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11

10

12 Program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學務處藝文中心
節目簡介

2017  Autumn

事關
小而美

●駐校藝術家計畫

和他們一起活過╱

駐校藝術家影展╱

「他者是誰」工作坊
●工作坊∕講座系列

台灣原生歌舞劇─金枝演社

●影展系列

社會公義影展╱ 

敘事影展 

●表演系列

再見，此時此地

政大



2017 Program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政 大 學 務 處 藝 文 中 心 節 目 簡 介 2 3

藝文中心場館及水岸電梯開放時間

●學期間：週一至五 08:00-22:00，週六、日 08:00-17:00

●寒、暑假：週一至六 08:00-17:00

●國定假日、寒暑假週日：休館。

交通指南

●公共運輸系統資訊：可至本校首頁，以「訪客」身份登入後   

點選 「交通資訊」查詢。

●校內接駁專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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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進入校園：依據本校停車收費標準收費。

節目諮詢

●電話：服務台（02）2939-3091 分機 63393

●網頁：點選政治大學首頁（http://www.nccu.edu.tw/）右下

方「藝文中心節目」連結 Facebook 粉絲專頁：「政大藝文

中心」（http://www.facebook.com/nccuarts）

發行人：周行一

出版者：國立政治大學

執行製作：學務處藝文中心

藝文諮詢委員會委員（以下依姓名筆畫排序）：

王安祈  台灣大學戲劇系專任特聘教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

何曉玫  臺北藝術大學舞蹈表演創作研究所副教授兼主任

呂理煌  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 退休 )

李肇修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樂系專任教授 ( 退休 )

高莉芬  本校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學務長

陳文玲  本校廣告學系教授

黃國峯  本校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主任秘書

鍾適芳  本校傳播學院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中心主任：侯雲舒

駐校藝術家暨表演企劃：張湘瑩

展覽企劃暨文宣統籌：楊力穎

劇場管理：詹鈞如

影展企劃暨場管經營：楊芬茹

講座推廣暨教育訓練：楊一鳴

設計：Baizu Design Co.

網頁設計：徐慈璟

翻譯：張韞中英文藝術翻譯

電話：02-2939-3091 轉分機 63393

傳真：02-2938-7618

網址：artist.nccu.edu.tw

地址：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出版日期：2017. 09

印刷：新豐雲端印刷網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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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portation Gu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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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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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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章享美食●●●●
Gourmet Food for Stamp Coll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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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免費兌換甜點乙份。

●活動兌換注意事項│ Promotion Details：

詳細注意事項請見本手冊封底內頁

駐校 魔法阿媽

WED│三│16:00-17:20
萬興里活動中心

電影 黑熊森林

WED│三│19:00-21:40
萬興里活動中心

電影 日常對話

THU│四│19:30-21:45
視聽館

表演 坐坐茶室

WED│三│19:30-21:30
視聽館

駐校 熱帶魚

WED│三│19:30-21:10
視聽館

駐校 「他者是誰」工作坊 1
SAT│六│14:00-17:00
創意實驗室

駐校 擁抱大白熊

SAT│六│19:00-20:40
萬興里活動中心

電影 邊界

THU│四│19:30-21:45
視聽館

駐校  「他者是誰」工作坊 4
SAT│六│14:00-17:00
創意實驗室

駐校 九歲那年

TUE│二│19:30-21:00
視聽館

駐校  「他者是誰」工作坊 5
SAT│六│14:00-17:00
創意實驗室

駐校  「他者是誰」工作坊 6
SAT│六│14:00-17:00
創意實驗室

駐校  「他者是誰」工作坊 2
SAT│六│14:00-17:00
創意實驗室

講座 演員的修練之路─

從生活脈絡尋找演出能量

WED│三│19:30-21:30
ART HUB

表演 英雄

THU│四│19:30-21:00
視聽館

駐校 「和他們一起活過」
MON-WED│一至三

11:00-17:00
藝文中心

駐校 「他者是誰」工作坊 
學員作品展出

WED-TUE│三至二

11:00-17:00
藝文空間

電影 白蟻─慾望謎網

TUE│二│16:00-17:35
視聽館

電影 徐自強的練習題

TUE│二│19:00-21:45
視聽館

工作坊 台灣原生歌舞劇─

金枝演社戲劇工坊

SAT│六│09:00-12:00
13:30-16:30
七二一活動室

工作坊 台灣原生歌舞劇─

金枝演社戲劇工坊

SUN│日│09:00-12:00
13:30-16:30
七二一活動室

表演 北印樂宴

THU│四│19:30-21:00
視聽館

駐校  「他者是誰」工作坊 3
SAT│六│14:00-17:00
創意實驗室

駐校 「和他們一起活過」
展覽開幕茶會

WED│三│12:30-13:30
ART HUB

駐校 從我的第一個劇本談

「功過相抵」的人生─

專題演講會

WED│三│19:30-21:30
視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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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存摺
Aesthetic Bank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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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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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世界的無遠弗屆中，人我間的距離看似仳鄰卻又遙遠，生活在充滿訊息、

