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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木

雜技玩家

壹、前言

臺灣戰後，政府即對戲劇教育實施改

革。故歌仔戲、掌中戲、皮影戲、傀儡戲等

劇團，均應地方需要，復業者日漸增加。而

平劇、閩劇、越劇、滬劇、粵劇、歌舞劇、

方言劇等，亦如雨後春筍，爭相競發。在「

內臺戲」發達的年代，（註1）每個劇團人

數少則二十人，多則近百人，每年演出動輒

三百多天，必有其一定的號召力，否則在沒

有政府補助、沒有財團支持的時代環境中，

無法通過觀眾檢驗，也無法在戲院內臺的商

業機制中立足。（註2）當時，中國大陸有

許多雜技表演團體，諸如李棠華技藝團、海

家班、大中華特技團、中國兒女特技團、沈

常福馬戲團……等大大小小的劇團均來臺演

出，部分劇團演出檔期結束便回去中國，部

分則待在這片美麗的寶島，播種發芽。趙木

群雜技團便是其中之一。

趙木群，一位無師自通的雜技玩家，終

其一生為臺灣雜技表演奉獻心力，在1950年

代前後，趙木群將雜技融合新劇為臺灣雜技

表演注入新元素以多元面貌的發展。為此，

筆者將對趙木群的一生，從學藝階段、巡迴

演出及其貢獻做出詳盡的介紹，試圖勾勒出

趙木群的歷史地位，期能為臺灣雜技表演史

留下珍貴史料。

貳、童年習藝概況

趙木群1919（民國8）年出生，廣東省汕

頭人，父母親開雜貨店。父親叫趙錦梅、母

親是曾淑貞、弟弟名為趙來有。由於雜貨店

南邊有一表演團體專門變魔術，趙木群便經

常到那邊去玩。

那地方旁有一空地（靠海邊）。魔術

團經常受廟會、遊藝場邀演，我經常

和他們去，覺得好玩。當時是14、15

歲。他們經常來我們家雜貨店買東

西，所以只要一表演我便經常跟去，

幫忙搭布棚。看他們怎麼變魔術、雜

技表演。就這樣，看著看著，自己在

自家旁開始學騎單車、頂技等，之後

在附近公園表演，那時候沒有錢可以

拿，只是覺得好玩……自學一段時間

（1至2年），便開始隨表演團一同出

去演出。（註3）

註1 「內臺戲」亦指內臺，係指表演空間為封閉型，

觀眾必須自行付費觀賞的商業劇場。參閱石光

生，〈論張德成皮影戲「內臺演戲紀錄」（1952-

1967）反映的臺灣內臺戲劇場文化〉，《民俗曲

藝》，146（臺北，2004.12）：157-217。

註2 邱坤良，《飄浪舞台：台灣大眾劇場年代》（臺

北：遠流，2008），118。

註3 趙木群，面訪，新北市自宅，2010年1月19日。訪

問人為郭憲偉。

圖1　趙木群生活照（圖片來源：趙木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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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文字發現，趙木群因自身興趣

