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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作為表演藝術，須透過劇場方得以實踐，至於如何執行，

以確保演出後能夠呈現預期的內容，則有不同的步驟和方法。我們

太習慣於依賴文字，把一個用文字寫定的舞臺行動，稱為「劇本」，

配合各種戲場設計，以不斷排練的方式牢記這個預期的舞臺行動，

時間到了便「照本宣科」。

事實上，「劇本」原不需要字字句句書寫下來，更不必由一人

來決定，就如同「故事」不必書寫下來，也能流傳。在民間，最早

發展的是「口頭文學」（Oral Literature），它靠著「口頭」編故事，

並在流傳過程中，加入眾人的創意和精華。這使得民間故事成為一

種集體參與的創作，它貼近心靈，反映集體的概念、想望和價值觀，

因而它的生命力特別強大，價值更是無可取代。

源生自民間劇場環境的即興戲劇也是一種不仰賴書寫的戲

劇，用「跳過文字」這樣的說法也許不夠準確，因為這樣說還是從

「文字本位」出發，雖然語言的發生常常導向文字記錄的出現，卻

不必然。即興戲劇是一種直接上臺「以表演說故事」，甚至「以

表演編劇」的劇場，這種方式較之文字劇本，帶有更高度的遊戲

（play）意味，也因而更貼近戲劇（play）的本義。純即興戲劇（pure 

improv theatre）常用玩遊戲（game）的方式呈現他們的表演，正凸

顯出即興戲劇不受約束的特質，這樣的特質也使得即興劇場傾向於

通俗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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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興的表演幾乎無所不在，它可能是音樂、舞蹈、說唱，甚至

是一場演說。而就戲劇而言，當它的情節從簡單變得龐大且繁複，

就會需要一個「架構」來統馭─那通常是一個「分場」的「情節

大綱」，也就是所謂的「幕表」。

「幕表戲」最早、最廣為人知的形式，是文藝復興時期十六世

紀下半葉開始盛行的義大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它的

劇本只有一張張幕表（義文 soggetto或 giornata，英譯為 scenario或

sketch）。每齣戲固定分三幕，沒有寫定的對話，只有舞臺行動說

明，以及舞臺道具的指示等。使用稱為 lazzi的動作（pantomime）

和對話，用來表現特定情況或人物塑造。劇中有一些固定的人物

（stock character），如主人的 Il Capitano、Pantalone等，以及僕人

的 Arlecchino、Harlequin、Pedrolino等。演員們雖然即興演出，但

許多演員能記誦大量成語、句子、妙喻、獨白甚至對話，並且能夠

隨心所欲的運用。1

戲曲的幕表戲和義大利即興喜劇都是民間通俗劇場的產物。在

表演手段上有諸多相似之處。傳統戲曲有固定的行當，有程式化的

動作，傳統戲曲幕表戲的演員也能記誦許多固定的套語和用詞，供

演出時靈活運用。

臺灣歌仔戲是目前東方戲劇中，保留「幕表戲」即興演出最完

整的劇種。從內臺商業戲院到外臺廟會劇場，一直以來，臺灣職業

1
　 參 見 Marvin T. Herrick, Italian Comedy in the Renaissance (Freeport, New York,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70), Chapter VI,“the Commedia dell’arte and Learned 
Comedy,”pp.201-227. Oscar G. Brockett and Franklin J. Hildy, History of the Theatre 
(Boston : Allyn and Bacon, 1995), Seventh Edition, Chapter 5, “Italian Theatre and 
Drama, 1400-1700,” pp.14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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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戲 2主要都採取「幕表戲」的方式運作其演出，不曾間斷。藝

