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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茶館劇場── 
陳廷驊基金會教育專場

蒙陳廷驊基金會慷慨支持，西九文化區

在 2019年初舉辦為期三年的教育專場，

主要對象是中一至中四的香港學生。每

場包括以下兩個環節：(一 ) 西九戲曲中

心場地及設施導覽，沿途附帶戲曲入門

知識講解；(二 )粵劇折子戲、古腔粵曲、

廣東譜子及牌子音樂導賞。透過精心挑

選的表演節目、現場解說和對話，讓同

學從直觀入手，感受戲曲的趣味，並引

發同學反思戲曲故事承載的文化價值。

我們鼓勵帶隊老師和同學出席教育專場

後，在校內延續戲曲文化教學。這本教

學資源手冊以深入淺出的手法，介紹戲

曲的知識、概念，供教師備課時作參考。

手冊有初階、中階、高階三本，每本分

六個部份，首尾兩部份從戲曲的起源與

演變，談到香港粵劇百年來的興盛與危

機，兼及文化承傳的課題；第二、三、

四部份分別從聲音、形體、劇場三方面

論述粵劇的美學；第五部份聚焦戲曲呈

現的價值、倫理、道德，並以教育專場

選演的折子戲為例討論。

我們期望通過教育專場及教學資源手

冊，讓新一代能掌握確切的戲曲文化知

識，日後看戲時懂得分析、欣賞，也懂

得作出理性批評，並且能以戲曲作為切

入點，反思個人與群體或社會的關係，

以及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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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4 戲曲與戲劇

● 戲劇、舞蹈、音樂

● 戲曲的特質

P.05 古典戲曲的源起與演變

● 從小戲到大戲

● 京劇與各種近代地方戲

P.07 粵劇的流播

學習重點：

甲、認識中國戲曲的「四功」。

乙、認識中國古典戲曲的源起與演變。

丙、認識粵劇的流播。

1
   



P.04

戲
曲
與
戲
劇

戲劇、舞蹈、音樂

談到表演藝術的時候，今天我們常常提及

三大類別：戲劇(或劇場)、舞蹈、音樂。

王朝時代的中國，都有使用「戲劇」一詞，

例如唐朝（七到九世紀）作家杜光庭，在

他的志怪小說《仙傳拾遺》裏，說到「有

音樂戲劇，眾皆觀之」。「音樂戲劇」在這

裏是一個廣泛的形容，不是一種表演藝術

類型的專有名詞。

戲曲的特質

中國傳統文化在戲劇的表演藝術範疇，

生成的特有形式，我們叫它做「戲曲」

從來不叫戲劇），屬於戲劇中的音樂劇

場。中國傳統沒有創製話劇一類的劇場，

話劇是二十世紀初由留學日本的學生首

先帶到上海的。

戲曲的主要元素是「四功」：

唱 即歌唱，伴以旋律樂器和鑼鼓敲

擊音樂

念 對白，有格律的念白和散文說白

做 身段動作，都是程式化的、舞蹈

式的

打 武打雜技

中國戲曲是唱（音樂）先行，但四功是同

等重要的。京劇傳統，有「聽戲」的說法，

可見音樂的重要。在香港，去觀賞粵劇

或其他戲曲，我們口語都說「睇大戲」。

戲曲，是聽的、也是看的。

傳統戲曲，唱腔和伴奏音樂，主要是把

既有的曲調、板式重複組合使用，有時

會加入新曲。組織音樂和填詞，傳統叫

法，是「撰曲」。

古典戲曲．地方戲．粵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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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佘太君掛帥》演出劇照  

從小戲到大戲

戲曲源變眾說紛紜。

有源於巫覡歌舞、民間歌舞、宮廷樂舞、

宮廷俳優、說唱文學及多元素綜合說法；

有認為產生於宗教祭祀和百戲競技的場

合；有指源於勞動、娛樂和遊戲，或源

於傀儡戲和影戲，或受梵劇影響而成。

也有綜合式的看法，認為戲曲源流眾多。

戲曲初期的樸素形式，格式和規範簡單，

演員一般一至三個，輕鬆詼諧。（今天仍

然有類似的「小戲」形式，例如遼寧二人

轉、廣西採茶戲等。）

簡單的小戲吸收了說唱題材、敘述長篇手

法、大型的音樂體製，逐漸壯大為大戲。

最早的大戲形成於南宋光宗紹熙年間；

至元代戲曲成熟，當時的形式，叫做「雜

劇」，例如關漢卿的《竇娥冤》；明、清

時代仍有人創作雜劇的。明代興起而盛

至清代的「傳奇」劇，名作則有湯顯祖的

牡丹亭》。

元明清的雜劇和傳奇戲曲作家，是戲曲

的「作者」。許多地方戲有眾多傳統劇

目，長時間在民間流傳、為大眾熟知，

特定的戲曲作者就不彰顯了。今天香港

粵劇演出運作的情況也相似，名家名劇，

作者會被標示（例如唐滌生、葉紹德），

但好些時候，那些流傳多年、通俗熟悉

的劇目，往往就沒有標明作者；也有些

時候，作者是難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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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劇與各種近代地方戲

明代崑腔等聲腔盛行的同時，各種地方

聲腔也逐漸形成不同的地方戲。它們的

曲調和節奏對比變化大，擅於表達激動

的情感和戲劇衝突，對於清柔高雅，流

行於文士之間的崑山水磨腔構成很大的

威脅。文人認為地方聲腔鄙俗而譏笑為

「亂彈」或「花部」，水磨調尊為「雅部」。

到了乾隆年間（1736-1796），花部亂彈

戲班匯聚大都市競演，逐漸壓倒雅部。

京劇就是 1790年四大徽班晉京為乾隆

祝壽，汲取其他腔調以後形成。不少大

戲都以這樣的方式發展起來的。

古典戲曲的演變

南宋紹熙年間 最早的戲曲（南戲）在溫州形成

金元之際 「北曲雜劇」形成

入元後
北曲雜劇極盛，作品如關漢卿《竇娥冤》等

南戲漸吸收北曲

入明後 「地方戲」逐漸形成

明嘉靖年間
梁辰魚創作《浣紗記》，將「水磨調」搬上舞臺，

蜕變出新體製劇種「傳奇」

清乾隆年間
地方聲腔漸壓過「水磨調」

各地戲班匯聚京師、揚州等大都市互相競演

清乾隆 55年
  1790年）

四大徽班晉京為乾隆祝壽，後壯大成「京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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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流播於廣東、廣西、香港、澳門及世界各地海外華

