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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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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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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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埋多年，2014 年初冒芽的行動舞譜 

        「行動舞譜(Action Spectrum)」身體訓練創作法，是融合東西方表

演藝術的實踐方法，由波蘭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的「神祕

劇(Mystery Play)」、日本舞踏創始者土方巽(Tatsumi Hijikata)的「舞踏

譜 (Butoh Fu)」、台灣太極名師熊衛的「太極導引(Tai-Chi Dowing)」等表

演創作身體鍛鍊法門融合而成。所創作出來的作品形如肢體劇場(physical 

theatre)或舞蹈劇場(dance theatre)，乃戲劇與舞蹈合一的總體劇場。 

        「行動舞譜」是我研究表演方法多年之後慢慢累積而成的創作法。2014

年《花非花•南海版》是第一個以「行動舞譜」創作法與群體工作而產生的作品，

《花非花•南海版》演出結束後，覺得必須為這套訓練創作法命名，才正式以「行

動舞譜」名之。2017 年《我歌我城•河布茶》則是第二部以「行動舞譜」創作法

創作的作品。 

        從 2015 年至今，已經在虎尾、橋頭、上海、合肥、香港、大稻埕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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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過 8 回的行動舞譜工作坊，每次時間長短不一，有的三個小時、也有的為期

十天。 

 

二、行動舞譜的發展機緣與歷程：肉體的叛亂 

        2007 至 2010 年，近三年時間我在丹麥的一個劇團1工作。丹麥是富有

的北歐五國之一，那劇團則位於 2007 年獲選為全世界最快樂的城市裡。劇團得

到地方政府十年的補助，在那裏一樣做劇場卻有月薪可以領，除了冬天零下 15

度有點冷、回到住處一個人有點孤單、食物很貴又不是很好吃所以得自己蒸饅頭

之外，其他部分都很好。但等到劇團希望簽下一張五年合約時，我卻猶豫了，因

為三年丹麥生涯之後發現，如果做劇場卻跟台灣沒有關係，有點不知道自己做劇

場的意義在哪？ 

        我沒有簽下一張合約，回台灣繼續做劇場，當然又回到沒月薪可以領的

日子。 

        2013 年梵體劇場籌辦了［身體之道‧舞踏志異］台日合作計畫，邀請舞

踏創始者土方巽的親炙弟子和栗由紀夫、慶應義塾大學土方巽紀念資料館2館長

森下隆，來台進行深度交流，整個計畫包含舞踏國際研討會《從肉體的叛亂到形

塑：2013 台日身體美學論壇》、演出、工作坊，以及日本境外亞洲唯一一檔《土

方巽文件展：肉體的叛亂》，這個計畫前後執行了 40 天，大家以為吳文翠要做

日本舞踏，但其實我想探索的是土方巽如何發展出舞踏的精神與舞踏譜的創作法。

因為對我來說，只是學他人的技術，意義不大，而研究該技術是因何/如何發展

出來，以此作為借鏡來探索/發展屬於自己土地的技術，才能擴大其意義，並以

此向原技術創建者致敬。 

        整個［身體之道‧舞踏志異］台日合作計畫最大的收穫，可能是聽到舞

踏譜是因何而創造出來的秘辛了吧？根據 1972 年起就在「石棉館」3觀察土方

巽排練過程的舞踏研究專家森下隆描述4，土方巽之所以潛心發展出所謂的二重

譜（舞踏譜），繼而形成了土方巽舞踏的特殊風格，完全是「為了讓不會跳舞的

愛徒芦川羊子會跳舞」。因為芦川羊子不會跳一般的舞，所以土方巽發展出二重

譜的記譜法，讓芦川羊子跳舞且成為後來的「舞踏精靈」。（不過因為某些幽微的

                                                      
1 Teatret OM : http://www.teatretom.dk/  

2 「土方巽アーカイヴ (Tatsumi Hijikata Archiv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426222935/http://www.art-c.keio.ac.jp/archive/hijikata/  

3 「石棉館 (アスベスト館)」位於日本東京目黑區，土方巽在此排練出其舞踏代表作品，如《四

季のための二十七晩》、《静かな家》、《鯨線上の奥方》。 

http://www.art-c.keio.ac.jp/old-website/archive/hijikata/about/asbesto.html  

4 森下隆在 2013 年 10 月 12 日《從肉體的叛亂到形塑：2013 台日身體美學論壇》舞踏國際研討

會結束之後的慶功宴上說了這件事情，當時宴會上還有和栗由紀夫以及與會的台灣學者們。 

http://www.teatretom.dk/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426222935/http:/www.art-c.keio.ac.jp/archive/hijikata/
http://www.art-c.keio.ac.jp/old-website/archive/hijikata/about/asbest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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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土方巽死後離開「石棉館」自立門戶的芦川羊子，反對使用「舞踏譜」這

個詞。但這並不影響森下隆與和栗由紀夫，旅行全世界推廣土方巽的舞踏

譜”Butoh Fu”。） 

        不論舞踏譜被創造出來的真正原因是什麼，無論如何，土方巽所創造的

舞踏這門藝術以及舞踏譜這種記譜與創作方法，啟發了我，讓我得到靈感歸納出

「銘印」台灣土地力量的技術，也找到呈現這些銘印內容的創作語法。 

        從慶應大學土方巽紀念資料館裡的文件，我看到了二重譜記錄法的檔案；

從和栗由紀夫與中嶋夏，我學習了二重譜記錄法與身體形動；從芦川羊子、和栗

由紀夫、芦川明乃、栗太郎、大野慶人、竹內晶以及中嶋夏，我學習了如何成為

一張紙、一支筆、一塊石頭、一頭牛、一匹馬、一朵花、一輪明月、一隻蟲、一

具被蟲吃掉的屍體......，這個「如何成為」的方法，後來我把它發展成「銘印」

的技術。 

        我也發現，當土方巽要深入挖掘屬於自己的身體語彙時，他回到他的家

鄉，位於日本東北地區的「秋田」去尋找，回到他的童年去尋找，找到了舞踏站

立的方式「蟹形腳」，這就是「溯源」啊。在葛氏的劇場訓練裡，透過「神祕劇」

練習，溯古老的身體，溯古老的歌，我已經學到了溯源的方法與意義。「溯源」

這件事情就這樣讓我把神祕劇與舞踏譜連在一起——透過銘印的內容、透過舞踏

譜的創作法、透過神祕劇溯古老的歌與身體，把這些方法融合成「行動舞譜」創

作法，以這套方法來行身動體我們可以從自己的文化內容裡淬煉出屬於這裏的表

演藝術形式，建構當代台灣身體表演美學，而不只是學習與呈現某種「技術」。 

        「行動舞譜」創作法裡還有一個台灣土生土長的鍛鍊法門：太極導引。 

        我也發現所有的舞踏老師都有自己的暖身方法，同樣是舞踏，但暖身方

法並不相同，唯一相似的是「讓身與心柔軟下來、安靜下來」。而暖身方法形式

的不同，卻也把他們的舞踏帶往一個略有差異的結果。因此我覺得屬於台灣的暖

身方法，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性，而太極導引就是多年來我所親身經歷過的最理想

最有深度的暖身法，因為以太極導引作為表演之前的暖身方法，是讓表演者能夠

進入「飽滿能量狀態」的法寶，讓表演者進入「最佳表演狀態」，創造出世阿彌

所說的自身之外全觀「我」，也就是葛羅托斯基說的那隻活著的「旁觀的鳥」。 

        因為以太極導引這種動禪氣功，作為暖身「動態內觀法」，能夠提升能

量到它自己滿溢而動，當身心能量飽滿，表演者只須以意帶氣，以氣帶行動，不

須刻意展演即已「自動呈現」，是一種「不表演的表演」，一種「最佳表演狀態」。 

        在動禪中，意念與動作結合為一而動，是內之意在動，也是外之動在動，

在這動之中「全觀之眼」看著自身內內外外的一切，看著空間中的一切。這隻旁

觀、會活、時間之外的鳥，是彷彿存在於時間之外那部分的「我」，這個我之外

的「我」半是虛擬，它不是其他人的注視或評斷，因為它在自己裡面，同時也在

自己外面5——表演者處在「身意合一」時即能夠以既抽離又投入的狀態來發動

                                                      
5 這段「旁觀的鳥」的描述乃參考鍾明德老師在北藝大『劇場人類學』課堂上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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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行動。 

        這就是融合「神祕劇(Mystery Play)」、「舞踏譜(Butoh Fu)」、「太

極導引(Tai-Chi Dowing)」而成的「行動舞譜(Action Spectrum)」身體

訓練創作法發展的機緣與歷程。 

 

三、行動舞譜工作坊的工作成果 

        2016 年〔溯。源。覺。行〕行動舞譜工作坊在香港，是以死亡經驗做

為銘印意象、歌或自寫詩為素材來溯自身。 

        2017 年〔我歌我茶〕行動舞譜工作坊則在大稻埕「新芳春行」舉行兩場，

帶領練習者以茶湯為銘印意象，讓「茶」的形、嗅、味、觸、質與經驗融入練習

者之身，作為創造形/肢體的底蘊，加上吟唱與自己生命貼近的一首歌，藉由茶

氣舞動來體驗形音一體之即席表演。練習者在創造自己的茶「行動舞譜」過程中，

將感受自身表現力與茶、歌謠連結的新形意。 

        茶，如何入舞譜呢？茶的意象銘印過程如何？在此以〔我歌我茶〕行動

舞譜工作坊學員的心得為例來說明—— 

 

        余俐穎： 

        「茶的餘韻開始在口中跳起舞來，微澀的回甘像極了海浪，一波一波打

在舌岸上，有時候右前方的甘味多一些、有時候左側的澀味多一些，完全無法預

期、無可捉摸的隨興，彷彿是活著的有機體一樣…...一杯蘊含著大自然能量的茶，

其實是帶著我們找回與大自然的連結啊......工作坊後，我將品茗的儀式複製在吃

東西這個平凡卻頻繁的日常工事上，重新感受食物的色香味、以及食物進到體內

的能量，重新與自己、與這片土地產生連結。」 

* 

        何彥廷： 

        「一杯茶可以帶給身體怎麼樣的感受？喝下第一杯『佛手茶』後，那種

在口腔中有時出現有時消失的感覺，就好像海浪一樣拍打著身體不同部位，慢慢

地茶的香氣充滿在整個頭部的空間，『茶成為了一個空間』這是當下的感覺。 

        舞動的過程中，佛手茶的沉穩感在身體內緩緩穩穩推動著。奇妙的是，

當大腦不再想控制的時候，身體的流動就自然順暢了，身體自然地發動，不去想

下一步要做什麼動作，悠然地在當下，讓身體帶著我去到任何地方。 

        這過程很特別，過去在演員的路上，總是會被提醒：要放掉腦袋、要讓

情感流過自己的身體。通常我需要好一段時間才能進入這樣的狀態，我需透過某

些過程、儀式，才能打開自己的感官，來感應外界的一切，這次透過茶的氣息，

很快就進入了。我本來以為我在感受茶跟自己身體的變化，但這過程也讓我更敏

感感受外界的一切。 

        唱歌之前，我們喝了第二杯茶『梨山烏龍』，雖然香氣淡淡的，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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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是清楚的，如果佛手茶是瀰漫的空間感，那梨山烏龍就是輕快的節拍在身體裡

跳動～集中在身體的後頸跟背部，因為它的存在感與清淡的香氣，帶著我更清楚

感受身體的狀態，當事情變得純粹、簡單的時候，那個「我」的意象就真正的跑

出來了，身體的存在是清楚的。我突然想起小時候外婆泡的茶，也給人一種舒服

的感覺。 

        而其實我之前不敢在人群前唱歌的，但這次順著茶氣在身體裡運行的感

覺，竟然就開口唱歌了，用整個身體去唱......」 

 

四、《花非花•南海版》與《我歌我城•河布茶》銘印內容之對比 

        2014 年《花非花•南海版》以台灣植物群像為媒介，進入台灣身體美學

的探索。2017 年《我歌我城•河布茶》演出及〔我歌我茶〕行動舞譜工作坊，則

以台灣茶為主要媒介，嘗試在這之中，找到台灣茶之於個人、群體、場域及近代

歷史的連結。以下列出兩作品之銘印內容以茲對比： 

 

        《花非花•南海版》2014 年 5 月 27～29 日在「南海劇場」 

銘印意象： 

1.陳月霞拍攝的台灣高山植物照片（玉山出版社《大地有情•台灣植物的四

季》）——沒有上高山去實地田野，是透過阿里山成長的陳月霞老師的眼睛與拍

攝時的對植物的熱情，來感受那些高山植物。 

2.歌謠：〈黃昏的故鄉〉、〈都市小姑娘〉、〈泥蛙蛙〉 

3.文本內容：個人對家鄉、親人的記憶、台灣老照片 

 

        《我歌我城•河布茶》2017 年 10 月 26～29 日在大稻埕老茶行/廠「新

芳春行」 

銘印意象： 

1.茶：喝茶（從茶湯去銘印身體行動）、臻味茶苑品茶田野、坪林鶯仔瀨製茶田

野 

2.歌謠：〈月夜愁〉、〈港邊惜別〉、〈望春風〉、〈戀歌〉、〈太陽〉〈醉死台北城〉、〈苦

楝若開花〉 

3. 傳統祭儀與土地田野：「雲林口湖牽水[車藏]」、「台東都蘭阿美族豐年祭」、「台

東太平洋田野體訓排練」、「新竹竹塹城隍中元祭」、「新竹大尖山植物觀」 

4.文本內容：族群記憶，閱讀與討論傷痕歷史(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經歷) 

 

*為了豐富表演者的身體質感，2017 年《我歌我城•河布茶》加了「實地田野」

與野外訓練，這是與 2014 年《花非花‧南海版》最大的差別。 

 

五、行動舞譜創作作品《花非花•南海版》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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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首歌交織出三個世代的生命故事』  《花非花‧南海版》表演者排練筆記：

張勻甄 

  葛羅托斯基（J. Grotowski）的「神祕劇」常是以表演者生命中的第一首

歌來引出表演者自身的生命經驗，《花非花》創作過程中，導演也丟出了一首歌，

但這首歌卻從未出現在我的生命中。 

  直到有一次我唱了這首歌〈黃昏的故鄉〉給外公聽，外公忽然想起似地哼了

起來。那是我第一次和外公合唱一首歌，外公已經記不清歌詞了，只是輕輕細嚼

著旋律。我仔細地看著他衰老的面容，年輕時的意氣風發依稀可見。 

  只要一唱起這首歌，我彷彿就能進入外公年輕時的生命場景—坐著八個小時

北上的平快車，獨自一人前往臺北打拼。坐在火車上的硬板座椅搖搖晃晃的有時

候是外公，有時候是爸爸，有時候也是我自己，手裡捧著媽媽做的便當，望著窗

外的風景。我們三人在不同時空交疊於這首歌引出的風景，三個世代的生命故事

相映交織，即使時代快速變遷，那首關於故鄉的歌依然靜靜地串聯起這片土地的

情感血脈。 

 

*    

『我這才認識了外婆』         《花非花‧南海版》表演者排練筆記：陳友馨 

        一個嚴肅又重男輕女的女人，在我童年記憶裡她很遙遠，是一尊眼裡只

有男孫的「別人的奶奶」。......後來外婆過世了，我從她塵封已久的衣箱挑揀一

件件美麗的衣裳，當我著穿在自己身上時，發現那肩寬那袖長那扣環那花色，正

是我所偏好。我回視鏡中的自己，連這矮小身形，稀疏眉宇，淡淺近幾平面的人

中，還有那執抝易怒的脾氣，不也是外婆傳給了母親，母親給了我。 

        回到《花非花》的排練場，唱〈黃昏的故鄉〉時，我試圖與外婆的身心

連結，讓時間回到為她燒紙錢的那一夜 ，重新環顧火光映照下兒孫的臉龐，我

再度穿起外婆的舊衣裳，身體與靈魂隨之疊合，我感受血脈正在流動。紙錢燒燃，

思念的塵揚飛起，飛向情感的故鄉，一個永遠守候我們的故鄉。 

 

* 

        首演場觀眾 Shin Yi Lin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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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非花‧南海版》近期最好看！！年輕的舞者們認真又美～舉手投足

間張力飽滿，連操偶時亦台風穩健，純欣賞肢體的展演就超滿足！敘事手法層次

很豐富、小節與小節間有些跳躍，非常有趣。視覺是幽靈氛圍的霜藍色，利用簡

單的紙傘和白布幔、甚至絲瓜乾，構成了極精彩的舞台語言。呼應導演對台灣身

體性的反思，嘆服。 

        而綿長口白訴說對台灣歷史的纏綿情感，受詛咒的島，心靈廢墟渴望著

死亡而後重組，在在，召喚著三月運動的餘緒。穿越跳越各種時代舞步、衣著中，

激發著觀眾思考，當普羅大眾或文青們不斷模仿著日韓穿搭的同時，屬於我們這

塊土地自身的美學究竟是什麼？ 

        舞台兩旁隨著時間進行掛上許多不同年代的服裝，(旁白)引用張愛玲的

「每隻蝴蝶都是花的精魂，回來尋訪她自己」，不免也帶有『生命是一襲華美的

袍子，長滿了蚤子』這類隱喻吧。」 

* 

        Cheng Yu Hsu 

        2014.05.29 與臺灣舞踏的初遇：梵體劇場《花非花‧南海版》觀後感 

        「《花非花‧南海版》是部探尋臺灣認同的作品，這是個複雜又困難的主

題，如何在抽象與寫實拿捏分際真是不容易，就算不懂舞踏，不完全明白身體語

言傳達的每個意思，也可以發現整部作品意象豐富充滿創意的，它並非順時空的

敘事，更像內在心境的對話，身為臺灣人，多少會產生些共鳴的，看這場表演多

少會有些感覺的，能體會那掙扎、惶然、追尋、渴盼等千頭萬緒，最終不斷在『破

壞-重生』找到自我。落幕後，腦中仍留下好幾幕鮮明印象，像是將色彩鮮妍的

布巾蒙住頭，隨著巴奈深沉歌聲的舞著轉化自八家將的肢體，情感特別強烈，又

是使發亮可愛的絲瓜偶重複著類似舞者跳過的舞蹈，好像傳達著承繼的意味，又

或是跟著陳芬蘭〈都市小姑娘〉輕快拍子活潑起舞頗詼諧的幽默等。 

        在舞蹈上，並沒有像初次印象那般衝擊，坐在第一排反倒讓我能近距離

的觀看，雖然乍看動作有些怪異，實則很是細膩，從腹部到指尖，似乎全身肌肉

的力都在流動。此外，也很喜歡《花非花‧南海版》的舞台，懸掛圍著白布的美

濃傘，投影上植物、水或抽象圖案的光，不似常見的平面，布幕帶著傘的弧，有

時也顯得飄逸，其中一幕，舞者還能將它拆下變成道具與之互動，真是看似簡約

又實則豐富。 

        表演後近半小時的座談獲益匪淺，許多蒙昧不能掌握的意象顯得清晰許

多，熱情的吳文翠導演也分享了創作的背景，才知道原來《花非花‧南海版》身

體發想脫胎記錄臺灣植物(以陳月霞《大地有情》為本)，再堆疊上導演和舞者層

層文本，才能創造這種表演厚度。除了使用臺灣文化，導演也試著在臺灣既有元

素中轉化與創新，是用臺灣常見的絲瓜製成可愛的人偶、美濃傘、昔日樣式的衣

物、音樂、小吃，好像回到童真時的玩耍意外開發出超出想像的可能。」 

 

六、以《我歌我城•河布茶》為例說明行動舞譜工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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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06/30~07/01 雲林縣口湖鄉「牽水[車藏]」：感受台灣超度災難的祭

典儀式力量 

「當道士、乩童牽引人們觸碰竹與紙糊的『水[車藏]』， 

百年來還未超渡的祖靈、亡魂就要附著人們的血肉之軀返還塵世， 

那氛圍炙熱、緊迫，我突然間非常害怕... 

可是我沒有離開，因為我想知道： 

祖先啊，你在哪裡，你經歷了什麼。 

或許，你可以帶我撥開眼前的迷霧，告訴我，我是誰？」 

 

 

(2) 2017/07/15~17 阿美族都蘭豐年祭：感受台灣原住民祭典儀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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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07/17~25 台東太平洋田野體訓排練：讓太平洋的風浪打破與清刷表

演者的城市身體 

2017/07/21～22 呈現《我歌我城•河布茶-台東練習曲》@MATA 家屋戶外草坪 

2017/07/23～25@台東市區 

繼續太平洋海邊晨訓、練習唱那些比自己年紀還大的老歌、「體腔共鳴」唱唸法 

 

[每天訓練內容與時間表] 

04:00～09:00 晨訓@台東海濱公園的太平洋海邊 

04:00...以葛氏訓練一條龍疾行，日出之前到達海邊 

04:40...進行[弧線升降運行]＝葛氏 motion 運行方向+太極導引[弧線升降] 

05:30...進行葛氏訓練[waking up + visiting] 

06:30…進行 training I（練習互聽、互動、呼吸、默契、群體行動構成能力） 

08:00...以葛氏訓練一條龍疾行回 MATA 家屋 

14:00～20:00 排練@MATA 家屋 B1 會議室與戶外草坪 

以完成《我歌我城•河布茶-台東練習曲》呈現內容，並加強個人訓練的目的，

來進行「受阿美族都蘭豐年祭所啟發的個人 action 創作」、「維持個人 action

下的群體行動構成之多重練習」、「回應大自然的聲音創作練習」、「如何以個人聲

音來支持群體聲音能量」、「如何讓個人能量往內深度凝鍊並往外投射」... 

 

(4) 2017/09/03～05 新竹竹塹城隍中元祭 ＋ 新竹大尖山植物觀 

(5) 2017/10/08 呂禮臻老師帶領「製茶田野」@坪林鶯仔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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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4～10/25《我歌我城•河布茶》排練＠芝山排練場、新芳春行 

2017/10/26～29《我歌我城•河布茶》演出＠大稻埕「新芳春行」 

[排練內容] 

(1)田野討論、田野 action 創作。 

(2)體驗喝茶、製茶、談茶，以茶氣舞動來產生 action 作為主要的形體動作。 

(3)家族照片故事分享、傷痕歷史資料閱讀討論、作為 action 底蘊的傷痕歷史

記憶編創。 

(4)練唱作為主要內容的七首歌。每人分兩首作為主唱曲練習「體腔共鳴」唱唸

法。 

(5) 「新芳春行」製茶歷史空間「焙茶間」「風選間」「揀梗間」的踏查與排練。 

(6) 重複進行(2),(3),(4),(5)這四個步驟，編創個人的「action 交響樂章」。 

(7) 從「action 交響樂章」中選出個人「主 key Action 組合」，以互聽、互

相呼應去凸顯主 key 者「action 交響樂章」的故事內涵。 

 

[表演者們的田野筆記與排練筆記]節錄—— 

 

        記台東MATA家屋與海濱公園太平洋邊排練暨呈現，表演者姚喻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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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七天，在 MATA 排練的每一日，我們嚴謹進行著這樣的訓練：

凌晨 4:00 起床，4:30 準時從臺東 MATA 家屋出發，在天還未亮之前魚貫疾行

前往海邊，以當日全新初醒的狀態，開始近若無限的[弧線升降運行]──東南西

北四方位為面向，緩慢移動如太陽天體運行；從天未明運行到日出於海面，從深

沉的宇宙藍、漸層到帶著粉光的紫、到金光流瀉綻放在藍色天際；以自身與整體

都充滿的、這樣的身心，與日、海、天、地同在，之後開始［Follower & Leader］

+［visiting］的訓練，以及進行將在最後兩天回饋給 MATA 家屋、回饋給這

片土地的演出排練…...」 

* 

        2017 年 6 月底開始，一路從台灣各地田野現場旅行至大稻埕，對於如此

上山下海的多樣旅程，《我歌我城•河布茶》表演者張采軒說： 

        「......我們不只關在排練場裡，也要去台灣各地田野調查。大量的身體

訓練，大量的自己與夥伴的身體發展與探索，大量關於傷痕歷史的資訊要吸收，

即使沒有排練的日子，每天都要讀好多書，要不斷覺察自己身為表演者、身為台

灣人與這段歷史的關係、各種切入的可能性⋯⋯整個人向內挖進了自身從未見光的

部分......肉體的痛、陌生人異樣的凝視、自我懷疑⋯⋯這些因車禍臉上疤痕而來的，

如今都不自覺地變成禮物。獲得的遠遠超過自己所付出的，以至於想更努力地榨

乾自己，有所回報。」 

 

* 

        《我歌我城•河布茶》的排練素材及訓練場域包山包海，對表演者來說，

有許多的吸收，也有許多的釋放，在不斷盡全力收放的循環中，我們一起往前邁

步，發現許多未曾體會的風景。表演者梁馨文說： 

        「第一次覺得自己像一塊海綿。在《我歌我城•河布茶》的排練過程中，

我們透過各種途徑、表演訓練體系，不斷吸收很多新的、不同的元素，同時也要

將這些元素連同自己原來知道的、會的東西，透過表演釋放出來；然後再吸收其

他的東西，可能來自表演者、田野調查，或者影像工作者、歷史工作者等。接收

然後釋放，吸收然後榨乾。加上我們在夏天排練，真的，那種體內的水分不斷地

流出來，然後以各種新的感受來補充，不斷經歷這樣循環的感覺，真像一塊海綿。 

        我們透過田野踏查來探索表演。雖然每次田調的時間不長，無法太深入，

但也足夠讓我們浸潤其中。當我們身處於田野現場，受現場的各種事物洗禮，身

體便產生了一種情感及質感上的轉變。例如：我們或多或少都會『知道』原住民

的舞動、吟唱方式，但那樣的『知道』大多來自於大眾傳媒及文字，是比較刻板

的印象，而當我們真正身處於都蘭豐年祭的現場，便自然能『共感』他們的情緒

與身體為何如此，是在他們日常的文化脈絡中建立的，而我們在城市中所稱呼的

表演藝術，其實早已如此自然地存在於他們的生活之中。 

       在短短四個月內，我們透過葛羅托斯基神祕劇及行動舞譜的訓練方法與精

神來探索許多場域、探索表演，打開自己身體的覺知，並在廣泛的素材之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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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去吸收、創作。時間很短，要做的事情卻很多！ 

        我們也透過茶來探索表演。我會喝茶，但那是很晚的事情了。而事實上，

我家是會泡茶的家庭，小時候阿婆(奶奶)每天早上會用大鐵壺泡茶給神明喝，一

直放到客人來，再奉上給客人喝。我們當時不懂分辨茶的品質及泡茶的技巧，只

知道客人來時，要倒那壺茶給客人喝，因為那壺茶放很久，對小時候的我來說，

茶一直都是苦的，所以也不會喝它。這次透過《我歌我城•河布茶》有機會遇到

很棒的茶人，去認識、深入了解茶，真的是很難得的學習。 

        我們在非典型的劇場空間中探索表演。每個空間或多或少都映照出其中

人事物的更迭，新芳春行也不例外。雖然新芳春行現在已是展覽的空間，但它也

將建築空間最純粹的部分呈現出來；雖然新芳春行是無聲的，但它也輕聲訴說著

許多故事。當表演者進入這樣的空間時，身體的舞動便不只是從身體本身出來，

它還多了『與空間的對話』、『與空間中既有物件的對話』。新芳春行本身有一種

很強烈的包覆感，當我們進入這個場域，就像是進入一個時空隧道，它有意無意

地帶我們進入某一個時代的場景、氛圍、氣味；而我們在其中舞動，就像是我們

透過身體，將那時代捕捉下來，變得更加具體。」6 

 

        表演者周承慧說：「從六月底開始在美麗台灣小島東奔西波體訓、田野。

雲林、台東、新竹、台北台南每週來來回回，三個多月四處的排練——以身體進

入天地草木與花海，以心走入地方歷史自身靈魂，內外實相進入一個時空共存的

召喚。」 

 

