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當代兩岸戲曲交流的回顧與研析（1949-2009)(第 2年) 

 

 
 
 
計 畫 類 別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NSC 100-2410-H-004-210-MY2 

執 行 期 間 ： 101年 08 月 01 日至 102年 12 月 31 日 

執 行 單 位 ：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 畫主持人：蔡欣欣 

  

  

  

  

報 告 附 件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論文 

 

處 理 方 式 ：  

1.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年後可公開查詢 

2.「本研究」是否已有嚴重損及公共利益之發現：否 

3.「本報告」是否建議提供政府單位施政參考：否 

 
 
 

中 華 民 國   103年 03 月 31 日 
 



 

中 文 摘 要 ： 海峽兩岸的傳統戲曲，因明清以來的「原鄉移民」，日治時

期的「商業活動」，以及抗戰後國共內戰的「政權遷徙」等

歷史背景而關係密切，不過自 1949年起，由於政治情勢的分

裂，兩岸的戲曲交流遂形成中斷阻隔的局面；直到 1987年

「解嚴令」發佈，才又開啟了兩岸戲曲交流正常通路；而邁

入 21 世紀後，兩岸戲曲交流越發頻繁活絡，持續穩定地在演

出、製作、教育、學術與出版等面向多元對話交流。回顧從

1949年到 2009年「一甲子」的兩岸戲曲交流歲月，大致歷

經了「潛流期」、「復甦期」、「開拓期」與「熱絡期」不

同的歷史階段，也形成在藝文政策、交流事件、時代趨勢、

劇壇生態與劇種藝術方面各種交流演化的發展現象。是以在

兩岸戲曲交流走過「一甲子」的歷史關口，本計畫擬以三年

的研究期程，通過兩岸檔案的調閱、報刊史料的蒐羅，重要

執行單位，交流劇團、學校與藝人的實地採訪，以及對劇種

生態與劇種藝術的研究剖析，以當代兩岸戲曲交流的歷史演

進分期現象梳理的「歷史篇」，關注當代兩岸劇壇交流後生

態各環節演化情況描述的「劇壇篇」，及聚焦於當代兩岸

「共有」劇種交流後於藝術本體與內容形式發展探析的「劇

種篇」為研究主體，整體建構「當代兩岸戲曲交流史」，以

期從「回顧」中總結經驗評估成果，為當下歷史存留見證；

從「研析」中深刻思索繼往開來，為未來交流開展新頁，提

供更開放、更高階、更全面地交流通路與雙向成效。 

中文關鍵詞： 戲曲交流史、兩岸戲曲、當代戲曲、劇種藝術、劇壇生態 

英 文 摘 要 ：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drama has been closely 

bound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such as the immigration 

since Ming and Ching Dynasy，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Kuomingdang Government＇s transferring to Taiwan 

after World War II. Since 1949， due to the political 

deadlock between the strait， the communication of 

drama had been interrupted. Not until the 

announcement of ＇Lifting Curfew＇， the dram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rait has been re-

connected. After the 21st century began， the dram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ra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in various aspects： performances， 

production， education， academy and publication. The 

Communication of drama between the strait from 1949 

to 2009 has gone through four different periods： 

lurking， reviving， investing， and fast-growing. 



Different periods have resulted in communication of 

many kinds， such as art-cultural policy， events， 

trends， drama ecology and drama types. At this point 

when the drama-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rait has 

maintained for one Jia-tz， i.e. 60 years， I intend 

to lead a three-year research project to 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drama-communication of this period. By 

means of reviewing the documents， newspapers， and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interviewing with important 

groups， organizations， schools and artists， the 

result of my research will be separated into at least 

three sections──＇historical section＇， which 

categorizes the perio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ram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rait， ＇drama ecology 

section＇， which uncovers the influences 

communication have on the drama ecology， and ＇drama 

type section＇， which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communication have on the artistic features， 

contents and forms of the mutual drama types. This 

research is meant to， through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results， be a record of the history 

and serve as a basis of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 and 

two way effect . 

英文關鍵詞：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of drama， drama in the 

great China area， contemporary drama， drama-type， 

drama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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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 

當代兩岸戲曲交流的回顧與研析（1949-2009） 

 

中文摘要 

 

海峽兩岸的傳統戲曲，因明清以來的「原鄉移民」，日治時期的「商業活動」，以及

抗戰後國共內戰的「政權遷徙」等歷史背景而關係密切，不過自 1949 年起，由於政治情

勢的分裂，兩岸的戲曲交流遂形成中斷阻隔的局面；直到 1987 年「解嚴令」發佈，才又

開啟了兩岸戲曲交流正常通路；而邁入 21 世紀後，兩岸戲曲交流越發頻繁活絡，持續穩

定地在演出、製作、教育、學術與出版等面向多元對話交流。回顧從 1949 年到 2009 年

「一甲子」的兩岸戲曲交流歲月，大致歷經了「潛流期」、「復甦期」、「開拓期」與「熱

絡期」不同的歷史階段，也形成在藝文政策、交流事件、時代趨勢、劇壇生態與劇種藝術

方面各種交流演化的發展現象。是以在兩岸戲曲交流走過「一甲子」的歷史關口，本計畫

擬以三年的研究期程，通過兩岸檔案的調閱、報刊史料的蒐羅，重要執行單位，交流劇

團、學校與藝人的實地採訪，以及對劇種生態與劇種藝術的研究剖析，以當代兩岸戲曲

交流的歷史演進分期現象梳理的「歷史篇」，關注當代兩岸劇壇交流後生態各環節演化情

況描述的「劇壇篇」，及聚焦於當代兩岸「共有」劇種交流後於藝術本體與內容形式發展

探析的「劇種篇」為研究主體，整體建構「當代兩岸戲曲交流史」，以期從「回顧」中總

結經驗評估成果，為當下歷史存留見證；從「研析」中深刻思索繼往開來，為未來交流開

展新頁，提供更開放、更高階、更全面地交流通路與雙向成效。 

 

關鍵字：戲曲交流史、兩岸戲曲、當代戲曲、劇種藝術、劇壇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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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of Drama in the 

Great China Area(1949-2009)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drama has been closely bound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such as the immigration since Ming and Ching Dynasy，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Kuomingdang Government’s transferring to Taiwan 

after World War II. Since 1949， due to the political deadlock between the strait， the 

communication of drama had been interrupted. Not until the announcement of “Lifting 

Curfew”， the drama-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rait has been re-connected. After the 

21st century began， the drama-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ra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in various aspects： performances， production， education， academy and 

publication. The Communication of drama between the strait from 1949 to 2009 has gone 

through four different periods： lurking， reviving， investing， and fast-growing. Different 

periods have resulted in communication of many kinds， such as art-cultural policy， 

events ，  trends ，  drama ecology and drama types. At this point when the 

drama-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rait has maintained for one Jia-tz， i.e. 60 years， I 

intend to lead a three-year research project to 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drama-communication of this period. By means of reviewing the documents， newspapers， 

and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interviewing with important groups， organizations， schools 

and artists ，  the result of my research will be separated into at least three 

sections──“historical section”， which categorizes the perio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rama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trait， “drama ecology section”， which uncovers the 

influences communication have on the drama ecology， and “drama type section”， which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communication have on the artistic features， contents and forms 

of the mutual drama types. This research is meant to， through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results， be a record of the history and serve as a basis of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 and 

two way effect . 

 

Keywords：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of drama， drama in the great China area， 

contemporary drama， drama-type， drama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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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原住民雖有熱鬧的「賽戲」祭典，但卻是以歌舞為主體，尚未發展為戲曲的演出

型態。但如依 1897 年《安平縣雜記》的記載，則清末在臺灣廟會節慶時已有梨園戲、北

管戲、四平戲等大戲，傀儡戲、布袋戲與皮影戲等偶戲，以及車鼓戲與採茶唱等小戲的流

傳搬演。這些劇種大都為隨閩粵「原鄉移民」播遷來台，另少數因市場需求而引入；或者

如日人竹內治《臺灣演劇志》與連橫《雅言》中所描述，中央駐台官員如劉銘傳與唐景嵩，

及板橋林維源等仕紳，則都特邀京班、徽班來台獻藝祝壽。 

日治時期隨著商業劇場的興盛，來自上海、福建與廣東三地的京班、閩劇、徽戲、潮

劇、外江班、七子戲、掌中戲、傀儡戲等戲曲表演團隊，紛紛受邀來台全省巡演，兩岸的

戲曲交流活動相當頻繁密切。其中結合福建曲藝歌舞在臺灣孕生的歌仔戲，以及由採茶唱

歌謠與三腳採茶戲為基底，在本地茁壯的客家戲，也都吸收其他劇種養分逐漸成長壯大。

而歌仔戲更於 1920 年代時傳播到福建，以鄉土通俗的劇藝特質廣受觀眾喜愛，不少臺灣

戲班紛紛應邀赴閩進行商業演出，不少「小梨園」戲班也改唱歌仔戲，自此歌仔戲在閩南

落地生根，不少歌仔戲班陸續湧現。 

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兩岸戲曲活動均受到波及而呈現低靡，面臨著解散或遭受箝制

的命運；直到抗戰結束後，兩岸的戲曲活動才再度復甦，來自大陸的京班與閩班，自臺去

閩的歌仔戲班，又重新活躍在雙方的商業劇場中。1949年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敗退遷台，

許多大陸劇種如京劇、豫劇、越劇、秦腔、粵劇、川劇等，依附於三軍的康樂隊中，發揮

著慰藉鄉情的勞軍職能，也在商業劇場中演出以貼補劇團開銷；至於崑劇在清末民初時，

雖已在「十三腔」與北管戲中見其跡痕，然戰後來台學者與曲友的推廣護持，方使其真正

在校園與社團薪傳紮根。 

是故臺灣的戲曲劇種，依附於明清以來的「原鄉移民」，日治時期的「商業活動」，以

及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的「政權遷徙」等歷史背景而關係密切。這些多承傳自彼岸，少數

孕生於本土的戲曲劇種，或依附著民間信仰與歲時節慶等庶民文化而生根茁壯，或進駐於

商業劇場提供休閒娛樂而漸趨成熟興盛，乃至於結盟於大眾傳媒與電子網絡而轉型蛻變。

在兩岸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差異下，遂形成「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劇壇生態、

經營策略、創作思維、演藝空間、演劇景觀等現象，因而非常值得相互參照、彼此借鑑，

共同研析對話。 

本人自 1990 年代以來，即實際參與策劃與執行兩岸戲曲交流的各種學術研討、劇藝

交流與田野調查等活動，有鑑於部分論述或文獻的錯訛抄襲，也深感紀錄「當下歷史」的

重要性。是以本人所執行的 100 與 101 年度的「當代兩岸戲曲交流的回顧與研析

（1949-2009）」國科會專題計畫，即試圖通過報刊史料、前賢論著、劇團訪談、演出觀察

等研究途徑，細緻梳理「當代」兩岸傳統戲曲或迂迴潛流，或單向零星，或雙向對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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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熱絡等各種交流面貌，以期為當下書寫歷史，進而從回顧紀錄中展望未來，為日後提