與機緣下，投入雜技表演。然而，其學藝過

程，並非經由拜師，相反地，是透過觀看演

出，在家中自我揣摩學習，我們可將此學習

歷程稱做「私淑弟子」。（註4）這在那個時

代較為不普遍，一般來說，街頭藝人的門戶

關係很深，若師出無門，行走江湖必然處處

受阻甚至遭受同行歧視與壓制。因此街頭藝

人盡可能投其名師門下，甚至也有類似冥婚

方式，拜已去世的藝人為師的事情發生，只

求藉此達到身分的再造與認同。（註5）除此

之外，拜師不僅僅是這些行當既有的規矩，

也是藝人從事技藝本身的原因，如同岳永逸

在《空間、自我與社會：天橋街頭藝人的生

成與系譜》一書中指出：「投師還有一個好

處─撥眼。藝人都講什麼什麼門，你投師或

進門，就能把你眼撥開，行話叫撥眼。就是

說，很多東西不經師父指點就不明白，但只

要經師父一指點，你很容易就會了。你像耍

盤子、鑽圈、硬氣功等，其中都有很多關鍵

的地方，不經師父指點，是琢磨不透並容易

出糗的。（註6）」如此說來，雜技表演的

技術並不是一看便能學會，它必須經由師父

教導技巧與傳授訣竅，才能逐漸領悟箇中奧

妙。趙木群雖無真正拜師，但因成長過程時

常隨團觀看演出，時間一久，也就學得一身

好技藝。

參、大陸各省巡迴演出

這段時間約1、2年，藉由觀賞魔術團的

演出，自己便到自家空地製作道具練習，如

騎單車、魔術或是手上技藝等等，之後中日

戰爭，戰火不斷，趙木群便跟隨內地一個江

湖表演團體赴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各省

演出。當時表演的節目有魔術、高空、雜耍

等，表演場地是在小布棚（類似馬戲團的布

棚）。1941（民國30）年趙木群開始籌組木

群技術團至全國各省巡演。

1947年8月趙木群帶13人到臺灣演出。

道具是自己帶過來，演出服裝也是1人準備

1套。團員計有太子、武松、燒酒三、大頭

仔、張氏、蔡頭老、陳麗芳、趙寄鳳、趙寄

香、趙寄華、趙木群……等人。（註7）那為

什麼會來呢？據趙木群回憶：

我家因開雜貨店，因此有許多江湖藝

人經常會到我家雜貨店買東西，有

次，一群江湖藝人說要來臺灣表演，

想找我當保證人，我說你們這功夫也

可以去臺灣啊，你們先走，我也會到

臺灣去看看，結果一來就回不去了  

（因中國已淪陷）。（註8）

可想而之，趙木群當時來臺灣的目的

是想看看這塊寶島的表演生態與發展前景。

當時，趙木群母親亦隨團來臺，其親生子女   

（寄華）也一起過來。隔一段時日後，趙木

群認為臺灣生活還不穩定，而且尚未置產，

因此，寄華便跟奶奶回廣州。隔不久，就沒

辦法回臺灣。（註9）

肆、來臺籌組劇團戲院巡演

來臺後，我們和在大陸一樣，跑江湖

賣膏藥。之後有一歌仔戲團看我們演

出，覺得不錯，便問我們要不要待他

們團，吃住他們包，我們只需在歌仔

戲開演前先演上一段。剩餘時間便自

行跑江湖。（註10）

趙木群來臺之初先是待在歌仔戲團，之

後才自己組團，開始在全臺各地戲院表演。

初期以雜技節目為主，每一場演出時間為90分

鐘至2小時，節目內容包括：〈盤子〉、〈足

技〉、〈椅子頂〉、〈大武術〉、〈木磚頂〉

、〈雙飛燕〉、〈小頂過梯〉、〈小頂盪鞦

韆〉、〈軟功〉、〈雙劍過梯〉、〈三腳椅〉

、〈空中大車輪〉、〈走鋼絲〉、〈西洋技

術〉、〈真理術〉、〈魔術〉等，配合不同的

