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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場館及水岸電梯開放時間
　　　　　　　　　　　　週一至五 08:00-22:00，週六、日 08:00-17:00
　　　　　　　　　　　　週一至六 08:00-17:00
　　　　　　　　　　　　休館

交通指南
　　　　　　　　　　　　可至本校首頁，以「訪客」身份登入後點選「交通資訊」查詢。
　　　　　　　　　　　　本校行政大樓旁 1元公車，「藝文中心」站下車，可至本校首頁右下方
　　　　　　　　　　　　「校園接駁公車時刻表」查詢。
　　　　　　　　　　　　依據本校停車收費標準收費。

節目諮詢
　　　　　　　　　　　　服務台 (02)2939-3091分機 63393
　　　　　　　　　　　　點選政治大學首頁（http://www.nccu.edu.tw/）右下方「藝文中心節目」連結
　　　　　　　　　　　　「政大藝文中心」（http://www.facebook.com/nccuarts）
　　　　　　　　　　　　nccuarts@nccu.edu.tw

Opening hours 
During the school term: Mon.- Fri. 08:00~22:00, Sat.-Sun. 08:00~17:00
Winter and summer vacation: Mon.-Sat. 08:00-17:00
National holidays and Sundays during summer/winter vacation: Closed

Transportation Guide
Campus shuttle bus: To board the NT$1 bus besides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nd 
get off at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lease check the “Campus Shuttle Bus Schedule”.
Driving into the campus: a parking fee is charged as per the university regulations. 

Program Consulting 
Tel: Service line (02)2939-3091 ext. 63393
Website: Link to the Facebook Fan Page (http://www.facebook.com/nccuarts).
Email: nccuarts@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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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者 　國立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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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總覽
序曲

壹　展覽系列
不要說再見，福爾摩沙！ Love&Peace

不要說再見，福爾摩沙！ Love&Peace開幕茶會暨講座
攝影專題講座：新聞攝影在台灣
《我們在此相遇》-侯淑姿個展
《我們在此相遇》-侯淑姿個展開幕茶會暨講座

貳　表演系列
《藍。掉  混種》
《流亡與生根》
《死亡紀事》

参　影展系列
《蘋果的滋味》
《河北台北》
《海的彼端》
《妮雅的門》
《十年》

肆　講座 /工作坊系列
移民工文學獎：關不住的靈魂，暗夜的光          

南風敘事劇場講座 -「返鄉的進擊」                    

南風敘事劇場紀錄片 -《如影而行》
「南風敘事劇場」工作坊  

Contents

Overall

Preface

Exhibition

Performances

Film

Lecture & Workshop

Facebook【政大藝文中心】粉絲專頁．專業分享
藝文中心 Facebook粉絲專頁，邀請愛藝者上網搜尋關鍵字【政大藝文中心】
（http://www.facebook.com/nccuarts）並按讚加入。

Come Click “Like” on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s FACEBOOK Fan Page 
In order to let everyone obtain first hand art and culture information,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has established a fan page on Facebook! If you want to keep in touch with the latest information on art 
and culture events, search for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on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
com/nccuarts) and click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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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
存摺

活動
總覽

◉  10 . 03㊀ - 11 . 04㊄

◉  10 . 04㊁

◉  10 . 05㊂

◉  10 . 06 ㊃

◉  10 . 11㊁

◉  10 . 12㊂

◉  10 . 19㊂

◉  10 . 26㊂

◉  10 . 27㊃

11:00 - 17:00

19:30 - 21:30

19:30 - 21:30

19:20 - 21:50

19:00 - 21:00

19:30 - 21:40

19:30 - 21:00

19:30 - 20:30

19:30 - 21:30

不要說再見，福爾摩沙！ Love&Peace

不要說再見，福爾摩沙！ Love&Peace講座

《蘋果的滋味》

《河北台北》

移民工文學獎：關不住的靈魂，暗夜的光講座

《海的彼端》

《藍。掉　混種》

《妮雅的門》

攝影專題講座：新聞攝影在台灣

藝文空間

Art Hub

視聽館

視聽館

Art Hub

視聽館

視聽館

視聽館

Art Hub

姓名

10
月

◉  11 . 03㊃

◉  11 . 21㊀ - 12 . 30㊄

◉  11 . 22㊁

19:30 - 21:15

11:00 - 17:00

19:00 - 21:00

《十年》

《我們在此相遇》- 侯淑姿個展

《我們在此相遇》- 侯淑姿個展專題講座

視聽館

藝文空間

Art Hub

11
月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Overall Aesthetic
Bankbook

Name



◉  12 . 01㊃

◉  12 . 07㊂

◉  12 . 15㊃

◉  12 . 17㊅

◉  12 . 18㊐

◉  12 . 19㊀

◉  12 . 21㊂

◉  12 . 22㊃

19:30 - 21:00

19:00 - 21:00

19:20 - 21:40

09:00 - 12:00

13:30 - 16:30

09:00 - 12:00 

13:30 - 16:30

18:30 - 21:30

19:30 - 20:30

19:30 - 20:30

《流亡與生根》

南風敘事劇場講座 -「返鄉的進擊」

南風敘事劇場紀錄片 -《如影而行》

「南風敘事劇場」工作坊 (一 )

「南風敘事劇場」工作坊 (二 )

「南風敘事劇場」工作坊 (三 )

《死亡紀事》

《死亡紀事》

Art Hub

Art Hub

視聽館

101舞蹈室

101舞蹈室

101舞蹈室

視聽館

視聽館

12
月

凡憑「美感存摺」參與藝文中心本學期集章活動，單場結束後可於出口服務處蓋章集點。
累積達 3點以上者，至 Art Hub藝文輕食小館消費滿 100元並打卡上傳，即可免費兌換原味手工烘焙歐式肉桂捲乙份。
活動兌換注意事項：
◉  每人以兌換一次為限，三個章須蓋在同一本手冊裡，並於美感存摺頁寫上姓名。
◉  打卡上傳流程：Facebook搜尋「Art Hub藝文輕食小館」按讚，並在個人頁打卡留言「我在藝文輕食小館，趕快來喔！」，
　經店員確認後即可。
◉  兌換地點：藝文中心 4樓 Art Hub藝文輕食小館。
◉  兌換日期：即日起至 106年 1月 6日止。（藝文輕食小館保留活動異動權）

Gourmet Food for Stamp Collectors

Any participant of NCCU Art and Culture Center events this semester can receive a stamp on their“Aesthetic Bankbook”at 

the end of each event.  After receiving at least three stamps and posting on the Art Hub Facebook page, visitors can 

redeem a free handmade cinnamon bun at Art Hub Café with a purchase of 100 NT or more. 

Promotion Details:

◉  Only one promotion is permitted per individual. Each bankbook shall only have one first and last name and all three   

    stamps must be contained in the same passbook. 

◉  How to“sign in”on the Art Hub facebook page: On Facebook, search“Art Hub 藝文輕食小館”and press“like,”then  

    post“I'm here at Art Hub. Everybody come over!”The store attendant will check this before redeeming the free gift. 

◉  Location: Art Hub Café on the fourth floor of the Art and Culture Center

◉  Dates available: Now until Jan.6, 2017 (The Art and Culture Cent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promotion regulations at will)

集章享美食

★ 有星號之場次不參與本學期集章活動；同場活動僅於第一堂課集章。
◉  表演 Performance       ◉  講座 Lecture       ◉  電影 Movie       ◉  工作坊 Workshop       ◉  展覽 Exhibition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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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中的變與不變
文 /侯雲舒  (本校中文系專任副教授兼藝文中心主任 )

    

盛夏中的 2016，台灣全島的高溫屢創紀錄，在全球的氣候變遷影響之下，美麗之島也籠罩在氤

氳的暑熱中無法自外。世事何其紛擾，我們每天置身其中，要面對的與即將面對的應接不暇，

該如何自處與選擇？正是每個人需要靜心深切思考的…

政大藝文中心在這樣多變紛呈的世相中，一秉初衷的為政大師生及文山社區的好鄰們找尋一方

可以安頓身心的藝術淨土，讓我們可以好好的凝視、自省、整理後再出發。

展覽、表演、影展及工作坊是政大藝中所堅持不變的四個面向，也是提供觀看的四扇窗口，由此，

我們可以坐擁指南，放眼世界。105學年度第 1學期我們以「亞洲境像•移動世代 -政大人的

國際視角」為主軸，自 10月開始邀請了影像藝術家楊永智先生及侯淑姿教授，兩檔以攝影藝術

關懷台灣社會變遷及人文風貌的攝影展。楊永智先生從事記者工作三十餘載，目睹了台灣這段

時間斷限中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更迭及嬗遞，此次「不要說再見，福爾摩沙！」展出的作品以

歷史瞬間、故事、肖像、生活等主題，呈現他工作及生活中數十年間對台灣真誠的觀察與期許。

台灣知名女性影像藝術家侯淑姿教授，長期以其細膩的覺察力，由不同層面切片台灣的人文地

景，以女性主義者的創作之姿，由自我、性別、身份認同的探索出發，輻射出對階級、族群等

台灣社會政治議題的關懷省思。藝中將邀請侯教授展出她的近作「長日將盡」及「我們在此相遇」

兩系列作品，以左營及鳳山眷村議題入手，呈現出在眷改政策下已邁入垂暮之年的眷村長者們

無所歸屬的深層感傷，並做出犀利的影像剖析。

隨著季節的推移，藝中的秋日提供了鍾玉鳳、陳思銘與小野狂花樂舞合作社結合東西方不同樂

器，更摻入佛朗明哥舞蹈元素激發出的作品《藍。掉  混種》；龍珠慈仁以歌、故事及影像所投

射對於「家」之揣想的作品《流亡與生根》；以及徘徊在宗教認同與自我認同、父與子、國與

家之間夾纏求生，窮劇場極具代表性的小劇場作品《死亡紀事》。三檔表演用音樂、舞蹈、戲

劇及影像呈現家與流浪、東方與西方、真實與假象，人們在不同選擇中間的浮沉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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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中的堅持信念」為藝中與長期合作的「社會公義電影獎」所規劃出這學期的影展主軸，

共精選出李惠仁《蘋果的滋味》、李念修《河北台北》兩部 2016台北電影節得獎作品，以及黃

胤毓《海的彼端》、廖克發《妮雅的門》兩部 2016台北電影節入圍作品。四部傑出影片分別針

對政黨、地域、工作的變遷與移動，勾劃出人在與世推移中的適應與堅持。此外，我們更加碼

推薦甫獲第 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榮譽的話題電影《十年》，透過五位在地新銳導演的

未來想像，勾勒出十年後香港的可能境地。

「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活動發起人張正，由台北車站移動式的小書攤到「燦爛時光

東南亞主題書店」，用「書店」寓寄他對東南亞在台灣打拼的移民工身心成長的關懷。除了提

供心靈的撫慰之外，更開設了「移民工文學獎」，藉由其他國家在台工作者的筆，書寫他們視

野下「我們的」台灣，「關不住的靈魂，暗夜的光」這場講座，是張正先生帶給我們他一路走

來的歷程分享。

差事劇團團長鍾喬先生，一位長期以民眾劇場形式為台灣社會底層發聲的劇場工作者。多年來

聚焦於環境污染給人們帶來的種種深痛影響，與在地民眾力量結合，企圖招喚人們重拾放失已

久對土地的連結。在 12月我們將結合工作坊、講座及紀錄片《如影而行》，全面性了解這位永

遠在現實與理想縫隙中求存，為受苦生民抗爭，三十年來踽踽而行的劇場孤狼。

計畫趕不上變化，是我們身處瞬息萬變的現在常有的感受。生活好像永遠被催促著、驅趕著，

以至於無法停一下好好的環顧週身、體認當下，在變與不變間人們需要一個空隙，一個好好想

想的藉口，政大藝文中心歡迎你來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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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系列

現代社會交通便利、通訊網路無遠弗屆，大量的商品、資訊、人口在區域間移動，產生無數的

變遷與創新，也衍生出衝突與難題。其中，文化是形成創新與衝突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人們

往往透過各種方式認識與接觸其他文化。而在政大有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國際學生，他們身體

力行從母國來到異鄉體驗與學習，文化交流在政大校園中已形成常態，也增加本地學生接觸 

多元文化的機會。

洞悉時事，回首過往，是認識文化的不同途徑，在文化相互交流時，該如何讓他者認識己身？

105年第一學年度藝文中心安排兩檔展覽，以台灣為核心探討變遷之中的文化、歷史與記憶。 

《不要說再見，福爾摩沙！ Love & Peace》展出資深報導攝影師楊永智長達三十年的攝影作

品，照片記錄台灣各個角落，呈現這塊土地上政治、社會、文化逐漸演變的過程，記載著台灣、 

亞洲與世界的互動的痕跡，期許認識這塊土地共同的歷史與記憶，走向「愛與和平」的道路。

11月推出《我們在此相遇 - 侯淑姿個展》，展出藝術家眼中的眷村人物與文化景觀。眷村是

1949年大量人口遷徙來台後，形成的獨特的居住樣貌，而政大校史也與這段遷徙歷史交互疊印。

隨著時間流轉，指南山從暫時的棲身所，轉變為永續發展的黌宮。然而並非所有的遷徙遺跡都

能順利保存，高雄左營眷村，卻隨著眷村改造計畫漸次消失……侯淑姿走訪這些岌岌可危的 

眷村，直接與居民交流與互動，透過影像記錄眷村人的生命圖像與文化地景，結合文字書寫 

捕捉即將消失的記憶。

臺灣的過去是由多元文化融合而成，但是文化的變遷與交流並非是只停留在過去，而是持續 

不斷的向前演進，當下臺灣也面臨著紛呈而來的交流與衝擊，在認識與學習其他文化之餘，也

應攬鏡自照了解自身的過去，加深交流的厚度並且包容與尊重文化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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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展覽系列　Exhibition  /////

參加展覽開幕觀眾注意事項：

1. 網路報名：於活動前3 週之週一起開放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登錄報名，報名狀態為「確認」者， 

　於活動當日依到場順序入場，典禮開始前 15 分鐘起視同現場候補。

　(主辦單位保留時間彈性調整權 )

2. 現場候補：依據現場實際出席狀況，開放現場候補進場名額，席滿為止。

3. 預計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4.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 /學生，可依活動時間登錄終身學習紀錄 /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For attendees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please note:

1. Online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for the event will begin three Mondays before  

     the event. If registration is confirmed, please come to the event at least  

     fifteen minutes early as alternates will be placed at that time.

     (The event host reserves the right to offer more time flexibility in this process).

2. Alternates: Alternates will be permitted seating in order until the auditorium is filled.

3. The auditorium will open thirty minutes before the ceremony, or adjusted as 

     necessary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4.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employees can record participation of this event in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or "P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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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說再見，福爾摩沙 !  LOVE & PEACE
展期：105年 10月 3日 ㊀  - 105年 11月 4日 ㊄ 國定假日休展

開放時間：星期一到星期五 11:00 - 17:00

展覽地點：藝文中心藝文空間

展覽開幕活動：105年 10月 4日 ㊁ 茶會 18:00 - 18:30 ，講座 19:30 - 21:30

不要說再見，福爾摩沙 !  LOVE & PEACE
文 /楊永智 (藝術家 )

身為一位攝影記者時常在反問自己，攝影除了糊口之外是為了甚

麼？就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

一書中提到，影像是要激起觀眾同情心，還是只是滿足大家窺淫癖

（Voyeurs）的心理消費品，最後只是讓觀眾更麻木？一路走來常

思考攝影動機與意義，希望能以攝影改變社會，讓這個社會更好。

三十多年來親眼目睹及紀錄台灣政經變化、社會變遷、大地變化，

隨著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台灣政權的三次輪替，社會似乎充

滿著不確定性，政黨內耗、媒體過度商業化、台灣經濟每況愈下、

美麗山川遭到濫墾、工業污染、生態保育、治安問題等，台灣似乎

過著不確定的未來，大家心裡都有一份焦慮及期待，期待台灣能夠

像四百多年前葡萄牙人，發現台灣時驚訝地喊著『Ilha Formosa!

福爾摩沙』，意思是美麗之島一樣，讓台灣永續成為美麗幸福之地。

現今我們擁有先進智慧型手機，但我們溝通卻是很貧乏，我們住的

房子越來越大，心胸卻是越來越小，我們社會越來越民主，但對立

卻越來越嚴重，我們交通越來越方便，卻與隔壁鄰居不相往來，人

的壽命越來越高，但離婚率也越來越高。

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一起度過悲歡歲月，其實大家都同

在一條船上禍福與共，希望聞名遐邇的『美麗台灣，福爾摩沙

Formosa (美麗之島 ) 』不要與我們漸行漸遠，甚至說再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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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攝影展，以過去三十多年所拍攝的台灣影像為主分為：歷史瞬間、故事、肖像、生活等。

藉此影像給予我們回顧、思索，用愛與和平共同努力找出一條路，讓台灣永續成為『美麗台灣

(福爾摩沙 Formosa) 』的幸福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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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Say Farewell, Formosa! LOVE & PEACE
Written by Yuan-Chih Yang (Artist)
Since it has been decided I have no choice but live rest of my life with photography.

I always question myself what am I searching for as a photographer besides for making a 
living?

What Susan Sontag has raised in her book “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 Is the 
image wanting to obtain audience's sympathy or just to satisfy their voyeurs like a 
mental consumer goods. Would the image make audience even become more confusion 
in the long run?

Never Say Farewell, Formosa! LOVE & PEACE
Date: 3 October - 4 November 2016 (Closed on National Holidays)

Opening Time: Monday - Friday, from 11:00 - 17:00

Venue: Art Gallery,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Opening Events: Tuesday 4 October 2016

                                 18:00  - 18:30 Opening Reception

                                 19:30  - 21:30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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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y career I always think what is the motive and purpose of taking those images, 
I simply hope they will bring influence to the society and make the world better. In the 
second half of my life I have experienced and witnessed the changes of Taiw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rogression, the transitional changes of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A lots of uncertainty among people have been produced through the sequence of 
democracy, multi development of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3 times governor changes 
in 16 years within the two political parties.

We have gone through the conflict from the political opposite, public media 
commercialized, the economic down turn, land and water were over-developed and 
polluted, industrial pollution, eco protec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issues…. Taiwan seems 
now to face an uncertain future, and people has a lots anxiety, but also an expectation.

The expectation is to see if Taiwan would be like The Portuguese in 400 years ago 
voyaged here and surprisedly saw such a beautiful island and called “ IIha Formosa “, 
and to preserve this land of Taiwan continually to be as beautiful and prosperous island 
as before.

At the now day we have the most advanced smart phone, we have the poorest people 
to people communication. Our dwelling place has been increased, our heart and 
mind have been decreased.

Our democracy has been progressive, our political opposite has become worse. 
Our distance of traveling has been shorten, our contact with neighbors has become 
impossible. Our life can live longer than before, our divorce rate can go higher than before.

We have lived in this island together and gone through all the happiness and 
sadness in our olddays, and still we are living in the same boat but to share all the good 
and bad together.

