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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曲是中國的傳統戲劇，她不限於純粹承襲傳統

和把故有的元素重整排列，外來元素的添加也可能豐

富她的內涵，其中的分寸掌握，都影響了觀眾對她作

為「戲曲」／「傳統」的認受性。戲曲與傳統是交疊

的，卻不能劃上等號。戲曲中有來自傳統的劇種劇

目，也有在傳統中推陳出新的作品。

　　中國全國的地方戲種類豐盛，隨著小劇種的不斷

進化，及客觀環境的轉變，她或需要面對劇種的消融

甚至消亡。當她躍展為大劇種、破舊立新之際，也往

往奠立新的常規與範式，無可避免地使「傳統」漸漸

褪失。

　　本期的《戲曲通訊》將初探莆仙戲、梨園戲、川

劇、越劇及歌仔戲這幾個各具特色的地方劇種。讓我

們看看這些源遠流長的古老劇種，或是年輕冒起的地

方戲，怎樣面對現代社會變化萬千的藝文環境，及肩

擔承傳和創造傳統的勇氣和文化責任。

　　中國十三億人口並不僅僅看京劇和崑曲，除了京劇、崑曲這些打
破了地域流傳範圍的劇種之外，中國還有三百多個地方戲曲劇種。據
大陸學者傅謹的研究，在這三百多個地方劇種中，其中三分之一的中
國地方戲曲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如福建的莆仙戲和梨園戲就屬於此
類。

　　莆仙戲原名興化戲，又稱興化腔，1952年才改稱為莆仙戲，流行
於莆田市的莆田、仙游1以及周邊方言區。對於莆仙戲的發展歷史，	
《仙游文史資料》一書中這樣描述：「（莆仙戲）源于唐，成于宋，
盛於明清，閃光於現代。」在佛教典籍禪宗史部記載：福州玄沙院宗
一大師（830-903），有一次「師遊莆田縣，按百戲迎接。」唐代時
期在莆田演出的歌舞百戲是否就是現今的莆仙戲，這個還有待考究，
但莆仙戲的歷史卻與宋元時代有緊密的關係，如莆仙戲中綠林好漢程
咬金（丑扮）以及盜賊之類人物頭上的「鳥頭」有宋金雜劇「僕頭諢
裹」的痕跡，它與河南、山西出土的墓葬宋金雜劇磚雕和壁畫裏的戲
劇人物的裝扮完全一致。莆仙戲的伴奏樂器篳篥是宋元宮廷音樂的主
要樂器，明代之後就已經失傳（陳紀聯2009:41）。除此之外，但凡看
過莆仙戲的觀眾都會從中發現很明顯的提線木偶的痕跡，如莆仙戲中
旦角肩膀晃動的肩法；折子戲《千里送京娘》中趙匡胤的手掌秤龍爪
狀的特殊手勢（見圖一）以及折子戲《朱朝連》中的攢腳、儹手、傀
儡蹺步等動作（見圖二），這些足以說明莆仙戲與提線木偶（即傀儡
戲）的關係。所以無怪乎莆仙戲位於「中國古老戲曲劇種」之列，躋
身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列，排在傳統戲劇類中的第三位了。

　　在福建仙游縣觀看鯉聲劇
團的演出，給我帶來耳目一新
的效果是其《目連戲》的表
演。莆仙民間上演目連戲，
往往與法事聯繫在一起，如和
尚、道士等，在莆仙戲中有肉
身目連（人戲）和偶身目連	
（傀儡戲）兩種。偶身目連和
肉身目連一樣，只演主要的故
事情節。舊時，普通民眾為了
節省開支，大多演出偶身目連
（陳紀聯2009：77）。這個曾
被當權者視為封建迷信的娛神
謝鬼的戲，在1949年之後的命
運十分坎坷，所以目前會演該
戲的人很少。據鯉聲劇團團長
張挺介紹，該團之所以能夠把	
「鬼戲」《目連戲》的部分劇
碼傳下來是因為老藝人朱石鳳
2。他把角色劉四真的演技傳
給莆仙戲的第一旦角王少媛。

　　戲聯是莆仙戲的一個特色，它是演出時戲臺上懸掛的對聯，其內
容豐富，題材多樣，有反映劇碼內容，也有反映社會風貌，人情世
故。戲聯中往往摻雜著寫者對生活、戲曲劇碼的一些反思，如鯉聲劇
團在該團劇場的舞臺上懸掛著這樣一幅對聯，上聯為：戲演人間事成
成敗敗成成好演古今成敗事；下聯為：文評世上人是是非非是是難評
朝野是非人。臺上的戲聯是經常換的，如演《目連戲》之《開葷咒

李環

1	 繁體字使用地區作「遊」。

2	 老藝人朱石鳳生於1927年，由於家境貧寒，十歲就入私人戲班從藝，攻文旦、花旦、
跨青衣，1952年加入鯉聲劇團，現在已經被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繼承人。

圖一：《千里送京娘》中趙匡胤的手掌秤龍爪狀
（2010年4月由本人拍攝於仙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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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時，戲聯便換成與目連戲演出內容有關的另外一幅對聯。從莆仙
戲中的戲聯，我們也充分體會到往日各社會階層對戲曲活動的參與。
它生活地解釋了中國的戲曲不僅僅是統治者「高臺教化」的工具，而
且也是與民俗、宗教活動相關的民間娛樂和民俗宗教活動的重要組成
部分。但目前整個中國戲曲界的發展現狀總令人覺得惋惜，如泉州的
梨園戲。

　　梨園戲也是中國古老戲曲劇種之一，被稱為「古南戲活化石」，
發源於宋元時期的泉州，距今已有八百年的歷史。梨園戲分大梨園和
小梨園：大梨園俗稱「老戲」，小梨園俗稱「戲仔班」，也叫「七子
班」，源於梨園戲有生、旦、凈、末、丑、貼、外七個行當，因此	
「七子班」這一稱呼由梨園戲中的這七個腳色引申而來。

