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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群眾想像： 

現代性與殖民時期的劇場  

汪俊彥 

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試著以日本殖民台灣時期二○年代前後，在殖民結構下卻超越殖民現

代性的劇場觀眾，理解一種尚未正式命名，而本文稱之為「聚眾」的另一種群

眾想像，並藉此提出殖民現代性與歷史主義在目前處理殖民文學的知識學與認

同問題上的盲點。本文想要透過當時劇場（尤其是白字戲與歌仔戲）的觀眾，

對照殖民政權與被殖民知識分子對於人民與群眾的論述與想像，思考當時劇場

如何有別於傳統對於戲曲的認識，呈現出另一種不同於殖民現代性的人民／群

眾面貌。本文認為對於聚眾的理解，一方面有助於我們歷史化（historicize）戲

曲，重新認識長期被視為自成系統的美學和去政治（apolitical）表演，另外一

方面，也有助於我們檢視所謂「傳統戲曲」與「現代戲劇」之間知識學的

（epistemological）鴻溝。 

關鍵詞：殖民現代性、戲曲、現代戲劇、群眾、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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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ty and Theater in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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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rticulate a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f the multitude, which is 

yet to be named in scholarship, by looking at local performances of theater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of Taiwan in the 1920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multitude who can be found in the local performances excee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 modernity by looking into the problematic of colonial modernity and 

historicism. Audiences of Baizixi and Gezaixi serve an example of the multitude 

that represents different significance from the concepts of“people” or “the masses” 

under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ity of the colonial regime or the colonized 

intellectual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articulation of the multitude helps 

historicize xiqu (Chinese music drama) by re-examining the drama that used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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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n as a particular and apolitical form of aesthetics. It also helps challenge the 

epistemological rupture between xiqu and xiju (modern drama). 

Keywords: Colonial Modernity, Xiqu (Chinese music drama),  

Xiju (Modern drama), the Masses, the Mul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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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群眾想像： 
現代性與殖民時期的劇場1 

 

 

許多知識分子在「人民」或「社會」與「群眾」中摸索一種抽象而必要

的根基。在這個根基之上，他們對於國家的新的理解才得以型塑。2 

R. E. Karl 

本文試著以日本殖民台灣時期，1920 年代前後，在殖民結構下卻超越殖民

現代性的觀眾，理解一種尚未正式命名，而本文稱之為「聚眾」的另一種群眾

想像，提出殖民現代性與歷史主義在目前處理殖民文學的知識學與認同問題上

的盲點。本文想要透過當時劇場（尤其是白字戲與歌仔戲）的觀眾，對照殖民

政權與被殖民知識分子對於人民與群眾的論述與想像，思考劇場如何呈現出有

別於傳統對於戲曲的認識，與另一種不同於殖民現代性的人民／群眾想像。本

文認為對於聚眾的理解，一方面有助於我們歷史化（historicize）戲曲，重新認

識長期被視為自成系統的美學和去政治（apolitical）表演，另外一方面，也有

助於我們檢視所謂「傳統戲曲」與「現代戲劇」之間知識學的（epistemological）

鴻溝。 

在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推動的現代性世界舞台上，國族主義往往作為被侵

略國與殖民地的主要表述3。殖民政權統治殖民地人民，往往以打造群眾為「國

民／公民」作為計畫，但這計畫卻是透過種族的差異區別殖民地人民。被殖民

知識分子則以民族主義為基礎，推動反殖民論述，卻也同樣地以想像的種族劃

                                                 
1 本文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意見，使得本文內容與論點更為完整。 
2 Rebecca E.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7. 
3 同上註，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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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同樣強調了以民族作為統合人民、理解群眾的主要標準，弔詭地複製了殖

民主義的論述。在民族生存的關鍵時刻下，「危急存亡」成為一套規範現代、區

別傳統的知識基礎。這種「人民」的論述想像，呈現了民族未來的生存希望，

也緩解了亡國滅種的焦慮。換句話說，「民族─人民」之間強大的內在張力，

主導了整個思考「現代人民」的方式。 

戲曲作為一個「特殊的」表演種類，一開始即是出現在民族「危急存亡」

的國族主義的脈絡中被命名4。戲曲表演在約莫百年前的社會中，有著與今日殿

堂化或是邊緣化的戲曲演出不可同日而語的情形。對於當時絕大多數的觀眾而

言，戲曲除了豐富了慶典與儀式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戲曲也是重要的商業與

娛樂活動之一。換句話說，當時一般民眾所認識的戲劇，正是這種有歌有唱、

有敘有述、文白夾雜的表演。 

這篇論文並不想透過分析白字戲與歌仔戲的內容可以多麼「現代」、使用了

多少「新」的元素，又是如何不同於「傳統」，藉此證明戲曲也是現代、也能現

代。因為這樣的作法只是又重複掉進了「現代 vs.傳統」的現代性論述結構，穩

定了既有的現代性暴力分類的基礎。相反的，本文想要點出的是，對於「現代」

的定義，不能承繼於接受殖民現代性的論述結構之下，因為如此的定義並沒有

離開現代性翻譯機制（regime of translation5）的暴力邏輯。也就是說，雖然透

過挖掘戲曲中的現代議題，我們試圖看到傳統中也有現代，但其實並未根本地

質疑何謂現代、何謂傳統與其霸權結構；反而更加深了這個暴力結構。本文認

為對於現代性的定義，必須直接挑戰殖民現代性的論述，透過思考那些發聲在

殖民現代性的主舞台之外、溢出殖民現代性論述的活動表徵，才有可能重新定

義「台灣現代」。 

本文認為白字戲與歌仔戲的觀眾，呈現了不同於知識分子與普遍的現代性

（universal modernity）所呈現出的「現代人」景象。Chakrabarty 在其著作《將

歐洲地方化：後殖民思想與歷史差異性》（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4 戲曲歷史的理論化，首推王國維在 1907 年著述的《宋元戲曲史》。自此之後，戲曲這一

個「特殊的」表演形式得到了美學與歷史的身分確認。 
5 這個概念來自酒井直樹（Naoki Sakai），本文的最後一段會有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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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6）中主張以「不是歷史主義下資本主義所塑造

的現代公民政治主體」來重新思考歷史，但對 Chakrabarty 而言，這個非歷史主

義的現代公民往往是國族的7。本文一方面借用 Chakrabarty「非歷史主義現代公

民」的思考，另一方面卻想提出白字戲與歌仔戲觀眾，其所展現的政治與知識

學意義，正好在於「超越國族」的殖民地經驗。正因國族的出現本身就深植於

殖民現代性，而文化與政治的國族性都源自於知識學上對於其與現代性的依賴

關係，這種依賴關係，統束了殖民與後殖民其他的生活形態，也忽略了國族與

現代性之間的共謀關係，以及其知識構成。透過對於白字戲與歌仔戲觀眾的瞭

解與分析，本文想要指出這個以劇場觀眾為表現的經驗，超越了國族與現代性

的連結。 

在殖民現代性下，對於國家教育與統一文字的討論，可以作為觀察殖民政

權與被殖民知識分子對於「國民─群眾」與「民族─群眾」想像的依據。

其中又以「國語教育」與「白話文」的辯論作為核心。本論文將首先描述殖民

政權在 1937 年戰爭爆發前的同化教育與戰爭後的皇民化教育論述，如何對殖民

地人民有著截然不同的期待與打造，也顯示出殖民與現代中啟蒙的矛盾。在這

裡，本文想要突顯殖民政權如何在殖民政策上，透過「差異的」公民教育施行，

意於使本島人成為曖昧且「不全備日本國體身分的殖民地現代公民」。另外，對

被殖民知識分子而言，文學中對於文字使用的討論承載著如何啟蒙大眾的內

涵，本論文也以白話文與傳統漢文（文言文）的辯論，顯示出歷史主義如何以

殖民現代性再現「文明序列」，在「白話文字」成為普遍、現代與進步的同義詞

時，建立起文字、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現代性論述。 

                                                 
6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Studies in Culture/Power/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同前註。以台灣的劇場發展而言，以宗教與世俗的劃分作為「現代性」出現的定義，在

殖民台灣的脈絡中同樣不能適用。殖民同化時期而言，當時的歌仔戲演員與觀眾，從來

沒有脫離對於外台酬神等宗教性活動。就算到了戰後，戲劇活動仍然與宗教與祭祀活動

脫離不了關係。這兩種戲劇活動的觀眾所呈現出的行動，無論如何並不是資產階級下的

所謂「普遍意識的主體」。然而 Chakrabarty 所強調，以脫離歷史主義作為知識方法，成

保持宗教行為但具有國族與反抗意識的殖民下新現代主體農民，亦無法全部解釋我這裡

所關注的白字戲與歌仔戲的觀眾。其原因在於，如果 Chakrabarty 強調他的農民是「因國

族而現代的」，我所關注的正是「非國族而現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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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本文會以出現於二十世紀初期，並在 1920 年代左右蔚為風潮的白

字戲與歌仔戲作為例子，分析這種以非菁英，且以聲音語言為平台的戲劇，如

何一方面在知識分子的偏見中，為非啟蒙現代性的大眾所帶來的社會混亂負

責，並同時排斥了戲曲形式作為現代的可能；另一方面，則透過這兩種戲劇表

演形式，探討劇場如何讓這種「另一種群眾」出現。在殖民時期絕大部分本島

人沒有參政權的同時，正是在劇場這個現代空間的發展，讓這群在公共空間、

知識書寫上、與知識分子的眼光中常常被忽略的「群眾」得以現身。論文試圖

提出這個因劇場而「聚」的「眾」，提供思考殖民台灣人民與認同的其他想像。 

一、殖民政權下的「本島人」： 

人民作為一種集體政治的想像與身分範疇等概念的出現，在現代政治哲學

中的討論，與民族國家體制的出現有密切的關連8。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

清朝政府大敗。隔年簽訂馬關條約，台灣自此成為新興資本與帝國主義現代國

家體制的日本的殖民地，直至 1945 年。日本以現代國家之姿進行對台灣的統

治，「如何統治殖民地台灣人民」，作為一個爭議的議題，貫穿著整個殖民統治。

基本而言，知識分子與殖民政權對於對待台灣人民的討論，大致分為兩種：「差

異對待」或「一視同仁」9。歷史學者一般認為統治前期所遵循的法理來自於「差

異對待」，認為台灣剛剛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份，除了必須以武力維持殖民地的

秩序之外，在經濟、文化、社會等等面向也與殖民本國多所不同，而必須特殊

治理。而中期在 1920 年代開始，統治台灣則以「一視同仁」為依據。然而，無

                                                 
8 可以參考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NewYork:Verso, 2006);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9 內地延長主義被視為日治中期的日本統治策略，其用意是差別於前期的特殊統治主義（差