人們稱幕表制的即興演出為「做活戲」，3稱幕表為「臺數」或「劇

本」。近三十年來，歌仔戲雖然被鼓勵往藝文劇場採用定型劇本的

「精緻化」發展，至今仍有為數不少的民間戲班，擁有優秀的講戲

人才和即興功力高強的演員和樂師，持續在廟會劇場「做活戲」。

「幕表戲」的編劇和表演方式，原為許多地方戲曲所普遍採

用。很多地方戲曲在發展的初級階段，都曾經出現過幕表戲的演出

形式，漸趨成熟後，有些被寫定的劇本戲劇（scripted theatre）所取

代，有些則始終部分或全部的保留幕表戲的演出形式。

1951年，大陸為了強化戲曲的政治宣傳效果，推動「戲曲改

革」，由政策主導，以負面評價、不鼓勵的方式，促成幕表戲的消

失；而在臺灣，為了提升歌仔戲的藝術位階，創作者們亦多主張追

求「精緻化」，提起廟會野臺的「幕表戲」，同樣抱著質疑的態度。

幕表戲沒有事先寫定的完整劇本，演出時無法像劇本戲劇那麼

緊密，內容更欠缺文學性。那麼，凸顯歌仔戲「幕表戲」的本質，

對其運作方式進行深入的觀察和研究，有其必要嗎？實際一點說，

投入那樣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意義何在呢？

筆者從事臺灣戲曲研究多年，在長時間的田野觀察中，深刻感

受到「幕表戲」的編創和演出，對於演員，既是演技的呈現，同時

2
　 這裡的「職業」，指以此為生的劇團或演員，並不關涉演出的「專業」與否，
或者公營、民營。臺灣唯一的半公營歌仔戲劇團是宜蘭縣政府支持的「蘭陽」
戲劇團，其餘皆為民營。

3
　 歌仔戲藝人稱「演出沒有寫定劇本的即興戲劇」為「做活戲」，因而稱「即
興戲劇」為「活戲」；相對的，稱「演出寫定劇本的戲劇」為「做死戲」，
「寫定劇本的戲劇」就叫「死戲」。「活」指「即興」；「死」指「固定」，
並無褒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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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能力的開發。即興演出不倚賴事先的排練，因而演員在表演的

當下須時時注意同臺演員的反應，不斷的調整，以控制情節的鋪陳

方向，同時還須和臺下觀眾反應互動；另一方面，因為沒有事先排

練出一套固定的演法，演員得以任意揮灑。換言之，即興戲劇不但

擴大演員的表演意識，更激發演員以更多樣的手段進行創造。這套

發展自民間的戲劇編創機制，是臺灣戲曲珍貴的資產，值得我們重

視和保留。

尤為重要的是，這是準確解讀臺灣民間歌仔戲的唯一可能。歌

仔戲自創始之初，就不斷受到仕紳和知識界的抨擊，而一直有「改

良」的呼籲。「改良」並非不必要或不可行，但必須在理解其本質

的狀況下施力，而非以「劇本戲劇」的角度挑剔其俚俗不文，更嚴

重的是忽略了這種民間戲劇的精采之處。

義大利即興喜劇曾對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戲劇有過重要貢

獻，影響了當時包括莎士比亞在內的許多著名戲劇家的寫作。臺灣

歌仔戲，乃至所有戲曲的幕表戲，卻始終只是官方和知識分子眼中

的「改良」對象，幕表制的消失，甚至被視為戲劇改革的成果。（詳

本書第一章第一節第二小節「戲劇結構的擴大和幕表戲的形成」）

歌仔戲自二十世紀初出現，流播至今超過一百年，期間累積了

相當可觀的劇目。由於它沒有寫定的劇本，這些劇目大部分並沒有

被記錄、保存下來。值得慶幸的是，有相當數量的劇目，仍然透過

演員的表演和流動，在目前臺灣職業歌仔戲劇團間流傳。及時的關

注、探索其精要，以正確的方法加以記錄，也許是搶救這項藝術和

其累積劇目的可行之道。

2004年筆者曾執行文建會（文化部前身）傳統藝術中心「歌

仔戲幕表戲劇目及說戲人才調查」研究計畫，對當前歌仔戲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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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戲人才，包括顏木耳、陳清海、陳文億、洪明雪、王束花、呂瓊

