇

場運動」已在第四��及�

「�世界劇運」之後�一些民�劇團仍延續��的��，演�期�少�一個禮拜，民�劇團仍延續��的��，演�期�少�一個禮拜，劇團仍延續��的��，演�期�少�一個禮拜，

多�半個�，藝術館成立後����一些劇團常租�場地演�，��時�了保護電影等

�樂�業，就�藝術館都��每個�僅能�10天的售票��中還包括�它藝術表演類型能�10天的售票��中還包括�它藝術表演類型10天的售票��中還包括�它藝術表演類型售票��中還包括�它藝術表演類型票��中還包括�它藝術表演類型

的售票演�，�而�影響了劇團售票的�數�劇團只好一方�申���及��場租，�售票演�，�而�影響了劇團售票的�數�劇團只好一方�申���及��場租，�票演�，�而�影響了劇團售票的�數�劇團只好一方�申���及��場租，�售票的�數�劇團只好一方�申���及��場租，�票的�數�劇團只好一方�申���及��場租，�

�費話劇招待會的方式�演，一方��數天�售票方式��貼�作經費，對於�時的民售票方式��貼�作經費，對於�時的民票方式��貼�作經費，對於�時的民民

�劇團�說，這種狀況相�常��像中華話劇團47年演�《假鳳虛凰》時就先�慶祝第劇團�說，這種狀況相�常��像中華話劇團47年演�《假鳳虛凰》時就先�慶祝第

十五�戲劇節的話劇���演，之後再繼續售票演���戲劇節的話劇���演，之後再繼續售票演��繼續售票演��續售票演��售票演��票演�����

這個話劇早期的黃金時代，據黃仁所說，至民�52年中華話劇團演�15天的《�

風》之後，即�電影�電視的�起而沒落�根據藝術館演�紀錄�看，在往後「�劇場即�電影�電視的�起而沒落�根據藝術館演�紀錄�看，在往後「�劇場�電影�電視的�起而沒落�根據藝術館演�紀錄�看，在往後「�劇場根據藝術館演�紀錄�看，在往後「�劇場據藝術館演�紀錄�看，在往後「�劇場�看，在往後「�劇場，在往後「�劇場

運動」的推動�，仍�些劇團��續十多場的演�紀錄，�時盛況��至今已不可考���續十多場的演�紀錄，�時盛況��至今已不可考��續十多場的演�紀錄，�時盛況��至今已不可考�

圖8-3   49年臺北美�戲劇�樂部演��文話劇臺北美�戲劇�樂部演��文話劇北美�戲劇�樂部演��文話劇
《�ur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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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六○年代的社會劇團概況概況況

49年�曼瑰推動的「�劇場運動」，�了�到她想要的話劇演�品質，��注�

�導劇團的演��解決劇團行��務等相關��，�而一時之�號召了許多民�劇團的民�劇團的劇團的

加入�51年又擴��「臺北話劇��委員會」，仍採�推�劇團演�的方式，先由劇

團向委員會��演�說明，包括演�劇團�劇目，經委員會演��組決�後，�具通�

�場地�配使�單給�劇團，讓劇團向藝術館辦理場地租借登記�五○年代到六○年代五○年代到六○年代年代到六○年代六○年代年代

的社會劇團到��多少，據記�約�40多個，包括�叔明的「路工話劇社」、張��的「路工話劇社」、張��「路工話劇社」、張��

的「�踐劇團」、�竹君的「遠東劇藝社」、黃曼、古軍的「虎�劇藝社」、徐楓的「�踐劇團」、�竹君的「遠東劇藝社」、黃曼、古軍的「虎�劇藝社」、徐楓的的「遠東劇藝社」、黃曼、古軍的「虎�劇藝社」、徐楓的「遠東劇藝社」、黃曼、古軍的「虎�劇藝社」、徐楓的的「虎�劇藝社」、徐楓的「虎�劇藝社」、徐楓的的

「怒吼劇團」、井淼的「七十年代劇社」、方守�的「�華劇藝社」、��的「自由�的「七十年代劇社」、方守�的「�華劇藝社」、��的「自由�「七十年代劇社」、方守�的「�華劇藝社」、��的「自由�的「�華劇藝社」、��的「自由�「�華劇藝社」、��的「自由�的「自由�「自由�

�劇團」、�影、�冠�的「自由劇藝社」、�庭樹的「四十年代劇社」、馬�的「雷的「自由劇藝社」、�庭樹的「四十年代劇社」、馬�的「雷「自由劇藝社」、�庭樹的「四十年代劇社」、馬�的「雷的「四十年代劇社」、馬�的「雷「四十年代劇社」、馬�的「雷的「雷「雷

霆劇社」、彭行才的「�潮劇藝社」等的「�潮劇藝社」等「�潮劇藝社」等4���際�立案的�數不多，根據臺北市��

52年的各類戲劇團體登記中，只�「虎�劇藝社」、「復�劇社」、「二十世紀�風二十世紀�風世紀�風

劇藝社」、「中華話劇團」、「�潮劇藝社」、「三一戲劇藝術研究社」、「�里劇藝

社」、「東方劇藝社」�「中華娃娃劇團」5�

�外一個�趣的現�是，�時的話劇演�團體，多��劇藝社�戲劇藝術研究社�或劇

社，而不�「話劇」團��時話劇團較常是指�臺語演�的劇團，這跟現在的話劇團�

所不同，此一現�相��人�味����到話劇��委員會的邀�，�時的社會團體�

圖8-4   47年由雷霆劇社演�的《天倫淚》，�
�女��明格，��男��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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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屬於半職業的團體，然而還�一些演���的團體，演�作品包括臺�話劇社47年演演�作品包括臺�話劇社47年演包括臺�話劇社47年演

���清編劇的四幕二�史劇《浪淘�》�臺�行慶《春去夢回》五幕劇，�劇由劉垠

的原�《��品》改編演�，�及57年演�《笑�常�》等劇，49年臺北美�戲劇�樂《��品》改編演�，�及57年演�《笑�常�》等劇，49年臺北美�戲劇�樂��品》改編演�，�及57年演�《笑�常�》等劇，49年臺北美�戲劇�樂》改編演�，�及57年演�《笑�常�》等劇，49年臺北美�戲劇�樂改編演�，�及57年演�《笑�常�》等劇，49年臺北美�戲劇�樂

部演��文劇《�ur Town》、53年中華觀���表演藝術社演�《茶花女》，�經濟部

話劇社5�年演�《深淵》等等，不一一列舉�

接��依演�年代先後順��並���際劇團成立時����，��五○至六○年�並���際劇團成立時����，��五○至六○年並���際劇團成立時����，��五○至六○年���，��五○至六○年��，��五○至六○年，��五○至六○年��五○至六○年五○至六○年至六○年六○年年