人社群。

明代在廣東的戲曲活動，有弋陽腔、崑

腔流入廣州、佛山這些區域；清初有高

腔、京腔傳入，現在可以翻查到十五世

紀後半期鄉俗子弟演唱的文獻記載。雍

正（在位 1723-1735）時有記載「土優、

土班」唱「廣腔」，「一唱眾和、蠻音雜

陳」、「鬧鑼鼓良久」。

到了大約十九世紀中期前後，粵劇發

展，形成了以梆子、二黃為主的唱腔體

製，演唱道白用「古腔」或「戲棚官話」

1920、30年代，改用廣州方言）。梆

黃「古腔」劇目有「江湖十八本」、「新江

湖十八本」、「大排場十八本」等。腳色

分十大行當（1930、40年代變為六柱

制）。武打用南派武功，以武生和小武為

主，風格粗獷質樸。粵劇形成的時候，

用「本地班」的標籤，來區分廣東以外進

來的「外江班」。

光緒宣統年間（二十世紀初），香港已是

廣州之外，活躍的粵劇演出點。

有商業文獻記錄了二十世紀初，香港戲

班在東南亞、北美等地的廣府人社區演

出。粵劇的海外活動，過去曾經是各地

方戲之首。

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有馬師曾的

太平劇團、薛覺先的覺先聲劇團分庭抗

禮的佳話。1945年二次大戰後，香港

粵劇名伶名劇輩出，承傳著傳統的表演

和粵劇習俗，例如神功戲就從未間斷；

另外，女文武生演員一直香火不絕。今

日香港，粵劇是每年觀眾人次最多的表

演藝術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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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曲與戲劇

．傳統中國戲劇範疇的特有形式，稱

為「戲曲」，從來不叫「戲劇」。

．中國傳統沒有創製「話劇」一類劇

場，它是二十世紀初傳入的。

．戲曲的主要元素是「四功」：「唱、

念、做、打」。

 

● 古典戲曲的源起與演變

．戲曲初期的樸素形式稱為「小戲」；

吸收了說唱題材、敘述長篇手法、大

型音樂體製，便壯大為「大戲」。

．古典戲曲大約形成於南宋，至元

朝發展為「雜劇」，如關漢卿的《竇娥

冤》；至明、清則興起用崑山水磨調

演唱的「傳奇」劇，名作如湯顯祖的

《牡丹亭》。

．明代時，各種地方聲腔興起，形成

不同的地方戲，並於乾隆年間，逐漸

壓過「水磨調」。京劇也在該時期發

展起來的。

● 粵劇的流播

．明代已有粵地區演唱戲曲的記載；

及至大約十九世紀中期前後，粵劇形

成了以梆子、二黃為主的唱腔體製。

．二十世紀初，香港已是活躍的粵劇

演出點，並有香港伶人在海外廣府人

社區演出；二戰後香港粵劇名伶名劇

輩出，今日香港，粵劇是每年觀眾人

次最多的表演藝術類型。

延伸閲讀

．廣州市振興粵劇基金會等編：《粵劇何時有—粵劇起源與

形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2008。

．李肖冰、黃天驥、袁鶴翔、夏寫時編：《中國戲劇起源》，

上海：知識出版社，1990。

．施德玉《中國地方小戲之研究》: 第 2版，臺北：學海出

版社，2001。

．唐文標：《中國古代戲劇史初稿》，臺北：聯經出版社，

1985。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1915），曾永義導讀，臺北：

五南圖書，2012。[1915年初版，開現代「曲學」的先

驅之作。]

．曾永義：《戲曲源流新論》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2008。[總合梳理，資料豐富，論述嚴謹。]

．曾永義 :〈論說「戲曲資料」之五種類型〉，《嶺南學報》，

第六輯，2016，頁3-35。檢自 http://commons.ln.edu.

hk/ljcs_new/vol6/iss1/2。

．張大新等著：《中國戲劇演進史》，上、下，北京：中華

書局，2015。[專業教材導向，內容全是戲曲，每章後

附「思考題」和「參考書目」。]

．張紫晨 :《中國民間小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9。

．中國戲曲志廣東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戲曲志：廣東

卷》，北京：中國 ISBN中心，1993。[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民族民間文藝集成志書」編纂計劃的廣東部份，〈綜

述〉闡釋了廣東地區的戲曲活動，從明代、清代、中華民

國時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粵劇〉條為書中所

含十七種劇種中最詳盡。]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

曲藝卷，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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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 音樂

● 樂隊

● 鑼鼓

● 掌板

● 頭架

P.12 聲腔

● 拍和

● 喉

● 唱腔

P.13 念白

● 官話與白話

P.14 記譜

● 工尺譜

● 鑼鼓經

學習重點：

甲、認識粵劇樂隊的組成。

乙、認識粵劇音樂即興互動的表演性質。

丙、認識粵劇各種唱念的方式和類型。

丁、對「工尺譜」和「鑼鼓經」有基本的認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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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1   鑼

2   鈸

3   戰鼓

4   雙皮鼓

5   勾鑼

1

2

3

4

5

6

7

8

粵劇的主要敲擊樂器： 6   卜魚

7   大木魚、

     小木魚

8   沙的

樂隊

二十世紀初，粵劇樂隊加入西洋樂器，

分中、西樂部。敲擊樂部，包括旋律樂

器大笛，叫中樂；旋律樂部，包括已成

為中國樂器的胡琴、洋琴等，叫西樂或

音樂。初期的粵劇樂隊有十手制，二十

世紀初，改為十三手，有簫、笛、月琴、

三絃、大鈸、鼓、板、鑼等樂器，是為

中樂部。後來增加梵鈴 (小提琴 )、木琴、

文德連、士拉結他、色士風、班祖等西

洋樂器，組成西樂部。近年粵劇中普遍

使用的西洋樂器有梵鈴、色士風和士拉

結他。二十世紀下半期以後的粵劇樂隊

的人數編制，沒有一定，是按演出規模

增減。

鑼鼓

粵劇鑼鼓是敲擊音樂，沒有旋律的。由鑼、

鼓、板、鈸等敲擊樂，組合而成的各種節

奏型，稱為「鑼鼓點」。

戲曲演出總是鑼鼓起，鑼鼓收。開演時，

觀眾最先聽到的聲音是鑼鼓。人物上場、

下場必有鑼鼓，戲曲演員的舉手投足必須

緊扣相應的鑼鼓點（鑼鼓節奏型）。唱段和

念白也用適合的鑼鼓點引導、隔開和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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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阮

2   洋琴

3   高胡

4  掌板樂器 (卜魚、

大木魚、小木魚、

沙的 )

