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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的戲曲語言文化

生命智慧的發揚
 

 正修科技大學  金清海助理教授

摘要

    

　　從福建傳台的戲曲，曾百花齊放，在農業社會時代，戲曲兼有娛神與娛人的功用，

更陪伴先民歡度豐收與喜慶的歲月，酬神演戲就成為一種聯繫民俗與戲曲的橋樑。戲曲

與民俗的互動與融合，就形成了戲曲文化。本論文分三部份，第一部份談戲曲傳台與其

發展。第二部份談戲曲與民俗生活的互動與融合。第三部份談戲曲語言文化在台灣的智

慧結晶。第三部份分別從戲種、演員、角色、演戲、劇情、後場、觀眾、拚戲、戲劇與

人生等角度，看戲曲語言的呈現，除了欣賞其趣味外，亦可從中領悟到戲劇人生的哲

學。

關鍵詞：戲曲傳台、戲曲與民俗的融合、戲曲語言文化、戲劇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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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ussion on Taiwan’s Language Culture of Opera

  

 CHIN, Ching-hai   Cheng Shiu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Abstract

       There used to be a variety of operas that were transmitted to Taiwan 

from Fujian. In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the operas served the function 

of entertaining deity and people, and accompanied ancestors through the 

merry festivals of rich harvest. Therefore, rewarding deity and performing 

plays became a bridge that connected the folks and operas.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operas and folk activities form the culture of 

operas.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transmission of operas to Taiwan and their development.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operas and folk life.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fruitful result of operas’ language culture in 

Taiwan. The third part views the expression of operas’ language from the 

types of operas, actors, roles, performing plays, story, backcourt, audience, 

competition of performing plays, drama and life. Besides appreciating their 

interest, the philosophy of drama and life can be comprehended from them. 

Key words: Transmission of operas to Taiwan, Integration of operas and

             folk, Operas’ language and culture, Drama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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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戲劇是人生和歷史的鏡子，又是供人們觀賞的花朵，也是生活的一部份。戲劇是人

類生命的一種形式。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點出“中國戲劇萌芽自巫覡”
1
。古代原

始以歌舞演故事，既娛神又娛人。司馬遷的《史記‧滑稽列傳》中「優孟衣冠」
2
的故

事，描述了優孟出色的扮演和天才的模仿為人所樂道。戲劇藝術型式在逐漸形成，從漢

代至唐代將近千年的時間裡，中古戲劇形態雖未成熟，但以角牴戲、歌舞百戲和參軍戲

方式呈現，活躍在宮廷和民間的演出活動中，至宋代北雜劇及南戲，戲曲進入成熟期。

元雜劇成為有元一代的黃金文學代表作。明清傳奇在戲曲的園地，仍然開出許多芬芳的

花朵。清代地方戲曲的勃興，至民國曾出現三百多種戲劇。中國戲曲從宋代大量傳閩，

至今福建仍是大陸戲曲的重鎮，而台灣的戲曲大部份傳自福建。本文分四部份，一、介

紹戲曲傳台的發展。二、從戲劇賴以發生的宗教、民俗、儀式等客觀的生成社會基礎條

件，說明民間戲曲與民俗生活的互動與融合。三、談戲曲語言文化在台灣的結晶。四、

結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3。

2.瀧川龜太郎《史記今注考證》(台北，中新書局，1976年)，頁1294-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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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戲曲傳台的發展

    

