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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即興劇場：歌仔戲「做活戲」的演員
即興表演機制和養成訓練*

林鶴宜**

中文摘要

歌仔戲出身民間，在通俗商業劇場成長，為了適應求新求變的戲劇環境，長

久以來，採用「幕表戲」的運作方式，以減省文字寫作和排練的麻煩，滿足大量

新劇目的需求。歌仔戲即興劇場的運作的方式，無論是編創劇目或即興表演，都

與十六世紀興起的義大利即興喜劇相類，形成有趣的對照。

歌仔戲堪稱當今東方最具代表性的即興劇場藝術之一，而演員「做活戲」則

為其靈魂之所在。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說明歌仔戲演員即興表演的機制和步

驟。分析這一表演機制如何落實和依賴「演員中心」，並逐一說明其主要步驟的

運用，包括：鋪陳戲劇場景、堆疊劇情、落歌等。最後綜合這三者，以實例說明

歌仔戲演員如何將一段「臺數」立體化為一場演出。

第二部分介紹歌仔戲演員即興表演訓練的內涵和方法。首先介紹歌仔戲演員

的學習項目，包括「合零為整」的教育劇目和橋段的技藝內涵，以及「化整為

零」的「腹內」累積。接著分析演員養成訓練的程序，從戲劇環境的耳濡目染、

上臺與開口訓練，到正式的腳色訓練。

總覽歌仔戲演員即興表演機制和養成訓練，本文將略述在此環境下，歌仔戲

「拼貼」表演風格的形成，做為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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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l Improvisation Theater:
Mechanism and Training of Improvisation Actors 
in Taiwanese Opera’s Improvisation Performance

Lin Ho-Yi*

Abstract

Taiwanese opera （ge-zi-xi）originated as part of folk culture and developed as an art 

form in the commercial theater.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ever-changing theatrical 

environment that valued innovation, it long ago adopted a performing style called “scenario＂ 

（mu-biao-xi）to eliminate the trouble of writing and rehearsing and to meet the great demand 

of new operas.  Improvisation in Taiwanese opera is similar to that in Italian comedy （Commedia 

dell'Arte）, which first became popul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ether in the creation of new 

plays or in improvising, and the two provide an interesting contrast to each other.

Taiwanese opera can be viewed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riental art form of improvisation 

performance, and its essence lies in the improvisation of its actor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devoted to a description of the mechanism and the process of actors´ 

improvisation performance in Taiwanese opera.  An explanation is provided, which shows 

how such performance works on the stage with the actors as its center and illustrates the main 

procedure in the improvisation performance, including setting up dramatic scenes, developing the 

plot, and singing.  Finally, some examples are taken to show how the above three steps are taken 

up by actors of the Taiwanese opera to put on a scenario on stage.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essence and methods of the training required for the 

improvisation performance of actors in Taiwanese opera.  The training process for actors 

includes developing a familiarity of some operas to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and acting skills 

in a cumulative manner.  Further, the cultivation and training process is analyzed,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the dramatic environment on the actors, acting and singing practices as well as actual 

training for certain character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rama and Theat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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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 discussion of the mechanism and training of the actors´ improvisation 

performances, a conclusion is draw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mashup＂ style of performance in 

Taiwanese opera.

Key words:　 Taiwanese opera （ge-zi-xi）, scenario, improvis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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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即興戲劇最早、最完整的記錄，是文藝復興時期十六世紀下半葉的義大利即興喜

劇（Commedia dell'Arte）。它的劇本只有一張張幕表（giornata，英譯為scenario）， 有

寫定的對話。劇中有一些固定的人物（stock character），如主人的Capitano、Pantalone

和Dottore等，以及僕人的Arlecchino、Harlequin’s等。當時的幕表每齣戲分三幕，沒有對

話，卻有很詳細的舞臺動作以及舞臺工作的指示。其中包括稱為lazzi，適合表現特定情況

或人物塑造使用的動作（pantomime）。演員們雖仰賴即興演出，但許多演員能記誦大量

成語、句子、妙喻、獨白甚至對話，並且能夠隨心所欲的運用。1

中國傳統地方戲曲的幕表戲和十六世紀義大利即興喜劇，在表演手段上有諸多相似之

處。傳統戲曲有固定的行當，有程式化的動作，傳統戲曲幕表戲的演員也要記誦許多固定

的套語和用詞。

戲曲「幕表戲」和義大利即興喜劇一樣，都是民間通俗劇場的產物。它沒有事先寫定

的完整劇本，演出時無法像寫定的劇本那麼緊密，內容更欠缺文學性。這些特質被置放在

中國1951年開始實施的「戲改」政治氛圍中，自然是很不合時宜的。彼時亟欲提升戲曲的

文化高度，像「幕表戲」這種不依賴文字的劇目創作方法和表演，很自然的成為改革的對

象。1990年代以來，由於民間宗教酬神活動逐步恢復，以及民間演劇娛樂的自由化，許多

劇種，包括越劇、錫劇、揚劇、淮劇、古稽戲等，又可見到幕表戲的演出。其中，越劇曾

經被過較深刻的討論過。2

就如同現存最早一部研究義大利即興喜劇的書籍《一部表演的專著：來自記憶，透過

即興》3的書名所揭示，「幕表戲」類型的即興戲劇，其「即興」是建立在記憶的基礎之

上的。然而，由於「幕表」只有情節骨幹，並沒有對話；演員雖然背誦許多套語用詞，卻

需視情節和對手演員的反應，加以臨場套用或重編；雖有許多固定動作（包括義大利即興

1　  參見Marvin T. Herrick. 1970. Chapter Ⅵ: “the Commedia dell  ́Arte and Learned Comedy.＂ Italian Comedy 
in the Renaissance. Freeport, N Y.: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pp. 201-227. 與Oscar G. Brockett. 1995. Chapter5: 
“Italian Theatre and Drama, 1400-1700.＂ History of the Theatre. [Seventh Edi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pp. 143-149.

2　  以上有關義大利即興喜劇的相關介紹，皆見於筆者以「歌仔戲即興戲劇」為題的系列研究之第一篇論
著：〈歌仔戲「幕表」編劇的創作機制和法則〉，第一節「通俗即興劇場的特質」。《成大中文學報》
16：174-176。臺南：成大中文系。2007年4月。鑒於大部分研究者對幕表戲較為陌生，在此不厭其煩重
述。越劇即興演出的研究，參見傅謹。2001。《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南寧市：
廣西人民。

3　  義大利人Andrea Perrucci著，原書名Dell'arte Rappresentativa, Premeditata ed All'improviso，完成於1699年，
英譯為 A Treatise on Acting, From Memory and by Improvisation （1699（by Andrea Perrucci. Bilingual Edition 
in English and Italia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Francesco Cotticelli, Anne Goodrich Heck and Thomas F. Heck.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08. 書中舉了許多具體的例子說明Commedia dell'Arte劇團常用的方法，包括
表演類型、傳統主題、對話和特殊語言的運用，以及舞臺上使用的方言慣用語等等，確立了Commedia 
dell'Arte 許多演出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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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劇的Lazzi和戲曲的身段），卻仰賴演員臨場運用發揮；故而去除套語和固定動作外的

絕大部分對白、唱詞和動作，都是演員的即興表演空間。4

臺灣歌仔戲堪稱當今東方最具代表性的即興戲劇之一。它出身民間，在通俗商業劇場

成長，為了適應求新求變，高度競爭的環境，長久以來，採用「幕表戲」的方式編劇及表

演，減省了文字寫作和排練的麻煩，以最快的速度，滿足大量新劇目的需求。儘管自1960

年代末期，歌仔戲已逐漸從「內臺戲院」轉戰「廟會劇場」，今天，歌仔戲仍然沿用這一

行內稱為「做活戲」的方式，運作他們在廟會酬神中的戲劇演出。

筆者曾經從「編創」的角度，討論歌仔戲如何以即興的方法生產他們所需求的新劇

目，包括劇目編創的整體機製、步驟和技巧，講戲人的養成，以及他們所編創劇目的內涵

和特質等。5在劇目編創的認識基礎上，得以繼續深入至「演員即興表演」的課題，這是

它所以號稱「活」的主體。因而，無論從編創、視覺呈現或音樂的角度談即興戲劇，最後

都必須歸結到演員的即興表演上。

講戲人的任務是在戲劇開始前，依場次先後，向演員交代即將演出劇目的情節梗概，

演員們根據這個梗概，以接力的方式上臺，運用即興的唱、唸、作、打，共同完成戲臺上

故事。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這一套以即興表演合作完成舞臺行動的本領，又是怎麼學成

的呢？

本文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歌仔戲演員即興表演的機制和步驟，並以實例說明歌

仔戲演員如何將一段「臺數」立體化為一場演出。第二部分分析歌仔戲演員的養成訓練，

說明歌仔戲演員為了應付即興表演所必需學習的技藝內涵，以及即興表演訓練的步驟和方

法。臺灣歌仔戲「做活戲」運作的方式，無論是劇目編創或表演，都與十六世紀興起的義

大利即興喜劇相類，兩者形成了有趣的對照。總覽歌仔戲演員即興表演機制和養成訓練，

本文將以歌仔戲「拼貼」表演風格的形成做為餘論。

筆者有關歌仔戲即興戲劇的一系列研究，都是在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支持下進行

的。6相關論文的寫作，主要根據對現今外臺歌仔戲「幕表戲」即興演出的田野觀察和訪

談所得建構而成。（田野目錄參見【附錄】）寫作的視角也一貫以當今外臺歌仔戲為主

4　  歌仔戲「做活戲」的即興空間，存在於上臺前所有未被決定之處，與義大利即興喜劇的即興空間道理相
同。由於大部分研究者對此較為陌生，在此不厭其煩加以說明。

5　  相關論文包括：〈歌仔戲「幕表」編劇的創作機制和法則〉。〈「做活戲」的幕後推手：臺灣歌仔戲知
名講戲人及其專長〉。《戲劇研究》創刊號：221-251。臺北市：中研院中國文哲所。2008年1月。〈歌
仔戲「活戲」劇目研究：以田野隨機取樣為分析對象〉。《紀念俞大綱先生百歲誕辰戲曲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宜蘭：傳統藝術中心。2009年8月。41-67。

6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歌仔戲的戲劇概念與理論建構--以敘事學、曲學和劇學為重心」（Ⅰ）（NSC 95-
2411-H-002 -095）執行期限2006/08/01-2007/07/31、（Ⅱ）（III）（97-2410-H-002-129-MY2）執行期限
2008/08/01-2010/07/31。計畫助理為陳惟文、劉映秀、吳彥霖，協助記錄和採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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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兼及過去內臺時期的回顧，7一方面忠於觀察所見；一方面亦突顯筆者在二十一世紀