　　梨園戲很雅緻，基本上都是文戲，但除了自身的雅緻，梨園戲還
有許多獨特風格，比如它的壓腳鼓。觀看了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的
演出，我第一次發現在中國戲曲的打擊樂器之中，竟然有把腳放在鼓
面上，這一手法與莆仙戲中放在鼓面上的石獅的作用大同小異，只不
過前者通過鼓師的腳來調節鼓音音量的大小和高低，後者通過石獅來
調節（見圖三）。梨園戲中還有一個特殊的角色「末」。梨園戲中的
「末」坐在戲臺右後方，前面用一排垂簾遮擋，讓人感覺他的作用相
當於一個幕後人，但實際上它的作用並不讓人小覷。在《朱買臣》這
齣戲中，「末」在幕後與戲臺上的行當「丑」進行對話，與其一唱一
和，起著串聯、解釋故事情節的作用。梨園戲中的「末」的保留，也
向世人證明了它有南戲遺風的古老色彩，而這一特色在中國其他的地
方劇種中已經不多見了。

　　作為有悠久歷史，而且表演藝術這樣絢爛的地方劇種，令我驚歎
的是，福建目前只有一個劇團，即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而且它的
生存已經面臨到很大的困境。先不說當地的泉州人自己是否看戲，就
連走在泉州城市裏面，知道當地有梨園戲這個地方劇種的人也不多。
因為香港中國藝術推廣中心王韋民老師的關係，我對梨園戲演員曾靜
萍有了近距離的接觸機會，由她也瞭解到當前梨園戲所面臨的一些困
境。

　　曾靜萍，從1999年開始擔任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的團長，近些
年來一直為梨園戲的繼承和發展而奔走。而在她與王老師的交談中，
她說的一句話我記憶尤其深刻：「我最想要的東西並沒有得到。」

　　一個曾經兩次獲得中國戲劇表演藝術最高獎梅花獎的演員，一個
被京滬的評論家排名在中國戲劇女演員三甲之列的演員，一個被稱為
「梨園戲天后」的優秀演員，也曾經擔任過全國人大代表和福建省政
協委員，什麼是她「最想要的東西」引發了我的深思。在曾靜萍的講
述中我們得知，當前梨園戲的招生很困難，所以梨園戲的繼承以及社
會對它的認同是一個擺在眼前的殘酷問題。現在她指導的這一批學
生，是她到邊緣的農村地區給學生家長一個一個做思想動員才招來
的。近些年來當地政府加大了對梨園戲的扶持，但整個社會環境對梨
園戲的發展並沒有得到改善。城市裏面看梨園戲的人已經很少了，有
的當地的年輕人甚至連泉州方言都不會說，只能講普通話。試想，如
果泉州人自己都聽不懂泉州話，自己都不看梨園戲，以泉州話為載體
的地方劇種梨園戲如何能得到好的繼承和發展？這一現實與1956年福
建省閩南戲實驗劇團演員訓練班招收梨園戲學員時的情景形成了鮮明
的對比。據藝人蘇彥碩回憶，1956年只錄取16個學生，卻吸引了2000

多人前來報考。面對新蓋起來
的梨園古典劇場，曾靜萍感
歎，這只是一個很好的空殼子
卻沒有實體。

　　實際上這個實體就是整
個戲曲的生存環境，但它並
沒有給中國的傳統戲劇足夠
的發展空間和傳承空間。不僅
僅是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梨園戲，即使不屬於「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列的湖
南花鼓戲也同樣面臨著同一難
題。2008年我曾經在長沙地
區做當代湖南花鼓戲發展的研
究，其中也涉及到花鼓戲目前
的傳承現狀。湖南省目前主要
培養花鼓戲演員的藝術學校，
其學生招生工作也進行得相當
困難，但更大的困難在於，學
生學了戲曲之後就業和認可成
為很大的問題，幾乎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的學生都不再從事花鼓戲的演出。

　　不得不承認，50年代的「戲改」，60年代的「文革」，80年代
改革開放後全球化的浪潮造成目前中國戲劇發展舉步維艱的局面。但
是當我們面對全球化的文化商品的時候，有沒有轉過身，仔細評價我
們自己的文化？從宋南戲，元雜劇，到明清戲劇發展的鼎盛時期，中
國戲劇以它的悠久歷史，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類藝術像戲曲這樣受到上至達官貴族，下至
平民百姓的喜歡。中國的戲劇也成為中國民族樂器、傳統聲腔藝術以
及即興伴奏藝術等賴以生存的母體。地方戲曲中的伴奏樂隊，如梨園
戲中的壓腳鼓，莆仙戲中的伬胡、四胡及湖南花鼓戲中的大筒，這些
都值得我們把它們放在地方劇種這一母體中去進行研究。我國的民間
樂器笛子、二胡、三弦都是依附中國的戲曲，直到20世紀初在西樂
的影響下，才慢慢脫離這個母體，成為獨奏的樂器，形成另一套美學
思想。而中國的傳統民間美學如何在音樂藝術中得到實現，實際上都
得放在它的母體戲曲中進行研究。然而當前的一些社會現象總讓人
感到失望，如當前對樂器的改革，對傳統聲樂藝術的繼承。而通過歷
史，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戲曲中的聲腔美學才真正體現了
中國傳統的聲樂美學，特別是宋元之後戲曲聲腔的發展。《唱論》是
中國現存最早的聲樂論著，而它是以中國宋元戲曲中的聲樂藝術為基
礎，總結出中國人自己的歌唱藝術以及實踐經驗。從對聲音、唱字的
要求到藝術表現，以及調律的基本情調、樂曲的地方特色、美的要求
及對歌者的評論等，均有論述。如對聲音的要求：「聲要圓熟，腔要
徹滿」。這些論述對傳統聲樂藝術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而這些要
求，當代的中國民族唱法只能望其項背。什麼才是我們中國民族的民
族唱法？20世紀80年代後在中國大陸興起的並得到官方推廣的民族唱
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體現了中國傳統的聲樂美學？這些都值得我們好
好去思考。