We do not want to say Farewell to Taiwan's original beauty, but we want to hold the 
heritage of “ FORMOSA“ - The Beautiful Island forever

The photography exhibition will include four major chapters which have been covered in 
my 30 years career as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 The Snap Shots of Progressive History
- Story of People
- Portraits
- Living

I wish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it will help us to recall and rethink, to strive together for 
the hope of a long lasting “ Beautiful Taiwan“ - FORMOSA, and a prosperous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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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智
報導攝影工作者，文化大學新聞系。

一個以攝影維生的人，曾經當過攝影記者，喜歡拍攝故事，做過多

年攝影志工，與攝影度過悲歡人生。

曾任《中國時報》攝影記者、《自立早、晚報》攝影組主任、 

《新新聞》特約攝影、《台北人》雜誌圖片主編、《時報周刊》

攝影組主任與撰述委員、《TaiwanNews》攝影主任，世新大學兼

任老師、社區大學老師、NGO攝影志工。三十多年攝影路程，目

擊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的世代交替變遷，身為攝影記

者紀錄下這段時間的政治、社會的變動、政權的更替等歷史事件，不少歷史畫面瞬間透過鏡頭 

記錄下來。

除了報社新聞攝影工作，也做一些報導攝影專題，《連體嬰忠仁、忠義的故事》，是長期在做

的專題之一。921大地震後以一年的時間跑遍受地震影響的北部及中部山區原住民部落，並出了

一本《失落的族群 - 921大地震原住民部落災後的重建及省思》一書，探討原住民部落因水資源

的分配、房屋的重建、遷村問題、重建的資源分配不均等。

喜歡報導小人物的故事，從 1996年開始拍攝小人物的故事，包括：

〈沒有翅膀的天使 - 谷寒松神父、丁德貞修女，一生奉獻痲瘋病患〉、〈藏人台灣路走得好辛苦〉、 

〈這一天我終於穿上白紗〉、〈台灣第一位輪椅特技演員 - 唐文傑的故事〉、 

〈楊恩典奮勇爬過坎坷的歲月〉、〈走秀的辛酸誰人知 - 初出茅廬的模特兒黃怡芳的故事〉等。

報導越南畸形兒《阿福的故事》，越戰時美軍在越南森林灑了不少荒木劑，造成嬰兒出生後嚴

重畸形與疾病，「阿福」就是其中之一，後來在中國時報報導出來，促成阿福來台灣整型手術。

1994年與台灣世界展望會進行波士尼亞與巴勒斯坦關懷之旅，改變了人生觀，雖然在國內跑過

不少嚴重衝突群眾運動，但走了這趟後，更開眼界，也重整了思考和價值觀，後來也在展望會

當攝影志工，跟隨展望會參訪攝影國內、外計畫區。

拍過不少高官權貴與市井小民，覺得心靈最自然、平靜、和諧的算是從事慈善公益活動的人，

他們臉上自然洋溢著行善之美，讓你不知覺放下防衛與隔閡，感覺到人與人之間的愛，他們讓

人深深感受到「真正的美，乃是因行得美善 Beauty Is As Beauty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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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1986　國會生態學（久大出版社）。
1988　縱走大陸河山（自立晚報出版）。
1999　忠仁、忠義『活著』（時報出版社）。
2000　失落的族群（臺灣生命力基金會）。
2006　天使（肯愛基金會）。
2008　他們是歷史的目擊者—台灣早期攝影記者的故事。
           （台灣攝影博物館文化學會、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贊助出版）

相關網站 :

數位島嶼 -楊永智
http://cyberisland.teldap.tw/graphyer/albumlist/zwgp
探索這個時代的真實面貌

http://cyberisland.teldap.tw/theme_blog_content.php?op=view&id=44&cid=2
國會生態學

http://www.vopmagazine.com/congr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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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Chih Yang 

A journalist and a photographer

Yang,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has been a photojournalist and loves telling stories 

through camera lens. He has been a photography volunteer for years, experiencing ups and 

downs with his camera.

Yang was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and 

he has been the photojournalist in China Times,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in IDN News, 

Contract Photographer of The Journalist, Photo Editor for TaipeiNian, 

Director of Filming Team and member of Compilation Committee in China Times Weekly,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in TaiwanNews, part-time instructor in Shih Hsin University, 

instructor in community colleges and volunteer photographer for NGOs.

For the last 30 years of being a photographer, Yang has witnesse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social diversification in the wake of changing generations. He has documented the 

shifts i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other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political party alteration 

throughout this period of time. Numerous memorial moments have been captured 

with his cameras.

In addition to ordinary news photography, Yang dedicated his time and efforts to work on 

some feature stories, where The Story of the Conjoined Twins, Chung-Jen and Chung-I  is 

one of the feature stories requiring long-term follow-ups.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Yang spent a year canvassing every northern and middle earthquake-affected aboriginal 

tribe, and compiled his results into a book, The Lost Tribes - A Review and Reconstruction 

of Aboriginal Tribes after the 921 Earthquake , in which Yang shed some lights on issues 

of water resource distribution, houses reconstruction, village relocation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reconstruction resources.

Yang has a special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ordinary, people we encounter in daily lives. 

Since 1996, he began shooting their stories, including <The Wingless Angel - Father Luis 

Gutheinz and Sister Elviva Valentin Martin: A Life-time Devotion to Leprosy Patients >,  

<A Painful Journey for Tibetans in Taiwan >, <Finally, I Put on the Wedding Dress >, 

<The Story of Tang Wen-Chieh-Taiwan's First Wheelchair Acrobat >, 

<Yang En-Tien's Struggling >, and <The Backstage Secret - A Story of Huang I-Fang, a 

Rookie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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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Afu  is a report concerning Vietnam deformed children. During the Vietnam 

War, the US Army has spread a lot of Agent Orange, which leads to severe deformation and 

diseases of the newborns in following generations. Afu is one of them. The story appeared 

in China Times, which facilitated Afu's arrangement to receive a plastic surgery in Taiwan.

In 1994, Yang joined World Vision Taiwan to the Journey of Care from Bosnia to Palestine. 

The trip has changed Yang's perception of life. He has had many experiences of public 

conflicts in Taiwan, but after the journey, his horizon has been widened and his thoughts and 

values have been renewed. Yang became the volunteer photographer of the World Vision 

Taiwan, assisting the filming activit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Yang has filmed many powerful and ordinary people, but he believes that people in charity 

have the most natural,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state of mind. Their faces radiate the true 

beauty of kindness, dropping the guards and barriers around people and exposing them to 

the love among people. They would make the world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of 

“Beauty is as Beauty Does.”

Publications:

1986   Congressional Ecology (Chiu Ta Publication) 

1988   Wandering Mainland Landscape (IDN News)

1999   Alive (China Time Publishing Co.)

2000   The Lost Tribes (Formosan Vitality Foundation)

2006   Angels (Canlove Social Welfare Association)

2008   They Are Eyewitnesses to History：The Story of the Early Photojournalists in Taiwan 

             (Sponsored by the Society of Photographic Museum and Culture of Taiwan and 

             T.H. Wu Foundation)

Related Links

Exhibition of Cyber Island, Taiwan - Yuan-Chih Yang

http://cyberisland.teldap.tw/graphyer/albumlist/zwgp

Exploring the True Face of the Era

http://cyberisland.teldap.tw/theme_blog_content.php?op=view&id=44&cid=2

Congressional Ecology

http://www.vopmagazine.com/congr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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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開幕活動

開幕茶會
時　間：105年 10月 4日  ㊁  18:00 - 18:30 

地　點：藝文中心藝文空間

開幕講座
時　間：105年 10月 4日  ㊁  19:30 - 21:30

地　點：藝文中心 Art Hub

主持人：侯雲舒│本中心主任
講　者：楊永智│藝術家

楊永智身為一位攝影記者，三十多年來親眼目睹及紀錄台灣各個層面的變化，藉著這此展覽給

予我們回顧、思索，用「愛與和平」共同努力找出一條路，讓台灣永續成為 『美麗台灣 (福爾

摩沙 Formosa)』的幸福之島。

在這次的講座中，楊永智介紹作品背後的故事，讓我們更加認識這塊共同生活的土地，同時分

享三十多年一路思考的攝影動機與意義，探索攝影如何積極的改變社會，讓社會變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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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Opening Events

Opening Reception 
Time: Tuesday 4 October 2016 18:00 - 18:30

Venue: Art Gallery,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Opening Lecture
Time: Tuesday 4 October 2016 19:30-21:30

Venue: Art Hub,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Host: Hou Yun-Shu│ Director of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Yuan-Chih Yang │ Artist

Yang is a photojournalist, spending 30 years to bear witness and record 

the changes in every aspect of Taiwan. With this exhibition, we may have 

the chance to relive and reconsider our past, and try to find a path through 

love and peace in joint hands. Let Taiwan continuously be the island of 

happiness, the Formosa. 

In the lecture, Yang would introduce the stories behind each work, 

allowing us to appreciate the land we live upon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he would share how he has been thinking about 

photography and the meaning and motivation of being a photographer 

for the last 30 years, and how photography may actively change the society 

in a goo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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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專題講座
新聞攝影在台灣
時間：105年 10月 27日  ㊃  19:30 - 21:30

地點：藝文中心 Art Hub

主持人：侯雲舒│本中心主任
文　楊永智（藝術家）

新聞攝影在紊亂時代及變動社會中，都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譬如在 1958年 823砲

戰時當時各報非常重視圖片，派攝影記者到金門前線採訪，世界各地媒體派不少攝影

記者前往金門採訪，1980年代街頭運動湧起，黨外媒體紛紛創刊，人間雜誌創刊、 

綠色小組 (電視 )的出現等，加上報禁解除新聞攝影得到解放，攝影記者角色逐漸受到媒體重視。

接著 2000年前後數位時代來臨，攝影記者裝備也跟著數位化，照片拍攝及傳輸有重大變革。

2003年蘋果日報在台灣創刊，大量挖腳各報社攝影記者及聘用大量攝影記者，也讓攝影記者受

到空前重視。2014年太陽花學運又是一次攝影記者的挑戰，也讓即時傳輸照片、現場直播的時

代來臨，到現在智慧手機及社群媒體的發展，人人可以即時傳照片、直播影像，攝影記者受到

空前挑戰。

攝影記者這個行業非常特殊，就像台灣第一代攝影記者有「攝影老頑童」之稱的秦凱說；「我

一生從事攝影工作很快樂，當攝影記者，就好像是坐在第一排看戲，是何其幸運及快樂。」

美國著名的戰地攝影師 James Nachtwey 說過；「我是一位目擊者，我拍過的這些照片是我的『見

證』，我用影像紀錄了歷史慘痛事件，我們不要忘記這些教訓，也希望人類不要重蹈覆轍。」

但是人類的歷史悲劇還是不斷在重複。德國

哲學家黑格爾曾說：「人類從歷史上得到的

教訓，就是人類永遠不會從歷史上得到任何

教訓！」。但 James Nachtwey還是始終堅信

「照片可以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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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on Photography

Photojournalism in Taiwan

Time: Thursday 27 October 2016 19:30-21:30

Venue: Art Hub,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Host: Hou Yun-Shu│ Director of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Yuan-Chih Yang│ Artist

Written by Yuan-Chih Yang

Photojournalism is crucial at times of social unsettlement and changing. For example, 

in 1958, major media heavily relied on photos in making newspaper, and when the 823 

Artillery Bombardment occurred, every media, including foreign media, had sent its 

photojournalists to Kinmen to acquire the firs-hand images and information. In the 80s, 

the street movements has been mushrooming all over Taiwan, and hence stimul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non-KMT medias, including Ren Jian Magazine  and Green Team 

(TV program). In addition, the ban on newspaper and media has finally been lifted, 

and the role of photojournalists has gradually gained attention in media.

In the wake of the digital era of the year 2000, the equipment of a photojournalist has 

become digitalized, changing the photo shooting and image transmitting greatly. In 2003, 

Apple Daily came to Taiwan, and recruited a lot of photojournalists from other newspapers. 

The attention on photojournalists was unprecedentedly high at that time. In 2014, 

the Sun Flower Student Movement was another challenge faced by the photojournalists, 

due to the dawning of the era of live-transmitting images and live-broadcasting films. 

Now, everyone can post live images and stream live videos through their smartphones and 

social media, which once again threatens the survival of modern photojournalists. 

Photojournalist is a very special career. Chin-Kai, Taiwan's first-generation photojournalist 

and known as the photographer with a child's heart, said “I have lived a happy life as a 

photographer. Being a photojournalist is like watching a show at the first row. 

What a blessing!”

The famous American war photographer James Nachtwey once said “I have been a witness, 

and these pictures are my testimony. The events I have recorded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and must not be repeated.”

Mankind keeps repeating its historical tragedies. German philosopher Hagel once said 

“Humans learned a lesson from history, it is not learned any lessons.” However, 

James Nachtwey still believes that photograph may change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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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就從當了攝影記者開始，說實在我很幸

運，老天給我機會在我三十多年攝影路程，

目擊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身為

攝影記者紀錄下了這段時間的政治、社會的

變動，從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

時代，從戒嚴、黨外民主運動興起、群眾街

頭抗議、大陸探親、黨禁、報禁、解嚴、國

會改革、總統直選、政權的更替等歷史事件，

許許多多歷史瞬間，能夠身歷其境並用相機

紀錄了下來，現在回想起來令人感慨萬千。

這三十多年來攝影變遷也非常巨大，從我

1983年進入媒體當攝影記者，當時報紙的攝

影仍停留在黑白攝影階段，每天跑新聞回來

後，需要自己沖洗出黑白照片發稿，如果出

差要攜帶一台近十公斤的照片傳真機，將照

片傳回來，而且傳一張黑白照片回報社將近

要花 30分鐘，跟現在數位時代只要幾秒鐘就

能傳一張照片，真是天壤之別。

在大學唸的是新聞，很幸運還沒畢業就被留

在報社，當時我是文字記者，後來攝影組有

缺我才到攝影組，從此開始了攝影記者的生

涯。大學裡雖然有修過幾個新聞攝影學分，

但是我對『新聞攝影』還是很陌生，當時新

聞攝影或是紀實攝影的書很少，包括從密蘇

理新聞學院畢業回來，在中國時報任職的閻

凱毅先生所寫的視覺的震撼、決定的瞬間、

鏡頭的抉擇等三本書 ;眾文圖書公司翻譯出

書的新聞攝影、攝影構圖等攝影經典叢書 ;

大拇指出版社翻譯的介紹西方紀實攝影家如

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等攝影家。讓我對

於決定的瞬間、深度報導攝影有更進一步的

瞭解。還有攝影家阮義忠所出的一些訪問國

外攝影家的書籍，及『攝影家雜誌』。當時

市面上還有法國出版的 Photo Poche 系列介

紹世界各國攝影家的小黑原文書。作家陳映

貞在 1985年創辦了《人間雜誌》，以報導攝

影（紀實攝影）及文學形式，探討台灣社會

真相，『人間雜誌』影響著風起雲湧的台灣

80年代學生運動、社會運動。而報導攝影家

關曉榮也長期採訪攝影紀錄蘭嶼、基隆八尺

門都市原住民生活，引起官方對原住民的重

視。1980年代台灣社會劇烈變動，街頭運動

興起，許多禁忌漸漸被突破，這時期可說是

台灣新聞攝影、報導攝影（紀實攝影）鼎盛

的時期。

剛進自立晚報沒多久，我被派去守立法院，

每天早上 9點到下午 6點，當時立法院有三

分之二是國民黨的老立委，黨外的立委（現

在的民進黨）只有十幾個，這種國會生態令

人不可思議，在立法院守候的這段日子，我

探索這個時代的真實面貌
文 /楊永智 (藝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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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把這種情況報導出來，我拍一些老立委

老態龍鍾的樣子，表決部隊的跋扈，官員的

顢頇，每天都發一些圖片故事，總編輯也很

喜歡，幾乎每次都會刊登，那時報禁尚未解

除，報社幾乎都是親「國民黨」，很少刊登

立法院真實情況的照片。久大出版社看到自

立晚報刊登的國會照片，幫我出了一本關於

國會的圖文書，就是從 1983年到 1987年間

的國會包括立法院、國民大會、監察院等，

並定名為「國會生態學」，這本書是希望讓

關心這塊土地的人們，瞭解當時國會的結構

還有爭執、衝突、不公的一面，為國會改革

過程留下歷史瞬間影像。

除了報社的新聞攝影工作，我自己也喜歡做

一些報導攝影專題，《連體嬰忠仁、忠義》

的故事，是我長期在做的一個專題之一，偶

然的一次採訪他們兄弟，讓我對他們的故事

產生興趣，1983年我在剛進報社時他們進

入台北天母國小就讀，我第一次前去攝影採

訪，後來陸續有幾次採訪，忠仁做脊椎側彎

矯正、他們天母國小畢業典禮、就讀蘭雅國

中、分割十週年紀念等，直到 1993年的一

次採訪攝影比較能接近及瞭解他們兄弟，日

後我們也成為好朋友，從此每隔一段時間，

我們都會見面。忠仁、忠義兄弟從他們在

1976年出生，就引起了社會大眾的注目及

關心，他們出生時是三肢男坐骨連體嬰，當

時的是否要分割，在社會及醫院之間引起不

少爭議，後來經由台大醫院分割成功，並經

由電視 12小時的轉播，第二天這個消息全

國媒體均以頭條報導，全國觀眾莫不歡欣鼓

舞，當時台灣剛退出聯合國社會士氣低落，

忠仁、忠義分割成功，好像為社會打了一針

振奮劑。分割後的忠仁忠義，從小學、國中、

高中、就業，也常是媒體的報導對象，他們

的身體缺陷，讓他們常常要住院，但他們習

以為常，樂觀開朗的個性交朋友、戀愛、結

婚、生子是他們的人生目標。如今他們已經

快 40歲忠義也結婚了，我還是繼續在紀錄他

們，也祝福他們將來都有一個很美滿的婚姻

及家庭。

跑新聞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1999年 921大

地震，地震的第二天我進入了中寮、埔里、

東勢等地，我面對許多房屋東倒西歪或是坍

塌造成死傷慘重，震撼的說不出話來 !後來

有機會到南投山區原住民部落採訪攝影，921

大地震雖然對山區的部落原住民來說，雖然

沒有平地來得嚴重，但原住民部落一向生活

條件不好，以農為主的部落居民，常常因天

災造成農產品收成不好，或是產銷管道問

題，部落居民收入不多。尤其在 921大地震

後部分部落的農地，因山坡地層鬆動，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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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掩埋或是灌溉水渠毀壞，無法耕作。有的

又因地震的關係，道路坍方嚴重，到中部災

區部落遊玩的觀光客減少，部分以觀光收入

為主的原住民部落，居民頓時失業，生活陷

入困境，部分原住民只好到都市找工作，或

是留在部落裡無所事事，大家面對將來一片

茫茫然。在一個基金會的贊助下，以一年的

時間跑遍受 921大地震影響的北部及中部山

區原住民部落，出了一本《失落的族群 -921

大地震原住民部落災後的重建及省思》一

書，探討原住民部落因水資源的分配、房屋

的重建、遷村問題、重建的資源分配不均等。

在政府及專家學者主導的重建規劃中，部落

重建委員會及族人的聲音似乎只能當作一種

發洩，留下了許多無奈，大家只有各憑本事

尋找較有行政效率的民間慈善團體援助。

1997年 11月跟著中華至善協會公益團體，

去探望他們在越南中部的資助貧窮兒童的計

畫區，我在胡志明市的戰爭博物館看到一

些畸形兒的標本，讓我瞭解到美國從 1961 

- 1971年在越戰中使用的化學武器落葉劑

(Agent Orange)，人體暴露在其中會受到嚴

重的健康傷害。尤其懷孕的母親暴露在落葉

劑（含有劇毒戴奧辛成分）中，嬰兒出生後

造成嚴重的先天性畸形與疾病。後來到了越

南的中部廣治省，就去探望一些畸形兒，

『阿福』就是其中之一，回到台灣我寫了一

篇文字及照片的報導，引起了長庚醫院醫師

的注意，他們願意為阿福整型，於是 1988

年 6月就促成了越南阿福來台灣整型之旅，

整型成功之後，阿福及母親高興的回到了越

南，那次阿福來台灣整型也為阿福募到了 

2千多萬的基金，阿福來台灣整型至今也近

三十年，其中也幾次前往越南探望。

我喜歡報導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其實是台

灣真正的主體，他們腳踏實地，不畏艱難，

以執念和毅力，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不懈為

生命、為理想奮鬥，這些不鮮亮的人物，正

是台灣穩定和進步的最大力量。從 1996年我

開始拍攝小人物的故事，包括：〈沒有翅膀

的天使 -谷寒松神父、丁德貞修女，一生奉

獻痲瘋病患〉、〈藏人台灣路走得好辛苦〉、

〈這一天我終於穿上白紗〉、〈台灣第一位

輪椅特技演員 --唐文傑的故事〉、〈楊恩典

奮勇爬過坎坷的歲月〉、〈走秀的辛酸誰人

知 -初出茅廬的模特兒黃怡芳的故事〉、〈孤

獨不再、生命重新開始 --原住民部落獨居老

人的故事〉、〈蔡鏡輝的舊書情懷 -牯嶺街

舊書攤的故事〉、〈都市叢林中過著原始生

活的 李欽舜〉、〈麻風人與大學生相知相惜

的故事〉、〈台灣另一少數弱勢族群 -外勞

的故事〉、〈「明星」生涯原是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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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共舞的老彭〉、〈婀娜多姿嫵媚動人