七、《我歌我城•河布茶》表演者的身心田野 

         表演者的身體就像土壤一樣，我們要在其中種下什麼樣的種子？ 

         為什麼需要田野？因為我們希望土地的力量能夠豐富並喚醒表演者的

身與心。為什麼需要太平洋與日出、傳統祭儀、植物田野、茶田野？因為表演者

們的身體都已是「城市身體」，與土地隔離，少了根（土、水、風、自然空氣的

氣味），城市身體的能量一直離開腳底而往頭腦的方向匯集而去，漸漸頭重腳輕，

即使是身體鍛鍊也有偏向理智所帶領的技術層面的現象，這樣的身體文化、身體

元素相對單一蒼白，心靈精神層面偏向自我，而少了同理他者同理外在環境的心，

故而必須把表演者帶到土地現場、生活現場裡浸潤。行動舞譜所銘印的內容，來

自各層面的土地生活周遭，打開表演者的心胸與視野，因為「人」才是構成舞台

上一舉一動的重點，繼而舞台下的人（觀者），所嗅聞、觀看、共鳴的「發生」，

也將回到了有土地有水有風有空氣有流動的心這屬於人的世界。 

        在台東太平洋邊排練的每一天，我們從日出的能量借得太陽般的戰鬥姿

                                                      
6 這段梁馨文的採訪，文字由《我歌我城•河布茶》製作人莊雅雯所錄寫。 

臉書位址：梁馨文覺得我歌我城河布茶排練過程自己像一塊海綿  

https://www.facebook.com/vanbodytheatre.tw/photos/a.10151778474853701.1073741830.164944043700/10155936373723701/?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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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快樂、好奇而灼熱，赤腳走踏，感受著腳下山河海石頭砂粒的溫度，成為鵝

卵石，成為海，成為一起踏出的每一幅腳步。踏查思索著：我們的土地，是怎麼

樣的土地？ 

        如表演者周承慧所說：「我們以身體進入天地草木與花海，以心走入地

方歷史自身靈魂，內外實相進入一個時空共存的召喚。」 

 

        承慧還說：「田野踏查的其中一站是我的家鄉：新竹，踏點的範圍都是

成長過程中熟悉的地方，然而這次『回家田調』卻讓我能以不同的身分、觀看方

式來進入家鄉。在我童年記憶中，常有著不被允許觀看民俗活動的無名恐懼及拉

扯，因此對於台灣民俗祭典一直是懵懂的，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以行動參與及觀

察，進入台灣的民俗祭典儀式⎯⎯竹塹城隍中元祭『查夜暗訪』。我跟著工作夥

伴與拿著竹子火把的暗訪隊伍一起夜巡新竹市區街道，將近四個小時，對久未返

家的我來說，有著複雜的時空交錯感：一是自小在此土地長大、以經歷建構的新

竹，以及與父母同在的時空街景；二是工作夥伴們以他們的視角進入時所看見的

新竹；三是人神共存的時空，神降臨在街道與人平行，神人之間的關係及行為。

夜行的竹火把隊成為一個媒介與通道，在人世間的街維護降臨的神，使得人神共

存之時，和諧。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回家，也第一次在這樣充滿人與聲響的環境中，

感覺到一絲絲深穩的安靜在裡頭。」7  

        家，有那麼多的故事正在訴說；身體，已在探索家的故事的路上。 

 

        為什麼以唱歌來溯源？ 

        傳統歌謠經過人們時時日日吟唱，歌曲銘印著唱者的身氣意心而流傳下

來。所選來銘唱的歌大多比表演者們的年紀還古老，馨文說雖然之前沒唱過這些

                                                      
7 周承慧，2017〈一趟未知的旅程，探索自己的身心極限與靈魂存在〉，《我歌我

城•河布茶》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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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但父母常常聽，所以歌曲旋律，已悄悄滲入她的身體裡，唱它們時總勾起幼

時與父母相關的記憶。 

 

        用什麼方法唱歌？ 

        如何唱出這些歌謠的體感？如何剝除流行歌曲符號的飄浮？如何挖掘

出這些歌謠在民間傳唱數十年的歷史軌跡風韻？如何勾引出這些歌謠的內在

性？ 

        我們以「體腔共鳴」法來吟唱這些歌。以「體腔共鳴」法來銘吟時，這

首歌會導引你明白它想從你體腔裡的某處共鳴推送出來，那麼就不只是在喉嚨發

聲，你還須以那處共鳴來唱它。唱著唱著，很多記憶意象漸漸從體內浮顯出來，

讓人不禁眼眶泛淚。細細推究會發現，讓人眼眶泛淚的，不只因為情感，同時也

是因歌推動體腔時所帶來的泛振盪動使然。歌謠有屬於它自己的音韻能量，你只

有在唱它時，才能探觸到它蘊藏在深處的能量，歌的脈動。 

 

        歷史空間的記憶 

        在非典型劇場空間呈現，本來就有很多難度，而選擇在既是台北市市定

古蹟又有常態展的新芳春茶行來呈現，難度又更高，但講「記憶」的作品非得在

有「記憶」氛圍的建築空間裡呈現不可，這是生活記憶、歷史記憶的一環。在申

請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創作安排呈現細節時絞盡腦汁，就是為了天井後進的

三間製茶空間裡仍蔓延飛舞於空氣中的歷史灰燼塵土氣息8。 

       台北市文化局負責規劃新芳春行的科員伍小姐在看完首演後說：「看著舞

者捧著手提燈，穿梭在培茶間、風選間、揀梗間，用身體與培茶坑、製茶機具產

生對話，歌聲繚繞在整個空間裡，這真的是新芳春限定版的作品，因為表演者在

空間中產生的能量是很強大且毫無違和感的。就如導演所說：『當茶氣在創作者

體內運行、行動者在老茶行/廠建築空間裡運行、老茶行/廠在大稻埕舊街區裡運

行，這正是《我歌我城•河布茶》創作與呈現的時空脈落，也是屬於大稻埕茶

行的行動舞譜。』」9 

        伍小姐非常訝異，我們能夠在古蹟內排練的時間其實不多，但我們怎麼

能做到「行動在這老舊焙茶空間中卻毫無違和感」？——當表演者在太平洋邊受

訓時，能打破精神框架、打破恐懼地滾翻入海浪裡融入海浪裡，那麼表演者回來

城市面對揚著歷史塵土的焙茶空間時，也一樣能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讓空間與

                                                      
8 黃叔屏 2017

〈唱出我們的傷痕記憶——以「行動舞譜」譜作的『我歌我城-河布茶』〉 

9 伍致潔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chihchieh.wu.9/posts/10214309135672555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shu-pin-vong/%E5%94%B1%E5%87%BA%E6%88%91%E5%80%91%E7%9A%84%E5%82%B7%E7%97%95%E8%A8%98%E6%86%B6-%E4%BB%A5%E8%A1%8C%E5%8B%95%E8%88%9E%E8%AD%9C%E8%AD%9C%E4%BD%9C%E7%9A%84%E6%88%91%E6%AD%8C%E6%88%91%E5%9F%8E%E6%B2%B3%E5%B8%83%E8%8C%B6/10155794104598491/
https://www.facebook.com/chihchieh.wu.9/posts/1021430913567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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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塵土與已經排練過的行動與內涵再融合再彼此浸潤而成一體。 

 

八、以行動舞譜銘印出「沉埋於時間裡的記憶」 

        行動舞譜現階段的工作重點是銘印「記憶」。溯源的素材有「在時間洪

流裡流失的記憶」、「古老的歌」、「土地的文化與儀式」。 

       前一章說明了《我歌我城•河布茶》的銘印意象：歌謠、儀式、歷史空間。

接下來談銘印意象中的茶與族群記憶—— 

        「當往日歲月了無痕跡，即使物毀人亡，唯獨氣味和滋味卻仍在，以它

們那不可觸之的氤氳，不折不撓地支撐起記憶的巨廈。雖脆弱，卻更有生氣，更

形而上，更恆久，更忠誠，它們就像那些靈魂，有待我們在殘存的廢墟上去想念，

去等候，去盼望...（改寫自 馬塞爾·普魯斯特著《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去斯

萬家那邊》） 

        大稻埕茶人與布人面對城市的往事不在、人亡物毀，如何透過歷史迷霧

中的微光走出去？也許茶的滋味與布的氣味，是引領靈魂的那縷煙？ 

 

        沉埋於時間裡的記憶 

        《我歌我城·河布茶》說的是「斷裂的記憶跟人之間的綿延關係」，我們所

舉出的斷裂記憶是很難說、說不清楚的 1947 年至 1977 年這三十年之間，台灣

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迫害的片斷記憶。這些禁忌的記憶好像隨著時間

久遠而慢慢消逝了，事實是它們確已成破碎斷裂的記憶。但，它們已因禁忌、已

因複雜難說、已因說不清楚，而消逝了嗎？不，其實不然，因為記憶或過往發生

的事情，已透過隱隱流逝的時間，與我們的身心生活融為一體了。若不試著描繪

出它的樣子，我們已不明白自己如何長成現在的樣子；不明白我們現在的樣子，

我們已不明白自己跨出的是什麼樣的腳步了。 

        普魯斯特書寫《追憶逝水年華》，旨在尋找那似乎已經消逝，但其實仍

在那兒，隨時隨地在各種可能性中滋生浮顯的「時間裡的記憶」——在這部「追

根溯源重現法蘭西思想每個時期」的文學巨著裡，《我歌我城·河布茶》的創作者

們意外地找到了對於時間記憶的共鳴。 

 

        失去的時間，如何尋找？ 

        禁忌的記憶，如何尋找？ 

 

        我們如何抓住那些該抓住的屬於人真實的脈動氣息？真正屬於人的脈

動氣息，才能帶領我們接觸到實象，雖然實象必然對應到一個相對存在的虛象，

而實象與虛象之間又是相對流動而非絕對固一的存在。生命脈動所依附的每一刻

都有著確實的物象，它寄寓於記憶當刻之中，直到我們召喚出它來，它才能從該

物象中脫離而出。如果我們沒有把它從時間之河中召喚出來，記憶就沉入時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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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裡而難再現身。 

        那以鮮血與生命所塗寫出來的傷痕記憶，被矇閉在遺失的時間裡。當遺

失的時間被我們從記憶裡找出來，它得以轉化成永恆心理時間裡的意象，人事物

此時才能以此永恆的面貌，也是藝術的面貌，被真正地領悟並保存——《我歌我

城·河布茶》以台灣傷痕歷史作為「行動舞譜」來銘印與溯源，即是為了真正領

悟它的意義，並希望以藝術的永恆面貌來保存它。」10 

 

        為什麼是茶？ 

        一般有關茶的創作，會用茶的歷史、種類、產地、製茶方式、泡茶方式、

茶器等看得見的素材。此次藉《我歌我城•河布茶》演出，首度將「銘印」物的

領域擴充到「茶湯」！每天排練之始，由某人泡某種茶葉，大家喝那茶、聊那茶

喝下去的體感及所帶來的記憶投射…接著以該「體感」與「記憶」，進行「行動

舞譜」創作，如此「銘印」出茶的形、嗅、味、觸、質與相關經驗，將之融入身

心所創作出來的行動包含身與聲的行譜，形音一體。創作者在創作行動舞譜過程

中，將感受自身表現力與茶、歌謠連結的新形意。此作品裡的身體行動，有七成

是來自「茶氣舞動」下所發展出來的行動舞譜。 

       透過茶氣來舞動的工作方式真是前所未有的享受——不須用力想、用力

做，在茶氣於體內運行的威力之下，行譜意象的靈感源源不絕湧出，非常飽滿、

非常享受。而每個表演者的身體創作都有些不同於那人一般所創作出來的形樣，

也許是茶氣氤氳運行於身體內外使然？ 

        從2002年《重生》就嘗試把一點點與泡茶喝茶相關的動作放入作品裡，

但一直無法說自己要做有關茶的表演作品，因為茶太深奧了。但茶與台灣的關係

深厚，令我時時思之念之。身體是時間的藝術，茶也是時間的藝術。所有時間的

藝術皆當機臨在，隨後散逸於空氣中。那麼，身體與茶在內部相遇時的無形鳥之

飛翔樣貌將如何顯影、補捉、呈現？ 

        當 2017 年「行動舞譜」創作法漸趨成熟後，去「銘印」瞬息萬變的茶

湯，似乎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資深茶人呂禮臻老師像一棵千年茶樹，向我們展

現了茶的深奧，同時又舉重若輕地把茶帶入我們的生活中。 

 

        如果他們也喝了這泡茶 

        如果，只看只談有形身體，那麼我們將會流失了什麼？如何捕捉住身體

裡無形的具體，然後呈現它並欣賞它如鳥般飛翔？這是「行動舞譜」馴養身心無

形鳥的奧妙。 

        體，自母親子宮魚游出世，風雨塵染；茶，自台灣山谷騰躍而出，葉綠

                                                      

10 吳文翠，2017〈即使物毀人亡，唯獨氣味和滋味卻仍在〉，《我歌我城•河布茶》

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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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美。喝下翠美茶湯，讓我們回心、回身，顯心、顯身、顯人、顯史...。以心會

茶，以身顯茶，如果「他們」也喝了這泡茶，「他們」將如何行身動體？「他們」

將藉由茶氣訴說什麼？當我們行身動體，在歷史古蹟老茶行/廠（新芳春行）為

茶歌唱，為「他們」的經歷/我們的記憶，而唱而動，將形塑出什麼樣的風景？ 

        在歷史空間裡我們形意合一地呈現台灣歌、台灣茶、時間裡的記憶，並

型塑保存它的永恆性。 

 

九、溯什麼源？溯自我認同？溯人的本質？ 

        有人質疑說，葛氏的溯源是要溯回人的本質，而不是要溯個我/族群的

自我認同，但文翠認為這些都是溯源的歷程，因為人不會跳過個我的內溯與外修，

直接就得到「人的本質」，因為「命」與「性」皆須修。猶如在宗教上假若你跳

過個人問題家族問題去「出家」修行成了「得道高僧」，也常做一些「普渡眾生」

的事，但回到人世間你跟家人相處卻暴躁沒耐心，如果是這樣的「修行」，真的

「通」嗎？ 

        「你所來處」可具象如你的家族、你的族群、生養你的土地文化...擴大

到不具象的「人的本質」，這些環節都是屬於人的一部分。文翠認為人是靠一世

一世的身體與心靈的運作在學習淬煉靈魂的純粹，在找回「人本來的面目」，「人

的本質」。 

        在此以 1920 年生的安娜·哈布林（Anna Halprin）為例來說明：人

不會跳過個我的內遡與外修就得到「人的本質」。 

        一、安娜先看見/接受自己的猶太人血統——1978 年林懷民老師訪問她

時，她說：「你問我是不是充滿了猶太人的情意結？是的，不是的。你必須知道

你是誰？不管你喜不喜歡，你的背景提供了豐富的生命資源，你要去正視它、運

用它，然後才能談到，你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生命是一段不斷發掘自我、重塑

自我的過程。」（引自〈從象牙塔到街頭──安娜．哈布林的故事〉，林懷民《雄

獅美術》1978 年 7 月 89 期, p108） 

        二、人也必須看見/接受自己的身體——1971 年安娜面對了她的直腸癌，

她運用舞蹈作為自己治療過程的一部分，而今她已經 97 歲了。 

        三、安娜把舞蹈拓展到表達社會議題、連繫社群、身心療愈等方面，以

及把人們與自然相連，她說，我們為和平安寧而舞。「和平」不只是國家與國家

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還包括人自我身心之間的和平。 

        1979年至1981年，美國舊金山有六位女性在一樁連環殺人案中遇害，

遇難地點橫跨金門大橋，都在塔馬爾貝(Tamalpais)山脈上。事件發生後，當

地政府關閉了塔馬爾貝山脈的步道，居民感到無助，更多的是憤怒、對罪犯再次

作案的恐懼、與自然割裂的感覺籠罩著塔馬爾貝山區。 

        那時，安娜與丈夫勞倫斯·哈布林(Lawrence Halprin)正在為社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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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做「尋找生活著的神話和儀式」(“A Search for Living Myths and 

Rituals”)的工作坊，他們傾聽參與者訴說自己對於這座山脈的感情，對關閉山

道的痛惜。最終，他們決定在舞蹈中演繹特定的神話，「召回」塔馬爾貝山。這

次儀式被命名為『在山之中與山之上』(In and On the Mountain)，持續多

日，儀式中的步行線路穿過了塔馬爾貝山上所有的受害者遇難地點。在這次舞動

儀式結束後幾天，兇手歸案了。安娜在接受電視採訪時說，她無意將這個結果與

舞動儀式相連結，重要之處在於：居民心中重獲了安寧，安寧也重歸了塔馬爾貝

山。 

        每年春天她們都再聚，為一個地球的環境或和平問題而祈禱而舞，這就

是「星球之舞」，37 年來「星球之舞」已經在超過 46 個國家和地區舉辦，向所

有人開放。1995 年，逾 400 名參與者加入了安娜在柏林引領的「星球之舞」，

當年的舞動主題是慶祝波茨坦協議簽署 50 週年，亦即二戰結束 50 週年。安娜

也把「星球之舞」帶到以色列，把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還有其他民族的人連

繫在一起。安娜現年 97 歲，仍在教授舞蹈、帶領舞動治療工作坊，有時去地球

上的另一個國度參加「星球之舞」。 

        從安娜·哈布林的例子，我們看到所謂的「人的本質」將是在人一步一

步踏出並一點一滴的「看見」之中，慢慢清晰，它顯影在個我之內、也在群體之

間。 

       再回到台灣來看，族群歷史並未渺遠且仍與我們生活關聯著的事實，實際

上就發生了——當我們去新竹參加竹塹城隍中元祭時，2017/09/04 晚上，循著

彼此分享家族老照片的記憶時，意外地發現表演者周承慧的外公就是白色恐怖受

難者：劉坤泉前輩在 1952 年 2 月 22 日遭到當時的政府槍決，他「被消失了」，

遺族辛苦地活了下來。而我們田野期間借住的屋子，就是劉前輩留給遺腹子/未

見過面的女兒/承慧的媽媽的遺產。在劉前輩遺留給女兒的家屋裡，遇見了劉前

輩的故事，是一種活生生的撞擊，顯示了：那段傷痕歷史其實離我們不遠，我們

仍然生活在其陰影之間；也印證了：記憶雖斷裂但並未消失，它仍然存在於遺失

的時間裡，等著我們看見它、領悟它，期待著我們透過各種藝術形式以永恆的面

貌來保存它。 

 

        演出結束後，文翠與承慧有一段對話11—— 

翠：「演出結束已一個月了，有什麼心得？」 

慧：「很好啊，所有面向都因此漸入佳境。」 

翠：「舉個例。」 

慧：「事件並不特別，時常能量充滿，以致漸入佳境。只有一件事比較特別就是，

常常會不自覺地想唱歌，然後就自然而然唱了。這是以前都沒有的事情，身體好

像還蠻開心。」 

                                                      
11 這段文字來自 20171202 承慧與文翠的臉書訊息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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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人本來就有開心或悲傷會想唱歌的本能，我們古老的祖先就過這種『想跳

舞就跳舞、想唱歌就唱歌」的生活。只是後來理智掛帥的文化把我們的身心都侷

限了。」 

慧：「嗯，我知道這件事情的開啟是來自《我歌我城•河布茶》工作期間，第一回

『生命之歌』練習的那一刻起。」 

翠：「嗯，我記得，那是那天下午妳回歸生命本源時，從身體裡喚醒出來的能力。」 

慧：「這或許也是最近時常感到喜悅的原因之一。」 

 

        2017/10/25 下午我們為了開場所需的「生命之歌」而進行創作排練，

工作方式是：先自由動禪讓身心安靜下來，然後冥想身體內最脆弱最需要力量加

持的地方，找出與之對應、能夠產生力量的自然力，山、水、火、風...，讓這自

然力照耀那個脆弱處，以那自然力的質感從那個脆弱處吟唱出聲音來，當聲音漸

漸飽滿之時，意念開始召喚生命所需的能量，將找到的力量投射出去，同時加持

自己也打破自己。 

        當時承慧已透過溯家族陰影之源，看見「外公被白色恐佈不明地消失」

的時代，明白了外婆、母親、自己的身體裡痛苦的實相與虛相，抹開體內的陰影

之後，她已能放鬆漸透明無礙的身心而自在發出體內的聲音了。那天下午她找到

的生命能量是海/水，吟唱時她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與背後擴充出很大很濃的空間

感，久久不散。 

        承慧在「生命之歌」創作練習時，打開了身體裡古老的歌唱本能了——

所以這之後「常常會不自覺得想唱歌，然後就自然而然唱了。這是以前都沒有的

事情，身體好像還蠻開心。」——這是溯透自我認同、清除不明陰影之後，進而

繼續往「人的本質」溯入的例子之一。 

        當表演者在透明狀態純然處於當下，順著體內的能量流動，唱言行動出

該作品內涵樣貌，即能也啟動現場觀者往自己的身體記憶本源裡溯入——看第二

場(2017/10/27)演出的王昭月說：「我是當天的志工，在安頓好觀眾入座主舞台

開始演出後，才倚著稍遠的柱子歇息並遠遠看著舞台上的演出。因著身子的疲累，

不若彩排當觀眾時努力地想拼湊看懂表演者們述說的故事，就腦袋放空著遠遠地

看著表演者們在這舊時代建築空間裡舞動肢體。昏黄的燈光，彷若帶我回到兒時

舊家的氛圍，磨石子壁的光滑冰涼、木樓梯的嗄吱聲響、躲在角落邊看著雜沓的

人事...然後，聽著舞台上的采軒說：『我們回家吧』、承慧對外公說：『阮攏知樣

啦，免煩惱；阮攏過了真好，免煩惱。』淚水突然無法抑止地泌泌流下，止不住

的淚水...。突然明白了舞台上正在發生的事，知道了表演者想要傳達的故事，也

突然明瞭了原來好的表演作品不需要這麼用力地用腦袋去『看』懂，而是它自然

就會和你的身心記憶產生共鳴。」12 

                                                      
12 王昭月這段話是 2017/10/30 中午於太極課後，與梁俊文、王郁慈、姚喻文等人的觀後感分享

時的談話，地點在：太極導引芝山教室。文字由王昭月所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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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結語：我是個像農夫般的導演 

        文翠說：「我是農夫。作為導演，我覺得自己像農夫在田裡做事——很

多種子來到這塊田，每顆種子皆有其屬性與特性，故而雖我一樣灌溉、一樣施肥、

雨一樣飄灑、風一樣吹刮，但這些種子依自己的因，長成了不同的樣貌，不同姿

態，不同滋味...。當季節到了，必須收成時，選擇了一個場所，依他們的屬性特

色，導演炒了一道只有這個時節這些素材這個空間，才炒得成的菜色。 

        這是我作為導演在田裡所做的事：讓表演者發現並貼近他們自己。而透

過農夫般的態度，我希望自己作為一個能回到人的角度的導演，一個能夠啟發人

回到人的角度的導演，因為每個人都需要真實地回貼近自己的本源。當我們身心

貼合之時，即能召喚出屬於我們的生命儀式，這是一種生命行動。」 

 



25 
 

            

 

  



26 
 

邁向本質劇場 

發表人：江譚佳彥（Chongtham Jayant Meetei） 

                撰 稿：陳韻文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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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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本質劇場 

 

發表人:江譚佳彥 

訪談/撰稿:陳韻文 

 

大家好，我是 EX-亞洲劇團的藝術總監江譚佳彥，同時是一位演員，

導演，也是一位編劇。今天，我來到這邊，主要是想要分享近年關於「本

質劇場」(theatre of essence)的探索。我會談談這個概念從何而來，涉及了

哪些層面，以及我在實踐過程中的發現。 

 

首先，本質劇場的概念並不是由我原創的，那是我在 1994 年投入劇場

工作時，一位老師經常掛在嘴邊的。它其實是取自非常古老的印度舞論

(Natyashastra)，所以需要重新詮釋，以符應現代劇場。在印度的時候，我

知道印度的劇場，熟悉像是日本、印尼等地的東方劇場，2005 年來到台灣

之後，才有機會接觸到各種傳統戲曲。觀察之後，我理解到，印度的表演

和呈現式的戲曲在內部的表演法則是相近的，只是因為文化差異，所以從

外部看來有所不同。於是，我開始對於老師所謂的「本質劇場」感到興趣，

想要了解他說:「印度劇場可以發展成為當代劇場很好的理論與實務基礎」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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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關乎本質」的劇場，我就先來談談「什麼是本質?」。就哲學

層次而言，本質劇場關切:「什麼是生命的本質?」、「什麼是劇場的本質?」

也就是回到原點問:「我們為什麼要做劇場?」、「劇場與生存又有何種關連?」

在劇場中，當觀眾認同角色的時候，會獲得某種普遍性的經驗，亦即就自

然法則來說，我仍然是我，但就內在而言，我們連結在一起。日常生活讓

我們容易將目光限縮在個人，無法感知到人類普遍的法則，藝術卻可以將

我們從限制中解放出來，而劇場就是一個人人可以參與，跨越/克服個體性

的地方，是生活的一部分，可以成為一種理解人與社會的媒介。本質劇場

便是基於人性的本質開展的，關切的是如何豐富和美化人類的心靈。我希

望我的觀眾認同角色及其情感，而非客觀地冷眼旁觀，當他們走出劇場時

也能帶著微笑，心平氣和地討論劇中事，並且理解到什麼是錯的，什麼是

對的。這樣的劇場概念也許是有點老套，但在物質功利至上、人與人性被

邊緣化的今天，我認為它格外重要。我相信劇場能讓人重拾靈性—這裡的

靈性並非和宗教有關，而是如何成為更好的人，促進人類共同的福祉。本

質劇場的美學信念，便是關於整個人性與美的哲學，不是外在的美，是內

在的美，認識自己，發現自己，了解自己，自然而然地身為「普遍」的一

分子。因此，我關心我的觀眾如何了解到他們自身，感受到美，知道我即

普遍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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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劇場的哲學要如何轉化為美學的概念呢?前面說過，本質劇場受到

印度的《舞論》啟發良多。《舞論》提示了編劇-演員-觀眾三向度的溝通交

流，區分生活化的表演(lokodharmi)與藝術化的表演(natyadharmi)，其中的

「味論」(Rasa)將「人類的情感」置於核心，讓我片刻不忘關心:「觀眾究

竟經驗到了什麼?」以及「要如何讓觀眾對劇中人和情境感同身受?」。中

醫理論中人體最重要能量的「氣」，則啟示我關注個體和宇宙之間的動態

關係。我相信情感是建立人們連結、召喚普同感的主要通道，將它擺放在

本質劇場中的關鍵位置和演員訓練的核心環節。另一方面，我希望劇場超

越生活和效用，提示人其他的可能性，所以選擇了藝術化、非寫實的表演，

好讓觀眾能在我的藝術作品中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這就好像我們亞洲的

神是超自然的，我們把神想成比人類更加豐足、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藝術

化的手法，並不是為了標新立異好看而已，更不是為了迎合西方想像的異

國情調，它其實寓含了亞洲的哲學、心理與美學。現在的教育都來自西方，

以至於我們輕看自己。我想要以所有的亞洲元素作為藝術的、創造的歷程，

表述某種本質，但並不會執守於我的文化。我，並非全然印度的，而是亞

洲文化的一部分。 

 

本質的概念，穿透表演的每一個環節。演戲與表演，全是關於溝通，

讓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每一種戲，都有與之相應的表演系統或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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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質劇場以展演情緒為中心，探究舞台空間中的肢體動作，以及表

徵人物情感的聲音，擁有一些不一樣的表演方式。其方法論的要旨是:音樂

性貫穿於整齣戲的文字、歌唱、音樂中;詩化的的台詞，尤其關注語言引發

的聽覺感受和多層次意義;結合生活化、寫實的「世間法」與風格化、寫意

的「戲劇法」兩種表演風格;以〈味論〉為根基，借用京劇「唱、唸、做、

打」之構念，通過音樂、舞蹈、武術等素材，發展演員表演所需的能力，

最後才導入生活化的台詞。 

 

觀眾在劇場看戲時，不會期待台上所見所聞是真的，他知道那是另一

個世界，有許許多多的狀況發生，然而，一旦在角色身上看到人性顯現，

便會開始建立連結，認為那是「我」的一部分，而當連結建立，也就會慢

慢地涉身於角色和情境中，和演員一同進入戲劇虛構的想像，在那個非真

實的世界中遇合。當這樣的經驗發生，也就是觀眾與演員共同相信舞台上

的虛構，正是我所謂劇場的本質。這是為何我主張從音樂乃至表演風格的

整體構成，都要讓觀眾暫時忘卻他們真實的身分，因為若只是固守自己的

身分，將無法經驗到舞台上發生的事。對我而言，藝術的選擇，取決於如

何讓觀眾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在本質劇場中，我要讓觀眾涉身感受角色

的情感，在一段時間內與角色一起活著，過著一樣的生活，在那個當下，

經驗到人類的普遍性。如果觀眾在觀賞一齣戲時仍然固守自己的想法，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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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邊思考，任自己的智識、哲學、概念運作，就等於沒有給自己通過角色