初進行此一研究的觀看位置。「歌仔戲演員即興表演」是國科會專題計畫的第二階段研

究，本文僅就演員即興表演的「機制和養成訓練」這一層次進行論述。在此基礎上，將另

文從「劇目創作參與」的層次，對演員即興口白、唱曲及戲劇場景建立之技巧等，進行分

析。

一、「做活戲」的演員即興表演機制

歌仔戲圈內稱即興演出為「做活戲」，強調的是那種演出前一切沒有定論，到戲臺上

見真章的表演特質。這種「臺上見」的表演，高度仰賴臨場變通能力和團隊默契。在演員

處處即席發揮，信手拈來的創意之中，其實有一套共同依循的機制和步驟，這一套機制的

存在，突顯了歌仔戲「做活戲」極至「演員中心」的特質。本節除了分析具體步驟，並將

舉實例說明。

（一）即興表演的機制和步驟

首先概述歌仔戲即興表演的機制，再逐一舉例說明各個步驟如何被運作。

1. 極至「演員中心」的表演機制

就即興戲劇而言，演員的即興表演同時存在「技藝呈現」和「劇目編創」的雙重意

義。即興的唱、唸、做、打既是視覺和聽覺藝術，又像是文字書寫劇本的名詞、動詞和形

容詞等語彙，是演員賴以完成編創劇目的元素。

筆者在前引〈歌仔戲「幕表」編劇的創作機制和法則〉一文中，曾將歌仔戲講戲人完

整的講戲程序分為七步驟：

（1）選擇題材或材料。

（2）構想劇情骨幹。

（3）擬訂「臺數」：安排場次及上場人物。

（4）分派角色。

（5）講戲。

（6）局部套戲和排戲。

（7）演出時「含戲齣」（一說「監戲場」）。

7　  參見〈歌仔戲「幕表」編劇的創作機制和法則〉一文之「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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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至（3）是講戲人的前置作業；（4）至（6）是演出前在後臺的準備工

作；步驟（6）「局部套戲和排戲」有時由講戲人帶領，但大部分為演員利用講戲之後，

上臺之前的化妝時間，自行溝通，包括身段套式及對話重點等。（7）則發生在演出進行

中。事實上，當講戲人在臺口「含戲齣」之時，演員正在前臺發揮即興演技，此刻，重心

已經完全轉到前臺的演員身上了，講戲人退位成為一個監督者。而從後臺走向前臺的演員

們，究竟如何撐起場面，是未「身歷其境」者所無法想像的。當今著名歌仔戲小生演員張

秀琴8回想自己小時候剛練習「開口」，就曾發生預想好的唱詞被姐姐唱走，不知如何是

好，只好直接走下臺的趣事。

一齣兩個半小時的戲，一般約有十幾到二十幾臺（/場）戲。從整體結構來看，自然

有劇情鋪陳（起）、發展（承、轉）、收束（合）等不同階段。不同階段的演出有不同的

重心，前面的幾齣戲重在建構戲劇場景，向觀眾交代這一齣戲的時、空及人物處境。隨著

更多人物上場，不同的因素被加入，刺激人物行動，場景也不斷往前推動，並引起危機或

衝突，最後衝突獲得解決，劇情才走向收束。9

每一臺（/場）戲都包含許多情節小單元，以「情節小單元建構」的角度來觀察，歌

仔戲演員即興表演最主要的步驟有三：

（1）鋪陳戲劇場景

（2）堆疊劇情

（3）落歌

一齣戲實際上便是由這三個步驟不斷重複或輪替執行來填滿，直到故事完成。

每一個盡職的即興演員都會想盡辦法充實自己的「腹內」，增加唱、唸、做、打的能

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記憶一些特殊用語、詞彙、詩句，熟諳各種曲調，學習

各種戲曲身段，必要時，還得鍛練武打套式，每一項都務求豐富。而更重要的是，即興演

員必須有能力去使用這些技藝。具體的說，演員必須知道如何即興的運用這些表演手段，

來鋪陳戲劇場景，堆疊劇情，並且發抒情感。

「充實技藝」和「使用技藝」兩者所以能夠成功的被連結起來，筆者以為最重要的關

鍵之一，在於歌仔戲即興演員的養成訓練過程中，一直都是「現學現賣」――為了演出而

充實演技；充實演技時即在演出狀態。換言之，即以使用的狀態來充實涵養。「民權」歌

8　  張秀琴小傳參見林鶴宜、蔡欣欣。2004。《光影．歷史．人物：歌仔戲老照片》。宜蘭：傳藝中心。頁
301。

9　  這是關於戲劇結構和本質的一般概念。相關討論中英文皆十分豐富，此不贅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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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的林嬋娟分享自己的學戲經驗：

一開始我不太願意學，後來沒辦法我要頂了，就是「因戲而學曲」，看這

齣戲有甚麼歌，就學甚麼曲。比如說有些嶄頭〔筆者案：指橋段〕，如果

要「告狀」是「歌仔戲作」，就唱雜念；還有一種是唱七字仔，用半講唱

的方式唱；還有另外一種是我唱【恨冤家】，算南管的大塊曲，就要學。

比如我今天要演孟姜女，要送寒衣，就唱【秋天梧桐】，因為我爸爸會

拉，我媽媽會唱，比如說明天要演、今天就要學起來。（林嬋娟2010/09/02

訪談）

如此，隨著演出經驗的累積，技藝越來越熟練，即興本領也越來越強。歌仔戲「做活

戲」之以演員為絕對中心，不僅落實在表演中，更落實在訓練過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

歌仔戲「做活戲」的演員即興表演機制，可以說將「演員中心」的特質被發揮到無以復加

了。

2. 重點即興步驟之一：鋪陳戲劇場景

一齣戲開頭的前幾臺戲，最主要的任務在於鋪陳戲劇場景，交代故事發生的時、空

背景和人物處境。為了加深觀眾印象，許多演出都選擇在前幾臺戲安排不同的人物重複

劇中的時、空場景和人物處境。10以下舉「玲藝」歌劇團《隋唐演義之十八瓦崗程咬金娶

某》、「一心」歌劇團《真假皇后》和「秀琴」歌劇團《千古情怨》等三劇的前三臺臺數

紀錄11加以說明：

《程咬金娶某》（2010/07/24高雄縣仁武鄉仁心路「代天府」）前三臺臺數記錄

臺次 內容

1
裴元慶（周渝鳳飾）出臺（曲），自言乃裴良基之子。其父在朝為官，曾因病至

廟求神保佑，竟得以痊癒，因此打算與其姐一同進香還願，言畢，返家尋姐。

2
裴翠娥（蘇玲子飾）出臺（曲），自言父裴良基在朝為官，南郡王的地位；母早

逝。翠娥至今尚未婚配，因父病，曾至廟求神保佑，父果痊癒，待弟回家欲一同

進香還願。弟回家，兩人出發。（曲）

10　  當然也有很多演出並不這麼安排，舉這三齣戲是為了幫助說明戲劇場景如何被鋪陳。
11　  此處使用筆者現場實際觀察所記錄的臺數為例，而不採用講戲人提供的臺數，因為講戲人的臺數往往過

於簡略，不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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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楊才基（周桂美飾）（四唸白）出臺，自言親王的地位，因缺一小妃陪伴，心中

悶悶，欲至郊外遊賞解悶。（曲）路遇裴翠娥，深受吸引，透過其弟知其名，決

定過府求親。

《真假皇后》（2009/03/30新店中正路「玄聖宮」）

臺次 內容

1
陸雪清（羅碧蓮飾）出臺，自言父母雙亡，與妹雪紅為雙胞胎，有兄陸文通任保

鏢，欲往前廳向兄長請安。

2
陸雪紅（孫麗惠飾）出臺（流行歌）自言家世，父母雙亡，與姐雪清為雙胞胎，

有兄陸文通任保鏢。欲往前廳向兄長請安。

3
陸文通（孫詩詠飾）出臺（流行歌）重複家世，有媒婆將前來說親，廳中等待。

二妹入廳請安。媒婆來到，說明對方乃有錢少爺彭吉，一表人才。雪清願嫁，雪

紅勸其三思，雪清不聽。文通問雪紅為何將機會讓給雪清，雪紅戲言要嫁皇帝。

《千古情怨》（2010/04/01新店市太平路「太平宮」）前三臺臺數記錄

臺次 內容

1
李繼耀（小龍飾）自言為唐朝二殿下，南征北討，保護唐朝江山，欲拜見母后，

商量為父王祝壽之事。

2

趙鳳鸞（陳安妮飾）自言其父在朝為官，在父親牽成下嫁與當今皇帝，封為西

宮，生下二殿下李繼耀，然而皇后亦生下大殿下李繼宗。西宮希望其子繼承王

位，繼耀前來請安，西宮提起繼承皇位之事，繼耀表示兄弟應相扶持。趙國

丈（KK飾）前來，告知為確保二殿下地位，已在皇帝身邊安排親信，得知皇帝
決定在壽誕之日宣布王位繼承人，若未傳位給二殿下便打算有所行動。

3
大殿下李繼宗（張秀琴飾）與王妃文秀（莊金梅飾）同上（曲），說明身分，打

算與王妃一同前往向皇帝祝壽（曲）。

三個例子都以三臺戲，由三個劇中人重複戲劇場景，觀眾可以不花心神的記住劇中人

物的處境和人物關係。這些都是典型「鋪陳戲劇場景」的場次，演員們還沒有真正開始堆

疊劇情。

在這些臺數記錄的「內容」欄中，筆者用了不少次「自言」的字眼，因為舞臺上只有

一位演員，獨自對著觀眾把場景交代清楚。這是即興演員必學的基本能力，比起「堆疊劇

情」和「落歌」相對簡單，但對於初學者而言，也並不容易。「秀琴」劇團當家小生張秀

琴回憶自己初上臺時的情況：

上臺開場最重要的是地名、名號不能講錯。為了怕忘記，我常常寫在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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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還有特殊背景和口白都要記好。上臺要講什麼，唱什麼，怎麼表現身

段，第一次演要想久一點。一般我會抄臺數，上臺前看看臺數的劇情，每

一臺至少要想個一兩分鐘吧。（張秀琴2009/04/05訪談）

抄臺數、預想、將重點寫在手腕上，是秀琴使用的方法。「明華園天團」的小生陳昭香12

則強調鋪陳戲劇場景的重要性和技巧：

首先要人物介紹，接著說明背景情由，必需說出前因後果，說出個道理。

說的時候要注意輕重音，不能死死的站在舞臺上，舞臺是死的，要靠表演

來活化舞臺。……一個演員要出臺前，最主要要想的就是這些。年紀較長

了以後，可以不想唱詞，上臺再編就可以。但開場說明反而不能大意，否

則會在臺上漏氣。（陳昭香2009/04/02訪談）

陳昭香強調要「說出前因後果」，以及如何利用輕重音說得動人。以她功力之深厚，連唱

詞都可以即席反應，卻很強調開場的重要。對演員而言，場景就像地基，先把場景建立

好，才能穩穩當當的演下去。

隨著劇情往下發展，過了開場的階段，人物增加，事件逐漸堆疊，人物處境也不斷發

生變化。因此，演員仍需時時向觀眾交代最新狀況，轉移時空，將場景往前推，性質雖與

開場不同，技巧是共通的。

3. 重點即興步驟之二：堆疊劇情

基本場景建立之後，便要透過人物對話，堆疊劇情。以上舉三齣戲為例，《程咬金娶

某》楊才基遇見進香還願的裴翠娥後，產生了過府求親的念頭和行動。《真假皇后》的雙

胞胎姐姐陸雪清嫁到彭家以後，有一個天大的發現。而《千古情怨》雙方人馬口裡都說要

去祝壽，關切的其實是皇帝安排的皇位繼承人究竟是誰？所以，到了第四臺，可想而知，

情節才正式啟動！

情節是順著講戲人提供的骨幹進行的。演員通常會根據前幾臺的基礎，先把架構好的

戲劇場景往前推進，等待「對手人物」進場，引起事件。延續上舉三個例子，《程咬金娶

某》的第四臺戲，會先由裴家姐弟上場，恭候父親下朝返家，接著才有楊才基登門求親。

《真假皇后》則先由彭員外和破相的彭吉少爺出場，等待新娘的花轎前來。《千古情怨》

12　  陳昭香的生平參見黃如薇。2005。〈臺灣歌仔戲小生陳昭香表演藝術之研究〉。臺北：文化大學藝研所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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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先「擺駕」，皇帝出場，再由大殿下和二殿下依續入殿祝壽。