珷、莊金梅、鄭金鳳、董錦鳳、吳錦桂、林秀鳳、簡麗玲等，進行

系列訪問，4可惜執行期限只有 2004年 4月 1日至 11月 30日，共

八個月。有鑑於研究的重要性，2006年起，筆者向國科會提出「歌

仔戲的戲劇概念與理論建構─以敍事學、曲學和劇學為重心」、

「臺灣歌仔戲即興演出運作之文獻蒐集保存與研究」和「臺灣歌仔

戲即興戲劇研究專書出版計畫」等系列計畫（參見〈出版說明〉）。

計畫執行期限共六年，前後工作時間則超過十年。計畫助理主要為

陳惟文、劉映秀、吳彥霖。前後短暫參與的助理，還有王雲玉、邱

佳玲、許芳慈、趙雪君、王威智、張宛婷、陳幼馨等人，協助記錄

和採訪工作。

這幾個專題研究計畫都以「理論建構」為目的，試圖從各個方

面剖析歌仔戲幕表戲的技術和藝術。研究成果主要係針對現今臺灣

外臺歌仔戲演出進行的田野觀察和訪談建構而成。採訪對象有從內

臺到外臺的老一輩和中生代演員，也有目前尚在學戲的年輕演員。

老一輩演員閱歷豐富，熟悉從內臺到外臺的過程和變化；年輕演員

則正處於學習即興表演的狀態，較能具體說出掌握即興技巧的關鍵

方法和瓶頸。許多演員同時也是講戲人。至於劇目，雖然觀察對象

是現今外臺歌仔戲「幕表戲」即興演出，但外臺劇目絕大部分來自

內臺，只是「具體而微」，其間的即興表演和編創法則基本是一致

的。本書的觀察對象以當今外臺歌仔戲為主體，兼及過去內臺時期

的回顧，一方面忠於觀察所見；另一方面則有意凸顯筆者在二十一

世紀初進行此一研究的觀看位置。

本書分上下二編，上編《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七章，分別從

4
　 參與計畫的研究生有王雲玉、邱佳玲、許芳慈、趙雪君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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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回顧、研究與運用、劇場條件與運作機制、講戲人、演員、樂

師及劇目等方面，剖析歌仔戲即興戲劇的創作和呈現，特別著重相

互間的影響和合作，兼論人才養成。下編《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的

資料類型和運用》輯錄了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的相關重要資料，包

括：知見劇目；田野劇目記錄；「臺數」舉隅；講戲範例；演員筆

記舉隅；重要講戲人、演員及樂師小傳等，並針對田野工作方法冠

以「導論」一文。5茲分述如下： 

上編　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　

第一章〈中西即興戲劇脈絡中的歌仔戲「做活戲」：藝術定位、研

究視野與劇場運用〉

從「即興演出」的特質著眼，跳脫地方戲劇研究的框架，將

視野提升至世界戲劇的即興傳統。首先從中西戲劇歷史的時間軸線

上，尋找即興戲劇元素的起點，探尋幕表戲形成和流傳的情形，從

而釐清戲劇史上的幾個問題，例如：戲曲幕表戲是怎麼形成的？傳

統戲曲有哪些劇種存在過幕表戲的表演方式？歌仔戲幕表制是從哪

裡來的（文明戲或者其他地方戲）？

即興戲劇可以概分為「純即興戲劇」（pure improv theatre）、

「幕表戲」（scenario drama）和「集體即興創作戲劇」（devised 

theatre）三大脈絡。「純即興戲劇」一般只以較短的片段呈現；「集

體即興創作戲劇」則利用全體參與演員的即興互動發展劇本，但在

上臺前一切都必須確定，且必須經過排練。因而真正在舞臺上即興

5
　 上編七章及下編一文乃整理、改寫筆者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所寫的八篇論文而
成，對其間交錯關聯的章節進行了必要的挪移和調整，使眉目更加清晰，同
時也增加了若干章節，並做了必要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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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且結構大到足以敷演複雜情節的，只有「幕表戲」。由於戲