臉書中有無數「好友」的環境裡，有時反而讓人更加無助與孤寂……我與「他者」
之間到底存有多少「實質上」的關聯性？而其間的深層意義又為何？除了自己之外，

我們對於共生的環境與社會投注過多少關懷抑或漠不關心？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自我

詰問。

2017 秋季，我們邀請到王小棣導演來政大擔任今年度的駐校藝術家，小棣老師是

導演、是編劇、是監製、是製片也是老師，2014 年獲得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作品

形態廣泛多元，但不變的是他永遠保有一顆赤誠童心，用作品與社會百工共同呼吸、

生活，但卻又時時警醒地提出對主流的批判與省思。曾在政大任教，而他工作的團

隊中，亦有許多政大人跟隨著他的腳步關懷社會與身邊的「他者」。

這次駐校活動政大藝中安排了七項活動，全面性的呈現王小棣導演在藝術創作

領域裡的各種面向，這包括了一檔展覽「和他們一起活過」，將小棣老師的工作桌

一隅重現於藝中五樓藝文空間，讓師生們能更貼近的了解小棣老師工作狀態中的種

種。其中，也加入了跟隨老師工作過的政大人，現身於小棣老師的工作歷程記錄中，

譜寫老師與政大人間的鏈結；專題影展方面，選出由小棣老師編或導的代表作「魔

法阿媽」、「擁抱大白熊」、「九歲那年」、「熱帶魚」四場電影播放，其中「魔法阿媽」
與「擁抱大白熊」特別將放映空間移至校區外萬興里社區活動中心，跟大、小好鄰

們一起欣賞美好作品；小棣老師曾言：「生命如此孤獨，卻也是一場盛會，我卑微

又繁重的工作只是一次又一次忍不住的讚、嘆與分享。」 由此，駐校藝術家工作坊

「他者是誰」於焉誕生，時間將近兩個半月，工作時數共計六週，由小棣老師親自

陪伴學員們，從發想提案、田野調查至落實創作，共同構築與分享創作的歷程與經

驗。另外，專題演講「從我的第一個劇本談『功過相抵』的人生」，將由小棣老師

主講四十年來在創作道路上所感知的甜美與艱辛。

除了駐校藝術家系列活動外，藝文中心常態表演節目的安排，一直是政大師生及

社會藝文愛好者們口耳傳遞的重點項目。本學期的三檔表演活動涵括了舞蹈、音樂

與戲劇。

獲得第十五屆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獎的新銳編舞家劉冠詳，曾被林懷民老師稱

之為「勇猛的舞者與編舞家」。以自身與父親、母親間的情感經歷為創發基底，發

表了一系列他獨立編舞的作品《霧》、《英雄》與《我知道的太多了》、《棄者》等。

看似粗獷的外表下埋藏著敏銳心靈中對於死亡意義深層的尋索與扣問，藝中特別邀

請他帶來 2014 年的發表於驫舞劇場的作品《英雄》，呈現他與亡父間關係的爭鬥與

最終情感的釋然。

序曲│與他者的共時與共存 《北印樂宴》以塔布拉鼓大師 Abhiman Kaushal 與 Yoshida Daikiti、Ryohei Kanemitsu

（金光亮平）雙西塔琴的結合，傳承北印古典樂音一千多年的歷史，傳統加上即興，

展現鼓與琴精湛的技藝，將為政大帶來一場身心滌塵的音樂饗宴。

五分鐘、一首歌能在我們的人生中佔有多少重量與意義？《坐坐茶室》即是「明

日和合製作所」以現代速食愛情為主題所創作的沉浸式劇場（Immersive Theatre）

作品。藉由短時間觀、演的互動切換，引帶出其間假性的約會狀態，呈現都會人心

靈的深層寂寞與情感的即食性。

「金枝演社」為極具台灣符碼的戲劇團體，創辦人王榮裕具有豐厚的歌仔戲底蘊，

兼攝西方 Jerzy Grotowski 的身體訓練表演方法，於 1993 年創辦金枝演社，多年來

作品創作飽含台灣原生文化特質，為台灣劇場界具有強烈自我意象的劇團。11 月，

我們將請金枝演社資深團員高銘謙為政大帶來講座《演員的修練之路─從生活脈絡

尋找演出能量》及戲劇工作坊，演示台灣原生歌舞劇的創作方法，並由實作中學習

劇場創意的發動及落實，引領學子進入戲劇的魔幻場域。

常態影展系列這學期為政大藝中第三度與「社會公義獎」合作，今年得獎影片

《徐自強的練習題》和《白蟻 - 慾望謎網》將來政大公開放映，以流動辯證方式，

帶給觀影者不同的敘事角度，讓師生藉此對於種種社會議題能有機會更加深入地

省思。獲得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日常對話》，藉由打破母女之間「震耳

欲聾的沉默」，揭露一段母親隱匿在再也平凡不過的日常之下的巨大痛楚。紀錄片

