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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與規訓――殖民現代性、認同政治、
台灣早期現代舞中的女性身體*

陳雅萍**

中文摘要

「身體解放論」（尤其是女性的身體） 向來是現代舞歷史論述的核心；然

而，近年來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早期現代舞既是身體與精神的解放，但同時也

深受當時代各種意識形態的制約與模塑。臺灣早期現代舞因萌芽於1930至40年代

的日本殖民時期，因此其內涵與歷史皆無可避免地被鑲嵌於日本國族建構和戰時

文化總動員的意識形態網絡之中。前輩舞蹈家們舞動的身體，一方面反應了早期

現代舞普遍具有的「解放」與「規訓」之雙重實踐；另一方面也見證了臺灣在日

本殖民統治下特殊的「殖民現代性」經驗，尤其是在文化層面的展現。因此，本

論文將前輩舞蹈家們舞動的身體置入以下三重論述之歷史脈絡中加以審視：1） 

現代舞中被解放的女性身體；2） 廿世紀前半西方霸權主導的世界架構下，亞

洲國家追求現代化的國族計畫；3）「殖民現代性」特有的「遲到的現代性」特

徵，以及所描繪的具有殖民特質的「啟蒙進步論」。論文後半並以李彩娥與蔡瑞

月二位前輩舞蹈家為例，申論殖民現代性與現代舞中女性身體的複雜互動，並試

圖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中，剖析李彩娥演出的《太平洋進行曲》以及蔡瑞月編舞和

演出的《印度之歌》，其中女性舞動的身體所體現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關鍵詞： 殖民現代性、台灣早期現代舞、女性身體、認同政治

《戲劇學刊》第十四期，頁7-40（民國一○○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TAIPEI THEATRE JOURNAL 14 （2011）: 7-40
School of Theatr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收稿日期：2011年3月17日；通過日期：2011年5月26日
*　 本論文的前身是刊登於2010年3月日文期刊《西洋比較演劇研究》的〈解放と統制――初期台 モダン

ダンスにおける植民地的近代と女性の舞踊身体〉一文。此中文版本為其擴充版，除延伸先前論述的主
軸外，又加入更豐富的資料與更詳盡深入的分析，尤其是文章後半的部分。在此要感謝《戲劇學刊》二
位匿名審查人的評論與建議，讓文章論述更完整。此外，還要特別感謝李彩娥女士與財團法人台北市蔡
瑞月文化基金會提供照片使用之授權。本論文為研究者國科會95年度（NSC 95-2411-H-119-001）及97年
度（NSC 97-2410-H-119-005）專題研究計畫的綜合成果。

** 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理論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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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beration and Discipline: Colonial Modern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Dancing Female Bodies 
in Early Taiwanese Modern Dance

Chen, Ya-Ping*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 bodily liberation, especially the female body, has been at the core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modern dance. However, as more and more research reveals, while early 

modern dance was about bodily and spiritual liberation, it was also molded by various ideologies 

of its times. Born in the late stage of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early Taiwanese modern 

dance was inevitably embedded in the ideological network of Japanese nation construction 

and wartime cultural mobilization spreading across the Japanese empire. Hence, the dancing 

bodies of the Taiwanese concert dance pioneers reflected the dual practices of“liberation＂ 

and“discipline＂commonly observed in the world ś early modern dance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and testified to the peculiar experience of“colonial modernity＂under the Japanese rule 

on the other hand. This essay examines these dancing bodies in the context of three layers of 

historical narrations: 1） the liberated female body in modern dance; 2） the national project of 

modernization conducted by Asian countries in the West-dominated world structur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3） the discourses of“belated modernity＂and“enlightened 

progressiveness＂characterizing the ideology and practice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later part 

of the essay, two examples of women dance pioneers, Lee Tsai-e and Tsai Jui-yueh,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intricate interaction between colonial modernity and the dancing female bodies,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revealed and embodied in the process.

Keywords:　 Colonial modernity, early Taiwanese modern dance, female body, identity 
politics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Dance Theory,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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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女舞者身穿線條流暢的舞衣，身軀自由地律動，赤足而舞。這是現代舞最典型的舞

蹈形象，也是二十世紀女性身體解放最具代表性的象徵之一。發端於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和

美國，現代舞掙脫了十九世紀歐美文化加諸於女性身體的美學與社會枷鎖：一方面，它摒

棄古典芭蕾束縛女性身體的馬甲衣和硬鞋，打破制式的身體語彙與刻板的女性柔弱形象；

另一方面，它顛覆了布爾喬亞社會價值體系中男性與女性分屬公共與私人場域的性別界

定（separate spheres ideology）。1 借用美國舞蹈家甘姆森（Annabelle Gamson）2 的說法：

「[二十世紀初，]女性不僅占據舞台的中心焦點，她們更征服了整座舞台。」（Gamson in 

Banes 1998: 66）換言之，不同於古典芭蕾的傳統中編舞者多為男性，女性是被模塑與慾

望投射的對象；現代舞的體系裡，女性不僅是舞者，也是編舞者，不僅是被創造的客體，

也是創造藝術價值與嶄新社會關係的主體。

據此，現代舞的身體解放論一向是歐美當代舞蹈史論述的核心主軸。而此詮釋模式也

與現代主義長久以來被定義為追求自由表達與創新、實踐個人主體意識的論點相互輝映。

這種現代主義式的「現代舞史觀」非常符合1980年代晚期之前，以師承脈絡、編舞形式與

美學風格為主要研究內容的舞蹈史書寫法。這樣的論述中，歐美的現代舞蹈史基本上是一

連串天才編舞家如何掙脫傳統的禁錮、破舊立新的經典舞作創造史；政治與社會議題多半

只扮演背景資料的角色。然而，當愈來愈多的舞蹈史研究從風格分析轉變為政治脈絡化的

文化批判時，舞蹈實踐中所具現或隱含的美學與權力的關係，便成為關注的焦點。近年

來，許多研究者紛紛指出，早期現代舞既是身體與精神的解放，但同時也深受當時代各種

意識形態的制約與模塑。

英國舞蹈學者博特（Ramsay Burt）在《異質的身體》（Alien Bodies）一書中寫道：

「1920、30年代那段期間，不管在歐洲或北美，對於現代性的回應之一是將焦點聚集在國

族認同的問題上。… 瑪莉‧魏格曼（Mary Wigman）關於現代舞的德國性之論述，以及瑪

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對於現代舞之美國性的宣言，其中所內涵的國族主義，…

必須被置放在當時現代性對國族主權的衝擊之脈絡中加以審視。」（Burt 1998: 11）根據

博特的說法，一次大戰後歐洲的經濟問題，以及工業現代化帶來的對構成國族認同之意

識形態基礎（如社會結構、文化階層等）的衝擊，形成某些現代主義藝術的國族主義傾

1　 關於「性別場域區分意識形態」（separate spheres ideology）的歷史成形，參見Harriet Bradley. 1996.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s: Class and Gender.＂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pp.122-
148；關於「性別場域區分意識形態」與舞蹈的關係，參見Amy Koritz. 1997. “Dancing the Orient for 
England: Maud Allen ś The Vision of Salome.” Meaning in Motion. pp. 133-152.

2　 Annabelle Gamson可以說是鄧肯（Isadora Duncan）的舞作最傳神的詮釋者，在1980與90年代以重建鄧肯
的舞蹈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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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Burt 1998: 11）德國表現派舞蹈（Ausdruckstanz）對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性與神秘主

義的追尋便是一例；它的極端表現即是現代舞與納粹政權的合作關係。3 同樣地，美國現

代舞的奠基精神與其獨立建國、拓荒墾殖、廿世紀以來工業創新的領導地位等美國價值息

息相關；但另一方面，在其倡導的自由開放旗幟下，卻也隱藏著白人至上的種族意識形態

問題。4 這些歐美的例證記錄了現代舞的身體與不同意識形態交纏互動的一頁重要歷史。

同樣地，舞蹈人類學者趙綺芳在其研究1945年之前日本現代舞發展的論著中亦指出：

這個新型態的劇場舞蹈之誕生和演變，乃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與西方密切接觸的結果，尤

其是來自德國的影響；於此同時，它的發展又深受日本國內「近代化」5 過程裡國權與民

權的兩難矛盾所制約。十九世紀後半開始，日本以國家之力由上至下地展開富國強民的

「近代化」計畫。在以歐洲為師的摸索學習過程中，源自西方現代性的個人主體之追求和

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國族權力的鞏固之間不斷產生扞格。此種衝突在日本發展殖民主義，

並於亞洲發動侵略戰爭後，更形尖銳。6 

臺灣早期現代舞萌芽於1930至40年代的日本殖民時期，因此其內涵與歷史皆無可避

免地被鑲嵌於博特和趙綺芳所論述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網絡中。前輩舞蹈家們舞動的身

體，一方面反應了早期現代舞普遍具有的「解放」與「規訓」之雙重實踐，以及這兩者間

複雜的互動；另一方面也見證了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特殊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經驗，尤其是在文化層面的展現。因此，本論文將前輩舞蹈家們舞動的身體

置入以下三重論述之歷史脈絡中加以審視：1） 現代舞中被解放的女性身體；2） 廿世紀

前半西方霸權主導的世界架構下，亞洲國家追求現代化的國族計畫；3）「殖民現代性」

特有的「遲到的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特徵，以及所描繪的具有殖民特質的「啟

蒙進步論」（enlightened progressiveness）。值得注意的是，這三重論述之間彼此互動、

交纏的動態關係，以及此動態關係對舞蹈身體的文化政治意涵造成的微妙作用。

二、文獻與史料運用

舞蹈因其稍縱即逝的特質，本就是最難以文字捕捉與論述化的藝術形式。尤其對於早

期舞蹈史的研究，因為缺乏動態影像的相關資料，使得研究與詮釋更加困難。所幸自1990

年代中期起，由於台灣文化圈對日據時期至光復初期舞蹈史的逐漸重視，以及幾位前輩舞

3　 參見Susan Manning. Ecstasy and the Demon. （1993） 以及“Modern Dance in the Third Reich＂（1995）.
4　 參見Ann Daly. Done Into Dance. （1995）; Thomas DeFrantz.“Simmering Passivity: The Black Male Body in 

Concert Dance.＂（2001） 以及 Dancing Revelations: Alvin Ailey’s Embodiment of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2004）

5　 日文中多用「近代化」一詞，趙文中沿用。
6　 參見趙綺芳〈全球現代性、國家主義與「新舞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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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家（如蔡瑞月、李天民、李彩娥、李淑芬等）對自身早年資料的逐步整理，許多塵封已

久的史料得以重見天日。其中主要以舞作與教學的相關照片、節目單、媒體報導、編舞家

自創的舞譜與少數論著為主。1995年由文建會主辦、藝術學院（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承辦的「台灣舞蹈史研討會」，為1930至50年代的台灣當代舞蹈史研究及著述揭開序幕。

但由於時間的匆促與史料的有限，研討會中發表的文章多以前輩舞蹈家的生平介紹為主，

鮮少有較深入的論述或舞蹈史觀的呈現。接下來的十年間，在文建會主導與贊助下，幾位

前輩舞蹈家的傳記或口述歷史陸續出版，讓人們得以更全面地認識他們的生平與所經歷的

時代，甚至了解他們自身對歷史或某些事件的觀點。7 

除此之外，繼「台灣舞蹈史研討會」之後，同年又由文建會主辦「半世紀的腳步」演

出，其中包含了高棪的《宮燈舞》、李淑芬的《採茶舞》、李彩娥的《憶》等前輩舞蹈家

的舞作重建。2000年時，旅居澳洲多年的蔡瑞月返台進行舊作重建，並在台北新舞台劇院

呈現了自1946年開始至1960年代創作的11支作品，由當時舞蹈界不同世代的舞者們共襄盛

舉參與演出。之後數年間，蔡瑞月來往於台、澳之間持續進行舊作重建，直到她2005年病

逝為止。重建成果陸續演出於2005年蕭靜文舞蹈團主辦的「國際藝術交流－文化之匯」以

及2006年起舉辦的「蔡瑞月舞蹈節」。同時，蔡瑞月文化基金會亦積極邀請她的現代舞啟

蒙師石井漠（Ishii Baku）的後人，以及她最重要的老師石井綠（Ishii Midori）本人多次來

台，進行他們早年舞作的重建演出，讓國人得以一窺日本早期現代舞的特殊風格與面貌，

對於了解日據時期台灣舞蹈家的師承脈絡與美學根源助益良多。

自1995年至今，關於日據時期至光復初期舞蹈發展的相關著述雖已有累積，但仍以

介紹性的文章為大宗，學術性論著非常稀少。趙玉玲於2008年出版的《舞蹈社會學之理論

與應用》一書中，以蔡瑞月為案例說明舞蹈社會學檔案資料研究法的內涵與操作方式，其

主要目的是透過既存文獻史料的詳細耙梳，反思1990年代中期以來蔡瑞月本人、其學生、

家人、基金會、台灣文化圈、舞蹈史研究者等各方人馬所塑造的蔡瑞月形象以及在台灣

舞蹈史的定位。該書的貢獻主要在於文獻資料的使用與詮釋的方法論。前面提及的趙綺芳

一文，從現代性與國家主義的角度切入日本近現代劇場舞蹈的發展，對於台灣現代舞的發

源地日本在「近代化」關鍵時期的政治哲學與戰時文藝政策等有深入剖析；文章結尾並以

李彩娥的《憶》為例，試圖連結日本新舞踊的歷史與台灣早期現代舞發展在殖民結構下

的關係，但可惜的是這部分僅點到為止。此外，專研韓國舞蹈的美國學者茱蒂‧凡‧賽

兒（Judy Van Zile）也於2008年在《台灣舞蹈研究期刊》發表〈我們一定要獨樹一格，我

7　 相關的傳記或口述歷史計有：文建會出版的《高棪：舞動春風一甲子》（江映碧著）、《李天民：舞蹈
荒原的墾拓者》（伍湘芝著）、《林香芸：妙舞璀璨自飛揚》（林郁晶著）、《李彩娥－永遠的寶島明
珠》（趙綺芳著）、《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歷史》（蔡瑞月基金會）；屏東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的《蜻蜓祖母：李彩娥70舞蹈生涯》（李怡君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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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定要現代化：日本殖民時期的韓國舞蹈發展〉，文中主要討論韓國當代舞蹈先驅崔承

喜在1920年代晚期至戰時的舞蹈生涯之轉變，以及作為一位被殖民者身分的舞蹈明星如何

在自身母國韓國、殖民國日本、西方國家美國之間策略性地展演自身的舞台角色並被多重

詮釋。由於韓國與台灣都曾經歷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現代化歷程，且崔承喜亦曾師事石井

漠，因此凡‧賽兒的研究頗值得借鏡。尤其她對史料殘缺不全的早期舞蹈史之探討，並不

追求定論式的解答，而是在多重脈絡的提問間呈現出舞蹈家個人與外在政治社會環境的複

雜互動。此種研究策略對筆者而言深具啟發性。

除了舞蹈文獻與論著外，日據時期體育教育的相關研究亦深具參考價值。1990年代

起，體育界與台灣史界對於日據時期國民教育中的體育教育（尤其是女子體育教育）之研

究與著述逐漸浮出檯面。8 由於廿世紀早期的現代舞發展與體操等身體文化的歷史息息相

關，尤其由日本引進的創作性舞蹈教學最先即是透過體育教育在日本本土與台灣施行，因

此對日據時期女子體育教育的了解，實有助於理解當時殖民制度所帶來的身體「現代化」

與「國家化」對台灣女性身體的影響，以及舞蹈相關教學與活動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樣

地，美術界自1990年代起亦興起日據時期台灣美術史研究的風潮，尤其近幾年的研究趨勢

將美術作品視為一種視覺文化再現體系，將美術史研究和殖民經驗、現代性、性別符號等

議題相結合，成就一種具文化批判精神的史學研究，對本論文的研究取徑具有一定的啟發

作用。9

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的舞蹈史缺乏動態影像紀錄，對舞蹈身體的研究須仰賴留存的照

片等圖片史料，因此視覺文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效的圖像解讀與思辯模式。然而舞蹈除

了具視覺效果外，更是一門攸關身體的藝術，因此對於舞蹈照片的解讀，還應透過舞者身

體的姿態以及與空間或夥伴的關係，洞察舞者身體的精力質地，以及不同身體部位間的肢

體張力。這實有賴於研究者投入自身的身體經驗，以求達到與照片中凝止的舞者身體之同

感（kinesthetic empathy）。此外，舞蹈家在其著述、傳記或口述歷史中對自身舞蹈經驗

和律動體會的描述，也能有效彌補圖片史料較缺乏的身體覺知與動能方面的訊息。再者，

舞作重建亦是一窺當年舞蹈樣貌的可能途徑之一；然而要特別留意的是，歷經半世紀以上

的歲月隔閡，或許因記憶的模糊，或許因編舞者求好心切所做的更改，再加上現今舞者的

訓練與身體能力和當年表演者的差距，以及音樂版本的不同甚或整首配樂的替換等諸多因

素，都使得舞作重建與當年演出的樣貌有著無可避免的落差。因此援引舞作重建必須與其

8　 參見蔡禎雄《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1995）；游鑑明〈日治時期台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
展〉（2000）；黃怡玲〈日治時期台灣女性身體國家化之研究〉（2005）等著作。

9　 參見廖新田《臺灣美術四論：蠻荒‧文明、自然‧文化、認同‧差異、純粹‧混雜》（2008）；賴
明珠《流轉的符號女性：戰前台灣女性圖像藝術》（2009）；Kikuchi Yuko（菊池裕子）編 Refracted 
Modernity: Visual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olonial Taiw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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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資料進行謹慎比對，以作為輔助性而非關鍵性的參考。

本論文將日據時期台灣舞蹈前輩的身體歷程置入廿世紀亞洲國家現代化工程、殖民現

代性、現代舞的身體解放論等多重論述與歷史架構中加以審視，並援引日據時期女子體育

教育之研究以及視覺文化再現體系相關著述的成果，希冀賦予台灣早期當代舞蹈史之研究

更豐富的理論內涵與具文化批判觀點的思辯。論文後半將以李彩娥與蔡瑞月二位前輩舞蹈

家為例，申論殖民現代性與現代舞中女性身體的複雜互動，並試圖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中，

剖析李彩娥演出的《太平洋進行曲》（石井漠編舞）以及蔡瑞月編舞和演出的《印度之

歌》，其中女性舞動的身體所體現（embody）的文化與政治意涵。

三、殖民現代性與日據時期台灣女子（體育）教育

台灣自1895年起接受日本殖民統治達半世紀，於是台灣社會在廿世紀前半的現代性經

驗便與殖民經驗密不可分，經濟上須臣服於日本帝國的利益，政治與文化上亦須受日本國

家主義意識形態的制約。陳芳明在《殖民地摩登》一書中論及「殖民現代性」時有如下說

明：

如果說，一切有關現代的知識論（epistemology）是由白人建立起來的，

並不為過。但是，也是憑藉了這種知識論，歐洲白人獲得擘造殖民主義

的機會。優先到達現代，並且優先建立現代知識的歐洲人，在殖民主義的

護航下巧妙地把這種歷史的優先性轉化為文化的優先性。每當白人占領

新的殖民地，歐洲中心論的現代知識就得到傳播與濡染的空間。（陳芳明 

2004：10）

當日本在1868年展開明治維新這項「近代化」的國家計劃時，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

等各個面向都成為日本熱切模仿的對象，以達到「脫亞入歐」的「進化」目標。有很長

一段時間，對日本人而言，「近代化」、「西化/歐化」與「文明化」幾乎是同義詞。而

彷彿理所當然地，當台灣成為日本帝國的第一個殖民地時，這種存在於歐洲與日本之間

的文化高低位階便被複製在日本與台灣的關係中。既然「殖民現代性」意味著「遲到的

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10 也就意味著具有急迫性及道德強制意味的「遲來的啟

蒙」（belated enlightenment）。於是，日本/殖民者成為所有進步、文明、現代之事物的

10　 「遲到的現代性」一詞出自陳芳明的《殖民地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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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與象徵，而台灣/被殖民者則代表著另一組相對的概念——落後、野蠻、前現代。11 在

這樣的認知架構下，尤其是到了日據後期，對許多台灣人來說，「現代性」幾乎等同於

「日本性」，而「現代化」便意味著「日本化」。

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現代化政策中，最重要的機構之一，便是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的

建立，其主要目的有三：1） 推行日語；2） 培養台灣人的日本國民精神；3） 教化臺灣

人，使其「現代化」與「文明化」，以為日本帝國與天皇服務。然而，為了鞏固殖民體系

中既有的社會階層與權力結構，台灣人主要接受實務性的教育訓練，例如教師、醫師、雇

員等，以發揮他們在殖民系統中的實際功能，其他學理性的科目如法律、經濟、政治等則

被排除在外。另外，為了培養具強健體魄的國民為帝國服務，體育教育自始便是殖民地教

育的重要一環；尤其在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及後來的太平洋戰爭之後，體育教育更

朝軍事化的方向發展，為戰爭儲備人力與戰鬥力。簡言之，殖民地的體育教育將身體的鍛

鍊視為「現代化」、「文明化」與「國民化」的啟蒙手段之一，並將此意識形態從學校體

系擴散至一般大眾間。1930年代盛行的廣播體操便是一例。12 體魄鍛鍊與殖民意識形態結

合的最終結果是，日本殖民政府於戰爭期間徵召經過鍛鍊與規訓的台灣人身體投入戰場。

雖然殖民地教育存在著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不平等的待遇，例如小學校與公學校的資

源差異，台灣人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機會較在台日人為少等，但日本殖民政府卻也鼓勵女

子入學接受現代化教育。長久以來，台灣漢人家庭受儒教傳統三從四德觀念的影響，女子

謹守「無才便是德」的分際，鮮少有和男性一樣受教育的機會；再加上閩南人家庭多有女

子纏足的慣習，更是形同將女性囚禁於閨閣，無法參與任何體能活動或公眾事務。

自殖民初始，台灣總督府便將纏足與辮髮、吸食鴉片一同視為台灣社會三大非文明的

陋習；1915年開始，更採取強硬的手段禁止並解放纏足，於是這項斲害漢人女性身體近千

年的陋習在台灣才告終結。13 事實上，解纏運動與女子教育的推行在廿世紀初期的日本對

台殖民政策中一直相輔相成，而體育教育在其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這兩項殖民現代性帶

來的變革，確實為某些階層台灣女性身心的解放做出實質的貢獻。

解纏足與女子體育教育使得廿世紀初期的台灣女學生，得以較自由地操控自己的身

體，參與遊戲及體操，揮別三寸金蓮所帶來的既無法久站又不能行動自如的孱弱身軀。到

11　 廖新田的《臺灣美術四論》中，對這種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間，因殖民權力關係所衍生的二元對立價值
定位，於視覺文化體系的再現，有詳細的剖析。

12　 1934年起由殖民政府每年於夏季舉行為期十天全島規模的「台灣無線電音體操會」，清晨6點開始，升國
旗、唱國歌，接著遙拜皇居，然後隨著廣播做團體操，最後三呼萬歲才散會。據當時官方媒體的報導，
1935年全台參與夏季廣播體操的人數達二百萬人。關於廣播體操的描述，參見游鑑明〈日治時期台灣學
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32。

13　 總督府於1915年利用保甲制度發起全面放足運動，除因蹠趾變形而無法放足外，其餘須限期放足，於是
隔年解纏工作即顯著收效。參見游鑑明〈日治時期台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8；黃怡玲〈日治時期
台灣女性身體國家化之研究〉，頁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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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920、30年代，許多女子高等學校甚至將健行、登山、體育競賽等納入整體女子體能教

育之範疇。14 讓少數出生菁英階層之女性，得以藉由這些體能活動之參與，體現新時代女

性的身體與形象。

新身體改變女學生的生活空間，甚至影響她們日後的發展。… 能夠為畢

業後的生涯規劃做更多的選擇，不再以照顧家庭為唯一，因此有的學生選

擇出國留學繼續深造，有的則外出工作成為職業女性，而新身體正賦予她

們有利的發展條件。（粗體後加。游鑑明 2000：47）

雖然上述結論顯然太過樂觀，因為當時許多女性在踏入婚姻後往往被迫或自願放棄自己的

志業以家庭為重；15 然而不可否認地，得以自由活動的「新身體」的確為台灣女性帶來嶄

新的生活與生命體驗。

然而，當台灣女性的身體透過「現代化」的施為，自儒教傳統的束縛中獲得解放，

另一個意識形態體系卻馬上取而代之。社會學者黃金麟對中國近代歷史中女性身體「國家

化」的論點也同樣適用於殖民地台灣：「身體的『殖民』權力由家庭和禮教體系轉移到國

家手上…。即便是…號召青年進行大規模個人和婦女解放的新生活運動，也沒有能超脫這

個身體公有化和國族化的發展脈絡。」（粗體後加。黃金麟 2001：28） 游鑑明與黃怡玲

的研究均指出，日本殖民政府的解纏足與女子（體育）教育政策的背後實有著「強國保

種」的國族意識與殖民目的。黃怡玲寫道：

日本於1877年明治維新時首度將女子教育制度化，其理由以『強國保種』

為出發點，結合『賢妻良母』及『國家主義』，認為女子教育的成功與否

關係著國家安危，母體健康是國家未來的希望。…臺灣割日後，殖民政府

將[此]教育改革經驗移植至臺灣。（黃怡玲 2005：15）

由此可見，女子體育教育在日本帝國的國族現代化計畫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殖民政府的體育教育在文明化與解放身體的旗幟下，其實隱藏著殖民者

的種族歧視與差異論——殖民者因著到達現代的優先位置，衍生出自我文化與精神的優越

性，進而形成種族優越的信仰。一段摘自1915年總督府主辦的教員講習會的文字即充分印

14　 參見游鑑明〈日治時期台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27-31。
15　 賴明珠在《流轉的符號女性》一書中即論及，日治時期許多富有天份的年輕女畫家，即使赴日留學進入

美術專門學校，但絕大多數在婚後即放下畫筆，相夫教子。陳進幾乎是唯一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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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此事實：「本島生長子弟比內地[即日本國內]體力其劣，即精神上亦注意力散漫、乏活

氣、意志薄弱，照此體育甚可補肉體上、精神上之缺點，使全校兒童喜運動…于體操科修

得規律及其他美德…。」（游鑑明 2000：14）因此殖民地的體育教育亦是「進化」臺灣

人，將其「劣等」的身心規範成「文明的」日本人的重要手段，也就是1919年起殖民政府

全力推行的「同化」政策。16

1920、30年代台灣社會曾出現一些討論體育教育是否適合女學生的議論。反對者多認

為體育教育會使女子陽剛化、失去女性固有的嬌柔魅力；支持者則主張女性也應接受體能

的磨練並享受運動的樂趣，但大多數人均贊同男女的體育教育應有所差別。17 因應此辯論

與爭議，服務於新竹女子公學校的教員林朝娥於1934年發表〈女子體操科指導細目〉，將

教材內容分為體操、教練、遊戲及競技、舞蹈等四部分。其中教練的部分主要是訓練學生

聽從口令，作踏步、整隊、行進等團體紀律訓練；舞蹈的部分則結合日本歌謠與韻律性的

身體動作。18 因此，藉由日本歌謠與旋律所啟發的身體表達力，以及團隊紀律所要求的身

體規訓與服從，在殖民地的體育教育中可謂並行共存。1936年殖民政府修訂「學校體操教

授要目」，新版的女子體育教材更著重唱歌遊戲、行進遊戲，以及曲線化與韻律化，也就

是加入了音律教材（音樂及律動）。19 黃怡玲進一步說明音律與體操的結合：「體操音律

化是利用音律結合身心運動，以體育舞蹈的形式呈現，體操音律化對女子體育影響的極致

化展現是戰爭時期學校將日本精神、戰爭、音樂、舞蹈融合成體操舞蹈實施於學校中，如

有名的《軍艦行進曲》。」（黃怡玲 2005：61）

儘管日據殖民下的體育教育充斥各種意識形態的操作，許多當時受日本教育的台灣女

性卻仍對體育課程裡的舞蹈與音律練習充滿了快樂的回憶。

上課的時候有時是邊唱歌邊跳舞，我覺得那時候很快樂，不要很呆板的一

直做體操，有時體操，有時跳舞唱歌，小朋友就是喜歡唱唱跳跳的。（黃

怡玲訪談林彩芹女士。黃怡玲 2005：61）

小學和中學時每週有三堂體操課，二堂上體育課，一堂上體操舞蹈。如果

16　 關於「同化」政策，參見後文。
17　 參見黃怡玲〈日治時期台灣女性身體國家化之研究〉，頁67-71。
18　 參見黃怡玲〈日治時期台灣女性身體國家化之研究〉附錄一：「〈新竹女子公學校女子體操科指導細

目〉新教材配當表」，頁106-118。
19　 根據蔡楨雄《日據時代台灣初等學校體育發展史》的研究，為順應世界潮流，日本政府在1926年於日本

本土公布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中，即已仿效歐美將球類運動與舞蹈納入課程內容。隔年，台灣總督
府加以延用。由此可知，舞蹈課程在1920年代即已進入台灣體育教育。黃怡玲的說法是強調1930年代舞
蹈在女子體育教育中更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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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有排舞蹈課程，我一整天就很興奮，期待這堂課快點到來。20（蔡瑞

月 1998：10）

學校舉辦遊藝會時，她都會上台跳舞。當時的李彩娥，已經把跳舞當成一

件十分重要的事：上學的意義是為了要跳舞…。（趙綺芳 2004：22）

學校裡的舞蹈課程甚至啟發了一些年輕的台灣女孩，遠渡日本，追尋舞蹈的夢想。蔡瑞

月（1921-2005）在1937年台南第二女高畢業後隻身赴日；李彩娥（1926- ）於1938年十二

歲時，父母為了讓她留日習舞，舉家遷往東京。這二位舞蹈前輩均出生於南台灣的富裕家

庭，並成長於日本治台的「同化」階段（1919-1937）：一種較柔性的殖民手段，藉由移

植日本本土的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習俗，企圖將台灣人變成日本人，將台灣島從殖民地

轉化為日本國土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21 

四、現代舞與日本戰時文化總動員

抵日後，蔡瑞月和李彩娥都進入位於東京目黑區自由之丘的「石井漠舞踊體育學校」

就讀。被尊為日本現代舞之父的石井漠，舞蹈生涯始於1910年代初期東京帝國劇院的歌劇

部，當時的舞蹈教師是來自義大利的芭蕾舞蹈家喬凡尼‧羅西（Giovanni V. Rossi）。就

在學舞三、四年之後，因與羅西對舞蹈的理念不合產生衝突，於1915年被逐出帝國劇院。

約此時，他因緣際會認識留德音樂家山田耕作（Yamata K saku），並從他那裏得知關於

鄧肯、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等舞蹈家在歐洲所進行的革命，以及瑞士音樂家達爾

克羅茲（Emile Jacques-Dalcroze）所發展的優律動（Eurhythmics）。22 於是二人開始「共

同協力在日本展開新舞蹈運動」（石井漠 2007：50），結合優律動的概念和日本哲思與

文學美感，創造了他們稱之為「舞踊詩」（buyoshi）的新舞蹈形式，也就是「由肉體的

運作譜出視覺化與動態化的詩」。（蔡瑞月 1998：23）1922到1925年間，石井漠和他的

舞蹈搭擋石井小浪（Ishii Konami）到歐洲巡演，演出他創作的「舞踊詩」，例如著名的

20　 當時的體育課稱為「體操課」。
21　 「同化政策」與「內地延長主義」的倡議，始於1919年上任的首任文人總督田健治郎。而「皇民化」則

指「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到二次大戰日本戰敗這段期間，日本在台灣（韓國與琉球亦同）殖民統治上的
『文化操作』（文化作業）。這是一個意圖透過『國語運動』、『改名』、『志願兵系統』等措施，將
殖民地人民轉化成帝國臣民的文化政治運動。」（荊子馨 2006：131）

22　 參見石井漠。2007。《私之顏》，頁50。優律動（Eurhythmics）是以身體的韻律性動作來呼應音樂的
旋律與節奏，原是達爾克羅茲用來訓練音樂學習者對音樂之敏感度與感受力的方法。廿世紀初期的許多
新舞蹈實踐者都曾與他學習或受優律動的影響，例如瑪莉‧魏格曼、鄧肯、聖丹尼斯（Ruth St. Denis）
等。優律動可謂形塑早期現代舞之形態與美感的最重要影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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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1922）等舞作。其間他也至達爾克羅茲位於德勒斯登的學校登門求教，並且觀

賞了包括魏格曼等歐洲重要舞蹈家的演出。回國後他又與優律動專家小林宗作合作，將其

擴張發展為更適合舞蹈的訓練與創作方法，形成了「石井漠派的律動系統」。23

根據蔡瑞月的說法：「石井漠的舞蹈學校課程的根柢是先以芭蕾的一部份元素，再

加上『舞踊詩』的觀念，再融合律動原理。」（蔡瑞月 1998：23）石井漠在1930、40年

代以「創作舞」來稱呼自己的作品，並且在律動課程（リトミック）裡大量運用即興的

方法教學。蔡瑞月與李彩娥都強調，律動的即興訓練對她們日後的舞蹈編創有極大的助

益。24 蔡、李二人進入石井漠舞蹈學校的時間正是日本社會重要的轉折期。1937年日本

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帝國也從以較民主的政治結構與都會消費文化為主軸的「modan 

years」（現代時期）轉入軍事動員與物資缺乏的「戰爭時期」。雖然在舞蹈教室中她們

仍能自由快樂地舞動與創作，但教室之外的日本社會已被全面動員，投入戰爭的機器中。

1937年「國民精神總動員計畫」正式啟動，1940年7月宣告推動「大東亞共榮圈」，

並於10月宣示「大政翼 」和相關文化運動的開始。於是，所有文化藝術活動，包括

舞蹈，均被納入國家軍事動員與愛國宣傳的戰時體制中。日本舞評人暨舞蹈學者吉田悠樹

彥（Yoshida Yukihiko）在其研究二戰期間日本舞蹈與文化戰時總動員政策的文章中，詳細

描繪日本當局如何透過成立「大日本舞踊聯盟」（AJDA，成立於1940年）、並由AJDA

發行《国民舞踊》雜誌、以及以「藝能」之名號召表演藝術投入戰時的愛國行動等手段，

來動員並整合日本舞蹈界為戰爭服務。25 當年《国民舞踊》的總編輯小林嘉貞（Kobayashi 

Yoshisada）曾如是宣稱：舞蹈已成為「戰爭的軍需品」（Yoshida 2009: 6）。

許多研究日本「近代化」歷史的學者已指出，它是由國家領導階層啟動並主導的國族

振興計畫，目的是要富國強民以對抗西方殖民霸權。26 但同時，它也是日本欲重整亞洲權

力秩序，以取代中國一千多年來在文化與政治上的領導地位。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的圖強，

以「近代化」的成果先後打敗中國與俄國二大舊帝國後，其民族自信心以及對自身「近代

化」的成就感與日俱增。尤其是對台殖民統治日趨穩定，再加上1910年後又兼併韓國作

為殖民地，更強化了日本帝國自我塑造為世界強權與亞洲殖民霸主的企圖。「大東亞共榮

圈」的倡議便是明證。

趙綺芳引述河竹繁俊（Kawatake Shigetoshi）的話指出，這個由日本擔任盟主的東

亞新秩序，「可以用來涵括各種文化生活，包括音樂和舞蹈等藝能。」（趙綺芳 2008：

23　 參見蔡瑞月《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歷史》，頁24。
24　 參見蔡瑞月《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歷史》，頁25-26；趙綺芳《李彩娥－永遠的寶島明珠》，頁

31。
25　 參見Yoshida Yukihiiko.（吉田悠樹彥）“` National Dance Únder the Rising Sun, Mainly from National 

Dance, Buyo Geijutsu and the Activities of Takaya Eguchi＂（2009）。
26　 趙綺芳的〈全球現代性、國家主義與「新舞踊」〉對此有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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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戰爭期間，「大日本舞踊聯盟」全力投入「国民舞踊」的創發與推廣。許多知名舞蹈

家如石井漠、江口隆哉（Eguchi Takaya）等也都參與其間，著述討論或編創作品。在每一

期的《国民舞踊》雜誌中，都刊登有為成人或兒童編創的「国民舞踊」作品，樂譜、歌

詞、照片或圖解一應俱全；其中有不少音樂及歌詞來自「大政翼 」的創作。27 當時連

《映畫之友》（Eiga no tomo）等通俗電影雜誌也不能免於為戰爭作喉舌。除了許多以女

明星為號召，用來傳遞戰爭與「大東亞共榮圈」訊息的照片及政令廣告外，1940年11月號

的雜誌中亦刊登有《国民進軍歌》舞蹈的介紹，並附有對應歌詞的舞步圖解和電影明星們

表演這首愛國舞踊的照片（圖1）。28 照片中團體舞的形式令人聯想到德國新舞蹈先驅拉

邦（Rudolf Laban）所發展的動作合唱隊（movement choir），然而舞者們整齊劃一的姿態

及工整規律的隊形，卻完全違背此舞蹈形式在早年強調群體中個體的自我意識與表達的精

神，而與納粹政權將之運用於大型舞蹈景觀以宣揚德意志民族主義的作法相呼應。

圖1《映畫之友》（Eiga no tomo） 1940年11月號

趙綺芳與吉田悠樹彥均同意，日本軍國主義對藝能、國民性與國家主義的聯想深受

德國的啟發，尤其是表現派舞蹈與體操（舞蹈）等身體文化在納粹政權下的運用。德國國

家社會黨在1933年取得政權後，便透過公立劇院系統、學校教育體系與各種社團組織，

收編原本以自由創作者身分教學與演出的表現派舞蹈家。她/他們有些被指派訓練各種納

粹主導的青年組織，尤其是女青年組織，透過體操舞蹈（Tanz-Gymnastik）宣揚亞利安女

性健美的體態；29 而較知名的舞蹈家，如魏格曼、拉邦等，則被委以國家重要慶典中大型

27　 參見Yoshida 2009: 11-12, 14。
28　 參見Miriam Silverberg. 1997. “Remembering Pearl Harbor, Forgetting Charlie Chaplin, and the Case of 

Disappearing Western Woman: A Picture Story.＂ pp. 274-278.
29　 可參考Leni Reifenstahl導演的Olympia（紀錄1936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影片開頭對亞利安身體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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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景觀的編創與演出，如1936年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開幕式。專研德國舞蹈史的學者

曼寧（Susan Manning）在《狂喜與惡魔》（Ecstasy and the Demon）一書中指出：以身體

為表達媒介的舞蹈，在納粹的文化政策中，被視為是最能傳達德意志民族本質的藝術；並

且，不管是業餘性質的體操舞蹈或專業演出的現代舞，在納粹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均顯現

出結合性別政治與國族主義的傾向，意即1910年代以來現代舞所解放的女性身體又被重新

收編入以「國族」為前提的女性性別想像：母性、愉悅的美感、犧牲、順服…等。30

日本進入戰爭時期後，舞蹈也被用來建構大和民族的國族神話。慶祝日本皇紀2600

年（西元1940年）的紀念會上，石井漠、高田せい子（Takada Seiko）和江口隆哉三位當

時日本現代舞壇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共同創作了《日本》一舞，並率團同台演出。這是一齣

包含三大主題的大型舞劇：第一部「創造」（江口隆哉與宮操子編創）、第二部「東亞之

歌」（高田せい子編創）、第三部「前進的脈動」（石井漠編創）――以現代舞的身體敘

述大和民族乃神之子民的創世神話，並連接至中國所代表的舊亞洲之混亂與落後，以及日

本新帝國帶來的亞洲新秩序與現代國民的前進脈動。31 很顯然地，此紀念會演出的目地是

要透過確認天皇與日本國族的悠久歷史和神聖性，以及新、舊亞洲的對比，為發動東亞戰

爭進行合理化與神聖化的漂白工作。

1937年前後，石井漠已創作了不少所謂「戰爭舞踊」，如《軍艦》（1934）、《突

擊》（1937）、《坦克》（1938）、《戰爭的幻覺》（1930年代）等。32 這些受未來主

義（Futurism）影響的作品，往往以群舞的方式將現代舞的女性身體進行機械性的建構，

透過這組代表「進步」的雙重象徵――現代女性與機械文明――榮耀戰爭的主題。同樣

地，現代舞的女性身體也被用來闡述國族神話。1942年，石井漠舞團舉行「石井漠舞踊生

活30年紀念公演」，石井漠的女兒石井カンナ（Ishii Kanna）創作了《地理之書》，由石

井漠的妻子八重子以朗誦愛國詩句的方式貫穿全舞，五位年輕女舞者以律動的身體展演

「日本如何從一片汪洋中升起，逐漸形成島嶼的經過。」33（李怡君 1996：45）

作為石井漠學生的蔡瑞月與李彩娥，或多或少都曾參與上述作品的演出。此外，在

總動員令的號召下，她們也曾多次隨石井漠舞團遠征中國及南洋等戰區勞軍巡演。由她們

的傳記或口述歷史可知，那些充滿新奇經驗但也艱辛異常的旅程，是她們年輕歲月極珍貴

話化敘事，以及影片中段一場女子體操舞蹈的大會舞表演，導演運用鏡頭將一位金髮年輕女子身體舞動
的愉悅感，巧妙地銜接至由無數個亞利安女性身體組成的龐大群體，透過從個體到群體、歡愉到秩序的
跳躍，完成「德意志國族」的集體神話。

30　 參見Susan Manning. Ecstasy and the Demon. pp.167-202.
31　 參見西宮安一郎編。1989。《モダンダンス：江口隆哉と芸術年代史》，頁307-308。
32　 參見趙綺芳〈全球現代性、國家主義與「新舞踊」〉，頁48；蔡瑞月《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歷

史》，頁27。
33　 參見「石井漠舞踊生活30年紀念公演」節目單，收錄於楊玉姿。2010。《飛舞人生—李彩娥大師》，頁

38。李怡君《蜻蜓祖母—李彩娥70舞蹈生涯》書中，將《潮音》的照片誤植為《地理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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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憶，也是她們舞蹈生涯非常重要的一章――那是她們由學生蛻變為專業舞者的「渡越

儀式」（rite of passage）。如今回顧歷史，那些青春的舞步卻也同時見證了，個人在歷史

情境中複雜的存在與認同關係，即使當事人在當時並未有意識地查覺。趙綺芳在論及石井

漠，作為一位現代藝術創作者，處身軍國主義高度集體意識的環境時，曾如此提問：

在以自由與自我為核心的現代舞內涵中，有哪些元素是可以和興戰的目的

相契合…? 藝術家主張創作自由、曾經為了理念不惜抵抗外籍老師的石井

漠，在前往中國日本占領區[慰]問演出的旅程中，身為日本共同體的一員

和藝術創作者的個體性，之間究竟有否矛盾?（趙綺芳 2008：50）

趙在文中並未提供答案。如本文前言中所述，早期現代舞美學的成形往往即蘊含了「解

放」與「規訓」的雙重命題，而這看似矛盾的結合往往與國族意識密切相關。趙綺芳關

於自由與戰爭、群體與個人的提問當然也適用於蔡瑞月和李彩娥。但除此之外，筆者還要

進一步追問的是：對於她們而言，作為一位出生於殖民地台灣的被殖民者，同時又是日本

帝國戰爭動員的一份子（參與勞軍巡演），這之間是否有所矛盾與衝突？而在這看似矛盾

衝突的身分關係中，亞洲女性藉由現代舞被「解放」的身體到底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尤

其若我們將此問題置入「殖民現代性」的架構中加以審視，又會產生甚麼意義？還有，那

些被「解放」的女性身體在戰時高壓的意識型態下，以及仍舊父權至上的日本與台灣社會

的歷史脈絡中，又傳遞著甚麼訊息？本論文的後半部，筆者將分析二支舞作，試圖尋求答

案。

五、被殖民者的《太平洋進行曲》──身分認同的「中介」

1942年，來自台灣的十六歲少女李彩娥以石井漠編創的《太平洋進行曲》一舞，在東

京獲得了日本文部省所舉辦的第一屆全國舞蹈大賽少年組個人賽的冠軍。就在前一年，太

平洋戰爭爆發，日本積極地展開進攻南洋的軍事行動。《太平洋進行曲》是日本海軍部制

訂的軍樂，李彩娥獲獎後，在海軍紀念日當天，總司令還特別邀請她前往寶塚劇院演出此

舞作。

頒獎時，依照老師吩咐特地穿上旗袍的她，站在台上聽到前幾個受獎者名

單都沒有她，原以為自己令老師失望了，當司儀最後宣布文部大臣賞得獎

者：「台灣人李彩娥」，震天的歡呼聲與掌聲幾乎要掀了日比谷公會堂的

屋頂，甚至連台下慕名而來的台灣留學生，都情不自禁的跳起來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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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囝仔壓倒日本人，真讚!」（趙綺芳 2004：40）

這是趙綺芳在《李彩娥—永遠的寶島明珠》中一段生動的描述。在當年拍下的一張照片

中，神情奕奕的少女李彩娥擺出舞作《太平洋進行曲》中的一個姿勢。（圖2） 她身穿短

袖白襯衫、短褶裙，領上結著大蝴蝶結。微微向右後方延展的上半身驕傲地挺起，平舉的

左手肘與微笑的視線以反方向的張力朝向攝影鏡頭的斜前方，同時赤足的雙腳正以沉穩的

重心邁開步伐。想像她隨著《太平洋進行曲》輕快而抖擻的旋律起舞，這充滿自信、舞

動的年輕女性身體展演著複雜交織的多重訊息：首先，她以現代舞赤足而舞的形象，演現

「文明開放」的「近代化」所解放的亞洲女性新身體；但同時，日本海軍軍樂的背景，又

使得這舞蹈形象表徵著一位被殖民的年輕子民對日本帝國軍事野心的天真呼應（雖然年少

的李彩娥未必有所意識）；再則，那自信的姿態應不只是進行曲抖擻的舞步，也應還是一

個被殖民者在殖民情境中力爭上游，證明自己與殖民者同樣、甚至更為優越的個人與族群

驕傲。

圖2 李彩娥於1942年演出《太平洋進行曲》（李彩娥提供）

在殖民現代性「遲來的啟蒙」意識下，「成為日本人」34 可以說是被殖民者希冀獲

得現代化與文明進步的主要選擇和宿命，尤其在日據後期「同化」政策取得一定成效，

殖民教育與「国語」（日語）成為台籍菁英的主要養成方式之後。後殖民論述先驅法

34　 這裡借用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一書的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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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Frantz Fanon）曾在討論被殖民者對殖民者的心理認同時，指出殖民者語言的強大力

量：「當一個安地里黑人（Antillean）愈被法語同化時，他就愈像白人…當一個人擁有

了一個語言，也就間接地擁有了那語言所表達與暗示的世界觀。」35（Fanon 2008 [1952]: 

2）於是，追趕「現代性」與「文明化」的急迫感，往往以一種近乎道德的力量，驅使被

殖民者認同於殖民者的「進步」位置，進而與之產生身分上的認同。36 美國學者克里斯

帝（Alan S. Christy）也在談及另一個殖民情境琉球時寫道：「琉球的一位報紙編輯太田

潮敷（ ）曾敦促他的琉球同胞們將同化政策執行到『即使我們打的噴嚏也要和

日本其他地區的人一樣』的地步。」（Christy 1997: 155）然而克里斯帝同時也指出：

到了1930、40年代初期，當同化的概念已在[政策]歧視與現代化的論述中

取得主導權時，所謂『日本』的位置（the“Japanese＂position） —其內

涵不斷地變動—已成為沖繩不可避免的未來，但同時也是沖繩人一直無法

企及的位置。（Christy 1997: 154） 

當1905年日本打敗舊俄帝國後，台灣島上的人民對清廷（或後來的中華民國）能將他們自

日本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已不具有太大的幻想。雖然成立於1921年的「台灣文化協會」試

圖藉由各種文化啟蒙的管道，喚醒台灣人在語言與文化上的民族自覺，以抗衡殖民者的

「同化」政策，但在1927年「文協」因路線之爭而分裂後，其活動力與影響力皆大不如

前。由於「同化」政策的奏效，到了日據後期，許多台灣人（尤其菁英階層）已開始認同

自己是「日本人」，或至少是日本帝國的一份子。37 然而，就如克里斯帝和其他殖民研究

者所指出的，這個「成為日本人」的身分轉換在殖民情境下其實是永遠無法完成的，不論

是對殖民者或是被殖民者而言。

華裔政治史學者荊子馨（Leo T. S. Ching），在其研究日據時期台灣人認同政治的著

作《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中，有以下精闢的見解：

[日據後期]所謂台灣人的認同，必然是一種具有身分多元性的關係性認

同，…這些五花八門的身份之間並不必然會構成對立關係。…它是處在日

35　 這也說明了為何在所有殖民體制中，語言的同化都是最急切與重要的殖民手段。安地里群島（the Antilles 
islands）位於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島中，曾是法國殖民地。

36　 此種渴求藉由「同化」而達「進化」（包括物質生活與文明程度）的心態，在日治時期重要的小說家龍
瑛宗的中篇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裡有尖銳而生動的描繪。

37　 關於日治時期台灣人（尤其菁英階層）的日本身分認同，可參考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
化」》（2007）一書的頁15-16，其中有多項引述。另外，台灣美術史研究者謝里法，在其根據多年學術
研究以及與台灣前輩畫家接觸的經驗，寫成的半歷史半虛構小說《紫色大稻埕》中亦有鮮明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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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殖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疆界內部的『交織含混地帶』，…這種關係性

與關聯式的台灣認同及其各種政治可能，是受到日本殖民主義與中國民族

主義某些特定變化條件的制約與局限。（荊子馨 2006：88-89）

因此，荊子馨反對有所謂「至高無上又緊密統合、本質主義又自我意識式的民族/國族認

同」38（Ching 2001: 76）， 因為「這種想法排除了認同形成的歷程，排除了那些既不牴觸

包羅一切式的民族認同、也不違背排他式民族認同的相互關係、交疊領域、相互貫穿的疆

域以及多重的政治可能性。」（粗體後加。荊子馨 2006：111-112） 因此，談論日據時期

與後殖民階段的台灣人認同政治時，就必須承認「台灣人位於日本殖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主

義之間的中介性（liminality）特殊角色」。39（Ching 2001: 79）荊子馨所提示的「關係性

與關聯式的台灣認同」，事實上正反映了台灣在歷史上長期處於中國邊陲、被權力中心忽

略的地理與文化位置，因為所謂「台灣意識」這集體認同的形成，其實是在遭遇日本殖民

侵略與統治後才真正浮現。

於是，就在台灣人多重認同的「中介」地帶，在「關係性與關聯式」認同形構的歷

程裡，筆者發現通向理解李彩娥在《太平洋進行曲》中的舞蹈身姿，以及其他舞動在太陽

旗下的台灣舞蹈前輩的身影，那其中蘊含的看似相互抵觸卻又並行不悖的多重意義之可能

性。與日本對手在舞蹈比賽中的競爭，激起李彩娥身為台灣人的種族意識，以及與日本

殖民者之間的差別認知；但同時她又為殖民當局（文部省與海軍部）所賦予的榮耀雀躍不

已，因為這證明了她 （台灣人）的成就與能力。事實上，她的多本傳記裡都描述著，她

與石井漠一家人親近的互動以及對舞蹈學校與舞團這個大家庭的強烈歸屬感。同樣地，蔡

瑞月在她口述歷史中也提及，第一次隨石井漠舞團到南洋勞軍途經廣州，「廣州有很多的

蜑民，生活起居及生計都在船上，日本軍人對蜑民很粗暴，我看了心裡十分難受，那是我

第一次感覺到民族意識。」（蔡瑞月 1998：29）但數頁之後，她又表達了目睹日本軍人

在前線作戰所忍受的惡劣生活條件，對照司令部之奢靡，心中湧現的深刻同情。由上述可

知，殖民情境中個人複雜的情感投射與認同形成，實是大時代的歷史發展與日常生活中人

與人的互動所交織出的複雜結果，實非簡化的民族/國族主義式的認同詮釋所能涵蓋。

更進一步地，筆者將在這認同政治的「中介」裡，再置入性別的議題，以理解現代舞

的解放可能性和殖民主義及戰爭的高壓意識形態運作之間，那看似衝突矛盾的共存關係。

充滿歷史弔詭地，正是那些數以百計的勞軍演出，在當時多數亞洲女性仍受制於家庭及禮

38　 本文作者中譯。
39　 本文作者參考鄭力軒中譯並加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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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束縛之際，將這二位來自台灣的年輕女子帶至中國東北、西南邊陲以及南洋等遙遠的他

方，見識到異地陌生而新奇的人、事、物（儘管充滿戰爭的殘酷），並累積了在任何艱難

環境下表演的經驗與能力。這些經驗在戰後的台灣，尤其白色恐怖下的表演環境中，將成

為她們得以繼續創作與演出的重要資產。此外，儘管當時的勞軍演出有許多讚頌日本軍國

主義或激發國族意識的舞碼，蔡瑞月回憶起戰爭期間她的第二位日本老師石井綠的教學時

如此描述：

「我們天生就有節奏，在語言、生活中。」她說，…所以舞者對生活、情

感的各種節奏要有敏銳度。… 她也要求舞者在動作時視線是全方位的，

要有靈敏的感覺，一面跳、一面觀四方，一面聽音樂，要反應對方，線條

保持流動不停…。她認為你是活的，當然要有如此的表現。（粗體後加。

蔡瑞月 1998：31-32） 

身體舞動時的節奏感和流動感，與音樂、空間、舞伴的細膩互動和感受──換句話說，這

種「活的」感覺，應就是驅使蔡瑞月和李彩娥投身舞蹈演出的動力與熱情的來源，不管在

戰時或戰後。40 在一篇為蔡瑞月的口述歷史所撰寫的序言裡，跟她亦師亦友的石井綠回憶

起勞軍演出的旅程中「一段難以忘懷的插曲」：

我們經由北海道的冰冷海原北上，在冰天雪地的庫頁島，已經很靠近俄羅

斯邊界的某一鄉鎮，在零下三十度的氣候中，我們為了在積雪的坡道上往

上走去，每走一步就要把附著在鞋底的雪用力踢走或敲走；如此舉步維艱

的時候，忽然蔡瑞月發飆似地把鞋子脫掉，健步在雪道上裸足狂奔上去的

情景，實在令我一生難忘，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尤其蔡瑞月是南方台灣

出生的人。（蔡瑞月 1998：3）

這為了舞蹈健步在雪道上裸足狂奔的身影，對照才約二十多前台灣女性普遍纏足而嬌弱的

身軀，實在不可同日而語。蔡瑞月和其他台灣前輩女舞蹈家們的確在殖民主義的戰火下邁

開了「新女性」勇敢的步伐。

40　 蔡瑞月的口述歷史中，記述著她隨石井綠舞團到南洋勞軍時因車禍受傷，但本著對舞蹈的熱愛仍抱傷
演出。（蔡瑞月 1998：35） 此外，1949-1952年間，蔡瑞月因她丈夫雷石榆的關係曾在內湖與綠島的政
治黑獄中服刑三年。期間她仍繼續跳舞、教舞、創作，藉著舞動的身體讓自己與獄友能暫時獲得身心的
「自由」，體會「活著」的感受。雷石榆是光復後自大陸來台的著名文人，曾任教台灣大學中文系，
1949年被控通匪，流放廣州，從此與蔡瑞月分隔海峽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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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舞動《印度之歌》——東方主義vs.亞洲新女性

1945年日本戰敗，結束五十年的對台殖民統治。決心要在故鄉台灣播灑舞蹈種子的

蔡瑞月，婉辭石井綠等人留在日本發展的邀請，於1946年搭乘「大久丸號」輪船返台。她

在口述歷史中提及：「台灣同鄉會…一再鼓勵大家返台獻身台灣建設，而我正是為獻身給

台灣的文藝建設的熱忱所趨，毅然決定回來的。」（蔡瑞月 1998：40）「大久丸號」上

滿載著急欲返回剛脫離殖民命運的故鄉貢獻所學的台籍菁英們。航程途中，蔡瑞月應邀於

晚會中演出，於是她在甲板上編創並演出了歸鄉的首度創作《咱愛咱台灣》和《印度之

歌》。41 她回憶道：

一向不喜歡早起的我，只有搭船時例外，加上離家鄉近了，又興奮又憧

憬…。每天早上五點鐘就起床，在甲板上享受海風，望著海洋練舞。…。

甲板上我耳邊常響起﹝林姆斯基－高沙可夫﹞曲子的旋律，踩著步伐，迎

著不斷向我擁來的太平洋，我編跳出《印度之歌》。（蔡瑞月 1998：40-

41） 

回顧六十多年前的這一幕，那二首返鄉的舞作或許正反映了蔡瑞月在當時極具歷史性的時

刻裡，作為台灣新時代的女性藝術家，心中的感懷與憧憬。《咱愛咱台灣》是以朱火生作

曲、黃得時作詞的《美麗島》創作，此曲曾是留日台灣學生之間互相激勵團結、為返台貢

獻心力的歌曲，蔡瑞月藉此表達對故鄉的情感及未來的想望；42而受遼闊的太平洋與林姆

斯基－高沙可夫充滿異國想像的曲調所啟發的《印度之歌》，則或許可被解讀為，蔡瑞月

所憧憬的――在沒有戰爭及殖民統治陰影的故鄉「美麗新世界」中，可以自由舞蹈及表達

自我的「新女性」的身影。

41　 在甲板上的表演會裡，蔡瑞月還演出了石井綠的作品《新的洋傘》和《匈牙利舞》。
42　 《美麗島》又被稱為「烏秋寮寮歌」。美軍轟炸東京期間，台灣留學生棲身毀損房舍「烏秋寮」，以此

歌曲作為激勵團結、提振士氣，為返台貢獻心力的表徵。參考文建會「台灣大百科全書」，『朱火生』
詞條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4208。查詢日期2011年7月12日)。《台灣舞蹈的先
知—蔡瑞月口述歷史》一書將《咱愛咱台灣》舞作的歌曲誤植為蔡培火的《美麗島咱台灣》。感謝蔡瑞
月文化基金會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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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蔡瑞月演出《印度之歌》（1946）（蔡瑞月文化基金會提供）

從一些拍攝於1940年代後期與50年代初期的《印度之歌》舞照中，可以見到蔡瑞

月多次抬頭凝望的專注神態（圖3、4），彷彿望向一幅心裡投射的美好景象。從她的服

裝、身體形象與肢體語彙，可以明顯看到廿世紀初期歐美東方主義舞蹈（Oriental dance）

的影響。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團體「丹尼蕭恩舞團」（the Denishawn）43 曾於1925、1926

年兩次訪日演出，並造成一股流行與模仿的風潮；日本知名舞蹈家高田せい子（Takada 

Seiko）也曾於1920年代進入「丹尼蕭恩舞校」習舞；此外，東方主義舞蹈的主題與風格

亦可在蔡瑞月的老師石井綠的某些舞作中明顯見到，例如《東方舞》（1931）、《緬甸

舞》（1943）、《壁畫》（被稱作「古埃及舞」，創作於1930年代）等，蔡瑞月都曾參與

演出。44 因此，她雖未曾親炙「丹尼蕭恩舞團」的在日公演，但對源自歐美的東方主義舞

蹈類型應不陌生。

由於西方與東方之間在十九世紀到廿世紀前半的殖民關係，歐美的東方主義舞蹈往

往帶有「原始主義」的情調意涵。儘管「原始主義」的確是西方現代主義最重要的美學

靈感來源之一，但不可否認地這其中隱含著西方與非西方之間「進步vs.原始」的文明位

階。薩依德（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對後殖民理論最重要的貢獻

在於，他揭露了西方最有力量且影響最深遠的殖民手段——透過科學論述、學術研究、

藝術創作、乃至通俗文化等等各種文化再現模式，將東方建構為西方世界永恆的「他

者」（the Other），並賦予這二者一連串位階分明的相對屬性，西方代表著「理性」、

43　 「丹尼蕭恩舞團」與「丹尼蕭恩舞校」是由聖丹尼斯（Ruth St. Denis）和其夫婿泰德‧蕭恩（Ted 
Shawn）共同創立。他們是美國現代舞先驅，也是廿世紀初期最著名的東方主義舞蹈編創者與表演者之
一，曾於1920年代帶領「丹尼蕭恩舞團」巡演亞洲。美國最重要的現代舞奠基者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朵麗絲‧韓福瑞（Doris Humphrey）、查爾斯‧魏德曼（Charles Weidman）均出身此舞校及
舞團，但又各自走出自己反叛的道路。

44　 參見陳雅萍。1995。〈見證歷史的舞蹈先驅――蔡瑞月〉，《台灣舞蹈史研討會論文集——回顧民國
三十四年至五十三年台灣舞蹈的拓荒歲月》，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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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文明」、「進步」、「秩序」、「陽性（男性）」，東方則是與其相對的

「非理性」、「迷信」、「原始」、「落後」、「混亂」、「陰性（女性）」。在西方的

東方主義論述中，被想像建構出的東方，往往扮演著西方自我形象的鏡中反影——或者以

落後的反面意象，映照出西方進步的自我形象；或者以烏托邦式的理想樣貌，作為西方自

身欲望的投射。而這兩種再現的模式往往互為表裡、彼此交融。

美國舞蹈學者戴斯蒙（Jane Desmond）曾以薩依德《東方主義》的「他者」概念（the 

Otherness）分析「丹尼蕭恩舞團」創辦人之一聖丹尼斯（Ruth St. Denis）的東方主義舞蹈

《蘿達》（Radha）45，其中的性別（女性）與種族（東方/印度）的再現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她寫道：

如果說《蘿達》是「關於」東方，那麼它更加是關於西方。…我們可以將

《蘿達》視為投射於東方化與性別化身體之上的西方慾望與曖昧觀點。

而這中間的連結則有賴於東方作為文化他者以及西方對性別之建構的結

合。… [東方與女性]這組關於差異的雙重鏡像法則（these double specular 

economies of difference）在聖丹尼斯的《蘿達》表演中被串連起來。那被

迫沉默的被殖民女性的身體再現著「女性」與東方的肉慾感官。同樣地，

那被附著於所謂「東方智慧」的較高精神性也與當時[西方社會]將道德衛

護視為女性之[天職]領域的觀點相契合。於是《蘿達》便同時被雙重性慾

化（doubly sexualized）與雙重貞潔化（doubly chaste）。（Desmond 2001: 

263）

戴斯蒙的論點的關鍵之一是，西方與東方間殖民的權力關係，以及在此關係之下「東

方」與「女性」的再現形象（represented images）於西方社會脈絡中所蘊含的文化意

義。但另一方面，另一位美國學者班斯（Sally Banes）卻指出，《蘿達》的確藉「東

方女神」（Oriental goddess）的形象同時指涉肉體感官與精神性，但由於當時聖丹尼

斯的觀眾主要是上流階層的名媛貴婦，並非以男性為主的一般劇院觀眾，因此感官與

精神的雙重性，在那樣的觀看模式中，其實是顛覆了布爾喬亞道德主義對女性「性意

識」（sexuality）的壓抑，而提供了一種不同於主流父權意識的女性身體想像。46

45　 Radha在印度教神話中是一位牧羊女，也是浪漫多情的男神克里希納（Krishna，為Vishnu的第八化身）
的情人。在聖丹尼斯的舞作中她被詮釋為一位受男祭司膜拜的女神。她走下神龕，以舞蹈演現人性中五
種感官（視、聽、嗅、味、觸）的愉悅並開釋最後的超脫。許多論者（如戴斯蒙）點出，這其中「東方
化」的女性身體所演現的感官經驗與最後道德性結尾之間的虛偽矛盾；但也有持不同看法的研究者，如
班斯（Sally Banes），見後文。

46　 參見Sally Banes. 1998. Dancing Women. pp. 8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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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班斯極力淡化《蘿達》中西方殖民意識的說法，並不具有十分的說服力，但她指

出《蘿達》對於當時女性觀眾的意涵可能異於男性觀眾的觀察，卻相當值得參考。換句話

說，舞蹈文本發生的文化脈絡以及它被觀看的社會情境，相當程度地決定了它所承載的意

涵。流著東方主義舞蹈血液的《印度之歌》的確讓人聯想起《蘿達》，並且也同樣召喚著

關於「他者」與「性別」的想像。不可否認地，照片中蔡瑞月裸露的肩膀、手臂，紗質鏤

空的長裙下若隱若現的腿部肌膚，使她成為觀眾凝視下帶有異國情調的女性客體。然而，

這果然只是歐美東方主義舞蹈的台灣翻版？亦或在不同的歷史情境與文化政治脈絡中，這

樣的女性身體形象可能指涉出不同的觀看模式與體現政治（politics of embodiment）。47 誕

生於台灣、日本、歐美之間多重脈絡歷史發展的複雜交錯當口，當《印度之歌》在戰後的

台灣社會由一位留日的女性菁英以身體演現時，它表徵了甚麼？那位在六十多年前，正當

一場世界大戰結束、她的故鄉從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解放出來的時刻，創作出這樣一支舞蹈

的女子，她想要透過她的身體表達的又是甚麼？48

在2000年重建的《印度之歌》裡，舞者詹曜君所詮釋的女主人翁以女神般肅穆的神

態舞在彷彿月光下的舞台上。她的肢體動作充滿弧形線條――蜿蜒的手臂、高抬的赤足劃

出裙襬優美的弧線、數度出現的凝神轉身迴旋――襯著以小提琴為主旋律的夢幻曲調，在

舞者週遭環繞出一個靜謐的自我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舞者舞動時刻意不聚焦於觀眾的

眼神。大多時候，她或者雙目低垂，沉浸於音樂的旋律以及自我覺知的律動中；或者抬眼

凝向遠方，彷彿望向心中美好的圖像。49 這樣的女性身體演現（performance of the female 

body），一方面體現了舞蹈中動態的身體覺知，突顯女性身體自我實存的主體性；另一方

面又以東方主義舞蹈中的異文化「她者」形象，投射出一種陌生、新奇、和充滿想像的距

離感。

英國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論及現代主義的創新精神時曾分析道：

十九世紀與廿世紀初期在倫敦或巴黎等世界大都會（metropolis）的藝術家多為來自他

鄉或他國的「移民者」。「移民者」的身分不僅帶來「陌生」（strangeness）、「距

離」（distance）和「疏離」（alienation）等主題，同時也意味著與舊有歸屬地斷裂之後

47　 此處的分析模式援引符號學理論，認為符號（sign）中的二元結構「意符（能指）」（signifier）與「意
旨（所指）」（signified）間並無固定或既存之關係，而應以文化網絡式的詮釋模式連結此二者的關連。

48　 根據現存的蔡瑞月相關節目單，《印度之歌》一直是由她自己演出。1966年她的舞蹈教室「中華舞蹈藝
術研究社」慶祝20週年的紀念演出中，她還親自表演了此作品。此外，2000年蔡瑞月重建11首代表作，
以「牢獄與玫瑰－蔡瑞月的人生浮現」為題公演時，《印度之歌》亦是開場的舞作，由詹曜君與李嫦春
輪流擔綱演出。足見它在蔡瑞月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在她作品中的代表性。