　　不得不說，近些年掀起來的「崑曲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2001
年，崑曲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第一批19種人類口頭非物質
文化遺產代表作之一。試想，如果當年崑曲申請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並沒有成功，它的情況又會怎麼樣？也許，等待我們的就像湖南的
湘劇一樣，只有一個劇團象徵性地存在。這些都在提示我們這些年來
一直都在重複著同一個錯誤：我們，往往是把自己的文化，放在世界
的天秤上讓別人來稱，在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內得到了認可之後，我們
才去重新認識、發掘自己傳統文化的價值。幸好莆仙戲還有朱石鳳等
一批老藝人，否則《目連戲》很有可能不能傳承下來。也幸好莆仙戲
還有王少媛等一批起著傳承作用的中青年演員，她（他）們積極為培
養下一輩的年輕演員而努力。但一個劇種光靠幾位老藝人，幾個名演
員，幾位研究人員去為它奔走，而缺乏社會給它一個生存和運作的環
境，誰也不能保證它的生命會延續下去。否則就像梨園戲的曾靜萍的
懼怕，耗盡了全身的心血，但梨園戲的傳承仍然只是一個空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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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到福建瞭解莆仙戲和梨園戲的機會。

圖三：梨園戲中的壓腳鼓
（2010年4月由本人拍攝於泉州）

圖二：摺子戲《朱朝連》中的攢腳、儹手、傀儡蹺步等動作
（2010年4月由本人拍攝於仙遊）



　　近代中國戲曲研究者把全國主要聲腔概分為五大類別：南崑、北
弋、東柳、西梆，再加上皮黃。崑是崑腔／崑曲，弋是弋陽腔，又稱
高腔，與崑腔同出於南方，但盛行於北方，清初在北京又稱京腔。柳
是柳子腔，屬民間小調、民謠山歌，現今山東仍保存了柳子戲。梆是
梆子腔，始於陝西。皮黃即西皮二黃，是現今京劇的主要聲腔1。中國
現代各地方戲曲莫不受以上五種聲腔的某兩三種的影響，而川劇—
四川的傳統戲曲就涵蓋了這五大聲腔，其中的弋陽腔，是筆者最想一
聽的聲腔，也是本年中國戲曲節吸引筆者觀看川劇的原因。

　　香港的本土戲曲――粵劇，其曲種包括：梆黃（梆子、二黃）、
崑曲牌子、廣東民謠（南音、木魚等）、雜曲及創作小曲（亦包括純
作演奏的譜子）2。粵劇的崑曲牌子常見於曲首一句用嗩吶奏出作上
句用，或崑頭子如「銀台上一句」（與貞娥刺虎一折《脫布衫帶叨叨
令》首句：銀台上煌煌的鳳燭燉的旋律十分相似）、「追信一句」
等，或特別排場如「登殿」、「點將」、「行軍」及某些例戲等。粵
劇研究者推斷例戲中的大腔部分就是弋陽腔3。崑腔在榮發的過程當
中，曾吸收當時的其他三大聲腔：弋陽腔、海鹽腔及餘姚腔的優點，
但在粵劇的例戲當中，已是崑弋難分。中國各地方戲的吉祥戲，大都
保留崑曲曲牌音樂，甚至是崑曲原腔原本原演法4。粵劇早期受湘劇影
響不少，尤其是湘南的祁陽劇，但祁劇少唱高腔5（前身是弋陽腔）
，湘南人用崑腔唱吉祥戲，若粵劇之例戲由湘劇傳入6，則應全是崑
腔了。另外，河北梆子演員唱崑腔吹奏曲牌時曰唱大字曲牌，只吹不
唱時，亦會加「大」字於曲牌前7，未知是否與「大腔」有關連，因為
其實大腔者，本身亦是曲牌，由嗩吶吹奏。這些方面，都可以加以細
考。

　　早期的粵曲，梆、黃各自獨立成曲，後來二者合用，再加上牌
子、小曲、民謠共冶一爐於一曲或一折或一劇之中，但在川劇，各種
聲腔都涇渭分明地出現在折子戲中，筆者於六月廿五日觀看的五個折

子戲，每折只唱一種聲腔，非常獨立，現分述如下：

一、高腔：《闔府歡慶》及《秋江》
　　川劇高腔保存了弋陽腔的原本歌唱形式，只有敲擊樂器如鑼鼓鐃
鈸顯示節拍而無伴奏，是徒歌乾唱形式，一唱眾和，是所謂幫腔，多
在句尾以高出在場腳色所唱本音的八度而接唱8，幫腔的結句有固定的
旋律。高腔腔調直率，字多音少，接近語言，連念帶唱，不斷往復迴

川劇折子戲觀後談
滾。其他聲腔的過門或追腔或句尾數字重唱，或許是弋陽腔幫和之遺
迹9。該二折的賓白頗多，一般排場有嗩吶伴奏。

二、燈戲：《裁衣》
　　燈戲又名花鼓戲或花燈戲，所演為生活小戲，所唱為民間小調，
村坊小曲10，屬柳子腔體系。該折的曲調輕快活潑，劇情以諧趣為

主。

三、彈戲：《曹甫走雪》
　　四川彈戲唱梆子腔，以棗木為梆，以梆為板（表示節拍），有月
琴或胡琴伴奏，驟聽似京劇聲腔。該折演員做工繁重而細膩。按梆子

亦秦腔，音調高亢，與高腔為一路11。

四、胡琴：《問病逼宮》
　　四川琴戲即皮黃，亦即現今京劇的主要聲腔，曲詞基本上是三三
四的十字句，有時爽唱用七字句。

　　以上折子戲內容可參閱當晚場刊。當晚沒有崑腔折子戲，所以不
知川崑如何，但知川崑保存了不少傳統古老罕演的劇目12。

1	 周2004：597。

2	 陳1980：1	。

3	 黎2007：41-46。

4	 朱、鈕1996：106-155及117。

5	 周1982：379。

6	 周2004：551；1982：201,212,214,279。

10	 康文署特刊p.9。

11	 《辭海》「梆子」條。

12	 周1982：229。

7	 朱、鈕1996：122,123。

8	 周2004：602。

9	 周1982：201,384,411；200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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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為昔日溫州、泉州中國戲劇萌芽、興盛之地，因此福建戲
曲與南戲戲文的關係向為學界所重視。然其與溫州雜劇（南戲）是同
期形成或由溫州傳入尚有爭議。不過以莆仙戲的古老演出形態及所傳
劇目之豐富，與梨園戲同被視為「宋元南戲的遺音」。莆仙戲流行福
建沿海中部，以莆田、仙游二縣為主，流播及於永春、晉江、惠安、
福清、永泰等鄰縣的興化語系地區。原來莆仙戲向被人稱為「興化
戲」，蓋因宋時莆田、仙游隸興化縣，至明、清時屬興化府，當地人
則稱為「莆田戲」、「仙游戲」。