場景推進了之後，就要靠人物的對話（口白和唱曲）來引起事件，堆疊情節了。就

「整體機制」這個層次來看，堆疊情節考慮的原則是什麼呢？「秀琴」歌劇團旦腳演員陳

安妮指出：

大場面會先套一下。大場面就是例如像「公堂」，要接得順，就一定要稍

微套一下，看你說到哪一句我要接，要怎麼轉過去；其他普通場面就是看

演員之間的默契。……我跟金梅的對手戲很多，像《金華府慘案》，我演

他婆婆，我就會去邀他來講一講，例如我這邊要怎麼兇，他才會嚇到，

或是我這邊口白要怎麼下，他才會好演，不過通常我們也都是臺上見。我

也常常跟團長演母子關係，我們有時候也會講一下大約要怎麼講（陳安妮

2009/04/07訪談）

「大場面」在這裡指的是重要場面，例如一些關鍵或轉折的場次，因為是衝突或高潮之所

在，就整齣戲而言，也正是決定演出成敗之處，因而需要事先溝通，才能保障效果。陳安

妮特別提到設計「口白要怎麼下？」「要怎麼兇？」，甚至「說到哪一句」，來刺激對手

演員的反應，讓對手「好演」――容易發揮。

此外，陳安妮補充說：

在臺上就算沒戲也要注意對手，有的時候對手說的話就是你要表演的內

容。例如小生跟媽媽在講話，要求媽媽作主要娶小旦，而下一臺我要出來

拆散他們，那小生跟媽媽說話的內容就會是我下一臺演出的內容基礎，所

以我一定不可以呆呆的在臺上。（陳安妮2009/04/07訪談）

不只要刺激對手演員，讓對手演員好發揮，更要從對手演員的對話中尋求刺激和發揮的材

料，這正是所謂「互動」和「默契」。演員們對戲，就像這樣：你給我刺激，我也給你刺

激――如同丟、接球一般，一齣戲於是產生了內在的節奏和肌理，劇情也就順著往下走

了。

4. 重點即興步驟之三：落歌

做為戲曲劇種，歌仔戲除了口白，還必穿插唱曲，將「對話」以「唸」和「唱」兩種

方式交替表現出來。曲調的運用在歌仔戲中，除了熱場的效果，更有抒情和加強敘事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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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唱曲和口白在作用上有重疊之處，然而，由於歌仔戲即興演出的情節推展係以「口

白」為主體，「唱曲」則以安插的方式存在。而且，唱曲有許多不同於口白的技巧要求，

除了必須押韻，演唱上更有發聲、咬字、行腔轉韻（牽韻）、用氣、情感表現（放情感）

等講究，又需配合相當的身段等，所以演員稱為「落歌」。順應演員實際操作上的認知，

在此將之列為一個獨立的步驟。13

歌仔戲有一些不管擔任什麼角色都應該會的曲調，特別是生、旦演員。例如：【七

字】、【都馬】、【雜唸】、【倍思】、【大調】、【串調】、【漿水】等。還有一些好

聽的【變調】，包括一些稱為【電視調】的【百花開】、【狀元樓】、【探郎君】等，甚

至流行歌，都常用到。14「會唱」是前提條件，「天團」的陳昭香還提醒：

【七字仔】易學難精，可以分為【快板】、【文板】、【疊板】、【七字

連空奏】，還有【沒頭七字仔】（沒有前奏）等，中間還可以插音（其他

詞）。（陳昭香2009/04/02訪談）

配合場景的開展和劇情的堆疊，什麼地方應該「落歌」（安插曲調）呢？因團而異。有些

劇團由講戲人全權指定，如「明華園」的黃團和天團等，因為「學戲囝仔」比較多，又要

保障品質，不得不如此。相對的，像「陳美雲」那樣的老字號劇團，「戲精」雲集，都是

放任演員自行發揮。中生代的「秀琴」歌劇團則採取團隊合作的折衷方式，團長張秀琴表

示：

什麼地方要唱曲由講戲的人決定，不過他都會問問大家的想法，是整團合

作的模式。至於唱什麼調，以及臺詞，則由演員自己想。演出的時候，如

果前面時間拖太久或太快演完，會臨時少唱或多唱歌。可以隨時溝通、改

變。（張秀琴2009/04/05訪談）

至於唱的內容，「秀琴」歌劇團當家小旦莊金梅則提醒一些原則重點： 

通常講新戲的時候我會把臺數記下來，寫我自己的出臺數，記得我要接誰

13　  把「落歌」視為一種安插性質的表演，是筆者從當今歌仔戲外臺演出觀察和訪問得到的印象。過去內臺
時期常有優秀演員對唱，飆戲數十分鐘的情形，則唱曲的主體性可能反而凌駕於對白，時代越早越是如
此。

14　  綜合陳昭香和郭春美的談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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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出去，出去大概要幹嘛幹嘛。第一次演的戲我就會在化妝的時候一邊

想等等出去大約要講哪些話要唱什麼，演過的戲就不會再這樣想了，只有

唱歌的部份要比較認真想一下。（莊金梅2009/04/05訪談）

基本原則包括記下自己的臺數、掌握自己要接誰的臺、事先想歌詞等等，和對話原則相去

不遠。

（二）從一段「臺數」到一場立體的演出

前面介紹的是演員即興演出的機制和步驟。以下舉「春美」歌劇團《深宮醜》第四

臺戲為例，說明歌仔戲「做活戲」如何運用上述的機制步驟，將臺數的情節梗概，化為一

場場立體的演出。筆者於2009年六月八日晚在臺北市大稻埕城隍廟旁觀賞這齣「胡撇仔」

戲，它只用第一臺戲鋪設戲劇場景，第二臺戲便啟動情節發展。

第四臺戲的情節背景是：乾隆之子永成太子奉命到交阯國催貢，交阯國王以公主韓阿

春做為「活寶」，獻給永成為妾。阿春進宮後失寵，竟持刀找皇太子妃較量，幸永成及時

阻止。（以上為第一至三臺戲）永成帶著阿春上殿，請乾隆處置阿春。不料，乾隆竟被阿

春的美色迷惑，假意交由皇媽（乾隆母）定奪，實欲為阿春開脫。（以上為第四臺戲）後

兩人果然展開一段深宮醜聞的不倫之戀。

當天講戲人是黃月琴 15。角色和演員配置是：

乾隆君：郭春美16飾

嘉慶阿哥：林念瑜飾

永成太子：何佩芸飾

韓阿春：王雅玲飾

為了清楚說明演員如何將講戲人的口頭講戲，以演技化為立體演出，以下先以田野記

錄逐字稿呈現這第四臺戲的「講戲內容」，再呈現之後演員上臺的「實際演出內容」。

《深宮醜》第四臺講戲記錄逐字稿：

來，出春美。春美口白講一講。（春美：口白講來！）講大清國啊，（春

美：講什麼？）大清啦，大清國的所在（……對演員）講一講就是，為了

那個交阯國的貢禮。皇兒，就是永成，過國去說要要求（貢禮）。來，

出嘉慶，要帶伊見父王就先出你哦，嘉慶，見禮了後，人就講，伊的皇

15　  黃月琴女士為該團老生，出身著名的「藝霞歌舞團」。
16　  郭春美小傳參見註8，頁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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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敢有說要倒轉來？永成至今，還末聽到講要轉來，人伊就拖伊來，見

父王，永成，這樣成何體統？交阯國催討貢禮，人來到（演員問：誰問

伊？）嘉慶啊，嘉慶就是你的那個（……和演員私下交談）不知情啊！

嘉慶，人伊會問伊的皇兄奉旨，伊就講，有講要倒轉來�？永成催討貢禮

還�倒轉來。人伊厚生，就是人伊那個永成拖阿春，拖拖扯扯。伊講，永

成，那這樣成何體統，五更早朝，（演員問：怎麼多人要怎麼樣弄…）知

啦，交阯國催討貢禮，伊就將伊查某子阿春嫁給伊，嫁給我，誰知影，竟

然伊也要殺靜如。有這個代誌？真是太放肆，厚，既然是交阯的公主來到

這，不就要遵守宮規！人在叼位？厚，人伊講，在這，見父王，厚，講見

過父王。那會不看寡人？人說怕冒犯，命你扳面抬起來。憨去。人嘉慶

就說，父王，父王。啊呀，永成，這是你的家務事，就算我父王也無法

度排比。人嘉慶就說，父王啊，既然我皇兄那個就是無法度才會來到這

裡，你好壞你當然也要處理。好啦，這是你的家務事，既然你若要叫我

處理，歸去（乾脆）來去找你皇媽辦。你現在愛這個，你怕辦下去，帶

來你皇媽後宮，最無（至少）也不會死，這樣，文武百官，講一講帶下

臺。（2009/06/08）

對於不熟悉講戲作業的人而言，這樣的內容堪稱瑣碎而混亂，卻是很常聽到的講戲

方式。講戲人以「眾人皆理解即興表演」的認知進行講戲，主詞常常不點出來，並不斷改

變說話的對象、主詞和敘事模式（人稱），又時而直接說出句中人的對話。例如「來，出

嘉慶，要帶伊見父王就先出你哦。」是對著飾演嘉慶的演員林念瑜說的。「來」是「接下

來」的意思，「（永成太子）要帶伊（阿春）去見父王就先出你（嘉慶）哦。」句中的主

詞被省略。又，如「人伊就拖伊來，見父王，永成，這樣成何體統？」其實是「人伊（永

成太子）就拖伊（阿春）來，見父王，（父王說：）『永成，這樣成何體統？』」

講戲人不會主動告訴演員如何講口白，唱什麼曲調，以及唱曲的內容，只是大致說一

下劇情發展的情形。講戲過程中，不斷被演員打斷。這齣戲已經久未演出，連飾演主角乾

隆的郭春美都對劇情不太記得了。大約一小時後，他們卻能從容的走上舞臺。

《深宮醜》第四臺17實際演出記錄逐字稿：

嘉慶：走啊。〔唱〕【清風調】

17　 根據講戲，第四臺先出乾隆，再出嘉慶。但實際演出，在乾隆出場之前，先有嘉慶出場自我介紹並說明
到金殿請安後下場，之後乾隆上場，嘉慶再出場。故實際上多出了嘉慶自我介紹一臺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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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阿哥好地位，消遙自在暗中喜。父王疼惜寵不離，金殿請安才