49　 這裡的分析主要是根據公共電視紀錄片《牢獄與玫瑰：蔡瑞月的人生浮現》中的《印度之歌》重建演出
前半段。此段中，除了有許多照片裡可以見到的舞姿外，其音樂上的使用（以小提琴為主旋律，佐以輕
柔的鋼琴為背景）也頗接近該舞首演時以小提琴伴奏的方式（蔡瑞月 1998：41）；在舞蹈分析上則主要
著眼於整體風格的呈現。至於重建演出的下半段，因為音樂加入了西塔琴與印度鼓的許多變奏，推估與
原來的版本差距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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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來的自由，以及與新環境中新的語言、新的視覺傳統所產生的新的關係。這些均是孕

育現代主義藝術中創新的語言、形式與媒介的豐沃土壤。（Williams 2007 [1989]: 45-6）

雖然1946年演出《印度之歌》的蔡瑞月是「返鄉者」，而非「移民者」，但去國九年的經

歷，卻也某種程度地使她成為故鄉的「她者」，而得以藉由與舊有歸屬地社會脈絡的「斷

裂」，所獲致的「自由」與「新關係」，擺脫台灣社會傳統的或既存的女性形象，進而創

造出新時代裡台灣女性新身體的想像—那可以自由創作與表達的「活的」身體。這樣的

身體與漢人傳統的閨閣女子，或者戰爭前後台灣表演舞台上或視覺藝術裡所再現的女性形

象，均大異其趣。

當時盛行於常民文化間的台灣歌仔戲或來自大陸的平劇表演中，女性角色大致不出

王寶釧、五娘等，或苦守寒窯、或被夫君背叛的苦旦角色，即使如樊梨花、楊門女將等耍

刀弄槍的武旦角色也無法跳脫以夫為貴或忠孝節義的傳統禮教框架。至於新劇舞台上的女

性角色，雖然台灣新劇運動史上最重要的劇團之一「星光演劇研究會」的創團首演即是演

出胡適根據易卜生《玩偶之家》所改編的劇本《終身大事》；但根據戲劇史學者邱坤良的

研究，台灣新劇很快地便走向商業化劇場發展，其中的女性角色絕大多數仍從屬於父權意

識下柔弱的女性形象，並且女演員之所以走入劇場也多半由於家族因素，並非出於個人職

志。他的結論是：

從性別研究的角度來看，新劇女演員並沒有表現什麼女性自覺或急於擴展

女性主體意識、伸張「女性之所以為女性」的社會文化意涵，舞台上的演

出多少帶有出賣色相的意味，劇中人物的呈現也幾乎不曾透露女性對傳統

禮教束縛的質疑。…「女性」彷彿理所當然的持續被父權主導的社會體制

消音。（邱坤良 2008：283-284）

相較於傳統戲班或新劇團裡的女性演員多半仍處於被支配的地位，50 當年留學日本的女性

舞蹈先驅們，當她們在戰後的年代走上舞台時，除了是表演者之外，更同時扮演著編創者

與教師的角色，而這些職務在當時的其他舞台表演傳統中是屬於男性的範疇。同時，前文

提及「即興」在早期現代舞訓練所佔有的重要地位，更讓「自我表達」――肢體律動乃內

在情感之外顯――成為女性舞蹈家們創作與演出的重要憑藉。51 一如蔡瑞月與李彩娥的老

50　 根據邱坤良的研究，當時台灣歌仔戲班常以買賣或租賃年輕女孩以訓練劇團新血輪；又或者當家女旦也
常被團主收納為妾，以確保劇團人事的穩定。因此，儘管歌仔戲舞台上是女性演員的天下，舞台下她們
仍受制於團長、師傅等父權角色的支配。參見邱坤良《陳澄三與拱樂社》（2001）。

51　 除前文提及石井漠以即興方式訓練學生外，蔡瑞月的另一位老師石井綠亦在創作過程中強調舞者的即興
參與（參見蔡瑞月1998：31）。



陳雅萍　　解放與規訓――殖民現代性、認同政治、台灣早期現代舞中的女性身體 31

師石井漠所言：「音樂表情的第一問題不是拍子，而是韻律…，韻律不是來自外在，而是

來自內心。」52

另一方面，在視覺藝術領域，日據時期東洋畫派所盛行的「美人畫」，不論出自男性

或女性畫家筆下，普遍描繪的對象均是上流階層的閨秀淑女。她們或著精緻傳統的漢裝、

或穿時髦典雅的旗袍，表現出女性溫婉含蓄的理想形象，最著名的例子要數陳進筆下精描

細繪的膠彩美人畫，如《悠閒》（1935）、《合奏》（1934 ）、《化妝》（1936）等。53 

到了1937年日本帝國展開侵華戰爭之後，所謂「聖戰女性」的形象便出現在許多台灣或

在台日人畫家的筆下。54 最常見的主題是，年輕的母親與男孩再加上戰爭象徵物（如戰鬥

機、日本國旗等），例如院田繁的《飛行機萬歲》（1938）和蔡雲巖的《男孩節（我的節

日）》。看似溫馨愉悅的畫面其實暗示著：男孩將是帝國未來的戰士，而代表國族生命泉

源的母親將把自己的血脈獻給帝國聖戰的愛國之心。另外如陳敬輝的《馬糧》（1941）等

多幅參與台灣總督府美術展的作品，「表面上都不涉及暴力、血腥的戰爭場景。然而透過

在後方備糧、鍛鍊體魄的『符號女性』的暗喻與指涉，藝術家傳達出內心對時局、聖戰

的高度關切」，專研戰前台灣女性圖像藝術史的學者賴明珠如此評述。（賴明珠 2009：

165）由此可見，在當時「聖戰美術」的號召下，畫家們透過「聖戰女性」所彰顯的母性

的、健康的身體形象，圖騰化日本帝國「大東亞聖戰」所賴以維繫的國族命脈與青春生

命。

圖5  院田繁《飛行機萬歲》（1938） ，第一回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西洋畫部

52　 出自石井漠《舞蹈表現與基本指導》，轉引自楊玉姿《飛舞人生—李彩娥大師》，頁33。
53　 日治時期的台灣女性畫家們，除了陳進之外，基本上仍延續中國閨秀畫家以怡情養性之業餘心態從事藝

術創作的傳統，因此即便入選官展，甚或留學日本進入女子美術專門學校進修，一旦走入婚姻，便容易
承襲傳統女性相夫教子的角色，放棄自我藝術創作的實踐。參見賴明珠《流轉的符號女性》及陸蓉之
《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2002）第二章〈早期的台灣閨閣派女畫家〉。

54　 參見賴明珠《流轉的符號女性》，頁162-167。



戲劇學刊32

圖6  陳敬輝《馬糧》（1941），第四回台灣總督府美術展東洋畫部

《印度之歌》裡躍然舞動的女子（圖7、8），與上述戲曲和新劇中的女性角色、「美

人畫」裡的閨秀淑女、「聖戰女性」等父權文化再現的女性形象，均形成強烈對比。透過

扮演異文化中一個如女神般靜穆優雅但又靈活躍動的女性角色，蔡瑞月將自己從台灣與日

本社會的儒教傳統、父權意識美學、日本軍國主義的愛國教條中解放出來。這十足女性化

的舞蹈身體不僅以感官動能挑戰儒教傳統規範下含蓄保守的女性身體，也以律動的愉悅

抵拒殖民主義與國族主義所慾望的國家化和工具化的女性身體。這「純然」55 投入肢體律

動，不為那些曾禁錮台灣社會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意識教條而舞的身體，對剛從戰爭的

殘酷與五十年殖民統治中邁出腳步的台灣觀眾而言，或許傳達的正是「自由」（free）、

「新穎」（new）、「擅於表達」（expressive）的「新女性」形象。

圖7、8  蔡瑞月演出《印度之歌》（1946）（蔡瑞月文化基金會提供）

55　 將「純然」二字置於括弧中，是因研究者並不相信有完全不受任何意識形態影響的文化行為，例如《印
度之歌》中的女性形象仍受制於一般所謂「女性美」的概念之影響。因此，「純然」二字在此是相對於
蔡瑞月與其他同時代的台灣人長期受禁錮的意識教條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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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蔡瑞月的口述歷史，在她返台數日後，即有同船的友人邀請她在台南市太平境教

會做慈善表演，舞碼即是「大久丸號」上演出的《印度之歌》、《咱愛咱台灣》和《新的

洋傘》。太平境教會屬長老教會體系，是台灣女子教育的先驅推動者，也是長期關注台灣

社會與政治議題的先進宗教團體。56 隔年一月她展開在台北市中山堂、台中、台南、高雄

等主要城市的巡迴演出，《印度之歌》亦是其中的舞目之一。根據現存的台中成功戲院演

出的節目單，那場在「二二八」前夕舉行的表演會，受到當時台中霧峰林家成員林鶴年以

及文化界人士陳信貞（鋼琴家）與林森池（小提琴家）的特別贊助。57 由此可見，《印度

之歌》的確為當時台灣社會的進步人士與文化精英所接受，而蔡瑞月在戰後於台灣各地活

躍的舞踊創作、演出與教學，也應被視為日據皇民化運動結束與國民政府白色恐怖開始之

前，台灣文化界精力迸發、百花齊放之短暫盛況的一部分。58

《印度之歌》以滿溢的異國想像，為它的編創者投射出——關於自由的舞蹈藝術的夢

想，關於女性以充滿表情的身體自我表達的想望。這或許就是六十多年前的黑白照片裡，

那位躍然舞動的年輕女子向上凝視的眼眸中所看到的願景與希望。

七、結語──女性、現代性、（後）殖民的再思索

在《韓國的殖民現代性》一書的導論裡，該書主編Gi-Wook Shin與羅賓森（Michael 

Robinson）提出一個論述韓國近代歷史的三角場域概念。此三角場域由三個彼此交錯、

互相影響的理念所界定：殖民主義（colonialism）、現代性（modernity）、和國族主

義（nationalism）。他們指出：「這個空間性的隱喻容許我們以較大的彈性來尋求一種

歷史痕跡的生態處理法。」這種多重脈絡的歷史敘事希冀超越傳統亞洲當代史以「現代

化」、「國族建構」或「殖民壓迫/國族反抗」等單線論述的史觀，而代之以重建歷史情

境的原生態體系內，濃稠、豐富又複雜的事物樣貌。（Shin and Robinson 1999: 5）

事實上，本論文截至目前為止的書寫策略即試圖呼應上述「歷史痕跡的生態處理

法」，意即，援引多重脈絡的資料並交互辯證，以進行文化文本的多層次分析與解讀。

一方面，由於早期舞蹈史料的嚴重散佚，以及舞蹈文本的原貌（當時的演出）已隨時間

56　 淡水與台南是早期基督教長老教會在台灣傳教的二大據點。淡水長老教會隸屬加拿大體系，於1884年成
立「淡水女子學堂」；台南長老教會則隸屬英國體系，於1887年成立「台南長老教女學」，1939年改名
為「長榮高等女學校」，1946年後又更名為「長榮女子中學」。二者均為台灣女子教育的先驅推動者。

57　 台中成功戲院的演出節目單封面上標示著「特別贊助出演：林鶴年、陳信貞、林森池」。林鶴年為霧峰
林家成員，林紀堂四子，曾於1951年當選第一屆民選台中縣縣長。陳信貞、林森池則是活躍於戰後台灣
文化界的音樂家，常參與當時「台灣文化協進會」主辦的音樂會。台中成功戲院演出節目單參見蔡瑞月
舞蹈館《台灣舞蹈ê月娘》電子書中的史料庫節目單類。

58　 蔡瑞月在戰後的活躍演出，詳見《台灣舞蹈的先知—蔡瑞月口述歷史》，頁44-48，以及附錄6「蔡瑞月
舞蹈研究所演出節目一覽表」，頁170；《台灣舞蹈ê月娘》電子書史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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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因此歷史脈絡的多方援引與考據便成為趨近研究對象之時代意涵的最佳方法。另

一方面，雖然台灣與韓國同樣歷經日本殖民統治，然而由於台灣在中國歷史中長期的邊

緣位置，使得前述Shin與羅賓森所提出的三角場域概念中的「國族主義」一角，呈現含

混而極不穩定的狀態；換句話說，在日據後期的「同化」階段裡，它事實上同時混雜了

中國、台灣與日本三方的國族意識。再則，本論文所關注的核心議題——「殖民現代

性」（colonial modernity）與「女性現代性經驗」（female modernity）的交錯互動——亦

無法仰賴傳統上以男性權力消長為依歸的「國族建構」與「殖民壓迫vs.國族反抗」等單

線歷史敘述。因此，多重脈絡化的歷史思索與多層次的文本解讀，便成為探索台灣日據時

期「現代性」、「殖民主義」、「女性經驗」、「國族認同」等多元歷史痕跡交會互融的

最有效策略。

由台灣新文學研究揭竿的日據時期台灣文化史的論述，一直以來主要以「殖民壓迫

vs.反殖民對抗」為思考主軸。即便是前文提及的陳芳明對「殖民現代性」的思索，亦不

脫此政治正確的後（反）殖民論述的觀點。然而，若依此軸線審視二戰期間台灣女性舞蹈

先驅如蔡瑞月、李彩娥等慰勞日本皇軍的演出，則不是落入漢賊不兩立的國族道德論，就

是受殖民霸權逼迫的弱勢壓迫論。然則，正如前文所描述，這兩種說法均與當事人實際的

身心體驗有極大的落差。後殖民理論家荷米‧巴巴（Homi k. Bhabha）曾針對國族的歷史

與文化經驗如此提問：「如果歷史經驗在本質上即會產生許多無法統一丈量、不能齊整吻

合的磚瓦？如果不同的社會經驗所占據的是分離的空間與分歧的時間軸線？」（Bhaba in 

Shin and Robinson 1999: 221-222）回顧台灣近代史從儒教傳統社會轉入日本殖民下的現代

化社會，以及伴隨而至的殖民－反殖民－後殖民歷史，女性的身體與心理經驗的確就如巴

巴所言，正是那「無法統一丈量、不能齊整吻合的磚瓦」，她們的禁錮與解放的歷史是走

在與握有傳統權力的男性同胞不同的時間軸線上。

不可否認地，本論文所探討的女性經驗僅侷限於特定的社會階層，甚至僅是少數精

英女性的殖民現代經驗。59 但筆者希望藉此研究過程思索的是——亞洲（尤其台灣）的女

性（藝術）創作者於廿世紀前半在傳統父權體制、殖民政權、現代化浪潮等力量的擠壓或

推湧之下，所經歷的獨特的現代性經驗，以及此經驗中她們所體現的認同政治與自我主體

之建構和表達。創作性舞蹈因其以身體作為傳達媒介的特質，以及與廿世紀女性身心解放

的歷史緊密連結的因緣，遂提供了探究台灣或亞洲女性殖民現代性經驗的一個獨特視野。

這其中女性身體的解放與規訓，應證了台灣社會所經歷的種種意識教條的模塑與對文明開

59　 殖民體制下的現代性經驗基本上是屬於中、上階層的特權。日治時期台灣下層階級或邊緣族群的女性基
本上是與此無緣的。她們所經歷的是父權與殖民的雙重剝削，而最極端的例子即是二戰期間慰安婦的悲
慘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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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等現代性精神的追求，以及這其中交錯、衝撞的權力互動。

從1995年研究者參與「台灣舞蹈史研討會」發表關於蔡瑞月的初步研究至今，倏忽已

十五載。而這十五年的時間裡歷經蔡瑞月舞作的重建、口述歷史的出版、她的辭世、許多

圍繞在她政治受難形象的論述、多場關於李彩娥舞蹈生涯的座談、她的四本傳記的問世…

等。再次面對這段歷史，研究者不再如1995年時急於解釋或界定這些前輩舞蹈家們所演出

或創作的舞作類型，不再急於為她們在台灣舞蹈史或世界當代舞蹈發展的脈絡中尋求藝術

價值的歷史定位，因為所有的這些價值評斷都假設我們能以某種無私的、客觀而不涉入的

姿態，再現或觀看這些早已消逝的舞蹈文本。如今研究者更關切是，她們的舞蹈行動在當

時的歷史情境下所可能有的，對於她們自己以及那個時代的意涵，還有那些意涵可能帶給

我們對於廿世紀前半葉台灣文化史的認識與重新思索。

女性主義視覺藝術學者瓊斯（Amel ia  Jones）在〈藝術史 /藝術評論：演現意

義〉（“Art History/Art Criticism: Performing Meaning＂）一文中，反思西方藝術史與評

論傳統自康德（Immanuel Kant）以降，透過壓抑觀賞者/評論者的身體經驗與主觀投

入，以創造與維護美學品味的無私性與普同性的假象（the illusion of disinterestedness 

and universality），並依此建立評論者或史家的權威。與此相對的，她認為藝術評

論或歷史書寫應是一種「意義的演現」（performing meaning），一個以身體經驗出

發，尋求主體（觀者/評論者）與客體（被觀看的藝術品或歷史物件）之間互為主體性

的（intersubjective）意義交換的過程。這樣的詮釋立場正是研究者所追求的，而這篇論文

的寫成也應被視為，身處廿一世紀的舞蹈史研究者的我與日本殖民統治下女性舞蹈先驅們

舞動的身體之間意義的交換與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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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人劇團台語《馬克白》：改編、翻譯
與表演所彰顯之女性聲音

陳怡伶*

中文摘要

摘譯自莎士比亞的《馬克白》，台南人劇團的《女巫奏鳴曲―馬克白詩

篇》（2003） 和《莎士比亞不插電3―馬克白》（2007）強調女性權力的提昇震

撼男性為主的權力世界，挑戰傳統悲劇《馬克白》中男子氣概的陽剛氣質。改編

劇刪除大部分的打鬥場面，拒絕張揚雄性暴力與戰爭場面。在大幅刪減男性角色

後，女性影響力也明顯擴張。女巫成為貫穿十三場景的主要角色，女巫頻繁出現

的身影，提示她們對馬克白及其夫人的影響力。同時，馬克白夫人與女巫共舞的

片段，暗示她自甘墮落，成為女巫一員，進而控制丈夫，獲得統治權力。本研究

旨在改編、翻譯與表演過程中，探索此劇中女性聲音崛起和女性人物的重要。首

先，改編手法呼應西方女性主義者對《馬克白》的批評和注釋。並且，台語翻譯

力求韻律感，雖然無法全然保持莎劇詩詞中原有的節奏感，但卻製造屬於台灣語

言應有的音樂旋律。在表演上，女演員藉由不同變化的人聲，如唱歌、吟唱、叫

囂、尖叫聲等，增加說話以外的音域使用，讓聲音巧妙的成為輔助音樂。為了讓

聲音共鳴更佳，女巫身體的律動也配合吟唱聲音的高低而起伏。在唸白與吟唱詩

歌之際，肢體表演戲劇化女性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強化其角色在劇中的重要性。

關鍵詞： 《馬克白》、台南人劇團、西方女性主義莎劇評論、聲音表
演、改編劇、台語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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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inaner Ensemble’s Shakespeare Unplugged 
– Macbeth: The Manifestation of Female Voice in 
Adaptation, Translation, and Performance

Chen, Yilin*

Abstract

Derived from Shakespeare ś Macbeth, Tainaner Ensemble ś Sonata of the Witches – The 

Macbeth Verses （2003） and Macbeth （2007） highlighted how the rise of female power 

intimidated a male-dominated worl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ainaner Ensemble ś Taiwanese 

adaptations, as a whole, was its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 of underlining the masculinity in 

Macbeth. By omitting most battle scenes, the adaptations refused to worship masculine violence 

and wars. After a severe cut of male roles, the expansion of female influence was obvious. 

Three witches were featured as the main characters to interlock all thirteen scenes. The regular 

presence of the witches reminded audiences of their influence on Macbeth and his wife. In the 

meanwhile, Lady Macbeth danced with the witches, implying her fall into becoming a witch to 

control her husband and seize the reign of governmen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ise of 

female voic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translation, 

and performance. First of all, the adaption positively responded to criticism and commentaries 

addressed by western feminists. Furthermore, the Taiwanese translation made efforts to seek 

rhythm; although the translation could not fully keep original rhythm, it offered a musical melody 

belonging to Taiwanese language. In performance, female actors used human voices, such as 

singing, chanting, shouting and screaming to increase the use of vocal range and their voices 

became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music. To better the sound resonance, the witches move up 

and down accordingly with the variation of pitches in their singing. In chanting and singing the 

poetry, the body movement dramatized the roles the females portrayed and strengthened furth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s in the adaptation.

Keywords:　 Macbeth, Tainaner Ensemble, Feminist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Voice 
Performance, Adaptation, Taiwanese transla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Providenc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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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南人劇團是少數幾個有心以台語創作的本土劇團，一九九○年的《台語相聲―世俗

人生》是該劇團第一部台語作品，此劇的成功也意外地開啟劇團的實驗動力。在大多數以

國語為創作主流的台灣劇場環境下，台南人劇團陸續將數部西方經典劇作翻譯成台語，企

圖探索台語語言的音韻之美。自二○○一年以來，台南人劇場陸續推出一系列的莎士比亞

表演，包括《女巫奏鳴曲―馬克白詩篇》（2003）、《羅密歐與茱麗葉》（2004）、《莎

士比亞不插電―哈姆雷》（2005）、《莎士比亞不插電3―馬克白》（2007）和《維洛納

二紳士》（2009）。其中，《女巫奏鳴曲―馬克白詩篇》和《莎士比亞不插電3―馬克

白》以周定邦（2003）的台語譯文為藍本，卻是風格與導演方式完全不同的兩部製作。

至今，台語演出的《馬克白》在學界的研究和討論十分有限。沈玲玲的碩士論文〈台

南人劇團經營發展與作品評析之研究：1987-2004〉（2004）中，曾評論《女巫奏鳴曲―

馬克白詩篇》（2003）的製作與台語譯文，但因全論文旨在呈現台南人劇團的經營發展

和主要作品的回顧和介紹，並未就單一作品做細部分析。陳淑芬的〈莎士比亞翻譯與「跨

文化劇場」交流――以台南人劇團「莎士比亞工作坊《奧賽羅》」呈現為例〉（2008）曾

討論台南人劇團的「莎士比亞工作坊」，以跨文化劇場的概念實驗演出《奧賽羅》。其論

述可窺見該劇團嘗試結合不同異文化的可能性，實踐跨文化表演理念。兩部台語《馬克

白》製作不但體現這樣的企圖心，並善用編導技術，呈現以女性為重心的表演。廖玉如的

〈女巫與馬克白之爭――莎劇原典與呂柏伸《女巫奏鳴曲―馬克白詩篇》引伸的美學思

考〉（2008）是少數針對女巫表演展現的美學作出深刻的剖析和比較，但其論文未在台語

譯文上多做著墨。因此，本論文將從探討譯文的編譯手法出發，再輔以演出時的表演技

巧，驗證劇中女性聲音和影響力崛起的發展。

不以商業市場考量，台南人劇團於二○○三年，在台北國家劇院實驗劇場，以台語演

出改編的《馬克白》。台灣的藝文表演一直以國語為主流，因此台語《馬克白》挑戰觀眾

欣賞莎劇的意味濃厚。自一九八○年代以來，台灣著名的莎劇表演都以國語演出，例如吳

興國改編自《馬克白》的《慾望城國》（1986）、李國修改編自《哈姆雷特》的《莎姆雷

特》（1992）、梁志民改編《馴悍記》的《吻我吧娜娜》（1997）。國內外期刊和學術著

作對台灣莎劇的研究，也多著重於國語市場商業劇團。雖然九○年代開始，陸續有歌仔戲

劇團改編莎劇，以台語演出，但台南人劇團是少數選擇以台語演出莎劇的舞台劇團體。由

於五、六○年代的實施的國語政策影響，本土語言的發展受壓迫，造成包括台語、客家語

和多種原住民語言的傷害。年輕一輩對母語的理解，可能多停滯於口語溝通能力。然而，

舞台劇和實驗劇場的主要觀眾都屬於年輕族群，因此，台語譯文的翻譯必須考慮到觀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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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力。

台語《馬克白》在台語翻譯上力求韻律感，雖然無法全然保持莎劇詩詞中原有的節奏

感，但卻製造屬於台灣語言應有旋律，並刻意強調音樂感。本論文將優先檢視台語譯本的

特殊性，以及其音律與節奏的處理。其次，將探討台語《馬克白》獨特的編譯和導演手法

如何強調女性角色的重要性，深化女巫和馬克白夫人在劇中的影響，呼應西方女性主義莎

劇評論者觀點。最後，將檢視台南人劇團的台語《馬克白》舞台與表演技巧如何增強女性

角色戲劇效果，進而讓她們演出更加顯眼。導演、佈景、舞台調度（mise en scene）不但

融入台灣本土思維，也突顯女性在劇中的戲份。藉由分析服裝、道具使用，歸納出跨文化

元素如何和諧的呈現在表演中，使異文化不但彼此並立共處，又可以輕易發現在地文化影

子存在。但最重要的是探索女性的表演，觀察演員如何經由肢體動作，強化聲音傳達和表

現。劇中女性角色的重要，也因為女性聲音特殊的處理與表達而得到關注。本文旨在證明

透過各種不同的音樂、人聲和台語特殊的音律運用，女性聲音的崛起也同時反映她們在劇

中的影響力。

一、台語譯文強化女聲的旋律變化

台語是音調為主的語言，音高常決定字義。其聲調變化豐富，遇疊字時又有特殊的音

變現象（sandhi），旋律變化多樣。台語《馬克白》譯文1善用台語語言的特性在女性角色

的台詞表現上，製造出音律起伏旋律，在聽覺藝術上具備獨特美學。現就解釋台語的聲調

變化和音變現象，並輔以實例，說明這些特性如何巧妙運用在譯文中：

（一）聲調變化
台語共有八聲調，但因第二和第六聲調相同，所以實際上只有七聲調。其中，除第

一和第七聲調外，各有不同的音階變化。如第二聲調是從高音階落入次低音階，第三聲調

從中音階掉到最低音階，第四聲調由中音階驟降至次低音階，第五聲調從次低音階降至低

音階再升至次高音階，第八聲調則從次高音階降到中音階。因為各聲調中又有不同音階變

1　  台語《馬克白》譯文是以漢字與羅馬拼音寫成的漢羅寫法。羅馬拼音部份是以「白話字」（Beh-o -ji），
也就是教會羅馬拼音而成。漢羅拼寫法可以補足某些台語字無法找到對應漢字的困擾，但對習慣閱讀漢
字的讀者，夾雜羅馬拼音的文章又顯突兀。沈玲玲（2004: 75）和石光生（2008: 131）都曾提出台語翻譯
的口語表達和文字書寫紀錄的困難處。石光生甚至懷疑這樣的書寫方式，恐怕「只有台文系的教授才看
得懂」（2008: 132），「恐怕台灣民間各劇團的演師、演員都難以理解」（2008: 134）。對懂得台語且
習慣讀漢字的台灣讀者來說，也許漢羅拼音並不是最理想的書寫法，但如果完全以漢字紀錄，則不能正
確表達台語發音。因此，若真想探究台語音韻之美，最佳的紀錄方式應該是羅馬拼音，再附上漢字的譯
文。有鑒於各種台語書寫方式各有利弊，本文討論台語《馬克白》的譯文將以羅馬拼音顯示發音，再輔
以漢字註解其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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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以台語的韻律感很強。

為了更詳細的解釋台語聲調的音階變化，可以從音調值來看。音調值是模仿五聲音

階（do, re, mi, fa, so），以阿拉伯數字的調值（1-5）來表示音調高低。調值55表示音節的

調高相當於5（so），時長兩拍。以下圖表歸納台語聲調的音調值與調值的文字描寫（見

表1），並舉例附上本文採用的羅馬拼音標記：

聲調

名稱

音調

值

調值文字

描寫

舉例 羅馬拼音

標記

第一聲 55 高平 Kun

君

Kun

第二聲 53 高降 Kún

滾

Kun2

第三聲 21 低降 Kùn

棍

Kun3

第四聲 32 低短 Kut

骨

Kut4

第五聲 13 昇 Kûn

群

Kun5

第七聲 33 中平 K n

郡

Kun7

第八聲 55 高短 K

滑

Kut8

（表1） 台語聲調表

表內的羅馬拼音標記可見阿拉伯數字，加註的數字即聲調的名稱。對照音調值和調值文字

描寫，可以更清楚看到各聲調的音階變化。

台語《馬克白》的譯文利用音階起伏變化的特性，製造語言的韻律和節奏感。以女巫

吟唱的「清就是濁，濁就是清」為例，在台語發音為：Chheng T 7 Si7 L 5 , L 5 T 7 Si7 

Chheng。若以圖表顯示音高出現的順序，則呈現波浪狀起伏（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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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音高圖表

短短八個字，卻橫跨五聲音階。值得注意的是第五聲調跨越中、低、高三音調，因此語調

變化更戲劇化。

英語並沒有音調的差異，而是以重音來決定語調起伏和詩句的旋律。原劇女巫吟唱的

詩歌多以押韻的無頭詩（headless verse）寫成，暗示她們的異於常人的本性。如第四幕第

一景女巫洩露幻象時，詩詞為七音節，有別一般偶數音節寫成的詩，重音放在單數字上，

乍聽之下節奏不協調。原英文詩句呈現三音節一小組和四音節一小組的狀態，組合而成第

一句，四音節一小組和三音節一小組合成第二句：

Show his eyes, and grieve his heart

Come like shadows, so depart! （IV.1.109-110）

        

因為逗點的關係，演員必在唸完eyes （眼睛） 和 shadows （身影） 之後，稍作停頓。字

句間形成3、4音節和4、3音節兩種不同形式的斷句結果，也形成前後兩組詞彙很明顯音節

不對稱的效果。但是這樣不和諧的氛圍並無法忠實重現在台灣譯文中，因為譯文是四行對

稱詩句，皆為偶數字組合而成。首二行各為八音節，而末二行各為十音節，十分規則。首

二句的羅馬拼音譯文如下：

Ho7 I E3 Bak8 Chiu Chim Chiok Khoan3 

Ho7 I E3 Sim Koan Chhiun7 To Ko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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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的眼睛仔細看

讓他的心肝像刀割

兩組詩句都以Ho7 I E3（讓他的）開始，是很明顯的對仗句形式，所以前後兩組詩句是以

彼此呼應的樣貌出現。末二句也在詞義上呈現類似手法：

Lai5 E3 Si5 Chinn Chhiun7 Hoan3 Ian2 Chit Chun7 Hong 

Khi3 E3 Si5 Be3 Su Hoan3 Keng2 Khoan3 Bu5 Chong 

來的時候很像幻影一陣風

去的時候不輸幻境看無蹤

Lai5 E3 Si5（來的時候）與Khi3 E3 Si5（去的時候）也是對應關係。台語譯文除了音階變

化十分豐富外，也呈現非常完整的對仗句。

女巫詩歌的對仗句形式與原劇想表達的不和諧大相逕庭，但仔細深究，發現台語的

斷句似乎在和諧中創造不和諧因素。首二句的Ho7 I E3（讓他的）必須獨立成一詞組，而 

Bak8 Chiu（眼睛）對應Sim Koan（心肝）各成一組，而Chim Chiok Khoan3（仔細看）呼

應Chhiun7 To Koah（像刀剮）。首二句的斷句結果變成3、2、3音節組成的三個詞組。末

二句的Lai5 E3 Si5（來的時候）和Khi3 E3 Si5（去的時候）自成一組，Chinn Chhiun7（很

像）對照Be3 Su（不輸）各成一詞組， Hoan3 Ian2（幻影）與Hoan3 Keng2（幻境）互相

輝映，最後，Chit Chun7 Hong（一陣風）和Khoan3 Bu5 Chong（看無蹤）互為對仗。所

以末二句以詞組來看，分別是3、2、2、3音節不等的4組詞組。整體來看，首二句和末二

句的長短不一，也在工整中製造成一點不穩定關係。

（二）音變現象

周定邦善用台灣疊字製造韻律，在疊字的發音上通常有變調的情況，在唱唸之際，也

增添語調上變化。台語的音變現象複雜，根據楊允言（Iûnn Ûn-giân）的研究，疊字的音

變現象有幾個規則可循，但兩個字的疊字音變又跟三個字的不同（I nn 2009: 65）。台語

《馬克白》裡用了許多兩個字和三個字的疊字，因為音變的關係，音高的變化更豐富。依

克洛特（Henning Klôter）研究，簡單歸納出音變規則表（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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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名稱（音調值） 變調名稱（音調值）

第一聲  [55]

第二聲  [52]

第三聲  [31]

第四聲  [32] -p, -t, -k

[32] -h

[32] –h

第五聲  [214]

第七聲  [33]

第八聲  [43] -p, -t, -k

第七聲  [33]

第一聲  [55]

第二聲  [52]

第八聲  [43] -p, -t, -k

[43] –h

[43]去–h

第七聲  [33]

第三聲  [31]

第四聲  [32] -p, -t, -k
（表3） 音變規則圖表

以「紅紅」為例，「紅」原本為第五聲（âng），因為疊字音變的關係，第一個âng變為第

七聲，而第二個âng則維持第五聲。兩個疊字的運用在台語《馬克白》出現多次，如第四

景（原第一幕第七景）時，馬克白夫人質問丈夫：「為何懦弱無能，面色鐵青蒼白？」

時，她用「青恂恂」 （Chheng Sun2 Sun2） （周定邦 2003: 6）來形容丈夫的臉色。以克

洛特的音變規則來看，「青恂恂」的第一個「恂」字將由第二聲將變為第一聲，「恂恂」

的發音也將成為（Sun1 Sun2）。此外，兩個疊字也在第六景（原第二幕第二景） 出現數

次，如馬克白夫人表明說：「我的手不也和你一樣紅通通（Ang gi-gi）」 （周定邦 2003: 

8），還有馬克白懊悔的說：「我這雙手的血會將起起伏伏（Khi Khi Lok Lok）的海浪染

成紅的，藍綠色的波浪會變成紅通通（Ang-kòng-kòng）」（周定邦 2003: 8）。這些疊字

音變現象也將增添音階變化，讓韻律更強烈。

三個字的音變規則說法不一，據克洛特研究，如果是三個字的疊字形容詞，第一字

的音調值將變為[35]，第二字音變，其變調規則按照兩個字的疊字聲調變化，而最後一

字維持原聲調（Klôter 2005：11）。但根據楊允言的調查，第一聲的聲調音變後將成為

第五聲調，第五聲幾乎維持原來聲調，而第七聲調將變為第五聲，第八聲調則變為第五

聲調（I nn 2009：67）。但是，不管哪一種說法正確，可以確定的是，三個字的疊字又

比兩個字的疊字聲調變化更複雜，音階變化也更多。台語《馬克白》中，第一次出現三個

字的疊字在第四景，當馬克白夫人說他們可以將殺人的罪過，推給「醉到茫茫茫（Bang 

Bang Bang） 的護衛」（周定邦 2003：6）。接著，在第六景時，馬克白夫人表示：「那

火燒的慾望，將我的火搧得旺旺旺（Ong Ong Ong）」（周定邦 2003：8）。最後，女

巫在第十景（第四幕第一景）唱道：「焢了擱煎大力紡，火燄鼎滾紅紅紅」（周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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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其羅馬拼音的標記為Khong3 Le Goh7 Choan Dua5 Lat8 Pang, Hoe Iam Ding 

Gun Ang5 Ang5 Ang5。拼音的標記可看出此二句的音階變化大，也同時押韻。據周定邦先

生解釋，「焢」是指燉食物，「Choan」是指煎藥，而「大力紡」含有出盡力氣翻攪的意

思。2他特別說明，此處使用「大力紡」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配合和下一句「火焰鼎滾紅紅

紅」押韻。台語《馬克白》中，女巫的詩詞大多配樂，以吟唱方式表達。台語聲調變化顯

著，音階變化大，旋律明顯，原本就有利吟唱。在加上譯者刻意利用音變技巧，豐富旋

律，也運用押韻，讓詩詞更容易歌唱。

二、編譯和導演手法呼應女性主義思維

女性主義評論家普遍認為，莎士比亞喜劇中的女性角色（the Woman ś Part）遠比悲

劇中的更具獨立自主的個性，代表性著作包括班白（Linda Bamber） 以文體類型來看莎劇

人物的《喜劇女人、悲劇男人》（Comic Women, Tragic Men: A Study of Gender and Genre 

in Shakespeare），和藍茲（Carolyn Ruth Lenz）等人編著的《女性角色：女性主義莎劇

評論》（The Woman’s Part: Feminist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若以這樣觀點來看，悲劇

《馬克白》歌頌男性價值觀，劇中的女性絕對不是具有獨立精神的主角。呂柏伸編導的台

語《馬克白》，企圖顛覆莎士比亞悲劇中以男性演員為主體的傳統，拒絕建構陽剛的男性

威權世界，大量刪減男性角色和他們的打鬥場面。改編的台語《馬克白》以女巫為表演主

軸，貫穿全劇十三場景，甚至暗示馬克白夫人為第四位女巫，明顯擴張的女性影響力，似

乎呼應在美國七○年代興起的女性莎劇評論的觀點。   

女性莎劇評論家達辛貝爾（Juliet Dusinberre）發覺莎翁似乎特別同情女性角色，意

外地讚賞在莎劇中發現的女權意識和價值 （Dusinberre  1975：5）。另一方面，班白則

提醒讀者，莎翁作品並不可能完全符合女性主義者的立場，特別是悲劇中的女性角色常

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和抨擊。（Bamber 1982：5）。因此，女性主義者歸納出一個特殊

現象，就是莎翁喜劇中的女性角色總被賦予較多自主權。也因這樣的解讀，蓋伊（Penny 

Gay）在《如她所願》（As She Likes It）中檢驗二十世紀下半葉在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

演出的喜劇作品，試圖找尋女性主義風潮對喜劇中女性角色的詮釋帶來不同程度影響。

但顯然，男性主導的英國劇場並不關心女性主義議題。五十年間，皇家莎士比亞劇團

只邀請過一位自稱女性主義的女導演崔維斯（Di Trevis），在一九八八年執導《無事生

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 （Gay 1994：8）。此劇當時激怒一些保守的男性劇評，

據蓋伊研究分析，最主要原因是視覺效果上的不協調，特別是本篤（Benedict）和她的情

2　  資料來源根據周定邦先生與作者電子郵件通訊訪談（2010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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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碧翠絲（Beatrice）樣貌配對的不和協（Gay 1994：171）。崔維斯選了一個容貌並不

特別出眾的高大女演員，飾演擅於嘲諷男性的碧翠絲，而一個嬌弱可人的女演員飾演希

羅（Hero）。也許相貌不討喜又尖酸刻薄的女性形象深深觸怒男性劇評，沃爾德（Irving 

Wardle）認為碧翠絲是希羅的反諷版本，批評這樣的對比是崔維斯獨特的「女性主義者觀

點」（摘錄自Gay 1994：173）。因為劇場一直是男性支配的領域，女性觀點的莎劇存在

空間受到排擠。如果女性導演有機會執導莎劇，也大多選擇喜劇。以現實考量，悲劇必須

經過大量改編才可能突顯女性角色的自主權。然而，非英語莎劇必經過編譯過程，也因此

台南人劇團《馬克白》可以大幅刪減劇情，迎合女性主義者想表達的觀點。

班白曾批評《馬克白》中「男性意識強調權力、榮譽、戰爭與復仇」（Bamber 

1982：91）。但呂導演刪除了象徵男性價值觀的打鬥戰爭場面，似乎是對戰爭上的暴力

做無言的抗議。在某種程度上，台語《馬克白》挑戰傳統雄性威風，並擴張女性的影響

力。女巫串場的安排，更營造出以女性論述為主的印象。在第二幕的女巫預言之後（原

第一幕第三景），緊接馬克白夫人收信，得知夫君將登上王位（原第一幕第五景）。這

樣的處理不但突顯馬克白夫人的獨白，展現她對王位的野心，也隱去了馬克白在聽到鄧

肯（Duncan）立王儲後所燃起的殺機（第一幕第四景）。改編的台語《馬克白》使讀者/

觀眾見識到馬克白夫人對權力慾望的貪婪，誤以為馬克白夫人是謀殺鄧肯的始作俑者，而

忽略馬克白也動了殺機，想殺了王儲取而代之。

事實上，連女性主義者都很難為馬克白夫人的謀殺意圖辯護，如她在第一幕第五景中

獨白所透漏的殺機還有「幻想殺嬰」（Bamber 1982：3）的場景。這些爭議的言論違背傳

統要求的「女性氣質」（womanhood）。原劇中，馬克白夫人的形象與代表賢淑婦女的馬

道夫夫人（Lady Macduff）有極大的反差。但是這樣的反差並未出現在台語《馬克白》。

改編劇刪除第四幕第二景，故意略過馬道夫夫人的慈母形象，於是我們無法透過比較，驚

覺馬克白夫人非常「不女人」的行徑。相反的，在台語《馬克白》二○○三年與二○○七

年的表演中，3馬克白夫人與三女巫似乎有著交情匪淺的互動，而這些女巫也十分「不女

人」的呈現半男半女狀。她們穿著女裝，頭後卻戴著長鬍鬚的面具。

原劇透過班珂（Banquo）之言，點出女巫不男不女的樣貌（I.3.43-45）在十六、七

世紀歐洲，女子留有鬍鬚被視為有「不正常的雄性衝動」（Johnston 2007：2）。為表

示女巫有異常的男子氣息，在十九世紀之前，女巫也都由男性扮演（Braunmuller 1997：

102）。但台語《馬克白》女巫由女演員扮演，利用有鬍鬚的面具暗示她們藏有男性般兇

殘的一面。兇殘的性格不屬於女性，但在第一幕第五景中，馬克白夫人呼喚精靈讓她不再

有婦人之仁（unsex her）。這一場景被視作召靈儀式，馬克白夫人從此臣服於超自然的力

3　  本文提到的演出皆根據台南人劇團提供的DVD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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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拒絕有女性的慈悲與氣息（Merchant 1970：76）。在維多利亞時期，馬克白夫人總

被詮釋為一柔弱女子，被惡靈附身之後才膽大妄為。而這樣的詮釋，等於是為馬克白夫

人意圖謀殺的罪行開脫。但是，台語《馬克白》的演出並不替馬克白夫人爭議的行為找

藉口，當馬克白夫人呼喊精靈時，女巫隨即進場，馬克白夫人顯然不是被附身，而是請

她的女巫朋友們施行巫術。當馬克白夫人喊到：「來呀！你們這些伺候殺人意念的鬼精

！」4（周定邦 2003：6），女巫們以戴著男性面具的一面，翩然來到她面前。她們熱情的

互動，令人以為馬克白夫人就是女巫的一員。緊接著，馬克白夫人與女巫共舞，祈求讓她

有顆殘忍的心。這樣的馬克白夫人不是被妖魔附身的受害者，而是為了權力慾望不擇手段

的投機者。

台語《馬克白》的表演中，導演特別強調馬克白夫人與女巫的關係密切，也在第八

景（原第二幕第三景）時顯露無遺。在二○○七年的演出版本，一陣急促敲門聲後，打雜

的僕人去開門。他並未見到進門的三位女巫，正在狐疑抱怨怎麼回事時，女巫們已逕自走

進客廳。女巫與馬克白夫人悄悄的點頭打招呼，等僕人走後，馬克白夫人才開始向女巫抱

怨。此景在原劇本並未安排女巫角色出現，而導演也沒有在戲中為女巫增添台詞。儘管女

巫並未開口說話，她們的存在已清楚說明她們與馬克白夫人是一丘之貉。女巫的影響力和

重要性也因為這樣的安排，無形中增加。

不同於原劇，台語《馬克白》中的女性影響力一直存在，且不容忽視。克萊茵（Joan 

Larson Klein）認為原劇中的馬克白夫人在第三幕第四景時失去權勢，因為鄧肯死後，她

已經在完全以叛國與復仇為中心的男性世界中完全無用處（Klein 1983：246）。根據克萊

茵的觀察，第一幕第六景時，馬克白夫人可以作主接待鄧肯，但是當了國母之後，第三幕

第四景的宴會場合，她卻遭噤聲，反而請馬克白替她向賓客們問好（III.4.7-8）。在以男

性主導的宴會中，馬克白夫人已喪失主控權，以致於當馬克白在宴會廳上失常時，最終是

羅斯（Ross）命令所有的賓客離席。而顯然台語《馬克白》並不要一個沒有聲音的馬克白

夫人，女性的影響力也並未隨著鄧肯的死去而削弱。在第八景（原第三幕第四景），馬克

白夫婦招待王公貴族的晚宴場景。呂導演讓馬克白夫人在宴會廳上接待賓客，而羅斯也變

成女賓客，由女性飾演。這樣的安排營造出女性控制宴會慌亂場合的能力，所以女性的權

力非但沒有被削弱或剝奪，反而更加鞏固。

三、舞台設計與演出強調女性聲音的影響力

台南人劇團的台語《馬克白》以簡單的舞台設計巧妙融合東西方元素，其意象呈現獨

4　  此中文翻譯是作者根據周定邦譯文潤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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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美學，令人驚豔。以二○○三年的表演為例，開演時，女巫在昏暗不明的燈光下，圍

著一個透明發亮圓形球體。這顆不明的發光體被黑布纏繞著，女巫各持黑布一端，隨球體

忽高忽低運動而搖擺，並發出刺耳的叫聲。燈光稍亮，才見到女巫們穿白色連身衣裙配上

紅色小外套，肩上披著黑披風。轉身時，後腦勺掛著蒼老的男性面具出現，面具下方留著

長長的白鬍子。當她們在等待馬克白出現時，三人各持一具白色面具在手上，而這面無表

情的面具看不出性別。

開幕出現的圓球體感覺前衛，女巫的妝扮也很現代，看不出特別濃的東方味。雖然頭

上戴的面具看似有些許東方味，但手持的面具則是現代普通的塑膠白面具。若要硬說有東

方色彩的地方，大概是馬克白與班珂的服裝。他們穿著白色連衣長袍，外面套上黑色仿中

國式官服與官帽。但是脫掉官服，裡面的白色連衣長袍其實非常歐洲，像是仿中古世紀盔

甲樣式的戰袍，十分堅挺。馬克白夫人也是身穿白色連身裙，外罩黑長袍。全劇的服裝、

道具都以黑白色系為主，呈現憂鬱的氣氛。

除了服裝透露東方元素，在第一幕第五景中也運用踩高蹺和人影戲等表演技巧，增

添戲劇效果。馬克白夫人原來是身軀瘦小的弱女子，但在慾望驅使下，召喚女巫幫她除去

「女性溫柔」（周定邦 2003：6）。她緩步走到布幕之後，她的陰影頓時在布幕之後逐漸

變大，茁壯。陰影的壯大似乎暗示女性勢力的擴張，直到馬克白出現時，她才踩高蹺從

布幕之後走出來。馬克白夫人站在高蹺上，面對馬克白盤坐在地板上背對著觀眾。高於兩

米的馬克白夫人，營造出一股駭人的氣勢，使馬克白看起來顯得更渺小。馬克白鑽進夫人

裙內，意味他只能臣服於夫人的裙下。透過高蹺和人影戲的舞台調度（mise en scene）說

明馬克白夫人對權力的追求和對馬克白的影響力。也許是黑白色系和人影戲的搭配，高蹺

在劇中的使用並未讓人聯想到馬戲團裡色彩繽紛的小丑或西方的雜技表演。踩高蹺因為人

影戲的配合，反而像真人版的皮影戲。於是，東西方元素的組合運用，達到非真實的不搭

調。這樣的不搭調造成某種程度的疏離，而亦使觀眾抽離劇情。

踩高蹺和人影戲的戲劇效果固然好，可是與寫實的表演方式對比起來，稍顯突兀。二

○○七年的表演改善了突兀的戲劇表現手法，融合寫實的極簡舞台設計，塑造寫意的空間

感。舞台上以半透明落地鋁門窗隔成兩個表演區塊，演出戶外場景時，鋁門窗緊閉，成了

可以投射影像的螢幕。拉開鋁門窗見到傢俱擺設則又成了室內場景。近乎空台的構想，與

傳統中國戲曲舞台不謀而合，也和西方伊麗莎白時期的平台設計相同。而這樣簡約的舞台

設計，無疑也呼應布魯克（Peter Brook）的「空的空間」概念（廖玉如 2008b：128）。半

透明的落地鋁門窗在特殊燈光效果下，成了實用的投影螢幕。偶爾，舞臺泛綠光，窗上映

著黑色枝幹的樹影，就成了女巫們活動的森林。有時，窗上透著紅光，與馬克白弒君的野

心相輝映。在馬克白產生妄想時，他看見窗上浮現一個接著一個戴著皇冠的陰魂。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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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背景，在不同場景中，營造出豐富鮮明的意象。

服裝方面，馬克白與班珂穿著正式西裝，馬克白夫人則穿酒紅色的西裝外套，配上

紅色長裙。女巫剪裁全身的紅色西裝外套搭上金黃色的絲質長褲，手拿黑傘。由於服裝色

系相當，也讓女巫與馬克白夫人是同黨的暗示不言而喻。女巫火紅摻雜淡紫色頭髮上，戴

著小黑帽，後腦掛著一張蠟黃色男性面具。面具臉色憂鬱，表情不像希臘悲劇使用的面具

誇張，但也不若能劇的妖魔面具那般嚇人（圖1）。面具下巴的地方清楚可見白色鬍鬚。

混雜東西風格的面具，似乎企圖製造一個普遍而共通（universal）的印象。比起二○○三

年的製作，舞台上色彩鮮明。不管在舞台或者服裝設計上，都很難察覺到明顯的東方風

格。呂柏伸導演似乎追求一個屬於「劇場的共通語言」，而這樣的企求常見於跨文化表

演（Pavis 1996：6）。受西方劇場教育薰陶，導演傾向以寫實表演的方式呈現台語《馬克

白》，但選擇以空舞台的概念來強化場景轉換的能力。服裝、道具的設計方面則以簡約概

念出發，呈現具戲劇效果的意象。空舞台和簡約道具的概念都源於東方劇場，但是在經過

西方跨文化劇場的吸收和再詮釋，呈現獨特風格。台語《馬克白》現代服裝與西式舞台背

景並未見東方味，可以感受到在地文化特色的地方，就只有台語的使用。

圖1　 三女巫所戴的面具。（圖片來源：二○○三年台南人劇團台語《女巫奏鳴曲－馬克白

詩篇》海報劇照。）

台語一直被視為鄉土的語言，很少與西方文化作連結。台南人劇團《馬克白》使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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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體混合口語體寫成的台語，不同於電視鄉土劇口語化的台語或歌仔戲及布袋戲等台灣

傳統演藝表演吟唱的詩詞。然而，該劇並非第一個純台語演出的莎劇製作。早在一九九七

年，洪秀玉歌劇團的黃英雄就將《哈姆雷特》改編成歌仔戲《聖劍平冤》。陸續，河洛歌

仔戲團也改編數次莎劇，如二○○一年的《彼岸花》（構想源自《羅密歐與茱麗葉》） 

和二○○二年的《太子復仇》（改編自《哈姆雷特》）。這些歌仔戲的改編作品都將原劇

的時空背景做某種程度上的文化轉譯（cultural translation），讓劇中角色人物放入台灣抑

或中國歷史脈絡中。如《聖劍平冤》與《太子復仇》的背景設在中國古代，而《彼岸花》

則發生在台灣艋舺。但台南人劇團的《馬克白》並不刻意將劇中人物「台灣化」或「中國

化」，就連劇中名字也一律維持原名，並以英語發音。

值得一提的是，二○○三年三月，金枝演社改編的國台語版《羅密歐與茱麗葉》也在

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演出，剛好是台南人劇團《馬克白》演出前三個月。金枝演社的《羅

密歐與茱麗葉》採用口語化的台語對白和文藝腔的國語，呼應劇中兩個家族格格不入的對

立。語言強烈的對比的反差。但台語《馬克白》的文化轉譯現象並不明顯，比較特殊是稱

謂的轉譯。女巫擁有超自然力量，在台語中似乎找不到恰當的稱號。一般來說，對擁有與

靈魂溝通能力的女子，台語常用的稱謂是「紅姨」。但是，對深諳台語的人來說，可能因

為對「紅姨」的刻板印象，而不能全然理解劇中的女巫何以能施法念咒語，化成老鼠乘著

篩子到外海報復船老大。由於編導的方式並未刻意將文本做文化轉譯，塑造一個本土形象

的《馬克白》，在語言上選用較罕見的「神姐」，或許比「紅姨」符合異文化帶來的疏離

感。

另一方面，台語《馬克白》在某種程度上，也呼應當今跨文化莎士比亞劇場表演的在

地化（localization）風潮。台南人劇團並不以普遍國語市場為考量，堅持以台語發音，表

演代表西方文明價值的《馬克白》，實現具有台灣主體性格的跨文化戲劇作品。以詩體寫

成的台語《馬克白》並不易理解，再加上文化上的差異，許多英語語彙並不存在於台語語

言裡，不論音譯或直譯，都會加深觀眾欣賞演出時的疏離感。劇團面臨的考驗就是如何借

重表演，幫助觀眾了解詩詞之意象。由於改編的文本貼近女性角度的論述，演出上特別強

化女性的聲音表現。女巫的表現是表演最精采而重要的部份，特別是人聲的運用，豐富作

品中的音樂旋律。

女巫的聲音變化豐富，其中包括男女聲的轉換。根據二○○七年的演出版本，在第二

景（原第一幕第三景）班珂詢問女巫是男是女時，女巫時而男聲，時而女聲，顯得變化莫

測。女巫的後腦戴著長滿鬍鬚的男性面具，當他們以男性面具面對班珂時，女巫就用低沉

的男聲回答問題，而當他們轉身以女性面貌見人時，聲音迅速轉換成女聲。不只如此，女

巫藉由吟唱、歌唱、叫囂或尖叫增加說話以外的音域使用，讓聲音巧妙的成為輔助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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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吟唱的部份，首先要討論的是在序幕時，女巫以吟唱的方式，說出「清就是濁，

濁就是清」這句台詞。稍前，本文在「台語譯文強化女聲的旋律變化」一節中，已說明此

句音階起伏變化十分戲劇性，富有韻律和節奏感。以音高來看，「清」是處於高音階位

置，而「濁」的音高跨越中、低、高音（參照表2的音高圖表）。而女巫以吟唱的方式，

更加強了原本就有很強旋律的台詞之音樂感。女巫特意將句首、句尾的兩個字音拉長，所

以音階的反差效果更大，韻律、節奏也更為明顯。為了讓聲音共鳴更佳，女巫身體的律動

也配合吟唱聲音的高低而起伏。金格（David G. Zinger）曾說「受過良好訓練，緊密結合

身體和聲音能使演員台詞語言和文本相得益彰」（Zinger 2002: 5）。女巫在二○○七年的

表演似乎達到這樣的境界，當她們在吟唱高音的「清」字時，是拉直身體，讓共鳴處在身

體上方。當吟唱至中音部分的「就是」時，身體緩緩下降。直到最低音出現在「濁」時，

身體也隨膝蓋彎曲程度，呈現半蹲狀態。此時，隨著身體的下壓，聲音的共鳴應該往身體

下方集中。最特別的是表演利用靈活的身體的動作和呼吸，配合並調整聲音的情緒變化，

達到肢體動作和聲音在表演上的相輔相成。這樣的技巧或許就是呂柏伸所提倡的「身體

譜」（The Score of Body and Voice）（沈玲玲 2004: 34），也就是尋求聲音和身體節奏之

間的和諧關係。

此外，女巫吟唱的旋律，也因為譯文的韻律不同，而迥異於原英文詩詞。第二景（原

第一幕第三景）時，女巫宣告鼓聲傳來馬克白將駕臨的消息，此段台詞以押韻的詩寫成，

台語譯文雖無法保留原詩的韻律，但卻創造新的鼓聲旋律，也不失為佳作。比較原詩和譯

文，原詩如下：

Third Witch

A drum, a drum!

Macbeth doth come. （1.3. 30-31）

第三女巫台詞是標準的抑揚格四音步詩，重音皆放在偶數字。因此，聽起來像戰鼓規律的

擊打聲。但接著女巫的台詞是七音節無頭詩，重音放在單數字，目的是為表現女巫不按規

律的詭異行徑。反觀台語的譯文，雖未沿襲原詩音律，卻也創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韻律。

該段神姐丙（即第三女巫）的詩文羅馬拼音標記如下：

Chun7 Chun7 Kou2 Sian! Chun7 Chun7 Kou2 Sian! Macbeth Tit Beh Lai5 A。

陣陣鼓聲! 陣陣鼓聲! Macbeth快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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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姐丙所描述的鼓聲「陣陣」（Chun7 Chun7）傳來，而非單音的敲擊聲。比起原劇中展

現中規中矩的擊鼓聲，台語譯文中音節變化的多樣，呈現另一種活潑俏皮的律動。檢視台

語譯文「Chun7 Chun7 Kou2 Sian! Chun7 Chun7 Kou2 Sian!」可發現，因為音調的高低變

化，也讓這句台詞旋律比原劇更生動表現出鼓聲傳來的變化。由聲調來看，Chun7 Chun7

屬於平直的中音，Kou2是由高轉低音，Sian還是處於高音（參考表1的台語聲調表）。相

較於原劇英文並未有急遽的聲調變化，台語譯文的音樂旋律更顯著。

同樣在第二景的地方，台語譯文似乎和原劇有相同的節奏。原劇的女巫齊念咒語的部

份，是很整齊的押韻無頭詩，每句共七音節：

ALL

The weird sisters, hand in hand, 

Posters of the sea and land,

Thus do go about, about:

Thrice to thine and thrice to mine

And thrice again, to make up nine.

Peace! the charm ś wound up.