異對待）。內地延長主義可以視為殖民統治初步轉向「一視同仁」的變化。日治前期的殖

民統治政策。是將殖民地視為異法域，制定與日本不同的制度來適應台灣的特殊情況。

1896 年公布的六三法，可以視為特殊統治主義的代表；而 1921 年公布的「法三號」則

趨向於實踐內地延長主義，強調在台灣應以延長實施內地法為原則，殖民地特別法為例

外，雖仍保留台灣總督的委任立法權，但予以嚴格的限制，並且創設了「特例敕令」的

制度，可彈性調整內地法律以便實施於台灣。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台

北：五南，2002 年），頁 176-9；蔡錦堂，〈日治台時期所謂同化主義的再檢討─以內

地延長主義為中心〉，《台灣史蹟》第 36 期（2000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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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差異對待或是一視同仁，事實上，對於種族的想像並無二異。其同與異的

差別來自於對「未來」的想像。也就是說，如果差異對待指明了兩種種族當下

的差別；一視同仁則期待透過今日的差別，能換來未來的相同。簡單說，一視

同仁仍根本地建立在種族差異的論述上。 

如果說現代國家以科學的方法與統計有效地塑造並管理人民，國家透過教

育體系建構國民，但在殖民主義的統治之下，卻是個不均質的（或說是具有時

間差的）人民所組成的共同體。直至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台灣人在殖民體制

下，都只能接受差異的國家教養與對待。這段時期中，本島人作為殖民地的公

民，卻只是帝國的不完整的公民。這個「不完整」同時實踐於政治法令上，也

再現在本島人的心態上。但這個「不完整」的殖民論述，在 1937 年戰爭爆發後，

有個截然不同的轉變。要理解本島人的不完整的公民身分，透過戰爭爆發前後

論述的對照，能有更清晰的掌握。 

（一）不完整的公民 

殖民統治中，1937 年戰爭爆發前的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一般稱為「同化政

策時期」10。本文所關注的二○年代左右的戲劇表演活動，也屬於同化時間的

考察。一般學界常常認為同化時期是戰爭爆發後「皇民化時期」的前聲，而皇

民化時期是同化時期延續的一貫政策的強化。荊子馨則對這兩階段的殖民統治

有不一樣的觀察11。他認為戰爭的爆發，根本地改變了殖民者對於本島人的統

治態度。透過皇民化將台灣人「變成日本人」，殖民論述從「差異」轉變為「相

同」，唯有將台灣人變成真正的日本人，將日本帝國轉化成多民族國家

（multi-ethnic nation），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台灣人才能在戰場上奉獻生命。

換句話說，一直得到了戰爭爆發之後的皇民化時期，一個「完整的現代國家公

民」才真正被賦予本島人12。透過同化與皇民化論述的差異，可以看出本島人

在殖民政權下的不完整公民身分。 

                                                 
10 黃富三、曹永和編《台灣史論叢》（台北：眾文出版社，1980 年），頁 346。 
11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文化，2006 年）。 
12 值得注意的是，殖民論述雖然因為戰爭的爆發而改變了殖民政權對於本島人成為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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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時期本島人不完整的公民身分，是建立在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參政與受

教權利上，由後藤新平一手奠定基礎13。前面已經提到，台灣殖民的歷史中，「差

異對待」或「一視同仁」是殖民政權與被殖民知識分子反覆爭論的統治方式。

在後藤新平主導的「差異對待」成為殖民統治的基調之前，伊澤修二主要代表

了支持一視同仁的一方。在伊澤修二 1897 年辭去學務部長，離開台灣之前，他

始終相信教化台灣人成為日本人是日本殖民台灣的主要目的。他曾經反對六三

法之延長提案，認為教化台灣人民於現代的目的在於有一天將台灣人變成日本

民族14。然而在伊澤得不到殖民地總督的支持而辭職之後約半年，隨著兒玉源

太郎 1898 年就任總督，後藤新平擔任台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在 1906 年之間，

奠定了戰前殖民統治「差異對待」的方針。 

以生物學原則作為管理台灣方式的後藤新平認為：「如果社會進化不依自然

法則，直接而激進地去進行並賦予個人的權利義務，就會產生讓孱弱的個人，

犧牲於狡猾之徒的弊害。漫然地導入文明於未開化的社會，無疑的是一種虐政，

因為其悖逆人類進化原則」15。後藤主張台灣並不適用日本憲法，認為台灣住

民是「畢竟無法同化於其他人種的支那人」16。有學者認為，後藤是拒絕「同

化於民族」，但接受「同化於文明」17。然而，一如酒井直樹（Naoki Sakai）而

言，民族與文明／現代（the modern），在殖民現代性形成的過程中，是共構而

成18。後藤「拒絕而接受」的論述背後，其實除了隱藏著本島人與內地人的民

                                                                                                                                 
的想像，然而這樣的想像卻只能透過死亡改變。請參見，Leo T. S. Ching,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P, 2001). 

13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

田，2006 年）。 
14 同註 12，頁 81-87。 
15 轉引自註 12，頁 109。 
16 同註 12，頁 121。 
17 陳培豐將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分為「同化於民族」與「同化於文明」兩種。前者通常以

德育教育為基礎，期待有一天能將本島人同化於日本民族；後者則以智育教育原則，主

要認為對於本島人的統治在於現代化工程。這樣的分析方法清楚透析了日本殖民不同時

期的主要原則，以及作為殖民者的內地人與被殖民者的本島人之「同床異夢」。然酒井直

樹的觀點則是更強化了民族與文明（現代）之間的共構關係，指明了無論是同化於民族

或是同化於文明，兩者正是殖民現代性的一體兩面。文明與否依賴著民族來區隔；而民

族往往又建築在文明差異的想像。 
18 Naoki Sakai, "Theory and Asian Humanity: On the Question of Humanitas and Anthropos," 

Postcolonial Studies 13, no. 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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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差異之外，同時亦將現代性設定為一道無法習得而跨越的鴻溝，本島人將永

遠因為「民族」而無法「現代」。 

依照種族差異的原則，後藤新平推動「尊重舊慣」政策，1901 年組成「臨

時舊慣調查會」，由後藤本人作為會長。透過大規模地調查本島人舊有的風俗習

慣，並依據舊慣調查的結果，「尊重」本島人保有其原來的習俗。這一個「尊重

舊慣」政策，可以說是殖民統治下，以種族作為分類，作為分別本島人與內地

人之差異的具體表現。戲曲在這樣的情形下，經過了幾次的調查研究。直至戰

爭爆發，殖民政府雖有訂定劇場與演出規則，但始終沒有禁止本島人欣賞戲曲

表演。相反的，殖民政府還常常邀請戲曲表演在重要節日時演出，甚至應邀於

官邸19。在 1920 年代，當本島人知識分子批判當時普遍流行的歌仔戲時，官方

也沒有強力取締20。 

雖然學者認為 1910 年代中期台灣進入新的統治階段，然就語言或教育政策

而言，其實延續了在後藤新平就任民政長官時所建立以生物學原則的差別對待

政策。本島人與內地人所接受的教育與期待截然不同。也就是說，同化時期的

本島人尚未、也並未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所積極打造的國民；或者說，對照後來

皇民化時期本島人被期待（也自我期待）「立刻」成為日本人21，同化時期則將

成為日本人的理想無限期延長。事實上，同化時期的殖民統治從未真正認可本

島人應該擁有與內地人同樣的權利義務22。 

殖民地差異的教育政策顯示了殖民現代性下，「人民」未必能成為「公民」

的暴力。而同化與皇民化的論述差異，則打開了我們對於同化時期殖民政權對

於被殖民者的人民想像，進而思考如何在同化時期這一階段理解台灣人民。但

                                                 
19 《台灣日日新報》第 3039 號，1908 年 6 月 19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亦可參考徐亞湘，《日治

時期台灣戲曲史論現代化作用下的劇種與劇場》（台北：南天，2006 年），頁 377、446。 
20 《台灣日日新報》第 9549 號，1926 年 12 月 1 日，第 4 版；第 9556 號，1926 年 12 月

08 日，第 4 版。《台南新報》第 8497 號，1925 年 10 月 9 日，第 5 版；第 8694 號，1926
年 4 月 25 日，第 10 版。《台灣民報》第 142 號，1927 年 1 月 13 日，第 8 版；第 217 號，

1928 年 7 月 15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21 雖然這個論述的矛盾在於：要一直到死，才能真正成為日本人。 
22 薛化元，《台灣歷史》（台北：大中國，2000 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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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為這樣這個不完整的公民統治，給了戲曲發展一種尚未全部被國家吞噬

的「聚眾現代」。在以戲曲進入討論台灣人聚眾之前，有必要交代被殖民（本島

人）知識分子如何在殖民現代性下，期待同種族的本島人民，早日成為現代世

界的一分子。 

（二）本島人知識分子的人民想像：個人與集體、國家與世界 

接下來，本文想要透過本島人知識分子以對白話文的討論，分析台灣人民

如何為殖民地知識分子所想像。從上面關於殖民政權對於本島人公民身分的討

論中可以看到，成為現代公民的另外一面，就是成為國民，亦即國家組成的一

分子。每一個人透過成為公民，被期許成為獨立現代人的政治資格，這也是為

何殖民政權可以不斷透過「本島人尚未完全現代」而無意賦予其政治權利的解

釋。在現代國家的格局下，被賦予公民權，也就代表著同時分享國家主權，成

為日本國民。 

殖民政府對於本島人的公民打造計畫的不完全，一方面反映出本島人並未

被絕對個體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本島人尚未完整收編於國家化的結構之中。

換句話說，在同化時期的台灣，只有極少數本島人透過國家接受日文教育，另

外一些人則透過傳統私塾接受漢文教育，並未全面擁有足以打造共同認同的基

礎教育23。Anderson 在其書《想像的共同體》中認為，印刷媒體是作為打造現

代民族認同的平台。然而，印刷媒體也大量倚賴文字作為想像的可能性。嚴格

來說，二○年代的本島人，恐怕很難透過印刷媒體而凝聚、建立一個以日本語

為國體的想像認同。 

這個「無法凝聚」成了所有關心殖民地前途的本島人知識分子的最大擔憂。

無法凝聚反映出本島人對於自身身分、前途與世界局勢的不關心與無意識。相

                                                 
23 迄 1919 年止全台公學校畢業生僅佔當時總人口數（3,538,681 人）之 1.5%。1915 年有讀、

聽日語能力者 54337 人，佔當時人口（3,479,922 人）之 1.6%。到了 1925 年，台人懂得

日語者佔全部人口的 6%，1927 年台北州台人懂日語者佔 12.7%。即使到了 1932 年，也

只佔台人人口 22.7%。另外，關於漢人書房，在 1902 年約有學生 33,592 人，到了 1930
年，只剩 5964 人。這樣的數據多少顯示在 1920 年代只有極少數的台人具有日語或是漢

文能力。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1993
年），頁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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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殖民政權對於打造一個本島人「完整的國家公民」的不積極，本島人知識