感受情感境遇的機會，戲的本質究竟如何也就變得無足輕重。即使我的戲

表面上看來很布萊希特式，但背後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他要他的觀眾邊

看邊想，我卻不然，我希望觀眾先是經驗，而後回到意識層面回觀時才思

考。 

 

相仿的，當我創作劇本時，必須選取一個主題，讓觀眾不只是旁觀，

而能對劇中人和情境感同身受，為此，研究是必要的。然而，我的作品不

會給直接的答案，我沒有說盡，讓它存而未決，提供觀眾一處去發現的地

方，連結自身，去想想。舉《假戲真作》為例，故事看起來非常簡單，如

果沒有挖得更深，它就只是一個故事，但如果繼續挖下去，意義可以是無

窮盡的。戲仍然繫於觀眾的能力。我多數的戲是取用簡單的故事，但在當

中放了一些隱喻，和一些反諷，讓觀眾和自身連結，思考:「為什麼?」同時，

我不談論現下的狀況，因為那只會讓觀眾停留在現下的情感…如果今天我

跟觀眾談敘利亞、北韓，我不會提真實的人，我會用隱喻、故事和幻想，

不會直接談實際發生的問題，也不會聚焦於衝突，而是以人類的情感和情

感化的情境為軸線，讓事件湧現。近年導戲也讓我意識到，西方佳構劇會

與我的方法衝突，所以在處理西方作品時，我會把它重編為「事件導向」

的敘事。我所謂的敘事，並非只能通過語言、對話來達成，而是整齣戲就



32 
 

是一個敘事者的概念，意思是，我的動作在敘事，我的聲音在敘事，我的

情感在敘事。我認為語言是人類最珍貴、最富創造性的資源，得以架構整

個故事，或是去跟觀眾建立連結，像是通過說書人巧妙處理劇場中的時間、

空間和其他所有的元素。因此，我使用詩化的語言，其中包含了寓言、象

徵、隱喻—它們不是這麼直白的，而是比文字本身具有更多層次的意義在

裡面。 

 

誠然，觀眾的心態對於能否識別、欣賞藝術是相當重要的，所以在戲

開始之前，我必須幫助觀眾建立好看戲的心境，讓他們能夠因此享受其中。

像是如何開場?該營造哪一種的氛圍?觀眾才能準備好進入劇中，好好欣

賞。這全屬於一齣戲計畫的環節，也是為何我的戲無法像別人的直接切入，

而是通常有一段開場。對我來說，不管舞台上的動作是什麼，首要讓觀眾

明確知道這是個怎樣的情境，它無法只通過對話來表達，而是要整合舞台

上所有發生的一切來達成，也就是我所謂「情感的境遇」。我用了很多種

技巧讓觀眾準備，每一次，我都必須切合該製作的本質，找出準備觀眾的

方法。《假戲真作》與《馬頭人，人頭馬》用的是舞蹈，《玩偶之家》用

的是儀式，它們除了介紹故事，也讓觀眾從演員的肢體語言，知道接下來

看到的不會是一齣一般的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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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傾向採用亞洲劇場的表演形式，別人就以為我所謂的「本質」就等

同於「亞洲的」，或者他們不習慣在當代的劇場看到古老的形式，他們只

熟悉傳統，而我做的並不是傳統。事實上，即使是從亞洲劇場取經，我編

創的概念是「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它是高度實驗性和高度現代感的，並

非侷限於亞洲的、傳統的。我們的美學以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不同於

西方的，藝術領域也是這樣的，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在本質劇場中，我試

圖去調和，而非揚棄任一方。 

 

我不只以演員、導演、編劇的身分持續探索本質劇場，也嘗試把它轉

化為一套培養演員的體系。EX-亞洲劇團近年開辦的演員培訓課程，將人視

為整體，從精神物理學的角度，關注刺激與感覺的關係。我們以喚醒演員

對身體的覺察能力和想像力為起點，讓他們從控制身體到享受身心合一;接

著是廣泛印度古老的味論 (Rasa)和巴西當代的形體催化情緒體系 (Alba 

Emoting System)等展演情緒的系統取經，通過呼吸，進一步開發身體的敏

感度和情緒表現力，讓演員在舞台上能夠更真誠地反應;最後是實際應用，

探索劇本和身體如何同步發展風格。相對於演技方法從內在出發，我認為

演員的身體要準備好了，才能開始做情緒，否則身體會跟不上，情緒也無

從展現;這是何以課程安排先從調整身體的質感開始，才進入到情緒表達的

練習。我希望演員達成的身體質感，是如同亞洲風格化的藝術表達與摹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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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基於隱喻和暗示而且富於詩意。為此，源源不絕的想像力，正如同

可受控制的身體肌肉，都是演員所必需的。這是為什麼我在演員身體訓練

階段就導入了「想像力」的練習。 

 

在邁向本質劇場的實踐過程中，我發現最大的癥結在於角色。本質劇

場善用虛構和隱喻，故事如此，角色也是如此。角色不同於我們生活中所

知的任何一個人，完全是虛構出來的，但是角色的情感境遇和反映出的人

性，卻能引發觀眾真實的情感。本質劇場並沒有要求演員「成為角色」，

而是運用前述所有元素，試著找出如何面向觀眾，表達、表演、傳達出角

色的特質，生產意義。一般的演員功課要分析角色的出身背景、行為等外

在條件，本質劇場分析的則是「一個人的質感」，它比較難，因為必須完

完全全了解他的心理狀態、所有的行為。就好像當我們在談生命的本質到

底是什麼，比直言生命是什麼來得更加困難。因此，演員並不是在模仿或

是表演角色本身，而是運用上述這些本質的劇場元素，展演出角色的本質

或質感。達成角色的本質，意味著不能只關心如何說、如何動、如何做，

而是必須充分掌握所有這一切的本質，且著重藝術性的表達，非以模仿的

方式為之。借引將認知科學應用於演員訓練的美國劇場導演/學者 Rhonda 

Blair(2007)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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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變為一系列的選擇和行為—一個過程，而不是截然分開的

實體—被演員以想像、聲音/語言、身體、智力的方式帶到角色

中的內容所支持。亦即，角色成了舞台上唯一實體—即演員—

所展演的舞蹈。沒有任何客觀意義上的角色，就像生活中，只有

特定場合中特定個體的過程和行為。演員所做的簡簡單單地—

也是非常複雜地—變為演員正在做的事情。 

 

儘管從觀眾的角度，演員扮演的仍然是角色，但從演員的角度，並不認為

自己就是角色。這是在培訓過程中，演員最感困惑與困難的部分。他們會

問:「如果我們不是那個角色，那我們是誰?」 

 

以上我分享了自己建構本質劇場的歷程，包括哲學意涵和美學風格的

探索與建構，演員訓練的方法和角色本質的觀點。我還在邁向本質劇場的

路上，也許你願意與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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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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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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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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e Stanislawski speech summary  

 " Total Act and Theater of the Dead - discourse about Jerzy Grotowski and Tadeusz 

Kantor "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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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ater in Europe in 20th century.  

⁃ I also wish this presentation will provoke to some reflexions on our theatre's 

condition right now.   

Main Ideas:  

1)Tadeusz Kantor (1915-1990)  

Trying to summarize (define) his creative personality is not easy.  

Painter, stage designer, happenings creator, stage- manager, director, writer, art 

theorists, actor, philosopher... None of this conventional names is sufficient 

(enough) .  

It's also hard to talk about Kantor, only like a typical polish artist. He is connate 

(connected) to polish culture and tradition, but he has been making his 

performances whole over the world!  

He belongs to the group of artists, that shaped the artistic formation, called today " 

Avant-garde of the 20th century ".  

In his creation (masterpieces) we can find the fascination of surrealism, Dadaism, 

expressionism, symbolism……  

A unique artist, never solidified.  

His art went beyond the art of masters that he used to admire, but never copied.  

-Autonomous Theater  

(Post-literary Theater)  

Kantor was practicing autonomous theater, which will not reproduce the literature, 

but has its own independent reality. It can be based on some parts of the literature, 

but has its own autonomous stage action.  

⁃ Theater Venue  

Kantor postulated, it's necessary to look for new theater venue outside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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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ter. That comes from his disappointment toward institution of theater itself.  

We need to look for the places connected to life, not neutral, not sterilized from life!  

-Actor-Spectator 

The primal (aboriginal) power of this moment, actor-spectator, should be reset. 

When in front of the man stands the man, who is confusingly similar, and yet 

infinitely strange, as if dead!  

And that kind of confrontation should lead to metaphysical shock. Like a sudden 

blinding lighting though of an image (picture).  

Imagine of man creature, like we saw him for the first time.  

    -Props  

Objects should stop to be props on stage in hands of actors. The props exist! They 

Are equal with actors. They are active factors of the performance, and they are 

treated equally with " alive " performers.  

    -Theater of the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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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ies. Memories that keep dying and rebirth in our head over and over again. 

Kantor believed, that this dying process starts already in our childhood.  

The symbols of his theater of dead were mannequin-corpses on stage.  

    - " Photographic plate" of Memory 

The topic of Memory, both individual and social one, are essential for modern 

Theater.  

Without memory we lose identity.  

We are all physical and our memory and imagination appear to be physical in the 

Theater of the Dead too.    

 

2. Jerzy Grotowski (1933-1999) 

International leader of the experimental theater, great theater reformer, art theorists, 

director... People would also say ... Shaman!      

His method is not only famous in Europe, also his theatre New York performance is 

noted as the greatest theatre sensation from the times of Stanislavski 's Mchat 

famous performance.  

Grotowski also drew his method from:  

Stanislavski System, biomechanics of Meyerhold, analysist of Delsarte, 

Tao philosophy , Indian theater kathakali, Japanese Theater Noh... 

and much more experimental exercises with his own closed theatre group called 

"Laboratory".  

  

-Total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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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of the key terms in the context of Jerzy Grotowski theatre work and also one 

of his most important discoveries .  

Total Act -process of cognition and dramatical experience. The person caring out the 

act should not play , but penetrate spheres of his own experience. He should search 

for the impulses flowing from the depths of his body and with full clarity direct them 

toward a certain point, which is a crucial to the performance. The actor is not in 

illusion! He is in the present moment and space, making his " confession". 

  -Poor Theater-  

The road to the directness and hones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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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akes place between them.  

⁃ Actor prostitute or Actor saint  

To let exist the total act, the technical of acting must be revolutionized! First of all the 

regard of an actor on his occupation and his reasons of standing on the stage. All the 

elements in actors should be equally developing: the plastics of body, gestures, mask 

of face, voice, but mostly important... spirituality!  

Actor is crossing the daily borders, to fulfill the act of total denudation and devote 

the most intimate way. That requires great concentration and discipline of body, 

emotion and imagination.  

Actors in his Laboratory worked together, but excises were very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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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t ,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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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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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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曲形體表演的音樂性 

謝俐瑩 

 

戲曲表演藝術有別於其他戲劇表演形式最大的特質，在於「曲唱」是它的根

本，戲曲之所以被後世命為戲「曲」，無庸致疑的音樂性占了相當主要的地位。

而較之其他的戲曲劇種，崑曲對於「曲唱」的講究更為嚴謹。由於當今仍可在舞

臺上展演的崑曲劇本，來源或甚至可溯自宋元時期的南戲劇本，以及明清兩代的

傳奇、雜劇作品，這些劇作無一不在曲牌體的格律規範內創作，在一代代的創作

實踐中，就體製結構而言，已累積了豐富的創作經驗與規律，相對而言是較為嚴

謹的。洛地先生云：「崑臺的場上演出及其技藝與其他戲班確有所不同。…崑臺

的演出是我國戲曲劇場上技藝唱、念、做、打綜合表現的典型體現。…崑的形體

表演係由其『曲──唱』而生，為『曲──唱』所管著、『鎖住』的。崑的形體表

演之『本』，在其『曲──唱』。」13因此「載歌載舞」的特質為何在崑劇上特別鮮

明，這樣的音樂性鋪天蓋地的從劇本到唱腔到念白到身段到表演，細節處到眼神

到任何一舉一動，無一不在音樂性之中。更細膩地說：崑曲的形體行動是具有「音

樂性」的。但這裏所說的「音樂性」，並不止於聽得見的實質的「崑曲音樂」，而

是因著崑曲音樂而存在於形體表演之中流動的音樂感。 

有了這樣的理解，便可說明崑曲的「曲」的概念為何特別提突出，因為「曲」

是這個劇種的根本，所有的一切呈現，都圍繞著曲而存在。古代崑劇的表演理論，

也多集中於演唱理論，包括從明代魏良輔《曲律》開始的「字清、腔純、板正」

的要求；潘之恆《鸞嘯小品‧敘曲》中關於「吳音」的討論；14沈寵綏《度曲須

知》談論戲曲歌唱中念字的格律、技巧方法，及對魏良輔《曲律》的闡發；清代

李漁的《閒情偶寄》談「授曲」「教白」二章；徐大椿《樂府傳聲》談論字、腔、

                                                      
13 洛地：《崑──劇‧曲‧唱‧班》台北：國家出版社，2010，頁 21。 
14 潘之恆《鸞嘯小品‧敘曲》：「甚矣，吳音之微而婉，易以移情而動魄也。音尚清而忌重，尚

亮而忌澀，尚潤而忌纇，尚簡捷而忌漫衍，當節奏而忌平鋪。有新腔而無定板，有緣聲而無轉字，

有飛度而無稽留。」潘之恆《鸞嘯小品》，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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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的唱法，對於演唱理論頗有總結；其後《梨園原》「曲白六要」談唱的咬字吐

音及曲白的重要。總歸之，在戲曲的演唱理論中得出了以「字、腔、氣、情」四

者完美的結合，作為古典演唱理論的理想境界。關於身段與形體的表演理論，比

較詳細地談表演方法，則多半集中在清代的零星散論，包括各式的評花筆記、《揚

州畫舫錄》、《審音鑑古錄》等，集大成者為清代黃旛綽《梨園原》，算是比較精

確的把「以形體塑造人物情緒與情感」作歸納式說明的一部著作。除了實際的身

體形貌的評論外，大部分指向一個表演美學的最高境界：傳神論。而近代關於崑

曲的表演研討，早期多集中在「程式」的探討，近二十年因為崑曲的流行風潮，

討論有愈趨細膩的走向：早年多是表演藝術家的個人傳記，兼談表演及感悟，15

再如岳美緹口述、楊汗如編撰《臨風度曲．岳美緹》則更進一步的以「折子戲」

為單元，共提出八齣戲，直達核心分析每折戲的情境、設計與處理的技巧、方法，

可以說，為崑曲的表演論述提供了極詳盡的記錄。其後，近年完成的《崑曲百種‧

大師說戲》基本上延續這一路子，29 位當代崑劇表演藝術家口述整理 110 折崑

劇經典折子戲的整排緣起、藝術處理及演員體悟。 

奇妙的是，從上述的歷代論述看來，曲唱與形體表演的論述幾乎是完全分離

的，談表演能夠貼合演唱理論的論述竟然很少，二者各自論述。唯前輩學者陸萼

庭有一篇〈「載歌載舞」辨〉，專門探討崑劇較其他劇種這個更為鮮明的特徵，對

於載歌載舞的「方式」，有著詳細的分析。16這篇研究將崑劇載歌載舞的原則與

方法清楚地作了釐清，如何設計合歌之舞的表演，以及從戲中找尋舞（身段表演）

的技巧和緣由，可以說作了相當清楚的說明。事實上，近代由於崑曲表演藝術家

說戲愈趨細膩詳盡，在教學傳承時，是十分強調「唱」與「做」之間的關聯，但

                                                      
15 如胡忌編《鄭傳鑑及其表演藝術》、周傳瑛口述、洛地整理《崑劇生涯六十年》、丁修詢寫張

繼青《笛情夢邊》等；其後如章驥、程曙鵬主編《藝海一粟──汪世瑜談藝錄》已有意識的將表

演作一有系統的歸納。 
16 第一種是「單純的交代」，第二種是「描摹一個生活片段」，後者在「舞」的詮釋性上，有比

較繁複多樣的藝術加工，包括如何運用虛實相映的手法去「舞」，並超脫於詮釋性再次獨立為合

歌樂的「舞」。而舞的依附性與詮釋性及其獨立性的拿捏，就成為如何化舞姿為舞意的功力了。

同時，崑劇講究的是戲，「技」的成分多半在戲中僅畫龍點睛點到為止，較少有炫技的成份，這

也是崑劇載歌載舞的依附性的表現。收於陸萼庭：《清代戲曲與崑劇》，台北：國家出版社，2005

年。頁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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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口傳心授，往往未訴諸文字，整理為表演論述時，才偶而會觸及這個論題，

但吉光片羽，淹沒在表演感悟的論述之中。當代崑曲的表、導演藝術家周志剛先

生曾在教學中對筆者闡釋「唱好了就做好了」這一概念，認為「唱」與「做」的

息息相關，不僅是歌配上舞的關係，而是當表演者把崑曲的「唱」足夠細膩、足

夠清楚地完成了，形體上的「做」只要依著腔形，自然會生出相應的節奏。此時

的形體表演，便有了「唱」的音樂性存在。然而本文的立論，是基於將崑曲視為

一載歌載舞的完型表演作為基本論述對象，並尋找一個共性，並非討論表演者本

身。當今曲壇劇壇上，當然也有唱得好而不能表演的清唱曲家、也有唱得不夠細

膩但做表依然出眾的演員，此均非本文所欲探討的個別對象。本文在這樣的基礎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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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如何經由「外化」的表演手段而達成；反過來說，崑曲的形體表演，如何與「唱」

交互作用，達成音樂性的效果。從此中探討崑曲的「唱」與「形體表演」之間相

生相成的關係。 

一、 板式決定情感的長度與深度、情緒的力度與強度 

學崑曲一定要先「拍曲」，稱「拍」而不稱「唱」，足見拍板節奏之於曲的重

要性。而製曲者又須先「點板」，當板式定下了，該曲的結構始得完成。曲牌可

以點成一板一眼（2/4 一節兩拍），若曲情需要，可點成一板三眼（4/4，一節四

拍），若是纏綿悱惻一唱三歎，不足以表其情意，甚至可以擴充板則，點成一板

有七眼的長度（8/4 一節有兩個四拍，就是擴充一倍的節拍數），稱贈板。當文

本的曲牌定稿，製曲者點板，完成板位的設計，也就定下了該折戲的音樂基礎。 

不同的板式有不同的曲情，比如散板無節，但更依賴韻文的音步結構形式，

例如五字句以上二下三為結構，更可細分為 221，如《牡丹亭‧遊園》「亂煞、

年光、遍－」，其音樂的節奏以句子的音步結構必須相合。洛地先生云：「一般情

況下，句末字出口後會延長，占一板的時值。」 17以作為該句的逗點或句點。

                                                      
17 關於板眼與節奏，洛地先生《崑─劇‧曲‧唱‧班》的〈板眼─節奏─句樂〉一文討論甚詳。

台北：國家出版社，2010，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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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散板曲非常適合「口語化」的內容，也很適合長聲曼吟。崑曲表導演周志

剛先生云：「散板是更能發揮情緒的一種板式。」18如《琵琶記‧盤夫》有名的

【紅衲襖】曲牌，可以連用數支，藉由口語化的散板曲特別能唱出蔡伯喈和夫人

牛氏之間一個猜測逼問、一個躲閃支唔有口難言的攻防戰，人物的心理狀態與情

感能夠更鮮明的表現。也因為散板曲口語化的特性，在形體表演上多半以簡單的

翻譯性指涉為主，甚至毋需大動作，身段多半淡化處理，焦點集中在吟咏時的情

感表現或對白時的強烈語氣感。 

再如一板一眼的快曲，有時用於淨丑所唱的粗曲，不必太講究曲情，但有時

候這類曲子可用在生旦行當適合表達強烈情緒的地方。如《繡襦記‧剔目》，李

亞仙勸鄭元和好好讀書，將來有日高飛鵬舉，勸完後鄭元和依舊憊懶，嘻皮笑臉，

聽著外廂酒樂之聲，只想著笙歌夜宴。此時「在唱腔上，因為元和的情緒逐漸高

漲，又是一板一眼的節拍，周老師的要求是『要字不要腔』，就是咬字的力道要

高於行腔。」19再如〈思凡〉最末支曲【風吹荷葉煞】完全是流水板了，小尼姑

下定決心逃下山去，扯破袈裟、丟掉木魚，逃出寺廟，心中想著找一個年少情郎

生孩子，碰到這類情感節奏俱強烈的曲子，多半在形體表演上的安排以舞蹈性強

烈、水袖翻飛的身段與變化較大的走位為主，透過板眼節奏的特色，相應以肢體

技巧，更能準確傳達人物形象情思。 

再如一板三眼的正板慢曲，與加了贈板的水磨之腔，仍有不同。根據周志剛

先生的分析，正板曲的曲唱與贈板曲的唱法仍需有差異，正板曲由於板數較少，

每一個字分配到的板數不如贈板曲多了一倍的時值，因此，在旋律的豐富程度與

腔之婉轉推磨絕對是贈板曲更為勝出。故在唱法的處理上，贈板曲尤需特別注意

氣息的控制與細部唱腔的營造，以達成緩板曼歌的情味。同時，在身段的表演上，

贈板曲的「做」也就要較正板曲的「做」更為悠揚細膩，同樣的形體動作，正板

曲可以「大概的做」，而贈板曲的「做」要用更多的「擰勁」──包括以腰為軸

                                                      
18 陳彬：《萬里巡行──周志剛、朱曉瑜伉儷的戲曲藝術》，臺北：作者自印，2006。頁 222。 
19 陳彬：《萬里巡行──周志剛、朱曉瑜伉儷的戲曲藝術》，臺北：作者自印，2006。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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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律動，手、眼、頭、身、步的「過程」有較清楚的肢體力度上的鬆㢮與飽

滿的分別；在動作的速度/節奏上，有較清楚的快慢、鬆緊的區別。如此以烘托

出贈板曲細膩的特色。 

二、 腔格唱法構築身體行動的形狀 

崑曲定調、定腔、定板、定譜，嚴格的「四定」，就這個劇種而言，表演者

可以騰挪的空間極小；但也因為如此，崑曲的傳承相對穩定，而在一代代口傳心

授的過程當中，四定既不可移易，演唱者對於唱法的體悟，便往深、往細處去鑽

研。崑曲唱腔中，有些特殊腔格唱法20作為構成文字聲調律的標幟，有的作為裝

飾的成份較大，有的是根據情感的需求而設計，可增加情緒性、情感的渲染，作

用均自不同。這期間識別性、技巧性均強的如口罕腔、滑腔、三疊腔、擻腔、橄欖

腔、拿腔，細巧騰挪者如豁腔、嚯腔、頓挫腔等，以及當遇到入聲字時的停聲待

拍，這些特殊唱法構成崑曲之所以為崑曲必須有的「崑味兒」。甚且，每一個小

腔或音樂小段落的風格、顆粒、形狀，既在旋律的行進上營造特殊性，更攸關複

雜細膩的身段設計與情感段落的營造。以下略舉例敘述： 

1. 唱腔的「形狀」與形體表演的形狀有密切的關係：比如具有稜角、彈性

感的嚯腔、頓挫腔、入聲字的斷腔，身段上的處理也要相應的力度、空拍、彈性。

而具滾滾而下之感的行腔（上行或下行）、修飾性的搖曳感的擻腔，可以配以快

的臺步或小圓場，及流動的身段舞姿。以《玉簪記‧琴挑》【懶畫眉（前腔）】（旦

上）為例： 

 
                                                      
20 此處所云「腔格」並非聲腔格律之意，而實指崑曲曲唱中具有特色的一些唱法。因《粟廬曲

譜‧習曲要解》以某腔某腔稱之，故稱「腔格」，意指「唱腔的規律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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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角初上場，唱「粉牆花影」，在旋律上是比較單純的，一字一到二個音符，前

三字均一字一拍，到「影」字作為句中的音步停頓處時值較長，長達三拍，而旋

律上 53 5 6653，其中 53 是嚯腔，作為「影」上聲字的腔格，特點是第二個音符

3 須用吞字法將音符略偷掉半個音，因此聽起來有一種有稜角的彈性。相應的身

體行動，唱到「影」字的嚯腔的稜角處，正好做一個將雲帚從胸口起動的「起勢」，

接著其後 6653 的旋律走向是往下滑落之腔，音符多速度也較快，此時雲帚由左

划至右，旦角踩快的臺步從九龍口走弧線至臺口，在 3 的一拍當中凝止，連眼神

都不許亂動。如果嚯腔的稜角彈性感沒有唱好，那麼身段的「起勢」就無所著落，

唱得滑了，做的也就糊了。而其後的滑落流利之腔相應著適合行進的節奏，身段

和臺步也就必須流暢。再看到「抱琴彈向月明中」句，「彈」字有一頓挫腔（3‧

v656），「月」字為入聲字停聲待拍，在唱到「抱琴」二字時，妙常低頭看手中之

琴，在頓挫腔的重音上 3‧v 正好眼神用勁，在 656 中眼神稍鬆慢慢抬頭抬眼望

月，到「月」字的入聲停頓點看到簾外明月，眼神亮出，停頓的空拍正好讓眼神

及形體完全凝止，達到唱腔與形體行動的完全貼合。 

 

再如：橄欖腔與口罕腔的弧度，可與身段的弧度（有時是動作、有時是走位）

相應。比如前例中「粉牆花影自重重」一句，後三字可以說是該句的重點，重重

花影和牆垣禁錮著小道姑的生命，在傳統的身段安排上是四看。而由旋律的走向

看，這三字共占了四板加一個底板，共 18 拍，時值的長度昭示情感的深度。每

一板（共四拍）做一看（右看雲帚由右划左、左看雲帚反之、右看雲帚再反之），

到了第四看時，在擻腔之前有個 21，表演者正好將雲帚拋向左，偷氣後唱擻腔

1211 正好藉擻腔搖曳之勢幾個臺步快走向臺右，再順著其後的 6 四拍唱橄欖腔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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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帚以一個相應的弧度（與橄欖腔的弧度形象貼合）由左至右漸慢划出，在腔盡

之時眼神、雲帚、腳步全部一起到位。此時旦角出場的第一句完成。由於整句的

旋律音高偏低，旋律的走向較平穩，較多的長腔，也把人物心情鬱鬱、寂靜清幽

的出家人形象描摹出來，兩個速度較快的腔配合較快的臺步，以及前三看的略為

急切、到第四看的趨於冷靜（由快到慢），更把「不知日後怎生結果」的心並未

如止水的小道姑的那一點點說不出的波瀾與鬱悶提點得如此細膩、如此含蓄、卻

如此深刻。總之，這是一種「音樂的動作性」，也是一種「動作的音樂性」。 

2. 氣口所以往往也是形體動作的小稜角所在，因著氣口的大小而也有不同

的形體表情：小的氣口，比如偷氣歇氣處，往往只是肢體流動中的小停頓，停頓

時值極短，作用只在使身段的表演具有節奏感、語氣感，同時，當表演時身上有

這樣的小稜角，充滿著「圓」的概念的崑曲唱腔和舞姿才不至過於平穩，這種「肢

體上的氣口」會讓形體的表演具備有鬆有緊的頓挫節奏，大大豐富了身段的藝術

性。而大的氣口，比如一個樂句的完成，則往往會是一個小亮相的停頓動作。反

而言之，有時候，因著表演中的情感需求必須有一個小停頓，即使不適用於該字

的聲調律，唱腔本毋需停頓，也會因此為此而製造一個小停頓。比如說，《牡丹

亭‧游園》中「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句，「似這般」的「般」字就聲調而言

毋需特意停聲待拍，而曲譜上也僅止於普通的氣口，然在表演上，無論哪個版本

都有一個小亮相的動作，表現杜麗娘進花園後看了姹紫嫣紅開遍時心中激動之情，

因此在唱法上，這個斷腔便被放大了。這就是在舞臺實踐上形體表演與唱腔互為

作用之處。 

3. 身體的速度感與唱腔的速度感一致：如果身段表演時舞動的速度均一，

是很容易枯燥無聊的，因此舞臺上的表演的肢體速度總是有緊慢之別。這裏談鬆

緊的處理，第一層是根據曲詞中人物情感的需求而有鬆緊快慢的區別，第二層更

細緻處是在同樣一支曲子同樣速度的基調內，因唱腔的旋律感所營造的速度感，

直接與身體的緊慢相關。比如前述具搖曳感的擻腔與滾滾下行或上行的腔，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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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肢體速度可以緊一點的地方。再如滑腔那種旋律上行到高點彷彿有點小停頓再