 Enter MACBETH and BANQUO （1.3. 32-37）

英詩的押韻規則呈現三句ㄧ組（AAB, CCD）的狀況，前一、二句押的是子音（hand, 

land），四、五句押母音I韻（mine, nine）。周定邦的台語譯文是根據呂健忠的《馬克

白》中文翻譯而來。以下是呂健忠所翻譯的三女巫咒語：

司命三姊妹，手牽手，

上陸下海飛快走，

這樣來呀繞一繞；

你三圈，又我三圈，

再加三圈，九數圓滿。

停! ―― 咒禮完畢。（呂健忠 1999：89）

 

呂健忠的翻譯雖未能完全遵循英詩每句七音節的格律，但押韻規則是符合三句ㄧ

組（AAB, CCD）的情況，分別押ㄡ韻（手、走）和ㄢ韻（圈、滿）。相較下，周定邦的

譯文並不像呂健忠的工整，但是台語翻譯盡量保留詩體的韻腳。台語版的三女巫咒語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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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人命運的姐妹，我們要手牽手（Chhiu2），

上山下海，趕緊行（Kian5），

這樣轉來又轉去（Khi3），

對你轉三圈（lin），對我轉三圈（lin），

對她轉三圈（lin），三三共九圈（lin）。

別出聲，法術已經圓滿啦（a）。5（周定邦 2003: 4）

因為台語譯文寫作是以表演為前提來考慮，譯者常必須在文學與口語流暢上字字斟酌。此

段譯文不僅在音韻律動考量，給予觀眾聽覺上的享受，也儘量用字遣詞上不至於太過艱澀

難懂。一再重複使用「圈」（lin）字，似成詩文的韻腳。原英詩七音節的格律並未完全保

留，但其中「上山下海，趕緊行，這樣轉來又轉去」（Chiun7 Soan Loh Hai2 Koan2 Kin2 

Kian5, An2 Ne Seh7 Lai5 Kok Seh7 Khi3）這段皆為七音節字句。雖譯文不如原詩的格律整

齊，但從該句的台語聲調變化可看出，旋律起伏大，製造律動感。為了讓此詩的節奏與

內容更易懂，二○○七年的表演更以音樂和樂器搭配女巫吟唱。此段咒語搭配打擊樂器聲

音，如鈴鼓、三角鐵、樂鐘、鼓等，營造森林精靈出沒的神秘感。打擊樂器提供女巫強而

有力的韻律感，讓她們可以正確掌握節拍，與她們的吟唱聲相輔相成。

打擊樂器的聲音經常伴隨女巫出現，當她們在第十幕（原第四幕第一景）熬藥時，一

直反覆出現一段詞：「焢了擱煎大力紡（Pang），火燄鼎滾紅紅紅（Ang5）」（周定邦 

2003：12）。本文稍早在討論台語音變特性時，已解釋過三位神姊這段咒語的音階和旋律

變化，這裡就不再贅言。特別值得強調的是「紡」（Pang）是為了配合「紅」（Ang5）

特別選的韻腳，押韻讓詩詞更易琅琅上口，讓語言旋律成為音樂一部分。打擊音樂的使用

節奏明快，巧妙呼應女巫調皮又不按牌理出牌的個性。由於在聲音、音樂上的用心，在某

種程度上，也幫助不熟悉台語的觀眾，進入角色人物的內心世界。

馬克白夫人在聲音表現上也不遑多讓，在許多場景中，她的聲音層次明顯，也必須歸

功於台語譯文的。在第三景（原第一幕第五景），馬克白夫人呼喊精靈的幫助：

來呀！（Lai- - la）你們這些伺候殺人意念的鬼精！你們一定

要將我女性的溫柔帶走，將可怕的粗殘

從我的頭殼頂到跤底，灌乎滇滇滇（Tin 7 Tin7 Tin7）；

溶入我的血――將同情的道路

5　  此中文翻譯為作者參照周定邦《女巫奏鳴曲―馬克白詩篇》譯文，潤飾中文並在部分漢字加註羅馬拼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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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起來別讓良心爬上我的心性（Sim Seng），

移動我奸雄的意志，導致心肝頭（Sim Koan Thau）

起躊躇！各位安排殺人的神的神使，

不管你藏在誰也看不到的

所在，等著取人的性命，

請你來我婦人的心內（Sim Lai）將奶

變成膽汁！來呀！烏黔黔（O Kham5 Kham5）的暗暝，

將地獄上烏暗的煙霧做的大衣襤（lam）咧，

不要讓我的刀仔看著伊切開的傷喙，

也不要讓藍天偷看穿黑暗的毯子

叫喊「停手！停手！」（Theng Chhiu2! Theng Chhiu2!）6

馬克白夫人台詞使用數次疊字，例如將殘忍的心充滿她的身體，「灌乎滇滇滇（Tin 7 

Tin7 Tin7）」，在「烏黔黔（O Kham5 Kham5）的暗暝」，預備殺人。疊字音變現象

讓音高變化更顯著，而重複的字眼也加深戲劇效果。此段台詞也用了數次重複性的詞

彙，如「來呀！」（Lai- - la），甚至在結束前，馬克白夫人高喊兩次：「停手！停手

！」（Theng Chhiu2! Theng Chhiu2!）。依據二○○七年的演出版本，演員並非千篇一律

的背誦這些重複的詞彙，相反的，運用不同的語氣表達重複出現的字彙，無形中加深情

緒表達的層次。此外，以「心」為主的類似的詞彙一直出現，有「心性」（Sim Seng）、

「心肝頭」（Sim Koan Thau）、「心內」（Sim Lai）。演員複述這些詞的同時，也加深

觀眾印象對馬克白夫人泯滅良心的決心。對照第三景鋪陳而出的算計和野心，馬克白夫人

發瘋的場景是直接的崩潰。在第十一景（原第五幕第一景）時，馬克白夫人哀號，就算

用阿拉伯所有的香水，也無法讓她的手芳香起來。當他無助的哀叫：香水「嘛無法度讓

這（Ho7 Chit）肢手芳起來。――a! ――a! ――a!」（周定邦 2003: 14）7。很顯然，台語

譯文以「來」（Lai）為句尾，是為了之後的哀叫聲準備。因為尾音的「來」（Lai），更

易拉長音，延續馬克白夫人的哀號。

女性角色藉由聲音變化、吟唱詩歌技巧，加上肢體動作配合吟唱聲音的音階高低擺

動，增加聲音共鳴力道，使聲音更突出。相對之下，男性角色並未給予同等機會，以不同

聲音形式作演出，在聲音變化上較為單調也不突出。足見本作品以聲音豐富女性角色的用

6　  此中文翻譯為作者參照周定邦《女巫奏鳴曲―馬克白詩篇》譯文潤飾成中文，並在部份地方加註羅馬拼
音。

7　  此中文翻譯為作者參照周定邦《女巫奏鳴曲―馬克白詩篇》譯文潤飾而成。



陳怡伶　　台南人劇團台語《馬克白》：改編、翻譯與表演所彰顯之女性聲音 59

心，也與改編的女性主義觀點相得益彰，互相呼應。尤其女巫和馬克白夫人的演出，表

情、聲音、肢體的協調，塑造角色人物的性格，進而強化角色本身的戲劇張力。女巫的重

要性表現在其唸白與吟唱詩歌之際，而這樣的詮釋不論是刻意或是巧合，都呼應女性在此

劇中的影響力。 

結語

本研究旨在探索台語《馬克白》以特殊的改編、翻譯與表演方法，突顯劇中女性聲音

崛起和女性角色的重要。其重要性在於呂柏伸導演透過文本翻譯與改編，尋找一個可以讓

觀眾產生共鳴的論述角度，突破文化和語言障礙，讓觀眾從表演中對有劇本有新體驗。本

作品強化女性角色重要性，刪除陽剛的戰爭場合，以三位女巫串場，提升女性人物能見度

和影響力。也因為這樣的編導方式，此劇以女性觀點出發的角度重新詮釋《馬克白》的聲

明更加鮮明。女巫成為貫穿十三場景的主要角色，女巫頻繁出現的身影，提示她們對馬克

白及其夫人的影響力。

台語譯文展現很強的韻律感，雖然無法全然保持莎劇詩詞中原有的節奏感，但卻製造

屬於台灣語言應有的音樂旋律。但文言體的詩詞並不易懂，必需借重表演實現詩詞意境。

二○○三年的演出，善用高蹺和人影戲的戲劇技巧，表現馬克白夫人的權力慾望。同時，

二○○七年的版本，女巫聲音運用成熟，馬克白夫人與女巫共舞的片段，暗示她自甘墮

落，成為女巫一員，進而控制丈夫，獲得統治權力。人聲也成為音樂的一部分，和樂器巧

妙結合，反映劇中人物角色心境轉折做結合。女巫時而歇斯底里的笑聲，時而如鬼魅般的

吟唱，縈繞迴旋於舞台，配合演員肢體運動，或高或低，增強戲劇化的情境，也輔助角色

的情緒轉化。藉由不同變化的人聲，如唱歌、吟唱、叫囂、尖叫聲等，增加說話以外的音

域使用，讓聲音巧妙的成為輔助音樂。為了讓聲音共鳴更佳，女巫身體的律動也配合吟唱

聲音的高低而起伏。在唸白與吟唱詩歌之際，肢體表演戲劇化女性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強

化其角色在劇中的重要性。

儘管台語《馬克白》中部份的語言十分口語化，總的來說，此劇並非靠通俗的台語使

用拉近觀眾與莎士比亞的距離。畢竟，詩詞占的比例頗重，必須仰賴聲音與表演傳達深奧

的意境。兩部作品都成功運用音樂、人聲和台語文特性，開創欣賞台語音韻之美的另類可

能性。劇中吟唱台語的方式異於傳統歌仔戲或布袋戲的唱腔，並以寫實演出搭配西方空舞

台概念的背景。不管在編、導、演方面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更重要的是，這些改編最

終都與西方女性主義莎劇評論家的看法和立場相仿。可以說，此劇為台灣觀眾開創全新欣

賞台語的機會，也讓台語莎劇表演立下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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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能約束？――「豫莎劇」《約／束》的
跨文化演繹*

陳芳**

中文摘要

莎士比亞戲劇一向具有普世性的改編價值。在當代「莎戲曲」（筆者定義為

從莎劇改編的中國戲曲）的演繹光譜中，也很值得討論。當代莎士比亞研究學者

Dennis Kennedy認為，跨文化改編與演繹的重點，可能並不在於是否貼近原著，

而在於改編與演繹後的作品，究竟在立足自身文化傳統中時，展現了什麼樣的構

思和創意。基於此一理念，本文正視「莎戲曲」在中國傳統表演文化中的主體意

識與價值，以改編自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的「豫

莎劇」《約／束》作為聚焦論述的個案，申論原著無法約束改編之作。

關鍵詞： 約／束、威尼斯商人、莎戲曲、豫劇、莎士比亞、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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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Theatr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收稿日期：2011.1.6；通過日期：2011.5.20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計畫案(NSC 99-2918-I-003-001)之部分研究成果，謹

此誌謝。初稿曾宣讀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與哈佛大學合辦之「中國戲曲研究之新方向」國際研討會(“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rama＂at Stanford University & Harvard University), 2010年11月6-7, 10日。
特別感謝《戲劇學刊》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詳盡的評論意見，本文已經適度採納並予修正。部分議
題如同志論述等，則力有未逮，當俟諸來日再作補充。

**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教授



戲劇學刊64

Bonding? What Bonding? 
On Bond, a Yuju Adaptation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Chen Fang*

Abstract

The“universality＂of Shakespeare ś plays lends them to adaptation. The wide range of 

contemporary“Shake-xiqu＂(i. e., Chinese opera adapted from Shakespeare ś play) offers fertile 

ground for study. According to Dennis Kennedy, the key issue in a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s not 

whether or how it sticks by the original but rather, when positioned in its own cultural tradition, 

what ideas and creativity it show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and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er as displayed in Bond (2009), a Yuju adaptation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Keywords:　 Bond, The Merchant of Venice, Shake-xiqu, Yuju, Shakespeare, Cross-
cultura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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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戲劇，是當代世界劇壇的知名品牌。在

全球化浪潮的襲捲下，頗具有普世性的改編價值。各個不同國族、場域、時代、形式的演

繹，使莎劇經久不衰，在問世四百餘年後，仍然是戲劇市場的寵兒。這些跨文化改編的劇

作，動機與目的各不相同。或以服膺經典為主，強調貼近原著；或是一種行銷策略，徒然

「消費」了莎劇；或基於「後殖民」意識，故意抵制「他者」文化而工具化原著……。總

之，各式各樣、琳瑯滿目的莎劇演繹與改編，都蘊含著各自獨特的美學意涵。

就「莎戲曲」（指從莎劇改編的中國戲曲）1而言，一如從莎劇改編的日本能

劇（Noh，以下簡稱「莎能劇」），無法迴避能劇本身自有的表演模式與傳統；「莎戲

曲」也不能脫離戲曲的表演傳統。換言之，能劇演員必須配戴能面具，從開口、發聲到視

線位置等，都受到能面的局限；且登場人物很少，至多2―3人；穿戴「唐織」的服飾，運

用竹編的道具，「動十分心，動七分身」，來表演「序、破、急」等五段結構的故事。如

是「複式能」（即分二個場景），則後半多以幽靈登場，由追憶過去轉為表述現在（筆者

案：這也是多部「莎能劇」改本採用的形式）。其曲唱、舞蹈、念誦……，無不充滿象

徵、寫意、程式。至於「花」（指藝術美）的最高表演境界，便須是「無心的能樂」――

展現「幽玄、空無」之美（唐月梅 2006: 23-47）。同理，以歌、舞、樂為基礎，由唱、

做、念、打等「四功五法」所建構的中國戲曲，因應劇種特色亦自有一套既定的文本與演

出總譜。這種既定的制約，實即「程式化」，也正是戲曲獨特演藝美學之精髓所在。

雖然如Ryuta Minami等學者已撰文討論，如《哈姆雷》(Hamlet)2, 《李爾王》(King 

Lear)3等莎劇被轉化為能劇演出時，只能聚焦於哈姆雷(Hamlet)和娥菲麗(Ophelia)、李爾王

(Lear)和柯蒂麗亞(Cordelia)之間的互動；且二位女角均以幽靈登場，表述亡靈世界的「重

聚」（reunion）。這種佛教超度的觀點演繹，相距莎士比亞原著何止以道里計（Minami 

2009）！然而，由於各個不同文化具有各自的殊異性，所以，誠如當代莎士比亞研究學者

Dennis Kennedy所言：跨文化改編與演繹的重點，可能並不在於是否貼近原著；而在於改

編與演繹後的作品，究竟在立足自身文化傳統中時，展現了什麼樣的構思和創意。何況現

在是個「文化旅行」（traveling cultures）的時代，亞洲劇場的跨文化表演莎劇作品，可能

開展出更多的自我反射（self-reflexive）和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Kennedy 2009: 16; 

2010: 22-23）。Rustom Bharucha也主張對於文化的差異性，應該秉持更多的敬意，而不僅

1　  見陳芳：〈跨文化改編的「務頭」：以「莎戲曲」為例〉，曾將「莎戲曲」定義為「當代完整版戲
曲」，並未包括實驗劇、偶戲、廣播劇……等劇類（見陳芳2009：151，註1）

2　該劇劇名及人名中譯均據彭鏡禧譯注：《哈姆雷》。
3　  該劇劇名及人名中譯均據楊世彭譯著：《李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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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容忍，甚至考量經濟因素，以免「全球化」（global）成為對西方英語世界缺乏鑑別度

的概括接受之代名詞（Bharucha 2001: 2-3）。

本文所企圖探討的主旨：「豈能約束？」便是基於以上的理念，正視「莎戲曲」在

本身傳統表演文化中的主體意識與價值。而「豫莎劇」《約／束》（彭鏡禧、陳芳改編自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2009），4則是聚焦論述的一個個案。

「豈能約束？」，不僅是指莎劇原著意涵豐富的各種「約／束」，其實都難以約束；也包

括討論跨文化改編後的劇作，不宜動輒再以原著的文本框架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同時，

在中國戲曲「程式化」的規範下，改編後的劇作，又要如何突破傳統的約束，發揮創意，

賦予新作合宜的詮釋，以提升劇種原有的表演質量？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課題。

為了具體討論相關內容，本文擬從文化的移轉、情節的增刪、語言的對焦、程式的新

變等四個面向切入，以觀照「豫莎劇」《約／束》的跨文化演繹。5

一、文化的移轉

關於跨文化演繹的論述很多。據當代著名的法國跨文化戲劇學者Patrice Pavis在1996

年出版的《跨文化演繹讀本》（The 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Reader）所論，「文化」是

一種生活形態，也是一種明確的「變調」――明顯表現在我們的表述、情感、活動上；大

致說來，也就是在集體影響之下我們心智生活的每一層面，甚至我們生物有機體的每一個

面向。相對於自然而言，文化是人為的。文化的傳遞是經由所謂的「社會遺傳」；亦即透

過某些技巧，把構成文化的社群心靈與有機體加以「微調」，代代內化相傳。而在戲劇舞

臺上，無論劇作元素（有生命與無生命的）或演員表演，都受到文化的滲透和銘刻，並以

「視覺化」的方式呈現。「跨文化戲劇」就是指劇作內容或表演技法，從多於一種以上的

文化與傳統取材。再進一步分析，常見的跨文化戲劇又可分為六種類型：6

一是「跨文化戲劇」（Intercultural Theatre）：有意識地混合來自不同文化區域的表

演傳統，創造出一種混雜品，以致不再能分辨原先的形式。

4　 該劇曾於2009年9月11日應邀至英國莎士比亞學會(BSA)第4屆雙年會「在地／全球莎士比亞」(Local/
Global Shakespeares)國際研討會演出精華版《折辯、判決》；同年11月28日在臺北市城市舞臺正式首演完
整版，並與第四屆「臺大莎士比亞論壇」(NTU Shakespeare Forum)研討會: “Shakespeare in Culture＂合
作，推出「學者專場」；其後曾在高雄、新竹(台積心築藝術節)、河南鄭州等地公演。最近又接獲美國莎
士比亞學會(SAA)的邀請，於2011年4月7日該會第39屆年會中演出；隨即巡演於美中和美東。

5　   筆者曾提出衡量「莎戲曲」宜有五個面向，除了上述四者外，還有「劇種的特性」（陳芳 2009: 149-
171）。然因《約／束》編劇有意超越豫劇的「約束」，使文本能適用於較大範圍的板腔體戲曲，故此一
面向將附論於第一小節「文化的移轉」中。

6　 關於文化及其六種類型的論述，詳見Patrice Pavis (ed.), The 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Reader（Pavis 1996: 
3-10）。這段中譯由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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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多元文化戲劇」（Multicultural Theatre）：在澳洲或加拿大等多族或多語組成

的社會中，可以利用多種民族文化素材和語言，為雙語或多元文化的觀眾表演。

三是「文化拼貼」（Cultural Collage）：並不關心所採用的文化素材之來源、意義和

價值，只是任意引用、改編、削弱、增強、結合與混合各種要素。其中沒有人文精神，多

為不和諧的模稜兩可，也不顧這些形式或技巧在原生文化中的功能。

四是「綜合戲劇」（Syncretic Theatre）：重新詮釋異質文化的素材，結果創造了一種

新形式。

五是「後殖民戲劇」（Post-colonial Theatre）：在後殖民期，吸收原生文化的元素，

以其原有的觀點來運用這些素材，因此促進了語言、編劇技法及表演過程的混合。

六是「第四世界戲劇」（The “Theatre of the Fourth World＂）：前殖民文化（pre-

colonization cultures）的作者或導演所創作的戲劇。相對於殖民者而言，這通常是少數民

族或弱勢文化的產品。

當然，這六種類型並非全然獨立，有些戲劇也會兼跨兩種以上類型的特色。大多數

的「莎戲曲」作品，都是屬於第一種或第一種與第四種交融後的形態。「豫莎劇」《約／

束》應是屬於第一種「跨文化戲劇」的創作。而在原則上，係採取「貼近原著精義」的編

創策略；此亦即劇名之由來。7

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8中，設計了好幾層複雜的「約束」關係。就表面上的

情節而言，一是巴薩紐（Bassanio）向波黠（Portia）求愛，受到女方父親遺命以金、

銀、鉛三個匣子選婿的制約；二是猶太人夏洛（Shylock）和威尼斯商人（基督徒）安東

尼（Antonio）訂定了一磅肉契約；三是波黠因巴薩紐把定情戒指贈送「他人」而生氣，

引出戒指風波。這些紛爭，都是因為不可思議的「約束」所造成的。

試想如何能以三個匣子來決定一個女子的終身大事？其匪夷所思原不下於中國古代

的「拋繡球招親」；而借了巨債，簽下前有未見的一磅肉契約，竟然還能斬釘截鐵地說：

「這件事不必恐懼驚慌，／我的船兩個月內就會回航。」(1.3.171-172)鐵達尼號都會撞上

冰山，誰能不佩服安東尼的勇氣可嘉？又如波黠，把所有的一切，全部寄託在一個小小的

戒指上。她憑什麼相信，戒指絕對不會離開巴薩紐的手指呢？……此外，安東尼與巴薩紐

之間不合社會常規的曖昧情誼，波黠對於威尼斯權威法典的「智慧詮釋」，以及基督徒自

謂慈悲寬容的種種戒律……，其實處處都彰顯了「約／束」之難以「約束」。任何「約／

7　 「貼近原著精義」雖是《約／束》的編劇理想，但畢竟難以百分之百做到。因為「原著精義」言人人
殊，並無制式化的標準答案。在此一個案中，就編劇的理解，《威尼斯商人》之「原著精義」，乃是藉
由情節與語言所保存下來的對於各種「約／束」的探討，以及相對的曖昧、迂迴的表述，而此亦體現於
《約／束》劇本中。

8　 本文所引該劇中譯均據彭鏡禧譯注：《威尼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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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都透露出更多人生處境的弔詭與無奈。所以，在本質上，《威尼斯商人》或許應該

被視為一齣「荒謬劇」。9

當代從《威尼斯商人》改編而成的中國戲曲有好幾部，最早是1952年紅線女主演

的粵劇《一磅肉》。近二十年來，較知名者則有：廬劇《奇債情緣》（1989年，合肥

市廬劇團，張國英、胡 軍主演），和粵劇《豪門千金》（改自1983年《天之嬌女》。

2007年，廣州粵劇團，倪惠英、關棟天主演；2009年又演出純粵劇版）。由於劇種的影

響，廬劇偏重於表現載歌載舞的花腔小戲，第一場就安排江南小鎮元宵夜，窮秀才白尚

禮（Bassanio）和少數民族富家千金鮑惜霞（Portia）一見鍾情；粵劇則是京、粵結合（關

棟天即京劇老生關懷），並兼顧男腳都是「生」，女腳都是「花旦」的粵劇舊規，以及平

均「六大柱」10戲分的劇場習慣。開場也從朱西婭（Portia）與常英志（Bassanio）的郊外

騎馬相遇（《天之嬌女》），改成夏老克（Shylock）兇狠討債，與李安東（Antonio）發

生尖銳衝突。其共同的改編特色是：簡化處理人物的心理與性格，而強調凸顯劇種與行當

的表演技藝。11

《約／束》既是採用「貼近原著精義」的編創策略，當然異於廬劇或粵劇的演繹方

式。不但要儘量保留原著的曖昧與荒誕，也要凸顯「約／束，豈能約束？」這種兼具冒險

與束縛的特性。

在從「原著文化」(source culture) 移轉到「標的文化」（target culture）時，可以發現

《威尼斯商人》原是以「約／束」討論親子、朋友、夫妻的關係，也透過夏洛與安東尼的

仇恨，深究種族、宗教、經濟利益的衝突。特別是種族與宗教問題，至今猶紛擾不休。經

過上個世紀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之後，夏洛的「受害者」形象更為明

顯。由於宗教問題在傳統中國沒有那麼嚴重，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多神信仰的民族――從關

公拜到佛祖，從玉皇大帝拜到土地公……包容性真的很大。「逢廟必拜」，也可以理解成

我們民族性中虔誠謙卑的一面。故此，改編只著墨於種族歧視或偏見――這在今日高喊族

群平等的臺灣，有時不免還要區分本省人、外省人或客家人……，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議

題。12 

9　 此處所指的「荒謬劇」，並非1960年代荒謬劇場 (the Absurdism) 的定義，只是單純指出故事情節之不合
常理。

10　 腳色行當的「六柱制」，即指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幫花旦、丑生、武生。
11　 筆者近日甫於香港中文大學(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翻譯系與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東亞系合辦「翻譯與亞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ranslation and 
Asian Studies＂，2011年4月28-29日）宣讀〈新詮的譯趣：「莎戲曲」《威尼斯商人》〉一文，對於《威
尼斯商人》的粵、豫劇演繹進行了跨文化析論，可與本文互參。

12　 彭鏡禧著，項紅莉譯〈梆子莎士比亞：改編《威尼斯商人》為《約／束》〉一文，對於《約／束》所企
圖探討的族群議題，有精闢的論述（彭鏡禧 2010: 96）。同時，該劇導演呂柏伸的調度手法，也有獨特
的視角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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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在文本中不必明言，但「潛文本」的設定，卻對故事背景做了一番考據的工夫。

處於十六世紀的歐洲，猶太人備受歧視。即使是以自由繁華著稱的威尼斯亦然。當時律法

規定，猶太人只能居住於附有圍牆的舊式工廠內，或是隔離區。日落後，基督徒就要把猶

太區的大門鎖好，並負責看守。猶太人在白天外出時，都必須戴上紅色小圓帽，表明自己

猶太人的身分。律法甚至禁止猶太人擁有私產，以致很多猶太人被迫以放高利貸維生。而

這種營生方式，又激怒了基督徒，視之為違背基督教義的不義之舉（Radford: 2004）。

這種族群的問題，移轉到中國，本來應該是不難安排。因為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

加上一個最大宗的漢民族。只要把基督徒轉換成漢民族，再把猶太人改裝成任何一個少數

民族――例如匈奴或契丹――看過金庸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夢幻組合。不過，

《約／束》的音樂設計耿玉卿，身為河南的國家一級作曲家，看過劇本初稿後，就一再

諄諄告誡：絕對不要挑起種族的紛爭。這個議題，在大陸相當敏感。假如處理不慎，《約

／束》就可能被海峽對岸視為「禁戲」。最好為猶太人夏洛設定一個與中國族群無關的身

分……。

那麼，就維持「猶太人」如何？

由於標的文化是中國豫劇；豫劇，顧名思義就是河南的戲曲劇種。所以，希望故事能

發生在河南。而對中國歷史稍有認識者，都知道河南有個開封府，宋代有個著名的府尹包

青天。如能把故事背景搬到宋代的開封府，庶幾比較理想。然而，查閱相關資料後，只能

證明明代確有猶太人在開封府經商，且形成猶太社群。唐、宋時期的開封府，或許存在猶

太移民社區，但從中國官方史書和方志中，卻無法稽考其人的任何活動。13相對的，大食

人(即波斯人)來往頻仍，長居者甚眾，史傳斑斑可考。從宋太祖開寶元年（968）至宋徽

宗政和六年（1116）的148年間，大食人至少前來朝貢了46次。14中國政府對於這些外來的

「胡商」、「蕃客」，也採取較為寬容禮遇的政策。由此看來，「大食人」應是一個相當

適切的「異鄉人」符碼。

不料2009年9月，筆者應邀赴倫敦參加英國莎士比亞學會（BSA）第四屆雙年會「在

地／全球莎士比亞」(Local/Global Shakespeares)國際研討會時，居然遇到了阿拉伯的莎學

專家……。他們很好奇，為什麼要把夏洛改成大食人？何況夏洛要放高利貸，而阿拉伯人

信奉回教，是不准放高利貸的。幸好編劇把《約／束》中的夏洛改寫得十分令人同情，加

上王海玲以精湛演技征服全場，因此，來自全球29個國家，將近300位學者和倫敦本地觀

13　 詳見耿升〈西方人對中國開封猶太人的調查始末〉，「猶太網」http://www.jewcn.com/ShowArticle.
asp?ArticleID=3311。查詢日期：2011年5月15日。 

14　 詳見佚名〈河南回族歷史〉，http://huizuw.com/html/lishi/20100320/500.html。查詢日期：2011年5月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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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大多接受了這樣的設定。15至於回教徒不能放高利貸，固然其來有自，但在中國，好

像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事。根據文獻記載，宋代的大食人早已融入中國，起居坐息，都與中

國人無異。那麼，放高利貸也就不足為奇。

另外，還有一個小問題。

在原著中，安東尼向夏洛借貸的3000金幣，要如何跨文化移轉呢？金幣(ducat)，最

早是1284年在義大利鑄造的。3000金幣，據估算大約等於現在的27萬英磅（彭鏡禧 2006: 

20，註2），即約1500萬新臺幣。如果改編本要便宜行事，直接改成3000兩銀子，也未嘗

不可。不過，開庭審案時，巴公子（Bassanio）可就得搬著好幾箱的銀兩上場。這個畫

面，未免有些笨拙。如果讓巴公子拿著「銀票」出場，動作自然靈巧許多。可惜「銀票」

是清初的產物，並不適合代用。經過考證，大食人在宋代開封府的交易，可以透過「交

鈔」來進行。「交鈔」，類似一種銀票、匯票，只是當時乃用「交鈔」之名。

這些關於時代、社會、地域、身分……等之種種設想，都沒有在劇本中說明。甚至，

「交鈔」也只有在「舞臺指示」中出現。然而，清楚設定故事的文化背景脈絡，應是編劇

無可推託的責任，也是奠定跨文化演繹作品能否為觀眾接受的基礎。至於標的劇種――豫

劇，意外立足於臺灣劇壇已超過50年，歷經撫慰鄉愁、教化人心的政治、教育目的等階

段，現在早已以「回歸藝術本質」的具體實踐成果，融入臺灣的人文社會中（陳芳、嚴

立模 2003: 8-35）。所以，臺灣豫劇是說著「臺灣化」的河南腔、中州韻，交互運用豫東

調、豫西調，間或參採曲劇、墜子、道情，並以梆子擊節的「新豫劇」。雖採用詩讚系語

言（以七字句、攢十字為主）、十三道轍叶韻和板腔體音樂結構，卻不拘泥於豫劇原本的

俚俗性與二八板，自有異於河南原鄉的演藝風味。《約／束》首演固然以「臺灣豫劇」作

為載體呈現，不過，此一文本應可被大多數的板腔體劇種移植演出。16

二、情節的增刪

改編之於原著，就情節內容而言，或增或刪，或留或改，本應是見仁見智。且在當

代演出，時間已然限制在2、3小時內，戲曲又須預留唱、做、念、打的表演時間，莎劇原

著若不經壓縮改寫，恐怕不能適應當代的劇場環境。所以，討論的重點並不在於該不該改

15　 其實當初在設定「大食人」時，只是要尋找一個「歷史上遙遠的國度」、「來自外邦的異鄉人」，並不
必然落實為現今所指稱的「阿拉伯人」。這個問題，在「第四屆臺大莎士比亞論壇研討會：演出討論
場」與美國巡演的多次座談會中，都曾被提出。經過說明、討論，觀眾多持正面的回應態度。而倫敦演
出的回響，可參見Dan Venning. “Local and Global Shakespeares: Bond and Troilus and Cressida in London＂ 
(2009)；雷碧琦〈餘音繞樑．英倫迴盪：臺灣豫劇團倫敦行記〉（2009）等文。

16　 楊世彭教授即認為此一劇本可以用京劇演出（見《約／束》(2009) 楊序：〈莎戲曲《約／束》問世有
感〉）。



陳芳　　豈能約束？――「豫莎劇」《約／束》的跨文化演繹 71

動，而在於改動的部分是否合理，能否兼顧原著的多義性與思想性，乃致於創發更精妙的

情節段落。

 

圖1 眾多求婚者齊聚慕容府邸17

以《約／束》言，為因應表演時間的限制，只好刪除夏洛女兒潔西卡(Jessica)的所有

戲分，還有次要人物如丑角藍四籮（Lancelot）及其父之科諢等；並濃縮波黠對其他追求

者的嘲諷，以及選金、選銀的場景。編劇把「其他追求者」都集中在第一場〈選匣〉，故

意安置了一個窮生、一個參將、一個日本浪人和一個花寶小王爺，象徵求婚者來自四面八

方，各具不同的身分、地位與性格，以示慕容天（Portia）的「炙手可熱」。（見圖1）

圖2 巴公子與安員外之間或有曖昧情愫

節刪之餘，尚有新詮。例如為了表現安員外（Antonio）和巴公子（Bassanio）之間的

17　 感謝臺灣豫劇團提供以下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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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樣情愫」（見圖2），第二場〈借貸〉先讓安員外親口自述：「情逾手足知心伴，言

聽計從另眼看」、「見不得賢弟愁眉眼，千難萬難、自有愚兄擔」；又在「戒指風波」剛

剛平息，當巴公子追隨慕容天下場後，獨留安員外在場「黯然神傷」：

安員外：（唱）往事已矣不堪回首，

姻緣分明木成舟。

丹心一點向誰剖？

百般無奈萬事休

金石情誼化烏有，

恨不能一場大醉解千愁。（第八場〈協議〉）

為什麼安、巴之間會「金石情誼化烏有」呢？因為他們可能不僅僅是「義結金蘭」，還有

更多的「同志情誼」。然而，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就像在莎劇原作一樣，這是非常難以啟

齒的事。編劇企圖保留莎劇原有的「曖昧性」，因此，留下些許蛛絲馬跡，讓觀眾尋思。

又如在原著中，夏洛聽到「最後判決」，整個人完全洩了氣，再也沒有一絲一毫抗

爭的力量，就默默離開現場了。但編劇認為夏洛此時一定「百感交集」，故而增加了夏洛

「全盤皆輸」後的大段唱詞，以抒發心聲：

夏洛：（唱）離絕域、到中原、越過千山和萬水，

白手起家、謹小慎微。

晝夜不休心勞瘁，外地經商能靠誰？

年年繳納苛捐雜稅，人前人後把小心陪。

身為異族非同類，遭受排擠淚暗垂。

忍氣吞聲等機會，

好容易――今朝終於辨是非。

我只道十拿九穩萬事備，磨刀霍霍爐火炊。

誰知曉風雲變色成譎詭，

煮熟的鴨子啊、撲喇撲喇喇喇展翅飛。

三倍的銀兩好實惠，親手推卻悔難追。

高利放貸功虧一簣，樂極竟然也生悲。

精打細算全枉費，完美的合同與願違。

事到如今知難退，老夫唯有賠本歸。（第六場〈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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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王海玲化身夏洛，全心融入、唱做俱佳演繹這個段落時，深刻得令人動容。許多觀眾泫

然欲泣，對夏洛的處境感同身受。18

圖3 尾聲

還有〈尾聲〉（見圖3），既非戲曲常規，亦非莎劇原有，純粹是編劇的「改編心

得」：

〔伴唱〕：譜新詞、叶雅韻，

一曲《約／束》自沉吟。

人間情義有時盡，

天涯何處覓知音？

縱然律法斷公允，

何須追究苦認真？

癡情空留千古恨，

一輪明月照天心。〈尾聲〉

「人間情義有時盡，天涯何處覓知音？」，安員外的「同志情結」，終究不敵巴公子的

「敗家子傾向」；慕容天自以為找到了心心相印的白馬王子，不料這個「王子」騎的卻

是一匹「花花馬」。而人世間的公平，難道真能指望律法嗎？若要認真追究「律法的公

18　 筆者在臺北、倫敦、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等演出現場，不只一次遇到觀眾
(尤其是華僑和留學生)激動地表示：對於夏洛的「異鄉人」處境有深刻的認同感。另在Scranton Cultural 
Center演出時(2011年4月15日19:30)，坐在臺灣豫劇團韋國泰總監旁邊的日式餐館老闆娘Ms. Wendy 
Chang，看到這一段，當場便流下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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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可能到頭來也是得不償失。癡情遺恨，自古皆然。不如學學佛家（例如禪宗），以

「無相、無念、無住」處世，圓融觀照世間萬物吧。

三、語言的對焦

眾所周知，莎士比亞戲劇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其語言魅力，可謂銳不可當。編

劇也嘗試把這種400多年前「筆力萬鈞」的語言，轉化為戲曲語言，最後在演出時，以豫

劇語言來呈現。

例如在原著中巴薩紐選匣一景，當他對著匣子自言自語時，歌聲揚起。這首歌的

前三行是: “Tell me where is fancy bred, / Or in the heart, or in the head? / How begot, how 

nourishéd＂ (3.2.63-65)。19有研究指出，這三行行尾的bred, head, -shéd 正好跟lead（鉛）

叶韻，故波黠有可能藉此暗示應選鉛匣（見彭鏡禧譯本注）。《約／束》便於第三場〈定

情〉中，安排慕容天贈詩：「真心問取向花箋，千里姻緣一線牽；有意當然成好事，天長

地久自纏綿。」刻意選用「箋」、「牽」、「綿」等一先韻的韻字，以便保留與「鉛」字

叶韻的涵義。

又如原著「戒指風波」一景，運用了許多性暗示。波黠故作大方道：「……凡我所

有的，我都不會拒絕他，／對，包括我的身體，和我丈夫的牀。／我當然要見識見識他，

這是一定的。……」瓜添諾（Gratiano）也對尼麗莎（Nerissa）回嘴：「……可別讓我捉

到小書記，／否則，我就折斷他的那隻筆。」（5.1.226-228;  235-236）。「我當然要見識

見識他」的原文是 “Know him I shall＂，“know＂有「發生性關係」的隱喻；而「筆」

的原文“pen＂也隱含了“penis＂（陰莖）之意。因此，《約／束》在〈協議〉一場中，

為慕容天譜寫的唱詞是：「定情玉戒非罕見，夫君盟誓若等閒。生死相隨到永遠，句句是

你親口言。……果然是夫妻之間情緣散，我又何必在乎――那一圈！」「那一圈」是雙關

語，目的也是為了諧擬莎劇的曲筆。

原著另有一些長篇大論，言之者固然振振有辭，但這些卻不是戲曲語言。所以，只好

採取「存其神而遺其形」的方法，即取其精義改寫成曲詞，以見該角色當下的思想意蘊。

如夏洛在法庭上回覆公爵 (The Duke of Venice) 他堅持索賠的理由時，在長達28行的臺詞

中，用了不少比喻：「……只說是我高興嘛。這算回答了吧？／要是我的屋裡不幸有一隻

老鼠，／我高興花上一萬塊金幣把牠／除掉又如何？這答案，您滿意嗎？／有人不喜歡

張著大嘴的烤豬；／有人見了貓就會抓狂；／還有人聽到風笛嗚咽的聲音／就忍不住要小

19　 本文所據The Merchant of Venice原文是M. M. Mahood. ed., The New Cambridge Shakespeare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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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我也同樣沒有理由，也不願說，……」(4.1.35-62)《約／束》就在第五場〈折辯〉

中，安置夏洛的唱段如下：

夏洛：（唱）芝蘭芬芳雖可慕，

海畔自有逐臭夫。

有人喜歡臭豆腐，

有人厭惡烤乳豬。

有人欣賞俏鸚鵡，

有人寧願養鷓鴣。

有人偏好藍配綠，

有人只要紅帶橘。

理不清呀千萬縷，

是非緣由人人殊。

（白） 您若要打破砂鍋問到底，我也沒啥好理由，只能說我對他怨

恨難解，厭惡難消――

（接唱）他是我的眼中釘、肉中刺，

他死有餘辜！（第五場〈折辯〉）

雖然沒有「貓」和「老鼠」，也沒有「風笛」，但「人人各有所好，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意旨，卻是與原著一致的。

另如波黠論述慈悲的著名臺詞：「慈悲之心並非出於強迫。／它像柔和的雨自天而

降，／落到下界，有雙重的福份：／既造福施者，也造福受者。／……」(4.1.177-198)，原

文為無韻體詩（blank verse），現改寫為人辰轍的曲唱，透過慕容天之口，娓娓道來（見圖

4）：

慕容天：（唱）大慈大悲天下本，

猶如雨露降凡塵。

善有善報古明訓，

典冊記載言諄諄。

柳毅傳書成合 ，

漂母一飯值千金。

一念之間懷側隱，

結草銜環報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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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容大度留分寸，

得饒人處且饒人。

即便訴求要公允，

法理人情宜酌斟。

顧全仁義盡本分，

勸君三思存哀矜。（第五場〈折辯〉）

莎劇原著當然不會運用「柳毅傳書」、「一飯千金」、「結草銜環」等中國典故，但唱段

內容應能對應原文的精義，即惟有搭配慈悲的公義，才是真正的公義。而擁有世間權勢

者，尤其要戒慎恐懼，心存悲憫。

如此設計，或可讓莎劇在多重語言譯轉下，超越層層約束，以最自然的「豫莎劇」面

目呈現。

圖4 慕容天在公堂上演述「慈悲」的真諦

四、程式的新變

「戲曲程式」是創造戲曲形象表現力很強的一種特殊形式。在中國傳統戲曲的歷史發

展中，一方面繼承了唐宋大曲和民間歌舞的表演傳統，另一方面又取法於參軍戲和《踏謠

娘》等摹擬各種人物類型和生活形態的方式，再吸收武術、雜技等表演技巧，終於形成具

備獨特風格的中國戲曲程式。如果沒有這些戲曲程式，就無法構成戲曲的演出總譜，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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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安排戲曲舞臺的「場景」，更無從塑造戲曲舞臺上的人物形象，表現人物的思想感情。

所以，搬演中國傳統戲曲時，戲曲程式之重要性是不須贅言的。筆者曾撰作〈論「戲曲

程式」〉一文（陳芳 2002），說明中國戲曲劇場原是程式性劇場，戲曲演員之唱、念、

做、打、扮、樂及舞臺美術等，無一不含「程式化」之藝術規律。舉凡劇本形式、腳色表

演、音樂唱腔、化妝服飾、道具布景等各方面帶有規範性的表現形式，都可以說是戲曲程

式之體現範疇。這些戲曲程式秉持著凝鍊與簡化、象徵與誇飾、虛擬與示現、寫意與想像

等創造原則，整體統攝著演出的進行。從莎劇改編成戲曲，絕不可能迴避「程式性」的核

心思考。不過，「程式」並非陳陳相因、一成不變的。事實上，為了詮釋思想意涵豐富、

人物性格複雜、故事情節曲折的莎劇，「莎戲曲」所運用的各種程式，或多或少都要經過

轉化與創新。

從豫劇表演傳統來檢視《約／束》，可以看到許多「豈能約束？」的構設程式。儘管

突破了傳統的表演框架，《約／束》的語言與腔調，仍保持著豫劇的基本矩矱。因此，毋

庸置疑，這是一齣豫劇。而「臺灣化」20與新編唱腔，又標識著另一種「創格」的意義。

在劇本編創上，如以〈序曲〉的4句伴唱：「世事荒謬說不盡，嚴父遺命定終身。侯

門千金待嫁聘，擇婿由天不由人」，來點明原著中的第一個「約束」。這種形式，既非元

雜劇的「楔子」，亦非明清傳奇的「副末開場」，更非一般板腔體戲曲劇本慣有的開場，

反而是當代新編戲曲在整體演出考量下，所作的一種嘗試。而〈尾聲〉的8句伴唱（請詳

本文第二節），雖於形式上與〈序曲〉互相呼應，也不是戲曲劇本必然的規格，純然是編

劇的自由心證。第一場〈選匣〉的4個求婚者，援用傳統戲曲的「自報家門」；其他主角

則利用情節唱白來表明各自的身家履歷，不再「自報家門」。夏洛一上場，就安排他與安

員外的緊張對峙，製造戲劇衝突的張力；慕容天的初次登場，卻是「撫琴而歌」。一曲

「悶無端、情難已，鴛鴦繡罷漫尋思。……」引出「鳳兮鳳兮何所適，愁上加愁費猜疑。

浮生如萍寄，但傷知音稀！」的惆悵情懷。因應不同的心境和場景，人物的上場或下場，

自然也不拘一格。當代對於戲曲劇本結構的程式制約，或許只能體現在曲牌系（長短句）

或詩讚系（上下對句），以及韻轍的要求上。

在行當演藝上，戲曲的傳統表演，一向是先進入「腳色行當」，再詮釋「劇中人

物」。每個戲曲演員都有自己的本工行當，因而演出人物難免「類型化」。就算為了表

現如莎劇中複雜多變的人物心理與性格，必須「跨行當」演繹，作為本工行當的訓練根

柢，還是會主導演員對於人物的揣摩，甚至滲透於其表演中。如《約／束》中飾夏洛的王

海玲，8歲開始學唱豫劇，主攻花旦，兼學武旦。前者注重扇子功、手帕功，身姿靈活輕

巧，道白明快清脆，唱腔多使「花腔」，臺步常用「花梆」，以顯現嫵媚妍麗、嬌憨灑脫

20　 所謂「臺灣化」，是指戲劇作品運用臺灣元素以彰顯臺灣特色，包括劇本語言、思想與表演風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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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姿；後者以身手矯健俐落取勝，必須勤練各式翻、撲、跌、旋的工夫。後來，挑梁

《花木蘭》，要穿厚底靴、紮靠、走邊，唱、念、做、打兼備，講究把子功、翎子功，又

是刀馬旦的路子。1971年，乾旦周清華開始一字一句、一招一式「手把手」教導王海玲學

習青衣（正旦），《王魁負桂英》就是這個階段的代表作。此後，王海玲還兼演青衣老

旦21、帥旦22、彩旦、小生……，可謂「生旦兩門抱」，是名副其實的臺灣豫劇皇后（陳

芳、嚴立模 2003: 239-244）。這次王海玲以57歲「高齡」，竟然「跨行當」挑戰夏洛，

以老生打底，融入淨腳、丑腳的元素，並研發耍弄新道具――算盤――在舞臺上成功塑造

了一個具有複雜人性、心理轉折豐富的夏洛。23（見圖5、6）而這個夏洛，是至今唯一一

個在戲曲表演中由女性來扮飾的；在全球所有的《威尼斯商人》劇場演繹中，也是罕見的

異數。其唱白不免帶有「雌音」，為夏洛增添了另一種特殊的風采與魅力。又如飾演慕容

天的蕭揚玲，亦須綜合青衣、花旦、小生，方足以詮釋人物游移多變的思想情感。

  

圖5、6 夏洛創新的表演程式

21　 在豫劇中指看似老旦，實由青衣應工者，如《楊金花》中的佘太君、《對花槍》中的姜桂枝。
22　 此為豫劇旦腳獨創的行當，紮靠配旗，又有大段唱功。表演上融青衣、刀馬旦、武生為一體；唱腔上既

保持青衣柔、潤、顛、穩的唱法，又吸收武生等男腔樸、直、昂、壯的特色。如《平遼東》之穆桂英，
頗有「武戲文唱」的味道。

23　 「跨行當」說來容易，其實很難。筆者想引錄王海玲現身說法的一段文字來說明：「摸索『夏洛』的
過程，對我們這種從小受傳統演員養成訓練的人來說，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在傳統戲曲裡，行當分
明，程式化的規範是無法逾越的。我們從『老生』去構想，覺得無法表現夏洛壓抑的憤怒不平，於是又
給這個角色加了『花臉』的元素進來，但還不夠！夏洛在劇中得意洋洋的一面，還需要『丑角』來潤澤
他。……其中我覺得最難的，大概就是『唱』了。『老生┼花臉┼丑角』的唱以及笑都很磨嗓子，這對
我原本旦角行的聲音來說，其實是一種損耗。……」見王海玲〈我的跨行當挑戰〉，收錄於《約／束》
演出節目書（2009）。　



陳芳　　豈能約束？――「豫莎劇」《約／束》的跨文化演繹 79

在音樂唱腔上，《約／束》的編腔耿玉卿的創作理念是：1) 堅持豫劇說河南話，唱

梆子腔，以中州韻和四聲為準；2) 唱腔應該韻味濃重，特色突出，不能「中性化」，缺

乏個性；3) 慕容天和夏洛的音樂形象要典型化，為其設計特定音型；4) 必要時，可以吸

收河南姊妹劇種的音樂元素，如曲劇、道情等；5) 伴唱誇張些，更歌唱化，以區別於劇

中人物的唱腔；6) 組織一個編制較全的小型民樂隊，配器要求簡練而有效果，讓作品具

有更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耿玉卿 2009）。其中諸如主要劇中人物宜有特定音型、唱腔

要有個性、伴唱歌唱化、組織民樂隊……等，都是當代新編戲曲音樂異於傳統的觀念突

破，且於「樣板戲」中已大量實踐。耿玉卿的靈活調度與立體塑造，使《約／束》的音樂

相當優美動聽，充滿曲唱的張力。

至於人物造形，《約／束》的服飾設計並未採用傳統衣箱，亦未依照劇本「潛文

本」的（宋代）設定，乃以質樸米白色（漢代、三國風格）為基調，再融入泰絲（自然光

澤、特殊織紋）與棉麻織品。慕容天是繞襟深衣、曲裾深衣、螺旋輪廓線條的設計；夏洛

則是混合西亞早期之波斯與亞述、苗族紋飾、印度手工刺繡等，以展示異域情調（林恆

正 2009）。舞美背景則以典雅簡約的風格為主。「一桌二椅」的傳統寫意精神，在〈折

辯〉、〈判決〉二場（即著名的「法庭」戲）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僅僅憑藉四把古典高背

座椅，就建構了大堂審案的場景。這種布置，顯然不是傳統的衙門大堂。少了「三堂會

審」莊嚴肅穆的氛圍，「法庭」戲反而具有更多思考人性的空間。另於慕容府中設計清幽

竹林、第二場〈借貸〉頗具現代感的江邊帆船……，均展現極簡風格的奇巧變化。

是知程式於《約／束》中所呈現的新變，從劇本結構、語言對焦、表演技藝、人物

造形，乃至唱腔配樂、舞美設計……等，幾乎無所不在。不論是執意拘泥於傳統的戲曲程

式，或是完全拋棄程式的約束，可能都不是面對跨文化演繹時正確的態度。也許，允執厥

中，審慎思考，兼顧傳統功底與創新技法，才是最好的因應之道。

結語

「豫莎劇」《約／束》，是莎士比亞在臺灣所簽訂的第一個豫劇合同。製作群懷抱

著非常認真的心情，來從事這個創作。即使編創策略是遵循「貼近原著精義」的原則，儘

量注意語言的對焦，然而「標的文化」（target culture）種種約定俗成的制約（包括政治

因素的干擾），一定會影響劇本的背景構設。且中國戲曲之品類紛繁，必須嚴守語言與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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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的界義，才能凸顯劇種的特性。24又因受限於當代的戲曲審美習慣，調整情節內容，亦

屬必然。節刪之外，另作新詮，以彰顯更多的「自我反映」（self-reflexive）和「自我意

識」（self-conscious）。於是，《威尼斯商人》也超越了「原著文化」（source culture）

的囿限，在《約／束》中展示了更多「人類的共性」。而《約／束》所演示之各種戲曲程

式的新變，應該更能說明跨文化演繹具有「豈能約束」的本質。

有幾位觀賞過《約／束》的學者，接受臺灣公共電視臺或聯合報採訪時，紛紛發表

了自己的觀後感言，例如：「（這是一齣）趣味性很高的通俗劇，大大幫莎士比亞加了

分」；「這好像『反向的東方主義』（reverse Orientalism）……融合了精緻的莎士比亞學

術性與戲曲傳統」；「這齣戲很有伊麗莎白時期劇場的味道」；「河南梆子在臺灣找到了

安身立命的藝術位置……讓豫劇在臺灣不再『約束』」……。25仔細分析這些評論，就會

發現其所印證的事實：《約／束》已然脫離原鄉河南梆子的框限，成為建構「臺灣豫劇」

實質內容的一部分。而運用寫意化、程式性的戲曲傳統表演方式，正好可以呼應伊麗莎白

時期劇場的風格。「反向的東方主義」，意謂「去西化」（de-Westernization）的演繹手

段，則指出這齣「豫莎劇」所含蘊的戲曲主體意識與價值。26

綜上可知，雖然「服膺經典」也不可能完全忠於原著，但本諸取精用宏的態度，當

代戲曲的演繹光譜，必能因此增加幅度與色澤；而多采多姿的戲曲樣式，也必能提供莎劇

另類的回饋，延續其舞臺生命。這種雙贏的局面，應是莎劇跨文化改編為戲曲最重要的意

義。

24　 以腔調作為劇種的分類基準，中國戲曲劇種由真人演出者，約有300多種（未計偶戲、影戲等）。實際數
字依田調普查時間前後跨越30年，且執筆者的認知觀點與畫分標準不一而略有差異，分別是360、317、
373、335種（中國戲曲曲藝辭典編委會 1981: 〈劇種〉條；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委會 1983:〈中國戲曲劇種
表〉；李漢飛 1987；余從 1988:〈劇種一覽〉）。

25　 以上所引發言者，依序為愛爾蘭都柏林三一學院戲劇系貝克特講座教授Dennis Kennedy、日本東京經濟
大學文化研究學系教授本橋哲也、義大利費拉拉大學英文系教授Mariangela Tempera、臺灣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系主任徐亞湘。參見《約／束》DVD（2010），封底引言。　

26　 任何作品經過劇場跨文化改編或挪用，勢必受到改編者、導演及演員個人政治、道德信念的影響。而
原作者所創造的作品旨趣，也不可能被完全拋棄。原著與改編本之間，因此自然形成一種「互文的關
係」（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Sanders 2006: 2-3）。本橋哲也教授所謂的「反向的東方主義」，應該
就是指《約∕束》以豫劇詮釋莎劇，納莎劇於豫劇，充分發揮其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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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約／束》創作團隊一覽

演出劇團 臺灣豫劇團

首演時／地 2009年11月28日19:30／臺灣臺北市城市舞臺

編劇 彭鏡禧、陳芳

導演 呂柏伸

主演 王海玲(飾夏洛)
蕭揚玲(飾慕容天)
朱海珊(飾安員外)
劉建華(飾巴無忌)

編腔作曲
配器

耿玉卿
張廷營

服裝設計 林恆正

燈光設計 Jack

舞臺設計 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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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借《威尼斯商人》：試論《約∕束》的
改編策略與所引發的問題*

林 南**

中文摘要

改編自莎士比亞喜劇《威尼斯商人》的新編豫劇《約／束》，與其說是一

「貼近原著精義」的改編，毋寧說是一跨文化的「挪借」，要來得恰切些。《約

／束》的改編，在理論與實踐上有其根本的落差與扞格之處：一方面，改編者標

榜「貼近原著精義」的改編策略，使讀者與觀眾期待看到很接近莎翁名劇《威尼

斯商人》的文本與演出；另方面，在實踐上，卻又不顧原劇裡角色塑造與主、副

線情節細密交織的特點，大幅度刪削，不僅刪除了婕西卡與羅倫佐的私奔，以及

藍司羅逗弄老父與背離夏洛克的副線情節，更簡化了波霞（《約／束》裡的慕容

天）的角色。此外，又無視於與原劇密不可分的宗教與族群差異，將場景由前現

代時期的義大利改換到古中原，把夏洛克重新設定為放高利貸的大食人。透過對

《約／束》兩位編劇自陳的改編理念與論述的引述與探討，連同對《約／束》與

《威尼斯商人》文本及文化脈絡的比較與研究，本論文將對以上的論述有仔細的

論證、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 《威尼斯商人》、《約／束》、角色塑造、跨文化改編、挪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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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ing The Merchant of Venice:
On the Adapting Strategy of Bond and Its Problems

Alan Ying-Nan Lin*

Abstract

Adapted from The Merchant of Venice, the script of Taiwan Bangzi Company ś Bond, 

claiming to“press close to the essence of the original＂was, upon examination, more a cross-

cultural appropriation of Shakespeare ś play than an adaptation as claimed. It was so because, 

while the adapters put forth such a claim as their adapting strategy, in practice, they chose to 

omit the subplot of Jessica and Lorenzo, along with that of Lancelot and his father Gobbo. 

Even Portia became less sophisticated. They ignored, too, the religious and racial differences 

as they transposed the play ś setting from early modern Italy to Sung Dynasty China, and 

converted Shylock in the original into an ancient Muslim. The omission and alteration, in 

turn, affect especially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Xia Luo (Shylock) in the adaptation. Such self-

corroding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re hard to be reconciled; and they fully 

demonstrate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was a de facto appropriation that justifies the present 

study.

Keyword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Bond, characterization,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ppropria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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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家所操控的不僅是情節和角色。他們創造出實際存在的環境，以及精

神上的特殊情境，然後把故事定位於可信賴的體系之中。

—Nick Tramontane1

跨文化戲劇文本的改編，究竟可享有多大的自由？在尋求將原語文化（SL culture）

的文本轉換成譯語文化（TL culture）文本的轉換過程中，又可能面臨甚麼樣的問題與挑

戰？

2009年11月，臺灣豫劇團推出由彭鏡禧與陳芳兩位教授改編自莎翁名劇《威尼斯商

人》的新編豫劇《約／束》。陳芳在演出節目單上，開宗明義，標舉「貼近原著精義」的

「改編策略」。她寫道：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戲劇，是當代世界劇壇的知

名品牌。在全球化浪潮的襲捲下，頗具有普世性的改編價值。各個不同國

族、場域、時代、形式的演繹，使莎劇經久不衰，在問世四百餘年後，仍

然是戲劇市場的寵兒。這些跨文化改編的劇作，動機與目的各不相同。或

以服膺經典為主，強調貼近原著；或是一種行銷策略，徒然「消費」了莎

劇；或基於「後殖民」意識，故意抵制「他者」文化而工具化原著……。

總之，各式各樣、琳瑯滿目的莎劇演藝與改編，都蘊含著各自獨特的美

學意涵。這次從《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移轉到「豫莎

劇」《約／束》，原則上即是採取「貼近原著精義」的改編策略；而這也

就是劇名「約／束」的由來。（陳芳2009b﹕8）

從演出前廣為流通散發的文宣小海報以及臺灣豫劇隊的官網上，也都得見製作團隊挖

空心思所設計的文宣訴求：除了主打王海玲領銜主演之外，參與編、導、製作的團隊陣容

也都是一時之選。對仗工整的文案，更是醒目宣傳著此一改編的情節訴求，謂：

選匣招婿 是女兒幸福的 約／束

割肉契約 是商人無情的 約／束

戒指風波 是夫妻忠貞的 約／束

東方豫劇吹起的莎士比亞風，是你我之間，一場不見不散的 約／束2

1　  轉引自Neill D. Hicks著，廖澺蒼譯，《影視編劇基礎》，頁59。
2　  摘錄自2009年11月28日《約／束》演出前所印行的宣傳小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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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案並且強調：此一「改編自莎士比亞名劇《威尼斯商人》」的「豫莎劇」是「繼《杜

蘭朵公主》後，又一跨文化戲劇精品」3。

以經典名劇進行改編演出，優點顯而易見：不僅在於經典名劇具有一定程度的票房號

召力與集客效應，更在於原作具有經得起時代考驗的高度戲劇性足資假借，可以省去創作

過程中不少的摸索與醞釀歷程。經典名劇改編，相對於新編劇作的編寫，其所假借或依傍

的戲劇文本（play text）已經存在，戲劇性泰半也有一定的水平，整體說來有其相對的可

靠性，因此也比較能夠提供一種安全感，使參與劇組的成員乃至前往看戲的觀眾比較有信

心、比較有恃無恐。不過，由於可能運用的改編手法不一而足，甚至可說是五花八門且各

有千秋，前述這些看似顯而易見的優點，也可能只是表像，實際情形則仍有待學界的仔細

檢驗及探討。

以《約／束》對莎翁名劇《威尼斯商人》一劇的改編來說，與其說此一改編，一如

改編者所主張的，是一個「貼近原著精義」的改編，毋寧說它其實是一個跨文化的「挪

借」（appropriation），要來得恰切一些。

本論文除了此前言之外，底下一共分四小節。前三節分別針對此改編實踐的三大問

題，逐一提出來研究探討，之後，再帶向本文最後一節的結論。

一、遭嚴重弱化與簡化的夏洛角色

首先，不少熟悉《威尼斯商人》劇情的觀眾，在看完《約／束》之後很可能會注意

到，由於大量的刪削、簡化，以致《威》劇原本具有的交互映襯的情節，以及繁複多面的

角色，在以刪削作為主導性改編思維的運作下，不僅原本的劇情只剩下了一個梗概，各個

角色的角色塑造更是遭到波及。

其中，又以改編自夏洛克（Shylock）的夏洛首當其衝。夏洛克在改編／改變成了夏

洛之後，除了宗教、族裔身份為之丕變之外4，無論其角色塑造、角色動機或心理轉折，

都連帶受到嚴重的弱化與簡化。其它像改編自安東紐（Antonio）的安員外，以及改編自

波霞（Portia）的慕容天等角色，也都多少受到了此一刪削決定的影響而有顯著的簡化與

改變。

演出過後，彭鏡禧談到當初改編經過時曾經表示，他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

是「要刪掉多少原作？」第二個，則是「要刪掉哪個情節、哪個角色？」依他的看

法，《威》劇最突顯的主題就是「約／束」（“bond and its bondage＂），而劇中的

3　  同上。
4　  詳見下一節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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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約／束」（the bonds）分別是﹕（一）選匣擇婿(“The choosing of husband by 

caskets＂)，（二）一磅肉之約（“The bond of a pound of human flesh＂），與（三）戒指

之約（“The ring as bond＂）5。在如此思考之下，他決定刪除包括婕西卡（Jessica）與羅

倫佐（Lorenzo）的角色以及私奔的劇情，還有藍司羅（Lancelot）和他父親的角色以及相

關的劇情。

可是，如此一來，卻把攸關全劇的好些關鍵細節與角色一併給刪除了。如此一刪，

表面上，看似刪繁就簡，斷然刪去了若干看似無關痛癢的角色和劇情，使劇情變得簡單明

瞭，但實際上，不僅夏洛克一角本來的猶太人身份給置換（displaced／replaced）了，也

刪去了跟婕西卡與羅倫佐，藍司羅與高寶（Gobbo）的相關劇情。如此一來，不免就衍生

出許多問題。

跨文化戲曲改編演出莎劇，唱作唸打均需要時間。以《約／束》來說，雖無開打的

戲，演出時，唱曲仍頗費時。進行改編時，兩位改編者似乎認定《威尼斯商人》的部分

「次要」情節與角色，其存在與否，對「主要」劇情的開展與角色的塑造毫不相干，遂把

相對來說比較次要――可是其實很關鍵――的角色與細節給刪除了。殊不知，這卻是此一

改編的一大問題。

舉例來說，王海玲所飾演的夏洛一角，即在此一刪削原則運作下，遭到嚴重弱化，失

去了在原作裡夏洛克一角原本所具有的說服力。這情形，令我想起學者Frederick W. Kil-

bourne對一個1701年《威》劇改編演出裡的夏洛克所作的描述：「夏洛克從頭到尾都遭到

貶損，成了一個非常粗鄙、愛錢的猶太人，和莎士比亞的那個悲劇性角色形成強烈的對

比。」（Kilbourne 1906: 72）――只是，在《約／束》這個改編裡的夏洛，甚至不是猶太

人，而是大食人！筆者看王海玲的戲二十多年，王海玲作為一個資深的豫劇名伶，勇於嘗

試新角色，令人佩服，但再卓越的演技，實際上也改變不了劇本角色設定與塑造上所帶來

的侷限。

在《威尼斯商人》的劇情裡，猶太人夏洛克的女兒婕西卡，因為愛上了基督徒羅倫

佐，決定瞞騙老爸與羅倫佐私奔，並且改信基督教。這樣的角色和情節，莎士比亞很可能

受到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名劇《馬爾他的猶太人》（The Jew of Malta）的啟發或

影響（Bevington 1997: 10）。在《馬爾他的猶太人》一劇裡，猶太人巴拉巴（Barabas）

一樣有個女兒以及不少的金幣。6不過，馬羅的猶太人名劇完成在先，劇中的巴拉巴是個

5　  此為2009年11月28日臺大莎士比亞論壇中的專題演講內容。同樣的見解，亦見於之後以中文發表的〈豫
莎劇《約／束》――戲曲與莎士比亞之間的約與束〉一文（彭鏡禧 2009）。

6　  很有意思的自然是，「莎士比亞」（林 南 1995： 114-37）經常從別人的文本裡取得編劇的靈感、角
色、情境，甚至字句，但他未必就亦步亦趨，反倒是常常會超越其所取材的文本，別具一格。在《馬爾
他的猶太人》裡，猶太人巴拉巴的女兒艾比蓋（Abigail）把一袋袋的金子交回給她老爸（第2幕第2景第
46-54行，見Bevington 1997: 46），但是《威尼斯商人》裡的婕西卡，則是把老爸的財寶帶離她口中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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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令人難以置信的角色（Harrison 1974: 58）；相對說來，《威尼斯商人》裡的猶太

人夏洛克，卻「更進一步的發掘繁複的人性」（梁實秋 1985：352），更有說服力。

在原劇的情節設計下，夏洛克不僅遭到女兒的背離，連家僕藍司羅也認為他「簡直是

魔鬼」（“a kind of devil＂――第2幕第2景第19行），在逗弄他盲眼老爹一番之後，即告

訴他老爹他要落跑，說：「我的主人是個道地的猶太人」（第2幕第2景第93行），幫他作

事都餓肚子――藍司羅於是決定要去侍候巴塞紐（Bassanio）：「如果我再侍候這個猶太

人下去，我就是個猶太人」（第2幕第2景第99-100行）7。

因此，我們可以清楚看得到，如果連同波霞與其亡父的關係也納入考慮，原劇裡一共

有三組不同形態的父、子（女）關係；而且，在三組關係中，子女都想方設法，或逗弄、

欺誑8，或伺機取巧9，來回應父親的心願／意志／遺囑（father ś“will＂）。而這三個父

親角色，一個已死了，管不着；一個快瞎了，看不到；即使沒死也沒瞎的夏洛克，也還是

被女兒給矇騙了！俗謂「無巧不成書」，這還真的應了家僕藍司羅逗弄他老爸時，看似胡

謅，但就整個劇本看來很可能暗藏玄機的幾句對白：

如果您眼睛好好的，也許就不

認識我。只有聰明的爸爸才會認識自己的孩子。

嗯，老先生，讓我來告訴您，您那兒子的消息。

請您祝福我吧。真相就要露出來﹔殺人的事藏

不久，人子卻能藏很久，真相終究會露白。

（第2幕第2景第65-69行﹔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丑角藍司羅雖然無法躋身莎劇三大「聰明的傻子」（wise fools）10，不過，如果讀者與觀

眾知道莎劇中的丑角和傻子常是說真話的角色（truth-speakers），對於藍司羅此處乍聽起

來有點不知所云，但對全劇劇情而言，卻頗有先見之明的臺詞，也就較能心領神會。

女兒的意志和父親的相左，即使在《威》劇之前，莎翁所創作的喜劇中也屢見不鮮。

《馴悍記》裡的凱塞琳娜（Katherina）、《仲夏夜之夢》裡的赫米亞（Hermia），都是著

喻為「地獄」（hell）的家（第2幕第3景第2行）。The Merchant of Venice早先印行的版本有第一四開本
(Q1)、第二四開本(Q2)及第一對開本(F1)。其中，Q1並沒分幕分景，F1則有分幕；三個版本的文本亦互有
出入(Greenblatt 2008: 1119; Weingust 2006: 71)。此處，為了便於討論，所引用的The Merchant of Venice的
英文文本，均引用自The Norton Shakespeare (Greenblatt 2008: 1121-1175)，中文譯文則為筆者自譯。

7　  此處摘引的藍司羅對他老爹所說的這句話，完整的兩行原文是：“O rare fortune! Here comes the man. To 
him, father, for I am / a Jew if I serve the Jew any longer.＂（第2幕第2景第99-100行）

8　  如第2幕第2景裡的藍司羅，與緊接下來第2幕第3景裡的婕西卡。
9　  如第3幕第2景第63-72行，波霞藉由唱曲歌詞的韻腳對巴塞紐提供暗示。
10　  一般指的是試金石（Touchstone）、費斯提（Feste）以及傻子（the F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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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例子。在《威》劇裡，這更是莎翁著墨的一個重點。所以，讀者在劇中，不只是得

見波霞運用巧思與手段（張靜二 2000：115-19；林 南 2004：34-35），以爭取自己的最

愛，更看得到婕西卡為了所愛，不惜瞞騙夏洛克，席捲財寶，與情人私奔遠走。

婕西卡私奔的故事，原見諸1470年左右義大利詩人馬蘇喬（Masuccio Salernitano, 

1410–1475）所寫的故事集（Il Novellino）；而「選匣擇婿」的故事，本來則是源自1577

年由羅濱森（Richard Robinson）編譯的13世紀拉丁文小說《羅馬人的故事》（Gesta 

Romanorum）（Biswas 1971: 54；梁實秋 1983：106）。可是，有意思的是，這兩個原本

不相干的故事，在《威》劇裡，經過莎翁的妙手改造之後，卻產生了新的意義和聯結。

例如，婕西卡和波霞這兩個女兒角色，都有一個富爸爸，也都有一個愛財的基督徒追求

者11；而且，婕西卡對她老爸夏洛克的欺瞞（第2幕第3景第15-18行），和主情節裡波霞對

她先父「選匣擇婿」遺命的操弄（第3幕第2景第1-2, 43, 63-72行），也有某種相互呼應的

趣味。尤有進者，不論主情節、副情節，均提到、也都運用到「匣子」作為關鍵道具（第

2幕第1景第23行，第2幕第6景第33行）。12這兩個女兒角色也都為了所愛，將得自其父，

為數可觀的家財，連同自己，全都託付給了所愛的基督徒對象（第2幕第3景第18-20行，

第3幕第2景第170-171行）。另外，為了到外地，波霞與婕西卡這兩個女性角色也都有改

換男裝的情形。凡此種種，更增添角色與角色之間，以及主情節與副情節之間，彼此相互

應和的聯結與聯想。

在原劇裡，從波霞在第1幕第2景初次登場與聶莉莎（Nerrisa）的對白，即已顯示她是

個頗有主見又慮週行果的角色，作起事來劍及履及。第3幕第4景，她決計易性扮裝，從貝

爾蒙前去威尼斯法庭營救安東紐，更顯示她不是可以輕易接受範限的角色。

有意思的是，婕西卡與藍司羅這兩個角色，也都是敢於突破既定的約制與規範的角色。而

且，這兩個角色也都在歷經一番內心掙扎之後，選擇離開了夏洛克的住所，投奔到基督徒巴塞紐

門下。婕西卡欺瞞自己明眼父親的情節，也和家僕藍司羅耍弄自己盲眼老父的情節，產生一種呼

應／聯結，以及對比的效果，甚至類比或隱喻的關係，因而益發突顯了夏洛克作為人父的

「盲目」於女兒行將背離自己的事實﹗

莎翁安排這兩個原本與夏洛克生活在同一屋子裡的角色，先後背離他而去，且都投靠到

巴塞紐門下，除了豐富劇情之外，劇中此二角色在出走之前與夏洛克的互動，尤其是他們對夏

洛克的談論，也都具有側寫乃至於形塑夏洛克角色形象的作用，不可不察。可惜像這類複線情

11　  說羅倫佐愛財，因為在私奔那場戲裡，他雖然沒有嗾使婕西卡席捲財寶而去，但當婕西卡這麼作時，他也絲
毫沒有勸阻。至於巴塞紐，至少一開始當他跟安東紐提及波霞時，他是很在意波霞是富家千金這個事實。

12　  這跟莎翁另一名劇The Tragedy of King Lear（《李爾王》1623年第一對開本）中的第1幕第1景第85行，
與第1幕第2景第31行，都用了同一個關鍵字nothing一樣，簡直有異曲同工之妙。The History of King 
Lear（《李爾王》1608年出版的四開本），版本雖和The Tragedy of King Lear有別，但其中的第1景第78
行，與第2景第30行，也都用了同一個關鍵字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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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multiple plots）間的呼應與聯結，乃至於不同角色間的相互襯托或對比，由於刪節過多，在

《約／束》的改編中幾乎喪失殆盡。

莎翁設計這樣的編劇手法，並非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在此我再以一個與婕西卡相關的

細節加以說明：婕西卡席捲財寶私奔之後，夏洛克這為人父的堪稱得是人財兩失，痛心無比。

他忿忿地對告知他這壞消息的猶太友人都保（Tubal）說：

                                                                    我寧願

我女兒就死在我跟前而珠寶就戴在她耳裡！願 

她就停靈在我跟前而那些金幣就在她棺材裡！

                                          （第3幕第1景第74-76行）

而婕西卡離家之後大肆揮霍，在熱那亞（Genoa），一個晚上就花掉了八十個金幣，還拿乃

父十分寶愛的綠松石戒指去換一隻猴子，消息傳到夏洛克耳裡，更是讓他聽了憤慨不已：

都保：他們有人給我看一只戒指，那是從你女兒那用

            一隻猴子換來的。

夏洛克：她去死啦! 都保，你害苦我了。那是我的

                綠松石戒指。是我還單身時莉雅給我的。就算是

                給我滿山遍野的猴子我也是不會跟他換的。

                                                               （第3幕第1景第98-102行）

就在這瞬間，我們彷彿看到了夏洛克從一個要女兒鎖在家門內的「憤怒老頭」（“ senex 

iratus＂）13，蛻變成一位真情流露又信守約定的血性男子。而婕西卡私奔之後浪擲家財的行徑，尤

其是拿夏洛克昔日的訂情戒指去換一隻猴子，對如此信守約定的夏洛克真是情何以堪！

透過夏洛克這三行對白，讀者和觀眾，在這剎那，彷如得到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得以一窺夏

洛克鮮為人知的感情世界，看到這個放高利貸的猶太人「看重感情甚於財物價值」的一面（Dunne 

2009: 55）。而仔細玩味夏洛克的這三行對白，細心的讀者更可能會發現：這樣的細節，不僅突顯

了夏洛克對其妻子莉雅（Leah）的深情和信守，也為法庭戲之後的戒指風波（第5幕第1景），預

作了伏筆。

而第3幕第1景這個看似不起眼的事件（incident），就心理轉折而言，可說是將夏洛克原已亟

13　  見Miola 2000: 85。夏洛克要求女兒婕西卡待在家裡不得出門，詳第2幕第5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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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向安東紐報復的動機14，進一步予以強化；在劇情轉折上，也具有臨門一腳的關鍵性作用，正如

Kenneth McLeish所指出的：「莎士比亞將婕西卡私奔的傳言，與安東紐的船貨在海上遇難無法如

期履約的消息結合並陳，意義重大。這使得夏洛克原本對婕西卡的束手無策轉化為瘋狂地想要對

安東紐報復的慾望。」（McLeish 1992: 215）如此匠心的情節想定，自非出於偶然或是巧合。

再者，此處夏洛克如此看重訂情戒指所代表的約定和意義，和緊接著的下一場戲裡，巴塞紐

以及格拉齊亞諾（Graziano）兩個基督徒老公，雖有信誓在先15，不旋踵卻即違約在後16，終致招

惹來戒指風波，亦有相互對比或交互指涉的巧妙之處。因此可以說：婕西卡與羅倫佐的角

色，還有他們倆私奔又敗家的劇情，連同藍司羅離棄夏洛克的劇情，其實都具有強化夏洛

克的角色動機與豐富夏洛克的角色塑造的作用。而女兒婕西卡與基督徒羅倫佐私奔之後的揮金如

土，更是促使猶太人夏洛克痛定思痛，一心一意想要向基督徒安東紐展開報復行動的關鍵因素。

此外，即使從約定與約束之「不必然管用」的角度來看原劇，我們或將注意到：身為人

父，夏洛克雖然受到欺瞞，無法阻止女兒的私奔，他氣惱時也會口不擇言（如前引之第3幕

第1景第74-76行，及第100行），但他終究還是關愛女兒的。在第4幕第1景的法庭戲裡，

巴塞紐與格拉齊亞諾這兩個基督徒老公，為了表白想要營救安東紐的情誼，慷慨吐露兩人可以犧

牲妻子在所不惜的談話17，不只是兩人就在近旁的妻子聽了無法認同，連夏洛克聽了，也不由得

為愛女擔心：

這些就是基督徒老公。我有個女兒。

我寧願讓巴拉巴的後代

當她的老公而不是基督徒。

                        （第4幕第1景第290-92行）

此處提到的巴拉巴，正是前已提及的《馬爾他的猶太人》裡的猶太人強梁，在該劇裡是個

大反派。而夏洛克寧願讓女兒下嫁給相同族群的強梁之後，也不願意女兒嫁給他眼前這款

為了朋友情誼就可以置老婆性命於不顧的基督徒。夏洛克此處的臺詞，雖然只有三句話，但

是他如此擔憂女兒，這樣的真情流露，無論從編劇技巧或角色塑造的角度來看，都細膩有

加，令人動容。但以《約／束》為名的此一改編，卻選擇將此關鍵副線劇情悉數刪除，因

14　  見婕西卡在貝爾蒙對眾基督徒的回憶及告白（第3幕第2景第283-89行）。
15　  見第3幕第2景第183-85行及204行。
16　  見第4幕第1景第277-82, 285-287行；第4幕第2景。
17　  此處兩人的臺詞分別見第4幕第1景第277-82行及第285-87行（Greenblatt 2008: 1165）。《約／束》改編