戲院及觀眾需求安排節目內容。（註11）1950

至1951（民國39至40）年，趙木群買下經營不

善的新劇團（話劇），並將團名改為「木群技

術歌舞劇團」。（註12）

我本來要帶大家回汕頭。有次，在新

營表演時認識一位新劇團老闆，他說

要把他的新劇團賣給我們，這樣融合

新劇表演會很精彩。因為買下新劇團

經營管理便暫時無法回去。那個劇團

大概是黑貓歌舞團那個時代。像是文

英、吳炳南、素珠等人都是那一時期

的演員，皆在我的新劇團從事演出

過。

註4 私淑弟子指的是喜歡某人的演技，由於種種原

因，卻無法向其喜歡的藝人舉行拜師儀式正式

拜師學藝，只好借觀摩自己所喜歡的藝人演出

之機，偷偷學習，後來學得活靈活現，唯妙唯

肖。參閱岳永逸，《空間、自我與社會：天橋

街頭藝人的生成與系譜》（北京：中央編譯出版

社，2007），66-67。

註5 參閱岳永逸，《空間、自我與社會：天橋街頭藝

人的生成與系譜》，52-53。

註6 岳永逸，《空間、自我與社會：天橋街頭藝人的

生成與系譜》，53。

註7 據程育君，〈臺灣光復後家班特技之發展與變

遷－以「木群技術歌舞劇團」為例〉一文指出，

趙木群1947年來臺，全團演員共有16位。然筆者

訪問趙木群本人時，他清楚表示當時隨團人數計

有13位，顯然，程育君在資料引用上有所誤植。

此外，由於趙木群當時高齡92歲，有些隨團演員

因長期未聯絡加上只稱呼小名，故團員名字有些

已不記得或只記得小名。另外，筆者本來預定

2010年5、6月間與趙木群進行第二次訪談，由於

當時趙木群身體欠佳因而作罷，然6月中旬，趙

木群身體狀況急轉直下，緣盡捨報。是故，有關

其它兩位演員的名字暫無法可得，特此說明。上

述記錄來源是由筆者於2010年1月19日訪談趙木群

時，所獲資料。

註8 趙木群，面訪，新北市自宅，2010年1月19日。

註9 據趙寄珠表示：「寄華到20歲後，陳麗芳（趙木

群之妻）就拜託我表姐把寄華辦過來。因為我表

姐住香港，就先把寄華帶去香港，再輾轉來臺。

因為當時香港與大陸的連繫不像臺灣這麼地情勢

緊張……之後，我們就在豪華酒店表演。」參閱

趙寄珠，面訪，臺北市自宅，2011年6月17日，訪

問人為郭憲偉。

註10 趙木群，面訪，新北市自宅，2010年1月19日。

註11 程育君，〈臺灣光復後家班特技之發展與變遷

――以「木群技術歌舞劇團」為例〉，《臺灣戲

專學刊》，10（臺北，2005.1）：68。

註12 木群技術歌舞團全團計有：趙木群、陳麗芳、趙

寄鳳、趙寄香、陳阿美、趙玉笑、賴樹木、李東

鳳、陳寶興、朱雙喜、朱添喜、李萍、陳清山、

陳明宗、賴正義、林君枝、許桐月、鄭詩然、于

茲順、孫三和、王阿冉、王春來、王龍大、梁鴻

福、黃玉柳、吳子炘、林慶來、林承鎮、陳春生

等人。參見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臺

北：銀華出版部，196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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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劇團是沒有劇本，每天早上吃完飯

