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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戰後，跟隨國民政府撤遷來臺的雜

技團、雜技家班以及雜技演員，大多在民間

撂地賣藥或在戲院演出，（註1）另有一些

雜技演員在國防部藝術工作部隊參與勞軍演

出。當時的藝術工作部隊具有音樂、戲劇、

舞蹈研究發展與編導演出及藝工人員之訓練

與宣慰工作、藝工示範輔導及執行有關政

教、心戰、文宣等活動之作業能量，為具備

多能藝術之部隊，對於陶冶官兵身心、調劑

部隊生活、鼓舞戰鬥士氣、導正思想觀念、

增進軍民關係、遂行人材培育、延續文化傳

承有其重要之功能。（註2）

在藝術工作部隊中，雜技隊較不為人

所知。從雜技隊、特藝隊、技藝隊到歌劇隊

等時期，吳成琨占有相當重要的角色，他曾

任藝術工作部隊雜技隊隊長、中華技藝訓練

中心雜技教師，後至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

（今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科擔任雜技教

師，兼任技藝組長。除此之外，他撰寫雜技

教材、發表文章，為雜技教育的推動不遺餘

力，可說是極具代表性人物之一。由於吳成

琨已仙逝，故本文所採取的素材以已出版的

文章、吳成琨的手稿、吳成琨的學生與遠房

親戚口述訪談為主，試圖對吳成琨的一生，

從成長過程、軍中過程、教學過程、師生情

緣及其貢獻做出詳盡的描繪，期能為臺灣雜

技教育史留一註腳。

貳、生平背景與事蹟

一、成長過程

吳成琨（藝名龍林武），1930年（民

國19年）出生於廣西玉林。他有7個兄弟姐

妹，1個哥哥（吳成良）、4個弟弟、1個妹

妹。8歲時，吳成琨和吳成良在廣西拜龍躍華

為師，（註3）在門下學習雜技、樂器等藝

雜技拓荒者

註1	 參閱郭憲偉、蔡宗信，〈從家班到團隊──臺

灣戰後雜技表演之歷史考察（1945～1972）〉，					

《臺灣體育學術研究》，48（桃園，2010.6）：55-

78；郭憲偉，〈戰後初期雜技表演的傳入與發展

（1945年～1948年〉，《學校體育》，105（臺

北，2008.6）：61-67。

註2	 周世文，〈國軍一九五○年後音樂發展史概述〉，

臺北：東吳大學音樂學系在職碩士班音樂學組碩

士論文，2005，47。

註3	 龍躍華，滿族人。他專長皮條、扛子與二接，創

辦龍家班。龍躍華經常出國到南洋演出，原本是

搭班（潘家班）演出，也經常跟隨楊家班與藍壽

山搭班演出，之後在武漢籌班成立龍家班。龍家

班成員包含龍躍華的2位師弟以及龍克蘭（專長

綱絲、定車）、龍克麗（專長唱歌、跳舞）、龍

克武（專長底座、對手）、龍敘武（專長小頂、

倒立尖子）等人，規模很小。成立之初，歷經在

武漢與四川等地演出，後來要去香港演出，不料

抗日戰爭爆發便退至廣州與楊寶忠（楊家班）一

同演出。隨著戰事緊繃，龍躍華等人便往廣西玉

林，於其時收吳成良、吳成琨、德貴（習藝一段

時間便離開）等人為徒；之後退至安順、貴州，

又收金枝、銀枝、龍克珠等3位女生為徒。1949年

龍家班正式解散。上述資料由龍強提供。龍強為

龍敘武的孫子，曾任雲南省雜技團業務副團長、

團長、藝術指導，1995年榮獲文化部第四屆全國

雜技比賽《雙層雙飛燕》編導獎，2006年榮獲雲

南省文學藝術成就獎。

圖1　相隔臺海兩地數十年後吳成琨與母親的再度相遇

（圖片來源：陳鳳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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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他是龍家班最小的徒弟，天資聰穎、好