合理。佇在後宮多自正，消遙自在樂開懷，但望上蒼叼安排，風調

雨順早回來。

本阿哥，愛幸覺羅氏嘉慶，父王正是乾隆君坐位，自從父王坐著大

清朝江山，五族一統，風調雨順，百姓安居樂業。眾位文武百官，

輔助父王的江山，可算千秋萬載。今有眾位阿哥，佇在後宮所在，

坐享其成。也不過，阮眾位皇兒，也各思兢爭，人說：「文安邦，

武定國」，現在皇兄奉命前到交阯國，未曾凱旋回轉而來，應該上

到金鑾寶殿，向父王請安，一來詢問皇兄，可曾回朝，言之有理，

準備往路啟程啊。〔唱〕【七字調】

身為阿哥多顯冕，消遙自在勝神仙，應該就是好表現，輔助父王的

身邊。請安上金殿。（下場）

（擺駕，乾隆出。）

乾隆：內侍，擺駕。〔唱〕【劉據調】18

五更早朝入金殿，文武百官在兩邊，有事須卿恁來奏，何須寡人啟

龍喉，啟龍喉。

【上場詩】麒麟雕國寶，文武定山河，太平朝鳳嶺，萬民爵祿高。

寡人，國號大清，帝號愛新覺羅氏乾隆坐位，當時父王駕崩，江山

由我繼承根基，寡人登基國務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只是交

阯國國敗，算來伊是小國，也敢挑起戰火，命我皇兒永成率了兵

馬，兵定羌奴，至今並消息回報。五更早朝，寡人容你報宣，內

侍，前放龍門。

內：前放龍門

嘉慶：啟事。

內：何事？

嘉慶：嘉慶上殿。

乾隆：宣他上殿。

內：宣旨上殿。

嘉慶：領旨。為了此事情，應該奏分明。皇兒嘉慶見駕父王千秋。

乾隆：皇兒平身。

嘉慶：謝父王。

18　  此為郭春美演出河洛歌劇團《太子回朝》中所唱之曲調，被運用到外臺民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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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賜坐。

乾隆： 皇兒啊，五更早朝，父王我並無聖旨提調。來到金殿，有何表章來

奏嗎？

嘉慶： 啟奏父王，今五更早朝，來到金鑾寶殿，一來對父王你請下金安，

二來要來詢問父王，現在皇兄行到交阯國，可曾凱旋回轉？

乾隆：現時永成平定羌奴，並無消息回報，我也為此事坐立不安。

嘉慶： 父王，你乃鴻福透天，相信以皇兄的本領，絕對有法度平反正是交

阯國。

乾隆：但願如此了。

（鑼鼓，永成帶阿春入殿。當殿跪下。）

永成：兒臣見過父王。

乾隆：平身。

永成：謝父王。

乾隆：皇兒。

永成：在！

乾隆：你到交阯國，事態如何呢？

永成： 臣往到交阯國，「節使你曉得，」國王向我言道，並無貢禮前來給

我催貢，所以進下「活寶」，名叫阿春，要給我為作偏房啊！

乾隆：哦呵！那啊呢講起來，算是已經凱旋回京了？

永成：正是。

乾隆：這是皇兒你的大功啊。

永成：父王鴻福透天。

乾隆：既說交阯國進獻「活寶」，又是女子，為何你兩人拖拖扯扯呢？

永成： 就是阿春，千不該，萬不該，為著權勢，吃醋執意，竟然手拿利

刀……聽我容稟。希望父王作主！

乾隆： 好大胆！韓阿春，妳向天借來的膽量，也敢醋海生波，要來殺我皇

媳婦，可知情，一命就該賠一償，明知你是罪不可赦，韓阿春，見

寡人一面，命你轉面來！

永成：恐驚冒犯。

乾隆： 轉面來！（二人對視，乾隆大驚）〔唱〕【七字調】

眼前一位大美人，一見鍾情使我傾心，

美色算來是人間極品，寡人為伊我無精神，為伊我失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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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成： 父王，你給伊看，實在心肝殘忍，恐驚以後靜如伊母子性命安危，

希望父王就此定奪。

乾隆：皇兒。 

永成：在。

乾隆： 韓阿春雖是不該，敢要來殺我皇媳婦，可是你可曾想過，國有國

法，邦有邦規。伊算是被送為「活寶」，進貢來到大清。初次來到

咱大清皇室，可能伊也不知罪，才敢要來殺皇媳婦的性命，皇媳婦

也安然無恙，算來是虛驚一場啊！既然若未鬧出人命，得饒人處就

且饒人啊。不過，關於韓阿春的膽大妄為，也不能隨隨便便就來開

赦伊沒罪。這件代誌算來是咱的家務事，不如這樣，帶伊韓阿春來

去見你的皇媽，看伊要如何裁奪就是。皇兒，你想如何呢？

永成：父王做主就好。

乾隆：真好，眾人一齊，慈寧宮來去見你皇媽。（鑼鼓下場）

這一臺長達十二分四十秒的演出，體現了上小節所分析，運用三個重點即興步驟的

「重複或輪替執行」，來建立情節的過程。說明如下：

即興 步驟之一（鋪陳戲劇場景，並隨情節將戲劇場景向前推進，等待人物相遇引起事

件）：先是嘉慶與乾隆上場，建立起金殿的空間。包括清皇朝的背景，宮廷的狀

況，以及永成太子前往交阯國討貢前情。

即興 步驟之三（落歌）：嘉慶和乾隆共唱【清風調】、【七字調】、【劉據調】三支

曲子表達身分和心情。

即興 步驟之二（推疊劇情）：接著永成帶阿春上殿，交代前往交阯國的遭遇，及韓阿

春入宮即犯錯之事。乾隆聞言大怒，打算處置阿春，卻在阿春抬頭，和阿春四目

交接之際，深深被她吸引

即興 步驟之三（落歌）：乾隆唱了一段【七字調】，表達自己對阿春一見傾心，從此

心神不定。

即興步驟之二（推疊劇情）：乾隆對阿春動心，欲為阿春脫罪，說了一堆冠冕堂皇的

理由，諸如：「初次來到咱大清皇室，可能伊也不知罪」、「皇媳婦也安然無恙，算來是

虛驚一場啊！」、「既然若未鬧出人命，得饒人處就且饒人啊。」卻又故作公正，說「關

於韓阿春的膽大妄為，也不能隨隨便便就來開赦伊沒罪。」最後，導向要慈祥好說話的皇

媽定奪等等。一番口白，表現出他帝王的身分，及城府極深的性格。

這臺戲是整個醜聞的關鍵起點。演員表演得十分出色，不僅觀眾看了大呼過癮，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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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的劇情發展打好了基礎。而節奏掌控得宜、演技和即興功力卓越，是這場戲致勝的利

器。這是以「乾隆」為主的一臺戲，演員郭春美表演乾隆初見阿春時露出「驚為天人」的

表情，並以曲調表達內心的觸動，以及自見阿春以後「心裡有鬼」的眼神，透過他欲蓋彌

彰的言語，將一個中年的權力階層動了色心的模樣，刻劃得入木三分。其餘三位演員也都

發揮了陪襯和烘托的效果。

二、「做活戲」的演員養成訓練

由於臺灣歌仔戲採取即興的方式運作，演員除了須學習一些來自其他劇種的程式身

段，以及基本唱腔之外，還要充實大量來自生活的，或者經過歌仔戲轉化的套語和材料。

欲掌握「歌仔戲『做活戲』的演員養成訓練」這個課題，除了應瞭解即興表演到底有哪些

特殊的學習內涵，更須觀察其訓練方法，以下分兩節說明。

（一）歌仔戲即興表演的學習項目
「包裹式」和「隨機傳授」的表演訓練是臺灣歌仔戲即興演技訓練最主要的兩種方

式。這兩種訓練方式，分別以「合零為整」和「化整為零」的概念傳授即興演技。前者包

括學習完整的「教育劇目」和自成段落的「橋段」；後者則靠「在演中學」，零零星星

累積下豐富的「腹內」。兩者配合，才能訓練出能夠上臺即興演出的人才。以下分別以

1.「教育劇目」和「橋段」、2.「腹內」來觀察即興演員的技藝內涵。

１. 教育劇目和橋段：「包裹式」表演訓練

宜蘭老歌仔有所謂《山伯英臺》、《陳三五娘》、《呂蒙正》和《什細記》的「四大

齣」，所有成員入班，都必需學習這四個劇目。後來歌仔戲發展而為大戲，確立了這種以

「教育劇目」訓練演員的傳統。薪傳獎藝師陳剩19女士年輕時學戲，仍以這四大齣打下了

重要的基礎。演員們學習的劇目也許不相同，但目的同樣都在打底。

內臺時期的戲班規模較大，又要面對票房的競爭，演員訓練相對嚴謹得多。許多稍有

名氣的劇團，都對演員施以科班訓練，不僅有專人負責，且每天皆安排固定的時間和學習

內容。其中，「拱樂社」是最知名的例子。201960年代後期，歌仔戲走出內臺，轉戰外臺

19　  參見林鶴宜、許美惠。2008。《淬煉：陳剩的演藝風華和她的時代》。臺北市：臺北市文化局。
20　  邱坤良：《陳澄三與拱樂社》（臺北：傳藝中心籌備處，2001年）著重從藝術行政的角度分析拱樂社，

其中第貳章〈拱樂社的興起與發展〉、第肆章〈拱樂社的營運與管理〉對學員的訓練略有述及，頁36-
61、86-109。又，知名老藝人的傳記對於科班訓練亦多有著墨，如：吳紹蜜、王佩迪：《蕭守梨生命
史》（臺北：傳藝中心籌備處，1999年）第二章〈拜師學藝〉，頁9-16。紀慧玲：《廖瓊枝—凍水牡
丹》（臺北：時報，1999年）第五章〈學戲的日子〉，頁81-99。林鶴宜、許美惠：《淬煉：陳剩的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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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會劇場，環境條件大幅下降，劇班規模縮小，更無票房顧慮，訓練一下子鬆懈許多。大

部分戲班也無力再對外招收新人，演員多以戲班家族成員及其子女為主。

年紀稍長的演員，還曾經歷科班的訓練，例如「秀琴」劇團的資深演員莊秀鳳，描述

在自家內臺戲班「鳳凰」歌劇團學戲的情形：

老師教頭一齣是《山伯英臺》，是專門教都馬調的老師來教，他是演員，

男生。十多歲學《山伯英臺》，老師就差不多五十幾歲了。有五個小孩學

《山伯英臺》，我學仁心，大姐學英臺，二姐學山伯，一個學戲囝仔學

四九。學唱歌、學認字，因為沒有讀書，所以老師教唱、認字，用劇本

來認字。差不多學了半年，可以確實演出，內臺八點演出時，提早半小

時給我們小孩做，差不多前五天都加演半小時。做到一整齣完。（莊秀鳳

2009/04/05訪談）

這種正式訓練不僅請專人來教戲，還安排在正式演出前，提早半小時讓學戲的孩子們上臺

「實習」兼熱場。莊秀鳳只學了一齣教育劇目，便因為戲班離開內臺而停止。到了外臺，

她從小角色開始參與，透過觀察自學，加上前輩指點，又學會很多劇目。這種透過觀察，

學會完整劇目的情形，也發生在其他演員身上。同團小生演員米雪回憶她在自家劇團「新

協興」學戲的情形說：

我十六歲就演過《靈前會母》裡面那個老旦。那原本是我媽媽演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媽媽太累了，我就自己去跟他說我要幫她演。我媽媽問我：

