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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上音二郎的《奧瑟羅》與臺灣
──「正劇」主張、實地調查與舞臺再現*

石婉舜**

中文摘要

日本現代戲劇的鼻祖級人物川上音二郎於1�0�年11月下旬來到臺灣，此行目

的是為了籌備即將在帝都東京推出的一檔戲劇製作──《奧瑟羅》，而前來進行

「實地調查」。改編自莎翁同名劇作的《奧瑟羅》是川上音二郎一生戲劇經歷的

重要轉折點，他藉此劇倡議「正劇（Drama）」，並將這種源出自西方劇場的戲

劇樣式，視作日本戲劇現代化所應追求的範式。

本文考察川上音二郎的戲劇經歷與追求、重建並審視其臺灣行的實際經過與

成果、檢討「臺灣」如何被再現於帝都的舞臺。筆者認為，川上音二郎訪臺後發

表的遊記與《奧瑟羅》一劇，兩者皆隱含迫切的殖民論述：強化殖民統治的合理

性，也再現日本中心的「帝國秩序」。

藉由檢討、批判這齣百年前的戲劇製作，本文不僅意圖為身負殖民創傷的臺

灣人進行後殖民發聲，也向當代的跨文化劇場工作者，提示值得警惕的歷史經

驗。

關鍵詞：川上音二郎、「正劇」、奧瑟羅、新派劇、殖民論述

《戲劇學刊》第八期頁�-�0（民國九十七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TAIPEI THEATRE JOURNAL � (�00�):�-�0
School of Theatr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收稿日期：�00�.04.0�；通過日期：�00�.05.01
*  本論文是在以下兩次會議發表的基礎上由筆者親自改寫、修訂完成：1.〈川上音二郎戲劇中的臺灣
意象──以川上正劇「奧賽羅」的籌備、改編與上演為中心〉（日本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文明
戲研究會」，東京：早稻田大學，�006.�.��）；�.〈「帝國製作」：川上音二郎的《奧瑟羅》與臺
灣〉（「『紀念中國話劇百年暨西方戲劇經典在亞洲舞臺』亞洲戲劇論壇」，北京：中央戲劇學院，
�00�.1�.14-16）。本論文在調查研究階段，承日本早稻田大學附設演劇博物館平林宣和教授協助，在定
稿過程中，承日本筑波大學吉原ゆかり教授惠賜近作與資料，臺北藝術大學鍾明德教授指出初稿在核心
論述上之謬誤，以及匿名審查員針對文稿中論證有待加強處的賜正，皆使筆者獲得啟發、受益良多，謹
此致謝。另，本論文之日文引文部分由黃書倩老師協助譯校，於此一併致謝，文責由筆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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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kami Otojiro’s “Othello” and Taiwan
Seigeki, the Field Survey for “Othello” and its 
Representation on Stage
 

Shih Wan-shun

Abstract

Kawakami Otojiro, the founder of Japanese modern theater, visited Taiwan in the late 

November of 1�0�, where he made a field survey for his new production Othello, which was 

staged later in Tokyo, capita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dapted from Shakespeare’s namesake 

masterpiece, Kawakami’s Othello  was staged to demonstrate his arguments for“Seigeki 

(Drama),”which he derived from the western theater and regarded as the paradigm to be mad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ese theater. Therefore, Othello serves as a crucial turning point of 

Kawakami’s theatrical caree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heatrical experiences and pursuits of Kawakami, reestablishes and 

examines the actual course and results of his trip to Taiwan, and reviews the way“Taiwan” 

was represented on the stage of Othello in Tokyo.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oth the travel notes 

Kawakami published after his trip to Taiwan and his Othello imply an urgent colonial discourse 

aiming to reinforce the legitimacy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manifest the imperial order 

centered around Japan. 

By examining and criticizing this production staged a hundred years ago, this article intends 

not only to speak for the traumatized Taiwan people from a post-colonial viewpoint, but to 

suggest a historical example for the contemporary cross-cultural theater workers to beware of. 

Key Words: Kawakami Otojiro, Othello , Shinpa Drama, Seigeki (Drama), Colonial 
Dis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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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明治的新演員，以演唱〈喔呸Ｋ呸〉而出名的川上音二郎先生，搭乘前天

入港的臺中丸突然抵臺。〔中略〕我原本以為先生或許只是歸國途中順道

來臺，因為在歐洲博得高評的川上先生實在沒理由專程跑到臺灣這種地方

來獻技。因此，我劈頭就問：「您為什麼來臺呢？」結果，實在令人吃

驚，原來他是如此忠於自己專業的人，叫人好不慚愧。

作為歸國獻禮的序幕，先生打算將莎士比亞第三期著作的代表名作，所謂

四大悲劇哈姆雷特、馬克白、李爾王、奧瑟羅中最為知名的奧瑟羅改編上

演。此番渡臺乃是特為蒐集奧劇材料而來。�
�

以上是明治三十五（1�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臺灣日日新報》上一篇專訪的起首段

落。該文以〈川上音二郎丈の談話〉為題，一共連載十三回。《臺灣日日新報》是當時殖

民地臺灣的第一大報，川上音二郎抵達臺北後隨即前往拜會，因緣際會地留下這篇訪談專

文。

此時的川上才剛結束將近兩年的海外巡迴公演回到日本，他計劃在東京的明治座推出

新戲──改編自莎翁同名劇作的《奧瑟羅》（日文原題『オセロ』）」，作為他倡導「正

劇運動」的第一步。新戲劇的推出在當時追求革新的東京藝文界引發關注 
�

，公演票房亦大

獲成功。不僅東京的首演，接下來巡迴的京都、神戶、大阪同樣叫座，鼓舞川上推動「正

劇運動」的意志。這些日本戲劇史上的事實教我們心生好奇：到底這是齣什麼樣的製作？

「正劇」又是什麼？「臺灣」在改編的《奧瑟羅》劇中究竟佔有什麼樣的位置？甚至，川

上來臺事件跟臺灣殖民者或說殖民統治之間，是否存在有任何的關聯？

有關川上音二郎的研究，歷來在日本現代戲劇史以及日本的東西文化交流史討論中均

佔有一席之位。晚近的後殖民主義風潮中，幾位相關領域的學者更針對正劇《奧瑟羅》的

上演，相繼從帝國主義批判與文化研究的視野出發重作檢省，這些優秀的研究成績分別出

自池內靖子、吉原ゆかり、兵藤裕己等人之手 
�

。這些研究與其說是在日本戲劇史研究的脈

絡下發言，不如說是在東亞的後殖民情境下選擇文化批判的位置發聲；就某種意義而言，

1 〈川上音二郎丈の談話（一）∼（十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5（1�0�）.11.�6-�0,1�.�-�,�-10。
�  在川上推出《奧瑟羅》之前，莎劇即曾被「歌舞伎」、「講談」的藝人改編上演，但是，若以東亞現代
劇（即對話劇）的形式來說，川上的《奧瑟羅》則為首例，故而引起當時文化界的高度關注。

�  本文主要參考的先行研究有：池內靖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オセロ』の翻案劇──帝國のまなざしと
擬態──〉（�00�）、吉原ゆかり〈江見水蔭翻案·川上音二郎一座上演『オセロ』──重層化する〈周
邊〉──〉（�005）、〈『生蠻』オセロ：江見水蔭翻案、川上音二郎一座上演『オセロ』（一九○
三）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外緣〉（�004）、兵藤裕己，《演じられた近代—〈國民〉の身體とパフォーマ
ンス》（�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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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殊途同歸。在本論文的討論裡，有多處要借重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然而，若說本論

文跟前述幾位學者的關心究竟有何不同、或說企圖有所貢獻之處究竟何在的話，那便是

筆者擬根據近年來臺灣殖民地研究的相關成果，以及個人對臺灣劇場史的長期關懷進行補

充、論證，繼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深化共同關注的主題。另外，若從臺灣劇場史的角度

看川上音二郎，他跟殖民地現代戲劇的起源關係密切，本是有待開拓的研究課題，如此，

本文亦可視作「川上音二郎與臺灣現代戲劇」研究之序章。

一、川上音二郎與日本現代戲劇的展開

日本在歷經幕末動亂後，明治政府（1�6�-1�1�）為了修改幕末以來的不平等條約，

促使歐美諸國就此與日本交涉，認為必須顯示日本在文化上已趕上先進國家。這個史稱

「明治維新」的時代，如所周知，是個凡事講求文明開化，一切以歐美為標竿進行自我改

造的年代。以歌舞伎為主流的日本戲劇，在西化熱情的主導下，沒有例外地，也開始吹起

改良之風。歌舞伎的表演者們追求著與時代浪潮相互呼應的新表現方式 
4

；劇院經營者則

致力於劇院改革，建設劇院成為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所；環繞著明治天皇的達官學者們組成

「演劇改良會」，促成有天皇親臨觀賞的「天覽劇」，大大提升演員的地位。與此同時，

明治政府也開始干涉戲劇活動，實施演員證照、劇本檢閱、演出課稅等措施。在這個時代

背景下，誕生了川上音二郎這位被戲劇史家河竹繁俊稱為「他的一生波瀾萬丈，宛如明治

這一大過度期混亂時代的象徵，令人眼花撩亂而又色彩斑斕」的人物。（河竹繁俊〔郭連

友等譯〕 �00�〔1�66〕：�10）

川上音二郎（1�64~1�11） 
5

，出生於日本幕末時期的九州博多。父親原為地方藩閥的

御用商人，以經營沿岸運輸為業，明治維新之後家境開始沒落。十四歲時母親過世，父親

迎娶繼母，川上自此離家展開四處放浪的生涯。當時的青年人熱衷政治，川上也不例外。

明治一○年代中期，川上以「辯士」 
6

身分活躍於政治講演場合，加入「自由黨」之後，更

是積極投身講演活動，鼓吹「自由民權」 
�

。僅明治一○年代，川上受警察拘捕、進出拘留

所、監獄的次數就高達一七○回。當時有些自由黨員為了逃避當局的監視而取得「講釋

4  例如五世尾上菊五郎開始演出足以展現新時代風貌的「散切狂言」，又如九世團十郎則專注於發展強調
史實、重視腳色精神的「活歷劇」。

5  本文有關川上音二郎生平事蹟綜合參考倉田喜弘、井上精三、江頭光等人專著。
6 此處「辯士」指的是演講者。
�  「自由民權運動」為明治前半期一廣泛的政治運動，以反對藩閥政治、擴大人民的權利與自由為目標。
參與自由民權運動者大多是拒絕入學、甚至少有固定職業的異議青年，被通稱為「壯士」。（林明德 
1��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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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即說書人）的執照，在「寄席」（即日式說書場）講唱，內容摻雜政治諷刺，頗受

觀客歡迎；川上音二郎也是其中之一。

成為「講釋師」的川上，注意到一種近世以來流行於京阪地區的滑稽短劇──「俄（

にわか）狂言」，主要是由非專業演員上演歌舞伎的滑稽作品，藉以博取觀眾的笑聲。當

時坊間盛行起從報紙社會新聞或八卦消息欄取材的「新聞俄」。這類「俄狂言」由於不算

正規戲劇，屬於一種即興的口語演出，所以並沒有接受官方審查劇本的義務。川上於是根

據其即興形式加以改良，在戲劇進行中穿插大段演說以逞辯才。明治二○（1���）年間，

川上在京都阪井座推出「改良演劇」。此次演出在日後被視為「新派劇」的開山之作，川

上音二郎也就成為「新派劇」的「鼻祖」級人物。川上在這次演出中，據稱是「將演說式

的口語調與『俄狂言』式的豁達的肢體動作，半暴力性地帶入原有的『散切狂言』 
�

中」。

由於是毋須根據劇本的即興式口語演出，使得川上的「改良演劇」得以脫離歌舞伎的文語

調，迅速地在舞臺上實現。（兵藤裕己 �005：1��）

甫進入明治二○年代，就在明治政府主導「演劇改良運動」 
�

的氣運達到頂點之際，川

上音二郎在一次戲劇演出的幕間或結束前，穿插演唱〈喔呸Ｋ呸〉調。〔圖1〕歌詞內容

從「細民窮困」的庶民百姓立場出發，大肆抨擊當時上流社會的窮奢浮華。部份曲詞內容

如下：

�  「散切狂言」（或「散切物」）可說是明治版的「世話狂言」（江戶歌舞伎的一支，主要自當代風俗、
事態、人情取材），於明治一、二○年代盛行一時。「散切物」在人物裝扮、戲劇取材上看似表現出新
時代、新風貌，但是在演出樣式與編劇法上卻承襲江戶時代傳統而未見革新，屬於「新瓶裝舊酒」的一
種表現。

�  明治初期以來的「演劇改良運動」由政府、學界精英、與劇壇領袖攜手，對歌舞伎進行由上而下的改
造，而以明治十九（1��6）年「演劇改良會」的成立為其頂點。

圖1   錦繪（局部）：川上音二郎演唱〈喔呸Ｋ呸〉之姿。轉載自
江頭光《博多川上音二郎》，卷首圖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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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幸福冷感者，趕緊服用自由湯，喔呸Ｋ呸、喔呸Ｋ呸，喔呸Ｋ呸啵、

呸啵啵，脫掉舊衣換西裝，搭人力車耍排場，鬈髮得意戴高帽，打扮淑女

紳士狀，表面粉飾很風光，政治思想全走樣，天地真理不知曉，快把自由

種籽栽。喔呸Ｋ呸、喔呸Ｋ呸，喔呸Ｋ呸啵、呸啵啵。�
�0

〈喔呸Ｋ呸〉一經發表後，自關東地區引發全國性傳唱，川上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接二連三地舞臺實踐，使得川上說臺詞的技術在「帶有明顯抑揚頓挫的演說式口語調」、

「俄狂言式的即興對白」、以及「〈喔呸Ｋ呸〉之類七五調式的誦唸韻律」間，磨練得越

發洗練。這種新戲劇漸受歡迎，演員們獲得「辯舌流暢」、「演技逼真」的讚譽。川上在

明治廿四（1��1）年將新戲劇定名為「書生劇」，並提出新演劇的目的在於「發揮自由主

義與保存國粹」，以「發揚國家的元氣」。此時「書生劇」在演出內容上，不僅上演鼓吹

民權的戲劇，也演出以幕末或南北朝時代勤皇志士為主角的忠君愛國故事，與當時正在大

眾間普及的「國民意識」相互呼應。（兵藤裕己 �005：151-15�）

明治廿七（1��4）年，「日清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這是日本在頒佈

憲法、建立起天皇制的現代國家後，所初次經驗的對外戰爭。在所謂「戰爭」這一國家性

危機面前，明治初期以來「國民」形成過程中的種種矛盾，被完整地回收、解消。換句話

說，這場戰爭具有凝聚國民意識、一致對外的性質。川上敏銳地呼吸著時代空氣，在日清

兩國開戰後僅數日，即向當局提出製作申請，推出題名為《壯哉快哉日清戰爭》的「日清

戰爭劇」。根據紀錄，當時劇場中充滿節慶狂熱的高昂氣氛。在這齣販賣戰爭場面的戲劇

中，「國民」這種想像的共同體意識被製造出來──川上在舞臺上成功地謳歌大眾的國家

主義，觀眾則從舞臺上看見自己的「新的幻影」。（兵藤裕己 �005：16�）川上在「日清

戰爭」期間接二連三地推出同類型的「戰爭劇」，全都大為賣座。戲劇史家大笹吉雄謂：

「新戲劇自此取得市民權」（大笹吉雄 1��5：5�）。自此之後，「戰爭劇」成為川上演

劇的招牌，後來在攻臺戰役與日俄戰爭期間，他都有同類型的劇作推出。

「日清戰爭」結束後的數年間，川上劇團不斷推出新作。其中也有改編自當代新聞

小說的作品如《滝之白絲》與《金色夜叉》等，這些劇目反覆上演、廣為流傳，成為日後

「新派劇」的常演劇目。關於「新派劇」名稱的確定以及藝術樣式的穩定成形，兵藤裕己

有以下闡述：

自「金色夜叉」上演的前後，之前被稱為壯士劇、書生劇、壯士演劇等的

新演劇開始被定稱為新派劇。新演劇被廣為認知是與舊派的歌舞伎對抗的

10 譯文根據簡白略作更改；詳簡白，〈明治時代  演說的歌〉，《中國時報》�00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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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演劇，也就是新派劇，這意味著「壯士劇」、「書生劇」的業餘習氣

正漸漸消失。自從此時，新派劇的藝與型急速成形，但新派劇獨特的藝術

的淬練，與其說是靠著川上本人，反而是透過自他的劇團脫離的新演員們

來推動。（兵藤裕己��005：1��）

誠如兵藤所言，明治三十三（1�00）年起的十餘年間，「新派劇」步入了劇作家、演員等

人才輩出的黃金年代。從家庭小說改編的劇本，深獲中間層女性、男女學生之歡迎。人氣

作品反覆上演使得演員的演技益發洗鍊，演技固定化的結果促成新派劇「型」的出現。這

段黃金年代的代表人物，如高田實、喜多村綠郎、伊井蓉峰等，幾乎都是從川上劇團前後

脫退的演員。通過他們的努力，「新派劇」獨特的藝術樣式──跟傳統歌舞伎以及日後誕

生的新劇迥然有別，在此時宣告完成。其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採用口語調臺詞、

演員表演（包括說臺詞的方式與肢體動作）配合三味線音樂進行、樹立了獨特的女形藝

術、呈現人情悲劇的主流傾向等。 
11

 （兵藤裕己 �005：1�4）

正當「新派劇」的藝術樣式急遽成形之際，川上音二郎的劇團跟他本人卻不在日本

國內。川上繼明治二十六（1���）年以個人名義赴巴黎考察後，明治三十二（1���）年起

兩度率領劇團出國巡迴演出，足跡遍及美國與歐陸地區。期間，在歐陸時因參與了巴黎的

萬國博覽會（1�00）而出盡鋒頭，開啟日本與西方文化交流的門扉。回到國內目睹「新派

劇」引領劇壇風騷，川上不為所動，他抱持從海外交流與演出經驗中累積的新想法，另提

戲劇主張──也就是本論文所關切的「正劇」。

綜觀川上音二郎一生可說集演員、製作人、劇院經營者、戲劇教育家與戲劇理論家等

諸多身份於一身，具有龐大的實踐能量與開創性格。若探究此龐大的創造與實踐能量的根

由，自然跟他身處的從鎖國走向開放、從守舊走向「文明開化」的明治社會密切相關。其

中最關鍵的，不外乎川上的個人特質：他那勇於冒險犯難的改革開拓精神、以及對於戲劇

演出的熱忱，而這些特質又都跟他「帝國臣民意識」的覺醒，交相激盪、滋長。（池內靖

子 �00�：140）從1��1年「書生劇」的成功開始一直到他過世為止，不過二十一年間，川

上屢屢締造了日本戲劇史上的「第一次」功業。順手捻來就有：將當代戰場實況即時搬上

舞臺上演「戰況報告劇」、將新聞小說搬上戲劇舞臺、將西方莎劇經典首以現代劇之形式

改編搬上日本舞臺、建造首座西式劇場（大阪帝國座）、創辦了首座女優專門訓練學校、

製作演出最早的童話劇等等。這期間他率領劇團進行日本戲劇界最初的海外公演，開啟東

11  一般認為，「新派劇」的藝術在明治三○年代（1���-1�06）即告完成，之後歷經大正時（1�1�-1��6）
的衰頹，然後在關東大地震（1���.�）後復興。昭和前期（1��6-1�45）的「新派劇」受到新劇運動影
響，發展出編導中心的演出體制，也採用「新劇」劇目。戰後五、六○年代有花柳章太郎與水谷八重子
兩位著名演員維繫發展，他們相繼謝世後，「新派劇」活動明顯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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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戲劇交流的門扉，在國內帶領劇團四處巡迴，足跡踏遍日本各地，甚至遍及當時新近納

入帝國版圖的臺灣、北海道、朝鮮等處。明治四十四年（1�11）間川上率團到臺灣巡迴公

演。就在結束臺灣巡演回到大阪半年後，即因盲腸炎併發腹膜炎猝逝，享年僅四十八歲。

二、「正劇（Drama）」的發現與主張

川上在明治二十六（1���）、三十二（1���）、三十四（1�01）年三度赴西方遊歷、

演出，第一次是個人旅遊，第二、三次則是率領一整個劇團出國巡迴演出。〔圖�〕日本

戲劇史研究者井上理惠曾遠赴英倫等地，重建有關川上的三次出國經歷與返日後劇壇建設

二者之間的關連性，從而建立起一個因識見變得寬廣而戲劇觀也隨之深刻的戲劇家川上音

二郎形象。井上的論文主要揭示了處於思想重要轉變期的川上，如何從他三次洋行經驗中

汲取西方劇場的成就並從中獲得啟發。第一次洋行的主要收穫是為日本引進西方劇場的照

明技術、改編移植西洋劇目，以及興建歐式劇場。第二次出洋則是率團出國──先在美國

境內巡迴演出，接著轉赴歐陸，在1�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上贏得聲譽，並在抵達俄國時見

到梅耶荷德，開啟了東西戲劇文化交流的新頁。（井上理惠 1���：15�-1��）

第三次出洋同樣是帶團巡演，此行川上並未停留於「在日本上演西方戲劇」、「在西

方上演日本戲劇」的層次。劇團除了演出諸多舊有劇目之外，還在倫敦的Criterion Theatre

推出《才六》一劇，「才六」的日文發音為sai-roku，劇情正是日本版的「威尼斯商人」

圖�   1���年美國巡演途中的川上劇團，中坐者為川上音二郎，側後方為貞奴。轉
載自江頭光《博多川上音二郎》，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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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克。井上理惠根據倫敦的演出經驗認為，川上音二郎可能在此時開始思考劇場的寫實

性問題，並提示川上日後在日本展開「正劇運動」的關鍵點，應追溯至這趟以倫敦為起點

的歐洲巡迴公演。她提到：

川上在倫敦所觀賞的是什麼樣的舞臺劇並不清楚，但簡單說來就是正牌的

演劇──可能由現今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演技並非那麼的寫實，但即便如

此應該也是與歌舞伎異質的自然的演技。光看川上或貞奴演技的真實性受

到盛讚這點即可理解。恐怕川上已察知此後的戲劇將會是寫實、真實的。

對相較於歌舞伎演員的技藝而一直被貼上素人標籤的川上而言，或許感受

到了一條通往未來的新道路的開端吧。但該如何訓練肢體，如何構築演

技，積聚在川上眼前的課題應該也是毫無止境。（井上理惠 1���：1�1）

西方所謂「戲劇（Drama）」，上可追溯至古希臘劇場，歷經文藝復興時期以降美學

風格之流變，一路發展到川上所在的二十世紀之初。川上見到的倫敦劇場，正延續上個

世紀實證主義的影響，追求人物與布景的「逼真」與「寫實」，即使是處理莎士比亞戲

劇舞臺的方式，也走向追求具體而微的寫實效果（Patti Gillespie & Kenneth. M. Cameron 

1��4:410-4��）。誠如井上所言，這種舞臺效果的「寫實性」讓川上驚奇不已，同時也啟

發了他對日本新戲劇，該往何處去的思考。

此外，西方劇場經驗還在演員訓練與演員地位上為川上帶來啟發。早先，川上音二郎

跟他的「書生劇」演員們在剛開始從事戲劇的時候，大多是抱持著藉劇場宣傳政治理念的

心理，本身並無演藝專業也志不在此。久而久之，當新戲劇漸受歡迎，他們有人發展出個

人興趣、有人發現新戲劇的市場潛力，這些「素人」們也就興起朝職業化發展的念頭。另

方面，正也因為如此，川上等人在戲劇實踐逐漸獲得大眾認可的同時，卻經常招來傳統劇

壇的嘲諷批評──認為「書生劇」是毫無技藝可言的東西。當川上跟西方劇界有過深入交

流後，對西方戲劇的嚮往與對其演員地位的欣羨之情，可說是溢於言表。他曾幾度公開強

調：沒有音樂、舞蹈素養的西方演員，照樣能建立起自己的專業、獲得社會的敬重。整體

而言，對西方「戲劇（Drama）」的寫實性與其表演體系 
1�

的發現啟發了川上，他長年以來

且戰且走的新戲劇思維，此時借鑑於西方，彷彿看到一條通往日本現代戲劇的康莊大道。

1�0�年�月，深冬時節，距離川上結束歐洲巡演返抵國門已近半年。《奧瑟羅》的演

員們在排練場上反覆排演，原本劇作家寫就的對白被修改得更加順口、更易於情感表現。

1�  此處「表演體系」指的是史丹尼拉夫斯基表演體系之前的西方表演傳統。《臺灣日日新報》的訪談專文
中，川上音二郎詳細描述了法國演員專門學校的課程與術科訓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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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座的戲院這邊，則充分配合川上的要求，將日式舞臺所特有的花道予以拆除，並在舞

臺外緣貼上木片，形成西方劇院中常見的舞臺框。繡工們依照川上的囑咐，將演出時常掛

在舞臺前緣正上方的棗紅色橫幕用大金線繡上大大的漢字「正劇」二字。川上將英語中

的「Drama」譯為日文「正劇」，許多時候，還會在漢字旁邊以假名標注其發音為「ドラ

マ」──即「Drama」的外來語表記。從譯語的漢字選用上，不乏「新戲劇應如是」之意

吧。 
1�

日後，在〈正劇的由來〉一文中，川上本人對「正劇」有進一步的闡述：

⋯⋯最早看到的是「歌劇」這樣的東西，如所周知，大體上以歌曲為主，

演員自己唱歌、依其內容各自展現優美姿態，如果這就是真戲劇的話，沒

有歌舞音樂素養的我們，無論如何也只有斷卻當演員的念頭，我這個想法

越來越堅固，但是等到後來看了「Drama」，才發現早先的想法是不成熟

且過於輕率了。也就是說，「Drama」跟「Opera」的根本不同處在於並不

借用不自然的歌舞，只靠對白表情來表現情感，沒有像日本戲劇在表演中

拼命亂用音曲，即使採用了也僅只用在實際上會發生的場合，或者像是聽

到遠遠的浪聲風聲的程度。畢竟音樂這東西，應當僅止於存在於幕間，為

安慰觀客無聊所吹奏之物。其旨在於採取所謂的寫實性演技，致力於描繪

出自然之美。�
�4

從引文可知此時川上對「正劇（Drama）」此一戲劇型態的認識在於「只靠對白表情

來表現情感」，並且，若有音樂性，也僅存在於必要的音聲效果之上。此外，川上將「正

劇」之趣旨歸結到：「採取所謂的寫實性演技，致力於描繪出自然之美」。這莫非暗示

著，是否川上的「正劇」追求純粹屬於一種對於西方「戲劇（Drama）」的形式主義的移

植。無論如何，川上音二郎的正劇運動，跟不久後展開的、且可能更為今人所熟知的、以

坪內消遙「文藝協會」（1�06-1�1�）為首的日本現代新劇運動，在戲劇的表現型態上其

實並無太大歧異。這也就是為什麼當代日本戲劇史學者大笹吉雄認為，「川上音二郎的正

劇運動，就結果而言，是促進了日本現代新劇的誕生。」（大笹吉雄 1��5：5�）

1�  明治年間，除了川上音二郎，藝文界的森鷗外、花房柳外等都曾創用「正劇」一詞，唯各人賦予該語彙
之意義不盡相同。本文所討論的「正劇」，不應被擴大理解為一通行的概念或普遍使用的語彙。

14 川上音二郎，〈正劇の由來〉，《文藝俱樂部》1�:1（1�06年1月1日）；頁��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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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02年川上音二郎的臺、澎調查

時序推回1�0�年底，這個時候《奧瑟羅》的劇本改編工作已告一段落：原本莎劇中

戰功彪炳的摩爾人奧瑟羅，因受到奸人伊阿哥播弄而燃燒起並無事實根據的忌妒心，乃至

親手弒妻的悲劇故事，而今在川上劇團的版本裡，時空背景從十六世紀的威尼斯／塞浦勒

斯轉移到廿世紀初的東京／臺灣，主人公從原本摩耳人出身的外籍將領身分改為低階武

士出身的帝國陸軍將官，名字則改成與「Moore／Othello」諧音的「室鷲郎」（即MURO 

Wasi-rau，其中「室」是姓氏，「鷲郎」是名）。當川上抵台拜會《臺灣日日新報》社

時，他說明由於先前委託的佈景畫家，竟將《奧瑟羅》劇中重要場景澎湖繪為一處綠蔭盎

然的地方，這有違他從友人處得知的澎湖是一座「禿島」的印象，因而特意親身前來進行

「實地調查」。川上特別向社方解釋要準備出符合一千五百年前時空的舞臺有實際上的困

難，是以選擇以當代臺灣的澎湖島作為戲劇改編的背景。這樣的說詞或可解讀為此時川上

對舞臺的「寫實性」要求，已是製作戲劇的重要前提。 
15

綜合相關史料，我們對他此番的行程有如下之掌握：

神戶出發（��.�9）—抵達基隆港（��.24）—在臺北接受《臺灣日日

新報》記者專訪（��.25）—抵達澎湖媽公�
�6

（��.27）—抵達吉貝島（

��.30）—返抵東京（�2.8）。

估算下來，川上滯留臺澎的時間約在九天左右。對於這九天的行程，我們還發現如下

事實：川上此行自日本帶有一名熟悉海事的親戚同行；抵達澎湖媽公後川上帶著介紹信 
1�

面

見澎湖廳的小林廳長，爾後獲一名憲兵外加兩名土人巡查補陪同，一起搭乘廳有的蒸氣船

小富士號往返吉貝島；筆者也從相關文獻的四幅插畫推斷川上此行應配備有先進的記錄工

具──照相器材 
1�

；另根據圖文資料中的人物化妝與服裝細節，以及稍後會討論到的「生蕃

俗謠」材料等，筆者研判川上若非親身進過臺灣總督府，至少也跟總督府官員有過會面接

觸，藉以取得足供戲劇製作使用的圖文參考資料。整體看來，川上此行不同於人類學家的

田野調查，而是在殖民地行政體系的協助、支援下，在臺北、澎湖媽公與吉貝島等三地蒐

集資料。

15 詳〈川上音二郎丈の談話（一）～（十三）〉。
16 此處「媽公」地名乃沿用自史料。
1�  「介紹信」是由一位名叫朝奈比知泉的人所寫，川上在日本啟程前曾拜訪這位據說在前幾年曾前往吉貝
島，卻因海上風浪與暗礁危險而中途折返的人物。

1� 本節稍後將就此四幅插畫進行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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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上返回日本後，向一位署名為「けい舟」的作者述說他的吉貝島見聞，全文以〈海

賊島──川上音二郎の探險〉 
1�

為題（以下簡稱〈海〉文），連續六回刊載在十二月下旬的

《都新聞》上。為了瞭解川上滯臺期間的見物角度，此處要特別就〈海〉文進行討論，以

下是全文摘要，按照連載順序條列如下：

（一）說明川上此行的目的在於戲劇場景的實地勘查／啟程前已聽聞吉貝

島航程之險惡艱難。

（二）抵達媽公後，小林廳長以航程奇險苦勸川上取消前往吉貝島的計

畫，川上執意前往／啟程後，航程驚險萬狀。

（三）川上抵達後，對吉貝島風物的第一印象／「海賊島」名稱之由來／

吉貝島的地籍戶政資料概說。

（四）川上一行人以現金利誘土民換得牛肉裹腹／煮食牛肉的燒炭竟為乾

燥後的牛糞──即糞炭。

（五）糞炭的製作過程，川上特意取一塊糞炭當作旅途的紀念／土民的鍛

鐵屋規模出人意表／八十餘歲的老婆婆口述對附近海域沉船的記憶／川上

攜回另一項土產：附著著千奇百怪沉船物件的石炭。

（六）奇特的土民習俗信仰：祈求船神興風作浪，廟中白鼠示神意／北島

燈塔興建啟用後船難減少，卻引來土民的不滿甚至攻擊／川上總結認為此

行可視作是新戲劇、新演員的修煉功課。

〈海〉文的敘述生動、筆調詼諧誇張，很難說不是出自川上這位口述者其獨特的性情

與語言習慣所影響。川上對新領地的「獵奇」之情，充分展現在字裡行間，舉凡用牛糞炭

烹煮牛肉、發現規模遠勝日本內地的鍛鐵屋、當地住民的異端信仰、甚至是文章最後提到

的當地政府興建燈塔卻引來土民抗議等。川上所「窺看」到的吉貝島，留下一種印象：當

地住民停留在一種生活極度落後的、幾近未開化的原始狀態中。島上那些愚昧地抵制、抗

拒著文明而不自知的人們，以未受文明馴染的、遺留有兇殘、貪婪、愚昧天性的一群海盜

末裔圖像呈現在讀者眼前。在川上一行人的視線之下，吉貝島的人事景物遂成為殖民者理

所當然前來拯救、施以教化、建立文明秩序的對象。對於「海賊島」名稱的由來，〈海〉

文則有如下之解釋：

1�  けい舟，〈海賊島──川上音二郎の探險（一∼六）〉，《都新聞》明治�5年1�月1�-�1,��,�4日。以下
皆同，不再另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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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貝島，要說此島何以叫海賊島，實際上是因島上的居民靠操著海賊般的

買賣謀生而得名。此事怎講呢，就是前述的暗礁，此乃島民們的生計之所

在，管他是諸外國甚或是本國的船，所有船隻只要是遭強風吹襲至此島附

近，那必然就會觸礁沈沒，這下島民可就要歡呼沈船來也大豐收萬歲了。

偶有倖免於難者千辛萬苦登上此島，則被島民當作瘟神立即殺害，屍體就

嘿咻一聲丟入海中水葬。至於船隻則根據多年竊賊經驗累積出的本領潛下

水去，貨物財寶不用說，剝鐵板拆木頭，蠻搶惡搞片甲不留，簡直就是全

島公然共竊，因此大家便開始將此島稱做海賊島了。

這或許就是東亞新興帝國主義的日本，其所謂的「黃種人的負擔」 
�0

吧。

綜觀〈海〉文中川上描述「事實」的根據，不外來自於（1）澎湖廳所提供的行政數

據與資料、（�）隨行的吏員適時提供「在地知識」、（�）吉貝島住民的現身說法、以及

（4）川上本人親履現場的「發現」。這些來源各自不同的訊息在川上口述中彼此參照，

向日本讀者展示這場「實地調查」的科學性與權威性。值得注意的還有，〈海〉文在《都

新聞》上連載時，前後搭配有四幅插畫〔圖�-圖6〕。根據透視的準確度與人物姿態，筆

�0 竹越與三郎曾將統治臺灣稱作是「黃人の負担」，轉引自吉原ゆかり（�004），頁4�0。

圖�   此處為《讀賣新聞》刊載〈海賊島—
川上音二郎の探險〉一文所附之四幅插
圖。

圖4  同前。

圖6  同前。圖5  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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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推斷這批插畫應是臨摹自實地拍攝的照片；另外，依其取景角度與畫面主題，筆者研判

這批照片當為川上此行所攝。讓我們細加審視這些畫面吧。我們可以這樣設想：當陪同川

上來到島上的土人巡查補吆喝著一群群男女老少的「土人們」放下手邊工作，站到戶外定

點讓川上取鏡的時候，會是什麼樣的場面呢？他們可能一邊跟語言相通的巡查補嘟囔抱怨

或好奇詢問，一旦意識到憲兵的存在，他們紛紛住了口，安靜地就指示位置站好，維持不

動任人取鏡。在憲兵所代表的權力的凝視下，島民是沒有抗拒的餘地的。到底島民們投向

鏡頭的是什麼樣的眼神呢？是由於不得不順從而略顯敵意或不悅的眼神？還是一如文字記

述所指涉的「野蠻」、「未開化」、「危險」的目光？筆者以為，澎湖吉貝島住民作為被

殖民主監看的客體，這層關係正因為川上一行人的到來而再次獲得鞏固。

歷來的海洋史與地方史研究告訴我們：澎湖一帶由於海岸曲折，沿海有很多的沙洲

暗礁，加上東北季風強烈，船隻遭難的紀錄不斷，吉貝島即是諸多危險海域之一；以上是

一項地理事實。〈海〉文植基在對此事實的認識之上，卻嚴重忽略了在「靠山吃山、靠海

吃海」的根本生存之道背後，是東亞地區的連年征戰為澎湖海域居民所帶來的生活動盪與

糧食不足。David Spurr在討論「帝國修辭」時曾特別提醒：「（報導文學作品中）由於作

者本身就是敘事場景的一部份，既掩蓋了作品中最顯而易見的意識型態效果，也隱瞞了作

品中詮釋範疇的歷史面向。作者隱晦地宣稱『主觀與獨立地位』，不受宏觀詮釋模式的影

響，且因直接接觸現實而取得權威。」（David Spurr 1���：�）

有關川上音二郎在1�0�年11月間的臺、澎行，〈海〉文僅是眾多成果之一。對於《奧

瑟羅》舞臺究竟如何吸收、轉化調查成果？如何將臺灣的人事景物再現於舞臺？以及此等

「再現」背後的意識形態？將是我們接下來討論的重點。

四、明治座觀眾視線下的「臺灣人」與「臺灣」

「正劇」版《奧瑟羅》有如下的分幕與故事梗概 
�1

。〔圖�〕

序幕����布良家の奧庭／駿河臺の街頭

第二幕��首相官邸の會議

�1  筆者所見的《奧瑟羅》劇本共有四種版本，分別是：一、〈オセロ〉，《文藝俱樂部》第九卷第三號
（明治�6.�），今收錄於《明治翻譯文學全集·新聞雜誌編4：シエイクスピア集IV》（東京：大空社，
1���）；二、當時報紙連載：《都新聞》明治�6.1/��-��,�/�-�,10,11,1�-15,1�,1�,�0,�1；三、《オセロ》
（警視廳審查本；日本早大演博藏）；四、川上、貞奴所飾《オセロ》劇中角色之臺詞摘抄本（日本早
大演博藏）。另，此處的「故事梗概」為筆者所摘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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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媽公城の埠頭／總督府の夜會

第四幕��文石書院の庭前／文石書院の庭前

第五幕��文石書院の應接室／總督の寢室

第六幕��城外鬼仔山洪辰門／總督の寢室

陸軍中將室鷲郎是「出身不明膚色黝黑又粗魯」的「野豬武士」。他與財

經大臣的女兒� �音秘密相戀結婚，卻遭到大臣的強烈反對。此時臺灣的澎

湖海域出現「臺灣土匪與清國海盜聯手」的不穩跡象，內閣召開緊急會議

並任命室鷲郎前往鎮壓，亂事平定後直接就任臺灣總督。鷲郎凱旋到任，

臺灣民、蕃歸順，生蕃一行人也前來為新總督祈福慶賀。鷲郎部下伊屋剛

藏散播副官勝芳雄與� �音私通傳聞，挑動鷲郎的忌妒心。起初，鷲郎認為

沒證據就聽信傳聞，是「生蕃人的知識程度」而未予采信。接著，卻逐漸

從懷疑轉為深信不疑。內閣此時傳來信息，列舉鷲郎鎮壓民心履告失敗，

以及先前「打退海盜的時候殺及良民」等罪狀，欲將他召還國內。當晚，

鷲郎親手殺害摯愛。在得知事情全貌後，以忘卻了武士道的自己「實與生

圖�   1�0�年川上版《奧瑟羅》在東京明治座演出時的「辻番付」（即日本劇院中招
貼用的一種附有出場序的節目單）。轉載自白川宣力編著《川上音二郎．貞奴
─新聞にみる人物像─》，卷首圖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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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人無異」而悔罪自殺。伊屋剛藏則被士兵們抓回，亂槍射死。

劇中有關「臺灣」的情節發展，是從第二幕日本內閣收到一則臺澎海域不穩的急電

展開，主人公室鷲郎因而被內閣指派前往平亂。此處的「亂事」作為下一幕情節的一個

端緒，並非偶發狀況，也非劇作家憑空想像。上一節討論的〈海〉文，在刊載該文的報

紙的同一版面上，即刊有題為「臺灣北勢蕃討伐隊的方針與死傷者」與「南庄蕃襲來及其

蕃情」等的戰地報導。臺灣史研究者視明治三十五（1�0�）年為日本政府確立對臺灣統治

的一年──兒玉、後藤對臺灣社會採取的兩手策略奏效，到這一年底為止，抗日勢力已有

顯著之衰退。（黃昭堂 1��4：��-��）顯然，《奧瑟羅》劇情有關臺澎海域不穩的改編發

想，自有其歷史事實之參照與時代語境之歸著，反映出當時日本社會對新領地長年來未能

徹底掌控的潛在焦慮。此外，「鎮壓民心履告失敗，以及先前『打退海盜的時候殺及良

民』等罪狀」作為戲劇情節中內閣召回室鷲郎的重要理由，同樣是在現實參照之基礎上 
��

，

進一步塑造帝國的「仁德」形象。

劇中作為戲劇主要場景的「臺灣」，是由「媽公城的碼頭」、「臺灣總督府」、總督

官邸「文石書院」與「城外鬼仔山洪辰門」所構成。從實際的地理來理解的話，第三幕眾

人在媽公港口迎接室鷲郎凱旋歸來之後，當晚室鷲郎即在「臺灣總督府」舉行夜宴，隔天

一早起身後又在媽公城內的「文石書院」散步。這在一九○三年的交通條件來說，是做不

到的。也因此，我們知道《奧瑟羅》的戲劇時空，特別就「臺灣」的部份來說，是個抹消

地理距離與風土差異的虛構空間。進一步說，這裡的「臺灣」是以主人公室鷲郎的辦公行

政與日常作息處所為中心──即「臺灣總督府」與「文石書院」兩者，繼而以同心圓的方

式朝媽公城、再朝城外的碼頭與鬼仔山、最後是海洋，如此一層層向外推出的世界。

第三幕由接續著媽公城石頭城垛路的樓閣遙望下方海景的位置安排相當不

錯，前景實物與後方景片的配合採遼闊的全景效果，此處的道具可說製作

的最好，但景片的陰影會投射到上方的雲幕，在水平線上形成一道黑線這

點頗為礙眼。�
23

以上是當時劇評中有關「媽公城的碼頭」（�:1）的舞臺描述，令人聯想起〈海〉文的第

一幅插圖：取景點由畫面推測是位於高處──也許是媽公城的城牆上──俯視瞭望，視野

��  日人領台初期，遭遇臺灣人民前仆後繼的頑強抵抗，到1�0�年為止的八年間，總計臺灣人被殺戮的人數
已達三萬兩千人，超過當時臺灣人口的百分之一。也由於臺灣方面偶有「誤殺良民」消息傳出，致使引
起日本國內輿情的關注與不安。

�� 青青園，〈明治座の川上〉，《都新聞》明治�6（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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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陸地景觀、海岸線、近海船舶、乃至天際線展開。第三幕的舞台佈景或許即是參考這

張實地拍攝來的照片也說不定。這場戲的規定情境是眾人在碼頭上等候迎接凱旋歸來的總

督，一筆當時的紀錄提到：「澎湖島登陸排出五十名士兵陣仗」 
�4

，這是多麼軍容壯大而氣

勢磅薄的舞臺場面。臺下觀眾也佔據著取景點的城牆位置，從此一具有高度的殖民地行政

中樞之外緣，俯視、瞭望著以全景方式攤現於眼前的帝國新領地吧。

那麼，在上述空間秩序下行動的「臺灣人」究竟是哪些人？又各具如何的面貌呢？我

們從下方〔圖�〕這張照片看起。這是目前《奧瑟羅》相關照片中保存至為良好的一張，

應當是張特意在公演前拍攝的宣傳照。畫面細節述說著當時的舞台效果具有高度的寫實

性，而根據畫面中人物的對位與場景陳設，則不難辨識出這是第三幕「總督府的夜會」中

的戲劇場面。第三幕一開始有如下的舞台指示：

臺灣總督府內連接著接待大廳的宴會廳裡，有椅子、桌子等擺設。桌上器

皿滿滿地盛裝著各色洋酒、水果、糕餅、西洋料理等。接待大廳中人聲鼎

沸，此間則已張羅就緒，等候嘉賓到來。樂隊奏樂。各國領事來賓魚貫進

場。伊屋剛藏，軍服，同裝扮成臺灣歸順紳士的櫓取孝一起出來。�
25

�4 〈芝居だより（初日集）〉，《讀賣新聞》明治�6（1�0�）.�.1�。
�5 此處引文根據審查本。

圖�   1�0�年川上版《奧瑟羅》的宣傳照，中立者為川上音二郎所飾演的臺灣
總督室鷲郎。轉載自江頭光《博多川上音二郎》，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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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片中所凝結的畫面可辨識出，此處情節正發展到伊屋剛藏在總督府的夜會上誘騙

勝芳雄飲酒故意使其失態，勝芳雄拔劍追打櫓取孝卻誤傷民政長官門田信之，室鷲郎出面

追究責任之際。畫面左側跌坐在地的應是手腕負傷的民政長官門田信之，正中間站立的是

川上音二郎飾演的臺灣總督室鷲郎，在他詰問視線下方的，則是遭人算計酒後傷人的勝芳

雄。此一場面的戲劇張力在於善人受陷蒙冤，戲劇世界的支配力量自此顛倒，室鷲郎逐步

身陷惡人伊屋剛藏所佈下的網羅中，終致鑄成無可挽回的悲劇。進一步解讀的話，身著官

服者以位於畫面正中央的室鷲郎為代表，原本是不可能被統治階層接受的低階武士，卻在

日本取得殖民地臺灣後，可以在帝國秩序的重編過程中取得位置，成為臺灣總督 
�6

。後排身

穿長袍馬褂、頭帶瓜皮小帽者是臺灣社會中，很快與殖民者建立起合作關係的一群「歸順

紳士」。其它身穿西服的環境人物，當是總督府邀請來參加宴會的「各國使節」。這張照

片恰好涵蓋了現實情況中由臺灣總督及其屬下官僚（帝國代理人）所代表的殖民地權力核

心，以及這個權力核心的支持者──「歸順紳士」和「各國使節」。

這場「夜宴」還穿插如下的餘興節目，雖不見載於任何可見版本的劇本之中，卻被劇

評記錄下來：

城內夜宴則演出臺灣劇、黑奴舞蹈等，觀眾對由貞奴、久米八、靜枝三位

女演員戴著龜女〔按：具吉祥意義的女丑〕面具跳出的凱旋舞更是讚聲如

雷。�
27

此種與劇情幾可說是無涉的穿插，主要用意在渲染新總督上任的喜慶氛圍，同時也透露川

上音二郎對戲劇娛樂性的強調。劇評文字中的「臺灣劇」與「黑奴舞蹈」實際究竟為何，

我們線索有限。劇評中的「黑奴（くろんぼ）」指的是膚色黝黑的人，根據劇本後續的情

節，此處所指應為「臺灣生蕃人」。無論如何，此處戲中戲的表演者都清楚指涉「臺灣

人」，他們為了慶賀新總督就任而前來獻演。而「龜女」此一深具日本庶民文化符碼意義

的面具，或可解釋為一種對臺灣文化的評價或歸類。

誠如上述，《奧瑟羅》劇中有不少作為環境人物而登場的「臺灣人」，但是真正具

有戲劇人物的重要性的，卻只有第四幕出現的「通辯」與「生蕃人」。那是在第四幕一開

始，緊接在前述「總督府的夜會」之後的一場戲。幕啟時，總督從僕黑井文太入場，同行

帶進四名「臺灣生蕃人」，其中一名擔任雙方溝通時的「通辯」（即口譯員），這些人物

展開了如下對話：

�6 吉原ゆかり曾就劇中室鷲郎的出身與明治社會階級的重整進行細膩的討論，詳吉原ゆかり（�005）。
�� 〈芝居だより（初日集）〉，《讀賣新聞》明治�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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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井：�喂喂，你們是說仰慕新任總督的高德前來拜見是嗎？昨天應該已經

在總督府拜見過了吧，現在還跑來這裡做什麼？�

通辯：�早上，大家，很早到這裡，太陽很早出來。所以，大家，拜拜。拜

臺灣總督。這都一樣。祝總督萬歲。

黑井：�說什麼呀？聽不太懂耶。是說日出膜拜時，要向太陽祈禱總督武運

長久的意思嗎？

通辯：對對，是對這樣。

黑井：那麼，就先在這裡進行看看吧，讓我預先檢查。

通辯：好的。

（生蕃朝向太陽，頂禮膜拜，高聲喊叫著怪異的、咒語般的語句，跳來跳

去）

黑井：�喂喂，這樣就可以了。知道了知道了，總督才上任又是剛新婚，還

沒起床呢。這樣四處吵鬧可不得了。反正我瞭解了，趕快出去吧。

通辯：各位各位，出去吧。不給我這個嗎？（伸出手要錢）

黑井：�你這傢伙，打算利用生蕃人搞錢啊！你小子還沒排除支那人的劣根

性吧，臺灣已經成為日本的領土了，你這小子最好學得像日本人一

些！（揮杖。通辯逃。生蕃人全都跟著出去）

黑井：真是傷腦筋！（隨後出場）

⋯⋯〔中略〕⋯⋯

（黑井進場）

黑井：�欸唷，為了趕生蕃人出去，還真累死我了。聽說那些傢伙可是會吃

人的，比瘧疾還要恐怖！（此時勝芳雄進場）

劇中「通辯」一角被定位為漢化較深的「熟蕃」 
��

──由於通曉簡單的日語而成為「生

蕃」與日本人之間的溝通橋樑。這名「通辯」的日語是拙劣的，個性貪財而鑽營大膽。此

處黑井將「機巧貪財」視為出自「支那人的劣根性」對原住民的壞影響，並跟日本人的民

族性相對立，毋須贅言，是明白而直接的「日本人優秀論」，而這當然不僅只是戲劇人物

黑井的觀點而已。

至於上述場面中黑井所檢閱的「生蕃準備來為總督祈福的儀式歌舞」內容如何？在各

版本劇本中未有明載，但是卻在首演前一週《讀賣新聞》的報導中留下蛛絲馬跡：「該劇

��  雖然「文藝俱樂部版」與「審查版」劇本中，「通辯」的腳色定位為「生蕃人」，但按提出時序，應屬
最後的「 番付」上，則「通辯」的腳色定位已修正為「熟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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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幕臺灣室總督官邸前臺灣生蕃人歌唱的俗謠，乃是川上將前些時日到該地調查而來的

成果之一，做成場面並且填詞如左」。緊接其後的「歌詞」為一段以假名標注其發音的漢詩

文：

今仔日早起大家較早來此處。日頭早起是較早出來。

大家來共伊拜日頭。參拜總督府要祈總督府萬歲。

內山土匪真正橫。總督來後就太平。

大家安穩免驚賊。誰人不敢這恩情。

近來看見百項新。機器好用果是真。

大家衣食有所靠。都由總督費心神。���

總督來臺四五年。大家頭戴快活天。

上京未回人人念。只驚換去皇帝邊。�
29

這段所謂「臺灣生蕃人歌唱的俗謠」，根據報載的話，其實是一首臺語發音的「七字

調」，並非確實從原住民部落採集得來的歌謠。有關出處來源，應該是川上在臺北時直接

或間接向臺灣總督府方取得當時正在進行的「舊慣調查事業」的相關成果 
�0

。在「生蕃祈

福」這場戲中，那幾位飾演著「會吃人」、「比瘧疾還要恐怖」的「臺灣蕃人」的日本演

員們，他們顯然無須理會自己的口齒是否清晰、足以達意，更不用追究其「真偽」，只管

「高聲喊叫著怪異的、咒語般的語句，跳來跳去」，在舞臺上拼湊、呈現出一種寰宇搜奇

式的雜耍、奇觀，也就足夠了。川上安排此一戲劇場面所預設的，無非是明治觀眾們對於

異國情調的渴求視線。（池內靖子 �00�：146）

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初期，日本殖民者在漢番分治的政策底下對原住民採取「綏

撫」的治理原則。也是在這樣的施政原則下，殖民地人類學得以展開並奠定關鍵性的基

礎。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1�00年出版《臺灣蕃人事情》民族誌，建立臺灣原住民研究體

系。在伊能的文化理論中，他解釋臺灣原住民的文化發展是從「生番」（未歸化、野蠻）

到「熟番」（已歸化）再到「漢人」，然後朝向「日本人」一路進化。（陳偉智 1���：

14�-150）《奧瑟羅》劇中預設的「人種序列」：「東京的內閣成員─『新平民』出身的

臺灣總督─漢人歸順士紳─漢人勞動者─熟蕃─生蕃」 
�1

，正與之不謀而合。此中不可逆的

�� 〈明治座二月興行の「オセロ」（附、臺灣生蕃の俗謠）〉，《讀賣新聞》明治�6（1�0�）.�.�。
�0  筆者從1�4�年出版的《臺灣習俗》（東方孝義著）頁16�-16�，查到與「生蕃俗謠」吻合的歌謠。繼而再
考該書援引歌謠之出處時，雖未能於論文出刊前確認該段歌謠的明確出處，但是，根據其前後例證乃摘
引自《臺灣慣習記事》（「臺灣慣習研究會」之機關刊物，1�01.1~1�0�.�），筆者推斷《奧瑟羅》劇中
「生蕃俗謠」之原始資料，應是出自臺灣總督府的「臺灣舊慣調查事業」成果。

�1  吉原ゆかり曾指出，《奧瑟羅》在改編上預設了一個以「內地人」為頂端、漢民族系的臺灣人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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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秩序」，也就隱然浮現。且看室鷲郎在自殺前所作的獨白：

鷲郎為國家所做的努力都白費了。我愛妻子卻未能走在正道上，愛情陷於

愚痴，因為忌妒而心神錯亂，並且還表現出軍人不該有的大失態。拋棄我

自己以及我的珍寶，現在已經後悔莫及，像生蠻人一樣的愚昧，這是我室

鷲郎的末日。�
32

臺詞中的「生蠻」與「生蕃」在日語中諧音，就前述的「人種序列」來看，室鷲郎將自己

先「生蠻化」後再予以殺害，無異是對逆行進化者的嚴厲懲罰，更是對「帝國秩序」的重

新鞏固。

總結

日本在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之後，其國人開始產生戰勝國的榮耀心態，也開始自覺其

國民性是優秀的。對川上音二郎有知遇之恩的金子堅太郎，就是十九世紀末「日本人優秀

論」的代表人物。金子認為日本人並非只有摹仿歐美，「初期雖是模仿，卻逐漸朝符合日

本國民國情的方向去修正和應用，進而創造出日本的文明開化」（南博〔胡埱雯譯〕1��4

〔�00�〕：4�-4�）。那麼，對於川上音二郎而言，戲劇到底是什麼呢？見識了西方帝國

的劇場文明，川上心中早有定見。1�0�年11月，川上向《臺灣日日新報》記者提示他的戲

劇觀：「像我們這等無學無識之輩，到底是不能肩負起新演劇，也就是高等劇的未來的，

也就是說，我等已自覺自身能力之不足。但我們同時也相信，至少必須要將劇場的改良與

演員的養成當作是勝戰強國國民的一事業，以之為研究的課題。」

川上以《奧瑟羅》一劇作為其「正劇（Drama）」主張的初步實踐。籌備期間，他親

往臺、澎蒐集資料，並得到殖民地官方的傾力支援與協助。川上以其來自宗主國戲劇家的

「獵奇」之眼，於返日之後，在報紙上向其本國人民大肆宣揚自己在新領地的「探險」經

歷，坐收戲劇宣傳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川上一行人的凝視下，吉貝島上殖民／被殖民的

權力關係，再次獲得鞏固。《奧瑟羅》劇中，川上將實地調查的成果通過劇場符號系統，

將臺灣的人事景物重新予以脈絡化，並藉由營造高度幻覺的「正劇」舞臺，再現了以日本

為中心的「帝國秩序」。可以說，川上提供給明治觀眾關於「日本人」的自我幻視經驗。

「生蕃」在最下部的「人種序列」；筆者此處的「人種序列」說明乃根據吉原ゆかり的說法加以擴充。
�� 此段獨白在「文藝俱樂部」版與川上臺詞摘抄本略有出入，今從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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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之間，也強化一般庶民大眾的殖民意識。

關於「正劇（Drama）」此一戲劇形式，川上採用西方現代劇場的鏡框舞臺，對視線

具有遮斷效果，觀眾的目光被理解為是靜止的、不動聲色的、固定的。它造成一種長期以

來被稱為「舞臺幻覺」的視覺反應，足以混淆舞臺世界跟真實世界的區隔。二十世紀中葉

以降無數的劇場改革或實驗，正是以這種被動的、單一視角的觀看方法（即單一的理解眼

光）作為對象。

當1�0�年�月，東京明治座裡《奧瑟羅》演出謝幕的掌聲響起之際，一個新興的亞洲

帝國魂魄，正從包括劇場在內的無數場合中被召喚、崛起。而那些被動地接受川上調查、

被他凝視、繼而被他寫入戲劇、再現於舞台上的臺灣住民們──包括原住民與漢人，他們

無權過問此一與他們命運相繫的演出。然而，此一強勢文化對弱勢者的剝削與暴力行徑，

其實並非特定歷史時空下的產物。特別在全球化／地方化的當代語境下，在眾多文化生產

過程中，稍不留神，我們任何人之中，就可能複製另一齣「正劇版」《奧瑟羅》，或是成

為舞臺下鼓掌叫好的觀眾。因此，川上音二郎及其《奧瑟羅》製作的經驗，不僅是身負殖

民創傷的臺灣（劇場）人所應批判、檢討的對象，它還值得作為當代全球跨文化劇場工作

者的殷鑑，而時時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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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後臺灣的新劇活動—以地方青
年業餘演劇與中央指定演劇挺身隊為討論
中心*

簡秀珍**

中文摘要

1�41年1�月日本襲擊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基地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日

本稱為「大東亞戰爭」）後，日本更有系統地控制臺灣戲劇，昭和十七（1�4�）

年初更成立臺灣戲劇行政機構「臺灣演劇協會」，負責審核各劇團的演出，從戲

劇活動上推動皇民化。本文以太平洋戰爭前後的臺灣時空談起，進而以地方青年

演劇與中央指定的演劇挺身隊為中心，分析其發展、演出、目的、戲劇訓練，以

了解當時日本政府對臺灣現代戲劇演出的控制及其後續的影響。

研究中發現，為使表演團體了解皇民化的精神與目的，中央的演劇挺身隊與

地方業餘青年團皆開設了表演訓練、舞臺技術的課程，並由官方編輯劇本集與舉

辦專業的寫作訓練。由於劇本內容大多不離提升文化、增進民眾對皇民化認識等

主題，忽視闡述個人的獨特性。中央演劇挺身隊全島的巡迴與地方青年演劇的風

行，讓更多民眾接觸到新劇，也培育了新的觀眾，戰後話劇的演出在觀、演兩方

毫無窒礙，與此期普及全臺的新劇演劇活動不無關係。

關鍵詞：臺灣、演劇挺身隊、戰爭、青年劇、皇民化運動

《戲劇學刊》第八期頁�1-5�（民國九十七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TAIPEI THEATRE JOURNAL � (�00�):�1-5�
School of Theatr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收稿日期：�00�.0�.�6；通過日期：�00�.04.1�
*  本文部份初稿曾以〈太平洋戰爭後臺灣的業餘戲劇活動—以青年團為討論中心〉為名，在 �00�年�
月�日於中國廈門舉辦的「抗戰戲劇研討會」中宣讀。為國科會補助《日治時期臺灣青年團戲劇活動
的史料建構與研究》（�4-�411-H-11�-001-）與《臺灣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下的戲劇活動（I》）（
�5-�411-H-11�-005-）之部份研究成果。

   感謝《戲劇學刊》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的修改建議。
    本文的誕生，要特別謝謝辛奇導演數度撥冗接受訪談，揭開那個遙遠時代的面貌。謹將此篇論文獻給導
演以及當時的戲劇活動參與者。

**  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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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New Drama” in Taiwan after the 
Pacific War: Focusing on Local Amateur Youth 
Drama and ‘‘ Theatre Volunteer Corps’’ (Engeki 
Tenshin Tai) Assigned by the JapaneseAuthorities*

Jian Hsiu-Jen

Abstract

On �, December 1�41, Japan attacked Pearl Harbor, the American naval base 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From this da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supervised the 

Taiwan theatre more and more systematically. In the beginning of 1�4�,“Taiwan Theatre 

Association”was established, which was to inspect the performances of all theatre troupes, to 

promote the Japanization policy. 

This essay presents firstly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aiwan around the time of the  Pacific 

War. Then we will focus on the local amateur Youth Drama troupes and“Theatre Volunteer 

Corps”(Engeki tenshin tai) assign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s, training and purposes of performance of these theatrical compan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aiwan westernized theatre(“New Drama”)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during 1�41 to 1�45, and its influences.   

From the study, the writer finds that since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would like the performing 

groups to well comprehend the motif and purpose of Japanization, local amateur Youth Drama 

troupes as well as“Theatre Volunteer Corps”assign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offered some 

courses on acting and theatrical techniques. The authorities also edited some collections of scripts 

and gave a course of dramaturgy. As most of the motives of these scripts focused on upgrading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content of Japanization, they neglected the uniqueness of individuals. 

However, with the performances of“Theatre Volunteer Corps”and local amateur Youth Drama 

troupes, more people could see the New Drama, and consequently the number of spectators 

increased. These should help the public accept the spoken drama after 1�45. 

Keywords: Taiwan, War, Theatre, Japanization, Youth Drama  
                           

*  I would like to appreciate especially Mr. Sin¹ Gi², an important Taiwanese Film director. He spent a lot of time for 
our interviews. This essay is dedicated to Sin¹ Gi² and the New Drama’s participants of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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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昭和十一（1��6）年日本海軍大將小林躋造被任命為臺灣第十七任總督，臺灣由文

官統治進入武官統治期，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大治臺口號（黃昭堂 

1��4：1�0），皇民化運動因1���年在中國發生的蘆溝橋事變更加白熱化（黃得時 1�41：

�6）。在中日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嚴格控制臺灣傳統的廟會、戲曲演出，卻廣建神社，大

肆慶賀天皇壽誕的天長節， 
1

或在日軍攻克中國或東南亞某地時，於臺灣各地舉辦慶祝的提

燈遊行⋯⋯，凡此都在加強臺灣人對日本的認同。

1�40年日本的近衛內閣在10月發動「大政翼贊」運動，要求舉國為戰爭效力，各地紛

紛組成「大政翼贊會」。1�41年4月，為增強戰力，動員殖民地人民積極為國奉獻心力，

作為「大政翼贊會」從屬機關的臺灣皇民奉公會成立，由長谷川總督兼任總裁，各地方

州、廳、市設支部及區分會，最基層的則是奉公班，隨著奉公會此一戰時體制動員系統

的建構，皇民化運動才真正影響人民的生活。 
�

由於戰況越發激烈，昭和十七（1�4�）年

起日本在臺灣開始募集陸軍志願兵，次年�月再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到昭和十九（

1�44）年年底則進行全面徵兵（臺灣總督府 1�45：�1-��）。

現今關於臺灣1��6~1�45年這段歷史的研究，以政治、歷史、軍事動員方面研究為

主。戲劇方面的研究，較多著墨於傳統戲曲（布袋戲、皮影戲、歌仔戲）因應皇民化運動

下的改變；現代戲劇部分，呂訴上的《臺灣電影戲劇史》留存了一些記錄，但並不完整，

石婉舜的《一九四三年「厚生演劇研究會」研究》，則將厚生演劇研究會演出前後的文

化脈絡、新劇發展作較整體的論述，此外垂水千惠的《呂赫若研究》也有深入的探討。然

而這段時期的現代戲劇（新劇）活動，除了「厚生」的事跡一向為人傳頌外，筆者在近年

以皇民化時期戲劇為主題的田野訪談與文獻蒐集中，逐漸浮現出另一個鮮明的問題，那便

是：戰爭期間殖民地臺灣的戲劇，包括自日本引進的紙芝居、日本蒞臺的表演團體，臺灣

本地的青年劇、兒童劇、演劇挺身隊、職業的戲曲與戲劇劇團等，如何被日本政府作為宣

傳、娛樂、動員或慰藉軍心民心的工具？尤其是1�41年1�月日本襲擊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

基地珍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日本稱為「大東亞戰爭」）後，日本更有系統地控制臺灣

戲劇，昭和十七（1�4�）年還成立臺灣戲劇統制機構「臺灣演劇協會」，負責審核各劇團

的演出，從戲劇活動上推動皇民化，直接操控臺灣戲劇，影響非常深遠。由於篇福所限，

1  明治時的「天長節」（1��5-1�11）為11月�日，大正時（1�1�-1��5）是10月�1日，昭和時（1��6-1�45）
則為4月��日，相關慶祝活動請參閱簡秀珍，《環境、表演與審美—蘭陽地區清代到1�60年代的表演活
動》（臺北：稻鄉，�005），頁1��-15�。

�  參見游勝冠，〈皇民文學〉與游義麟，〈皇民奉公會〉辭條，《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
�004），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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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從太平洋戰爭後臺灣的業餘青年演劇、中央指定演劇挺身隊的訓練、演出活動及其

內容探討，以了解戰爭後期日本政府對臺灣的戲劇控制與目的，並分析其影響。

目前與本研究最相關的文獻是1�4�年出版的《臺灣演劇の現狀》（東京：丹青書

房），其中竹內治的〈臺灣演劇誌〉與中山侑〈青年演劇運動〉詳細記載臺灣演劇協會的

誕生、演劇挺身隊的成立與活動內容的記錄，與士林、新莊演劇挺身隊的成立等，但缺乏

1�4�年以後的資料。而石婉舜的《一九四三年「厚生演劇研究會」研究》引用許多皇民化

時期戲劇一手文獻的線索，深具參考價值。本文將綜合《臺灣日日新報》、 
�

《臺灣時報》 
4

等相關報章報導、耆老訪談，從青年劇、演劇挺身隊運動的開展，勾勒出日本當局、臺灣

民眾與現代戲劇之間的三角關係。以下將先從臺灣1�41年前後的時空環境、官方的戲劇組

織談起，再論地方的青年業餘演劇與中央指定演劇挺身隊的發展，進而分析其演出內容、

目的、訓練內容，最末做一小結。

二、1941年前後臺灣的戲劇環境

日本統治臺灣初期，儘管在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時（1���-1�06），依「生物學的

原則」承認臺灣社會事情的特異性，讓臺灣的宗教習俗延續發展，但殖民政府並未放棄透

過其他手段讓臺灣人認同其統治的事實（矢內原忠雄 1���〔1��4〕：1�0），隨著統治者

的入據，加強對日本認同的神社祭典、日本傳統節慶，全面展開。昭和十一（1��6）年日

本海軍大將小林躋造繼任為總督，結束1�1�以來以文官統治，漸進消除臺灣人反抗意識的

「文化統治」時期，並積極改造臺灣成為軍事動員的基地。1���年�月起，由於國民政府

拉長戰線，退守重慶，日軍陷入前方攻勢無力，後方被游擊戰干擾的狀況。在中國武力北

進受挫之前，日本已準備奪取南洋地區。1�40 年�月當日本派軍佔領中南半島北部時，新

興的太平洋霸權—美國，對其採取石油禁運與凍結資產的措施，英、荷也紛紛跟進。1�41

年4月，外相松岡洋佑正式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將其奪取歐美殖民地的企圖列

入國策（林繼文 1��6：�5、106-10�），為1�41年1�月因偷襲美國珍珠港而爆發的太平洋

戰爭埋下伏筆。

1�41年底戰爭開始後，日軍在半年內佔領了馬尼拉、新加坡、仰光、爪哇、婆羅洲

�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三十一（1���）年由《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合併而成，是日本時代發行量
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報紙，擁護總督府的臺灣第一大報，至昭和十九（1�44）年�月與其他五報報紙合
併為《臺灣新報》。遠流臺灣館編，《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000），頁105。

4  1�1�年�月1日由臺灣總督府臺灣時報發行所刊行，至1�45年�月1�日停刊，是總督府的機關誌。參見李文
卿，〈臺灣時報〉，《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004），頁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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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控制中南半島、南洋群島。然而1�4�年6月的中途島戰役顯示日本的海軍勢力的擴張

已達極限，同年�月底在瓜達爾卡那爾島（Guadalcanal，在索羅門群島南部）失利，日本

開始由攻轉守。1�4�年初到1�44 年中美軍攻陷塞班島，日本已逐漸失去太平洋島嶼的控

制權。1�44年中到1�45年�月，美軍佔領太平洋島嶼，並對日本及其殖民地展開轟炸， 
5

臺

灣也是攻擊的目標之一。原本認為臺灣人不夠資格成為「皇軍」一員的統治者，困於情

勢，1�4�年4月，公佈臺灣「陸軍特別志願兵令」，1�4�年�月進一步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

制度，到1�44年底則發出全面徵兵（臺灣總督府 1�45：�1-��）。

就王育德看來，蘆溝橋事變後臺灣戲劇的演出分為極為低級的歌仔戲、改良劇與新

派劇三種。都會區的歌仔戲班都已解散，鄉下的小劇團衣服破爛、佈景簡陋，表演也不

認真，音樂用西洋的大鼓或喇叭來伴奏，但因為唱的還是歌仔調，老人或鄉下人還滿喜

歡。改良戲則是將歌仔戲稍作改良，臺詞、動作與昔日的歌仔戲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在裝

扮上，如關公的長鬚變成短短的翹鬍子，閻羅王從原來的黑臉變成穿大禮服戴眼鏡，為使

戲劇更受歡迎，還採用了臺語流行歌。新派劇如臺北的「東寶劇團」，臺南的「國風劇

團」，裝置、佈景、道具都很現代化，臺詞是臺灣白話加上三成日文，有時候也會全以日

文演出，需要大規模的準備，只有這派才能真正以戲劇報國。 
6

而在1�41年底太平洋戰爭開火前，臺灣傳統戲曲已因其內容與漢文化相關而被禁止，

變形為「皇民化劇」的歌仔戲，在1�40年間有上百團之多，其演出飽受批評（楢林千惠子 

1�40：�0）：

因為那時候歌仔戲已經禁演，戲服不能穿、鑼鼓不能打，音樂是西樂、演

員穿日本衣服、皇帝變成社長。我們所說的「壞把（ファイバー，fiber，

人造纖維）班」，「壞把」就是還沒有純棉衣料的時候，用化學研究出來

的布，硬梆梆，穿起來會燒起來，大家叫做「壞把」，所以戲班比較差的

就被叫做「壞把班」，因為不是正料的，號作「壞把班」。�
7

黃得時在〈作為娛樂之皇民化劇〉（〈娛樂としての皇民化劇〉）描述1�41年時農村

戲劇演出的狀況：

5  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0-1�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頁�04。原引自藤原彰，《太平洋戰爭史
論》（東京，青木書店：1���），無頁數。

6 王育德，〈臺灣演劇の今昔〉，《翔風》��期，1�41年�月。
�  辛奇，臺語片導演，�006年1�月1�日，簡秀珍臺北訪。另據石婉舜碩士論文，亦有被稱為「酥胡」（ス
フ，SUFU），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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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本島的農村裡，除了宣傳衛生或是宣傳納稅等極為八股的巡迴電影

之外，完全沒有可以娛樂所有村人，並且讓他們可以高舉雙手歡迎並且大

喊：「這才是我們的娛樂！」飛奔而至的娛樂活動。

所謂的「皇民化劇」指的是包含宣傳敬神崇祖、納稅、衛生、防火等觀念，以及日語

普及、公共道德、認識時局、改善風俗，甚至是徹底防諜等生活方式與思想傾向，包羅萬

象的現代戲劇（黃得時 1�41：��）。

「皇民化劇」的演出者除了職業團體外，還有業餘的青年團。臺灣第一個男子青年團

於大正三（1�14）年在花蓮港廳吉野村成立，五年後創立的臺南市鹽埕處女會則是第一個

女子組織。會員須為小、公學校畢業生，年齡在十二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臺灣總督府 

1���：��-�0）。自昭和五（1��0）年�月〈臺灣青年團訓令〉頒佈後，青年團成為普遍全

島的組織， 
�

並在昭和十三（1���）年6月〈臺灣聯合青年團設置旨趣〉發表後，正式成為

皇民化運動的教化團體（臺灣總督府 1���：5�），次年，青年團團員數目即呈現大幅擴

充之勢，從十一萬七千餘人增加到四十四萬餘人。聯合青年團積極吸納地方青年加入，代

表青年團已被當局視為掌控臺人青年資源，進行戰時動員的工具。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展

開佔領東南亞地區的行動，隨著戰局的長期化、擴大化，和臺灣戰略地位的轉變，總督因

而頒佈訓令，將臺灣聯合青年團與少年團合併改編為臺灣青少年團。昭和二十（1�45）年

5月總督府頒佈敕令，組織學徒隊（即學生隊），從事增產糧食、生產軍需、防空防衛、

重要研究及教育訓練等戰時主要任務，繼而導致青少年團的解散（楊境任 �000：5�、

56、6�-6�）。

青年團時常參與地方事務，並設有各事務部門以便於團務的運作和事業的推行，如

基隆同風會青年團的學術部中的「文藝係」，其功能則包含：「關於團報的編輯發行；籌

辦研究發表會、演講會、講習會、優良戲劇鑑賞會、文藝作品陳列展覽會；書畫興趣的研

究及養成；組織有益於社會教化的文士劇；參加青年大會相關的文藝部分；文藝圖書的選

定推獎等事項。」（基隆同風會 1���：�4-�5）1��0年代起，青年劇演出逐漸興起，在戰

爭期間隨著日語的推展與皇民化的實行，越發蓬勃。自1�41年�月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娛

樂委員會 
�

成立後，在娛樂委員會指導下，全島各地以青年團為中心陸續舉辦「青年劇競演

會」或「青年劇指導講習會」。

為確實管理表演團體，臺灣大政翼贊會在1�40年11月��日發表計畫後，次月1�日

即成立臺灣興業場組合，對全島五十個電影院、劇場進行管理（臺灣通信社 1��5a：

�　詳情請參閱簡秀珍，《環境，表演與審美—蘭陽地區清代到1�60年代的表演活動》，頁�4�-�5�。
�  《民俗臺灣》4期，1�41年10月，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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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601）。1�41年4月皇民奉公會成立後（臺灣通信社 1��5b：4��），�月在其中央本部

設立娛樂委員會，提供關於電影、戲劇、音樂、舞蹈等健全娛樂普及的諮詢，�月�1日命

濱田隼雄、西川滿、稻田尹、金關丈夫、神田喜一郎、名和榮一、中山侑、矢野峰人、山

中樵、黃得時等為娛樂委員（臺灣通信社 1��5b：446）。

1�4�年�月1�日成立的臺灣演劇協會，是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的附屬團體，也是戰時

最高的戲劇統制機關，會長山本真平、副會長大澤貞吉與林貞六（即林呈祿）、常務理事

三宅正雄、主事為松居桃樓、宮崎武夫與竹內治。成立之初首重整頓，將全島戲劇團體未

符合改善要求予以強制解散，並將原屬各州廳的腳本檢閱權收歸一元化指導。該協會主要

事業除腳本檢閱外，尚包括接手「皇民奉公會指定演劇挺身隊」的經營，針對職業劇團進

行再訓練，並推動全島性的青年劇運動等（濱田秀三郎 1�4�：�5）。其主要任務包括：

1、統治全島的演劇團體。

�、腳本寫作與其他演出的指導。

�、演員的養成。

4、普及農村演劇。

5、招聘內外地演劇指導者。

6、演藝整體的相關調查研究。

�、印刷品的刊行散發。（臺灣通信社 1��5b：45�）

1�4�年4月並成立臺灣興行統制會社，主管全島電影、戲劇、演藝的輸入配給業務。 
10

在戰前，戲劇以酬神娛人為目的，在中日戰爭開啟前，日本人開始留意文化差異與心

理認同的問題，戰爭後更認知招募殖民地人民為皇軍效力的必要。戰爭時戲劇的內容必須

服膺統治者的種種要求，藉由成立戲劇統制機構，殖民者試圖使民眾更有效接收其所欲傳

達、宣導的訊息。

三、移動演劇的開展與地方的青年演劇

自皇民化運動推行以來，臺灣傳統戲曲被禁止，鄉下地區缺乏娛樂，而那些掛著「皇

民化劇」、「新劇」名號的歌仔戲團，水準低落，又對宣傳皇民奉公幫助不大，日本政府

便交付青年團組織演劇挺身隊的任務，到農山漁村等偏遠地方進行演出，娛樂民眾，宣傳

10 《臺灣日日新報》，1�4�/�/11，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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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11

臺灣演劇挺身隊的組成，是依循日本國內推展「地方文化運動」的作法。 
1�

鑒於戰爭

局勢日漸險惡，日本本土於昭和十六（1�41）年6月在情報局的指導下，成立「日本移動

演劇聯盟」（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 1���：�6�），組成移動劇團，到處巡迴演出。

自日本第一個來臺的是參與「日本移動演劇聯盟」的「鐵」（くろがね）移動演劇

隊， 
1�

在總督府情報部的安排下抵臺，1�41年1�月1日在臺北國際館首度進行試演後，開始

全島巡迴公演二十餘天。而後曾在日本作為移動演劇隊，在各地巡迴演出的「中央舞臺」

劇團，也與臺灣業者簽約，在濱田秀三郎的帶領下，在1�月�5日來臺，先在臺北榮座進行

試演，接著全島巡迴演出大林清的《志願兵》，村上元三的《莎韻之鐘》等，前後約有三

個月。這兩團來臺，昭示著「移動演劇」在臺灣現身， 
14

其抵臺的時間，適逢太平洋戰爭開

戰的前後，影響臺灣中央與地方積極成立「臺灣移動演劇隊」，而濱田秀三郎後來更成為

推動臺灣戲劇皇民化的重要人物。

1�41年4月成立的皇民奉公會最初以總裁為最高領導人，統攝組織的總體事務，下分

為中央本部與地方支部兩大部分。

中央本部包括奉公委員會與事務局兩單位，其中事務局下設六部及娛樂、厚生、婦

人三個委員會，娛樂委員會即是負責「健全娛樂的育成普及」，在1�4�年底裁撤（皇民奉

公會中央本部 1�41：1�）。而在此之前，原由皇民奉公娛樂委員會積極推動的青年劇運

動，其業務在1�4�年�月已移轉到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新成立的文化部，到1�4�年�月改隸

臺灣演劇協會統治，此段期間，全島性的青年劇事務是由松居桃樓與竹內治統籌（石婉舜 

�00�：�1）。

而皇民奉公會地方支部的架構完全建立在地方行政區域的層級制度，1�41年6月臺灣

的五州三廳成立皇民奉公會支部，同年�月各郡、市成立支會，各街庄成立分會。（皇民

奉公會中央本部 1�41：40-41）演劇挺身隊也分為直屬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的指定團體，

與地方各支部、支會自組的挺身隊。

臺灣的新劇在皇民化運動展開前，以「文化戲」、「改良戲」為名演出，但並不興

盛，然而隨著皇民化運動的抬頭，以「皇民化劇」、「新劇」或「青年劇」的形勢再出

現後，以驚人的速度蔓延全島，1�41年更成立「新劇聯盟」，並在11月15日，由文教局支

援，舉辦了第一次的藝能祭，參加的四個團體皆獲頒總督獎，這也是新劇首度經由總督府

11  竹內治，〈演劇挺身隊に就いて〉，見濱田秀三郎編，《臺灣演劇の現狀》，頁11�。
1�  日本本土組織移動文化隊，慰問工員、農民、將兵，以推展「地方文化運動」的時間比臺灣更早，例如

1�40年�月起「東寶」、「松竹」兩大電影公司的成員也都組成移動文化隊。參見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
編，《日本演劇年表》，頁�6�-�6�。

1�  くろがね移動演劇隊在1�4�年1月起，成為「日本移動演劇聯盟」的專屬劇團，參見濱田秀三郎，〈臺灣
演劇のために〉，《臺灣演劇の現狀》，頁�。

14  濱田秀三郎，〈臺灣演劇のために〉，《臺灣演劇の現狀》，頁�-�；《臺灣日日新報》，1�41/1�/�，夕
�；1�41/1�/�5，日�；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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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來舉辦。 
15

顯見官方已注意到新劇的影響力，並進一步進行收編工作。

從1�41年4月皇民奉公會成立到1�4�年�月設立臺灣演劇協會之間，皇民奉公會臺北州

支部在1�41年�月6日設立臺灣鄉土演劇研究會，為其外圍團體，由王井泉、張文環、中山

侑、名和榮一、稻田尹等組成，進行都市演劇、農民劇兩部門的調查，謀求鄉土演劇的復

活。 
16

在臺北州支會的委託下，皇民奉公會新莊郡支部針對農村青年劇進行研究，在臺灣傳

統音樂、戲劇都被禁止之時，組織新莊郡演劇挺身隊，1�41年1�月6日在新莊街公會堂進

行試演，推廣皇民奉公運動。 
1�

在新莊郡演劇挺身隊的刺激下，1�4�年1月北投開設青年劇講習會後，參與的青年在

�月�日自主成立士林演劇挺身隊，每週晚上三天聚會練習。隊員任職於街庄役場的有半

數，其他是從事農業商業，還有一名女性，年紀在十六、七歲到二十歲間。前兩週上演劇

史概論、戲曲論、演技論等。 
1�

1�4�年�月�5日，士林演劇挺身隊在士林街公會堂第一次公演，開場是全員的齊唱，

接著是「日本移動演劇聯盟」所作的宣誓劇，歌謠《海的進軍》（《海の進軍》）。再來

是菊池寬原著，但背景改為臺灣農村的戲劇《父歸》（《父歸る》），舞蹈《皇民進行

曲》（《皇民行進曲》），最後是為配合當時的募集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演出戲劇《軍

國爺》（《軍國爺さん》），整場演出時間共約兩個半小時，演出兩天。三個月後進行第

二次公演。 
1�

在情報課、社會課、皇民奉公會認為推動青年演劇運動的必要性，各州廳亦開始動員

所屬的青年團，獎勵青年劇等。除臺北州外，高雄州也積極推動。1�41年，高雄領先全臺

舉辦青年劇比賽，1�4�年並舉行青年劇指導者講習會。負責指導高雄州青年劇運動的是瀧

澤千繪子與松居桃樓，前者是著名的新劇女演員，後者受臺灣演劇協會所聘來臺，負責指

導臺灣戲劇文化政策與全島戲劇活動。

1�41年�月，高雄市東園青年團內創設青年劇研究部。募集�5名男子，5位女子共�0

名，於��日舉行成立大會，團員來自會社、工場、商店、役所等，連續兩個月晚上集會練

習，劇本有中山侑的《無線電之家》（《ラヅオの家》）與瀧澤千繪子的《太陽旗下》（

《日章旗の下に》）。�月�6日由高雄皇民鍊成協力會主辦，在高雄館演出，約有4000人

前往觀賞。而後被招聘至潮州、旗山，甚至在1�4�年1月�1日遠赴恆春演出。 
�0

由於「演劇

15  黃得時，〈娛樂としての皇民化劇〉，《臺灣時報》，1�41年1月，頁��。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
史》，頁��。

16  參見《臺灣文學》，1�41年�月號，〈學藝往來〉欄與《民俗臺灣》4期，1�41年10月，頁�1。
1�  《臺灣日日新報》，1�41/1�/5，夕�；1�41/1�/�，日�。
1� 中山侑，《士林演劇挺身隊の結成》，濱田秀三郎編，《臺灣演劇の現狀》，頁�46-�4�、�5�。
1� 中山侑，《士林演劇挺身隊の結成》，頁�4�-�51。
�0 中山侑，《士林演劇挺身隊の結成》，頁�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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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不斷升高，1�4�年舉行青年劇指導者講習會，學員共有�6人。成員來自高雄市6名，

屏東市�名，鳳山郡1名，其他六郡各�名，還有原住民特政區4名。課程安排中有戲劇理論

的教材，包括戲劇原理、戲曲論、舞臺藝術論、演技術、發聲法、演技研究、綜合的戲劇

練習、基本舞蹈練習、演技體驗論等。 
�1

這股組織演劇挺身隊的潮流不斷蔓延，根據中山侑的《士林演劇挺身隊の結成》：

1�4�年臺中州青年劇指導者講習會，花蓮港也有青年劇的講習會。全島的青年演劇運動步

上正軌。臺北州除了新莊、士林外，還有新成立的北投、文山、海山的挺身隊，更進一步

計畫成立臺北州青年演劇聯盟。 
��

1�4�年�月��日起，全島還舉行青年劇講習會（由松居桃

樓負責）、照明講習會（由澤木喬與呂訴上負責）。 
��

另據《臺灣日日新報》：皇奉東港支會為文化向上，生活改善等皇民鍊成，於1�4�

年1月�0日在東港劇場舉行青年劇發表會，演出《南之民》、《祖母大人》等四齣戲與兩

支舞蹈。 
�4

為慰勞傷殘軍人並鼓舞戰歿軍人的遺族，新竹州在1�4�年�月1�、14日，邀集州

內各郡優秀的表演團隊分別於桃園街、苗栗街舉辦青年劇演劇大會，新竹市已先在1�4�年

1月1�日舉行預選。 
�5

1�4�年羅東的演劇挺身隊成立，�月1�日晚上�點在前五結庄長林維的

帶領下，青壯年男女50人在羅東國民學校（原羅東公學校）講堂演出河野達郎（河野たつ

ろ）的《聖戰譜，啊！皇國》（《聖戰譜ああ皇國》），岸田國士的《不歸兮！》（《か

へらじと》）。 
�6

10月，羅東郡皇民奉公會五結分會的主導下，五結的演劇挺身隊也成立。 
��

同年10月，虎尾郡為了後方居民更了解戰爭目的，期盼改善與普及國民娛樂，舉辦國民娛

樂大會，由各青年團表演劇、舞踊、歌謠等。 
��

還有自外地來到臺北演出的，如1�4�年由臺灣青少年團、臺灣演劇協會主辦，新竹州

大溪青年團於�月1�日下午兩點在臺北市公會堂（今中山堂），晚上七點半在永樂座舉行

第一回青年劇發表會，演出日語劇《奧村五百子》，與諷刺蔣介石抗戰「迷夢未醒」的戲

劇，另有舞蹈、口風琴等，以「健全娛樂，陶冶情操」，藝能向上、後方慰問為目的。 
��

1�44年同屬新竹州大溪郡，有一團「大溪藝能挺身隊」，於�月�6日，在竹東街首

度公演，接著將在新竹州境內巡迴，節目的安排包括：大溪介紹，戲劇演出《奧村五百

�1 中山侑，《士林演劇挺身隊の結成》，頁���-���。
�� 中山侑，《士林演劇挺身隊の結成》，頁�6�。
��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0。
�4 《臺灣日日新報》，1�4�/1/�4，日4。
�5 《臺灣日日新報》，1�4�/1/�0，日4。
�6 《臺灣日日新報》，1�4�/�/5，日4。
�� 《臺灣日日新報》，1�4�/10/�，日4。
�� 《臺灣日日新報》，1�4�/10/��，日4。
��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臺灣日日新報》，1�4�/�/16，夕�；1�4�/�/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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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嗚呼！瓜達爾卡那爾島》， 
�0

還有音樂、舞蹈等。 
�1

從其節目內容中，筆者推測其組

成人員應來自上述的大溪青年團。

類似這樣不以「青年團」為單位，非以「青年劇」為名的地方業餘演劇團體，其組

織名稱包括「奉公壯年團」、「移動演劇團（隊）」、「桔梗俱樂部」、「藝能挺身隊」 
��

等，但其所屬團體都不離皇民奉公會的掌控，雖較少跨出所屬州界的範圍，但有在鄰近的

街、庄巡迴演出者，演出除新劇外，還有舞蹈、歌唱、日本傳統藝能等。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內容，通常這些演出團體都標誌著明確的演出目的，為鼓吹

志願兵募集者：有1�4�年臺北市奉公壯年團在1�月�5日午後兩點與七點在榮座演出《國民

皆兵》。 
��

此劇是由皇民奉公會的高等職員張柏齡領導的青年文化常會演出，描述的是德川

幕府時代末期，各擁護天皇和德川的兩派人馬在京都相互爭鬥的故事， 
�4

報載照片中也可看

出劇中人扮成日本武士的模樣。 
�5

1�4�年�月，這齣戲再由青年文化常會演出，作為慶祝徵

兵制度實施的「祝典劇」。

1�4�年同類的例子很多：1月，北斗郡竹塘桔梗俱樂部因為海軍志願兵制度的實施，

排練演出《皇民之道》（「皇民の道」），並在北斗皇民文化普及會、北斗郡警察課後援

下，在郡內各街庄巡迴演出。 
�6

11月，能高郡埔里聯合青年團與埔里桔梗俱樂部共同主辦的

徵兵制度感謝演劇大會於�5~��日在埔里能高座演出，內容有獨唱、音樂、舞踊、戲劇，

觀眾超過萬人。 
��

1�月，花蓮港市第六區青年團在花蓮港市皇奉支會的援助下，為感激徵兵

制度實施與宣傳必勝信念的藝能發表會於�5、�6日太陽館舉行，內容有國民劇、舞蹈等。 
��

另外也有為健全民眾娛樂、宣揚奉公精神與宣傳防諜者，例如，中壢街皇民奉公會

支會由官衙職員組織農村厚生演劇挺身隊，以便到農村慰勞演出，並在1�4�年11月��日在

區公會堂做第一次的公演。 
��

1�4�年基隆郡金山庄為徹底貫徹勞動為國精神，與健全庄民娛

樂，庄民組織奉公壯年團演劇挺身隊與勞動報國挺身隊，於1月�1日金山國民學校講堂舉

辦成立大會。 
40

同年三峽街奉壯演劇挺身隊為了推動決戰下奉公報國精神與宣傳防諜的重要

�0  1�4�年�月底在日軍在瓜達爾卡那爾島（Guadalcanal，在索羅門群島南部）失利後，開始轉攻為守，參見
前文。

�1 《臺灣日日新報》，1�44/�/�6，日4。
��  桔梗俱樂部是在1�41年�月��日成立，全島來的有四百餘名女性參加訓練，她們訓練完成後的活動，包括
為了「文化向上」的目的，設立音樂部與演劇部，其中一週三次，為期一個半月的講座課，互相研究。
參見臺灣通信社編，《臺灣年鑑》昭和十八年排印本，頁445。

�� 《臺灣日日新報》，1�4�/1�/�5，日�。
�4  參見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國民皆兵》的故事由辛奇提供，由於張柏齡任職皇民奉公
會，青年文化常會也常被認為是「御用機關」，根據辛奇， �00�年1月��日，臺北藝大咖啡訪。

�5 《臺灣日日新報》，1�4�/1�/�6，日�。
�6 《臺灣日日新報》，1�4�/1/��，日4。
�� 《臺灣日日新報》，1�4�/11/�，日4。
�� 《臺灣日日新報》，1�4�/1�/��，日4。
�� 《臺灣日日新報》，1�4�/11/1�，夕�。
40 《臺灣日日新報》，1�4�/�/�，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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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於�月�5、�6日晚上七點半在三峽街公會堂演出《報國之夜》（《奉公の夕》）。 
41

同

年10月，宜蘭市改制三週年，出現以「藝能奉公團慰問演藝會」為名的表演，內容包括舞

踊、浪曲、寸劇（短劇）、民謠、琵琶、喜劇、奇術（魔術）、漫才（相聲）等。 
4�

同年1�

月，為推動海陸軍徵兵制，普及軍事思想，鼓勵符合資格的青年加入，羅東郡男女青年大

會舉行演藝會，內有畫劇挺身隊、歌唱奉公隊、演劇挺身隊的演出。 
4�

當月，臺南州下各市

郡為增強戰力與娛樂，組成移動演劇團，表演舞踊、歌謠、劇等。 
44

此外也有以募款為目的者，例如1�4�年11月��、�0日，虎尾郡西螺街奉公壯年團主

辦，以學校職員、女青年團員為主的奉公壯年團團員組織的業餘戲劇（素人劇）《慰問之

夕》在西螺作演出，扣除必要費用，剩餘做慰問金與國防獻金。 
45

1�4�年1�月�日，汐止街

組成演劇挺身隊在汐止座、南港、內湖國民學校演出，演出所得作為國防獻金。 
46

此外，在總督府情報科、皇奉中央本部、臺灣戲劇興行統治會社的支援下，1�4� 年

11月顏春福、巫永福、張星建、楊逵等組織的臺中藝能奉公隊，來到臺北榮座演出《怒吼

吧！中國》四場，由日人山上正導演。 
4�

由於參與者巫永福、楊逵是重要的臺灣文學作家，

此一事件是此期最為後人知曉的例子。該劇為俄國作家特洛查可夫1��4年訪問中國後所寫

的作品，由楊逵改編，劇中描寫去到中國的美、英兩國人如何欺侮當地中國人的故事，與

當時日本反對英美的主張相映。

此期看似青年劇運蓬勃，但實質上與1�4�年起日本逐漸喪失對太平洋島嶼的控制權，

必須藉由青年團、桔梗俱樂部、奉公壯年團等組織挺身隊或藝能奉公團演出，安撫後方人

心有關。林摶秋以「第二次新劇運動」來看皇民化時期的青年劇運動，（石婉舜 �00�：

101）從內容與演出目的中，可以看出此時新劇演出主題大部分服膺皇民化的主張。以下

我們將在論述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指定的演劇挺身隊後，一起分析此段時期青年業餘演劇

與演劇挺身隊的演出內容與目的。

41 《臺灣日日新報》，1�4�/�/�5，日4。
4� 《臺灣日日新報》，1�4�/10/�0，日4。
4� 《臺灣日日新報》，1�4�/1�/1，日4。
44 《臺灣日日新報》，1�4�/1�/�，日4。
45 《臺灣日日新報》，1�4�/1�/4，日4。
46 《臺灣日日新報》，1�4�/1�/�1，夕�。
4� 《臺灣日日新報》，1�4�/11/1，夕�。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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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指定的演劇團體

由於日本禁絕臺灣戲劇的演出後，剩下的職業劇團不到十分之一，且集中在市鎮表

演，農山漁村地方缺乏娛樂，為從戲劇推廣皇民化，模仿日本移動演劇聯盟的方式成立移

動劇團。為期深入民間工作，必須以臺語演出（呂訴上 1��1〔1�61〕：��5）。遂由日本

人經營的劇團中，較為優秀的南進座（十河隼雄領導）與高砂劇團（南保信領導）中選擇

素質優良的演員共三十名，作為皇民奉公會指定演劇挺身隊。 
4�

1�4�年1月1�日皇民奉公會

中央本部演劇挺身隊第一期在臺灣神社成立， 
4�

他們邀請「中央舞臺」劇團的濱田秀三郎擔

任指導員之一，並進行十天的養成訓練。其鍊成課目中的實地講習中，包括下列課程：

課目 時間 指導者

演技指導 �0小時
濱田秀三郎

瀧澤千繪子

紙芝居指導 6小時 山口正明

歌謠指導 4小時 毛利幸尚

1月��日在臺北榮座舉行試演會後，�月1日開始出發到全島公演，表演內容如下： 
50

南進座

總督府情報部提供 《志願兵》（四場）

竹內治作 《童乩何處去》（二場）

紙芝居 《莎韻之鐘》

高砂劇團

總督府情報部提供 《志願兵》（四場）

龍澤千繪子作 《太陽旗下》（一場）

獨唱 《莎韻之鐘》

紙芝居 《莎韻之鐘》

舞踊 《建設賦》

挺身隊到偏僻的地方巡迴演出困難難以想像，缺乏電燈的設備，飲水不方便，在旅途

中經歷不尋常的苦難，但仍然繼續，在各方普遍獲得好評（臺灣通信社 1��5b：465）。

臺灣演劇協會成立後，在1�4�年4月接手管理這兩團。第一回的巡迴演出在5月�0日結

束，並準備6月第二次的巡迴演出，演出內容如下： 
51

4�  濱田秀三郎，〈臺灣演劇のために〉，竹內治，〈演劇挺身隊に就いて〉，分見濱田秀三郎編，《臺灣
演劇の現狀》，頁1�、11�-11�。

4� 《臺灣日日新報》，1�4�/1/11，日�。
50 竹內治，〈演劇挺身隊に就いて〉，頁116-11�。
51 竹內治，〈演劇挺身隊に就いて〉，頁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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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進座

竹內治作 農村劇《雞》（一幕二場）

濱田秀三郎作，松居桃樓導 現地報告劇《江南之春》（一幕）

十河隼雄作 喜劇《增產》（一幕）

高砂劇團

南保信作 喜劇《去南方的男子》（二幕）

竹內治作 農村劇《雞》（一幕二場）

南保信作 喜劇《結婚前奏曲》（一幕）

 
5�

兩團的演出是由各地州廳、郡役所、庄役場、皇民奉公會支部、支會、分會、青少

年團、產業組合、保甲等團體向各州廳皇民奉公會提出申請主辦。演出的地點包括國民學

校的講堂、雨天操場、公會堂、部落集會所或戶外的寺廟等。劇團的公演費一天一場五十

圓，一天兩場七十圓。 
5�

演劇挺身隊兩回巡迴演出的上演成績如下：

自�月1日至

�月�0日
南進座 高砂劇團

上演日數 上演回數 觀眾人數 上演日數 上演回數 觀眾人數

臺北州 1� �0 45,�00 �� �4 ��,�10
新竹州 �0 �5 ��,600 45 �6 11�,�50
臺中州 �0 4� �5,�00 1� �� 4�,�00
臺南州 �5 64 5�,6�0 �� 4� 4�,100
高雄州 �� 6� ��,650 �� �� 4�,550
臺東廳 16 �� 1�,�00 — — —

花蓮港廳 16 1� 14,�00 — — —

總計 1�4 ��6 ���,�40 15� ��� ���,110
資料來源：竹內治，〈演劇挺身隊に就いて〉，頁1�5。

挺身隊的費用來自臺灣演劇協會按月支給與地方給的公演費。檢討過去兩次的經驗，

第三回公演出發，將改組為一隊預定三個月在地方巡迴演出，另一隊以職業劇團的方式營

運。為符合臺灣免費看戲的習慣，不再收取禮金，載運的卡車由演劇協會提供。 
54

在檢討兩次巡迴演出時曾提及演員的健康、經費等問題，這些劇團的生活如同過去外

臺戲班一般，睡覺的地方可能是學校教室、公會堂、集會所、廟內等地。 
55

根據1�4�年�月

在員林郡內巡迴的記錄：

5� 《臺灣日日新報》，1�4�/6/5，日4。
5� 竹內治，〈演劇挺身隊に就いて〉，頁1�0-1�1。
54 竹內治，〈演劇挺身隊に就いて〉，頁1�6。
55 竹內治，〈演劇挺身隊に就いて〉，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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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到二水劇場、6日到田中永樂座、7日到社頭第一部落集會所、8日到大