供更開放、更高階、更全面的交流通路與宏觀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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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文獻回顧與述評 

攸關於兩岸戲曲交流的研究，如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陳正之《草高歌──

臺灣傳統戲劇》、曾永義《臺灣傳統戲曲》、莫光華《臺灣各類型地方戲曲》、林茂賢

《福爾摩沙之美──臺灣傳統戲劇風華》與《臺灣傳統戲曲》、林鶴宜《臺灣戲劇史》

與陳芳主編《臺灣傳統戲曲》（臺北：學生，2004）等，在論述臺灣戲曲劇種的歷史

源流脈絡與發展演化中多會有所述及。至於如邱坤良《臺灣劇場與文化變遷──歷史

記憶與民眾觀點》、《抗爭與認同──臺灣戲劇現場》與《飄浪舞臺──臺灣大眾劇場

年代》，徐亞湘《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現代化作用下的劇種與劇場》，王安祈《傳

統戲曲的現代表現》與《當代戲曲》、林鶴宜《從田野出發：歷史視角下的臺灣戲曲》、

簡秀珍《環境、表演與審美─蘭陽地區清代到一九六○年代的表演活動》等專書，則針

對日治時期與當代等各時期的臺灣演劇現象進行論析。而如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所出版

的《表演藝術年鑑》，也均以大事記或年度回顧方式，論析文化政策與戲曲劇壇的年

度演出現象，其中不乏對於兩岸戲曲交流活動的報導。 

至於對臺灣個別劇劇的研究成果，專書、期刊、研究計畫與學位論文的相關論述

眾多。其中大陸劇種如溫秋菊《臺灣平劇發展之研究》、曹駿麟《氍毹八十》、王安祈

《臺灣京劇五十年》與《為京劇表演體系發聲》等對臺灣京劇的論述；如張雅婷《崑

曲歌唱的口傳與書寫形式》、白先勇總策劃《奼紫嫣紅牡丹亭：四百年靑春之夢》與

《姹紫嫣紅開遍：靑春版《牡丹亭》巡演紀實》及《奼紫嫣紅崑劇圖錄》等對臺灣崑

劇演出史與創作劇目的介紹；京崑名票陳彬整理並自費出版的崑劇藝人生命傳記，如

蔡瑤銑口述的《瑤臺仙音──我的崑劇藝術生涯》（2005年）、周志剛賢伉儷口述的《萬

里巡行──周志剛、朱曉瑜伉儷的戲曲藝術》（2006年），及協助出版的張世錚《我是

崑曲之「末」──演藝生涯半世紀》（2000年）等，還有大陸出版的張繼青、岳美緹、

梁谷音等崑劇名家的傳記，不僅記錄了藝人生平、家門行當的演藝心得，同時也詳實

記錄了兩岸崑劇的交流；而如陳芳、嚴立模編著《臺灣豫劇五十年圖志》，方靜琦、

傅寯著《豫聲傳雲岫：書寫豫劇藝人張岫雲》等，則對臺灣豫劇發展史與藝人的描述

等。  

至於對臺灣閩、粵原鄉劇種進行研究的，如陳正之《民樂瑰寶──臺灣的北管與

南管》、李國俊《千載清音──南管》、呂錘寬《臺灣的南管》（臺北：樂韻，1986）

與林珀姬《南管曲唱研究》等對臺灣南管與七子戲的論述；王振義《臺灣的北管》、

范揚坤主編《內行與子弟──林阿春與賴木松的北管亂彈藝術世界》、呂錘寬《北管

古路戲》與《北管古路戲唱腔》等對臺灣北管戲的論述；林麗紅、李國俊《臺灣高甲

戲的發展》與李國俊、徐亞湘《桃園縣四平戲調查研究》對高甲戲與四平戲的研究論

述；以及黃心穎《臺灣的客家戲》、邱慧齡《茶山曲未央──臺灣客家戲》、鄭榮興《臺

灣客家三腳採茶戲研究》、范揚坤《雙桂長春：王慶芳生命史》徐進堯，謝一如，《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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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客家三腳採茶戲與客家採茶大戲》，等，則論析了客家採茶戲史與資深藝人；而曾

永義著《臺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劉美菁《歌仔戲概論》、林鶴宜《臺灣歌仔戲》、

蔡欣欣《臺灣歌子戲史論與演出評述》、蘇桂枝《國家政策下京劇歌仔戲之發展》、林

茂賢《歌子戲表演型態研究》、林永昌《臺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等，則對臺灣

歌仔戲劇種的歷史發展脈絡有所論述。 

臺灣傳統偶戲，含括了布袋戲、傀儡係與皮影戲，則有如陳正之《掌中功名──

臺灣的傳統偶戲》、呂理政《布袋戲筆記》、劉還月《臺灣的布袋戲》、傅建益《掌中

乾坤──臺灣野臺布袋戲現貌》、陳木杉《雲林縣布袋戲發展史暨布袋戲宗師黃海岱

傳奇》、吳明德《臺灣布袋戲表演藝術之美》、陳龍廷《聽布袋戲：一個臺灣口頭文學

硏究》與《臺灣布袋戲發展史》、石光生、王淳美《屏東布袋戲的流派與藝術》，張

瓊慧《黃強華、黃文擇與霹靂布袋戲》、江武昌《懸絲牽動萬般情》、宋錦秀《傀儡、

除煞與象徵》、石光生《南臺灣傀儡戲劇場藝術研究》與《蔡龍溪皮影戲文物圖錄研

究》、林永昌《合興皮影戲團發展紀要暨圖錄研究》等專書可供參考。上述諸書的研

究成果，筆者在《臺灣戲曲硏究成果述論：1945-2001》專書中，已就 2001年之前出

版的大部分論述，進行內容介紹與簡要評述。 

而如大陸出版的各省市的《中國戲曲志》、歷年《中國戲劇年鑑》、謝柏梁《中國

當代戲曲文學史》、余從、王安葵主編《中國當代戲曲史》、劉文峰《中國戲曲文化史》

與董健、胡星亮主編的《中國當代戲劇史稿 1949-2000》等，提供了中國戲曲劇種的

分佈狀況，年度演出紀錄以及當代戲曲創作、演出劇目與活動等，均有助於掌握大陸

劇壇生態與藝術特質。而如《福建戲劇年鑑》、劉湘如主編的《福建省志．戲曲志》，

陳蕾、劉湘如、林瑞武《福建地方戲劇》，曾學文《廈門戲曲》，王遠廷《閩西戲劇史

綱》，簡博士主編《漳州地方戲曲》、莊火明編《漳州戲劇研究》、莊長江《泉州戲班》、

《晉江民間戲曲漫錄》與《晉江名伶外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吳捷秋

《梨園戲史論》、鄭尚憲、王評章主編《莆仙戲史論》、楊美煊、謝寶燊編著《莆仙戲

曲》、葉明生《莆仙戲劇文化生態研究》、陳耕主編《歌仔戲史》、王遠廷編著《閩西

漢劇史》、沈繼生編著《晉江南派掌中木偶譚概》、葉明生《福建傀儡戲史論》等，描

述了福建各劇種的歷史發展脈絡與演出生態，有時也述及與臺灣的戲曲交流情況。 

尤其是如福建省藝術研究所與廈門市臺灣藝術研究室合編的《閩臺民間藝術散

論》、陳耕的《閩臺民間戲曲的傳承與變遷》、林勃仲與劉還月合著的《變遷中的臺閩

戲曲與文化》，楊馥菱《臺閩歌仔戲之比較研究》、邱一峰《閩臺偶戲之研究》以及金

清海《閩臺傀儡戲之比較研究》以及曾學文《跨兩岸──歌仔戲的歷史、文化與審美》

等專書，則通過田野訪查與史料文獻對閩臺戲曲的生態與交流進行論析。而曾永義所

執行的《閩臺戲曲關係之調查研究》專題計畫，也從文獻史料與實地訪查中，對閩臺

戲曲關係脈絡與發展演化進行全面梳理；至於曾永義的《戲曲經眼錄》一書中，則收

錄了不少其數十年從事藝文推廣與推動兩岸戲曲交流的雲路行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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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歷來兩岸戲曲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集如《兩岸戲曲回顧與展望硏討會論

文集》、《兩岸戲曲大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兩岸小戲大展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海峽兩岸梨園戲研討會論文集》、《兩岸高甲戲硏討會論文集》、《茶香情韻：海

峽兩岸傳統客家戲曲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集》、《海峽兩岸歌仔戲學術研討會》、《兩

岸歌仔戲創作研討會論文集》、《百年歌仔──2001年海峽兩岸歌仔戲發展交流研討

會論文集》、《兩岸戲曲編劇學術硏討會論文集》、《歌仔戲的生存與發展：海峽兩

岸歌仔戲藝術節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等，在會議論文中或各自就兩岸的戲曲生態

與劇種藝術，或通過「比較研究」的視角探析兩岸的異同。 

綜觀這些前賢的研究論述，呂訴上為對臺灣傳統戲曲研究首開風氣之先者，從三

○年代起就開始著手於臺灣戲劇與電影資料的收集與整理，《臺灣電影戲劇史》（臺

北：銀華，1961.9），為首度「系統性」地對臺灣戲劇進行了史料的著錄與研究，雖由

於對劇種的分類原則不一，書寫內容與體例也繁簡各異，有些表述更有著史料文物引

證失當，或者是推論過程粗糙斷離的情況產生，但此書仍具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尤

其開啟了光復後臺灣劇研究的窗口，而書中〈臺灣光復後由大陸來臺灣的各類戲曲史〉

可與 1980 年 9 月由「臺大人類學系」與「政大邊政學系」所執行的「傳統民間技藝

與藝能調查研究計畫」調查報告，相互印證補充，對於光復後大陸劇種的業餘票友社

團有所著錄。 

而林鶴宜《臺灣戲劇史》（臺北：空中大學，2003.1）與陳芳主編《臺灣傳統戲曲》

（臺北：學生，2004）等專著，分別從「歷史進程」或「劇種發展史」等視角，勾勒

了臺灣戲曲的發展樣貌，也有小部分觸及兩岸戲曲交流。而林鶴宜的〈體系與視野──

五十年來（1949-2202）臺灣學者對傳統戲曲學的建構〉（《戲劇研究》第三期）一文，

則闡述了臺灣戲曲學者在「準備期」、「奠基期」與「發展期」等五十餘年中，對於戲

曲的研究面向與成績，其中也含括了兩岸戲曲學術交流的影響與成果；而徐亞湘〈三

角作用：現代化、政治力與市場機制多層影響下的 20 世紀臺灣戲曲〉（發表於第六

屆「華文戲劇節」）則從劇種遞變、商業劇場興衰、兩岸戲曲交流，戲曲與新式媒體

結合、政治對戲曲的作用力等面向進行觀察，歸結出現代化、政治力及市場機制三個

作用軸心，對 20 世紀臺灣戲曲劇壇的影響、當時戲曲界的回應態度，以及觀眾審美

觀的改變等。 

至於邱坤良《臺灣劇場與文化變遷──歷史記憶與民眾觀點》（臺北：臺原，

1997.10）為歷年學術論文的集結專書，書中從「民眾史」的觀點探討當前臺灣戲劇的

演出架構、表演體系、儀式行為、演出環境的變遷，以及其與相關文化之間的互動，

檢討現階段政府及劇場工作者的戲劇保存與發展政策。其中第三章〈臺灣劇場之變遷〉

從臺灣劇場史的角度，評述戰後到國府遷臺的五年（1945-1949）所呈現的戲劇現象

及其影響；第四章〈戲劇演出與文化生態〉說明 1992 年度臺灣表演術活動的重要特

點為大陸藝術家的登「臺」表演，企業贊助與表演術的商品化，地方藝文傳統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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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府文化機關的運作；繼而也對兩岸表演交流的政策、現象對臺灣社會的影響等有