5   嗩吶

6   (左 )笛、

     (右 )簫 

7   琵琶

1 32

654 7

掌板

掌板即是帶領鑼鼓的樂手，也叫做擊樂領

導。「板」是樂器，也是音樂用語。

掌板常用的樂器包括卜魚、沙鼓（沙的）、

雙皮鼓、堂鼓（幫鼓）等。卜魚又叫做

板」，用一支木棒敲奏，敲在「板」位上，

一板代表一拍的時值。

頭架

頭架即是旋律樂手的首席，叫做音樂領

導，也叫西樂領導。頭架使用的樂器，按

戲劇的需要，可以是高胡、梵鈴或二弦。



P.12聲音2

聲
腔

聲腔是戲曲採用的腔調，以及唱法、演唱形式、使用的樂

器和伴奏手法。戲曲劇種間的區別，主要在於聲腔不同。

粵劇是多聲腔劇種，音樂體製主要是板

腔體（主要由上、下兩句唱句反覆變化組

成，旋律不是固定的，是可以變化的），

兼有曲牌體（旋律相對固定的曲調）、說

唱體（例如南音）；主要聲腔是梆子、二

黃，還有高腔、崑腔。

拍和

粵劇音樂以梆子及二黃為主。梆、黃並

無既定的旋律，傳統的曲譜只提供唱詞

和 (板腔的 )板式名稱，唱者依照它的音

樂規範創造唱腔；樂手會模仿唱腔，引

導、烘托和填補歌唱樂句之間的空隙，

叫做拍和，即以擊樂拍出節拍，以旋律

樂器和應唱腔。粵曲的唱奏裏包含一些即

興互動，與西方音樂強調視譜演奏，旋

律與伴奏的主次概念有所不同，粵劇樂

手的角色不完全是現代西式的伴奏概念。

喉   

粵劇的發聲，有用真聲，也有用假聲。

粵劇裏年輕旦角

（女角）

聲音嬌，用假聲，叫做

子喉

生角（男角）和

丑角

用自然發聲，叫平喉

子喉比平喉高八度）

老旦（年長女角） 用平喉

小武、武生、

花面等威武男角

用大喉。大喉音色高

亢，主要用真聲，兼

用假聲。大喉也叫做

霸腔

唱腔

戲曲裏的歌唱叫做腔或唱腔（「腔」其中

一層意思是指旋律）。粵劇演員之中，唱

腔獨特的演唱風格，被稱為專腔，例如

芳艷芬的芳腔、紅線女的女腔、馬師曾

的馬腔、薛覺先的薛腔、新馬師曾（新馬

仔）的新馬腔、何非凡的凡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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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白

劇中人的對話和獨白叫做念白。

口白、浪裏白 接近現實生活中的說話，不押韻。浪裏白念的時候有

音樂襯托，樂音起伏似浪，又稱「攝白」

鑼鼓白 念的時候配上鑼鼓，也不押韻

打引詩白 先用一個名為「打引」的鑼鼓點，演員出場時先念白，

到末句最後三字拉腔演唱

詩白、口古、白欖、韻白 押韻，與日常說話方式相距較遠

官話與白話

粵劇不一定只用粵語 (廣州白話 )唱念。

用粵語的粵劇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的時候才形成，之後粵劇的聲音就有了

鮮明的粵地色彩，之前是用官話唱念的，

叫做古腔。

今天粵劇間中仍用官話，例如常常聽

到的「可怒也」（ 讀音近似“call- lau-

yeah”）。古腔粵劇是粵劇中保留了原

本用官話唱念的劇目。

官話是古代官場通用的語言，不同時代

和地域，也有不同，戲臺官話又與官場

上的有分別。粵劇官話出於桂系官話之

中的柳州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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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譜

《帝女花》〈香夭曲〉曲文連工尺譜

工尺譜

許多戲曲劇種都用工尺譜記譜。粵劇工

尺譜與其他劇種的大同小異，用合、士、

乙、上、尺、工、反、六等「譜字」代表

樂音。工尺譜只為唱者與拍和樂手提供

音高指示，演出者常常加裝飾音。工尺

譜字旁邊有交叉和點，是「叮板」符號，

每個叮或板代表一拍的時值，叮板的位

置不是固定的。板腔一般不記樂音及叮

板，唱者根據唱詞的聲調及板腔音樂的

規範自行創腔。較少用的曲調或新曲才

需要工尺及叮板記譜。一份演出用的

曲本，傳統上只標示曲文、板式及曲調

名稱。

鑼鼓經

粵劇鑼鼓的記譜叫做鑼鼓經，是背誦鑼

鼓點的口訣，以擬聲方式記錄。演出時

樂師不會看鑼鼓經來演奏，或者說根本

不可能視譜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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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二十世紀初，粵劇樂隊加入西洋樂

器，自此分中樂部及西樂部。

．帶領鑼鼓的樂手，稱為「掌板」。

鑼鼓在戲曲中有重要作用：開演時、

人物上場和下場必有鑼鼓；演員的舉

手投足、唱段和念白也與「鑼鼓點」

(由鑼、鼓、板、鈸等敲擊樂組合成

的節奏型) 互相配合。

 

● 聲腔

．「聲腔」指戲曲採用的腔調，以及

唱法、演唱形式、使用的樂器和伴奏

手法。粵劇是多聲腔劇種，主要聲腔

是梆子、二黃。

．梆、黃並無既定的旋律，唱者須依

照一定規範創造唱腔；樂手則以各種

演奏技巧，引導、烘托和填補歌唱樂

句之間的空隙，稱為「拍和」。故粵

劇音樂是「即興互動」的表演實踐，

異於西方音樂的「視譜演奏」。

．粵劇的發聲方式稱為「喉」；演員

的歌唱稱為「唱腔」，唱腔獨特的演

唱風格，被稱為專腔，如芳艷芬的

「芳腔」等。

● 念白

．劇中人的對話和獨白稱為「念白」，

如口白、鑼鼓白、詩白等，有的押

韻，有的不押韻。

．粵劇不一定用粵語 (廣州白話 )唱

念；一些仍用「官話」唱念的作品，

稱為「古腔粵劇」。

● 記譜

．粵劇以工尺譜記譜；鑼鼓的記譜

則稱作「鑼鼓經」，常常是口傳心授，

樂師演出時不會視譜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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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 戲曲表演的「演員—行當—人物」三重架構

● 粵劇的行當與六柱制架構

● 演技、人物角色、行當

P.22 功與法

P.23 表演技巧

學習重點：

甲、認識「演員—行當—人物」的關連。

乙、認識戲曲的「程式化」原則。

丙、認識「四功五法」及各種戲曲的表演技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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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從來都是一種形體動作佔很重要位置的戲劇表演，戲

曲表演的特點是：

1）以演員為中心；

2）演員的身體運用繁重；

3）表演不是寫實式的，是程式化的、風格化的。

現代寫實式話劇不是一種「形體」主導的

戲劇；在歐洲，啞劇（pantomime）這

一形體主導戲劇雖然歷史久遠，但當代

的形體劇場（physical theatre），則是

始於 1950年代。

戲曲表演中有「演員—行當—人物」這一

種獨特的三重關係，話劇和其他戲劇是

沒有「行當」的概念和實踐的。

行當是以性別、年齡、身份、性格等，

把各種人物分類成不同的典型類型。行

當的整合大類是生、旦、淨（花面）、丑。

不同的地方戲有不同的行當劃分，有些

劇種劃分仔細，會有十多二十個行當，

有些劇種卻只有十個八個。

戲曲「演員」是通過「行當」的各種程式

性表演技巧去扮演「人物」。學習戲曲表

演，先要選擇一個行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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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粵劇的主要行當：

生

男性角色。可分小生 (年輕文人 )、小武 (年輕武

將 )及老生等。戲班中有「文武生」(年輕男角），

是劇團中的第一男主角。

演員：黃成彬

旦

女性角色。可分花旦 (年輕女角 )、老旦、武旦

等。戲班中有「正印花旦」，是劇團中的第一女

主角。

演員：陳禧瑜

淨

可扮演賢臣、奸臣、武將等。淨角勾面，故稱

「花面」。

演員：黎耀威  (西九戲曲中心《霸王別姬》(新編 )劇照 )