代在藝術館演�的社會劇團，包括��

(一) 雷霆劇社�由馬�等人所創立的「雷霆劇社」47年演�四幕六場反共話劇《天倫

淚》，本劇�劉垠��，張�導演�49年再演�《金不�》�

圖8-5   慶祝49年文藝節「遠東劇藝社」演�
彭行才編劇的三幕寫�劇《路》的三幕寫�劇《路》三幕寫�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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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遠東劇藝社�47年��陵�紀念于�任八秩�壽，�于�任寫「從黑暗到�明」的歌寫「從黑暗到�明」的歌「從黑暗到�明」的歌

曲���，而編《從黑暗到�明》一劇�演員���、梅冬尼、井淼、周仲廉、趙振

���慶祝49年文藝節，演�由彭行才編劇的三幕寫�喜劇《路》，演員��碧輝、的三幕寫�喜劇《路》，演員��碧輝、三幕寫�喜劇《路》，演員��碧輝、

�健、錢璐、葛��、徐美年、鄭仲�、��韞等十餘人��

(三) 怒潮劇藝社�48年演�《�山點點愁》�《天倫夢回》兩劇之後，鮮少演��

(四) 廿世紀正風劇藝社�48年8��響�八七水災�演，由「二十世紀�風劇藝社」演�二十世紀�風劇藝社」演�世紀�風劇藝社」演�

《千金�姐》，內容描寫��共匪爪牙詐�僑資，�及一些糊�的影劇明星�匪作倀

的怪現�，同時反映自由影人維護��不畏艱險的精神，故��一個華僑富商的扒女

��線��

(五) 虎賁劇社�由黃曼、古軍聯合組織的「虎�劇社」，48年�慶祝成立而�演《�想

天�》�49年演�《�鳳配》，內容描寫一位��總經理中年求偶，由�求一位�

寡婦，���和一位徐娘結合，由�哥�冠�、�姐羅��男女��，黃曼�演�寡

婦，�影�假經理，演員還����、��、梅冬尼、費雲、吳宜德、黃萍等人��假經理，演員還����、��、梅冬尼、費雲、吳宜德、黃萍等人�假經理，演員還����、��、梅冬尼、費雲、吳宜德、黃萍等人�

(六) 實踐劇團�由�天虹、張��夫婦領導的「�踐劇團」，�時十�活躍，49年演�，49年演�49年演�

三幕喜劇《痴�艷女》，演員��天虹、張��、方紫、周仲廉、張方霞、馬之秦，演員��天虹、張��、方紫、周仲廉、張方霞、馬之秦演員��天虹、張��、方紫、周仲廉、張方霞、馬之秦

等，51年�配合擴�社�週演�五幕七場古裝歷史劇《�山美人》，由�毅擔任�臺

��，劇中�插曲數支，由胡競先將軍作�，楊秉�譜曲，演員��雷鳴、�天虹、

圖8-�   48年�響�八七水災，二十世紀�風劇二十世紀�風劇世紀�風劇
藝社在藝術館�演《千金�姐》��演《千金�姐》�演《千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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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可、馬�、崔�萍、�虹、林彬、�昌熾、張亦飛、高明、費雲、洪明麗、��、

丁強、��普、�滿嬌等多人，場�盛��52年演�由彭行才導演的《星星�亮太

陽》，55年推�由�敏編劇、彭行才導演的《待字閨中》，本劇一�演�20場�5�年

演�由彭行才導演的《趙�孤兒》，演員�洪明麗、�天虹、�中�、�虹、�明、的《趙�孤兒》，演員�洪明麗、�天虹、�中�、�虹、�明、《趙�孤兒》，演員�洪明麗、�天虹、�中�、�虹、�明、

岳陽、趙�、�健、劉明等人�58年再演�四幕三場喜劇的《金色傀儡》，由�虹、

�芷麟、董德�、陶述、岳陽、�甦、葛��、�孫等演��

(七) 中國劇團�52年由中�劇團演�由�生善導演的四幕六場四�古裝話劇《紅拂傳》，

�劇演員�張��、�健、馬�、張�燕、梅冬尼、�孫、古軍、林偉琤、�偉、劉

靖、魯直、陳騫、毛冰�、高飛、��普等�53年�演《錦�添花》，參加演員除了

張��外還包括�湘苓、錢璐、馬�、�冠�、周仲廉、��、張方霞、高明、林偉

琤等，���務贊��

(八) 新潮劇藝社��響�「�劇場運動」並參�劇運活動，由彭行才組成「�潮劇藝

社」，52年在藝術館推���部劇本徵選第一�，由趙琦彬編劇，彭行才導演《天選第一�，由趙琦彬編劇，彭行才導演《天第一�，由趙琦彬編劇，彭行才導演《天�，由趙琦彬編劇，彭行才導演《天，由趙琦彬編劇，彭行才導演《天

外恩�》一劇，�臺北話劇��委員會第一期所推�的演��彭行才同時��參��

他劇團�遠東劇藝社、中華話劇團的導演工作，可�這個時期的劇場專業人才�常不

足，�發生兩團�不同演�形式而合併的狀況���53年�踐劇團舉辦話劇��晚會

圖8-7   49年「虎�劇社」演�
時代喜劇《�鳳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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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藝術館演�場地，卻是�潮劇藝社演�愛��劇《第一號情報員》�又�《諜海演�場地，卻是�潮劇藝社演�愛��劇《第一號情報員》�又�《諜海場地，卻是�潮劇藝社演�愛��劇《第一號情報員》�又�《諜海

