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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歌仔戲歷史建構計畫之（Ⅱ）──日據時期歌仔戲劇團研究」

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摘要

「日據時期歌仔戲劇團研究」是「台灣歌仔戲歷史建構計畫」的第二階

段計畫，本人預計以三年期限，完成「台灣歌仔戲劇團」研究。透過劇團資

料的建立，試圖回溯過去的「演員」、「劇目」、「組織營運」和「劇場」，從

而建構戲劇發展的「歷史」。

92 年度，本人選擇以「戰後初期」（案：時間定於 1945 二次大戰結束到

1961 年電視開播前）的歌仔戲劇團研究做為起點。係因「戰後初期」是台

灣歌仔戲的黃金時代，目前在世知名中、老年藝人，多為「戰後初期」歌仔

戲劇壇菁英，尚能詳述彼時情狀。為了從老藝人不斷的遽然凋零中爭取有限

訊息，第二階段選擇「日據時期」的歌仔戲劇團為對象。經過對「戰後初期」

歌仔戲工作者的採訪接觸，上溯其父母輩，追索「日據時期」劇場之情況。

研究「日據時期」歌仔戲劇團，相較於第一階段的「戰後初期」，除了

田野採訪工作，須仰賴更多的文獻資料。首先是當時的報章雜誌；其次是「日

據時期」的許多相關文獻。經過眾人的努力，部分文獻已獲得整理，較過去

易於掌握，但仍需耐心檢索判斷。

歌仔戲發展至今約百年。從「戲劇史」建構的角度來看，劇團資料的確

立和串連，是重建百年歌仔戲歷史場景的首要工作。比起其他古老的劇種，

此時追蹤歌仔戲劇團資料，並不算太晚。台灣歌仔戲的歷史，將可以在劇團

資料的重建下，落實在具體的實質上，而不只是學理的推演而已。

本計畫預計對第一階段部分歷史較悠久的團體，進行深入的回溯工作。

同時透過文獻建立新的探索目標。預計完成台灣「日據時期」歌仔戲劇團小

史、台灣「日據時期」歌仔戲重要人員資料，台灣「日據時期」的劇場發展

概況等，這些都是台灣歌仔戲歷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也是本人「台灣歌仔戲

歷史建構」的第二階段工作。

關鍵詞：歌仔戲、日據時期、劇團、演員、組織營運、劇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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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Project on 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Opera (Ⅱ)－

A Research of Taiwanese Opera Troupe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bstract

Taiwanese opera has developed for about a century so far.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osing “theater historiography”, establishing and joining the data of troupes is the
primary job of reconstructing the one-hundred-year history of Taiwanese opera.
Documents on the earliest troupes, which are slightly mentioned in only a few books
and newspapers, have nearly vanished. Compared with other ancient types of drama,
however, tracking the materials of Taiwanese opera at this time is still not too late. By
establishing the data of the troupes, we can trace “the actor/actress”, “the repertoire”,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management”, and “the theater”in the past, and thus
construct the “history”of its development.

The project is planned to complete the research of “Taiwanese opera troupes”in
three years, beginning with “the initial postwar stage”, for it’s the golden age of
Taiwanese opera, and most of the well-known senior artists are the elite of this period
and can dilate on the theatrical conditions of the time. If we can command the troupes
and theater of the initial postwar generation, we can also trace back to that of their
parents, namely, the theater under the colonization of Japan, and can connect it with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the outdoor Taiwanese opera.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opera can therefore build on a substantial foundation instead of merely the
speculation derived from theori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project are to accomplish the brief biography of Taiwanese
opera troupes, the data of the related notabilities, and the contour of the theat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ll of which are important task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also the fundamental works of my 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opera.

Keywords: Taiwanese opera、Japanese colonial Period、Troupe、Actor/Actress、
Organization and its management、Theater、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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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前言