　　莆仙戲與梨園戲的發展特質相似，其行當腳色、音樂曲牌、傳統
劇目都與南戲有著密切關係。兩者皆是在古代「百戲」的基礎上，結
合地方表演藝術發展形成，亦同時深受木偶戲影響，演繹做科都富有
獨特的藝術風格。莆仙戲的行當分類與傳奇體十行當的崑曲不同，以
七個行當搬演戲劇，即生、旦、貼生、貼旦、靚妝（凈）、末、丑等
七種腳色，亦名「七子班」，被認為是古代南戲的系統遺留。清末間
增添老旦一行，因名「八仙子弟」。後又吸收其他劇種的分行，然而
「靚妝」一行至今仍保留雜劇中的舊稱。

　　在音樂上，莆仙戲的聲腔以「興化腔」為正音，曲目融合莆田、
仙游的民間歌謠俚曲、佛曲法曲、宋元詞曲形成。因此部分曲牌，其
名目、音韵、詞格與唐、宋大曲和宋詞調相同。莆仙戲曲牌千餘，有
「大題三百六，小題七百二」之稱。部分僅存於早期南戲的曲牌，如
《張協狀元》的【太子遊四門】仍是莆仙戲常用的曲牌。莆仙戲樂
器，原以鑼、鼓、笛為基本。鼓為大鼓，鑼即沙鑼。鑼鼓作用為節制
舞臺表演，鑼鼓經共三百餘。笛，有蘆笛和梅花；蘆笛即頭管，相傳
自古代篳篥，為莆仙戲獨有伴奏樂器；梅花即嗩吶。	

　　莆仙戲的傳統劇目內，八十餘個保留宋元南戲原貌或故事情節；
當中更有部分劇本流傳至今，如《目連救母》、《蔡伯喈》、《張洽》
（《張協狀元》）、《朱文》、《劉文龍》、《王祥》、《王十朋》
、《劉知遠》、《蔣世隆》等。與《南詞叙錄》中“宋元舊篇”著錄
的南戲劇目相同或基本相似。其中尤以目連戲的表演最具特色，保
留雜劇、傀儡戲的藝術面貌。其曲牌、聲腔、鼓板、身段做表、程式
規範、裝帽和砌末與傀儡目連戲等如出一轍，顯露其搬演的餘緒。莆
仙目連戲中表演程式，如「三步一拜」、「十八拔」、「蛤蟆拜」、
「三節彎」、「公背婆」等，都運用到模仿傀儡的表演，稱之為	
「傀儡介」。

　　而莆仙戲演員的基本功，其總稱為「傀儡核」，以「上不超於眉
毛，下不低於肚臍」為綱要。諸如生、旦、凈、丑各自的特色步法	
「擡步」、「蹀步」、「挑步」、「七步溜」都承襲傀儡形象。至於
表達人物的喜怒哀樂時，都使用形象化的演繹，不限於情感的傳遞。
「雀躍步」、「雙搖步」、「雙掩面」、「雙體肩」等形體動作的外
化演繹，正是莆仙戲是與傀儡戲有血緣關係的證明。

宋元南戲遺音 — 陳苡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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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仙戲是中國最古老劇種，科介動作深受傀儡戲的影響，各