「他」可是男兒身〉、及〈「好東西要和好

朋友分享」終身義工 孫越的故事〉等。

1995年一趟參與台灣世界展望會波士尼亞與

巴勒斯坦關懷之旅，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在

國內跑過不少嚴重衝突的群眾運動，但走了

波士尼亞與巴勒斯坦這趟後，更令我開了眼

界，也重新思考我的人生目標。這次行程裡，

我們走訪了正在內戰的波士尼亞第二大城莫

斯塔，進入城內看見到處是斷垣殘壁，一座

千年古橋也被炸毀，內戰期間不少婦女被軍

人強暴，許多孩子父母雙亡成了孤兒，一些

NGO團體正在為這些婦女、孤兒進行援助及

心靈重建，在這城市裡原本大家都是鄰居從

小玩在一起，卻因種族、宗教的不同成了互

相仇視的敵人，而且對立愈來愈嚴重，演變

成內戰最後國破家亡。這一趟關懷之旅後，

使我成為了展望會的攝影志工，到現在已經

有 22年，我跟隨著台灣世界展望會拍攝國內

活動、到山區原住民部落關懷探訪攝影，或

是到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泰國、菲律

賓、多明尼加、海地、莫三比克、巴勒斯坦、

俄羅斯、馬其頓、蒙古、波士尼亞、尼泊爾、

越南、柬埔寨、寮國、尼加拉瓜、宏都拉斯、

海地、多明尼加、車臣、衣索匹亞、莫三比

克、剛果、史瓦濟蘭、賴索托、肯亞等國家

的天災、難民營、戰爭衝突、愛滋病醫院、

貧民區、畸形兒等國家拍攝影像故事，讓台

灣人能夠瞭解人類苦難的一面，進而能夠知足

惜福，及對人類社會的戰爭衝突、生態破壞、

貧富差距、資源浪費、糧食問題更加關注。

對一位在台灣這塊土地出生長大，從事報導

攝影工作者來說『我很幸運！』，能目睹及

紀錄台灣這三十年來的變動，更有幸成為台

灣世界展望會的攝影志工，紀錄了人類的苦

難，也使得我更加知道惜福，三十多年來我

秉持著報導攝影不能作假、報導真相的原

則，盡量融入人們生活，跟隨著時代的脈動，

以敏銳的觀察力及嗅覺詮釋這個時代的真實

面貌，也希望為這個時代留下永遠的影像。

楊永智

簡介內容請詳閱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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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1 月，本中心將推出中生代女性攝影家侯淑姿的高雄眷村系列作品《我們在此相遇》與 

《長日將盡》中的精采作品。

一如侯淑姿往常所關注女性議題的作品，《我們在此相遇》（Here is where we meet）是以她

與末代的眷村女性與地景的相遇為題，呈現高雄左營眷村（勵志新村、崇實新村、自助新村與

復興新村）在眷村改建條例實施後，末代眷村人的生命圖像及文化地景的前後變遷的影像見證。

左營總計曾有 23個眷村，是為全國最大的海軍眷村區，

當年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海軍軍眷在此建立了家園。民國

85年公布的眷村改建條例卻徹底地改變了全台灣 897個

眷村的命運，侯淑姿於 2009年 2月踏入左營眷村，以此

做為與眷戶相遇之地，亦與即將消亡的眷村地景產生連結，

透過訪談、影像與文字記錄，與當地居民產生對話，並以

她個人搶救眷村的田野手記回應批判眷改政策的不義。

《長日將盡》系列則以遷出高雄鳳山黃埔新村的劉奶奶為

主角，回首超過一甲子的歷史記憶。民國 36年劉奶奶隨

未婚夫（孫立人將軍的新一軍舊部）來台，因而遠離家鄉

而成為異地的圈外人（外省人），臨老再次面對苦心經營

的家園的遽變，深切表達對住了六十餘年的眷村家園的難

以割捨之情與無處再尋眷村的悵惘。

這次政大藝術中心展出《我們在此相遇》與《長日將盡》

兩系列的精選作品，邀請您一起認識眷村承載的個人記憶

與時代意義。

我們在此相遇 -侯淑姿個展
展期：105年 11月 21日  ㊀  - 105年 12月 30日  ㊄  國定假日休展
開放時間：星期一到星期五 11:00 - 17:00

展覽地點：藝文中心藝文空間
展覽開幕活動：105年 11月 22日 ㊁ 茶會 17:30 - 18:00，講座 19:00 - 21:00

尚久菊與陸鐸 01，勵志新村系列，
70cmx140cm(90cmx160cm)，
數位影像輸出，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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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is Where We Meet - Lulu Shur-tzy Hou Solo Exhibition

Date: 21 November - 30 December 2016 (Off on National holidays)

Time: Monday- Friday,11:00 - 17:00

Venue: Art Gallery,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Opening Events: Tuesday 22 November 2016  |  17:30 - 18:00 Opening Reception  |   

                                   19:00 - 21:00 Lecture

This November, the Art & Culture Center has prepared the marvelous series of work of the 
female photography artist, Lulu Shur-tzy Hou, concerning Kaohsiung military staff 
residential villages, including Here is Where We Meet  and Remains of the Day . 

Similar to the works concerning women's issues, which has long been Lulu's focus, 
the theme of Here is Where We Meet  is the encountering between the last generation of 
Military Community Dependents and Hou herself. It demonstrates the changes in Kaohsiung 
Zuoying Military staff residential villages (Lizhi Village, Chongshi Village, Zizhu Village and 
Fuxing Village) after an ordinance entitled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Reconstruction 
Policy was passed to tear down the villages. The images in this project depict the lives of 
the last Dependent generation. They serve as a testimony to the shift in cultural landscape 
before and after the demolition.

Zuoying once housed 23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It was the largest naval community in 
Taiwan. The serviceman and their families established their new homes in the area wh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relocated to Taiwanin 1949. 
The Village Reconstruction Policy was announced in 1996. It forever changed the fate of 
897 Dependents' communities. Hou first visited the Zuoying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in 
February, 2009. She met with the dependent households and connected with the landscapes 
in the condemned villages. Through conducting interviews, taking photographs, making text 
recordings, and generating dialogues with the local residents, Hou attempts to preserve the 
cultural, physical, and rhetorical memories of these military communities. The work becomes 
a critique to the unjust policies behind the destruction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Remain of the Day  tells the story of Grandma Liu, who has been forced to leave her home 
at Huangpu Village, Fengshan , Kaohsiung and it looked back to Grandma Liu's last 60 years, 
including many historical images of Grandma Liu. In 1947, Grandma Liu has been relocated to 
Taiwan, following her fiancé (a former staff of General Sun Li-Jen). She became an outsider 
(Mainlander) at a foreign land away from home. After 60 years, the Military Depentents' 
Village has become her home, but now again she has faced with the tragedy of being forced 
away from her home and a sense of loss and nostalgia.

This time, Art & Culture Center, selects and presents Here is Where We Meet  and
 Remain of the Day , and invites you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personal memories 
and the significant epoch of the military staff residenti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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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淑姿
知名中生代影像藝術家，作品探討自我、

性別認同、身份認同、第三世界的女性

勞工、外籍配偶、眷村等議題，深具社

會批判性。

自 2005年至 2010年以亞洲新娘為題，

深入探索東南亞新移民的處境。該系列作

品曾獲第九屆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類前五

名入圍。

自 2009年起致力於左營眷村與鳳山黃埔

新村的研究與保存的工作，並於 2013年

發表有關左營眷村的作品《我們在此相

遇》，此作品譜寫了荒謬的眷改政策下

消失眷村的悼念輓歌，最終是為失落的

眷村繫上了一縷紀念的黃絲帶。

2015年發表鳳山黃埔新村作品《長日將

盡》。藉由女主角劉奶奶的生命經驗探

討飽受離散之苦的居民（女性）客居他

鄉的個人生命與大時代的關聯，與搬離

黃埔新村後回首一甲子歲月的歷史記憶

的影像屐痕。

餘音 02，勵志新村系列，
70cmx140cm (90cmx160cm)，
數位影像輸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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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音 01，勵志新村系列，
70cmx140cm (90cmx160cm)，
數位影像輸出，2013

Lulu Shur-tzy Hou
Lulu Shur-tzy Hou is a well-known 
photography artist. Her creative works 
explore the issues of soul searching, 
gender, personal identity, third-world 
female labors, Asian foreign spouses and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Every series 
of her productions has aroused attention 
and interest in view of its impact on the 
respective social issues.

From 2005 to 2010, Hou has produced 
a series of Asian brides-themed works, 
scrutinized thoroughly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th-East Asian migrants to Taiwan. 
The series of works made its way to the 
top five of the visual art finalist of the 
9th Taishin Art Awards. 

Since 2009, Hou has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in Zuoying and 
Huangpu village in Fengshan.  In 2013, 
she published the work, titled 
Here is Where We Meet , in which it 
depicte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in Zuoying as a result 
of the absurd Village Reconstruction 
Policy for these residential villages. Hou 
implicitly tied a memorial yellow ribbon 
for the lost villages through the series.

In 2015, Hou published the work, 
Remains of the Day . Through the main 
character, Grandma Liu's life experience, 
the work displayed the bereaved female 
resident's personal story as she was 
relocated to a foreign land as she yielded 
to the historical current in the era she 
lived. Grandma Liu eventually has moved 
away from Huangpu Village. 
Remains of the Day  looked back to 
Grandma Liu's last 60 years, including 
many historical images of Grandma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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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1985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學士

1992 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影像藝術碩士（MFA）

1993 美國紐約大學亞爾佛列得分校雕塑系特別學生

1994 美國國際攝影博物館攝影類材質保存與檔案管理證書班結業

現職

2004至今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經歷

1999 - 2000台北市文化局研究員

2002 文建會委託「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國外案例彙編」研究員

2003 文建會委託「閒置空間再利用六個試辦點調查研究及評估案」計劃主持人

2004 國家檔案局委託「攝影類檔案保存修復方法之研究」計畫主持人

2006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委託「高雄縣傳統工藝保存現況 (第一階段 )調查研究」計畫主持人

2006 客委會台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委託「美濃紙傘調查」計畫主持人

2006 高雄市文化局「高雄市傳統藝術普查研究計畫」計畫主持人

2006 高雄大學 95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5計畫主持人

2009 高雄市文化局委託「左營眷村空間基礎資料與活化再利用屬性分析研究計畫」協同計畫主持人

2010 高雄市文化局委託「高雄市眷村女性生命史紀錄計畫」計畫主持人

2012 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委託「旗山地區古物調查計畫」計畫主持人

2014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文化景觀鳳山黃埔新村再利用規劃研究計劃」計劃主持人

個展

2016  「我們在此相遇」，政大藝文中心，台北

2015  「長日將盡」，VT畫廊，台北

2013  「我們在此相遇」，大趨勢畫廊，台北

2010  「望向彼方─亞洲新娘之歌」，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09  「望向彼方─亞洲新娘之歌 III」，台北藝術大學關渡美術館，台北

2008  「越界與認同─亞洲新娘之歌 II」，高苑科技大學藝文中心，高雄

2005  「越界與流移─亞洲新娘之歌 I」，清華大學藝文中心，新竹

2000  “Japan-Eye-Love-You”，橫濱美術館畫廊，日本

2000  「窺」，Portside Gallery，橫濱市，日本

1998  「窺」，Za Moca 基金會畫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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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窺」，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台北

1996  「窺」，Synchronicity Space, 紐約市，美國

1995  「不只是為了女人」，伊通公園畫廊，台北

1995  「不只是為了女人」，台北伊通公園畫廊

1993   "Not Only For Women"個展 ,亞爾佛瑞德大學學生藝廊

1992   "The Labyrinthine Path", MFA畢業個展 ,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攝影藝廊

聯展

2016  「張李德和暨臺灣女性藝術展」，嘉義市文化局，嘉義

2015  「南方上岸：2015影像典藏展」，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14  「與社會交往的藝術：香港 /台灣交流展」，駁二藝術特區 C5倉庫，高雄

2014  「與社會交往的藝術：香港 /台灣交流展」，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香港

2014  「界：台灣當代藝術展 1995-2013」，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美國

2014  “Koganecho Bazaar 2014: Fictive Communities Asia”, 橫濱市黃金町，日本

2014  「女人 -家：以亞洲女性藝術之名」，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13  “Women In-between: Asian Women Artists 1984-2012”，三重縣立美術館，日本

2013  “Women In-between: Asian Women Artists 1984-2012”，栃木縣立美術館，日本

2012  “Women in Between: Asian Women Artists 1984-2012”，沖繩縣立美術館，日本

2012  “Women in Between: Asian Women Artists 1984-2012”，福岡亞洲美術館，日本

2012  「看向南方—當代藝術熱思維徵候展」，大東藝術中心，高雄

2011  「兩邊看：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當代藝術特展」，美國東密西根大學與密西根大學

2011  「第九屆台新獎入圍特展」，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11  「時代之眼─台灣百年身影」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

2011  「故事顯影─當代台灣攝影十人展」，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

2010  「香港攝影節 2010：四度空間─兩岸四地當代攝影展」，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2010  「台灣報到：台灣美術雙年展 2010」，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

2010  「彼此」聯展，貝瑪畫廊，台北

2009  「有影嘸 ! 2009台灣攝影 BAZAAR」，信義公民會館，台北

2009  「她的第一次個展─台灣當代女藝術家的回顧與前瞻」，中正紀念堂，台北

2008  「小甜心─伊通公園二十週年慶」，伊通公園畫廊，台北

2007   Inart 開幕首展，Inart畫廊，台南

2007  「半島藝術季」，枋寮 F3藝術村，屏東

2006  「遼闊的漣漪與合音─位移、重組、連結」，駁二藝術特區，高雄

2006  “Work, Labor”，Ormeau Baths Gallery, Belfast,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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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Work-Slavery, Equal and Less Equal”，Museum on the Seam，耶路撒冷

2006  “Work, Labor”，Lewis GLucksman Gallery, Cork, 愛爾蘭

2006  「台灣當代藝術特展 - 巨視、微觀、多重鏡反」，國立台灣美館，台中

2005  “Work, Labor”,Galerie im Taxispalais, Innabruck，奧地利

2004  「平凡子民」九十年代至今華人觀念攝影展，中央圖書館，香港

2004  「正言時代」，康乃爾大學強生美術館，美國

2002  「幻影天堂 - 台灣當代攝影新潮流」，大趨勢藝術空間，台北

2002  「夢 02」(dream02)，英國紅樓軒基金會，倫敦

2000  「心靈再現 - 台灣女性當代藝術展」，高雄市立美術館

2000  「粉樂町」，香港藝術中心，香港

2000  「近距觀照 - 台灣藝術家聯展」，Emily Carr Institute of Art and Design

2000  “How to Use Women’s Body”，Ota fine art gallery，東京

2000  「複數元的視野」，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

1999  「黑‧圓‧性感」攝影展，SOGO敦南館，台北

1999  「複數元的視野」，中國北京美術館，北京

1999  「從觀看到解讀 - 台灣當代影像藝術展」，郭木生文教基金會美術中心，台北

1998  「1998台灣省美術季」，台南社教館，台南

1998  「意象與美學 - 女性藝術展」，台北市立美術館

1997  「盆邊主人 - 自在自為，亞洲當代女性藝術家」，台北縣新莊市文化藝術中心

1996  「邊際」四人展（Perimeter 4），紐約市 456畫廊

1995  「台北攝影節第一屆年度創作獎」優選展，台北攝影藝廊

1994  「漫無目的」聯展，台北伊通公園畫廊

1991  “SPAS Show”,美國羅徹斯特理工學院攝影藝廊 (Photo Gallery, 紐約州，美國

藝術村駐村經歷

2014/07 - 2014/08   日本橫濱黃金町藝術家進駐（Koganecho Bazaar Artist in Residency）

1998/10 - 1999/03   日本東京 Za Moca 基金會藝術家工作室

1995/09 - 1996/05   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大地藝術家工作室（Earth Artist in Residency）

公共藝術

2008 台北市立長安國小新建活動中心暨附建地下停車場工程公共藝術《光影萬花筒》

2002 台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新建工程公共藝術作品《快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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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典藏

2014  高雄市立美術館，“我們在此相遇”（殷陳城蘭系列四件）

2013  日本福岡亞洲美術館典藏，“望向彼方 - 亞洲新娘之歌”（亞洲黃氏戀系列六件）

2009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窺”(花 )五件、“窺”(香蕉 )五件

2003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猜猜你是誰”(五件 )

1998  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青春編織曲”

獎助與榮譽

2013 《女性影像書寫 - 侯淑姿影像創作集（1989-2009）》獲 2013金點設計獎

2011  第九屆台新藝術獎視覺藝術類入圍（前五名）

2011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美術類第二期（出版）補助

2011 「望向彼方：亞洲新娘之歌 - 侯淑姿個展」入選 2010年藝術家雜誌票選年度公辦十大好展覽

2009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美術類第一期補助

2008  亞洲文化協會攝影類獎助

2000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美術類第二期補助

1998  東京 Za Moca 基金會藝術家工作室

1998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美術類第四期補助

1995  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大地藝術家工作室（Earth Art Residence）

1995  台北攝影節年度最佳攝影獎優勝

專書出版

2014 《老時光，好時光 - 左營眷村影像書》，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連結點藝術工作室共同出版

2012 《女性影像書寫 - 侯淑姿影像創作集（1989 - 2009）》，典藏藝術家庭出版

2010 《望向彼方 - 亞洲新娘之歌：侯淑姿個展》，高雄市立美術館出版

2006 《油紙傘 - 美濃紙傘匠師技藝》，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2004 《攝影類檔案保存修復方法之研究》，行政院檔案管理局出版

2002 《快樂是什麼》，連結點藝術工作室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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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開幕活動

開幕茶會
時　間：105年 11月 22日  ㊁  17:30 - 18:00

地　點：藝文中心藝文空間

開幕講座
時　間：105年 11月 22 日  ㊁  19:00 - 21:00

地　點：藝文中心 Are Hub 

主持人：侯雲舒 │ 本中心主任
講　者：侯淑姿 │ 藝術家
　　　　黃孫權 │ 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志明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藝術家侯淑姿在長達二十餘年的創作歷程中，不斷地以女性的觀點關注性別、台灣人的身份 

認同、女性勞工、東南亞外籍配偶等社會議題。自 2009年起，她的目光轉向左營眷村，與 

《望向彼方 –亞洲新娘之歌》同是離散的影像敘事，《我們在此相遇》折射出大歷史中海軍 

眷村人面臨眷改的無奈的宿命與悲歎；《長日將盡》則映現回溯全台第一個眷村 –黃埔新村的

歷史記憶與多舛命運。

本次講座邀請藝術家侯淑姿與藝評人黃孫權、林志明對談，解讀此攝影創作與社會的互動性，

及以藝術介入社會的歷程與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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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法國高等社

會科學研究院語言科學博士，學術專長為藝術理論、美學、

法國當代思潮、影像理論及攝影史，著作 (含合著 )有《複

多與張力 : 論攝影史與攝影肖像》、《玻光流影：約翰湯

姆生世紀影像特展 : 鏡頭下的福爾摩沙與亞洲紀行》、《微

光行：謝春德：Slight Touch: Hsieh Chun-Te》、《報導紀

實攝影》等、譯有《物體系》、《古典時代瘋狂史》、《說

故事的人》及《功效論》等。

黃孫權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博士。研究專長包含建築與空

間理論、文化與媒體、社會動員、跨領域藝術，現為高雄

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曾於中國美院跨媒

體藝術學院 (2013)及香港嶺南大學（2005-2006）擔任客座

教授。1994年創立《破報》任破報總編輯。1997號召組織

台灣第一場反仕紳化都市運動「反對市府推土機」，曾參

與台灣與香港多項社會與媒體改革運動。近年開始從事策

展與藝術創作。

侯淑姿
簡介內容請詳閱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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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Opening Events

Opening Reception 

Time: Tuesday 4 October 2016 17:30 - 18:00

Venue: Art Gallery,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Opening Lecture

Time: Tuesday 22 November 2016 19:00 - 21:00

Venue: Art Hub,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Host: Hou Yun-Shu  │ Director of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s: 

Lulu Shur-tzy Hou    │ Artist

Huang Sun-Quan      │ Assistance Professor at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Lin Chih-Ming            │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Arts and Desig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n the 20 years of art creations, Lulu Shur-tzy Hou continues to explore the issues of soul 

searching, gender, personal identity, third-world female labors, Asian foreign spouses 

and other social issues. Since 2009, she turned her focus to Zuoying military villages. 

Similar to Look toward the other side-Song of Asian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 , she utilized 

image narratives in Here is Where We Meet  to illustrate the powerlessness and sadness 

naval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residents experienc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Reconstruction policy Moreover, Remains of the Day  

reveals the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bereaved fate of the first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in Taiwan, Huangpu Village. 