丑

飾演滑稽惹笑的角色，有「男丑」和「女丑」。丑

角常有即興的插科打諢。

演員：劍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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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的行當與六柱制架構

廣東粵劇在清末有十大行當：武生、正

生、小生、小武、正旦、花旦、公腳（演

老角）、總生（演中年文角）、淨、丑。

1930年代戲班營運，出現了演員分工

架構的六柱制，意指六個臺柱演員，行

當有生、旦、丑三類，六柱分別是：文

武生、小生、武生、正印花旦、二幫花

旦、丑生。

六柱制維持至今。以芳艷芬新艷陽劇團

1954年首演的《萬世流芳張玉喬》（簡

又文主編、唐滌生曲詞）為例，六柱是：

男主角李成棟由文武生陳錦棠應工、女

主角張玉喬由正印花旦芳艷芬擔綱、

陳子壯為小生黃千歲、瑞梅二幫花旦鄭

碧影、佟養甲武生靚次伯、伯卿丑生梁

醒波。

六柱制示例：《紫釵記》(1957年首演；唐滌生編劇 )

演員 飾演人物 六柱制演員崗位

任劍輝 李益 (男主角 ) 文武生

白雪仙 霍小玉 (女主角 ) 正印花旦

蘇少棠 韋夏卿 小生

任冰兒 浣紗 二幫花旦

靚次伯 盧太尉 武生

梁醒波 崔允明/黃衫客 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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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當                        

  （程式化/風格化表演手法）

   角色

   （性別、年齡、身份、性格）

演員

演技、人物角色、行當

戲曲演員表現人物、塑造角色，是通過

每個行當裏各種程式化、風格化的表演

技巧去完成的。它不是今天在話劇、電

影、電視劇見到的那種「自然的、寫實

的」表演。

話劇中常用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Constantin Stanislavsky [1863-

1938]）演技系統，它的藝術理論是演

員要融入角色、消失於角色之中；它的

理論要義是演員從內（心）呈現角色（即

是說，內是深刻的、外是表面的），演員

用自身的情感記憶來創造角色。這種扮

演被理解為「自然的、寫實的」。

戲曲演員塑造人物，是在既有的「行當」

表）演技（巧）規範之下表現出來的，戲

曲演員首先以行當作為核心，從中建構、

演繹角色。

戲曲演員在一齣戲中的表演，要展演一

個行當所規定的表演程式（生、旦、淨、

丑），同時也是扮演一個特定人物。

以香港粵劇《紫釵記》（唐滌生編劇，

1957年首演）為例，任劍輝是以（文

武）生的行當演戲中人物李益，白雪仙以

（正印花）旦的行當演霍小玉，梁醒波以

淨的行當演黃衫客，兼以丑的行當演崔

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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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演員的基本技巧，傳統有四功五法的說法。四功是唱、念、做、打；五法是手、眼、

身、步、法。

四功

唱 表演中的歌唱部份

念 臺詞念白部份 (亦可帶有節奏

及音樂性 ) 

做 演戲部份，透過身段動作表達

人物的性格、思想及情感

打 武打部份，可配合把子道具及

具風格化的編排

五法

手 手勢、指法

眼 眼神運用

身 身段、功架

步 舞臺上各種形式的台步

法 上述技法之規範

從四功的內容，可以見到戲曲對演員的

表演要求，是綜合性的、總體性的。表

演技藝裏面的唱、念、做、打四大元

素，是同等重要的；相比之下，「話劇」

一詞，已經預設了說話（念）在這類戲劇

的優先地位。

四功」的傳統框架裏，晚近有人提出加

上「舞」，變成「五功」。「戲曲舞蹈」是

最近討論戲曲表演的一個新詞語。

五法」裏的「法」，語義之中好像已經包

含了手、眼、身、步，有點不清楚。不

同人對「法」有不同的理解：（1）指全部

技巧的規範和方法；（2）指甩髮的技巧；

3）程硯秋（1904-1958）（京劇四大名

旦之一）則提出了稍微不同的的五法，是

為口、手、眼、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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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的表演技巧種類很多，每一種都有

細緻的形體動作程式規範。

身體四肢，手、髈、膊、足、腿、步、

腰等都有不同的繁多的程式動作。

手的技巧，就有張手、攤手、想計、劍

訣、持張扇指等幾十種。

不同手勢、指法

1   演員 [左起 ]：關凱珊、李沛妍 (《再世紅梅

記》劇照 )

2   演員：陳澤蕾 (《夢斷香銷四十年》劇照 ) 

3   演員：林芯菱 (《榮歸衣錦鳳求凰》劇照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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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袖是一項極為主要的表演程式，

有抖袖、背供袖、遮袖、摔袖、揮

袖、萬福袖、撣袖、翻袖等至少

二十種動作。

3

1
2

水袖運用

1   演員：李沛妍 (《萬世流芳張玉喬》劇照 ) 

2   演員：文雪裘 (《連環計之鳳儀亭》劇照 )

3   演員[左起]：瓊花女、林穎施 (《白蛇傳》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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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其他的表演程式，例如翎子、僵屍

（暈倒）、彈墨、跨門檻、乘轎、開閉門

窗、上馬、下馬、勒繮、牽馬、上船、

泊船，它們的形體動作都依循一定的嚴

謹規範法度。

戲曲表演程式

1   繡花 (演員：瓊花女 ) (《糟糠情》劇照 ) 

2  下船 (演員 [左起 ]：瓊花女、林穎施、

柳御風、劍麟 ) (《白蛇傳》劇照 ) 

3   甩水髮 (演員 [左起 ]：王希頴、柳御風 ) 

(《王寶釧之平貴別窰》劇照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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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曲表演的
演員—行當—人物」三重架構

．中國戲曲的表演，不是寫實式的，

而是程式化、風格化的。

．戲曲表演中有「演員—行當—人

物」這三重關係。當中「行當」是話

劇和其他戲劇所沒有的。

．「行當」的整合大類是生、旦、淨、

丑；清末粵劇有「十大行當」，後來

簡化為「六柱制」，維持至今。

．「行當」是人物不同的典型類型；

「演員」是通過「行當」的各種程式

性表演技巧去扮演「人物」。

．「演員」在一齣戲中的表演，要展

演一個「行當」所規定的表演程式

（生、旦、淨、丑），同時也是扮演

一個特定「人物」。

● 功與法

．戲曲演員的基本技巧，傳統說法有

「四功五法」。

．「四功」標示了戲曲對演員的表演

藝術要求：綜合、總體。

．「四功」的傳統框架裏，晚近有人

提出加上「舞」，變成「五功」。「戲

曲舞蹈」是討論戲曲表演的一個新

詞語。

● 表演技巧

．戲曲的表演技巧種類很多，每一種

都有細緻的形體動作程式規範，依循

著一定的嚴謹規範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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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閲讀

．曹復勇、萬裕民：《京劇小生的水袖功及扇子功》（附

DVD），臺北：國立臺灣戲曲學院，2016。

．陳先祥：《戲曲身段初探》，武漢：湖北省群眾藝術館，

1982。

．金浩：《戲曲舞蹈知識手冊》（附DVD），南京：南京師

範大學出版社，2013。[近千條目，上篇「戲曲舞蹈基礎

知識」包含的內容有表演程式、技巧功法、名家人物、「做

打舞」並重的劇目、重要的戲曲舞蹈的著作等。下篇範疇

是「戲曲舞蹈審美文化」。作者現為北京舞蹈學院教授及

舞蹈研究所所長。]