「會演嗎？」我說：「我會啊！」平常媽媽演我都有看，我知道他講些什

麼，唱些什麼。（米雪2009/04/06訪談）

除了完整的劇目，所有戲曲劇種都有所謂的常用「橋段」，指的是相類情境的固定

演法，歌仔戲也不例外。這種橋段的學習和運用，很有助於演員的即興表演。只要情境類

似，就可以稍做變通，直接套進去。鮮明的例子，像是《薛丁山與樊梨花》中，美麗的女

將與帥氣男將軍對陣調情的經過，就出現在《紀鸞英招親》的表演中。米雪強調：

在外臺戲通常都是學橋段，類似的場景就有類似的演法，例如招親、賞

花、遊玩等等，講戲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是什麼樣的場面，就會直接套

風華和她的時代》第三章〈看戲與學戲〉，頁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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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米雪2009/04/06訪談）

歌仔戲出外臺後，還是有不少演員肯付學費向特定老師學戲。但一般而言，多是從小角色

參與開始，漸漸吸收許多可以運用的橋段。只要講戲人講到特定場面，演員心中就知道大

概應該怎麼演出了。就如同「春美」歌劇團的小生郭春美說的：

小時候天天聽，天天看，很多表演自然就會。當上主角以後，有些要特別

學，例如攻城，主要是外江戲較難。（郭春美2008/12/15訪談）

至於三花腳色，同樣有固定的演法，「春美」歌劇團的三花演員洪錦鳳說：

通常三花出臺就自己唱歌，流行歌曲也可以，民俗歌謠也可以阿。有一定

的步驟，報名字，說什麼自己要去哪裡，要去找少爺，不是找少爺，就是

找大哥，哈，然後就跟少爺像哥ㄦ們這樣，作伴的呵，少爺攏馬去趴妹

妹（追女朋友。（洪錦鳳2008/1015訪談）

橋段是一個由唱、唸、做、打等基本功組成的「演出段落」；教育劇目則可以視為包

含許多演出段落的「橋段組合」，運用的道理是相通的。這種「包裹式」固定演法的學習

和運用，是演員表演默契的重要基礎。這幾年筆者在各劇團聽講戲人講戲，常見到演員聽

到某處，突然一起大笑或從某個點展開討論，後來才明白他們一面聽講，一面已經用很多

橋段填滿想像的舞臺了；而對於筆者這樣的外行人而言，那個舞臺卻是空無一物的。

教育劇目和橋段的學習重在思考、體悟和運用，不在多寡。民族藝師廖瓊枝女士在學

戲階段熟背了《山伯英臺》、《陳三五娘》兩個劇目，其間大量的情節橋段、曲調、四唸

白和四句聯，成了她日後演活戲運用變化的基礎。她特別強調要懂得「動腦筋」去運用，

「不動腦筋背十齣也沒用。」（廖瓊枝2010/10/07訪談）

2. 從演員的筆記本看其「腹內」的累積

不同於其他傳統戲曲的年代久遠，歌仔戲出現的時間晚至二十世紀初年，由歌舞小戲

的「宜蘭本地歌仔」和說唱小戲的「坐唸歌仔」奠定基礎，並以內臺商業戲院做溫牀，逐

漸茁壯，與京劇等其他劇種一較短長。長期以來，為爭取票房，滿足通俗大眾趣味，養成

了它在藝術上高度的包容性。換言之，為了引起觀眾的共鳴，劇目題材可以取自當代，生

活內容、時事、流行事物等都可以入戲。「明華園天團」的臺柱三花演員陳進興對此感受



林鶴宜　　東方即興劇場：歌仔戲「做活戲」的演員即興表演機制和養成訓練 85

特別深：

歌仔戲的學習方法，跟京戲先學會唱腔、身段、走位，按部就班不一樣，

這是它的優點，也是缺點。最大的優點像海綿一樣可以吸取新的東西，無

論是任何的劇種、新潮的東西，他都可以天馬行空的加進來，你看歌仔戲

演的是正經八百的神仙戲，下一場丑角出來，他給你唱【酒咁湯賣否】或

搭一些現代的東西，讓臺下觀眾覺得很稀奇。（陳進興2008/12/01訪談）

正因為擁有「像海棉一樣」的吸收力，演員要學的東西，相對比較雜。內臺時期的演員雖

然有機會藉由「唸歌仔簿」而學會簡單識字，但大部分仍不習慣拿筆寫字，因而不得不強

迫自己把所學的東西都記到腦子裡。「秀琴」歌劇團資深演員莊秀鳳回想自己小時候在內

臺學戲，還不懂如何自編唱詞，需要戲班前輩幫她想好唱詞，因為不識字，只好硬往腦子

裡記：

沒讀書，學戲很壞命。壞命學較多，都用記的、記頭腦。……以前忽然被

叫出去做，上廁所、吃飯也是一直唸口白，一直記，怕下來老母會罵、老

師會罵，怕下次別人不讓我們做。不會寫，用記的，認字看有，寫、寫不

出來，都用頭腦記的。現在女孩子認字，自己記一下，如果導演在忙，就

自己看一下就會了。（莊秀鳳2009/04/05訪談）

現今外臺的歌仔戲演員，多受過「國民教育」，許多演員都有專屬的筆記本，記下每一

齣戲中自己須出臺的臺數。此一做法亦通行於其他非即興演出的戲曲劇種，稱之為「單

片」。21亦即，只有自己演出部分的劇本，通常為手抄本。這也是最常見的歌仔戲即興演

員筆記本的內容。

有些歌仔戲演員，還會有一本專門記錄自己擬想唱詞的筆記本；甚至專門記錄上場

詩，或者四句聯等。有的則將所有的資料，都抄在同一本筆記之中。

演員的各類型筆記本記錄了他們每一次聽「講戲」的要點，以及他們為了滿足一

次次的演出需求，向身邊的前輩或同儕學習的唱唸內容。前引十七世紀義大利人Andrea 

Perrucci所著的《一部表演的專著：來自記憶，透過即興》，完成於1699年，書中運用當

21　  例如1958年在中國廣東省揭陽縣西寨村一座明代墳墓出土的《蔡伯皆》兩冊殘本，一為「總本」，一為
「生本」單片，參見《明本潮州戲文五種》（廣州：廣東人民，1985）。臺灣的許多北管藝人都保存有
自己角色的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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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戲班演員實際使用的材料，說明義大利即興喜劇常用的方法，包括表演類型、傳統主

題、對話和特殊語言的運用，以及舞臺上使用的方言慣用語等等，確立了許多演出細節，

成為後世研究義大利即興喜劇所仰賴的一本書。同樣的，歌仔戲演員們的筆記本，也成為

我們瞭解「腹內」累積的最好憑藉。

筆者所見，「明華園天團」苦旦演員孫詩雯的筆記本算是最具代表性的。這本筆記共

有72頁，茲將每頁內容項目記錄如下：

外封面：不知劇名預想唱詞一大段。

頁1：《活捉》、「葛彩霞」、《大鵬鳥》預想唱詞六段。

頁2：《大俠羅少峯》第一集愛新覺羅施玉仙的臺數。

頁3：劍光詩四句、對不同人物講的四句聯六段。

頁4：《大俠羅少峯》第二集愛新覺羅施玉仙的臺數。

頁5：《大俠羅少峯》第三集愛新覺羅施玉仙的臺數。

頁6：《大俠羅少峯》第三、四集愛新覺羅施玉仙的臺數。

頁7-9：《太后出嫁》魏鳳的臺數、預想唱詞一段。

頁10-11：《關東大俠》（一）紅麗琴的臺數。

頁12-14：《關東大俠》（二）紅麗琴的臺數。

頁14-17：《關東大俠》（三）紅麗琴臺數。

頁18-19：《蝴蝶鏢》（一）楊鳳凰的臺數、樊梨花預想唱詞三段。

頁20-21：《蝴蝶鏢》（二）楊鳳凰的臺數

頁22：吳三桂唱詞一大段、崇禎唱詞四段。

頁23：吳三桂口白重點。

頁24-26：《玉面雙怪貓》（一）大貓海珍珠的臺數、預想唱詞二段。

頁27：《憨按君》（一）賽玉鳳的臺數。

頁28-29：《憨按君》（二）賽玉鳳的臺數。

頁30：《風雪十六年》（一）江秋珠的臺數。

頁31-32：《風雪十六年》（二）江秋珠的臺數、何仙姑的口白重點。

頁33-34：《三戲牡丹》白牡丹的臺數。

頁35：《阿郎》（一）白雪的臺數。

頁36-37：《苦命鴛鴦》趙梅英的臺數。

頁38：不知劇名口白重點。

頁39-40：《月下殺人魔》江鳳琴的臺數。

頁41：《明末血淚》皇太后的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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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42：《白紙告青天》劉瑞娥預想唱詞一段、《周公法鬥桃花女》預想唱詞七段。

頁43：《一日假包公》唱詞四段。

頁44：《白紙告青天》宋神宗臺數。

頁45-47：《大盜王九》（一）愛新覺羅葉蘭臺數。

頁48-50：《大盜王九》（二）高雲臺數、《楚漢相爭》韓信臺數。

頁51：《玉面雙怪貓》（二）海珍珠的臺數。

頁52：《玉面雙怪貓》（二）（三）海珍珠的臺數。

頁53：《玉面雙怪貓》（三）海珍珠的臺數。

頁54：《玉面雙怪貓》（四）梅花千手臺數。

頁55：《白紙告青天》夏水柔臺數、《玉面雙怪貓》（四）梅花千手臺數。

頁56-58： 《猩猩膽》青青女的臺數、四句聯八段、陰調、都馬調唱詞。崇禎唱詞五

段。

頁59-60：《曹國舅》臺數。

頁61：《大明開國史》（五）陳友諒臺數。

頁62：《鳳凰淚》朱鳳冠臺數。

頁63-64： 《雙王子復國》（二）龐黎兒臺數。樊梨花預想唱詞一段、呂洞賓上場

詩。

頁65-70：不知劇名預想唱詞數段。

頁71：樊梨花預想唱詞六段。

頁72：不知劇名預想唱詞數段。

內容真是應有盡有。除了最基本的「個人臺數」和「預想唱詞」外，也包括「四句聯」、

「四唸白」、「特殊吟詩」、「口白重點記錄」等。22從其預想唱詞，很可以看出孫詩雯

對押韻的重視。而特別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她記錄的個人臺數中，都是以「我」來稱呼

劇中人，充分表現了她聽講戲之後對角色的認同、理解，以及她所選擇的表演重心。

還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演員周孝虹，她自稱是一個「以唸劇本為主」來學習歌仔戲的演

