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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南戲與法國喜歌劇中的程式美典比較—— 

以合頭與 Vaudeville Final 的戲劇音樂結構為例*  

 

蔡振家（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三年級） 

 

一、前言 

以歌曲演故事，於中國稱「戲曲」，於西洋稱「歌劇」。雖然戲曲與歌劇都是很難準確定義的

藝術形式，但其於戲劇進行中有極重份量的音樂，這一點特徵，無疑是戲曲與歌劇有別於其它戲劇

種類的最大關鍵。在戲劇與音樂兩大藝術形式的匯流與激盪中，西洋歌劇與中國戲曲各有獨立的發

展軌跡以及美學體系，然而，兩者間也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值得做深入的比較、研究，但或許是

因為中國戲曲常放在「戲劇學」的範疇，而西洋歌劇則屬於「音樂學」的範疇，在國內，兩門學科

在學術上缺乏交流，戲曲與歌劇的比較研究便一直乏人注意。  

在「比較戲劇學」中，關漢卿、湯顯祖可以比為中國的莎士比亞，1這類的比較側重於文學、戲劇方面，

而忽略了莎劇並不以歌曲演戲劇的事實；而在「比較音樂學」（民族音樂學）中，戲劇音樂一直不若祭儀

音樂、舞蹈音樂般被重視，僅韓國璜先生有一篇〈歌舞伎與京戲的比較〉，算是少數從音樂的角度所做的

跨文化戲曲比較（韓國璜 1992）。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無論在戲劇學或在音樂學裡面，「比較戲曲學」

的觀念似乎還沒有形成。 

本文是個人對於「比較戲曲學」的首度嘗試，以中國的「南戲」與法國的「喜歌劇」（opéra comique）

為比較對象，不像韓國璜〈歌舞伎與京戲的比較〉文中做全面的比較，而專門就南戲與喜歌劇在處理「群

場」中的對唱、重唱、合唱，特別是在劇終的大團圓場面時，兩者於音樂設計上類似的「程式」為切入點，

管窺從「小戲」發展為「大戲」的南戲及喜歌劇，在沿用小戲的歌曲及舞蹈時，有怎樣的戲劇運用。 

許逸之曾經指出，中國戲曲的「聯曲體」，與西方的 comédie en vaudevilles、ballad opera、Singspiel 等

“劇種”，同樣是聯綴流行歌謠以搬演戲劇（許逸之 1996:209-210），但通才博聞的許氏雖觸及許多歌劇

與京劇的比較，卻並未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做深入的討論。本文意圖以較系統化的論述架構，一方面依循著

戲曲的生成軌跡「小戲→大戲」來探索，一方面也意圖藉由南戲與喜歌劇的互相比較，嘗試從外顯的普同

性探索「以歌曲演故事」的一些藝術本質。 

                                                           

* 本文是由筆者在研究所三年級上學期，修習本校戲劇所課程「中國戲劇及劇場史一」的期末報告修改而成，在此要

感謝授課老師陳芳英的鼓勵與教導，以及審稿老師羅基敏的費心指正。 

1 由陸潤棠、夏寫時編的《比較戲劇論文集》中，收錄了數篇關於中西戲劇比較的論文，如徐朔方〈湯顯祖和莎士比

亞〉等（1988:29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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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戲與喜歌劇 

（一）從小戲到大戲——南戲的形成 

南戲是中國最早出現的長篇戲曲，按照一般的說法，它大約誕生於北宋末年，起源於溫州一帶的農村

歌舞小戲。2 

南戲的研究起步較北劇（元雜劇）為遲，除了趙景深、錢南揚、馮沅君、陸侃如等人在材料上的蒐集

及整理，近年來，學者們也將注意力轉移到被認為是「南戲遺響」的閩南古劇，如梨園戲、莆仙戲等，得

出了一些新的說法，對於南戲的起源時空、初始型態、聲腔音樂等，做了更進一步的討論與辯證。 

關於「南戲是從民間歌舞小戲發展為綜合性大戲」的說法，近來產生了一些質疑，有人提出「宋雜劇」

才是南戲的直接源頭，3也有人強調南戲中的曲牌並非主要源自民歌，而是具有相當的隋唐古樂成份。4綜

合各家說法，我認為南戲的表演基礎不只是建立在「民間小戲」之上，而是建立在滑稽戲、歌舞戲及雜技

百戲、化裝隊舞之上，其音樂基礎除了民歌之外，還有地方化的隋唐古樂。 

富於民間氣息的南戲，與承接諸宮調之單軸式抒情傳統的元雜劇相較之下，具有比較重的表演成份及

通俗的娛樂性，相較於元雜劇被視為「抒情美典」與「敘事美典」的結合，5早期南戲中的抒情美典較少顯

現，而它的真正引入，則恰好標幟了從南戲到傳奇的蛻變。南戲雖然較缺乏抒情美典，但它的表演藝術卻

較元雜劇發達，這點除了可以在有“南戲遺響”之稱的閩南古劇中得到印證之外，南戲戲文中也可以找到

許多繼承自宋雜劇、民間歌舞、百戲等的表演片段。南戲在形成之際廣泛地吸收了各種「前戲劇形式」的

表演程式，而元雜劇則較單純地繼承諸宮調的藝術形式，故南戲比北劇有著更豐富的表演手段與更完備的

劇場性格。類似於元雜劇被視為「抒情美典與敘事美典的結合」，我把南戲視為「程式美典與敘事美典的

結合」，這裡所謂的程式美典，是指從各種「小戲」（前戲劇形式）中吸收來的戲劇表演要素。以下是一

個關於「小戲→南戲→傳奇」之衍變的示意圖： 

 

 

 

 

 

                                                           

2 關於南戲的起源，祝允明與徐渭曾提及南戲的形成年代及劇目，這兩條資料是南戲研究者常會引用的。祝允明《猥

談》：「南戲出於宣和（1119-1125）之後，南渡（1127）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余見舊牒，其時有趙閎夫榜禁，

頗述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徐渭《南詞敘錄》：「南戲始於宋光宗朝（1190-1194），永嘉

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或云：『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 

3 見吳戈〈戲文的藝術淵源及初期型態試探〉（《南戲論集》1988:50-63）、俞為民〈南戲起源考辨〉（1994:1-14）。 

4 這個論點是從梨園戲與莆仙戲的曲牌研究得來的，這些閩南古劇的音樂有許多是源自隋唐古樂。 

5 在《中國文化新論》文學篇《抒情的傳統》與《意象的流變》二書中，對古典戲曲的抒情美典多有闡述，其中陳芳

英〈市井文化與抒情傳統的新結合——古典戲劇〉一文，指出有「詩劇」美譽的中國古典戲曲，兼具「抒情詩」與

「敘事詩」的特點（1989:540-541）。 

參軍戲、宋雜劇 

唐戲弄、民間歌舞

百戲、化裝隊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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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所謂的小戲並非是指地方戲中以丑為主的二小戲、三小戲等，而是指在古劇起源論中的小

戲概念，也就是中國各種前戲劇形式的泛稱。曾永義在討論中國戲曲的起源時，曾提到「小戲群」的觀念

（曾永義 1990:15）： 

 

……以上所敘的是中國古典戲劇中的“小戲”的系統，若論其演進，則西漢角抵的《東海黃公》萌

芽，唐戲弄《踏謠娘》成熟，宋金的“雜劇院本”發展，明代的“過錦”則為極致。這種小戲就本

文開首所說的戲劇九大要素來說，只差一樣“講唱文學”而已。也就是說，“小戲”加了“講唱文

學”之後，無論文學和藝術都起了急遽的發展，於是翻身一變，而成為我們現在熟悉的“南戲”、

“北劇”。“南戲北劇”都屬“大戲”，因為它們的形制、內容和藝術都已不再短小簡單。 

 

