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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歷來中國戲曲人才的培育，不外乎是經由宮廷教習、私人傳藝、家族世襲、
科班訓練等途徑，且隨著時代的演進，也陸續有專業戲曲院校的產生，肩負起了
培育藝術人才與推動藝術教育的使命。京劇藝術教育基本上仍然沿襲了傳統戲曲
的教育方式，以「投師學藝」或「以班帶班」的形式為主；而民初「科班」的成
立，使京劇藝術教育更走向專門化與正規化；同時也有一些以私人興學方式所成
立的戲劇學校，對於京劇人才的培育也極有建樹；其後京劇藝術則被吸納於正式
的教育體制中，由政府來出資經營管理，以中等學校教育為主體，成為傳承京劇
藝術教育的主力。

    現今在學校體制中的京劇藝術教育，多半是以表演藝術人才的養成為重心，
經由坐科的學習鍛鍊，來奠定扎實的基礎工底；而也有些學校則延續基礎教育，
提供各種進修深造的課程，並拓展到其他相關專業領域的人才培育。由於京劇教
育本身肩負著多重的教育屬性，因此在課程的規劃設計上，必須涵蓋普通學科與
術科訓練，基礎幼功的學習與專門學識的進修，人文思想的涵養與舞台藝術的實
踐等不同層面。因此必須在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的發展下，兼顧心理與生理的面
向而因材施教；且需建立「一貫性」的課程規劃與學程體制，才能提供更多元化
且更深入的藝術教育，讓學生根據自己的資質與性向，選擇合適的課程進行研
修，以便能全方位的培養京劇藝術各專業領域的人才。

    此外，民間也有各種社會京劇藝術教育的推行，如院校社團的組織，票房曲
會的設置，聯誼活動的舉辦，研習課程的企劃，電視京劇的播錄，示範講座的製
作，以及各種巡迴推廣演出等，都培養出不少愛好京劇的人口，這對於京劇藝術
的普及與認知，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性。近年來兩岸文化交流頻繁，因此也開啟
了許多合作對話的空間，或邀請彼岸的師資來台教學授課，或前往大陸去拜師學
藝，或者舉辦兩岸劇校學生的舞台聯演，以及籌劃各類競賽來相互觀摩競技等，
這提供了兩岸京劇藝術教育更多刺激成長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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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由與目的

    隨著時空的急遽變遷，社會結構的轉型易位，大眾傳媒的多元發展，速食文
化的價值取向等，傳統戲曲在現今不僅面臨著時代的考驗，更由於專業藝術人才
的缺乏，而產生許多本質上的問題。歷來中國戲曲人才的培育，不外乎是經由宮
廷教習、私人傳藝、家族世襲、科班訓練等途徑，並且隨著時代的演進，也陸續
有專業戲曲院校的產生，肩負起了培育藝術人才與推動藝術教育的使命。

    京劇藝術教育基本上仍然沿襲了傳統戲曲的教育方式，以「投師學藝」或「以
班帶班」的形式為主；而民初「科班」的成立，使京劇教育更走向專門化與正規
化；其後則有一些以私人興學方式成立的戲劇學校，也培育了不少藝術人才；至
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北平「中華戲曲專科學校」等設立，京劇藝術教育正式
被吸納於教育體制之中；政府遷台後，有由私人創辦後改為政府經營的「復興劇
校」，有原隸屬於軍中劇團後歸併為「國光藝校」的三軍劇校，以及文化大學戲
劇系國劇組等，都是台灣傳承京劇藝術教育的主力。

    近幾年來劇校校園事件頻傳，引發了各界對於傳統戲曲教育的關注；而隨著
「藝術教育法」的立法制定，也促使我們更進一步地去深思傳統戲曲藝術教育如
何兼顧協調心理與生理、學科與術科等課程，並擬訂具有整體性、前瞻性、系統
性、進階性的教育學程體制；尤其在八八年國光劇校與復興劇校合併為「國立台
灣戲曲專科學校」之際，若能藉由對傳統京劇藝術教育進行研究回顧，必能對當
前台灣京劇藝術教育的規劃，提供歷史經驗與思考法則的諮詢信息，進而也能作
為統籌其它傳統戲曲劇種藝術教育的借鑒參考。