員，對於一般民間歌仔戲的幕表戲演出，「有著極大的徬徨與無助感」。後來，她發現這

種表演「有它的慣用模式可以依循」，因此著手收集整理一些常用的「四唸白」，以《活

戲大辭典》之名，放在她的網站上，供同好參考。《大辭典》主要收錄的就是二十一種人

22　  關於這幾個項目，解釋如下：「個人臺數」指演員個人須上臺演出場次的幕表，多以演員表演的角度
記錄。「預想唱詞」指重要場面預先擬想的唱詞。「四句聯」指一種四句口語詩，作用如唱詞，但並
不唱，而以唸的方式表現。「四唸白」指上場詩。「特殊吟詩」多用來表現人物才情或因應劇情需要。
「口白重點記錄」，多用在歷史演義劇目論辯說理之時，記下重點以求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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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情況所使用的「四唸白」。她表示：23 

資料來源眾多，無法一一標明出處。……對於初學幕表戲表演形式的學生

來說，能夠掌握這些慣用公式，大膽的去表現，一定可以輕鬆的進入幕表

戲新鮮剌激的表演世界。 

周孝虹的一番告白，很能代表歌仔戲即興演員學戲的心路歷程，以及「不吝分享」的開放

態度。許多演員出身家族戲班，平時耳濡目染，面對上臺即興演出，可能不致太「彷徨無

助」，但要成為一個腹內好的演員，仍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二）歌仔戲演員即興表演的訓練步驟

即興演員的養成訓練有固定的步驟，簡單的說，可以分為：1.戲劇環境的耳濡目染；

2.上臺與開口訓練；3.腳色訓練三步驟分析之。

1. 戲劇環境的耳濡目染

過去的職業歌仔戲班常常收養童伶，或者以契約方式招收童伶，也有些演員出身戲班

家庭，順理成章投身戲劇演出。時移勢遷，當今只有少數歌仔戲班有能力對外招收學員，

大部分歌仔戲演員多出自戲班家庭。過去和現在的情況雖有不同，但他們都同樣長期浸淫

在戲劇的環境中，以演出為生活，耳濡目染，自然而然熟悉許多和表演相關的事物。

環境對於即興表演能力的培養，有著絕對的重要性。許多出身戲班的優秀知名演員，

多在極小的年紀就跟著父母在戲臺上生活，整天聽到和看到的，都是歌仔戲演出。由於廟

會劇場演出時間相當長，這些影像和聲音，對他們而言，就是填滿「生活」的主要內容。

許多演員從小就熟悉各種唱調，甚至成為劇團的「秘密武器」。「明華園天團」陳昭香回

憶自己自小沈迷演戲的情形：

我三歲時就很會唱歌，是我們劇團拼臺的「冠軍牌」。遇到拼臺時，只

要把我放上舞臺唱歌，觀眾都會圍過來。……所以我六、七歲就演囝仔

生，八歲離家到臺南唸小學，十三歲才又回到劇團。我小時候就很沈迷於

演戲，很愛模仿演員的表演，常常看團裡的演員演戲，很小就記得很多

四句聯。六歲時曾因為看人演《戰太平》花雲妾孫氏裝瘋的戲，散戲後

23　  周孝虹網址：http://www.taconet.com.tw/Revue/。這二十一項分別是：武生、發誓、鬼魂、小生、山賊、
神仙、三花、進金鸞寶殿、被傳喚、皇帝、三花官、歹儂（案：壞人）、皇親、正直清官、奸臣、妖
精、狀元、女將、武將、員外、店主、其他等。其中，「其他」一項沒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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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臺上模仿演員轉圈子，轉啊轉的，結果掉在臺下暈了過去。（陳昭香

2009/04/02訪談）

「春美」歌劇團的郭春美也有類似經歷。24「秀琴」歌劇團的張秀琴也說： 

從小在自家戲班「珠玉鳳」歌劇團隨父母演出，小學二年紀就跟父母在一

起待在戲班。唱曲部分是自小聽了自然就會哼。例如說【十二丈】，從小

聽，自然會。我其實不太喜歡唱流行歌，較喜歡正古路的戲，我很注意

聽，所以不只在唱，還會打鼓。（張秀琴2009/04/05訪談）

歌仔戲用得到的各種曲調（包括如北管的【十二丈】）、四句聯、鑼鼓點，對於他們而言

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就會」，不需要刻意去學。「民權」歌劇團的林嬋娟甚至因為

聽爸爸教戲，自然知道曲調的用法：

我爸爸有在教戲，有人要來學戲，那些旋律，我通常都聽得懂，所以他們

就問我說，你怎麼知道要唱？哭的時候不就是要唱甚麼？高興的時候要唱

甚麼？我就直覺說，就是要唱這個。因為這樣才「著」了〔筆者案：指留

在團裡〕。（林嬋娟2010/09/02訪談）

耳濡目染對演員即興表演的養成十分重要，蔡美珠25講的最為透徹：

內臺顛峰時期十天一檔，根本沒有回家。那時的狀況跟今天不一樣。……

從小在戲班長大的孩子，不覺得那有什麼，有朝一日你需要，你會自己去

找，連睡夢中都會去找。……小孩子不會去聽，你每天都在臺上，跟著它

的聲音在走，在當下，對我來講什麼都不是，我年齡越大，我急需時候，

你會知道你要怎麼演。（蔡美珠2010/10/16訪談）

當然，也有例外。「秀琴」歌劇團演員陳安妮並非戲班家庭出身：

我是半路出家，30歲才來演歌仔戲。在這之前我只是很愛看戲，經常會看

24　  參見註16，〈郭春美〉小傳。
25　  蔡美珠小傳參見註8，頁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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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臺戲，看出興趣來。我現在也還會去看喜歡的團演出（例如春美、昭

香）。出來演戲以後，我演了兩年的旗軍。（陳安妮2009/04/07訪談）

陳安妮是看戲看出興趣來，從戲迷進而上臺演戲的特殊例子。她主要擔任「三八」和

「妖婦」等腳色，演技十分出色，她和該團「三花」無間的合作，為演出加了不少分。

「三八」和「妖婦」兩個行當都比較重說不重唱，肢體身段也不太受程式規範。在正式演

腳色之前，她演了兩年的旗軍，磨練演技。缺乏家族的優勢，卻能從一位觀眾成功走上即

興的舞臺，和她的天賦及行當特質有關。

2.上臺與開口訓練

「在後臺生活」和「走向前臺演戲」，這兩件事雖然只有一道布幕之隔，卻很不相

同。「走向前臺」是改變心情的一大步。張秀琴的女兒張心怡就說，小時候常到戲臺玩

耍，但從來沒有注意過講戲人在講什麼，直到開始演龍套，才開始聽講戲。

最普遍的龍套是「旗軍」，旗軍只要成排站在舞臺兩邊，從頭到尾可以不說一句話。

雖然不必開口，卻因為站在臺上，使演員置身戲劇氛圍之中。「明華園天團」的臺柱小生

陳昭香功底深厚，她認為龍套階段的學習對她影響最大：

我八歲到臺南唸小學，十三歲才回到團裡。從十三歲到十七歲的年尾，五

年之間都在跑龍套，我可以說是「龍套專家」……不要小看龍套，我覺得

在臺上看戲學得最多。在我當龍套的這五年，演出時我都儘量不下臺，留

在臺上當龍套，認真看前輩怎麼說，怎麼唱，就這樣自然累積了豐富的腹

內。（陳昭香2009/04/02訪談）

跑了五年龍套，「在臺上看戲學得最多」一句話，道出了其中奧妙。陳安妮也說：

一開始出來演戲的時候，我扮仙下來，換好旗軍，我就會站在臺口看，一

定是自己去看。（陳安妮2009/04/07訪談）

薪傳獎藝師陳剩師承蕭守梨，她自認大部分的技藝本領都是在一旁觀察先生怎麼做，

自己學下來的，因為蕭守梨不太願意教學生。（林鶴宜、許美惠：55-64）「秀琴」臺柱

小旦莊金梅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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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正式拜師練過什麼，人家說練下腰倒立那些我通通沒練過，是靠媽

媽和姑姑「拖」的，人家說「鑽桌腳的」。可是其實我爸媽也沒有真的教

我什麼，我媽媽教別人會很輕聲細語，可是對我都很兇，所以我也不高興

就不學了。就只是站在旁邊看別人怎麼演，這樣學而已。我爸爸本身是文

場樂師，但其實他也沒有教過我唱。（莊金梅2009/04/05訪談）

米雪則分享她觀察的重點：

我從小就有這個習慣，會去聽臺上的口白，聽別人講什麼，一邊聽也會一

邊想，他演這個角色講這些臺詞合適不合適，講得對不對、好不好，我自

己演的話我可以講什麼。我很喜歡聽口白，我只要一靠近戲臺就會不由自

主的聽臺上在講什麼。（米雪2009/04/06訪談）

很難想像，看和聽的學問有這麼大。陳進興的一席話，或許可以給我們些許答案：

 

每個人都是老師，「三人行必有我師」，他出糗了，我就學會看，看別人

的缺點。當我上場，前輩講的十五句，當我講完十五句，後面說：「換衣

服時間不夠」，我要怎麼辦？掰啦！只是不要脫線，學會臨場反應、口白

說得溜，身段自己去學。我覺得這一個演員做得最好看，……我除了拜託

他教我，自己再去揣摩。（陳進興2008/12/01訪談）

相較唱、唸、做、打等基本功，歌仔戲更重視即興技巧的體會和掌握，這需要學習的企圖

心和長時間的觀察揣摩。龍套腳色演出任務不多，卻可以讓新手演員習慣站在舞臺上，近

距離、專心觀察前輩演員的表現，無論成功失敗，都能帶來啟發。有心學戲的人，透過

「這個角色講這些臺詞合適不合適？」「他的缺點在哪裡？」等思考，領悟越來越高。這

也就是為什麼陳進興認為，不僅前輩是老師；同輩演員即使出糗，也是自己的老師，能夠

幫助自己表現最好的，避免失誤、犯錯。

除了旗軍，戲劇裡的其他雜角，也都算是龍套。許多劇團會在這個階段訓練演員當

「走臺」（檢場），幫忙挪桌椅，準備道具等。例如武打的場面，就要幫大家準備刀、

槍、馬鞭，如此一來，演員必須很認真聽講戲，並且隨時保持投入狀態。

有意思的是，「明華園」的陳進興和「一心」的孫詩珮都不約而同的提出以丑腳做

為起步行當的建議，認為是訓練表演的訣竅。這是「明華園」訓練家族年輕小孩的一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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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陳進興說： 