歌仔戲發展至今約百年。從「建構戲劇史」的角度來看，從事劇團研究，

資料的確立和串連，是重建百年歌仔戲歷史場景的首要工作。第一批劇團資料

多已湮沒，只有少數書籍和報章雜誌略見提及。然而，比起其他年代悠久的劇

種，此時追蹤歌仔戲劇團資料，並不算太晚。

「台灣歌仔戲歷史建構計畫之Ⅱ--日據時期歌仔戲劇團研究」是「台灣歌

仔戲歷史建構計畫」的第二階段計畫。第一階段選擇以「戰後初期」（案：時

間定於 1945 二次大戰結束到 1961 年電視開播前）的歌仔戲劇團研究做為起

點，係因「戰後初期」是台灣歌仔戲的黃金時代，目前在世知名中、老年藝人，

多為「戰後初期」歌仔戲劇壇菁英，尚能詳述彼時情狀。第二階段選擇「日據

時期」的歌仔戲劇團為對象。經過對「戰後初期」歌仔戲工作者的採訪接觸，

上溯其父母輩，追索「日據時期」劇場之情況。

本人預計以三年期限，完成「台灣歌仔戲劇團」研究。透過劇團資料的建

立，試圖回溯過去的「演員」、「劇目」、「組織營運」和「劇場」，在劇團資料

的重建下，台灣歌仔戲的歷史研究，將落實在具體的實質上，而不只是學理的

推演而已。

研究目的

本計畫預計對第一階段「戰後初期」歌仔戲劇團中歷史較悠久的團體，進

行深入的回溯工作。除了田野採訪，須仰賴更多的文獻資料：包括報章雜誌及

當時相關調查研究文獻，透過這些文獻建立新的探索目標。

本計畫做為台灣歌仔戲歷史的第二階段建構，希望能落實台灣歌仔戲劇場

研究根基。具體的成果為能完成＜台灣日據時期主要歌仔戲劇團小史＞，估計

約百篇。內容將包括：營運歷史、組織人員、劇目、劇場等相關內涵。

這些資料除了為劇場研究建立具體資料，以開拓更寛廣的視野。最終的目

的在於計畫主持人完成〈日據時期台灣歌仔戲之劇團經營與演出活動〉學術論

文一篇，並附檢索資料庫。

同時，參與研究工作的研究生，亦將從中學習文獻的爬梳與田野調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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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從而開啟視野，訓練獨立研究之能力。

文獻探討

有助於瞭解歌仔戲劇團的相關史料和著述有一定的數量，唯與本階段直接

相關，針對日據時期者，則有：

1.文獻資料部分

Ⅰ．台灣大學「台灣研究資源」：台大所藏臺灣史資料包括臺灣總督府各局部

及臺北帝國大學之刊行物、「淡新檔案」、「岸裡大社文書」、「伊能文庫」等，

內容上起十八世紀，下迄終戰前夜。為勾勒日據時期演劇之大環境不可或缺

之資料。其中，與本計畫密切相關的，包括：

a.日本總督府文教局《台灣に於ける支那演劇と台灣演劇調》：日本總督府

文教局在昭和三年（1928）刊印了他們在 1927 年對台灣戲劇演出的調查

結果，羅列了當時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和花蓮港廳、

澎湖廳等五州二廳（台東廳缺）的劇種和團體，其中歌仔戲團體有：

麗雲社(以上台北州)、真花園、霓雲社(以上新竹州)、丹桂社、新吉男女班、得意

社、玉連社女優團、台北霓生社(以上台南州)、振豐聲社、如意社(以上高雄州)、

合盛園(以上花蓮港廳)、協勝社男女團、星洋園、廣東由台社(以上澎湖廳)

b.重要期刊，如：《臺灣時報》《文教》《文藝臺灣》《民俗臺灣》《南方土俗》

《臺灣文藝》《臺灣文學》等。其中，《臺灣時報》係日據臺時期，臺灣總

督府內部所發行之期刊，創刊於大正八年（1919）七月，至昭和二十年

（1945）三月停刊。本刊物可謂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之機關雜誌，舉

凡總督、長官之諭告訓示、總督府或地方長官之會議記錄、重要政策之說

明外，學者之論說，以及文友、藝術家之創作，皆在收錄之列。提供研究

本時段歷史重要參考。

Ⅱ．日據時期報紙資料：

說明：徐亞湘《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傳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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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收錄了《台灣新報》（1897~1898）、《台灣日日新報》（1898~1938）、《台

南新報》（1921~1937）、《台灣民報》（1924~1930）、《台灣新民報》（1930~1932）、

《三六九小報》（1930~1935）、《風月》（1935~1936）、《風月報》（1937~1941）、

《南方》（1941~1943）、《台灣藝術新報》（1935、1936、1939）等報紙資料。

為本計畫重要參考。

以資料提供歌仔戲發展路徑探索之根據，以及早期商業劇場劇種及劇團流

行勢力分布之訊息。由此，可建立由「劇團」和「環境」雙向出發的交叉訪問

途徑。

2.著作部分

1.林鶴宜、蔡欣欣教授輯著，《光影．歷史．人物──歌仔戲老照片》（宜蘭：

傳藝中心，2004）所作的百篇人物生命史。

2.邱坤良，《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台北：自立晚報，1992）。日據時期

戲劇斷代史書，寫作嚴密，具參考價值。

3.林良哲，1999，〈由落地掃到歌仔戲─日治時期歌仔戲發展過程初探〉，《宜

蘭文獻》 38 期。

4.徐亞湘，＜落地掃到戲園內台的跨越──日治時期歌仔戲演出場域轉變之探

討＞。本文討論日據時期的歌仔戲演出場域的問題，內中資料類型、態度、

方法頗有可借鑑處。

5.徐亞湘，2000，《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台北：南天）。本書對歌仔戲

大盛之前的商業劇場演出環境值得參考的研究。

要之，著述部分，主要僅做為本階段歌仔戲發展的認識基礎，主要還是得靠文

獻史料的爬梳，建立田野採訪從「戰後初期」劇團「上溯」之外的另一批探索

目標。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含資料和著作）的查考分析研究成果，建立一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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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面的架構，兩相應證、補充。以儘可能客觀化修正這個歷史場景，使之接近

