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代戲劇》
講座
馬森敎授
大家對台灣戲劇可能比較陌生，注意力多半在「五四」以後大陸的戲劇發展。其實’台灣當代戲劇
也有它的特色。下面分幾個階段來談。第一部分：台灣的新劇受一些甚麼影響，怎麼來的？主要講日本
殖民地時代；第二部分：光復以後的台灣新劇；第三部分：西方當代劇場的影響；最後講台灣的當代戲
劇。
行，但主要是在上海。

首先談早期的，也就是日本

1920年，上海有個文明戲班

時代的新劇。

子，叫「民興社」。它曾經到台

台灣新劇跟中國大陸現代戲

灣演出，大受歡迎。當時台灣還

劇的發展，有許多類似的地方，

沒有正式的戲班子。民興社從上

也有不太一樣的地方。最重要的

海到台灣演出’用的是普通話，

類似地方，我們知道，中國現代

也就是以北京話爲標準的舞台語

戲劇跟日本有很密切的關係。

言，所謂的「國語」。台灣當時

中國最早的劇社「春柳

是日本殖民地’只有日語和台

社」， 1 906年在日本演出《茶花

語，當然還有客家話和山地話，

女》，第二年又演出美國小說改
馬森敎授講述台灣當代戲劇

編的〈(黑奴籲天錄》，後來又回到
上海’也演過許多次。這對中國
現代戲劇的發生，起了示範的作
用。
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受

日本的影響很大。曰本明治維
新以後，現代化起步比中國早一
些，成功一些。而中國在一百多
年中旳現代化過程，一直考慮這
個問題：我們是要學還是不要學
西方呢？那時候一直是處在猶猶
豫豫的考慮階段。現在當然是大
勢所趨，非學不可。
當時是淸末民初，許多中國
留學生想學西方’不是到西方，
而是到日本。以致使中國現代化
或者西化受日本影響很大。
中國最早的劇團「春柳
社」，不是在中國本土成立，而
是在東京，從這一點看來，代表
中國現代化與日本有着千絲萬縷
的關係。
台灣當時是日本殖民地，非
受曰本影響不可。比「春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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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晚時期， 9 9年，也就是五四

-

但只是少數。民興社用北京話演
出’台灣觀衆聽不懂，只好加以

運動那年，由台灣留學生
( n

‘(那時候台灣人是日本

說明和翻譯。後來，台灣也成立
了類似的劇團，用台灣話演出。

籍，算不算留學生呢？）有一批

台滑學生也在日本組織小劇

第二個從大陸來的影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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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在厦門的一批台灣留學

團’演出•色夜叉》、〈您瓜賊》

生，把文明戲帶回台灣。在彰化

等曰本戲’用日語演的。這跟

成立了「鼎新社」’演類似文明

「春柳社」演《茶花女》用日文改

戲的那種戲。

編’中文演出不一樣。台灣學生

另一方面是來自日本的影

是用日文演出的’當時有名的劇

響，這是主要的，第一’到日本

作家田漢也給了幫助。可以說’

學習的台灣學生把影響帶回來。

台灣人在相當早的時候，就開始

第二 ’日本人在台灣也組成劇團

演出現代戲劇。

演戲。很多日本人在台灣工作，

再晚一點，台灣本土的新
劇運動，受到兩方面影響。

定居，他們也要看戲。 1 925年，
在台北的日本人，組織個劇團叫

一 方 面 是 大 陸 ° 1907年以後，大

「蠟人座」，專門演日本現代

陸開始文明戲的運動。上海許多

劇，主要是把西方的戲劇形式搬

劇團演出模仿西方的戲劇，但不

過來。蠟人座當時演的戲’是日

純粹像後來的話劇，有許多受傳

本翻譯的，像易卜生等西方劇作

統戲的影響。比如說用一點鑼

家的；也有日本創作的現代戲

鼓，或者是在演出的時候唱一點

劇。主要用日語演出’所以日本

西皮、二黃，把這些古典戲劇的

對台灣戲劇有相當的影響。

素材’攙在現代戲劇裏邊。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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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年，日本人接連成立幾

樣的戲，我們叫做文明戲。文明

個劇團：「台北劇集團」、「新

戲在南方，像廣州、厦門都很流

人座」.、「台北演劇集團」等’