曲幕表戲一向受到負面看待，造成這種戲劇運作方式的式微。一般

我們介紹即興戲劇的幕表戲，習慣以義大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作為說明。本章大量引用 commedia dell’arte的藝術特徵和

整體運作方式，跟臺灣歌仔戲進行比較。如此也許將招致「服膺西

方文化帝國主義」的質疑，但其實這麼做只是為了利用這個較為人

所熟悉的藝術形式，兩相對照，幫助我們看清楚歌仔戲的特質和處

境而已。

除了藝術特質的凸顯，這樣的比較也引發我們思考：儘管義大

利即興喜劇來自庶民，對它的時代的戲劇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歌

仔戲（以及其他戲曲幕表戲）的本領毫不遜色，卻那麼微不足道。

為什麼義大利即興喜劇的表演形式仍被歐美現代劇場界所效法和援

引，在臺灣和中國，幕表戲卻因飽受歧視而任其自生自滅？

帶著這樣的關切，本章進一步透過對當今英語世界即興戲劇研

究和劇場運用的掌握，希望能為歌仔戲「做活戲」找到它在中西即

興戲劇脈絡中的位置，探討它被正確認識和運用的可能性。

第二章〈歌仔戲即興劇場的構成條件和運作機制〉

勾勒通俗劇場的環境特質，說明在這樣的環境中如何建立起一

套幕表戲的運作機制。通俗劇場提供戲劇營造的虛幻刺激和歡樂趣

味，讓觀眾在觀賞的短暫過程中得以暫時脫離現實，盡情放鬆；而

為了讓觀眾心甘情願掏出錢來購票入場，表演創造者莫不竭盡所能

滿足觀眾的喜好，這便決定了通俗劇場的「娛樂」導向。歌仔戲濫

觴自說唱小戲（唸歌仔）和歌舞小戲（宜蘭本地歌仔），長時間成

長於通俗劇場。新劇目的需求，加上過去演員大部分沒有機會接受

正規的學校教育，幕表戲這種只有劇情大綱，直接透過演員上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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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創造內容的速成劇目編創方式，最符合它的需要。

然而，運作一齣幕表戲並非只靠演員就行得通，它的背後有一

個重要的推手，那就是「講戲人」。講戲人提供演員劇情骨幹，並

監督演員共同合作，讓一齣戲能夠在舞臺上被完成。而作為戲曲，

歌仔戲不僅唱腔需要伴奏，整個戲劇的進行都要靠鑼鼓點掌控節

奏，因而一個能夠配合即興演出的後場伴奏樂隊便不可或缺。換言

之，幕表戲的演出需要兼具編劇、導演、舞臺監督作用的講戲人，

有「腹內」的演員，能配合即興表演的後場樂師三種人才分工，以

編創、表演和伴奏三方面機制配合，才能夠有效運作。

從 1920到 1960年代，歌仔戲都在內臺的商業戲院演出，1960

年代末被迫走出內臺，才取代北管戲，成為廟會演劇的主要劇種。

內、外臺劇場環境有頗大的差異，戲班經營和演員訓練的方式也有

很大的改變，不變的是它的「通俗性」。外臺歌仔戲的表演方法和

演出劇目，大部分承襲自內臺，因而環境雖然改變，實則異中有同，

尤其即興表演的看家本領和概念仍然被完整的傳承下來。

歌仔戲「做活戲」是直接從劇場環境孕育出來的藝術，它跟劇

場環境密切關聯，擅長依附在環境中，順應環境的變化而生存。一

旦劇場環境發生改變，它的內涵也隨之改變。

第三章〈「做活戲」的幕後推手：臺灣歌仔戲知名講戲人及其專長〉

探討幕表戲創作群中的帶頭者「講戲人」如何工作，以及如何

培養講戲專長。講戲人出身以演員占絕大多數，且大部分為主角演

員。因為一齣十幾到二十幾臺（場）的戲，（內臺時期則為二十幾

到三十幾臺，甚至更多）與主角（特別是小生）有關的場次通常占

一半以上，這也使得主角演員很容易記下每齣演過的戲的場次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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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講戲」孕育自環境的需求，技巧多自行揣摩，只有少數人有

