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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黨佛教寺院劇場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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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佛教寺院演戲及專設劇場是中國戲曲文化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文在詳細考述

東漢至隋唐漢譯佛經及漢文文獻中「戲場」的基礎上，質疑隋唐及之前「戲場」

與北宋以來用於專門演出戲曲之專門「戲場」存在較大差異，此「戲場」非彼「戲

場」。對佛教寺院興建專門演戲之「戲場」的緣由作了深入分析，認為佛教發展

至明清兩際，少數寺廟興建了專門用於敬神獻戲的劇場建築，這不僅是單方面的

中國本土民俗文化對佛教寺院的衝擊，而且也是部分佛教宗派對教規、教義的自

我改革調整所導致的結果。並進一步對山西尤其對上黨地區佛教寺院進行了全面

系統的考察分析，認為：上黨佛教寺院遺存數量上千座，但有專設演劇之劇場者，

為數不多，且目前發現最早記錄為明後期，清康、乾時期佛教寺院專設劇場數量

漸增，但亦未能使劇場在佛教寺院廣泛普及開來，大多數佛教寺院依然保持其獨

立品性，與世俗的戲曲活動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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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hangdang Buddhist Temple Theatre

Lu-wei Wang*

Abstract

Drama performance in Buddhist temples and at specialized performance venues in the 

temples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opera culture. Based on research in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i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Eastern Han to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erm xichang (theatre) and argues that its meaning 

changed from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alized performance venues built in Buddhist temples and traces their development 

from beginning through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 small number of temples theatres were 

built, dedicated to the worship of gods. This shows that Chinese folk culture had an impact on 

the Buddhist temples, and that some Buddhist sects made adjustments and reforms in the Canon 

and the doctrine. This paper further surveys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the Shangdang region of 

the Shanxi Province. There remain over a thousand Buddhist temple ruins in Shangdang, but 

few include a specialized theatre. The earliest records of temple theatres are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number increases in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periods in the Qing Dynasty. 

Even so, Buddhist temple theatres were not a common thing. Most Buddhist temples still 

maintained their independent character, and stayed distanced from secular drama activities.

Keywords: theatre, temple theatre, Shangdang region, Buddhism,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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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上黨」為山西潞安府、澤州、沁州、遼州所在地域，與今所謂山西省「晉東南」

晉城和長治兩市所轄 19個縣區行政區域大致等同。太行、王屋、中條等群山環繞，使其

與山西其他區域隔絕，自然環境封閉。顧祖禹曰：「郡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1

因此山地成了它的代名詞。這一特殊環境，客觀上使許多久遠的神祇宗教造景得以保留，

當地人多言「十室之聚，必有廟」。這些廟宇中佛教寺院有一定比例，且部分佛教寺院有

專門用於演出戲曲的劇場建築，這一特殊現象形成的原因何在？本文旨在探討早期佛教

「戲場」所指及上黨地區佛教寺院劇場的相關事宜。

一、早期佛教寺院「戲場」考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歷程，其發軔於漢代，風靡於六朝，繼盛於隋唐，衰弱於明清（方

立天 1988：45-46），與此同時，隨著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的變革，佛教也做出了相應的調

整變化，其歷程時刻體現著佛教中國本土化情景。呂大吉、牟鐘鑒《中國宗教與中國文

化》中指出自漢代起至宋代大致經歷了一個「佛經倫理儒學化」或說「佛教倫理中國化」

的過程，使其盡量順應中國傳統儒家宗法倫理觀念，以緩和佛教與中國主流社會思想之間

的差異與分歧（呂大吉、牟鐘鑒 2005：200）。隋唐時期，中國佛教開始紛紛創立宗派，

其中隋代形成的天臺宗首開佛教在中國創立宗派的風氣，此被視為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里程

碑（吳平 2009：67）。

在佛教中國化的歷程中，佛教寺院接納戲曲演出，且在寺院內外專設劇場也可視為

佛教中國本土化的一大特色。但從文獻記載來看，佛教寺院「戲場」早在隋唐時期就廣泛

存在。學者們也多有考證論述，任半塘《唐戲弄》認為「唐代所謂戲場，乃戲劇、百戲、

雜伎之所共有」（任半塘 1984：980）。廖奔《中國古代劇場史》中認為中國戲劇演出場

所最早見於記載的是唐代佛寺中的「戲場」（廖奔 1997：3）。李強〈山西佛教寺院與戲

臺的學術價值論〉中也認為「在唐五代時期，朝野上下佛教寺院確實廣設戲臺」（李強 

2010：25-41）。我們需要質疑的是，為何佛教寺院早在隋唐時期便普遍設立「戲場」，

而至宋金元時期，「戲場」載錄又多與佛教寺院無緣？隋唐佛教寺院「戲場」與後世神廟

「戲場」所指可否等同？這可能是破解佛教寺院「戲場」問題的關鍵所在。

在長期的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戲場」所表達的意義是有所轉變的，這就需要我們

結合社會文化時代背景予以合理解釋。

1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四二．山西四，《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
冊 603。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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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戲場」在一些文獻記載中明顯指遊戲競技的場所

漢譯佛經中關於「戲場」的文獻記載，最早為《大正新修大藏經．修行本起經》卷一

載：「王敕群臣，當出戲場，觀諸技術。⋯⋯優陀受教，往告太子：『王為娶妻，令試禮

樂，宜就戲場。』」2之後，《雜譬喻經》卷一載：「力士出外相見，將詣戲場，輕其年

少，便欲撲殺之。」3據康保成〈戲場：從印度到中國—兼說漢譯佛經中的梵劇史料〉

考述，上述漢譯佛經中的「戲場」專指用於角力、相撲、競射等活動的競技場所，而角力、

相撲等均被看成是遊戲（康保成 2002：45-54）。就中國本土文獻而言，戲場載錄最早見

於三國時期建安七子之一應瑒〈鬥雞詩〉言：「兄弟遊戲場，命駕迎眾賓。」（逯欽立 

1983：384）唐．李綽《尚書故實》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

蝟對打。」4此處亦指遊戲娛樂場所。

（二）漢譯佛經中的「戲場」專指梵劇劇場

漢譯佛經中的「戲場」專指印度梵劇之演出場所，並非中國傳統戲曲劇場。康保成曾

做過相關統計，在《大正新修大藏經》前 32冊中有 11部佛典 15處 30餘次使用「戲場」，

其中多為隋唐以前翻譯（康保成 2002：45-54），如北魏《正法念處經》卷五偈頌曰：「如

彼伎兒，取諸樂器，於戲場地，作種種戲。⋯⋯戲場地者，謂五道地，種種裝飾，種種因

緣，種種樂器，謂自境界。」5隋代《佛本行集經》卷十四偈頌曰：「亦如戲場諸幻化，

又似山川逝水流。眾生老病死亦然，或生天人三惡道。」6等等。雖然是用來表現「人生

如戲」的佛理，但從「樂器」、「作種種戲」、「種種裝飾」等可以看出，是為歌舞或

戲劇類的表演。康保成在許地山、麥東那（A.A. MacDonell）、黃寶生、維傑塞克羅（A.

Wijesekera）等諸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考證梳理，認為「那吒在戲場」中的「那吒」是梵

語「nata」的音譯，譯成漢語便是「俳優」、「伎兒」、「妓者」、「樂人」之意，通俗

地講也就是戲曲演員。但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此處種種載錄當專指印度梵劇，並非中國傳

2　 （東漢）竺大力、康孟譯：《修行本起經》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
1990年）。冊 3。頁 465。

3　 （後漢）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年）。
冊 4。頁 505。

4　 （唐）李綽：《尚書故實》，《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冊 862。頁
473。

5　 （北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卷五，《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
1990年）。冊 17，頁 24。

6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十四，《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年）。
冊 3。頁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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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戲曲。

（三）「戲場」側重於表達遊戲、表演的喧鬧情景

「戲場」側重於表達某一用以遊戲、表演的喧鬧情景，對「戲場」專指建築設施不太

明確。隋代琨集《論場》三十一卷曰：「戲場則歌舞音聲，戰場則矛甲兵仗，道場則幡華

寶蓋。」7此處「戲場」、「戰場」、「道場」表達特定的情景場合，可見其「場」是為泛指，

形容一種情景氛圍，「戲場」亦然。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八一隋煬帝大業六年載：「於

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至旦，燈火光

燭天地，終月而罷。」8《隋書．音樂志下》載：「每歲正月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

綿延八里，列為戲場。」9曹飛《敬畏與喧鬧：神廟劇場及其演劇研究》認為隋唐時期「戲

場」泛指那些大眾的娛樂場所（曹飛 2011：31）。從上述文獻可以明顯看出百戲展演之

地為廣場或空地之上，「戲場」泛指樂舞伎藝表演及眾多觀眾共同營造的歡鬧場景。所以

「戲場」所指，注重的是情景氛圍，並非實際建築。

（四）「戲場」上以「百戲伎樂」為主要表演內容

從文獻記載及文物遺存看，「戲場」上的表演內容為「百戲伎樂」，並非真正意義上

的雜劇、院本等中國傳統戲曲。自北魏至唐宋文獻多有記載，如隋代薛道衡〈和許給事善

心戲場轉韻〉載：

京洛重新年，複屬月輪圓。雲間璧獨轉，空裡鏡孤懸。

萬方皆集會，百戲盡來前。臨衢車不絕，夾道閣相連。

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信。豔質回風雪，笙歌韻管弦。

佳麗儼成行，相攜入戲場。衣類何平叔，人同張子房。

高高城裡髻，峨峨樓上妝。羅裙飛孔雀，綺帶垂鴛鴦。

月映班姬扇，風飄韓壽香。竟夕魚負燈，徹夜龍銜燭。

歡笑無窮已，歌詠還相續。羗笛隴頭吟，胡舞龜茲曲。

假面飾金銀，盛服搖珠玉。宵深戲未闌，兢為人所難。

7　 （隋）琨集：《論場》三十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年）。冊
49。頁 106。

8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 6549。
9　 （唐）魏徵編：《隋書．音樂志下》，《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冊 7。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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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驅飛玉勒，立騎轉銀鞍。縱橫既躍劍，揮霍複跳丸。

抑揚百獸舞，盤跚五禽戲。狻猊弄斑足，巨象垂長鼻。

青羊跪復跳，白馬迴旋騎。忽睹羅浮起，俄看鬱昌至。

峯嶺既崔嵬，林叢亦青翠。麋鹿下騰倚，猴猿或蹲跂。

金徒列舊刻，玉律動新灰。甲荑垂陌柳，殘花散苑梅。

繁星漸寥落，斜月尚徘徊。王孫猶勞戲，公子未歸來。

共酌瓊酥酒，同傾鸚鵡杯。普天逢聖日，兆庶喜康哉。

（逯欽立 1983：2684-2685）

描述集會競技場面，百戲伎樂無所不容，有「跳丸」、「躍劍」、「馬術」、「馴獸」等

雜技表演，亦有「擬獸」、「盤舞」、「假面」等樂舞表演，可謂形式多樣，喧鬧異常。

唐代李冗《獨異志》載：「手自臂而墮，足自脛而脫，善擊球、樗蒲戲，又善劍舞、數丹

丸。」10記錄唐貞元、元和年間，乞者解如海展現自己的表演技能，多屬西域藝伎。

就隋唐佛教寺院「戲場」相關記載而言，如張固《幽閒鼓吹》詳細記錄了萬壽公主在

其小叔子生病期間到慈恩寺「看戲場」；11錢易《南部新書》卷五載：「長安戲場多集於

慈恩，小者在青龍，其次薦福、永壽。」12所指為娛樂演出場景無疑，但其具體演出內容

及場所形制為何，並無詳述。敦煌莫高窟第 112窟〈西方淨土變〉樂舞壁畫，即展現了樂

舞伎位於臺式建築上的表演，曹飛《敬畏與喧鬧：神廟劇場及其演劇研究》認為此演出場

所當為「勾欄」（曹飛 2011：40）。高平市陳區鎮開化寺宋代〈樂舞圖〉壁畫也顯示出

兩位舞伎正位於臺式建築翩翩起舞，臺上四周亦裝有木製勾欄，台下兩側樂伎數十人，可

見佛教寺院中有專門的演藝場所，且自唐至宋形制相似。但從其獻演內容來看，均為舞伎、

樂伎表演，並非中國傳統戲曲，佛教寺院內現存大量的「百戲伎樂」石刻雕塑是為明證，

如大同北魏雲岡石窟樂舞伎石刻、五臺山佛光寺經幢伎樂石刻、晉城市青蓮寺慧峰和尚塔

伎樂石窟、潞城市辛安村原起寺經幢伎樂石窟等等。

可見，由於「百戲伎樂」與宋金元時期雜劇、院本相比，其藝術形態存在較大差異，

故隋唐時期佛教寺院中之「戲場」與宋金元時期一些中國本土信仰神廟中之演劇場所亦不

相同。宋元時期神廟戲曲演出場所名目繁多，或曰「露臺」，或曰「舞樓」，或曰「舞庭」，

或曰「獻樓」等等，並未沿用「戲場」之名，直至明代後期，以「戲」直言劇場之名的風

10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 2837。
11　 （唐）張固：《幽閒鼓吹》，《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冊 1035。頁