分子卻極力想要透過重新打造本島人，而使之成為「現代世界的公民」。這裡值

得一提的是，兩種公民的層次。當殖民政權無意授與本島人一個國家公民的身

分時，殖民地知識分子除了一方面爭取一個國家公民的完整政治權利之外，跳

過國家的層級慾望成為「世界公民」是本島人知識分子另外一個想望的目標。

現代世界公民代表的是對於世界局勢發展的瞭解，對於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雙

重壓迫下，自身前途定位的覺醒。然而，這種對於世界公民的渴望，等同於接

受了現代性的價值與身分，雖在殖民政權下暫時無法完成作為國家公民的身

分24，但卻無形中將這樣集體性、普遍性的信念深植。引此，任何得以凝聚集

體意識、成就普遍性、打造現代主體的媒介，都成為殖民地知識分子努力的目

標25，當中又以打造統一的文字使用為最顯著的討論。 

從 1920 年開始，台灣文壇上一連幾年進行了多場關於「新舊文學」的論爭，

論爭中文人與知識分子主要分成了兩大陣營：一派以擁護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

以來又稱之為新文學的白話文學作為書寫的形式；另一派則強力維護一般稱之

為舊文學的文言文（漢文）。一般認為，1924 年張我軍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

界〉開始，新舊文學論爭正式登上台面。張我軍在文章中點出了西方文壇的發

展與進步，從古典主義進化到浪漫主義，再到自然主義，而今日已發展為寫實

主義，而日本也已經在明治維新之後緊追，這個時代是個世界主義的時代。唯

有台灣文學被排斥在現代世界之中，而處在非常幼稚的階段。張我軍認為「台

灣的詩文，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的價值」，他認為傳統舊文人從不讀些有用的書

而實際應用於社會，每天只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並認為舊文學文人只想出風頭，

                                                 
24 殖民現代性不僅僅讓殖民發展成為了現代性同義詞，同時也讓殖民身分成為現代性的內

在矛盾。本島人一方面接受現代性的普遍性，但卻又往往無法跳過國家性的箝制。以下

的投書充分顯示出了這種殖民現代性下，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矛盾共構。「日本人讀了世界

語用著西曆的年號、這是日本人不過以國際上的慣例用之而已。但若是台灣人用了西曆

的年號，這可以看做一種的叛逆、因為日本國家有固有的年號「大正○○年」而不用之、

卻用西曆，這是一種排斥日本固有的年號的行為。」連溫卿，〈怎樣是世界主義〉，《台灣

民報》，1926 年 10 月 24 日。 
25 戲劇也作為知識分子極力鼓吹利用其深植民間與感染力強的特性，而作為凝聚群眾的工

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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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為殖民地總督府所利用26。他認為既有的台灣文學都是死文學、假文學，

沒有真文學、活文學。留學於北京，深受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的張我軍，故而

提倡台灣文壇對於文字的使用，應以中國白話文為師，改革文言文。「我們日常

所用的話、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沒有相當的文字。那是因為我們的話是土話、是

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是大多數占了不合理的話。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

可疑的了。」27唯有使用一種眾人皆能使用、能表達的文字，才是文學的價值、

也才是活的文學。另外，新文學也透過批判文言文，提倡思想自由，批評傳統

儒教，同時也藉由文言文與日文漢文一體的淵源，批評舊文人依賴殖民政權，

獲取利益。 

舊文人一派，經常指責新文學為大眾文學，不用韻，毫無文學性可言，認

為是下里巴詞，反對「販夫走卒」的俗。同時批評新文學對於戀愛自由的提倡，

是反道德，容易造成社會不穩定28。連雅堂的觀點指出了對於舊文學的擁護與

新文學的指責。連雅堂認為新文學一派「未讀六藝之書、未接百家之論、未聽

離騷樂府之音」就認為舊文學可廢，只是跟隨潮流，不知傳統。另外所謂新文

學者，「往往追隨西方小說戲劇之餘，為井底之蛙。」這裡顯示出了兩項舊文人

對於新文學的最大批評：一、罔顧傳統，二、擁抱西學。換句話說，舊文人已

經清楚地意識到新文學與舊文學最大的差異，不僅僅是語言形式，而且更是「民

族文化」的界線。 

（三）兩種知識分子？一種論述 

一場文學論戰，更強化了新舊文人之別。新式知識分子支持使用白話文，

以普遍文字與文學的使用，加強與民眾的聯繫，並提倡思想解放，要求跟上世

界潮流，成為現代公民。舊文人則以文言文為民族文化傳統之根，認為新文學

                                                 
26 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收於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台北：明潭，

1979 年），頁 57。 
27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台灣民報》，1925 年 8 月 26 日。 
28 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2007 年），頁 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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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盲目追隨西化，根本稱不上是自己的文學，認為新文學沒有文學性，成為

大眾的低級品味，並且因為思想解放，道德淪喪而有危於社會安定。 

這場延續好幾年的論戰當中，又另外涉及了怎樣程度的白話才是白話？傳

統通俗文言文算不算是白話？台灣人如何使用中國白話文，或是應該另成立一

種以台灣人民口語習慣為基礎的台灣白話文？論戰中，許多新舊文人也都無法

否認某些文章對某些人而言是白話文，對某些人而言卻是文言文。台灣話文的

提出以符合台灣人不說北京話，不便使用中國白話文的需求，說明了所謂的白

話與種族／族群及其想像深刻的連結。但進一步則又有人指出台灣不同的族群

使用不同的語言習慣，在白話的使用上必然產生困擾。也就是說，白話文對於

口語與書寫一致的要求，能多大程度上完全符合族群的使用與想像始終是個問

題。目前學界已經大致將這些問題系統地呈現出來。 

我想要在此特別指出的是，事實上所謂白話要求的「文言一致」一致性，

在作法上，是一種相對於文言文的挑戰；但在實踐上，卻不可能是絕對標準的

「文言一致」。如 Anderson 所指出，同種族／族群是透過「想像的建構」才能

出現並進而分享普遍認同一樣，白話對「文言一致」的要求也是一種建立在絕

對想像的建構。但如同民族當中本來的差異，想像的或經驗的，無法絕對化一

樣，白話文也不可能真正達到以手寫我口的絕對的、統一的、普遍的白話。這

些由白話文與文言文對立引發的後續論戰正好突顯了「白話文」事實上是作為

一個論述的機制，透過這個機制區別了、也創造了「文言」、區別了「傳統」；

而族群習慣與白話文的關係，也顯示了白話文的形成，創造了「民族」。白話文

的論述機制本身就是族群／種族的。 

史書美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取代古典文學以致文言合

一的白話文學的出現29。白話文學出現的情形也發生在二○年代的台灣。對於

白話文學的思考，本文認為除了將之與古典文學相對照之外，透過細察白話文

學的論述構成（discursive formation），才能進一步理解白話文學與現代性的關

                                                 
29 Shu-mei Shih, "Theory, Asia and the Sinophone,"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13, no. 4 (2010):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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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本文前面已經指出白話文學與種族之間的論述構成關係，在這裡，本文想

要強調白話文學之於個人與群體的重新塑造的介入。 

前面提到，白話文論述的出現來自於知識分子凝聚殖民地人民的期待，其

中「提升文明，避免被淘汰」的焦慮不斷重複出現在新舊知識分子的投書與文

章之中。在「凝聚而生存」同時，白話文論述另外突顯了要成為具有現代性而

不被淘汰的現代人，必須通過對於自身擁有對於知識、外在環境的掌握才能完

成。這也是主體建構的必要程序之一30。在論戰中，新知識分子在在強調白話

文作為一種各種階層（尤其是下層民眾）皆可使用的讀寫工具。換句話說，唯

有透過白話文，一種以手寫我口，一種屬於大眾的、非封建的、每個人都能掌

握的文字工具，才能完成打造現代公民的任務。矛盾的是，在這個打造個人式

主體的同時，一種以種族作為集體性的文化論述與身分認同也共構其中。個人

的就是大眾的，才是文明的、現代的。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凝聚種族」就是

「提升個人」的主要內涵。就此而言，白話文論述展現了知識分子對於打造大

眾成為現代公民的想像，這個想像正好反映了以種族、文化等等為特徵的殖民

現代性。殖民地知識分子期待透過這個經過白話文加持後的現代人，能成為新

的文明主體，同時成為現代文明的一部份，也同時與其他文明競爭。這個建立

在齊步邁入現代的「現代」，卻又得區隔「他者」。這個既是「集體」又是「個

人」的現代性論述，從一開始就預設了曖昧的矛盾：相同又絕對差異31。 

新舊文學論戰讓「群眾」的概念變得清晰，然而兩派的知識分子對於群眾

卻有相當不同的理解與想像。對新知識分子而言，透過白話文學與文字的普及，

所有的群眾都應該、也自然會具備自行接觸知識的能力，這種群眾是建立在個

人上的。對舊知識分子而言，新知識分子的這種群眾，是低俗的、沒有層次的，

也沒有文學性的；換句話說，舊知識分子仍然傾向相信一種階級式的文化教養，

                                                 
30 傅柯（M. Foucault）對於個人如何與群體相互建構有詳細的討論。請見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 
1977). 

31 這個「相同卻又差異」的論述，Fabian 清楚了解釋所有文明被放置在同一個線性發展過

程的絕對性。這個奠基在歷史主義發展論述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將所有

的多元性，統合成一個相同而絕對差異的現代性規範。J.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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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菁英主導群眾。隨著新文學逐漸獲得主流的發言權，一種以白話文學作為基

礎的文學表現則已經箭在弦上了。 

二、二○年代前後的戲曲 

目前研究已經關注戲曲如何在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脈絡中，發展成為國

族主義的象徵32。各式各樣的戲曲表演，在國族論述中得以統合成為一套「理

論而完整」的、自我證成的國家、文化美學。這一套中國戲曲美學包含了後來

為一般人所理解的扮裝、虛擬性、唱腔、做工、折子等等程式性特色。分屬各

種演出情境、在不同歷史社會環境發展出的戲曲表演演出，在國族主義下統合，

都合併成為一套具有民族性、文化性的美學。這樣的看似以「美學」作為分類

與規範的戲劇思考，卻容易且輕易忽略了每一種戲曲形式的發展歷程、歷史內

涵與文化意義。 

就以往的殖民時期戲曲認識，往往依照「戲劇美學」一概地將所有的戲劇

演出簡單地分成「新劇」與「舊劇」。新劇基本上代表的是從所謂西方與日本翻

譯與移植而來的現代戲劇；而舊劇就泛指了一切以一般所理解的中國戲劇美學

為共同基礎的各種戲曲表演形式劇種。然而，這樣的思考仍受限於帝國主義與

國族主義和歷史主義下所形成的戲劇知識論；二元的以「現代／傳統」包裝「帝

國／民族」形式來切分劇場表演，無法讓我們看見更細緻的劇種與劇場變化的

歷史意義。 

進入殖民時期後的台灣，就出現了幾種與以往戲曲表演相當不同的表演形

式。它們雖然具備了某些與之前的戲曲表演相似的表演風格，但透過進一步細

察，這些新的劇種應具有不同的表演內涵。白字戲與歌仔戲是其中有別於殖民

前即發展完成的戲曲表演的兩種殖民時期出現的表演。根據學者調查，白字戲

與歌仔戲在清代的文獻中並不存在33。從目前現存的殖民時期報紙資料顯示，

這兩種戲曲表演吸引了大量的觀眾，這可觀的觀眾數量與「素質」引起了知識

                                                 
32 周慧玲，〈「國劇」、「國家主義」與文化政策〉，《當代》第 107 期（1995 年），頁 17。 
33 林鶴宜，《台灣戲劇史》（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2003 年），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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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不安，並要求殖民政權介入取締，在社會秩序上也常常引起警察的關注。