評估說明；以及思考現代社會的民俗曲藝如何提升為「藝術休閒」以及「回歸活化」

到廟會等民間生活環境之中。而《飄浪舞臺──臺灣大眾劇場年代》（臺北：遠流出

版社，2008.11）一書中，對「永樂座」戲院的經營與臺灣近代亂彈班的歷史有所論析。 

而王安祈《傳統戲曲的現代表現》（臺北：里仁，1996.10）匯集五篇對京、崑、

川劇種研究與戲曲生態觀察論述，書中〈文化變遷中京劇在臺灣發展的脈絡〉與〈大

陸劇團來臺對臺灣戲曲界的影響〉為撰寫《臺灣京劇五十年》（宜蘭：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2002.12）的藍本，全文敘述了自一九四八年底來臺的顧劇團「永樂五年」、軍

中劇團從興到衰的歷程、《雅音小集》對京劇的轉型、《當代傳奇》對新劇型的探索、

九○年代大陸劇團來臺的衝擊與臺灣劇壇的影響等。從劇團生態、劇目創作到舞臺藝

術等層面進行具體的例證論析，系統地闡微了在文化變遷中臺灣京劇發展脈絡。是以

在《臺灣京劇五十年》中更通過「演進篇」、「劇壇篇」、「圖說篇」、「訪談篇」，全面

建構臺灣戰後五十年的京劇發展歷史，書中如軍中劇隊偷渡大陸劇目，「復興國劇團」

與「臺北新劇團」等移植大陸劇目，經紀公司邀請大陸劇團來臺等，均與兩岸戲曲交

流有所相關。 

至於王安祈的《當代戲曲》（臺北：三民書局，2002）在「認識篇」中詳論大陸

「戲曲改革」的效應及所引發的戲曲質性之轉變，並論及臺灣 1970 年代末以來的戲

曲現代化嘗試；「評析篇」則為 1949年後海峽兩岸如京劇、崑劇、越劇、黃梅戲、徽

劇、漢劇、豫劇、贛劇、梨園戲、莆仙戲等優秀劇作的剖析，精彩反映了當代政治、

社會、文化等時代思潮、劇作家的創作理念與寫作技法、以及演出的舞臺景觀與藝術

美學；而余從、王安葵主編《中國當代戲曲史》（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則分為

「新中國建立初期戲曲藝術的恢複、革新和發展」、「“大躍進”以來戲曲藝術的曲折發

展」、「“文革”十年的戲曲」以及「新時期戲曲事業的繁榮與發展」，書寫了當代中國

戲曲發展的歷程和藝術成就；謝柏梁《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6.7 第二版），則「以戲曲改革與建設時代（1949-1963）」、「現代戲與樣版戲

時期（1964-1976）」、「戲文振興與繁榮時期（1977-1990）」、「戲文整合與深化時期

（1990-2000）」及「21世紀的戲文新篇（2001-2004）」等歷史分期中具代表性的劇作

家與劇目進行評述，其中有不少劇種與劇目都曾來過臺灣演出；而董健、胡星亮主編

的《中國當代戲劇史稿 1949-2000》（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9）則分為「大陸

“十七年“戲劇（1949-1996）」、「大陸“文革“時期戲劇」1966-1976)」、「大陸“新時期“與

九十年代戲劇（1976-2000）」、「當代臺灣戲劇（1949-2000）」、「當代香港與澳門戲劇

（1949-2000）」等五個篇章進行論述，含括了現代戲劇與傳統戲曲的劇壇生態與重要

劇目，可供參考。 

而王安祈的單篇論文，如〈兩岸藝文正式交流前的偷渡與伏流－以京劇演唱為例〉

（收錄於兩岸戲曲大展學術論文集》）一文更提出 1949年兩岸政治阻隔時代，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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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迷與演員通過唱片與廣播電臺，收聽錄製大陸京劇的親身經歷以及對當時京劇劇壇

的影響力；〈 崑劇在臺灣的現代意義〉（《臺大中文學報》第 14期，2001.5）透過「劇

壇生態/戲劇觀」與「戲曲藝術」兩方面，揭示崑劇在臺灣的現代意義，也說明了九○

年代臺灣與崑劇所引發的「雙重交互效應」。在「臺灣的崑劇效應」方面，表現在新

觀眾的形成與觀眾結構的改變、新演員的培育與崑劇職業劇團的成立、學術研究的新

氣象、以及劇壇審美觀由現代化回歸傳統等四個崑劇自身發展的面向上；而「崑劇的

臺灣效應」則呈現出臺灣對崑劇的高度重視與主導權的掌握，是故影響了劇壇生態並

締造了新文化風潮。王安祈長年來關注「戲曲現代化」的議題，也對兩岸戲曲的藝術

創作美學與交流現象多有關注，其所發表的專書與相關論文，均是本研究計畫的重要

參考資料。 

又如洪惟助〈臺灣崑劇活動與海峽兩岸的崑劇交流〉（收錄於《千禧之交──兩

岸戲曲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則翔實記錄了兩岸的崑曲交流活動；而其主編的

《崑曲辭典》（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2）與吳新雷編撰的《崑曲大辭典》（南

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雖是屬於「工具書」性質的詞條編撰，然書中含括了對

於兩岸崑劇交流的重要事件載記。而亦由洪惟助主編的《崑曲研究資料索引》中，收

錄了中、日、西文等與崑曲相關的原著、研究論述與劇作文本等資料目錄；《崑曲演

藝家、曲家及學者訪問錄》紀錄了中國大陸的曲家、藝人、曲友與學者等一百人的口

述歷史資料；2004年由「中國藝術研究院」所啟動的《崑曲藝術大典》編撰計畫，分

為「歷史理論典」、「文學劇目典」、「表演典」、「音樂典」與「美術典」五大分典分類

蒐集、整理、編纂崑曲藝術的文字文獻、譜錄文獻、音像資料文獻、圖片資料等。 

此外，如陳芳、嚴立謨《豫劇五十年圖志》（國立國光劇團：2003.12）通過〈機構．

人物〉、〈劇目．評介〉、〈表演．音樂〉、〈容妝．舞美〉、〈活動．事件〉五章節，全面

勾勒出戰後豫劇在臺灣的發展歷史，尤其從 1990 年代以後逐漸開展兩岸豫劇的製作

與演出交流，可為參考。書後並附有〈臺灣豫劇大事年表〉、〈臺灣豫劇演出劇目〉、〈飛

馬豫劇隊各階段編制〉、〈現今國光劇團豫劇隊演職員名錄〉等基本資料，其中不乏兩

岸豫劇製作團隊的合作與交流演出報導。而張啟豐〈試論豫劇在臺灣的發展與轉化〉

（《民俗曲藝》第 155 期）則先概述豫劇在臺的發展史況與兩岸交流情況，而後就唱

念、編腔、劇目等方面進行剖析。 

而綜覽閩臺戲曲的發展與變遷方面，則有林勃仲與劉還月合著的《變遷中的閩南

戲曲與文化》（臺北：臺原，1990.10）以及陳耕《閩臺民間戲曲的傳承與變遷》（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9）二書，前者分為「歷史的軌跡」、「變異的面貌」與「巧

匠傳絕技」三單元進行史料的鋪陳，政策的解讀與現象的觀察，本書雖非學術性論

著，但頗能宏觀地從社會變遷的文化視角，來對照比較兩岸戲曲發展與演變，部份

觀點頗值得深思。至於後者通過文獻史料與前賢研究成果，依據歷史的演進，對早

期、晚清及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新時期的閩臺民間戲曲的發展與變遷進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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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述，書中偏重於「歌仔戲」劇種的發展、演化與交流情況的描繪；陳世雄、曾永

義主編的《閩南戲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8）是以吳慧穎《變異與傳承》

廈門大學博士論文為藍本，書中對於兩岸藝文政策、臺灣地方戲曲改良與歌仔戲生

態等有所述及。 

楊馥菱《臺閩歌仔戲之比較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2001.12）從「歷史」、

「藝術」、「薪傳」、「交流」、「文化」與「展望」等層面，分別論述臺閩歌仔戲

二者之間相互交融的關係，與各自發展的變化與藝術體系的形成，從現況比較與交

流等演出生態中，提出教育傳習、官方力量、民間資源與結合新科技多元化推廣為

未來兩岸可行之道。而蘇桂枝《國家政策下京劇歌仔戲之發展》（臺北：文史哲出版

社，2003），作者通過對各時期藝文政策的檢視，探究臺灣解嚴前後，京劇、歌仔戲

興衰消長的劇壇生態，述及兩岸戲曲交流的現象與影響，且對二劇種的現況及未來

發展提出建言；曾學文《跨兩岸──歌仔戲的歷史、文化與審美》（北京：中國戲劇

出版社，2008.8）收錄 1990 年代海峽兩岸歌仔戲交流以來，關於歷史鉤沈、文化探

究、審美分析與交流記錄等論述與隨筆，有論點也有史料，值得參考。 

曾永義〈臺閩歌仔戲關係之探討〉（《戲曲源流新論》）則從歷史脈落與未來展望

來探究臺閩歌仔戲的關係，分析歌仔戲的淵源與形成，概述歌仔戲在閩南的流播與變

遷，以廈門為起點向內地發展而形成薌劇，邵江海所創的雜碎調與改良戲影響深遠；

繼而分述兩岸歌仔戲的發展與現況，1949年之後兩岸各自形成不同的劇藝風貌與發展

歷程；最後則綜論兩岸歌仔戲的交流與展望，從 1987 年以來曾教授首度舉辦兩岸歌

仔戲學術研討會與劇藝聯演，迄今已進入第六屆，兩岸在學術研究或表演觀摩上都積

累了相當成果，全文對閩臺兩岸歌仔戲的歷史發展脈絡與劇壇生態有全面的長握；而

〈兩岸傳統戲曲交流之現況與展望〉收錄於《兩岸文化交流面面觀》（臺北：海基會，

1993）針對兩岸戲曲的劇種現況與各劇種交流現況進行勾勒，同書另一篇王海波〈兩

岸京劇之現況與展望〉則聚焦於京劇。 

劉南芳〈都馬班來臺始末〉（《漢學研究》第 8 卷第 1 期，1990），敘述了都馬班

的來源與來臺發展的經過，並指出其在曲調、妝扮與拍攝歌仔戲電影對臺灣歌仔戲所

產生的影響性；曾學文〈臺灣歌仔是赴大陸交流給歌仔戲帶來什麼啟示〉（發表於「2009

臺灣戲曲節-臺灣戲曲學術研討會」）文中，提出「結束靜態、片面的歌仔戲研究」，「開

啟了全面觀察歌仔戲歷史的眼光」，「澄清了紛擾臺灣歌仔戲界多年一些「無謂」的爭

論」，「接續了兩岸歌仔戲藝人的生命史和兩岸歌仔戲的發展史」，「互見了兩岸各自的

長短，以他山之石為我所用」，「建立了互動的歌仔戲學術交流平臺，共同推動歌仔戲

發展」的五個論點，表述了兩岸歌仔戲交流後臺灣對大陸歌仔戲劇壇的影響力。 

邱一峰《閩臺偶戲之研究》（政大博士論文，2003），以「閩臺偶戲研究」為題，

探究閩臺傳統偶戲的傀儡戲、布袋戲與皮影戲的承傳關係、發展演化與現況比較；而

金清海《閩臺傀儡戲之比較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2003.3）則梳理閩臺傀儡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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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流演化；而葉明生《福建傀儡戲史論》（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11）則通過