學，專攻頂、（註4）粘碗、流星、單車、刀

火門等技藝，此外，在鑽研雜技的同時，他

還學習多門藝術，包括樂器（薩克斯風、架

子鼓）、舞蹈（踢踏舞）、演文明戲、京劇

等。

1940年吳成琨隨龍家班到雲南昆明參加

現代歌舞團，在國太戲院演出。1942~1947年

先後在昆明戲園、野貓歌舞團、國光劇團及

小毛劍佩的京劇團演出。1948年在雲南滇南

一帶、開遠、箇舊、蒙自等地巡演，同年參

加第26軍康樂服務團，龍躍華任團長（軍職

少校）、龍敘武任隊長（軍職上尉）、吳成

琨後任隊長。（註5）隔年1月2日左右，吳成

琨隨26軍離開大陸，（註6）經越南、緬甸、

海南島轉至臺灣。

二、軍中過程

國軍成立藝術工作部隊在抗戰時期就已

有成例，除「中國萬歲劇團」外，另有25個

軍中演劇隊，經常在各該所轄地區之部隊、

軍事學校及軍醫院公演。另外，整編師以上

新聞處，均設有新聞工作大隊或新聞工作

隊，以輔助執行各處之工作，其工作內容因

襲過去各級政治部政工隊之舊習，多偏向康

樂活動方面，如表演音樂、歌唱、平劇、地

方劇、話劇、舞蹈、魔術等。（註7）其中魔

術表演在各演劇隊、新聞工作隊、中山俱樂

部演出時，亦常排有表演節目，但無專設機

構，新聞局為適應需要，於1947年成立魔術

表演隊一隊。（註8）隨著國軍撤遷來臺，曾

有正式編制的藝術工作部隊，共計有藝術工

作總隊等49隊，可以區分為總隊級（少將編

階）、大隊級（上校編階）、中隊級（中校

編階）三個層級，總隊級藝術工作部隊1隊，

大隊級藝術工作部隊8隊，中隊級藝術工作部

隊40隊。以軍種來區分，則計有國防部1隊，

陸軍36隊，海軍6隊，空軍3隊，聯勤1隊，警

總1隊，憲兵1隊。（註9）

1950年4月1日特勤總隊改隸國防部政治

部，並重新整編，稱為康樂總隊，總隊部設

有4課，分別主管總務、戲劇、電影、音樂美

術等業務，原第1、2大隊及直屬第1、2隊裁

撤，第5隊及第12隊恢復演劇第2、3隊番號，

第7隊及第1隊改編為巡迴康樂車第1、2隊，

第8隊恢復電影第1隊番號，第10隊改編為電

影第2隊，第11隊改編為電影第3隊，第9隊恢

復電影第4隊番號，第3隊改編為電影第5隊，

第4隊改編為電影第6隊，第2隊改編為電影第

7隊，另外新成立雜技隊1隊。（註10）1958

圖2　龍躍華扛子絕活（圖片來源：龍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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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二三」金門砲戰期間，國防部康樂總

