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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在地化 vs.多元化的交響」學術暨教學研討會 
The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Teaching for Localization vs. Pluralism 

 

 

一、緣起 

文化部於 2016 年 5 月 24 日召開部長就任及施政說明記者會，由部長鄭麗君

表示：文化部將以「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為核心理念，並提出以下五大

施政主軸：第一是「再造文化治理、建構藝術自由支持體系」，第二是「連結與

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第三是「深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的在

地文化」，第四是「以提升文化內涵來提振文化經濟」，第五則是「開展文化未來

新篇」。  

    由此政策宣示可知：重視以在地知識為主體的地方學，建構地方知識學習網

絡。串連各種地方組織與產業，作為在地文化種子的培力教學平臺，鼓勵青年留

鄉與回鄉；結合政府、企業、社企等，堅實化在地社區組織。而此發展方向恰與

通識中心正在推行的「在地文化關懷」核心理念不謀而合。 

 

二、主旨 

(一)推廣與深耕台南在地文化暨多元文化等通識教育領域之教師專業研究，厚植

研究能量。 

(二)將「深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的在地文化」，提出研究與教學等方

面成果。 

(三)提昇本校教師得以「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的教學與研究計畫水平。 

 

 

 

 

 

主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 

承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研討主題：「在地化 vs.多元化」學術專長領域研究 

時    間：民國 106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 

地    點：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 號 文炳館 N201 劇場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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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延續2014至2016年教師專業與教學研究學術研

討會的經驗，辦理 2017「在地化 vs.多元化的交響」學術暨教學研討會，其目的

在推廣與深耕臺南在地文化暨多元文化等通識教育領域之教師專業研究，厚植研

究能量；將「深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的在地文化」，提出研究與教學

等方面成果；提昇本校教師得以「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的教學與研究計

畫水平。 

 

本屆學術暨教學研討會，共有六篇論文發表，主題包括以「文學台南‧府城

文化」課程為例之課群機制下「共學模組」運作之探析、翻轉郊商風華課程的在

地文化教育、日本流行產業的發展過程與文化底蘊、以《三六九小報》編輯洪鐵

鑄之儒學研究談地方小報與多元論述，以及論析「五洲新藝園」的傳承與新變、

唐美雲歌仔戲等在地藝術，充分展現本校通識教育近年來重視在地關懷的教學與

學術研究的成果。感謝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兼國藝會董事蕭瓊瑞教授以〈在地文

化中的外來思維──以藝術為例〉為題的專題演講，提示本校未來經營在地文化

的重要方向，更感謝劉淑玲主任、鄭道聰委員、顧盼副教授、林國源教授、江寶

釵教授與吳明德教授的精闢評論，為論文加值。我也要感謝本中心人文藝術組現

任召集人薛清江副教授、前任召集人王淳美副教授，以及行政同仁的協助，期盼

未來繼續辦理本項學術研討會，進而引領本中心由教學與研究面向，持續推動在

地文化關懷行動，落實社會實踐。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王慶安 誌於 2017.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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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在地化 vs.多元化的交響」學術暨教學研討會 

議 程         

 

時間：2017.10.24 週二 

地點：永康市南台街一號 南臺科技大學 N201 劇場教室 

主辦：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時間 主持人 演講者／活動內容 備註 

08：40～

09：00 
報到、領取資料 

09：00～

09：10 
李坤崇副校長 開幕 

 

09：10～

10：00 
王慶安主任 

專題演講（一）： 

〈在地文化中的外來思維──以藝術

為例〉 

演講者：蕭瓊瑞教授 

一節 50 分鐘 

10：00～

10：20 
茶敘  

10：20～

12：00 

第一場研討會主題：在地化領域研究 
主持人：蕭瓊瑞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國藝會董事） 

1.主持人：5 分 

2.論文發表人： 

 15 分×3 人=45 分 

3.評論人： 

 10 分×3 人=30 分 

4.討論：20 分 

  總計 100 分鐘 

1.論文題目：課群機制下之「共學模組」運作之探 

           析──以「文學台南･府城文化」課群 

           為例 

發表人：蔡蕙如（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評論人：劉淑玲（南榮科技大學觀光系副教授兼 

                系主任） 

2.論文題目：「看見在地文化──翻轉郊商風華」 

            課群的在地文化教育 

發表人：蕭百芳（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評論人：鄭道聰（臺南市文化協會委員） 

3.論文題目：日本流行產業的發展過程與文化底蘊 

發表人：楊子震（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評論人：顧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 

              成大博物館展示組組長）  

討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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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13：30 
午餐  

13：30～

14：20 
薛清江召集人 

專題演講（二）： 

〈如何在地？怎樣多元？──從文學

創意到文學創業〉 

演講者：江寶釵教授 

一節 50 分鐘 

14：20～

14：40 
茶敘  

14：40～

16：20 

第二場研討會主題：多元化領域研究 
主持人：林國源教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教授） 

1.主持人：5 分 

2.論文發表人： 

 15 分×3 人=45 分 

3.評論人： 

 10 分×3 人=30 分 

4.討論：20 分 

  總計 100 分鐘 

1.論文題目：地方小報與多元論述──《三六九 

          小報》編輯洪鐡濤之儒學研究 

發表人：王淑蕙（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評論人：江寶釵（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 

               台文創應所所長） 

2.論文題目：論「五洲新藝園」的傳承與新變 

發表人：楊雅琪（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專案教師） 

評論人：吳明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 

                研究所教授） 

3.論文題目：論析唐美雲歌仔戲《春櫻小姑──回 

           憶的迷宮》 

發表人：王淳美（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評論人：陳龍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教授） 

討論時間 

 

16：20～

16：50 
王慶安主任 綜合討論及閉幕式 30 分鐘 

16：50～

17：00 
薛清江召集人 學員領取研討會研習證書 10 分鐘 

17：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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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研討會主題： 

在地化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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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群機制下之「共學模組」運作探析── 

以「文學台南‧府城文化」課群為例 

 

蔡蕙如 

南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文學台南‧府城文化」課群是由「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采風」﹑「文學與

生活—走讀文學」和「語言. 聲音與表達」三門課程所組合而成。主要透過文學

的視角來體察府城文化、話說府城故事。以兩大軸線（文學領域、敘事展現）漸

進式融入不同面向的文學、文化課程。「文學領域」方面，由通俗至精英文學，

由純文學至雜文學，由單一語言至多語言的展現。「敘事展現」方面，從採訪記

錄、重點摘要、賞析創作至口說表達、影像紀錄等等多元呈現。以達從文學途徑

進入台南，探觸府城文化，再以多元陳述府城風采。 

本論文將針對課群合作機制中的「共學模組」中做一評論反思。試圖從共學

模組中的「一師亦多師、易子而教」、「從理論至實境到大會師」以及「跨領域工

作坊」（「讀府城‧話台南」進階工作坊）等單元課程著手，針對此課程運作下所

產生的各種現象，以及與「府城文學、文化」的密合度，加以評析。希冀在課群

機制下的「共學模組」能有更靈活的運用與展延。 

 

關鍵詞：課群、共學模組、府城文化、民間文學、走讀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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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ommon module under Course 
Group Mechanism: Take ’Wander‧Read Literature’ 

Course Group as Examples 
 

Tsai, Hui-Ju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Wander‧Read Literature’ courses group were collected by ‘Folklore Literature 

and Folklore Collecting’ ,‘Literature and Life:Wander ‧Read Literature’, ‘ Language、

Voice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two axis: literature realm and narrative showing 

united different aspects step by step .In literature area ,from pure literature to 

complicated literature, from monologue to polyphony. In narrative showing aspect, 

from interview recording to summarize, analyze and speech film recording. In the 

approaches the students may explore and Tainan culture, style of Tainan. 

This paper is to comment and rethink mechanism of “’common module’, tried to 

proceed in ‘one teacher as teachers’,’to teach with e kids exchanged’,’from theory to 

practise’,and’crossing areas workshop’to assess the phenomenon and fitness. I would 

hope this common module becoming more flexible. 

This paper is to comment and rethink mechanism of “’common module’, tried to 

proceed in ‘one teacher as teachers’,’to teach with e kids exchanged’,’from theory to 

practise’,and’crossing areas workshop’to assess the phenomenon and fitness. I would 

hope this common module becoming more flexible. 

 

Keywords：Group、Common module、Tainan culture、Folk literature、Wander‧

Rea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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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城市不只是空間，它有更多的人文（歷史、文學、藝術）蘊存其中；一個城

市文化的形成，非一蹴可及，是由時間慢慢累積而成的。既然人文、藝術與社會

的關係是緊密連結的。城市文化所涵蓋的是多面向及多層次的視野。尤其台南是

古都，處處孕育著濃厚的文化氣息。近年市政府致力維護既有的文化遺產，也試

圖將城市注入新的元素，以活絡文化，再造城市新生命。本校位於如此豐富的場

域裡，是一個活的學習文化場域。若能透過這些素材培育學生如何在「傳承」與

「創新」之間的平衡外，更希冀能提供一些知識營養的補給，充實、深化學生們

先備知識，以敏銳的觀察力及行動力來關切自己的城市，將可厚植既深且廣的城

市文化。 

「文學台南‧府城文化」課群主要透過文學的視角體察府城文化、話說府

城故事。是由〈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采風〉﹑〈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和〈語

言‧ 聲音與表達〉三門課程組合而成。其一，〈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采風〉，基

於口傳文學與在地文化是密不可分，是 能體現民間文化的載體。在今日繽紛多

元的文化熱流中，如何定位，無疑是其中一股很大的勁道。對傳統有自覺的中老

一輩人而言，琅琅上口的民間文學，是蘊藏在心靈深處的的記憶和生活結晶，對

年輕學子而言，則是無從追尋的回顧和茫然。希冀藉由民間文學作品，帶領學生

剖析集體記憶的元素，以深耕文化。其二，〈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旨在從文

學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心靈的視野，因此「閱讀」也就開展了、深化了理性和感

性上的認知；以文學閱讀的角度切入生活、觀察城市不僅可以讓學生有不同的思

考，更重要的是藉著文學的隱喻、描寫、省思與重構等概念，以「文本閱讀」的

態度去理解、去欣賞所處之地，進而能有所反思與回饋。其三，「語言、聲音與

表達」在於喚起學生對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工具—聲音、語言與文字的注意，由

生活場域之日常小事出發，重新掌握生疏已久的溝通表達訣竅；在「瞭解並發掘

自己擁有的能力」之後，瞭解在地的語言、探索在地的故事。跨越語言的界線，

將使用語言與文字表情達意的能力找回來，也進一步瞭解這個城市之美。 

於是三個課程的合作理念建構在「兩大文學支柱、一系列敘事展演」基石

上，從三個面向（民間文學、作家文學、口說表達）、二主軸（文學、敘事）切

入。「文學軸」由通俗至精英文學，由純文學至雜文學，由單一語言至多語言的

展現。「敘事軸」從採訪記錄、重點摘要、賞析創作至口說表達、影像紀錄等等

多元呈現，旨在「以文學途徑進入台南，探觸府城文化，再以多元陳述府城風采」。

基於課程屬性特質彼此間的聯繫及對照，所採取的合作理念是「強化」「交流」，

以達相輔相成的效果。讓學生們對透過不同的視野來體察台南文學且表達既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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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創意的府城文化。並採取四組「共學模組」（「課程交流-一師亦多師、易子而

教」、「從理論思辨至實境踏察，到大會師」、「『讀府城‧話台南』進階工作坊」、

「風情萬種的府城樣貌成果展」）提供學生從不同面向學習的交集及連結。 

 

於是本文將從兩個面向來研究「共學模組」在課群的運作機制，首先，就課

程內涵而言，如何帶動課群探索共同的知識議題以及與各課程的連結性？其次，

「共學模組」在課群中遇到的難題如何？以及如何解決的策略？主要是實施「共

學模組」之後每次學生反思的作業做一學習評估，因為「課堂作業是分析學習表

現的重要資料來源」再加上「課堂作業反應教學內容，而會考反應建構者所認定

的恰當考題與範圍。」
1
所以，以學生作業作為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的基石。同理，

老師方面，亦於「共學模組」課程之後定期聚會，課程老師相互表達對「共學模

組進」行的看法
2
，以梳理出運用於課程中的經驗效果，然後再針對師生之看法做

交互比對。論述如下： 

 

 

二、四組「課群共學模組」的運作： 
 

首先對「文學台南‧府城文化」之 105 學年的「課群共學模組」的運作方式

加以說明。 

 

（一）課程交流──一師亦多師、易子而教 

1.進行方式及上課內容 

上課模式跳脫單一老師授課。希望選修至此課群同學們，能夠多方面地接觸

                                                       
1 Barbara E. Walvoord   Trudy W. Barnta 原著，黃淑玲譯，《新手也能上手的學習成效評估》（臺

北：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1），頁 23 
2 參見 Richard Sagor 原著，鄭鄭博真譯，《行動研究實作指引》（臺北：華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8.2）頁 3-7 至 3-9。所提及之同事訪談指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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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課程，從多元的角度切入（民間文學、作家文學、表達方式），以更廣闊

的視野瞭解台南文學、府城文化。105 上學期運用三位老師的專長，三位老師輪

流到三個班級授課，105 下學期則增添一位古典文學的老師，以達廣度的拓展。

之所以不是將所有的班級匯集在一起聽不同的老師演講。主要由三位老師或四位

老師平均分擔兩節課，希望各班同學能感受到不同老師班級經營方式，以 短時

間聚焦在各門課程之精華處。 

上學期的進行方式，於學期初第五週，由任課老師說明交流用意及方式。然

後由老師到其他兩班任課，講授自己課程特色。讓其他兩班課程同學可同時涉略

不同領域。每位老師至其他兩班各教授 15-20 分鐘。如圖：A（採訪記錄）→B

（賞析創作）→C（口說表達）→A。 

上學期的「易子而教」重點擺在各門課程的

特色差異，〈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采風〉強調於民

間文學為口傳文學，其口傳的特徵具有傳承性、

集體性及變異性。因此讓同學口傳一則故事，找

出傳講間的變異因素。〈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

則強調從印象到意象，以及具象背後所隱藏的歷

史意義，藉由「城市對對碰」活動，透過對城市

特色的文句描寫，來尋找出城市名稱。〈語言‧聲

音與表達〉介紹表達要訣「4E 法則」
3
，透過影片以及隨機抽取的卡片，來說出

重點及感受，並以一分鐘的短講來呈現。於是在輪班上課的兩節課時段裡，民間

文學強調口傳的變性異，走讀文學強調透過文字體悟字裡行間的意涵，語言‧聲

音與表達掌握如何表達的要訣。讓三班同學理解到面對一個城市文化，它的形成、

蘊藏的意象以及如何將其表述出來。 

下學期加入「古典文學」課程的輪班

共時上課。這學期不單單針對各門課程的

特色，更重要是扣緊一主題（赤崁樓）由

不同面向切入。如：〈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

采風〉從一張牛皮換地
4
及與鄭成功傳說切

入，藉由傳說來認識赤崁樓。〈文學與生

                                                       
3 ”E”-- Emphasis（用一句話講出重點）和第二個”E”-- Explain（用幾句話解釋這個重點）第三

個”E”--Example（舉例說明，第四個”E”--Echo（再講一次重點作為結論）。參見周震宇，《聲入人

心：教你如何洞悉人性、說話動聽》（臺北：方智出版社），2010.4.26 
4 這類傳說為阿爾奈湯普森分類法歸類編號為 AT 2400 的「用牛皮量地」。外來者以騙取在地人

換得一小塊牛皮大小之地，後來竟以剪成條狀圍起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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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走‧讀文學〉從陳昌明的〈赤崁樓〉
5
一文及林宗源詩作〈赤崁樓的哀怨〉

6
透

過作家的眼睛來看赤崁樓。〈語言‧聲音與表達〉以 4E 法則介紹了赤崁樓歷代的

沿革以及周遭的小吃。並且增添古典詩人如何看待赤崁樓以及當時詩人對台灣世

局的視野。  

之所以於期初進行，主要讓學生瞭解這是一門課群的課程們，彼此間的聯繫

關係，更希望學生們理解城市文化的形成不是單面向的，而是多面向、立體面。 

 

（二）從理論思辨至實境踏查，到大會師： 

從理論思辨至實際踏查，主要是讓學生從實際走訪來印證或思辨課堂所讀所

聞。因此在理論思辨上除了課堂上老師講授外，也邀請業師協同授課。 

1.理論思辨—業師協同授課 

1.演講內容 

聘請校外專家業師經驗分享，重點在於從不同社會經驗切入，而不是單純的

學院觀點。於是安排了四場業師協同授課（上、下學期各兩場），時間排定在週

三第 7.8 節所有課群班級匯集一起授課。第一場由台灣文學典藏組組長林佩蓉介

紹〈地上長出來的博物館--台灣文學館〉，介紹臺灣文學館的沿革、建築以及在

台南之意義。第二場由王浩一先生主講〈在台南‧我的文學老樹〉這是從外地人

久居台南，深入入觀察台南的點點滴滴。第三場是由跨領域的講者王子碩，以工

科背景如何看待台南的文史，所講述〈穿越府城的時光隧道〉透過影像的重疊比

照，帶領大家進入府城時光隧道。這三場的業師專講各從其身處其中「外地人/

在地人」「本業/跨領域」的交錯切入，重點在於給學生在課堂書本文獻之外的視

野。第四場則與工作坊結合，作為創意文化 DM 的講授。 

 

2.校外踏查 

與業師協同授課之後，則將學習的場域由教室走入府城實境探索。並依課程

所需做深入主題式的探查及反思回饋。校外踏查每學期進行兩次。第一次課群共

同的路線即是台灣文學館。希望透過之前業師於課堂所講述的，實際到台灣文學

館內觀看作家文物作品，讓學生感受作家的創作氛圍，以呼應文獻資料。另外也

就周遭環境做一踏查，如台南孔廟、永華宮、呂祖廟舊址、原台南警察署、湯德

章紀念公園、重慶寺、林百貨等等具有歷史象徵性的地標。第二次的校外教學則

依各課程的特色而加以安排主題路線，上學期，如〈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采風〉

有府城人的生命禮俗之踏查，即是針對府城對於生老病死與信仰結合之巡禮。另

                                                       
5 陳昌明，〈赤崁樓，〉刊登於《聯合報》，2006.9.5。 
6 林 宗 源 ，〈 赤 崁 樓 的 哀 怨 〉， 原 載 於 《 笠 詩 刊 》 19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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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府城都心這一區，交集著民間信仰和西方宗教，於是信仰傳說正是學生踏

查在地信仰文化的場域。〈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則以走讀葉石濤的文學地

景為主，走訪有關葉石濤於府城中的記憶，從萬福庵、照牆、施家大厝、傀儡巷、

打銀街、大井頭、米街、石春臼、廣安宮、祀典大天后宮，沿途皆是葉石濤曾經

活動的場域。〈語言‧聲音與表達〉則以府城都心建築遺址為主，以訓練學生未

來如何解說。從愛國婦人館、昭忠祠舊址、台南放送局、大南門城、南門城垣遺、

磚仔橋舊址（原台南監獄）、連雅堂故居舊址（原台南地方法院）等。透過每個

場域，由在地耆老或解說員加以解說，讓同學知道在文獻之外的資料。 

 

3.大會師 

「大會師」的課程，集合課群中三班的同學，彼此交流各班所探查的不同路

線。採取全體 120 位同學重新分組。每一小組各有來自各班的兩位同學，每組共

6 人。進行方式，各小組先自行分享，每班兩位同學分享各班外出探查路線的所

見所聞，並且互相交流。小組分享時間後，每組推派一人上台報告各組的討論結

果。並由老師回應各組所提出的問題與心得。課堂尾聲再播放各班由探查過程的

紀錄片，做一回顧以加深印象。此共學的目的在於「交流」，透過同學的視角，

經由學生自己觀察、吸收及輸出（口說分享），不僅能得到別班的訊息，也可以

自我重整所學，分享給他人。 

 

（三）「讀府城‧話台南」進階工作坊： 

「讀府城‧話台南」進階工作坊。採取 T 型人才工作坊的理念，「 T 型人才

工作坊想達成的目標，包含「跨域合作、觀察體驗、反思回饋、應用科技、創新

設計」五種面向。每場工作坊就像一次專案實作課程，大部分為期兩天（兩個週

末），工作坊中將兩種不同的專業領域、釐清與解決問題的技巧、跨領域合作的

訓練都包含在內。T型人才工作坊的教學特色，在於「雙教師教學」及「跨校系

同儕」，藉由教師、學生之間的專業交流與跨領域合作，能突破過去經驗、嘗試

做出以往不曾想過的事情，而得到不同於以往課程的收穫。」7在此，「跨域合作、

觀察體驗、反思回饋、應用科技、創新設計」、「兩種不同的專業領域、釐清與解

決問題的技巧、跨領域合作的訓練」及「雙教師教學、跨系別」是我們的工作坊

努力的方向，希望針對有興趣的同學作進階式座談與實做，透過各課程老師及業

師的專長，以小組方式運作，帶領同學作深入性思辨，並發想創意思維。至於工

作坊的時間，僅以一個週末時間為要。在這樣的理念下，師資方面，所聘請的老

師與課群老師的背景是不同領域的，上學期聘請戲劇背景的劇團師資；下學期則

                                                       
7 http://www.t-edu.tw/30446271613328725945234162716924335.html，2017.9.24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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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設計創業的業師。學生們來自各系別各年級，形成一個跨領域的組合。參與

工作坊要項如下： 

 

上學期 下學期 

對象：課群中有興趣的同學暨本課群

TA 群 

對象：全體同學（以採錄及書寫之〈民

間文學與在地文化采風〉〈文學與生

活—走讀文學〉兩班為主） 

時間：第十四週。週六 9：00—17：00） 時間：第十六週。週六 10：00—14：

00） 

參與人數：名額 20 人為限，同學自由

報名選擇加入跨課程小組 

參與人數：〈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采

風〉和〈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全體

師生 

講師：那個劇團執行長楊美英 講師：盧卡斯工作室負責人陳正桓 

特色：激發發想、發想問題 特色：製作創意文化 DM 

 

在這裡以不同領域的業師和本課群文學背景的老師協同教學，形成「雙教師」制
8
，於是上學期籌辦進階工作坊。鼓勵三個班級對「文學、文化、敘事」有興趣

且樂於「實做」的同學，共同參與，作深度的挖掘。下學期接續上次創意工作坊

的基礎，從創意開發進入實品的呈現。進入實作編輯，透過業師兩段式的講座、

引導討論、編輯技能的指導，將整學期所觀察紀錄創作的作業，匯編成隸屬自己

風格的三折頁文化 DM。如此兼顧了「定義問題」和「解決方案」兩個面向。 

 

（四）「期末成果展──風情萬種的府城樣貌」 

綜合上下學期的成果，於下學期期末舉辦成果展本次課群成果展不單單只是

課群師生教學成果的呈現，也邀約觀

展者共同來完成。除了凸顯整個課群

架構及各班的課程特色外，更希望塑

造出「雙向交流」的佈展重點，「展」

不只有展示、展演，更是推展、拓展，

因此特別用心設計了「打造屬於你的

路線」互動區，希望觀展者能透過大

地圖的路線及布點說明，自行動手打造自己的府城走讀路線（如右圖），經由親

                                                       
8 T 型人才工作坊的「雙教師」制，不只是人數上的「雙」，更是知識領域的「雙」。每場工作坊

由兩位不同背景的教師協同教學，兩位老師彼此互補協助，一位老師的教學從「定義問題」切入，

另一位老師則貢獻「解決方案」的專業。

http://www.t-edu.tw/30446271613328725945234162716924335.html，2017.9.24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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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手動的路線規畫，深化觀展者對府城的記憶。所以此次的成果展定位這是一場

府城覓徑展。觀展者也是佈展者，這也是一種美好且溫暖的互動與交流模式。 

 

三、「教與學 / 施與受 」的對應成效 

當一個課程設計從構思、預設效果到實際操作，往往可以從學生反應得到此

「課程設計」的成效。本文試從學生對每一個「共學模組」的反思單，和老師觀

察角度，做一比對。也就是從「表現目標」
9
和「過程目標」

10
做一描述性研究。

以下將依據三個班級，針對每一個「共學模組」進行之後，以「本單元印象 深

刻的是什麼？建議改進之處？」透過同學所敘述的學習心得，加以歸納整理綜合，

舉出具有代表性的意見，分別從「邏輯思辨力」、「知識認知力」「問題解決力」

「想像創意力」「溝通表達力」，做一評比分析： 

 

（一）一師亦多師，易子而教 

1.學生反應 

  將此單元的學生反思回饋單意見，列舉一二列表如下： 

同學/反思單 1. 各門課程重點摘要。2.同學反思回饋（印象深刻之處.建

議….）。3.TA 觀察。4.老師評語 

A 老師跑班課程時，可以接觸到其他課程，乍看沒啥關聯卻有某種程度

上的連結。此外，利用短短一門課的時間，老師把精髓給了我們，我

學到了精確表達重點的訣竅。（上學期） 

B 每個老師上課的內容常有趣，由不同的老師上課了解到更多的內容，

不同老師都有不同的專業，各方面都可以學習到不同層面的東西。（上

學期） 

C 藉由不同層面更了解赤崁樓，不同的層面帶給自己打破已往的觀念，

它不單單只是一棟樓，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的風貌，帶領我們慢慢進入

以前的那個時空。不同的組合會有不同的樂趣，希望多能有這樣共時

輪班上課。（下學期） 

D 時間上的不足非常可惜，若可以把時間加長，想必可以更加豐富精

彩。(下學期 ) 

E 兩節課安排四位老師，感覺有點太多、很趕，但故事集內容很精彩，

也是很新穎的教學方式。(下學期 ) 

                                                       
9 表現目標（performance Target）：一個人想要看到增進的特定技巧、結果或表現。參見 Richard 
著，鄭博真譯，《行動研究實作指引》，（臺北：華騰文化，2008.2）頁 3-15 
10 過程目標（process targets）：一個人想要看增進的專案技巧、行動或程序。參見 Richard 著，

鄭博真譯，《行動研究實作指引》，（臺北：華騰文化，2008.2）頁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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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師觀察 

「一師亦多師、老師輪班上課」課程，上學期三門課每位老師利用 30 分鐘

除了簡介介紹自己課程的特色，從不同面向（民間文學、作家作品、歷史沿革）

切入。同學們對於這樣的形式，一堂課由不同老師輪流上課，頗感好奇有趣。唯

獨感覺時間太短暫。雖然時間短暫，但是知識的承載度卻相當緊湊，相對地，同

學們要在短時間腦力激盪，需聚精會神地思辨相關面向的議題，也成了相當的挑

戰。 

下學期（105.2）多增添了一位有關古典文學方面的老師。而且聚焦在「赤崁

樓」主題，希冀讓學生能聚焦在一個議題

上，了解不同課程的面向與此議題的相關

性，於是在府城文化「的知識認知」上，

較上學期更深入，「邏輯思辨」上更聚焦在

赤崁樓的文史相關議題，「新奇有趣的創意」

延續了上學期的量度。同樣地，時間的過

於緊促，所連帶的知識緊密度過高，以致

學生反應時間不足是值得再衡量的。 

 

（二）從理論到實境至大會師 

1. 業師共同授課演講 

（1）學生反應 

 

同學/反思單 1. 講者畫像、2 重點紀錄、3.印象 深刻之處、4 總結 

A 臺灣文學館是作家、文學人的家，是一間非常專業的文學博物館，

完全顛覆了過往的想像，影片中看到了過往日治時期人民的進退

兩難，因此有了一場文學改革活動。（上學期/從地上長出來的博物

館） 

B 一個沒有樹的城市，就好像沒有了美感。而這些度是歷經了多少

的年頭才存活到現在，背負著歷史的痕跡，留著當時氣息。」（上

學期/在台南，我的文學老樹） 

C 利用舊照片帶領我們走進台南的文化歷史，穿越台南的時光隧

道，體驗台南台南在地文化風情，府城記憶裡的感動是無可取代

的（下學期/穿越府城時光隧道） 

 

 

（2）老師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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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兩學期不同屬性的業師協同授課(〈從地上長出來的博物館〉、〈在台南，

我的文學老樹〉、〈穿越府城時光隧道〉、〈文化 DM 製作概念〉)中，大部分同學

也能深刻地思考業師的言外之意，掌握其要旨。有一部份同學對於府城古今場域

變遷，無不驚嘆連連，當然也些同學只停留在「有趣」的學習活動，及聽一場「好

聽」的演講。這兩次的講座授課，除了知識認知之外，部分同學們已能潛沈於「活

絡文化與傳承文化」的邏輯思辨和問題解決之中。 

 

2、實境踏查 

（1）學生反應 

實境踏查路線分有：共同路線—台灣文學館及分項課程主題路線，兩種類型。 

 

同學/主題路線 1.我看到什麼？2.我聽到什麼？3.我聞到什麼？4.我摸到什

麼？5 我感受到什麼？ 

A 台灣文學館 如果不是選中了這門通識課，我可能都不會去台灣文學館，也藉

了這次的機會來到這裡，看外表覺得有百年歷史，但保護的非常

好，又讓人覺得沒有蓋很久，進到裡面，為之驚艷，覺得建造這

間文學館的人們很厲害，而創作那些文化遺產的作家們，也是命

人敬佩，透過展覽認識了一些作家、故事等，其中導覽提到那時

候文學作品，女生創造居多，但得獎卻男性居多，而在大廳有一

艘船，是達悟族所建造，而聽說船在的羽毛是他們的祖靈，非常

神聖，不可觸摸。在海洋展區那，有展覽達悟族所製造的斧頭，

而那斧頭是為了讓達悟族的小孩，成年後用斧頭創船，而那些展

覽品是夏曼藍波安所製造提供的。（A） 

小封神之旅： 「我們這組的解說員是個廟公，人很親切但他說話都點口齒不

清…其實有點小困擾…。但是我覺得這門課就是得實際校外參訪

才會吸收到很多很多知識！所以謝謝老師，辛苦安排這場校外教

學了！透過這次的參訪，讓我對台灣寺廟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為我不是台南在地人，所以到台南遊玩只會走｢觀光客路線｣，

像是藍晒文化館、奇美博物館等...。從來沒有走過台南小巷弄，也

沒有特別探訪過廟宇，更不會深入了解廟宇歷史，只會掛個香就

離開了！所以這次參訪探究廟宇文化歷史，對我來說是個不一樣

的感覺，也是個很棒的經驗！」（B） 

葉 石 濤 地 景 文

學： 

「這次參訪導覽以小組的形式進行，不像以前一大群人，導致後

方的人聽不清楚；但故事記憶點還是不夠深刻，以至於能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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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希望下次時間可以充裕一點」（C）。「.非常喜歡這次的參訪，

親自走訪在文章上看到的路線或景點，讓我更加認識台南的歷

史，與別的組員也討論得很愉快，了解了更多我不知道的台南。（D）

寧南坊之徑 「我最喜歡的是舊台南地方法院，西洋歷史建築風格很吸引人，

有精緻的門廊、華麗的門廳，又是國定古蹟，走進去會讓我感覺

坐了一趟回到過去的時光機，好像可以看到法官在庭上開庭，另

外聽說走廊上的採光井在早上 10:20~11:00 可以看到 5 道彩虹，真

是特別。」（E）「.大南門下了一場小雨，覺得有些寂靜。周圍的豐

富生態，凸顯了古城牆的孤獨身影。」（F） 

 

（2）老師觀察 

上學期（105.1）在兩次校外教學活動裡，大部份的學生的回饋，都是「原

來如此」「知道了原先所不知道的」「對在地有更深刻的認知」。尤其是實境體驗，

同學們的學習動力特別強。相對地，許多同學在校外教學學習手冊中，反應校外

教學的時間安排得太匆促，以及聽解說時，常受到外力干擾。如此在學習的過程

中能發現活動規劃的問題，同時也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如：課後再自行前往

踏查，或減少每組的隊員人數，以解決「聽不清楚」的問題。已具備了解決問題

的能力。 

下學期（105-2）兩次校外教學活動裡，因應上學期(105-1)的時間覺得過於

短暫。於是變更為定點式和彈性調整上課。在台灣文學館內部聘請四位老師做定

點式介紹，讓同學們在時間的運用及內容的豐富度更加充裕。彈性上課方式即挑

選一個週末做整天的參訪，也讓同學自行規範踏查路線。在此，大部份的學生的

回饋，以前過門而不入，如今這一趟課程有大開眼界之感。再加上以主題式的踏

查則更深入化。因此是實境體驗，同學們的學習動力特別強。 

不過，還是有些同學反應校外教學

的時間依然不足夠，似乎有意猶未盡。

於是有了兩極化的建議：有的希望每個

定點都停留久一點，有的則希望多一點

景點，每個定點停留短暫一些。除此，

也發現一個世代問題，即是解說員是在

地耆老，所講的語言是台語，部分同學

聽不懂，而使成效大打折扣。這些都是

未來課程需注意的部分。 

 

3 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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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反應 

 

同學/反思單 1.我的參訪心得 2.令我印象深刻的的組員分享 3 從其他組員分

享中體驗到我所沒發現的 4 聽完組員分享有哪裡是會想去的 5

對於參訪的建議. 