文獻史料的稽考與田野調查的採錄，翔實地對福建的傀儡戲的歷史源流、種類與流

布、祭儀文化、技術型態、目連戲、文學特徵等進行全面性的建構與論述；其中第八

章〈福建傀儡戲的交流與發展〉則就臺灣提線掌中傀儡的源流史脈、福建傀儡傳臺的

文化因緣，以及閩臺傀儡戲的文化交流現象等都進行論述，也整理了有關傀儡戲的研

究論述。 

由於筆者長期以來投注於傳統戲曲的學術研究，因此如《當代臺灣戲曲研究成果

總論（1945-2001）》（臺北：國家出版社，2005.9）對五十年來臺灣學者戲曲研究成果

的課題面向、年代趨勢與論述心得進行全面性的論述，其中也含括了多次召開兩岸

戲曲研討會的論文評述；而《臺灣歌仔戲史論與演出評述》（臺北：里仁書局，2005）

則通過對史料文獻的蒐集稽鉤，以及對劇壇生態的觀察參與，梳理不同時期的歌仔

戲歷史面貌、演出現象與學術成果，其中含括多篇執行及參與兩岸歌仔戲交流活動

的親身紀錄；而《雜技與戲曲》（臺北：國家出版社，2008）全面探究雜技與戲曲交

融發展的歷史現象與劇藝風貌，也對閩臺高甲戲進行比較探析，以及含括了在兩岸

進行遊藝採集、民俗記聞與劇影戲話的采風報告；尤其如〈 崑曲在臺灣發展之歷史

景觀〉（《中華戲曲》第三十八輯），則在前賢研究的根基上延伸立論，初步對崑曲在

臺灣的歷史景觀進行全面建構與整體觀照，指出兩岸崑曲的演出交流，已然從上世

紀末的「單向輸入」逐漸演化為「雙向交通」。    

再者，多年來筆者經常往海峽兩岸，從事學術交流與田野調查，執行國科會專

題計畫與文建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委託的民間藝術保存計畫，含括了崑曲、豫劇、

梨園戲、歌仔戲、京劇、採茶戲與臺閣廟會文化等研究專題，具體操作如拍攝大陸

六大崑劇團《崑曲選粹》135齣經典折子戲，策劃執行《海峽兩岸歌仔戲創作研討會》

（1997 年）、《臺灣新加坡歌仔戲的發展與交流研討會》（1998 年）、《百年歌仔

──2001年海峽兩岸歌仔戲發展交流研討會》（2001年）、《泉州提線木偶劇團訪臺

公演》（2004年）年）、《2006年華人歌子戲創作藝術節》（2006年）、《海峽兩岸

民間藝術節》（2007年）、《2009歲末偶戲饗宴──泉州提線木偶劇團訪臺公演》等

藝術文化交流活動，以及親身參與許多兩岸戲曲交流的民俗採風與學術研討會等，

這些活動執行成果與文字紀錄，均可以作為本計畫執行的基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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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文獻史料的蒐集建檔： 

如兩岸政治與藝文政策細則，傳統戲曲劇團、藝人、學者等兩岸參訪的入出境登錄檔

案，兩岸戲曲演出、推廣與學術交流活動的報紙與期刊報導，演出活動的節目冊與宣傳資

料，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與成果報告等。將這些交流資料加以建檔歸，並對交流的官方部

門、民間單位、劇團或個人，進行基本資料的蒐羅與登錄。 

（1）工具書、資料庫、報刊、相關網站的檢索與建檔： 

如臺灣陸委會出版的歷年《中華發展基金年報》、海基會出版的《兩岸文化交流年報》，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出版的《表演藝術年鑑》、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戲劇年鑑》、福

建省文化廳出版的《福建戲劇年鑑》、《中國期刊網》、《全國期刊論文索引》、《全國博碩士

資料論文索引》、《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庫》、《聯合報電子網站》、《中時電子網站》、《中國

臺灣網》等均可檢索相關的報導資料與論述。 

（2）、文化政策、出入境檔案、報告書與節目冊等交流史料的蒐羅： 

如臺灣行政院、教育部、文建會、陸委會、海基會、新聞局等公部門，以及大陸國務

院、文化部、教育部、廣電總局等官方單位發佈的相關藝文政策；以及臺灣出入境管理局、

大陸工作小組與大陸國臺辦等相關檔案記錄，臺灣文建會、傳統藝術中心、大陸中華文化

聯誼會、中華文化傳統促進會、文聯、劇協、中國藝術研院、各省藝術研究所等相關政策

白皮書與年度成果報告書；而民間單位如新象、傳大、雅韻等臺灣經紀傳播公司，財團法

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沈春池文教基金會、周凱劇場基金會、臺北市文化促進會等民間

基金會的交流資料；藝術學校如臺灣戲曲專科學院、臺北藝術大學、臺灣藝術大學等藝術

院校，及中國戲曲學院、北京戲曲學校、上海戲曲學校與廈門藝術學校等的交流資料；以

及兩岸交流劇團如國光劇團、國光豫劇團、臺灣崑劇團、明華園、亦宛然掌中劇團、榮興

客家採茶戲劇團，及中國京劇院、北京京劇院、上海崑劇團、浙江崑劇團、泉州市木偶劇

團、廈門歌仔戲團、漳州歌仔戲團、福州閩劇團等相關演出資料。 

（3）、論文集、專書、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等研究論述的蒐集研讀： 

攸關於兩岸戲曲交流的學術論著，以及與交流劇目、劇種相關的研究論述的梳理研

析，如企畫書中的研究文獻與參考書目等，以掌握兩岸劇壇生態與劇種藝術特質。 

 

（二）、交流單位的實地訪談： 

根據第一年度所整理的交流事件與名錄，經過分類而歸結出交流的活動型態有如劇藝

演出、文化參訪、宗教活動、學術交流、藝術教學、製作創作等類型，繼而對所執行的單

位如官方部門、民間文教機構、廟宇道觀、學術團體、演出劇團、學者專家等進行訪談，

以瞭解評析其組織、經營、運作與籌畫的內容與執行成果等，以便對於兩岸劇壇交流後的

各種生態現象，進行整體管窺與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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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尋求臺灣交流單位與專家學者的協助與採訪： 

尋求臺灣執行交流的官方單位，民間機構與學者專家等，如文建會與傳統藝術中心，

文化資產總處與各省縣市文化局，臺北保安宮、大甲鎮瀾宮、澎湖天后宮、金門浯島城隍

廟等廟宇主事者，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沈春池文教基金會、周凱劇場基金會、臺北市文

化促進會，新象、傳大、雅韻等臺灣經紀傳播公司，臺灣戲曲專科學院與臺北藝術大學、

國光劇團與臺灣崑劇團等，以及如曾永義、洪惟助、王安祈、牛川海、石光生、鄭榮興、

柯基良、李彬、周敦仁、樊曼儂、賈馨園、廖瓊枝、陳錫煌與陳美娥等學者專家、單位負

責人與藝人等實際策劃活動與親身參與者的協助與採訪。 

（2）、尋求大陸交流單位的與學者專家的協助與採訪： 

尋求大陸執行交流的單位，如官方部門、民間文教機構、廟宇道觀、學術團體、演出

劇團、學者專家等的協助與訪談，以瞭解評析其組織、經營、運作與籌畫的內容與執行成

果。由於大陸幅員寬廣，戲曲交流的對象遍及全國，因此將以與臺灣劇種關係較為密切的

京、崑、豫劇，福建省諸劇種與贛粵部分劇種，中央層級的主要操作單位以及北京、上海、

江蘇與福建等地方文化部門與劇團作為主要採訪對象。故如文化部與中華文化聯誼會，中

華文化聯誼會與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學藝術界聯誼會與戲劇家協會，中國戲曲學院與

廈門藝術學校，中國京劇院與上海崑劇團，南京越劇院與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泉州市木偶

劇團與福建梨園戲劇團，廈門歌仔戲團與漳州薌劇團，福建青醮、白醮與湄州媽祖廟等，

以及學者專家如蕭夏勇、季國平、薛若琳、田青、劉禎、陳耕、曾學文、曾若虹、王評章、

蔡正仁、柯軍、王景賢、曾靜萍、朱偉捷等學者專家、單位負責人與藝人等，實際策劃活

動與親身參與者的協助與採訪。 

 

（三）、資料統整與論點研析： 

將所蒐羅到的檔案、文獻、史料、音像資料、實地訪談紀錄、研究論述等，加以分類

編排與歸整，配合親身參與的觀察，結合學理進行釐析研討，以建立觀點勾勒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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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總覽 1949-2009 年各歷史階段的兩岸戲曲交流印記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確立「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在動員戡亂體制下宣

布戒嚴，實施軍事管轄。肩負者「復興中華文化」職責的傳統戲曲，也成為戰鬥文藝

的重要傳導工具；而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制訂「以武力解放臺灣」的戰

略方針，頻頻發動臺海砲戰軍事緊張；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傳統戲曲被視為

「破四舊」的毒草受到批判，「八大樣板戲」成為大陸戲曲惟一的舞臺景觀。在彼此

敵對的政治局勢下，兩岸傳統戲曲遂在各自特有的時代語境中發展演化。 

（一）、當代兩岸戲曲「潛流接觸期」（1949-1986 年） 

雖說由於軍事對峙，阻絕了兩岸一切的交流往來。但傳統戲曲借由「傳媒偷渡」

的形式，借助電臺廣播或電視製播，以及通過由「第三地」帶入唱片、影帶與研究論

著等戲曲出版品，形成私下「迂迴潛流」的交流渠道。當時「香港」正是大陸戲曲資

料來臺的流通供應站，或請託朋友帶入，或洽商旅遊購置，不少戲迷、票友與演員因

「私人同好」相互拷貝流傳；如「鳴鳳唱片」與「女王唱片」採取移花接木方式，以

半公開方式轉拷發行，販售給傳統戲曲的愛好者，其中以「京劇」唱片與影帶最為大

宗，另如豫劇、越劇、崑劇、秦腔、閩劇與各種曲藝等影音視聽資料亦有所傳入。 

而當時兩岸民眾，亦通過「電台廣播」私下收聽彼此的戲曲節目，如 1950年「福

建人民廣播電臺」開設《對臺灣廣播》節目，其中也安排地方戲曲及邀請「福建省京

劇團」特別錄製京劇；1958 年更特設專門對臺灣廣播的「海峽之聲廣播電臺」，製作

如京劇、相聲與黃梅戲演唱等文藝節目；1982年開辦《家鄉戲曲欣賞》文藝節目，更

成為臺灣南部老戲迷每晚都要收聽的京劇廣播；至於臺灣於 1950 年「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與「中國廣播公司」合辦對大陸廣播節目，1965年時中央廣播電臺以「自由中