講一講，自行發揮，沒有劇本的。以

前新劇團都是這樣，就是自己對一對

便上場演出。若一個地方待5天那就編

5天的社會劇；若是4天那就編4天。  

（註13）

上述可知，趙木群當時本想帶其子女

回中國大陸，在一次機緣下與一位新劇團老

闆認識，由於該劇團因經營不善，想轉售他

人，趙木群便將整個團買了下來，這個團比

較知名的有文英、吳炳南、素珠等人，因為

人員流動大，加上年代已久遠，趙木群亦不

記得那麼多了。團員人數也從10多人成長為

30多人，劇團除了雜技、新劇及歌舞演員

外，另有樂隊（一支小喇叭和二個打鼓）所

組成。（註14）由於，「內臺」的每場演出

約3小時，歌舞團、特技團若單純表演歌舞、

特技，節目可能安排不便，因此有搭配新劇

與其他表演的情形。（註15）此外，當時的

歌舞團、特技團、綜藝團皆可能穿插新劇演

出，甚至擴大成為新劇團。（註16）其中   

「趙木群技術歌舞劇團」便是鮮明的例子。

趙木群可說是開創臺灣雜技與新劇合

作之先驅。趙木群接掌新劇團後，便將演出

內容做大幅度的調整，整場節目只有在前30

分鐘演出雜技，後60分鐘則演出新劇。（註

17）新劇的內容為迎合觀眾的喜愛，並無固

定劇本，以口述故事情節及大綱為主，團員

自由發揮，負責編導的是團長趙木群及吳炳

南先生，其劇情多以家庭倫理及滑稽搞笑為

主。另外，新劇演出場景的變換，除配合劇

情需要外，也需考量每個戲院的劇場設備，

所以劇團有各式的軟景及大小道具，裝台時

必須由全體團員一起幫忙裝置。此時期雜技

表演已由早期純雜技漸融入話劇、舞蹈等元

素。因此，程育君把當時節目分為四大類：

一、魔術類－真刀殺人、新奇魔術、空

中美女、空中釣魚。

二、歌舞類－高票跳舞、南洋舞、探戈

舞、倫巴舞、森巴舞、古裝舞、手

鼓舞、歌曲（獨唱）。

三、高空特技類－高竹飛人、空中飛

行。

四、特技類－雙車瑟琴、穿過真刀火

圈、單輪車妙技、巧穿地圈、高梯

飛人、倒海食錢、雙飛燕、冒險技

術、西洋技術、單槓。（註18） 

上述的分類內容，可看出趙木群技術

歌舞劇團除以雜技、魔術表演外，另有高空

特技、歌舞表演等節目，且話劇的表演也增

添不少娛樂性，讓觀眾不再只是欣賞雜技演

出，還可看話劇表演。此時的節目內容已走

向多元，且技巧難度也達到一定水平，如高

梯飛人、空中飛行、高竹飛人等技術，都是

需要長時間的訓練與技巧的掌握，才可登臺

演出。另有南洋舞、探戈舞、倫巴舞、森巴

舞、歌曲（獨唱）等舞蹈歌唱，（註19）這

些不同元素的搓揉與融合，使雜技有了新的

表演風貌，也間接帶動此一風潮。

1955年趙木群帶領其團員在左營隆興戲

院、屏東信義戲院演出，當時的宣傳廣告內

容：「場面堂皇、精彩悅目、演技超群、蓋世

無雙、奏樂幽雅、佈景豪華、美女群集、高竹

飛人，並獲得體育界榮譽。（註20）」聲勢

可謂之浩大，表演內容也朝向多元化，更注

入原住民舞蹈，加深民眾的認同。此外，宣

傳廣告特別介紹木群技術歌舞團獲體育界榮

譽，雖不知是何種榮譽，但可以想像的是，

雜技與體育都是以身體為主軸來詮釋自我、

體現自己，兩者間必然是屬息息相關、相輔

相成。除此之外，戲院還有另一特色，就是

每到一地演出，就會找演員與樂隊遊行踩街

或搭一台小車繞附近街道。（註21）

註13 趙木群，面訪，新北市自宅，2010年1月19日。

註14 趙木群，面訪，新北市自宅，2010年1月19日。

註15 邱坤良，《飄浪舞台：台灣大眾劇場年代》，130。

註16 邱坤良，《飄浪舞台：台灣大眾劇場年代》，130。

註17 此時期，少數新劇團也曾已此方式進行演出，如

「新生活」團長張利達及其妻洪玉葉曾是馬戲團

單車特技演員出身，因此，「新生活」演出前先

由張氏夫婦表演半小時雜技，才接演新劇。參

閱邱坤良，《飄浪舞台：台灣大眾劇場年代》，   

127。

註18 程 育 君 ， 〈 臺 灣 光 復 後 家 班 特 技 之 發 展 與 變

遷－以「木群技術歌舞劇團」為例〉，《臺灣戲

專學刊》，10：69。

註19 郭憲偉，〈臺灣戰後雜技表演之發展研究（1945～    

2006）〉（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2008），38-39。

註20 〈 木 群 技 術 歌 舞 團 廣 告 〉 ， 《 中 華 日 報 》 ，      

1955.01.26，B4版。

註21 趙木群，面訪，新北市自宅，2010年1月19日。

圖2　木群技術歌舞團戲院廣告（資料來源：

《中華日報》1955年1月26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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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戲院演出的歌舞團也在此時產