隊派出雜技隊冒猛烈砲火搶灘登陸料羅灣，

向前線將士作普遍性之慰勞演出。（註11）

在反共抗俄時期，各演劇隊都曾深入海防或

前線巡迴演出，軍中劇運也在此時期邁入高

潮。

1965年6月，康樂總隊改稱為藝術工作

總隊，雜技隊改稱為特藝隊；1969年特藝隊

又改稱為技藝隊；1971年技藝隊併編至歌劇

隊；1985年裁撤歌劇隊，至此國防部藝術工

作總隊的雜技步入歷史。（註12）除國防部

藝術工作總隊設有雜技隊外，陸軍第一軍團

司令部藝工大隊、陸軍第二軍團司令部藝工

大隊、陸軍訓練作戰發展司令部藝工大隊，

以及聯勤總司令部藝工大隊也曾設置雜技

隊，至1985年奉令裁撤。（註13）海軍總司

令部藝工大隊也在1956年設置音樂雜技隊，

之後改為藝工隊，1995年7月奉令裁撤。（註

14）

註4	 頂稱倒立，又稱做「鼎」。

註5	 龍強，面訪，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

系，2012年3月28日，訪問人為郭憲偉，當時為國

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生。

註6	 當時26軍要讓吳成琨等人直接飛回臺灣，但提了

一個條件是讓女生先走，吳成琨等人不答應，他

們也曾討論到底走不走，有家庭的人不願意離

開，年輕的則願意離開大陸，最終決定離開；但

有家庭的因要帶小孩行動，所以行動較為緩慢，

以致大夥分散。龍敘武等人因此留在大陸，只有

吳成琨隨26軍來臺灣。

註7	 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編，《國軍政工史稿》				

（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1168-1169。

註8	 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編，《國軍政工史稿》，				

1168。

註9	 周世文，〈國軍一九五○年後音樂發展史概述〉，		

50-51。

註10	 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編，《國軍政工史稿》，			

1810-1811。

註11	 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編，《國軍政工史稿》，				

1821。

註12	 周世文，〈國軍一九五○年後音樂發展史概述〉，		

52-54。

註13	 周世文，〈國軍一九五○年後音樂發展史概述〉，	

57-65。

註14	 周世文，〈國軍一九五○年後音樂發展史概述〉，	

61-62。

圖3　軍中勞軍時的合影（右後第四位為吳成琨）（圖片來源：陳鳳廷提供）

雜技拓荒者 --- 吳成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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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成琨來臺灣後，一直待在藝術工作總

隊，偶爾會在一般夜總會表演。1968年吳成

琨收陳鳳廷為徒，之後陸續收了8位學生，後

因學生吃不了苦陸續離開，只剩陳鳳廷1人。

據陳鳳廷回憶：

學生本來有9位，但陸陸續續離開，

到最後只剩我1人。這9位有些只來幾

天、一個月、或一年就離開了。由於

吳老師是軍職，不見得想收學生，因

為我姐夫是吳老師的好朋友，所以把

我交給吳老師，由於老師的踢踏舞跳

得非常好，當時是講學舞蹈，結果是

學雜技。後來陸陸續續來了8位小朋友

（都來自鄉下，家境清寒的小朋友）

。學生都住在他家裡，由於場地不

大，練習辛苦。他通常在上班之前教

我耗頂，下班後再教一些基本功。當

時只是想收徒玩玩看，沒有心要教小

朋友……後來，他就每天帶我到藝總

與張家班一起練功，當時藝總小朋友

多，就覺得好玩。他每天上班教我練

習基本功。之後，就直接住在藝總和

張家班一起練功。（註15） 

從上述文字發現，吳成琨當時並不見得

想要教授雜技，且當時的學生多數是家境清

寒才來學藝，因此，學生本身的興趣不大。

加上雜技訓練並不是一般人可接受，以致許

多學子吃不了苦便中途離去。當時藝術工

作總隊也聘請張家班演出，（註16）因此陳

鳳廷時常和張家班一同訓練，其訓練概況如

下：

每天早上5點起床開始耗頂，吳老師

上班後才看我練功。他一天上班行程

是，早上先辦一些軍中的業務，才過

來看我練功。早期是家班制，當時張

家班來的時候，平時都是在早上、

下午練功，覺得不夠的時候，晚上

也會練功。有時要到離島、全省各

地勞軍，就沒辦法像這樣練。因此，

簡單來說，有表演時就跟軍中四處演

出，沒表演時採上下班制。因為有張

家班，所以吳老師演出就比較少。我

們通常是一面表演一面練功，當時張

宴明的妻子很好，她會鼓勵我們，假

如在舞臺上表演新的動作或技術，張

媽媽就會給我20元當獎勵（當時我們

的宵夜費只有10元），也因為這樣的

誘因，我們都會很認真地練功，大家

一起拼功。早餐前就把基本功練完，

圖4　吳成琨、陳鳳廷師徒二人合影

（圖片來源：陳鳳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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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早餐後開始練雜技技巧（像是盤