《黑熊森林》，黃美秀為了博士論文的完成，花了三年時間深入玉山國家公園核

心地帶的大分「有熊國」，記錄台灣黑熊的生態及遭受斷肢的悲慘境地。此外，藝

中這次同場加映敘事影展的一部紀錄片《邊界》，由南塔瓦‧努班查邦 (Nontawat 

Numbenchapol) 所導演，以泰柬邊界一觸即發的戰事為題材，帶領我們的視野進入

這塊鮮少被台灣所關注的地域。

現今的我們，很難遺世獨立，用怎樣的情感與姿勢跟他者共時與共存，乃至於共

構一個安頓身心的所在，將是每個人一生所要努力完成的功課。

文─侯雲舒

本校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兼藝文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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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7th NCCU
Artists-in-Residence
Program

事關小而美
Are We Small and Beautiful ?
 

因為對人生充滿了好奇與敬意，所以喜歡追究其中的愚昧與

智慧、怯懦與勇氣、衝突與進步、狹隘與開闊，這樣的追究可

以說就是我作品的總結吧，就全部是對人們怎麼活著的讚嘆！

如果這次活動真的可以給我機會提出一點個人作品或有不及

的所謂「中心思想」，那就是反覆閱讀《小即是美》這本書的

心得與驗證了。換句話說，如果我可以主觀的介紹王小棣的經

歷與努力的方向，那就是「事關小而美」。

─王小棣　2017.06.16

註─《小即是美》是 E. F. Schumacher 的著作中譯名稱。

9政 大 學 務 處 藝 文 中 心 節 目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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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政大駐校藝術家由王小棣導演駐校擔任，藝文中心將舉行包括展覽、

講座、影展及工作坊等活動，全面性呈現給政大師生及文山區好鄰們。由電視劇《全

家福》、《母雞帶小鴨》、《大醫院小醫生》、《赴宴》到今年的植劇場系列《天

黑請閉眼》、《花甲男孩轉大人》，以及電影《魔法阿媽》、《熱帶魚》、《酷馬》…

這些貼近我們生活點滴，真實呈現社會樣貌，耳熟能詳的作品都來自王小棣導演。

王小棣導演可能是臺灣戲劇界創作類型最廣泛 ( 橫跨電影、電視、動畫、紀錄片及

劇場 )，角色最多元 ( 從導演、編劇、策劃、製片、監製到大學教師 ) 的藝術家。政

大很榮幸邀請王小棣導演擔任第十七屆駐校藝術家，同時也邀請國內著名導演與影

評人，提供他們對王小棣導演的貼身觀察。透過各種不同面向走進王小棣的影像世

界，今年秋天，王小棣在政大。

 

展覽 「和他們一起活過」
藝中這學期的展覽相當特別，「和他們一起活過」是以王小棣老師創作生涯為核

心沿伸而成的展覽，強調影視工作是一種集體創作的過程，精彩的作品對於觀眾是

螢幕裡的戲劇，而對於影視工作者，是導演與幕後團隊一起「活過」的足跡。幕後工

作龐大繁瑣，從初期的田野調查、劇本寫作到勘景、試鏡、拍攝、剪輯等等，其中夾

雜著歡樂趣事、困頓與壓力，這些過程展現劇組與相關工作人員風雨無阻的決心。

透過影片、劇照及幕後花絮影像，體驗拍攝過程與現場執行的種種情境，看見鏡

頭之外的戲劇世界，手繪草稿與相關文件，勾勒幕後工作種種細節，顯現作品不斷

變更的創作過程，其中部分資料也帶出戲劇作品中對應的「現實」人物，認識戲劇

背後的真實故事與小棣老師工作群所投注的社會關懷。除了作品相關資料，在展場

中佈置工作書桌，桌面上配置的生活物品、書刊、證件與筆記，透過這些日常物件，

摹勒王小棣導演的工作生涯的相關回憶，也表現出藝術家的性格與工作狀態。

而政大似乎與小棣老師有著特殊緣份，在眾多幕後工作人員中，有不少政大畢業

校友，這次也在展覽中特別加入他們的身影，透過他們現身在小棣老師的工作歷程

中，政大師生與駐校藝術家的距離似乎好近好近…

藝中也精心安排了搭配展覽開幕的專題講座─「從我的第一個劇本談『功過相

抵』的人生」，從大二的第一個劇本，到四十年後仍然一直在戲劇這條路上耕耘，

這一路上所遇的人、所見的事如何成為他創作的養份，小棣老師將娓娓道來…

 