A 透過不同班級的討論，看到不同面向的台南。與別組的同學討論相當

愉快，透過同學所講的不同路徑，會想自己前往走一趟。 

 有機會與別班同學合作與討論，藉由組員分享他們所參訪的路線及聽

到的歷史故事，讓我ㄧ次大會師中有種一次滿足三種願望的感覺。雖

然有些同學講的不是很正確 

 透過其他班同學的分享，讓我對他們參訪感到好奇，想跟朋友來一趟

台南漫遊之旅 

 

（2）老師觀察 

105-2 學期多了一堂，三班課群一起討論回饋校外教學的「大會師」共學模

組。透過打散三班的同學，重組小組彼此交流校外教學心得。同學們都熱絡地分

享著，同時也覺得其他路線也很有趣，從中開啟不同的視野，想自己也去走走。 

綜之，前測時學生們一開始對台南之人文地景及歷史發展大都沒有概念，即

便是在地台南的同學，對這些地方的認

識頂多停留在拍照打卡吃美食的階段。

但是經過「從理論至實境踏查，到大會

師」共學模組的帶領、專家講座與實地

踏查之後，大部分同學在各單元課程回

饋單上，都表示對台南有了不同的認識，

彷彿揭開了面紗窺見真貌，以後會自行

找機會，再進一步去瞭解這些地方。 

 

（三）創意暨跨領域工作坊 

1.學生反應 

 

同學/反思單 參與工作坊之我見 

A 老師我跟你說一件神奇的事情，我平常做設計作業都超級慢，沒辦

法像別人三分鐘就有靈感，我可能要三個禮拜，可是我今天竟然有

蠻多的靈感，會不會是昨天的創意工作坊的啟發。（上學期） 

B 藉由遊戲了解自己並且認識不同系與各地不同家鄉的人，所以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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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參加工作坊能認識很多人，而且還能夠透過分組與討論作出一項

覺得很有成就感的成品感覺很棒。（上學期） 

C 此次工作坊很有挑戰性,雖然過程很辛苦,也很麻煩, 但是拿到自己

的作品被印製出來時,很有成就感。（下學期） 

D 好美喔,沒想到自己能做出這樣的作品。（下學期） 

 

2.老師觀察 

上學的工作坊主軸在於創意發想，透過遊戲引導出同學發想，也藉由照片、

語言、肢體的融合創作出心目中的府城意象。跳脫以往有桌有椅工作坊的模式，

以開放空間讓學生展演。學生的反應大都

以「有趣新奇」居多數，其中「溝通交流」

也是主要的能項。下學期著重於跨領域的

「技術」整合，將整學期所認知府城資訊，

透過三折頁的製作來呈現。因此設計、電

腦軟體、美學意象的知識、以及「材料彙

整」「邏輯思辨」成了此次工作坊拓展的

要項。 

 

（四）成果展 

1.學生反應 

    從學生自行參觀自己作品的所做的回饋分享，如下 

 

A 雖然只有小小一塊區域，但每一班都讓我們看到了他們上課學到的、也讓我

知道很多我沒學到的，很棒！ 

B 透過不同的學習方式，呈現出不同的文學台南，即使參訪同一個地方，但感

受卻不盡相同，看到的也都不一樣。如果有機會，我會想實際選修三種課程，

瞭解台南的更多面向。 

C 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擺設展出,也看到老師和 TA 們的用心 很感動! 

 

2.老師觀察 

當學生到了展場，首先是尋找自己的作品。作品雖然有些青澀，但仍難掩欣

喜之情，也會帶著未選修此課群的同學前來觀賞。尤其互動區，更是同學樂於前

往討論製作，「被看到」自己的作品、「看到」同學的作品、以及現場「參與」再

呈現作品，這都是一種學習形式及過程。讓學生體悟到成果展其實是另一段學習

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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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的困境與暫時解決方案 

課群採用共學模組，實為實驗性的做法，在這過程中，也讓我們開展出多元

的課程樣貌，同時也面對「理想規劃 / 實際操作」的落差與困境。由於共學的

時間較多，同學接收到許多不同的刺激，這是難得的經驗，但有些同學可能會覺

得課程被分割，需要我們更多的引導，也應幫助整合在這些非傳統課堂中所學到

的東西。這對老師和學生而言都是學習，在此過程中我們的省思如下：  

 

（一）課程內容的「融合/獨特」 

「易子而教」採取老師跑班的共學設計，讓同學在兩堂課中充滿不同的學習

刺激，快速地掌握本課群中不同課程的重要概念，這是很不錯的想法，有些同學

也覺得獲益匪淺，但每位老師所分配到的時間太短是值得再斟酌之處，因為不是

每個人的反應都能快速轉換，因此會造成老師教得太趕、同學來不及消化的情況。

105-2 學期，加入了台灣古典文學的部分，使其整體內容更完整、更豐富，也因

有了上學期的經驗，再加上事前有完整的溝通規劃，整個流程很流暢，同學的反

應很好，但也因學習內容「密度」太高，覺得有些吃力，要完全掌握重點並不容

易。未來的改進之道，以延長各位老師的授課時間為一節課，運用兩週的課程來

進行，或是以更多的共學機會(如「學習拼圖」
11
)彌補其不足。 

從「理論至實境到大會師」的規劃，是本課群頗為成功的共學方式，上學期

(105-1)不論是台灣文學館的介紹，還是王浩一的府城觀察與創作，都能夠讓同學

聚焦在府城文化的認識並連結民間文學、作家文學與聲音表達的課程內涵，使其

學習加深加廣。本學期（105-2）則帶同學進入台灣文學館，在實境中定點聽講、

參訪，讓學習多角化、立體化。而另一場演講由「聚珍‧台灣」王子碩先生所主

講的穿越府城的時光隧道，以古今照片對照，顯現出府城的變遷，讓同學們大開

眼界-「原來昔日台南市如此幽雅」。不論上學期或下學期，各有一次深化每一個

課程的府城參訪行程，彰顯每個課程對府城不同的觀察，下學期設計三班合體共

享討論參訪成果的「大會師」活動，使共學更有意義與成效。 

 

（二）課程時間的「適時/適量」 

演講、參訪活動之間的時間安排未盡理想：上學期因為颱風而停課兩週，

以致學生的學習進度有點跟不上，逼使課堂上原本安排的進度，必須更動以配

合計畫運作，打亂了課程原本的規劃與活動設計。再加上第一次校外實地參訪：

因為本班人數較多，分組時小組人數過多〈約 25 人〉，隊伍拖很長，走在後面

                                                       
11  學習拼圖：以學生為主，由學生跑班選擇課群中各門課程中的相關單元，以組合成一個新的

學習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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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外圍的同學聽不到導覽員的講解，加上與導覽員間尚未建立默契、導覽員求

好心切等原因，所以無法達成課程預期的目標，學生也多反映行程動線安排不

佳。 

針對上學期（105-1）校外參訪的時間不夠充裕，於是下學期(105-2)採取彈性

上課方式，將參訪踏查時間拉長成一整天，而隔週則採取自主學習。學習情境較

上學期來得充裕，但仍有些同學仍稍嫌不足夠，可以再延長一些自我探索的時段，

似乎得再規劃的更精細一些。 

 

（三）參與人數的「大眾/小眾」 

上學期工作坊的設計是以「小眾」、「進階」為概念，每一班無法有太多人

參與，每班有五、六人參加，他們的反應都很好，覺得有趣又有益，但未能將

此能量帶回課堂，對全班的影響力有限。因此下學期（105-2）擴大工作坊規模，

請業師授課，讓全班（主要以文字採錄為主的「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采風」，以

及創作書寫的「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兩個班級）都能參與。 於是安排實作

的跨領域（創意設計）工作坊課程，提供了一個技術層面的學習，以便更強化、

美化其學習成果，這對某些有興趣的同學來說，是額外的收穫，但還是有些人

搞不清為何要這麼麻煩，其實這與同學們對通識課程只是營養學分的錯誤觀念

有關，因此除了導正觀念，也希望學習結束同學看到作品成果展時，能體會通

識課程確實很「營養」。 

 

（四）解說語言的「專業 /通俗」 

有關主題參訪路線之一小封神，原本為了能深化課程內容，專程聘請在地耆

老做在地解說，唯其使用語言是在地的台語，結果卻因世代的隔閡，語言的陌生，

造成效果大打折扣，大部分同學的反應是聽不懂台語。反倒是熟悉的語言（華語）

及淺顯易懂的內容，反而更具效果。所以從老師立場而言，是很棒的耆老，是民

間文化之寶；然而在學生的立場卻是無法銜接，這是值得關注的議題。於是曾嘗

試先行訓練幾位有興趣的同學，擔任解說工作。以「同學」帶領「同學」走入社

區、認識在地文化。或許同儕間的語言較能溝通理解，但就知識層面的深度，遠

不及專業解說員，如此要專業化或普遍性，則是兩難之處。不過，訓練同學能擔

任解說，也是本課群單項〈語言‧聲音與表達〉課程的目標之一，唯獨仍有待時

間及經驗的累積，非短時間內所造就的、解決的。 

 

五、結語 

課群之所以採用共學模組，用意在於強化教師交流，以突破知識與課程過度

分化的框架。因此本課群之共學模組（易子而教、從理論至實境踏查，到大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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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工作坊、成果聯展），都是嘗試創意的教學模式，以增強課群中課程的密

和度及學生的靈活學習機制。 

 

（一）共學模組於分項課程的連結性 

共學模組機制及內容，本作為連結課程與課程之間的相關性。內容上，府城

口傳文學的面向，涵蓋了流傳於民間的人物傳說和地景地物傳；現代文學有在地

作家的情感、移居至此地的作家體驗，以及來此遊歷的書寫；另外，也訓練學生

以府城為素材，來解說在地文化。進而凸顯課群「文學台南、府城文化」意象及

主題內涵。運作上，「課程交流-易子而教」、「大會師」和「工作坊」，著重在各

班學生能實際地與其他課程師生的互動，作為交流。然而這樣的構思仍須多此跟

學生說明用意，不然有些學生仍是一頭霧水，不知為何要跟其他班級交流。因此

讓學生明瞭課程共學模組的運作用意，以及凸顯各課程在課群的定位及相關性，

是推動課群「共學模組」的首要任務。不僅於學期初的第一次介紹時課程，要強

調說明外，在每一次進行共學模組時也要強調其用意與作用，如此才能讓學生明

白一般課程與課群課程的差異性，以及共學模組的學習效益。 

 

(二)共學模組於分項課程中的影響性 

由於共學模組利用了整個學期的三分之一，六週的時間。如何與原課程作

密切的連結，而非被切割。此在各門課程不同的課程屬性下，形成不同效應，

如：〈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采風〉〈文學與生活-走.讀文學〉本身即與生活的踏

查體驗有密切，因此走入社區的校外實境踏查，與口傳文學和作者文本，如何

相互印證，是密和銜接的。〈語言、聲音與表達〉強調的是說話表達的技巧，「說」

的訓練是本課程的主要屬性。於是前半段的共學模組，往往壓縮了訓練過程。

因此如何將共學模組能夠在各門分項課程彈性的運用，是需要重新因應各門課

程，量身調整規劃的。 

 

（三）共學模組下的跨越性 

共學模組的設定，不僅在於各門課程的交集、師生的交流，更重要的是跨

越原屬課程的侷限性，透過不同面向的刺激，引發學生興趣，做跨領越性學習。

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校外踏查」所安排的專業解說員，原是另一種階段的跨越

學習，卻因語言的陌生，對大部分同學反而形成一種障礙，無法跨越。工作坊

裡的肢體與設計創意的跨領域性學習，鼓勵同學期末成果能設計成文化 DM、

影片導覽模式，做為更進階的成果。原本用意是整合所學、突破所學，對大部

分同學而言是肯定的，但對少部分同學而言，覺得得好耗時、超乎能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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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跨越」理念運用於共學模組中，得設計漸進式的鋪敘課程，似乎一兩次的

「跨領域」共學模組，所帶來的是新奇、挑戰性高，卻無法真正達至跨領域之

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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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在地文化──翻轉郊商風華」課群的在地文化教育 

蕭百芳 

南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在府城有一處宛如義大利威尼斯的郊商聚落，在清代扮演著全臺經濟命脈重

要角色的五條港區，隨著台江陸化，民國初年漸漸淤積而失去往日繁華光景，當

時的港道也逐漸轉成地下水道，但是整個聚落的人文地景樣貌保存尚稱完整，隨

著時間的流逝與都市開發的種種因素，五條港區的在地文化資產急待整理、保存

與永續經營，這正是本課群「看見在地文化──翻轉郊商風華」成立的初衷。 

如何透過課程的設計，讓學生認識在地文化，不再忽視外；再透過不同屬性

的在地文化課程結盟成為課群，讓在地文化教育不止單面認識與學習，而更能有

深度有廣度的學習，才能讓學生真正理解在地文化之美與其重要性，進而珍視保

存之。 

如上述所言，「看見在地文化──翻轉郊商風華」課群，為針對台南市的五

條港區所設計的在地文化課群，課群從歷史、生活與美學三個視角，透過「歷史

與文化」、「台南文化與生活」與「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

三門課，利用走讀、採訪撰寫、自辦講堂、創建部落格等方式，誘導學生關懷五

條港區；並由課群中的講座、翻轉教學、交流討論、影像紀錄競賽等方式，從做

中學中深度的了解五條港文化，進而為五條港創建各種文化基因，收入「看見五

條港基因網頁」。如此的課程設計，不僅增加在地文化的教育深度，透過基因網

站的建置，也實踐課群在地文化的保存目標。 

 

關鍵詞：在地文化、五條港、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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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ultural Education of “Appreciating the Local 
Culture-Rediscovering the Glory of Suburb Businessmen” 

Class Group 
 

Hsiao, Pai-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ainan City, there was a Venice-like settlement established by suburb 

businessmen. The Five-harbor region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aiwan economy in 

Ching Dynasty.  However, as the Taijiang became silted up in the early R.O.C. 

period, it gradually lost its glory.  Even though the harbor canals have become 

sewers, the whole landscape of Five-harbor region still remains most of its original 

exterior.  Due to the passed-by time and the urban development, it is really urgent to 

sort out and reserve the Five-harbor culture and make it last forever.  This is the 

original motive of “Appreciating the Local Culture” class group. 

In addition to making students understand local culture through class design, we 

intend to make the learning process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via attending 

different classes of local cultures.  By doing this, only can students really understand 

the beauty of local culture and its importance, and further cherish and reserve it. 

As stated above, the class group of “Appreciating the Local 

Culture-Rediscovering the Glory of Suburb Businessmen” adopts the local culture of 

Tainan’s Five-harbor region as its target. There are three courses, such as “History and 

Culture”, “Tainan’s Culture and Living” and “Business Aesthetics and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Arts-Local Culture and City Culture and Creativity”.  By adopting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living and aesthetics, these courses intends to induce students 

to care Five-harbor region through visiting, interviewing, lecturing and blogging.  

Besides, by action learning, such as lecturing, self-learning teaching, discussion and 

filming contests,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culture of Five-harbor deeper, and 

further create various culture genes of Five-harbor,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 the 

website of “Seeing the Five-harbor genes”  Such course designs not only can 

increase the depth of local cultural education, but also fulfill the goal of reserving 

local culture. 

 

Keywords：Local Cultural、Five-harbor、Clas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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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課群成立之因 

 

將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活用視為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經營管理，是目前

社會學的新興理論與各國的作法。透過文化資本的經營產出，包括是歷史教育、

社會認同、文化分享等的創意產出，市民使用文化資本後，文化資本的再被利用、

交換或是產出，不斷的累積新的資本，此種作法不僅保存文化，也永續了文化資

產。就台南市而言，是以豐富的文化資本(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民俗節慶、

傳統技藝等)，使城市擁有競爭發展的優勢。本課群即是以此為概念，將台南府

城豐富的文化資本當成教材，帶學生體認，再經由體認關懷在地文化，吸收發酵

透創意再造而積成轉化新的文化資本，為府城文化作保存與延續而努力。 

     府城知名文化資產何其多，然曾在府城有一處宛如義大利威尼斯的郊商聚

落，在清代扮演著全臺經濟命脈重要角色的五條港區，隨著台江陸浮，民國初年

漸漸淤積而失去往日繁華光景，當時港道也逐漸轉成地下水道，但是整個聚落的

人文地景樣貌保存尚稱完整，隨著時間的流逝與都市開發的種種因素，五條港區

的在地文化資產急待整理、保存與永續經營。初始 102 年起透過社會參與式課程

的推行，開始以五條港區作為課程的實踐場域，讓學生透過參訪認識五條港的郊

商文化。然五條港區裡以造街藝術著名的海安路，103 年的二月當地地標藍晒圖

作品被塗白後透過課程帶領學生作了「告別藍晒圖快閃活動」，也驚覺在地文化

保存的重要性。
12
恰逢 104 與 105 學年度透過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通識課程

革新分項計畫，正式成立課群，申請「B 類通識課群革新──看見在地文化-翻

轉郊商風華」。課群希望藉由社會參與課程的引導，讓學生認識、了解五條港在

地文化之美，與保存的重要性，動手為五條港製作文化基因保存之外，更期盼藉

此而能潛移默化，以此反饋於自己所居處的家鄉，為自己家鄉的在地文化盡心

力。 

    前述本課群因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通識課程革新分項計畫而成立課群，

從104年至今已邁入第三年，104年為草創摸索期，105年則已臻於成熟，故本文

採樣105學年度課群的運作與實績，從課群的場域特質、課群的規劃與操作、成

                                                       
12 有關藍晒圖快閃活動有四場，活動的過程紀實可參考參與活動學生的紀錄文章〈別了藍晒圖

──以快閃說再見 ，網址： 
http://genedu.stust.edu.tw/Sysid/genedu/files/%E7%9C%8B%E8%A6%8B%E8%87%BA%E5%8D%9
7/1/%E5%88%A5%E4%BA%86%E2%80%A7%E8%97%8D%E6%99%92%E5%9C%96%E2%94%
80%E4%BB%A5%E5%BF%AB%E9%96%83%E8%AA%AA%E5%86%8D%E8%A6%8B.pdf    
搜查日期：20171013 
因為街道美術館成立於 2004 年，是近十年之事，因此部份學者認為該美術館的角色不屬於文化

資產，而屬於在地記憶的一環。本文對於街道美術館的看法是從拯救海安路的角度出發，雖為新

的文化，但是十年來也教會了在地居民，何為美，商圈對於街道美術館廢除，雖未有太大意見，

但是對於因開發地下街，所形成的多處雜亂的出入口，覺得有美化的需求，也足證街道美術館除

了引回人潮，也深化了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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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三個面向，用以說明本課群的在地文化教育施行。 

 

二、課群的實踐場域認識 
 

    如緣起之述，本課群的實踐場域為五條港區，區內橫貫五港道的海安路，因

於 2004 年海安街道美術館的成立，帶動本區有了新的氣象與生活面貌。 

(一)五條港文化園區 

        五條港指的是清代因海岸陸化西移，主要是郊商為了與內地貿易，由人工所

挖鑿的五條港道，以輸運往返大陸與台灣的貨物。清初府城的地貌，與安平隔著

台江內海，當時的海岸線離今赤崁樓不遠，從 1685-1704 年的康熙台灣輿圖(見

下圖)可見清楚的內海模樣，以及赤崁樓臨海景象。當時商船航行至鹿耳門進入

台江內海，得換小舢板船，再經大井頭處上岸。下圖位於紅毛樓(赤崁樓)右側十

字大街上有大井頭字樣，是當時的渡船口，台南府城即從此處搭船到安平。康熙

59 年(1720)《臺灣縣志》對於「大井頭」的描述為： 

            大井，在西定坊。來臺之人，在此登岸，名曰大井頭是也。開闢以來，

生聚日繁，商賈日盛，填海為宅，市肆紛錯，距海不啻一里而遙矣!13 

 
▲1685-1704 康熙台灣輿圖，國立台灣博物館藏本14 

然海岸線不斷的西移陸化，商賈不斷的填海為宅，大井頭距海也越來越遠，1741

年《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說明大井頭渡失去功能，被移至鎮渡頭，15於今南河港

接官亭附近。 

    1752 年(乾隆 17 年)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的「城池圖」已見五條港之跡，

                                                       
13陳文達，《臺灣縣志》，卷 9〈雜記志〉，見《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 ，(台北︰臺灣銀行發行，

1958)，頁 206。 
14〈康熙輿圖‧台南府城〉，見洪英聖，《畫說康熙台灣輿圖》，(台北：聯經，2002)，頁 251。 
15「大井頭渡：在西定坊，今移在鎮渡頭。」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 2〈規制〉，見《臺灣文

獻叢刊》第 105 種 ，(台北︰臺灣銀行發行，1958)，頁 79。 



29 

 
▲1752 年(乾隆 17 年)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的「城池圖」 

見上城池圖，編號 5 位於南濠街旁為南河港；編號 3 為北勢港，位在水仙宮的正

對面、北勢街(編號 2)與西門之間。編號 4 是位於媽祖港、關帝港與老古石之間

的是佛頭港。五條港的名稱遲至 1855 年《斯未信齋存稿‧報廠港竣工書》，中才

出現五條港名稱，而且當時因為淤積嚴重船行不易，而需要疏竣： 

即督同署臺防廳郭令、署臺灣縣劉令、候補府經歷縣丞唐均帶同各郊行

逐細勘明，自廠坪起至五條港口，由道籌費開挖；並於洲仔尾來源築立

壩岸以防漫溢，又引水歸壑、遶道入海，期無礙於現開港道；共用過番

銀二千四百六十元零一角三瓣四尖。其五條港直達安平大港，沙礁疊積，

用費甚鉅；據各郊行以貨船並由此撥運，願為挑挖。16 

依此目前於台南大天后宮「捐題充修芳名」的匾有「五條港文館」字樣，17至此

五條港名稱已被普遍使用。 

    五條港從北往南依次為新港墘港、佛頭港、北勢港(南勢港)、南河港與安海

港，因地理環境的改變，商業的需求，逐漸形成與郊商共體的港道，初期(康乾

嘉)港道在城內，後因林爽文亂，新築城牆後，整個五條港多數被移出城外，但

因商業經濟的需求又築起一道甕城，以保護郊商的生命財產安全，可見五條港與

郊商對於府城的發展，實為重要。
18
目前遺留於信義街的兌悅門，即是殘存的甕

城的城門。道光 3 年（1823）7 月大風雨，曾文溪改道，直入台江，致台江積

砂而陸浮，台江內海不斷陸浮對於五條港造成不小的影響。19徐宗幹的〈報廠港

                                                       
16 徐宗幹，《治臺必告錄》，卷 4〈斯未信齋存稿‧報廠港竣工書〉，見《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

(台北︰臺灣銀行發行，1958)，頁 300。 
17 鄭道聰，《大臺南的西城故事》，(臺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頁 14。 
18 蕭百芳，〈由媽祖樓看清代府城五條港的媽祖信仰〉，見《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七`)，(台
北：博揚，2015.7)，頁 66。 
19 台江內海的陸浮改變影響了五條港的發展，見鄭道聰，《大臺南的西城故事》，(臺南：台南市

政府文化局，2013)，頁 36‐42。陳翰霖、張瑞津，〈台江內海陸化過程與人文活動的關係〉，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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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書〉所言： 

五條港直達安平大港，沙礁疊積，用費甚鉅；據各郊行以貨船並由此撥

運，願為挑挖。……20 

可見郊商們得不斷的花重金疏通港道，此種現況也顯示了五條港的貿易窘況。

1922 年日人開鑿新運河，舊運河失去航運功能，21五條港也逐漸衰微，原先的港

道痕跡，漸漸轉成下水道。 

    目前的五條港區，因日治時期未過度開發，多數仍保存清代街市的模樣。如

神農街即為清代的北勢街，鄭道聰先生《大臺南的西城故事》有清末西城古街巷

的古今對照，22可見清代聚落的痕跡，也展現五條港區擁有豐富的人文歷史資源。

從〈台南市下水系統圖〉，明顯可見港道痕跡仍在。隨著時間的流逝，保存文化

資產的工作，時為刻不容緩之事。 

 

 
▲台南市下水系統圖

23
 

                                                                                                                                                           
質》，第 29 卷，第 4 期，頁 38‐42。 
20  徐宗幹，《斯未信齋存稿》〈報廠港竣工書〉，見《治臺必告錄》卷 4，頁 300。 
21  范勝雄，《半月沉江五條港》，(台南：台南市政府編印，2001)，頁 59。五條港區，隨著淤積

問題嚴重，日治時期開始對台南市進行都改計劃，廢原民權路匯集五條港的港道，另建今民生路

段的運河，而使五條港的光環逐漸退去。 
22  鄭道聰，《大臺南的西城故事》，頁 56‐64。 
23  圖片來源：數位典藏與學習聯合目錄，〈台南市下水道系統圖〉，網址：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5a/fe/b6.html，搜查期：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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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五條港區港道圖 

 

 (二)海安路街道美術館 

 

    進入日治時期後，日方的城市規劃，改變了五條港，原本東西流向的港道，

開始出現了南北的街巷，其中 重要縱貫南北的街道為海安路。海安路約於民國

25 年左右開闢，因為橫切五條港道，成了連接五港道的直切路段，也奠定海安

路的重要地位。24故五條港裡的所有貿易商品與貨物都透海安路而有了交集，海

安路相對而言，延續清代五條港繁忙的商業，海安路周邊商圈成為市民生活用品

及工具、用具的集散地。隨著時代的進步，原先街道既有的寬度已不敷使用，民

國八十年時市府決心擴寬路面，更引進當時流行於日本的地下街的商業開發模式，

開始開挖海安路，無奈原先港道與陸浮的土地，土質鬆軟，不堪負荷，一直崩塌，

廢死了十年。 

 

 

▲未拆除前的海安路景象   蕭百興攝 
                                                       
24 由台南普濟殿所收藏的中國時報的剪報中，石萬壽教授所發表的〈海安路與大廠、南廠〉，網

址：

https://www.facebook.com/577603312275702/photos/pcb.630198043682895/630197953682904/?type
=3&theater 搜查日期： 2016.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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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杜昭賢小姐藉藝術造街，改變了海安路的命運，而現今報章媒體報

導海路重生，也都是關注並從 2004 年的街道美術館談起。做為在地教育的場域

而言，廢死的十年歷程，也為教育學生保存資產的重要過程。剖析停滯的這十年，

在地的文史工作者、當地居民、社會團體，仍有些作為。從 1994 年的「五條港

巡禮」活動、1996 年「運河懷舊七十年」活動、1997 年「佛頭港文化季」活動、

1998 年「西城故事」，到 1999 年「記憶的邊界－『回想海安路』」活動，顯示

在地人並未放棄這片土地。25海安路後來的藝術造街，若沒有這一連串的暖身活

動，突然邀藝術家來此創作，應該會窒礙難行，也顯示社區居民的自覺運動，對

於文化保存極其重要。 

    海安路於 2004 年由杜昭賢的 21 世紀都市發展協會，提出「美麗新世界」計

畫，杜昭賢期許「藉由藝術形塑出未來美麗且欣欣向榮的遠景。」26獲得良好的

迴響。因此從 2004 年到 2011 年共歷經五個階段，如圖： 

 

▲海安街道美術館的五個時期27
 

其中 為知名，成為地標的藍晒圖，於 2014 年的二月遭到塗白，此事件促使了

本課群的前身「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以及「歷史與文化」等課程，掀起了「告

別藍晒圖的快閃活動」，2016 年一月市府放棄經營街道美術館，接踵而來多處作 

                                                       
25 吳秉聲，〈隱沒．顯形－ 初描五條港歷史區域營造計畫〉，見《建築雜誌》（Dialogue）（72），

2003，頁 90-97，台北。鄭道聰，〈運河懷舊七十年〉，見《城鄉生活雜誌》〈運河七十年報導特

輯--撫今追昔話運河--訪溫清光教授談運河整治計劃〉，85.10，頁 5-12。1997 年佛頭港崇福宮建

王船乙艘並舉辦佛頭港文化祭；該載述見

http://www.vrwalker.net/tw/scenery_view.php?tbname=scenerys&serno=877。 搜查日期：2016.9.6 
26 杜昭賢，〈海安街道美術館－尋求藝術介入都市空間的一種想像〉，有關於基地分析的論述，

頁 32-33。 
27 本圖是依創辦人杜昭賢所述，其街道美術館的歷程所製成的圖，杜昭賢，〈海安街道美術館－

尋求藝術介入都市空間的一種想像〉，有關於基地分析的論述，頁 32-33。本圖 原始的出處為

蕭百芳，〈一座美術館的興盛與衰落：論台南海安路街道美術館的建立與興盛〉，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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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藍晒圖的快閃活動」臉書
28
 

品被毀壞消逝，如〈鐵花開了〉29，被牆面主人易主，易主後被分割成多格攤位

(如下圖)，完全無法聯想當年美麗的模樣。 

 

▲左邊為原本作品模樣，右邊為今攤商林立景況 

    2017 年的八月，海安路中正路到友愛街段開始封路，進行「府城軸帶地景

改造工程」，預計將中軸帶植入樹木，並在民族到民生路段再開發地下街，完成

2004 年未完成的規劃。30 

                                                       
28 「告別藍晒圖的快閃活動」臉書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g/%E5%91%8A%E5%88%A5%E8%97%8D%E6%99%92%E5%9C%96
%E5%BF%AB%E9%96%83%E6%B4%BB%E5%8B%95-452056521593106/community/?ref=page_i
nternal 
29 鐵花開了創作並非原本街道美術館所邀請的藝術家之列，但是該作品是由胡里‧陶空間自行

募資完成創作。有關於此可參考蕭百芳，〈一座美術館的興盛與衰落：論台南海安路街道美術館

的建立與興盛〉，見《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十）》，(台北：博揚，2016.7)，頁 136-140。 
30 〈海安路景觀改造工程封街 9 個月 店家需苦撐 3 個月黑暗期〉，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901004471-260405，搜查日期：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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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軸帶地景改造工程」海安路段的施工告示 

 

三、課群的在地文化教育設計 
     

    104 學年到 105 學年課群有其對應目標，因此加入的課程有所變動，以 105

學年度為例，「看見在地文化-翻轉郊商風華課群」的組成成員有「商業美學與文

創藝術-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歷史與文化」與「台南文化與生活」三門課。

為了有效進行課群的活動交流，三門課皆安排在同一個時段(星期三的 5-6 節)上

課。 

(一)課群的目標、組成與任務 

    就上述所組成的三門課程，且基於清代五條港區扮演著全台貿易經濟重任的

角色，因而希望藉由社會參與課程的引導，讓學生認識、了解五條港在地文化之

美，與保存的重要性，動手為五條港製作文化基因的前題下，課群的目標有二： 

     1.在地文化資產需要被看見、保存。 

     2.在地文化資產如何永續保存與發展 

就第一點「在地文化資產需要被看見、保存」，課群已於 104 學年，利用本校的

MY 數位平臺，建置了「看見五條港」基因資料庫網站，以保存五條港的在地基

因。該基因資料庫的首頁如下，資料庫的內容包含港道地圖、老屋、信仰、角落、

珍饈、百珍、節慶、散策、往昔、文創、海安街道美術館、創藝、港道影片，共

13 項，內容全都是由課群各課程的學生所建置。就連首頁各項基因標題與各子

網頁的圖示，也皆透課群活動由學生所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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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y.stust.edu.tw/project/culture 

    課群的共同目標，除共為培育文化公民外，也希望讓在地文化注入新生命， 

而能永續的保存與發展。目標確立後，依據各課程的屬性，給予各課程專業的任

務。如圖與表： 

 

▲課群的分工機制 

 

 