．李銘偉：〈崑劇表演方法研究：論「演員身體」的構成元

素與角色創造上的運用〉，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

2008。[形體科學導向，具體的演員身體運作結構分析、

唱念與身段整合運作分析。]

．李小良編：《芳艷芬〈萬世流芳張玉喬〉：原劇本及導讀》，

香港：三聯書店，2011。

．邱黃姿婷：〈梅蘭芳「戲曲舞蹈」之研究〉，碩士論文，成

功大學，2015。

．阮兆輝著、梁寶華編：《生生不息薪火傳：粵劇生行基礎

知識》（附DVD），香港：天地圖書，2017。

．孫興作：《戲曲武功教程》，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1980。

．涂沛編：《中國戲曲表演史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2。

．王傳淞：《丑中美：王傳淞談藝錄》，上海：上海文藝出

版社，1987。[崑劇傳字輩藝人論表演，並提及戲曲身

段動作「圓」的美學。]

．吳永嘉（18世紀後期）：《明心鑒》，收入吳新蕾：《中國

戲曲史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

．張育華：《戲曲之表演功法：以崑京表演藝術為範疇》，

臺北：國家出版社，2010。[以形體為重心，論述分析

戲曲演員表演功法，從歷史上的表演理論要義（《明心

鑒》），到表演功法的傳藝方法 （「口傳心授」），以京劇

《金鎖記》、崑劇《牡丹亭》等為具體研究個案，並比較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演技學，附錄裴艷玲的表演功

法修養。作者現任國光劇團團長，國立中央大學博士。]

．趙景勃主編：《戲曲角色創造教程》，北京：文化藝術出

版社，2004。

．Cohen, Robert, “Chinese Opera: Xiqu,” Theatre, 9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10. [書中對中國

戲曲劇場與表演的介紹，扼要而恰當，見頁 178-184。] 

．Cohen, Robert, and Donovan Sherman, Theatre, 

Brief, 11th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2017. 

．Zung, Cecilia, Secrets of the Chinese Drama: A 

Complete Explanatory Guide to Actions and Symbols 

as Seen i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Dramas, 

Shanghai and Hong Kong: Kelly and Walsh, 1937,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64. [二十世紀前期用英

文介紹京劇表演的著作，作者程修齡，紐約大學法學博

士，中國第一位女律師，第一位派駐聯合國女大使。梅

蘭芳特意讓作者拍攝書中的京劇示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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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 演出場所

● 戲院

● 戲棚

● 遊樂場裏的戲曲劇場

● 會堂

P.32 佈景、道具

● 簡約舞臺與擬實佈景

P.33 穿戴、裝扮

● 服飾

● 化妝

學習重點：

甲、認識香港粵劇演出的場所。

乙、認識戲曲佈景道具的簡約原則。

丙、對於演員的穿戴、裝扮有基本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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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

戲院

香港劇場上演中式戲劇，目前可見到的

最早記載，是於 1851年在荷里活道的

一所劇場。

粵劇表演場所，早期叫「戲園」。1865

年，香港有昇平戲園和同慶戲園落成。

高陞戲園在 1870年左右建成，1971

年停業。

二十世紀初開業的戲院包括港島的高

陞、奄派亞、太平、九如坊、和平、中

央、利舞臺、香港大舞臺；九龍的普慶、

東樂、北河；新界的百麗殿等。這些戲

院上世紀陸續拆卸，普慶、利舞臺和香

港大舞臺都改建成商場。

太平戲院 1904年創建時，叫「太平戲

園」，1932年改建為可上演粵劇和放電

影的兩用劇場。1945年二戰結束後，

不再長期上演粵劇，主要放映荷李活和

國產電影，1981年結業。

銅鑼灣的利舞臺在 1925年落成，1991

年停業。三層座位，有旋轉舞臺，是當

年香港獨一無二的轉臺，粵劇演出常使

用，例如芳艷芬的《六月雪》1956年在

利舞臺首演，第三場和尾場都用了轉臺

換景。

現時商營的粵劇戲院只剩北角的新光戲

院，長年上演粵劇及其他地方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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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九大戲棚（2013）

2   布袋澳洪聖誕的神功戲棚（2017）

1

2

戲棚

神功戲棚是香港的傳統戲曲劇場。大嶼

山大澳關帝廟在清咸豐二年（1852）立

了「重修武帝古廟碑志」，碑文記錄著

演戲」一項開支，可見當年曾在廟前空

地搭棚演戲。

神功戲棚附近往往有「神人共樂」花牌，

演出時有即興的插科打諢。即興逗笑是

神功粵劇的演出風格與技藝，戲院演出，

也保留了即興逗笑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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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山劇場及新翼 (相片鳴謝：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2   油麻地戲院 (相片鳴謝：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3   新光戲院

4   西九戲曲中心

2
3

1 4

遊樂場裏的戲曲劇場

上世紀的遊樂場往往有戲曲節目。1925

年啟業的銅鑼灣利園遊樂場，有粵劇全

女班演出，1950至 1960年代，葵涌

的荔園遊樂場有荔聲粵劇團演戲。及至

1960至 1970年代，則有新蒲崗的啟

德遊樂場恆常上演粵劇，1980年代的

一線粵劇老倌都曾經在這個舞臺演出。

會堂

1980年代，香港的私營粵劇場地所餘

無幾，代之是政府的各區會堂。現時政

府的粵劇專用演出場地有高山劇場及油

麻地戲院。香港文化中心、香港大會堂、

各區會堂及劇院也有演粵劇。西九文化

區戲曲中心亦於 2019年初開幕啟用。

這一方面顯示了政府對粵劇發展的關

注，一方面揭示了粵劇已經不是主流娛

樂。商人在商言商，經營粵劇戲院不再

是有利可圖的生意，保存傳統文化就由

政府來承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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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統劇目《王寶釧之平貴別窰》以一

桌兩椅簡約佈置作為主角寒舍 (演

員：王希頴) 

2  傳統劇目《斬二王》以一桌兩椅表

示山丘場景 (前排演員 [左起 ]：鄭

詠梅、王超群 )

3 《斬二王》以一桌兩椅表示城樓場

景 (演員 [左起 ]：羅家英、新劍郎 )

    (相片 2及 3為西九大戲棚 2014

粵劇專場《斬二王》劇照 ) 

2

1 3

一桌兩椅

簡約舞臺與擬實佈景

戲曲的傳統是佈景道具簡約，憑著演員

的唱念描述，「一桌兩椅」可以象徵式的

變成廳堂、城樓、甚至崇山峻嶺。

粵劇在二十世紀初進入城市劇場，普遍

採用擬實的佈景。

1920年代中期，新中華班在太平戲院

演出《蟾光惹恨》，廣告以「機關換景」、

「電光變形」的形容來吸引觀眾。除了電

光佈景，當時粵劇舞臺上更出現「電燈道

具」和「電燈服飾」。

今天的香港粵劇製作，常在天幕上投射

幻燈，或用吊網，用木板搭出二維佈景，

平面上描繪出花草樹木、亭臺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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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和裝扮是戲曲程式化的一種表現，角色出場，觀眾一