事關小而美─王小棣在政大 工作坊「他者是誰」
侯季然導演在〈分類王小棣的方法〉一文中描述：『王小棣對「人」更精確地說，

是「他人」而非「自己」的好奇與關懷，才是她創作的根源。』彎下腰，由謙卑的

視角對人、事、物貼身觀察，體會他人生命中的孤獨與繁茂，透過六次的工作坊，

小棣老師陪伴政大同學創作，一步一腳印進行田野調查，帶著大家走訪故事中人物

的真實面貌。

 

電影「魔法阿媽」、「擁抱大白熊」、「九歲那年」、「熱帶魚」
 選映四部王小棣導演的編導代表作，作品中處處反映著當時社會現狀、家庭結構

及青少年問題，就如同他曾說的「拍戲是他和他所處社會對話的方式」。「魔法阿媽」
為台灣動畫長片的先軀，「擁抱大白熊」與「九歲那年」同是討論家庭問題，而「熱

帶魚」中以詼諧的方式帶出升學壓力下青少年的苦澀。

 王小棣導演的創作以高度的開放性包容各類的對話，他所看見的是尚未被發掘

的，他所站在的是高牆的對面，他所引發的是自我的辯證。2017 年政大駐校藝術家

系列活動，我們不僅向王小棣導演致敬，亦期待他的思考與實踐，能為政大校園帶

來多元的討論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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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們一起活過
My Mentors

Artists-in-Residence Exhibition

其實我們的每一部電影或連續劇裡的主要角色都有本尊。有些角色幾乎是本

尊個人生命故事的化身，有些則是融合了好幾個受訪者的親身經歷。戲劇說起

來也有點像一整個社會貼在某種證照上的照片，這個照片裡看得到過去、現在

與未來，證明我們一起活過。這會場裡佈展的不只是拍過的戲，是戲裡故事和

人物的生命，也是拍攝的我們的生命。

There is an actual person behind the leading characters of movies or television drama. 

Some of these characters are exemplifications of life stories; others are combinations of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several interview respondents put together. Drama is like the 

photograph attached to identification cards, an image that gives form to the different stories 

of society displaying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s proof of our life together. Not only are 

the works shown in this display previous works, but also the liveliness of stories and figures 

within the dramas, even the lives of those working behind the camera.

─王小棣 導演│ Director Wang Shaudi  2017.07.04

參加展覽開幕觀眾注意事項：

For attendees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pleas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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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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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前半小時開放進場，實際情形將視現場情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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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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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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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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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employees can record participation of this event in their "life-

long learning" or "PDMS".

駐 校 藝 術 家 系 展 覽

10.16 ─ 12.13
●開放時間 Time

星期一到星期五 11:00-17:00（國定假日休展）
Monday- Friday, 11:00 to 17:00（Close on National Holidays）

●展覽地點 Venue

藝文中心 5F, 藝文空間
5F, Art Gallery,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展覽開幕活動 Opening Events

10.25 ( 三 ) ─茶會 12:30-13:30

5F, Art Gallery,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展期 Date

講座 19: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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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茶會
Opening Reception

開幕講座
─從我的第一個劇本談

「功過相抵」的人生

Opening Lecture
Counteracting Mistakes 
with Merits

10.25
●地點 Venue

ART HUB

●主持人 Host

侯雲舒│本中心主任
Hou Yun-Shu
Director of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講者 Speaker

王小棣│藝術家
Wang Shaudi │ Artist

WED 19:30-21:30

●時間 Time

Exhibition Opening Events

10.25
●地點 Venue

藝文中心 5F 藝文空間
5F, Art Gallery,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WED 12:30-13:30

●時間 Time

剛上大二，寫出了第一個劇本，興奮地期待拿給心儀的老師，那時候懂什麼呢？卻

寫下了主角跟自己的戰爭，四十年後，覺得這個題目就是一生的寫照啊！

At the beginning of my sophomore year, I finished my first play and enthusiastically presented it to a 

teacher I greatly admired. Without a clue about what I was doing, I portrayed the leading character's 

battle with the self. Forty years later, I realized that this play was the portrayal of life.