對照於殖民前清領時期的演出，這種戲劇的集體性顯然不曾在戲曲表演中出現

過。在殖民統治對社會的控制期待下，一種屬於現代的、公共的社會秩序不斷

被強化，這兩種戲曲觀眾所顯示出的集體性，與殖民現代性所謂的「秩序」與

「文明」，有著相當大的對照。 

承繼前一部份對於知識分子對於打造現代公民的觀點，本文想要繼續延伸

討論知識分子在論戰中及在報刊中如何批判白字戲與歌仔戲所展現出的大眾性。 

前面提到，新知識分子理想的現代公民，是建立在個人作為最小文明主體

單位對於民族與世界的掌握。這種「個人即是／才是群眾」的論述，必須透過

啟蒙論述得到。換句話說，對他們而言，也只有啟蒙論述才是個人、民族主體

化的唯一道路。面對這兩種新興戲曲所帶出在公共空間的觀眾，這些沒有經過

啟蒙論述洗禮的人，新知識分子反應出相當大的排斥。而對舊知識分子而言，

這些人本來即是社會的中下層階級，本來就不具備主動學習能力，從來不將其

對於社會的價值放在真正的考量。 

（一）知識分子眼中的戲曲與群眾 

在報刊中，可以進一步看出知識分子對於這種新興戲曲的貶損，當中並且

涉及對白話文學論戰的態度。 

是是非非 我們自幼學習白字戲。 寫的是白話文。念的是白話詩。唱的

是白話曲。諸如山歌、採茶、駛犁歌、都是種種皆會的。因為世人嫌我

們鄙俗不堪。不肯招呼我們。所以生意冷落。日食難度。 這就無可奈何

了。今回聽得台灣有人設立白話詩文社。專募白話詩文。白話歌曲。正

是合我們所能。想我們出頭應募。必得高選。好了。這就是我們班中人

的福氣了34 （白字戲班） 

                                                 
34 《台灣日日新報》第 8953 號，1925 年 4 月 14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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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顯然是由舊文人所執筆，以「白字戲班」之名反諷新知識分子對於

「白話」的堅持。文章中充滿了對戲曲白字化的諷刺，認為白字戲曲的低俗不

堪。一方面顯示了舊文人對於新知識分子倡導白話的反對，認為白話一樣造

成低俗不堪；另外一方面，也顯示了舊文人對於戲曲作為下層階級品味的不屑

一顧。 

下面這則報導更透露出知識分子抱著階級的態度對於歌仔戲白字戲先天的

鄙視，認為觀賞歌仔戲的觀眾，有損於其智性之發展，認為這些觀眾都在資質

上均是平均之下。 

基隆近信•歌戲好況 島人娛樂機關之新聲館。自舊元旦以來開演歌仔

戲極博好評。婦女界尤趨之若鶩。蓋該劇唱念科白多以白話。無人不曉

也。然往觀者多中流以下。若中人以上。則寥寥無幾。人智之高低。于

此可見一斑。悲夫。35 

另外文人對於歌仔戲的內容多所涉及情色，影響風化與社會秩序亦有所不

滿。從白話文論戰中，可以得知舊文人對於新知識分子啟迪大眾之後所帶來的

「自由戀愛」風氣頗為不滿，認為這是罔顧道德，並且有害於社會穩定。歌仔

戲與白字戲所吸引的觀眾中，有許多是女性；因此這兩種戲曲也成文人嚴厲攻

擊敗壞風化的對象36。 

近來吾台劇界如歌仔戲。採茶等。傷風敗俗最多。而白話戲其他次之。

該戲一演。則下流社會之男女無一不趨之如鶩。若縱之其入戲台演唱。

則社會之頹敗立至矣。為其地方監督者。最宜嚴為注意也。37 

                                                 
35 《台南新報》第 8255 號，1925 年 2 月 9 日，第 5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

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36 在新知識分子的文化場域：台灣民報上，亦可見其對於歌仔戲風化之批判。例如 1927 年

1 月 9 日《台灣民報》的一篇名為〈歌仔戲要禁的原因〉文章。1927 年 1 月 9 日，第 139
號。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37 《台灣日日新報》第 9186 號，1925 年 12 月 3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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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滿園其魔力之大。誠有如是。查歌仔戲之角色。盡屬無賴之輩。近

拐誘良家子女。以遂其獸慾之風演。漸次傳播。38 

無腔笛 ▲台灣歌仔戲之調。卑卑靡靡。僅僅一調。所唱即台灣話極易

曉狎褻詞句。故無知男女。趨之若狂。到處演成偷香竊玉及淫奔種種醜

聞。為有心人所欲嚴禁之也。▲其惡感化力偉大。日前連續在萬華龍山

寺前開演後。老松龍山兩公學校兒童。於放課後。盛行學習歌仔戲。言

之可歎此後深望家庭中。為父兄母姐者嚴為注意。此種於二國民品行陶

冶上。最為有害前清時代。台灣上流家庭每勉其弟子。以學聖希賢今則

不然。取法乎下。無怪其試驗入上級學校。難乎其難也。39 

萬殊一本 永樂座自京班往基隆後。久巳寂寞不演。近忽有守顧永樂座

者。聘甚麼北投白字戲仔開演。始觀者甚少。近忽滿街滿巷滿市場滿工

場滿四界分配一等招待券數千枚。觀者空令納十錢為茶代。便得自由觀

覽。數日來不獨滿座無立錐之地。甚至滿台上空留一席。餘皆如街上普

通演戲時。台上四圍男女觀客塞滿真令人不解予亦好奇心投十錢與他。

入內排擠人群登樓上觀之。噫我見之矣。我知之矣。蓋投輕薄男女之所

好。而愚夫俗婦之所樂。故有如此之盛況。所演不獨挑戲淫詞腳來手去。

淫穢不堪。真令有心人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比之採茶歌仔戲。其傷風

敗俗尤有甚焉。安得有道之人出為矯正否噫（淫戲宜斥）40 

然座中全無規律。甚至演戲台上。亦因男女擁塞。究其盛況原因。蓋所

演多淫劇。無智男女。趨之若鶩。41 

                                                 
38 《台灣日日新報》第 9620 號，1927 年 2 月 10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39 《台灣日日新報》第 10058 號，1928 年 4 月 23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40 《台南新報》第 7974 號，1924 年 5 月 4 日，第 9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

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41 《台南新報》第 7980 號，1924 年 5 月 10 日，第 5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

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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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舊知識分子往往從階級角度對於觀賞白字戲與歌仔戲的觀眾進

行批評，認為其智力與品行之不足，但這樣的觀察卻不是建立在對於表演形式

的不滿。反觀，對新知識分子而言，歌仔戲與白字戲的演出形式本身已帶有「原

罪」，它們代表了傳統、代表了不進步，同時深深烙印了民族退化的痕跡。但從

下面這篇文章可以看到，新知識分子將歌仔戲與舊劇戲曲相比，雖可見這兩種

戲曲取材與語言與舊戲的不同，但其下層社會的身分、非啟蒙知識的滋養，仍

然是其非禁不可的弊病。 

我們不必從藝術上來批評台灣劇、只用一般的社會常識、來批評向來台

灣的劇界、也是難免無抱不滿足和要改革的感想。向來的台灣劇不但是

取材的不合時勢、就是一切的表演已經是失去劇的本來的面目、成做一

種的機械的動作。在舞台上的表演和所說的科白、不但是觀眾不得意會、

就是表演者也是不懂的、怎得誘起觀眾的快樂和感憤呢？在這一點已經

是失去劇的全價值了。又兼台灣劇的演員盡是低級的下流社會的人居

多、所以在演員的人格上更是沒卻了價值的。於是乎、近來新劇的發生

的聲浪高漲了。一般對文化運動熱心的青年、要利用演劇來改革社會的

惡弊提高文化、就創始了文化劇了、這在創始的中間雖未周至、但是博

了很好的信用得了很多的結果了。 

現在又再發生一種歌仔戲、這個和舊劇比較起來、所取的材料雖是昔時

的故事、但多是如孟姜女、三伯英台、陳三五娘等的與民眾的傳說最有

關係的有趣味的材料、又且所說的科白也是用台灣白話、不像舊戲說那

種不明不白的、對這兩點說來卻是勝於舊戲。但是歌仔戲的發生是出自

下流社會、所以其中的缺陷和弊害很多、現在四處要禁的聲浪很高了。42 

對新知識分子而言，這種未經啟蒙的大眾，就如同烏合之眾一般，不但不

具有凝聚國家民族的功用，反而有害於民族現代的發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

                                                 
42 《台灣民報》第 139 號，1927 年 1 月 9 日，頁 4-5。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

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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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6 月由蔣渭水、蔡培火、謝春木等領導成立的台灣民眾黨，直接將「反

對歌仔戲」列為黨綱之一43。 

二○年代開始，在日本與台灣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開始主動集會結

社，在政治方面透過請願運動，希望增加本島人的參政權利；在社會方面，則

透過許多演講活動，啟發民智。而演講會，也多次以反對歌仔戲為主題。如 1929

年在竹南的一次演講會中，對歌仔戲的傷風敗俗大加撻伐。 

地方通信•竹南•開講演會排斥歌仔戲台灣民眾黨竹南支部、這回鑑及

在該地繼續開演中的歌仔戲、頗有傷風敗俗之嫌、故此該支部於去三日

午後八時起、在中港媽祖宮內開排斥歌仔戲的講演會。首由翁啟楓君述

開會辭、次辯士陳九、陳萬濡、林江俊、蔡國查諸君、繼續當壇發揮雄

辯、聽眾十分感動、至十時頃在盛況裡閉會云。44 

新式知識分子多次認為殖民政府放縱歌仔戲的演出，是為了打壓具有現代

反抗殖民意識的文化劇與民族運動45，也認為殖民政府在演講會舉行時，故意

不取締歌仔戲，以便吸引人潮分散參加演講會的民眾46。報刊中亦可見文章多

所批評殖民政權對於歌仔戲的縱容，以下略舉幾則： 

無腔笛 ▲歌仔戲流毒。全島各處盛行反對。當局卻不曾嚴禁。真不可

解。或云當局之頭腦過新耶。抑臨監警官。不解台語耶。但此回新竹郡

關西庄牛欄河八○番地班主楊昂之新宜園。前月念四日。在中壢郡平鎮

驛前。開演藝題。「緞攬記」劇中猥褻醜態。不堪寓目。中壢郡當局。因

                                                 
43 而後在 1930 年，修改黨綱時改列為社會政策之一。台灣民眾黨為要求三權分立之立憲主

義政黨，黨綱中以社會主義作為指導，制衡資本主義，並反對特權階級。對於社會政策

的思考，則以啟蒙論述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點：確立社會生活之自由，實行男女平等，革