本文中，將上述的小戲稱為「古典小戲」，以有別於清代在各地新興的「地方小戲」。如上所述，古

典小戲的特徵是篇幅簡短，因為其缺乏講唱文學的敘事美典。 

從「小戲→南戲→傳奇」之示意圖中可以看出，我把古典小戲約略分為三個系統，分別是：(i)宮廷中

以「優」扮演的滑稽戲、(ii)以「巫」為始的歌舞戲、(iii)以「技」為主的百戲和以「喬」（裝扮）為主的

民間社火隊舞。在這些古典小戲中，已經具備了搬演大戲的諸多表演要素，這在南戲中可以找到明顯的痕

跡，如宋雜劇中的角色分行、科諢運用，直接影響了早期的南戲；宮廷中的大曲舞旋及其流播於民間的歌

舞小戲，也可以在現存閩南南戲中的「戲弄」找到遺跡；6而《張協狀元》中的「舞鮑老」（第五十三齣）、

《白兔記．報社》中的社火表演等，都是百戲、舞隊等表演被南戲沿用的例子。總之，早期的南戲中有相

當顯著的古典小戲成份，因為其中有許多「原樣移用」的痕跡，指示了從小戲演化至大戲的歷程。 

（二）程式美典 

在以上的「小戲→南戲→傳奇」衍變示意圖中，我為了說明南戲表演藝術的形成，生造了「程式美典」

一詞，與文人傳統的「抒情美典」、講唱文學的「敘事美典」鼎足而三，並列為中國古典戲曲的三大美典。

然而，雖然戲曲學者對於程式曾做過許多的討論與定義，但程式美典作為中國戲曲的主要特色，其多面的

意義與深層的美學原理，卻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得清楚的。本文旨在比較戲曲與歌劇中的程式美典，在此

有必要為程式美典試做一番探討與定義。 

當戲曲程式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與單位符號意義時，它是一種「單位程式」。而當程式意味著「結合唱

念做打、伴奏音樂、舞臺美術等劇場要素」之規範時，它是一種「整體程式」。7 

當戲曲程式意味著「表演程式／戲曲形象」間的意指關係時，它是一種將戲劇內容表現為具象形式的

                                                           

6 錢南揚《戲文概論》云：「戲劇的傳入泉州，唐代已經如此，不始於宋戲文。如閩南梨園戲中有《士久弄》、《妙

擇弄》、《番婆弄》等戲名，『弄』之一詞，乃唐人語，這是唐戲弄傳入泉州的明證。」（1988:29-30）。陳松民〈漳

州的南戲——竹馬戲、南管白字戲〉云：「原始劇目：《割鬚弄》、《美祺弄》、《過渡弄》、《士久弄》等古樸

丑旦戲弄的弄仔戲，其歷史悠久，繼唐戲弄衣缽而延續下來」（《南戲論集》1988:219）。 

7 錢世明在〈論程式〉文中提到：「一齣戲曲，是一個完整的表現性程式，可稱為整體程式；戲中表演用的一念、一

唱、一做，以及音樂伴奏，服飾、道具的使用，也都是表現性程式，可稱為單位程式」（19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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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符號」。當這種意指關係被重覆使用、凝固定型時，程式是連繫表演區至與觀眾區的「通訊系統」。

而當程式在不同的語境（context）中被使用，表現著不同的戲劇情境，甚至其「整體程式」的規範被打破、

各「單位程式」開始重新排列組合時，程式的「模坏」又顯現出活躍的生命力，將原有的素材重新消化、

熔鑄出新的程式。這種「再程式化」的機制，實為戲曲程式作為一個美典的精髓所在。討論戲曲程式，除

了將其視為格律和規範，蘊藏於模坏裡的勃然生機，更是不可忽略的。 

前文中將「小戲→南戲→傳奇」的進化機制，視為三大美典的陸續進入，在這大致的趨向中，其實隱

藏著一個極重要的關鍵：新的美典之引入，也伴隨著舊有程式的變化或增添。例如，「古典小戲中既存的

程式，在敘事美典進入後，它在南戲中如何被融會運用？各表演程式於再程式化的過程中產生了怎樣的轉

化，甚至衍生出新的程式？」，這種由美典的彼此撞擊所引發的化學作用，毋寧是更重要的關鍵，本文的

中心議題「曲牌之『前腔合頭』的戲劇運用」，正是屬於這一方面的討論。 

為了說明古典小戲中既有的程式，在敘事美典的進入後有怎樣的變化，以下分別針對南戲的角色、

白、雜技、音樂等表演要素，做一點簡單的討論。 

先論「角色」。南戲中的淨、末兩個角色以插科打諢為主，是沿襲自宋雜劇的副淨與副末，但在以負

心狀元故事（如趙貞女、王魁）為典型的敘事美典進入之下，南戲的角色不但比宋雜劇多出了生、旦兩個

主角，淨末的角色功能也逐漸產生變化，其結果是丑取代了末的地位，而末變成了陪襯的奴才，同理，外

與貼兩個角色的定型，也是因為南戲的敘事美典所導致的。這是角色方面「再程式化」的大略情形。 

至於表演程式在大戲中被運用的情形，依其與劇情結合的程度，有「混合」與「化合」之別，前者是

指既有的表演程式被原樣搬來使用，缺乏與戲劇進行間有機的結合，後者是指既有的表演程式能融入戲

中，且主動而有效地將敘事美典「戲劇化」，將平面式的講唱文學立體化，一躍而為戲場上的搬演。 

混合的例子，如南戲中的「插科打諢」，便常與劇情沒有太大的關係。在《張協狀元》這樣的早期南

戲中充斥著插科打諢的段落，一方面顯現了其尚未脫離宋雜劇的程式美典，一方面也透露著在民間劇場中

的審美觀。到了元代的南戲中，插科打諢的段落便大幅減少，除了像高明在《琵琶記》中道出「休論插科

打諢」的文人主張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戲劇機能的再程式化：科諢主要有調劑耳目的作用，其次，也

便於在角色調度時作為拖延時間之用，如《荊釵記》第二十三齣中有「淨先下，外、丑、末吊場」的插科

打諢段落。這種「吊場」的作用，無疑是因應長篇大戲所產生的，因為在小戲之中，科諢是戲劇的主題，

原本不具調劑與吊場的功能。同理，百戲雜技等也是如此。在南戲中插入的各種技藝，可以看到許多屬於

混合的例子，如《張協狀元》第一齣諸宮調、閩南古劇中的「跑四喜」歌舞、8目連戲中的雜技等，9幾乎

可以獨立於該本南戲之外，它插入於戲中表演，同樣有調劑耳目、熱鬧場面的作用。 

化合的最重要例子，我想是曲牌音樂的使用。雖然南宋的宋雜劇也像南戲一樣，多以唱腔來敷演戲劇

                                                           

8 陳松民〈漳州的南戲——竹馬戲、南管白字戲〉云：「竹馬戲是在竹馬燈歌舞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演出時必須先

跑竹馬，由四個小姑娘扮成春、夏、秋、冬，用竹竿代馬在台上跑四角方位歌舞，歌唱一年四季，最後四人合唱一

段祝詞，這個舞台形式叫跑四喜」（《南戲論集》1988:219）。 

9 宋雜劇《目連救母》，是目前已知中國戲曲最早出現的劇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元節》載：「构肆樂人，

自過七夕，便搬演《目連救母》雜劇，直到十五日止。」主要故事和人物並不複雜，所以能演七、八天，主要是劇

中穿插許多與主要故事無關的表演。這些特點在莆仙戲《目連》尚能找到遺響。參見林慶熙，〈莆仙戲《目連救母》〉，

《南戲論集》，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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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行，但南戲的篇幅長大，出場角色及戲劇事件較多，大戲中曲牌的運用必然比在小戲中來得複雜，由