551。
12　 （宋）錢易：《南部新書》，《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冊 1036。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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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才逐漸流行開來。所以隋唐佛教寺院中的「戲場」與後世神廟「戲場」存在差異。

（五）宋元時期戲曲藝術未能進入佛教寺院的緣由

宋元時期戲曲藝術形態未能進入佛教寺院，可能源於佛教儀軌中本有梵樂法音，

其百戲伎樂屬於隋唐佛教興盛時期招徠民眾、擴大寺院影響力的一種附加手段，「外

掛」於佛教儀軌程式之外。馮俊傑《古劇場與神系神廟研究》中指出：「佛教與道教

相比，思想上排他性要稍強些，在戲曲從起步到繁榮的宋金元三代，他們並未理會

雜劇院本的存在。」（馮俊傑 2014：399）再者，宋金元時期，佛教發展勢頭轉衰，

百戲伎樂便漸漸退出佛教寺院，這與佛教「八戒」之「七者不作娼伎樂故往觀聽」13 

、「不自歌舞作樂」14的初衷一致。而這些百戲伎樂反而在中國本土信仰神廟中找到了

適合自己生長的土壤，且迅速發展壯大，如長子縣紫雲山三嵕廟北宋宣和四年（1122）

〈紫雲山新建靈貺廟記〉碑載：「靈貺之廟，在在有之。或未廟者，請神行馬。大興

供獻，儀仗、法物，僭擬王者。百戲妓樂，所費不貲，官司莫之禁，習以為常。」15 

更為關鍵的是，這些本土信仰神廟為了追求「禮樂典制」的外在結構完善，符合「禮興樂

成」的儒家傳統思想，將「百戲妓樂」作為上乘祭品納入到賽社禮儀的程式之中，且成為

關鍵環節。之後，在以百戲伎樂為重要源頭之一基礎上發展成熟的院本、雜劇也就順利地

納入到民間賽社祭禮程式之中，潞城市南舍村發現的明萬曆二年《禮節傳簿》中所記錄的

賽社禮儀程式便足以證實這一事實。

上述分析表明早期佛教寺院「戲場」側重於表達以百戲伎樂表演以及相關遊戲、娛樂

活動等為主要對象的情景氛圍，對固定的「戲場」建築表述並不十分明確，且與明清時期

神廟「戲場」所指存在較大差異。

二、佛教寺院創建劇場之緣由

關於佛教寺院創建專門的演劇場所，其緣由應當歸結為佛教中國化，或者說佛教世俗

化、平民化之後的形態之一。馮俊傑〈佛教信仰與寺院劇場的興建〉（馮俊傑 2014：399-

406）與牛白琳〈世風影響下的佛教劇場〉（牛白琳 2011：145-161）通過大量實例對佛教

13　 （後漢）佚名譯：《受十善戒經．十惡業品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
1990年）。冊 24，頁 1024。

14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十三，《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年）。
冊 25。頁 159。

15　 北宋宣和四年（1122）〈紫雲山新建靈貺廟記〉，碑存山西省長子縣色頭鎮琚莊村北紫雲山三嵕廟東碑
亭內，碑高 122釐米，寬 67釐米，側寬 16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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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興建劇場之緣由都做了翔實的論證分析，認為劇場被佛教寺院接納多源自外在（佛教

以外文化）世俗文化的影響和衝擊，概而言之為以下兩方面原因：

其一，戲曲藝術的繁盛對佛教寺院祭禮活動的影響。戲曲作為中國最頂尖的綜合性藝

術形態，發展至明清已經全面繁盛，中國本土信仰神廟內多以演戲敬神，以示虔誠，認為

戲曲是最上乘的供品，故極力向佛教寺院推薦。如潞城市成家川街道辦李家莊觀音堂乾隆

二十三年（1758）〈觀音堂創建戲樓碑記〉載：「於每歲遇聖誕之期，至心朝禮，並無戲

樓，迥非為敬神之意矣。」16馮俊傑認為「藝術的本質是相通的。自成體系的佛家思想其

實並不排斥藝術，相反，佛家的梵唄音樂與歌舞，從敦煌石窟、雲岡石窟和一些宋元寺院

壁畫來看，還是相當發達的。他們排斥的僅僅是藝術的形式，而非藝術的本質。這是部分

寺院最終允許在浴佛日演出戲曲、先後創建劇場的內因。有了這個內因，民俗文化對寺院

的滲透也就更加輕鬆了」（馮俊傑 2014：404）。

其二，俗神與俗神祭禮入駐寺院，也是劇場興建的一大緣由。這很大程度上受明清時

期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的影響，進而呈現出佛教寺院內神靈供奉的「混亂」現象，甚

至出現將寺院神靈易主的情況，如山西省陽曲縣東黃水鄉紅峗山黃花洞廟群，17明代佛教

為主導，至清聖母神靈已成為主導（牛白琳 2011：157）。這也成為民間賽社演劇進駐佛

寺的合理依據。久而久之，一些民間俗務的處理也成為一些寺院內日常事宜，故佛教寺院

的功能亦愈加多元化。牛白琳在對太谷縣中咸陽村聖果寺考察論證的基礎上，認為至清代

聖果寺的功能已擴張為「祈報」、「和鄉黨」、「美風俗」、「佑百業」、「利風水」等

五個方面（牛白琳 2011：155-156），可見聖果寺發展至清，已是「名存實亡」，僅僅剩

下一個佛教寺院的外殼而已。

從另一方面看，佛教「世俗化」的過程，並非單方面的中國元素對佛教思想、教規、

教義的衝擊或影響，部分佛教宗派為了適應信眾需求、發展壯大宗派影響，也主動對佛教

教義、教規等做了相應調整。由此看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是雙向互動式的動態交

流，自唐末始，佛教世俗化、平民化發展趨勢明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宗派不同，其教義與修行方式迥異。唐代佛教宗派主要有華嚴宗、天臺宗、

慈恩宗、淨土宗、禪宗等幾大宗派。劉浦江認為：「華嚴、慈恩、天臺宗派多為貴族化的

經院佛學，是一種高級學僧所從事的專門之學，孜孜於艱深而又縝密的佛學義理的探討

考究，其教義都極為煩瑣，理論色彩太濃，距離俗世太遠，對社會大眾談不上有什麼影

響。」（劉浦江 2003：117-128）其信眾多為士族階層或上層知識分子。而淨土宗與禪宗

16　 乾隆二十三年（1758）〈觀音堂創建戲樓碑記〉，碑存潞城市成家川街道辦李家莊觀音堂，壁碑，碑高
50釐米，寬 70釐米。2013年 7月 16日實地考察。

17　 筆者於 2008年 7月 28日與牛白琳博士同去山西省太原市陽曲縣東黃水鄉紅峗山黃花洞廟群進行田野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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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傾向於走平民路線，故佛教宗派民間化程度最高的當屬此兩宗派，亦對後世佛教思想在

民間大眾階層的廣泛普及奠定了基礎。

其二，隨著唐代門閥社會的瓦解，至唐末已由先前的貴族化社會逐漸過渡到平民化社

會，而此時新禪宗的崛起便是慧能和尚在禪宗基礎上世俗化、平民化改造的成果。新禪宗

除教義簡易通俗外，其修行方式也提倡「頓悟」式，追求「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民間

流布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此修行方式的最佳注腳。新禪宗在其思想上講究「入

世」，認為：「若有世間即有佛，若無世間即無佛。」18如此便捷的修行方式，使芸芸眾

生皆有機會進入佛國大門。禪宗向平民化方向的發展直至「不坐禪、不讀經、不拜佛，鼓

吹坐臥行走、挑柴擔水皆可悟道成佛」（劉浦江 2003：117-128）。新禪宗百丈懷海大師

在禪宗平民化基礎上，在憲宗元和年間創立了禪門清規和叢林制度，使禪院與律寺分離，

簡化縮小寺院規模形制，19追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生活，從生活方式上與平

民更加接近。

與此同時，佛教淨土宗的發展也極富平民化色彩。與禪宗相比，淨土宗平民化程度有

過之而無不及，其教義更簡易，理論色彩更淺顯易懂。宋代淨土宗僧慧亨贊曰：「神方簡

易真稀有。」20普及程度相當高，世人曰：「家家觀世音，處處彌陀佛。」因此，比起唐

代義學宗派的繁榮及佛教經典研究的發達，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平民化是佛教興盛的另一

種形式。

從上述情況可知，佛教發展至明清兩際，少數寺廟興建了專門用於敬神獻戲的劇場

建築，這不僅是單方面的中國本土民俗文化對佛教寺院的衝擊，而且也是部分佛教宗派對

教規、教義的自我改革調整所導致的結果。試想，如若是世俗力量單方面的衝擊影響能夠

促使佛教寺院接受戲曲表演興建劇場，為何多數寺院至今未能接納民間演戲敬神的禮佛方

式？包括一些位於村落之中的佛寺，如高平市三甲鎮赤祥村赤祥寺、河西鎮西李門村風華

寺、米山鎮米西村鐵佛寺、沁縣郭村鎮仁勝村洪濟寺、平順縣陽高鄉侯壁村回龍寺等等。

這些佛教寺院至今未能接受戲曲演出，更無專門的劇場建築。

18　 （唐）劉澄集：《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楊曾文編校《神會和尚禪話錄》（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頁 88。

19　 佛教寺院依住寺者分，有僧寺、尼寺，尼寺一般稱「庵」；依宗派分，大致為律寺、講寺、禪寺、教寺等。
律寺指具有研習及傳持戒律的寺廟，以提供僧侶們律宗修行；講寺指從事經論研究之寺院，近似於律寺，
但規模上小於律寺；禪寺指叢林寺院，或曰禪宗寺院，禪宗教派修行的道場；教寺主要用於對世俗各階層，
尤其平民的教化。

20　 （宋）宗曉編次：《樂邦文類》卷五〈化導念佛頌〉，《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臺灣佛陀教育基金會，
1990年）。冊 47。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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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黨地區佛教寺院庵堂劇場舉隅

明清之前，佛教寺院一般只有建在正殿前的月臺，專門用於獻演佛教法樂，從未想過

要創建演劇的戲臺。明中後期，尤其清一代，一些世俗化、民間化程度較高的佛教寺院，

在戲曲藝術空前繁盛的大背景下，開始逐漸接受本土民眾賽社演劇式的祭禮模式興建劇

場。馮俊傑認為：「部分佛教寺院，政統神系的本廟，對於戲曲演出由排斥到默許再到主

動接納，直至創建固定的舞臺，都經歷了較為漫長的轉變過程，民間戲劇的文化品位和社

會地位的不斷提高，社會各階層的精神生活、娛樂需求越來越離不開戲曲，是促成這一轉

變的主要原因。」（馮俊傑 2014：541）可見，戲曲藝術發展至清代空前繁盛，尤其在民間，

已成為民眾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劇壇空前繁盛的大背景下，一些「耐不住寂

寞」的世俗化程度較高的佛教寺院庵堂逐漸接納戲曲，並開始修建固定劇場。

中國大陸範圍而言，目前佛教寺院現存明代劇場共兩座，都在山西。最早的為山西省

甯武縣東寨鄉二馬營廣慶寺舞樓，此舞樓明成化十四年（1478）創建，保存完好；之後，

有代縣新高鄉劉家圪洞村古松寺明天啟二年（1622）戲臺，保存完好（馮俊傑 2014：

541）；另有陽曲縣泥屯鎮中兵村徘徊寺因與聖母廟「二廟合一」，故早在明萬曆四十四

年（1616）在聖母殿前創建了戲臺（已不存），並非為佛祖專設，寺內現存為清嘉慶七

年（1802）所建戲臺（牛白琳 2011：159）。

目前來看，馮俊傑《山西神廟劇場考》中收錄山西清代佛教寺院劇場主要有大同

市雲崗石窟順治八年（1651）院外劇場、大同市佛子灣觀音堂順治八年（1651）院外劇

場、平定縣冠山資福寺乾隆元年（1736）院外劇場、高平市大糧山定林寺院外劇場、平

定縣郭家 村壽聖寺乾隆十五年（1750）之前院外劇場、清徐縣上閻村洪福寺乾隆二十六

年（1761）院外劇場、平遙縣雙林寺道光元年（1821）院外劇場、汾西縣李庵莊觀音閣道

光四年（1824）搭板式山門舞樓、太谷縣陽邑鄉淨信寺道光五年（1825）重建之劇場、交

城縣卦山天甯寺咸豐二年（1852）前寺外劇場、襄垣縣仙堂山仙堂寺咸豐五年（1855）劇

場、太谷縣城關無邊寺光緒二十二年（1896）重建之劇場、甯武縣西溝村永慶寺院外劇

場（清）、臨縣克虎寨觀音廟山門舞樓（清）共計 14座，其中上黨地區僅 2座。這些劇

場從寺院格局結構上看，多位於院外，且非中軸線上，表現出佛教寺院對民間敬神獻戲的

賽社活動既接受又有所保留的矛盾形態。

對於上黨地區而言，黎城縣上遙鎮後莊村佛廟崇禎五年（1632）〈重修碑記〉

載：「黎西後莊去縣二十里許，有剎佛廟□□□□⋯⋯更蓋正殿，伐本莊官地樹，更蓋

兩廊，過庭添蓋戲樓一座。」是較為純粹的佛教寺院興建戲樓的早期載錄，且由碑文

所述可知，該戲樓當為「過路式」或「山門式」舞樓。武鄉縣南山神祠明萬曆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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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606）〈重修佛神殿記〉載：「故因舊而修葺者則有偌大雄殿，水陸觀音、閻羅、伽