課程/區域任務 商業美學與文創

藝術-在地文化與

城市文創」 

歷史與文化 台南文化與生活 

五條港文化園區 文創老屋& 

文創開發 

港道廟宇 

 

港道老店& 

港道美食 

海安街道美術館 現存作品& 

牆面作品主角採

訪 

往昔作品整理  

三門課程，則依各自任務，設計課程活動的作業內容，透作業讓學生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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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群的執行策略 

    為了讓課群的各課程任務順利達成，以及三門課程間能相互交流，互學自己

修課課程所沒有的範疇，依此規劃成直向與橫向的課群交流模式。 

 

1.課程間的直向交流 

    課群透過活動，讓各門課程的同學共同學習，採用的活動有講座、走讀、會

師共學與成果發表四種。將四種活動融入每一門的十八週課程裡，三門課程經十

八週課程的縝密活動規劃，讓學生學得在地文化的知識，並透過所修習課程的屬

性，而達到課群預設的目標。下圖為三門課的十八週規劃圖 

 
▲三門課的十八週規劃 

十八週課程的整體規劃，無論是那一門課程，都依自己課程屬性採由淺至深，由

初階至進階的課程設計，並且環環相扣，讓學生到期末爆發能量展現成果。 

 

2.課程間的橫向交流 

   主以打散課程班級，成立課群港道小組。各課程分別分成「新港墘港」、「佛

頭港」、「北勢港」、「南河港」與「安海港」五組。各小組在課群共同活動是一起

活動外，各小組還自行成立 LINE 或臉書社群，再由組長加入各港道的社群，以

取得平時的連繫管道。如下圖以北勢港這一課群組來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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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群間的橫向交流─以北勢港為例 

具體的運作情況如下表，打表示是三門課程的同一港道小組在這些活動時，是

一起行動的。 

 
    未有共同活動時各小組的連繫，是間接由各課程同港道的組長、課群輔導該

港道的 TA，一起組成港道 LINE 群組。見下圖北勢港的案例，當課程活動結束 

 

▲課後延伸交流的說明圖
31
 

 

                                                       
31 五個港道小組的課後 line 群組，可見課群網頁的「交流園意─五條港小組的動態」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a/stust.edu.tw/kan-jian-zai-de-wen-hua-fan-zhuan-jiao-shang-feng-hua-ke-qun/
lao-shu-de-wei-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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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各港道組的同學仍能透過 LINE 群組取得連繫。因此，五條港區的各港道，

經不同班級的屬性，課後延伸的討論，而能為同一港道搜集到各類的在地基因。 

 

(三)課群的活動規劃──課群的合作機制 

     課群的各課程屬性不同，但是達成在地文化資產的保存目標一致，故透過

一系列活動讓三門課程的學生共同參與、合作，以建置各課程同學在地文化資產

素養外，又因課程活動設計採環環相扣與漸進學習的方式，引導學生從其所學的

課程領域應用到文化資產層面，也從其活動與學習過程中，給予解決問題、美術

鑑賞、邏輯思辨、表達溝通、創造探索的核心素養的養成。 

 

1.講座 

    主要透過在地的專家學者，建置在地基礎知識，以及如何以在地文化來做中

學。105 學年度上下學期各舉辦兩場講座(見海報)，上下學期的第一場為五條港

在地知識的建置，上下學期的第二場則為在地文化如何在做中學中轉化成作品。 

    

▲105 學年度上下學期的五條港在地文化講座海報32 

以上學期第二場講座為例，邀請在地的北勢街(神農街)五條港行號鄭彩芩老師，

主講「 新型文創 : 在地文化的體驗與再造 」，引導同學如何將在地文化導入設

計，創造出獨一無二的當地作品。鄭老師以五條港行號的文創商品，讓同學對商

品進行討論，見下二圖，熱烈的討論景況，足見專業的在地講座，確實能引導學

生看見在地文化，發現其特質，以及如何從特質作文創開發。33 

                                                       
32 各場講座的相關資訊，請見課群網頁各場活動的說明：

https://sites.google.com/a/stust.edu.tw/kan-jian-zai-de-wen-hua-fan-zhuan-jiao-shang-feng-hua-ke-qun/
home/about 
33 活動的景況可見課群網頁的紀錄：

https://sites.google.com/a/stust.edu.tw/kan-jian-zai-de-wen-hua-fan-zhuan-jiao-shang-feng-hua-ke-qun/
li-nian-huo-dong/104-1/105/20161130dishierzhouwutiaogangzaidewenhuawenchuangzaizaojiangz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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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讀 

    走讀活動，為在地文化課程的精華，完善的活動規劃，才有辦法讓學生對實

踐有所認識，關懷在地。本課群採漸進的在地走讀活動設計，安排了三場走讀活

動，分別為「五條港踅街之旅」、「打卡五條港」與「在地職人微型講堂」三部曲。 

如上圖，三次走讀的規劃從啟萌經探索到採訪， 終讓學生獨立的完成基因的採

集與製作。三次活動的內容、所設定的學習主軸，以欲達到的成效以表作整理，

如下： 

走 讀 主 題 方 式 學 習 的 主 題 達 到 目 標

五條港踅街之

旅」 

由在地導覽老

師導覽 

1.在地文化的初識 

2.在地文化的感知

培育 

透過在地老師的深度

導覽，開啟對五條港區

的在地文化認識 

打卡五條港 以時下年輕人

喜愛的打卡方

式，作為本次走

讀活動的主題 

1.在地文化的探索 

2.在地文化的關懷

培育 

1.透過打卡回傳照片的

方式，打開五條港的探

索之門與在地文化的

關懷 

2.回傳深具港道意義的

優秀攝影作品，成為看

見五條港子網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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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標示 

在地職人微型

講堂」 

針對各課程的

屬性，由同學自

行邀請在地職

人，開設講堂 

1.在地文化的關懷 

2.在地文化的反饋

培育 

1.透過採訪在地職人，

與職人共學 

2.從採訪中了解在地的

需求與問題 

3.透過競賽讓五個港道

組能相互共學與交流 

 

因為在地職人微型講堂要求要繳交職人開講堂時的錄影，為鼓勵同學能從中了解

在地需求與職人共學的目的，課群舉辦了講堂紀實的比賽，獲得熱烈迴響，不僅

是「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在地文化與城市文創」課程把採訪影片處理的很好，

105 學年下學期的台南文化與生活課程的同學，在比賽的激勵下，也能將老店的

氛圍表達出來，因此下學期總共產生了 16 部紀錄影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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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共時翻轉課程 

    主要透過規劃，讓不同屬性的課程相互交流學習，因 105 學年度海安街道美

術館為主要實踐場域，因而有「畫港道地圖」、「海安街道美術館的認識」、「港道

部落格大會師」三次翻轉課程。「畫港道地圖」旨在第一次參訪五條港區前，讓

三門課的學生對場域的認識，以及動手實際畫出往昔港道的位置，增加學生對於

五條港曾有港道水域密布於西門外，有真實的感覺。 

 

 

  

 

                                                       
34 所有的採訪影片，請見課群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E7%9C%8B%E8%A6%8B%E5%9C%A8%E5%9C%B0%E6%96%87%
E5%8C%96-%E7%BF%BB%E8%BD%89%E9%83%8A%E5%95%86%E9%A2%A8%E8%8F%AF-
146714406026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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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年初海安街道美術館被廢除，因此將搶救海安街道美術館殘存的基因，列

為 105 學年度課群的主要任務之一，為了讓學生知道為何要採集海安街道美術館

的殘存基因，三門課透過共製的教學影片，讓學生了解其街道美術館的歷程。以

達成各課程應對於街道美術館所應達成的目標。 

 

 
 

    第 14 週已近期末，「看見五條港」網頁的基因建置，透過「港道部落格大會

師」讓相同港道組，不同課程的同學共同討論，如何將各自建置的基因，匯整成

港道部落格，以港道的文化特色，設計出小組的港道部落格的樣貌。譬如上學期

佛頭港的港道部落格報告時的規劃，到 後完成的樣式為： 

  

▲左圖規劃報告，已有春捲地圖產生。右圖為完成的部落格首頁
35
 

                                                       
35 該部落格網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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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學生在三班大會師時討論以佛頭港在地美食為主軸，當時報告的同學手上已

拿著阿春婆代表佛頭港道內的知名人氣美食，金德春捲。 終完成的部落格外型

則有國華街的金德春捲、富盛號碗粿、永樂燒肉飯，以及港道裡的景福祠。 

 

    上述，無論是講座、還是走讀、亦或是共時翻轉共學活動，各課程針對活動

繳交的共同作業，則以課群臉書作為平臺。
36
至於活動訊息、活動的紀錄，則以

課群的網頁來展現
37
，兩處網頁成為管理課群的主要平臺。 

   

▲左：課群臉書，右：課群網頁 

 
四、課群展現的成果 
     

    經課群的在地文化教育設計後，105 學年度的同學們所展現的成果豐碩，主

要有「期末成果展」、「期末成果發表會」、「看見五條港網頁的建置」、「海安街道

美術館」、「融入在地參與活動」、「神農街展：看見五條港──與在地文化協奏」

等，下擇精華案例作說明。 

 

(一)融入當地的圖像設計──吉祥物與老店 Logo 

透過一整個學期的在地文化授課，學生對於自己小組港道的特色漸漸熟識，

如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課程上學期佛頭港組，為佛頭港設計出名叫「Q 米」的吉

祥物，該名得之於「米」，乃因佛頭港入府城分成三支流，其中 北邊的王宮港，

則入米街廣安宮，因而取此名。Q 米本身代表國華街上知名的永樂燒肉飯，手上

                                                                                                                                                           
http://fotou.pixnet.net/blog/post/53682814-%E8%80%81%E5%B1%8B%E6%96%87%E5%89%B5%
E6%8E%A1%E8%A8%AA 
36 課群臉書的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7%9C%8B%E8%A6%8B%E5%9C%A8%E5%9C%B0%E6%96%87%
E5%8C%96-%E7%BF%BB%E8%BD%89%E9%83%8A%E5%95%86%E9%A2%A8%E8%8F%AF-
1467144060262198/?ref=ts 
37課群網頁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a/stust.edu.tw/kan-jian-zai-de-wen-hua-fan-zhuan-jiao-shang-feng-hua-ke-q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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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的筷子代表的是杉木，源自佛頭港因水深成為運送杉木的主要港道。此外腳踩

的是傳統木屐，象徵西門圓環的「府城百年木屐老店」的木屐，「Q 米」(下圖)

的整體造型名符其實為佛頭港的代言人。 

 

 

▲佛頭港吉祥物：Q 米 

下學期的南河港組，則為南河港設計的吉祥物為十六郎，其名取自港道上的西羅

殿為五條港區作 16 歲的廟宇之一。38此外南河港為清代五條港的官道，清朝就

任台灣的官員，都要在港道上風神廟前的接官亭上船。39因為這個原故十六郎的

帽子變成了接官亭的造型。 

                                                       
38 西羅殿為五條港作十六歲的起始廟，見台南市府官網的說明：

http://www.tainan.gov.tw/tainan/dep_news.asp?id=%7BEE9AF601-E444-4286-968B-2B6FD9CAC7D
5%7D  搜查日期：2017.10.16 
39 蕭百芳，〈從清代地圖的考察看五條港今昔的變遷(上)─至 1752 年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止〉，

見《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四)，(台北：博揚，2014.1)，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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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文化與生活課程，因為主要採訪美食小吃與百年老店，透過採訪的同時

對於老店的歷史文化有所體認，感於老店未有正面的宣傳與行銷管道，因此特別

為老店製作新商標，希望透過年輕世代的新想法，為老店增添新活力，如下兩角

銀冬瓜茶、泉興榻榻米、江水號剉冰、昭安理髮店等 LOGO。 

 
(二)微型講堂的系列成果 

    見前走讀課程的安排，從啟蒙經探索， 終目標為採訪，每一課程各有不同

的對象與類別。在此要討論由採訪所衍生的系列成果，以 105 學年上新港墘組的

同學，採訪了媽祖樓前的 LD 咖啡甜點店的老宅，除了詢問老宅改建的想法外，

對於老闆願意以老宅透文創改造開啟人生事業，以及對老街的期許想法，也為該

組的採訪重點之一。 終該組以微電影的方式呈現，希望讓在靜僻巷弄裡的甜點

店，能為更多的人所認識。也就是透過訪談在地店家，到 後與店家建立情誼，

一起將開店的美好理念擴展。除了拍攝微電影外，也從訪談裡除感染老宅店長想

將在澳洲打工換宿的美好經驗分享給來店客人外，還能感受到兩位老闆深厚的友

誼，因此除了拍攝微電影外，也幫店家設計了外帶紙杯，更撰寫報導，該篇報導

被收入《由南臺看台南》第一期期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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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lieve 愛不離-LD 行銷影片

40
 

 

 

  

專為店家所設計的外帶杯41 

                                                       
40 該影片的網址為：

http://my.stust.edu.tw/board.php?courseID=43041&f=doc&folderID=250742&cid=3426697 
41 該外帶杯為店長兩人平日於 LD 店內的模樣，傳遞給消費者是兩人堅如兄弟的情誼。另一款聖

誕老公公杯款，則為應景的特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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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媽祖樓街裡的澳洲咖啡香─Lazy Day Café LD 42 

 

(三) 融入在地參與活動 

1.普濟殿元宵花燈展 

    因為課群設立的目標為關懷在地，而能反饋於在地，因此舉凡五條港區的活

動、或者能為五條港發聲行銷的活動，都藉課程的規劃設計，潛移默化的讓學生

參與。如 105 上學期適逢元宵節，位於新港墘港的普濟殿，每年元宵節皆舉辦彩

繪花燈展，近年來普濟殿的元宵花燈更被譽為全國十大花燈展，廟方的燈展規模

也逐年擴增，極需要各級學校的參與協助。基於此，且觀察到五條港的港道文化

了解的人並不多，因此透過彩繪花燈的活動，希望傳達五條港是由五條港道所組

成，各港道各具特色，商業美學與文創藝術的同學，利用自己小組所設計的港道

吉祥物，將其彩繪於燈籠上，並寫上港道名，藉此來教育大眾五條港的各港名稱

以及目前與往昔的特質。 

                                                       
42清代媽祖樓街裡的澳洲咖啡香─Lazy Day Café LD ，閱讀網址：

http://genedu.stust.edu.tw/Sysid/genedu/files/%E7%9C%8B%E8%A6%8B%E8%87%BA%E5%8D%9
7/6/2-3%E6%B8%85%E4%BB%A3%E5%AA%BD%E7%A5%96%E6%A8%93%E8%A1%97%E8
%A3%A1%E7%9A%84%E6%BE%B3%E6%B4%B2%E5%92%96%E5%95%A1%E9%A6%99%E2
%94%80Lazy%20Day%20Caf%C3%A9%20L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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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地職人講堂競賽 

    既然有講堂活動，透過競賽的網路投票可達一定的行銷效果，因此鼓勵同學

在採訪職人之餘，也可參與「在地職人精神徵稿競賽」如下圖，為五條港的職匠

行銷。三門課共有 13 組同學參與，雖然 後僅有兩組獲得參加獎，但是已成功

的將五條港各類職人行銷出去。以上述新港墘組的參賽作品為例如下：  

 

 
「在地職人精神徵稿競賽」官網首頁43 

 

                                                       
43活動網址：http://www.treemall.com.tw/carnival/lehoground/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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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墘港組以 LD 參賽的作品截圖 

該組同學抓住老闆煮咖啡的神情，用文字將老闆的堅持與品質描繪出來，傳遞出

了年青職匠師的專業與用心，也為 LD 咖緋作了良好的行銷。 

 

(四)海安街道美術館  

1.美術館基因的製作與保存 

    105 學年度課群的主要任務為搶救海安街道美術館的基因，商業美學與文創

藝術課程是搶救殘存的基因，數位同學為當時還存留的作品拍照留存並作撰述，

匯集成「我所看見的──2016 殘存的海安街道美術館 」44，至於歷史與文化課

程則負責收集往昔基因，並於作品當年的位置作圖片對照，頗具意義，如下圖： 

45 

                                                       
44  該文收錄於《由南台看台南》第一期，網址：

http://genedu.stust.edu.tw/Sysid/genedu/files/%E7%9C%8B%E8%A6%8B%E8%87%BA%E5%8D%97/6
/2‐1%E6%88%91%E6%89%80%E7%9C%8B%E8%A6%8B%E7%9A%84%E2%94%802016%E6%AE%98%E
5%AD%98%E7%9A%84%E6%B5%B7%E5%AE%89%E8%A1%97%E9%81%93%E7%BE%8E%E8%A1%93%
E9%A4%A8.pdf 
45  古今街道美術管的對照資料皆收入於看見五條港/海安街道美術館/往昔，網址：

http://my.stust.edu.tw/board.php?courseID=43041&f=doclist&folderID=25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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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街道美術館的作品再現 

    透過重新檢視殘破的作品牆，討論出修補維護或再生改造牆面的方案，並以

實際行動(彩繪作品牆)來呼應與落實維護在地文化資產的理念。希望透過學生行

動的實踐，建立維護資產人人有責的公民教育理念，並由此拋磚引玉，呼籲社會

大眾一起齊心的努力，為在地文化資產盡責與盡力。故重現作品部份，則由 104

學年度課群學生組隊參與作品再現。目前由兩個自主學習團隊分別完成北勢港遺

址的入口意象，以及民生路段兩側通風口的意象，如下： 

作品 設計理念 

▲北勢港遺址的彩繪牆 

長樂米行 

創作理念: 

將黃金飽滿的稻米捧在手心上，象

徵拾穗人不顧豔陽的曝曬，努力工

作只為養活一家子。 

藉由四周殘破的牆面，去凸顯雙手

拾起稻米的那份感動，希望大家都

能懂得感恩與珍惜得來不易的一

切。 

 

北勢港遺址 

創作理念: 

利用磚塊破碎呈現穿越古代的視

覺張力，而你目前所處的巷弄即是

昔日北勢港遺址。 

畫面以活潑的方式傳達出北勢港

遺址在當時是小船運送貨物、工人

搬運進出的繁華之地。 

▲民生路段的中國城安海港意象 

本出風口的位於清代五條港中的

安海港，臨近正興街，以及於近代

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城，以這三種

在地地緣元素，做畫出具有地方文

化以及美化社區的圖像。如： 

牛磨後&甘蔗：闡述神興宮一帶，

往昔設有製糖所，以牛拖著石磨壓

榨甘蔗汁製糖。 

番薯：安海港的支流之一是番薯

港，故將番薯融入牆面，代表港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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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安海港的支流之一為松仔腳

港，台語的松仔就是榕樹。 

製糖過程：糖由安海港區域製成並

包裝，牆面則融入製糖畫面。 

中國城：曾為台南中正路的重要地

標，於 2016 年拆除，因此該建物

對台南當地人而言，充滿著濃濃的

回憶。 

貓：現今正興街的吉祥物之代表意

象為正興貓 

▲民生路段的往昔街道美術館意象 

民國八○年代，海安路地下工程的

延宕，造成黑暗的十年。民國九○

年代透過藝術造街，建立海街道美

術館，海安路的生機又再度降臨。

為紀念海安街道美術館的美好十

年，以及向海安街道美術館致敬，

本牆面融入了五期海安街道美術

館的重要作品，希望透過重繪海安

街道美術館，包括藍晒圖、鐵花開

了、怪花森林、海安亮起來(燈炮

人) 等等。除了紀念曾經美好的街

道美術館時期外，也讓經過的人們

透過牆面的圖繪，能夠一睹海安路

美麗樣貌，以及曾經為海安路所增

添的色彩。 

 

 

 

五、結論──回到五條港分享成果 

    上下學期課程結束，受惠於五條港，當然回饋於五條港，因此在七月六日回

到五條港，於神農街的五條港行號，舉辦「看見五條港─與在地文化的協奏」展，

此展 終目標有四： 

    1.看見與發現五條港的在地文化之美 

    2.建置看見五條港網頁 

    3.整理落根五條港的文創現況 

    4.與五條港在地職人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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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展覽將同學的採訪報導做成三折 DM，獲得熱烈迴響，可見精緻的各店導覽手

冊是觀光客所需要的。 

 

 

▲各店導覽手冊 

展覽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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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為期二週，在留言本裡出現這麼一句話，「謝謝你們為台南做的一切」(下圖)，

課群的努力被看了，在地札根的種子終於發芽了。 

 

▲留言簿裡的留言 

 

▲展場模樣 

    針對課群的三門課，期末我們作了問卷， 本課群修課學生有 80.6%不是台

南市的市民。上完本課程後，問卷結果有 97.2%的同學非常認同本課程「會讓我

對本地文化有更深層的認識和瞭解」。 

 
 

    問卷裡要同學回答上完課的想法，有個非台南人的同學，這麼回答： 

  覺得難得有這樣一個課程，讓身為外縣市來台南讀書的我，能夠更了解台

南在地文化，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我認為台南屬於一個古色古香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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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將任何的歷史文明都保存的相當好，且文創的東西，不斷的在創新跟

年輕人做結合，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另一位卻是台南的在地人，他的回答是： 

  身為台南人的我，也是上了這一門課，才知道五條港相關的知識，讓我受

益無窮！本身就住在台南，就知道台南這個地方純樸，因此文化容易保存

下來，而文創發展也越來越有創意，也有更多年輕人更致力於在這一方面，

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發展。 

 

不管是台南人還是非台南人，在地文化的課程都讓他們收獲滿滿，也體認了唯有

從文化出發，文創作品才能閃耀光茫，吸引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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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研討會主題： 

多元化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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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小報與多元論述 

──《三六九小報》編輯洪鐵濤之儒學研究46
 

 

王淑蕙 

南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甲午戰敗，乙未割臺，明治 28 年（1895）6 月 17 日臺灣總督府舉行「始政」

典禮廢止科舉考試。大批儒生惶惑不安，隔年日資媒體《臺灣新報》隨即登臺。

儒生因殖民主引進現代化新傳媒而開啟新的發表園地。唯日資媒體必須配合殖民

政策，故 1920 年後臺資媒體於北、中、南三大詩社的投入下陸續設立，1930 年

臺南南社的年輕成員籌組刊行《三六九小報》。《三六九小報》創刊號以「詼諧之

雜說，發揚文化」，因此刊出不少調侃「孔教」的文章。 

小報重要編輯洪鐵濤刊載於《三六九小報》中的儒學論述，其內容具有在

地性與多元性，值得探究。 

在地性的部分，有「推崇在地儒者的才能與貢獻」與「在地與異域的知識

連結」。推崇在地儒者的才能與貢獻：如記述臺南宿儒林湘沅於科舉時代養成萬

首唐絕句的背誦能力、濟世儒醫蘇建琳的濟世方藥、在地詩人（陳圖南與謝霽綠）

的雄奇詩才等。在地與異域的知識連結：有對於「根據經史、發揚文化」的編輯

主張、窮通變化的儒者定義、從童蒙記憶、隱逸古籍、日本作家、中國武俠等書

籍之閱讀與評論，映現小報編輯之在地與異域知識經驗的連結。 

多元性的部分，有「日本儒學的介紹」及「諧趣儒學的文章」。「日本儒學

的介紹」：將所翻譯主張日本優越〈日本人之「儒教」觀〉一文，置諸於以諧趣

為主的《開心文苑》專欄，具有濃厚的嘲諷意味。「諧趣儒學的文章」：《嫖妓論

語》以諧趣的方式套用經典句式，文句表現自然、讀來鏗鏘有力，達到哭笑不得

的閱讀效果。〈戲擬管城侯勸告孔老夫子息事書〉代傳統文士致書孔夫子，參與趙

雅福、雪影等人的筆仗，凸顯無力改變物質文明至上的殘酷現實，具有特殊的時

代意義。 

 

關鍵字：洪鐵濤、《三六九小報》、臺南、儒學、日治時期 

 

 

 

                                                       
46 本文為 104 年度筆者執行科技部計畫 MOST 104-2410-H-218-021-之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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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tabloid and Multiple discourse 
──A Study on the Confucianism of 369 Tabloid Editor 

Hong tie-tao 
 

Wang, Shu-Hui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Qing country failed from The Sino-Japanese War, Taiwan Governor House held a 

“Start In power” ceremony and abolish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June 17, 

1895. Many students felt disturbed. Next year Japanese media Introduce Taiwan News 

Paper into Taiwan. Because of the colonist Introduce modernize communication 

media, they got a new space. Due to the Japanese media have to coordinate with 

colonial policy, which causing Taiwan media got set up in several place. The biggest 

poetry society set up the first tabloid 369 Tabloid. The first issue of 369 Tabloid carry 

forward culture in interesting way. Hence, there are some jokes to Confucius. 

The editor of tabloid, Hong tie-tao, who published some Confucianism works at 

369 Tabloid, which fuse not only nature and diversity, it is worth exploring.  

About the local part, which is about “Caring the status quo of local scholar”. “The 

connection of Taiwan Confucianism and exotic” . From a local view to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and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In 

the “Caring the status quo of local scholar” part, which reads: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period, Lin Xiang-yuan develop the recite training、the life about 

scholar’s research from Su Jianlin. 

About the diversity part, which contain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 and “Interesting Confucianism Article”, which judge Japanese 

Confucianism’s development and also appl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lassic in a 

funny way, Reinterpreted； Fight a pen for Confucius； challenge the classic meaning, 

which have the special era meaning. 

 

Key words：Hong tie-tao , 369 Tabloid, Confucianism, Tainan in Japanese occu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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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長達兩百餘年的時間，臺南府城是清代臺灣 高行政中心府治、以及 高教

育機構府學的所在地。府學又是臺廈道兼理學政主持生員考試的場所，相較其他

郡縣，府城文風鼎盛冠於全臺，生長居住於府城的文人因此具有文化上的優越感。

然而日清甲午海戰，清國戰敗、割讓臺灣一連串的歷史事件，使府城文人的命運

隨之改變。 

明治 28 年（1895）清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改置 高行政機關總督府於臺

北，6 月 17 日舉行始政典禮後廢除科舉考試。選才制度的變革對於以科舉為職

志的文人而言，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巨變。巨變之後家境富裕又有強烈民族意識者

有返回中原定居，也有留臺資助或讓孩子受書房教育，為漢學存續而努力，也有

轉向商界拓展事業。以府城著名漢醫洪采惠為例，洪采惠經營傳統藥房之外，還

觸及輕軌鐵道、煙酒販賣。明治四十三年（1910），與友人設立「臺南大舞臺」，

為日治時期臺南 重要的中國傳統戲曲劇場。洪采惠除了商業經營之外，尚且擔

任保正、臺南市協議會員，於大正三年（1914）獲臺灣總督府頒贈勳章。
47
洪采

惠於乙未之後仍以漢醫為根本，把握機會投入西式的輕軌鐵道生意，跨足政商兩

界，成就斐然。對於子女的教養採取漢學為根本、新學為功用的策略，如洪鐵濤

（1892－1947）的幼年教育以漢學為根本，十二歲才進入臺南第一公學校（1904

－1910）接受新式教育，
48
及長又追隨宿儒胡殿鵬學漢詩，洪父以漢學為根本，

又兼經商有成跨足政界，是那一代許多受漢學教育者的共同特質，影響洪鐵濤日

後擔任《三六九小報》的編輯方針。 

傳統文人除了面臨廢除科舉的巨變外，其「發表園地」也從昔日固定空間（書

房）的單向講授，改變為開放空間（媒體）的多面傳播。明治 29 年（1896）總

督府引入日資媒體《臺灣新報》，使傳統文人有了開放空間（報刊）的多面傳播。

明治 29 年（1896）日資媒體登臺後，總督府作為官方機構，長期獨占市場發行，

臺資媒體直到林獻堂東遊日本時受梁啟超的啟發，以辦刊物啟發民智取代武力抵

抗為宗旨，1919 年以臺中文社、櫟社同人為中心，成立臺灣第一份漢文期刊《臺

灣文藝叢誌》（1919－1924），成為介紹新知、發揚文化、維護漢學、抵抗殖民的

臺資媒體。彼時臺南南社（1906－1951）
49
，其社員積極參與文學性社團展現活

躍的生命力，如社員謝汝銓（1871－195）
50
北上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後連

                                                       
47 陳曉怡，〈府城文人洪鐵濤及其文學作品〉，洪鐵濤著，陳曉怡編《洪鐵濤文集》（臺南市：南

市文化局，2017 年），頁 7、頁 8。 
48 註同上。 
49 戰後民國四十年（1951）全台南詩社併入「延平詩社」，「南社」遂走入歷史。詳見：臺灣詩

社資料庫索引 http://xdcm.nmtl.gov.tw/twp/pclub/srch_list_result.aspx?PID=000023 
50 謝汝銓（1871－1953），字雪漁，號奎府樓主，晚年署奎府樓老人，臺灣臺南人，日據後遷居

臺北市。少從蔡國琳學。光緒十八年（1892）生員（臺南末代秀才）。日治後畢業國語（日語）

學校，《臺灣日日新報》創刊，任記者，並主編該報漢文欄。後赴南洋任馬尼拉埠《公理報》

紀者，旋又返臺為《昭和新報》、《風月報》之主幹或主筆。1909 年與林湘沅、洪以南等共創

瀛社，並繼為第二任社長。民國四十二年逝世，年八十三。著有《奎府樓詩草》三卷，又有《詩



59 

同文友創立瀛社，又第二代年輕社員為了展現新氣象，如洪鐵濤（1892－1948）
51另設「春鶯吟社」（1915）、「桐侶吟社」（1923）等，並以此為主力創辨《三六

九小報》。 

《三六九小報》是目前所知，日治時期 受注目的流行小報，刊行於 1930

年 9 月 9 日至 1935 年 9 月 6 日之間，横跨文官總督時代（1919.10.29－1936.9.2）

與後期武官總督時代（1936.9.2－1945.10.25）52。一般認為《三六九小報》具有

「情慾、瑣屑與詼諧」53等書寫特質，與彼時大量流行於上海的小報特質相似。

日治時期民間出版品受到總督府的強硬控制與檢查，長期發刊的稿源與紙價飛漲、

讀者欠款等經濟壓力，使民間出版品難以長久。《三六九小報》能在當時發行量

長達 479 號，相當不容易。大約有下列因素：首先《三六九小報》是具理想性格

的同人雜誌，並非商業報刊、機關刊物
54
。洪鐵濤經濟無虞兼具新舊思維的理念，

一肩扛起《三六九小報》初期的編輯工作。
55
同人多為臺南文人，為支持報務運

行，不但供稿未收筆資，還經常贊助小報經費
56
。 

其次昭和五年（1930）9 月 9 日《三六九小報》（創刊號）洪鐵濤發表〈發刊

小言〉，充分呈現「寓莊於諧」的風格主張，一新讀者的耳目： 

昔釋尊為弟子講經，至舉似處，輒為拈花之微笑。…笑之義，大矣哉！我

同人生於物質文明之今日，事事物物，有限性靈，因之汨沒殆盡。幸賴諸

同人，朝夕過從，解衣磅礴，放浪於形骸之外。上下五千年，東西九萬里，

捫舌尚存，各盡縱橫捭闔之興致。陳言務去，哲理斯出。…本小報創刊之

緣起，實成於談笑之間。以三六九命名者，請以三日為期，同人摭茶前酒

後之巵言，入暝寫晨抄之工作，應有盡有，大書特書。…一紙風行，足資

                                                                                                                                                           
海慈航》二卷附《蓬萊角樓詩存》一卷。另有《周易略說》，未刊。詳見：張子文，《臺灣歷

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 年 12 月），頁 767－768。 
51  洪坤益（1892－1948），筆名鐵濤（用於吟詩和書法之用），民國前二十年出生於潮州汕頭，

年幼時隨著父親洪采惠和幾個叔叔來台南市定居。洪氏早年接受漢學教育，十二歲始接受日式

教育。三○年代文學活動極為活躍，與新生報社長林茂生、台南州協議會員劉明哲等人結為好

友。在全臺聯吟大會上，常與新竹張純甫（1888－1941），並稱為南北兩將。1945 年 12 月第

一屆臺南市政府成立，洪氏擔任市府秘書，未幾病歿。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

（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6 月），頁 245－246。 
52  總計日治時期五十年臺灣經歷了：武官總督時代（1895.5.10－1919.10.24）、文官總督時代

（1919.10.29－1936.9.2）、後期武官總督時代（1936.9.2－1945.10.25），儒學因此而有特殊的發

展脈絡。 
53  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 46 期（2004 年 12 月），頁 159－222。 
54  清末民初報刊之大致可分為：商業報刊、機關刊物、同人雜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同人雜