子、頂碗），8、9點後就練翻滾、頂

或排節目。（註17）

由此可知，軍中演出時期並不是每天都

有演出，沒演出時採上下班制。而陳鳳廷便

跟師父（吳成琨）一起上班練功或跟張家班

的人一起訓練，甚至還會拼功。陳鳳廷學四

個月左右，吳成琨便帶她到夜總會表演。吳

成琨主要表演頂，而陳鳳廷與劉湘蘭當助手

並表演軟功節目。之後，只要軍中無演出活

動，吳成琨便向軍中請假，帶著陳鳳廷以神

龍特技團的名義四處在夜總會接檔期演出。

註15	 陳鳳廷，面訪，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

系，2011年11月28日，訪問人為郭憲偉，當時為國

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生。

註16	 張家班是指張起超、張宴明、張連起、張起發等

人與其子女組成的雜技班子。張家班1949年左右

隨國民政府軍隊來臺。1958年，適值軍中康樂活

動盛行之期，張氏兄弟被網羅至海光康樂大隊，

並待在海光特技分隊服務。在大隊長李崇弼領導

下乘機搭艦，至各離島暨軍區營地勞軍獻技。後

因海光分組，奉調國防部藝術工作總隊。詳情可

參閱郭憲偉、陳耀宏，〈一個家班雜技團的歷史

考察──以『藝峰綜合特技藝術團』為例〉，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論叢》，20.1（桃園，2009.		

12）：4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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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7	 陳鳳廷，面訪，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

系，2011年11月28日。

圖5　吳成琨在夜總會表演粘碗絕活

（圖片來源：陳鳳廷提供）

圖6　吳成琨表演刀火圈絕活 

    （圖片來源：陳鳳廷提供）

雜技拓荒者 --- 吳成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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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過程

1980年吳老師軍中少校退伍。1978年

曾在中華民俗技藝訓練中心擔任籌備

處人員與教師（約1年多）。1981年

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綜藝科開始籌

備，1982年正式招生。由於當時是劇

藝實驗學校，並無明確規章，因此，

吳老師在領終生俸的情形下，也在綜

藝科擔任教師並兼技藝組長職務。（

註18）

雖然吳成琨在軍中任職，但軍中法令

並無強制規定不可私自在外授課或教授學

生，因此，李棠華開辦中華民俗技藝訓練中

心時，（註19）吳成琨曾在其訓練中心擔任

教師，教授雜技。1981年適逢國立復興劇藝

實驗學校籌組綜藝科，吳成琨、郭漢鼎、張

連起與張愚在劉伯祺校長網羅下籌組綜藝

科，1982年正式招生。

成立之初由郭漢鼎先生擔任綜藝科主

任，專任教師有張連起、張愚、吳成琨、陳

鳳廷、張元貞、劉漢材、陳彩鳳等人，後因

班級人數增加，再聘張燕燕、徐來春、趙寄

華、陳阿美等人擔任專任教師。（註20）吳

成琨擔任技藝組長期間工作內容包括：課程

安排、教師聘請、教育進度、內容之訂定、

圖7　吳成琨表演雙層雙飛燕絕技，陳鳳廷表演倒立

劈叉（圖片來源：陳鳳廷提供）

圖8　吳成琨表演雙立碑絕活，助手為徐來春

（圖片來源：陳鳳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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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	 陳鳳廷，面訪，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

系，2011年11月28日。

註19	 1978年，李棠華成立中華民俗技藝訓練中心，招

收國小4、5年級學生共60人，男女各半。在經費

方面，由教育部負擔五分之二，其餘均由該中心

自己負責，學生不必繳納任何費用，條件是畢業

後要義務服務2年。詳情可參閱郭憲偉、徐元民，

〈歷史．身體──以李棠華技術團為論述中心〉，

《運動文化研究》，18（臺北，2011.9）：111-146；

郭憲偉、徐元民，〈愛國藝人──李棠華〉，《

臺灣百年人物誌第五輯》，張素珠主編（臺北：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10），	218-243。

