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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表 

第一天議程 

 

2017年 12月 02日（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C104教室 

時間 內容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式：張啟豐主任 

10:10-11:40 專題演講：鍾明德教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教授） 

演講主題：《閒話葛羅托斯基的身體觀》 

11:40-13:00 午餐 

13:00-15:00 

發 表 時 間

13:00~14:00 

每人 20分鐘 

與談人問答與討

論：14:00~15:00 

 

第一場：身體與文化的論述 

吳文翠（梵體劇場藝術總監，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太極

老師、太極導引文化研究會教練） 

論文題目：行動舞譜（Action Spectrum）的實踐與發現──

從土地裡冒芽的溯源劇場 

江譚佳彥（EX-亞洲劇團藝術總監／導演、表演者） 

論文題目：邁向本質劇場（Towards Theatre of Essence） 

卡霞・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自然而然劇團的導演、表演講師） 

論文題目：整體行動與死亡劇場──論葛羅托斯基與康托 

（Total act and Theatre of Dead - discourse about Jerzy 

Grotowski and Tadeusz Kantor） 
與談人：鍾明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教授） 

15:00-15:30 茶敘 

15:30-17:30 

發 表 時 間

15:30~16:30 

每人 20分鐘 

與談人問答與討

論： 

16:30~17:30 

 

 

 

第二場：從傳統到現代 

謝俐瑩（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助理教授、水磨曲集崑

劇團推廣組長） 

論文題目：崑曲形體表演的音樂性 

許栢昂（栢優座座首） 

論文題目：淺談二十一世紀戲曲程式創造方法 

李佩穎（臺灣春風歌劇團生行演員） 

論文題目：「胡撇仔」表演傳統的力量──以自身於奇巧劇團

《鞍馬天狗》演出經驗為例 

與談人：徐亞湘（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教授） 

17:50-19:30 工作坊： Dr. Howard Blanning 

Seeing Helps Believing：莎劇角色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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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議程 

 

2017年 12月 03日（日）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C104教室 

09:30-10:00 報到 

10:00-12:00 

發 表 時 間

10:00~11:00 

每人 20分鐘 

與談人問答與討

論： 

11:00~12:00 

 

第三場：挪用與創作 

程鈺婷（台北劇場實驗室團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專

任講師，編、導、演三位一體劇場藝術家） 

論文題目：尋找詩意的本質──演員創作過程的另類途徑 

平井愛子（京都造型藝術大學教授） 

論文題目：西方表演方法在自身文化中的調適 

（Adjusting the Western Acting Methods to Our Own Culture） 

徐華謙（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表演講師） 

論文題目：從系列《請聽我說》再探演員實踐中的「以假趨

真」 

與談人：于善祿（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助理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發 表 時 間

13:00~14:00 

每人 20分鐘 

與談人問答與討

論： 

14:00~15:00 

 

第四場：學院的表演實踐 

林如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 

論文題目：談表演教學者的主觀意識及其影響 

蔣薇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 

論文題目：走入表演之門 

吳維緯（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專任助理教授） 

論文題目：角色不滿足──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百年

孤寂》 

與談人：黃建業（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 

15:00-15:2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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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身體與文化的論述 

 

 

 

發表者： 

 

吳文翠 

題目：行動舞譜（Action Spectrum）的實踐與發現──從土地裡冒芽

的溯源劇場 

 

江譚佳彥 

題目：邁向本質劇場（Towards Theatre of Essence） 

 

卡霞・史坦尼拉夫斯基 

題目：整體行動與死亡劇場──論葛羅托斯基與康托（Total act and 

Theatre of Dead - discourse about Jerzy Grotowski and Tadeusz Kantor）  

 

與談人—鍾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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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舞譜（Action Spectrum）的實踐與發現： 