的這部份的唱詞口白，則見《約／束》劇本第5場〈折辯〉（彭鏡禧、陳芳2009：39）。此處巴公子以唱
段回應安員外的唱段，文辭優美。但因編者刪除了原著中的婕西卡與羅倫佐私奔的劇情，自然也就看不
到我緊接著要談的夏洛克憂心女兒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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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錯失了表現夏洛克不同面向的一個機會，也減弱了夏洛的角色動機，更影響到他的角

色塑造。

要之，本節之所以不厭其詳地剖析原劇裡三組不同形態的父、子（女）關係，目的不

外乎想指出：在莎翁此一上乘喜劇裡，其劇情的設計，其實關顧週密，十分細膩。改編此

劇，若輕言削刪，鮮能無憾！

二、沒有猶太人的《威尼斯商人》改編

看完《約／束》這個改編，很可能大多數熟悉《威尼斯商人》劇情的讀者與觀眾，都

注意到原作裡夏洛克的猶太人身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夏洛的大食人身份。

來臺與會的莎學學者Dennis Kennedy，在看過豫劇團的演出、聽完彭鏡禧的改編過程

簡報後，即簡要的表示：「所以，我們有了一個沒有猶太人問題的《威尼斯商人》﹗」18

對我來說，Kennedy的發言，可謂一語中的，一句話就點出了《約／束》這個跨文化改編

的另一個重要問題癥結所在。

在歐洲歷史上，基督徒與猶太人之間的仇視和敵意由來已久，其間不僅涉及彼此在

教義上的歧異，更有歷史上的世仇及糾葛。莎士比亞選擇猶太人作為夏洛克的宗教族裔身

分，相信除了票房與話題性等因素的考量之外，應亦有其宗教與歷史文化層面的思考。舉

例來說，除了「救世主觀」的歧見，以及《福音書》的誤導，其他諸如基督教成為羅馬

帝國國教之後對猶太人的限制與迫害，傳言誤解或惡意中傷加劇基督徒對猶太人的猜忌與

仇恨，以及基督教「宗教裁判法庭」對猶太人的整肅等，均是主要因素﹙彭滂沱2001：

22-25﹚。

雖然是個虛構的文本，但《威尼斯商人》文本中的宗教族群仇恨，卻相當符合伊薩

克（Harold R. Isaacs）在《族群》一書中關於族群敵視的探討。譬如，伊薩克就曾指出：

人我之別[…]程度上容或有輕有重，但若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差異——例如

種族、民族、階級——其結果就不只是不相往來而已，否定、排斥、歧

視、敵對與憎惡也隨之俱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宗教信仰與宗教歸屬

越強烈，對其他宗教與非我教類的憎惡也就越大。（伊薩克2004：226）

而儘管伊薩克也承認，在歷史上，肇因於宗教而導致的暴力，想把箇中的「宗教因素與非

18　  此為Dennis Kennedy於2009年11月28日於臺大莎士比亞論壇中彭鏡禧專題演講後的公開發言。Kennedy原
句為：“So, we have a Merchant without the Jewish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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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動機」劃分開來並不容易，不過他仍然認為：「相互之間的屠殺，無論是為宗教本身

還是其他的世俗利益——例如安全、錢財、權力——夾雜著信仰問題，宗教都是號召人民

團結的標誌與堡壘」（伊薩克2004：228）。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史上，基督教對猶太人的種種敵視的作為，也的確印證了劇

裡安東紐和格拉齊亞諾等多位基督徒對夏洛克的輕蔑與敵視，更印證了猶太人夏洛克在劇

中不只一次所表露出來的憤慨與不平。

有不少學者均曾指出基督徒對猶太人的這種敵意與缺乏包容的嚴重性。例如，學者

Robert Asher即曾表示：相對於古希臘與羅馬時代對異族宗教信仰的相對包容，少見對異

族基於宗教族裔的不同而產生「雙重的偏見」（a double bias），「中世紀的基督徒並不

那麼能夠容忍。他們視非基督徒為異教徒，未開化又邪惡，只因為他們不是基督徒。」

(Asher 1996: 107)。學者張淑清於其專著中，也同樣明確指出：

中世紀是一個反猶主義盛行的時期，11-14世紀也是一個猶太人社會和整

體地位逐漸衰落的歷史時期。在1215年，第4次拉特蘭宗教會議通過了反

猶法令，比如「命令猶太人必須著特殊服裝」，從而加劇了基督教社會對

猶太人的排斥，使得猶太人同主流社會進一步隔離。在13世紀的後半葉，

歐洲各國的反猶情緒和反猶行動都進一步高漲，猶太人面臨著非常嚴峻的

外部環境。（張淑清2009：143）

另外，歷史文化的紀錄與證據，更在在說明了，從十二世紀以降的幾個世紀，猶太人之放

高利貸，其實是特殊歷史文化的產物，也有其獨特的時代脈絡：

在中世紀的西歐，由於各國政府對猶太人從業的種種限制，以及基督教禁

止基督教徒從事借貸業等複雜因素，猶太人比基督徒的從業選擇少了許

多，到了13世紀初，基督教統治者和教會法規實際上已經禁止猶太人從事

借貸業以外的任何其他的職業。所以猶太放貸者成為許多國家中的特殊階

層。（張淑清2009：237-38）

足見猶太人之從事放貸業，實則是特殊的歷史、文化乃至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使然。而依

照教義，基督徒並不容許放貸；許多猶太人又都仰賴放貸營生。猶太人因此也被刻板化、

概括化，成為放高利貸吸血的極其負面的形象19：

19　  筆者在前一節裡談到，夏洛克落跑的家僕藍司羅曾說：「我的主人是個道地的猶太人」（第2幕第2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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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世紀的基督徒來說，高利貸是一種罪惡。因此，猶太人常常都是代

人受過，為信奉基督的國王去進行高利貸的活動，因為高利貸是一項利潤

極大的生意。猶太人放貸收貸，國王再向猶太人課以重稅，因為給予了他

們這種收放貸的權利；在實際運作中，國王經常拿走利潤的大頭，而猶太

人不過是取其蠅頭小利，而且經常挨打。（扎克斯2002: 80）

銀行業雖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興起，卻不曾獲致任何尊重。他們所從

事的金錢兌換與欲蓋彌彰的貸款行業，使得銀行家的地位比起拉皮條、賭

徒以及其他罪犯也沒高明多少。[…]晚至一五八一年才通過的荷蘭教會詔

令，仍然禁止銀行界人士以及其他從事不名譽行業的人士領受聖餐。此一

禁令直到一六五八年仍然有效，許多教會也仍在譴責收取利潤是有違聖經

戒律的行徑。（魏勒福特1998：90）

由此可見，即使放貸收取高利息這檔子事之所以備受爭議與歧視，其實也跟歐洲基督教文

化有密切關係。

而除了前引歷史學者的證詞之外，戲劇學者Will Dunne也同樣指出：夏洛克，「由於

他的猶太人的族裔傳承背景（Jewish heritage），既無法擁有土地，也被排擠在許多的行

業之外」（Dunne 2009: 54）。

因此，以猶太人和基督徒的仇恨與敵意作為劇情鋪排的衝突張本，不僅易解，甚至

應說是極具說服力。瞭解了前述這樣的歷史文化脈絡，我們對《威尼斯商人》一劇中發生

在基督徒安東紐與猶太人夏洛克之間的衝突和摩擦，也就能有比較充分的理解，也比較能

夠認知到：當夏洛克決計找安東紐報復，他這樣作，其實不只是想找安東紐報他個人的私

仇而已，他更是想替猶太人出一口氣，想替整個猶太族群出一口氣。看看夏洛克這兩段臺

詞，或能看出端倪：

安東尼先生，好幾次了，

在交易所裡你辱罵我，

辱罵我的錢財和高利貸。

我總是聳聳肩耐心承受，

93行），「如果我再侍候這個猶太人下去，我就成了猶太人」（第2幕第2景第99-100行）。藍司羅在這兩
句對白裡所指涉的，正是長久以來猶太人在許多基督徒眼中的這種「殘酷、貪婪」的刻板形象（請參閱
Greenblatt 2008: 1134，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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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容忍是我們族群的特性。

你罵我是異教徒、殺手、狗，

還吐口水在我的猶太袍子上，

這一切只因我利用我的錢財。

（第1幕第3景第107-109行）

                                他曾經羞辱我，擋了我五十萬

的財路；還譏笑我的損失，嘲弄我的利得，鄙視 

我的民族，阻撓我的買賣，離間我的友人，激怒

我的仇人，而他的理由呢？――只因我是猶太人。

                                                   （第3幕第1景第46-51行）

至於像《約／束》那樣，選擇將戲裡的夏洛重新設定為大食人，說夏洛「是個放高利貸的

大食狗東西」、「狼心狗肺的大食人」（彭鏡禧、陳芳2009：9, 39），不再具備夏洛克的

猶太人身份；且將他的對手安員外設定為「假仁假義的中原人」，說：「這個中原人，放

貸不收利息，逼得我們大食人難做生意啊」（彭鏡禧、陳芳2009：10, 11）。如此設定，

想必有其權宜方便的考量，卻未見得合乎史實。

中國古代，自唐朝以降，的確有為數頗多的大食人經由陸路與海路東來的記載（喇秉

德、馬文慧 2009：74﹔季羨林 1997： 187-90）。大食人在飲食習慣上「不食豕肉」（余

振貴 1996：67, 70）、「不食豚犬」（林恩顯1988：84）20，也和猶太人不吃豬肉的習慣21

相近。因此，像《約／束》第五場的〈折辯〉，即選擇將原劇法庭戲開場時夏洛克的臺

詞（第4幕第1景第46-58），改寫成夏洛的唱段：

（唱）芝蘭芬芳雖可慕，

海畔自有逐臭夫。

有人喜歡臭豆腐，

有人厭惡烤乳豬。

有人欣賞俏鸚鵡，

有人寧願養鷓鴣。

20　  例如，唐朝杜環所著的《經行記》，其中即已提及「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驢、馬等肉。」而
且，「來中國通商伊斯蘭教徒之豪華，自唐代以來，早已喧傳於中國人之間矣」（桑原 藏1967：82、
85）。宋朝時，到中國沿岸諸港來寓居的蕃商，「多係不食豬肉之伊斯蘭教徒。彼等皆擁有巨萬之資產
對於衣食住三項，極盡奢華之能事」（桑原 藏1967：59）。

21　  原劇裡不只一處曾提及猶太人忌諱豬及不吃豬肉的習慣，見第3幕第5景第30行，及第4幕第1景第5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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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偏好藍配綠，

有人只要紅帶橘。

理不清呀千萬縷，

是非緣由人人殊。

（彭鏡禧、陳芳2009：32；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確有其趣味與巧思22，似乎也兼顧到猶太人與大食人的飲食習性。可是，歷史上的猶太人

與大食人雖然同為閃族，但畢竟同中有異，而且，兩者歧異之處既多且巨，將夏洛一角重

新設定為大食人的此一決定，總的看來，雖看似避開了猶太人的問題，卻也給此一改編帶

來了理解與詮釋上的新的問題。

在此實有必要指出：如此設定，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去除了原劇在歐洲史上頗有

依據的宗教層次的仇視及對立，將故事場景轉移到古代的中原，不只是《約／束》中的夏

洛一角得重新考量、重新設計、重新打造，劇中與夏洛對立的商人安員外，乃至其餘的角

色，也都有必要加以重新考量、設定和塑造，否則，終不免會有所扞格。

前面提過，《威》劇文本中的安東紐、巴塞紐等多位基督徒角色，其之所以與夏洛克

對峙、衝突，其實和歐洲史上基督徒與猶太人之間長久衝突、敵視與對立有密切關係。可

是，一旦將故事場景由前現代時期的義大利轉換成古中原，把夏洛克從一個猶太人改換成

為大食人夏洛時，劇裡與之對壘的，也不再是基督徒，而是「中原人」安以博（彭鏡禧、

陳芳2009：35），由於衝突雙方的民族、文化背景均已不同，故事場景的歷史文化脈落也

不一樣，文本裡的宗教、族群與歷史、文化的指涉，均有必要仔細地斟酌。否則，原劇裡

精心設定的基督徒與猶太人對峙的戲劇衝突架構與戲劇邏輯推演，在跨文化的改編場景

中，一旦改換成了大食人與中原人的對壘，並無法保證能夠繼續沿用、襲用或套用而依然

保有同等的可信度與說服力23。因此，原劇裡彼此對立的宗教面向，在改編過程中，基於

中西歷史文化情境的不同，實有必要仔細推敲再重新打造。

舉個最顯著的例子，要古「大食人」承繼「放高利貸」（彭鏡禧、陳芳2009：9-10）

這一原本屬於猶太民族文化獨特的牟利與營生方式，不僅匪夷所思，也缺乏說服力。畢

22　  其中，「有人偏好藍配綠，／ 有人只要紅帶橘」這兩行，似以色彩影射現下臺灣民眾對不同政治立場傾
向的偏好，為具有話題性的指涉（topical references）。這種指涉「當代」事物的手法，在莎劇裡也屢見
不鮮。

23　  例如，在一個有大食人和包公的劇本，我們合理推斷，故事所設定的時代應是在宋朝。可是，這個改編
本裡的夏洛，在第二場〈借貸〉裡，「竟然也會背誦《弟子規》」（安員外的臺詞，見彭鏡禧、陳芳 
2009：11），也的確不尋常！不過，對筆者而言，此處不尋常的，倒未必是夏洛這位「大食人」的中原
文化素養，而反倒是這位設定為宋朝大食人的角色，竟背誦得出清朝以後才得見的《弟子規》！像這種
「時代錯誤」（anachronism），應屬無心之失吧？不過，強為回護，我們當然也可以說：即使莎劇中，
也不乏時代倒錯的例子就是了。再如，猶太人在中古歐洲飽受迫害，而大食商人在宋朝的中國則「頗受
禮遇」和「優待」（李興華等 1998︰ 36, 38），兩者也很難作為替代或置換而不影響改編的文義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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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一方面，歷史上的大食人，並沒有像中古以降在歐洲的猶太人那樣，具有放高利貸的

昭彰惡名；更何況大食人所信奉的《古蘭經》24，其實完全禁止信徒從任何借貸中收取利

息的行為（羅漁 1989：221；Anwar 2004: 115, 128；史密士 2006：337, 342），對待高利

貸的問題「十分嚴厲，並且一再強調其非法性」（格爾則威1989：190）！另一方面，包

括安員外、巴無忌等多位角色，在《威》劇裡，原本因被設定為基督徒而和猶太人對於放

高利貸有迥異的看法，在改編中，既已重新設定成中原人，是否仍宜承繼基督徒基於教義

考量而抱持著反對放高利貸的立場，亦頗有商量的餘地。

基於改編的需要而重新設定角色的宗教族裔身份，原本無可厚非。可是，原本的基督

教與猶太教的宗教族裔背景既然都已改變了，劇中角色，無論是角色塑造或角色動機，其

實也都有必要改弦更張，因應調整，否則，無論是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還是個別角色

本身，對觀眾的說服力都不免大打折扣。

其次，此一改編非常側重原劇的「約／束」主題。可是，在原劇裡，猶太人夏洛

克，非常看重契約25、講求法治，這其實和猶太民族文化形成所取決的「一神觀」和「契

約觀」這兩個因素密不可分。26依據朱維之在《希伯來文化》乙書的探討，希伯來人的

「約」，具有律法以外的，屬於宗教層次的特定意涵，希伯來宗教的契約觀，之所以給希

伯來人帶來很大的希望，乃是因為他們相信契約中有「上帝的應許」：

在希伯來人看來，他們與上帝所立之約不單純是一種當事人雙方的權利與

義務的協議。它還是上帝與他們的恩典，給予他們團體和民族的榮耀，以

及一種獨特而神秘的啟示，使他們懂得怎樣按上帝的旨意去辦事，並在契

約中找到公義和安全。他們認為每個人都蒙上帝的召喚，都是上帝的選

民，都必須按照契約辦事，自己的行為都必須直接對上帝負責。而立約的

上帝對其選民則一視同仁，沒有甚麼貴賤之分。他給予每個選民以應有的

尊嚴；他垂聽卑微之人的禱告，而不輕饒違約的顯貴。人間的君王也必須

按契約辦事，並接受契約的約束。（朱維之1992：85-86；粗體字為筆者所

強調）

24　  《古蘭經》即《可蘭經》，是伊斯蘭教的經典，又稱《天經》、《天啟》（林恩顯1988：83）。
25　  在法庭那場戲裡，夏洛克一再突顯他對所締契約的重視：

夏洛克﹕發過誓的，發過誓的！我對天發過誓的。
要我的靈魂背負發假誓的罪？
才不，威尼斯給我也不幹！（第4幕第1景第222-24行）

26　  「民族宗教在形成民族文化中的決定性作用在猶太教文化中表現得最為典型。猶太民族文化的形成，取
決於兩個最主要的因素：(1) 一神觀的形成。猶太人的民族意識是在血緣基礎上通過對一神的信仰而形成
的。[…] (2) 契約觀的建立。相信猶太人祖先與上帝之間的立約和全體族人成為上帝的『選民』是猶太民
族意識形成的一個關鍵因素。」（王志捷2009：171-73；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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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可以解釋在《威》劇裡猶太人夏洛克對契約內容的執著與堅持。可是，這等的猶太民

族文化與猶太民族特性（Jewishness），在夏洛克的族裔身份遭到置換之後，實際上並無

法保證在改編／改變過後的文本脈絡中依然能夠留存或是成立！

談過了《約／束》這個沒有猶太人的《威》劇改編這個問題。下一節，我將接著針對

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落差與扞格這個問題，進一步加以探討。

 

三、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落差與扞格

《約／束》作為一個改編的第三個問題癥結所在，則在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顯著落差

與扞格。而此一落差與扞格，即使不必然就是造成前兩個問題癥結的根本原因，至少是和

前兩者關係密切，值得提出來加以探討。

陳芳在晚近一篇題為〈跨文化改編的「務頭」：以「莎戲曲」為例〉的論文裡，對

於戲曲改編莎劇提出了她不少慧眼獨具的洞見與觀察。例如，她明白指出：「文化移轉所

牽涉的問題，並不是概略的故事情境設定而已，還應該考量到更深層的文化意涵」﹙陳芳

2009a︰154﹚。再如，論及改編自《李爾王》的《歧王夢》中的角色塑造，她更有如下令

人印象深刻的觀察：

改寫自艾德蒙（Edmond）的上官蒙，也因為被省略了家世背景的副線襯

托，以致被塑造成一個毫無動機卻野心勃勃的澆薄小人。人物改寫的淺狹

化，直接影響改編本的文義格局，也使文化移轉後的劇作，缺乏原著的思

想厚度。﹙陳芳2009a：154；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

只是，令人困惑與遺憾的是，此一引文所指陳與批判的跨文化改編劇作的現象及問題，

在改編自《威尼斯商人》的《約／束》一劇中，竟然也都看得到。例如《約／束》裡的

夏洛，一如本文前已探討的，由於改編省略了原劇裡女兒婕西卡與基督徒私奔揮霍，以及

家僕藍司羅的背棄落跑這兩條副線的聯結和襯托，整個角色因而遭到嚴重的弱化與簡化。

影響所及，《威尼斯商人》裡豐富、多面向的夏洛克角色，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則是

一個來自大食卻放高利貸的淺薄夏洛。「淺狹化」的角色改寫，同樣直接影響及於《約／

束》改編本的「文義格局」；而且，很遺憾的，也使經過文化移轉後的改編，無法迄及原

著的「思想厚度」﹙陳芳2009a：154）。

因此，儘管《約／束》這個豫劇改編仍保留了原劇裡選匣招親以及法庭審訊這兩場主

戲，看似照顧到了原劇的劇情，但是，從角色動機與角色塑造的角度來加以檢視，卻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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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失所望，因為《威尼斯商人》裡的夏洛克，不僅反映了基督徒的反猶太情結，更反映

了中世紀以降基督徒對於猶太人放高利貸的憎惡情緒；反觀《約／束》裡的夏洛，作為一

個戲曲改編莎劇中的角色，不僅因為被改成為一個大食人，而使得原劇裡原本所設定的基

督徒與猶太人長久以來的宗教族裔衝突為之蕩然；而硬要編派一個原不以放貸聞名於世的

大食人來放貸給中原人，還要這個大食人只因細故就想藉機謀取中原人的性命，這樣的劇

情，感覺上實在很沒說服力。

此外，在同篇論文的中文摘要裡，陳芳亦表示，就改編策略而言，跨文化改編莎劇：

不拘「中國化」或「西洋化」，其實都會面臨文化移轉、文本互涉、人物

設定、語言改寫、程式表演等尷尬的困境。尤其因為莎劇好用複線結構、

兩面手法、反諷、遊戲文字、雙關語、無韻詩……等來建構劇本的文義格

局，更增加戲曲改編的難度。而戲曲因應劇種特色亦自有一套既定的文本

與演出總譜。﹙陳芳2009a：149﹚

這樣的觀察同樣也有其見地。可是，如本文所析論的，婕西卡之背離乃父私奔，還有藍司

羅選擇背棄夏洛克這兩條情節線的發展，其實未始不也是以副線襯托主線，因而不僅符合

此處所說的「複線結構」的情形，且具有強化夏洛克的角色動機與豐富其角色塑造的作

用，但標榜「貼近原著精義」（陳芳2009b：8）的《約／束》，卻選擇予以全部刪除。影

響所及，使得夏洛一心想置安員外於死地的堅持，顯得欠缺說服力。而之所以如此，除了

引文中所提到的「戲曲改編的難度」這一層面之外，觀眾或許不免心生納罕，想知道是否

還有什麼其他的因素足以造成這樣的結果？

另外，彭鏡禧談論莎士比亞的角色刻劃曾經表示：「莎士比亞刻劃人物手法的高妙，

在於他給予每個角色複雜的內心，成長的空間，因而他的戲劇人物個個生動活潑。而他

的策略主要在於語言。」（彭鏡禧 2008：48）27。可是，莎劇裡的角色實際上並不盡是如

此，或常常並不僅只如此。

莎劇裡的角色，當然是用語言寫成的，請別誤會我的意思。角色生動活潑的臺詞，不

論是獨白、對白或旁白，也的確具有形塑角色的作用。可是，當彭鏡禧如此陳述時，他似

乎沒有考慮到角色彼此間的評述、互動對特定角色的塑造和影響。以《威尼斯商人》一劇

來說，夏洛克在原劇中強烈與複雜的角色性格，固然與他生動鮮活甚至是膾炙人口的臺詞

息息相關。可是，如果像《約／束》那樣，雖然看似照顧到多段夏洛克膾炙人口的臺詞，

卻省略了家僕藍司羅對他的側面描述，也刪除了跟婕西卡相關的情節鋪排及其對乃父話語

27　  同樣的意見，亦見於其討論此次改編的文字（彭鏡禧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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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述（第3幕第2景第283-87行），夏洛克的角色性格與形象，經此一簡化，自然會遜色

不少。夏洛克在法庭中的執意報復，必欲置安東紐於死地的行徑，恐怕也不會那麼輕易為

觀眾所理解和認同。

談到這裡，再回過頭來仔細檢視「貼近原著精義」的這個主張及其立論背後所可能存

在的假設，毋庸諱言，這的確一是個極具爭議性的主張。

所謂「貼近原著精義」的說法，至少牽涉到兩個問題。首先，自然是「貼近」到甚

麼程度的問題；其次，則是認知與詮釋的問題。而這兩者其實也密不可分；在此之所以分

開來探討，純粹只是為了討論方便。因為，所謂「貼近原著精義」，如果不是個絕對的標

準，那緊接而來的一個問題可能就是：「要多接近原著才算得是『貼近原著精義』？」28

另方面，《約／束》如此標榜，並以「跨文化戲劇精品」自稱29，用「豫莎劇」的稱謂以

廣招徠，何嘗不也「是一種行銷策略，徒然『消費』了莎劇」（陳芳2009b：8）？

再者，由於仁智互見，不同背景、信仰，不同關懷與立場的人，極可能對於原著的認

知、側重與詮釋也不盡相同，因此，使得「貼近原著精義」這看似簡單的說法，其實並不

簡單，甚至問題重重。

《約／束》對於《威》劇中靈魂人物夏洛克的重新設定與塑造，即是一極具爭議的例

子。由於兩位編劇捨棄了原劇中夏洛克的猶太人設定，而將之重新設定為大食人，不僅原

劇中猶太人夏洛克的宗教、族裔與文化色彩在改編中蕩然無存，夏洛克身為猶太人，其對

白原本足以引發的豐富的猶太人信仰與生活習慣的諸多指涉與聯想，在經過此一刪削、改

編／改變之後，也有必要重新進行非常「另類」的解讀！

相對於莎翁原劇中的夏洛克，夏洛的大食人角色，在《約／束》的文本脈絡中變得遭

到明顯弱化；連帶的，經此改編／改變之後的中原人安員外，也不再具備原劇中安東紐與

猶太人夏洛克強烈對峙的基督徒身份，使得安員外與夏洛的衝突變得停留在比較個人化的

層面，而少了歷史文化層面的縱深、影響與聯想。

另外，省略了莎劇中婕西卡與羅倫佐的相關情節，不僅弱化了《威尼斯商人》原劇中

猶太人夏洛克決意報復的角色動機，更減弱了夏洛克與眾基督徒因長久對峙的歷史仇恨與

民族情緒所衍生的強烈戲劇張力和衝突。

婕西卡與羅倫佐私奔這一副情節與主情節間，本有其彼此相互呼應與聯結的作用。

可是，力主「貼近原著精義」的改編者，卻又選擇將之全部刪除。這一來，不免引發了一

28　  本論文在此關切的是《約／束》這個改編個案，並無意擴大解釋或泛論跨文化改編「本質上」如何又如
何。實際上，跨文化改編不見得都會以「貼近原著精義」來作為標榜或作為勉力以赴的方向，因此並不
是任何改編都有《約／束》此一改編的問題。本文之所以要標舉《約／束》的改編者／創作者一再宣稱
其改編「貼近原著精義」，正是要藉此突顯此一改編的問題。

29　  見2009年11月28日《約／束》演出前所印行的宣傳小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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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串的問題，例如：此一副情節難不成那麼可有可無？跟「約／束」這一主題無關？改編

者所謂的「貼近原著精義」究竟是甚麼意思？進行跨文化改編過程中，對所謂的「原著精

義」是否容許有仁智互見的空間？改編者選擇將這一副情節刪除，算不算得是更「貼近原

著精義」？以及，很重要的，還有：進行跨文化改編時，為什麼要那麼堅持「貼近原著精

義」不可？還是說，這等堅持（或是「號召」？）其實也是行銷與消費莎劇的一部分？

還有就是原劇法庭戲的近尾處要求夏洛克改信基督教，這樣的情節，並不見於已知

的莎翁參考過的文本或素材裡邊，學者也參不透莎翁何以要做此劇情的安排（Halio 2004: 

63）？只是，對本文而言，有意思的是：這是劇中另一個涉及宗教方面的重要劇情轉折，

但卻也是標榜「貼近原著精義」的《約／束》所改換的情節：

包大人：為了讓你明白我們中原文化講究忠恕之道，你毋須求情，

        本府直接饒了你的性命。至於你的財產，一半給安員外，

        另外一半繳納府庫。若是你恭敬服從，或可減為罰鍰。

夏洛：  免了，拿走我的身家性命吧，不必留了。您奪走我的財產，

        就是判我死刑啊。

慕容天：安員外，（揮手示意衙役鬆綁）您會給他何等的慈悲呢？

安員外：哦，我同意公家那一半減為罰鍰，但可不是我的那一半。

        而且，他要立刻歸化中土，不再穿著奇裝異服。

                                                                          （彭鏡禧、陳芳2009：43-44）

在決定把場景設定在中原之後，改編者或許是基於中西宗教面向的不同而導致此等的改編

／改變，可是，將原劇裡原本茲事體大的強迫改變信仰的裁定，淡化為「歸化中土，不再

穿著奇裝異服」（彭鏡禧、陳芳2009：44）的判決，難不成也符合「貼近原著精義」的改

編策略？

至於如此改編，在文化視野上，只看到歐洲前現代時期的基督徒與猶太人之間的對立

和衝突，卻無視於中國歷史上自唐貞觀以降，胡、漢民族間的交往、嫁娶、混雜與融合的

史實30。更無視於宋人的服裝，其實「已大多不是古服」，而是「胡衣」、「胡服」（傅

樂成 1977：359；周寶珠等 2003：241）31。這樣的改編實踐，借用單德興的說法，「依

30　  這方面的資料甚多，恕不一一列舉。不過，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張 之 2008：64-78；喇秉德、馬文慧 
2009：78-79﹔余振貴 1996：68-69﹔李興華等 1998： 88-92。

31　    西域「胡服」的影響並不自宋代始。戰國時期即已開始。「漢至北朝，胡服已列為朝服、常服之
制」（戴爭 1992: 120）。《舊唐書‧輿服志》記載「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
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倣效」（宋志剛 1994﹕ 58）。傅樂成於〈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一文，亦指出：
唐人「胡化之盛，至玄宗時達於極點。」「一般貴族仕女，都喜好胡衣、胡食。可以看出唐人醉心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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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二元對立的心態，面對世界其他地方，無視於歷史與現實的複雜性，以刻板印象的方

式來勾勒他者」（單德興 2002：30），自然也是一個問題。

近似的問題或困惑，其實也見諸於《約／束》的改編當中對於宗教理念詞彙的演繹。

像是原劇裡有關mercy與justice的辯證和探討，其實所碰觸的，是「攸關伊莉莎白文化的

信仰分裂」的問題（Garber 2004: 283），若只從字面去作浮泛理解，「不作文化歷史分

析，斷難究其底蘊」（劉宓慶 1993：106）。例如，「對閃族人來說，正義不僅是不偏

袒的消極態度，更是法官為了有權利者的利益而善盡厥職」（聖經神學辭典編譯委員會

1995：199），可是，由於在新編的文本脈絡裡，改編者所設定來與大食人夏洛對壘的，

不再是基督徒，而是中原人，不免會衍生些問題︰首先，正如同我在上一段所說的，歷

史上的中原人，對境內的大食人，是否有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基督徒對猶太人那般，強烈

的排斥和歧視他者，即是一個問題。其次，改編中以佛教的「大慈大悲」（彭鏡禧、陳

芳 2009：36）來迻譯或置換原劇裡基督宗教的mercy，其實也很難恰如其分地詮釋，或

演繹，mercy與justice此二字辭在基督宗教的教義與語境中的特定意涵與精神，更難奢談

「貼近原著精義」了。

以上所列舉的問題或例子，不外就筆者觀察思索所及，提出其中較顯而易見者，盼能

拋磚引玉，共同思考此一跨文化改編文本的某些面向。很可能筆者所見，也只是諸多問題

的一部分而已。不過，由本節的討論卻已可見：進行跨文化改編，乞靈於西洋經典名劇，

固然不同的文化、劇種、形式乃至於搬演風格，往往有可以「攻玉」之處，可以提供新的

刺激與養分，有助於開拓劇種新的可能，開展新的創作契機，但不同的文化傳統，不一樣

的思維、劇種、形式乃至於演出風格等等，其間的詮釋、取捨、調整與拿捏，卻也帶來了

無可避免的問題與挑戰。

四、小結：挪借《威尼斯商人》

考量前面三節所指陳的《約／束》此一改編所暴露出來的問題，筆者以為，與其說

《約／束》是「貼近原著精義」的改編，倒毋寧說此一改編是對《威尼斯商人》的挪借要

來得中肯些。

有別於民國早期時代的莎劇改編，倚仗的是林琴南輾轉翻譯的《吟邊燕語》作為情

的一斑」（傅樂成 1977: 359）。王仁波主編的《隋唐文化》，更明白寫道：「唐時居住在長安的外國
人和國內少數民族達數萬人，外族習俗無疑要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最顯著的影響就是盛行胡
服、胡裝、胡帽、胡靴。胡服的傳入至唐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唐初開始盛行，進入盛唐後，更成為社會
風尚」（王仁波1990：186）。從文物證據進行查考，於1972年於陜西張士貴墓出土的三彩胡裝女騎俑，
也足資佐證。此外，同年出土的唐章懷太子墓的壁畫《狩獵出行圖》，其中的「狩獵騎士均頭戴幞頭帕
首，胡服革帶長靴，佩刀持弓」（宋志剛 1994：54），也是著名的文物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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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與故事的張本，《約／束》的兩位改編者之一的彭鏡禧教授本人也是劇本的中譯者。譯

者親自操刀，進行改編，其改編的文本依據與選項，自是和前人有別。可是，標榜「貼近

原著精義」的所謂「豫莎劇」《約／束》，作為一個跨文化改編演出，在理論與實踐上卻

有其根本的落差與扞格之處：一方面，改編者標榜「貼近原著精義」的改編策略，使讀者

與觀眾期待看到很接近莎翁名劇《威尼斯商人》的文本與演出；另方面，在實踐上，卻又

不顧該劇角色塑造與主、副線情節細密交織的特點，大幅度刪削，不僅刪除了婕西卡與羅

倫佐的私奔，以及藍司羅逗弄盲父與改換主人的副線情節，更簡化了波霞（慕容天）的角色塑

造。而且，還無視於與原劇密不可分的宗教與族群差異，將故事的場景由義大利改換到古

中原，且把原劇裡的猶太人夏洛克變成了一個在中原放高利貸的大食人。觀眾在期待落空

之餘，又怎能不心生困惑？32

姚一葦談論莎劇曾經寫道：「莎劇的偉大不在於它是否有所依據，而在於它的脫胎換

骨」（姚一葦1989：96）。莎翁的確很擅長假借，但即使他創作經常有所依據或假借，但

他並不拘執或囿限於所據以編寫的材料。《威尼斯商人》這個劇本和所假借的素材之間的

關係，即便是個很現成的例子（Biswas 1971: 54-55；Fox 1987: 128; Shen 1988: 26）。只

是，對筆者而言，在思考本改編議題時，姚先生的此一觀察卻別具啟發意義，因為它彷彿

一語道破了「貼近原著精義」這一改編迷思習焉不察的盲點。

本文開頭，筆者曾援引Nick Tramontane談論編劇藝術的談話，指出：「劇作家所操控

的不僅是情節和角色。他們創造出實際存在的環境，以及精神上的特殊情境，然後把故事

定位於可信賴的體系之中」（Hicks 2006：59；粗體字為筆者所強調）。這個意見，我認

為，不僅可以用來檢視原劇，也可用來審度改編。

本文從《約／束》此一改編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落差出發，針對其癥結進行深入的文

本分析以及歷史分析，並針對如此改編主張與實踐的迷思進行詳細的剖析與探討。總結本

文的剖析與探討，筆者認為，《約／束》之於《威尼斯商人》，與其說是一「貼近原著精

義」的改編，毋寧說是種跨文化的「挪借」，要來得恰切些。

32　  例如，一位看過該劇在高雄演出的網友寫道：「這位女主角慕容天（波霞）怎麼把她搞得像春心蕩漾的
花癡一樣，非君莫嫁不可呢？我真的是越看越迷惑啊！而王海玲所飾演的夏洛（夏洛克）怎麼被弱化到
只是貪小便宜的放高利貸的大食人，還會烙英文喔？！莎劇原著人物的多層次感全部消失，留下的只是
平面人物。」全文見Aqua in 1976-Yahoo!奇摩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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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與漫遊：尋覓現代觀眾的「鐘聲新
劇」*

鍾欣志**

中文摘要

本文以個人閱讀清末多種報刊雜誌所得的廣告、公啟、劇評……等資料為根

據，試圖重建王鐘聲新劇創作的面貌。文章旨在考察王鐘聲的藝術成就，以多齣

劇作為例，分析其作品風格、形式和表演特質，並討論他之於中國現代劇場的開

創性地位。

王鐘聲編演的劇目，絕大多數無關政治革命。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裏，他所進

行的各項實驗堪稱前衛。「鐘聲新劇」只說不唱的表演方式和分幕換景的西式作

風，為傳統戲園注入許多新鮮元素，一時之間，觀者趨之若鶩。只是時間久了之

後，習於戲曲美典的一般觀眾依舊難以持續對他的關注與興趣。在鐘聲新劇四處

尋找觀眾的過程中，中國劇場也持續了晚清以來多種走向現代的變革。

關鍵詞： 王鐘聲、早期話劇、《迦茵小傳》、《張汶祥刺馬》、《孽
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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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Theatr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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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is paper, which concerns the artistic experiments of the Tong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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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earch of Modern Audience: 
Wang Zhongsheng’s  New Drama an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Theatre 

Joscha Chung*

Abstract

Wang Zhongsheng ś theatre entrepreneurship has long been noticed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eatre.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ses some of his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by using 

materials from contemporary newspapers such as advertisements, announcements and reviews.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Wang ś creative works helps to reveal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two 

organizations which he was vividly involved with: the Spring Sun Society and the Tongjian 

Drama School. On the basis of this network and the repertoire established during this period, 

Wang began his career as a new kind of dramatist in late Qing commercial theatre.

The avant-garde style of Wang Zhongsheng ś New Drama preferred dialogues to singing, as 

it would be the case of traditional“operas.＂The other marks of his work were the scene changes 

with curtain and backdrops in the way of Western theatre. His pioneering works were temporarily 

attractive to normal theatergoers. During Wang ś search of appreciations for his untraditional 

form of plays, many innovations were carried out and milestones of modern Chinese theatre were 

laid.

Keywords:　 Wang Zhongsheng, early Huaju, late Qing theatre, Joan Haste, Zhang 
Wenxian, Niehai Hua

* Doctoral Candidate in Theatre Art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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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對中國現代劇場起始階段――特別是話劇部份――的研究來說，王鐘聲的成就和歷史

地位一直備受史家關注，然而回顧相關著作，卻會看到許多明顯矛盾的說法，這些自是缺

乏可信資料所致。近年來由於晚清民初報刊的大量再版與一手文獻不斷複印面世，已對這

段時間的劇場史書寫造成衝擊。學界關於王鐘聲生平與劇藝的考察工作方才起步，仍有不

少尚待努力之處。（吉川良和2007；夏曉虹2007；王鳳霞2008）本文以個人閱讀清末多種

報刊雜誌所得的廣告、公啟、劇評等資料為根據，試圖重建王鐘聲所編新戲的面貌，以推

進相關領域之研究。

「鐘聲新劇」一詞（或稱「鐘聲新戲」）始於1909年1月王鐘聲在上海天仙茶園與汪

笑儂、萬盞燈等名角合作的階段，至1910年初在北京天樂園登臺時博得盛名。王鐘聲在天

樂園演出的時候，舞臺上還會掛出「鐘聲新劇」四個大字。（ST-1910-01-29-7）1考量王

鐘聲在天仙茶園之前的劇場經驗對他有過重要影響，鐘聲新劇的劇目與演出形式也與他之

前的戲劇活動有明顯的承繼關係，本文將研究範圍擴及1907至1908年間王鐘聲投入「春陽

社」與「通鑑學校」的過程，並將其視為鐘聲新劇的準備與起步階段。

這篇論文嘗試以「越界」與「漫遊」描述鐘聲新劇的特色。所謂「越界」含有英文

「transgressive」與「border-crossing」之意，前者原為一表示僭越、踰矩行為的負面用

語，經過轉化，已貼近後者的中性用語，指的是創作者在藝術領域上的突破性作為以及勇

於挑戰現存規範的精神。「漫遊」一詞指的則是創作者在生存及展演空間上無一定處的狀

態，而造成此種狀態的理由，有時是對新環境的主動尋求，有時則是被迫離開舊環境。以

鐘聲新劇而言，王鐘聲在劇場創作上的越界時而成為他四處漫遊的原因，他的越界之舉時

而則與漫遊的狀態相互依存，共同成為創作的內在動力。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裏，王鐘聲所

進行的各項實驗堪稱前衛。在鐘聲新劇四處尋找觀眾的過程中，中國劇場開始了多種走向

現代的變革。

一、王鐘聲其人其事

1　  本文所引用的原始報刊材料均以「刊名-年年年年-月月-日日-版次或頁數」註明出處。刊名優先採用刊物
本身的外文名稱縮寫而成，若無外文名稱則以刊名的漢語拼音為之，完整刊名及其縮寫均詳列於引用書
目中。報刊出版時間一律將帝王或民國紀年換算為西元紀年，以便進行歷史性考察。版次或頁數若有兩
組數字，代表報紙的「張數-版數」，若遇難以認定的情況（如同期雜誌上各篇文章均從第一頁起算，或
報紙未標示版次）則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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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鐘聲本名王槐清，字熙普，浙江紹興府上虞縣人，自1907年6月22日參加上海張園

為反鴉片舉行的「禁烟大會」起，開始正式活動於公共領域中。禁烟大會當天，王鐘聲以

留洋研習過化學的留學生身分，痛陳上海許多摻雜嗎啡的戒烟丸實有弊無利，並號召成立

一間專責檢驗各家戒烟丸成分的「戒烟紅十字會」。（SB-1907-06-23-4）2但對他在此之

前的經歷，至今所知仍十分有限。

根據歐陽予倩和李任仁的回憶，王鐘聲出現上海前曾先後在湖南和廣西桂林擔任教

習，並牽涉過拐帶兩位女學生的官司。但對於他何以離開桂林前往上海，歐陽予倩說是

因為湖南拐帶案事發，李任仁卻說是因為政治立場觸怒當局，而遭到辭退。（歐陽予倩

1990：11；李任仁1961：53）此外，他留學生身分的真假也十分引人疑竇。《天津名伶小

傳》（1909）記載，王鐘聲「戊戌﹝1898﹞自費至德意志留學，入得來伯的西大學。閱

八年畢業，得學士文憑。」（官桂銓1979）3王鐘聲也表示自己曾赴日習法政、赴德習醫

學，但當時報刊記者找不到任何與他相識的留德或留日學生。同時，接觸過王鐘聲的人都

發現，他其實不通德文或日文，「不過是一個投機份子罷了」；（SB-1911-07-30-1b-4；

NH-1911-07-30-3；徐半梅1945：24）4之後更有人指出，他在上海顯露的醫術其實只是騙

術。（退庵1922：36-37）

在目前的主流戲劇史中，上述關於王鐘聲的爭議完全受到忽略。相反地，他最受後世

學者重視的身分是同盟會員，他編演新劇的目的被認為是宣傳革命，最終當他命喪天津官

府之手時，也被看作是為反清革命而犧牲。（葛一虹1990：19；田本相2008：31）如此結

合清末劇場改革與政治革命的敘述基礎，主要不外乎下列數則二手資料：瘦月的〈新劇偉

人王鐘聲傳〉（1914）、朱雙雲的《新劇史》（1914）、徐半梅的《中國話劇創始期回憶

錄》（1957），以及梅蘭芳的一篇遺稿〈戲劇界參與辛亥革命的幾件事〉（1961）。5從

時人對王鐘聲活動的報導來看，如此充滿革命史觀的敘述疑義頗大。王鐘聲編演的劇目，

絕大多數都與革命無關。部份涉及政治議題的劇作與其說是站在革命黨的立場，不如說是

2　  當日有沈敦和、呂海寰等重要仕紳出席，也有丹桂茶園的演員到場演出。關於這場集會的報導可見《申
報》，王鐘聲當天的演說詞則刊於《時報》。（SB-1907-06-23-4；ET-1907-06-24-4-1）這次集會之後兩
個月，《時報》報館還收到王鐘聲寄贈的一批自製藥水。（ET-1907-08-20-2-1）

3　  《天津名伶小傳》原書我尚未得見，此處參考該書〈鐘聲先生傳〉的抄文。這本書的作者劍影客應與王
鐘聲相識，〈鐘聲先生傳〉的內容也來自傳主本人。（吉川良和2007：71）

4　  吉川良和也認為王鐘聲不是留日學生。（吉川良和2007：100）
5　  瘦月自言他的文章是根據錢化佛的轉述所記，該文刊於《新劇雜誌》第一期（1914年5月1日）。朱雙雲
雖然整理了王鐘聲演出的若干資料，但對他離開上海一地的演出情形所知極少。徐半梅的回憶錄初稿首
先發表在1945年的《雜誌》月刊上，後又連載於1950年上海的《新民報》，並曾作為北京中央戲劇學院
的教材，就我所見的1945與1957年兩種版本來看，內容其實頗有出入。至於根據這些有所矛盾的資料所
做出的推測，就更令人難以確信。例如黃愛華曾推斷王鐘聲的赴日時間為「1906年夏天至1907年春夏之
交」，也就是他離開桂林之後、出現在上海之前，並據此認為王鐘聲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同時他的劇
場創作也是受到日本「壯士劇」、「書生劇」的影響，以宣傳革命為目的。（黃愛華2001：226-227）姑
不論日本當時的壯士劇與書生劇是否依舊盛行，這些有關王鐘聲的認知均以現行戲劇史為準，而非任何
新發現的材料。



鍾欣志　　越界與漫遊：尋覓現代觀眾的「鐘聲新劇」 115

呼應當時濃厚的改良風氣，畢竟清政府本身無法迴避、也確實進行了許多政治與社會的改

良方案。本文嘗試指出，王鐘聲所編演的新劇固然充滿了破舊立新的企圖，但這些更多是

屬於藝術上，而非政治上牽涉改朝換代的「革命」。

在缺乏確定資料的情況下，目前針對王鐘聲的討論只能以他在1907年6月22日以

後的活動為範圍。從禁烟大會到9月份春陽社成立之間，王鐘聲繼續關注他在演說中提

及的戒烟丸與國民健康問題，陸續參與「紅十字會」和「調查嗎啡衛生會」的設立。

此時倡議成立的紅十字會與日俄戰爭時救濟難民為主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不同，

主要關注和平時期的健康衛生事務。（張建俅2000）同時，王鐘聲也嘗試將活動觸角

伸往報界和商界。他曾致函《南洋日新報》負責人席子明，表明自己願意擔任主筆工

作。（ET-1907-06-25-2-2）他亦公開寫信給上海「商務總會」和「商學公會」，呼籲兩會

應在政府與外國洽簽商約的場合中更加主動積極，爭取國民利權。（SB-1907-08-02-2；

SB-1907-08-03-2）短短兩三個月之內，王鐘聲就展現出他對多項公共事務的關心和企圖。

但隨著春陽社的成立，這些關心在王鐘聲身上可說一閃即逝。當他投入新劇編演的工作

後，我們不再得見他對這些公共事務有何接續性的作為。從他密集的演出場次與種類繁多

的新編劇目來看，他把絕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到了劇場工作上。劇場對他來說，彷彿

是經歷多方嘗試以後，最終尋得可以全力以赴的事業。綜觀王鐘聲的劇場生涯，依序可略

分為春陽社、通鑑學校、鐘聲新劇三個時期，後文將據此述之。

另一方面，在他逐步建立「鐘聲新劇」名號的同時，也不斷成為報刊媒體上充滿爭

議的人物。通鑑學校巡演杭州時，因成員械鬥鬧事引來當地仕紳反對，官府也視其為「匪

黨」，並加以查禁。（ZJ-1908-07-21；JY-1908-07-28-35）61911年7月10日，王鐘聲因捲

入「田際雲案」的案外案遭到北京外城警廳拘捕；但更直接的拘禁原因，則是被北京浙

江會館的長班以「窩娼、聚賭」等罪名告發。根據警廳的查訪，王鐘聲在京原住金台旅

館，遷入浙江會館後，本人和徒弟不時聚賭喧囂。常與之往來的稽姓婦人不僅冒充女學

校教員，且有女學生裝束的妓女隨同出入。（ET-1911-07-18-2；LI-1911-07-20-2-1）7浙

江會館的管理者與浙籍京官商議後，決議將其告發，王鐘聲最後被判繳交罰金並遞解回

籍。（LI-1911-08-01-2-2）

因著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加上1910年10月曾傳出他被田際雲控告在天樂園借款未

6　  有一種說法是，王鐘聲及通鑑學校是因上演《秋瑾》等宣傳革命的戲碼，才遭到浙江官府圍捕。浙江巡
撫增韞曾在該年底上奏說，《秋瑾》一劇還來不及演出就被自己阻止；（夏曉虹2007：153-154；王鳳霞
2008：75）然而通鑑學校解散前，《秋瑾》曾在杭州天仙茶園與榮華茶園重複演出。增韞之言既不符事
實，且難免邀功之嫌。

7　  這位「喬稽氏」不僅常與女裝打扮的王鐘聲出雙入對，也是王鐘聲女裝登臺時幫忙打點造型的重要助
手。（SB-1911-07-29-1b-4；MLP-1911-07-29-3）關於「田際雲案」的研究可參考桑兵，〈天地人生大舞
臺――京劇名伶田際雲與清季的維新革命〉（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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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又到文明園搭班，（MLP-1910-10-30-5），王鐘聲在去世之前的社會形象著實欠佳。

非但上海《時報》的編輯陳冷血將他比做「妖孽」，（ET- 1911-07-24-2）1911年底當

他再度前往天津時，《大公報》還表示，王鐘聲若果真是革命黨人，「未免汙穢革軍太

甚」；（LI-1911-12-01-5）「以此等人而亦號革命，吾於是知革命黨之價值，吾於是知革

軍之人才！」（LI-1911-12-07-2）8

1911年11月初上海光復，王鐘聲恰在丹桂第一臺演出。他曾在光復後支持張承

出任滬軍總司令，（馮自由1965：291）自己也曾擔任滬軍都督陳其美的參謀之一，但

為時不過十二天即辭去該職。（MLP-1911-11-07-2；MLP-1911-11-19-1-1）911月26日，

天津的不少官府署局及報館都接到革命軍的告示，告示上並印有「北軍大都督王」前

銜。王鐘聲於11月29日到達當地後，便被懷疑與此告示有關。12月2日，他在奧租界劉

子揚家中遭天津探訪局逮捕。根據天津官府公布的消息，王鐘聲應訊時對自己北軍大

都督的身分承認不諱，儘管官府對此有所懷疑，但因其素行不良，於是在請示北京內

閣後，將他「盡法懲治」。另一方面，之前出現的革命軍告示已查出是來自北京，且

與王鐘聲無關。（MX-1911-12-06-7；MX-1911-12-07-8）當時各方紛紜：「王鐘聲實革

命黨人也，不過為革命黨人中之敗類耳」（劉孟揚語，MX-1911-12-08-6）；「王鐘聲

不足齒之傖也……一死可以掩百愆。」（季融五語，MLP-1912-01-01-7）此案留下的爭

議，只限於中國官方是否有權在租界逮人，以及缺乏公開審判的程序有違立憲精神而

已。（MX-1911-12-07-11；MX-1911-12-09-7）

承上所言，關於王鐘聲的生平仍有許多疑點待考。但不論他之於同盟會或革命黨的關

係究竟如何，亦不論其為人有何爭議之處，他在晚清所編演的新劇的確完成了許多大膽創

新的突破。在交代過目前所知的王鐘聲生平事蹟後，本文將著重討論鐘聲新劇在藝術方面

的成就，以及這些創作對中國現代劇場的重要性。

現行戲劇史涉及王鐘聲的敘述幾乎都來自二手資料或多年後的回憶文字，彼此難以相

互印證，以致幾無信史可言。10目前學界對於王鐘聲最出色的研究，要屬日本學者吉川良

8　  本文所引用的晚清民初報刊資料，皆由我自行添加新式標點。
9　  《順天時報》曾在1911年12月7日到8日刊出一份〈上海革軍政府之人物表〉，其中未見王鐘聲的名字。
10　  舉例來說，《中國戲曲志˙上海卷》中有「張汶祥刺馬」的條目，其中記載：「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

新劇家王鐘聲參加『春桂茶園』演出，又據此題材編寫成京戲本，王自飾張文祥，汪笑儂、趙如泉、萬
盞燈等均在劇中飾主要角色。」（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1996：205）趙山林編著的《中國近代戲曲編
年》轉錄此條，並將時間改定為1906年。（趙山林2008：253）這兩項記載都不正確。查《申報》戲目告
白可知，1906年1月至1907年1月期間，萬盞燈在天仙茶園，汪笑儂則在春仙茶園搭班。1907年上半年春
桂茶園暫停營業，直到8月下旬才重新開張，其時萬盞燈和趙如泉都在天仙茶園。直到該年底止，萬、
趙、汪三人並未加入春桂茶園。《中國戲曲志》所記關於王鐘聲在春桂茶園編演《張汶祥刺馬》一事，
正是後文所要討論的鐘聲新劇之一，其正確演出時間卻是在1908年底。另外，關於王鐘聲先後參與的春
陽社及通鑑學校則是更明顯的例證：葛一虹的《中國話劇史》說，通鑑學校成立後的第一次演出以春陽
社的名義舉行，（葛一虹1990：17-18）而稍早出版的《中國現代戲劇史稿》卻說，王鐘聲在春陽社解散
後才投入通鑑學校的活動。（陳白塵、董健1989：42）關於此點可參見本文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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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王鐘 事蹟二攷〉（2007）一文。吉川教授根據報刊史料，對王鐘聲的演劇活動―

―特別是北京、天津兩地的演出――有不少清楚的考證。本文以此為基礎，除添入王鐘聲

在上海、杭州的演出紀錄加以綜合評論之外，也藉機訂正吉川教授文中的些許失誤。11 文

末附上王鐘聲目前具體可考的劇場活動紀錄，分作甲、乙兩份表格，以備讀者參考。

二、上海人際網絡與鐘聲新劇的起步

（一）來自春陽社的經驗
作為鐘聲新劇日後足以借鏡的範例，春陽社時期的經驗積累對於王鐘聲的劇場生涯

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目前可見對春陽社的記述均著重描寫王鐘聲一人，包括認為該

社「能借到當時一般中國人難得光顧的蘭心大戲院﹝Lyceum Theatre﹞演出，說明了王鐘

聲活動能力之強。」（黃愛華2001：230）根據我的研究，春陽社的組織成員其實頗為複

雜，王鐘聲在社中也並非居於領導地位。無論春陽社有過什麼樣的成就，都不應單單視為

王鐘聲一人的功勞。

成立於1907年9月22日的春陽社原名「陽春俱樂社」，主要宗旨在於「互換智識、改

良風俗」。（SB-1907-09-25-1-1；SB-1907-09-26-9）從該社主動發行的〈意見書〉來看，

所謂「互換智識」，指的其實是知識分子對未受教育、不識之無的「下等社會」施行某種

補救教學，其中最主要的辦法在於戲劇一途。（LI-1907-10-15-7）

作為投身清末「啟蒙運動」12 的一份子，春陽社結合了當時上海紳、商、學各界知名

人士。它的三位創辦人除了剛在上海展露頭角的王鐘聲，另外兩位都是舉足輕重的本埠要

員。年紀最長的馬相伯（1840-1939）以教育和各項公益活動著稱，他曾擔任徐匯公學校

長，1902至1905年間先後創辦震旦（Aurora）和復旦學院。這位張之洞口中的「中國第一

名演說家」，密集參與了晚清禁煙、江浙路事、立憲等等重要社會運動。（張若谷1939：

216；魏揚波2002；黃書光2004：271）在〈春陽社意見書〉上領銜署名的沈敦和（字仲

禮，1866-1920）曾遊學英美，歸國後一度入仕辦理洋務；庚子國變之時，他成為中外衝

突間極為重要的調解人，也為自己贏得洋務人士及在華西人間的聲望，（L. D. 1903）去

職後仍不失其影響力。13 不論輩分或是社會名望，王鐘聲都遠遠不及春陽社的其他兩位創

11　  〈王鐘 事蹟二攷〉有些劇目名稱上的錯誤，例如將《夢遊上海》誤為《夢遊》，（91）《熱淚痕》誤
為《熱淚碑》；（99）此外，該文所記王鐘聲在漢口的首演日期以及第三度在北京演出的若干場次並不
準確。（94, 99）

12　  關於清朝最後十年的「啟蒙運動」，以及當時知識份子與部分劇場工作者利用新編戲劇開導下層社會的
情形，請參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1998）。

13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大小慈善事業裏，沈敦和扮演過多次重要角色，包括1904年為救助日俄戰爭難民發
起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張健俅2000：68-72；周秋光2000：139-151）以及從1906年江北大水延
續至辛亥革命前的「華洋義賑會」。（黃文德2004：15-26）1906年，他還接手在華西人創辦的「中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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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

沈敦和在春陽社成立後出任社長，（ET-1908-02-24-2-1）但該社社長近似榮譽職，社

中主要由評議員組成的評議部負責議決一切社務。（LI-1907-10-16-6）1907年11月24日的

特別會上，全體社員按章程共同推舉出四位評議員，其中並未包括王鐘聲。14 這些成員代

表了春陽社廣闊的人際網絡，以及他們能為此新社團提供的各種有形或無形支助。同樣是

新劇演出團體，春陽社比起藉孔子誕辰紀念會或是助賑名義爭取演出機會的學堂學生，無

疑具備更加豐富的社會資源。另一方面，該社在行政上也必然受到這些有力人士的直接影

響。王鐘聲雖是發起人之一，他在社中的角色更接近實際運作上的執行者，而非重要的決

策人士。

【圖一，春陽社《黑奴籲天》演出人員扮裝合照，ASM-1908-01-18】15

春陽社在西式劇場製作的《黑奴籲天》是中國現代劇場起始階段的特殊成就，對王鐘

聲短暫而精采的創作生涯來說，它也是重要的起步。該劇在形式上屬於新編戲曲，（徐半

足會」，擔任上海會長一職。（SWP-1904-12-25-1-1；UG-1906-12-25-1-1）
14　  這四位評議員是陳潤夫、廉惠卿、廉勵卿和談小蓮。（SWP-1907-11-26-3-2；SB-1907-11-26-3-3；ET-

1907-11-26-5）陳潤夫是「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剛成立時的五位總董之一，正與沈敦和等人一同負責
「雲南義賑會」的運作；（ET-1907-07-21-1-1；唐力行1997：289-290）廉惠卿中過舉人，曾任職於中
央的度支部；（徐友春1991：1297）「白雲詞人」談小蓮是上海知名作家及書畫家，原辦《小說七日
報》，1906年9月將該報社改組為「戲曲改良社」，他也是當時丹桂茶園賣座新劇《潘烈士投海》的原作
者。（YX-1897-11-05-1；SWP-1905-09-24；ET-1906-09-20-1-1）

15　  同一張照片也刊登在《新劇雜誌》第一期（191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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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1957：19）而非王鐘聲日後看重的「官話新劇」。但它結合東西方元素的手法，為晚清

新劇到民初文明戲起了重要的示範作用，甚至形成某種結合對白與歌唱的新劇範式。16

《黑奴籲天》一劇共分十二齣，分三天首演於1907年11月4日至6日的晚上，演出地

點在圓明園路的蘭心劇院。（NH-1907-11-06-5-1；NH-1907-11-07-5-1；NH-1907-11-08-5-

1）演出的主要目的，在於集資援助為時將近一年的雲南旱災。當時在上海負責勸賑的雲

南義賑會改組自1906年底為江北大水成立的華洋義賑會，不論在人員還是籌款方式上，雲

南義賑會都有許多承繼其前身之處，演劇助賑一法也不例外。春陽社為滇賑組織演出的作

法，十分類似同年一月間「補助華洋義賑會」為江北大水籌辦助賑演出時的越界之舉：當

時滬上多位紳董與名妓在工部局議事廳合作演出，極為引人側目，（鍾欣志2011b）而春

陽社此時則把多位京劇票友和名伶帶入西式劇場中，同臺合演新劇與傳統戲碼。

《黑奴籲天》改編自林紓、魏易合譯的小說《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17

之所以選擇這部小說作為創作素材，一是此書自1901年出版以來已廣為中國讀者所熟知，

不久前還被學部選入「宣講所應用書目」中，與《聖諭廣訓》、《勸學篇》等出版品並

列；（XB-1906-10-28）二來，也跟春陽社內重要成員的人際脈絡關係密切。春陽社成立

時，林譯小說《黑奴籲天錄》主要由上海文明書局印行，1905年起並有吳芝瑛圈點、其夫

婿廉惠卿校對的版本。（樽本照雄2002：243）廉惠卿此時尚未獲選為春陽社評議員，但

他和吳芝瑛必然在劇目決定上發揮過一定的影響力。就在春陽社發佈演劇助賑廣告的第二

天，《時報》頭版立刻登出文明書局銷售吳芝瑛圈點版《黑奴籲天錄》的廣告，並對持有

春陽社《黑奴籲天》傳單的讀者提供優惠特價。（ET-1907-11-03-1-1）18靠著豐沛的社會

資源，春陽社成立短短一個多月，就大張旗鼓地進行了首演。19

《黑奴籲天》開演前幾天，上海各大報上都看得到相關訊息。春陽社的演劇助賑廣

告連續刊登在《申報》、《時報》、《新聞報》、《神州日報》、《中外日報》上多日，

該社另撰有〈春陽社演劇助振記〉刊登在《申報》和《時報》。（SB-1907-11-01-19；

ET-1907-11-01-5；SWP-1907-11-02-1-1；NH-1907-11-03-1；UG-1907-11-01-5-1）

就像許多新劇演出時會邀請報社記者前來觀劇，上海的報社也收到了春陽社的贈

16　  儘管鐘聲新劇並不重視唱工，當王鐘聲與南北各地戲班合演新劇的時候，以演出傳統戲曲為主的名角們
不一定也都不唱，於是便形成一種說白為主，但偶然加入演唱的混合形式。關於民初文明戲中的歌唱問
題，可另參見松浦恆雄，〈文明戲的實像――中國戲劇的近代自覺〉（2005：281-283）。

17　  現行戲劇史提及春陽社此劇時，幾乎都以小說的標題《黑奴籲天錄》名之，但在該社發佈的廣告、說明
與時人記述中，這齣戲的正式名稱無一例外，都只有《黑奴籲天》四個字。

18　  這則廣告在《時報》連續刊登至11月11日為止。
19　  歷來戲劇史學者多半認為春陽社改編此劇，是受到東京春柳社的直接影響。鑑於兩社的演出從形式到內

容都不一樣，他們同編此劇的現象，或許應該視為清末民初中國知識階層從種族競爭立場，視美國黑奴
命運為黃種人殷鑑的共同詮釋行為，也就是說，兩者之間的平行關係實大過承繼關係。關於春陽社的創
社宗旨、其代表作《黑奴籲天》的演出及參與當時各種社會運動的情形，可另參見鍾欣志，〈晚清現代
劇場的社會動力――以春陽社及其《黑奴籲天》為例〉（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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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NH-1907-11-02-1-2）參與演出的人員除了春陽社社員，尚有小連生（潘月樵）、

孫菊仙、小子和（馮春航）、鮑鶴齡、孫芝圃（孫菊仙之子）、管西園20……等多位京劇

名角或名票登台助演。（SB-1907-11-01-1-1；NH-1907-11-06-5-1；NH-1907-11-07-5-1；

NH-1907-11-08-5-1）21換言之，藉由參與春陽社的演劇活動，初到上海的王鐘聲不僅得以

結識多位社會中堅，還有機會與當地首屈一指的戲曲演員直接交流。春陽社的運作經驗在

各方面加深了王鐘聲對十里洋場的認知，擴展了他的人脈與個人知名度，也為他示範了

現代媒體的傳播能量。更重要的或許是，隨著《黑奴籲天》在蘭心劇院開演，王鐘聲得

以使用當時中國境內最標準的西式劇場，也才可能完成該社廣告所宣稱的「園林山水、

風雪景緻」，創造出「山水庭園，宛如真象，且用反射電光，映作雲影月色」的視覺美

感。（UG-1907-12-24-3-2）22

（二）通鑑學校的藝術實驗　
1908年3月7日，《時報》頭版登出春陽社改併為通鑑學校的廣告。內中言道：

本社自去年秋天開辦以來，已歷六閱月矣！雖承商、學兩界諸君熱心贊

助，得以成立，而經濟維艱，殊難支持。且各社友皆有職業，或正青年嚮

學之時，未可顧此失彼。茲經協議，另行籌集的 辦「通鑑學校」，除中

學應有普通科學之外，仍注重音樂戲劇，以開通民智為宗旨，所有以前春

陽社主義，則以校中學生繼而行之，庶幾於學業、義務兩不相悖，而亦免

逸樂費時之必獘。除將開辦學校章程妥訂、另行廣告外，合將本社改併緣

由登報以聞。至於春陽社停辦以前出入各 項，概由通鑑學校承認理處。

校長王熙普謹啟

王鐘聲從春陽社的一員成為通鑑學校的校長，其中緣由今日已難詳查。可以肯定的是，至

少有部分春陽社成員並不同意被併入通鑑學校中，仍陸續以「春陽社」的名義舉行公演，

因此春陽社和通鑑學校更像是分道揚鑣、各自行事的兩個團體，而非王鐘聲所謂後者「改

20　  管西園是沈敦和在中國天足會的同事。（UG-1906-12-25-1-1）
21　  查閱報上的茶園戲目告白可知，來到蘭心劇院助演的小連生、孫菊仙、小子和等，演出後又趕回丹桂茶

園登場。（SWP-1907-11-04；SWP-1907-11-06）
22　  蘭心劇院原建於1867年，是上海外僑業餘劇社（Amateu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俗稱ADC劇社）

的主要活動場地，1871年毀於祝融，1874年在原址附近重建開幕，營運至1929年為止。（上海通社
1935：487-491）《黑奴籲天》即演於這座位於圓明園路（今日的虎丘路）上的二代蘭心劇院。關於
第一代蘭心劇院內演出的劇目可參見Haan.“Thalia and Terpsichore on the Yangtze: A Survey of Foreign 
Theatre and Music in Shanghai 1850-1865.＂ (1989)；關於歷年來在蘭心劇院演出的西洋通俗劇，可參見
Huang.“Traveling Opera Troupes in Shanghai: 1842-1949.＂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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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前者的關係。23

比較兩者的活動情形可以看出，通鑑學校已不再享有春陽社般豐富的人脈和資源。最

明顯的一點在於，不論是主動發佈的啟事或是被動得到的報導版面，報上有關通鑑學校的

訊息──或者說它在上海媒體的「曝光率」──已遠比不上春陽社時期來得密集與大量。

從成立和招生的廣告到有關該校理念的〈說明書〉，通鑑學校活動期間所公開的文件若非

以學校名義發佈，都只有王鐘聲一人署名而已。

如果我們相信王鐘聲的說法，那麼通鑑學校不少成員都是正值「嚮學之時」的年輕學

生。從1908年4月1日開學到該年7月底在杭州結束營運，通鑑學校總共活動的時間不過短

短三個多月。它雖以學校為名，實際上更像是個四處尋找演出機會的流浪戲班。（其漫遊

各地的演出場次可參見附表甲。）它所搬演的戲碼與傳統戲班相去甚遠，自然，也只能不

斷為自己的新劇尋覓新時代的新觀眾。

【圖二，通鑑學校《迦茵小傳》第一幕〈男爵內
室〉劇照，GH-1908-05】

【圖三，王鐘聲飾演迦茵扮裝
照，GH-1908-05】

1908年5月3日到6日，通鑑學校與上海春仙茶園達成協議，在該園每晚的京戲劇目之

後，演出形式截然不同的《迦茵小傳》作為大軸。這齣製作延續了不少王鐘聲得自春陽

社的演出經驗，也有來自日本春柳社的影響。如同《黑奴籲天》一樣，《迦茵小傳》也

取材自暢銷林譯小說，24開演前多日也在報上連續刊登開演聲明，並致贈報社票券，這些

23　  例如1908年6月6日，春陽社應《競業旬報》社的邀請，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雙烈傳》和《滑稽魂》，
並表示「有所謂『通鑑學校』者，云即春陽社舊部，其實非也。」（SWP-1908-06-05-3-3） 