台灣戲劇，傳自大陸，據重修《台灣省通志》及《高雄縣志》3所載，遠在三百年前荷

據時期，京劇即傳入台灣，惟當時專供上層階級欣賞，未曾普遍傳入民間。明鄭時代，

沈光文為提倡民間正當娛樂，亦從我國南方招聘劇團來台公演。其後台灣移民日多，生

活漸趨安定，於是競尚耳目之娛，而漳、泉、潮州等處劇團，紛紛應聘來台演出。民間

有擅長演劇者，亦集合組織劇團，台灣戲劇遂奠定基礎。台灣演戲，多在年節及神誕，

據鳳山縣志載：「俗尚演劇，凡寺廟佛誕，擇數人以主其事，名曰頭家，斂金於境內，

演戲以慶，鄉間亦然」4。此種習俗，今猶如此。唯並無劇團名之記載。中國戲劇傳入

台灣的最早記錄為《台灣外志後傳．繡像掃平海氛記》所載云：

　　通事何斌‥‥‥家中造下二座戲台，又使人入內地，買二班官音戲童及戲服，若遇

　　朋友到家，即備酒食看戲或小唱觀玩
5
。

　　上引中國地方戲曲傳台的最早記錄為荷人據台時期
6
，另據《重修台灣省通志》卷

十〈藝文志．藝術篇〉云：

　　據專家考証，鄭成功驅逐荷蘭政府後，中國人移民台灣的日漸增多，中國的地方戲

　　曲，便隨移民同時進入台灣。《諸羅縣誌》之八〈風俗誌〉記載：「家有喜、鄉有

　　期會，有公祭，無不先以戲者，蓋習尚既然。又婦女所好，平時慳吝不捨一文，而

　　演戲則傾囊以助者。
7
」

　　由此段敘述，可知至遲明末，戲曲已傳入台灣。康熙年間的諸多文獻，亦已載有台

灣演戲資料。康熙三十三年（1694）高拱乾《台灣府志》云：

　　二月二日，各街社里逐戶斂錢宰牲演戲，賽當境土神，名曰春祈福‥‥‥。

　　中秋，祀當境土神‥‥‥山橋野店，歌吹相聞，謂之社戲
8
。

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郁永河撰《裨海紀遊》＜竹枝詞＞云：

　　肩披鬢髮耳垂璫，粉面紅唇似女郎；馬祖宮前鑼鼓鬧，侏離唱出下南腔
9
。

其下註云：

　　梨園子弟，垂髻穴耳，傅粉施朱，儼然女子。士人稱天妃曰媽祖，稱廟曰宮；天妃

　　廟近赤嵌城，海舶多於此演戲酧願。閩以漳泉二郡為下南，下南腔亦閩中聲律之一

　　種也。

_______________
3.《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卷十〈藝術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86年12月)，頁613及《高雄縣志

　稿‧藝文志》，謝問岑、陳子波‧成文‧1968頁15。

4.《鳳山縣志‧風俗志》，頁212。

5.江日昇《台灣外志後傳》 (台北‧藝文77) ，頁39。(唯此說法，有學者認為有待商榷)

6.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台北銀華50.9) ，頁163。

7.《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卷十〈藝術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86年12月)《諸羅縣志》，頁

　143-145。

8.高拱乾，1959年4月，《台灣府志》卷七〈風土志‧歲時〉，台灣叢書本，(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186-187。

9.見郁永河，1959年4月，《裨海紀遊》，台灣文獻叢刊第四十四種，(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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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氏此段描述為梨園戲的表演，係目前文獻有關台灣戲劇活動最早的紀錄之一。其

中「海舶多於此演戲酬願」，可窺知民間許願、還願謝神酬神戲活動情形。

康熙五十六年（1717）陳夢林編篡《諸羅縣志》云：

　　神誕，必演戲慶祝。二月二日、八月中秋、慶土地尤盛，秋成，設醮賽神，醮畢演

　　戲，謂之壓醮尾。比日中元盂蘭會，亦盛飯僧‥事畢，亦以戲繼之。家有喜、鄉有

　　期會、有公祭，無不先以戲者，蓋習尚既然。又婦女所好，有平時慳吝不捨一文，

　　而演戲則傾囊以助者……。演戲不問晝夜，附近村莊婦女輒駕車往觀，三五群坐車

　　中，環台之左右，有至自數十里者，不豔飾不登車，其夫親為之駕
10
。

　　從上述可知民間戲劇活動的熱烈及民眾的參與狀況。且可知早期傳台戲曲的功能，

主要在於祈福、慶豐收、酬神、還願等宗教禮俗功能，具有酬神兼娛人的功能。而偶戲

至今仍保留了強烈的此種功能。

清代中國戲曲傳入台灣及其發展的概況

(一)清代前期

據林鶴宜教授《台灣戲劇史》
11
所述：

　　清中葉以前，南管七子戲在台灣一枝獨秀。清中葉亂彈戲曲系統劇種開始興盛，小

　　戲的車鼓、採茶，緊接著其他劇種更陸續由大陸傳入。‧‧‧除了南管尚有大戲的

　　潮劇、歌舞小戲的竹馬、車鼓；說唱小戲的唸歌仔等。乾嘉之際，亂彈戲、皮影戲

　　、傀儡戲等，可信已經來到台灣。這是清中葉以前台灣的劇種概況。

(二)清中葉以後
12

　　北管戲，大約在乾嘉之際傳入台灣，又稱為亂彈戲，而且後來居上，流佈之廣超越

了南管。布袋戲及四平戲亦於此時傳台。

(三)日據時期

    台灣的傳統戲劇仍十分興盛。昭和二年(1927)，日本總督府文教局對台灣戲

劇演出進行調查，當時流行的劇種有北管戲、四平戲、京劇、南管戲、高甲戲、潮劇、

歌仔戲、布袋戲和傀儡戲等九個劇種。登錄的劇團有一百一十一個之多。唯沒登記者應

更多，例如皮影戲的劇團，至少不下數十團，都沒有登記。

　　南管戲在清代前期流行全台。日據時期職業七子班漸漸轉化為高甲戲。

_______________
10.周鍾瑄延聘陳夢林編撰，1959年4月，《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頁143-145，(台灣叢書本，台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48.4)。

11.林鶴宜《台灣戲劇史》(國立空中大學2003年)，頁46。

12.清中葉以後至終戰前之台灣戲曲發展概況，筆者從林鶴宜《台灣戲劇史》中做整理簡述，不

 　再註明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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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中葉以來到歌仔戲竄紅之前，北管戲本是大戲中最受歡迎的戲種；清末始流行的