除社會陋習。如：1、反對人身買賣，廢止聘金制度。2、提倡婚姻自由，勵行一夫一妻

制度。3、普及女子教育，獎勵婦女職業。4、普及科學智識，撲滅迷信惡習。5、節約冠

婚冗費，廢止喪祭奢侈。6、獎勵體育，禁吸阿片。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香

出版社，2001 年）。 
44 《台灣民報》第 269 號，1929 年 7 月 14 日，第 6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

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45 邱坤良，《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 1895-1945》（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

部，1992 年），頁 209。 
46 同註 44，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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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班紊亂風紀。對興行主嚴重訓示。處以台灣違警例違反。拘留三日間。

新竹州警務部。亦鑑于台灣劇屢演風紀是紊亂之劇目故對各郡通牒嚴重

取締。可謂英斷。47 

是是非非 某派出所內保正會議時。對眾人聲明禁止演唱歌仔戲。今又

提倡。真出乎爾反乎爾也。（可笑）48 

另外有文人提出在國家辛苦的時期，如果在戲曲演出上大肆鋪張，則有危

國家財政，也是不愛國的表現。 

菊部警鐘尚不知財界反動。到處皆然。此時最悲慘者。莫如俄羅斯。繼

及普國。累及南洋一帶窮民。鵠形菜色。不堪寓目。台人應宜車鑒。節

儉有方。裕國為本。可為精神上之愛國。（關心者）49 

綜上所述，新舊兩種文人批判皆對歌仔戲與白字戲多所批判。舊文人的批

判出自於階級的角度，本來就對這種社會下層的演出沒有好感，再加上歌仔戲

內容涉及的愛情故事，風靡男女觀眾等等，更添增惡感。新式知識分子則將歌

仔戲視為現代的包袱，無助於國計民生，甚至對於由歌仔戲、白字戲所引起的

群眾性有所反感，認為這是殖民政府有意地培養本島人反民族的態度。 

舊文人普遍來說對「群眾」概念的忽視，基本上認為戲曲低俗有害風化、

毫無價值。但對積極想要掌握「群眾」的新知識分子而言，戲曲雖然代表反智，

卻也代表了集體性概念的出現。他們常常認為透過改良戲曲，戲曲就可以轉身

成為啟蒙的利器。下面兩則可以看出新知識分子對戲曲的期待： 

                                                 
47 《台灣日日新報》第 10055 號，1928 年 4 月 20 日，第 6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48 《台灣日日新報》第 10262 號，1928 年 11 月 14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49 《台南新報》第 7540 號，1923 年 2 月 25 日，第 5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

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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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來。歌仔戲白字戲盛行於島內。嘻笑怒罵盡成文章。調韻聲音應絃

合拍■識者謂是新文學之進化其然豈其然歟。世之改革文學者。如善鼓

吹之。豈非別開生面之新文學。奚■舍近圖遠。拾人糟粕哉。50 

統觀台灣的演劇界、如前所述舊劇已經是時代錯誤、陳腐不堪了、新興

的文化劇雖是良好、但是過些高級、近於有識方面的趣興、一切的科白

也是很深、一般的民眾是不易理解的、雖是一種的文化劇還要使再通俗

化才行。希望對藝術方面有識有趣的人士獻身出來改革指導、由台灣取

材、劇本科白全部要以台灣為本位、那末就更得一番進步了。 

現在所謂文化劇似乎重在說話、至於歌唱音樂還是輕看的、總是歌劇在

一般的民眾的感興是更深刻的、我們還是希望有志的人們獻身的去研究

組織、將現在的世評淫蕩猥褻的歌劇改革起來、能夠創造像在西洋和日

本那樣的文明歌劇、來改除向來的舊戲、使台灣的演藝界進步、那末對

台灣文化向上貢獻也就算不少了。51 

在殖民現代性論述下，殖民地知識分子對於打造群眾成為現代主體的認

識，無法允許戲曲這種不屬於現代性作為人民的集體表現。也因此，戲曲成為

新知識分子眼中「無法現代」的群眾；這種對戲曲的排斥正好與舊知識分子嘲

諷「白話／現代」低俗群眾的表現合流。透過戲曲在新舊知識分子的眼光之下，

本文想要看出戲曲如何在殖民現代性的啟蒙論述中，成為新舊兩種知識分子的

眾矢之的。雖然有些新知識分子有思考戲曲作為改良的機會，在他們的認知中，

戲曲在已被納為傳統的範疇之後，無論如何無法成為打造現代群眾的媒介。文

化劇、新劇、現代劇場的本質完全替換，才是真正的啟蒙之道。換句話說，殖

民地知識分子一心想要打造群眾成為現代的群眾，嚴格而言，在殖民現代性的

論述與期待之下，與殖民政府對於現代的想像跟目光並無二致52。 

                                                 
50 《台南新報》第 8377 號，1925 年 6 月 11 日，第 5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

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51 《台灣民報》第 139 號，1927 年 1 月 9 日，頁 4-5。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

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52 本研究中大多援引 1920 年代報刊雜誌的資料，討論其如何再現知識分子對於歌仔戲、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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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字戲與歌仔戲 

相較於殖民政府與知識分子對於白字戲與歌仔戲的態度，我們可以怎樣思

考這兩種戲曲的出現和其觀眾所代表的意義？透過對於白字戲與歌仔戲的分

析，本文還想進一步釐清這兩種表演如何能夠提供戲曲的歷史化（historicization），

試著解釋戲曲從來就不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封閉美學系統；相反的，「戲曲」種種

看似相同的表演是本質上差異的表演，卻在國族主義知識學上被統束而理解為

相同的藝術。在本文的前半段已經交代這個由白字戲與歌仔戲觀眾所代表的集

體性，如何被殖民政權忽略，又被知識分子排斥。論文的後半段希望透過一種

超越殖民現代性的閱讀，理解正是在察覺這忽略與排斥的架構中、重探殖民現

代性之外，另一種有別於國家歷史、有別於殖民現代性想像的聲音。 

前一部份，我們看到了知識分子排斥這兩種表演與其觀眾所代表的群體性

現象。這種集體性現象說明了，一種有別於過去庶民（folk）的現代群眾正式

登場。這個集體性已經不只是知識分子的想像或理想，而是真實地出現在社會

之中了。 

劇場的現代群眾在台灣的出現與現代劇院的出現息息相關。對照中國現代

室內劇場的發展，劇場先從酒館到茶園，再到新式現代舞台空間的出現。台灣

卻沒有經歷酒館、茶園的時代，而一舉在殖民時期 1910 年代，開始建設了新式

劇院53。在新式劇院建立之前，台灣的劇場活動多以戶外的野台演出為主，偶

有上層階級在家請戲演出。而戶外的野台活動主要集中在迎神賽會的儀式演

                                                                                                                                 
字戲等新興戲曲的態度。在目前可以掌握的文獻資料中，無論是新舊文人似乎都逃不出

對於新興戲曲的輕視態度：皆以烏合之眾、無法成事（成就現代性）的角度視之。雖偶

有同情與期許之意（如《台灣日日新報》第 9196 號，1925 年 12 月 13 日，第 4 版。），

但其背後所透露出的意識仍堅持「改良戲曲」之必要，以利用其群眾性改造人民。換句

話說，在當時，兩種現代性立場看似迥異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受限於階級因素的舊文人，

或是受限於傳統必須捨棄或改良的新文人，對於這種無法掌握的新興戲曲態度，竟呈現

出相當一致的意見：亦即，新興戲曲無論如何不該、也不能以既有面貌現身。本文以「知

識分子」泛稱交代這種態度，為此觀察下的權宜之策；個別的文人或有些許態度上的差

異，猶待往後更多的研究分析。而三○年代以後的知識分子對於歌仔戲的態度亦有些許

改變，這個部份期待以後能另文處理。 
53 在台北有 1909 年落成的淡水戲館後來改名為新舞台、1919 年落成艋舺茶園、1924 年落

成的永樂座等等，其他城市也約莫在同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新式劇場。參見徐亞湘，〈試論

台灣早期商業劇場─以日治時期台北市淡水戲館（新舞台）、艋舺戲園及永樂座為例〉

《民俗曲藝》，146 期（2004 年）：頁 5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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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雖然戲劇演出也作為婚喪喜慶的需求或是司法懲處的手段54，但基本而言，

戲劇演出仍然是功能性的，戲劇本身並未獨立而成為活動行為的本身。一直要

到殖民時期，室內劇場才正式出現，而室內劇場出現十多年間，白字戲與歌仔

戲就從無到有，並在二○年代佔據了劇院的重要演出。 

有學者認為白字戲是由泉州發音的南管戲，在台灣經過在地化之後，成為

一種比較接近漳州閩南語的表演。尤其在說白的部分，已經完全口語化、地方

化55。歌仔戲則是一種表演中含夾大量民歌的表演方式，其中說白語言的使用

也採用台灣當地的漳州（或是漳泉混和）閩南語56。這兩種劇種最大的共同特

色是白字化，也就是在語言使用上，取代了以往戲曲演出的官話或是泉州南管，

而皆改用了大多數當時本島居民使用的語言57。這種白字化造成了劇場觀眾的

大量出現，同時讓商業大眾劇場第一次出現在台灣戲劇歷史上。 

所謂的白字化，從字面上看似為文字的變化，但事實上卻是一種聲音語言

的轉變。有別於知識分子透過白話文希望打造一個理想的共同體現代人民，白

字化形成於殖民時期的戲曲觀眾之中，一種強調與觀眾直接以本地語言溝通的

表演方式。白字化，這一個看似理所當然符合更多觀眾期待的戲劇語言使用現

象58，卻透露出了社會性與戲劇性的重要訊息，也大規模地改變了原有戲劇表

                                                 
54 張儷齡，〈臺灣現代劇場空間公共秩序之形成：人類肉體「文明化」的多重堆疊〉（新竹：

國立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頁 23-7。 
55 同註 32，頁 136。 
56 同註 32。頁 147-57。 
57 本島演劇可大分為真人戲（俗稱大戲）與人偶戲（俗稱布袋戲）二種，真人戲尚可再細

分如下。一、正音劇屬上海、福州邊境渡海來台之純支那劇，不興露天演出，必於劇場

有組織的上演。用語為北京話。二、四棚用於祭祀西琴王爺，曲調為西皮，使用弔鬼之

樂器。用語為轉訛之北京話。三、亂彈用於祭祀田都元帥，曲調為福祿，使用穀仔絃之

樂器。用語為轉訛之北京話。四、九甲用於祭祀相公爺，使用笛之樂器。用語為泉州語。

五、白字劇藝題與四棚、亂彈、九甲等無大差別，相異點僅在於採俗語演出。六、歌仔

戲以俗語演出，只是藝題鮮有正經者，幾乎皆以淫穢具挑逗性者為。《台灣藝術新報》第

9 號，1936 年 9 月 1 日，第 2 卷。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

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58 在目前戲劇史的論述常常毫無質疑地認為，歌仔戲因為使用了台語，而理所當然地成為

了最受歡迎的劇種。這樣的理所當然，顯然完全簡化並忽略了現代性下語言與戲劇性轉

變的問題。例如亂彈戲等非使用台語的演出，仍然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吸引了絕大多