從土地裡冒芽的溯源劇場 

吳文翠 

  論文旨在書寫「行動舞譜」的創作脈絡，這是實踐以宏觀高度來微觀個人家

族與族群的記憶，並以當下身體做爲呈現媒介的發現。 

  過2014年《花非花•南海版》與2017年《我歌我城•河布茶》這兩部以「行

動舞譜」創作法所產生的作品爲例，本文將從行動質感、內在風景、創作方法……

等面向去談「行動舞譜」的實踐，以及實踐過程中如何試圖貼近並建構現代台灣

身體表演美學；兼而透過論「行動舞譜」的身體表演美學，來談1987年政治鬆綁

之後的台灣身體觀。因此這篇論文與其說是在談風格，無寧更是在呈現一種行動

內省，也是在探看表演者如何透過身體來書寫歷史。 

    期許此書寫能拉近論述與實踐之間的距離，並使論述與實踐產生對話。 

 

 

 

關鍵詞：行動舞譜、身體、身體論、神祕劇、舞踏、舞踏譜、台灣身體、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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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本質劇場 

發表人：江譚佳彥（Chongtham Jayant Meetei） 

                撰 稿：陳韻文 

演而優則編導並發展演員訓練課程的 EX-亞洲劇團藝術總監江譚佳彥，近年

致力於「本質劇場」的探索與實踐。本質劇場的概念取自古老的印度《舞論》，

汲取亞洲表演的養分，轉化為當代劇場之用。它從叩問什麼是生命的本質、什麼

是劇場的本質為始，認為劇場有能力超越生活及效用，引導演員和觀眾因藝術而

自由，了解到自己身而為人的本性與共相。它識別出自我覺察是人類的核心，相

信通過五感、想像與情感，人心可以淨化，從自我照見普遍。舞蹈化的肢體表達，

音樂化的口語表達，事件導向且富於隱喻的文本，都是為了藝術化展現人類普遍

經驗、傳達情味的手段。演員的挑戰在於，他們表演的不是一個角色，而是角色

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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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Act and Theater of the Dead – 

 discourse about Jerzy Grotowski and Tadeusz Kantor  

 

卡霞・史坦尼斯拉夫斯基（Kate Stanislawski） 

Purpose: 

⁃ I'd like to present two figures of visionary who made incredible influence on 

Theater in Europ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hence will provoke some reflections on our 

theatre's conditions right now.  

 

Main Ideas:  

1. Total Act-  

One of the key terms in the context of Jerzy Grotowski’s theatre work and also one of 

his most important discoveries.  

Total Act as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and dramatic experience. 

The person carrying out the act should not play, rather penetrate spheres of his own 

experience.  

He should search for the impulses flowing from the depths of his body and direct 

them with full clarity toward a certain point, which is crucial to the performance.  

The actor is not in illusion! He is in the present moment and space, making his 

―confession‖.  

2. Poor Theater-  

The road to the directness and honesty runs through ―poverty‖.  

Process of reduction.  

All unnecessary elements in performance must be ripped off.  

Ultimately the only indispensable components of the theater appeared to be - living 

people- the actor and the spectator, and this is what takes place between them.  

3. Theater of the Dead  

Tadeusz Kantor, another revolutionary artist, talks about dying that starts already in 

your childhood.  

Mannequin - corpses on stage, those figures are the symbols of his theater.  

The unusual form of Theatre of the Dead was based on pieces of pictures from our 

memories. Memories that are dying and reborn in our head over and over again.  

4. ―Photographic Plate‖ of Memory 

The topics of memory, both individual and social one, are essential for modern 

Theater.  

Without memory we lose identity.  

We are all physical beings, and both our memory and imagination appear to be 

physical in the Theater of the Dead too.    

 

Conclusions  

⁃ Theater as a product  

The role of a real person in the performance production. Purposes and Directions.  