村庄村上國民學校（今彰化縣大村鄉村上國民小學），9日員林劇場、�0

日永靖劇場，��日中溪湖國民學校（今彰化縣溪湖鎮溪湖國民小學），�3

日埔鹽庄浸水部落（今彰化縣埔鹽鄉新水村）。�
56

七天方得休息一天，可知行程密集。甚至南進座在1�4�年1�月1~1�日到臺中州演出的

預定行程，是完全無休的。 
5�

令人納悶的是，從1�4�年10月~1�月，除了上述新聞外，僅有一則演劇挺身隊將到臺

南州下巡迴演出的消息， 
5�

直到次年1�月方有報載：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指定的演劇挺身

隊已由「移動藝能奉公隊」代替。1�4�年1�月5日，「移動藝能奉公隊」在淡水八里庄首

演，計劃到臺北州內偏僻的農村巡迴演出，在此戰爭情勢對日本越發不利的當口，其演出

目的在於增強戰力，慰問地方百姓。除中央本部選定的劇作外，還有松居桃樓的《九月

二十三日》，菊田一夫的《下駄分隊》，以及紙芝居、歌謠等演出，表演者是由「藝能文

化研究會」會員臨時組成， 
5�

但不知其後續的發展。

「藝能文化研究會」是在1�4�年4月由《興南新聞》創設，負責訓練新劇演出人才，

�月�5日在臺北公會堂首度公演日語劇《赤道》，由八木隆一郎作，松居桃樓、竹內治導

演，澤木喬負責燈光，吳成家負責音樂（呂訴上 1��1〔1�61〕：���）。根據石婉舜的研

究，《赤道》的演出，讓松居桃樓實現「國民演劇」與「大東亞演劇」理念的交會點，但

實踐了「皇民之道」，卻未達到示範「真正新劇」的意圖。 
60

而成為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指

定的「移動藝能奉公隊」則是在第一次與第二次發表會之間。

第二回發表會，於1�44年1月��日在榮座上演《歷史之聲》。�月11日起三天，在臺北

的榮座演出真山青果作，松居桃樓導演的《將軍離江戶》，並演宣誓劇《徵兵與青年》、

《出征日》。�月仍在榮座，演出由松居桃樓編導的《櫻花園》、竹內治編導的《夢之兵

營》。同年6月1�、1�日，演出大島萬世所作的《刈麥》與三好十郎的《をさの音》，由

竹內治導演。（呂訴上 1��1〔1�61〕：���-��0）該會與前期中央指定演劇挺身隊《南進

座》、《高砂劇團》最大的差別，在於演員都是業餘人士，不像後兩者是由職業演員演

出，但是仍由松居桃樓、竹內治這些日方重要的皇民化戲劇推手負責。

1�44年�月1�日，在《臺灣日日新報》有一則關於皇民奉公會創設「臺灣藝能奉公

56 《臺灣日日新報》，1�4�/�/�0，日4。
5� 《臺灣日日新報》，1�4�/11/�6，日4。
5�  雖刊載在臺南州各地演出的日期，但字跡模糊，無法分辨是中央指定，或是地方自組的挺身隊。《臺灣
日日新報》，1�4�/1�/��，日4。

5� 《臺灣日日新報》，1�4�/11/�0，夕�。
60 詳情請參見石婉舜，《一九四三年「厚生演劇研究會」研究》，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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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以表演培養不拔的戰鬥精神的消息，雖有載明其方針與實施方案，然因字跡模糊，

無法解讀詳細情形。 
61

另呂訴上的《臺灣電影戲劇史》敘述：臺灣演劇協會組織的皇民奉公

會中央本部直屬移動藝能挺身隊，1�44年�月1�日起5天在大直國民精神研修所受訓。同年

�月�日起三天在榮座，與新音樂演劇挺身隊、新人形劇第一、第二、第三挺身隊在榮座演

出，移動藝能挺身隊公演內容包括：1.齊唱；�.舞踊；�.紙芝居；4.宣誓詩；5.獨唱；6.腹

語術；�.短劇《赤靴》、《蔥與雞》、《刈麥》等（呂訴上 1��1〔1�61〕：��0）。

雖然中央指定的演劇挺身隊或移動藝能奉公團（隊）的動力看似不如前期，但必須留

意的是在1�4�~1�4�年，各地方組織的「藝能奉公團」、「演劇挺身隊」新聞明顯增加，

意謂著皇民奉公運動已深入推展到各地方，毋須由中央親自選定劇團赴各地演出，也可樽

節支出，將所餘投注在戰爭期間所需的龐大支出。而官方組織動員的力量也更加強大，如

積極督促人民改日本姓名、敬拜天照大神、採取糧食配給等，上述的《赤靴》便是一齣勸

告人民遵從糧食配給的短劇。

五、戲劇訓練與演出內容、目的

在臺灣傳統戲曲的傳承很多是採取五年四個月的囝仔班（童伶班）的表演形式，傳入

的西方表演形式戲劇如新劇、話劇，是由在中國或日本的留學生帶入的演出，但集中在臺

北、桃園地區。在1��0年代盛行「文化劇」，雖由臺灣文化協會推動曾在全島演出，但其

劇情以諷刺社會制度，激發民族意識的為主，劇本大多是臨時拼湊，演員也沒有嚴格的訓

練，常鬧得笑話百出。（蔡培火、吳三連 1��1：�1�）即便一開始因形式吸引觀眾，但也

很難長期獲得垂青。因而太平洋戰爭後的戲劇控制中，為徹底貫徹「皇民奉公」的理念，

不管是最初的新莊、士林演劇挺身隊，或是皇民奉公會中央指定演劇挺身隊等，都接受專

業課程訓練。而透過由中央舉辦的劇本募集，與青年劇、演劇挺身隊的演出內容，也可在

戲劇內容上進一步分析轉達殖民政府所欲傳達的聲音與演出的目的。以下依序論述：

（一）表演訓練、舞臺技術的課程
1�4�年1月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指定的演劇挺身隊進行為期十天的養成訓練，成員都

是職業演員，課程包括：�0小時的演技指導，6小時紙芝居指導，4小時歌謠指導。完全配

合他們即將演出的內容。

針對業餘的青年團組成的演劇挺身隊，除了與表演實務相關的演技論（術）、發聲

61 《臺灣日日新報》，1�44/�/1�，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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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演技體驗論、基本舞蹈練習外，還多安排理論方面的戲劇史、戲曲論、戲劇原理的課

程。 
6�

對於原來與西方表演形式戲劇從無接觸的參與者而言，透過這樣的戲劇訓練，讓他們

得以在新劇（西方戲劇）教育在臺灣建立體系之前，先接收相關的知識。

皇民奉公會本部與臺灣演劇協會為提升臺灣演劇的技術，特別招聘東京松竹歌舞伎座

的照明技師澤木喬1�4�年�月來臺。 
6�

�月皇民奉公會臺南州支會主辦的青年劇講習會在市公

會堂，由劇協松居桃樓（報載誤為「松井桃郎」）、松竹澤木喬兩人指導，並討論戰爭與

青年劇、青年劇會的組織、舞臺照明法、青年劇的作法、表情術等。 
64

為便利澤木喬教學，

臺灣演劇協會曾購買四組燈光器材，而後並出借給青年團公演之用。不過之後因為機器

受潮，空襲逃難，陸續故障。戰後1�45年�月，留臺的日本人大久保上校、石井等人組織

「好來樂團」時，曾運用僅剩的燈光器材。 
65

（二）劇本的募集與演出內容
為控制戲劇演出的內容，總督府自昭和十五（1�40）年起編輯出版的劇本，有皇民奉

公會臺北州支部編撰的《青年演劇腳本集》第一輯、二輯，臺灣總督府情報部的《輕鬆製

作青少年劇腳本集（第一輯）》（《手輕に出來る青少年劇腳本集》第一輯）， 
66

供給青年

團演出。另有《藝能祭皇民化劇腳本集》 
6�

等供給職業劇團演出。在《青年演劇腳本集（第

一輯）》中，作者詳細說明編劇的旨趣、舞臺裝置、小道具等等。在《輕鬆製作青少年劇

腳本集（第一輯）》中，每一齣戲後面都有演出的詳細指導，甚至樂譜、面具的作法，與

說明演出方法的專文。（臺灣總督府情報部 1�41：���-�40）其鉅細靡遺的程度，今日讀

來仍令人驚訝不已。

臺灣演劇協會成立後，劇本必須經過審核通過才能夠演出，從上述的劇目資料分析，

青年劇與演劇挺身隊的演出目的，與其說是著眼於慰勞農礦漁村等偏僻地區的人民，不如

說是為了營造崇高報國（日本）的氛圍，鼓動青年參加志願兵為國（日本）奮戰，劇中

極力推崇軍國主義，大多數的演出內容與1�4�年起實施的志願兵制度關係密切，如上述的

《軍國爺》、《志願兵》、《聖戰譜，啊！皇國》、《不歸兮！》、《報國之夕》、《皇

民之道》、《太陽旗下》、《去南方的男子》、《國民皆兵》。也有直接批評中國蔣介石

的「抗戰迷夢」，或檢討臺灣民間風俗的《童乩何處去》。此外也有以介紹日本重要人

6�  參考上述1�4�年士林演劇挺身隊、高雄州舉行的青年劇指導者講習會的內容，參見中山侑，《士林演劇
挺身隊の結成》，濱田秀三郎編，《臺灣演劇の現狀》，頁�5�、���-���。

6� 《臺灣日日新報》，1�4�/�/�，日�。
64 《臺灣日日新報》，1�4�/�/�5，日4。
65 辛奇，�00�年�月�0日，臺北波麗路餐廳訪。
66 《手輕に出來る青少年劇腳本集》第一輯，1�41年4月。
6� 《藝能祭皇民化劇腳本集》（鉛印本），1�4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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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歷史為目標，如創立愛國婦人會的《奧村五百子》、《國民皆兵》講述德川幕府時代

末期的故事。

1�4�年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指定演劇挺身隊，在第二次巡迴演出標明為「農村劇」

的《雞》，與農村的主題是否相關；或「現地報告劇」的《江南之春》有是否具有向臺灣

民眾報告日本在中國南方戰事的新聞功能；還有「喜劇」《增產》、《去南方的男子》、

《結婚前奏曲》有無具備滑稽（comic）的要素⋯⋯凡此皆須有進一步的文本或田野資料

才能解答。

而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直屬移動藝能挺身隊在1�44年�月公演的短劇《赤靴》、《蔥

與雞》、《刈麥》，其中《赤靴》由當時任職於臺灣演劇協會的辛奇所寫，內容講述一農

戶偷宰豬怕被發現，遂將其偽裝為生病的小孩，背在肩上，並為其穿上紅鞋（此即劇名

《赤靴》的由來），後因見到警察，心中害怕，紅鞋掉落，露出豬蹄，而受到警方的處

罰。此劇與當時糧食管制，勸導或警告人民不得偷宰豬肉有關，以詼諧的手法呈現， 
6�

其他

也看不出與徵兵的相關性。但在此年年底，臺灣實施全面徵兵制，原本以「皇民」榮譽外

衣勸誘臺灣人從軍的日本政府，終於在戰情緊迫下，暴露其軍國主義的真面目。

（三）演出的目的
報載地方青年演劇與中央演劇身隊演出的目的，大多不離文化向上、娛樂民眾，增

進民眾對皇民化認識等理由。此外地方演劇挺身隊演出也具備宣傳防諜，宣傳政令、募款

作為慰問金與國防捐款的功能，或是在「新嘗祭」中演出，祈求糧食生產順利。而一直以

來，青年業餘演劇便有推動日語的功能，這項作用在「皇民化」時期更為突顯。

以往臺灣的民眾藉由傳統戲曲的演出，達成酬神娛人的目的，並在潛移默化中以劇中

正面人物為典範，學習其行事為人。在中日戰爭期間，臺灣傳統的祭典活動被嚴格控制，

戰爭末期經濟緊縮，甚至隨著轟炸，人們必須疏散到鄉下，這時遍及各地的青年業餘演

劇，或是中央指定演出團體巡迴演出，有填補民眾娛樂缺乏，安定民心的作用。藉由相同

主題的不斷重複，民眾接受到必須為國獻身、了解日本的歷史與背景，才符合「皇民」的

資格。而隨著出征的臺籍志願兵戰死沙場，或是受傷入院，慰問受傷軍人與士兵遺族的慰

問會越來越多，青年劇便常成為演出的重點節目。

黃得時曾提到這些依循國家政策的皇民劇為人詬病的問題：

�、�青年劇以教化為主，新劇以娛樂觀眾為目的，腳本太過僵硬，不合一

般大眾的胃口。某些戲劇從頭到尾其目的意識相當清楚，含有太多的

6�  辛奇，�00�年�月4日，淡水竹圍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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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意義，不僅讓觀眾得不到慰藉，反而會覺得皇民思想是如此無聊

的東西。

2、�演員的教養問題：皇民化戲劇本身已有教化的使命，演員必須要先有

指導啟發一般民眾的教養與自覺。要設置長期講習會或養成所，並授

以必要的教學，或給予考試。

3、�用語的問題：必須使人得以理解。由於就觀眾與演員的能力看來，要

一律使用日語有困難。如果使用蹩腳的日語來提倡日本精神或皇民化

思想，反而會顯得更麻煩。現在還不如用臺灣話的對白徹底說明皇民

化思想，再依時代變化漸進使用日語。

4、�服裝或舞臺裝置：不一定因為演的是皇民化劇，服裝就一定要是和

服，而房間的設置就一定要如日本內地，應該視戲劇的內容或腳色決

定。

5、�要普及必須開放各學校的講堂，或是村公所的公會堂或是部落集會所

給劇團使用。如果可行的話，最好在各部落準備一組建造露天舞臺所

必須的道具。（黃得時�1�41：��-100）

從此看來，儘管有完備的劇本，短期的戲劇訓練，但皇民劇在編劇、演員對「皇民

化」的認知、語言水準、戲劇能力、服裝、佈景與場地上都有不少的問題。

儘管就表演市場而言，傳統戲曲的退場似乎留給以新劇方式演出的團體大展身手的

空間，可是由於戰爭時期的種種約制，表演仍得服膺國家機器的操作。雖然有人認為此期

臺中藝能奉公隊演出《怒吼吧！中國》，是藉由劇裡英國與美國人欺凌中國人的情節，諷

刺日本人壓迫臺灣人，甚至在戰後因中、日曾有的敵對狀況，將其渲染詮釋為「抗日」之

作，但該劇中塑造國族集體的壓迫與被壓迫，與其他劇目中呈現為日本戰勝，勇赴前線的

臺灣青年一樣，人物形象均顯得單一、平板，忽視個人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從這裡應該可

以理解為何1�4�年林摶秋、簡國賢、張文環、呂赫若等人組成「厚生演劇研究會」，邀集

士林、新莊演劇挺身隊、桃園大溪青年團等演出《閹雞》、《高砂館》等劇，會獲得觀眾

極大的迴響。此與《閹雞》浮現農村女性在臺灣社會的漂流感，《高砂館》傳達戰亂時等

待歸人的迷惘與無奈，情境貼近當時民眾的生活感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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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從龐大的報紙報導與長者的指引，我們回顧了1�41年太平洋戰爭前後臺灣的戲劇

環境，並緊扣戰況對島上居民戲劇生活的影響。臺灣這一系列的戰時戲劇政策，發端於

1�40年10月由日本近衛內閣推展「大政翼贊」運動，從中央的臺灣皇民奉公會（1�41年4

月）、臺灣演劇協會（1�4�年�月），到延伸到以街庄為最小的地方行政單位，皆是這塊

大石激盪出的層層漣漪。從本文討論的地方青年業餘演劇與中央指定演劇挺身隊的狀況中

可發現，在這個由皇民奉公會一體管控的表演系統中，由於時間僅有四年多，並未發生

「中央」與「邊陲」在表演內容的質變。而太平洋戰爭（1�41年1�月）牽動的是隨之而來

的志願兵與徵兵政策，這點也反映在戲劇內容上。

演出的節目安排，雖然有單純只演新劇者，但也有混合各類的情況，上文曾出現的有

紙芝居（畫劇）、歌唱、舞蹈、樂器演奏、日本傳統藝能等。1�4�年10月為慶祝宜蘭市改

制三週年的「藝能奉公團慰問演藝會」中，表演節目屬戲劇類的有喜劇、寸劇（短劇），

音樂類有浪曲、民謠、琵琶，此外還包括舞踊、、漫才（相聲）、奇術（魔術）等， 
6�

最為

特別。

在訪問中，很少長者提及青年劇的訓練與演劇挺身隊的演出對民眾發生什麼影響。

透過報紙查閱才知道，當時的地方青年業餘演劇，除有青年劇、演劇挺身隊的名稱外，還

包括「奉公壯年團」、「藝能奉公團（隊）」、「移動演劇團（隊）」、「桔梗俱樂部」

等。中央指定演劇挺身隊「南進座」與「高砂劇團」雖然在1�4�年曾赴各地巡迴，但可能

因為時間不長，觀眾印象不深。1�4�年1�月中央本部指定的演劇挺身隊已改以「移動藝能

奉公隊」代替，其成員來自臺北《興南新聞》的「藝能文化研究會」，不管其發表會或是

作為「奉公隊」的演出，其表演地點皆在臺北州內，自然不為外地人知曉。1�44年�月皇

民奉公會創設的「臺灣藝能奉公團」，或1�44年�月在榮座演出的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移

動藝能挺身隊，其「移動」的範圍看來有限，這應該與各地青年業餘演劇蓬勃，可以符合

鄰近地區的需求有關。

關於此期的戲劇對戰後的影響，除本文討論的業餘青年演劇與中央指定演劇挺身隊

外，應該特別注意職業團體。皇民奉公會為提升劇本的水準，革新臺灣戲劇，於1�4�年�

月舉辦劇團指導者鍊成會，要求各劇團要有一名出席，以國語（日語）常用為目標，內容

有臺灣戲劇的方向指針、腳本做成法、關於劇本方面的演劇取締、如何翻譯臺灣語、腳本

寫作與朗讀實務、其他與劇本相關的問題。 
�0

長久以來，傳統戲曲以遵循老師的口授劇本，

6� 《臺灣日日新報》，1�4�/10/�0，日4。
�0 《臺灣日日新報》，1�4�/�/4，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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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活戲」（幕表戲）的方式演出，這項針對劇本寫作的課程，是破天荒的事，也培育

了戰後新劇與臺語片的編劇人才，如張淵福等。而此期的表演者，如矮仔財、天炮枝、靜

江月、朱玉郎，戰後也是新劇、臺語片、臺語電視劇的重要人才。 
�1

關於日治時期的新劇與

戰後臺語戲劇、電影的脈絡，有待他日專文討論。

在業餘人士方面，巡迴臺灣各地或地方自行組織的業餘表演團體，雖然多半為了「奉

公」（報國）的目的演出，但也讓更多人接觸新劇的表演形式，也培育新劇的觀眾。儘管

在日治時期的學校教育中，學生透過校內學藝會的舉辦，便可接觸「新劇」這種西方的表

演形式， 
��

但對於不曾入學讀書的民眾，這是他們在原本依賴為娛樂的傳統戲曲被禁止時，

可以公開接觸「戲劇」的管道。因為戰後政權的更替與隨後政治氣氛的遽變，參與者無法

在檯面上張揚自己過去的學習經驗，不過有些進入學校任教的老師，藉由自己過去的學習

經驗，指導學校的話劇活動， 
��

或繼續參與業餘劇團的演出，戰後話劇的演出在觀、演兩方

毫無窒礙，此與戰爭後期普及全臺的青年演劇活動息息相關。

�1 辛奇，�00�年�月�0日，臺北波麗露餐廳訪。
��  相關討論可參見簡秀珍，〈1�10~1�50年西方表演形式戲劇的形成與發展〉，《環境、表演與審美—蘭陽
地區清代到1�60年代的表演活動》，頁���-�4�。

��  邱石虎，國小校長退休，�001年4月�日，五結訪。此一觀點除了得自一些戰後在小學任教的報導人啟迪
外，也來自「抗戰戲劇研討會」中，其他發表人在講述中國抗戰戲劇演出的影響。當然為了論述的嚴
謹，日後仍應該舉更多的例證說明，在此感謝《戲劇學刊》審稿人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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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係以呂赫若日記的記述為基礎，探討1�4�－1�4�年間呂赫若在臺灣的音

樂與戲劇活動。首先，第二節探討1�4�年當時以「臺灣演劇協會」之設立為中心

的臺灣文化狀況。其次，第三節討論呂赫若的音樂評論，著重在呂氏對電臺廣播

音樂活動所顯示的關心。第四節裡，探索呂氏視戲劇為「音樂與文學的融合點」

而展現企圖之同時，也歷經挫折、回返文學創作之途的軌跡。根據呂氏日記所

載，他創作了八部劇本，今皆不存。其中大多是因生計所需應所屬的臺灣興行統

制會社之要求而作的劇本，推測其中內容應有附和當時國策之處。總之，本文企

圖闡明，是1�4�－1�4�年間臺灣文化統制所造成的畸形的戲劇環境，扼殺了呂赫

若對戲劇的熱情。

關鍵字： 呂赫若，臺灣演劇協會，電臺廣播，臺灣興行統制會社，文

化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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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sical and Theatrical Activity of Liu He-ruo 
in Taiwan（1942-43）

Tarumi Chie, Trans. Chang Wen-hsun, Zou Yi-ru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musical and theatrical activities of Liu He-ruo during 1�4�-4� in 

Taiwan, based on his diary. At first in Section �, I discuss the cultural situation in 1�4� Taiwan, 

especi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ssociation of Taiwan Drama. In Section �, I discuss Liu’s 

musical criticism, centering on musical activity using radiobroadcast. In Section 4, I trace Liu’s 

theatrical failure. He failed while showing will in drama as "the fusion point of literature and the 

music", and gave up theatrical activities and returned to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his diary, Liu 

wrote eight dramas, but these dramas do not exist today. Liu wrote these dramas by the request of 

the Taiwan Performance Control Company as part of national policy and therefore he lost passion 

in drama. In other words, the Taiwanese theatrical environment twisted by cultural control killed 

Liu’s passion for theater.

Key words:  Liu He-ruo, Association of Taiwan Drama, Radiobroadcast, Taiwan 
Performance Control Company, Cultur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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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呂赫若在從事文學活動的同時，也對音樂與演劇抱持興趣，因此赴日接受聲樂訓練，

並以東寶聲樂隊一員的身分從事舞臺活動之事，已在筆者前行研究中予以討論 
1

。在本文

中，將論及1�4�年5月歸臺後呂赫若的音樂、演劇以及當時的文化狀況。本章的構成為：

第二節將以演劇為中心，概觀呂赫若歸臺前後的臺灣文化狀況。接著在第三節中將以《呂

赫若日記》 
�

為線索，對呂赫若在放送局的音樂活動以及相關評論活動之兩面進行考察。進

一步在第四節中，將就與演劇活動相關的四個面向進行討論，分別為：戲劇之執筆、於株

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之業務、評論活動、厚生演劇研究會。最後，在第五節的小結

中，則考察1�4�年初極欲投入演劇活動的呂赫若，自1�4�的下半年卻放棄對於演劇的熱情

而回歸文學活動之理由，論述對於呂赫若而言演劇與文學活動的關係。本文欲透過此一考

察作業，以戰爭時期日臺的文化狀況為背景，描繪出起伏於時代的風波中，作為綜合性文

化人呂赫若之人物肖像。

二、呂赫若的歸臺與1942年當時臺灣的文化狀況

（一）《日記》所載歸臺之前的狀況
根據《日記》，呂赫若於1�4�年4月�日正式自東寶退社，5月6日晚間離開東京，�日

由神戶乘船於10日返回臺灣。歸國理由根據次男呂芳雄所述（1���年�月6日給筆者之書信

內容），是由於原本居住在印尼的叔父坤瑞在1�41年10月歸臺之後，亦勸呂赫若返臺之

故。�月後，呂赫若的健康情形不佳，從�月�日起因肺浸潤而屢屢向東寶舞臺告假。以此

為契機，頻繁地與叔父坤瑞聯繫，在這之中亦開始考慮歸臺的建議，然而《日記》中明確

寫到「來自叔父盡速返回的電報」則是在正式自東寶退社之後的4月�日的事了。

由《日記》判斷，1�4�年初的呂赫若其實有一個美好的開始。元旦的《日記》是以

「文學苦鬪第九年／（1）多創作／（�）劇本／（�）發現美的事物」 
�

這樣的抱負所展開

的；之後於1月10日完成〈財子壽〉，翌日開始著手進行〈月夜〉的創作，1月1�日則有了

1  譯者注：本論文為擷取垂水千惠教授著書《呂赫若研究—以至1�4�年為止之分析為中心》（東京：風間
書房，�00�年）之第六章而成。此處所言之前行研究即意指原書第四章〈文學的空白與音樂、演劇活動
（1���-1�4�）〉。

�  譯者注：呂赫若留有以市面販賣之日記本《當用日記》本所記下之1�4�-1�44年日記，現已重印暨翻譯出
版為《呂赫若日記》（國家臺灣文學館，�004），以下略稱為《日記》。

�  譯者注：文中引用包含《日記》在內之日文第一手資料處，部分已有其他中文翻譯版本，但為求行文一
致，皆由譯者自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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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的構想，以上這些積極的活動都可以證明其抱負與決心。正如前行研究中所論及

的 
4

，自長時間的空白期中逃脫出來的呂赫若正受到強烈的創作欲望所驅使著。

然而，不只是小說，如同其抱負的第二項所寫的「劇本」，也可看出呂赫若創作劇本

的欲望，從《日記》中可知此後的數月之間，呂赫若接連創作了《順德醫院》（1.1�） 
5

、

《家風》（之後改題為《百日內》，（�.14）、《聘金》（�.1�）、《七夕》（�.�1）、

《父亡後》（4.�）等劇本。這大概是「是的，要成為一個劇作家。在這方面投注大量心

力。這就是自己的『文學與音樂的融合點』」的自覺在支撐著他吧。

雖然無從得知呂赫若是從何時開始有志於戲劇的創作，然而自1�4�年起已經積極地

閱讀以史特林堡（ストリンドべルド）、蘇德曼（ズーダーマン） 
6

為主的近代劇的劇本。

在�月�日的《日記》記載「買《近代劇全集》（史特林堡）」，指的或許就是1���-�0年

間由第一書房所刊行共4�卷的《近代劇全集》吧。�月��日在第一書房店內站著閱讀，而

「決心要在一個月內一本本的買下來」。此外，相較之下閱讀較多的德國劇本則可能是受

到德國演劇的介紹者－東寶社長秦豐吉的影響也說不定 
�

。

與學習西洋演劇並行的是，將《紅樓夢》劇本化的夢想（1�4�.�.�），呂赫若實際上

也已著手進行翻譯（�.14）。並且購買、閱讀《臺灣風俗志》，如同第五章中所論「我們

似乎已經忘記要認識我們的風俗的優點，拯救她吧！」（�.6），是在受到庄司總一《陳

夫人》的刺激後，為了以臺灣風俗習慣及大家族內之紛爭為題材創作的事前理論準備吧 
�

。

目前尚無法確認由呂赫若寫作劇本的現存情形，他所欲書寫的劇本樣貌為何亦不得而

知，然而從《家風》、《聘金》、《七夕》等題名加以聯想，應該是具有與其小說共通的

基調吧。再者，之後也創作了與《順德醫院》同名之小說 
�

，其劇本的構想是自小說延伸而

來也說不定。

然而，�月之後身體開始出狀況，這大概也對執筆有所影響，自1月起已著手進行卻毫

無進展而令他苦惱不已的《月夜》，在�月16日卻將已完成的�0頁原稿焚燒捨棄，可知其

深陷泥淖舉步維艱。至此對於健康亦頻頻感到不安「究竟到底為何留在東京，留在東京可

4  譯者注：《呂赫若研究—以至1�4�年為止之分析為中心》之第五章〈《臺灣文學》時代的文學活動（
1�4�-1�4�）〉。

5 譯者注：括弧內表示《日記》之日期，以下皆同。
6  《演劇百科大事典》第�卷，平凡社，在1��6年的表記為ストリンドべルド（Strindberg）、ズーダーマン
（Sudermann），在此則援用呂赫若的表記方式。這與第一書房發行的《近代劇全集》表記方式相同。

� 關於秦的傳記，參考：森彰英《行動する異端―秦豊吉と丸土砂木》（TBSブリタニカ，1���）。
�  此處的《臺灣風俗志》應為片岡巖所著之《臺灣風俗誌》（臺灣日日新報社，1��1）。根據黃安妮《殖
民地作家的東京體驗─關於東京留學期間呂赫若的認同之流動》（東京大學文學部人文社會系研究科修
士論文，�000.�），以《日記》之記載為基礎探求呂赫若1�4�-1�4�的讀書傾向的話，可得知相對於西洋
文學相關書籍有4�種，中國文學有15種、日本文學僅有�種之結果。再者，王建國《呂赫若小說研究與詮
釋》（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仍是以《日記》記載為基礎增添呂赫若閱讀書籍
一欄表。

� 〈順德醫院〉，《臺灣藝術》5卷5號，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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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到些什麼呢」（�.1�）「（對於有樂座的水谷八重子的公演），明顯是貧乏的劇本，

描寫不足而且戲劇結構俗不可耐，這樣就算在臺灣也能夠做到」（�.1�）「突然想搬離東

京回家鄉去，不想在東京弄壞了身體」（�.1�），呂赫若是在這樣的心情之下迅速決定返

國的 
10

。

即使如此，直到正式提出退社信之前，仍在「決定今天起恢復工作」（4.1），與

「臺灣文學界的渾沌情形如何了，還是留在這裡學習吧」（4.4）之間猶豫著，再度因感

冒而持續無法入眠時，決定「還是非返臺不可，身體虛弱，即使繼續留在東寶也不會有任

何進展」（4.6）。據呂赫若夫人林雪絨氏之言（1���.1�.1�），雖然病情並非如此嚴重，

但此時正值東寶聲樂隊5月第�回東寶國民劇公演準備最為關鍵的時期，持續缺席的呂赫若

或許也因此不能再拖延其最終決定。4月�日為了下定決心而先行購買前往臺灣的船票之

後，再與東寶相關人員會面，正式退社。

以這般與衣錦還鄉相距甚遠的心情歸國，然而諷刺的是，歸國後的呂赫若不僅在文學

創作上成果豐碩，在音樂、演劇方面也扮演著指導性的角色。年初時所謂「就算是對於臺

灣的演劇活動，也希望能有所貢獻」（1�4�.1.�）的抱負在臺灣終究獲得實現。

（二）臺灣演劇協會設立之原委
那麼究竟呂赫若返臺後的1�4�年5月，當時的臺灣文化界情況為何？在與呂赫若相關

的音樂、演劇之中，本項將以資料較多的演劇為中心，嘗試概觀當時的情形。

若論及當時的演劇狀況，最受注目之事應為1�4�年4月成為臺灣演劇統制中心之臺灣

演劇協會的成立。當時的演劇指導者竹內治，曾就此事之原委回溯1���年中日戰爭爆發之

前的情況並說明之。以下將引用其說並加以解說。

具有三百年歷史的臺灣演劇—嚴謹地說是支那演劇—是與本島人出外工

作的生活特性，甚至說是支配其日常生活的全部也不為過的信仰問題息息

相關，並且與音樂的黨派鬥爭，劇神的信奉等等有所關聯；因此實際上呈

現出來的演劇界極為複雜而錯綜。伴隨著支那事變的爆發，喧鬧的臺灣音

樂被視為是標榜敵性國家思想而面臨全面遭到彈壓禁止的狀態。如果是對

於當時臺灣演劇界實情有所了解，或者是從統治臺灣根本方針的皇民化運

動─現在稱之為皇民練成運動─來看，也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

10  在《臺灣文學》�卷�號（1�4�.�）署名中山侑的「編輯後記」中，寫道「在東京的呂赫若君因健康受
損，已返臺」。但根據呂夫人林雪絨的說法（1���.1�.1�）則是病情其實不那麼嚴重，本來只打算短期回
臺。

11  竹內治〈臺灣演劇誌〉，濱田秀三郎編《臺灣演劇的現狀》，丹青書房，1�4�，頁�1-161。



戲劇學刊60

上述引言雖然充滿了即使是現在也無法被容許的歧視性言詞，然而對臺灣人而言，

音樂、演劇亦是與宗教緊密結合的生活根本，也因此關於成為彈壓對象一事可以說是說

明的重點。臺灣的傳統音樂、演劇，在婚喪喜慶中皆被使用一事，在呂赫若亦曾參考的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 
1�

中有詳細說明。而《民俗臺灣》發起人之一的岡田謙也於〈臺灣農

村的娛樂問題〉評論一文，舉出在慶弔、廟會等場合使用戲劇的具體事例，指出「對臺灣

的農村人而言，戲劇是娛樂，同時也是超越娛樂之上的事物，與宗教生活、社會生活密不

可分」 
1�

。傳統戲劇因此成為被壓迫禁止的對象，至於其實施的具體時間，據竹內所言是在

「伴隨著支那事件的爆發」，也就是是1���年�月以後之事。

然而，《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作者鷲巢敦哉亦在《臺灣保甲皇民化讀本》中，

記述「在尚未形成如此時局之前，對於昔日臺灣戲劇的限制與禁止已逐漸地被實行，然而

事變之後變得更為嚴苛，四處皆可見對於臺灣音樂與臺灣戲劇的限制禁止」 
14

。更進一步，

1��6年10月發行的《臺灣的社會教育》記載了1��6年�月�5日所召開的民風作興協議會，

在質詢之中舉出「與宗教同時進行演劇講古的改善」是社會教化的目標之一，「在透過對

傳統廟宇以進行宗教革新的同時，也謀求對於舊有演劇講古的改善」 
15

。

由以上資料判斷，臺灣音樂、演劇的禁止並非於特定時點一起發動的，正確而言應

是1��6年�月，在堪稱為皇民化運動先驅的民風作興運動展開以來，於各地方逐漸實行；

1���年�月日中戰爭以後則擴展為全島性的規模。

那麼，竹內接著提到「臺灣戲劇即使稱之為三百年來全島人民所有娛樂的代表也不

為過」，「如果談到臺灣音樂及臺灣演劇遭到禁止之後，可以提供些什麼作為民眾娛樂的

替代的話，老實說什麼也無法提供」，為了填補此一空白，皇民化劇、新劇、改良劇由是

而生。然而其實際情況卻是「表面上無論如何地日本化，登場人物盡數穿著和服、草鞋、

木屐等皇民化的妝扮，然而其實隱蔽在其衣裝之下的是較之以往更為低俗的戲劇公然地橫

行」。不僅如此，甚而有「隱藏在演劇的大眾性及臺灣語的便利之下，宣傳危險主題」之

人，因此「在臺灣總督府情報部，也站在島民的輿論指導之立場」，「為了謀求對於臺灣

演劇團的一元性統制指導而展開臺灣演劇協會之設立」。

關於竹內所言及的皇民化劇、新劇、改良劇，由於與之後將論及的呂赫若之評論以及

其於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的工作皆有相關，在此將詳細考察之。

同時代文獻中曾提及皇民化劇、新劇、改良劇者除了竹內之外，尚有臺灣演劇協會

主事者松居桃樓的〈臺灣演劇之我見〉、〈臺灣的演劇〉，黃得時〈作為娛樂的皇民化

1� 前揭片岡《臺灣風俗誌》。
1� 岡田謙〈臺灣農村的娛樂問題〉，《臺灣時報》�50號，1�40.10，頁11�-116。
14  鷲巢敦哉《臺灣保甲皇民化讀本》，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出版（私家版），1��6，頁�11-�14。
15 中越榮二《臺灣的社會教育》，「臺灣的社會教育」發行所，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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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以及於戰後執筆《臺灣電影戲劇史》的呂訴上所寫之〈臺灣演劇的近況〉等等 
16

。在

松居的說明中，所謂「改良劇」是指受到大正年間來自上海的現代劇團所影響而產生的臺

灣的現代劇，在日中戰爭爆發之後則改名為「新劇」。「只是胡亂披著皺巴巴的和服，但

一看就知道是支那演劇，所唱曲調也是支那劇或歌仔戲的歌曲」，如上的說明與竹內有共

通之處。

若據黃得時的說法，這些所謂的皇民化劇、新劇、改良劇則是指大正八、九年原以

「文化戲」、「改良戲」為名「由部分進步的知識分子及左翼思想家所組織而成，但因被

當局視為危險組織，而無法普及至一般大眾」的戲劇形式，此際卻「伴隨著皇民化運動的

抬頭以及臺灣戲劇的禁止演出，而以皇民化劇、新劇、或者是青年劇的形式」蔓延傳播，

於1�40年組成新劇聯盟，11月在文教局的支持下，舉行本島首次的演劇祭活動。而青年劇

亦被納入此範疇之中。

呂訴上則認為在1���年�月以降的臺灣，被稱為「新劇」的「皇民化劇團」與所謂

「改良戲」的「皇民化劇團」紛紛興起。「新劇」的嚆矢為1���年春天所誕生的「太陽新

劇團」 
1�

，這是由「多年來為了實踐新劇而奔走的黃丁士氏所組織而成的，在當時規模龐

大、人才濟濟、具備以知識層為對象的相應內容」。雖然此劇團持續營運而眾多新劇團也

接續誕生，但是「由於一般觀眾尚未習慣新劇之故，新劇內容的知識先行無法充分滲透

浸入一般民眾的情感」，因而經濟拮据，至1�41年時所剩的僅有星光新劇團。另一方面，

「改良戲」是「由被禁止的歌仔戲轉型之後開拓出的新生命，不可能具有對於知性的積極

探索精神，只是為了混口飯吃而轉型」，「內容極為低俗、猥褻」。相對於「團長（座

頭）就更不用說了、導演、演員，大家都是具有相當教育程度之人」的新劇，改良戲由於

「團長、導演、演員等對於戲劇的理解是愚笨、甚至未曾受過初等教育」，「劇本也幾乎

是以腐敗的老舊戲劇之情節改編而成者居多」。

上述的說明各自呈現出微妙的歧異，要掌握正確的狀況確有其困難。較接近實際的

狀況或許是：日中戰爭爆發之後被禁止公演的歌仔戲團，以皇民化劇之名經改革後再行演

出，其中也混雜了少數繼承1��0年代臺灣新劇運動的系譜的新劇團 
1�

。然而，如同以下之論

16  松居桃樓〈臺灣演劇之我見〉，《臺灣文學》�卷4號，1�4�.10，頁14�-15�；〈臺灣的演劇〉，日演劇
協會編纂《演劇年鑑》，東寶書店，1�4�，頁141-14�。黃得時〈作為娛樂的皇民化劇〉，《臺灣時報》
�5�號，1�41.1，頁�6-101。呂訴上〈臺灣演劇的近況〉，《國民演劇》1卷4號，1�41.6，頁14�-15�。

1�  此與呂訴上在戰後執筆之《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出版，1�61）之中的論點有許多矛盾。如率
先成立的是呂訴上的「臺灣銀華新劇團」，而直到最後仍持續活動的是國風新劇團等。

1�  改名為新劇、改良劇與皇民化劇是自發的或者是被迫的，無法明確的由文獻中得知。只是，如1�41年�月
國語教勵會（代表者為江間常吉）所著之《皇民化劇入門  第一輯》頁�，「由青年團或壯丁團以日本精
神的鮮明高揚與國語普及為目的，正努力發展皇民化劇以取代過去的臺灣戲劇」所示，這種現象應是為
了得以在臺灣演劇遭到禁止後仍持續公演，職業劇團襲用了原應是青年劇之原型的皇民化劇之名稱。然
而，關於其正確的時間先後關係目前仍無法掌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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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久後這些都會被統稱為「新劇」（島民劇）。

（三）臺灣演劇協會與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
為了謀求能夠對於仍在皇民化劇、新劇、改良劇等名稱下繼續活動的劇團，發揮統一

性之指導力量，成立臺灣演劇協會的必要性雖屢屢受到議論，但竹內亦指出「實現之日一

天天的延遲，看不見進展」。然而，在1�40年10月的大政翼贊會，以及翌年4月作為大政

翼贊運動推行主體的皇民奉公會組成之後，此項議論急速獲得具體實踐。

臺灣皇民奉公會於1�41年�月設立了由演劇、音樂、電影與其他共4組所集結而成的

娛樂委員會 
1�

，各委員針對島民的健全娛樂為何進行討論，其結論為演劇組將以新劇（島

民劇）與青年劇為主要方針。所謂新劇（島民劇）是由職業劇團所演出，亦是前述皇民化

劇、改良劇、新劇的總稱。青年劇則是期許青年團員不僅止「演出單純為了自我滿足的

素人劇，而是提供他們融入皇民化精神的劇本，使他們擔負島民皇民化之職責」 
�0

，作為皇

民化運動方法之一的素人演劇。相對於新劇的指導是由演劇協會擔任，青年劇是由各州廳

皇民奉公會所指導。其主要指導者為呂赫若友人，對呂赫若演劇活動具有重要影響地位的

中山侑。再者，被稱為臺灣演劇史上里程碑之厚生演劇研究會亦是由青年劇運動中發跡。

黃得時在前述〈作為娛樂的皇民化劇〉中，說明「青年劇」曾以「文化戲」、「改良戲」

之名「由部分的進步分子與左翼思想家所組成，由於被當局視為危險組織，而無法被普及

至一般大眾，」但卻「伴隨著皇民化運動的興起與臺灣戲劇禁止演出」「反而得以所謂皇

民化劇、新劇、或者是青年劇的形式」蔓延，此一說明暗示著青年劇亦繼承了1��0年代臺

灣新劇運動的系譜 
�1

。關於青年劇運動與在日本所推行的素人演劇運動之關係將留待稍後論

之。

經歷如上的原委，1�4�年�月14日「為了提供島民健全的娛樂，陶冶情操，朝向日本

精神的昂揚與皇民奉公運動的推進，並且為了致力於時局的透徹認識，而以謀求演劇的改

善向上為目的」設立了臺灣演劇協會。其主要事業為「（1）全島演劇團的統制；（�）腳

本的製作與上演，以及相關指導；（�）演員的養成；（4）農村演劇的普及；（5）內地

演劇指導者的招聘；（6）臺灣演藝的研究；（�）印刷物的刊行分發」。其中規定如職業

劇團只能透過協會申請劇本檢閱等等，都較內地具有更為強力的指導權 
��

。

1�  關於娛樂委員會的存在，於《臺灣年鑑》（臺北：臺北通信社，1�4�）的〈皇民奉公會〉項下（頁
4��-4��）亦有記載。關於臺灣皇民奉公會的全體項則參考大澤貞吉《皇民奉公運動簡明手冊》，1�41。

�0  中山侑〈青年演劇運動〉，濱田秀三郎編《臺灣演劇的現狀》，丹青書房，1�4�，頁16�-��1。其他關於
青年演劇的記術亦是根據中山的論文。

�1  前揭黃〈作為娛樂的皇民化劇〉。關於1��0年代臺灣的新劇運動與青年劇運動的關係，石婉舜預定將於
�000年「國際東方學會」中發表，期待石的發表將能開拓出更多新的視點。譯者按，即石婉舜日後正式
發表的〈「厚生演劇研究會」初探〉，《臺灣史研究》�卷�期（�001年6月）；頁�5-115。

�� 前揭松居〈臺灣的演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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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的高層職員以擔任會長的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事務總長為首，有副會長（皇民奉

公會中央本部宣傳部長、文化部長）、顧問（臺灣軍報道部長、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長與文

教局長、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社長）、理事（臺灣總督府官房情報課長、其他）所構成，隸

屬於其下的則有作為經常會員的54個劇團 
��

。

關於上述業務內容，以松居桃樓的〈臺灣演劇之我見〉 
�4

為基礎補充而言，「（1）全

島演劇團的統制」是透過以下數種方式加以實踐。與演劇協會同時設立株式會社臺灣興行

統制會社（將於後處論之）、要求在臺灣從事表演活動的職業劇團全部成為演劇協會會員

；以及從來皆由每州各自進行的劇本檢閱，今後改由演劇協會校閱後，再經過總督府保安

課的檢閱等。等於由演出、劇本雙管齊下統制演劇活動。

關於「（�）腳本的製作與表演以外的指導」，由於實施檢閱之故，僅依賴各劇團向

演劇協會提出的腳本恐不敷演出，因此協會方面主動透過「懸賞募集，對於在臺作家的委

託，對於內地作家的商談依賴」，準備「數百本」的腳本。而在演出方面亦委託「文藝家

某氏」，「堅決實行真正的舞蹈、音樂、國語與其他之基礎訓練」；此外並籌劃由協會主

辦的鍊成會、劇本寫作方法講習會等等。同樣的在演出方面，如「（�）演員的養成」所

示，也計劃設立演劇養成所 
�5

。

「（4）農村演劇的普及」之主要內容為演劇挺身隊的巡迴演出。這等同於日本的移

動演劇。以日本移動演劇聯盟成員「劇團鐵隊」，在1�41年11月因總督府情報部居中斡

旋而渡臺為契機 
�6

，於1�4�年1月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指定組成演劇挺身隊（「南進座」與

「高砂劇團」）共二組，自�月起展開地方巡迴演出 
��

。�月臺灣演劇協會設立以後，其營運

則委任於演劇協會。而關於在日本的移動演劇運動亦將於後述之。

以上為臺灣演劇協會之概要，與此協會相呼應且為了達成表演界的一元性統制，而

由警務局保安課設立了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後來呂赫若所加入的正是此一會社。

其主要業務為「（1）電影、演劇、演藝的一元性統制配給以及與之相關的業務；（�）在

優秀的電影、演劇、演藝的普及宣傳方面，必要的出版物之發行及調查研究；（�）在電

影、演劇、演藝的上映與上演機構的擴充方面，必要的調查研究及斡旋」 
��

。關於臺灣興行

統制會社中演劇、演藝相關的資料幾乎皆已亡佚，在《日記》中呂赫若的記述毋寧成為了

��  前揭松居〈臺灣的演劇〉。54個劇團包括「人形劇團有十、影繪劇團一、以及其他四十四個劣質的『臺
灣新劇團』等」，加總後與總數54劇團不一致。然而，前揭竹內〈臺灣演劇誌〉則為臺灣演劇團4�，人
形劇團5，影繪劇團1，共4�個劇團所組成。

�4 前揭松居〈臺灣演劇之我見〉。
�5 實際上是否設立則不得而知。
�6 濱田秀三郎〈為了臺灣演劇〉，《臺灣演劇的現狀》（丹青書房，1�4�），頁�-��。
�� 前揭松居、竹內、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
�� 前揭松居〈臺灣的演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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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基礎資料。關於電影方面若干相關資料雖散見於《臺灣公論》 
��

，然實際情形至今未

明，仍有待日後之研究。稍後將論及在臺灣興行統制會社中，呂赫若所從事的活動。

三、呂赫若在臺灣的音樂活動

（一）評論活動
上述為1�4�年當時臺灣的演劇發展情形。自1���年�月日中戰爭爆發前後，宛如寒冬

般蕭條的臺灣音樂、演劇界，在1�41年4月的臺灣皇民奉公會設立之後，即使為所謂的統

制而侷限，但是仍緩緩出現一線生機。然而，相對仍有少數可追尋蹤跡的資料與前行研究

的演劇，本時期的音樂研究可說是近乎一片空白 
�0

。因此，以《日記》為基礎而稍獲解明的

呂赫若的音樂活動，反而可以視為是得以填補此空白期的線索。

歸臺之後呂赫若的音樂活動，主要可分為評論活動，與臺北放送局所播放的聲樂活動

為主。為求能略觀同時期之音樂狀況，因此在本節中將先討論發表時間實際上較遲的呂赫

若之評論活動。

目前能確知為呂赫若所執筆的音樂評論有〈臺灣音樂廣播的意義〉、〈音樂廣播再

論〉、〈音樂的文化性〉�篇 
�1

。〈臺灣音樂廣播的意義〉發表於1�4�年�月��日《興南新

聞》第4版學藝欄的「生活與文化  短評集」專欄。在�月�0日的《日記》中記有「應天賞

氏的要求，興南新聞上匿名執筆『臺灣音樂廣播的意義』，寄送之。」可知以「土角山」

為名發表的此文作者實為呂赫若。

其內容是關於�月�5日晚間由第二放送所播放的臺灣音樂「八音」，「一般大眾因為

暌違已久所以會很高興吧。然而我們卻不能如此」，「臺灣音樂改革向上的問題」不能

「只是把旋律用現代的樂器吹出來即可」，「必須使臺灣音樂具有現代性意義不可」。

「在這層意義上看來，透過第二放送對未熟的臺灣音樂不屈不撓的播放，催動現代人知性

上的不滿，再催生出色的臺灣音樂。正因為向來的臺灣音樂缺乏現代人的知性思維，因此

��  管見所及者雖有高砂夫〈臺灣電影界的諸問題〉，《臺灣公論》1�4�.�，頁��-�4；武藤曉三〈活用各電
影院、劇場的能力〉，《臺灣公論》1�4�.1�，頁�5-�6等等，但皆未超越前揭松居〈臺灣的演劇〉。

�0  在演劇方面的先行研究，除了前揭呂訴上的《臺灣電影戲劇史》之外，另有邱坤良《日治時期臺灣戲
劇之研究》（臺北：自立晚報，1���），然其論述並未超越呂的範圍。音樂方面則有楊麗仙《臺灣西洋
音樂史綱》（臺北：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1��6）、許常惠《臺灣音樂史初稿》（臺北：全音樂譜出版
社，1��1）、陳碧娟《臺灣新音樂史》（臺北：樂韻出版社，1��5），雖有提及戰前的臺灣音樂史，然
而並未觸及關於1���年以後臺灣傳統音樂的彈壓以及其後的音樂統制。於本文之後將述及的《臺北文
物》4卷�期（1�55年�月）中，所刊載的相關論文可以說是唯一的先行文獻。

�1  �篇之中有�篇以筆名執筆。雖不排除其於《臺灣藝術》等雜誌中以其他筆名發表文章的可能性，但目前
尚無法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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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改革。」主張為了達成臺灣音樂改革，廣播所佔有的重要性。

〈音樂廣播再論〉也是以土角山為筆名，在同年�月��日的《興南新聞》第4版所發表

的。內容仍是說明臺灣音樂廣播的意義，反覆陳述「倘若『臺灣音樂廣播』只是為了取悅

本島人大眾的懷舊之心也就罷了，若希望能多少具備今日的文化性格的話」，就得播放最

高水準樂團的音樂之主張。

由上述兩篇延伸發展而成的，是1�4�年�月1�日的《興南新聞》第4版以呂赫若之名所

發表的評論〈音樂的的文化性〉。相較於前兩篇是在極短的專欄中發表，以「音樂時言」

為題的這篇文章結構相當完整，可以說是了解呂赫若音樂觀的貴重資料。

首先，呂赫若在文章開頭對於「名之為『新』的臺灣音樂運動」，指出如下兩種模

式：希望「有效利用固有的樂器，演奏今日的歌曲」，以及「以今日的樂器演奏舊有的

歌曲，而賦予其某種現代性意義」。呂赫若認為「在『健全娛樂』的名目之下，堂而皇

之的以臺灣樂器演奏內地流行歌，藉此創造新臺灣音樂文化」具有危險性，如果這樣的想

法一旦普及「很可能阻撓音樂的健全發展，更無法達成音樂作為國民性、地域性文化的成

長」。

接著呂赫若解釋文化與生活的關係，極力主張「為了使音樂被稱為是正確的音樂文

化，應與我們現在的生活緊密結合，並且非得成為我們生活理想的直接反映不可。正因

此，音樂才會是國民性的、地域性的」。更進一步，在音樂文化與健全娛樂的關係方面，

仍力說「如果音樂是對於社會能具有價值有所貢獻，並不只是因為音樂是健全的娛樂、

清新的休閒，更是因為其作為文化與我們的生活習習相關，由生活中誕生，足以鼓舞生

活」，強調音樂與生活的結合。

然而，音樂要如何與生活結合呢？對此就算是一味使用臺灣樂器、臺灣旋律也是徒勞

無用的，因為「音樂可說具有在混沌的感情生活中帶來秩序與美的知性作用力。實際上正

是因此而非得具有文化性意義不可，今日的新臺灣音樂也必須摒棄我們卑俗的情感生活，

如果不以在現代人生活中複雜多歧的知性為對象的話，在此將不具有文化性的意義」，

因此主張若相關人員的音樂性文化教養無法提升，則「表現出現代人特質是一件困難的

事」。

（二）新臺灣音樂運動
上述�篇音樂評論反覆提出近乎相同的主張，為了對此有所理解，必須先說明評論發

表之背景—新臺灣音樂運動。1�40年山田耕筰於日本提倡「國民音樂的樹立」，不久

後，此議題擴及全樂壇，而發展至1�41年大政翼贊會文化部提出音樂新體制之方針—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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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融合國樂、西樂的日本音樂，與非藝術至上主義的國民生活文化音樂 
��

。臺灣亦為內地動

向所牽動，41年4月組成臺灣版大政翼贊會之皇民奉公會，�月設置了前述由演劇、音樂、

電影與其他的4娛樂小組所形成的娛樂委員會。在之後的臺灣關於音樂統制的細節雖情況

不明，但以新聞記事為線索的話—1�4�年11月組成臺灣音樂文化協會、1�4�年11月則組

成臺灣音樂奉公會，不斷的經歷改組和改稱，可看出其企圖擴充組織之貌。並且在其指導

之下，於各地組成音樂奉公會，舉行演奏會活動，推動國民齊唱運動，一場可說是為「國

民音樂」臺灣版的「新臺灣音樂運動」似乎在當時的臺灣啟動 
��

。

在《臺北文物》所刊載的〈音樂舞蹈運動座談會〉 
�4

是透露當時臺灣音樂狀況的重要

戰後資料，座談會中談及新臺灣音樂，說明是「採用臺灣的音律，來歌唱日本的音樂」、

「提倡人是三宅」等。另一方面，呂赫若於〈音樂的文化性〉一文中所言之以西洋樂器演

奏臺灣音律似乎也可稱之為新臺灣音樂。所謂的提倡者三宅應是指經歷臺南警察署長、

高雄州警務課長，後擔任臺灣演劇協會專務的三宅正雄 
�5

。水野謹吾〈新臺灣音樂運動前

史（一）∼（五）〉 
�6

中指出，新臺灣音樂運動是由憂慮臺灣音樂的禁止將使得藝旦失其

「藝」而成為「賣笑婦」的三宅，在臺南警察署長時代所著手進行的。臺南師範學校校長

本田乙之進、同校音樂教員清野健也加入此一運動，其對象也由藝旦轉移至其教導者之樂

師，並曾於1�40年5月召開講習會。

臺灣音樂自1���年日中戰爭爆發以後，與被視為「標榜敵對國家思想」的演劇一同

遭到全面性彈壓禁止的事件經過，在本章第二節處已引用竹內的文獻詳述之 
��

。之後在演劇

方面，借由官方主導的皇民化劇之名，民間的舊歌仔戲、新劇得以復活，但不久後仍逐漸

受到官方統制；在音樂方面足以與皇民化劇匹敵的大概就是新臺灣音樂吧。由警察主導發

祥於臺南的新臺灣音樂，自1�41年4月的皇民奉公會與�月的娛樂委員會組成後，逐漸發展

為全島規模的運動。《臺灣時報》所連載的〈臺灣日誌〉，於1�41年�月14日的記事中記

載「改革臺灣音樂  加入大量的日本色彩以求本島人的思想導善」。且主要提倡者三宅於

1�4�年�月加入臺灣演劇協會一事，也對運動的強化有所影響。

在此，不容忽視的是，臺灣皇民奉公會的文化介入所具有的雙面意義。臺灣皇民奉公

會傳承具有濃厚納粹文化政策色彩的近衛新體制—大政翼贊會的特性，以「娛樂」指導

��  戶之下達也〈戰時體制下的音樂界〉，赤澤史朗、北河賢三編《文化與法西斯》，日本經濟評論社，
1���年，頁�1-1��。

��  《興南新聞》1�4�.11.10（第�版）；《臺灣新聞》1�4�.�.�（第4版）、1�4�.�.5（第4版）；呂泉生〈音
樂隨感〉，《臺灣時報》�0�號，1�45.�，頁40-4�。

�4 《臺北文物》4卷�期，1�55年�月，頁5�-6�。
�5 關於三宅正雄之經歷，參考《臺灣關係者名簿》愛光新聞社，1�5�。
�6  水野謹吾〈新臺灣音樂運動前史（一）∼（五）〉，《興南新聞》1�4�.6.16-�1（第�版）。清野健〈關
於新臺灣音樂運動〉，《臺灣時報》1�4�年�月，頁��-10�。

�� 前揭竹內〈臺灣演劇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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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名積極地介入文化活動。此一介入，對於1���年日中戰爭爆發以來宛若寒冬蕭條的臺灣

文化界而言，是在被施以負面機能的統制同時，也獲得促使文化界復活的正面契機 
��

—至

少給予了其復活的藉口。關於此時期的狀況，據音樂家呂泉生的回想 
��

，「那時日人是標榜

皇民化運動，鼓吹戰爭藝術，可是尊重鄉土藝術，因為鄉土藝術它與生產、勞力、老百姓

情感息息相關，在此矛盾的縫隙裡，本省音樂家、演劇家、文藝工作者，藉以發洩民族情

感」。此一回想一語中的道出在文化統制背後的納粹價值觀，以及同時欲藉此努力確保活

動空間的臺灣人藝術家的堅毅。

巧妙地利用臺灣皇民奉公會的文化（娛樂）介入的兩義性，試圖開啟擴大僅有之活動

空間的嘗試，不久後在1�4�年�月《閹雞》的上演開花結果。關於可說是文學、音樂、演

劇各領域成果之集大成的《閹雞》公演，其在戰前臺灣文化史所具有的意義，將留待稍後

演劇一節再行討論。

（三）臺灣放送協會第二放送
先就當時的音樂狀況加以了解之後，再回到呂赫若的音樂評論，則能夠輕易地理解到

其評論是對於作為新臺灣音樂運動一環的臺灣音樂廣播的批評。透過高舉「健全娛樂」、

「文化性意義」等不容質疑的時代大旗，實際上從事的卻是對於新臺灣音樂運動的水準低

落予以批判，此舉可看出評論家呂赫若十足的批判力道，令人深感興趣。

同時呂赫若亦強調音樂廣播的重要性。在臺灣，廣播不僅是1���年1�月由臺北放送局

的設立而展開的新興媒體；亦是自1���年的日中戰爭與1�41年太平洋戰爭的開戰以後加入

收聽的人數迅速增長，與時局有深厚關連的媒體 
40

。在日中戰爭開始之時，為求達成時局的

徹底認識與詳盡宣傳國策之重點目標，而著手強化包含閩南語在內的新聞節目，並且為求

日本語的普及而新設「國語普及講座」。然而，受到皇民化運動的影響，臺灣音樂的廣播

次數、時間卻大幅縮減 
41

。

呂赫若在文中大力強調其意義的第二放送，是以「提高本島人大眾的時局認識，致

力於對他們的啟發宣傳，以求有助於國策」為目的，於1�4�年10月開始的。播放時間相對

於以日本人為對象的第一放送每天播放11小時4�分鐘，第二放送雖然僅有短短的�小時45

分鐘，但是如果考慮到內地的日本放送協會在太平洋戰爭開始的同時中止名為都市廣播的

第二放送之事，這說不上長的三個多小時仍是值得注目的。第二放送的內容除了以閩南語

��  1�40年11月長谷川清就任臺灣總督，以及41年臺灣皇民奉公會設立時期開始，始於1���年的皇民化運動
有漸次緩和之勢亦可見黃昭堂《臺灣總督府》（教育社，1��1年），頁��。

�� 呂泉生〈我的音樂回想〉，《臺北文物》4卷�期，1�55.�，頁�4-��。
40 《放送資料集臺灣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0世紀放送史編輯室，1���，頁1��。
41 前揭《放送資料集臺灣放送協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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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平易日本語為主的「報導」之外，尚由「國語普及講座」、「時事解說」，演藝、音樂

等所構成。在皇民化運動下強力推行日本語使用的情況中，以「為了取得臺灣人對於戰爭

的協力，而無法再等待『國語普及』」 
4�

為理由，而以閩南語廣播一事，可說是令人感到諷

刺不已。透過這樣的第二放送，臺灣音樂也得以復活，能夠獲得廣播。順帶一提，1�4�年

度共計有4�回���小時的臺灣音樂廣播，1�4�年度在放送時間上劃時代地延長為共計��1回

41�1小時。 
4�

然而，呂赫若與第二放送的關係不僅止於此。呂赫若自身亦以歌手之身分，或獨唱

或擔任歌唱指導，參與軍國歌謠廣播等音樂節目。雖然無法掌握其具體活動，然而僅透過

《日記》中的記載，亦可列舉出1�4�年的國軍歌謠廣播獨唱（�.10）、音樂劇「白鹿」獨

唱（�.��）、廣播歌唱指導（10.��、�5、��），1�4�年則有獨唱廣播（1.�6）、合唱「海

路東征」高音部獨唱（�.1�）、廣播歌唱指導（4.6、4.10）、義大利歌謠「我的太陽」獨

唱（5.11）、軍國歌謠獨唱（6.�4）等 
44

。

關於呂赫若之所以開始放送局工作的原因雖無從得知，但如同《日記》中「來自中山

氏的限時信件，委託廣播一事」之記載，可知應是同為《臺灣文學》同人、任職於臺北放

送局的中山侑的關係。由於中山侑在演劇方面亦是與呂赫若有重要關係之人物，因此將留

待演劇一項詳述之。

以上，從評論活動與臺北放送局第二放送為中心的聲樂活動二方面，概觀了呂赫若的

音樂活動。這些活動與戰爭時期的文化統制之間的深刻關係可謂昭然若揭。令人感到諷刺

的是，在日本近代史中，再無其他時期，如同此時為政者對於「文化」展現出如是重視、

議論甚而欲以統制之時期。若再將殖民地背景一併考量，可知在此極限狀況下的文化活

動，絕不可能脫離政治性而存在。就呂赫若而言，其絕非自發地參與文化統制，但在如此

情況下仍打算持續參與活動的話，將必然面對或多或少的矛盾。次節將敘述呂赫若所遭逢

之阻礙與苦難。

4� 前揭《放送資料集臺灣放送協會》，頁��。
4�  前揭《放送資料集臺灣放送協會》，頁��、11�。然而，這指的是傳統臺灣音樂，或是所謂的新臺灣音樂
則不詳。

44  朱家慧〈藝術追求或社會責任？—從〈順德醫院〉看戰爭末期呂赫若的藝術觀〉（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主辦，「臺灣文學研討會：臺中縣與作品」，�000.�.�5，預定發表），其中所附錄的「戰時呂赫若的音
樂活動一覽表」有更為詳細的列表整理。在此感謝朱家慧女士提供尚未發表之原稿。譯者按，即朱家慧
日後正式發表的〈藝術追求或社會責任？—從「順德醫院」及其樂評看呂赫若的藝術觀〉，《文學臺
灣》�5（�000.�），頁�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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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呂赫若在臺灣的演劇活動

（一）劇本的寫作
歸臺後的呂赫若可藉由《日記》的記述了解其自6月起逐漸展開演劇活動之貌。嘗試

整理其主要的活動，可歸納為如下4點：（1）以《結婚圖》為代表的劇本寫作；（�）於

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的業務；（�）評論活動；（4）加入厚生演劇研究會。以下則

就各項分別詳述之。

歸國前後的呂赫若熱衷於劇本寫作一事，如同本文第二節（一）所述。然而，究竟其

所執筆、完成的劇本為何？目前尚未見其執筆之劇本存世。唯以《日記》等紀錄為線索的

話，可知至少執筆、完稿了以下（1）∼（�）的劇本 
45

。

（1）獨幕劇《百日內》（1�4�.4.1�完稿）

（�）大眾劇腳本《結婚圖》（1�4�.�.1�完稿）

（�）廣播劇《林投姐》（1�4�.1�.��完稿）

（4）《高砂義勇隊》（1�4�.1.��完稿）

（5）廣播劇《演奏會》（1�4�.�.4完稿）

（6）腳本《日本兒女》（1�4�.4.16完稿）

（�）人形劇腳本《源義經》（1�4�.6.16完稿）

（�）廣播音樂劇《麒麟兒》（1�4�.6.�完稿）

其中，見諸於《日記》所附親筆作品年表的僅有（1）、（�）、（�）、（5）的4部

作品。

關於（1）《百日內》，在1�4�年�月發行的《臺灣文學》�卷�號的「編輯後記」

中，有署名中山侑的以下發言。「此外尚有呂赫若的劇本《百日內》與小林洋君的《燒炭

人》，因次號預定為劇本特輯因而在此割愛。臺灣也該是出現像樣劇本的時候了，在這層

意義之下，敬請期待次號的劇本特輯」 
46

。然而，實際上在次號的《臺灣文學》�卷4號中，

所刊載的劇本僅有中山侑的《流雲》，而未刊登呂赫若、小林的劇本。呂赫若轉而發表小

說〈風水〉。之後關於《百日內》的記載也不見於《日記》中。何故《百日內》並未在

《臺灣文學》上刊載？又，為何不僅《百日內》，其他劇本亦全數未於雜誌中發表呢？

45  此外於1�4�年�月�6日的《日記》中雖有受明光新劇團委託編寫腳本之記述，但後續細節不明。《源義
經》執筆時間較《麒麟兒》為先。

46 中山侑「編輯後記」，《臺灣文學》�卷�號，1�4�.�，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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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常可見刊載中山侑、林博秋、簡國賢等之戲劇作品，只要呂願意亦絕非無法

刊登，此點令人極為困惑。

關於（�）《結婚圖》除了《日記》以外，於同年10月所發行《臺灣文學》�卷4號的

〈臺灣文學往來〉 
4�

中，記述呂赫若的消息為「受演劇協會之委託，已完稿新劇腳本『結婚

圖』」。關於臺灣演劇協會設立經過及業務內容如本章第二節之（三）所述，其中亦曾提

及臺灣演劇協會對於由劇團所提出的腳本進行檢閱，但因腳本數量不足，因此協會本身透

過「懸賞募集，對於在臺作家的委託，對於內地作家的商談依賴」等方式，準備了「數百

本」的腳本 
4�

。對呂赫若的委託應該也是屬於這委託事業的一環。

1�4�年�月16日的《日記》記有「收到臺灣演劇協會的腳本執筆委託狀，大約百頁左

右」。�月4日動筆，1�日完成1幕�場共�4頁的《結婚圖》後，14日協同張文環拜訪協會，

將原稿交給主事的竹內治。雖然並無與腳本內容相關的記載，但由不到10日即完成�4頁的

速度，及《結婚圖》的題名來推測，應該是以同年�月1�日構想、4月��日動筆、在歸臺之

前的5月�日為止所執筆的《聘金》為原型。再者，呂赫若在執筆《結婚圖》之前曾撰寫評

論〈新劇與新派〉 
4�

。透過其評論中給予日本新劇之「極力追求寫實主義」以高評價加以推

測，恐怕《結婚圖》也是這樣寫實主義的演劇吧。

《結婚圖》稿費為�0圓，相較於之後所加入的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之月俸150

圓，待遇並不差。（附帶一提，《臺灣文學》由於是同人雜誌而無稿費。）執筆期間的�

月�日《日記》中，記述「演劇協會希望自己能擔任理事」，或許正因此協會才委託其執

筆。然而，正如在本節（二）中也將觸及的，呂赫若有意與臺灣演劇協會保持距離，拜訪

竹內時也展現了如「拿到歌舞秀的劇本但沒時間改寫」（1�4�.�.14）的冷淡態度。《結婚

圖》實際上演與否不得而知，此後演劇協會也未曾再委託執筆了。

（4）《高砂義勇隊》以及（6）《日本兒女》是作為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的業

務而寫的。呂赫若於1�4�年1月�0日入社，由《日記》中所記載「新劇工作，月俸�5圓」 
50

（1.�0）、「會社內異動，編劇部只有我一人」（4.��），可推測在會社中呂赫若的工作

為劇本編寫。如前所述，這兩篇作品皆未寫入親筆作品年表中，關於《高砂義勇隊》除

了頻頻表示「無聊」（1�4�.1.��、1.��）的感想之外，完稿之後也有「就當作是統制會社

新劇部的作品」之記述。關於《日本兒女》，雖在1月�0日「得到新靈感」但卻「停滯不

前」（�.�），結果是在4月16日終於交給上司等等，可以看見其執筆意願低落之貌。此兩

篇作品是否上演，情況不明。關於臺灣興行統制會社則將於下節再次提及。

4� 〈臺灣文學往來〉，《臺灣文學》�卷4號，1�4�.10，頁11�。
4� 前揭松居，〈臺灣演劇之我見〉。
4� 《興南新聞》，1�4�.�.�（第4版），關於其詳細內容參照本章第四節之（三）。
50 根據《日記》所附的金錢出納錄，1月的月俸為��圓，�月以後約為150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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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林投姐》與（5）《演奏會》，根據作品年表記載，分別於1�4�年1�月�0

日與1�4�年�月1�日，由臺北放送局第二放送播出。根據同年�月1�日《興南新聞》第4版

的廣播專欄，《演奏會》是作為「青年劇」而播放，登場人物有蔡博士夫人、王氏瓊珠、

中村千鶴子等 
51

。關於（�）〈麒麟兒〉雖然在《日記》中僅寫道「自作廣播劇『麒麟兒』

的播放」（1�4�.�.4），但仍然可以透過同日的《興南新聞》第4版廣播專欄，確認其為臺

北放送局第二放送所播放的臺語廣播劇。如本章第三節之（三）所論，呂赫若相當積極地

以臺北放送局第二放送作為其音樂活動的媒介，而這在演劇方面也可以看見相同的情形。

根據1�4�年版的《演劇年鑑》，可知廣播劇是日本演劇活動中的重要類別 
5�

。特別是在

1�4�年度創作文藝正式地進入播放企劃中，除了有尾上菊之助、水谷八重子的頂級演員參

與演出之外，移動演劇的中心劇目之真船豐的《狸》以及獲得第一回情報局公開募集國民

演劇編劇總裁賞的《耕種人》的播放等等，藉此也可明顯看見廣播劇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第二放送是為「以啟發本島同胞為基調」，而由臺灣放送協會於1�4�年10

月10日特別創立的，也可說是臺灣文化戰的關鍵之一。更進一步，在1�4�年1月�4日誕生

了「放送青年劇團」，《演奏會》正是由此一劇團所播放 
5�

。雖然放送青年劇團的細節難以

得知，但《臺灣公論》的「廣播時評」曾表示對於第二放送青年劇之如下意見：「似乎是

由農村青年擔任演出，但既然要達成示範目的，就應該使用所謂的放送劇團，盡量使青年

劇也達到完美的境界」 
54

，或許是這樣的意見促成了放送青年劇團的誕生。此處所謂廣播劇

的負責人，同時也是青年劇的主要指導者即是臺北放送局的中山侑。也許是透過中山的關

係，呂赫若也與第二放送有所關聯 
55

。

並且，值得注意的是呂赫若所使用的語言。在1�4�年1�月發行的《臺灣公論》中，揭

載了第二放送的放送劇原稿募集之記事，關於其內容與語言被指定為「第二放送是以本島

民大眾為對象，以本島語及平常簡易之國語所播放的，盡可能以平常簡易的表現描寫取自

本島的題材」 
56

。據此可知，以閩南語執筆不僅被允許、甚至是被需求的。然而根據廣播專

欄可知呂赫若是以日本語執筆閩南語劇《麒麟兒》，再經由他人翻譯為閩南語 
5�

。對呂赫若

而言閩南語為其母語，並且若是「平常簡易的表現」的話應該也毫無困難，即使如此仍舊

以日語執筆，或許反映出作為日本語作家的呂赫若的執著吧。

51  在國立臺灣大學及臺灣協會所藏之《興南新聞》微卷中，1�4�年1�月�0日為欠號，因此無法就《林投
姐》的播放進行確認，但應是根據同名之歌仔戲改編潤色而成。

5�  南江治郎〈廣播劇〉，日本演劇協會編纂《演劇年鑑  昭和1�年度版》，東寶書店，1�4�，頁1�1-1�5。
5� 前揭《放送資料集臺灣放送協會》，頁�04。
54 東太郎〈廣播時評〉，《臺灣公論》，1�4�.1�，頁�1。
55 前揭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15�-1��。
56  〈能夠在第二放送廣播之廣播文藝原稿依如左條件募集〉，《臺灣公論》，1�4�.1�，頁�6。
5�  例如《興南新聞》（1�4�.�.4）的廣播專欄，記載「廣播劇（臺灣語）《麒麟兒》（呂赫若作，王雲峰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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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文學、音樂、演劇的交融對呂赫若而言也是重要的課題。《麒麟兒》在《日

記》中被稱為廣播音樂劇，透過這樣的命名也許透露出這是音樂性要素比重甚大的作品。

假若呂赫若亦擁有使用音樂的決定權，那這正是幾近於呂赫若在歸臺之前所夢想之「文學

與音樂的融合點」的演劇。究竟呂赫若所使用的是何種音樂，此事令人深感興趣。遺憾的

是，「廣播專欄」簡短的記載中並未言及所使用的音樂。或者由於是閩南語劇之故，其使

用的也是臺灣音樂也說不定。於本章第三節之（一）所觸及的音樂評論〈音樂的文化性〉

也是在《麒麟兒》播放之後所寫的，二者之間是否有所關聯呢 
5�

？正因為這是《日記》中所

能確認的最後的劇作，因此格外啟發許多聯想。

（�）《源義經》並非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的業務，而是在小西園人形劇團謝得的委託

之下所執筆的。關於此劇本的執筆，呂赫若明言是為「金錢需求的交易」（4.1�）。謝得

是新人形劇第二挺身隊的隊長，與呂應是因為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的工作而結識。實際上，

無法確定《源義經》後來是否為第二挺身隊所演出，惟小西園與新國風兩布袋戲團演出日

本的時代劇之事在眾多資料中皆可見，《源義經》也是這樣的演出節目之一的可能性很

高 
5�

。

以上，簡單地介紹了在《日記》中記載的�本劇本。由於文本已不復見，只能從周邊

事項試圖勾勒確為一大憾事，然而若考量此一時期臺灣演劇史的資料空缺的話，本文藉著

《日記》的分析，多少得以詮釋戰爭時期演劇活動的某一面向，這是值得慶幸的。

然而在1�4�年6月的《麒麟兒》以後，關於劇本寫作的記述不復見於《日記》之中。

若考慮到歸臺之前呂赫若對於演劇的熱情，在1�4�年夏天前後對於演劇態度的轉變著實令

人不解。關於此問題，將與其他因素在本章第五節結語中一併討論。

（二）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的入社
呂赫若於1�4�年1月�0日加入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此會社如同本章第二節之

（三）所論及的，是為了表演界的一元統制而由警務局保安課所設立的，與臺灣演劇協會

一樣在臺灣的演劇統制中佔有重要位置 
60

。將這項工作介紹給呂赫若的則是中山侑 
61

。

關於中山，由於之前已數度出現過他的名字，在此將根據中島利郎所作的〈中山侑

5�  《麒麟兒》的廣播是在1�4�年�月4日，〈音樂的文化性〉之刊載則是同月1�日。對於《麒麟兒》使用音
樂的不滿，可能和在〈音樂的文化性〉中對於新臺灣音樂的負面評價有所相關。

5�  前揭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0、頁41�-4�0；李天祿《戲夢人生—李天祿回顧錄》，臺北：
遠流出版，1��1，頁�5-��。

60  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的業務範圍不僅有演劇，尚包括電影及演藝，如同在本章第二節之（三）所
論及者。

61  在《日記》（1�4�.1�.�4）中記有「拜訪中山氏，在他的介紹之下與興行統制會社的豐島氏交換關於入社
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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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年譜〉 
6�

，簡單說明其生平經歷。中山侑於1�0�年出生臺北，是所謂的「灣生」。臺北

一中、臺北高校、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畢業。學生時代即從事與詩、短歌、新劇相關的

活動。在居留日本一年半後返臺，自1��4年起從事臺灣警察協會發行的《臺灣警察時報》

編輯工作。似乎於1���年左右轉至臺北放送局工作，然此後仍數度於《臺灣警察時報》發

表文章。透過張文環的回想可知，1�40年1月《文藝臺灣》創刊時，中山侑亦曾以編輯委

員的身分參與創刊，之後與西川滿決裂，而成為《臺灣文學》的同人。中山一面任職於臺

北放送局，同時也隸屬於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健全娛樂指導班，位居青年演劇運動的核

心。也由於長時間參與《警察時報》工作，因此具有與警務保安課管轄的臺灣興行統制會

社之間的人脈，而這應該也與呂赫若的就職斡旋一事相關吧。

呂赫若受臺灣演劇協會的委託而編寫《結婚圖》劇本，此事已如前所述。除此之

外，從返臺到加入興行統制會社的半年間，呂赫若或指導新莊街的演劇挺身隊的造型（

1�4�.�.1�），或受聘為青年道場所主辦的「演劇指導者講習會」之講師，可以從《日記》

中看見呂赫若在臺灣的演劇活動上以各種形式與統制方面密切相關，在此也頻頻可見中山

侑的名字出現其中，這也許是與廣播劇的場合一樣，透過中山侑的人脈，開始從事在臺灣

的音樂、演劇活動。

或許是為了在這類活動中獲得認可，透過《日記》可以看到自1�4�年10月前後開始，

有加入臺灣奉公文化部的風聲出現。10月10日至興南新聞社與文化部長林貞六（呈祿）會

面，之後似乎有更進一步關於待遇方面的具體交涉，到了11月1�日「前去興南新聞社與林

貞六氏會面，加入文化部之事因為音樂協會的成立而沒有事情做，他說當事務員太委屈所

以加入演劇協會吧，真是令人困擾」。從字面上來判斷，在文化部的工作應該也是與音樂

相關。對於演劇亦懷有企圖心的呂赫若會對加入演劇協會感到困擾，這大概是因為此時正

與中山侑、王井泉等計畫創立演藝會社，為了避免與演劇協會之間的衝突所致。

關於此時期呂赫若等人所計劃成立的演藝會社，其詳細情形無從得知，似乎是以臺灣

映畫株式會社社長謝火爐為資助者，呂赫若自11月1�日起至臺灣映畫株式會社工作，編寫

演劇的組織大綱、劇團的預算案。然而，1�月後由於出資問題與謝火爐意見相左，到了1�

月�日「最後，大家一致決議會社與劇團的經營拒絕謝火爐氏的提攜，劇團活動也暫時中

止」。呂赫若在此期間似乎也暫緩了對於演劇協會入會的回覆。之後在中山的介紹之下，

出現了加入興行統制會社的可能性，結果於1�4�年1月�0日入社。

究竟為何捨棄演劇協會而選擇興行統制會社，雖然原因不明，但是由於在入社前曾與

會社方面討論相關條件，是其提供的條件優於演劇協會也不一定。亦或者是由於演劇協會

6�  中島利郎編〈中山侑著作年譜〉，《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  第5卷》，綠蔭書房，
1���，頁5�5-60�。關於中山的研究近來難見開展，中島之作可謂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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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松居桃樓、竹內治這些與《文藝臺灣》往來密切的人脈所構成的。在此如同在本章第

四節之（一）所提及的，可以看出呂赫若希望與演劇協會保持距離，然而其具體理由則不

得而知。只是不論呂赫若的意向為何，不論是臺灣演劇協會或是臺灣興行統制會社，對於

作為演劇工作者，呂赫若的經歷實力的評價皆是被肯定的。

加入興行統制會社之後，呂赫若除了執筆前述的腳本之外，也參與新劇座談會的舉

辦（1�4�.�.15），劇團巡迴（�.�0），擔任新劇聯合會社的設立委員（�.�4），旬報的編

輯（�.16）等相關業務。然而，至4月底卻演變為「即使去上班也沒有工作，令人困擾」

（4.��）的情況，自�月開始頻頻透露出對會社的不滿，甚至考慮「打算辭職回鄉下」（

�.10）。再者，於此前後與演劇相關的記述也自《日記》中消失無蹤。從�月下旬開始，

至今為止未曾闕漏的《日記》也僅存顯目的一片空白。之後，經歷了轉調企劃部社報編輯

的人事異動（1�4�.�.10），於1�44年�月11日加入臺灣新報社。至於何時辭去興行統制會

社之職務，則不得而知。

以上是環繞著株式會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的事件經過。在1�4�年前半對於演劇活動的

顯著熱情至1�4�年夏天突然地消失殆盡，其中與在興行統制會社的業務有何關聯，關於這

點將留至稍後考察。

（三）評論活動
歸臺後的呂赫若以《興南新聞》為主要媒體，廣泛地從事演劇、音樂、美術 

6�

的評論活

動。目前與演劇相關者確認有以下4篇評論。此4篇評論皆刊載在《興南新聞》第4版的文

藝欄。

（1）〈農村與青年演劇—關於皇奉臺北州支部腳本集〉《興南新聞》1�4�.�.�0

（�）〈新劇與新派〉《興南新聞》1�4�.�.�

（�）〈阿里山（雙葉會的公演）〉《興南新聞》1�4�.�.1�

（4）〈演劇教養的必要〉《興南新聞》1�44.�.��

以下個別說明之。

（1）〈農村與青年演劇—關於皇奉臺北州支部腳本集〉（1�4�.�.�0）可說是由皇

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所刊行的《青年劇腳本集》的書評。呂赫若先是以高昂的情緒拉開文

章的序幕，「在今日的情勢之下，關於青年演劇的問題已經不是任人七嘴八舌發表意見的

時期了；眼前最重要的是盡快在地方組成青年演劇團，加緊腳步的去實現。」接著則將論

6�  美術評論如〈參觀臺陽展—生命與技術的持續磨練〉，《興南新聞》，1�4�.5.�（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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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轉向與可供青年劇演出之腳本不足問題，強調《青年劇腳本集》出版的意義。之後回到

《青年劇腳本集》，說明即使缺乏指導者也必須繼續活動的地方青年團之特殊性，並且為

了收錄的劇本中缺乏實際演技指導的內容感到惋惜。

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是於1�4�年6月發行《青年劇腳本集》。其中收錄吉村敏《光

榮歸來》、根室千秋《土》、小林洋《馬度泥》、名和榮一《蜜柑》、濱田秀三郎《出征

早晨》、中山侑《山頂的房屋》、《軍國爺》�篇劇本。如同呂赫若亦提及的，以中山侑

為首的執筆者大多是《臺灣文學》的同人，據呂赫若所言，是將原本《臺灣文學》的規

劃移至皇民奉公會本部而實現。在《臺灣文學》1�4�年�月所發行的�卷�號中組成以「娛

樂」為題的特集 
64

，由瀧澤千繪子、山田新吉、張星建、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娛樂指導

班，與中山侑從各自的立場一一報告關於青年劇運動的情形。

有關青年劇已於本章第二節之（三）中簡略提及，由於在了解呂赫若的演劇觀時，青

年劇是重要的線索，因而在此稍加補充說明。青年劇是由青年團演出的素人劇，在1���年

前後規模初備，1���年6月以後接受總督府文教局的指揮監督，成為皇民化劇之一支而普

及，其普及的背後有著因臺灣音樂、演劇的禁止，民眾之娛樂管道欠缺的因素。1�41年�

月臺灣皇民奉公會娛樂委員會設立後，負責各州廳皇奉支部的指導、指導班的組成、青年

劇指導者講習會的主辦等等 
65

。據瀧澤千繪子的報告，高雄市東園青年團是在「傳達作為皇

民的正確理念與強健力量，培養情操，在歡喜與力行中生活等，以上正為青少年教育的重

要關鍵。—因此，將青年劇加入課程⋯⋯不只是口頭上的國語，透過身體整體的國語訓

練，使其體會日本精神，在此旨趣之下」創立了青年劇研究部，從1�41年�月起歷經�個月

的「積極排練」，在�月�6日舉行中山侑作《廣播之家》、小林土志朗《南島的早晨》、

與瀧澤千繪子《日本國旗下》之日夜兩回的公演。1�4�年�月也舉行了共有�個青年團參與

的青年劇發表會 
66

。更進一步，在臺北州有青年劇所組成的挺身隊，被派遣至州下的農村與

山村 
6�

。

從以上考察之內容可知，在臺灣的青年劇運動，明顯是以日本的素人演劇運動或者移

動演劇運動為範本。在1�41年�月的《國民演劇》創刊號，正如在田鄉虎雄文章內容「素

人演劇、農村劇、公共劇、移動演劇，或者更正式的說國民演劇⋯⋯名稱繁複多樣的演劇

運動，近來聲勢高漲，呈現出彷彿是流行風潮的光景。然而，素人演劇是什麼？農村演劇

是什麼？公共劇與移動劇的差異何在⋯⋯像這些回到演劇基本理念的問題，根本沒有人可

64  瀧澤千繪子、山田新吉、張星建、皇民奉公會臺北州支部娛樂指導班、中山侑〈娛樂〉，《臺灣文學》�
卷�號，1�4�.�，頁165-1��。

65 前揭中山〈青年演劇運動〉。
66 前揭瀧澤〈娛樂〉。
6� 前揭中山〈青年演劇運動〉、〈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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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簡單明瞭地說清楚」 
6�

，可知素人演劇與國民演劇大約是在同一時間彼此相互關連而興起

的演劇運動。關於此點，菅井幸雄說明其為在「傅立茲 
6�

的『納粹德國的演劇統制』中所強

力主張的，有別於商業演劇以外的劃時代的國民演劇即將誕生」之1���年�月左右，被全

力推進之國民演劇連盟之力量影響所致。而在演劇界內部開始動作的同時，內務省也開始

為了「演劇的淨化與統制」，而進行「以給予農村娛樂為目的」推行「態度健全並且入場

費便宜的農村劇普及」、「鄉村戲劇的淨化」、「巡迴演劇的組織」等等的指導 
�0

。

關於素人演劇與移動演劇的不同之處，伊藤熹朔認為素人演劇「雖然有素人演劇、自

主演劇、厚生演劇、及其他種種新穎的名稱，總之就是素人戲劇，就是由非職業演員而是

純然的素人來演出的戲劇」。與此相對的移動演劇「因為是職業演員的集合體，所以非具

有演技的規格不可」，並且相對於其名之為「巡演各地」的移動演劇，「素人演劇是一種

地點與職業都固定的友人之間的戲劇」。不過這兩者皆是建立於「廣泛的國民文化運動之

理念」，而以「國民精神的淨化與國民文化的樹立」為目標的「相同運動」 
�1

。

像這樣以納粹演劇為範本的日本素人演劇以及移動演劇在臺灣被推廣後，即成為青

年劇運動及演劇挺身隊的活動。只是，相對於素人演劇（素人／固定）與移動演劇（專業

演員／移動）在日本有明顯的不同，在臺灣則具有臺灣的特殊性。其特殊之處，首先是素

人演劇青年劇的重要性高於日本，青年劇也同時作為演劇挺身隊而進行移動演劇活動。在

此背景下，如同目前為止再三指出的，臺灣的職業新劇團是由歌仔戲劇團在1���年以後變

形而成的，藉用松居桃樓的說法，可以說是質地不佳的「全．人造纖維」（オール．ス

フ） 
��

—或者也可以說，其性質本來就有無法適用於根據劇本而演出的現代戲劇的部分。

雖然亦存在著「其他劇團皆無法相比的統制程度，組織也十分明確」 
��

的日本人所經營之新

劇團「南進座」、「高砂劇團」組成的演劇挺身隊，但恐怕在質與量兩方面皆不敷需要。

呂赫若於1�4�年�月發表〈農村演劇與青年演劇—關於皇奉臺北州支部腳本集〉以

後，也逐漸提高其對於青年劇的重視。應是為了指導職業劇團而受聘至臺灣的臺灣演劇協

會主事松居桃樓於1�4�年�月發表以〈位於文化戰線上的青年與演劇〉為題的評論，一方

面感嘆臺灣既有的職業新劇團的水準低落，一方面認為「以資本主義經營演劇的成功之

6�  田鄉虎雄〈素人劇的出發點〉，《國民演劇》1卷1號，1�41.�，頁144。同時亦參考了同號雜誌中園池公
功〈對農村劇運動的反省〉（頁14�-144），以及收錄於東寶書店出版《演劇年鑑  昭和1�年度版》中，
同樣是園池公功所著1�4�年的「素人演劇」一項（頁1�1-1�6）。

6� 譯者註： 原文作「フリッツ．ベルテリッヒ」，應為德國戲劇人名。
�0 菅井幸雄〈戰爭期間的演劇與日本移動演劇聯盟〉，《文學》��號1�61.�，頁1��-146。
�1  伊藤熹朔《移動演劇十講》，1�4�，頁�65-��0。唯在此所引用之版本為大空社（1��0）所復刻1�4�年1�
月發行的改訂三版。

��  前揭松居〈臺灣演劇之我見〉。所謂「人造纖維」（スフ）是指相對於純棉的人工棉，意為品質惡劣的
替代品。

�� 前揭濱田〈為了臺灣演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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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像松竹、東寶這樣大型的演藝公司之所以能存在，是由於他們是

電影會社，如果因而以資本主義式的營運方式單獨經營演劇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4

，而強調

在臺灣青年劇的重要性。

在這樣的演劇體質、營業問題之外，青年劇之所以被賦予期待，是因為青年團員的

日本語程度問題。臺灣演劇協會的主任竹內治在〈對南方的關心—主要是關於臺灣演

劇—〉為題的文章中討論了觀眾層的問題，指出「臺灣演劇」向來的觀眾層與臺灣人

青年觀眾層間的乖離，以閩南語演出的臺灣演劇無法吸引已經習慣於電影與日本語的青年

層，竹內因此而有以下之結論，「今後的臺灣演劇將盡可能以國語上演，希望能發起以青

年大眾為對象的運動。如此一來，能否使用國語演出，則與演員的生命息息相關」 
�5

。

1�41年�月在臺灣皇民奉公會娛樂委員會設立階段的兩大支柱，新劇（島民劇）與青

年劇的比重，因此逐漸傾向以青年劇為主。以下所將討論的（�）、（�）、（4）的評論

也反映出此一現象，暫時留待稍後敘述。

（�）〈新劇與新派〉（1�4�.�.�）之前也曾多次提及，是對於所謂臺灣的「新劇」

之名加以批判。呂赫若首先說到「有一陣子，臺灣新劇的急速興起，讓熟知新劇困難的人

著實吃了一驚，豈知那卻只有相對於舊劇的『新式戲劇』的意義，想到明明『新劇』在戲

劇世界中早已是儼然的存在，這些人卻還敢在『新式戲劇』的意義下使用『新劇』的名

稱，從事這種詐欺行為的臺灣演劇界的粗野本來已經讓人憤怒，現在走在街上，換成『新

派』二字頻頻映入眼簾」。之後更以嚴厲語氣說道「一想到在今日的臺灣已陸續創設取代

舊劇的嶄新型態演劇，並且也企圖逐漸更新臺灣民眾對戲劇的想法」，便「想極力主張」

「視演劇文化為無物，不負責任地將內地的演劇文化水準降低」的商業劇團的無用論。緊

接著由誕生的經過、演出方式的不同說明日本演劇中的新劇與新派之差異何在。據呂赫若

所言，所謂的「新派」「大部分是通俗劇」，兼具「沒有必然性，毫無道理的事件發展、

感情與心理變化」的腳本，以及因為需要「無論如何也要讓人對腳本信以為真，因此必須

在演技方面裝假、催淚與笑聲」的表演。相對於此的「新劇」是「具有共通的本質。那是

一直以來追求不懈，今後亦將持續執著、在精神上具有一貫性的特質。那就是對於高度寫

實主義的追求」。然而，正因為新劇對於「真實性」的執著，呂赫若指出新劇運動的困難

在於演員需要「真摯的藝術慾望與藝術性教養」，因此「新劇全體的運動是有困難的」。

最後再度對於臺灣的職業演劇被稱之為新劇或者是新派一事提出不滿，而建議使用「改良

劇」的名稱。

根據此一評論，可知呂赫若的演劇觀在於主張新劇基本條件為「追求高度寫實主義」

�4 松居桃樓〈位於文化戰線上的青年與演劇〉，《興南新聞》，1�4�.�.��（第4版）。
�5 竹內治〈對南方的關心—主要是關於臺灣演劇—〉，《臺灣文學》�卷1號，1�4�.1，頁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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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其對於臺灣中「舊劇」性的本質採取批判立場亦可說是顯而易見。呂赫若在1�4�

年1月1�日於《日記》中記載，參加「東寶新劇研究會」，「果然具有未來性的演劇只有

新劇而已」，返臺之後也是持續抱持著這樣的想法吧 
�6

。再者，從「企圖逐漸更新臺灣民眾

對戲劇的想法」一語，具備東寶之訓練背景而返臺，身為演劇指導者的呂赫若的矜持也隱

然浮現。根據1�4�年�月�日的《日記》，呂赫若「早上突然靈感湧現而寫演劇隨想『新劇

與新派』」，翌日則開始執筆創作演劇協會所委託的《結婚圖》。或許在寫作劇本之前寫

下這篇評論也帶有確認自我演劇觀的意味吧。

（�）〈阿里山（雙葉會的公演）〉（1�4�.�.1�）是由位於桃園的雙葉會成員簡國賢

作、林博秋導演《阿里山》公演的劇評。呂赫若首先在文章開頭指出「最近我看了兩、三

個職業劇團（一級）的演出，但我認為這怎麼也比不上青年劇的水準。讓我更確信松居桃

樓氏向來的主張—臺灣演劇的將來在於青年劇—確實不虛。此點至少成為了在現階段

提到臺灣演劇時，必定以青年劇為主題的重大證據。」

關於「松居桃樓氏向來的主張」，因為在本項的（1）〈農村與青年演劇〉業已引用

了松居的〈位居文化戰線的青年與演劇〉 
��

，於此不再贅述。雖然松居這篇文章的發表較

〈阿里山（雙葉會的公演）〉晚了大約一個月，但松居應在平時言談中即已數度談起相同

主張了吧。

再者，於〈阿里山（雙葉會的公演）〉中，呂赫若雖然以像是發現到「最近」臺灣

職業劇團的水準低落的口吻加以描寫，但是在1�4�年5月1�日的《日記》中，提到「到大

舞臺看臺灣所謂的『新劇』。真是讓人瞠目結舌，極度不自然的演出像是兒童的園遊會

一樣。因為是成人演出的戲劇所以讓人搖頭。最重要的是好的腳本，導演以及演員的訓

練」。由此可知，歸臺不久後的呂赫若已經對於臺灣的職業劇團有所批判，因而如前〈新

劇與新派〉中提出了劇團無用論。只是從《日記》中可以窺知，在1�4�年1月加入株式會

社臺灣興行統制會社之後，因業務需要而與職業劇團之間頻繁接觸。在�月�日撰寫〈阿里

山（雙葉會的公演）〉原稿之前的6日也觀賞了「樂劇大臺北」、「永樂座」兩劇團的表

演，並且寫下「這也稱得上是一級劇團嗎？真是可嘆。」

在劇評〈阿里山（雙葉會的公演）〉中，一方面與職業劇團相比較，另一方面則主張

青年劇的將來性，之後再切入由雙葉會公演的青年劇《阿里山》的具體評論。呂赫若首先

盛讚雙葉會此次公演是「聚集了編劇、導演、演員、幕後人員、指導者等各部門的人才，

渾然天成」，並且稱讚「在『阿里山』中看見了臺灣演劇的未來性」。接下來則分別細論

之，關於簡國賢的編劇表現是「臺詞本身確實襯托出劇中人物的性格以及心理狀態」；林

�6 於《日記》（1�4�.�.��）中記述，「開始撰寫隨想『新劇與臺灣人』」，但其內容不明。
�� 前揭松居〈位於文化戰線上的青年與演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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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秋的導演則是「鋪陳出戲劇高潮的功力精湛到令人扼腕」；更進一步，關於演員方面則

以「能在某種程度的文藝性之下掌握自己的角色，理解人物的情境，努力營造出人物的性

格」，而給予高度的評價。然後再度拉出職業劇團為比較對象，論述「現今職業演員演技

的粗糙，問題在於無法完全融入角色本身；因此臺灣演劇的將來，不是在現在的職業劇

團，而是青年劇一事，亦與此有所關連」。最後為了地方青年劇的興隆而力邀地方有識者

的協助，並且在預告�月1�日的臺北公演之後結束了這篇劇評。

根據林博秋的回想，雙葉會是在1�41年的冬天由桃園的「十多位年輕人在偏僻農村，

由於對演劇的熱情，著手新劇的研究，並且嘗試演出」而開始成立的 
��

。呂赫若所看的《阿

里山》公演，正是第4回的演出。導演林博秋1��0年出生於桃園煤礦山業主的富裕家庭。

自1���年前往日本，就讀日本大學高等科、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之後，雖然1�41年加入

紅磨坊劇場從事演劇活動，一方面也與東寶電影有所聯繫。利用留學回臺期間從事雙葉會

的活動。1�4�年歸臺之後，成為厚生演劇研究會核心會員而活躍於演劇界 
��

。在厚生演劇研

究會中，關於呂赫若與林之間的不尋常的對立關係將於後述之。

雖然這篇評論是以1月1�日的桃園公演為基礎所寫的劇評，但在�月1�日所舉行的臺北

公演，呂赫若本人也參與演出並且演唱江文也的阿里山組曲 
�0

。

（4）〈演劇教養的必要〉（1�44.�.��）是臺北帝大教授瀧田貞治所著《傳統演劇瑣

談》 
�1

的書評。正因為此篇書評是前述對於演劇的關心自《日記》中消聲匿跡之後所撰寫

的，因而令人深感興趣。呂赫若一方面提及在〈新劇與新派〉中的主張，一方面對於日本

的演劇運動與臺灣的演劇運動之間，更為明確地主張如下，「現今，臺灣的新演劇運動被

要求遵循皇民奉公運動，這是無須贅言的，儘管其理念包含地域的特殊性但亦需同時具有

國民演劇的精神，此亦是不證自明之理。如此一來，既然國民演劇是立基於日本演劇傳統

的時代適應性，那麼在今日的臺灣演劇運動中，對於日本演劇傳統的研究與吸取是比什麼

都重要的事」。然後根據瀧田貞治的著作，呂赫若作了這樣的結論：若是具有日本演劇相

關的學識的話，應能了解到「現在的臺灣新劇被稱之為『新劇』是多麼滑稽的一件事」。

基本上仍舊是重複著前述�篇演劇評論的論點，因此無法由這篇評論中得知呂赫若1�4�年

夏天之後演劇觀的變化。

瀧田貞治的著作是1�4�年�月由東京的書物展望社所發行的。雖然這篇書評的書寫

�� 林博秋〈臺灣演劇之昨今  桃園雙葉會等〉，《興南新聞》，1�4�.5.�（第4版）。
��  關於林博秋，參考：石婉舜〈嘎然絃斷—林博秋與新劇〉，《文學臺灣》11期，1��4.�，頁1��-���；
〈戲劇的氣味  林博秋訪談錄〉，《電影欣賞》�0期，1��4.�，頁1�-50；〈第一位「臺灣本島人」劇作
家─青年林博秋與「帝都」戲劇界〉，交流協會日臺交流中心歷史研究者派遣事業1���年度報告論文。
譯者按，即石婉舜日後正式發表的〈東京劇壇的首位臺灣劇作家—林摶秋與新宿「紅磨坊」〉，《臺
灣史料研究》第1�期，�00�年；頁�-�6。