This workshop has invited the artist, Lulu Shur-tzy Hou and the art critics, 

Huang Sun-Quan and Lin Chih-Ming, to interpre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hotography and th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mind-set and experience of art intervention 

into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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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Chih-Ming
Lin is a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d has a PhD in Linguistic Science from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His academic 

specialties include art theories, aesthetics, French contemporary 

thoughts, image theories and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Lin has 

been the author or co-author of several books, including Multiple 

& Tension: On History of Photography and Photographic Portrait, 

Window to the East John Thomson The Journey to Formosa,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865-1871, Slight Touch: Hsieh Chun-Te, 

Reportage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and others. In addition, 

he has translated Traité de l'efficacité.

Huang Sun-Quan
Huang acquired his PhD at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culture and media,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arts. Currently, he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He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2005-2006) and SIMA Of China Art Academy 

(2013). In 1994, he established POTS WEEKLY, and took to post as 

editor in chief. In 1997, Huang organized Taiwan's first 

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 Against City Bulldozers Movement -

the Anti-demolishing NO. 14,15 Parks Movement, and from time to 

time, he has participated in multiple social and media reformation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Recently, Huang has begun to 

engage in curatorship and artistic creation.

Lulu Shur-tzy Hou
Please refer to P.27  for the personal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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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評 論 者 與 小 說 家 約 翰． 伯 格 

(John Berger)， 在《 我 們 在 此 相 遇 》 

（Here is where we meet）書中創造了一個

獨特觀點，我們因為城市空間而真正的認識

了人，城市的文化歷史氛圍與街道氣味是

人世間真正的相逢，空間既是回溫的記憶

裝置，也是人們相遇的存在基礎。父母、 

戀人、老師、影響他至深的優秀心靈都是

空間化了的社會關係。伯格並非旨在虛構

人們相遇時的空間情境，他聰明地展示了

空 間 做 為 認 識（space as acquaintance） 

的 新 文 類， 我 們 並 非 在 某 地 相 遇 

（encounter in place），是每次相遇都是地

方的重逢（encounter of place）。

侯淑姿與高雄眷村的關係正是如此，他們並

非在高雄眷村相遇，而是高雄眷村生產了

他們之間的相識，一個來自台北在高雄教書

的女藝術家，與一群退伍將士及其家屬的

相遇造就了這個作品深刻的力量。如卡爾 

維諾（Italo Calvino）之洞見：對於地方 

歷史景觀之真愛或歡愉，通常是在於它回答

了你的問題。或者是它問你一個問題，強迫

你回答。五年多來，因為荒謬的眷改條例與

感受眷村文化資產滅絕的危機，侯淑姿踏入

高雄眷村企圖回答問題。我屢屢聽到她緊急

呼求的聲音，她跑盡田野，直至陌路變親人；

她求助各式管道，直至眷舍碎成瓦；她落淚

無數，直至老兵們的故事止歇，她與眷村 

毫無淵源卻成為與將士遺民共度時難的 

我們在此相遇 - 侯淑姿個展
文／黃孫權  (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

女子。左營眷舍是台灣最大的海軍眷區， 

隨著海軍裁撤，老兵凋零，國防部眷改條例

的清空住民原則，她的努力奔走雖然保住了

明德、建業、合群三個眷村，然而卻改變不

了末代眷村消亡的殘酷事實。

延續上個系列作品「望向彼方 -亞洲新娘 

之歌」風格，以同一攝像的原幅與變色原作

加上文字的方式呈現，藝術家開創了一種

新的攝影類型，我稱之為「雙眸」風格，一

是鏡頭之眼（證據，記錄），一是作者之

眼（見證），見證乃主體感受與工具技術介

入之結果。藝術家辯證處理了此生產原理，

透過正像／負像的並置，將攝影的紀錄性

（documentality）與見證（witness）。因為

長期訪談與奔走，每一個紀錄都是照見空間

歷史的理解，主體見證也非僅主觀目睹的 

感受，受到被攝者生命故事震撼或直接介

入行動的影響，見證包含了行動主體重新 

指認地方的過程。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 

紀實攝影的紀錄性與做為藝術作品的 

「文件性」乃是透過拍攝時間場所與展示的

時間場所有所差距而產生意義之衍異，因為

攝影時間的「此存在」（ça a été）與展出 

時間場所的指標關係（indexical relation）

或有差距，產生了林志明教授在《複多與 

張力》一書中所謂的「紀錄性」與「文件性」

的區分。然而侯淑姿刻意創造紀錄性與文件

性的混合，由此開展了藝術家的行動意涵與

作品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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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曲：《我們在此相遇》

第一部《我們在此相遇》包含四個眷村 30

餘件作品，為消失的眷村留下最後的身影。

藝術家將自己的不捨叨唸與居民的口述歷史

以文字描述匯集於照片上，鏡頭記錄性呈現

了人物的變遷，而作者之思則將人物地景凝

固成檔案，文件化自己的介入行動（訪談、

奔走、遊說、陪伴、感想），攝影作品的 

可視性與藝術家行動的閱讀性之相互參照 

關聯阻斷了消費影像，避免了對地景攝影 

作品膚淺的讚歎，作品就是藝術家行動之 

延伸意旨（connotation），這當是侯淑姿 

作品最具特色的風格，藝術家以攝影策了 

自身行動的展。

藝術家在作品中矜持的文字感受更對照出她

在保存行動時激昂的論述；做為藝術家，她

聆聽並回應歷史細微之聲，做為知識分子，

她則勇敢的批判政策的不義。如在《鍾文姬

與黃克正》的故事裡，一個本省客家人嫁給

了外省軍人，結婚後一家四口都住在四坪大

小的房間裡七年，後由台中搬到左營復興新

村，又搬到崇實，丈夫出外帶兵常常一兩個

月沒回家，全靠鄰里排解寂寞。後來小孩大

了，鍾文姬則到楠梓加工區上了 20幾年的

班，住在左營也快 40年了，幾乎就是她的

第二故鄉，眷改條例的兩個選項他們都沒有

選，與國防部打了四年官司，也不知未來 

何去，簡單的文字與八幅作品就照映出眷村

的普遍歷史意義。攝影主題的相似，餘韻反

覆，完成了地方空間的辨識體系，彰顯了眷

村生活的整體性。諸多細節，皆是藝術家長

年訪談感受所得，這即是上文所談「見證」

之意。

侯淑姿的攝影作品向來不是張狂與外顯的。

避開煽情引誘，不賣弄傷痛。猶如羅蘭． 

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中所

給予一幅攝影作品最好的評價，這系列作

品是藝術家「應當去那兒住」（there that 

I should like to live）的心底感受以及讓觀

者都感覺到「曾在那兒」的悸動。作品中

的景色是可居的（habitable）而非觀看的

（visible），既不是提供夢想（奢望有一棟）

也非經驗的（買一棟像這樣的），而是召

喚了奇妙感受（fantasmatic），讓我們暫入 

時間的烏托邦，或者帶領我們回到自身的 

某處，在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旅行之邀〉和〈前世〉兩首詩作詠嘆的 

雙向憧憬的旅程往返。

羅蘭巴特引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的一句話：「除非一個人已經在那裡，否則

無法說得如此肯定。」是對此作品最好的 

描寫，也正由於此，侯淑姿的作品才能擁有

巴特所謂：「地景的本質（由慾望選擇的）

是：家（heimlich，德文原意為私密的， 

私下的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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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曲：《長日將盡》

二部曲《長日將盡》，以鳳山黃埔新村為題，

照映了回不去的家園。相較於已經毀損傾頹

的屋舍，黃埔新村有機會成為國家級眷村 

博物館，在文化局「以住代護」的政策下，

原本的人們離開，搬進了許多年輕人。一

樣的「雙眸」結構，一樣的客觀圖像與主觀 

文字並列，熟習的景色：家園崩塌，人去 

樓空，大樹茂密，而樹蔭下再也沒有可以 

庇護的人。作品中的劉奶奶，只有在展覽 

期間作品上的劉奶奶，才成為世人關注的 

對象。在歷史與現實的處境下，我們對老人

們的過往之關心遠不若對於他們曾居住的 

房子之關心。

有的建築師站在歷史保存戰的最前線，做為

形式保存主義的戰士們，曾前仆後繼的為了

保存石頭的歷史亢奮前進。有的人理解在歷

史保存的戰鬥中，不可能避免資本邏輯拆毀

老建築的力量，真正能夠被保存下來的，甚

至被捍衛的，是某種歷史的想像，這種想像

試圖留住時間，並通過時間留住我們自己，

當這段時間流逝，我們感到一種特殊的悲

傷，因為時間過去後就只有一些房子罷了。

現在，即便連這樣通過時間留住自己的感嘆

與曾經存在的悲傷都消失了。感嘆與悲傷

進化成資本循環的消費品，在全台眷村一一

消失後，台灣社會多了很多眷村文化節，美

食節，電影，電視劇，劇場。這些為眷村消

亡舉辦華麗的送葬儀式中，商品化後的眷村 

文化被打造成對過去時間喟嘆的文化形式，

既無能反映大歷史及冷戰結構中一群遺民 

真實的生活，也對眷村裡專制又和諧的 

生活，狹窄的居住環境與政治條件現實， 

鄰里關係緊密而有的壓力毫無認識。總之，

沒有比不會說話的房子更能「再利用」的

了。比如說，《眷村改建條例》規定了要 

保存眷舍人要清空，《眷改條例》第四條：

「眷村文化保存之用，應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選擇騰空待標售且尚未拆除建物之國軍

老舊眷村、擬具保存計畫向國防部申請保

存」。沒有比這更接近形式主義的建築學。

黃埔新村是 1949年後孫立人所屬部隊的 

新軍訓練基地，在此駐紮居住，並調動 

新一軍的部屬來台，成立了第四軍官訓練

班，安置部屬與家眷於誠正新村（後改名為

黃埔新村），是全台第一個眷村。《眷改條

例》施行以來，鳳山地區的眷村陸續拆除，

黃埔新村成為少數幸運獲得保存的眷村。民

國 44年 5月黃埔新村因「郭廷亮匪諜案」、

「孫立人案」後，黃埔新村的光榮徽章被拔

除，部屬舊眷們終日惶惶不安，至今仍不得

心理安寧。

藝術史學家克拉克（T.J. Clark）在其著作

《巴黎現代生活的畫像》（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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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孫權│簡介內容請詳見 P.33

His Followers）的再版序中，提到女性主

義者對他不滿，指責他竟然用了 50多頁來

描述馬內（Édouard Manet）《奧林匹亞》

（Olympia）畫作中那個躺著的白種女人，

而她身旁的黑人女傭幾乎沒有提到。是的，

意識型態之蛇總是迴旋，對想要戰勝它的

人反咬一口，克拉克感嘆著，「當然也是最 

可悲的例子。它總是存在著更深的盲點。」

現在，台灣關於眷村的文化生商品，做為

資本累積的文創，都是對於那白種女人的 

描寫。而侯淑姿在黃埔新村的工作，正是 

重新將背景裡幽暗痛苦但逐漸平復的老靈魂

一一喚出，讓人重新聽到他們的聲音，看

到他們於歷史巨浪中的容顏，讓大樹下有可 

庇護的身影，讓眷舍不再只是等著未來年輕

藝術家進駐，或者終將變成眷村麵館小餐廳

與手創商店而已。

劉奶奶在作品的相框外，要求侯淑姿帶她 

回家，她想回家，即便看一眼也好那樣。她

想著有一天，能夠著搬回黃埔新村，在歷史

上，在地理上，這是她唯一的家。她若無家，

我們也不會有。她並不痀僂，痀僂的一直是

台灣。

二部曲，既是眷村的，也是台灣命運及都

市過程的普遍化原則。在特殊性與普遍性 

當中，人與房子的關係，不僅是財產或感情

的依附，只有透過藝術家的工作，能為人們

保留了長日將盡般的靈光（a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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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 記憶與俗民風景
由歷史縱深看侯淑姿眷村相關作品中的人民記憶與俗民風景

文／林志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 )

左營的三次人口大遷移

由歷史的角度來看，左營地區受迫性的大量

人口遷移，在二十世紀共出現三次。「1930

年代末期日人劃設海軍軍區時，即造成至

少 3,000 人以上的左營舊聚落居民遷移， 

日人海軍官兵移入左營軍區、興建海軍官舍。 

戰後則是日人撤出，代之以外省籍官兵進駐，

並在國民政府遷台初期時達到高峰。外省籍

的官兵及其眷屬在此生活五十多年之後，又 

再度因眷改政策而必須離開。」 1 由這個 

歷史縱深挖掘下去，最近國府眷村的遷移 

並非左營近代的第一次，但這次對庶民生活

產生重大影響甚至創傷經驗的記憶，卻是 

第一次獲得較完整的報導和紀錄。

這三次遷移的肇始，來自曾經統治台灣的 

日本政府，在 1936年擬定了南進政策，並

在 1937年開始籌畫將高雄港北方的小漁港萬

丹港擴建為一個大型軍港。工程在 1940年 

展開，到日本在台海軍最高指揮機構警備府

於 1943 年由馬公移至左營而達到巔峰。 

這個海軍軍港的建立，同時有軍區和眷區的

設立；就在這片廣大的地域上，上演了遷村

規模的悲歡離合。

由左營本身的歷史而言，雖然清朝鳳山縣

治設於興隆庄 (今左營地區 )，並在 1722年 

（康熙 61年）興築了土城，而這是全台最

早的土城。但自從 1788年（乾隆 53年）林

爽文事件發生後，興隆庄舊城殘破因而官民 

遷至埤頭街 (今鳳山地區 )，鳳山縣治 2便一

直沒有實質回到左營。由這個角度來看，日

本政府選擇在左營地區構築台灣最大軍港並

作為南進基地，對於左營在高雄地區的地位

產生了改變命運的重大轉變。

由日本統治台灣初期開始，高雄 ( 打狗 ) 

作為深水良港的地位就一直受到重視。日本

在打狗港進行疏濬、填海 (哈瑪星 )、海門 

清理、市區改正 (都市計畫 )等許多行動，

意圖把此地建設為現代化大港市，完全取代

早已淤積不利航運的安平。然而選擇高雄 

北方的萬丹港作為南進軍港又是另一種 

舉動。雖然 17世紀荷蘭人所繪的海圖之中，

萬丹早已現身並且和打狗並列，但那裡只被

標示為戎克船停留之處；後來雖然可證明有

貿易往來功能，但在日本人選擇在此擴港作

軍港之用前，它維持著小漁港的規模。 3

在萬丹港轉變成為高雄軍港的過程中，雖然

被徵用為軍區的土地，大部分原為魚塭、農

田或墓地等，但桃子園、竹子腳和廍後為人

口聚集之處，而舊城內因龜山可遠眺軍港，

被視為可能洩漏軍機，因此也被劃入軍區。

這些區域的居民被迫遷出，而大部分的居民

選擇移至鐵路以東的新庄子新聚落。4如前

述，目前學者估計被迫遷移者有三千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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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軍區之中，日人設立了可讓大量官兵

進駐的官舍，以軍區圓環為分隔點，大致

可分為南北兩區域：圓環以北、大路（今軍

區中正路）以東為「廍後宿舍」，圓環以

南、大路以西則有「本部（施設部）前宿

舍」、「工作部宿舍」、「軍需部宿舍」和 

「（施設部）前鋒尾宿舍」。官舍區內規劃

有烹炊所、食堂、浴場、郵便局、購買所等 

生活設施，還有座落於圓環東北側之日本 

海軍軍官俱樂部 -「水交社」（戰時遭轟炸，

戰後重建「四海一家」）5 。對照今日遺留

的地圖等檔案資料，今日左營眷區的基模乃

由當時奠立。尤其是北方後來成為外號將軍

村的明德新村，更是在當時便已立下規模。

日本戰敗後，軍隊被遣送回日，依檔案資料

估計，左營地區被接收時駐軍有八千餘人 6 ，

而加上眷屬等，整體遷移人數應在數倍之上。

我們在此相遇

在這個歷史背景上，侯淑姿這次在政大藝文

中心展出的「我們在此相遇」系列作品，具

有很深沉的意義。這是一組主要使用攝影及

田調 -訪談方法所完成的系列。它們由 2011

年的探訪開始，留下了之前人群大量遷移所

未紀錄的人民記憶，非常的珍貴。 7

所謂的人民記憶，所指的概念和官方歷史 

正好針蜂相對。如果說歷史的主體於書寫，

其書寫的要旨在於建立一種因果關係， 

因而住往會捨去認為無助於建構此一敘事之

細節；而記憶雖然具有片段的性質，卻保留

了許多清晰並令人特別有感受的細節。由此

面向而言，攝影的出現對於記憶的留存具有

強烈的劃時代意義。攝影的特性之一，乃是

意圖拍攝某一對象的時候也會留下框內全體

的細節，因而有類似記憶的細節留存，並和

歷史揀選式書寫相對立。

另一方面，攝影也是片刻的涷結和保留，

具有使它掙脫時間之流的救贖力量。這也

是為什麼，攝影者經常有計畫的拍攝即將

消逝的人、事及景象。比如最早的紀錄 -報

導攝影往往上溯到英國攝影家湯瑪斯•安南 

(Thomas Annan)於 1868-1871年拍攝格拉斯

哥即將被拆遷的城市區域。侯淑姿拍攝的左

營眷村某種程度也是循著這個傳統在進行，

她甚至在部份村子被拆除之後重訪，拍下殘

破的廢棄物堆積景象。在這些影像中，聳立

的高樓在背景中出現，像是一種無言的威脅

和代價。

不過攝影也有一些它自身的侷限，除了它是

靜態的、是片刻的保存之外，它如同我們的

感知無法看到事物的背面一樣，攝影某種程

度也停留在表面，無法進入到內心。我想這

是為何作者既作拍攝也進行了訪談，並且把

訪談的大要內容也呈現在成對影像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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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訪談的對象大多是女性，但不侷限於

此。敘事大多是典型的眷村女性生命史，由

逃難、來台、成家、生育子女到晚年看著 

熟悉的生命情境以及即將面臨拆遷消失的 

寂寞淒涼。這些看似平凡的故事，其透露的

一些細節也頗值得玩味。首先，這些移民的

認同有許多是由過客、暫住的感受轉變成不

想離開、這裡才是家鄉的認同。比如一位被

暱稱國旗爺爺的萬海根前士官長說：「民國

四十四年我搬到復興新村，在這裡住了一輩

子。⋯我曾經四次回江西老家探望親人，但

回大陸已經沒有意思。」 8

這種以異地為家鄉的心態變化，應也和眷村

中緊密的人際關係有關。一位名為尚久菊的

老奶奶說：「眷村裡沒有一個孩子不叫人的，

都是長幼有序。上上下下都有很好的感情。

我們一聽說眷村要拆，大家都捨不得，我們

對這個眷村的依賴性很重。」9

這樣的緊密並有情味的人際關係，居民很 

清楚地直覺到，會在搬入大樓後淡化。而 

這樣的一種緊密有情的生活世界，也體現在

眷村居民生存的環境之中。和她之前的女

性移民系列「望向彼方—亞洲新娘之歌」不

同的是，這些和眷村相關的系列有許多只是 

拍攝空間景象的影像。在其中，樹木佔有 

很大的地位，有多張照片明顯是以樹木為

主角。這些樹木錯落生長，但總和居民的 

生活有一種連結關係，而不只是如行道樹

般計畫性的種植。如同崇實新村的程懷強 

老先生說：「週遭的花草樹木都是我親手栽

種的，有無花果、香椿、木瓜、芭蕉、芒

果等等。可惜家門口的白柚已經結實累累， 

快要可以收成了，但我們卻得離開了。」10  

樹木除了植樹人寄託的感情之外，也是 

社區怡人的公共空間。上面所說的緊密人際

關係，許多便是在樹下形成。在另一個拍

攝黃埔新村的「長日將盡」系列裡，侯淑姿 

提到一位已搬走的老住戶對此種空間和人 

之間關係的眷戀：「我想起搬遷至國宅大樓

的某位第一代眷戶，因著思念黃埔新村，

要求子女每日接送，不論颳風下雨，總是 

獨自坐在黃埔的自家門口的大樹下，直到 

辭世。」這是一個動人的故事，作者也加入

了自己的心情反應：「聽到這樣的故事， 

我的眼淚不禁潸然落下。」 11

由於這個面向的加入，侯淑姿的眷村系列，

由人民記憶的紀錄，開展朝向俗民風景

(vernacular landscape)的拍攝。在這些系列

中，她除了為左營歷史多次的人群遷移，

留下了第一次較完整深入的記憶之外，也 

開始質疑台灣社會對理想生活的想像，在 

進步主義的名義之下，是不是過於簡單甚至

違背人性的深沉需求。

林志明│簡介內容請詳見 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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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明│簡介內容請詳見 P.33