只有丑角剛開始學最沒有壓力，丑仔可以黑白講嘛，不用出去正規正矩。

老生的腔調要有老生的腔調，小生要有小生的腔調，都不用！三花就是最

直接的，簡單的說，就像臺下話，順其自然。所有的年輕小孩就先學三

花，但是他也沒有刻意去教你做。（陳進興2008/12/01訪談）

孫詩珮在擔任「一心」當家小生之前，演了很多年的三花，深感從丑腳訓練的重要

性：

新進團員訓練一定先丟丑角、三八旦，為什麼？要撇開演員的心防，每個

人都想最漂亮的，這是很正常的。如何在舞臺上，在這麼多觀眾眼前，你

不顧形象地扮醜，去作怪，去把你解放，這也在磨練膽子。你豁出去演，

你得到效果之後，你就得到第一個功課，解開自己的心防，之後接到任何

角色，你就不會心裡有個疙瘩，不會有「我不敢演」這種問題。（孫詩珮

2008/12/03訪談）

不僅要「習慣站在臺上」，趁機充實腹內，更要「解開心防」，克服形象的顧慮，這

些都是龍套階段的訓練目標。

以目前外臺歌仔戲的生存條件來說，訓練新人實屬不易，於是因應出「以大帶小」的

這種隨機教學的方式。陳進興認為，這就像「火車頭在跑，火車就會跟著跑。」一個劇團

就像是一個學校，前輩演員帶頭，龍套新手隨後，一齣戲也就這麼上臺了。

3.腳色訓練

如前所言，歌仔戲過去在內臺興盛時期，因為票房的壓力，對學員採取科班式的嚴

格訓練。這些學員在訓練期間，是不輕易被允許上臺開口演出的。「秀琴」劇團的莊秀鳳

說：

那時候是活戲沒有錯，但是要套到很密很密，歌、腳步，都不能出錯才敢

讓你出去。那時候都雕得很細，就算做一個店主，也要口白雕到都抹盯

達（出錯），才敢讓你做。（問：安死的？）不是安死的，是怕漏氣，因

為戲園是收門票的，不敢讓我們出去做。（莊秀鳳2009/04/05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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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收門票，又是「做活戲」，若演員經驗不足出錯，可就壞了劇團的招牌。因此即使是

小角色，也要充分套戲。「明華園」的子團――如天團和黃團，至今講戲都還相當程度保

留內臺時期的做法，其臺數表也寫得特別嚴密。26「天團」講戲人之一的陳進興就說：

以前前輩內臺本〔案：指「臺數」〕，更詳細，因為下面還有紅的換景，

打三角形，這裡要刀劍，加上動作和舞臺，以前連舞監也要寫。……（現

在）捨繁就簡，但是演員要知道方向。如果說，其中有幾句非得照我這樣

講不可，我就會寫臺詞；或者叫你出去唱歌，你說我不太會唱，我會寫臺

詞給你。（陳進興2008/12/01訪談）

歌仔戲出了外臺演出後，條件大不如前。演員從龍套階段，就有很多機會開口說話。

經過擔任過形兒27、旗軍、雜腳等龍套訓練後，劇團就會開始幫演員「雕腳色」。莊秀鳳

說：

學做戲看臉就知道。小旦看面膜，小旦就要嬌豔。小生就要看腳踏，有的

小生真美，腳步走不穩，有的聲音差。走路走不穩重，雕不來就要作採

花。小旦就是看，看你要唱唸。學做戲就是每個腳色都要學，學不起來就

要做下手。……再開始慢慢雕，學戲不能一步就爬上去，慢慢的慢慢的，

這角做穩了，下回可以再給你演另外一角。……這樣而已，三個腳色，都

不會「叮達」，就「出角（kio4）」了。（莊秀鳳2009/04/05訪談）

三種腳色都能掌握，就「出角」了。相反的，有些演員始終掌握不到重點，做什麼都不

像，就稱做「無出角」，只能演「下手」雜角混日子。

歌仔戲演員有一些公認「基本必學」的身段和技巧，通過這些技藝訓練後，才有成為

一個腳色的可能性。茲匯整幾位曾任劇團領導人的知名演員的說法，如下： 

26　  參見林鶴宜：〈「做活戲」的幕後推手：臺灣歌仔戲知名講戲人及其專長〉一文。陳勝國講戲十分詳
細，包含了相關對話、唱詞和表演。他提出「沒有劇本的死戲」的概念，指出內臺時期雖然沒有劇本，
但一齣戲演久了，一切都會固定下來。陳勝國所有的劇本皆以這樣的概念進行創作。

27　  指套上龍虎等形狀的戲服扮演動物。如陳進興就戲稱自己是「從畜生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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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段 唱 白

廖瓊枝28 腳步（慢和緊）、下

戶定（過門檻）、轉

輪。劈腿、蹲馬步、擋

壁（倒立）、拗腰、擺

尪仔格（功架）等。

每日須吊聲。【七字仔】、

【大調】、【倍思】、【雜

唸】、【都馬】、【江湖

調】、【串調】、【緊疊

仔】。「變調」比較少。

須知韻味及上下

音。背四唸白和四

句聯。

陳剩 走 圈 、 踮 腳 （ 蹲 馬

步）、拗腰、蹋腳。刀

槍基本步及各種刀花。

另有學武必學。

【 七 字 仔 】 、 【 鏗

仔】。（餘看腳色自己學）

四唸白和四句聯多

自己吸收。

陳昭香

雲手、弓箭步、下腰、

轉圈、走圈等。

臉部表情、眼神。

【七字仔】、【都馬】、

【大調】、【倍思】、【串

調】、【漿水】等、各種

「變調」。

不必學，但「叫

介」要學，例如：

「啊嗨」是通知文

場要打引。「啊

～」是要唱【七

字調】。「啊－

啊」是要唱【都馬

調】。

張秀琴

亮相、蹋腳、踮腳、拉

山（山膀）、劈腿、走

圈、舞臺步等（先學小

旦步、小生步，接下來

練穿高靴走小生步）。

武行方面，包括擋壁、

翻筋斗29。

【七字調】、【都馬調】、

【雜唸】、各種「變調」。

要注意古冊戲的

口音，要會「含

口」。必須記四唸

白。

郭春美

拉膀（山膀）、雲手、

踮腳。

【七字】、【都馬】、【雜

唸】、【倍思】、【大調】

等，和各種「變調」。

要注意黌文白與土

白的分別。還要分

文白、武白。

28這些「基本必學」的意見，雖然相當程度反映演員個人的關注，但可以視為演員

「雕腳色」的重要技藝考量。29

內臺時期的演員多半文武戲都學，再視其材質調整發展方向，例如杜玉琴30十三歲開

始學歌仔戲，文戲老師為廈門來的藝師小寶鳳，武戲老師為呂金虎（呂福祿之兄），後來

28　  廖瓊枝傳記見紀慧玲。1999。《廖瓊枝――凍水牡丹》。臺北市：時報。
29　  翻筋斗包括正翻、側翻、倒翻、空翻－正彈、桌上翻等。秀琴表示，過去都是在田裡或海邊練習，或者

帶一兩塊塌塌米出門，休息時候練習。
30　  杜玉琴小傳參見註8，頁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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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以文戲見長。年輩稍晚的莊秀鳳和「民權」的林美香31則先以武戲打底，後學文戲。莊

秀鳳八、九歲就學武行，在內臺擔任「伴武」和持技演出。林美香十四歲開始學武戲，由

其父林天成親自調教，後才由王束花教其文戲。目前外臺只有武戲訓練，才會特別請老

師教導。例如「秀琴」的張秀琴、「宏聲」的藍雅君、「明華園天團」的孫詩雯（原「一

心」）、「春美」的郭春美、「一心」的孫詩詠等，都有跟武戲老師學習的經驗。32至於

文戲，則多請班裡的前輩調教。張秀琴說：

武戲才需要特別請老師教，文戲都是團裡的前輩教戲，例如說媽媽、阿姨

或像是秀鳳的大姐秀珠等。還有拉絃的師父，一有空，就幫我們「雕」。

我和我的親姐姐秀麗一起學戲。（張秀琴2009/04/05訪談）

米雪的父親是文場樂師，特別注重唱的訓練：

我爸爸是文場樂師，所以我們小時候他就會叫我們五姊妹站成一排，練

發聲、練唱，第一首學的是【觀音得道】，第一句就很慢很慢，要學會

牽音，再來就學【都馬】、【七字】和【江湖調】，還學南管。（米雪

2009/04/06訪談）

除了請同戲班長輩調教，演員們也會自行想辦法提昇藝術。例如陳昭香特別推崇楊麗

花和小鳳仙的唱腔，自認【七字仔】的轉音，受楊麗花的影響。孫詩詠也常常聽廣播和錄

音，學唱腔轉韻，找出不同的味道，這是視訊發達後又一種學戲的方式。

過去京劇演員初次上臺，常會請前輩或師傅在旁提醒更正，稱之為「把場」。這種由

專家親臨劇場，針對特定演員監督指導的做法，對於剛開始上臺「做活戲」的歌仔戲演員

來說，尤為重要。這是歌仔戲「雕腳色」的必要過程，一般稱為「監場」。33孫詩雯說：

一開始都是演丑角，不管三花、彩旦都演過。十八歲時因為劇團裡的苦

31　    林美香小傳參見註8，頁294-295。
32　  秀琴的老師是劉萬春、嵌仔忠，藍雅君的老師是空欽和張學武，孫詩雯和孫詩詠的老師是劉光桐、楊蓮

英，郭春美的老師是師公水、郭玉峰。
33　  「把場」指演員初演某一劇目時，由師長在旁照料提示。參見吳同賓、周亞勛編。1990。《京劇知

識詞典》。天津：天津人民。後來也用在名家對新手演員初排新戲時，帶有推薦性質的調教。例如
2010年3月7日晚在北京梅蘭芳大戲院演出新編程派京劇《穆桂英挂帥》，就請來梅葆玖親自為李佩
紅的演出把場。參見〈梅葆玖把場 李佩紅掛帥〉京劇藝術網站新聞中心http://www.jingju.com/news/
detail/03081054020371609546.html。2010.03.08新聞稿。「監場」一般指歌仔戲講戲人對全場演出程序和
品質的監控，性質如同舞臺監督加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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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離開，劇團沒有別的小旦可以替補，因此被抓上來作苦旦。剛作苦旦

的時候非常痛苦，除了肢體語言跟丑角完全不同以外，最難的就是唱。那

時候在劇團住班的老演員林紀子可算是我的啟蒙師傅，她教我很多很多，

常常臺上一演完下來，就會被叫去一直講一直講，講剛剛在臺上演，這樣

不行，那樣不好，說「你怎麼這樣演？」，所以那時候上臺演戲其實都很

怕，因為一下臺又要被罵了。（孫詩雯2009/04/02訪談）

孫詩雯的姐姐，小生演員孫詩珮則是由爸爸孫榮輝34監場指導：

如果在臺上講錯話，下臺爸爸會跟你講，臺上的文言文應該怎麼講，臺上

有臺上講的口白，比較深的臺語，跟普通對話方式不一樣，當大將講出來

的意思也不一樣。……爸爸現在六十幾歲，常常看別的劇種的帶子。他會

跟我們解說，你看人家的韻味是怎麼樣，文戲細膩的情感傳遞，你的喜怒

哀樂要讓觀眾明確感受到。（孫詩珮2008/12/03訪談）

除了前輩「監場」，若能有機會固定和高手對戲，更能快速提升演技，等於是請專家

走到戲中去調教新演員，孫詩雯說：

二十三歲嫁到「明華園」，開始和昭香姐對戲。這幾年在「明華園」學到

真的很多很多，因為昭香姐的資歷比我老很多，她很會帶戲。來到「明華

園」跟昭香姐一起演戲，有真的進入角色情境中的感覺，有融入感情，很

不一樣。我也學昭香姐的唱，昭香姐唱得很好，我常常跟他請教怎麼樣

唱，他也會主動告訴我說怎麼唱會比較好聽等等。（孫詩雯2009/04/02訪

談）

目前，外臺職業歌仔戲班多已無法採取過去科班那種較為嚴謹的方式來訓練演員。

然而，大部分出身戲班的新手演員，在戲劇氛圍濃厚的生長環境浸潤下，經歷龍套腳色打

底，進一步學習各種必要的口白、曲調及身段等技藝，再依文戲和武戲，分別請前輩或老

師調教，並透過頻繁的上臺實踐，由專人監督指導，久而久之，幸而也能培養出足以上臺

即興的演員。

因應時代的變遷，以及廟會劇場因陋就簡的環境，加上人才斷層的現實，目前所採用

34　  孫榮輝為本名，孫榮吉為藝名。孫榮輝小傳參見註8，頁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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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套演員養成訓練方法，儘管嚴謹度不足，依筆者看來，卻發揮了民間高度靈活變通的