駐 校 藝 術 家 開 幕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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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張可欣╱編劇（政大第12 屆廣播電視學系）

王小棣有一種神奇的魔力，多數人喜歡以「老師」取代「導演」的稱呼。因為他

樂於和年輕人相處、不吝分享經驗，總是極具耐心等候每一株嫩綠稻苗抽高結穗，

綻放各自風采。

這樣的小棣老師，懷抱熱情持續向生活中不同領域的人們學習。而他作品在這些

獨特的生命經驗滋養下，不僅厚實了故事的深度，也傳遞了濃烈的社會關懷情感。

這次邀請來三位政大廣電系畢業的學長姐撰寫與小棣老師共事的經驗。他們有的

剛出社會就來到小棣老師的工作室學習，行事作風深受影響；有的則是帶著長年累

積的專業經驗來和小棣老師合作。他們的相遇，不僅在作品中擦撞出別緻火花，也

進一步豐富了彼此的生命視野。

●柯雁心─編劇

第一次見到小棣老師是在 2002 年老師拍《赴宴》的時候，我被工作人員找去當

劇中水樹、怡欣約會餐廳裡的臨演，說是當臨演，其實更像工作人員找了各自的親

友，趁拍片的時候同樂一番，那晚氣氛很好，我很新奇興奮，覺得拍戲很好玩。臨

走的時候，老師慎重地在門口送大家，見到我，他滿臉笑容但專注認真地問我：「怎

麼樣？今天覺得好玩嗎？這個餐廳很棒喔？」我當時真的很驚喜，覺得：「哇！大

導演竟然重視我這個『臨演』的感受！」從此我就迷上他了！（笑）

我還想起了許多老師拍片時的小事─他從不吝嗇自己的雙手，和大家一起鋪軌

道、搬高台，遇到困難就親自「動手」做、「動手」解決；他玩心特別重，拍醫院

戲的時候，只要旁邊有輪椅，他一定會拿來「練平衡」；等戲等天光的時候，會拉

著燈光師打撲克牌大老二；還曾因為熱愛周杰倫的歌─《暗號》，在往來拉拉山、

長達三小時多的車程上，反覆聽著練歌，惹得同車的副導私下「哀求」我們跟他換

車坐；還有老師在現場很愛叫大家吃飯，也愛分配便當，總會夾菜「逼」我們多

吃……

 我想說的是，身為名導演，大家都尊稱他一聲「小棣老師」，但他私下真的是毫

無架子、充滿童心，兼之風趣幽默、迷人至極。

 我後來逮到機會當然是積極卡位進老師的工作室工作，想我那時青澀、無知又白

目的狀態，真難為老師一直以開闊、信任、真誠的態度提攜我，給我機會，帶我寫

劇本、當製片，甚至連開車都是在老師的工作室時期練熟的！（當時我開車多可怕，

是會兩段式左轉的那種三寶啊！）

和王小棣一起過活過 老師堅持製作優質影視作品；積極關注及參與我們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大小事；

他對生命感知感懷、對人性體悟；他凝視生活中的美善、深炙歷史與藝術……這些

美好的特質都融在他的作品裡，大家有目共睹。他處處為人著想、眼光高遠，我遇

事常在心中想像：「如果是小棣老師會怎麼做？」他潛移默化、影響我至深，在初

出社會的時候遇到老師真是我無上的幸運，他型塑了我一生受用無窮的工作觀、價

值觀，彷彿是我的再造父母，我深深感激。

●傅士英─攝影師

那是一個電影廣告 MV 還在使用底片攝影的年代

在我 2000 年從政大廣電畢業的時候

 

很幸運地

在走上了攝影師的一開始

還是能夠接觸到底片時期的末代

 

底片的廣告攝影和現在的數位攝影有非常大的差別

 

由於底片的材料和沖洗成本非常昂貴

所以不管在鏡頭和腳本的設計需要非常的精確來符合成本的控制

 

但這幾年全面轉成數位攝影之後

慢慢地趨勢變成了在每一支片找尋一種創作上的可能性

 

於是在這樣的環境下

讓我有機會在廣告的快速節奏中對於不同的片子做一些不同的嘗試

 

我把這樣子的底片和數位的攝影經驗

放在這幾年所拍攝的電影和戲劇上

當然也包括這一次和小棣老師合作的植劇場《夢裡的一千道牆》

 

第一次看到劇本內心產生很多「形是什麼」的畫面

因為它太難想像了

還想是什麼？  鬼魂是什麼？  執念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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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蹦出什麼畫面

但卻又抓不準腦中蹦出的畫面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跟看過很多劇本的感受相當不一樣

 

因為一般不論什麼類型的劇本

其實腦中不自覺地會浮現的畫面

是你可以去捉摸的可以去想像的

 

不過有一點倒是能在讀本時蠻能感受的是

我似乎感覺到這個講述著有別於一般偶像劇的鬼魂劇本

有某種程度是老師對於已離開我們的黃老師的一種….. 算執念嗎

「這是一個對鬼不友善的世界，生命的學習加倍辛苦」
 

這樣的感受

讓我很想從體會老師的心境為出發點

去揣摩這劇本裡的每一位人物角色

當然還有劇中鬼魂對人世的眷戀

或劇中人物對逝去鬼魂的想念

 