藍、土地、南山、龍王等殿。因缺而加增者，則有若各殿廊房□角道，並戲樓等處。」21 

此處戲樓的興建，緣於南山神屬一大廟群，佛教神靈、道教神靈、民間俗神等神靈均占有

一席之地，故此地興建劇場並非專供佛祖神靈，而是由於「近鄰」關係，佛教神靈順便享

受民間社眾獻戲敬神的「上乘」禮遇（馮俊傑 2002：313）。類似情況還有長子縣城關炎

帝廟順治十八年（1661）〈重修炎帝神農廟碑記〉載：「前為舞樓三間，樓之南重修公主

殿三間，香亭一座，觀音殿三間，子孫殿五間，山門三間，東閣建角殿□間。」22陽城縣

鳳城鎮臥莊村關帝廟乾隆六十年（1795）〈無題碑〉載：「又將後院南殿觀音堂上蓋俱下

⋯⋯至於舞樓、柵棚以及後院佛殿與南禪房，漏者無不補，破者無不振。」23等等，均屬

神靈雜處式神廟，其戲臺的創建無不與民間俗神賽社祭禮演出戲曲密切關聯，佛教神靈被

請入民間俗神廟宇的同時也順便接受了民間社眾的祭拜模式，欣賞起了戲曲藝術。

佛家僧侶與民間社眾交往頻繁，多有佛教僧侶參與村社神廟相關事宜的現象，陽城縣

白桑鄉劉莊村成湯廟道光五年（1822）〈劉家莊重修成湯殿碑記〉載：「因停省春秋獻戲

之費，並抽取蠶戶繭錢，積數歲得二百餘千。」24此碑便由開福寺鏡山禪院僧人思榮所書。

也有民間社眾、會社團體參與佛教寺院事宜的現象，澤州縣金村鎮湛家村蓮花寺嘉慶十八

年（1813）〈湛家村八音會施地畝碑記〉載：「今有本村信士起八音會存貯錢項原置到本

村穀凸坡地三畝，合會議定情願施到本村大社耕種納糧」，且專設「修舞樓坡地一畝」。25

用於本村蓮花寺舞樓修繕的地產及專項資金。

佛教寺院興建劇場，從信徒性別、身分上大致分為三種類型：一為男性僧侶住寺、生

活修行的寺院類；二為供女尼們修行的庵類；三為村落內社眾祭拜祝禱的觀音堂。

（一）寺院類

神廟冠以「寺」、「院」之名，一般為男性僧侶住持、生活修行之地，在設有劇場

的佛教寺院庵堂中所占比例較大。就上黨地區而言，碑刻載錄專門的佛教寺院興建劇場大

21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重修佛神殿記〉，碑存武鄉縣東南南山神祠寺院牆外，笏首方趺，正書，碑
高 193釐米，寬 82釐米，側寬 10釐米。

22　 順治十八年（1661）〈重修炎帝神農廟碑記〉，碑存長子縣城關炎帝廟，笏頭方趺，碑高 145釐米，寬
72釐米，側寬 23釐米。

23　 乾隆六十年（1795）〈無題碑〉，碑存陽城縣鳳城鎮臥莊村關帝廟正殿前廊東側，笏首方趺，碑高 150
釐米，寬 54釐米，側寬 21釐米。

24　 道光五年（1822）〈劉家莊重修成湯殿碑記〉，碑存陽城縣白桑鄉劉莊村成湯廟，碑高 192釐米，寬 84
釐米，側寬 18釐米。　

25　 嘉慶十八年（1813）〈湛家村八音會施地畝碑記〉，碑存澤州縣金村鎮湛家村蓮花寺，壁碑，碑高 50釐
米，寬 120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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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始於清中後期，如沁水縣鄭村鎮王街村佛廟康熙三十五年（1696）〈重修廟宇改正莊名

碑記〉載：「創立兩廡，起造舞亭。」26沁水縣柿莊鎮南王村清水寺雍正十三年（1734）

〈重修正殿並兩廡戲樓志〉載：「兩廡、戲樓亦多荒蕪。」27高平市城區北城辦邊家溝村

莊嚴寺乾隆四十六年（1781）〈增修莊嚴寺碑記〉載：「向來舞樓在其東南，今始改建于

正南。」28之後道光二十年（1840）又對舞樓進行了修繕，見〈補修舞樓東戲房樓碑記〉。

壺關縣百尺鎮河西村佛廟嘉慶二年（1797）〈重修佛殿新建戲樓碑記〉載：「創建戲樓並

及兩翼角樓。」29壺關縣樹掌鎮紫團村白雲寺嘉慶八年（1803）〈增修白雲寺碑記〉載：「寺

外西房三楹，戲樓一座。」30長子縣碾張鄉關街村天鳳寺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修天

鳳寺碑記〉載：「古佛正殿、關帝、土地兩祠並廟外神閣，經二年而告成。中院兩廂新建，

前院僧房重修，以洎山門戲臺閱四載而完工。」31等等。皆為佛教寺院興修專門演劇場所

的真實載錄。更為驚奇的是上黨地區目前尚有數十座佛教寺院劇場留存至今，且敬神獻戲

活動依然傳承至今，為研究上黨地區佛教民俗文化歷史傳承提供了重要實證依據。舉例如

下：

圖 1

26　 康熙三十五年（1696）〈重修廟宇改正莊名碑記〉，碑存晉城市沁水縣鄭村鎮王街村佛廟，壁碑，碑高
68釐米，寬 37釐米。

27　 雍正十三年（1734）〈重修正殿並兩廡戲樓志〉，碑存沁水縣柿莊鎮南王村清水寺，笏首，碑高 147釐米，
寬 50釐米，側寬 12釐米。

28　 乾隆四十六年（1781）〈增修莊嚴寺碑記〉，碑存高平市城區北城辦邊家溝村莊嚴寺，笏頭方趺，碑高
214釐米，寬 60釐米，側寬 23釐米。

29　 嘉慶二年（1797）〈重修佛殿新建戲樓碑記〉，碑存壺關縣百尺鎮河西村佛廟，碑高 185釐米，寬 71釐米。
30　 嘉慶八年（1803）〈增修白雲寺碑記〉，碑存壺關縣樹掌鎮紫團村白雲寺正殿前廊西側，笏頭龜趺，碑
高 170釐米，寬 70釐米，側寬 11釐米。

31　 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修天鳳寺碑記〉，碑存長子縣碾張鄉關街村天鳳寺過亭前，笏頭方趺，碑高
157釐米，寬 53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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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平市大糧山定林寺乾隆二年（1737）院外劇場 32

定林寺位於高平市東南 5公里處大糧山南麓，金大定二年（1162）碑載舊曰「永德」，

北宋時得賜曰「定林」，故寺內有泉名曰「定林泉」（馮俊傑 2006：522）。寺坐北面南，

依山勢而建，北高南低，三進院，東跨院兩進院，與正院連通。現存主要建築有後殿七佛

殿、中殿雷音殿、配殿天王殿、地藏殿、觀音殿、山門、鐘鼓樓、配殿廂房、舞樓等上百

間建築（圖 1）。其舞樓位於寺院外西側百米處，為乾隆二年興建。寺內現存碑碣 20餘通，

最早為兩座曰「彌勒出生經塔」的宋代經幢，一為太平興國二年（977）鐫刻，一為雍熙

二年（985）鐫刻。定林寺創建年代不詳，金大定二年（1162）〈大金澤州高平縣定林寺

重修善法羅漢二堂並施功德記〉載：「創建年遠，不知源流。後唐長興年間（930-933），

有僧道能重修。皇統八年（1148），又有僧法興重修。」33

定林寺山門重簷歇山頂三間，二層設平座，兩側各有側面一間懸山頂。東西側門外側

為鐘鼓樓，為三層懸山頂閣樓式建築。

雷音殿位於前院中軸線，歇山頂三楹，門砧石上有「（元）延祐六年」題字，脊枋題

曰「大明成化十三年（1477）二月初二日重修」、「清宣統三年（1911）七月十八日重修」，

從整體風貌看，金元代風格明顯。殿前砌有月臺，當為寺內行法事、奏法樂之場所。後院

正殿為七佛殿，懸山頂五楹，兩側配殿各三楹二層。

圖 2　高平市大糧山定林寺乾隆二年（1737）戲臺

舞樓位於寺外西側百米處（圖 2），2013年 8月修復。懸山頂三楹，三面觀，屋頂灰

脊筒瓦覆布，鴟吻、垂獸為維修更換。臺上方形小凹角石柱，柱上置額枋、平板枋。柱頭

科鬥口跳，梁頭伸出刻作單幅雲，兩側加翼型栱。進深四椽，五架梁通搭前後，上置二童

32　 2013年 7月 4日筆者實地調查。
33　 金大定二年（1162）〈大金澤州高平縣定林寺重修善法羅漢二堂並施功德記〉，碑存高平市大糧山定林
寺中院配殿廊下，笏首方趺，碑高 173釐米，寬 75釐米，側寬 21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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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撐起平梁，平梁上置童柱、合踏撐起屋頂。北山牆後側闢方形門洞，供藝人通行。無

戲房、看樓等配套設施。舞樓通面闊 7.1米，其中明間 2.65米，側開口寬 1.15米，進深

5.45米，基高 1.5米，柱高 3米。

該舞樓創建於乾隆二年（1737），臺上至今留有乾隆二年〈定林寺創建舞樓記〉34曰：

寺舊無舞樓，浴佛日則砌台演劇。住持恒厭其煩苦，而力未逮也。適善信

居士牛翔、王乘軒等，有五台進香社餘銀，爰發善念，創建舞樓，齊心同

願。眾咸曰：可。住持海山因出其廚粟，搜其工料，以償其不足，而成其

善舉焉。工經始于乾隆元年九月，落成於二年四月。恐其久而忘所自也，

勒石以誌之。庶後之觀者，知善信之姓氏，且可以因敝增新而致悠久，毋

替也乎！

姓氏列後

朱鐸　崔享禎　張有祿　王繼臣　王溥　牛坤德　郭聚德　賈項　王布德

梁君德　楊成桂　牛翔　王乘軒　共助工銀二十七兩

王家莊眾善人等　共助人工二百工

本寺僧人　海山　徒　寂全　寂印　助銀一十七兩大小梁陸根並一切木料

食米七石

國學生焦希賢撰

五瘟洞道人姬複常書

乾隆二年四月初一日勒石

玉工　李桂鐫

（馮俊杰 2002：92-94）

碑刻載錄顯示，早在乾隆年間之前，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浴佛日便臨時「砌台演劇」；至乾