情鴛》��

(九) 中國劇藝社�臺灣電影�片廠�響�話劇��委員會第二期的��會，而�組了「中

�劇藝社」演�三幕一場話劇《���火》��劇打破十年的�座紀錄，�演一個

�，�劇社是業餘話劇組織，男女演員�響�拓展劇運，利��片餘�，排演話劇�拓展劇運，利��片餘�，排演話劇�展劇運，利��片餘�，排演話劇�

演員包括張美瑤、馬之秦、張方霞、馬�、古軍、毛冰�、�利文、�菲、高明、�

芸、劉維斌、湯鑫�、��、吳風等人�等人�人�

(十) 復漢劇藝社 (大夏話劇團)�由徐天榮組成的「復�話劇社」，53年演�徐天榮編導的

《啼笑良緣》，�劇獲��部劇本獎第一�，由劉�商、于恆、��、吳燕、齊亮、�，由劉�商、于恆、��、吳燕、齊亮、，由劉�商、于恆、��、吳燕、齊亮、

���聯合演�，同年的第二次�演演�四幕喜劇《東床佳婿》， 演員�施茵茵、

黃蘭、沈立、吳風、張磊等人�55年徐天榮再推�自己編導的《血影疑雲》，故��

�疑的喜劇手法描寫��中人�����離匪徒��的故�，演員�劉明、黎芳、�的喜劇手法描寫��中人�����離匪徒��的故�，演員�劉明、黎芳、�喜劇手法描寫��中人�����離匪徒��的故�，演員�劉明、黎芳、������離匪徒��的故�，演員�劉明、黎芳、����離匪徒��的故�，演員�劉明、黎芳、�的故�，演員�劉明、黎芳、�，演員�劉明、黎芳、�

�、��成等�57年��夏話劇團��演�三幕喜劇《�寓風波》，演員陣容��年��夏話劇團��演�三幕喜劇《�寓風波》，演員陣容����夏話劇團��演�三幕喜劇《�寓風波》，演員陣容��

林、�健、金�、湯生、劉華、陳莎莉、�少朋、馮海、�芷麟、劉麗麗、��、�

甦、�孫、��、陶述、梅芳等多人�、�孫、��、陶述、梅芳等多人�等多人�多人� 

圖8-8   53年「復�話劇社」演�徐天榮編導的
《啼笑良緣》節目單，�劇獲��部劇
本獎第一���徐天榮������徐天榮�����徐天榮����徐天榮���徐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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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宇宙劇團�55年��劇團演�四幕六場悲劇《冰點》，由�健�賴啟造，�虹�，�虹��虹�

夏�，劉華�林蕙兩人�陽子，�明�金�兩人�林靖夫，吳風�阿�，費雲�北，劉華�林蕙兩人�陽子，�明�金�兩人�林靖夫，吳風�阿�，費雲�北劉華�林蕙兩人�陽子，�明�金�兩人�林靖夫，吳風�阿�，費雲�北，�明�金�兩人�林靖夫，吳風�阿�，費雲�北�明�金�兩人�林靖夫，吳風�阿�，費雲�北

原，蔡慧華��瑞琦，董德��湯紫藤�

(十二) 峨嵋劇團�由洪波組成的「峨嵋劇團」，55年參加話劇��委員會第3�1期演�六

幕四場由洪波改編的喜劇《��？��！》，全劇僅五個人物，由洪波、張��、

明格、馬�、常楓演��同年第3�3期演�三幕四場喜劇《妙�生春》，�要演員

�張�燕、季�、�虹、金�、�蘇、常楓、�甦等�55年再演�由林若�導演的蘇、常楓、�甦等�55年再演�由林若�導演的、常楓、�甦等�55年再演�由林若�導演的

《�紅樓夢》，演員眾多，包括�碧雲、���、張��、�建、�丹、�孫、金

�、吳風、康�、�明等�

圖8-9   55年「復�話劇社」演�《啼笑良緣》
�徐天榮���徐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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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華實劇藝社�鍾雷、白弟華夫婦�響��曼瑰所�倡的「�劇場運動」而組成「華�響��曼瑰所�倡的「�劇場運動」而組成「華響��曼瑰所�倡的「�劇場運動」而組成「華

�劇藝社」，57年�慶祝戲劇節，由劉�夫編導三幕六場話劇《螢》，演員�明

格、�健、�孫、郝士�、林磯、鈕方�、馮海、�湘、�少朋、�甦、高明、劉甦、高明、劉、高明、劉

麗麗等��

(十四) 這一代劇藝社�58年成立的「這一代劇藝社」，成立後的首演《喜從天降》，由影

劇明星包括蘇翠蓮、林璣、金滔、�甦、劉明、劉麗麗、儀銘、于恆、張妮、�世

傑、鐵孟�、溫琦、金��等人演��人演���

(十五) 我們的劇藝社�經中�戲劇中心�導成立及話劇��會��演�，由�師導演��

員張明�及女�師五人發起，聘�女�員楊�秀��團長，會員多�女�師及女演

員所組成的「我們的劇藝社」，�2年演��慰誠導演，�曼瑰編劇的《戲中戲》，

演員�劉明、�虹、宋玲�、高�華、楊劍虹、呂靜蕙、姜良鑑等�

此外這一時期還��藝劇社、自由劇藝社等的演��在六○年代的後半期，��話六○年代的後半期，��話年代的後半期，��話

劇��委員會的話劇���度��導��的改變而�少演�，就�原先由�曼瑰�了推

展「�劇場運動」而創立的「三一劇藝社」�極少演��這�然��個�環境�關，�

圖8-10   53年「復�話劇社」推�社
會倫理愛情�喜劇《東床佳
婿》之��宣傳單�徐天榮�徐天榮徐天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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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的興起，觀眾不再�看話劇�視覺�的享��在這樣潮流�，只�每年的�型�

演、�生社團演�還�一些吸���此外一些��劇團的演�，�發揮了臺灣現代劇場

轉型期的�能，��張�風的「基督�藝術團�」���張�風的「基督�藝術團�」�張�風的「基督�藝術團�」�的「基督�藝術團�」�「基督�藝術團�」�

8.3 張曉風與「基督教藝術團契」

57年�曼瑰聯合�姊弟成立了「�聖質先生夫人宗�劇徵選委員會」，並�立「�

聖質基督天��劇本創作獎金」，委託「中�戲劇藝術中心」�辦宗�劇徵選活動�同

年張�風參加「中�戲劇藝術中心」創辦的「宗�劇編劇研習�」，�期末習作《畫》創辦的「宗�劇編劇研習�」，�期末習作《畫》辦的「宗�劇編劇研習�」，�期末習作《畫》劇研習�」，�期末習作《畫》研習�」，�期末習作《畫》

獲得「�聖質基督天��劇本創作獎金」首獎��時�曼瑰是「臺北話劇��演�委員

會」的�任委員，��支持張�風

將�劇搬��臺�

59年張�風編劇、林治�演

�執行和黃��導演在藝術館演�

《畫》，�到演�成�的鼓�，立

即集合了一�具�藝術專長的�會

青年�組「基督�藝術團�」傳�

福音，藉此吸��眾認識信仰的真的真真

諦�

圖8-11   55年「�夏話劇團」推�推理�疑年「�夏話劇團」推�推理�疑「�夏話劇團」推�推理�疑
劇《��者》宣傳單�徐天榮����徐天榮���徐天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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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19�9年的《畫》，「基督�藝術團�」自成立1970年至1979年的9年�，每年