幸得到前輩講戲人的啟發；而有戲班家族背景者，則除了演出運作

上的需要，更肩負了傳承的使命。

從編劇到演出，講戲人有一套固定的工作步驟，分別是：1. 選

擇題材→ 2. 構想劇情骨幹→ 3. 擬訂「臺數」→ 4. 分派角色→ 5. 講

戲→ 6. 局部套戲和排戲→ 7. 演出時「顧場」等。前面三個步驟為

編劇，第四至六步驟為講戲，最後為監督和掌控。若不能編劇，只

須執行後面四項步驟。

大部分講戲人講戲時，只是在傳遞訊息。根據筆者實際參與聽

講戲的經驗，很多時候看起來像是一位演員向他的工作伙伴敍述一

齣自己演過的戲。換言之，他只是把一齣戲從上一個合作群，傳遞

到新的合作群而己，筆者稱之為「傳遞型」的講戲人。有些講戲人

對於如何演出和呈現什麼樣的效果很有想法，並主導一切，可稱為

「導演型」的講戲人。劇目在傳遞的過程中，多少都一定會根據講

戲人的記憶、合作演員的人數和專長而修正內容，也就是說，都會

被改編。然而，只有少數講戲人能夠創編新劇目，可稱為「編劇型」

的講戲人，他們相對而言屬極少數，但臺灣還是有不少會編劇的講

戲人。

講戲人對一齣戲的演出影響很大，執行成效的高低，決定影響

的力道。主要關鍵在於態度和技巧，並可以在執行過程中驗證講戲

人的權力。

第四章〈歌仔戲「做活戲」的演員養成〉

分析歌仔戲演員即興表演能力的訓練步驟和過程。為了有效充

實即興的手段和基礎，即興演員採取「包裹式」和「腹內累積」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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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齊下的學習方式。在內臺科班訓練時期，戲班最常選擇《山伯英

臺》、《陳三五娘》或《呂蒙正》等戲作為「教育劇目」，演員熟

背教育劇目並上臺演出，之後遇到相似的情景，略做更改，便可加

以套用。這種常常被套用的相似場景，形成了歌仔戲所謂的「站頭」

（橋段）。同時，演員在學戲階段要記誦大量戲曲曲調、流行歌、

固定唱詞、四唸白、四句聯、吟詩等，以及一些歷史人物事蹟等知

識，以便在相關劇目靈活運用。這些都是演員的基本「腹內」。

成長自戲班的演員，因為耳濡目染，許多曲調和動作，已成

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需稍加學習便能上手。但從龍套到被

「雕」成一個腳色，卻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掌握適用的對白、懂得

選曲用調，同時擁有良好的唱、唸技藝，是作為一個演員應具備的

基本能力。而只有經過不斷的練習和用心體會，才有機會成為優秀

的「做活戲」演員。

歌仔戲各行當的表演藝術本來就受到京劇、北管戲、高甲戲等

不同程度的影響，演員亦各有其技藝背景。無論內、外臺，都有不

少演員原來從事其他表演，換跑道才加入歌仔戲班。每個演員肢體

質地和表演風格各不相同，透過幕表組合登臺，各自表述，很自然

的造就了歌仔戲「拼貼」的美學風格。

第五章〈歌仔戲「做活戲」的演員即興表演方法〉

從舞臺表演創造的層次探索歌仔戲演員的即興表演。上臺是

即興表演挑戰的開始，戲劇前半部通常不斷交替運用「鋪陳戲劇場

景」和「堆疊劇情」兩個步驟，到了下半場，才開始一步步「收束

劇情」。講戲人只提供一個情節骨幹，其間的戲肉，需要靠演員以

即興口白和唱詞填滿，目前通行於歌仔戲演員常用的技巧，包括最

基本與對手演員互動的「丟」和「接」，以及「包」、「救」、「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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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等技巧；即興編唱詞則使用「押韻」、「平仄」、「增字」、