個行當都有整套成熟的表演程式。「靚妝」是莆仙戲的行當

之一，也稱「凈」或「大花」，莆仙戲「靚妝」的稱謂是沿襲

宋元古稱，由此可見莆仙戲的古老。「靚妝」在莆仙戲的行當

裏佔指導地位，很多劇碼中都有「靚妝」的角色，如《晉宮寒

月》中的獻公，《新亭淚》中的王敦，《雙條漢》中的尉遲

恭，傳統劇中秦檜、董卓、包公等腳角（即角色），以上這些

角色行當相同，但表演形式也不盡相同。

一、文武「靚妝」科介表演不同的特點：

　　明、清前莆仙戲的行當分生、旦、貼生、貼旦、靚妝	

（凈）、末、丑七個腳色稱「七子班」，清末才加上「老旦」故

稱「八仙子弟」。在藝術表演的基本功和程式功上，「靚妝」的

表演是別具一格，它的基本功、程式功表演極為精美，具有古、

奇、特等特點。莆仙戲曾經幾代前輩老藝人以「靚妝」、「末」

行當表演聞名全國。如莆仙戲已逝老藝人陳兆加師父演過《商輅

教書》中的院公、《團圓之後》中的舅父等角色，在省裏和華東

區調演中均獲過獎；傅起雲師父演過張飛、尉遲恭、商輅、《團

圓之後》中的杜國忠等角色，獲過華東區和福建省多次獎項，也

由此開創了「傅派」靚妝的表演風格，聞名遐邇。	

　　莆仙戲各行當具有獨特的步法：有生角的三步行、旦角的細

蹀步、靚妝的挑步、丑角的七遛步、副凈角（二花）的搖步、末

角的老人步、顛步等；要根據劇中的人物行當來表演，同一行當

在不同的劇情中，表演運用的程式功也不相同，文的腳角就用文

的程式功和基本功，武的腳角就用武的程式功和基本功。它有固

定不變的表演套路，也有語言外化的動作，如「上朝下朝」、	

「上堂下堂」、「上橋下橋」、「上樓下樓」、「上馬下馬」、

「上船下船」等重要程式功，都要緊密結合音樂、鼓點去表演。

在舞臺表演時，要充分運用基本功和程式功，根據劇中不同的情

景創造出許多完整的，固定不變的表演套路來體現各腳角的一舉

一動，充分展示人物形象內心情感。

　　莆仙戲行當表演形式，是充分運用科介的基本功和程式功連

接組合而成的，而不是某單個動作或某單個程式功就能演的。如	

「靚妝」的行當曲〔紅皂襖〕一曲中就運用了「挑步」、「三

下提（棺）」、「打扇」、「拼手」等，整首曲的表演臺位是

固定的，而且有固定的臉部表情，做「三下提」科介動作時，

必須圓眼鬍鬚上下抖，也要根據古老音樂、傳統鼓聘的輕重和

快與慢的不同節奏而表演。在傳統折子戲《鳳儀亭》中董卓是

「靚妝」行當，在表演時運用基本功加上形體外部的具體動作

來展示人物的心裏外化。這段戲的表演裏：董卓在貂蟬面前，

見她美貌，情不自禁地親昵呼喚：「美人呀，再走幾步與孤來

看喲！」學貂蟬步子踏前三步退後三步，仿貂蟬身段，男形女

相醜態極盡。後董卓發現貂蟬暗會呂布，怒火中燒，把貂蟬推

倒在地，揮起雙拳，形如猛虎，似有千斤之力，落下時卻不損

毫毛，重複三次都沒有打到貂蟬身上，又用雙腳向左右踩，也

不敢踩到貂蟬，最後舉起椅子欲砸見貂蟬嫵媚一笑，急忙收回

椅子說：「險呀！」這段表演淋漓盡致地表現出董卓

是個性情粗暴，貪戀女色的一代奸雄，成為莆仙戲

文「靚妝」行當經典的表演藝術。再說傳統折子戲	

《雙條漢》中的尉遲恭腳角表演是屬於武戲，他的整場

表演從頭到尾都用傳統的程式功身段造型，在雙方武打

時，運用蹦與跳的舞蹈化手法貫穿始終，把唱、做、打

同時結合一起；即邊唱邊打邊走跳，手腳齊舉齊放，

像提線木偶招數。以上兩個「靚妝」腳角有文有武的

表演對比，足以證明古老莆仙戲「靚妝」行當科介表

演相當豐富，具有獨特的藝術特點，與其他劇種相同

行當表演有很大的區別，這兩段「靚妝」的表演已成

為莆仙戲靚妝行當的傳統藝術，代代相傳。

鄭劍飛

二、「末」科介表演有兩種特點：

　　首先來說「武末」（即二花臉）。從前莆仙戲因為行當的限

制，「末」角不僅只扮演著蒼老白髮的老者，還要承擔二花臉的

戲。「武末」行當曲有[剝皮滾]，也有一整套科介基本功和程式

功。與「靚妝」行當有許多是共通相似的，也有部份分別差距

的。如《武頭出末》表演是運用武的科介程式功，有「扣手」

、「鳳尾手」、「搖步」、「摸田螺」、「起踢腳」、「雞母孵」、

「拼手」、「吊腳」等動作。整套運用「跳臺拉沙」程式功的奇

特表演動作。據說演出《武頭出末》能夠驅疫逐鬼。過去莆仙戲

不管到哪里去演出，為了祈求當地觀眾和演職員平安，首先須

演出這個節目，所以稱之謂《武頭出末》。這個節目帶有唐代	

「大面」戲的遺風，是莆仙戲中最古老科介之一。

　　其次，「末」的另一腳角「老生」可分為高、中、低三種老

人身段。老生的基本功、程式功是相同的，但它的身段又有所大

不相同。

一	 「高的老者」（即身段沒有彎的老生）：

	 如《春草闖堂》中的李閣老，整場戲的表演始終就是運用高的

身段，人物一出臺雙手舉胸齊，右邊握扇左邊香園手，一步一

點頭由慢到快向臺中行進。唱行當曲牌【八聲甘州】，動作與

身段互配一致相當精美，大氣磅礴。道白語氣與其他老者相對
緩慢，給觀眾第一感覺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

二	 「中的老者」（即身段半彎的老生）﹕

1.	 如《瓜老種瓜》中瓜老。瓜老出臺是右手握鋤荷放在右肩

上，左手挽鬍鬚，身段半彎向前微傾，雙膝彎向左右分

開，頭向右傾斜隨步點動，整個表演採用傳統程式功，有

「上坡下坡過溪」、「顛倒步」和一套耕地藝術化動作來

展示人物的內心語言和情趣。

2.	 如《目連戲》中的土地公，是個「三腳杖」的老生，起步

時，雙腿微彎曲，右手扶杖、左香園手舉乳齊，左足先踏

前與右杖相對，隨著步伐腳、手、頭同時擺動，這是莆仙

戲老生「三腳杖」最根本的步法。

《雙條漢》（又名《三鞭回兩鐧》）中筆者
（花臉者）演尉遲恭，邊唱邊打邊走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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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百花園中的新貴
越劇及歌仔戲