幾乎固�於聖誕節�後在藝術館�演張�風�創作的劇本，每次�演均吸��批藝文愛作的劇本，每次�演均吸��批藝文愛劇本，每次�演均吸��批藝文愛

好人士�往觀�，幾乎場場爆滿，演�後亦�響不斷，在�時�迷的劇壇是一個�數�

張�風�「基督�藝術團�」所創作的劇本包括�

�期 劇� 得獎紀錄 備註

58�12�25ー59�1/3�12�25ー59�1/312�25ー59�1/3�25ー59�1/325ー59�1/3ー59�1/359�1/3�1/31/3 畫
演�金�獎
女演員金�獎
演�紀念金�獎

59�12�30ー�0�1�7�12�30ー�0�1�712�30ー�0�1�7�30ー�0�1�730ー�0�1�7ー�0�1�7�0�1�7�1�71�7�77 �比的愛
導演金�獎
編劇金�獎

�0�1�2-3�演��1�2-3�演�1�2-3�演��2-3�演�2-3�演�

�0�12�2�ー�1�1�9�12�2�ー�1�1�912�2�ー�1�1�9�2�ー�1�1�92�ー�1�1�9ー�1�1�9�1�1�9�1�91�9�99 第五牆

�佳演�金�獎
導演金�獎
編劇金�獎
男演員金�獎
女演員金�獎

�1�12�25ー�2�1�7�12�25ー�2�1�712�25ー�2�1�7�25ー�2�1�725ー�2�1�7ー�2�1�7�2�1�7�1�71�7�77 武陵人
�佳演�金�獎
戲劇�獻獎

�3�12�21ー�4�1/5�12�21ー�4�1/512�21ー�4�1/5�21ー�4�1/521ー�4�1/5ー�4�1/5�4�1/5�1/51/5 和�璧
導演金�獎
編劇金�獎

�4�12�24ー�5�1/4�12�24ー�5�1/412�24ー�5�1/4�24ー�5�1/424ー�5�1/4ー�5�1/4�5�1/4�1/41/4 第三害 �佳演�金�獎

�5�12�2�ー���1�5�12�2�ー���1�512�2�ー���1�5�2�ー���1�52�ー���1�5ー���1�5���1�5�1�51�5�55 嚴子�� �佳演�金�獎

�7�1�21ー�7�2�5�1�21ー�7�2�51�21ー�7�2�5�21ー�7�2�521ー�7�2�5ー�7�2�5�7�2�5�2�52�5�55 位子

表8-1 「基督�藝術團�」演�一覽表�

�時�續9年的演�都相�轟動，每年的�演�臺北藝文界的一�盛��不�幾乎場

場爆滿，�中�《武陵人》 ��轟動，�響��，在�時�演14天15場，�後幾場�站

票都�了100多張，每場觀眾數百���在�外�法�場了100多張，每場觀眾數百���在�外�法�場100多張，每場觀眾數百���在�外�法�場��基本��作�固�����張

�風�編劇�、林治��執行人�、黃���導演�、聶�炎��臺及美術���，此外還邀�侯啟、林治��執行人�、黃���導演�、聶�炎��臺及美術���，此外還邀�侯啟林治��執行人�、黃���導演�、聶�炎��臺及美術���，此外還邀�侯啟、黃���導演�、聶�炎��臺及美術���，此外還邀�侯啟黃���導演�、聶�炎��臺及美術���，此外還邀�侯啟、聶�炎��臺及美術���，此外還邀�侯啟聶�炎��臺及美術���，此外還邀�侯啟

�任����，陳建臺、陳建華、史�亮任音樂及音���，林懷民任�蹈��，劉鳳

�和羅曼菲任�蹈指導等，匯集了�時劇場專業的��人才，並��發掘了一些人�後時劇場專業的��人才，並��發掘了一些人�後劇場專業的��人才，並��發掘了一些人�後

在劇場的發展，�金士傑等人7�之後張�風不再創作劇本，直到74年於紀念�曼瑰�世再創作劇本，直到74年於紀念�曼瑰�世創作劇本，直到74年於紀念�曼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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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的「鑼聲�目劇場」中，張�風才再��編寫了《��的故�》一劇��「天藝

劇團」演�� 

�單�說演�的「基督�藝術團�」在七○年代的�獻包括�一、在話劇�迷的七○年代的�獻包括�一、在話劇�迷的年代的�獻包括�一、在話劇�迷的代的�獻包括�一、在話劇�迷的的�獻包括�一、在話劇�迷的

時候，��反共愛�的��，�創了�的內容�材�二、使��文式的詩化語��寫對�材�二、使��文式的詩化語��寫對�二、使��文式的詩化語��寫對

話，�缺乏�語化，卻是創�話劇文本的演�方式�三、劇場的形式��寫���，具卻是創�話劇文本的演�方式�三、劇場的形式��寫���，具創�話劇文本的演�方式�三、劇場的形式��寫���，具的演�方式�三、劇場的形式��寫���，具演�方式�三、劇場的形式��寫���，具

��驗性和��性，發展�專業劇場的技術��作方式的技術��作方式技術��作方式8�「基督�藝術團�」不僅承接

�曼瑰�劇場運動之�潮，�在形式�內涵�具��驗性�創�性的精神，突破之�沈

�的愛�反共劇的表現方式，代表臺灣戲劇擺�寫���的轉�過程，��八○年代之過程，��八○年代之，��八○年代之八○年代之年代之

後的�劇場發展�作�路，成�臺灣劇場的�要里程碑�根據張�風回憶�時在藝術館作�路，成�臺灣劇場的�要里程碑�根據張�風回憶�時在藝術館�路，成�臺灣劇場的�要里程碑�根據張�風回憶�時在藝術館里程碑�根據張�風回憶�時在藝術館�根據張�風回憶�時在藝術館

的演��我的戲劇演��約是從民��0年到70年的�，回想起�，�部�都是愉快的記

憶，��每次的跨年演�常演十幾

天，時�從聖誕假期到�年假期，地

點在植物��的藝術館，八百人的場

子，觀眾和�臺��一種呼吸�共的

相濡���� 9���

圖8-12   �2年「基督�藝術團�」演�《武陵
人》，中�男��劉��許世源����許世源���許世源����

圖8-13   �2年「基督�藝術團�」演�《位位
子》之劇照�聶�炎���》之劇照�聶�炎����聶�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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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臺北市話劇協會與當時業餘劇團