布袋戲則在此時期形成不同的派別，分為南管、北管及潮調三派別。此外四平、潮劇、

皮影戲、傀儡戲都繼續流行。

　　在商業劇院的刺激下，新劇種歌仔戲誕生，是此時期的大事。一般認為歌仔戲源自

宜蘭「本地歌仔」、「落地掃」，但也有人持保留態度。另一說歌仔戲是由說唱曲藝

「唸歌仔」吸收車鼓弄的身段，形成了初具規模的草台戲。經過短短時間的蘊釀，到

了一九二○年代就進入了戲院演出。接著她又大量吸收當時流行的大戲，特別是上海京

班、亂彈戲、高甲戲、福州戲的藝術表演，大受觀眾的喜愛，短短二十年內，在昭和二

年(1927)台灣總督府所做的調查報告中，歌仔戲班的數量僅次於亂彈戲和布袋戲，風靡

全台。客家採茶戲也在此時轉化為大戲，發展途徑和歌仔戲雷同。另一方面，透過被日

本殖民的處境「間接西化」，台灣現代戲劇萌芽。日據時期的現代戲劇、改良戲和知識

份子新劇三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文藝的箝制轉趨嚴厲，推展皇

民化運動，成立「台灣演劇協會」強迫所有的劇團納入編制，為了鏟除漢民族文化，台

灣的歌仔戲、傳統戲曲和音樂等具有中國色彩的各種藝文活動都遭禁止，據焦桐《台灣

戰後初期的戲劇》指出「本來一百多團的歌仔戲團，迅速被汰減，收編成三十八團，演

員們也都必須穿起和服演戲」
13
。連傀儡戲、布袋戲、皮影戲也不能倖免，全都動員起

來演皇民化的戲。就以皮影戲為例，日本當局實施「禁鼓樂」與「皇民化運動」，於高

雄成立「皮影戲奉公團」及「挺身隊」，收戲班，強迫台灣藝人發揚日本思想，演「皇

民劇」成為宣傳皇民化的政治工具
14
。

(四)終戰後的台灣戲劇

　　台灣光復後，各省移民來台，各地方戲突然在台齊聚一堂，此時來台的各省劇團，

由於市場的局限，只有同鄉會的支持，勉強維持了幾年即宣告解散。只有京劇及豫劇因

為有軍中需求支持，受到特別的保護。

　　光復六○年代，影視聽媒體尚未興盛之前，京劇及豫劇流行於軍中及眷村。而歌仔

戲及布袋戲則如日中天，全台應不下數百團。皮影戲團，在最興盛時，亦曾達數百團之

多
15
。而傀儡戲幾乎僅為宗教及生命禮俗服務，極少有做公開藝術表演。歌仔戲則延續

日據時期的輝煌，繼續在商業戲院演出。布袋戲團亦達到顛峰期。

　　六○年代中後期，由於廣播、電影、電視等影視聽媒體的崛起，曾造就少數明星歌

仔戲、布袋戲劇團曾連續演數百集的轟動，但絕大多數的劇團漸漸從戲曲的園地消失。

其他劇種如南、北管亦急遽衰退。而現代劇團，從光復到六○年代，深受「反共抗俄」

樣板戲的政策禁錮，直到七○年代有心人士的努力耕耘，至八○年代始破繭而出脫胎換

骨成功。

 

________________
13.焦桐《台灣戰後初期的戲劇》 台北，台原 1990，頁14。

14.金清海《合興皮影戲團研究》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1998，頁25。及金清海《皮影藝人─張春天生

　 命史》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2000，頁11。

15.高雄縣立文化中心《皮影戲館籌建專輯》1994.8，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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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代以後至今，京劇、豫劇等僅存少數一、二團在文化殿堂做精緻性的演出，