註20	 郭憲偉、徐元民，〈戲如人生──張連起的雜技表

演人生〉，《臺灣百年人物誌第四輯》，張素珠主

編（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09），237。

註21	 郭憲偉，〈臺灣戰後雜技表演之發展研究（					

1945～2006）〉，136。

註22	 實習演出，乃指配合學生的訓練狀況，將練習成

果結合編排手法實際操作於舞臺之中。因此由教

師群安排班級，於每個星期的某一天上午，於復

興劇藝實驗學校中正堂或中興堂做實習演出。雖

然這是高中階段導入的課程，但會依照學生的能

力與程度做變動，故不一定只在高中時期才參與

實習演出，大部分的班級在國中時期就參與實習

演出，高中時期則參與校外演出活動。

註23	 郭憲偉，〈臺灣戰後雜技表演之發展研究（					

1945～2006）〉，138。

註24	 曾士龍，2001年畢業於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

現為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團團員。

註25	 曾士龍，面訪，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團，2012

年5月30日，訪問人為郭憲偉，國立體育大學體育

研究所博士生。

考核。（註21）因此在籌備課程上耗費極大

心力。其學制安排方面：國小5、6年級是以

學習基本功為主（腰、腿、頂、雜耍、翻

滾），另有音樂、舞蹈、武術等相關科目；

國中階段，開始依照學生的個人興趣與身體

素質來做技藝分科教育，學習個人專長，並

配合武術、體操、舞蹈、音樂、戲劇表演的

輔助課程；高中階段，除技藝分科個人專長

訓練與其它輔助課程外，另安排綜合排練、

實習演出，（註22）以增加舞臺上實際演出

經驗。此外，綜藝科學生在每個階段的升學

中，都必須經歷升級評鑑考試，通過者才能

繼續就讀，如國小6年級升國中時的升部評鑑

考試、國中3年級升高中的升部評鑑考試及高

中3年級的畢業考，若無法通過考試的學生，

則輔導轉學。（註23）由此可知，雜技表演

基礎教育著重基本功，並配合相關性課程加

以輔助，才有可能培育出優秀雜技演員。

據曾士龍回憶，（註24）

「吳老師一開始看我們耗頂、吊頂

時，他發覺我們頂不怎麼好，他說不

要緊，慢慢來。之後就叫我們互相扶

一佰個樁，持續一個月後，我發覺我

的頂有明顯地進步……有一次吳老師

請假，我被分配到王老師那邊，當時

在練手頂，王老師叫我試試看，我一

試嚇一跳，竟然也可以起手頂」。  

（註25）

可看出，吳成琨不管是面對怎樣的學

生，他都盡力去教，不管學生的資質或程度

差異，就是一起練。另外，他在訓練上也有

一套模式，以頂為例，他時常要求學生在起

頂前與起頂後一定要亮相，若不亮相便會適

時處罰，原因在於這樣可幫助學生在學習階

段養成良好的習慣，避免等到技術純熟後才

開始學習如何亮相。

雜技拓荒者 --- 吳成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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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擬定課程標準，建構雜技教育系統

綜藝科成立之初非常艱辛，從早期家班

制、父傳子及師徒制時代，到現今正規教育

培養雜技藝人，主要的教材即為一大困擾，

由於每個家班的練習方式不同，所以要從中

取得共識，絕非易事。幾經協調與爭論，每

位教師也都極盡所能地一邊傳授技藝、一邊

編寫教材，於1991年8月完成了第一本技藝標

準《劇藝學校綜藝科課程標準》。（註26）

這是第一本雜技課程標準，代表著臺灣雜技

教育的薪火相傳，也是雜技人共同努力的成

果，更是吳成琨默默耕耘與推動的結果。以

下為《劇藝學校綜藝科課程標準》：

劇藝學校綜藝科課程標準

（一）教育宗旨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

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

發

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

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

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二）劇藝學校教育目標

劇藝學校，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

百五十八條之規定，以教授青少年劇藝

智能，養成健全之劇藝人員為宗旨。

（三）劇藝學校綜藝科教育目標

以中國民俗技藝為根基，培育表

演專業人才，並提高其素質，而使民俗

技藝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除學習各類

民俗技藝表演方法外，並注重使學生

圖9　綜藝科老師全體合照（左後第四位為吳成琨）（圖片來源：陳鳳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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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	 陳鳳廷手稿。