能耐和務實的精神，以最少的資源，做盡可能的運用，維持可能最好的局面。

餘論：歌仔戲「拼貼」表演風格的形成

本文以臺灣歌仔戲的演員即興表演機制和養成訓練為題，對歌仔戲「做活戲」從「演

員即興表演」這個角度提出初步的觀察。首先，分析一個無論在訓練或演出狀況都極至

發揮「演員中心」的表演機制。在此機制下，演員以（1）鋪陳戲劇場景、（2）堆疊劇

情、（3）落歌等三個重點步驟不斷重複或輪替執行，建構一個個情節段落，在舞臺上直

接以「表演」來說故事，完成戲劇演出。為說明此一即興機制步驟的運作，本文舉「春

美」歌劇團《深宮醜》第四臺戲的「講戲記錄」與「演出實況記錄」對比，見證歌仔戲

「做活戲」的演員即興表現內涵。

同樣是「做活戲」，歌仔戲的演員養成訓練，在內臺商業戲院階段和外臺廟會劇場

階段，其嚴謹度有相當的差別。內臺商業戲院因為有票房的壓力，無論講戲人擬編臺數、

講戲；或演員基本技藝訓練、套戲等，都比外臺的廟會劇場來得嚴密而用心許多。由於環

境和演出場合的改變，無法以過去的尺度來要求今天劇團對演員的訓練。目前，外臺歌

仔戲戲班以家族成員為主力，除了延續過去「合零為整」的方式，從教育劇目或橋段的學

習中，充實許多「包裹式」的技藝段落，直接套用在表演中；更多的透過「化整為零」的

方式，隨著不同劇目的演出，不斷記憶預想唱詞、四句聯、四唸白、特殊吟詩等，一邊演

戲，一邊累積「腹內」。

若以「階段」來看演員的即興演技訓練，則又可以分為（1）戲劇環境的耳濡目

染、（2）上臺與開口訓練、（3）腳色訓練等三個步驟。即興演技很注重外在環境的啟發

以及內在的思考和體悟，因而演員的企圖心格外重要。假如今天歌仔戲不再採取即興的表

演方式，它的技藝傳承也許不致於那麼耗日費時。反過來說，卻也因為它採取即興表演，

其繼續傳承才成為「可能」。外臺劇場許多條件都大不如前，「彈性大」正是即興演出的

特點，無論表演或訓練，它極度仰賴環境的支撐，也隨著環境改變而調整方法。演員的企

圖心和適應力，更能夠彌補許多資源不足的缺憾。

常有人以「拼貼」來形容歌仔戲的演出風格，它的舞臺視覺總是五光十色，內容題

材更是包羅萬象，演員的表演風格尤其各行其是，只要兜得上，故事講得下去，並沒有什

麼不可。這種風格的形成，其實正因為它採取即興表演方法運作之故。新手演員在訓練階

段可能受到劇團中帶戲的前輩演員影響，但因為即興表演極度仰賴演員個人內涵的發揮，

等到基礎穩固之後，個人內在特質勢必要被強烈的表現出來。早期歌仔戲班的演員許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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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他各種背景，如京劇、北管、高甲、歌舞團、話劇、雜技等，不少人有不同的表演經

驗。如此，五花八門的的表演便被帶到戲劇中來，促成歌仔戲高度的綜藝色彩。

除劇種發展所產生的拼貼風格之外，又可能因為沒有套戲，或默契不足，而出現各行

其是的情況，這是另外一種層次的「拼貼風格」。歌仔戲演員對這種各自表態的局面，多

半習以為常，不以為意。以「秀琴」歌劇團為例，它算是外臺一般規格演出中，35最嚴守

紀律的劇團了。再加上該團演員流動性不大，默契高，對於哪齣戲想要什麼效果，較有共

識。一般來說，她們的拼貼，多是屬於歌仔戲定型風格的表現。

然而，偶而也會出現不搭的情形，陳安妮總以包容和配合的心態面對：

風格搭不上的也有啊，可是大部分不會去講啦，反正互相配合一下，就順

過了，我是會去注意一下對手，盡量配合他就是。（陳安妮2009/04/07訪

談）

同團演員米雪，做為該團講戲人之一，對演出風格有較為「苛刻」的要求：

風格不合的很多啊！可是沒辦法，外臺戲就是這樣，又沒辦法去要求誰誰

誰怎麼樣。除非就公演，公演我寫了劇本，導演排了，就會被規定，就比

較不會像外臺戲那樣。（米雪2009/04/06訪談）

似乎，只要採取即興演出，就很難做到嚴格定義的風格統一，演員米雪看到了即興表演的

限制。即使過去內臺時期那種套戲套得很嚴謹的演出運作，它也只能安於「通俗劇場」的

場域。

幕表戲原本就是存在於庶民劇場中，不依賴文字生產劇目的戲劇運作方法，表演者由

庶民演員來擔任，其表演精華，很大一部分建立在即時趣味之上，這種即時趣味，表現了

演員的機智，有利於反映現實，所以它多半很貼近大眾。但也因為這樣，它就連抒情也是

激烈露骨的，絕對的缺乏文采，也難以高調。

這與其說是即興戲劇的缺點，毋寧說是它的特點，它是我們熟知的「劇本戲劇」之外

的另一種戲劇。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只要即興的演出持續，那種無論由內容或表演造成的

拼貼風格也會持續，而且，不斷會有新的東西被加進來。

35　  指一般民戲，在戲金、舞臺尺寸、前後場人數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規格。「明華園天團」則不演這種民
戲，他們的戲金、舞臺尺寸和人數都屬於中型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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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田野記錄

日期 受訪人 訪問人 地點及內容

１ 2008/06/07 郭春美 林鶴宜
臺北市迪化街城隍廟，在後臺看《玉面夜叉靈蛇

劍》。

2 2008/09/02 陳勝國 林鶴宜

嘉義市地藏庵《孫臏夜痛易州城（鋒劍春秋之

八）》講戲及演出錄音、演出記錄《青蛇傳》講戲

錄音。

3 2008/1015 洪錦鳳 陳惟文
臺南市灣裡萬年殿戲臺（臺南市灣裡路64號）訪

問。

4 2008/12/01 陳進興 陳惟文 蘆洲市保和宮（臺北縣蘆洲市成功路182號）訪問。

5 2008/12/03
孫詩佩

孫詩詠
陳惟文 臺北市內湖區麥當勞訪問。

6 2008/12/15 郭春美 林鶴宜
臺北市歸綏街戲曲公園（臺北市大同區歸綏街164-
169號）《陰陽界》。戲臺訪問。

7 2008/12/15 洪錦鳳 陳惟文 臺北市歸綏公園戲臺訪問。

8 2008/12/18 洪錦鳳 陳惟文
臺南市灣裡萬年殿戲臺（臺南市灣裡路64號）訪

問。

9
2009/01/18 張秀琴

等

林鶴宜

劉映秀

陳惟文

臺北市大稻埕戲院《桐花二度》。

10 2009/03/30
孫詩詠

孫詩佩

林鶴宜

劉映秀

陳惟文

新 店 市 中 正 路 6 6 3 巷 7 弄 1 5 號 玄 聖 宮 《 真 假 皇

后》（秀朗橋下）講戲錄音、臺數記錄。

11 2009/04/02 孫詩雯 劉映秀 臺北市保安宮戲臺訪問。

12 2009/04/02 陳昭香 林鶴宜 臺北市保安宮戲臺訪問。

13 2009/04/02 陳進興 陳惟文 臺北市保安宮戲臺訪問。

14 2009/04/05
張秀琴

張秀雅
林鶴宜

新店市福壽宮（寶橋路266號）《簫聲》講戲錄音、

演出照片。

15 2009/04/05 莊金梅 劉映秀 新店市福壽宮訪問。

16 2009/04/05 莊秀鳳 陳惟文 新店市福壽宮訪問。

17 2009/04/06 米雪 劉映秀 新店福壽宮附近的星巴克訪問。

18 2009/04/07 陳安妮 劉映秀 臺北市保安宮戲臺訪問。

19 2009/04/18
陳美雲

呂雪鳳

林鶴宜

劉映秀

陳惟文

臺北市大稻埕媽祖宮《包公斬文判》照片、臺數記

錄。

20 2009/06/08
郭春美

黃月琴

林鶴宜

陳惟文

臺北市迪化街城隍廟《深宮醜》講戲錄音、演出錄

音及照片、臺數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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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09/10/16 陳勝在 陳惟文 屏東縣潮州鎮家中訪問。

22 2010/03/31 米雪講戲

林鶴宜

劉映秀

吳彥霖

新店市太平路太平宮《浪蕩子》臺數記錄、照片。

23 2010/04/01 米雪講戲
林鶴宜

吳彥霖

新店市太平路太平宮《千古情怨》

講戲錄音、演出錄音、臺數記錄、照片。

24 2010/06/27 鄭秋美 林鶴宜 臺北市大稻埕戲院《殺子報》場次名目記錄。

25 2010/07/01 郭春美
林鶴宜

陳惟文

臺北市迪化街城隍廟《可愛的情人》臺數記祿、照

片、演出錄音。

26 2010/07/24
林明芬

周桂美
林鶴宜

高雄縣仁武灣仔內《程交金娶某》演出錄音、臺數

記錄、照片、臺數。

27 2010/07/31 陳剩 林鶴宜 臺北市國家劇院怡客餐廳訪問。

28 2010/08/07 張秀琴 林鶴宜 臺北市豬屠口戲臺記錄秀琴上妝步驟。照片。

29 2010/08/07 李靜芳 林鶴宜 臺北市戲曲公園《乞丐養狀元》。照片。

30 2010/08/20
林明芬

周桂美
林鶴宜

高雄市苓雅區鼓山亭《薛光取某/紀鸞英招親》演出

錄音、臺數記錄。臺數。

31 2010/08/20
張秀琴

陳美淑
林鶴宜

臺南市米雪家訪問。

臺數。

32 2010/08/27
米雪

張心怡

林鶴宜

吳彥霖

陳惟文

臺北市豬屠口報安堂，《雙生仔怨》臺數照片、臺

數記錄、講戲錄音、演出錄影。

33 2010/09/02 林嬋娟 陳惟文 林嬋娟板橋家中訪問。

34 2010/10/04 郭春美 林鶴宜 臺北市羅斯福路敏隆講堂訪問。

35 2010/10/07 廖瓊枝 林鶴宜 電話訪問。

36 2010/10/16 蔡美珠

林鶴宜

陳惟文

吳彥霖

臺北市萬大路丹堤咖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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