望就知個大概。

例如身穿黃袍，腰繫玉塊綴成的玉帶，扮演的是帝王；身

披甲冑，背後插著幾支三角旗，扮演的是武將；鼻頭塗了

白色，袍是吊腳的，扮演的是滑稽人物。

不同的服飾配上適合的盔頭、腰帶、靴鞋，加上化妝或臉

譜就完成穿戴、裝扮。

服飾

傳統戲服的幾個大類，是蟒、靠、帔、

褶子和各種衣。

帔
帝王、后妃、官員、

有錢人的便服是帔。

演員：瓊花女

蟒
帝王將相登殿、大

審、大典等場合穿

男蟒，太后、皇后、

貴妃、誥命主人穿

女蟒。

演員：陳澤蕾

褶子
生腳的便服稱作褶

子，又叫海青。

演員：陳澤蕾

靠
武將穿靠，女靠下

身作宮裙狀，背上

插上背旗。

演員：黎耀威

衣
分長衣、短衣。長

衣的例子有文武百

官處理公務時穿的

官衣。短衣通常用

於武打角色。

演員關凱珊 (左 ) 所穿戲服

為官衣 (右為演員黃寶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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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扮：

1   生 (演員：譚穎倫 )

2   旦 (演員：梁非同 )

3   淨 (演員：劍麟 ) 

4   丑 (演員：劍麟 )

1 2

3 4

化妝

生旦化妝用俊扮，臉敷白底彩、胭脂、

水黑描眉眼、塗口紅，美化樣貌。

淨角、丑角會勾面。臉譜與戲曲密不可

分，形成獨特的藝術，臉譜色彩也體現

了戲曲表演的程式性。

淨角臉譜的不同顏色，都有象徵意義，

例如紅色代表忠勇，如關公；黑色正直，

如包拯、張飛；白色陰險，如曹操；金

色是神仙高人，如來佛就是金臉的；銀

色常是妖怪或者神仙。

而丑角就會在鼻頭附近塗白色去營造滑

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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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場所

．早至 1851年，已有載香港劇場

上演中式戲劇。十九至二十世紀間，

昇平戲園、太平戲院、利舞臺等場所

均先後落成，但皆已停業；現今的演

出場所如高山劇場等，大都是政府興

辦的。

．「神功戲棚」是香港的傳統戲曲劇

場，演出時常有即興逗笑。

．遊樂場劇場諸如已結業的利園遊樂

場、啟德遊樂場等，以及政府興辦

的各區會堂，也是歷來重要的演出

場所。

● 佈景、道具

．戲曲的傳統佈景道具簡約，憑著演

員的唱念，「一桌兩椅」可以象徵不

同的場景。但近現代的舞臺已普遍

採用擬實的佈景，甚至加上科技的

輔助。

 

● 穿戴、裝扮

．穿戴裝扮是戲曲程式化的一種表現。

．粵劇傳統戲服包括蟒、靠、帔、褶

子和各種衣，配上盔頭、腰帶、靴鞋，

再加上化妝或臉譜就完成穿戴、裝扮。

延伸閲讀

．車文明：《中國古戲臺調查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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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萬儀：〈六位仙姬．「反宮裝」〉，收岑金倩編：《粵劇：

執手相傳》，香港：香港八和會館，2017，頁 32－33。

．羅麗容：《中國神廟劇場史》，臺北：里仁書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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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馬靜：《傳統京劇旦角化妝技法》，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2009。

．吳雪君：〈香港粵劇戲園發展（1840-1940）〉，收容世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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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文化博物館，2015，頁 98－117。

．容世誠編：《戲園・紅船・影畫：源氏珍藏「太平戲院文物」

研究》，香港：香港文化博物館，2015。

．容世誠：〈「聲光化電」對近代中國戲曲的影響〉，《尋覓

粵劇聲影：從紅船到水銀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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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陽、魯華、馬強繪（東北戲曲研究院研究室）：《中國戲

曲服裝圖案》，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57。[封面書

名為梅蘭芳所題寫，根據舊有戲曲服裝及民間刺繡描繪。]

．謝燕舞、小口、潘詩敏：《棚・觀・集：關於竹棚、戲曲

及市集文化的探索》，香港：藝述研究社，2010。

．周華斌、朱聰群主編：《中國劇場史論》上、下卷，北京：

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

．周汛、高春明（上海市戲曲學校，中國服裝史研究組）：《中

國歷代服飾》，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

．周貽白：《中國劇場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第

一部中國劇場史。]

．Li  Siu Leung, ed,  Anthology of  Hong Kong 

Cantonese Opera: The Fong Yim Fun Volume, trans. 

Frederick Lau, Wing Chung Ng, Siu Leung Li, Grace 

S.Y. Yee, Alice Chow, Hong Kong: Infolink, 2014.

[《香港粵劇選：芳艷芬卷》，五部芳艷芬粵劇的英文翻

譯，附中文劇本，從原泥印本校對重排：《程大嫂》、《萬

世流芳張玉喬》、《梁祝恨史》、《六月雪》、《紅鸞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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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 誨淫誨盜與高臺教化

P.39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正能量

● 我要活下去

● 堅韌不拔地面對現實兩難

● 我不媚人，不望富貴 

學習重點：

甲、認識古今社會對戲曲的批判與肯定。

乙、反思戲曲的文化價值和傳達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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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這傳統表演藝術的文化價值，今天的社會是肯定的，

但在電子網絡及普及文化主導的社會中，它又同時與主流

大眾的生活日漸遠離。戲曲呈現出來的社會倫理道德，又

往往被大家覺得太傳統、很保守。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看，戲臺上的各種故事，怎樣被理

解、怎樣被接受，就會發現在不同的時空、在不同的解讀

觀點之下，它們可以是多樣的、不一樣的。

在古代，戲曲常常被認為宣揚不良意識，

備受批評和壓制。傳統士大夫以詩詞歌

賦古文為正宗，視小說戲曲為小道末技，

非常看不起。同時，他們又認識到戲曲

廣受民眾喜愛，是灌輸他們以倫理道德

的有效工具。

在現代，戲曲有時飽受批判、有時大受

重視。崑曲、粵劇、木偶戲、皮影戲、

泉州）南音等民間戲曲和曲藝，近年來

陸續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聯

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又曾經被

批判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封建舊

文化，新中國曾經有大大小小的戲曲改

革，爭論戲曲的文化價值和它包含的社

會倫理道德。

「西廂誨淫，水滸誨盜，三國誨奸，西

遊誨邪」這句話，概括了古時士大夫對小

說戲曲這些民間文藝的看法，所以歷代

朝廷官府都曾經頒令禁戲。

但是，在明清兩代卻又出現不少「教化

劇」。文人創作倫理道德為主題的戲曲，

教人正家、用來薰陶民眾忠孝節義的思

想。禮樂教化，寓教於樂，勸善懲惡，

成為戲曲其中一個很大的功能。

十五世紀的時候，有一套傳奇劇《五倫全

備忠孝記》，作者是明代的丘濬。講北宋

末年，士大夫官宦伍典禮一家男女大小

忠於朝廷、家庭至孝的故事，長子名叫

伍倫全」、次子「伍倫備」。作者的目的

是把故事「搬演出來，使世上為子的看了

便孝，為臣的看了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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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女花》(演員 [左起 ]：陳澤蕾、文雪裘，戲曲中心茶館劇場演出 )