滾下來的腔（如《牡丹亭‧游園》中「煙絲醉軟」的「醉」字由兩個滑腔組合而

成 5·6 653 2·3 321，在身段的運行上常被處理成「緊－慢－緊」的速度，而那個

慢並不是真的慢，而是有一種被拽住的感覺，如此操作才能與滑腔的形象相結

合。 

4. 有時唱腔與形體表演及眼神的取捨，可以擇一：一般情況而言，曲詞與

情感的強弱與唱腔、形體表演的強弱是屬於和諧的正向關係，強烈的情感，肢體

動作大、唱腔激昂；含蓄的情感，肢體動作較收歛、唱腔也幽抑。但在這個大原

則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崑曲表演者的創發：若眼神用勁，身上的動作與嘴裏唱腔

都要疏淡些，不必過份用力。若身段動作較大，則唱腔唱平、眼神放鬆。若唱腔

華麗，則身段不宜張揚，選擇平穩或靜止或者一般的程式動作即可，眼神則視情

感是否需要相合。21有時曲詞情感賁張，反而此時肢體動作要靜，此謂「揚詞抑

作」。這樣的目的是為了突顯一個表演的主軸。 

5. 「念白」具有語言「音樂化」的效果：而說到即使是有如日常生活對話

般的念白，所配合的肢體動作多僅止於「配合性的翻譯」。然而，「念白」具有語

言「音樂化」的效果。這樣具音樂性的語言，配合翻譯性的動作，一般的要求也

是要「合在節奏中」。崑劇的表導演藝術家周志剛先生云：「念白有多長，動作就

要配合相等的長度。」22岳美緹云：「大家都知道崑劇「載歌載舞」，如說話一般

的小動作如果對上音樂節奏，便有了音樂性，而具音樂性的動作就是舞蹈了。崑

劇即使坐著的時候，也是載歌載舞呢。」23 

以上藉幾個例子看崑曲唱腔及形體表演的設計與安排，可看到藝人在處理表

演的細節時，其嚴謹的程度是任何一個小腔都不放過的。唱腔與身段表演之間有

很強的依附性，大部分的情況是同步，並互相影響，但有時候為了讓表演更鮮明，

                                                      
21 陳彬：「周老師（周志剛）的表演是以眼神帶動作，以動作帶眼神，互相關聯配合。使用眼神

時，動作就比較淡些，要強調動作性時，眼神也是相對的隨之而淡些。」《萬里巡行──周志剛、

朱曉瑜伉儷的戲曲藝術》，臺北：作者自印，2006。頁 177。 
22 陳彬：《萬里巡行──周志剛、朱曉瑜伉儷的戲曲藝術》，臺北：作者自印，2006。頁 210。 
23 岳美緹口述；楊汗如撰述整理：《臨風度曲‧岳美緹》臺北：石頭出版社，2006。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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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反其道而行。表演者對唱腔的熟悉與處理直接攸關形體動作的設計與表現。 

小結 

因此崑曲的表演（程式的身體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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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表演實踐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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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云：「練死了，演活了。」表演藝術家們練死了程式、練死了規範，這個規範

框住了「人物的架構」，在表演時依情感創造細節，讓人物更有豐滿的血肉。藝

人在表演上長期的積累與傳承、一代一代表演藝術家的加工、琢磨，把已經是明

清兩代將音樂的部分發揮到極緻的水磨腔，經由表演藝術家之手、之口，以再創

作的姿態呈現在觀眾面前。但崑曲畢竟是一種時間的藝術，表演的光華也是轉瞬

即逝，崑劇專業表演藝術工作者再如何的口傳心授，卻也只能口傳心授，即使是

將影像儲存起來，那看得見的細巧，也彷如水中月、鏡中花，看得見，摸不著。

訴諸於文字將之整理記錄，也僅是略盡棉薄之力。雖然關於表演，文字總難以傳

達萬一。這也是戲曲理論史上談表演最大的困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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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21 世紀戲曲程式創造方法 

許栢昂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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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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 21 世紀戲曲程式創造方法 

許栢昂 

 

緒論： 

戲曲別於戲劇，是一種程式化的表演形式，多數搬演中國古代故事，以忠孝

節義為主要核心表述思想。發展戲曲新程式，能將戲曲表演題材帶到當代，是戲

曲現代化工程中，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筆者就歷年創作經驗，分享當代 21 世

紀戲曲程式創造方法。限定在 21 世紀的原因為由於科技日新月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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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數

據分析技術得出新的戲曲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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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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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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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戲曲程式源自於生活，經過戲曲舞蹈化、風格化，表演時需要精準且不能隨意

的，才能表達其背後源自於生活的動作內涵與美學。接下來就詳細介紹，新創戲

曲程式的五個階段。 

第一章：學習傳統戲曲程式 

第一節：什麼是戲曲程式 

戲曲程式是戲曲表演的基礎，戲曲程式源自於生活，是自生活提煉出來經過

加工與美化。在執行戲曲程式表演的時候，必須精準且不能隨意改動的。以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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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上下馬為例，大約分幾個動作：「一、持馬鞭，二、拉疆繩，三、左腳上馬

蹬，四、右腿跨馬鞍，五、蹲襠式」。完成上馬動作。而下馬動作的動作規範分

為幾個動作。「一、在馬上拉馬停足表示到達目的地，二、將馬鞭朝下，三、抬

起右腿表示離開馬鞍，四、抬起左腿表示離開馬蹬，五、將馬鞭下垂或放在地上

雙手繞腕做拉緊繩子狀，完成下馬動作。」以上動作描述就是戲曲上下馬的程式。

所謂程式便是有其不能改動的規範，而上下馬的戲曲程式動作，其規範之處便是：

「一定是左腳踩蹬上馬，右腿離鞍下馬。」 

程式看來規範嚴厲，但在學習之後會發現，戲曲程式不能更動，但並非不能

加上動作點綴與依照行當與人物特性做美化。舉例來說，在表演上馬程式動作之

前先加上拉馬、撫鬃、推馬鞍再從持馬鞭開始，也依然是上馬的程式動作。那麼

關於程式點綴或是改動的分寸如何拿捏，如何才知道自己依然是依照著程式規範，

沒有脫離戲曲程式，唯一的方法就是多學習傳統戲曲程式，學演經典劇目，便可

以更全面的掌握戲曲程式，在搬演與創作上，才能更貼近戲曲程式創作，而不是

默劇表演。 

第二節：學習程式的核心，不在形，而在神 

 而默劇表演與戲曲虛擬化表演又有什麼不同之處呢？同樣是從生活中提煉

出來的表演，戲曲表演多了一個美學原則與訓練原則：「唱、念、做、打」為訓

練原則又稱「四功」。「手、眼、身、步、法」為美學原則又稱「五法」。「四功」

作為訓練原則，讓身體經過戲曲的程式訓練，達到能夠成為展現戲曲表演風格的

載體，或者可以說是能夠詮釋「形」。而戲曲身體美學的展現則是靠「五法」的

原則，去詮釋戲曲程式的「神」。「五法」原則講述：「手」與「眼」的愛相隨與

斷捨離、「身」與「步」控制核心肌群與呼吸、而「法」，便是五法中的核心所在，

欲前先後、欲左先右、欲進先退的迂迴身體線條。迂迴的身體進退，綜合出「圓、

順、張、弛、度」的戲曲程式表演指導方向。能夠透過學習、理解與不斷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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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掌握戲曲程式表演，完成創造戲曲程式的第一階段。或者說，要創作符合戲

曲程式規範的相對應程式，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要先學習傳統程式，掌握傳統程

式。 

第二章：轉化 

第一節：分解與分析 

 關於轉化，這裡的轉化與修辭學的轉化不太一樣，戲曲程式的轉化更像是戲

曲程式的再應用，戲曲程式繁多，我們在上一章了解首先要學習戲曲程式，掌握

好戲曲程式的規範之後，便有機會進行轉化，轉化第一個要做的工作是，分解與

分析戲曲程式，確立什麼是不能更動的「規範」，什麼是可被改動的風格化、依

情節產生的特設動作。分析的過程從分解開始，將一組程式動作的每一個細節分

解，然後去思考、分析，該動作所表達的意涵，以上一章的騎馬程式為例，從動

作一到五皆是源自生活中騎馬動作的虛擬化表演，但唯有第三點與第四點，有方

向性的問題：「三、左腳上馬蹬，四、右腿跨馬鞍」這兩個動作，不但與延伸程

式下馬的左右腳相關、與第五個蹲襠式的方向相關，也與戲曲舞台調度程式有關，

相較其他的三個動作，基本沒有可以改動的空間，所以「三、左腳上馬蹬，四、

右腿跨馬鞍」就成為程式規範，也就是必須被精準執行，不可隨意改動的動作。

知道該程式的規範之後，我們就可以針對其他部分，來進行與情境相符的轉化工

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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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轉化的應用「單劍」與「馬鞭」 

在這裡舉兩個程式轉化的例子，「單劍」在戲曲舞台上使用的兵器，一般使

用之時，右手持劍，左手捻劍指，招式以刺為主、劈砍為輔。劍把後帶劍穗。在

戲曲劇目：「八仙過海」中飾演何仙姑的角色，手上的荷花，作兵器為劍使用，

可將花褪下至底部露出銀色劍柱體做劍狀。雖然手中砌末24形似帶根莖的荷花，

但演員手捻劍指，做劍法刺狀，來進行把子25的對打，那麼劍雖然已不見劍，但

劍的招式與程式，皆是轉化自劍而來。此為一種轉化方式，栢優座 2014 年演出

作品《狹義驚懼》26中送客一角的兵器「傘」，雖然是平常生活用的傘具，但在

設計對打動作中，也是依照戲曲程式「單劍」的使用方法轉化而來，在另外加上

「傘」能打開的特性，設計了依照情節安排的風格化動作。此為「形變，神不變」

的一種轉化方式。另一種「神變，形不變」的轉化以「馬鞭」為例，我們在前一

節了解了「馬鞭」的程式規範是「左腳跨蹬，右腳跨鞍。」那麼在表達劇本中情

節較為激動的上馬時，為了表達情境與維持「程式規範」，我們可以使用戲曲身

段裡「飛腳」的動作來表達快速上馬的急迫，或者是人物的武功高強，因為「飛

腳」動作在半空中轉身拍腳，先落地的是左腳，後右腳，方向正好也符合了「左

腳跨蹬，右腳跨鞍。」的方向與動作。此為另一種依照劇本情節去做程式調整的

轉化，以上兩種轉化的例子，在形神之間，都是符合戲曲程式規範的「轉化」。

由此可見戲曲程式雖然是精準不可改動的，但在執行時依然有靈活的個人化風格

創作轉化的空間。除了跳上馬、摔下馬、馬走步之外還有非常多不同的動作，都

是根據騎馬的戲曲程式去轉化而來。有的也成為了新的表演特色，流傳到了當代

豐富了戲曲程式。 

第三章：創造戲曲程式 

第一節：創造依附文本 

                                                      
24 戲曲中寫意的道具稱為「砌末」 
25 「把子」戲曲中兵器稱為「把子」有一門專門訓練對打技能稱為「把子功」 
26 首演參加 2014 年大稻埕青年戲曲藝術節，地點為大稻埕戲苑 9 樓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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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轉化的方式後，那麼轉化與創造有什麼不同呢。如果說轉化是在現有

的程式上在進行創作，那麼創造就是無中生有的中創造出符合劇本情境的相對應

動作。以《惡虎青年 Z》為例，栢優座的創作者們一起發明了機車龍頭的「砌末」，

上下機車的程式。而這一切的契機，便是因為《惡虎青年 Z》的文本提供了當代

情境、當代的生活樣貌，使得原本戲曲的程式不敷使用，才有了創造新程式的需

求。而這也正是本節要討論的重點：「創造是依附在文本的需求之中的。」以京

劇為例，在京劇需要現代化之前，也就是在京劇活躍的年代，當時的生活狀態與

京劇舞台上的生活基本相去不遠，人們依然騎馬、餵雞、靠雙腳上山下海趕路，

文人出門手上一把扇子，主要的武器還是冷兵器刀槍。社會主流思想的依然是忠

孝節義，當時京劇可以興盛發展，除了他從皇家走入民間之外，更多是因為他表

演語彙是與常民生活是接近的。在教育不普及的狀態之下，京劇與其他戲曲確實

提供了許多娛樂與教育功能。但到了今日 21 世紀的臺灣，教育普及，生活型態

與清末不同，京劇變成了高雅藝術，與常民生活越來越遠，此現象對栢優座的創

作方向產生了影響，栢優群伶27自詡為京劇的繼承與發展者，我們想要將京劇所

蘊含的身段之美，「圓、順、張、弛、度」的身體美學，用我們的方式轉譯、分

享，重新介紹給當代的觀眾，擺脫除了「話劇加唱」的所謂新編京劇形式之外，

從根本上解決京劇現代化系統不相容的問題，故創造 21 世紀戲曲程式變得十分

關鍵，而提供時空載體的 21 世紀戲曲劇本，就成為創造程式的基石。 

第二節：「龍頭」28是怎麼被創造出來的 

栢優座《惡虎青年 Z》把傳統故事《惡虎村》黃天霸欺兄壓嫂的故事，移植

到我們自己架空世界29的南島時空，相似於現代。古代的黃天霸作為鏢師是騎馬

的，到了當代，在臺灣，最接近馬的交通工具就是機車了。騎馬有馬鞭作為砌末，

                                                      
27 優伶為古時男女演員的代稱，栢優座的京劇演員們稱呼自己為栢優群伶。 
28 「龍頭」取名依照機車部件本來的名稱。第一版的設計者為許栢昂，製作者為曾冠東。 
29 架空世界，是指本身具有一致性的虛構設定，含有與現實世界不同的元素。虛構世界可以與

現實世界幾乎沒有區別，除了是虛構的人物和事件。在另一極端，它與現實世界只有很少或根本

沒有相似之處，例如含有虛構的空間和時間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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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騎車便需要創造新的砌末，兼具寫意與可舞性，第一版的「龍頭」因此就誕生

了 

（圖一）下（圖二）下下《惡虎青年 Z》演員操作「龍頭」 

 

 

「龍頭」的造型，與馬鞭類似，相較於馬鞭的長度，多了一個彎曲的線條是參考

真實哈雷機車的手把造型，手把處有一後照鏡、握把後有一捋流蘇，也是參考哈

雷機車的裝飾流蘇。龍頭前端底部有一個金色金蔥，表示為車燈。在使用技巧方

面，流蘇作為劍穗用法的轉化，「龍頭」本身的使用方法參考了馬鞭，但更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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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龍頭」本身的特色去設計動作。以下略以文字表達「龍頭」上下車的程式動

作，先從下車開始動作邏輯較為通順：「一、右手持龍頭右腳與順時鐘劃地一圈

後彎曲再左腳後（表右腿離開機車座墊狀）、二、右腳踏地同時左腳勾腳面，往

身體左前方蹬出（表左腳踢出侧柱以備支撐停下來的機車）三、蹬出之後以左腳

為中軸進行逆時針旋轉一圈立定之後（表架上中柱以及轉身下車），手上的「龍

頭」將流蘇做順時針的一圈旋轉（表龍頭右轉以鎖定車頭）四、做亮相動作，演

員眼睛看著後照鏡的部份，做撥頭髮狀。（除了表撥頭髮，更多是用另一個寫實

情節表示下車程式動作的完成）」；上車動作簡述：「一、右手持龍頭，左腳由前

至後蹬（表用腳收起中柱狀。二、左腳完成後向前踢起，抬起右腳左腳站立（表

跳上機車座墊半空中狀。）三、右腳曲起做跨腿狀，踩下成右腿弓箭步狀（表坐

上機車座墊狀。）四、右手持龍頭手前推前後迂迴（表推下中柱），涮流蘇穗子

往前（表催油門車子前進。）五、左腳蹉步往前，右腳蹉步往後，第三步時左手

同時撥頭髮（表機車行進中飄逸風格動作。六，隨調度旋轉，腳步回到正常圓場

腳步完成上車動作。」此上述表示上下車動作，為栢優座因應劇本情境所創造出

來的程式動作。為何說是創造程式動作，而不是舞蹈動作，為何不是轉化而是創

造，我們在下兩節說明。 

第四節：程式動作與舞蹈動作的不同 

前面提過，程式動作的重點是「規範」，必須精準執行，而不能隨為之。也

就是說，「龍頭」的程式動作被創造出來之後，這些動作的核心動作都必須被精

準執行。然後再從中去依照情節與風格在可變動的步驟中加上舞蹈動作與風格化

表演。程式動作與舞蹈動作不同之處還有一點，程式動作是根據戲曲身段美學要

求「圓、順、張、弛、度」以及四功五法的訓練方向去設計出來的，但舞蹈動作

並不囿於身段美學的規定。而「龍頭」動作的設計方向，是依照戲曲身段的美學

去設計出來的，而上下車動作與上下馬動作一樣，皆是有相同的邏輯，相反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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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以「龍頭」的身段動作，不是單純的舞蹈動作，而是遵守戲曲程式規範的

程式動作 

第五節：轉化與創造的不同 

我們在轉化一章提到，「形變，神不變」、「神變，形不變」的兩種轉化方式。

如果對照馬鞭的程式動作，「龍頭」的程式動作已經脫離「馬鞭」程式動作的形

與神，唯一相同的是，有相同的「程式規範」皆是右腳發動下馬、下車，左腳發

動上馬、上車的第一個動作。也就是說邏輯相同，但已經不是同一組動作，也並

沒有在表達同一件事情。因此「龍頭」砌末與上下車的「戲曲動作」，經過轉化

傳統程式的分析與分解、經過文本提供的情境、經過依照現代生活樣態所提供的

共同記憶、以及特別為了戲曲表現形式所設計的砌末這個屬於這個時代的新戲曲

程式與砌末，就被創作出來了。程式雖然被建立了，但還要通過實踐以及廣流傳

的步驟，戲曲程式才能真正屬於這個時代。 

第四章：實踐與廣流傳 

第一節：實踐為王，新創程式需要面對觀眾的考驗 

實踐就是公開演出，新創程式不能是閉門造車，需要經過觀眾與演員，在現

場的演出中互相交流，筆者在《惡虎青年 Z》首演之前宣傳期到許多學校去做校

園推廣的講座，帶上「馬鞭」與「龍頭」，分別介紹了兩種程式的表現方式，得

到的反饋是：在示範騎馬程式動作的時候，因為缺乏了騎馬的生活體驗，學員們

不經過解釋，基本沒辦法看懂我在做什麼。但在示範「龍頭」騎車的程式動作的

時候，學員們很快就可以抓到每一個動作所代表的生活動作，顯然是因為對於騎

車的動作有過相同的生活體驗。所以當加上戲曲美學的身段的時候，同學們不但

不會排斥，反而可以看出門道來。在《惡虎青年 Z》首演之時觀眾在看到施忠與

黃天霸出場之時，所騎的不是馬而是機車的時候，先是一陣驚呼，也由於相符合

文本所在的情境，觀眾對於撥頭髮、後照鏡、遠光燈所使用的等等橋段，也是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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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應，對於上下車的動作也不感到違和，演後觀眾回饋也是表示看得懂，覺得

有趣。當觀眾在觀劇過程之中包括後來在其他城市加演之時，觀眾皆沒有受到新

創程式的干擾，也並未造成理解錯誤或是理解困難時。觀眾見過的程式基本上就

算是被建立了。剩下最後一個環節，就能完整的完成戲曲新創程式的良性循環。 

第二節：程式的發展需要廣流傳 

程式需要流傳，除了讓更多觀眾認識程式之外，另外更重要的廣流傳應該發

生在同業之間，需要教導戲曲演員、戲校學生來學習「龍頭」的新程式，經過教

與學來檢視新創戲曲程式是不是能夠適性在每一個學員身上、是否容易學習與理

解，看看是不是能夠成為典型，在教學過程中，找出相同與相異性，驗證該程式

是否是因原創者表演特點而形成風格表演，還是是真的創造出新的可被使用的該

代程式。然後程式建立完成，經過傳授與時間流傳，讓當代文本繼續使用，逐漸

的經過發展成常用的戲曲程式。然後慢慢的經過時代推移成為傳統戲曲程式的一

部分，繼續讓大家進行「學習、轉化、創造、實踐、廣流傳」的繼承發展的循環。 

結論： 

 本文淺談 21 世紀戲曲程式創造方法，限定在 21 世紀，是因為我相信時代演

進的無限可能性，或許有一天能夠建立戲曲身段的數位資料庫，用電腦分析生活

動作，比照現存的戲曲身段數位資料庫，加上所謂身體能夠達成的「圓、順、張、

弛、度」的身體運用角度數據，經過運算，電腦就可以模擬出該時代生活程式轉

化到戲曲可以選擇的幾種身體方案。然後立體投影之後成為數位老師，提供所有

的創作者進行參考。而為何要新創戲曲程式。引用筆者自己的論文節錄30來做為

結論：說到所謂傳統戲曲的核心價值，王國維說：『以歌舞演故事。』；我的母校

門口曾經有一塊石牌寫著：『有聲皆歌、無動不舞。』姑且說這是一個以欣賞者

角度的發語。又有言：『唱唸做打舞，手眼身法步；文武崑亂不檔，生旦淨丑；

                                                      
30 許栢昂（2016 第 38 頁）互聯網對戲曲編導演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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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龍套上下手，六場通透』，輔以『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的苦練心法，

這是從業者的自我砥礪。單就以上的描述來說，在這個世代，其實可以包含以上

形式的演出，何止戲曲而已？但戲曲藝術別於任何僅以『歌舞演故事』的演出差

別在兩個字：文化。 

戲曲源於儺，源於巫，源於祭祀，源於民族之根，不管是哪個年輕的戲曲劇

種，都承載了千年來的演化，隨著時代遷移，有些東西生活看不到了，戲曲裡有

的有，有的也失佚了，戲曲更多化為娛樂，化為迎合。無妨，畢竟也是戲，不再

是儀式。那唯一承載到今天的還剩什麼？我認為是精神與靈魂；堅持以身體表述

的精神；傳承千年價值觀的靈魂。面對這個全新的世代，我們這個世代的傳承人，

要怎麼把這些精神與靈魂，用這個世代的基因把它代代相傳下去？聽說，年輕人

都不看戲曲了，他們甚至沒有聽說過什麼是戲曲，雖然他們身邊充斥著戲曲轉化

後帶來的文化，他們不會發現戲曲帶來的好處，就怕文化不斷凋零，待等要回頭

找時，就真的找不到了。所以我想嘗試相傳，而不是保留，傳統戲曲或許是遺產，

但所謂遺產，就是有價值之物，後人繼承遺產之後，總是要拿去換些新東西、翻

修或是投資增值，才好給未來的後人留下更多的遺產。本文不在討論戲曲創新與

保留傳統何者為是非，那是兩條需要並重的雙足，有繼承才有發展，有發展才有

繼承的必要，畢竟戲曲藝術，是以來人學習繼承，給人觀賞，也算是最早的面向

用戶思維。戲曲做為一門“人”的傳統藝術，在人改變了之後，是否也能跟著時

代改變，時代改變不僅只在今天，時代改變是持續不斷的在發生著，我們是選擇

被動的守護我們的傳統戲曲，或是跟著人的改變，一起改變，以服務下一代的人，

無論時代怎麼變，以人為本，就永遠不退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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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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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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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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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所博士生 

前言 

書寫本文卡關最久的點，竟是關於「為什麼要說」的種種思緒縈繞。不僅因

為作為一個表演者，覺得應讓「演出作品」自身來說話、接受公評，而無須多作

解釋；也不僅因為有許多前輩更有資格來討論這個問題，而筆者並非一個很厲害

或標準的戲曲演員。也許，也因為「胡撇仔」是一個臺灣當代劇場的有趣案例，

而這個案例的有趣在與「述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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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

一種歌仔戲的「變體」樣貌，雜揉戲曲、流行歌、武士刀等不同元素，長期以來

被知識份子評為「不倫不類」的民間表演形式。然而自 90 年代以來，「胡撇仔」

逐漸受到劇場界及學界重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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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將「胡撇仔」的概念運用於當代劇場的創作

實踐，時至今日，胡撇仔儼然成為臺灣當代劇場的「關鍵詞」之一，一般將之視

為一種反映民間自由創造力的混搭美學。 

    「胡撇仔」藝術位階的翻轉，可詳見謝筱玫、司黛蕊、陳幼馨等人精彩的討

論。31在這個過程中，知識份子及現代劇場的工作者無疑佔有重要位置。長期關

                                                      
31詳見謝筱玫：〈從精緻到胡撇：國族認同下的台灣歌仔戲論述〉，《民俗曲藝》155（2007.3），頁

1-32。司黛蕊：〈胡撤仔的分裂時空一從「本土文化」之外再看歌仔戲》,《民俗曲藝》148（2005.6），

頁 7-42。陳幼馨：〈臺灣歌仔戲「胡撇仔」表演藝術進成語階段性特質〉，台灣大學臺灣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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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臺灣歌仔戲發展者，應能發現自 80 年代以來，知識份子關注臺灣本土歌仔戲，

並透過參與歌仔戲的研究論述、製作、保存、挖掘具代表性的藝師、國家補助機

制、戲劇評論等等作為，已深深影響當我們現今看到的臺灣歌仔戲樣貌。正是因

為了解這些「述說」對於歌仔戲發展的「影響力」，使得筆者往往欲言又止，卻

又隱隱不安。我們看到，在許多表演藝術作品的評論中，「胡撇仔」一詞似乎成

為一個形容詞，用以形容「混搭拼貼」不同元素的形式。然而在「多元跨界」已

成為劇場常態的現今，若關於「胡撇仔」的討論僅與「混搭拼貼」等同，或者僅

集中在「形式」問題的討論，筆者認為乃是忽視且限縮了「胡撇仔」歌仔戲自身

的表演傳統所具有的力量—也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消耗，而這是相當可惜

的。 

    因此，本文無意討論胡撇仔「是什麼」，也並非要深入剖析各個劇團如何運

用「胡撇仔」的概念—因為創作者如何創作是完全自由的。在本文中，筆者僅希

望嘗試回到歌仔戲演員的角度，以參加奇巧劇團《鞍馬天狗》一劇的表演經驗為

例，分享胡撇仔戲的傳統如何成為表演者舞臺實踐的有力資源。 

一、「胡撇仔」簡介及當代劇場的「胡撇仔」 

依據謝筱玫的研究，「胡撇仔」由日語（オペラ）羅馬字「opera」的讀音而

來，一般認為萌芽於日本殖民時期後期，歌仔戲演員為因應「皇民化」運動的政

策，而在演出中改穿和服、演唱流行歌曲、使用武士刀、以西方樂器取代傳統弦

吹鑼鼓等等，而形成一種表演的混雜形式，其後並隨著臺灣社會發展，在商業機

制的考量下，不斷吸收包括日本時代劇、新劇、歌舞劇、電影、電視等通俗元素，

而形成臺灣歌仔戲舞台上特殊的景觀。在早期，此種混雜的形式雖廣受庶民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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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但在知識份子眼中多被視為不倫不類的戲劇表演。32 