二、研究結果與討論

    戲曲藝術的繁衍發展，離不開藝術教育的研習與培訓。歷來中國戲曲人才的
培育，如唐宋時有宮廷教坊的歌舞教習；金元時有著名藝人如朱帘秀等演員的私
人傳藝；明清之際有官賈文人組織家班訓練才藝，民間班社以藝學家傳或手把徒
弟的方式培養人才；而後更發展出科班教學與專業院校的設立等，都是培育藝術
人才與推動藝術教育推動的主要途徑。傳統京劇藝術教育基本上仍然沿襲了傳統
戲曲的教育方式，以「投師學藝」或「以班帶班」的形式為主；而民初「科班」
的成立，使京劇教育更走向專門化與正規化；其後則有一些以私人興學方式成立
的戲劇學校，也培育了不少藝術人才；至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北平「中華戲
曲專科學校」等設立，京劇藝術教育正式被吸納於教育體制之中。

    政府遷台後，有由私人出資創辦，然後改由政府經營的「復興劇藝學校」；
有原隸屬於軍中劇團的「小班」，而後改制為三軍劇校，又再歸併組成的「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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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藝學校」；以及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國劇科、文化大學戲劇系國劇組等教育科系，
都是台灣傳承京劇藝術教育的主力。而八八年國光藝校與復興劇校合併為「國立
戲曲專科學校」，則使得台灣的京劇藝術教育，邁向十年一貫制的教育體制。
至於目前大陸的傳統京劇藝術教育，以中等戲曲教育為主體，如中國戲曲學校附
屬中等戲曲學校，北京市戲曲藝術學校、天津藝術學校、上海市戲曲學校以及各
省市的藝術學校等，都是培育京劇藝術人才的重要搖籃。而中國戲曲學院
的設置，不僅將京劇表演人才提升到大專院校的層級，也擴及到導演、文學、音
樂、舞台美術等相關專業人才的培育。自八五始更設置了「中國京劇優秀青年演
員研究班」，以培養跨世紀的京劇表演藝術人才為宗旨，透過「劇目教學及排演」、
「戲曲表演體系研修」、「文化藝術理論」三大序列課程的講授，來豐富提升年輕
京劇演員的表演藝術。

    而民間各種社會京劇藝術教育的推廣，如院校社團的組織，票房曲會的設
置，聯誼活動的舉辦，研習課程的企劃，電視京劇的播錄，示範講座的製作，以
及各種巡迴推廣演出等，都培養出不少愛好京劇的人口，這對於京劇藝術的普及
與人才的培育，都發揮了一定的成效與相當的影響性。八三年起大陸籌辦大型的
「中國京劇票友藝術節」，陸續在福建、瀋陽、安徽等地舉行，參與的成員涵括
了全國各省市的票友社團，透過彩唱清唱與觀摩演出等活動來振興京劇藝術。目
前台灣的票友組織如「台北市寧波同鄉會國劇團」、「興華國劇社」、「
寒梅國劇團」與「博愛國劇團」等，都舉辦有研習教學與舞台演出等活動；而西
門町「正義國劇茶座」的經營，更是許多京劇藝術的業餘愛好者，聯誼吊嗓的聚
會場合。而海外如新加坡的「天韻京劇社」、澳洲雪梨的「僑聲國劇社」、日本的
「京劇研究會」、加拿大的「多倫多國劇社」等，也都培養了為數不少的京劇同
好。

    大體來說，傳統京劇藝術教育以培養表演人才為首要任務，雖然有部份工藝
製作與容妝箱管的課程，但是就京劇藝術的整體製作而言，包括編劇、導演、燈
光、舞台設計等專業藝術領域的人才，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如何在現有的教
育體制中，涵蓋相關領域的專業科系與藝術課程，並延聘合適的師資來進行教
授，這或許是應該再思考規劃的。當今台灣的京劇藝校教育面臨著招生的困境，
由於社會價值觀以及畢業出路等考量，以致於家長們並不願意孩童走入京劇的行
列，而學生們的成就動機也不強，因此並不十分投入於課程的鑽研，畢業後也未
能固守崗位。至於學程規劃各校的情況不同，就學的時間長度也不同；而入學的
年齡層也有所差異，由於大陸挖掘出許多具有潛力的年輕苗子，因此提前入校學
習的。通常大部分的劇校都是採住校制，因為課程安排從早到晚，而專業課與文
化課的比重也有所不同，強調「以戲帶工、以功促戲」的劇目教學方式，多半會
安排有實習的課程，以爭取舞台實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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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檢討評估