攝影師

是一個可以安安靜靜地待在攝影機後面

偷偷地感覺老師把這些散落一地的想像

慢慢地一點一滴捏了出來

●廖士涵─導演

還記得第一次跟小棣老師工作的情景，那是我剛退伍的第一份工作，明明什麼

都不懂，卻想趕快求表現，常惹來諸多前輩們的白眼對待；當時我的工作內容是幫

小棣老師整理劇本手稿，還不太會看劇本，常常沒經過深思熟慮，第一時間就提問，

每次開會時，只要小棣老師問大家有沒有問題，我就好像《哈利波特》當中的妙麗

一樣，總是第一個舉手發問，而小棣老師從不介意問題淺薄，總不厭其煩、知無不

言、鉅細靡遺地回答我，讓我覺得備受尊重，也就更加自重；等到第一次上陣和老

師拍戲時，又有另外的驚訝─我以為導演只需要專心盯著螢幕就好，殊不知小棣

老師卻常常親自下場，親力親為地帶領整個團隊；他可以跟演員講完戲之後，一

轉身便趴在地上幫忙疊架軌道，下一秒，又可以看到他已經登高在傳遞燈光組所

需要的高台板，沒一會兒，他又恢復了導演身分，用最堅定溫暖的話語導戲，讓演

員們充分發揮。

在我與小棣老師工作的近十年中，老師始終如一。如今，自己也成了導演，才知

道那份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態度是多麼可貴與難得啊！很慶幸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就遇到這樣令人敬重的長者，他樹立良好身教及言教，讓我時時刻刻警惕著自己不

敢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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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影展系列│Artist-in-Residence Film Series 01

Grandma and Her Ghosts
魔法阿媽

9.27
WED

16:00-17:20

七月颱，鬼門開。在國外工作受傷的爸爸，因為豆豆媽媽必須出國去看他，於是

將豆豆留在鄉下的阿媽（外婆）家。一開始豆豆沒有辦法跟阿媽好好相處，阿媽再

三警告豆豆不可到儲藏室，但豆豆沒聽阿媽的話，反而打破一個貼了封條的罐子，

使得阿媽家的黑貓被黑鬼附身，不過豆豆剛開始也不知道，阿媽擁有陰陽眼，可與

鬼和靈進行接觸，糟糕的是，黑鬼開始阻礙阿媽普渡「好兄弟」…

One August (the 7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Dou Dou's mother had to travel outside the 

country to take care of his father, who was injured during work, so Dou Dou was left in the care 

of his grandma, who lives in the Keelung countryside. At first, Dou Dou found it difficult to live 

with his grandma because he felt they belonged to different worlds, and the generation gap led 

to many problems. On top of this, most people in the neighborhood spoke Taiwanese, a language 

that Dou Dou barely understood. Dou Dou didn't know that his grandma is a talented woman who 

could see and communicate with spirits. During a later incident, Dou Dou wipes his own eyes 

with his grandma's tears and starts to see supernatural beings.

1998 年 台北國際影展閉幕片

1998 年台北電影節年度最佳影片

1998 年台北金馬獎最佳動畫片入圍

1999 年 美國芝加哥兒童國際電影節，觀眾票選年度佳片

2004 年 台灣鬼魅影展台北電影節年度最佳影片

●導演│王小棣

●地點│萬興里活動中心（北市文山區萬壽路 27 號 7 樓）

●護│ 1998 │台灣│ Colour │ 80min │中文字幕

Director: Wang Shaudi
Venue: Wang Xing Vil. Community Center

(7F, No.27, Wanshou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PG │ 1988 │ Taiwan │ Colour │ 80min │ Chinese Sub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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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影展系列│Artist-in-Residence Film Series 02

Bear Hug
擁抱大白熊

9.30
SAT

19:00-21:40

為何嚮往父母真實持久的擁抱，會比北極熊還要遙遠？是要過自己的人生，犧牲

小孩？還是為了小孩，犧牲自己的人生？

趙大軍的爸爸媽媽離婚了，美麗的媽媽是空中小姐，只能偶而在飛行的空檔來看

他。爸爸工作很忙，又要追求時髦的大明星，只有住在家裡的胖表姊怡芬可以照顧

他。爸爸媽媽沒辦法應付大軍每天在家和學校出的狀況，決定要送他出國去唸書…

從孩子的眼光，將大人世界「合情合理」的生活事件，轉化為荒謬的悲喜劇，看

王小棣如何透過影像的力量關懷兒童。

Chao Ta-Chun's parents are divorced. His mother is a beautiful flight stewardess who sometimes 

visits him during breaks, and his father is occupied with work and celebrities, which leaves him 

with his chubby cousin Yi-Fen. Yi-Fen's mother takes care of the children of other families and 

sells handmade dumplings to makes ends meet, and is delighted that Yi-Fen can move into 

Ta-Chun's home, which lightens the financial burden and adds income for the family. Nobody 

realized how teenager Yi-Fen and Ta-Chun, who is nine years old, ended up hating each other.