　　越劇（紹興文戲）及歌仔戲是戲

曲百花園中的新貴，兩者的發展歷程

不過百年，由民間小調成為各自所屬

地區的代表劇種。於四五十年代大步

邁進，在吸收其他傳統大劇種養分的

同時，從不同的文化媒體、演藝類別

提取凝煉，轉化成自身的構成元素。

在此後數十年間復受到地區文化環境

的形塑，雕琢出各自的風情意趣。在

兩者舞臺營運操作以話劇作為基模之

外，兩者的題材內容、演繹風格卻相

映成趣。

　　越劇在改良後，尹（桂芳）、徐

（玉蘭）、范（瑞娟）、袁（雪芬）

、呂（瑞英）等流派溢出，各自展演

流麗宛轉的越劇風韻。歌仔戲在臺灣

也是星光閃爍，由歌仔戲皇帝楊麗花

到今日無敵小生孫翠鳳，昔日的農村曲調，今日已經成為全臺灣

代表性的劇種，更於國際舞臺上展現。

越劇談
　　今天，說起越劇大家很多時都會聯想到上海、清一色的全女

班以及是全國五大劇種之一。她的發展是近數十年中頓然盛開

的；但發源地不是上海，而是浙東嵊縣的農村；早期的越劇更是

全男班。《梁祝》、《五女拜壽》、《西廂記》、《紅樓夢》這

些膾炙人口的劇目，劇本文字流麗、演出藝術精湛、情感深刻蘊

藉，確令人難以想到這個劇種的前身只是沿門唱書的民間小調。

沿門唱書與落地說唱

　　隨著沿門唱書的流行，曲調與說唱內容都豐富起來，原來零

碎的段子發展成為有情節內容的說唱話本，如《珍珠塔》。演唱

的方式也起了變化，有了「尺板」的伴奏；除了獨唱，還可以雙

人或多人的和唱。後來更加入了念白和表演的元素，在茶館酒樓

「落地生根」作為固定的演出場域，進入了「落地唱書」的階

段。這時期又吸收融合與創作新調，如【潮州三跳】、【吟哦

調】、【四工合調】；新故事如《雙珠鳳》也被傳唱開來。「落

地唱書」日益發展，漸形成南北兩派，以南「俗」、北「雅」各

成一幟，為日後越劇發展奠下更多的文化資本。

小戲初成

　　藝人在長期的演出中累積了一套創作的方法1。而觀眾在滿

足五音之後，更希望藝人把故事搬演出來。藝人們就地取材，借

來長袍馬褂、抹上胭脂粉墨登場起來。自此，一個新的小劇種有

了雛形，相對於當時最流行的「紹興大班」，起名為「小班（小

歌班）」2，以其風趣生動、親切自然吸引了鄉眾的支持。以此為

基礎，小歌班進一步的向周邊城市擴展，數年間小歌班傳播覆蓋

浙江的大小城市。1917年小歌班以「紹興改良新戲」之名初登上

海，惜失敗收場。自此南北派藝人聚合經營，再向京劇、紹劇等

提取藝術元素進行改良，同時改用了嵊縣官話來演唱。這次的改

良為越劇的發展提供了更具體的基礎。

絲弦正調、紹興文戲時期

　　20年代初小歌班再征上海，多個男班在上海競演，成功地取

得觀眾的接納。連台本戲《孟麗君》為越劇定下劇目風格，同時

促成了她的音樂改革，吸收更多的民間曲調和紹劇板式，初步形

成了越劇的板腔體系。專職樂隊的出現和越劇專演劇院「升平歌

舞臺」的建設標誌越劇發展進入新的里程。20年代，越劇男班進

入全盛時期，不時進入高規格的演出場所。另一重點是女演員的

出現和男女混演的形式。

楊麗花歌仔戲公演宣傳單

作者簡介
鄭劍飛，1 9 6 3年出生， 1 9 8 2年畢

業於仙游縣戲曲藝術學校， 1 9 8 2

年至9 6年在仙游縣鯉聲劇團從事莆仙戲藝術表演	

（大花、老生行當）。繼承扮演了傳統折子戲《三鞭回兩鐧》中尉

遲恭、《鳳儀亭》中董卓、《掃秦》中秦檜、大型傳統保留劇目	

《春草闖堂》中李閣老、《新亭淚》中王墩、《晉宮寒月》	

中獻公、《神馬赴》中朱大猛及《臨安行》中秦檜等十幾個傳統劇

目中的主要人物，在各屆戲劇調演中多次獲獎，並受到專家和領導

的好評。曾參加鯉聲劇團第三、五度晉京演出。兼任過

三屆莆仙戲藝術學校藝術教師。1996年至今在莆田市

城廂區文化館從事群眾文化、民間職業劇團管理工作。

三	 「低的老者」（即三節彎的老生）：

	 如《商輅教書》中的老院公，《春草闖堂》中的老院公等，在

莆仙戲裏凡是扮演老院公腳角，從頭到尾不管表演什麼動作都

要保持其身段三節彎。這個行當主要規範表演科介帶有舞蹈化

的套路，如「過山過溪」、「上坡下坡」、「步仔四步寄」、	

「三下顛」、「三下跋」、「三下拼」等一系列基本功。

　　以上是莆仙戲「靚妝」、「末」行當和幾個腳角科介的基本

表演，它們雖屬同一行當，「靚妝」表演和高、中、低「末」角

的科介表演，對比鮮明。由此可證，莆仙戲表演藝術的古老和科

介藝術規範化的特點，因之，莆仙戲被專家認定為「宋元南戲」

的活化石。現已列入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加以保護，莆仙戲

的優秀古老藝術，得以進一步搶救和傳承發展。

＊文章及劇照由香港中國藝術推廣中心提供，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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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科班的成立