隆元年，本邑善信居士牛翔、王乘軒等，有五臺進香社餘銀，爰發善念，創建舞樓，並且

得到了寺內住持海山的認可與支持，「住持海山因出其廚粟，搜其工料，以償其不足，而

成其善舉焉」，且國學生焦希賢及附近五瘟廟道士姬複常也為定林寺此次興建舞樓而撰文

書丹。體現出佛教僧侶、道家真人、儒家士紳、平民信徒等群體對佛教寺院興建舞樓的一

34　  乾隆二年（1737）〈定林寺創建舞樓記〉，碑存高平市米山鎮大糧山定林寺外西側戲臺北山牆內，壁碑，
碑高 43釐米，寬 52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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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積極認可的心態。定林寺之所以能夠興建舞樓，源於此寺僧侶與地方社會官民社眾長期

頻繁的互助交流。早在大定二年（1162），定林寺時任住持洪福（本邑常樂村人）便「勸

誘米山都巡檢趙洪於法堂照壁之後塑觀音大士一尊」35，向基層官員推薦佛教神靈及佛家

理念，勸誘官員信奉佛教神靈。明萬曆二十年（1592）〈大明澤州高平縣定林寺積善記〉

載：「萬曆庚寅春，鎮民王孟林、孟連登、王東魯等，有憂之虔心，同許每歲供水陸一堂，

念藥師、觀音經各一藏，以三載為期，至萬曆壬辰秋，三載願畢。」36可見定林寺的修繕

得到了廣大社眾善士的大力支持。這並非定林寺住持、僧侶們懈於管理維護，而是佛教僧

侶與鄰近村社善士居士形成了一種敬奉佛祖的「默契」。其碑後附本寺僧侶 25人，可證

實此時定林寺佛教成員的勢力並不弱。之後，萬曆四十六年（1618）〈重修定林寺記〉、

康熙二十一年（1682）〈定林寺金妝雷音殿佛像碑記〉、康熙二十一年（1682）〈定林寺

維修記〉、康熙二十二年（1683）〈定林寺七佛殿創修東閣記〉、康熙三十七年（1698）

〈定林寺稞地記〉、雍正十三年（1735）〈定林寺重修東耳樓記〉、乾隆元年（1736）〈定

林寺種松碑記〉、乾隆十五年（1750）〈定林寺重修東西二亭記〉等等，大量碑刻記載了

社眾善士與寺院僧侶共同合作維護修繕定林寺的相關事宜。由此看來，乾隆二年院外興建

舞樓便不足為怪了。王福才認為定林寺在浴佛日除進行佛事活動外還要演戲禮佛，「說明

戲曲演出在宗教民俗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部分」（王福才 2002：392-395）。馮俊傑認為：

「定林寺是座千年古剎、正規寺院，僧侶們對待民間戲曲，由清初的勉強接受搭臺演出，

到後來的正式認可並創建固定舞臺，態度轉變的經過正反映戲曲對佛教寺院的衝擊與滲透

過程。」（馮俊傑 2006：524）

2. 晉城市城區孫村蓮花寺院外劇場 37

孫村位於晉城市北 5公里處，隸屬北石店鎮，現有居民 400餘戶，1000餘人。蓮花

寺坐落於村落中部偏西，坐北面南，分內外兩院（圖 3）。

正殿懸山頂三楹，灰脊板瓦蓋頂，鴟吻、寶閣、垂獸俱全。圓木柱，鼓凳礎。柱上施

大小額枋，小額枋下兩側施雀替。柱頭科鬥口跳，平身科施以雕花墊板。通面闊 8.3米，

進深 4.6米。東西側殿硬山頂各三楹，灰脊板瓦蓋頂，面闊 6.8米，進深 4.5米。東西配

殿硬山頂各五楹，屋頂灰脊板瓦覆布，圓木柱，鼓凳礎。通面闊 12.45米，進深 4.4米。

院落東西闊 23米，南北深 15米。

35　 大定二年（1162）〈大金澤州高平縣定林寺重修善法羅漢二堂並郭公施功德記〉，碑存高平市米山鎮定
林寺內，笏首方趺，碑高 116釐米，寬 65釐米，側寬 22釐米。

36　 萬曆二十年（1592）〈大明澤州高平縣定林寺積善記〉，碑存高平市大糧山定林寺中院配殿廊下，笏首
方趺，碑高 156釐米，寬 70釐米，側寬 20釐米。

37　 2014年 8月 2日筆者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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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山門懸山頂三楹，二層樓式建築。樓下為門洞，樓上脊檁下砌牆分為南北兩部分，南

面供奉祖師，北面為正面看樓三楹。屋頂黃色琉璃筒瓦覆布，脊施黃綠琉璃，鴟吻、垂獸

等皆為近年維修更換。山門下層方形石柱，方墩礎。柱上施大小額枋，梁頭置於柱頭。上

層圓木柱，鼓鏡礎。柱上置大小額枋，平柱上方兩側施雕花雀替。進深六椽，七架梁通達

前後，梁頭伸出，置於柱頭。正面看樓中間三楹，通面闊 6.8米，通進深 4.7米，南向進

深 2.8米，柱高下層 3.2米，上層 2.7米。兩側正面看樓硬山頂各三楹（圖 4），形制規模

一致，於山門之上中間看樓形成一高兩低形制，脊施琉璃，板瓦覆布。下層砌封，前後闢

窗，內側山牆闢門。上層圓木柱，鼓鏡礎。柱上施大小額枋，小額枋下置雕花雀替。梁頭

伸出，置於柱頭，平身科施雕花墊板。進深六椽，七架梁通達前後，正脊下砌牆，將看樓

分為南北兩部分。上層面闊 7.5米，進深 2.9米，基高 3.3米，柱高 1.5米。總體來看，蓮

花寺正面看樓為九楹。



王潞偉　　上黨佛教寺院劇場研究 61

圖 4　晉城市城區孫村蓮花寺山門及正面看樓

舞樓位於山門對面，馬路南側，舞樓前闢有觀劇場地，東西闊21.8米，南北深20餘米。

舞樓僅存基座及東耳樓，耳樓下方為門洞。舞樓基座上已經建起民宅。在原舞樓基座北側

新建有一簡易舞臺，僅砌就後牆與基座，基座闊 11.5米，進深 8.5米。敬神演劇時臨時搭

臺。

據廟內現存道光二十六年〈創修祖師廟前樓碑記〉可知，斯廟創建於清初，其正殿供

奉佛祖釋迦摩尼，南殿供奉祖師，舞樓則置於廟外，碑載：「如來佛殿位乎北，祖師樓殿

位乎南，舞樓牆垣列乎外。」可見該廟舞樓亦當創建於清初，至道光年間，裡社西山會、

關帝會、東山會等會眾修繕舞樓及東西耳樓，且「于祖師像前開列身面創修捲樓⋯⋯看樓

六間。」38據此可知，蓮花寺正面看樓創建於道光二十六年無疑。

3. 沁縣牛寺鄉南涅水洪教院乾隆十三年（1748）寺內戲臺 39

沁縣位於太嶽山與太行山之間，「北控晉陽、南襟潞澤」，古有「上黨北門鎖鑰」之

稱，是晉東南通往晉中的咽喉之地。南涅水村位於沁縣東北 30公里處，屬牛寺鄉管轄。

1959年著名的南涅水石刻便發掘於洪教院大雄寶殿之後，先後出土各類石刻造像計 2139

件。石刻雕鑿於北魏永平元年（508）至北宋天聖九年（1031），有造像、石塔、單體造像、

碑銘等內容。單體造像有佛祖、菩薩、羅漢、百戲伎樂等，雕鑿精湛，體態各異，體現了

北魏至宋的 500餘年的不同風格演變，且多有題字紀年，為研究北魏至北宋 500餘年佛教

相關社會歷史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石刻現存沁縣城南二郎山南涅水石刻館與山

西省博物館兩地。高蒙〈圖塔與禮佛—南涅水石刻佛塔的調查與研究〉考述，有北魏延

38　 道光二十六年〈創修祖師廟前樓碑記〉，碑存晉城市城區孫村蓮花寺山門下，碑高 170釐米，寬 60釐米。
39　 2014年 4月 4日筆者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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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二年（514）、北魏神龜三年（520）、大北魏孝昌三年（528）、北齊天保四年（554）、

北魏皇建二年（560）、北齊武平元年（570）、北齊武平六年（576）等，相關碑文記載

為斷定石刻雕鑿年限提供了重要依據（高蒙 2012：1-2）。

洪教院位於村落中部，原沁縣南涅水供銷合作社院內，坐北面南，三進院。現存正

殿、過廳戲臺、前殿，東西側殿等建築（圖 5）。洪教院創建年代不詳，金大定九年（1169

年）勅賜「洪教院」匾額，現懸掛於大雄寶殿。院存至元八年（1271）〈洪濟院記〉、乾

隆十七年〈重修洪教院碑記〉、中華民國十年（1921）〈重修洪教院碑記〉等碑刻 5通，

是了解洪教院及南涅水歷史文化面貌的重要參考資料。

圖 5

正殿建於高臺之上，懸山頂三楹，屋頂灰脊筒瓦覆布，寶瓶、鴟吻、垂獸俱存。圓木

柱，素平礎，柱升起、柱側角、收剎均很明顯。明間裝實榻板門，門眉施門簪四朵。次間

置破直棱窗。柱頭鋪作五鋪作單杪單下昂，琴面昂形，耍頭作昂形。進深六椽，殿內置金

柱四根，柱上置四椽 對前後剳牽。金元風格明顯。正殿脊枋題記曰：「時大清康熙四十

年歲次癸巳月丁醜日奉直大夫知沁州事張兆麟儒學學正王昇猷將仕郎吏目馮□沁陽驛驛丞

王兆翔募緣善友耿登科吉時仝立」。正殿下金枋題記曰：「西元一九七三年四月重修南涅

水大隊革命委員會常委支書馮春亮，主任馮雨元，會計馮貴德，副支書郭秀文，副主任賈

俊成，協貧主任崔忠維，胡月旺，胡水旺，馮廷華，馮晉貞，崔成元，崔忠慶，委員崔德

旺，胡林旺，馮玉希，崔滿慶，馮水山，馮守信，秦憲維，石存書，工人石匠吳錫嶺，木

匠徐傳書，泥水匠楚合起，鐵匠常書孩，畫匠馮慶書，馮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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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殿為水陸殿，懸山頂三楹，屋頂舉折平緩，出簷深遠，灰脊筒瓦覆布，鴟吻、寶瓶、

垂獸皆存。圓木柱，素平礎，柱升起、柱側角、收剎明顯，柱上施闌額、普拍枋、柱頭鋪

作四鋪作單下昂，耍頭作昂形，無補間鋪作。後簷柱頭鋪作四鋪作單杪，耍頭作龍頭。

舞樓位於大雄寶殿與水陸殿之間，與正殿相對，坐南面北。懸山頂三楹，灰脊板瓦蓋

頂（圖 6）。脊施鴟吻。臺上南北通透，舞樓後簷設木製格窗。臺上圓木柱，鼓鏡礎，柱

上施大小額枋，移柱造。柱頭科、平身科均不施斗栱。舞樓後簷下金檁下置金柱，中間設

木質隔斷，區分前後臺。兩側山牆南向後簷出廊部分為藝人上下入口。進深五椽，五架梁

對後單步梁，檯面青磚墁地。舞樓脊枋題記曰：「時大清乾隆十三年歲次□□月丁巳初三

日⋯⋯」。舞樓通面闊 7.5米，其中明間 3.2米。進深 5.9米，其中前臺 4.9米。臺高 0.5米。

圖 6　沁縣牛寺鄉南涅水村洪教院乾隆十三年（1748）戲臺

舞樓創建何年不詳，廟內乾隆十七年〈重修洪教院碑記〉載：「迨庚午歲閒步來遊，

甫入其門，而見煥然一新，亭亭獨秀者歌樓也，旁矚其垣見巍然在望，登登相應者版築

也。」40與舞樓脊枋乾隆十三年題記相吻合，先修舞樓，後勒石貞 。所以，洪教院內興

建專門的演劇場所至遲在乾隆十三年，比高平市大糧山定林寺晚了十餘年。可見，乾隆年

間上黨地區劇壇演出繁盛，對佛教寺院興建劇場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可見，劇場在佛

教寺院中的建置布局，由寺院住持及寺院空間地形兩方面因素決定。中華民國十年（1921）

〈重修洪教院碑記〉載：「僅關帝廟、伽藍、諸佛菩薩、韋陀、鬼王、天王各殿，以及禪

房、社室、山門戲臺，一切牆壁，朽者新之，壞者補之。又改二院廊房下廚，皆為社舍，

外院新建廊房五間，馬房下廚共五間⋯⋯。」41對戲臺進行了重新修繕，且專門建置了社

40　 乾隆十七年〈重修洪教院碑記〉，碑存沁縣牛寺鄉南涅水村洪教院大雄寶殿內，尺寸未測。
41　 中華民國十年（1921）〈重修洪教院碑記〉，碑存沁縣牛寺鄉南涅水村洪教院戲臺上，尺寸未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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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廊房、廚房、馬房，寺院演戲時，為戲班藝人及馬匹提供了臨時休息駐守的場所。