事實之真相。

接著，採取田野調查方法中的「訪問法」。將「人物」當作一手資料的汲

取對象，建構第一場景。（參見：《如何實地收集民俗資料》Kenneth S. Goldstein

A Guide for Field Workers in Folklore）

結果與結論

1.史料整理部分

雖然在計畫書中「日據時期」和「戰後初期」是分開的，實際上這是一個

三年期計畫，必須納入一貫的執行步驟中。第一年「戰後初期」和第二年「日

據時期」前半段先鍵入各種名單，長達一年多的工作，透過不同文獻，歸納出

一份採訪對象資料。第二年「日據時期」後半及第三年「現階段（1962-2004）」

前半進行訪問。

從「日據時期的報紙和文獻」及「戰後初期的報紙和文獻」兩項資料歸納

出「日據時期」和「戰後初期」主要調查對象，並根據本人與蔡欣欣教授輯著

之《光影．歷史．人物──歌仔戲老照片》所作的百篇人物生命史，結合「省

市地方戲劇協會會員手冊資料」、「台灣各縣市文化局歌仔戲劇團名錄」，將基

本資料串聯，建立一個基本資料庫，進行採訪。

不同來源資料的「建檔」、「串聯」和「補足查證」，花費了極為漫長的時

間和人力，始料所未及，遠遠超過之前的預估。然而，也因而完成了一份精密

的「歌仔戲劇團資料庫」。

2.田野採訪部分

由於困在龐大的資料建檔工作中，田野採訪工作較預估延後進行，完成的

劇團史多為小篇幅的文字。其篇幅較長者，有：「丹桂社」、「永樂社」、「新吉

陞社」、「新樂社」、「新賽樂」、「滿春園」、「鳳舞社」、「錦賽花」、「寶興」等歌

劇團團史及相關資料。

3.〈日據時期台灣歌仔戲之劇團經營與演出活動〉論文的寫作。

已完成一定篇幅的撰寫，將選擇主題相關的研討會發表。除了針對劇團之

經營與演出活動描述，亦對歌仔戲發展史中的幾個重要環節，如：

(1)歌仔戲非宜蘭起源的可能性有多大？

(2)歌仔戲「走向內台」的多重性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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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據時期歌仔戲表演藝術內涵的形成和元素。

(4)歌仔戲「戲劇教育」模式的建立和根據。

(5)歌仔戲回傳大陸的情況，有無補充求證的空間？

(6)日據時期台灣「劇場技術」引進的線索。

提出相關心得。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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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蒐集計畫」報告書，台北：傳藝中心籌備處）＜人物小傳＞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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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不同來源資料的「建檔」、「串聯」和「補足查證」，花費了極為漫長的時

間和人力，始料所未及，這個部分確實遠遠超過計畫所預估。

雖然如此，卻完成了一份堪稱精密的（日據到戰後初期）「歌仔戲劇團資

料庫」，具有極高的研究實用價值。但純粹的資料庫，並不適合在學術期刊發

表，本人將在計畫第三年結束後，連同現階段資料庫尋求非營利性質的出版管

道，試圖將這個重要的研究資料庫出版。

根據這份資料庫進行採訪所寫出來的著述，較有發表價值，主要分為三部

分：

1.以「丹桂社」、「永樂社」、「新吉陞社」、「新樂社」、「新賽樂」、「滿春園」、

「鳳舞社」、「錦賽花」、「寶興」等劇團為主的日據時期歌仔戲劇團史。

2.綜合所有資訊寫成的日據時期台灣歌仔戲之劇團經營與演出活動〉

3.歌仔戲發展歷史中的幾個重要環節的心得論述。

要之，研究進度雖與原先預估有出入，但收獲甚豐。基本上符合原先的期待，

第三年（現階段）的計畫在正進行中，希望能在第三年做出一個總結性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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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歌仔戲劇團調查計畫電話訪問內容

劇團名稱（可先填）

聯絡電話（可先填）

劇團現址確認

創團人

創團時間 民國 年

是否仍營業 是／否──何時結束？民國 年

目前負責人

劇團最興盛時期 約民國 年至 年

是否曾在內台演出 約民國 年至 年

劇團最興盛時期團員人數

目前團員人數

劇團最興盛時期戲路數量 一年約 天

目前戲路數量（天） 一年約 天

過去主要活動地區

目前主要活動地區

是否有得獎紀錄 無／有：

代表性劇目（至少三個）

表演特色（擅長項目）

過去著名演員

（存/殁、擅長行當）

目前主要演員

文武場頭手

正生 正旦
文場頭手 武場頭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