明萬曆年間，鄭之珍編了一部超過一百

齣的《目連救母勸善戲文》（《勸善記》）

傳奇劇，十六世紀後期成書，其中的唱

詞說：「詞華不及西廂艷，但比西廂孝

義全」，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西廂誨

淫」是古時大部份人的共識，特別是那些

自詡「有識之士」的士大夫。《勸善記》是

佛教故事，講述釋迦弟子目連往地獄拯

救母親，苦修正果，強調忠孝。

清代的戲曲教化，代表人物是夏綸

1680-1753），他的傳奇戲曲作品《南

陽樂》等，全都是——就如他自己所說

的——「表忠、教孝、勸節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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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曲首先被列入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作名錄的是崑曲（2001），然後是粵劇（2009）、京劇

（2010），可見現代社會認同傳統戲曲的文化地位。就讓

我們以香港粵劇為例，審視一下戲曲這非物質文化遺產傳

達的一些正能量。

紫釵記》 (演員[左起 ]：瓊花女、

黃成彬，戲曲中心茶館劇場演出)

我要活下去

香港粵劇中的女性人物，有很堅韌地在艱

難中活下去的，由於堅持，到最後等到

強大的、正義的人還她一個公道，《紫釵

記》的霍小玉便是很好的例子。1957年

首演，唐滌生編劇，白雪仙飾演貴族落難

的名妓霍小玉，被奸臣所害，與愛人李益

任劍輝飾）分離，歷盡艱難窮困，典當為

生，仍堅強地活下去。守得雲開見月明，

最終得到四王爺正義化身成黃衫客 梁

醒波飾）主持公道，警惡懲奸，團圓結局。

從元代關漢卿的竇娥，到香港粵劇的霍

小玉，八百年來戲曲舞臺上，不少堅強女

性，忠於自己的信念，秉志生活下去，絕

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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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與雙陽公主》(演員 [左起 ] ：譚穎倫、黃寶萱，戲曲中心茶館劇場演出 )

堅韌不拔地面對現實兩難

狄青與雙陽公主》是常演劇目，其中〈追

夫〉一折頗流行，由蘇翁撰曲。故事講述

宋朝大將狄青與外族樓蘭鄯善國女將雙

陽公主的婚姻和愛情，糾纏於漢族與外

族、盡忠於朝廷抑或盡孝守護慈母的兩

難處境。雙陽公主剛正有節，狄青亦孝亦

忠，故事最後是狄青救母，並與雙陽公主

團圓。這個戲雖然是承載傳統的忠孝愛之

道，但同時也彰顯了倫理道德要求在複雜

現實中往往是矛盾難全的，令人反思現實

的複雜性，生活中要謹慎取捨。

我不媚人，不望富貴

最受傳頌的香港粵劇《帝女花》，是唐滌

生所撰的劇本中、也是香港粵劇的第一名

作。任劍輝、白雪仙主演，1957年首演，

取材自清代黃韻珊十九世紀中期創作的同

名傳奇劇。《帝女花》故事講述明朝被清

國所亡，遺留的帝女和駙馬，不甘歸順

新主。清帝假意寬宏大量，以榮華富貴籠

絡，但佳人是烈女，才子忠義而有智謀，

兩人都是我不媚人，不望富貴，保持做人

的尊嚴，寧死不變節侍奉新主。〈香夭〉

一場，帝女和駙馬最後雙雙自殺，一起殉

情殉國。主題小曲〈妝臺秋思〉，家傳戶

曉。這齣戲除了有可歌可泣的真愛浪漫故

事，更表達了在亂世之中，朝代興替、權

力更換、時代轉移，有宗旨地做人是崇高

的道德，是為人的價值所在，給予觀眾深

刻的反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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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誨淫誨盜與高臺教化

．不論古今，戲曲時而飽受批判、時

而備受肯定。

．在古代，戲曲有時被認為是誨淫誨

盜；但又曾出現不少「教化劇」，寓

教於樂，灌輸民眾以倫理道德，忠孝

節義。

．在現代，戲曲晚近雖被視為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新中國又曾經視

之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封建

舊文化。

●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正能量

．中國戲曲首先登錄「聯合國人類非

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是崑曲

(2001)，然後是粵劇 (2009)、京劇

(2010)。

．戲曲呈示多元豐富的人文價值，傳

達「正能量」：《紫釵記》中霍小玉歷

盡艱辛仍堅忍存活、絕不放棄；《狄

青與雙陽公主》中狄青與雙陽面對複

雜現實、道德兩難時堅毅而不失謹

慎；《帝女花》中才子佳人在亂世中

有宗旨地做人，均令人有深刻的反思

空間。

延伸閲讀

．盧瑋鑾主編：《辛苦種成花錦繡 : 品味唐滌生〈帝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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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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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3 香港粵劇與現代社會的挑戰

●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 1960 到 1980 年代

● 千禧之後

P.46 學藝、從藝、資歷架構

學習重點：

甲、認識粵劇在二十世紀所面對的危與機。

乙、思考在現今世代推動粵劇發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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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急促的二十一世紀都市社會，網上社交網絡電子媒介

和日新月異的大眾文化，幾乎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全部。

傳統戲曲不再是現今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但是，戲曲又

能一直在萬難中存活，有它文化上的獨特位置。

香港粵劇，每一個年代都面對市場不景

氣、演戲製作不夠嚴謹等問題；它的發

展在現代社會歷經順流逆流。

二十世紀中期前後，粵劇界出現了一代

又一代的大老倌、一齣又一齣膾炙人口

的劇目。但不同年代的戲班又都面對經

營困難，不得不採取相應的市場策略去

應付。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1920年代前後，在鄉村演酬神戲的落

鄉班以外，廣州、香港等城市出現了在

戲院作商業演出的省港班，它們將原來

超過十個行當，壓縮成六個臺柱的六柱

制，作用是裁減人手，節省開支。

1933年，太平戲院聯同高陞戲院、利

舞臺和普慶戲院入禀向香港政府申請男

女合班。當時男女不可同臺，戲班出於

商業考慮，希望藉著男女合演一新觀眾

耳目，增加觀眾，而當時香港已准許男

女合演歌舞。同年港府批准男女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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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950年代，香港粵劇的經營愈來愈困