誌的特質為：「晚清數量極多的同人雜誌，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願結黨營私，好處是目光遠

大，胸襟開闊，……主要以文化理想而非豐厚稿酬來聚集作者。」 

    見陳平原，《觸摸歷史進入五四》（臺北市：二魚文化，2003 年），頁 64、頁 65。 
55  《三六九小報》1930 年 9 月到 10 月期間，唯一編輯員為洪鐵濤，11 月後才又增加譚瑞貞、

陳圖南。註同上，頁 10。 
56  台灣文學期刊目錄資料庫，「三三六九小報」條，詳見：

http://dhtlj.nmtl.gov.tw/opencms/journal/Journal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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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柄，實於台灣刊行紙，別開一生面也。…凡知我者，珍以敝箒可也；棄

我者，覆以醬瓿亦可也。同人都以一笑了之。57 

〈發刊小言〉以釋迦牟尼佛「拈花微笑」的典故，作為「以小喻大」之意，這與

劉魯58《三六九小報》第 322 號〈文苑〉專欄，發表〈祝三六九報重刊〉59「報

名雖小，宗旨實大。亦莊亦諧，寓懲寓勸」的理念一致。〈發刊小言〉以「物質

文明之今日」，認同人類物質文明於工業革命之後提昇，小報因此有許多科學新

知、新式思維、各國輿地的介紹。又云「諸同人，朝夕過從，解衣磅礴，放浪於

形骸之外…陳言務去，哲理斯出」，小報《開心文苑》專欄中有運用「經典句式」

改寫「藝旦文化」者，將「經典」與「藝旦」融合這一點，映現洪氏「放浪於形

骸、陳言務去」的理想，意在打破科舉時代以四書內容作為八股題目的僵化思維。 

 

    洪鑄濤出身漢醫家庭，接受傳統漢學的啟蒙，成長於跨足政商卓然有成的富

裕之家，及長進入新式的公學校，身兼小報編輯於物質文明的時代，如何定義「儒」？

如何看待「儒者」？如何看待域外（日本）儒學？本文由「在地性」的視角，論

述「推崇在地文人的才能與貢獻」及「在地與異域的知識連結」面向；又於「多

元性」特質中，展現了「日本儒學的介紹」及「諧趣的儒學文章」，置諸於亦莊

亦諧的小報文化中，使後科舉時代的儒學觀有更全面的檢視。 

 

二、在地性 
 

《三六九小報》作為日治時期南部傳統文人重要的文化場域，如何表達對在

地儒者文人的關懷？又如何由在地視野觀看、連結異域？是欲理解日治時期南部

儒學觀的重要視角。 

 

（一）推崇在地文人的才能與貢獻
60 

冀望功名的儒生於後科舉時代，被迫中止人生志願的追求，許多人因此過著

縱情詩酒的麻痺生活，如賴雨若（1878－1941）在〈有感〉中云：「臺灣割後竟

                                                       
57  刊於《三六九小報》創刊號，昭和 5 年（1930）9 月 9 日，第 1 版。 
58  劉魯（1880－1955），字天喜，其父劉益美原籍廣東大埔，來臺後定居臺中東勢。劉魯幼年師

從劉吉芙，乙未之後設館為塾師。曾與親友合營伐樟製腦、服務於日資的物產會社，因無法接

受日方的不平等待遇，憤而離職，重拾教鞭。畢生致力於作育英才，以延續漢文為職志，弟子

滿佈臺中地區。見江昆峰，《《三六九小報》之研究》（臺北：私立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

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75。 
59  善化鄭柏東，〈祝臺南三六九小報續刊〉「大雅文章還不墜，風流詞藻羨增榮。志扶漢學尊先

覺，力挽狂瀾啟後生。」《三六九小報》昭和 9 年 3 月 13 日，第 322 號。 
60  科舉時代「儒者」意指經歷科舉試煉者，後科舉時代「儒者」的定義放寬，本處引述的林湘

沅曾受科舉時代的背誦訓練，蘇建琳為濟世的醫者未必經過科舉試煉，洪鐵濤仍以「儒醫」稱

之，顯然「儒者」已超越原本的定義。尤其傳統文人多為維護漢學投入詩社運作的主力人士，

陳圖南、謝霽綠二人，即當時詩作極佳受肯定者。從嚴謹的「儒者」定義來看，陳、謝二人並

不符合，若從資料蒐羅不易的角度看，將林湘沅、蘇建琳與陳圖南、謝霽綠四人合觀，可以映

現洪鐵濤對於傳統文人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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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漢學儒生拓落多。八股文章無用處。大都个个變詩魔。……」
61
、〈悼羅渙

之詞兄〉中，「文才自少擬掄元。劫後灰心好對樽。看破世情惟縱酒。果然一醉

擲乾坤。」賴氏於詩後自註：「羅君持杯獨酌時倏然起症殞命」62，拓落的儒生

與殞命的羅渙之是後科舉時代傳統文人的悲劇縮影。洪鐵濤幼時曾接受傳統教育，

對於後科舉時代傳統文人的處境多有關懷及記述。記述的內容有對於臺南宿儒林

湘沅之景仰與追憶、善化儒醫蘇建琳之濟世藥方、其他在地詩人之列舉等等。 

1. 臺南宿儒林湘沅 

科舉時代學子在嚴苛訓練下取得巨大的背誦記憶，如黃純青（1875－1956）
63
〈終身默記〉詩為例：「十載孜孜志不灰，五經四子讀千回。終身默記非無意，

科舉題頭自此來。」該詩後記有：「四書五經，熟讀而默記之，終身不忘也。余

今七十歲，尚能默記七八分，此乃受科舉制度所賜也」
64
。黃氏生於光緒元年（1875）， 

七十歲尚能默記四書五經七八分熟，一如南社創始人之一，曾任《臺南新報》、《臺

灣日日新報》記者林湘沅（1870－1924）： 

臺南林湘沅先生，於十餘年前，已歸道山。生前，曾操南北報社筆政，為

詩頗宗隨園。余少時，曾陪杖履，先生已垂垂老矣。盧雪軒君嘗為余言，

上北時，曾見先生背誦唐人萬首絕句，其記憶力之強，真非常人也。古有

謂「欲求真學問，須下死工夫」，如此學子，寧有幾人？65 

洪鐵濤年輕時曾隨侍過年老的林湘沅，據文友盧雪軒轉述，曾經親見過林湘沅背

誦唐人萬首絕句，驚人的記憶力於後科舉時代仍頗受推崇。 

2.  善化儒醫蘇建琳 

醫家對於祖傳的靈驗方藥，往往為求重利而保密， 終年久失傳，洪鐵濤

生長於漢醫家庭，對於地方良醫認識頗深： 

《皇漢醫學》垂數千年，其間之靈驗方藥，往往為醫家嚴秘，年遠失傳，

真堪痛惜，若湯火傷症，每因熱毒所攻，而致命者殊不易救。善化蘇建琳

先生，儒醫也。家製黃連膏發售，極有神效，且治法簡便，藥價亦廉，因

事屬濟物，特三致意之一。66 

善化儒醫蘇建琳先生自製黃連膏，極有神效，藥價便宜，可謂濟世藥方。洪氏稱

                                                       
61  賴雨若，〈有感〉，賴辰雄主編，《法曹詩人壺仙賴雨若詩文全集》，（嘉義市：嘉義市文化局，

2007 年 12 月），頁 40。 
62  註同上，頁 89。 
63  黃純青，原名炳南，字純青，晚號晴園老人，臺北樹林鎮人。日治之後，創立樹林造酒公司，

聞名全臺，家境日裕。遂為當局所重，膺任公職多達一百餘項，並授佩紳章、敘勳彰功達 36

次之多。參見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市：

國家圖書館出版，2006 年），頁 605、頁 606。 
64  黃純青，〈終身默記〉，《晴園詩草》，《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 2 輯（臺北市：龍文，1992

年 6 月），頁 60。按：「」中引文原標點均作「。」，今新式標點為筆者所加。 
65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415 號，昭和 10 年（1935）1 月 29 日，第 2 版。 
66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35 號，昭和 9 年（1934）4 月 2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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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琳販售價廉神效的義舉為儒醫，乃取自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觀，儒者經世濟

民之處事哲學。 

3.其他在地詩人 

本篇隨筆發表於《餐霞小紀》專欄，《餐霞小紀》專欄的主筆是洪鐵濤用意

在於版面補白之用67： 

社友陳圖南君，素以「幽默」著，詩才畫筆，別饒天分，奈近不多作。昨

為余誦其〈北門遠眺〉…〈臺南運河晚步〉…二聯皆詩中有畫，非鈍根人

所能夢見。68 

《三六九小報》 初發行時僅洪鐵濤獨立編輯，兩個月後編務繁重，陳圖南及與

譚瑞貞方才加入，由於共同承擔編務互動頻繁，由陳圖南為洪鐵濤誦〈北門遠眺〉

與〈臺南運河晚步〉二詩，洪鐵濤稱譽其詩「詩中有畫」，非詩才不高者所能達

到。 

臺南詩人謝霽綠先生，…生前所為詩，極雄奇瑰麗，余少年時恆愛誦之。

69 

府城詩人謝霽綠僅留有數首唱和詩作，其生卒年不詳，依洪鐵濤所記述，謝霽綠

應與林湘沅同時期，本段隨筆亦發表於《餐霞小紀》專欄，內容將謝霽綠作詩用

字與杜詩相比擬，由於本意在於紀念前輩的抒情之作，因此未能深入探索謝霽綠

之詩作內容。 

 

（二）在地與異域的知識連結 

 

1. 同人的主張 

《三六九小報》於殖民政府的虎視下創刊，不同於總督府的官報或者文藝性

強的雜誌，而是以詼諧的風格寫軟性文字，打發閒暇、消遣時光，為讀者帶來別

開生面的閱讀視野。然而身處殖民地時空下，臺士創立之詩社、文社、報刊、雜

誌等，多以宏揚文化、維持漢學不墜為己任70，即使以「微細、狂語、瑣屑」為

特質的《三六九小報》，亦不例外。如北京大學美術教授王亞南71於創刊上所云

                                                       
67  洪鐵濤著，陳曉怡編《洪鐵濤文集》，頁 204。 
68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426 號，昭和 10 年（1935）3 月 9 日，第 2 版。 
69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435 號，昭和 10 年（1935）4 月 9 日，第 2 版。 
70  按：臺資報刊起因於譯介新知、啟發民智、維護漢學或者藉全臺徵稿而互通聲氣。1919 年發

行的首份臺資漢文雜誌《臺灣文藝叢誌》，其發行宗旨「主張經史，維護漢學」具體的落實在

創刊號全臺徵文「孔教論」上。此後臺資媒體多追隨《臺灣文藝叢誌》「維護漢學」的宗旨，

以抵抗總督府漸禁漢文的皇民化教育。昭和 10 年（1935）2 月 3 日《三六九小報》第 416 號

曾刊載「基隆李春霖君，年少能詩，倜儻有大志，負笈渡華，歸來極力提倡漢學，刊行《南雅》

漢文藝雜誌。因經濟關係遂中輟，近又有編輯《鯤海鐘聲》集之舉，未幾，遽霜凋夏綠，齎志

以歿。」顯然「提倡漢學」多為彼時臺資報刊創立宗旨。 
71  王亞南（？－1932），江蘇人，曾任北京大學美術教授，曾三次來臺長居，與臺灣文壇、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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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臺南三六九小報發刊〉： 

臺陽同人，擬辦《三六九小報》，以燦爛之文字，為詼諧之雜說，發揚文

化，不特供世人之消閒已也。72 

另前清舉人、著名的臺南文人羅秀惠（蕉麓），曾於昭和 7 年（1932）9 月 13 日

（第 216 號），發表〈祝三六九小報二週年〉，亦云： 

《小報》即以漢學為主張，以經史為根據。 

羅氏於同年 9 月 16 日（第 217 號），又發表〈祝三六九小報二週年〉第二篇祝文： 

孔子所謂凡為天下國家者，…三學弗講，六駁不馴，是皆由高閣束書，九

竅閉塞，故致江河日下，六宗紊禋。此吾祝小報之延年，正以禱漢學之享

運也。 

南社社員中蔡國琳及羅秀惠具有舉人身份，羅秀惠於《三六九小報》發行二週年

之際，特別提出「小報以漢學為主張，以經史為根據」的論點，符合多數舊文人

的理想。吸引其他舊文人的呼應，如劉魯73《三六九小報》第 322 號〈文苑〉專

欄，發表〈祝三六九報重刊〉74： 

《三六九小報》又出現了！恭喜恭喜！夫所謂報紙者，人世之指針也。…余

讀三六九報，如得良師，以其無帶政治民□之色彩，具有文學智識之規模。

報名雖小，宗旨實大。亦莊亦諧，寓懲寓勸。…人而不欲保持民□之性則已。

如欲保持其性，舍漢文莫與歸也。康南海曾論：「漢文為我民□之精神命脈，

漢文亡即□□可隨之而亡。」…三六九報乃漢文饑饉時之津梁也。文兼雅俗，

價亦低廉。雖購全年之金，不及□飧之酒。其三次蹶起，又豈偶然。 

劉魯是臺中地區塾師，以延續漢文為職志，肯定《三六九小報》為延續漢文命脈

所作之努力，因此言「報名雖小，宗旨實大」，有「小報大辦」之喻意。延續漢

文不可免俗的，將以「微細、狂語、瑣屑」的方式，提供傳統文人各種發言權。 

 

2.  「儒」的定義 

洪鐵濤於昭和 5 年（1930）第 26 號開始，以「陶醉」為筆名主筆《哭庵說

                                                                                                                                                           
關係深厚。見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頁 105。 

72  王亞南，〈祝臺南三六九小報發刊〉《三六九小報》昭和 5 年 9 月 9 日（創刊號）。 
73  劉魯（1880－1955），字天喜，其父劉益美原籍廣東大埔，來臺後定居臺中東勢。劉魯幼年師

從劉吉芙，乙未之後設館為塾師。曾與親友合營伐樟製腦、服務於日資的物產會社，因無法接

受日方的不平等待遇，憤而離職，重拾教鞭。畢生致力於作育英才，以延續漢文為職志，弟子

滿佈臺中地區。見江昆峰，《《三六九小報》之研究》（臺北：私立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

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75。 
74  善化鄭柏東，〈祝臺南三六九小報續刊〉「大雅文章還不墜，風流詞藻羨增榮。志扶漢學尊先

覺，力挽狂瀾啟後生。」《三六九小報》昭和 9 年 3 月 13 日，第 3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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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專欄，直到昭和 7 年（1932）第 180 號結束，總共發表二十四篇趣味隨筆，

其中〈醫者意也〉一文談及「儒者」的定義： 

有某醫，儒者也。…陶醉曰：古人云：『醫者，意也。』…若小廝之孽障，

而先生從容為之拯拔，苟非窮通變化之儒者，曷克臻此。75 

某醫下鄉診疾時，偶遇一年少小廝枯守生意冷淡之藥鋪，於嘻戲之間將陷自身於

進退兩難之境地，正「痛懼交并，呼號震瓦」之際，醫生以 簡要而不費金錢的

方式，快速診疾而完好如初，嬴得洪氏「儒者」的讚譽。某醫能被讚賞為「儒者」，

主因在於「窮通變化」。而「窮通變化」正好與晚清備受抨擊的僵化科舉制度、

不合時宜的四書五經等等概念相反。《三六九小報》既然認同其他臺資報刊維護

漢學的主張，洪鐵濤作為小報核心編輯必然肯定漢學、經史傳統文化，只是「窮

通變化之儒者」顯然才是洪氏所肯定而願意發揚之傳統文化。 

 

3.在地視角的閱讀經驗 

洪鐵濤幼時受過傳統的漢學教育，曾於《三六九小報》中記述所讀之書，內

容分別有：幼時讀書的記憶、傳統古籍、近代日本書籍及評論、近代中國武俠小

說及評論。 

（1）幼時讀書記憶：新竹王石鵬的《臺灣三字經》76，該書為兒童學習歷史、

地理的啟蒙之作。清代張廷玉的《澄懷園詩草》77，作者張廷玉是康雍乾三朝重

臣，同時也是清代唯一一位死後配饗太廟的漢臣。科舉考試詩賦項目有宗唐的傾

向，學子普遍研讀唐詩，洪氏幼時讀《杜詩》78，頗苦於聱牙屈詰理解上的困難，

及長方能領略杜甫天分之高絕，非尋常人所能及，這類幼時誦讀不明所以，及長

方能明白領略的誦讀經驗是科舉時代常見的現象。 

（2）隱逸類型的古籍：有《莊子》〈秋水〉篇79，袁枚《隨園詩話》80。洪

氏記述讀「子非魚，焉知魚之樂」頗有感悟，呈現內心的自在與自適，留有上友

                                                       
75  刊於《三六九小報》昭和 7 年（1932）3 月 16 日，第 163 號。 
76  按：「新竹王石鵬先生所著之《臺灣三字經》，仿蒙經之例，音節和協，少年易於上口，必讀

之教本也。十數年來，坊間不見代售，想已絕版久矣。近來餖飣之書，災梨禍棗，而此書委之

無傳，為著作界之痛恨事，有心人盍不起而重鐫之。」見《三六九小報》昭和 9 年（1934）4
月 29 日，第 336 號。 

77  按：「《澄懷園詩草》余記身兒時，敝篋中藏有是書，紙為連史，木版鋟工精妙，有跋為唐贊

袞太守手筆，書體仿板橋，兼變魏碑。」見《三六九小報》第 461 號，昭和 10 年（1935）7
月 6 日，第 2 版。 

78  按：「杜詩聱牙屈詰不易讀，少時頗苦之，過眼遂不多。一夜，余舵江舟行，於曉色熹微間，

兩岸樓臺，蘸波欲活，明白如畫。因憶杜老有『殘夜水明樓』之句，方嘆其天分之高絕處，非

尋常之所能及，著作不磨，直可與江山相終古」。見《三六九小報》第 462 號，昭和 10 年（1935）

7 月 9 日，第 2 版。 
79  按：「《霜猿日記》1932 年 7 月 10 日（晴）    晚飯後，臥北窗下，讀子書至子非魚，焉知魚之

樂，霜猿於是乎大悟。」見《三六九小報》第 199 號，昭和 7 年（1932）7 月 16 日，第 4 版。 
80  按：「幼時讀《隨園詩話》，有「架裟未著嫌多事，一著袈裟事更多」，深喜其具有禪味。不意

出世之某大和尚，以為獨善其身不能光昌佛旨，決意改換方針，入世作獅子吼。」見《三六九

小報》第 87 號，昭和 6 年（1931）6 月 29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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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閱讀樂趣。《隨園詩話》作者袁枚，辭官後定居於江寧隨園，期間招收女

弟子、撰寫《隨園詩話》，其風流自適的人生態度，頗能呼應經濟能力良好，擔

任以「瑣屑與詼諧」為特質的《三六九小報》編輯身份。 

（3）近代日本書籍及評論：有大正美人、女詩人之稱的九条武子夫人，著

有《無憂華》短歌集81，洪氏讀後的評語有：慈祥、高潔、優雅、博麗，可作為

日本女性之表率。以及窮其畢生之力完成鉅著，童話大家巖谷小波耗費四十多年

蒐羅印度、中華、朝鮮等之筆記、傳說、神話、寓言，出版《大語園》十巨冊82，

印度、中華、朝鮮等之筆記、傳說、神話、寓言，比較《伊索寓言》更有閱讀上

的深醇趣味。巖谷小波以四十年的時間蒐羅出版《大語園》，同樣耗時多年著書

的還有下列作品： 

古人著書，費盡心血，藏之名山，以垂不朽。鍊都十年之外，罕聞以年計

者。日本之學徒，如本居宣長著《古事記傳》費三十五年，塙保一著《群

書類從》費四十年。賴山陽著《日本外史》費二十五年。瀧澤馬琴著《八

犬傳》費二十八年。近世之槻文彥博士著《言海》，費十七年。吉田東伍

博士著《日本地名辭書》費十三年。堪稱為畢生大業。83 

上述所列日本學者，短如十七年的槻文彥《言海》，長如四十年的塙保一《群書

類從》，費盡心血，藏之名山，堪稱為畢生大業。 

（4）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及評論：洪鐵濤對於中國出版的書籍閱讀頗為廣泛，

如「考中國群書，多記澎湖有落漈84之說，及近年航海術昌明，未聞有發現之者。
85」閱讀中國諸多書籍，記述船行澎湖黑水溝有巨大海渦，水流垂直往下如巨型

瀑布，直達深海的盡頭，對照現今航海技術則未發現大海渦的現象，映現洪氏以

科學實證的理性思維，作為閱讀之準則。以理性思維閱讀中國出版的武俠小說，

發覺其實證精神不足： 

中國讀書界，近來風行武俠小說，著者如汗牛。余嘗取讀之，輒淺嘗即止。

                                                       
81按：「《霜猿日記》1932 年 7 月 15 日（晴）    清晨起得太早，…眾人皆睡，惟我獨醒，…忽來

勾引霜猿讀書慾，隨向案頭書叢中，抽出九條武子夫人所著《無憂華》開卷瀏覽，覺其慈祥、

高潔、優雅、博麗之理論，時令人敬愛，真足為日本女性之表率。早飯後，又入軟塵中，飽聽

市聲之管絃樂，回念一瞬前之讀書樂，真是清福。」見《三六九小報》第 201 號，昭和 7 年（1932）

7 月 23 日，第 4 版。 
82  按：「日本童話大家巖谷小波歿後，發其畢生之著述《大語園》十巨冊。搜羅之宏博，如印度、

中華、朝鮮等之筆記、傳說、神話、寓言，費四十餘之年日月，始克其功，其趣味較諸《伊索》

猶為深醇，學界巨子，皆致同嗜之言。」見《三六九小報》第 451 號，昭和 10 年（1935）6
月 3 日，第 2 版。 

83  刊於《三六九小報》昭和 9 年（1934）10 月 29 日，第 390 號。 
84  落漈是一座恐怖的巨大海渦，水流垂直往下如巨型瀑布，捲入地底，直抵海底的 低處。若

船隻意外被漩渦扯進，則會墜落萬丈以下的黑暗深淵，進入深海的盡頭，九死一生，再也無法

返回。因此，行船黑水洋的人們，對於落漈總是恐懼萬分，深怕陷入「趨下而不回」的落漈深

淵。據聞，巨大漩渦的地點會隨季節變化而有所不同，或者隨颶風雲雨的移動而改變方位，故

確切地點無人能知。 
85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469 號，昭和 10 年（1935）8 月 3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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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憑空捏造，不近人情。余讀小酒井不木醫博之探偵全集，其構想多根據

科學，筆亦沉著透剔，讀之令人愛不忍釋，較諸無理取鬧者，真不可與噲

為伍矣。86 

彼時中國出版的眾多武俠小說，內容與情節多憑空捏造，不近人情，洪鐵濤另舉

大正期間醫學博士小酒井不木（1890－1929）發表多篇推理小說，章節構思多有

科學根據，文筆沉穩，能滿足理性實證思維的閱讀大眾。 

 

三、多元性 

 

洪鐵濤對於《三六九小報》編輯，寄予「陳言務去，哲理斯出」的主張，儒

學詮釋的多元性，表現於日本儒學的翻譯介紹、諧趣的儒學文章。 

 

（一）日本儒學的介紹 

《開心文苑》專欄以舊文學的新創作，達成諧趣的目的。洪鐵濤以「刀水」

為筆名，於昭和 9 年（1934）5 月 9 日至 19 日間，第 339 至 342 號，共 4 期的

連載〈日本人之「儒教」觀〉： 

儒教，自古興於中華，政教一致之教也。昔傳來我國，異常發達。及至德

川時代，各學派之儒者，簇然輩出。是時也，有儒教之黃金時代，現出於

日本之偉觀焉，現今之真解儒教者，敢謂不在中華人，而在日本人。日本

之文化，涵養於儒教之精神，實非鮮少。87 

〈日本人之「儒教」觀〉全篇譯介儒教如何傳入日本，日本對於儒教之有條件的

接受，成就了明治維新之大業，真理解儒教不在華人而在日本人等云云，茲將其

論述主張列舉說明如下。 

 

1. 儒教傳入與流派 

〈日本人之「儒教」觀〉一文論述儒教東傳至日本的緣由：   

儒教之傳來，有博士王仁者先獻《論語》十卷於應神天皇。88 

儒教東傳至日本，是由百濟人（古朝鮮半島上的小國）王仁攜帶《論語》十卷、

《千字文》一卷進獻應神天皇，同時將漢字傳入。歷經戰亂，儒教經典僅流傳於

僧侶，直到德川家康一統天下，以儒教經典作為治國對策，儒教開始進入全盛時

期： 

                                                       
86  刊於《三六九小報》昭和 10 年（1935）2 月 16 日，第 420 號。第 2 版 
87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39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9 日，第 2 版。 
88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39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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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我國戰亂頻仍，儒教之命脈，僅保存於僧侶。及德川家康之統一天下

也奉為治世之策，盛行鼓吹。…未久，儒教又告全盛。德川之世，儒教之

學派中，最著者即朱子學、陽明學、古學，鼎足而三。朱子學，在幕府推

獎為官學，藤原惺窩為始，林羅山、木下順庵、貝原益軒、野中兼三、山

崎闇齋、德川光圀等之輩出。明治之世，元田東野、中村敬宇等，遠汲其

流。奉陽明學而抗朱子學，爭其勢力於學界者，有中江藤樹，其弟子熊澤

蕃山、佐藤一齋、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相踵鳴盛。以上二學派，皆祖

述宋明。非傳孔子之道也。89 

德川家康時期尊崇儒教，儒教開始進入全盛時期。彼時幕府以朱子學為官學，著

名之學者以藤原惺窩為首，陸續有林羅山、木下順庵、貝原益軒、野中兼三、山

崎闇齋、德川光圀等，明治時期仍有元田東野、中村敬宇等學者。如同宋明理學

中出現與朱子學派相抗衡的是陽明學派，著名之學者以中江藤樹為首，弟子有熊

澤蕃山、佐藤一齋、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相踵鳴盛等人。然而無論是朱子學

派或是陽明學派，均遠溯自宋明理學，並非孔子原本的思想。提出這種觀點的是

古學派： 

不拘泥於後儒之說，主張直溯孔子之精神，及古學一派是也。代表之學派

者，乃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三人。其餘如伊藤東涯、青木昆陽、

太宰春臺等此派之學人也。以上各派之學人中，因尊崇儒教之餘，醉心於

中華，若將忘其大義名分者。90 

主張直溯孔子精神的古學派，代表學者有山鹿素行、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等人。 

以上朱子學派、陽明學派、古學派三家學者，被後人評論的是因尊崇儒教而沈浸

於對明、清兩朝的嚮往，以至於忽略了對國家大義的犠牲與服從。 

 

2. 明治維新之貢獻 

〈日本人之「儒教」觀〉提及朱子派分支水戶學派，對於明治維新成功之

貢獻： 

然多有真摯者，能發揮面目。殊如朱子派一派之水戶學派，藉以研究國史，

裨益於世道人心，多而且大，成就明治維新之大業，振興國名之精神，興

有利焉。91 

朱子學派中水戶學派一支，特別發揚官學的立場研究歷史，彰顯國家一系之大義，

對於當時人心之振奮發揮極大的作用，影響力之大且廣， 終有益於明治維新之

                                                       
89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41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16 日，第 2 版。 
90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41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16 日，第 2 版。 
91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41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1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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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使國家聲名遠播。 

 

3. 孔子教非等同儒教 

〈日本人之「儒教」觀〉特別提及「孔子教非等同儒教」的觀點： 

談儒教，未嘗不直想孔子。孔子乃自先王以來，統一儒教，集其大成，決

非儒教之開祖。孔子所集大成者，雖稱儒教，其一生傾心血，注全力所宣

揚者，非儒教之全體，不過其教中之道德方面而已。儒教雖非純然之宗教，

就其拜天思想而觀，仍為一種之宗教。因孔子就天道而言處甚少，目其教

專為人道而言亦宜，故儒教中，就孔子所教者，名之為孔子教。92 

文中認為「孔子教非等同儒教」的主要觀點，在於孔子一生心血，傾其全力宣揚

的是仁政王道的思想與日用倫常的道德面，不僅少談及天道而且與彼時流行，含

有拜天思想的儒教不同。 

 

4. 日本人理解儒教 

〈日本人之「儒教」觀〉連載之初，即提出「日本人於儒教之教若何？儒教

對我國固有之思想關係若何？儒教之將來若何？日本人對儒教，應執如何態度？」
93等疑問，並於第二期的連載內容中說明日本對於傳入儒教內容的取捨： 

儒教之教典，所謂四書五經者，…而其中之四書，特認為孔子教之教典，

亦無不可。…天子之德，風也。庶民之德，草也。風行草偃，以遂其生，

是即謂政教一致，儒教之根本思想。易世革命，禪讓放伐，亦由此根本思

想而生。…天有所命，非人力所能為，九五之位，有德者居之，無德者失

之，苟失德之天子，遂眾叛親離，至禪讓放伐，以易其世，如殷湯之於夏

桀，周武之於殷紂是也。94 

此天命思想，與他道德思想，雖傳來我國，是時也，由神道而堅固於國家

觀念之大和民族，嚴然而拒絕之，其與神道合致之點，僅取孔子道而己。

95 

文中認為四書五經為儒教經典，其中四書特別指孔子教的經典。儒教以有德者居

天子之位，風行草偃，政教合一。一旦天子無德，眾叛親離，則可實行禪讓放伐，

改朝換代，孟子以民為本的天命思想與孔子的道德思想，同時傳到神道教的日本，

天皇被視為天照大神的後裔具有神性，因此學者也主動去除孟子禪讓放伐，以易

                                                       
92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39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9 日，第 2 版。 
93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39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9 日，第 2 版。 
94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40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13 日，第 2 版。 
95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41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1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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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世的觀點，僅取孔子主張的道德觀。 

5. 儒教之道德為日本原有之精神 

〈日本人之「儒教」觀〉連載之初，即提出日本文化涵養不少儒教精神，因

此真理解儒教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 

儒教之綱領，如知、仁、勇之三德，如仁、義、禮、智、信之五常，如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當時我國，雖無其名，而其實則存

焉，儒教實與我國以固有思想之名目。96 

日本人真理解儒教的原因，是三德、五常、五倫等，與日本國原本之精神相同，

因此儒教中三德、五常、五倫等德目，是日本原有的思想體現。 

今日於我國之儒教，已無各學派之分立，其精神與我國固有之精神，完全

一致，不能有所區別。其四書五經，若江河緯地，日月經天，萬世而不易。

日本人讀之者，全不謂為儒教思想，若《論語》《孟子》之書。已全為我

日本人之《論語》《孟子》矣。97 

尤其四書五經本為天地間之常道，置諸於已無學派分立的日本，與日本原有之精

神一致，因此《論》《孟》之書98其實已屬於日本的了。 

〈日本人之「儒教」觀〉連載四期，將儒教如何傳入日本，於德川幕府時代

的流派作詳盡的介紹。尤其標舉日本人能掌握儒教的真締，在於去除不符合神道

教的國情部分後，三德、五常、五倫為日本原有之文化，只是過去無此德目，因

儒教傳入而有此德目。在此基礎之上，所謂的《論語》《孟子》之書，幾乎可說

是日本人的《論語》《孟子》之書云云。全文從日本優越的立場論述，以洪鐵濤

對於漢學的基礎與日語能力，本文很可能是翻譯文章。由於《三六九小報》經常

譯介科學新知、外國史地、逸事趣聞，題目又為〈日本人之「儒教」觀〉，乃從

介紹的方式體現日本人對於「儒教」的觀點，並不涉及認同問題，因此可視為日

本「儒教」觀的介紹。其中 值得注意者，本文置諸於《開心文苑》專欄，《開

心文苑》專欄通常是舊文學的新創作，以達成諧趣的目的，〈日本人之「儒教」

觀〉的內容並不符合專欄的諧趣屬性，不過從〈日本人之「儒教」觀〉一文主張：

真能掌握儒教的是日本人、現今《論語》《孟子》，可說是日本的《論語》《孟子》，

以上主張恐怕是洪鐵濤覺得反諷、諧趣，這或許是置諸於《開心文苑》專欄的主

要目的。 

 