 

⁃ Poetry and Mysticism  

Kantor said: ―theater searches for an ancestry deeply rooted in the past that emerges 

from ancient customs, rituals, the practice of magic, festivities, ceremonial 

celebrations......it searches wherever art is no longer a customer’s product, but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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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從傳統到現代 

 

 

 

發表者： 

 

謝俐瑩 

題目：崑曲形體表演的音樂性 

 

許栢昂 

題目：淺談 21 世紀戲曲程式創造方法 

 

李佩穎 

題目：「胡撇仔」表演傳統的力量──以自身於奇巧劇團《鞍馬天狗》

演出經驗為例 

 

與談人─徐亞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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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曲形體表演的音樂性 

謝俐瑩 

  崑曲的形體表演（程式的身體行動）與唱腔或念白的一致性要求極為嚴密，

凡是唱腔的「節奏點（某些力道較強的板眼）」、「氣口」、長腔、都與身段設計有

關。甚至，身段的安排，有時會回過頭來影響唱法的改變。崑曲形體動作的節奏、

眼神、表演，無一不被「唱」所主宰、所規範，甚而，唱腔的「形狀」與可見的

身體行動幾乎完全貼合。因此，當表演者的唱腔唱出「形狀」來了，有鬆緊有弛

驟有稜角有圓滑有停頓有流暢，身段上的設計，也就會跟著這樣的形狀去處理。

反之，若只是唱了旋律，身體的表演就不會有這樣的節奏意識，唱腔沒有表情，

身段的展現也不會有表情，崑曲也沒有所謂「嚴謹」、「規範」可言。顯然崑曲的

表演已不是載歌載舞那麼簡單了，除了載歌載舞，還有更多藏在歌舞中的細巧、

嚴絲密縫的要求，幾乎已經到了苛求的地步。本文鎖定一個課題：由唱──也就

是崑曲的音樂性主體，來談崑曲在表演上的細緻與嚴謹，是如何經由「外化」的

形體表演手段而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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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21 世紀戲曲程式創造方法 

許栢昂 

筆者就實際創作經驗，分享當代 21 世紀戲曲程式創造方法。由於科技日新

月異，下一個世紀創造新戲曲程式的方法或許可以由本文所提出的原則交由電腦

程式運算出新的戲曲程式，故將範圍限定在 21 世紀。 

本文將新創程式方法分為幾個階段：「學習、轉化、創造、實踐、廣流傳、

再回到學習的循環。」所謂新創，必須以傳統的程式作為基礎，深刻學習傳統戲

曲，方能掌握所謂程式的規律與美學風格。筆者以其所屬劇團栢優座演出作品為

例，分享如何從學習傳統程式身段，由趟馬、開關門、上山下山行船、各式開打

以及除了身段程式以外的戲曲既定程式，包括音樂、服裝……，進行或形或神的

轉化，而後創造出新的源自於當代生活的舞蹈動作，再經過戲曲美學的加工與潤

飾，並在舞臺上進行實踐並對觀眾反應進行觀察與交流。確立程式規範之後，廣

為教學與流傳，數度進行優化與去差異性，並透過當代表演者對新程式的多運用。

「積非成是」之後成為未來的傳統程式，完成戲曲程式新創的過程。本文淺談創

造程式路徑指引，進而將戲曲表演不僅能夠留在傳統，更可以因應時代與時俱進，

符合當代觀眾需求，以及反應不同時代生活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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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撇仔」表演傳統的力量── 

以自身於奇巧劇團《鞍馬天狗》演出經驗為例 

 

李佩穎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生 

臺灣歌仔戲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發展出的特殊表演形式「胡撇仔戲」，自九

○年代以來，其概念啟發了臺灣新一代的劇場創作者，如金枝演社、臺灣春風歌

劇團、奇巧劇團等劇團，並將「胡撇仔」的概念運用於現代劇場的創作實踐。在

「混搭拼貼」咸被視為胡撇仔的「形式」特色而成為評論者關注焦點之際，本文

欲回歸「表演者」的角度，分享「胡撇仔」表演傳統中的元素，如劇目、人物形

象、表演橋段、氣口等，如何成為表演者舞臺實踐的有力資源，進而提出：若僅

將胡撇仔戲的表演內涵以「混搭拼貼的音樂劇」一言蔽之，則忽視了胡撇仔自身

的表演傳統所帶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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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挪用與創作  