難；但是，粵劇成為市民主要的文化消

費，傳奇級名伶輩出，卻也同樣是在這

個充滿艱難的年代。

1950年代中，班主用了「改制班」去保

票房。舊制一晚一場，全長約四、五小

時，改制一晚兩場，每場兩小時。票價

略減，但多演一場，增加收入。當年只

有多寶劇團（臺柱是任劍輝、白雪仙、梁

醒波）維持舊制，其他的都是改制班。

另一方面，受當時電影業發展的影響，

很多老倌改拍電影，沒有電影公司聘請

的演員，生計就很困難了。

1960到 1980年代

香港八和會館是粵劇行會，在 1953年

成立，1964年曾召開全行的救亡會議。

八和以「粵劇救亡團小組委員會」名義發

出通函，呼籲會眾出席會議，磋商院期

及救亡大計。

1968年，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辦

「香港中國戲劇現況」研討會，與會者包

括粵劇從業員及學者。「廣東戲」的分組

討論，有粵劇大老倌梁醒波、芳艷芬、

陳錦棠、編劇兼辦報人任護花及歷史學

者簡又文（《萬世流芳張玉喬》原作者）

等二三十人。會議指出當時粵劇衰落的

眾多原因 (如欠缺固定演出場地、文化界

沒有積極參與和倡導、編劇人才凋零、

演出時間過長等 )，也提出很多補救方法

(如促請政府撥款撥地興建場所、鼓勵

文化界人士直接參與編劇、演時不要過

長等 )。

然而，到了 1980年，花旦李寶瑩仍然

大呼救亡，要求市政局協助發展粵劇。

當年「香港中國戲劇現況」研討會已經指

出的問題，不少今天仍然如是，可見粵

劇在現代社會經營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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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之後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那些在

1960年代冒起的名伶，一個一個的退

休。市場繼續萎縮，商營戲院一一拆

卸，更來了觀眾老化的問題。1960年

代十八、廿二的青年觀眾，今日已經是

七十歲上下的一族，他們仍然是主要觀

眾群，年輕觀眾增長非常少、非常慢。

不過，如果我們查看從 2011/12年度

到 2015/16年度的全香港表演藝術（舞

蹈、音樂、戲劇、戲曲）的觀眾人次，戲

曲卻都是首位。

觀眾最多，但年紀老化，概括了香港粵

劇的市場現況。

年度 首名 人次 次名 人次

2015/16 戲曲 997,000 戲劇 767,000

2014/15 戲曲 1,010,000 戲劇和音樂 731,000

2013/14 戲曲 945,000 音樂 792,000

2012/13 戲曲 946,000 音樂 771,000

2011/12 戲曲 1,040,000 戲劇 775,000

 (資料來源：《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 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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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粵劇人才培訓方面，從前的師徒制

度，基本上已消逝。

香港八和會館在 1980年開辦八和粵劇

學院，今天不少有名的中生代和新秀演

員，都出身於這個學院。

在民間，有不少粵劇演員都開辦粵劇團

體或學校，多有專為中、小學生而設。

今天也有新秀演員最初是出身於民間的

粵劇學校，再進修而入行。

少數中學有開辦納入正規課程的粵劇表

演科目，但不是常設。

政府資助的香港演藝學院，已開辦了二十

年粵劇表演的證書、文憑、高級文憑課

程，2013年又開辦學士課程。今日許多

中生代和新秀演員，都曾就讀這些課程。

今天的香港粵劇，臺上不乏老中青演員，

臺下觀眾對粵劇文化不離不棄。無論老

倌或新秀，都演出頻繁，觀眾人次是全

港之首。

香港粵劇的確面對著許多現代社會文化的

挑戰，但可以說是香火不絕，危與機同在。

約 1920年 香港出現了「省港班」在戲院演出

1933年 太平戲院等入禀申請男女合班，終獲港府同意

1953年 粵劇行會「香港八和會館」成立

五十年代中 各粵劇班主以「改制班」力保票房

1964年
八和會館以「粵劇救亡團小組委員會」名義，

召開救亡會議

1968年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辦了

香港中國戲劇現況」研討會

1980年
粵劇花旦李寶瑩要求市政局協助發展粵劇

八和粵劇學院」正式開辦

2013年 香港演藝學院開辦粵劇表演藝術學士四年制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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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粵劇與現代社會的挑戰

．「省港班」在 1920年前後於香港

出現，這些戲班壓縮傳統行當，改行

「六柱制」，以裁減人手、節省開支。

．1933年，太平戲院等入禀挑戰男

女不可同臺演出的禁例，申請男女合

班，同年禁例終於被解除。

．五十年代中，粵劇面對電影的挑

戰，班主遂濃縮演時、增加場次、略

減票價，通過「改制班」來力保票房。

當時有不少老倌改拍電影，而沒有電

影公司聘請的演員卻是生計困難。

．粵劇行會香港八和會館曾於 1964

年召開救亡會議；1968年，香港

大學則有「香港中國戲劇現況」研討

會，與會者包括粵劇從業員及學者，

紛紛提出不少振興粵劇的建議。

．1980年代之後，粵劇的市場繼續

萎縮，商營戲院一一拆卸，1960年

代冒起的名伶逐步退出舞臺；而年

輕觀眾增長比例很小，觀眾也逐漸

老化。

● 學藝、從藝、資歷架構

．人才培訓方面，從前的師徒制度已

基本上消逝，八和會館在 1980年

開辦八和粵劇學院；香港演藝學院於

2013年則開辦粵劇表演藝術學士課

程；民間不少粵劇演員都開辦粵劇團

體或學校，提供粵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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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文化區 坐落維港旁邊的西九文化區，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文化項目之一，集

藝術、教育、及公共空間於一身。西九文化區的願景是為香港創造

一個多姿多彩的文化地帶。當中佔地 23公頃的公共空間包括藝術

公園和長達兩公里的海濱長廊，同時設有多個表演場地和博物館，

製作及上演世界級展覽、演藝節目，以及其他文化藝術活動。

戲曲中心 戲曲中心以保存、推廣及發展戲曲藝術為目標，承擔弘揚本土粵劇

和推廣其他劇種為使命。在繼承傳統的前提下，鼓勵藝術家創作，

並培育本地新一代藝術家，通過演出、創作、教育、研究和交流，

拓展觀眾，為戲曲的當代發展創造新平台。

教育及拓展組

表演藝術 )

教育及拓展組的使命，是致力發展具影響力和可持續的教育活動，

連繫社區、院校及文化機構，並促進國際藝術文化交流。教育及拓

展組與各表演藝術小組(包括戲曲、戲劇、舞蹈、音樂與戶外組)緊密

合作，為公眾設計各種活動及工作坊；與學術及文化機構合辦活動，

寓教育於參與；同時策劃各式各樣的室內、戶外及外展項目，推動

開放多元社群，締造有利於本地、中國及海外進行文化交流的環境。

 

陳廷驊基金會 陳廷驊基金會由陳廷驊博士於 1970年創立，歷年來支持中、港及

世界各地多個慈善項目。作為虔誠佛教徒，陳博士一直熱心公益，

低調行善。以他命名的陳廷驊基金會會延續這位慈善家的心願，積

極推動在教育、醫學研究及醫療、以及推廣佛學價值這三個主要領

域的工作，積極回應社會上的不同議題及需要。基金會一方面支持

並深化不同項目，亦會主動開發新的服務模式，透過一些創新、具

持續性及有意義的計劃達至協同效應，建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網站：www.dhchenfoundation.com 

出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表演藝術部教育及拓展組

著者：李小良、林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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