註

1.黃文珊 (2007)。高雄左營眷村聚落的發展與變遷。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頁 17。

    elearning.ice.ntnu.edu.tw/pfo_down.asp?psn=7216  (2016/8/11瀏覽 )

2.清初台灣設一府三縣，三縣為台灣、諸羅及鳳山。

3.參考李文環：「萬丹港與右昌楊家」。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jmt5ukHFbN0J:www.boch.gov.tw/boch/

    download.do%3FfileName%3D/d_upload_chmp/case/research/A0/

    B0/C0/D0/E0/F3/7111428a-442e-49ab-976d-da2f7c3619cd.doc+&cd=4&hl=zh-TW&ct=clnk&gl=tw  

    (2016/8/11瀏覽 )

4.黃文珊，前引文，頁 4。

5.參考高雄文化資產網「左營海軍眷村」網頁：

    http://heritage.khcc.gov.tw/Heritage.aspx?KeyID=ec863f3b-4da0-4f50-8549-65c55fa52724  

    (2016/8/13瀏覽 )

6.黃文珊，前引文，頁 3。

7.由田中實加《灣生回家》(中譯 2104初版 ) 一書及同名電影 (2105)帶起的台灣引揚者閱讀熱潮，

　之前雖已有竹中信子 (2009)著作中譯及鈴木忴子作品同年中譯，但它們屬於此一經驗事後追 

　憶性質。具筆者了解，日本台灣及其他海外引揚者相　關著作出版已是 1980年代以後之事。

　英文 Lori Watt相關著作When Empire Comes Home則是 200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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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

      BasicInfo&caseId=ED10210000007&version=1&assetsClassi

      fy Id=3.1  (2106/8/13瀏覽 )   引文見侯淑姿作品「長日將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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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系列
在政大具註冊學籍的學生中，有一千四百多位的國際學生，分別來自亞洲、歐洲、南美洲、 

北美洲、中東等國家，不同類型的多元文化，豐富、改變了原來的校園樣貌，就如同台灣社會
的小小縮影。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引領下，經濟快速成長，引發隨之而來的新移民、文化、社
會、環境等融合與變遷問題，而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由大而小、外而內層層影響到個人與群
體。105-1學期藝文中心表演節目策劃以「亞洲」的視角伸向世界，邀請三檔表演節目，用音樂、 

舞蹈與戲劇三個面向，跟著藝術家們一同經歷他們生命與創作歷程中的種種流轉與遷移。

樂與舞，衍展了常民生活的日常，原為胡人樂器的琵琶流轉至今，在《藍。掉 混種》中聆聽 

鍾玉鳳的琵琶與 David Chen（陳思銘）的藍調，再混搭拉丁系的佛朗明哥舞與吉他，如何以 

音樂為基調，交融出一杯令人神迷的醇酒。在相異的文化脈絡中，彼此浸染、滲透，即興撞擊
出一場精彩的樂舞對話。

從流徙到生根，總是雜揉著苦澀與飄搖，終究在離故鄉很遠的鄉愁裡，唱著自己語言的歌謠時，
才能撫慰與提醒自己從哪裡來。《流亡與生根》龍珠慈仁由甘肅到印度達蘭薩拉再到台灣花蓮
落地生根，《回家》紀錄片帶我們走一趟他流亡的路程，也聽他低吟如絮唱家鄉的歌。

而落地後，異鄉者的身份，拉扯著身份認同、哪裡是家的種種疑問。《死亡紀事》從一個馬來
西亞的搶屍體新聞事件，轉化為創作，扣問政治、宗教與族群問題。文本中分別在台灣與馬來
西亞生活的兄弟檔，因為一場父親的葬禮衍生出的種種矛盾與荒謬，呈現馬來西亞複雜的社會
狀況。

「遷徙」連帶著物種、文化移動，從離開、流徙、到定根，所經歷的過程，累積為人的故事與
文化的多樣，混雜著所有的一切，在路途中帶得走與帶不走的，到最後都會一起落根，而這落
下的是最終章，還是千百年後的一站中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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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活動之報名及觀賞注意事項：
1. 網路報名：於活動前 3週之週一起開放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登錄報名，報名狀態為「確認」 者，
　於活動當日依到場順序入場，開演前 15分鐘起視同現場候補，必須移往候補區排隊入場。 

　（主辦單位保留時間彈性調整權）
2. 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報名，請洽 02-2939-3091轉 63394或 E-mail chy10671@nccu.edu.tw， 

　 觀眾最遲必須於公告開演前 15分鐘抵達入場隊伍；逾時者視同遲到，必須改至後補區排隊
　 入場。
3. 現場候補：依據現場實際出席狀況，開放現場候補進場名額，席滿為止。
4. 水岸實驗劇場為戶外場次，不用事先報名，採自由入場，席滿為止，不提供終身學習紀錄登錄。
5. 預計於開演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6. 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 /學生，可依活動時間登錄終身學習紀錄 /全人系統活動紀錄。

7. 為尊重演出者及維護場內觀眾權益，活動中請配合工作人員進出場控管。
8. 各場次禁止飲食、攝影、照相或錄音。
9. 入場年齡限制請參看各節目單場資訊。觀眾請務必遵守本中心規定，如有干擾演出秩序之 

　行為，本中心得請其離場或由監護人帶領離場。

Participants please note:

1. Online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for the event will begin three Mondays before the 

     event. If registration is confirmed, please come to the event at least fifteen minutes early 

     as alternates will be placed at that time. (The event host reserves the right to 

     offer more time flexibility in this process).

2. The reservation is available for those who prefer to reserve seats by phone or email, 

     pls contact 02-2939-3091, ext. 63394 or email to chy10671@nccu.edu.tw. If you have      

     reserved a seat through phone or email, please arrive fifteen minutes early. 

     Late arrival will result in alternate status.

3. Alternates: Alternates will be permitted seating in order until the auditorium is filled.

4. The NCCU Art and Culture Waterfront Experimental Theater is an outdoor 

     performance area. Events at this space do not require pre-registration, and there is free,     

     open seating until all spaces are filled. These events do not count towards

      "continuing education" or "personal development" hours.

5. The auditorium will open thirty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 of a show, or adjusted as 

     necessary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6.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employees can record participation of this event in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or "PDMS".

7. Please follow all rules and regulations given by staff to ensure a successful performance.

8. Photography, refreshments, and recordings are forbidden from all events.

9. For age restrictions, please refer to each event's specific sti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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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5年 10月 19日  ㊂  19:30 - 21:00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表演團體：藍。掉 

琵琶：鍾玉鳳
藍調吉他：陳思銘
佛朗明哥歌手、舞者：李律
佛朗明哥吉他：游柏彥
演出統籌：吳昭緯 

特別感謝：

琵琶是個性分明，敘事性強的獨奏樂器，藍調最早源自非洲，
後發展成西方深厚的民謠傳統基底。帶著琵琶闖江湖的跨界
俠女鍾玉鳳，遇上才華洋溢的藍調吉他浪人陳思銘，琵琶與
藍調，兩種截然不同的音樂思考，各自帶著強烈的敘事風格
與想像，撞擊出最饒富趣味、生機蓬勃的音樂場景。2014

年秋，玉鳳與思銘一同創作、醞釀、排練，正式展開浪遊，
巡演的腳步走過台灣、中國、香港、澳門的街市廣場，落腳
在大大小小 Live House與小咖啡廳，邊走邊唱，走著走著，
越來越藍，掉入波瀾壯闊的藍色宇宙 ....

政大演出場次特別邀請佛朗明哥表演團體「小野狂花樂舞合
作社（La Gitanita）」歌手 /舞者李律與吉他手游柏彥，將
以斷續調為主題，分別創作也撞擊彼此，實驗藍。掉 X佛朗
明哥的各種可能。

藍。掉 Fade to Blue  
鍾玉鳳 X 陳思銘
成員兩人，樂器三把，團長不唱歌。
DNA波瀾壯闊，只有一個宇宙存在。

藍。掉  混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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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玉鳳  

「我有自信還能做的事，是讓琵琶更自由。」

以琵琶創作，實驗新聲，跨越爵士、藍調、搖滾、民謠…等樂類，難以輕
易歸類，只能現場親耳見識，絕對推翻你對琵琶閨怨幽思或十面埋伏的傳
統想像。2004年與林生祥合作民謠專輯《臨暗》，在民謠中嗅到了新的生
命力，開始背起琵琶闖江湖。2008年《音樂越界》與八位不同地域的優秀
樂人在德國蘋果園駐村創作、2009年德國民謠音樂節《TFF, Rudolstadt》
創作單元魔力魯特琴中唯一亞洲代表樂人，與菲律賓獨立民謠樂人在 Live 

House巡迴演出，或與印尼西爪哇甘美朗樂團共同組曲，她的音樂旅程沒
有邊界，與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樂人對話、玩耍，不只是跨界挑戰與經驗
的磨練，也是多元音樂文化的激盪、思考，再轉化，從傳統的滋養與當代
的撞擊中，找尋新的革命性聲響。 

陳思銘 
藍調吉他好手，是歌手、製作人，能寫詞編曲，當過編輯，也得過金曲
獎。在美國俄亥俄州成長，受美國鄉村音樂的啟蒙，著迷於藍調與鄉村歌
謠，十多年前回台尋根，從此定居熱帶島國。與來自英美的樂手朋友組成
「Muddy Basin Ramblers 泥灘地浪人」，熱愛美國老牌爵士、鄉村藍調、
Jug Band與「鄉巴佬」。這群浪人自製樂器，以各種弦管、陶罐或洗臉盆
發聲，在濕熱泥濘的盆地之上，就地取材，混搭著現代感與古樸傳統。陳
思銘也是「羅思容與孤毛頭樂團」創作團員，在藍調與傳統客家詩歌的對
話中創造新的呼吸，獲金音創作獎「最佳民謠專輯」肯定。參與電影《乘
著光影旅行》配樂、羅思容《攬花去》、《每日》專輯等製作。

特別邀演：小野狂花樂舞合作社 La Gitanita

「小野狂花樂舞合作社 La Gitanita」中 La Gitanita為西班牙文「吉普賽小
女孩」之意，代表著小野狂花表演中充滿熱情活力、狂野恣意的吉普賽精
神。小野狂花為台灣少數以音樂為主的佛朗明哥表演團體，以傳統佛朗明
哥的吟唱、吉他、擊掌與木箱鼓等元素為基礎，嘗試與鋼琴、大提琴、電
吉他，甚至琵琶等音樂合作。2013年發行首張全台灣本土演出製作之佛朗
明哥影音紀錄《樂舞佛朗明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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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de to Blue feat. Flamenco

Fade to Blue │ Chung Yufeng X David Chen

One boss who do not sing, two musicians, three instruments, 
magnificent and vast DNA pool, one existing universe.

Program Synopsis

Pipa (Chinese lute) is an instrument with strong characteristics and narrative. However, Blues 

is a form of musice originated in Africa, and later developed into the foundation of western 

profound folk songs tradition. When pipa meets blues,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music styles 

collide with each other, creating the most intriguing and lively music experience. The pipa 

heroine, Chung Yufeng, and the Blues guitar rambler, David, both carry distinct narrative 

styles and imaginations on music, and join hands in producing a mesmerizing music feast. 

In fall, 2014, Yufeng and David worked, contemplated and rehearsed together, they have 

begun their journey, wandering around streets and squares in Taiwan,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performing in numerous Live Houses and small Cafes. They keep wandering and 

singing, and the longer they wander, the more blue they become, and eventual they fall into 

the magnificent universe of blues.

This time in NCCU, La Gatanita, the flamenco group, is invited, where the flamenco singer/

dancer Lee Lu and the flamenco guitarist Yu Poyen would create separately bu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Under the theme of Siguiriyas, they would love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combinations between Fade to Blue and flamenco music.

Time: Wednesday 19 October 2016, 19:30 - 21:00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Fade to Blue

Pipa (Chinese Lute): Chung Yufeng 

Blues Guitar: David Chen

Flamenco Singer and Dancer: Lee Lu

Flamenco Guitar: Yu Poyen 

Production Management: Wu Zaoway

Special Acknowled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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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Yufeng
“What I am confident in is to remove the boundaries around Pipa.”

Yufeng has dedicated to exhaust the possibilities of Pipa, and experimented with numerous 
music styles, including Jazz, Blues, Rock 'n' Rolls, Folk music, etc. In her eyes, pipa is an 
instrument without limits, and once you have been exposed to her performance, it should 
guarantee a paradigm-shifting change of perception on this marvelous instrument. In 
2004, Chung worked with Lin Sheng Xiang on a folk song album Getting Dark , when she 
realized the liveliness in folk music and began her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In 2008, she has 
created music with eight brilliant musician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t the “Music beyond 
borders” music festival in Apfelhof, Germany. In 2009, she was the only Asian musician in the 
project of LUTE at TFF, Rudolstadt, and she has performed with Philippine independent folk 
song musician in a tour around different Live Houses, and has collaborated with Indonesian 
West Java Gamelan music groups to create music. Chung's music knows no boundaries, and 
it may commute and reach out to musicians with various cultural backgrounds. Her music 
journey is not only a crossover challenge and experience among music styles, but a collision, 
consider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multi-cultural music forms.  Chung embodies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ipa music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boundlessness of the 
contemporary music, from which she unearths a revolutionary sound.

David Chen
David is a talented Blues guitarist, a singer, a producer, a composer, an editor and a Golden 
Melody Awards winner. Raised in Ohio, the United States, David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American country music, and has grown an addiction to the Blues and Country songs. 
Around some ten years ago, he came back to Taiwan to search for his root, and has become 
a tropical islander ever since. David and his musician friends from the Britain and America 
put together the Muddy Basin Ramblers, a band that loves American old Jazz, Country Blues, 
Jug Band and the Swing. These ramblers use homemade instruments, including handmade 
string and wind instruments, and even the pottery and washbowls, to perform and entertain. 
In Taipei David and his group take whatever the environment provides to unleash a special 
atmosphere of the mixture of old and new. David is also the composer in Lo Sirong & 
Gomoteu. His efforts in creating a new dialogue between the Blues and traditional Hakka 
poems have won him the Golden Indie Music Awards of the Best Folk Album. He has also 
played a part i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ilm score for the movie Let the Wind Carry Me , and 
has been the producer for Lo Sirong's albums, The Flowers Beckon  and EveryDay .

Special Guest: La Gitanita 
La Gitanita in Spanish means the little gipsy girl, representing the passionate and wild spirit 
of gypsy manifested in the La Gitanita. In Taiwan, only a few groups focus on flamenco 
performance, and La Gitanita is one of them. Using traditional flamenco singing, guitar 
playing, clapping, Cajon drumming, and other flamenco elements as the basis, La Gitanita has 
built upon their traditional foundation and explored the possibilities of flamenco working 
with cello, electronic guitar, or even pipa.  In 2013, with solely Taiwanese local working 
production, La Gitanita issued its first documentary, Olé Flamenc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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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俠女與藍調浪人：
鍾玉鳳與陳思銘的藍。掉 混種
口述 /鍾玉鳳、陳思銘 (David)       採訪 /張湘瑩、藍雨楨

當琵琶俠女鍾玉鳳遇上藍調浪人陳思銘會撞擊出什麼樣的火花 ?二位勇敢的樂人，在不斷磨合的過程
中，丟出彼此也承接對話，他們在音樂中想像、玩樂，也大膽冒險、實驗。在夏季的尾巴，二位樂人

分享他們合作的種種，即興對話默契十足，深刻流露出對音樂相同的自信與堅持。

琵琶與吉他二種可為獨奏的樂器，敘事性強烈，音質也極具特色，如何調整自己與對方互為 
表裡、相互襯托 ?

玉鳳：彼此都喜歡創作，有一部份的合作是在創作的脈絡下進行，我們都有默契要創造出新的東西，

這種合作很重要的是「做球」給對方，在音樂裡的手法是「即興」。「即興」是把空間跟時間讓給 
對方玩，把自己的元素減到最低。藍調吉他特色很鮮明，它的滑音、頻率跟手法等等，試著將這些 
聽進去，然後找一個跟它對比的位置，回到聲音的本質上呼應它。例如：吉他高頻時琵琶就低頻， 
它短時琵琶就長，抓到它的特色後，二個才能配合完整。對我而言，比較困難是藍調音樂和絃的流動，

如何在裡面找到流動的方式、適合的線條、旋律及斷句。不過因為藍調是近代流行音樂的基礎，也 
稍有涉獵，對它並不陌生，David唱的是傳統藍調，而傳統的藍調有部份跟琵琶很相近，像是小調音階，
所以離傳統沒有那麼遠。

David：跟玉鳳認識已有一段時間了，之前就會偶爾一起合作，後來慢慢一起玩音樂，時候到了，成熟
了，自然就水到渠成，才會有她提到「默契」的基礎。二個不同音樂系統一起演出，反而是讓我學到

如何合作，因為這種合作需彼此了解、互動，並分析對方的音樂，也因為我們的默契是創作新的東西， 
所以愈來愈了解對方的樂器特性、頻率以及彼此的潛能，也因此能預期對方可以做什麼，我想這就是

我們一起培養、發展的「默契」，是合作很重要的部份。

在合作之初與巡迴一年後，彼此是如何看待音樂上的變化或一路走來的歷程 ?

玉鳳：David一直強調在音樂裡面的「好聽、好玩」，每次拿起吉他時，先找一下「感覺」。他強調
音樂的「新鮮感」，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以前的我拿起樂器就是要練得精準，等基本功沒有問題後，

才會開始練曲子。幾十年下來已經習慣了這種模式。現在改變了，即便是今天基本功沒有練到很完美，

還是會試著練新的東西。David影響了我不會那麼執著於過去的練琴方式，有時先找到音樂的感覺，
也許手感就會跟著好了。一直很欣賞 David每次拿起吉他的感覺，像是在跟吉他談戀愛。

David：曾參加過不同的音樂計畫或樂團，跟玉鳳一起合作是二個人的團體，跟六個人的樂團比起來，
更需要百分之百的投入。二人的合作模式，不僅讓我發展創作的技術，也讓我更會「聽」另外一項樂器。

其實跨界到最後，只需要一個最基本的技術，而那個技術就是「聽」，聽對方不同的音樂型式。

演出中偶發的即興演奏，需要細微的相互察覺與耐心，可能是承接對話也可能是分庭對抗， 
聊聊這個過程 ?

David：無論是創作或編曲，合作的結構是需要經過設計，無需太細，但重要的是結構要很結實，如果
框做夠大或夠有彈性，就可以在框裡的每個角落都玩一玩。作曲時除了一般作曲的結構，也預留一些

即興的空間，就能有很多玩的機會。但即興也不是每次都成功，不過總會有幾回靈光乍現，令人興奮

的時刻，這是即興最吸引人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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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鳳：David說「跨界就是跟另外一個領域的陌生人製造一個默契」。合作中，即興是時而競爭，時
而配搭，我們合作已久也有默契，相對就可減少一些誤會或失誤。有默契的基礎下，可以感覺的到對

方是丟球過來或是要相互搭配。而即興中若出現不錯的橋段或句子，就會保留下來，這是即興意外的 
收穫。

David：即興的技術並不是用腦子去想該怎麼彈，包括我自己也常會犯下的一個錯誤是想著下一個 
音該彈什麼。樂手如果對曲子很熟，是會有危險的，因為他們可以預期下一個步是什麼，可能會懶惰， 
可能會做一樣的句子，但是做即興反而是不要太預期下一步，心裡的狀態就維持在「當下」的那個 
時刻。時時刻刻都在「當下」的狀態做出來即興效果是最好的。

玉鳳：做即興時就要重置腦子裡的東西，一切都洗掉，不要養成一種慣性。

在非共同練習的時間，二位樂人在獨自練習時，如何想像或模擬與其他音樂類型合作 ?