註27	 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編印，《劇藝學校綜藝科

課程標準》（出版地不詳，1991），6-7。

註28	 相較於早期的雜技訓練，講究的是「兩季功」。

意思是在冬季時，愈冷愈要練；夏季時，愈熱也

愈要練。這種練法，練出的功最紮實，跑碼頭

時，才能應付各地的氣候變化。參閱吳成琨，〈

民俗特技教育的瓶頸〉，《中央日報》，1992年5

月11日：17版。

1.認識中國歷代民俗技藝之特質，型態

與演變，以增進其民俗藝術之素質。

2.培養其技藝之創新能力，及演出專業

才能。加強其表演鑑賞力，以提高演

出水準。

3.建立優良之表演工作紀律與情操。

4.謀求發展民俗技藝與國劇、音樂、舞

蹈、體育相結合。

（四）實施要領

1.教育目標為學校一切措施之鵠的，一

切教育活動之依歸，校長、教師及行

政人員均應熟諳教育目標，切實掌握

教育方向，以求提高教育之績效。

2.教育應切實施行部頒課程標準，從實

驗中確立教學制度化，教學科學化。

3.教學著重於練習教學，並實行分科分

組教學，務期學習之技藝基礎紮實，

表演熟練。

4.教學中發現資賦優異者，得以個別輔

導方式培養之。

5.教學特重實習，除於實習課程中施行

外，並擬訂校外實習具體實施計劃，

編列預算，報部核定，於寒暑假中行

之。

6.充實教學設備，應擬定分期計劃，逐

年實施，務期提供最佳學習環境。

7.擬訂編輯教材計劃，逐年完成，以為

施教之依據。（註27）

這本課程標準歷經數年之久，所耗費的

心力也是難以想像。畢竟，早期雜技演員大

都口傳心授，教學方法、訓練模式多以親身

經驗為原則，加上身體訓練的時間比讀書識

字的時間還要來得久，所以將經驗法則訴諸

於文字倍感困難。所幸，在吳成琨等人的努

力之下，《劇藝學校綜藝科課程標準》順利

問世。

二、撰寫相關文章，發展雜技文化

吳成琨在教授期間曾在復興劇藝學刊與

報刊發表傳統技藝與雜技表演的文章。對於

如何培育優秀的雜技人才，吳成琨有其一套

見解與方法，以雜技訓練為例，他認為雜技

訓練應當解決寒暑假過長的問題。因為雜技

需日積月累地鍛鍊才能「技不離手」，若放

2個月的暑假，學員們的功夫大多已還給老

師，等到開學後，還要多花1、2個月的時間

才能回復過往水平，進行下一階段的訓練。

但當程度已有明顯改善時，又面臨寒假，雖

然只放3個星期，但春節期間學員們大吃大

喝，體重明顯上升，這時還要幫助學生減肥

才能應付各種雜技專項訓練，因此，吳成琨

認為專項技能的學習者，不適合放長假。  

（註28）他也認為教學必須根據練習者的體

雜技拓荒者 --- 吳成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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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領悟力……等情況而定，做到因人而