　　因應京劇髦兒戲受到歡迎，越劇女班的念頭開始萌生。1923

年，「施家喬女子科班」成立；1929年「新新鳳舞臺」成立，兩

年後改名「錦新舞臺」到上海、寧波等地演出。一時越劇女班興

起熱潮，各地紛紛仿效開辦，開始改變了越劇以男班獨佔市場的

情況，唱腔和表演的風格也作出了針對女班的改良。30年代女子

越劇興起，取代了男班的地位。在抗戰時期更佔了整個上海劇壇

的半壁江山。

轉移上海

　　抗日戰爭爆發後，女班蜂擁來滬，上海租界成為「孤島」。

而租界內，局勢相對安定，經濟亦得以迅速發展。當中人口也以

江浙人為主，為越劇在上海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客觀條件。加上

上海雲集各個劇種，又集中了女子越劇的知名演員，促進了演員

的藝術交流和提升，使上海成為越劇的中心。

越劇改良

　　女子越劇班社立足上海後，明白面對上海這個大城市有不同

於農村的生活方式、審美情趣，要在此地維持下去，必須適應觀

眾的要求進行變革。越劇從曲藝形式的說唱衍化而來，表演手段

比較單調、貧乏。上海租界內各劇種名家薈萃，給了越劇廣泛吸

收他人之長的良好環境。姚水娟率先進行改良，她聘請的樊籬	

（樊迪民）以古典文學、古典戲劇、歷史故事、社會新聞為題材

編寫新劇，引得其他戲班紛紛仿效。在劇團的競爭中，新劇目成

吸引觀眾的重要手段，因此四十年代初期便有了越劇編劇「四金

剛」：樊籬、關建、胡知非、陶賢，為越劇創作出大批新編劇目

和經典劇目。

　　新劇目的搬演，也促使舞臺突破了傳統的一桌二椅的形式。

簡單的彩繪布景開始被使用，演出時裝戲時，更以「話劇化、電

影化」為號召，用上了許多寫實的元素，燈光、聲效也從話劇移

用過來。

　　在藝術不斷的改良外，越劇的營銷手法也因應城市生活方式

而改變。班社制改為劇團制3。改變以往敲鑼搖鈴四處吆喝招徠的

方法，運用上海傳播媒介的覆蓋能力，大力宣傳。

五十年代戲改

　　建國前，上海的越劇班社多為民營性質，1950年國營華東越

劇實驗劇團在以袁雪芬為團長的「上海越劇實驗劇團」基礎上成

立，被賦予「戲改」典型示範作用的任務。同年6月上海影劇工會

越劇分會4成立，負責領導和管理上海市的各個民間職業越劇團。

劇團亦要向上海市文化局登記改組，分為國營劇團、民辦公助與

領營業許可證的民間劇團三種類。

　　1958年，原屬上海市文化局統一管理的劇團，下放到區、縣

文化主管部門領導。為加強對劇團的領導作用，幹部被下派到各

劇團中，以及於劇團中培植黨員發展組建黨支部。

　　在「戲改」的歷程中，對傳統劇目「去蕪存精」，積極改編

創作是重要手段。新編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碧玉簪》、	

《追魚》、《打金枝》，文學名著改編的《祥林嫂》、《西廂

記》、《紅樓夢》，歷史劇《則天皇帝》，和朝鮮故事改編的	

《春香傳》等一大批越劇的劇目湧現。

兩次重要的匯演

　　1952年、1954年越劇參與全國、華東五省一市戲曲觀摩演出

大會，當時全國各地的觀摩團到來，讓越劇的藝術成就為全國認

知。自1956年始，上海市人民政府又相繼組織了18個越劇團支援

西北和其他地區，使越劇傳播至全國各地。為越劇從地方性的小

劇種發展成全國性大劇種打下基礎。

越劇培訓的規範化

　　上海文藝處在1950年指導「出新越藝社」組織越劇老藝人開

設了民辦藝訓班5。至1954年，華東戲曲研究院（今上海市戲曲

學校）開設了由國家舉辦的越劇藝術人才培訓班，按照中等藝術

專科學校的規範教學。在上海、紹興、蘇州三地招收四十男、二

十女學員，進行為期5年的學習，並邀京劇和崑劇傳字輩老師教

授。1956年，招收3年制音樂班學員。1958年，越劇班師生到上海

越劇院實習。翌年畢業後，除少數男演員分配到浙江外，大部分

留在上海越劇院。

　　60年代，上海文藝界掀起辦學熱潮，上海越劇院及部分區縣

劇團辦起了學館和訓練班，並把團中人員送到上海戲劇學院進修

學習。上海戲劇學院、上海音樂學院和上海電影專科學校，先後

把不同專業的專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分配到各院團中任職，

為越劇的發展預備了充足的人材。

文革時期

　　60年代中葉，是中國的浩劫年代。越劇被指斥為「靡靡之

音」、「六十年代的怪現象」、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上海和全

國各地的越劇劇團均遭解體，藝術家慘遭迫害6，大批藝術人員被

逼改行和被送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至70年代，少量的越劇

被准許演出，然而要跟隨更嚴格的政治指導，完全地搬演「樣板

戲」。此間的演出全以政治宣傳任務為中心，越劇的本性及特色

喪失殆盡。

　　十年風雨飄搖的劫難終於過去，越劇與其他戲曲藝術一樣，

重新撿拾出發。近三十年新的劇目編撰及經典重新演繹，加上新

一輩的中青藝術家，再次把越劇的藝術發揚。這些年來不再限於

國內風靡，而是屢次作為代表到國外展演。

歌仔戲在臺灣
　　歌仔戲在臺灣歷經百餘年的發展，曾有過落地掃、舞臺、媒

體與現代劇場等演出方式，展現了它強大的包容力與適應力。歌

仔戲的主要元素「歌仔」源自大陸閩南地區，早期以說唱曲藝、

歌仔陣、歌仔館等方式流播。至今宜蘭地區尚保留了較早期的原

始面貌的「本地歌仔」。早期的歌仔戲富有吟歌唱念與踏謠歌舞

的小戲特質，語言通俗易懂、鄉土味濃，以「歌仔冊」（故事情

節與角色人物）作為藍本。它從歌舞曲藝逐漸發展為大戲，進而

登陸內臺商業劇場與外臺廟會的舞臺。

　　隨著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大眾媒體如廣播、電影、電視等

興起普及，吸納了眾多的劇場觀眾，導致內臺演出逐漸式微。因

時制宜，歌仔戲與大眾媒體進行跨界合作轉型蛻變，形成有別於

舞臺演出的媒體歌仔戲，其製作方式與藝術美學亦影響到當時及

其後的舞臺演出。

　　自七十年代鄉土運動的驅使下，政策、民間文化單位與學界

紛紛投入了對歌仔戲的關注，待八十年代的歌仔戲進入現代劇

場，結合了舞臺藝術專業與文宣行政人才，把歌仔戲的創作帶領

至一個更精緻和現代化的模式，繼續擔綱維繫臺灣本土精神文化

的使命。

歌仔戲的特色

　　聲腔、音樂是各戲曲劇種的特質元素。歌仔戲音樂由演唱曲

調和牌子器樂組成，有採擷自其他劇種或藝術門類的音樂曲調，

也有歌仔戲演員樂師的原創。隨著歌仔戲的發展，各曲調的音樂

旋律特徵，漸次演化為在舞臺演出應用中表示特定情景。歌仔戲

中最具代表性的音樂曲調為【七字調】與【都馬調】，【七字

調】於臺灣本地形成，用於敘事；【都馬調】則由「都馬班」引

進臺灣，多用於表達複雜情景。伴隨時代的演變與演出的需要，

許多「新調」與新劇一同被創作，甚至進一步的建構整體音樂設

計理念。除了演唱用的曲牌外，還有僅用於過場、伴奏沒有唱詞

的樂曲，稱為牌子器樂或「串樂」，如【風入松】、【漿水】等

曲牌。

　　歌仔戲的傳統樂器為四管，包括仔（笛子）、殼仔絃（椰殼

胡）、大廣絃和月琴。其後吸收北管及京劇的鑼鼓點，加入喀仔

板、單皮鼓、通鼓、鑼、鑔等武場樂器。胡撇仔演出時，更會
使用上爵士鼓與電子琴等西洋樂器。在現代劇場演出或大型公演

時，更會與國樂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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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曲文學賞析―崑曲與粵劇的《紫釵記‧

折柳陽關》」講座已於2010年6月27日（日）假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行，講者為張敏慧女士

（劇評人）及楊明先生（香港中華藝萃研究會會

長）。講座為第八屆「香港文學節」交流會活

動，由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香港中文大學戲曲

資料中心策劃，吸引約95人參加。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粵劇粵曲文化工作室（下簡稱「工作室」）於2009

