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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類

母女同行
阿玉旦。黃秀滿的客家戲曲人生

出版單位：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作者：徐亞湘

出版日期：100年3月

ISBN：978-986-02-7301-4

書評／容淑華

客家戲知名的母女檔，旦角與生角的代表人物阿玉旦及黃

秀滿，他們的精彩人生一如戲台上散發出迷人的丰采。本書描繪

看他們對藝術、戲曲、生活、家庭的執著，以及傳統藝術傲人的

光輝。

黃秀滿的母親是客家名旦阿玉旦，家學深厚的她10歲起就

隨母親於苗栗搭採茶班，赴各地客庄巡迴演出，15歲已能獨當一

面、擔綱女主角。母親去世後，她離開劇團，50年代在新竹台聲

廣播電台主持，並演唱採茶戲節目。電台時期的黃秀滿，渾厚嗓

音獲導演賞識，從此改變戲路，自旦角轉為生角。

1992年黃秀滿創立自己的劇團，以演出客家採茶戲為主，多

在桃竹苗地區活動，黃秀滿在新竹縣立文化中心教授客家戲曲

身段、唱腔，雖年屆七十，但嗓音依舊渾厚，絲毫不減風采，稱其

為客家一代名伶當之無愧。

作者徐亞湘教授針對阿玉旦、黃秀滿兩人及相關親人、

藝人、戲迷等進行口述歷史的訪談撰述，並將相關文獻、

圖像、文字、影音等資料加以蒐集整理，對非物質文化

資產的文字記錄保留完成一項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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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類

莎士比亞是誰呢？
出版單位：哈佛人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塞勒斯．大衛森．曼尼斯

（Celeste Davidson Mannis） 

繪者：約翰．歐布恩（Jean O’Brien）

譯者：趙曉南

出版日期：99年3月
ISBN：978-986-7045-88-1

書評／容淑華

這本書用淺顯易懂的文字敘述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生平，
從出生到結婚生子、離鄉背井至倫敦謀生，經歷各項艱辛的過程，
最終在倫敦成為一名既富有又傑出的劇作家。本書藉由莎翁的戲
劇作品進而認識當時的英國民情風俗及歷史背景。並在文中以夾
頁的方式簡介當時的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等，例如與莎士比亞同
時期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當時的疫疾黑死病造成的傷亡，
環球劇院之介紹等，以上都可以讓讀者既認識莎翁的經典著作，
又可知道英國當時的社會文化狀況。

莎士比亞生活在四百五十年以前，寫過至少三十五部劇本，
以及超過一百五十首詩。莎翁知名作品，例如：《羅密歐與茱麗
葉》、《哈姆雷特》、《馬克白》、《奧賽羅》與《仲夏夜之夢》等。

另外，這本書還有兩個優勢，其一是中英對照，讓讀者可同
時學習英文，其二是配CD有聲書，可以說一舉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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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類

莎士比亞
環球劇場的誕生

出版單位：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繪者：艾麗奇布蘭登堡

譯者：許琳英

出版日期：98年6月

ISBN：978-986-6731-37-2

書評／容淑華

作者艾麗奇布蘭登堡，將繪本書十分有趣且具創意地

將莎士比亞的生平以及環球劇場的重建，以五幕劇之劇本方

式編寫，並輔以圖像，循序漸進的方式展開文本內容。

這本關於四百年前在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的時代，

劇作家莎士比亞（1564–1616）和著名的環球劇場的故事。

莎翁同時也是一位詩人和演員，他是古往今來最會說故事

的一位大師，寫過一齣齣傑出的喜劇、悲劇、歷史劇，還有

精靈故事。山姆．華納梅克（1919–1993），是一位美籍的演

員及導演，他號召歷史學家、建築師等專業人士，重新打造

莎士比亞著名的環球劇場，花了大約30年的時間，才完成這

樣偉大又艱鉅的夢想。

1997年6月12日，演員和音樂家終於在環形劇場隆

重上演莎士比亞的劇作《亨利四世》。這是一本值

得閱讀的好書。



��

第二屆國民中小學 優良藝術出版品推薦專輯

表 演 藝 術 類

表演藝術120節戲劇活動課
出版單位：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張曉華、郭香妹、康瑛倫