生一些變化。據葉龍彥所著之《南方澳大戲

院興亡史》，該書認為臺灣戰後經濟困頓時

期，人民生活貧困，但是對於看表演，不管

是歌仔戲、新劇或歌舞團的風氣極為流行。

歌舞表演各種類型的舞蹈、歌唱、戲劇，有

時還加上雜技與魔術等，民眾也樂於贊助表

演。（註22）從表演風格來看，劉處英的    

〈戲院與劇團：臺灣高南兩市內臺歌仔戲之

研究〉碩士論文認為，戰後初期的歌舞團呈

現出三種風格：

一、純歌舞團：節目單裡僅僅強調歌舞

表演，例如新疆歌舞團。

二、技藝歌舞團：除了歌舞表演之外，

又加入技藝、魔術、曲藝的表演，

例如鳳香木群技術歌舞團。

三、話劇歌舞團：節目內容包含歌舞、

獨唱，又有話劇表演，例如楊三郎

領軍的黑貓歌舞團。（註23） 

此時的歌舞團為了吸引觀眾，以「美女

脫衣舞」、「舞女如雲，鶯聲燕語，美女熱

情，香豔肉感」、「淑女如雲，性的刺激，

玉腿如林，肉的示威」、「舞步輕如燕，玉

腿滿場飛，歌聲似銀鈴，酥胸隨處蕩」等

等，具有挑逗意味的廣告詞刺激觀眾，也漸

漸地走向情色歌舞的路線。由此可知，當時

的歌舞團除以傳統歌舞型式、曲藝融合歌舞

和話劇融入歌舞表演外，已開始走向情色歌

舞表演路線。這也表示說，情色歌舞表演早

在戰後初期已出現，且深受民眾喜愛。（註

24）不過，趙木群所領導的劇團屬於技藝歌

舞團，以技藝、魔術、曲藝特長，不走情色

歌舞路線。在那個年代，身處逆境之中，趙

木群並未因此忘本，持續精進自身的雜技表

演能力，並致力於維護雜技的發揚與傳承。

圖3　趙木群演出頂球轉圈

（圖片來源：趙木群

提供）

伍、轉戰夜總會演出

1962年起，臺視、中視、華視接連開

播，隨著家家戶戶擁有電視機，戲院無法抵

擋其衝擊，部分歇業，部分改建為播放電影

的西式戲院，例如位於臺北西門町的「芳乃

亭」即為播放西式電影而建造的戲院。（註

25）隨著國家經濟逐漸穩定發展，且開放國

外團體來臺觀光，以致國內歌廳、夜總會與

酒店興起。雜技表演的主要場所是國內的各

大酒店，如臺北的鑽石、六福歌廳以及豪

華、金龍、第一酒店。（註26）

由此可知，電視開播造成觀眾逐漸流

失，民間戲院無法經營，取而代之的是酒

店、夜總會風行；經濟的穩定成長，國外團

體的來臺觀光，自然而然也就帶動酒店文化

的蓬勃發展。此時期的木群技術歌舞團，為

求生存，轉戰夜總會、酒店表演。該團中新

劇的演員為圖生計遂從戲院轉型，進入電視

臺演出臺語電視劇，而趙木群便帶領著妻小

轉戰夜總會與酒店表演。（註27）

酒店表演，其實在世界各地很早以前就

開始風行。它是一種非正式的娛樂，就是顧

客也參與其中熱鬧地飲酒歌唱，或者是遊走

的樂師或雜技藝人表演後向觀眾募點賞錢，

（註28）由於酒店文化的盛行，間接帶動雜

技藝人或民間藝人另一條賺錢的管道。趙氏

轉戰酒店初期，是由孫三和幫忙接洽（專門

接洽人家去演出的經紀人），當時第一酒店

演出經理張德全看完趙氏演出後，覺得節目

內容不錯，便前後聘僱長達1年。（註29）由

於趙木群喜愛和同行交流，藉由切磋來學習

新技術，因此，只要有國外團體來臺演出，

他便會透過各種管道取得聯繫，若是對方意

願不高，趙氏就想盡一切辦法模仿其技藝，

等該團回國後便仿造其道具進行演出。（註

30）據趙寄珠所述：

在第一酒店演出，我們必須不斷地變

化節目。像外國團體來臺演軟功、頂

劍、套招。我們就一定要練起來，學

一些外國人的，臺灣比較沒有的。像

第一酒店曾找2名伊朗的演員演劍頂

劍，那個技藝，那2名伊朗演員有教

我們，我們和他們配，像我和寄雲就

與他們配過。因為我們要配合場地需

求，並不是每一個場地的空間都很

大，所以要因應各種問題。（註31） 

註22 葉龍彥，《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臺北：新新

聞文化，1999），122。

註23 劉處英，〈戲院與劇團：臺灣高南兩市內臺歌仔

戲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5），117。

註24 參閱郭憲偉，〈臺灣戰後雜技表演之發展研究

（1945～2006）〉，64-65。

註25 郭美汶，〈芸霞(藝霞)歌舞劇團在臺灣舞蹈發展中

的存在意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2），33。

註26 教育部，《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論文集》（臺北：

教育部，1984），388。

註27 郭憲偉，〈臺灣戰後雜技表演之發展研究（1945～    

2006）〉，60-61。

註28 Michael Billington 編著、蔡美玲譯，《表演藝術》

（臺北：好時代出版社，1986），226。

註29 趙寄華，面訪，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

系，2011年6月16日，訪問人為郭憲偉。

註30 趙木群，面訪，新北市自宅，2010年1月19日。

註31 趙寄珠，面訪，臺北市自宅，2011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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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話語已可窺見雜技演員在酒店生存