�0  在《日記》中，雖然有「我也穿上戲服，演唱歌曲」（1�4�.�.1�），然而並未記下演唱的曲目。
�1 瀧田貞治《傳統演劇瑣談》，書物展望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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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稍嫌遲晚，但瀧田在1�44年�月出版的呂赫若作品《清秋》中撰寫跋文〈關於呂赫若

君〉，也許是基於這樣的關係而執筆的也說不定。

由以上的4篇評論，可以看出呂赫若對於臺灣職業劇團的強烈不滿。

對於作為近代寫實主義之體現的新劇加以肯定的呂赫若而言，由臺灣傳統演劇演變而

來的職業劇團的陳舊體質也許是無法容忍的。也或許正因為對於既有劇團的不滿，呂赫若

希求能夠體現自我演劇觀的劇團，而與中山侑一同構思新劇團的成立，才設立了厚生演劇

研究會。

（四）厚生演劇研究會
從1�4�年�月�日到�日（�、�日為追加公演）在臺北．永樂座舉行了厚生演劇研究會

的第1回公演。呂訴上在臺灣演劇史的經典之作《臺灣電影戲劇史》中，評價這次的公演

是「在臺灣的演劇界留下了一個不能磨滅的功勞與誇耀」 
��

。

這臺灣演劇史上毅然聳立的金字塔—厚生演劇研究會公演，歷來呂赫若皆被認為

亦作為厚生演劇研究會成員而參加 
��

。確實根據《日記》記載，呂赫若曾出席於1�4�年4月

�0日舉行的厚生演劇研究會創立委員會，訂定研究會規約之外，亦出席��日的成立大會。

再者，1�4�年5月�日《興南新聞》的「文化消息」也刊登了厚生演劇研究會成立典禮的記

事，其中可見呂赫若的名字與負責人王井泉、文藝導演部主任林博秋並列為顧問，可以確

定的是呂赫若在研究會創設當時曾為主要的成員 
�4

。然而，�月14日成員前來遊玩一事是最

後的記載，此後與厚生演劇研究會相關的記述不復見於《日記》之中，進入�月之後《日

記》則呈現一片空白，當然亦未提及一切與公演相關之事。透過之前的一再引用可以了解

到呂赫若的《日記》記載極為詳細。況且，正如《日記》開頭處即是對於演劇的抱負所

示，呂赫若對演劇的熱情在《日記》連綿如縷地被記述著。即使不是成員的人也會基於對

演劇，甚或對於臺灣文化的關心而關注的此次公演，何況是身為顧問、從創設之初即相關

密切的呂赫若，其留白的原因何在？

尚且，根據曾執筆此次公演劇評的《臺灣文學》同人王昶雄之記憶，呂赫若對於自己

的劇本未被採用感到很生氣，就連厚生演劇研究會的公演也未出席 
�5

。足以證實王昶雄的說

法的，對於劇目的不滿雖未能在《日記》內容得見，但因為與呂赫若對厚生演劇研究會公

�� 前揭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1。
��  前揭《呂赫若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1）與《呂赫若小說全集》（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1��5）於年譜中皆有相同的記載。其出處應為前揭呂訴上著作。
�4  〈文化消息〉，《興南新聞》1�4�.5.�（第4版）。其它並列為顧問的有謝火爐、張文環、名和榮一、呂
泉生。

�5  王昶雄〈熾烈燃燒的熱情  觀賞「厚生演劇」的公演〉，《興南新聞》1�4�.�.1�（第4版）。根據筆者對
王氏在1���年�月1�日、1�月16日�次的採訪所得之證言。然而，在前揭《呂赫若集》，收錄有呂所拍攝
的「厚生演劇研究會隊第一回研究發表會」之照片，可確認呂應有前去參觀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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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的沉默彷彿有所牽連，因此更引人注目。

在此讓我們重新回到厚生演劇研究會設立的經過。研究會代表的王井泉在隨筆〈一

粒麥子不死－從『民烽』到『厚生』的回憶〉 
�6

，有如下之說明。1���年曾組織民烽演劇研

究會的王井泉，後來在1���年與中山侑共同創立臺灣劇團協會，「成為新劇的前鋒而活

動」。由於隨後事變爆發，新劇運動因而沉寂；然而隨著「在臺灣樹立國民演劇的問題」

被重視，「在民峰演劇研究會時代所播下的演劇改革的種子，今天在厚生演劇研究會中冒

出新芽。」總之，對王井泉而言厚生演劇研究會可以說是具有三○年代新劇運動復活的意

義。

值得注意的是，王井泉特意標示出過去的盟友而當時出征中的中山侑之名字。中山在

1�41年�月亦與張文環、王井泉等共同成立臺灣鄉土演劇研究會。1�4�年11月在呂赫若、

中山、王井泉之間的演藝會社及劇團設立的動向已如前所述。1�4�年4月創立的厚生演劇

研究會應是在此動向之下的產物 
��

。

然而，厚生演劇研究會與之前的劇團構想最大的不同在於，主要支柱中山因出征而缺

席 
��

。於是，在1�4�年1月中山出征前後歸臺的林博秋即被認為是填補此一空缺之人。厚生

演劇研究會第1回公演的4場節目中，有�場為林博秋之作（《從山上眺望的街燈》、《地

熱》、《高砂館》），僅剩的一場亦是由林博秋改編導演張文環的原作〈閹雞〉，也因此

証明了林博秋的重要性 
��

。演員們也是以桃園、士林、新莊的青年劇挺身隊員為中心所組成

的，其中參雜了眾多林博秋自雙葉會以來的夥伴 
�0

。

根據王昶雄的劇評，在這場公演中的壓軸即為《閹雞》。王認為《閹雞》的成功之處

在於「充分地表現出鄉土色，讓整齣戲栩栩如生」。呂訴上也在前揭書中從「一種充滿著

民族意識的表現，他們是用臺語演出，就是裝置、服裝，也用我國固有的東西」 
�1

之觀點給

予評價，但這恐怕是對於小說〈閹雞〉的基本印象而來。

於1�4�年�月發行的《臺灣文學》�卷�號所發表的〈閹雞〉，是描寫月里由於父親的

野心而被迫嫁入逐漸沒落的家庭中產生的悲劇。

�6  王井泉〈一粒麥子不死  從『民峰』到『厚生』的回憶〉，《興南新聞》1�4�.�.�（第4版）。
��  張文環在〈雜誌《臺灣文學》的誕生〉（《臺灣近代史研究》�號，1���.�，頁1�0-1��）中，回想成立
厚生演劇研究會的動機，是對於興南新聞社奉松居桃樓為指導者組成演劇挺身隊（應是指藝能文化研究
會）的不滿；然而同一雜誌所刊載的池田敏雄〈張文環〈雜誌《臺灣文學》的誕生〉後記〉也指出，張
的回想錯誤甚多，有慎重檢討的必要。

��  關於中山侑的年譜參考：前揭中島〈中山侑著作年譜〉，以及在呂赫若的《日記》（1�4�.1.1�）中，中
山受到徵召的記述。

�� 關於公演節目，參考：〈文化消息〉，《興南新聞》1�4�.�.�0（第4版），以及王昶雄〈點燃熱情觀賞
「厚生演劇」的公演〉。
�0 前揭石〈嘎然絃斷—林博秋與新劇〉。
�1  前揭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然而，莊永明已於〈〈閹雞〉的另一頁重要史料〉（《文學臺灣》�
期，1��4.1，頁1）中，指出其劇本為日本語，再者，曾文博〈排練場日記〉（《興南新聞》，1�4�.�.��
（第4版）），亦記載當時由瀧田貞治擔任發音指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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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里的父親清標因為覬覦遠親三桂所經營的藥房，而將月里嫁給三桂的兒子阿勇。阿

勇是在村公所中工作的善良青年，最初也與月里過著幸福的結婚生活。另一方面，三桂雖

然期待鐵道車站的興建也投資其中，但是車站絲毫沒有動工的樣子，三桂因而病倒，而月

里的娘家卻未給予任何的援助。不久之後，三桂在失意中病逝，接著母親也去世了，阿勇

在灰心喪志之下辭掉了公所的工作。月里拼命地飼養豬隻以維持家計，然而禍不單行，阿

勇染上瘧疾惡化如同行屍走肉。之後，月里打算一掃因層層不幸所導致的鬱悶心情，而參

與了祭典的演出，開始「放浪」起來，因而逐漸從村人的共同體之中被疏離。之後與不良

於行的阿凜兩情相悅，便背著行動不便的阿凜投水自殺。厚生演劇研究會則將至阿勇身染

瘧疾為止的前半部舞臺化並公演之。

王昶雄也指出在《閹雞》公演中，呂泉生的音樂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和呂赫若為東

寶時代同事的呂泉生自日本歸臺之後，為採集臺灣民謠的樂譜而努力，其成果之一即為在

《臺灣文學》雜誌所發表的〈六月田水〉 
��

。從劇本中可知，在《閹雞》中阿勇決心做為農

民重新發憤圖強的最後場面亦是使用了〈六月田水〉 
��

。

以上即為厚生演劇研究會及其公演的概要，然而呂赫若究竟是以何種形式與此研究

會的活動產生關聯？根據《日記》記載，呂赫若曾出席5月6日所舉行的第1次排練，但並

未有相關詳述。5月1�日似乎亦有集會，但是「出席狀況不佳」。更進一步，在5月16《日

記》記述「下班後，到山水亭看厚生演劇的夥伴們排練戲劇⋯⋯」。由這些記述加以判

斷，可知呂赫若雖然是作為顧問而與厚生演劇有所關聯，但實際上卻未參與活動。然而，

到了�月��日受到王井泉、林博秋的委託而參與《巴達維亞的暴風雨》的演出，並且是由

呂赫若擔任主角。《巴達維亞的暴風雨》一劇是由林博秋編劇導演，在�月�6日印刷的

《臺灣文學》�卷�號中，厚生演劇研究會第一回發表會的節目表中，在前述的4場表演節

目之外，也加入了《巴達維亞的暴風雨》。於是�月�0日的《日記》亦記錄了參加練習的

狀況「『巴達維亞的暴風雨』對詞，—夜。舌頭打結，念得不流暢，感到年歲消逝」，

儘管如此，結果在�月的公演中卻未如期上演。呂赫若並未記載�月�0日之後參加練習的狀

況，如前所言，關於厚生演劇研究會�月14日已是最後的記述。從這些事實看來，呂赫若

因某些理由辭去主角重任 
�4

，《巴達維亞的暴風雨》因而無法上演，呂赫若與厚生演劇研究

會的關係大概也是因此而漸行漸遠吧。而與此同時，呂赫若對演劇的熱情也遽然冷卻了。

��  根據呂泉生書信（1���.10.�6），呂泉生在1�4�年4月回到臺灣之後，�月曾一度返回東京，之後因父親
過世於11月再度回臺，因日臺航線危險之故，此後就一直留在臺灣。呂泉生採譜的〈六月田水〉刊登於
《臺灣文學》�卷1號，1�4�.1，頁5�。

��  雖然劇本的原作並未公開，但由林至潔翻譯的中文版刊載於《文學臺灣》�期，1��4.1，頁��0-�6�。在
小說中並無阿勇決心發憤圖強的場面。

�4  在《日記》中記述「整個染上風寒，咳了起來」（1�4�.�.1），這次的風寒說不定是直接影響辭演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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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以上以《日記》之記述為基礎，論述歸臺後呂赫若的音樂與演劇活動。綜觀以上論述

所呈現出的，是志於「文學與音樂的融合點」的演劇，但由於各式各樣的要因而消磨殆盡

了的呂赫若對演劇熱情之軌跡。細察其主要原因，則有：（1）臺灣既有職業劇團的本質

與呂赫若所認知的寫實演劇無法相合；（�）由於中山侑的出征所導致新劇團設立構想的

中止；（�）厚生演劇研究會以林博秋為中心，呂赫若只能作為劇團專屬作家卻無發揮的

餘地；（4）為了生活而加入臺灣興行統制會社編寫非己所願的劇本，其間對於演劇的熱

情逐漸凋萎等等，而其中最為根本的原因，則可說是1�40年代臺灣演劇界的「畸形的」環

境。

1���年�月日中戰爭爆發以來，在嚴厲彈壓之下的臺灣音樂、演劇界，伴隨著1�40年

近衛新體制的成立，經歷了所謂大政翼贊會運動的開始、長谷川清就任新臺灣總督、臺灣

皇民奉公會的成立之政治變化，可以看見若干彈壓緩和的徵兆。1�41年�月的臺灣皇民奉

公會之娛樂委員會以及翌年�月成立的演劇協會，都帶來了政治對於文化的積極介入。這

雖然給予藝術家們恢復活動的空間，同時伴隨著強烈的統制亦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若不正

視此一雙重性質，無法論述1�40年代臺灣之文化活動。

前述所謂「1�40年代臺灣演劇界『畸形的』環境」，首先指的是強力的文化統制。然

而，同時在這樣的畸形環境之下，由傳統演劇到寫實主義演劇的轉型—亦即對於演劇改

革的提倡—此點是不容忽視的。對傳統演劇的排擊原為自1���年以來進行中之皇民化的

一環，這當然亦是原因之一。然而尚有一要因是，居於統制立場的日本業已完成舊劇─新

劇典型的轉換，因此在內容題材的問題之前，傳統演劇的表現方法本身就不是統治立場的

成員所能容許。舊劇─新劇的典型轉換，原是近代演劇發展的必經過程；然而在臺灣，卻

是在戰爭期間的文化統制之下，由異民族統治者之手所啟動，這正是臺灣演劇史上最大的

「畸形性」。

如果能理解呂赫若是身處於如此畸形環境之下，則可體會呂赫若所居之極為自我矛盾

的立場。首先在各篇評論中所表明的對於既有職業劇團的不滿、對寫實主義演劇的肯定、

對青年劇的期待，這些因素使得呂赫若本身在舊劇─新劇的典型轉換方面，表現出與演劇

統制者方面相同的見解。然而，在興行統制會社中對於劇本執筆業務的強烈不滿，也表現

出其無法服從演劇統制側者所要求的皇民性內容的強化之貌。總之，呂赫若在對臺灣的演

劇環境感到不滿，卻也無法認同由官方主導的演劇改革。

這樣的呂赫若假使要讓自己的戲劇野心獲得實現的話，首要之務則是創立擁有能為己

身劇本所用之實力演員的劇團。然而，在其所計畫的新劇團設立尚未實現的情況下，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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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被徵召而出征。僅存的可能性雖然是厚生演劇研究會，但厚生的實權握於林博秋手中，

呂赫若的編劇沒有被採用的空間。但呂赫若又無法如張文環一樣甘於僅提供原作，因為這

並無法滿足其對於戲劇的企圖心。

再者，即使呂赫若同意提供原作，林博秋應該也有其自己的考量。據石婉舜之研究，

林博秋曾說其選擇〈閹雞〉的理由「其實呂赫若寫的更加好，只是我跟文環兄較熟」 
�5

，但

很難想像原因只是如此單純。對於呂赫若的原作與劇本是否真能符合導演林博秋的構想，

這必須以比較雙方演劇觀的作業等方能深入探討；但由此後兩人之間的關係來看，合作的

可能性應該微乎其微。

這麼一來的話，呂赫若僅剩的途徑是放棄厚生演劇研究會，創立能夠演出自己的劇

本之劇團。然而，在沒有中山侑的當時，憑藉呂赫若一人之力要創設厚生演劇研究會之外

的劇團，其可能性微乎其微。況且《閹雞》的成功是在張文環的原作、林博秋的編劇與導

演，以及呂泉生的音樂的共同作業之下而產生；無論如何多才多藝，呂赫若獨自一人要產

出能與《閹雞》匹敵的演劇作品仍極為困難。的確如同之前所論述的，跨足文學、音樂、

演劇的呂赫若，其活動範圍甚廣，具有與之後被稱為「臺灣第一才子」相應的多才多藝是

毫無疑問的。只不過就實現「文學與音樂的融合點」的呂赫若演劇觀來說，其所欠缺的是

作為演劇人的統合能力。

在當時演劇環境尚未成熟的臺灣最為需要的是，像林博秋一樣能寫能導、並且最重要

的是能夠培養出色演員，從物質與精神層面皆能統整劇團的綜合演劇人；呂赫若應是自覺

到這對自己而言是不可能的事，其所擁有的不過是作為批評家的慧眼吧。

在1�4�年�月�0日的《日記》中寫下「『巴達維亞的暴風雨』對詞，—夜。舌頭打

結，念得不流暢，感到年歲消逝」之際，呂赫若僅僅只有�0歲。對於「感到年歲消逝」一

語雖是言之過早，然而這應該是由於比自己年少6歲的林博秋的出現，使得呂赫若意識到

已是退出演劇界的時機，百感交集下的感嘆。最後，在自己亦曾給予盛讚不已的林博秋的

演劇統合能力之前，呂赫若的演劇企圖心從此消失殆盡。

然而，在視共同合作為必要條件的演劇之路顛簸中挫的呂赫若，卻有其回歸之所。

1�4�年�月�日於《臺灣文學》上發表〈石榴〉受到好評而獲得自信的呂赫若，在「描寫現

今的生活，呈現知識份子的動向」的意圖下，開始執筆〈清秋〉。這篇成為呂赫若生前唯

一作品集標題的〈清秋〉，質量均佳，已可稱之為呂赫若文學的巔峰。執筆以來，直到10

月��日完稿之前的《日記》幾乎呈現空白狀態。這樣的空白暗示著在呂赫若脫離演劇的同

時，是走進了〈清秋〉的世界而自我沉潛。

假使如同單行本《清秋》的跋文所言，此時的呂赫若幻化為「一隻小鳥」，如此一來

�5 前揭石〈戲劇的氣味  林博秋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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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復歸的巢穴正應該是文學吧。

經歷了長期對於演劇的摸索與擺盪，呂赫若終於重新返回文學殿堂。

（本文已經作者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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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話劇活動歷史述略（1�0�－1�45）

陳翹*

中文摘要

1�0�年，林天民參加「春柳社」開始至今，福建話劇活動走過了百年曆程

度。本文以現存福建民國報刊中的即時報導以及相關檔案資料，釐清1�0�年到

1�45年間的福建省話劇活動歷史，同時，對這一時期的話劇活動作出如下分期：

其一為從1�0�年至1�1�年的「福建新劇的誕生時期」；其二為1�1�年至1��0年間

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時期及『五卅』慘案後的校園演劇熱潮時期」；其三

為1��1年至1��6年間的「在地題材劇、愛美劇、反共抗俄劇、抗日戲劇相交織演

出時期」；其四為1��6年底至1�45年�月抗日戰爭結束期間的「福建話劇運動的

高潮時期」。略述各時期的演出活動概況，探討其主要特點及其在中國話劇史乃

至戲劇史中的地位及其影響。

關鍵詞：福建話劇、歷史分期、活動概況、地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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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Play in Fu-Jian (1907-1945)

Chen Chiao

Abstract

Since 1�0�, Lin Tien-Min attended the play group Chuen-Liou-She, the history of 
play in Fu-Jiang area has been evolved for over one hundred yea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rganize the history of play in Fu-Jiang from 1�0�-1�45 according to the news 
reports and related archives.  This period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terms: I The Birth 
of Play in Fu-Jiang (1�0�-1�1�), II May Fourth and New Culture period, the play-fad 
in campus (1�1�-1��0), III a period for Local Subject Play, American Friendly Play, 
Anti-Communism and Anti-Russia Play, Anti-Japan Play (1��1-1��6), and IV The 
Popular Period of Play in Fu-Jiang,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with Japan (1��6-1�45 
September).  By depicting the profile of the play history, the discussion of social status 
and the effect that plays acquired will then occupy most of the pages.

Key words: Play in Fu-Jian, Historical Division, Historical Status, Profile of Play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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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話劇萌芽於上世紀末葉，經過幾代人的辛勤培育，它在中國的土壤茁壯成長，

於今已成為普及於全國，為廣大群眾所喜愛的一種戲劇藝術形式。」（葛一虹 1���：1）

福建話劇亦然，他萌生於日本，萌生於�0世紀末葉。當李叔同、曾孝穀在東京組織「春

柳劇社」進行新劇活動的同時，也誕生了福建話劇的創始人—林天民，從他1�0�年參加

「春柳劇社」開始至今，福建話劇活動歷經了百年歷史。

遺憾的是，1���年開始編撰的《中國戲曲志．福建卷》，其內容僅僅侷限於戲曲部

類，將話劇排除在外；而《福建省志．文化藝術志》雖將話劇列入，卻因史料闕如及篇幅

的侷限，對福建話劇歷史概況的描述亦極為簡略。

本文試以有限且不太完整的民國報刊即時報導以及相關檔案資料，對1�0�年到1�45年

福建省話劇活動歷史，予以分期並略述各分期的概況。

一、福建新劇的誕生（1907－1918） 

（一）福建話劇創始人與第一個新劇團體的誕生
福建的話劇運動，發端於民元以前，是時，有一部分留日學生加入春柳社，回閩以後

組織劇社，公演新劇。 
1

這裡所指加入春柳社演劇的留日學生，便是福建話劇的創始人—

林天民。

林天民（1���∼1�4�），字希實，福建閩侯人，父林孝恂，光緒乙丑年進士，授翰林

院編修，歷任浙江海寧、石門、仁和等地知縣；兄林長民，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辛

亥革命後任參議院秘書長、國務院參事、司法總長、國際聯合會中國分會總幹事等職；林

天民1�05年1�月私費赴日留學，學習電氣工程專業，宣統二年（1�10）回國，是年，福州

紳商劉崇偉發起創建福州電力公司，林天民任電力公司工程師。「在東京留學的當兒，已

經有了新劇的嗜好。歐陽予倩先生（應是李叔同、曾孝穀）在東京組織的『春柳劇社』，

我是社員之一。當時記得公演過《黑奴籲天錄》、《一個假話》、《濁血》等等，或是譯

本，或是原文，前後公演五六次，給予我許多經驗和興味。回國以後，歐陽予倩先生便

在上海開始他真正的藝術生涯，我卻躲到福州家鄉 當了一個工程師。看到福州劇場的落

後，和社會上種種怪象，便決心來試一試我的新劇運動。」 
�

於是，便聯合福州工業校長梁

志和、水產講習所長的孫英，工藝傳習所教員張玗珂、梁肖冶，和我同事的劉景韓、孫世

1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戲劇教育委員會，《慶祝第四屆戲劇節告全國戲劇界書》，《劇教》第10期「第四屆
戲劇節紀念特輯」，1�41.10.10。

�  林天民《三十年來我們的新劇運動》，載《劇教》第十一、十二合刊，福建省政府教育廳戲劇教育委員
會1�41年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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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還有法界的江春融、王噓和、林特峙，學生的邵劍公、林成南等三十餘人，開始組織 

「文藝劇社」。

當時的福州，茶園戲園林立，卻找不到一個適合演出新劇的劇場，而且，新劇所需要

的寫實布景繪畫人才也找不到。在這樣的情況下，文藝劇社的同仁經過許多努力，選定了

浙江會館，利用舊式戲臺，改造適合新劇的布景，背景用布軟景，左右各側用木框張布的

劇場。 
�

1�1�年�月，文藝劇社的同仁開始籌備第一次公演。這一次公演的劇目，緣起於當時

福建都督割據的局面，當時的福建，是在都督割據的情況下支援著，都督裡面又分做原有

軍隊所擁戴的，和草莽英雄所自號的正在傾軋，當然原有的軍伐來得斯文些，草莽英雄一

旦得志，有許多越軌的舉動，面對未肅清的北方舊勢力總攻，大家互相推諉，觀望不前。 
4

於是，便產生了福建第一個新劇劇目《北伐》（梁志和編劇），該劇旨在勸解傾軋的雙

方團結，責備一切的越軌舉動，勉勵他們北上肅清餘孽。在這一次公演 ，林天民既任導

演，又任演員，還親自繪製布景之。可謂兼導、演、舞美於一身。

第一次公演，是在一片刀光劍影中舉行的，當開演的第二天，「池座第一排至第三四

排座滿了刀劍森嚴的衛隊，和環擁在搶林裡面的偉人，全場的觀眾，都替我們捏著兩手大

汗。但是青年的我們同志，非特不被他們的威嚴和緩的了，我們的口調主角江春融先生，

在他向群眾演說的一幕 ，更沈痛地發揮了本劇的主旨，終於在他嚎啕大哭的演說中間，

把這幾位偉人看得眼淚橫流，一片掌聲，就從這一團雪亮的刀光散佈全場。」 
5

無疑，這一

次公演，既獲得一般觀眾的贊賞，也得到那些正在割據勢力的軍伐們的認可。

第一次公演的成功，所得的總結，或如林天民所言：「第一，給予了觀眾一點新劇是

怎樣的觀念；第二，給予了我們毫無經驗的演員一些舞臺認識；第三，給予了我們布景設

備上一些經歷。但是我覺得非常不滿：第一，是演員不能守著腳本原文，各行其事地要略

便略，要加便加，把腳本原旨無視了；第二，舞臺不太合適，空著左右兩向，無法使布景

穩貼；第三，雖然本地已有了電燈，光線的設備不全，脫不了舊戲的有光亮便是的情狀。

但是在耳目一新的觀眾方面，當然只有一片好評，期待著我們第二次公演。」 
6

這就是福建

省第一次新劇公演的情況。

1�1�年到1�16年間，文藝劇社舉行了多次公演，分別為：

1�1�年的第二次公演，演出劇目《愛國魂》及喜劇《遺產》，《愛國魂》（五幕

劇）、活報劇《國民捐》（均為林天民編劇）；

� 同�。
4 同�。
5 同�。
6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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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的第三次公演，演出《鬼冰人》和《認本家》兩劇（均為林天民編劇，劇情

略）；

1�15年的多次公演，這幾次公演，帶有測驗觀眾心理的嘗試，演出了根據《茶花

女》、《不如歸》、《雙碑淚》、《血手印》等舊小說編演的新劇目，以及《社會流水

帳》、《國民捐》、《鍾馗降鬼》等滑稽劇，同時重點推出了《落伍》和《哭窮途》兩出

悲劇，值得提及的是：這一年，正是文藝劇社苦於沒有適合的劇場演出新劇之時，林天民

的一位朋友正「發起蓋戲園」，他便利用這機會，在福州南臺福新街設計了一個新劇戲

園，文藝劇社才得到比較合理布景的舞臺，誕生了福州第一個現代劇場—小春臺；

1�16年，應福建私立法政學校五周年紀念日邀約，文藝劇社編演了《賣國奴之末路》

（林天民編劇，該劇後經其他團體多次演出）；當年，文藝劇社重點推出的劇目是《軍

人之妻》和《大盜聖人》（均為林天民編劇）。但因演員罷工，只演出獨幕劇《軍人之

妻》，令林天民遺憾數年；同年，由於經費拮据，演員罷工，致使文藝劇社一度停頓。

　　

（二）其他地區的新劇活動
與福州文藝劇社活動的同時，在廈門產生了福建第二個新劇團體—廈門愛國青年組

織的「愛國劇團」（該團負責人是緬甸歸僑、漳浦人丘廑競） 
�

， 編排《賣花女》演出；

甚博好評。1�15年，廈門「愛國劇團」，同年，應許卓然 
�

的邀請，赴泉州演出，其動機為

喚起民眾，雪恥救國。丘廑競率團赴泉州時，在泉州元妙觀三清殿前架築臨時舞臺演出，

當時晉江參加者有黃蘋秋、傅無悶等。

同年，在廈門愛國劇團的影響下，泉州教育界人士傅無悶（振基）、吳堃 
�

、陳祖烈（

�  丘廑競（1���－1���），漳浦人，1�0�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在廈門一帶秘密活動，創設閱報社，傳播
反清革命思想。同年南渡緬甸，在仰光參與組織「覺民書報社」，任評議員，後擔任《緬甸公報》經
理。1�11年回國，在廈門、漳州從事革命活動。1�15年，參加中華革命黨並擔任該黨閩南總支部的總務
部長。國民革命軍入閩前，受國民黨福建省臨時黨部派遣，到海澄縣秘密活動，聯絡一批同盟會員策應
革命。北伐軍進漳後，組織海澄臨時縣黨部，任籌委會主任。大革命時期，參與組織國民黨海澄臨時縣
黨部。1���年4月��日在福州被捕入獄，出獄後任廈門《民國日報》副經理。抗戰爆發後，再渡攜眷到
緬甸仰光，任仰光《中國新報》經理，極力宣傳抗日。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廈門互惠公司經理。1�50年
後，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廈門市政協常委，廈門市人大代表民革廈門市委副主任、市僑聯副主席。

�  許卓然(1��5－1��0) 。 別名寄生，曾化名李華、樹華，泉州人。清光緒三十一年(1�05年)赴新加坡，不久
回國，在廈門加入中國同盟會，宣統三年(1�11年)率眾攻克安海，光復泉州。民國元年(1�1�年)，在泉州
倡設新民閱書報社，赴廈門創辦《聲應報》。民國�年籌組中華革命黨福建支部，參加福、廈、泉等地的
討袁鬥爭，並創辦《民鐘報》，組織閩南靖國軍，參加護法運動。後卸任專事教育、交通和建設事業。
民國1�年1月，被選為福建省代表赴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受孫中山委任為福建黨務
特派員。民國14年6月�日，任國民黨福建臨時黨部廈門執行委員。民國15年冬，北伐軍入閩，卸去省黨
部職務，但仍盡力協助籌畫財政及軍費開支。民國1�年，福建省政府成立，擬任其為財政廳長，推辭不
就，回廈門接辦《江聲報》。後被委為福建省軍事廳參議兼全省禁煙委員會常委，旋任泉漳禁煙專員。
民國1�年5月��日，在廈門遭暴徒伏擊，不幸去世。許卓然，泉州籍廈門名人，清宣統年間，秘密參加孫
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在廈門建立了閩南同盟會，出版報刊，組織閱書報社，致力社會改造、開啟民智、
破除迷信。

�  吳堃（1���－1�6�），字藻汀，泉州人。全閩高等學肆業。因傾向民主革命，加入同盟會，歷任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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纎稹）、黃蘋秋、傅維翰等人組織「移風劇社」，在泉州承天寺演出自編劇目《皇帝夢》

（描寫袁世凱盜國諸罪行）、《血手印》等劇。

此時，也出現了少量校園和基督教教會等的演劇活動：如1�15年10月10日，泉州中

學校長陳昌侯 
10

與李幼岩、黃紫霞、劉國偉、傅薇閣等排演《波蘭亡國鑒》。1�1�年5月�6

日，莆田教會青年會召開開第八周年歡迎新會員大會，曾組織演出文明新劇，第一齣為日

本要求之國恥；第二齣為救國偉人之摩西；第三齣為社會迷信之破除；第四齣為浪子回

頭之得救，第五齣為想像中國之自強。1�1�年，漳州建立閩南護法區。時提出「提倡新文

化，建設新社會」的口號，進步書刊及外國文藝作品湧入漳州。是年冬，龍溪通俗教育會

成立，組織業餘劇社排演話劇《娜拉》（易卜生），為漳州首次演出的話劇。

（三）福建新劇發生時期的主要特點與影響
以林天民文藝劇社為代表的福建新劇的發端、擴展時期，具備著如下主要特點：

1. 這一時期的新劇演出，開啟了福建話劇創作的開端。在組織與劇作選擇上也也呈

現出福建的特點：組織者以海外留學生、外歸僑以及同盟會員為主體，其劇作，前期為

本省作者自編自演，如林天民編劇的《愛國魂》（五幕劇）、《遺產》（喜劇）、《國民

捐》、《鬼冰人》、《認本家》，廈門愛國劇團的《賣花女》，泉州傅無悶等的《皇帝

夢》、《血手印》等，大多屬於反帝反封建的題材，雖然劇作略顯粗糙，但都帶有強烈的

時代特色。1�1�年後，西方書刊及外國文藝作品湧入福建，易卜生等人的劇作才開始呈現

于福建舞臺。而且，林天民還堅持自編自導自演，除極為少量的演出劇目外，絕大多數劇

目為針砭時弊所作，就林天民集編劇、導演、主要角色，舞美設計製作來說，就是他人所

無法勝任的，他的追求，作為福建話劇的創始人，他始終堅持著「春柳社」的嚴謹作風。

�. 這一時期的福建演劇活動，多以方言演出為主。究其原因，是當時國語教育尚未

普及，福建又是多方言區所致。據福建著名戲劇家楊相衍先生1�6�年回憶，在辛亥革命之

後，他曾看到福州有知識份子演新劇，採用的是福州方言，而且還有軍隊參加演出，運用

福州鞭炮（甩炮），類比槍聲或手榴彈的效果。又據泉州張一朋的回憶，泉州當時的劇

社，也多以方言演出。

�. 以林天民為代表的文藝劇社的活動，還構成對福建地方戲曲一定的影響。如林天

民自己在1�41年所回憶的：我所編演的以民十以前較多，大約有三十劇左右，可惜都在我

覺得新舊劇應有密切聯絡的當兒，我把全部的彙稿，送給「上天仙」班主馬昆山，和馬連

泉中、縣中等校教師達五十年，參與首創「泉州移風戲社」，自任導演及演員，進行反帝反封建宣傳。
先後整理《泉州民間傳說》數十萬言行世。第一屆泉州市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協委員、福建省文史館館
員、中國作家協會福建分會理事。

10 傅無悶、陳昌侯均為同盟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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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11

他的創作，多少對地方戲曲構成一定的影響。1�1�年，善傳奇儒林班正式轉為善傳奇

閩班後，特聘嚴天鐸為常年劇師。嚴天鐸早期編寫的閩劇劇目中，即有部分與林天民所編

劇目有著題材上的相同。

4. 這一時期的新劇演出，開創福建舞臺美術寫實布景運用以及機關布景探索之先河。

比公認的第一臺機關布景戲—上海夏月珊等人演出摹仿電影偵探戲《就是我》—似乎

更早。如文藝劇社的《北伐》演出，在沒有現代劇場，缺乏布景繪製作人才的情況下，改

造茶園戲園，以適應新寫實布景的演出，並由林天民與「一兩位略知繪畫」的社友，自己

購買了面料，由林天民親自繪製軟景。而在《愛國魂》的演出中，則開始在舞臺上採用

「雷雨」、「活動的月亮」，「炮火的設施」、「夢境的變幻」，這些，均帶有機關布景

的意味，為二○年代福建閩劇機關布景的興起打下基礎。是以林天民自述雲：「自己所最

感缺憾的，是把布景弄得太把戲化了，未免帶著走江湖的味道，然而好奇的福州人，不學

也罷，學了就變本加厲，民十以後，各班閩劇競奇鬥智地利用機關布景，來吸引觀眾，我

自認這是我第二次公演所種的遺毒」。1�14年文藝劇社《鬼冰人》的演出，則開始了軟景

和硬景的結合：《鬼冰人》「第二幕的城頭布景，是用竹骨蒙布做的，城坎由大而小，斜

向臺後排列著，後幕又把畫的城坎接連曲折到遠遠的城樓去，真城坎的後面，布了一座半

截古塔，塔下布滿樹林的上稍，在樹和塔的後面，一片青天掛著自下而上升的黃月，全臺

是配著綠色的電光，只有月是金盆似的發著燦爛的金光。開幕時，後臺撞著遠寺的鐘聲，

在臺下望去，的確有處在中秋月夜 的情感。第三幕利用著叢樹的稍頭，把上半截的樓屋

露在樹稍的上面，後幕的青天明月，一些不必變動，又可以叫觀眾換了一付新眼界，這也

是設計和布景者的苦心成功處。同時我自己也覺到比第二次公演的『變把戲』的作風稍進

到了『暗示』的地步。」 
1�

5. 這一時期的福建新劇活動，促進福建新劇的商業劇場演出機制的產生，將上海文

明戲班社—民興社—引入福州公演，並搭建了大陸與臺灣之間新劇的橋梁，誘發了

臺灣新劇活動的開端。 
1�

1�1�年至1�1�年間，上海民興社赴福州公演（演出話劇《張文祥刺

馬》、《西太后》、《空穀蘭》、《箱屍案》等）。民興社的演出，為《臺灣日日新報》 
14

11  見林天民回憶錄《三十年來我們的新劇運動》），載於《劇教》第十一、十二合刊，福建省教育廳戲劇
教育委員會1�41年編印。這裡所說的馬昆山和馬連良，以及「上天仙」戲班，指當時長期在福州演出的
京阪，在閩劇「後三合響」融合時期，被稱為「上三班之首」。

1�  見林天民回憶錄《三十年來我們的新劇運動》），載於《劇教》第十一、十二合刊，福建省教育廳戲劇
教育委員會1�41年編印。

1�  民興社創辦於1�14年�月，初由蘇石癡主持，蘇石癡原是上海新民社的演員兼後臺主任，因和王無恐、
汪優遊不和，就退出新民社另組民興社。上海文明戲進入式微時期後，蘇石癡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民
興社遂改組，由鄭光天主持。民興社是上海首創男女合演（女演員反串男角，男演員則演女角）的新劇
團。

14  當時的福州《閩報》，在福州的日本人前田彪、井手三郎在臺灣總督府撥款支持下，買下《福報》設備
而創辦的中文報紙。1�15年，前田彪死後，《閩報》社長由《臺灣日日新聞》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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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逸濤所贊賞，李逸濤回臺後召慕股東孫吉祥、簡阿牛等，派遣謝駿赴上海與鄭光天

簽定合同，攜帶上海新造的寫實布景赴臺。1��1年6月，在臺北「新舞臺」首演文明戲。

又至桃園、新竹等地巡演，上海「民興社」的赴臺演出，成為大陸第一個赴臺的新劇社

團，對早期臺灣的新劇演出影響極大。「民興社」離臺後，臺中人劉金福組織「臺灣民興

社」，至全島各大都市演出《賣花結婚》、《兩怕妻》、《西太后》、《楊乃武》、《新

茶花女》等劇。至1���年1�月，還有陳崁、潘爐等人從廈門攜帶《社會階級》、《良心的

戀愛》（作者不詳）二個劇本，於1��5年1月，聯合大陸返臺的學生周天啟、謝樹元、陳

金懋、林朝輝、吳蒼粥、蔡耀冬、林清池、楊松茂、潘爐、郭炳榮、黃朝冬、陳崁等在彰

化成立「鼎新劇社」，演出這兩個劇目。

二、 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時期及「五卅」慘案後的校園演劇熱

潮（1919－1930）

1�1�年的「五四運動」、「福州事件」和1��5年的「五卅慘案」，激發了福建青年

學生的愛國熱情，一時形成校園愛國演劇熱潮。這一時期的校園演劇熱潮，主要分佈於泉

州、漳州、福州等地。

此期，泉州先後湧現的話劇社團有：「愛國劇社」（1�1�年，泉州黃廷瑛、吳堃（

藻汀）、張炳銘、張祖蔭等組織，演出《學生潮》、《波蘭亡國鑒》、《美人心》、《惡

家庭》等劇）、「群化劇社」（ 1���年施馥、張漢玉等人組織，演出《打出幽靈塔》和

《蟋蟀》）、「五卅劇社」（ 1���年吳堃編寫《申江淚》並組織）、「庚戊劇社」、「 

五三劇社」、「人間劇社」（ 1���年泉州的教育界人士黃倬雲、楊獻珍等人組織，演出

了《抗爭》等劇目）、「夜未央劇社」（ 巴金1���年在泉州黎明中學組織，演出《夜未

央》） 
15

、「晉江戲劇研究會」（ 1��0年冬季，邵惟集合當地庚戊、五三劇社中人組織，

1��1年5月公演《孔雀東南飛》、《午飯之前》、《父歸》）、此外，尚有泉州晉光小學

教師黃景森、林淑英、林兢志等，經常在該校的禮堂組織演出，曾演出《罌粟花》等劇。

這一時期值得提及的三個劇社：

其一是1��0年張祖蔭、吳堃、劉國偉、謝德南等聯合南洋歸國青年組織的「更俗劇

社」（社址設泉州鎮雅宮縣立講習所），他們固定在寒暑假期間演出，每年兩次公演，

每次三五夜。先後演出《終身大事》、《英雄與美人》、《好兒子》、《慳吝人》、《幽

蘭女士》、《化子拾金》、《誰之咎》以及其他獨幕劇、多幕劇。更俗劇社以閩南話演

15 一說邵唯、麗尼參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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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演出形式不同於「幕表戲」，他們不但上演中國劇作家（如陳大悲、歐陽予倩等人的

戲），也上演外國劇作家如莫里哀的戲，同時也自己編劇上演。更俗劇社有專營布景、道

具者，專營化裝、服裝者，有導演，有排練，也從事體驗生活，以當時的條件來說，更俗

劇社在表演和管理方面都是相當認真的。

其二則是晉江奇樹鄉僑辦師範學校蔣劍一在1��1年5月倡首組織的「明新劇社」，該

劇社雖一度停止活動，卻在1���年�月重新恢復，恢復之際，即改編泉州梨園戲著名傳統

劇目《荔鏡傳》（《陳三五娘》）為六幕話劇，在明新學校前的廣場公演，並出版專刊。

是年10月又選擇《賣花詞》、《秋香》兩歌劇在泉州中山公園演出。

尤為重要的是1���年泉州黎明高中 
16

的「夜未央劇社」，當時，黎明高中彙集了巴金、

姚禹玄（即張庚）、邵帷、音樂家呂展青（呂驥）、作家王魯彥、童話作家張曉天以及黎

蠻支、夏之驊等。在張庚、邵帷和周貽白等的指導下，該校相繼演出了《夜未央》、《父

歸》、《討漁稅》、《黑暗中的紅光》、《出路》等劇。

在漳州，則有漳州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演劇隊（1�1�年6月，演出《夜未央》）、龍溪

婦女會和震中學社等學生團體演劇隊（1��0年�月，演出文明戲）、「西湖劇社」（ 1���

年，石碼西湖校友會組織，演出《山河淚》等劇）、廈門大學校友會漳州分會（編演閩南

民間故事《謝靈舍》）等。

福州的演劇活動，則依然以林天民為主，開展「非職業戲劇」（愛美劇）活動。文藝

劇社雖然於1�16年暫時停演，但隨之產生的則有「新民劇社」（系文藝劇社停頓期間，福

州翁吉雲聯合文藝社員張玗珂、何少孫、鄭貽章、李鴻桂、丁荷亭、杜十珂、陳兆景等，

利用文藝社的布景材料，聯合創辦，新民劇社是以編演幕表戲為主的班社），「愛美劇

社」（係1���年國民黨福州市黨部召集婦女解放會、國外留學生會、舊文藝社、新民劇社

等優秀分子，由林鼎亞負責籌辦組織大規模的劇團，社員多達七十餘人，彙集各界人士於

一堂，但因各團體意見混亂，難於一致，勉強在三山座劇場 公演一次，演出林天民編劇

導演的《遺產毒》、《愛》等，到1��0年雙十節，才再度公演《回家以後》）、「國外留

學生會劇團」（1���年，在愛美劇社解體後，文藝劇社舊社員聯合東西洋留學生所組織，

演出林天民1��5年編寫的《愛的犧牲》。「國外留學生會劇團」雖然只有一次公演，但卻

「打破了大福建男女授受不親的難關，創造了新福建男女合演的記錄」） 
1�

、「海萍劇社」

16  1���年，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馬敘倫的倡議下，泉州籍老同盟會員許卓然、秦望山等人創辦了泉州市
第一所國人舉辦的高級中學—黎明高中，公推著名的教育家、書法家的梁披雲先生為校長。黎明高中
深受蔡元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響，宣導平民化、科學化、社會化教育，主張思想自由，相容並蓄，
愛的教育，吸引了一大批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士，巴金、呂驥、張庚、麗尼、衛惠林、周貽白等都曾在
黎明高中任教或工作過，一時聲譽鵲起，影響極大，成為東南沿海傳播真理與自由、民主與科學的思想
文化中心；1��4年，黎明高中因宣傳進步思想遭當局查封。

1�  見林天民《三十年來我們的新劇運動》），載《劇教》（半月刊）第十一、十二合刊，福建省教育廳戲
劇教育委員會1�41年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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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福州電氣公司青年林谷、江一波等創辦，高中學生林舒謙、陳啟肅參加，當時，

「海萍劇社是福州新劇界 具有進步的藝術，布景較近於表現派」 
1�

。「海萍劇社」的代表

作為《虎嘯》（獨幕劇，林一穀編劇），該劇只用兩個演員，加以配光和布景，卻神秘地

表現了作者的精神，不為當時的一般眾所理解，且海萍劇社站在無產階級一邊，同時也因

無產的緣故，經費十分困難，甚至典當資產來熱心維持社費，公演過幾次，以後也被經

濟困倒了」 
1�

）。此外，則有1���年�月�日福州婦女解放協會公演（演出林天民編導的《解

放》以及熊佛西的作品等）。

從上述劇社的發展情況看，這一時期湧現的劇社多達1�個（包括校園劇社） 
�0

，與第一

個時期相比，數量上增長了將近6倍。

另外需要特別提及的是：1���年，適逢福州東街口陳仕安有地皮一塊，欲建一劇場，

林天民遂為陳仕安設計 
�1

、監督建造文藝劇場（城內東大街），於當年冬天建成。為了重整

文藝劇社的旗鼓，重新奮鬥下去，林天民便將這劇場命名「文藝劇場」。是年年底，文藝

劇社復活，重新組織演出，舊文藝劇社存活的所有社員一律參加，還添加了張雪君、葉飛

蟬兩位女士，籌備重新演出。這次復活，本擬在演出的《孤峰》（林天民編劇）、《琴

心》（丁亞秋編劇）兩劇，但林天民對於前度未演成功的《大盜聖人》和《軍人之妻》耿

耿于懷，遂將《軍人之妻》擴展為三幕劇演出。為了宣傳，還於同年�月1�日起，在《福

建民國日報》開始逐日連載《大盜聖人》的劇本。此次的重新演出，在林天民看來，是

「二十年來最滿意的」。「一班觀眾的歡迎不亞於民國初年的盛況」 
��

，但終因經濟虧損，

入不敷出，種種開銷，大過公演，《琴心》一劇，雖腳本已排印出，也排練成熟，終無法

公演，同時林天民因過於勞累，得了咯血症，只得在家養病，一年後，演員星散，「文藝

劇社」 徹底解體。

這一時期，本地一些話劇作者，開始關注在地題材，甚至從傳統戲曲吸取營養，如

廈門大學校友會漳州分會根據閩南民間故事編演的《謝靈舍》，晉江奇樹鄉「明新劇社」 

據泉州梨園戲傳統名劇《荔鏡傳》（《陳三五娘》）改編的六幕話劇等。當然，也吸收一

些外來劇目（多屬北方進步作品），如：《學生潮》、《波蘭亡國鑒》、《美人心》、

《惡家庭》、《終身大事》、《英雄與美人》、《好兒子》《慳吝人》、《幽蘭女士》、

《化子拾金》、《誰之咎》等。

1�  見林天民《三十年來我們的新劇運動》），載《劇教》（半月刊）第十一、十二合刊，福建省教育廳戲
劇教育委員會1�41年編印。

1�  見林天民《三十年來我們的新劇運動》），載於（半月刊）《劇教》第十一、十二合刊，福建省教育廳
戲劇教育委員會1�41年編印。

�0  由於史料闕如，僅屬不完全的統計。
�1  當年，適逢林微因回榕探親，林天民在設計劇場中，曾得林微因的幫助。
��  見林天民《三十年來我們的新劇運動》），載於（半月刊）《劇教》第十一、十二合刊，福建省教育廳
戲劇教育委員會1�41年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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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演出的形式看，早在1�14年上海就出現的男女同臺演出（民興社）的現象，在這一

時期才在福建得以突破，即上述的國外留學生會劇團1���年演出《愛的犧牲》，「打破了

大福建男女授受不親的難關，創造了新福建男女合演的記錄」。

應當重點提到的是：高中學生林舒謙、陳啟肅加並參加「海萍劇社」的演出，預示著

這一時期的話劇活動，為福建話劇活動的高潮期—抗戰時期話劇運動—孕育著領軍人

物。

三、 在地題材劇、愛美劇、反共抗俄劇、抗日戲劇相交織演出時

期（1931－1936）

1��1年到1��6年間的福建，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一二八」淞滬抗戰失利，

十九路軍奉命入閩剿共 
��

與閩變的產生；當此之時，正是中華民族陷入危亡之際，全國性抗

日救亡戲劇運動即將展開之時，也是全國愛美劇（非商業性、職業性戲劇）演出浪潮高漲

時期，同時面對著所謂「陳舊」的傳統戲曲占據城市舞臺的局面。話劇不僅承擔著喚醒民

眾，組織民眾投入抗日救亡的任務，還必須擔負起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新生活運動以及剿共

的宣傳。因此，福建話劇活動難免呈現出在地題材創作演出、「愛美劇」演出、反共抗俄

劇演出和抗日戲劇演出相交織的狀況。

這一時期，新劇社不斷誕生，如1��1年�月成立的福州國民劇社、1��1年1�月省民教

館籌設的民眾劇社、實驗劇團，1��1年泉州新聲劇社、1���年5月泉州模範劇社、1���年

廈門的南方劇社、聲影劇社、旗聲劇社、民間聯歡社，1��4年歐陽予倩參與組織的福州人

民劇團，1���年漳州的「虹橋戲劇文藝研究社」（1��4年春，改名「虹橋劇社」），1��5

年10月，廈門楊清江等組織的南天劇社以及漳州鶯聲劇社、銀海劇社、毓南劇社、龍中劇

社、龍師劇社、廈大激流劇社、南天劇社等。1��6年，泉州施鵬、張一朋等組織的南鳴劇

社等。

值得重視的是：1��4年夏，中共漳州工委派出熱愛戲劇的年輕黨員胡大機、柯聯魁、

許鐵如(彭沖)、蔡大燮等組建的薌潮劇社，成為福建省國統區第一個合法登記、中共地下

��  1���年1月��日，日本侵略軍悍然進攻上海閘北，爆發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一 二八」淞滬抗戰。駐守
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的率領下，在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的大力支
持下，同隨後參戰的張治中將軍率領的第五軍等並肩作戰，不畏強暴，奮起抵抗，浴血奮戰，屢挫敵
鋒，迫使日軍三易其帥，損失萬餘。而南京政府奉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 指導方針，與日寇簽定了
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議》，寡不敵眾的十九路軍退守第二防線，悲壯的淞滬抗戰結束。十九路軍於
是年6月奉調入閩剿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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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領導的專業劇社 
�4

。他們於1��4年到1��6年間，先後舉行了五次公演，演出了《傷兵醫

院》（原名《戰友》）、《賊》（原名《居住二樓的人》，美國辛格萊編劇）、《嬰兒殺

戮》、《逃》、《母親》（胡大機、陳開曦合編，陳開曦導演）、《白茶》、《未完成的

傑作》、《油漆未幹》、《父子兄弟》、《雪中行商》等劇目。

至於在地題材的創作演出，則有晉江樹兜村（即奇樹鄉）明新劇社根據農村中真人真

事創作演出的《財主娘》、《不法奸商》（1��1年創作演出），以及泉州老劇人吳堃則幫

助歸僑吳昆元組織泉州「新聲劇社」，並為該社編導泉州古典名劇《陳三五娘》。

雖然這一時期，「愛美劇」的理論並不產生於福建，但福建各地演出的話劇劇目，

更多來自於北方的愛美劇，如田漢的《蘇州夜話》、《湖上悲劇》、《江村小景》、《亂

鍾》、《梅雨》、《一致》，熊佛西的《王三》、《蘭芝與仲卿》，王爾德原著、洪深

改編的《少奶奶的扇子》，穀劍塵的《金寶》，汪仲賢的《好兒子》，林頌樵的《鐵和

血》、《海之勇者》，向培良的《黑暗中的紅光》，左明的《到明天》，以及《火之

跳舞》、《姨姨》、《學校重地》、《怪花圈》、《莎樂美》、《杏姑娘》、《醉生夢

死》、《偽君子》、《紅酒》，至於當地作者如黃菲君的《一念之差》、張一朋的《街頭

流浪》、《夜校》等是否屬於愛美劇，則有待探討。然而從整體演出形態看，這些演出，

都屬業餘劇社的演出，從形式上說，也還屬於愛美劇。

至於反共抗俄戲劇演出，則有1��1年海萍劇社公演的《赤劫》（林鼎亞編劇）以及

十九路軍各師劇團在漳州地區演出的反共戲劇等。

1��1年10月10日，福建省最早的民眾教育館—省立民眾教育館開館，開始逐步擔負

起全省的話劇活動的組織工作，並提出戲劇下鄉的口號。同時，各地民教館的先後成立，

逐步將福建話劇運動向抗日宣傳的道路推進：

1��1年5月，臺灣在漳學生會演出《竹林事件》；

1���年1�月1�日，集美華僑學生會開遊藝會，演出描寫東北淪亡後，正義與惡勢力奮

鬥的劇目《黃鶯兒》（李樸園）；

1���年夏，廈門劍唐、蘇明彥、梁慎等組織民間聯歡社，其內部分戲劇、體育、音

樂、文藝等四部，於十月十日公演，其所選劇目為《姐姐》（田漢）、《民族之光》（又

名《自衛隊》、《民族光榮》，宋之的）、《壓迫》（丁西林或碧郎）、《戰士》、《民

間》（楊村人）、《S O S》（樓適夷）等。

1���年樹兜村（即奇樹鄉）明新劇社演出話劇《同情貧苦人》，並插演《天鵝》歌

�4  1��4年夏，中共漳州工委派出熱愛戲劇的年輕黨員胡大機、柯聯魁、許鐵如(彭沖)、蔡大燮等組建薌潮
劇社（先組織的名「虹橋劇社」， 由柯聯魁領導該社，吸收一批對話劇有研究進步青年入社。申請登記
時，因「虹」與「紅」諧音，有赤色嫌疑，不准登記，改名「薌潮劇社」）。同年�月，薌潮劇社在黃金
戲院首演《賊》、《美國辛格萊編劇）、《戰友》、《嬰兒殺戮》、《酒樓小景》等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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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1��4年元旦，福州同樂會在城內東街文藝劇場及南臺大新舞臺開會，由歐陽予倩組織

人民劇團，導演《航空捐》及《買賣》（歐陽予倩）兩劇，分別在兩處開演。

1��4年「怒潮劇社」來閩公演，演出話劇《虎》、《誰是我們的仇敵》、《巨棒》、

《光明的創造》、《最後一計》、《暗夜中的烽火》等劇目。

1��6年，龍溪縣民眾教育館舉辦話劇聯合公演，話劇改用漳州方言演出。有薌潮劇

社、鶯聲劇社、銀海劇社、毓南業餘劇團、龍中劇社、龍師劇社參演，演出劇目有《放下

你的鞭子》、《本地貨》、《福建一小時》、《秋陽》（即張庚《父親和孩子》）等。

1��6年1�月，漳州毓南小學校長曾乃超組織該校部分師生成立戲劇小組，排演獨幕

劇《父子兄弟》（陳白塵），參加漳州各界援綏抗日戰士義演。後小組擴展為「毓南劇

社」。相繼演出《平步登天》（宋之的）、《秋陽》（即張庚《父親和孩子》）、《賊》

（原名《居住二樓的人》，美國辛格萊編劇）以及陳鄭 編劇的《漢奸之家》。

這一時期，福建報刊不僅開始連載劇本、刊登劇評、戲劇基礎理論以及福建劇壇概

況等文章，甚至出現介紹西方戲劇概況的文章。僅僅以廈門《江聲日報》而言，在劇本

連載方面，有：《縣長》、《人生》（1��1年�月）、《有夫的寡婦》（10月）、《冷冬

夜景》（1��5年�月）以及《錫泰曼德的市尹》（梅特林克劇本，1��1年5月）等；劇評

方面有：〈劇後餘談〉（1��1年5月14日）、〈評集美中學遊藝會〉、〈集美遊藝會演劇

述評〉（學生學演《化子拾金》，1���年1�月）、〈姐姐與戰士、酒樓小景〉（1���年6

月�0日）、〈南天劇社公演〈金寶〉的檢討〉（1��6年1月�0日）等；論文方面有：〈戲

劇在教育上的地位〉（林競志撰稿，1��4年6月）、〈張彭春從三個觀點談中國戲劇〉（

1��6年�月��日）、〈藝術之社會性〉（連載，1��6年4月1�日起）、〈我的中國舊劇觀〉

（石焚撰稿，1��6年�月連載）等；關於福建劇壇概況的報導，有：〈吳昆元等組織模範

劇社〉（1���年6月�0日）、〈泉州的劇壇〉（1���年11月�日）等。至於介紹外國戲劇概

況的文章，有1��1年5月介紹西方劇作家莎士比亞與易卜生的文章，以及1���年1�月�4日

的〈德國戲劇〉等；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民間戲劇社團申請成立戲劇速成科班的現象：1���年�月，泉州

吳昆元等創辦職業劇社，命名為模範劇社，並向晉江教育局、省教育廳申請備案。在該社

的進行大綱中，就出現了申請先辦戲劇速成科一班，名額二十人，如期招收男女學員，於

�月1日開始訓練。該社發起人為吳昆元、陳祖烈、吳藻汀等分任總務、繪幕、編劇、導演

諸工作。到5月間，「開辦迄今三個月，全班學員於唱白動作諸演藝，成績頗有可觀，其

劇情取材於舊劇，而再改編之，刪去誨淫迷信諸弱點，而補充帶有教育性，足資風世勵俗

諸點，是亦古裝歌曲劇戲之別開生面。該社除自編歷史歌曲古裝劇外，對於現代話劇，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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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注意。表演時歌曲劇主用鄉音，話劇主張國語。」所以當時的報紙將這一新聞標名為

〈吳昆元等組模範劇社  不新不舊  亦新亦舊〉，這種將話劇與戲曲結合的範例，在宣揚話

劇的時代，頗具特色，或許是地方戲曲劇種密集地區的典型個例吧。

四、抗建戲劇運動—福建話劇運動的高潮（1936年底－1945）

1��6年底到1���年�月間，從西安事變開始、盧溝橋事件爆發和國共兩黨多次關於合

作抗日的談判，直到�月��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發

表，逐步推動著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也標志這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始。在這

一歷史背景下，福建話劇活動經歷了醞釀期（1��6年底－1���.�），以及話劇活動高潮

期—全民性抗日建國戲劇活動（1���.�－1�45.�）兩個階段。

（一）福建抗建戲劇活動的醞釀期（1936年底－1937.9）
1���年初，福建的抗建話劇活動，以閩南尤為活躍，呈現了一度高潮。率先引發這

一高潮的，是中共領導的薌潮劇社，他們開始走出劇場，面向社會，走向街頭、農村。他

們不僅深入國民黨駐軍，為國民黨官兵作抗日宣傳演出（演出《未完成的傑作》、《漢奸

的子孫》等。還協助周邊縣城的抗敵劇團作抗日宣傳演出。如1���年�月，協助南靖民眾

劇團演出；�月，在平和小溪幫助成立「熊火劇社」；1���年底，與漳州「國防劇社」、 

「毓南劇社」（均為國民黨直接控制的劇社）、龍中師範劇社等在漳州黃金劇院舉行聯合

演出等。

影響最大的是：1���年�月，薌潮劇社赴廈門公演，並與廈大激流劇社、南天劇社等

交流切磋。而且，為了獲得廈門當局的支援和擴大影響，薌潮劇社派總務總任鄭其琛拜謁

廈門李市長，詳述劇社的組織經過以及赴廈公演的目的，頗得李市長的稱許；而後為了聯

絡廈門文化界，還於�月1�日舉行記者招待會，邀請廈門各報記者及各文化團代表參加。

這一次公演，時間長達4天，先後了演出《巡按》、《漢奸的子孫》、《小英雄》、《未

完的傑作》等劇，並刊印特刊三種，分發給觀眾。�月��日，就在薌潮劇社赴廈公演的第

三天，閩南文藝協會、南天劇社發起，邀集閩南戲劇工作者舉行座談會，出席者會議的有

閩南文藝協會、南天劇社、薌潮劇社、廈大激流劇團、泉州夜未央劇社、廈門中華劇社等

代表50餘人。這一次座談會，不僅是慰勞薌潮劇社，還提出了閩南劇團聯合公演的倡議。

1���年4月，由廈門南天劇社發起的閩南劇團聯合公演在廈門鷺江劇場舉行，參加者

還有海滄的「海嘯劇社」、泉州的「鴿翼劇社」和漳州的「薌潮劇社」（演出獨幕劇《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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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等）。

可以說，薌潮劇社在民族危機日益尖銳的時候，率先在閩南戲劇領域建立統一戰線，

擔負起抗日救亡的任務，掀起了閩南乃至福建抗建戲劇活動醞釀時期的第一個高潮。直到

1���年初，薌潮劇社始終是閩南抗建戲劇活動的領頭羊。 
�5

（二）抗建戲劇活動的高潮期（1937.7－1945.9）
1���年的「七七事變」將福建抗建戲劇活動推向高潮，這一時期，隨著1���年5月，

福建省政府內遷永安。抗建戲劇的活動中心由福州向永安轉移，尤其是1���年後，中共中

央東南文委書記邵荃麟 
�6

委託托王西彥到永安創辦的《現代文藝》月刊，開闢東南文藝陣地

後，福建的抗建戲劇活動表面上隸屬國民黨省黨部直接領導，實際上接受中共地下黨的指

導。這一時期的福建的抗建戲劇活動，可謂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典型範例。其內容之廣，當

分為劇社組織概況、大型聯合演出、劇目創作、理論探討、教育培訓與宣傳等方面。

1.劇社組織概況

當閩南的抗建戲劇活動進入高潮之際，福州的六、七個劇社依然處於散亂的狀態。如

1���年5月，福州南方劇社與民教處組織的青光劇社合並，命名青光劇社，在於山戚公祠

公演，演出《塞北之夜》、《父歸》、《父子兄弟》。直到「七七事變」後，福州文化界

抗敵戲劇後援會戲劇股的成立，才出現了福州第一個利用話劇宣傳抗日的組織機構。福州

文化界抗敵戲劇後援會戲劇股（由林舒謙 
��

、陳啟肅 
��

、陳學英負責），於1���年�月末籌備

�5  1���年6月5日，國民黨當局秘密殺害薌潮劇社主要負責人柯聯魁，逮捕骨幹二十多人，下令解散薌潮劇
社。

�6  邵荃麟（1�06－1��1）， 原名駿運，筆名荃麟。浙江慈溪人，文藝理論批評家，作家。1��6年加入中國
共產黨。1��4年任上海反帝反戰大同盟宣傳部長。七七事變後任中共中央東南文委書記。1���年委託王
西彥到永安創辦的《現代文藝》月刊，並親自為創刊號組稿。1�40年6月因受國民黨通緝，遂撤離浙江
南下福建永安隱蔽，進入改進出版社任《改進》半月刊編輯，並指導、協助王西彥編輯《現代文藝》月
刊和《現代文藝叢刊》，發表劇本《麒麟寨》等作品。同年年底由黨組織安排撤離永安赴桂林。1�41年
在桂林擔任中共文化工作組組長兼文化供應社編輯工作。1�44年任中共重慶局文委委員，主編《文藝雜
誌》。1�46年到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員。建國後歷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
部教務處處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

��  林舒謙（1�11－1���）福州市人。自中學起，即組織、參加抗敵救亡話劇團體。1���年到永安任福建省
教育廳戲劇委員會「戰時國民巡迴教育團」幹事，後「戰教團」改為「民眾教育施教團」，任第一團團
長，巡迴於閩西北的大田、尤溪等縣，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1�41年1月起，相繼任《劇教》、《福
建劇壇》編輯，創作、發表的作品有《噴火口》、《毒》等劇本。建國後，在福建省戲曲改革委員會工
作，後轉入福建省閩劇實驗劇團任藝術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專職編劇，創作、改編、移植、整理演出的
劇本達二十五種，其中《煉印》、《六離門》曾轟動省內外劇壇。

��  陳啟肅（1�11－1��5）福州人。1��6年畢業于廈門大學，後進入福建省教育廳工作。1���年到永安參加
進步報紙《老百姓》的編輯工作。1���年任「戰時國民巡迴教育團」團長。不久，調任省教育廳戲劇教
育委員會委員兼總幹事，領導該委員會下轄三個「民眾教育施教團」，巡迴閩北各縣開展抗日宣傳活
動。1�40年1月，《劇教》、《福建劇壇》相繼創刊，他承擔兩刊主編，充分利用合法的戲劇宣傳陣地，
開展進步的戲劇活動。這期間創作有《好漢子》、《第二號漢奸》、《徘徊著的女人》等十餘種話劇
本。1�44年，他轉入福建師專任教。建國後，主要從事戲曲改革工作。任福建省文化局劇碼室主任，福
建省戲曲文學研究室主任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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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首次公演（演出《烙痕》、《放下你的辮子》、《漢奸的子孫》等劇目），不幸的是，

僅僅兩個月，戲劇股的十一位常務理事辭職，演員星散，福州文化界抗敵戲劇後援會名存

實亡。直到1���年�月，福建省抗敵後援會成立並籌組抗敵劇團，省抗敵後援會才真正擔

負起全省抗建戲劇活動的組織工作。

與戲劇股同時，省民眾教育館的王衍康聘請王紹清、施寄寒、鳳飛、陳新民來閩，籌

組實驗小劇團。他們不僅決定聘請國內戲劇專家田漢、歐陽予倩、洪深、章泯等二十二人

為該團顧問，還決定聘請對於本省戲劇有興趣的人士郁達夫、楊騷、陳粵人、高拜石、閔

佛九等，組織設計指導委員會。實驗小劇團於10月、11月、1�月先後三次公演（演出《內

幕》、《當代英雄》、《回春之曲》、《夜光杯》等劇目），而且還聯合省立師範學校救

亡劇團、省立福州中學、馬江小學、淮安小學、閩侯一區等校園師生，共同開展救亡話劇

運動（演出《流亡者之歌》、《打倒我們的仇敵》、《金門消息》、《趕走東洋兵》、

《拒毒抗敵》、《可歌可泣的寶山》、《警號》、《暴風雨》、《活在上海的人們》等劇

目），一時成為福州地區抗建戲劇活動的代表性劇團。

1���年�月，福建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成立 
��

，省抗敵後援會設立抗敵劇團較之實驗

小劇團，規模更加龐大。抗敵劇團由蔣海溶、陳學英、陳啟肅、林舒謙、石叔明、林谷、

江一波、康鳳生等主持，抗敵劇團的工作宗旨是：一、工作以農村為重心，裝置鄉村巡迴

隊演出；二、以城市為中心，作各種城市的小規模演出；三、組織巡迴隊赴閩南、閩北、

閩東、閩西宣傳，同時推進全省的戲劇工作；五、編選戲劇選集、戲劇叢書及發行半月

刊。在這些宗旨的指導下，抗敵劇團下設四個巡迴演出隊，或全體出動，或分別出動，

先在福州周邊地區巡迴演出（次數達40餘次）；1���年�、10月間，又赴閩西北巡迴演出

（演出�0次，劇目50多出，觀眾約�萬人，足跡遍及沙縣、龍岩、連城、永定、上杭、武

平、長汀、南平等閩西北地區）；而後由永安出發，先後在漳平、長泰、漳州、海澄、同

安、晉江、泉州等地巡迴演出；1���年�月16日，抗敵劇團改名為「戰時國民教育巡迴教

育團」，由陳啟肅任團長，林舒謙、許棲萍為幹事，下分三個股，陳啟肅兼總務，林舒謙

兼教導，許棲萍兼演出股，後「戰教團」又改為「民眾教育施教團」，分設三團（林舒謙

任第一團團長）。施教團仍然以戲劇演出為主，每月在永安公演一次，並巡迴於閩西北的

大田、尤溪等縣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1�40年4月，福建省教育廳成立戲劇教育委員會 
�0

成立後，施教團歸屬福建省教育廳戲劇教育委員會的領導，加強了同省內外戲劇團體的聯

��  福建省抗敵後援會成立於1���年�月1�日，會址設在福州泉山古跡，由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特派員陳肇英任
主任委員,並吸收福州各界人士參加。其組織機構龐大，設有募捐、慰勞、宣傳、交通、偵察奸細、糾察
消防等部門，負責人均由國民黨官員擔任。

�0  1�40年4月，福建省教育廳成立戲劇教育委員會，由鄭貞文、黎烈文、陳啟肅、林舒謙、李瀾平、石叔明
等人組成委員會，陳啟肅任總幹事。



陳翹  福建話劇活動歷史述略（1907－1945） 10�

繫和對基層戲劇運動的指導。

不僅於此，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除自身演出活動外，還創辦《劇教》月刊（1���年

6月5日創刊），參與電臺播音宣傳，聯合各地抗敵後援會開展抗建活動。

可以說，這一時期，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真正開始擔負起福建省抗建戲劇活動領頭

羊的重任。

此外，在全省各地，如泉州、漳州、廈門市乃至於閩中、閩西、閩北各地，都組建了

抗敵後援會，開展廣泛的抗建戲劇活動。當時的抗敵話劇社團數量之多，參與民眾之夥，

不勝枚舉。僅據福建省教育廳1�41年〈慶祝第四屆戲劇節告全國戲劇界書〉宣稱：當時的

福建，「各縣都有話劇團體，多則三、四個，至少亦有一個，平均起來，每日都有兩次的

演出」，參與演出的人員則涵蓋了「公務員、學生、農民、店員、工人、軍人、民眾、兒

童」等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其中，規模較大的社團有：「福建省教育廳三個民教

團、省黨部抗建劇團、保安處及各團戰時服務團、三民主義青年劇社及所屬青年劇團各分

團各地青年劇社、軍政部陸軍各地劇團。各縣黨部抗建劇團、各級學校動員會劇團、各

級學校劇團、業餘劇團等」。分佈在福建各地的抗敵劇社「大小在二百個以上」 
�1

。這一數

量，還不包括1�41年後陸續成立的抗敵劇社。

�、大型聯合演出

這一時期出現的大型抗建戲劇演出，有1���年�月�0日，林舒謙、石叔明、劉道漳、

陳啟肅、陳頌牒、江一波、林鴻坦等人發起組織福建省省劇人協會的聯合公演（永安，參

加者軍訓處、省抗敵劇團、劇教隊等）；1�40年4月16日，國民黨八十師戰時服務團與省

抗敵會戰工團聯合公演；1�41年仙遊「閩縱戰地服務團」與仙遊的抗日劇社、抗日模範樂

劇的聯合公演；1�4�年夏，福建省第二守備地區（晉江）舉行的夏季聯合大公演（參加的

團體有晉江青年劇社、泉州長虹劇社的、刺桐劇社的、晉江社會服務處的、安溪青年劇

社、興泉指揮部保安九團劇社），以及1�44年與1�45年兩度在永安舉行的戲劇節 
��

。

�、劇目創作與理論探討

這一時期，福建的劇目創作與理論探討方面，也有著豐碩的成績。

據1�40年1月的統計，全省各地創作的話劇不下一百六十多種，凡描寫敵人殘暴漢奸

醜態，以及宣傳抗建國策，鼓勵民眾愛國情緒各方面的劇目，幾乎應有盡有。當時，省抗

敵委員會執委會將各縣所有創作的新劇，列表呈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獲悉

後，特函省抗敵委員會執委會向各劇團每本徵集二份，彙寄中央備作參考。在這些創作劇

�1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戲劇教育委員會，《慶祝第四屆戲劇節告全國戲劇界書》，《劇教》第10期「第四屆
戲劇節紀念特輯」，1�41.10.10。

�� 當時，國民黨重慶政府規定，每年�月15日為國定戲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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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不乏當時為各地抗建劇團常常演出的劇目，如陳啟肅的《三叉口》、《風雨金門》

（集體創作，陳啟肅執筆）、《生死線》；林舒謙的《廈門在流血》、《戰》、《噴火

口》、《盧溝曉月》、《毒》；林椿的《回家以後》；林心平的《第三百零三個》等。其

中，陳啟肅的《生死線》（五幕劇）在1�40年初，教育部徵求優良劇本評選中，獲得第五

名（獎金一百五十元） 
��

。而且，為了進一步宣傳抗日，福建省教育廳還於1�45年初舉辦劇

本創作比賽。

至於理論探討方面，從各報刊中，不難找到這些文章，如《抗敵戲劇》刊載的〈劇人

的修養〉（蔣琛）、〈建立話劇的基礎〉（仁恫）、〈怎樣導演〉（啟肅）、〈如何利用

汽燈〉（蔣海溶）、〈對抗戰劇運建議幾點〉（葉養民）、〈宣傳與教養〉（董秋芳）、

〈關於流動的演劇〉（舒謙）、〈推廣本省民眾戲劇運動的建議〉（徐君藩）、〈檢討學

校劇的缺點〉（石叔明）、〈舞臺的道具〉（石叔明）、〈舞臺裝置與表演〉等；至於劇

評，則隨處可見。

4、教育培訓與宣傳

1�40年�、�月間，由谷劍塵率領的教育部第二巡迴演出隊的在閩巡演出 
�4

，開拓了福建

戲劇教育的園地。早在1���年5月底，福建省教育廳便開始計劃舉辦戲劇講習班，選送中

小學教員入班聽講，旨在訓練一批導演人才，分配各地擔任戲劇幹部。這一計劃，直到教

育部第二巡迴演出隊到達永安之前，才由教育廳與軍管區合辦戲劇教育人員訓練班，訓練

班由劇教二隊主持，當時受訓的人數多達��人。教育部第二巡迴演出隊到達永安之時，正

是戲劇講習班在沙縣開班之時，他們還參與授課，為省抗敵劇團培訓演員�0多人。此外，

還有1�40年初春，福建閩縱司令部在泉州組織的閩縱戰地服務團，也開設戲劇講習班，並

講授戲劇理論。1�4�年，福建永安政府擬定的三年建設計劃中，還籌備於1�4�年設立省立

戲劇音樂院。

至於宣傳方面，當時各大報刊，為了宣傳抗建戲劇活動，均開闢戲劇（藝術）專欄，

發表劇評，報導戲劇動態以及有關戲劇理論、技術指導等文章。同時，各團體也曾發行

刊物，廣為宣傳。如《劇教》（半月刊，1���年6月15日創刊，省抗敵後援會抗敵劇團

編，）、《施教通訊》（1�41年創刊，福建省教育廳民眾教育第三巡迴施教團編，不定期

發行，1�4�年�月終刊）、《劇訊》（月刊，1�4�年10月創刊，省教育廳民眾教育第一巡

��  見1�40年4月1�日《福建民報》4版〈教育部徵求劇本《生死線》一劇獲選  評列多幕劇正取第五名  陳啟
肅得獎金百五十元〉。

�4  1�40年�月1�日，由谷劍塵率領的教育部第二巡迴演出隊抵達福建福州，於�月15日在東街文藝劇場舉
行第一次公演，招待黨政閣機關人士，及各學校員生（演出話劇《壯丁》、《死裡求生》、《紫金山
下》）。教育部第二巡迴演出隊在榕演出期間，谷劍塵還為省抗敵劇團導演了《戰》（林舒謙編劇）；
�月15日，教育部第二巡迴演出隊與福建省抗敵劇團聯合公演（演出劇碼《戰》、《順民》）；1�日，教
育部第二巡迴戲劇教育隊離榕取道南平往沙縣公演，經永安後離閩入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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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施教團編）等。

不僅於此，在1�44年與1�45年慶祝戲劇節期間，陳啟肅、林舒謙、許棲萍、董秋芳

等參與籌辦戲劇節，提出：「戲劇為社會教育，劇人應身體力行」的口號。演出的劇目，

不但有名家名作，也有自己創作的劇目。為了配合戲劇節，省民眾教育館還同時舉辦戲劇

史料展覽會，展覽會內容十分豐富，有戲劇理論，戲劇技術、文學劇本、舞臺照片等。有

趣的是，演出期間，臺上演新潮戲，街頭還義賣設計有希臘羊神臉譜的「戲劇餅」。市井

人頭攆動，大家爭先品嘗新奇的「戲劇餅」，商販居然一夜身價百倍，「戲劇餅」供不應

求，一時名噪燕城永安。

值得提及的是，福建抗建戲劇活動不僅只局限於本省，還走出本省，對外宣傳。如軍

管區巡迴隊曾出發浙江巡迴演出；協和大學抗建劇團曾出發浙江、江西巡迴演出；永定抗

敵劇團曾出發廣東演出；廈門兒童救亡劇團曾出發廣東、香港、東南亞等地巡迴演出，最

後演出，最後取道越南回到南寧、桂林。此外，還有省政府僑胞慰問團出發南洋群島作抗

日宣傳演出。

然而，當抗戰結束，所有的抗敵劇團均由於經費等因素，導致了福建話劇運動從高潮

跌落低谷，以至於引起當時一些文人的疾呼：「勝利後，話劇啞然無聲了，劇人們都跑得

無影無蹤了」。 
�5

其反差之大，令人惋惜。

從上述1�0�年到1�45年�月間福建話劇活動歷史的簡略回顧，我們不難得出如下幾個

方面的總結：

其一，或如福建省教育廳1�41年〈慶祝第四屆戲劇節告全國戲劇屆書〉所總結的：福

建雖然「地濱沿海，遠處東南」，但「福建的戲劇運動並未落人後面，福建的戲劇運動始

終配合著國民革命的進展而進展，沒有一個時期與時代脫節過」。尤其是抗戰時期的全民

性抗建戲劇活動，與上海孤島戲劇、西南抗建戲劇活動遙相輝映，是中國抗戰話劇活動的

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話劇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其二，福建地處東南沿海，劇目創作雖未能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但因地方劇種密集

地區的緣故，在創作選材上，卻呈現出獨特的風格。早期部分代表性劇目或取材於當地時

事，或改編地方戲曲劇種傳統劇目。如《北伐》（福建第一個新劇劇目，梁志和編劇），

《謝靈舍》（廈門大學校友會漳州分會根據閩南民間故事編演）、《荔鏡傳》（六幕話

劇，晉江奇樹鄉「明新劇社」據泉州梨園戲傳統名劇《陳三五娘》改編）等；及至抗戰時

期，則有取材本地題材的《風雨金門》（集體創作，陳啟肅執筆）、《廈門在流血》（林

舒謙）等。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話劇的戲劇理論、表導演理論、導演制度的確立、舞臺美

術設計等各方面，對福建各地方劇種的發展流變，均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

�5 (1�64)〈人間 憶痛之三 為劇人憂〉，廈門《江聲日報》。1�46年6月6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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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應當予以進一步肯定的是：當抗戰時期福建抗敵戲劇活動進入高潮時期後，為

建國後的福建戲劇事業儲備了大量人才。1�4�年10月，大陸新政權建立後，著手戲曲改良

工作。在戲改運動中，各時期參與話劇活動的主要成員，均成為戲改的骨幹力量。如抗敵

戲劇活動的領軍人物陳啟肅、林舒謙以及仙游陳嘯高，泉州王愛群、王冬青、許炳基、吳

捷秋、詹曉窗、漳州陳開曦、陳大禹等。

可以說，從1�0�年以來產生的福建話劇活動，對福建戲劇的影響絕不僅局限於上述幾

點，還有更多的潛在影響，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本文所述，僅僅是筆者近年來搜集資料所得，由於資料零散，不盡完善，望學界前

輩、專家學者以及有識之士提供更有價值的線索，得以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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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在臺灣的發展與實踐─以台南人劇團
教習劇場之經營為例，探討教習劇場的未
來與展望

許瑞芳*

中文摘要

本篇論文將簡述「教習劇場」在臺灣的發展，及1���年英國格林威治青少年

劇團造訪臺灣後，如何為長期致力於社區劇場發展的台南人劇團帶來源頭活水，

劇團如何自英國教習劇場的學習經驗中，將議題本土化，透過《大厝落定》、

《追風少年》、《何似歸去》、《終生大事》四個節目來與臺灣的校園學子、社

區青年討論族群／認同、生涯規劃、家園意義、生命關懷等與己身環境有關的議

題，又為何在新的藝術總監上任後，劇團無力再執行教習劇場的推動工作，相較

於英國教習劇場逐漸走下坡，在臺灣我們還有推動的可能性嗎？論文最後將就教

習劇場的未來展望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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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T-I-E in Taiwan-
Using TainanJen* as Example

Hsu Rey-fang

Abstract

This 
1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atre-in-Education（T-I-E） in Taiwan ,and 

will be focusing on the T-I-E  practice of the TainanJen Theatre Troup after the theatre company 

GYPT（Greenwich and Lewisham’s Young People Theatre from U.K.）visited Taiwan in 1���.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how TainanJen Theatre Troupe, as a local/community theatre, fulfill her 

community/education theatre mission through T-I-E.  Three productions will be discussed, which 

will include The Completion of the Mansion（1���） on“self-identity”, Dream in the Wind

（�001） on“career development”,  Nuclear Family（�00�）on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The 

Big Issue of Life（�004） on the Life Education.  Finally, the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TIE in 

Taiwan.

Key words:  Theatre-in-Education, TIE, Hot-Seating,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Image, 
Forum

* The name of“TainanJen”was changed into“Tainaner Ensemble”from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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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一）T.I.E. 的譯稱
臺灣自1���年邀請史瓦茲夫婦（Nancy Swortzell & Lowell Swortzell）來臺主持T.I.E.（

Theatre-in-Education）工作坊，十五年來臺灣戲劇教育界對T.I.E.已不算陌生。鄭黛瓊於

1���年�月在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幼教系課程中首度以「教育劇場」之譯稱介紹T.I.E.，爾

後在相關的工作坊與課程中，T.I.E「教育劇場」之譯稱一直為部分戲劇教育界人士所沿

用；雖然1���年成長文教基金會曾邀請幾位專家學者擬就國外戲劇教育相關名詞做一

譯稱上的統一，會議中決定將D.I.E（Drama-in-Education）譯為「教育戲劇」，C.D.（

Creative Drama） 譯為「創造性戲劇」，Educational Theatre譯為「教育性劇場」，並將

T.I.E改譯為「教育劇坊」（林玫君 �00�：�），但「教育劇坊」似乎未被認同，多年來在

文獻或活動中很少被使用。1���年台南人劇團邀請英國格林威治青少年劇團 （Greenwich 

and Lewisham Young People’s Theatre, 簡稱GYPT 
�

），來臺主持以T.I.E 為訓練目標的「綠

潮─互動劇場研習營」，T.I.E.才由當時活動的計畫主持人之一蔡奇璋將其更譯為「教

習劇場」，蔡奇璋強調更譯的目的絕非為了「立異標新，另樹權威」，而是為了避免與

Educational Theatre的「教育性劇場」譯稱混淆，同時強調在T.I.E. 演出中，觀眾在演教員

（actor-teacher） 
�

的帶領下，「實際參與戲劇演出」引發自我學習的特殊劇場形式（蔡奇

璋、許瑞芳編著 �001：vi-vii）。T.I.E.譯為「教習劇場」也許不是最好的譯稱，但對非教

育劇場人士來說，絕對比「教育劇場」容易辨識；「教育劇場」四個字在中文意涵上，望

文生義容易被認知為涵蓋所有教育性意涵的戲劇演出及活動，非專指T.I.E.；然而「教習

劇場」則是一全新名詞，觀者較能擬想其為一特殊操作模式的劇場形式，不會與教育性劇

場混為一談。鄭黛瓊在〈教習劇場在臺灣〉一文也指出： 

過去我們常用的譯名「教育劇場」，在向大眾說明時，也常發生概念模糊

的情況。一般人多半先入為主地以為凡是在學校進行的演出都是「教育劇

場」，而其實他們所指的，乃是英文中所謂的educational drama/theatre。

（�001：��）

1  GYPT為彰顯他們同時服務Lewisham地區，近年已將簡稱改為GLYPT。本文為行文方便，仍以GYPT相
稱。

�  演教員（actor-teacher）是用來通稱教習劇場演員的稱呼，以其在演出之外，還要肩負教師職責、掌握現
場狀況，適時引導觀眾思考、參與討論，常要要在演員與教師間轉換角色，與傳統劇場演員的全然表演
性質不同，故以演教員來稱呼他，以彰顯其雙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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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多次參與戲劇教育相關性研討會與演講會中，發現講者不經意就會使用「教育劇

場」來涵括具有教育意涵的戲劇活動與演出，其中還包括為數不少的T.I.E.工作者與戲劇

教育專家。綜合以上所言，為免在行文中讓讀者誤讀，本篇論文將以「教習劇場」來做為

T.I.E.的譯稱。

（二）教習劇場概論及其與臺灣的連結
在教育性劇場（educational theatre）中，同時涵涉劇場演出（theatre）、教育目標及

觀眾參與三元素的「教習劇場」自一九六○年代即廣泛地在英國教育界受到重視，其作

品往往能夠反映經濟、社會與政治現象，並透過情節內容中兩難困境的處理、問題的具

象化、及演教員與觀眾間相互問答等技巧，讓觀者得以在戲劇情境中主動參與並能專注學

習，堪稱活化教學的典範（許瑞芳 �00�：115）。

教習劇場起源於歐美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六○年代英國，在發展上與二十世紀所發生

的一連串戲劇與教育變革有關。在戲劇教育方面，一股「以學童為本位」所衍伸出的戲劇

教學法，強調過程的學習 
4

，並將戲劇「問題化」（problematize）的作法，對教習劇場深

具啟迪作用；而教習劇場背後的思想理論則以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弗雷勒（Paulo 

Freire）及波瓦（Augusto Boal）三人的影響最為顯著。教習劇場發展之初，深受三○年代

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打破舞臺和觀眾藩籬的「第四面牆」劇場概念所影響，其在方法上並

採用「疏離技巧」，企圖開啟觀眾與表演者/劇場對話的空間；為此，布萊希特更進一步

提出「教育劇」的理念，倡導「自覺性教誨式劇場」（consciously didactic theather），強

調反省與批判，並期許「透過實際參與演出，而不是透過觀賞，去達到教育的目的」（藍

劍虹 1���：1�5），對教習劇場深具啟發性。七○年代巴西教育思想家弗雷勒寫著《受壓

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書，在以孩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下，

強調「提問式」教學，打破教師權威，並以催化引導取代傳統的講述教學法，以鼓勵學生

多元思考；弗雷勒並將教育當作批判練習的場域，鼓吹「意識覺醒」，期許學生在受教的

過程中能覺察社會、政治及經濟上的矛盾與不公平，進而能夠採取行動，反抗現實中的壓

迫現象，為自己發聲。巴西劇場導演波瓦更進一步將布萊希特的「疏離技巧」與弗雷勒的

「被壓迫者教育學」結合，提出「被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理論，將英

�  不同於一般人「戲劇即演出」的刻板印象，戲劇教育是一種以「扮演」為媒介，透過教室中自發性的即
席創作，教師鼓勵學童運用遊戲中「假裝」的本能，和同儕與老師共同去探索故事情境，並解決故事人
物或自己所面臨的問題，藉此學童們有更多具體的機會來體驗生活、並學習溝通與分享、尊重與關懷，
是一種強調以生活經驗為中心的課程。在美國，一般人稱這類的戲劇活動為「創造性戲劇」（Creative 
Drama），在英國則稱之為教育戲劇（ Drama-in-Education, DIE）；也有戲劇專家把這種在教室中進行的
戲劇活動統稱為「過程戲劇」（Process drama），或者「發展戲劇」（Developmental drama），或者直接
就稱呼它為「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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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觀賞者」spectator拆解成spect-actor的「觀．演者」，強調觀戲的過程中，觀眾不

再只是坐著看戲，而是有主動參與戲劇演出的可能；他並提出「論壇劇場」（forum） 
5

，

製造讓觀眾上臺向劇中壓迫者挑戰的機會。教習劇場在演出過程中廣用「被壓迫者劇場」

中靜象劇面（image theatre） 
6

、論壇劇場等技巧，發揮了許多活潑實效的作用，具體實踐

布萊希特「教育劇」的理念。

教習劇場基本三元素為：劇場（演出）、教育目標及觀眾的參與，其編劇手法與一

般戲劇寫作自是十分不同；製作小組不僅需要有專業的劇場訓練，能掌握情節的鋪陳與張

力的營造，以提供觀眾「入戲」的條件；編創者同時還要了解如何在劇中適時地安插互動

劇場活動，如提問、分組討論、坐針氈（hot-seating） 
�

、論壇等，製造觀眾參與的熱誠，

使其在戲劇情境的催化下，不自覺地將自己化為劇中的一份子，因而能對劇中議題產生同

理心，進而願意針對議題主動提供他們的想法與意見。教習劇場在互動溝通的過程中，強

調觀眾「做決定」的權力，建立其多元的探索行動及自我對談與交戰的機會，期於過程中

自發性的學習與認知，達到教育的目的。可以說，教習劇場的編劇與一般非參與式劇場最

大的差別，乃在於演出過程中必須設計一些中斷情節的互動劇場活動，以便在「疏離」的

情境中，刺激觀眾的思考。為達充分溝通的效能，參與教習劇場的觀眾人數及對象必須有

所限制，以讓觀眾在一安全的氛圍中得以盡情分享。教習劇場製作通常是一個套裝活動（

programme），包含演出的前置作業 
�

、劇場演出、工作坊，及演出後追訪與評估工作的後

續追蹤（follow up），因此慣以「節目」來稱呼它；教習劇場重視「議題」的延伸討論，

因此演出不再只是散戲後下臺一鞠躬就沒事了，後續追蹤如何繼續發酵，乃是評估此教習

劇場節目的重要依據。

教習劇場曾於七、八○年代「幫助了英國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塑造出它們的思考力與

想像力」（Roberts著，蔡奇璋譯 �001:�），在地方劇場人士、教育主管單位和教育機關

的合作下，共同實現幫助學生「透過劇場來活化學習」的理念。雖受經濟因素影響，教習

4  巴西導演奧古斯托．波瓦（Augusto Boal）在其「被壓迫者劇場」理論中大力闡揚「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理論。論壇劇場的內容通常必須傳達出一個精確的兩難困境，當劇中主角面臨問題時，觀眾能如
劇中人物一般，在內心燃起一股想要扭轉現狀的欲望，並有機會上臺取代原有角色，與故事裡握有強權
的困境製造者（即「壓迫者」）進行論辯，並試著去改變劇情的結局。（蔡奇璋 �001：�6）

5  賴淑雅在譯作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中，將image theatre翻譯為「形象劇場」，此處採蔡奇璋的翻譯。
在《被壓迫者劇場》一書中，波瓦強調靜象劇面是透過參與者小組間身體的姿態雕塑來呈現他們的感
受與意見，其操作上通常先呈現「現實靜象」（actual image），第二次則是呈現「理想靜象」（ideal 
image），第三次則被要求作一個「轉化靜象」（transitional image），藉此表現如何從第一個現實轉換為
另一個現實，也就是如何實踐改變（change）、轉變（transformation）、改革（revolution）。（ Boal 賴
淑雅譯 �000：1��）。教習劇場在靜象劇面的使用上則更為活潑自由，依實際戲劇內容的需要，不一定要
有三個靜象的轉化過程。

6  坐針氈（hot-seating）是指觀眾在看過一段表演（不論是戲劇演出、說故事或是角色呈現）之後，劇中角
色在協調者的引介下「現身」直接與觀眾對談，讓觀眾有機會詢問「劇中人物」一些問題或者幫助此人
物解決困境並給與建議等，並在此互動中有機會了解此角色的價值觀、動機、關係和行動。

� 前置作業包含資料蒐集、或者向學校老師或社區組織介紹此節目，並進行一些互動、訪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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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在英國有逐漸式微的現象，但其完整的劇場藝術性，及關注社會環境與寓教於樂的教

育潛能，仍吸引許多懷有戲劇教育理想的劇團繼續耕耘發展。

臺灣自1���年引進教習劇場，十五年來經過戲劇教育界、劇場界的努力，已逐漸受到

重視。然這個在西方已趨沒落的戲劇教育模式，是否值得我們在此地繼續發揚？由社區劇

場轉型為專業劇場的台南人劇團，曾於1���年引進英國格林威治青少年劇團來臺主持「綠

潮—互動劇場研習營」 
�

，劇團也因此經營了近五年的教習劇場，是臺灣第一個將教習劇場

標示為劇團經營目標的劇場團隊，但終也在客觀環境不繼的情況下暫時停下教習劇場。教

習劇場小而美的劇場教育理想，在經費籌措來源不定與藝術範疇難以界定的尷尬身份中，

還能有生存空間嗎？臺灣需要教習劇場嗎？在下文中筆者將從這十五年來教習劇場在臺灣

的發展情況來談，並聚焦在台南人劇團之教習劇場經營概況與轉變及臺灣整體戲劇教育環

境，來談教習劇場在臺灣的未來。

二、教習劇場在臺灣的發展（1992-1998）

臺灣1���年解嚴後，社會多元開放，追求自由民主成為重要的核心價值；影響所及，

劇場亦呈現多樣面貌，百家爭鳴，行動劇、環境劇、政治劇、實驗劇團，乃至社區劇場紛

紛出籠。在此環境下，追尋另類劇場的渴望時有所聞，各式各樣的戲劇工作坊也應運而

生，教習劇場也在此背景下，於1���年被引進臺灣。1���年�月鄭黛瓊於臺北市立師範學

院幼教系課程中介紹「教育劇場」，算是教習劇場進入臺灣的先聲。1���年1�月在文建會

的支持下，由中華戲劇學會籌辦，於國家戲劇院芭蕾舞排練室進行為期三週的「教育劇場

研習會」，邀請美國紐約大學（N.Y.U.）教授史瓦茲夫婦前來主持，此研習會以師大楊萬

運教授為首，王士儀、鍾明德、黃美序、司徒芝萍、張曉華等多位學者亦參與其事；活動

內容包含演講、工作坊、排演等階段，史瓦茲夫婦並親自帶領學員收集資料，進行討論，

最後發展出《安公子，安啦！》作品，並公演兩場（鄭黛瓊 �001：60）。這項研習營兼

顧理論與實務，且具規模，是教習劇場在臺灣正式被認知學習的開始。

而後參與過「教育劇場研習會」的老師們，便陸續在其所任教的學校開設教習劇場

相關課程，如：黃美序、司徒芝萍於1���-1��6年間在彰化師大針對春暉社社員進行每年

一次的研習營，並於臺北中正紀念堂音樂廳前演出；鄭黛瓊於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幼教系

亦多次開設教習劇場課程，並製作演出《萬能娃娃》（1��4）、《圓圓國與方方國》（

�  該研習營首於1���年4月�6日於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小劇場舉行講習會，繼之4月��日至5月�日於臺南勞
工中心舉辦四天研習營暨一日的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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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停電的晚上》（1��6）、《垃圾總動員》（1���）等以幼稚園小朋友為對象的

節目，分別在臺北聖恩幼稚園、臺中愛彌兒托兒所演出；張曉華亦曾於1��5年在師大社教

系開設「人際關係」課程，運用互動劇場技巧進行活動，期末以教習劇場演出做結；鞋子

兒童劇團亦於1���年至1���年期間多次邀請戲劇教育學者鄭黛瓊於新加坡（1���）、雲林

（1��4）、臺中縣（1���）等地進行兒童戲劇與教習劇場等相關課程的師資培訓（鄭黛瓊 

�001：61-6�）。

教習劇場在上述學者專家的推廣下，播下零星種子，直至1���年台南人劇團邀請

GYPT來臺舉辦「綠潮─互動劇場研習」，教習劇場在臺灣才廣為戲劇教育界所認知。台

南人劇團（舊名華燈劇團）是光復後臺南成立的第一個現代劇團，自1���年成立以來一直

以發展地方劇場為使命，在文建會於1��1年�月所實施的「社區劇團活動推展計畫」三年

經費的挹注下，劇團漸有規模，1���年更獲得文建會「輔導地區劇團人才培育及戲劇推廣

計畫」的專款補助，在學者蔡奇璋的推薦下，得以邀請GYPT來臺舉辦「綠潮─互動劇場

研習營」。雖然「綠潮研習營」一週活動天數不若1���年「教育劇場研習會」三週時程

來得長，但「綠潮研習營」由GYPT五位專職「教習劇場」核心團員全程帶領，其規模自

比��年由史瓦茲夫婦所主持的研習會來得大；尤其難得的是，在台南人劇團的要求下，

GYPT帶來兩齣形式不同的教習劇場節目《天際循環》（Circle in the Sky）、《承諾滿

袋》（A Pocketful of Promises），讓學員透過參與，經由「觀眾介入演出」，實際瞭解研

習會中所學習到的互動劇場技巧是如何地在演出中被靈活運用，藉此有機會親身體驗教習

劇場魅力之所在，了解教習劇場所引燃的激辯火花如何綻放出潛藏的教育力量。當年參與

此研習會的學員有許多是戲劇教育學者、兒童／社區劇場工作者及學校老師，許多學員在

研習結束後也積極展開後續活動，如九歌兒童劇團活動部主任黃翠華回臺北後，便將研習

心得與教習劇場專家鄭黛瓊分享，雙方並於年底合作教習劇場節目《阿亮的魔術方塊》；

南風劇團團長陳姿仰則與同來參加研習營的團員，將研習所學到的互動劇場技巧運用於

「揚帆主婦社」的戲劇工作坊中，利用「論壇」讓參與活動的主婦們盡情地表達自我，近

幾年陳姿仰亦經常活用教習劇場技巧於不同的社區劇場活動與學校社團訓練，並受邀至臺

大進行性別議題的教習劇場課程；學員呂毅新、賴淑雅更分別至美國、英國以教習劇場為

目標攻讀戲劇碩士，賴淑雅留英期間亦曾至GYPT實習，並與GYPT合作完成《時過境未

遷》（Time and Tidelines）製作並隨團巡迴演出，其返國後在社區大學與社區劇場積極推

動互動劇場的概念，並於�006年成立「應用劇場發展中心」，以組織的方式舉辦各項社區

劇場研習活動並建構網路平臺；主辦單位台南人劇團則於同年暑假所舉辦的兒童戲劇夏令

營運用「綠潮」所習得的工作技巧，以《哪吒鬧海》為藍本，進行一系列互動劇場活動，

活動中也安排探討親子關係的教習劇場短劇《花園陽臺》演出，算是台南人劇團嘗試教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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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創作的開始；同年，團員林明霞也嘗試性地以性騷擾／強暴為議題，編導《黑色角