「比喻」和「鋪張」等手法。

具體的說，當一個演員上臺，如何無中生有的說出獨白和對

話？關鍵就在於聽講戲時，運用自己對事物、對人性的理解，去想

像、設計自己分配到的劇中人物。從人物的身分、性格和處境入

手，就足以「找到話說」了。經過「設身處地」說出來的話不僅成

功建立「人物」，更因為戲曲「事隨人走」的特質，能夠透過「人

物」建立戲劇中的「場景」。在團隊通力合作下，一個個「戲劇場

景」便這樣被貫串起來，成為一齣完整的演出。每一位演員即興對

話的當下，都須同時意識並照顧整個故事的走向和鋪陳，這使得演

員表演的視野和認知大大的被提升和開發。最後舉高雄「春美」歌

劇團《深宮醜》的一個段落為實例，說明演員如何將講戲人的「幾

句話」，立體化為「一場演出」。

本章試圖將歌仔戲「做活戲」發展有日的表演步驟、方法和

技巧整理出初步的系統。分析演員如何一邊演出，一邊以表演「編

劇」。在幕表戲的即興運作中，演員以具體貢獻說明了他們作為劇

場核心的實力。

第六章〈歌仔戲「做活戲」後場樂師的人才養成與即興伴奏技巧〉

介紹歌仔戲幕表戲演出運作的三大機制中，看似最沒有主導

權，卻是實際掌握整體演出節奏的一環「後場伴奏」。近三十年

來，「藝文劇場歌仔戲」已成為歌仔戲的一個類型，新編定本戲愈

演愈盛，促使國樂系統出身的樂師加入到歌仔戲的後場組成中，把

它推向藝文精緻的審美方向；另一方面，廟會劇場追求熱鬧，與群

眾打成一片的風格取向，使得電子琴伴奏的重要性凌駕傳統樂器，

又把它推向更通俗、庶民的方向。在種種變化中，這兩股勢力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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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經過自我修正，頗有交融互通的情形。老一輩的職業樂師凋零得

很厲害，但近幾年無論是戲班訓練或學校教育，都培養了不少年輕

樂師。

樂師不僅必須和樂師相互合作，更必須和演員合作。優秀的樂

師都很清楚所謂好的伴奏，並不在自我表現，而在烘托演員，時而

引領，時而幫襯。年輕演員需要樂師護持，資深演員更仰賴樂師為

自己的演唱添姿生色，也因而演員對樂師的倚賴極深。

後場樂師的伴奏技巧包括為唱腔音樂即興伴奏、為人物身段

和行動伴奏，乃至串場的即興鑼鼓伴奏和器樂曲牌演奏等，而這一

切，都需要高度的臨場反應能力，這一點和演員是一致的。

第七章〈歌仔戲幕表戲劇目的敍事特徵：以田野隨機取樣為分析基

礎〉

以筆者 1998至 2007年間，在田野所「遭遇」隨機取樣的

一百一十一個劇目作為研究的對象，從敍事的角度（而非以上各章

的表演角度）分析歌仔戲幕表戲的特徵。歌仔戲劇目的題材來源，

主要包括演義章回小說及民間故事、其他劇種劇目、當代通俗小

說、戲劇，以及日常聞見等。

臺灣歌仔戲劇目分「古路戲」與「胡撇仔戲」兩大類。下午的

日戲以演出「古路戲」為常態，晚上的夜戲則多演「胡撇仔戲」。

內、外臺時期皆然。

「古路戲」一詞，著重其傳承自其他大戲劇種，特別是京劇表

演藝術的特質，它的題材來源，主要為歷史演義、傳說、民間故事

等。另有「古冊戲」之詞，專指故事來自章回小說的劇目，乃「古

路戲」的一類。狹義的「胡撇仔戲」指受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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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響，人物登場唱流行歌曲，打鬥場面穿和服、以武士刀「打