國之聲」的名義，採中短波強力發音，向大陸傳送政令宣導、南管、民謠、歌仔戲與

布袋戲等地方戲劇。 

此外，如 1948 年時華視承辦國防部「莒光日」電視教學節目，特別在金門設置

轉播站，故閩南沿海民眾也能收訊到臺灣電視頻道，遂使得臺灣「電視歌仔戲」得以

私下走入福建民眾生活中。而隨著 1979年大陸發表「告臺灣同胞書」，要求儘速開放

通郵、通商與通航「三通」，讓雙方民眾可以進行文化、學術、體育與科技等「四流」，

閩南沿海民眾遂能「化暗為明」觀賞三臺電視歌仔戲節目。而大陸也頗為重視「影視

傳媒」的交流管道，如在 1985年開播第一個對臺節目《海峽同樂晚會》，1987年時更

名為《海峽同樂》，節目中也有地方戲曲音樂的介紹；而福建省電視部文藝部，更陸

續將 1980年代錄製的上百部福建省傳統優秀戲齣在電視螢幕上播出。1985年經大陸

國家廣播電視部批准，「福建省長龍影視聯合公司」可以向臺灣與海外等地區發行福

建自拍，或是徵集(購買)自其他單位的音像製品，此也成為臺灣民眾喜好購置的戲曲

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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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空中廣播」、「電視傳媒」與「戲曲音像製品」遂成為這時期兩岸戲曲的交

流渠道，從初期私下潛流的偷聽、偷看、偷帶，到後來隨政策轉變逐漸能化暗為明的

收聽、收視與購買。這類「非實體」的兩岸戲曲交流，對於臺灣戲曲劇壇提供了劇目

創作、流派研習、唱腔鍛鍊、編導技巧與戲齣移植等素材與養分。有部分劇作以「偷

天換日」方式，更名在舞台搬演；有些則以「錄先生」為師進行局部加工創作，如汲

取幾段特定唱腔或流派唱段，再參考其他劇種劇本擴寫，或自行設計身段作表，或進

行修編排演等。至於因應電視媒體特性的臺灣電視歌仔戲，以生活化的作表，突出演

員細緻神情，加速戲劇節奏，強化戲劇張力等「寫實具象」的表演特質，呈現出有別

於舞臺歌仔戲「虛擬寫意」的劇藝風格，也帶給閩南觀眾不同的欣賞趣味與深刻印象。 

（二）、當代兩岸戲曲「拓展對話期」（1987-1999 年） 

1987年臺灣發佈「解嚴令」，部分臺灣戲曲演員或票友，利用「大陸探親」名義，

或返鄉聯演、或拜師學藝、或觀摩演出、或田野訪查等，如 1987年老生謝景莘與「中

國京劇院」淨角袁國林搭檔演出《捉放曹》，1989 年閩台老藝人在福州同台演出《金

龜記》；1988年女花臉王海波拜「裘派傳人」方榮翔為師；1989年陳健銘到閩南等地

進行為期半個月的歌仔戲田野考察；而大陸也陸續在北京、西安、福州與廈門等地，

舉行各種節慶音樂會或藝文活動，歡迎返鄉探親的台胞。1988年臺灣開放具有專業造

詣的大陸藝文人士可來臺訪問，所以如周少麟、馬崇恩、李寶春、童芷苓、華文漪、

史潔華等「海外藝人」紛紛應邀來台獻藝或合作演出。而 1989 年「廈門市臺灣藝術

研究室」與「福建省藝術研究所」所共同舉辦的「首屆臺灣藝術研討會」，邀請臺灣

學者則被大陸新聞界評論為「兩岸藝術界零的突破」。 

在解嚴初期多是由「民間組織」與「學者個人」率先搭建起組織演出或學術研討

等交流活動。如 1990 年為徽班進京二百周年，兩岸京劇在香港會師，王海波與于魁

智等合作演出《鍘美案》；而「雅音小集」郭小莊與架子花臉景榮慶搭檔演出《霸王

別姬》；而「臺灣豫劇改進會」一行以「中州豫劇團」名義，在河南省平頂山市演出，

開啟了兩岸豫劇的演出交流；至於具有六十年悠久歷史，演出「改良式」歌仔戲的「明

華園」，則是被「官方」遴選代表臺灣參加第十一屆北京「亞運藝術節」，並召開「海

峽兩岸文化座談會」，邀請兩岸學者專家進行對話，這次演出被視為是兩岸戲曲隔絕

後的「破冰之旅」。 

1991年臺灣行政院成立「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為官方統籌大陸事務的

專職機構，於民間籌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自此與大陸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大陸「海協會」），成為兩岸協商溝通與辦理交流事務的

對口單位。當年底臺灣政府全面開放學術、科技、藝文、體育、新聞、出版與影視等

交流渠道，取消大陸人士不能來臺進行商業演出的限制。而自 1992年「上海崑劇院」

與 1993「北京京劇院」來台，正式啟動兩岸藝文活動與劇團演出的「雙向交流」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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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漢劇、地戲、川劇、河北梆子、粵劇、越劇、高甲戲、閩劇、莆仙戲、黃梅戲、

滑稽劇、提線木偶與皮影戲等大陸地方劇種與偶戲紛紛受邀來臺獻藝演出。 

至於 1993 年通過的「兩岸文教交流綱要」草案，則確立了編導演等創作與教學

藝師，可受邀來臺「合作編創」與「講學授課」，開拓了兩岸戲曲的交流層面。如 1991

年「上海崑劇團」首席笛師顧兆琪，受「水磨曲集」邀請來台指導研習；1994年「辜

公亮文教基金會」邀請大陸後場樂師，擔任移植上海京劇的《曹操與楊修》伴奏；1995

年「宜蘭歌劇團」與「漳州市薌劇團」聯合在台演出邵江海名作《錯配姻緣》；同年

台閩兩岸創作群，攜手合作歌仔戲《李娃傳》，其搭配劇情發展創發曲調的「音樂設

計」理念，對臺灣精緻歌仔戲影響深遠。另由劉鍾元組織的「河洛歌子戲團」，更從

1991年起到 1999年，都移植大陸優秀得獎劇目在臺灣舞台演出。 

而 1995年掙脫「軍方」身份侷限，改隸「教育部」的「國立國光京劇團」，及 1996

年改隸的「國立國光劇團豫劇隊」，都多次與大陸京劇團、崑劇團或豫劇團聯合演出，

以及邀請編劇、導演與編曲編腔等主創人員來台合作或教學。1988年臺灣「公家」劇

團首度前進大陸交流，「國光劇團豫劇隊」應邀赴香港與河南鄭州、洛陽與開封等地

演出，受到大陸學界與河南觀眾一致好評；1999年「河南文化廳長」親自帶領「河南

青年豫劇團」來台合作 23 天的「梆聲玖玖-海峽兩岸豫劇名家臺灣大巡演」，從領隊

層級的提高，演出地域的擴展，演出天數的增多等現象，可知兩岸豫劇交流越發被重

視與經營。 

而深受臺灣民眾喜愛的「泉州市提線木偶劇團」，為福建最早與臺灣進行交流的

專業劇團，曾邀請過臺灣「小西園」、「亦宛然」與「新興閣」等掌中劇團，參與泉州

主辦的「國際偶戲節」，彼此關係密切、互動活絡。1990 年「亦宛然掌中劇團」李天

祿率兒子陳錫煌、李傳燦兄弟專程至泉州拜傀儡大師黃奕缺為師，「錦飛鳳傀儡戲團」

薛熒源則拜黃奕缺為師祖，林文榮為師父。而「泉州市提線木偶劇團」曾多次來台進

行文化交流、廟會演出、劇場商演、學術研討等活動。此外如「漳州布袋戲團」、「上

海木偶劇團」、「陝西皮影劇團」與「唐山皮影劇團」等，也都曾應藝術節或經紀公司

邀請來台公演。 

是故從解嚴到 1990 年代，在兩岸公部門與民間文教機構的推動下，各種藝文活

動的規劃，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歲時廟會慶典的舉辦，劇團製作編導的合作等都陸續

開展，演出、製作、教育、學術與出版等交流都逐漸頻繁。其中以「套餐式」進行的

學術研討會與劇場演出觀摩，研討議題與劇種交流越發多元化，其中如歌仔戲與豫劇

都朝向「永續經營」的方式，輪流由雙方主辦，不但拓展了彼此的研究視野，也提昇

了戲曲的創作水平，更促成了日後兩岸戲曲的聯合製作與演出。 

（三）、當代兩岸戲曲「多元活絡期」（2000-2009 年） 

2000年臺灣政黨輪替，初期扁政府指示以「積極開放」，取代 1990年代末期「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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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忍」的大陸政策，啟動了金馬與對岸的「小三通」，提供了兩岸藝文更開闊的交

流平臺。「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更表示，對於日後海峽兩岸的文化藝術交流，臺灣將

採取「主動出擊」策略，無須等待大陸的邀請；然其後由於 SARS疫情等事件發生，

扁政府修正大陸政策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遂使兩岸文教交流陷入渾沌壓縮時

期；2008年馬政府就任，以「維持現狀」為政策核心，與大陸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積極推動兩岸文化交流，致力拓展交流項目、交流機制與產業合作。因此以地