陳俊憲、陳惠芬、陳鳳桂、張雪莉
出版日期：99年9月
ISBN：978-957-445-268-2

書評／張曉華

《表演藝術120節戲劇活動課》是以系統取向的教學設計模式所研發設計
出的表演藝術戲劇教學活動課程。教學時數安排了國民小學由一年級到六年
級，每學期十節課，共六學年的120節戲劇活動課。

本書是由教師們在課堂內進行的創作性戲劇教學活動，內容包括初階的
專注、肢體動作、身心放鬆、遊戲、想像；進階的角色扮演、默劇、即興表演、說
故事、偶戲與面具，以及戲劇扮演等教學。書中的課程設計，是依照學生學習
能力與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各階段能力指標所安排，是以行動研究的方式來
進行教學示例，是一本以系統取向設計的表演藝術戲劇教學活動課程手冊。

教學活動相關的依據、設計、評量與執行，是由張曉華教授與郭香妹、康
瑛倫、陳俊憲、陳蕙芬、張雪莉等跨校合作的教師團隊所共同進行與編撰。書
中將教師與學生的互動過程，做了完整記錄。在每一節課中，都可以看到教師
的教學樂趣與學生快樂學習的實際情況。它證明了系統化的戲劇活動課，在教
學現場上已得到了相當卓著的教學效果。

本書曾先後獲得了教育部頒發全國性的「標竿一百跨校團隊」及「教
學卓越金質獎」等獎項而備受肯定。對學校第一線任教「藝術與人文」
領域的教師們來說，極具實務教學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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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類

芭蕾的故事

出版單位：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蘿拉．李

繪者：梅瑞迪絲．哈彌爾頓

譯者：呂懿德

出版日期：99年12月

ISBN：978-986-6833-80-9

書評／張曉華

本書是一本適合兒童閱讀與欣賞的有關芭蕾基本入門書。先從

「芭蕾的奇妙世界」介紹芭蕾的緣起、重要的代表性舞者與基本動

作，再依歷史發展的脈絡，從《女大不中留》一一地介紹了世界上最

受歡迎和喜愛的芭蕾《仙女》、《吉賽兒》、《柯比莉亞》、《唐吉訶

德》、《天鵝湖》、《睡美人》、《胡桃鉗》、《垂死天鵝》、《火鳥》、

《彼得洛希卡》、《春之祭》、《彼得與狼》、《羅蜜歐與茱麗葉》、

《牛仔競技場》、《自由自在》、《馬戲波爾卡》、《灰姑娘》、《達芙

尼與克羅伊》、《星星閃閃》、《小鴕馬》、《仲夏夜之夢》、《獨特光

芒》共21齣芭蕾舞劇。在每一個作品的介紹中，都包含了演出的樂

曲、劇情內容、舞團、舞者與相關的舞蹈技巧，配合著美麗的插畫，

與音樂CD，讓你讀起本書來有賞心悅目與聽覺並存的愉悅與美感。

本書由蘿拉．李所著，掌握了芭蕾發展的基本脈絡、表演者、重

要的舞劇與曲目。插畫是由梅瑞迪絲．哈彌爾頓所繪，以非常浪漫的

水彩童畫畫風，來表現出各種動作、幻想與表演的情境。呂懿德

的翻譯文十分平實近人地易讀，更加上有國家交響樂團長邱

瑗審定，更強化了本書的中譯的正確性與流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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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類

非洲快樂趣
出版單位：飛寶國際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法里德．卡拉特巴里

繪者：莎拉瑞．可斯拉法尼

譯者：何佳芬

出版日期：100年8月
ISBN：978-986-6701-69-6

書評／張曉華

本書以饒富童趣的繪本文字，描述了一段孩子們參與廣播劇比賽，
到播音室經歷的一場有豐富想像力的非洲之旅。書中描述了這場廣播劇
比賽，在賽前兒童們緊張的情況，與他們進入播音室以後，將他們原編的
劇本修改所做的一場表演。