1990 年代，「胡撇仔」的強烈的民間性格、天馬行空的自由形式和求新求變

的精神，啟發了劇場工作者的創作。王榮裕33創辦的「金枝演社」創作多齣「胡

撇仔戲」系列，包括《胡撇仔戲──台灣女俠白小蘭》（1996）、《可愛冤仇人》（2001）

及《羅密歐與茱麗葉》（2003）等，讓胡撇仔戲進入現代劇場視野。先行研究者

提出關於金枝演社「胡撇仔戲」的美學特色，包括「混搭拼貼」、「取材流行」、「契

合通俗」、「俗豔過度」、「典型人物」、「懷舊復古」、「本土關懷」等，然而必須留

意的是，源於歌仔戲的「胡撇仔」和金枝演社的「胡撇仔」美學不能完全對應，

王榮裕曾表明期望藉由吸收歌仔戲，發展出「不是歌仔戲」的表演。34 

2000 年代，民間歌仔戲團的「胡撇仔戲」踏上歌仔戲匯演的官辦舞台。包

括秀琴歌劇團《金童玉女之異國鴛鴦淚》（2000）、春美歌劇團《飛賊黑鷹》（2001）

等，展現胡撇仔戲令人驚豔的魅力，掀起了一陣「胡撇仔風潮」。其後民間劇團

陸續整編、新創「胡撇仔」風格的作品，搬上公演舞台。 

由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歌仔戲社畢業校友所組成的「臺灣春風歌劇團」，

以歌仔戲的傳承與創新兩個方向並重為發展主軸。除了傳統古路戲的學習與整編

外，臺灣春風在 2006 年演出實驗歌仔戲《飛蛾洞》一劇，已含有胡撇仔戲的元

素在其中；同年向資深歌仔戲演員蔡美珠學習，演出經典胡撇仔劇目《玫瑰賊》，

製作人許美惠指出，不僅因為被胡撇仔的美學魅力吸引，同時也希望從學習演出

經典胡撇仔劇目，深化歌仔戲演出的能量。2007 年臺灣春風進一步製作《新胡

撇仔—威尼斯雙胞案》，頗受矚目。本劇在製作理念上，希望發揮「胡撇仔」自

由創新的精神，將眾多新元素及新議題融入，創作新時代的歌仔戲。可以說，臺

                                                      
32 陳幼馨：〈臺灣歌仔戲「胡撇仔」表演藝術進成語階段性特質〉，頁 53-54。 
33 王榮裕先生的母親為歌仔戲名小生謝月霞女士。 
34 有關「金枝演社」胡撇仔美學的討論，參見鄭百佑：〈「金枝演社」新探（1993-2013）：臺灣劇

場的另類美學〉，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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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春風的創作乃是以「歌仔戲」為出發點，希望透過種種嘗試去探索歌仔戲的各

種可能性。 

由豫劇天后王海玲的兩位女兒—劉建華、劉建幗姊妹成立的奇巧劇團，以跨

文化、跨語言、跨劇種為特色。在《金蘭情 x 誰是老大》（2011）以及《波麗士

灰瀾記》（2013）兩齣「搖滾新戲曲」系列後，於 2014 年推出「奇巧胡撇仔」第

一號作品《Roseman 玫瑰俠》。2016 年參加「2016 衛武營藝術季」製作《鞍馬天

狗》，為「奇巧胡撇仔」的第二號作品。編導劉建幗將「奇巧胡撇仔」的作品定

位為「娛樂熱鬧」的戲，顧及娛樂性及觀眾審美的需求，同時因其擅長翻轉思考

而往往能賦予經典劇作令人驚奇的新意，且對於跨界音樂的處理有其獨到之處，

因此作品往往深受觀眾喜愛。 

筆者曾詢問編導劉建幗關於奇巧作品中「搖滾新戲曲」與「奇巧胡撇仔」的

分類，如何區隔？劉建幗認為，雖然兩者都或多或少運用了戲曲元素，也都多少

帶有「胡撇仔」的風格，然而在「搖滾新戲曲」中，她會將偏向傳統的戲曲表演

以特別的形式，例如「戲中戲」的方式保留。「奇巧胡撇仔」的表演形式則較為

自由，戲曲元素是更融合化用於整齣戲之中，而非獨立出來；在題材、劇目的挑

選上，也會與「胡撇仔」有更明顯的關連性。 

由於「胡撇仔戲」在歷史發展中構成的混雜、開放特性，吸引了當代學者及

劇場工作者，因此現在「胡撇仔」可能被用於形容各種元素雜揉拼貼、以及天馬

行空的敘事形式。在本文中，筆者則著重將「胡撇仔」視為一種「表演風格」，

包含不同於傳統戲曲的音樂配置、特殊的肢體姿態、某種「氣口」（khuì-kháu，

台語意指某種風格氣味）的人物形象、情緒轉折的方式等等。35 

                                                      
35 有關胡撇仔表演美學，陳慧玲：〈外臺歌仔戲藝人表演風格形塑之探討—以蔡美珠演藝歷程為

對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陳幼馨：〈臺灣歌仔戲「胡撇仔」表演藝

術進成語階段性特質〉等論文，均有細膩的討論。 



68 
 

自大學時代以來，筆者學習歌仔戲生行表演，與學姐同儕們一同參與臺灣春

風歌劇團，除傳統劇目《八郎探母》、《鍘美案》、《周仁獻嫂》等，亦主演《飛蛾

洞》、《玫瑰賊》、《威尼斯雙胞案》、《雪夜客棧殺人事件》、《江湖四話》等胡撇仔

戲及新編劇目。此外，亦曾受邀參與 1/2Q 劇團《亂紅》、奇巧劇團《金蘭情 x 誰

是老大》、《我可能不會度化你》、《鞍馬天狗》等跨劇種演出，深感歌仔戲前輩所

打下的表演傳統，真如「萬底深坑」，是一個強大的表演資源，而「胡撇仔戲」

特殊的表演訓練，亦協助演員適應不同形式、不同風貌的演出，而能迅速轉換。

以下，謹以 2016 年參與奇巧劇團《鞍馬天狗》一劇飾演「宗房」一腳的表演經

驗為例，分享胡撇仔戲的傳統如何成為表演者舞臺實踐的有力資源。 

二、胡撇仔表演資源運用分析：以《鞍馬天狗》宗房一角為例 

（一）奇巧劇團《鞍馬天狗》簡介 

首演於 2016 年「衛武營藝術祭」的《鞍馬天狗》，為奇巧劇團「奇巧胡撇仔」

的第二號作品。《鞍馬天狗》為日本小說家大佛次郎的同名小說，敘述幕府統治

末期，浪人小野宗房以「鞍馬天狗」為名號，暗中與殘暴的幕府武裝集團「新選

組」為敵的系列故事。該劇在日本於 1926 年首次改編為電影，深受歡迎，而展

開後續長達三十年的「鞍馬天狗」系列小說及電影作品。
36
臺灣在日本殖民時期，

曾將之改編為「皇民劇」之一，影響了臺灣歌仔戲的劇目。歌仔戲中諸如《金銀

天狗》、《馬天狗》、《龍俠黑頭巾》等胡撇仔劇目，主角往往具有雙重身份，除了

平日的社會角色之外，暗中則以「覆面」造型行俠仗義。 

奇巧劇團的《鞍馬天狗》（以下簡稱《鞍》劇）刻意將背景改為虛構的歷史

時空，敘述「軍府」武力征服「玉沙國」，進行高壓統治。少年宗房在山林中獲

得「神妖天狗」相助，以「鞍馬天狗」為名與軍府武力組織「新玄組」作對，並

                                                      
36 黃仁：《日本電影在臺灣》，臺北：秀威資訊，2009，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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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桂初陽為首的玉沙國攘夷志士結盟合作，策劃推翻軍府。在這樣的故事情節

之上，本劇編導劉建幗又增加了多層結構：運用「僧人」一角，對觀眾講述這個

「他從宗房口中聽來的『神妖天狗』故事」，而形成一種述說的迴圈，模糊了虛

實的界線—觀眾所看到的情節，在這齣戲中亦是一種述說，這是一個聽來的故事，

未必等於事實，為本劇的結局保留了開放的思考空間。 

《鞍》劇融合運用歌仔戲、豫劇、現代劇場以及歌舞謝幕等多種元素。導演

依據劇情邏輯，設定不同立場的人物類組，擁有不同的音樂風格屬性，配置如下： 

人物分類 代表人物 音樂風格屬性 

玉沙國攘夷志士 宗房、桂初陽、雪子…等 歌仔戲（傳統/胡撇仔/和風） 

軍府組織「新玄組」 土方三郎、近藤鈞…等 新編歌曲（流行/日本曲風） 

傳說中的妖物 神妖天狗 豫劇（傳統/搖滾） 

【胡撇仔歌舞秀及配樂】：現代流行曲風（搖滾/和風/傳統等多樣風格融合）。 

【謝幕組曲】：電子舞曲/傳統音樂。 

筆者在《鞍》劇首演中所飾宗房一角，身負串連全劇故事之職，分別須與神

妖天狗、新玄組、玉沙國志士、僧人等互動，當遇到不同的人與情境，則會隨之

轉換表演風格。例如當玉沙國攘夷志士時在自己的地盤內，在唱唸作打方面刻意

採用偏向傳統歌仔戲「古路作」的表演風格；而「新玄組」則以流行曲風的新編

曲為主，不唱歌仔調，偏向「胡撇仔作」；「神妖天狗」則以豫劇唱段的變化為主，

當宗房遇到神妖天狗時，即會出現歌仔戲與豫劇對唱的橋段。因此，《鞍》劇可

說是一個頗為清楚的模型，可以用來說明演員在其中的表演風格轉換。 

值得一提的是，本劇編導並未採用明顯的「分場」概念，整場表演僅分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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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天狗參上」、「第二章：迷」、「胡撇仔歌舞秀」四個區塊。在場景的轉

換上，導演運用延伸出舞台的「銀橋」以及多媒體的設計，讓場景轉換更為「流

動」，因而演員的表演轉換也須因應在其中自然的流轉切換。 

（二）「古路作」與「胡撇仔作」的光譜 

對筆者而言，歌仔戲的表演風格是一個光譜的概念，一邊的端點是強調戲曲

程式的「古路作」，另一邊則是較自由而重情感帶動的「胡撇仔作」，演員從中可

以進行比例調配，並非截然二分。而尤其必須留意的是，「胡撇仔作」作為歌仔

戲的一種變體形式，它的發展仍脫胎自「古路作」的戲曲邏輯，因而「胡撇仔」

的表演仍帶有戲曲美學邏輯，只是表現的方式經過轉化。例如，口白與鑼鼓的配

合，古路戲以漢鼓（單皮鼓、梆子）、鑼、鈔為主；胡撇仔戲則以爵士鼓為主。

在節拍運用上，前者以明確的節奏帶領演員亮相時機，後者則必須「後發先至」，

在演員的暗示下於口白或身段完成時同時產生音效。37雖然在運用技巧及風格效

果上有所不同，但口白、身段、情緒節奏搭配鑼鼓烘托的基本邏輯則不變，以特

別的「聲音」（叫介）或「動作」帶動音樂和鑼鼓的邏輯亦不變。因此，胡撇仔

戲的表演仍在戲曲的範疇之中，演員的身段、口白、節奏等，必須經過戲曲表演

的訓練。在熟習之後，又必須加以化用，拆解。 

以《鞍》劇上半場為例，宗房首度出台是受新玄組追殺圍捕，為「神妖天狗」

所救，宗房請求「神妖天狗」協助對抗軍府，一直到與神妖天狗喬裝混入新玄組

盜取「機關圖」為止，宗房共出現 7 個場景，其表演風格在「古路作」以及「胡

撇仔作」之間流轉切換，以表格示意如下（僅摘錄宗房的部份）： 

情節 唱腔 筆者的表演資源 

                                                      
37 有關演員如何以不同方式配合傳統鼓與爵士鼓的表演節奏，可參見陳慧玲：〈外臺歌仔戲藝人

表演風格形塑之探討—以蔡美珠演藝歷程為對象〉、陳幼馨：〈臺灣歌仔戲「胡撇仔」表演藝術進

成語階段性特質〉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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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宗房蒙面上，被新玄組追

兵追殺。 

歌仔戲新調【春去秋來】

（爵士鼓） 

胡撇仔戲《玫瑰賊》武

士刀及繩子套圍捕。 

2.宗房請神妖天狗協助對抗

新玄組。 

歌仔戲傳統調【七字調】

（傳統鼓） 

古路戲唱腔身段應用。 

歌仔戲主要小生出台

唱【七字調】的慣例，

表明身份與心跡。 

歌仔戲傳統調【七字轉雜

念】與豫劇對唱（傳統鼓） 

以【雜念調】敘述軍府

對於玉沙國的高壓統

治。 

歌仔戲傳統調【和風四空

反】（傳統鼓） 

「踏四角」傳統身段動

作與亮相。 

3.天狗與宗房闖入新玄組花

月樓宴會，解救偷襲失敗的

桂初陽等攘夷志士。 

武士刀打鬥（爵士鼓） 胡撇仔戲《玫瑰賊》以

面罩於高處「現身」的

肢體，以及武士刀打

鬥。 

4.宗房救了阿鼓，這位想要

復仇的孩子引動宗房情緒。 

新編【是這樣的故事…】 

新編兒歌主題【山青青】  

首度與孩子阿鼓相

遇，而觸發宗房心中深

藏的情感。本段屬抒情

橋段，亦是後續「真相

大白」的鋪陳。表面上

是交待軍府統治下的

玉沙國人民處境，同時

也涉及了如《馬天

狗》、《玫瑰俠》、《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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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一郎》等胡撇仔小生

「雙面性」的揭露。 

5.宗房決定與攘夷志士結

盟，而與天狗發生爭執。 

歌仔調、豫劇對唱：【十

一字都馬】【快二八】 

《八郎探母》楊八郎與

蕭太后對唱橋段。 

6.宗房與攘夷志士結盟，並

達成由宗房混入新玄組盜取

機關圖的共識。 

歌仔調【秋夜曲】（大鼓） 

新編曲調【奪走咱的劍】 

音樂劇《悲慘世界》的

群戲場景。 

7.宗房與神妖天狗扮裝混入

新玄組，騙取機關圖。  

歌仔調【茫茫鳥】 

【七字調】 

採用如《水萍怪影》輕

鬆的胡撇仔小生形

象，以及如《關東大俠》

楊春風天真的書呆子

形象，使本場傾向輕鬆

詼諧地的情緒氛圍切

換。 

如上表所示，在宗房的表演中，因應場景的轉換，而進行了多次「古路作」

與「胡撇仔作」的表演風格切換，歌仔戲豐富的表演傳統絕對是強大的資源。宗

房受「新玄組」追捕出台，以爵士鼓搭配歌仔調【春去秋來】，關於胡撇仔戲《玫

瑰賊》的「繩索套」及武士刀打鬥的橋段，得以應用於此段表演。而新玄組退去

後，宗房請求「神妖天狗」協助反抗軍府，音樂方面轉為搭配傳統鼓，表演回歸

偏向「古路作」的傳統身段唱腔表演，包括歌仔戲小生出台慣例以【七字調】表

明角色心跡、【七字轉雜念】敘述軍府的高壓統治、【四空反】的表演則包括「踏

四角」的動作與亮相方式。 

在解救孩子阿鼓一段，觸發宗房心中深藏的情感，搭配新編曲調及兒歌主題，

屬於抒情段落，亦是後續「真相大白」的鋪陳，適合以「胡撇仔作」加以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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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此段是交待軍府統治下的玉沙國人民處境，同時也鋪陳了如《馬天狗》、《玫

瑰俠》、《泰山邱一郎》等胡撇仔小生「雙面性」的揭露。阿鼓離開之後，宗房與

「神妖天狗」發生爭執，以歌仔調【十一字都馬】與豫劇曲調【快二八】對唱，

調整加重了「古路作」的成份。而下一場宗房進入攘夷志士的聚集地，與桂初陽

達成蒙協議一場，則刻意強調「古路作」的程式化身段，以表明同屬玉沙國民的

設定。 

因此，演員可以視角色的情境，以及感情適合鋪陳的樣態，從「古路作」到

「胡撇仔作」的光譜中，抽取各自適合的比例與成份，加以調配發揮。 

（三）角色資料庫與獨白傳統 

現存許多前輩留下來的胡撇仔劇目提供表演的資料庫，常見的胡撇仔小生角

色，如《馬天狗》中「浪子」、「首領」形象、《關東大俠》中失散的雙胞胎表演—

以文生形象表演「呆萌書生」、以武生形象表演「莽夫」；《泰山邱一郎》中小生

酒後表露心跡的獨白；《玫瑰賊》中的金長文具有雙重身份，扮裝行俠仗義等，

這些角色形象均各自含括了「肢體」、人物的「氣口」（khuì-kháu，台語意指某種

風格氣味，例如「飄撇」（phiau-phiat）指涉某種溢出規範外的帥氣瀟灑）等等，

均成為表演者可以選取、憑借的有力資源。 

以《泰山邱一郎》一劇為例，男主角邱一郎自小因家中奸人陷害，流離失散，

一郎遇到同樣與家人走失的女孩「鳳凰」，兩人相依為命。長成後，一郎成為盜

賊「泰山」，維持兩人生活。一郎對鳳凰情愫暗生，除了復仇之外，她是他惟一

生存的意義，但鳳凰卻以為兩人是親兄妹，對此毫不知情。有一天鳳凰回家，告

訴一郎她要嫁給同學李保—實際上是一郎失散的親弟弟二郎。一郎大受打擊，待

鳳凰下台之後，有一段精彩的獨角戲，為全劇最經典的表演段落。前輩演員的詮

釋方式，包括持酒瓶上臺，一邊藉酒消愁，並唱流行歌曲【買醉】，同時運用大

段的獨白，表達生無可戀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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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玲指出歌仔戲自內臺時期即吸收了新劇的內心獨白表演方式，38而歌仔

戲前輩演員結合戲曲程式，使其更為豐滿，成為胡撇仔戲中一種劇特色的表演傳

統，且因外臺歌仔戲「活戲」的自由形式，能伸能縮，留給演員莫大的空間。原

本偏向豪爽、放蕩不羈「浪子」形象的邱一郎，在此揭露真摯的內心情感，既已

失去寄託生命唯一珍愛的鳳凰，一郎表達對親人的思念、對仇人的恨意，並留下

一封絕筆信，決心將生命投入復仇之中。 

筆者曾數度觀賞民權歌劇團演出本劇，看過王桂冠女士及蔡美珠女士分別詮

釋邱一郎一角，此段獨角戲一氣呵成，口白、唱腔、情感層層堆疊，扣人心弦，

在筆者心中留下極深刻印象。其中飽含的表演元素，從中抽取即可用於詮釋宗房

這個心中深藏復仇祕密的角色。在《鞍》劇接近尾聲時，奄奄一息的宗房，以近

似小段獨白的形式敘說自己的過去，即運用了筆者儲存在心中的上述胡撇仔表演

段落，並以氣音、些微的哭腔表現身受重傷和對過往的悔恨。而這種表露心跡的

獨白橋段，尤其講究「口白」和「唱腔」聲音的運用技巧，以及情緒的層層堆疊，

是我們極應繼續學習探索的。 

附帶一提的是，在筆者學習歌仔戲表演時，蔡美珠老師曾提醒歌仔戲的口白

唱腔技巧，應注意「khìn-kháu」問題。「khìn」意指一種從丹田運氣以行腔轉韻

的方式，讓聲音可以柔軟而富有感情，不同行當的「khìn」皆有所不同。目前包

含筆者在內的許多年輕歌仔戲演員，在唱腔表現上偏向講求高亢而未能進一步深

化細膩，筆者認為與未留意與掌握「khìn」的問題有關。不管是「khìn-kháu」或

是上述的「khuì-kháu」（「氣口」），均這是年輕一輩演員較為缺乏的而應予以留意

的，在此提出與大家分享。 

（四）外在自由而內在凝練：情緒節奏與能量掌握 

在胡撇仔戲的表演，情緒的瞬間切換是一種重要的技巧。在經典的胡撇仔劇

                                                      
38 陳慧玲：〈外臺歌仔戲藝人表演風格形塑之探討—以蔡美珠演藝歷程為對象〉，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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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經常出現劇情曲折、人物性格轉折反差甚大的的編排，例如《水萍怪影》

的趙水萍原為浪跡天涯、武功甚高的大俠，卻因受暗算而失明，結果竟淪落以替

人按摩為生，在淒風慘雨中由孩子牽著上街做生意。又如資深藝人洪明秀的拿手

戲《林成功》，主角從天真無邪的孩童，到長大後受愛情打擊表演出失魂瘋傻的

一面，接著轉為無惡不作的反派人物，直到與生母相認深感悔恨，人物轉為苦情

路線，最後選擇為國犧牲，背著炸彈衝向賊窟。39胡撇仔劇情雖不盡符合邏輯，

卻為演員的表演提供極大的施展空間，這種角色情緒上的極大起伏，同時也考驗

演員的功力，如何透過一個眼神、一個動作、一個聲音、一句口白、一段唱詞，

迅速將舞台上的氛圍轉換，能量強大的演員能在瞬間使台下觀眾同哭同笑。 

因而，筆者認為胡撇仔的表演是外在自由奔放，而內在凝斂的。因為，演員

必須凝聚精實強大的情緒力量，去做人物某個情緒點的爆發，必須一觸到位。因

此，「胡撇仔」並非習得外在的形象即可，其中心是去體會那種「能量」以及雖

清楚易懂卻情感精緻的「美感」。而這也與「一緊二慢三休」的節奏掌握有關，

演員必須時時覺察並掌握自身的情緒節奏，以及周遭的戲劇節奏，調整快、慢，

以及在適當的地方漂亮收尾。 

以《鞍》劇為例，與此概念較接近的運用，是在一場火海中的打鬥，宗房過

往回憶突然竄入心房，因而瞬間脫離當下打鬥情境，而陷入不願回首的回憶之

中： 

【導板頭】一剎間，心海起風浪 

【快板樓台會】 

往事翻湧糾纏惡夢，  

撕裂心痕急又狂， 

何人身影在火海之中…… 

                                                      
39 見陳幼馨：〈臺灣歌仔戲「胡撇仔」表演藝術進成語階段性特質〉，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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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小妹……！  

此處原本音樂安排為【風蕭蕭】曲調，經筆者跟導演與音樂設計討論，改為

以快板的【樓台會】曲調來詮釋。【樓台會】調如其名，為相當淒美哀怨的曲調，

一般以慢板用於生離死別的悲傷場景。筆者認為其濃烈的情感，更貼近此時宗房

心中的悲痛情緒，以極少見的快板搭配鼓聲呈現，並刻意留下最後一劇的旋律未

唱，以「斷裂感」呈現心被記憶撕裂的衝擊和難以承受的痛苦。 

而不僅人物性格前後轉變的挑戰，在同一場景的情緒切換也極為常見，這與

司黛蕊所觀察到「胡撇仔的分裂時空」有關，在胡撇仔的演出當中，演員經常會

打破劇情時空的界線，而模糊了傳統儒家、「江湖」、和現代日常生活的時空。40

這或者是前輩演員無意之間在日常表演實踐中所形成的特色，然而這種遊走於不

同「時空」或「情境」間，甚至在進出角色內外的切換手法與能力，也成為一種

表演資源。 

以《鞍》劇為例，宗房與天狗喬裝改扮進入新玄組的情節中，筆者選擇跳脫

前一段國仇家恨的情緒，而改採較為輕鬆詼諧的方式詮釋這一場，在某些部份搭

配與神妖天狗的對答，而達到「無釐頭」的效果，同時也調劑全劇濃重的戲劇節

奏。 

胡撇仔戲的表演，強調以「情緒」帶動，因此演員對於節奏與能量的掌握至

為重要。筆者認為，外在自由而內在凝練的表演特質，使得「胡撇仔戲」雖門檻

似乎很低，但要演得好卻分外不易。若無深厚的基本功基礎和拆解整合能力、敏

銳善感的心靈，高度專注和情緒能量，則很難使觀眾感受到「胡撇仔」的真正魅

力。而那種魅力是感受到一次，即難以忘懷的。 

有關節奏掌握的另外一個層次，即「劇種節奏」。很明顯而自然地，不同劇

                                                      
40 詳見司黛蕊：〈胡撇仔的分裂時空—從「本土文化」之外再看歌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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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之間，有不同的節奏、不同的審美。由於自身與現代劇場導演合作的經驗，以

及曾參與跨劇種的演出，更深深體會「劇種節奏與審美」的不同，這也是跨界合

作中，特別需要下苦功處理磨合的部分。筆者認為劇種特有的節奏與審美，十分

珍貴。歌仔戲演員的優點是非常虛心與開放，樂於學習各種新的可能性，而筆者

認為在理想狀態裡，演員也應訓練自己能夠感知掌握自身劇種的節奏。也許在由

編導統合的現代劇場中，要如何處理劇種的「節奏」與「審美」，最終是導演的

一種選擇。但若能掌握自身劇種節奏，如此在創作或合作的過程中，方能進行有

效的溝通，或者將自己放置在合宜的節奏之中，讓作品更好地呈現。 

三、 結語 

前言起於關於「為何要說」的自問，結語不妨收在「說給誰聽」的沉吟。也

許，筆者最想述說的對象，是同時代的年輕歌仔戲演員。透過自身的經驗分享，

本文提出「古路作」與「胡撇仔作」的光譜掌握、角色資料庫以及獨白傳統、以

及必須掌握情緒節奏與能量，以發揮「外在自由而內在凝練」的胡撇仔特色等等，

作為進一步實踐的拋磚引玉。本文希望傳達的是，歌仔戲前輩留下的資料庫如同

寶山，是表演者舞臺實踐的有力資源。不是因為「傳統」而歌頌，而是因為「真

正有用」。 

以「胡撇仔」而言，在今日，其「形式」的力量已廣為發揮，而其表演內涵

的部份，則有待學習與體會。回歸到表演者身上，「藝」的修為及其散發的能量，

絕對是表演藝術最動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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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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ing the Poetic Essence: Actor’s Alternative Path in Creative Process 

 

程鈺婷 Kim Chen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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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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詩意的本質：演員創作過程的另類途徑 

   Finding the Poetic Essence: Actor’s Alternative Path in Creative Process 

 

程鈺婷 Kim Chen 

 

If I may trust the flattering truth of sleep,  

My dreams presage some joyful news at hand: 

My bosom’s lord sits lightly in his throne; 

And all this day an unaccustom’d spirit 

Lifts me above the ground with cheerful thoughts. 

I dreamt my lady came and found me dead; —  

Strange dream, that gives a dead man leave to think,— 

And breath’d such life with kisses in my lips, 

That I reviv’d, and was an emperor. 

Ah me! How sweet is love itself possess’d, 

When but love’s shadows are so rich in joy! 