劍術」充當把子功，劇情大多天馬行空，服裝花俏炫麗，沒有明確

的時代背景。廣義的「胡撇仔戲」指所有「不按規矩」演出的「變

體戲」。本書取其廣義。

「古路戲」劇目深受其他劇種影響，又為了順應歌仔戲的劇場

和觀眾，做出許多調整，使得劇目以一定的規則產生諸多變形。「胡

撇仔戲」劇目看似天馬行空，卻因為許多橋段套路的沿用，而形成

固定的敍事程式。「古路戲的敍事變形」和「胡撇仔戲的敍事程式」

最足以凸顯歌仔戲迥異於大陸劇種「中原文化中心」思維的庶民性

格，形塑臺灣本土特性，也是本章分析歌仔戲敍事策略的切入點。

敍事程式往往很鮮明的反映出劇種生成的環境和它的觀眾。

題材偏好足以照見觀眾的生活階層，情節走向彰顯了劇種的美學趣

味，而劇種的美學趣味又促使演員選擇某種表演風格，回過頭來影

響了敍事的手法，劇中情節進展邏輯則很直接的反映了庶民的思想

和情感訴求。

本書上編對歌仔戲即興戲劇展開了全面的研究，試圖為歌仔戲

「做活戲」尋找藝術定位；說明其劇場環境與運作機制；並就整個

「幕表戲」運作的編創環節、表演環節和音樂環節，分析其人才養

成訓練、創作方法與藝術技巧。最後針對其創作累積的劇目，探討

民間歌仔戲藝術工作者如何結合觀眾，透過他們所共同塑造的戲劇

世界，反映他們切身的生活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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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編　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的資料類型和運用

導論：〈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田野採集資料的類型和運用〉

首先介紹戲曲田野蒐集最重要的五種資料類型，包括：臺數（幕

表）、演員筆記、戲路表、劇團行程劇目記錄表、各式契約等，再

就幕表戲專有的「臺數」和「演員筆記」，闢專節說明此二者如何

對「做活戲」的劇目編創、表演運作，以及演員養成發揮關鍵的作

用。並提出「臺數記錄法」的概念，作為一種準確記錄幕表戲的方

法。

第一單元〈臺灣歌仔戲「做活戲」知見劇目〉

試圖為臺灣歌仔戲幕表戲劇目遺產整理出一份初步目錄。包括

筆者「所見」劇目，含：筆者多年觀察歌仔戲「做活戲」的演出劇

目，及筆者所蒐集的各劇團臺數和知名演員筆記中所見到的劇目；

以及筆者「所知」劇目，含：所有相關文獻及研究計畫報告中來源

可考的幕表戲劇目資料。登錄「劇名」、「主要劇中人物」、「記

錄形式」及「資料來源」。總計筆者「所知」和「所見」的歌仔戲

劇目，有確實來源依據足供登錄者，共七百五十三筆。儘管其中提

供的訊息有限，同一劇目可能同名異實，劇中人物姓名也常常隨著

講戲人的靈感和記憶而變化，但從重複的劇目中，我們可以觀察到

其間「不變」的元素（例如某一主角人物的姓名）與「變」的痕跡

（例如姓名的同音異字或訛變）。要之，這份目錄不僅可以作為特

定劇目流傳和辨識的起點，對於瞭解歌仔戲這個劇種的劇目內涵、

題材偏好等都有一定的幫助。

第二單元〈歌仔戲「古路戲」劇目田野採集記錄〉和第三單元〈歌

仔戲「胡撇仔戲」劇目田野採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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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筆者自 1998年以來觀賞臺灣民間職業歌仔戲劇團外臺「古