域、宗教、藝術各類主題的文化交流活動，頻繁熱絡的開展，且朝向「常態化」的策

劃執行，開啟了更寬廣多元的交流面向。 

在世紀之交的千禧年，由新象傳播公司所策劃的「跨世紀千禧崑劇菁英大匯演」，

大陸七大崑劇團全員到齊，與臺灣歷史最為悠久的「水磨曲集崑劇團」，以及由公部

門資源挹助為期十年的六屆「崑曲傳習計畫」所培育成立的「臺灣崑劇團」共同聯袂

展演，這 24 場的演出規模空前；而臺灣也從新世紀主動出擊製作優質崑曲，如企業

家陳啟德出資及文化人白先勇領軍，以大陸「蘇州崑劇團」為演出班底，所復原的全

本《長生殿》與青春版《牡丹亭》，彰顯臺灣「知識菁英」的創作美學與文化品味；

學者編劇曾永義以「民族故事」為題材，與臺灣國家級劇團合作演出的新編崑曲，則

標誌著「臺灣自製崑曲」與「自創崑曲文本」的座標意義。 

這些由臺灣打造的崑曲精品，也在新世紀紛紛應邀「向外輸出」到大陸以及東南

亞與歐美等地演出。這使得兩岸崑曲演出交流，從「單向輸入」逐漸演化為「雙向交

通」，其他如京劇、豫劇、歌仔戲、客家戲與布袋戲等劇種，也在新世紀啟動更多元

的交流網絡，如參與一些定期舉辦的大型藝術節，如「中國藝術節」、「中國戲劇節」、

「兩岸民間藝術節」等進行展演觀摩；或是參與「特定劇種」藝術節，如「中國京劇

藝術節」、「中國崑劇藝術節」、「世界偶戲節」、「中國豫劇節」等，與其他地區團隊相

互競技切磋。 

而為了尊崇宗教信仰、紀念歷史名人、追溯歷史源流、祝賀節慶活動與展示地域

文化等目的，21世紀由兩岸所組織策劃的大型文化節或藝術節，在各地蓬勃熱烈地陸

續開展，交流場域含括了北京、天津、上海、福建、河南、浙江、廣州、雲南等省份

城市，為兩岸戲曲提供了更寬廣的交流平臺。如宗教廟會慶典的「媽祖文化節」與「保

生大帝文化節」，緬懷歷史先賢的「鄭成功文化節」等；而亦有以「地域」為單位所

籌畫的「城市交流」活動，如 2000 年「臺北市文化局」提出「兩岸華人文化藝術交

流計畫」，市府擬定每年和兩個大陸省市的文化局或文化機構交流，因此如「兩岸城

市藝術節」的「臺北週/北京週」或「臺北週/上海週」等，雙方以「城市互訪」方式

各自率領具代表性的表演藝術團隊進行交流演出。 

此外，不少大陸省市也各自組織文化節來台進行藝文交流，如「臺灣浙江文化節」

從 2007 年起肇始至今，有婺劇、粵劇、姚劇、崑劇、甌劇等浙江劇種，搭配書畫或

工藝美術展覽來台展演；有些省市則結合經貿活動，如河北、河南、安徽、福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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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雲南與山東等「經貿文化寶島行」的交流演出，足跡遍及了城市、鄉鎮、校園、

寺廟等場域，有文化推廣交流也有商業演出性質；而有時也會號召名角組團，如中國

戲劇家協會組成的「梅花獎藝術團」，也常巡迴臺灣各地進行交流演出。至於大陸台

商有時也會因鄉土情誼或商業考量，邀請臺灣戲曲劇團前去演出，基本上以布袋戲為

多，如「臺北木偶劇團」常受邀在北京臺灣會館演出。 

大抵在臺灣經常籌劃推動兩岸藝文交流的單位，民間有新象、傳大、雅韻等經紀

傳播公司；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沈春池文教基金會、辜公亮文教基金會、周凱劇場

基金會、臺北市文化促進會、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廣達基金會、臺灣傳統倫理

文化發展協會、中華民國大學院校藝文中心協會等基金會或協會。至於如臺灣戲曲學

院、臺北藝術大學、臺灣藝術大學等藝術院校，國光京劇團、臺灣新劇團、當代傳奇、

國光豫劇團、臺灣崑劇團、榮興採茶劇團與明華園等演出團隊，也會因學術研討會、

教學與演出等需求，而邀請戲曲創編制作與演出人才來台。而如臺北崑劇團、萬興劇

團、泓梅雅集京崑藝術團等票房，也常邀請大陸後場老師來台伴奏，或遴聘演員來台

教學指導外，同時也常受邀到大陸參加各種票友活動，或與專業劇團聯合演出。 

而隨著金門、馬祖與澎湖等離島「小三通」的啟動，不僅調整了金馬地區的戰略

角色，也帶動了金馬澎三地的經濟繁榮，還開展了在地廟會劇場與文化交流的嶄新局

面。不少「福建」劇種如薌劇、高甲戲、閩劇、梨園戲、布袋戲與傀儡戲等紛紛受邀

前來。因相較於臺灣本島而言，金馬澎與大陸漳泉廈福的交通距離更近，扣除交通成

本，加上大陸戲金低廉與具有新鮮感，因此也引發離島的大陸請戲熱潮，而有時各地

會考量族群的原鄉屬性，如馬祖多邀請閩劇，金門喜好高甲戲等。 

是以 2000 年的臺灣政黨輪替，雖然在政治局勢上出現鐘擺狀況，但金馬澎「小

三通」的啟動，提供了兩岸藝文另類交通與展演的場域；2008年馬政府就任後，積極

拓展交流項目、交流機制與產業合作，又催化了兩岸戲曲「多元對話」與「全面熱絡」

的交流局面，從文化推廣交流性質開展到商業市場營運，有公家專業團隊也有民間職

業劇團，甚至攜手合作聯手創編演出嶄新劇目，如豫劇《曹公外傳》與歌仔戲的《蝴

蝶之戀》，也讓劇藝交流更趨深化；至於影視媒體無遠弗屆的傳播力量，也為兩岸戲

曲交流建構另類平台，如 2002年與 2008年河南《梨園春》電視欄目在台的現場直播，

由兩岸豫劇明星聯袂演出；如 2009 年《海峽梨園情》大型中秋戲曲晚會在北京「梅

蘭芳大劇院」，2011年時移師到「臺灣國父紀念館」，都由兩岸戲曲名角同台獻藝，經

由影視傳播突破時空與場域的侷限，擴展了兩岸戲曲的影響力度。 

結語 

回眸當代兩岸戲曲的交流與對話，從 1949年到 1986年的「潛流接觸期」，到 1987

年到 1999年的「拓展對話期」，及 2000年至今的「多元活絡期」，這一甲子有餘的交

流歲月，有京劇、崑劇、花鼓戲、越劇、滬劇、淮劇、黃梅戲、河北梆子、豫劇、曲

劇、紹劇、秦腔、粵劇、川劇、桂劇、漢劇、徽劇、晉劇、評劇、贛劇、婺劇、姚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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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劇、薌劇（歌仔戲）、高甲戲、閩劇、梨園戲、莆仙戲、打城戲及皮影戲、提線木

偶、杖頭木偶與布袋戲等大陸劇種來台，其中尤以京劇、崑劇、豫劇、歌仔戲與提線

木偶等劇種來的次數最多。 

至於臺灣赴大陸表演的戲曲團隊，也以京劇、崑劇、豫劇、歌仔戲及布袋戲為最

多，基於這些劇種都是兩岸所共有的，所以無論在劇壇生態、經營策略、創作思維、

演藝空間、演劇景觀與學術論證等層面，都能夠更聚焦地進行參照、借鑑、研析的對

話交流。此外，交流的場域在臺灣以臺北最多，其次是高雄；而臺灣戲曲團隊去大陸

交流，北京、福建、河南與上海也是造訪較多的場域。雖說向來兩岸戲曲交流，都是

以文化推廣為主；然而已有不少劇種與劇團，朝向商業市場營運而邁進。未來兩岸戲

曲如何拓展更多相互促進、攜手合作、聯袂出擊的合作交流契機，讓兩岸傳統戲曲得

以更擴大弘揚與長遠發展，是值得審慎細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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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交流照片 

   

1993年四川川劇院來台演出《白蛇傳.扯符吊打》 1997年福建實驗梨園戲劇團來台演出《李亞仙.蓮花落》 
1999年復興國劇團《森林七矮人》首演後為北京戲曲職業藝

術學校移植演出李銘訓攝影 

   

「百年歌仔──2001年海峽兩岸歌仔戲發展交流研討

會」首創在宜蘭開幕在廈門閉幕的兩岸舉行活動模式 

2004年首創以「藝文小三通」專案從金門乘船前往廈門

參與「海峽兩岸歌仔戲藝術節」 
2004年臺灣首齣自製崑曲《梁祝》由江蘇省崑劇院移植演出 

 



 22 

   

2005年泉州提線木偶劇團來台演出木偶《鬧元宵》 
2006年明華園天字團參與兩岸三地華人歌仔戲藝術節演出

《張古董借妻》 

2006年臺北、廈門與新加坡三個現代化城市以「粹煉傳

統、戲弄經典、當代創新、城市對望」為宗旨創作演出

的「2006年華人歌仔戲藝術節」 

   

2007亦宛然掌中劇團參加兩岸民間藝術節演出日本時事

劇《鞍馬天狗》 

2008年漢唐樂府於北京故宮寧壽宮演出與梨園樂舞《洛

神賦》 

2008年兩岸歌仔戲國寶廖瓊枝與紀招致在臺北城市舞台

《牡丹風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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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2年 3 月 10 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1.本課題以「當代兩岸戲曲交流」為研究重點，因此利用元宵節前後，前往福建幾個城市與劇團

交流，參訪熱鬧慶典與演出。 

 

2.參訪石獅的古遺址及端午對渡的兩岸交流的藝術活動準備。 

 

3.拜會「福建省文化廳」，與「閩臺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會晤商談，瞭解兩岸戲曲交流的項目與執

行方式；並參訪「福建省藝術研究院」，蒐羅與兩岸交流相關的文獻史料與活動；同時也與「福

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漳州市薌劇團」進行訪談，回顧以往的交流成果，並探索未來交流的

方式與內容。 

二、研究成果 

1. 「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近年來致力於挖掘繼承傳統南戲劇目，因此在 2012年 6月 9日世

界非物質遺產日時，推出《入山門》、《桂英走路》、《過橋》、《蓮花落》、《十朋猜》、《朱文》、《賞

花》、《裁衣》、《冷房會》與《大悶》三場折子戲專場，作為慶祝「第七屆非物質文化遺產日」

的活動。由於梨園戲從清代以來便是臺灣重要的演出劇種，深受到庶民百姓與知識份子的喜

好，同時也提供了其它臺灣地方戲曲劇種在音樂與表演上的養分。尤其近年來臺灣在傳承推廣

南管與梨園戲時，多半從福建泉州邀請師資來臺授課，因此與臺灣的南管館閣與劇壇交流密

切。這次演出的《朱文》、《賞花》、《裁衣》與《冷房會》都曾在臺傳授，所以除藉由這次活動

再度觀賞其表演藝術外，也與劇團團長曾靜萍與演員吳藝華等人進行訪談，以瞭解與臺灣的交

流與傳藝情況。 

 

2.「漳州市薌劇團」是福建省重點劇團。被譽為薌劇劇種代表團、「薌劇第一團」。劇團成立於 1951

年 8月，是二十年代以來歌仔戲在大陸發展後第一個被稱為「薌劇」的劇團。從此，薌劇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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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於閩南一帶，深受百姓喜愛。歷年來, 劇團先後創作並上演了《水仙花》、《加令記》、《三