孩子們進入播音室後，將它想像成飛機的機艙，播音室的燈則視為
機艙內的指示燈。每位小朋友都扮演著空中飛行中的各個不同角色：有
飛機駕駛、空中小姐、乘客等。在劇本的描述中，他們在飛航到非洲的原
野時，飛機掉落在非洲的草原，而他們將會被獅子和獵豹追逐。可是，表
演只到達非洲上空飛行時，卻擔心飛機失事後，他們會被野獸吃掉而無
人救援，就不禁哭了起來。這時胖皮建議由編劇波吉修改了劇本的結局，
讓飛機引擎恢復正常，終於將飛機救了回來，讓他們能平安地返航。當飛
機平安的降落到地面，指示燈亮起，播音室牆上的指示燈又恢復了原來
的顏色。在播音室的門打開後，所有的村民裁判們都說他們的表演精彩極
了。原來他們的成功，竟是他們心理害怕的真情演出哩！

本書的故事由法里德．卡拉特巴里撰寫，很能反映出兒童語言
的趣味與心理的反應。插畫是由莎拉瑞．可斯拉法尼所繪，將兒
童彩色筆塗鴉般的畫風，表現得非常傳神。而何佳芬的翻譯
文也十分傳神地將兒童文學的美感展現出來，讓人讀來一
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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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類

戲在不言中
用歡笑點亮黑暗的卓別林

出版單位：格林文化

作者／繪者：伊莎貝拉

譯者：劉嘉路

出版日期：99年8月

ISBN：978-986-189-208-5

書評／張曉華

本書是描述喜劇之王卓別林一生投身於演藝事業的傳記。文、

圖皆為伊莎貝拉所撰與繪。內文與圖繪全部都採黑白編輯，象徵了

卓別林的終生成就，是在他黑白片默劇表演的成功。全書以第一和

第三人稱為經緯，交叉敘述卓別林從他在倫敦的貧困童年生活開

始，演藝工作是從卓別林12歲起，在舞台劇《福爾摩斯》開始了小角

色的表演。17歲時，他演了主角，並隨著劇團到巴黎演出。接著又讓

他到了紐約巡演，一路演到美國西岸的加州，再開始拍攝電影。卓

別林的卓越成就是將戲劇的默劇動作帶入電影中，由短片拍到長

片，如《孩子》、《爵士歌手》、《摩登時代》、《大獨裁者》、《舞台

生涯》、《流浪漢》等多部電影，於1972年獲頒奧斯卡終生成就獎。

本書別出心裁地以卓別林的「戲在不言中」剪影小方塊圖片，

置於全書之前。內頁中的每張插圖，都很傳神地看到了當代人、事、

地、物的箇中風情，十分讓人神往。然而，敘述他精彩的演藝奮

鬥史時，除了看到卓別林的努力所賺取的極大財富與成功的

事業外，他個人更奠定了現代喜劇電影的基礎，創造出永

恆的表演文化與對影壇的貢獻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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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類

說相聲，學語文
出版單位：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馬景賢

繪者：洪義男

出版日期：100年7月
ISBN：978-986-211-128-4

書評／施芳婷

相聲是一種綜合說、學、逗、唱的中國傳統表演藝術，在除
了利用幽默的語言及逗趣的肢體來展現表演的趣味外，內容上
更時常融合中國文學中的詩詞歌賦、成語、對聯等來做隱喻、呈
現情境、表達情感等，來增加台詞的豐富性。在此本有聲書中，
作者馬景賢老師便是將語文教育融入兒童相聲之中，把相聲與
國語文做了巧妙的結合。讓小朋友覺得枯燥、只能死背的國語
文，變成生動有趣的活教材。在書中利用對口相聲的表演形式，
結合了成語、歇後語、繞口令、民間故事，和一些語文常識，巧妙
地融入至台詞之中，讓小朋友們在愉快的氛圍中，將國學常識輕
鬆地吸收學習。此外，選用小朋友來說相聲也是此書的一大特
色，用他們最真實的聲音傳達出屬於自己的幽默與趣味，讓
小讀者們在語言聽覺上能跟自己更加貼近，使相聲不再
是遙遠的戲曲藝術，而是有趣且可輕易琅琅上口的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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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類