 

 

 

發表者： 

 

程鈺婷 

題目：尋找詩意的本質：演員創作過程的另類途徑 

 

平井愛子 

題目：西方表演方法在自身文化中的調適 （Adjusting the Western 

Acting Methods to Our Own Culture） 

 

徐華謙 

題目：從系列《請聽我說》再探演員實踐中的「以假趨真」 

 

與談人—于善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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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詩意的本質：演員創作過程的另類途徑 

 

程鈺婷 Kim Chen 

  演員總是想創造比日常存在更巨大的角色，但通常我們總是被不停襲來的角

色目標所圍攻，反而在創作過程中讓自身的存在都被吞沒。經過多年將麥可．契

訶夫技巧應用在表演、導演與教學的領域中，我發現內蘊於演員想像中的細緻與

力量，才是工作上最有機、最有建設性的工具。這篇文章將借用莎士比亞的角色

與文本，從一個演員創作的過程展現想像力詩意的用法——創造角色的身體、尋

找角色目標、建構場景的空間與氛圍、提升張力與危機。也藉此展示莎劇本文的

本質如何能在翻譯的荼毒後倖存，或者，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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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ing the Western Acting Methods to Our Own Culture 

 

平井愛子（Aiko Hirai） 

My job is to train contemporary actors in Japan who can play roles in Western 

style of works by Shakespeare, Chekhov, Pinter, among others. Therefore, using 

Western acting methods, such as those based on the Stanislavski System, is 

appropriate, or actually essential. However, when we adopt the methods to Japanese 

actors, we have to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Japanese 

cultures. In particular, I realized that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in our acting 

training history and ou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is essential for beneficial training. 

I have used several Western acting methods to adjust to our own culture. There, I 

found out that combining the methods whose philosophies are totally opposite -- for 

example, the Strasberg and the Viewpoints – worked very well with my students.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how I combine the two diametrical methods, and why 

this combination works for the Japanese students, by explaining our education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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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系列《請聽我說》再探演員實踐中的「以假趨真」 

 

 

徐華謙 

 

台灣當代劇場持續以相同的沿襲或素材／媒介的變革運用，進行空間中調度

的實驗或實踐的原則。演員（的視角與探究）是其中重要的參與元素。如何運用

分項技術的適切落實，是演員在每一次的演出／排練中作出準備與思索、調整與

釐清的關鍵課題。 

  十五年內歷經數個版本的演出與巡迴，情節簡單如通俗劇，以白話文韻文作

為書寫角色台詞的基礎，服飾則是平板的紙板裝扮進行搬演的系列《請聽我說》

（2002－2017；編導：王嘉明。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在形式的發想上，

提供清楚的座標方位與承載的新鮮體驗，演員於整體表演風格的追求，充滿想像

與挑戰。從原先對此一總體形式（在概念上；木偶化的人物表述）的完整堅持與

執行，隨著文本內容的擴充完備，再行排練發展的過程，相應擴充後的文本及場

景運用的多重辯證的結構，「紙娃娃」在漸次的討論與嘗試中，在身形動作、語

言聲線等情緒符號的處置裡，具現出豐盛多樣的表現手段與表達層次。 

  面對空間中不同形式，演員作出不同嘗試。此一歷程我們認知，作為一名演

員（的參與／視角／探究），當意識到對於廣義寫實主義（realism）的反動，常

常不是要其站在對立面作出極致／絕對的選擇，而是在實踐的光譜中不間斷地尋

找到準確的聚焦，進行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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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學院的表演實踐  

 

 

 

發表者： 

 

林如萍 

題目：談表演教學者的主觀意識及其影響 

 

蔣薇華 

題目：走入表演之門 

 

吳維緯 

題目：角色不滿足：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百年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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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表演教學者的主觀意識及其影響 

 