4. 武鄉縣故縣鎮東良村洪濟院院內劇場 42

東良村位於武鄉縣西北 30里處，隸屬故城鎮。舊稱「梁侯」，傳說東漢順帝時外戚

梁侯曾在此屯兵駐守，故名。由於村落地形似「葫蘆」，當地民眾美其名曰「金絲吊葫蘆」。

現有居民 200餘戶，800餘口。程、郭為村中大姓。洪濟院位於村西，現存正殿、前殿、

東西側殿、戲臺等數十楹。正殿、前殿內有元明時期壁畫 90餘幅，120餘平米。院內存

北齊時期「千佛塔」一幢及文冠樹一棵，較為珍貴。廟會為農曆六月二十五。

正殿懸山頂五楹，屋頂灰脊筒瓦覆布，舉折平緩，出簷深遠，鴟吻、脊剎、寶瓶、垂

獸俱存。圓木柱，素平礎，柱側角、柱升起、柱收剎均較明顯。柱上置闌額、普拍枋，柱

頭鋪作五鋪作單杪單下昂，耍頭螞蚱頭。無補間鋪作。進深六椽。

前殿懸山頂三楹，屋頂舉折平緩，灰脊筒瓦蓋頂，鴟吻、脊剎、寶瓶、垂獸俱存。柱

側角、柱升起、柱收剎均較明顯。柱上置闌額、普拍枋。柱頭鋪作五鋪作雙下昂，耍頭螞

蚱頭。補間鋪作各一攢，五鋪作雙杪，惟明間出斜栱，三縫，耍頭作螞蚱頭。兩側懸山下

柱頭鋪作殘損嚴重，五鋪作單杪單下昂，昂形為批竹昂。進深六椽。

舞樓懸山頂三楹，灰脊板瓦蓋頂，鴟吻、寶閣、垂獸為近年修繕更換（圖 7）。臺上

圓木柱，素平礎。柱上施大小額枋，不施斗栱，梁頭伸出。進深六椽，四架梁對後雙步梁。

懸山兩側博風板、懸魚、惹草皆為新換。舞樓東側山牆南向闢方形門洞一孔，為藝人上下

舞樓通道。舞樓明間寬闊，次間裝有木製柵欄，為文武場之地。至今廟會時仍用於戲曲演

出。舞樓通面闊 11.5米，其中明間 6.2米。進深 6.6米，其中前臺 3.7米。基高 1米，柱

高 4.1米。

由於洪濟院內無碑刻遺存，故有關洪濟院及舞樓的創建沿革暫不可考。

圖 7　武鄉縣故縣鎮東良村洪濟院戲臺

42　 2014年 7月 21日（農曆六月二十五日）筆者實地調查，恰逢廟會，洪濟院劇場有山西省長治市青年落
子劇團演出。



王潞偉　　上黨佛教寺院劇場研究 65

5. 高平市馬村鎮東周村仙佛寺山門舞樓 43

東周村，原稱「周纂東村」，位於高平市西南馬村鎮，距城約20公里。居民約3000口，

張、王、李、趙為主要姓氏。經濟來源主要依靠農業生產與外出務工。仙佛寺，亦稱「仙

師廟」，位於東周村西北隅，坐北面南，正殿、配殿、側殿、廂房、山門戲樓、耳房等保

存完好。據寺中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新修仙師殿記〉44可知，該廟創建於北宋景祐

四年，廟內現有宋至清歷朝碑刻 20餘通，為了解仙師廟的宗教信仰、祭祀演劇等歷史文

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證據。該廟至今未列入任何級別保護。

廟分上下兩院，皆高於街道平面，下院位於一平臺之上，近年修葺。中設鑲嵌式踏道，

為廟宇主要通道，外設鐵製欄杆門為一進廟門，二道山門為舞樓背面，上下兩層五間，帶

廊，無柱升起、柱側角。下層皆為方形小抹角沙石柱，方凳礎，柱頭施大額枋，大額枋上

承平板枋，下施雀替，皆有牡丹、飛龍等浮雕彩繪，其中明間為二龍戲珠浮雕。上層皆為

圓木柱，柱間設有高約一米的木製欄杆，柱上施額枋，上承接平板枋。柱頭科鬥口跳，平

身科為雕花翼形栱。上層明間簷下懸掛篆書「仙佛寺」木質匾額。

上院正殿懸山頂，灰脊筒瓦，鴟吻、垂獸、角獸、寶閣俱存。面闊五楹，通進深七架

椽，前廊進深三椽。簷柱方形小抹角石柱，方凳礎。柱上施大額枋，柱頭科各一，一跳三

踩單下昂，耍頭螞蚱頭。平身科各一，一跳三踩單下昂。東西配殿廂房硬山頂，灰脊板瓦

蓋頂。通面闊七間，進深四椽，帶前廊。簷柱為方形小抹角石柱，方凳礎，柱上施額枋、

平板枋，柱頭科鬥口跳，平身科置以雲托。

山門舞樓（圖 8），位於廟院南端，坐南面北，三面觀。舞樓屋頂為複合頂制，懸山

頂前坡帶小歇山角，與兩側耳樓呈一高兩低式樣，灰脊筒瓦，鴟吻、垂獸、寶瓶俱存，但

有殘損。平面呈「凸」字形伸出式舞樓。通面闊三楹 7.26米，其中明間 2.31米。通進深

五椽帶後廊 5.28米，其中前臺進深 3.59米。臺上金柱間設有木製隔扇區分前後臺， 扇已

殘損。簷柱用方形抹角石柱，柱高 2.79米，柱間置石欄板，高 0.30米，浮雕飛龍、喜鵲、

麒麟、牛羊、鮮花卷草等，一派祥和喜慶氣象。柱上施額枋，明間雀替與額枋上浮雕飛龍，

次間雕牡丹、鳳凰。柱頭科鬥口跳，梁頭伸出刻作麻葉雲形耍頭，施以雲形翼栱。平身科

無。後臺帶廊，設三門，皆六抹四扇，進深一椽。後臺兩側山牆分別闢一拱券小門，可進

入兩側戲房，戲房二層，面闊一間，進深約為戲臺進深一半，後牆各闢圓形窗一孔，用於

採光。戲臺東側專設樓梯是為演職人員上下戲樓的通道。戲臺下層方形抹角石柱，明間寬

2.60米，高 2.78米，為該廟主要通道。

43　 2013年 7月 15日筆者實地考察。
44　 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新修仙師殿記〉，碑存高平市馬村鎮東周村仙師廟內，笏首方趺，座高68釐米，
寬 81釐米，側寬 40釐米；碑身高 118釐米，寬 64釐米，側寬 22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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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高平市馬村鎮東周村仙佛寺山門舞樓

據寺中北宋景祐四年〈新修仙師殿記〉45載，仙佛寺由本社李訓宣導創建於北宋景祐

四年，確切無疑。起初僅是佛家境地，供奉「三聖佛」。之後關帝、 王、藥王、三嵕、

火星、河神等神靈逐漸配祀於仙師殿之前後左右，且歷代皆有修繕。隆慶元年、萬曆八年

對廟前石臺進行了修繕；46萬曆十一年（1583）〈創修護國靈貺廟碑記〉載：「擇地於仙

師廟之右側，創立殿宇三楹，中塑聖像一尊，左右使者六事。」47嘉靖四年新建望仙橋。48

據康熙四十九年（1710）〈重修仙師廟碑記〉可知，至遲在康熙三十四年之前，仙師廟規

模及所奉神靈為「其先殿三楹，棲神於其中，傍有二小殿，塑關帝、 王、藥王、三嵕、

火星、河神。下有廊房門廡，莫不森鮮畢具」49。碑載康熙三十四年地大震，廟宇盡毀，

故而重修。乾隆三十九年（1774）〈重修仙師廟碑記〉載：「補修仙師大殿，東殿三嵕，

東西廊房，南修舞樓，加以插飛。外院高禖殿、針翁殿、土地祠以及廚房、馬棚，凡瓦獸

之損壞者覆蓋之，椽檁之朽壞者補易之，重塗塈茨，複施丹 ，功成告竣。」50可知廟宇規

模及神殿布局已有大的擴充。

據康熙十四年（1675）〈創修高禖神廟前舞樓碑記〉，該廟舞樓創建於斯時。只是不

45　 北宋景祐四年（1037）〈新修仙師殿記〉，碑存高平市馬村鎮東周村仙師廟內，笏首方趺，座高 68釐米，
寬 81釐米，側寬 40釐米；碑身高 118釐米，寬 64釐米，側寬 22釐米。

46　 萬曆八年（1580）〈重修廟前石台記〉，碑存高平市馬村鎮東周村仙師廟內，壁碑，碑高 70釐米，寬
45釐米。

47　 萬曆十一年（1583）〈創修護國靈貺廟碑記〉，碑存高平市馬村鎮東周村仙佛寺內，螭首方趺，碑高
132釐米，寬 58釐米，側寬 32釐米，保存完好。

48　 嘉靖四年（1525）〈新建望仙橋〉，碑存高平市馬村鎮東周村仙師廟內，壁碑，碑高 75釐米，寬 48釐米，
保存完好。

49　 康熙四十九年（1710）〈重修仙師廟碑記〉，碑存高平市馬村鎮東周村仙佛寺，笏首方趺，碑高 191釐米，
寬 66釐米，側寬 24釐米，保存完好。

50　 乾隆三十九年（1774）〈重修仙師廟碑記〉，碑存高平市馬村鎮東周村仙佛廟內，壁碑，碑高 101釐米，
寬 48釐米，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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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祀奉仙師為主，而以祀奉高禖為由，碑載：「吾鄉饗祀高禖，歷年獻戲則架木為台。於

是玉寰趙君，病其觀瞻不壯麗，糾同望樓崔善士，募化諸君臣口。余叔父坤，維君口章，

黃君雲霄，趙君餘亮，鳩工辦料繪彩，巍峩厥功告成。」51乾隆三十九年（1774）〈重

修仙師廟碑記〉載：「南修舞樓」，是對該廟歷久失修的舞樓進行了重新修繕；咸豐三

年（1853）〈重修仙師廟碑記〉也載錄了對該廟舞樓的修繕，52且是該廟一次較大規模的

修繕。山門舞樓正脊枋原有題字，但現已無法辨識。從舞樓建築風格推斷，為清代建築無

疑。

6. 高平市北詩鎮南村雷音寺山門舞樓 53

南村位於縣城之東，距城約 25公里，現有居民 800餘人，主要姓氏為秦、袁兩姓。

雷音寺位於村落中部，廟會為農曆六月初六。現存山門舞樓、正殿、東西側殿、配殿、廂

房、看樓、耳房等各若干間，廟貌遺存較為完整，存康熙五年碑刻一通。

正殿懸山頂三楹，脊施琉璃，寶閣、寶珠、鴟吻、仙人、垂獸俱存，琉璃筒瓦布頂。

柱頭斗栱五踩雙下昂， 梁伸出作耍頭，補間五踩雙杪出45度斜栱，無昂， 梁出作耍頭，

栱面均浮雕花卉，栱頭刻瓣。正殿前接簡易須彌式臺基，束腰石間以方形蜀柱，雕刻簡易。

側殿各三楹，懸山頂。

山門舞樓（圖 9），坐南面北，懸山頂三楹，三面觀。屋頂灰脊，浮雕行龍，板瓦仰

俯疊合覆布，鴟吻、寶瓶、垂獸俱為新補。下層方形小抹角沙石柱，無柱礎，柱頭裝護

朽。次間砌牆，作門房。舞樓上方形小抹角沙石柱，無柱礎。柱上施額枋。柱頭科，三踩

單下昂，耍頭三幅雲，瓜棱坐鬥。平身科出一翹，耍頭三幅雲，出斜栱，五縫，雕作祥雲。

舞樓後臺兩側各闢一方形小門，可入耳樓。通面闊 7.98米，其中明間 3.03米，進深四椽

4.40米。基高 2.65米，柱高 2.40米。東西耳樓硬山頂兩楹，灰脊板瓦布頂。後前各闢圓

形窗一孔，利於採光。舞樓前臺東側開口處磚砌臺階，供戲曲藝人上下戲樓所用。耳樓通

面闊 6.7米，進深 4.4米。耳樓與看樓之間有兩小間腰樓相連，硬山頂，板瓦布頂。東西

看樓懸山頂各六楹，屋頂灰脊板瓦覆布，通面闊 13.64米，進深 5.37米。上下層均為方形

小抹角石柱，柱頭施額枋，平板枋。下層柱礎方凳礎。上層柱頭科鬥口跳，梁頭伸出，刻

作霸王拳，柱高 2.18米。廟院為標準的劇場院形制，青磚墁地，東西寬 13.68米，南北深

15米。

51　 康熙十四年（1675）〈創修高禖神廟前舞樓碑記〉，碑存高平市馬村鎮東周村仙師廟內，壁碑，笏首方趺，
碑高 97釐米，寬 60釐米，保存一般。

52　 咸豐三年（1853）〈重修仙師廟碑記〉，碑存馬村鎮東周村仙師廟內，螭首方趺，碑高 196釐米，寬 67
釐米，側寬 19釐米，保存完好。

53　 2013年 7月 3日筆者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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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高平市北詩鎮南村雷音寺山門舞樓