（二）諧趣的儒學文章 

諧趣的儒學文章都刊登於《開心文苑》專欄，如《三六九小報》第 48 號洪

                                                       
96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41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16 日，第 2 版。 
97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342 號，昭和 9 年（1934）5 月 19 日，第 2 版。 
98  按：《孟子》禪讓放伐，以易其世的思想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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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濤以筆名「野狐禪室主」發表《嫖妓論語》，內容是以彼時的藝旦間文化套用

經典句式，有以放浪形骸的姿態，去除僵化的科舉思維。第 333 號以筆名「刀水」

發表〈戲擬管城侯勸告孔老夫子息事書〉，是為管城侯發聲與孔夫子打筆仗。二文充

分表現出洪鐵濤於〈發刊小言〉所述「於台灣刊行紙，別開一生面」的企圖。 

 

1. 《嫖妓論語》 

《論語》過去於科舉時代是聖人的經典，具有神聖不可侵犯性，也因長期作

為科舉考試中八股文的命題而逐漸流於僵化的陳言，聖人的經典並不可厭，否則

《三六九小報》也不會「主張經史，維護漢學」，可厭的是那些僵化的陳言，冬

烘的思維，由《嫖妓論語》的大膽言論，正凸顯洪鐵濤於〈發刊小言〉所云「解

衣磅礴，放浪於形骸之外，各盡縱橫捭闔之興致」。 

瘟生曰：「其唱曲也哭爸，而能盤客99者，鮮矣。不能盤客，而能愛戀者。

未之有也。藝妓務唱，唱好而名生，哭爸也者，其為人之笨歟！」100 

「瘟生曰」一則，改寫自《論語》〈學而〉第二「其為人也孝弟…」，經典原意是

孝弟賢者必不好犯上、作亂，是掌握根本成為君子、仁者的路徑與方向。此處諧

謔為藝妓對客的奉承，必須掌握根本練好唱歌才藝，如此自然能應酬客人、美名

遠播。若唱歌難聽如號喪，這種藝旦實在太笨了。 

主曰：「道開妓之事，表情寫信，儉用失愛人，使伊多疑。」101 

「主曰」一則，改寫自《論語》〈學而〉第五「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經典

原意是帶領千輛兵車的大國，必須取信人民、愛護人民、徵用人民不能影響農時。

此處諧謔為客對藝妓，必須勤於寫信表情、用錢大方，否則失去愛人。 

龜子曰：「有猴無錢，花間歸害矣。」102 

瘟生問於闊老曰：「老哥至於花間也，必多奉迎，求之歟？抑巴結之歟？」

103濶老曰：「小弟，錢、緣、美、少年以得之。小弟之求之也。其用錢異

乎人之求之與！」104 

「龜子曰」一則，改寫自《論語》〈學而〉第九「慎終追遠…」，經典原意是指領

導者必須誠敬以對亡者的送終之禮、祖先的追思之禮，如此上行下效之下，民風

                                                       
99  意指：應酬客人。 
100  《論語》〈學而〉第二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101  《論語》〈學而〉第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102  《論語》〈學而〉第九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103 《論語》〈學而〉第十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104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48 號，昭和 6 年（1931）2 月 19 日，第 2 版。子貢曰：「夫子溫、良、

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按：《嫖妓論語》有主人、瘟生、

闊老、龜子四人，分別套用《論語》句式，大發藝旦間文化之詞，由於部分內容較為露骨，為

避免所欲探討之「諧趣的儒學文章」失焦，僅節錄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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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歸於淳厚。此處諧謔為藝旦間客人眾多，若屬於無錢的客人，那麼對整個藝旦

間是壞處。「瘟生曰」第二則，改寫自《論語》〈學而〉第十「子禽問：夫子至於

是邦也，…」，經典原意是指孔子周遊列國時，每到一國必定能知道該國的政事，

弟子子禽疑惑這是孔子主動請問？還是被動告知？此處諧謔為客在藝旦間受到

的奉迎，是主動求得的？還是被動告知的？「濶老曰」改寫自《論語》〈學而〉

第十「子貢：夫子溫、良、恭、儉、讓…」，此處諧謔為藝旦間的濶老回答不被

歡迎的瘟生：擁有金錢、緣分、帥氣、年輕等條件是 受藝旦間喜歡的客人，擁

有這些條件者，比只僅擁有錢的受歡迎還是有所不同的。 

綜上所述洪鐵濤的《嫖妓論語》，完全改寫自《論語》〈學而〉篇的內容，映

現作者幼年受漢學背誦教育時，以《論語》首章〈學而〉篇 為爛熟，故而 能

運用自如。其次原意孝弟賢者的成仁路徑，被諧謔為藝妓對客的奉承；原意領導

者必須愛護百姓，被諧謔為客對藝妓必須用錢大方；原意領導者必須誠敬重禮，

被諧謔為藝旦間有眾多窮客；原意孔子的人格特質廣受眾臣歡迎，被諧謔為備受

藝旦歡迎的客人特質。句式套用自然、讀來鏗鏘有力，仿如將藝旦間文化運用於

經典誦讀，完全達到《開心文苑》專欄所欲達到，哭笑不得的閱讀效果。 

由現今普遍推崇孔子及儒家經典的觀點，來閱讀《嫖妓論語》的大膽內容，

恐怕不明所以。若檢視洪鐵濤下列諸多論述，則或許能明瞭其用意： 

讀我消閒文字，為君破睡工夫；凡知我者，珍以敝帚可也，棄我者，覆以

醬瓿亦可也，同人都以一笑了之。105 

今秋，諸同人創《三六九小報》為文字研究機關，蒙某藏書家，惠寄完本

之《金魁星》付刊問世，…融化經書，出入史漢。煌煌大著，獲覯生平未

曾有之奇，誠藝林中之佳話，讀書界之瑰寶也。106 

現在鄉土文學家，多譏謂詩人不敢用不雅馴文句，余謂亦不盡然。如施肩

吾〈詠澎湖〉詩…，謝家樹「桶盤妥貼憑誰挈」之句，此外尚有不能盡錄

者。107 

對於創刊號〈發刊小言〉所述「凡知我者，珍以敝帚可也，棄我者，覆以醬瓿亦

可」顯然早已預知，其言論可能引起「知我／棄我」的兩種認同極端。雖然預知

將引起兩種認同極端，仍不畏流言而發表於「主張經史，維護漢學」的《三六九

小報》之上，其主要原因是對於「經典」的特殊主張。科舉時代對「經典」的主

張就是經世致用之學，然而後科舉時代可能可融化於小說之中，如《金魁星》的

付刊問世，即以「融化經書，出入史漢。煌煌大著，獲覯生平未曾有之奇，誠藝

林中之佳話，讀書界之瑰寶」給予極高之評價，因此在洪鐵濤的想法中，通經史

                                                       
105  刊於《三六九小報》創刊號，昭和 5 年（1930）9 月 3 日，第 1 版。 
106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28 號，昭和 5 年（1930）12 月 9 日，第 2 版。 
107  刊於《三六九小報》第 478 號，昭和 10 年（1935）9 月 3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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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可流露於所創作的一切文章之中，這其實也呼應他在〈發刊小言〉所述「陳

言務去，哲理斯出」的主張。至於《嫖妓論語》中既大膽又不雅馴的文句，則可

能受到鄉土文學家批評傳統文人只能以僵化的雅言論述，而使用大膽又不雅馴的

文句，套用《論語》寫藝旦間事。 

 

2.〈戲擬管城侯勸告孔老夫子息事書〉 

「筆戰」是當時文人流行於報刊間的論述場域，《三六九小報》《開心文苑》

專欄有兩場與「義利論辯」的筆戰，筆戰的聚焦點是後科舉時代不被重視的孔子。

第一場是昭和 7 年（1932）11 月間「孔子與孔方兄」的筆戰，由《三六九小報》

發行人趙雅福（1894－1962）以筆名「贅仙」
108

發表的〈戲擬孔老先生致孔方兄

書〉、〈戲擬孔方兄致孔老先生書〉。第二場是昭和 9 年（1934）4 月 9 日、13 日、

19 日間趙雅福發表〈戲擬招財王致孔老夫子〉、〈戲擬孔老夫子答招財王書〉、以

及 4 月 26 日筆名「雪影」
109

發表的〈再戲擬孔老夫子答覆招財王書〉。繼「雪影」

投入筆戰之後，洪鐵濤也以筆名「刀水」，於昭和 9 年（1934）4 月 19 日第 333

號之《開心文苑》專欄，發表〈戲擬管城侯勸告孔老夫子息事書〉，篇名下亦附

有參與筆戰之說明：「連日讀同硯贅仙、雪影二兄，戲擬孔老夫子招財王問之答

覆書，頗覺有趣，因戲擬是篇，難免禍棗之誚耳」。筆戰之內容節錄如下：  

孔老夫子老大人壇下：  

兹聞老夫子與招財王啟筆戰之端，讀具在之文詞，采現時之輿論，招財王

均占優勢，蓋直道不行也久矣。老夫子不度時勢，齗齗與爭，損有限之精

神，費無謂筆墨，徒供異常之雌黃，生竊以為不可。…  

老夫子之崇高人格，如江河行地，日月經天，可謂尊無二上，至矣盡矣！

不意諂媚招財王之輩，更尊他為老夫子之兄。…況二十世紀之物質文明，

皆歸招財王掌握，雖清淨無為之佛氏，為布地故托鉢無從，與王亦有交涉

借款之說。…雖老夫子為斯文計，大聲疾呼，縱來歸者，亦不過寒酸之士，

山澤之癯，又何有鮮明之旗幟，雄壯之軍容，與王相見乎哉？  

若生自有生以為，為孔門之護法，神力天縱，橫掃千人。自受秦封，僅領

一城，已歷百代。不意歐風東來，蟹字橫行，…自愧食中書之厚祿，今已

秃頭，早晚將乞骸骨歸去，嗚呼已矣！碌碌徼言，還希聖鑒。 

自秦朝以來，文士持筆為著書立說的主要工具，「筆」因此被尊稱為「管城侯、

中書君」，管城侯、中書君也因此成為文士之代詞。〈戲擬管城侯勸告孔老夫子息

                                                       
108  王雅儀，〈讀小報似墜五里香霧，辨身份如遊仙境迷航──《三六九小報》編輯「贅仙」本名

之查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4 期（2016 年 4 月 14 日）頁 13－25。 
109  《三六九小報》同人為彰顯作者眾多，於缺稿期間，經常一人分飾多角，雪影至今仍無法確

知是那位同人的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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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書〉中的管城侯，提出歷朝儒生文士持筆著書立說之辛勞，秉持無畏異說攻訐

的決心，屹立於洪流之間，因此文中管城侯自詡為孔門的護法。 

歐美流行橫行書寫，臺灣受維新時代的西化風潮，管城侯引述《中庸》章

句「道之不行，久矣！」意指眼下持毛筆書寫者漸少，仍持毛筆書寫的大多是清

寒的文士。重視物質文明的今日，輿論風氣有利於招財王，管城侯於後科舉時代

已無法改變社會風氣，不久將辭去孔門護法一職云云。洪鐵濤此文所提出的「管

城侯、中書君、儒生文士」都與科舉制度下尊崇孔子的風氣有關，歷代以來若有

其他學派欲取代儒家，成為政教合一的主流地位者，文士莫不前仆後繼、奮筆疾

書為之辯說。然而廢除科舉畢竟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洪鐵濤寫作此文是在昭和

9 年（1934），臺灣已割讓予日本三十九年之後。三十九年來，總督府引入現代

性思潮，洪鐵濤不過是藉「管城侯、中書君、儒生文士」之口，說出後科舉時代

無力改變物質文明至上的殘酷現實。 

洪鐵濤發表〈戲擬管城侯勸告孔老夫子息事書〉參加筆戰，趙雅福又於昭

和 9 年 4 月 26 日第 335 號，再度發表〈戲擬孔老夫子戒管城侯書〉回應之，趙

氏首先批評管城侯不能在此危急時刻「助偏師、扶文運」，其次坦言招財王得勢

確實影響孔門的存續。尤其管城侯與孔門間的關係一向緊密，故勸勉管城侯「君

頭雖秃，君身尚健」，如何能怯弱？文末再以孔門之精神尚建，門徒尚存，若能

長久堅持，未來仍大有可為云云，趙氏之言可謂為小報同人們「以漢學為主張，

以經史為根據」的心聲。 

 

四、結論 

 

日治時期臺資報刊於殖民政府的虎視下嚴格檢查民間出版品，加上紙張成本

昂貴，使臺資出版的報刊雜誌無法長久經營，坊間仍以日資媒體為多。彼時台中

文社由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出資發行臺灣第一份漢文雜誌《臺灣文藝叢誌》（1919

－1924），其發行宗旨「主張經史，維護漢學」。此後臺資報刊雜誌多追隨《臺灣

文藝叢誌》，並以「主張經史，維護漢學」，作為抵抗日資媒體與皇民教育的口號。

1930 年台南南社以詼諧的風格寫軟性文字，為讀者帶來別開生面的閱讀視野。 

《三六九小報》作為日治時期南部傳統文人重要的文化場域，如何記述在地

儒者，表達關懷？洪氏記述了臺南宿儒林湘沅之景仰與追憶、善化儒醫蘇建琳之

濟世藥方、其他在地詩人之列舉。又小報宗旨、儒者定義、閱讀經驗，作為從「在

地視野」發展的異域連結，是日治時期南部傳統文人的重要研究視角。 

洪鐵濤作為小報編輯，於創刊號〈發刊小言〉寄予「陳言務去，哲理斯出」

的主張，多元性表現於《開心文苑》專欄譯介〈日本人之「儒教」觀〉、諧趣的

儒學文章。〈日本人之「儒教」觀〉內容是以日本人真能理解儒教，孔子提出的

諸多德目也為日本國之本有精神，全文凸顯日本優越的角度，置諸於以諧趣為主

的《開心文苑》專欄，不免有嘲諷用意。洪氏於《開心文苑》專欄發表兩篇諧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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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學文章。《嫖妓論語》完全改寫自《論語》〈學而〉篇的內容，意欲破除科舉

時代作為八股題目的四書文，流於表面形式的僵化思維。〈戲擬管城侯勸告孔老夫

子息事書〉則是凸顯後科舉時代孔門弟子處境艱難的殘酷現實。 

《三六九小報》作為日治時期南部傳統文人重要的文化場域，小報編輯洪鐵

濤於小報發表諸多儒學論著研究，使後科舉時代的儒學觀有更全面的檢視，具有

深刻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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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五洲新藝園掌中劇團」的傳承與新變 
 

楊雅琪 

南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專案教師 

 

 

摘要 
 

        臺南地區自布袋戲移入之後，即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至今搬演不輟。然而

隨著時代更迭推進，使得當前布袋戲團面臨著觀眾流失、市場萎縮、傳承困難等

嚴酷考驗。本文即以 1969 年於臺南歸仁創立，在地深耕已近 50 年的「五洲新藝

園掌中劇團」為探討對象，先簡述其劇團概況，再以「傳承」與「新變」為脈絡，

從其對「傳承」的思考，探討「五洲新藝園」如何在父子傳承的體制下，保留劇

團的經營組織與技藝特色，以及其面對更迭的演藝環境，所作出的關於表演藝術、

劇團經營等「新變」嘗試，讓布袋戲呈現出更多元化視覺饗宴與經營模式的企圖。

文末則就該劇團於傳承與新變的努力，省思在地藝術文化產業的存續發展之道。 

 

關鍵字：布袋戲、臺南布袋戲、五洲新藝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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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heritance and New Change of “Wu Zhou Xin 
Yi Yuan Puppet Troupe” 

 

Yang Ya Chi 

Assistant Professor,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ainan area since the bag into the play, that is, to maintain a strong vitality, so far 

stopped working. However, with the era of change to advance, making the current bag 

troupe facing the loss of the audience, the market shrinking, inheritance difficulties 

and other harsh test. This article was founded in 1969 in Tainan Guiren, landed nearly 

50 years of "Wu zhou Xin Yi Yuan puppet Troupe" to explore the object, the first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roupe overview, and then "inheritance" and "new change" as the 

context, from its "heritage" thinking, to explore the "Wu zhou Xin Yi Yuan " how to 

inherit the father and son under the system, to retain the troupe's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skills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its face to change the performing arts environment, 

made on the performing arts, theater operations and other "new change" attempt, so 

that the bag show a more diversified visual feast and business model of the attempt. 

At the end of the text on the troupe in the inheritance and the new efforts to reflect on 

the art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Keyword：Puppet、Tainan Puppet、Wu Zhou Xin Yi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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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臺南為文化古都，早於 1621 年鄭成功自鹿耳門水道登陸，即設府經略，成

為全臺首府。即使明鄭政權消亡，清領時期曾對臺實施過渡臺禁令，但不論解禁

與否，臺南一直是清人移民入臺屯墾的重要入口。隨著福建沿海一帶漳、泉移民

入臺屯墾，原為其常民文化的布袋戲亦隨之在臺南紮根，成為歲時祭典的必備行

事、農忙之餘的休閒娛樂。110即便日治時期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曾實施「禁鼓

樂」讓戲劇活動受到拑制，但仍禁絕不了臺南布袋戲團的生命力。111直至今日，

臺南依舊時時可見布袋戲演出，計至 2017 年於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立案之布袋戲

團，即有 44 團，遑論更多雖未立案，仍衝州撞府於外臺演出的戲團，為臺南延

續著布袋戲表演藝術命脈。正因臺南布袋戲團繁盛，競爭激烈，現存劇團無不奮

力求存，隨著時代的演變，讓演出場域不再僅限於廟口，演出形式也亦趨多元多

變。「五洲新藝園」為當前臺南少數傳承兩代，深耕臺南已近 50 年的老劇團，本

文即以其為主要研究對象，藉其傳承兩代的發展變化，探討該劇團在目前日漸萎

縮又競爭激烈的布袋戲市場中，如何審時度勢，在傳統藝術中求取創新，於經營

手法中多元發展，讓「五洲新藝園」能在競爭激烈的臺南布袋戲團中佔有一席之

地，並藉此窺探當前臺南布袋戲團得以借鏡發揮的生存之道。 

 

二、 「五洲新藝園」劇團概況 

    立案登記於臺南市歸仁區的「五洲新藝園」掌中劇團，始於陳永發（1947-）

之手。陳永發出身當地望族，其父原本希望能樹立書香門風，傾力栽培他就學讀

書，陳永發卻因熱愛布袋戲，於 12 歲（1959 年）時不顧父親反對，拜入「五洲

園」黃海岱嫡傳弟子，擁有「上五虎」112美譽之一的「新五洲」胡新德門下學藝。

                                                       
110 成書時間約在光緒 20 年（1894）左右之《安平縣雜記》，記載了清末舊安平縣轄域，即以今

臺南市轄域為主的地方風俗，書中所記臺南地區每逢神誕，皆有請戲之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1958，頁 15）。 
111 臺灣於日治初期，日本政府並未禁止臺灣居民的演劇活動，因而臺南一地布袋戲演出活動仍

然頻繁，如 1910 年 1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則以〈劇界瑣談〉為題，報導臺南三郊商人醵金

請來泉州掌中班「來煌司」，並於水仙宮設置戲園供其演出之事。（「劇界瑣談」，1910）3 日後又

再以〈赤崁雁音（廿四日）‧聊以設景〉之題，續論掌中班於臺南水仙宮演出之事。（「赤崁雁音

（廿四日）‧聊以設景」，1910）。然而 1937 年因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政府為加強對臺灣人民的

控制而推行皇民化運動，一度禁止任何戲劇活動。直至 1942 年，在黃得時（1909-1999）的極力

奔走爭取之下，成立「臺灣演劇協會」，以「皇民化布袋戲」為臺灣布袋戲搏得一線生機（呂訴

上，1961，頁 418-419）。而在此期獲准演出的七個布袋戲團中，由蘇本地所籌組的「東光人形

劇團」裡，即有當時臺南知名布袋戲團的主演，如「玉泉閣」一脈的黃添泉（1910-1977）、黃秋

藤（1924-1987），「錦華閣」胡金柱（1915-1999）（江武昌，1990，頁 106；沈平山，1986，頁

59）。筆者於 2002 年撰寫碩士論文時訪問黃添泉三子黃秋復，即有提到其父當年參與「皇民化」

布袋戲演出之經歷。這些人在布袋戲的黑暗期，為臺南布袋戲存續著表演舞臺與技藝，日後亦成

為一派宗師，為臺南布袋戲開枝散葉。 
112 「上五虎」是臺灣布袋戲界對「五洲園」第二、三代著名演師之美譽，主要是以第二代、第

三代演師在當時布袋戲界的票房賣座而論。所謂「上五虎」是指：「五洲園二團」黃俊卿（1927-2014，
黃海岱長子，當時內臺戲盛行年代，被譽為「內臺戲霸主」）、「真五洲」黃俊雄（黃海岱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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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歲即開口演出每個星期三、六、日的勞軍戲，退伍後於 22 歲（時自行整團，

以「超五洲」掌中劇團的團名，先從外臺民戲開始經營，待聲名逐漸傳開後，才

開始進入內臺市場，在臺南縣境內如麻豆、永康、玉井等戲院演出。 

  即使出師自己整團獨當一面了，陳永發還是時時地感到自己所學不足，因此

在經營自己劇團之餘，也曾跟著「輝五洲」廖昆章（1941-）、「國興閣」張清國

（1930-2006）、「寶五洲」鄭壹雄（1934-2003）這些已在布袋戲界享有盛名的藝

師，參與他們的內臺演出，汲取他們的長處，再多磨練自己演技。陳永發雖出身

自專擅「三小戲」的「五洲派」門下，但他在臺南地區開拓戲路時，卻發現臺南

地區的觀眾比較喜愛觀看場面熱鬧盛大的戲齣，因而轉為專攻「三大戲」，113即

以大花、老生、正旦為主，較重視武打技巧的戲齣。每當對臺時，總是推出「三

大戲」，輔以多樣的戲偶、變景、道具來增加戲劇張力，吸引更多觀眾駐足臺前。

常演戲齣有《封神榜》、《虎兒道祖》、《怪影神風俠血戰神犬兒》、《六合三俠傳》

等，涵括古冊、劍俠、金光戲齣。直到電視臺開播之後，免費收視的多樣節目，

開始擠壓售票性質的布袋戲內臺商機，大環境的變遷，使得布袋戲內臺演出的生

存空間逐漸萎縮，陳永發也就順勢退出了內臺市場，專心經營外臺民戲。2005

年，陳永發將劇團傳承予長子陳寬銘（1974-），由其主導劇團一切演出、經營等

相關事務，自己則退居幕後輔佐。 

  陳寬銘自小跟著父親學藝，18 歲（1992 年）時因察覺時代變遷，布袋戲表

演藝術與演出環境將面臨重大變革，為求技藝精進與突破，進而前往師門源頭「五

洲園」，拜入布袋戲大師黃俊雄（1933-）的門下，遵循傳統歷經四年六個月紮實

學藝，1997 年藝成後，成為黃俊雄電視布袋戲團隊裡的主要成員，曾擔任過《金

庸布袋戲─射鵰英雄傳》（1999 年，TVBS 電視臺）、《雲州大儒俠（千禧年版）》

（2000 年，中視）、《苦海女神龍》（2002 年，臺視）、《天地風雲》（2004 年，華

視）等電視布袋戲的操偶師。也因這段期間的磨鍊，讓陳寬銘學習到了更多在外

臺布袋戲演出環境裡學不到的，諸如操偶技巧、舞臺效果、組織經營等等撐持一

個劇團所須具備的種種要素，進而讓他對自家劇團的傳承發展做出更多的思考。 

  2005 年，陳寬銘認為技藝已有小成，且父親年事已高，該返鄉扶持家業，

故而結束他在黃俊雄身邊的學藝生涯，回到了故鄉臺南，傳承其父親的布袋戲團。

經過這段期間的學習啟發，他認為由他接手後的劇團，需要隨著時勢變化，以突

破創新的方式經營，因而將父親原為「超五洲」的團名，改為「五洲新藝園」。

新團名蘊含著第二代團主陳寬銘接掌劇團後的經營理念，他將「新藝」二字，嵌

入於「五洲園」之中，一方面彰顯不忘其源出黃海岱一脈，師承自「五洲園」的

傳統技藝；一方面則以「新藝」二字，昭告自己接掌後的劇團，將會是一個「創

新藝術的團隊」。而其所謂的「創新藝術」，並非揚棄過去傳統布袋戲的演繹方式，

                                                                                                                                                           
「寶五洲」鄭壹雄、「新五洲」胡新德、「省五洲」廖萬水（吳明德，2008，頁 309；徐志成、江

武昌，2007，頁 229）。 
113 布袋戲所謂的「三小戲」，是以小生、小旦、三花等角為主，詼諧、調笑、愛情的站頭較多的

戲齣，擅此戲路者，以「五洲園」黃海岱一派的藝師 為知名。而「三大戲」則為擅長大花、老

生、正旦的戲，武打的站頭，或宮廷戲較多的戲齣（陳龍廷，2003，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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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不斷思考如何在既有的傳統藝術之中，加入新的表演元素，讓布袋戲不僅能

保有傳統的演出況味，供老戲迷們重溫戲棚下的追戲歲月，亦能與時俱進的運用

新的操偶技巧與舞臺效果，和現今觀眾的欣賞趣味接軌。畢竟觀眾是劇團的存續

基礎，能讓更多世代的觀眾，持續的喜愛布袋戲，才能讓一個劇種永續長存。 

    由上述概況可知，「五洲新藝園」為立足臺南，「以父傳子」傳承兩代經營之

成熟劇團。以當前臺南仍維持著演藝活動的 44 團布袋戲團來看，只要是稍具知

名度的劇團，大多數是以這樣的傳承體制持續活動中。這樣體制下的兩代藝師，

正好見證了布袋戲的生態環境，如何從過往內臺時期的風光歲月，演變至現今外

臺時期的沒落求存。而「五洲新藝園」於逆境中仍能穩健經營，維持著一年超過

200 場次的外臺民戲，以及數十場的國內外商演，或許能成為當前臺南布袋戲團

突破困境的參考借鏡，為臺南布袋戲延續昔日榮景。 

三、 傳承經營的思考 

    「五洲新藝園」自 1969 年整團，至今已近 50 年，就當前臺南布袋戲界而言，

已算得上在地老劇團。在依舊百家爭鳴的臺南布袋戲裡，這樣的老劇團除了肩負

傳承傳統藝術的使命，也得面對外在環境的生存挑戰。若欲以「五洲新藝園」為

楔子，觀照臺南布袋戲的傳承與新變，那麼一個劇團是如何從無到有，進而能夠

立足當地，馳走他方，直至傳續經營，可從劇團成立初始的整團與立案、師承與

傳承兩個面向，瞭解布袋戲團內部體制所應面對的問題。 

 

（一）整團與立案 

    以布袋戲的生態環境而言，要「整籠」組成一個布袋戲團並不難，只要資金

到位，就能水到渠成。就筆者近年來於臺南地區田野調查結果，在訪查所得的布

袋戲團「整籠」過程，可分為以下兩種模式，其一為以「團主」的身份整團。所

謂「團主」，指劇團擁有者本身並不會操偶演出，只是擁有戲籠，整籠後再另聘

主演為劇團演出。如臺南市北區「天天興第三」掌中劇團，其 初的整團人謝走

（1927-2004）本身即不會演出。之所以整了布袋戲團，只因他當年為拼裝車司

機時，長期幫「天天興」、「黃三雄」等布袋戲團載送戲籠，後因「黃三雄」為華

視製播電視布袋戲《聖劍春秋》，114資金不足而邀謝走合資，在演出失利後，將

戲籠交由謝走抵債，謝走才藉此整籠，外聘演師。曾與布袋戲通天教主黃海岱齊

名，被譽為「仙仔師」的關廟「玉泉閣」開派祖師黃添泉，其父黃春源 初整籠

時，也是不會演出，外聘演師的團主，後因常被誤戲，才發掘出兒子黃添泉的演

出天份，擁有了自己的主演。 

  另一種整團方式，則是以「主演」身份整團。「五洲新藝園」即為此種整團

方式，初代團主陳永發在藝成出師後，購置戲籠成立自己的布袋戲團，並親自擔

                                                       
114 《聖劍春秋》於 1972 年 1 月 15 日於中華電視公司每週六中午 12 時 10 分播出 1 小時，於 1972
年 3 月 11 日收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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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演。以臺南現今立案布袋戲團來看，皆是屬於這樣的整團方式。而這樣的整

團方式， 大的好處即是演出時不用受制於他人。要成立一個布袋戲團，團主本

身是否能夠演出，雖然不是必要條件，但一個劇團如果沒有自己的專屬演師，所

有戲約都得仰賴外聘主演，劇團必定得承擔外聘演師誤戲、毀約，或是旺日找不

到演師接演的風險。且外聘演師良莠不齊，劇團的演出水準無法維持，也會影響

到劇團的聲譽。在日益競爭的演出市場中，只要一次演出有了錯失，很可能就斷

了戲路。因此，像「五洲新藝園」這般，以主演身份整團的劇團，在經營上也會

比較穩固。 

    「五洲新藝園」除了是以「主演」身份整團的劇團之外，也是於臺南市政府

立案的演藝團體。「立案」一事，始於臺灣光復後為管理劇團，於 1946 年 8 月

22 日頒布《臺灣省劇團管理規則》，規則中第三條要求「凡欲在本省組織戲團者，

須由主持人向宣傳委員會申請登記，經核准發給登記證後，方准在本省境演出，

其在本規則施行前已成立之劇團，應於本規則公布施行後二十日內補行登記。」

此外，第八條並規定「劇團違反本規則規定不申請登記證者，除禁止演劇外，並

得處主持人以七日以下之拘留，或五十元以下之罰鍰。」（薛月順，1992，頁 399-400）

其後又於 1953 年 10 月 21 日頒布《各縣市民間申請外臺戲演出辦法》，要求「外

臺戲演出劇目，一律以本省核准有案之劇目或持有上演登記證者為限，其內容應

配合各節目紀念意義」（臺灣省政府公報，1953 年冬字第 19 期，頁 203）。以上

法規，都直接地保障了立案劇團的演出權益。 

    然而隨著日益民主開放，立案與否對於立案劇團的演出保障日漸鬆弛，許多

未經立案的劇團，也悄悄地蠶食著外臺演出市場。直至 2000 年 6 月 30 日《演藝

事業暨演藝人員輔導管理規則》廢止之後，劇團需經立案方准演出一事正式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由地方政府各自訂定相關法規，自行管理境內劇團。以臺南市政府

於 2011 年 10 月 24 日所公布之《藝文團體管理自治條例》來看，立案與否，已

不具強制性，自然也不影響演出資格。如此看來，「五洲新藝園」在整團後，還

透過繁瑣手續去取得「立案」資格，似乎未必能為劇團做出任何提升的作用。但

細察臺南市《藝文團體管理自治條例》，在第十三條條文中，容許自治條例公布

施行前已立案登記之演藝團體，得於條例公布後一年內，以換發的方式取得藝文

登記證，逾期則原登記證失效。此外，凡是登記立案之劇團，每年 12 月還需將

登記證送交主管機關查驗，若連續兩年未送驗，則廢止其立案許可（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藝文團體管理自治條例》，2011 年 10 月 24 日）。若立案許可被撤銷，

便得重新申請立案。據臺南市現行法規，劇團申請立案需經「試演」，由相關專

業人士進行審核，這對立案劇團來說，等同於得到了官方的專業認證，不能說是

毫無助益。 

    但是這對「五洲新藝園」這般在地經營許久，具備演出口碑的劇團而言，未

必需要透過立案來為自己的掌上技藝背書。這也是筆者在進行田野調查時，大多

數劇團的想法，認為有無立案對他們目前的戲路並無影響，申請立案反而需要準

備文件、查驗、試演等繁瑣的工作，這讓許多老劇團視立案為畏途，更擔心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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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成為政府課稅的依據。這看似無謂的立案登記，「五洲新藝園」卻做了有