此看來，曲牌音樂的戲劇運用，可能才是南戲中最獨特、最具關鍵性的一個程式美典。 

「疊用前腔」的手法在南戲中經常被使用，這可以算是南戲在用曲上的一大特徵，相較之下，元雜劇

中「疊用么篇」的情形便少得多，追根究底，這樣的用曲程式還是跟前戲劇形式有關，其一方面反應了元

雜劇係承自一人主唱的諸宮調，一方面也讓人推測南戲的前身古典小戲，應該也像地方小戲一般，多循著

一劇一調的慣例。在「官本雜劇段數」中，大多數宋雜劇的劇目都是「關目．調名」的形式，如「普通詞

調」中的《崔護逍遙樂》、《病鄭逍遙樂》、《三姐黃鶯兒》、《賣花黃鶯兒》等，少數為「調名．關目

（類型）」形式，如《醉花陰爨》、《醉還醒爨》、《普天樂打三教》、《滿皇州打三教》等，不管是那

一種，宋雜劇中使用宋詞及金元曲調者，其劇名都暗示著其係以一支主要曲調，來敷演簡短的戲劇，而用

大曲、法曲、諸宮調者，可能是一劇多調。10 

從以上簡略的例證討論可以看到，南戲是如何吸取小戲中的程式美典。這裡面有原封不動的接收，也

有重新消化的創新運用。本文的重心將放在後者，專注於探討曲牌的「合頭」形式，在長篇敘事架構中再

程式化的戲劇運用。 

（三）法國喜歌劇的起源及其與南戲的比較 

1. 法國喜歌劇的起源與演變 

與源自民間的南戲比較起來，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西洋歌劇的誕生，可以說是一個「誤會和帶有

某種偶然性的結果」（蔣一民 1993:137），因為其原本係屬「復古」；即復興希臘悲劇的企圖，因此，早

期的義大利歌劇都是搬演希臘悲劇故事。 

法國是義大利以外的國家發展本土歌劇最盛的地方，由於法文語音的因素，他們發展出適合法文的歌

調（airs），此外，「宮廷芭蕾」（ballet de cour）也是法國宮廷中重要的娛樂，這種有化裝、佈景、配樂

的舞蹈，對法國歌劇的初始型態有深刻的影響。法國第一個重要的歌劇作家是 Jean-Baptiste Lully

（1632-1687），他在擔任法國宮廷的音樂總監時，原本是以創作芭蕾舞曲為主，稍後轉向歌劇的創作，他

的歌劇稱為 tragédies-lyrique、opera-ballet。 

在「官本悲劇／芭蕾」之外，十七世紀下半葉的法國民間醞釀著一種新的戲劇形式：opéra comique——

本文中譯為「喜歌劇」11——其生成背景及活潑的民間性格與「宋元南戲」相近，因而兩者的發展軌跡與

藝術形式，也有令人驚異的雷同之處，以下根據 Grove 音樂辭典的資料（Anthony1980:728-729），就其源

起及演變的歷史略作敘述。 

                                                           

10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云：「用大曲、法曲、諸宮調、詞曲調者共一百五十餘本，已過全數之半，則南宋雜劇殆多

以歌曲演之，與第二章所載滑稽戲迥異，其用大曲、法曲、諸宮調者，則曲之片數頗多，以敷衍一故事自覺不難，

其單用詞調及曲調者，只有一曲，當以此曲循環敷演」（1974:34）。 

11 中文有關歌劇之資料中，「喜歌劇」一詞常被用來泛指十八世紀歐洲各國新興的地方劇種，包括了義大利的諧劇

（opera buffa）德國的歌唱劇（Singspiel）、 英國的小調歌劇（ballad opera）、法國的 opéra comique、西班牙的 Zarzuela

等，但這些劇種的形式與內容各自不同，不宜共用「喜歌劇」一個泛稱，因此，本文中凡提到喜歌劇，皆是指法國

的 opéra com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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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末義大利劇團在法國播下的喜劇種籽，最初只能在室外演出，巴黎的兩個市墟：St 

Germain、St Laurent，成了孕育法國喜歌劇的溫床，史稱 the Théâtres de la Foire，在這裡誕生的新劇種 com

édie en vaudevilles，為 opéra comique 的前身。 

在這些市墟中的鬧劇、啞劇、歌舞戲弄、賣藝者特技、動物雜耍等諸多表演，有許多是從中世紀以來

就存在的。一六四二年，傀儡戲出現。一六九七年，來自義大利的喜劇劇團被驅離法國，the Théâtres de la 

Foire 很快地繼承了義大利喜劇豐富的劇目（以 parody為主）。在這樣百戲雜陳的 comédie en vaudevilles 中，

除了模仿 Lully 歌劇及義大利喜劇中的段落，vaudevilles 為其音樂的主體。 

像中國歷史上許多通俗戲曲被禁的命運一樣，comédie en vaudevilles在十八世紀初遭到其對頭 the Comé

die-Française、the Opéra 的強力壓抑。comédie en vaudevilles 在打壓中不但未曾衰落，依然展現著頑強的生

命力，且不同的限制也激發了其形式上的變革。當完整的喜劇、鬧劇被禁，它便以片斷的呈現來應變，當

對話被禁（一七○七年）便改以獨白劇，一七一○年歌舞被禁，comédie en vaudevilles 更發展出「海報劇」

的演出方式：劇中歌曲的歌詞寫在海報上，公於觀眾，音樂則取自大眾耳熟能詳的 vaudevilles，在「捧場

員」（claque）領頭起調後，由觀眾齊唱。 

一七一六年，the Théâtres de la Foire以每年 35,000 livres的代價，讓 the Opéra應允其可以 opéra comique

的名義搬演有歌舞的劇（這是法國喜歌劇 opéra comique 一詞首次被公開的認定），該年解禁的開幕演出，

the Comédie 及 the Opéra 的觀眾席為之空廢，因此，一七一八至一七二四年，the Comédie-Française 重申禁

令，僅允許 the Théâtres de la Foire 演出傀儡戲及走鋼索雜技。 

一七二四年禁戲解除後，法國喜歌劇得到充份的發展機會，這段時期的作品，音樂仍然以 vaudevilles

為主，舞曲、序曲、descriptive symphonies、vaudeville final 的使用也很普遍。一七四五年至一七五二年，

法國喜歌劇再度被禁。 

2.南戲與喜歌劇初始型態的比較 

中、西方戲曲或戲劇的誕生，雖然各自循著不同的軌跡，且藝術形式與內容也常常不能類比（如希臘

悲劇與元雜劇），但在同樣起源於民間的喜歌劇與南戲之間，倒是可以發現較多的類似之處，這也許是因

為庶民文化有著中外皆然的普同性吧。 

從南戲與喜歌劇的初始型態來看，兩者都歷經了小戲及野臺戲的過程，從其表演藝術的類似性來看，

歌舞、百戲作為大眾娛樂的方式，可說中外皆然。將南戲與喜歌劇的形成過程放在一起比較，可以發現不

僅其小戲型態的程式與戲劇內容有共通之處，演出場合也有相似的氛圍。以下我把南戲與喜歌劇之初始型

態的類似點整理為表格，以作為本節的小結論。 

 

§中國南戲與法國喜歌劇的初始型態對照表§ 

 