小月月的蹦蹦跳跳課

出版單位：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繪者：何雲姿

出版日期：93年11月

ISBN：986-7990-02-1

書評／施芳婷

動動手，動動腳，舞動身體，成長的七堂課，開發生命新視界！

這是本記錄了五歲幼兒上舞蹈律動課（肢體開發）的圖畫書，

故事中的小月月從一開始畏懼面對陌生環境，後經由木箱、氣球、

找朋友、想像海洋世界、發現聲音、模擬花朵等情境遊戲，開發自我

潛能並與他人互動，而漸進自在地融入群體。每個孩子都是故事中

獨一無二的小月月，發展的時間和歷程皆有不同，「這隻毛毛蟲，雖

然睡得比較久一點，但是，只要多一點時間給她，相信有一天，她也

會醒來，變成獨一無二的，屬於她自己特有的—小月月蝴蝶。」父母

們的耐心陪伴和信任對於孩子十分重要，猶如「親」這個字就似父

母立於木上、站在高處，去看顧陪伴著孩子的成長。另外，作者運用

蠟筆、彩色筆、拓印暈染等多元媒材技法，及自由揮灑活潑的筆調，

創造出一片繽紛五彩的世界，讓人隨著畫面手舞足蹈，感染到愉快

氣氛。無論於故事內容或圖像視覺上，這是本適合親子共讀的

好書，值得推薦給小朋友和大朋友，這濃縮成長歷程的七堂

課，讓我們在面對陌生環境、生活新階段時得到啟示，而

有著更自信的一顆心去迎接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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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藝 術 類

台灣民間陣頭技藝
出版單位：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吳騰達

出版日期：88年4月
ISBN：957-636-818-9

書評／施芳婷

舞獅、舞龍、宋江陣、跳鼓陣、踩高蹺、布馬陣、鬥牛陣、車
鼓陣、牛犁陣、跑旱船等過往在廟會活動中習見的民俗陣頭活
動，隨著社會變遷而漸次凋零稀落。這些熱鬧活動的表相下實
質是蘊藏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宗教、藝術等，本書挖掘先民積
累的文化智慧，扼要地說明了「鄉土」與「陣頭」間的連動關係
與概念，並深入淺出將各項活動分類為雜技與小戲，分述介紹了
11種常見的陣頭形式，經由文獻記載、田野調查、訪問耆老等方
式淬煉提取其中的精華，廣博且精確地以大量豐富的紀實性精
彩照片，為過往的吉光片羽銘刻歷史集體共同記憶，保留了許多
珍貴的圖像資料，內容活潑多元，凝聚了常民生活與民間的在地
力量，極富社會薪傳意義。習以為常的實則不可輕忽，會遺忘的
過往我們在當下書寫記錄，將所有的美好保留在未來，一代
承繼一代，這本書值得推薦給生活在這一塊土地的所有
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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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傳統戲曲

出版單位：臺灣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曾永義

出版日期：87年2月

ISBN：957-636-873-1

書評／施芳婷

台灣戲曲是台灣文化與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無論

婚喪喜慶、廟會祝典，傳統戲曲皆在其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畫

龍點睛的角色，並且隨時在我們周圍發生。所以讓孩子們認識

台灣傳統戲曲，是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台灣傳統戲曲」

一書中，作者從說明何謂「劇種」、文武場、到傳統戲曲的美

學與表現形式後，開始深入淺出地介紹歌仔戲、南管戲、梨園

戲、北管戲、採茶戲、車鼓戲、布袋戲等台灣民間常見之戲劇。

此外，亦敘述了在台灣近代占有一席之地的表演藝術－京劇在

本地的發展，及其他較為少見的劇種，如四平戲、福州戲、潮

州戲、傀儡戲、皮影戲等。可說是將台灣所出現的傳統戲劇表

演，皆統整於此書中。而流暢易讀的文字和大量清晰的圖片

說明，非常適合中小學生閱讀，做為了解台灣傳統戲劇的

基礎工具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