效的運用。陳寬銘之所以持續保有立案登記，思考的是現今布袋戲演出環境丕變，

外臺戲路已不若以往熱絡，若是靠著過往口碑與戲路，劇團雖是營運無虞，但若

想求取更長遠開闊的發展，立案對於劇團而言，則能提供許多拓展演出市場的契

機。「五洲新藝園」即以此利基，於經營上，用以開發活動、商演戲路；於傳藝

上，用以爭取政府公演與獎助。而這兩個面向的發展，皆可立足於立案登記之上。

以經營面而言，活動、商演的合作對象，未必熟知布袋戲界的技藝高下如何論斷、

合作對象是否可靠穩固，那麼政府立案或許即是 初步的認識與保障。以傳藝面

向來看，政府公部門的藝文展演活動與傑出團隊獎助計劃等，皆有以立案劇團為

徵選對象的資格限制，115因此劇團若能取得立案登記，不只能拓展多元經營，更

能藉助公部門之力，透過展演推廣布袋戲表演藝術，還能藉由獎助計劃提升劇團

的設備與經營體制，實是對劇團的經營發展大有助益。 

（二）師承與傳承 

  在整團之後，無論立案與否，劇團已能實際運作，對外演出。但在論及整團

一事時即已提到，劇團本身是否擁有固定的主演，是劇團穩固生存的重要條件，

「五洲新藝園」能傳承至今依然不衰的要素之一，即是父子兩代皆能扛起主演一

職，為劇團帶來穩定的演出品質。「主演」對於布袋戲團如此重要，是因為布袋

戲與其他表演藝術 大不同之處，在於布袋戲是「以演員為中心的劇場，而 特

別的是，以一個主要演員（即主演）為核心的表演，由這個主演扮演舞臺上所有

的角色，並藉著角色之間的恩怨情仇編織整齣戲劇」（陳龍廷，2003，頁 2）。因

此，劇團主演是整場演出的靈魂人物，劇中所有角色的演出與口白都是由主演一

人包辦，是一門相當注重個人技藝深度的表演藝術。即使是內臺戲盛行時期，一

場演出動輒需要數名二手助演，然而主要角色的操演，以及演出的劇情與口白，

依舊是由稱為「頭手」的主演一人負責，在刊登廣告時，也總是不忘加上劇團主

演的名頭來做為宣傳重點。到了電視布袋戲的時代，「明天同一時間請繼續收看，

『黃俊雄布袋戲』……」云云，更是那個時代追劇戲迷們的共同記憶，電視臺宣

傳廣告打的也是以主演之名為號召的「黃俊雄布袋戲」，而不是他當時所帶領的

「真五洲」掌中劇團。即便當前為人熟知的「霹靂布袋戲」，當年開拓電視布袋

戲市場時，用的也是「八音才子」黃文擇的名頭，直至今日，仍以「黃文擇布袋

戲」為號召。而這股黃俊雄所引起的電視布袋戲旋風，也讓各家電視爭相製播電

視布袋戲與之抗衡，尋求各地知名內臺布袋戲票房演師加入收視戰場，前文曾提

及的臺南「天天興」體系的鄭能波、黃三雄，以及「玉泉閣第二團」黃秋藤，都

                                                       
115 如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表演藝術類補助作業要點》中，即於申請資格中明定申請團體為「經

向政府主管機關立案之演藝團體、文化藝術財團法人、社會團體、藝術工作室、文化事業機構等

（請檢附相關立案書影本），並取得財稅機關編配扣繳單位統一編號者。」其餘如將傳統藝術文

化推廣至臺南市各行政區的「藝術進區」展演活動，或是「臺南藝術節」的演出團隊甄選，也都

於申請資格中明定須為立案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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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挾其主演威名為號召，進入製播電布袋戲的戰場。116時至今日，外臺布袋戲的

戲棚正中央，也仍舊會以 顯眼鮮明的字體，大大地寫上主演的名字；老一輩布

袋戲迷所津津樂道的追戲記憶，也常以某位主演為記憶點，反到說不準劇團名字；

甚至許多新興劇團，便直接以主演之名為劇團命名。117這都顯示著對布袋戲界來

說，戲團的主演，才是傳承經營的靈魂重心，是這個劇團得以拓展戲路、招攬觀

眾的主要因素。 

    所以，一個布袋戲團能夠在業界中立足，主演的個人技藝出色與否，是相當

重要的，於是，「師承」與「傳承」，便成了布袋戲團經營存續的要素之一。布袋

戲界習於標榜「師承」，前已述及布袋戲是相當重視主演個人技藝的表演藝術，

知名劇團賴以享譽戲界的招牌，往往是該劇團主演能獨樹一格的口白技巧與掌上

功夫，進而授徒開派，弘揚劇團名氣。當今較為人周知的布袋戲名門，如李天祿

的「亦宛然」、黃海岱的「五洲園」，皆因主演技藝精湛，吸引眾人前來拜師學藝，

藝成後各自努力，仍不忘將師承門派嵌入自己團名，一方面彰顯出身，一方面也

壯大了門派。「五洲新藝園」的師承即是如此，陳永發拜師「五洲園」黃海岱之

嫡傳弟子胡新德，可謂系出名門，出師整籠時便以師門團名嵌入自己的團名，這

是大多數師出名門的布袋戲團常見的作法。 

    如此作為，實不脫現實考量。以陳永發學藝過程來看，當年拜師的年代，正

是內臺布袋戲盛行之時，全臺的知名戲團無不衝州撞府，巡演於各個能打下戲路

的地域，也因此陳永發才有機會於臺南見識到來自虎尾的五洲派掌上功夫，進而

選擇以胡新德為師，離家學藝。一個演師能在資訊不甚發達的年代，獲邀到外縣

市演出，並且能在售票性質的內臺戲院佔有一席之地，這不僅是反映著其技藝出

眾，背後更有戲園主的商業考量。而這一層考量，自也反映在這些門徒的思維之

上。談一個劇團的存續，技藝自是討論重心，而抽象的表演藝術難以言說，卻能

從觀眾的票房誠實反映。胡新德被譽為五洲派的「上五虎」，知名的票房保證，

其技藝自然不在話下，衝其名號拜師學藝， 終目標自不止是傳習技藝，更多的

考量是能否一技傍身而得溫飽，這才是大多數學徒心照不宣的目的。這也就是為

何拜師要拜名師，團名要嵌派名的意義，打著名師名門的招牌出來闖蕩江湖，自

然比較容易立足，容易說服觀眾自己具備的演藝品質，陳永發的學藝整團是如此，

現今大多數扛著師門招牌於戲界拼搏的布袋戲團，也是如此。 

    而這個名門光環，往往代表著紮實的功底在身。陳永發口述其學藝過程，三

年四個月的學徒生涯，得從奉茶拜王爺等瑣事做起，然後跟在師父身邊，以 不

干擾師父演出的方式協助並觀摩師父演出，再私下自行演練操偶技巧，師父心情

好願意點撥，是莫大的恩寵，一個失誤被師父責打到頭破血流，也是家常便飯。

待師父認可後能受命主演午場，便離出師不遠了。在陳永發學藝的年代，是內臺

                                                       
116 黃三雄所製播的《聖劍春秋》，已於前註說明播出時間，黃秋藤則於 1970 年 6 月，於中國電

視公司製播《揚州十三俠》，共製播 36 集。同年 8 月再推出《武王伐紂》，共製播 42 集。 
117 以臺南的立案布袋戲團來說，立案於 2013 年的「蘇俊穎掌中木偶劇團」，即以主演「蘇俊穎」

之名為團名；立案於 1988 年之「清華閣周佑名掌中劇團」，則是以主演周世章的藝名「周佑名」

嵌入團名之中，以兼具彰顯師承與個人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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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盛行的年代，天天都有演出可供觀摩學習，所以較容易吸收到師門的演出精髓，

但在內臺沒落之後，再也難得這樣連臺演出的學戲契機，要栽培技藝傳承者也變

得困難，這也是為何當前臺南的老劇團，多半是像「五洲新藝園」這般以父傳子

的形式傳承下來。這些接班人從小就跟在父親的戲棚下成長，耳濡目染的程度，

比拜師學藝的時間更為長久，嫡系傳承的特徵也會較為明顯，較能發展出自己劇

團的演出特色。 

    但若以「五洲新藝園」的傳承來看，又有著與其他劇團所不同的特點，也就

是在「師承」與「傳承」上，他們更多花了點功夫去深化。陳永發師承黃海岱嫡

傳弟子胡新德，所學自是承襲五洲一脈，而陳寬銘師承其父，自亦是五洲一脈的

演藝手法，但時移世異，以陳永發技藝傳承，在傳統層面上經歷了古冊戲、劍俠

戲與金光戲的時代考驗，從其劇團仍能屹立至今，並多次榮獲戲劇比賽優選之事
118，已足以證明其表演藝術有其獨到之處。在陳永發掌團的時代，已是以「三大

戲」這類著重武打、場面盛大的演出來滿足臺南觀眾的欣賞趣味，這樣的表演方

式，雖說與當今的觀眾的欣賞取向差距不遠，但時代的轉變，電視臺的開播扼殺

了布袋戲的演藝環境，卻也開啟了電視布袋戲的演藝風格，為布袋戲表演藝術另

闢蹊徑。暫且不論這樣的演出方式，於布袋戲表演藝術的傳統與創新之爭，它畢

竟征服了現今觀眾的欣賞品味，迫使布袋戲發生變革。更為加大的戲偶、更為華

麗的聲光效果，這些技術都需要再學習才能趕上，這也是陳寬銘為何在傳承了父

親的技藝之後，仍選擇再到黃俊雄門下重新學藝，目的即使為了進修電視布袋戲

的演藝技巧，且其選擇進入黃俊雄門下，除了其為電視布袋戲教父之外，亦是黃

海岱嫡傳弟子，等於是重回師門學藝，使自家門派技藝之更加精純。 

    「以父傳子」雖然是臺南布袋戲多數的傳承方式，但像「五洲新藝園」這般

重回師門根源再進修的傳承方式，據筆者田野調查結果，在臺南布袋戲界中實屬

少見。臺南現存兩代傳承的布袋戲團，多半止於師承父親的技藝，若欲順應時勢

操演大型戲偶，也少有如陳寬銘這般再度學藝之事，更遑論重回師門親炙，從黃

俊雄身上學得大型木偶的操偶技巧與機關設置、劇團經營等情事。現今大型公演

或商演，為求場面壯觀華麗，多以這種大型的電視木偶操演為主流，然而這種大

型木偶的操演，已非過去由主演一人隻手可支，勢必也得培養技藝相當的二手助

演，否則亦得仰賴他人襄助，這又等於退回以團主身份整團可能面臨的窘境。因

此陳寬銘的再度學藝，雖是讓劇團失去一個演出主力，對營運中的劇團而言，是

相當高的人力資源成本，但長遠來看，卻可以視為順應時局的必要投資，在深化

自我演技的同時，也埋下傳承技藝的培訓種子。 

四、 表演藝術與經營的多元變革 

    以「五洲新藝園」這般試圖回歸傳統藝術本質，從布袋戲表演藝術以主演為

中心來思考，在技藝傳承上再度進取深化，以求在順應時勢的改變中，又不失師

                                                       
118 陳永發掌團「超五洲」時的得獎記錄多已散佚，現今留存 早的得獎記錄，為 1976 年臺灣區

地方戲劇比賽複賽之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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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傳承之藝的作法，落實了布袋戲表演藝術以主演為中心的本質。有了深厚的技

藝基礎，對一個劇團的存續而言，仍是得回歸現實的市場機制，再精湛的演出，

終究是為了贏取更多的戲路。1969 年陳永發整團「超五洲」時，正趕上了布袋

戲的風光歲月，抓住了內臺戲的尾巴，也遭逢了 1980 年代「大家樂」簽賭盛行，

賭徒為了酬神謝戲，幾乎天天有戲演的榮景。陳永發當時的經營模式，在整團之

初名氣未開時，先從在地外臺戲開始打戲路，等到名氣漸響，內臺戲約便自然而

然找上門來。而內臺戲約則是拉抬外臺戲路的助力，因此陳永發經營內臺戲路時，

會先至當地打聽觀眾群比較偏好哪一類的戲路，再選擇演出的戲齣。日戲演出古

冊戲或劍俠戲，夜戲演出金光戲，是當時固定的演出模式。且「超五洲」是做現

場肉聲演出，需要較多人員，所以「五洲新藝園」在「超五洲」時代，幾乎是不

分棚演出。 

    至陳寬銘掌團之時，布袋戲演藝生態已然大變，不僅內臺市場不復存在，外

臺布袋戲也從現場口白的活戲演出，轉型為播出預先錄製好演出帶的錄音團模式。

這樣的轉變，使得過往以臨場演技、口白取勝的實力派劇團，開始面對半路出家，

買好戲籠、錄音帶就整團演出的「芭樂班」119削價競爭。日益萎縮卻百家爭鳴的

現狀，驅使了陳寬銘從「表演藝術的創新求變」，與「區隔市場的多元經營」兩

個方向重整劇團，蛻變為「五洲新藝園」，以求在競爭激烈的臺南布袋戲界中脫

穎而出。 

 

（一）表演藝術的創新求變 

    如何保留傳統藝術，一直是布袋戲界的重要課題，「五洲新藝園」兩代皆至

五洲派門下學藝，自有其欲保留傳統的理念與堅持。但對一個劇團來說，如何在

業界生存，更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受市場機制影響，布袋戲發展至今，即

使外臺市場已衰敗至酬神功能大於娛人，想停留在過往的傳統演出模式，也已難

符合市場期待。視覺效果日益多元的現代，餵養著觀眾逐漸將布袋戲的審美觀，

往時下流行的「電視布袋戲」靠攏。老一輩的戲迷，或許還會迷戀著「一聲呼出

喜怒哀樂，十指搖動古今事由」的掌上風采，但要延續布袋戲藝術與生機，不得

不爭取年輕族群的喜愛與認同，「創新求變」成了擁護傳統布袋戲者眼中的必要

之惡。陳寬銘即從以下幾個方向，對布袋戲的表演藝術加以變化，將「五洲新藝

園」塑造為兼顧傳統與創新的特色劇團。 

1. 戲棚與戲偶 

    戲棚與戲偶是布袋戲表演藝術的基本設備，也是 容易被觀察到的改變。布

袋戲 早使用的為寬高約四尺，深約一尺半，稱作「彩樓」的戲臺，戲偶則是以

                                                       
119 以往知名布袋戲團演出，就會聚集人潮，連帶帶動商機，使得許多販賣小吃的攤販，會固定

跟著某些知名戲班到處巡演謀生。「芭樂班」原為布袋戲藝師諷刺那些本為跟著戲班巡演賣芭樂

或其他小吃的攤販，因為待在戲棚下看戲看久了，揣摩了些操偶皮毛，便捨棄原本的芭樂攤，也

購置戲籠、錄音帶整團演起布袋戲的戲團。後來演師們也用來泛指那些沒經過正式學藝即整團做

錄音團演出的布袋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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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吋半為主的小偶。這樣的戲臺尺寸與戲偶，足以讓布袋戲藝師容身操演，符合

了布袋戲「一人劇場」的藝術特徵。隨著觀眾增多，為了讓距離戲臺較遠的觀眾

也能清楚地欣賞演出，戲臺、戲偶也得不斷隨之加大，改以「鏡框式舞臺」搭建

戲棚。「五洲新藝園」除了傳統的彩樓之外，也依照演出場合、請主要求的不同，

設計了以 36 尺的戲臺為基礎，能延伸擴展至 72 尺的超大型戲臺，以滿足大型公

演或喜愛場面氣派的請主所選用。而「五洲新藝園」戲棚的繪製，皆是由陳寬銘

自己設計，協同劇團的布景彩繪組員一同繪製而成，與其他戲團委外繪製的戲棚

相較起來，較不易與其他劇團的戲棚產生類同感。 

    戲偶方面，臺南的布袋戲團大多選購來自潮州名師蘇明雄所刻製的戲偶，即

他們所稱的「潮州尪仔」。但一個劇團演出所需的戲偶數量極為可觀，尤其是像

「五洲新藝園」這般專擅演出「三大戲」的劇團，每場演出上場的戲偶多達數十

個，且又好演武打場面，戲偶的磕碰損耗驚人。陳寬銘從小看著父親為了給觀眾

好的視覺效果而時時採買戲偶，幾乎所有的戲金收入都轉而落入刻偶師的手中，

便開始自學刻製戲偶，並培訓自己的雕刻團隊，專門製作自家劇團的專屬戲偶。

如此不僅能撙節戲偶的成本，更能精確地呈現出自己所構思的角色臉譜，避免與

刻偶師溝通上的落差。而其所製戲偶不對外販售，以求保有自家角色的獨特性。 

 

2. 舞臺特效與操偶特技 

    舞臺特效一直是布袋戲表演藝術中，可供宣傳傲人的特色之一。過去內臺戲

時期，各家劇團為招攬觀眾，在刊登廣告時，常以「烈火真燒真布景」（《臺灣民

聲日報》，1953 年 3 月 1 日第五版）、「變化五色電光、機關樓」（《臺灣民聲日報》，

1953 年 3 月 4 日第六版）、「新色機關變景，五色電光無奇不有」（《臺灣民聲日

報》，1953 年 8 月 9 日第五版）等廣告詞為號召。前人的智慧，讓布袋戲的舞臺

效果，能靠著層層懸吊疊掛的繪製布景，捲動置換出不同場景，呈現時空變化，

或是以包覆五色彩紙的燈泡，象徵出主角武鬥時變幻莫測的高深招式與特效。拜

科技發達所賜，而今布袋戲的舞臺特效，已能透過更先進多元的電子設備來示現，

營造更為寫實華麗的視覺效果。以「五洲新藝園」而言，電動布景已是標準配備，

且其布景也是陳寬銘帶領劇團的布景彩繪組一同繪製，除了能為劇情量身打造布

景之外，該劇團的布景特別著重色彩的豐富飽和與景深的立體呈現，至少有 10

餘種不同的布景可供演出時變換，以符合演出內容所要求的動態情境。至於以往

強調的五色燈光，現在也已被亮度更高、色彩更多元的舞臺燈所取代，還增添了

束光燈來聚焦主角。而以往金光戲所少不了的劍光，「五洲新藝園」則以雷射燈

來投射劍影，設計出隨意幻化為一變多、多變一的效果。而煙霧、火花、戲偶爆

破這些特效，亦是該劇團舞臺效果上的尋常事。這些都是「五洲新藝園」跟上潮

流與科技，對布袋戲舞臺特效所做出的改變與設計。 

    除了在布景與舞臺特效著力改變創新之外，「五洲新藝園」也在操偶技巧上

再下功夫。除了原有五洲派的操偶技巧外，該劇團另行發展出了其他劇團難以見

到的操偶特技──民俗藝陣、挽弓射箭、木偶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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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洲新藝園」為求新變所創作的操偶特技裡，可略分為「團隊合作」與「個

人操作」兩種類型。「民俗藝陣」即是屬於「團隊合作」的操偶特技，「五洲新藝

園」之所以於 2008 年發想出「民俗藝陣」的操偶特技，來作為劇團的演出特色，

原始的出發點是為了展現在地劇團特色，傳揚在地文化，因此選擇了臺南民俗

藝陣加以編排操演，讓原為真人表演的民俗藝陣，轉為以布袋戲偶操演的方式呈

現。劇團並於 2009 年以此演出，榮獲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首選，

隨即在同年獲邀於「十七世紀大員港市特展」鄭成功文物館開幕剪綵暨晚會活動，

以及臺南藝術節中演出。目前劇團已編演出的民俗藝陣如下表所示： 

 

藝陣名稱 演出內容 所需人員 

牛犁陣 三個生扮農夫，三個旦扮村姑，上演時三生三旦

歌舞，互相答唱、捉弄、調情，或以打情罵俏的

笑料，帶動場面的高潮。 

至少 9 人 

鬥牛陣 以牧童相鬥故事，融入「轉頭鬥」、「走箍轉頭

鬥」、「十字鬥」、「連環鬥」和「鬥牧童」等鬥牛

陣之招式。 

至少 6 人 

水族陣 以生扮海龍王，大鵬鳥、白鶯、烏龜等角色，旦

扮演蝦、蟹、蟳、烏賊、蛤仔、鯉魚、仙女，可

分為行進間演出與定點演出兩種型式 

行進間演出：各水族各自舞弄其道具，惟時有大

鵬鳥捉弄蛤仔，卻多被其夾住的串場戲碼，其間

仙女們便會持拂塵揮舞解危。定點演出：於遶

圈，出穿陣之後，隨即展開龍門陣，五梅陣，八

卦陣等等陣法，與槍、刀、大刀、雙件等等兵器

對打的表演， 後項目則以「天下太平」排字做

結尾。 

至少 9 人 

八仙棚蜈蚣陣 將八仙置於蜈蚣陣車上，演示蜈蚣陣遶境祈福。 至少 9 人 

龍陣 「龍陣」主要分龍珠（流星火球）、龍頭、龍身

和龍尾等 4 部分操作，其表演有單龍陣型、雙龍

潛行和巨龍陣型等，在鑼鼓鈸的配樂下，由「龍

珠」指揮帶陣，從出場、行禮、滾水到穿頭、穿

中、穿尾，在到翻騰、捲圈、退場，各有技法與

名稱，有時另行加入特技花式陣型，或以吐火、

噴水或噴五彩煙以製造高潮。 

至少 4 人 

 

    這種真人演出時即為人員需求多、排練時間長的表演，要化用於以一人演出

見長的布袋戲表演中頗有難度，操偶師間的合作默契是主要的成敗關鍵。雖然現

今布袋戲團做大型演出時，動輒也是近 10 位的操偶師參與擎偶，但演出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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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性與配合度不及詮演民俗藝陣時多。排演民俗藝陣時，常需兩人以上共同擎

偶演繹，演師之間若無相應的默契，則難以完美呈現民俗藝陣之美。「五洲新藝

園」得以研發此一創意演技，一方面固然是利基於汲取在地文化的便利，另一方

面也要歸功於其重整劇團時的遠見，培養了劇團專屬的全職操偶團隊，具備了發

展此一演出技巧的優勢，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心力，來要求團員排練這種需多人

合作的操偶技巧，磨合操演默契。 

    「個人操作」的操偶特技，陳寬銘則創作出「挽弓射箭」與「戲偶變臉」兩

種操偶特技。「五洲新藝園」自陳永發創團時，即以武戲見長，到了陳寬銘手中，

又加以延續發揚。「挽弓射箭」是陳寬銘為了增加武打技巧的多元變化，利用他

於黃俊雄電視木偶戲團參與《射鵰英雄傳》演出時，學習到劇中主角「郭靖」挽

弓射箭的技巧，再加以改良設計，在戲偶手臂上加裝彈簧，使戲偶能真實地呈現

挽弓射箭力與美的操偶巧思，並能在有效射程約 10 公尺內，準確地命中目標的

操偶特技。這樣的演出技巧，除了讓他藉以在 2005 年榮獲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傑

出演藝團隊」首選外，也讓他能在演出時，大幅地增添了武戲演出的臨場感與震

撼度，每次都能博得觀眾的驚嘆。但更值得一提的，是陳寬銘鑽研出其他劇團難

得一見的「戲偶變臉」技巧，自 2009 年於臺南新營綠都心公園廣場參與過該年

度臺南縣傑出演藝團隊的演出之外，之後也常應邀於各地廟會、商演活動中演出。

這項操偶特技，是以川劇變臉為靈感，陳寬銘想突破布袋戲偶臉譜固定的限制，

於是利用自己的刻偶專長，在偶頭上巧設機關，使得戲偶能如川劇變臉一般，

多能變換五種不同造型的臉譜。當中關竅，卻是不傳之秘，外人難以探知一二，

以確保此項特技的獨特性。 

 

3. 劇本創作 

    以往布袋戲演出劇本，多是自師父身邊學藝時，口傳心授所累積而下的劇情

綱要，少部份資金充足的劇團，則會請專業導演，也就是「排戲先生」120駐團，

專門為劇團編劇說戲，而「排戲先生」為劇團排戲時，也僅是提說劇情綱要，即

所謂的「提綱」，大部份的演出細節，還是靠主演一人的臨場發揮。因此早期正

式學藝出身的演師，多半也練就自編劇情「演活戲」的能力。「五洲新藝園」兩

代傳藝，雖未聘請導演駐團排戲，但自師門學藝起累積而下的古冊戲、劍俠戲或

金光戲劇本已不下數十齣，雖然足以搬演不輟，滿足老戲迷的追念，但若謹守著

老劇碼搬演，則未能符合戲劇反映時代的精神，也不易與新世代的觀眾取得共鳴。

有鑑於此，陳寬銘認為身為在地劇團，即應以在地文化為出發，既已於演技上汲

取在地藝陣文化為靈感，於新編劇本的創作上，應也能以在地故事為創作素材，

寫在地的人物，演在地的故事。故而陳寬銘自 2007 年起，便著手構思在地故事

的劇本編寫。 

                                                       
120 布袋戲界較為知名的排戲先生，一為吳天來，一為陳明華，兩人皆於布袋戲界為許多知名劇

團編過成名劇作。吳天來較為知名的作品，為替雲林西螺新興閣掌中劇團的鍾任壁所編《大俠百

草翁》。陳明華則是為雲林崙背隆興閣掌中劇團的廖來興，編出《五爪金鷹一生傳》，以及高雄林

園國興閣掌中劇團的張清國，編排了《玉筆鈴聲》系列作品。都是名動一時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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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故事的編寫，需考慮虛實相生，不能悖離史實過遠，頗為耗費心神，這

也是多數劇團礙於時間成本，力有未逮之處。陳寬銘於 2007 年即開始進行在地

故事的資料蒐集，先於 2011 年完成了以庶民生活與臺南藝陣為主題的《藝陣傳

奇》。2014 年再以出身臺南永康的郭懷一抗荷事件，發表《臺灣第一戰──郭懷

一抗荷英烈傳》。2015年則以臺南重要信仰中心，南鯤鯓代天府主祀之五府千歲，

編演《南鯤鯓傳奇故事──五府千歲大戰囝仔公》。2016 年再以漂流至臺南落地

生根，於善化創立臺灣第一個詩社的沈光文，製作《台灣孔子──沈光文傳奇》。

2017 年則是以曾於臺南為反清復明基地的朱一貴為題材，搬演出《府城臺灣好

漢──朱一貴》。除了以在地故事為主題創作新劇，陳寬銘也為了爭取年輕觀眾

群，改編了金光布袋戲《茶山風雲──聖俠傳奇》，使劇團的演出劇目更為多元，

滿足更多觀眾群。 

    除了編寫長篇劇集，「五洲新藝園」也會因演出場合的不同，客製出相應的

演出短劇，以求在酬神廟會的外臺戲路之外，也能將布袋戲的表演藝術，發揮於

其他商業、教育的演出場合中。如前述之《藝陣傳奇》，就常被截取改編於地方

市集開場，或是推廣在地文化教學之用。 

 

（二）劇團組織與多元經營 

    除了在表演藝術上力求新變，在劇團經營上，「五洲新藝園」也在劇團組織

上做出相應變革，以經營出多元的演藝市場。 

1. 劇團組織 

    「五洲新藝園」在劇團組織上與臺南其他布袋戲團 大差異之處，在於劇團

編制內的成員，皆為劇團所屬的全職員工。其劇團組織表如下： 

 

組別 姓名 負責職務 

技術組 

陳韡昕 舞臺監督 

柳世豪 佈景製作、道具管理 

歐建元 木偶造型設計 

李天良 燈光音響 

蘇武麒 特效處理 

柳世奇 佈景操控 

行政組 

洪嘉章 藝術導演 

陳永發 導演、劇本創作 

月華光 音樂設計 

余伏龍 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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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寬銘 執行製作 

游巧暄 行政 

沈先恬 行政 

許玉青 行政會計 

演出組 

陳永發 主演 

陳寬鴻 演師 

陳憲忠 演師 

黃志明 演師 

羅國良 演師 

郭峻名 演師 

王建鈞 動畫製作、操偶師 

黃建霖 演師 

 

陳寬銘因曾入黃俊雄門下學藝，也自黃俊雄處學得了企業化經營劇團的方法，因

此在接掌劇團後，便將劇團組織重整，除了自己擔任執行製作之外，另將劇團人

員依其專業，分編為技術組、行政組、演出組三大組別。其中技術組主要負責幕

前的表演藝術相關工作，包含布景的彩繪、道具的製作、戲偶的造型設計、燈光

音響、特效處理及布景操控。行政組則以幕後相關工作為主，包含藝術導演、劇

本創作、音樂設計、配樂、執行製作及行政、會計懂職務。而演出組則是專職的

演師們。這些名列組織表中的劇團成員，除了專擅於自己所屬組別的技藝之外，

對於其他組別的專業亦有所涉獵，必要時能相互支援。一個地方劇團能有至少

20 位全職的劇團成員，如此龐大的編制，無疑是對劇團營運成本的一大負擔，

以目前布袋戲外臺市場日趨簡化的演出方式，多數劇團為節約成本，多以家族班

的方式經營，甚至僅以夫妻二人便扛起劇團全部事務，需要人手分棚時再外聘演

師支援。這樣的經營結構，固然簡省了人力成本，但如前文述及整團一事曾提及

的，外調演師需承擔誤戲及演出品質的風險，若欲永續經營、多元發展，健全的

劇團組織，實有助於相關人員的培養，以維持演出品質，穩定劇團組織與經營。 

2. 多元經營 

    為了能承擔起如此龐大的劇團組織，「五洲新藝園」勢必得增加收入，才能

維持營運成本。因此，陳寬銘對於表演藝術上的創新，便成了他用以開拓多元演

藝市場的經營利器。在「五洲新藝園」多元經營的演藝市場中，布袋戲團所仰賴

的外臺戲路，依舊是劇團 主要的收入來源，也是營運項目的主力。以往「超五

洲」時期因肉聲演出而造成的分棚困難，在現今多以錄音團演出的模式來說已不

再造成困擾。除了大型演出須要全體動員之外，「五洲新藝園」因為組織分明，

若是小型的外臺演出，以操偶組的演師為主搭配其他組員，就足以應付至少五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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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棚演出，每年演出場次在 200 場以上。除了外臺戲約之外，「五洲新藝園」

為宣揚在地藝陣文化，以「民俗藝陣」操偶特技為基礎所創作的《藝陣傳奇》系

列演出，也成功獲得官方、學界青睞，常獲邀進行推廣在地文化的公演，121開拓

出所謂「文化場」的戲路。而劇團 引以自豪的「挽弓射箭」、「戲偶變臉」這些

操偶特技，陳寬銘除了用於一般演出之外，為了爭取商演市場，也常將其獨立設

計，成為開幕、婚慶、尾牙晚會等商業演出的表演橋段，讓被視為傳統藝術的布

袋戲，也能在時尚場合中成為注目焦點，發掘更多潛在觀眾。 

 

五、 傳統與新變的爭扎 

    「五洲新藝園」以兩代皆師承「五洲派」黃海岱嫡傳弟子的掌上技藝，在地

耕耘近 50 年，從第一代團主陳永發以主演身份整團立案，以其擅演「三大戲」

之長，經歷了內臺沒落、外臺競起的時代考驗。待得陳寬銘接掌劇團，除了承續

父親的技藝，也承擔起劇團營運的重責。時代的變化，讓陳寬銘在重整劇團時，

對劇團的未來發展做出許多思考，以「創新的藝術團隊」來為劇團重新定位，期

望能順應時勢之變，在傳承傳統藝術的同時，又能以創新的技巧，來延續布袋戲

傳統藝術的生命力。「五洲新藝園」以團主身份整團，又經政府立案，加上兩代

皆技出「五洲派」名門，這對在地經營的劇團來說，「立案」與「再度學藝」或

許是多此一舉、無關營運，但立案能帶來的公部門資源，再度學藝精純自己的演

技，都能為劇團的演出與經營帶來實質的幫助。 

    然而對一個劇團的存續 重要的，還是如何維持營運不衰，這也是讓布袋戲

傳統藝術能夠保存的現實面。因此陳寬銘掌團後所思考的，不只是以傳統布袋戲

來留住老戲迷，還思索著如何創新求變，以順應當前布袋戲演藝環境的改變，留

住更多的新戲迷來延續布袋戲的生命力。「五洲新藝園」將戲棚戲偶自製，既能

契合演出所需，又能節省成本，同時也善用時下科技營造更為豐富的舞臺效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也是「五洲新藝園」能讓劇團與眾不同之處，為操偶技術、劇