影響越來越大。
-另外，有個台灣人叫張維

賢，曾經兩度到日本學習戯
劇。"1928年，他到日本學新劇，
回台後’招一批演員’他叫做訓

當時演戯，不准用台語

練研究生’但演出並不理想。他

演出。皇民化劇團要演出「愛

覺得中國人不懂肢體語言’就在

國劇」，愛的是日本，把中國當

932年，再到日本。這次他進入

成敵人°台灣人心靈上很痛苦，

舞蹈學院，專門學習肢體語言。

(就像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如果

傳統戲劇多半是個人的技巧，不

英國跟中國開戰，香港人是中國

中國現代戲劇發展中，可以

管是舞還是唱，不是人與人之間

人，該怎麼辦？）也有人演一些

看到：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工作

身體的接觸’不重視人際關係。

諷刺日本人侵華的戲’敢於這樣

者多半左傾。他們跟共產黨、社

西方戲注重演員跟演員的接觸，

傲的人很少°處身在所謂大東亞

會主義的理想’有一種千絲萬縷

身體動作很重要。回台後，他繼

共榮圈’爲日本人侵略說話，台

的關係。有名的劇作家、導演都

續推動新劇運動。

灣人當然不好受。

沒有去台灣。

1

面 的 ’ 一是大陸的文明戲，二是

界大戰結束，台灣重回祖國懷

到了台灣以後，眞正從
事戯劇運動的，主要有三部

日本式演戲°台灣早期不叫「文

抱。這本是一件好事，後來有許

分人：一是軍中人員。軍中的

明戲」.’而叫「文化戲」。文化

多問題發生，最突出的是「二二

康樂隊，演話劇作爲軍中娱樂。

戲和文明戲名稱不一樣，事實上

八事件」。

所以台灣新劇的影響是雙方

1945

年光復以後，二次世

國府撤退到台灣，軍隊從大陸
來，共同語言是普通話。因此延

很接近°當時演戲團體跟日本人

爲甚麼發生二二八事件？

組織文化協會有關係° 一般老百

這是1946、47年之中，因爲一些

姓認爲是文化會的人在演戲，所

事，本省人和外省人發生衝突，

以叫它「文化戲」。換句話說，

使陳儀政府派軍隊鎭壓，當地居

大陸的影響是次要的’日本的影

民反抗°台灣叫暴民’大陸叫起

另一部分是黨政人員。.例如

響爲主。

義°其中有所謂共黨分子滲入。

政府機關、中央黨部、敎育部、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使本

市政府，在重要節慶：像「三二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

台語言。觀衆都是「阿兵哥」
(當兵的）。

省人和外省人關係更緊張。

九」靑年節、紀念國父誕辰、雙

1946年的時候，也就是二二八事

十節等等，推出一些節目，其中

件前夕’演過兩個台灣戲〈楚》禾口

不免有話劇’由黨政機關出錢來

〈〈羅漢赴會》’兩個戲都用台語演

演，主要以國語演出。

出。其中’〈鍾》演兩個鄰居，一

第三部分是學生。台灣早期

—1937年以後’日本人開始推

個本省人，一個外省人。裏面批

只有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後來

行「皇民化運動」。分幾個方

評外省人的缺點，反映彼此之間

叫師範大學）。他們組織劇社，

面：第一’推行日語。鼓勵台灣

的摩擦。後來，政府下令停演，

有台大劇社、師院劇社。其中師

人說日語。有所謂「國語家

指這戲挑撥省籍關係。

院-活躍。學生演戲’對象是學

庭」’就是全家都說日本話，那
就受到種種優待。
第二’改姓。叫台灣人改日

二二八事件中，許多台灣本

校裏的學生。演出的戲分兩類：

省文化界人士被殺被關。沒有被

一是大陸老戲’開始時還可以演

殺被關的，也不敢再活動。因爲

曹禹的《日出》、《雷雨》。我在當

本姓氏。這到了ig45年又改回

從前演戲的，都不見了。在監獄

時，也演過陳白塵的戲。這一類

來。我有許多同學’當時就改來

外的，也不願參加活動。

戲在台灣當時反共抗俄之下，是

改去°「皇民化劇團」與「皇民
化運動」是一致的’。

到了 9 9年’國民黨政府從

屬於偷渡過來的，都沒有寫上原

大陸撤退到台灣。大批居民隨

著者名字’不然就不能演。第二

行，其中有一批戲劇工作者，他

部分是當時在台灣的作家寫的。

們塡補了新劇發展的眞空。

特點是奉行反共抗俄的國策。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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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來的人做戲劇活動，等