24　  1903年文明書局曾經出版過包天笑和楊紫驎合譯的《迦因小傳》，但內容只包含了原著的後半段；1905
年林紓和魏易另起爐灶，合作譯出全本，到1906年3月已發行至第三版。（樽本照雄2002：316；潘少瑜
2008：100-101）過去學界一向認為通鑑學校的演出依據包、楊譯本，如今可確定此說不確。首先，通鑑
學校的戲名取做迦「茵」而非迦「因」；其次，通鑑學校在《迦茵小傳》戲單上，抄錄了林紓為全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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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王鐘聲從春陽社得到的運作經驗。（SWP-1908-04-29-1-1；ET-1908-04-29-2-2；SWP-

1908-05-02-3-2；UG-1908-05-02）與此同時，通鑑學校圖文並茂的戲單和分幕的戲劇結構

則明顯襲自春柳社和日本新派劇的作風。（上海圖書館2008：彩圖3）25

《 迦 茵 小 傳 》 是 以 英 國 莊 園 為 背 景 的 言 情 故 事 ， 全 劇 共 分 五 幕 ， 分 別

是 〈 男 爵 內 室 〉 、 〈 公 園 婚 約 〉 、 〈 敗 塔 寒 月 〉 、 〈 病 室 情 緣 〉 和 〈 情 天 魔

鬼〉。（ET-1908-04-29-2-2；SWP-1908-05-01-8）該劇不僅分幕演出，且有在茶園中照搬

西式劇場的換幕之舉，此點也成為鐘聲新劇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對中國現代劇場更重要的

是，這齣戲的「佈景意匠主任」王鐘聲把全套西洋佈景的技法搬進了傳統茶園中。今日留

存的劇照見證了通鑑學校在廣告中所承諾觀眾的「無異身入圖畫」、「皓月當空」等等佈

景效果，（SWP-1908-04-29；ET-1908-04-29）以及該劇對服裝造型的重視。照片同時顯

示，演員在戲中的動作已經與傳統戲曲的身段相去甚遠。（圖二、圖三、圖四）

【圖四，通鑑學校《迦茵小傳》第五幕〈情天魔鬼〉劇照，GH-1908-05】

《迦茵小傳》的言情內容和它不帶唱腔的表演形式都與《黑奴籲天》有所不同，但

在演員的西洋裝束方面，以及勇於突破創作疆界的創作精神上，《迦茵小傳》與《黑奴籲

天》實有其相承之處，二者所共同體現的，乃是清末劇場「搬演世界」的企圖。（鍾欣志

題的〈買陂塘〉。最為關鍵的一點則是：通鑑學校演出的一到四幕都是小說前半本的情節，也是包、楊
本《迦因小傳》中未曾譯出的部分。

25　  在春柳社以先，上海聖約翰大學已經有過分幕的劇作。該校對這方面的認知主要來自西方劇作（特別
是莎劇）。目前尚無法肯定聖約翰學生演劇是否對通鑑學校有過直接影響。關於聖約翰大學的中、
英文戲劇活動，煩請參見鍾欣志，〈清末上海聖約翰大學演劇活動及其對中國現代劇場的歷史意
義〉（2011a）。



鍾欣志　　越界與漫遊：尋覓現代觀眾的「鐘聲新劇」 123

2010：190, 198）繼汪笑儂的《瓜種蘭因》、《火裏情人》，以及春柳社的《茶花女．匏

止坪訣別之場》、《黑奴籲天錄》之後，王鐘聲參與的這兩齣戲無疑是晚清新劇進一步採

用非中國題材入戲的出色成果。

整體來說，通鑑學校首演的氣勢已不如春陽社般浩大。通鑑學校一反數年來新劇團

體習慣的作法，不以助賑或助學為號召，而是投入純粹商業的環境裏，直接面對來自一般

觀眾的考驗。26徐半梅認為，《迦茵小傳》有了話劇的雛形，是「劃時代的成功」。（徐

半梅1957：24）這樣的評價自然是日後關注話劇如何成形的一種敘述角度，若是回到歷史

現場，《迦茵小傳》在觀眾接受度上，其實並不怎麼成功。5月6日，通鑑學校宣布調降票

價，原本要價一元的樓座降為五角，正廳也從六角降為四角，（ET-1908-04-29-1-1；ET-

1908-05-06-2-2）降幅不可謂不大。而就在王鐘聲等人期待票房好轉的第二天，春仙茶園

因為園主熊文通積欠房租，被屋主稟請公廨將其查封。（SWP-1908-05-22-3-2）隨著茶園

突然停止營業，《迦茵小傳》的演出也無疾而終。

徐半梅口中的劃時代之作有如曇花一現，《迦茵小傳》後來只在通鑑學校赴杭州巡迴

時重演過其中一幕而已。（ZJ-1908-06-29-1-3）這齣戲的失敗意味著傳統茶園的舞臺成規

與觀眾品味確實不易挑戰，春仙茶園遭到查封，更如雪上加霜般打擊了通鑑學校的演藝事

業。王鐘聲的因應之道是採用更折衷的辦法，選擇當時流行的「時事新劇」路線以親近觀

眾，也就是暫時放棄仰賴翻譯小說，轉而以當代中國人事為創作素材，其中包括《張汶祥

刺馬》一類傳統茶園早已編演過的舊題材。1908年6月下旬，當通鑑學校尋找觀眾的腳步

來到杭州，王鐘聲則以惠興、秋瑾等與這座城市深具地緣相關的人物入戲。27

雖 然 這 些 《 迦 茵 小 傳 》 之 後 的 戲 碼 在 題 材 上 更 為 觀 眾 所 熟 悉 ， 王 鐘 聲 在

形式上仍舊堅持以官話演出，而非京劇或其它中國民眾「喜聞樂見」的傳統劇

種。（ZJ-1908-06-21-1-2）儘管觀眾對帶有濃厚京劇色彩的《黑奴籲天》反應熱烈而

對純粹說白的《迦茵小傳》興趣缺缺，王鐘聲自己對這種全新的劇場形式似乎信心滿

滿。他在杭州公布的招生廣告中，特別聲明通鑑學校的報名資格之一是「須熟悉官

話」，（ZJ-1908-07-10-1-1）而當時的中國官話即使通行全國，其普及程度與今日的「國

語」（或「普通話」）相去仍遠。除了官方人士，只有進過數年學校或與官方常有往來的

平民，能使用這種以北京口音為準的語言。28換句話說，當王鐘聲堅持用官話演劇時，他

26　  通鑑學校有過一次助學之舉，但這種演出並非其運作常態。其演出或與茶園固定戲班合演或獨自租借場
地售票，以自給自足的商業性質為主。

27　  1905年年底滿族女子惠興在杭州服毒殉學。她在當地創辦的貞文女學校1906年重新開學，並改校名為
「惠興女學堂」。1907年該校已有學生六十人，教員六人，並另興建新校舍。（夏曉虹2004b：248-
252）秋瑾1907年7月15日被斬於軒亭口，1908年1月由吳芝英和徐自華等人購地安葬於西湖畔，該年2月
並有數百人聚集杭州風林寺為其舉辦追悼會。（SB-1908-02-29-2-4；夏曉虹2004b：307）

28　  1903年在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等合擬的《奏定學堂章程》中如此規定：「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致，
故同國之人，其情易洽，實由小學堂教字母拼音始。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內彼此不通語，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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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了一條註定只能被小眾欣賞的藝術之路。

王鐘聲堅持這種「前衛」姿態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他希望自己的新劇能夠巡演四

方，而不僅是滿足一鄉一地的觀眾。相較於上海學生用方言演出自編新劇，王鐘聲顯然對

自己作品抱有更大的企圖。其次，他並不認為傳統戲曲能夠教育大眾。

1902年義和團事變告一段落之後，主張戲劇改良的意見逐漸擴展開來，形成一股社

會潮流與共識。若干新編劇本的嘗試，也在天津、上海、廣東等地出現。鑑於義和團成員

受到戲劇的強大影響，演劇被視為比起報章、演說更為有效的教育利器。（李孝悌1998：

149-200）不過，在通鑑學校成立之前，中國境內的戲劇改良可說都在傳統戲曲的範疇內

進行。他們認為，改造民眾熟悉的舊有形式，才能「合多數人之心思，然後利用之，以

申其宗旨。」（ET-1906-10-06-1-2）29王鐘聲對此卻有不同看法。在〈通鑑學校說明書〉

中，他一方面贊成戲劇可以成為社會教育的利器，一方面卻質疑傳統劇場擔負這項任務的

能力：

今日梨園之戲劇，其程度為何如？梨園之子弟，其為人又為何如？於此而

欲求其負教育社會之責任者，實寥如晨星，不可數覯。苟不提倡以改良

之，毀盜毀淫，何日而休？民人方在幼穉時代，安事此酖毒為也？若徒主

張、議論，自立於旁觀地位，仍以舊時梨園為可以教育社會之人，是譬如

責跛者以千里，強弱者以百鈞。（SWP-1908-03-12-3-2）

他更表示，這些「舊時梨園」中人因教育程度不足，「未有可以言改良之價值」。（同前

引）對他來說，劇場若要達到社會教育的目的，需要的不是加以改造，而是另起爐灶。

只是，脫離一般觀眾的欣賞習慣之後，王鐘聲和他的新劇只能在不同城市間不停漫

遊，尋求具備一定教養的中上層人士給予支持。例如當他在北京演出時，記者就曾經報

導：

鐘聲演劇……每讀詩、詞句時，必先說明：「如若歌唱必定聽不清楚，不

如把這詩詞仔細念他一遍。」于是舞台上誦一詞句，舞台下即□擊掌。這

擊掌的必定是文人學士、上等社會中人，那中等社會中人不過聽個大 而

已。至于下等社會中人，可就一字不懂。（ST-1910-02-05-7）

事扞格。茲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
」（周漢光1985：3；王理嘉1999：23）晚清地方教育機構和民間出版社都嘗試過推動「國語」，但要等
到民國時期，中央才開始成立真正推行讀音統一的專責機構。（王爾敏1982：34-36；Kaske 2008：275, 
286-294）

29　  曾孝谷在創辦東京春柳社之前，曾在國內發表〈戲曲改良的淺說〉一文，他也認為「外國新戲重在說
白，此時我國還不能學。」（JH-1906-0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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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王鐘聲來說，北京當是全國官話最為普及的碼頭了，但他心目中的理想觀眾顯然並非

不識之無的市井之流。在通鑑學校的開辦廣告中，王鐘聲曾表明該校「以開通民智為宗

旨」。以此觀之，他所謂的開通民智若非向觀眾展示西洋風俗與一門特殊的劇場藝術，在

「開民智」、「鼓民力」等用語頗為流行的當時，則不無因襲新興知識性社團（包括春陽

社）慣用詞句的嫌疑，實際上缺乏向下等社會「說法」的誠意。

王鐘聲編演官話新劇的作法不僅觀眾不易接受，他帶領一群年輕學生排戲、公演的舉

動也引來反對聲浪。1908年6月18日，《中外日報》編輯發表一篇題為〈說文明戲〉的文

章，內容主要質疑當時上海許多「不中不西」的新劇。文中許多批評雖未指名道姓，但明

顯針對通鑑學校而發：

尤不可解者，則主事者往往使學生為之，並使之至各處扮演。夫使此學

生而愚蠢也，則固不足為出色之戲腳；使其聰慧，則當今人才寡乏之

時，此等學生正宜使之學一專門之學，以效用於國家社會，何可使之

作廢於末技之中？豈主[事]者有所利而為之，而以自娛娛人之說導學生

乎？（UG-1908-06-18-2-1）

並且，文章也不贊成王鐘聲的看法，認為與人有益的新編戲，應該「仍使舊時梨園為之，

以其駕輕就熟，易以動人。」

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後三天，王鐘聲在杭州報上刊登赴當地巡演的廣告。廣告中除了通

鑑學校四字，還打出春陽社的招牌做為號召。與其跟上海媒體做言詞上的爭辯，王鐘聲似

乎更想以行動來實踐自己的理念。他帶著招募來的年輕學子離開上海，前往另一座碼頭。

6月26日，通鑑學校正式開演於杭州天仙茶園。

失去了春陽社豐富的社會資源，王鐘聲的創作數量反以倍數成長。離開了上海，通

鑑學校在傳統茶園中的演出頻率也迅速提升。他們在杭州延續了與上海春仙茶園的合作方

式，負責茶園每晚傳統劇目之後的大軸戲。進入當時商業劇場的運作邏輯中，這群初出茅

廬的年輕創作者必須每晚拿出一套劇目來應付觀眾的期待心理。只有看客反應特別良好的

情形下，才有可能連續兩晚重覆同一戲碼。王鐘聲和他的學生們一面重排在上海――包括

春陽社時期――演過的舊作，一面不斷搬出新作。

儘管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通鑑學校就在杭州結束營業，但王鐘聲和他學生們所激盪出來

的創作能量、他們進出各種表演空間的應變能力以及衝州撞府的越界之舉，在在示範了中

國現代劇場一些重要團體的生存模式。1910年代初任天知所率領的「進化團」比通鑑學校

漫遊得更遠，1920年代末田漢指導的「南國社」在藝術上更為大膽，然而他們以波西米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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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進行文化乃至政治革命的前衛姿態，都可上溯至清末短暫存在過的通鑑學校。

三、「鐘聲新劇」的代表劇目及其特色

1908年7月通鑑學校在杭州解散後，王鐘聲去向不明。直到當年12月底在上海茶園登

臺前，我們並不清楚他在這五個月之間是否有過其他演出。對本研究來說，這不能不說是

頗為遺憾的事，因為當他再次現身上海時，「鐘聲新劇」已正式成為王鐘聲編演作品的代

名詞。

這段期間上海劇壇最重要的變化，莫過於新舞臺在南市十六鋪開張營業。這座新建

的劇場同時參考東、西洋的劇場構造，在照明和機關佈景上都比中國傳統茶園更加靈活多

變。從商業競爭的角度來說，這座新開張的劇場必然給其他同業帶來更大的壓力，王鐘聲

之所以有機會重回上海演出，相信與新舞臺的出現有關。30

具體來說，王鐘聲能重登上海舞臺，靠的主要是他在通鑑學校時期的人際網絡，

其中又以與京劇演員熊文通的交往最為關鍵。如前所言，《迦茵小傳》原本首演於

熊文通在上海經營的春仙茶園；當通鑑學校於杭州巡演，從當地天仙茶園轉至榮華

茶園搭班時，熊文通率領上海春仙的班底也來到杭州演出，並進而接手經營天仙茶

園。（ZJ-1908-07-25-2-3）不但如此，王鐘聲和熊文通在劇目編排上，始終維持密切的互

動。311908年12月12日新舞臺在國喪後重新開演，繼續強調自己在佈景機關上的優勢。不

到一週，春桂茶園就打出「佈景新戲」的廣告，（SWP-1908-12-17-1-7）而鐘聲新劇《張

汶祥刺馬》隨即在20日開演。此時，熊文通也出現在該劇的演員名單內。當上海各茶園面

臨新舞臺的挑戰時，王鐘聲對西式佈景的知識，彷彿是傳統茶園認為可以維持生意不墜的

靈丹妙藥，這應當是鐘聲新劇正式現身上海的主要背景。雖然沒有新舞臺的硬體設備，但

一段時間內，王鐘聲和上海名角聯手，展現了比起新舞臺演員毫不遜色的創造力。

鐘聲新劇以王鐘聲的個人表演為中心，特色是重說不重唱，重視舞臺景觀，

並講究分幕換景，所演的劇目絕大部分都是自行改編。據《順天時報》記載，王鐘

30　  新舞臺開市的時間為1908年10月26日，11月16日隨即因國喪（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過世）停演了將
近一個月，但它各式「電光布景」、「電光風雪」……的宣傳廣告，依舊十分引人注目。新舞臺成立後
數個月內上演的除了傳統老戲，一些新劇劇目如《黑籍冤魂》、《黃勳伯義勇無雙》、《刑律改良》、
《潘烈士投海》……等等，全部都是夏月珊、潘月樵等人在丹桂茶園時期就已編出的作品。嚴格來說，
他們一開始並無任何新作，只是在這些舊作上增添佈景與舞臺特效而已。這方面與上海劇場一貫的經營
策略有所不同，卻也凸顯出新舞臺經營者對他們機關佈景的吸引力抱有極大的信心。其他關於新舞臺的
研究可參考沈定廬，〈新舞臺研究新論〉（1989）；平林宣和，〈茶園から舞台へ――新舞台開場と中
国演劇の近代〉（1995）。

31　  1908年7月14日熊文通在杭州天仙茶園先行演出《沭陽女子》，兩天後通鑑學校才在榮華茶園演出該劇。
回到上海後，熊文通在春桂茶園演出的《張汶祥刺馬》、《徐錫麟》等新劇，同樣也是鐘聲新劇在天仙
茶園的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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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本人未到北京以前，廣德樓的夜戲就已經引入「鐘聲畫景」，製造炫目的舞臺效

果。（ST-1909-08-28-7；ST-1909-08-29-7）當他打著「鐘聲新劇」的招牌初到北京

時，一度造成「九城裏外，舉國若狂，接連幾晚上，不論商界、學界、政界、女界、

守舊界、維新界中人」都要觀賞鐘聲新劇的盛況，甚至在王鐘聲上台前四小時就有觀

眾提早前往等候。兩千人座的天樂園，每晚添設數百張凳子，還是有人只能站著看

戲。（ST-1910-01-29-7）

綜觀鐘聲新劇的劇目，可以看到許多取自社會政治時事的題材，而這些題材往往亦

為商業或業餘劇場所熱衷排演：如《潘烈士投海》、《徐錫麟》、《惠興女士》、《年大

將軍》等。我們可以推斷王鐘聲或多或少曾經參考過這些時事新劇的演出。在通鑑學校所

累積的劇目基礎上，鐘聲新劇在1909年以後加入一批改編自當代「新小說」的新劇，例如

《孽海花》、《恨海》、《禽海石》和《雙淚碑》。32從這幾種新小說的內容可以看出王

鐘聲對言情題材的著迷，《迦茵小傳》在商業上的失敗並未使他徹底放棄這方面的創作。

除了國人原著的新小說，他也改編過《寒桃記》、《劍底鴛鴦》、《電術奇談》等翻譯小

說入戲。概括來說，王鐘聲改編這些故事的基本立場是利用它們抒發己意，而非單純地演

繹情節。這些鐘聲新劇的分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見到《迦茵小傳》（或說輾轉來自日

本新派劇）的影響。此外，他也引進了日本春柳社成員演過的《熱淚》、《血簑衣》等

劇。

從創辦通鑑學校到1911年12月5日（一說4日）命喪天津，33王鐘聲在上海、杭州、天

津、北京……間來回漫遊，他在各地劇場合作的對象或者是頗具改革思想的傳統藝人如汪

笑儂、田際雲、金月梅，或者是以學生演劇起家的創作者如汪優游、徐半梅、陸鏡若等。

他這三年多的創作經歷，活脫就是一幅晚清新劇的縮影。以下從王鐘聲的代表作與擅長扮

演的角色出發，考察鐘聲新劇的特色，最後將據此評述這些作品在中國現代劇場發展中的

歷史地位。

（一）《張汶祥刺馬》
王鐘聲的《張汶祥刺馬》編於通鑑學校時期。1908年5月23日，這齣戲以《中國之武

士道》為名首演於上海「愚園」。從現有資料來看，這是王鐘聲演過最多次的戲碼，也可

說是鐘聲新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中國之武士道》原為梁啟超的書名。1904年，梁啟超蒐集了春秋戰國到漢朝初年

32　  《雙淚碑》原為《時報》徵得的「第二等哀情小說」，1908年6月28日曾由上海「可社」編為新劇在丹桂
茶園演出。（ET-1908-04-09-1-1；ET-1908-06-20-1-1）

33　  12月5日的說法見《神州日報》（NH-1911-12-11-3），12月4日的說法見時事新報館1911：記事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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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歷史人物，編成此書，冀望藉由宣揚古

人的武德，激勵今人的尚武精神。34他並在〈凡例〉中表示還想做一續編，「起傳介子，

訖張汶祥。」（梁啟超1998：1387）王鐘聲以梁啟超的書名宣傳自己描寫刺馬案的新劇，

似乎嘗試結合知識分子的啟蒙意識與民間廣為流傳的本朝傳奇，但這樣的作法為時極短。

當王鐘聲進入商業劇場的演出環境後，這齣戲多半以較為一般觀眾熟知的《張汶祥刺馬》

為名。在俗文學的世界裏，張汶祥是為了懲治奪人之妻並且賣友求榮的馬新貽才有行兇之

舉，於是他也成為維護忠、義等傳統價值觀的代表，（Meng 2006：109）王鐘聲亦曾將

此劇名為《尚義輕生》。

張汶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一事發生在1870年8月23日，是清末著名的刑案之

一。（捫虱談虎客1986：239-240）由於案發後朝廷和民眾對此事的看法極為紛歧，張汶

祥真正的行兇動機，到今天仍有爭議。（Meng 2006：108）民間故事中的《刺馬》講的

是張汶祥、馬新貽、竇一虎三人原本屬於太平軍戰事（一說捻亂）的敵對雙方，後來成為

結拜兄弟，誓言同生同死，以馬新貽為首，一同效命清軍。馬因戰功卓著，不斷升遷，官

至兩江總督。但馬對兄弟實存有二心，既誘竇妻與之私交，又害竇一虎慘亡，張汶祥為求

自保，遠避多時，矢志為竇復仇。一日，趁馬公開校閱箭課時，以淬有劇毒之利刃刺殺成

功。張為免牽連無辜，從容就縛，坦陳三人結識以來諸般情由後慷慨受戮。35 

王鐘聲在各地所演的《張汶祥刺馬》內容雖然有所出入，基本都從馬新貽對竇妻懷

有淫念開場。最早通鑑學校時期的《中國之武士道》分為五幕，一次演完，分別是：第一

幕〈見色而起淫心〉、第二幕〈欺朝廷斷手足〉、第三幕〈匹夫飲恨〉、第四幕〈教場遇

害〉、第五幕〈明正典刑〉。（ET-1908-05-21-2-2）在上海的春桂茶園和天仙茶園時，此

劇以連台本戲的形式編至第四本，前二本已鋪寫至教場刺馬，第三本起開始描寫張汶祥受

審的過程。（慕優生1911：卷四6-8）北京天樂園裏的《尚義輕生》更接近《中國之武士

道》，同樣是一次演完的分幕結構，此時該劇至少分為四幕，幕裏尚有分場，但全劇結束

在張汶祥刺死馬新貽一段，並未演出審判和受刑的部分。（ST-1910-04-01-7；ST-1910-04-

03-7；ST-1910-04-07-7）此外，各地演出中的配角姓名也不盡相同。

這些記錄顯示鐘聲新劇並非一成不變地照本宣科，而是隨著演出環境有所調整。

不同地方的合作對象與當地劇場的觀賞習慣，應當都是王鐘聲更動劇作結構的理由。此

外，由於這些演出是在商業劇場的售票公演，為了應付生意，改戲的需要並不完全出於

34　  在晚清知識分子各種強國強種的論述中，鼓吹尚武精神是其中的重要項目。基於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
念，他們堅信尚武才能在這爭競世界中成為繼續生存的「適者」。

35　  以上情節參考《中國近世秘史．紀張汶祥》（捫虱談虎客1986：238-244）以及《神州日報》上連載的
〈刺馬別記〉。（NH-1911-05-06-6；NH-1911-05-07-6；NH-1911-05-09-6；NH-1911-05-10-6；NH-1911-
05-11-6）1871年4月4日張汶祥被官府正法，4月24日曾國藩便聽聞「有編造戲文譏諷馬帥者。」（曾國
藩1989：1771,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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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因素。例如上海的《張汶祥刺馬》一度只演到第三本，轉至天仙茶園才編出第四

本，原因是春桂茶園的三麻子、熊文通等同時也編演此劇與王鐘聲打對台，並搶先在1月

29日編出第四本。2月1日起王鐘聲的《張汶祥刺馬》開始有第四本，顯然是商業競爭所

致。（SB-1909-01-29-7；SB-1909-02-01-7）36 

在這些不同版本的演出中，王鐘聲都出任張汶祥一角。他的表演留給各地觀眾的印

象頗為正面而且一致。或者說他「氣宇軒昂，頗合義俠身分」，（慕優生1911：卷四5）

或者說他「一種俠氣血誠，露出英雄本色」。（ST-1910-04-07-7）王鐘聲之所以能夠塑造

「懦夫聞而志立」的義俠形象，主要在於他頗為擅長慷慨激昂的表演風格。《順天時報》

記者曾以白話文記下王鐘聲在天樂園的演出情狀，其中寫道，當尚大人（即竇一虎）被害

死後，張汶祥先是「痛哭一場」，之後又仰天哭叫：「二哥呀二哥！我從前勸你不要娶妓

女為妻，你不聽我的話，風流男兒，如今安在？到後，我又勸你爽性把你妻贈與制台，你

又不聽我的話，多情兒男兒今安在？二哥呀二哥！我今與你報仇去！」（ST-1910-04-07-

7）37最後一幕行刺馬新貽的過程也十分激動人心：

　　　

張汶祥手握匕首尖刀躍上，見制台，猛的一把胸襟握住。制台驚鬥，繞

台三轉，制台一鬆手，張舉匕首向制台胸前直刺去，把制台刺死倒地。

衛隊聞警同上，把張捉住，張笑道：「休要如此，我絕不逃走。」於是向

制台屍首指訴道：「我三人從前同盟時，誓書上載明同生同死，今二弟已

死，我所以不得不刺死你。現你已死，我亦不得不死。三人同死，履行盟

言。」大笑下。（ST-1910-04-07-7）

從前一幕的大哭到後一幕奮勇行刺成功後的大笑，王鐘聲將角色塑造得既瀟灑又有情有

義。朱雙雲的〈鐘聲本紀〉說他「工演《刺馬》之張汶祥，英爽逼人，時莫與敵」，（朱

雙雲1914：本紀2）自屬公論。

王鐘聲頻繁地演出張汶祥刺馬的故事，使得這齣戲成為時人相關記述中最常提及的作

品。《刺馬》的故事描寫朝廷封疆大吏被刺，當時的革命黨不時也有暗殺官員的舉動。在

黃藻編撰的《黃帝魂》（1904）書中，刺馬案被視為「民權復伸之漸」，預告了滿清「所

盜竊之天下終不可以復保。」（黃藻 1968：277）對於殺官大案如此偏向政治與種族革命

的詮釋角度，連帶影響了對劇場中再現此案的歷史解讀方式，而這齣鐘聲新劇也或多或少

36　  關於兩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的比較，或可參見慕優生，《海上梨園雜誌》（1911：卷四3-8）。
37　  王鐘聲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到這段時，也給人「出場臨哭，怒髮衝冠，四座莫不驚動」的印象。（慕優生

1911：卷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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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並強化了王鐘聲在戲劇史中「為宣傳革命而演戲」的形象。於是，雖然王鐘聲一開始

便在《中國之武士道》的廣告上強調「編戲用意在推尊國法，描摹人情，不譏刺時事，不

涉及政體。質言之，在歸人於正」，（ET-1908-05-21-2-2）依舊難免後世認定他的戲劇活

動與反清革命密切相關。38

鐘聲新劇不只在表演上擅長抒發強烈的情緒，也會為情緒表現鋪排合適的情境。在上

海演出審訊段落時，他安排張汶祥的兒子也被官府捉來審問。在大堂之上，兒子（趙春奎

飾）直言日後欲殺主審的巡撫（汪笑儂飾）以報父仇，因此被削去雙足，以免後患。臨別

時，父子二人當堂相擁痛哭，「觀者咸為之淚下」。（慕優生1911：卷四6-7）雖說至親

被難、骨肉同悲永遠是足以激動觀者的通俗劇題材，王鐘聲卻未在其它地方演出時放入此

節，這項獨特的安排自也反映當時共同創作者的影響，以及上海一地商業劇場追求的濃烈

口味。39

以張汶祥為代表，王鐘聲逐步摸索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戲路，內中不乏他考量自身條件

後作出的選擇。王鐘聲口才便給，初到上海展露頭角，便是在張園禁烟大會中公開發表演

說。從這場演說開始，他才有了共同發起春陽社的機會，並藉此正式進入上海的公共領域

之中。如同早期粉墨登場的學堂學生，王鐘聲或許缺乏傳統戲曲的訓練及素養，卻並不妨

礙其投身劇場創作的決心。趁著日漸普及的戲劇改良思潮，以及――特別是上海一地――

求新求變的劇場風氣，他反而可用語言之長補唱做工夫之短，以「新劇」和「社會教育」

的名目為號召，實踐一種有別於傳統的劇場形式。

（二）其它重要劇目及角色　

1.「新女性」：以《孽海花》為例

王鐘聲在角色扮演上男女皆宜。40他除了擅長張汶祥這種慷慨激昂的俠客，也以扮演

各種象徵新時代的女性角色著稱。在西方傳教士與部分國人的推動之下，女子教育自十九

世紀下半開始受到重視，清末中國社會也逐漸形成一股有別於傳統價值觀的「新女性意

識」：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拒絕纏足，走入學堂，乃至追求自由婚配。（許慧琦2003：

18-45）不只社會上陸續出現作風新穎――甚至可說激進――的女子如惠興、秋瑾、胡仿

38　  除了張汶祥以外，王鐘聲還經常飾演烈士一類的角色，或多或少也加深了這種革命形象。關於這些烈士
角色可參見後文。

39　  中國話劇藝術研究會編纂的《中國話劇百年劇作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2007）第一卷收錄了一齣
王鐘聲編寫的《張汶祥刺馬》。這個劇本事實上來自《傳統劇目匯編˙通俗話劇》（上海文藝出版社，
1959）劇本集，是1950年代根據上海老藝人的訪談口述整理而成，與本文分析的鐘聲新劇差別頗大，只
能看作此劇流傳數十年後的變貌之一，難以視為王鐘聲原創的作品。

40　  烈公在〈北京新劇史〉中記道：「鐘聲飾旦婀娜動人，飄然欲舞。有時飾生，慷慨激昂流露眉目間，每
一登台則神采奕奕，談笑風流。演情劇描寫女兒胸襟，一往情深，且做作自然，語多中肯，以故英名籍
甚，見者傾倒。」（ST-1914-0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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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等，文學上也出現一批描寫新女性意識的新小說。（夏曉虹2004b；黃錦珠2005）與

此同時，許多足為典範的外國女子形象如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索菲亞（Sophia 

Perovskaia）及茶花女也透過翻譯，發揮她們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力。（Hu 2000）這些在當

時特立獨行、充滿傳奇色彩的新女性不論真有其人，或僅為虛構的小說人物，都是王鐘聲

極愛扮演的角色。

事實上，王鐘聲一開始參與劇場演出就是出任女角。他在春陽社的《黑奴籲天》裏負

責飾演一位西洋婦女，（瞿光熙1961；參見圖一，最右邊之人即為王鐘聲）在通鑑學校的

《迦茵小傳》裏則演出女主角迦茵。（參見圖三）這兩齣改編自翻譯小說的戲不但以西服

西景為號召，還試圖展現國外的「人情物理」、「風俗習慣」。（ET-1908-04-29-1-1）可

以想見，他的跨界反串必然為中國劇場帶來許多新意，同時，也進一步擴大了這類角色在

晚清新劇中的表現機會。41在話劇正式接受女演員之前，不少男演員都跟王鐘聲一樣，以

「男女通吃」的扮相活躍在舞臺上――汪優游、徐半梅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沒有戲曲身

段唱腔的要求下，這群新劇演員在「行當」上擁有更大的發揮空間。男女角色的扮演到了

民初文明戲時期達到更為專業分工的程度，（朱雙雲1914：派別1-3）鐘聲新劇可說是這

方面的重要先行者。

王鐘聲較常演出的新女性有《孽海花》裏的傅彩雲、《熱淚痕》（即《熱淚》）裏

的薇娘42、《讎情計》裏的女留學生張小姐、《緣外緣》43裏的妓女真真等等。就跟他在

《黑奴籲天》和《迦茵小傳》裏演過的外國角色一樣，這些中國角色都在全部或部分場景

裏以洋裝登臺。根據現有資料，《孽海花》是這些作品裏面上演次數最多的戲碼，應可視

為此類鐘聲新劇的代表作。

這齣戲改編自曾樸的同名章回小說，該小說以1903年金天翮撰寫的頭二回及綱要為基

礎，在1905年由「小說林社」出版二卷共二十回，至1907年已發行五版，並有曾樸續寫的

五回刊登在《小說林》雜誌上。（樽本照雄2002：505-506）鐘聲新劇《孽海花》的內容

包括小說第二十一回，表示王鐘聲所參考的材料並不限於當時出版的單行本，也看過未獨

41　  最晚自1896年上海「聖約翰書院」（St. John ś College）演出莎劇選段起，這些「西裝新劇」均由男演員
出任西洋女角，形成晚清新劇的一種特殊戲路。（鍾欣志2011：41-42）李叔同赴日前曾任教於聖約翰書
院，1907年他在東京春柳社演出的《茶花女˙匏止坪訣別之場》及《黑奴籲天錄》兩齣戲中，都成功扮
演過西裝女角。其他春柳社成員如歐陽予倩、馬絳士等也都以乾旦著稱。（鍾欣志、蔡祝青2008；黃愛
華2001：178-179）不過，這些演出的場次有限，所接觸的觀眾不及四處漫遊的鐘聲新劇來得普遍。

42　  鐘聲新劇的《熱淚》將演出將故事置換為中國背景，薇娘即原劇中的托斯卡（Tosca，或稱杜司克）。
43　  朱雙雲在《新劇史》中記道，（1909年6月）上海新舞臺首演的《二十世紀新茶花》，原本是王鐘聲在

春陽社編演的《緣外緣》。（朱雙雲1914：軼聞1-2）蔡祝青據此認為《緣外緣》的創作時間可能比《黑
奴籲天》還早。（蔡祝青2009：101-105）目前所見王鐘聲演出《緣外緣》最早的場次是1909年10月2日
在天津「大觀新舞臺」，而從《順天時報》和《漢口中西報》的劇評看來，劇情確實與《二十世紀新茶
花》如出一轍。（ST-1910-04-08-7；ST-1910-04-09-7；ST-1910-04-10-7；HTHJ-1910-05-21-2）至於兩齣
戲究竟孰先孰後，恐怕尚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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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成書的續寫部分。44

小說《孽海花》取材實人實事，原書角色繁多，並有多條情節來回穿插。按曾樸本

人的描述以及1905年初版時所標榜的類型，這是一部「以賽金花為經，以清末三十年朝野

軼事為緯」的歷史小說，其企圖不可謂不大。（魏紹昌1962：圖版、142）王鐘聲編演的

《孽海花》在情節上要單純許多，全劇著重呈現金雯青和傅彩雲（即賽金花）的感情糾

葛，可說單單把握了小說中的「經」，但對歷史脈絡的「緯」則幾乎略而不顧。

比較小說和鐘聲新劇裏的傅彩雲，我們可以看出王鐘聲為此角塑造的特出形象。小

說第八、九回描述金雯青瞞著原配張夫人討了名妓傅彩雲後，仍被夫人暗地探知此事，但

張氏以堅守「婦道」的立場，非但不怪丈夫，反大力支持讓彩雲跟隨雯青一同出使外洋。

在彩雲過門的婚禮上，雯青以元配之禮迎娶彩雲，張氏更出面向賓客分說此事原為己意，

而彩雲也對雯青夫婦行叩見之禮。王鐘聲飾演的彩雲則對傳統社會規範表現了更大程度的

踰越。劇中，彩雲主動在雯青面前爭取正室的名分，要求坐花轎，還要「鳳冠霞帔、蟒袍

玉帶、百褶紅裙」之禮相待。（ST-1910-01-30-7）婚禮上與夫人見面時，她的舉止更加唐

突：

傅彩雲出轎，向堂前一拜便起，金大人指令再向他夫人行禮，傅彩雲

道：「他是誰？」金大人道：「他是太太。」傅彩雲道：「那麼他是

太太，我亦是太太，�他先拜我罷。」金大人道：「他是元配。就是

姊妹，他亦是姊姊，你不可不拜。」傅彩雲于是便向夫人行了一個

禮。（ST-1910-02-02-7）

當彩雲過著越來越放蕩的生活時，小說中的金雯青似乎對此並未查覺，即使在回國的

船上因彩雲不加檢點與她起過衝突，終究被彩雲用計澆息怒火。在鐘聲新劇裏，當彩雲與

下人調笑，被雯青當場撞見時，彩雲以得理不饒人的姿態與丈夫爭辯：

彩雲道：「你是把我當做正夫人呀？還是把我當做姨奶奶呀？」金大人冷

看一眼，問道：「正夫人是怎樣？」答道：「若說是正夫人，我和你夫

妻平權，各有自由，男子 許在多﹝外﹞嫖姦，那麼女子在家與人私通，

亦算不了什沒。」金大人聽了這話怒上加怒，追問道：「姨奶奶又當怎

44　  關於鐘聲新劇《孽海花》，我們目前比較了解的是《順天時報》記者所報導北京天樂園內的演出實況，
此處所論均依此為本。關於1905年小說林社二十回本的內容，此處以阿英輯錄的前九回（阿英1960a：
484-551）及魏紹昌的校勘（魏紹昌1962：79-125）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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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答道：「若說是姨奶奶，可更是如同玩物一般……」金大人聽到這

句，不由得怒氣沖冠……舉起椅子向傅彩雲擲去。某參贊急出勸慰，拉著

金大人出去。傅彩雲笑道：「這就是多妻之害。」（ST-1910-02-04-7）

小說第二十一回寫道傅彩雲為自己分辯時，並未遷怒於男人的品性或納妾的社會風俗。說

到「若為正妻」時，她說「但憑老爺處置，我死不皺眉。」說到「若為姨娘」，也以表明

自己本非良家婦女，「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為主。但在劇中，王鐘聲飾演的傅彩雲卻將

紛爭引伸為「多妻之害」。在他的編排之下，《孽海花》一劇竟充滿了現代女性主義的精

神。即使我們把劇中刻劃的傅彩雲視為王鐘聲故意誇大這個角色嬌縱與跋扈一面的結果，

她在舞臺上的言行在當時中國社會裏仍舊十分前衛。

【圖五，北京天樂園演出的《孽海花》新聞繪圖，XSHB-1910-01-28】

胡纓論及小說中的彩雲時，特別指出她在書中經歷的巨大變化――從雯青奉派出洋前

的被動順服，到入門及出洋後充滿了多重的越界（crossing）特質。而「這些越界之舉發

生的同時，也是《孽海花》的敘事最為精采之處，仿彿敘事者與聽眾都被彩雲這隻變色龍

的華麗人生給迷得神魂顛倒。」（Hu 2000: 34）王鐘聲編演的《孽海花》在這方面比小說

更加突顯了傅彩雲不顧社會禮法的形象，而他之所以選擇扮演這個角色，也跟鐘聲新劇突

破傳統劇場規範的意圖具有某種內在聯結。1910年1月在北京天樂園演出的《孽海花》是

齣結合中西景觀的新劇，傅彩雲出場時是「短衣窄袖、新式垂髫」，「態度綽約」的華服

妓女，下一幕成為派駐外洋的公使夫人時，則穿起「全白色緊衣，頭戴花帽，細腰窄袖，

曳長裙」，並「高挽美國時新髫」的全套洋裝。（ST-1910-01-29-7；ST-1910-02-02-7）跟

傳統戲曲一樣，服裝也是王鐘聲非常重視的一環，但與傳統戲曲在佈置極簡的舞臺上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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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麗戲服的作法不同，鐘聲新劇對服裝的看重，出於對整體視覺效果的追求。傅彩雲登場

前，場上佈置成一座精美的大花園，不但有燈舟，還有「美人蕩槳 來」，甚至茶園兩根

台柱後邊還會放出「五色電光」。一陣熱鬧過後，傅彩雲翩然登場，使男主角金雯青如前

世注定般地對她一見鍾情。（ST-1910-01-29-7；ST-1910-01-30-7）藉由服裝、燈光和布景

的緊密結合，胡纓所謂的變色龍形象與主角的華麗人生具體展現在劇場觀眾面前，十足炫

人耳目。

從記者對《孽海花》演出的報導來看，王鐘聲在北京天樂園裏明顯借用了不少上海

燈彩戲的舞臺造景技法。最遲在1888年，上海茶園已經開始在報紙上宣傳「五色電光」

的設備。（林幸慧2005：171）做為燈彩戲的重要噱頭，燈舟的出現還要更早。（沈定廬

1990：243）45誕生在上海商業劇場環境中的《孽海花》，想必利用了當地行之有年的燈

彩技術。而比起燈彩戲對視覺效果的倚重，王鐘聲除了刻意經營各種令人過目難忘的舞

臺景觀之外，也努力使這些景觀於角色情感的鋪陳有所助益。不論《迦茵小傳》或《孽

海花》，都是這方面的佳作。他在室內場景併置西式傢俱與中式服裝，（圖五）在室外

場景則有皓月、公園、燈舟、光電等特效，加上以官話為準的口白演出和因景置宜的各

式戲服，鐘聲新劇在北京傳統戲園裏極度非傳統的演出，開始形成一股――如果可以借

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話――「靈氣」（Aura），吸引了大批觀眾前來一探究

竟。（Benjamin 2008：23）不但如此，這種特殊的藝術氣息也顛覆了傳統戲園觀眾席的

空間階層：「因鐘聲重在口白，故此向來以池子內最靠近台前為最劣座位的，今一躍為萬

人共爭的最優等坐位。」（ST-1910-01-29-7）鐘聲新劇的越界演出既代表了臺上邁向現代

美學的重要進程，也標誌了臺下轉為現代觀賞區位的起點。

2. 烈士：以《姚烈士殉學》及《惠興女士》為例

晚清中國社會出現的許多位「烈士」，多半不是日後定義下捐軀沙場或直接死於敵手

之人，（洪長泰2001：902）而幾乎都是自殺殞命。他們自戕的理由各不相同，但皆出於

超越個人――即國家或社會的――因素。因著「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他們被各自

所屬的公、私團體及當時的媒體封為烈士，少數幾位還曾受過官方的公開追祀。烈士們的

行徑除了在追悼會和報刊版面上被人重述、傳播，也成為戲劇創作者的材料。晚清多位烈

士都各自「擁有」以他們個人為題的劇作，這些作品同時再現了烈士的義舉和公開的祭祀

儀典，充滿濃厚的緬懷之情與激勵後人的意圖。從北京到上海，《潘烈士投海》、《惠興

45　  1910年4月13日，王鐘聲甚至在天樂園演出了上海著名的燈彩戲《夢遊上海》（首演於1887年，林幸
慧2005：148-152）。關於十九世紀末年上海燈彩戲的研究，可另參見沈定廬，〈清末上海的舞台燈
彩〉（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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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傳》、《黃勳伯義勇無雙》……等，都是當時膾炙人口的「烈士劇」。46在這樣的背

景下，鐘聲新劇裏隨處可見重義輕生的俠客和捨己殉道的烈士。這一方面固然是他個人擅

長的戲路，一方面也有呼應劇壇與社會風氣的考量。

在春陽社時期，王鐘聲就參與過烈士劇的演出。《黑奴籲天》助賑雲南的同時，浙江

保路風潮正如火如荼展開，鄔剛、湯壽潛兩位江浙鐵路公司職員一死殉路後，相關團體很

快展開一連串的追悼活動。1908年2月23日，春陽社參加浙江旅滬學會的集會，並在會上

演出《吊鄔湯》一劇。《迦茵小傳》的演出夭折後，王鐘聲也曾率領通鑑學校演出《姚烈

士殉學》，紀念1906年4月因「中國公學」經費籌募困難而選擇以投江之舉引發社會關注

的姚宏業。

通鑑學校的《姚烈士殉學》分為四幕，分別是〈留學生之歸國〉、〈上海怪現象〉、

〈過渡時代之家庭〉以及〈學校之困難〉，演出共長三小時，與《中國之武士道》輪演於

上海愚園。（ET-1908-05-21-2-2）有位觀賞了1908年5月26日演出的觀眾投書《時報》評

論道：

第三幕〈過渡時代之家庭〉，及末後□以詼諧雜劇壹幕，描摹盡致，有色

有聲，意境亦復佳絕。所微有不愜鄙意者，姚烈士為此劇中之主人翁，宜

如何慷慨激昂、悲憤填膺，而某君為之代表，時出戲言。 正言時，亦復

不能莊重，殊不足以發揮姚烈士之志趣，不如以黑衣之某君易之，較為莊

重認真，則全劇皆無懈可擊矣。（ET-1908-05-28-3）

愚園舞臺上的姚烈士有插科打諢的行徑，這並不符合投書人對烈士形象的期待，而投

書的下文，或者可以解答通鑑學校演出的姚烈士為何「時出戲言」。如同春陽社在

《黑奴籲天》後還要加演一段《滑稽魂》，愚園裏的《姚烈士殉學》演出結束後，也

有名演員林步青加演一段蘇灘，47此時「聽者麕集，甚於□《姚烈士殉學》者殆不只一

倍。」（ET-1908-05-28-3）這封投書作者不禁為此感嘆起自己國家人民的欣賞品味。如果

姚烈士不是被通鑑學校「不小心」賦與了丑角色彩的話，便是有意為之的設計。以售票演

46　  紀念潘宗禮的《潘烈士投海》最早由喬藎臣演出，時間在1906年4月2 日，（HX-1909-06-02-10）之後京
劇名角三麻子（王鴻壽）和上海丹桂茶園（談小蓮編劇）都演過此劇。（LI-1906-06-18-4；SB-1906-09-
11-1-7）《惠興女士傳》由田際雲首編，跟喬藎臣的《潘烈士投海》同時上演。（夏曉虹2004a：35-39）
上海丹桂茶園的《黃勳伯義勇無雙》首演於1907年6月3日，是該園繼《潘烈士投海》之後另一齣大受歡
迎的烈士劇。

47　  徐珂《清稗類鈔˙音樂類》云：「灘簧者，以彈唱為營業之一種也……用絃子、琵琶、胡琴、鼓板，所
唱亦戲文，惟另編七字句，每本五六齣，歌白並作，間以諧謔。」（徐珂1983：音樂類26）又云：「晚
近以來，上海流行蘇灘，以林步青為最有名。林善滑稽，能作新式說白，婦女尤歡迎之。所至之處，座
客常滿，其價亦較他人為昂。」（徐珂19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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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性質觀之，如此塑造一位烈士的最有可能的理由，不外乎欲投觀眾之所好。

《姚烈士殉學》之後，王鐘聲陸續編出《徐錫麟》、《秋瑾》、《惠興女士》、《沭

陽女子》48和《潘烈士投海》等劇。這些人死難的過程都曾經媒體密集追蹤報導，他們的

事蹟可說是最好的烈士劇素材。當王鐘聲扮演秋瑾、惠興等觀眾耳熟能詳的奇女子時，等

於結合了他對新女性角色的興趣和烈士一派戲路的專長。

以《惠興女士》為例，該劇共有五幕，第一幕〈吉山君因病歸西〉演惠興喪夫後產

子；第二幕〈惠興女割肉見志〉演主角發願興辦女學，因氣憤受人譏笑而割肉明志；第三

幕〈女校成立〉演女校開學典禮；第四幕〈鼓動能事之人〉演惠興在辦學經費上遇到困

難；最後一幕〈以死求常年經費〉演惠興殉學和學校的追悼活動。第一幕演到產子時，舞

臺上處理的手法是「閉幕，而產遺腹子之哭聲出。」（HX-1908-08-11-6）可知王鐘聲運

用大幕的手法日趨靈活，不但使它具有方便換景的功能，還能用來輔助劇情的推動。

第三幕的開學典禮上，王鐘聲飾演的女校長惠興發表了一番關於教育理念的演講。

演講（時稱「演說」）是晚清公開集會中非常盛行的活動，而在戲中夾雜演講，也是晚清

新劇出現的特殊現象之一。作為一種表演形式，它在當時的戲劇改良言論中曾被建議可與

戲劇相結合，以發揮增廣見聞的作用，（AH-1904-09-10-5）49丹桂茶園演出的《潘烈士投

海》，就有主角公開發表演說的段落。（阿英1960b：351-352）在丹桂茶園的演出裏，主

角的演說贏來場上一片贊同的掌聲，王鐘聲的《惠興女士》卻有所不同。校長演說過後，

反倒引來會眾的質疑，甚至發展為更加質疑主角的噪亂局面。（HX-1908-08-11-7）王鐘

聲扮演的滿族女校長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捨命辦學，以十分決絕的態度挑戰社會

風氣，正像他自己再三挑戰當時劇場成規和觀眾品味的越界精神。王鐘聲之所以熱衷於為

各家烈士「代言」，多少也有以之自況的意味在內。跟當時所有的烈士劇一樣，《惠興女

士》最後以對烈士的追悼作收。此時，舞臺上的祭祀動作介於真實與虛構之間，演員則好

比民間「鎮魂儀式」中傾聽亡魂訴苦的巫覡僧道，（田仲一成2008：183-184）而儀式的

目的則在邀請生者共同完成死者的遺願。

王鐘聲所再現的烈士事蹟及遺願並不拘於一家。無論是訴求愛國維新的潘宗禮，投身

反滿革命的徐錫麟、秋瑾，還是為滿族女子殉學的惠興，他都照單全收。從涵蓋層面如此

廣泛的題材，我們其實不容易斷言鐘聲新劇和反清革命之間的準確關聯，但從這些作品的

搬演手法，可以肯定它們在中國現代劇場發展史中，占有不可磨滅的重要位置。所謂「革

命」，原本多用來指稱王朝政權的移轉，但清末十數年間，對這辭彙做了許多有別於傳統

48　  指的是1907年4月江蘇沭陽縣死於公婆逼迫的胡仿蘭。有關她的事蹟和相關文學作品可參見夏曉虹，《晚
清女性與現代中國》（2004b：257-285）。

49　  陳獨秀這篇〈論戲曲〉原用白話文寫作，後又改用文言文發表於《新小說》第二卷第二期（1905年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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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引申。大凡各種有助於走出過去、想像未來的觀念或態度，都可稱之為革命。50在

一齣齣結合新女性形象和烈士劇形式的新劇實驗中，王鐘聲的創作既與晚清各種「革命」

相互映射，本身也是重要的藝術革命先驅。

結論

1908年3月，當通鑑學校吸取知名社團春陽社的經驗創辦於上海時，王鐘聲踏上了更

為獨立自主的創作之路。這意味著他有了更多實驗新劇的揮灑空間，卻也表示他必須面對

更多市場上來自觀眾的評斷和挑戰。相較於《迦茵小傳》時的篳路藍縷，王鐘聲改採本國

題材之後逐漸贏得更多觀眾的支持。他只說不唱的表演方式和分幕換景的西式作風為傳統

戲園注入許多新鮮元素，一時觀者趨之若鶩。只是在「不唱」這件事上，時間久了之後，

習於戲曲美典的一般觀眾依舊難以持續對他的關注和興趣。

以他的代表作之一《張汶祥刺馬》來說，當上海評論者一方面盛讚這齣戲時，一方面

也對劇中主角光說不唱表示遺憾：「……滿腔憤恨，未能曲達，祇作伸拳怒目，似意到而

神情有未到處。譬諸行文，思想頗好，而筆不足以達之。」（慕優生1911：卷四5）特別

在北方，鐘聲新劇在一陣轟動之後隨即受到冷落，即因他的新劇之中缺乏一般觀眾熟悉與

期待的唱念做打。1909年10月王鐘聲在天津創辦的大觀新舞臺短時間內由盛而衰，當地白

話報上對此所做的檢討最能說明鐘聲新劇的困境：

新舞臺一開張的時候，聽戲的擁擠不動，也可見社會裏頭是歡迎改良的新

戲嘍？不然。那純乎是厭故喜新的一股子氣兒。什麼叫「新舞臺」，都沒

看見過，故此全要開一開眼界。趕到把那些布置的景子，像看洋篇[片]兒

似的，都看過啦，這一股子勁兒也就洩了……「這麼一齣大戲，連一個好

鬍生都沒有，如同小楊猴的武生，有一個也好哇！簡直連二三路的角兒，

一個也沒有！聽個甚麼勁兒？」（TJBH-1910-05-07-2）

另一方面，王鐘聲在佈景服裝上的西式作風，成為中國現代劇場極為重要的先聲嘗

試。在他開始參與上海公共事務的同時，戲劇改良已是社會上非常普遍的話題，而相關討

50　  根據陳建華的研究，梁啟超受當時日本將英語revolution譯為中國既有的「革命」一詞所影響，創出「詩
界革命」的口號，「在中國傳統『革命』的語境之外另闢新大陸，和改朝換代、暴力以及天命等觀念
無關。」（陳建華2000：40）之後，梁啟超在一系列的相關論爭中，還將革命做了廣義與狹義的區分：
「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者皆是也。」（陳建華2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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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內容除了著眼戲劇的主題、功用，也擴及劇場設施和佈景設計方面。一篇發表在《時

報》上的〈改良戲館議〉如此描述西式劇場：

西國凡演一劇，台上畫圖陳設，必與此劇相應：或宮殿、或花園、或山

水，惟妙惟肖，使閱者如親歷其境。其畫或從台頂上下垂，或自台底上

升，加以樓台房屋等彩，人可行走其上。一齣既畢，畫彩均換，瞬息間又

一世界，變換之速，可稱神妙。（ET-1907-04-19-5）

這篇文章所建議興建的新式劇場，後來在許多方面由上海新舞臺所實現。而比新舞臺更

早，春陽社和通鑑學校時期的王鐘聲就呼應了類似的劇場改良建議，在傳統戲臺上完成許

多中國觀眾從未見過的視覺效果。隨著王鐘聲不斷的越界與漫遊，他的各種佈景實驗也在

中國境內廣為傳播，成為晚清新劇難以忽視的篇章。

適合欣賞鐘聲新劇的，必然是具備一定教育程度且對新事物採開放態度之人。據說熊

文通曾對《迦茵小傳》一劇發表過這樣的看法：「這不能當它戲看，要當它真的事情看，

才有趣。」（徐半梅1957：24）百年後的我們或許不難發現，這句評論其實指出了一種更

接近十九世紀末西方寫實主義美學的觀賞角度。相較於戲曲的表現手法，那是當年接觸鐘

聲新劇的觀眾不一定都能意識到的差異。寫實主義創造戲劇幻覺與激動觀者情感的方式與

傳統戲曲完全不同，前者以貼近生活的外貌塑造舞臺上呈現之事，並盡可能不讓觀眾查覺

其藝術手法；後者不但在舞臺上創造跟生活外貌明顯有別的藝術世界，並刻意邀請觀者欣

賞它所使用的種種技巧――包括唱工、作工等等。前述天津觀眾所抱怨的，便在於他們無

法從鐘聲新劇裏找到這些明顯外露的技巧，自然也不知如何欣賞起。熊文通的評論或許準

確描述了觀賞鐘聲新劇所需的特殊視角，但在當時，畢竟只是極為少數的專業意見。當王

鐘聲義無反顧地背離傳統，投身創作自己理想中的現代劇場時，他也被多數只能欣賞傳統

劇場的觀眾所拋棄。

雖然王鐘聲的作品在短短幾年內為中國劇場走向現代之路樹立了新的里程碑，也為日

後現代劇場開啟許多重要的範式，但在當時，鐘聲新劇只是適合一小群上等社會中人觀賞

的菁英藝術。這就形成鐘聲新劇在報刊史料所留下的某種「尷尬」身影：它一方面符合報

刊文人等新型知識份子的求新意識，不時成為記者大肆報導的對象；另一方面，不論它如

何改換編劇的題材，這門新藝術與一般劇場觀眾之間，終究有所距離。王鐘聲所欲找尋的

現代觀眾，不過才剛剛開始出現在中國劇場裏。從歷史脈絡來說，五四文人不到十年後對

傳統戲曲所展現的負面態度，依稀便是延續並擴大了鐘聲新劇及其欣賞者所展現的文化菁

英主義。〈通鑑學校說明書〉直指傳統劇場人士為「無學之人」，無法擔負茲事體大的文

化改良事業。雖然王鐘聲並未像五四文人一樣把中國戲曲描繪成「遺形物」（胡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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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譜派」（錢玄同語），但在汰舊換新的進化觀念上，兩者可說一脈相承。另一方面，

《迦茵小傳》在上海的失敗經驗也預示了1920年《華奶奶之職業》響應新文化運動所遭遇

的挫折。由於顯著的菁英色彩，中國現代劇場在發展過程中始終需要面對「尋找觀眾」的

課題，此點在鐘聲新劇的漫遊經驗裏，早可窺見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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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王鐘聲演劇活動年表（甲）：春陽社與通鑑學校時期

中曆日期 西曆日期 活動紀錄

丁未八月十五 1907.09.22 陽春俱樂社在上海成立

八月十九 1907.09.26 陽春俱樂社改名為「春陽社」　

八月廿三 1907.09.30 春陽社章程及意見書隨上海《時報》分佈

1907.10.15 春陽社意見書登於天津《大公報》

1907.10.16 春陽社總章登於天津《大公報》

九月廿九 1907.11.04 春陽社在蘭心戲院演《黑奴籲天》助賑雲南旱災

九月三十 1907.11.05 春陽社在蘭心戲院演《黑奴籲天》助賑雲南旱災

十月初一 1907.11.06 春陽社在蘭心戲院演《黑奴籲天》助賑雲南旱災，劇末加
演《滑稽魂》

十月初五 1907.11.10 王鐘聲在浙江旅滬學會特別大會發表演說；春陽社由王代
表，認股二百響應浙路事

十月十九 1907.11.24 下午三點春陽社召開初次特別會，選陳潤夫、廉惠卿、廉
勵卿、談小蓮為評議員

十月廿三 1907.11.28 王鐘聲發佈〈春陽社通啟〉，召人前往江浙巡演，以「激
發認股之天良」

十一月十八 1907.12.22 春陽社再度借蘭心戲院公演《黑奴籲天》刪節本

十一月二十 1907.12.24 《中外日報》刊登〈春陽社演劇記事〉，紀錄前日演出內
容

十一月廿四 1907.12.28 春陽社在四川路青年會公演《黑奴籲天》、《鄔湯殉路》
協助孤兒院募款

十二月初一 1908.01.04 春陽社赴蘇州大觀園公演《黑奴籲天》兩日

1908.01.18 《月月小說》第12號刊登〈春陽社社員劇裝攝影〉　

戊申正月十一 1908.02.12 春陽社在張園安愷第大樓公演《血手印》、《滑稽魂》和
《黑奴籲天》等戲六天

正月廿一 1908.02.22 春陽社下午兩點半在張園重演《血手印》和《滑稽魂》

正月廿二 1908.02.23 春陽社下午一點參與浙江旅滬學會大會，演出《吊鄔
湯》、《黑奴籲天》

二月初五 1908.03.07 春陽社改併通鑑學校的廣告登於上海《時報》、《神州日
報》

二月初九 1908.03.11 通鑑學校開始招生，廣告登於上海《時報》、《新聞
報》、《神州日報》多日

二月初十 1908.03.12 王鐘聲的〈通鑑學校說明書〉登於《新聞報》

三月初一 1908.04.01 通鑑學校開學 
三月廿九 1908.04.29 〈通鑑學校演藝廣告〉登於《時報》、《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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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四 1908.05.03 通鑑學校假座上海春仙茶園開演《迦茵小傳》，計畫演出
一週

四月初八 1908.05.07 春仙茶園停止營業，通鑑學校亦受牽連停演

四月十八 1908.05.17 通鑑學校助羣學會募集附屬小學經費，在張園演出《姚烈
士殉學》

四月廿一 1908.05.20 《競業旬報》第15期刊登「春陽社舊社友演新劇《陳姚二
烈士蹈海》」特別傳單　

四月廿三 1908.05.22 通鑑學校取回被封於春仙茶園內的衣箱道具

四月廿四 1908.05.23 通鑑學校下午在愚園演出《中國之武士道》

四月廿五 1908.05.24 通鑑學校下午在愚園演出《姚烈士殉學》

四月廿六 1908.05.25 通鑑學校下午在愚園演出《中國之武士道》

四月廿七 1908.05.26 通鑑學校下午在愚園演出《姚烈士殉學》，劇末加演林步
青的蘇灘

五月 1908.06 朱雙雲《新劇史˙春秋》記載，通鑑學校本月曾前往蘇州
演出，詳情尚不得而知

五月初八 1908.06.06 春陽社舊社友應《競業旬報》社邀請，下午一點假上海石
路天仙茶園演出《雙烈傳》、《滑稽魂》

五月廿三 1908.06.21 王鐘聲同時以春陽社和通鑑學校的名義，在杭州《浙江日
報》刊登巡演廣告

五月廿八 1908.06.26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中國之武士道》

五月廿九 1908.06.27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中國之武士道》

五月三十 1908.06.28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愛國捐軀》、《滑稽魂》

六月初一 1908.06.29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迦茵小傳》

六月初二 1908.06.30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過渡時代之國民》

六月初三 1908.07.01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血手印》

六月初四 1908.07.02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

六月初五 1908.07.03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黑奴籲天》

六月初六 1908.07.04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滑稽魂》

六月初七 1908.07.05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徐錫麟》

六月初八 1908.07.06 通鑑學校在杭州天仙茶園演出《秋瑾》

六月十二 1908.07.10 通鑑學校在《浙江日報》刊登招生廣告，連登十日

六月十四 1908.07.12 王鐘聲偕濮敬高拜訪杭州「惠興女學校」總辦貴林，邀其
往觀次日通鑑學校的演出

六月十五 1908.07.13 通鑑學校在杭州榮華茶園演出《惠興女士》

六月十六 1908.07.14 通鑑學校在杭州榮華茶園演出《潘烈士投海》；
在《浙江日報》刊登啟事，表示已開除孫國楨、馮日光兩
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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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 1908.07.15 通鑑學校在杭州榮華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
貴林在《浙江日報》刊登啟事，感謝通鑑學校演出《惠興
女士》一劇

六月十八 1908.07.16 通鑑學校在杭州榮華茶園演出《沭陽女子》

六月十九 1908.07.17 通鑑學校在杭州榮華茶園演出《過渡時代之國民》

六月二十 1908.07.18 通鑑學校在杭州榮華茶園演出《徐錫麟》

六月廿一 1908.07.19 通鑑學校在杭州榮華茶園演出《秋瑾》

六月廿三 1908.07.21 杭州仁錢教育會在《浙江日報》刊登啟事，奉勸青年勿為
通鑑學校所惑。不久，通鑑學校為杭州官府查禁，學生謝
日光被捕。

七月一日 1908.07.28 《競業旬報》第22期「時聞」欄報導〈通鑑戲班被逐〉

七月十五 1908.08.11 《惠興女學報》第4期報導〈誌通鑑學校學生扮演《惠興女
士》新戲〉

七月十六 1908.08.12 春陽社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稟見得妻》

王鐘聲演劇活動年表（乙）：鐘聲新劇時期

中曆日期 西曆日期 活動紀錄

戊申十一月廿
七

1908.12.20 在上海春桂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一本二本

十二月初六 1908.12.28 在上海春桂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二三本

十二月初九 1908.12.31 在上海春桂茶園演出《稟見得妻》

十二月十六 1909.01.07 在上海春桂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一本二本

十二月十八 1909.01.09 在上海春桂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二本

己酉正月初五 1909.01.26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一本

正月初六 1909.01.27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二本

正月初七 1909.01.28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三本

正月初八 1909.01.29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不平世》

正月初九 1909.01.30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徐逆》一本

正月初十 1909.01.31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徐逆》二本

正月十一 1909.02.01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四本

正月十二 1909.02.02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年大將軍》頭本

正月十三 1909.02.03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年大將軍》二本

正月廿二 1909.02.12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一本

正月廿三 1909.02.13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二本

正月廿四 1909.02.14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三本

正月廿五 1909.02.15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四本

正月廿六 1909.02.16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年大將軍》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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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廿七 1909.02.17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年大將軍》二本

二月十五 1909.03.06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孽海花》一本

二月十六 1909.03.07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孽海花》二本

二月十七 1909.03.08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孽海花》三本

二月十八 1909.03.09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孽海花》四本

二月二十 1909.03.11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一本

二月廿一 1909.03.12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二本

二月廿二 1909.03.13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三本

二月廿三 1909.03.14 在上海天仙茶園演出《張汶祥刺馬》四本

閏二月十二 1909.04.02 在天津下天仙茶園演出《尚義輕生》頭本

閏二月十三 1909.04.03 在天津下天仙茶園演出《尚義輕生》二本

閏二月十四 1909.04.04 在天津下天仙茶園演出《尚義輕生》三本

七月十一 1909.08.26 北京廣德樓夜晚演出傳統戲時已開始引進「鐘聲畫景」

八月十二 1909.09.25 天津大觀新舞臺開演

八月十九 1909.10.02 在天津大觀新舞臺演出《緣外緣》

八月廿三 1909.10.06 在天津大觀新舞臺演出《緣外緣》二本

1909.10 本月在天津大觀新舞臺另演出《孽海花》全本、《沉香
牀》、《林文忠》、《恨海》、《黑籍冤魂》、《電術奇
談》、《雙淚碑》、《混世鐘》等劇

九月十一 1909.10.24 在天津大觀新舞臺演出《愛國血》

九月十九 1909.11.01 天津大觀新舞臺停演

十二月十三 1910.01.23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緣中緣》頭本

十二月十四 1910.01.24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孽海花》頭本

十二月十五 1910.01.25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孽海花》二本

十二月十六 1910.01.26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愛國血》

十二月十七 1910.01.27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緣中緣》二本

十二月十八 1910.01.28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宦海潮》頭本

十二月十九 1910.01.29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宦海潮》二本

十二月二十 1910.01.30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愛國血》

庚戌正月 1910.02 再度前往天津，得劉藝舟之助在奧租界辦同樂新舞臺，演
出《百合花》、《寒桃記》、《禽海石》、《雙淚碑》、
《茶花女》、《破腹驗花》、《張汶祥刺馬》頭二三本、
《獨占花魁》、《愛國血》、《國會熱潮》等劇

二月初四 1910.03.14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寒桃記》

二月初五 1910.03.15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黑奴籲天》

二月初六 1910.03.16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禽海石》

二月初十 1910.03.20 在保定演出《仗義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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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 1910.03.26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尚義輕生》

二月十八 1910.03.28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宦海潮》全本

二月廿二 1910.04.02 在北京東安市場吉祥戲棚演出《宦海潮》（日場）、《緣
外緣》（夜場）

二月廿四 1910.04.03 在北京東安市場吉祥戲棚演出《愛國血》（日場）、《禽
海石》（夜場）

二月廿五 1910.04.04 在北京東安市場吉祥戲棚演出《孽海花》頭二本

二月廿六 1910.04.05 在北京東安市場吉祥戲棚演出《孽海花》全本

二月廿七 1910.04.06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茶花女》

二月廿八 1910.04.07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恨海》

二月卅日 1910.04.09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熱淚》

三月初一 1910.04.10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奪嫡奇冤》

三月初三 1910.04.12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寒桃記》（日場）、《留學生求
官》（夜場）

三月初四 1910.04.13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日場）、《夢
遊上海》（夜場）

三月初六 1910.04.15 離開北京

四月初五 1910.05.13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緣外緣》

四月初六 1910.05.14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愛國血》

四月初七 1910.05.15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禽海石》

四月初八 1910.05.16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讎情記》

四月初九 1910.05.17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劍底鴛鴦》

四月初十 1910.05.18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沉香牀》

四月十一 1910.05.19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張汶祥刺馬》頭二本

四月十二 1910.05.20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張汶祥刺馬》三四本

四月十三 1910.05.21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孽海花》頭本

四月十四 1910.05.22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愛國血》（日場）、《孽海花》二
本（夜場）

四月十五 1910.05.23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徐錫麟》

四月十六 1910.05.24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秋瑾》

四月十七 1910.05.25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雙淚碑》

四月十八 1910.05.26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緣外緣》

四月廿四 1910.06.01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三代表》

四月廿五 1910.06.02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三代表》二本

四月廿六 1910.06.03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熱淚》

四月廿八 1910.06.05 在漢口漢舞臺演出《孽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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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三 1910.06.09 在南京勸業場擔任「音樂協會」的主任員之一，當日在該
地音樂亭演奏。

五月廿四 1910.06.30 在上海春貴茶園演出《讎情記》

五月廿五 1910.07.01 在上海春貴茶園演出《孽海花》

五月廿六 1910.07.02 在上海春貴茶園演出《混世鐘》

六月十日 1910.07.16 正樂社在上海蘭心劇院演出《黑奴籲天》

七月初二 1910.08.06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愛海波》

七月初三 1910.08.07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愛海波》

七月初四 1910.08.08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愛海波》

七月初五 1910.08.09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猛回頭》

七月初六 1910.08.10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讎情記》

七月初七 1910.08.11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秋瑾》

七月初八 1910.08.12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禽海石》

七月初九 1910.08.13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愛國血》、《滑稽魂》

七月初十 1910.08.14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猛回頭》

七月十一 1910.08.15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徐錫麟》

七月十二 1910.08.16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孽海花》

七月十三 1910.08.17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尚義輕生》

七月十四 1910.08.18 在上海張園文藝新劇場演出《沉香牀》、《大將軍》、
《奪人之妻人亦奪其妻》

八月十五 1910.09.18 在上海春貴茶園演出《祖國》

九月初四 1910.10.06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血蓑衣》頭本

九月初五 1910.10.07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血蓑衣》二本

九月初六 1910.10.08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仇情記》

九月初七 1910.10.09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宦海潮》

九月十一 1910.10.13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血淚碑》

九月廿五 1910.10.27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熱淚痕》

九月念八 1910.10.30 據《民立報》的消息，王鐘聲在北京遭田際雲控告其前帳
未清，又至文明園搭班

十月十一 1910.11.12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熱淚痕》

十月十二 1910.11.13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仇情記》

十月十三 1910.11.14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血淚碑》

十月十八 1910.11.19 在北京東安市場丹桂戲園演出《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日
場）

十月廿七 1910.11.28 在北京文明園演出《宦海潮》全本（日場）

十月廿八 1910.11.29 在北京文明園演出《沉香牀》全本、《滑稽魂》（日場）

十一月初四 1910.12.05 在北京東安市場丹桂戲園演出《血淚碑》（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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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五 1910.12.06 在北京東安市場丹桂戲園演出《沉香牀》全本（日場）、
在天樂園演出《報不平》（夜場）

十一月初六 1910.12.07 在北京東安市場丹桂戲園演出《恨海》全本（日場）

辛亥一月廿五 1911.02.23 在北京天樂園演出《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夜場）

三月十九 1911.04.17 田際雲在天樂園被捕

六月十五 1911.07.10 遭北京外城警廳拘捕，前數日仍在天樂園演出《孽海花》

閏六月初三 1911.07.28 與田際雲案一同奏結，被判罰銀十五兩，並遞解回籍

九月初八 1911.10.29 在上海丹桂第一臺演出《新春秋》

九月十一 1911.11.01 在上海丹桂第一臺演出《愛國血》捐助中國赤十字會經費

九月十三 1911.11.03 在上海丹桂第一臺演出《新春秋》
本日上海光復

九月十四 1911.11.04 在上海丹桂第一臺演出《報界鐘》

九月廿五 1911.11.15 上海光復後一度擔任滬軍都督參謀，本日辭去該職

十月初九 1911.11.29 抵達天津

十月十二 1911.12.02 遭天津探訪局逮捕

十月十四 1911.12.04 本日或次日，遭天津官府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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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識論真理到劇場文本中的真理――阿
多諾的戲劇美學

吳承澤*

中文摘要

本文將從以下兩個角度來檢視阿多諾的戲劇美學。首先是阿多諾如何將其獨

特的認識論模式轉換為戲劇美學。對於阿多諾而言，藝術作品並非是獨立於社

會之外，藝術作品的結構核心總是受到意識型態的汙染，甚至表面上拒絕意識型

態的作品，其真正內在核心也只是某種意識形態的顯現，因此藝術作品要如何脫

離意識形態的汙染是阿多諾戲劇美學的重點。這其實也是阿多諾哲學認識論的要

點，因此本文第一個重點在於處理阿多諾的認識論如何轉化為一套戲劇美學。此

外本文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探討阿多諾實際進行的戲劇批評，阿多諾反對尼采式

的戲劇，認為這種戲劇是法西斯主義的同路人，另一方面也反對亞里斯多德式的

戲劇，認為那是文化工業的共謀者，對阿多諾而言，只有貝克特的戲劇可以成為

他理想的戲劇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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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pistemological Truth to Theatrical Truth – 
Adorno’s Aesthetics of Drama  

Wu, Chen-Tse*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Adorno ś drama aesthetics from two approaches. First, this 

paper will investigate how Adorno transforms his episteme, the center of his philosophy, into 

drama aesthetics. For Adorno, art works, just like the other products in society, have no chances 

to escape from the domination of ideology. According to Adorno ś thinking, certain works of 

art, such as those of modernism or aestheticism, claim that there is no ideological element inside 

them. However, it would only reveal that ideology finds a deeper and more obscure place to 

embed itself in those works. Therefore, Adorno conceives a unique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to dispel the toxic ideological elements from knowledge system and works of art. Besides that, 

what impresses us is Adorno ś drama criticism. Adorno criticizes not only Nietzsche´s point of 

view on drama but also Aristotle ś. According to his theory, the former is in alliance with Fascist, 

which is the murderer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le the latter gives birth to culture industry, which 

controls the public mass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Adorno ś point of view, only Beckett ś works 

correlate to his ideal of art work, which is a paradigm transformed from his philosophy.       