 南戲（及其前身） 喜歌劇（及其前身） 

小戲 

滑稽劇、啞雜劇、閩南戲弄、諸宮調 Farce、pantomime、plays with songs and dances、

monologues、poster play、opera parody 

雜技、傀儡戲、猴戲 Acrobatic show、marionettes、animal 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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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宋人詞益以里巷歌謠（《南詞敘錄》） 除了模仿正歌劇的詠嘆調，更大量引用民歌 vaudeville 

幫腔、合頭 「海報劇」由觀眾齊唱 

題材 日常趣事、優伶諷謔 日常趣事、嘲諷時事政治 

場合 社火節令、勾欄瓦舍 市墟 

三、合頭與重唱 

（一）南戲曲牌的「對唱」與「合頭」形式 

本節在於探討戲曲、歌劇中，由數個角色同場演唱的音樂形式及其戲劇運用。 

南戲的演唱形式遠較一人主唱的北雜劇多樣，有獨唱（不限角色）、對唱、二三人同唱、合唱（單聲

部齊唱）等，這些演唱形式的穿插變化，成為南戲以音樂敷演各種戲劇情境的利器，尤其是數名角色的對

唱或同唱，是南戲所發展出的一個重要的程式美典，以下略做討論。 

1.對唱 

兩個人以上的對唱方式，常作為人物之間情感交流的手段（張庚、郭漢城 1992:407），也就是以歌唱

來對話。用唱的方式，可能比對白更抒情化，如《小孫屠》第三齣；也可能是富於動態性的，對唱者以曲

牌疊用將戲劇動作程式化，如《張協狀元》第二十四齣： 

 

（淨唱）【痲郎】打脊庵簪賴秀！（丑）打脊庵簪賴狗！（末）兩個不須動手。 

（生）各請住休得要應口。（淨）賊獼猴！（丑）雌獼猴！（生末）看我面一齊住休。 

（丑）【同前】我只是不還貲錢。（淨）趕出去橋亭上眠。（生）看取同人勸您。 

（末）休要出言恁偏。（丑）你弄拳！（淨）我弄拳？（生末）看口休得要鬥煎。 

（淨）【同前】……（丑）【同前】…… 

 

這是個充滿科汎動作的爭吵場面，是從宋雜劇移植過來的。12這類以曲牌對唱形式表演的爭吵場面，

在其它的南戲中也可以找到例子，如《荊釵記》第十、十九、二十九、四十三齣，與《殺狗記》第三十四

齣等，這都是古典小戲程式的遺留痕跡。 

2.合頭 

南曲曲牌中有數人同唱及眾人大合唱的演唱方式，而「合頭」與同唱、合唱不太一樣，它是一種曲式，

而非單指演唱的形式。 

疊用前腔，前後曲末尾數句的唱詞、曲調雷同（或相似）者，曲詞相同的部份叫作合頭（武俊達

1993:39）。也就是說，有合頭的曲牌，其形式是在末尾有段較固定的段落，這幾句唱詞通常由眾人合唱。

從這個定義也可以知道，合頭跟前腔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單支曲牌不能構成合頭的形式，因此，本文中也

                                                           

12 胡忌《宋金雜劇考》云：「近得葉德均先生來函指出，謂《張協狀元》南戲中有《賴房錢麻郎》，可能是宋雜劇《賴

房錢啄木鳥》（見官本雜劇段數）同類形式演出，惟“麻郎”和“啄木鳥”是曲調之別罷了」（195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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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腔合頭」一詞來指涉此一南戲特有的程式美典。 

透過與地方小戲的比較，我們很容易推想這個程式美典是來自歌舞小戲，例如車鼓小戲《桃花過渡》

中，丑、旦以一個曲調唱十二月相褒，每一曲的末尾有「嘿呀囉低嘿」等固定的無意義唱詞，是由後場幫

腔的，這是個我們熟悉的前腔合頭例子，從這個例子，可以注意到兩點：第一，合頭的詞曲千遍一律，正

是因為其由「眾人齊唱」而非「主角獨唱」，不宜有複雜的變化，第二，眾人唱合頭的時候，多為場上主

角專注於舞蹈表演之際。 

其實，在古典小戲中，這樣以前腔合頭敷演歌舞的程式早已形成，此即唐戲弄「踏謠娘」。《教坊記》

載：「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娘和來！踏謠娘苦和來！”」文

中「每一疊」即為疊用前腔，「旁人齊聲和之」即為合頭幫腔。13關於前腔合頭在南戲中的歌舞性將在稍

後詳敘。 

前腔合頭作為諸角對話之用時，唱合頭的人是場上的每個角色，但也有可能是由幕後幫腔的，如以下

《張協狀元》第三十二齣這個合頭的例子，張庚、郭漢城便認為是由幕後幫腔（1992:409）： 

 

（后唱）【雁過沙】那一日過絲鞭，道十分是好姻緣。前遮後擁一少年，綠袍掩映桃花臉，把奴家

成拋閃。（后低聲）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 

（外唱）【同前】大凡是姻緣，我孩兒莫憂煎。侯門相府知有萬千，讀書人怕沒為姻眷，料它每福

緣淺。（后低聲）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 

（淨唱）【同前】......（后低聲）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 

（丑出）【同前】......（后低聲）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 

 

這裡的「后（即貼）低聲」，似乎是具有領唱的作用，而其悲傷地唱完「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後，

接著由眾人合唱同一句唱腔，也有渲染情感的效果，這後來衍變成像《荊釵記》第十一齣〈辭靈〉、《琵

琶記》第二十齣〈糟糠自厭〉中的幫腔程式：旦角在悲怨獨唱之際，每曲末尾都以幫腔合頭來做情感上的

加強。 

（二）歌劇的「重唱」與「合唱」 

西洋歌劇中的「重唱」，泛指由兩個以上的歌手共同演唱歌曲的一種形式，各歌手可以是交替地「對

唱」，也可以是同時演唱，構成多聲部的音樂線條。 

西洋聲樂中所謂的「合唱」，是指「多聲部、每聲部有多人演唱」的形式，若只是由眾人同唱一個旋

律，則稱為「齊唱」。 

跟西洋歌劇比起來，南戲的演唱形式只是單聲部音樂，並沒有重唱與合唱，只有對唱與齊唱。南戲的

前腔合頭，是將對唱與齊唱結合運用，其形式雖然簡單，但卻是民間歌舞小戲的一個重要表演程式，在法

國喜歌劇的前身 comédie en vaudevilles 中，也有類似的演唱形式 vaudeville final，詳見下節。 

                                                           

13 參見翁敏華，〈《踏謠娘》的特色及影響〉「四、“和歌”的傳統」（1989: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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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舞蹈、科汎與戲劇動作 

前腔合頭的形式常常用在以行動為主的「過場」中，有時是一、兩人率眾龍套趕路的情形，有時則是

數主角偕行觀賞沿途景色，不管是那一種情形，這樣的前腔合頭多配合著舞蹈性的表演。 

這種歌舞表演形式，與民間社火「隊舞」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戲文中遇到淨、外等引領眾人於行動

間的過場時，常常以一個源自隊舞的曲牌讓眾人上場及下場，成為一種眾人行動間的一種簡短程式，如

《拜月亭》第十五齣【竹馬兒】及第二十三、二十五齣的【三棒鼓】。 

與這種以隊舞曲牌敷衍「龍套群戲」的程式相似的，是前腔合頭用在數人趕路時，由諸角色次第演唱

前腔，最後在合頭變換隊形，載歌載舞，如《張協狀元》第四十齣： 

 

（生唱）【上堂水陸】衣錦歸故鄉。（合）我門得意。（生）倚門望我歸。（合）雙親歡喜 。（生）

各人為我快行。（合）領台旨。（生）目即便離城。（合）不覺過一里又一里。 

（末）【同前】回首望帝京。（合）水村隔住。（末）長亭共短亭。（合）休斟綠蟻 。（末）恩官

教你快行。（合）領台旨。（末）目即便離城。（合）不覺過一里又一里。 

（丑）【同前】……（合）不覺過一里又一里。 

（淨）【同前】……（合）不覺過一里又一里。 

 