數的台灣觀眾。邱坤良在一篇近期的文章中，已經提出這一個語言與戲劇之間的觀察。

請參見邱坤良，〈理念、假設與詮釋：台灣現代戲劇的日治篇〉，《戲劇學刊》第 13 期（2011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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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與觀眾的關係。從社會性而言，劇場從此脫離了儀式與廟會的演出限制，培

養出了一群相當具有主動性的劇場觀眾，也因此更擴大了劇場的影響力，觀劇

因而成為一個普遍的日常生活活動與消費。從戲劇性而言，之前觀眾對於官話

演出的接受，透露出戲劇演出語言與日常生活語言的不必然相同，卻不影響觀

眾對於演出的興趣59；接下來文章將聚焦於白字化表演的出現，如何提供思考

一種不屬於殖民政權的國家公民、不屬於知識分子期待的現代公民，而是一種

超越國家與殖民現代性的群眾集體性。 

（三）內台戲曲的出現：戲曲的儀式與酬神到商業演出 

戲曲表演長期以來與儀式祭祀幾乎離不開。傳統民間社會中，因祭祀的舉

辦，迎神賽會的戲劇表演一方面作為祭神之用，另一方面也成為庶民的娛樂。

這種在鄉里之間，以寺廟作為中心，隨著不同族群聚落而酬神的演出，以亂彈

戲最可作為代表60。亂彈戲的表演參與了社會大大小小的活動，舉凡神明誕辰、

廟宇慶典、還願、求平安、大小生命禮俗、村莊固定重大聚會、私人糾紛調解、

犯鄉規等之都有亂彈戲曲的參與。這一時期的演出內容，以歷史故事與傳說居

多，觀眾雖然在表演中得到享受，但演出的目的主要為神或是因應儀式祭典所

需。然而殖民時期開始，戲劇表演卻進入了另一個階段，跨海而來的京劇表演

與越來越興盛的歌仔戲與白字戲表演，隨著現代劇院的商業表演需求而出現。 

目前一般泛稱這些與當時以寫實主義（Realism61）作為手法的所謂「新劇」

或「現代劇場」不同的戲劇表演為「舊劇」或「傳統戲曲」。然而，這樣的劃分

很容易模糊了白字戲與歌仔戲在殖民時期出現的意義。事實上，根據殖民時期

報紙的記載，新興劇種的白字戲與歌仔戲已經被歸類為「現代劇」，而不同於以

往以亂彈戲為代表的「舊劇」。 

                                                 
59 這種表演語言與日常生活語言不必相同的戲劇性，一方面顯示了觀眾可能具有超越單一

語言的接受能力，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透露了戲劇性不全然在於對演出語言全然通曉，

表演的重要性可能在於其他，如儀式、敘事、想像、音樂等超越語言的範疇。 
60 同註 32，頁 93-5。 
61 這裡的寫實主義（Realism）當作以大寫開頭，表示接受「西方」寫實主義影響而誕生的

知識分子新劇與現代戲劇，並非只是單指描述上的寫實（realist）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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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劇是演歷史的（像日本劇的劍劇）重在於尚武殘忍怪奇性。 

二、舊劇的台詞、是重形式、給觀□不易了解的。 

三、歌仔□是根據在於現代的、（日本新劇西洋歌劇）靜的人活劇。 

四、歌仔□使用台詞歌曲、是普通台灣語、觀□很容易了解。62 

台灣之劇界變遷應時而趨向方今文明日進。一般人心娛樂。多驅時勢之

變遷。如我台劇界。多由京班。而趨於歌劇。現已由歌劇而進入活動寫

真。故我台現在不論何處。皆流行影片。然台灣人一般婦女。尤多趨中

國之活動寫真。蓋以其風俗韻事。其他等類。詳之熟矣而今台北市永樂

座常設之中國活動寫真。良玉公司。尤能應時代之要求。時輸入最新影

片。且附以台語之說明。便於了解。入場料亦廉。合於緊縮時代以故一

般娛樂者。趨之若鶩。反以新舞台京班。世人視為陳腐。兼之舊正以來。

霖兩作祟。新舞台猶偏於一隅。觀者不便。雖日夜開演。而座席稀稀。

其原因之最大者。乃充京班張德俊。勘破台灣人少能識戲之好呆親到上

海。以廉價僱出各班選餘之烏合班。或云景春班（諧音）無別腳色唱念

之足賞故入場者。皆不肯捲土重來。而更趨于永樂座活劇以為快云。63 

島人士趣味一斑（廿三）戲劇及勸善講古 往時台灣婦女。非解放的戲

劇則公開的。大戲、老戲、戲仔、採茶、傀儡。布袋戲等。無論為個人

酬神吉慶。公眾寺廟祭典。殆無一不公開焉。今人設為戲園。分特等。

及一二三等由是階級制度生焉。64 

這幾則 1930 年的評論跟報導點出了一些訊息：第一、殖民時期對於戲曲表

演的理解並非簡單的「舊劇／傳統戲曲」─「新劇／現代戲劇」二分論；而曾

有一度是「舊劇」（亂彈戲等）─「現代劇」（歌劇／歌仔戲）─「活動寫真」

                                                 
62 缺字為檢索文獻原樣，可推測為觀「眾」與歌仔「戲」。《台灣新民報》第 330 號，1930

年 9 月 13 日，第 11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63 《台南新報》第 10086 號，1930 年 2 月 19 日，第 6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

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64 《台灣日日新報》第 10898 號，1930 年 8 月 12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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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階段論；第二、收費的歌仔戲（活劇）取代公開的舊劇，受到觀眾喜

愛；第三、台語作為歌仔戲與舊戲演出的重要差別65。這些訊息都顯示了歌仔

戲已經發展出與傳統舊劇不同的風格與意義，並且暗示了台語的使用與這個新

觀眾、新演出的密切關係。這個新觀眾動輒成千上萬的欣賞歌仔戲演出，無論

城鄉。 

社會教化與歌仔戲 七星郡汐止街。去二十九日天長節祝日。學校演映

教育活寫。？邀請劉克明氏講演。此邊以社會教化思想善導為主旨。方

極力提倡。而他面則許可歌仔戲。于其近邊開演。淫聲披靡。紅男綠女。

環觀者二三千人。66 

二十三夜北署附近。演歌仔戲。觀者數千。一時男女混雜。鬥爭數處。67 

歌仔戲的商業演出，離開了以寺廟為中心的表演場地，巡迴演出於台灣各

地興建起的新式劇場空間。演出的目的也離開了以神作為奉獻的主軸，成為以

人作為主要的取悅對象。劇場裡的專重不再只是鄉里因為祭祀而得以順便觀賞

表演的固定班底，而是可以隨著劇團流動而跟隨欣賞的專業觀眾了。 

專業的觀眾更加刺激劇團的表演方法與劇情內容。本文初步以 1919 到 1926

年間，徐亞湘主編《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彙編檢索光碟》內白字戲之清

樂園、錦上花、新彩雲班、新竹同樂班與歌仔戲之丹桂社之演出劇目來看，稍

可辨識與考察的故事內容至少包含倫理苦情68、神怪奇情69、歷史傳奇70與俠義

                                                 
65 其中還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電影「辨士」講解。此時期的本島人所欣賞的中國寫真，

在放映前，大多經由辨士簡單交代劇情。觀眾並不依賴「完整翻譯」的演出，也沒有妨

礙欣賞。這個傳統，或許可以上溯至本島人欣賞亂彈戲與京劇時，並不依賴語言，也不

以語言作為唯一戲劇欣賞的要素。絕對的語言與翻譯在劇場中的形成，與後來話劇成為

主導劇場戲劇性的指標有相當大的關係。 
66 《台灣日日新報》第 10072 號，1928 年 5 月 7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67 《台灣日日新報》第 10247 號，1928 年 10 月 30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

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68 例如：〈石秀殺嫂〉、〈一門三孝安安積米奉親〉、〈劉鉛訓子〉、〈鄭元和〉、〈劉錫訓子連下

沉香打洞〉、〈鄭元和嫖李阿仙〉（乞丐大上鐵枝）、〈廿四孝一門三孝積米奉親〉、〈秦世美

不認前妻〉、〈薄情報〉、〈孝婦挨磨〉、〈邱君備斬子〉、〈五子哭墓〉、〈孝女救親〉、〈一女

配兩夫〉、〈雪梅訓子〉、〈買臣妻〉、〈鴛鴦塚〉、〈殺子報〉、〈朱買臣〉、〈八角水晶印〉、〈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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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71等四種類別。這些演出的共同特色是劇情緊湊與扣人心弦，劇團不斷推

出全本或連台本的演出吸引觀眾透過劇情對於角色的認同，而苦情、神怪、俠

義的風格則解釋了觀眾為表演而牽動。天馬行空的神怪創造、賺人熱淚的倫理

悲情、天理酬償的英雄俠義，無一符合殖民政權對於現代公民或是新知識分子

對於世界公民的期待，但這些劇目的價值與性情卻在這群觀眾中具體存在。對

於演出內容與人物的積極認同與強烈情感的這群觀眾，主動聚集在白字戲與歌

仔戲的劇場。這種認同與情感最好的例證，就是報紙新聞不時報導現實生活中

的觀眾因看戲，而深受影響，進而以告白、私奔等回應由劇場表演而生成的「能

（情）動力」。《台南新報》第 8062 號 1924 年 7 月 31 日第五版所載的報導，可

以幫助我們窺見一二。 

萬殊一本 七星郡士林庄。市場后樓仔頂。阿燕。生賣□青春女迷夢白

字戲小旦張水枝。月之二十二日。往新舞台觀劇取金贈與張。二十三日

再往台北某蔥頭家宅私情。聞該班欲南下。□使張逃走。如此飼金魚。

寄語父母宜訓。否必門前冷落矣。72 

劇場表演自此以後不再是為神，不再是為少數仕紳階級；白字戲與歌仔戲

的演出不為殖民政權而教化，也不為知識分子打造理想世界公民的啟蒙而安排。 

                                                                                                                                 
世美〉、〈三伯英台〉、〈訓商路〉等。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

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69 例如：〈四仙姑收水鴨精〉、〈劉漢卿買金魚〉、〈陰陽會〉、〈台南大奇案林投？〉、〈東界山

連白花山〉、〈收七怪〉、〈烏鴉哭狀〉、〈水蠍精〉、〈蟠蛇山〉、〈苗鳳英借屍回陽〉、〈福州

奇案冤魂報仇〉、〈天公報〉、〈廉節報〉、〈五娘跳古井連益春告狀〉、〈火燒百花台〉、〈周

倉收鯉魚精〉、〈魔之手〉、〈白鶴記〉等。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

（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70 例如：〈轅門斬子〉、〈劉世春救主〉、〈馬俊咬舌死〉、〈宋太祖登基〉、〈北海關〉、〈木桂英