落》一劇，於劇團內部做實驗性演出。「綠潮」研習學員的積極學習態度，並充分地紀錄

在GYPT藝術兼教育總監賀薇安 
10

（Vivien Harris）針對整個活動的評估報告中：

GYPT毫無保留地相信，這趟臺灣之旅絕對是一次成功的交流經驗。⋯⋯

印象中，我們覺得目前在臺灣的教育界與劇場界中，有很多人急於尋求不

同的工作方式與技巧；此外，人們在藝術與教育方面的求知慾也很強。最

重要的是，GYPT小組認為我們所遇到的臺灣人民對於劇場與藝術皆極具

熱情。⋯⋯（蔡奇璋譯 1���：1�）

賀薇安在其「綠潮」評估報告中所提到教育界與劇場界的熱情，反映了1���年劇場

教育環境現況，當年這場研習較諸於1���年的研習會能有較多的影響力，乃得力於整體戲

劇教育環境的不同，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教育部1���年公佈了「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

綱，對九年義務教育課程做了徹底的翻修，課程安排以學群概念取代分科教育，強調統整

教育的重要，並正式將「表演藝術」納入「藝術與人文」學群中，這是臺灣教育史上將表

演藝術納入基礎教育課程的開始，彌補過去藝術教育偏重美術、音樂課程的缺憾。然「表

演藝術」倏忽然地被列入課程，在第一線教學的老師卻多半沒有表演藝術方面的學習經

驗，因此針對教師所開設的「表演藝術／戲劇教育研習營」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各地展開；

而在此階段中，臺灣赴歐美學習戲劇教育的人數大增，他們返國後，將西方戲劇教育的理

念與方法轉介回臺，這些在西方已發展多年的戲劇教育的慣例方法（conventions）與形式

因而有機會在教師研習中被廣為介紹，對刻在發展表演藝術課程與社區劇場的臺灣有著顯

著的影響。

GYPT藝術總監賀薇安在「綠潮」研習結束更積極邀請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許瑞芳前

往英國與GYPT合作，進行一齣有關多元族群議題的教習劇場節目。1���年二月許瑞芳負

笈倫敦與GYPT合作半年，完成以�-11歲學童為對象，討論倫敦族群衝突的節目《流光如

潮》（Time and Tide Line），並巡迴東南倫敦十六所小學，演出三十四場。許瑞芳在「綠

潮研習」結束後，能有機會到教習劇場發源地英國實際參與製作與演出，遂以能對教習劇

場的操作有更完整的概念，成為其日後在臺灣推動教習劇場的泉源力量。蔡奇璋和許瑞芳

兩位計畫主持人有鑑於「綠潮」研習課程內容的豐富及學員的參與熱情，便協力統整「綠

潮」研習的教案及教習劇場相關理論與延格，將其匯集成書，於�001年出版臺灣第一本專

�  1���年GYPT來臺灣舉行工作坊，計畫主持人蔡奇璋特為GYPT總監Vivien Harris取了這麼一個饒富華人味
的中文名字賀薇安。賀薇安不幸於�004年過世，時年五十，令人不勝欷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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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習劇場的書籍《在那湧動的潮音中—教習劇場TIE》，提供後學者許多寶貴的資料。

三、台南人劇團的教習劇場製作

台南人劇團長久以來一直不斷地在搜尋新的工作法則，培養新的專業人才，意圖透

過與觀眾間較為緊密聯繫的方式，來建立人們對劇場的興趣（蔡奇璋 �001：�）。許瑞芳

曾表示1���年所以引進GYPT來臺，乃是「GYPT以互動式教習劇場模式深入校園、社區

的做法，深深吸引著正在為社區戲劇尋找活路的台南人劇團，深盼能自GYPT的經驗中發

展出一套更為有效的社區戲劇工作模式」（許瑞芳 �001：�6）。在此前提下，許瑞芳在

「綠潮」研習後，遂能繼之編書紀錄，並到英國取經學習，展現其積極試探互動劇場的

企圖。1���年夏季許瑞芳自英國返臺後，便在劇團積極籌畫教習劇場製作，截至她�00�年

1月離開劇團，一共製作了三齣教習劇場節目：討論族群議題與認同問題的《大厝落定》

（1���-�000）、探討生涯規劃的《追風少年》（�001）、及探索家園與家庭意義的《何

似歸去》（蔡奇璋編劇，�00�）；�004年劇團另邀請呂毅新製作討論生命議題的《終生大

事》。台南人劇團可說是臺灣第一個有規模地操作教習劇場節目的劇團，戲劇教育學者蔡

奇璋更直言，台南人劇團首部教習劇場《大厝落定》的問世，宣告了教習劇場與地方（或

社區）劇團定時、定點結合的新篇章（蔡奇璋 �001：�），其製作上與過去幾年臺灣教習

劇場的演出有幾項突破之處：

（一）在劇團專業製作規劃下，演出兼具藝術性與教育性意涵
在許瑞芳擔任藝術總監期間，台南人劇團的教習劇場是列為年度的重要公演計畫，製

作期間劇團幾乎毫無旁騖，全體動員，從編導、演員、製作、行政連絡，無不細心規劃，

期透過藝術性的劇場表現，打破一般人認為教育性劇場與劇場藝術無涉的偏見；由於劇團

在教習劇場製作上的藝術性追求，也因此能夠突破過去教習劇場較為因陋就簡的製作模

式。

�004年的《終生大事》以環形舞臺呈現，主舞臺為幾近寫實風格的廚房場景，舞臺

設計維妙維肖，十足的視覺魅力。�00�年的《何似歸去》為了呼應編劇以「門」為象徵來

探討家庭裡的人際關係，舞臺就以四個旋轉門框配合場次做不同的變化，加強對「門」

意象的處理，從中觀眾也進一步學習有關劇場象徵美學的概念。1���年的《大厝落定》以

「認同」為主要的教育目標，焦點放在臺灣的族群議題上，特別是有關原住民的處境；為

表達外在環境的壓迫氛圍，採環形舞臺形式，觀眾坐在中間，感受一種「被包圍」的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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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氣氛，隨著不同場景的變化，觀眾自由轉身觀戲，一場劇中主角月蘭與臺生的婚禮，新

人隨著原住民婚禮歌曲穿過整個觀眾席，此時手持百合花的觀眾，適時地成為婚禮的觀禮

者，共同參與了婚禮的進行。�00�年的《追風少年》在視覺設計上做了不同的嘗試，該劇

以「生涯規劃」為教育目標，為了呈現角色企望圓滿的活出自我，獲致一個祥和安定的內

在，《追風少年》的視覺設計採用荷蘭畫家蒙特里安 （ Piet Mondrian ） 的新造型主義 （ 

Neo-Plasticism ） 中組合直線與顏色方格，形成極富音樂性和諧畫面的概念為基礎，轉場

由演員重組景框，形成多元構圖，最後一場戲更將舞臺景框徹底打散，轉為攝影展覽場；

戲末並邀請觀眾走上舞臺，參觀劇中人物小艾的攝影作品，並鼓勵參與者在會場簽名簿上

寫下自己的感想；在此，觀眾無形中也經歷了一場攝影藝術之旅。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

用學系副教授王友輝在看過《追風少年》演出時曾表示：

演員的表達自然樸實，尤其在與觀眾的互動上，難能可貴地展現了寫實表

演的風貌和即興作答的能力，而其場景、道具和燈光、音效等等，儘管劇

場條件簡單，但仍有十分精緻的要求，整體演出具備了相當的藝術性水

準，更發揮了十足的劇場魅力。（王友輝�200�：�）

其所言「儘管劇場條件簡單（指學校演出場地毫無劇場設備），但仍有十分精緻的要

求」一針見血地指出台南人劇團製作教習劇場的態度。也唯有透過劇場藝術感人的魅力，

學子們才容易「入戲」，進而身歷其境地對演出所欲傳遞的教育目標有更深刻的體會，達

其教育目的。針對此，屏東教育學院幼教系教授陳仁富也表示：

教習劇場雖較不強調專業劇場的舞臺燈光佈景，但臺南人劇團在這方面仍

極為用心，事實上這樣的用心對整個演出氣氛的塑造有極大幫助，觀眾也

因此較易入戲。演員素質很高，能深入表現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因此演出

當天的觀眾都能為劇情中角色的困境感同身受，而熱烈參與討論。（200�

：�）

台南人劇團所製作的四齣教習劇場主要編導許瑞芳及呂毅新都有多年劇場經驗，尤

擅長劇本寫作，因此其所編寫的教習劇場腳本均能達主題明晰、人物鮮明、情節動人的要

求；加之豐富的導演經驗與教習劇場訓練，因而能製作出「十足劇場魅力」的教習劇場作

品，其劇場藝術性是臺灣教習劇場製作的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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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教習劇場節目首次大量進入校園／班級巡迴演出的例子
不同於過去的教習劇場演出多半是大專教師課堂教學的「期末公演」，由於是學生

的期末演出，即便有兒童劇團的支持，幕後製作得到些許助力，但受限於學期制度及課

程規劃，很難做校際的巡迴展演。台南人劇團的教習劇場製作是劇團的年度公演，製作

小組全是可以配合巡迴的劇場專業人員，其規模自與過去不同，其中《大厝落定》巡迴大

專院校、高中暨社區演出了16場 
11

，《追風少年》則有��場演出之多 
1�

；�00�年製作的《何似

歸去》則是首部以國中生為對象的教習劇場節目，巡迴南部1�所國中及三所大學暨社區做

示範演出，共演出��場 
1�

；�004年的《終生大事》也於大專院校及社區演出了14場 
14

。演出團

隊也唯有透過巡迴中面對不同觀眾的參與及互動，才能有機會自其經驗中感受教習劇場所

展現的豐沛思辯力及其潛藏的教育力量，並從中有所學習，讓此互動學習的力量不再只是

「上對下」的傳遞，而是透過演教員與參與者，及參與者彼此間「平等對話」的結果。

（三）觀眾對象與人數限制的突破
在「綠潮」研習營之前，臺灣的教習劇場作品主要是由戲劇教育專家與兒童劇團或

師範體系學生所合力推出，其所設定的觀眾對象也因而多半是以幼兒與小學生為主（蔡奇

璋�001：�），其觀眾人數也未特別限制，多則達百人 
15

。台南人劇團的教習劇場節目遵循

教習劇場傳統，不僅由劇團親至班級演出，並針對特定觀眾來進行展演，人數限制多在50

人以下，即便是開放一般觀眾參與的社區場，也要求觀眾需事先報名 
16

，以便掌控每場觀眾

人數。教習劇場所以堅持此種小而美的劇場形式，乃是為了確保參與者能有相互溝通的機

會，在彼此緊密的氛圍中易於進入戲劇氛圍「入戲」，而能夠「身歷其境」地體驗劇中人

物的困境，進而有解決角色難題的衝動，遂能順利展開一連串觀眾參與的戲劇活動，達到

互動劇場的精神。

10  《大厝落定》巡演學校／科系包括：文藻外語學院夜二專英文科、協同中學高二生、南英商工影視科高
二生、臺南海事水產高職話劇社、長榮中學高二生、國立成功大學大一企管系暨中文系、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諮商中心義工團、高苑技術學院二專生及國立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外語一年級生。

11  《追風少年》演出學校及社區包括：文藻外語學院戲劇選修課、屏東師範學院幼教系、臺南高商高二
生、成功大學中文系、長榮管理學院（輔導中心主辦，自由參加）、長榮中學高二生、南英商工高二影
視科、臺南師範學院語教系、和春技院大寮校區應用外語系、和春技院旗山校區應用外語系、嘉義協同
中學高三幼保科、政治大學（輔導中心主辦，自由參加）、敦安文教基金會（開放自由報名參加）、華
燈藝術中心（開放自由報名參加）。

1�  《何似歸去》演出學校及社區包括：土城國中、長榮中學、崇明國中、獅甲國中、建興國中、南隆國
中、長榮女中、鳳甲國中、大成國中、大內國中、復興國中、協同中學等學校之國一或國二生，及靜宜
大學外語系、暨南大學外文系，誠品書店小劇場的社區觀眾。

1�  《終生大事》演出學校及社區包括：靜宜大學外文系、和春技術學院應用外文系、文藻外語學院通識課
程及台南人劇團戲工場的社區觀眾場。

14  鄭黛瓊在〈教習劇場TIE〉（�001）一文中提到，其1��5年於臺北聖恩幼稚園演出的《圓圓國與方方
國》，現場即有1�0位幼兒；另1���年與九歌兒童劇團合作的《阿亮的魔術方塊》，每場觀眾也有1�0人
之多。

15 報名參加社區場的觀眾需繳保障金，待活動參與結束才退還保障金，藉此控制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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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容的社會性與批判性
「綠潮」研習之前的教習劇場節目由於參與者以幼稚園或小學孩童為主，為了吸引

小孩的注意與興趣，節目較具童話色彩，以可愛、甜美為主要方向，不以社會性及批判性

為目的。台南人劇團的四齣教習劇場製作則幾乎涉及當代臺灣的社會、政治、家庭問題，

甚至是生命議題，節目透過劇場直接地與觀眾進行對話，挑戰觀眾的思維與價值。《大厝

落定》劇末所進行的論壇，安排觀眾上臺取代女角月蘭向其先生挑戰，爭取改回原住民本

名的權力，在此過程中，學生有機會親身體會弱勢者（少數族群及女性）在主流社會價值

體系中渴望被平等對待，積極爭取自我權益的艱辛過程，凡此種種對平素只知在校內交

游、苦讀，乃至逐漸對周遭環境冷漠、無感的學生們來說，堪稱是一次難得的社會、生活

教育（蔡奇璋 �001：6）。《何似歸去》亦透過論壇探討婚姻家庭責任，對劇中長年失去

音訊的父親的突然返家，做兒女的有什麼話想對他說？《何似歸去》讓正值青春年少的國

中生，尤其是單親家庭，或者父母親長年在他鄉（其他城市，或者大陸、東南亞⋯⋯）工

作的子女，在此安全的劇場氛圍裡款款而談彼此對婚姻的看法，並進一步探索婚姻的價值

核心。而《終生大事》更將在我們文化中向來被視為禁忌的死亡議題，透過教習劇場的臨

場感與震撼力讓觀眾突破忌諱，自然地碰觸與生命教育相關的課題。台南人劇團的教習劇

場製作挑戰正規教育中較少直接涉入討論的議題，讓學生能自以考試為取向的填鴨式教育

中解放，使他們能重新體察自我並與社會聯繫，讓臺灣教習劇場的創作內容向前邁了一大

步。

（五）編寫教師手冊
教習劇場節目的製作不僅僅是「演一齣戲」，還包含前置作業與後續追蹤活動，通

常劇團都會編寫教師手冊，在演出前利用教師工作坊或者直接拜訪學校老師，以將演出相

關訊息及與主題有關的遊戲或活動透過教師手冊傳達給老師，協助老師針對演出內容可以

從容有效率地抓取重點，並事先和學生進行某些活動，幫助學生對演出主題有更深入的瞭

解。台南人劇團的四齣教習劇場節目均確切地編寫教師手冊，內容除了演出前的主題訊息

與活動外，並撰寫一些在「後續追蹤」可以進行的課程建議，透過「後續追蹤」不僅可以

協助老師瞭解學生對該演出節目的領悟，同時可以作為課程統整的依循。

（六）確實進行公演前的「試演場」
教習劇場製作與一般的戲劇製作在首演前的排演計畫上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戲劇演

出，首演前的排演幾乎是不斷地走整排，以整合演員與幕後技術的配合，做好進劇場首演

前的準備。教習劇場首演前十天的重點排戲，則幾乎都在處理互動劇場部分，練習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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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坐針氈，或遊戲的帶領等，首演前且必要安排至少兩場的「試演場」，邀請與目標

同年齡的觀眾及相關領域從業人員前來欣賞，以探知議題的面向是否清楚，互動的安排是

否周延，提問的設計是否恰當，也讓演教員有機會與不同觀眾進行互動操演，磨練其應變

力。台南人劇團教習劇場的製作，非常重視首演前的「試演」，譬如《何似歸去》試演場

就曾安排兩次國中生到劇團看排；《終生大事》的試演則邀請在職醫師與護理人員（以負

責心臟與急診部門為主）、憂鬱症諮商社工師、大學生命教育課程的教授、高中宗輔室輔

導老師與神職人員等來參與（呂毅新 �006：��）。《大厝落定》則在劇本發展階段就邀

請原住民朋友來看排演，以檢視文本的發展是否有疏漏之處。由試演場的安排，亦可以看

出台南人劇團教習劇場製作上的謹慎、用心與負責。 

台南人劇團在劇場支援貧乏的南部，全力以赴地推展教習劇場，且多有突破與躍進，

實屬難得；但對一個專職人員不足的劇團來說，劇團年度規劃同時要兼顧一般性的劇場演

出與教習劇場製作，許多方面實無力做得面面俱到。教習劇場製作初期與學校的聯繫十分

重要，在劇團有限人力及對教育推廣工作經驗尚在摸索階段的情況下，製作規劃往往難與

學校的課程進度相互配合，節目多半是劇團獨立性擬定演出議題與教育目標，也因而演

出後的「後續追蹤」（follow up）活動難以確切地在課程中執行與追蹤，僅零星班級曾做

過後續追蹤活動，因而針對整體演出效能及後續影響的評估工作，只能就演出現場參與者

的反映及問卷來觀察，殊為可惜。再者，教習劇場對臺灣劇場來說仍是一新的領域，製作

團隊對於互動劇場的慣例方法還不是很熟悉，因此在互動技巧的運用上較乏多元活潑的特

質，演出人員也多半沒有演教員的養成訓練，對演出中的「教師」職責較為陌生，加上傳

統教育中缺乏思辯練習，演教員互動劇場的操作練習就得全仰賴導演的設計與訓練，無形

中也加重導演的責任。

台南人劇團初試啼聲的教習劇場節目雖有不錯的評價，可惜的是許瑞芳�00�年卸任劇

團藝術總監，曾參與教習劇場的團員也紛紛離去，劇團除了�004年再製作一齣教習劇場節

目外，便不再有新的製作，究其因，除了經營者本身的興趣外，劇團的未來性也是考量的

重點。對劇團新任總監呂柏伸而言，上任後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打開劇團的「知名度」（沈

玲玲 �004：104），「知名度」的擴充有賴主流劇場的「認證」，教習劇場在此絲毫是使

不上力，因而劇團的製作開始轉向，改以製作西方經典名劇為主要創作方向。呂柏伸個人

是個非常優秀的劇場導演，在其領導下，劇團轉型受到矚目，知名度也逐漸打開，近年在

文建會的安排下，曾至巴黎文化中心、法國亞維農藝術節演出，�00�年�月亦將踏上國家

戲劇院演出《閹雞》，足見其專業劇場的製作能力已受到多方肯定。無獨有偶，GYPT前

任藝術總監賀薇安也於�00�離開劇團，在面對經濟壓力與主流價值的威脅下，新任藝術總

監詹姆斯（Jeremy James）因而取消教習劇場團隊，轉而製作一般性的兒童／青少年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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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兩團經營的轉向，直接暴露的就是劇團生存上的困境，一來教習劇場完全沒有經濟

效能，得完全仰賴相關公部門的補助，一旦公部門的補助減少，便直接威脅教習劇場的生

存，GYPT前財務經理牛頓（Bryan Newton）曾提到，單單1��1年至1���年間GYPT所得到

的補助就比過去短少二分之一，為此劇團不得不精簡人事，並開始向學校酌收演出費用（

蔡奇璋 �004：4）；基於現實考量，九○年代起許多英國教習劇場團隊紛紛改弦易轍也是

時有所聞。再者，傑克遜（Tony Jakson）在一篇論述教習劇場在英國發展的論文裡，更直

接以「教育或劇場？」（Education or Theatre?）為標題，直指「教習劇場」妾身難分明的

窘境（ Jackson 1��6:�1-�5）。一般專業主流劇場總將以教育目標為首的教習劇場視為業

餘劇場，不免讓想在劇場藝術上獲得肯定的劇團，對於教習劇場的經營躊躇不前；而教育

單位又往往認為教習劇場經營執行者是劇團組織，對其指導教育工作的能力也不免有所懷

疑。教習劇場處在劇場與教育的夾縫中，常導致藝術補助單位與教育補助單位互踢皮球的

情況，更讓教習劇場製作面臨無米之炊的窘境。臺灣九○年代「鞋子兒童劇團」與「九歌

兒童劇團」雖有過教習劇場製作經驗，但也只是曇花一現，基於生存考量劇團目前還是以

大型兒童劇場製作為其主要經營方向。教習劇場所處生態的難為，也難怪詹姆斯上任後會

毫不顧惜GYPT三十年教習劇場老招牌，大刀拓斧地往新的方向走；在臺灣，教育性劇場

的製作更難在以主流劇場思維主導一切的劇場圈受到重視，因此未來意欲在主流劇場站得

一席之地的台南人劇團，暫時拋下才結識不久的教習劇場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四、臺灣教習劇場的現況與未來

（一）臺灣教習劇場的現況
雖然臺灣劇場界對於教習劇場的經營有著力不從心的遺憾，但進入新世紀在九年一貫

課程的推動下，戲劇教育逐漸受到重視，有關過程戲劇、教育戲劇、創造性戲劇的研究者

與實踐者越來越多，教習劇場也不例外。整體戲劇教育環境的改善，讓我們對教習劇場的

未來仍持有許多希望。

近些年來受到九年一貫課程的影響，各地持續開設多樣性的教師戲劇研習營，教習

劇場迷人的互動魅力受到老師們的歡迎，尤其是以各地教師輔導團  
1�

為主的團隊，如澎湖

東衛國小教師團的老師們在教習劇場研習結束後，便自發性地以「保護澎湖的海洋環境」

為題，製作了《大海啊～故鄉》教習劇場節目，並於澎湖多所國小演出，便是一個成功的

16  各地教育局均設有國民教育輔導團，簡稱「輔導團」，由國中小教師以志願方式加入團隊，團部依各學
科領域成立不同小組，為當地教師舉辦各種進修活動與資源分享，促進教師專業的提升與相互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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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汪春玲 �005：��）。而大學戲劇學系近年也開始重視戲劇教育課程的規劃尤是可

喜的現象。臺南大學�00�年成立戲劇研究所，�006年增設大學部，系所更名為「戲劇創作

與應用學系」，標示該系應用劇場的發展方向，於研究所及大學部均開設了「教習劇場」

課程。曾在台南人劇團發展教習劇場的許瑞芳轉而到大學任教，近三年帶領臺南大學研

究生完成了六齣教習劇場節目：�005年以同儕關係為主題，國小中年級學生為對象的《約

定》與《同班同學》；�006年的《迷走愛情》以高中、大專生為對象，性教育為其教育目

標，戲並延伸對婚前性行為的討論，《舞動青春》以國小中年級學生為對象，亦是討論同

儕關係；�00�年以國中生為對象，推出以「生命教育」為議題的兩齣戲《空位》及《成績

單》 
1�

。向以標榜專業劇場製作為系所方向的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近年亦曾於研究所開設

「教習劇場」課程，劇場設計學系的天使蛋劇團也曾做過多次兒童劇演出，�00�年更邀請

戲劇教育工作者高伃貞前來教學，並與天使蛋劇團合作，在全系的支持下製作了《快樂村

的頭箍》，於臺北三所小學做演出。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開始重視教育性劇場的發展，

也說明了臺灣教育劇場有漸受市場歡迎的趨勢。1���年即開始接觸「教習劇場」的鄭黛

瓊，多年來持續在不同大專院校講授教習劇場相關課程，�00�年其所任教的經國管理學院

與基隆外木山社區合作，結合學校臺灣史、戲劇教師、戲劇社團及地方民俗學者完成「草

鞋祭」活動，並由彩虹魚兒劇社演出《草鞋恩仇錄》教習劇場節目（鄭黛瓊 �004：�） 
1�

，

尤饒具意義。更有非劇場科系老師，以教習劇場為媒介開設專題研究的課程，如臺大林維

紅老師在歷史研究所所開設的「性別與教習劇場」即是一例 
�0

。另外，許多社區大學紛紛開

設「社區劇場」、「民眾劇場」、「教習劇場」等相關課程，亦有助教習劇場的推廣。

學者暨劇場工作者容淑華多年來一直在文化大學戲劇系教授「教習劇場」相關課程，

近年在財團法人跨界文教基金會及差事劇團的支持下，帶領學生與劇場工作人員合作，以

讀書會方式建立議題討論，製作了許多以社會議題為出發的教習劇場節目，分別在國中、

高中及大專院校巡迴演出，十分值得重視，其作品如下：�000-�001年《生命教育：「網

咖」》，探討青少年沉迷網咖的問題，以國中生為對象；�004年《生命教育：「阿祥的選

擇」》，探討憂鬱症的問題，以高中生為對象；�005年《生命教育：「基因魔法」》，則

從人倫角度來探討基因問題，特以醫學院學生及社區民眾為對象；�006年《公民教育：

「美好的人生」》，以法學院學生及社區民眾為對象，由楊儒門白米炸彈客事件及其他全

1�  《空位》及《成績單》的演出，乃與國家文學館合作，配合該館展出抗癌小鬥士馬漢忠「微笑小太陽」
特展，特別推出以「生命教育」為目標的教習劇場節目。

1�  「草鞋祭」乃經國管理學院依據教育部中程計畫架構中「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之基礎所計畫
的專案，計畫名稱為：外木山社區海洋文化之重現與發展計畫—從田野到「社區劇場」、「博物館劇
場」。計畫中並推出教習劇場節目《草鞋恩仇錄》，由邱少頤編劇，鄭黛瓊導演。

1�  臺大歷史所曾於�005年首開此門課，�006年轉為通識中心開課，�00�年�月林維虹教授再重開此課，並邀
請教習劇場專家蔡奇璋擔任理論教學，南風劇團團長陳姿仰則自�005年就開始在臺大這些課程中指導教
習劇場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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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事件之報導，探討「美好的人生」的藍圖；�00�年《性／別教育：不安的沈靜》，探

討性別文化的差異存在，對象是一般大學生（容淑華 �00�：1��-1�4）。劇場工作者高伃

貞近三年帶領位於臺北天母的「婦慈戲劇班」媽媽們做戲劇活動，每一學期都會選擇不同

教育議題來發展教習劇場創作，並進入天母地區的校園做二至三場的演出；�005-�006年

獲國建局補助，演出以乳癌防治為題的教習劇場節目《生命的泉源》，前前後後共演出了

近�5場，堪稱臺灣教習劇場製作與政府特定單位、學校、社區暨藝術團隊嶄新合作的首例

（高伃貞、陳淑琴 �00�：1�1）。

隨著臺灣島內積極學習戲劇教育相關課程，民間團隊與學院紛紛舉辦國際性的研討

會 
�1

，邀請國內外知名戲劇教育與社區劇場的專家學者前來主持工作坊，並發表專題演講，

�0 �001年至�00�年臺灣所舉辦的戲劇教育相關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如下：
      �001/0�/��-0�/��：「戲劇、劇場與教育」歐亞連線國際研討會，於臺北文化大學推廣部暨龍安國小舉

行，由臺灣藝術發展協會及財團法人跨界文教基金會所策劃主辦。邀請的國外專家學者有：John Somers
（英）、Jennifer Simons（澳）、小林志朗（日）、Carly Mays（英）、Ma Isabel A.Legarda （菲）、莫
昭如（香港）、黃婉玲（香港）等；會中並進行三場工作坊，John Somers的TIE工作坊、Jennifer Simons
的DIE工作坊，及Ma Isabel A.Legarda 的菲律賓教育劇場PETA工作坊。

      �00�/0�/�1-0�/0�：九十一年度終身藝術學習列車（一）研討會系列─國民中小學戲劇研討會國際學術
研討會，於臺灣藝術大學舉行，由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主辦，臺灣藝術大學承辦。邀請的國外專家學者
有：John Somers（英）、小林志朗（日）、Nellie MaCaslin（美）等。

      �004/0�/1�-0�/1�：「教育、戲劇與劇場」研討會，於臺北文化大學推廣部暨龍安國小舉行，由跨界文
教基金會所策劃主辦。研討會結束，另於差事劇團安排五天的TIE、DIE工作坊，均由John Somers帶
領。 �005/0�/��-04/0�：「�005國際戲劇教育大師工作坊」，於臺北偶戲館舉行，由九歌兒童劇團所策
劃主辦，邀請Jonothan Neelands（英）及Rachel Dickinson（英）帶領，工作坊以「教育中的戲劇，劇場
裡的教育」、「戲劇教育與語言教學的結合：以英語教學為例」、「以『戲劇暨教育劇場』關懷『生命
教育』」為題，分三梯次進行。

      �005/0�/��-0�/�4：�005臺灣教育戲劇/劇場國際年會─社區劇場國際論壇，於中原大學舉行，由臺灣藝
術發展協會及臺灣教育戲劇/劇場聯盟所主辦，邀請的國外專家學者有：Dan Baron Cohen（英/巴西）、
Rui Frati-Savietto（法）、Ma.Gloriosa Santos-Cabango（菲）、Robin Pascoe（澳）、莫昭如（香港）、
舒志義（香港）等。會中並進行三場工作坊，Ma.Gloriosa Santos-Cabango的「民眾劇場」、Dan Baron 
Cohen的「發展劇場」、Frati-Savietto的「被壓迫者劇場」工作坊。

      �005/0�/�6-�/��：臺灣教育戲劇/劇場國際年會─戲劇教育國際論壇，於臺北文化大學推廣部舉行，由臺
北市文化局主辦，臺北市兒童戲劇協會及臺灣藝術發展協會承辦，邀請的國外學者有：John O’Tool（
澳）、Jonothan Neelands（英）、Tony Goode（英/美），及來自香港的張秉權與中國的過廣宇。

      �006/10/�6-10/��：戲劇力量的在地實踐與展現─�006臺灣教育戲劇/劇場系列活動，於高雄衛武營
舉行，由臺灣藝術發展協會及臺灣教育戲劇/劇場聯盟所主辦，國際戲劇/劇場教育聯盟（簡稱IDEA, 
International Drama/Theatre and Education Association）所協辦，這場活動是為�00�年�月即將於香港舉行
的IDEA年會做會前會，因而邀請多位IDEA及大陸代表出席，並舉辦多場工作坊。受邀的外國學者專家
計有：IDEA主席Dan Baron Cohen（英/巴西）、IDEA專案主席Steven Clark（法）、Chonche Romuald 
Materego（坦尚尼亞）、Asa Peterson（瑞典戲劇協會）、Subodh Patnaik（印度Natya Chetna劇團總
監）、Francesca Sculli （澳洲女人馬戲團），及來自中國靜安劇團的李嬰寧、夏泰立，香港的莫昭如
參與座談會，並舉辦多場工作坊，如Steven Clark的「戲劇在語文教學中所能發揮的力量」、Chonche 
Romuald Materego「青少年的戲劇教育」、Asa Peterson的「戲劇即興創作」、Francesca Sculli的「媽媽
馬戲團工作坊」，及由來自亞洲的民眾劇場藝術家Na Chang Jin（韓）、Park Yeio He（韓） 、Masayuki 
Osak（日）、崔文嶔（中）、袁堅樑（香港）所帶領「民眾戲劇工作坊」，活動多樣而熱鬧。

      �00�/06/01-06/0�：�00�應用戲劇/劇場國際研討會─跨文化的對談，於臺南大學榮譽校區舉行，由臺南
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策劃主辦，邀請的國外專家學者有John O’Tool（澳）、Madonna Stinson（澳
/新加坡）、Dan Baron Cohen（英/巴西）；並舉行三場工作坊，John O’Tool的「校園衝突/霸凌處理工作
坊」，Madonna Stinson的「多元戲劇策略融入教學工作坊」，及Dan Baron Cohen與媚登峰老人劇團暨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研究生合作為期一週的「與死亡共舞」工作坊。

      �00�/10/01-10/：在跨界文教基金會所策劃主辦下，再度邀請John Somers於臺北、高雄、臺南舉行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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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這樣的機會，不僅讓求知者有機會增廣視野，向他人請益；透過論文的發表，也讓國

內戲劇教育與社區劇場工作者有相互交流的機會，對戲劇教育及社區劇場的推動助益良

多。綜觀�001年至�00�年間，臺灣共舉辦了九次與戲劇教育及社區劇場相關的國際研討會

暨工作坊，國際知名戲劇教育專家及社區工作者在七年間相繼來臺，為國內戲劇教育帶來

源源不斷的養分。這些受邀來臺的專家中有許多是國內學者於國外求學時的指導教授，透

過演講、工作坊帶進許多值得切磋學習的觀念，當然對教習劇場的工作方法與推動也提供

不少助益。臺灣戲劇教育經過近十年的推動，一些戲劇教育慣用的技巧對第一線授課的老

師已不再陌生，�005年「臺灣教育戲劇/劇場國際年會─戲劇教育國際論壇」的重要目標

即是「重新爬梳臺灣近十年教育性戲劇深耕累積之後的百花齊放」（「臺灣教育戲劇/劇

場國際年會─戲劇教育國際論壇」手冊 �005：1），英國教授尼藍（Jonothan Neelands）

在此研討會的專題演講〈戲劇創意教學的多樣面貌─教育性戲劇在校園中的應用〉（

Diversity of Die—Application on Die）一文中，特別針對臺灣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對傳統

教師的衝擊與認同提出一針見血的想法，並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應該建立自己的信心，不

要只是盲目地聽從「優越的」歐美民主及教育的概念，重要的是，能從舊殖民的桎梏中

建立自己的信心，並形成自己對民主和教育的獨特想法（ Neelands著，周小玉譯 �005：

��），其清澈旁觀的誠懇建言，提醒向外求經十年的臺灣戲劇教育界，該是反芻沉澱的時

候了。

（二）臺灣教習劇場的未來與展望
教習劇場工作模式自1���年被引進臺灣，至今不過15年之久，卻也歷經了一些變化。

教習劇場在其原生地英國，隨著經濟及教育文化政策的改變，政府的補助款每況愈下，至

�0年代末期也逐漸走下坡，然教習劇場深具劇場藝術性的強大教育力量，仍讓許多對社會

服務與改造有熱誠的劇場工作者願意投身經營，但策略上必要廣闢服務對象，不再侷限校

園演出。�0年代開始，英國教習劇場的發展逐漸傾向與特定單位合作，發展不同的議題，

如愛滋病防治、毒品防治、兒童棄養與照養問題，甚至在博物館、旅遊區發展適合遊客暨

兒童觀賞的教習劇場節目，以爭取足夠的經費來維持劇團的創作水平，雖然這類作法讓教

習劇場的存立不再純粹，但卻為此極度仰賴政府補助的劇種帶來新的生機（Jackson 1��6

：�0；蔡奇璋 �004：4）。臺灣戲劇教育起步得晚，加之政府在文化藝術與教育經費的預

算編列上亦是少得可憐，有心經營教習劇場的團隊，若能嘗試與不同特定單位合作，才有

機會建立更多的生存空間。如前面提到高伃貞與國建局合作乳癌防治的案例，容淑華與仁

「教習劇場」工作坊；臺南場於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舉辦，John Somers並針對他近年的社區劇 
場工作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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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療養院合作有關憂鬱症議題的製作；及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與臺灣文學館合作

的生命議題製作，未來該系更有計畫進一步地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博物館劇場，凡此種

種都為教習劇場於校園外，開拓更多的可能性與新生機。

再來，如何培育既有劇場經驗，又具教育熱誠的演教員，實是教習劇場能否在臺灣生

根發展的必要條件。幸而近年向以專業劇場訓練為發展方向的幾個戲劇學系也開始重視戲

劇教育課程，因而也有為數不少戲劇系學生畢業後繼續研修教育劇場相關學位；而臺南大

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的成立，及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於�005年更名為「戲劇與劇

場應用學系」，都昭示著未來於學院體制內培育戲劇教師、應用劇場編創人才及演教員的

可行性。演教員不同於一般劇場演員，他除了要具備基本表演能力外，還要扮演「教師」

角色，於演出中必須與觀眾互動並控制演出場面，不似傳統演員只要專注在自己的角色即

可。一般演員若對教師工作沒有興趣，往往會對自己得時時進出角色，不能全然享受角色

扮演感到不耐，更令他們精疲力竭的是，有時還得擔負劇場秩序的維持 （Jackson 1��6：

�� ）；相反地，若是對執行教師工作充滿熱情的演員，則會認為，能夠自如地進出角色

是表演上的一大挑戰，尤其在進行各種互動策略時，因每場觀眾不同，難題不同，在互動

過程中就會有不同火花產生，使劇場活水源源，生機不斷。許瑞芳自�004年在臺南大學戲

劇研究所帶領研究生製作教習劇場，研究生中有多人是在職老師或者本身對教育工作充滿

熱情，她觀察這批研究生在演出中面對學生的自在與從容，是在其他專業劇團演教員身上

較不容易看得到的（郭旂玎 �00�：�6）；因此，自學院中培育具教育熱誠的戲劇愛好者

成為演教員，當是日後教習劇場發展的重要基礎。

布萊希特在三○年代提出「教育劇」理念，強調學習（learning）與娛樂（amusing）

是可以兼容並蓄，只要戲好，便具吸引力令人娛悅，即便它具有教育學習的目的，也不會

減損其劇場本質（Brecht 1��6：��-�）。學院教育在此責無旁貸要積極培養教育性劇場編

創人才，製作兼含藝術性的戲劇教育作品，教習劇場特殊的編創技巧更需要學院提供養

分，讓學習者都能具備完整的製作概念，以成就兼含教育目標的賞心劇作。

過去十五年來，由劇團所操刀的教習劇場活動受到經濟及現實的壓力，實有無以為

繼的窘境。除了經濟因素外，一般社會及教育體系對劇團仍存有偏見與不信任，尼藍曾提

到：「傳統上，演員被視為跟到盜賊和流浪漢沒有兩樣；現在卻要轉而從文化裡接受『戲

劇』是正統的藝術形式」（Neelands著，周小玉譯 �005：��），從對「戲子」的貶抑，到

接受他們進入教育體系，對學校老師還真是「文化上」的挑戰；再者，有些受舊系統教育

的傳統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所強調的科目統整、小組活動、想像創意開發、自我表達、討

論式及建構式教學等還沒有準備好，亦心存疑慮，實需要時間來學習與適應。凡此種種，

都造成劇團向學校主動出擊的客觀阻礙，也因此，由劇團自行擔當教習劇場的校園推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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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吃力又事倍功半的事，更遑論還能如傳統教習劇場的操作，在演出之前，可以先至學校

進行工作坊，並於演出後與學校老師合作「後續追蹤」活動，完整實踐教習劇場「套裝」

節目的概念。幸而這些年來，戲劇科系開始投入戲劇教育工作，為教習劇場在臺灣的生存

提供一大奧援，在教育體制尚未能完全信賴表演團隊的過渡期，教習劇場或可試著由學院

出發，來與地方教育輔導團合作，也許能打出一片天。臺灣體制重視學院及專家學者的參

與，若戲劇學系能夠成立自己的教習劇場團隊，在戲劇學者的領導下，較容易獲得學校信

任進入校園演出，尤其是國民中小學。當然戲劇相關學系也可以結合當地劇團資源，共同

為社區服務。

由戲劇學系成立教習劇場團隊有許多優勢：（一）以學生為班底，演教員來源穩固，

較無斷層的問題；當然學生也可將教習劇場做為未來出路的考量，讓團隊更無後顧之憂。

（二）學院較無一般專業劇團的經營壓力，長期執行教習劇場的可能性與未來性較高。

（三）利用大學學術上的優勢，其團隊進入中小學演出較容易取得信賴與支持；團隊更可

透過研究向不同的政府機構、研究單位申請經費，不僅可以持續教習劇場的製作，經由演

出、研究、紀錄與評估，更可深化改進教習劇場的內容，進而能夠反思其與社群的關係及

在地全球化的發展。而以研究為手段，也較有可能進行傳統教習劇場「套裝」節目的概

念，從工作坊、演出到後續追蹤，做一周詳的實踐。（四）當今教育強調跨科整合，而戲

劇是作為跨領域整合的最佳工具，教習劇場以議題為目標的戲劇內容，可以和輔導中心、

特教學系、心理輔導學系、自然環境學系、文史等相關學系合作，結合研究，開拓素材與

議題，豐富教習劇場內容，其發展當有可觀的一面。

五、結語

英國戲劇教育學者派培門特（David Pammenter）在〈教習劇場的創作〉（Devising 

for TIE） 一文中對當代劇場做了批評，並提出劇場價值之所在：

當代劇場充斥中產階級的價值與想法，內容都是性、暴力、要不就是充滿

鄉愁的懷舊作品，失去劇場溝通與解析人類經驗的最大功能；劇場應是人

類價值觀、政治、道德、倫理的論壇，其內在價值是建立在哲學、情感及

知性層面。（Pammenter 1��6：60）

教習劇場讓年輕學子有機會在教育現場觀賞專業劇團的演出，且如VIP，觀眾只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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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少少的一群人，打破傳統劇場多為中產階級服務的的狹隘性，建立其劇場平民化的本

質。在一個依賴電子媒體溝通的時代，人們直接互動溝通的機會少了，教習劇場以議題為

出發，借用劇場形式和民眾進行公共論壇，挑戰個人思維，企圖找回劇場與民眾相依相存

的根本，劇場形同小型社區，溝通被鼓勵，相互間的同理與關心成為必要過程，為現代社

會的冷漠提供一破冰關係的可能性，讓不同背景、不同價值觀的人在劇場裡變得更為親

近。

過去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及光復後長期政治戒嚴的影響下，教育無形中成為政治宣

導的工具，許多議題也絕非在教育現場可以直接論述的；解嚴後雖然社會開放了，但由於

政治上兩黨惡鬥的影響，一些社會議題的討論容易被貼上「顏色」標籤，為免招惹不必要

的是非與困擾，教育中避談社會問題與人生處境的封閉現象也因而未被改善，許多教師也

同解嚴前一樣，總有「腦袋中的警察」 
��

在迴避社會環境的問題，形成教育與社會脫節的現

象，多元論述與辯證無法在教育中實踐，二元對立的現象也難以改善；而臺灣教育升學主

義掛帥，向來考試引導教學，學生只求「標準答案」，教育中強調「讀寫考、背多分」，

忽略生命價值與社會課題，學生就更沒有思辯學習的機會與訓練了。教習劇場以人為本的

理念，議題常觸及當代社會、政治與環境問題，正可彌補正規教育中欠缺生活與社會議題

的遺憾，讓一些活在象牙塔只關心課本知識與考試方式的學生／教師／家長，透過教習劇

場的互動機制，能夠了解自我處境、關心他人與社會環境，進而學習更為寬廣的胸襟與見

地。

無可諱言，教習劇場是一高度理想性的劇場形式，製作團隊必須兼具劇場藝術與教

育認知的能力，其強調互動特質的劇場形式也必要在演教員與小群觀眾共事時才能發揮其

效能，達到其教育目標；因此它比任何劇場形式都還仰仗外來的經費補助，一旦經費來源

困難，便降低教習劇場運作的可能性。教習劇場原生地英國於1���年推出一套「教育改革

法」（Education Reform Act, ERA），大幅地壓縮學校課外活動的空間；同時政府還建立

一套新的地方教育管理體系 （ Local Management of School, LMS），取消地方教育主管委

員會（LEA）原先擁有的教育經費掌控權，迫使各校皆須自籌開銷經費，間接影響對教習

劇場的補助，導致英國境內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教習劇場團隊宣告倒閉（Roberts蔡奇璋譯 

�001:5），教習劇場也因而有逐漸式微的趨勢。雖然外在環境不斷衝擊教習劇場的生存，

但危機就是轉機，一些認同教習劇場理想的工作團隊，仍以不同方法尋找出路，如朝向社

區服務，尋求跨界合作，如博物館、監獄、婦女團體、環保團體⋯⋯等，發揮其「應用劇

�1  波瓦在「受壓迫者劇場」中提到，人們總會阻止自己對壓迫者採取行動，是因為他們「腦袋中有警
察」，這種畏懼壓迫者的心裡，即便在壓迫者遠離後依然殘留操控著自我，致使他們難有「真實的」的
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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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雄厚潛能，也值得我們借鏡學習。

雖然教習劇場的推展依舊困難重重，但其豐沛的劇場形式及人文關懷的教育潛質，仍

吸引著懷有教育理想的劇場工作者繼續耕耘推展。臺灣教習劇場經由各方努力，十多年下

來所累積的移植經驗與創作資源堪稱是日趨可觀（蔡奇璋 �001：�）；進入新世紀，如何

積極培訓教習劇場人才，並建立團隊與學校、社區的連結，尋求與不同組織機構間的合作

關係，以廣闢經費來源，讓教習劇場在支援充分的條件下，有機會在臺灣繼續成長茁壯，

發揮其教育劇場與社區服務的力量，提供人們寓教於樂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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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勢的悲劇

我新編豫劇《慈禧與珍妃》

明末李逢時作《酒懂》，無名氏作《搧墳》，徐復祚作《一文錢》，孟稱舜作《殘唐

再創》。分演姜應召嗜酒如命，莊子妻慕色忌刻，盧至貪財鄙陋，黃巢使氣造反。這四本

雜劇正關涉「酒色財氣」，崇禎間，書肆合刊，總題為《四大痴》。意味酒色財氣是人生

最容易迷戀、陷落而難於自拔的四件事物。這裡的「色」，其實可以轉為「情」。

但是我的觀念卻和古人有所不同，民國七十年間曾有〈四大痴〉一文，結論是：酒

與情無功，功在癡；癡無過，過在財與氣。理由是：酒而可稱「仙」，乃因其癡豪縱、其

癡瀟灑；情而可言「聖」，乃因其癡誠信、其癡認真；「癡」，是生命的凝聚，是生命的

昇華。藉酒但知麻醉，見色但知荒淫，是為「酒鬼」、「色魔」，無可預於言「癡」。然

而「癡」預於「財」與「氣」，有如「癡」預於「肥」之為「癡肥」，乃生命的不慧與迷

惑。

可是近年來，我對於「財、氣」二癡，另有體悟。

當然，庶人貪吝，必曰「守財奴」；士大夫貪吝，謂之「膏肓疾」；帝王貪吝，終至

「昏憒」；這是不爭的事實。但若就現代而言，如能癡心於企業經營，獲取大利而造福社

會、貢獻國家，誰敢說這樣的「財癡」不令人景仰？

至於「氣癡」，直到現在我還是無法替它找到好處。「氣」的範圍很廣，小而為暴滿

胸中的怒氣，進而為妒忌，為怨仇，為名利的爭取，而其至極者莫過於權勢的掠奪。掠奪

權勢，則無情無義、泯滅倫理，手段之陰狠殘刻，無所不用其極。

就其最微小的「怒氣」而言，古人就告誡「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要「堅此百

忍」。鴻門宴中的劉邦，就是能忍過那一時，終於成就帝業。漢武帝時灌夫因為看不慣田

蚡的「尊大」，公然「使酒罵座」，結果牽連竇嬰，被誣陷而死。我們多數是凡人，無法

像文王「一怒安天下」；我們若使「氣」塞滿胸中，則終致「氣急敗懷」。所以氣而為

「癡」，只有害人害己，焉有可取？

再就「氣」之極至，舉歷代宮廷之掠權奪勢，秦以後之犖犖大者而言：如胡亥之於

其兄太子扶蘇，趙高之於秦二世胡亥；漢呂后之於戚夫人與少帝，王莽之於平帝；東漢梁

冀之於質帝，董卓之於弘農王；魏司馬昭之於高貴鄉公；東晉劉裕之於安帝；劉宋文帝太

子劭之於文帝，蕭道成之於後廢帝與順帝；隋煬帝之於其父文帝，宇文化及之於煬帝；唐

太宗之於其兄太子建成、弟齊王元吉；武后則天之於唐宗室；韋后之於中宗；宦者陳弘志

之於憲宗，宦者劉克明之於敬宗，武宗之於其兄太子；朱全忠之於昭宗；後唐明宗之於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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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後漢郭威之於隱帝；趙宋太宗之於其兄太祖；明成祖之於其侄惠帝。至有清光緒七年

四月八日與慈禧太后並行垂簾聽政之慈安太后猝死，論者莫不懷疑係慈禧所下毒手。由以

上看來，為掌握朝政大權，居擁君主大位，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妻殺其夫

者有之，兄弟相殘、后妃相害者有之，至若宗室相爭、血親互鬥者更不知凡幾。這其間所

充斥的，不用說，自是血肉糢糊、慘不忍睹，而都只為了權勢。

我編寫《慈禧與珍妃》，其間沒標示出來的重要人物，自然是光緒皇帝。光緒載湉四

歲時從醇親王府被慈禧抱上太和殿即帝位以後，就在慈禧的操弄掌握中成長。光緒十三年

正月十五日，慈禧礙於祖宗之法，不得不歸政光緒；但不少諂佞之臣勸請「訓政」之摺紛

紛上呈，連皇父醇親王奕 也不得不向慈禧「跪求」，慈禧也就當仁不讓的接受了，於是

「親政」的光緒，事實上就成了傀儡皇帝。然而光緒在師傅翁同龢的悉心教誨之下，了解

國內外的情勢，奮發圖強之心志洶湧澎湃；慈禧與老舊之臣則但求大權在握，苟安逸樂。

到了中日甲午之戰，光緒之主戰與慈禧之主和，就發生了強烈的衝突，帝黨與后黨也就隱

然形成。光緒二十一年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被逼簽署後，光緒更加意識到不變

法不足以救亡，乃積極謀畫，於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定決心頒布《明定國是詔》，

如火如荼的展開維新運動。可是后黨到處盤根錯節，勢力實在太大了，至九月二十一日慈 

禧等竟發動政變，囚光緒於瀛臺。其間歷時僅一百零三天，史稱「百日維新」。從此慈禧

又恢復聽政，控制整個朝局。直到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慈禧病重死亡的前一天，仍沒

有放過光緒，光緒也就在這一天莫名其妙的駕崩了。

由以上簡單的敘述，已可見自從光緒所謂「親政」以後，慈禧沒有一天不對光緒「掠

勢奪權」，充滿她心中的是一股「權勢慾」的「氣」，這一股氣雖然鬥倒了光緒，但在她

死後不過三年，也終於葬送了大清帝國。

可憐的光緒皇帝只活了三十七歲，他親政大婚之後的十年中，幸而外尚有翁師傅、

內尚有珍妃可以滋潤他的心靈。珍妃不止給他愛情，給他友情，甚至如大臣般的建言，他

的明慧可人自然獲得光緒的寵愛。而後宮后妃之間不相能，自古已然。則珍妃焉能不受醜

后的忌妬，醜后的譖言焉能不使慈禧嫌棄她。所以她的命運比光緒還坎坷，由珍妃而珍嬪

而珍貴人；光緒被囚瀛臺，她也被打入北三所廢屋中；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八國聯軍

攻入北京，十五日慈禧挾光緒微服逃亡西安之際，居然沒放過珍貴人，派太監把她扔入井

中，那時她才二十四歲。

本劇所以題名《慈禧與珍妃》，其實是為國立國光劇團豫劇隊量身定製，以豫劇皇后

王海玲為慈禧，以燦爛新秀蕭揚玲為珍妃，使她們這兩位才藝均臻上乘的師生要角，可以

充分發揮。

《慈禧與珍妃》毫無問題是「歷史劇」。在1���年我為國光劇團編寫京劇《鄭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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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時，便提出了我對「歷史劇」的看法：古人可以「貍貓換太子」那樣的荒謬，可

以「滿村聽唱蔡中郎」那樣的顛倒；但是今日則不可。因為現在民智大開，不像往昔之閉

塞，過分扭曲和改變歷史情節和人物形象，必然造成讀者和觀眾很大的衝激和排斥。試

想：史冊具在，怎能令你胡天胡地？所以儘管歷史劇不等於歷史，歷史人物不等同劇中人

物；編寫劇本時，也只能對歷史事件和人物作適當的剪裁布置和渲染襯托，從而發揮所要

表達的旨趣和寄託的思想。然而這種旨趣和思想，總要從歷史事實和人物性格中流出方才

自然而動人。如果專為某種目的而造作，尤其是政治的企圖，那就要淪為「工具」了。所

謂「君子不器」，一個人被當作工具，固然可恥；文學藝術被用作工具也同樣可悲。個人

認為這是要大大忌諱的。

在這樣的理念之下，我編寫《慈禧與珍妃》，主要依據史實，觀照光緒一朝，發現慈

禧以一己之私，為了鞏固權勢，不惜對光緒發動掠奪爭鬥，不止因而禍國殃民，而且斷送

有清一代的命脈，造成莫大的悲劇。所以「權勢的悲劇」便成為本劇的主題。而珍妃的事

迹無法比擬慈禧，卻在戲分上要使彼此「勢均力敵」，便只好從零金片羽中去觸發聯想和

造設，基本上使她不失歷史的形象。只是有時為了排場處理和關目布置的需要，將歷史事

件略作點綴和時空移位。

我大約花一星期左右的時間完成「初稿」，隨即呈送導演羅雲先生審閱，他頗為認同

我的綱領架構，他很用心的提出他對劇本的整體思考，用了幾近四千言，提出他的想法，

我既感激又佩服，認為他的盛名實緣自他的誠懇和敬業。於是我用了整整一天十幾個小時

將初稿重修一過，儘量將他所希望營造的情境氣氛呈現出來。我之所以說「儘量」，一方

面是由於我的筆力有限，難於達成他所希望的舞臺生命力；一方面則是就我的歷史劇觀，

我和他有不同的展演方式。也因此還希望羅導演能多多體諒，或當面商討之後，必要時我

再作修訂；或認為我的看法不無道理，則請將就些。

�00�年�月14日豫劇隊韋國泰隊長偕羅雲導演來臺北，對劇本有所指示。我又斟酌他

的意思，盡量配合修改，至於見仁見智的地方，我只好保留原貌，而舞臺之上則任由羅導

演調度。

而對於羅導演最後的話語我既認同更非常感動。他說：「《慈禧與珍妃》這部原創歷

史劇，被選定為國光豫劇隊�00�年的重點大戲，將會帶來一次藝術上的自我超越，顯得彌

足珍貴。這就需要全體同仁付出更大的努力，積極調動一切藝術力量，組成強大的舞臺陣

容，充分利用各種手段，創造出引人入勝、動人心魄、發人深思的整體舞臺藝術形象，把

精美的視聽藝術盛宴，提供給廣大觀眾欣賞、品嘗。」羅導演這些勉勵和期待的話語，我

想不只是我也是國光豫劇隊同仁所樂於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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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年�月15日午夜十二時整

�006年�月�日清晨七時二稿

�00�年�月�0日午後六時三稿

本文後記： 《慈禧與珍妃》，�00�年10月�6日至��日（星期五～星期日）由國光劇團

豫劇隊假臺北市城市舞台演出三場；11月�日至4日在高雄市文化中心演出

兩場；11月1�日在臺南市文化中心演出一場。今年（�00�年）6月11日至

�0日臺灣豫劇團（由國光豫劇隊升格）應北京奧運藝術活動之邀請，巡迴

大陸演出《慈禧與珍妃》，6月14日在北京長安大劇院，�1日在新疆烏魯

木齊人民大會堂，��日在河南鄭州兒童影劇院各演出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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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序曲

一、光緒大婚

二、御園恩怨

三、慈禧大壽

中場休息

四、戊戌變法

五、冷宮風雲

六、井底埋恨

尾聲

【人物與角色】
慈禧太后（正旦）

光緒皇帝（小生）

珍妃（小旦）、瑾妃（貼旦）

李蓮英（大丑）

翁同龢（老生）

李鴻章（老外）、恭親王奕訢〈老外〉

長泰、永祿（小丑）

榮祿（副淨）、袁世凱（淨）、洋將（淨）

皇后（老旦）

康有為（老生）

御史楊深秀、王鵬運，翰林侍讀學士徐致靖（帝黨，雜）

總理大臣奕匡，軍機大臣徐用儀，孫毓汶（后黨，雜）

其他人物以「雜」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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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曲：（幕後合唱）

　　　　　御座珠簾五十春，慈禧禍國幾瓜分。

　　　　　苦心權慾何頑懦，忌刻陰狠不忍聞。

　　　　　光緒空弮難弋射，珍妃巧慧卻殷勤。

　　　　　誰憐玉貌胭脂井，萬古含羞枉作君。

一、光緒大婚               時間：正月、白天

（場上象徵清宮體和殿。前設小長桌一，上置鑲玉如意一柄，紅繡花荷包二對，為選后妃

之信物。丑扮太監李蓮英上。）

李 蓮 英：（吟）

太后歡心我驕傲，高張權勢壓群僚。

古今多少宦寺禍，若比為害我還好。

但莫看扁我這做奴才的李蓮英，須知也非等閒之輩。

（數念）

君不見我胸藏百般心機，處處迎合主子心意。

梳頭做髮妙如鳳髻，巧言媚語盡成滑稽。

蒙恩寵三品花翎好神氣，官拜大總管無與倫比。

國綱朝政與聞又參議，與老佛爺數十年為命相依。

場下諸君請看仔細，朝中大臣、外省督撫。

（指鼻介）誰不仰我鼻息。

�時值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有七良辰吉日，太后為皇上選后妃。太后有旨，著

備選采女上殿序列：都統桂祥之女首列，次為江西巡撫德馨之二女，末為禮

部左侍郎長敘之二女。

（老旦、小旦，貼旦、二雜扮五采女序列上。）

李 蓮 英：皇太后、皇上駕到。

（樂作。小生扮光緒帝。雜扮榮壽固倫公主及福晉、命婦。老生扮翁同龢。雜扮禮親王世

鐸，總理大臣奕匡，軍機大臣徐用儀、孫毓汶，為后黨。雜扮御史楊深秀、王鵬運，侍讀

學士徐致靖，為帝黨。王公大臣隨光緒上。正旦扮慈禧太后，小丑扮崔玉貴扶持鸞駕上。

慈禧上御座，光緒侍立，榮壽等立於座後，禮親王等王公大臣依班序列，鳴鞭三下，王公

大臣朝賀，畢。）

慈 　 禧： 皇兒聽著！自光緒十三年二月哀家依祖宗法制歸政於你，已經兩年，你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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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理應行大婚之禮。哀家已替你選刷五女，誰堪中選為后，由你作主，

合意者即授以如意！

光 　 緒：皇兒遵命。

（光緒難掩娶婦欣悅之情，欲於五女中擇選意中人。取如意走到長敘次女之前，欲授之如

意。）

光 　 緒：（唱）

何如今日心歡喜，當朝天子選后妃。

眼前一亮合情意，恰似三生訂佳期。

慈 　 禧：皇兒！須知帝后敵體，皇后執掌六宮，以德為重。你聽著：

（唱）

三代�有那夏妹喜殷妲己周褒姒，更有那漢飛燕唐代楊妃。

花容月貌到底成禍水，弄得鼎移國祚不勝悲。

莫忘了你四歲登上寶位，須知我教養你要明是非。

（光緒聞言，不敢遽將如意授與長敘次女，但凝睇相對；長敘次女亦含情脈脈，出列唱出

心聲。）

（翁同龢等大臣相顧，頗為疑惑，世鐸等王公微笑，露出心知肚明之態。）

長敘次女：（唱）

看皇上對著我含情凝睇，三生石定今世如醉似痴。

深知那心上絃撥動坎裡�，體和殿中怎能夠眼約心期。

（長敘女唱罷復位，依舊與光緒相對。）

（桂祥之女出列唱出心聲。）

桂祥之女：（唱）

我身是太后侄女最尊貴，皇上居然若無物不顧垂。

眼見得那狐媚如痴似醉，無名火湧胸頭憤恨相催。

（唱罷復位。）

（慈禧見狀不悅。）

慈 　 禧：皇帝！你失魂落魄了！

世 　 鐸：皇上仁孝，當體會太后心意！

（光緒驚覺，移步至德馨次女前，欲將如意授之。）

（德馨之次女出列唱出心聲。）

德馨次女：（唱）

皇上端詳如夢寐，六宮從此屬阿誰？



曾永義   慈禧與珍妃 14�

（慈禧見狀，怒從心上起。）

慈 　 禧：戴湉！你眼睛須雪亮，須對得起祖宗！

德馨次女：（唱）

青天霹靂忽心碎，太后發聲震似雷。（唱罷復位。）

翁同龢：我朝選后那有如此的，皇上仁孝，就認命吧！

（至此，光緒始知慈禧要他選的是誰，不禁看了一眼那拉氏。）

光 　 緒：（唱）

長臉凸眼瘦骨駝，高額露齒髮婆娑。

東施嫫母同坐臥，今世今生可奈何。

先帝選后眉深鎖，為難與朕不爭多。

由我作主卻相挫，分明掌控又折磨。

光 　 緒：皇爸爸！選后大事由您裁決！兒臣焉能自主！

慈 　 禧：說的也是！選后大事，雖是由你做主，但你總知序列！

光 　 緒：皇爸爸！兒臣知之矣！您兄弟女兒，您的姪女那拉氏為后！

（光緒閉住眼睛，將如意授予那拉氏。那拉氏喜出望外，其餘采女大感驚訝。）

（翁同龢等嘆息，世鐸等得意。）

李 蓮 英：皇上真是仁孝，選后選德不選色！

崔 玉 貴：其實熄了燈閉了眼不都一樣，體會太后心意才真重要！

光 　 緒：皇爸爸！皇后定矣，二妃如何選擇？

慈 　 禧：二妃隨你！

（光緒隨即將紅繡二花荷包授予長敘二女。）

光 　 緒： 啟奏皇爸爸！桂祥之女那拉氏貌寢似無鹽，宜為皇后，執掌六宮，兒臣必可

避免荒淫無道之惡名！

慈 　 禧：皇帝日理萬歲，后妃在德不在貌。后妃既已選定，李蓮英！

宣下懿旨者！

李 蓮 英： （宣科）「皇帝寅紹丕基，春秋日富，允宜擇賢作配，佐理宮闈，以協          

坤儀而輔君德。茲選得副都統桂祥之女葉赫那拉氏，端莊賢淑，著立為皇

后。又選得原任侍郎長敘之長女他他拉氏，著封為瑾嬪；次女他他拉氏，著

封為珍嬪。特諭。」

五 　 女：謝太后恩賜！

慈 　 禧：妳們跪安吧！

齊 　 呼：太后皇上萬福，大清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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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領四女向慈禧與光緒跪安退下。）（公主、福晉、命婦等亦退下。）

慈 　 禧：皇帝大婚之禮既成，哀家衷心大悅。皇上隨哀家返宮，你們都跪安吧！

（慈禧、光緒等下。翁同龢與帝黨大臣三人、禮親王世鐸與后黨大臣三人吊場。翁同龢向

禮親王行拜揖禮。）

翁 同 龢：老親王！今日之事你我心知肚明，皆肇因於你！

禮 親 王：大婚遵禮而行，與我何干？

翁 同 龢： 當日太后歸政，你以皇親重臣竟然上奏謂皇上未及弱冠，請仍遵行訓政規

章，「凡諸大政，莫不稟承慈訓，始見施行。」你為保持富貴，竟諂媚得連

祖宗法制都不要了。

帝黨大臣： 這樣一來，逼得皇上說「太后已退居頤和園娛老，若再以國事煩勞，朕恐失

孝養之道！」結果太后大大不悅，還訓斥皇上一番！

禮 親 王： 所以嘛！太后心意是要好好揣摩的！翁大人！翁國師！你們難道不知 皇父醇

親王為請求暫緩歸政，向太后叩頭如搗蒜，額頭還出血呢！須知上臺容易下

臺難，權勢在握放開難。太后執掌天下已三十年，你們教他一時半刻如何鬆

手！

翁 同 龢：就是有你們這班佞臣，才會助長太后的權勢慾！

后黨大臣：翁師傅！那麼請問當日廷議訓政之時，您老是怎麼說的！

翁 同 龢： 我是說，皇太后垂簾訓政有年，熟諳軍國重事；皇上富於春秋，但既已親

政，則臣以為：尋常之事由皇上主之，稍難之事樞臣參酌之，疑難者請懿旨

決行。

禮親王與后黨大臣：（同云）啊哈！您老的主張不是和我們半斤八兩！

翁 同 龢： 大大不同，我是在百般無奈何所作的折衷！唉！皇上！您連選后擇妃都不得

自由，豈止是個傀儡皇帝，您的日子怎麼過？往後國家更將伊於胡底？

（帝黨大臣附和翁同龢對皇上之感嘆。）

禮親王等：有百般無奈還做得了什麼骨鯁之臣！哈哈哈！

（在禮親王等指翁同龢等哈哈嘲笑聲與翁同龢等之長吁短嘆聲中，燈漸暗。）

幕後合唱：歸政之後又大婚，莫道慈禧遵祖行。

權慾薰心誰罷手，個中滋味實難名。

二、御園恩怨               時間：陽春、白天

（場上象徵御花園景色，八宮女執團扇組成各種舞蹈畫面，光緒與珍妃攜手同上。珍妃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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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執折扇穿插其間而舞。光緒袖釵配劍，欣喜旁觀。）

珍     妃：皇上！好一派御園景色也！（珍妃邊舞邊唱。）

（唱）

花開滿樹御林苑，（宮女和介）御林苑。

布澤陽春萬里天。（宮女和介）萬里天。

桃杏李梅鬥嬌艷，（宮女和介）鬥嬌豔。

揚風柳絮恰吹綿。（宮女和介）恰吹綿。

（宮女舞罷下，珍妃含笑向光緒福介。）

光     緒：妃子呀！

光     緒：（唱）

百看不厭如花面，梅雪精神耀鮮妍。

蕙質蘭心俏姻眷，溫馨懷抱最堪憐。�

（合唱）

今生今世深深願，相顧相成到百年。

光     緒： 妃子今日脂粉不施，不挽髮髻，不穿繡履；而大辮後垂，頭上頭品頂戴花

翎，身穿箭袖馬褂，足登青緞朝靴，分明一美少年追隨我左右，越看越瀟洒

越俊逸，好不教我喜煞樂煞也！來！來！我替你照相，把這俊模樣兒留下來

！

（珍妃做喜悅狀，擺出美妙的姿勢。）

珍     妃：皇上要照最好看的哦！

光     緒：我是妳照相的徒弟，名師出高徒，且看我的妙招來！

（珍妃擺出各種可人的姿勢，光緒用心捕光影。）

珍     妃：皇上！換我來照，你擺好姿勢。

（光緒做不知所措狀，珍妃仔細糾正，然後熟練的一一拍攝。）

光     緒：今日之樂，樂何如也！朕有金釵欲贈妃子為念。

（光緒袖出金釵，珍妃遲疑。）

珍     妃： 妾蒙陛下恩愛，何其榮幸！亦深體陛下登車攬轡、澄清天下之志。國家積弱

已久，太后輦下眾老臣固步自封，不知思變圖強。頤和園中遊艇放湖，徵歌

選戲，如梁上之燕，不知烈火將至！ 

珍     妃：（唱）

死撐祖法不思變，終日園中鬥管絃。

文武大臣盡昏倦，解紛排難但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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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強環伺何曾見，搖尾乞憐恰似那喪家犬。

倘妾能脫牢籠出宮院，奮鵬志捨性命深欲為君滅倭寇息烽煙。

珍     妃： 妾蒙陛下恩愛，何其榮幸！亦深體陛下憂國憂民之心，奈何受制於人，名為

萬乘之王，實似淺水之龍，如何飛騰得來！若此，妾欲金釵何為，實願藉陛

下之劍斬除禍根也！

光     緒：聽妃子言語，朕既感且愧，而敬愛之心彌篤。只是妃子呀！

光     緒：（唱）

一提起便將心事來勾現，朕已在深宮禁閉二十年。

西后淫威似雷電，長宵漫日自哀憐。

身心受創成積漸，含恨吞聲不敢言。

親生父母夢中遠，東后慈祥忽隕顛。

幸有恩師相勸勉，幸有愛妃在身邊。

有朝一日得施展，且看真龍飛上天。

光     緒： 妃子！朕將金釵與配劍俱贈與妳，金釵雙股，以示朕與妃子至情堅貞至愛永

矢；配劍則一者以償妃子之志，一者亦以勵朕奮發之心也。

珍     妃：若此，妾既承陛下之情，又受陛下之志，真榮寵無比矣，敢不唯命是從！

（光緒贈珍妃釵劍，珍妃袖釵佩帶介。）

（光緒與珍妃正纏綿於知己知遇之際，珍妃宮監長泰忽上報老佛爺與皇后駕到。皇后、李

蓮英左右扶慈禧上。慈禧手持水煙。）

皇     后：御園春色，花團錦簇，好似老佛爺煥發的容光。

慈     禧：你這抹糖的嘴，用來對丈夫，他會對妳好些。

（光緒、珍妃在驚惶中，趕忙整裝趨前向老佛爺道「吉祥」；皇后、李蓮英向光緒，珍妃

向皇后，李蓮英向珍妃也各道「吉祥」。）

珍     妃：老佛爺！您抽煙的樣子挺好看，來！我給老佛爺照張好看的相！

（慈禧微笑點頭，珍妃用心的為她照相。）

光     緒： 皇阿爸如果扮觀音，皇兒扮善財，珍妃扮龍女，照起相來一定是好一幅行樂

圖！

慈     禧：說得也是！皇兒！咱們就來備辦！

皇     后：（指著珍妃）她這身打扮能扮龍女嗎？

慈     禧：皇兒！你身邊人是誰？有些眼熟！倒是個俊俏的少年郎！

皇     后：老佛爺，你竟然被她矇了眼了，她是珍妃。

慈     禧：珍妃怎地作這身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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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后： 老佛爺，珍妃的打扮，是為了討皇上喜歡。她不止弄成這樣不男不女；有時

還穿上皇上袍服，扮作皇上在宮裡擺來擺去；有時就穿上太監服裝，在養心

殿 陪著皇上批閱奏章。她又喜歡攝影，擺出來的姿勢可多呢，千嬌百媚的迷

惑皇上，使皇上一時半刻也離不開她。

李  蓮  英： 老佛爺，珍妃娘娘這一身打扮，叫「時髦」，英文叫「Smart」，雖然違背我

大清體制，但洋味兒十足呢！

光     緒：李蓮英不得無禮，皇后不得在老佛爺面前挑撥！

慈     禧： （怒）我大清開國迄今二百九十年，那朝那代見過妳這樣的妃子，就是盤古

開天以來，有那個後宮佳麗，似妳這個模樣，難道是妖精不成？真真教我又

好氣又好笑也。皇兒，難道我說錯了！

光     緒：皇阿爸無錯，只是珍妃不是妖精！

李  蓮  英： 在奴才看來，珍妃娘娘心理不作女子，所以喜歡學那北朝的花木蘭和那五代

的黃崇嘏，滿足她的英雄氣概和文士才華。你們看！她身上還配劍呢！

（珍妃見慈禧責備，趕緊跪在跟前。）

慈     禧：（唱）

女扮男妝在宮院，妖模妖樣惹罪愆。

皇袍龍服豈隨便，忘為何止膽包天。

有時降身為太監，璽章御案敢流連。

宮闈自古失風憲，寵愛縱容性乃遷。

皇兒呀！是你一心相迷戀，竟使珍妃為不賢。

慈     禧： 我念你入宮有年，知妳性喜書畫，乃命內廷供奉繆嘉蕙女士教妳，又晉妳姊

妹二人為妃，是何等善待於妳，沒想到妳只會迷惑皇帝，行為如此不檢，妳

不想做女人，難道想變性為男人不成？你說！是何道理？

珍     妃： 稟老佛爺！我只是好玩嘛！又沒犯上什麼清規戒律，幹嘛加這麼大的罪過給

我！可是你們都說得對，我是恨不作男兒身！因為滿朝王公大臣無有一個是

男兒，只會長袖善舞，討老佛爺歡心；只會鶯聲燕語，順老佛爺情意。有那

個真男兒勇於挺身而出，拯救這即將頹亡的國家！

皇     后：老佛爺！您看她如此囂張跋扈！

慈     禧： 居然尚敢狡辯，如此衝撞！小李子！替我掌嘴！著珍妃、瑾妃再降為珍嬪、

瑾嬪，著皇后從此多加管教。

光     緒： （跪）皇阿爸息怒，請姑念珍嬪年幼無知。稟性天真，原諒其未習皇家法

制，皇兒當勤加教導，使知改過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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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禧： 你寵愛猶恐嫌遲，那會教導！我現在就管教給你看！小李子！讓她多學些大

清的規矩，少做些越軌的事！

李  蓮  英：是！老佛爺！珍主子！得罪了。

（在李蓮英掌嘴聲與珍妃哭聲中，燈漸暗。）

幕後合唱：君王縱有千般愛，御苑春風秋月臺。

可恨妒心最難耐，一絲半縷費疑猜。

三、慈禧大壽

（場上象徵壽慶禮堂，金碧輝煌。李蓮英、崔玉貴、長泰、永祿等上。）

李  蓮  英： 今日乃光緒二十年歲值甲午十月初十日。恭逢我大清慈禧皇太后六秩萬壽之

慶，率土臚歡，同申抃祝。自大內至頤和園，沿蹕路所經，臣民報效，點綴

經壇。頤和園中，舟船遊弋，戲曲連臺，好一派歌舞昇平景象也。老佛爺聖

情歡悅，我這個做奴才的，也自然跟著光彩煥發起來了。現在皇上和眾位大

臣正陪老佛爺觀賞梅巧伶唱蕭太后，不免趁此時整備壽堂。崔玉貴！你去看

煙火是否就緒。長泰、永祿！你們等戲結束後，迎接老佛爺和皇上到壽堂來

！

（崔玉貴等皆答應，下。）

李  連  英：眾內監、宮女們！整備擺設壽堂者！

（眾內監、宮女從上下場門應聲而上，作捧盤抱壇，布花設酒掛帳帷擺字畫忙碌狀，李蓮

英做督導狀。（幕後歌聲起）接耳議論戰事緊張不知所措狀，幕後傳出慈禧放聲大笑歡樂

狀，眾大臣序列恭候狀。）

老佛爺花甲慶大放光彩，據寶座好似王母在瑤臺。

那管他倭寇嗜殺多毒害，那管他生民百姓遭禍災。

那管他平壤一陷連連敗，那管他北洋艦隊東倒西歪。

只要我老佛爺吉祥康泰，掌大權塞慾望隨意安排；

縱然是百姓窮舉國負債，割土地賠巨款也是應該。

（樂聲止，眾內監、官女下。內傳老佛爺駕到，儀衛上，光緒、后妃、翁同龢、李鴻章及

王公大臣隨上，李蓮英迎入禮堂，慈禧上座，光緒側座，文武排班定。）

慈     禧： 哀家六秩之慶，深體皇上孝心，自光緒十八年十月即飭有司備辦儀文典禮，

促使壽宇宏開，普天同慶，甚可嘉許。諸王公大臣各省督撫莫不竭誠獻上厚

禮。哀家好不欣慰也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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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禧：（唱）

喜皇上王公大臣如魚貫，漢呂唐武未必有此等景觀。

青春歲好月良宵只獨看，掌權勢須鬥爭折損容顏。

到如今御宇內縱目放眼，至尊至貴已經四十年。

李  蓮  英：老佛爺連日來可樂了，整座北京城的名腳都來供俸，都各展絕活了。

慈     禧： 說到各展絕活，真令人嘆為觀止。譬如俞潤仙唱《挑華車》獨舞真槍，驚險

萬分；而《白水灘》之丟涼帽，能隨手向空飛至定處，百試勿失。王楞仙唱

周瑜，每一低頭，則雉尾變成圓形。還有譚鑫培《瓊林宴》之鞋落頭上，德

珺如《射戟》之發箭中戟，王瑤卿《長板坡》之跑箭脫帔，路玉珊《采花趕

府》之取花，均為無人可及之絕技，你說我能不重賞嗎?

李  蓮  英： 老佛爺眼清目亮之餘，也賞得忒優厚了。還有梅巧伶一出口，老佛爺就如痴

似醉了。

慈     禧：是呀！他那蕭太后可教我情不自禁呢！

（慈禧不禁哼起皮黃來）

（慈禧唱時，李蓮英幫和眾大臣捧場叫好。崔玉貴上，恭請慈禧觀賞煙火，忽地幕後煙火

聲響起。）

李  蓮  英： 老佛爺！您看！這邊煙火叫雙響震天雷，象徵我大清國勢強盛！那邊煙火叫

陞高三級浪，象徵我大清國運昌隆。滿天煙火，如老佛爺大壽光輝燦爛。

（慈禧隨著李蓮英手勢觀賞，王公大人亦觀之，均臉露喜悅之色。長泰上場，交戰報予光

緒，光緒看後心急如焚，欲言又止。）

眾大臣齊聲：如老佛爺大受光輝燦爛。

（光緒起立躬身。）

光     緒： 今日吉慶良辰，理應善頌善禱討皇爸爸高興，但軍情緊急，兒臣不敢隱慝不

報。自從今年七月一日中日宣戰以來，日寇攻下朝鮮平壤，渡鴨綠江侵入我

遼東，並由海上登陸金縣進犯旅順大連，陷落我八個城池。我北洋艦隊與日

艦在黃海激戰，損失致遠、經遠二艘主力艦。當下局勢，務請懿旨號召臣民

同仇敵愾；李鴻章不可繼續推諉，妄言「以夷至夷」，阻擾我抗日到底之士

氣民心。

李  蓮  英： 皇上！今日老佛爺花甲榮慶，興頭正高，何須用這些眼前事來煩老佛爺的心

！

慈     禧： 小李子說得是，你打你的仗，我慶我的壽，兩不相擾。你看著辦就行了。已

打了兩個月，也該收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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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扮軍機大臣孫毓汶急上。）

孫  毓  汶：啟奏老佛爺：我北洋海軍覆沒，提督丁汝昌以身自殉了。

慈     禧：丁提督死了！好不令人感傷也。

（慈禧以手帕拭淚，頗有哀悼之狀。）

李  蓮  英： 孫大人！你平時最會侍候老佛爺了！怎的今日不知輕重！光緒聞報，幾乎昏

厥。皇后、珍妃向前扶持。慈禧離座，至舞臺正前方，背眾大臣唱出其心

聲。

慈     禧：（唱）

想當日花容月貌荳蔻年，入深宮生皇子地位高遷。

可堪長毛坐斷江南面，英法聯軍席捲入幽燕。

逼得咸豐爺逃避熱河帶家眷，不期年憂國憂民竟賓天。

閃得我孤兒寡婦面對權臣欲生變，

所幸同心生智一舉清除肅順那大奸。

感激中流砥柱曾國藩，湘軍橫掃太平天國諸王胡亂竄，

贏得同治中興萬古傳。

一旦重新點檢夢裡看，幾多甘苦血淚在其間。

幾多偃蹇奔波途路難，幾多惶惑驚恐心不安。

而今日寇方滋艦隊崩散，不由我又記起流離失所心膽寒。

（慈禧唱罷黯然失色，珍嬪上前撫慰，扶入御座。）

（雜扮軍機大臣徐用儀急上，附李鴻章耳竊竊私語。）

（珍嬪聞言觀象，油然憤懣，越位而出。）

珍     嬪：老佛爺！賤妾雖處深宮，對國家處境亦時刻關心。請容稟：

（唱）

倭寇野心構釁端，乘機攻略入朝鮮。

我軍未戰即驚散，列強環伺動關山。

文嬉武酣無憂患，皇上日夜心不安。

伏望朝廷振疏懶，奮發圖強革衰殘。

協力同心不為晚，莫將戰火等閒看。

慈     禧： 珍嬪！妳竟敢仗恃皇上寵愛，不顧身分。滿朝王公大人之前，那有你說話的

餘地！還不給我滾回去！

李  蓮  英： 珍主子呀！回到妳班位吧！請稍安勿噪，今日老佛爺六十萬壽，還是討她歡

心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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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嬪無奈歸班位。）

光     緒： 皇阿爸！倭寇雖一時得逞，但我臣民莫不同仇敵愾，山東將士莫不義憤填

膺，深欲決一死戰。

（唱）

民氣高張不可失，引敵深入陷泥池。

不信日倭多少真本事，蕞爾小國豈能長自持。

我以空間換時日，待敵疲憊一舉可剪除。

后黨大臣： 皇上！艦隊已覆沒，如何再戰？誘敵深入，百姓流離，豈不天下大亂？流寇

四起，內外交攻，如何收拾起！

慈     禧： 李鴻章，你對皇上剛才說的，有何意見！還有徐用儀對你咬耳朵，說些什麼

！

李  鴻  章： 臣啟老佛爺，徐用儀向老臣說：倭寇拒絕求和，兵臨天津。他們雖然強悍，

英俄亦不許他肆無忌憚。臣已請託兩國公使從中斡旋，諒必無大礙。何況臣

正命袁世凱於小站訓練新軍，必可固守疆土。而今恭逢六秩萬壽，我朝大小

臣工，莫不為此鼎力舖排，怎可以一東夷蕞爾小國，偶然弄兵，就驚動老佛

爺，掃老佛爺聖壽的大興！

翁 同 龢： 臣翁同龢啟皇太后，李鴻章身為首輔，操持我大清安危。不思謀國退敵，一

味怯懦顢頇；不體皇上之心，凡事延宕推諉。但知巴結太后，挪用海軍經費

以營繕頤和園，以致黃海一戰，有軍艦無軍火，潰敗覆沒，臣請治李鴻章以

誤國之罪！

（珍嬪又憤然越班而出。）

珍     嬪：妾甘冒萬死之罪，亦要一吐胸中塊壘！

（唱）

可嘆哪！滿朝衰朽使人懊惱。

可悲呀！粉飾太平令人心焦。

可哀也！列強蠶食無力聲討，

可痛啊！倭寇侵略誰顯英豪！

老佛爺！您掌大權要放眼高眺，

鬆貴手釋權柄讓皇上能為國宣勞！

我那皇上呵！他富春秋有遠大襟抱，驅除倭寇他謀略高超。

老佛爺呵！頤和園亭臺樓閣山明水秀已足您養老，

請莫再虛府庫費國帑雕梁畫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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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蒼生感恩戴德年年會祝您大壽拜上天表，

我人微言激已深知死罪難逃！

（慈禧震怒而起）

慈     禧：（唱）

怒火直冒三千丈，妃嬪竟敢亂朝綱。

若非三千寵愛一身上，焉敢言語忤逆盡荒唐。

我宵旰勤勞作榜樣，效法列祖列宗治四方。

妳何能何德來高唱，沖犯我六十萬壽喜慶堂。

倘不用家法治妖妄，今後豈不更囂張。

慈     禧：李蓮英！將這妖精拖下棒打四十！

光     緒： （跪）皇爸爸息怒！珍嬪狂妄無知，姑念她出自憂國之心，乞請皇爸爸寬貸

！

（時帝黨后黨隱然已成，翁同龢等帝黨眾臣亦下跪求情。）

眾     臣：請老佛爺息怒，寬貸珍嬪！

慈     禧： 你們這一丘之貉！珍嬪如此張狂，你們看得下去嗎？皇帝縱容一個妃嬪到這

般田地，我歸政於你，怎能放心得下！今日大壽之慶，已被這妖精掃盡興

頭。李蓮英！將珍嬪拖下，著實給我打！皇上！這仗是你要打，你就去收拾

這爛攤子吧！〈轉對李鴻章〉李鴻章！你去和日本人議和要割地就割地，要

賠款就賠款！

（李蓮英拖珍嬪下，在後區高處特光下棍打珍妃。燈漸暗，場內傳出珍嬪痛楚聲。）

場內合唱：慈禧壽慶要堂皇，

國難當頭無主張；

光緒已失帝王相，

滿朝幸有一紅妝。

—中場休息—

  

四、戊戌變法         時間：嚴冬、晨、風雷交加。

（場上象徵珍貴人所居翊坤宮。二丑扮珍貴人宮監長泰、永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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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泰：（念）從小閹割作宮監，伺候的主子有多般。

永     祿： （念）那運氣好的，主子有權勢他就做總管；走路有風，鼻子朝天，眼目向

上觀。

長     泰：（念）那倒楣的，挨打挨罵，度日如年，株連禍結，命喪黃泉。

 （白）我說永祿兄弟呀！近日老佛爺對我們珍主子很不爽，把她姊妹二人並

降為貴人。我們頂頭高萬枝太監，被戴上「諸多不法」的罪名，內務府將他

撲殺了。

永     祿： 看來老佛爺在殺雞警猴了，你我要小心才是。只是我們那珍主子毫無機心。

熱情有餘，警覺不足。聰明好學，古今中外的書都讀。見解與那科舉八股出

身的老朽不一樣。她待下人不止寬厚，還常有賞賜呢！

長     泰： 為此皇上把珍主子當知己，兩人形影不離，論政務談天下事，使得老佛爺眼 

發酸，下懿旨責備；皇后更撥翻了醋醰子，暗中嚴加訪查。看來帝王的恩愛

也是不自由的。

永     祿： 甲午那年，中日開戰，我大清被小日本鬼子打得慘不忍睹，老佛爺、李鴻

章，連被重新起用的六王爺奕訢都主張屈辱求和，弄得割地賠款，人心沸

騰。遼東半島幸而在俄德法利益傘下保住了，可是寶島臺灣竟被割讓了。為

此皇上和珍主子憤憤不平，寢食難安。正是：宮中永日是非多，縱使君王可

奈何。

（長泰永祿下。光緒上，悲憤難名。）

光     緒： 馬關條約！馬關條約！如此屈辱我大清之馬關條約！我尚有何面目對天下臣

民！哦！大雪紛飛，我欲奮飛雪國恥！

（珍貴人捧參湯上，將風衣披於光緒身上。）

珍 貴 人： 皇上！國恥已成，當思如何振衰起弊，富國強國之策，愖勿憂憤成疾，保重

身體為要。妾熬就參湯，請陛下服用。

光     緒： 唉！妃子！馬關條約之恥，如何一時釋懷。天下知己，豈過你我。妃子一向

讜論宏正，卻為此每每受過，朕實痛徹於心。國家衰弱如此，而太后昏瞶，

滿朝文武，尸位素餐。只有師傅翁同龢殷勤教誨，使朕明白天下中外之事。

當今情勢，誠如妃子所言，非變法無以圖強，非去故無以迎新。而朕空為天

下主，名為親政，權柄實操太后。進退維谷，有志難伸，好不憤煞苦煞人也

呵！

光     緒：（唱）

我空為人主御天下，可奈何國事如今亂似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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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位素餐玩舊法，滿朝臣僚眼昏花。

弄權太后已周甲，妨我施為日轉加。

我欲奮飛無翼達，我將訪月無浮槎。

終落得列強環伺瓜分才甘罷，漢委奴王國也敢侵略我大中

華。妃子呀！我心似絞腸牽掛，我愧對臣民百姓家。

珍  貴  人：（唱）

勸君王堅毅莫愁絕，那漢高祖也要有那三傑。

張良謀畫蕭何安民韓信治軍相得相諧。

羽翼成時到處皆飛蝶，何況沖天大鵬萬里別。

訪查賢臣拔貞潔，學那周公吐哺握髮三待接。

共襄盛舉心力協，變法維新將赤地變綠野。

珍  貴  人： 皇上！當今之計只有維新變法一途，可以拯救危亡；皇上必須招攬天下英

豪，豐滿羽翼，乃能成大事也。

光     緒：朕在深宮，如何物色人才。

珍  貴  人：當請翁師傅商量其步驟方法如何達成為是。

光     緒：所言甚是，宣請翁師傅。

翁同龢上：老臣見駕，珍貴人吉祥。

光     緒： 師傅！馬關條約之屈辱，朕耿耿於懷，可恨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這般老

賊，竟敢逼朕簽約！

翁 同 龢： 皇上！后黨群小，但知仰人鼻息，豈能為國家設想！只恨老臣，力量微薄，

難於為陛下分憂！

珍  貴  人： 當日后黨昌言「戰必敗」，而在皇上鼓舞之下，全民已然振奮，遼東將領莫

不號泣，願決死戰，以中國之大，誘敵深入，曠日持久，不信倭寇不自陷泥

淖。

光     緒： 妃子所言正合朕意，只是朕迫於太后，百般無奈，但能憤言「臺割則天下人

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迄今猶未能釋懷也。

珍  貴  人： 皇上！師傅！日寇既得逞，而列強環伺，雖號稱我「友邦」，而今其羊皮盡

竭，已各露其豺狼虎豹面目矣。

（唱）

沙俄謀我東三省，長江流域歸屬英。

西南法國割為境，覬覦山東德勢成。

眼見瓜分布光影，忍聽啼鴉噪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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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同 龢： 國家誠然面臨危急，非思變法圖強不可。皇上應記得光緒二十一年之春，康

有為、梁啟超師生號召各省舉人千餘人「公車上書」萬餘言，謂「割地之事

小，亡國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舉。」所云「在此一舉」者，即「變法維

新」。今康有為已會試及第，授工部主事。皇上可令臣召此人共謀商議，以

圖救亡之道。

光     緒：如此，速速為朕召來。

（燈漸暗，光緒等下；而舞臺另一端，象慈禧所居，慈禧、皇后、李蓮英、恭王、榮祿暗

上，班位定，燈又亮。）

慈     禧： 反了！反了！你們都給我聽著！皇帝違背祖宗法典，肆意維新，膽敢將大臣

李鴻章趕出北洋地盤，敢膽將孫毓汶、徐用儀逐出軍機，而代以翁同龢、李

鴻藻。你們說，這是什麼居心？小李子！你說！

李  蓮  英： 這是去葉斬枝以枯其本的手法，老佛爺！皇帝長大了，要和老佛爺一搏高下

了！

恭     王： 皇帝年少，易受蠱惑，正從公車上書之士中，共謀變法，但臣亦以為：我祖

宗大法，萬萬不可更易！否則有何面目見列祖列宗於地下。

榮     祿：臣榮祿蒙太后提攜，不次拔擢，當戮力報效，死而後已。

皇     后： 奉老佛爺手諭，使妾嚴查珍貴人。近訪知珍貴人一仍其舊，不止日夜迷惑皇

上，還共謀大事，有不利老佛爺之心！

（慈禧不禁怒起。）

慈     禧：（唱）

光緒呵！戴湉！你這小子！

你是我立是我養是我抱你上金鑾殿，

你無恩無情無義竟敢與我奪勢爭權。

看薑是老的辣還是嫩筍新鮮。

那妖精法術高已能千變，嚴懲治伺時機箭已在弦。

慈     禧：你們聽著！要仔細布局，提防皇帝羽翼壯大，一有動靜，就來通報！

（燈漸暗，慈禧等退下。光緒、珍貴人、康有為上，定位，燈又亮。）

光     緒： 康先生真乃博通古今中外之士，朕得先生，如商湯之有伊尹，文王之有子

牙，劉備之有孔明也。適才所論富國、養民、教民之道，發展工商農礦鐵路

交通教育金融郵政等事業之方，皆甚合朕心。近年臣民上書言變法者日多，

蓋維新為天下有志者之共識，其沛然之勢正不可逆矣。

康  有  為：若此則機不可失，請陛下頒詔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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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緒： 所言極是。今日為光緒二十四年歲在戊戌四月二十三日，朕頒布〈明定國是

詔〉，向中外宣告，我大清即日起變法維新，設置制度局以利推行新政。又

從各方所薦，著以內閣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

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

政事宜。

康  有  為：恭賀皇上眷顧天下臣民，啟用新政，我大清中興在望矣！

珍  貴  人： 康先生！我告訴你一件秘辛。一日，太后面責皇上，謂「九列大臣，非有大

故，不可棄。今以遠間親，新間舊；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你

猜那「一人」指的是誰？就是先生。你猜皇上怎麼回答？皇上斬釘截鐵的說

：「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兒寧壞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

祖宗之地，為天下後世笑也。」你看皇上多麼勇敢。

珍  貴  人：（唱）

今日裡君臣龍虎會風雲，現祥瑞仙女散花落繽紛。

從此後君臣施展鴻圖運，恰似那陽春布澤樂萬民。

康  有  為： 啟稟皇上，臣以為新政之推行，首在去頑愚守舊之臣，所謂「絆腳石」也！

皇上必須掌握兵權乃克行之。而北洋兵權在榮祿，榮祿為太后死忠黨羽，其

三將唯袁世凱有忠義之心。臣已薦諸皇上，皇上亦封賞有加。譚嗣同已兼程

前往小站，傳達密旨，定於「天津閱兵」之日，請皇上馳入袁營，一舉殺榮

祿，除后黨，新政乃真可為也。

光     緒：先生精心擘畫，朕實賴之！就請謹慎施行吧！

（燈漸暗，光緒等退下；慈禧、榮祿、李蓮英，暗上，定位，燈又亮。）

慈     禧： 皇帝越來越無狀，竟敢一口氣撤換禮部堂官六大員，竟敢鼓勵天下臣民上書

言事，竟敢籌議改革政體，竟敢任命四品卿銜以軍機章京行走，儼然同於宰

相。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慈     禧：（唱）

祖宗之法嫌老舊，這般子孫如何紹箕裘。

宗廟鼎彝垂永久，一聲令下付水流。

剷除我老臣如飄風雷雨驟，新政更迭似蓬轉在九秋。

我垂簾當政兩朝無虧咎，豈可教豎子縱橫得自由。

榮     祿：老佛爺！事態已十分嚴重。請急召關鍵人物袁世凱！

慈     禧：著即急召袁世凱！（袁世凱急上，跪介。）

榮     祿：袁世凱你自己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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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世 凱： 啟稟老佛爺！康有為、譚嗣同謀為大逆，以帝命欲收買臣為其羽翼，擬於天

津閱兵大典劫后駕，殺榮祿、去舊黨，以遂其變法之志！臣不敢忘恩負義，

乃據實以報。

慈     禧： 榮祿！事態至此，豈可手軟；著以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東閣大學士，即刻

派兵入宮包圍帝宮，拘帝於西苑瀛臺含元殿，囚珍貴人於北三所，斥革翁同

龢一切職務，返鄉省過，補殺維新黨人，一個也不能留！宣懿旨布告天下，

太后重行垂簾訓政。

（燈漸暗，慈禧等退下。）

（燈又亮，一隊隊官兵穿插過場，犬吠聲，百姓哭叫聲，號角嗚咽聲，此起彼伏。六條繪

有六君子畫象並書寫姓名的條幅用燈光染為紅色，象徵六君子遇害。用燈光染紅場上，象

徵血染大地。燈漸暗。）

（燈漸亮。照在光緒、珍貴人身上。）

（光緒仰天長嘯。）

光     緒：天呀！變法失敗了。

珍  貴  人：皇上，莫要氣餒！再候時機。

（軍將上，示慈禧令牌，押解口稱「罷了！罷了！」的光緒、珍貴人下。燈漸暗。）

（燈又亮，照在得意呵呵笑聲的慈禧、榮祿、袁世凱、李蓮英身上。燈漸暗）

幕後合唱：戊戌變法氣蔥蘢，

可恨慈禧心不同。

但將權勢掌中弄，

國命管他斜日紅。

五、冷宮風雲    時間：秋，陰雲遮月

（場上作冷宮狀，破敗小屋加一道柵門。珍貴人上。）

珍  貴  人：（唱）

戊戌變法雷雨收，權勢親情成寇仇。

國命顛危難挽救，廟堂日暮敢登樓？

嘆我冷宮冷歲苦難守，高柵磚牆似牢囚。

粗糲人比黃花瘦，春來秋去盡煩憂。

望穿瀛臺風雨後，一輪明月正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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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貴  人： 皇上立志變法維新，以圖振衰起弊。可恨太后這老魔頭爭權奪勢，發動政

變，補殺六君子。將皇上幽禁瀛臺，四面環水，只一橋可通，聞有廢立之

謀。我亦形同牢囚，置於廢屋之中。雖然太后派崔玉貴不時監視搜查，所幸

太監宮女對我頗為同情。姊姊瑾貴人時相周濟，尚能勉強度日。今夜又是月

圓時候，是皇上與我密會之期，好不盼煞人也。

（長泰引光緒上）

長     泰：皇上，您要小心，奴才在外等候，引你回去。（長泰下）

光     緒：（唱）

枉作君王成困獸，如天怨恨似天愁。

良宵好月雲出岫，料想伊人正凝眸。

（光緒作輕咳聲，珍貴人出迎入內，光緒抱持珍貴人。）

光     緒：（唱）

嘆身命思念卿淚拋紅豆，為帝王那個似我不自由，�

眼見得國勢顛危風雨驟，愛卿啊！今生恐怕難到頭。

珍  貴  人： 感激皇上破除艱難對妾如此眷戀垂顧，深望皇上不因一時挫折，奪氣喪志。

須知天下百姓望君王如望雲霓。妾不信太后果然能千秋萬壽，皇上年富力

強，稍作等待，必有出頭之日也。

（忽門外有輕喚聲，瑾貴人上。）

珍  貴  人：皇上勿驚，是我親姊姊來也。

瑾  貴  人：皇上吉祥！妾是為妹妹送豆花來的。

珍  貴  人： 姊姊知妾受刻薄待遇，常以衣食周濟。那崔玉貴奉太后之命如精靈般不時窺

伺不時搜查，只要有件像樣衣服，即被拿走，妾只好將日常用品藏於牆上破

磚之中。

光     緒： 這些小人如此凌辱於妳，將來必有報應。哦！瑾貴人！妳處境較自由，近日

裡外界情況如何！

瑾  貴  人： 妾聽說白蓮教徒組成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口號，見教堂就燒。八國組

成聯軍，就要攻進京城了。人心惶惶，百業蕭條，宮裡食物已呈短缺，我宮

裡已不供奉雞鴨魚肉，而做妃子的又要每天向太后供奉一樣食物，我只好將

這家鄉風味獻上，沒想到太后讚不絕口，說她沒吃過豆花。我順道就來探望

妹妹，高興看到皇上也在這裡。

光     緒： 唉！國家大難又來了，宮裡尚且如此，何況百姓，百姓又要大苦了！朕算什

麼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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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貴  人： 太后那老魔頭有什麼打算？