在這個例子中，除了有曲末的合頭，也有曲腹的合唱，但只有在合頭「不覺過一里又一里」中才有舞

蹈表演，之前只是諸角在對話、答唱。 

於現仍能搬演的閩南南戲中，也有合頭配以舞蹈的例子。梨園戲《陳三五娘．留傘》有一段奪傘的舞

蹈身段，在陳三唱完【潮陽春】之後的舞蹈，傳統上後台會配以「囉哩嗹」等無義的幫腔。
14
 

在西洋的喜歌劇方面，類似前腔合頭形式的例子較少，但以下這個舞曲風格的合唱，不但形式同前腔

合頭，連在合頭中舞蹈的程式也與中國歌舞小戲相同。以下我把莫札特的歌劇《唐喬凡尼》No.5 Coro 一

曲，“翻譯”成南戲戲文的樣式，以凸顯其與南戲前腔合頭形式的類似性（歌詞譯文參考湯慧茹

1996:26）： 

 

【村裡舞】（旦）戀愛中的少女們啊，別浪費青春年華，若胸中燃起愛火，請到這裡來拿靈丹妙藥，

多麼快活。（眾舞介，合）啊！多快活，多麼快活！啦啦啦！ 

【前腔】（生）年輕人腦筋要靈光，不要東揀西挑。瘋狂的慶典馬上終了，但是我的歡樂卻正待開

始，多麼快活。（眾舞介，合同前） 

【前腔換頭】（生旦）來吧，大家一起來享樂，跳舞唱歌，來吧，大家一起來狂歡吧，多快活啊！

啊！多快活，多麼快活！（眾舞介，合同前） 

 

《唐喬凡尼》此曲中，這對屬於「喜劇角色」（parti buffa）的農村新婚夫婦，以民謠風的舞曲（可能

是吸收法國 vaudeville 的風格，見下節）作為上場的引曲，充份標示出其身份，而群眾合唱「啊！多快活，

                                                           

14 參見王愛群，〈泉腔論——梨園戲獨立聲腔探微〉，《南戲論集》（198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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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麼快活！啦啦啦！」時舞蹈的形式，與前述梨園戲《陳三五娘》奪傘舞蹈中的「囉哩嗹」幫腔，可說有

異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見，「合頭搭配舞蹈動作」的程式，中外皆有其例。 

除了大幅度的舞蹈動作，南戲中的前腔合頭一樣適於用來敷演一般的科汎動作，尤其是像飲酒、上香

這類行禮如儀的程式，可用疊用前腔來敷演，而曲牌末的合頭，則可以使各人由獨唱曲牌的靜態敘述，藉

眾人幫腔轉入科汎動作的進行，如《白兔記》第三齣〈報社〉、《荊釵記》第四十四齣〈續姻〉裡的飲酒

場面，便是由諸角色次第敘述、輪番動作的一套儀式。 

在合頭中不但富有較獨唱更強的動態性，它還可以進一步讓劇情獲得進展，這樣的戲劇動作已經不單

是肢體上的科汎動作了。看看以下《荊釵記》第四十五齣〈薦亡〉戲中，這個用前腔合頭來配合「輪番上

香」動作的例子： 

 

..….（淨）經文都完了，專等老爺拈香。 

【一封書】（生）特朝拜上清，仗此名香表志誠。亡妻滯水濱，願神魂得上升。（淨）橫死孤魂都

召請，請到壇前聽往生。（合）誦仙經，薦亡靈，仗此功勛超聖境。 

【前腔】（旦、丑上）前日已預名，屆此良辰來殿庭。拈香炷寶鼎，望慈悲作證盟。 

（淨）為願亡靈來受領，獻取香花酒果餅。（合前） 

【前腔】（生）驀然見俊英，與一丫環前後行。潛地想面形，轉教人疑慮生。 

（末）他兩次三回常觀顧，覷了恩官也動情。（合前） 

【前腔】（旦）回廊下迎撞，頓教人心暗驚。那燒香上卿，好像亡夫王十朋。 

（丑）休得輕言當三省，燒罷名香轉看燈。（合前） 

 

在這四個曲牌中，可以看到前兩支只是分別讓生、旦祝禱、拈香，具有與「引子」相似的功能，而到

了第三、四支曲牌，戲便開始往前推展，原以為對方已死的一對夫妻在廟中相遇，卻又不敢相認，生（王

十朋）在唱第三支曲牌時「三次兩回常觀顧」，旦（錢玉蓮）在唱第四支曲牌時也察覺此人好像亡夫，在

這裡，中性而千篇一律的合頭，留下了給演員做表情的空間，讓觀眾不是藉由曲、白，而是經由諸角的

「啞劇表演」察覺戲劇的進行。 

四、團圓與終曲 

（一）「前腔合頭」與「重唱」的「結穴」功能 

在上一節中，我舉出前腔合頭中負載戲劇動作的一些例子，其實，前腔合頭這個形式也適合用在戲劇

事件發生之後，讓各角色以疊用同一支曲牌的方式逐一表示意見，也就是說，戲劇事件激發各角色的反

應，經由「前腔合頭」這個媒材一字排開，各角色的心境變化得到清楚的陳列，人物的個性亦藉此彰顯。

在這樣的運用中，戲劇事件已經在曲牌之前的科白中大致完成，接下來的唱腔之中，鮮有戲劇動作的發

生，而各角逐一發表意見，倒常常帶有收束此一戲劇段落的意味。以下先看一個例子。 

《張協狀元》此戲的開頭，主要是在敷演「張協要上京赴考」這個事件，第五齣裡張協終於要上路了，

臨行前與家人唱了五支【犯櫻桃花】作道別。在前四支曲牌中，張協與父母親道別，父（由外扮）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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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扮）各傳達了對兒子的掛念與期待，第五支曲牌張協與妹妹（由丑扮）相辭，妹妹向哥哥交代，要在京

都幫她買些東西，而每支曲牌最後的合頭「但願此去，名標金榜，折取月中桂」，則由全家人共同唱出此

行的目標。曲牌唱畢後唸下場詩，各人的心願再度被強調一次： 

 

（外）試畢孩兒及早歸（丑）哥哥須記買頭鬚 

（淨）願兒一舉登科日（合）正是雙親未老時 

 

從上例可以看到，讓諸角「各表其志」的疊用曲牌，與下場詩有著類似的內容，因為它們都有著為戲

劇事件下結論的功能：讓每個角色道出或相同或不同的心思，我把它叫作「結穴功能」。南戲的「結穴」

敷演戲劇進行中（非於劇末）一個戲劇事件的結束，常常依循著這樣的模式： 

戲劇事件（科白） → 各表其志（曲牌疊用） → 一同下場（下場詩） 

在這樣的使用模式中，前腔合頭為接續的下場詩做了補強，可以視為下場詩的擴充：「下場曲」，兩

者的結穴功能殊無二致，只是，在曲牌中還有對話的成份，而下場詩則是面向觀眾表白。而曲牌末尾一再

重覆的合頭，唱著眾角一致的心聲，對話的對象其實不是台上的任何一個人，而是台下的觀眾，這與下場

詩的性質就更接近了。尤其在某些例子中，合頭常常帶有「道德教訓」的語氣，與下場詩的口吻十分相近，

例如《小孫屠》的第四齣，最後以兩支【鏵楸兒】作結，第一支的合頭「鴻飛不到處，總被名利牽」，跟

下場詩「雁飛不到處，人被名利牽」，幾乎全然相同。 

在結穴中，各角色的心情雖然可以不盡相同，但在同唱的合頭中，他們必定有一致的信念，否則，此

一事件便還不能算是塵埃落定，此時的合頭也可能是獨唱而非合唱。 

《荊釵記》的第二十六齣〈投江〉，錢玉蓮（由旦扮）從江中被錢太守（由外扮）救起後，錢太守收

她為義女，我們看看這個戲劇事件的結穴： 

 