間或引進大陸的名劇來台演出。歌仔戲以「老歌仔戲」、「傳統歌仔戲」、「外台歌仔

戲」、「電視歌仔戲」和「精緻歌仔戲」等多種形式存在，但至今劇團亦已急遽消失，

僅存少數精緻團的收費演出，其餘業餘團為宗教服務，在廟會神誕中演出居多。布袋戲

與歌仔戲雷同。而南管、北管、高甲、四平、傀儡、皮影等劇種，都面臨了急遽的衰

亡，雖然政府藝文單位曾極力扶植及搶救，唯成效有限。

二、民間戲曲與民俗生活的互動與融合

　　民間戲曲與民俗生活如何互動與融合？翁敏華女士在其《中國戲劇與民俗》
16
中指

出，宋代雜劇及百戲與民俗活動融合在一起的方式有六種：(1)混跡於歲時節日活動，

如元旦、元宵、清明、七夕、中秋、重陽、天寧、臘日、除夕等節慶，其中有雜技、傀

儡、皮影、說唱、雜扮、雜劇等表演。(2)混跡於民俗遊藝活動，如水傀儡、水百戲、

水千秋、關撲、猜謎等。(3)混跡於宗教祭祀活動，中元節及各神誕廟會活動，演目連

戲、傀儡戲、儺戲等迎神賽會。(4)混跡於人生儀禮活動如誕生、彌月、成年、成婚、

祝壽、喪葬等人生儀禮活動中亦有驅儺、演傀儡、雜技及雜劇等表演。(5)混跡於衣食

住行等生活消費活動之中，尤其是飲食活動，節目儀禮、人生儀禮、民俗信仰等活動，

邊宴請賓客並安排演戲欣賞。(6)混跡於商業販賣活動之中，於商店林立，瓦舍勾欄中

表演。戲曲寄生於民俗活動中。

　　自王國維提出“中國的戲劇起自巫覡”的觀點半個世紀後，牛津大學學者龍彼得教

授，也提出了“在中國如同在世界任何地方，宗教儀式在任何時候，包括現在，都可能

發展成戲劇”
17
的觀點。宗教是戲劇發源的土壤，而與宗教同屬於一種文化之源的民俗

對戲曲的產生也有著重要的影響。民間祠廟祭祀活動歷來又與民間戲曲有著千絲萬縷的

聯繫，民俗信仰活動與神誕日的延戲演出
18
。付華順先生，在其〈試論福建民間戲曲與

民俗活動的互動與融合〉一文中引用《福州府志》、《閩雜記》、《福建省志》、《閩

部疏》、《閩中紀略》等歷史文獻，指出在各種節令慶典或神明誕時，迎神賽會，多陳

百戲，鑼鼓喧天，晝夜連演。可見，節慶與神誕之日的民俗活動中，演戲為必不可少的

內容，民俗活動中延戲助興有著悠久的歷史。

    

_______________
16.翁敏華《中國戲劇與民俗》台北 學海 1997年，頁115～119。

17.龍彼得著，王秋桂等譯〈中國戲劇源於宗教儀式考〉，《中國文學論著譯叢》 台北 學生書局，1998

　 年，頁523。

18.付華順〈試論福建民間戲曲與民俗活動的互動與融合〉，《福建藝術理論文集》 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 

 　社，2005年，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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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移民台灣之漢人，以福建居多，因此民俗信仰與民俗活動，同步遷台。一個能

反映民俗活動對戲曲產生影響的是戲曲的演出場所，而且大多都與閩台的民間信仰有著

密切的關係。因此閩台自古至今，各民間宮廟旁，稍有規模者，大多設有戲台。戲場的

設置多是建立在民俗宗教信仰活動的基礎之上。早期各民間教派為了擴大影響及聯誼情

感，一方面酬神，因農業社會，娛樂活動的匱乏，戲曲更具有強烈的觀眾吸引力，又可

娛人。因此酬神演戲就成為一種聯繫民俗與戲曲的橋樑，而戲曲文化於焉產生。葉明生

先生在福建地方民俗與戲曲進行大量田野調查而得出的結論：“對於地方戲曲來說，一

種外來的戲劇的傳入只有與民間祭祀儀式相結合，融入當地民俗活動中，才能得以生存

和發展。”
19
此說更可證明，南、北管、高甲、四平等戲為何會消失？而歌仔、布袋、

皮影、傀儡等戲，雖已苟延殘喘而至今尚存的原因。(極少數歌仔戲團及布袋戲團走向

企業化、精緻化經營者例外。)

　　台灣的地方戲曲，跟隨著三百年前的閩、粵移民，從中國傳到這個海島。據林勃

仲、劉還月指出：

    在這段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清中葉之前，戲曲的主要功能 

    在於酬神，與宗教結合得相當密切。中、晚期之後，娛樂的成分逐漸提升，

    至晚近百年來戲曲功能除了成為廣大台灣人民最主要的娛樂，更是人民感情

    交流，力量凝聚的觸媒。太平洋戰爭後，在現代多元娛樂的壓力下，傳統戲

    曲日趨沒落， 漸被夾帶著粗糙聲光與低俗趣味的金光戲取代。
20

　　這段敘述是戲曲在台灣發展過程中與生活融合的歷史原貌概述。由於戲曲透過民俗

活動而融入日常生活中，而且與生活息息相關。茲以「嘉禮」二字為例，來說明受傀儡

戲的影響，而形成的語言文化。台灣南部對原住民的稱呼叫“嘉禮”，小時候，家母叫

我們做家事，如果我們不去做，家母就會罵我們“汝卡懶兮嘉禮”意味：「你比山胞

(原住民)還懶。」“在此要特別聲明，並無對原住民有任何歧視或不敬，因為五○年代

的原住民一般而言，比較沒有儲蓄的習慣，生活樂觀、瀟灑，錢花完了再賺即可。就如

同懸絲傀儡一樣，抽一下線，才動一下，比較被動。又鍾理和的短篇小說〈假黎婆〉21

可以為證。筆者與鍾理和皆為屏東縣高樹鄉人。高樹鄉與茂林鄉、三地鄉毗鄰，原住民

與漢人通婚者很多，筆者的表叔有兩位娶原住民為妻。鍾理和的童年，就與其祖父繼室

的奶奶〈假黎婆〉感情最好。“假黎”是客家語，閩南語叫“嘉禮”。筆者自小到大，

曾數次詢問長輩，為什麼稱呼原住民叫“嘉禮”？皆未得答案。直到一九九九年筆者以

《台閩地區傀儡戲比較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才找到答案。經詢問筆者同年紀的同

學，台南縣市到屏東縣等南部幾個縣市，皆稱呼原住民叫“嘉禮”，原因是台灣南部的

¬¬¬¬

_______________
19.葉明生《民俗曲藝》第122、123期，台北 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0年，〈前言〉，頁2。

20.林勃仲、劉還月合著《變遷中的台閩戲曲文化》，台北 台原，1990.10，頁26。

21.鍾理和 〈假黎婆〉，《鍾理和全集》，高雄 春暉出版社，1997年，1集，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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傀儡戲源自泉州，而泉州傀儡戲自古即俗稱“嘉禮”
22
。而筆者又詢問北部宜蘭地區的