（崔玉貴領慈禧、皇后、李蓮英急上）

慈     禧：誰敢夜論國事、咒詛哀家？崔玉貴！給我拉開柵門！

（柵門一開，光緒等驚見慈禧，齊跪於前！）

慈     禧： 崔玉貴沒說錯，今夜可以捉得一窩牛鬼蛇神！皇上！是誰引你來的？（崔玉

貴把長泰推上。）

皇     后： 老佛爺！珍貴人是有罪之身，竟敢不知悔改，將皇上勾引來此，還口出惡言

罵「太后老魔頭」！

慈     禧： 來人呀！將這不肖皇帝送回瀛臺嚴加看管，瑾貴人念其為姊妹之情，著即回

宮，這膽大妄為的小妖精由我和皇后拷問！崔玉貴！將這膽大妄為的長泰推

出去斬了！（崔玉貴拉長泰下）

光     緒： 且慢！兒臣畢竟名為皇帝，國有重事，請容兒說幾句話！聽說洋人組八國聯

軍進逼我京城！皇爸爸作何處置！

慈     禧：你尚管什麼國事？我自有處置，你聽著： 

（唱）

洋鬼子靠著那上帝保佑，仗著船堅砲利橫行馳驟。�

我已忍氣吞聲不敢咳嗽，他們又需求無度掐著我咽喉。

幸有那義和團刀槍不入常誇口，扶清滅洋要保護我神州。

我一怒下詔書對八國宣言戰鬥，對洋槍當洋砲齊舉戈矛。

光      緒：萬萬不可開戰，戈矛如何抵擋槍砲！

珍  貴  人：（唱）

諸列強軍力合那堪禁受，我國弱民貧已恰如樹逢九秋。

當紓解會其意能罷手須罷手。

靠著那白蓮教義和團迷信狂咒終究是難了難休。

你為人須清徹莫胡為亂走，

掌大權誤民命使國辱你便是老魔頭！

（慈禧大怒，正欲發作；忽報大阿哥溥儁緊急求見。雜扮大阿哥溥儁上。）

溥     儁：叩見老佛爺！不好了，八國聯軍攻入京城；義和團也成為劫匪了。

光緒、珍妃痛呼：我泱泱大國慘遭夷匪掠奪蹂躪，乃大清奇恥大辱！天呀！

慈     禧：押著皇帝和珍貴人，跟我走！

（慈禧等驚惶急下。場上忽地煙火四起，義和團的戈矛刀劍神像與八國聯軍旗幟狂飛亂

舞，穿場交叉上下。幕後一唱眾和聲，時雜追殺聲、槍砲聲、慘叫聲。最後眾聲俱戚，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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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冷清，刀劍戈矛神像儀仗灑亂一地。幕後合唱聲又起。）

男     聲：（唱）

不怕槍砲不怕痛，（眾合）不怕痛。

向前邁進向前衝，（眾合）向前衝。

洋人鬼子盡孽種，（眾合）盡孽種。

洪鈞老祖助我展威風，（眾合）展威風。

梨山老母來託夢，（眾合）來託夢，

燒使館焚教堂一路�猛攻，

（眾合）猛攻，猛攻，衝鋒！衝鋒！衝！衝！衝！

女     聲：（唱）

華人但聽槍砲響，（眾合）槍砲響

屁滾尿流無處藏。（眾合）無處藏。

婦女金銀任我搶，（眾合）任我搶，

所經所過盡精光，（眾合）盡精光。

義和團，抬神像，（眾合）抬神像。

耀武揚威要逞強。（眾合）要逞強。

要逞強，不自量，（眾合）不自量。

管教他排山倒海爭投降。（眾合）爭投降。

（眾合）搶搶搶，到處搶！搶！搶！

幕後男女：（合唱）

義和團，大敗逃亡。

攻入京師，摧毀城牆。

速速捉拿慈禧老婆娘，

看你囂張不囂張。

（燈漸暗）

七、井底埋恨     時間：秋、清晨、陰雲密布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清早，慈禧、皇后、光緒、珍貴人、李蓮英、崔玉貴並文武

官員皆微服，慈禧妝作村婆上。場上象京城。）

李  蓮  英： 啟稟老佛爺！義和團被八國聯軍打得落花流水，聯軍如狼似虎，眼見要攻入

紫禁城了，口口聲聲要擒拿老佛爺！請儘速西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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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上忽作一聲巨響，緊接砲聲隆隆，慈禧等俱驚慌失措，光緒與珍妃鎮定觀望。）

光     緒：皇爸爸請讓兒臣留在京城，好與洋人周旋善後，保護社稷百姓！

（慈禧聞言，轉趨嚴肅。）

慈     禧： 哼！你居什麼心腸，難道我不明白？一旦你挾洋人自重，這大清江山就是你

掌握了，這龍廷就是你穩坐了！不行！隨我西行，讓我好好看住你！還有，

珍貴人！你該知如何自處！

光     緒：皇阿爸！珍貴人自然與我們同行呀！

慈     禧：不可！再也不能讓這妖精迷惑你！

珍  貴  人：那我該如何自處！

慈     禧：你要死！免得洋人入宮汙辱妳名節！丟盡我皇清的臉面！

珍  貴  人：（厲聲）我不要死！我憂皇上憂大清，身無罪過，憑什麼要我死！

慈     禧： 妳這賤人，我要妳死，你就非死不可！你正綺年玉貌，卻要遠離這繁華世

界，現在你後悔入宮，後悔受皇上寵愛，落此下場嗎？

珍  貴  人： 我生在妳這老魔頭身邊，生不如死，我死倒也一了百了。而妳卻要再度逃

亡，妳不怕被洋人抓去殺頭，被百姓分屍食肉嗎？慈禧！我問妳，妳老不

死，妳做過什麼好事！

珍 貴 人：（唱）

罵一聲、老賊娘、你蛇蠍心腸，

東太后、心善良、示遺詔、你就先下手為強。

你用千方、行百計、掌握皇上，

終使他、君不君、國不國、終日悽惶。

罵一聲、老魔頭、禍國殃民無了休，

座下群臣皆腐朽，吆來喝去盡豬狗。

死抓權勢、窮奢極侈、慾望似山丘。

不惜將大清國、作瓜剖奉送洋人手。

你那似我通經史，知中外學問有許多，

你那似我、冰雪聰明謀國治民，可比那漢蕭何。

你那似我至尊憐愛、琴瑟相和、花前月下唱情歌。

你積惡如山、造孽海樣多，自稱老佛爺、菩薩也笑破口，

你那似我頂天立地、無愧無憾得証果。

只是我那皇上呵！

今生今世盡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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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世來生又如何？

慈     禧： （勃然大怒）小妖精！憑妳這張利嘴，就可以死！小妖精！妳看！這是皇上

賜給妳的金釵！（作擲釵！釵碎介！）崔玉貴！把她扔進胭脂井！扔進胭脂

井！好讓她在井裡永遠永遠的冰冰冷冷！

（崔玉貴領太監數人，將珍貴人高高舉起。場上忽作風雨雷電交加之聲。方、崔等入場

時，幕後響起無字歌「啊」聲之長嘯悲鳴。）

（光緒急跪慈禧之前，作拍地頓首狀。）

光     緒：皇阿爸！求求您！求求您！我不要她死！不要她死！

慈     禧：有妳這樣的昏君，才有那樣的妖精！

（光緒以長嘶之聲哭喊「妃子」，珍貴人亦以長嘶之聲哭喊「皇上」。如是者三，光緒欲

衝前阻止崔玉貴，被李蓮英等挾持。掙脫不得。）

慈     禧：（唱）

珍貴人小妖精扔進胭脂井，去我心頭恨撫我心不平。

三番兩次忤我逆我言語相頂，恃寵驕縱干朝亂政實可驚。

休怪我下重手頓使追魂令，都為你這天子迷戀那鸞鳳情。

為你想免去你貪色歸明聖，為她想保貞節追封貴妃得令名。

（崔玉貴又上。）

崔  玉  貴：回報老佛爺，珍貴人已在井中歸天！

慈     禧： 珍貴人不及從駕西巡，恐洋人入宮有傷名節，對不起列祖列宗，已投井自

殉。著晉封為貴妃，以彰顯其貞節令名！

光     緒：太后！你好狠毒好陰險呵！

（唱）

妳籠罩我三十年是魑魅影，如何對列祖列宗天之靈。

國家殘破外夷時犯境，只因你貪婪頑固任橫行。

我的珍妃啊！你聰慧真情性，憂國家愛百姓建言懇誠。

太后啊！

你卻與醜皇后心狠腸硬，百般殘害既得意又忘形。

竟使他青春歲橫死枯井，我為天子卻不能相救拯。

老魔頭呀！我怒你怨你恨你難終竟，今生今世我不與你共生。

（光緒心火上冒，憤懣已極，終至昏厥。眾人皆驚。砲聲又隆隆響起，眾吏驚慌失措

介。）

李  蓮  英：老佛爺！洋人攻進來了，不快逃就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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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禧： 皇帝近來時發癲癇，胡言亂語，趕緊抬他上車，隨我西巡趕路去者！小李子

！傳令出發！

李  蓮  英：老佛爺有旨，西巡啟程去者！

（慈禧等皆下，舞臺空無一人，雷電風雨繼續撕裂長空。）

（燈漸暗，幕後合唱聲起。）

失勢君王難保護，

如花似月任虧枯。

可憐蕙質傲霜骨，

零落人間有亦無。

尾聲（重唱序曲）          

— 全劇終 —

�006年6月��日初稿完成。

�006年�月6日以整天時間依導演羅雲先生指示儘量修改。二稿。

�006年1�月�0日修改。三稿。

�00�年�月�0日依導演羅雲先生指示儘量作最後更改。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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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場

景：海洋島嶼意象

（浪濤拍岸聲中，隱隱聽見發自鯨魚的天籟。）

Ｏ 　 Ｓ：（歌者唱）

思想起—

（歌者浮現於舞臺一方；其聲情渲染出渡臺開拓者粗礪的命運色彩。）

（化用臺灣古地圖的青綠山水風格為寫意式的舞臺，背景不斷變幻。）

歌   者：（唱）

在厝無路，暗計東渡；

欠缺船費，典田賣租；

拋妻離子，目屎若雨；

船小湧大，生死天數。

拖命上岸，人生地疏；

水土險惡，叫佛叫祖；

既然知苦，臺灣莫渡！

      （迴音）既然知苦，臺灣莫渡！

（舞臺氛圍轉舒朗，歌者在背景地圖上行走，最後在高峰處坐了下來，俯瞰並靜心聆聽，

溫柔而深情地。）

（上劇名「黃虎印」和創作製作群字幕，襯以音樂主題：人由陸地連根拔起，東渡入海，

在充滿未知的新世界背水一戰。）

歌  者：（唱）

上山落海，開荒拓土，

前仆後繼，不絕此途。

成做故鄉，子孫落土；

遙祭開臺祖�
�

，感念當初。�����

第一場

景：可眺望遠方的山嶺  

1 開臺祖：渡臺開荒的第一代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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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序場的海濤聲。）

（幕起，但見悟野背對觀眾。）

悟 　 野： （對照著地圖喃喃道）暖暖溪到八堵，若坐船，行淡水河可以到新店、深坑，

若換火車，向南到新竹，向北到基隆⋯⋯（轉身，眺望基隆港）啊！五色船

隻，四通八達，好一個基隆港！人講福人才會住福地，可惜，這個寶島還是那

隻大睏獅清國的。（繼續勘查地形）

Ｏ Ｓ：（太平）師父，你在佗位？   

（太平氣喘噓噓上，詼諧身段亮相，自報家門。）

太   平：（順口溜）

奉陪師父上崎、落崎、上崎、落崎，

行到拆腿、我還是勇勇骨力腳，

一斡頭、看無師父的形影—

（狠狠滑一跤）哎喲！

（順口溜）

師父哦，聽著我喊您就應一聲！

（唱）

出世就無父仔母，

命底比人有較輸，

世事萬項要作主，

跋倒也得家己撫。

投軍吃糧無外久，

派在衙門練功夫，

頂司看我真可取，

願做頭仔犁犁大憨牛�
2

。

 （看見悟野，鬆了一口氣）在這裡在這裡，（回頭喚聲）長短腳叔，日本師父

停在獅球嶺在看風景啦！

（長短腳暗上，旁觀悟野收拾地圖的眼神舉止，直覺他心懷不軌。）

太   平：（唱）

師父下願起廟度眾生。

悟   野：（唱）

遠道而來虔誠又專程。�

� 撫：音同「夫」，輕揉；投軍吃糧：入伍當兵；頂司：上司；頭仔犁犁：形容埋頭苦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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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唱）

來者是客帶路做功德。

悟   野：（唱）

單人獨馬背後布重兵。

太   平：師父真歹勢，我和長短腳叔在頭前帶路，行甚緊，害您跟未著陣。 

悟   野：無妨呀，若不是你們給我帶路，我也找不到這個風水寶地。

太   平： （環顧四周一匝，困惑地）風水寶地？師父，您從日本走來到這，講要找一個

好地理來起廟，偏偏讓您稱讚到的獅球嶺（作神祕狀）⋯⋯不是要講予你驚，

（指出方位）那邊有砲臺、那邊有軍營，剛剛長短腳叔才告訴我（湊近悟野比

劃著）⋯⋯

長 短 腳：（指太平）他懵懵懂懂，不知自己在惹熊抑惹虎！

太   平：（一頭熱地）如此如此，這般這般⋯⋯

悟   野：（有所悟，暗地盤算）我明白了，收臺灣，首先要攻下獅球嶺！

太   平：（轉身看見長短腳）哦，長短腳叔，師父整個人好好在這裡。

（長短腳一心迎對悟野，加以試探、挑戰。）

長 短 腳：悟野師父。

悟   野：阿彌陀佛！

長 短 腳： 日本現在是國富兵強，滿清自稱天朝，卻腐敗無能，哼！三十多年前太平天國

起義若能改朝換代，就不會有甲午年，整個北洋艦隊去予日本打到溶了了的笑

話了！

悟   野：（不動聲色）呵，長短腳曾經是太平天國的天兵，和清國皇帝不同心呀。

太   平： 現在站在這，天高皇帝遠，無代誌。（嘟噥著）講是遠在天邊，不過有時又近

在眼前呀—

悟   野：怎麼說？

太   平：（吟）

臺灣不在皇帝的腳兜，

和伊不是田無溝來水無流；

戲文若是做無夠、就出聖旨湊�
3

，

臺頂個個三跪九叩頭。

（悟野發笑，長短腳搖頭憤慨。）

�  腳兜：腳邊；田無溝、水無流：比喻彼此沒有關係；出聖旨湊：指戲齣演到不知何收場時，就用象徵皇
帝的聖旨來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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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短 腳：（吟）

昏君橫柴夯入灶，

卻對百姓教忠又教孝，

教到有一工會打拳頭和人對大砲，

（長嘆一聲）唉！

（唱）

諸葛亮較賢也得扶阿斗 
4

。

悟   野：（迴避）阿彌陀佛！

長 短 腳： 師父可知道，滿清的宰相李鴻章正在日本的馬關等待簽約，可是「你們」的海

軍，卻出兵偷襲澎湖！

太 　 平：偷襲？日本都戰贏了，哪得偷吃步！

長 短 腳：澎湖素來是臺灣的門戶，如今，日本佔領澎湖—

太 　 平：又贏？！真的是吃得來不及擦嘴！

長 短 腳：照我看，火燒厝燒過間 
5

，下一步就要吞臺灣了。

太   平：長短腳叔，你是講我們也會被拆吃落腹哦！

長 短 腳：（目光犀利地望向悟野）這，就要問日本人了。

悟   野：自從入了佛門，我就不問世事了。

（太平察言觀色，順勢擋住長短腳咄咄逼人之勢。）

太   平：呃，出家人四大皆空，哪會睬凶殺的代誌呢？

長 短 腳：（不滿地）你！

太   平：（同時）阿彌陀佛！

悟   野：（同時）阿彌陀佛！

太   平：師父好修行，臺灣的廟又要多一間，長短腳叔您講是不是？ 

悟   野：（看天色）呃，快要變天了，我們還是下山要緊。

太   平：是是是，師父先請！

（悟野鬆了一口氣，下。） 

（太平一派天真，長短腳氣呼呼地把他叫住。）

長 短 腳：我講楊仔太平呀—

太   平：太平洋是我的偏名，叫起來古錐得人疼。

長 短 腳：（生氣地）哼！

4 橫柴夯入灶：如倒行逆施，形容霸道至極；有一工：有一天；較賢：再怎麼能幹。
5 火燒厝燒過間：火災殃及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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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陪笑地）寬寬仔牽教，我會斟酌聽 
6

。

長 短 腳：（不領情）哼！

太   平：來者是客嘛，我是看你目降鬚鬆 
�

展氣概，師父會歹落臺！

長 短 腳：你！

太   平：長短腳叔也知，和尚對我是較大過父仔母呢！

長 短 腳： 哼。講正經的，你現此時在衙門做兵勇，我不是吩咐你趁機會瞭解金庫的門

路、隔間和守衛的情形？

太   平： （支支吾吾）還沒、還沒啦。

長 短 腳： 還沒？你等人加你掠去賣哩！太平洋，你得心內有數，臺灣要動亂是一時一刻

勿參詳的 
�

，到時，我們一定要先下手為強。

太   平： 你是講，天地會的兄弟真的要去衙門搶庫銀哦？

長 短 腳： 噓（左右觀瞧）！那六十萬兩的庫銀是百姓的血汗，不能讓清朝官搬回去唐

山。總講，先將庫銀搶到手，日本若敢看咱無 
�

，天地會也會招兵買馬跟他們拼

！

太   平： （嘟噥著）拼？看一個影就生一個子 
10

，日本人又不一定會來這？（突然想起）

對啦對啦，長短腳叔，聽講廣東有人起事，要讓朝廷車跋反 
11

呢。

長 短 腳：哦，你聽誰講的？

太   平：我的頂司，掌管巡撫印信的監印官許大印許先生呀。

長 短 腳： （疑惑地）再怎麼講，監印官也是靠滿清皇帝吃穿，怎麼不怕下腳手人 
1�

知道有

人要反背朝廷呢？

太   平：（興致勃勃地）許先生他和人不一樣啦—

（某鄉人敲鑼上。）

（悟野出現在山路另一方勘查地形。）

某 鄉 人：快報、快報！ 

長 短 腳：（急問）有什麼消息嗎？

某 鄉 人：大壞消息啊，李鴻章宰相在馬關割臺求和了！

長 、 平：（驚）什麼？！ 

6 意指，您慢慢地指教，我會認真聽。
� 形容怒目倒鬚看人的樣子，鬆音同於「藏」。
� 參詳：商量，意指動亂說發生就發生，不容等待、商量的。
�  看咱無：看不起我們。
10 看一個影、生一個子：捕風捉影。
11 車跋反：翻天覆地，即推翻朝廷的意思。
1� 下腳手人：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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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野向觀眾展開軍事地圖，露出詭異的笑意。）

（歌者幕後平心而唱；眾人暗下。）

第二場

景：衙門後廂內廳

（白露捧針黹盒上；坐定後，縫補許大印的官服。）

白   露：（唱）

爹親籌謀國事心交纏，

女兒深閨之中守空虛；

衣冠有損針線能補縫，

這割臺求和嘛—             

（唱）

起手無回豈能行悔棋？

（許大印心事重重上，白露放下針黹迎上前。）

白   露：阿爹回來了。

許 大 印：（唱）

海上孤島任浮沉，

割臺求和失民心，

吉凶未卜怎安枕？

議論朝廷怨恨深。

白   露：阿爹，外面是怎麼議論呢？

許 大 印： 百姓都在講，朝廷自己戰輸日本，馬關條約卻成了臺灣的賣身契，他們講，可

見朝廷對臺灣無情無義呀。

白   露：這是宰相的主意，和阿爹也無關呀。

許 大 印：哎！

白   露：阿爹，我們何時啟程回唐山呢？

許 大 印：（唱）

當年阿爹苦渡黑水溝，

但望散葉開枝代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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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妻等我為伊刈墓草�
�3

—

（許大印哽咽，白露想起母親，也忍不住拭淚。）

白   露：阿娘！

許 大 印：這裡是妳阿娘的埋骨之地呀—

（唱）

咱怎能講走就走、一去不回頭？

白   露：白露知道阿爹深情厚義。

許 大 印：唉！

白   露：只是，一樣食君俸祿，別人的女眷都走了，這衙門的後廂房越來越空。

許 大 印：別人可以走，白露不能走。

白 　 露：為什麼？

許 大 印：妳別忘記，阿爹收下大稻埕李家的聘禮，妳是人家未過門的媳婦了。

白   露： 哼，完聘之後，他們就變得無要無緊。（拿起巡撫印）人講「勢敗奴欺主，官

無客四散」，李家按算這顆印信緊慢會無效，人家要悔婚了啦。

許 大 印：不可能，生意人第一重信用，何況，這是兒女親事呀。

白   露：（嬌嗔地）哼！

許 大 印：我已經派太平洋送一張親筆信去李家，很快就會有回音！

白   露：（不敢置信）太平洋？您是說那個土勇哦？

許 大 印：白露，不得無禮！

白   露：阿爹！

許 大 印：我一向並沒將太平洋當做外人呀。  

白   露：哦，他和您有親？

許 大 印：非親。

白   露：是故？ 

許 大 印：非故。

白   露：（羞惱）太平洋和我們非親非故，白露的終身大事，阿爹竟然交代給他！ 

許 大 印： 呀，阿爹有時候會想，可惜我和妳阿娘單生一女，白露若是有一個像太平洋這

樣的阿兄，不知有多好！

（太平上，在門外喚聲。）

太   平：太平洋有事通報。

（白露暫避一側。）

1� 刈墓草：上墳掃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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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大 印：進來吧。　　

太 　 平：（暗道）等無李家的新娘轎，許先生頭殼得抱在燒。（行禮）許先生。

許 大 印：回來了，李家的回信呢？

太   平： 李家講不必那麼工夫，用講的就好。（自打嘴巴）哎呀，實在話歹聽，我不就

轉彎旋角一下才出聲。

（許大印瞥見白露羞憤跺腳，無奈。）

許 大 印：哦？太平洋，你就說來呀。

太   平：李家講，（拗口地）待政局澄清，時勢分明，即刻會用紅頂四轎來迎娶小姐。    

許 大 印：（故作咀嚼其語意的糊塗狀）政局澄清、時勢分明，這是何意呢？

（白露按捺不住地跑出來。）

白   露：我就知道呢！阿爹，我不要嫁了。

太   平：（撫手笑）不嫁不嫁，白露小姐留著嫁皇帝。

白   露：你！我嫁不出去，太平洋好像很歡喜哦。      

太   平：（被點到私心，不知所措）我？沒有啦，小姐⋯

（許大印將巡撫印收進盒內，白露為他披上官服。）

許 大 印：好囉，我還得趕去廳衙呢。

（吟）

國事家事亂如麻，

百無一用監印官。����

太   平：（沮喪地）小的告退了。

許 大 印：太平洋。

太   平：在。（停步）

許 大 印：向前來呀！（悄聲說）我只有這個查某子，寵到無禮無數 
14

了。

太   平：不是不是，是小的無嘴水，得失小姐 
15

。

許 大 印： 哎，我公事纏身，白露在後廂房很沒伴，（故意說給白露聽）太平洋，你就隨

時聽小姐差遣吧。

太   平：（喜出望外）遵命！

白   露：（不情願地）阿爹！

（許大印下。）

（太平、白露獨處，各懷心思。）

14 無禮無數：沒有禮貌。
15 無嘴水：口拙，不擅言詞；得失：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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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露：（同時唱）

李家悔婚我心頭凝，

太   平：（同時唱）

李家悔婚我心頭清，

白   露：（同時唱）

伊眉開眼笑少同情；

太   平：（同時唱）

伊憂頭結面有苦情；

白   露：（唱）

攏怪阿爹一廂情願將婚事定。

太   平：（唱）

每一家攏有歹開嘴的一本經。������������

小姐，太平洋聽候差遣呀。

白   露：這個門內的事情，你有耳無嘴 
16

，知道嗎？

（太平溫順地點頭。）

白   露：（唱）

李家不過臺灣島上的小民，

誰要和因（他們）挽豆又牽藤�
�7

，

世間萬般皆下品，

人家我想要嫁的是—

（太平屏氣聽，心裡有一絲非份之想。）

白   露：（唱）

溫文儒雅讀書人。�����

太   平： （失望羞愧，暗道）是啦，讀冊中狀元，才配會起女娘第一等，我只是一箍溜

溜的土勇 
1�

，哪會當憨想？（體貼地）小姐，妳不要煩惱啦，既然妳不稀罕李家

這門親成，現在，許先生隨時可以帶妳回去唐山呀。

白   露：（欲言又止）這？阿爹可能想要和唐巡撫同進退吧。

太   平：唐巡撫哦，昨天我還幫余姑爺搬八大箱的行李到滬尾港呢。

白   露：（大驚）余姑爺！你是說唐巡撫的女婿？連他，也走了！

16 有耳無嘴：只能聽，不能說出來。
1� 挽豆牽藤：比喻彼此有姻親關係。
1� 一箍溜溜：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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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生成的呀，金枝玉葉未堪哩嚇驚 
1�

！    

白   露：（誤會太平）他指桑罵槐！（反問）太平洋，那你呢？

太   平：我？

白   露：是呀，以後你有何打算？

太   平： （自作多情）小姐還會關心我呢。（逗白露開心）稟小姐，太平洋闊闊闊，不

怕走投無路！

白   露：太平洋闊闊闊？（噗嗤一笑。）

太   平：真好真好，小姐心花開了。

白   露：還有心情說笑！難道你一點兒都不怕？    

太   平：怕？

（唱）

無本免驚博輸儌，

慘慘羅漢腳賤命一條，

可比演武亭的厝角鳥—

白   露：如何呀？

太   平：不驚槍啦，誰人愛做皇帝—

（唱）

你死我活家己撟�
20

。

白   露：再怎麼講，日本人是異族，一旦來到位，臺灣恐驚會天翻地覆。  

太   平：（唱）

日本大軍若是到。

白   露：（唱）

君臨天下會驕頭�
2�

。

太   平：（唱）

臺灣穩當改頭換面變了了。

白   露：（唱）

生逢亂世真苦熬。

太   平：（唱）

讀冊人十年寒窗等考校，

1� 意指，嬌生慣養的人，禁不起驚嚇是很自然的事。
�0 博輸儌：賭博輸了；厝角鳥：麻雀；撟：掇弄安排。
�1 君臨天下：以戰勝國之姿來統治；驕頭：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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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望頭戴烏紗換紅袍，

生理人交官交鬼鋪透透，

才有孤行獨市吃到老，

苦心到這放水流，

壞了了、壞了了，

真驚田園厝宅顧未著。

像我孤兒出身、無某又無猴，

只要剩有一腳鼎和一個灶，

我就謝天謝地、呵咾家己賢�
22

。

白   露：（驚訝）太平洋，你是孤兒喔。

太   平：是呀，我還紅紅幼幼，就被慶安宮的老和尚撿回去飼了。

白   露：你的阿爹和阿娘呢？

太   平： （被點到傷心處）阿爹阿娘？（自嘲）石頭仔孔蹦出來的猴齊天，哪得要父仔

母，小姐，妳講是不是？

白   露： （不忍心）太平洋！我的阿娘很早就過世，雖然有阿爹疼我晟我，我還是（傷

心欲哭）⋯

太   平：小姐！

白   露：太平洋，而你呢—

（唱）

誰人親生你不知，

自比猴齊天弄詼諧�
23

；

糊里糊塗欠氣概，�

身世哪通胡白來？

太   平：我知、我知—

（唱）

父母抱過心頭才會在�
24

，

無驚無閃有膽看將來，

可比活水會合成大海，

腳底釘根不驚做風颱。

��  考校：科舉考試；戴烏紗換紅袍：做官人的穿戴；交官交鬼：指生意人設法建立周密的官府人脈；孤行
獨市：獨門生意；無某無猴：沒有老婆；剩：讀為「春」；呵咾：稱讚。

�� 弄詼諧：耍寶、逗人開心。
�4 在：穩固，這裡是指被父母愛過的小孩才會有膽量想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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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露：是啊。

太   平：（唱）

禽獸大漢也會知反哺，

問著出身我就紅目眶，

一窟死水哪會有出路？

水無源頭定得變荒埔�
25

。

白   露：（同情而溫柔地）太平楊。

太   平：（順口溜）

孤兒苦、孤兒苦，

我甘通向天去叫苦？

好哩佳哉，小姐免行坎坷路�
26

。

白   露：（暗道）非親非故，他卻對白露這麼周至。        

太   平：三兩宛仔要先除 
��

，反正孤兒我也做到慣習仔慣習—

（順口溜）

只要予我娶有某，

較苦我也行有腳步�
28

。

白   露：你！ 

（許大印面帶喜色地上。）

許 大 印：好消息！好消息！ 

白   露：阿爹，這種時候還有什麼好消息呢？

許 大 印： 哈哈哈！這幾天，很多仕紳和富商都會合在衙門共商大計，他們要求唐巡撫

留下來，而且聯名上書，聲明臺灣不能割給日本，英國、法國也有意支持，所

以，唐巡撫已經稟奏朝廷，說他「不敢奉詔」。

白   露：什麼是「不敢奉詔」？

許 大 印：（雀躍地）哈哈哈，唐巡撫要帶領臺灣成立「民主國」了！

露 、 平：（似懂非懂）民主國！

（收光；音樂轉場。）

�5  定得：一定；這兩段詞意，以「找不到活水源頭很快就會乾涸」，來比喻孤兒不知從哪裡去、往哪裡去
的無助與茫然。

�6 甘：難道；好（哩）佳哉：幸好。
�� 宛仔：是秤量蚵仔的小磅秤，這句俗諺是說人要有自知之明。
�� 行有腳步：邁得出步伐，比喻就能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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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在某仕紳率領下，眾仕紳惴惴不安地向朝廷表明心跡；眾仕紳隨某仕紳複誦奏表時，邊

走邊下。）

某 仕 紳：伏查臺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

某 仕 紳：臺灣士民，義不臣倭。

眾 仕 紳：臺灣士民，義不臣倭。 

某 仕 紳：（同時）願為島國，永戴聖清。

眾 仕 紳：（同時）願為島國，永戴聖清。

景：艋舺街市

（中幕起，轉出喜慶氛圍，許大印滿懷希望上。）

許 大 印：（唱）

生逢其時多光彩，

民主為名種籽栽，

驚天動地新時代，

峰迴路轉做主裁。�

（白露盛裝提籃，由太平護送上。）

許 大 印：（慈愛地）白露，妳現在可以放心了。

白   露：阿爹！（害羞跑開）

許 大 印：一宣布要成立民主國，李家隨就有回音—

（唱）

約定佳期催拜堂，

我一兼二顧用心辦嫁妝；

國事家事有打算，

帶女兒拋頭露面出大門。���

（白露雀躍地到處跑，讓太平提心吊膽。）

白   露：（唱）

碼頭有風駛盡帆，

烏陰消解心頭鬆�
29

；�

�� 烏陰：烏雲，意指心中陰霾一掃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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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唱）

錢生錢來淹腳目，

第一風神�
30

艋舺人。

小姐，小心呀。

白   露：（不理會）哼！（停在某什細攤前）啊，這個胭脂好美呀。

什 細 商： 小姐好目色 
�1

，這種胭脂是剛才從船上下來的新貨呢，當時行，小姐試試看。    

白   露：好啊！

（白露攬鏡試胭脂，太平看著她的青春嬌態，若有所失。）

太   平：小姐她，要嫁人囉—

（唱）

對鏡默默試胭脂，

青春花開有對時�
32

，

嘴笑目笑含帶意，

何必鳳冠和霞帔？��������

（唱）

上了花轎萬事休，

伊是茶行的頭家娘，

今後無花通遊賞，

阮鼻頭酸酸面憂憂。

（白露發現太平像傻楞子盯著她看，半是害羞半不悅。）

白   露：後面有賊！

太   平：（笨拙地防賊抓賊）賊，賊在哪裡？   

（白露得意笑，太平知道被捉弄，把包袱緊揣在懷裡。）

太   平：小姐，不能開玩笑啦，歹年冬出厚賊呢。

白   露：哼，誰叫你變成青仔欉！

（太平自討沒趣，走到一旁，看到眾人在商家所拉起的「擁護臺灣民主國」布條前議論

著，回想起這幾天的戲劇性變化。）

眾   人：（讀字）「擁護臺灣民主國」。

民 眾 甲：哎，臺灣到底會圓或會扁？

�0 風神：神氣。
�1 好目色：眼光很好。
�� 對時：盛開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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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吟）

天無邊、海無底，

臺灣從此無皇帝；

可比白手來起家，

地牛翻身我心梗梗�
33

。

（咬自己一口，痛得大叫）哎喲，是真不是假呢！

（太平避到一旁檢查黃金後，又趕忙去保護白露。）

太   平： 我們這趟就是來替臺灣民主國打一顆國印，許先生講，傳國的寶印要足足十斤

重，半兩也不能減，我才得揹這麼多黃金在夯枷 
�4

！

（某仕紳上，被眾人攔住；許大印也在布條前停下腳步。）

民 眾 甲：先生來得正好，眾人等您開示啊。

某 仕 紳：不敢當呀。

民 眾 乙：先生，我們不要做東洋奴。

眾   人：臺灣不可以被日本接收去。

某 仕 紳：是啊，所以臺灣要自立，（指布條）再不久，唐巡撫就要成立臺灣民主國了！

許 大 印：（無限憧憬地）是啦，臺灣民主國。

民 眾 丙： 先生，連朝廷都是日本的手下敗將，唐景崧若做臺灣民主國的總統，他敢帶領

大家抵抗日本嗎？

許 大 印：這？

某 仕 紳： 這？這是當然的呀，（政客式的壯烈）別講總統是一國之君，日本的軍隊若要

佔臺灣，除非先從我的身上踏過！

眾   人：（深受感動）啊，先生！

某 仕 紳：我和大家生同生、死同死啦！

眾   人：生同生、死同死，臺灣自立民主國！

（此區燈光轉暗，束光照亮信心高昂的許大印。）

許 大 印： 臺灣自立，民氣可用呀，我這個小小的監印官，竟然能遇到這千載難逢的時

機—

（吟）

君為輕、民為貴，

名正言順衝出重圍。����

�� 心頭覺得不順暢。梗音同於「瘸」。
�4 夯枷：枷是古代刑具，比喻負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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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宜遲，（轉身喚）女兒、太平洋，你們快隨我來！

平 、 露：是。

（許大印等三人下。）

（音樂轉出下一場的情境，臺上眾人各自移位，形成一支獻印、獻旗的隊伍。）

第四場

景：延續前一場街景轉衙門

（鑄刻國印的音效先出，舞臺背景亮起，但見「民主國之寶印」幾個字的印痕逐漸成

形。）

（民眾上，緊跟在隊伍後頭爭看熱鬧。）

 （龍旗急速下降，虎旗上升飄揚。）

（太平、長短腳從兩邊分別上，夾雜在群眾中觀望。）    

眾   人：你們看！

丙 民 眾：臺灣明明沒出虎，國旗哪會要畫一隻虎？

甲 民 眾：老虎威風呀！

甲 民 眾：聽講唐總統把年號號做「永清」。

太   平：永清？

眾 　 人：永清、永清。

長 短 腳：（不屑）哼！講什麼立國，心還未「清」哩！

乙 民 眾：我還聽說國印的紐仔也是刻虎呢。

眾   人：哦，虎印在哪裡？黃虎印在哪裡？

甲 民 眾：來了！來了！

（許大印捧用黃綢巾包著的印盒上，置於香亭後，鑼鼓聲大作，隊伍繞場遊行。）

Ｏ 　 Ｓ：（歌者唱）

遙尊朝廷來明志，

藍地黃虎做國旗。

長 短 腳：（唱）

山大王、逞無虎威、踏入平陽狗凌治。

太   平：（唱）

找生路、入境隨俗、太平洋邊候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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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崧著吉服上，率眾官員在撫衙大廳接受獻印。）

（某仕紳代表獻印。）

（被擋在撫衙外的眾人，在門邊探頭探腦。）

某 官 員：獻印，叩拜！

（眾官員伏地，唐景崧行二跪六叩首之禮。）

 （眾人定格；太平和長短腳遇個正著。）  

太   平：哦，（眼睛還盯著拜印看）是長短腳叔哦。

長 短 腳：拜印登基有什麼好看？太平洋，還不跟我去搶庫銀！

太   平： （意外地）還要搶哦？（指眾人）我們和他們，現在是同一國的，同國就穿同

領褲呀，褲袋仔的錢哪得搬過來、搬過去？

長 短 腳：哼，你沒看到日頭越來越豔，日本的軍艦已經來到滬尾外海了！    

太   平：什麼！？

長 短 腳：城內隨時會亂。

太   平： 不過，（用手指出）黃虎旗、黃虎印、文武百官，還有這個「堂堂」的總統 
�5

，

臺灣民主國甘會假的嗎？ 

長 短 腳： （諷刺地）臺灣民主國？這齣戲是搬得像真的一樣，不過，日本兵一入城，起

鼓到煞戲目一下睨而已 
�6

。行啦，快來去準備啦。（拉太平下）

（眾人兼扮檢場，拆布景從兩邊下；只剩唐景崧在屏風前的案頭振筆疾書。）     

唐 景 崧： （口誦奏章）嗣後臺灣總統，皆由民舉，遵奉正朔，遙作屏藩。待時局平定，

臣必脫身，赴宮門，蓆蒿謝罪。（作勢朝拜）吾皇萬歲！  

（唐景崧起身徘徊；報子甲上。）

報 子 甲：報，日軍從澳底登陸。

唐 景 崧：什麼！傳總統令，派兵全力阻擋！

報 子 甲：是。（下）

（燈光暗示時間的流轉；一再傳來敗戰消息，唐景崧愈來愈焦躁、恐懼。）

（報子乙上。）

報 子 乙：報，日軍攻入三貂嶺，我軍苦戰。

唐 景 崧：（暗驚）哪會這麼快！（對報子）傳，調動軍務，兵分三路進攻。

報 子 乙：是。

（報子乙下，與報子甲錯身而過。）    

�5 堂堂：雙關語，一為體面、合乎體統，一與「唐」諧音。
�6 起鼓到煞戲：戲從開演到結尾；目一個睨：一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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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景 崧：這要如何是好呢？

報 子 甲：報，日軍已上獅球嶺。

唐 景 崧： （大驚）已上獅球嶺！？已上獅球嶺了呀！（以手勢命報子甲下，陷入掙扎）

哎！大勢已去了啊！（做成決定）哎呀！來人，隨我速速趕往滬尾港登船！

（音樂轉場。）

第五場

景：衙門廳堂   

（唐景崧倉皇逃下，黃虎印被遺落在地上。）

Ｏ 　 Ｓ：（許大印）唐總統，唐總統啊！

（許大印失魂落魄上，發現了黃虎印。）

許 大 印： （憐惜地）啊，是黃虎印，民主國之寶印！（憤慨地）唐景崧呀，你竟然還未

戰，就放印放人民！

（唱）

有道是為官之人不離印，

你臨危只知影保自身，������������

敢講民主國短命氣數盡？

區區十日光景實可憐！

 這印，不中用了呀。（一轉念）不，臺灣自來就是三年一反、五年一亂，日本

若軟土深掘，百姓絕對不肯束手就縛的—

（唱）

民心思變不甘受辱，

抗日保國是平常，

保全印信有大用，

指引臺灣何去何從。�

（許大印正準備將黃虎印收入盒內，白露帶包袱急上。）

白   露：阿爹！

許 大 印：女兒！

白   露：（相擁而泣）阿爹！聽講日本人隨後就到，我們也趕快走吧！

（白露急拉許大印欲走，他忙著用黃綢巾包起印盒。）

白   露：爹，您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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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大 印：我要帶黃虎印做夥走！

白   露：別管印了啦，主帥都遠走高飛了，這顆印還有什麼用？

許 大 印： （一言難盡地）還沒、還沒，民主國還沒亡呀，身為監印官，理當和印同生共

死啊。

（屏風後方，兩個人影晃動，以剪影表現兩個蒙面的廣勇持刀槍闖入，正四處搜尋黃虎

印。）

白   露：同生共死？（悲從中來）阿爹，甘講您重印輕女兒嗎？

許 大 印： 白露，阿爹最放不下心的是查某子呀！（察覺有人闖入）啊，壞了！（拉白露

躲在一側）

甲 廣 勇：你看，厝內沒大人了 
��

。

乙 廣 勇： 真可惡，唐景崧把我們兄弟從廣東、廣西請來臺灣守臺北城，日本人的軍靴就

還沒踏到位，他就代先走 
��

，哼！

許 大 印：（低聲暗道）是守城的廣勇。

甲 廣 勇：聽講那顆黃金虎印有十斤重，若將印熔一熔，那些金子價值兩千兩銀—

許 大 印：熔印為金！

乙 廣 勇：正好賠償唐景崧欠的軍餉。

許 大 印：什麼！（激動地）不行，我要保護黃虎印，國印不能被毀掉！

白   露：阿爹，我們要怎麼辦？

許 大 印：（猛抬頭看白露）對呀！

（許大印解開布巾，打開印盒，將印取出交給白露。）

白   露：（不解地）阿爹，這？

許 大 印：白露，印就交代給妳了，快走、快走，快帶印逃走！ 

白   露：阿爹！

許 大 印：記得，黃虎印絕對不可落在惡人的手頭！

兩 廣 勇：（注意到有人在附近）是誰？

（兩廣勇從屏風後閃出尋人，發現只是老弱之輩。）

（許大印一面要白露快離開，一面引開廣勇。）  

許 大 印：惡徒，竟敢來搶衙門！

兩 廣 勇：（不屑地）他們哦，不是對手！

許 大 印： （對白露）妳快走！（對廣勇，高舉印盒）你們不是要來搶奪國印嗎？黃虎印

�� 厝內無大人：意指群龍無首。
�� 代先走：率先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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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甲 廣 勇：印交我們，放你生路。

許 大 印：哼，除非天落紅雨馬發角！（暗示白露快走）

甲 廣 勇：找死！

白   露：（明白許大印用心，悲痛不已）阿爹！

（兩廣勇瞥見白露逃下，但只顧奪印；他們聯手與許大印過招。）

許 大 印：哎呀！（傷重倒地，喃喃道）白露，寶惜呀⋯⋯（氣絕身亡。）

甲 廣 勇：哼！快，快打開盒子，取黃虎印。

（乙廣勇打開印匣，發現空無一物。）

乙 廣 勇：啊，是空的！

兩 廣 勇：（指白露逃下的方向）在她那裡，追！

（兩廣勇追下。）

（音樂和燈光暗示衙門內外的劇變。）

Ｏ 　 Ｓ：（太平吟）

初擺做匪類、哪會知講行就行�
39

？

（太平、長短腳上；設計身段，長短腳玩世不恭，太平則身心大受衝擊。）

長 短 腳：（吟）

無行、天地會哪會這出名！��������

太   平：（吟）

誰知堂堂總統也會加咱騙吃騙吃，�

長 短 腳：（吟）

聽講伊腳底摸油、有吃擱有掠�
40

，

咱兄弟搶無庫銀、是白費心情。

太   平：（吟）

廣勇領無軍餉、搶店擱燒城，

百姓無依無偎、第一驚人影；

不知影許先生敢會去偎親成�
4�

？

（太平突然來個急轉彎。） 

長 短 腳：喂喂喂，你是要去佗？ 

�� 初擺：第一次；匪類：匪徑行徑。
40 有吃擱有掠：不但內用還打包，意指唐景崧捲走部分庫銀。
41 偎親成：依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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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我要轉衙門。

長 短 腳：（吟）

總統退朝恁退營，

轉去衙門要創啥？

太   平：（吟）

我的傢伙還在彼�
42

。

長 短 腳：羅漢腳抵當時有傢伙了？好啦，我就先回去月眉庄了。（下）

太   平：長短腳叔順行！（急奔起來）有人燒、有人偷、（比自己）我是跟人

（慚愧地）有影歹年冬出厚賊就對，不過，都沒天理了—

（吟）

天公生阮艱苦子，

隨機應變跟人行�
43

。

（白露背對觀眾，從另一邊顛簸著步履上。）

太   平：（不安地）許先生腳手得快一點，若晚一腳步—

（唱）

萬一有人不成樣，

闖入衙門拔虎鬚；

腳酸手軟我不敢想，

軟弱女娘要怎收場？

趕快一點、趕快一點，（怨自己）哎呀！這兩隻腳怎麼不變成爆鼓箸 
44

？

（太平急下。）

白   露：（悲聲）啊、啊！我是身在何處呀？

（唱）

惡夢一瞬間，

匪徒放肆摧紅顏；

上蒼無開眼，

此身雖在心已殘。

（恍惚中，白露發現倒在地上的許大印，呼喊了一會兒，才知道父親已死。）

白   露： 啊，是阿爹！爹、爹，他們追我，一直追我，白露好怕，白露好怕呀！您怎麼

4� 傢伙：家當；彼：那裡。
4� 跟：讀為「兌」。
44 爆鼓箸：打鼓的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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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講話？您怎麼不起來看查某子？爹！⋯啊！阿爹！（哭訴）阿爹，還記得

那天您帶我去辦嫁妝—

（唱）

奉公守責的監印官，

眼看女兒試穿新娘衫，�����

您講白露在家是爹的心頭肉，

嫁去李家、輕重得家己擔，

做人的新婦得心靈巧，

尪婿才會疼妳入心肝；

阿爹呀，如今風雨當交加，

為何放子孤鳥飛入林？��������

（太平上，驚見衙門內一片混亂。）

太   平： （顫聲地）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四下尋找）許先生、小姐，許先生、

小—（發現白露，驚喜上前），是小姐！

白   露：（受驚嚇）走、走，你不要靠近我！

太   平：小姐，是我，太平洋。

白   露：（如見親人）太平洋！

太   平：阿彌陀佛，小姐整個人好好。

（白露想起發生過的事，羞愧地護住身子啜泣，太平察覺不對勁。）

太   平：許先生？小姐，妳阿爹呢？

白   露：阿爹他，他—（泣不成聲，用手指出許大印所在處）

太   平： （驚駭，撫屍）啊，許先生、許先生！（抹淚）許先生，您安心仔升天做仙

啦，小姐她—（伏下身子），太平洋會護送她去大稻埕！

（白露感激地望著太平。）

（收光。）

—中場休息—

第六場

景：大稻埕街景轉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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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仍暗著，海濤聲中，寫實的軍靴踏步聲由遠而近。）

Ｏ   Ｓ：（歌者唱）

思想起—

（上字幕：「日軍登臺，時間經過五個多月⋯⋯」。）

（燈亮，市街飄揚著日本太陽旗。）

Ｏ   Ｓ：（歌者唱）

當時龍旗換虎旗，

目一睨，

日出東方待開市，

哎呀！有夠奇。

（長短腳、太平上。）

（姿態跋扈的日本馬隊從街上經過。）

長 短 腳：是日本番！（長短腳帶太平閃避；日軍馬隊下。）

長 短 腳： 哼！他們被臺北的生意人當做媽祖迎入城，無損到一兵一卒，就以為臺灣是爛

土無刺，嘿嘿，想不到—

（吟）

中南部的義軍真逞強，

戰到予因（他們）茫茫茫，

兵仔用到足傷重，

吞勿落就莫吃這爾雄�
45

！

（太平和長短腳向前行。）

太   平： 長短腳叔，以前您怨嘆滿清在這裡是「三年官，兩年滿」，當 
46

呢，日本也是看

咱無的嚴官府—

（唱）

看待臺灣大小目，

壓咱落底做踏枋�
47

，

侵門踏戶、找孔找縫，

45  用到足傷重：消耗量甚大，形容傷亡慘重；雄：猛烈，這句話是嘲笑日本人不知道臺灣不容易治理，妄
想狼吞虎嚥吞下去。

46 當：現在，音同於「擔」。
4� 踏枋：腳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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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該草蹋咱的婦人人�
48

。

長 短 腳：（唱）

受苦不通革恬恬，

自暴自棄予人做肉砧�
49

。

太   平：（唱）

人生在世、免驚免閃，

閃不過，驚也無效— 

（唱）

天公仔子敢無一支上上籤？

長 短 腳：（唱）

人講輸人不輸陣，

逼虎太甚會傷人，

早日找著黃虎印，��������

咱就不做天皇的順民。

（來到李家茶行，太平用手比劃，從闊氣的前門比劃到自己所在的後門。）

太   平：到了，這裡就是李家茶行—的後尾門。

長 短 腳：（讀外牆紅紙）「王師威德，聖朝依歸」，哼，生理人都不怕嘴舌打死結！

太   平：用舊頭家的官話來奉待新頭家，還真好適。 

長 短 腳： 好了，太平洋，（神氣如調兵遣將）我們現在就兵分兩路，我去聯絡城內的兄

弟，你去李家找許白露。

太   平：好。（迫不及待地轉身）

長 短 腳：轉來！

太   平：長短腳叔還有什麼吩咐？

長 短 腳：（若有所指）要記得，查甫人要做大代誌，最怕志氣熔熔去！

太   平：太平洋曉得。         

（長短腳下。） 

太   平： （望著長短腳背影）從太平天國戰到當，長短腳叔越戰越好膽！可是（看李家

後門，掙扎），一點兒都不知道少年的心肝。   

（太平鼓起勇氣正要叩門時，管家婆送一個莊稼漢出來，他先避在一旁。）

Ｏ 　 Ｓ： （管家婆）這樣，你就先回去準備。

4� 草蹋：施以暴力侵犯；婦人人：即婦女。
4� 革恬恬：假裝沉默，意指受苦若不反抗，會被當成俎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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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 稼 漢：好啦。管家婆，為什麼你們那麼著急要將許白露小姐嫁給我？

太   平：（大驚）什麼？

管 家 婆： 呃，許小姐是官家千金呢，你跋倒撿著錢還假哭 
50

！（看四下無人）我們少爺已

經決定要學日本話、娶日本婆了，許小姐不好留在茶行相對看。

莊 稼 漢：原來是這樣。（喃喃自語下）

管 家 婆：哎，眼睛若無金 
51

，生理哪能做這麼大！（正要踏進門內）

太   平：管家婆。    

管 家 婆：（打量太平）你，你不是那天送許小姐來的那個人嗎？

太   平：我，是啦是啦，我今天是送她阿爹的手尾物 
5�

來給小姐。

管 家 婆：這？好，你在這裡等一下。（下）

太   平： 李家要把白露小姐嫁給別人！？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真的是越有頭有

面，越無情無義！

（白露上，形色匆忙而欣喜，和太平在門內、門外各表心聲。）

太   平：（唱）

欺負孤女太不該。

白   露：（唱）

掌上明珠染塵埃。

太   平：（看印盒）許先生呀！

（唱）

有靈有聖湊排解。

白   露：（唱）

夜夜啼哭無人知。

（白露拭乾淚水，踏出門來。）

白   露：（唱）

正是孤帆過大海，

太平聞聲救苦來。

太   平：（唱）

李家不愛我欲愛，

只恨太平無大才。

50 這句話，意指得了便宜還賣乖。
51 意指眼睛亮，擅於審時度勢。
5� 手尾物：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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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與太平四目相對，一時無言。）      

白   露：太平洋！

太   平：小姐！（回過神，將印盒交給白露）小姐，妳看！

白   露：這是印盒呀！（接過印盒，抬眼看太平）

太   平：小姐，做妳放心，許先生我已經收埋妥當了。    

白   露：（百感交集）阿爹入土為安了呀！真多謝你。（欠身一拜）

太   平：我不是來向小姐討人情 
5�

的，我是來—

白   露：若無，你來做什麼？

太   平：（猶豫）我，我是來—

白   露： （耍賴地怨嗔）哼！太平洋，你竟然忍心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裡，（難掩心酸）

度日如年？    

太   平：（無辜地）我？

白   露：（溫柔地）我以為，我們永無相見之日了。

太   平：是呀，李家若把妳嫁出去，叫我以後要去哪裡看妳？

（被太平一語道破，白露愣了一下，佯作瀟灑。）

白   露：講什麼嫁出不嫁出，太平洋，等一下我就跟你走好嗎？

太   平：小姐要跟我走？

白   露：是呀。

太   平：（不敢相信）妳要我帶妳走？

白   露：（沒把握）嗯。

太   平：怎麼可能？

白   露：（難過地）難道，連你也嫌棄我嗎？

太   平： （興奮地）不不不，我歡喜都來不及了，照顧小姐也較贏 
54

我以早在慶安宮照顧

老和尚。

白   露：（嬌嗔）太平洋！

（管家婆帶白露的行李上，把行李交給她。）

管 家 婆： 小姐，我已經向老爺稟報，老爺講，既然妳不願意嫁出去，想要跟妳娘家的人

走—

太   平：（心甜甜地）我是她娘家的人？

管 家 婆：老爺講，一切就順小姐的意思。

5� 討人情：表功，希望對方報答。
54 較贏：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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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露：如此，管家婆，我即時就要來離開。

管 家 婆：（不捨地）小姐要保重，妳現在是大身大命呀。

白   露：（驚，偷瞄太平的反應）啊，我知道。

太   平：（驚，偷瞄白露的身形）哎呀，白露小姐已經有孕了。

（管家婆下。）

（太平接過白露的行李，兩人保持距離地同行了一段路。）

太   平： （終於按捺不住）小姐呀小姐，妳腹肚內都已經有李少爺的囝仔了，他怎麼，

他怎麼可以不娶妳？

白   露：（搖頭）我在李家五個多月，他連一次都不曾來看過我。

太   平：（再一驚）什麼？妳和李少爺沒入洞房，（指白露肚子）那這個囝仔⋯⋯

白   露：（堅強地）這個囝仔、這個囝仔，是那個廣勇的。

太   平： （大驚）什麼？（回想）原來那天我去搶庫銀的時候，她—（盡在不言中）

哎，我不知道小姐這麼苦！

（唱）

天地一個變、找誰追究？

無辜受災、軟孱的女娘�
55

，

伊人生從此變苦酒，�

我良心今後勿自由。

白   露：哎呀！

（唱）

白露已是殘花敗柳，

身懷孽種誰人肯收？

前塵如夢不堪回首，

莫怪知情伊滿面愁。

太   平：小姐，我們到月眉庄的路口了。

（白露悶悶不樂地捧起溪水欲喝，太平慌張地阻止。）

太   平：等一下，不能喝！

白   露：怎麼了？

太   平：溪水現在不能喝

白   露：為什麼？

太   平：因為現在四處在流行瘟疫。

55 軟孱：體力上相對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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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露：（驚）瘟疫！

太   平：嗯，他們說，是因為黃虎印落難。

白   露：黃虎印！

太   平：是啦，他們說要趕緊救出黃虎印，才能除瘟疫、救眾人。

白   露：哦！（玩味太平的話，因失望而懊惱生氣）

太   平：小姐，妳知道黃虎印現在在哪裡？    

白   露： 太平洋，原來你今天去李家，不是因為你想我，不是去看我，不是怕我在那裡

受苦！

太   平： （錯亂地解釋）不是不是，是、是，我是為了要去看小姐，只不過他們，剛好

要問妳黃虎印—

（長短腳和頭人、頭人妻上，巧遇白露和太平的對話。）

白   露：印、印、印，你分明一心都在想黃虎印，哼，永遠別想我會告訴你啦。

太   平：壞囉，小姐誤會了。     

白   露：太平洋，你口口聲聲都講「他們」，他們是誰？

太   平：他們？

白   露：他們到底是誰？

太   平：就是月眉庄這裡的序大 
56

，他們是天地會的人—

白   露：天地會！那不是專門造反的亂黨嗎？

太   平：不是不是—

頭   人：哈哈哈！

太   平：長短腳叔、頭人、頭人姆。

頭 人 妻：（打量白露）原來妳就是許白露，就是監印官的那個漂亮查某子！

頭   人：妳怎麼知道？

頭 人 妻：（得意）你不知恁柴耙 
5�

，最愛聽少年仔的心內話。

長 短 腳： （咄咄逼人）官家千金有讀冊，所以知道天地會反清復明，和清朝官有不共戴

天之仇。

頭 人 妻：對姑娘仔講話哪得這凶殺？

長 短 腳： （對太平）太平洋，我只叫你去問出黃虎印的下落，並沒有叫你把她帶回來咱

庄頭呀！

頭   人：（唱）

56 序大：長輩。
5� 柴耙：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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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頭庄尾攏是天地會�
58

。

長 短 腳：（唱）

你率清朝查某來帶衰。

白   露：（唱）

虛情假意只講三分話，

原來你是老虎披羊皮。��������

（頭人妻故意順著話尾數落太平的不是，其實是在點醒白露和太平，順便調侃正氣凜然的

長短腳和頭人。）     

頭 人 妻：你這個太平洋啊！

（唱）

戀著姑娘好膽不知死，

竟敢回轉衙門救身屍；

睏不成睏、見呼伊名字，

（對白露）為要夢妳—

（唱）

當頭白日遂來變半暝�
59

。

太   平：（害羞）頭人姆！

頭 人 妻：（唱）

無論英雄抑土匪，

也會瘋某病相思，

春花當開望露水，

有意愛、何必等人來做媒？����

太   平：我⋯⋯

頭 人 妻：（擠眉弄眼頻暗示）你打算怎樣，就說呀！⋯⋯

太   平：我，我⋯⋯

頭 人 妻：（暗示太平說清楚）生死關頭不能大舌，你得一字仔一字，給頭人一個道理。     

太   平：我願意照顧小姐—

頭 人 妻：是顧豬顧狗，還是顧門腳口！若不愛聽的話，查甫人耳孔是足重的哦 
60

！

太   平：我是講，我要娶白露小姐做某啦！

5� 攏是：都是。
5� 當頭白日變半暝：做白日夢。
60 耳孔重：耳背，意指假裝聽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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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壓抑了很久的情緒獲得安頓，忍不住流下淚來。）            

白   露：（感動地）太平洋！

長 短 腳：（諷刺地）太平洋你，你好—好氣魄啊！

頭   人：（鼻孔出氣）哼哼！

頭 人 妻：這樣好這樣好，去一趟臺北城，賺著美某和一個囝。

（頭人和長短腳一驚，白露羞愧掩腹，頭人妻親切地拉起白露往內走。）

頭 人 妻： 僥倖喲，一路搬山又過嶺，查甫人是知影什麼叫做大身大命？（愛憐地）來來

來，頭人姆帶妳轉來洗一個面哩。

白   露：（猶豫）這？

頭   人：（欲阻止）妳？

頭 人 妻：阮查某人入來梳妝，你們哦，儘管去講心酸 
61

！    

頭   人：（逞丈夫氣概）哼，柴耙不識字，把冤仇人當做公媽奉待 
6�

！

（太平留戀地望著遠去的白露。）

（以下舞臺切割成兩塊，另一邊，頭人妻和白露以默劇形式進行女人間的對話：頭人妻拿

布巾讓白露洗臉，一邊和她話家常，白露終於敞開胸懷，兩人又哭又笑地說著。）   

長 短 腳：太平洋、太平洋，我講楊仔太平啊！

太   平：哦，長短腳叔。

長 短 腳：難道，你真的要娶那個清朝查某？

（太平堅決地點頭。）

頭   人：愛著較慘死，無差無錯！

長 短 腳：太平洋呀—

（吟）

官家小姐赤耙耙�
63

，

你擱甘願做這個憨老父？

頭   人：（吟）

伊看勿起阮天地會，

咱和伊是要安怎講有話？

太   平： 這？（急中生智）頭人、長短腳叔，您們要知道呢，白露小姐的老父不但是清

朝官，他，也是臺灣民主國的監印官哦—

61 講心酸：說一些自以為是的事，讓自己開心。
6� 不識字：沒知識；公媽：已過世的祖先。
6� 赤耙耙：兇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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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區燈亦亮，表示太平和白露同時不同地，說起許大印護印而死的經過；白露唱述，

太平以默劇形式表現。）

白   露：那時候，阮阿爹聽到那兩個廣勇講要熔印為金—

（唱）

爹親急中生計智，

黃金虎印交女兒，

文弱書生挺身去送死，

全為國印存亡有天機。

相辭的話就還未講出嘴，

伊在黃泉路上無人相隨。

（長短腳、頭人和頭人姆都被許大印護印的決心所感動。）

頭 人 姆：是這樣呀！（以下，此區維持默劇的形式）

頭   人：（感嘆）想不到，這個監印官顧黃虎印顧到這麼綿精 
64

！

長 短 腳：有其父必有其女，這個清朝查某—

（頭人和太平同時看長短腳一眼，長短腳改口。）

長 短 腳： 我是講，許白露這麼?蠻，原來是種著 
65

她老父。講正經的，黃虎印現在到底在佗

位啊？

（長短腳與頭人一起望向太平，太平搖頭，表示無能為力。）

頭   人： 我看，無人有才調 
66

讓許白露講出黃虎印的下落啦。

（此區收光；同此時，另一區燈亮。）

頭 人 姆：黃虎印流落在外，早晚會被日本人搜到呀。

白   露：這？

頭 人 姆： 我們應該把印收回來庄頭，好好保護，妳阿爹許大印才勿冤枉死，白露，妳講

對嗎？

白   露：嗯，頭人姆，我告訴您黃虎印在哪裡！

（白露和頭人妻交談的動作持續，燈光淡出。）

Ｏ 　 Ｓ：（歌者吟）

唐景崧把黃虎印當作玩耍物，

會生會死由在伊；

64 綿精：固執不懈。
65 種著：遺傳。
66 才調：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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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予廣勇搶搶去，

七熔八熔換做錢，

一仙五厘分到清氣呀清氣�
67

。

第七場

景：衙門景轉頭人家    

    

（中幕起，太平帶領眾人上。）

（日本兵巡邏經過，眾人佯裝在清理糞池；長短腳故意掀開坑蓋，用糞勺亂攪一番，日本

兵不堪忍受，掩鼻急下。）

Ｏ 　 Ｓ：（歌者吟）

想彼時，白露予人追到走勿離，

遂將黃虎印擲對屎壆仔去，

金身染到癩哥兼臭味�
68

，

傳國寶印淪落不見天。

（太平奮不顧身地跳進糞池。）

太   平：我來、我來！

（歌者上，在臺前唱述。）

歌   者：黃虎印呀黃虎印—

（吟）

你若無摔落屎壆仔也無地匿，

日本人找到海角天邊，

你近在總督府才是奇。

（太平終於敲到找到沉在底處的黃虎印。）

太   平：有了！（激動地將印高高捧起）你們看！

眾   人：（欣喜若狂）啊，黃虎印！

（眾人定格收光；一束光打在太平身上。）

（太平和歌者對黃虎印唱，兩人目光交錯而過。）

6�  玩耍物：玩物，玩耍讀作「七桃」；會生會死由在伊：讓印自生自滅；清氣：指分贓分得乾乾淨淨，半
點不剩。

6� 癩哥兼臭味：又髒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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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同唱）

佳哉你面目原在。

歌   者：（同唱）

佳哉你面目原在。

太   平：（唱）

一角也無缺。

歌   者：（同唱）

廳頭交椅誰人坐。

太   平：（同唱）

廳頭交椅誰人坐。

歌   者：（唱）

由你說透機�
69

。

（此區收光，太平暗下；歌者邊唱邊下。）

（白露隨頭人妻提鋤頭上。） 

歌   者：（唱）

人若自助天會助，

土親人親義不疏，

一枝草總有一點露，

腳踏實地不驚無前途。���������

（頭人妻慈愛地端東西給白露吃。）

頭 人 妻：（唱）

天生自然新娘面，

流落月眉離本根。

白 　 露：（唱）

雪中送炭施憐憫，

疼惜白露像母親。

頭 人 妻：我們月眉的查某人—

（唱）

可比土生土長的粗藤，

無人金枝玉葉身，

有奶飼子上要緊，

6� 這整句的意思是，誰來當家做主，由黃虎印來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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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通粉面朱唇日日新�
70

。

白露，妳在這裡生頭不識份 
�1

，做山還要受風受雨，妳能吃這種苦嗎？

白   露：（噙淚點頭）嗯，只要太平洋不嫌棄我，什麼苦我都不怕。

頭 人 妻：哼！一個枕頭殼較好過三個總督 
��

呢，現在他做夢也會笑了。

白   露：（唱）

苦瓜雖苦同一藤，

恩義為重富貴輕，

李家和阮有媒聘，

不如太平有情人。　　　　

頭 人 妻：（唱）

官家千金目頭高，

伊看妳是仙女來下凡，

民主國敗予番仔反�
73

，

成全羅漢腳的癡戀，

孤兒後半世人就圓滿，

一窟死水找著活泉源。

白   露：（心領神會，一笑）頭人姆。

頭 人 妻： （感嘆）哎！想當年，頭人帶著天地會的兄弟來到這裡，大家開始認頭認路，

娶某生子，做山種茶，很久沒和官府作對了。

白   露：原來是這樣呀。

頭 人 妻：不過，月眉庄以後恐怕不平靜了。

白   露：為什麼？

頭 人 妻：因為日本人也在找黃虎印，他們要毀掉這顆印。

白   露：啊！為什麼？

頭 人 妻：因為他們聽到風聲講，有人要起事。

白   露：您是講，頭人他們？

頭 人 妻： 來者是客，大家不就較好禮，可是廳頭交椅一個坐，日本番就真慡勢，看咱全

然無目地 
�4

。所以，頭人他們決定要用黃虎印聯合幾個庄頭，圍攻臺北城。

�0 意指打扮時髦漂亮。
�1 生頭不識份：人生地不熟。
�� 枕頭殼：比喻同枕而眠的妻子，這句話是說有個太太比什麼都好。
�� 目頭高：眼光很高；番仔反：這是臺灣民間對日本佔臺所引起之動亂的說法。
�4 好禮：彼此要以禮相待；慡勢：仗勢傲慢；看無目地：不放在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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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露：（大驚）攻城？那不是用雞卵擊石頭嗎？

頭 人 妻：百姓去犯官府，本來就是草蜢仔弄雞公 
�5

呀。   

白   露：頭人姆，他們是我們的查甫人 
�6

呢！

頭 人 妻：白露呀—

（吟）

查甫人交陪林投和竹刺，

隨人喊喝紅旗和白旗，

某子較輸兄弟共結義，

白玉堂踏入銅網陣、赴死如歸�
77

！⋯⋯

白   露：（慌亂，向外探看）那麼，他們這次入城，會不會⋯⋯

頭 人 妻：（瞭然於心，認命一嘆）哎！白露，我們來去灶腳款暗頓 
��

，等他們入門。

（白露仍癡癡地倚門等待，突然她睜大了眼。）    

白   露：回來了、回來了，他們都回來了！

（太平興沖沖上，一進門，就被白露忘情地抱住。）

白   露：太平洋，你不可以再離開我一腳步了。

太   平：（受寵若驚）小姐—

頭 人 妻：（背後用手比劃羞他）尪生某旦，得換嘴 
��

叫白露了。    

（頭人上，頭人妻難掩興奮。）

頭 人 妻：（對頭人）這次腳手這麼快，米就還未煮成飯呢，那印是找有抑找無？

頭   人： 哈哈，頭人親身出馬，哪有失手的道理？（誇張地調侃）嘿，許白露，妳實在

很糟蹋人，要藏印哪裡不去藏，偏偏藏在那屎壆仔坑，我們只好把太平洋推下

去—

白   露：（心疼地輕撫太平）啊！

頭   人：摸歸半天，染到一身全是屎尿和屎壆仔蟲。

白   露：（連忙跳開）哎喲！

太   平：呵呵，我洗過了，渾身擦到要破皮。

眾   人：哈哈哈！

頭 人 妻： 今日黃虎印還有地找，功勞簿許大印要記第一個。當就大功告成了，少年的也

�5 草蜢仔弄雞公：小蚱蜢向公雞挑釁，意指自不量力。
�6 查甫人：原意為男人，在此特指自己的丈夫。
��  交陪林頭和竹刺：結交被官府視為賊黨的人；紅旗和白旗：立旗幟各擁其主；末句引用《七俠五義》之
白玉堂身陷銅網陣的機關而死，比喻天地會兄弟為了道義不畏死的天性。

�� 灶腳款暗頓：到廚房準備晚飯。
�� 換嘴：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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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送作堆了。

頭   人：（裝糊塗）呵，妳講什麼呀？

頭 人 妻： 太平洋和白露的婚事，頭人要作主，若無，許大印會陰魂不散，講他查某子在

天地會的地頭去予欺負。

頭   人： 哎喲，就不是我不作主，是人家官家千金不可能和我們住賊窟，和妳（指頭人

妻）一樣做賊婆啦。

白   露：（紅著臉搶出聲）誰講的？（眾人看她）人家我⋯要啦。

頭   人：哦，配尪自己會主意，面皮厚、膽頭在，有賊婆的架勢了。

（眾人開懷笑談，長短腳摩拳擦掌上，引起眾人注視。）  

頭   人：看他這個扮勢，我們要做大代誌了。

白   露：（感覺不祥）長短腳叔—

長 短 腳：聽講日本番準備好一門大砲，要來款待我們月眉庄了。

（眾人大驚，收光。）

第八場

景：下有礦坑、上有小山頭的野外    

（音樂、燈光作戲：令人喘不過氣來的天昏地暗，偶有閃電掃過天際。）

（志野大尉帶領日本兵，威風凜凜行過場上，一門砲在其後壓陣。）       

（礦坑內，白露枕著印盒睡著，太平倚著扁擔，在一旁護衛。）

太   平：白露睡著了—

（唱）

印不離身避在煤礦孔，

月眉郊外雙人做新房，

但願白露清心得好夢，

千斤重擔盡管放予尪。�������

（睡夢中的白露，輕鬆地笑出聲來。）

白   露：（輕喚）太平洋！

太   平：（習慣地）在！（傻笑）她現在是我的查某人 
�0

呢。

白   露：（再喚）太平洋！

�0 查某人：原意為女人，在此特指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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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深感幸福）白露在夢我，她在叫我！

（唱）

有某通疼、有子通弄，

我會重耙深犁拖一世人，��

就算臺灣的天地齊振動，�

擱較重，我也敢擔 
�1

—

（唱）

苦盡甘來、子孫仔就勿傾空�
82

。

（白露說夢話，語氣越來越驚恐，太平急著喚醒她。）     

白   露：太平洋等我。

太   平：寬寬仔勢 
��

，我在妳的身軀邊。     

白   露：哎呀，不要追我們，你不要追我們呀。

太   平：白露，別怕，妳是在眠夢，醒來就好，快清醒來啊！

（白露飽受驚嚇地醒來，太平抱住她。）

白   露：太平洋。 

太   平：天清清、地靈靈，惡夢無記持 
�4

！

白   露：（恍惚地）我還記得—

太   平：呃。

白   露： 在夢中，你揹著黃虎印，我們做陣在爬坡，後面有追兵，我們想要跑快一點，

可是，力不從心。

太   平：莫怪啦，妳揹一個肚，這顆印也重甸甸 
�5

。

白   露：後來，我決意把印擲掉。

太   平：（驚）什麼？不行不行，印不能擲掉！（轉身護印、觀印） 

白   露：所以，我就把印從你的手頭搶過來，擲對遠遠的山坑仔去。

太   平：（確定印安好無恙）阿彌陀佛，佳哉是夢。

白   露： 這個時候，我的肚子也消去了！我們兩個行在水清草綠的山崙，腳步輕鬆，無

煩無惱，對了，你還去挽一蕊香花，插在我的鬢邊。

太   平：哦，莫怪妳歡喜到笑出聲。

�1 意指，就算臺灣天翻地覆，擔子再怎麼重都勇於承擔；「重」諧音於「動」。
�� 傾空：家產歸零。
�� 寬寬仔勢：慢慢來。
�4 記持：記憶。
�5 甸讀做「院」，沉甸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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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露： （神色轉為驚恐）不過突然間，有一隻雄介介 
�6

的虎，向我們這邊衝過來，不要

過來，你不要過來呀！（躲進太平懷中）

太   平：（心疼地）白露，夢罔夢，心肝哪得結歸丸？

白   露： 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呀，（怨恨地摸著肚子）太平洋，為什麼他不要是你

的親生？

太   平： 呃，我也不是慶安宮的和尚生的呀，不過，他們把我撿起來疼，晟我大漢，（

感恩地）若無，我哪會和妳相抵會著 
��

？

白   露：（唱）

身懷六甲非自願，

怨恨胎兒歹種傳�
88

。

太   平：（唱）

真心晟伊會美滿，

有樣看樣就勿番�
89

。

白   露：（唱）

將心比心勿傾分�
90

。

太   平：（唱）

歹代船過水無痕�
9�

。

白   露：（唱）

囝仔落土有名分。

太   平：（唱）

太平惜花會連盆。

（白露正稍覺寬心，突然想起黃虎印，眉頭又再度深鎖。） 

白   露：都是為了它啦—

（吟）

夢著老虎逼人歹吉兆。

太   平：（吟）

阿爹吩咐印要摟予著。

白   露：（吟）

�6 雄介介：凶惡。
�� 晟我大漢：扶養我長大；相抵會著：相遇。
�� 種傳：遺傳。
�� 番：比喻行事乖戾。
�0 傾分：計較。
�1 歹代：不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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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伊帶債擔災、凶多吉少。����

（白露作勢欲摔印盒，被太平擋下。）

太   平：（吟）

虎印作伴也不是犯天條。

伊大難不死、日後有奧妙，

不通予爹睏勿落眠、罵咱反僥�
92

。

那一天，我從屎壆仔坑把印捧出來的時候，我這個憨頭憨腦開竅了—

（唱）

百姓抱過心頭才會在，

無驚無閃有膽看將來，

同命共心意志成大海，

腳底釘根不驚做風颱。

白   露：太平洋！

太   平： 人講頭過身就過，日本人從庄頭搜到庄尾，無印他們也不能用大砲跟我們花 
��

。

白   露：但願如此。    

太   平：上面恬靜靜 
�4

，真勿慣習，出去看看。（提扁擔起身）

白   露：太平洋！（恐慌，隨後相送）

太   平：我會真細膩 
�5

。

（設計兩人持扁擔的動作，白露、太平互表心意。）

白   露：太平楊，這（指扁擔）若一邊是某子，一邊是兄弟，你甘會重頭輕 
�6

？

太   平：我會勻頭擔 
��

，分到平平平。

白   露：我只想要和你擔一個家，一世人做陣行 
��

。

太   平：像妳阿爹，留淡薄仔予子孫仔探聽，不才親像查甫子 
��

。

白   露：這！

（白露目送太平出礦坑，暗下；燈光隨太平來到礦坑外。）

太   平：（看天色）看起來要落大雨了。

（長短腳上，身後跟著身懷刀槍的志野。）

�� 意指許大印會睡不著，罵他們違背他的心意。
�� 頭過身就過：度過最難的一關就沒事了；花：無理取鬧。
�4 恬靜靜：靜到一點聲音都沒有，靜讀做「摺」。
�5 細膩：小心。
�6 重頭輕：有所偏重。
�� 勻頭擔：讓擔頭保持平衡，意指會兼顧兩邊。
�� 擔一個家：共同承擔成全一個家；做陣行：走在一起。
�� 意指，要像許大印做一些讓兒孫引以為榮的事，才像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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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看遠處）哦，長短腳叔來了。（喚）長短腳叔！（看見志野）你是？！

志   野：阿彌陀佛！認不得我了？             

太   平：（不敢相信）你是，師父。

長 短 腳：不對，他是志野大尉。

太   平：志野大尉？！

長 短 腳： 那時候，志野假扮法師唸彌陀，講要來找地蓋廟，其實，他是替日本大軍先來

探路關。

志   野： （對太平）哈哈哈，要多謝太平洋在獅球嶺為我開破，我們日本皇軍才能用兵

如神—

太   平：你！

志   野： （對長短腳）把那個清朝官唐景崧嚇得連夜逃亡，你們才不必看「臺灣民主

國」，歹戲拖棚！

長 短 腳：你！ 

太   平：那這次，你又是來做什麼啊？

志   野： 太平洋還是很天真呀，現在，是你們踏我們的地、戴我們的天，臺灣這個風水

寶地，是我們日本國的。

（設計動作，太平和長短腳暗地裡同仇敵愾。）

太   平：哦，這敢是乞食在趕廟公？志野他—

（吟）

無嫌咱溪短所在隘�
�00

，

歸碗捧去要家己囓。

長 短 腳：（吟）

有嘴講風水寶地，

無心你兄我弟、把咱當做小漢的�
�0�

。

長、平：（吟）

咱得腳步行同齊，

長 短 腳：（吟）

予伊知臺灣不是無主的土地，

太   平：（吟）

予伊知臺灣是誰人生湠的家。

100 所在隘：地方窄小。
101 意指，看不起人，無心以兄友弟恭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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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帶黃虎印上，看到志野。） 

白   露：哎呀！哪有一個日本軍夫？（躲到一旁）

太   平：（小聲地）長短腳叔，你怎麼把志野帶到這裡？  

志   野：（環顧四周）長短腳講，黃虎印藏在月眉庄郊外一個拋荒 
10�

的礦坑內。

太   平：（驚異）啊！

長 短 腳： 我是故意引他出庄啊。太平洋你看，（指方位）山頂那門大砲已經相準月眉

庄，志野講，我們若不交出黃虎印，等他鳴槍三響，到時候，砲火全開，日本

兵隨後就要入庄—

太   平：（接口）月眉庄會到人死厝拆，雞仔鴨仔掠到無半隻。

志   野： 哼！誰叫你們月眉庄不知道輕重，想要勾結各庄匪徒起來惹事，這條罪天大地

大，格殺毋論啊！

長 短 腳：志野呀—

（唱）

來者是客要會曉想，

官逼民反無好下場。

太   平：（唱）

恁若弄破阮的巢，

我會竹篙湊菜刀—（舞動手中的扁擔）�

（唱）

絕對勿放恁干休。

（志野感受到太平、長短腳的氣勢，改施恩慈。）

志   野： 這？天皇有旨，呈獻黃虎印者，可以將功補罪，而且，我們又是舊交，只要將

印交出來—

（唱）

保恁做官我上奏，

飛蛾撲火無算賢，

日本時代學做搖尾狗，

勝過武士刀下來斷頭。

（志野舉武士刀耀武揚威，長短腳、太平也擺出攻勢。）

白   露：不妙呀！

太   平：（唱）

10� 拋荒：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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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若無一擺憨，

路邊哪來有應公？

長 短 腳：（唱）

臺灣反亂千軍也歹擋，

恁天皇的龍椅坐到會掠狂。

太   平：（唱）

一生哪通憨兩擺，

予人看無最悲哀，

若要無情無義來相害

恁這種歹厝邊閃開不通來。�

長 短 腳：哇，太平洋，你什麼時候轉大人了？

太   平：呵呵呵！

志   野：（暗道）可惱！

（唱）

恩威不從成大患，

星星之火可燎原。���

白   露：（唱）

滿腹正氣逞好漢，

無畏惡人心凶殘。��������

志   野： 難道，你們要用整個庄頭來祭黃虎印，眼睜睜看我開槍（掏出槍），看我們開

砲—

白   露：哎呀！

（天空劈下一聲巨雷。）

長 、 平：（掙扎地）這？

白   露：（唱）

休說天理昭昭在人間，

保印保庄取捨太艱難。

太   平：天公啊，你到底是偎佗一邊？

志   野：（邪惡笑）哈哈哈！

白   露：（唱）

怎忍心看伊趕盡殺絕？

月眉從此埋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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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上前。）

白   露：慢且，黃虎印在此。

太   平：白露。

志   野：（不懷好意地覬覦）妳是？

太   平：（把白露拉到身後）她是我的家後。

志   野：（輕蔑地）連太平洋也娶某了呀。

（長短腳擋開志野。）

白   露：（將印盒遞給太平）還是救人要緊啊。

太   平：這？

長 短 腳：（嘀咕地）纏腳絆手，害他志氣熔熔去。

白   露：太平洋，庄內有頭人、頭人姆，和濟濟的兄弟呀。

（太平終於把印盒交給志野。）

（志野丟掉印盒，取看黃虎印，態度傲慢。）

（白露極力按捺住太平、長短腳。）

志   野： （諷刺地）哼哼！名不虛傳，黃金虎好威風啊，哈哈！好了，現在你們可以回

去了！

（等他們一轉身，志野即刻托住黃虎印，拔搶連開三槍。）

白   露：（受驚嚇）哎！

太   平：（護住白露）白露。

（緊接著，砲聲連連，火光衝天。）

志   野：哈哈哈！

長 短 腳：欺人太甚！

（長短腳一個箭步上前，搶回黃虎印，翻身就走，志野朝他開了一槍，長短腳倒地。）

（太平放開白露，上前扶持長短腳，只見黃虎印沾滿長短腳的鮮血。）

太   平：志野你！

白   露：長短腳叔！ 

太   平：長短腳叔，換我來。（取過黃虎印）

志   野：太平洋，快將印還我。

（太平和白露目光交接，白露不敢再勸。）

太   平：白露，妳先回去。

白   露：我不要。

太   平：快回去，太平洋求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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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露：我不要！

太   平：白露，妳是（指她的肚子）人家的母親了，要記得，他會大會沖 
10�

哦。

白   露：（痛哭）太平洋！

（夾雜著雷聲，開始下起雨來。）

志   野：我手下留情，要走快走！

長 短 腳：（暗地抹淚）查某人就不通那麼愛哭。 

太   平：抵著了，我們得和志野好好來計較 
104

。

白   露：我很怕—

太   平：兩個對一個，武士刀戰勿贏扁擔頭。

白   露：他有槍。

太   平：（回頭看志野）黃虎印會保庇他車輪斗 
105

！

（太平再看黃虎印一眼，用手輕撫了一下，然後舉到與額頭同高之處，狀似點頭為禮。）

（白露垂淚，起身下。）

（長短腳靠著太平的扁擔立起身來，雙方呈對峙態勢。） 

（歌者在幕後與歌隊相和唱。）   

Ｏ 　 Ｓ：（歌者唱）

英雄本無種。

Ｏ 　 Ｓ：（歌隊和）

自古英雄本無種。

人間無道呀—

Ｏ 　 Ｓ：（歌者唱）

人間無道造英雄。

志   野：太平洋，快將印交給我。

太   平：要印哦，上前來拿呀。    

（志野舉著武士刀靠近太平，長短腳從背後以扁擔攻擊，兩人開打。）

（音樂、燈光作戲：狂風暴雨大作，土石鬆動。）

太   平：志野，印給你啊。（近身重擊志野）

志   野：哎呀！

（志野出掌反擊，太平被狠很地彈開。）

10� 沖：得勢讀作「槍」，意指腹中的新生命會長大，會有不可限量的未來。
104 意指，既然情勢無可挽回，遭遇了就要面對，這個「我們」要讀做「阮」。
105 車輪斗：翻筋斗。



戲劇學刊�14

太   平：（掙扎地）呵，有靈有聖，志野頭額出血字哦。

志   野：（陰森地）什麼字？

太   平：你不知哦，「民主國之寶印」呀！ 

（志野欲開槍，長短腳以身抵擋，兩人糾纏在一起。）

（音樂、燈光作戲：一聲巨響，暴漲的河水夾帶著大石塊滾下來，將長短腳和志野沖進礦

坑裡去。）

志 、 長：啊！

（白露冒雨衝上）

白   露：他們跋落礦坑去了。（伸手想拉住太平）太平洋！

太   平：（笑）白露，這種雨落不長啦！

（設計身段，太平終於不支跌落。）

白   露：蒼天啊！（癱軟在地上）

Ｏ 　 Ｓ：（歌者唱）

善惡歸一塚，

虎穴歲月長。　

（燈暗，雷雨聲淡出。）

尾聲

景：延續前一場景    

（老農坐著眺望遠方，一個小孩坐在他身邊。）

老   農： 十幾年前的那場大雨，來得抵抵仔好 
106

，它把砲火淋到濕糊糊，解救了月眉庄，

可是遂引來山崩地裂，讓這裡的山形景致變了了，很久很久，這個山頭都是寸

草不生的臭頭埔。

（小孩環顧四周，不敢相信的樣子。）

小   孩：（不相信地）臭頭埔？草青青青呀！

老 　 農：（輕嘆地）是呀！　

小   孩：那顆印呢？

老   農：聽講就是印被大水沖到礦坑內，所以這裡才會生成「虎穴」的好地理。

106 抵抵仔好：很湊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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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興奮地立起身來，往老農所指的方向猛看。）

小   孩：在哪裡、在哪裡？阿公，你帶我去找印好嗎？

老   農：哈哈，這麼多年了，連日本人都找不到呢，這就叫做有地拜印，無地找印！

（白露上。）

老 　 農：囝仔，我怎麼不曾看過你，你是誰的子？

小 　 孩：（看見白露）我？阿娘，阮阿娘來了啦！阿娘！（跑向白露）

白 　 露：原來你跑來到這裡呀。

小   孩：阿娘，我還要去聽那個阿公講古代 
10�

。

白   露：（點頭）去吧。

（小孩又跑回老農身邊繼續聽故事。）

（白露遙望流過山下的溪水，向昔日礦坑處合掌膜拜。）

Ｏ 　 Ｓ：（歌者唱）

樹枝為香，

流水作酒，

山嶺是道場，

黃虎寶印無地收—

白 　 露：（唱）

草民祭印誰思量？

志氣傳家傳千秋。

白   露： 太平洋，你看到了嗎？囝仔大漢了，我已經開始牽他的手，教他學寫字了，他

也曾問起他阿爹是誰？我告訴他，他的阿爹是一個憨—（笑了起來）英雄⋯⋯

（老農對小孩也像對觀眾預言。）

老   農： 囝仔，老歲仔告訴你，這個草埔土鬆地脆，若再落一擺那種會崩山的大雨，不

必去掘，黃虎印自然就會現身啊。

Ｏ 　 Ｓ：（歌者唱）

思想起—

（白露和老農兩區燈稍暗，動作持續。）

（歌者浮現於舞臺。）

歌 　 者：（唱）

一場春夢，來去無痕，

無驚無閃，朗朗乾坤，

10� 古代：故事，古早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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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成敗，豈可輕論？

總是亞洲、民主之魂。����

    

 

—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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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曼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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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

（女人在黑暗中）

妳知道該怎麼作

妳從來就知道

（火花在空氣中閃現）

火花    火就是花  

妳知道如何親近它

親近它親近它

火和灰燼是止血最古老的方法

也是最好的

難道妳不想停止？

（高熱狀態的語言）

一道傷口升起宛如一隻新鮮的眼睛

黎明拆開繃帶坦露骯髒的視線

我可以如此輕易指認我的混亂？

命名加以確認

命名加以驅逐 

高熱10�度高熱104度高熱高熱高熱的馬蹄在瞬間把頭顱化成一堆軟爛的泥

一個蓬勃的胃消化所有思想吐吶鋼鐵般的叫喊

我是如此強壯了起來

我是如此肥沃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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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此銳利地碰觸了每一個字每一道聲音

當所有事物暴動         

是的，它們都活起來了 

刺眼的光線提煉出隱匿的意志  我觸摸地如此之深  

穿行過血流與脈動  驚醒皮膚底下的睡眠  

說我  說我 

是的，它們都活起來了

我觸摸地如此之深  當所有事物都哀求著  

一個描述一個名字一個聲音  當所有事物都哀求著索求著搶奪著  

一個可以坦然承認的內在  

彷彿從一千隻乳房裡貪婪地吸允 

抽乾我  抽乾我

喔親愛的我親愛的

難道妳不想停止？

（黑暗中火花傾瀉）

（噪音般的音樂升起）

（電擊的舞蹈，女人在電擊之後倒地)

（潛意識般的影像流瀉，佔據了整個空間）

（舞臺恢復安靜與黑暗）

一次    一次     再一次

我死了     我仍然活著

（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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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咖啡帶著黑夜的苦味    而黑夜清晰如白晝

那女人閃閃發光    火或者其他    什麼觸及了她 ？  

從一道暗室的門來到另一道    她舉手   她猶豫

 那是什麼意思？活著？

一場盛大公演前無休止的排練，永恆的死亡劇場。

喔親愛的你們會喜歡的，當然可以隨時轉過頭去。

放輕腳步，壓低呼吸，我看見你們眼神中的歡欣，以及壓抑那歡欣的故作冷靜。   

 關於那個冬天的夜晚我如何地放置自己的頭顱與臉頰，維持那樣放鬆的姿態宛如沈睡，我

是如何注視著煤氣藍色的火焰，碰觸，並以唇舌舔吻，貪婪地呼吸熄滅之後的甜美。

 關於我是如何關上那道門，關上並且密封起來， 或許猶豫或許遲疑，或許曾經倚靠著門

邊思索，敲打著腦中的聲音，讓腦中的聲音敲打我：

也許可以離開

也許可以穿越

也許可以無所畏懼

只要說出便能自由只要坦白

我能坦白什麼？

而這不過是一場感冒。 一種感染、一種心智與身體的薄弱、如同憂鬱，古老的瘟疫，不

斷地痊癒、不斷地復發，直到你無從辨認自己的狀態。

而這不過是發燒、失去平衡、失去秩序、歪斜地向前奔跑。

妳的節奏妳的舞蹈妳的無可挽回    當它待在妳身體裡夠久它就是妳

我不過是被微小的刺傷害而後燃燒起來

我能坦白什麼？

關於我是如何由最初的失落到最終的絕望，關於我是如何由生命中的第一場喪禮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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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關於寫作的艱難與失敗的婚姻、關於不斷打錯的電話、無法痊癒的疾病、結冰的車

道、封凍的天空、食物和慰藉是多麼稀有而且容易腐敗，一整個世界的荒蕪。

這不過是感冒，不過是發燒，不過是疾病的徵狀轉變成苦痛的隱喻和描述。而我們深愛語

言，深愛描述和隱喻。相信自殺是一種描述自我的方式，最絕對最純粹，負載了所有關於

存在的奧祕。每個時代都對這種描述感到巨大的饑渴。

尤其是當死者是位詩人，詩人，她本身就是隱喻。

妳的節奏妳的舞蹈妳的無可挽回

我不過是被微小的刺傷害而後燃燒起來

我之所以可以一死再死    獲致不朽的生命

不就是因為這種饑渴？

不就是因為描述不會死去

                    隱喻不會死去

（異常歡快唱著）我是那把抵著動脈的小刀

                                 我是所有自殺者藍色的鬼魂

                                 我的愛那麼地高大   可以毫無顧忌地躍下

                                  躍下

                                 毫無顧忌毫不遲疑

                                 毫無顧忌毫不遲疑

                                 當繩索搖晃    我的呼吸是你最後聽見的話語

                                 我是祕密的情人   只奪取最純粹的愛    

                                 我是所有死亡的幻想

                                 我是   我是

                                

我是

西薇亞.普拉斯   

這個名字    指認我曾經短暫地存在

我是    我是    我是



戲劇學刊���

(巨大尖銳的電話鈴聲響起)

一個聲音：我找一位普拉斯夫人

---我是

一個聲音：這裡有個訊息要傳遞給她——

---（打斷）我是

一個聲音：您就是普拉斯夫人嗎？麻煩請她說話

--- 我是，我是普拉斯夫人，我是休斯夫人，我是拉撒路夫人，我是任何所能想到的夫人、

妻子、女人，我是一個無遠弗屆的概念。

(沈默)

---你懷疑我不是你所要尋找的我嗎？還是你懷疑我不是我所宣稱的我？

一個聲音：不

---所以我不是我？

一個聲音：不---是---

---我是我？還是我是我所不是的我？

(沈默)

---我嚇到你了？我使你感覺不舒服？

（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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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在嗎？你還在嗎？

（沈默）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

一個聲音：我還在，夫人----

---叫我親愛的。

一個聲音：我還在---親愛的夫人，你需要任何幫助嗎？

---我需要任何幫助嗎？

一個聲音；有其他人跟你在一起嗎？你需要我連絡---醫院或是任何人嗎？

---有其他人在嗎？有任何人跟我在一起嗎？

---妳確定妳沒問題？夫人，妳可以一個人嗎？

---叫我親愛的。親愛的。

(沈默)

--- 何況我不是一個人。我的人生很擁擠。離我而去的人未曾降臨的人以及不請自來的人。

他們都與我同在。他人是個無遠弗屆的概念。

(沈默)

--- 想想看，想像一下，那麼多眼睛耳朵，那麼多感覺，靠你靠的那麼近。傾聽妳 觀察妳

將妳竊佔一空之後再同情妳。顯示他們理性的健全以及人格的優越。你同情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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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聲音：不。夫人。

---叫我親愛的。（停頓）那這是否意味著我是健全的？

（沈默）

---是否意味著我是舉止合宜、言辭得體、適合受到眾人的喜愛？

---我可以是我所不是的我嗎？

---你喜歡我嗎？

----這是否意味著我可以擁有愛並且愛人？

----你可以愛我嗎？

----你可以愛是我的我嗎？

---你愛我嗎？

---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首先是否認其次是否認最後是否認

已經不愛你了，無論你是誰。

有時候海洋會突然升起，在電車上在公園裡，有時候海洋會突然升起，於是妳在超市的入

口或小酒吧裡開始哭泣 ，一個面目模糊的人伸出手來，摸摸口袋發現忘了鑰匙，總有人

玩躲喵喵的時候失蹤永遠不再出現。每個街角都是離棄的街角，每個錯身而過都是道別。

漿果紅了    漿果紅了



周曼農   高熱103度 ��5

泥土裡有腐爛的氣味

我在所有人的身上看見你，歪斜的肩膀微馱的背影從頸間和袖口露出的皮膚，額上的髮際

線。

我在每個人身上刻劃你  用一把被體溫燙熟的小刀

我希望那是你

在我的身體裡踢著吼叫著   野獸形式的哀傷    牠們最終會掙脫我的形狀

以噴湧以喘息    以最扭曲微小的姿勢注視

                                       爹地    

                                               丈夫     

                                                        情人

                                                                但是我不愛   不愛你們了

這意味著我也許可以離開那極其有限的視角，眼睛的剪貼簿，一幅細密的碎花拼布，在頭

骨深處淚水的搖籃裡 ，以自身的殘疾縫製修補， 並夢想著ㄧ個殘疾的天堂。

                                  

                                                                                                      吞食自己眼睛的奴隸 

                                                                                                       吞食自己

喔親愛的你們會喜歡的。當然可以隨時轉過頭去。在過於不潔、過於殘忍過於坦白的時

刻。

我能坦白什麼？

關於愛，以及其他閃耀的標題，你們拖曳著它走過我的生命，留下那些璀璨深刻的刮痕。

我因此能被指認，彷彿從來沒有人那樣愛過那樣死去過那樣地瘋狂。

我的生命是因為被指認而存在？還是先於這些指認？我是確實地被傷害了？還是因為書寫

這一切而被傷害？傷害我它傷害我，我因此下降到深處，碰觸自己的根。

那女人閃閃發光   火或者其它   是什麼觸及了她？

她的眼仍然逡尋環伺     她的手指仍顫抖

愛，那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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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那是什麼意思?