家福》、《逐荷志》、《碧水贊》（後被改為《龍江頌》）、《情海歌魂》、《肅殺木棉庵》、《琴劍恨》、

《易婚記》、《戲魂》、《月蝕》、《西施與伍員》、《母子橋》、《王翠翹》、《保嬰記》等一批優秀劇

碼。其中，《戲魂》曾獲文華大獎，其餘劇碼在華東區、省歷屆戲劇會演中均獲得很高的獎項。

漳州薌劇團曾於 1983、1988、2006、2008、2009、2010年多次應邀赴新加坡參加交流演出。1995

年，劇團又成了大陸薌劇（歌仔戲）第一個赴臺灣演出的劇團。在臺演出期間，歷時近兩個月，

取得了巨大成功，為聯繫海外親情，增進與廣大海外僑胞、臺灣同胞的感情和瞭解，弘揚閩南

文化，提高漳州知名度，作出應有的貢獻。2001 至 2012年間，大陸與臺灣多次聯合舉辦海峽

兩岸歌仔戲藝術節暨研討會，劇團組織藝術骨幹赴臺參加交流演出，均獲得極高的讚譽和好評。 

  此次交流與團長王文勝、戴秋玲導演、編劇陳彬先生等進行訪談。 

 

 

3. 拜會了「福建省藝術研究院」，蒐羅查閱有關兩岸戲曲交流的資料，特別是關於解嚴前通過廣

播載體「迂迴交流」的戲曲交流情況；而也與「福建省文化廳」副廳長、處長以及「閩臺文化

交流中心」主任進行會晤商談，瞭解目前通過經貿通商參訪、宗教慶典與文化節、學術研討會、

文化交流藝術活動等方式的兩岸戲曲交流活動現象。這些訪談記錄與蒐羅查閱的文獻史料，都

成為本課題極為重要的研究資料。 

 

三、建議 

每年元宵節泉州燈會活動與演出都非常熱烈，是觀察兩岸戲曲交流的好機會。只是因為計畫人力

與經費所限，無法同時在多地進行訪談與記錄，殊為可惜。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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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1.本課題以「當代兩岸戲曲交流」為研究重點，因此利用參與北京京劇院主辦的「青年京劇演員

競賽」活動，實際了解各地京劇的劇團生態與演劇實力，也和其他院團的成員交流有關兩岸京

劇交流現象。 

 

2.利用活動時間前往大陸文化部拜會，與台灣處廖兵處長暢談兩岸戲曲交流事務的開展，原先大

陸同意查閱相關交流檔案，但會談後告知處理欠缺這類資料的建檔與整理，所以殷切期盼人的

計畫執行成果可提供做為資料與參考。 

 

3.本人亦拜會了「北京職業藝術學校」，請教兩岸戲曲京劇與戲曲音樂的師資交流情況，同時也蒐

集大陸出版的相關戲曲教材，並洽談日後更多交流層面的開展。 

二、研究成果 

1. 這次參與北京京劇院主辦的「青年京劇演員競賽」活動，與「北京京劇院」有較為密切的互動

交流，對於劇團的經費挹注、劇團組織、人力分工、傳承培訓與表演推展活動，都有更全面的

了解，官方的支持與劇團領導的能力，都讓北京京劇院有更開闊空間可推動京劇命脈的延續，

以及兩岸京劇的交流與合作。 

 

2. 因為大陸文化部主事者變動，所以原先洽談的計畫與協助有所變動。雖未能找到更多研究資

料，但經由洽談商議了日後可以合作的戲曲交流活動，尤其是師資與學生的互換與培訓。 

 

3. 「北京職業藝術學校」由於領導換人，所以在校務規劃上有更多面向的開展，同時也挹注更多

經費，可以調動更多學界與業界人力，進行更系統性的教材整理，以及展開與台灣京劇藝術教

育的對接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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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因為京劇成為聯合國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又是北京地方劇種的代表。因此公部門極為重視，

提供大量資金積極組織各類活動，以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與重視，也讓京劇的薪傳有更多助力。

因此目前北京京劇戲校與國戲曲學院都採取免學費政策，以吸引年輕人就讀；又提供更多科研經

費與授課鐘點費，延攬海內外著名學者與業界優秀師資進行教學，這些豐厚的資源是台灣所欠缺

的。 

 

四、其他 

 

 

 

 

 

 

 

 



 1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1.本課題以「當代兩岸戲曲交流」為研究重點，因此利用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戲曲學研究中心與上

海大學中國戲曲發展研究中心召開「中國戲曲劇種發展史學術研討會」，前往上海發表本研究課

題部分執行成果〈當代兩岸歌子戲的交流與對話〉論文，並搭配相關圖照與影音資料，進行論

文宣讀，讓與會學者更清晰瞭解兩岸歌子戲的藝術特色與交流現象，論文受到與會學者一致肯

定。 

 

2.本人亦應邀到「上海復旦大學」演講〈「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創意產業」雙重視野下的台灣傳

統戲曲景觀〉，以及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演講〈21世紀《長生殿》古典新詮與台灣劇壇的文

化展演〉，筆者以文字、圖照與影音資料製作 PPT，前者層次井然地介紹了台灣戲曲生態與欣賞

各類劇藝景觀；後者對《長生殿》中的歲時節令與神聖地景提出新研究視野，並對 21世紀台灣

劇壇的《長生殿》劇作改編與演出現象進行評述。兩場演講都讓大陸教授與同學對台灣傳統戲

曲有所鳥瞰，也深受好評。 

 

二、研究成果 

1. 在上海舉行的「中國戲曲劇種發展史學術研討會」，本人通過梳理 1949年到 1986年的「潛流

接觸期」中，以 1.1948年駐留在「對岸」的歌仔戲班展演與薪傳 2.大眾傳媒的私下潛流與化

暗為明 3.東南亞海外異地成為兩岸歌仔戲交流的另類窗口等管道交流；在 1987年到 2000年

的「拓展對話期」中呈現 1.臺灣學界與藝文界的返鄉探親與田野參訪 2.召開學術研討會與建

置學術交流平臺 3.兩岸教學培育交流與編導演合作 4.兩岸歌仔戲劇團的互訪演出交流面向；

而從 2001年至今的「多元活絡期」中，演化為 1.兩岸歌仔戲學術研討會的常態與轉型 2.兩岸

歌仔戲的文化邀演與商業運作 3.金馬澎「小三通」成行另類通路與帶動大陸薌劇離島市場等交

流局面闡述當代兩岸歌仔戲的交流與對話，讓與會者對於「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台灣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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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與閩南薌劇有更清晰認知。而這次與會學者來自中國各省，也介紹了當地劇種的發展狀況，

其中如京劇、崑劇、川劇與淮劇等與本研究課題相關，因此筆者除閱讀論文外，也與學者多方

請教與台灣交流現象。 

 

2. 這次還拜訪了「上海戲劇學院」、「上海戲劇學校」與「上海藝術研究所」等相關部門的負責人，

對兩岸戲曲交流、師資與研究等面向，相互交換心得，也為本課題日後資料的蒐集，建立了管

道。 

 

三、建議 

上海本身有京、崑、滬、越、淮等地方戲曲劇種，而且與台灣劇壇都有所交流。尤其是京崑交流

頻繁，這次去因受限於學期中的上課任務，以及劇團前往海外演出，因此未能有更多交集對話，

當利用暑假再深入拜訪。而這次「中國戲曲劇種發展史學術研討會」，由於有來自各地的戲曲學者，

對於本課題日後訪查建立的良好關係。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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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2年 3 月 10 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1.本課題以「當代兩岸戲曲交流」為研究重點，因此利用元宵節前後，前往福建幾個城市與劇團

交流，參訪熱鬧慶典與演出。 

 

2.參訪石獅的古遺址及端午對渡的兩岸交流的藝術活動準備。 

 

3.拜會「福建省文化廳」，與「閩臺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會晤商談，瞭解兩岸戲曲交流的項目與執

行方式；並參訪「福建省藝術研究院」，蒐羅與兩岸交流相關的文獻史料與活動；同時也與「福

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漳州市薌劇團」進行訪談，回顧以往的交流成果，並探索未來交流的

方式與內容。 

二、研究成果 

1. 「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近年來致力於挖掘繼承傳統南戲劇目，因此在 2012年 6月 9日世

界非物質遺產日時，推出《入山門》、《桂英走路》、《過橋》、《蓮花落》、《十朋猜》、《朱文》、《賞

花》、《裁衣》、《冷房會》與《大悶》三場折子戲專場，作為慶祝「第七屆非物質文化遺產日」

的活動。由於梨園戲從清代以來便是臺灣重要的演出劇種，深受到庶民百姓與知識份子的喜

好，同時也提供了其它臺灣地方戲曲劇種在音樂與表演上的養分。尤其近年來臺灣在傳承推廣

南管與梨園戲時，多半從福建泉州邀請師資來臺授課，因此與臺灣的南管館閣與劇壇交流密

切。這次演出的《朱文》、《賞花》、《裁衣》與《冷房會》都曾在臺傳授，所以除藉由這次活動

再度觀賞其表演藝術外，也與劇團團長曾靜萍與演員吳藝華等人進行訪談，以瞭解與臺灣的交

流與傳藝情況。 

 

2.「漳州市薌劇團」是福建省重點劇團。被譽為薌劇劇種代表團、「薌劇第一團」。劇團成立於 1951

年 8月，是二十年代以來歌仔戲在大陸發展後第一個被稱為「薌劇」的劇團。從此，薌劇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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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於閩南一帶，深受百姓喜愛。歷年來, 劇團先後創作並上演了《水仙花》、《加令記》、《三

家福》、《逐荷志》、《碧水贊》（後被改為《龍江頌》）、《情海歌魂》、《肅殺木棉庵》、《琴劍恨》、

《易婚記》、《戲魂》、《月蝕》、《西施與伍員》、《母子橋》、《王翠翹》、《保嬰記》等一批優秀劇

碼。其中，《戲魂》曾獲文華大獎，其餘劇碼在華東區、省歷屆戲劇會演中均獲得很高的獎項。

漳州薌劇團曾於 1983、1988、2006、2008、2009、2010年多次應邀赴新加坡參加交流演出。1995

年，劇團又成了大陸薌劇（歌仔戲）第一個赴臺灣演出的劇團。在臺演出期間，歷時近兩個月，

取得了巨大成功，為聯繫海外親情，增進與廣大海外僑胞、臺灣同胞的感情和瞭解，弘揚閩南

文化，提高漳州知名度，作出應有的貢獻。2001 至 2012年間，大陸與臺灣多次聯合舉辦海峽

兩岸歌仔戲藝術節暨研討會，劇團組織藝術骨幹赴臺參加交流演出，均獲得極高的讚譽和好評。 

  此次交流與團長王文勝、戴秋玲導演、編劇陳彬先生等進行訪談。 

 

 

3. 拜會了「福建省藝術研究院」，蒐羅查閱有關兩岸戲曲交流的資料，特別是關於解嚴前通過廣

播載體「迂迴交流」的戲曲交流情況；而也與「福建省文化廳」副廳長、處長以及「閩臺文化

交流中心」主任進行會晤商談，瞭解目前通過經貿通商參訪、宗教慶典與文化節、學術研討會、

文化交流藝術活動等方式的兩岸戲曲交流活動現象。這些訪談記錄與蒐羅查閱的文獻史料，都

成為本課題極為重要的研究資料。 

 

三、建議 

每年元宵節泉州燈會活動與演出都非常熱烈，是觀察兩岸戲曲交流的好機會。只是因為計畫人力

與經費所限，無法同時在多地進行訪談與記錄，殊為可惜。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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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1.本課題以「當代兩岸戲曲交流」為研究重點，因此利用參與北京京劇院主辦的「青年京劇演員