 

                         —Romeo and Juliet (5.1.1-11) 

 

    這是羅密歐在被放逐後出場的第一段話。在一切看似絕望的時刻，他竟因一

場美夢而飄飄然地相信這是個好預兆，期待好事即將到來。在莎士比亞的劇本裡，

獨白時常藉由分享角色所做的夢境來強化角色情緒與場景氛圍的張力，因為在夢

境裡，所有的理性都退居感官之後——純然的恐懼、喜悅、擔憂與愧疚……種種

深刻的情緒皆被我們所見意象帶領著，夢境裡的感官經驗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我

們的主觀意識已不會介入做理性的批判，個人的存在只作為純粹的載體，接收著

眼前意象從四面八方夾襲而來的情緒。在夢境裡，我們甚至可以跳脫日常的自我，

有著全然不同的情緒能量、說不敢說的話、做意想不到的事、身處在從未經歷過

的場景中——演員們努力轉化自己成為角色，最終希望能達到理想的狀態，其實

和我們在夢中全然打開感官接收意象的狀態是極度相似的。因為，在表演的當下，

感受應該是先行於理性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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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可．契訶夫技巧41（以下簡稱契訶夫技巧）和史坦尼體系訓練最根本的相

異處便是「承認角色和自身的不同」——詮釋角色不該從自身經驗出發，演員應

該尋求將自身「轉化」為角色。契訶夫技巧旨在訓練演員去工作「當角色在這樣

的情境中會怎麼做」而非「當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會怎麼做」，而要能完成這種

為角色設身處地著想的任務，建立成為「完全他者」的技巧，契訶夫技巧的核心

便是從演員的「想像力」著手。一個演員創造角色的步驟，史坦尼體系的第一階

段便是對角色以及劇本做理性的分析，但契訶夫技巧卻認為這樣理性的開端會讓

演員的想像力無從進入往後創作的任何一個階段，而缺乏想像的角色會因為邏輯

的推敲而被處理的日常，演員因為各種理性的設定在表演過程中更像是兢兢業業

的執行者而非應當生活於當下的角色。綜觀當代所有寫實表演方法的體系，各家

都希望演員能達到「進入角色」的狀態。然而，要將自己的感官與情緒轉化到角

色的狀態，演員必須需要工作的是感性的理解而非理性的理解。 

 

我們的意識可分為客觀意識與主觀意識。客觀意識會對客觀環境與對象透過

人類的感覺器官進行觀察、思考與辨別，在經年累月的觀察、學習與體驗後累積

成為某種確定認知或知識。但是主觀意識，並不能進行推理也沒有辨別的能力，

它就是接受客觀環境所給的所有事實，並且「相信」，而在相信所接收到的客觀

事實之後才會產生感官現實。簡單地舉例來說，想像你站在太魯閣峽谷裡的某個

步道上往外看，你的客觀意識會開始辨識這個峽谷有多深、你和對面山壁的距離

有多遠，看到山壁上的岩理會去推算或思考這是經過多少年的河流侵蝕與切割；

但是你的主觀意識在此刻只會接收到客觀環境裡你所站的位置很高，讓你覺得

「我快要掉下去了」或是「這些都在我腳下」的感官，而當你感受到和對面山壁

的距離時，你可能會有想要跳過去的衝動或是覺得對面會有動物或人物從暗處冒

                                                      
41 Michael Chekhov technique，此表演技巧首重演員的想像力與身心合一的訓練。由俄籍美國演

員、導演、作家、與劇場藝術工作者麥可．契訶夫（1891-1955）所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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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簡而言之，使用客觀意識去觀看會讓我們對不認識的事物有理性的了解，

而使用主觀意識去觀看則會讓我們產生某種感官或是衝動。 

 

契訶夫技巧對於演員創作角色的第一步驟「不能理性」的堅持，其實就是來

自主觀意識能對我們造成的感官直覺。當我們在閱讀劇本與角色的當下，其實就

像在觀看太魯閣的峽谷，如果我們選擇用理性的客觀意識去分析與思考，我們所

能得的就是客觀的事實，無法得到任何感官經驗與動能。當演員用理性去分析與

推敲角色的背景與心理狀態，他所能得到的就是越來越龐大的資料庫，但是資訊

越多，他相對所要顧及的細節就更多，因此時常會造成演員成為一位執行角色資

訊的公務員，而非時刻活在當下的角色。而每位演員所渴求與企望能「進入角色」

的狀態，那種跟角色同步呼吸與感受的狀態，其實是要從主觀意識的角度觀看才

能得到的感官與動能。當我們在閱讀文字時，無論是一段獨白、一句話、甚至一

個字，其實都會有意象在腦海中產生，無論是我們自身見識過的景象與人物或是

抽象、未曾經歷過的想像，這些都是對角色動能有價值的燃料。 

 

以本文開頭所引用的羅密歐獨白來試驗，第一句 “If I may trust the flattering 

truth of sleep,” 我們可以有千百種心理狀態的設定來說這句話，但如果我們只挑

選這句話中可能作為「主詞」的「名詞」來工作意象，演員很快便能找到情緒投

射的對象。試著工作「Sleep」這個名詞，如果就是看著這個字，你腦中便會產

生關於 Sleep 的具體意象——它可能是一團輕柔的黑霧，也有可能是穿著中古世

紀僧侶袍始終見不著臉的修士。無論如何，演員會因為對「Sleep」有了具體且

主觀的想像而有了投射的對象，而這個投射的對象一旦成立，它周遭的空間與氛

圍也會開始具體，演員的感官便像進入那個意象的空間中，開始打開主觀意識的

感官，進而將這句台詞說出和主觀意識感受契合的質感。 

 



84 
 

同一個名詞，每個人會看到的意象不同，甚至同一個人對於同一個名詞會有

不同的意象產生，每一種的感官經驗都會不同，但這就成為演員在這種創作模式

裡的主要目標——挑選最強大、最飽滿又最適合的意象來工作。意象的獨特性與

精神性能夠帶領演員在創造角色時超越自身經驗，甚至提升角色情緒的渲染力，

讓我們所創造的角色份量遠離日常與刻板。但這不表示理性的分析就要被完全屏

除在外，當表演者真正了解並接受自身與角色是不同的存在時，客觀與主觀的自

我自然會更有意識地和諧共存在創作過程中。演員創作角色的過程中，主觀意識

負責接收意象，工作角色的感受，逐漸地成為「角色的自我意識」；而客觀意識

負責理性分析與篩選適合的意象與工作步驟，也就是「演員的自我意識」。這兩

個意識並行不悖，互助共生，才能讓演員保持創作的玩性，也才能避免精神自溺

的狀況產生。 

 

在以意象為前提的創作過程中，首要的第一步便是創作角色身體。因為在有

了具體的角色身體想像後，演員才能真正透過角色的眼睛與感官，以更貼近角色

主觀意識的狀態去工作所有的意象。角色身體的想像會是帶給角色動能的第一站，

確立的角色意象能幫助演員將角色質感迅速地定位。以創造茱麗葉來說，皮膚健

康黝黑的茱麗葉和皮膚白皙細緻的茱麗葉，這兩個想像立刻讓人有不同的感受，

也讓角色有明確的不同質感。我曾經在北藝大的表演課上與全班同學玩過一個簡

單的練習：每個人閉上眼睛去想像自己心中茱麗葉的髮型再和大家分享。結果一

班十幾個人就有十幾種不同的髮型出現——有深褐色旁分及胸微捲的長髮、有像

火燒一般的狂野紅捲髮、俏麗黑短髮、中分烏黑長直髮等等的各種想像。而當我

請他們輪流戴上剛才想像的假髮，一起說出茱麗葉經典的台詞：「羅密歐啊，羅

密歐！你為什麼是羅密歐？」每位茱麗葉說台詞的質感都完全不同，而全班十幾

位同學在工作同一頂想像的假髮時，總是能有共感地說出和諧相似的質感。這個

例子很實際地說明了角色身體想像能為角色質感定調的效益，同時全班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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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感」現象也說明了這種透過想像去尋找質感的工作方式其實對於導演和演員

之間的溝通也會是非常有效率的——大多數的導演都是以理性的分析與語彙來

跟演員工作角色，這通常會喚醒的，是「演員的自我意識」而非「角色的自我意

識」。導演們越絞盡腦汁尋找形容角色質感的語彙，演員們客觀的自我就會越覺

醒，導演們最後喚醒的通常會是演員心中那個兢兢業業的公務員，而非他們所希

望見到的理想角色。 

 

無論是導演或演員，在尋找角色形象，或是在工作任何意象時，最重要的第

一步就是要尋找能啟動角色動能的意象。一個令表演者無感的意象就是無效的選

擇，導演和演員之間或是演員自我與角色之間的溝通都必須要找到讓彼此都感動

的選擇。工作角色形象的想像層次，可以從最具體的角色外在身體想像，進入到

抽象的角色本質想像。角色外在身體的想像是演員一定要做的功課，因為角色的

舉手投足都需要有確實的想像才能給予演員在表演時動能質感的依據與重心。以

剛才北藝大表演課的例子來說，一頂有效的想像假髮便可以刺激演員為角色找到

不同於自我的走路方式，進而探索其他更細微的生活動作質感與層次。而抽象的

角色本質想像，則是當演員或導演覺得想要更深入工作角色內在時的選擇。與本

文前段工作羅密歐獨白「主詞」的練習相似，在工作角色本質時，演員必須細心

聆聽與觀看角色的內在意象，詢問「客觀的自我」這個角色最可貴的特質為何。

以茱麗葉為例，她最可貴的特質可以是果敢、可以是超齡的智慧，待確立特質之

後再詢問「主觀的自我」這樣的特質帶來了什麼樣的意象——果敢的特質可能會

讓人看見一把攢在胸口的匕首，而超齡的智慧可能會讓人看見一塊兀自閃爍的藍

寶石。這些意象不屬於角色外在身體的任何一部分，但是當它存在於演員扮演角

色的意識時，角色質感依舊會明確地出現，角色在行動上反而會因為這個抽象的

意象而讓身體更自由。但想像的層次沒有貴賤高低之分，只要對自己的意象很有

感覺，有時候一頂完美的假髮就能讓演員享受整個探索角色的旅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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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好角色形象之後，演員與導演便可以開始往角色的空間與氛圍開始感受。

每個人的存在狀態其實和自我與空間的關係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角色亦然。一個

長期受到壓迫的人，必定會感覺外界的空間總是在壓迫著他，但是同樣是面對壓

迫的空間，不同角色的本質會反應出不同的能量。譬如在第三幕第五景茱麗葉父

母要逼她嫁給巴力斯伯爵的場景裡，整體空間的氛圍是充滿權威的逼迫，這氛圍

最直接的想像便是空間裡的空氣暴力地向下壓，但本質果敢的茱麗葉和本質似兀

自閃爍藍寶石的茱麗葉對於這樣的氛圍意象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果敢的茱

麗葉會有想要揮舞胸口那把匕首來對抗的衝動，超齡成熟的茱麗葉則會堅硬起寶

石的外殼以保護自己的內在。氛圍的意象也將從單純的下壓空氣，被角色的感官

轉化為往下直落的刀、箭、子彈，或是其他具有攻擊性的物質。當我們有了明確

的角色形象或本質之後再來工作場景氛圍，便會發現這給了角色很明確的終極抗

衡的對象。無論是獨白或是場景，當演員有意識地將角色的感官工作放大到對整

個空間氛圍的接收與抗衡，角色本身便會釋放出更大的能量與情緒做應對，角色

在空間裡的份量會因此增強，場景的張力也會隨之提升，角色的動能與動機也會

相對地更加明確——「演員的自我意識」該利用此時開始分析「角色的自我意識」

在感受到此氛圍時直覺產生的動作或轉化帶有什麼樣的動機，對角色有更直覺的

認識後，再確立並強化角色的動機與終極目標。演員可能會在果敢的茱麗葉對著

權威揮舞手中匕首的當下發現角色的終極目標就是「捍衛自己的愛」；或是在超

齡成熟的茱麗葉面臨權威強壓不停堅硬自己立場的過程中感受到角色「保護自己

的愛」的終極目標。 

 

建立角色身體、確定情境氛圍和強化角色動機這些步驟其實都是以史坦尼體

系的理性基礎而來，但若邀請意象加入創造角色的過程，會讓演員與角色都更加

享受每一個當下。在北藝大教學期間，每個學期帶領同學做不同文本的呈現讓我

有超乎常人的機會將意象先行的工作方式帶入創作過程中，不停探索意象可以應



87 
 

用的方式。在某一個學期和大三學生們工作莎士比亞《第十二夜》的呈現時，我

意外發現利用意象工作將莎士比亞原文的精神轉移至使用中文譯本表演的途

徑——若將原文每一句話的意象轉化為一種帶有動作質感的旋律，在詮釋中文譯

本獨白時將每一句的旋律質感帶入，不僅可以成功轉移原文的本質，更讓演員能

以非常輕鬆有趣的方式理解獨白並將其層次拉高。實際課堂上的練習，我戲稱為

「莎士比亞獨白合唱團」。一位負責呈現獨白的同學身後會有 5-6 位同學，每人

負責 1-2 句台詞的意象。首先，讓後排同學們每人針對自己負責的句子找到一個

意象，並為那個意象找到一個可重複的動作和聲音。接著所有後排同學們依序將

聲音和動作在呈現同學的身後傳送給他，呈現同學一人站在前方透過感受後方聲

音與動作帶來的意象來回應他所見到的意象。通常感官敏銳的表演學生會透過後

方傳來的規律聲音而產生有趣的意象如「落葉歸根」、「流逝的時間」等等，讓他

對稍後要詮釋的句子先有了意象與畫面。在他回覆完後方聲音所帶來的意象之後，

後方同學會以流暢的速度依序串接起彼此的聲音與動作，讓他感覺整段獨白應該

會有的節奏與質感，在他聽熟之後，便會配著後方合唱團的聲音質感用中文詮釋

出這段獨白。 

 

莎士比亞的表演技巧在英語國家的工作方式其實是首重處理文字意象，類似

本文開頭以羅密歐的獨白工作的方式，他們從文字意象中找到被感動的動能，再

從音韻中找到表演的節奏。而前段這樣的工作方式不僅能讓中文表演者將原文的

精神透過意象轉譯的方式得到相同的動能，透過聲動合一的輔助亦能將語言節奏

的層次拉高。以意象先行的工作方式能讓表演者快速地進入故事空間中，當創作

者學習相信聆聽文本中詩意的本質，打開主觀的意識來接收，意象會給予創作者

源源不絕的素材與能量，表演者也才更能享受創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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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ing the Western Acting Methods to Our Own Culture 

 

平井愛子（Aiko Hirai）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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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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ing the Western Acting Methods to Our Own Culture 

 

平井愛子（Aiko Hirai） 

 

As an acting trainer, my job is to train contemporary actors in Japan who can play 

roles in Western works, for example by playwrights such as Shakespeare, Chekhov, 

Pinter, among others, and of course by Japanese playwrights.  Therefore, I use 

Western acting methods, such as those based on the Stanislavski System.  I am sure 

that you think using those methods is proper and reasonable.  However, you might 

be surprised, but I am one of the first ones who train contemporary actors with these 

methods in Japan. 

In Japan, those Western plays have been performed since the 19 century.  

Especially, since after the so called Shingeki new theatre movement was established 

in 1920’s,  

Western plays have been actively introduced to Japan, and many theater companies 

have been founded to perform those plays.  Moreover, “An Actor Prepares” was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and published in 1975.  It is true that the Japanese are 

pioneers of the Western style theater in Asia.   

   Why then am I one of the first to teach the Stanislavski in Japan? In my opinion, 

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 drama schools of each Shingeki theater company have 

fulfilled the role of training actors in Japan.  There, young actors train in an 

apprenticeship-like system.  Actually, I had studied at one of those drama schools, 

the Bungaku-za Drama School, before I studied in the US.  I remember that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directed us”.  That was the only training at the drama 

school.  They train actors for their own company as their main purpose, so they do 

not need the systematic training, but only an apprenticeship. 

   In addition, “An Actor Prepares” has been studied as an academic field, but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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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ofessional acting training. 

   However, in past 15 years in Japan, there has been remarkable change in the 

status of acting training.  As the interest in Shingeki declines, instead of their drama 

schools, universities have gradually taken over as main training facilities for actors.  I 

started teaching at KUAD 11 years ago, when the Performing Arts Department was 

established at KUAD. 

   At a university, we train students not for the specific theater company or 

directors. 

Also, we train students in the 4-year curriculum.  I do not deny apprenticeship, but 

in these conditions, systematic approaches are definitely required and appropriate at 

a university.  

   Before I move on to explanation of my systematic approache, I must say it is a 

shame that Tokyo University of the Arts, only the national art university in Japan, 

founded in 1887, still does not have the theater department.  

   Then, the next question is that what systematic approach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for Japanese students.  This question has been my biggest interest for these 11 

years, as one of the pioneers of the Western systematic acting methods in Japan.  

   First, I would like to speak my training background as an actor.  I mainly studied 

the basic Stanislavski, the Strasberg Method, the Grotowski and the Viewpoint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Especially, I studied the Strasberg for 15 years in New York. 

   For the first 3 years at KUAD, I mainly taught the Strasberg, such as “the 

emotional memory”, which was typical of the Strasberg, and other sensory exercises, 

because those were the most familiar for me.  Also, I felt “how acting is enjoyable”, 

when the emotional memory work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could never feel in apprenticeship like training in Japan.  I found out a new value in 

acting through th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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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 result of the training, out of 30 students of mine, it seemed to me that the 

half of them discovered the value in their acting, as I did.  I was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On the other hand, I could not ignore that the method did not really work 

for the other half.  Besides, I felt something was missing even in the acting of the 

successful students.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I added other methods, and discuss their acting with 

those students.  Then, I found out the answer from the students who did not like, or 

hate the Strasberg way.  First, they, or I should say the Japanese, are very shy and 

not accustomed to speaking out about their own experience.  Of course, they do 

not have to speak of their exact experience of “the emotional memory” but I found 

out that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 even if they feel something 

as the result of the emotional memory.  As a result, they did not like how the 

emotion stuck to them.  Or, even if they felt as if they could express themselves, the 

specific expression was missing in their acting.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I thought 

that I needed to adjust the methods to our own culture and customs. 

   To establish the adjusted methods, I decided to learn from universities in other 

Asian counties, because there has been more initiative for acting education at 

universities.  Besides, many universities have excellent curricula, combining 

advanced Western methods with their own cultures. 

   I learned a lot from acting teachers from those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Adam 

Marple, whose specialty was the Viewpoints, from La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 

Singapore.  His way of teaching the Viewpoints reminded me of the Grotowski that I 

studied when I was a college student.  Besides, although the method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for the experimental theater, he taught us how to use the technique of 

the Viewpoints for the acting of realistic plays.  So, I was able to redefine the 

Grotowski and the View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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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then, I have combined both of those methods, the Strasberg and the 

Viewpoints, whose philosophies are totally opposite.  For example, first make the 

superficial gestures of some emotions, then attempt to express the emotional 

memory with a specific gestures. There, I found out that combining these diametrical 

methods worked very well with my students. 

   The reason of this favorable result is that, in my observation, my students could 

find out “forms” of their real emotions through the series of combined exercises.  

We, the Japanese have a culture to regard “the form”.  For example, for the 

Japanese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like No theatre and Kabuki theatre, the “the 

form” is essential.  Even if you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ose traditional arts, the 

Japanese are used to learning “the form”.  Therefore, I can say that the combination 

is well adjusted to our own cultures and customs. 

   Acting is the art form created by the actors’ awareness - awareness of their own 

feeling, thinking, acting, and living.  Therefore, to expound actors’ abilities, it is 

important to attempt adjusted methods to their cultures and customs. 

   Two years ago, we invited an acting teacher from Kore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o have a workshop with our students.  I was interested that she said that 

Korean actors did not need “the emotional memory”.  It is understandable, because 

the Koreans, in general, are very emotional, and outwardly express their emotions.  

To know what is unnecessary is also indispensable in adjust one’s approach.  

   Last year, we invited Chiang Wei-Hua from TNUA, and had the two day workshop 

with our students.  She used the technique of yoga to open up actors’ body and 

mind, along with the Western techniques.  I think that this is her way adjusting and 

that is effective for Asian 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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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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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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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系列《請聽我說》再探演員實踐中的「以假趨真」 

 

 

徐華謙 

    

 戲劇場域散發迷人的關鍵原因在於既是遊戲之地亦作虛實之境。 

 

    我們從一個意念／概念出發，假定／設計空間中的場景或氛圍，移動中的角

色人物、關係或存有（Being），進行整體訊息的釋出與收攏，彙整出一個又一個

與觀眾在交流交換後的完整創作。後繼前仆，歷史中未曾停歇。表演者參與／共

創／表現／實踐／技法於其中的連結關鍵不言自明。一方面演員的實踐有其特殊

性，無論引發審美情感（Aesthetic emotion）的自然主義式的極致的隔絕與幻化，

或是有別於純粹美學的形式主義式的，抽象的，非再現式（nonresentional）的

否定再現（Represention）；另一方面，演員喜歡自己以何種姿態貼近被觀看者不

盡然只是美學問題，也涉及哲學、心理與精神狀態的範疇。  薩爾維尼

（Saerweini,1829-1916）在《演員的衝動與抑制》中指出：「我只是盡量使自己變

成我所表演的角色，用他的腦筋去思想，用他的感覺去感覺，和他一起哭，和他

一起笑，讓我的心胸為他的感情而感到痛苦，愛其所愛和恨其所恨」42，薩爾維

尼的發言自是廣義寫實主義（Realism）表演者對於角色扮演的體現美感的極致

方向的追索。然而，在觀看與被觀看的前提下，評量「遊戲」，難免輕易落入是

否真心誠意的純情投注的自我要求與判斷，一旦提及「虛實」辯證，便會觸及表

演理論（或者實務）上最多也最大的爭議問題。 

 

    現任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團長王嘉明（Wang Chia-ming，1971－），自

2000 年前後活躍於台灣劇場，2002 年－2004 年間，至少執導（編導）《當我們

                                                      
42 中西戲劇審美——陌生化思維研究，p2，鄒元江，2009，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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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愛情——請聽我說》（皇冠小劇場，2002）、《泰特斯——夾子／布袋版》（實

驗劇場，2003）、《30P：不好讀》（敦南誠品 B2 藝文空間，2003）以及《家庭深

層鑽探手冊——我想和你在一起》（實驗劇場，2004）等作品。這個階段的王嘉

明致力於演出在形式上「有別以往」的挑戰：《泰特斯——夾子／布袋版》改編

莎士比亞早期創作的血腥復仇劇，採取時序／空間／敘事上分割跳接的手法，兼

容古典與現代，演員在形象的風格化（素面面具去表情化的使用與身形的木偶調

性），完成美學統整上令人激賞的觀劇經驗43；《家庭深層鑽探手冊——我想和

你在一起》更進一步嘗試完全去除演員在場，依靠（預錄）聽覺與現場裝置所發

出的聲響，營造想像的景觀，挑戰觀眾觀閱的接收交流的可能／可行性。   

 

    首演於 2002 年的《當我們討論愛情——請聽我說》則是王嘉明在編導生涯

上第一個完整作品。從創作主題的共同發想
44
，就著皇冠小劇場的演出空間中原

有的鏡面牆，直接著力舞台構成的起始，同時決定試驗「人形娃娃」作為表演風

格的調性的基礎，開始與團隊共同發展，建立其中可供調度使用的所有內文。 

 

    事實上，絕大部份我們接觸無論文學、戲劇或電影等敘事作品多為虛設，或

是經歷濃縮、擴充、剪裁與推展，也因此，扮演的以假趨真，不僅趨於表演上的

逼真，也經由扮演的種種形式，趨於真相的揭露，趨於自我的真實。45故事是假

的，相信是真的，既能傳達我們對於舞台世界的定義，也說明我們居於其中的開

創期許或直率探究。引領觀眾進入奇想創意的幻境，隔空傳遞、仿模移情，有時

更仰賴對於戲劇本質中真假辯證的領會與理解，調教與修正。藝術家絕不同於歷

                                                      
43 「王嘉明（1971－）於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的導演作品《泰特斯－夾子／布袋版》，在我心

目中，仍然是台灣這十年之間成就全方位劇場美學最令人讚嘆的作品之一。」——涉入表演之

境，p15，2012，林如萍。 

44 第八屆皇冠藝術節——當我們討論愛情。由魏瑛娟、王嘉明、戴君芳三人分別執導三齣以「愛

情」為主題的製作。參見《PAR 表演藝術》，113 期，2002 年 5 月號。 
45 莎劇重探，p6，馬汀尼，1996，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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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對歷史本事的歷史主義的邏輯歸納和理性分析。歷史學家關心歷史本事的

清晰性，而藝術家則注重審美事實的感染性，因而，對藝術家來說，歷史本事總

是確定無疑的，而審美情境則是迷離神秘的。因此，重要的是如何將歷史事實轉

換、創造成富於感染力的審美情境。46演員基於浪漫暢想或是一股熱情，將自身

投入於整體的一部分，並在過程中不斷揣摩／體驗／嘗試／檢視與此整體相斥或

相容的各種起因緣故。黑格爾清楚指出：在藝術裡，這些感性的形狀和聲音之所

以呈現出來，並不是為著它們本身或它們直接限於感官的那種模樣、形狀，而是

為著要用那種模樣去滿足更高的心靈的旨趣，因為它們有力量從人的心靈深處喚

起反應和回響。47這是演員在廣泛多樣的虛擬作品中，面對心理／理解上的危機

與恐懼時，用以重新閱讀／想像／檢驗／執行／實踐任一分項技術環節時，聚焦

整治的重要課題的起點。直至布萊希特（Bertolt Brrecht,1898-1956）自覺發展出

“敘事性戲劇”（Epic Drama），他將激進的政治信念變成為一種新的戲劇美學。48有

別於以往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前 384－前 322）所強調作品整體與不可鬆動、

挪動的緊密／緊閉性，布萊希特提供相對更跳躍的觀點：戲劇作為一個整體，由

演員、舞台設計者、化妝人員、服裝人員、作曲者、舞蹈設計人員等，將劇情展

開、向前推進並表現出來。他們將各自的藝術統一到這個綜合的演出之中，當然

在此過程中也並未犧牲他們的獨立性。49 

 

    《請聽我說》自 2002 年首演、2008 年擴充為《請聽我說——豪華加長版》

之後，各地的邀約巡演不斷50，直至 2017 年，推出《請聽我說 20、30、40》，演

                                                      
46

 中西戲劇審美——陌生化思維研究，p83，鄒元江，2009，人民出版社。 
47 戲劇的結構，p98-99，孫惠柱，1994，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48 西方名導演論導演方法與表演，p531，杜定宇，1992，中國戲劇出版社。 
49 西方名導演論導演方法與表演，p531，杜定宇，1992，中國戲劇出版社。 

50 《請聽我說》2008起演出紀錄，莎妹劇團提供：2008皇冠小劇場（演員：徐華謙、fa、張詩

盈、現場樂手：應蔚民）／2009北京星光現場（演員：徐華謙、fa、張詩盈、現場樂手：應蔚

民）／2010深圳少年宮劇場（演員：徐華謙、fa、張詩盈、現場樂手：應蔚民）／2011正修大

學（演員：莫子儀、施名帥、蔡亘晏、現場樂手：陶維鈞）／2012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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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不同世代演員在扮演上展現的不同面貌。系列《請聽我說》劇中皆同樣藉由三

個角色透過充滿譬喻／比喻與通篇押韻的對白（以及獨白）、或直接對觀眾進行

情境、事件的描述——「那天我心情憂鬱，牽了奇奇去散心，剛好，他們在學校福利社前

開演唱 party。那是我第一次的相識相遇」51；「各位觀眾，請聽我說，我其實內心最深處還是愛

著他……是我說著這些話？還是這些話說著我？我的內心到底是什麼？到底在哪裡？愛到底在

哪裡？我又在哪裡？」52——或讓角色人物進入關係與情節中演繹，探討「愛情」的

表象與真實。布萊希特對戲劇功能的深刻見解，從“敘事劇”概念到“間離效果”

美學觀念的提出，從“陌生化”到舞台、佈景和表、導演技術手法的運用，說穿

了就是要用種種技術手段破壞戲劇的幻覺，使觀眾時刻意識到自己只是在觀看戲

劇表演，不會從情感上介入劇情。他認為只有這樣的戲劇表演藝術，才能使觀眾

對劇中所反應的生活內容做出理性的思考和客觀、明智的判斷53：  

 

    什麼是正常？ 

    結婚生子是正常？一夫一妻是正常？ 

    從一而終是正常？一男一女是正常？ 

    血壓 90 是正常？自然勃起是正常？ 

    同志不能結婚都已經違憲了還在那跟我談什麼正常不正常？ 

    身體、心靈到底怎樣算正常？54 

                                                                                                                                                        

員：徐華謙、fa、梅若穎；演員：莫子儀、高英軒、施宣卉；現場樂手：陶維鈞）／2013正修

大學（演員：徐華謙、fa、蔡亘晏、現場樂手：陶維鈞）／2014彰化員林演藝廳（演員：徐華

謙、fa、梅若穎、現場樂手：陶維鈞）／2015北京9劇場（演員：徐華謙、fa、梅若穎、現場樂

手：陶維鈞）。 
51 《請聽我說》，p4，王嘉明，2017，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52 《請聽我說》，p19，王嘉明，2017，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53

 西方戲劇文化藝術論，p299-300，李貴森，2007，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54 《請聽我說》，p3，王嘉明，2017，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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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請聽我說——豪華加長版》演繹完成後，歷經不同年代（城市）的

再製演出，在基礎的文本架構中亦開放添減字詞的運用，藉此拉近與觀眾的距離

（或就是布萊希特所謂「疏離」：讓觀眾意識到觀看時的此刻當在）。是以，整體

《請聽我說》的搬演形式，堂皇具現的是虛擬人形化的紙版娃娃的嬉戲／生存空

間、暴露工作人員於舞台兩側翼幕前進行 run show，演出過程中的現場樂手既是

樂器聲響的執行者亦是參與敘事的演員，這些在在提供／提示觀看者對於戲劇幻

覺的消除（或重新建立），並以此為施力點，旋緊或鬆退戲劇核心虛實辯證的試驗。

於是，「以假趨真」不僅是藝術創作過程中通行的概念與原則，雖然它指向創作

者在思索探究的途徑上可能運行採納的方位或座標；事實上，也說明了觀者在觀

劇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心理交流與情感移情的通則作用；更進一步考驗演員單位參

與其中的總體認知，以及探求實況的判定與挪移換步。 

 