之不易。畢竟觀眾喜愛求新求變，且胃口愈

養愈大，一場節目很難維持兩個星期，必須

不斷地更替節目，才能滿足觀眾的觀賞慾。

此外酒店、夜總會的舞臺空間有大有小，

雜技演員必須因應各種潛在的問題，如高度

不夠，舞臺不夠深……等，必須即時想出解

決與應對的策略，才能在酒店文化中屹立不

搖。

當時，趙木群在酒店與夜總會的演出

一天約三場（下午一場、晚上兩場），此安

排通常是配合吃飯與吃宵夜時間，因此讓演

員覺得不被尊重。有時歌廳或酒店的表演節

目，多半穿插些短劇，說說唱唱，嘻笑怒

罵，無一定格式，其作用有二：一、給跑場

的歌星或民間藝人片刻空檔換裝；二、給觀

眾換換口味，增加點「可看性」。（註32） 

由此說明，酒店文化在某層面來說，是相當

不重視表演藝術工作者，但雜技演員為了生

存及發展，也就不得不在酒店表演了。（註

33）

圖4　趙木群演出頂技（圖片來源：趙木群提供）
圖5　1966 年趙家班雜技團赴吉隆坡演出受獎惠存

（圖片來源：趙木群提供）

陸、赴海外巡演十三年

1973、74年起，趙木群帶著寄華、寄

珠、寄雲、寄梅4名子女赴韓國演出，半年

後，寄華先行回臺結婚，也就暫離雜技舞

臺。

我們第一年去韓國，是跑全國公演，

不是做夜總會喔，是在戲院公演。記

得第一次去時，當地華僑非常怕我

們，因為之前有一劇團（洪小東歌舞

團），他們夫婦也是去韓國公演，

但他們票房不好，所以沒錢坐飛機回

來，後來叫華僑捐錢。因此，當我們

去的時候，華僑就害怕了，怕又要捐

錢。（註34）

我們到韓國任何一個地方，就一定要

拜會（加強語氣：就是一定要拜會）

，向當地的華僑協會拜會。像是去漢

城（首爾）表演，就先去拜會，但他

們很怕我們，擔心又要捐錢。我父親

有請一位翻譯，我們去拜會時，給他

們票，他們還是很害怕。等我們演出

成功，生意好時，他們才會跟我們

打招呼，那些華僑（山東人）很現實

的。我們也到他們的鄉村地區，當然

必須先拜會。（註35）

我們跑全國的戲院時，生意都很好，

像是釜山啊，之後有一個夜總會（世

界盃）老闆叫我們去表演，表演一場

給他們看，觀看後他們非常喜愛我們

節目要找我們演，但我們已和之前戲

院老闆簽約，約還沒結束，不能毀

約。（註36） 

綜上所述，藝人出國演出可能會遇上大

大小小的突發狀況，如同趙木群等人一到國

外就必須向當地華僑拜碼頭，一方面希望能

獲華僑支持，一方面也希望能在當地順順利

利演出。不過，華僑並不一定會很熱心，畢

竟要看這些藝人的功夫值不值得投資，若功

夫不好便成賠本生意。所幸趙木群的表演受

到各界人士欣賞與喜愛，因此在韓國期間商

業演出不斷，更與各地華僑保持良好關係。

只不過，華僑多半是希望趙木群去華僑學

校、大使館義務公演。

註32 〈歌廳酒店演短劇加了味素變了色〉，《聯合

報》，1977.07.30，B14版。

註33 郭憲偉，〈臺灣戰後雜技表演之發展研究（1945～    

2006）〉，64。

註34 趙寄珠，面訪，臺北市自宅，2011年6月17日。

註35 趙寄珠，面訪，臺北市自宅，2011年6月17日。

註36 趙寄珠，面訪，臺北市自宅，2011年6月17日。

圖6　趙木群赴韓演出廣告（圖片來源：趙木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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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韓國演出只能待半年，半年