「臺北市話劇協會」成立於�2年，由張��、�子山等人發起成立，張��擔任總成立，張��擔任總，張��擔任總

幹�，包括「青青劇社」、東南工專「海韻話劇社」、「華夏�師劇藝社」均�協會保

持密�的合作關係，張��同時�青青劇社首任社長，而�子山��任華夏�師劇藝社

社長�及各社團的演員�工作互相支��及各社團的演員�工作互相支��各社團的演員�工作互相支��

(一) 青青劇社�成立於�2年，社員�東吳��、��文理�院畢業校���，�「中�

戲劇藝術中心」�導成立及「話劇��會」��演�的戲劇團體之一�演�作品多

�「臺北市話劇協會」合作，���2年7�首演抗�反共劇由��生、張��等人編

圖8-14、8-15   �2年青青劇社演�《虎父虎子》，故�描寫張體安將軍作戰�蹟�張������張�����張������
圖8-1�、8-17   �4年青年節青青劇社演�反共劇《吐魯�風雲》描述��農民反抗共軍的故��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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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牛川海、丁洪�、楊敦和、�子山聯合導演的《虎父虎子》，�張��父�張體

安將軍真�作戰故�改編，演員多人採��、B�，��張同生、楊劍虹、張��、劉

明、�玲玲等人��4年「一二三自由�」演�反共劇《流毒》，本劇由孟振中編劇，

�立�導演，描述��伶人遭工��害的故�，演員����、��明、崔�然、楊

懷民等人�同年青年節演�姜��的五幕反共劇《吐魯�風雲》，描述農民反抗共軍

的故���5年「一二三自由�」演�丁洪�編導的《血渡》，描寫九�中�邊界，�

�同胞嚮往自由的故�，演員���明、蔡位風、林�榮、薛芳等人，�7年演�《�，�7年演�《��7年演�《�

我同行》，本劇獲得「臺北市話劇協會」�辦的第四�話劇藝�獎�佳演�獎，並於獲得「臺北市話劇協會」�辦的第四�話劇藝�獎�佳演�獎，並於「臺北市話劇協會」�辦的第四�話劇藝�獎�佳演�獎，並於

�獎典禮後演��同年「臺北市話劇協會」��東南工專「海韻話劇社」聯合演�喜

劇《一棒��山》，是首次�棒球

運動��材的話劇�11�再合作四

幕喜劇《�克��丁》，描寫��

乒乓球隊到歐洲比賽，選�投奔自

由的經過��8年�慶祝佛�誕生，

�演由星雲�師所�，張��改編

圖8-18、8-19   �5年自由�青青劇社演�丁
洪�編導的《血渡》�張��張�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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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劇《�金和尚》，內容�材清代宜興�琳法師的一段渡人的故�，此次演�十�的故�，此次演�十�故�，此次演�十�

轟動，藝術館座�虛席��8年演�由金士傑編劇，黃偉立自導自演的四幕�驗劇《演

�》，敘述一個生理�缺陷的演員，在登場演�之�的心理狀態，��驗劇的方式演�缺陷的演員，在登場演�之�的心理狀態，��驗劇的方式演缺陷的演員，在登場演�之�的心理狀態，��驗劇的方式演

��

     除了�各話劇社團合作演�外，「臺北話劇協會」��辦����演，包括了�8

年聯合各�專院校話劇社團演�《斯土斯民》，�抗�中美斷交�同年10�在臺北市，�抗�中美斷交�同年10�在臺北市�抗�中美斷交�同年10�在臺北市

第一�戲劇季演��曼瑰編劇的歷史劇《楚�風雲》和徐天榮編劇的《疑雲處處》�

�9年參加第二�戲劇季，演�姚一葦編劇的《碾�觀音》和張��編劇的《歡樂滿蕉

�》10 �不論是「臺北話劇協會」或「青青劇社」，從�2到�9年一共演�8年，均在

藝術館��材由�早的反共愛�劇到之後的�驗劇，呈現�七○年代臺灣話劇風潮的劇到之後的�驗劇，呈現�七○年代臺灣話劇風潮的到之後的�驗劇，呈現�七○年代臺灣話劇風潮的七○年代臺灣話劇風潮的年代臺灣話劇風潮的

轉型��然之後不再�演�，�這段

期�培養��的話劇人才眾多，成�

�驗劇展的中堅�子��子�子�

圖8-21   「青青劇社」�東南工專「海韻話劇
社」聯合演�喜劇《一棒��山》��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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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東南工專話劇社�及�德�護專話劇社多次採�合演的方式演��9年的《校��合演的方式演��9年的《校�合演的方式演��9年的《校�

之歌》、70年的《�紅色�鬼》、71年的《一百�鐘》、73年的《行行�狀元》，的《�紅色�鬼》、71年的《一百�鐘》、73年的《行行�狀元》，《�紅色�鬼》、71年的《一百�鐘》、73年的《行行�狀元》，的《一百�鐘》、73年的《行行�狀元》，《一百�鐘》、73年的《行行�狀元》，、73年的《行行�狀元》，73年的《行行�狀元》，的《行行�狀元》，《行行�狀元》，

之後�參加��部�辦的�專院校話劇比賽，而沒�單獨演��後期走入�專院校及

社會話劇比賽演�的�是「真善美劇團」��是「真善美劇團」�是「真善美劇團」�

(二) 真善美劇團�成立於�4年的「真善美劇團」�業餘劇團，首任團長�賈亦棣，之後

由楊慕天等人繼任，演��不售�票，�此�作經費多�申�官方��或民�機構贊�申�官方��或民�機構贊申�官方��或民�機構贊

��「真善美劇團」的演��致可���兩�段，第一�段演�包括�7年�曼瑰編劇

五幕六場的《天問》，敘述人不須怨天尤人，命運�操在自己手中的道理，演員包括尤人，命運�操在自己手中的道理，演員包括人，命運�操在自己手中的道理，演員包括

圖8-22、8-23、8-24   �8年「青青劇社」演�《�金和尚》描寫�琳法師一段渡人的故�，�臺灣第一齣佛法的故�，�臺灣第一齣佛法故�，�臺灣第一齣佛法臺灣第一齣佛法灣第一齣佛法
戲劇��張������張�����張������

圖8-24   「青青劇社」�8年推�金士傑編劇，黃偉立自導自演的四幕�驗劇《演�》�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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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麒、陳秀麗、伍中怡、毛浣青等人��8年演��曼瑰編劇的《阿里山的太陽》，

�阿里山的�偉壯�，比喻中華民��立不�，�太陽的���徵我們��的蓬勃壯偉壯�，比喻中華民��立不�，�太陽的���徵我們��的蓬勃壯壯�，比喻中華民��立不�，�太陽的���徵我們��的蓬勃壯壯