異、因材施教，教學法絕不可千篇一律。假

如不分對象、特點、性向，只用同一種方法

和進度來訓練，那就收不到應有的效果。   

（註29）如一名較適合練「手技」的學生，

（註30）教師卻叫他只能練頂，這樣不是事

倍功半嗎？

早期並無所謂的書面資料與教學法則，

大多以口傳身授方式進行教學，所以許多老

一輩的演員只會講動作，但不知道如何寫

或如何教學生，只能土法煉鋼地訓練，練到

會為止。有鑑於此，吳成琨在復興劇藝學刊

發表倒立基本功訓練法，包含教學原則、科

目概況與教學內容，以頂來說包含單腿倒

立、立姿單腿起頂、計時耗頂、雙腿起頂、

靠牆推起頂、凳上踹頂、彎腿吊頂、凳上推

樁頂、分腿起頂、凳上併腿起頂、滾胸起搶

頂、千斤頂、砸樓頂、撼水頂、轉撼水、舒

樁頂、臥魚頂、單手頂、單手頂落撼 水、

單手頂落平雁、單手頂落剪子股、單手頂跳

頂、跳起後轉頂等動作，（註31）由簡至

難，鉅細靡遺地分析，讓人一目瞭然。

三、推廣扯鈴運動，開啟扯鈴之風潮

陳金銘先生將扯鈴從大陸帶入臺灣，

可謂為臺灣扯鈴之鼻祖。當時扯鈴都由陳金

銘先生用竹子製作而成，不過道具易裂。吳

成琨基於此，遂於1980年，與朱德智先生合

作成立德成有限公司，專研發扯鈴及雜技道

具。扯鈴由竹木製品改為塑膠製品。扯鈴真

正落實於學校體育，始於1982年「臺灣省體

育會民俗體育運動協會」和「中華民國民俗

體育運動協會」相繼成立後；「中華民國民

俗體育運動協會」除修訂原有的跳繩、踢毽

子、放風箏等三項外，另加入扯鈴及彈腿二

項，扯鈴因屬新開發項目，在臺灣地區見過

的人不多，因此由基隆市中正國中撰寫基本

動作十二項，以供各級學校參考。自此，跳

繩、踢毽子、放風箏、彈腿、扯鈴等競賽規

則初成。（註32）1983年高級中學體育課程

標準首次將扯鈴納入體育的「選授教材」，

選授教材中民俗體育項目包括：跳繩、踢

毽、舞龍、舞獅、踩高蹺與扯鈴。1986年教

育部首次將跳繩與踢毽納入國民中學「團體

活動」的分組活動中實施。（註33）

基隆市中正國民中學於1982年成立國內

第一支扯鈴隊，經一年的努力，於1983年的

暑假開始到全省及金馬地區進行巡迴示範表

演，向全國各中小學介紹推廣扯鈴，受到相

當熱烈的迴響。（註34）不過，扯鈴隊是如

何成立呢？事實上，早在1982年吳成琨與其

徒弟陳鳳廷一同受邀至基隆市立中正國中指

導扯鈴，由於該校民俗體育老師廖達鵬先生

認為扯鈴在學校體育發展上有極大的空間，

因此亦開始鑽研扯鈴。爾後，在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和臺灣省民俗體育委員會合作之下，

多次舉辦扯鈴技藝講習會，講習範圍包括臺

北、基隆、宜蘭、桃園、臺中、彰化、嘉義

等縣市。（註35）然，就扯鈴推展來看，吳

成琨、陳鳳廷師徒二人可謂是功不可沒，更

是中正國中的扯鈴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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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雜技師生情