競賽」活動，實際了解各地京劇的劇團生態與演劇實力，也和其他院團的成員交流有關兩岸京

劇交流現象。 

 

2.利用活動時間前往大陸文化部拜會，與台灣處廖兵處長暢談兩岸戲曲交流事務的開展，原先大

陸同意查閱相關交流檔案，但會談後告知處理欠缺這類資料的建檔與整理，所以殷切期盼人的

計畫執行成果可提供做為資料與參考。 

 

3.本人亦拜會了「北京職業藝術學校」，請教兩岸戲曲京劇與戲曲音樂的師資交流情況，同時也蒐

集大陸出版的相關戲曲教材，並洽談日後更多交流層面的開展。 

二、研究成果 

1. 這次參與北京京劇院主辦的「青年京劇演員競賽」活動，與「北京京劇院」有較為密切的互動

交流，對於劇團的經費挹注、劇團組織、人力分工、傳承培訓與表演推展活動，都有更全面的

了解，官方的支持與劇團領導的能力，都讓北京京劇院有更開闊空間可推動京劇命脈的延續，

以及兩岸京劇的交流與合作。 

 

2. 因為大陸文化部主事者變動，所以原先洽談的計畫與協助有所變動。雖未能找到更多研究資

料，但經由洽談商議了日後可以合作的戲曲交流活動，尤其是師資與學生的互換與培訓。 

 

3. 「北京職業藝術學校」由於領導換人，所以在校務規劃上有更多面向的開展，同時也挹注更多

經費，可以調動更多學界與業界人力，進行更系統性的教材整理，以及展開與台灣京劇藝術教

育的對接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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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因為京劇成為聯合國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又是北京地方劇種的代表。因此公部門極為重視，

提供大量資金積極組織各類活動，以引發社會各界的關注與重視，也讓京劇的薪傳有更多助力。

因此目前北京京劇戲校與國戲曲學院都採取免學費政策，以吸引年輕人就讀；又提供更多科研經

費與授課鐘點費，延攬海內外著名學者與業界優秀師資進行教學，這些豐厚的資源是台灣所欠缺

的。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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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1.本課題以「當代兩岸戲曲交流」為研究重點，因此利用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戲曲學研究中心與上

海大學中國戲曲發展研究中心召開「中國戲曲劇種發展史學術研討會」，前往上海發表本研究課

題部分執行成果〈當代兩岸歌子戲的交流與對話〉論文，並搭配相關圖照與影音資料，進行論

文宣讀，讓與會學者更清晰瞭解兩岸歌子戲的藝術特色與交流現象，論文受到與會學者一致肯

定。 

 

2.本人亦應邀到「上海復旦大學」演講〈「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創意產業」雙重視野下的台灣傳

統戲曲景觀〉，以及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演講〈21世紀《長生殿》古典新詮與台灣劇壇的文

化展演〉，筆者以文字、圖照與影音資料製作 PPT，前者層次井然地介紹了台灣戲曲生態與欣賞

各類劇藝景觀；後者對《長生殿》中的歲時節令與神聖地景提出新研究視野，並對 21世紀台灣

劇壇的《長生殿》劇作改編與演出現象進行評述。兩場演講都讓大陸教授與同學對台灣傳統戲

曲有所鳥瞰，也深受好評。 

 

二、研究成果 

1. 在上海舉行的「中國戲曲劇種發展史學術研討會」，本人通過梳理 1949年到 1986年的「潛流

接觸期」中，以 1.1948年駐留在「對岸」的歌仔戲班展演與薪傳 2.大眾傳媒的私下潛流與化

暗為明 3.東南亞海外異地成為兩岸歌仔戲交流的另類窗口等管道交流；在 1987年到 2000年

的「拓展對話期」中呈現 1.臺灣學界與藝文界的返鄉探親與田野參訪 2.召開學術研討會與建

置學術交流平臺 3.兩岸教學培育交流與編導演合作 4.兩岸歌仔戲劇團的互訪演出交流面向；

而從 2001年至今的「多元活絡期」中，演化為 1.兩岸歌仔戲學術研討會的常態與轉型 2.兩岸

歌仔戲的文化邀演與商業運作 3.金馬澎「小三通」成行另類通路與帶動大陸薌劇離島市場等交

流局面闡述當代兩岸歌仔戲的交流與對話，讓與會者對於「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台灣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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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與閩南薌劇有更清晰認知。而這次與會學者來自中國各省，也介紹了當地劇種的發展狀況，

其中如京劇、崑劇、川劇與淮劇等與本研究課題相關，因此筆者除閱讀論文外，也與學者多方

請教與台灣交流現象。 

 

2. 這次還拜訪了「上海戲劇學院」、「上海戲劇學校」與「上海藝術研究所」等相關部門的負責人，

對兩岸戲曲交流、師資與研究等面向，相互交換心得，也為本課題日後資料的蒐集，建立了管

道。 

 

三、建議 

上海本身有京、崑、滬、越、淮等地方戲曲劇種，而且與台灣劇壇都有所交流。尤其是京崑交流

頻繁，這次去因受限於學期中的上課任務，以及劇團前往海外演出，因此未能有更多交集對話，

當利用暑假再深入拜訪。而這次「中國戲曲劇種發展史學術研討會」，由於有來自各地的戲曲學者，

對於本課題日後訪查建立的良好關係。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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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102年 6 月 10 日 

                                 

一、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二、研究成果 

一、 本人於 2013年 5月 31日，受邀前往韓國高麗大學參加「初中高中 戱劇教育的現況和展望」

研討會，發表「臺灣國、高中戲曲藝術教育的現況與展望」一文，以文字與影音資料製作的 PPT，

進行三十分鐘時間的論文宣讀，並由韓國學者以韓文口頭翻譯及文章翻譯。與會學者含括了台中

日韓等地域的學者，分別就台中日韓各國的戲曲、現代戲劇、藝能與民間工藝等教育推動現況進

行報告交流。 

 

二、 研討會論文發表結束後，主辦方特別安排了韓國重要無形文化財「鳳山假面舞」的演出觀摩，

結合了唱誦、對話、舞蹈與戲劇等表演形式，以面具表現日常生活、愛情婚姻、祭祀儀典等內容，

由簫、笛、鼓、長 鼓、三弦琴等樂器現場伴奏，活潑生動並富有庶民活力。據說鳳山假面舞源起

自於陰曆四月初八佛祖誕生日，後來在端午節慶中也進行表演。 

 

三、 6月 1日大會安排了市區的田野參訪，如在「國師堂」觀看民間求財祭典儀式的舉行，由男

巫拿著扇子與鈴鐺等法器，在長鼓、鑼、鈸等樂器伴奏下作法；參訪李氏朝鮮王朝景福宮中的「國

立民俗博物館」，通過各類圖照、影音與實物的展覽，展示了韓國貴族社會文化與平民百姓的民俗

生活，其中如山台劇、假面具與偶戲等，顯示了中國戲曲的相當關聯性；另也在「貞洞劇場」觀

賞了〈美笑—春香戀歌〉音樂劇的演出，以韓國家喻戶曉的《春香傳》故事為主軸，巧妙將韓國

各類傳統舞結合展示，搭配台燈光等現代劇場藝術，既唯美浪漫又豐富動感，為臺灣觀光「定目

劇」可參考得極好範例。 

 

四、 6月 2日與 3日在首爾市區進行采風，如前往「南山谷日韓村」走訪韓國舊式建築，園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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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首爾八大家士大夫的宅院，並搭配各種韓式文化如茶道、中醫、韓服穿戴與韓國童玩等展

示與體驗；又前往韓國國立劇院欣賞「韓國傳統舞」的表演，當天舞者都是資深的韓舞傳承人，

演出水平極高。國立劇場設立於 1950年，是亞洲最早的國立劇場，是繼承韓國傳統藝術、宣導現

代藝術的中心，設置有容納 1522人規模的「日升劇場」、擁有 454席座位的「月升劇場」、可移動

式的「星升劇場」與露天的「天空劇場」，下轄國立劇團、唱劇團、交響樂團、舞蹈團、合唱團、

芭蕾舞團和歌劇團。而其博物館中也展示了韓國演劇的發展史，並有各類海報、圖照與服飾等展

覽。 

 

五、 6月 4日受韓國漢陽大學中文系邀請，以「無形文化資產/文化創意產業—雙重視域下的臺灣

傳統戲曲景觀」進行專題演講，本人以 PPT與影音放映，系統化且生動地介紹了台灣傳戲曲的繼

承與發展，並由博士生當場翻譯成韓文說明，引發師生的高度興趣，也對臺灣傳統戲曲的現代演

出景觀，有全面的認識與瞭解。 

 

三、建議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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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兩岸戲曲的交流與對話，從 1949 年到 1986 年的「潛流接觸期」，到 1987 年到 1999

年的「拓展對話期」，及 2000 年至今的「多元活絡期」，這一甲子有餘的交流歲月，有將

近四十餘種各省地方劇種來台交流，其中以「兩岸共有」的戲曲劇種，如京劇、崑劇、豫

劇、歌仔戲與提線木偶等來的次數最多；類同地臺灣赴大陸表演的戲曲團隊，也以京劇、

崑劇、豫劇、歌仔戲及布袋戲為最多。 

 

正基於這些劇種彼此互有源流脈絡，所以在劇壇生態、經營策略、創作思維、演藝空間、

演劇景觀與學術論證等層面，都能夠更聚焦地進行參照、借鑑、研析的對話交流，也更能

展示兩岸不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時代語境；再者，當代的兩岸戲曲交流，多以文化推

廣為主；但也逐漸有部分劇種與劇團，朝向商業市場營運進軍。基本上交流的場域，在臺

灣以臺北最多，其次是高雄；而臺灣戲曲團隊去大陸交流，則以北京、福建、河南與上海

為最多，此顯示了重要都會以及劇種原生地等關係網絡。 

 

在此為期兩年專題研究課題中，初步完成對當代兩岸戲曲交流，歷史演進分期現象梳理的

「歷史篇」，整理出一份兩岸戲曲交流的歷史年表；同時也對當代兩岸劇壇交流生態環節

發展演化的「劇壇篇」，進行兩岸交流景觀的勾勒及劇壇生態現象的闡述。本研究計畫成

果為當代兩岸戲曲一甲子的交流足跡，留下了歷史印記；也從當代兩岸戲曲交流的劇壇現

象中，開掘未來更多相互促進、攜手合作、聯袂出擊的合作交流空間。未來可在此研究成

果的基礎上，更細緻地對當代兩岸「共有」劇種交流後，在藝術本體與樣式形貌的發展探

析，以期完成申請未能通過的第三年「劇種篇」研究；另外本課題成果，也能作為紀錄片

的拍攝主題呈現，或通過論壇及研討會聚焦對話、延伸思考。對於文教政策的擬定與思考，

兩岸戲曲活動的策劃與執行，教學教材的製作與講授，及學術課題的鑽研與深化，都有可

供參考與應用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