      

Keywords:　 Adorno, Critique of Ideology, Culture Industry, Aesthetics of Drama, 
Beckett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tyle Design and Fashion Performance, Ching Kuo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Health



吳承澤　　從認識論真理到劇場文本中的真理――阿多諾的戲劇美學 155

前言1

特里‧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曾經寫到︰

   

如果我們把二十世紀三零年代在盧卡奇（Georg Lukács）、布洛赫（Ernst 

Bloch）、布萊希特（Berto l t  Brecht）、阿多諾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之間的大辯論放置到某個結構主義聯合體之中，[…]。假設我

們可以使用適用於這個圖式的簡約術語，那麼我們就有一個觀念論寫實主

義者（盧卡奇）；兩個觀念論現代主義者（布洛赫、阿多諾）；一個唯物

論現代主義者（布萊希特）；一個融合了觀念論及唯物論多種因素的現代

主義者（班雅明）。（Eagleton 1981: 159）

雖然伊格爾頓也說明了這是一種過於簡化的圖像，因為上述幾位二十世紀三零年代的

文化要角，真正的張力在於他們對於三零年代的文化歷史現實議題做出了不同思維角度下

的解剖2，絕非單純提出一種思想史類型可以將他們定位。但站在本文的立場卻認為這樣

過於簡化的圖像，在更清楚的說明之下，可以提供某種詮釋策略的可能。在本文的立場下

引用伊格爾頓的評論要說明的就是一種看待這些哲學家或文化要角的重要方式，那即是從

認識論到藝術批評之間的問題，正如伊格爾頓使用認識論模式（觀念論或者唯物論）和藝

術批評（寫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來將他們做出區別，本文也將採取這樣的態度來面對本文

的主人翁阿多諾。

筆者過去對這樣問題的討論其實是放置在整個納粹德國法西斯的歷史背景去談，尤其

是對海德格事件這個公案和現象學思想之間的關係進行實然性（actuality）的討論3。但在

1　  西方哲學傳統下的認識論，在字面上的解釋通常指的是源自希臘文episteme（知識）和logos（理論）合
併的意義；至於在不同哲學系統當中，認識論大抵所討論的是認知者對真理獲得的能力有無或者更進一
步推敲真理獲得的方法。在西方哲學幾套重要的體系當中，對認識論功能在體系當中的看待方式是一致
的，例如笛卡兒、康德、胡塞爾的重要著作皆透過探討認識能力作為其哲學的起點，也就是認識論的討
論對象皆是被視為「原則的原則」的第一原理。因此就認識論的討論模式通常都開始於駁斥懷疑論，證
明知識或真理是可能的，然後進一步論證知識或真理的性質和範圍，最後當一套體系完整的時候，就形
成一套幫助其他領域獲取知識的哲學方法（methology）。本文所討論阿多諾的認識論，就是在這個意義
上進行鋪陳。就大部分的阿多諾學者的評論而言，對阿多諾影響最大的當屬班雅明哲學、胡塞爾現象學
和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論，阿多諾方法論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將這三者的思考進行一種批判性的再構。但必
須說明本文的主要焦點並非對阿多諾認識論的爬梳，因為這是另外一件龐大的工作。本文對阿多諾認識
論的詮釋，主要用於說明和其所進行的藝術評論方法具有同質性，如在此處考證上有疏漏處，請讀者見
諒。

2　  關於這些文化要角的論爭可參考泰勒（Ronald Taylor）所編《美學與政治》（Aesthetics and politics）一
書，裡面收錄著這些文化要角的重要文獻，透過這些文獻的對比閱讀，可以看出彼此之間思想的張力。

3　  1931年，阿多諾作為一個剛出道的大學教授，發表了一篇在當時沒沒無名的「就職演說」：〈哲學的實
然性〉（“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對於當時席捲德國的海德格的哲學觀點給予毫不留情的攻
擊，他批評海德格對存有進行思考的形上學為一種空洞的思考行動（an empty act of thought），此外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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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當中筆者試圖將焦點鎖定在阿多諾劇場批評當中討論，或者說回到一種劇場認識論的

立場去談。嚴格說來在本文的寫作立場下，劇場並非單純的代表一個用於表演的空間，而

是一個特殊的認識方式，或者一種特殊的意識過程，劇場訂做了一連串特殊的影像、聲音

以及具有特殊意義的身體姿態，在一段特別被標明的時間當中衝擊著參與者的身心機能，

因此在這些劇場要素的變化之中，參與者的身心機能產生了變化，描述這種身心機能變化

以及這種身心機能變化在其歷史文化社會情境當中所代表的意義，即是筆者概略定義下劇

場認識論的任務。

這樣的劇場認識論取向，學者耐加爾（Rainer  Nägele）在《劇場、理論與沉

思》（Theater, Theory, and Speculation: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Scenes of Modernity）一書

也進行了討論，他針對班雅明《德國哀悼劇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

ma）當中的〈認識論批判序言〉（“Epistemo-Critical Prologue＂）和班雅明對德國巴洛克

哀悼劇的論述，對視覺、劇場與認識論理論形成之間的關聯進行討論，他指出在西方的思

維中，劇場的身心體驗與認識論的形成一直是息息相關的，耐加爾從最基礎的字源關係

談起：「班雅明最重要的認識論文本，作為一本以討論劇場和劇場性為主的書的序言，

其實並不是偶然。因此理論和劇場不只是建立在相同的希臘字源theorien（觀看），也建

立在相同的德文名詞vorstellen（放置在前、在場或者想像）或darstellen（在場、再現或描

述）。[…]vorstellen和darstellen同時都是劇場及認識論的概念。」（Nägele 1991: 2） 

在《劇場、理論與沉思》當中，順著班雅明的脈絡，耐加爾還談論了亞里斯多

德（Aristotle）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4。亞里斯多德是第一個具體討論這個問題的

哲學家，在《詩學》（Poetics）當中，劇場被亞里斯多德定義為一個視覺與理體中心同構

的場所5，視覺不再只是單純地觀看，而成為一種能夠形式化的觀看，觀眾可以從劇場的

視覺經驗當中提煉出一種理想的意義形式，這樣的理想意義形式即是劇作家內在聲音透明

而合一的在場。簡單的說，在亞里斯多德的觀念中，我們面對著一個影像群的運動，透過

論文的重點在於剖析內含於當時幾個主要哲學思考方法的預設歷史性，在這一點上阿多諾看到了海德格
哲學在政治上隱含的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於是當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當中詳細地講述了在納粹德國反猶太（anti-semitism）的因素時，我們發現背後其實有著相當程度暴露出
海德格哲學的階級盲點，在其重要的名著《啟蒙辯證法》中，阿多諾透過文本的描述，呈現出在他觀察
到猶太人在當時納粹德國的形象：一種格格不入於歐洲社會的人類品種。因此當日爾曼民族重新建構身
體形式時，其實是排斥猶太人參與的。

4　  耐加爾（Rainer Nägele）的《劇場、理論與沉思》（Theater, Theory, and Speculation）一書，其實是一本
討論班雅明知識論與劇場美學關係的專著，這樣的一本書雖然沒有爬梳整個西方劇場美學當中的知識論
意涵的企圖，但這樣的處理模式（結合認識論與劇場美學）卻對本文的寫作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5　  關於耐加爾所討論的亞里斯多德與尼采的劇場認識論意義，也可參閱吳承澤〈身體自主、理性主體與戲
劇想像：尼采與亞理斯多德〉（《民俗曲藝》161：7-37），該文作者試圖透過德希達《書寫與差異》中
的觀點，詮釋亞里斯多德的戲劇觀與尼采／亞陶式的戲劇觀在哲學認識論角度上的異同，以及這個表面
上的異同所代表的真理及文化理想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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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概念工具的接合，這個影像群的運動最終被提升到概念的程度。同樣的悲劇劇場經

驗則在尼采的寫作下有著不同的向度，在《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當中，

尼采開發了劇場作為身體經驗認識模式的溫床，一種出神恍惚（ecstasy）但卻更具有啟示

性的劇場經驗，成為尼采述說的主題；但值得注意的是尼采這樣的劇場身體經驗並非是一

種觀眾旁觀舞臺上演員身體運動的經驗，而是將觀眾轉變為參與者的一種全然相異的劇

場形式，正如尼采對希臘悲劇現場所進行的描述：「就我們所知，希臘人根本就不知道

有我們認為的那種純粹旁觀的觀眾」。（Nietzsche 1956: 54）在尼采對參與者式劇場的觀

點中，參與者的身體也同時參與了作品創作的過程，在一種同一感（sense of unity）中共

同創造出一種非日常或社會性的身體狀態，因此身體在劇場的場域中透過特殊運動模式

的操作或某種強烈的知覺刺激打開了一種「身體自主」的經驗向度6，這個向度透過和亞

陶（Antonin Artaud）殘酷劇場（theater of cruelty）的親緣性，成為法國68哲學的主要議

題，因此一種身體認識論到身體政治的問題於焉被注意7。

值得深思的是上述這兩種劇場認識論模型8，並無法窮盡所有的劇場經驗，原因在於

6　  哈伯瑪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中，也用同樣的角度說明了尼采悲劇經驗的意義，他說：「在尼采看
來，所謂的酒神精神，意味著主體上昇到一種終極忘我的境界（point of utter self-oblivion）。尼采所說
的審美現象，展現出從一種日常生活習慣當中解放出來的知覺和行為，只有當主體失去自我並從實際的
時空經驗當中逃離，並被偶然性所震驚，[…]只有當理智的行為和思想的範疇被瓦解，日常生活的規範
被打破，習以為常的幻想形式被打破，只有如此難以意料且令人震驚的世界，即審美表象的世界才會敞
開」。（Habermas 1987: 93）而這種從希臘悲劇而來的身體自主經驗，在哈伯瑪斯的說明下也成為了尼
采晚期發展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理論的基礎。在尼采晚期的權力意志理論下，更強調身體在表象流
轉中的直接歡愉，身體欲力在各種不同強度的文化體驗當中運轉，進而造成身體不同強度的感受，並進
入身體自主的經驗當中，發現超越理性形式控制的新文化領域。

7　  幾位68哲學的要角，例如德希達、傅科、里歐塔及德勒茲皆在其思想脈絡下，提出對尼采的詮釋。
8　  筆者認為上述這兩種劇場認識模式（亞里斯多德式與尼采／亞陶式），其實可以粗略地從現象學的角度
進行更清楚的說明，因為嚴格說來這兩種不同的劇場形式其實是奠基在觀看者的視覺與參與者的身體知
覺活動上。

這樣的兩個向度其實可以透過胡塞爾（Edmund Husserl）在《觀念II》（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 Second Book: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中身體知覺和意向性之間的關聯所解釋。在《觀念II》第三十七節「視覺與觸覺領域的差
異」（ Difference between visual and tactual realms ）及三十九節「身體在形構更高對象上的重要性」（ 
Significance of the Body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higher Objection）當中，胡塞爾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意向性與
身體知覺的關係，有一組意向性經驗（胡塞爾主要認為是各種思考活動與情緒緊張與紓緩）並非需要奠
基在一個對身體感受的明確位置上，也就是在感官與料（sensual giveness）之外，思想意向性經驗和情緒
意向性經驗可以被提升到脫離身體知覺的某一區域，成為一種對意義或情緒的圖式直觀，這即是亞里斯
多德劇場知識論的模型。亞里斯多德對劇場經驗的理解，嚴格說來正是思想意向性經驗（英雄命運的急
轉發現模式）及情緒意向性經驗（產生哀憐及恐懼）交纏運作的結果。

但尼采/亞陶式的前衛劇場，劇場參與者（非純粹的觀眾）的身體則在於一種筆者定義下身體自主的
狀況，何為身體自主？就現象學的角度，所謂的身體自主領域即是將身體活動的目標放在彰顯胡塞爾所
言被動綜合的狀態，也就是胡塞爾在《觀念II》第二十九節當中提到︰習慣（habitus）。胡塞爾在《觀
念II》第二十九節當中提到此種習慣其實是我們的身體在日常生活所累積而形成的真實部署方式（real 
disposition），這種習慣來自於我們與週遭世界的互動方式，並在和週遭世界互動下逐漸成型。值得注
意的是習慣作為一種身體的真實部署方式，或者轉換為梅洛龐帝在《知覺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中的術語就是身體圖式（corporeal schema），身體圖式以一種前反思的途徑與我們的身體活
動相連，成為一種身體直接詮釋經驗狀態下所形成的風格，而非我們所習慣地用邏輯來詮釋經驗。同樣
的，這樣的一種習慣直接與情緒機制相連接，並因此具備逃避邏輯反思監控的能力。例如以賽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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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的劇場文本無法被這兩種模式單純地解釋。但上述兩種劇場認識論的原型卻可以

成為認識的經緯，例如布萊希特的疏離效果固然和尼采一般可被視為一種反亞里斯多德劇

場，但絕對無法歸類在尼采劇場認識論的向度。但我們卻可以發現布萊希特的劇場經驗在

認識論上其實更依賴於視覺問題，或者如班雅明對史詩劇場所強調的，認為史詩劇場具備

了視覺上的蒙太奇效果9。同樣的狀況也存在於阿多諾的思考當中，阿多諾對劇場的理解

其實奠基於他的認識論模式，阿多諾批判亞里斯多德的劇場認識模式，但也同樣地不贊成

尼采的悲劇經驗，因此對於阿多諾劇場批評方式，首先要注意到的是阿多諾特有的認識

論，以及當他進行實際的藝術批評時，他所關注的法西斯意識形態批判和文化工業批判之

間的關係。

阿多諾認識論與藝術批評模式之間的關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其實也曾注

意到，在《馬克斯主義與形式》（Marxism and Form）當中，詹明信對阿多諾認識論和

其藝術批評之間的關係作出簡要的說明：「《否定辯證法》（Negative Dialectics）的基

本論證和阿多諾最終的哲學立場，對我而言都是其方法學的一種說明，這種方法學我

們可以在阿多諾具體的、特定的早期美學論文及批評中發現。在這當中，我們最終會

發現藝術作品的內容是由其形式所決定的，而這種被作品實踐了的形式則提供了一把

最確定的鑰匙，打開了作品所湧出的那一個特定的社會時刻（social moment）。現在同

樣的方法學發現（methodological discovery）也在哲學思考的領域當中被證實為有效，

《否定辯證法》的實踐包含了一種遠離官方思考內容的運動（這些官方思考內容就是

類似自由的本質為何，或者社會作為社會自身之類的觀念）而朝向了多元決定和矛盾形

式，在這當中上述的官方觀念的限制和不足代表著一種具體社會情況的直接特徵和症

作為例子，賽車手在高速行駛下的高重力感受，讓他們無法邏輯性的思考，但他們的活動卻奠基在他們
處於前反思狀態的身體習慣上，可以立即對高速的彎道做出反應，並還是可以感受到緊張興奮甚至一片
空白等情緒。尼采/亞陶式的身體自主劇場就是以這樣的身體習慣或身體圖式作為開發的對象，因此身體
自主其實意味著前衛劇場以藝術性的手法，不斷打開挖掘這個前反思、前邏輯的身體領域，並試圖給予
這樣的前反思狀態不同的風格，用以配合一種文化改革的企圖。

9　  班雅明在〈何為史詩劇〉一文當中，將其著名的辯證意象（dialectic image）理論轉化為一種劇場脈絡下
的視覺性理論。在班雅明的理解下，布萊希特的疏離效果成為了一種類似《拱廊街計畫》的引言效果，
也就是將某段文字從其原始文本理所當然的上下文截出，中斷了一種書寫暴力的連續性，並在新的文本
當中並置這些引言，構成一種新的意義狀態。而這在班雅明的理解下，史詩劇場則是將事件從其連續性
的脈絡中截出，但不同於文本書寫的語言，史詩劇場引用的是社會事件中人物的姿態，並透過拼貼這些
引用而來的姿態，構成了一種具有蒙太奇結構的劇場形式。這其實就像布萊希特在〈街頭一幕 — 史詩
劇一個場面的基本模型〉（“The Street Scene: A Basic Model for an Epic Theatre＂）一文中，分析街頭
講解者說明交通事件的模式。布萊希特認為街頭講解者為了要讓人了解整個事件，必須採取一種引用的
態度。但引用的並非文本當中的文字，而是引用一種社會中他人的姿態（gesture）：「這位解說的人，
能夠把司機或被撞的人或兩者當時的動作或姿態表現出來，讓周圍的人能夠為這一次不幸的事件做出判
斷」。（Brecht 1964: 121）。透過對不同姿態的引用，進行一種蒙太奇式的拼貼，就構成了 一個劇場
對一個事件的敘事。姿態引用在〈班雅明為史詩劇場所做的理論研究〉（“Studies For a Theory of Epic 
Theater＂）一文當中即清楚地表明：「史詩劇場是姿態性的。或者嚴格說來，姿態是一種材料，而史詩
劇場則是具體地利用這些材料」。（Benjamin 1998: 23）至於利用的方式則是一種蒙太奇式的引用拼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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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symptoms）」。（Jameson 1974: 55）也就是說在詹明信的理解當中，阿多諾認識

論（或哲學方法論）和其藝術批評模式都在面對一種指涉社會現實狀態的症狀，並在面對

這個症狀時給予一種辯證式、非概念式的考察。

而哈伯瑪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當中，也說明了從《否定辯證法》到《美學

理論》（Aesthetic Theory）的一慣性：「阿多諾晚期的哲學結構，也充分說明了這一

點，即《否定辯證法》和《美學理論》之間的相互支持，及相互證明，前者發展出的非

同一性矛盾概念，也可說明後者對前衛藝術作品模仿內涵（mimetic content）的解碼舉

動」。（Habermas 1987: 129）另一位阿多諾學者魯德瓦特（Lambert Zuidervaart）在《阿

多諾的美學理論：幻象的救贖》（Adorno’s Aesthetic Theory- The Redemption of Illusion）一

書當中，也將這個認識論（或哲學方法論）和其藝術批評模式的同源性勾勒出大致的輪

廓：「阿多諾為了避免哲學上的第一問題，求助於藝術的非概念性格，概念和斷言在進

入藝術當中時就失去了其慣常的邏輯特性，因此藝術提供了一種非推論性的形式給予知

識」。（Zuidervaart 1991: 208）這種藝術與哲學互相中介、指涉的觀點，其實開啟了一個

新的領域，這個領域即是從《否定辯證法》到《美學理論》阿多諾進行哲學認識論批判及

藝術批評時所保持的位置。

透過上述幾位理論家的引用與說明，替本文建立起一個討論的方向與架構，在這個前

提下，本文的目的就在於說明阿多諾所進行的眾多藝術批評當中的劇場批評和其認識論之

間的關係，並透過阿多諾對亞里斯多德式劇場和尼采式劇場的批評作為背景，挖掘出阿多

諾對貝克特（Samuel Beckett）荒謬劇作品的特殊詮釋模式。

一、阿多諾的真理觀與認識方法

對於阿多諾的研究者而言，阿多諾的真理與方法受到班雅明的影響是清楚可見的10，

然而阿多諾卻沒有追隨班雅明將神學體驗世俗化的企圖，阿多諾將班雅明的方法轉換到德

國哲學脈絡的思考當中。

在批評及接收班雅明的各種概念及方法中，阿多諾從三零年代開始進行了兩種路線

的思考。對於歷史圖像而言，阿多諾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合著的重要著作《啟

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11用狡猾、暴力、算計等等奧德修斯形象，顛覆

10　  在班雅明《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的導論中，有著阿多諾對班雅明思考要點的詮釋，阿多諾認
為班雅明並不是用概念編織與終極存有的關係，而是通過與物質的肉體相接觸來尋找這種關係。對班雅
明而言，任何被經驗反思標準排除在外的那些無以名狀的事物，都應該成為經驗構成的一部分，因為在
班雅明的思考中，經驗應當遵循自己的具體特殊性，而不是使自己屈服於抽象的圖式。這樣對班雅明的
詮釋，在筆者看來，其實也是阿多諾哲學的要義。

11　  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在1947年發表的《啟蒙辯證法》舊版前言當中，說明了自己的論述企圖：「在當代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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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級文明的墮落當中，無論是科學的運作模式還是科學的目的都是相當可疑的。無恥的法西斯主義者
正在虛偽的慶祝一種不知疲倦的自我毀滅，並且還將馴服的人文學專家（humanist experts）當作工具。
強迫他們將思考侷限在關於時代精神研究之類僅存的純真上。而假使在大眾生活當中思想無可避免的成
為商品，語言則成為這種商品化思想的促銷，追索這種墮落的源頭的企圖就必須拒絕與當代語言學和觀
念陳規（conceptual conventions）的結盟」（Adorno 1972: xi-xii） 

上述這一段引言指出了法西斯主義與高等文化的關係，以及文化工業的商品化對大眾思考的傷害，
對筆者的理解而言，這代表著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寫作《啟蒙辯證法》的問題意識，也代表著本文對《啟
蒙辯證法》的詮釋方向。在這樣的兩個角度下，筆者認為阿多諾與霍克海默進行了其對西方1920至1960
年代社會狀況之批判，而問題的根源則被他們追溯到啟蒙運動當中。

不同於一般論述中常見到的對啟蒙價值樂觀的肯定，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啟蒙運動其實充滿了一
種尚未被理解的歧異性。在一般的論述當中，啟蒙運動代表了原始巫術社會與科學社會的分水嶺，在啟
蒙之前，人類社會處於一種尚未除魅的狀態，尚未找到一種人類主體價值的形式基礎，而啟蒙運動則提
供了這個基礎，讓人類進入一種更樂觀的歷史進步論中。於是某種斷裂的歷史觀形成，啟蒙前後成為了
兩種不可共性的歷史。但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則是將啟蒙的固定模式與以辯證化，打開了啟蒙前後的兩個
時代的交互關係。其基本的論點是啟蒙的基本形式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就形式上而言，
工具理性意味著一種形式，這種形式把所有事物的差異性都減小為最低的限度，並加以測量，將其作為
工具以用之。但面對不能被簡化收編為最低限度的現象則被工具理性排除。同樣的，當這樣的啟蒙觀念
從掌控自然變為掌控社會時，社會活生生的個人變成了某種形式化的單位，個體的生存情境進入某種物
化的狀況，也就是說是個體雖然存在，卻無法保留其個別性，被一種遍佈社會的形式化約。面對這種在
西方1920至1960年代社會情境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產生出兩種景觀，即法西斯主義與文化工業。對試圖
突破形式封鎖的個體，追求一種前文化的原始情境，但卻在威瑪德國的情境下成為了法西斯主義者；另
一方面，大眾的生活則受到越來越細密的形式化宰制，而這個宰制形式在商品化社會的代表，就是文化
工業。

因此為了證明啟蒙前後錯綜複雜的關係，也為了破除法西斯主義者對遠古時期的幻想，阿多諾和霍
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選擇了《奧德賽》（Odyssey）中的史詩英雄奧德修斯來代表工具理性的在遠古
的雛形。在20世紀初的理解中（受到盧卡奇《小說理論》（The Theory of the Novel）的影響），史詩英
雄的質樸的衝動，其實是一種實然與應然的完美結合，當中人和自然沒有割裂只有一種自足的完整。為
了破除這個原初的神話，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則說明，奧德修斯許多祭神的儀式行為並非單純的對自然的
崇敬，相反的，這些獻祭行為其實只是一種為了規劃好的政治目的所進行的詐欺，其背後的意義在於讓
奧德修斯這個資產階級工具理性的雛形能夠在一次次和自然的衝突當中生存下來。也就是說啟蒙前後真
正的歷史圖像並非是完全不可共性的斷裂，真正解讀的模式必須追溯工具理性從遠古時代至今的發展，
在洞悉此種啟蒙論述的訛詐之後，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其實試圖逼顯的是法西斯主義者隱藏在其儀式性身
體狀態背後的政治操作秘密。此外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也分析奧德修斯對其領地的統治術，已經具備了工
具理性的雛形，在奧德修斯離開家鄉的二十年期間，一切都在理性預先規劃下的秩序下正常運行，為其
耕作的奴隸和為其放牧的奴隸照著原先的安排工作，這種規劃的能力就是在史詩時代工具理性力量的展
現。

在文化工業方面，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中則發展出一種經典的觀點，阿多諾和霍
克海默相信文化工業對其消費者有操縱的作用。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文化工業是一種有意為之的陰謀。相
反地，文化工業並不是某個政治單位有目的性的控制術，而是在商品社會生活中在無意識狀態下所建構
的物化機制，這個無意識的控制機制增加了工具理性對個體形式化宰制的程度，個體在文化工業的物化
結果就是退化為消費者，與整個商品機制一同運轉，將自身收編至商品所提供出來無意義的表面形式當
中。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文化工業：啟蒙作為大眾欺騙〉（“Culture Industry: 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中分析了這個文化工業當中的藝術作品形式，他們分析了電影、輕歌劇、流行音樂、廣播
節目甚至是藝術品拍賣現象，其實都暗含著將藝術品的使用價值，在某種層次下被轉換成商品的交換價
值，他們認為文化工業甚至是在商品交換價值的考量下建構藝術品的形式。此外在當代技術（此種技術
的形成其實就是工具理性的延伸）的推波助瀾之下，文化工業的藝術形式成為了一種欺騙大眾的模式，
文化工業設計出一套美化現實情境的固定藝術形式，掩飾隱含現實社會情境中的階級矛盾。此外文化工
業還包含一套一再複製這個美化現實的固定形式的機制，麻醉日常生活的大眾，對現實生活產生各種錯
覺。阿多諾與霍克海默認為，人們在這種欺騙形式當中，會把被宰制下的生活當作理想的生活，把社會
壓制形式當中所產生出來的偽需求，當作他們真正的需求，並因此把社會的控制形式誤以為是個人的自
由選擇。

透過分析上述兩者，阿多諾和霍克海默認為啟蒙並沒有達成真正的除魅，反而製造出新的神話，因
此對這個新神話建構模式在哲學認識論及美學上的分析及批判，就是《否定辯證法》和《美學理論》的
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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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班雅明將史前作為一種黃金年代的想像12；而在哲學認識論的繼承上，阿多諾受到了班

雅明《德國哀悼劇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一書序言〈認識論批

判前言〉重大的影響，阿多諾在〈論文作為形式〉（“The Essay as Form＂）一文中展現

出濃厚的班雅明色彩，他們同樣試圖在處理理想的哲學論文的形式以及實存現實之間的關

係，阿多諾說：「[具備辯證性的]論文決不遵從組織化的科學和理論，雖然斯賓諾莎的原

則說事物的秩序和思想的秩序是一致的，概念密閉的秩序和真實的存有是兩回事，論文決

不為了追求封閉、演繹或歸納的建構而努力，它特別反抗從柏拉圖以來的教條：即變動和

短暫的事物對哲學是沒有意義的」。（Adorno 2000: 98）

雖然受到班雅明的影響，但阿多諾認識論的獨特性依然是相當清楚的，我們可以在

阿多諾哲學書寫當中大量使用辯證法這個術語，看出一些端倪。在他們二者往來的信件當

中，尤其在談到班雅明的〈技術可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時，阿多諾激烈地批評班雅明的

靈光（aura）範疇，認為當班雅明用靈光範疇來區分藝術作品時，是一種非辯證的，向法

西斯世界觀靠攏的態度：「你的文章或許是辯證的，但你對自主性藝術的態度卻不是辯證

的，它並不尊重一種基本經驗，這種基本經驗在我每日的音樂經驗當中越來越明顯。正是

自主性藝術技術法則（technical laws）努力追求最大的一慣性（uttermost consistence）改

變了藝術，不讓它成為某種禁忌或圖騰，[也基於此]藝術成為某種可以在清楚覺察下製作

與創造的事物」。（Taylor 1977: 121-122）也就是說，在阿多諾的觀點下，面對自主性藝

術時，班雅明所使用的靈光範疇其實是對作品生產機制的一種遮掩，對自主性藝術作品詮

釋的辯證性態度，就是對其技術法則社會意義的強調。13阿多諾甚至在結尾的時候說明：

「我的要求就是更辯證一點（more dialectics）」。 （Taylor 1977: 124）

對於阿多諾和班雅明的通信過程中關於班雅明觀點的非辯證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

份是由對波特萊爾作品詮釋所引起的。在〈波特萊爾筆下第二帝國的巴黎〉（“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of Baudelaire＂），班雅明將波特萊爾的作品主題與當時的經濟情境直

接進行因果關係的連結，對阿多諾而言，這是一種非辯證的思考，阿多諾在寫給班雅明的

信中說到：「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你的辯證法缺乏一種東西：中介（mediation）。你的

12　  班雅明在《拱廊街計畫》計劃當中，提出在其理論中佔有重要位置的辯證意象（dialectic image）。透過
辯證意象，班雅明將19世紀具體生活的歷史情境和遠古的無階級社會聯繫在一起。對班雅明而言，由商
品拜物教和夢幻景象（phantasmagoria）所構成的現代神話，並非如阿多諾所認為的，完全是一種負面的
意義。事實上在集體無意識的觀點之下，現代神話的夢代表著一種願望，成為一種必須被理性正視、解
讀的世俗啟蒙依據。在班雅明的超現實主義解讀之下，夢的烏托邦潛能在於隱含著一種人類渴望與自然
和諧的狀態，但在意識層次當中這種渴望已經被遺忘，因此必需透過超現實主義的解讀，才能從19世紀
的物質條件中，重新解讀出人類對史前無階級社會的嚮往。對阿多諾而言，這種將史前時代視為一種黃
金年代的看法，正是他在《啟蒙辯證法》中所要極力抗拒的，對阿多諾而言班雅明這種觀點其實是一種
將社會事實還原為意識事實的誤解。

13　  在這一封信的尾端，阿多諾建議應該從生產技術和理性化的辯證性當中重新討論班雅明所發現的電影複
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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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當中有一個傾向，就是將波特萊爾的作品和當時的社會歷史特徵直接聯繫，尤其是你

偏好和經濟特徵直接聯繫」。（Taylor 1977: 128）在一段引言當中，對阿多諾而言社會與

藝術作品的辯證關係，不能是一種馬克斯主義的決定論關係，必需透過中介來進行思考。

而所謂的中介就是一種對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總體互動架構的強調。也就是說對一

個文化現象而言，絕非透過和社會單一特徵的因果關係可以解釋，只有將一個文化現象放

置在社會過程的總體互動架構進行詮釋，才是一種辯證法的觀點。

因此就上述阿多諾和班雅明的對辯證法所理解的差異而言，對於認識過程動態的中介

分析，就是阿多諾辯證法的要義，我們可以說辯證法／中介彷彿成為阿多諾的神奇咒語，

有即為真理，無則成為謬誤。因此當我們考察阿多諾的認識論時，這樣一種辯證法／中介

如何可能？

事實上，在阿多諾的眾多文本中，辯證法這個不斷在文脈中出現的哲學術語，彷彿成

為了描述事物和真理終極關係的保證。在哲學史上，辯證法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哲學思維的

模式，對於信仰辯證法的哲學家而言，它代表的是到處存在的力場間的相互影響，但是對

哲學史上出現過的辯證法而言，這種力場間的相互影響有兩種型態，可以消解的例如黑格

爾14，無法消解的例如阿多諾15。

14　  根據黑格爾學者Richard Kroner的看法，黑格爾從早期的「愛的泛神論」其實已經具備了他後來形上學的
主要特徵，即是對同一性的追求。此時黑格爾企圖越過片面的理性主義，追求一切對立的統一。此種方
法雖然尚非嚴格意義下的辯證法，但其實已具有相當的辯證意味了，不過黑格爾此時仍然認為透過邏輯
形式去捕捉終極真理是不可能的，此時黑格爾認為人類應該從精神上親身體驗生活的和生命的同一性，
用以取代由概念構造中被捏造出來的同一性。這並不代表黑格爾早期對同一性的放棄。

但在後來的《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Mind）序言中黑格爾卻開始排斥早期對同一性可能
性的看法，他試圖指出我們的思考越精確，則我們概念之間的嚴格界線，便顯的越不可能。對黑格爾來
說，一切事物的原始同一性並不是神秘的或詩意的直覺物件，而是透過邏輯所發現的一項真理，所以對
同一性的追求是建立在理性而非想象力。而此時黑格爾的哲學取向由早期的倫理學、神學轉向了認識
論，反映在哲學語言上直覺（intuition）和反省（reflection）的對立取代了原本生命和思想的對立。此種
對立的調和可被陳述為：有沒有一種直覺可以用反省性的辭句構成，而這種反省又可以回到直覺，於是
我們看到了一種對「反省性的直覺」或「直覺性的反省」的要求。在此階段黑格爾獲得了重大的突破，
他發現理智（intellect）自身之中即有能夠解決上述對立的可能，關鍵就在於理性（reason）。

在邏輯學當中黑格爾發展出一套運作模式成為他第一個哲學體系，這是一套生命的邏輯，自從黑格
爾肯定生命為一切對立所由出及所由消溶的介質之後，他就一直在尋找這樣的一套邏輯：精神在其運行
方法中即有其實效，理智有一種把事物分離和把事物物件化的作用，而精神則有重新的統一和重新收進
主體之作用，然而因為理智其實也是精神的一種型態或者是精神的一種決定方式，精神就是這樣的自我
分裂與自我統一。但黑格爾這一套邏輯學最重要的是這不僅是關於知識、思想和生命主體的，也是一套
關於存有、存在和實在的邏輯（logic of being existence and reality）。思維的運作不再與其物件相對立，
而是將這些物件吸收在思維的過程當中。或者我們可以說邏輯學中事物的本質是在運作中的「概念」裏
被構想出來的，而所謂的本質其實已經表達了事物與概念之間的同一性。而此時邏輯學必然的觸及了辯
證法，在此時的辯證法可以理解為「心靈與其自身的對話」，邏輯就如思維一般，從另一極端過渡到另
一極端，不斷就思維內容做置定、做否定和做組合，並將這些內容不斷轉化為更新的概念或範疇。在紐
倫堡時期（西元1808-1816）黑格爾完成了《大邏輯》（Science of Logic），更徹底的將作為思維之規律
的邏輯與形上學作為統合，黑格爾提出「絕對」于實質上就是思維，於是思維的規律必定就等於存有之
規律。更何況思維的範疇是由「絕對」中衍生出來，也在「絕對」之中互相連結起來，「絕對」在聯繫
各範疇之際，也將自身之內容伸展顯示出來。因此在黑格爾的體系當中「絕對」這一個「概念」（外在
于黑格爾體系而言）提供了最後的同一性。

15　  阿多諾在《否定辯證法》當中重新反省了辯證法的意義，他不試圖消解其中的對立和矛盾，也就是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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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是可以消解的或是不能消解的，他們都認同將事物展現在一個受到各種力量衝

擊的情境下，承認對事物的本質探討必然要在拉扯的張力和緊張當中才有可能，也就是在

對任何事物的認識行為當中都是與它的周遭相互依存，彼此形構。但黑格爾對同一性的執

著（或者說是對形上和諧的信仰），出賣了作為現實處境的辯證法，辯證法萎縮成一種立

場，「矛盾」成為一種裝飾。黑格爾解釋了世界，但面對真正的現實，黑格爾裹足不前。

在同一個情境，阿多諾批評了「黑格爾辯證法僅僅只是一種學派立場，限制了哲學和現實

的關係」。（Adorno 1973: 4）

因此對阿多諾而言，真正的辯證法不是一種立場，不是一種思索的規律，也不能單純

被視為一種認識方法，而是對現實狀態的一種隱喻，在此種隱喻之下，表達的是對各種事

物實然及可能性的尊重，在還沒有對個別的事物進行研究之前，不預設任何形上的觀點，

也不預設對單一事物的理解能夠透過一套體系得到完成。因此試圖將命題全稱化，或任何

試圖在先驗層次上為辯證法找尋規律的舉動，對阿多諾而言都是一種總體性意識型態的復

辟。在此種意識形態意義上，哲學被視為一種世界觀，而此種世界觀對社會現實情境的理

解是無意義的。因此對阿多諾而言真正的辯證法也不是一種概念性的「非概念」，一種強

調直覺優先性的「概念」其實也是對辯證法的一種反動16。

在阿多諾看來，真正的辯證法更不是一種對現實認知的放棄，有一種思想認為由於現

實的紛亂辯證過程，導致人們無法用理念認識事物，只能依賴直覺之類的非理性能力，這

樣的觀點其實也暗含著一種同一性（identity）。何謂同一性？同一性就是上述所說，用第

一性的總體性意識型態拒絕了承認現實紛亂的狀態。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這種全稱的「否

定」（完全否定理性能力），其實也成為了一種新的同一性，或者說由於認知主體對「非

同一性」的執著，抹去了真正實存的豐富性，「非同一性」成為同一性。因此對於所謂的

同一性與非同一性並不是一種絕對的可能或者不可能，何者可能或不可能，必須要由現實

實存的認識經驗作為判準。因此阿多諾認為：「真正的辯證法不能被視為只是一種形式，

雖然其中隱含著修辭學傾向17（rhetoric）」。（Adorno 1973: 56）正如上述所言，阿多諾

不試圖用否定的方式來追求肯定，這個肯定就是同一性，自古以來由於對第一哲學的嚮往，追求同一性
也就成為哲學的特徵，這個同一性可以是物質可以是精神，但它必須穿越各種矛盾，將一切收攝入它的
系統，但這種同一性的存在是不具有明證性的，阿多諾甚至認為同一性迷失的存在加強了社會上盲從的
傾向，而盲從導致極權。

因此阿多諾認為哲學所尋求的秩序和不變性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現實必然是連續的否定（但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連續的否定並不是一套模式，它僅僅是一個比喻，所要凸顯的是現實的多變）它拒絕
任何賦予世界同一性，進而得出一套全稱系統將世界限制在一個原則之上的企圖。也就是說阿多諾反對
使事物固定化的概念，因為事物在實存的意義上絕不等於有關於它們的概念。否定的辯證法肯定個體，
也承認一般，但一般只是個體的環節，或者我們可以說，否定的辯證法理解差異性，但又拒絕將差異性
絕對化。

16　  在這裡阿多諾指責的是柏格森，或者海德格之流。
17　  阿多諾認為辯證法就字面的意義而言是思維推理法的語言，意味著一種批判性拯救修辭學成分：一種事

物和表達的相互採用（ a mutual approximation of thing and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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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定辯證法與一般觀點相反，此種由辯證法而來的修辭學是站在實存內容（content）的

一邊。辯證法必須要傾向於實存內容，因為實存內容作為呈現其本身具有實然性，非是用

一種預先決定的骨架就能夠將其收攝。實存內容具有開放性，骨架是基於尊重此種開放性

所形成的互相包含的可能性。

因此阿多諾的非同一性並非一種形上學或知識論的總體世界性質，或認識方法的提

出，而是要突顯一種認識操作中實然的狀態。也就是說當在具體的認識過程中，主體遭遇

到一個堅實的客體，客體構成主體的一個認識基礎，非是主體可以用第一性可以將其取

消，但主體的實然歷史性也並非可以單純樸素地排除，認為認識是奠基在完全無雜質的理

性之上，因此在真實的認識行為當中，這一切背景、雜質都包圍在認識過程當中，無法將

之排除，任何一種排除的動作其實都預設著一種總體性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阿多諾強調

動態的認識過程即為認識結果，認識是一直在進行中的，一切構成認識的要素也都在互相

地中介著對方，因此認識論的真理被視為主客互動過程軌跡的描述，這即構成了一種否定

辯證的方法。

這即是阿多諾版本的星叢模式（constellation）。也是班雅明被阿多諾指責在其後期

超現實思想所拋棄的事物。何謂星叢模式？阿多諾認為：「星叢只是從外部來表達被概念

在內部切掉的東西，即概念非常想成為但又不可能成為的『更多』（the more），概念聚

集在認識的客體周圍，潛在地決定著客體的內部，在思維中達到了必然從思維中被割去的

東西」。（Adorno 1973: 162）

在阿多諾的思想當中，所謂的星叢模式是一種觀察的態度也是一種寫作的風格，但這

兩者之間的目的都是為了創造出一個非同一性意義的非同一性表達，強調去發現並記錄主

客認識過程之間辯證關係的軌跡。所謂的星叢即是對這樣的操作方式的一種比喻，正如我

們所知，夜空裡原本只應存在一顆顆個別的星星，是因為加入了人類的意義之後，這些個

別的星星才成為一個又一個的星叢（或星座），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那些高掛的星星不會

因為人類的劃分，而損及了其原本的性質，但人類的劃分卻依然能夠對人類產生意義。

這樣子星叢模式的意義其實和之前所提〈論文作為形式〉一文可以作為對照的補充。

在〈論文作為形式〉當中，阿多諾認為當傳統論文用一種預先決定的封閉形式給予對象概

念化架構時，其實早已關閉了真正認識事物的可能，人們所認識的其實只是從預設中的哲

學第一原理所開展的推論，或者我們可以如此說明，傳統論文的形式架構其實是將事物真

實內容同一化的基礎。但在阿多諾提出的星叢模式寫作下，具有辯證法形式的論文不只是

概念的推導，而是一種主客關係的展現，因此在論文中「概念並非只是從第一原理當中推

導出來，也絕非進行一個完整的循環（ full circle）到達最終的原理」（Adorno 2000: 93）

的過程；相反地，「論文因此取得了類似於美學上的自主性，這種美學上的自主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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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易被批評為僅僅是從藝術中借來的，但是論文還是可以和藝術作出區分，因為它具有概

念性格，[…]並且不具備美感上的表象」。（Adorno 2000: 94）

事實上阿多諾的星叢模式，在班雅明的《德國哀悼劇的起源》一書序言〈認識論批

判前言〉當中其實有一個相似的版本18，但班雅明的星叢模式在於將對真理的認識轉化成

一種「神諭—感官」模式，一種在特殊感官狀態所呈現出的直覺意義，或用班雅明自己

的比喻「一種梅杜莎的凝視」（Medusa ś gaze），這其實大大的不同於阿多諾對他的詮

釋及理解。阿多諾的星叢模式，則在於紀錄一種主客間互相成為認識中介在空間與時間

上推衍的軌跡。嚴格說來正如沃林（Richard Wolin）在《瓦特．班雅明：一種美學的救

贖》（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s of Redemption）中所分析的，阿多諾並沒有看清班雅

明的思考重點在於一種世俗歷史神學化救贖的可能，而阿多諾自己的重點則在於意識形態

批判，一種將社會的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除魅化的過程。前者是一種享受震驚

經驗所帶來的空白與激情，而後者則是批判地在各種審美經驗當中保持一種冷靜，並察覺

到此種經驗作為一種中介的性質，並發現這種經驗其實也深植在特定歷史及社會基礎結構

當中。由於這樣子的差異，構成了阿多諾與班雅明在一系列問題上的差異觀點，這一系列

的問題從大眾文化到新的藝術技術甚至延伸到對布萊希特作品價值的評估。

哈伯瑪斯在《溝通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當中也對阿多諾

哲學進行宏觀的評價。他認為阿多諾哲學基本上還是一種德國意識哲學傳統下的產物，這

種哲學主要的思考涉及主體在現實世界中如何與客體相關聯，或者一種認識過程如何與未

來歷史的新可能性產生關聯。這些思路在觀念論哲學及馬克思主義傳統當中都是極為重要

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阿多諾給予一個最貼近當時歷史局勢的回應。此外哈伯瑪斯也認為

在當時的哲學脈絡下，阿多諾也受到現象學的洗禮，對單純樸素的實證主義抱持著一種輕

視的態度，因為實證主義建立在一種過於簡易的單純客體概念，他認為奠基於在此種樸素

客體觀念實證主義其實是一種表面上的反主觀主義，但內裡卻是一種更深層的主觀主義，

因為實證主義所依賴的客觀實在，是由一種特殊形式的主觀模式所形成的，而這個特殊的

主觀將自身投射到世界，並通過物化，將客體設想為無主體中介的殘餘物，掩蓋住上述這

個特殊主觀形式的投射過程。

因此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充滿著一種無調性的氣氛，一種既非觀念論也亦非唯

18　  班雅明在〈認識論批判前言〉當中，有討論過作為主體認識工具的理念和作為認識客體的現實之間的關
係，在於理念群包圍著一個事實客體。因為一個事實從來都無法單調地被陳述，因此只有透過理念群才
能真正的認識到事實，這樣的關係就如同萊布尼茲的單子說（Monadologie）一般，萊布尼茲認為每一單
子都必然以某種角度（perspective）指涉了全世界。也就是說一個單子所包含的內容有二個層次，除了
包括自身的全部可能，也包含每一單子均以該單子的角度指向全世界，因而指向了不同角度的世界。因
此雖然所有的單子都是不同的，無法溝通的，但因為同一世界可以透過不同單子的角度來認知，如窮盡
了所有不同單子的角度，就可以逐漸構成對世界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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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論的特殊狀態，這樣的特殊狀態是一種哲學極欲靠近現實，但又不想和任何既定思想體

系進行和解所造成的19，哈伯瑪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給了阿多諾認識論一段評語：

「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讀起來像是繼續解釋為什麼我們要反覆地思考[啟蒙]所表現的

內在矛盾，為什麼只有這種矛盾的持續開展才提供一種視角，[…]在為《啟蒙辯證法》下

結論後的二十年，阿多諾持續地保持這一種的哲學衝動，即從未離開作為總體化批判的矛

盾結構思維（paradoxical structure of thinking），這樣始終如一實在是一種成就，足與尼采

相比擬」。（Habermas 1987: 119-120）

二、阿多諾反身體自主與反亞里斯多德形式的立場20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阿多諾禁慾的認識論基調21，讓阿多諾遠離了19世紀末以來流行

的德國生命哲學，或者因此我們可以說阿多諾遠離了從尼采《悲劇的誕生》及盧卡奇《小

說理論》以降對原始黃金年代的緬懷。這樣的黃金年代可用好幾種角度加以詮釋，但對於

當時的德國思維情境而言，其實就是一種主體和客體、應然與實然、本真與沉淪的和解狀

態，對此阿多諾在〈論主體和客體〉（“On Subject and Object＂）有過說明︰

「主體與客體的快樂統一」這幅暫時或永恆的原始狀況圖像是浪漫的，然

而有時也是一種希望的計畫，不過在今天卻不折不扣地成為了謊言。主體

形成以前的那種無差異狀態是對自然的盲目之網的恐懼。是對神話的恐

懼，各種偉大的宗教正是在反抗這種恐懼中才獲得它們的真實內容。除此

之外，無差別並非就是統一，甚至在柏拉圖的辯證法中，統一也要求有構

成這種系統的多種多樣的子項 。（Adorno 2000: 140）

但對尼采及盧卡奇而言，這種交雜著原始理性和巨大能量感性的宗教奠基狀態，其

實也可以在古希臘的藝術形式當中觸及，對尼采和盧卡奇而言，古希臘悲劇現場的演出狀

態與荷馬史詩英雄武勇的衝動與力量，其實描述的就是上述所言的身體自主風格不斷被聚

焦、放大的狀態。這樣的思潮到了法西斯主義盛行的1930年代，身體自主的經驗成為了一

種具體的政治問題，在1930年代身體自主經驗擴及到德國社會的各個層次，進入了遊行、

19　  詹明信在《晚期馬克思主義》（Late Marxism）一書當中也說明了這個清況：「我已經論證過阿多諾最
偉大的貢獻，就在於他展示了所有抽象的哲學問題其實都是基礎性的歷史問題，即參與社會或經濟事物
的問題」。（Jameson 1990: 239）因此對阿多諾而言，唯有拒絕現存哲學體系以及拒絕現存這些哲學體
系中早已成為意識形態的世界觀，才能找到將哲學問題還原到當前歷史情境的可能。

20　  關於接下來這一段分析的論述背景請參考本文註腳11。
21　  這是學者馬丁．傑（Martin Jay）在《阿多諾》（Adorno）一書中對阿多諾思想作出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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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體育活動甚至是戰爭屠殺的狂熱狀態22。在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中，他描述了

這種狀態：「衝動（impulse）既是神話的也是一種迷信，這種衝動是為了事奉神明而不

是表彰個人，這種衝動如同一種愚昧的酒醉（drunkenness）。進步的觀念[…]，詛咒著這

種思考上的自我放棄和由此而來的愉快境界。[…]它是介乎自我維持與自我毀滅之間最古

老的一直不斷重複的活動。完全由文明理解的自我在一種非人性的原素中消融自身，在一

開始就企圖驅逐文明。[…]純粹的自然存在，動物性和植物般的生長力，對文明是一種絕

對的危險」。（Adorno 1972: 33） 

    在《啟蒙辯證法》當中，阿多諾繼承了德國文化圈從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以

來的傳統，即回到古希臘藝術形式當中，透過對古希臘藝術形式的詮釋，勾勒出哲學家或

藝術家心中理想的生活情境，然而不同以往，阿多諾的史詩詮釋則是站在啟蒙和技術的一

邊，而非認同神話及狂熱衝動的一邊。阿多諾剖析了尼采的思考，來回應這種法西斯主義

情境，他認為尼采：

尼采是在黑格爾之後，知道啟蒙辯證法的少數人[…]，尼采對於啟蒙以及

荷馬史詩的關係是不協調的，他區別出啟蒙一方面是至高精神（sovereign 

Spirit）的普遍運動（尼采覺得他自己就是這種至高精神的執行者），但另

一方面也是一種虛無主義式（nihilistic）反生命力量。他的前法西斯主義

追隨者（pre–Fascist followers）只記住了後者，並將其歪曲為一種意識形

態。這種意識形態變成了一種對盲目生命的盲目讚美，[…]。很清楚的這

就是文化上的法西斯主義者對荷馬的態度 。（Adorno 1972: 44） 

事實上《啟蒙辯證法》有一大部份的焦點，就是從一種歷史性的角度，試圖解構法

西斯主義建立在身體自主狀態之上的神話觀，阿多諾挑戰質疑了史詩英雄表面上的武勇衝

動，骨子裡其實早就已經具備了一種宰制技術的成分，但在過去的史詩分析當中，人們只

專注在歌頌史詩英雄的武勇衝動，卻讓宰制技術的成分隱而不彰，因此不同於過去的傳

統，他分析了《奧德賽》史詩中奧德修斯如何面對女妖希任（Siren）驚心動魄的歌唱︰

22　  蘇珊．松塔格（ Susan Sontag ）在〈令人著迷的法西斯主義〉（“Fascinating Fascism＂）一文當中分析
了法西斯主義的藝術形式。她認為納粹藝術與官方共產主義藝術的無性慾化（asexual）剛好相反，納粹
藝術是因其能激起性慾而理想化的。烏托邦美學（主要在於突顯一種身體形式的完美）意指理想化的情
慾（eroticism），納粹美學則提供一套論述將性慾（sexuality）轉換為對於領導人魅力及受到這個魅力
感招的順從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法西斯主義的理想，在於將性慾的能量轉換成一種精神性崇高的力
量，如此則有益於集體性狂熱的完成。在這樣子的對共同體及共同體代表領袖的激情下，關於女性身體
所營造出來的色情（erotic）總被視為一種誘惑，通過誘惑的試練則是男性意志的顯現，在法西斯美學的
轉換之下，性慾被轉換成為一種對抗性衝動（sexual impulse）之下的英雄式壓抑（heroic r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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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德修斯承認上古（archaic）時期這種歌聲的強大力量，因此他從技術上

進行了解決，讓同伴們把自己捆綁住。他雖然喜歡歡愉（pleasure）的歌

聲，但卻像懼怕死亡一般懼怕歌聲，被捆住的聽者想如同其他人般對待希

任，只是因為他採取了措施，所以他作為受難者並沒有遭到希任的傷害，

[…]，而划船的同伴們用蠟封住了耳朵，不僅聽不見一半像神的女妖的歌

聲，而且也聽不見指揮者要命的哭喊。希任具有誘惑人的歌聲，但是這種

歌聲在布爾喬亞階級的古代歷史中，已經被強烈要平安航行過的情感所中

和。（Adorno 1972: 59） 

阿多諾用這個場景說明了法西斯主義對身體自主狀態的強調，其實只是一種算計下的

統治技術，奧德修斯及其成員通過希任女妖迷醉歌聲的場景，正說明了一種對身體的控制

模式早已在史詩時代出現，透過對《奧德賽》史詩的再詮釋，阿多諾說明了法西斯主義其

實已經將身體自主狀態圈養在某一個政治目標之下，利用身體自主所帶來的集體享樂進行

一種非理性的極權統治︰

在那種被宣稱的真實性（alleged genuineness），也就是上古時期流血和獻

祭的原則中，早就已經成為一種居心不良和用於統治的欺騙，而這樣的原

則在今天卻被解釋為國家再生所適合的方式，原始的過去被用於自我宣傳

的目的。原始的神話已經有了欺騙的因素，這種因素在法西斯主義中的詐

欺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Adorno 1972: 45）

此外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詮釋薩德的《茱麗耶特》（Juliette）時，也說明了法

西斯官方主辦的節慶其實正是一種統治的工具︰

原始社會的集體節慶其實就是一種回歸，原始的狂歡其實就是集體享樂的

源頭，[…]節慶表現出來一種一團混亂的活動，就像這個世界上的制度都

毀滅了一樣，所有的放縱都是被允許的，人們可以違反一切規則[…]。但

文明和啟蒙越來越發展卻將這樣的節慶轉變為一種鬧劇（farce）。統治者

把享樂視為一種理性的工具（the rational measure），統治者將節慶有害的

部份拿掉，並將剩下的部份保留在高等文化當中，讓被統治者在享樂的時

候也還是能夠被控制，[…]享樂最終成為被控制的對象。（Adorno 1972: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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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尼采式的身體自主所形成的節慶或儀式，在阿多諾的眼中，在1930年代的法西斯

德國，其實只是一場統治者為了麻痺被統治者所搬演的鬧劇，或者遺留在高等文化當中的

一種享樂模式，並不具備節慶或儀式在原始時代的功能及美感，反而加深了法西斯主義的

政治統治。

除了對德國納粹時期身體自主形式的批評，關於亞里斯多德式戲劇模式的不信任，

則在阿多諾對於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的批判中成形，對於此阿多諾在《美學理

論》（Aesthetics Theory）當中指出了亞里斯多德式戲劇認識機能的意義︰

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從未坦率地承認他對統治階級利益的貢獻，然而他

卻將他的崇高理念（the ideal of sublimation）託付給藝術，讓藝術提供一

種美學上的表象（semblance），作為一種替代性的滿足，藉以取代給劇場

觀眾一種身體性（bodily）直覺與需求的滿足。滌淨效果[…]，是一種壓

抑的同盟（an ally of repression），滌淨效果這一教條將藝術歸因為一個原

則，這一原則受到文化工業最終極地（ultimately）採用及執行。（Adorno 

1977: 238）

事實上，對於阿多諾而言，文化工業其實就是將亞里斯多德的戲劇原則，發揮到極致

的一種藝術生產機制，回到我們之前對亞里斯多德戲劇的認識論思考，亞里斯多德戲劇其

實就是思想意向性和情緒意向性作用的交互作用的結果，但這樣的情緒意向性和思考意向

性的連結，卻成為一種對前反思身體經驗過度的割裂與抽象，在這樣的狀況下，文化工業

開發並掌握了一套刺激思想意向性形式和情緒意向性連結的運作公式或特定技術模式，將

所有的元素全部放置在這一套固定的架構當中，阿多諾透過了對維也納輕歌劇的分析，發

現了維也納輕歌劇所採用的公式︰

正如一切維也納輕歌劇，總是一定要在第二場時做出悲劇性的結尾，而在

第三場時只是對之前的誤解加以糾正。文化工業總是將悲劇固定在一個陳

腔濫調的模式當中。這個模式總是能夠將悲劇所帶來的恐懼予以舒緩，不

再認為悲劇是沒辦法控制的。整個大眾文化，描述一個家庭主婦陷入困境

又擺脫困境的戲劇公式，從最愚蠢的家庭主婦連續劇到最頂級的製作都使

用著這個公式。（Adorno 1977: 152）

用這樣的一套藝術模式或藝術公式來組織所有不同的元素，並提供一套固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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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阿多諾在《美學理論》當中稱之為建構（construction）︰

建構毫不保留征服了所有外在的元素，也宰制著所有內在的部份環節，因

為它是主體宰制的延伸，這建構越是無遠弗屆，也就越遮蔽自身本質。建

構把現實世界的元素從它們的脈絡中扯裂開來，徹底的改變它們，直到它

們和新的統一體相符，而這統一體是從外部強加在它們身上，益發顯得格

格不入。藝術希望透過建構的力量，可以擺脫唯名論的困境，或是偶然性

的感覺，已獲得四處蔓延的關連性，或者說普遍性。它化約這些力量，而

不費丁點力氣就征服它們，使之喪失力量甚至消滅。那抽象先驗主體（如

同康德學說中所潛藏的主體），變成了美感的主體 。（Adorno 1977: 57） 

因此當亞里斯多德替大多數的悲劇，定義出一種文類的基本形式或基本公式時，他

其實就是用一種既定的建構形式將事物的真實存在，從其脈絡中割裂（同樣的對阿多諾而

言，康德美學完全用一種主體的形式來決定事物的審美性質，其實也是一種建構模式），

這其實也就是整個阿多諾對於文化工業批判的重點。對於阿多諾而言，藝術技術本身就

是一種社會狀態的中介，因此藝術技術的使用其實突顯藝術家世界觀中的意識型態，在這

樣的觀點下，阿多諾認為建構狀態下的藝術作品，可以類比為集權意識型態宰制的手法：

「建構的原理同樣在統一性中消解了材料，並且收編為一個平順和諧的整體，這樣的整體

有著純粹邏輯的特質，並且試圖去招喚出意識型態。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藝術的命運，我

們都被集權宰制的謊言所傳染了」。（Adorno 1977: 57） 或者我們可以說亞里斯多德的

戲劇模式已經在其漫長的演進歷史當中，在西方文明之中和各種領域混血，成為當前一種

宰制性文化的內涵。

相較於此，阿多諾在《美學理論》23當中提出了他理想的藝術認識論模式，首先他分

析了藝術作品理想的形式原則，筆者認為可以用兩個角度詮釋。阿多諾認為藝術作品的內

容其實就是奠基於作為認識過程的形式，形式可以說是一種在認識過程裡認識主體和被認

識客體的中介，或者一種認識過程軌跡的記錄：

23　  《美學理論》是阿多諾的一本遺作，是由其遺留下來的手稿編輯而成的一本非系統性作品，全書在編輯
之後就著不同的主題總共分為12章，此外每一章雖然有主題，但是每一小節之間並沒有推論上直接的聯
繫，但這並非表示《美學理論》缺乏某種問題意識的一慣性。事實上在筆者看來《美學理論》中眾多並
非連貫的章節可以被下列幾個方向判讀：1.藝術作品是表達社會現實的一種單子；2. 藝術作品的形式
如何逃避意識形態；3. 技術範疇對藝術作品的意義；4. 對具有特定歷史背景（大約是19世紀中後半到
20世紀上半）的藝術作品的解讀。在這四個問題意識的交錯下，阿多諾的哲學論述不斷與文學、音樂、
社會學、人類學其他學科混血，如同一種思想展示的力場，而非人們慣常的哲學分析。這樣子的力場形
成，正是阿多諾所刻意經營的表現方式，可以作為星叢模式書寫的典範，他讓藝術評論（或則哲學論
述）同時成為一種在論文形式上不穩固，不確定，缺乏邏輯架構但又充滿力量的辯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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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自身以內容為中介，反之亦然。這並非是說形式是強加在異質的他

者（heterogeneous other）身上的，也不是說內容是被傾注進同一異質的

他者中去的，雖然內容與形式互為中介，但彼此必需相互有別，雖然如

此，藝術作品的內在內容，也就是該內容在其動態性發展中所包含的那種

質地（material），截然有別於被理解為某種可分離出來的東西的那種內

容。（Adorno 1977: 356）

阿多諾透過其認識論的角度說明了這樣一種能脫離文化工業宰制的藝術形式，對阿

多諾而言，這其實是一種構成（constitute），而非建構（construct）。透過構成，阿多

諾發現了藝術家創作態度中隱涵的星叢模式：「那個最為自在而非自為的意識，追求他

者（the other），而藝術便是這種意志的語言，[…]，他者的要素皆存在於現實當中，但

為了聚合在一起它們必須得到轉換（無論多麼細微），並藉此置入新的星叢，與模仿現實

大相徑庭的是，藝術作品實際上是向現實表明這種轉換是如何進行的」。（Adorno 1977: 