寫國共鬥爭、共產黨治下的疾

於是把大陸的戲劇形式搬過來一

苦’宣傳性大。例如〈健巴的悲

樣。

哀》、〈(入獸之間》、《靑年進行
曲》等。這些戲多半是由公家出
錢’劇本也是政府出學獎勵，讓
出版、上演。因爲這個緣故’影

響都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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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

日本跟中國作戰’台灣屬於日本
殖民地’名義上跟大陸敵對。日
本人認爲演戲可以作爲宣傳的工
具，所以組織了「皇民化劇
團」°

用大陸新劇傳統，以北京話爲舞

阿赫都（A. Artaud )

要求改變戯劇形式。主張不要
演文學性的劇本，要演戲劇性劇
本，東方劇本以演員爲主，西方
劇本以劇作者爲主。西方從希臘
悲劇、莎士比亞到易卜生’都不
另外一個潮流是殘酷劇場
( T h e a t r e of cruelty

是以演員爲主。法國的阿赫都指

),也是發

出西方戲劇，不該是文學的附

生在法國的，以阿赫都爲代表。

庸，文學的影子。他喜歡東方的

在殘酷戲劇裏面，有許多肉體、

戲劇，不要做文學的附庸。

精神的折磨。主要繼承希臘悲

他推動戲劇改革運動。提倡

爲甚麼？主要是語言的問

劇傳統’通過肉體、精神很大

由導演和演員來做戲，也就是沒

題°光復以後，從1945年一直到

的折磨，形成悲劇的結局。法國

有劇本的戲。由他們自己做出_

1

96•年，會講國語的年輕一代還

劇作家又重新發現，爲甚麼有需

來’這在西方很流行。台灣戯

沒長大。當時社會的中年人，是

要推出新形式演戲。經過長時間

劇受這方面影響很大，學到
許多西方的技巧。

曰治時代的台灣人，普通話說得

的介紹，荒謬劇場在西方大行其

不好，社會上沒有辦法去招引這

道°

批觀衆，這些戲劇也引不起彳tW門

當時西方興起小劇場運動，在正

的興趣。他們寧願去聽本地的

式的商業劇場以外，由年輕的戲

斷西方的影響’現代主義、存在

「歌仔戲」。

大陸沒有接受到這些。1949
年以後，大陸實行閉鎖政策。切

劇愛好者，在咖啡館等，十個二

主義和荒ii劇場，被認爲都是資

第二是政治問題：當時反

十個人的地方表演，這是小規模

產階級沒落的現象，不値一談。

共抗俄是國策，演的都是標語口

的演出。李氏回台灣後，大力鼓

對這些潮流看不見，也不讓劇

號，老百姓用消極的態度不去

吹小劇場運動。

團、劇作家自由去發掘演戲形

看。學生也不喜歡看，寧願去看

另外’六〇年代以後，在外

好萊塢電影。除非學校派你去

國的留學生，特別是學戯劇的

看’學生不會自動自覺去的。因

式。香港、台灣就沒有這種限
制。

人，漸漸回到台灣。他們用新

台灣在六〇年代開始出現

此，1960年以前，台灣戲劇運

的方法來寫劇，這對台灣現代戲

動，影響小’處處受限制。

劇，發生激勵的作用。

《現代文學》《歐洲雜誌》
《劇場》，這些雜誌在台滑介紹
存在主義、現代主義、荒讓
劇場和殘酷劇場。

劇作方面’同樣沒有好作

六〇年代以前的宣傳戲，內

品。在反共抗俄國策下，戲劇演

容是政治戲。形式上幾乎沒有甚

出受到種種審査。小說、散文和

麼創新。它繼承的主要是寫實、

陳映眞、劉大任還演出《等

詩’大槪都很容易發表。只有戲

假寫實和擬寫實’來演話劇。六

待哥多》這個戲。在當時，這種

劇限制最多。國民黨鑑於它在大

〇年代的年輕人看得怪別扭的。

戲根本沒有人去看。記得，那時

陸失敗的經驗。有人說，戲劇和