後就必須離開。因此我們在韓國演出

半年便離開，前往日本，先是全國巡

迴演出，如日本的北九洲、南九洲或

者是北海道，都曾演出過。之後，跑

了半年，又再回韓國，是一個叫世界

盃的夜總會，我們在那邊駐演。這個

夜總會滿大的，也有請國外其它團體

來演。（註37） 

也就是說，趙木群等人半年在韓國（5

到10月）、半年在日本（11到4月），因為日

本與韓國最多只能停留半年，所以半年一到

就必須離開。不過，有次一名新加坡老闆看

完趙木群等人的演出後，便邀趙木群等人赴

新加坡、香港與藝霞歌舞團一同演出。半年

後，又再回臺灣的夜總會演出，之後又回韓

國、日本繼續演出。

1977年羅飛雄在日本演出半年，（註38）

結束後，經紀人詢問他是否要去韓國。一到

韓國的世界盃夜總會，便碰見趙木群，之後

便與趙木群一同合作有7個月之久。以下為羅

飛雄的回憶：

趙木群做人很海派，我一到韓國時，

他很照顧我，因人生地不熟很多東西

都不知道，都是他帶著我，若是碰到

任何問題，他也會幫忙處理。當時我

們住的酒店是亞希亞酒店，離表演場

地走路約7~8分鐘。我一個房間、趙木

群一個房間、他三個女兒一個房間。

我們每天的表演都是在晚上，表演2

場。當時韓國還有戒嚴，半夜12點便

不能出去走動……演出時間是晚上1

場、宵夜1場，都在同一場地演出。演

出結束後，便到廚房拿菜，我一份、

趙木群一份、他三個女兒一份……時

圖7　韓國世界盃夜總會演出，左起趙氏三姐妹、趙木群、趙木群助理與羅飛雄

（圖片來源：羅飛雄提供）

常在他的房間煮，或在我的房間煮。

此外，他在韓國很久，因此，臺灣很

多人去韓國玩，便會找趙木群幫忙簽

證的事情。因為他和韓國臺辦處熟

識，他也跟華僑關係很好，也會講一

點韓國話，人面交際很廣，只要有任

何問題，如簽證過期就會請他幫忙，

因此，他的朋友都會送酒（洋酒）給

他，所以他每天都會有酒喝，喝酒不

用愁……。每天晚上演出後不是趙木

群來我的房間，便是我到他的房間聊

天。（註39） 

從羅飛雄口述訪談中，可窺見趙木群等

人在韓國的演出性質與生活概況，也可發現

趙木群為人豪爽、喜愛結交朋友、交際手腕

高，且樂於幫助他人，只要有求於他，他必

當盡力幫助。此外，從趙寄珠口中得知其父

親除喜愛結交朋友外，也時常與當地馬戲團

進行交流切磋或教人家雜技，他從不吝嗇地

把自己的技術與絕活分享給同行，相對地，

對方也會將自己的拿手技藝與之分享，彼此

交換心得。或許因為趙木群不藏私與好學的

性格，使他的節目能持續推陳出新，並能在

韓國、日本巡演13年之久。

除此之外，在韓國期間雖然一般只能

演出半年，但有時會因接檔的表演者手續尚

未辦好，或其它突發狀況，或演出效果好，

當地酒店老闆便會要求趙木群等人加演一個

月，有時還必須配合參與勞軍演出活動。

註37 趙寄珠，面訪，臺北市自宅，2011年6月17日。

註38 羅飛雄專長魔術口技表演，早期以舞台及黑魔術

的表演為主軸，後期則以喜感的方式及趣味的表

演方式來呈現給觀眾，早在1970年代以表演鴿子的

節目，帶進中國大陸，當時中國戰士雜技團所拍

的電影「雜技英豪」裏就有一段變鴿子的畫面，

後期再以個人趣味魔術帶進香港及臺灣，然後帶

進中國大陸，在「中央電視台」的「曲藝雜談」

，有其個人節目表演。曾指導過無數港臺影、

歌、視藝人之魔術表演。羅飛雄曾是「國立臺灣

戲曲學院（前身為復興劇校）綜藝團」團長。現

為「臺北市技藝舞蹈表演業職業工會」理事長「

美國國際魔術師協會(IBM)台灣分會（360）」會

長及「亞洲魔術聯盟」理事、「廣東省雜技家協

會」名譽理事。

註39 羅飛雄，面訪，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團，2011

年6月22日、2012年5月30日。訪問人為郭憲偉。

圖8　1977 年趙木群、羅飛雄等人在韓國勞軍時，當地

軍官致贈的感謝函（圖片來源：羅飛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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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表演時，演店老闆還要我們去勞