（外）......你如今不肯回去，就在我船上，與我老夫人同臨任所。我想起來，一路上怎麼稱呼，他也

姓錢，我也姓錢，你拜我為義父。......將酒來，遞了我的酒。（介）梅香、左右，都要稱小姐。 

【黃鶯兒】（旦）公相望垂憐，感夫人意非淺，又蒙結拜為姻眷。恩德萬千，何日報全？願公相早

登八位三台顯。（合）淚漣漣，雙親遠別，重得遇樁萱。 

【前腔】（外）不必淚漣漣，這相逢非偶然，同臨任所為姻眷。聊附寸箋，饒府報傳，管教你夫婦

重相見。（合）免懮煎，夫妻有日，重得遇樁萱。 

【前腔】（貼）天賜這姻緣，喜他們也姓錢，同臨任所作宛轉，明日裡動船，開洋過淺，願一陣好

風，急去登福建。（合前） 

【前腔】（旦）溺水自心酸，我婆婆苦萬千，堂前繼母心不善。兒夫去遠，家尊老年，何日得見王

金判？（合前） 

（外）夫妻懮慮各西東，（老）會合今朝喜氣濃。 

（旦）一葉浮萍飄大海，（合）人生何處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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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在前兩支【黃鶯兒】裡面，旦、外兩人還在對話，仍有戲劇動作的進行，從錢

玉蓮先後所唱兩樣合頭，可看出她的內心經過了由悲而喜的轉折，而在後兩支【黃鶯兒】中，對話成份大

幅減低，合頭一律因襲前腔，結穴意味變濃，遂續接下場詩結束，這裡「白→曲→詩」的連接不但自然順

暢，也將事件的發生與結束交代得層次分明，這其間前腔合頭的運用委實功不可沒。 

在充滿悲歡離合的戲劇中，「重逢」無疑是一類重要的戲劇事件，在注重「團圓」的南戲中，前腔合

頭的形式常常用來表現大大小小的團圓，此時諸角除了各自敘述別來之後的心情，也會有一些共同的心

聲，這時，合頭的「重覆性」及「合唱性」，恰巧適合重逢時心情激盪的人們一再合唱相同的心意。 

《白兔記》第二十四齣〈見兒〉中劉知遠與其子重逢，算是一場「小團圓」，此齣末分別由竇公、劉

夫人、劉知遠唱【奈子花】，合頭為「看此兒，端的是相公嫡子」。《殺狗記》第三十一齣〈夫婦叩窯〉

中，兄弟終於重歸和好，四人分唱四支【四邊靜】，合頭為「把從前是非，再休提起，從此永團圓，骨肉

再和美」，也是個小團圓。 

《荊釵記》第四十二齣〈親敘〉中，王十朋與岳父母久別重逢，分別唱【玉交枝】自敘心情，如王十

朋之母唱「親家，洗塵莫怪輕相待」，其岳父唱「賢婿，你腰金忘勢真大才」，逼錢玉蓮改嫁的錢母唱「自

慚睚眥......莫把我做好人看待」，王十朋唱「微名五載忘親愛，豈知中路變禍災」，雖然各人都有些不同的

感言，但在四支曲牌的合頭中，都一同感傷於錢玉蓮之逝：「細思想荊釵可哀，細思想荊釵可哀！」，因

為這是個尚有缺憾的「準團圓」。 

在充滿巧合的《拜月亭》戲中，第三十二齣〈幽閨拜月〉裡王瑞蘭在對月祝禱時被蔣瑞蓮窺見，一問

之下才知義姊所懸念的丈夫，正是胞兄蔣世隆，此齣末以兩支帶合頭的【四犯黃鶯兒】結束，合頭分別為

「意似虺蛇，性似蝎螯，一言如何訴說？」（此句指拆散蔣、王夫妻兩人的王鎮）、「寶鏡分破，玉簪跌

折，甚日重圓再接」，這裡的合頭可說是用在發現巧合後，姑嫂間的「假團圓」。 

《琵琶記》第三十七齣〈書館悲逢〉中，蔡伯喈在夫人安排下雖然終於見到了趙五娘，但同時也明瞭

雙親皆亡的事實，此時三人連唱四支【小桃紅】，合頭是悔恨的「這苦知多少，此恨怎消？天降災殃人怎

逃？」，因為這是永難彌補的「半團圓」場面。 

南戲劇終的大團圓，比起上述這些各形各色的團圓更為公式化（制式化），留待下段討論。 

回過頭來看歌劇的重唱。歌劇中以重唱形式來表現各角色的心境，這是重唱常見的戲劇運用，其雖然

不一定接續主角們的下場與場次的更替，但仍有一定的結穴意味。但在歌劇的重唱中，作曲家常以相反的

樂想勾勒出各角色的心理狀態與臉譜個性，主角們各唱各的調，以音樂中強烈的對比造成戲劇張力，這樣

的手法與南戲之前腔係疊用同一支曲牌，情形大不相同。 

在重唱的形式中，各歌手以唱相同曲調來抒發相異心境的情形並非沒有，最著名的例子是貝多芬的歌

劇《費黛里奧》，在 NO.3 這個四重唱中，主角們在同樣的曲調上分別表達了「愛情／警戒／嫉妒／慈厚」

等相異的心情，若是將四個人所唱的歌詞及曲調單獨抽出來看，其形式很像是疊用前腔，但是，整體聽

之，它其實是「堆疊起來的前腔」：對位曲式「卡農」（canon；輪唱）。在此重唱的結尾，心情相近的父

女二人且有類似合頭的合唱（第 40-48 小節）。 

貝多芬這個卡農式的重唱，很可能是師法莫札特的歌劇《女人皆如此》，在該劇的第二幕之終曲，有

一段卡農式的四重唱，是「假結婚」之前飲酒的時候所唱，唱詞中強調「忘掉過去」，結穴（生旦團圓）

的意味極為明顯，重唱結束時四人乾杯，也令人想到南戲中眾人以前腔合頭敷演飲酒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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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戲劇終的「團圓」公式 

眾所周知，南戲的結局一定是個大團圓的場面，不但各主角齊聚一堂，且最後還會出現朝廷聖旨賞善

罰惡一番，這不但彰顯了南戲的道德教化宗旨，一方面也顯示了在民間戲曲裡，中央皇權的收編痕跡。且

看《荊釵記》第四十八齣〈團圓〉這個例子。 

 

......（末上）......聖旨已到，跪聽宣讀。......今特升授王十朋福州府知府，食邑四千五百戶。妻錢氏，

封貞淑一品夫人。母張氏，封越國夫人。亡父王德昭，追贈天水郡公。宜令欽此。謝恩！（生）萬

歲！萬歲！萬萬歲！ 

【大環著】（外）那一日江道，那一日江道，得夢蹊蹺。靈神對吾曾說道，見佳人果然聲韻高。投

水江心早，艄公救撈，問真情取覆言詞了。留為義女，帶同臨任所福州道。 

（合）怎知今日夫妻母子，子母團圓，再得重相好。腰金衣紫還鄉，大家齊歡笑，百世永諧老。 

【前腔】（旦）念奴家年少，念奴家年少，適侍英豪。在雙門長成身自嬌，守三從四德遵婦道，蘋

蘩頗諳曉。母姑性驕，見孫郎富勢生圈套。家尊見高，就將奴與君成配了。（合前） 

【前腔】（老旦）想當初窮暴，想當初窮暴，豈有今朝。蒼天果然不負了，幸孩兒喜得名譽高。門

閭添榮耀，闔家旌表，感皇恩母子得寵招。加官賜爵受天祿，滿門福怎消？（合前） 

【前腔】（生）嘆樁庭喪早，嘆樁庭喪早，母氏劬勞。想當年遠乖時未遭，對青燈簡編莫憚勞。萱

親況年老，深蒙泰山，送荊釵豈嫌寒舍小。春闈應舉，助白金與我恩怎消？（合前） 

【越恁好】（生）……（合） 

【前腔】（旦）……（合前） 

【尾】…… 

 