瘋狂，那是什麼意思？

死亡，那是什麼意思？

自體繁殖自我解釋，字眼的畸形兒穿戴著自身假裝是有意義的，散漫而鮮豔的遊行隊伍，

彼此鞭打強姦猥褻嘲笑。

　　　　　　　　　　　　　　　　　　　　　　　　　　           親近它親近它

　　　　　　　　　　　　　　　　　　　　　　　　　　   妳知道如何親近它 

                                                                                                              它將飾我以冠冕

　　　　　　　　　　　　　　　　　　　　　　　　　　          它將飾我以美

　　　　　　　　　　　　　　　　　　　　　　　　　　               飾我以強壯

而我遠遠就聽到痴愚的喧囂：

                                                    恐懼的本身是愛的本身

                                                    恐懼的本身是創造的本身

                                                    恐懼的本身是恐懼它恐懼它自己 

                                                    徹底死去之後便不會再死去

                                                    徹底傷害之後就不會受到傷害

                                                    從此我不會受到傷害

                                                    從此我不會受到傷害

（火花出現，它們小小的，彷彿漂浮在遠方）

從此我不會受到傷害，這是我第一首詩的名字。

我記得那時，日常的風景飽含意義。每日、每日、齊聲念誦，一千種足以支持存在的理

由。說話有如接吻，共享舌頭喉嚨。

我深信我不會被傷害 

我相信我一定會

對痛苦無動於衷

不受內心脆弱或憤怒的影響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是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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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寫作？

通往表達的曲折小徑 ，詩歌，是一種暴力。

                                                                    劈砍 割裂  鑽探 戳刺  

                                                                    劈砍 割裂  鑽探 戳刺  

　　　　　　　　　　　　　　　　　痛

 寫作，針尖上的舞蹈

                                                                    不精確便不快樂不友善

                                                                    不精確是一種沮喪

　　　　　　　　　　　　　　　　　　             一種挫敗

 一個字接著一個字接著一種音韻鏗鏘

                                                 節奏明朗

  一個字接著一個字接著一種絕對   

                                                  純粹    

                                                  

                                                 瞬間熄滅的火花

 

火花，火就是花我看見     那是明亮的如同電擊而後開始暈眩    

                                             那是不斷重複的剎那

在黑暗裡肥胖從斷裂處生長，火的新芽從事物的縫隙探出它們肉食性的目光、探出它們那

好小好小、兇殘的手爪。它們驚慌失措、它們生機蓬勃，它們純潔的嗓音哭喊。

明淨潔白的高音，這是一個縱火的季節，為了即將來臨的豐收自我殘虐。

                                                                                                                  劈砍 割裂  鑽探 戳刺  

                                                                                                                  劈砍 割裂  鑽探 戳刺  

　　　　　　　　　　　　　　　　　                                                  痛

漿果紅了    漿果紅了

泥土裡有腐爛的氣味

媽媽，妳說了什麼？彷彿有一聲叫喊

童年結束在這裡    最最寬闊的視線是盡頭的風景

我沿著破碎的海岸奔跑    我無法停止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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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平衡、失去秩序、歪斜地向前

滾燙的沙地，吸納我的腳步再吐出，存在骨骼深處的白色鞭打。而後一直到胸膛，到頭

頂。

時間是一道遲緩的雷聲    它什麼時候擊中我？

妳的節奏妳的舞蹈妳的無可挽回    當它待在妳身體裡夠久它就是妳

我不過是被微小的刺傷害而後燃燒起來 

火花，火就是花我看見，明淨潔白的高音，從眾多口腔裡湧出，基於純粹生命意志的自我

更新，基於純粹生命意志的自我鞭打，成為自己的電自己的果實。 

驚慌失措、生機蓬勃 。那嗓音哭喊哭喊。

媽媽，妳說了什麼？彷彿有一道閃電

我記得眼睛裡不斷反射的白，白，白

自白坦白告白

白

遮蔽一切的顏色

顯露一切的顏色                             

                                                                                                                 也許可以離開

                                                                                                                 也許可以穿越

                                                                                                         也許可以無所畏懼

                                                                                               

喔親愛的我願意坦白千百次，我可以坦白千百次，我可以，直視著這一切毫無畏懼我必

須，直視這一切。

我深信我一定能堅定我的心志

面對所有的險阻和困難

我相信只要面對    只要一直面對

所有的努力會獲得回報

失落在最後會獲得補償

                                                           但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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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詩？

                                                                                                              為什麼是寫作？

                                                                                                                

一個巨大的消息散逸在風中    我驚慌失措

齊聲，齊聲，母親，妳無聲的嘴說了什麼？

說話有如接吻，共享舌頭喉嚨

一個字接著一個字接著一種音韻鏗鏘

                                                 節奏明朗

                                                                 

一個字接著一個字接著一種絕對   

                                                純粹     

     

                                                                                         只要說出便能自由只要坦白

 

喔親愛的我懇求妳們轉過背向的臉，或者讓我把妳們的臉轉過來，用任何野蠻暴力的方

式。我渴望坦白千百次、我必須坦白千百次                                    

   

齊聲，齊聲， 用純潔的嗓音哭喊，母親，那眾多的口腔和妳的口腔

                                                                                                                                    

一個字接著一個字接著

                                接著

(火花突然熾熱而盛大)

                                接著 ----- 接著----- 接著------

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小女孩般）爹地！爹地！看看我爹地看看我！我停不下來！無法停止奔跑我無法停止

白



戲劇學刊��0

無法停止白色的字眼

遮蔽一切                                                                        

顯露一切                 

妳的節奏妳的舞蹈妳的無可挽回    當它待在妳身體裡夠久它就是妳

不過是被微小的刺傷害而後燃燒起來

劈砍 割裂  鑽探 戳刺  

劈砍 割裂  鑽探 戳刺

                                                                    但是我不愛了    不愛了

嗨！爹地，關於你的死亡和寫作的關係，我一直在考慮。他們會怎麼說呢？----這個女人

無法廣泛地尋找題材，她所有的語言都是死亡場景的模擬和變形----他們說，這個女人無

法隨自己的生命變化而成熟---這真是可惜他們說，她具有偉大的條件，只要能夠更加精

確、克制浮濫的意象和用詞，清楚地說明主題---更明白一點他們說，治癒內心的創傷以及

克服毀滅的衝動。

                                                                                                        通往表達的曲折小徑，詩歌，

                                                                                                                                    它必然要通往                       

                                                                                                                        它必然要精確地砍殺

                                                                                                   

不精確便不快樂不友善

不精確是一種沮喪

                一種挫敗

 齊聲，齊聲， 用純潔的嗓音哭喊，母親，那眾多的口腔和妳的口腔 ，

大聲一點！大聲一點！

時間是一道遲緩的雷   它什麼時候擊中我？

它什麼時候擊中我讓我脫口而出？

                                                                 就說你離開了

                                                                 就說你消失了

一道煙霧從峽角的的花園衝上雲層，沈默黑色的背影，你依然是那個被蜂群圍繞的男人，

正試圖以煙火驅逐。           

                                                                  就說你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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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了    

                                                                                                      劈砍 割裂  鑽探 戳刺  

　　　　　　　　　　　　　　　　　                                  擊打 燒烤  絞緊 勒斃

                                                                                                      槍殺 切開  擠壓  貫穿 

                                                                                                                          痛

爹地！看看我爹地看看我，我無法停止痛我無法，停止擁有那麼多疼痛的字眼

但是我不愛了，母親，不愛了，妳的口腔和我的口腔，哭喊，哭喊

就說你死了

　　　   死

一個字接著一個字接著一個巨大的訊息在風中降落    我終於可以停止奔跑

我驚慌失措   看看我爹地看看我

然後你也許會突然轉身，搖搖手，一個極其模糊的道別手勢。

                                                                                                    

                                                                                                  不精確便不快樂不友善

                                                                                                          不精確是一種沮喪

                                                                                                                          一種挫敗

我相信只要面對    只要一直面對

過去會再度回來    帶著比以往更真實的面貌

而後可以被釐清    而後可以被指認                                          

                                                                                                                   但是為什麼是詩？

                                                                                                                   為什麼是寫作？

                                                                                                                   為了要指認自己 

                                                                                              它必然要背叛自己的母語

                                                                                                                   必然要抹滅最初      

 

嗨！爹地關於你的死亡終將把我殺死這件事情，我一直在考慮。不僅僅是語言的死去，那

真實的死----他們會怎麼說呢？這個女人耽溺於她的悲傷而現在她找到最適合的形式，那

真實的死⋯他們會說，她消費了他的父親和疾病，而她開始消費自己，用真實的死⋯他們

說，那是她唯一的成功之處，替所有詩歌冠上一個標題，提供一個理解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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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這個標題真偉大，我們終於可以清楚注視著她。他們說。

我也許可以清楚注視自己。

我是     我是

（沙啞地且艱難地唱起來）我的愛那麼地高大

                                                   可以毫無顧忌地跳下

　　　　　　　　                   毫無顧忌   毫不遲疑

　　　　　　　　                   毫無顧忌   毫不遲疑

看看我爹地看看我，這些全是你的。我驚慌失措我生機蓬勃，

我有那麼多字眼，那麼多白，那麼多無法停止，齊聲，讓我們齊聲，

說話有 如接吻，共享舌頭喉嚨。

我是   我是

     

                                                                                                                            但是為什麼是詩？

                                                                                                                                為什麼是寫作？

                                                                                                                 一個字接著一個字接著

                                                                                                                               一個傷害它傷害

                                                                                                                                      眼前的一切 

                                                                                                              成為自己的電自己的果實

                                                                                                                                    

我是      我是     我不是

                                                                                首先是否認其次是否認最後是否認 

我的生命是因為被指認而存在？還是先於這些指認？我是確實地被傷害了？還是因為書寫

這一切而被傷害？

我一直在考慮

我一直在考慮

嗨！爹地！嗨！母親！嗨！親愛的我請你們轉過臉來，請轉動那扭傷的脖子那斷裂的脖

子，注視我，注視我

我可以坦白我可以白可以同你們的口腔齊聲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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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不是    我不是    （逐漸變得艱難）

                              我  ---不---是---我

                                        不---是---我     

                                                 是----

                                                 我---

                                                 我---

                                                 我---

                                                 

（安靜）

（巨大白色的字從空中緩緩落下）

             

                                                       過剩                                    

                                        與不足   它們並非相對

                              虛空   才是主人    斷續的話語    描述   逃開 

                     奇異的絕望狂喜    感受

                不是真的     這毫無意義

　　　前額葉    過了臨界點                                      前額葉    前額皮質     

        墜入深淵      難道妳不想停止                               一百二十億個神經細胞                  

　他們說他們說碎掉的                                                         腎上腺皮質醇    命運

子宮胎盤     星星會崩潰                                                        列隊走過     一點點鴉片                  

過大的訊息量                                                                               一點點止痛藥    過剩

沈默    才是主人                                                                        與不足    它們並非相對

這不是我的疾病     屬於末日的                                              旋轉      妳從來就知道

   我預先得了     我是先知                                                            舞蹈的艱難   症候               

     不是真的   卻千真萬確                                                                     心智在其中

          而我的王國那麼小                                                                                焦慮

              我嘲笑自己    神聖                                                         那麼細膩的事   

                 來自於否定我聞到                                          熄掉煙熄掉荷爾蒙

                                自我的酸臭                         睡覺      別再掉頭髮

                                        阻擋在永恆前面       身體是唯一的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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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不可殺死汝自己

                                汝不可   殺死   汝不可殺  汝自己  死
                                  難道妳不想停止                                不可以停止                                          

                              瘋狂   祕密的生殖器                             鼻青臉腫   美的

                          注意保暖  小心                                              畸形兒     繁殖     

                      感冒                                                        過剩與不足   心智在其中                           

                   而我的王國那麼小                                                        妳從來就知道         

               怎麼數拍子都會碰撞                                                   海洋升起海洋陷落                  

             吃點東西吃點東西別再                                                                  失神之神

           發胖                                                                                 唯一的神

                                   韻律才是主人                                                         

          汝不可   殺死   汝不可殺 

         汝自己不  可殺   殺 

         自己   汝                                                                 這不是我的疾病   屬於末日

的

           不可                                                                           我預先得了       我是先

知

           不可                                                                                  妳還在嗎妳還在嗎

              不可                                                                                   我在敲妳的門

　              不可死  不可

　                 殺死    汝自己     

　                    可     自己可殺    

                         自己可殺死汝   

                              殺    自己                          平靜來臨     恐怖開始

                                                                          靈魂無藥可醫

　　　　　                                                  沒有路徑可到達 

　                                                           而我的王國那麼小

　                                                 怎麼小心翼翼都會跌倒

　                                                             妳從來就知道

　                                                              舞蹈的艱難

　                                                    親近它親近它         不可        

　                                                                                        不可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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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不  可   不可  不

　　　　　                                                                               不不   可不    不可

　        那曲折                                                                                不   可不   可   可不  

            那曲折                                                                                      不可     不    可

　　　　　                             

唯有喃喃自語

唯有喃喃自語

痛苦近於神聖

痛苦近於愉悅                                                                                                                    妳還在嗎

                                                                                  妳還在嗎

 

(尖銳的電話鈴聲響起)�

����                                                                                        

—你還在嗎？

—妳還在嗎？

—我有一個訊息要傳遞給普拉斯夫人

                                                                                                  —哪一位普拉斯夫人？

—宣稱我是我的普拉斯夫人？

                                                        —她忙著把繩索吊在脖子上，並且新叫一桶瓦斯

—那我不是我的普拉斯夫人呢？

—她忙著編織理由，試著從藥房買更多安眠藥

 —這真是個忙碌的好日子

                                                                            —好日子，人們舉止合宜、言辭得體

—穿著適當的衣服

                                                                                                  —像是一場盛大的宴會

—親吻彼此臉頰，撫摸彼此的手和肩膀                                                          

                                                                                                — 像是一場盛大的禮拜                   

—在正確的時候分心，在必要的時刻歡笑

                                                                    —一場遊行

— 一場排演

                                      —無論在風雪中或烈日下，都帶著深刻靜默行走

—即使一切荒誕而嬉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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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喪禮

—一場盛大的喪禮                                                                             

                                                                                                          —而我們歡欣鼓舞

—而我們小心翼翼                                               

—而我們多喜歡啊！花很多時間討論

—花很多時間思索

                                                                                                      —靜脈注射比口服好

—心臟的位置比想像地更接近中央

                                                                                              —一定要刺穿了再拔出來

—但是血跡難以清洗                                      

                                                                       —血液的噴流是詩歌

—反正又不是她負責清洗，那位寫詩的普拉斯夫人

                                                                                          —她正忙著詮釋自己的死亡

—忙著釐清困惑、忙著自我抵抗

                                                                            —不要輕易地提問，不要輕易地回答

—不可過於簡單，無論方法或是理由

                                                                                                              —她考慮過餓死

—不可過於複雜，晦澀的事物不適合討論

                                                                                              —是啊！他們會怎麼說？

—不可弄的像意外，又不能過於痛苦

                                                                                 — 她考慮過跳進關獅子的柵欄裡 

—畫面不可過於醜陋，屍體最難處理

                                                                                               —面對現實，死亡即腐敗

—沒被及時發現，沒被及時指認，就是一種骯髒

                                                                                          —不是說死亡是一種藝術？

—那也要死的成才行

                                                                      —所以有自稱拉薩路夫人的普拉斯夫人

—有人忙著死有人忙著死後復活

                                                                                                      —然後忙著再死一次

                                              —我們歡欣鼓舞我們小心翼翼我們多喜歡啊—                 

—總有萬無一失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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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嘩眾取寵、不可標新立異

— 但是他們會怎麼說？

                                                                                                              —她考慮過服毒 

 —但是他們會怎麼說？鄰居？警察？

                                                                                    —不可離經叛道，不可驚世駭俗

 —讀者？家人？愛人？

                                                                                                              —她考慮過手槍

—經過的人與不認識的人

                                                                                   —不可封閉自我，不可失去信念

—她考慮過跳樓

                                                                          —那些遠方的人，那些未曾蒙面的人，

—不可不相信，不可不真誠

                           

                            —那些零零星星知道消息的人，那些宣稱好奇、宣稱想要了解妳、

—不可不原諒

                                                                        —擁抱妳、批判妳、引導妳、愛妳的人

—不可不愛，不可不寫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她考慮過她真的考慮過

                                                                    —不可不死

—但是他們會怎麼說？

                                                                                                          —但是妳怎麼說？ 

—妳怎麼說？

                                                                  —我是   我是  —                  

                                                 

我是多麼喜歡啊

那女人閃閃發光  火或者其他

什麼觸及了她？

放輕腳步，壓低呼吸，她窺見自己眼中的歡欣，以及壓抑那歡欣的故做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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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你們會喜歡的，當然可以轉過頭去，可以離開，可以逃跑，用極快的速度極倉皇的

姿態，忠於妳們對遠方的渴望。

　　　　　　　　　　　　　　　　　　　　　　　　　　       我無法停止奔跑

                                                                                                              我無法停止奔跑

喔！爹地、母親、情人—如果我擁有一個情人

                               還有丈夫—我幾乎忘了你的存在

                                                     而我該怎樣稱呼你呢？泰德？還是休斯先生？

                                                                                                            

永恆的死亡劇場，一場盛大公演前無休止的排練。無休止的盤旋反覆，變音走調，荒涼無

稽的嘻笑。請觀賞、請聆聽。你們，他們。

關於那個冬天的夜晚我是如何注視著那火焰，碰觸並以唇舌舔吻，並且被燒傷，

並且喊著痛，還維持，辛苦的維持，那放鬆的姿態宛如沈睡。

而那不過是一場感冒，不斷痊癒不斷復發，無論在隱喻或真實的層次，你知道維持虛弱是

多麼艱難？多麼耗費力氣？

而我是多麼喜歡啊    我必須坦白我是歡欣的

                                            歡欣鼓舞小心翼翼    小心

                                                            小心翼翼地瘋狂   

                                                            小心翼翼地死去

從斷裂處生長在黑暗裡肥胖，那肉食性的目光那好小好小兇殘的手爪，那好小好小的瘋狂

和死。每日每日我看見，看見並且觸及，那火花那宛如火花

劈砍  割裂   鑽探  戳刺

痛

每日每日我看見並觸及，那明淨潔白的高音哭喊哭喊。

一個字一個字地純粹

                            絕對

一個字一個字地音韻鏗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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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奏明朗

　　　　　　　　　　　　　　　　　　　於我的深淵於我不可見的背面於我

　　　　　　　　　　　　　　　　　　　　　　　　歪斜的舞步

　　　　　　　　　　　　　　　　　　　　　　        怎麼數拍子都會碰撞

　　　　　　　　　　　　　　　　　     　　　　　   怎麼數拍子都會跌倒

　　　　　　　　　　　　　　　　　　　                    那曲折

　　　　　　　　　　　                                                　那曲折                                

我多麼喜歡   

親近它親近它

妳知道如何親近它                                                                                                它將飾我以冠冕

                                                                                                                                        飾我以美

　　　　　　　　　　　　　　　　　　　　　　　　　　                                飾我以強壯

                                       

而我遠遠就聽見癡愚的喧囂：

                                                   恐懼的本身是愛的本身

                                                   恐懼的本身是創造的本身

                                                   恐懼的本身是恐懼它恐懼它自己          

我是     我是

我是恐懼的女王    

我令我的臣民恐懼    也令我自己恐懼

雖然我的王國那麼小

這世界鞭打我於是回報以鞭打，這是我的語言。

傾聽殘虐而哭喊以殘虐，這是我的韻律。                              

                                                                                                      韻律才是主人

                                                                                                      韻律才是主人

                            

我害怕承認早已知道的事實：世界是一座廢墟

                                                                                          不精確便不快樂不友善

                                                                                                  不精確是一種沮喪

                                                                                                                  一種挫敗

但是精確的可能    在一開始便已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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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沿著破碎的邊緣奔跑   根植字句於毀滅的形象之上

                                                         我不能停止奔跑

　　　　　　　　　　　　　　　　　　　　　　　　　　　　　　 我不能

所以親愛的請逃亡吧！親愛的無論你是誰，請轉過臉去然後飛奔，用極快的速度極倉皇的

姿態，忠於你們對遠方的渴望。

我的鞭打將震耳欲聾                                                                                    一個字一個字地純粹

                                                                                                                                  絕對

                                                                                 

 我的殘虐將劇烈深刻                                                                           一個字一個字地音韻鏗鏘

                                                                                                                        節奏明朗

我是如此尖銳地觸及每一的字每一道聲音

最糟糕的是

我會永遠追隨    追隨在你們的身邊

因為我的王國那麼小

因為我是你們所有遠方的渴望

                                                 我是  我是  我是  

                                                

一個恐懼的女王，恐懼與悲傷

在頭骨深處淚水的搖籃裡，一邊喃喃自語，一邊將戀父情節穿戴在自己身上，

是的，就是人們竊竊私語的戀父情節，我穿戴，並且調整式樣與角度

如此光明正大的陰暗與痛苦

如此光明正大的承認與坦白

          是的我愛  我愛  

我希望那是你  時間握緊雙手  絞纏著我們的花圈收緊成為鐵鏈  我希望那是你   

剪碎時序的線性  還原我為原來的我  我希望那是你  因為我的死亡是你所賦予  因為我是從

你不在的空洞跌落直摔下去 

最初的失落和最後的失落他們根柢相連他們是彼此的果實

漿果紅了  爹地   漿果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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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每個人身上都看見你

感受那沈甸甸的豐收氣息

                                                                                              不能真正死亡與安息的人

                                                                                              不被准許死亡與安息的人

嗨！爹地！我當然愛你，有誰比你更適合被愛？在得到前便已失落而且註定不能真正地佔

有？

                                         看看我爹地看看我，我一直看著

你

有誰比你更適合詩歌？有誰比你更適合成為主題？可以合法地反覆吟詠，可以偷渡錯置扭

曲的激情，

　　　　　　　　　　　　　　　　　　　　　　　　那曲折

　　　　　　　　　　　　　　　　　　　　　　　　那曲折

                                                                 

有什麼比那更適合成為疾病的理由？

更適合糾纏整個生命直到消耗殆盡？

                                                                        一個被圍困的幽魂，沒有救贖沒有寬恕                

                                                                      沒有任何可能死亡與安息的人                                  

                                                                                                                       我愛    我愛                 

當然，女王也可以這麼說，一邊注視著鏡中流淚的自己一邊驕傲地自白

有什麼比你更適合塑造我的功成名就，既明智又殘忍的利用， 既媚俗又超越的成功，是

的，如同那些帶著忌妒與批判的欲言又止

我消耗你也消耗我自己    

消耗也消費

我愛   我愛                                                                             

親愛的你們之所以愛我，之所以成為我的子民，不正是因為喜愛失落甚於擁有，喜愛傷痛

甚於平靜，不正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時代， 疾病是真理的註解，傷口可以折射出最多的光

芒，

                                                                                                          那女人閃閃發光

                                                                                                                      閃閃發光

                                                                                                          我多麼想觸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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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多想觸及她，沒有人想成為自己已經是的那個人，都想成為殘疾者，殘疾，這個字眼

多漂亮，而我擁有那麼多漂亮的字眼，並夢想著一個殘疾的天堂。

                                                                                                    

                                                                                                           吞食自我的奴隸

                                                                                                                      吞食自我

這不是我的疾病，屬於末日的，我預先得了

我是多麼喜歡啊    我坦承我是歡欣的

我愛    我愛                                           

 泰德，或是休斯先生，這麼說你可以稍微明白了嗎？ 當然我試想過各種可能，譬如 一句

純潔坦白的我愛，沒有背後那些嘮叨複雜的辯證，譬如一種和諧安靜的生活，可以和寫作

或是成就分開，無論遭受何種困阨或挫折都能持續下去，譬如說一種有效的寫作方式，一

切主題都可以藉由豐沛而清晰的描述和隱喻完成，我能從事物中獲得撫慰與靈感而將回報

以源源不絕的書寫

但是為什麼是寫作？

為什麼是詩？

無話可說中的話語、光明中的黯淡、它同時存在於聲音與靜默，字句與字句之間的空白，

它是對事物激烈的愛與激烈的背叛，是抹殺、是撫慰。

必然要毀滅最初    必然要毀滅最初

每日每日我感覺一種聲音即將成形，那是屬於我的音樂，我完成它隨即毀棄它。        

                                                                                                                                                            

                               那曲折

                               那曲折

                               曲折的小徑通往表達，一種暴力，

                               必然要精確地砍殺

然而所有精確的可能，在一開始就被奪走

所有的聲響在發出前早已寂滅

我只能割裂我的字句    使其能夠深深植根，並生長出那毀滅的形象

我是如此尖銳地碰觸一個字每一道聲音

我是如此尖銳地讓每一個字每一道聲音碰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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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它我知道如何親近它

我是    我是恐懼的女王，恐懼而深具毀滅性

所以親愛的請你們一定要逃亡，當然可以一邊逃亡一邊回頭觀望，致上你們對女王的眷戀

和忠誠，當然，別忘了注意自己的腳步，別忘了傾聽自己的節奏，別忘了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地瘋狂

小心翼翼地死去      小心

                                  怎麼數拍子都會碰撞

                                                      都會跌倒

感覺那殘破與毀滅與你合而為一    感覺那瘋狂而美好

感覺並且微笑並且再度受傷跌倒

這是給你的祝福    祝福

親近它親近它 

這世界是一座廢虛

妳真得知道如何親近它嗎？                                                   

                                                                                 劈砍  割裂   鑽探  戳刺

                                                                                 擊打  燒烤  絞緊  勒斃

　　　　　　　　　　　　　                 　　　槍殺  切開  擠壓  貫穿 

　　　　　　　　　　　　　　　　看看我看看我   我統治著那麼多痛苦的字眼

　　　　　　　　　　　　　　　　

                                                            時間是一道遲緩的雷聲，它什麼時候擊中我？

                                                                                                                      再殘忍一點

                                                           再殘忍一點

                                                                                                                              碰觸我

                                                                                                                              抽乾我

                                                           

恐懼女王喃喃自語地說：

這就是我鍾愛世界的方式   女王的愛

　　　　　　　　　　　   女王的乳汁

                                            看看我，那些閃耀的字眼尖叫著噴發出來，它們反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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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眼的明淨潔白，如蜜如血。

徹底傷害之後就不會再受傷害

徹底死去之後就不會再死去

你感受到那沈甸甸的豐收氣味了嗎？

感受到那沈甸甸的飢餓了嗎？

你感受到了嗎？泰德或是休斯先生，在我所假想的種種後面之有一個答案就是，除非我不

寫作。我不是在生活的縫隙裡寫作，寫作就是我的生命，我的全部。它甚至大於你或是其

他人，我希望，它甚至大於我的父親，大於他的死亡大於我所承受的一切大於大於大於整

個世界---

 

雖然我的王國那麼小                                                                     

                        那麼小     一個字一個字地

                                         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

                                         一個時刻一個時刻地

                                          微小的刺   微小的針尖

                                          微小才能深刻

而你的王國也那麼小，你的抵抗也同樣那麼小，我們是世界上最小的人，我們是同伴。你

永遠都無法改變這一點，即使拋棄離開背叛，你不能否認甚至忘記，我們曾觸及對方如此

之深，那種近乎可怕的了解，泰德或是修斯先生，再前進一步你就是我，再前進一步我們

就是彼此 ，共享那耽溺那執著                                               

仰賴痛苦之必要   仰賴

也許可以穿越

也許可以離開

而後它會轉變成什麼嗎？

或者它依然是痛苦？

                                              不    不可   不可不 

                                                  非如此不可     

                                                                                                                  痛苦近於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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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近於歡悅

                                                                                                   這是給我的祝福    祝福 

親愛的你們之所以愛我，不正是我能夠清晰地看著自己受苦，而且看得那麼仔細，那麼貼

近，那麼充滿好奇。我驚慌失措我生機蓬勃，而且肆無忌憚一次又一次訴說。

小心    小心翼翼地瘋狂

　　　小心翼翼地死去

　　　小心翼翼地注視那火焰，碰觸並以唇舌舔吻，小心翼翼地維持放鬆的姿態

　　　宛如沈睡，小心翼翼地呼吸熄滅之後的甜美。

　　　小心翼翼地一次又一次重來，注視、舔吻、放鬆、呼吸，直到無法停止。

            這是屬於我的音樂    我們環繞著它跳舞

　　　

親愛的你們之所以尖叫著跑開卻又不斷回來拉著我的手，拉著我的裙擺，不正是因為無法

離開這音樂。不正是因為這個時代，我們得站在邊緣，視野所及最遠的遠方，才能感受對

自我對生命的厭棄和喜愛，而我剛好站在這裡，成為你們所有對遠方的渴望。

                                                                                                再重來一次   再重來一次

                                                                                                注視、舔吻、放鬆、呼吸

                                                                                                注視、舔吻、放鬆、呼吸

沒有人相信自己已經是的那個人

沒有人想成為自己已經是的那個人

因為已經不是

                                                                                        

                                                                                       這不是我的疾病   我預先得了

                                                                                                         我是先知

一場盛大公演前無休止的排練，永恆的死亡劇場。你們，他們，請傾聽、請凝視，這盤旋

反覆，這變音走調，這荒涼無稽的嘻笑

這否定的否定

這肯定的虛無

                                           不   不可    不可不

                                           虛無才是主人

                                                                                                                再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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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殘忍一點

                                                    釋放我

                         

我是  我是  我是

我殺了我爸爸我拋棄我媽媽我對自己的孩子開槍

我虐待奴隸出賣情人我挖出注視我的眼睛砍斷那些向我伸出的手割斷所有想呼喊的喉嚨

我屠殺我的同學我屠殺我的鄰居我屠殺販賣報紙的孩童無知的家庭主婦我屠殺音樂家政治

家詩人我發動戰爭我投下原子彈我毀滅一個種族燒了一座森林炸沈每一座島嶼在地鐵施放

毒氣我污染整個宇宙

我強姦每個經過的女人我讓她們受孕我讓她們生下污穢的腫脹的醜陋的

我飲你頸中的血我飲你胸口的血我飲你將你粉碎

我殺了你我殺了

你  

你

你

（火花、音樂與影像升起）��

                                                                                               

（電擊的舞蹈）

（高熱狀態的語言）

高熱10�度高熱104度高熱高熱高熱的馬蹄在瞬間把頭顱化成一堆軟爛的泥

一個蓬勃的胃消化所有思想吐吶鋼鐵般的叫喊

我是如此強壯了起來

我是如此肥沃了起來

我是如此銳利地碰觸了每一個字每一道聲音

當所有事物暴動         

是的，它們都活起來了 

刺眼的光線提煉出隱匿的意志  我觸摸地如此之深  

穿行過血流與脈動  驚醒皮膚底下的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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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  說我 

是的，它們都活起來了

我觸摸地如此之深  當所有事物都哀求著  

一個描述一個名字一個聲音  當所有事物都哀求著索求著搶奪著  

一個可以坦然承認的內在  

彷彿從一千隻乳房裡貪婪地吸允 

抽乾我  抽乾我

命名加以確認

命名加以驅逐 

我可以如此輕易指認我的混亂？

喔親愛的我親愛的

難道妳不想停止？

（火花熄滅，燈光轉為黯淡，整個空間冰冷、黑暗、安靜）

也許可以穿越

也許可以離開

也許可以無所畏懼

只要說出便能自由只要坦白

我能坦白什麼？

我沿著破碎的海岸奔跑。我無法停止奔跑。

那是明亮的如同電擊而後開始暈眩

時間是一道遲緩的雷聲    它什麼時候擊中我？

童年結束在這裡。最最寬闊的視線是盡頭的風景。

滾燙的沙地，吸納我的腳步再吐出，存在於骨骼深處的一種白色的鞭打，而後一直到胸

膛、到頭頂。即使我停下腳步，鞭打仍未止息。風中似乎有聲音，海浪中似乎有聲音，在

它們自己本身的聲音之外。我聆聽，我感覺。

它們在重複妳的聲音呢，媽媽，它們在重複妳說過的話。但是妳說了什麼？媽媽，在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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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辨別出它真正的含意，未能將它如同尋常話語般覆述時，它先穿過了我、傷害了我，

溶解了我的聽覺，刺痛神經使我全身顫抖，而妳竟可以這樣輕易地說出，

                                                         

                                                            說他離開了

                                                            說他不在了

　　　　　　　　　　　　　　　　　　　　　　　　　　　　　　  說他死了

死 

要如何虔誠？如何靜默？如何哭泣？才能表達悲傷？

要做出什麼樣的表情？怎樣交叉手指？怎樣蒼白的臉色？才能與死亡相應？

要如何哀悼才能足夠？要哀悼多久？會有結束的時候嗎？

風中似乎有聲音，海浪中似乎有聲音，萬物在自身的聲音之外隱藏著另外的聲音，喃喃自

語，喃喃自語，訴說的本質，無時無刻。然而有一種話語可以訴說死亡嗎？

死亡本身有它的喃喃自語嗎？可以被傾聽？可以被感覺？從而我可以稍稍理解，掀開黑色

帷幕的一角？

 

人們在太陽底下走動，人們在太陽底下走動，帶著背後的深刻靜默

而妳竟可以這樣輕易地說出？媽媽，如果妳知道，如果我們知道，即使在多年之後，每個

時刻都是那個時刻的延長，而我們竟可以這樣輕易地行禮如儀？親吻彼此臉頰，撫摸彼此

的手和肩膀，在正確的時候分心，在必要的時刻歡笑，在喪禮上、在宴會裡、在公車、在

市場⋯..無時無刻無地，遵守生者的謙虛謹慎，卑微而且客套地不去碰觸，在之後長長的

生命裡。

但我相信只要碰觸    一直碰觸

什麼是天空？什麼是海洋？我所踏著的土地是恆常永恆的嗎？什麼是永恆？它是想像還是

比喻？如果永恆存在，時間還有意義嗎？如果永恆存在，死亡還有意義嗎？

                                                                                                我相信只要碰觸   一直碰觸

                                                                                                破裂就在那邊      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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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隨著我的碰觸張開黑暗溫暖的嘴  

 

為什麼是三月？為什麼是五月？是哪隻鳥在鳴叫呢？藍活著自己的藍，那綠色與紅色呢？

公園裡的孩子為何總是用塵土擦臉？我會在下一個轉角與人親吻或是相撞嗎？遺失的物品

找到之後還是同一件嗎？時間的流動為何有時快有時慢？為什麼灰塵總是落到眼睛裡？為

什麼即使作惡夢人還是期待睡眠？為什麼體溫可以彼此吸引？為什麼氣味能夠喚醒回憶？

那女人閃閃發光     徹夜敲著長廊裡每一扇門

我愛你   親愛的我愛你

你是誰？

從你不在了的空缺我兀自豐滿成熟

在你腐爛的時候

我悄悄地聽   根柢在土壤裡吸吮的聲音

漿果紅了   漿果紅了

收割我    

我是你的果實     

即使錯過    分離    即使你從來未曾出現

　　　　　　　　　　　依然如血如蜜

　　　　　　　　　　　                            而妳嚐過自己的血嗎？

　　　　　　　　　　　                            妳知道該如何品嚐嗎？

　　　　　　　　　　　                      

　　　　　　　　　　　                             破裂就在那邊    破裂

而這是一個豐收的季節，允許錯誤、允許混亂、允許遮蔽與暴露、過度與不足。看看我看

看我，死蔭幽谷、曲折小徑、我行經我行經，我再也不害怕了嗎？是什麼低垂著幽暗著呢

？是什麼在閃爍？從熟透的表皮是什麼冒了出來？我碰觸然後瞬間縮回了手，我碰觸然後

嚐它的味道。

一道明淨潔白的高音響起   我跟著叫喊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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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    火就是花     

從斷裂處生長，在黑暗裡肥胖，火花從每一道邊緣與縫隙中鑽出，生長出自己的口腔。事

物向自己縱火，火花般的新芽與花朵凝結成果實，果實再熟成為火花。在燃燒中背叛與捨

棄舊有的形式，從自己內在飽滿裡，找尋新生的種種可能。以火的語言，它們嘶吼、哭

喊、歡唱，那痛苦與力量，驚慌失措，生機蓬勃。

一種無所不在的呼吸   一種無所不在的視線

高熱10�度高熱104度高熱高熱

是的他們都活起來了

我是     我是    我是誰？

我可以完全地不是我

我可以是完全的我

命名加以確認

命名加以驅逐

命名，加以命名

我觸摸地如此之深

不是因為觸摸才會有血湧出？ 脈搏才會生成？

不是因為血液噴流之後詩歌才會生長？

為什麼是一個字誕生另一個字？為什麼是一個音節誕生另一個音節？為什麼空白？為什麼

沈默？ 語言席捲而來，語言席捲而來，當它退潮的時候又顯露了什麼？為什麼總是要掙

脫那撫慰一般的懷抱，把自己推向邊緣？那扭曲，那扭曲，一種暴力，把即將成形的話語

從口中剝離，讓已經定著的目光在瞬間熄滅？

為什麼？為什麼是寫作？為什麼是詩？

            

                                                                                不精確是一種沮喪，一種挫敗

我可以如此輕易指認我的混亂

為什麼要指認？

可以如此輕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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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著破碎的海岸奔跑，我看著我自己奔跑。

喔！母親！這真是一個豐收的季節，世界兀自豐滿成熟而傾頹、而毀滅，火的語言閃

爍，從低垂幽暗的口腔發出共鳴。從我的關節、從我的腳踝、從我起伏的胸口裡，有電在

流竄，電流，隨著共鳴而激烈，電流，就是共鳴本身，彈射出去又衝撞回來，把我的身體

切割出一個ㄧ個的口腔，我傾聽，我無法停止傾聽，我無法停止隨著它們說話。喔！母親

！我們在重複著妳的聲音呢！在重複妳的話呢！我們，張開了黑暗溫暖的嘴，說話有如接

吻，共享舌頭喉嚨。全世界合唱著死亡。

                                                                                                                              

                            基於純粹生命意志的自我殘虐

                            基於純粹生命意志的自我更新        

　　　　　　　成為自己的電自己的果實                                                       

                                                                                                                    而我是自己的果實

                                               妳嚐過自己的果實嗎？

                                               妳知道該如何品嚐嗎？

汝不可        不可殺死汝自己                                                        

不    不可    不可不

　　　　　　　　　　　　　　　　　                                                從來沒有其他可能

　　　　　　　　　　　　　　　　　　　　                    　　　　一個自成的圓

妳聽   妳聽   那女人敲得多響亮

她不知道自己在門裡還是在門外？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自由？

早晨的咖啡帶著黑夜的苦味     而黑夜已然消逝

一次    一次     又一次

我活著     我已經死去 

死亡    那是什麼意思？

                                                                                                        也許會有正確答案

                                                                                                        也許會有正確答案  

但是演出的鈴聲即將響起 ， 妳聽 ，妳聽

一個盛大演出前無休止的排練，永恆的死亡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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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打開門並且重重關上

我邀請妳進來    請進  

請沿著這曲折小徑走向舞臺

我們可以面對面    請與我面對面    

注視、舔吻、放鬆、呼吸

我不會讓妳離開 

　　　　　　　　　　　　　　　　　對不起媽媽    對不起我的孩子

　　　　　　　　　　　　　　　　　對不起休斯或是泰德先生

                                                                    對不起打錯電話的人

　　　　　　　　　　　　　　　　　我不是你們想要尋找的

                                                                    我不是 

                                                                    離開在很久以前已經開始

對不起親愛的    親愛的你們

現在我將死亡歸還

我從你們那兒奪取的    請你們奪回去 

來領受吧！

　　　　　　　　　　　　　　　　　　　　　汝不可     不可     不可不

                                                                                                         神聖的時刻

                                                                                                         歡悅的時刻

　　　　　　　　　　　　　　　　　　　　　

請別忘了我們共度的時光

或者全然將我遺忘

                                           那女人閃閃發光   閃閃發光

                                           火或是其他，什麼觸及了她？  

                                           時間是道遲緩的雷聲，在長久的追逐之後終於貫穿了她

                                           她回頭，望著那光亮的痕跡

                                           她回頭，生命的凌亂步伐

　　　　　　　　　　　　

                                           但是在這個時刻我終於擁有了

                                           自己的送葬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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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一個看著，隊伍中那些鮮豔而散漫的臉

                                           那些小小的存在

                                           那些絕對     純粹的存在  

                                                                                    

                                                       妳知道該怎麼做

                                                                                                                                妳一直都知道

                                                                         

                                           在這個時刻我終於可以停止奔跑？

                                           或是領受最後的失速與無可挽回？

也許會有正確答案

也許會有正確答案  

但是請別忘了小心翼翼

請別忘了維持妳的姿態妳的高熱

                                          在這個時刻我終於成為那電的本身，那火花

                                          最後的詩最後的燃燒

                                          死亡，你終於成為我的語言

                                          在我用長長的ㄧ生親近你之後

                                          碰觸它碰觸它     我終於碰觸到了

                                                                  

                                                                                可以離開，可以穿越，可以無所畏懼

                                                                 看看我看看我，我擁有所有的字眼呢！所有

來領受吧！

歡欣鼓舞，齊聲合唱

無止盡的隊伍，我一個一個看著

不會隨時轉過頭去，無法逃亡

從你們的臉上我看見自己的臉

我是妳 

我是你們

我是   



戲劇學刊�54

我是   

我是

⋯⋯

（彷彿還要說什麼，但女人陷入沈默）

（同前面一樣的尖銳鈴聲瞬間大響，不停地迴盪）

（燈光變化，女人已經不在）

—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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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顧：春柳社《茶花女》新考*

鍾欣志**　蔡祝青***

1�06年年底，以東京李叔同、曾孝谷、黃輔周等人為主的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發起

組織了「春柳社文藝研究會」，視演劇之事為「關係文明至巨」 
1

的大事。春柳社兩年內陸

續公演了《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熱血》⋯⋯等劇，這些演出一向被視為中國話

劇的重要源頭之一，許多參與該社演出活動的成員們，日後更陸續投入中國的業餘或職業

劇場工作，把「春柳經驗」帶入早期話劇中。

目前對於春柳社戲劇活動的研究，以黃愛華出版於�001年的《中國早期話劇與日本》

一書最為全面，該書彙整歐陽予倩（1��0a；1��5）、中村忠行（�004[1�5�]）、瀨戸宏

（1���a；1���b）、郭長海（曹布拉：1-16）等人的回憶錄與研究成果，加入其他寶貴的

一手資料，分章詳述了春柳社大大小小的演出活動。本文主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針對

春柳社首次公演的《茶花女》一劇，嘗試進行兩個層面的探索：其一，透過相關資料的比

對與判讀，呈現歷來研究者在引用材料時以訛傳訛的現象；其二，從劇場史的角度出發，

嘗試運用報刊材料（以兩篇刊載於1�0�年上海《時報》的報導為主），並參照其它史料，

求能還原當年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的實況，以擴充學界目前對春柳社首演的認知，並結

合第一點所得，盡可能釐清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的正確訊息，以待來者進一步的探索。

一、演出的基本資料

目前我們對春柳社《茶花女》演出的認知大致如此：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發起援助國內

江淮大水災的籌款活動，陽曆1�0�年�月11日上午八點，在剛落成不久的「東京基督教青

1 〈春柳社開丁未演藝大會之趣意〉，參見歐陽予倩1��5：14-15。

《戲劇學刊》第八期頁�5�-��1（民國九十七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TAIPEI THEATRE JOURNAL � (�00�):�5�-��1
School of Theatr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本文感謝行政院國科會的補助（計畫編號NSC-0�6-��1�-I-11�-101），並特別感謝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
圖書館負責人A. Labitzky-Wagner女士在資料尋找過程中所提供的專業協助。

**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候選人
***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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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館」舉辦募捐慈善演藝，其中一項節目便是春柳社提供的《茶花女》片段。（吉田登

志子：1�1-1��）關於這場演出，目前比較重要的記述和討論分別出自歐陽予倩（1���、

1��5）、中村忠行（1�56）、吉田登志子（1���）、郭長海與金菊貞（曹布拉�000：

4-6）以及黃愛華（�001）。其中，歐陽予倩的回憶錄《自我演戲以來》原載於1���年到

1��0年的《戲劇》雜誌； 
�

日本學者中村忠行的〈「春柳社」逸史稿〉發表於1�56至1�5�年

的《天理大学学报》第��和��輯，並在�004年被譯為中文，刊在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出版的

《戲劇》學刊上；黃愛華的著作則是在他南京大學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擴充完成。 
�

演出時間方面，歷來的討論已經藉由吉田登志子（1���）的研究和一則上海《時報》

上的報導告一段落，不再有爭論。（黃愛華�001：��-40）演出地點上，中村忠行考證，

募捐遊藝會在「千代田區神田美土代町」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館」舉行；該館坐落於

「日本基督教青年會」院內，在慈善演藝會一個月前（1月11日）才舉辦「增築献堂」

典禮，並有相關新聞報導。（1�56：�1-��）東京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曾於1�0�年（明治

四十一年）起發行名為《中國留東學生》（The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的英文刊物，

該刊當年所載的編輯者和發行所是「東京市神田區美土代町三丁目三番地」（� Sanchome, 

Mitoshiro-cho, Kanda, Tokyo），當為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準確地址。 
4

同時，中國本地的基

� 這是歐陽予倩在「廣東戲劇研究所」（1���-1��1）期間內辦的重要刊物。
�  其他相關研究書目可參見顧文勳、飯塚容著《文明戲研究文獻目錄》（�00�）。特別感謝日本摄南大學
瀨戸宏教授提供此筆資料。

4  此處依據的是這份刊物的第一卷第二至四期（June, July, October, 1�0�），第一期目前未見。特別感謝臺
灣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潘少瑜小姐協助取得這筆資料。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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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青年會所發行的英文刊物China’s Young Men 
5

也曾刊出東京基督教青年會的正門相片一

張（圖1，如前頁所示，1�06年10月第一卷第三期）：相片下方並有一行文字說明：「該

會館剛剛完成一棟提供中國會使用的別館。」 
6

中村忠行說這座三層高的新會館的面積是「��.�坪」（��），但在陳凌虹的中譯本

〈春柳社逸史稿（一）—獻給歐陽予倩先生〉中，卻說是「��.�平方米」（中村忠行

�004：�6），相差了�.�倍之多，譯者明顯將日制慣用的「坪」理解為「平方米」。此

外，黃愛華另外寫道，「三樓為大廳，有鏡框式舞臺，可容納二千人」。（�001：��）如

同著作中許多關鍵之處一樣，黃在此並未提供資料來源，根據我們的考證，各樓層的設施

已見中村本文，而「約二千人」的說法，應該輾轉出自1�0�年�月�0日《時報》（詳本文

附錄二），但��.�坪（約莫�4�平方米）的面積，要容納二千人，仍然是難以想像的。對

此，兩筆出於前述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出版的刊物，或者提供了進一步的解答。

1�0�年6月出版的《中國留東學生》上面有篇名為〈尋求，尋見〉（Seeking, 

Finding）的文章，作者是在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工作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牧師George Miller，他在文中言道，他所接觸的學生們「散居在城市各區的宿

舍裡，只有在特別的時機下才會召聚他們。我曾目睹有1500座位的中央禮堂（Central 

Auditorium）擠滿了人。」（5） 
�

從《中國留東學生》所顯示的機關報性質來看，這座

「中央禮堂」是他們最主要的集會場所，應該也就是春柳社《茶花女》的演出場地。前面

提到，寄居在神田區美土代町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於1�0�年1月11日舉行了開幕典禮，而

出版於上海的China’s Young Men不但有篇幅不少的報導，更刊登了一張對我們來說十分寶

5  這份英文刊物的出版單位是上海的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 of China，
出版時間自1�06到1�16年。該單位有份創刊於1��6年的中文刊物，原名《基督會報》，半年一期，後改
為《青年會報》，一年六期，而這份刊物的英文刊名亦是China’s Young Men，故1�06年起刊行的英文版
註明為New Series。

6  原文是：An annex to which has just been built for the use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在新近出版的《中國近
現代話劇圖志》中亦發表了一張不同角度的會館相片（上海圖書館：105），但未註明出處。　

�  此段原文為：「They live in Boarding Houses scattered over different wards.  It is only on special occasions that 
we get them together in large numbers.  I have seen the Central Auditorium, which seats 1500, well filled.」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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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典禮現場照片（圖�，1�0�年4月第二卷第二期�0頁）：

這張明顯由攝影師站在舞臺上以閃光燈拍攝的照片，呈現出的訊息之一是：「禮堂」

的觀眾席設計為上下兩層，座位並不寬敞，同時樓上和樓下的後排似乎還可容得下不少站

位，於是��.�坪的面積要容下一千五百位以上的觀眾，就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了。由此

可見，《時報》上聲稱春柳社《茶花女》的觀眾「約二千人」，即便有些超估，實際情形

應距此不遠。

對於春柳社《茶花女》演出的語境，也就是助賑遊藝會究竟包含哪些內容，我們一直

缺乏足夠的認識。「在一番吹拉彈唱之後，最後一個節目是春柳社的《茶花女》」（黃愛

華：��）大概就是目前為止可以得到的基本印象。在此，一則1�0�年�月1�日《時報》上

的短文，可以提供我們更確切的資料。這則題為〈留日救濟音樂會次序〉的短文登在當天

的「投書」欄中，作者不詳，文章分為三段，第一段紀錄了八天之前（�月11日）在東京

舉行的「音樂會」節目內容： 
�

一王治昌演說開會詞；二王志超君洋琴獨奏；三許世英君中國月琴獨奏；

四橫笛崑曲：包季常、汪味根兩君合奏；五林君洋琴獨奏；六謝余二女士

合唱西歌；七趙氏三女史合唱；八楊熙少君演說；九辛漢君演說；十春柳

社員演新派戲劇茶花女一幕；十一西人某小姐洋琴獨奏；十二西人白小姐

手琴唱歌；十三白小姐又與林君合唱；十四日本電氣會社演活動大寫真。

十四項節目裡頭音樂表演佔了九項，無怪整場演藝要以「音樂會」為名。即便如此，

整場演出中西樂器雜陳，器樂獨奏和人聲合唱交替登場，穿插三回演說，各路人士共襄

盛舉、「有力出力」的情況十分明顯，甚至參與表演的不只是中國人而已。在1月11日青

年會館的落成儀式 ，我們也可看到這種「文化拼貼」式的節目安排，（中村忠行1�56：

��） 
�

考量「基督教青年會」（Y.M.C.A .）原本就是帶有國際性色彩的機構， 
10

對於�月11

日賑災音樂會充滿文化交流意味的節目內容，也就不足為奇了。

歐陽予倩記道，當天有位叫做王正廷的，在臺上報告李叔同為演出犧牲鬍子一事（

1���：10）。吉田登志子考證說，王正廷是當時「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也是當天

的主持人。（1��）從音樂會的節目安排看來，確實需要有一位負責穿針引線的主持人。

� 原文不含新式標點，下同。
� 轉引自《東京每日新聞》11�41號。
10  「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於1�44年在倫敦創立，東京則在1��0年就有了
第一個基督教青年會，該會並於1��0年開辦英語學校。參見http://www.ymca.int/ （�00�年11月�5日瀏
覽）。1�0�年�月�0日《時報》上報導，當天除中國人以外，歐、美、日籍的觀眾都有。詳本文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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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China’s Young Men上的文章，王正廷（C. T. Wang）於1�06年被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派

往東京擔任助理秘書一職。（Wang 1�06：�；Garrett：104-106）日後王赴美就讀，並成

為中華民國著名的外交官。

春柳社《茶花女》的演出，安排在第十項節目。這項安排不由得引人對舞臺佈置有

所猜測。當時的「洋琴」就是今天的「鋼琴」， 
11

從整場節目內容看來，當天第二、第五、

第十一段演出都是鋼琴獨奏，也是現場唯一的大型樂器。春柳社登場前，先有兩場演說；

合理的推斷是，「東京基督教青年會館」的大廳舞臺設有大幕，並在第七段的女聲三重唱

結束後落下，幕前進行演說的同時，幕後佈置《茶花女》的舞臺。相對於音樂演奏，演說

比較不在意受到幕後可能的噪音干擾，而一人演說的時間可能還不夠春柳社佈置，只好連

續安排兩人演說—從春柳社認真製作的寫實佈景看來，肯定要花些時間把之前的「音樂

廳」搭設成戲劇場景需要的客廳（詳後文）。但春柳社演出之後，似乎未安排撤景，也說

不定之後的洋女子的音樂演奏，就是以《茶花女》的佈景做襯。

由《時報》上的短文我們可以知道，助賑音樂會的「壓軸」節目並非春柳社， 
1�

而是

由日本「電氣會社」演出的「活動大寫真」。所謂的日本電氣會社（でんきかいしゃ）所

指為日本的電力公司或電燈公司，而「活動寫真」（かつどうしゃしん）則是明治以來日

文對於「電影」的翻譯，意為可活動的攝影。這場留日學生助賑音樂會選擇以最時髦的電

影播放作為壓軸 
1�

，其欲藉聲光娛樂嘉賓，進而豐富賑捐的考量十分明顯—若用當時中國

國內的詞彙表述，那麼1�0�年�月11日東京的救濟音樂會上，不但有「新劇助賑」，還有

「電影助賑」（或稱「影戲助賑」）。 
14

�月1�日這則投書的第二段，則是大略描述春柳社當天演出的戲碼：

茶花女一齣，為學界組織，頗具文明程度，其齣中串插如下

新派演藝茶花女一幕

匏止坪訣別之場

巴黎某伯爵深春[眷]名妓馬克，然馬克所屬意實在亞猛，嗣亞之父為保己

11  參見徐珂，《清稗類鈔·音樂卷》中的「披亞諾」條目：「披亞諾，俗稱洋琴，似風琴而大。」另可見
「洋琴」、「金赤泉聽洋琴」兩條。（1���：55-56）

1�  歐陽予倩留下的回憶錄說，《茶花女》演出是當天「末了一個節目」（1���：�），黃愛華亦從此說（
�001：��）。

1�  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時空背景下，由日本電氣公司所提供的電影放映絕對是一場最能代表現代化物質文明
的演出，因為在中國境內，上海也要等到1���年英商成立電光公司，才使上海有了電燈的照明；而天津
的日租界更要等到1�0�年10月才開始開辦電燈事業。參見《大公報》1�0�年�月�6日。

14  1�0�年�月��日，天津仕紳也為著同一場江淮水災舉辦了助賑演藝活動，既有「新戲」演出，也在電車公
司提供「發光電線」、英國電燈房贊助電燈的情況下放「外洋到影片」。這次活動的廣告詞言道：「務
使花樣翻新，每日不同，使入覽諸公既可遣其雅興，復得遂其善心。」參見〈公益善會李公祠開演電
影、新戲助賑啟〉，《大公報》，1�0�年�月6日（丙午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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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產名譽計，密詣馬克，許勉以大義，使絕其子，馬慨然從命，乃與某

伯爵佯為戀愛，而終以身殉亞猛，時人咸以義烈稱之。

在此我們可以看見，「匏止坪訣別之場」就是當天春柳社員們定下的段落名稱。在小

仲馬的原著小說中，主角亞猛（Armand）和茶花女馬克（Marguerite）兩人約定一同避開

巴黎的閒人閒語，到鄉下去過自己想要的日子，「匏止坪」（Bougival）就是巴黎附近鄉

間的地名，也就是後來亞猛父親（杜瓦先生Monsieur Duval）找上馬克，苦勸她離開自己

兒子的地點。在林紓和王壽昌合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中，便將法文地名Bougival譯為

「匏止坪」。（Dumas fils：15�；小仲馬：6�）

關於春柳社《茶花女》�月11日演出的人員，我們主要的資料來自歐陽予倩。歐陽當

時留學日本，是當天「救濟音樂會」臺下的觀眾之一，他在1���年如此回憶道：「那演亞

猛的是學政治的唐肯君（常州人）；演亞猛父親的是美術學校西洋畫科的曾延年君（曾

君字孝谷，號存吳，成都人，詩文字畫都有可觀。目下還在成都辦市政報）；飾配唐的

姓孫，北平人，是個很漂亮而英文說得很流麗的小夥子，至於那飾茶花女的，是早年在

西湖師範學院教授美術和音樂的先生，以後在C寺出家的弘一大師。大師天津人，姓李名

岸，又名哀，號叔同，小字息霜，他和曾君是好朋友，又是同學。」（1���：�-10）1�5�

年則簡單寫道：「李息霜飾茶花女、曾孝谷飾亞猛的父親、唐肯飾亞猛、孫宗文飾配唐」

（1��5：1�）。根據投書中的劇情概略可以想見，當天演出所「主打」的戲劇段落，必然

是馬克和亞猛父親的對手戲，也就是「亞之父為保己之家產名譽計，密詣馬克，許勉以大

義，使絕其子，馬慨然從命」一段。李、曾既是春柳社發起人和演出的主導者，這段對手

戲自然由兩人負責挑起。至於唐肯和孫宗文，也都是當年留日的中國學生。除了這四人以

外，�月1�日《時報》投書的最後一段，列出了春柳社當天演出人員的角色安排。今分開

排列，以便於閱讀：

扮裝人名

馬克� ��� 息霜　

配唐� ��� 菊迺　

亞猛之父� 存吳　

小使� � 可盦　

亞猛� � 企林　

御者� � 无公　

傻伯爵�� 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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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兒� ��存吳

從這份演員角色對照清單我們可以看到，當天「匏止坪訣別之場」除了上述四個主

要角色，還有「小使」、「御者」、「傻伯爵」和「乞兒」四個次要角色，其中曾孝谷一

人分飾二角，除了演亞猛之父，還兼扮造型、身法肯定很不一樣的「乞兒」。根據歐陽予

倩的回憶，「當天評判最好的是曾孝谷」，（1���：10）想來跟他前後截然不同的扮演有

關。另外，飾演亞猛的常州人唐肯，跟日後春柳社的主力社員陸鏡若是同鄉，而陸剛入社

時，因為「不大會說普通話，孝谷認為他不能演戲」（1��5：��），唐肯想來沒有這方面

的問題。

唐在演出中以「企林」之名出現，而我們在春柳社第二度公演戲碼《黑奴籲天錄》的

演員名單中，看到一位「止林」，分別在第二和第五幕飾演「馬概」，並在第四幕演一名

醉客。（中村忠行1�56：��-��） 
15

很有可能，「企林」就是「止林」，也就是唐肯。

徐半梅曾經出席當天的演出，他說：「這一次李叔同在戲單上用的藝名，叫息霜；還

有一位扮亞猛之父的四川學生，姓曾，藝名叫存吳。」（1�45：�4）由此我們可以推斷，

1�0�年�月1�日《時報》上這則投書的文字，絕大部分—甚至全部—轉錄自�月11日

「救濟音樂會」現場的節目單。

二、演出的實際內容

關於春柳社《茶花女》演出的實際內容，在缺少劇本的情況下，歷來話劇學者只能依

靠歐陽予倩的回憶。但因為歐陽本人曾有過兩種說法，據此也衍生出不少混淆。在《自我

演戲以來》的單行本中，作者說道：「我在北平時曾讀過《茶花女》的譯本，這戲雖然只

演亞猛的父去訪馬克和馬克臨終的兩幕，內容曲折，我非常的明白。」（1���：10） 
16

但後

來寫〈回憶春柳〉一文時，他更正了自己的說法：「在我的《自我演戲以來》中，我說是

共兩幕⋯⋯以後仔細想想，當時演的只有亞猛的父親到別墅的一幕。」（1��5：1�，注釋

一） 
1�

真正的混淆，或許來自1��0年出版的《歐陽予倩全集》。該書根據「仔細想想」後的

結論，把《自我演戲以來》的內容修訂為：「我在北京時（1�0�年）曾讀過《茶花女》的

15  《黑奴籲天錄》的演員名單來自至今留存的演出戲單，原件現存於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關於節目單
與實際演員名單之間的出入問題，可參見黃愛華�001：50-5�。

16 根據比對，臺北龍文書局出版的《自我演戲以來》（1��0）即根據此版排印。
1�  該書原版時間是1�5�年6月。事實上，自號「春柳舊主」的李濤痕早就說春柳社演的《茶花女》是「一
幕」（111），但這筆資料過去並未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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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這戲雖然只演第三幕一幕—亞猛的父親去訪茶花女，她忍痛離開亞猛—全部情

節我都明白。」（1��0a：�）並且，《全集》中的〈回憶春柳〉一文，也取消了第一個注

釋，直接修訂內文。（1��0b：146）

於是，歷來研究者對於春柳社《茶花女》的演出，說法完全無法統一。比較明顯的例

子有：《中國現代戲劇史稿》說是「第三幕」（陳白塵、董健：41）；葛一虹並未考慮歐

陽予倩後來的更正，說是「第三幕和臨終」（1�）；黃愛華試圖融合這兩種說法：「可見

李叔同他們選取的是原劇的第三幕一幕，並另取了一個劇名，其中包括亞猛的父親訪問茶

花女和茶花女臨終兩場。」（�001：40）卻讓情況變得更加迷惘。最能代表這方面認知混

亂的，要算是中村忠行〈「春柳社」逸史稿（一）〉的中譯本。

中村忠行的日文原文早在1�56年便已發表，故而沒有機會追蹤歐陽予倩後來的修訂

說法。該文開頭便說明所引《自我演戲以來》乃出自《戲劇》自第一卷二號至第二卷一號

（民國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一月）的連載（1�56：1�），所以正文說明與引文皆認為春柳

社《茶花女》演了亞猛父親造訪馬克以及馬克臨終兩幕。 
1�

然而，在�004年陳凌虹的中譯稿

裡，正文雖然說明「當日只演了亞猛的父親拜訪馬克（瑪格麗特）和茶花女臨終兩幕。」

到了歐陽予倩的引文，譯者並未忠實翻譯，而是直接「移植」了後來經過修訂的《全

集》文字，引成：「這戲雖然只演第三幕一幕—亞猛的父親去訪茶花女，她忍痛離開亞

猛—全部情節我都明白。」（�004：��）如此一來，造成〈「春柳社」逸史稿（一）〉

的中譯版裡，正文和引文相互矛盾的現象。 
1�

前述《時報》引文中，已經很明白地寫道，當天春柳社的演出只有一幕。至於這場

演出的實際內容，一段1�0�年�月�0日刊登在《時報》上的文章，可以提供我們豐富的訊

息。但在進入引文之前，必須先有點說明。這篇文章之前並非無人提及：在郭長海和金菊

貞合著的〈李叔同的戲劇活動與文獻資料〉一文裡頭，就已經引用過這篇文章，但只是節

錄開頭和文章的後半段，略去了描述劇情及演出內容的部分。（曹布拉：5）之後黃愛華

在她的研究中也引用了這篇文章，但跟郭、金一樣略去了關鍵的中間一段，（��-40）並

且，郭、黃兩部著作的引文其實跟《時報》原文有所出入，出入的地方也都相同。

以下是之前被略去的段落，本文最後將另外附上全文：

其始描畫亞猛接父書，不忍捨馬克而之巴黎，經馬克責以大義，配唐從旁

敦促，乃悽然而去。瀕行之時，亞猛作無可如何之狀。馬克知其一去不

1�  引文如下：「この劇では、ただ亜猛の父が馬克を訪ねる場と彼女の臨終の場の二幕を演じた丈だが、
私にはその内容曲折が、よく解つた。」（中村忠行1�56：�5）

1�  該頁還出現《黑奴籲天錄》公演時間的錯誤：明治40年6月1、�日換算成西曆應為1�0�年，譯者卻注成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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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而故示以鎮靜，然其心中不可說之苦狀，仍時時流露於眉宇間，情形

頗覺悽惋。亞猛去後，傻伯爵即至（按小說中此時傻伯爵並未至匏止坪，

戲中非插入此節，便無以助人興會，且與小說之事亦并不相背）。此時，

馬克因惜別痛飲，引起咳嗽，昏倒在床，伯爵惟與配唐相對閑話，旋即乘

車而去。然後亞猛之父乃至匏止坪面責馬克，鬢髮蒼白，怒容可怖，老境

亦復可憐。馬克答以與亞猛相交之歷史，神色如常，並取出入帳簿呈閱，

老者恍然，知馬克為非常女，始縷陳利害，並勉勵馬克絕交亞猛。其間彼

此議論，針鋒相對，各抒懷抱，悱惻動人，言至痛心之時，老者頻頻墮

淚，以手巾掩面，不能仰視。座客無不動容，且有多人幾欲泣下。最後馬

克慨然自誓，斷絕亞猛，老者驚喜過望，再三稱贊，乃與馬克握手，至

此即下戲幕。當其開幕之初，馬克方在靠几假寐，亞猛旁坐觀書，配唐背

坐，閒作活計，滿室寂然，情景如畫。未幾，門外來一按風琴之乞兒，略

奏風琴（按此乞兒亦小說中所無，不過舞臺上場面不得不如此點綴），亞

猛即出止之，待傻伯爵來時，因於門外拾一手巾，即憨笑而入。（按：此

手巾即馬克送亞猛去後，痴立門外時所遺失。）從此向配唐遂引起出無限

笑話。而亞猛之父來時，在門外適又與伯爵相遇，一以盛怒，一以傻氣，

彼此對碰，致將伯爵頭上高帽、嘴裡雪茄，紛紛落地，滿座為之粲然。凡

此三人之去來，各有穿插，絕不雷同，舉動極為自然，若當時確有此種情

形者。

這篇文章的作者依舊不詳，但照全文開頭時的「敬啟者」三字，以及文末「（下

略）」兩處看來，這篇應該也是讀者投書，而報館編輯並未登出全部內容。即使內容不

全，我們已可從上述的文字描繪中得知不少春柳社《茶花女》的具體演出內容。

首先，從「至此即下戲幕」和「當其開幕之初」兩句看來，「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

禮堂舞臺配有大幕，並且是上下開合的西式設備。

上面這段文字先略述《匏止坪訣別之場》劇情梗概，然後回顧令作者印象深刻的表演

段落，根據這些記述，我們得以整理出當天演出角色的上下場流程。若是按照傳統法式劇

本的分場方式，其結果如下： 
�0

�0  這種分場方式以角色上下場作為段落點，優點是方便規劃排練工作。小仲馬自己的《茶花女》劇本（以
及他前後輩的劇作家）便採用這種分場方式。目前的資料尚不足以判斷「小使」和「御者」在何時上下
場，但對理解主要戲劇動作並無大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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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馬克、亞猛、配唐　   三人各作各的事，沒有交談

第二場　馬克、亞猛、配唐、乞兒  乞兒唱歌要飯，亞猛前去阻止

第三場　馬克、亞猛、配唐   亞猛接到父親的信，必須離去

第四場　馬克、配唐    馬克痴立門外，思前想後

第五場　馬克、配唐、傻伯爵   伯爵撿到手巾，進門調笑

第六場　馬克、配唐、傻伯爵、亞猛之父 亞猛之父怒上，與伯爵相撞

第七場　馬克、亞猛之父   兩人經歷衝突、理解到達成協議

若以這份場序對照現存的春柳社《茶花女》演出劇照，可以清楚看到，1�1�年�月刊

於《春柳雜誌》第三期，標名「茶花女一幕」的照片，呈現的是「第一場」；另外一張有

四人同時在場上的，則明顯屬於「第六場」。 
�1

圖�：春柳社《茶花女》開幕情景。攝自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春柳》第三期（1�1�年�月）

劇照顯示，全劇採寫實主義的室內佈景，背幕以繪景方式呈現牆壁、掛畫和火爐，

室內傢具包括茶几、桌布、躺椅、單人扶手椅，都是實物，演員身上的西服、洋裝、髮髻

也呈現十九世紀法國人士的樣貌。不過，令人疑惑的是，若將這兩張劇照彼此對照，卻可

發現，背幕上的火爐造型並不相同。《春柳》雜誌上的火爐上緣線條較為模糊粗糙，中間

有Ω狀的造型裝飾；張偉所稱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尋獲的劇照上，火爐週邊線條較為銳

利，上緣沒有Ω型裝飾，卻放置著三隻花瓶。若是看得更仔細些，兩張照片上所繪製的火

焰形狀也有差異。如何解釋這兩張劇照上的差異，恐怕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

�1  關於「第六場」的劇照，以往常見到的是左半邊的傻伯爵（戴高帽者）和亞猛之父，如今已可見到完整
版；可參見徐志敏�00�；以及上海圖書館：104，圖�-1-4。

��  中村忠行推測，《春柳》雜誌第三期刊登的劇照，應該來自春柳社演出《黑奴籲天錄》時贈送給前三百
名觀眾的明信片。（1�56：�6）依據照片下圖說「茶花女匏止坪訣別之場　春柳社演劇紀念品」，此說
可信度極高。兩張照片有所出入的可能性之一是，這兩張照片之一只是排練照。若真是如此，足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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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記東京留學界演劇助賑事〉這篇文章，我們足以更清楚地掌握當日春柳社演

出的內容。若是對照《時報》�月1�日的讀者投書上的劇情簡介，可以看到，「終以身殉

亞猛，時人咸以義烈稱之」（詳前文）一段，其實並未被演出來，應只停留在文字上的說

明。換句話說，歐陽予倩的兩種說法，以〈回憶春柳〉中的解釋為真，而並非如黃愛華所

言，「包括亞猛的父親訪問茶花女和茶花女臨終兩場。」（�001：40）

進一步觀察這份場序，我們可以更加瞭解春柳社《茶花女》編排上的藝術手法。這段

《匏止坪訣別之場》，起於靜謚的「家居」生活，終於情緒高漲的激烈對白，成功製造了

一段逐漸攀升的戲劇高潮，並結束在最高點上。當馬克「慨然自誓，斷絕亞猛」的時候，

也就意味著開場時那份寧靜自得的情狀，就像亞猛出門一樣地「一去不返」了。「第二

場」出現的「乞兒」，看來是與主情節無涉的插科打諢，卻與作品內部有著緊密關聯。乞

兒上場，代表著一股外力入侵，打破了先前「滿室寂然」的狀態，以一種小干擾預示了茶

花女和亞猛的生活將面臨的大破壞，後者隨著亞猛之父的上場加以落實。如前所示，當天

舞臺上串連乞兒和亞猛之父這兩個看似毫無關聯人物的方法很簡單—他們是由同一位演

員（曾孝谷）所扮演。於是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春柳社要「發明」乞兒這位小說中本不

存在的人物，而乞兒所造成的戲劇效果，也就讓人覺得「不得不如此點綴」了。至於另外

一位小說中未出現在匏止坪的「傻伯爵」，他的出現也負擔了兩種功能，一是在高潮主戲

前起到緩和的作用，一是為了幫曾孝谷爭取幕後改扮的時間。一位可以「助人興會」的喜

劇人物，無疑是同時達到這兩種功能的最佳選擇。

綜合上述，1�0�年�月11日春柳社在「救濟音樂會」上初試啼聲演出的《茶花女》（

或稱《匏止坪訣別之場》），實在是一齣構思嚴密、結構完整的獨幕佳作。

三、演出素材的問題

1�0�年�月�0日《時報》上的文章，增進了我們對於春柳社首次演出的認知，卻仍無

法回答我們對《茶花女》演出尚存在的其它問題，最主要的，便是春柳社員創作素材的來

源問題。

小仲馬的原著小說La Dame aux Camélias分為��章，透過敘事者在某個拍賣會場購

得一本《曼儂．雷絲考》（Manon Lescaut），以倒敘和插敘的方式描寫亞猛和馬克的故

事—拍賣會上出售的正是馬克的遺物，而那本《曼儂．雷絲考》更是生前得自亞猛的禮

春柳社工作態度的嚴謹，但此點目前只能停留在猜測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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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小說出版於1�4�年，非常受到歡迎，隨即被作者自己改編成劇本， 
��

因為政府檢查制

度的關係，一直等到1�5�年才得以在巴黎首演。劇本《茶花女》跟小說最大的不同，是改

用順敘的方式鋪陳故事。以春柳社演出的「匏止坪訣別之場」來說，小說中一直要到最後

兩章，作者才讓讀者看到茶花女臨終前寫給亞猛的信件，說明當初杜瓦先生來訪，以及自

己如何答應離開亞猛的經過；在劇本裡，這段拜訪的過程則直接按時間順序演出，屬於第

三幕第四場。

1���年，林紓和王壽昌自行出版了兩人合作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素隱書屋出版，

昌言報館代印），這本書在引起熱烈迴響後迅速多次再版。 
�4

《遺事》以小仲馬的小說為

本，從書中「馬克」、「亞猛」、「配唐」（Prudence）、「匏止坪」等譯名跟春柳社演

出相同的情況，可以得知，春柳社員最直接的參考資料，應當來自當年這本紅遍大江南

北，「斷盡支那蕩子腸」（嚴復語）的漢譯小說。在故事結構上，《遺事》幾乎完全忠於

小仲馬的原著。在小說末尾對「匏止坪訣別」的陳述部份，也只是把馬克寫給亞猛的「書

信」換成了「日記」。（小仲馬：��-100） 
�5

但如前文所述，春柳社《茶花女》的演出內

容，真正算得上貼近《巴黎茶花女遺事》或小仲馬的小說和劇本的，也只有「第七場」馬

克和亞猛之父的對手戲部分而已。

除了林譯小說，另外最有可能影響春柳社《茶花女》創作的，便是日本當時興盛的

「新派劇」（Shinpa或Shimpa）。如果我們要對春柳社的藝術創作能力有更準確的認識，

就要盡量釐清他們的作品受到新派劇影響的層面，之後所「篩」出來的，將更加接近我們

要尋求的答案。

黃愛華書中對這方面提出過兩個看法：「他們在不久前剛剛看過日本新派劇名優河合

武雄、伊井容峰主演的《椿姬》，那優美的舞臺形象、生動感人的場面還記憶猶新。」（

�001：�6-��）這段說法因為沒有提供資料來源，不知能否驗證。 
�6

在進一步分析春柳社與

改編歐洲浪漫派的新派劇之關係時，黃提出：

早在�884年（明治十七年），《茶花女》（日本譯名《椿姬》）就被介紹

��  黃愛華說是「三幕話劇」，（1��）但小仲馬的劇本實際上遵從當時法國戲劇通行的五幕體例。但確實
有另外一個很受歡迎的三幕《茶花女》，也就是威爾第（Giuseppe Verdi）譜曲的歌劇La Traviata，該劇
由皮亞衛（Francesco M. Piave）負責撰寫腳本（libretto），1�5�年（話劇《茶花女》在巴黎首演的第二
年）首演於威尼斯。

�4  關於《巴黎茶花女遺事》的版本整理，可參見樽本照雄：15-16，不過這份目錄卻把小仲馬的原著小說名
稱寫成「LA DAME AUX CAMELISA」。另可見阿英，〈關於《巴黎茶花女遺事》〉，《阿英文集》。
香港：三聯書店（1���：�44-�50）。根據阿英的研究，從1���到1�0�年就有三種刊本流傳，之後再有通
行翻印本。

�5 詳原作小說第�5章。林譯按照原著，在日記中重錄寫給亞猛的懺悔之書。
�6  黃愛華在其新作中寫道：「春柳社當時選擇該劇時是否受到過日本新派劇舞臺的啟發，由於沒有直接的
資料可證明，我們難以下定論。」（�006：5�）似乎是推翻了舊作中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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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曾經多次被翻譯、改編，在日本人中已經相當膾炙人口。�903

年（明治三十六年）6月，《茶花女》被搬上日本新派劇舞臺，當時取名

《遺物之手帳》，由長田秋濤譯編。據說是由於曾跟隨川上音二郎漫遊歐

洲的中村仲吉在法國看了《茶花女》演出後不能忘懷，而請長田秋濤譯

編的。該劇由中村仲吉主演，6月中旬演於東京真砂館，當時報刊曾作報

導。（200�：�23-�24；2006：56-57）�
27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有一本明治三十六年五月（1�0�年�月）發行，長田秋濤（長田忠

一）譯著的《椿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經過查閱，這是一本對小仲馬《茶花女》小

說的原著翻譯。長田秋濤是否另外著有劇本呢？或者中村仲吉是拿長田秋濤的小說加以改

編為戲劇？黃引用的已是二十多年前的資料，這段時間裡，學界對中村仲吉的演出是否有

更清楚的認識？

1�0�年的時候，李叔同和曾孝谷都尚未抵達日本，自然，春柳社也有可能直接參考長

田秋濤的文本，而並未看過演出。吉田登志子考證說，在1�0�年�月�日的《人民新聞》和

1�0�年�月11日的《國民新聞》兩份報紙上關於「中國人慈善演藝會」的報導中，都寫著

「上演長田秋濤氏所作的茶花女。」（1�1）他更言明，長田秋濤既譯了小說，也譯了劇

本。（1��）瀨戸宏曾經表示，春柳社演出時確實存在《茶花女》（即《椿姬》）劇本的

日譯本，只是流傳不廣，中國留學生應該看不到。 
��

不知此譯本是否就是長田秋濤所譯？傳

播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

黃愛華曾經寫道：「從『匏止坪訣別之場』名稱來看，明顯地帶有日本通常慣用的

命名風格，很可能該幕就是從新派劇《椿姬》中截取來的。而且，他們在排演時曾請藤澤

淺二郎指導，而藤澤淺二郎是熟悉新派劇《椿姬》的舞臺形式的。」（1�4）只從劇名風

格，畢竟還是難以界定新派劇《椿姬》和春柳社《茶花女》的關聯，不過藤澤淺二郎確實

是條值得深究的線索，當年的日文報刊也記著「名優藤澤淺次郎為顧問」。（吉田登志

子：1��）我們的疑問是：究竟藤澤所「熟悉」的新派劇《椿姬》是何模樣？伊藤茂更指

出，李叔同等人「和藤澤接觸的必然性很小⋯⋯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們會請教於藤澤，為什

麼藤澤又會接受。」（64）

瀨戸宏對此一問題所提出來的推論是：新派依照松居松葉（即松居松翁）的改編所上

演的《椿姬》，已是明治44年（按：1�11年）間事，考慮到隨即上演的《黑奴籲天錄》亦

�� 根據黃的註解，這段資料出自松本伸子的《明治演劇論史》（日本演劇出版社1��0年出版）第���頁。
��  瀨戸教授的發言場合是�00�年�月�至4日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所舉辦的「春柳社百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
會」，此處根據�月�日的現場錄音。特別感謝出席該會議的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候選人石婉舜小
姐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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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春柳社員自行改編，春柳社的《茶花女》上演劇本很可能是由社員自小說中揀選與小

仲馬戲劇第三幕相當的部分進行改編而成。（�005：40）

「匏止坪訣別之場」究竟是春柳社員依照林譯小說改編？還是日譯小說或劇本改編？

過程中是否受到新派劇的演出影響？不論是作為中國話劇起源的標誌，或是作為中日文化

交流的課題，在我們重新檢視了《時報》上的資料之後，以上種種問題都更值得專家深入

探究。

四、對演出的報導及相關評論

除了重新發掘的《時報》文章以外，目前我們見到對春柳社《茶花女》較早的報導

來自於《寰球中國學生報》（World’s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該報由1�05年在上海成

立的「寰球中國學生會」（World’s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發行，主旨在於連結世

界各地日益增多的中國留學生，特別是幫助本地學生出洋、留學生回國、中外學術交流⋯

⋯等等聯繫事宜，並於1�06年6月起開始發行專屬刊物。 
��

涉及春柳社《茶花女》演出的報

導，刊登在第一年第四期的《寰球中國學生報》上，發行時間是1�0�年�月。在當期中文

部份的〈學務摘要〉裡，刊有「日本留學近聞」一則，其中一段記載：

此次東洋留學生所演江淮救濟音樂會，極稱一時之盛，但限於地勢過小，

未能多售入場券，厥後特別捐賑，又復不少。刻下尚未收齊，聞已將近

二千元。其 日內彙齊，寄滬轉運災區。（6�）

這段報導使我們知道，一千五百座位的演出場地依然「過小」，使得票款收入受限，

但這次演出卻成功傳遞了江淮災區亟需賑助的訊息，使得演出後又募得了不少「特別捐

賑」。

從吉田登志子對當時日文報刊的研究中亦可見到，日本基督教青年會的機關報《開

拓者》（The Pioneer） 
�0

在1�0�年�月發行的第二卷第三號上，報導了中國留學生的助賑演

出，報導內容實可與《寰球中國學生報》相互參照：

中國青年會為救濟湖南江蘇地方的饑饉，於2月��日在青年會館舉行了音

�� 關於「寰球中國學生會」的介紹，可參考胡懷琛（�5）；或林亞弢（5-11）。
�0 這份刊物的英文刊名得自Anderson 1�6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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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會，盛況非常，約得二千日圓的純利益。（�22）

這則報導使我們得知，「二千元」的幣值單位是當時的日圓。根據吉田登志子在1���

年的換算，這筆金額約莫等於五百萬日圓。（1��）

整體來說，春柳社在1�0�年�月11日的「掛牌首演」並未像三個多月後在「本鄉座」

開演的《黑奴籲天錄》那樣引起廣泛的評論和報導。自然，兩場演出的規模也不可相提並

論。（中村忠行1�56：�5-��）但目前為止，除了歐陽予倩之外，我們仍有兩則針對《茶

花女》演出的觀後感可以參考：一是前述1�0�年�月�0日《時報》上的文章，該文的評論

可參見附錄二；另外，就是中國話劇早期的健將之一徐半梅，恰好也在當日欣賞了春柳社

的《茶花女》。徐表示，「其時筆者早已畢業歸國，恰好送我的未婚妻去留學，所以第二

次東渡，適逢其會」（1�5�：1�）徐對李叔同的表演，也留下一小段記述：

李君特地剃去了他的小鬍鬚，自己扮演主角茶花女，他又製了好幾身很美

麗的女西裝。（�945：24）

從前文對演出內容的研究看來，茶花女馬克從頭到尾並未下場，也沒有換裝的必要。

若徐的記載屬實，李叔同似乎「藉機」製作了「好幾身」女西裝。不論如何，李對表演的

投入和認真是無庸置疑的。今天我們可以見到一幅李叔同著洋裝扮茶花女的相片，根據照

片的背景和徐半梅的記述看來，照片內容即便是李叔同的馬克扮相，也應該與春柳社《茶

花女》的關係不大，推測是排練期間或事後另行拍攝而成。

談到對當日演出的整體評價，徐半梅的態度有所保留：「如果批評這一次演劇的成

績，卻不見得十分完美。不過可以說這一句：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演的話劇。雖不能說好，

比國內以往的素人演劇，總能夠說是像樣的了。」（1�45：�4）十多年後，他也並未改變

自己對春柳社《茶花女》的評價：「這次破天荒的中國話劇，成績當然不能苛責⋯⋯」（

1�5�：1�）歐陽予倩對當天穿著粉紅色洋裝的李叔同所留下的印象，也不甚好：「就茶花

女而言，他的扮相並不好，他的聲音也不甚美，表情動作也難免生硬些。」（1���：10）

後面這段評論跟藤澤淺二郎對李叔同的意見恰好相反。在春柳社二度公演《黑奴籲天錄》

時，藤澤告訴記者：「李先生的戲演得好，猶如茶花女再現，像他那樣的柔軟是很難做到

的。」（吉田登志子：1��）李叔同在《黑奴籲天錄》中飾演愛密柳（Emily Shelby），跟

馬克一樣是洋裝女性角色。或許，藤澤對李的扮相獨具慧眼吧！不過，當時日文報刊的確

對李叔同讚譽有加，甚至說他「扮演的瑪格麗特優美婉麗，使東京觀眾大為轟動」（吳可

為：��）。

藤澤和日文報刊都給了春柳社一致的好評，與前述徐半梅和歐陽予倩的態度有著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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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差。徐半梅的回憶錄是日後追想的形式，除了有記憶失準之處（如將演出一幕說成二

幕），更融入了幾十年後的藝術水化史觀， 
�1

以今視昔，難免受到「後見之明」的左右。歐

陽予倩的評論同樣也是二十多年後的記述，更帶有強烈的比較心態， 
��

我們自應有所保留。

相較之下，與春柳社演出處於同一時空氛圍中的日本記者和新派演劇專家，應當更能根據

春柳社《茶花女》本身的藝術形式與企圖加以評論。 
��

至於另外一位要角曾孝谷，倒是得到了歐陽予倩和藤澤的一致稱贊。（參考資料同前

段論及李叔同處）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的是，松居松翁對《茶花女》演出的評論。這段文字來自1���年孟

憶菊在《小說時報》第十五卷第五期上的投書，之後不斷被人輾轉引用（例如林子青1�44

：�0-�1；沙新：1��-1��；歐陽予倩1��5：1�；林子青1���：��；黃愛華�001：4�），影

響不小：

中國的俳優，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當他在日本時，雖僅僅是一位

留學生，但他所組織的春陽社劇團在有樂座上演《椿姬》一劇，實在非常

的好。不，與其說這個劇團好，寧可說就是這位飾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的

好。

他們那腳本的翻譯，是很純粹的，化妝雖簡單一些，卻完全是根據西洋風

俗的；當然和普通的改成日本風的有些不同。會話的中國語，又和法語有

相像的地方，因此，愈加使人感得痛快。尤其是李君的優美婉麗，決非日

本的俳優所能比擬。

我當時看過以後，頓時又回到孟瑪德小劇場所見裘菲列所表演的樁姬，不

覺感得十分地興奮，竟跑到後臺去和李君握手為禮了。

在廣為研究者參考、援引的《弘一大師年譜》、《弘一大師新譜》裡頭，孟憶菊所

寫的「春陽社」被改成了「春柳社」，「有樂座」也被改為「樂座」。後者或許是一時不

察，但前者的修改卻令人好生不解。「春陽社」是中國早期話劇另外一個著名團體的名

稱，林子青似乎認為松居松翁只是單純的口誤，就不假思索地「代為修正」。（參考吉田

登志子：1�5-1�6）但是，如同黃愛華所言，松居松翁當時跟市川左團次在歐洲巡演，不

�1  例如他在四○年代發表的〈中國話劇誕生史話〉中，就把「話劇」的發展分為「胚胎期」、「哺乳
期」、「搖籃期」⋯⋯等等。（1�45）

�� 歐陽予倩寫道：「倘若叫我去演那女角，必然不會輸給那位李先生。」（1���：10）
��  與「新派劇」相較，春柳社的《茶花女》更貼近當時日本講究西洋寫實風格的「正劇」，而後者同樣也
是藤澤淺二郎所熟知的。（伊藤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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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看到春柳社的演出。黃未能解答這點疑惑，只說松居松翁「可能是中途曾回國，剛好

被他碰上了」。（�001：44）

事實上，吉田登志子早已提出另外一種解答。簡言之，他認為松居松翁看到的《茶

花女》並非是春柳社的演出，而是後來其他中國留日學生的版本，這些學生跟田漢同時

間在日本留學，田也看過他們的演出，於是當松居松翁在上海遇到田漢，並提起中國學

生的《茶花女》一劇時，席間的交談造成他的誤會，以為所見到的表演者就是李叔同。（

1�6-1��）若此言屬實，那位受到松居松翁讚譽有加的演員究竟是誰，仍有待考察。

五、春柳劇場在中國演出的《茶花女》

春柳社的《茶花女》，並不是只有東京「救濟音樂會」上那一場而已。當春柳社員

逐漸回到中國之後，其中許多人都投入了職業戲劇的生涯，只不過，1�0�年�月11日那天

參與演出的李叔同、曾孝谷、唐肯、孫宗文等重要人員，都不包括在內。1�1�年陸鏡若成

立的「新劇同志會」延續了「春柳派」的藝術精神，刻苦經營了一段時間，演出不少他們

當初在日本演過的劇目。1�14年4月15日，新劇同志會成員移到上海大馬路外灘的「謀得

利」小劇場，以「春柳劇場」的名義繼續演出。（瀨戸宏1���a：11�-114）

根據瀨戸宏考察《申報》的結果，春柳劇場在中國至少演過五次「茶花女」：

一，1�14年5月��日夜場，《巴黎茶花女》（與喜劇《誰先死》 
�4

聯演）

二，1�14年6月1�日夜場，著名新劇《巴黎茶花女》

三，1�14年�月1�日，《巴黎茶花女》

四，1�14年�月10日夜場，《巴黎茶花女》

五，1�14年11月�0日夜場，著名劇《茶花女》（1���a；1���b）

在第一次演出的廣告中，刊出下列詞句：

《茶花女遺事》為法蘭西著名小說家小仲馬傑作，冷紅生重譯，十餘年來

有口皆碑，毋庸贅述。各家所演《新茶花》唐突原書，殊非淺鮮。本劇場

特將原書排演，以鏡若飾亞猛，予倩飾馬克，璧合珠聯，堪稱新劇界之奇

�4 本劇作者是徐半梅，即卓呆。（朱雙雲：本紀�）徐是當時重要的喜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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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988a：��7）�
35

在第三次演出的廣告中，刊出下列詞句：

海上演「茶花女」者夥矣！顧剽竊美名，蔑棄實事，不值識者一哂。本劇

場根 原書二次排演，辱荷　各界稱許⋯⋯（�988b：209）

《新茶花》是當時上海「新舞臺」紅極一時的連臺本戲，一演再演，過程中不斷加

料重編，甚至到了「去題遠甚」（朱雙雲：軼聞1-�）的地步，同時上海劇壇還出現了以

《雙茶花》為名的演出。 
�6

在這樣的背景下，春柳劇場的廣告詞讀來，頗有「撥亂反正」的

味道。至少，他們標榜的是依據林紓（即冷紅生）小說所編演的內容。

1�1�年，鄭正秋、張冥飛所編的《新劇考證百出》裡，對於《巴黎茶花女》的說明如

下：

茶花女默鳳，淪落煙花，秉性奇傲，以女友佩棠之先容，識彭亞猛。定情

之後，真有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之慨。既因細故，亞猛不察

默鳳苦衷，妄思離異，默鳳踵門謝罪，彼此釋然。因僦居鄉村，樂共朝

夕。詎料亞猛父聞其子狎邪，多方告誡，並諷默鳳絕亞猛以全其令名。默

鳳然之。厥後亞猛竟以默鳳為淫娃，當筵辱之。默鳳恚甚，罹疾而死。亞

猛得其遺言，大悔，力為遷葬。（董健：5�）

戲的編者是歐陽予倩，共分為八幕。 
��

這裡描述的情節綱要幾乎完全照著小說走，並且

首尾完整。從這方面來說，十分符合廣告中標榜要回歸原著的作法，只是1�14年5月��日

的《申報》廣告中，女主角的名字仍然是「馬克」，到了1�1�年，卻變成了「默鳳」，不

知其中緣由為何。關於「春柳劇場」的《茶花女遺事》演出，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從下面這

則觀後感得知一些蛛絲馬跡：

�5 原文未含新式標點。
�6  關於《新茶花》、《續新茶花》、《雙茶花》等劇作進一步的討論，可參見李孝悌：16�-16�，但新舞臺
首演《新茶花》日期應為1�0�年6月1�日，而非李文所稱的1�10年4月（16�）；以及蔡祝青（�00�），
〈譯作的來生：試論《巴黎茶花女遺事》在中國之流傳〉，《「『翻譯：東亞與西方』國際青年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國立交
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主辦，�00�年1�月�-5日。）

��  歐陽予倩兩次都說當年春柳社《茶花女》演的是「第三幕」。「匏止坪訣別之場」確實屬於小仲馬原著
劇本的第三幕，根據我們掌握的資料，這個五幕劇本一直到1��6年才有劉半農的中譯本出版，並有過演
出。（Eberstein：�60；劉復1��4：���-��0；劉半農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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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鏡若扮亞猛，固是當行出色。予倩扮默鳳（即茶花女馬克）亦不弱。

是劇即予倩所編，宜乎能體貼入微也。第七幕為西探巡補敗人清興，默鳳

臨終時，致少精采。第八幕司墓者說白清楚，補出多少關節，使觀者洞悉

劇情。亞猛表情處，亦與原書吻合，惟既云弔墓，不當但置一棺，棺上更

不宜綑好繩索，放好木棍。蓋司墓者與仲馬交談時，明明說是墳墓，明明

說是墓上有花，則彼時尚未掘出可知。然此非演者之過也。（白蘋�9�5）

根據白蘋的說法，他會去看戲的原因是：「向讀林譯《茶花女遺事》，擬編為劇本，

後聞春柳社已編成開演，特往觀之。」（出處同前）從他的評論我們看得出來，他對林譯

《茶花女遺事》的細節都十分熟悉，也以此來要求他所看到的戲劇演出。對此，春柳同仁

似乎無法表示什麼，因為他們自己打的廣告就是「特將原書排演」。不過，「春柳社」愈

是回歸原著，似乎也表示距離當年那場助賑演出所展現的創意愈遠。也是在1�1�年，自號

「春柳舊主」的李濤痕在〈春柳社之過去譚〉中說：「⋯⋯是年仲冬，江省水災，留學東

子假青年會館演藝以募捐，是慈善會之性質。春柳社亦演《茶花女》（非現在京滬所演之

《茶花女》、《新茶花》等）一幕⋯⋯一時別開生面⋯⋯」（《春柳雜誌》第二期）因著

人員改換、時空變遷，1�0�年�月11日在東京演出的《匏止坪訣別之場》獨幕劇，在差不

多十年的時間裡，已經成為絕響，而春柳社員在上海重排的版本，也並未受到社會重視。

歐陽予倩在回憶錄中提及，有一次他在謀得利演出《茶花女》的時候，因為天雨， 
��

劇場裡

只來了三位觀眾。（1��0a：45）由此可見，不管春柳劇場在報紙廣告上如何力抗其它版

本的「茶花女」，他們在票房上遠遠不是「新舞臺」《新茶花》的對手，甚至在「文明

戲」的同行裡頭，也無法與「新民社」、「民鳴社」等匹敵。 
��

結語

�00�年�月�日至4日，日本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舉辦了「春柳社百年紀念國際學術

研討會」。從會中發言可知，春柳社《茶花女》演出的實際內容，依然是困擾學者們的問

題。歐陽予倩的前後兩種說法，以及他所留下的回憶錄，依然只被選擇性地接受，而未充

分受到客觀資料的佐證。

��  當時似乎只要天氣不好，劇場的票房就會受到影響，朱雙雲的《新劇史·春秋》記載了好幾則這樣的例
子，估計應該是道路泥濘，行路不便的關係。

�� 相關討論可參見瀨戸宏�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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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前，中村忠行在研究中發現，「李[濤痕]和歐陽[予倩]兩人⋯⋯不可避免會

因為記憶上的誤差而導致一些記述與事實不相符合。但是其他的著作則直接沿用回憶錄而

沒有對其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所以常常沿襲了前人的錯誤，令筆者常興望蜀之嘆。」（

�004：��）我們在考察《茶花女》的過程中，很能感受到這位日本前輩的嘆息。以1�0�年

�月�0日《時報》上的投書為例，那實在只是一則與學界「失之交臂」的資料。又以�004

年該文中譯稿為例，在這篇批評「直接沿用回憶錄而沒有對其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以

致「沿襲了前人的錯誤」的文章裡所出現的若干錯誤，只有顯得更加突兀。此外，對後輩

學生來說，若是無法在學者研究成果中得知重要資料的來源，實難以針對相關問題續作深

入考察，這種情況在中國學者的文章中尤其明顯。

中國自晚清至民國期間，報章雜誌的出版量之大，大報小報眾聲喧嘩，對於後人，

已經構成一片亟待開發的寶庫，近年各方學界陸續投身期間，正是看到了此間研究的重要

性。此時此刻，在政治意識形態逐漸淡出學界，話劇史面臨全面改寫的狀態下，正是需要

多加投入報刊研究的時候。這篇論文藉由《時報》、《寰球中國學生報》等刊物的報導，

試圖「重返現場」，不過是反應晚近研究風氣的一小步。

更重要地，對於劇場史的研究，我們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一場已經逝去的演出

？1�0�年�月11日春柳社的演出距今已過了一個世紀，直到今天，藉由《時報》上的兩篇

文章，我們總算可以對這「中國人第一次演的話劇」（半梅語）有較完整的認識。根據本

文的研究結果，即使以「歷史復演」的方式重排當年演出的《匏止坪訣別之場》，只怕也

已不是太困難的事情。本文以開中國話劇先河的《茶花女》作為實驗對象，將相關材料仔

細對照判讀之後，發現此中頗有引用訛誤之處，同時也發現，尚有許多此刻未能解決的疑

點，只能靜待更多史料的發掘之後才得澄清，顯示研究者可以努力的地方依舊不少。

西潮加東風的吹擊下，中國早期話劇（從上海的學生演劇、東京的春柳社到商業爭

競的文明戲）充滿了「跨文化」（intercultural）和「文化混血」（cultural hybridity）的色

彩，社會動力十足，但也正是這些不單純的因素，造成今天研究者的困難。這篇文章尚無

法回答的問題，很大一部分也來自於此。解決之道，也只有用跨文化、跨學科的方法來應

付，加強各方的合作與交流。關於這點，瀨戸宏已在�00�年觸及（��-��），本文採用聯

合撰稿的研究方式，亦是一聲小小的呼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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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留日救濟音樂會次序*

一王治昌演說開會詞；二王志超君洋琴獨奏；三許世英君中國月琴獨奏；

四橫笛崑曲：包季常、汪味根兩君合奏；五林君洋琴獨奏；六謝余二女士

合唱西歌；七趙氏三女史合唱；八楊熙少君演說；九辛漢君演說；十春柳

社員演新派戲劇茶花女一幕；十一西人某小姐洋琴獨奏；十二西人白小姐

手琴唱歌；十三白小姐又與林君合唱；十四日本電氣會社演活動大寫真。

茶花女一齣，為學界組織，頗具文明程度，其齣中串插如下：

新派演藝茶花女一幕

匏止坪訣別之場

巴黎某伯爵深春[眷]名妓馬克，然馬克所屬意實在亞猛，嗣亞之父為保己

之家產名譽計，密詣馬克，許勉以大義，使絕其子，馬慨然從命，乃與某

伯爵佯為戀愛，而終以身殉亞猛，時人咸以義烈稱之。

扮裝人名

       
*  原文刊於光緒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禮拜二（1�0�年�月1�日）《時報》第三版，無新式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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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　息霜；配唐　菊迺；亞猛之父　存吳；小使　可盦；亞猛　企林；

御者　无公；傻伯爵　志申；乞兒　存吳

【附錄二】

記東京留學界演劇助賑事**

敬啟者：陽曆二月十一日，日本東京留學界因祖國江北水災，特開救濟慈

善音樂會，醵資助賑。其中有春柳社社員數人，節取《茶花女》事實，仿

西法組織新劇，登臺扮演，戲名曰《匏止坪訣別之場》。其始描畫亞猛接

父書，不忍捨馬克而之巴黎，經馬克責以大義，配唐從旁敦促，乃悽然而

去。瀕行之時，亞猛作無可如何之狀。馬克知其一去不返，而故示以鎮

靜，然其心中不可說之苦狀，仍時時流露於眉宇間，情形頗覺悽惋。亞猛

去後，傻伯爵即至（按小說中此時傻伯爵並未至匏止坪，戲中非插入此

節，便無以助人興會，且與小說之事亦并不相背）此時，馬克因惜別痛

飲，引起咳嗽，昏倒在床，伯爵惟與配唐相對閑話，旋即乘車而去。然後

亞猛之父乃至匏止坪面責馬克，鬢髮蒼白，怒容可怖，老境亦復可憐。馬

克答以與亞猛相交之歷史，神色如常，並取出入帳簿呈閱，老者恍然，知

馬克為非常女，始縷陳利害，並勉勵馬克絕交亞猛。其間彼此議論，針鋒

相對，各抒懷抱，悱惻動人，言至痛心之時，老者頻頻墮淚，以手巾掩

面，不能仰視。座客無不動容，且有多人幾欲泣下。最後馬克慨然自誓，

斷絕亞猛，老者驚喜過望，再三稱贊，乃與馬克握手，至此即下戲幕。當

其開幕之初，馬克方在靠几假寐，亞猛旁坐觀書，配唐背坐，閒作活計，

滿室寂然，情景如畫。未幾，門外來一按風琴之乞兒，略奏風琴（按此乞

兒亦小說中所無，不過舞臺上場面不得不如此點綴）亞猛即出止之，待傻

伯爵來時，因於門外拾一手巾，即憨笑而入。（按：此手巾即馬克送亞猛

去後，痴立門外時所遺失。）從此向配唐遂引起出無限笑話。而亞猛之父

來時，在門外適又與伯爵相遇，一以盛怒，一以傻氣，彼此對碰，致將伯

爵頭上高帽、嘴裡雪茄，紛紛落地，滿座為之粲然。凡此三人之去來，各

有穿插，絕不雷同，舉動極為自然，若當時確有此種情形者。是日觀者約

二千人，歐、米及日本男女亦接踵而至。臺下拍掌之聲雷動。此誠學界中

       
**  原文刊於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初七日禮拜三（1�0�年�月�0日）《時報》第五版，無新式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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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之盛會，且亦吾輩向未經見之事也。數日後，僕鄰居素不相識之日本

人忽然過訪，詢余青年會館演劇者，皆屬何種團體？彼輩向於此道是如何

研究？中國演戲與此派同異若何？余告以彼輩皆留學生，不過為慈善事助

人興會，聞皆係初次登臺，向來如何研究卻不深知。問伊探此何為？始知

伊為新聞記者，據云：「當日座客中新聞記者約六七人，其中亦有一二人

曾於上海觀過中國演劇者，覺與此大異，此次諸君新派演劇，能非多年研

究，素有心得，斷不能如此動人，妝飾盛設，亦皆合宜；所歉然者，吾輩

僅能領略意趣，而以不通言語，致多隔膜。但聞貴國人時時拍掌，其言語

之佳妙，可想而知，吾輩欲以此事登報，亦以不解語言之故，難於評議，

或措詞失當，反嫌無謂，所以不得不一訪而審查之也。」甚矣！吾學界偶

有舉動，莫不在他人耳目之中。不意區區者，彼輩亦注意至此！（下略[

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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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讓我們再來一次：
訪理查．謝喜納談當代美國劇場和表演研究

時��間：2007年�0月25日

地��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院長辦公室

受訪者：理查．謝喜納（美國紐約大學鐵秀藝術學院表演研究所教授、

　　　　　　　　　　《戲劇評論》主編）

訪談者、中譯：鍾明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教授兼院長）

《戲劇學刊》第�期頁���-�44（民國��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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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Let’s Do That Again:
Richard Schechner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atres

An Interview by Mingder Chung *  
*

Q:  Let’s begin with the four kind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atres you specified on the 

Monday’s talk: Educational, Regional, Commercial, and Experimental?