招親連轅門斬子〉、〈正德君游山東〉、〈漢王選正宮〉、〈大舜耕田〉、〈平安南〉、〈曹操迫

宮〉、〈招君和審〉、〈狸貓換太子〉、〈血書牙痕記〉、〈寒江關〉（梨花招親）、〈孟麗君〉、〈乾

隆君遊江南〉、〈金印記〉、〈玉環記〉、〈淚崩長城〉、〈賣油郎〉、〈水蛙記〉、〈八美大破金

錢山〉等。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2004 年）。 
71 例如：〈八美圖〉、〈包公斬皇叔〉、〈包公斬吳贊〉、〈包公案八件衣〉、〈包公進香〉、〈孝義

□全〉、〈玉堂春〉、〈七□十三俠〉、〈忠孝節義傳〉、〈白虎堂〉、〈斬奸記〉、〈□巡按〉等。

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72 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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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眾：另一種群眾想像 

「我們日常所用的話、十分差不多占九分沒有相當的文字。那是因為我

們的話是土話、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是大多數占了不合理的話。所以

沒有文學的價值、已是無可疑的了。」73 

二○年代新文學的第一人張我軍在 1925 年刊載於台灣民報一篇名為〈新文

學運動的意義〉的投稿上，透過批評本島人所說的話為沒有文字的土話，強調

使用白話文學的重要，並主張以中國白話文為本島人書寫的基礎。這段話也間

接顯示了台灣當時多數人對於漢字的使用仍為陌生，口語占了絕大多數人的溝

通方式。 

細察關於歌仔戲與白字戲的記載，會發現「以白話演出，而無人不曉，因

而容易散播而影響觀眾」，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有相當大的憂慮與意義。 

歌仔戲改良則可 本島之歌仔戲。以台語為說白及歌唱。男婦老幼俱曉。

故觀者趨之如鶩。若刪去一切挑發淫興之劣劇。而易以忠孝節義。有益

世道人心者。實比之演支那劇。以支那語說白及歌唱不易者。較為有益。

近時之歌仔戲。與舊時之歌仔戲。間已多改良。如演大舞耕田及孟麗君

等劇。則皆優美之劇。亦不必盡訾之也。惟演戲之優伶。要保持品格。

知演劇旨趣。不可以此為淫媒。若如前此某婦盜鉛事件。接續發生無恐

人之指當。而當局之不許演也。速妥為改良。以振台灣戲之名譽。又為

班主者。最要監查優伶之品格。是望（有心人）74 

基隆近信•歌戲好況 島人娛樂機關之新聲館。自舊元旦以來開演歌仔

戲極博好評。婦女界尤趨之若鶩。蓋該劇唱念科白多以白話。無人不曉

                                                 
73 《台灣民報》第 67 號，1925 年 8 月 26 日。張光正，《張我軍全集》（台北：人間出版社，

2002），頁 54；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

中心，2004 年）。 
74 《台灣日日新報》第 9196 號，1925 年 12 月 13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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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然往觀者多中流以下。若中人以上。則寥寥無幾。人智之高低。于

此可見一斑。悲夫。75 

是是非非某街某座。某男女班合演之歌仔戲。每日鳴鑼宣傳玩其劇目。

非不忠孝廉節實則全用白話淫詞。以誘無知婦女。故每夜滿員。望當道

派精於是道者。調查而研究之。請為禁止。（一觀客）76 

白字劇、歌仔戲相當於內地的新派，用語採本島語，且藝題亦以現代的

事實為主題，因此一般民眾較易理解。但其他戲劇則全部以怪異的北京

官話演出，故演出的演員本身及大多數的觀賞者皆不解其真意。觀眾只

是在現場看熱鬧及演員喧鬧的動作，以此為娛。77 

對知識分子來說，因為歌仔戲與白字戲的白話與俚俗，所以觀眾吸收容易，

因此演員的品格與戲劇內容的傳遞便影響甚鉅。前面在討論知識分子如何排斥

歌仔戲之時，已經提到歌仔戲多被認為淫戲，煽動少男少女，影響社會善良風

氣。學者已經觀察到歌仔戲對知識分子來說的淫，認為是知識分子的偏見78。

但本文想要進一步思考為何知識分子對於自己欣賞藝妓時與淫邪無涉，但對於

歌仔戲的觀感就是淫穢。這個表演者與觀眾之間性別曖昧關係，一旦對照文人

雅士參與甚多的「藝妲戲」時，問題則恐怕並非歌仔戲與白字戲有多淫穢，而

是暴露出知識分子對於這種新興群眾根本的不信任。 

藝妲戲是由女性演員演出，演員必須兼具「聲、色、藝」。出色的容貌與才

藝常常成為與文人相交的重要條件，文人也以此為獲得雅士佳名的方式。主要

發展在商業都市，其觀眾主要是富商、高官、雅士等，殖民地官員也常參與其

中，文人往往流連忘返，樂此不疲79。也就是說，當上層階級的文人接觸欣賞

                                                 
75 《台南新報》第 8255 號，1925 年 2 月 9 日，第 5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

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76 《台灣日日新報》第 9485 號，1926 年 9 月 28 日，第 4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

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77 《台灣藝術新報》第 10 號，1936 年 10 月 1 日，第 2 版。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

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4 年）。 
78 同註 18，頁 19-34。 
79 同註 44，頁 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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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表演為主的藝妲戲時，任何戲劇的情感交流從來就不是問題；然一旦中

下層階級在歌仔戲或白字戲中，沾有任何關於情感交流的可能時，那表演就變

成了淫戲。舊知識分子對於歌仔戲中下層階級的觀眾本來就帶著階級的歧視，

「中流以下之人」、「無知婦女」等等，皆透露出對於這種新興群眾的智性與德

行能力的懷疑。 

也就是說，與其簡單描述為知識分子對於歌仔戲的偏見，或許我們可以進

一步認為是知識分子對於歌仔戲的白話傳播能力影響之大、對於這種無法自我

控制情感，也看似很難服從於倫理道德的群眾的恐懼之深，因此對於這種不能

掌控於傳統教化或現代文明之中的群眾只能以排斥與禁止對付。他們對於歌仔

戲與白字戲的態度正好暴露了這個論述。 

簡單說來，白字戲與歌仔戲的參與觀眾，本來就是知識分子恐懼而不信任

的新興「烏合之眾」，再加上知識分子對於白字戲與歌仔戲以本地話與觀眾直接

溝通毫無障礙，強化戲劇的感染效果之下，這個具有溝通能力的白字戲與歌仔

戲變成了代罪羔羊、千夫所指。 

在文章前段討論殖民地知識分子對於「無法凝聚」殖民地人民，培養被殖

民集體意識時，提到知識分子期望打造本島人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現代世界的

獨立公民。知識分子期待透過任何可以傳遞出去的管道宣傳，打造白話文學、

新劇場運動、改良戲曲等，形塑這一體兩面的「集體意識」與「個人啟蒙」。有

意思的是，當對照殖民地知識分子對於凝聚集體的呼求時，我們發現這種凝聚

集體只能在啟蒙現代性的規範下實踐。對新知識分子而言，白話文代表著主動

性、溝通的普遍性，也代表著晉升現代公民；但白字戲與歌仔戲中，具有凝聚

與溝通能力的白字戲與歌仔戲，卻不斷被質疑其煽動人心。然而，以超越殖民

現代性知識論的角度觀之，這個知識分子所懼怕的（以及後來在皇民化時期殖

民政權同樣懼怕的）煽動人心的表演傳播，卻是另一種政治能動的可能，是另

一種現代人民的塑造。這種以生命經驗揭露現代性國家暴力運作的「另一種群

眾」，本文稱之為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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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現代性的翻譯機制 

所謂的白話文，嚴格來說，是建立在對凝聚人民的必要性上而出現的。就

論述層次而言，所謂的「文言文」其實是由「白話文」所創造出來作為對立的

傳統語言想像。換句話說，正是因為唯有絕對的白話才能帶領人民通向全面的

現代，而文言是傳統與民族永遠的包袱，所以「白話」必須被推崇，文言必須

被排斥。新舊知識分子雖然對於文體的主張不同，然而對於透過一種共同的文

字打造人民的立場卻是日趨一致的。在帝國主義的威脅下，殖民地的知識分子

透過白話文創造了他們想像的共同體。從「文言」到「白話」，改變的不僅僅是

文體，而且是對於整個國家民族與人民想像的變化。白字戲與歌仔戲也參與在

知識分子這個重塑民族的想像之中。白字戲與歌仔戲受到知識分子的排斥，透

露出知識分子對於這群無法凝聚而打造成為共同體，進而踏入現代文明的擔

憂。這個隨著殖民現代性而來的擔憂，一種必須將文言／傳統轉化成白話／現

代的張力與焦慮，正是一種現代性「翻譯機制」（regime of translation80）的彰顯。 

這裡所指的「翻譯」，不全然是一般傳統對於翻譯的理解，屬於兩種文化或

語言之間的轉換。本文想透過翻譯這種「相同卻又相異」的概念，說明對知識

分子而言從文言到白話，甚至從戲曲到戲劇，這些必須「改良而進步」的呼籲，

就像是個翻譯的機制，不斷要求將傳統轉換成現代。 

對知識分子而言，白話文想要創造以溝通與凝聚為目標的共同體，代表了

唯一的一種現代性想像。但這種想像也同時共構了某些價值的原罪，例如戲曲

不寫實的表演方法。知識分子認為白話文是建立凝聚的唯一溝通管道，但從戲

曲表演的說白而言，其常常是文白夾雜、官腔土話混用。文白夾雜的說白卻從

來沒有妨礙與觀眾的溝通。換句話說，戲曲表演的說白很難說哪些是「文言」，

哪些又是「白話」，事實上也沒有區分文言與白話，因為白字戲與歌仔戲可以不

                                                 
80 這裡借用了酒井直樹對於翻譯理論的思考。酒井認為翻譯常常不只是作為表面「理性溝

通、誠實互換」的功能；相反的，翻譯機制的出現往往限制了並決定了翻譯與被翻譯的

政治與文化內涵。關於翻譯機制的討論，請參考 Naoki Sakai,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與
Naoki Sakai and Jon Solomon, Translation, Biopolitics, Colonial Difference, ed. Sakai Naoki 
and Solomon J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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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限制在這個翻譯機制的想像之中。也就是說，當我們跳脫殖民現代性的視野