本計畫在執行期間，首先運用文獻查索的方式，蒐集彙整歷史文獻資料，
與已經出版的研究論述等書籍刊物，以知悉相關的研究成果；並且透過實地訪查
的方式，對於台灣、大陸等相關京劇藝術教育的院校與組織，透過參觀訪問的行
程，收錄了各機構歷史沿革與課程綱要等資料；然後又蒐集了各種書面文字與視
聽影像教材，以窺見京劇藝術教育在學科與術科課程內容的規劃與設計；並配合
對部份的行政主管、教師、學生與京劇藝術專業人才等進行訪談，了解到不同階
層，對於傳統與現今京劇藝術教育的看法，以及其切身的經驗法則。

    透過以上的研究方法，的確讓我們對傳統京劇藝術教育的發展歷程，有了全
面性的關照。對於傳統京劇藝術教育的沿革發展、傳統京劇藝術教育院校的設
置、傳統京劇藝術教育的課程規劃、傳統京劇藝術教育的目標、傳統京劇藝術教
育的學制等問題，有了更全面且深入的認知與探究，也提供了未來後續研究的空
間；而從歷史的發展規律中也可擷取經驗法則，作為規劃台灣京劇藝術教育的參
考借鑒，以及其他戲曲劇種藝術教育的諮詢；再者台灣與大陸地區的京劇藝術教
育院校或機構，更可以透過交流聯誼的方式，共同尋思探索京劇藝術教育的目標
與學程，並研擬製作各領域專業的課程教材。

    由於劇校多半採取住校制，遠離了家庭生活與社會生活，因此如何讓學童在
身心的學習成長上，能夠均衡發展而不偏頗，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同時各
種運動傷害以及發聲變嗓等問題，也是必須統合其他學科再投入研究的；至於如
何在基礎教育訓練告一段落時，選取合適的人才進行專業專工的分科，這也是必
須再細密規劃的；至於在教材的整理編撰方面，雖然「口傳心授」仍然是訓練基
本功底的教學方式，但是如果能透過有系統的文字書面資料，以及利用現代化的
電化教學器材，來錄製相關的視聽教學輔助帶，相信定能夠提供給學生更多元的
學習管道。

    本計畫的研究成果，讓我們了解到台海兩岸在京劇藝術教育上，有關學程規
劃與課程設計上的差異，也體會到兩岸由於社會環境與人文背景的差異，因此產
生了不同的學習成果。然而由於大陸地區幅員廣闊，因此未能一一走訪相關的藝
術院校，故只能就最主要的藝術重鎮進行訪問研究；同時各院校的書面文字與視
聽影音教材，由於許多學校都是授課教師自行編撰，並未正式出版發行故不易取
得；而預定採訪的相關人士，有些可能有所保留或遺忘，故在資料的可信度上難
免有疏漏訛誤之處。而有關票房或研習活動等社會教育的部份，因為票房的組織
實在相當眾多，因此無法進行全面的查訪，尤其在大陸地區；而各種研習活動由
於未有完整的檔案記錄，是以也無法有確實的時地物可以參考，這都有待後續研
究時再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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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與中國文化  徐城北  人民出版社  1999.1第一版

五、附件— 京劇藝術教育出國訪問報告

「傳統京劇藝術教育研究」出國訪問報告
國科會專題計畫 NSC 88-2411-H-004-007

蔡欣欣

r說明︰
    傳統京劇藝術教育的方式，歷來幾經變革，隨著民國的建立，京劇藝術教育
的重心逐漸轉向學校。因此本次擬訪問中國大陸上，主要培養京劇人才的幾所學
校︰在中等教育（中專）部份的有：「中國戲曲學院附屬中等戲曲學校」、
「北京市戲曲藝術學校」、「天津藝術學校」、「江蘇省戲劇學校」、「上海市戲曲學
校」；大學部份有「中國戲曲學院」；另有學制外的編劇、導演培訓班，如「
中國藝術研究院」、「上海市戲劇學院」都曾經辦理過，是以也列為訪談對象。

  訪問內容的重點主要為︰招生方面、教學方面、未來出路三部分。

日 期 工  作  紀  要
88.1.13 r今日啟程赴北京，並連絡安排訪問事宜。
88.1.14 r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吳毓華、王安葵，討論藝術研究院辦理

戲曲編導人才培養的經驗。
r拜訪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薛若鄰

88.1.15 r訪問「中國戲曲學院附屬中等戲曲學校」，向校長周育德請教戲校教
學的相關狀況、招生情形、未來出路。並觀賞學生實習演出，了解學生
的成果；雖然舞台表現不夠成熟，但每個學生都認真演出。
r到「梨園書店」購買研究所需的戲曲圖書及影音設備。
r拜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衛民老師，了解北京的京劇演出及
發展情形。
r觀賞「南京市越劇團」青年演員陶琪專場演出。