同學，他們對原住民並無“嘉禮”的稱呼，同樣是傀儡戲的兩個重鎮─高雄縣、宜蘭

縣，卻有如此的差別，原因是宜蘭的傀儡戲源自閩西，閩西並無以“嘉禮”對傀儡戲的

稱謂。又連雅堂之《雅言》亦稱“台謂傀儡曰「加禮」，故「傀儡」番曰「加禮番」”
23
。連氏居台南，亦可為証也。舉此一例子，可以證明，在不知不覺中，戲曲語言文化

已形成。

三、戲曲語言文化的智慧結晶

　　戲曲在台灣，與人民的生活融合，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由戲曲文化形成的戲曲語

言，不論是俗諺、俚語、或歇後語，皆俯拾可得，而且皆富生活哲理與先民的智慧。茲

以劇種、演員、腳色、做戲、劇情、後場、觀眾、拚戲、戲劇與人生、歇後語等十項臚

列並說明於次
24
：

(一)劇種

　1.吃肉吃三層，看戲看亂彈。(源自亂彈戲(北管))

　　肉類以五花肉最好吃，而戲劇是以亂彈最好看。 

　2.驚死爸又愛看目連戲。(源自目連戲)

　　喻自相矛盾。目連戲只有在做功德時才演出，愛看目連戲又怕父親去世，表示自相

　　矛盾。 

　3.布袋戲上棚重講古，九甲戲上棚弄破鼓。(源自目連戲及九甲戲)

　　布袋戲上棚時重視口白部分，九甲戲多武戲，所以上棚時重視鑼鼓喧騰。 

　4.七子戲仔呼萬兵。(源自梨園戲─七子班)

　　七子班只有七個腳色卻誑稱千軍萬馬，比喻以少報多，太過膨脹。

　5.傀儡連鑼。(源自傀儡戲)

　　「傀儡」為祀神之劇。連雅堂《雅言》：“開演之時，連鑼數次而後出台”
25
乃請

　　所祀之神曰相公爺(戲神)者，繞場三匝。後來各廟宇謝神演戲活動，各團演出前，

　　必先敲打鑼鼓聯絡其他演出者準備。比喻時間尚早，不用急著之意。

　6.九甲戲，昆腔做。(源自九甲戲及昆曲)

　　九甲戲比較俗眾化，昆曲比較精緻。形容人用工夫用過頭，浪費人力。

　7.傀儡馬，免食會走。(源自傀儡戲)

　　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

　8.傀儡馬，無食兼掠路。(源自傀儡戲)

　　掠路：趕路、跑路。喻不用成本。    

_______________
22.黃少龍《泉州傀儡藝術概述》 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1996年，頁15。

23.連雅堂《雅言》 台北 實學社，2002年，頁22。

24.有關戲曲語言的資材，除了筆者平素之蒐集外，鄉土語文專家林文平老師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另

　 有一部份參酌陳憲國、邱文錫合編《實用台灣諺語典》 台北 樟樹出版社 ，1999年。

25.連雅堂《雅言》 台北，實學社 2002年，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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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員

　1.父母無聲勢，送子去學戲。

　　以前的父母是因為家境不好，才送孩子去學戲。 

　2.做戲查某那有情，公媽就無靈。

　　演戲的女子因已習慣舞台上的悲歡離合，所以會比較無情。 

　3.豬吃狗睏毛蟹行。

　　演員生活很困苦，就像豬一般什麼都吃，像狗到處住，像螃蟹般橫行。 

　4.做戲頭，乞食尾。

　　在年輕時演戲的那些演員，到年老時無法演出只好去當乞丐。 

　5.棚頂嫷，棚下鬼。

　　演員化粧在台上演出都很漂亮，但下台卸粧後都醜得像鬼。 

　6.靚（嫩）戲老乞食。

　　演戲要年輕的演員來演，才有人看；當乞丐則要年老，才有人會施捨。 

　7.戲虎哈燒茶，師公虎穿破鞋。

　　有經驗的老演員都喜歡喝熱茶，因為要保護喉嚨；師公因需行走，所以要穿破鞋較

　　合腳。 

　8.熟熟戲跋落戲棚腳。(做戲做到老，嘴鬚捧在手)