軍。零下20度，叫我們去38線那邊勞

軍。又或者在最前線勞軍。因為那老

闆要避免繳這麼多稅，所以藉勞軍減

少課稅。華僑也是，跟人家學，也要

我們去勞軍……華僑也是喜歡湊熱

鬧，叫我們向夜總會請假和他們去勞

軍。結果都是我們在演，他們什麼都

不懂……我們都會拿中華民國國旗。

（註40） 

韓國的電視臺我們也去演出過，大家

都認識趙氏。每次在韓國機場，我們

是走飛行員那條，直接出來，不用檢

查行李，他們都認識趙氏。或者只需

放幾張我們演出的相片，他們就直接

放行。（註41） 

由於夜總會本身打廣告要支付許多費

用，透過趙氏等人上節目表演還可節省廣告

圖9　日本千葉縣演出，舞臺左上方

清楚標示中華民國國旗（圖片

來源：趙寄珠提供）

圖10　日本千葉縣演出軟

功技巧（圖片來源：

趙木群提供）

費用開銷。可想而知，在臺灣趙木群為國家

勞軍演出，在國外則為生活表演、為生活勞

軍演出。畢竟，國外有國外的規矩，需聽從

老闆的指示，老闆說什麼就必須遵照，若稍

有不順從，皆有可能面臨捲地舖離開的下

場。或許是因為趙木群配合度很高的關係，

華僑也經常拜託趙木群參與勞軍演出。他也

不忘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所以只要勞軍或

在日本各地演出時，便會拿著或掛著中華民

國國旗，以示宣揚。除此之外，因趙氏演出

活動多、曝光率高，大家也都認識趙氏，在

一些公共場合或海關檢查時較不受刁難。 

在日本酒店演出，趙氏則要不定期換

節目，這樣才會有觀眾想要看。因此，趙木

群時常要求其子女練功或觀看其它外國團體

的演出，藉由觀看進而模仿，這樣演出檔期

才會久一點，畢竟一檔一星期已經是最久的

時間了。在日本，趙氏一檔只有3天，就會

到下一檔。當時都是在夜總會演出，酒店會

安排趙氏演出時間與地點，一檔結束後便搭

火車前往下一個目的地。韓國則就不同，是

駐地演出。如此說來，各國有各國的風情與

要求，為求生存，趙氏等人只能配合老闆安

排，因應不同的演出情況。

在韓國、日本期間，趙木群有時還會替

子女煮飯或帶子女去買生活必需品與衣裳，

有時也會自行一人去其它夜總會演出。1981

年底，寄珠、寄雲與寄梅等三人在日本千葉

縣演出後，即返臺結婚。趙木群便獨自一人

從事他最喜愛的雜技表演，直至1985年左右

才返國。

柒、結語

綜上所述，趙木群的生平事蹟包含：童

年習藝概況、大陸各省巡迴演出、來臺籌組

劇團戲院巡演、轉戰夜總會演出、赴海外巡

演13年等時期。他一生為臺灣雜技奉獻心力

數十年，70多歲還曾應教育部之邀籌組老人

團赴美加、中東、歐洲做巡迴演出，宣慰僑

胞。值得一提的是，他當時演出轉碗，還能

夠轉20個碗，令人稱奇，（註42）可謂之臺

灣雜技奇人。他對臺灣雜技的貢獻為開啟雜

技與新劇結合之風，為臺灣雜技注入新的元

素與生命力。此外，每每出國演出趙木群都

會拿中華民國國旗放置舞臺兩旁，皆可說明

趙木群愛國心及其精神。

由於喜愛與國內外雜技或馬戲人士交

流，藉由相互切磋來學習新的技術並開發新

的道具，使得趙木群的雜技技術與日精進。

另外一面，趙木群善於交際應酬、人際關係

良好、更喜歡幫助同行人士，贏得雜技界的

尊重，更是值得後人效仿之處。2010（民國

99）年6月，趙木群離開人世，但他一生對雜

技的執著與熱愛，已深深埋藏於我們心中。

註40 趙寄珠，面訪，臺北市自宅，2011年6月17日。

註41 趙寄珠，面訪，臺北市自宅，2011年6月17日。

註42 趙木群是第一位表演轉碗的雜技演員。轉碗技巧

考驗演員的敏捷性與速度感，配合誇張的身體動

作與搞笑詼諧的手法，使觀眾又驚又喜。一般來

說，沒有純熟的雜技技巧無法轉20個碗，若從年

齡與體能狀況來考量，一位70多歲的雜技演員還

能表演出精湛的技巧，可謂之高水準、高水平的

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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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1989 年中華傳統技藝團赴美、加演出

（圖片來源：趙木群提供）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19 8 出生於廣東汕頭。

1932 21 13 經由觀看雜技魔術表演，開始學習雜技。

1941 30 22 籌組木群技術團至全國各省巡演。

1947 36 28 8月率13人來臺。

1950 39 31 買下新劇團。

1955 44 36
11月率木群技術團赴金門勞軍。

率木群技術歌舞團赴左營隆興戲院、屏東信義戲院演出。

1958 47 39 率木群技藝團赴菲律賓演出3個月。

1966 55 47
率木群特技團赴東南亞各國巡演半年。

與李棠華、海家班赴香港演出。

1969 58 50 第一酒店演出及各大酒店演出。

1970 59 51 其子女趙寄華、趙寄珠、趙寄梅於國防部藝術工作總隊演出1年多。

1971 60 52 國內各大酒店、夜總會、歌舞廳演出。

1973 62 54 赴韓國、日本演出13年。

資料來源：本表整理自趙木群先生、趙寄珠小姐的訪談逐字稿與郭憲偉，〈臺灣戰後雜技表演之發展研究（1945～2006）〉，臺南：  
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備    註：本表僅就目前筆者所見資料整理，必然有所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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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81 70 62 趙寄珠、趙寄雲、趙寄梅回臺結婚，只剩趙木群在韓國、日本繼續演出。

1985 74 66 返回臺灣。

1989 78 70 老人團美加演出。

1990 79 71 中東歐洲演出。

2010 99 91 6月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