A:  There are two things to know: One, I didn’t invent these four categories, but I don’t 

think anyone has tried to consider them in relationship to each other; two, when I discuss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 in New York, what I say is not based on careful research but on 

being the editor of The Drama Review (TDR), living in New York, and my own interests 

as a theatre director and performance scholar.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atre is a 

vast enterprise if you include theatres that go on in schools. Furthermore, I didn’t include 

community theatre which is amateur theatre performed mostly by adults. Let’s start with 

these two, the broadest categories with the most practitioners, the educational theatre and the 

community theatre. 

There is no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doesn’t have what we call a“little theatre 

group”or a“community theatre group.”This is not what Taiwan scholars call“Little 

Theatre”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American experimental theatre. The reason we Americans 

call it little theatre goes back to how Eugene O’Neill first got his plays put on stage. The 

Provincetown Playhouse was called a“little theatre”– and small theatres like that, mostly 

amateur but occasionally professional were part of what was called the“Little Theatre 

Movement.”Back then in the 1��0s, there must have been five or ten thousand of them. 

There probably are even more community theatres today. Thousands or even millions of 

people who are not in the theatre professionally or educationally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theatre either by going to plays or being in the plays. Little theatre groups are sponsored 

by clubs,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by community centers. The plays produced in the 

*  Th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at the Dean’s Office, School of Theatre ,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Oct. �5, 
�00�, with the recording assistance by Ms. Fang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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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theatre are absolutely safe for the community they’re in. They range from reruns 

of Broadway to comedies you may not even have heard of like George S. Kaufman and Moss 

Hart’s 1��� comedy, The man Who Came to Dinner  to American classics like Thornton 

Wilder’s 1��� Our Town. People join community theatres to enjoy the social contact they 

made through the theatre. The theatre as art is not important to them particularly, what’s 

important to them is the social contact. 

Then there is educational theatre. This begin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re are 

no schools that don’t do theatre, don’t put on plays. Theatre is something fundamental within 

American education, like music and visual arts. Granted, the arts aren’t nearly as important 

in schools as sports, but still the arts are widely practiced. Most theatr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extra-curricular.”That is, like the community theatre, it is practiced 

as the activity of a club or something extra that those students who want to participate in. It 

is not until college that theatre is part of the curriculum. This is not entirely true – there are 

specialty high schools, like New York’s High School of the Performing Arts and some other 

schools like that which offer theatre and arts training as part of the curriculum. But this is the 

exception, not the rule. And, as I just said, participation in theatre is never taking as seriously 

as sports. This is because sports can lead directly to professional activity even from a very 

young age. Theatre leads mostly to unemployment.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Theatre is Very Large and 
Complex

   Once we get on the college level, things change. There are probably 1500 good or decent 

colle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f them have departments of theatre and dance, either 

combined or separated. Rarely is music, dance, and theatre together. Music is created 

separately because music has a wide range of subgenres, from jazz to opera, and many 

different instruments requiring different kinds of instruction. Most theatre departments 

serve a double purpose. They produce a season of plays for the college community. This is 

needed because many colleges are not in large cities where there is access to professional 

performing arts. The college serves as a cultural center as well 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because colleges emphasize classical knowledge, the season of plays are more se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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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in the community theatre. At college, most seasons include a Greek or Shakespearean 

classic, a modern American and/or European classic, and a new or relatively new play. 

Famous playwrights such as Chekhov, Strindberg, or Ibsen and Americans such as Tennessee 

Williams, Arthur Miller, and Eugene O’Neill are joined by the new classics, Sam Shepard, 

David Mamet, or John Guare, Tony Kushner, Paula Vogel, or August Wilson. Many theatre 

programs will also do a new play taken either from known writers or from their own creative 

writing classes. These new plays may be part of a“studio season”as distinct from the“main 

stage season.”The difference is that on the main stage a play gets a full production in a large 

usually proscenium theatre. The studio theatre is usually a small black box theatre. Faculty 

usually direct on the main stage and students often direct in the black box. Originally, these 

black box theatres – built mostly in the 1��0s – were flexible spaces. But over time they 

have been frozen in an end-stage configuration, kind of like a proscenium theatre without the 

proscenium. Occasionally, faculty and people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ct on the college 

stage. But for the most part, the roles are kept for students. This makes for very uneven 

quality particularly when an 1� year old tries to do the Queen in Hamlet or the father in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There are many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heatre departments that attempt to offer professional 

training to a few and serve the overall community as well. Take for example Cornell 

University, where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nd where my daughter Sophia is currently a 

student. Cornell is in Ithaca, a small town about �50 miles from New York City. Ithaca is 

unusual in that it has two professional theatres as well as a community theatre. Cornell’s theatre 

department is a hybrid. It does some professional training for theatre majors. And any student 

can audition for its main stage season. The main stage season is not really about professional 

training. It’s about entertaining and educating the community and the academic audience. 

In the studio theatre more experimental work is done. In �001, I went to Cornell to direct an 

experimental production of Samuel Beckett’s Waiting for Godot. Normally, this would have 

been shown in the black box theatre. But because I was a name, my Godot was put on the 

main stage as part of its season.  

Of the 1500 educational theatres, there are probably about 150 that claim to do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ey advertise in Theatre Journal (a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Theatre in Higher 



停！讓我們再來一次：訪理查．謝喜納談當代美國劇場和表演研究 ���

Education) and the American Theatre (a publication of the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 an exponent of the professional regional theatre). For example the university of Iow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and San 

Diego,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the Yale Drama School), and of course 

New York University are some colleges offer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e quality of this 

training varies widely. Some of the schools focus on training as such while others integrate the 

theatre training into a broader curriculum. Most of this kind of training is professional in the 

sense that students major in theatre the same way as they might major in English or chemistry. 

A theatre major will take a lot of courses that will be practical training in acting, directing, or 

designer (scenic, costumes, lights). 

Most theatre majors will finally go on to other professions. Very few will earn their livelihood 

in theatre. This is the way it is at American colleges. Most students earning an English degree 

will not be professional writers. A lot of people go from theatre to law, for example, because 

law is a very performative profession and you can make good money in law. But some will 

enter the professional theatre. Most who choose this option will go on to graduate school 

in theatre. At this level, there are about �0 excellent programs nationally who do practical 

training and many more who do excellent scholarly training. Those who earn a PhD in theatre 

–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each year – go into college teaching for the most part.  

At present, there are five or six conservatories with national reputation for practical training: 

in New York there are Julliard, Columbia, and NYU. Outside of New York there are Yale, 

Carnegie-Mellon, Brown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I am probably overlooking some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Iowa, 

Washington, Michigan, and a few more. I have not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f which schools 

are excellent and which are not. Some programs are both excellent and very large. At the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where I teach in the Performance Studies department), there are 

more than 1400 undergraduates in the Drama Department. These students take practical 

training in a number of established New York City studios such as the Strasberg Studio, the 

Stella Adler Studio, Playwrights Horizons, and so on. NYU also has its own studios including 

the very well known Experimental Theatre Wing. NYU’s Drama program is an interesting 

hybrid. For two days a week, students take academic courses. They earn a BFA with a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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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component. This makes their parents happy. It is a fact that many of these highly 

trained young professionals will not get a job in the theatre, TV, or film industries. Tisch at 

NYU graduates around 150 to �00 students each year. But if a student does not succeed in 

theatre, she or he will have an academic degree that can be used to enter business or business 

school, or law school, or some other occupation or graduate school. Using this hybrid model 

has made NYU very successful in the market. There are many more applicants than places. 

On the other hand, at the graduate level, the Tisch NYU Graduate Acting Program accepts 

only twenty students per year. They get intense training and most of them find employment. 

At the graduate level in the Educational Theatre, you get excellent training for the ongoing 

theatre. It’s not training to“change”the theatres but to“get work”at theatres. Those actors 

usually get jobs and they work in regional theatres, on Broadway, in film or television. I work 

with several of these students, or former students from the graduate acting program: Frank 

Wood, Marissa Copeland, Constance Hoffman the costume designer and Chris Muller the 

set designer. Chris came to Taiwan to design the Oresteia for me. So I work with the actors 

and designers and have great respect for that program. Some of the students work both in 

experimental and commercial theatres. Like Frank Wood has been in the Broadway and film. 

He also worked with me in two recent productions. 

So that’s the Educational Theatre system. It’s very large and complex. Many schools advertise 

as if they are giving the best professional training – but that’s not exactly what is delivered. 

The universit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operates as part of a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Everybody is competing for the same top students. A college’s reputation depends on how 

good the students are. And a college’s very existence depends on attracting students. No 

students, no income, no college. It’s that brutally simple: capitalism pure and simple. So 

this means that most schools admit some lower level student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pay 

tuitions. Their families either have the money or they borrow it. The higher level students get 

scholarships. So it’s a very interesting mixed market. 

Even my department of Performance Studies works this way. Basically, Performance Studies 

is a money loser. We are a graduate student only department. We don’t have enough students 

to break even financially. Performance Studies is sustained from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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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most of the very large student body pays tuition. We call that kind of department“a 

cash cow”– an entity that is milked for its money. A lot of students in“cash cow”programs 

are excellent, but still the university demands these departments to earn more than they spend. 

So some lower-grade students get admitted. 

The Regional Theatre Has Its Own Interesting History

In the 1�50s, after WWII, there were very few professional theatres outside New York, maybe 

one or two in Chicago, one in Houston, Texas, and one in Los Angeles. W. MacNeil Lowry, 

the head of the Arts Program for Ford Foundation – which is the largest private found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n endowment of billions of dollars – decided that there should be 

professional theatres in every major city in the USA. Lowry thought the USA should be like 

Europe in that regard. He looked to Germany and France for models. In Germany, even small 

cities have a“stadt theater,”which means“city theatre”fully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theatre culture of Europe is still very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US in terms of number of 

professional theatres. So the Ford Foundation began a support program that lasted in its initial 

phase maybe ten to fifteen years, and continues to some degree to this day. Ford looked for

“partners”in various cities: Artists to run theatres, civic leaders who would put in at least a 

little money to fund these theatres. Soon enough there were excellent theatres in Minneapolis, 

Omaha, Dallas, New Orleans, San Francisco, Boston, Philadelphia, Washington, Seattle, and 

many other cities.  If you could raise some money, and attract established directors and actors, 

Ford would give you money.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theatres was the Guthrie Theatre in 

Minneapolis where Sir Tyrone Guthrie, a great British actor and director, came to establish a 

theatre in the“middle of nowhere.”And it worked. Minneapolis became a cultural center in 

the Upper Midwest of the USA. Not only the Guthrie Theatre, but the Walker Art Center, and 

several smaller experimental theatres flourished. The activity in Minneapolis (and neighboring 

St. Paul) remains strong to this day. An enormous amount of money was raised locally and 

matched by the Ford Foundation. Today the Guthrie runs on its own local fund-raising and 

grants from various foundations and from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the 1�60s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artly in response to what Lowry and Ford 

were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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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strong theatre is the Arena Stage of Washington DC, nation’s capital. This theatre 

was created by Zelda Fichandler who is now the head of acting program at my school, the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at NYU. And in Houston there was Nina Vance who started the Alley 

Theatre.  In its heyday there were maybe 100 or 150 of these theatres. By now only about �0 

or 40 of them still exist. And Ford has basically moved on to other things – world hunger, 

health, things like that. 

At the beginning, these resident theatres actually had real companies. Artists would sign 

up and work for at least one year. But some actors worked for three, four, or five years. It 

was very much like the European system. They became really good theatres although their 

repertories were always very conservative consisting of modern European classics, modern 

American classics, and one new play a year. Sometimes they had Studio Season and more 

than one new play a year or play read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a great effort to 

promote playwriting. The Eugene O’Neill Playwrights Center began in Connecticut headed 

by Lloyd Richards who was at one time the head of Yale Drama School and one time head 

of NYU graduate acting program. He is also the father of Thomas Richards, Grotowski’s 

designated successor and now the leader of the Workcenter of Jerzy Grotowski and Thomas 

Richards in Pontedera, Italy.

So these regional theatres sprang up all over the country during the 60s. They were well 

funded. They were permanent resident companies. But as time went on, things changed. The 

only way to insure a continuity of money was to develop subscription audiences. That is, the 

regional theatres had to sell season tickets, year after year, to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he 

theatres could depend neither on a nightly box office nor substantial government or private 

subsidy. In order to guarantee a large subscription audience, and to keep the budget under 

control, two things happened. First, the management becam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artistry. 

The General Manager, not the Artistic Director, became the key figure. And 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General Managers wanted“sure thing seasons.”They surveyed the 

existing audiences and catered to their tastes. Fewer and fewer theatres led their audiences 

or dared to be innovative for fear that subscribers would cancel or not renew the next year. 

Secondly, maintaining a permanent company was seen to be inefficient. If one had a limited 

number of actors of certain ages and certain abilities and specialties, the season had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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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t around them. But if one could audition from play to play the theatre at one and same 

time could offer more diverse fare over a season and reduce costs by making sure that some 

of the plays had small casts. Similarly for maintaining a permanent design staff. Finally, the 

only people who were really permanent were the business managers and a single artistic 

director who would be the artistic face of the company giving the illusion of a little Moscow 

Art Theatre: The business manager / producing director and the artistic director together 

determine the season’s fare. 

If today you are a young actor you sign with a regional theatre on a play to play basis. It is 

more usual to hire designers for a whole season. Or even have costumes and sets designed 

somewhere else and use email to send the designs to whomever is going to sew or build. 

There are no more companies, artistically speaking. To facilitate this, a new organization 

was founded by Lowry (who was very far-seeing, and he was not an artist): the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TCG), whose headquarters is in New York. The first director of TCG 

was Peter Zeisler who was the first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Guthrie Theatre and a whiz at 

building a large subscription audience. TCG is the soul of the regional theatre. TCG publishes 

the America Theatre  magazine. TCG also runs centralized auditions for many regional 

theatres and in other ways coordinates them. At the central auditions, artistic directors (and 

often general managers too) learn who the young talents are. You coordinate your season to 

your actors. At its annual meetings, TCG goes over the possibilities, problems, and systems 

of the regional theatre – everything from new writers to how to build a subscription audience. 

This audience is, of course, mostly middle class or richer. 

Over time, the regional theatres became by and large very conservative in terms of their 

repertories and their directing style. Because they depend their money on the middle clas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business people living in the suburbs they reflect the tastes of 

that class. There are some regional theatres that are more radical: a black based theatre in New 

York’s Harlem; a few Latino based theatres performing in Spanish; the Pan-Asian Repertory 

Theatre in New York. Yes, there are regional theatres even in New York city. These theatres 

are a little more adventurous because they cater to specific audiences. And there are enough of 

those people in New York to sustain a subscription audience. There are similarly“different”

regional theatres in various larger citi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re a littl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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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e normal“whitebread”regional theatre. But these kinds of theatre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Years ago, another kind of theatre existed in the niche between the regional theatre and 

experimental theatre. Developing in the 1�60s and 1��0s when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was 

very high were a number of political theatres. Theatres such as the San Francisco Mime 

Troupe, El Teatro Campesino, Peter Schumann’s Bread and Puppet Theatre, and The Free 

Southern Theatre in which I was involved. And many more. Some of these focused on 

issues of war and peace, opposing the War in Vietnam. Some focused on ques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or immigrant workers. Some were gay activists. Some called attention to the 

plague of AIDS that first ravaged the gay community, then the drug addicts, and is presently 

decimating poor black women. But very few of these theatres exist anymore. There is little or 

no government aid for them. The temper of the country is less politically radical than it was 

�0-40 years ago, many members of so-called“minorities”(blacks, Asians, Latinos) entered 

the middle class and more or less gave up on their impoverished sisters and brothers. 

 

Q:   The administrators decided what is to be put on stage, that is, the management rules over the 

artists. Taiwan is entering this stage now, after the 1��0s’ Little Theatre Movement and its 

aftermath in the 1��0s. But at the beginning the regional theatres were not like that?

A:  No, at the beginning there were visionary thinkers who were often both managers and artists. 

They didn’t let business cancel out art or social consciousness. Zelda Fichandler was the 

artistic director and her husband Tom was the business manager of Washington’s Arena Stage. 

Nina Vance of Houston’s Alley Theatre was both artistic director and general manager. In San 

Francisco, Herbert Blau and Jules Irving were partners with Blau running the art side, Irving 

the business side – but they saw eye-to-eye and developed a very important theatre, the Actors 

Workshop. Zeisler was the managing director and Guthrie was the artistic director but Zeisler 

took his marching orders from Guthrie. But over time the situation you described came into 

existence. When you have to raise a lot of money year after year, the money operation drives 

everything else. The bottom line, the piper and the tune. 

By the way, I should note that the regional theatres are not for-profit. They don’t 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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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they lose money. They are not-for-profit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They are specially 

incorpora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turn a profit for shareholders. Artistic 

organizations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re“not-for-profits.”Anyone donating money to 

them gets a tax deduction. But the business managers and boards of directors (local people) 

have to keep the losses in check. And each year not only do they have to sell subscriptions 

they have to get donations from local people, corporations, and foundations. You can tell what 

kind of theatre you are looking at by checking the email address or the internet address. If 

there is an“.org”in your email address you are a“not for profit organization.”Any money 

a not-for-profit earns over expenses has to go back into the business or be paid out as salary. 

Broadway theatres of course are different. They are businesses and want to make profits for 

investors. Although losing a lot of money can also be profitable, ironically, by claiming a“tax 

loss”on one’s income tax return. It’s very complex,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tax system.

The final authority of the regional theatres, of any not-for-profit, i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n these theatres, the board consists of local supporters of the theatre. Often board members 

are big donors. So the hierarchy goes: a board of directors, then the general managers, then 

the artistic directors, and then the actors, designers,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finally the 

caretakers – cleaners, janitors, etc. The actors and designers are pretty low in the power 

structure.

The Rise of American Experimental Theatre

The experimental theatre is another kind of theatre altogether. It has a long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haps beginning with the Provincetown Playhouse in 1�1�. When Eugene 

O’Neill as a young man met Mary Heaton Vorse and George Cram Cook, Susan Glaspell, 

and others, they started a little theatre to do“art plays.”O’Neill’s plays and Glaspell’s plays 

were regarded as highly experimental through the 1��0s. O’Neill especially was instrumental 

in shaping what the American experimental theatre became during its first phase. He started 

out writing realistic dramas. He was really good at it. But then he moved into the expressionist 

period writing American classics like The Hairy Ape, The Emperor Jones and The Great God 

Brown. Toward the end of his life, he went back to realism and wrote some really great works 

such as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and The Iceman Cometh. There were three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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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realism, middle experiments, and late mature realism show how big a span O’Neill 

covered. Once he was successful in Provincetown and at the Provincetown Playhouse in New 

York City, O’Neill moved to Broadway. In the 1��0s and 1��0s Broadway included not only 

commercial works, musical comedies and the like but some actually very important avant-

garde work. Not only O’Neill but later the ground-breaking work in the 1��0s of the Group 

Theatre. 

The Group was very influenced by the Moscow Art Theatre (MAT). And although 

Stanislavsky was not really a communist or an active supporter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1�, he was the Soviet Union’s most famous theatre artist; and the MAT wa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theatres. To many American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as very exciting and promising. In the 1��0s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had a vigorous 

leftist movement led by socialists and some communist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leftist 

activity in the US was widespread. But let’s go back about 10 years to the mid-1��0s. Afte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MAT became known throughout Europe and then America. 

Meyerhold – who was so important in the 1�60s and later – was not very much known in 

America at that time. The 1��0s-�0s were the decades of Stanislavsky. The MAT performed 

in New York in 1��4. Everyone was blown away by the MAT’s excellence, precision, and 

overall high artistic standards. American theatre people wanted to be more like the MAT. 

At the same time, some MAT actors – not liking what was happening in Russia/USSR, did 

not want to return to Moscow. They defected to the USA. Among those who stay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Maria Ouspenskaya, Michael Chekhov (the playwright’s nephew, an actor 

and later great acting teacher in Hollywood), and the most notable, Richard Boleslavsky. 

Ouspenskaya became a well known acting teacher in New York. In 1���, Boleslavsky started 

the American Laboratory Theatre (ALT). 

Among the students in the ALT were Lee Strasberg and Harold Clurman. 1��� was also the 

year of the stock market crash that brought on the Depression. With its economy in ruins 

the free market system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was rejected and the more progressive and 

socialist-leaning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was elected. (Ironically, though Roosevelt is 

America’s farthest Left president ever, he came from a wealthy aristocratic family; his uncle 

Theodore, was also an American President in the years just before World War On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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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at the Depression, Roosevelt drove through Congress a whole series of social reforms of 

a very radical kind including public works programs to promote employment,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National Recovery Act, a mixture of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In this context, the Group Theatre was both socialist leaning and modeled on the Moscow Art 

Theatre. Some members of the Group – Harold Clurman and Stella Adler -- went to Moscow 

to study briefly with Stanislavsky. Others such as Lee Strasberg who later founded the Actors 

Studio took Stanislavsky via Boleslavsky. So in several ways, the Group brought the work 

of Stanislavsky into full flower in the US. The Group was also leftist and radical politicall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Group advocated for progressive social policies. Clifford 

Odets’ plays – especially Waiting for Lefty, a play about labor unrest – were very radical. At 

the same time, others were doing radical theatre as well. There were“Living Newspapers”

that staged the day’s news as it happened. Film was merged with live theatre. Orson Welles, 

a boy genius, led African Americans in Harlem in a ground-breaking Macbeth. Later, in the 

1�40s and 50s, Kazan, a young member of the Group, staged the key works of Tennessee 

Williams and Arthur Miller before going to Hollywood to become a major film director. 

Kazan directed all the premieres of Tennessee Williams’ major plays. He directed Arthur 

Miller’s Death of Salesman. He came right out of the Group Theatre. The 1��0s along with 

the 1�60s were the two most progressive and exciting decades in American theatre history.  

The imprint of the Group is still very visible in the USA, even after more than �0 years. But 

the Group itself and much politically and artistically radical theatre of the 1��0s were killed 

by the anti-communist witch hunts of the US Congress. And then came World War Two – 

leftist radical theatre art did not fit the new situation.  

Then came the 60s. The 60s actually were percolating artistically and politically throughout 

the 1�50s. If you read an essay I wrote in 1�65 called“Exit Thirties, Enter Sixties,”you 

see that I attacked the Group Theatre and all those great theatre people. I was an angry young 

man and I wanted to make my mark. I wanted to strike a blow for my generation. I attacked 

Strasberg, Clurman, Kazan, and all for being old fashioned; for being devoted to a kind of 

social realism. I didn’t attack them for political reasons but for aesthetic reasons. I wrote a 

review of one of Clurman’s book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 severely hurt his feelings. I am 

truly sorry I attacked such a great theatre pers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mong 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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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eople who began to be very influenced by the Happenings, Alan Kaprow, John Cage, the 

Freedom Movement of American Blacks and social actions on the streets first for African 

American rights and later to oppose the Vietnam War. 

We saw in these activities that political actions could be performances. There was a dissolving 

of boundaries between music, dance and theatre; between street and stage; between real life 

and theatre. So much that is still current today took shape then, during the 1�60s. Cage said 

that everything you heard was music. Kaprow, who was Cage’s student, said Happenings were 

simple for real actions. One didn’t need a play script, a playwright, trained actors, or a theatre 

– one could make“performance”which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what theatre had 

been. These performances – first called Happenings or Events and now called Performance 

Art – could take place in“site-specific”venues, in galleries, apartments, garages, streets 

– anywhere – and not only or even mostly on stages. It was out of these experiences that I 

developed my theories of environmental theatre. Environmental theatre was both something 

new and a total deconstruction of the theatre space both physically and conceptually. And 

with this deconstruction came the need for a new kind of actor – a“performer”rather than 

an actor. At the same time, radical theatres like Schuman’s Bread and Puppet, the theatre of 

migrant farm workers in California, the El Teatro Campesino, and a theatre that appeared 

suddenly in the streets and then vanished, the San Francisco Mime Troupe, began to perform 

what the Mime Troupe’s founder Ronnie Davis called“guerrilla theatre.”What all these 

theatres were doing, me included, was actually going into the streets to agitate in a theatrical 

way. We were not doing theatre“about”social issues; we were directly confronting the 

people and the police about those issues. We were doing actions rather than represen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something that may appear to be contradictory but which actually is not 

appeared. I mean a new abstract or postmodern dance movement. The early work of Yvonne 

Rainer, for example, used very simple movements, movements drawn from everyday life 

(“democracy’s body,”scholar Sally Banes called it) but somehow simplified and abstracted. 

The roots of this dancing go back to the very beginnings of American modern dance in the 

1�10s – with Ruth St. Denis and her student Martha Graham who rose to prominence in the 

1��0s and continued for decades to be a very important figure. One of Graham’s students is 

Merce Cunningham, still active, the great choreographer and long-time life partner of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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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e. Meanwhile, on the West Coast, Anna Halprin – now in her �0s and still active – started 

the San Francisco Dancer’s Workshop, a hothouse of new activity with people such as Rainer, 

Simone Forti, and many others who helped shape postmodern dance in New York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All these things exploded on the scene from the late 50s and through the 

60s. In Europe, parallel things were happening. The infusion from Asia was also starting. 

After all, the USA became a Pacific Power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against Japan. But that is 

another story. 

Then the Government Struck Back in Several Ways

Then several things happened. In the late 60s, the government struck back. In France, in 

1�6�, police actually shot th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ational Guard killed four 

Kent State University students protesting the Vietnam War. There were student riots in 

Mexico City. The late 60s youth movement was a global phenomenon. In the USA, by the 

end of 60s, because of the Vietnam War, many young people thought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the enemy. And the government felt that youth was the enemy. Along with direct 

confrontation, a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taking place. Not the kind enacted by the followers 

of Mao Zedong, but something much more grassroots.“Grass”is appropriate because part 

of this Americ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volved widespread use of marijuana. One popular 

slogan was“sex, drugs, and rock-and-roll.”What this signaled was the conjunction of 

seeking new experiences, expanding consciousness by means of drugs (later this proved to 

be very destructive, but people did not know that then), a loosening of sexual taboos that 

cam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ective birth control pill, and new music introduced 

from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and popularized among the white youth first by Elvis Presley 

and then, more universally and with a greater cultural awareness by the Beatles. All of this 

liberatory activity really scared the more conservative forces within society. 

The government struck back in several ways. First of all, they physically struck back by 

bringing the police and the national guardian into the American streets. But they also struck 

back in another way. They made it economically difficult for artists to get support. They made 

it attractive for people to go into business. They changed the playing field. During the 1��0s 

and 1��0s, under the aegis of Richard Nixon and then Ronald Reagan, the groundwork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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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sm of the current epoch was established. Social programs were cut back. The free-

market ideas of Adam Smith were put into practice under a new name,“globalization.”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 led to a wholesale reconfiguration of world power. This 

is not the place to go into all that – except to note that it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rts. 

What happened was the experimentation retreated from social actions for the large part and 

went into the smaller venues and became art itself. Art for art’s sake in a certain way. And 

also, the actions shifted from streets to theory, back to the universities. The emergence of 

Performance Studies was in this way more radical than the theatre at the time. In Franc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French post-structuralism – the thoughts of Foucault, Derrida, Lacan, 

Deleuze and others were the result of the students being chased off the streets after 1�6�. 

To go back a little. Starting in the early 60s in The Drama Review (TDR, which I edited from 

1�6�-6� and again from 1��5-present), the work of Jerzy Grotowski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6�, Grotowski and Ryszard Cieslak conducted a four week workshop 

at NYU. I participated in that workshop and The Performance Group came out of that work 

(joined with work I had been doing earlier in New Orleans). Also coming from the Grotowski-

Cieslak was the Manhattan Project of Andre Gregory. Parallel to this, the Living Theatre – 

which had gone into exile in 1�64 – returned to the USA in 1�6� and caused an uproar with 

their very radical works: Paradise Now, Mysteries and Smaller Pieces, and Frankenstein. The 

Open Theatre, an earlier spin off of the Living, evolved strongly under the gifted vision of 

Joseph Chaikin. Many other experimental theatres were also in action. 

The impact of Grotowski was widespread –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performer training, 

deconstruction of classic texts (which I was doing on my own before meeting Grotowski), 

and environmental staging (also simultaneously discovered or re-discovered by me from the 

late 1�50s). Grotowski’s work, and mine, made stro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atre and ritual. 

Later my work with anthropologist Victor Turner advanced this work. Throughout the �0s and 

�0s, a very rich world of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s developed in dance, music, performance 

art, and theatre: Groups such as Mabou Mines and the Wooster Group (a spinoff of The 

Performance Group). And individual artists like Robert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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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60s and �0s all this took place in a specific arts neighborhood of Manhattan: Soho. Soho 

was where the Performing Garage, the Ohio Space, Here, the Kitchen, Richard Foreman’s theatre, 

Robert Wilson’s Byrd Hoffman Studio, and many more were located. Many visual artists lived in 

lofts. Over time, as the situation changed, Soho became a neighborhood of high fashion shops 

and restaurants. Only the Garage, Here, and Ohio remain. New neighborhoods have opened to 

art: Chelsea near the Hudson River in the �0s, and DUMBO in Brooklyn. Even further away, 

there is activity in Queens and some of the outer reaches of Brooklyn. The diversification is 

both good and bad. It’s nice to have small spaces hospitable to experimental groups near to 

affordable housing where artists live. But having it all concentrated in a neighborhood also 

provided a hothouse for wide ranging artistic work. 

At present, experimental theatre, performance, and visual arts are genres, styles, rather than 

avant-garde. The avant-garde has become what I call the“niche-garde,”with every style 

finding a particular place, market, and audience. This is in keeping with what’s happened 

generally. A lot more choices, but also a lot less radical work both technically and politically. 

The new work is happening o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electronic/internet performance and 

live performance. Groups like the Builders Association, Elevator Repair Service, the Wooster 

Group, and others, are exploring different ways of integrating technical advances, instant 

communication, and remastering old classics into the avant-garde. 

A young artist interested in the performing arts has plenty of choices these days. You can 

go into the regional theatres if you want to be a“regular”actor. That may lead you to 

Broadway, TV, or Hollywood. Or you can go directly into media where lots of people 

find work in film and television. Increasingly, people are starting their own web sites and 

showing their work directly over the internet. This new use of the internet is now where 

people can earn money, everything from YouTube to a dot com. Or you can into“classical”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 groups – these are harder to find and that option is not so alive as 

it once was. Still, venues like PS1��, the Dance Theatre Workshop, St. Ann’s Warehouse, 

the Collapsible Giraffe, and so on, are full of new work. This work is not“new”in the 

sense of doing something really conceptually radical. But the work is often of a high quality 

intellectually and technically. There is a“mature”experimental performance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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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So the experimental theatre became non experimental because it’s no longer something new 

or a breakthrough. It’s just one style among many?

 

A:  Right. The present frontier is the internet, in a theatre of mixed means. But actually even that 

is not so new. Richard Kostelanetz coined that term –“theatre of mixed means”– many years 

ago. Still, we don’t know where the merging of the internet and live performance is leading 

artist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it is that“ordinary people”can quite easily 

become experimental internet performing artists. And literally millions of younger people are 

extraordinarily internet literate and skilled. Far beyond my means. Just check out YouTube. 

Everything is there from the newest art work to pornography. Kids photograph themselves. 

It’s amazing when you come to think of it. These are social rather than aesthetic experiments. 

What they will lead to, I don’t know. But it is exciting. There are many alternatives and people 

choose what they like to pursue. 

Experimental theatre as such is mainly done in New York City. Aspiring artists flock here. Once 

they make it here, they may go to Hollywood. There are also some good groups and artists in 

Chicago and in California, from San Francisco down to LA and San Diego. I don’t know how 

many groups and individual new experimental theatre artists there are. Not so many groups, 

maybe �0 or 40, but lots and lots of individuals. These groups and individuals are trying 

something different than the commercial. Let’s see what will come of all this. 

Generally, the shape of this new work is familiar. The artists make their own texts instead of 

following a playwright or even deconstruct classical plays as I did and the Wooster Group 

does. Their work is often narcissistic – about themselves, their own journeys. There are a lot 

of precedents for that in the visual arts where“self-portraits”are common. As I said, these 

younger artists are absolutely fluent in computer. Computer is a language they speak. They 

are digital through and through. They exult in multimedia. Sometimes they interact with the 

audience, sometimes with participants far away connected via the internet. They use a variety 

of space arrangements but most of them are frontal. They don’t use films so much as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s. 

I don’t know whether to consider myself avant-garde in any sense anymore.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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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ng now on writing. But when I do direct, I do“classic”environmental theatre, 

quite low-tech. There is live film in my �00� Hamlet at the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but 

nothing fancier or more interactive. I do plays. The Wooster Group also does plays, but in 

Poor Theatre  they actually deconstructed earlier performances by Grotowski and William 

Forsythe. Important groups like Elevator Repair Service and the  Builders Association make 

their own texts which are more visual than words. 

I Don’t Know Any Artists Who Go to Broadway

And then, at last, we come to the commercial theatre. This is mainly on Broadway and its 

extensions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hardly any plays originating on Broadway. 

There are Broadway plays that started as movies; and movies that become Broadway plays. 

It’s the Disneyfication of commercial theatre – a kind of seamless web; very sophisticated if 

you think about it – integrating live theatre on Broadway with television, Hollywood, and the 

internet. It used to be that plays originated on Broadway and then, if successful, went on tour. 

Now plays are developed here and there, sometimes off-Broadway, sometimes in regional 

theatres, sometimes overseas in London especially, and then come to Broadway. If the 

production is a success on Broadway then it goes on tour. Some plays like Cats and Phantom 

of the Opera have been on tour for years, even decades. 

Occasionally on Broadway there are limited runs of“art”theatre. Revivals of classic texts; 

the appearance of movie stars. Some of these are really good like Inherit the Wind a few years 

ago, or O’Neill’s A Touch of the Poet.  More recently, Lynn Redgrave performed A Year of 

Mourning, an adaptation of Joan Didion’s book: 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But these are 

exceptions that prove the rule: Broadway is not a creative force. It is a marketing venue. A 

large proportion of Broadway’s audiences are tourists both American and foreign. Tickets are 

very expensive. I don’t know any artists who go to Broadway. 

And then, in New York there are non-commercial, non-experimental, very big time venues 

such as Lincoln Center, the 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 and the Public Theatre. The Public 

especially continues to experiment. For a long time the experimental Mabou Mines was in 

residence at the Public. The Public also shows many new plays – or, rather, new play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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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but not Broadway writers. BAM is the NY home base for Robert Wilson and the 

upper strata of the established world avant-garde (what a contradiction!), such artists as Pina 

Bausch. 

 

Q:  Let’s talk more about experimental theatre because you work more in this genre.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 suppos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theatre now and 50 years ago, around 1�60.

A: My god, am I that old?! 

In the 60s, experimental theatres were often“experimental”in the real sense. They did 

things that had not been done before or had been done but“forgotten”such as audience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theatre, or the deconstruction of classic play. And stuff that now 

sounds routine but wasn’t then. Complete nakedness by both women and men, for example. 

The postmodern dancers of those days were doing dances without stories, even sometimes 

without trained dancers. People did shows in galleries, not in a theatre, or on the streets. My 

own Performing Garage was a metal stamping factory that I made into a very unconventional 

environmental theatre. We redesigned the whole space for each show. All of this was either 

absolutely new or reasonably new. Or from the past but really culturally forgotten so that 

both the artists and the spectators felt it was new. So the“experimental”meant what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 suggests: outside the boundaries. 

But it’s very hard to find anything“really new”now. There are some radical things though. 

Some of them are in China, new and on the boundary. There are performance artists in China 

experimenting (if I can call it that) with eating fetuses. At least that is what I read in the 

writings of Cheng Meiling (see her“Violent Capital”in TDR). Another person made an 

artwork of a wall of living animals dying.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se works are terrifying or 

disgusting. I don’t want to kill animals as part of my performance. But even now, I  remember 

an Italian group, Magazzini Criminale, who slaughtered a horse onstage in the 60s or �0s; or 

Ralf Ortiz who killed many mice on stage, or people who killed chickens on stage. The killing 

is not new. I don’t know any performing artists who ate fetuses before so that’s probably new. 

But that’s new at the level of action not new at the level of concept. And am I to believe that 

this performance really took place in China? Cheng is a reliable scholar. For myself, this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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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ing is really“out of bounds.”Does that make me old fashioned? Probably. 

And th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 there are performers who cut and bleed 

themselves such as Ron Athey and Franko B. But piercing and bleeding is common in youth 

culture – so is it really avant-garde artistically? 

Finally, no one can predict what’s“new”beforehand. New by definition is not predictable. 

Does it matter anymore? You tell me. 

Q:  Being new also assumes the existence of a sort of innocence. This reminds me of the Living 

Theatre’s The Connection done in 1�5�. The audience in the theatre then were so innocent 

that they expected everything on stage was fictional, that is, a kind of acting.

A:  Actually that was fictional. It was hyper-real fiction. The jazz music was real, but the actors 

did not actually shoot themselves up with heroin – or anything else. I knew the playwright 

Jack Gelber who is dead now. We talked about it. And also with Judith Malina of the Living 

Theatre. The actors included real junkies but what was in real time was the music. Probably 

they were smoking marijuana. What was new about The Connection  was how time was 

handled. How the play took place in apparently real time. Later, in 1�64, the Living Theatre 

did The Brig which was set in a Marine Corps prison. That was extremely hyper-real. The Brig 

was just revived by the Living in �00� in their new theat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of New 

York. The Living also did abstract work like Frankenstein or Paradise Now. Paradise Now 

featured incredible involvement with the audience, moving out to the streets. It blurred the 

boundary of art and life. That’s exactly what Cage and Kaprow wanted. The Living Theatre 

accomplished that. Those were new at that point. Now if we try to blur the line between art 

and life, it’s already been done. We can still do it. I can do a little of participation. But if you 

turn on the television and see a lot of“reality theatre”and audience participation. It’s old hat 

by now. 

And there is YouTube and other“real”internet sites. Popular culture now is ahead of artistic 

culture. Formerly, artistic culture was ahead of popular culture. Does this mean that the avant-

garde is worn out? Poss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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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Studies and the 60s

Q:  You may want to talk about Performance Studies too because it seemed to be also related to 

the 60s and the experimental theatre.

A:  Yes, the 60s actually began in the mid-50s and continued into the �0s. So when we say 60s 

we really mean longer than a decade. Performance Studies, which I considered as a very 

radical revision of academic thinking, began in the 60s or even in 1�5�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Erving Goffman’s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In 1�66, I published an essay 

in TDR called“Approaches to Theory/ Criticism.”In this key essay I said“performance”

comprised a very broad spectrum of human activity. (Later, as I got interested in ethology, 

I added animals). I used the word“performance”to include sports, plays, ritual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the aesthetic genres of theatre, dance, and music. That essay was published 

in TDR in 1�66 and then in my first book, Public Domain in 1�6�. The ideas in this essay 

actually form the basis for what later became Performance Studies. In this essay I u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hrase“performance theory.”I don’t think anyone had used that phrase 

before. At least not in the way I intended it. I wanted to find a term that was“larger,”more 

comprehensive, than the individual artistic genres such as theatre, dance, and music. I was 

heavily influenced here by Goffman. 

It was not until a few years later that I came on the thought and writings of Victor Turner. 

Both Goffman and Turner influenced me greatly. I knew them both personally – Goffman not 

well, but Turner very well. At one point, in the late 1��0s Turner (and his wife Edith), Barbara 

Myerhoff, I, and (for one day) Goffman co-taught a short summer course for students in what 

would become the Performance Studies Department. We met in the Performing Garage – and 

we combined scholarship and practical work. I think that workshop affected us all deeply. The 

Turners and Myerhoff as much as me. Goffman not so much because he was there for only 

one day. 

Goffman’s 1�5� classic,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Everyday Life , theorizes how 

everyday life is drama. He put theory to Shakespeare’s“all the world’s a stage.”But I 

reversed the flow of Goffman’s idea. He saw life as drama/theatre. I saw theatre as lif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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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because by the early 60s I had met Michael Kirby and through him Allan Kaprow and John 

Cage. In 1�64, TDR published its classic Happenings issue edited by Kirby. We had been 

working on that issue for a couple of years before its publication. And when I came to New 

York from New Orleans where I was living and teaching at Tulane, Kirby introduced me to 

Cage and Kaprow and took me to Happenings. I even participated in a few of them. 

Then in 1�6�, while still living in New Orleans and teaching at Tulane University (remember 

that TDR stood for“Tulane”Drama Review before I moved it to New York University in 

1�66), I staged my first environmental theatre production, Eugene Ionesco’s Victims of Duty. 

Prior to that I have done things almost like that. In 1�5�, I did a performance of Sophocles’ 

Philoctetes  which took place on a beach near Provincetown, Massachusetts. The actors 

arrived in a boat and the audience had to go over sand dunes to see the play. The actions took 

place in the middle of a desert island. That kind of things also came to me like film. You go 

into the film and see pictures of real places so I say why not make a theatre where you are in 

real places. This is before theme park where they try to recreate that. I was also influenced by 

my work in the Freedom Movement – street demonstrations, sit-ins, and the like. Making real 

places symbolic and theatrical. 

In April 1�66, I collaborated in New Orleans with visual artist Franklin Adams and composer 

Paul Epstein on 4/66. This was an elaborate Happening in many parts. 4/66 featured all kinds 

of simultaneous activities, ranging from games to a pissing contest for men – who could 

piss the longest? These were wild things never been done in New Orleans before – at least 

not“as art.”These experiments served the basis for my first full-fledged environmental 

theatre production, Victims of Duty of Eugene Ionesco. I wrote my dissertation on Ionesco. I 

enlisted Jerry Rojo who was a design student at Tulane. Rojo and I designed the environment 

for Victims. Later Rojo did the environments for many of New York productions with the 

Performance Group. In New Orleans where he was studying stage design at Tulane, Rojo 

became the technical director of Victims of Duty. He designed and engineered the ascending 

spiral of chairs starting from the floor and rising all the way to the ceiling that lifts the 

environment into another dimension. 

We also introduced the“real”into Victims of Duty. The actor playing Nicolas d’Eau“sl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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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de his motorcycle outside the theatre for a couple of hours before each performance. 

When it came time for Nicolas to enter, a film was shown showing him rising in the morning, 

dressing, starting his motorcycle, rid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f New Orleans to the theatre, 

trying the theatre door and finding it locked going to sleep beside his cycle. As the film ended, 

the audience hears the roar of a motorcycle, the side door of the theatre opens, and Nicolas 

actually rides the motorcycle through the audience to a place in the center of the room. One 

night, the actor playing Nicolas was ill and I had to perform his role. There were no lines, or 

very few – so that was not a problem. Obviously, as the play’s director I knew the actions. 

But I had never operated a motorcycle. All day I practiced. Still when the time came, I was 

terrified of guiding the bike through the audience. Luckily, I hit no one. The show went on 

and few in the audience were aware that anything unusual was taking place – beyond the very 

unusual spectacle of a motorcycle being brought into the middle of a crowded room-cum-

theatre. This scene was truly experimental in several ways: The use of the motorcycle; the 

integration of film; the 100% environmental theatre design and staging. But unlike my work 

later, I did not take the text apart. But I did use the text in a very special way. 

I came to New York in the fall of 1�6�, the year after I first met Grotowski face-to-face. 

In 1�66 I went to Montreal to meet and interview him. I was accompanied by Theodore 

Hoffman, who was TDR’s Associate Editor. I first learned about Grotowski in 1�6� and 

immediately got in communication with him. TDR published materials about his work first 

in 1�64 – and many times after that. In 1�6�, Grotowski came to New York for the first time. 

He and Ryszard Cieslak led a workshop at NYU. I was a member of that workshop. And 

so were several people who became part of the core group of the Performance Group. The 

workshop with Grotowski led directly to Dionysus in 6� which opened in June 1�6�. Some of 

the psycho-physical exercises I learned from Grotowski were fundamental to the exploratory 

work we did in preparing Dionysus in 6�. I combined the environmental theatre work I had 

been doing in New Orleans with what I learned from Grotowski. 

I ran the Performance Group from its inception in 1�6� until I stepped down in 1��0. At 

that point, TPG became the Wooster Group. Actually the name“Wooster Group”was the 

legal name for the Performance Group. I picked“Wooster Group”back in early 1�6� when 

I incorporated the theatre. These are legal terms and probably not of great interest – except 



停！讓我們再來一次：訪理查．謝喜納談當代美國劇場和表演研究 �0�

to note that“Wooster Group”is not the invention of the people who are now the Wooster 

Group. Of course, the Wooster Group is world famous. I just want to point out that a lot of 

seeds were planted in the late 1�60s. 

To back up a little. Because of a dispute at Tulane University, five members of the Tulane 

Theatre Department, including me and Monroe Lippman, the chair, quit. Lippman and 

I moved to NYU in 1�6� where he became chair of NYU’s Drama Department – later 

to become the Department of Performance Studies. When I first arrived at NYU, I was 

teaching the same courses I taught at Tulane -- rather standard courses in“Trends in Modern 

Theatre”and such. These actually were my own versions of courses I had taken with Robert 

W. Corrigan who was my dissertation advisor at Tulane, then moved to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and then on to NYU where he hired me and Lippman. It’s an interesting story – 

how so few people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in ways that had such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both for American academic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studies and for experimental theatre. 

Beginning in the early 1��0s, I began to read Victor Turner’s work. Earlier, I had been 

fascinated by Goffman and people who influenced Goffman such as Kenneth Burke. I was 

very dissatisfied with the literary basis of theatre studies. When people talked about“practical 

theatre”they meant acting, directing, design. They we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ructure of theatre – or what I later called“performance.”They thought of theatre as 

the staging of plays. But I began to think of theatre as behavior, as ritual, as acts done. So I 

began to seriously read in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especially social anthropology. I soon 

learned that Burke taught in Bennington, had worked with Richard Boleslavsky an émigré 

from the Moscow Art Theatre who influenced the Group Theatre. Burke also taught Francis 

Fergusson whose Idea of a Theatre was an important book for me because Fergusson tried to 

understand dramatic literatu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tanislavskian acting. My readings 

in anthropology convinced me that“theatre”was only a small part of what“performance”

was. I took seriously Aristotle’s assertion that Greek tragedy began as rituals.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rituals – not ancient rituals, but rituals from today’s world. I began to read 

many different anthropologists and ethnographies.  

This led me to Victor Turner – I was attracted by the titles and thought in two of his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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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ecially: The Ritual Process (1�6�) and a few years later, after my ideas were more fully 

formed,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1��4). I thought that Turner’s notion of“social 

drama”was exactly the theory I needed. Prior to that, in 1�66 and 1��0, I sketched out my 

own theories in two important essays,“Approaches to Theory/Criticism”and“Actuals.”

So when I came to Turner, it was not so much that he taught me – though he did – but that our 

ideas converged. 

Soon I realized that I was reading, thinking, and directing beyond what I was taught and 

beyond what I was teaching. I was practicing in the Performance Group ideas that were far 

ahead of what I was teaching at NYU – and miles beyond what was going on in the Drama 

Department. I began to integrate several strands of my own thinking that I had not previously 

put together. My own undergraduate degree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was in English but I had 

minors in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I was also interested in Existentialism, the thinking 

of Jean Paul Sartre and Albert Camus. Early on, I became interested in Claude Levi-Strauss, 

especially his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And then, a few years later, The Raw and the Cooked. 

Levi Strauss was of course influential on the Post-Structuralists. In rejecting him, they 

actually used his best ideas. I began to restructure my teaching. I introduced new courses. The 

NYU Drama Department shed the undergraduate and film side and became a graduate student 

only department. That allowed us to teach in a more advanced way. I think during those ten 

years – roughly from 1�66 to 1��5 – I laid the basis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n my 

work with the New Orleans Group, the Free Southern Theatre, and the Performance Group) – 

for everything that came later. It was a double-sided process. I pulled together all the disparate 

inputs from earlier; and I forecast all the wide-ranging consequences that came later.

 

All of these things were happening in my mind when I received the phone call in the spring of 

1��� from Victor Tuner:

“Hello?”He had a Scottish accent,“Is this Richard Schechner?”

“Yes it is.”

“I am Victor Turner. You may not know who I am.”

 “Oh I know who you are. You wrote the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and The Ritu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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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that’s me,”he went on,“I know who you are. I want to invite you to this conference 

in August/September 1���. It will be a closed conference – only about �0 persons, all of us 

interested in performance and ritual. We will meet for ten days in a castle in Austria, at Burg 

Wartenstein. Would you join us there and present a paper?”

Of course, I accepted. It was a kind of dream come true. The paper I wrote formed the basis 

for what may be my most important single piece of writing,“Restoration of Behavior”

which appeared in several versions, the most definitive being what is published in my 1��5 

book Between Theatre and Anthropology. Basically, in“Restoration”I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a performance consisting of replayed and rearranged bits of restored behavior; and that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personal and social reality is to enact in the present a desire of a future 

consisting of bits of behavior selected from the past. 

The Burg Wartenstein conference was very important, to me and to others.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were anthropologists, poets, and performance artists and theorists from many 

countrie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Turner, Barbara Myerhoff, Roberto Matta, John 

MacAloon, Jerome Rothenberg , and about 15 others. You can acquire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by contacting the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he 

organization that sponsored the conference. Some of the papers were collected in a volume 

MacAloon edited, Rite, Drama, Festival , Spectacle (1��4). I showed the movie of Dionysus 

in 6� at the conference and gave the first version of“Restoration of Behavior”there. The 

conference cemented my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to Turner. Interestingly, I left the conference 

early – Joan MacIntosh was giving birth to our son, Sam, who was born on September 6. I had 

promised Joan that I would return from Austria if she went into labor. Ironically, even though 

she phoned me to come home, and I did; Sam was not born until a few days after the Burg-

Wartenstein conference ended. 

After the Burg-Wartenstein, Turner and I, joined by Turner’s wife Edith, and Turner’s 

very close friend, anthropologist Barbara Myerhoff formed a kind of team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atre and anthropology. The Burg-Wartenstein conference was so 

fruitful, that we decided to do a series of conferences on ritual and performance.  First was a 

conference in Tucson, Arizona focused on the Yaqui Deer Dance. There was a second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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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but I don’t recall anything about it, not even when and where. The third conference 

was an immense event in New York. I am not sure exactly when, probably in 1��� or 1��0. 

Many ritual specialists and people working in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 participated. From 

the proceedings of that conference came By Means of Performance (1��0) co-edited by me 

and Willa Appel.  

While all this was going on, things were evolving at NYU. Even before the Burg-Wartenstein 

conference, the Drama Department had begun to change into what it would become, the 

Performance Studies Department. In an effort to change what we were doing at the university, 

I planned a series of courses called“Performance Theory.”Working with a modest annual 

budget of $�000, I invited key scholars and artists to lecture to the course each Monday 

night. These guests would then meet with a select group of graduate students on Tuesday. 

The lecture part of the course had about �5 students, the seminar part, about 15. It was a 

splendid arrangement and the roster of guests was amazing. Over the 5 years or so that I 

offered this course, the guest teachers included Grotowski, Turner, Kaprow, Myerhoff, Jerome 

Rothenberg, Roberto Matta, John MacAloon, Roy Rappaport... I could go on, but it is 

enough to say that the leading anthropologists, performing arts scholars, sociologists, and an 

impressive number of artists all participated. This course gave me the materials and contacts 

to work with my colleagues at NYU in developing what would be called, after 1���, the 

Department of Performance Studies. 

A little earlier, in 1��5, my colleague (and former student) theatre historian Brooks 

McNamara and designer Jerry Rojo issued our book Theatres, Spaces and Environments . 

Michael Kirby, the world’s leading expert on Happenings, came to the Drama Department 

for his PhD and as soon as it was awarded joined us as a faculty member. In 1���, we hired 

anthropologist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to head the department – and we changed 

our name to Performance Studies to harmonize with our practice. BKG, as she is known by 

all, formed the department into a real academic department. I conceptualized it but I was 

not capable of sitting in the office, working with university officials, and do all the other 

things necessary to create a world-class academic department. I was too busy running the 

Performance Group and editing T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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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ourney to the East

Q:  There is one thing you didn’t mention: your journeys to the East: India, Japan,Taiwan, China, 

Indonesia, and elsewhere. 

A:  You’re right. I began to travel“for real,”not just as a student (I spent a summer abroad in 

London when I was an undergraduate and 6 months in Paris researching Eugene Ionesco 

for my dissertation when I w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1�6�. In the summer of 6�, Joanne 

Pottlitzer, an expert in Latin American theatre, guided me through Mexico, Brazil, Argentina, 

Ecuador, Columbia, Chile, Uruguay, and Bolivia. On my own, that summer, I went to Cuba. In 

Brazil, I met Augusto Boal and we have stayed in touch all these years. I saw his work before 

there was a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A lot of Latin American theatre workers were doing 

social drama, social theatre. Cuba was especially interesting to me because despite the fierce 

and unfair host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bans were advanced in their medical care and 

their arts. I saw a play in theatre that had no electricity – but it was finer than most of what I 

saw in fancy theatres back in New York.  

At the same time my anthropological reading brought me into indirect touch with Papua New 

Guinea. The birth ritual of Dionysus in 6� was adapted from a PNG ritual I had read about. 

Then, from October 1��1 through March of 1���, Joan MacIntosh (we were living together 

at the time) were given a grant to go anywhere we wanted in Asia. This was money from the 

JDR III Fund, now renamed the Asian Cultural Council. We were offered this opportunity 

because Porter McCray the head of the JDR III Fund saw Dionysus and felt I was influenced 

by Asian performance. I told him that I was not, but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it – but 

that I didn’t want to take a long trip alone. So off we went, Joan and I, to the Philippines, 

Java, Bali, Australia, Sri Lanka, Papua New Guinea, Thailand, Malaysia, Singapore, Japan, 

and Korea. In most of the places we stayed only a few days, but in India we remained for 

four months. It was the first of many sojourns to India. We could not go to Mainland China 

because Nixon had not yet made his famous door-opening trip. 

That journey East changed my life. India and Papua New Guinea especially. But what I 

experienced elsewhere was also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 Let me explain. I didn’t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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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mlila at that point but I met leading theatre people in Delhi, Kolkata (Calcutta), and 

Lucknow, and Mumbai (Bombay). We lived for four months in Chennai (Madras) where I 

studied yoga with a great guru, Krishnamacharya. I visited the Kathakali Kalamandalam in 

Kerala. I saw a lot of modern theatre which I thought was not very good. And I saw classical 

and folk theatre which I thought was extraordinary, an integration of dance, music, and 

drama like I had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In Papua New Guinea I saw rituals like the pig 

killing and dancing that I described in“From Ritual to Theatre and Back”(included in my 

Performance Theory book). I saw masked dances. I saw extraordinary performers who had 

trained intensively from early childhood and other“folk”performers whose training was 

informal, just part of their ongoing lives – but who were masters of their genres. In Japan I 

saw noh, kabuki, bunraku, and some folk rituals. In Korea, I saw shaman performance and 

masked dances. I can’t name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performances I saw. But this journey 

really started me off on a lifelong series of journeys. 

I returned to Asia often. Sometimes to do intensive field research as with my work with 

the Ramlila of Ramnagar. Sometimes to direct plays as I have done in Taiwan, India, and 

Mainland China. Sometimes to attend meetings. Sometimes to actually train – I studied 

kathakali as a beginning student in 1��6. I even brought the Performance Group’s Mother 

Courage  to India for an extensive tour in 1��6. It may sound strange, or even arrogant, 

but I consider myself an Asian person (but from what country, what culture?) as well as a 

European-American; a“Jindu”which means Jewish Hindu. In the summer of 1��6, I entered 

an ashram in south India and was initiated as a Hindu. My Hindu name is Jaya Ganesh. But I 

have not given up my Jewishness or anything else. I add and mix, culturally speaking. 

Later I made journeys to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where I directed August Wilson’s Ma 

Rainey’s Black Bottom. I am very proud of the fact that this was the very first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of an African American play in South Africa. As you know, I directed The Oresteia 

in a combined jingju and Western style production here in Taipei. I also directed Sun Huizhu’s 

Tomorrow He’ll Be Out of the Mountains and Shakespeare’s Hamlet – both in Mandarin – in 

Shanghai. I also directed Chekhov’s The Cherry Orchard in Hindi in New Delhi. Whenever I 

make these trips I am both an observer and a participant. I do workshops, I lecture, I interact 

with theatre people and others. I learn by doing as much and maybe more than by watchi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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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Of course, I have made many trips also to Europe. And I have returned often to Latin 

America, Mexico especially. I went to the highlands of southern Mexico in Chiapas and I 

went to northwestern mountains where the Tarahumara live, the same place Artaud went to. 

But I have not been everywhere. I want to go to Russia and other former Soviet Union areas. I 

have been to a number of places in Eastern Europe such as the Czech Republic and Poland. I 

want to go to Tibet. I want to go to Central Africa... 

When I first came to Asia, I immediately felt at home, I felt a connection. Even in New York 

I eat Asian foods –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Thai especially – more than I eat European 

food. I enjoy Asian peoples and cultures. I am, sadly, inadequate in languages. I can utter 

some words in French. I can say“hello”and“see you tomorrow”and a few other essentials 

in many languages. But I can really only comprehend English. This is a great disadvantage at 

one level. But, and I hope I am not making excuses, not speaking has its advantages. I have 

to use my eyes very carefully to discern what is happening. I use my ears to catch tones and 

emotional flavors saturating vocal intonations. I need to seek out people who become friends 

and collaborators – who become my tongue and my translating brains. I thank them very 

much for all they have done to help me. 

Once I got to the Mainland of China in 1��5, I felt a strong connection to the people. I had 

previously felt strongly about the people I met in Taiwan and the Chinese I met in Singapore. 

In a way, India drew me towards China by means of Buddhism. And also because so many of 

the ideas about performance comprised a continuity from India through Southeast Asia and 

on to East Asia. Once inside the Mainland, I was guided by Cao Lusheng, who later became 

my student at NYU, on a trip to the interior – from Shanghai to Guizhou province by train. 

And then slowly returning to Shanghai via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folk, ritual, and classical 

performances. Similarly, in all the parts of Asia I have visited, I have seen a broad range of 

different kinds of performances which not many people have had opportunities to see. 

But I am more than a wanderer.  I more or less settled on a single research project in Asia for 

true in-depth study – the Ramlila of Ramnagar. I don’t want to speak a lot about that here. 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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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about it in several of my books. It is a great, �1-day cycle play that enacts the whole 

life of Rama, an incarnation of Vishnu. The Ramlila is great theatre, intense devotion, social 

drama, politics – just about everything I am interested in all rolled into one. I am supposed to 

be writing a whole book about Ramlila, but I just can’t get it done. 

All this travel, conducting workshops, giving lectures, directing plays, seeing so many 

performances and meeting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These things changed me in 

ways that I really cannot describe completely. They gave me a sense of perform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broad yet specific intercultural contexts. I don’t think anybody else living (and 

I hope, again, I don’t sound too arrogant and bring a curse down on my head), has done the 

kind of extensive in-depth travel as I’ve done. My vision is grounded in experiencing a great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erformances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cultures. 

Q:  Compared to Grotowski, his travels to the East were quite limited in the early days. He only 

made short visits to Middle East in 1�56, China in 1�6�, and India at the end of the 60s. 

Maybe it’s because Poland i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and you America a Free world power? 

A:  Our minds are different. I think Grotowski was a vertical thinker. He talked about the ladder, 

he wanted to make what he called the“higher connection.”For years he worked almost in 

secret – both during his years in Poland where he needed to avoid too much official snooping 

and later in Pontedera, Italy, where, his health frail and failing, he needed to conserve his 

energies. But even given that, Grotowski liked to work intensely, privately. He was very much 

a Martin Buber“I-You”kind of man.  On the other hand, I am a horizontal thinker. I go 

across rather than up and down. I know a little about a lot. Maybe Grotowski knew a lot about 

a little. I want to try new things, new foods, new performances, new people. Grotowski ended 

his life working mostly with his successor, Thomas Richards, and working out what he wanted 

done with his texts and so on. He was concerned for his legacy. I am not concerned, at least 

not in the same way. What happens, happens. 

Finally, Grotowski and I, we’re just different. I respected him and, in a way, loved him. I 

learned a lot from him. But he was never, for me, a“chum,”a close friend I could just relax 

with as I could with Victor Turner. Grotowski always remained, for me, a“figure,”some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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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 felt was judging me even as he was talking with me. I expect that Grotowski was close 

to some people in the way I was with Victor Turner. But not with me. Finally, also, Grotowski 

was very suspicious of my theatre work. He felt, I think, that I used nakedness and audience 

participation in raw ways that he did not like. Of all the productions of mine, he really liked 

only The Oresteia  that I did here with the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re. He never saw it 

live, but in Copenhagen at an ISTA he saw selections on videotape. He told me that he liked 

it. Also, years earlier, in the early 1��0s, he said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Commune. 

That was the production I brought to Wroclaw in Poland immediately before I left on my first 

trip to Asia. 

Q: Our last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future of our theatre?

A:  I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Future of Ritual . The title is ironic because rituals are certainly 

about the past. Of the future, I dare say only a few things. One: theatre will always be with 

us. No mater what people do in terms of electronic/digital arts or communications or media. 

Live theatre has two qualities that media,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performance can’t give us: 

the quality of real risk, of collapsing, of not going according to plan; and the quality of being 

really face-to-face. Both of these, the risk and the face-to-face happen only in“real time,”

in a sequence where the future has not yet happened. Media always has an“already done”

quality about it; or a“we’re in control”quality; or a“distance”quality. Theatre is not 

those: theatre is“ongoing,”“risky,”and“in your face.”Even we are on Skype or on a 

telephone or MSN or whatever, it’s not flesh-to-flesh. What I do in the Shanghai Hamlet is to 

bring the media and the face-to-face together. I like that tension. 

Q:  I agree that theatre will always be with us, but my reason is that every human being has an 

ego and the ego has to perform. Otherwise the ego isn’t – in a word, performance is the key 

for survival.

A:  Performance is the key. When I say“theatre”I mean performance but I also mean the 

ordinary forms of theatre. Theatre takes place on stages, even informal or site specific stages. 

But performing may or may not take place on a stage. We are always performing, throughout 

our lives. The“art”of performance is the performance inside the performance. This dou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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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one of the things I like about Hamlet. It is a play within a play within a play... Where does it 

stop? 

Also performance has a double edge. One edge is unforgiving: once you’ve done something, 

you’ve done it. It’s history. But the other edge is rehearsal: a privileged time-space where 

you can stop and do“it”again. What is“it”? Whatever it was you are doing. And yet, 

even repeating it over, does not entirely erase the“it”you had done previously. Fate is 

not forgiving but performances are a little more forgiving – or, and pardon the paradox, 

performances pretend to forgive and allow for a redo. I like to be able to say:“Stop, let’s do 

that again.”At rehearsals, I am a happy Buddha. 

We will never end, but one more thing and then let’s stop.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rt follows 

or whether it leads. Art is for me a mobius strip where the inside is the outside is the inside... 

Art imitates life which imitates art. Art is“part of”life and is“apart from”life. I like 

that double life of art – maybe that’s what Artaud was searching for when he titled his book 

Theatre and Its Double. Theatre enacts its own version of Epimenides’ famous paradox:“I 

always lie... Is this the truth?”That’s theatre. Or maybe I should say, That’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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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讓我們再來一次：
訪理查．謝喜納談當代美國劇場和表演研
究**

鍾明德  訪問／翻譯

問： 在星期一的演講中，你說當代美國劇場可以分為教育劇場、地方劇場、商業劇場和實

驗劇場──讓我們就從這四大類別說起？

答： 有兩件事必須聲明：首先，這四大類劇場的名目並不是我發明的，但我也不認以前有

人把這四大類劇場放在一起討論。其次，當我談到紐約的實驗表演，我的觀點並非根

據仔細的研究調查，而是基於我做了很多年的《戲劇評論》（The Drama Review）主

編，住在紐約，以及源自我作為一位劇場導演和表演研究學者的興趣、關心。如果我

們把學院中的演劇納入考量，那當代美國劇場真的是一個規模鉅大的事業。此外，我

沒有將社區劇場──主要是由成年人演出的業餘劇場──單獨列成一類，而把它做為

教育劇場（社會教育）的一部分來處理。好，那我們就由參與者最多的教育劇場／社

區劇場這個大類說起。

在美國，每一個社區都有個「小劇場」或「社區劇場」團體。這裡所說的「小劇場」

（little theatre）跟臺灣學者說的「小劇場」不一樣，後者無寧等於美國的實驗劇場。

美國人之所以稱之為「小劇場」，跟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早期的戲劇演

出活動有關：他和朋友們合組的普羅芬斯鎮劇場（Provincetown Playhouse）在當時即

被稱為「小劇場」，而這種由業餘人士所組成的「小劇場」（其中只有極少數的專業

劇團）即構成了當時的「小劇場運動」。在一九二○年代那時候，美國大約有五千或

一萬個小劇場。今天美國的社區劇場數目可能遠為更多。千百萬的人加入社區劇場去

演出或看戲。小劇場通常由俱樂部、宗教組織或社區活動中心主辦，所演出的劇目對

參與者和社區而言絕對安全，包括百老匯的招牌老戲、喜劇（有些你可能從未聽說

過，譬如考夫曼和哈特的《誰來晚餐》（The Man who came to Dinner, 1���），和美

國正典如懷爾德的《小鎮》（Our Town, 1���）等等。加入社區劇場的人，其主要目

**  這個訪問於�00�年10月�5日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院長辦公室進行，由方琦小姐負責錄影
和英文初稿整理。整個訪問為教育部顧問室補助的中綱計畫「從《6�年的戴奧尼索斯》到《哈姆
雷特》：謝喜納談美國前衛劇場和表演研究講座系列」的學術活動之一，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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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以劇會友」：會友是重點，藝術只是手段。

現在說到教育劇場：由小學和中學開始，每個學校都有劇場，沒有學校不演戲。跟音

樂、美術一樣，劇場是美國教育的基礎成份。當然，藝術在學校裡可能沒法像運動那

麼重要，但是，藝術活動仍然很普遍。大部分的中、小學劇場屬於「課外活動」──

這點跟社區劇場一樣，主要是「正業」之外的「業餘」、「愛好」活動──在大學

裡，劇場才成為正課或主修。當然，有些高中，譬如紐約市的「表演藝術中學」和類

似的高中，都將劇場和藝術訓練列為主課，但整體來說，這些只是例外，並非常規。

此外，如我剛剛說的，中小學生參加戲劇活動的熱忱遠遠不及體育活動，原因是運動

活動可以從小就為成為職業選手準備、鋪路，演戲大概只會等同於無業。

美國教育劇場負有雙重使命

      到了大學程度，戲劇也有了轉機：全美大約有1500個不錯的大學院校，其中大部

份都有劇場、舞蹈學系──劇場跟舞蹈可以合為一系，但音樂則很少與劇場或舞蹈合

系，主要是音樂項下的次類（從爵士到歌劇）繁多，而眾多不同的樂器也需要獨自的

教導。大部分的戲劇系所肩負雙重使命：首先，他們要為大學社區製作戲劇演出：這

點相當必要，因為許多大學並不位於大城市，很難有機會接觸專業的表演藝術，因此

大學除了是教育機構，也是文化中心。同時，由於大學強調古典知識，其所推出的戲

劇季也較社區劇場更為經典：大部分的大學戲劇季會包括一個希臘或莎士比亞戲劇，

一個現代美國或歐洲經典劇目，以及一齣新或還稱得上新的戲劇。著名的現代劇作家

如契訶夫、史特林堡、易卜生和美國的田納西．威廉斯、亞瑟．米勒和尤金．奧尼

爾，經常跟後來者如山姆．薛普德（Sam Shepard）、大衛．馬密（David Mamet）、

約翰．夸爾（John Guare）、湯尼．庫斯納（Tony Kushner）、保拉．霍格（Paula 

Vogel）和奧古斯都．威爾森（August Wilson）等等同季演出。許多戲劇學系也會推

出新劇，由知名作家編創或由他們自己的編劇課拔擢，只是大都以「小舞臺演季」（

studio season）推出，有別於「主舞臺演季」（main stage season） 的正典。在主舞臺

上，戲大都在有鏡框舞臺的大劇場演出，由教師們負責導演等創作工作。小舞臺演季

則主要由學生們擔綱，在規模較小的黑盒子劇場演出。這些黑盒子大都建於一九七○

年代，原本是具備許多可能性的劇場空間，可是，經過這些年的演變，許多都已凝固

成了某種定端劇場（end stage），像是種沒有鏡框的鏡框舞臺。大學教職員和社區人

士偶爾也會在大學劇場演出，但是一般而言，大部分的角色機會主要還是保留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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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這使得大學劇場的演出品質相當不穩定：一個十九歲的演員飾演《哈姆雷特》中

的王后或《長夜漫漫路迢迢》中的父親，結果會如何好呢？

      很多大學院校的戲劇系都力圖完成雙重使命：一方面提供專業訓練給少數的學

生，另一方面則以戲劇服務整個大學社區，以康乃爾大學──我的大學母校，以及我

女兒蘇菲目前正在唸的大學──為例：康大位於伊薩卡（Ithaca），一個在紐約市北

邊約�50哩的小鎮。這個伊薩卡很不簡單，竟然擁有兩個專業劇場和一個社區劇場。

康大戲劇系是個混合物：著重人文學科之外，也提供劇場主修生一些專業訓練，同

時，任何學生也都能參加主舞臺演季的甄選。主舞臺演出並不是為了學生的專業訓

練，而是要為大學和社區民眾提供娛樂和教化。小舞臺演季則可以容納較多的實驗作

品──�001年我曾經到康大導了貝克特的《等待果陀》。正常情況下，這種實驗作品

演出應該被擺在黑盒子，可是因為我還有點名氣，我的《等待果陀》就上了主舞臺演

出了。

      全美1500個教育劇場中，大約150個宣稱有提供劇場專業訓練，並且在《劇

場學刊》（Theatre Journal，美國高等教育劇場協會的期刊）和《美國劇場》（

American Theatre，美國地方劇場組織TCG的刊物）刊登招生廣告：愛荷華大學、

密西根大學、德州大學、爾宛─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加州大學、卡耐基─美侖大

學、耶魯大學（即著名的Yale Drama School），以及，當然，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只不過是其中的幾個著例。有些大學的戲劇系真的強調專業訓練，有

些則將劇場訓練納入較寬廣的人文教育之中：在這種語境中，劇場專業訓練主修跟英

國文學或化學主修的意思相當。劇場主修生將選修表演、導演、設計（舞臺、化妝、

燈光）方面的許多實務課程。

      大部分的劇場主修生最後都散入了其他行業，只有極少數人會留在劇場討生活。

這是美國大學訓練的現況：主修英國文學的大部分學生都不會成為職業作家。從戲劇

轉唸法律的學生，譬如說，為數還真不少──也許法律是種表演成份很高的行業，以

及，依法賺錢──你真的可以用法律賺到很多錢！當然，還是有些戲劇主修生會進入

專業劇場，而他們大多數人也會到劇場研究所深造。全美大約有二十個頂尖的劇場專

業訓練研究所，以及更多的戲劇博士班提供劇場學術訓練。美國每年產出的戲劇博士

並不多，且其中大部分都留在大學教書。

      目前，美國約有五、六間享譽全國的藝術學院（conservatories）提供劇場實務訓

練：紐約市的茱莉亞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以及紐約以外的耶魯大學、卡

耐基─美侖大學、布朗大學、爾宛─加州大學和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我可能遺漏

了愛荷華大學、華盛頓大學、密西根大學和其他少數幾所大學──這些大學的戲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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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聲望都相當卓著，只是我並不是在做有系統的大學系所評鑑。有些戲劇系所又大

又好，譬如紐約大學的鐵秀藝術學院（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NYU，我即在這個學

院的表演研究所任教），其戲劇系的大學部即有一千四百多個學生。這些學生在紐

約市著名的表演學校如史特拉斯堡工作室（Strasberg Studio）、艾德勒工作室（Stella 

Adler Studio）、劇作家天地（Playwrights Horizons）等等，接受實務訓練。當然，

紐約大學自己也有一些獨立自主的工作坊，譬如，實驗劇翼（Experimental Theatre 

Wing）就很有名。紐約大學戲劇系學士班是個很有趣的混合物：每星期兩天，學生

們必須選修一般學科，因此，他們拿到的藝術學士學位（BFA）帶有很強的人文素

養。這點特別叫他們的父母親高興：事實上，這些受過良好訓練的年輕劇場專業工作

者中，很多人並不會在劇場或影視工業界工作。紐約大學的鐵秀藝術學院每年約有

150到�00個戲劇畢業生。他們如果不能在劇場發展，那麼，他們至少有個學位可以找

工作、唸法律研究所、經商從政等等。這種劇場專業訓練結合人文學術教養的混血模

式，使得紐約大學在戲劇教育的市場上非常成功，每年來申請就讀的學生遠超過招生

名額。另一方面，在研究所方面，紐約大學鐵秀藝術學院的表演所（Graduate Acting 

Program）每年只招�0名學生，訓練非常密集  
�

，且大部份畢業生都甚受業界青睞。

      美國研究所層級的教育劇場訓練相當優秀，只是你接受訓練並不是要去改造劇

場，而是要找到劇場工作：那些演員通常都能在地方劇場、百老匯或影視工業任

職。我自己就有過多次跟紐約大學劇場研究所學生或畢業生共事的經驗：擔任演員

的Frank Wood 和Marissa Copeland，服裝設計Constance Hoffman，以及舞臺設計Chris 

Muller──Chris曾經來臺灣幫我設計《奧瑞斯提亞》的舞臺。這些共事經驗讓我對他

們的研究所肅然起敬。他們有些人同時腳跨實驗劇場和商業劇場，譬如Frank Wood，

他在百老匯和電影演出之外，也在我最近的兩個作品中擔綱表演。

      以上就是教育劇場訓練體系，相當龐大、複雜。許多大學系所廣告登得很誇張，

好像他們提供了最棒極佳的劇場訓練，事實並不盡然。美國大學教育系統的運作仿如

某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之一部份：每個大學都在競逐頂尖的那幾個學生。大學聲望的高

低繫於所招收到的學生的好壞。學院的存亡關鍵在於對學生有無號召力：招不到學生

就沒有學費收入，也就沒有大學了。這是很殘酷而簡單明瞭的事實：純粹而單純的資

本主義。這也意味著只要付得出學費，大部分的學校還是會對程度較差的學生破格錄

取的──這真的是個有趣而亂中有序的市場。

      就是我的表演研究所（Department of Performance Studies）也是如此這般地運作

�  有關紐約大學表演所的演員訓練，可參照查瑞斯（Janet Zarish）的〈成為演員〉乙文： Janet Zarish  
(�005) “To Be an Actor”，《戲劇學刊》，第一期，p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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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來說，表演研究所註定是賠錢貨，因為我們這個所只招收碩博士生，學生人

數不能太多，因此無法單靠學費來平衡支出。表演研究所必須靠其他大學部學生的

學費來維持──我們稱那種賺錢的學系為「金母牛」（cash cow），專供擠錢之用。

「金母牛」學系中的學生大多數都很優秀，但是，大學還是要「金母牛」努力多賺點

錢，因此，有些程度較差的學生一樣也可以進紐約大學。

地方劇場運動平衡城鄉的戲劇差距

      美國的地方劇場有個獨特而有趣的歷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一九五○年代，

全美除了紐約之外，幾乎沒有多少個專業劇場──也許在芝加哥有一兩個，休斯頓有

一家，而洛杉磯又有一個。麥克尼爾．羅瑞（W. MacNeil Lowry）那時候是福特基金

會藝術部門的頭頭，而你知道，福特基金會是美國最大的私人基金會，擁有幾十億

美元的基金──羅瑞下定決心要讓美國的每一個主要城市，都擁有至少一座的專業

劇場，就像歐洲一樣。他師法德、法：在德國，就是個小城市也有個公立劇場（stadt 

theatre），由政府出資成立、經營。歐洲的劇場文化，至少就專業劇場的數量來說，

一直要比美國優秀。因此，福特基金會開始推動了劇場扶植計畫，第一階段進行了十

到十五年，有些計畫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福特的作法是首先在全美各大城市尋找合

作「夥伴」，讓藝術家來經營劇場，市府領導們則負責劇場的部份營運經費。過了不

久，明尼阿波里斯、奧瑪哈、達拉斯、紐奧良、舊金山、波士頓、費城、華府、西雅

圖和其他許多城市，都出現了很棒的劇場。你只要能籌到一些錢，找到夠水準的導演

和演員，福特就給錢。這些劇場中最著名的是明尼阿波里市的格斯里劇場（Guthrie 

Theatre）──由英國偉大的導演、演員格斯里爵士（Sir Tyrone Guthrie）無中生有一

般地建造起來的一座劇場──建造得真好，使得明尼阿波里市成了美國中西部的文化

中心。格斯里劇場之外，渥克藝術中心（Walker Art Center）和其他幾個較小的實驗

劇場也發展得相當蓬勃。明尼阿波里市（以及鄰近的聖保羅市）的戲劇活動直到今天

依然衝勁十足。之前，當地人士籌募了一大筆款項，而福特基金會就按其所募得的額

數予以對等的配合款補助。

      今天，格斯里劇場的預算主要靠地方上的捐款、各基金會的贊助，以及國家藝術

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的補助。國家藝術基金會成立於一九六○

年代，部分成立原因即受到羅瑞和福特基金會的影響。

      位於華府的環形劇場（Arena Stage）是另一個很成功的地方劇場，其創辦人柴爾

達．費香德勒（Zelda Fichandler）目前為紐約大學鐵秀藝術學院表演所的領導。在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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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頓則有妮娜．旺絲（Nina Vance）創立了艾利劇場（Alley Theatre）。地方劇場運

動最興盛時全美大約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個重要的劇場，目前碩果僅存的依然還有三、

四十個，而福特基金會的救助根本上已轉移到其他如世界飢荒、健康管理方面去了。

      開始的時候，這些地方劇場真的擁有自己的劇團。藝術家們依照所簽的約一起工

作，至少一年，有些演員甚至會接續做個三年、四年、五年。跟歐洲的系統很像，這

些劇場都變得很不錯，雖然它們演出的劇目一直都很保守，主要還是現代歐洲經典、

現代美國經典，以及一年一個新劇。有時它們也會推小舞臺演季，推出更多的新作或

甚至讀劇。那時候他們也相當努力推動劇本創作──康乃迪克州的奧尼爾劇作家中

心（Eugene O’Neill Playwrights Center）即為著例，帶頭的人為洛伊．李察茲（Lloyd 

Richards）。李察茲擔任過耶魯戲劇學院院長和紐約大學表演所所長──順便一提，

他就是葛羅托斯基的傳人湯瑪士．李察茲(Thomas Richards)的父親──湯瑪士目前

為義大利龐提德拉「葛羅托斯基和李察茲工作中心」（Workcenter of Jerzy Grotowski 

and Thomas Richards）的領導人。

      因此，終六○年代，地方劇場在全美各地此呼彼應地冒出頭來，在不錯的經費支

持之下，發展成了在地的永續經營劇團。可是，物換星移，事情有了變化：為了確保

錢源，它們必須號召觀眾來預約訂票──季票、年票，票基越大越好，以彌補票房收

入、政府補助和私人捐贈的不足。為了保證有足夠的季票訂戶和樽節開銷──簡單地

說，為了開源節流，有兩件事和平演變了：首先，行政管理的重要性凌駕了藝術創

作。總經理取代了藝術總監，成了劇場的主要人物──有錢聲音大，而總經理為了保

證賺錢，那就必須來市場調查和滿足客戶的需要那一套了──結果劇場愈來愈無法引

領風潮，不敢創新，以免觀眾取消訂票或不再續訂。其次，永久性的劇團成了績效不

彰的代名詞：劇團的演員數量有限，其年齡、專長、戲路亦有限制，因此，整季的演

出戲碼也就受限。如果改變成按演出需要而招考演員的方式，那麼，劇團在一整季中

可以推出更豐富多元的劇目，同時又可以推出演員數目較少的一些戲來壓低製作成

本。當然，舞臺、服裝、燈光等設計人員也可以如此「按件計酬」。最後，整個劇團

裡真正稱得上有固定工作的人只剩下總經理和他的行政管理團隊，以及「一夫當關」

的藝術總監一人，以協助維持劇團仍是個「小小莫斯科藝術劇院」（a little Moscow 

Art Theatre）的假相：劇團的整季公演乃由行政總監和藝術總監共同精心策劃推出的

戲劇饗宴！

      今天，如果你是個年輕演員，你跟地方劇場的演出契約是以戲為單位的：一戲

一約。劇團通常會以一整季的方式來聘僱設計人員，或者將設計與製作分開處理─

─設計師只要將圖稿弄好，Email給縫製人員去做就行了。因此，從藝術角度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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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死了。為了因應這種新局，羅總（前述那位高瞻遠矚的福特基金會負責人─

─他本身並不是搞藝術的）創辦了劇場流通組織（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簡稱TCG），總部設在紐約，首任會長為格斯理劇場的前行政總監柴思樂（Peter 

Zeisler），一位劇場季票訂戶的推廣達人。TCG成了地方劇場的靈魂，除了出版《美

國劇場》期刊之外，也協助許多地方劇場做聯合勸募、聘僱等工作。地方劇場的藝術

總監（通常包括行政總監）會在聯合徵選活動中會見劇場新秀，敲定演員和整個戲劇

季的劇碼。TCG每年都會集會討論地方劇場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和可能的對策，從新劇

作家的培植到如何建立戲劇季訂戶等等，都在討論之列。地方劇場的觀眾，當然囉，

主要還是中產階級或更好康的。

      經過一段時間，地方劇場的劇目和導演風格，一般都變得相當保守起來。由於劇

場必須仰賴美國中產階級──住在郊區的生意人──訂票、給錢，因此也只能反應他

們的口味。當然，幾個以西班牙語演出的拉丁裔劇團，以及泛亞劇目劇團──當然，

紐約市裡也有地方劇團。這些劇團會稍稍勇猛一些，因為他們所訴求的觀眾比較特

別，而紐約市也提供了足夠的季票訂戶。全美國其他較大的城市也有類似的這種「異

類」地方劇場，跟清一色的「白種」地方劇場不太一樣，但為數不多且差異甚大就是

了。

      大約四十年前，在政治意識相當高漲的時日，在地方劇場和實驗劇場之間還存在

著另一種相當獨特的政治劇場，如舊金山默劇團（San Francisco Mime Troupe），農

民劇團（El Teatro Campesino），彼得．舒曼的麵包傀儡劇場，以及我參與過的自由

南方劇場（Free Southern Theatre）等等，為數不少。有些政治劇場在戰爭與和平的議

題上十分活耀，反對越戰。有些劇場則對焦於勞工階級或新移民工人的問題。有些是

同性戀運動的劇團，對愛滋病肆虐同性戀社區、藥物濫用和貧窮黑人婦女的情況提出

呼籲。然而，今天這些政治劇場大都不再了，原因是他們一般都缺乏政府補助，整個

國家的政治氛圍不再像三、四十年前那般激進，而許多「少數民族」如黑人、亞裔、

西裔等的家族成員也已晉身中產階級，多多少少離棄了他們那些貧窮的姐妹弟兄。

問： 演出劇目由行政部門主導之後，也就變成由行政人員來管理藝術部門了。在一九八○

年代的小劇場運動和九○年代的餘波盪漾之後，臺灣劇場也面臨了同樣的行政掛帥的

問題，但美國地方劇場運動開始時並非如此？

答： 開始並非如此。開始時一般只有融藝術和管理於一身的前瞻性人物，他們絕對不會為

了業績而犧牲掉藝術或社會意識。一手創立華府環形劇場的柴爾達．費香德羅是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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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的藝術總監，她先生湯姆則以業務經理的身份來協助她。休斯頓艾利劇場的妮

娜．旺絲則自己身兼藝術總監和行政總監二職。在舊金山，赫伯特．布勞（Herbert 

Blau）和朱爾斯．艾文（Jules Irving）則藝術與行政相互為用，兩人齊心協力地創建

了演員工坊（Actors Workshop）這個地方劇團。在格斯理劇場，柴思樂是總經理，格

斯理爵士是藝術總監──當然了，柴思樂必須唯爵士之命是從。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行政掛帥的情形就出現了：年復一年，每年你都必須募到一大筆款的時候，錢的周轉

就是一切動力的來源了。一切變得很現實：誰出錢，誰點菜。

      順便值得一提的是：地方劇場都是非營利性的公益組織，依政府的特殊法規成

立，只能花錢，不能為私人投資營利。藝術和宗教組織都可以是非營利性公益組織，

可以接受各種捐獻而給捐助者稅款抵免的優惠。雖然如此，地方劇場的經理人和地方

人士組成的董事會還是要負責盈虧的平衡：他們不只要推銷季票，還要向各種地方人

士、企業和基金會募款。一個劇團的營利或非營利屬性很容易分辨：你只要看看該劇

團的email地址或網址，其中如果有個“.org”，那麼它就是非營利性的劇團了：非營

利性劇團所賺取的每一分淨利都必須回歸業務費或做為薪資。百老匯上的劇院當然就

不一樣了：它們是商業機構，替投資客賺錢是天職──很反諷的地，投資賠錢也可以

是種獲利──你可以在個人所得稅上要求退稅，其間美國經濟和稅務系統的法令規章

頗為複雜。

       地方劇場跟所有非營利組織一樣，其最高權力組織是董事會，由地方支持者組

成，成員主要是捐款大戶。因此，地方劇場的職掌系統表上最高的是董事會，其次是

經理人員，其次是藝術指導，再其次是演員、設計師、技術員，最底層則是清潔、守

衛等維護人員。在整個劇場的權力架構中，演員和設計師的地位真的很低。

美國實驗劇場的興起與沒落

      實驗劇場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劇場，在美國有相當長的一段歷史──大約可以從

1�1�年普羅芬斯鎮劇場的創立說起──那一年青年劇作家尤金．奧尼爾遇見了霍斯（

Mary Heaton Vorse）、庫克（George Cram Cook）和葛拉斯培爾（Susan Glaspell）等

人，他們一起成立了一個「小劇場」來演出「藝術戲劇」。終一九二○年代，奧尼爾

和葛拉斯培爾的劇本都被認為具有非常高的實驗性，特別是奧尼爾──他對美國實驗

劇場的第一階段有關鍵性的影響：奧尼爾以寫實主義的劇本開始，寫得非常好。然

後，他進入表現主義時期，寫出了許多美國戲劇經典如《毛猿》（The Hairy Ape）、

《瓊斯皇》（The Emperor Jones）和《布朗大神》（The Great God Brown）等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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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晚年，他又回到寫實主義，寫出了一些真正偉大的作品如《長夜漫漫路迢迢》和

《賣冰的人來了》等等。從這三個時期──早期的寫實主義、中期的表現主義戲劇和

晚年成熟的寫實主義──可以看出奧尼爾的戲路的確相當寬廣。奧尼爾在普羅芬斯鎮

和紐約市的普羅芬斯鎮劇場獲勝之後，立即成了百老匯劇作家。在一九二○、三○年

代，百老匯不只生產商業戲劇、音樂劇等等，還推出了一些真正重要的前衛作品──

奧尼爾之外，還包括一九三○年代團體劇場（Group Theatre）的一些突破性的傑作。

      團體劇場受到莫斯科藝術劇院（以下簡稱「莫劇院」）的影響最大。莫劇院的創

始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簡稱「史氏」）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對俄國1�1�年的

革命也不十分熱衷，但是，他被視為蘇聯最著名的劇場藝術家，莫劇院也被視為全

世界的偉大劇場之一。對許多美國人而言，俄國革命是件令人興奮和充滿希望的壯

舉。特別是在一九三○年代，在社會主義者和一些共產主義人士領導之下，美國出

現了相當強勁的左翼運動：在大蕭條時期，左翼活動遍及全美。現在，讓我們倒帶

個十年，回到一九二○年代中期說起：在俄國革命之後，莫劇院的聲名傳遍歐美。

對一九六○年代劇場影響深遠的俄國導演梅耶荷（Vsevelod Meyerhold），在當時則

鮮為人知。史氏一支獨秀，使得一九二○、三○年代都成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時

代」。莫劇院1��4年在紐約市的演出轟動一時，大家都叫莫劇院的卓越、精準和整體

高超的藝術水平折服了，於是競相效法，想更貼近莫劇院的成就。同時之間，有些莫

劇院的演員不滿蘇俄現狀，不想回莫斯科，於是投靠美國的就有瑪利亞．鄔賓斯凱雅

（Maria Ouspenskaya），麥可．契訶夫（Michael Chekhov，劇作家契訶夫的姪子，

莫劇院演員，後來成為好萊塢偉大的表演老師），以及最著名的理查．波列拉夫斯基

（Richard Boleslavsky）。鄔賓斯凱雅後來成為紐約市的表演名師。在1���年，波列

拉夫斯基創立了美國實驗劇場（American Laboratory Theatre）。

      美國實驗劇場的成員中有李．史特拉斯堡（Lee Strasberg）和哈羅德．克魯曼（

Harold Clurman）兩位學生。1���年正逢股市大崩盤，引發了大蕭條時代。美國共和

黨的經濟發展形同廢墟，其所揭櫫的自由市場體系受到選民唾棄，而較進步、社會主

義傾向的法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則當選為美國總統（這有點

反諷：這個羅斯福可說是美國史上最左傾的一位總統，可是，他卻出身豪門貴族──

美國第一次大戰前的另一位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即其叔父）。為了對

抗經濟蕭條，羅斯福透過國會推動了一系列相當激進的社會改革政策，如社會安全保

險制度、刺激就業的政府雇用方案和國家振興法案等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合流的制

度。

      在這種時代脈絡中，團體劇場在政治上左傾，在藝術上則以莫劇院為師。團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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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中如哈羅德．克魯曼和史黛拉．艾德勒（Stella Adler）曾遠赴莫斯科親炙史氏的教

誨。其他成員如後來成立演員工坊（Actors Studio）的李．史特拉斯堡，則經由波列

拉夫斯基學習了史氏的表演體系。如此這般，團體劇場讓史氏方法在美國各地開花結

果。同時之間，團體劇場在政治上左傾而又激進，在大蕭條時代，竭力鼓吹各種進步

的社會政策。克里佛．奧德茲（Clifford Odets）的劇本，譬如有關工人騷動的《等待

左仔》（Waiting for Lefty），都相當激進。在當時，有許多劇團也都激進左傾，積極

參與演出當日新聞以喚醒民眾的「活報紙」（Living Newspapers）等等。演藝神童奧

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在紐約市哈林區的貧民窟帶領一群黑人演出了突破性的

《馬克白》（Macbeth）。後來，在一九四○、五○年代，團體劇團中的年輕一代成

員伊利亞．卡山（Elia Kazan），在他前往好萊塢成為電影大導演之前，在百老匯排

出了田納西．威廉斯主要作品的首演，以及亞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等等。卡山

可說是團體劇團之子。在美國劇場史上，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六○年代是最進步和最

令人興奮的兩個年代。經過了七十多年，團體劇場的影響在今日美國依然斑斑可見。

但是，團體劇場和其他政治上、藝術上較激進的一九三○年代劇場，卻叫美國國會的

反共獵巫迫害行動叫停了──然後，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左派激進劇場也就顯得不合

時宜了。

      然後就是一九六○年代。終一九五○年代，屬於六○年代的激進、前衛，事實

上，都已經涓涓滴滴地此湧彼現了。如果你看過我1�65年寫的那篇文章〈三○出場，

六○進場〉（Exit Thirties, Enter Sixties）──你會看到我在攻擊團體劇場和那班偉大

的劇場人。我那時候是個想自立門戶的憤努的年輕人。我想為我們那一代發聲，因

此，我攻擊史特拉斯堡、克魯曼、卡山他們為過時的人物，擁護著早已過時的社會寫

實主義。然而，我攻擊他們的理由主要是美學的，不是政治的。我在《紐約時報》上

寫過一篇克魯曼新書的書評，很傷了他的感情──我攻擊了這麼偉大的劇場人，現

在想起來真是罪過，但是，我們那一代已經不一樣了，受到了發生（Happenings）、

艾倫．卡普羅（Alan Kaprow）、約翰．凱基（John Cage）、美國黑人自由運動（

Freedom Movement of American Blacks）、民權運動和反越戰等等街頭抗議活動的影

響。

      我們從這些活動中看到政治行動即表演。音樂、舞蹈和劇場之間的界線開始融

解，街頭與舞臺、真實生活和劇場之間的區隔亦逐漸泯滅──這些今天依然風行的

一些作為，都發皇於一九六○年代。凱基說你所聽到的每一樣東西都是音樂。他的學

生卡普羅則說發生即真實行動：我們不需要劇本、劇作家、演員或劇場即可以做出

劇場所不曾有過的「表演」（Performance）。這些「表演」（當時被稱作「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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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事件」，現在則已正名為「表演藝術」Performance Art）主要並不在舞臺上演

出，而是可以在畫廊、公寓、車庫、街頭等任何特殊場地舉行。由這些親身體驗，我

發展出了「環境劇場」理論：環境劇場是種全新的劇場看法，也是在對舊有的劇場

空間進行物質上和觀念上的全盤解構。由於這種解構，我們需要某種新的表演者（

performer），而不是以前的演員（actor）。同時之間，政治激進劇場如彼得．舒曼的

麵包傀儡劇場，加州移民農工組成的農民劇場，以及在街頭上神出鬼沒的舊金山默劇

團等等，它們開始演出舊金山默劇團的創辦人朗尼．戴維斯（Ronnie Davis）所說的

「游擊劇場」（guerrilla theatre）。這些劇場（我也包括在內）的所作所為，事實上

即利用戲劇表演來走上街頭：我們不再在劇場裡推出「有關」社會問題的演出，我們

直接在街頭上就這些問題與人民和警察對抗。我們採取行動，而非再現。

      同時之間，跟激進藝術看起來互相矛盾但事實不然的抽象或後現代舞運動出現

了，譬如伊紅．芮娜（Yvonne Rainer）早期的舞作即使用非常簡單的日常生活動作（

舞蹈學者莎利．邦斯（Sally Banes）稱之為「民主的身體」）加以簡化或抽象化。這

種舞蹈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年代萌芽的美國現代舞，特別是露絲．聖德妮與其

學生瑪莎．葛蘭姆，後者在一九三○年代成名且影響力維持數十年不墜。葛蘭姆有個

學生叫默斯．康寧漢，繼她成為美國偉大的編舞家。康寧漢曾為凱基的長期伴侶，今

天依然健在。同時之間，在美國西岸，安娜．哈普林（Anna Halprin，現在已經八十

多歲了）開創了舊金山舞蹈工坊（San Francisco Dancer’s Workshop），使之成為新

藝術活動的溫床，培植出伊紅．芮娜、西蒙．霍堤（Simone Forti）等後現代舞拓荒

者。這種種新藝活動於一九五○年代後期爆發，持續了整個六○年代。在歐洲，新的

藝術風潮也平行發生。來自亞洲的影響則方興未艾，畢竟在美日太平洋戰爭之時和之

後，美國已經成了太平洋上的強權，只不過這有待另文再細說了。

新保守主義的興起與全球化的劇場

      然後，有幾件事情發生了：在一九六○年代末期，政府開始反擊。在法國，警察

真的開槍射擊學生。在美國，國民兵槍殺了反越戰的四名肯特大學學生。在墨西哥市

也有學生暴動──一九六○年代晚期的青年運動乃一個全球化現象。在美國，由於越

戰的關係，許多年輕人視政府為敵人，而政府也視年輕人為敵。跟這種正面衝突平

行，某種的文化大革命也發生了──不是毛澤東的那種文革，而是某種更草根性的

文化革命──跟「草」有關，因為美國版的文化大革命也包括了大麻的普遍使用，如

「性藥搖滾」（sex, drugs, and rock-and-roll）這句口號即提綱挈領地主張藉由藥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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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意識（後來有些藥物被證實為具相當毀滅性，但當時並不知道），性禁忌的解除

（因避孕丸的發明和普及），以及非裔美國新型音樂的引進（首先由貓王普利斯萊予

以普及，再經由披頭四加注更多的文化意識而推廣到全球）等等新體驗的追求。這些

種種解放行徑真的嚇壞了美國社會中較保守的一些勢力。

      政府以各種方式反擊。首先是實地將警察和國民兵帶進美國街頭，但不只如此：

他們叫藝術家不容易得到經費贊助，卻讓做生意賺錢顯得理所當然。簡單地說，他們

改變了整個場域：一九七○、八○年代，在尼克森總統和雷根總統的翼護助長之下，

目前高張的保守主義之基礎設施即已完成了。社會救助措施大幅刪減，亞當史密斯的

自由市場概念藉「全球化」這個新名以行。蘇聯在1���年解組，更叫全球勢力徹底重

新洗牌──我們現在難以一一細說，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保守主義對藝術有深遠的衝