盛，演員�葛��、楊黃秀�、林惠南等�同年藝術館再演�丁衣編劇，武道麟��，演員�葛��、楊黃秀�、林惠南等�同年藝術館再演�丁衣編劇，武道麟��術館再演�丁衣編劇，武道麟��館再演�丁衣編劇，武道麟��

��指導的《天倫夢回》��9年演�《處方》、《陌生�》、《人約黃昏後》三個單

元劇，70年演�《各�絕招》、《醉鬼之�》、《山�》、《風�中的寧靜》四個單四個單個單

元劇，72年演��曼瑰舊作《時代插曲》�72年演�吳若編劇之《夢�乾坤》、姜年演��曼瑰舊作《時代插曲》�72年演�吳若編劇之《夢�乾坤》、姜演��曼瑰舊作《時代插曲》�72年演�吳若編劇之《夢�乾坤》、姜演�吳若編劇之《夢�乾坤》、姜吳若編劇之《夢�乾坤》、姜

��編劇之《一隻古瓶》和73年演�《殊途同歸》，姜��、依風�、�子安合編之演�《殊途同歸》，姜��、依風�、�子安合編之《殊途同歸》，姜��、依風�、�子安合編之

《青春四鳳》�及74年演�丁衣、高�、張瑄合編之《臺北二�奏》�

圖8-25、8-2�   臺北市第一�戲劇季「臺北話劇協會」演��曼瑰編劇的歷史劇《楚�風雲》�張������張�����張������
圖8-27、8-28  「臺北話劇協會」在臺北市第一�戲劇季演�《疑雲處處》�張������張�����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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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真善美劇團」所演�的劇目發現多��曼瑰、姜���及丁衣的劇本，他們的

劇本多�歷史劇�古喻今，並具�愛�精神的社�劇，�多在藝術館演��74年7�

聯合「�族劇�」盛�演�《歸》，描寫海外僑胞嚮往祖�的心情，同年再演���

部74年文藝創作獎所徵選的第一�話劇《我心深處》，演����持續，獲得官方肯的第一�話劇《我心深處》，演����持續，獲得官方肯第一�話劇《我心深處》，演����持續，獲得官方肯，演����持續，獲得官方肯演����持續，獲得官方肯

�並獲得��，直至75年�專��社會團體話劇比賽���並獲得��，直至75年�專��社會團體話劇比賽���獲得��，直至75年�專��社會團體話劇比賽���直至75年�專��社會團體話劇比賽���75年�專��社會團體話劇比賽�������

從75年第三��專院校及社會話劇比賽一直到83年第十一�「真善美劇團」持三��專院校及社會話劇比賽一直到83年第十一�「真善美劇團」持��專院校及社會話劇比賽一直到83年第十一�「真善美劇團」持十一�「真善美劇團」持�「真善美劇團」持

續演�，劇目包括《我心深處》、《樑�君子》、《野玫瑰》、《���授》、《飛

越天安�》等劇�83年之後�劇團呈現解�狀況，成�臺灣話劇史�「反共抗俄」風

潮�後的餘響�

圖8-29  ��9年東南工專「海韻話劇社」演�喜
劇《校�之歌》�張������張�����張������

圖8-30   「海韻話劇社」70年演�反共劇《�
色紅�鬼》�張������張�����張������



南海劇場復刻版1957-2007192

8.5  國內藝術經紀公司崛起

七○年代�方文化思潮�入臺灣，�發了臺灣藝文的�化運動，�方戲劇的表演形年代�方文化思潮�入臺灣，�發了臺灣藝文的�化運動，�方戲劇的表演形

式�觀念����入臺灣，此時�內的一些藝文工作者將外�的演���到�內，�臺

灣戲劇帶�一股�的�擊�民��7年「��藝術中心」成立，�臺灣�早的民�藝術文

化經紀��，�內推廣�際藝術文化交流的�要機構之一，��人�許�����，�內推廣�際藝術文化交流的�要機構之一，��人�許���，�內推廣�際藝術文化交流的�要機構之一，��人�許���

�8年「��藝術中心」在藝術館推�法�碧諾�瑪朵�劇團演�的八個「�劇」，

這是臺灣首次��的�劇表演�內容包括了《��》、《兩個長舌婦》、《信徒》等八

個基本��，從人性潛藏的各個層�去探�人的世界，�過悲哀、歡樂、�虛、深沈等

狀態，檢視人的本質內涵��方報�並�本劇將「�劇�升至表現的藝術，手勢和姿勢

圖8-31   「真善美劇團」演���部74年文藝
創作獎第一�的《我心深處》的《我心深處》《我心深處》

圖8-33   81年「真善美劇團」在藝術館演�古
裝劇《��釧》���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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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語�的配�了�」

對臺灣戲劇影響���的是「��藝術中心」於�9年2�辦理了首�的「�際藝術��的是「��藝術中心」於�9年2�辦理了首�的「�際藝術�的是「��藝術中心」於�9年2�辦理了首�的「�際藝術

節」，是臺灣首次����的�際藝術節，兩個半��1�9場演�及3�展覽，巡�12�的�際藝術節，兩個半��1�9場演�及3�展覽，巡�12��際藝術節，兩個半��1�9場演�及3�展覽，巡�12�

市，�每年一直延續辦理�這些�際藝術節的活動，使�人�機會直接看到�外�驗性�每年一直延續辦理�這些�際藝術節的活動，使�人�機會直接看到�外�驗性每年一直延續辦理�這些�際藝術節的活動，使�人�機會直接看到�外�驗性的活動，使�人�機會直接看到�外�驗性活動，使�人�機會直接看到�外�驗性

戲劇的演�，對臺灣戲劇的發展�極�要的影響�包括�9年邀�法��劇�師安德烈•

柏德爾��ndre Pradel�演�的「�劇」，這是此�劇在臺的第二次演�，之後還�70年法的「�劇」，這是此�劇在臺的第二次演�，之後還�70年法「�劇」，這是此�劇在臺的第二次演�，之後還�70年法

�歐�劇團��nter-Europe �pectacle�、71年�籍�劇�箱島安��ass �akoshima�的「�劇」、71年�籍�劇�箱島安��ass �akoshima�的「�劇」71年�籍�劇�箱島安��ass �akoshima�的「�劇」