本創作的創意，以及經營手法上的革新。「五洲新藝園」所創作的「民俗藝陣」、

「挽弓射箭」與「戲偶變臉」，都是外臺演出中相當新穎少見的操偶特技，既融

合了在地文化與傳統藝術之美，又能別出心裁的吸引觀眾目光，不論安排於劇目

之中，或是獨立成表演橋段，都能創造許多演藝商機，締造發掘潛在戲迷的功能。

而為了顯示在地劇團特色，與地方文化接軌，「五洲新藝園」近年致力創作在地

故事劇本，以求深耕臺南，對外弘揚在地文化，並欲藉由更多元的表演藝術，為

劇團經營開創更多元的經營模式。因此陳寬銘堅持培養劇團專屬的全職團隊，即

使會增加人力成本，卻能以術業專攻的分組，提升演出品質，並善用劇團的演出

                                                       
121 如臺南市政府即曾邀請「五洲新藝園」於 2013 年 11 月 13 日、24 日，分別在臺南市糖安宮

天師府廣場、十二佃南天宮神榕公園廣場前，演出以在地藝陣為主題的《藝陣傳奇》。2014 年 9
月 17 日，亦受臺南市政府邀請至臺南市竹橋國小進行校園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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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量身訂製出適合不同場合的演出。 

    這些改變，於現今臺南布袋戲團中，都是難得一見的新嘗試。不論是表演藝

術上的創新，或是劇團經營的調整，都不免利弊互見。在表演藝術上，「五洲新

藝園」創新的操偶特技，難免會受到擁護傳統布袋戲表演藝術者，質疑其悖離了

主演以一手擎偶來展現優美身段的真功夫，或是偏重於戲偶特技，讓布袋戲演出

破碎，成為特技演示的段子戲。但隨著布袋戲演藝生態的轉變，這幾乎已成競逐

市場的必要之惡，在電視布袋戲以大量後製營造出炫目奪人的演技，餵養著觀眾

審美觀向其靠攏後，於外臺爭扎求存的劇團，若不試著找尋生機，嘗試於操偶特

技上推陳出新，探索出因應多元市場之策，掌握住延續命脈的演藝空間，將如何

侈論布袋戲表演藝術的傳承保存。是以「五洲新藝園」在創新演技時，為求能在

傳統與創新之間不過度失衡，著意編演臺南藝陣文化，讓操偶特技能多帶入一些

傳統藝術的元素，試圖消弭流於炫技的演出。或許無法盡如人意，但總是一番嘗

試。至於劇團經營上，多元經營已是現今劇團求取生存的必要手段，單單守住越

來越競爭、萎縮的外臺市場，將布袋戲限縮於娛神的場合之中，只會讓布袋戲表

演藝術隨信仰文化的改變陷入危機。回歸於娛人的功能，開發商業劇場，爭取更

多演出空間，或許不失為一項能布袋戲帶來更長遠延續的。 

    在老藝師逐漸凋零，布袋戲表演藝術逐漸沒落的時代，「五洲新藝園」致力

於多元化的表演藝術與經營，在傳承與創新之間作出調整改變，這雖未必是 好

的手段，卻不失為可供參考的方法。「五洲新藝園」的生存之道，或許能讓當前

的臺南布袋戲藉以省思與參考，延續臺南布袋戲的繁盛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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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五洲新藝園大事年表 

時間 事件 

1947 年（民 36 年） 陳永發於歸仁出生。 

1959 年（民 48 年） 陳永發拜「新五洲」胡新德為師。 

1960 年（民國 49 年） 陳永發正式「開口」，於每星期三、六、日演出勞軍戲。

1969 年（民國 58 年） 陳永發退伍，整團「超五洲」掌中劇團。 

1974 年（民國 63 年） 陳永發長子陳寬銘於歸仁出生。 

1976 年（民國 65 年） 陳永發進入 1976 年臺灣區地方戲劇比賽複賽，並榮獲臺

灣省教育廳──臺灣區地方戲劇「優等獎」此為陳永發目

前所保存 早之得獎記錄，其餘於此年前、後所獲榮譽，

多因天災與搬遷之故散佚不存，難以查考。 

1992 年（民國 81 年） 自小跟著父親學藝的陳寬銘，再拜黃俊雄為師。 

1997 年（民國 86 年） 陳寬銘藝成出師，暫留黃俊雄電視布袋戲團擔任操偶師。

擔任過《金庸布袋戲──射鵰英雄傳》（1999 年，TVBS

電視臺）、《雲州大儒俠（千禧年版）》（2000 年，中視）、

《苦海女神龍》（2002 年，臺視）、《天地風雲》（2004 年，

華視）等電視布袋戲之操偶師。 

2005 年（民國 94 年） 陳寬銘離開黃俊雄電視布袋戲團，返鄉接掌父親劇團，更

名為「五洲新藝園」掌中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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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首選、「南瀛藝

術獎」。 

設計木偶「挽弓射箭」操偶特技，於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傑

出演藝團隊」比賽中首次公開演出。 

2006 年（民國 95 年） 榮獲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首選、「南瀛藝

術獎」。 

2007 年（民國 96 年） 榮獲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首選、「南瀛藝

術獎」、「 佳人氣獎」。 

2008 年（民國 97 年） 榮獲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首選、「南瀛藝

術獎」。 

創作「民俗藝陣」操偶特技，於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傑出

演藝團隊」比賽中首次公開演出。 

2009 年（民國 98 年） 榮獲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首選、「南瀛藝

術獎」、「南瀛藝術文化貢獻獎」。 

創作「木偶變臉」操偶特技，於臺南新營綠都心公園首次

公開演出。 

2010 年（民國 99 年） 榮獲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首選。 

2011 年（民國 100 年） 榮獲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首選。 

編演金光戲《茶山風雲──聖俠傳奇》 

2012 年（民國 101 年） 創作《藝陣傳奇》 

2013 年（民國 102 年） 創作《封神榜之哪吒小英雄》 

2014 年（民國 103 年） 榮獲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傑出演藝團隊」首選、臺南藝術

節「臺灣精湛」演出團隊。 

創作《臺灣第一戰──郭懷一抗荷英烈傳》 

2015 年（民國 104 年） 創作《南鯤鯓傳奇故事〜五府千歲大戰囝仔公》 

2016 年（民國 105 年） 創作《台灣孔子──沈光文傳奇》 

2017 年（民國 106 年） 創作《府城臺灣好漢──朱一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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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析唐美雲歌仔戲《春櫻小姑──回憶的迷宮》 
 

王淳美 

南臺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唐美雲歌仔戲團」於 2015 年推出精緻大戲《春櫻小姑──回憶的迷宮》，

由當家小生唐美雲、小旦許秀年，以及百變精靈小咪（陳鳳桂）領銜主演，詮釋

一齣以婆媳問題為主軸、探討在高齡社會中由老人失智症所引發的家庭問題劇。

全劇融和多元文化的劇場藝術，扣緊民間生活議題，除了開出亮麗票房以外，亦

勇奪 2016 年第 27 屆傳藝金曲獎「戲曲表演類」之「 佳年度演出獎」，小咪也

同時榮獲該屆「 佳年度演員獎」；成為近年來臺灣傳統戲劇類的重要大戲。 

        本劇以夾雜於婆媳衝突、處於為難之境的次子趙天成為主要敘事視角，上半

場以詼諧的喜劇氛圍鋪陳趙家老母沈玉雪因突發性失憶症，產生「將兒子錯認為

丈夫」等種種亂象。下半場敘述天成與其妻子春櫻藉由占卜師潔西卡以水晶球催

眠後，得以進入阿雪的內心世界，沿著阿雪的殘存記憶，推開三道不同造型門後，

倒敘出阿雪三段不同時期的人生際遇。使為人晚輩者因而體認老人在失智後、其

靈魂所深刻繫念的人生片段，從而產生同理心以陪伴失智者，安度餘年。 

        本文以西方「通俗劇」與「佳構劇」的理論分析劇情，再以精神分析學等理

論詮釋本劇多元化的運用。本劇運用的多元藝術，尤其是多媒體動畫的舞美設計，

使天成的意識流惡夢呈現漫畫式的格放效果，加上淡彩繪畫與蝕刻版畫的優雅風

格，使傳統戲劇結合現代劇場的元素。本劇提出家庭問題，訴諸以情，達成戲劇

富含道德教訓的社會使命，成功帶領觀眾穿過一趟跨越夢境／回憶與現實邊界的

奇幻之旅。 

 

關鍵詞：唐美雲歌仔戲、《春櫻小姑──回憶的迷宮》、家庭問題劇、老人失智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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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es Produced by Tang Mei-yun Kotzexi Troupe 

 

Wang, Chun-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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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5 ,Tang Mei-yun Kotzexi Troupe produced an exquisite drama called Little 

Auntie Chun－ying：The Labyrinth of Memories, performed by the leading actresses 

such as Mei-yun Tang, Hsiu-nien Hsu, and Xiaomi Chen. This play primarily deals 

with family problems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in law, triggered by senile 

dementia in an elderly society. Little Auntie Chun-ying：The Labyrinth of Memories 

integrates various theatrical elements to interpret folk life issues, and it won the 27th 

“Golden Melody Awards” in the category of the "Best Show of Opera Performances" 

last year. Xiaomi Chen also won the "Best Actor Award".  It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ramas in recent years. 

    The conflict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in-law serves as the main dilemma 

which traps the second son Tian-cheng Chao whose narrative viewpoint launches the 

entire plot. The first half of the play is full of humorous and comic atmosphere: 

Chao's mother A-xue, due to sudden dementia, mistakes his son for her husband, and 

creates a series of chaos. In the second half, the diviner Jessica hypnotizes Tian-cheng 

and his wife Chun-ying with her crystal ball, thus they are able to enter A-xue's inner 

world. Along with A-xue’s residual memories, they open three different style of doors, 

and witness A-xue’s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of life. A-xue’s labyrinth of memories 

makes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to understand dementia elderly, and the life fragments 

hidden deep in her soul, resulting in sympathy to accompany the dementia elderly 

peacefully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 

    I would like to analyze the plot of this play with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melodrama and the well-made play, then to explore the multi-applications of this play 

through psycolanalysi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multiple arts embodied in the 

production of this play,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s of multimedia anim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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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design, so that Tian-cheng’s nightmares can create comic effects. Besides, the 

elegant style of pastel painting and etchings makes this traditional play contain 

modern elements. This family-problem play is resorted to family affections, and it is 

rich in moral lessons, a social mission. It successfully leads the audience to 

experience a fantastic trip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dreams, memories and realities.  

 

Keywords: Tang Mei-yun Kotzexi, Little Auntie Chun-ying：The Labyrinth of  

Memories, family-problem drama, senile dementia 

 

 

 

 一、前言 
 

    「唐美雲歌仔戲團」於 2015 年推出由陳健星編劇、唐美雲導演之《春櫻小

姑──回憶的迷宮》，深獲觀眾支持與迴響，於 2016 年榮獲第 27 屆傳藝金曲獎

「 佳團體年度演出獎」、劇中飾演老旦的小咪同時獲頒「年度 佳演員獎」等

雙項榮耀。2016 年以後唐美雲劇團繼續推戲，展現豐富的創作動能，不僅有承

先啟後的傳統劇碼，亦有期許自我超越的新作，集聚編導、編腔等各方面人才，

對於臺灣歌仔戲多元化發展而言，具有積極性意義。 

    該團至 2017 年已成立二十年，為慶祝並紀念該團深耕臺灣傳統劇界的努

力與堅持，唐美雲團長於今年特別推出四部大戲，在夾帶高人氣與得獎之喜

後，於 2017 上半年推出《春櫻小姑 2──螢姬物語》續集，編劇陳健星雖仍以

歌仔戲演繹現實家庭問題，延續《春櫻小姑──回憶的迷宮》以愛為主題，然而

將時代跳至日本平安時期；加上邀請新銳導演吳定謙跨界導演，音樂帶有日式風

情，呈現多元化的創新風格。 

    2017 下半年「唐美雲歌仔戲團」連續推出三部風格迥異的戲，包括「向傳

統致敬」的歷史劇《佘太君掛帥》、施如芳和柯宗明合編的《人間盜》則啟用

後起之秀擔綱演出黑色喜劇，以及眾星雲集合演《新梁祝》等，如此密集在

2017 年推出四部各有指涉意義的戲，可謂締造戲曲界的演出紀錄！ 

    本文將以盛行於西方十九世紀的通俗劇（melodrama）與佳構劇（well-made 

play）的情節特色，論析本劇從在地化至多元化的特質。 

 

 
二、戲劇情節 



97 

 

    《春櫻小姑》該戲原為「唐美雲歌仔戲團」於 2013 年 2 月春節檔期配合大

愛電視台所推出的賀歲劇目，該戲可謂「菩提禪心」系列中廣受好評的一齣戲，

主軸聚焦於婆媳問題，劇情生活化，由多位實力派演員演來輕鬆討喜。由於訴說

家常平實熱鬧有趣的情節，加上角色鮮明有戲，因而唐團於 2015 年採用原有角

色設定，以李春櫻與丈夫趙天成所居住的婆家為主軸，移植改編進入「城市舞台」

的劇場演出，並易名為《春櫻小姑──回憶的迷宮》。 

    本劇乃進入現代劇場演出的傳統戲曲，自然為因應劇場特質而有相對應的編

導手法，茲將情節結構分析如下： 

 

（一）上半場【夢境】 

    在一片白煙繚繞之際，武鬥的陣仗場面中，出現「楊宗保對應穆桂英／楊延

昭對應柴郡主」
122

 的場面。楊宗保與楊延昭皆由唐美雲飾演，穆桂英由許秀年

飾演、柴郡主則由小咪飾演。在相異時空中，男方原本不同的兩種角色重疊為一

人，男方在一剎間感覺莫名其妙，雖然柴郡主說可由他「任君挑選」，不過男方

卻左右為難，不知自己究竟該為何人？也無法做出選擇以確認自己的身分，遂引

發三方紛爭。在二女為「爭奪一男」而大打出手、不可開交，逼迫他選擇身份時

（圖 1），趙天成（唐美雲飾）由床上突然驚醒，才發現原來是惡夢一場。 

（二）【命運的牌陣】 

    趙天成在惡夢後驚懼不已，便由小弟趙天才（杜健瑋飾）帶二哥天成到占卜

師潔西卡夫人（方馨飾）的塔羅牌占卜店裡，抽牌問卜。結果抽出的三張牌代表

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圖 2）。第一張代表過去的牌是「The Nightmare」，諭

示近來他的壓力大，可能來自身邊的親人所造成。第二張代表現在的牌「The 

Tower」，諭示自己或身旁的親人將會發生很大的危機──破產、生病、或突然

間的分離，需靠自己勇於面對，才能度過難關。趙天成聽後心生不悅，便怒氣沖

沖率性離開、不想再繼續算命。等趙家兄弟離去後，潔西卡夫人翻開的第三張代

表未來的牌則是「The Door」，諭示關鍵點乃在於「記憶之門」。 

（三）【失竊的柴梳】 

    在傳統佈置的廳堂中，趙天成的母親沈玉雪（小咪飾）到處找不到心愛的寶

貝──放在盒內的一把紅色柴梳，便懷疑一定是二媳婦李春櫻拿走的（圖 3）。

天成的兒子阿斗在一旁玩玩具，卻總是將玩具到處亂扔。年節將至，趙天成偕其

妻子春櫻（許秀年飾）出外買菜辦年貨，辛勞的春櫻 怕婆婆常對她碎念。婆婆

                                                       
122 柴郡主：嫁給楊繼業的兒子楊延昭，成為楊六郎正妻，乃當時著名的楊門女將之一。柴郡主

的兒子楊宗保娶穆桂英爲妻，能征善戰，多次立功，成爲楊家將中的第三代女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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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雪誣賴媳婦春櫻偷拿柴梳，引起婆媳爭論不止，天成勸架不成，著實煩惱不已。

阿雪與孫子阿斗拿菜進廚房後不久，阿斗慌忙來報──阿雪死了!! 

（四）【失落的記憶】  

    原來是阿雪在廚房不慎踩到阿斗到處扔的玩具，以致滑倒摔傷大腦，經過醫

生魯道夫問診後，阿雪醒來卻不認得親人，還稱呼次子天成為丈夫清輝之名、稱

呼其么兒為小弟，至於媳婦春櫻及孫子阿斗則變成陌生人，引發一場倫理關係的

錯亂，醫生解釋該病情可能是「暫時的記憶錯亂」。結果為了安撫病人，眾人只

好將錯就錯，在阿雪以為自己是清輝的妻室（圖 4）情形之下，天成只好無奈陪

阿雪過夜。等到三更半夜，夫妻兩人都失眠來到花園相見，互吐苦衷。春櫻抱怨

自己成為婆婆的眼中釘，天成則夾在婆媳衝突之間而苦惱不已，任由婆媳失和多

年，卻也莫可奈何。 

（五）【團圓之夜】 

    隔天便是除夕圍爐夜，大哥趙天賜偕其妻祝賢慧、三哥趙天順偕其妻甄幼秀

返家過年。大家輪流責怪天成照顧不周，導致老母摔成失憶。受到責難之後，照

顧婆婆與小叔多年的春櫻趁機拋出議題，希望大家能各自盡到孝順之責。結果由

於三媳婦是獨生女，三哥已經要照顧岳父、岳母，無力再多照顧自己的母親。大

哥雖有孝心，卻也擔心悍妻不從，加上老母也不願離開所居之處（圖 5），因而

趙家仍在一片倫理關係錯亂之中，度過了團圓夜。 後阿雪羞怯地告訴丈夫清輝

／天成，她已有了三個月的身孕（圖 6），嚇得天成為之昏倒…… 

 

（六）下半場【夢境】 

    趙天成與春櫻兩夫妻在美好的春光景致逝去後，仍相偕要尋找「心內的春天」，

突然驚見春櫻要生產的同時，卻換成阿雪生下孩子（圖 7），向他呼喚「清輝」

的影像，天成連忙否認那不是他的兒子，嚇得天成自惡夢中驚醒。兩夫妻很困擾

於阿雪的精神錯亂，群醫也束手無策，春櫻調侃天成：阿雪很溫柔地像妻子般地

奉待天成，天成則認為春櫻在吃醋。眼看丈夫被寡居的婆婆佔用成丈夫，春櫻懊

惱不已，便心生一計…… 

（七）【舊地重遊】 

    天成與阿雪春郊行，阿雪以為與丈夫同遊，面帶泛紅的嬌羞，告訴天成一個

故事，亦即是年輕時英俊的清輝表哥約她至秋山的湖邊泛舟，並送她一把鑲有金

色花蕊的紅色柴梳，以為定情之物（圖 8），舊地重遊令阿雪憶及過去的甜蜜時

光。原來為使婆婆恢復記憶，春櫻要丈夫將婆婆帶至公公墳前，企圖使婆婆恢復

記憶，不料阿雪在發現事實後，不予承認（圖 9），反而因刺激過度，在自行回

家途中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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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家的路】 

    大哥趙天賜偕其妻祝賢慧出外尋找阿雪，去媽祖廟問卜；三哥趙天順偕其妻

甄幼秀每年才返家一次過年，在尋母的過程才驚覺母親已老。迷路失智的阿雪到

處找尋丈夫清輝，彷彿憶起與清輝曾經甜蜜恩愛的青春時光（圖 10）。 後由

么兒趙天才在潔西卡夫人的指示下，「循著日落西山的方向」終於找到阿雪，帶

其回家。 

（九）【潔西卡的魔法】 

    煩惱於母親病情的趙天成與春櫻兩夫妻再度登門求助於潔西卡夫人，在潔西

卡夫人的協助下，利用水晶球讀心術的途徑（圖 11），可看到阿雪的內心世界，

但代價是要減少二至三年的壽命。春櫻原本極力反對，但在天成陳述母親為撫養

四個兒子受盡苦楚、而自己尚未盡人子之孝道後，終於也同意，然而春櫻寧願自

己減壽以換取施法，也不願意成為寡婦，步上婆婆守寡孤單的命運。 後潔西卡

夫人的侍女（樓岑庭飾）才說明根本不必減壽，只是需要求助者拿出誠意，才能

換得潔西卡夫人施法的規矩。於是天成夫妻便穿越心的邊界，幻境降臨，透過記

憶之門，進入阿雪的生命歷程。 

（十）【回憶的迷宮】 

    1.第一道迷宮：天成推開第一道記憶之門（圖 12），原來是元宵夜。在生下

兒子阿斗後，夫妻倆已再無悠閒的賞燈心情，在人潮眾多的元宵夜，看到昔日父

母親攜帶三子，在賞燈人群中找尋走失的小天成。 

    2.第二道迷宮：再來是春櫻推開第二道記憶之門，原來是清明時節雨紛紛。

在夢境中看到清輝帶著別的女人兩相依，還遇到追討債務的幫閒分子，因而被痛

打一頓。阿雪謊稱官差來了，因而解救丈夫之危，卻因而發現丈夫的外遇（圖

13），還眼睜睜看著清輝跟著別的女人走了。阿雪驚覺被丈夫欺騙後，傷心欲絕

地丟掉定情的那把柴梳在井邊。天成恍然大悟，原來母親希望四子多多體諒父親

不在身邊，竟謊稱父親「為了理想遠走他鄉」，隱瞞其外遇的實情，自己傷痕累

累卻假裝樂觀堅強（圖 14）。天成夫妻猛然了解，魯道夫醫生說母親的頭腦退

化，早已忘記是自己丟掉那把紅色柴梳，原來阿雪早就生病失智了。 

    3.第三道迷宮： 後由天成打開第三道記憶之門，在自己的家中看到春櫻鬧

著要他們搬出去另組小家庭，留下天才小叔與老母在老厝。天成不肯答應（圖

15），看見母親教他們小時候唱兒歌的片段，原來母親暗中都知道兒媳婦希望離

巢的現實處境（圖 16），只是阿雪就是無法割捨對天成孩兒的眷戀，不希望與

子分離。春櫻見狀感悟在心，遂答應要陪伴婆婆終老，不使其一人孤單。 

（十一）【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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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佳節至，在外地的眾子媳攜帶禮物回老家看望老母。阿雪的記憶時好時

壞，偶而認得親人，偶而還是會將次子天成誤認為丈夫清輝。魯道夫幫忙拍攝家

族照片，將母親的身影留存下來（圖 17）。 後趙家人形成共識，決意以愛心

與耐心陪伴年邁患有失智症的老母，走向終老的生命旅程。 

 

 

三、劇場藝術分析 

 

    在傳統戲曲進入現代劇場的舞臺後，除了戲劇原有的主題、結構、情節、人

物、音樂等基本元素以外，自然有相對應的舞臺美術設計等變革。本劇呈現傳統

戲曲常有的通俗劇特質以外，還有意識地加入幽默元素，以增加觀眾看戲的趣

味。 

      本文茲就戲劇的四大元素，予以分析本劇的劇場藝術： 

 
（一）主題 
    本劇以歌仔戲的傳統戲曲形式，呈現「社會問題劇」的內涵，劇情鋪陳家庭

中的老者在年邁失智後的照養問題、兄弟如何負擔奉養父母的責任、討論孝道的

意義等主題。回顧挪威･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被西方視為「現

代寫實主義」劇作的創始人，被譽為「現實主義之父」（the father of realism）；其

為人所熟悉的是早期的「社會問題劇」123，在保守的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時代（The 

Victorian Era,1837-1901），以劇作揭發社會家庭等問題，挑戰當時的社會道德觀。  

    本劇在婆媳問題衝突後，引發「婆婆錯認次子為丈夫」的尷尬，直接衝撞到

媳婦春櫻的家庭地位，並挑戰「亂倫禁忌」（Incest Taboo）的敏感神經，將問題

層次逐步拉高以後，透過「吉普賽人祖傳的神奇讀心術」，利用水晶球讀取老母

的內心世界，回顧阿雪的記憶，天成與春櫻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母親（婆婆）歷經

丈夫外遇、拋棄髮妻跟隨別的女人離家出走不歸，以致阿雪為了保護孩子們的成

長，隱藏其悲傷的棄婦命運，更獨自含辛茹苦地拉拔兒子們長大成人。 

    然而這樣一個堅強自立具有婦德的母親，卻無法面對兒子成家後即將離巢的

事實，更害怕天成被媳婦所影響，以至於帶著金孫阿斗離開老宅，因而在年老失

智時，其生命產生「心理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124，遂產生「退化作

                                                       
123 易卜生的四大社會問題劇計有：1877 年的《社會棟樑》（The Pillars of Society）、1879 年的《玩

偶之家》（A Doll's House）、1881 年的《群鬼》（Ghosts）以及 1882 年的《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等。誠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所載：「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既不是喜劇，

也不是悲劇，它給易卜生贏得了歐洲戲劇史上劃時代作家的地位。」引自該書 476 頁。 
124  所謂「心理防衛機轉」是指「自我」（ego）的心理防衛作用，用來應付挫折與不安的適應機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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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Regression），退至丈夫尚未外遇前的美好時光。 後趙家子孫在明白真相

後，受到母親堅忍親情的感召，遂得以愛心與孝心，陪伴失偶多年的年邁母親，

走向生命尾端（圖 18）。 

    傳統戲劇通常含攝有「通俗劇」）的編劇技巧，所謂通俗劇的簡單定義便是：

「劇本中呈現過度巧編的事件與情感，儘可能吸引觀眾。」（Thormley & Roberts  

1996：202） 亦即通俗劇擅長以巧構的情節，在溫馨逗趣中使人感到興味；或在

人物的受苦受難中，激發觀眾同情的淚水。在通俗劇中，道德教訓（moral judgment）

雖非必要，却是其重要特色之一。通俗劇常蘊含有的道德教訓，其實便涉及劇作

的主題思想。因為戲劇乃透過故事情節、人物性格與對話，表達劇作者的中心思

想與情感，至於一般的通俗劇習以大團圓收場，便是冀達安撫人心之效。 

        本劇在秘密揭露後，為親情付出極大愛心與堅忍勇氣的阿雪在年邁晚年得以

解除孤單無依的命運， 終在子孫陪伴照顧下，安養天年，便是傳統戲劇 常表

彰的「忠孝節義」主題。此外，本劇以寫實主義（realism）精神反應當代家庭的

養老、長期照護等議題，呈現「社會問題劇」的內涵與意義。 

 

（二）戲劇結構 
        所謂戲劇結構，乃指劇作的組織架構而言。茲分類敘述如下： 

1.戲劇動作：本劇屬於單線式，亦即單一情節線：情節循著一條主線發展，因而 

                        比較單純統一。 

2.敘事觀點：本劇的戲劇時間進行觀點，交織有三種情形，茲按照情節先後次序， 

           分述如下： 

（1）意識流式：（一）上半場【夢境】、（六）下半場【夢境】 

          情節的發展，隨劇中人物的意識活動流轉──亦即將過去的歷史或回憶、 

真實的困境，與未來的諭示，此三者做隨意的編織，幻為夢境以暗喻主題與情節。 

 

（2）順序式：（二）【命運的牌陣】、（三）【失竊的柴梳】、 

            （四）【失落的記憶】、（五）【團圓之夜】、 

            （九）【潔西卡的魔法】、（十一）【尾聲】 

     情節演進，採取順著發生時間的先後次序敘事，傳統戲劇多半如此。 

 

（3）回憶式：（七）【舊地重遊】、（八）【回家的路】、（十）【回憶的迷宮】 

          在順序式的情節發展中，不時插入過去事件的回憶──亦即把過去的回憶

分段切開，在情節的演進中插入，以使過去與現在連成一體。  

 



102 

（三）情節分析 
十九世紀中葉可謂是通俗劇的繁盛期。在通俗劇旋風影響下，十九世紀中葉

出現「佳構劇」；在西方十九世紀中後期興起寫實主義時，通俗劇也仍然持續茁

長，甚至直到二十世紀仍受到群眾歡迎。自古以來各種形式的戲劇常或帶有通俗

劇的特質，且易得到一般大眾的接受。之後影響及於法國的尤金‧史克利甫

（Eugène Scribe,1791-1861）首創出佳構劇的劇型。 

本文列舉在《認識劇本》（Understanding Plays）中，巴蘭格（Barranger）對

「佳構劇」的定義，有以下九點特色： 

      佳構劇的特色有九點，而且強調緊密的情節、逆轉、秘密、誤解，以及只

有在落幕前出現高潮。……具有九點特色： 

      1.秘密：有些人物不知道秘密，但觀眾都知道。秘密會在高潮的場景被揭

穿，用以呈現詐欺人物或危害的狀態，以及恢復觀眾同情的受難英雄人物

的好運。 

      2.情節：情節發展出一套模式──運用「說明」以及精心設計的人物的進

岀場（例如意外的訪客），匿名信或其他手法，以引導出逐漸增強的戲劇

動作。 

      3.誤會：人物之間會產生誤會。 

      4.一連串的起伏：主要人物或英雄會經歷一連串的起伏，這些起伏是因為

英雄人物與對等的敵手之間的衝突所引起的。這一連串的事件會引發一個

嚴重且似乎難以扭轉的命運的改變。 

      5.命運的改變：命運的改變是最壞的狀態（又稱之為逆轉），這種英雄命

運的最低潮會引來「強制場景」（obligatory scene）。 

      6.強制場景：在強制場景中，秘密會被揭穿，誤會冰釋。 

      7.解決：一個邏輯且可信的解決，說明了一切。 

      8.重複既定的戲劇動作：每一幕都在不斷重複相同的、既定的戲劇動作模

式。       

      9.高潮：每一幕都會發展出自己的情節高潮，所以幕就落在每一幕情感的

最高點──包含道德判斷的事實被彰顯出來，雖然在佳構劇中，道德教訓

不是絕對必要，但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Barranger  1994：208-209） 

 

    本文便以上述巴蘭格對「佳構劇」的定義，解析本劇的情節如下： 

 1.秘密：除了阿雪以外的劇中人物都不知道「清輝外遇離家出走」的秘密，秘

密會在高潮的場景被揭穿，呈現主角人物具有默默隱忍且付出堅毅母愛的

狀態，因而得以恢復受難人物的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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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情節：運用精心設計的人物的進岀場（潔西卡夫人），以水晶球進入阿雪的內

心世界，以引導出逐漸增強的戲劇動作。 

 3.誤會：人物之間會產生誤會──例如婆婆阿雪誤會媳婦春櫻拿走那把柴梳、

春櫻誤會婆婆故意刁難她／離間她與丈夫的感情。 

 4.一連串的起伏：主要人物阿雪會經歷一連串的起伏，這些起伏是因為主要人

物婆婆與對等的媳婦之間的衝突所引起。這一連串的「婆媳問題」，藉由

「失竊的柴梳」等事件，會引發一個嚴重且似乎難以扭轉的改變──例如

春櫻慫恿丈夫天成攜子阿斗離開老家，另組小家庭。 

 5.命運的改變：阿雪的命運面臨被改變的危機（又稱之為逆轉），這種主要人物

命運的 低潮會引來「強制場景」──本劇設計「記憶的迷宮」以期改變

主角的命運。 

 6.強制場景：本劇在強制場景中（推開阿雪三道記憶之門），秘密會被揭穿，誤

會因而冰釋。 

 7.解決：「清輝外遇離家出走」成為一個富有邏輯且可信的解決，說明了一切。 

 8.重複既定的戲劇動作：此項特質較常出現於傳統話劇，在本劇看來不甚明顯。       

 9.高潮：就歌仔戲而言，不一定每一場都會發展出自己的情節高潮，暗場時也 

      不一定都落在每場情感的 高點。本劇具有「表彰孝道」之道德教化意義。 

 

    《春櫻小姑──回憶的迷宮》乃臺灣傳統戲曲，然而情節分析的結果符合「佳

構劇」的編劇技巧高達九分之八的元素。 

 

（四）人物 

    戲劇雖是對於人生的模仿，不過並非所有凡人都適合成為戲劇人物。不論

是劇作家或小說家，為了塑造人物形象，通常把人物分為兩種型態： 

1.類型人物（Typical Character） 

    所謂類型人物，意即把一些具有同類性格之人的特徵，集中在一個人物身上

表現出來；此足以代表同類性格之特徵的人物，便是類型人物。誠如佛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在《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中，把這種類型

的小說人物，稱之為「扁平人物」，茲引下文說明之： 

      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在十七世紀叫「性格」（humorous）人物，現在

他們有時被稱為類型（types）或漫畫人物（caricatures）。在最純粹的形式

中，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假使超過一種因素，

我們的弧線即趨向圓形。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個句子描述殆盡。（佛

斯特  19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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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劇的配角人物，大部分屬於類型人物，甚且名字還帶有「諧音雙關」的寓