擊。

      首先是文化實驗從社會行動的層面大規模撤退，回到較狹窄的場域成了藝術──

某種的「為藝術而藝術」。同時之間，行動由街頭轉向理論，回到大學課堂：從這個

脈絡看來，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這門新學科的出現，較同時期的劇場真

的是要激進許多。法國亦然：傅科、德希達、拉岡和德勒茲等人的後結構主義思想，

也是1�6�年學生被驅離街頭之後的產物。

      讓我們倒帶一下：打從一九六○年代初期，耶日．葛羅托斯基的作品即在《戲

劇評論》（The Drama Review，我在1�6�-6�及1��5至今為其主編）中被介紹到美

國來 
�

。1�6�年，葛羅托斯基和理查．奇斯拉克（Ryszard Cieslak）在紐約大學主

持了一個為期四週的工作坊。我參加了這個工作坊，而我一手創立的表演劇團（

Performance Group）即發源於這個工作坊的體驗、心得（當然，其中匯注了部分我在

紐奧良的戲劇經驗）──另一個由這個葛羅托斯基／奇斯拉克工作坊而誕生的劇團是

安德烈．葛雷哥里（Andre Gregory）的「曼哈頓計劃」劇團。同時之間，自1�64年

即流亡海外的生活劇場（Living Theatre），也在1�6�年回到美國，以《即時樂園》（

Paradise Now）、《神秘劇和幾個小品》（Mysteries and Smaller Pieces）和《科學怪

人》（Frankenstein）等激進作品轟動一時。開放劇場（Open Theatre，為生活劇場的

分支）則在約瑟．查芹（Joseph Chaikin）不凡的見地之下勇猛地創作研發，如同其

他同時期的許多實驗劇場。

      葛羅托斯基的影響相當廣泛，特別是在演員訓練、經典劇本的解構（我在遇見葛

氏之前即進行了同樣的工作）和環境劇場演出（我自己也是殊途同歸地在一九五○年

�  有關謝喜納與《戲劇評論》的關係，可參考謝喜納之〈《戲劇評論》與我〉一文，《人類表演學系列：
平行式發展》，文化藝術出版社，�00�，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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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晚期發現或再發現了這種表演空間的運用之道）這三個方面。葛氏的作品，還有我

自己的，都將劇場和儀式做了很密切的關連──之後我跟人類學家維克多．透納（

Victor Turner）聯手繼續推動了這方面的探索工作。終一九七○、八○年代，舞蹈、

音樂、表演藝術和劇場一起發展出很豐富而多元的實驗表演作品，著名的團體有馬布

礦區（Mabou Mines）和烏斯特劇團（Wooster Group，由表演劇團改組成立）等等，

個人藝術家則包括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等等。

      在一九六○、七○年代，所有這些實驗藝術都發生在曼哈頓島上的蘇荷區：表

演車庫（Performing Garage）、俄亥俄空間（Ohio Space）、這裡（Here）、廚房

（Kitchen）、理查．福曼的劇場和羅伯．威爾森的霍夫曼工作室（Byrd Hoffman 

Studio）等等都座落於此。許多視覺藝術家也住在蘇荷區的閣樓上。日新月異，沒

多久蘇荷區就成了時髦商店和熱門餐廳的代名詞，目前只剩下表演車庫、這裡和俄

亥俄空間留在那裡。在新舊世紀之交，紐約市的其他地區也逐漸發展成為藝術社

區，譬如二十幾街哈得遜河邊的雀兒喜地區（Chelsea）、布魯克林區的大橋底下（

DUMBO），以及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區更偏遠的一些地區。這種擴散活動有好有壞：

好處是實驗團體所在的區域，可以提供多一些藝術家們住得起的房子──但是，如果

藝術家都集中在同一個社區活動，則較容易互通有無、造成氣候。

      目前，實驗劇場、表演和視覺藝術已經成了固定的型類、風格而不再前衛了。前

衛（avant-garde）成了我們所說的「卡位」（niche-garde）：每一種作風都有各自的

地位、市場和觀眾，必須與時共進。整體而言，藝術活動的選擇增加了許多，但無

論在技術上或政治上，再也談不上什麼激進不激進了。時下最新的作品多跨越在電子 

／網路表演和現場真人表演之間。建築工人協會（Builders Association）、電梯修理

公司（Elevator Repair Service）、烏斯特劇場和其他許多團體，都在摸索整合科技發

展、即時通訊和經典作品的各種可能性，以期再造前衛藝術的新潮。

      現在的年輕表演藝術工作者享有許多機會：如果你想當個正規演員，你可以試試

各地的地方劇場，由那兒再轉戰百老匯、電視或好萊塢。或者，你可以直接走上媒

體，在電影、電視圈找到工作。愈來愈多的人經營自己的網站，把自己的作品在網路

上播放──有些人現在甚至利用從YouTube到.com的網路機會來賺錢營生。或者，你

也可以加入現在看來已經相當「古典」（classical）的實驗表演團體。PS1��、舞蹈劇

場工坊（Dance Theatre Workshop）、聖安庫房（St. Ann’s Warehouse）、摺疊式長頸

鹿（Collapsible Giraffe）等等展演場所依然充滿了各種新作：這種「新」不再意謂著

某種激進性或顛覆性，但通常在觀念上和技巧上都具有相當的品質，展現出某種相當

成熟的實驗表演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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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所以實驗劇場不復「實驗」了，乃因為新或突破不再可能了？實驗劇場只成了眾多不

同風格的劇場之一種？

答：  沒錯，目前劇場的邊界在網際網路上頭──某種跨媒體的劇場。但即便是跨媒體也

不是那麼新的東西：理查．柯斯特蘭尼茲（Richard Kostelanetz）在多年前即鑄造出

「混合媒體劇場」（theatre of mixed means）這個字。然而，就網際網路和真人表演

的交融而言，我們仍然不知道其前景如何──其間有個有趣的重點是：一般人相當

容易地即可以成為網路上的實驗表演藝術家，而實際上千百萬的年輕人的網路技藝

著實不同凡響，遠超乎我的能耐。你只要上YouTube看看，什麼東西都有，從最夯的

藝術作品到色情影像到小伙子們自拍──想起來真不可思議。當然，目前這些影像

的社會意義要比美學實驗來得重要，但未來發展如何呢？我不知道，但著實令人興

奮：未來的可能性很多，而人們可以各就所愛加以發展。

      我們界說的實驗劇場主要還是集中於紐約市，有抱負的藝術家們從四面八方雲集

於此。等到功成名就，他們也可能跳槽到好萊塢。芝加哥也有幾個不錯的劇團和導

演、演員。加州也有，從舊金山到洛杉磯到聖地牙哥，詳細數目不得而知，但大約有

三、四十個劇團和很多很多個別的藝術家。他們都在嘗試跟一些商業主流不一樣的東

西，蠻值得期待的。

      一般而言，他們的新作並不陌生：編導或演員們自己寫出自己的文本，不使用劇

作家的作品，也不像我或烏斯特劇團一樣，將經典劇作予以解構。他們的作品常常是

自戀型的──關於他們自身和他們的旅程。這種「自戀」在視覺藝術界有許多前例：

自畫像即一著例。如同我前面說的，這些年輕藝術家的電腦功夫十分要得，電腦數位

語言已經就是他們的日常語言。他們全然陶醉於多媒體的世界。有時候他們與現場觀

眾互動，有時候則藉由網際網路讓遠方的人參與。他們的空間運用相當繁複，但大多

數是正面面對觀眾的、非環境劇場的。他們大多使用電腦合成的影像，不再製作傳統

的影片。

      關於我自己──不管「前衛」這個字做何解釋──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前衛了。

目前我的工作主要集中於寫作，但是，當我導戲時，我傾向於「古典」的環境劇場演

出，科技要求很低。在我�00�年於上海戲劇學院導的《哈姆雷特》中，我使用了現場

錄影直播，但也僅止於此，沒有影像互動。我使用劇本來排演，烏斯特劇場亦然，

但他們的《貧窮劇場》演出，事實上卻是將葛羅托斯基和威廉．霍塞斯（William 

Forsythe）的早期演出加以解構重排。其他幾個重要的實驗劇團如電梯修理公司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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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工人協會則自己創作文本，通常是視覺性而非文字性的「劇本」。

百老匯上的戲劇風光不再

      最後，我們來談談「商業劇場」──主要是指百老匯及其在美國各地的演變、延

伸，雖然今天的百老匯劇幾乎都已經不是百老匯的原產了。有些百老匯劇是由成名電

影改編而來，亦即電影演成了舞臺劇。這是商業劇場的迪士尼化──將百老匯與電

視、好萊塢和網路聯成天衣無縫一般的娛樂事業網脈。以往的美國戲劇都是在百老匯

上生產，成功之後，才巡迴美國各地演出。現在，戲劇的原生地可以是外百老匯，可

以是地方劇場，也可以是海外的倫敦，成功之後再搬上百老匯。在百老匯獲得成功，

然後再進行巡迴演出：有些戲如《貓》和《歌劇魅影》已經巡迴了好些年或甚至好幾

十年。

      偶爾，百老匯上也會演出短期的「藝術」戲劇如經典作品的重演或電影明星擔綱

製作的名劇等等。有些演出真的很棒，譬如數年前推出的《風的傳人》（Inherit the 

Wind）或奧尼爾的《詩人之愛》（A Touch of the Poet）。最近，琳恩．雷葛列夫（

Lynn Redgrave）主演的《喪居一年》（A Year of Mourning，改編自Joan Didion的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一書）也很不錯。然而，這些佳作畢竟只是常規之中的例

外，只是進一步證明了百老匯不再是個有創造力的地方。百老匯是個商場。百老匯觀

眾大部分是美國和外國觀光客，票價貴的嚇人──我所認識的藝術家沒有任何人會去

看百老匯。

      紐約也有些既非商業性、亦非實驗性的著名展演場所如林肯中心、布魯克林音樂

學院和大眾劇場（Public Theatre）等等。大眾劇場很特別，直到今天依然持續實驗不

綴──馬布礦區曾有好長一段時間即落腳於大眾劇場。大眾劇場也推出許多新劇──

知名作家而非百老匯劇作家所編寫的新劇。布魯克林音樂學院則已成為世界主流的前

衛藝術家（主流跟前衛在這裡真的還有點不協調）如羅伯．威爾森和碧娜．鮑許等人

的紐約基地了。

問： 由於你是美國實驗劇場的健將，能否多談談這方面的問題──譬如，今天的實驗跟五

○年前的前衛、六○年代應該有了蠻大的差異了？

答：老天，我真的有那麼老了？

      在六○年代，實驗劇場是真正地在作「實驗」──他們在做一些沒有人做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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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做過但卻已經被遺忘了的事，例如觀眾參與、環境劇場、經典劇本的解構等等。

有些目前習以為常的東西，那時候卻是全新的，譬如男女全裸同臺演出。那時候的後

現代舞者們開始跳一些沒有故事的舞蹈，甚至跟一些沒受過舞蹈訓練的人一起演出。

表演可以在畫廊舉行，或走進街頭，而不一定要在劇場裡發生。我的劇團所在的表演

車庫原先為一家金屬壓印工廠。我把它改裝為相當獨特的環境劇場，而且針對每一個

演出即重新規劃改裝成不一樣的空間。所有這些創舉如果不是絕對地新，也是相當地

新──古代也許曾經有過，但已經在文化變遷中被忘光了，因此，藝術家和觀眾都會

覺得頗有新意。因此，那時候的「實驗」的確如這個字的字源意義所指：在已知的疆

域之外。

      可是，今天很難再發現真的新東西了──雖然的確也有些很極端的事物在進行著

：在中國即有些新而跨出疆界的東西，譬如有位中國藝術家在「實驗」（如果我可以

這麼稱呼這種行為）吃胎兒──至少這是我從鄭美玲的文章中讀到的（請參見《戲劇

評論》所刊出的〈暴力資本〉（Violent Capital）一文）。另外有位藝術家則用活生

生的動物來砌出一道牆，看著動物死去。從我的觀點來看，這些作品暨恐怖又噁心，

因為我實在不想以殺害動物來做出一個表演。可是，現在，我卻記得一九六○、七○

年代，曾有個叫Magazzini Criminale的義大利團體，他們在舞臺上殺掉了一匹馬。另

外，歐提茲（Ralf Ortiz）在舞臺上殺了許多老鼠，而在台上殺雞的則更多了。因此，

在台上殺生並不新，但是，我沒聽說過有任何表演藝術家吃過胎兒，因此，這個演出

可能是新的：觀念上也許不新，但行為卻是新的。我真的該相信這種表演的確在中國

表演過？鄭美玲是個可靠的學者，很難叫我不信。對我自己而言，這種行事真的是跨

出我的界外了──我已經是老一派人物了？也許吧。

      此外，在美國和英國也有些表演者如Ron Athey和Franko B等等，他們割開血管讓

自己流血──在青少年文化中，歃血為盟等等並不少見──但這些真的是藝術上的前

衛麼？

      最後，沒有人可預測什麼是新的──新的定義即無法預言的東西。新真的那麼重

要麼？你說呢？

問： 新也意味著某種天真？這叫我想起一九六○年代剛開始不久，生活劇場演出了一齣叫

《藥頭》（The Connection）的戲：那時候的觀眾真的好天真地以為舞臺上演出的全

都是假的或扮演而已。

答： 事實上，那個演出是虛構的── 一種超真實（hyper-real）的表演。他們所演奏的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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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樂是真的，但演員們並不是真的在臺上施打海洛英或其他毒品。我認識《藥頭》

的編劇傑克．蓋爾伯（Jack Gelber）──他已經死了──我們討論過這個演出。我也

曾經跟生活劇場的創辦人茱蒂斯．馬琳娜（Judith Malina）請教過這個戲。演員中的

確有一些真正的吸毒者，但真正在現場發生的只有他們演奏的爵士樂──演員們也許

有用大麻，但不是使用他們所演出的毒品。《藥頭》叫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在於時間

的處理──整齣戲在真實時間中展開。之後，在1�64年，生活劇場推出了《監獄》一

齣戲，場景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監獄，整個演出可說是「超真實」的極致。《監獄》最

近才被生活劇場在他們紐約市下東城區的劇場再度推出。生活劇場也推出像《科學怪

人》或《即時樂園》這種蠻抽象的作品。《即時樂園》的主軸之一是觀眾參與，將演

出帶上街頭，讓藝術和生活打成一片──這正好就是凱基和凱普羅所要做的事，而生

活劇場做到了。那些行動都是新的。現在，如果我們要模糊藝術與生活的界線，那就

無甚新意了──我們不是不可以做，譬如說，我可以來點觀眾參與，但是，你只要打

開電視，什麼「全民開講」和「限時搶購」之類的觀眾參與節目，我想，使得我只不

過是在炒冷飯罷了。

      此外，我們有YouTube和其他以真實、現場演出為號召的各種網站。這使得通俗

文化已經走到藝術文化前端去了，而以往都是藝術文化來領導大眾文化的──這是否

意味著前衛已經是明日黃花了？很可能。

表演研究是當代戲劇研究的重要突破

問： 由於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這個新學門跟一九六○年代和實驗劇場都有密

切的關連──您也許也可以談談這個題目？

答： 沒錯，一九六○年代事實上由一九五○年代中期開始，然後一直持續到一九七○年

代。因此，當我們談到一九六○年代，事實上所指的不僅只是十年而已。我認為表演

研究是學術思想上很激進的一項修正工作，始於一九六○年代，或者，可說在1�5�年

艾文．考夫曼（Erving Goffman）出版《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一書時即已開始了。1�66年，我在《戲劇評論》上發表了

〈理論／批評途徑〉（Approaches to Theory/Criticism）一文，首先以「表演」這個字

來涵括很廣泛的各式各樣人類行為活動（後來，當我對動物行為學發生興趣之後，我

把動物行為也列為「表演」的內容之一），諸如運動、遊戲、儀式、社交互動和美學

範疇上的戲劇、舞蹈、音樂等等。這篇文字在1�66年於《戲劇評論》刊出後，也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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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6�年出版的《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一書──它所談到的一些觀念即形

成了後來表演研究的基礎。譬如說，我在這篇文章中率先使用了「表演理論」這個名

詞──之前應該是沒有人曾經這麼使用過，或以我所憶想的方式來使用這個新名詞：

「表演」要比劇場、舞蹈、音樂等個別藝類更寬廣和更全方位。我受考夫曼的影響其

實蠻深的。

       一直要等到好些年之後，我才碰上了維克多．透納的思想和著述。考夫曼和透納

對我的影響很大。這兩位我都認識──跟考夫曼沒那麼熟，但跟透納就熟呆了。有那

麼一個時刻，在一九七○年代末，透納（以及他太太愛迪絲）、芭芭拉．邁爾荷夫（

Barbara Myerhoff），我，以及考夫曼（他只來了一天），合教了紐約大學戲劇所（

後來率先改名為「表演研究所」）的一個短期暑修課程。我們在表演車庫上課，有理

論研討，也有技藝工坊。這個密集課程對我們有深遠的影響──我想，對透納和邁爾

荷夫和我的影響很大，對考夫曼也許沒那麼大，因為他畢竟只參與了一天。

      考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這部經典將日常生活視為一幕幕的戲劇演

出，亦即將莎士比亞的「世界一舞臺」這句格言化為理論。我自己則將考夫曼的思

潮倒了過來：他視生活為戲劇／劇場，我則視劇場為生活，因為我在一九六○年代初

期結識了麥可．柯比（Michael Kirby），然後，透過他又認識了艾倫．凱普羅和約翰

．凱基。一九六四年，《戲劇批評》刊出了柯比主編的劃時代「發生專輯」──我們

為了這個專輯工作了兩年──我那時候還住在紐奧良，在都蘭大學教書，當我來到紐

約時，柯比就介紹我認識凱基、凱普羅和帶我去參加「發生」的表演：我真的在一些

「發生」中參與演出過。

      之後，在1�6�年，那一年我還住在紐奧良和在都蘭大學教書（在我於1�66年將

《戲劇評論》轉移到紐約大學之前，可記得TDR的T原來是指Tulane(都蘭)？），我推

出了我自己的第一個環境劇場演出《職責之害》(Victims of Duty，伊爾涅斯科的劇本

)。在這個演出之前，我也做過很類似的東西：1�5�年，我在麻州普羅芬斯鎮附近的

海灘排演過索福克里斯的《費羅克地提斯》(Phlioctetes)一劇。我讓演員搭船進場，

而觀眾則必須越過沙丘才能看到演出：整齣戲發生在一座荒島上。這種演出對我而言

跟電影一樣：你進到電影裡面，看見真實的地方，因此，我想，劇場演出應該也可以

在真實的地方發生吧──這些都在歷史／復古主題樂園發生之前。我自己的環境劇場

演出也受到我在自由運動中的活動──街頭示威、靜坐等等──影響：讓真實的地方

成為象徵和劇場。

      1�66年4月，在紐奧良，我跟視覺藝術家法蘭克林．亞當斯(Franklin Adams)和作

曲家保羅．艾普斯坦(Paul Epstein)合作，推出了《4/66》這個分為許多部份而又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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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發生。《4/66》的特色為同時進行的各式各樣活動，從各種遊戲到男人的尿尿

比賽都有──誰尿得最遠？紐奧良從未見過這麼瘋狂的「藝術」。這些實驗成了我的

第一個成熟的環境劇場演出《職責之害》的基礎：劇本是伊爾涅斯科寫的，而我的博

士論文即在研究伊爾涅斯科。我找來都蘭大學的舞臺設計學生傑瑞．羅裘(Jerry Rojo)

幫忙，一起設計了《職責之害》的表演環境。羅裘後來也到了紐約，替表演劇團設計

了許多演出。當我們合作《職責之害》時，他是很棒的TD（技術指導），設計了一

系列由機器操控而可以螺旋上昇到天花板的座椅，將我們的表演環境帶進了另一個向

度。

      在《職責之害》中，我們也引進了「真實」的表演：扮演尼可拉斯．竇一角的演

員，每場演出前都必須在劇場外頭、他的摩托車旁「睡」個一兩小時才輪到他上場。

在他出場前我們會放一段影片，內容是他早上起床著裝、發動摩托車，穿過紐奧良的

大街小巷來到劇場，發現劇場鎖著而只好倒在摩托車旁睡覺。影片結束後，觀眾聽到

摩托車的怒吼聲，劇場的邊門打開，尼可拉斯真的騎著摩托車穿過觀眾進到房間的中

央。有一天晚上，扮演尼可拉斯的演員生病，只好由我代他──他沒有台詞，或只有

很少的幾句台詞，因此，替演不是問題，而且，我是導演，知道整個戲──問題是我

不會騎摩托車。我練習了一整天，結果，要演出時我還是嚇壞了：要騎著那怒吼的大

摩托車穿過觀眾！我很幸運，沒撞倒任何人。戲照常進行，沒甚麼觀眾察覺任何異狀

：他們只覺得一輛真實的摩托車就這樣地開上舞臺很不可思議。這段演出真的在許多

方面都相當實驗：真的摩托車，由影片溶入，完全的環境劇場設計、演出。但是，不

像我之後的作品，我並沒有拆解伊爾涅斯科的劇作，只是以一種很特別的方式來使用

他的劇本。

      我在1�6�年秋天來到紐約，那是我跟葛羅托斯基首次面對面接觸之後的第二年：

我在1�66年前往蒙特婁訪問他，同行的還有《戲劇評論》的副主編西奧多．賀夫曼

(Theodore Hoffman)。我是在1�6�年首次聽到葛羅托斯基這個名字，隨即跟他進行通

訊，於1�64年在《戲劇評論》率先發表了許多關於他的創作的資料──之後我們還

刊登了好幾次。1�6�年，葛羅托斯基第一次來到紐約，跟理查．奇斯拉克(Ryszard 

Cieslak)在紐約大學主持了一個表演工作坊。我是工作坊學員之一，同時參加的有幾

位後來成了表演劇團的核心成員。跟葛羅托斯基的工作坊經驗直接影響了1�6�年6月

首演的《6�年的戴奧尼索斯》這個作品：我從葛羅托斯基學來的一些身心練習，構成

了我們準備《6�年的戴奧尼索斯》時的探索工作之基礎。我將我在紐奧良所發展的環

境劇場，與從葛羅托斯基所學到的東西，做了一次結合。

      我一直是表演劇團的領導：從1�6�年成立開始到1��0年我自動引退，劇團改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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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斯特劇團。事實上，烏斯特劇團一直是表演劇團登記立案的法定名稱：在1�6�年

初，當我申請成立劇團時即挑選了「烏斯特劇團」這個名稱。這些只是名稱而已，恐

怕無關緊要──只要記得「烏斯特劇團」這個名稱並不是目前的烏斯特劇團那些人發

明的就好了。當然，目前烏斯特劇團已經名滿天下，我在這裡只不過指出：有許多種

子是在一九六○年代晚期播下的。

      稍微倒帶一下：由於都蘭大學的一場爭議，都蘭戲劇系的五位教員──包括我和

系主任孟路．李普曼（Monroe Lippman）──集體辭職。李普曼和我在1�6�年轉到

紐約大學戲劇系──即後來的表演研究所──任教，李普曼擔任系主任。我初到紐約

大學時，所教的課程跟在都蘭無甚兩樣，都是些「現代戲劇潮流」之類的標準課程─

─而這些課程又只不過是我從我在都蘭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羅伯．柯瑞根(Robert W. 

Corrigan)那兒學來的更新版。柯瑞根由都蘭升遷到卡耐基─美侖大學，然後又再喬遷

到紐約大學，並且從那兒把我聘了過去──這是個蠻有趣的事：就是少數這幾個人互

相牽來動去，美國的學院劇場／表演研究和實驗劇場就永遠改觀了。

      一九七○年代初期，我開始閱讀維克多．透納的著作。在此之前，我很醉心於考

夫曼和那些影響他的人如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我對劇場研究的文學傾向很

不滿意。當人們談到「劇場實務」時，他們是指表演、導演、設計──沒有人對劇場

的理論基礎（亦即我後來所謂的「表演」）感興趣。他們認為劇場就只是劇本的搬

演而已。但是我開始將劇場視為行為、儀式和某種被完成的行動。我因此認真地研

讀心理學、社會學和特別注重於社會人類學。我很快就知道柏克在本寧頓的大學教

書，而他之前曾經跟理查．波列拉夫斯基一起工作過，而後者即莫斯科藝術劇院留在

美國的重要成員，對團體劇場有重大的影響。柏克也教過法蘭西斯．佛格森(Francis 

Fergusson)──他的《一種劇場觀》(Idea of a Theatre)對我而言是一本重要的書，因為

他企圖從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觀點來理解戲劇文學。我所閱讀的人類學材料叫我相信

「劇場」只不過是「表演」的一小部份。我很認真地接受亞里斯多德關於希臘悲劇乃

起源於儀式的斷言。我想要更加瞭解儀式──不只是古代的儀式，而是目前仍在舉行

的各種儀式，於是我開始閱讀許多不同的人類學家的作品和民族誌。

      這些涉獵將我引向了維克多．透納，特別是他的《儀式過程》（The Ritual 

Process, 1�6�）和《戲劇、田野和隱喻》（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1��4）這兩

本書的書名和內容。透納提出的「社會劇」（social drama）這種理念正巧就是我所

需要的理論。在那之前，分別在1�66和1��0年，我已經在〈理論／批評途徑〉和〈現

實〉（Actuals）這兩篇文章中，將自己的理論勾勒出來，因此，當我找到透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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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教導了我這些──雖然他真的教導了我許多──而是說我們的想法匯流在一塊

了。

      我不久發現自己的閱讀、思考和導演工作，已經遠超出我的老師教導我的，甚至

也已超過我自己正在教的東西：我在表演劇團所踐行的理念就遠超過我在紐約大學的

戲劇教學，較一般的戲劇系所教的更是有好幾哩遠。我大學時候在康乃爾大學唸的是

英文系，副修哲學和心理學。我對沙特和卡繆他們的存在主義很感興趣，而且很早即

對李維史陀十分傾心，開始時唸他的《結構人類學》（Structural Authropology），然

後，過了幾年，再唸了他的《生食與熟食》（The Raw and the Cooked）。結構主義

的李維史陀對後來的後結構主義者影響很大──雖然後者超越了他，但其實是已經消

化了他最好的一些想法。我開始重視自己的教學，引進了一些新的課程。紐約大學的

戲劇系剛好將大學部和電影教學分了出去，成為只招收戲劇碩博士生的研究所，使得

我們的教學可以更專精──在那十年左右，大約從1�66到1��5年間，我將後來所有發

展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都打好了（劇場實踐方面主要是經由在紐奧良劇團、自由南方

劇團和表演劇團的編導創作）：這是個承先啟後的過程，一方面將之前所吸收的各種

不同材料予以消化、整合，另一方面則開創出一些影響廣泛的方向。

      就在這些事情在我心裡翻騰的時候，1���年春天，我接到了維克多．透納的電話：

「哈囉？」他有蘇格蘭腔：「理查．謝喜納在嗎？」

「我就是。」

「我叫維克多．透納──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誰？」

「啊，我知道，你寫過《戲劇、田野和隱喻》和《儀式過程》。」

「對，就是我──」他繼續說：「我知道你。我想要邀請你參加今年八、九月

的一場研討會──一個不開放的研討會，大約只會邀請�0個對表演和儀式有興

趣的人來參加，在奧地利的華登史坦堡地方的一座城堡舉行十天，你能來嗎？

能不能發表一篇論文？」

      當然，我接受了這個邀約──真得像美夢成真。我所寫的論文構成了也許是我最

最重要的單篇論文〈行為的再生〉（Restoration of Behavior）的基礎──那篇論文

出現了好幾個版本，終極版為收在我1��5年出版的《劇場與人類學之間》（Between 

Theatre and Anthropology）書中的那個版本。我的基本論點是：生命乃由再生的行為

片段重組、重演而成，而個人和社會的真實之塑造過程，即在於利用過去的某些行為

片段來演出對未來的某種慾望。

      華登史坦堡的研討會對我和其他人而言都非常重要，參與者有人類學家、詩人

和從許多國家前來的表演藝術家和理論家，包括透納、芭芭拉．邁爾荷夫、羅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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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馬他（Roberto Matta）、約翰．麥卡龍（John MacAloon）、傑隆．羅森柏（

Jerome Rothenberg）等等二十個人──整個會議的進行情形你可以去問研討會的主

辦單位──文內葛蘭人類學研究基金會（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他們也將會議中的一些論文，由麥卡龍編輯成《儀式、戲劇、節慶和

景觀》（Rite, Drama, Festival, Spectacle,  1��4）一書出版。我在研討會上播放了《6�

年的戴奧尼索斯》的影片，發表了〈行為的再生〉一文。這個研討會讓我跟透納的

情誼更形密切。有趣的是，我提早離開了研討會，因為我太太瓊恩．麥金塔（Joan 

MacIntosh）正要臨盆──我們的兒子山姆在那一年的�月6日誕生。我之前答應瓊恩

說只要她要生了，我會立刻從奧地利返國。有點反諷的是：她打電話要我提早回美，

而我遵命，但山姆卻是在華登史坦堡研討會結束之後好幾天才來臨。

      華登史坦堡研討會之後，透納和我，加上透納的太太愛迪絲和他的人類學家摯友

芭芭拉．邁爾荷夫，形成了一支探索劇場和人類學關係的研究隊伍。由於華登史坦堡

研討會那麼成功，我們於是再接再厲地辦了一系列跟儀式和表演有關的學術研討會：

第一個在亞利桑納州的塔斯坎舉行，主題為印地安亞基族的鹿舞。第二個我完全忘光

了，連什麼時候、在哪裡舉行都不記得了。第三次非常盛大，地點在紐約，時間大約

是1���或1��0年，有許多的儀式專家和實驗表演藝術家與會，後來由我和維拉．亞培

爾（Willa Appel）將會議論文集成《藉由表演》（By Means of Performance, 1��0）一

書出版。

      就在這些此起彼應地進行時，紐約大學也有了進展──甚至在華登史坦堡研討會

之前，其戲劇所也已經朝著未來的表演研究所前進。為了改造以往的戲劇研究，我策

劃了一系列名為「表演理論」的課程。靠著每年微薄的八千美金補助，我邀請了重量

級的學者和藝術家在星期一晚上來紐約大學演講，然後，第二天再讓這些演講者跟研

究生座談──演講部份大約有�5位學生參加，座談部份則只有15位左右。這種安排很

棒，而我們的講員名單也很精彩：我主持了五年以上的「表演理論」，講員有葛羅托

斯基、透納、凱普羅、邁爾荷夫、傑隆．羅森堡、羅伯特．馬他、約翰．麥卡龍、羅

伊．刺帕泊等等頂尖的人類學家、表演藝術學者、社會學家和藝術家。這門課程提供

了我們戲劇所的同仁足夠的材料和人脈，來開創出1���年之後終於出現的「表演研究

所」。

      稍早時候，在1��5年，我的同事／學生／劇場史家布魯斯．麥納瑪拉（Brooks 

McNamara）和傑瑞．羅裘出版了我們的作品《劇場、空間與環境》（Theatres, 

Spaces and Environment）。全世界最頂尖的發生藝術專家麥可．柯比那時也來我們

戲劇所攻讀博士，於取得學位後也留在所上教書。我們在1���年聘了人類學家芭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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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柯森布拉特－金布雷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名字太長，通常暱稱為

BKG）來當所長，同時正式將研究所正名為表演研究所。BKG將表演研究所搞得很

成功──我的眼光視野是這個研究所的原動力，但我忙於表演劇團的創作和《戲劇評

論》的編務，因此是BKG待在辦公室裡經營管理、跟大學官僚折衝應酬、以及善盡

各種人事天命，最後，一個世界級的研究所才終於誕生了。

「東遊記」和劇場的未來

問： 有件事您忘記提了：您的「東遊記」──印度、日本、臺灣、中國、印尼和其他東方

國家？

答： 你說的對。我真正開始旅遊是在1�6�年，在那之前，只是以大學生身分在倫敦度過了

一個暑假，以研究生身分在巴黎做了六個月的博士論文研究，研究對象為劇作家伊爾

涅斯科。1�6�年夏天，拉美劇場專家裘安娜．波利澤（Joanne Pottlitzer）帶領我遊遍

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厄瓜多爾、哥倫比亞、智利、烏拉圭和波利維亞。同樣是在

那年夏天，我一個人去了古巴。我在巴西遇見了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

看到他在「受迫害者的劇場」之前的作品，而我們這麼多年來還是一直保持聯絡。很

多的拉美劇場工作者都在從事社會戲劇或社會劇場工作。古巴對我而言顯得特別有

趣，雖然美國對這個眼中釘不懷善意：他們的醫療照顧和藝術活動相當進步──我在

一間沒有電的劇場裡看過一個演出，竟然比我在紐約的豪華劇院中所見的大部分表演

都要好上許多。

      同時之間，我在人類學方面的閱讀讓我跟巴布亞紐幾內亞（Bapua New Guinea，

簡稱「巴紐」）有了間接的接觸：《6�年的戴奧尼索斯》中的生產儀式，即是從我所

閱讀到的一個巴紐儀式改編而來。後來，我那時候的同居室友瓊安．麥金塔獲得了

一個獎助，可以在1��1年10月到1���年�月之間前往我們想去的任何亞洲地方遊學。

錢是約翰洛克斐勒三世基金會──後來改組成為今天的亞洲文化協會（Asian Cultural 

Council）──給的，原因是這個基金會的頭頭波特．麥克雷（Porter McCray）看了

《6�年的戴奧尼索斯》，覺得我受到了亞洲表演的影響。我跟他坦白說沒有，但卻會

想要去做更多的瞭解、學習──同時，我不想一個人去做這麼久的旅行──於是，

我跟瓊安就這麼去了菲律賓、爪哇、峇里島、澳洲、斯里蘭卡、巴紐、臺灣（我記得

有，但你最好查證一下 
4

）、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在大部分地方我

4  經與亞洲文化協會的執行長Ralph Samuelson先生查訊，謝喜納教授在1��1/��年的亞洲之行並未包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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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只停留了幾天，但在印度卻一待待了四個月。這是我首次造訪印度，後來還回到印

度好幾次。我們到不了中國大陸，因為那時候尼克森著名的「開門之旅」尚未發生。

      這個東遊記改變了我的一生，特別是印度和巴紐的影響──當然，我在其他地方

的體驗也很重要，請聽我說明：我那時尚未看到羅摩戲(Ramlila)，但卻結識了德里、

加爾各答、勒克腦(Luknow)和孟買地方的重要戲劇人士。我們在馬德拉斯(Chennai or 

Madras)住了四個月，跟一位偉大的Krishnamacharya上師學瑜珈，也參訪了克拉拉的

卡塔卡里舞劇學院(Kathakali Kalamandalam)。我看了許多的現代戲劇演出，品質並不

怎麼樣。但是印度的古典戲曲和民俗表演卻是棒極了，將舞蹈、音樂和戲劇以我未曾

經驗過的方式融為一體。在巴紐我參與他們原住民的殺豬儀式和舞蹈，後來我在〈從

儀式到劇場到儀式〉(From Ritual to theatre and Back )一文曾加以描述（該文後來收在

《表演理論》一書中）。我看了許多面具舞。我遇見許多傑出的表演者，他們從孩提

時代即開始接受嚴格的訓練。我也遇見了沒受過多少正規訓練的民俗表演大師，他

們的表演訓練主要即他們的生活。我在日本看了能劇、歌舞伎、淨琉璃和一些民俗儀

式。我在韓國看了他們的薩蠻儀式和面具舞。我所看到的演出活動太多了，多到我無

法一一叫出名字，但是，這趟東遊記真的啟動了我持續一生的各種旅程。

      我經常回到亞洲：有時候是進行密集的田野，如我對羅摩鎮的羅摩戲(Ramlila of 

Ramnagar)所做的研究。有時候是去導戲，如我在臺灣、印度和中國大陸所做的演

出。有時候只是出席會議，而有時候則是去學習──如我在1��6年開始學印度的卡

塔卡里舞劇，從初階開始學。在1��6年，我甚至將表演劇團的《勇氣媽媽》(Mother 

Courage)帶到印度巡迴各地演出。這聽起來可能很怪，或甚至不敬，但我認為自己是

個亞洲人（來自哪一國？哪種文化？）──同時是亞洲人和歐美人──一位「猶度

人」(Jindu)，亦即，猶太印度人。也是在1��6那年夏天，我皈依了南印度的一個叢

林，受洗成了印度教徒。我的印度名字叫Jaya Ganesh，但我沒有放棄我的猶太傳承或

任何其他屬性。在文化上，我一直累積和混合。 
5

      我後來曾到過南非共和國去導演《蘭妮媽的扭擺舞》(Ma Rainey’s Black Bottom，

美國劇作家August Wilson的劇本)的演出──這是非裔美國劇作家的作品在南非的第

一次專業演出，令我深感榮幸。如您所知，我曾在臺北以京劇和西方劇場手法導演過

《奧瑞斯提亞》這個作品。我在上海曾經用普通話導演過孫惠柱的劇作《明日就要出

山》(Tomorrow He’ll Be Out of the Mountains )，以及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我也

灣。
5  下文他自己跟葛羅托斯基比較，他認為自己是個「水平型」的人，而葛氏則為「垂直型」的人──這裡
他認為自己：「在文化上，我一直累積和混合」，換句話說，亦即他用「加法」，而葛氏則是從頭到尾
都用「減法」(via negativa)──難怪他們兩人在藝術創作和品味上難以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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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印度新德里以印度話導演過契訶夫的《櫻桃園》一劇。在這些行旅中，我同時

是個觀察者和參與者：我給工作坊、演講，與劇場人和各種人互動；我在做中學，而

不只是看看而已。我以物易物。

      當然，我也到過歐洲很多次，同時也常常回到中南美洲國家，特別是墨西哥──

我到過南墨西哥奇帕斯(Chiapus)的高原，也造訪過亞陶去過的，塔哈胡瑪拉印地安人

居住的墨西哥西北山區。但全世界我依然尚未走透透：我想去蘇俄，以及前蘇聯其他

地區──雖然我曾去過一些東歐國家如捷克、波蘭──我想去西藏，去非洲中部⋯

⋯。

      我一來到亞洲即有回家的感覺，感覺到一種牽連──就是住在紐約市，我吃中國

菜、日本菜、韓國菜、泰國菜的機會比歐洲料理要多得許多。我喜歡亞洲人民及其文

化。但教人難過的是，我的外語能力不行。我能說一點點的法語。我也能用各種語言

說出「哈囉」和「明天見」等等基本日常用語。但基本上我能精通的只有英語──不

會說外語也有其優點：我必須很小心地用眼睛來辨認情況，用耳朵來抓住聲調起伏之

間的情緒波濤。我必須找出朋友／合夥人來成為我的翻譯大腦、喉舌──對所有這些

朋友／合夥人我感恩不盡。

      在1��5年，我一抵達中國大陸即立即感覺到跟當地人民的強烈連結感。我之前對

在臺灣以及在新加坡所遇到的中國人即心存好感。從某個方面可以這麼說：印度藉由

佛教把我帶到了中國，同時，從印度經由南亞直到遠東的許多共同的表演理念，其間

頗有一脈相連之勢。我一登陸即由曹路生（後來成為我紐約大學的學生）引領，由上

海坐火車一路進入貴州內陸，再由那兒一一參與各式各樣的民俗儀式和戲曲表演，緩

緩地回到上海。以同樣的方式，在我所訪問過的亞洲國家中，我真的看過許許多多很

少人有機會看到的演出。

      但我不只是個漫遊者。我多多少少選定了羅摩鎮的羅摩戲作為深入研究的焦點─

─我在我的許多本書中都有談到它，在這裡無法細談，但是，簡單地說，這個羅摩

戲是一齣連演�1天的戶外演出，述說羅摩王──印度主神毘濕奴的轉世──的生平故

事。整個羅摩戲是個偉大的劇場表演、宗教崇拜、社會戲劇和政治活動──幾乎我

所感興趣的所有題目都匯聚於這齣戲中。我早該著手寫出一本關於羅摩戲的大書出來

的，但是我就是無法讓它結案。

      所有這些旅行、工作坊、演講、導戲、參與演出、與各式各樣的人士相遇──這

些事情以各種我難以形容的方式改變了我，給了我在既廣闊又獨特的跨文化脈絡中的

某種表演理論和體驗。我不認為今天活著的人當中──我希望這種說法並不至於傲慢

到遭受天譴──有人曾經做過同樣廣闊的深度旅遊。我的眼光乃植基於以上這些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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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不同演出的親身體驗之上。

問： 跟葛羅托斯基相較，他早年的東方之旅顯得是小巫見大巫了：他在1�56年到過中亞，

1�6�年去了中國，一九六○年代末到了印度，為時都很短。也許因為他的波蘭那時候

被關在鐵幕之內，而你的美國則是個世界強權？

答： 我們的心不一樣。他是個垂直性思想家：他以「天梯」為喻，想要完成「更高的聯

結」。有好幾年他幾乎都是在暗中秘密工作──在波蘭時期為了避免政府方面的監

視，他不得不如此；後來在義大利的龐提德拉(Pontedera)，他的健康每況愈下，為了

節省精力也不得不如此。雖然有這些原因，基本上葛羅托斯基比較喜歡私底下密集地

工作，屬於馬丁．布柏(Martin Buber)所說的「我與你」型的人。相對的，我是個水平

性思考的人：我走過遍野，而非走上走下。我對很多東西都知道一點──而葛羅托斯

基則似乎是對某一點知道的很多。我想嘗試新的事物、新的食物、新的演出、新的朋

友，而葛羅托斯基則長年與他的繼承人湯瑪士．李察茲一起工作，將所想要做的事物

逐一完成等等。他會在乎傳承，而我則毫不在乎，至少不在乎他那種方式的傳承：一

切隨緣。

      總之，葛羅托斯基跟我就是不一樣。我尊敬他，而且也可以說很愛他。我從他那

兒學到很多東西。但是，對我而言，他從來不曾是個知己，或者像我跟維克多．透納

一樣的那般「哥們」。葛羅托斯基對我而言一直是個「重要人物」，就是他在跟我說

話時，我也感覺到他一直在評斷我。我希望葛羅托斯基對某些人──不是跟我──能

夠親密得像我與維克多的交情一樣。此外，最後一點：葛羅托斯基不喜歡我的劇場作

品。我想他一定覺得我在演出中所使用的裸體和觀眾參與相當粗糙，無法搏他歡心。

在我所有的劇場作品中，他只真正喜歡我在這兒跟當代傳奇劇場合作演出的《奧瑞斯

提亞》──他沒看到現場演出，但在哥本哈根的國際劇場人類學院的研討會中，他看

過一些錄影帶片段，並且跟我說他喜歡這個《奧瑞斯提亞》。此外，在更早時候，在

一九七○年代初期，他對我所編導的《公社》這個演出也做過相當有趣的評論──那

是在我首度的亞洲行之前，我將表演劇團帶到波蘭的佛洛茲瓦夫(Wroclaw)演給他看

的作品。

問：最後再請教一個問題：你認為我們的劇場未來會怎麼樣？

答： 我寫過一本書叫《儀式的未來》(The Future of Ritual)──書名很諷刺，因為儀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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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去有關的。關於劇場的未來，我只敢說出一兩件事。首先，劇場將永遠與我們同

在──無論人們將電子／數位藝術、通訊、媒體發展到如何高明，現場演出有兩個特

點是那些數位電子媒體展演所無法企及的：一、冒險、潰敗和脫軌演出的可能，以

及，二、真正的面對面在現場這個特質。冒險和面對面這兩個特質只能在「真實時

間」中發生，在未來的結果仍只是個未知數之時。媒體一直給人「已經發生過了」、

「我們已經掌握住最新情況」或「在很遠的某個地方」的感覺。劇場則否：現場的演

出是「正在進行中的」、「結果不明的」，以及，就發生「在你眼前的」。相對的，

我們就算是在Skype、打電玩、MSN上頭，也不是身對身(flesh-to-flesh)的。我在上海

導的《哈姆雷特》就是將數位媒體和現場演出的不同特質湊合在一起：我喜歡那種張

力。

問： 我贊同您的說法：劇場將永遠與我們同在，但理由有點不一樣：人皆有我，而這個自

我必須表演：不演出，則自我就完了。簡單地說：表演乃生存之道。

答： 沒錯，表演是存亡的關鍵。當我談到「劇場」時，我意指「表演」，但我也泛指日常

生活中的劇場或表演。劇場演出在正式或不正式的舞臺上發生，但表演並非一定得在

舞臺上進行：在我們一生當中，我們一直都在表演。表演的「藝術」即在表演中表演

：這種雙重性即我喜歡《哈姆雷特》的原因之一。《哈姆雷特》是個戲中戲的戲中

戲，而且這種戲中戲似乎停不下來。

　　表演也有另一種雙重性，其中一端是殘酷無情的命運：一旦演完，就演完了，

成了歷史，任誰也無法變更、重來。另一個極端是排演──在那個特殊時空之中，

你可以喊停並把「它」重新來過一次。「它」是甚麼？就是你在那個時候所做的任

何事情。然而，就算是可以重做，事實上，你之前所做的並未被全然一筆勾銷。命運

是殘酷無情的，而排演則多少較寬囿一些，或者──請原諒這種自相矛盾的措詞──

表演可以假慈悲，容許我們再來一次。我喜歡有機會說：「停！我們把那部份再做一

次。」在排演時，我是個快樂的佛陀。

　　我們的討論好像停不下來了？但我再說句話就結束了：到底是藝術引領生活還是

生活決定藝術？對我而言，藝術像莫比阿斯帶（mobius strip）一樣，裡就是外，外就

是裡：藝術模仿生活，而那個生活又模仿藝術。藝術在生活之中，卻同時又在生活之

外。我喜歡藝術的這種雙重生命──也許這就是亞陶把書命名為《劇場與其複象》

(Theatre and Its Double)時所追尋的東西吧？希臘哲人愛比曼尼德斯(Epimenides)有個

著名的弔詭之詞：「我從來沒說過真話──你真的相信這個真話？」劇場一直在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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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己的弔詭──這就是劇場，或者說，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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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找到那種回到一的方法：
訪鍾明德談「泛唱做為藝乘」

時��間：2007年05月��日(Friday)

地��點：新店鎮公所站旁Starbucks

受訪者：鍾明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教授兼院長）

訪談者：卓玫君(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生)

                           

                           
《戲劇學刊》第八期頁�45-�50（民國九十七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TAIPEI THEATRE JOURNAL � (�00�):�45-�50
School of Theatr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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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是一位戲劇學者，為什麼想要研究泛音？

答： 不是我想要研究泛音，而是：當我準備好了，泛音這個研究對象自己就跑出來了─

─我怎麼樣知道準備好了？是什麼時候？哪，我寫了很多工作日誌，本來也想收進

《OM：泛唱做為藝乘》這本書，但因為這些實在太個人了，所以最後還是沒有放進

去，但是，這些日誌都是最好的證據，可以表示我並不是在事後編造一個緣起或創世

紀出來。真的就是準備好了，泛音就跑出來了（參見文末所附之「作者絮語」）。

準備好了是什麼意思？首先是，我的葛羅托斯基那本書──《神聖的藝術︰葛

羅托斯基的創作方法研究》──在�001年�月出版了。寫這本書是我的藝術創作、研

究階段的結束，也是個義務，主要是因為覺得葛羅托斯基的「第二方法」／「藝乘」

給我的幫忙太大了，叫我在1���年1�月1�日晚上參加矮靈祭時體驗到「動即靜」（就

像今天熊衛老師講了很多的「空」、「無」、「一」的經驗），那種體驗會讓你覺得

神恩浩蕩，道心永續，所以我寫了那本書來表達我對葛氏的感恩。可是，我仍然一直

很想回去那種「一」的狀態，或者說，想要把這個回去的方法穩定下來，方便其他的

人一起同登彼岸──我最近幾年來的生活、研究、工作，就是要找到那種回到一的方

法。

《神聖的藝術》出版那時候，我已經約略涉獵了一些方法，例如1���年秋天開

始就找到熊衛老師學「太極導引」。「太極導引」就是一種很好的返璞歸真的身體

行動方法。�000年春天我們開始學布農族的「祈禱小米豐收歌」Pasibutbut──我認

為Pasibutbut即葛羅托斯基最夢幻的藝乘工具。所以，不管是葛羅托斯基的理念、我

自己的體驗、對「第二方法」的探索等等這些東西，在�00�年年底，都準備好了，於

是，泛音這個研究課題就自己跑出來了。

至於研究方法，用葛羅托斯基的研究方法來學泛音，簡單地說，就像是我們以前

學Yangvalou（巫毒教祭歌）一般：老師教一句，大家重複一句，兩、三個小時才能

把一首短短的祭歌學起來。葛羅托斯基這麼堅持不用文字、樂譜，其目的不只是要學

會某一首歌而已，目的是要讓唱歌（藝術）變成一種工具，利用唱歌淨化你自己以及

調整你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

現在學校教唱歌的方法幾乎都是透過文字與樂譜。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歌詞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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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打出來，將旋律記譜，任何老師來帶半小時就會了。這種按詞譜來唱的學唱歌的目

的，多只是要唱會那首歌而已，美美地唱給別人聽，而不是要用這首歌來工作自己，

利用這首歌把自己浮誇的、不實在的部份去掉，以便跟某個不可言說的源頭搭上線。

這兩個工作方法的差別可以這麼來說：一個是「藝術」（Art as presentation）的教學

方法，一個是「藝乘」（Art as vehicle）的教學方法。從藝術的教學方法來研究泛

音，泛音就只是一種歌唱樂理、技巧、風格的掌握和運用罷了。從葛羅托斯基所推崇

的藝乘角度來說，真正的研究是把泛音當做是一個未知的、被給定的、很困難的、但

非要去掌握不可的技巧來面對、學習、掌握──在這樣的學習過程中，如果你學得好

也學會了，你生命中的某個東西也跟著成熟了，變柔和、乾淨了。

問：這是一種嚴肅的學術研究嗎？

答： 我的答案當然是──如果學術研究是指對未知領域的原創性探索。當然，我必須承

認，在書寫格式方面，目前的《OM：泛唱做為藝乘》這本書看起來不怎麼吻合學術

書寫規範。

這種葛氏研究比一般的學術研究更嚴格──如前所述，以學唱歌為例：一般學唱

歌就是唱得準、唱得好聽就是了。用葛氏來學唱泛音，唱得準、唱得好聽只是基礎，

你必須再三地重複上百次、千次、萬次、萬萬次，直到那首歌變成了你的一部份──

或者說，你變成了那首歌的一部份！

 

在整本書的成書過程中，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是書寫的問題，我在寫《神聖的藝

術》時即已面臨了這個問題。因此，《神聖的藝術》最後一章〈給拉黑子書〉，就已

經有意地開始走出學術書寫的規範，因為，學術性的書寫沒有辦法把一些不可言說但

卻很重要的、活生生的東西保存下來：例如我發現我們做太極導引、唱Pasibutbut或

打坐的時候，有時候可以做到聲氣相投、物我兩忘的地步，但是若用學術論文的形式

來記述，常常很難將其最重要的、不可說的核心部份記下來。這是很嚴重的學術根本

問題。所以在《神聖的藝術》中，前面十一章都是按「學術論文規範」寫出來的，可

是，最後的〈與拉黑子書〉卻幾乎只是我與拉黑子的對話和筆記。這是一種「身體書

寫」的嘗試，我不好意思再說這是「第二書寫」，因為之前「第一方法」、「第二方

法」可能有人已經覺得很別出心裁了！這「第二書寫」是一種很真實的東西，用書信

往返也可以，用自動書寫也可以，拼貼也可以，論文格式也可以，只是不可以為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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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格式而把不能裝進去的東西丟掉。

這是從�000年起我研究探索成長的中心之一，也是跟老師、學生們在工作中一起

摸索的東西。所以我們目前的泛音研究成果我也很清楚：它包括許多不同型類、跨領

域的東西，譬如序文寫得很像抒情文，有一、兩篇很像學術論文，有些是課程記錄或

工作記錄，還有一些則是翻譯的東西，如費特或娜塔莎寫的東西。所以，整本書在文

類方面就變得很雜。但是如果不用這麼複雜的文類來述說，真正活生生的東西可能也

會被過濾掉了：《OM：泛唱做為藝乘》也許不做很正式的學術性成果呈現，但對我

而言，這卻是最好的呈現。在《戲劇學刊》創刊號那一期，我翻譯了一篇叫〈成為演

員〉（To Be An Actor）的「論文」。我常常稱讚那篇「論文」：表面上它完全不像

是一篇學術論文──譬如它沒有書目註、文末註或參考書目等等──但它自身的嚴謹

度以及它所傳達的真理、熱情與事實，卻幾乎多過一般所謂的學術論文。

問：「藝術」與「藝乘」有什麼不同？

答： 藝術變成藝乘，創作就會變成修行。藝術的社會功能之一就是調劑身心，讓大家變得

柔和一些，快樂一些，不要老是在急功近利的模式上你爭我奪，痛苦不堪。把藝術變

成藝乘，藝術可以給我們更多，帶我們到更高、更遠卻更真實的地方！事實上，我們

常常在做藝乘的工作，只是我們不太清楚而已。

問：泛唱對您有什麼幫助？

答： 我們很認真地做一件事的時候，這種認真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我在學泛唱時認真

得很呆：泛唱那麼困難怎麼辦？按照葛氏的教法，我就是沒有目的地一直唱一直唱。

半夜也唱，白天也唱，坐捷運也唱，開車也唱，有空也唱，沒空也唱──「對牆唱

歌，門會聽到（打開）」──我家人忍受這種噪音兩三年以後（嚴格說是直到去年我

開始打坐之後），泛音才開始比較清晰起來。當我沒有很急迫地想要練好泛音，很自

然地，泛音反而就越唱越好了──也許是因為我開始鬆口了，因此找到了對的方法。

我開始精進地打坐、接觸佛法以後，發現泛唱比一般的持咒如「唵嘛呢叭咪吽」

還要直接有效。因為我們要唱出高亮的泛音，例如第十二泛音，也就是高音譜上的G

（已經接近基礎音上的第四個八度了）──技術上有相當的困難度，我們必須非常專

注，以及，很矛盾地，同時要完全放鬆。此外，泛音是一種純粹的聲音：「唵嘛呢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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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吽」的「唵」（OM）是個種子字，但它已被賦予太多的意義。泛音則完全是純粹

的聲音──到目前為止依然沒有人可以賦予泛音意義──因此，把一個或幾個泛音唱

出且持續下去，就變成持咒。這是後來我才弄清楚的：持咒要唱進聲音裡面，不是要

唱出聲音（來傳達意義）。唱泛音因為很困難，所以要很專注才能發出你要的聲音，

但那聲音要發得響亮，所以你又必須要很放鬆。在放鬆與專注之間，當你調對的時

候，又放鬆又專注，這就接近佛教講的止觀雙運、入三摩地了。那是非常好、很殊勝

的狀態。換句話說，把泛唱當做入定的一個方法，對我們搞藝術或思想很多的現代人

是個蠻好的方法，因為它可以讓你大腦完全放空。

如果泛音可以唱得很好聽，那就更好，還可以以此來渡化眾生。

問：我們該如何來閱讀這本書？

答： 我會建議先不必急著看這本書，而是把所附的三部紀錄片（DVD）先拿出來看：第

一部記錄了馬克(Mark van Tongeren)老師的示範與入門解說，可以讓我們實際上看

到、聽到泛音是什麼。第二部紀錄片很短，只有四分十八秒，記錄了布農族的聖歌

Pasibutbut──它還有可能是聖歌麼？能否推廣為全人類的聖歌？這些都是「藝乘」

很樂意且可以圓滿回答的問題。第三部教學紀錄片的男主角是費特(Michael Vetter)老

師──他真的是一位藝術大師：他一個人就把整個泛唱方法體系建立了起來！聽聽看

費特與他的徒弟娜塔莎的演唱與教學，看完之後，如果有這個緣份，自然會發現這

本書的每個字都非常的重要──就像�00�年我拿到馬克老師的《泛音詠唱》新書時一

樣，那種喜悅就好像是在山窮水盡的絕境中找到了一卷失傳多年的武林祕笈一樣。

作者絮語：不是你要說它，而是它被說出來了

《OM：泛唱做為藝乘》這本書在�00�年6月1日下午準時送到北藝大戲劇學院辦

公室，一路走來猛回首已四五年的泛唱研究就此劃下句點。但是，打從今年初開始戮

力編寫這本書以來，我的腦海裡一直激盪著幾個問題，如身體書寫、學術性探索、超

越性體驗、儀式中的liminality and communitas等等，它們之間要如何取得某種對稱或

均衡呢？很謝謝玫君對OM、泛唱和藝乘的興趣，因此，在三校稿送出之後，我們有

機會在今年5月11日母親節那天，就我的以上思慮做了一番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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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一提，《OM：泛唱做為藝乘》這本書的編寫與出版，乃源自過去一年多來

的一場誤會︰我一直以為我積欠了北藝大「教學卓越出版計畫」一本論泛唱與禪修方

面的專書，而且逾時已久，所以今年初我即開始閉門造車，一寫二寫三寫一直寫到今

年三月多，等全本書定稿之後，我才聯絡北藝大出版組的劉組長，才突然發現北藝大

並沒有規定我必須寫一本書當結案報告！但是，頭已經洗了，就給他剃吧，所以，

《OM：泛唱做為藝乘》就印出來了──至於我為什麼要跟讀者交代這個似乎微不足

道的細節呢？事實上，過去這些年來，無論是泛唱的學習或做人處事，我都在嘗試履

行葛氏的教誨，仔細聆聽，而不是努力說話，同時盡可能不談自己進行中的鍛鍊成

果，更遑論去發表自己的創世紀發現了！誠如葛氏所言：

不是你想要做，你只是不拒絕去做！

大約在這種戒命之下，我並不想出版任何研究，但是，既然誤會已經產生了結

果，我也就欣然或不拒絕看到《OM：泛唱做為藝乘》這本書的出版了。換句話說─

─從「無我的行動」的角度來說──這點很重要：不是你要說它，而是它被說出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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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與偏見—評以色列的《安蒂岡妮》*

耿一偉**

演出結束的時候，坐在我後面一排有人站起來鼓掌。回頭一看，是我認識的北藝大舞

蹈研究所的學生。隔天在國家劇院又碰到他，我問：「是要來看實驗劇場的演出嗎？」他

回答：「不，我要再看一遍《安蒂岡妮》。」這可讓我十分驚訝，畢竟看戲花費不少，一

個國人所不熟悉的劇團，若能吸引觀眾隔日再看，那就不是明星魅力，而是演出本身了。

我無法在此詳述他的理由，但有個不能不提的關鍵，那就是他事前讀過劇本。

《安蒂岡妮》是希臘悲劇大師索福克里斯的名著，也是他「底比斯三部曲」的最後一

部。第一部是《伊底帕斯王》，第二部是《伊底帕斯在克羅納斯》。不過《安蒂岡妮》的

完成時間早於《伊底帕斯在克羅納斯》，《伊底帕斯在克羅納斯》是索福克里斯死前才完

成，逝世後才由孫子搬上舞臺。

如今索福克里斯的傳世之作只剩七部，其中又以這三部最為知名。尤其在佛洛伊德弒

父理論的推波助瀾之下，《伊底帕斯王》更是老嫗皆知。不過看回頭看看歷史，《安蒂岡

妮》受到更多重視。黑格爾讚美《安蒂岡妮》是悲劇的藝術典範，當代不少女性主義者也

以《安蒂岡妮》作為對抗父權的文本武器(如Judith Bulter)。總之，這是一個不斷受到討論

的劇本，各種詮釋汗牛充棟。一個專業劇團的導演要如何面對這樣的文本，要採取什樣的

策略在舞臺上呈現，不禁讓我十分好奇。

《安蒂岡妮》講述伊底帕斯王死後，王位由波呂尼克斯與埃特奧克斯兩兄弟所繼承。

但是波呂尼克斯想要獨占王位，並到國外尋找奧援。兄弟鬩牆的結果，是兩人戰死於城

外。舅舅克里昂隨即繼任王位，下達命令要厚葬護國者埃特奧克斯，禁止任何人埋葬叛徒

波呂尼克斯。作為妹妹的安蒂岡妮不顧王命，出城埋葬波呂尼克斯。

安蒂岡妮被抓到後，她和國王之間有一番激烈辯論。不過克里昂認為王命不可逆，不

顧兒子希門與歌隊的勸說，執意要將安蒂岡妮定罪，將她囚禁在地窖之中。雖然後來在預

言家奧瑞提斯的勸說下，克里昂決定前往釋放安蒂岡妮，但一切為時已晚，她上吊自盡，

《戲劇學刊》第八期頁�51-�54（民國九十七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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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蒂岡妮》由以色列哈比馬國家劇院及卡梅里劇院於�00�年4月�、5、6日於國家戲劇院演出。筆者觀
劇場次：�00�年4月5日晚上�時�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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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昂的兒子跟著殉情。消息傳到宮中，喪子的王后也用死亡來抗議國王的頑固。最後只

剩下萬分懊悔的克里昂在歌隊的警世歌曲中下場。

演出一開始，在悠揚配樂的伴奏下，我們見到一個半封閉的室內空間裡，擺著橫跨整

個舞臺的長桌，長桌上是一具具屍體。接著是四名老人組成的歌隊出場，他們將故事的背

景，也就是伊底帕斯王的故事作了交代。然後安蒂岡妮的出場，接下來的演出，在內容上

可以說相當忠於原著。

導演Hanan Snir在接受訪問時說：「照我的觀點來看，我們是不可能在兩千五百年

後，還能將希臘悲劇的語言與結構一字不改，照本宣科地演出，所以我決定對這些面向作

出干涉。對從希臘文直接翻譯此劇的譯者Shimon Bouzaglo和我來說，最重要的工作是將

這齣戲傳達成現代觀眾能了解的樣子，可以讓觀眾覺得它有趣與好看...在同時，為了尊重

觀眾，我們不想用填鴨的方式灌輸劇中主題，而且歌隊的歌曲還是採用詩意語言。」(見

表演藝術雜誌�00�年�月號)

換言之，在適當的改編下，讓觀眾掌握本劇的原意，是導演的動機所在。而且重點

在語言。Hanan Snir十分信守他的諾言，整場《安蒂岡妮》十分莊嚴肅穆。如果觀眾沒忘

了這是一齣希臘悲劇，是一場公民集會，那麼就會注意到，安蒂岡妮經常面對臺下說話，

尋求觀眾的認同與理解。導演在手法上也謹守著希臘悲劇的分寸，除了服裝與空間採取現

代，還有不使用面具之外(只有最後結束前的歌隊演唱才戴上面具)。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這場表演，的確可以幫助我們貼近古希臘悲劇的精神。

不過爭議也由此而起。演出結束後不久，每週看戲俱樂部的部落格上出現一篇劇評，

評論者Tiffany表明雖然她觀前觀後都沒讀過劇本，但她覺得：「由於時代變遷，那時的戲

劇巨著擺到現代來看就會覺得節奏過慢，並且調性太沈（好像下樓梯一樣一路下到底，沒

有起伏），尤其是『把較具戲劇張力的部份都用說話pass過去』，等於沒什麼畫面（劇情

不是用演出來，而是用講出來的），又是悲沈的故事，使得觀感趨向僵澀冷硬。」

(見網路連http://review.microtheatre.idv.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

可是情況非常明顯，導演是在試圖保持希臘悲劇的精神下呈現此劇，不在舞臺呈現暴

力場面是希臘悲劇的演出規範。再者，過多的視覺說明，可能會破壞了劇本原本具有語言

面向。

網路上的批評，不禁讓我聯想到本劇演員的演技。雖然節目單上的簡介，說明飾演克

里昂與安蒂岡妮的男女主角都是以色列的知名演員，但我覺得他們的演法都過於平面與刻

板。兩人整場持續高亢的情緒（男的憤怒，女的悲傷），缺乏了心理的細緻與合理性。可

是這會不會是我的偏見呢？我只是用自己文化薰陶所習慣的角度看戲，完全不顧臺上演出

的立場與動機，我會不會也變成另一個克里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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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悲劇大多改編自古代歷史或神話，來看戲的觀眾，對故事的背景早有了解。劇作

家的語言背後所反映的命運觀念，更是善於思考與辯論的雅典公民所關心。因此《安蒂岡

妮》精采所在，不只是情節衝突或角色塑造，歌隊的看法也是看頭之一，也難怪德國哲學

大師海德格要在他的《形而上學導論》中，要對歌隊歌曲作深入分析了。

我們別忘了，希臘悲劇是採面具演出，文本自然也會形成與演出搭配的樣貌。也就是

說，這些臺詞本來就是在非寫實的狀況下演出。如果我們硬要用現代的寫實主義來表演，

會不會自然就不對味，就會有進入困難。這就像有人提倡巴哈的音樂還是要用巴洛克時代

的樂器來演奏，才能呈現其豐富度的想法一樣。

我不曉得導演是否是刻意要求演員如此表演，抑或這是古典臺詞與現代演技碰撞所

產生的意外效果。但對我來說，我的確因為舞臺上的演出，從而激發了對希臘悲劇更深的

體會與思索。如果再順著這個思路下去，我也發現舞臺的平面性，其實是跟演技的平面有

著呼應。由於導演善於利用長桌作多樣變化，有時是婚禮的走道，有時成了宮內會面的場

合，演員動線多是左右移動，這種沒有深度的場面，不僅讓我聯想到希臘陶器上的悲劇演

出繪畫，缺乏縱深的平面構圖，實在跟文藝復興之後所產生的視覺深度大相逕庭。

這會是我的過度聯想嗎？還是看戲所能得到詮釋樂趣？不論如何，我寧願相信導演

對這齣戲的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Hanan Snir和其他歐陸導演一樣，擅於傾聽戲劇顧

問的意見，當年他在威瑪製作《仲夏夜之夢》時，就接納了以色列戲劇學者Gad Kaynar所

提出的不少看法(見《Theat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October/�006)中，Gad Kaynar寫的

〈Pragmatic Dramaturgy：Text as Context as Text〉一文)。

所以打從一開始，我就注意到有一位謎般的角色經常在場上出現，不時與克里昂面面

相覷，但克里昂卻總是避開他。由於這個安排太過明顯，甚至有時還加上燈光強調，有一

陣子還以為這個人就是預言家。直到最後才發現他是報信人，而這也是整場戲最讓我迷惑

之處，因為這個動作劇本全無。

這個安排讓我百思不解，當晚在床上翻來覆去，直到深夜。接著我忽然靈光一閃，發

現這個安排其實是逆轉了預言家的重要性。因為報信人是向克里昂報告兒子與妻子死訊的

人，而他不過是一介平民。在這裡，悲劇的避免已不再靠預言家或神諭，從政者若願意聽

聽平常百姓的看法，就能擺脫悲慘命運的枷鎖。我認為這就是導演暗藏在此劇中的當代觀

點。之後，我一夜好眠。

不知在哪裡讀過這樣一段話，意思是厲害的導演，能讓每個在臺下的觀眾都以為只有

自己看出門道。我覺得導演做到了，因為我以為我看出了門道(但那是因為我先看了劇本

啊)。當然，這是一個較保守的詮釋版本，在觀賞過程中，有時也會覺得疲憊。但我依舊

覺得這是一個優秀的製作，能挑剔的不多(驚喜倒是少了些)。挑剔的結果也只是增加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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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對希臘悲劇的體悟。其實，在這檔演出後，我更感受到劇評的重要性。因為劇評人是主

動的理想觀眾，他像是解說員般，能協助觀眾採取適當的視野來欣賞藝術品。

這的確是個值得省思的問題，因為演出若是一昧討好觀眾，觀眾又被動地只從本能或

直覺來感受，那麼希臘悲劇最後也會變成一場灑狗血的綜藝秀。如果美術館或博物館都能

夠讓參觀者對展品抱有一份尊敬，為什麼劇場也不能讓觀眾習慣要有準備才來看戲。這真

的會嚇跑觀眾嗎？還是保護他們欣賞權益的良心建議！我事後詢問不少了看過本檔演出的

人，發現有沒有事先作過功課，對演出評價有很大的差異。

不過在此也不能不提，由於戲劇廳的字幕擺設在舞臺兩側，的確增加觀眾很多負擔，

必須不斷左顧右盼，破壞了欣賞節奏。實在應該將字幕改成一般歌劇院會採用的鏡框中央

下方(等於電影字幕)、中央上方(如果鏡框不會太高)或投影正後方壁面的方式，才符合觀

者的需求。

在《安蒂岡妮》最後，歌隊說：「傲慢的人狂言妄語會遭受嚴厲懲罰。」(此段文字

也用英文與希伯來文鑲在舞臺牆壁的上方)，實在值得我們警惕。這句話不只能套用在人

生，也適用在劇場藝術上。演出與觀眾也要相互傾聽，不要各持己見，才不會在劇院的短

短相聚時刻，錯失彼此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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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浮士德》劇評*

陳正熙**

就像許多經典作品一樣，德國文豪歌德的《浮士德》，似乎是個人人都能侃侃而談的

題目，與魔鬼的交易、不歇止的追求、肉體的侷限與精神的永恆等等，甚至作為通俗文化

中被不斷引用的隱喻。雖是人人可談，但如何談，時代與文化的差異，應該如何被考量，

似乎也不太有人深究，換言之，在沒有基督教文明精神的基礎，沒有從文藝復興、狂飆運

動到理性啟蒙的發展洗禮，沒有神聖(divine)概念的前提下，我們究竟能以什麼樣的觀點

去理解浮士德對生命經驗的追求，去理解他崇高的渴望，乃至於他最終之獲得救贖？

因此，坐在台北藝術大學演藝中心劇場裡，等著戲劇學院製作《歌德浮士德》開演的

時候，我心裡想著的，其實不是在接下來的演出中，導演要如何帶領一群年輕的演員，跨

越兩百多年的時空距離，去演繹歌德的《浮士德》這樣一部巨大的經典，卻是一個簡單但

可能無關宏旨，直接但可能稍嫌多餘的疑問：為何在這個時間，要搬演這部作品，要為我

們似乎已有些陌生的這個德國作家，在本地的上訴法庭扳回一城？

換言之，在我們(演出者與觀看者)當下的生命經驗中，我們可以標舉什麼樣的崇高理

想？可以建立起什麼樣的價值標準，值得一生的不悔追求？甚至可以有什麼樣的賭注與梅

菲斯特豪氣地賭上一把？

而如果我們將這些提問先侷限在劇場的範圍內，《浮士德》或許也可以說是歌德對所

有劇場工作者，所設下的一場對賭：沉重的文本，眾多的登場人物，繁複的空間轉換，自

由揮灑的風格，在有限的劇場條件中如何呈現？

因此，我們先不問為什麼做《歌德浮士德》，先看看《歌德浮士德》做了什麼。

《浮士德》由兩部構成，編導將第一部，也就是浮士德年輕時候的感官及生命經驗，

及他與梅菲斯特最初的交手，簡化為一個像當代金融交易場所的天堂場景，雖然送水的梅

菲斯特對天堂工作團隊的嘲諷非常有趣，也表達了某種對原著宗教內涵的態度，只是少了

年少輕狂的熱情與罪衍，垂垂老矣時對理想典型與社會大我的關注，是不是會比較難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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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服，或許還有討論的空間。

雖然編導說原作中有許多外在狂想與內在體驗，與今日世界的現實相對應，根本無須

轉換，但他還是加入了許多個人面對現實的態度，和現實的引證註腳(reference)：如跳樑

小丑般的宮廷眾生相，電視選秀節目，黑武士、00�、麥當勞、可樂妹組成的魔鬼兵團，

強權大國橫行世界的污穢勾當，乃至於最後一場的樂生國，並且在形式上，加入許多的

音樂、舞蹈、影像，乃至於光影戲，只是，這許多以今日世界的形式觀點，對原作所做的

「翻譯」，和那些忠實翻譯原作的部份，雖然與原作一樣，亦是自由揮灑，但似乎也透露

了編導在繁與簡、加與減之間的猶豫擺盪。

《浮》的整體表演水準，大致還在可以被接受的範圍之內，幾個主要演員的表現，個

人認為飾演梅菲斯特的黃迪揚讓人驚艷，飾演海倫的邱幼旻，端莊穩健，但似乎與其他演

員在質性上有些落差，黃緣文的浮士德，理念陳述強過角色的建立。總體而論，學生演員

在身體與聲音(尤其是後者)方面的侷限，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們要再加深究，真正的

問題可能還是在他們對文本的陌生感。

作為西方劇場史上書齋劇的代表作品，不只是人物與空間涵蓋範圍之廣，令人生畏，

《浮士德》的文字分量(單純的數量與風格的質量)也非同小可，即使在導演的改編本中，

文字的質量還是十分可觀，因此，即使演員都非常努力嘗試準確說出每一句對白，我卻還

是無法忽略那些在句逗落點，語氣轉換，和情緒鋪陳時的許多小小失誤，也就是這些失

誤，凸顯出表演者與文字媒介仍嫌生疏的根本問題。

天堂，書齋，皇帝行宮，愛琴海濱，斯巴達宮廷，海濱的新生地，浮士德在不同的

空間裡自在悠遊，但在劇場的現實中，舞台設計者卻必須面對四壁的侷限。面對這樣的難

題，設計者只能設法找到一個意象，以暗示不同空間並置轉換對照的可能。

對舞台設計高豪杰而言，這個意象是隧道。隧道如多啦A夢的任意門一般，可以讓浮

士德在不同空間中自由進出，隧道的無特定性，也可以以暗示的手法畫出浮士德旅行的足

跡。可惜的是，設計者似乎還是擔心空間的模糊難辨，可能對觀眾造成困擾，或者擔心隧

道太過乾淨，而無法表現浮士德這趟旅程的艱辛，因此在隧道中佈置了太多瑣碎的物件，

加上投射的影像，太過紊亂的舞台，反而讓空間失去了原本應該具有的自由感。少了這樣

的自由感，浮士德就不可能自在悠遊，不可能讓自己的心靈自由奔騰追求。換言之，從建

立戲劇時空的角度看，《歌德浮士德》開始於創作者詮釋的自由，卻被不夠自由的舞台給

綁住了手腳。另一方面，導演在空間的運用上，似乎也太過依賴舞台左右移動的軸線，而

忽略了隧道縱深的可能性，以致隧道所暗示的時空，更加受限於劇場既有的框架，而無法

真正做到實驗的精神。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服裝的設計：太過繁複的設計元素，太過分明的正邪，太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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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嘲諷，總結而成的是，太想讓當代觀眾清楚辨識的風格導向，卻因為混亂，反而迷惑

了觀眾的焦點，模糊了角色的特殊性，也因此失落了面對原著的明確態度。綜言之，視覺

方面的問題，其實在落入呈現豐富意象的迷思當中，無法馭繁為簡。

在劇場中，對我這個挑剔的觀眾而言，《歌德浮士德》的創作者，在和歌德的這場對

賭中，氣勢不弱，整體而論還是落居下風。但如果我們在看完戲之後走出劇場，也就是回

到之前所提出來的那些問題：在我們(演出者與觀看者)當下的生命經驗中，我們可以標舉

什麼樣的崇高理想？可以建立起什麼樣的價值標準，值得一生的不悔追求？甚至可以有什

麼樣的賭注與梅菲斯特豪氣地賭上一把？那麼對於演出價值的評斷，或許會有不僅止於對

賭輸贏的標準。

從《歌德浮士德》劇中對政治的描繪、當代戰爭的引證、美的典型的世俗化，我們看

到的似乎是所謂理想的失落或扭曲，但從樂生事件的入戲、浮士德最終的救贖，我們卻好

像又可以看到有志者標舉崇高理念對抗醜惡現實的不悔不計，因此，那足以讓我們一生不

悔追求的目標，似乎還不是那麼清楚，但又好像近在眼前，就等著我們伸出手去，對梅菲

斯特比一個挑戰的手勢。

《歌德浮士德》有沒有為歌德在本地的上訴法庭扳回一城，還有待斟酌，但面對一個

以反智為尚，短視近利的社會，在遠離市囂的郊區山上，還有一群人願意認真敘說理想的

絕對價值，認真追索生命的終極意義，認真地做著像劇場這樣不切實際的事，確實是值得

感佩的。更重要的，不同於時下一切以個人為上，任何權威都被嗤之以鼻的風氣，他們試

圖與一個權威對話，不同於那些成天以喃喃自語或衝動情緒相互餵養的同儕，他們願意讓

自己成為一個概念的載具。在沒有任何安全網的情況下，他們縱身躍下，試圖做飛翔的姿

態，讓人心生敬畏。

因此，雖然對演出本身，我還是十分挑剔，總想著找出可以批評兩句的問題，但另一

方面，我還是非常肯定這次演出的意義－無論是作為一個教育訓練的製作，或者是對我們

自身的生命情境提出看法的作品。

歌德花了近60年才完成《浮士德》，我們得花多少年的時間，才能在舞臺上完整呈現

？希望《歌德浮士德》無論對整個創作團隊，或戲劇學院整體，都只是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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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國際一人一故事劇場藝術節紀實

謝如欣*

第九屆國際一人一故事劇場藝術節
Ⅸ International Playback Theatre Festival—Living is telling our stories

時間：�00�年�月16日至1�日

地點：巴西聖保羅葡萄牙之家

主辦單位：IPTN-International Playback Theatre Network

日期 時間 內容

�/16 報到及歡迎酒會

�/1� 0�:�0—10:�0

11:00—1�:�0

14:00—16:00

16:�0—1�:�0

一場工作坊、一場表演

一場工作坊、一場表演、一篇論文、一門課程

兩場工作坊、一門課程、兩篇論文

四場工作坊

�/1� 0�:�0—11:00

11:�0—1�:�0

討論open space分享課程

開放分享課程

�/1� 0�:�0—10:�0

11:00—1�:�0

14:00—16:00

16:�0—1�:�0

兩場工作坊、一門課程

專訪「一人一故事劇場」創始人Jonathan Fox

兩場工作坊、一場表演、一門課程

閉幕式

四年一度的「一人一故事劇場藝術節(Playback Theatre Festival)」，�00�年夏天假巴

西聖保羅舉辦。我雖然對「一人一故事劇場」一點也不瞭解，卻自碩士研究時就曾聽說，

「一人一故事劇場」和我主修的「被壓迫劇場」相關，加上巴西是孕育「被壓迫劇場」創

始者Augusto Boal的家鄉，於是早早就向該組織申請獎學金，報名參加此一盛會。

《戲劇學刊》第八期頁�5�-�6�（民國九十七年），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
TAIPEI THEATRE JOURNAL � (�00�):�5�-�6�
School of Theatr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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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運的獲得了參與研討會的獎學金補助，如同Veronica 
1

所說，我就像個新生兒，準

備迎接新的劇場知識，同時也在第二天的開放討論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被壓迫劇場」

知識。

連續三天半的藝術節在Casa de Portugal（葡萄牙之家）舉辦。位於聖保羅市中心的

「葡萄牙之家」，鄰近就是著名的日本城「自由區」。這棟四層樓的建築物突顯了葡萄牙

人在聖保羅的重大比例。自�月16日晚開始到1�日的藝術節，充份利用了「葡萄牙之家」

二到四樓的空間，連續數日的活動，每個時段包含了工作坊、論文發表、課程及現場表

演，在各個適合的空間（小劇場、地板教室、圖書室、小教室等等）進行，所有參與者皆

可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課程到不同的指定教室。

開幕式在IPTN巴西分會主席的開場後，現場由與會者自願上臺擔任演員（圖1），示

範了幾場「一人一故事劇場」。隨後大家圍成一個大圈，每個人輪流說自己的名字及國

籍，然後排隊領活動的資料夾。因為是隨機發放，大家必需憑著先前自我介紹的印象，找

到手中資料夾的主人，物歸原主。

開幕酒會在四樓的地板教室，由於空間很大，成為這幾天大型工作坊的主要教室，也

是聖保羅當地許多舞蹈類活動或慶典的表演空間。互不認識的每個人在豐盛的點心和當地

飲料Guaraná 
�

源源不絕的供應下，彼此交換各自專業領域的心得。

1  Veronica Needa香港籍英國人，在英國有個專門執行Playback Theatre的「真心劇團」，曾受一人一故事悅
翠坊的邀請，兩次來臺示範及分享Playback Theatre的操作。

�  Guaraná是亞馬遜的一種果實，聽說長期食用可增進頭腦清晰，使記憶力變好，是巴西很受歡迎的一種飲
料。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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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八場工作坊、兩場表演、兩門課程、三篇論文發表

1�日早上第一個時段有兩項選擇，一邊是紐約大蘋果劇團( Big Apple Playback Theatre)

的Hannah Fox 
�

所主持的工作坊，主題是「表達清楚的身體」，另一邊是荷蘭的劇團Dutch 

Playback Theatre Wordt Vervolgd表演「Ostra」，由Jaap Ostra擔任主持 
4

，表演內容為該團多

年操作「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經驗。我選擇了最快能夠進入狀況學習的工作坊。

二小時的工作坊從伴隨音樂及節奏的暖身開始。Hannah Fox運用美國東岸知名導演暨

表演者Anne Bogart的view points技巧，從彼此的推擠施壓，到互相引導的方塊式走路，正

好在早晨為大家鬆開了肢體。接著便是讓每個人分別在肢體袋和情緒袋裡各抽一張紙條，

照肢體袋指定的身體部位，表達抽中的情緒。

第二個時段包括有一篇論文發表、一場表演、一場工作坊及一門課程。來自南非的

Paula Kingwill發表的論文主題是「究竟是誰的故事？一場進入南非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旅

程」，Paula在南非從事的是戲劇治療，並是營火劇團的負責人。該場發表會運用多媒體

型式，搭配影像及Paula的現身說法，探討營火劇團如何運用一人一故事劇場技巧，帶領

南非參與者進行戲劇治療，並以身為白人的戲劇治療執行者身份，如何以在當地運用該技

巧時，在不同種族間找到自我定位。

本屆的IPTN主席Sarah Halley和其班底表演的是「一人一故事的改變，費城」，由

Sarah Halley主持。波士頓的Christopher Ellinger則帶了一場名為「社區建造及演出中的參

加者參與」工作坊，Christopher自1��1年起長期為非營利組織進行教育訓練，並在美國波

士頓地區為許多社區建造指導「一人一故事劇場」技巧及應用戲劇。該工作坊運用「被壓

迫者劇場」Augusto Boal的形象劇場(Image Theatre)等不同的方式，引導觀眾進入「一人一

故事劇場」的舞臺架構，主旨在協助與會者瞭解如何協助社區民眾參與社區建造工作。

Marianne Tobler和Juergen Hermann都是德國的心理劇家，所提供的課程是「我第一次

的一人一故事劇場經驗」。課程主旨在「聽」、「說」及「演」個人的故事，在課程中，

他們表演了所有他們在進行「一人一故事劇場」時遇到的種種角色，並帶領參與者體會一

人一故事劇場與心理劇的區別。

下午的第一時段包括有二篇論文及兩場工作坊。來自英國的Rose Thorn，以短片

及圖片與大家分享在英國南部和非裔婦女合作的經驗。澳洲的Rea Dennis 及Suzanne 

�  Hannah Fox是Playback Theatre創始人Jonathan Fox的女兒，從小就在父親的教育下實行Playback Theatre，
是IPTN(International Playback Theatre Network)的主要師資，目前也代表Big Apple Playback Theatre積極和
紐約各大專院校洽談合作方案。

4  在Playback Theatre中，包含了一位conductor、三至四位演員、至少一名音樂家，還有不可或缺的提供故
事的觀眾，這裡我用主持人代表conductor。主持人的角色很類似Augusto Boal在被壓迫者劇場體系中設計
的丑客(Joker)，負責主導並掌控全場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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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son，則電影製作方式進行「一人一故事劇場」。

心火演員劇團的Debe Edden帶了八分之七的團員來到巴西，以「舞臺分享－一場有關

工作坊的工作坊」為主題，帶領參與者學習如何幫助具有存在危機及發展遲緩的年輕人，

使他們能夠發展某方面的潛能。

香港出生來自英國的Veronica Needa，擁有廣東話及英語的雙重母語，在白皮膚下的

香港身份，對於種族認定及多重語言的溝通具有極大的關懷，在英國組了「真心劇團」在

中國社區進行「一人一故事劇場」。這場「玩弄語言」的工作坊讓各國參與者尋找和自己

講述不同語言的人分組，彼此以肢體動作學習對方的語言，再教給在場所有參與者，主旨

在透過肢體快速學習他國語言，解除語言的障礙，隨即進行「一人一故事劇場」練習。

最後一階段包括了四場工作坊。紐約村莊一人一故事劇場的藝術總監Randy Mulder認

為，罪犯因缺乏同情心而一再犯罪，這場「教導罪犯同情心：透過一人一故事劇場一看再

看的學習」工作坊，分享了如何運用該技巧在牢獄中幫助罪犯體會什麼是同情，透過他們

自己的演出，學會感同身受，出獄後改過自新。

來自美國東岸的Zhaleh Almaee和Christopher Ellinger，主導的工作坊是「探索及強化

的開演與閉幕」。運用不同的形式活動，協助參與者學習在不同的舞臺場景上，由開幕的

暖身，到結束的留白空間，如何讓參與者在「一人一故事劇場」表演中放鬆心情，培養團

體信任，達到真正的抒發個人故事的目的，使這樣的方法因之受到強化，進而成為一個以

戲劇從事社會改造的社區。

身為瑞士人卻來自紐約的Sarah Urech，近年來都在拉丁美洲及日本，指導「一人一故

事劇場」，特地以西班牙文進行工作坊分享這幾年以「一人一故事劇場」探討的移民問

題，工作坊主題是「我的半顆心：與移民者的一人一故事劇場」。

一直在紐約以Hip-Hop從事「一人一故事劇場」的Paul Mclsaac，以電影、音樂、舞蹈

等不同的藝術領域，帶了一場生動活潑的工作坊「運用一人一故事進行創造性戲劇、舞蹈

及電影」。上百人分成了幾個小組，包括戲劇、舞蹈、音樂、電影等等，各自解散去創造

該領域的故事，一小時後回到地板教室集合呈現。戲劇組以最基本的「一人一故事劇場」

呈現該組幾個主角的故事，舞蹈組以各國組員發想的現代舞為「一人一故事劇場」找到了

另一種舞蹈劇場，音樂組的個個都是身懷絕技的音樂家，運用了各式各樣的樂器及所有可

發出聲音的現有物品，用音樂傳遞了某人的故事。我參加的電影組一開始便決定走上街

頭，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帶著大臺攝影機在聖保羅的街上遊蕩，隨機的選擇路上行人詢問受

訪的意願，在聽完他們的故事後，我們便現場演出他們的故事。短短的一個鐘頭內，我們

的街頭「一人一故事劇場」獨立電影，採訪並表演了五個人的故事，有隔壁大學的大學

生、路上販賣小點心的小孩子們，也有同組參與的成員，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在路上販售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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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糖果的三個姐弟妹。

擁有原住民健康膚色的三姐弟妹，姐姐看來像是該上國中的年紀，弟弟妹妹們都像

是小學、幼稚園的樣子，有著卷卷的黑髮，及可愛的笑容。被我們拉住之前，臉色看來很

憂愁的在路上攔客人，接受訪問時，看到攝影機在拍，個個的臉上都多了一絲笑容，好奇

的觀察攝影機和他們被拍下的樣子。姐姐的故事是，今天早上天氣很陰，糖果又賣不好，

本來很不開心，帶著弟弟妹妹們不停的在路上走啊走，可是現在太陽出來了，心情都變好

了。我們為他們演出了這個故事，以誇張生動的戲劇動作，讓他們笑開了懷。在大街上、

牆上被塗鴨的陰暗街角及卡車上的戶外拍攝，大家用電影製作「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紀錄

片形式有了新的嚐試，巴西本地的參與者在呈現完後分享，由於巴西治安很不好，身為本

地人，她看到我們一群外國人，興致沖沖的帶著那些昂貴的機器在路上跑來跑去，其實她

早就嚇死了，幸虧沒發生搶劫事件。

8月18日：開放空間分享（open space）

OPEN SPACE是一個提供時間和場地讓大家貢獻自己專長的方法，每個人都有機會

提出一場工作坊，或是想要彼此討論的主題（圖�）。上午在表決投票後，選出了九項主

題，分三個時段進行，每人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主題參加。我選擇了「運用Hip-Hop進

行一人一故事」、「紐約大蘋果一人一故事劇團經驗分享」及「一人一故事劇場與Boal的

被壓迫者劇場」。

澳洲出生的Baba Israel和日本裔友人Yako Prodis在紐約有個Open Thought Productions，

從事的就是以Hip-Hop形式的節奏進行表演和工作坊，身為專業口技者(beatboxer)的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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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a，以最淺顯易懂的方式教我們基本的口技，包括了類似b、k、chi、tsuh等等的音，接

著大家可以選擇做音樂家或是表演者，音樂家站在一側，排成一直線，可選擇喜愛的樂器

或使用口技，Yako則在旁指導有興趣操作電子音樂的參與者，另一側同樣排一直線，站

的是相對的表演者，表演者先做出一個形象 
5

靜止不動，站在相對位置的音樂家則需依雕塑

所呈現的形象，創作適合的聲音，當音樂開始時靜止的雕塑開始配合音樂家所演奏的節奏

行進，直至走到自己搭配的音樂家為止。在這當中，音樂家和表演者都可在抓到彼此的默

契後，隨時轉換主被動地位，調整速度及節奏，重點在讓人引導音樂，也讓音樂可以引導

人，呈現彼此和諧的節奏，並表現故事的情境。

紐約大蘋果一人一故事劇團是Hannah Fox的劇團，這段時間裡Hannah和另外兩位團

員以「一人一故事劇場」表演方式，分享在紐約的一些個案及與紐約大學合作的經驗。

Hannah提到，紐約是個很沒有同情心的城市，尤其年輕人的世界，充斥的是暴力，大蘋

果希望能用「一人一故事劇場」去進行反教育，因此，他們也和孩童關懷中心合作，盡一

份心力。

如同Jonathan Fox所說，發展出「一人一故事劇場」，有部份是受到Augusto Boal的影

響。到了「被壓迫者劇場」的故鄉－巴西，當然也有許多人對兩者的關聯性有所好奇，而

這也是我來參與盛會的目的。兩位對Boal相當不瞭解但有著強烈熱情的女士主持了這場工

作坊，在討論中我成了唯一懂得運用被壓迫者劇場的參與者，於是現場分享了Boal的生平

與被壓迫者劇場形成的過程。接著，其中一位主持人以一項個案做為情境，假設在火車上

遇到貌似兇狠的怪異男子，其他乘客如何反應，讓大家現場參與。由於我剛由里約的被壓

迫者劇場中心參與兩場論壇劇場 
6

，於是課後和課堂中許多打算從事教育劇場的參與者彼此

有很熱烈的分享。

8月19日： 四場工作坊、兩門課程、一場表演，以及與創始人

Jonathan Fox訪談

一早就有三項選擇，一是巴西的Rasia Frideler以西班牙文進行的工作坊，一是1�日

也發表過的Marianne Tobler 和Juergen Hermann，另外就是澳洲墨爾本的心理學家Tarquam 

McKenna博士的「一人一故事劇場中LGBTIQ問題的呈現：這真的很GAY」。

5 有點像被壓迫者劇場中的形象劇場(image theatre)以雕塑方式呈現故事的靜面。
6  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是被壓迫者劇場的主要技巧，運用劇場形式幫助參與演出的人找到自己的問
題，並在演出時，讓觀眾直接參與，上臺以表演嚐試解決所演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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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LGBTIQ指的是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Intersex and questioning ，即女

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性別轉變、跨性別及存疑者。這場工作坊的目的在探討性別

的認同，參與者圍成一個圈，在Dr. McKenna的引導下，說出對LGBTIQ人士的看法，並探

討對同性戀恐懼或厭惡的心理現象(homophobia)，在集體討論中，涉及個人的情感部份，

當事者當下便有了很強烈的情緒釋放。很有趣的是，除了現場半數為LGBTIQ外，少數被

問到的異性戀也在參與氣氛下提出願嚐試轉性的想法。

參與的LGBTIQ或是有LGBTIQ親朋好友的人，在信任氛圍的培養下，現場分享自己

或他人的故事，並指定自願在那場故事擔任演員的人其中一位演出故事主角，配合音樂及

道具的使用，讓演員們重現主角當時的心情與故事情境。由於這樣的議題對於具有類似經

驗的觀眾具有強大的投射作用，現場許多人受到感動，在不同的故事演出過程中，甚至課

程時間結束後，都還在彼此安慰著。很多先前不熟的與會者，在彼此關心後成為無話不談

的朋友。

創始人訪談（Interviewing with Jonathan Fox）
午間的訪談應該可說是當天的重頭戲，世界各國實行「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劇場

人如果沒有參加紐約的一人一故事學校訓練，或許就只能把握四年一次的盛會向創始人

Jonathan Fox提問解惑。Jonathan Fox私底下是個很和藹可親的老先生，開幕式的晚上他正

好很低調的坐在我旁邊，也是第一個和我握手聊天的人，聽到我剛從里約拜訪Boal再趕回

來聖保羅的研討會，對我在CTO(Center of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被壓迫者劇場中心)的田

野調查相當有興趣，我們甚至還討論了幾分鐘「一人一故事劇場」和「被壓迫者劇場」的

關係。

如同許多其他的當代劇場藝術家，Jonathan Fox也受到Grotowski的影響，他說，不同

的是，Grotowski不需要觀眾，而他需要。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演員和觀眾是一起

的，演員從觀眾的故事中學習，深入的傾聽和瞭解對方是「一人一故事劇場」的主旨，當

然娛樂性也是其重點之一，但卻不僅僅只是為了娛樂而表演。在他的願景裡，他所希望的

「一人一故事劇場」形式，是人們在小小的鄉下裡，彼此訴說一些真實的故事，接著演員

們演出他們的故事，這樣就夠了，沒有任何的討論和分享，只是表演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從事心理劇的人認為，這樣的表演形式沒有結果的產生，應當加以彼此分享，讓團體更加

緊密，但在Jonathan的經驗裡，通常一個故事表演完，總是很快有下一個故事的出現，而

下一個故事也總會和上個故事更有關聯，更進入觀眾的心裡。

身為一個劇場導演，Jonathan沒有任何心理劇的專業背景，他因為開始做「一人一故

事劇場」才開始研究心理劇(psychodrama)，在心理劇中他學到許多包括運用小組等相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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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而心理劇的訓練也因此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顯得更為重要。

如同本文的註釋多半以被壓迫者劇場術語解釋「一人一故事劇場」技巧，巴西為第九

屆「一人一故事劇場」藝術節的地主國，大家都很好奇的是，Jonathan是否以巴西著名社

區劇場導演Augusto Boal及重要教育學家Paulo Freire 
�

的理念為基礎，而發展出「一人一故

事劇場」技巧。

Jonathan直言，他從早期閱讀到巴西這兩位劇場導演及教育家的作品後，便受到很深

的影響，但與「一人一故事劇場」不同的是，「被壓迫者劇場」尋求的觀眾的參與及對

話，並影響民眾去思考問題，主旨在透過戲劇的力量去解決問題，它的範圍相當廣泛，而

「一人一故事劇場」則只是「被壓迫者劇場」中的一小塊世界，Boal的興趣在進一步去解

決問題，「一人一故事劇場」卻只是呈現故事而已，目的在從故事中學習，而不是去找答

案。拿心理劇和「被壓迫者劇場」兩相比較之下，尤其在訓練的部份，心理劇的訓練是

在很完善的控制狀態，而「被壓迫者劇場」是毫無規則化的，「一人一故事劇場」試圖找

到其中間點，Jonathan也坦承，到目前為止，大家也都還在摸索，希望幫「一人一故事劇

場」找到更好的模式。

Jonathan說，如同「被壓迫者劇場」一開始所造成的轟動，當時大家也認為那是一項

很好的社會改造方法，但隨後也發現了很多的問題而不斷修正中，「一人一故事劇場」也

是一樣，仍然在努力中，而這當中，伴隨戲劇技巧的心理學訓練成為他們幫助社區最重要

的一環。另外，大家必需認知的是，「一人一故事劇場」是來自個人的故事，因此絕不是

一項公開化的表演。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是沒有規則的，所呈現的是訴說者想要看

的，絕不能演得太過悲傷，讓訴說者無法承受，甚至不願看到情境的重現。也因此「一人

一故事劇場」的演員必需受過訓練，因為重點是在讓參與的觀眾及訴說者都能夠觀看，而

不只是單純的重現故事情境。

表演及工作坊
Paula Patterson的工作坊是「健康的演出：一人一故事在醫學醫院」，除了分享和病

人們在病床邊以「一人一故事劇場」進行互動外，並放映他們所拍攝的紀錄片「健康的演

出」�0分鐘。

Rea Dennis的博士論文被Jonathan Fox極力誇讚為最清楚解析「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學

術文章，她所主導的「從傾聽者到製造者：整體即興創作及個人故事」是三天研討會中唯

�  Paulo Freire保羅．弗雷爾是巴西舉足輕重的教育學家，所發展的「受壓迫教育學」為全國識字率偏低的
巴西，進行了多項成功的教育案例。「被壓迫者劇場」創始人Augusto Boal也不斷強調自己受到布雷希特
及Paulo Freire的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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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進階課程，參與者必需具備至少一年以上執行一人一故事的經驗。

Tampere一人一故事劇團來自芬蘭，成立自1���年，是芬蘭最資深的一人一故事劇團

之一。在他們的團員中，有一位是完全不懂英文但會說其他國家至少十一種語言，首先，

他們演出這位團員參加這場藝術季這三天的困境和心情，然後開放觀眾分享故事進行演

出。一位巴西的「一人一故事劇場」女演員Joyce分享，她從事「一人一故事劇場」演出

已有七年，但卻遲遲無法領到演員證，因為在巴西的表演事業裡，並不將「一人一故事劇

場」視為一種表演藝術，因此沒有人把她當做是個真正的演員，但她的確想將此做為她的

終生事業。

圓滿落幕

第九屆一人一故事劇場藝術季的壓軸由Rea Dennis主持，Rea將第一個機會開放給三

天來都沒有表達過自己意見的與會者。在「玩弄語言」工作坊和我一組的琉球大學社會福

祉學准教授水野良也，分享他因為英語表達能力不夠好而在參與過程中的恐懼。第二個機

會留給年輕的一代，在數十隻舉手想說故事的人當中，Rea選了一位來自智利的女孩，這

位女孩不會英文也不會葡萄牙文 
�

，除了部分時間的語言問題外，最重要的是經濟的壓力。

南美的生活比我們想像得要更艱辛，這群在南美各國實行「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劇場人，

熱切的渴望參與難得到南美舉行的這場盛會，雖然和我一樣獲得了獎學金的補助，但我們

仍需自費機票及食宿， 在他們來說，這樣的旅程確是一大重擔。最後一個機會在熱烈競

爭下，Rea說，我們應該尊敬年長的朋友，在大家一致支持下，演出了Veronica去年動手

術面臨生死關頭的故事。（圖�）

� 中南美洲除了巴西的官方語言是葡萄牙語外，其他各國都是為西班牙語為主要語言。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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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的IPTN主席由日本的櫻井靖史獲選，下一屆一人一故事劇場藝術季決定在德國

舉行，大家相約，�011年，我們德國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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