從上例可以看到，在聖旨頒下後，大團圓的場面進入結論的部份，由各主角逐一在前腔合頭的程式

中，為自己在此戲中的所作所為，做一個客觀的總結，如重述個人遭遇，或做道德式的反省，而在合頭

中，眾人則齊聲歌頌圓滿的結局以及忠孝節義。 

在大團圓中前腔合頭的戲劇功能，與前述小團圓、準團圓、半團圓等的結穴作用，基本上是類似的，

但「劇末團圓」與「劇中結穴」之間有一個關鍵性的差別：各演員已經從所扮演的角色中游離出來，以一

種近似「說唱」的敘事口吻來回顧這齣戲。大團圓中「各演員輪流唱前腔／眾人的【尾聲】合唱」，與一

開始的「副末開場／自報家門」前後呼應，好像是把戲包裹在說唱之中： 

 

副末開場 自報家門 戲 各述感言 尾聲合唱 

 

南戲的副末開場與自報家門之形式，對後繼的中國戲曲有著深遠的影響，咸信為說唱藝術在戲曲中的

遺留痕跡，但我在南戲劇終團圓的前腔合頭中，也嗅出了說唱藝術「勸世歌」的意味。如果說自報家門是

進入角色，那劇終的前腔合頭就是脫離扮演；如果說副末開場是敘事的開始，那尾聲合唱就是劇終的謝

幕——演員在與觀眾道別時，甚至還會邀他們明天再來看戲，如《拜月亭》末齣〈洛珠雙合〉的末曲：「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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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漾在江邊，江邊，終須到底團圓，團圓。戲文自古出梨園，今夜裡且吹散，明日裡再敷衍，明日裡再敷

衍。」 

總之，南戲劇終的大團圓模式「懸宕→宣詔圓滿→各述感言→大合唱」，是前腔合頭在南戲的敘事美

典中再程式化的又一典型，它把「戲劇視窗」關閉，台上一字排開的演員好似說書者的“分身”，在前腔

中各述感言、於合頭中共詠團圓。 

（三）Vaudeville Final 

以下根據 Grove 音樂辭典（Barnes1980:564-567），簡略地介紹源自法國的 vaudevilles、comédie en 

vaudevilles、vaudeville final 等樂曲、音樂戲劇形式。 

1.Vaudevilles 

Vaudevilles 是源自法國的一種詩歌體裁，盛行於十七、十八世紀。其來源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其

一是十五世紀在 Normandy 鄉間的通俗諷諭詩，其二是十六世紀的宮廷抒情詩，其中後者具有 strophic 

form，並常搭配各種舞蹈型態。 

在十七世紀，vaudeville 屬於 air 的一種，當時 air 泛指 settings of strophic text（即疊用前腔的形式），

特別是有伴奏的獨唱曲，而 vaudeville 被視為視最簡單的一種 air（最缺乏技巧的人也可以唱它），或是被

定義為以政治、宮廷為諷諭對象的時事詩歌。 

作為舞曲、飲酒歌、諷諭詩的 vaudevilles，逐漸成為一種全國性的娛樂，許多曲調被傳唱及抄錄，自

然地，vaudevilles 的曲調從原歌詞獨立而出，可以另填新詞。 

各個 vaudeville 的「能指」稱為 timbre，它可以是其原始歌詞的第一句歌詞，或者是在疊用前腔中末尾

一再重覆的句子（refrain；類似於合頭），這些合頭常常是一些無義的音節聲詞。 

2.Comédie en Vaudevilles 

以 vaudevilles的曲調聯綴編成的喜劇，為在十七、十八世紀風靡巴黎的一種新的戲劇型態：comédie en 

vaudevilles。 

在劇中用那些曲目，是由作曲家與劇作家一同決定的，作曲家有時也另創新曲（ariettes；小詠嘆調）。

而在既有的曲調中，挑選合乎戲劇情況、角色心境的曲子時，他們會嘗試利用曲調本身的音樂風格，甚至

直接引用該曲原有的歌詞，或以原曲詞作為暗喻，巧妙地在戲中賦與該曲幽默的雙關意義。 

在倚聲填新詞的時候，劇作家常常不能成功地讓語言音節的抑揚與音樂的重音配合得很密切，但在這

樣輕鬆的娛樂中，觀眾並不在意這樣詞樂不相諧的問題。作曲家 Gilliers 在其歌劇 La princesse de Carizme 

中，巧妙地將不同的 vaudevilles 之句子編在一起，以取得旋律與語言的協調，由於 vaudevilles 多為 G 調及

D 調（大小調都有），經由簡單的轉調便可「借宮集曲」。 

Vaudevilles 可以負載對話的進行，有的作曲家便利用數支 vaudevilles 的聯綴，來敷演整個場次。 

3.Vaudeville Final 

Vaudeville final 是一種慣用於喜歌劇終曲的形式，在此曲中，各主角輪番以同一個曲調唱出他的結

語，且各段之末都有固定不變的眾人合唱，強調著該戲所欲揭櫫的道德教訓（moral）。舉例來說，莫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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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幕喜劇《劇院經理》，故事敘述一個劇院經理在組織劇團時甄選歌手，發生兩個女歌手爭作首席女高

音的風波，劇終 vaudeville final 的道德教訓是「每個藝術家都追求榮耀，但若欲壓過他人以突出自己，即

使是最偉大的藝術家也顯得渺小」。Vaudeville final 適合用在單幕喜劇的終曲，它有時也伴隨著簡單的舞

蹈。 

Vaudeville final 後來廣泛被義大利諧劇、莊劇，以及德國歌唱劇所吸收，成為為終曲的音樂形式之

一。15 

4.《後宮誘逃》 

至此，vaudeville final 與南戲大團圓的類似性，可說呼之欲出了。第一，strophic form 很容易讓人想到

曲牌體的疊用前腔，第二，固定的眾人合唱則類似於南戲的合頭。 

為了做更具體的印證，以下我將莫札特的歌唱劇《後宮誘逃》之終曲，改寫為南戲的形式，並把

vaudeville 翻譯成【雜耍郎】 。讀者可參照前面所舉的南戲「團圓」例子，將可以發現中西歌劇間無比相

似的程式性：「懸宕→宣詔圓滿→各述感言→大合唱」。 

 

（外白）......康絲丹彩，我決定還與你們自由，回到你們的國家去吧！告訴你父親，我決定以德報怨

地釋放你們，這樁美事勝過於以眼還眼的報復。...... 