玉鳳：自己準備時會聽些別的音樂，讓自己想像一個畫面，隨時找到那個感覺、那個狀態。比如：

Preachin' Blues這首曲子，想像有一種憤怒或反抗的狀態，記住這個感覺，然後在心裡滋長。若是 
這個狀態或感覺存在的話，與 David一起練習時，很快就能達到契合的境界。閱讀、看電影或表演能
讓自己一直維持在藝術的狀態裡面，這種狀態能給自己一些動能，創造新的東西，對我而言這是很 
珍貴的。這是一個藝術家自我培養的方法，是十年來我領悟到很重要的部份。而 David習慣於創作 
新的東西，較能輕鬆去面對創作的時刻，跟我比較不一樣，或許是彼此音樂養成的過程不同吧。

David：自己練習時，若是較困難的技巧一定會練到一定的點，因為這是最基本的。在家有時也會彈
奏別的樂器，像是鋼琴或電吉他。其實，現場演出是最好的練習，即興是一個很好的訓練過程，進入 
那個狀態後一直保持在那個狀態，剛剛好的狀態，不能太老練，這才是最大的挑戰。有時也不要 
練太多，休息一下離開一段時間反而會比較好。

二位由巡演中培養演出默契，回頭再看「跨界」這個合作模式，如何保留自己音樂的特質 ?

玉鳳：David先前提到的「聽」是很重要的，對於戲劇、舞蹈、科技等任何一種跨界合作，在過程中
去「聽」與「察覺」合作夥伴，彼此尊重才能得到樂趣。跨界有一個「跨」的過程，而「聽」在音樂

來講是理解的過程，這個過程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像是去年與今年我們都與佛朗明哥團隊合作，

我們需先聽佛朗明哥的音樂，理解它的不同層面，然後消化它才能去創作，知道怎麼跟它玩。

而如何保有自己音樂的特性，比如，最近練習的曲子是佛朗明哥十二拍的節奏，由此發展了一段五至

六分鐘的即興，彈出來還是琵琶慣用的手法。雖然是佛朗明哥的節拍，但還是會回到熟悉的手法。 
與那麼多樂器合作的經驗，反而讓自己更靈活，總能找到讓自己興奮的方式，而那個方式就是本來 
琵琶的邏輯。

David：如果跨界跨到自己的音樂特質不見了，從聽眾的角度來聽，是不著痕跡的融合，反而是成功的。

玉 ：無論跟何種音樂類型合作，如：藍調或佛朗明哥，原來的音樂系統聽不出來，那些路徑消失了，

作品才會突顯、獨立，聽眾才能聽到作品。在合作中，各別的音樂家都是無可取代，但又能融合在一起，

聽不出原本的系統，這是一種音樂的「變身」，是合作的另一個境界。而這個概念或許也能運用在 
各種藝術的跨界合作。

二位樂人不約而同的表示在跨界合作中「並不擔心自己不見」，而是讓音樂「變身」成另外一件作品，

那是對自己的基本功、音樂詮釋都有一定厚度的自信。他們跨界卻不受限，相信自己的音樂本能， 
在音樂的路上實驗、玩耍，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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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亡與生根

風塵僕僕，原來，除了追尋，還有相遇……

西藏、印度、台灣  啟程、流浪、迷惘

在流離無邊的生活下，我們還是要一唱再唱

要不如何期盼明日的太陽

一個愛唱歌的西藏青年，為了追尋自身的文化和自由逃離家鄉

異鄉十年，換來有家歸不得的惆悵

直到與來自台灣的太太相遇、相愛、結婚、生子

開始了生命的另一篇章

龍珠用影像、歌聲還有故事，與您分享這段關於「家」的生命故事

樂器介紹

丹涅，原意為聲音優美的琴。藏式三絃琴，屬於藏族宮廷器樂。

龍珠慈仁  
十九歲時翻越雪山流亡到印度。2003年流亡印度時進入「阿克貝瑪西藏傳統歌舞團」開始了自
己的音樂人生。在困難重重的流亡途中，他幾度掙扎是否要放棄音樂創作，所幸 2006年由法國
塔那卡組織贊助發行了第一張創作專輯「流亡的心」持續他的音樂夢想， 2009年在有限的資源
下發行第二張創作專輯「雪域」。

2009年與台灣籍的太太蔡詠晴結婚，卻無法申請來台的簽證，經過兩人積極爭取以及民間團體
的協助，終於能取得停留簽證來台，但僅能停留兩個月就得離境，此一處境直到 2014年 8月向
行政院爭取到「藏人配偶申請居留辦法」後才改善。目前龍珠持外僑居留證在台灣花蓮生活。

龍珠堅持以純藏語言演唱，一個唱出民族靈魂聲音的民間歌手，流亡異地的生活經驗也豐富了
他的創作視野，流亡藏人的處境、國家民族的未來和人權問題的思考，都在他的創作中，化為
一句一句的彈唱，冀望能喚起人們的共鳴。 

時間：105年 12月 1日  ㊃  19:30 - 21:00

地點：藝文中心 Art Hub

表演者：龍珠慈仁
紀錄片導演：蔡詠晴
紀錄片：《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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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經歷：(部份摘錄 ) 

2011.11  2011台北詩歌節開幕活動 「為愛朗讀─詩的一千零一夜」 演唱歌者
2012.01 花蓮樸石咖啡館 「我還是要一唱再唱」龍珠慈仁 +蔡詠晴音樂紀錄片分享會
2012.02  2012圖博文化節  龍珠慈仁音樂分享會
2012.05 嘉義洪雅書房  藏族歌手龍珠慈仁和台灣紀錄片工作者蔡詠晴彈唱分享會
2012.06 「有土詩有才 2」 西藏創作歌手龍珠慈仁音樂分享會
2012.08 華山 Legacy「有土詩有才 2-炕謠夯歌詩演唱會」 

2012.09 台北小小書房 龍珠慈仁 +蔡詠晴  音樂紀錄片分享會
2013.01 清華大學「到家了嗎？」 一家三影像音樂分享會
2013.05 花蓮日初公社 龍珠慈仁「我的自由在哪裡？」 影像音樂會
2013.11  2013第八屆太平洋詩歌節 龍珠慈仁西藏創作歌謠
2013.12 台中一中 「西藏音樂展演與賞析」
2014.01 花蓮 La Seine音樂展演空間 「雪域之歌」
2014.11  2014第九屆太平洋詩歌節  龍珠慈仁西藏創作歌謠
2015.10 彎腰ｘ土地音樂會 「來自雪域的聲音」
2015.11  2015台北詩歌節 詩演出 「詩的公轉運動」演唱  

2015.11  2015第十屆太平洋詩歌節  龍珠慈仁西藏創作歌謠
2016.05 臺北醫學大學 「為何一定要一家團聚」：蔡詠晴、龍珠慈仁（雲門流浪者講座）

音樂創作 :

2006《流亡的心》
2009《雪域》
2012《土詩有才 2─通往幸福的那條路》土地概念創作合輯

蔡詠晴 
在劇場與電視、電影、紀錄片領域中工作多年，負責攝影、剪接、多媒體影像設計，多年來參
與多位國內導演的電影、電視戲劇及紀錄影片的拍攝工作，曾連續三年受澳門民政總署文化中
心邀請，至澳門參與澳門城市藝穗節影片製作。與流亡藏人龍珠慈仁結婚後開始為了一家團聚
議題奔走。

自 2005年開始流亡藏人的田野調查至今，透過紀錄流亡藏人的生活，了解傳統文化是如何的影
響著他們，並也在過程中觀察流亡藏人當面臨在異鄉老去、死去，或是在聯姻混血、異國文化
的衝擊下，西藏傳統文化是否會隨著無根的漂蕩，逐漸崩解？也企圖了解異地出生的年輕藏人，
如何看待長者口中傳說般的故鄉與定義自己的「家」。2008年開始籌拍自己的第一部有關藏人
流亡現況的紀錄長片《回家》。2009年秋天成了流亡藏人的眷屬後，從此「回家」的命題與自
身有著切不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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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fting and Rooting

Time: Thursday 1 December 2016, 19:30 - 21:00 

Venue: Art Hub,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Lhundup tsering

Documentary Director: Tsai Yung-ching

Documentary: The Way Home

Program Synopsis
Travelling from afar, not only is seeking but also encountering expected. 

In Tibet, India, and Taiwan, we depart, wander and wonder. 

Rambling in a boundless world, we keep on singing. 

Otherwise, how we should hope and pray for the first light tomorrow.

A Tibetan young man, who loves to sing, escaped from home to search for his own culture 

and freedom. 

Spending decades in foreign lands, the young man has experienced nothing but a sense of 

lost, knowing that he has a home that he may never return to. 

Meeting his Taiwanese wife, falling in love, getting married, and having children with her 

have turned a new chapter of his life. 

Lhundup tsering shares this life story of home through images, songs and stories.

Instrument
Dranyen, fiddle of three strings Tibetan tradition is a Tibetan court musical instrument.

Lhundup tsering
Lhundup tsering travelled through snowy mountain regions and escaped to India when he 

was nine-teen years old. In 2003, when he was in India, Lhundup had the fortune to join 

Akebema Tibetan Traditional Ensembles and began his music career. During his difficult 

time in exile, Lhundup has more than once considered to stop making music. Fortunately, 

French Thanaka Organization funded the publication of his debut album Heart of Exile (Kang 

chen pe lei wang) in 2006. The support kept his music dream alive, and in 2009, with limited 

resources, he issued his second album Snow Region (Khang j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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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09, he married Taiwanese Tsai Yung-ching, but the visa application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They actively communicate to the government, and with the assistance from 

civil bodies, eventually, Lhundup acquired a visitor visa, which allows him to stay in Taiwan 

for two months before being deported. The situation has never been improved until the 

Executive Yuen set forth the Regulations for Residency Application of Tibetan Spouse. 

Currently, Lhundup is an Alien Resident Visa holder living in Hualien Taiwan.

Lhundup insists in singing solely in Tibetan. He is a folk singer who reveals the spirit of his 

people, and his horizon has been broadened through the exile in foreign lands. The situation 

of Tibetans in exil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and people,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human 

rights have become lines of chanting in his creations, hoping to resonate with the public.

Tsai Yung-ching

Tsai has been working in fields of theatre, television and documentary for many years, 

and she is specialized in cinematography, film editing and multi-media image designing. 

Tsai ha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s of movies, television dramas and documentaries 

with many Taiwanese directors, and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she has been invited 

by the Cultural Center of Macao Civic and Municipal Affairs Bureau

 (Instituto para os Assuntos Cívicos e Municipais, IACM) to join the film production of 

Macau City Fringe Festival. After her marriage with the Tibetan in exile, Lhundup tsering, 

she began to actively engage in the issue of legitimate residency for Tibetans in exile, 

in order to reunite her family.

Since the field study of Tibetans in exile in 2005, she has documented the life of Tibetans 

in exile to understand how the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of Tibetan affect their lives. She 

also observes whether while Tibetans in exile facing aging, death, cross-cultural marriage 

and foreign cultures, the Tibetan traditional culture would gradually dissipate through the 

endless exile. Yung-ching shows a great interest in knowing how the young Tibetans born 

in foreign lands perceive the idea of home from their elders and how they define their 

own perceptions of home. In 2008, Yung-ching began to prepare for her first documentary 

related to Tibetans in exile, The Way Home . In 2009, after becoming a spouse of a Tibetan in 

exile, the issue of “homecoming” become intertwining with h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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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機室裡等待回家
文 /鄧湘漪

法國人類學家Marc Augé曾以真空、抽離的概念描繪國際機場的候機室。因各種理由離開落腳
地遠行，通過層層關卡站立於關口前，海關在旅人證件上「咚」地一聲，烙印下離境的戳記，

伸手取回證件、道聲感謝、提步踏出海關界限的那一刻起，直到旅人抵達下一個落腳地，再一

次經由海關註記入境戳章的這段時間，在空間形式上，旅人的身體狀態不屬於任何一個穩固地

方—既已離開一國國境，卻又尚未抵達另一國界之內。這份身體感因為移動所造就的懸置處境，

使得旅人在候機室裡，對於地方的感知產生了微妙變化，「既不是這裡，也不是那裡」、「既

非起點，亦非終點」。全球難民 /移民的遷移，無論在身體還是精神層次，都處在這般晦澀的情
境之中。

自古以來關於人的遷徙，無論自願與受迫，往往都夾帶著對未來的想望，離開一個陳舊或受困

的環境，希冀在他方獲得啟發，獲取那現下難處的解方與緩衝，進一步冀望安頓身心。從來，

我們身處的社會皆無從抗拒個人或群體的全球性漂流，只不過，居間遠行的理由，不必然正向

與樂觀。當代，更面臨了國家與國界區分的政治難題，諸如，難民移動的身後夾雜著國際政治

局勢的角力，一個族群帶著一國公民身分，然而，跨越國界之後，則可能成為失去公民權的無

國籍者；移工離鄉背井跨海打拼的緣由，則隱含著全球經濟分工下的區域性不平等發展。邊陲

國家沒有資本與核心國家抗衡，只能以最原初的勞動力作為換取經流的本錢。人的移動因為這

些隱而未言的結構性議題，「自家鄉到異鄉」的跨國旅途，檯面上烘托著轟轟烈烈的個人壯志

和期望，暗地裡卻夾帶著國與國之間未解的政經難題。

遷移所隱含的時空變化，不僅表現在國家層次的政治角力中，也顯露於個體和群體精神層面的

轉變，牽涉其中的，是奠定人生存樣貌的內裡條件—身分認同、文化展演、族群意識、集體記

憶等。離開家鄉的遷移者，在跨國移動的過程中，不斷地與「非我族類」互動，每一次與陌生

他人的交手，都在在促使遷移者不得不回過身來重新檢視自己身上的文化樣貌，一方面學習如

何與移居地文化共存，二方面則是透過這帶著差異的文化互動，從他者面前確認自己的形象，

因此，移動在身體上造就了空間轉變，更在文化軸線中再一次經由差異，進一步追認究竟「我

是誰？」。

西藏民族離開高原家鄉，多在冬季惡劣的氣候條件中跋山涉水、暗夜奔走，為的是躲避中印邊

界上的關防警察。忍受數月飢寒終抵尼泊爾、印度、甚而西方世界，拋棄一切遠行的目的，則

可能源於非常個人的學習動機，想看看西藏牧區之外的大千世界；也可能冀求有生之年見著宗

教領袖達賴喇嘛一面，圓滿生活中文化實踐的象徵性意義；更有可能是因為既有族群生活形式

受到壓抑，以至於得朝異鄉走，在異地建立一個呼吸相對自由且貼近於西藏文化的生存空間。

對西藏民族而言，這趟遠遊不但將藏族人的身體帶離開了高原，同時，也將藏族人的精神世界

推入了一個晦澀的境地，一如Marc Augé所形容的國際機場候機室：離開了西藏高原家鄉，失
去既有作為中國公民的身分，在尚未取得第三國公民權利前，以難民證件暫居落腳地—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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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或歐美國家。這個身分，讓西藏民族離開的文化禁錮之地，卻也落入了另一個生存保障受

到威脅的境地，自此得要面臨在暫居地行動受限；生命財產必須與異文化、異民族協商；家族

形式因為移動而碎裂；異地重新建構的文化系統與情感網絡，往往也遭遇身分不安全感的回擊。

難民資格、暫居的落腳地均不是個穩固的身分狀態、生活空間，然而，正因為處在一種不確定

的情境之中，以及企求取得公民權、掌握未來的渴望，使得西藏族群在追尋安身立命之方的道

路上，不但向外爭取—宣說西藏命運、組織公民團體、著書立言確定西藏民族的歷史定位，於

此同時，也向內思索—「西藏」是以何種形象、概念或意識衝擊著自己活著的樣子。在這些族

群與個人歷史角色的探索之中，日常生活裡的現實難堪、艱險巧詐則挑戰著每一個難民的生存

謀略。

對應於尚未能「回家」的西藏難民，二十世紀末於南海海上與國界山區之間漂移的東南亞難民，

則呈顯了另一個關於難民漂流的故事情節。一九八〇年代東南亞內戰煙硝未平，流離失所的難

民們湧入泰國邊境尋求暫時的安歇與保護，泰國土地上建立起柬埔寨、越南、寮國、緬甸難民

營區，離開家鄉母國的人群們，在異地重整生活，延續受戰事波及而殘存或破損的人際、家庭

和社會關係。一九九〇年代末，當東南亞政局稍事穩定，國際間支持難民返鄉的呼聲揚起，「回

家」成了亞洲在九〇年代後期最令人振奮的字眼。

隨著二十世紀末東南亞難民營相繼關閉，難民們在泰國暫求安頓的過渡性時空，以及受規範的

生活形式也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回鄉重新建立分割二十年餘的家園。我們以為，東南亞

人民的漂流自此終結，然而，面對新自由主義以及區域發展不均的影響，二十一世紀顯然成為

東南亞勞動力境外輸出的蓬勃年代，東南亞移工在全世界為打工國度的家庭、經濟貢獻勞力的

同時，移工們也一併將自己推入了「機場候機室」裡頭，這暫時棲身之地，儘管看似有諸多政

策法令上的保障，終究，律法的貫徹仍有疏漏，而移工們的文化情感歸依，則懸盪在遙遠的家鄉。

西藏民族、東南亞難民、移工；甚或歐洲現下正引起波濤的難民潮、美國移民政策受到總統選

舉而正在撕裂內部和諧，這個世界不但在環境上面臨著氣候異常所帶來的天然災害，更因為政

經、文化、宗教或族群的衝擊而擔負著人為創傷，這些因著移動而帶來的身心變化，為全球離

散生命添註了些許惆悵，諸眾難民們正等在「什麼也不是的候機室」裡期盼回鄉。

鄧湘漪

參與國際發展工作二十年餘，以貼身在場的蹲踞姿勢參與東南亞、南亞、南太平洋國家、台灣

原住民地區災難重建之實踐行動或學術研究。近十年來，關注西藏議題，並投入印度流亡藏人

屯墾區之田野工作。奠基於過往苦難現場實踐經驗的挫敗、創傷和反省，一路以來，試圖追尋

以更加溫柔、合宜的觀點理解他人、自身和這個世界。自我的身體與精神世界擺盪於各種有形、

無形邊界之間，在政治國界與族群身分疆界之上，思索人存在的道德面貌。作為一個投身族群

情感流動研究的學術邊緣人，西藏民族的流亡生活映照的正是自我生存形式的殘缺，而我們總

冀求著拾遺補憾。著有《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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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紀事
時間：105年 12月 21日  ㊂  、22日  ㊃  19:30 - 20:30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表演團體：窮劇場
導演：高俊耀
編劇：蔡承燊、高俊耀
演員：蔡德耀、高俊耀
燈光設計：魏丞專

創作理念
文 /高俊耀導演

扛著屍體 紀錄一場苛問存在的荒謬之旅 。

改編自馬來西亞社會新聞事件。一個人喃喃自語，兩個人竊竊私語，多聲部獨白、旁白、對白
輪番陳述一具屍體的沈默。故事開始於葬禮前，兩兄弟發現父親宗教隸屬上，即是道教徒也是
回教徒的雙重身份，因而引起了回教宗教局的關注，觸發了遺體該往何處安葬的一連串事件。
兩個人、一具屍體，他們為死亡寫下隻字片語，在餘音嫋嫋的歌謠唱頌中浮沈，關於認同關於
記憶關於夢，關於生存之境，這中間，究竟懸宕了什麼？

生命總傾向於簡化，因此我們需要訴說某種故事，以對抗這類簡化的機會主義。
── 約翰•伯格

近十年前偶然看見的新聞：一位剛去世的華人屍體被回教宗教局從墳墓挖了出來，重新安葬，
因為他的身份證上註明了他改信回教，有個馬來名字。篤信道教的家屬當然提出抗議，唯事後
仍是不了了之。這個新聞就這樣沒了下文。

但故事繚繞，像根刺，藏在心內某個角落，時不時跑出來戳一戳，於是開始蒐集資料，然後發現，
類似的故事在之前的過去在之後的未來依然持續著，依然，沉默著。於是開始明白有種「恐懼」
微妙而深深植入在我們的生活與意識當中，即關乎政治、宗教、族群，在這裡可以貼個標籤叫
「馬來西亞」或「多元種族社會」；但穿透故事表象，更關乎人的存在和藉以對待的生活方式，
無所謂疆界地域，無所謂膚色言語。

於是從創作裡頭提出了，紀事的可能。正如文化評論家約翰•伯格 John Berger所提及，紀事
是公開的形式，如同史詩，其時態是歷史現在式。「故事堅持談論已經結束的事，不過是以一
種儘管它已結束但卻可以被留住的方式談論。這種留住和回憶比較無關，而更接近一種同時存
在，過去與現在同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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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劇場  

思辨•行動•能量
來自高俊耀（馬來西亞）和鄭尹真（臺灣）的劇場組合，以窮為本，究本源之心，透過創作和
教育臨近劇場的核心，在其中尋找文化的延續，承載社會使命的關懷。作品經常以文學閱讀出
發，語言風格生猛，展現剛勁的節奏能量，表演本於傳統的靜定內蘊，叩問人在當代生活的處
境和異化，以及梳理歷史脈絡的身份思考。教育部份，窮私塾師事周逸昌師和陳偉誠師，以觀
念啟蒙和身心意識覺察為工作核心，致力開辦工作坊與長期課程，閱讀與實作並進，深耕劇場
語彙的審美和思辨。窮以此為奠基，積極聚合多方資源，以劇場藝術擴延交流無盡的文化場域，
持續美學追索的創作實踐。

備註：
◎  因演出所需，內容含成人議題及用語，建議 18歲以上觀眾欣賞。
◎  節目總長 60分鐘，無中場休息 。
◎  遲到觀眾無法入場 。

劇場成了創作扣問的姿態，故事如刀刃劈開時間的縫隙，讓我們得以窺探，從靈魂的無所安置
到身體的無所適從，我們踏進了一場存活的未竟之路。

於是試圖透過死亡召喚生命的可能，因為恐懼讓我們凍僵在身體的某個狀態，沒有過去沒有未
來，哪裡也去不了。

窮劇場歷年作品
-【七種靜默】系列演出《懶惰》
(2016 高雄春天藝術節演出 ) 

-窮劇場、足跡聯合製作《大世界娛樂場 II》
（2015年牯嶺街小劇場年度節目、第十四屆台新藝術獎入圍）

-三缺一劇團年度製作 [獨•姝 ]《像我這樣的查某人》
（2015年牯嶺街小劇場評審團大賞）

-窮劇場年度製作《馬華文學劇場：要說的都在這裡》《我是一件活著的作品》
（第十四屆台新藝術獎季提名）

-窮劇場創團製作【七種靜默】系列演出《饕餮》
（2014年牯嶺街小劇場評審團大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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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nology on Death
Time: Wednesday & Thursday 21 - 22 December 2016, 19:30 - 20:30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erformer: approaching theatre

Director: Koh Choon-eiow 

Playwright: Chua Seng-shen, Koh Choon-eiow 

Actor: Chua Teck-yeo, Koh Choon-eiow 

Lighting Designer: Wei Cheng-chuan

Program Synopsis

Carrying a Corpse: Records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absurdity of existence.