2004 年金馬獎最佳新人獎、德國兒童暨青少年影展特別關注獎

●導演│王小棣

●地點│萬興里活動中心（北市文山區萬壽路 27 號 7 樓）

●護│ 2004 │台灣│ Colour │ 99min │中文字幕

Director: Wang Shaudi
Venue: Wang Xing Vil. Community Center

(7F, No.27, Wanshou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PG │ 2004 │ Taiwan │ Colour │ 99min │ Chinese Sub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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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影展系列│Artist-in-Residence Film Series 03

I Was Nine Years Old
九歲那年

11.28
TUE

19:30-21:00

九歲的男孩小熊因母親突然氣喘病發身亡，招逢家中變故，父親經常酗酒晚歸，

疏於照顧他和五歲的妹妹，於是他偷偷帶著妹妹離家出走了，兩個人坐著火車一起

到台北。在流浪的過程中，他們遇到一個扒手集團，供他們吃住，並訓練他們偷竊

的技巧，由於小熊不願繼續被這個扒手集團控制，於是帶妹妹逃離…  

A nine-year-old boy encounters unexpected changes at home; his mother suddenly passes away 

from asthma, and his father fails to look after him and his five-year-old sister due to drinking 

and coming home late every night. The boy takes his sister, and they run away from home, taking 

the train to Taipei. During their wandering, they are taken in by a pickpocket group that provides 

them with food and shelter and teaches them the skills to be a thief. Unwilling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pickpocket group, the boy secretly plans to escape with his sister.

1999 年電視金鐘最佳導演獎

●導演│王小棣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護│ 1998 │台灣│ Colour │ 90min │中文字幕

Director: Wang Shaudi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G │ 1998 │ Taiwan │ Colour │ 80min │ Chinese Sub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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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藝術家影展系列│Artist-in-Residence Film Series 04

Tropical Fish
熱帶魚

12.6
WED

19:30-21:10

將參加聯考的國三學生阿強，因為功課不好常被父母責罵，學校同學也常欺侮

他，生活處處充滿壓力。嗜打快打旋風的阿強總是把自己想像成電玩裏的超人，力

大無窮，是所有壞蛋的剋星，藉此排遣生活壓力。有一天，阿強發現有個小男孩道

南被大人放進小發財車戴走，好奇的阿強尾隨其行蹤，才知道原來道南被綁架了。

頓生俠義之心想搭救道南，不料卻反被歹徒一併綁走。綁走兩個小孩的阿慶和老

大，正籌想怎麼處理肉票，老大卻意外的出車禍死掉。憨直的阿慶在老大死後更不

知道如何處治兩個小鬼，只得找上他的親朋好友商量，最後大家決定將小鬼帶回

東石老家再說…

Ah-Chiang is in his last year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is about to take the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 Because of his poor grades, Ah-Chiang is often scolded by his parents, and his 

classmates at school often bully and make fun of him, making his life miserable. Ah-Chiang is a 

fan of video game Street Fighter, and often imagines himself as the superman in his games, with 

superpowers to punish bad guys. This fantasy was a getaway from his daily pressures and misery. 

One day, Ah-Chiang discovers that a little boy named Daonan is taken away by some adults in a 

small truck. Driven by curiosity, Ah-Chiang follows them and realizes that Daonan is kidnapped. 

Ah-Chiang decides to rescue Daonan but ends up being abducted as well. Ah-Ching and Boss,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kidnapping, were trying to think of a way to handle the two captives 

when Boss dies unexpectedly in a car accident. After Boss's death, the simple-minded Ah-Ching 

has no idea how to deal with the two children and has no choice but to contact friends and family. 

The group of people finally decides to bring the kids back to their home in Dongshih.  

●導演│陳玉勳

●製片│王小棣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護│ 1998 │台灣│ Colour │ 108min │中文字幕

Director: Chen Yu-Hsun

Producer: Wang Shaudi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G │ 1998 │ Taiwan │ Colour │ 108min │ Chinese Sub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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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是誰」工作坊
“The Other” Workshop

生命如此孤獨，卻也是一場盛會

我卑微又繁重的工作只是一次又一次忍不住的讚、嘆與分享。

2017 來和政大的同學一起做功課

Life is lonely, but also a grand event

My humble and tedious work is nothing more than repeated praise, awe,

sharing emotions with others.

I am here to work alongside the students of NCCU in 2017.