　　陰溝裡翻船，明明是很熟的戲，還演到跌落戲棚下。 

　9.一聲蔭九才，沒聲甭免來。

　　演戲重視唱腔，聲音不好根本免談。

 10.三年出一個文狀元，十年出一個戲狀元。

　　以前科舉只要死背四書五經及八股策論，三年一科都有文狀元，可是戲曲包含了文

　　學、音樂、美術、表演等等，單就角色而言生、旦、淨、末、丑，文場、武場、編

　　、導等，十項全能專業人才難於培養，故有十年出不了一個戲狀元之嘆。京劇亦有

　　此一說：「狀元三年一個，十三旦蓋世無雙。」

 11.戲棚頂一工，戲棚跤三冬。(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

 12.歹戲欲穿好鞋。

　　指技藝不精的演員，能力低下，卻想要高的職位。

 13.裝神成神，裝鬼成鬼。

　　演技一流。

 14.儌鬼卡¬戲旦。

　　儌鬼指賭徒，賭徒碰上賭徒，比起戲台美女更令人著迷。形容賭博比美色更容易入

　　迷。

 15.戲棚跤揀無¬查某。

  　演員濃妝豔抹，當然比台下未施脂粉之婦女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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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

　1.小生小旦目尾牽電線。(眉目傳情)

　　小生、小旦演戲時注重眼神。 

　2.做生沒生才，做丑沒科噱，做旗軍驚人殺。

　　表示一個人一無是處，要當小生沒有當小生的才能，當小丑卻不逗趣，演龍套又怕

　　被人殺。 

　3.老生驚中箭，小旦驚瘋戲。

　　老生最怕演中箭的戲，因那種動作很大；小旦在舞台上非常端莊，所以很怕演笑鬧

　　劇，因不易表演。 

　4.籠透底，頭盔金脫脫，戲服新補，鞋沒講，小旦三個十八歲。

　　用這句話當噱頭，結果真正來演時發現道具、戲服都很破舊，小旦年齡高達五十四

　　歲！ 

　5.做乞食未曉揹茭志，做小旦未曉點胭脂。(學藝不精)

　　表示連本份的能力也沒有。 

　6.生某旦，吃飽相看。

　　將丈夫、妻子當作劇中的小生小旦，沒事互相凝視培養感情。 

　7.老生做到沒掛鬢。(老手失手，馬失前蹄)

　　太熟了卻忘記，表陰溝裡翻船。 

　8.十個小旦九個飫鬼，十個三花九個愛嫷。

　　舞台上的小旦看起來都很端莊，其實私底下都很愛吃；演小丑的在舞台上的妝扮很

　　難看，但私下都很愛漂亮。

　9.囡仔仙，扮大仙。(人小鬼大)

 10.上台小，落台大。

　　所有戲戲團都有此禁忌即演員嚴禁坐在戲箱(籠)上面，唯獨丑角除外，相傳是源自

　　唐明皇扮演過丑角之故，梨園之守護神有供奉唐明皇(西秦王爺)的，有供奉雷海　

　　青中狀元以後，為奸人所陷，以文臣掛帥平番去了，兩軍對陣時，雷海青以演戲　

　 「犒」敵敵退了番兵，班師回朝，唐明皇知其原委，乃欣然援例排演，所有角色派

　　定後，就是已經沒人可派演丑角，最後唐明皇只有自告奮勇擔綱演了丑角，從此丑

　　角就成了「上台小，落台大」。

 11.紅面的快落籠。

　　在布袋戲中紅面者多指忠良但武藝不精，故出場不久就陣亡被擺在戲籠子裡，此喻

　　性急者撐不久場面。

 12.學生戲仔猴。

　　戲仔猴是指做戲的小搗蛋，小頑皮猴。形容學生們大都是調皮搗蛋。

 13.擔籠¬卡熟妝旦。

　　皇帝不急，急煞太監。

 14.激小丑仔款

　　裝成小丑的樣子，目的在引發人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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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戲

　1.好額等後世，做官學搬戲。

　　表示不可能，想要有錢等下輩子再說，想當官只好去演戲扮官，因為這輩子不可　

　　能。 

　2.戲不夠，仙來湊。(戲若做無路，著用神仙渡)

　　傳統戲劇中，劇情演不下去時，通常用神仙來接續。 

　3.文戲金，武戲土。

　　文戲比武戲來得有價值，內行人愛看文戲。 

　4.誤戲誤三牲。

　　耽誤作戲等於耽誤整個祭典儀式之進行，因戲劇本是宗教儀式之一部分。

　5.醉仙半棚戲。

　　扮仙戲中的大醉八仙的酬勞是戲金的一半，表示很貴。

　6.鑼鼓陳，腹肚緊（ㄢˊ），鑼鼓煞，腹肚顫。

　　戲班有演出才有鑼鼓陣仗，才有戲金收入，團員才能溫飽，褲帶才會紮得緊緊的，

　　反之，戲班沒有演出時，鑼鼓停息，沒收入，餓得肚子都顫抖。 

　7.十二月戲沒人請，只好學補鼎。

　　農曆十二月沒人請戲，演員只好學補鼎維持生計。 

　8.三棚二元四，包籠吃家已。

　　比喻戲金之微薄，三場才二塊四，而且還要自理戲箱、自付食宿。 

　9.甘願娶(帶)一營兵，也不管一個戲班。

　　喻戲班難以管理，寧可帶兵也不願管戲班。 

 10.猴腳戲子手。

　　猴子善攀樹，演員手勢誇張，兩者都表示很調皮。 

 11.說曹操，曹操到。

　　喻馬上應驗。 

 12.子弟一興西裝褲穿顛倒反。

　　北管子弟一高興把西裝褲穿反了都不自知。 

 13.歹戲爻拖棚。(喻不敬業，敷衍了事)