This performance is based on a true story reported in the Malaysian news. The show begins 

with man mumbling to himself, two others lowly talking in secret, and a crowd of other 

voices all talking about the corpse that remains silent. The story begins before the funeral: 

two brothers discover that their father was not only a Daoist but also a Muslim, which 

received attention from Islamic Bureau in the country. This dual religious identity spurred 

on the question of how and where their father ought to be buried. Two men and one corpse 

together created an elegy to life and death whose graceful resonance emerges from chaos. 

This performance is about identity, memory, dreams, and survival - what else is left to 

surprise us?

Please note:

◎  The content of this work is suitable for   

       mature audiences only. It is suggested    

       that viewers be at least 18 years of age. 

◎  The program lasts 60 minutes and there is 

       no intermission.

◎  Individuals arriving late may not enter.

Creative concept

Written by Director Koh Choon-eiow

Life tends to move toward simplification; thus, we need to tell some kind of stories, 

in order to resist the opportunism of simplification. 

--- John Berger

Around a decade ago, I came across the news, where a recently-deceased Chinese has been 
dug up from his grave by the Islamic Bureau Malaysia and then reburied following Islamic 
traditions, because he has been registered as a Muslim on his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certificate and has been given a Malay name. The rest of his family, whose faith is Taoism, 
with no doubts, protested aggressively, but the protest was futile, and there was no 
follow-up report to the story.

However, the story dwells deep in my heart, like a thorn in the flesh, troubling me once in 
a while. Therefore, I began to research and discovered that similar stories have occurred 
repeatedly and quietly. Then I realized that there is a fear clinging tightly to our lives 
and consciousness, involving politics, religions and ethics. Here, we may label the fear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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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pproaching theatre

contemplation, action, energy

A theatre duo formed by Koh Choon-eiow (Malaysia) and Cheng Yin-chen (Taiwan). 
The duo seeks to approach the essence of theatre art through creative writing and 
education with introspective awareness. The duo quests for the cultural lineage in theatre, 
the vehicle of social and artistic consciousness. Usually originating from literature, the 
productions feature raw, fierce language and dynamic, vigorous tempo. Established in 
the essential serenity of cultural traditi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uo inquires into 
contemporary human conditions and alientation as well as traces human identities in 
historical contexts. 

In terms of education, the conservatoire of approaching theatre studies with Mr. Chou Yi-chang 
and Mr. Chen Wei-cheng. Focusing on enlightenment and raising corporal/mental awareness, 
the conservatoire actively provides workshops and long-term courses in both reading and 
performing to explore and enlarge the theatrical lexicon aesthetically and contemplatively. 
Founded on the creeds described above, approaching theatre now actively assembles 
resources from everywhere to expand the horizons of ever-interactive intelligentsia and 
persist in aesthetic creative praxis approaching theatre art.

approaching theatre Productions

2016　 The Seven Silences: Sloth  at 2016 Kaohsiung Spring Arts Festival
2015　 A Gambling World II ,coproduced by approaching theatre and Step Out. 
              Winner of the 2015 Best Program Award of Guling Street Avant-garde Theatre and 
              the nominee of the 14th Taishin Arts Award
2015　Woman in the Rain , annual project of Short One Player Theatre. Winner of the 
              Grand Jury Prize of 2015 Guling Street Avant-garde Theatre Award
2015　ReadyMade , annual project of approaching theatre. Nominee of the 
             14th Taishin Arts Award
2014　The Seven Silence: Gluttony , produced by approaching theatre. 
             Winner of the Grand Jury Prize of 2014 Guling Street Avant-garde Theatre Award

“Malaysia” or “multi-ethic society,” but after piercing the veil of the story, the essence 
of the fear concerns the existence of mankind and the our way of life, regardless of places, 
skin colors and languag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I considered the possibility of chronology as the form of presentation 
to my creative work. John Berger once said that chronology is in an open form, like epic, 
where history is in present tense. “Stories are events that have been concluded, but story-
telling is to discuss the event as it can be retained despite that it has ended. The retention is 
not about memory, but more about a coexistence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 tested the possibility of summoning life from death. Because of the fear, we froze and our 
bodies are stiff at a certain condition, where we have no past, no future and no way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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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連死亡都不屬於你《死亡紀事》
文／吳思鋒

撕裂，撼動，衝擊，殘酷。這是 2009年高俊耀與鄭尹真共創、合演的《忿怒》於花蓮演後的

觀眾回饋，問卷上的幾組關鍵詞。我還記得那股觀看時襲來的，幾無休止的窒息感，這般帶著 

「情緒」的戲劇，於往後我累加十多年的劇場觀眾經歷，仍屬罕見。但在高俊耀、窮劇場的作

品裡，仍然持續保有這份力量。我說的「情緒」，不是指演員運用任何身體部位表達喜怒哀樂，

而是高俊耀的劇場創作經由文字（劇本）與動作（身體）相互結構的氣密處理，及對於劇中底

層人物做為社會他者的切近凝視，進而生產出一種官能性。

也是從《忿怒》（首演於 2008台北藝穗節）開始，在台灣劇場逐漸為人所知的高俊耀，十年來

不斷研發如何使編、導、演之間的「翻譯」更精準，更有創造力，在這三個戲劇環節上，他持

續探索、鑿掘敘事的官能性，每每從中下階層眼光出發，塑造角色與情境，而且總是把舞台還

給演員，不造景，以演員為中心去創造舞台上的世界。於各式圖像氾濫的現今，他的場面調度

一來呈顯其師事陳氏葛派貧窮劇場的多年訓練，再者也反應他對圖像的謹慎思考，甚至對視覺

的某種抵拒。

「不是有個舞台，空間就理所當然存在。不是你開口說台詞，聲音就理所當然存在。不是你有

動作走位，身體就理所當然存在。劇場裡的身體和聲音，如何與空間、文本產生關係？表演者

做為整體介質的核心，如何準備，如何在場，如何與各個元素並存，進而互動，產生關係，便

是這些年工作的思索。」（高俊耀語）

迄今尚未於劇場使用影像的高俊耀，在首演於 2011年的《死亡紀事》，繼續施展他（聯合編劇：

蔡承燊）多聲道敘述、多語混雜的文本特色，一場告別父親的葬禮，卻因複雜的馬來西亞種族

與宗教實況，演變為屍體不知何蹤的荒謬事件。據表現形式，他運用舞台上僅有的十二片木板，

建構空間、動作與聲音，以兩位演員動作的交錯與定格擴延身體的視覺感，且讀香港劇評人鄧正

健如此形容：「兩名演員以唱口和擊

掌製造聲景，手邊將木板覆叠拼砌出

不同道具，同時以高速拋接的節奏在

敘事者和角色之間來回往還，形成了

一種看似簡樸無華卻暗力非凡的劇場

氛圍。」倘若「屍體不見」意謂「肉

與骨的遺失」，換句話說，此劇便是

藉由某種空缺與匱乏，側擊大馬內部

的複雜政治網絡，指出國家治理的非

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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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藝堂

據高俊耀的創作序列，回頭看《死亡紀事》的生產意義，著實有諸多可談之處，其一，這是 

馬來西亞籍的高俊耀首次將「馬來西亞」做為主題，也是他與友人合組禾劇場的創團作（再後

來才是現在的窮劇場），當這兩個「第一次」同時出現，是否意謂他在決定脫離個體戶的新階段，

正視做為在台的馬來西亞華人的文化身分？因而，此劇之於創作者高俊耀，不只代表他展現更

加簡練的劇場創造力，也帶有身為非台灣籍劇場人，藉此自我對質的內在意義。從這一點來看

劇中兄弟檔，為何設定為一個留在馬來西亞，一個生活在台灣，也頗有意味。

據此意義，可做為參照的應為《我是一件活著的作品 ( readymade )》（2015，源於窮劇場策展

計畫：「馬華文學劇場－要說的都在這裡」），該作由木焱同名詩作發展而來，深層鑽探語言

的政治，馬來西亞的多語混雜與種族政治，仍然是觸及的面向，深入的路徑。那時，高俊耀說：

「這次演出希望能從語言現象著手，去碰觸牽繫在我們身體的種種經驗，那些影響我們進而形

塑我們所知所感的諸如教育、殖民、歷史、意識形態、文化、族群等，把木焱和我和來自不同

背景的表演者，共同放置在一個生命經驗的平台上，相互對照，凝視彼此。」

另一方面，自《死亡紀事》後一個作品《懶惰》開始，

因鄭尹真引領，他展開與聲音藝術家的合作，合作對象

主要是發行噪音、前衛、即興與迷幻音樂的旃陀羅唱片

的幾位藝術家，如謝仲其、張又升、黃大旺、林育德等，

一路延續迄今。對主要以文字思考的他，這些藝術家以

聲音探索歷史、表述觀念的作法，給予他「聲音」的新

想像。這裡的「聲音」，包括「靜默」。當然，對於尚

未親睹高俊耀作品的觀眾來說，一樣可以從中感受到簡

練、銳利的文本質感與場面調度，之於相對熟悉高俊耀

作品的，則不妨用一種「交界」的眼光來看待這次的 

重演。

最後，從大馬社會時有所聞的搶屍體事件而來的 

《死亡紀事》，說的終究是一個「如果連死亡都不屬於

你」的故事，遇到這樣的事，簽再多份生前契約也都是

廢紙一張，因為我們每個人有天都可能變成國家的廢品，

葬禮的儀式變成回收的 SOP。

吳思鋒

台北人，現居花蓮。在社會中劇場，在劇場中寫字。 劇

評人，澳門《劇場．閱讀》編輯，柳春春劇社現任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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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中的堅持信念
「社會公義電影獎」乃由自主工聯等公民團體發起的影展會外賽，從今年入圍台北

電影獎的作品中，挑出符合「社會公義」主旨的 18部作品，再由評審團評選出最

能體現、推動「社會公義」的影片。期以此獎項鼓勵台灣電影工作者，能夠從真實

社會出發創作，也達成以影像介入社會參與的可能。

政大藝文中心與社會公義電影獎合作，特別從今年入圍的影片中，挑選與今年主題

「亞洲境像‧移動世代」相關的影片，《妮雅的門》從移工的視角探討他們面臨

身處異鄉適應的艱難；《蘋果的滋味》、《河北台北》及《海的彼端》，探討人們

在亞洲變動社會中因遷移而產生的種種生存問題，在艱困的生活中如何堅持社會 

公義之價值。

社會公義電影獎評審主席、政大傳播學院陳副院長儒修教授表示，相較於主流影展

著重影像美學，「社會公義電影獎」應更重視議題導向。不論是從提名片單中浮現

的議題趨勢，或是單一作品而凸顯出長期被忽略的議題，都可藉由此獎獲得彰顯，

進而引起社會關注。

政大藝文中心很榮幸邀請「社會公義電影獎」2部入圍影片與 2部得獎影片 

（《蘋果的滋味》、《河北台北》）到政大校園放映，並邀請 4位導演蒞臨 

映後座談，另外，特別放映榮獲第 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十年》，扣合 

「亞洲境像‧移動世代」的年度主軸，歡迎師生踴躍參與，共同來關心亞洲的 

相關議題。

影展系列

合辦單位：藝文中心、社會公義電影獎

贊助單位：台北市文化局、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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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活動 (含講座 )參加觀眾注意事項：

1. 網路報名：於活動前 3週之週一起開放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登錄報名，報名狀態為「確

認」者，於活動當日依到場順序入場，活動前 15分鐘起視同現場候補。（主辦單位保

留時間彈性調整權）

2. 現場候補：依據現場實際出席狀況，開放現場候補進場名額，席滿為止。

3. 每場活動預計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4. 網路報名場次，全程參與之校內公務人員 /學生，可登錄終身學習紀錄 1-2小時 /全

人系統活動紀錄 1-2小時。

5. 為尊重及維護場內觀眾權益，活動中請配合工作人員進出場控管。

6. 各場次禁止飲食、攝影、照相或錄音。

Participants (Including Lectures) please note:

1. Online Registration: Participants can register for each event on the university's 

     joint registration system beginning three weeks before the date of the event. 

     For those participants whose registration has been "confirmed," please arrive 

     to the event location 15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event. Pre-registered 

     participants who arrive late will be seen the same as waitlisted participants.

2. Wait-list: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seats, individuals who did not 

     pre-register online may enter until the seating is full.

3. Doors for each event will open 30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ing time. 

     NCCU Art Center management reserves the right to adjust this time 

     as necessary.

4. Students and employees of NCCU who pre-register online can use 

     event participation towards 1-2 hours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or 

     "personal development" time.

5. For the respect of all performers and participants, 

     please follow all instructions and rules given at the event site.

6. All events prohibit food and drink, video recording, 

     sound recording, and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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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的滋味

時間：105年 10月 5日 ㊂ 19：30 - 21：30

李惠仁  |  護  |  2015  |  台灣  |  HDCAM  |  

119分  |  彩色  |  中文字幕

得獎或參展紀錄 :

2016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北電影節

2016第 18屆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2016第 18屆台北電影獎媒體推薦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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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香港壹傳媒主席黎智英聞到了商機，於是，他成功把壹週刊、

蘋果日報移植到台灣。從此，壹傳媒成了魔鏡，映照出貪婪與邪惡，同時也摧毀了原有的和諧。

導演李惠仁透過《蘋果的滋味》沿著歷史的軌跡，重新審視壹傳媒如何讓台、港、中產生了 

不可逆的物理變化。蘋果咬一口，滋味如何？台灣人最懂。

李惠仁導演

政大傳播學院在職專班 95級

自由紀錄片工作者

2004-2008　東森電視新聞專題企劃處執行製作人

1994-2004　華衛、非凡、真相新聞網、超視、民視、三立新聞部攝影記者

獲獎紀錄

2009　《睜開左眼》獲得映像公與義紀錄片影展首獎

　　　 （睜開左眼同時也是李惠仁的碩士學位畢業作品）

2010　《睜開左眼》入選世界公視大展 INPUT

2012　《不能戳的秘密》獲得卓越新聞獎電視類調查報導獎與社會公義電影獎。

2012　《寄居蟹的諾亞方舟》獲得亞洲電視節最佳導演獎

The Taste of Apple
Time: Wednesday 5 October 2016 19:30 - 21:30
Kevin H.J. LEE  |  PG  |  2015  |  Taiwan  |  HDCAM  |  119 min  |  COLOR  |  
Chinese subtitles

In addition to deconstru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xt Media in Taiwan, The Taste of 

Apple reflects the abnormal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media and the casual adoption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face of China and self-interests. When Taiwan's freedom of the 

press must rely on a 

Hong Kong-based media group criticised as "sensationalist" for its defence, we are truly 

witnessing the greatest iro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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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台北

時間：105年 10月 6日 ㊃ 19：20 - 21：50

李念修  |  輔  |  2015  |  台灣  |  DCP  |  

92分  |  彩色  |  中英文字幕

得獎或參展紀錄 :

2015 山形紀錄片影展

2016 瑞士真實影展

2016第 18屆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映後社會公義獎影展頒獎，

座談出席貴賓：陳儒修教授 (主席 )、

　　　　　　　李惠仁導演、

　　　　　　　李念修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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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中國河北的老李，因為戰爭來到台灣，一待六十年，再也沒回去故鄉。但是在夢裡， 

早已踏上故鄉千百回，每回都是血流成河的景象。六十歲那年，他與妻兒分居。每照鏡子，都

無法忍受白髮蒼蒼。於是他戴上黑色假髮，穿上女裝，想彌補錯過的所有年華。這時，他還 

不知道一生的顛沛流離，最終是怎麼結束的……

李念修導演

短片作品《闖》以實驗結合紀錄的創作方式，入圍以色列國際學生影展及金穗獎。並以剪輯師

一職，參與多部劇情片與紀錄片，如《不老騎士》、《青春啦啦隊》及《共犯》。2010 年以 

《街舞狂潮》提名該年金馬獎最佳剪輯，並開始劇本創作，在電影《逆光飛翔》擔任剪輯與 

編劇工作。

Li, a former soldier born in Hebei, China, joined the army just to survive. 