意。例如長子趙天賜代表「處於悍妻威勢而不敢孝養長輩的丈夫」，取名為「天

賜」，對初為人父母的清輝夫妻而言，意寓「天賜麟兒」的喜悅。長媳祝賢慧代

表「雖花言巧語卻自私自利的媳婦」典型，取名「祝賢慧」以台語發音，意為「很

賢慧」，從而呈現「反諷譏刺」的戲劇效果。 

    至於三哥趙天順，取名為「順」，寓其性格柔順，因而順從獨生女妻子的需

求，代表「娶妻隨妻走／成為岳家人」的丈夫典型。三媳甄幼秀取名之意為「真

是很秀氣」，代表「長相斯文的嬌生女贏得丈夫歸」的媳婦類型。遊手好閒的小

弟趙天才，代表「不事生產依附長輩生活」的么兒典型，取名為「天才」正具足

反諷意義。至於金孫名為「阿斗」，象徵其「教養不易難以成才」，由於經常將玩

具到處亂放，以致讓阿雪跌到，遂引發一連串的戲劇動作。 

    綜而言之，以「諧音雙關」所產生寓意的取名方式，亦為臺灣傳統戲曲慣用

的法則。 

 

2.個性人物（Individual Character） 

    所謂個性人物，意即一個人具有某種獨特的性格，而此性格為世上其他任何

人所沒有的，稱之為個性人物。誠如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把這類具有獨

特個性的小說人物，稱之為「圓形人物」（round character）。 

    就臺灣傳統戲劇而言，在大多數劇作中，通常個性人物大都是主角，配角則

大多是類型人物。本劇的主角乃由小咪（陳鳳桂）所飾演的沈玉雪，在年邁失智

的現象產生後，多所懷疑挑剔於奉養她的媳婦。從其名為「玉雪」觀之，象徵其

性格具有「堅貞如玉、冰清似雪」的女德。 

    等到真相揭曉後，才知阿雪歷經丈夫「背叛外遇／拋家棄子」的雙重打擊後，

把悲傷獨自留給自己，繼續懷抱母愛，完成教養四子成人的重責大任。在回憶的

過程或失智中，阿雪的個性呈現「嬌羞的少女懷春／少婦與丈夫兩相偕好的幸福

／發現丈夫出軌成為棄婦」等各種不同階段的性格轉變，因而成為多重層次的角

色，而成為本劇成功塑造的個性人物， 終幸而得以扭轉「可能再度被子孫拋棄

的」悲劇命運，成為本劇著力 深／表演 具戲劇張力的人物。 

    其次，本劇的男主角乃小生唐美雲飾演的次子趙天成，代表「處於婆媳問題

之間而難以處理的兒子」；小旦許秀年飾演的次媳春櫻，則代表「處於婆婆刁難

困境而難以自組小家庭的媳婦」類型。雖然此二位主要人物亦有「類型人物」的

特徵，然而進入阿雪「記憶的迷宮」，發現母親／婆婆埋藏多年的祕密被揭曉後，

本來「是否要離家自立」的問題，以及婆媳衝突等家庭紛爭因此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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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而言，趙天成與春櫻此兩者的角色性格，隨著劇情的層次產生一連串的

「逆轉」，可謂是由「類型人物」過渡到「個性人物」的主角。 

 

3.象徵人物（Symbol Character） 

    本劇在上半場【夢境】中所出現「楊宗保對應穆桂英／楊延昭對應柴郡主」

的惡夢中，屬於「戲中戲」的性質。主題闡明婆媳衝突的家庭問題劇，竟以柴郡

主與穆桂英這對戲曲故事中知名度極高的女強人婆媳作為象徵，衝突搶人的形式

則以幻化為夢境的方式呈現，具有高度的諭示作用，可謂具有相對應關係的象徵

人物。 

 

（五）舞台藝術 
  就歌仔戲而言，音樂曲風與編腔實屬重點要素，本劇的編腔陳歆翰表現在水

平之上，不僅融合歌仔戲常用的曲牌、加上新編樂調，還運用電視歌仔戲的曲調，

重新編腔，呈現動人心弦且能襯托劇情的樂風，誠如陳涵茵的劇評所述： 

      正如《春櫻小姑──回憶的迷宮》運用【小舟月影】一般，兩者都是葉青

電視歌仔戲125 慣用、而於今日舞臺演出罕見的曲調，而於《春櫻小姑──

回憶的迷宮》裡，使用的情境尚符合【小舟月影】這一調名，且於旋律上

未作異動。126 

         

        其次，運用現代劇場擅用的舞臺美術技巧，尤其是多媒體動畫影像的設計，

以「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呈現宛如漫畫式的格放效果（圖 19），

加上以淡彩繪畫的布景，運用蝕刻版畫（Etching prints）所呈現的古典優雅風格，

使傳統戲劇除了擺設實體的桌椅、布幔等道具以外，尚結合現代劇場的舞美特效

等科技元素，使歌仔戲增加塑造戲劇氛圍的層次，加強觀眾情感的融入，從而展

現文化場的質感。 

 

 

四、從在地化至多元化 

 

        在臺灣傳統戲劇的各式劇種中，歌仔戲與偶戲較常見於廟口各節慶演出，伴

                                                       
125 根據林鶴宜〈參、歌仔戲〉：「民國六十八年（1979），電視歌仔戲所以能夠風雲再起，編劇

狄珊是關鍵人物，她先後與『臺視』的楊麗花和『華視』的葉青合作，配合主角演員的個人特質，

設計不同的風格和題材走向。」（陳芳 主編，2004：127） 
126 引自陳涵茵，2016 年 10 月 7 日，〈心願成就，歌以詠志《風從何處來》〉，國藝會：表演

藝術評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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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在地民眾成長。本劇在情節中自然呈現各種「在地化」的人文精神與生活樣貌，

包括除夕夜、端午節等節慶習俗，或置入行銷逢年過節所送的某牌「菜頭酥」等

在地美食，主題則呈現臺灣目前家庭養老責任歸屬的社會議題，連帶觸及長期照

護的制度，從而反應臺灣在地化生活的樣貌與衝突。 

    除了「在地化」之外，本劇亦置入不同於臺灣本土化的其他多元文化內涵，

概析如下： 

 

（一）吉普賽水晶球讀心術 
        本劇在情節中設計一組帶有異國風味的潔西卡夫人與其侍女，利用吉普賽人

祖傳的水晶球讀心術魔法，以進入受難主角的記憶，使秘密的真相揭露後，主角

的危機得以解除。 

    吉普賽人，在不同的地域稱呼不同，英國人稱其為吉卜賽人，法國人稱之為

波希米亞人，而吉普賽人則自稱為羅姆人（Rom），在吉普賽人的語言中，「羅姆」

的原意是「人」。眾所週知，吉普賽作為一種天生流浪的民族，具有熱情奔放不

羈的民族性格，吉普賽婦女從事卜筮、賣藥、行乞和表演等行業，算命占卜可謂

吉普賽婦女的一項傳統技能，塔羅牌便是其中一種占卜法。至於有部分的臺灣人

流行算命，因而命理學等各種不同的算命法，便常見於電視節目或坊間。 

    本劇在潔西卡夫人與其侍女出現的場次，音樂的編腔改用具有歡樂浪漫氣氛

的旋律，加上服裝髮飾等設計，便從臺灣在地化的傳統戲曲呈現出異國風情。雖

然在臺灣歌仔戲中出現算塔羅牌的情節，有些突兀，然而編劇卻反利用異國異種

的不同民族性與專長，使這個「精心設計」的人物潔西卡夫人，扮演藉由水晶球

帶領天成與春櫻感應主角記憶的關鍵角色；而此來自吉普賽婦女專長的水晶球感

應術，便成為「逆轉」主角命運的媒介。 

 

（二）宋朝「戲中戲」的對應角色象徵 
    在本劇一開幕的上半場【夢境】中，出現宋朝著名的楊家將人物：「楊宗保

對應穆桂英／楊延昭對應柴郡主」，爆發兩女將搶一男人的衝突場面，而楊宗保

與楊延昭皆為唐美雲所飾演，象徵楊宗保與楊延昭重疊為一人，對應本劇情節則

是沈玉雪與李春櫻爭搶趙天成為夫的尷尬場面。 

    臺灣歌仔戲以宋朝的歷史人物關係，作為本劇的重要象徵，固然一方面來自

傳統戲劇擅長演古冊戲劇目，由於「楊家將」故事已改編為各類不同戲劇，包括

電視劇與電影等傳媒，成為家喻戶曉的故事，使觀眾容易心領神會，達到諭示的

戲劇效果。二方面則是臺灣歌仔戲從在地化出發，善於運用不同時空朝代的多元

文化素材，以豐富劇情層次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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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夢境的諭示與象徵 
        在本劇的上半場與下半場各自運用兩場夢境，以展開諭示劇情的走向與內涵。

「作夢」雖然是各類表演藝術、戲劇常見到的手法，然而在本劇中融滲有西方精

神分析學的意義。 

        自從佛洛伊德（ Sigismund Schlomo Freud, 1856-1939）127 於 1900 年初版《夢

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以科學方法探索人類心靈的奧秘，對於

人類思想革命起有重大作用，甚至被譽為「改變歷史的書」，茲引「新潮文庫 79」 

該書的封面內頁簡介如下： 

      本書是精神分析學鼻祖佛洛伊德博士劃時代的不朽鉅著。一九五六年美國

唐斯博士列為「改變歷史的書」之一，可見世人對它的重視。這是一部與

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及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同列為導致人類三大思

想革命的書。……佛氏對夢的科學性探索與解釋，不僅揭開人類幾千年來

對於夢的迷信、無知與神秘感，而且進一步發掘了人性的真正主宰──「潛

意識」。 

 

        佛洛伊德是精神分析運動的開創人與奠基者，尤其對於潛意識的研究，開啟

一種窺探人類內心世界和精神生活的新方式。自精神分析學派誕生，引發後人例

如楊格……等學者的研究熱潮，同時佛洛伊德亦招致不少批判與後學的修正。然

而直到如今，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被廣泛運用在不同學科領域，包括戲劇創作，

可見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思想史上具有相當的地位與重要性。 

    德國･佛洛姆（Erich Seligmann Fromm, 1900-1980）128 在《夢的精神分析》

（The Forgotten Language）中述及： 

            至目前為止我們已陳示了三種了解夢的不同方法。第一是佛洛伊德的觀點，

認為所有的夢都是吾人非理性及反社會性質的表現。第二種是楊格的解釋，

認為夢是潛意識智慧的啟示，它超越了個人。第三種是把夢當作表現任何

形式的心智活動，並且表達出我們的不合理需求，也表達出我們的理性與

道德，它們表現我們自身的善良或邪惡部分。（佛洛姆 1991：105） 

 

                                                       
127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奧地利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猶太人。生於奧地利弗萊堡，

後因躲避納粹，遷居英國倫敦。精神分析學的創始人，被稱為「維也納第一精神分析學派」。參

考自《夢的解析》該書作者介紹。 
128  佛洛姆，美籍德國猶太人。人本主義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學家。畢生致力修改佛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學說，以切合西方人在兩次世界大戰後的精神處境。他企圖調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

跟人本主義的學說，其思想可說是新佛洛伊德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交匯。佛洛姆被尊為「精神

分析社會學」的奠基者之一。參考自《夢的精神分析》該書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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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劇的上半場「夢境」：一對婆媳爭奪丈夫的武戲，具有隱喻「身分重疊」、

「錯認身分」、「搶奪身分」的諭示作用，符合佛洛伊德所謂「夢都是吾人非理性

及反社會性質的表現」。至於下半場「夢境」：趙天成夢見阿雪生下他的小孩，則

是在憂懼母親「錯認身分」的尷尬，符合卡爾･楊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所謂「認為夢是潛意識智慧的啟示」；也同時在趙天成的惡夢中，透露其擔心「亂

倫禁忌」（Incest Taboo）的潛意識。 

 

（四）西方精神分析「戀母情結」的心理機轉 
    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也譯作「伊底帕斯情結」或「俄狄浦斯情結」，

原典出於希臘神話《伊底帕斯》（Oedipus）的宿命悲劇的故事，意指「兒子戀母

仇父」的複合情結，來自於佛洛伊德所主張的一種觀點，在精神分析中意指「以

本能衝動力為核心的一種慾望」；意即指涉男性的一種心理傾向，無論到什麼年

紀，總是願意服從和依戀母親，因而在男子成婚後，如果較偏袒母親、則會引發

妻子的不滿／如果較偏袒妻子、則會引發母親的醋意，因而成為所謂「婆媳問題」

的根源。根據佛洛伊德的觀點，是母親的「戀子情結」（jocasta complex）誘發了

兒子的「戀母情結」，「戀母情結」其實是母親對兒子過分愛戀所造成的結果。 

        本劇運用老母阿雪在摔倒後迸發「短期失憶症」，將次子趙天成錯認為丈夫

清輝的劇情，因而阿雪要求與天成「同床共枕」，氣走了春櫻媳婦，使之獨守空

閨而失眠。此種情節一方面挑戰了「戀子情結」與「亂倫禁忌」的敏感神經；二

方面則利用演員精彩逗趣的表演，製造具有衝突性的「諧趣」效果，以化解此種

尷尬與無奈。 

    甚至到了 後，阿雪的病情時好時壞，雖然仍有錯認次子天成為丈夫的情形，

不過趙家人採用寬容的諒解心情，配合順從老母親的心理機轉，使之在暮年時得

以重回她此生「有丈夫陪在身旁的那段 美好的時光」記憶。此種團圓式的收場

雖然落於俗套，不過也因此讓觀眾同情主角受難的心情獲得紓解，好人終究苦盡

甘來，獲得安享天年的福報（圖 20），而此「善有善報」的終結，亦屬於具有

道德教化的意義。 

 

    本劇《春櫻小姑──回憶的迷宮》藉由上述「吉普賽」水晶球讀心術、宋朝

「戲中戲」古今對應的角色象徵，以及運用西方精神分析學派「夢的解析」、「戀

母情結」等理論，予以創作編織成一齣溫馨感人的臺灣歌仔戲。從本劇可知，在

資訊發達的現代，國際之間不同文化的混合已屬常見；亦可看出劇場藝術從「在

地化」出發，至「多元化」混融的創作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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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文探討臺灣歌仔戲《春櫻小姑──回憶的迷宮》，就戲劇結構而言，採用

西方「通俗劇」與「佳構劇」的理論評析，結果呈現高度的符合與對應，印證傳

統戲劇的主題與情節大抵保留一般民眾觀戲時的接受習慣與預期。由於通俗劇的

戲劇事件大抵經過仔細佈局、情節層層推進、高潮迭起，比起一些艱深難懂的前

衛劇場，或年代久遠的莎劇和希臘悲劇，對於一般未受戲劇訓練的普通觀眾而言，

此種摻入佳構劇要素的劇作，便較容易被大眾了解且接受。 

    另就劇場的文化傳遞成效與社會功能而言，本劇基本上保留大部分「在地化」

的素材與表演程式，然而亦能解析本劇情節中具有的異國文化／異朝歷史，以及

運用西方精神分析等心理學理論觀點，以豐富傳統戲劇的思維邏輯與內涵。 

        考察在全球化下快速變遷的地球村，各國文化在彼此激盪、融合中，呈現各

種可能相互融滲的人文藝術風貌。本劇乃展現臺灣「在地化」歌仔戲的表演藝術，

在本土化的內涵中，混融部分其他多元文化的素材，使臺灣傳統戲劇得以突破「在

地化」的框架，具備更多元化的情節內涵與藝術表現形式，而此種「在地化 vs. 

多元化」的現象，也正展現文化之間在快速傳遞、彼此影響的 E 世代，人文藝

術蘊含更多元文化的一種可能性與創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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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Barranger, Milly S., 1994, Understanding Play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英〕Thormley, G. C. and Gwyneth Roberts, 1996, An Outline of 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 Longman. 

姜椿芳、梅益 總編輯，1996 年 4 月，《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北京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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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主編，2004 年 9 月，《臺灣傳統戲曲》，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二）網路論文／光碟 

陳涵茵，2016 年 10 月 7 日，〈心願成就，歌以詠志《風從何處來》〉，國藝會： 

    表演藝術評論台，網址：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1582 

「唐美雲歌仔戲團」，《春櫻小姑──回憶的迷宮》錄影光碟，2016 年第 27 屆 

            傳藝金曲獎「戲曲表演類」入圍作品，傳藝中心提供。（筆者為評審委員） 

 
 
 
七、附圖 
 

  
圖 1：二位女將為「爭奪一男」大打出

手，並逼迫他選擇身份。 
圖 2：天成抽出的三張牌代表他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圖 3：婆婆沈玉雪丟掉一把紅色柴梳，

懷疑一定是二媳婦李春櫻拿走的。 
圖 4：阿雪在「暫時的記憶錯亂」下，

以為自己是清輝（天成）的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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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圖 
 

 
 

圖 5：老母親阿雪不願離開所居之處。 圖 6：阿雪羞怯地告訴丈夫清輝／天

成，她已有了三個月的身孕。 

  
圖 7：天成突然驚見春櫻要生產的同時，

卻換成阿雪生下孩子。 
圖 8：英俊的清輝表哥約阿雪至秋山的

湖邊泛舟，並送她一把鑲有金色花蕊

的紅色柴梳，以為定情之物。 

 

 

圖 9：阿雪在發現事實後，不予承認。 圖 10：阿雪憶起與清輝曾經恩愛的甜

蜜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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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圖 
 

 
 

圖 11：在潔西卡夫人的協助下，利用水

晶球讀心術，可看到阿雪的內心世界。

圖 12：天成推開第一道記憶之門。 

  
圖 13：阿雪（左）解救清輝丈夫之危，

卻因而發現丈夫的外遇情人。 
圖 14：阿雪自己傷痕累累，卻假裝樂觀

堅強，將那把紅色柴梳丟在井邊。 

 
 

圖 15：天成不肯答應春櫻，拋下老母、

離家另組小家庭。 
圖 16：阿雪暗中都知道兒媳婦希望離巢

的現實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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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圖 
 

 
 

圖 17：魯道夫幫忙拍攝家族照片，將已

經失智的母親的身影留存下來。 
圖 18：趙家子孫以愛心與孝心，陪伴失

偶多年的年邁母親，走向生命尾端。 

 

圖 19：多媒體動畫影像的設計，以「意識流」呈現宛如漫畫式的格放效果。 

 
圖 20：小咪飾演愛子心切的老母沈玉雪， 
      終究苦盡甘來，獲得安享天年的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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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學者專家名單 

 

姓名 現職 

李坤崇 南臺科技大學副校長 

王慶安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教授兼主任 

蕭瓊瑞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國藝會董事 

蔡蕙如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劉淑玲 南榮科技大學觀光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蕭百芳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鄭道聰 臺南市文化協會委員 

楊子震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顧盼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兼成大博物館展示組組長 

薛清江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兼人文藝術組召集人 

江寶釵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台文創應所所長 

林國源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教授 

王淑蕙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楊雅琪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專案教師 

吳明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王淳美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陳龍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備註：依據議程表出場先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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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學者專家簡介 

 

蕭瓊瑞 教授                  
        台灣美術史研究者，對台灣美術史

整體架構的建立，頗具貢獻，尤擅於課

題的開發，重要著作有《五月與東方》、

《島民．風俗．畫》、《圖說台灣美術史》、

《台灣美術史綱》……等；作為台灣重

要的美術史研究者，蕭瓊瑞向來以嚴謹

的史實考證、優美的文筆，和敏銳的圖

像解讀能力而知名學界；同時在文化行

政、公共藝術、博物館學，及古物鑑定

等方面，均具聲名。曾任台南市文化局

首任局長，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所

教授；開授：「台灣美術史  」、「台灣文

化與美學」、「藝術史與藝術批評」等課

程。曾兼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

北師範學院、國立台南藝術大學、國立

台南大學等校。 

經歷：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創局局長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委員、諮詢委員 

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委員、諮詢委員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委員、審議委員 

台北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高雄市公共藝術審議委員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備處主任、藝術中心主任 

            行政院文化部古物審議委員會委員兼近代美術組召集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文史類評鑑委員 

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 

重要著作： 

●《臺灣美術史研究論集》，伯亞出版社，1990.12，台中。 

●《五月與東方──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台灣之發展（1945-1970）》， 

東大圖書公司，1991.11，台北。 

●《1991 台灣藝評選》，炎黃藝術文教基金會，1992.11，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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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與思維──台灣美術史研究論集》，台灣省立美術館，1995.9，台中。 

●《島嶼色彩──台灣美術史論》，東大書局，1997.11 台北。 

●《島民‧風俗‧畫──18 世紀台灣原住民生活圖錄》，東大書局，1998.4，台北。 

●《圖說台灣美術史Ⅰ、Ⅱ、Ⅲ》，藝術家出版社，2003.5-2015.12。 

●《激盪．迴游──台灣近現代藝術十一家》，藝術家出版社，2004.4，台北。  

●《島嶼測量──台灣美術定向》，三民書局，2004.6，台北。 

●《懷鄉與認同──台灣方志八景圖研究》，典藏，2006.6，台北。 

●《台灣美術史綱》，藝術家出版社，2009.5。 

●《楊英風全集》（總主編）30 卷，藝術家出版社，2011.10，台北。 

●《陳澄波全集》（總編輯），2012.3，藝術家出版社，台北。 

●《戰後台灣美術史》藝術家出版社，2013.3，台北。 

●《台灣近代雕塑史》藝術家出版社，2017.9，台北。 

 

 

江寶釵 教授 
        現任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與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合聘

教授兼所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系博士。傅爾布萊特基金會美國哈佛

大學東亞系訪問學人（2010-2011）。

著有《真假、愛情與悲劇：紅樓夢論

集》（2015）、《地方精靈的記憶與再

現：台灣現代文學論集 》（2015）、《你

從來不是唯一的一隻羊》（2013）、《在

寂寂停頓中》（2013）、《台灣全志：

文化志‧文學篇》（2009）等。研究

領域涉及文學理論、臺灣文學、女性

文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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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源 教授 
    臺灣省雲林縣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士（1968-1973）、中國文化

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1976-1980）、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美學研究所博士

（1987-1991）；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學系、所教授。著有《古希臘

劇場美學》，書中表演論部分深入討

論亞理斯多徳系譜下的模擬觀，並

分疏「淨滌觀」之為結構論及之為

批評論。近年研究波特萊爾詩學，

對波特萊爾美學論述中的浪漫性、

滑稽性與現代性言論亦有專文，如

〈波特萊爾論尤金‧德拉克洛瓦〉、

〈波特萊爾論莫里哀〉、〈波特萊爾

論女性美〉等加以引伸與闡釋。近

著《詩的表演──從波特萊爾出發》

為精唱杜巴克、佛瑞、德布西等為

波特萊爾的詩譜寫的 melodie 曲的

論述成果。 

 

 

劉淑玲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

博士，現任南榮科技大學觀光

系主任。擔任 104 學年度教育

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通識課程

革新計畫「認識南瀛」課群計

畫主持人、106 年教學創新先導

計畫「看見南瀛」課群計畫主

持人。著有《走過一世紀：沈

乃霖和他的時代》、《臺灣總督

府的土地放領政策──以日籍

退職官員事件為例》等專書。

研究學門為：區域史研究、觀

光資源、南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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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道聰 委員 
    臺南市下太子境人。從 1993 年邀及

同好成立赤崁文史工作室，推動城市歷史

保存運動，積極扮演著家鄉維護員的角色，

舉辦各類有關歷史文化的活動，宣導愛護

鄉土的觀念，連續十年在臺南各地舉辦戀

戀紅城系列活動，宣揚歷史核心區的特色，

以鼓動市民參與文化保存工作。活動如下：

走過一條清朝的老街（1994）、古渡茫茫

夕照秋（1994）、春風已在鳳城西（1994）、

枋橋頭情事──公會堂保存運動（1995）、

攬古興懷到此遊（1996）、走尋臺南西門

町（1996）、運河懷舊七十年（1996）、府

城大街（1997）、春遊府城東安坊（1998）、西城故事（1999）、探訪臺江內海的

殘蹟（2001）、府城福德爺傳奇（2002）。 

2004 年結合各階層市民組成台南市文化協會，擔任首屆理事長。為提昇臺

南城市的文化競爭力，協會以社區總體營造操作理念，一方面鼓動民眾進行歷史

文化的保存的工作，如老店、老街、老行業等，以作為未來地方發展的基礎。另

一方面以知識經濟的觀念，設計文化商品、舉辦活動，輔導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及

導覽解說工作，以組訓及開發上述工作的人力及就業，包括青年進入職場、中高

齡二度就業，使協會成為臺南市具有社會企業性質的社團組織。 

 

 

顧盼 副教授 
    日本國立筑波大學

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成

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開設日本表演藝術史、

日本視覺藝術史及校園

文化資產等課程；近年

發表〈成大藝術中心的

美學教育──以活動課

程化為例〉（2009）、〈清

代揚州的圍棋發展與東



120 

傳〉（2010）、〈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前的空軍藝術家─梁又銘美術救國之路─〉

（2013）、“The Course Design and Campus Docent for the Campus Cultural Heritage 

in Taiwan.” （2013）、〈日本殖民時期歌舞伎台灣巡演〉（2014）、〈十五代目市村

羽左衛門の植民地臺湾における巡回興行をめぐって〉（2014）等學術論文；並

執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青年參與校園文化資產學習網絡計畫」

（2012.12-2013.12.10），出版陳政宏、顧盼、郭美芳，《鐘聲密碼：校園文化資產

首部曲》（台中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3）一書。 

    此外，曾多年兼任成功大學藝術中心教育、演藝組組長，指導面劇團《影癡

謀殺》、《一躍而下》（2011），《我們明天空中再見》（2012）及歷史系《不凋的百

合》（2015）等戲劇公演。現兼任成大博物館展示組組長，擔任《活著  生きる

こと 松永拓己展》（2015），〈成大學生社團回顧展（Ⅱ）：《One for all, all for one.》

成大橄欖球隊 85 年回顧展〉（2016）等展示策展人。 

 

 

吳明德 教授 
        臺灣高雄人。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

究所教授、財團法人中華民俗

藝術基金會董事、霹靂國際多

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著有《臺灣布袋戲表演藝術之

美》、《王闓運及其詩研究》、《霹

靂人物出場詩選析》、《霹靂布

袋戲操偶教學──基礎篇》、

《戲海女神龍──真快樂‧江

賜美》、《臺灣製墨藝師──陳

嘉德》、《粧佛藝師施至輝生命

史及其作品圖錄》、《音樂人生

──紀利男生命的交響樂章》

等書。另有多篇論文散見國內

學報、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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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龍廷 教授 
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法國國

立高等實踐研究院（E. P. H. E.）宗教科

學與文化人類學博士候選人。曾兩度獲

得賴和臺灣文學研究論文獎、兩度獲得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學術專長：臺灣文學史、臺灣戲劇史、臺

灣歌謠與文化研究、民族誌與文學想像、

後殖民理論與文學批評、臺灣文學場域、

現代主義與臺灣文學。 

專書著作：《書寫臺灣人‧臺灣人書寫：臺

灣文學的跨界對話》（2017）、《臺灣布袋

戲的口頭文學研究》（2015）、《臺灣布袋

戲創作論：敘事‧即興‧角色》（2013）、《聽布袋戲尪仔唱歌：1960-70 年代臺

灣布袋戲的角色主題歌》（2012）、《庶民生活與歌謠──臺灣北海岸的褒歌考

察》（2010）、《發現布袋戲：文化生態‧表演文本‧方法論》（2010）、《聽布袋

戲：一個臺灣口頭文學研究》（2008）、《臺灣布袋戲發展史》（2007）。 

 

 

蔡蕙如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文

學博士，現職為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副教授。學術專長為民間文學、

故事學、民俗文化等。重要著作計有：

《舊府城‧新傳講──歷史都心文化

園區傳講人之訪談札記》（2016）、

〈從世代論集體記憶的變遷──以台

南神社和林百貨屋頂神社的傳講為討

論場域〉（2016）、〈傳承‧衍變─

─試探府城五條港文化園區傳講故事

之新型態〉（2016）。〈試論施翠峰之台

灣民間故事觀與實踐──以《台灣鄉

土的神話與傳說》《台灣民譚探源》《台



122 

灣民譚》為分析場域〉（2014）、,〈第六章文學(一)〉，《台閩文化概論》（2013）、

〈原型‧文化意象──試論鄭成功「牧童捏土成神像」信仰傳說〉（2012）。 

    擔任主持人的研究計畫，計有科技部計畫主持人：101 學年〈采錄‧整理‧

論述──施翠峰的民間文學觀及相關文化論述之研究〉（2012.8-2013.7）、102

學年〈文化園區「傳講故事」型態之研究──以台南五條港文化園區為例〉

（2013.8-2014.7）。103 學年〈從講述到展演──試論府城歷史性都心文化園區

「傳講故事」之文化底蘊〉（2014.8-2015.7）。104 學年〈文化創意社區「新故

事」之形成脈絡探微──以府城 321 巷藝術聚落、後壁菁寮土溝村、東山吉貝耍

部落為研究場域 〉（2015.8-2016.12）。106 學年〈路加之門──從府城醫療傳

道故事至信仰傳說之探析〉（2017.8-2018.7）。 

    擔任教育部計畫的主持人，計有：〈采風‧書寫──民間文學與在地文化探

索）榮獲 99 年度教育部優質通識課程個別類績優科目（2000）、〈民間文學與在

地文化采風〉榮獲教育部 103 年度全國技專校院通識課程績優科目（2014）、105

學年教育部通識革新計畫〈文學台南‧府城文化〉課群計畫（2016-2017）、106

學年教學創新先導計畫（〈文學台南‧府城文化〉課群通識教育課程）。 

 
 

蕭百芳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文學博士，

現職為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專長領域為地文化觀察文創藝術發展、藝術

史、社區經營、圖像的剖析研究等。與本論

文相關撰著有〈港道下媽祖廟的建築與紋飾

探討──以府城五條港媽祖樓為例（二）：建

築與紋飾篇〉（2017），以及其他論文刊於各

研討會與學報期刊等。 

    擔任主持人的科技部研究計畫，計有「國

科會 99 年度研究計畫──從荊浩《匡廬圖》

與董源《洞天山堂》圖看五代至宋的洞天福地

發展」（2010-2011）等；以及主持教育部的計

畫，計有「100~103 年度全校型公民素養陶塑計畫【參與學習運動分項計畫】

（2011~2014）、「104、105 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推動通識課程革新計畫通識課群

計畫」（2015-2017）、「106 學年度教育部創新先導計畫『郊商文化的對話與對接

──五條港 VS 月津港』課群計畫」（2017-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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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震 助理教授 

        日本國立筑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

現任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國

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

的形塑」研究團隊成員。主要研究主題為東亞

國際政治、日本政治外交、戰後臺日關係。 

著有〈中華民國對琉球群島政策與「奄美

返還」問題〉、〈「中國人の登錄に關する總司

令部覺書」をめぐる政治過程〉、〈帝國臣民か

ら在日華僑へ：澀谷事件と戰後初期在日臺灣

人の法的地位〉、〈國民政府の「對日戰後處理

構想」：カイロ會談への政策決定過程〉、〈戰

後初期臺灣における脱植民地化の代行：國民

政府の對在臺沖縄人・朝鮮人政策を中心に〉、

〈中國駐日代表團之研究〉等論文。 

曾參與日本科學研究費助成事業「「政府間和解」と歴史問題に關する基盤

的研究―戰爭賠償の再検討を中心に―」（2012 年）、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2014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教學資

源素材集編輯委託服務案（2016 年）等研究、教學以及產學計畫。 

 

 
王淑蕙 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

任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學術

專長為臺灣儒學、辭賦學、語文創作之企劃

設計。著有專書《董仲舒《春秋》解經方法

探究》（2007），博士論文《誌賦、試賦與媒

體賦──臺灣賦之三階段論述》（2012），以

及散見各期刊、研討會之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擔任主持人的計劃，有科技部「《三六九小報

之儒學研究》MOST 04-2410-H-218-021-

（2015-2016）」。教材開發之主編《閱讀表達

與公民素養》（2016）。 

    曾榮獲「教育部八十二年文藝創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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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組‧佳作」（1993）、臺南市「第七屆府城文學獎‧文學論述組‧貳獎（2001）、

香港大學主辦之「白先勇與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論文獎第 3 名（2003）。 

    近年致力於語文創作之設計、企劃書、行銷等教學，並指導創意、創新、創

業之團隊。取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核定之專利證書，計有：新型專利「新型第 M 

491992 號、新型 M 492031 號、新型 M 512418 號、新型 M 512369 號、新型第

M 530240 號、新型第 M 530500 號、M 530259 號」（2014-2017）。設計專利「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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