年10月成立，它位於中山大學南校區，主要以研究、推廣、實踐粵劇、粵曲與粵樂及

其相關語言和音樂文化活動為目標，為學界、業界及社會對粵劇粵曲文化有與趣人士

建立溝通平台。

　　「工作室」由中山大學歷史系程美寶教授負責統籌、戲曲愛好者沈秉和先生擔任

顧問及諮詢會議召集人、廣州炎黃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謝少聰任聯絡協調人、並邀得

廣州文藝創作研究院戲劇研究室副主任羅麗任客座研究員。

　　「工作室」一方面搜集粵劇粵曲文獻資料，同時進行戲曲書籍出版及推廣活動，

並組織田野考察及粵劇從業員口述歷史訪談活動。「粵

劇口述歷史訪談計劃」由中山大學中文系關謹華博士主

持，目前已訪問了羅品超、秦中英及徐人心等二十位粵

劇藝人，記錄並整理三十多萬字訪問記錄，讓老藝人的

經驗和見聞得以保存。

劇目

　　歌仔戲的劇目最初取材來自民

間故事和歌仔冊，後來吸取南管、

亂彈、京劇的演出劇目，如歷史演

義等。日治末期，因禁演舊劇而衍

生了「胡撇仔戲」，它吸納過新

劇、日本電影、武俠小說、時事題

材等，可見歌仔戲貼近流行文化風

潮，有強大的包容力。由於歌仔戲

原來是以「作活戲」的方式演出，

由講戲先生簡要說明劇情大綱與出

臺順序，再交由演員運用其才華自

行發揮。因此早期被擇錄下來的劇

本多是「講綱」（幕表）的形式，

只有少數劇目留下完整的演出本。

戲曲簡訊

「工作室」聯繫方法：
通信地址：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中山大學東北區317號中山大學

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510275

電　　話：	86-20-84035222		黎月梅小姐（工作室行政助理）

電郵地址：	cocw@foxmail.com

傳統歌仔戲「落地掃」

楊明先生講解《粟廬曲譜》中「折柳」曲詞張敏慧女士講解唐滌生版本《紫釵記‧折柳陽關》

《曲判記》河洛歌仔戲劇團

參考資料
應志良

2002	 《中國越劇發展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嵊縣文化局越劇發展史編寫組

年份待查	《早期越劇發展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林美璱

2007	 《歌仔戲皇帝楊麗花》，臺北市：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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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臺灣歌仔戲史論與演出評述》，臺北市：里仁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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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恃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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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義校閱			楊馥菱著

2002	 《臺灣歌仔戲史》，臺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上海越劇院，http://www.yueju.net/article/index.asp

1	 隨著落地說唱的發展，一些固定的唱書段子確立起來，藝人們再根據個別的情節稍作
更動，成為說唱的程式。前者稱為「賦子」，後者在藝術加工後成為特定情景場合專
用時便稱為「肉子」。

2	 以其伴奏樂器之聲稱為「的篤班」，還有其他的名字如「嵊劇」、「剡劇」。

3	 越劇戲班早期實行班長制，班長既是戲班的老闆和總管，掌握著人士聘用、劇目搬演的
權力，再與劇場老闆簽約，擔任中間人。在上海發展後，由經理統一掌管演員與劇場營
銷事務，實行劇團制，以主要演員的名字命名以資號召，演員直接與經理簽定合同。

4	 選舉范瑞娟、徐玉蘭為正副主席。

5	 1951年師生組成4個實習演出團，分赴浙江杭州、嘉興、湖州地區和滬寧鐵路沿綫城
鎮演出。其後分別落戶於江蘇鎮江、浙江湖州及回滬建團。

6	 其中著名的越劇藝術家袁雪芬被關押毒打，批鬥五百多次；竺水招被折磨得自殺；尹
桂芳受迫害致半身癱瘓，還有多不勝數的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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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籌辦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ADC.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逢第二及第四個週六開放）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團體或使用特別藏品需另行預約）

捐贈者 捐贈日期 獲捐藏品

廖漢和先生 24/3/2010 「小雅樂軒‧屯門文藝協進會」刊物及廖漢和先生粵劇粵曲作品共212項

楊葵小姐 1/4/2010 戲曲卡式錄音帶共54盒

楊明先生

7/4/2010 「藝苑明珠京昆藝術家戲曲教育家言慧珠表演藝術與教育成果研討展演活動特刊」乙本

17/5/2010
《中國京劇》共十二本、《河南省博愛縣戲曲考察與研究》乙本、《揖梅齋詩稿》乙本、	

《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研究》乙本、Testimony of History	乙本

林家聲慈善基金 22/4/2010
《林家聲藝術人生》、《博精深新―我的演出法（珍藏版）》、《博精深新：我的演出法（一）》、
《博精深新：我的演出法—唱做唸打》各乙本及《林家聲精選系列之一》（鐳射唱片）乙隻

梁森兒女士 3/5/2010 《中國京劇衣箱》乙本

傅謹教授 19/5/2010
《草根的力量―台州戲班的田野調查與研究》、	

《薪火相傳―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與實踐》、《溫岭戲班―民間信仰與戲劇的繁榮景象》、	
《老戲的前世今生》、《京劇學前沿》、《中國戲劇》各乙本

盧譚飛燕女士
2/6/2010 Hong Kong Tale-Spinners	內載《何惠群嘆五更》之英譯

7/6/2010 《書想戲夢》、《粟廬曲譜外編》（卷上）及（卷下）各一本

陳秀麗小姐 24/6/2010 《逢場作戲》乙本

潘步釗博士 29/7/2010 《五十年欄杆拍遍‧唐滌生粵劇劇本文學探微》乙本

戲 曲 資 料 中 心 捐 贈 名 單

戲 曲 資 料 中 心 使 用 情 況

*	總使用時間包括到訪、電話查詢、網上查詢及委託服務時間。

二零一零年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開放日數	 24天	 22天	 22天	 22天

每日平均訪客	 2人次	 3人次	 5人次	 2人次

總開放時間	 12,900分鐘	 11,820分鐘	 11,820分鐘	 11,820分鐘

總使用時間*	 11,776分鐘	 13,118分鐘	 11,977分鐘	 8,872分鐘

使用率	 91%		 111%		 101%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