    在這樣的前提下進行思考，閱讀／想像《請聽我說》的文本／具現，在涉及

排練溝通與演員實際實踐的過程中，如何讓整體演出的交流踏實，具體奏效？蒂

龍．格思里（Tyrone Guthrie,1900－1971），英國演員兼導演曾在《多重力量的

協調》一文中指出：一齣戲的演出應該能夠讓任何了解它的人看起來一目了然，

就像看一張圖表，一個病人的體溫表，或一家公司出售商品的統計圖表，如此等

等。人們應該能夠看到它的高峰和低潮，應該可以用圖表形式勾劃出每場戲的形

狀，從而有助於使每場戲更加清晰明瞭，有助於對上一場戲和下一場戲起到闡釋

和啟示作用，有助於進行對比同時又與鄰近的場次相融合；在每場戲達到一目了

然的同時，還應該從中產生出整幕戲的類似圖像。55《請聽我說》舞台空間在物

理距離大致五公尺平方中，藉由燈光區位的安排設置可分為（角色）現在／此刻

的自己、（背對觀眾面對鏡子的）背後的自己、（趨前一步的）內心的自己與（再

                                                      
55 西方名導演論導演方法與表演，p265，杜定宇，1992，中國戲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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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前一步的）更內心的自己。觀眾席裡（更旁觀）的自己；以及燈光轉換後（的

第八場），上舞台的後方，雙面鏡的後面，與「活」在舞台上的，所有紙版娃娃

角色都無關的另一個，陳設同真實（幻覺）電影院的觀眾席上，與觀眾同樣現世

（裝扮）模樣的自己。在幾乎沒有換景的舞台空間中，藉由這麼多的「自己」的

呈現與角色們的「心聲吐露、心靈交流」，企圖交織出「紙娃娃」其實就是某一

個角色／人物／人在面對愛／關係／關係外的衝突、擾攘、爭吵辯駁與相互對峙

的現實表面與內在的範疇景觀。 

 

    《請聽我說》的文宣中總會提及：《請聽我說》故事「如偶像劇般的通俗情

節」。但我更願意說《請聽我說》仍服膺於簡單封閉的劇情敘事；它即便簡單、

通俗，但依舊不斷散發情節／事件／情境的訊息給觀眾，觀眾便在這些訊息裡思

考故事將會如何發展推進，是否符合期待。創作沒有揚棄情節，觀眾就正在認同

／不認同情節。《請聽我說》與觀眾之間對於「“愛”及其延伸」的主題周延不周

延／獨特不獨特的交流景象，因「簡單通俗」而相對有限，於此同時，也代表觀

眾對於故事中人物角色的想像也應當被制約／限縮在此一前提：與其從文本中分

析、釐清，「按圖索驥」後固守／拘泥／建立角色邏輯、性格特質，不如從已知

的劇情結構（圖表；體溫表；圖表形式）中直接區隔劃分。 

 

    2017 年排演過程，執行製作訪談要節錄放在節目單上文字的第一個問題：

談談你所扮演的角色。我停頓了一會兒之後回答：最早發展這個作品的時候，是

一個三角關係，是兩個男生跟一個女生的三角關係。我飾演介入我朋友關係的另

外一個角色。這個角色從「關係」開始談起好像比較容易談。他沒有特定的角色

名字，他就是一個三角關係的介入者。56別林斯基（Belinskiy,1811－1848）最常

被引用的一句話：在一位真正有才能的人寫來，每一個人物都是典型，每一個典

                                                      
56 參見《請聽我說——20、30、40 版》節目單，2017，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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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對於讀者都是似曾相識的不相識者。57別林斯基並非要否定藝術創作中「獨特

性」的或「獨一無二」的重要性，因為他亦強調「思維」的重要：只有思維存在

著，除了思維，什麼都不存在。58面對這個製作，系列《請聽我說》從文本過渡

到角色形塑之前，我從這樣的邏輯思考去強化典型，強調並不難理解的，「介入

關係」的一個角色／人物在情愛世界、情節展現中，具備他應有的情緒抒發的普

遍性，與其中所有細節的傳遞。 

 

    當我們意識到文本的書寫有上述的企圖、編劇導演在角色區分的調度上有這

樣的設定，應當從聚焦／節約後的人物角色作出不同層次細節的存在給予。全劇

刻意完全以押韻的語句表現，在俗濫的押韻使用之中，令我們逼視劇場語言使用

的種種思考59。我們思及角色人物便會談及生活狀態中的情緒流露，這是普遍廣

義寫實主義的學習者最不陌生的部分。然而，對於被簡單故事情節包圍的三角關

係中，人物對話的情感交流仿製與再現的過程裡，最大的陷阱就在於：建構《請

聽我說》中的人物角色的台詞，在情緒的表述／角色的區隔邏輯上不一定完全連

貫，卻是必定句尾押韻的高密度押韻體。這些充滿譬喻、形容的情緒語句，不能

只依賴演員真誠流露自己所意識／解讀／體驗的角色在事件中的遭遇及處境，而

是要將理解（分析）或直覺（感受）出發的所有思想心緒，重新部署擺放於通篇

押韻體中的諸些形容與譬喻。 

 

    道德，道德！ 不過是容易斑駁廉價的油漆。 

    我們，我們！ 不過是面粗糙滲水的牆壁，你以為我們有多美麗？ 

    斑駁的油漆和粗糙的牆壁， 

                                                      
57 西方文論選（下），p378，伍蠡甫編，1979，上海譯文出版社。 
58 外國理論家、作家論形象思維，p61，中國社會科學院，197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59 王友輝，資深劇評人，參見 2012《請聽我說─華麗復刻版》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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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者來來回回相互摩蹭的情慾，只為留下短暫的美麗和體液。 

    怎敵得過時間長期沖刷的威力？ 

    歌頌永恆，不過是一種無知的暴力！60 

 

    劇本中的語言在聽覺上刻意與生活中慣常的語言作出區隔，但又不是／不像

我們面對詩（那樣濃縮的字詞）／詩歌，或是格式上縝密精煉的「絕句」、「律詩」

「俳句」那樣地經驗的複製，而是保有角色人物在事件／陳述／衝突中，生活情

感的吐露，配上了有韻腳，有美麗、準確、嶄新或陳腔濫調比喻的描述與賦予。

採取生活中關於表情達意的中文文法的書寫使用的格式基礎：形容詞用來強調名

詞、副詞用來強調動詞，重複使用的字詞通常用以堆疊累積，真正的重點則必然

落在連接詞之後。大抵考驗著我們如何在此類語境語意中應該表述出的心神領會

而不是衣冠形貌： 

 

    道德，道德！ 不過是容易斑駁廉價的油漆。 

    我們，我們！ 不過是面粗糙滲水的牆壁，你以為我們有多美麗？ 

    斑駁的油漆和粗糙的牆壁， 

    兩者來來回回相互摩蹭的情慾，只為留下短暫的美麗和體液。 

    怎敵得過時間長期沖刷的威力？ 

    歌頌永恆，不過是一種無知的暴力！61 

 

    正因為文字的編寫運用已經有別於真實生活感的排列，如此分配處理，便有

                                                      
60

 《請聽我說》，p3，王嘉明，2017，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61 《請聽我說》，p3，王嘉明，2017，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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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傳達並強化角色於情節脈絡中的，生活／存在的情緒的安頓棲身。既不會局

限結構的排列，因為直觀而導致錯置的不當選擇，也不會落入僅僅依賴理解後的

情緒賦予。擁有生活情調的感染力度在充滿韻腳的台詞對話的關鍵處置在於：理

解台詞的語言結構（密度／體裁／句型），進行角色的情感在聲音語調／節奏語

速／聲線輕重的分配比例，裁決出傳遞恰當的抉擇採納與安置授與。 

 

    紙娃娃裝扮的背後的演員／角色的身體對我而言，則是一組又一組的符號的

建立，與舞台空間配置傳達的內文有關，與台詞語言排列格式裡的意涵有關，自

然也跟觀念中或實際操作對於演員身體在「偶化」形象過程的表述與認識有關。

舞台上不同區位（代表角色不同層面的自己）、文本中不同情緒段落／分場的連

貫／破碎的圖像意義，分別被建立後，演員在身形的調度上能夠用以再行工作／

發揮／展露的空間也就於此重設重建，擁有充滿遴選開採的重新的自由：一方面

可以用以表述人情／人物／事件／遭遇有關的情緒的弧度，另一方面，也容納敘

述的疏離跳脫：詼諧突梯、出人意表地與情節敘事無關的連結指涉——時而就著

音樂節奏載歌起舞、時而嘎然停頓，如機械如懸絲操弄過程中凝結不動的偶——

甚或在關鍵的場次中（車禍發生後的第九場）反向操作，幾乎沒有任何走位、身

形指示的調度，藉由紙板服飾後完全靜止的身體，集中角色心境在語言結構中的

陳述，讓角色在重大事件發生後的處境，突顯既冷靜又飽滿的情緒語句的攻防對

峙。 

 

    會見的時候就聽得見聲調，看得見臉色，還可以觀察手勢，頭部角度，頭部

轉動，挺胸或垂肩，靜立的姿態62，這是我們進行觀察的細項，也是我們挪用身

體結構／肢體表達的可能。是以，演員穿上華麗 2Ｄ的紙娃娃服裝後，並非採取

只作擬真、極致模仿紙娃娃一類演繹的方向，應當先在訊息符號——他們既是人

                                                      
62 戲劇雜談，p102，許逸之，1996，臺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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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角色卻又穿著紙板服裝——的交流上，尋覓可供觀眾識別的起點，然後才開啟

身形裝置的所有建立，延續或變形。動作（以及語言）的表達一方面可以是生活

中情緒動作的延伸：徬徨無措的頓足、喜悅降臨的手舞、拒絕反抗的搖頭或是哀

痛欲絕的跪地；另一方面，仍然可以容納不連續、不連貫、不合理的現象流溢輸

出：停頓、靜止、呆板或單一動作的重複，恍若建立另外一系列／系統，可供觀

眾判別理解、反覆確認在體態身形傳達上的「套路工程」。常常可以是與台詞搭

配，點到為止的動作，彷彿「偶化作人形」的生活狀態，也可以是極為誇飾，蓄

意延遲、不斷反覆（我這個紙做的娃娃，正在被某個情境／情緒／不知名的誰，

操弄著）；既可能是柔和寫意的風情姿態，更可以是悖離實況的擺設膺品，因為

他們皆能作為符號的表徵，作為填充人形紙娃娃在表情達意、情感延伸中的行為

舉止的綜合樣貌。觀眾既能相信（不相信）舞台上是一個紙娃娃，也能相信（不

相信）紙娃娃正在流露的所有思緒心境。 

 

    以此作為排練時不斷檢視的指標與議論的聚焦，從而一次又一次展開演員身

體／情緒／聲線在另一個階段的統整分配的運用與分項組合的完成。 

 

    相較 2008 年版本，觀眾觀看 2002 年演出，在觀劇過程中勢必容易感覺疲乏

與不滿足，因為演員在實踐的過程中、在扮演上，企圖趨近偶化人形的極端追求：

坦露表情又不輕易表情，偶化的身形調度陷入滯礙難行。事實上，觀眾接受、感

受、理解的同時，跟隨或期待出乎意料之外的情節推演，也期待更多跳脫／渴求

空間中已建立完成／完整的符號象徵，這是同個邏輯下的同軸思維推論出來的結

論。除非作品完全不依賴情節敘事、不依賴回音技術的介入（在《請聽我說》的

演出過程中，當角色處於自我心理狀態的語言表述時，音響技術的使用）以及空

間中區隔的多重意義。提到劇情、人物角色（有別於「眼前所見」）的心理狀態

（又不相似於我們在歷史中已建立的獨白形式），就會涉及觀看者心理形成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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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折射後的拼裝及想像，一旦無能超越／帶領觀眾的懸念，觀者便只能離棄搜

尋，持續接近、接收團隊／作品對於形式追求的「程度」。動用空間中任一元素，

觀眾就對暴露在他們面前的行徑舉措，作出期待與解釋；觀眾意識到這是一類極

限的探測，同時也就等同限縮觀眾（只）能有的憧憬的方向；過程中增加任何元

素的臚列參與，觀眾自然獲致不同方位／方式的凝視、回朔組織與盼望。觀劇的

當下就是每一刻疏離與投入的集合，以及面對搬弄訊息的接收與彙整。這些斷裂

／自由／充滿韻腳／充斥生活情緒的表達／強化符號的技術選擇理應打攪（也不

打攪）觀眾在連貫事件（也就是劇情；情節）的發生，與角色因應的情緒轉折所

共同堆疊出的情懷情感。2008 年《請聽我說——豪華加長版》，從篇幅的擴充（角

色於工作大廈中的獨白、戲中戲排練片段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角色

意外傷害後，彌留期間的電影院「回望人間」的場景）、舞台空間再深化配置。

觀眾在觀劇的過程仍然保有理性思維，仍不會在演出的一開始就建立幻覺的投入，

然而相對更為豐盛的劇情提供，觀眾對敘事有跟隨，（演員）聲音／（現場）聲

響／畫外音（技術）的分層交疊使用，觀眾投注並辨識其中可能的內涵旨意；身

形動作中的所作所為，無論生活感或是木偶感的傳達，都是藉以琢磨／聚焦／整

理／重組的辨別依據。此番創作最盛大的檢驗或最重要的考驗在於：是否能歸結

收束於導演的場面調度，與劇本在「實景」電影院中，翻轉「魔幻（心理）時刻」，

延續至最後一場，空間中一個角色／紙娃娃／人，在殺害親密友人／角色／紙娃

娃前後，真誠赤裸地唏噓感歎情愛價值／意義到底應該如何認清與面對的生命現

場，順利與觀看的觀眾完成移情作用，交換出心得與感動。鴻鴻（閻鴻亞，1964

－）在 2008 年演出後表示：熱火的對白絕不現實，咬文嚼字的快感反而有種文

藝腔的浪漫；冷掉的表演也不現實，僵硬的肢體動作加上誇張的臉部表情，嘲諷

深陷愛情的人物不過是受激情擺佈的玩偶。一冷一熱，凸顯了「再現」的加工。

扮演得越有趣，嘲諷「愛情像遊戲」的意味越強；換句話說，形式愈膚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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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深刻。63終究，在同步接收、思考、重組訊息之後，觀眾將作出對整體製作的

認識、感知、體會與回饋。 

 

    是以，當我們意識到，將在空間中進行對於廣義寫實主義反動的所有思索與

試驗／實踐的同時，除非對上述任一單項元素進行極致的推翻，企圖（僅）使用

（或摒除）其餘元素的重組，測量深化關於搬演形式上的釐清或變革，我們無法

也不應該輕易揚棄演員技術在整體傳遞／表達上的功能，並期許自己參透熟稔其

中必然必有的提取效應。 

 

    ''形式''探索的價值、意義和目的性是多重相對的，這種多重性和相對性根源

於歷史運動和歷史發展的多重性（需求）、階段性（需求）和最終指向性（需求）。

64
只有「形式主義」的絕對傾向，試圖把藝術作品作為與其他事物視為毫無關係

的獨立物體65。對觀者而言，演員既是載具也是技法，一個演員（也就是「人」）

存在在舞台上是一套情感與情緒自然牽動鏈結的結論（或是過程）。於是，如何

拆解其實意味著如何突顯：理解它們、設計它們，同時更必須被強調的是安排與

鋪陳——像是劇作家精密佈局的手段，也像導演調度邏輯裡的整頓梳理——讓觀

眾循序漸次地接收無論輕靈流暢或斷裂破碎的，所有欲意表達的訊息。布萊希特

透過他的戲劇表演設計，人們常會看到在其戲劇演出過程中，突然掉下來一個佈

景，或是出現歌隊、舞隊來解釋劇情，暫時中斷表演等方法，這些技術手段的應

用就是力圖排除演出中的“生動幻覺”66，儘管如此，孫惠柱（1951－）仍然於

《戲劇的結構》裡指出：布萊希特刻意追求「間離效果」的史詩劇，也並不能完

全排除幻覺。67因為事實上，上述布萊希特的描述同時也等於佐證：在所有需要

                                                      
63 參見 2012《請聽我說─華麗復刻版》DM。 
64 戲劇人類學論稿，p290-291，馬也，1993，文化藝術出版社。 
65 美學與藝術教育，p252，帕森斯．布洛克，李中澤，1998，四川人民出版社。 
66

 西方戲劇文化藝術論，p299-300，李貴森，2007，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67 戲劇的結構，p104，孫惠柱，1994，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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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介入之前，舞台上工整或繁複破碎的訊息面的直接拋擲或間接醞釀的所

有羅列堆疊，已無能迴避地在場域中以「心照不宣」的感性姿態，悄然傳遞與必

然攀附建立。何時將幻覺打斷、如何破除，才是藝術團隊的創作是否具備與時俱

進的革新意涵與創建的磨練與檢驗。 

 

    以此為據，我們持續統整思考，做出判斷：更多時候，在與更多媒材、跨領

域相結合的複雜多樣的演出中，在未來的進程裡，我們（演員；開創性的創作思

路）應當前往的方向不是非是即否的極端探勘，而是於此同時，意識其中相互交

往的頻繁細瑣，直視越來越深化多元的趣味與審美能力，在每一次厲兵秣馬、整

裝待發的同時，在演員實踐的光譜之中——無論是遊戲之地抑或虛實之境——深

切期待演員能夠一次又一次找到最適切妥當、聚焦準確的，屬於演員在創作路徑

上的按部就班，屬於總體表現／表達／體現／傳達傳遞的安神定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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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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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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黃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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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表演教學者的主觀意識及其影響 

 

林如萍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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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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表演教學者的主觀意識及其影響 

 

林如萍 

 

回顧自己在表演教學的初期（教學生涯前十年），不但血氣方剛且自信滿滿，

有趣的是，明明非常法西斯，彷若我對表演的追求與評斷就是某種世界級的價值

標準，所以很阿 Q 地認為自己的教學視野是「客觀」的。幾年過去，有些與我

在課堂或排練場工作過的學生，誠摯地懷著我這個教師傾心交付予他們的表演觀

與他人工作時，卻造成他們與導演或其他教師的關係「失和」。經由一屆屆學生

的「回報」，我才猛然意識到，自己的教學或對表演的諸多想法其實只是一己之

觀點，是絕對主觀的，甚至有「唯我」的傾向，但是自己似乎太晚意識到這簡單

明確的事實。 

 

一直以來，越年輕的表演初學者，越容易全盤接收表演啟蒙教師的表演想法，

且多數學生都很看重表演課，非常渴望能在課堂上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因此，

教師在課堂裡任何微小的提點與批評，對他們而言，都變成巨大地不得了的「什

麼」（不論最終這個「什麼」是他回憶中的榮耀，還是傷痛）。以前我未曾想到要

提醒學生，自己對表演的看法與評斷並非普世的價值標準，每個表演教師都是一

個觀者，只代表自己的觀點（當然這跟每個個體的天份才情、理念與專業的養成

過程有極大的關聯性。再者，因應導演們各自的創作路數所衍生的表演風格時，

演員還得面臨更多元的標準與挑戰）。遺憾地是，在大學教了十年後才開始意識

到這個事實。很感激那些信任我的學生，擔待了自己在教學摸索期的激狂與任性；

但對於某些被我過於主觀性的負面評斷斲傷表演羽翼的慘澹青年們，我很愧咎，

也不斷地反省與調整自己的教學方式，希望他們曾在其他師長的教導裡得到正面

的肯定與安慰。然而，世界之大，小小排練教室裡的一位表演教師何等渺小、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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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限；個人的經驗、感受及視野等，對於學生或他人表演作品的評判標準也可

能因為狹隘的主觀意識而成為偏見。所以，身為教師，必須承認且面對自己的侷

限性（資質、經驗與能力），並想方設法，從這個侷限性出發，讓自己在教學上

不可避免的「主觀意識」，成為有價值且對學生較有正向作用的參考視角，而不

是困住自己或學生的封閉死角。 

 

主觀意識在教學上的幾點影響 

 

直覺活動是一個獨立的精神領域，它提供的只是美或醜的個別意象。這

意象不是來自客觀世界，而是來自主觀心靈，即由心靈所創造。68 

 

在本文中所探討的主觀意識是指：以自身看待周遭人事物的視角，它是很個

人的，可能是來自最原初的直覺感受，也可能是來自於整個成長環境對個人的種

種影響。主觀意識包含了個體的欲望、感受、意念與信仰等，以此而生的獨特個

人觀點，形成個體對善惡、美醜、優劣……的評判標準。主觀意識在表演教學上

的影響具現在許多方面，限於篇幅，此文僅就其中幾個面向，與大家分享我的經

驗與看法。 

 

主觀意識在導、表演上，可以是形成創作觀點的基礎。但是在表演教學時，

教師不免會因為主觀感受與認知，對學生的詮釋或表演特質（甚至是個人特質）

反應出純粹的個人喜惡，若教師能清楚解釋因何喜因何惡，學生也能接受就好；

反之，學生若不理解教師批評他的原由，只感覺到教師不喜歡他，那就會造成兩

                                                      
68 此引文擷自作者評論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直覺論的部份文字。陶伯華著。

2003。《美學前沿：實踐本體論美學新視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3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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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無解的「嫌隙」了（當然，這個問題不一定是教師真的對學生懷有偏見，也可

能是學生太敏感所致）。所以，一個學校裡，有不同的表演教師，各有審視表演

的角度，對學生當然是好的，就不會只有一種主張與評判標準。這些不同的表演

觀點與想法，教師與學生們都可以相互討論或辯證，讓教師對自己的表演實踐與

論點進行更深入地檢視與整理。 

 

再者，教師將個人的表演經驗帶入教學中，也是必然的。這些經驗與歷練對

學生是珍貴的參考範例，也提供學生在表演教師的論點與其作品之間，找出有力

的連結，讓學生有更直接的方式去理解教師的表演觀，以及這論點的實踐狀態。

但是，如果教師太偏執於一己的主張，只想將自身的表演執念套在所有學生身上，

或套在所有劇種與表現風格上，又無法說服學生照著執行，學生無法理解也不覺

得可行時，就容易引起雙方的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對課堂中教師給予的建

議或批評，就會產生情緒性的質疑或抗拒。教師在這時展現權威也無用，因為道

理不明。權威或跋扈有時是一種教學手段，並非全然不可行，但仍得有理，能夠

讓學生理解且服氣地執行，才有意義。 

 

主觀意識與表演教學之間，還有另一個我想談的面向，就是這兩者理想的共

生性。我認為這個部分牽涉到表演教學的核心──表演教學的理念與目標。如果

教師的教學理念不清，就沒有判斷、審視與評價學生表演優劣的中心基礎，彼此

就沒有理解這個基礎的共識性。如此一來，便沒有溝通的管道，跟學生很難有真

正的互動與交流。學生猶如瞎子摸象，每次上課都是一場賭局：今天覺得自己做

得不錯，結果揭曉，教師認為很糟糕；明日呈現同一段落時，學生心裡七上八下，

覺得自己今天爛透了，末了，莊家掀牌，教師說「今天做得很棒，這樣就對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生即使上了一年的課程，還是不懂表演教師的標準是什麼，

偶爾被讚美時，也好像僥倖中了彩票，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剛剛做了什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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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表演的主觀認知與評判標準若像永遠抓不到的霧靄或雲朵，這不是詩意或浪

漫的表現，而會像是一艘沒有安裝導航系統的太空船，在星際迷航⋯⋯。 

 

有時候，教師以為自己掌握到某個可以依循的「道路」（體系或表演方法）

了，其實可能還沒踏上任何「道路」。因為沒有追尋的目的地、沒有明確的理念

與目標，只是不知所以地跟著操作他人的訓練項目，依樣畫葫蘆，永遠無法釐清

這些練習與訓練之於自己及學生的目的或意義。所以，建立個人的教學理念是重

要的，它是主觀的，但，它也是必須的。 

 

主觀意識之必然與必須 

 

表演教師的身份是多重的，如技術傳授者、表演思維的引導者、觀眾、導演

或評論員。即使有著多重性的角色，但仍脫不了「我」這個個體的特質與感知力

所形成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與角度」。 

 

每一個「我」的家庭背景、教育養成與對某種理念的信仰或追求等，都是獨

一無二的，也是有限的，所以「我」造就的觀點與評論不可能不主觀。「主觀」

聽起來是負面的，但若將它放在有利的位置，或認清它對自己與他人可能造成的

正負面作用與影響，這個必然的存在就有其價值。同樣地，表演教師個人的主觀

感受、認知與對某些事理的想望，也可以成為正向的引力。因為「觀點」決定了

每個人對表演的美學判斷，從個人觀點導出專業理念與追尋的目標，所以表演教

師（尤其是教授高階表演課程的教師）若能確認自己想追求的「理想表演」為何，

經由教學經驗的淬鍊並配合整個教學體制的課程結構，建立明確的教學目標，進

而設計或研擬達成此一目標的方法與途徑，便可以引介或引導學生趨近那個教師

理想的表演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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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教師若不清楚自己身為領航員（或引路人）的條件與理念，就無法從這

個根本出發，很難建立明確的教學目標。若將表演的視界比喻為宇宙星系，每個

表演教師都有自己渴望或想追求的某個美好星球，那教師們就得打造各自的航太

基地，就如同所有建設與工程的起點（自身條件、專業的教育養成）。再者，鎖

定引發自己興趣的研究對象──某個星體或行星系（表演觀與表演教學理念），

有了我們願意熱情仰望與追求的目標後，才能針對這個目標，在基地建立適合的

發射推進器，並擬定可行的行進路線（課程設計與執行）。 

 

 

 

理念為本，方法有據，交流有道 

 

表演教師強調學生演員得認識自己的同時，我們是否又真的認識他們？我們

是否也真的認清自己（才情、理念與品味）？再者，要與對象溝通、交流或傳達

指令時，我們也得先讓學生或演員認識我們及我們要追求的那個目標，才可能在

課程結束前累積更多的默契，達到更好的學習品質與效率。學生常以為他們真的

瞭解課堂內最常使用的指令或溝通術語（「精準」、「誠懇」、「自然」、「流動」、「真

實」等），但其實他們似懂非懂、霧裡看花。當他們急於點頭表示理解的同時，

當中許多人的眼神，其實透露出迷離、不解與無限的茫然。 

定位與行動

執行，往設定的目標行進並因應狀況調整或改變路徑

建設基地

準備資料、計畫安排、模擬路徑

設定目標

表演觀與表演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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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不清的指令或術語會變成虛無的口號，唯有釐清自己的理想表演與目標，

經由自己表演的實踐或教學經歷，與互動的對象（學生或演員）實地工作後，檢

視、解釋且因應狀況隨時調整定義，才能評估與修正這個我們設定的目標之於彼

此的真正意義與價值。唯有教師與學生充分了解或認知彼此後，我們對這些指令

或術語才能有共識的基礎，使之變成好用或有用的交流用語，而不至於淪為空泛

不明的字彙。如此一來，我們才可以放心地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下，較無懸念地廣

泛使用它，而它也會成為最經濟有力的溝通利器，而非無用且空洞的符碼。 

 

當教學目標與方法皆不明確時，老師和學生各彈各的調，以致有些學生在成

為演員的路途上，為自己找路或鋪路的同時，還得花力氣「表演」配合教師或「假

裝」懂教師要他完成什麼，雙方一起浪費時間，毫無建樹。此建樹並非指在短時

間內讓學生成為頂尖的演員或讓他的表演功力大增，而是他是否能理解教師／領

航員對他的要求和所要追求的目標。即使他現在尚未達到那個表演教師所追求的

理想表演，但至少在茫茫浩渺的表演宇宙中，他能夠確認教師／領航員想要他一

起去的那個美好星球的座標。況且，他眼前的教師只是眾多引導他或引介他去不

同理想星球中的一位領航員。若他認同，師生還可一起繼續探索，若他有他更想

追隨的表演指導或途徑，甚至他有自己想要追尋的目標，都是美好的結果，是有

意義、有價值的共學經驗。 

 