7. 高平市北詩鎮爐引村善引寺山門舞樓 54

爐引村位於高平市東部25公里處，隸屬北詩鎮，地處山區，現有居民1035口，286戶。

經濟來源除農業收入外，亦製作鞭炮，是遠近聞名的「花炮村」。善引寺位於村西北，坐

南面北，上下兩重院。2011年整體修繕。現存廟貌沿中軸線自南向北有正殿、山門舞樓、

影壁，兩側有側殿、配殿、看樓、耳房。

正殿懸山頂三楹，灰脊筒瓦蓋頂，琉璃剪邊，寶瓶、鴟吻、垂獸皆為新換。方形小抹

角石柱，方墩礎。柱上施大小額枋，小額枋兩側下施雀替，雕滿龍鳳、牡丹卷草。柱頭斗

栱三踩單昂，耍頭三幅雲。平身科三踩單翹，出斜栱，三縫。進深五椽，五架梁對前單步

梁。兩側殿硬山頂各三楹，灰脊筒瓦，進深四椽。東西配殿懸山頂各三楹，灰脊筒瓦，方

形石柱，方墩礎，進深四椽，帶前廊。

山門舞樓懸山頂三楹（圖 10），屋頂灰脊筒瓦，寶閣、鴟吻、垂獸俱存。上下層皆

為方形小抹角沙石柱，下層方墩礎，上層素平礎，上層柱底部施石質欄板，高約 20釐米。

柱上施大小額枋，小額枋兩側施丁頭栱，栱下置雀替，皆有彩繪。柱頭科三踩單昂，耍頭

三幅雲。平身科三踩單翹，出斜栱，五縫，耍頭作龍首。進深四椽，五架梁通達前後。五

架梁上置雙童柱，撐起三架梁，三架梁上再施童柱、叉手，共同撐起屋脊。戲臺上青磚墁

地，兩側山牆各闢拱券門洞一孔，可入耳房。舞樓通面闊 7.9米，其中明間 3.3米。進深

5米，柱高上層 2.9米，下層 3米。兩側耳樓硬山頂各兩間，面闊 4.25米，進深 3.7米。

東西看樓懸山頂各四楹，屋頂灰脊筒瓦覆布。下層方形小抹角沙石柱，方凳礎，柱上置大

小額枋，額枋下施雀替。梁頭伸出，刻作麻葉雲置於柱頭，平身科置雕花翼栱。上層方形

54　 2013年 8月 27日筆者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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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抹角沙石柱，不施柱礎，柱間設木質勾欄，高約 1米。柱上置大小額枋，小額枋兩側浮

雕牡丹，下置雀替。柱頭科鬥口跳，梁頭伸出，刻作三幅雲。平身科置雕花墊板。東西看

樓脊枋均有題記，西看樓曰：「時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丙甲月創修東看樓四間丙子日吉

時合木上樑豎柱大吉，社首等，僧本起，三班匠藝，石王鬥發，木楊聚，瓦袁聚泰，永垂

不朽云耳」；東看樓曰：「時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丙甲月創修東看樓四間丙子日吉時合

木上樑豎柱大吉，社首等，僧本起，三班匠藝，石王鬥發，木石中義，瓦袁聚泰，祈福保安，

永垂不朽云耳」；兩處載錄基本一致，僅木匠不是同一人。看樓通面闊 9.8米，進深 3.6米。

下層柱高 2.65米，上層柱高 2.4米。下院劇場院東西闊 9米，南北深 12.5米。

圖 10　高平市北詩鎮爐引村善引寺山門舞樓

善引寺創建年代不可考，據廟內 2011年〈重修善引寺碑記〉載：「明代以降，斯廟

數十次重修葺繕」，可知善引寺可能創始於明末清初。據東西看樓載錄可知，善引寺劇場

院至遲創建於光緒二年。廟管先生言，過去稱此廟為佛堂，正殿供奉觀音、文殊、普賢三

位菩薩，配殿祀奉地藏菩薩於護法伽藍關聖帝君。

（二）庵類

庵，本義指不對外開放的房屋。佛教用語中，特指女性修行者居住的寺廟。就上黨地

區而言，尼姑庵類寺廟專設演劇場所的並不多見，目前所發現的僅有沁縣牛寺鄉南牛寺村

淨土庵、高平市河西鎮界牌嶺甘露庵、高平市野川鎮北楊村三清庵、晉城市城區臨澤村海

潮庵四座劇場，除海潮庵僅存舞樓基址外，其餘三者皆保存較為完整。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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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 沁縣牛寺鄉南牛寺村淨土庵道光九年（1829）之前戲臺 55

南牛寺村位於沁縣北部 20公里處，隸屬牛寺鄉。現有人口 162戶，430餘口，村落

耕地、林地總面積 3000多畝，多以務農為生。淨土庵位於村中部一個土崗上，坐北面南，

一進院。屬佛教庵堂，曾有尼姑在此修行。現存廟貌基本完整，正殿、側殿、配殿、山門、

戲樓等俱存（圖 11），但殘毀嚴重。庵內存碑 4通，是了解淨土庵歷史沿革的重要依據。

廟會為農曆三月十五。

正殿懸山頂五楹，屋頂灰脊筒瓦覆布，鴟吻、垂獸等已不存，屋簷損壞嚴重。圓木柱，

鼓鏡礎，柱上施大小額枋，小額枋下施雀替，鏤空雕作卷草。進深六椽帶前廊，五架梁對

前單步梁。殿內原供奉佛祖釋迦摩尼。

東西側殿為二層樓式建築，懸山頂各三楹。圓木柱，素平礎。下層梁頭直接伸出，梁

頭裝護朽。上層圓木柱，柱間施木質護欄，現已不完整。柱頭置大小額枋，不施捨斗栱。

梁頭伸出，置於柱頭。進深四椽帶前廊。兩側配殿已非原建築。

山門為二，東西兩側各一間二層閣樓式建築，懸山頂，灰脊板瓦蓋頂。圓木通柱。上

層裝有木質軟門。柱上不施斗栱。

舞樓位於東西山門中間，懸山頂三楹，屋頂灰脊板瓦覆布（圖 12）。臺上圓木柱，

鼓鏡礎。柱礎之間原裝有護欄，高約 20釐米。柱上置大小額枋，不施斗栱。梁頭伸出。

55　 2014年 7月 21日筆者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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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深四椽，五架梁通達前後。五架梁上置雙童柱，撐起三架梁，三架梁上再置童柱、叉手，

撐起屋脊。後臺金柱下設木質 扇，兩側闢有上下場門，東側門額曰：「雲橫」。西側不存。

戲臺西山牆處有題記僅能識別「業餘劇團」個別字跡，其餘皆已無法辨認。舞樓通面闊

6.18米，其中明間 3.18米，進深 4.78米，基高 1.53米，柱高 2.46米。院落東西寬 12.5米，

南北深 11米。

圖 12　沁縣牛寺鄉南牛寺村淨土庵戲臺

據廟內碑刻載錄，該廟乾隆二十六年之前名曰龍王廟，之後該稱「淨土庵」，乾隆

二十六年〈無題碑〉載：「爰是村村中有起意，住持王鬥珠，功德主舍地人等，亦伊風化

之善士也，但恐失其所依，因而慨發善心，各捐地畝不一，喜舍於本村龍王老爺廟，□伊

高隱，以為一村同志者之綱領也。□□擬難逆，遂拒彼寓此，而改其廟曰淨土庵。於中

暮鼓晨鐘□覺旅邸名利之憂，懷經聲佛號喚醒塵寰迷夢之苦。」56舞樓創建至遲在道光九

年，道光九年〈南牛寺淨土庵重修記〉載：「將正殿五楹，改為青瓦□□，山門二設，改

為鐘樓鼓閣，其餘廊房、僧院以及柏樂台，一切重修。」57清末最後一次修繕應該在光緒

二十六年，光緒二十六年〈重修淨土庵略記〉載：「迨至道光初年重修迄今七十餘年。前

所修之者，不過微補東西廊房以及鐘鼓樂樓而已，將正殿五楹甬瓦插飛常見凋零之壯，金

容玉彩更有傾圮之甚焉。」58

56　 乾隆二十六年〈無題碑〉，碑存沁縣牛寺鄉南牛寺村淨土庵西側殿廊下，壁碑，碑高 56釐米，寬 76釐米。
57　 道光九年〈南牛寺淨土庵重修記〉，碑存沁縣牛寺鄉南牛寺村淨土庵正殿廊下，笏首方趺，碑高120釐米，
寬 55釐米。

58　 光緒二十六年〈重修淨土庵略記〉，碑存沁縣牛寺鄉南牛寺村淨土庵正殿廊下，笏首方趺，碑高136釐米，
寬 59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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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平市河西鎮界牌嶺村甘露庵乾隆十七年（1752）之前山門舞樓 59

界牌嶺位於高平市河西鎮，南與澤州縣界毗鄰。現有居民約 300戶，1300餘人，主

要姓氏為郭姓。甘露寺位於界牌嶺村東南隅，坐西面東，一進院。現存山門舞樓、正殿、

東西側殿、配殿、廂房、耳樓若干間。

正殿懸山頂三楹，進深五椽，帶前廊。正殿面闊 8.5米，進深 5.4米，基高 0.8米。

正殿脊枋題字：「時大清康熙七年歲次戊申菊月廿四日庚申辰時豎柱上樑於勞勞亭後創建

甘露庵三楹，住持僧人□橙海潮糾領一方善信眾等修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工畢書

之，永為吉兆記耳。」乾隆二十七年五月重書。金枋題字：「時乾隆二十七年歲次壬午五

月十五日⋯⋯上樑，住持湛靜、湛法、湛清募化鳳高善士捐貲重修正殿三間，左右耳房六

間，修後政和年豐，民康物阜，永為記耳。」可知，甘露寺為康熙七年創建，乾隆二十七

年進行了重修。東西配殿硬山頂各三楹，二層，面闊 8.15米，進深 4.6米，基高 0.1米。

東西廂房硬山頂各五間。

山門舞樓懸山頂三楹，坐東朝西。屋頂灰脊板瓦覆布，寶珠、鴟吻垂戧脊獸俱存（圖

13）。山門三門，位於舞樓後方，屋頂為單坡單簷歇山頂制，黃色琉璃瓦布頂，脊施琉璃，

垂戧脊獸俱存。方形小抹角石柱，石質方凳礎，柱頭施闌額、平板枋，柱頭科鬥口跳，平

身科鬥口跳，明、次間各一攢。門額題字「甘露寺」，舞樓下層明間設木質屏風，兩側為

通道，屏風題字「普渡眾生」，明間石柱有楹聯曰：「閃爍曇花帶古香，繽紛金像離塵俗。」

舞樓二層進深四椽，方形小抹角石柱，無柱礎。柱頭施闌額、平板枋，柱頭伸出霸王拳，

平身科鬥口跳各一攢。舞樓正脊題字：「時乾隆十七年孟夏□建舞樓三楹，左右耳樓六間，

住持湛法、湛靜請到木工王春發，泥水匠許佔先，玉工董天福，自修之後，永保闔村人口

平安，五穀豐登，田蠶茂盛，四時興旺，萬事如意，永遠以為記耳。」舞樓面闊 8.11米，

其中明間 2.94米，進深 4.9米，柱高 2.42米，下層山門通道寬 2.9米。東西耳房硬山頂二

層各三楹，為戲房，面闊 7.13米，進深四椽 4.23米。廟院東西長 19.2米，南北寬 12米。

廟院東北角開一偏門，上有楹聯曰：「示甘露道使清涼，隨眾生心而化誘。」橫批：「國

豐民安。」界牌嶺村每年正月初八、六月二十六兩次廟會，屆時邀請劇團演戲酬神。

59　 2013年 8月 6日筆者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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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高平市河西鎮界牌嶺村甘露庵乾隆十七年（1752）山門舞樓