88.1.16 r到「北京圖書大廈」、「三聯書店」購買研究所需的圖書及影音設備。
88.1.17 r向北京影視學院周華斌主任請教電視京劇製作的現況。

r到「中國書店」、「古籍書店」購買研究所需的圖書及影音設備。
88.1.18 r訪問「北京市戲曲藝術學校」校長孫毓敏女士，請教學校教學特色，

該校對培養京劇人才「從小抓起」有一套方法。
r訪問「中國戲曲學院」，向戲曲文學系邵主任請教，了解該系如何借
鑑設計課程，及已實踐的教學大綱、上課方式，供未來培養人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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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拜訪中國戲劇協會副主席曲六乙老師。
88.1.19 r訪問「中國戲曲學院」，向舞台美術系張連主任、導演系馬玉請教課

程內容、學生學習狀況、學生的來源與出路。
r訪問「中國戲曲學院附屬中等戲曲學校」校長張玉娟，訪談課程內容、
學生學習狀況、學生的來與源出路等問題。並觀賞學生實習演出。
r啟程赴天津。

88.1.20 r拜訪「天津藝術學校」校長孫亭福先生，天津京劇界一向出人才，請
教該校市如何培養人才的。該校最有特色的是「一條龍」的培養方式--
從國小起，讀完中專再留校加強三年，是相當扎實的訓練過程。並觀賞
學生的實習演出。
r參觀天津戲曲博物館，原為廣東會館，保存了當時演出的古戲台，極
具特色。
r啟程回北經再轉赴南京。

88.1.21 r拜訪江蘇省藝術研究院胡忌、于質彬老師，請教有關京劇藝術的研究
主題。

88.1.22 r訪問「江蘇省戲劇學校」京劇科程雙椿主任，請教教學狀況，該校在
招生時注重條件好、氣質好的學生，至於原來有無功底並不重要。

88.1.23 r啟程赴上海。
r到「上海書城」購買研究所需的圖書及影音設備。

88.1.24 r到「上海書城」購買研究所需的圖書及影音設備。
r觀賞「上海市戲曲學校」學生在逸夫舞台的演出，整體水準相當不錯。

88.1.25 r訪問「上海戲劇學院」榮院長與舞美系胡妙勝教授，請教辦理戲曲編
導人才的經驗與相關問題。
r到「上海市圖書館」檢索相關研究資料。

88.1.26 r訪問「上海市戲曲學校」京劇科田恩榮科長，將就學狀況做進一步了
解，並請教在放長假時如何督促學生練功、男孩在碰到倒嗓問題時該如
何克服。

88.1.27 r訪問編劇羅懷臻先生，請教編劇人才培養的問題。
r啟程返台北。

r心得︰

大體說來京劇在中國大陸還是受到重視的，因此在學員的招生情況與出路方
面，基本上都不成問題；同時由於畢業後，生活待遇與社會地位都不錯，是以學
生有成就動機，家長也願意配合，這使得在招生生員方面有更多的人才可以擢
拔。招生的人數，每班以一個團來設想，因行當齊全可以排更多的戲，學生能學
得更全面，也方便實習演出。學生畢業後，盡量讓原來一班的學生集中在一個團
內不要打散，如此整體發展的力量會更雄厚。

在辦學方面，戲校的校長多是戲曲專業出身，本身就具有專業的戲曲造詣，
有的還是國家一級演員，因此「專業辦學」很能掌握學校實際的教學狀況。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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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辦學也有很多理念與想法，都盡力爭取資源來付諸實行。遇到具有潛力的學
生，克服各種情況而加以吸收，甚或安排學生家長就近工作，以便照料學生起居。
各校校長也常藉機聯誼，並舉辦各校聯合劇藝競賽，互相觀摩彼此成長。

在教學方面，通常是以專業科目為重，當然還配合學制修研文化課程。有的
學校採取住校制，有的學校可以走讀，學生從早上開始練早功，一直到晚上自習
就寢。學校很重視實習演出，從舞台實踐上磨練經驗，並且聘請了各行當的優秀
名伶前來指導教學。關於男生面臨變聲期的問題，通常是讓學生多練武功，分散
對嗓子的注意力，並加以輔導減少心理壓力。目前學校課程較集中於表演人才的
培養，編導方面的課程較少。而對表演人才而言，最重要的仍是舞台經驗，因此
會鼓勵學生在舞台上磨練一段時間後，再回學校加強理論訓練，這樣對未來的發
展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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