路戲」和「胡撇仔戲」的田野記錄，共一百三十五齣。其中的

一百一十一齣同時是本書上編第七章的分析材料。這些田野記錄大

部分以「情節概要」的方式記錄其演出情節；少部分直接採用「臺

數記錄法」記錄情節，都可以提供劇團「做活戲」之用，甚至是文

字劇本改編的依據，並可據以探索劇目的流傳和演變。表格中同時

記錄了許多現在已不演出的劇團和演員資料。至於演出環境和演出

側寫等，則有助於觀察幕表戲的劇場生態。

第四單元〈臺灣歌仔戲「做活戲」各類型「臺數」舉隅〉

列舉內臺、外臺；連臺本、單本；詳、略等不同類型的臺數為

範例。並對每一份臺數加註「說明」，提供認識歌仔戲幕表戲的多

種樣貌。從而顯示幕表戲的個別性及多樣性。

第五單元〈名家名劇：臺灣歌仔戲「做活戲」知名講戲人代表劇目

講戲範例〉

邀請知名講戲人就其所精通的名劇擇其最具代表性者，進行講

戲示範。一方面藉此將歌仔戲幕表戲名劇以第一手、最準確的方式

保留下來；一方面具體呈現講戲人的講戲風格及其對特定戲劇性的

偏好。

第六單元〈臺灣歌仔戲「做活戲」知名演員筆記內容舉隅〉

列舉知名演員最精華的筆記內容，其中多有驚人創意，以此具

體展現演員如何累積腹內，並藉以一窺優秀演員自我鍛鍊的過程。

第七單元〈臺灣歌仔戲「做活戲」知名講戲人、演員及樂師傳記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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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本書所有受訪人，並為其中具代表性的講戲人和演員撰寫

小傳和講戲史。2004年，筆者在和蔡欣欣教授合著的《光影．歷史．

人物：歌仔戲老照片》一書中，曾為一百位臺灣歌仔戲藝術工作者

撰寫生命史，這個單元可以視為進一步的補充。希望能為臺灣歌仔

戲「做活戲」人才資料庫打下基礎。

歌仔戲幕表戲劇目除非被寫成劇本，一般沒有機會出版，很容

易隨著時間流逝。雖然，因為篇幅的限制，加上整理耗時，還有資

料授權等問題，目前在本書下編所見，只能窺其一斑，尚無法納入

筆者超過十年來所蒐集的全部資料。各單元所收錄皆為筆者精選，

相信不只是歌仔戲即興戲劇研究的重要資料，亦足堪作為劇種研究

及戲劇史的參照，甚至是當代編劇的靈感來源。本書下編的用意，

在於效法義人斯卡拉（Flaminio Scala）和貝魯奇（Andrea Perrucci）

為義大利即興戲劇所做的工作，試圖留下歌仔戲幕表戲的吉光片

羽。

這是第一部以即興角度分析臺灣民間歌仔戲藝術，並試圖建構

理論的專書。由於它採取的視角是如此貼近這個藝術，因而得以從

各個面向挖掘到許多歌仔戲過去未被關注的特質，以及這個藝術過

去未被認可的成就。

這本專書從動心起念，到進行研究，到寫作發表，到結集成書，

前後超過十年。第一篇論文於 2006年 11月 12日發表在我的母校

成功大學中文系「紀念蘇雪林教授暨創立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

其後陸續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也指導跟我跑田野的研究生完成以即

興角度研究歌仔戲的學位碩論三篇，6分別是：

6
　 僅舉順利完成論文者。用這個角度探討歌仔戲需要大量的田野採訪和觀察，
這三位碩士對於歌仔戲實際操作都十分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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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怡安， 《歌仔戲古路戲劇目的敍事程式與變形程式探論》

（臺北：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9）。

劉映秀， 《臺灣歌仔戲傳統文場樂師的養成及其技藝─以臺

北地區為限》（臺北：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1）。

陳惟文， 《外臺歌仔戲丑角活戲表演的「笑」與「鬧」》（臺

北：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2）。

三篇碩論分別從劇目、音樂和表演立論，開展了獨特的討論方

式，貼近的探討了歌仔戲藝術。2013年 9月筆者曾策劃《民俗曲藝》

學報「民間即興戲劇研究專題」（第 181期），收錄歌仔戲及其他

劇種包括北管戲和布袋戲的研究專文。這些研究提醒我們從即興的

角度出發，有待重新認知的議題很多。值得慶幸的是，相較於其他

流行過歌仔戲的華人生活地區，臺灣的田野資源還很豐厚，未來的

研究成果是可以預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