西方劇場方面，五六十年

候’戲一面演’觀衆一面走。最

電影，都替共產黨講話。所以，

代、七十年代改變很大。寫實劇

後只剩下一個演員的朋友。可

戲劇受到層層的審査，不太容易

漸漸沒落，反寫實出現。

見，看的人很少。

上演。沒有地方發表，沒有地方
上演’誰去寫呢？

第一是荒譯劇場（Theatre
of the Absurd ) 。 法 國 在 五 〇 、

寫劇本的人少，好的劇本也

六〇年代盛行一時，以尤乃斯

不多°你沒有觸及反共抗俄，就

柯、白飢特、讓惹奈等劇作家爲

很難申請演出。許多劇本是在國

代表，用戲劇形式來表現人生

策獎勵下寫的。
這個情形一直到六0年代

的荒謬感。大陸叫這做荒誕劇
場。

以後，才有轉變。有兩個原
因：一方面是幾個非常熱心的敎

授、學者的鼓吹、奔走。其中
有李曼瑰°他熱衷戲劇。六〇年
代的時候’他到歐美考察戲劇。
31

台灣現代劇作家，在六十年
代的時候’像姚一葦、馬森、黃
美序、張曉風寫的戲劇，跟過去
不同。第一不再是宣傳性質。跟
政治沒有關係，不是反共抗俄。
第二不再是傳統形式，而是反寫
實、非寫實戲劇。

陳德錦老師致送紀念品給馬森敎授

六〇到七〇年代’新戯劇

形式和內容在台灣出現，影
響八〇年代以後的戲劇。
198

劇場有兩部分。一種是職業

•年是重要的年代。

和半職業的’靠票房收入，維持

19 7 9年，台灣文化大學有一個實

劇團開支。例如’賴聲川的「表

驗劇展。把當代作家的作品改

演工作坊」，還有李國修的「屛

編演出，像朱西寧、黃春明等小

風表演班」，「果陀劇場」，這

說’我的兩個劇：《一碗涼粥》和

幾個都，是職業或者半職業的。賴

《爲師子》，當時叫實驗戲劇。

聲)11從，〈〈郝一夜我們說相聲》成功

這些戲是學生演的，許多人

以後，有了口碑，每次演出都有

作出批評。姚一葦也寫了評論，

一批基本觀衆’收入很好。「屛

因此受到注意。1980年，政府決

風表演班」也有基本觀衆。

定出錢，支持每年辦實驗劇演

還有前衛的劇團，由學生自

出°

己組成°像台大學生組成的「幻

在實驗劇展中’〈满珠新

墟」，淡江大學學生的「河左

配》影響很大。當時由靑年人組

岸」，例如《被繩子欺_的慾

織的劇團「籣陵劇坊」剛剛組

望》’沒有甚麼對話，只有動作

成’馬上演出這戲。戲是金士傑

而已，類似香港的「進念二十面

用國劇（即京劇）《荷珠新配》改

體」所演的那些戲。

編的，保持人物和故事’把它現

台灣目前有兩種戲。一種是

代化，變成在台灣。沒有唱，完

前衛的’不易賣座，觀衆不大肯

全是對話，採用國劇音樂的伴

買票去看°另一種是商業性的’

奏，不是唱腔，基本上是話劇，

像賴聲川那樣的劇團。

很少傳統戲的成份，打幾下鑼

最近幾年，又有新的劇作出

鼓，吹幾下小_口八’讓中國人看

現。有的是劇作家寫的’有的是

得很親切，這是當時實驗劇中最

劇團團員，像殘酷劇場的方式，

突出的。「蘭陵」有了地位，繼

由導演和演員弄出來旳0所以每

續演出許多戲。

次演出的版本都不一樣。這些戲

八0年代以後，台灣劇
場開始熱鬧起來。 1 9 8 0年後，

有點像文明戲’不同的是’它要
排得很熟才上台。

又有一批留學生回台。其中有賴

本來還要介紹一下台灣當代

聲川、汪其楣、司徒芝萍等’他

的劇團所演出的劇目以及最近幾

們有的直接組織劇團，有的在學

年所出版的劇作’因爲時間的關

校敎戲劇。

係’無法做進一步的介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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