重新思考白字戲與歌仔戲，可以發現這兩種以白字化為基礎的表演受到動輒成

千上萬觀眾的熱烈歡迎、可以發現「文白夾雜」同樣具有溝通與凝聚的能力。

透過這樣的對照分析，本文想指出的是，文言不代表傳統，白話也不等同現代；

事實上，是現代性的翻譯機制決定了什麼作為傳統、什麼又是現代。這種稱之

為「聚眾」的另一種人民概念，提供了重新思考所謂戲曲觀眾、人民、公民、

本島人、被殖民者等殖民同化時期之劇場與政治身分定義的機會。 

就知識學與美學定義下，「戲曲」的出現，本身就是建立在殖民主義下對於

被殖民者種族化表演活動和帝國主義下國家主體宣示的文化想像結果。長久以

來，戲曲在種族化與國家化的整體想像中，成為一個封閉的美學系統。這種以

種族作為前提的知識思考，先驗地排除了任何「非西方戲劇」的現代性。換句

話說，傳統與現代本來就是由殖民現代性的暴力所定義，在這樣的定義下，知

識的論述先驗於實踐本身。 

本文透過白字戲與歌仔戲的例子，試著在台灣劇場的脈絡下開啟對於殖民

現代性的批判與反省。所謂的「現代」不只是一種中性的歷史發展；在這個線

性歷史的想像之中，殖民現代性透過分類選擇、淘汰，也透過分類決定價值。

殖民現代性的本身，就是目前知識與美學分類的暴力基礎。在這個脈絡下，以

美學而言，形式已經決定了什麼作為現代，也決定了表演的文化身分。 

本文試著在論文中敘述「戲曲」的出現就是個「被傳統化」的過程。任何

使用程式與行當的表演、符合戲曲美學想像的演出，就直接被打入「傳統戲曲」

的範疇，因而失去了「歷史化」每一種不同戲曲表演的機會。在這種傳統與現

代共謀的定義下，不斷探詢傳統有多少現代的特質，不斷追問白字戲與歌仔戲

有多少使用「現代」的元素，並無助於打開這個共謀的範式，更無助於理解白

字戲與歌仔戲本身所承載的歷史意義。論文透過對白字戲與歌仔戲的考察，理

解在殖民現代性下非殖民政權、非傳統文人與非新知識分子的表演，既非傳統

亦非殖民現代性的現代。白字戲與歌仔戲的出現，正好證明了「傳統戲曲認識

論」的虛擬。所有的戲曲表演，並不等於「戲曲」，各種戲曲的表演也從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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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相反的，所謂戲曲的表演其實是在殖民現代性的翻譯機制下，被視為

「不必翻譯、無法翻譯」的文化本質，永遠不可能成為知識分子認可的「現代」。 

透過脫離殖民現代性的論述的思考，本文重新觀察劇場活動與民眾在當時

的生活實踐。殖民同化時期的民眾在劇場中實踐出一套無關乎「同化於文明」，

或「同化於民族」的一體兩面之現代經驗。透過白字戲與歌仔戲的出現，可以

發現這個不被知識分子看中的「白字」實踐，提供對於「人民」這個概念的思

考一個突破國家知識疆界的表現，呈現出「另一種人民」的形象。但這個「現

代經驗」卻是不斷在知識分子對於傳統的排斥與對於不受啟蒙控制的恐懼下實

踐。論文就知識分子對於底層人民的再現，配合對殖民現代性的批判，試著傾

聽「無法再現的底層人民的聲音」81。透過這個白字戲與歌仔戲的聚眾經驗，本

文想指出一種鑲嵌在世界史之中卻又無法被單一殖民現代性所理解的歷史敘述。 

本論文以公民、人民與群眾的集體性作為現代性的表徵，在現代國家、殖

民主義、殖民地知識分子和劇場，觀察「聚眾」如何作為成為一種思考與觀察

歷史的方式。論文分析了殖民政權之於本島人國家公民權的想像與實踐，開啟

了各種戲曲、民間活動如白字戲與歌仔戲活躍於 1920 年代的空間。殖民政權並

不急著管理與控制白字戲與歌仔戲，而相當程度採取放縱的態度，讓同受殖民

現代性壓力、又同時擁抱現代性的本島人新知識分子十分著急。新知識分子透

過大量書寫排斥作為「新戲曲／現代劇」的白字戲與歌仔戲及其觀眾，但白字

戲與歌仔戲卻持續地以集體形象介入社會。這種介入的方式，一方面顯示了新

知識分子對於大眾無法掌握的恐懼，另外一方面透露出的是對於現代無法控制

的威脅。對知識分子而言，一條必須導正為「同化於文明」的現代性道路必須

明確。論文想要指出的是，藉由戲曲觀眾作為思考現代群眾的切面，證明無論

是同化於殖民文明（智育），或是被殖民者的現代（白話文），都不能完全主導

歌仔戲與白字戲觀眾的走向。相反的，白字戲與歌仔戲的觀眾提供了思考同化

時期的人民與公民政治身分的另一個可能性。簡單說，以「同化於文明」所主

                                                 
81 關於底層人民（the subaltern）能不能發言的討論，請參閱 Spivak. G.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27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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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現代性，在戲曲劇場中，並非當時台灣人民對於現代想像的唯一選擇；反

之，透過劇場的實踐，以歌仔戲與白字戲為主的「聚集群眾」行為，開拓了一

條在殖民現代性與國族知識學上，長期被忽略的「另一種現代」。前文已經反覆

提及，所謂「現代性」的出現是一再透過翻譯機制而「生產」出來，這個生產

的過程，個體被要求作為具備啟蒙理性的世界公民，而世界公民的想像，往往

又透過民族身分完成。在現代性的定義中，理性主義與民族國家是成就現代主

體身分的最重要特質82。「危急存亡」的生命狀態不斷強化進步的必須性，而啟

蒙理性與民族身分則不斷形塑個人與群體的內涵。然而，由聚眾所觀察到的另

一種現代，卻顯示出啟蒙理性不足以解釋的限制，而殖民時期的聚眾對於各式

各樣劇場活動的參與，除了白字戲、歌仔戲之外，還有以非「母語」演出的京

劇與潮劇等，也顯示出了民族所打造的群體內涵不足以解釋這種現代。這裡所

謂非殖民性的現代，主要回應了在殖民現代性生成的過程中，以理性作為獨立

個體／公民這裡想強調的是一種非國家、殖民或是知識分子主導下的群體性。

這種從白字戲與歌仔戲演出中可以觀察到的現代群體性，既非我們所認知由國

家現代性下分配的現代公民，亦非傳統封建的庶民，更非西方現代性下以脫離

宗教而世俗化的現代定義。透過論述上的析釐，試圖挪出空間重新探討對於思

考現代性的其他可能，在台灣因殖民主義而進入全球（global and universal）「現

代」歷史譜系之時，想像殖民與現代之外（beyond the colonial and the modern）。 

在廿世紀初期殖民政權之下，白字戲與歌仔戲切入作為知識學上理解一種

現代群眾出現的觀點，對照了本島人知識分子對於單一主體的實現，被殖民者

對於凝聚民族性的呼籲。相較於殖民政權與知識分子思考群眾的方式；白字戲

與歌仔戲提供了另一種可以「想像（其他）現代集體性」的方式。這篇文章的

初步研究，透過劇場開啟對於人民之外其他群眾想像的可能，期待有助於我們

重新思索殖民現代性的知識、美學構成與其外。 

                                                 
82 現代性的幾個特質通常包含資本主義（capitalism）、工業化（industrializaiton）、世俗化

（secularization）、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本篇文章想要觀

察的是現代性在對於個體生成過程中的群體關係，對此，理性化與民族國家扮演了最核

心的價值。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2003), p.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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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研究受限於表演文獻與史料的難以掌握，在先天的研究條件上無法直

接「還原」劇場，在後天上，既存史料中對於傳統戲曲劇場先入為主的偏見往

往在批判分析上，造成了若干限制。在現階段本論文能力所及，本論文所完成

的初步工作毋寧更是論述（discursive）而知識的（epistemological），期待試圖

透過重新梳理「群眾」此一概念，透過否定的辯證（非殖民政權、非啟蒙知識

分子），間接騰出在啟蒙主義與民族主義論述下，無法現身的「另一種群眾」。 



14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參考書目 

一、專書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台北：明潭，1979 年）。 

林鶴宜，《台灣戲劇史》（台北縣：國立空中大學，2003 年）。 

邱坤良，《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 1895-1945》（台北：自立晚

報文化出版部，1992 年）。 

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戲曲史論現代化作用下的劇種與劇場》（台北：南天，

2006 年），頁 377、446。 

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2007 年）。 

荊子馨，《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文化，2006

年）。 

張光正，《張我軍全集》（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 年）。 

盛清沂、王詩琅、高樹藩，《台灣史》（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年）。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

（台北：麥田，2006 年）。 

黃大受，《台灣史綱》（台北：三民，1982 年）。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台北：五南，2002 年）。 

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1993

年）。 

黃富三、曹永和編《台灣史論叢》（台北：眾文出版社，1980 年）。 

薛化元，《台灣歷史》（台北：大中國，2000 年）。 

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香出版社，2001 年）。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NewYorlk: Verso, 2006). 



另一種群眾想像：現代性與殖民時期的劇場 149 

 

Chakrabarty, Dipesh.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Studies in Culture/Power/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2003).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Studies in Culture/Power/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Foucault, M, A. Sheridan trans,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 1977). 

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J.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Leo T. S. Ching,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P, 

2001).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 1977). 

Naoki Sakai and Jon Solomon, Translation, Biopolitics, Colonial Difference, ed. 

Sakai Naoki and Solomon J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Naoki Sakai,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Rebecca E.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Sakai, Naokiand SolomonJon eds, Translation, Biopolitics, Colonial Differe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P,2006). 



15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Sakai,Naoki,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二、論文 

（一）專書論文 

Spivak. G.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271-313. 

（二）期刊論文 

蔡錦堂，〈日治台時期所謂同化主義的再檢討─以內地延長主義為中心〉，《台

灣史蹟》36 期（2000 年），頁 242-250。 

徐亞湘，〈試論台灣早期商業劇場─以日治時期台北市淡水戲館（新舞台）、

艋舺戲園及永樂座為例〉《民俗曲藝》146 期（2004 年），頁 51-111。 

邱坤良，〈理念、假設與詮釋：台灣現代戲劇的日治篇〉《戲劇學刊》13 期（2011

年）。 

周慧玲，〈「國劇」、「國家主義」與文化政策〉，《當代》107 期（1995 年）。 

Buden, Boris; Nowotny, Stefan; Simon, Sherry; Bery, Ashok; Cronin, Michael. 

"Cultural Trans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and Responses." 

Translation Studies 2, no. 2 (2009). 

Naoki Sakai, "Theory and Asian Humanity: On the Question of Humanitas and 

Anthropos," Postcolonial Studies 13, no. 4 (2010). 

Sakai,N. "Theory and Asian Humanity: On the Question of Humanitas and 

Anthropos." Postcolonial Studies 13, no. 4 (2010), pp.441-464. 

Shu-mei Shih, "Theory, Asia and the Sinophone," Postcolonial Studies 13, no. 4 

(2010) 



另一種群眾想像：現代性與殖民時期的劇場 151 

 

（三）學位論文 

張儷齡，〈臺灣現代劇場空間公共秩序之形成：人類肉體「文明化」的多重堆疊〉

（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三、報紙文章 

連溫卿，〈怎樣是世界主義〉，《台灣民報》，1926 年 10 月 24 日。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台灣民報》，1925 年 8 月 26 日。 

四、資料庫 

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2004 年）。 



15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二期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JC200103)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5b5370523754c18cea005d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pages
     Trim: fix size 7.480 x 10.236 inches / 190.0 x 260.0 mm
     Shift: none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130619214400
       737.0079
       190*260
       Blank
       538.5827
          

     Tall
     1
     0
     No
     694
     260
    
     None
     Up
     0.0000
     0.0000
            
                
         Both
         AllDoc
              

       CurrentAVDoc
          

     Uniform
     0.0000
     Top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1
     218
     217
     218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