師徒制時期「一日為師、終生為父」

，是絕對明確的，和吳成琨老師結緣

於1968年。由於母親早逝，家境不

好，姐夫與吳老師是好友，就促成了

為期7年的拜師習藝之路。初學時是以

舞蹈（踢踏舞）為主，練習腰、腿、

頂為輔，漸漸的老師發現學生比較適

合學雜技，天賦決定命運，開啟雜技

演藝之路。老師教功嚴格，不用打罵

教育方式，他總是很有耐心的講解練

習方法，要求動作正確，看似進度緩

慢，但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學習，很快

就能達到老師要求的目標。老師和師

母對待學生如親生子女般，除了練

功，還很嚴格的規定每日必讀書與習

字，平日教導為人處事的道理，許多

的至理名言，讓學生終生受用。師生

之間永遠有聊不完的話題，尤其是對

表演節目的設計，教導學生的方法，

音樂的搭配，道具的製作……等。老

師的用心令人難以忘懷，亦師亦友的

情感更是永生難忘，時時思念著恩師

的點滴……。（註36）

上述文字，是陳鳳廷對其恩師（吳成

琨）的回憶。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吳成琨除教

授雜技外，他還規定其徒弟（陳鳳廷）每天

必須寫字、念書，並教導為人處事的道理。

據陳鳳廷回憶：「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

軟。吃虧就是佔便宜，多做，少說，多看，

多聽。」（註37）這些吳老師的至理名言更

是讓她謹記在心，不管到哪個地方都緊守這

幾個原則。像是在國內外演出，時常會有人

贈予一些東西，若你不拿，就不會欠人家人

情。此外，在這一行當，賺錢容易、花錢也

容易，不是吃、就是喝，再來就是賭，甚至

把所有賺來的錢都賭光了。但因為吳老師的

告誡讓陳鳳廷時時警惕自己，緊守上述原

則。此外，陳鳳廷在國外期間，吳老師也會

寄讀者文摘給她，使她隨時都有機會閱讀，

且規定她每天必須寫1-2封信件回來，一方面

報平安、聊聊近況；另一方面養成讀書、寫

字的好習慣。

另據曾士龍回憶，「吳老師時常和我

們講一些人生的道理，他說，如果想要進

步，人家在玩的時候，你們繼續練功。就算

你笨，你也要比人家拿出12萬分精神的去練

功。人生在世就是要刻苦耐勞，人家在玩你

在練功，就一定會成功。」（註38）或許因

為這樣，曾士龍在學藝期間到進入綜藝團當

專職演員，就是秉持刻苦耐勞的精神。

註29	 吳成琨，〈民俗特技倒立技藝（鼎）基本功訓

練法〉，《復興劇藝學刊》，1（臺北，1992.7）：					

106。

註30	 手技又稱「雜耍」。

註31	 吳成琨，〈民俗特技倒立技藝（鼎）基本功訓練

法〉，89-106。

註32	 廖達鵬，〈中國民俗運動在臺灣的發展紀實〉，

《國民體育季刊》，20.1（臺北，1991.3）：29-			

34。

註33	 李坤展，〈扯鈴在臺灣的文化傳承〉（桃園：國

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108。

註34	 李坤展，〈扯鈴在臺灣的文化傳承〉，110。

註35	 李坤展，〈扯鈴在臺灣的文化傳承〉，110。

註36	 陳鳳廷手稿。

註37	 陳鳳廷，面訪，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

系，2011年11月28日。

註38	 曾士龍，面訪，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團，2012

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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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吳成琨罹患血癌，當時白血球過

量，後來引發到肺部，從知道病情到離開人

世，前前後後只有半年的時間，他住在榮總

約4個月時間，陳鳳廷只要有空就會配合他

家人的時間去照顧吳老師。吳老師在醫院裡

感觸良多，他會一直回憶以前的點點滴滴，

例如隨政府來臺，在軍中服務，再到學校服

務的情形。他以前教過的學生去看他，他還

不忘詢問學生的學習狀況、練功情形，甚至

還不藏私地教導此技術的竅門。我們可以發

現，吳成琨一直很熱心想將自己一生絕活傳

遞給後輩，這和一些雜技前輩有明顯的不

同，有些雜技前輩在教導自己學生或徒弟

時，會留一手在自己的身上，正所謂「江湖

一點訣」，往往這一訣竅就是他吃飯的傢

伙，絕不輕易教導他人。

伍、結語

綜觀吳成琨一生，他默默地為臺灣雜

技教育無私奉獻，雖然他未曾籌組雜技團，

但一直在軍中勞軍演出，也一直為雜技表演

貢獻心力，更在退伍後受邀至中華民俗技藝

訓練中心擔任雜技教師，與協助籌備國立復

興劇藝實驗學校綜藝科並擔任雜技教師兼技

藝組長，可說是臺灣雜技的拓荒者。吳成琨

對臺灣雜技表演的貢獻有三：其一、擬定課

程標準，建構雜技教育系統；其二、撰寫相

關文章，發展雜技文化；其三、推廣扯鈴運

動，開啟扯鈴之風潮。他默默地付出心力、

協助編制課程標準，並在學校同仁共同努力

之下，終完成第一本《劇藝學校綜藝科課程

標準》。其次，吳成琨將自己所學與多年演

出及教學經驗，訴諸於文本，這也使後人對

雜技表演有一些基礎認知，打破書面資料與

教學法匱乏的窘境，也奠定雜技文化的基

礎。再則，在吳成琨與陳鳳廷的努力與推廣

下，臺灣的扯鈴從舞臺表演走向學校體育，

開啟全民扯鈴之風潮。

吳成琨也一直教導徒弟與學生做人處事

的道理，他不藏私的性格更是值得後人效法

之處。1999年吳成琨與世長辭，陳鳳廷就像

送走自己的親人般，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後旅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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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0 19 出生於大陸廣西省玉林。

1938 27 8 拜龍躍華為師。

1940 29 10 隨龍家班到雲南昆明參加現代歌舞團，在國太戲院演出。

1942 31 12 先後在昆明戲園、野貓歌舞團、國光劇團及小毛劍佩的京劇團演出。

1948 3 18
在雲南滇南一帶、開遠、箇舊、蒙自等地巡演。

參加第26軍康樂服務團。

1949 38 19 隨26軍離開大陸，經越南、緬甸、海南島轉至臺灣，任國防部藝術工作總隊雜技隊隊員、隊長。

1968 57 38 收陳鳳廷為徒。

1978 67 48 至中華技藝訓練中心擔任雜技教師。

1980 69 50 軍中少校退休。

1981 70 51 籌備復興劇藝實驗學校綜藝科。

1982 71 52 擔任綜藝科技藝組長。

1987 76 57 赴香港與大陸親友見面。

1988 77 58 赴大陸探親。

1990 79 60 赴大陸探親。

1995 84 65 歲數已高，停止教學。

1999 88 69 與世長辭。

附錄

吳成琨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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