另外一種情況是，看似有明確的方法及訓練方式，但教學理念和座標卻不

明。我認為對於教師，建立自己理想的表演目標，雖不一定能找到趨近的方法，

仍是重要且有價值的。若是不清楚追尋的目標，就像是迷航，學生只能盲目跟從

直到課程結束。所以有沒有設定理想表演的目標（無關好壞）是重要的，若只是

盲目地仿效他人訓練的遊戲或是項目，並不清楚預計透過這樣的訓練能完成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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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目標，這樣只能測試或訓練學生「身」（彈性、延展性、機敏度或協調力等）

與「聲」（音質與聲量）的基本條件，不能引導學生發展屬於自己建構表演的方

式，也無法全方位地掌握演員的「身」（充滿想像力、有靈魂、創造力與執行力

等）、「語」（對舞台語言、聲音表情、文本的詮釋力及感染或滲透力等）、「意」

（思維、意念、理想、動機、感知與覺察力等）。 

 

有些表演教師若未經長時間的研習與實作，不明就裡地帶著學生猛練某特定

體系，雖然想透過極致的身體操練，去追求「意」，但大多數的學生也僅能達到

「身」與「聲」較高階的技藝。因為，領航的引導者不知道「意」（該體系的表

演理念與訓練目標）之所向，沒有意念、意向，也就失了追尋的本意。或是，教

師錯以為自己有主觀目標，但目標過大，往往跳過所有最基本的東西，直接尋覓

最深遠、最高境界的「意」，以致整個訓練仍舊空泛無「意」。 

 

當然，要明確地傳達我們的理念，甚至由此建置出一套可行的方法論或教學

系統豈是容易的事，尤其在有限的課程期間，更難達陣。大師與他們的學徒或信

仰者，常常是花一輩子的時間才能取得某種心靈相通（不需文字言傳）的意會與

共識。更何況，這漫漫的學習之路，大師們的理念（理想目標）並不是永遠固化

在同一個點上，在時間的洪流中，大師們與其追隨者勢必會不斷地面臨新的刺激

與挑戰。為了因應不同的刺激與挑戰，他們總會持續修正、蛻變，以致最終形成

的「道路」越來越寬廣，越來越「無限」……。相較於我這種充滿「目的性」的

學校教師思維，或許師生一起看似無目的地漫遊，也是一種浪漫的學習之道？尤

其是不在體制內的某些表演教師，不需考量有效的時限內一定要給學生什麼、一

定要配合什麼或一定要完成什麼，且走且看且學且思考，亦能有新的探索與發現。

而身在教育體制內，教師仍有義務將自己的表演理念傳達給學生，即使課程的時

間有限，也得盡力去試試看，不斷地確認及調整自己的理念與目標，探尋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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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種路徑。 

 

主觀理念的昇華與蛻變 

 

「主觀」不應是一種隨意的自以為是，或自我毫無根據的一種偏見，而是個

人「特質」或「傾向」的具現。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主觀意識，每個人也可以

有自己的特質。而每個特質都是獨立而完整地存在，且彼此之間並不相互衝突。

如果這個特質是會形成衝突且互不相容、以自我為中心或完全不尊重他人，甚至

侵犯他人特質，那就不是有價值的「主觀」，而是一種偏見。 

 

「主觀性是一個個體化的過程，同樣也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個體從未遠離

一個獨立的環境，但也無盡地陷入與周圍世界的相互作用之中。」69 所以，教

師追求自己的理想表演時，也得關照我們所處環境或教育機構的共同理念，否則

只顧自己的目標，仍舊無法合力提升整個表演教育體制的品質。 

 

表演教師總是要學生打開他們的身心、接收其他人的訊息以致能達到交流，

或要學生「活在當下」。若身為領航員的教師們封閉自己的感官，接收不到學生

對我們的教學所產生的疑惑或回應，便無法審視自己可能的缺陷與不足，無從因

應所有珍貴的變動，錯失讓我們的教學得以「進化」或「提升」的契機，而那個

變動永遠發生在「當下」。教師應持續不斷地檢視自己對應世界的態度與方式，

讓教學的主觀理念成為值得與學生分享的寶物。 

 

「一片心境就是一片風景」、「一千個觀眾心目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主

                                                      
69 〈主觀〉，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8%A7%80，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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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美感不僅反應著客觀的事物，而且都在按自己的方式增加、創造它

原來沒有的新的美的因素。70 

 

萬事萬物永遠處在變動中，個人要支撐自己強而有力的主觀意識時，一邊仍

得要有絕對開放的心與觀看視野。最重要的仍然是我們認定要追求的那個理念與

目標，但那個「美好星球」不是永遠固定在我們當初以為的那個座標上，如果我

們沒意識到這點，而以執著或忠誠之名，固執地去追尋當初的那個意念與星球，

那個求道的過程就是死的、是固化的。這樣的領航員會永遠迷失在過往的途中，

那個過往的理念就不適用於此時此刻了，因為那個星球可能隨時隱沒在宇宙的某

處，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與價值了。也或許它被另一個隕石撞碎、撞散了，或是

被吸附到別的行星系，變成更大星體的一部分。又或者，我們從心眼最初仰望的

那個星球座標，其實根本只是一個幻影，只是某個更大行星群中的一道光的反射，

從來不曾具象地存在過？ 

 

當我們聚焦、執著於自己追求的理想表演時，也得期許自己要更敏感於那些

觀點與標準異於我們的學生（人格特質、創作思維或表演理念皆和我們不同的人）。

我們不能摒拒或閉起眼睛不看，這樣就會錯失了教學相長的意義以及提升或進化

我們教學能力的機會。這不代表要放棄或更改我們原先所要追求的表演理想或境

界，而是教師若能反過來讓學生打開自己的視野，接納其他追尋者的美麗新世界，

或許我們還能因此找到更多有趣的、趨近我們理想的那個方法與途徑。所以，每

當我們談論好的演員需要什麼表演條件的同時，我們這些表演教師是不是也應該

同時思考，理想的表演教師需要具備哪些美好的條件呢？  

 

                                                      
70 陶伯華著。2003。《美學前沿：實踐本體論美學新視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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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表演之門 

蔣薇華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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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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表演之門 

 

口述 蔣薇華 

整理 方粲文 

 

 

 

一．另一種可能 

 

從事表導創作多年，我逐漸明白我所嚮往的表演，與我所在的環境時空有顯著的

差別。並非好壞之分，而是追尋的目標截然不同。 

 

台灣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產業鏈，人們的生活經驗，都圍繞著產出有價值的

商品。創作反映生活經驗，因此，主流創作，自然也反映對於生產的崇拜－效率、

速度、宏大、新奇、精確、強烈的情緒，如同一座感官百貨公司。 

 

借用班雅明的觀點，這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之特徵，為了能夠更快速與廣泛地

傳播，也為了反映機械時代的技術、節奏、能量，藝術作品去除了靈光。在表演

上，演員追求一部完美的機器，想盡方法捕捉觀眾的注意力，目的是征服觀眾的

感官。 

 

然而我無法滿足於那樣的表演。 

 

所有表演者都有著與角色連結的願望，回顧創作經驗，2003 年導演《航向愛情

海》，是我第一次發現那強烈存在的時刻。 

 

當初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將是我一生追尋的表演。多年後從影像，我聽見了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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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聲音－表演者透過彼此交流，與角色和觀眾，一同融合於空間中。 

 

我看見另一種表演的可能：表演者讓出內在空間，使角色得以參與他。當表演者

願意與角色共存，劇作者賦予角色的內在空間也將復活，進一步觀眾也可以參與

角色。 

 

現代生活中，人是被孤立的。世界向他索討注意力，卻並不歡迎他。現代生活處

處得要門票，人必須先是一個商品，證明資格與價值，才被允許參與各種人事物。 

 

在劇場中，人可以免於孤立。表演者們無條件地強烈交流，觀眾暫且放下人格面

具，參與交流，一同消失在空間中。我稱之開放的表演。 

 

在開放的表演中，表演者不再努力捕捉與塞滿觀眾的注意力，而是和角色一同傳

達情感。不存在他者之旁觀，只有作為傳達者的我，和作為聆聽者的你。你，和

我，在此時此地，一同感覺。被感官世界塞滿的觀眾，在敞開中恢復新鮮，走出

劇場時擁有承接自己的內在空間。 

 

我認為這對現代人相當重要，現代人擁有許多關係和事物，卻處處受到被取代的

威脅，沒有一個安身的地方。倘若表演能夠重新揭開生命的獨一無二性，人就可

以真正去享受他擁有的世界。 

 

在教學過程中，觀察到一件事：大學一年級的表演雖然生嫩，卻常有觸動人心的

地方；研究所的表演純熟又精彩，可是卻常能預期場上的一切發生。 

 

新手有著很強的渴望，去理解剛接觸的領域。這個渴是生命最獨特的片刻，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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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後再也不能回頭，也因其獨一無二，表演的當下，處於完成走向未完成的片

刻。這是張力的源頭，展現了生命無限的可能性。 

 

隨著經驗漸長，一些表演者找到觀眾認同的模式後，就反覆模仿那次成功經驗，

不再新鮮，不再好奇，只剩恐懼，也不再渴望知道。表演好像應付一場麻煩，處

於完成、失去可能性的狀態。 

 

我一直在尋找恢復可能性的方法，表演者必先恢復可能性，而後角色，而後觀眾。

我並不想要精采受注目的表演，我想要能讓觀眾免於孤立的表演。 

 

我不要機器，我要人。 

 

 

二．途徑 

 

世界恆常是一座廢墟，人必須不斷透過實作，自我蛻變，回到廢墟前，看著過往

的悲傷與空虛，蛻變成此刻的肅穆與理解，而作為凝視者的我，即是美。實作是

我回到凝視一刻的唯一管道。 

 

我實作的途徑，是尋找好的文本。文本觸動我，我再將這份存在心中的觸動，實

現到世上來。 

 

甚麼是好的文本？我認為是呈現人的全面性。不只是取材的多面向，是能透過角

色看到人的共性。人盼求快樂，害怕痛苦，面對難題時困惑與矛盾，這無論在哪

種文化性別階級的人都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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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性的角色，像是一個管道，使尚在閱讀階段的我感受到，不同情境下，人如

何痛苦與希望。如同一道謎題，許多沒有被語言說出，卻可以被演譯的完整生命

狀態，喚醒許多感受，促使你思考，甚至有時會觸怒你。 

 

這些角色呼喚你去了解他們，對你完全敞開，只要你願意去聽他們的表達，和表

達之中隱藏的神祕性。這些言外之意，是角色可能性之所在。一個好的文本，是

充滿了可能性的文本。 

 

找到了好的文本，下一個階段是解謎。 

 

劇本分析是進入排練前不可缺少的步驟。劇本分析是一張地圖，讓你在摸索過程

中，能大膽地離開表演慣性，因為就算迷了路，只要看地圖就能找回方向。 

 

首先要從劇本的客觀條件去理解，劇本發生的時代背景，提供了詮釋的合理基礎。

舉例來說，若能明白大蕭條時代下，美國傳統工業城的青年，所感到的危機與絕

望，就能知道《玻璃動物園》中湯姆為何沉迷於電影，以及他為何最後選擇跑船

逃開。他的選擇不是個人喜好，而是反映了時代精神。時代如同鎖鏈扼住人的咽

喉，人抵抗著自己不能理解的命運，我們先了解那條鎖鏈，才能解讀角色真正想

表達的意思。這是謎題的線索，即便是現代劇本，每個作者看出去的世界也是不

同，不能理所當然以你的日常世界去認知。 

 

掌握了時代精神，下一個步驟是分段，看劇本的整體結構，與每一段的氛圍改變，

目的是明白整個劇本的動向，對角色的企圖，在溝通甚麼，在迴避甚麼，一一檢

視，去問此一環節如何推導至下一環節，這些會激發表演者對台詞更多想像，自

己如何回應別人，別人又如何回應自己，到每句話的潛台詞，由大至小，從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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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細節，現在你有了一張完整的地圖。 

 

有了地圖，就可以進入排練，排練是帶著感受力，實際撞擊藍圖，如同開車走完

整趟旅程規劃。前面的工作不是為了限制表演，因此要信任準備已經完成，應聽

其自然發展。此刻該注意的，是新的、正在發生的當下，要開放讓別的表演者，

與排練場發生的變化撞擊你；感覺別人，試著聆聽和回應，不要拒絕與最初想像

不同的東西－那可能是殊途同歸。 

 

不能忘記最開始的初衷－撤除藩籬，與人連結。前置作業的目的是不被未知的恐

懼封閉，而不是讓人變得僵化。反應當下，才會有強烈的交流發生。 

 

排練在尋找真實，不是表象世界的事實，而是生命的濃縮。必須在短短一兩小時

內，展現一個完整的小宇宙。聚焦是重要的，找到富有可能性的角色、仔細的分

析、高度意願開放與感受的排練品質，都是為了從更多角度切入，讓表演匯聚成

一個焦點。生命的實相，是多元且劇烈變化的，劇場僅能捕捉吉光片羽，因此我

們得更努力克服狹隘的心態，不能為特定目的服務，淪為單一、片面的詮釋。 

 

經過了準備與撞擊，那扇神秘的大門，會在某一刻悄悄開啟，你一定能認出那一

片刻。藏在文本中的觸動被釋放出來，從私密的閱讀經驗，轉化成在場每一個人，

共同收到的觸動，人終於找到解除孤立，自我消融的狀態。此刻你擁有了一份初

稿，可以進入下一階段的排練。 

 

最開始，文本給予了空間，讓創作者們投注各種創造力，匯聚成共同體。當第一

階段工作完成，表演者得將這份共同體收攝內化，讓出觀眾參與的內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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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出內在空間，表演者須將偶然撞擊出的觸動化爲必然，這份必然即是專注。

當表演者專注，會賦予劇中角色偶然行爲一種審視的角度，一如在生命中某些片

刻，人不明白自己為何選擇、為何行動，事隔多年才體悟到那時的自己在做什麼。

表演是時空的魔術，透過濃縮生命，讓這份審視同步示現在此時此地。這是史坦

尼斯拉夫斯基所說的靈魂線。 

 

剛學會彈奏這首曲子，表演者得願意享受一再練習，玩到游刃有餘。這很困難，

一方面，得對前面找到的路徑熟習於心，另一方面，又不能抓住經驗，背死了反

應和語言節奏，喪失新鮮，淪為機械性的重複。 

 

秘訣在於聽。表演者要先安靜下來，在既定的安排中，盡力沉浸在感受裡。不期

待過去曾經撞出來的體驗再現，也不焦慮自己如何被看，全神貫注，聽著場上的

交流與表達，發現自己跑掉了，就再將自己帶回來。 

 

經過再三確認流動狀態沒有中斷，一一拿掉緊張、自我中心、完美主義、慣性所

產生的無意識作為。因為熟練，表演者不害怕陌生的情感在身上復活，不害怕人

類最柔軟的心，透過他被閱讀，也無需依靠習慣製造安全感，能直接與人連繫。

一次次逼近更全然在當下的狀態，不放棄了解每一個微小片刻的意義，精確緊密

的交流漸漸形成，終至演出。 

 

 

三．表演者的生活 

 

表演是投注全部身心的行動，與表演者的存在狀態習習相關。表演是讓無意識的

角色，在演員這個高度意識的平台上跳舞，表演當下，人同時有著靈魂線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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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沈浸在交流之中，表演者得具備良好的平衡感。 

 

平衡感源自於不封閉的生命樣態。倘使我只是依循某種意識型態生活，經驗到的

世界已經隔了一層，做任何事如同播放一捲老舊的錄音帶，在重複他人；表演當

下，也將隔一層在表演，交流的對象變成想像中的權威，不是眼前參與在劇場空

間中的每一個人。 

 

因此，我需要對人常有好奇心，對世界的構成有所敏感。讓感受引領生活，喚起

感受之事，不能保留或妥協，不能屈從於權威的指導，對自己和他人保持敞開的

態度，憑藉自己聽聞、體驗，非常重要，不能人云亦云。 

 

我明白這不是一份下了班，就和自己無關的工作，我越接近自己的本質，表演就

越強烈。這份強烈不源自企圖心，源自專注帶來的生命濃縮：如同拿掉表演的慣

性與無意識，才有專注的表演，讓生活從慣性與無意識中離開，了解自己並沉浸

在感受的流之中，專注的生命樣態才會出現。 

 

我試著改掉挑錯誤的毛病，允許失誤發生，發生了，再試一次，只有如此，才可

能在劇烈的身心變化中，連續地流動下去，不被恐懼與期望綁架。 

 

學習不計代價與錯誤，盡力參與我渴望的行動，生命不是一部完美的高產能機器，

如果我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要怎麼演一個活生生的角色？我也得充分休息，運

動，過一個簡單的、感官因節制而新鮮的生活，讓我有餘裕和續航力進入工作。 

 

每次表演，在其中體驗到的真實，就將它帶進生活，才能在下一次的探索中，往

更真實靠近，而非原地踏步。如果我知道了，卻不實踐，等於處在喪失新鮮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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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那就是死亡。 

 

也許你會問，人可能如此完美，或足夠幸運，過一種有餘裕的生活嗎？我不知道，

生命只有一次，不能中斷，不能因為擔心犯錯、恐懼不能再現而停步不前。 

 

這是表演所教導我的事。 

 

 

結語．美是一種渴盼 

 

回顧整個表演相關過程，是直到我開始學習拒絕不屬於我的人事物，那扇門才悄

悄向我敞開。我想，那是因為我恢復了對於身而為人的興趣，對我自己產生好奇，

才對周遭的世界開始好奇。 

 

當我讓出我自己－那個被各種價值觀佔據的自己，我開始有了內在空間可以經驗

世界。也開始有一個具體的「我」，會懷疑、質問「我」為甚麼存在。當我開始

懂得珍視自身的痛苦，而不是麻醉與催眠自己一切很好，沒有問題，才第一次睜

開眼睛，對這世界的苦樂驚奇不已。 

 

那扇門通往的，是一個人與人互相了解的地方，使平常破碎的我，回到單純存在

的整合體。這和面對大自然的美相似，卻又有所不同。 

 

面對自然時，同樣會使自我邊界消融，黏合支離破碎的我；不同之處在於，當這

份美由我內部產生，一方面，那確實源自自然－人的自然情感，另一方面，又確

實發生在「我」這個孤立的個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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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是由於人忘記了自己是自然的一環，當這個片刻發生，自我意識的邊界隨之

擴張，不再是任何身分、時、地、物的偶然聚散，這個片刻正在和人說：你不再

是孤單的，萬物緊緊相聯。 

 

離開了自然，我會懷疑：那是不是只是外在環境造成的偶然體驗呢？但當我從創

作中體驗過一次，我知道，原來整個外在世界的美，都是內在世界的迴響。 

 

在創作的偶然間，我撞開了那扇門，闖進了那個片刻。隨著演出結束，又復消逝，

我無時不刻渴望再次品嘗。 

  

這份渴盼帶給我強烈的生命力，也在創作過程中，讓我與他人得以直接連結。 

  

於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投入創作，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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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不滿足：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百年孤寂》 
作者：吳維緯 / 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 助理教授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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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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不滿足：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百年孤寂》 
作者：吳維緯 / 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 助理教授 

 

 

「慾望始終是預設了缺陷的邏輯，慾望的歸宿和消失是缺陷得以填補。」 

我在《百年孤寂》演出前，我站在台南鹽山

的面前，我想起曾在書上看到的這一句話，

我，怎麼創造缺陷？讓觀眾有意與我一起在

表演裡推進？然後出現另一個畫面：一個鉛

球放在一張繃緊的彈簧床，鉛球周圍的彈簧床

發生凹陷。約翰．惠勒 (John Wheeler)  簡單總

結了這樣一個畫面，「時空告訴物質如何運動；物質告訴時空如何彎曲。」那個

畫面是一個公式，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71。也就是說，我所得出的想像是，我

處在這個時空，時空與我將產生互動，而我凹陷的這些時空，就是缺陷的製造處，

因為這些缺陷，觀眾會比我快速地到達終點，我們這樣想像，就像紙上的ＡＢ兩

點，觀眾是一隻螞蟻，需要從Ａ點到達Ｂ點，當我們對摺紙上的ＡＢ兩點時，這

隻螞蟻會快速地通過ＡＢ兩點（蟲洞理論），但會思索與好奇那些他所跨過去的

凹陷處，也就是慾望。這樣的互動，或說相互的引力，在非劇場空間更是明顯，

在已存在環境裡，劇場（這裡指的是空間建築）無法被人工設計，因為最大的設

計者是環境本身，我們不是在創造的時空裡，我們只能運用表演的重力，自然產

生引力。 

 

然而，我必須用角色先假設這個運動模式是已然存在的，但是這件運動無法被看

                                                      
71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公式： 

圖 1：愛因斯坦廣義的相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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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所以透過「假設」去證明這項運動的實際發生，也就是透過與時空有關的假

設語法去落實這樣的表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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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在《百年孤寂》所扮演的角色易家蘭為例，在演出過程的敘述上，像是已知者，

簡單又籠統的說明就像是說書人的角色，但以第一場登場姿態而言，卻又是故事

情節裡的角色。也就是說，在每一個段落的詮釋裡，我都需要一～三個假設語態，

這些語態可以是共存的，像是演出當中的死亡、愛情、慾望在表演上就屬於第一

語態，它是不斷發生的，並且真實，所以我們假設這些是存在不可抹滅的，也就

是那顆鉛球，它的重量幾乎影響所有，也是最明顯的改變。而第二假設語態會呈

現在角色的矛盾，因為 假設跟現在的事實相反，所有的

行為都是為了填補角 色的缺陷而製造的，但角色還是

有缺陷，就像先去想像中樂透再去買彩券，想像本身就包含假設的存在與當下不

存在間的矛盾，於是創造外與內的交替，也就是鉛球本身的移動，同時，在時空

上，這跟「現在」的事實又很有關係，以角色易家蘭而言，因為「我」在鹽山，

所以「她」在鹽山，但實際上，是「我」，而不是「她」，兩者的連結就是真實

不改變存在的地點，「鹽山」是在這兩者間真實而存在的，因此，鹽山是一道時

空裡持續的光，我和她（角色）都必須依賴這道光，來產生運動的錯覺，同時我

們知道當下的真實，所以鹽山這道光是必然要覺察的，也必然讓他流動的速度快

且持續，這樣，角色才會立體。再來，是第三種假設，假設與過去的事實相反，

也就是易家蘭不是存在的，也不會因為我就存在，她的存在是被投射出來的，這

項投射，還包含觀眾的投射。所以，我們在創造的，就是一系列的不滿足，這一

切角色的不滿足，正是重力的深度與大小，不是去滿足角色，而是讓不滿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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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引力拉出觀眾，然後讓觀眾產生引力，彼此吸引。 

 

把這一切應用在教學上時，布袋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手持布袋戲偶時，「我」

同時存在，我不去解釋戲偶的出現，因為他已經出現，我能假設他的狀態，但「我」

從未消失，即便因為需要交手戲偶給另一位夥伴時，戲偶也依然存在不會消失，

我從未滿足過這個戲偶的所有，如同前面所說，我只假設這個戲偶的狀態，觀眾

會抓出他們所看見的，因為他們看到的都是投射，他們行徑的速度比我們快，所

以我與戲偶間的距離與操控，他們早已超然明白，但卻是那些距離與操控間的缺

陷，引發了觀看的慾望，以及填補的本能。 

 

對於時間與空間，在鹽山這樣的

環境裡，表演即是如此，我們必

須想像那些重力的存在，也不是

假設鹽山就是《百年孤寂》中的

馬康多，因為那是不可企及的事，

而是運用不滿足的深度，讓觀眾

走進時空，不同的觀眾因此會走

出不同的路徑，正因如此，時間

是彈性的，表演是一種邀請，而不是教學，觀眾行經的路線，唯一能設計的，就

是重力，將凹陷處以不同深淺呈現，讓觀眾對於那些不滿足填空。而填空的部分，

將讓鹽山產生改變，因為這些假設，鹽山在不同的位置上了，雖然它本質仍然是

台南那個平日開放的參觀景點，但觀眾看它的方式也被改變，也就印證了那句 

「物質告訴時空如何彎曲」。同時，因為那些彎曲，投射出來的景象，更加豐沛，

更清楚一點，可以說共創了這樣的一種演出的狀態，而鹽山，這樣的巨大（相較

一般劇場空間而言），並自然不可控的環境裡，也成功扮演了一個演出環境上的

圖 2：左為觀光時的鹽山，右為演出的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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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因此，透過角色引力的作用，以及時空下的運動，「時空告訴物質如何運

動；物質告訴時空如何彎曲。」這句話有趣的被證明了。 

 

在《百年孤寂》演出之後，筆者將這樣的證明應用於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的

「演出實務」課程當中。首先，必須說明科技大學教學本質上與普通大學的不同，

這在教學應用與帶領上衣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表演藝

術系涵蓋範圍相當廣泛，有戲劇、舞蹈、音樂、幕後四個面向，又由於科技大學

的體質實為技職學校，也就是提供技職生的大學升學管道，技職即代表學習過程

需更加與社會接軌，也就是更加的實際運用，更屬於技能上的訓練，除此之外，

也必須面對技職生在文學與歷史、理論上學習的匱乏，自進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

術系任教後，首件來勢洶洶的衝擊便是「大眾化」，以及「觀眾導向」，當然白

話些就是所謂的「商業化」。再來，便是本系分為舞蹈、戲劇(編導演)、音樂、

幕後（均偏向劇場演出）四組，並強調跨界。如此這麼一大盤菜，要怎麼炒的適

切，相信是現在劇場所講求的「跨界」都很頭大的難題，要從商業劇場的通俗性

中尋找充滿生機的全新形式，再來需要打破主流與「非」主流的絕對美學體系論

斷，這不僅是學校為適應與合乎「產業發展」所提出的難題，相信也是業界正面

對的，所謂的「市場」。 

 

而這對表演教學上，絕對產生另一種有別於過去在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求學背景

的差異。回歸到樹德科大表演藝術系，如何去實踐應用這樣的理論基礎，並使用

在普遍性高的演出當中，筆者以系上「演出實務」課程舉例，演出實務課程，相

當於排演課程，需要將系上四個組別作為整合導出，是一個整合性課程。在實踐

上，將環境與鹽山一樣設定為不可變動，更與鹽山一般，同步具有「平日」呈現

的風貌，但同時需要思考對教學上的商業與大眾化的挹注，在創作上，更將滿台

人物設定為「外星人」，平移電影星際大戰的氛圍創造，讓觀眾同步參與劇情的



133 
 

演進。最後，透過策劃，選擇了高雄「大魯閣星際戰場」，

一個雷射生存遊戲的場域，在平日，是一個將近 60 坪

的遊戲空間，滿足生存遊戲的機關與關卡，遊戲者需要

穿戴遊戲背心與手持雷射槍的一個娛樂空間。既然是娛

樂空間，我們是否要抑制原空間的設定？又如何將劇場

演出放進這樣的空間當中？如何產生「運動」？前述所

提，我們必須與觀眾共創，也必要產生引力，所以觀眾

必須參與在演出當中，而觀眾面對的，是一群「外星

人」，在這樣的排練前提下，其實創造出非常有趣的，

對於科技大學技職型學生容易在表演上產生興趣的排練方法，三個假定開始被運

用在表演上與「外星人」創造上，因為「外星人」與「外太空」是沒有任何人接

觸的，但我們必須是已知者，才能創造一種視野，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共通的環境，

必須運用第一個語態持續擁有一種態度，拉出演出當中的中心重力，所以這樣的

已知完整的拉攏了表演者，也同時將時空的壓力與缺陷產生，接著，是與現在事

實相反，也就是，我們沒有人是在外太空中的「外星人」，我們需要操作當下的

我與角色間的任務轉換或說流轉，所以「時空」的掌握是很重要的，不然失去「那

道光」，也就是環境，演出將會邁入黑暗。再來，就是投射，我們必須讓那些缺

陷出現，觀眾在填滿缺陷的同時，與表演者創造出了一個環境投射，在這裡，簡

單的來說，就是「外太空」的想像。在這次共兩週演出 18 場，這 18 場當中，

每場 30 個觀眾，共 540 名普通觀眾，所給予的都是很直接的反饋，。 

 

在這樣的實踐下，引力與動力是外到內的，相互流動間的能量是互持的，場域間

的能量變得強大，再次的讓「時空告訴物質如何運動；物質告訴時空如何彎曲。」

成立，可以說，我們用假設方式來創造不滿足，而讓不滿足產生演出動力。 

 

圖 2：左為觀光時的鹽山，

右為演出的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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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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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