林如萍 

表演教學者向來集多重角色和身份於一身，如：技藝訓練師、心靈輔導員、

觀眾、導演與評論員……但即使有這麼多重的身份，仍不免是「我」這個人，只

要是凡人「我」，便很難不以主觀意識看待或評斷學生表演的好壞。事實上，「主

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如果表演教學者沒有自己所追求或認定的「美

好的表演」，就無法在教學中建立「觀看」與「評介」的標準，那麼在浩瀚無垠

的表演星空之中，他該如何引導學生趨近自己心中想望的那顆星球的座標？但表

演教學者若死守著一己的觀點，容不下也看不見他人的觀點，可能只會成為固執

又跋扈的施令發號者，而無法和學生一起在教學現場進行有機的互動？因此，教

學者如何在聚焦或執著於通往那顆美好星球的同時，仍懷有一顆開放的心，因應

這趟旅程中的種種變動，並吸納所有新的訊息，給予自己及學生一定的空間和彈

性，不斷修正通往理想之道的路徑與方法，甚至，最終大膽地改變航道，前進新

的座標，是本文想探討的重點。 

 

 

關鍵字：表演、表演教學者、主觀意識、開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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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表演之門 

 

蔣薇華 

表演作為一種全然投入的身心狀態，目的是在過程中更敞開的對待自己和他

人。這個過程是需要兩方面的配合，一是一定程序的工作，好創造足夠的內在空

間，容納多樣性的世界與角色。一個好的文本、好的角色，像是一道謎題，演員

試著去尋找沒有被說出來卻可以演譯的生命狀態。透過劇本分析、結構分析、分

段，去掌握角色的背景、劇本走向、每段的氛圍和企圖。基於這些理解，尋找台

詞底下隱藏的多面性－即潛台詞。帶著這座資料庫，演員進到排練場，感覺別人，

聆聽，回應。某一片刻，觸動會自然發生，我們都聽見了整齣戲對我們的回應。

彼時，我們就可以透過一再的經驗，去享受越來越精確緊密的交流，直到演出，

將交流帶入劇場與觀眾間。另一方面，演員必須在生活中，渴望理解人，對世界

的結構敏感，不能抗拒世界去觸動他的心靈。基於不保留的開放性生活，和工作

創造的內在空間，演員得以在表演中創造出一個觸動時刻，解除現代社會帶給人

的孤立狀態，讓強烈的交流在當下發生。這是演員最基礎的渴望－恢復人新鮮的

存在狀態。只有完整的演譯了生命，渴望才能被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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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不滿足：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百年孤寂》 

 

吳維緯 

表演這件事情，在實踐的過程中，無疑不牽扯到「技術」與「學說」，眾多

派別，如何應用？以個人從幕後走入表演的身份，在什麼角度上完成表演，雜揉

了劇場元素，表演變成一種複調，我們所涉入的表演，其實是一種對人不完整的

補充。 

接著，是表演裡的「假設性」語態，這裡套用英文中的三個假設語態，第一，

現在與未來皆真實，假設是在現在與未來都可能發生，第二，假設跟現在的事實

相反，第三則是假設與過去的事實相反。用假設性置放在表演實踐過程中，更玩

味了如何滿足角色，或是，這件事讓角色產生缺陷，恰好是觀眾的慾望？ 

在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百年孤寂》中，我們看見的角色不是文本前的，

而是站在文本後的，如何能滿足角色，讓表演能餵養表演所處的環境與觀眾，在

《百年孤寂》的演出製作中，必須要從劇場的幕後來貼近幕前，必須要從文本與

小說貼近角色，必須不分離自我覺知，必須在環境中凝視角色，穿梭在現實與虛

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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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舞台到論述：表演者實踐後的聲音跨界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7年 12月 02日至 12月 03日 

地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C104教室 

計畫主持人：何一梵、蔣薇華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協辦單位：教育部、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國⽴臺北藝術⼤學戲劇學系

主辦 

單位 

協辦 

單位 教育部 科技部⼈⽂社會科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