132）阿多諾又說：「藝術作品的真理性，在於它是否能就其內在必然性，吸收那非概念

的或偶然的事物」。（Adorno 1977: 101）

因此保有各個理念軌道之間的張力，則是這種藝術星叢模式的重點，因為張力的消

失，其實就是當前的藝術中意識型態的復辟：「這個張力（tension）的喪失，是人們對某

些當代藝術最嚴厲的批評，換句話說，是對部份與全體關係的漠視。但如果抽象的規定這

個緊張關係，一樣只是貧乏無聊的工匠行為，真正的緊張關係的概念，指的是作品中個別

元素所表現的形式及其對立物的緊張性。作為緊張關係的平衡的美感，如果被轉移到全體

性上，那麼它就會掉入全體性（totality）的漩渦裡。所謂的全體性是將部份整合為同一的

整體，[…]。因為全體性最後會吞噬了所有的緊張關係，而淪為意識型態，[…]，這就是

美感的危機和藝術的危機」。（Adorno 1977: 53）在這樣的意義下，阿多諾的藝術理論其

實正如之前本文所引的評論家所言，就是一種否定辯證法觀點的感性化。

三、作為阿多諾藝術理想下的貝克特

上述這樣充滿緊張的藝術形式對於阿多諾而言，大多論述者都將焦點放置在阿多諾

對荀白克（Arnold Schönberg）音樂作品的推崇上，但本文如果將這樣的藝術形式鎖定在

劇場這個文類裡，是否阿多諾有提出足堪大任的戲劇作品？在《美學理論》24一書當中的

一些段落及一篇名為〈試著理解《終局》〉（ “Try to Understand Endgame＂）的評論當

24　  阿多諾曾說他的《美學理論》受到貝克特的啟發良多，並曾經考慮要將此書提獻給貝克特。



戲劇學刊172

中，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身影廣泛地出現在每個阿多諾試圖要表達的大義中。

貝克特作品的特色在戲劇史上早有定論，本文在此不再贅言。本文將把重點放在阿多

諾對貝克特作品的論述上。阿多諾認為貝克特作品中的荒謬性其實就是劇場文本的真理內

容（truth content）所在，但為何荒謬就代表著劇場中的真理內容？又何謂荒謬性呢？在阿

多諾的解釋下貝克特作品的荒謬性，其實就是當主體面對一種無法用理性形式收編客體時

的尷尬狀態︰

作為一種從未使用過的真理，是架構在一種無意向上（intentionless），

這樣的真理和一種反思性的真理相反，但卻具備著一種可以提升到第二秩

序（second order）的反思，這和過去的哲學概念相反，例如和席勒的感傷

詩相反，在感傷詩中，反思性意味著可以負擔著意向（intention）。荒謬

劇，雖然這不是一個適當的稱號但依然證實了這種真理。貝克特拒絕詮釋

他的作品，[…]如今稱為訊息的那種東西在貝克特作品當中已經不同於莎

士比亞作品當中，[…]當否定了絕對理念時，[貝克特作品的]真理內容不

能再被一種觀念論設定的理性所同化，真理內容成為對全能理性的一種批

判。（Adorno 1977: 27）

因此在阿多諾的觀念中，貝特克作品抵抗著被一種總體世界觀／意識形態所統攝的

結構，但這並非意味著貝克特的作品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無論是《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還是《終局》這些看似單調的貝克特作品中，都「具有一種微觀的物理性力

量，迸發了一個意象的第二世界（a second world of image），既哀傷又飽滿，濃縮了每個

當下的歷史經驗，這些經驗是破產的主體和現實的直接性所無法表達的」（Adorno 1977: 

31），也就是貝克特作品的真理意義，其實就存在於構成貝克特作品星叢的張力當中，這

些力量只能以意象或意義的斷片（fragments）獨立存在，而無法被反思統合成一個超越性

的理念，「[荒謬劇中]荒謬的不明，必需要透過破譯（interpreted），而不是用一個清晰的

意義取代」。（Adorno 1977: 27）

但破譯貝克特的戲劇作品真理內容的基礎何在？對阿多諾而言，則在於貝克特作品

提供了類似於音樂美感中那種無法分析的感受。如同音樂般直接以其物質性，而不需透

過對意義理性型式的模仿，但仍然能進行表達：「貝克特的戲劇作品的聯想性邏輯（例

如一個句子拖曳出另一個句子，或者只是單純地進行重複）就像是音樂當中一個主題刺

激出（motivates）它的連續體或者對比，並輕蔑著模仿經驗形象的所有行徑」（Adorno 

1977: 249）。也就是貝克特作品如同音樂般直接面對感性，這相當異於傳統戲劇對形象

或行動模仿的定義。傳統戲劇透過言語或形象的模仿進行著一種理性意義的建構，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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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意義的物質性卻不斷地被忽略。在阿多諾眼中，這種物質性在貝克特的作品被找了回

來，但阿多諾的戲劇美學卻也不是要就此放棄意義，而將焦點完全都擺在物質性上，反倒

是要讓這一切斷裂的混亂（意義和物質）都進入一種辯證關係當中。在貝克特的作品中，

種種的物質性和其承載的片斷意義，就像是一個星叢一般形成一個力場，我們可以發現力

場架構在不同的意義片斷之間；架構在不同意義片斷和其物質性之間；以及架構在不同的

物質性之間。這三個向度構成了永不停止的衝突與辯證，無法建構出一個壓倒性的概念模

式加以歸納。我們可以用以下這一段話來描述貝克特作品的形式︰

[形式]是一種分散細節的非壓制性的綜合物，它將這些東西保留在它

們[現實物]分散的、歧異的和矛盾的狀況之中。因此形式是真理的展

露（unfolding of truth）。儘管形式是獨斷性的統一，但它經常懸置自身，

它憑藉其他者（its other）來打斷其連續性。關於其他者或對方，形式在

使它保持完整的時候，成功地減緩了它的陌生性（foreignness）（Adorno 

1977: 143）。

從此角度觀之，貝克特作品的荒謬，不同於之前具備荒謬主題的戲劇作品25。具備

荒謬主題的戲劇作品，總是用一個情節來解釋世界的荒謬，將世界歸結為一種意識形態

下的總體結構，或者稱之為「形上學意義（metaphysical meaning）」。 （Adorno 2000: 

322）但「貝克特的荒謬不再是可以被一個簡單觀念稀釋的人類存有狀態」（Adorno 

2000: 321），貝克特作品的荒謬在於其作品並非解釋了世界的荒謬，而是直接表現一

個荒謬世界的感受，也就是說觀眾在貝克特的戲劇中，並不會得到一個如亞里斯多德戲

劇般清楚的世界結構，但卻會在這樣的審美行為當中，得到一種無法被反思性窮盡的經

驗，這個經驗會帶給觀眾無意義的荒謬之感，阿多諾認為這種荒謬經驗就是二次戰後當

下真實處境經驗的濃縮：「在《終局》當中，一種歷史性的時刻被揭露了，這種[歷史性

]經驗總是被文化工業中名為殘骸的書本所引用」。（Adorno 2000: 323）或者我們可以

說，沙特的存在主義荒謬劇建構了一個荒謬的表象（representation），但貝克特的荒謬劇

卻拒絕了這個表象的提出，僅僅成為了一個表現（expression），正如阿多諾所言：「一

部藝術作品的真理性內容並不能在理念當中化約，而是不可化約物（irreducible）的外

推（extrapolation）」。（Adorno 1977: 128） 

在貝克特劇場作品的真理內容中，所表現出的這個無法被表象只能被表現的歷史性

25　  在〈試著理解《終局》〉一文當中，阿多諾就是如此批評著沙特（Jean-Paul Sartre）《蒼蠅》（Les 
Mouches）之類具有荒謬主題的存在主義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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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在阿多諾筆下對其誕生有更清楚地說明，我們可以用技術和幻象的角度進行更深

刻的理解。阿多諾在《美學理論》〈論醜、美與技術的範疇〉（“On the Categories of The 

Ugly, The Beautiful and The Technique＂）一章當中透過將美醜的形式，還原到歷史社會的

具體進程當中，進行了對美學的說明和批判。在這一章當中，阿多諾批判了康德美學，將

其視為一種資產階級美學。他認為康德將美醜化約為先驗主體認識能力作用的結果，以主

體的審美經驗來決定二者的內涵，這就是說何謂美或者何謂醜，是就著一個普遍客觀的先

驗主體所蘊含的認識能力而被決定的。

但對阿多諾而言，這種具有普遍性客觀性的先驗主體，其實是某個時代的意識型態產

物，所以這樣的一種形式主義的化約，缺乏對具體歷史的考量。但在當前（對阿多諾而言

即是從威瑪德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資產階級藝術當中（尤其是他大肆批判的文化工業當

中），這樣一種將某一個特定時代的藝術技術所產生的形式，落實為對美醜的普遍性定義

的作法，卻獲得了普遍的共識。對阿多諾而言，這是一種資產階級或者保守主義的意識型

態所致，在這樣子的偽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背後，其實是對歷史現實的真正掩蓋。

因此一旦抱持上述意識型態的階級，將藝術定義為展現上述意識型態認定之下的美，

這就形成了一種藝術上的形式主義或建構主義，認為所有的藝術品為了表達美，都必須

遵循著這個形式主義的要求，透過一套既定的技術模式進行建構，否則即不為藝術品。

在此種情形下，藝術正如傳統馬克斯的美學觀，藝術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型態的打手，對

此阿多諾的解藥是：「接受醜的動機是反封建的（antifeudal）」（Adorno 1977: 48）。也

就是說阿多諾認為對美醜的審美判斷是社會性的結果，而非基於人類先驗認識能力的必

然，因此美醜的判準是在歷史的進程當中形塑的，如此一來阿多諾解構了將形式主義的美

視為藝術品本質的意識型態。但為何要提出醜呢？或者說如此提出的醜如何不是另一個

階級性的「美」呢？阿多諾從藝術產生的根源來回應這個問題，阿多諾認為：「藝術產

生於醜，藉由形式（form）將敵對於（hostile）藝術自身的醜轉化（transformation）進藝

術」。（Adorno 1977: 49）

何謂醜？何謂形式？而這個形式和醜之間的關係又為何呢？事實上，在《美學理論》

當中，醜對阿多諾而言其實是一種比喻，強調的是醜含有和美相對立的意涵。正如上述所

言，所謂的美，指的是一種作為主體理性的形式／技術原則，也就是在藝術創作的過程當

中，用主體對意義的預先設定形式將客體同化。這樣的情境對阿多諾而言，最早是源於人

類對自然的恐怖力量的反抗，因此在這種遠古情境下，美是具有反抗性的，美透過形式／

技術原則，建構出一種幻象（illusion）讓遠古人類忘卻自然恐怖力量所帶來的可怕駭人形

象，它標舉了人類和自然之間的辯證關係，人不再完全由無情的自然所吞噬。但隨著歷史

發展，這種反抗僵化了，反而顛倒為「美」的形式與幻象對人類自身和自然的宰制，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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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認為這種情況其實導因於藝術品形式和與作為材料的隱喻――神話（myth）中的辯證拉

扯的張力不再，因此阿多諾認為：「藝術在生命的多樣性上強加了純粹形式的理念，使得

這多樣性逐漸消逝[…]這是藝術的葬禮」。（Adorno 1977: 52）

強調醜，即是要對這樣子的情形加以反抗，也就是說阿多諾試圖恢復藝術的真理性，

即是讓藝術品形式和神話間的辯證拉扯張力再現，但要恢復這種辯證拉扯的關係，卻不

能只是成為一種抽象的命題，可是如何才不是一個抽象的命題呢？阿多諾提出了醜這個

範疇作為回應。但到底何謂醜呢？而且為何強調醜不會像強調美一般成為另一種形式主義

的「醜」呢？對阿多諾而言，醜其實就是活生生的社會現實情境，就是由神話所隱喻的那

種讓人類永遠無法捉摸因而害怕的自然，阿多諾認為在遠古的人類，透過技術的發展創造

出美的形式來對抗自然中神話性的醜，是一種對現實環境有著清楚認識，並在清楚的認識

過程當中進行人類價值的開創，這是一種值得歌頌的表現。但資產階級在啟蒙之後對這種

美的固定形式的堅持，並沒有蘊含著一種對當前現實的認清，反而使這種美成為「特定技

術／意識型態同盟」在藝術作品上的展現，而在感性方面，美的形式主義則建構了一種幻

象，這樣的幻象帶來了一種人們習慣的審美愉悅。

因此美和醜的對立，代表的是一種意識型態和社會現實情境在藝術作品表現上的對

立，所以醜的規定性樣態相對於美作為一種形式主義，對阿多諾而言，並不是一個可以正

面回答的問題。醜對立於美，代表著並不是另一個同一性，而是一種活生生無法被化約的

獨特性，或者幻象的崩解消失狀態。所以醜的樣態是無窮的或者否定的。也基於這個無窮

性或否定性，醜才不至於又成為另一種「美」，或者另一種做為意識型態的形式主義，也

因此可以在藝術作品中表現出現實歷史性真實的狀態。阿多諾分析了醜的作品形式構成原

理：「當代反藝術（anti-art）的關鍵（以貝克特為代表），很可能就是一種將這種[對藝

術的]否定具體化（concretizing this negation）的觀點，將美學意義從對形上學意義的激進

否定中挑選出來。這種作品的美學形式原則就在於它自身，透過綜合（synthesis）已經在

形式當中的事物展開形式，並在意義已經被明確排除掉的狀態下設定意義」。（Adorno 

1977: 271）

對阿多諾而言，這種非形式主義的醜，意味著可以在藝術作品中表現出歷史現

實真實的狀態，而這種「醜」在貝克特的作品當中被清楚地體驗著，因為「幻象的崩

解（disillusionment）正是構成貝克特作品抵抗性的來源」（Adorno 1977: 16）。又說貝

克特的作品的企圖「在於將人們從早已被主體性設定好意義的幻象中解放」。（Adorno 

1977: 31）因此透過觀看貝克特荒謬劇中不帶來幻象審美愉悅的醜，阿多諾其實說明了一

種新的劇場認識模式。

如果從亞里斯多德的形式主義中分析這個「醜」，我們可以說在這個荒謬劇模式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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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視覺經驗和理體中心共謀的關係被打破了。一種保持距離且給出理想意義的觀看不斷

被懸擱（Epochè）。觀眾坐在劇院當中看著《等待果陀》中，兩個角色不知所云地打鬧、

窮極無聊的對話，任何既定的意義模式都無法套在面前不斷在運動的影像群上，一個剛給

出的意義馬上在下一刻被打破。也就是在超越主體（transcendental subject）的反思意向性

的綿延當中，一直無法對眼前的影像給出一個美學意義上的圖式（schema），反而整個圖

式給出過程不斷地被延後，因此在被動綜合和反思性之間不斷地拉扯，我們可以說在這當

中，當每一個思想意向性尚未得到充實之時，下一個思想的意向圖式卻又取代了前一個圖

式，這其實會帶來一種意義上完全的錯亂，進而產生感受上的荒謬26。

但我們要強調的是，這樣一種無法給出圖式的過程，正代表著劇場藝術家和現實奮

鬥的過程，劇場藝術家的主體努力地要給出圖式將現實概念化，但被劇場藝術家所記錄的

現實客體，卻不斷地逃避這樣的框架，用其頑強的撞擊不斷顛覆主體將其概念化的企圖，

荒謬劇作品的構成就在於記錄下這些主客辯證互動的過程，各種矛盾、無意義的重複、

錯落，其實就是主客辯證過程當中的軌跡，這些軌跡構成了「醜」，觀眾看著這些軌跡，

並無法得到理性的意義或者審美的愉悅，但卻在跟隨這些軌跡時，感受到荒謬、無聊、絕

望…，對阿多諾而言這些感受就是在拋開一切意識型態的保護之後，1960年代西方社會現

實真正的狀態，也就是貝克特荒謬劇中的真理性內容。因此阿多諾說貝克特作品作為辯證

軌跡的「真理性內容並不是直接就可以辨識而得的事物，它在其自身中被中介性傳導著，

[…]，精神性內容超越了（transcends）藝術作品的事實性（the factual），但卻不能被確立

為一種個別的、感官上的既定對象，反而處於一種被經驗所構成(constituted)的狀態。[…]

藝術作品透過其製作法 (facture)和細節（elaboration）的一致性（consistency）超越其事實

性(factuality)，這便定義了藝術作品的真理性內容的中介特質」。（Adorno 1977：129）

也就是這些軌跡構成了「醜」，讓劇場作品不再成為可被理念從概念層次化約的事物，而

僅僅是一種中介，透過這個中介人們可以認識尚未被意識型態污染的現實，因此阿多諾

說貝克特的荒謬劇作品是一種謎語（Enigmaticalness），不會讓人們以一種單一的方式道

破，反而是透過其本身的事實性，將其所欲表達的認識經驗藏在作品的結構當中，彷彿謎

26　  筆者在這裡其實在進行一種不成熟的現象學分析。阿多諾在《美學理論》當中批判了現象學取向的美學
論述，他說：現象學及其分支似乎命中注定就有助於一種新美學的詳細論述，因為它們反對自上而下的
概念程序，而且也同樣反對自上而下的方法。這確實是現代美學應有的樣子。藝術現象學既不想從一個
概念中演繹出藝術，也不想通過比較概括來歸納出哪一個概念。確切的說，現象學旨在詳實地描述說明
藝術的本質是什麼，這一本質在現象學那裡被認為是藝術的起源，據說起源乃是藝術之真假的衡量準
則。遺憾的是，現象學在其尋根探源的過程中，所提出的東西是極其淺薄的，因此在遇到藝術的實際表
現形式時沒有多大的說服力。假設想要取得比這個更多的東西，那就得探討藝術的具體內容。（Adorno 
1977: 352）的確阿多諾對現象學美學的批判有其獨特而精妙之處，但其戲劇批評模式卻也不能逃避一種
現象學式的檢閱。本文用現象學描述的方式來分析阿多諾，並非是一種批判阿多諾的舉動，而是更要突
顯阿多諾認識論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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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構思的結構本身就包含著謎底的成分，在這種意義上來說，貝克特的荒謬劇作品對於真

理總是秘而不宣，但又給出了答案。 

四、 結論︰現代主義（Modernism）作為一種承諾藝術（committed 
art）的爭論

詹明信在1990年發表的《晚期馬克思主義》當中，給了我們對阿多諾這個看似理想的

方案一些提醒︰

美學現代主義（從荀白克的表現主義到貝克特的劇場作品）包含著唯名論

或者極簡主義要素，雖然這樣的形式總是被捲入不同局部範疇之間對立或

辯證的大漩渦中，但是否這就是一個和傳統文類完全不同的結構概念（傳

統文類的結構概念總是用來作為一個核心維持著功能和組織）？且是否

他能把他自己對形式的要求投射到他自身歷史美感狀態以外的歷史階段

呢（對我們現在而言，這種過去的藝術風格能否為我們述說當前已經相當

不同的情境呢?）[…]，這將會是《美學理論》讓我們遭遇到的最大根本難

題。（Jameson 1990: 160）

上述詹明信所憂心質疑的，可以被詮釋為從1960年代以降到20世紀末期，荒謬劇進入

戲劇史正統後所產生的困境。第一個質疑在於荒謬劇作品結構是否真的完全不同於傳統的

作品結構？戲劇史告訴我們，當人們發現貝克特荒謬劇看似特異獨特的文類結構，原來也

是一種和傳統作品結構一樣可以被模仿、歸納、重複操作的戲劇形式時，是否荒謬劇還能

負擔阿多諾對它所殷殷期盼的意識形態破迷功能？而第二個質疑在於，在1960年代荒謬劇

所擁有的意識型態破迷的作品結構，是否在20世紀的末期還能夠發揮其效果，或者在21世

紀本文撰寫的時刻，我們還可以這樣問：20世紀現代主義藝術作品的結構概念，是否對我

們21世紀的當下還具備藝術烏托邦的可能？27也就是說貝克特作品中單子式的真理內容，

真的是否具備著對一個時代的啟示？又或者只是劇場藝術家個人生命經歷的偏見？

27　  舒耐德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也曾論述到阿多諾思想在當代的困境：「那些在今日使我們無法
直接運用阿多諾思想的原因，是因為理論的歷史有著三種發展。首先是哲學舞台在近二十年來已經有
所改變，因為其他的戰線已經形成，而這些戰線已經異於批判理論所立足的那些戰線。我們的問題
已經不是邏輯實證論或者是那些觀念論體系大樓，而是與各種以法國後結構主義為代表的非理性主
義（irrationalism）交織在一起，雖然這些人物還將其戰車綁在一種如同法蘭克福學派般的工具理性批判
當中」。（轉引自Jameson 1990: 233）筆者引用這段引言其實在說明一種狀況，那就是阿多諾哲學的論
述情境改變，可能意味著阿多諾哲學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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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阿多諾而言，只要劇場作品的形式如貝克特荒謬劇般詳實地記錄著劇場藝術家與

其周遭世界辯證互動的過程，答案就是肯定的；或者我們就阿多諾劇場認識論的角度而

言，只要劇場藝術家拒絕和客體在亞里斯多德／文化工業式的表象（透過急轉或發現的

悲劇結構所帶來的廉價洗滌經驗，或者好萊塢編劇公式當中令人心安的快樂結局）當中

調和，或拒絕將自己沉溺在一個被設定好的身體自主情境（例如統治者舉行操弄的節慶

或儀式），劇場作品就具備了作為啟示的可能性。但這樣想法下的劇場作品是否流於狹

隘化的思辨？過於菁英化？或過於西方中心呢？難道那些只能欣賞好萊塢作品的人，真

的沒有從他的電影經驗當中感受到烏托邦降臨的快感？關於此，讓我們想起布萊希特在

〈劇場小工具論〉（“A Short Organum of the Theatre＂）中的呼籲：「戲劇的目的是為了

娛樂」。（Brecht 1964: 180）這似乎讓人感覺到這是對阿多諾戲劇美學的一個重擊。而另

一方面，阿多諾對身體自主的批評，似乎也讓身處亞洲身體／節慶戲劇傳統的我們感覺到

一種被誤解的壓力。

上述這些質疑的提出，其實帶我們回到在文章開頭伊格爾頓對阿多諾的定位，他認為

阿多諾是一個觀念論現代主義者，但透過本文的論證我們發現阿多諾作為一個藝術上的現

代主義者，其實並非一個單純的現代主義者，阿多諾筆下的現代主義其實已經不同於大多

數現代主義者，例如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將藝術僅僅視為一種自主性（autonomy）

的狀態。所謂的藝術自主性在社會上的意義，就是藝術家透過藝術美感的創作和獲得，獲

得了一個無涉於社會的狀態，這樣的狀態對其個人有著烏托邦意義。但很明顯的阿多諾卻

將現代主義作品（最重要的是荀白克的音樂、貝克特的戲劇及畢卡索的繪畫）的社會角色

視為一種承諾藝術，認為透過藝術作品能夠給社會帶來全新的政治可能，因為在現代主義

作品所提供的一個模糊、具有深度又不被工具理性入侵的經驗當中，人們可以真正認識到

社會現實，不再受到意識形態的干擾。

阿 多 諾 試 圖 建 立 這 個 悖 論 的 企 圖 是 否 可 能 ？ 也 就 是 說 觀 看 貝 克 特 的 《 終

局》（Endgame）真的是否可以替觀眾帶來解放自身的可能？關於此盧卡奇批判了阿多

諾。對於盧卡奇而言，只有透過寫實主義作品所具有的特質才能成為承諾藝術，阿多諾所

推崇的現代主義作品特徵，不過是藝術家個人資產階級性格的反射。在〈現代主義的意識

型態〉（“The Ideology of Modernism＂）一文當中，盧卡奇認為像喬埃斯（James Joyce）

等受到意識流技巧的主導原則所引導的現代主義作家，其實是無力提出一種世界觀的，因

此只能讓其作品呈現為一連串不相關經驗片段的堆疊。又因為拒絕分析具體的歷史社會結

構和否定提出遠景的可能，導致現代主義的作品多透露出一種靜態的世界觀，作品內容被

嚴格地侷限於藝術家個人凌亂、無法被詮釋的經驗之內，只剩下一種荒謬、孤獨或焦慮的

深淵感。在這樣的觀點下，盧卡奇在新版的《小說理論》的前言當中，批評阿多諾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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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沉思深淵，不過是一種知識份子提高享受的方式或者追求一種更精緻的舒適（subtle 

comforts）而已，他認為阿多諾其實已經住進了深淵大飯店（Grand Hotel Abyss）之中。

因此阿多諾所推崇的《終局》，在盧卡奇眼裡不過是一種非歷史化（ahistorical）主

體的憤怒，對於真正進行改革的引導毫無意義。但我們不要忘記，當盧卡奇在其寫實主義

觀念中強調世界觀的重要性，他其實也很難逃離阿多諾的質疑，正如在〈強迫之下的和

解〉（“Reconciliation Under Duress＂）一文中，阿多諾批評盧卡奇其實已經向一種總體性

意識型態低頭，因為如沒有這個總體性的意識形態，藝術作品如何可能會產生一個世界觀

呢？這其實如同黑格爾對其辯證法體系最終所作的和解一般。此外堅持藝術作品必需包含

世界觀的盧卡奇，也很難解釋如何避免被好萊塢或百老匯的通俗故事宰制的問題，因為如

果都有世界觀，都包含了一個總體性的意識型態，那誰才是當下的歷史情境中正確的意識

型態呢？或者說如果要去提出一套辦法進行裁量，那麼這個裁量的太上標準本身如何不是

一套意識形態呢？或者這個裁量的太上標準其實就是暴力與集中營。

 這些其實都是阿多諾一直在抵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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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The Adorno Reader. Ed. Brian O Ćonner. Oxford, UK; Malden, Mass.: Blackwell.

Aristotle. 1909. On the Art of Poetry. Trans. Ingram Bywater. London: Oxford Press.

Benjamin, Water. 1969.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1998.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1928）. New York: Verso.

――. 1999.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echt, Bertolt 1964. Brecht on Theatre. Trans. John Willet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Bürger, Peter. 1984.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1974）. Trans. Michael Shaw.  Minneapolis: 

UP of Minnesota.

Derrida, Jacques.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67）.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P of Chi-

cago.  

Dodds, E. Robertson. 1951. Greek and the Irrational. Berkeley: UP of California.  

Eagleton, Terry. 1981.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London: Verso 

Books. 



吳承澤　　從認識論真理到劇場文本中的真理――阿多諾的戲劇美學 181

――. 1990.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s. USA: Blackwell.

Grotowski, Jerzy. 1991. Towards a Poor Theatre （1968）. Ed. Eugenio Barba.  London: 

Methuen Drama.

Lukács, Georg. 1981. Essays on Real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87.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1920）. London: Merlin Press.

Habermas, Jürgen.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1985（

.Cambridge, Mass.: Polity Press.

Heidegger, Martin. 1959.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1953）. Manheim.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1962. Being and Time （1927）. N.Y.: Harper & Row.

――. 1971. Poetry, Language, and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Row Publisher. 

Husserl, Edmund. 1982-1989.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

logical Philosophy （1913）.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Jameson, Fredric. 1974. Marxism and Form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 1990. Late Marxism: Adorno, O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 London: Verso Books.     

Jay, Martin. 1984. Adorn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ägele, Rainer. 1991. Theater, Theory, Speculation: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Scenes of Moder-

n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Nietzsche, Friedrich. 1954. Thus Spoke Zarathustra （1883-1885）.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 1956. The Birth of Tragedy &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1872）. New York: Doubleday. 

――. 1974. The Gay Science （1882）. New York: Vintage Books. 

Merleau-Ponty, Maurice. 1981.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1945）.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Schiller, Freidrich. 1965.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1795）.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

――. 1981. On the Naïve and Sentimental in Literature （1796）. Manchester: Carcanet New 

Press.  

Sontag, Susan. 1991. Under The Sign of Saturn. New York: Doubleday.

Taylor, Roland. Ed. 1977.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London: NLB Publish.

Wolin, Richard. 1994. Walter Benjamin,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戲劇學刊182

Zuidervaart, Lambert. 1991. Adorno’ s Aesthetic Theory- The Redemption of Illus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劇本
Plays





新編崑劇

魏 良 輔
Wei Liang Fu

曾永義*

Tseng, Yong-Yih

《戲劇學刊》第十四期，頁185-202（民國一○○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TAIPEI THEATRE JOURNAL 14 （2011）:  185-202
School of Theatr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收稿日期：2011.3.30；通過日期：2011.5.20
*  世新大學講座教授；臺灣大學名譽教授；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

Professor of Lecture, Shih Hsin University; Emeritus Professor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oderator of
National Seminar, Ministry of Education



戲劇學刊186

家門大意

（副末上）

副末（唱）： 中呂慢詞【沁園春】絳帳春風，上庠京國，暇日從容。且揮毫著墨，譜將崑
曲，去脈來龍。關目新穎，排場講究，按律填詞宿所宗。魏良輔，平生

志業，大呂黃鐘。正是：

 （吟介）

魏良輔翻新水磨調，

張野塘落拓蘇門嘯。

千人石嘌唱中秋夜，

梁辰魚撐張崑劇纛。

壹、序曲

（場上象宮中便殿，外扮明太袓朱元璋，老生扮顧堅，丑扮周壽誼，三小丑扮鄉野耆老。

雜扮宮女太監。）

外　（唱）： 中呂引子【菊花新】大明一統錦江山。甘澍普施喜平安。昨夜夢邯鄲，驚覺流
年輕換。

外　（白）： 朕驅逐胡虜，掃除群醜，建立大明，一統山河。御宇三十年，忽然古稀矣。

今召集天下鄉野耄耋，賜宴偏殿，同慶眉壽，共樂太平。父老呵！

外　（唱）：  中呂過曲【駐馬聽】想朕早歲征鞍，萬里驅馳星月寒。那江南縵舞，塞外悲歌，
宮內吹彈，都付與大風掃滅雲盡翻。今日裏河清海晏擎金盞，（合）同享福

安，共祈眉壽共朝班。

（老生出列，白）臣啟陛下。

老生（唱）： 中呂  過曲【前腔】伏維大業艱難，功蓋古今恢漢冠。欣逢良辰萬壽，普天同慶，

舉世騰歡，更分餘波沐日謁金鑾。今日裏玉尊傾盡海般寬。（合）同享福

安，共祈眉壽共朝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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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白）：聞崑山周壽誼年屆一百有七，今日來否？

（丑出列）

丑　（白）：臣在。

外　（白）：你如何前來？如何得此長壽！

丑　（白）： 臣走來的，一口氣走了數十里路。臣子年八十，陪臣同行。一路氣喘如牛，

屢次跌坐地上。臣無養生之道，但好唱曲，好飲酒，好美色！

外　（白）：你好酒色，有福有福！聽說崑山腔很耐聽，你能唱給我們聽聽嗎？

丑　（白）：領旨。

丑　（唱）：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

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他州。

（三小丑聽唱了山歌，也都爭著要獻唱。朱元璋覺其純樸可愛，令其一一獻唱上來。）

甲小丑（唱）： 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有錢官司包打贏，無錢官司打屁腮。

乙小丑（唱）：天平地平，官府不平。官府一平，天下太平。

天平地平，世道不平。世道一平，天下太平。

丙小丑（唱）：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

咱家沒有兒郎賣，身揹花鼓走四方。

（外每聽一曲即皺一次眉頭，及聽〈鳳陽〉曲，勃然據案，沈吟一會，若有所悟而款款坐

下。）

外　（白）： 歌謠出諸方音方言，流露諸方庶民心聲。朕宵衣旰食，勤政愛民，自負如

此；而父老聲口，乃不堪若是，朕豈其然乎？當深切反躬自省，以民為鑑才

是。啊！顧堅先生，爾為鄉紳，豈鄉音皆似此粗鄙哉！

老生（白）： 啟陛下，土腔以歌謠為載體，每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語不假雕琢；若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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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曲牌為載體，一者人工造就嚴格之音律，二者文士彩繪歌詞，於是腔調精

緻而悅耳矣。臣嘗與知交名士楊維楨、顧瑛、倪瓚等研究南曲之奧秘而使之

提昇， 流播遐邇，因有「崑山腔」之稱，蒙陛下耳聞者，實經臣等改良之

崑山腔，非周老所歌之土腔也。

外　（白）：若此，能勞先生為朕歌一曲乎！

老生（白）：謹遵命。

老生（唱）： 南商調 【二郎神】從別後，正七夕穿鍼在畫樓。暮雨過紗窗涼已透。夕陽影
裏，見一簇寒蟬衰 ，水綠蘋香人自愁。況輕拆、鸞交鳳友。得成就，真

箇勝、似腰纏跨鶴揚州。

老生（白）： 啟陛下，此曲係永嘉人高則誠所製【商調‧二郎神】套〈秋懷〉首曲。即作

《琵琶記》之高明也。

外　（白）： 朕覽《琵琶記》，以為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百味，富

貴家其可無耶？適才卿家所唱【二郎神】，細膩宛轉，以低腔做美，極其耐

聽。其所謂「崑山腔」者，當如先生之韻喉也。先生必以此傳世矣！

老生（白）：謝陛下誇獎。  

（燈漸暗）

貳、切磋曲藝

（場上象居家。老生扮魏良輔攜笛上。）

老生（唱）： 正宮引子【梁州令】十年辛苦度新聲，展轉過寒更，縷心南曲鬢霜生。喉囀
調，聲婉協，口圓輕。

老生（白）： 老夫太倉魏良輔，字尚泉。單生一女，窈窕伶俐。自幼耳濡目染，亦好音

聲，取名鶯囀。父女二人過活，倒也清靜。老夫喜度曲，初習北調，絀於

北人王友山。退而研習南曲，憤崑腔自先賢顧堅而後，轉之訛陋，平直無韻

致，思有以創發改良。十年光陰，轉瞬經過，志業迄今未成。今日又約集諸

友，切磋曲藝，探索門徑，敢待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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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扮鶯囀，領外大小末扮過雲適、張梅谷、謝林泉，挾板、簫、管上。）

旦（白）：爹爹！伯伯叔叔他們三位都來了。

（外、二末分念一句，合念末句）

外　（白）：聲情律呂妙精微，

大末（白）：疾徐高低轉韻歸。

小末（白）：擫笛吹簫須襯和，

上三人（合白）：五音分辨不能違。

外（白）： 尚泉兄！今日須將那不可破之窒礙排除了。

大末、小末（白）： 你們二老儘管揣摩實驗，吾等以簫管配合就是。以二公歌曲之精湛，

豈有不能破之理！

老生（白）：唉！聲音之道，自古難明，賴賢達而琢磨漸進也。

老生（唱）： 正宮過曲【錦纏道】論宮商，漢相如只知纂組成章，五音自相將。魏曹丕、但
能取氣為長。晉陸機一般脗唇調暢。直到那齊永明、四聲究講，平仄傳李

唐，杜子美工吟榜樣。宋詞分去上，長短律、淺斟低唱。崑腔又落入新

魔障。

外（白）： 尚泉兄於古代音律可謂了然於胸矣！古人於腔調，亦即語言旋律所以源生之理

與所以構成之因素不明，又不知腔調必須緣其載體以見精粗，必須憑藉一己之

音色口法乃能呈現；但知以感悟神會，祈其冥然之契合。此齊梁以前之所謂自

然語言旋律也。齊永明間，乃因翻譯佛經，發現我國語音之運行原來有四種聲

調平上去入，聲調之組合配搭，必去八病方能和諧有致。於是唐詩近體有平仄

律，杜甫晚節漸於詩律細，既擅於運用自然音律，於人工音律更發明四聲遞換

之理。降及宋詞，於其長短句律與句中平仄律外，即進一步分辨四聲，而歌樂

越加融合。此吾兄已知之矣！則何不由其載體曲牌更上層樓，期其可以脫胎換

骨，精入微渺，使語言、音樂旋律融而為一，則何如哉！

老生（白）： 先生所言，實深獲我心。蓋腔調之於其載體，猶刀刃之於其刀體，刃之鋒利

度，實緣其刀體之為鉛為銅為鐵為鋼；此亦猶腔調之精緻度，亦緣其載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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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號子為歌謠為小調為詩讚為曲牌為套曲；若此，如能將曲牌精緻化，其字

數、句數、長短律、平仄聲調律、音節單雙律、協韻疏密律、句法結構律、

對偶工整律，皆縝密講求，其腔調必極趨高度之優美矣，而若歌者復能美化

其音色，巧運其口法，必能使字之頭腹尾音畢允，則此字正腔圓之崑山腔尚

何鄙陋之有？其必能抽音轉絲而氣無煙火矣！諸君呵！

老生（唱）： 【刷子序】改良曲腔，須研磨載體，精細多方。協韻無訛，音節應辨單

雙。何妨，口法諸般雕琢，吞吐處、恰似蘭麝噴芳。一任你逞高低、山迴

谷響，終究是得急徐、氣清韻揚。

外（白）： 尚泉兄果然抽音若絲而氣無煙火，一字一聲中，似已發其肯綮矣！何不更以名

曲唐伯虎〈情柬青樓〉【南中呂‧榴花泣】為載體而歌之，請張謝二兄和之簫

管，在下以板節之，以驗此新腔乎？

老生（白）：敬聞命。敢請三兄合奏之。

老生（唱）： 南中呂 【榴花泣】〔
中呂石榴
花首至三〕折梅逢使煩寄到金陵，是必見、那芳卿。將咱言

語記取真。〔中呂泣顏
回四至末〕一一的、說與他聽。自別來到今，急煎煎、遣不去

心頭悶。似楊花、覆去翻來，如芳草、削盡還生。

外（白）： 佳哉！真天衣無縫矣！足下拍挨冷板，別開堂奧，盡洗乖聲。聲則平上去入之

婉協，字出反切，期其頭腹尾音之畢勾。啟口輕圓，收音純細。蓋調用水磨，

而能功深熔琢若此也。足下十年功夫，畢竟得之矣！得之矣！

老生（白）：則此新腔，可以謂之水磨調乎？

外、二末（同白）：是矣！是矣！可以謂之水磨調也。

（老生與三末相顧而喜樂）（同白）：哈！哈！哈！

（燈漸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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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邂逅奇遇

（場上象蘇州府太倉衛市街，來往行人，老生、旦亦與焉。生扮張野塘落拓狀，上）

（吟介）：無端遣戍到蘇州，淪落太倉街市頭。

一嘯吳門天地闊，撥彈絃索恨難休。

生（白）： 小生張野塘是也，籍隸河北，遣戍太倉衛，落拓窮愁。性喜北曲，雅善絃索。

今為天涯浪人，舉目無親，何況男兒壯志，全成泡影。思念及此，好不恨人

也。

（生撥絃彈介，眾扮市人聞聲，圍攏觀聽介，老生、旦亦與焉。）

生（唱）： 北仙呂 【村裏迓鼓】俺雖非世家華胄，金章紫綬。也則是簪纓門第，讀書養性，
修身尚友。只這襟抱中，肝腸裏，倒有些情義牢守。今日個逢了禍災，遭了誣

衊，值了渠醜。不由人痛切齒、憤悲難剖。

（雜扮群丐三五人，踏歌行上，一人領唱，眾人和之。）

天災人禍無了休，懶惰修身得自由。（合）得自由。

世界逍遙真正爽，飄飄蕩蕩似浮鷗。（合）似浮鷗。

雜（白）： 看你這傢伙，與我等差不多，一身邋遢，會彈絃，會唱歌。來來！加入我們歡

樂逍遙去吧！

（群丐對生戲耍拉扯介，生推開介，作勢欲打介，群丐逃介，生感嘆彈介。）

生（唱）： 【元和令】不意裏乞兒惹我憂，驀地裏歌韻動吾愁。想當今官家荒怠無了休，更

兼那權臣敲剝不自由。終害得生民塗炭落陰溝。眼見得盜橫行，丐亂投。萬方慘

淡一片秋。

老生（白）：呵！先生請了！

生　（白）：請了。



戲劇學刊192

老生（白）：觀先生氣宇非等閒之人，緣何落拓異鄉！

生　（白）： 老丈關愛，溫馨何限。只因家父在朝剛正，得罪奸相嚴嵩，致遭羅織。家父

陷於牢獄身亡，在下遠戍太倉，將一腔憤懣，街頭吟嘯，卻遭乞兒調弄，人

生至此，夫復何論！

老生（白）：公子遭此噩運，感同身受。老夫不禁惻然心傷。

旦　（白）：妾觀公子，定非池中之物。聽君北曲，颯然騰越，定是名師傳授。

生　（白）： 老丈悲憫，小姐誇獎，由衷感謝。在下北曲絃索乃得諸何良俊家老頓傳授。

老頓乃正德爺宮廷樂師，以故尚為北曲元音。老丈！小姐呵！

生　（唱）： 【上馬嬌】提起那勝國謳，人間已廣陵秋。感激那老頓傳新秀。將我這魯鈍生徒

生造就，羞，但學得皮相怎相酬。

老生（白）： 足下忒謙虛了。足下氣韻磅礡橫生，當今北曲泰斗，非君莫屬。深願足下屈

駕寒舍，一敘心曲如何？

生　（唱）： 【勝葫蘆】俺只待流水高山子期友，生死亦須求。俺曾走遍江湖四十州，今

日竟相知謬賞，相見綢繆。從今便風雨也同舟。

旦　（白）：先生！隨我爹和我走罷。

（三人行介，到介，敘賓主坐介。）

老生（白）： 不瞞足下，老朽憤自先賢顧堅而後，南曲崑腔訛陋，與吳中同好十年琢磨，

近日終於創發崑山水磨調，細膩宛轉，一洗人耳。只是北曲元音之勁切，一

時尚難以入水磨，頗以為苦。足下呵！

老生（唱）： 越調過曲【憶多嬌】我翻水磨，度雅歌，脫略古今爭許多。感動新聲人著魔。
那絲竹相和，那絲竹相和，一洗耳陶心醉酡。

旦　（唱）： 【鬪黑麻】這新調雖佳，那北聲不合。為此展轉沈思。辛苦摩挲。鎮日

裏，無奈何。而今幸遇先生，似起沈疴。請竭心正訛，好教元音入錦窠。那

南北調和，那南北調和，對酒當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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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白）：請先生協助我爹，使北音入水磨，此千秋事業也，先生豈能吝惜！

生　（白）： 南音北調有所扞格，此地氣使然。欲調適相得，恐非容易。然願效微勞，以

報大德。

老生（白）：此等大事，必費工夫，萬望先生休足舍下，切磋琢磨，期其成就之日。

旦　（白）：那先生不可推辭矣！

生　（白）：如此，恭敬不如從命矣！

老生、旦（白）：哈！哈！那最好不過了。

2010年9月22日時在北京大學擔任海外高級客座教授，值節令中秋。

肆、翁婿慶成

（場上像喜堂慶餘，末扮張千上。）

末（吟）：人生大事在婚姻，昨日全家倍有神。

行禮如儀鑼鼓鬧，青春不負駐良辰。

末（白）： 在下吳中國工魏良輔家院是也。自從張野塘公子下榻以來，日日與東翁、小姐

磨合南北曲。小姐與公子日久生情。東翁日昨主持婚禮，成就美滿姻緣。今日

新人擬往滄浪亭遊賞，囑我備好車馬。日頭已上三竿，新人敢待來也。

（生旦攜手上）

旦（唱）： 正宮引子【新荷葉】好夢春宵燭映紗，聽啼鶯、枝頭歌罷。（生）纏綿一夜月光

華，從此恩情日轉加。

生（白）： 啊！娘子！得蒙卿家雅愛，配為婚姻，小生真三生有幸也。今日攜娘子賞玩滄

浪亭，張千！車馬備就否？

張千（應介）：早就備好了。

旦（白）：如此，請夫君上馬，妾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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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介，做到滄浪亭介，場上轉象滄浪亭園林。生旦下車馬介。）

旦（白）：好一片春光也！

旦（唱）： 仙呂過曲【醉羅歌】〔
仙呂醉扶
歸首至四〕風光滿目春瀟灑，滄浪之水漾清佳。濯足濯纓皆

不差，仰思子美實通達。〔仙呂皂羅
袍五至八〕你看園中布翠，林內雜花。放眼堪嘯，

鳴泉鼓蛙。〔仙呂排歌末 三 句〕竹風引，日影下。這小亭深處多優雅。

生 （白）： 似此景物，令人仰慕那蘇子美嘯傲林園之樂。而竹風發響，清韻橫流，又展

轉疏林，與鳴泉相和，則別添瀟灑矣。

（生長嘯迴旋如十部鼓吹介，嘯聲忽嘎然而止。）

旦（白）： 夫君此嘯，與竹風妙響、石泉清鳴相應，真將天籟地籟人籟融而為一矣！此豈

非雅似南北曲調之唱和於磨調之道呼！

生（白）：是矣！是矣！卿家明慧，得此了悟，亟速歸家報與丈人！

（生旦乘車騎馬返家介，到介，場上象魏家廳堂。）

旦（白）：爹爹！快快到堂上來！

（老生上）

老生（白）：何事如此緊急！ 

旦　（白）： 爹爹！女兒適才與夫君閒遊滄浪亭，夫君不禁長嘯，忽與天風竹韻鳴泉相

應，則三籟合奏矣！以此例彼，則南北曲調，焉有不能調適於水磨之理！

旦　（唱）： 仙呂過曲【八聲甘州】陰陽正反，卻調和無間。有如南北騰翻，香喉玉口，終將
扞格連環。（生唱）地籟天音自扣關，海雨江風不暫閒，何難？恰將廣寒

宮、仙樂奏彈。

老生（白）：爾等於大自然得此妙諦，余亦若有所悟。吾等何不據此揣摩！

生　（白）：岳父大人，近日小婿為使南北曲磨合，特製三弦一把，以此加入協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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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白）：那最好不過！女兒女婿！協和歌唱來者！

老生（唱）： 【解三酲犯】〔仙呂解三
醒首至合〕和管絃、循腔品看。辨曲中，妙理頻繁。今朝

重按廣陵散，翻妙譜，絕塵寰。恰似長空皓月十分寒，風掃殘雲雁影單。

〔仙呂八聲甘州末二〕牙板，調相從，南北回還。

老　生： （釋板，拍案而起，白）得之矣！得之矣！南北曲均能調適於水磨矣，北調亦入

水磨矣！數十年苦心，至此不費矣！

生（白）：恭喜岳父大人，賀喜岳父大人，小婿亦有榮焉。

旦（白）：爹爹！只是水磨新聲，今尚止用於歌唱，如能進入戲曲搬演，豈不更好。

老生（白）： 吾有弟子梁辰魚，才高八斗，性情豪爽，可與之商量！女兒女婿，今日之成

就，足以慶賀三杯！隨我去來！

（燈漸暗，幕後合唱聲起）

自來音樂理精微，百慮千思苦發揮。

翁婿十年相剖琢，北音南調始無違。

伍、衣 傳梁

（場上象陽關大道，淨扮梁辰魚，騎馬僕從上。）

淨（吟介）：壯遊豪飲擅詞場，清引艷歌餘暗香。

名馬白金相餽贈，風流嘯傲自疏狂。

淨 （唱）：  雙調【二犯江兒水】〔
雙調五馬江
兒水首至五〕陽關大道，陽關大道，青驄雲路杳。看驚飛

宿鳥，一望春郊，牧童兒笛韻好。〔雙調金字
令十至末〕花樹韻多嬌，村姑過小橋。

風驟雲飄，燕影斜搖。〔雙調朝元
歌七至末〕忽見得長亭裏，喧鬧吵。手提肩挑，手提

肩挑。原來是雞酒魚棗，雞酒魚棗。霎時間熱絡絡地將俺駐馬驕。

（淨下馬介，僕從下介。眾人殷勤候介。末扮父老，小生扮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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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白）：聞道伯龍先生路過敝莊，莊人特備雞酒袓道，陪先生暢飲，以盡仰望之心。

淨（白）：既蒙厚愛，共君暢飲者！

（眾人與淨暢飲罷。）

淨（白）：在下隨身有綾羅數匹，奉與諸君，望祈笑納。

（末代表受綾羅介。）

小生（白）： 伯龍先生，吾等愛度曲，尤愛先生所倡導令師魏尚泉先生之水磨調，而多時

未受教於先生矣。近聞蘇州酒樓樂戶多擅歌舞，先生既已近鄉里，何妨攜我

等一睹盛況乎！

淨（白）：有何不可！喜度曲者，請隨我往！

（眾隨淨下。場上轉象歌樓舞榭。丑扮老鴇，老旦、貼、小旦、雜扮歌妓上。）

丑（數念介）： 為人莫在北里平康，北里平康，翻轉歹心腸，笑裏刀藏，刀藏暗樁。

殺人不見血，劈剝獻酒漿。公子哥兒，有誰不被搜光。來時油頭粉

面，出門似狗叫汪汪。只有那豪俠仗義修髯俊偉郎，他名辰魚字伯龍

姓叫梁。善度曲、美容儀、八尺身長。逢佳節、列絲竹、極盡排場。

歌兒舞女，不見伯龍，以為不祥。今日上巳逢修禊，敢待來光，敢待

來光。

丑（白）：眾姐妹們！準備迎接梁相公者！

（老旦等應介，淨率小生等上，丑等迎介，入坐定介。忽報魏良輔來訪，淨出迎老生介，

入坐定介。）

老生（白）：聞說徒兒擁眾至酒樓，乃追蹤而至。

淨　（白）：久未拜候吾師，今觀吾師容光煥發，想必家有喜事。

老生（白）：為小女兒完成婚事，近日與女婿張野塘悟出北調南唱之方，不覺身曠神怡。

淨　（白）： 恭賀吾師諸般喜事，尤其解開南北扞格之祕，今日何不以師之水磨調，令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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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歌之以侑觴！

老生（白）：很好！就從你散曲集《江東白苧》選一曲吧！

淨　（白）：小鬟！從《江東白苧》中唱一首妳拿手的！

小旦（白）：那就請唱【南仙呂入雙調‧玉抱肚】〈過湘江〉。

小旦（唱）：  南仙呂八雙調【玉抱肚】長途秋盡、阻西風、停橈遠津。聽泠泠、寶瑟還傳，看

班班、修竹猶存。不知何處吊湘君，水盡南天不見雲。

老生（白）： 啊哈！水磨腔調真真可傳矣！由小鬟輩唱來尤妙哉！此小鬟緣何歌藝能如此

之精！絲絲入扣，不差分毫！

淨　（白）： 老師見問，請訴其詳，弟子教此諸姬度曲，為設廣床大案，面向西而序列

之，將燈熄滅，弟子點清香一炷指揮之，聲之疾徐高下，視香火之起伏，遞

傳叠和，兩兩三三。一韻之乖，觥斝如約。以故訓練有素，人人能歌善舞。

（嘆介）唉！吾師聽稟：想我平生呀！

淨　（唱）： 黃鐘過曲【降黃龍】浪蕩江湖，舞女歌兒，走馬平章，將滿腔壯志，肆意銷
磨，白玉飛觴。鬢霜也，幸水磨曲韻，可付與、淺斟低唱。願吾師，舉

訛批謬，揭櫫榜樣。

老生（白）：徒兒既已無心事功，而矢志於音聲歌唱，正所謂「吾道不孤矣」。伯龍呀！

老生（唱）： 【前腔換
頭】斟量，磨調元音，發古輝今，十年涵養，又經爾等，精細講

求，盡力弘揚。徒兒呀！參詳。為師道心盡在，足下一人身上。萬望你，竿

頭百尺，將之搬演劇場。

老生（白）： 水磨韻調，經為師創發，爾等弘揚，已臻爐火純青。只是於今尚為案頭清

曲，未能以劇本為載體，搬諸場上，憾恨何限！而為師弟子，唯君稟賦穎

異，青出於藍，足下其有意乎，與為師完成此志業。

淨　（白）： 謹受師命，弟子敢不竭心盡力！弟子新近取西施吳王故事，撰為《綄紗

記》。創作中，即處處講求吾師調法，更以鑼鼓身段配搭，化緊密為輕鬆，

使之雅中帶俗，俗中見雅；使之雅韻機趣相為調理，思有以馳騁場上，但不

知果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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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白）： 何不即《綄紗記》當下實驗，命爾所教導之歌兒舞女搬演，觀看其結果便知

端的！

淨  （白）： 如此甚好。小鬟將《綄紗記》呈與吾師座前（小旦將《綄紗記》呈與老生，

老生仔細翻閱，選出其中兩支曲子。）

老生（白）：就搬演〈泛湖〉中【錦衣香】和【漿水令】吧！

小旦（唱，做介）：  南雙調 【錦衣香】你看館娃宮，荊榛蔽，響屜廊、莓苔翳。可惜剩水殘
山，斷崖高寺，百花深處一僧歸。空遺舊迹，走狗 雞。想當年

僭祭，望郊臺、淒涼雲樹，香水鴛鴦去。酒城傾墜，茫茫練瀆，

無邊秋水。

小　旦（唱） ：  南雙調 【漿水令】採蓮涇、紅芳盡死，越來溪、吳歌慘悽。宮中鹿走草
萋萋，黍離故墟，過客傷悲。離宮廢，誰避暑。瓊姬墓冷蒼煙蔽，空

園滴；空園滴，梧桐夜雨。臺城上，臺城上，夜烏啼。

淨　（白）：請教吾師，小鬟所歌而做表，則《綄紗記》是否可入水磨矣！

老生（白）：入之矣！入之矣！既入《綄紗記》則入戲曲矣！吾道畢功於此矣！

淨　（白）：請藉樽酒，致賀吾師焉。

（場上作乾杯聲，燈漸暗。）

2010年9月28日時在北京大學中關新園旅邸。十月一日飛返台北。

陸、虎丘曲會

（場上象虎丘景色。外扮過雲適上。）

外（唱）：  仙 呂 入
雙調引子【夜行船】節到中秋天氣爽，看士女、分外昂揚。曲會虎丘，最堪

聆賞，明月一輪初上。

外（白）： 在下過雲適，今年中秋虎丘曲會，被推為盟主。主持曲會事宜，掌控大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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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會中度曲競技，各憑本事，爭強不得。其高下強弱，誰拔頭籌，全依在下

裁決。虎丘曲會，自古相傳，江南蘇州，蔚為年中盛事。你看！豪門貴胄、官

宦人家、文人雅士、庶民百姓、扶老攜幼、三五成群，都向這虎丘紛紛來也。

（副淨末丑老旦貼小旦分扮各色人物同行上）

眾人（合唱）：  仙呂入雙調 過 曲【夜行船序】月色澄清，愛中秋佳節，倍添情興。雜沓裏，紫

陌接踵塵生。（相見介）請了。（副淨末丑）三位可也到虎丘參加曲

會？（老旦貼小旦）是的，我們還要唱曲奪彩。（副淨等）我們也一樣，

那就同行了。（合）休爭，各競爾能，全憑本事，謹遵號令。和聲，

牙板置胸中，但能暗中相應。

（副淨等同下，老生引淨生旦同行上）

眾人（合唱）： 【前腔換
頭】宵永，月正空明。鬥清曲，我等亦來乘興。水磨調，遠近

弘達聲名。（旦白）爹爹！我等四人參加曲會，唱曲次序從年齡小的開

始如何？（生白）你搶先，我可不想作第二。（淨白）師妹說得有理，難

道要師傅老師身先士卒？（老生）好！就依伯龍！（合）似長鳴，老鶴高

崗，旭日東昇，鈞天響應。似龍騰霞蔚瑞雲蒸，一吟世人覺醒。

（眾到介，各就千人石上團團而坐。）

外　（白）： 各位鄉親，今宵虎丘曲會，皓月當空，金風送爽。在下過雲適榮登盟主，請

聽吾號令。在下先歌一曲為基準，然後依報名秩序遞歌，凡勝吾者，方可參

加決賽奪彩。各位請聽者，

外（唱）： 南仙呂入雙調【步步嬌】昨夜春歸今朝夏。時序如翻掌，相思惱斷腸。只怕愁病無

情，減卻容光。血淚漬成行，點點滴在青衫上。

（眾鼓掌稱讚介，外打拱作揖謝介）

外（白）：請問列位，在下以何腔唱此曲？此曲出何處？回答正確，可取得賡唱資格。

旦（白）： 先生以崑山水磨調唱此曲，此曲一般稱作「昨夜春歸」，屬陳鐸南曲散套仙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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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雙調【步步嬌】，題目作〈夏日歸思〉，或謂王寵所作。

外（白）：回答正確：請唱。

旦（唱）：  南商調 【二郎神】拜新月，寶鼎中、明香滿爇。願我拋閃下男兒疾較些。得再
睹同歡同悅。（小旦）悄悄輕將衣袂拽。卻不道小鬼頭，春心動也。那喬

怯，無言俛首紅雲滿腮頰。

（眾鼓掌介，旦答謝介。）

外（白）： 唱得字正腔圓，可欣可喜！旦、小旦聲口，以一人而模擬唱出，尤其難得！看

來今宵皆唱水磨調矣！請問此曲出處如何？

（丑與副淨爭先回答）

副淨（白）：出自《琵琶記》！

外 　（白）：不對！

（丑嘲副淨介）

丑（白）： 不懂，沒學養，還搶先！看我來！此曲出自施惠《拜月亭‧幽閨拜月》【南商

調‧二郎神】！

外（白）：答對！請唱！

丑（唱）：  南仙呂宮【光光乍】和尚去出家，身上披袈裟。有人請我修功課，真箇快活光光
乍。

生（白）： 此曲出《南西廂》，淨丑小曲，不耐唱亦不耐聽，待我唱一二支北曲，以醒俗

耳。

生（唱）：  北仙呂 【點絳唇】遊藝中原，腳跟無線、如蓬轉。望眼連天，日近長安遠。

生（唱）： 【混江龍】向詩書經傳，蠹魚似不出費鑽研。將棘圍守暖，把鐵硯磨穿。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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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雲路鵬程九萬里，先受了雪窗螢火二十年。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

兒願。空雕蟲篆刻，綴斷簡殘編。

（眾大加讚賞，掌聲不絕。）

外（白）：果然勝國遺音，勁切雄麗，而尚出諸水磨耶！難得！實在難得！

淨（白）： 野塘所歌，眾所周知，出諸《北西廂》，在下亦來賡續元音，然後再來一支拙

作《浣溪紗》。

（眾鼓噪稱許介）

淨（唱）：  北正宮 【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皇懺。颩了僧伽帽、袒下我這偏衫。殺人心

逗起英雄膽，兩隻手將鳥龍尾、鋼椽揝。

淨（唱）：  北雙調 【新水令】問扁舟何處恰纔歸，嘆飄流、常在萬重波裡。當日個浪翻千丈
急，今日個風息一帆遲。煙景迷離，望不斷太湖水。

（眾鼓掌甚為熱烈，久久不能止。）（外舉手示意停止）

外（白）： 列位鄉親是否知道，適才歌唱者為誰？

眾中老旦（白）： 是鼎鼎大名的梁辰魚伯龍先生，他是當今吳中國工魏良輔先生的嫡傳弟

子，最得意之傳人！列位又是否知道，先前歌唱之美女俊男為誰？

眾中貼（白）：男的好像魏良輔先生門下周似虞，女的應是先生千金鶯囀小姐！

外　（白）：答對一半，男的是魏先生快婿張野塘。

（眾紛紛然交頭接耳）

眾　（白）： 難怪彼等唱曲，一位妙似一位，使我等不敢輕易出場！原來是魏先生一伙

的！

外　（白）：今日國工魏先生亦駕蒞於此，不可放過如此良機，請列位鼓掌催促！

（眾熱烈鼓掌，並高呼魏先生。老生款款起身，站上千人石上，舉手式止鼓掌聲。）

老生（白）：老漢只好有辱清聽矣！曲取《琵琶記‧吃糠》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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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唱）：  南越調近 詞【雁過沙】媳婦！你躭飢、事公姑。媳婦！你躭飢、怎生度？錯埋冤你

也不肯辭。我如今始信有糟糠婦。媳婦！我料應不久歸陰府。媳婦！你休便為我

死的把生的受苦。

老生（唱）： 【前腔】婆婆！我當初不尋思，教孩兒、往皇都。把媳婦閃得苦又孤，把

婆婆送入黃泉路，只怨是我相躭誤。我骨頭未知埋在何處所。

（方老生度曲之時，眾閉目凝聽，隨音之高下急徐而相應符節，不知有明月，有清風。及

曲終聲止，似聞餘音嬝娜不絕，而萬籟為之久久靜寂。其後如大夢忽醒而歡呼雷動。）

（老生起立，外攜其手而高舉）

老生（白）：若魏良輔先生者，堪稱之為千古曲聖矣！

（在眾人高呼曲聖萬歲聲中，燈漸暗。）

2010年9月19日於北京大學旅邸開筆

2010年10月6日完稿於台大長興街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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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幕

場景：縹緲村中

（樵夫上，整理著一個大竹簍，另一個村民甲路過。）

村民甲：又要上山啊。

樵　夫： 是啊。拿些蔬菜水果給山裡來了的那個婆婆，婆婆挺有意思的，會說許多的妖怪

故事，今兒個不知又會說些什麼。

村民甲：真有意思的、改天也給我說說。

樵　夫： 那有什麼問題，只怕我說得不好。（整理好竹簍，背起來）上山去了，回頭見。

（樵夫、村民甲下）

幕後女：（唱） 有狐綏綏、其心也悲，

北風其涼、胡不歸？

有狐綏綏、其後也悔，

雨雪其霏、胡不歸？

 場　景：山林之間。本劇採用時空跳躍的敘述方式，以下關於「女狐」與「獵戶」的

故事，是本劇發生時間最早的一組故事。

 （青年獵戶上。獵戶展一番身手武功。天上傳來雁鳴，獵戶隨即搭弓，卻在箭發之際

猶豫了，想著什麼事情，微微的笑了。而後收起弓箭，下場。）

（化做女身的白狐上）

女　狐：又想起昨夜呵——

（唱）昨夜晚、風吹小窗、月當空，

我心卻忡忡。

身世埋藏、欲言明，

又怕他、倉皇棄鴛盟。

（白）如今麼，（還看四周，天地美好之感）

（唱）耳聽得、綠竹擊節、敲春韻，

碧靄山嵐、唱和同。

數良辰、嘆一番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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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只為、天地大有容。

（青年獵戶上）

獵　戶：娘子。

女　狐：晌午未至，夫君怎麼就回來啦。

獵　戶：心神難安，甚無心思打獵，索性就回來了。

女　狐：怎麼了。

獵　戶：還不是娘子妳呀。

女　狐： 我麼。……莫不是夫君反悔了。（獵戶不答。女狐神色凝斂）我知曉了。我這就

離去，絕不與你為難半分。

獵　戶： （趕忙拉住女狐）誤會了。娘子、誤會了。昨夜娘子對我言講，妳乃是修練多年

的白狐所變，今日我入得山去，正欲搭弓射箭，猛然想起，不知有多少似娘子這

般的性命喪於我這一只長弓之下，故而——（女狐握住獵戶的手）

女　狐：你是這樣的好（頓）……夫君當真不在乎我是異類？

獵　戶： 娘子是見過世面的。莫說同族，就是異類，娘子不去尋那些風流俊才，卻來到山

林之中，遷就我這個鄙夫粗人，我還怕妳看不上眼。

（女狐微笑、搖頭）

女　狐：（唱）說什麼、山野之人、少識見，

我愛你、誠懇敦厚、性和謙。

由來人妖、總分辨，

情牽也難、誓盟堅。

三千個大千、縱尋遍，

誰似我、得人若此、無憾天。

獵　戶： 娘子的身世就是不說，我也無從分辨，既是憂心為此兩下分離，又為何將事情說

了出來。

女　狐：不是說好了麼，我與你白首偕老。

獵　戶：是啊。白首偕老。

女　狐： 你呀，就是這一點憨直。我既是白狐所變，莫說年歲，連那男身女身也是隨我心

意，容顏又怎麼會老去呢。三年五載興許你不會察覺，可三十年、五十年呢。總

不成一夕老過數載。那時節，怎生瞞過枕邊之人？

獵　戶：（愣）喔喔，原來娘子是不老的。

女　狐：你若是不歡喜，日後嫌咱們年歲不相當，想我看起來老些，那也是可以的。

獵　戶：不要不要。娘子這樣，好看。我想看一輩子的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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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狐：是麼。

獵　戶： 是呀。只是娘子既可化做男身，又為何要做女子，女子多拘束，只有這山林之

中，稍得些寬鬆。

女　狐：你說呢。

獵　戶：（想）說不上來。

女　狐：你說我是為了哪一個呀。

（獵戶從女狐的笑容中明白。兩人攜手下。）

場景：山林之間。

 （時間約莫是女狐與獵戶的故事發生一百年之後，暫不對觀眾表明。「男狐」是女狐

所化。少女封三娘上。）

封三娘：（唱）柳川水、聲潺湲，

山邊陰、流過了、村頭南。

縹緲村、塵外獨立、青石山，

終年隱煙嵐。

從來不解、春華殘，

幾回曾識、秋月寒，

爹疼娘愛、膝下喜承歡，

竹馬青梅、戲耍相伴玩。

封　母：（白）（幕後）三娘呀。早些回來，別在山裡耽擱太久囉。

封三娘：（白）（對著後台）知道啦。

（唱）連日來、家中悶坐、心生煩，

入山林、展得眉間、幾許寬。

（封三娘不慎踩到獵人們獵捕兔子等小動物的陷阱）

封三娘：唉呀。好疼哪。（試圖用手扳開，不成）

（唱）誤入陷阱、脫身難，

心急如焚、淚濕衫。

男　狐：（唱）（幕後唱上）

有嗚咽、萍末枝頭、隨風轉，

是何人、何處裡、又為何、珠淚彈？

（一見是封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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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狐：……是她？

（男狐轉身、欲離開）

封三娘：喂呀……

 （男狐止步，猶豫片刻、來到封三娘身旁，替她打開陷阱。錯愕的封三娘像是被男狐

迷住了，默默的看著他替她解圍。）

幕後男：（唱）跫音寂寞、不敢聞，

留春不成、更傷春。

幕後女：（唱）一任鶯燕、留春痕，

縱容情身、識情真。

男　狐： （頭也不抬的說）妳那個玩伴呢？就在近處麼？（解開陷阱又替封三娘稍微包

紮）好了。妳在此等候片刻，讓他陪妳回去。

（男狐起身，從頭到尾都不與封三娘有任何眼神接觸，馬上就要離開。）

封三娘：（急切的）他不在。（男狐止步）與他爹爹進城去了。只有我一個。

男　狐：（沈默片刻）站得住麼。

（封三娘試圖自己站起來，但是沒有辦法。男狐只好扶起封三娘。）

封三娘：多謝公子。

（男狐隨即放開封三娘，封三娘拖著右腳緩慢的走，男狐又不忍，回頭攙扶她）

封三娘：公子如何認得我那青梅竹馬的玩伴？

男　狐：（直視前方）不認得。往日見過。（頓）見過你二人往山裡來。

封三娘： 公子見過我們？是哪一回的事呀？我打小便在這山林之中玩耍，怎麼未曾見過公

子？（頓）公子。（見男狐不回頭）公子，三娘的容貌可是生的奇醜？

男　狐：（一愣，半晌）說哪裡的話。

封三娘：既是不醜，公子為何自始至終不肯看三娘一眼？

男　狐：無有此事。

封三娘：（起了玩心，拉住男狐，停下來不走）還請公子看三娘一眼。

男　狐：看過了。

封三娘：何時看過了？

男　狐：不是看過了，又怎麼知曉被困住的是妳。

封三娘：那不算。我不曾瞧見。

男　狐：還得要妳瞧見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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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娘：是呀。