3. 高平市野川鎮北楊村三清庵嘉慶四年（1799）戲臺 60

北楊村位於高平市西北 20餘公里處，隸屬野川鎮，現有居民 400餘戶，1500餘人。

三清庵位於村中北部，坐北面南，兩進院。現存正殿、側殿、配殿、廂房、看樓、戲臺等

數十間（圖 14）。2005年進行了整體修繕。

正殿懸山頂三楹，屋頂灰脊筒瓦覆布，黃琉璃瓦剪邊，鴟吻、寶閣、垂獸等為近年更

換。圓木柱，方凳鼓鏡礎，柱上施大額枋、由額、雀替，由額兩側與雀替雕作牡丹花卉。

柱頭科五踩雙下昂，耍頭螞蚱頭，平身科五踩雙下昂，耍頭作龍頭，出斜栱，五縫。進深

六椽，帶前廊。供奉佛祖釋迦摩尼、道家老子、儒家孔聖人。東側側殿硬山頂各兩楹，東

側殿供奉天、地、水三官，西側殿供奉三嵕神。東西配殿懸山頂各三楹，灰脊筒瓦蓋頂。

東為地藏殿，西為高禖殿。

二道山門原為山門舞樓，創修於嘉慶四年。現存嘉慶四年（1799）〈三清庵創修舞樓

碑記〉載：「上有殿宇以輝煌，下有舞樓以朝應。」61及民國十四年（1925）〈補修三清

庵各殿碑記〉載：「外院舞樓，華麗雄壯，創始已然。獨內院拜亭遮光蔽日，騎門舞樓闊

中狹旁。」62「騎門舞樓」即山門舞樓。後因庵內狹窄，故興建庵外劇場，以擴大劇場規模，

形成了內外兩座劇場的格局。今山門舞樓已改作社房。

60　 2013年 7月 3日筆者實地考察。
61　 嘉慶四年（1799）〈三清庵創修舞樓碑記〉，碑存高平市野川鎮北楊村三清庵內，笏頭方趺，碑高 203
釐米，寬 64釐米，側寬 28釐米。

62　 民國十四年（1925）〈補修三清庵各殿碑記〉，碑存高平市野川鎮北楊村三清庵內，殘碑，高 105釐米，
寬 54釐米，側寬 18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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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庵外舞樓位於三清庵對面，前有馬路貫穿，懸山頂三楹（圖 15），灰脊板瓦蓋頂，

琉璃鴟吻、寶瓶、垂獸，黃色琉璃筒瓦剪邊。臺上方形石柱，鼓墩礎。柱上施大小額枋。

柱頭科，鬥口跳，耍頭單幅雲，平身科不施斗栱。進深四椽，五架梁通搭前後。通面闊

8.9米，其中明間 3.2米，進深 5.5米，基高 1.4米，柱高 2.7米。東西二層看樓硬山頂各

三楹，灰脊板瓦蓋頂，黃色琉璃瓦剪邊。下層方形石柱，鼓凳礎，柱頭裝雕花護朽，上層

圓木柱，素平礎，柱間裝鐵製護欄，柱上施大小額枋，小額枋兩側下方置雀替，雕作牡丹

花卉。柱頭科鬥口跳，耍頭作三幅雲，平身科施以木質墊板。進深四椽，五架梁通搭前後。

通面闊 8.1米，進深 2.8米，上層柱高 2.7米，下層高 2.12米。外院劇場院東西闊 16.7米，

南北深 18.5米。

圖 15　高平市野川鎮北楊村三清庵嘉慶四年（1799）戲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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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乾隆四十三年（1778）〈合社公議碑記〉載：「凡我村古跡，社規每逢敬神唱戲，

按地畝出錢。」63三清庵早在乾隆年間就以演戲敬神，只是限於經濟因素，遲遲未能建起

專門的演劇場所。直至嘉慶四年，有邑人眾善士十餘人，「恒歎舞樓不立，而後先不照，

觀瞻不壯也⋯⋯舞樓之設，上下數百年間，並未體先人之遺意而出者」，故捐金助力，起

建舞樓，以「完先人所未竟之功，興先人所欲興之業」64。東西看樓則直到民國二十四年

才開始創建，三清庵劇場形制才得以完善。民國二十四年（1935）〈補修彩畫各廟暨創修

看樓改修學校碑記〉載錄了相關事宜。65

（三）觀音堂類

觀音菩薩作為最受中國民間大眾歡迎的佛教神靈之一，在上黨地區幾乎村村皆有觀音

堂、閣、廟，其普及率之高，當為其他神靈所不及。從碑刻載錄情況看，觀音堂內專設劇

場始於清中後期，如沁源縣交口鄉忠義村關家溝雍正六年〈創建觀音閣碑記〉載：「二建

觀音堂三楹，新建戲樓⋯⋯四方觀者，無不心賞樂睹。」66潞城市店上鎮李家莊村觀音堂

乾隆二十三年（1758）〈觀音堂創建戲樓碑記〉載：「村之中有觀音堂一座，曆世久遠，

不知肇基何年。於每歲遇聖誕之期，至心朝禮，並無戲樓，迥非為敬神之意矣。茲因合村

公議補建，少地基，競有李極之母曹氏偶爾動念，施捨地基三間，以為創建之用。」67沁

源縣交口鄉忠義村關家溝道光十七年（1837）〈重修觀音碑記〉載：「觀音廟一所，代遠

年湮，風雨飄搖；又有戲臺三間亦宜改造，與正殿配合成院；並僧房五，尤當從新補葺。」68 

高平市永祿鄉許莊村西閣咸豐二年（1852）〈創修西閣碑記〉載：「合村眾善士度地計工

捐錢積穀，乾隆乙酉年五月十二日，創修觀音殿七間，南北配房六間。後又逾數十年，至

嘉慶癸亥，創修戲樓上下九間。又逾數十年，至道光年間，又外省募化數載，癸卯歲創修

東亭房三間，南北耳房四間。功成告竣，而閣巍然，其在望矣。閣之上前列觀音，後列佛

祖⋯⋯今日者，殿宇輝煌矣，□圍完固矣，而且舞臺對峙，亦局面而宏闊矣。」69陽城縣

63　 乾隆四十三年（1778）〈合社公議碑記〉，碑存高平市野川鎮北楊村三清庵內，笏頭，碑高 115釐米，
寬 56釐米，側寬 28釐米。

64　 嘉慶四年（1799）〈三清庵創修舞樓碑記〉，碑存高平市野川鎮北楊村三清庵內，笏頭方趺，碑高 203
釐米，寬 64釐米，側寬 28釐米。

65　 民國二十四年（1935）〈補修彩畫各廟暨創修看樓改修學校碑記〉，碑存高平市野川鎮北楊村三清庵內，
笏頭方趺，碑高 170釐米，寬 44釐米，側寬 16釐米。

66　 雍正六年〈創建觀音閣碑記〉，碑存沁源縣交口鄉忠義村關家溝，碑高 147釐米，寬 67釐米。
67　 乾隆二十三年（1758）〈觀音堂創建戲樓碑記〉，碑存潞城市店上鎮李家莊村觀音堂正殿，壁碑，碑高

50釐米，寬 70釐米。
68　 道光十七年（1837）〈重修觀音碑記〉，碑存沁源縣交口鄉忠義村關家溝，碑高 150釐米，寬 60釐米，
側寬 12釐米。

69　 咸豐二年（1852）〈創修西閣碑記〉，碑存高平市永祿鄉許莊村西閣，碑高 200釐米，寬 75釐米，側寬
20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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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留鎮大樹村大廟咸豐七年（1857）〈補修觀音閣暨重修舞樓記〉載：「東坡觀音閣者創

之年月日時，前人已為之序矣第。日月剝蝕，風雨頹敗，閣前舞樓僅存基址，再複因循不

幾漸底淪沒乎。」70等等。但並非所有的觀音堂均設專門的劇場，從比例上看，專設劇場

的觀音堂、廟所占比例較小。且從其神廟布局形制看，觀音殿多為倒座位置，坐南面北，

其劇場多坐北面南，這與其他神廟劇場坐南面北的通例顯示出極大的不同。從而也反映了

劇場在神廟中的建制布局完全以「神」為最高宗旨。現舉例如下：

1. 高平市野川鎮蘆家莊觀音廟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劇場 71

蘆家莊位於高平市西北 20公里處，隸屬野川鎮，現有居民 30餘戶，100餘人。主要

姓氏為蘆姓。過去村有廟會為四月初八。觀音廟位於村中，坐南面北，一進院分上下兩重。

現存正殿、舞樓、耳樓、看樓等數十間（圖 16）。

圖 16

正殿懸山頂五楹，脊施黃綠琉璃，板瓦覆布。方形小抹角石柱，現外包水泥柱，柱上

施大小額枋，小額枋下兩側置雀替，雕作鮮花卷草。柱頭科鬥口跳，耍頭麻葉雲。平身科

置雕花墊板。明間題有楹聯曰：「出南海金童引路，駕駛祥雲玉女隨身。」

舞樓坐北面南（圖 17），懸山頂三楹，一面觀。灰脊板瓦蓋頂。一層作馬房，二層

70　 咸豐七年（1857）〈補修觀音閣暨重修舞樓記〉，陽城縣北留鎮大樹村大廟，碑高 99釐米，寬 48釐米。
71　 2013年 8月 20日筆者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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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小抹角石柱，方墩礎。柱上施大小額枋，不施斗栱。進深四椽，五架梁通搭前後。舞

樓兩側上牆後側各闢方形門洞，可入耳樓。舞樓通面闊三楹 6.7米，其中明間 2.7米，進

深 4.4米，下層山門通道高 1.7米，柱高 2.16米，礎高 0.3米。東西兩側耳樓硬山頂各兩間。

灰脊板瓦蓋頂。面闊 5.45米，進深 3.45米。

東西看樓硬山頂各五楹，灰脊板瓦蓋頂。下層為石砌基座，上層圓木柱，素平礎。柱

上施大小額枋。不施斗栱。進深四椽帶前廊。北側山牆外砌設有石砌階梯，可登上看樓。

看樓通面闊 11.5米，進深 2.5米，基高 1.9米，柱高 2.85米。下院（劇場院）東西闊 14米，

南北進深 10.5米。

觀音廟創自何年不可考，其劇場至遲在乾隆四十六年已興建。廟內現存乾隆四十六

年（1781）〈重修觀音堂記〉載維首盧照榮等，合議按地起租經營修理，碑載：「觀音正

殿以及東西兩廡山□牆垣，更有前面舞樓。」72之後，咸豐十年（1860）又一次對正殿、

舞樓等建築進行了修繕，咸豐十年（1860）〈無題碑〉載：「擇吉日□□年二月□□二將

觀音正殿並兩廡山門前舞樓，⋯⋯重□□彩畫，庶覺突然維新，其景色□□□較前更□□

觀哉。」73

圖 17　高平市野川鎮蘆家莊觀音廟乾隆四十六年（1781）戲臺

2. 高平市寺莊鎮郝家莊村觀音廟民國二年（1913）前劇場 74

郝家莊村位於高平市西北20公里處，隸屬寺莊鎮，村原有居民300餘口，現不足百人，

多進城務工。觀音廟位於村落中，坐南面北，一進院分上下兩重。現存正殿、舞樓、山門、

耳樓、看樓、廂房等數十間（圖 18），東配殿、廂房、看樓已全部坍塌。

72　 乾隆四十六年（1781）〈重修觀音堂記〉，碑存高平市野川鎮蘆家莊村觀音廟戲臺正殿廊下，笏首方趺，
碑高 182釐米，寬 60釐米，側寬 20釐米。

73　 咸豐十年（1860）〈無題碑〉，碑存高平市野川鎮蘆家莊村觀音廟戲臺正殿廊下，笏首方趺，碑高 182
釐米，寬 60釐米，側寬 20釐米。

74　 2013年 8月 17日筆者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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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正殿坐南面北，懸山頂三楹，灰脊板瓦蓋頂。方形石柱，方凳礎，柱上施大小額枋。