【雜耍郎】（正生）毋忘閣下恩德，永懷感謝，我將以寬宏與高貴之名稱呼您 

（眾合）何人忘此恩德當受輕。 

【前腔】（旦）於愛情之歡愉中，亦毋忘閣下恩德，我心中滿溢著愛與感激（合同前） 

【前腔】（小生）我將不會忘記曾幾乎被扼死，再碰到這等危險，我將如火燒頭般逃跑（合同前） 

【前腔】（貼）太守閣下，十分感謝您的招待。歐斯敏，我將永遠地遠離你，像你這種只會吵架的

人，應該受到蔑視。 

【前腔換尾】（淨）......（淨下，眾合唱）......（合同前） 

【尾】（合唱隊合唱）……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各歌手至劇終仍未脫離扮演，尤其是歐斯敏（類似中國戲曲「淨」的角

色），在【前腔換尾】中還念念不忘要除掉眼中釘，乃在輕快的【前腔】中間轉至暴躁的咒罵（因此我把

它稱為「前腔換尾」，換尾這段音樂曾出現在第一幕），其桀頑不馴的性格貫徹至劇終，而由其他人代替

他唱「合同前」，這個令人意外的變化，也是莫札特勇於突破舊程式的天才妙筆。 

五、結語 

中國古典戲曲裡無所不在的程式，是其重要的藝術特徵之一，在本文中，以南戲與喜歌劇中的合頭程

式作為比較研究的主題，我嘗試為自己所生造的程式美典一詞，略做一番闡釋與舉證，而在這次跨時空的

劇種碰撞中，也激盪出一些深刻的相關問題。 

                                                           

15 如 Rossini 的諧劇 Il barbiere di Siviglia（塞爾維亞的理髮師）、莫札特的歌唱劇 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後宮

誘逃）、Gluck 的莊劇 Orfeo ed Euridice（奧菲歐與尤里迪茜）等，都是使用 vaudeville final 的著名歌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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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一詞帶有套式規則、保守因襲的含意，而綜觀中國歷代戲曲，在許多方面總具有較西方戲劇明顯

的公式，而西方歌劇史上的許多作品，都曾因循舊程式而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類型，這是希臘悲劇、莎翁戲

劇中所看不到的，這豈非肇因於音樂進入了戲劇的搬演之中！ 

「音樂形式導致了戲劇形式的程式化、影響戲曲（歌劇）類型的固定化」，這是個令我頗感興趣的想

法，同時也是一個極為龐大複雜的命題，本文中，初步地指出了兩個音樂形式契合戲劇形式的現象：在小

戲中，前腔合頭配合眾人歌舞的表演；在大戲中，前腔合頭敷演劇終的謝幕程序。從小戲到大戲，前腔合

頭這個程式因為敘事美典的進入，而有了再程式化的新運用，南戲與喜歌劇在這一點上是不謀而合的。 

雖然本文的題目定得有點大膽，但是這個中西比較的研究靈感，原本是從「南戲中的小戲成份」的探

討中所觸發的。回顧此一題目的形成，有兩個問題值得深思。第一，從民間小戲的角度來比較戲曲與歌

劇，似乎比從文人傳統的元雜劇與 opera seria（莊劇）、或一些藝術性較成熟的戲曲及歌劇品種，來得自然

而易於入手，這也許透露著庶民文化超越時空的普同性。第二，從重唱、終曲此類與戲劇契合較緊密的音

樂形式入手，較之拿以抒情或敘事功能為主的獨唱曲來做戲曲與歌劇的比較，似乎具有更豐富的研究面

向。從義大利諧劇以降，重唱與終曲一直是歌劇藝術中最深奧的歌唱形式之一，這個形式與喜劇的內容或

角色的關係，也許也可以嘗試從與南戲、傳奇的比較中來做一番“劇種碰撞”的思考，比如諧劇的 chain 

final 與明清傳奇劇終常使用的「南北合套」，都是以幾個音樂對比鮮明的樂段之串連，來敷演大團圓裡高

潮迭起的戲劇事件。無疑的，「chain final 與南北合套的比較」這個題目，比起本文中合頭與 vaudevilles 的

比較，要來得更加複雜、深奧。 

本文對於南戲與喜歌劇的比較研究，也讓我對於「曲牌」及「以曲牌演戲劇」這兩個觀念，產生了一

些新的想法，因為我深深感到在南曲與 vaudevilles 之間，存在著一些值得深究的相似性，無論是南曲的

「囉哩嗹」與 vaudevilles 曲末的 timbre 等無義聲詞之間的“異曲同工”，或是將流行歌謠戲劇化的倚聲填

詞、借宮集曲與聯套等方式，這些曲牌的形式與其戲劇運用，都有待日後再做進一步研究。 

本文中討論的主要是形式上的類似，而在戲劇內容上，南戲與喜歌劇所明示的教化旨意，也是頗堪玩

味的。南戲與喜歌劇同屬於庶民文化的戲劇，但它們都在以歌舞娛樂大眾之際，同時還負載著道德教化的

任務，並在劇終藉著前腔合頭的形式做明顯的宣示。這除了與本文中提到的「皇權的收編痕跡」有關，也

可以從文人「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的製曲心聲中看出端倪，16而羅基敏老師在審稿後指出「盧梭等

人是把寫作喜歌劇當作啟蒙運動的一種手段」，更使我想到，「文人參與民間戲劇創作的動機」也是南戲

與喜歌劇間又一個饒富趣味的比較點。 

總之，中國戲曲與西洋歌劇之間，無論是在形式上、內容上，或其作為「以歌曲演戲劇」之藝術形式

的美學原理，都隱藏著一些值得嚴肅思考的互通之處。本文作為碩士班階段的一篇習作，也留下了許多開

放性的議題，尤其，筆者所能掌握的喜歌劇資料極為有限，造成諸多寫作的困難與缺憾。本文旨在投石問

路，僅作為比較戲曲學研究的一個開端。 

                                                           

16 高明，《琵琶記》〈副末開場〉【水調歌頭】。 



《藝術評論》第 8 期（1997），頁 163-185 

 17 

六、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份 

胡忌 

1957 《宋金雜劇考》，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張庚、郭漢城 

1986 《中國戲曲通史（1）》，台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 

錢世明 

1986 〈論程式〉，《戲曲研究》第 20 期，頁 96-111，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陸潤棠、夏寫時編 

1988 《比較戲劇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福建省戲曲研究所、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莆仙戲研究所 

1988 《南戲論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俞為民校點 

1988 《宋元四大戲文讀本》，江蘇：新華書店。 

錢南揚 

1988 《戲文概論》，台北：木鐸出版社。 

陳芳英 

1989 〈市井文化與抒情傳統的新結合——古典戲劇〉，《意象的流變》，頁 539-586，臺北：聯經

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翁敏華 

1989 〈《踏謠娘》的特色及影響〉，《戲曲論叢第二輯》，頁 14-22，甘肅：蘭州大學出版社。 

錢南揚校著 

1990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台北：華正書局。 

曾永義 

1990  〈中國古典戲曲的形成〉，《中國戲曲起源》，上海：知識出版社。 

鄭國權、施子清、朱展華、吳捷秋、曾金錚編 

1991 《南戲遺響》，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韓國璜 

1992 〈歌舞伎與京戲的比較〉，《韓國璜音樂論文集（三）》，頁 17-29，台北：樂韻出版社。 

蔣一民 

1993 《音樂美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俞為民 

1994 《宋元戲曲考論》，台北：商務印書館。 

許逸之 

1996 《戲劇雜談》，台北：商務印書館。 



《藝術評論》第 8 期（1997），頁 163-185 

 18 

湯慧茹編譯 

1996 《莫札特四大歌劇中文版書（二）唐．喬凡尼》，台北：上揚有聲出版公司。 

（二）英文部份 

Anthony, James R. 

1980 “Théâtres de la Fort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Vol.18:728-729.Edited 

by Stanley Sadie, 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Barnes, Clifford 

1980 “Vaudevill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Vol.19:564-567.Edited by 

Stanley Sadie, 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Parker, R. 

1994  The Oxford Ilustrated History of Op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藝術評論》第 8 期（1997），頁 163-185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