　　不精采的戲，演出時間又拖得很長。

 14.七腳戲，全棚做。

　　七腳戲是七個演員的戲劇，所有劇情及腳色皆七人分¬，一人身兼數職。形容人力

　　不足，工作吃力。

 15.千里路途三五步，百萬軍兵六七人。

　　形容演戲的象徵手法。

 16.見鬼司公白賊戲。

　　指道士做法，戲劇演出皆鬼打架者，胡言亂語居多，認真不得。

 17.假曲唱袂落喉(假戲的真不了)

 18.踏跤步，比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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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劇情

　1.陳三磨鏡、英台哭兄、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

　　戲劇中以這三齣戲最感人。 

　2.瘋戲沒大簿。

　　以丑角為主的戲，不必根據劇本演出。 

　3.黑面璋犯到囝子厄。

　　五龍二虎傳中的黑面璋所向無敵，但每次遇到小孩子，他都戰敗，表示一物剋一　

　　物。 

　4.吃老才在學跳窗。(吃老才在歕鼓吹)

　　南管布袋戲式微之際，許多老藝人也開始學跳窗動作，比喻來不及了。 

　5.夯公刀報私仇。

　　假藉公務以報私仇，在演出時以劇團的刀槍痛打自己不喜歡的人。 

　6.張飛戰岳飛。

　　喻戲情亂湊胡演。 

　7.好酒沉甕底，好戲在後頭。

　　精彩的劇情都在後半段。

　8.看戲愛知戲文內意，做人愛捌人情義理。

(六)後場

　1.年蕭，月品，萬世弦。

　　學蕭要一年，學笛子要一個月，學胡琴要一萬世，表示胡琴是很難學的。 

　2.三分前場，七分後場。

　　後場樂隊比前場的演員還重要。 

　3.無後場行沒腳步。

　　演員的台步是根據後場伴奏來走，沒有後場就無法走台步。 

　4.打鼓的累死噴吹的。

　　打鼓的打太快害吹嗩吶的跟得很辛苦；表連累別人之意。 

　5.未曉挨弦的假絞線，未曉噴吹顧噴涎。(濫竽充數)

　　因為沒那種技藝，不會拉胡琴只好假裝絞線；不會吹嗩吶反倒噴口水。 

　6.孤弦獨吹。

　　一個人拉弦，一個人吹奏，表示很吃力（少數人）。 

　7.戲好不離生、旦、丑，聲高必用人乂、仩、人六。

　　戲要好一定要有小生、小旦、小丑；高音必用到人乂、仩、人六等音階。 

　8.歹鑼累鼓，歹尫累某。

　　打鑼的不好會連累司鼓的，不好的丈夫會連累到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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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觀眾

　1.作戲悾，看戲憨。(半斤八兩)

　　演戲的要放得開，敢裝瘋賣傻；看戲的明知那是假的，卻為戲中人落淚。 

　2.棚腳站久的人的。(滾石不生苔，轉業不聚財之意，有志者事竟成)

　　因戲棚下人多，所以要站久一點才能占到位子；意味等久了就是你的。 

　3.看戲看到扛戲籠，開查某開到去當番。

　　形容一個人對事物沈迷之極，看戲看到替戲班抬戲籠，表喜愛之至。 

　4.作戲的要煞，看戲的不煞。(雷同於台灣俗諺：掠魚¬卜煞，¬籮毋煞)

　　當事人願和解，但旁觀者不願和解。 

　5.打鼓¬欲煞，歕吹¬毋煞。

　　意猶未盡，騎虎難下。

　6.等扛戲棚板。

　　看戲看到戲結束了還不走；表示看戲之沉迷。 

　7.看戲看到大肚。

　　看戲看到被演員所勾引而懷孕，表示很離譜。 

　8.沒殺奸臣給人看，觀眾不願散。

　　傳統戲劇大多以團圓為結局，若善沒善報，惡沒惡報的話，觀眾不願罷休。

　9.做十三年海賊，看一齣斷機教子流目屎。

　　比喻戲劇感人之深。 

 10.戲棚邊的母豬不會吹蕭嘛也會打拍。(耳濡目染)

　　戲曲館側豬圈中之豬母聽久了戲曲，耳濡目染之餘，即使不會吹蕭，也會跟著打拍

　　子，比喻環境對人影響之深。

 11.棚腳條條會，上棚句句生。

　　比喻戲曲之表演藝術之困難度，在台下老師之教唱與台步演練，聽懂學到了，可是

　　一旦粉墨登場仍會有不知所措。另有一說是，批評他人是很容易，自己上場則不知

　　所措。 

 12.飲冷酒，吃沁飯，看暝尾戲。

　　喝沒溫的酒，吃隔夜的飯和觀賞連夜演出的戲，都是傷身體的。 

 13.濟戲濟人看。

　　戲演得越多，看的人也越多。 喻做生意的人多，生意越好。

 14.嫌戲沒請，請戲沒嫌。

　　嫌戲班不好就不要請那戲班，若請來了就不能嫌他們演得太差。

 15.毋捌戲文大氣捎咧歕，不知道劇情，看別人看戲看得過癮，只能搖頭嘆息，莫可奈

　　何。

(八)拚戲

　1.貓婆和鬍鬚泉拼命。

　　以前台北地區布袋戲鼎盛時期貓婆、鬍鬚泉是兩大名師，常常對台演出。 

　2.西皮倚官，福祿逃入山。

　　宜蘭西皮、福祿之爭：西皮派依靠官方；福祿派領袖陳輝煌則率領大家跟隨羅大春

　　去開發蘇花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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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西皮濟，不如福祿齊。