柱頭科鬥口跳。進深四椽，帶前廊。東西側殿硬山頂三楹，二層樓式建築。東西配殿硬山

頂各三楹，灰脊板瓦蓋頂。

舞樓懸山頂三楹（圖 19），灰脊板瓦蓋頂。臺上方形石柱，方凳礎，柱礎間施以石

質護欄，高約 30釐米。柱上置大小額枋，小額枋下施雀替，鏤空雕作飛龍、卷草。柱頭科、

平身科斗栱各一攢，皆為鬥口跳。進深四椽，五架梁通搭前後，上置雙童柱，童柱上置平

梁，平梁上再施童柱、叉手，共同撐起屋脊。戲臺兩側山牆後側各闢方形門洞一孔，可入

兩側耳樓。現僅存西側耳樓，硬山頂兩間。下層為廟門。

圖 19　高平市寺莊鎮郝家莊村觀音廟民國二年（1913）戲臺

原有東西兩側看樓，現僅存西看樓三楹，硬山頂，屋頂灰脊板瓦覆布。二層圓木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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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上置大、小額枋。梁頭伸出置於柱頭。平身科置扇形墊板。看樓通面闊 8.9米，進深

4.8米。

觀音廟創修於何時，現不可稽考，廟存乾隆四十年（1775）〈無題碑〉載：「觀音殿

之修由來舊矣，其始終顛末不及備詳。乾隆三十八年創修西房三間，西廠棚三間。」75舞

樓興建於何時亦不甚詳，中華民國二年〈無題碑〉載：「今創修看樓三間，重修戲樓五間。

于民國元年三月十六日開工，至二年四月間告竣。」76可見舞樓至遲在民國二年已經存在，

為完善觀音廟劇場形制，於民國元年興建了劇場東西看樓，完全符合現存形制布局。

3. 高平市馬村鎮東崛山村三大士廟道光二十九年（1849）前劇場 77

東崛山村位於高平市西南 20餘公里處，隸屬馬村鎮。現有居民 400餘戶，1300餘人。

三大士廟位於村西，與湯王廟一南一北呈對峙形勢，實為「二廟合一」，獨特之處在於廟

內現存兩座戲臺，一屬三大士廟，一屬湯王廟。（圖 20）

圖 20

75　 乾隆四十年（1775）〈無題碑〉，碑存高平市寺莊鎮郝家莊村觀音廟正殿廊下，笏首方趺，碑高 145釐米，
寬 48釐米，側寬 21釐米。

76　 民國二年〈無題碑〉，碑存高平市寺莊鎮郝家莊村觀音廟正殿廊下，笏首方趺，碑高 192釐米，寬 50釐
米，側寬 20釐米。

77　 2013年 8月 3日筆者實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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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士即指文殊、普賢、觀世音三位菩薩，「大士」梵語為「Mɑhsɑāttvɑ」，指「偉

大的人」。宋徽宗宣和元年下詔書，將佛曰「金仙」，菩薩曰「大士」，僧人曰「德士」。

此後民間通常將侍奉三位菩薩的殿宇稱其為三大士殿，或三大士廟。

三大士殿懸山頂三楹，坐南面北。屋頂灰脊板瓦覆布，鴟吻、寶珠、垂獸俱已不存。

方形小抹角石柱，柱礎被盜。柱上置大小額枋，小額枋下兩側施雀替，且鏤空雕作牡丹花

卉。明間已不存，西次間僅存小額枋。柱頭斗栱，三踩單翹，耍頭三幅雲。平身科亦三踩

單翹，出斜栱，雕作龍首，耍頭三幅雲。進深六椽，帶前廊。側殿懸山頂各兩楹。東西配

殿硬山頂各三楹，灰脊板瓦蓋頂。

三大士廟戲臺坐北面南，屋頂已坍塌，僅剩兩側山牆及前後石柱。兩側耳房各硬山頂

兩楹，西側耳房其中一間闢為山門。戲臺通面闊 6.9米，其中明間 3.4米，進深 4.49米，

基高 1.63米，柱高 3.26米。

三大士廟對面為湯王廟，湯王廟戲臺為「鴛鴦台」，農曆六月二十四祭祀湯王時，戲

臺上演戲，朝向湯王殿。農曆二月十九祭祀三大士時，該戲臺朝向三大士殿演戲。據東崛

山一位武姓村民講述，湯王廟和三大士廟祭祀時一般演劇均在湯王廟「鴛鴦台」上演出，

原三大士廟戲臺則變成了「看亭」。

湯王殿灰脊板瓦蓋頂，鴟吻、寶閣、垂獸俱已不存。簷柱均為方形小抹角沙石柱，方

墩礎。柱上施由額、平板枋，由額下兩側置雀替，雕作龍首。柱頭科鬥口跳，無平身科。

進深六椽，帶前廊。東西側殿硬山頂各兩楹，灰脊板瓦蓋頂。東西配殿硬山頂各三楹，屋

頂灰脊板瓦覆布。前簷平柱為圓木柱，鼓鏡礎。

戲臺懸山頂三楹（圖 21），屋頂灰脊板瓦覆布，鴟吻、寶珠、垂獸俱不存。下層方

形石柱，方凳礎。臺上前簷平柱方形小抹角沙石柱。柱上施闌額，平板枋。不施斗栱。進

深四椽，五架梁通搭前後。五架梁上置雙童柱，撐起平梁，平梁上再置童柱、叉手，共同

撐起屋脊。兩側山牆各闢方形門洞一孔，可入東西耳樓。東西耳樓作戲房，硬山頂各三楹，

灰脊板瓦，青磚砌就。戲臺通面闊 7.84米，其中明間 3.89米，進深 5.55米，下層高 2.34米，

上層柱高 2.79米。山門位於戲臺東側耳樓下，門額題曰「聖敬日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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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高平市馬村鎮東崛山村三大士廟道光二十九年（1849）戲臺

上述兩座戲臺不知創自何年，據廟存道光二十九年（1849）〈東崛山村重修湯王廟碑

記〉載：

重修北廟湯帝廟，坐北向南，正殿三間，兩配殿東三間，西二間，東西廊

房六間，舞樓上下六間，東南大門並耳樓上下四間，西南耳樓上下四間。

南廟三大士，坐南向北，正殿三間，東配殿二間，西配殿二間，東西廊房

六間。過庭前面大王神像後面韋陀神像正殿三間，西角房三間，東角地基

三間，新打坑廁一個，東廊房創修三間，西廊房改修三間，舞樓三間，東

耳樓上下四間，西北大門二間，後邊創修房屋二間，馬棚七間並石槽在內

一所。78

可見，至遲在道光年間，東崛山「南廟」（三大士廟）與「北廟」（湯王廟）對峙格

局已經形成，與此同時，戲臺也早已興建。此時，湯王廟戲臺應該還未曾改作「鴛鴦台」，

因為此次修繕三大士廟戲臺也在修繕工程範圍內，且相關的「戲房」耳樓、「馬棚」等用

於戲班臨時居住的後勤設施也都做了相應的興建與修補，湯王廟戲臺改作「台」以及三大

士廟戲臺改作「看亭」當是此次維修之後的事情。碑中亦有「迎神獻戲」、「酬客」宴賓

等相關記載，為了解東崛山及兩廟祭祀獻戲風俗的歷史面貌提供了重要依據。

78　 道光二十九年（1849）〈東崛山村重修湯王廟碑記〉，碑存高平市馬村鎮東崛山村湯王廟正殿廊下，笏
首方趺，碑高 167釐米，寬 53釐米，側寬 21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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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平市原村鄉東掌村紫霞宮（觀音廟）劇場 79

圖 22

東掌村位於高平市西北 25公里處，原村位於山坳之中，因吃水困難，現已外遷至平

緩之處，隸屬原村鄉。現有居民 38戶，192人。主要姓氏為秦姓。經濟來源主要靠務農

及外出務工。紫霞宮位於村南，俗稱觀音堂，座南面北，東側緊鄰南閣，現存正殿、側殿、

東西廂房、耳樓、山門舞樓若干間（圖 22）。廟會為農曆七月初五。

正殿懸山頂三楹，屋頂灰脊板瓦覆布，鴟吻、垂獸俱存。前簷平柱為方形石柱，方墩

礎。柱上施大小額枋，小額枋下兩側置雀替，雕作花卉。柱頭科鬥口跳，無平身科。進深

四椽，帶前廊。脊枋題曰：「時皇清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十一月十三日辛酉崇（重）修

觀音堂三間吉時上樑，弟子秦門張氏，男瑞、環，畢氏孫良萬，曾孫長柱，梓匠王玨，泥

水匠劉彪，石匠張馭仝立，永遠為記耳。」據此推斷，紫霞宮至遲在康熙年間已興建。兩

側殿硬山頂各一楹，灰脊板瓦蓋頂。東西廂房懸山頂各三楹，灰脊板瓦蓋頂，進深四椽。

山門舞樓懸山頂三楹（圖 23），坐北面南。屋頂灰脊板瓦覆布，下層中間石砌門洞，

臺上方形小抹角沙石柱，方墩礎，柱礎間裝石質護欄，高約 20釐米。柱上置大小額枋，

79　 2013年 8月 6日筆者實地調查。據東掌村一位秦姓村民講述，東掌村於 1998年開始向山下遷移，至
1999年全村 38戶已全部遷移至新村。原村中紫霞宮（觀音廟）仍是村中民眾祭拜之地，逢年過節仍有
村民前去祭拜觀音。但自 1998年紫霞宮的敬神獻戲活動終止後，至今未有戲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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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枋下兩側置雀替，鏤空雕作花卉。柱頭科鬥口跳，耍頭作麻葉雲頭。進深四椽，五架

梁通搭前後，五架梁上置雙童柱，支撐平梁，平梁上再施童柱、叉手，共同撐起屋脊。臺

上立 2006年修繕碑，載錄重修觀音廟及舞樓等相關事宜。山門朝北，單坡懸山頂，抱廈，

木質門額鐫刻題曰「紫霞宮」。脊枋題曰：「⋯⋯重修戲樓七間四月十五日⋯⋯」。舞樓

通面闊 7.2米，其中明間 3.3米，前臺進深 3.3米，後臺 1.85米，柱高 2.6米，下層門洞

高 1.93米。兩側山牆前臺開口 1.1米，後臺各闢拱券門洞一孔，可入東西耳樓。東西耳樓

硬山頂各兩楹，灰脊板瓦蓋頂。面闊 3.25米，進深 3.15米。東耳樓下層石砌門洞，距南

閣下層門洞十餘米，為原進村必經之路。

圖 23　高平市原村鄉東掌村紫霞宮（觀音廟）山門舞樓

舞樓之上遺存光緒至民國年間演劇題記數條，可辨認者如下：

1. 高邑牛家川雙盛老班光緒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此一樂也，〈臥雲寺〉、〈五鳳樓〉、

〈金□案〉、〈困山塔〉、〈先□報〉、〈紅石關〉、〈平五侯〉、〈落花□〉、〈轉雲

山〉、〈和北番〉；

2. 高邑□□□光緒十五年六月廿日在此，〈五鳳樓〉⋯⋯；

3. 高邑中華民國□□年六月初□□上董峰萬盛班在此貴村一樂也，〈投親園〉、〈江

中寶〉、〈黑□江〉、〈訪松江〉、〈操當店〉、〈表□錦〉、〈滿春園〉、〈雞公山〉、

〈坐寒窯〉、〈侮□鎮〉、〈紫銀□〉、〈吵磨房〉、〈樵圭女〉、〈邦大□〉。



戲劇學刊84

結語

本文在詳細考述東漢至隋唐漢譯佛經及漢文文獻中「戲場」的基礎上，質疑隋唐及之

前「戲場」側重於表達以百戲伎樂表演以及相關遊戲、娛樂活動等為主要對象的情景氛圍，

與北宋以來用於專門演出戲曲之專門「戲場」存在較大差異，此「戲場」非彼「戲場」。

對佛教寺院興建專門演戲之「戲場」的緣由做了深入分析，認為佛教發展至明清兩際，

少數寺廟興建了專門用於敬神獻戲的劇場建築，這不僅是單方面的中國本土民俗文化對佛

教寺院的衝擊，而且也是部分佛教宗派對教規、教義的自我改革調整所導致的結果。

並進一步對山西尤其對上黨地區佛教寺院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察分析，認為：上黨佛

教寺院遺存數量上千座，但有專設演劇之劇場者，為數不多，且目前發現最早記錄為明後

期。清康、乾時期佛教寺院專設劇場數量漸增，但亦未能使劇場在佛教寺院廣泛普及開來，

大多數佛教寺院依然保持其獨立品性，與世俗的戲曲活動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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