表演、72年法���魔術師傑克�羅的魔術表演�除���外的優秀演�團體，於74年、72年法���魔術師傑克�羅的魔術表演�除���外的優秀演�團體，於74年72年法���魔術師傑克�羅的魔術表演�除���外的優秀演�團體，於74年��外的優秀演�團體，於74年�外的優秀演�團體，於74年外的優秀演�團體，於74年的優秀演�團體，於74年，於74年74年

第六����際藝術節推�表演工作坊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造成�內戲劇界罕六����際藝術節推�表演工作坊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造成�內戲劇界罕����際藝術節推�表演工作坊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造成�內戲劇界罕

�的�潮，�表演工作坊首演的發聲之作�「��藝術中心」對於臺灣戲劇的�獻自不的�潮，�表演工作坊首演的發聲之作�「��藝術中心」對於臺灣戲劇的�獻自不�潮，�表演工作坊首演的發聲之作�「��藝術中心」對於臺灣戲劇的�獻自不自不不

在話��

圖8-34  �9年安德烈•柏德爾��ndre Prade�在藝術館的�劇表演���文�基金會������文�基金會�����文�基金會����
圖8-35  箱島安��ass �akoshima�71年的�劇演����文�基金會������文�基金會�����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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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實驗劇展後的社會劇團

約在73年�驗劇展之後，社會劇團��兩方向發展11，一是由�驗劇場起�，朝�

專業劇場的方向發展，�後期的蘭陵劇坊、表演工作坊、屏風表演�、��劇場等等�

�一�是秉持「�劇場精神」，一路向�探索，�仆後繼地展現��於之�的強�活之�的強�活�的強�活

�，形成所謂第二�段的�劇場運動，較具代表性的劇團��「筆記劇場」、「環墟劇

場」、「��岸劇團」、「臨界點劇�錄劇團」等�

�外像�節所說的，由於官方的�專�話劇比賽的推廣，75年之後除了「真善美之後除了「真善美後除了「真善美

劇團」外，一時之��現�多社會劇團，一直持續到83年�專���社會劇團的觀摩演的觀摩演觀摩演

�後���失，這些演�的劇團�中不乏兒童劇團、宗�劇團、�驗劇團等，��表所��失，這些演�的劇團�中不乏兒童劇團、宗�劇團、�驗劇團等，��表所�失，這些演�的劇團�中不乏兒童劇團、宗�劇團、�驗劇團等，��表所

列�

圖8-3�、8-37   70年法�歐�劇團��nter-Europe �pectacle�演
�荒�劇《椅子》���文�基金會����劇《椅子》���文�基金會���劇《椅子》���文�基金會������文�基金會�����文�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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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 7�年 77年 78年

水芹菜兒童劇團 真善美劇團 魔奇兒童劇團 �風劇坊

��劇團 外一�藝術劇坊 南海劇團 六旺劇團

曦��臺劇團 華岡劇團 南強�驗劇團 臺北藝術劇坊

真善美劇團 ��話劇團 溫馨劇團 南強�驗劇團

薪薪劇團 曦��臺劇團 銅鑼劇團 銅鑼劇團

中華文化話劇團 銅鑼劇團 曦��臺劇團 真善美劇團

筆記劇場 筆記劇場 真善美劇團 優孟劇團

外一�話劇團 薪薪�驗劇團 筆記劇場 南海業餘劇團

天藝團�話劇社 南海劇團 中華文化劇團

臺北藝術劇場 中華�聲劇團 青年劇團

華岡劇團 中華文化話劇團 �風劇坊

青年劇團 臺北藝術劇坊

水芹菜兒童劇團

79年 80年 81年 82年

真善美劇團 薪薪�驗劇團 �藝術工作劇團 鑫�劇團

華藝樂�劇團 亞東劇團 ��藝術工作劇團 臨界點劇�錄劇團

亞東劇團 將���臺劇團 耕莘�驗劇團 中�劇坊團

南海業餘劇團 優孟劇團 民心劇團 �品劇團

將���臺劇團 真善美劇團 純�劇團 真善美劇團

南強�驗劇團 南強�驗劇團 亞東劇團 原形劇坊劇團

表演創意劇團 五節�劇團 耕莘�驗劇團

優孟劇團 自由者劇團 �少會戲劇�劇團

踏�劇團 425劇團 �霖戲劇藝術團

真善美劇團

表8-2 各��專�社會團體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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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8  77年�專�話劇比賽「中華文化劇團」演�《那一��》
圖8-39  79年「亞東劇團」演�《�哈�》參加第七��專�社會組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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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驗劇展」的成�經驗帶動�，臺灣劇場界�現不少�的團體，首先是成立於

73年的「表演工作坊」、75年的「屏風表演�」、77年的「��劇團」、82年的「��的「��劇團」、82年的「��「��劇團」、82年的「��的「��「��

劇團」12等���這些劇團現在都是臺灣劇場仍相�活躍的團體，各類資料相��富，在

此不多做敘述，只���在藝�館演�的戲��這�中又�「表演工作坊」�藝�館的敘述，只���在藝�館演�的戲��這�中又�「表演工作坊」�藝�館的，只���在藝�館演�的戲��這�中又�「表演工作坊」�藝�館的戲��這�中又�「表演工作坊」�藝�館的�這�中又�「表演工作坊」�藝�館的的

淵源�深�

圖8-40   7�年「表演工作坊」在藝�館演�
《圓環物語》�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

▲   圖8-41   77年「表演工作坊」在藝�館演�《�放配偶》
�劉振�攝影�表演工作坊���劉振�攝影�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

▲  圖8-42   繼《那一夜》之後，「表演工作坊」78年演�
《這一夜•誰�說相聲》��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表演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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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表演工作坊成立20周年，�團的第四版《暗戀桃花源》在��劇院演�，導

演賴聲川和�版演員演���返藝�館，站�已經略顯�舊的�臺，�憶20年�首演狀

況�75年《暗戀桃花源》故�描述兩個劇團�了�場地，造成悲劇的「暗戀」�喜劇的

「桃花源」同在一個�臺發生，導演賴聲川說，這齣戲就是�藝�館���創作的戲，

在民�六○、七○年代，臺灣現代戲劇�要作品，�都選在藝�館發表，劇團�場地的六○、七○年代，臺灣現代戲劇�要作品，�都選在藝�館發表，劇團�場地的年代，臺灣現代戲劇�要作品，�都選在藝�館發表，劇團�場地的

��程度不�想像，他就把臺灣劇場界的現�情境編入戲中，《暗戀桃花源》」就此誕

生13�從表坊的創團作品73年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75年的《暗戀桃花源》、7�的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75年的《暗戀桃花源》、7�的《那一夜，我們說相聲》、75年的《暗戀桃花源》、7�的的《暗戀桃花源》、7�的《暗戀桃花源》、7�的的