The war brought him to Taiwan, and he never had a chance to return to 

his hometown since. At the age of sixty, he decided to separate from his family, 

having no idea how his eventful life would come to an end…

Hebei Taipei
Time: Thursday 6 October 2016 19:20 - 21:50
LI Nien-hsiu  |  PG-13  |  2015  |  Taiwan  |  DCP   |  92min  |  COLOR  |  
Chinese & English subtitles

Post-Screening Talk by 
Prof. Chen Ru-Shou, Directors Kevin H.J. LEE and LI Nien-h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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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彼端

時間：105年 10月 12日㊂ 19：30 - 21：40

黃胤毓  |  普  |  2016  |  台灣 / 日本  |  DCP  |  

96分  |  彩色  |  中英文字幕

得獎或參展紀錄 : 

2016第 18屆台北電影獎入圍

映後座談出席貴賓：黃胤毓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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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以一大家族之生命軌跡，爬梳「八重山台灣人」八十年滄桑歷史。

距台灣三百公里的沖繩八重山諸島，戰前因農業開墾徵召來的台灣移民，經歷了二戰強制遣返

與兩地動盪，而後在美軍統治沖繩時代下度過無國籍的三十年。2015 年初春，子孫已過四代

的玉木家族，隨母親最後一次返鄉旅程，重新踏上一趟未曾有過的追尋記憶之旅。

黃胤毓導演

2010　《五谷王北街到台北》 導演、製片／製作人、攝影、剪接、聲音處理

2013　以私紀錄片《夜晚的溫度》入圍瑞士真實影展國際競賽單元、

 　　　布宜諾斯艾利斯紀錄片影展等影展。

2013　《夜晚的溫度》  |  導演

2014　完成由河瀨直美監製，奈良影展之「壯大的航海」企劃中《杣人》一部。

2015　成立木林電影有限公司，以台灣與日本沖繩為據點，進行一系列紀錄片創作。

After Spring, the Tamaki Family
Time: Wednesday 12 October 2016 19:30 - 21:40
Huang Yin-Yu  |  G  |  2016  |  Taiwan/Japan  |  DCP  |  96min  |  COLOR  |   
Chinese & English subtitles

Post-Screening Talk by Director Huang Yin-Yu

In 2015, Grandma Tamayo and her family, a immigrant family on Yaeyama Islands of 

Okinawa, go back to Taiwan, where they lived before the WWII. These Taiwanese have 

been swing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mes for sixty years and are now living in 

Japanese society. It's a tale of the forgotten people i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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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雅的門

時間：105年 10月 26日㊂ 19：30 - 20：30

廖克發  |  輔 12  |  2015  |  台灣  |  DCP  |  

25分  |  彩色  |  中英文字幕

得獎或參展紀錄

2015 釜山影展最佳國際短片

2015 高雄電影節

2016第 18屆台北電影獎入圍

2016 克萊蒙費宏短片影展

映後座談出席貴賓：廖克發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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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雅是一名遠離家鄉來到台灣工作的菲律賓籍女傭。妮雅和她僱主的世界之間，只隔一扇 

房門，她喜歡把房門鎖上，卻因此而引起了與僱主的衝突。這是發生在妮雅身上一天的故事，

也是發生在離家的許多人們身上可能的一天。

廖克發導演

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就讀於國立新加坡大學商業學系，卻熱衷於文學創作及出國遊學，曾獲

大專文學獎。畢業後任教於新加坡小學四年後，來台學習電影製作，就讀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電影系。作品曾獲得台灣金穗獎最佳學生影片、最超廣角亞洲最佳短片。編劇作品長片劇本

《菠蘿蜜漫長的飄香等待》，是根據祖父二戰時參戰的生命故事改編，獲優等劇本獎，亦被 

選入 2015法國南特影展、台北劇本工作金馬學院。曾任臺灣國家地理頻道攝影師、成鳥影像

有限公司，製作劇情與紀錄影片。也參與 2013年的侯孝賢導演執導的金馬學院。

Nia's Door
Time: Wednesday 26 October 2016 19:30 - 20:30
Kek Huat  |  PG-13  |  2015  |  Taiwan  |  DCP  |  25min  |  COLOR  |   
Chinese & English subtitles

Post-Screening Talk by Director Kek Huat

Nia comes to Taiwan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work as a housemaid. She likes to keep herself 

in her room with a door that separates her from her employers. This brings displeasure to 

her employer and causes conflicts between them. This is a story about a day in Nia's life, 

which would resonate with those who work far away from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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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

時間：105年 11月 3日㊃ 19:30 - 21:15 

輔 12  |  2015  |  香港  |  104分  |  粵語  |  

彩色  |  中英文字幕

得獎或參展紀錄

第 22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第 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

第 10屆香港電影導演會年度大獎執委會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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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香港會變成怎樣？

五一節慶竟上演恐怖攻擊、保育建築已走到盡頭、不擅普通話的計程車司機等著餓肚子、遭遇

不公要自焚才能發聲、沒人知道香港還有本地蛋……

《十年》集結五位香港新銳導演郭臻、黃飛鵬、歐文傑、周冠威和伍嘉良，各自以《浮瓜》《冬

蟬》《方言》《自焚者》《本地蛋》拍出想像中十年後會發生的故事。當現實中的新聞與言論

自由逐步崩解，廣東話生存空間比農業發展更快離港人而去，形勢日漸緊迫，亡羊補牢到底晚

不晚？抑或無可補救，為時已晚？《十年》於香港上映期間一票難求，票房不但超越製作成本

12倍，更有超過 30家民間機構響應放映，於香港遍地開花，甚至一舉奪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

佳電影，帶領觀眾見證劃時代的光影寓言！

導演

浮瓜＼郭臻、冬蟬＼黃飛鵬、方言＼歐文傑、自焚者＼周冠威、本地蛋＼伍嘉良

Ten Years
Time: Thursday 3 November 2016 19:30 - 21:15
PG-12  |  2015  |  HongKong  |  DCP  |  104min  |  Cantonese  |  COLOR  |  
Chinese & English subtitles

Five thought-provoking shorts imagine what Hong Kong will be like ten years from 

now. In Extras, two genial low-level gangsters are hired to stage an attack, but they're 

mere sacrificial lambs in a political conspiracy. Rebels strive to preserve destroyed 

homes and objects as specimens in the mesmerizing Season of the End. In Dialect, a taxi 

driver struggles to adjust after Putonghua displaces Cantonese as Hong Kong's only 

official language. Following the death of a leading independence activist, an act of self-

immolation outside the British consulate triggers questions and protests in the searing yet 

moving Self-Immolator. In Local Egg, a grocery shop owner worries about his son's youth 

guard activities and where to buy eggs after Hong Kong's last chicken farm closes down.

Directors：Kwok Zune Extras , Fei-Pang Wong Season of the End , Jevons Au Dialect , 

Chow Kwun-Wai Self-Immolator , Ng Ka-Leung Local E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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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工作坊系列
在台灣有八十萬的東南亞移民工，然而，我們對這些異國文化究竟認識多少？移民工朋

友們又對台灣有什麼樣的觀察？本學期以「亞洲境像•移動世代 - 政大人的國際視角」

為主題，邀請《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創辦人張正擔任講座，介紹移民工的多樣

性與豐沛的創作能量。從創立《四方報》，製作《唱四方》節目到舉辦《移民工文學獎》，

共同串起台灣和東南亞的連結，開展、豐富師生們的多元文化視野，追求在地人與移民

工族群共享的燦爛時光。此外，邀請鍾喬這位身兼詩人、小說家、劇作者、導演多方位

的藝術工作者，結合創作與社會實踐的文化左翼人，透過講座與工作坊，引導文化知識

人與民眾膫解，如何以對等的視線找到彼此對話模式，反思這個世界僅以專業演員或藝

術家來完成藝術的刻板模式，共同以常民劇場再現生命經驗的文化行動，開啓藝文如何

干預現實的行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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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工文學獎

關不住的靈魂

暗夜的光

時　間：105年 10月 11日 ㊁ 19:00 - 21:00

地　點：藝文中心 Art Hub

主持人：侯雲舒｜本中心主任
講　者：張正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
　　　　文化部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

文 /張正

武無第二、文無第一。所有的文字競賽，都難免遇到類似的公平性問題。

不過，移民工文學獎只是手段，這個活動打從一開始，便是個聲東擊西、掛羊頭賣狗肉的任務：

一方面以文學作為通道、以獎金做為誘惑，將移民移工拱上舞台，進而受到多一點重視；另一

方面，則是請移民移工以文學的形式，說出他們對於台灣的「評語」。

是的，繞了一圈，最終還是指向台灣，我們自己。

除了受教於「先進國家」對台灣的指指點點，除了從上而下「看見台灣」之外，我們希望這些

多半處於台灣社會底層的東南亞移民移工們，以迥異於「我們」的視角，將他們的七情六慾和

所見所聞化為文字，留下歷史，也給台灣一段更真實更貼近歷史的評語。

張正

中文人。學了很多其他語言，不過都只學到皮毛。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暨南國際大學東南

亞研究所畢業。

曾任台灣立報副總編輯、四方報總編輯。現為電視節目「唱四方」製作人、移民工文學獎召集人、

「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台灣」活動發起人、「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文化部

東南亞事務諮詢委員。

主編四方報逃跑移工作品集《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四方報 

外籍配偶作品集《離╱我們的買賣，她們的一生》，第一、二屆移民工 

文學獎作品集《流╱移動的生命力，浪潮中的台灣》。著有短篇愛情小說集 

《藍色保險套》、散文評論集《外婆家有事：台灣人必修的東南亞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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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Literature Award of Migrants: 

Uncageable Soul and the Light of Dark
Time: Tuesday 11 October 2016 19:00 - 21:00
Venue: Art Hub,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Host: Hou Yun-shu │ Director of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Chang Cheng│ Director of Brilliant Time Southeast Asian-Themed 
                                                   Bookstore and the member of South-East Asia 
                                                   Advisory Committee, Ministry of Culture

Written by Chang Cheng

It is said that literature works are impossible to find out which is the best, and in every 
writing competition, it is inevitable to be faced with some challenges in relation to 
equality and fairness. 

However, from the beginning, Taiwan Literature Award of Migrants is only a means to an 
end, a diversion or a misrepresentation. On one hand, with literature as the gateway and 
the wining prize as the bait, the group of migrants may finally have a spot on the stage, 
and share more attentions of the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we welcome the migrants 
to comment on Taiwan with their own words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Indeed, all these efforts are spent for Taiwan and people live upon it. 

In addition to the sugges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so-called advanced 
countries from mostly a top-down perspective, we welcome the South-East Asia 
migrants who, most of the time, live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to transform every 
feeling and sensation they have experienced into word, from a distinctive and unfamiliar 
perspective. In this light, their words may become a part of Taiwanese history, and an 
appropriate footnote that reveals the realistic aspect of current Taiwan.

Chang Cheng
Chang is a Chinese native speaker, and has learnt many other languages, however, with 
only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s. He finished his Bachelor degre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NCCU, and Master degree i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 NCNU. 

Chang has been the Deputy Chief Editor of Lihpao Daily and the Chief Editor of Four-way 
Voices. He is currently the Producer of the TV program Singing in Taiwan , the organizer 
of the Taiwan Literature Award of Migrants, the initiator of “Bring Back Books That You 
Cannot Read” project, the Director of Brilliant Time Southeast Asian-Themed Bookstore 
and a member of South-East Asia Advisory Committee, Ministry of Culture. 

Chang has edited migrants collections, Escape: Our Formosa, Their Prison , the foreign 
spouses collections, Away: Our Deals , Their Lives  and the literature awards collections, 
Flow: 2014 & 2015 Taiwan Literature Awards for Migrants . He has written a short love story, 
Blue Condoms , and a literature criticism, Grandma Needs Helps: 
Facts Taiwanese Must Know of South-East As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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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敘事劇場講座

返鄉的進擊
時　間：105年 12月 7日  ㊂  19:00 - 21:00

地　點：藝文中心 Art Hub

主持人：侯雲舒｜本中心主任
講　者：鍾喬｜詩人、作家、劇場工作者

文 /鐘喬 (藝術家 )

<差事劇團 >自 2014年進台西村，與村民展開「證言劇場」以來，以民眾戲劇出發，所進行

的回到民眾生活當中的戲劇活動，始終帶有身體的社會行動性質。亦即，不僅僅在劇場之美的 

需求下，從底層受害民眾攔截戲劇題材或語境；而是經常性地思考：如何將劇場的表現，轉化

為與底層民眾共同的文化行動。

於是，創作了 2015年底在台北寶藏巖演出的《女媧變身》。相當關鍵性的一件事情是：劇場 

作為一種文化行動，一方面須與現實的抗爭同聲進擊；卻更要保有文化做為表現的主體性。因此，

有了《台西村的故事》作為「返鄉的進擊」。這樣的進擊，是劇場人與民眾相遇時，一種進步

的選擇。當然，這樣的相遇，將永遠存在著相互之間的對等關係，如何繼續辯證下去的艱困。

也就是帶著這樣的艱困，我們發現：以文化方式傳達環境問題，最為關鍵之處，仍在於如何將

表現回歸到受害民眾的生活領域中。並且具備超越一般消費生活肌膚體驗之外的階級認識。 

如此，或許遁形的將是普世價值當中，對於美好環境的現代化想像。而是重新聚集一種對底層

的凝視；並發現問題所指，恰得以稱之為身體行動。透過這樣以犧牲體系為參照的身體行動，

劇場人與台西民眾共同建構了「返鄉的進擊」。

鍾喬

1956 年 出 生 於 台 灣 台 中， 原 籍 苗 栗 三 義 客 家 人。

17 歲，就讀台中一中時，開始寫詩。1980 年代初期， 

研讀戲劇研究所階段，受教於姚一葦老師，並因初識陳映真先

生，在他的介紹下進入《夏潮雜誌》與蘇慶黎一起工作，建構

左翼國際觀與藝術觀。1986年，在投身底層寫作的年代，進

入《人間雜誌》工作，連結藝術勞作與庶民生活對等的視線。

1989年，從亞洲第三世界出發，展開民眾戲劇的文化行動，組

合 <差事劇團 >，巡演兩岸及亞洲各國，進行民眾戲劇的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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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Wind Narrative Theatre

Return．Attack
Time: Wednesday 7 December 2016 19:00 - 21:00
Venue: Art Hub, NCCU Art& Culture Center
Host: Hou Yun-shu│ Director of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Chung Chiao│ a poet, a writer and a theatre worker

Written by Chung Chiao

Since 2014, when visiting Taishi Village, involving the local residen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estimony Theatre, the Assignment Theatre has kept putting efforts on 
the  people's theatre and integrating the elements of people's daily lives into the 
performances, which at all times manifest the features of the bodily social action. 
Besides the necessity to the beauty of theatre 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theatric 
theme or context tapped from the bottom-living victims, the Assignment Theatre 
constantly consider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theatre and dedicates to transforming the 
theatric performance into a collaborative cultural movement with the bottom-living souls. 

Therefore, in the end of 2015 at Treasure Hill, Taipei, the Assignment Theatre created 
and performed the play, Transform , where it bore a key factor that the theatric 
performance is a cultural movement which should join force with the struggle of re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preserve the subjectivity of culture as the theme of performance. 
Building upon this understanding, The Story of Taishi Village  has been created as the 
Return•Attack . cultural movement project. This type of “attack” is a progressive 
choice when theatre workers meet the local residents. Of course, the encounter of 
theatre workers and the public would always come with an interactive correspondence 
and the difficulty of continuous debate.

It is exactly this kind of setbacks that lead us to discover that in order to convey 
environmental issues through cultural actions, it is pivotal to combine the performance 
with the victim's daily lives, and to possess the class awareness other than the type of 
awareness of general consumers' living experience. In this light, the universal modern 
imagination and perception of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would disappear into void, which 
would be substituted by a recollection of the attention toward the underclass. The 
abovementioned understandings can be called as the bodily action. Through the bodily 
action referred by a system of sacrifice, the theatre workers join force with the Tai-si 
residents to organize the Return•Attack .

Chung Chiao
Born in 1956 Taichung, Taiwan, Chung is a Hakka originated from Sanyi Miaoli. When he 
was 17, studied in National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Chung started to write 
poems. In the early 80s, when he studied for his Master Degree in Theatre Studies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Professor Yao Yi-Wei, Chung met Mr. Chen Ying-Zhen, an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r. Chen Ying -Zhen, he joined the China Tide  and worked with 
Su Ching-Li to construct a left-w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art view. In 1986, 
Chung devoted himself in underclass writing and took a job in Ren Jen Magazine , to 
mak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rtistic works and public daily lives. In 1989, Chung 
began his trip from the third world of Asia, to unfold his cultural action of people's 
theatre and form the Assignment Theatre, perform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numerous Asian countries, to encourage the involvement of the public into the theatr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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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鴻儒導演

台大心理系畢業，因對影像製作深感興趣，畢業前至公共電視節目部兒少組實習，退伍後在公

共電視台以助理 /執行 /企劃的身份投入兒少節目十餘年。多部以導演與企劃身份參與的作品，

入圍國際兒少節目影展，其中導演《在黑暗中行駛的風帆》，與企劃作品《零下四十度的思念》

曾獲兒童影展「最佳兒童節目」評審推薦獎，後者也獲多次國內外兒童與民族類影展的邀展。

《如影而行》歷經三年的拍攝，為第一部非以兒童為主角的長篇紀錄片作品，風格與議題深度

皆迥異於以往，希望透過影片，能讓觀眾從中感受到，屬於自己的某種召喚⋯

現任客家電視台編導，為客台兒童新聞性節目《小 Q事件簿》製作人。

感謝客家委員會、客家電視台提供《如影而行》紀錄片。

南風敘事劇場紀錄片

如影而行

時間：105年 12月 15日 (四 )19:20~21:40

黃鴻儒 | 普 | 2015 | 台灣 | 95分 | 

彩色 | 中文字幕
地　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主持人：侯雲舒│本中心主任
映後座談貴賓：
黃鴻儒│導演
鍾喬│詩人、作家、劇場工作者

《如影而行》的主角鍾喬，是一位年過六十的劇場人，在三十而立的年輕歲月，進入人間雜  誌，

成為一位記者，以文字報導底層人民的生活現場，甚而投身地方環保抗爭運動⋯這份 經 歷， 

像一個錨點，定調了他大半人生的左翼視野與生命情懷。

本片嘗試用三年的紀錄，理解他三十年的心路歷程。尤其是台灣社會邁向高度資本主義化後  ，

他以左派文化人的姿態，對此提出批判的同時，又必須找到與之共存的方式。這讓他落 入 現實

與理想的夾縫中，像一個身軀佝僂的影子，抵抗著理想難伸的內在沉淪，也抵抗著 持續 扭曲的

外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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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ing Like a Shadow
Time: Thursday15 December 2016 19:20-21:40

Huang Hong-ru   |   G   |   2015   |   Taiwan   |   95min   |   COLOR   |   Chinese subtitles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ost-Screening Talk by Director Huang Hong-ru, Artist Chung Chiao

Advancing Like a Shadow  is a profile of the 60-year-old Hakka dramatist and former 
journalist Chung Chao, who is among a generation of social activists that deeply 
influenced Taiwan's now-vibrant democracy. Through interviews and historical footage, 
this film looks at Chung's lif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from when he started as a writer 
to his work in theater today . One aspect of the film is Chung's struggle to reconcile his 
personal beliefs with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1980s student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Taiwan. As the film's director Huang Rong-ru writes, “As Taiwan thoroughly embraced 
capitalism in the 1980s and 90s, Chung found himself criticizing this direction as a 
left-wing cultural figure; at the same time, he had to learn to co-exist with the new 
reality. This caused him to fall into a crack. Like the shadow of a crooked body, he had to 
fight the notion within that his ideals were falling into depravity. Then he had to fight an 
ever-twisted world encroaching from the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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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工作坊，以劇場身體開發作為基礎，融合敘事的即興演練，將 <南風攝影集 >中的事件與

人物及故事，做為參考媒介，與參與者共同進入融合劇場與議題的狀態中。其內容涵蓋 :1.物件

與個人故事的關係 2.聲音與身體的交融 3.南風作為一種議題的探索 4.內部呈現的分組討論 5.身

體作為一種論壇的評估。這不是一個演員訓練的戲劇工作坊 ,而是透過劇場中的身體運用 ,讓參

與者能從自身的物件經驗出發 ,學習故事的述說 ,詩歌的表達 ,以及團體間的對話 ,最後 ,達成個

人與社會議題之間的深刻互動

南風敘事劇場工作坊招生及課程需求說明：

招生對象：校內同學教職員；校外對藝術、劇場創作有興趣的朋友。

招生名額：20-25人，視報名人數調整錄取名單

報名期間：105/11/17~105/12/09至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線上報名。

課程內容有高度連貫性，為求學習成效完整，歡迎能參加全程三日課程者報名。

時　間：⑴  105年 12月 17日  ㊅ 09:00 - 12:00; 13:30 - 16:30    

　　　　⑵  105年 12月 18 日  ㊐ 09:00 - 12:00; 13:30 - 16:30    

　　　　⑶  105年 12月 19日  ㊀ 18:30 - 21:30

地　點：藝文中心 101舞蹈室
講　師：鍾喬｜詩人、作家、劇場工作者

南風敘事劇場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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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座  |  工作坊系列　Lecture & Workshop  /////

Southern Wind Narrative Theatre Workshop

Time: (1) Saturday 17 December 2016 09:00 - 12:00; 13:30 - 16:30 

            (2) Sunday 18 December 2016 09:00 - 12:00; 13:30 - 16:30 

            (3) Monday 19 December 2016 18:30 - 21:30 

Venue: Dance Room 101,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Chung Chiao│ a poet, a writer and a theatre worker

The workshop, based on theatric body development and fused with improvised narrative 
performance, aims to involve the participants into the theatric performance and issue 
discussion through the people and stories in Southern Wind Photo Book . 

The content includes: (1) the relations between objects and personal stories; (2)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voice and the body; (3) the discovery to the Southern Wind as 
an issue; (4) group discussion of internal presentation; (5) the assessment to the body as 
a forum.

It is not the theatre workshop for actor training, but an opportunity for the participants to 
use thei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to learn how to tell a story, how to express with poems 
and how to conduct a dialogue within groups. Eventually, the workshop is to achieve an 
intens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al issues.

Details for applying to the Southern Wind Narrative Theatre Workshop 
1. Eligible participants: NCCU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as well as outside participants who 
     may be interested.
2. Participant limit: 20 to 25 people. The list would be finalized depended on the  
     actual application. 
3. Time of application: 17 November to 9 December 2016. Please register through 
     NCCU Online Registration System. 
4. The current program is highly interrelat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learning effect, it would be preferable for people prepar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hole three-da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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