　　這是福祿派所說的：西皮派人多勢眾，但福祿派較團結。 

　4.海浪仔拗腳做豆乳，金蠅捻翅變蔭豉。

　　西皮派標誌沙蟹，如果把沙蟹的腳拗下來就像豆乳，這是福祿派罵西皮派所言；而

　　西皮派罵福祿派則說像金蠅一般，把翅膀捻下就如同蔭豉，此話為互相詆毀之言。

(九)戲劇與人生

　1.棚頂有那種人，棚腳就有那種人。

　　一樣米養百樣人，什麼樣的人都有；舞台上有的那種人，在現實人生中就有。 

　2.娶妻莫娶買臣妻，嫁尫不嫁百里奚。

　　娶妻不要娶朱買臣那種見利忘義的女人（覆水難收故事）；嫁丈夫不要嫁

　　像百里奚這種為了功名拋妻棄子的人。 

　3.上台總有落台時。

　　現實人生中高高在上的人，總有一天會下台，如同演戲一般。 

　4.藝真人貧。

　　技藝非常好的人通常很貧窮，因技藝好壞與貧富無關。 

　5.小旦向扛籠的借錢。

　　收入高的小旦向扛戲箱借錢，表示沒這個道理。 

　6.棚頂做到流汗，棚腳嫌到流涎。

　　在棚上的人演戲演得非常賣力，但棚下的觀眾卻嫌得要命。 

　7.仙人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無。

　　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神仙打鼓也有打錯的時候，何況身為凡人的我們，怎麼不會

　　有踏錯腳步的時候？引伸的含意是，人難免會犯錯，應該有寬容心原諒別人的錯　

　　誤；而犯錯的人要記取教訓，檢討改進。

　8.無米兼閠月。

　　台灣的歌仔戲旺季都是與祭典喜慶相關，如果碰到淡季，又連著遇閏月(陰曆是三

　　年一閠，正月、十二月不閠，閠月之慶典如中秋、端午是不重複遇到的)民間要是

　　不請戲，那戲團沒有演出，生活常會陷入困境，此句俚語與「屋漏偏逢連夜雨，行

　　船又遇到風頭」閠同工。

　9.人生親像一齣戲。

　　戲如人生，人生如戲。

 10.人生親像大舞台，苦齣笑詼攏公開。

 11.戲棚頂一款人，戲棚跤一款人。(表裡不一)

 12.捷扑那扑拍，捷罵那唱曲。

　　管教不當，經常打罵被當耳邊風。

 13.三尖仔頭，裝四尖鬚。

　　不切實際，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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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歇後語

　1.跳加官─歹開嘴。

　　傳說歌仔戲(日戲)前一定要「扮仙」，扮仙中必有一人出來跳加官，跳加官之面具

　　是用口咬的，不能開口，否則面具就掉了。

　2.棚頂的皇帝─做無久。

　3.獨眼龍看戲─一目了然。

　4.土地公看傀儡─越看越花。

　　土地公年紀大了，看傀儡戲，越看越不清楚，一團霧水也。

　5.土地公看正音─亂操操。

　　正音指京劇，台灣土地公因為看不懂京劇，只覺一團亂，故說亂操操。

　6.外省人搬戲─做死。

　　做戲與台語做死諧音，表示工作忙死了。

　7.囝仔做大戲─做無路來。

　　指做不來之意。

　8.青暝看戲─有聽見聲，無看見影。(或解為跟人笑)

　9.傀儡(嘉禮)仔食枝仔冰─驚燒。

　　早期原住民(前已論述南部稱呼平埔或高山原住民)很少吃冰，看到冰會冒煙，以為

　　很燙。

 10.矮人看戲─綴(跟)人扑博(鼓掌)。

 11.暝尾戲─冷場。

 12.雨棚戲台─對唱(客語)。

 13.無枷夯傀儡─自找麻煩。

　　枷是罪犯所戴之刑具，夯是舉的意思，無罪卻舉大木偶，意指自找麻煩。

 14.無話講傀儡─閒聊。

四、結語

　　「人生海海，就像一齣戲劇」，戲如人生、人生如戲，戲劇演盡人生百態，在反芻

人生的過程中，除了帶給人們歡愉，戲曲文化融入生活中，也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戲

曲語言文化中，充滿著智慧，也表現出生活的哲理。它帶給我們會心的微笑，品嘗著豐

富的人生。不管你接不接受，在不知不覺中，戲曲語言文化，我們已涵浸在其薰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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