年《今之昔》、《圓環物語》、77年的《�放配偶��常�放�》、78年《這一夜，誰�說的《�放配偶��常�放�》、78年《這一夜，誰�說《�放配偶��常�放�》、78年《這一夜，誰�說、78年《這一夜，誰�說78年《這一夜，誰�說

相聲》、79年的《�要住院》、《�，��一起���》、80年的《臺灣怪譚》等戲都的《�要住院》、《�，��一起���》、80年的《臺灣怪譚》等戲都《�要住院》、《�，��一起���》、80年的《臺灣怪譚》等戲都的《臺灣怪譚》等戲都《臺灣怪譚》等戲都

是在藝�館演��

圖8-43   「屏風表演�」80年演�《�》中眾
人宴會的一幕�屏風表演�����屏風表演����屏風表演�����

圖8-44   82年「屏風表演�」演�《三人行不
行������ �� 三��》全劇由三個演員
演�多個�色�屏風表演�����屏風表演����屏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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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參�《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在75年成立「屏風表演�」，77年���

「�念二十�體」在藝�館合作演�《拾��拾�譚》，�劇表���殖民文化獨�

的經驗�及所�的�殊苦��80年演�改編自林懷民的�說《�》，82年演�《三人行

不行������ �� 三��》呈現人生百態的獨�喜劇風格，這種風格�成�屏風表演��後

創作的�軸�此外「��劇場」83年在藝�館演�《臺北動物人》，��劇團84年演�

《領帶�高跟鞋》描繪廣告����族生態的歌�劇，觀眾�響不斷，之後再於94年演

�《求證》一劇，亦獲得相�好��

�然這些劇團��臺北地�演�場地�多，而藝�館�備多年���，已不在藝�在藝�藝�

館演���仍�一些�劇場考量藝�館中型劇場的��仍在此演�，除了第四���的

一些�劇場外，�外�「黑�山�的劇團」�演�89年的《天使的時�》、90年的《�的《天使的時�》、90年的《�《天使的時�》、90年的《�的《�《�

圖8-45  83年「��劇場」在藝�館演�《�北動物人》��安攝影���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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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風雲之我的�腿》、91年的《美味��便�》、《愛情��鬥》、92年的《�十三�的《美味��便�》、《愛情��鬥》、92年的《�十三�《美味��便�》、《愛情��鬥》、92年的《�十三�的《�十三�《�十三�

關係》、《�漿��》、93年的《不合作賽局》、《超�偶像的《不合作賽局》、《超�偶像《不合作賽局》、《超�偶像�煞不了的愛》、94年

的《關於�董店的男人傳說《關於�董店的男人傳說ー福星添丁》等劇��外還�「劇樂部」劇團，88年演�

《都市傳奇ーCrazy Taipei》、90年演�《都市傳奇－裝神弄鬼》等�

臺灣的社會劇團，不�是業餘、半業餘�職業劇團，從四○年代走到現在，已��四○年代走到現在，已��年代走到現在，已��

具備了一些市場機�，�對於「商業劇場」這個說法仍持保�態度�

�同��劇團的梁志民�民82�所說14�

在臺灣根本沒�商業劇場�商業劇場的意思就是本�利多，你演一齣戲可能成本

一千�臺幣，�是你放在那�演三年，你可�賺三億，這就是商業劇場�roadwayー倫

敦多的是這種劇場，�臺灣根本沒�

這種環境，所�在臺灣所�的劇場都

叫作精�手工業，他沒�辦法複�，

他只能花兩三個�的時�，七搞八

搞，��絞盡腦汁做�一個漂漂亮亮

的東�放在那�，然後演個十天八天

就結束了，所�根本就不夠資格叫作

商業劇場�

圖8-4�   90年「黑�山�的劇團」演�《�
院風雲之我的�腿》�黑�山�的劇�黑�山�的劇黑�山�的劇
團����

圖8-47   91年「黑�山�的劇團」演�喜劇
《美味��便�》�黑�山�的劇團�黑�山�的劇團黑�山�的劇團
����



臺灣社會話劇團演�概述 201

�此臺灣似乎沒��現符合�述�件的商業劇場，�是在�作成本不斷�高、��

��或企業贊�不足或不��性，劇團勢必��從�「商業」行��維持劇團所需的發

展，加�「文化�費」概念��成形，一個��的戲劇生態�慢慢建構起���許再過

不久，�往那種�演一個�的戲劇黃金年代會再次�現在臺灣話劇史��這樣的遠�，的戲劇黃金年代會再次�現在臺灣話劇史��這樣的遠�，戲劇黃金年代會再次�現在臺灣話劇史��這樣的遠�，

值得期待�

圖8-48、8-49   90年由「劇樂部劇團」結合影
視明星演�《都市傳奇－裝
神弄鬼》�劇樂部劇團����劇樂部劇團���劇樂部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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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容淑華，臺灣�商業劇場�？臺灣劇場現況之探�，《1999 現代劇場研�會論文集�專業劇場》，，《1999 現代劇場研�會論文集�專業劇場》，《1999 現代劇場研�會論文集�專業劇場》，

�立成���中�文�系�編�臺北�文建會，民88年�
2 黃仁，《臺灣話劇的黃金時代》�臺北�亞太，民91��臺北�亞太，民91�臺北�亞太，民91�
3 同註2�
4 鍾雷，五十年代劇運的�拓，《文訊》第9期，� 111-121�
5 陳世慶，�劇在臺的�長�地方戲的發展，《臺灣文獻》15卷1期，民53�
�《聯合報》，民��1年12�25�，8版�
7  郭孟寬，七○年代劇場�拓者�張�風�基督�藝術團�，中�文化��藝術研究所�士論文，民

87�
8 �婉萍，黃���基督�藝術團�，�立藝術�院戲劇�系�士論文，民87� 
9 張�風，《張�風戲劇集》代自��臺北�九歌，民95��臺北�九歌，民95�臺北�九歌，民95�
10 吳若、賈亦棣�《中�話劇史》�臺北�文建會��臺北�文建會�文建會��
11 鍾明德，臺灣�劇場運動史�尋找�類美���治�臺北���，民87�
12  邱坤良編，臺灣劇場資訊�工作方法系列叢��臺灣戲劇發展概說�一��臺北�文建會，民87�
13《聯合報》，民��0年10�12�，7版�
14 ��玲，幕後�暗戀桃花源劇情源於此地，《聯合報》，民�95年8�3�，第10版�民�95年8�3�，第10版�95年8�3�，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