男　狐：……（男狐迅速的轉頭看三娘一眼，又迅速轉回去）

封三娘： （噗哧一笑。以為男狐會問她為何發笑。結果沒有，於是含笑反問）公子不問我

為何發笑麼。

（男狐緩緩回過頭來，看著封三娘）

男　狐：（唱）有人一笑、坐生春，

爛漫天真、若朝晨。

憂傷不識、愁不認，

啼笑轉瞬、猶見雙淚痕。

她那裡、只把嬌橫、含笑問，

問的我、無言相應、空沈吟。

人間歲月、等閒論，

誰想孤寂、又重溫。

多少年、獨自眠餐、獨自行，

春寒秋瑟、到而今，

而今一笑、動弦音，

眉間心上、亂紛紛。

（白）（又避開視線）我送妳回去吧。

封三娘：（唱）緣何他、沈恨乍起、竟似百年深，

三娘執手、欲慰君心。

（封三娘拉起男狐的手，男狐回頭，兩相凝望）

男　狐：（白）（心頭一動，回頭看三娘一眼。任由三娘拉著手的）走好了。

（男狐與封三娘下）

場景：縹緲村中‧封宅

（英哥上）

英　哥： 三娘、三娘～我從城裡回來啦。妳快出來瞧瞧，我給妳買了什麼東西。

（封母上）

封　母：是英哥啊。

英　哥： 大嬸，三娘在麼。我從城裡回來啦，幾日沒見著她，沒人陪她到山裡玩，一定悶

壞了吧。

封　母： 唉，三娘這孩子就是性子野，前兩天就耐不住一個人到山裡去啦。這可不，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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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獵人的陷阱，受了傷、在房裡歇息。

英　哥：三娘她沒事吧。

封　母： 不妨事不妨事，多虧一位好心的公子送她回來。就是行動還有些不便。這也好，

這孩子野慣了，總算文靜幾天，才像個姑娘家嘛。

英　哥： 哪兒都不能去，三娘一定很難受，（想）大嬸，我想跟三娘說幾句話，買了些玩

意兒，剛好給她解解悶。

封三娘：（幕後，邊說邊上）娘呀，誰來了呀。

英　哥：三娘，我來看妳了。妳沒事吧。

封三娘：疼死人了，怎麼沒事。

英　哥：我一沒看著，就弄成這個樣。

封三娘：（隨口說說）我這麼大個人了，還要你看著麼。

英　哥：我不是這個意思嘛。

封三娘：娘，我好些了。要到山裡去。

封　母：妳這孩子犯什麼傻呀，腳還裹著，怎麼又要到山裡去。

封三娘：嗯～人家悶嘛。

封　母：英哥不是看妳來了？

封三娘：那不一樣。

英　哥：三娘，妳就聽大嬸的話，過幾天真好些了，我再陪妳到山上去。

封三娘：只是——

封　母：別說了，聽話，留在家中，英哥陪伴。

（封母下）

英　哥： 三娘，妳瞧我給妳買的。（拿出荷包）喜歡麼。（封三娘意興闌珊的看了一眼，

點頭）我就知道妳會喜歡，妳瞧，上面繡著的是什麼？

封三娘：（又看）兩隻鳥。

英　哥：還有呢。

封三娘：（歪著頭多看了一下）兩隻醜鳥。

英　哥：三娘～

封三娘：就兩隻胖嘟嘟的醜鳥，叫我看什麼呀。

英　哥：人家說這叫鴛鴦。

封三娘： 叫鴛鴦又怎樣，兩隻醜鳥就是兩隻醜鳥。唉呀，你不要再與我說這些了。（看著

後台）我要到山裡去，不要對我娘說。

英　哥：這怎麼行。妳腳上還帶著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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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娘：那你陪我去。

英　哥：這也不行。

封三娘：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你此刻在此是做什麼的。

英　哥： 陪妳呀。三娘，別鬧脾氣了。大嬸是為妳好。山沒有長腳、又不會跑，等妳好些

了愛去多少回就去多少回，沒人攔著妳啊。來，我給妳說說城裡的趣事……（封

三娘望著門外，英哥在旁低聲的說著……）

（燈暗）

第二幕

場景：山林之間

（男狐上。若有所思貌）

男　狐：（唱）那一日、山林之中、偶相遇，

她落難無助、心憂急。

原想將身、暗藏匿，

奈何不忍聽、她聲聲悲啼。

（封三娘幕後喚「公子」上。男狐聽見封三娘的聲音，趕忙躲了起來。下。）

封三娘： 公子？公子？（左右張望，疲倦、歇息）也不在此處麼。一連尋了數日，遍尋不

見公子蹤跡。

（英哥追上）

英　哥：三娘？三娘？妳在這兒啊。

封三娘：不是叫你先回去了麼。

英　哥：我怎麼能先丟下妳回去。萬一妳迷路——（被打斷）

封三娘：這山林我從小玩慣了，一草一木都是知曉的，你就別擔心了。

英　哥：萬一妳又踩著陷阱……

封三娘：上回是沒留心，你瞧這幾日我可有踩著什麼？英哥，你就先回去吧。

英　哥：那妳呢。

封三娘： 我還要尋找一回。那一日公子送我歸家，我問他家住何方，他言道就在這山林之

中。若是在這片山林之中，我定能將他尋出。

英　哥：三娘，妳尋他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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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娘：（一愣）我、我要謝謝他那日相助。

英　哥： 萍水相逢，那人分明是為善不欲人知，不肯留下住處名姓，妳又為何一定要尋著

他？

封三娘：他要為善不欲人知是他的事，我謝我的恩人是我的事。兩不相干。

英　哥：這怎麼說是兩不相干呢？

封三娘：唉呀，你就不要管我了吧。你先回去，我隨後就下山。

英　哥：不行，若是我一人下山，大嬸會責怪我沒有照顧妳。

封三娘：……那就回去吧。

英　哥：明日我再陪妳來找他。

封三娘：嗯。

（英哥拉著封三娘的手，下。）

（男狐上，但只在舞台側邊、尚未至主要表演區。）

男　狐：（迷惘）她竟是為了我尋上山來。

（突然英哥又上，萬分著急的。男狐略微側身，不讓英哥瞧見。）

英　哥： 三娘、三娘？這是跑哪去了？怎麼一轉身人就不見了。三娘？妳快出來，天要黑

了。

（英哥繼續尋找。下）

男　狐：（唱）聞言心驚、又膽跳，

任性妄為、忒蠻刁。

幽林曲徑、忙尋找，

日暮遲色、隱山魈。（音樂不要斷掉）

（白）（猶豫了一會兒才決定叫出三娘的名字）

三娘？三娘？

（男狐下）

（封三娘上）

封三娘：（唱）陰風漸起、木魅嚎，

樹影幢幢、枝葉搖。

南北不辨、星月少，

此時方苦、歸路迢。

（白）英哥？英哥你在哪兒？三娘在此處，你聽見了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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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狐：（幕後）三娘？可是三娘麼？

封三娘：（喜）我在此處、我在此處呀。

（男狐上）

男　狐：三娘——（兩人相見）

封三娘：是公子！

男　狐：（害羞的，因為被封三娘發現他叫她的名字）妳無事吧。

封三娘： 見著公子，我就放心了。（突然想起，趕忙拿出手絹擦拭面容）三娘此時必定狼

狽不堪，讓公子見笑。（封三娘擦拭面容時撥動到前額頭髮）

（唱）輕彈塵沙、拂羅裳，

羞整雲鬢、伊人旁。

但將袖帕、理容妝，

男　狐：（唱）隱然額首、舊時傷。

（白）  （有點忘情）額首的傷痕淡了許多，好似一彎新月。不近些看、是看不出

來的了。

封三娘： 是呀，我娘還擔心過呢，說女孩兒家最怕的就是破相……（突然覺得奇怪）公子

怎知我額首的傷痕？（想）前些日子公子說道曾見我二人往山裡來過，如今又知

曉我額首的傷痕……莫不是……（仔細打量男狐）我想起來了，七歲那年爹爹帶

我上山打獵，趁爹爹拾取獵物之際，我欲要上樹摘取鳥巢，卻讓回巢的母鳥瞧見

了，往我前額啄了一口，那時節有一人在樹下將我抱住，又為我擦拭傷口……那

人，是公子麼。（男狐在封三娘敘述過往時，有些不安，封三娘見男狐沈默，也

就當他默認）原來我與公子竟是舊識，難怪我見著公子特別親近，總覺得在哪兒

見過似的。（看著男狐）公子真是個不老的，十載過去，形貌依舊。

男　狐：（逃避的心情）天色晚了。我送妳回去吧。

封三娘：往後我上哪裡尋你？

男　狐：往後麼……

封三娘： 是呀。你是我的恩人，打小的時候就幫過我一回，該是好好的謝你呀。（噗哧一

笑）那時我對爹說有個大哥哥，爹還不信，我將你的形貌說與他聽，他說你非妖

即怪，不是人類。只是妖怪哪有你這個樣兒的呢。

男　狐：（沈默片刻、迴避的）往後……別來尋我了吧。

封三娘：（直率的）你不歡喜我麼。

男　狐：無有此事。

封三娘： 我見了你、舒坦多了。不知為何，自那日之後，心中日益煩悶，只想再見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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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當面道謝。可方才見著了面，又念著「若是將來見不著，那可怎樣的難受

呀」。

（微笑著看著男狐）

男　狐：（唱）心緒不藏、亦不掩，

萬般只在、秋水間。

便是這、直率坦蕩、任情牽，

堪慰我、傷懷恨從前。

欲將衷情、對她言， 

（白）三娘——（馬上就後悔了）

（唱）怎累他人、受牽連。

（白）我送妳回去吧。……過些日子我再往村裡探望於妳。

封三娘：公子此言當真？（男狐點頭）只是三娘還不知曉公子名姓，如何稱呼？

男　狐： 名姓麼。（沈默片刻）我一人往來慣了，許久無人喚過我的名姓。（頓）從前還

有個人喚我的時候，他喚我「晶晶」。

封三娘：晶晶？（笑）好似個女子的名字。

男　狐：（苦笑）是呀。

封三娘：你心裡……有事麼。

（男狐走到側邊、封三娘隨之而往。像是要安慰似的。）

（以下插入青年獵戶和女狐百年前的往事）

（青年獵戶上。急切尋人。女狐上）

獵　戶：晶晶！晶晶！妳上哪兒去了？

女　狐：怎麼啦。我在這兒啊。急些什麼呢。

獵　戶： 前些日子村裡不是發生瘟疫麼。今早我下山到村中、欲要換些米糧，卻聽聞村民

說道，村中來了個修行的道士，是他言道，瘟疫乃因妖物所起，並斷言妖物就在

此山之中。（頓）娘子，咱們走吧。

女　狐：上哪兒？

獵　戶：上哪裡都好，我怕他們當真尋上山來。

女　狐：瘟疫之事與我無關呀。

獵　戶： 萬一他們不分青紅皂白的對付娘子。那道士看起來十分厲害，若是他發現咱們就

住在山裡——（被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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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狐： 夫君不必憂心。事情既非我所為，好端端的在此處住慣了，又何須為此遠走他

方？想現下世道衰微、兵禍四起，哪裡是個安身之所。更何況，我的修為雖是不

高，對付這等招搖撞騙的江湖術士，綽綽有餘了。

獵　戶：（想）我還是不能放心。娘子，我們還是走吧。

女　狐： 咱們在這山裡過活，礙著他們了麼。（頓）莫不是夫君嫌棄於我？終究看著我是

異類，怕人的言語麼。

獵　戶：我對娘子的心天地為鑑，娘子還不信麼。只是，我不當妳是異類，可他人——

女　狐：（拉住獵戶）只要你赤誠待我，我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想。

獵　戶：（嘆氣）我是怕他們傷害於妳。

（停頓片刻。情感交流時間。女狐的口吻也變得溫柔）

女　狐：若是能回到往日，你可要我就在相遇之初便將身世表明麼。

獵　戶： （想。搖頭）還是不說的好。我是個尋常人，若是在相遇之初，難免心裡還是顧

忌著人妖有別。日子久了，知道娘子的好，也就不想什麼分別了。（頓）便是如

此，我才擔憂他人不能明白，人有壞的，妖也有好的呀。我只怕不能護妳周全。

女　狐： 你有這心思也就不枉咱們夫妻一場。（微笑）可還有我呢。（見獵戶還是很擔

心）要不，過些日子夫君再往村裡探問，若真是非走不可，咱們也就走吧。

（女狐、獵戶下）

（場景回到男狐與封三娘）

男　狐：（唱）往事沈埋、深淵底，

舉目蒼涼、不堪提。

封三娘：（白）你心裡的事，我可以知道麼。

男　狐：（唱）（看著封三娘熱切的眼神）

不願情絲、再綰繫，

都只為、情深空餘、長嘆息。

（白）妳爹爹說的是，往後還是別來了。

封三娘：我爹爹？爹爹說了什麼？公子為何總是這般舉止、這般說話？

（唱）實不解、欲言又止、為何來？

爭似他、龍沙飛雪、天不開。

幾分心思、恁難猜，

莫怪三娘、問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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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公子心裡想些什麼，為何不肯直說了。對我歡喜便是歡喜，嫌厭便是嫌

厭。心裡想的、究竟有什麼說不得的？

男　狐：（唱）如何心事、都說遍？

不願她、視我如妖邪。

不把身世、對她言，

又恐她、為我受牽連……（下定決心）

（白） 如妳爹爹所言，我乃是這山裡的白狐所變，不是人類。（封三娘沈默好

一會兒。這沈默讓男狐有點受傷，走了兩步、站遠些，背對著封三娘）

怕了我麼。讓我送妳回去吧。夜裡的山淒冷，別再上來了。

（封三娘拉起男狐的手，男狐仍舊沒有轉過身的勇氣）

封三娘：（輕微的）只為了這般麼。我還當你討厭我呢。

男　狐：我是個妖物，妳還不曾聽明白麼。

封三娘：我只想著你是不是討厭我。（頓、溫柔的）你討厭我麼。

男　狐： ……打從妳童稚之時，我見妳往山裡來……（微微的嘆息）只想就這麼看著也就

夠了。

封三娘：（唱）若非當日、遇坎阱，

今生何時、得相逢。

山中歲月、幾回行，

好一個、誰料想、因緣奇情。

童年往事、如掠影——

卻原來、此身早是、他的眼中人。

（白）往後，你還來看我麼。

男　狐：我可以麼。

封三娘：你若是不來，我還是要尋上山來的。

（封三娘打了個噴嚏。男狐脫下外衫遞給封三娘。兩人下）

（英哥上。寒冷貌）

英　哥： 現在是什麼時辰了。月黑風高的瞧不分明。大概是子時了吧。離天亮還有好幾個

時辰，不曉得三娘她冷不冷、捱不捱得住。（左右張望）這裡又是哪裡。走了一

整晚，還是尋不得三娘。好冷啊、好餓啊。

 （英哥坐在路邊的石頭上。男狐與封三娘上。封三娘看見英哥，鬆開男狐的手，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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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過去。男狐默默下場。）

封三娘： 英哥！（看著發抖的英哥，拉一拉他的手）你的手好冷……難道你一晚上都在山

裡？

英　哥： 妳說什麼呀。找不著妳，我能回去麼。妳知道我有多擔心妳麼。一聲不響的跑

掉。

封三娘： 對不住，英哥，真的對不住。我不曉得你會——（回頭要跟男狐說話）公子——

（發現男狐離開，脫下男狐給她的外衫）快披上。

英　哥： （往三娘身後看）三娘，你找著那個人了？

封三娘：是呀。

英　哥：這是他的衣衫？

封三娘：他見我冷，便留與我了。英哥，你快披上吧。

英　哥：我不要。（稍微柔和點）還是妳穿著吧。

封三娘：著涼了怎麼可好？

英　哥：沒那回事。

封三娘： 快披上。都讓你找我一個晚上了，要是又著涼，我心裡只會更不好受。（替英哥

披上）咱們下山吧。

英　哥：嗯。只是妳認得路麼。

封三娘：（指著遠方）你瞧，我們每回上山來都會經過的亭子，不就在那兒麼。

英　哥：是啊，我怎麼就認不出來。（猶豫一下，問）三娘，妳怎麼找到他的？

封三娘：是他來找我的。

英　哥：他怎麼知道妳迷路？

封三娘： 他說是聽見你……（想隱瞞這件事情）聽見我的聲音……碰巧路過的。英哥，對

不住。

英　哥：（一點強顏歡笑）擔心妳的不只我一個。

封三娘：對不住嘛。

（英哥、封三娘下）

（男狐上。凝視。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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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

場景：山林之間的小木屋，這是男狐的夢境

（女狐上）

女　狐：（唱）塵囂無奈、來無端，

世外何處、有桃源。

都說是、妖魅作祟、添紛亂，

惹的他、為我寢食、俱難安。

（人聲躁動，彷若由山下到山上，聲音由小到大，隨之逐漸火光閃動）

女　狐：（唱）忽聞喧嘩、人嘈嚷，

星月掩色、盡火光。

（青年獵戶奔跑上）

獵　戶：娘子！快跑，他們來了，他們捉妳來了。

（道士為首，大批村民衝上。兩個小道士圍著女狐擺下法陣）

道　士：畜生，哪裡走。

獵　戶：不是的，不是我娘子做的。晶晶是個好人，不是她做的。

道　士：你是何人？口稱娘子，莫非與這畜生結下孽緣？

獵　戶：晶晶是個好人，不是她做的。

道　士： （做一個開眼的動作）原來是個狐狸精。小兄弟，你讓這狐狸精迷住了，幸而今

日得遇貧道，如若不然，他日必定精血竭盡而亡。

獵　戶：你住口，晶晶不是這樣，晶晶待我是真心的。

道　士：（ 指著女狐）好一個狐狸精，迷的個人滿口說真心。小兄弟，我這口寶劍除魔無

數，何等妖物皆近不得身，來（拔出寶劍，扔給獵戶，獵戶順手接住），給你

個報仇的機會，讓你親手了結這隻狐狸精。

（獵戶將寶劍扔擲在地）

獵　戶：哪個要你的爛劍。晶晶不用管我，妳快走。

道　士： 她要是能走、早就走啦。小兄弟，你該不會天真的以為，狐狸精是為了你才留下

來的吧。你瞧瞧，這不是臉色蒼白、冷汗直流嗎。

獵　戶：（轉頭一看，擔心的）晶晶！

女　狐：（低聲）那兩個小道士佈下了法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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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士：別枉費心機了。妳看我像個三流道士嗎。乖乖束手就擒——

 （女狐無法使用術法，只得與道士空手搏鬥。獵戶替女狐擔心。想要出手幫女狐，卻

被村民們好意的拉住）

女　狐：（唱）幾許術法、難依傍，

空拳赤手、轉徬徨。

眼見得、數百年、修為葬送，

道　士：（白） 使不得妖術，看妳這隻狐狸精還拿得出什麼像樣的伎倆。（女狐落敗）把

她給我索了。

（兩名小道士以繩索捆住了女狐）

女　狐：（唱）（看著獵戶）

到臨了、猶記懷、地久天長。

（白）（悲傷的）夫君。

道　士：孽畜，貧道這只紫金葫蘆就是妳的歸宿。

 （道士拿出葫蘆對著女狐要收妖，村民見女狐就擒，放開獵戶。這時獵戶拿起身後長

弓，朝道士射了一箭，道士受傷。趁此時，獵戶又撿起方才扔在腳邊的寶劍，準備要

砍小道士破法陣）

村民甲：（指著獵戶）他跟狐妖是一夥的。打死他！

 （村民群攻，一陣混亂中，獵戶刺傷小道士解開法陣，女狐短暫逃脫。道士又準備要

收拾女狐，獵戶阻止。）

獵　戶：快走！（女狐猶豫）快走！

 （獵戶被村民打死，女狐悲傷的離去。可事先錄製淒厲的嚎叫聲播放，先是女狐、而

後女狐與男狐混和，最後到男狐的時候，剩下嗚咽悲鳴聲。）

（道士與村民們受到震撼，面面相覷。下。燈漸暗，只留下一束光微微的照著獵戶的屍

體。）

 （女狐左上，男狐右上，兩者時間相差些許。來到屍體旁邊。兩人一左一右。站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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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是斜側著、背對觀眾。女狐背朝觀眾轉身，臉不讓觀眾看到，離去。下。）

女　狐：（幽幽的、縹緲的）沒了你，我是再不做女子、再不做女子了……

男　狐：（唱）只餘蕭瑟、空迴盪，

天地有容、憾恨長。

封三娘：（白）（幕後，哭泣的聲音）公子、公子。

（封三娘的聲音持續貫穿以下的行動）

男　狐：（唱）（漸漸意識到有人叫他）

寂寞蒼茫、尋聲往，

（男狐面朝觀眾轉身，微微的光束隨著男狐移動。獵戶找時間下）

男　狐：（白）是誰？何人叫喚？

（唱）步履更覺、悲風涼。

疑是朔風、催秋霜，

化做刀刃、更斷腸。

（封三娘出現在舞台的側邊，背對著男狐哭泣）

男　狐：三娘，是三娘麼。

（男狐的手搭上封三娘的肩頭。封三娘轉身）

封三娘：（驚慌的）他們來了，他們來抓你了。

男　狐：三娘？

封三娘：公子快走，不要顧慮我，你快走呀。

眾村民：（幕後）打死她！她跟妖怪是一夥的，打死她！

男　狐：三娘！三娘！

（封三娘下。男狐悲戚的哭）

（燈光轉變、迷濛的色調淡去。至此男狐的夢境結束。接下來是真實發生的）

（封三娘著急上。迎至還在夢境中的男狐面前）

封三娘：公子？公子？

男　狐：（唱）（醒）

殷勤呼喚、耳邊廂，

我好似、一夢不醒、為誰又心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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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是三娘……原來三娘妳無事……

（突然又聽見人聲與看見遠方火光閃動，男狐感到疑惑）

男　狐：（唱）人聲遙聞、遍火光，

眼前卻是、封三娘。

前塵今朝、相疊映，

莫非此身、在夢鄉？

（白） （眺望窗外）這人聲火光恰似當日之景，奈何我百年心傷難以忘懷，竟

又夢回故事了。

封三娘： 公子，不是夢呀。那是我爹爹媽媽來了。他們帶著村民來尋我了。公子，快帶我

走吧，他們要我嫁與英哥，左右說之不過，我便逃上山來。（頓）我是一日不能

沒有你了。帶我走吧。

男　狐：（唱）一言驚醒、夢中人，

不是夢回、舊時分。

人道是、一江春水、東流盡，

緣何我、回還孽海、又浮沉。

事到如今、遲悔恨，

用情人間、誤情身。

萬千心緒、波濤滾，

僅止一念、破渾沌：

保全三娘、性命存，

人妖兩別、終究分。

（白）三娘，妳回去吧。（封三娘不太相信自己聽見的）下山去吧。

封三娘： （震驚多於難過）公子不要三娘了麼。那些個日子的事，公子就能忘了麼？（男

狐不語）公子能忘，三娘不能。

男　狐： 妳走吧。人與妖本就不該如此。（頓）英哥是個好人，我知曉，他也是我自小看

大的。他會好好的照顧於妳。

封三娘： 我不要，除了你我誰都不要。誰在乎你是人是妖？找個無人認識我們的地方，好

好的過我二人的日子，難道不成麼。

男　狐：縱然妳不在乎我是白狐所變，還有別的人在乎。

封三娘：別人是別人，我們是我們，與他人何干？

男　狐：……（覺得很難解釋清楚的）妳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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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三娘： 我不懂，我就是不懂，不懂你與我之間究竟與他人何干？（放軟）公子，帶了我

吧。我爹爹他們就要上來了。

（男狐看著封三娘，倒退了幾步，稍微接近舞台邊緣）

男　狐：（撇過頭去）……妳再不走，我便扯爛妳的身子，吃吞了妳。

封三娘：（堅定的）要扯便扯，死在你的手中封三娘心甘情願。

（以下的舞台動作，在時間上與相應的幕後唱段同步進行）

幕後男：（唱）  （漸漸的噴起乾冰，舞台籠罩在煙霧之中，男狐在煙霧當中隱去身影，

下）

不願春華、早殤謝，

無奈只與、相決絕。

幕後女：（唱）（封三娘追入煙霧之中，尋找）

世事由來、多傷嗟，

未解明月、長是缺。

 （乾冰噴到差不多的程度，由淺到深投影兩個綠色的狐眼，逼近封三娘。男狐在幕後

發出尖銳的、讓人覺得是妖怪要吃人的聲音。封三娘驚嚇尖叫！跌坐在地用手遮擋，

彷彿看不見的狐妖正在她面前要吃掉她。這時英哥衝上，看見狐妖，背對著狐妖的雙

眼，以身護著封三娘。但他自己也很害怕。）

英　哥：三娘！

（封父、封母與村民上。大家看見狐妖的雙眼，露出驚恐的表情）

幕後男：（唱）（狐妖的雙眼見英哥到來，慢慢的退去。只剩封三娘的哭聲）

忍將相思、盡拋卻，

幕後女：（唱）雨打梨花、不肯歇。

（封母抱著哭泣的封三娘。眾人下）

場景：縹緲村中‧封宅

 （男狐上，默默來到封宅外面，手上拿著一包東西，將東西擱置在門邊。英哥上，直

接入門去了，男狐側過身去，不讓英哥瞧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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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哥：大嬸，我看三娘來了。

（封三娘跌跌撞撞的從後面出來，封母追著）

封三娘：他來了、他來了。讓我出去。

封　母：三娘、快回房躺著吧——欸欸、當心些。（對著英哥說）英哥，來了啊。

（封母以為封三娘說的是英哥，封三娘經過英哥身旁還不肯停下）

封　母：三娘，英哥在這裡啊。（拉住封三娘）

封三娘：娘、讓我出去，我要見他一面。

封　母：哪個來了？

英　哥：（到門外看了）三娘，門外沒人……

封三娘：不要攔我、是他來了，他真的來了。不出去見他一面，我就是死了也不能瞑目。

封　母：呸呸呸，妳這孩子說什麼傻話。

（封三娘推開封母，越過英哥，到門口看。男狐就在封三娘的身旁）

幕後女：（唱）咫尺山南、隔海北，

心事和淚、化做灰。

誰教挽得、幽夢回，

山風草露、相伴隨。

（封三娘看見門邊的一包東西。撿起）

封三娘：公子，你為什麼不肯見三娘一面？

英　哥：三娘，外頭風大，快進來。（將三娘扶入）

男　狐：（唱）（看著三娘的背影）

任他憾恨、又幾重，

都把思念、俱隨風。

隨風飛入、天地中，

來生有時、會相逢。

 （白） 別了、三娘，我願來生與妳一同，妳做個人，我便做個人；妳做白狐，

我也與妳做白狐。到那時、若還能相逢，我是再也不與妳分開。

（男狐下）

封　母： （接過封三娘手上的包包，打開）這是老山人參呀。誰把這樣貴重的東西扔在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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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門口？

封三娘：（傷心的）是公子，是公子留與我的。

封　母： 胡說，怎麼會是那個妖怪？我把這參拿去問問大夫，若當真是老山人參就給燉

了、讓妳補補身子。

（封母下）

英　哥：三娘，歇著吧。

封三娘： 放了我吧。英哥，求你放了我。我要到山裡去。這回我不怕了，不管公子是什麼

模樣，我都不會怕了。

英　哥：站都站不穩了，還想到山裡去麼。

封三娘：見不到公子，我也不想活了。

英　哥：他、他是妖怪啊。

封三娘：我怎麼說也是多餘的了。英哥，求你不要攔我。

英　哥：（下定決心說出）難道我就比不得那個妖怪麼？

封三娘：（沉默片刻、悲傷的）我若是死了，來世也就投生做個白狐了吧。

（中場休息）

第四幕

場景：迷濛空間

（燈光微亮偏暗，石頭精與男狐已在場上。男狐情緒低落，倒在石頭精的懷中）

石頭精：（唱）歲華悠悠、任流逝，

憑誰問、洗不淨、一個情字。

（白）怎麼……把個好生生的折騰的如此呢。

男　狐： 那一夜我扔下老山人參打算就此離開青石山，身子是走了，神魂卻是無時無刻不

想著回去、回去看她一眼。大姐，我捱得牙根都酸楚了，什麼都不想要了……

石頭精： （摸著男狐的頭髮）不如……我替你封印了吧。（低聲）就封印在這一彎新月之

中……

（唱）一彎新月、埋往事，

從此天涯地角、兩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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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漸暗）

場景：元宵燈會。男狐與封三娘分別後又過了一百年

 （遊人仕女上。其中包括黃父黃母。黃父黃母看了一點表演後，黃母看著也娜，充滿

著疑惑的神情。兩人下）

眾遊人：（唱）良宵好夜、燈華舞，

流光乍洩、辰星疏。

（少女也娜上）

也　娜：（唱）嫦娥應在、廣寒妒，

銀河鋪成、人間路。

（白）好熱鬧的元宵燈會，京城果然是不同凡響。（對後台）姨，快來呀～

（女狐上，與也娜手挽著手）

女　狐：（唱）銀花火樹、十里栽，

何須東風、連夜開。

（白）是啊，真真的熱鬧呀。

也　娜： （左右環顧）在這兒做生意是再好不過了。（對後台）我跟姨在這兒呢，快來

呀。

（眾妖怪配合下面的唱段，假扮成雜技團的成員，以精彩熱鬧的方式出場）

眾妖怪：（幕後）來了！

也　娜：（吆喝）要看雜技的客倌快來呀～

眾　妖、也　娜：

（唱）來、來、來呀來呀來，

京城的客倌、看過來。

西域一等的、掛頭牌，

包君滿意、眼界開。

老把戲、你就該淘汰，

看看咱們的、真精彩。

樂咍咍呀、樂咍咍，

樣樣容易、樣樣來。

（白）嘻嘻嘻，因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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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咱們是、石頭精、黃鼠狼、還有兩個的、蝦蟆怪，

任誰來呀、任誰來、也呀嘛也難猜。

（遊人仕女給完賞錢。下。眾妖怪或站或坐，歇息）

也　娜：累了麼。歇息一會兒吧。（拿出水壺）來，喝水。

石頭精：小也娜今兒個看起來挺開心，喜歡京城嗎。

也　娜：姨，妳看嘛，我都十八歲了，大姐還是要喊我小也娜。

石頭精：欸，沒大沒小，妳的姨喊我大姐，妳也跟著喊大姐。

黃鼠狼： 也娜打小就跟晶晶親，晶晶怎麼喊咱們，她也就怎麼喊咱們。大姐妳還不習慣

啊。（感嘆）時間過的真快，一轉眼也娜就十八歲了。

也　娜：大哥該不會又要說，我可以嫁了吧。哼，我才不嫁。像這樣自由自在的多好。

（黃母上，黃父在後）

黃　父：夫人走慢些、走慢些，妳要上哪兒去啊。

黃　母：（看著也娜）老爺，你看她的模樣……可是與我們女兒相似？

黃　父：（看了看）回去吧。

黃　母：不像麼？

黃　父：這麼些年裡，老是在街上亂認女兒，每一回都說像，可有哪一回是梨花呢？

黃　母：這一個不同，老爺你仔細瞧瞧。

黃　父：（揮一揮手）不是的、不是的。

（黃母見黃父不理，便走向也娜）

黃鼠狼：不嫁就留下來陪咱們遊遍天下。

也　娜：好啊，我最喜歡跟著大傢伙兒四處遊玩了。

黃　母：梨花！（也娜嚇了一跳）當真是娘的梨花！

（唱）忙取繡帕、拭珠淚，

怕淚眼、迷濛了、好夢難追回。

眾妖怪：（唱）面面相覷、無言對，

梨花一聲、似驚雷。

也　娜：夫人認錯了。我不是什麼梨花。

黃　母：我不會認錯的。妳是我十五年前在元宵燈會走失的小女兒梨花。

也　娜： 夫人當真認錯了，我名喚也娜，自幼在西域大漠生長，這還是我頭一回進京來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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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母：妳的服飾雖是西域女子，卻是漢人的形貌，還生的與我女兒十分相似。

也　娜： 我爹娘乃是去至西域行商的漢人，商旅途中，不幸遭逢劫難雙雙謝世。是爹娘在

西域結交的朋友將我撫養成人。（轉頭對晶晶說）姨，妳來向這位夫人說了，我

不是她的女兒。

女　狐：（唱）彷彿見、離別滋味，

剎一時、神魂難歸。

（白）（閃神）是呀是呀，西域來的。

也　娜：（低聲）姨，妳怎麼了嘛。

黃鼠狼： （鎮定）呃，夫人當真認錯了。也娜與我們都是西域來的，進京城看熱鬧、順便

做些雜耍的小生意。

（黃母還想再說，被黃父制止）

黃　父： 對不住、對不住，拙荊莽撞，攪了大夥的生意。唉，可憐她痛失愛女、思女成

傷，故而將這姑娘錯認為女兒……

黃鼠狼：不要緊的。

黃　父：攪擾了。

黃　母：我們就住在東市不遠之處，鄰近有座道觀的便是。若是——（被打斷）

黃　父：好了好了。

（黃父拉走黃母。兩人下）

蝦蟆甲：呼。這可真奇了，十五年沒進京城來，一進京城就遇上——（被打斷）

黃鼠狼：（打眼色）遇上什麼？

蝦蟆甲：沒、沒什麼。

也　娜：（覺得奇怪）大哥方才與二哥使了什麼眼色？

黃鼠狼： 哪有使什麼眼色。（看晶晶神色有異）一日辛苦，也該回客棧歇息了。也娜妳瞧

晶晶都累了。

女　狐：（低聲）我想還是該將那對夫婦喚回。

黃鼠狼：回去再說。 

（眾人下）

場景：客棧

（燈光微亮。眾妖怪睡眼惺忪上）

黃鼠狼：半夜不睡覺，開什麼會啊。

蝦蟆甲：睡得正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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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狐：半夜將大夥兒喚醒，是為了也娜的事。

石頭精：晶晶想把也娜還了回去。

蝦蟆乙：也娜跟著咱們十五年，早就是一家人了。

黃鼠狼： 我說晶晶，妳何必沒事找事做呢。這事情在街上不就解決了麼。真怕個什麼，大

不了明日就收拾包袱回西域去。

女　狐：我心裡難免不安。

黃鼠狼：有什麼好不安，妳瞧這個無血無情的石頭精（指著大姐）妳讓她說說看法。

石頭精：聚散離合無非因緣際會，順應便是了。

蝦蟆乙：十五年前咱們會在街上瞧見一個落單的小女孩，就是也娜跟咱們有緣。

黃鼠狼： 我到現在還記得，也娜用她胖嘟嘟的小手，突然的扯住晶晶的裙腳，口中咿唔咿

唔的不知說些什麼、就是不讓晶晶走。那模樣真是可愛。

蝦蟆甲：真要說起來，可不是咱們抱走也娜，是她要跟著咱們走的。

蝦蟆乙：咱們也沒打算霸佔也娜，還不是抱著她在街上轉了好幾圈，就是不見她的爹娘。

女　狐： 也娜一日日的大了，我想著她往後的日子也不是一日兩日的了。說不上為了什

麼，打從今晚也娜的爹娘出現，我夫君的事便在心中盤旋不去。一百多年了，許

久未曾想起，為何今日又牽掛心頭……（嘆氣）我只怕會像從前那樣連累也娜。

黃鼠狼： 說起這件事，晶晶妳也太見外了，怎麼沒想著早點來找咱們這群老朋友呢。

蝦蟆甲： 是啊、當初咱們要離開青石山，妳說山裡有個實在的小夥子，就不跟著咱們出來

了。大哥那時著實的傷心了好一陣子。

黃鼠狼： （捏一下蝦蟆甲）咱們還以為妳過的可開心了，要不怎麼會百來年音訊全無呢。

那些年妳一個人在山裡做什麼啊。

女　狐：（唱）猶記風掠、幽林道，

韶華暗落、枝頭稍。

夜色難掩、春意鬧，

是何人、何處裡、低語訴良宵？

（白）好似有個身影……（想）

石頭精：（淡淡的）過往的事還提他做甚。在山裡不就是修行麼。

女　狐 ：還是一句人妖有別，她肯跟著我們，他人不見得肯讓她跟著，何況那又是她親生

的爹娘。她該要回到她的族類之中，該要嚐盡人間的種種情味、看遍人生的各色風

光，不是這樣跟著咱們廝混。

黃鼠狼：我不說了嘛，她早晚要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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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娜上）

也　娜：又在說什麼嫁人不嫁人的。

女　狐：怎麼起來了？

也　娜：姨沒陪我睡，我睡不著。

女　狐：都幾歲了，還這樣黏著姨。將來要是姨不在了又當如何？

也　娜：姨到哪兒、我就到哪兒，一輩子都跟姨在一起。

女　狐：說什麼孩子話。來，姨有話跟妳說。

（女狐把也娜拉到舞台稍後的地方，對她說了實情，石頭精隨去）

眾男妖：（唱）沒奈何呀、沒奈何，河水洋洋、唉呀唉呀、捨不得。

捨不得呀、捨不得，北流括括、唉呀唉呀、也得捨。

嬉鬧人間、多歡樂，曉星夜月、任高歌。

風來直上、雲間臥，皮筏渡河、轉隨波。

看盡紅塵、千萬色，色色原來、是離合。

是離合呀、是離合，淚眼婆娑、沒奈何。

（這段唱不要太歡樂，因為女狐正在對也娜說實情）

也　娜：我管他們是什麼人，我不要回去。姨，妳別扔下我。

女　狐： 妳知道咱們與妳不同，妳還是回到親生的爹娘那兒，過一個人類女子該過的日

子。

也　娜：我喜歡這樣、什麼也沒少過，又為什麼要過人類女子該過的日子？

女　狐：也娜，聽話。

也　娜： 不要不要不要。（拉住女狐）姨別想偷偷的跑了。（對眾妖）你們的心思我知

道，誰要是偷偷的扔下我，我會恨你們一輩子。

女　狐： 傻孩子，動不動就說一輩子，一輩子有多長，妳知道麼。該一輩子的事也都讓一

輩子給消磨掉了。

也　娜：姨說的我不懂，反正姨捨不得我的。天底下誰都捨得我，只有姨捨不得。

（也娜與女狐先下）

黃鼠狼： 既然晶晶這樣堅持，我也沒什麼意見。只不過依也娜的性子，要如何說服她回

去？

蝦蟆甲：也娜說的這招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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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鼠狼：哪一招？

蝦蟆甲：偷偷的扔下她。

蝦蟆乙：當真要撇下也娜麼。

石頭精：不是撇下也娜，是將她還與她的爹娘。

黃鼠狼：大姐，妳也贊同啊。

石頭精：既然她的爹娘出現，將她歸還也是理所當然。

黃鼠狼： 我就說大姐怎麼會有自己的想法，原來還是看人家的爹娘會不會出現。老二、老

三，那就送封信至也娜的生身父母之處，讓他們天亮來將女兒領回吧。大姐說的

緣分已盡，是時候了。（頓）只是晶晶……說要放手的是她、只怕到頭來放不下

的也是她。 

（眾妖下。天亮，也娜上。發現大家都走了）

幕後女：（唱）曉日雞鳴、破空樓，

故人盡去、獨自留。

也　娜：（白）當真的撇下我了……

（黃母上）

黃　母：梨花，娘來帶你回去了。

幕後女：（唱）一別十五、春與秋，

人在家鄉、有鄉愁。

（黃母、也娜下）

（場景轉換間，女狐上，彷彿看著也娜走進黃家的看著後舞台。石頭精上）

石頭精：回去吧。

女　狐： 我不能放心。大姐，我想在這兒看著，直到也娜……（突然說不下去）直到也

娜……

石頭精：直到也娜忘卻妳也忘卻我麼？

（燈暗。女狐與石頭精下）

場景：黃家‧閨房

（也娜坐在窗邊，發呆。黃母上，帶著一些布匹）

黃　母：梨花，看娘帶什麼給妳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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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娜不答）

黃　母： 妳瞧，挑了好幾色的布料。妳大了、娘不曉得妳喜歡什麼樣的。可小時候妳只要

穿上這款素月淡映、如雪六出的布料做成的衣裳就特別歡喜。梨花，來看看嘛。

（也娜頭也不回的沈默）還不想看哪，不妨，娘先擱在這裡。

也　娜：夫人。

黃　母：怎麼……（想哭，勉強忍住）怎麼還喚我夫人呢。

也　娜：我想回去了。

黃　母：回去？

也　娜： 當日隨夫人來至此處，乃因遭逢驟然拋撇，只覺舉目無親、無處可去了。這些個

日子我想過，就是我孤身一人，要回到西域，也不是辦不到的事。（這時才看著

黃母，站起來）多謝夫人連日來的照顧，也娜要回去了。

黃　母：（唱）（幽幽的）

一聲娘親、也難求，

含悲暫把、清淚收。

只道生小、別日久，

忘卻母女、情篤厚。

誰想她、「舉目無親」、脫出口，

再難掩、珠淚滾滾流。

（黃母別過身去，想直接的離開。也娜有點嚇到）

也　娜：（往前走了一兩步）夫人？

黃　母： （臨去前停步）我待妳不好麼？ （也娜一時語塞，黃母又勉強擠出笑容）無有

什麼，妳坐吧、坐吧。

（黃母到門外）

（女狐上，石頭精在後）

也　娜：（唱）見她驀然、神色改，

我亦是、倏地難忍、悲從中來。

（看一看房中）

紅綾冰綃、任排開，

翠翹金雀、遍妝臺。

她待我、樁樁件件、都關愛，

哀樂喜怒、掛心懷。

奈何我、身雖在此、心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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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目所及、遍地哀。

（白）（委屈的）我就不信他們能這樣狠心的撇下我。

（女狐要進去，石頭精拉住她）

石頭精：就別進去了。

女　狐： 也娜她瞧不見我的，我只要看著她，絕不打攪。（石頭精仍不放開）大姐，放了

我吧。

（石頭精無奈的下。女狐進屋）

女　狐：（唱）華服不堪、掩重愁，

歛眉嘆息、聲不休。

（女狐手背非常靠近也娜的臉頰，想摸撫的感覺）

也　娜： （白）（突然感覺到女狐進屋）姨，是妳麼？是妳來了麼？別躲著我啊。姨就這

樣一句話也不說的不要也娜了麼。

女　狐：（唱）不曾見她、恁消瘦，

可知我、輾轉難眠、一樣心憂？

（白）我知曉也娜將姨當做娘親，可那位夫人才是妳的親生娘親，這個家裡的

都是妳的親人，他們會好好的待妳，妳要好好的過妳的日子，姨走了。

也　娜： 別走啊。（女狐不出聲）就算姨現下走了，我也不會死心，三年、五年、十年，

就算走遍天下，我也要尋回姨、尋回兄姐。

（也娜房間區域燈暗，黃父、黃母上，在房門外）

黃　母：老爺，您……您說什麼？

黃　父： （興高采烈）咱們的女兒要出嫁了。（看黃母發怔）夫人忘懷了麼，十九年前曾

與我結拜兄弟說定的指腹為婚啊。梨花丟失之後，這樁婚事我是不敢指望的，可

如今梨花尋回來了，人家那裡得知消息，說這幾日就要登門拜訪，一為敘舊、一

為提親。這難得啊，難得我那兄弟升了官還不忘往日故交。

黃　母：可我與女兒相聚的時日——（被打斷）

黃　父：既是拜把的兄弟，兩家自然要殷勤往來。梨花的年歲也不小了不是麼。

黃　母： 老爺，不能緩緩麼？梨花連家裡都還未曾熟悉，就這樣倉促要她去做人家的媳

婦，我怕她不慣哪。

黃　父： 欸，夫人說什麼慣不慣的，哪一個出嫁的女子慣得的？想當年夫人還不是背著人

後哭了好些的時日，久了就慣了。

黃　母：女兒回來也不過數日，老爺怎麼忍心呢。我還沒有疼夠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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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父： 疼也有許多的疼法，夫人要疼，不免妝奩加倍就是。

（黃父推門）

黃　父：啊、女兒。喜事呀喜事。過幾日妳的未婚夫婿就來了，等著做新嫁娘吧。

也　娜：（唱）已然不解、孺慕情，

雪上加霜、恨又生。

若是姻緣、就此定，

從此大漠、夢中影。

（白）我不要。

黃　父： 什麼不要，喔，女孩兒家耍耍小脾氣是難免的，夫人妳瞧，梨花生氣的模樣還是

挺可愛的。

也　娜：我說了我不要，聽不懂麼。

黃　父：（開始不高興）這是對爹說話的態度麼。

也　娜：我不是梨花，你是什麼人，憑什麼替我安排？

黃　父： 不知感恩的野丫頭，今日能訂下這門親事，全仗著妳是我黃某的女兒，憑妳一個

在街頭之上——（被打斷）

黃　母：老爺，不要說了。

黃　父： 嫌難聽妳就不要聽。當初都是妳，我要妳別把梨花帶去燈會，妳偏要，弄得我好

端端一個大家閨秀的女兒，成了個衝州撞府的賣藝女子。別不知好歹，憑妳一個

在街頭之上，跟著一群下九流的貨色成日價廝混的丫頭，有什麼資格嫁到這樣的

人家。

也　娜：我不許你污辱我的親人。

黃　父：住口！妳是我的女兒，不准妳與那些貨色攀親帶故！

也　娜：不許你這樣說，放我回去！（氣急敗壞，把茶杯扔過去）

（黃父閃開）

黃　父：好啊！逆子，連親爹都敢打！（打也娜，也娜跌倒撞到頭，額頭流血）

黃　母：梨花！梨花流血了，來人哪，快來人哪。

（燈暗）

第五幕

場景：女狐的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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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狐上。穿著封三娘衣裳、戴著面具的女子在男狐身後出現）

面　具：公子、公子。

男　狐：（轉身，明明很高興又要裝的不經意）是妳呀，怎麼來了。

面　具：那日公子說了要來看我，卻又不來。我只得入了山林探訪公子。

男　狐：往後還是別來了吧。

面　具： （笑聲）公子每每嘴上如是說，可心裡卻不這麼想。（靠在男狐懷中）我知曉，

公子什麼人都放得下，獨獨放不下一人。

（男狐、面具下）

場景：客棧

（女狐上）

女　狐：（唱）有人一笑、坐生春，

偎盡無限、溫柔身。

（石頭精上）

石頭精：怎麼了，為何這等神色？

女　狐： 連日夢寐之間，見一女子、面貌不清，口稱「公子」、對我含笑而來。雖是夢

境，卻又歷歷在目。

石頭精：（唱）但只一日、封印存，

不該無端、返夢魂。

（白）無事的。料想是妳為也娜之事操煩，故而夜間多夢，就別放在心上了。

女　狐： 不知也娜近日如何？與咱們過日子久了，她竟能覺察我身上的妖氛，雖是每日思

念，也不敢再打擾於她。（突然想起）大姐，大哥他們都到哪兒去了？

石頭精： 依舊在街上做些生意，他們生性喜愛熱鬧，一日閒不下來，也就藉此打發思念。

（頓）我聽妳說了也娜之事，便吩咐他們切記不可私下探望也娜，免得也娜知道

咱們放不下她，益發不肯待在黃家。

女　狐： 如此，我便放心。那日也娜還說了，不管多久歲月、她都要找到咱們，我只怕依

她的性子，是當真的了。記得她小的時候，有一回上樹摘取鳥巢，卻被回巢母鳥

啄了一口，跌下樹來，幸而我就在旁照料，不曾跌傷。原想她再是不敢，誰知往

後還是依舊調皮……（覺得疑惑）大姐，我究竟是怎麼了？那個從樹上跌下的不

是也娜……好似是另一個小女孩……

石頭精：（安慰的）興許也是妳夢中之事。不必多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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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鼠狼、蝦蟆甲、蝦蟆乙上）

黃鼠狼：大姐、晶晶，好消息、好消息。

蝦蟆甲：妳們知道咱們今兒個在街上做生意遇著誰啦？

蝦蟆乙：那位夫人竟找上門來。

女　狐：哪位夫人？

黃鼠狼：還有哪位夫人，也娜的娘親哪。

蝦蟆甲： 大哥可高興了，直說這樣晶晶就不會再難過了。（黃鼠狼捏一下蝦蟆甲）幹嘛老

捏我啊，我說的都是實話啊。

黃鼠狼：那位夫人說了要咱們把也娜帶回。

蝦蟆乙：說是為了婚事與那位老爺吵了起來，還受了點皮肉傷。

女　狐：也娜歸家不過一月，怎麼就來了個婚事。

黃鼠狼： 夫人說婚事不是她能做主的。只是見女兒日益消沈，心中不捨，又想起當日在大

街之上、也娜神彩飛揚、不羈如風，只怕她做不慣這樣人家的媳婦，終身抑鬱。

橫豎女兒是留不在身旁了，不如就當做不曾相認。

蝦蟆乙：夫人留下了時辰地點，要咱們接回也娜。

黃鼠狼： 晶晶，這是也娜的娘親親口所允，連咱們是誰我都說了，她雖是驚訝、還是要將

女兒交與咱們，妳不會再說什麼人妖有別吧。（溫柔的）就算有個什麼，我保證

只要有我在，決不會再有當年孤掌難鳴、保不了妳夫君的憾事。妳呀、就別再鑽

牛角尖了。

女　狐：真的可以把也娜留在身邊麼。

黃鼠狼：是啊，一直的留到她看中什麼小夥子、不要咱們為止。

場景：黃家‧閨房

（也娜在場上坐著，黃母帶點心上）

黃　母： 這些日子，雖然妳吃的不多、娘還是每日盡量的為妳做菜。明日妳就要成親了，

卻還有許多的菜餚未能做與妳吃呢。

也　娜：我知曉您待我是真心的，您能放了我麼。

黃　母： 娘是無奈的，妳也看見了，他的話娘只能聽。（沈默片刻）來，嚐嚐看，十五年

前娘最後為妳做的，就是這填了白豆沙餡的元寶酥。嚐嚐看……

（也娜吃了一口）

也　娜：（唱）這滋味、沙腴酥糯、在口中，

清甜噀人、曾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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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道是、兒時記憶、已朦朧，

原來猶有、豆香濃。

黃　母： （白）好吃麼。（也娜點點頭）娘替妳梳頭吧，梳了頭、換了衣裳，就帶妳去看

燈會……一切都會回到十五年前。

也　娜：您是說——（黃母示意也娜低聲）

黃　母： （低聲）明日上了花轎，不論發生什麼，都不要回頭，娘會當做妳十五年前就離

開娘親……（拿起梳子梳頭）

（唱）手把桃梳、攏烏雲，

攏得數載、思念痕。

原想妳、該是梨花、一枝春，

冷香共月、自出塵。

而今出落、多繽紛，

好一似、山南水北、在一身。

（白）（難過）娘的女兒，真是好看……

也　娜： 您為何不早說，若是說了，我又怎麼會屢屢辜負您的好意呢……娘親，兒的娘

親……（撲）

黃　母： 不要緊的，娘做夢也不曾想到還能再為妳做這麼多的事，就當做了一場好夢，足

夠了。還有幾個時辰，與娘說說大漠的事好麼……

（也娜點點頭）

幕後女：（唱）別後春秋、幾多許，

往事只得、漫說與。

驚訴西域、風暴鉅，

低吟邊塞、陽關曲。

展眼金烏、照樑宇，

心知永別、情依依。

（燈漸暗）

黃　母：（低聲的、握著也娜的手）天亮了，去吧、去吧。

場景：黃家．門口

 （在以下的唱段中，由妖怪們改裝的媒婆與轎夫上，先待在後舞台。黃父、黃母、家

丁婢女圍著也娜上）

眾家丁：（唱）小姐小姐、好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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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貼花鈿、步搖釵。

一去京城、十五載，

歸來月餘、配俊才。

姻緣諧呀、姻緣諧，

老爺夫人、笑開懷。

姻緣諧呀、姻緣諧，

小姐愁容、長不開。

家　丁：（白）新娘子上轎囉！

（女狐假扮媒婆，伸手扶也娜）

女　狐：來來來、新娘子扶好咧，上轎囉。（低聲）丫頭，認得我麼。

也　娜：（低聲）姨，妳還是來接我了。

女　狐： （對也娜）是呀，姨就是捨不下妳這個野丫頭。（以媒婆的身份）新娘子當心

囉。

（女狐一把將也娜往其他妖怪那邊甩過去，也娜揭開蓋頭）

家　丁：喂！妳做什麼，花轎在這兒哪。

黃鼠狼：是啊、花轎在這兒啊～

黃　父：怎麼掀起蓋頭來了，快蓋上！

也　娜：喂！老頭，我要去了，愛嫁你就自個兒去嫁。（把蓋頭扔在地上）

黃　父：是那幫街頭賣藝之人。竟敢在我的地盤上撒野，來人啊，給我動手搶！

（家丁們要上前搶新娘）

（其他的妖怪開始露出真面目，戲弄家丁們）

眾　妖：（唱）反手捲起、黑風煞，

白日當空、掃飛沙。

滿腹幽怨、無處撒，

前頭幾個、大傻瓜。

大傻瓜呀、大傻瓜，

看爺爺、瞧奶奶、嚇得你們、叫爹又叫媽。

我這裡、轉青面、吐獠牙，

我這裡、變羅剎、化夜叉。

眾家丁：（白）妖怪、是妖怪呀！

（除了被眾妖怪纏住的家丁，黃父、婢女等人都下。黃母留著）



趙雪君　　狐仙故事 237

眾　妖：（唱）這邊扯來、那邊兒拉，

那邊倒來、這邊兒趴。

淅淅瀝瀝、屁又滾、尿又撒，

唉唉唧唧、活像個、吃奶的小娃娃。

乒乒乓乓、渾身他就、散呀散了架，

嘻嘻嗄嗄、好一番的、通筋暢骨、笑呀笑哈哈。

女　狐：（白）咱們走啦。

（黃母含淚微笑對著也娜揮手，也娜也點了點頭）

也　娜：娘，女兒走了，您自己要保重。

眾　妖：（唱）牽上了也娜、咱們就、得兒哩、得兒哩的回頭走，

走呀、走呀、走到那個、天盡頭。

人間擾擾、千歲憂，

不如歸去、隱深幽、隱呀隱深幽。

（也娜與眾妖下，黃母下）

第六幕

場景：女狐的夢境

（男狐上）

男　狐：（遠望）今日、是來與不來……

（面具上）

男　狐：妳來了呀。

面　具：（笑）可知我最愛聽公子說的哪一句話？

男　狐：我猜不著。

面　具：便是這句「妳來了呀」，為了它，就是日日辛勞上山，我也是樂意的。

男　狐：（嘆氣）我怕的是到頭來、總是要連累妳。

面　具：不會的、不會的……

（面具邊說「不會的」邊飄走）

男　狐：且慢、妳要往哪裡去？

（男狐想抓住面具，卻屢屢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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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娜上，看見正在追逐面具的男狐）

也　娜：（唱）驀然一瞥、驚回首，

何處玉人、映星眸。

衣袂縹緲、風滿袖，

不由得、腳蹤兒隨他、探根由。

 （男狐追著面具，也娜追著男狐。面具下，也娜追上男狐，拉住他的衣袖。在以下唱

段三、四句左右，女狐上，男狐、女狐與也娜共舞）

也　娜：（唱）美哉一少年，

同心共攜手、歌嘯山林間。

並雙肩、意繾綣，

幽谷清溪、步蜿蜒。

琴轉調、瑟調弦，

露滴牡丹、鴛鴦眠。

（男狐下，舞台上只剩下女狐與也娜）

（情緒轉為疑惑）

美哉一少年，

生生恰似、姨容顏。

（白）（驚訝的）姨！

女　狐：（驚訝的）三娘！

（燈暗。而後燈緩緩的亮）

場景：西域的家

（女狐與也娜分立左右）

女　狐：原來夢中那名女子名喚三娘，為何她的容貌（看著也娜）……

也　娜：夢中的公子為何面貌與姨如此相似……

也　娜、女　狐：

（合）且移步、細端詳，

可有別色、風姿藏。

女　狐：（唱）雙眉柳葉長，

也　娜：（唱）朱粉點容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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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狐：（唱）還似兒時、目清朗，

也　娜：（唱）猶見往日、氣含芳。

也　娜、女　狐：

（合）這可喜龐兒、端端的的、舊時樣，

女　狐：（同）緣何夢中稱三娘。

也　娜：　　　緣何夢中是兒郎。

也　娜： （白）姨，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是一處平生未曾去過的山林，我與個翩翩公子一

同閒步山林、而後、而後（想到夢境、害羞）～嗯，就醒了。（頓）那夢中的公

子，竟與姨面目相同。

（女狐盯著也娜的臉，看著她額首的傷痕）

女　狐：妳額首的傷痕，竟好似一彎新月。

（女狐伸手去摸傷痕，也娜握住女狐的手，而後依偎到女狐懷中）

也　娜：（唱）只疑此身、在夢鄉，

翩翩公子、情意長。

（白）公子……

（女狐以為自己是男狐似的，將手搭在也娜身上，而後想起往事）

女　狐：（唱）霎時大漠、沙暴狂，

傾刻滿山、遍火光。

半生匆匆、逐潮浪，

吞噬翻撲、難承當。

前塵今朝、相疊映……（驚）

眼前竟是、封三娘！

（白）（推開也娜）大姐、大姐、大姐快來！

（石頭精上）

石頭精：晶晶，怎麼了。

女　狐：（指著也娜，撲在大姐懷裡）帶我走、快帶我走。

石頭精：（凝視著也娜，驚訝）原來這一彎新月竟在此處！

（石頭精扶女狐下。留下也娜，不知發生什麼事情的摸著額頭的傷痕）

場景：女狐的房間

（女狐呈現第四幕開始，男狐倒在石頭精懷中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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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精： 我將妳與封三娘的所有過往，盡皆封印於她額首的一彎新月。原以為只要避了額

首留有新月胎記之人，便不會想起。（頓）誰知也娜便是三娘，這一彎新月不是

胎記、竟是另一道傷痕。

女　狐： 我捱的好苦，已然從青石山逃到了西域，如今又該往哪裡逃去？大姐，我該怎麼

辦？

石頭精：（摸著女狐的頭髮）回去吧。

女　狐：回到哪兒去？

石頭精：回到也娜的身邊。

（也娜上，敲門）

也　娜：姨？妳睡了麼。

（石頭精要去開門，女狐拉住石頭精，搖頭）

也　娜：（唱）夤夜獨立、西窗下，

無盡落寞、撩亂飛。

重阻猶如、黃河水，

相隔不過、柴門扉。

那一日、彷彿山崩、水又潰，

她剎時驚惶、人傾頹。

無端眼底、都是悲，

莫不是、我錯出言語、引動傷懷、舊事回？

（也娜敲門）

也　娜：我知道姨還醒著……

石頭精：這門又能關多久呢。

女　狐： （無措的）妳要我回到也娜身旁，可現下立在門外的是誰？是也娜麼？還是（稍

微遲疑）……三娘？我又該如何待她？

（唱）她是我、一世的掛懷、心願卻難遂，

又是我、捧在心頭的孩兒、生小相依偎。

石頭精：（唱）一路行來、多顛沛，

莫教初衷、磨成灰。

（白）（溫柔的）妳可還記得待她的初衷麼。

女　狐：我的初衷……

（唱）不過是、要三娘、春華綻芳菲，

莫如夫君、早折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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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娜、嚐遍人間、情滋味，

臨了方能、嘆無悔。

（白） 那一夜離開青石山，三娘是好、是不好，我已然不得知曉。送了也娜回

去，可也娜的娘親又將她交與了咱們，我的初衷如是、卻始終不知做的

如何。（頓）如今三娘又回到我的身旁……

石頭精：妳眼底見到的都是三娘。可我說的是也娜呀。

女　狐：（疑惑的）她不就是三娘麼。

石頭精： 也娜飲過孟婆湯，記不得了，記不得的又怎麼會是呢。她的夢境，不過是封印殘

留的最後一縷蹤跡，從前種種只有妳記得了。

女　狐：……（不肯相信又怕這是真的，略微悲戚的）我不信。

石頭精：（指著門後）去吧。

（石頭精下）

（女狐開門，看著也娜）

也　娜：姨幾個日夜都不肯開門，我好怕姨是不是惱著我什麼。

（女狐背過身去，就像先前男狐要對封三娘說心裡話的時候，多半是背過身去說）

女　狐：那一日妳言道得了一夢，夢中有個公子，面貌與我相似是麼？

也　娜： （漫不經心的輕輕滑過）此時再看、卻是不像了。（也娜的重點在這句：）姨，

是不是我說錯了什麼，惹得妳傷心？

女　狐：不像了麼？

也　娜：這些日我吃不下、睡不穩，只為姨關上了這扇門。究竟是怎麼了嘛。

女　狐：若是、我便是妳夢中的公子，妳……可也如何做想？（看著也娜）

也　娜：（唱）無限迷濛、映秋水，

倒教我、一時難解、這滋味。

幽夢一縷、曾如醉，

去似朝雲、何須追？

（白） 不過是夢中之人、夢中之事，為何姨頻頻追問？莫非姨惱我的、便是這

夢麼？

女　狐：不過是夢中之人、夢中之事麼……

（唱）（一點苦笑）

彩雲易散、琉璃脆，

又為什麼、天涯地角、總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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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千言、有萬語、也做無言對。

好一似、落花風雨、自低迴。

（白） （彷彿說給自己聽似的）沒事了，傻丫頭，姨怎麼會惱妳呢。這些日子

不關妳的事，是姨為了從前的往事煩心，都過去了……沒事了……

也　娜：（點頭）嗯。

（燈漸暗）

幕後女：（唱）寂天寞地、轉星斗，

輕舟一葉、泛洪流。

知否、知否？

冉冉物華、一時休。

場景：也娜的房間╱外面。時間已經是許多年後。

 （依然年輕的女狐一人坐在妝臺前發愣。年華老去的也娜上，彷彿是多年的習慣，女

狐起身讓也娜坐下，拿起梳子替她梳頭。女狐突然停下了手。片刻沈默之後——）

也　娜：（知道女狐為何停手，坦然面對的）我的白髮、是一日多過一日了吧。

女　狐：（回神，掩飾方才的心情、繼續動作）說什麼呢。

也　娜：（微笑）姨知道的啊。（頓）也不過就是生老病死。

女　狐：（逃避的）妳這丫頭胡說什麼，還早得很。

也　娜： （噗哧一笑）丫頭。我這個老丫頭還喚妳「姨」呢。幸而無有旁人在此，否則定

要取笑於我。

女　狐：妳的性子、哪裡在乎什麼旁人？

也　娜： 當年姨與大姐、大哥們一直要我回去生身父母身旁，回到西域之後，又好幾回的

要我看什麼小夥子。看到個丫頭都變成大嬸，還是賴在大夥身旁最開懷。（頓）

這一生我過的十分愜意，了無遺憾了。這啊、都是因為姨一直在身旁陪伴我。

女　狐：不要這樣說話，什麼「這一生」、「那一世」的，姨聽不慣。

也　娜： ……我沒給姨惹麻煩吧。（頓，看著窗外似的）大哥他們出去遊歷的時間越來越

長了。（沈默片刻，垂首低聲的）他們大可不必如此的……（是說不必為她去冒

險）

女　狐：不必什麼？

也　娜： （抬頭）前生與今世，姨看得清麼？（女狐搖頭）那來生就不會拖累姨在我身旁

守著了。（平靜的微笑）來生我也學姨做個白狐。只不過我是什麼也記不得，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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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擔心著姨要牽掛。

女　狐：胡扯些什麼、怎麼又扯到來生……

（黃鼠狼、蝦蟆甲、蝦蟆乙上，到前舞台的部份）

黃鼠狼：晶晶，咱們回來了。晶晶？

女　狐：大哥她們回來了，我去看看，等會兒就過來。

也　娜：（還想再說些什麼）姨。

女　狐：我去去就回來。

也　娜：嗯。

（女狐到前舞台的部份。也娜悄悄地離開妝臺，走下。快下時，還回首看著妖怪們）

女　狐：怎麼樣，打聽得如何了？

黃鼠狼： 走了這麼多回，這一回總算有了消息，不周山有一名為「迴夢」的仙草，服下之

後可以返老還童、延年益壽一千載。

女　狐：不周山……

蝦蟆甲：只是這不周山自古以來是有去無回的多。

女　狐：我去吧。你們留在這兒陪伴也娜。

黃鼠狼：我也去。

蝦蟆甲：我只說危險，可沒說不去啊。

蝦蟆乙：兄弟們到哪，我就到哪。

女　狐：大哥、二哥、三哥，晶晶不能連累你們。

黃鼠狼：說什麼連累呢。只是這事千萬別讓也娜知道。

蝦蟆甲：也娜不見了！

女　狐：怎麼會不見了，方才不是還在房中麼。

黃鼠狼：快到附近找找。

（眾妖四處尋找，女狐哭泣，黃鼠狼安慰她）

（燈暗）

場景：山林之間的小木屋

（第一幕開頭出現過的樵夫上，把竹簍放在屋內，而後到小木屋前整理柴火）

樵　夫：（對著後舞台）婆婆。蔬菜水果擱在屋裡，屋外的柴火也給您整理好咧。

（也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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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娜：多謝小哥。

樵　夫：婆婆，今日還有故事聽麼。您怎麼知道這麼多的妖怪故事啊。

也　娜： 老太婆年紀大了，什麼都聽過一些。今兒個，讓小哥說說吧。老太婆有些累了，

偶爾也想聽人說說。

樵　夫： 我哪比得上婆婆。（想了一下）咱們縹緲村裡也有幾個狐仙故事，有一個就是我

曾曾祖母親身的故事，那一年我曾曾祖母十六歲，在山裡遇見一個男狐仙……

（在以下的唱段中，樵夫做與也娜說故事的模樣，講完之後樵夫跟也娜揮手，下）

男　狐：（唱）（幕後，不要太高亢的腔）

風中漂泊、雨中眠，

上窮碧落、下黃泉。

（上）

重換青衫、改容顏，

都只為、知她心意、但成全。

不要我、取仙草、仙山犯險，

又怕我、死別來日、怎承擔？

遠走他方、不相見，

我卻是、難捨她、孤老獨自、離塵凡。

京城西域、都尋遍，

在何處裡容身、度流年？

（看到也娜）

魂夢冥冥、總相牽，

又來到、當年相愛、山林間。

（也娜想要從椅子中站起來，有點踉蹌）

男　狐：老人家，您無事吧。

也　娜：沒事沒事。

男　狐：您獨自一人在這山中的小木屋，可有人照料於您？

也　娜： （笑）就是不要人照料，才離家出走的。（盯著男狐）小哥可認得這青石山下的

縹緲村，曾有個封三娘？

男　狐：呃，老人家如何知曉？

也　娜： （笑）給我猜著了。（指著遠方）你瞧，那個年輕小夥子，他才對我講了他的曾

曾曾祖母曾在山裡遇見一個男的狐仙，不想我也遇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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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狐： 妳……認得出我麼……認得出我是狐仙麼。（本來想知道也娜是否發現他是女

狐，而後看也娜似乎認不出，才又改說「認得出我是狐仙麼」）

也　娜：（微笑）你的身上有一種我熟悉了一輩子的氣息。

（燈暗。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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