─王小棣 導演│ Director Wang Shaudi 

Artists-in-Residence Workshop 駐 校 藝 術 家 工 作 坊

「
他
者
是
誰
」
工
作
坊
課
程
表
「The O

ther

」W
orkshop Schedule and C

ontent

SAT│14:00-17:00

SAT│14:00-17:00

SAT│14:00-17:00

SAT│14:00-17:00

SAT│14:00-17:00

SAT│14:00-17:00

   ●5F 藝文空間 5F, Art Gallery

學員報告自己的創作提案│老師概述創作的經驗、田調方式
Participants will give a presentation on their proposal 
Creative experience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s will be introduced by the lecturer.

全體走訪學員的田調對象或場域
A visitation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targets 
and locations will be conducted by all participants

全體走訪學員的田調對象或場域
A visitation of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targets 
and locations will be conducted by all participants

用自己的文字、繪畫或音樂等不同的媒介做一個「前言」
Create an “introduction” using different media 
such as texts, paintings, or music.

學員報告自己的創作提案進度
Participants will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process of their creative project.

學員創作計畫總結│老師對各創作計畫的建議
Conclusion of the participants’project.
Lecturers will giv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each project.

學員作品展出 ( 約一週 ) │ 12/18-12/19 佈展、12/27 卸展
Work Exhibition (Approximately one week): 
12/18-12/19 exhibition preparation, 12/27 exhibition closing

9.30

10.14

10.28

11.25

12.9

12.16

12.20 26

●

地
點│

創
意
實
驗
室  Venue: C

reative Lab

●

授
課
老
師│

王
小
棣  Lecturer: W

ang Shau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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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8.

招生對象：校內同學、教職員工，畢業的政大校友。

招生名額：15-20 人，視報名人數調整錄取名額。

報名期間：106/8/14-9/13。

報名方式：

(1) 創作提案：申請人提出一份約 800-1000 字以內的提案，說明創作的想法、計畫、曾做過的田

      野調查及未來呈現方式，期末呈現可為劇本、小說、影像、報導等型式不拘。

(2) 主題：政大相關議題和人物，例如：政大或文山區的歷史、附近的老店、自然環境、茶農、古蹟等。

(3) 參考例子：劇作家詹傑就讀北藝大時，對 1884 年清法戰爭的研究調查所創作的作品「River」。
(4) 請將工作坊申請表暨創作提案寄至 chy10671@gmail.com。

甄選：依申請人所提供的創作計畫書，由授課老師審核資格。

通知：9/18-9/19 通知入選學員上課時間、地點及閱讀資料。

上課型式及學員義務：

(1) 該工作坊由駐校藝術家王小棣老師陪伴創作，引導學員就自己的提案內容，實作田野調查，

      並閱讀與創作相關的書籍，分階段審視同學創作。

(2) 學員需全程參與課程，並依時程提出創作的階段成果。

(3) 政治大學藝文中心將安排攝影與錄影，紀錄課程，參與學員同意該影像紀錄無償使用於政

      大相關活動。

(4) 期末呈現，若有意願參與展覽之學員，需自行負擔展出相關製作、器材、作品運輸、保險等

      費用，由政大藝文中心免費提供展覽空間。

(5) 上課期間由學員自理交通及用餐，若有臨時安排之校外參訪行程，亦同前項。

(6) 未事先請假而缺席課程的學員，將取消工作坊學員資格。

工作坊聯絡人：政治大學 藝文中心│張小姐 02-29393091#63394，

e-mail：chy10671@gmail.com。

Eligible for Participants: NCCU students, faculty, staff and, alumni.

Participants limit: 15-20.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may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applications.

Time of Application: August 14th – September 13th, 2017

Application

(1) Creative Proposal: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a proposal of 800-1000 words explaining       

      the creative concept, plan, previou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future display methods. The final 

      presentation can be in all forms such as play, fiction, image, or report.

(2) Theme: Issues or persona related to NCCU, e.g. history of NCCU or Wenshan District, 

      nearby old shop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ea farmers, or historical sites.

(3)Reference: Playwright Zhan Jei ś work River, an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1884 Sino-French 

      War that was conducted while Zhen was a student at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4)Please fill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creative proposal and send the application to 

      chy10671@gmail.com

Acceptance:Acceptance into the workshop will be based upon the submitted application 

proposal, and i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workshop lecturer.

Notice: Successful participants will be notified of the time, location of the workshop, as well as 

required reading materials between September 18th and 19th.

Class design and obligations of participants:

(1) Throughout the workshop, the Artist in Residence, Director Wang Shaudi will accompany 

「他者是誰」工作坊報名注意事項：

Details for Applying  to the “The Other” Workshop: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participants, guide participants to conduct field investigations, read 

    related texts, and inspect  the different work stages of participants.  

(2) All participants are obliged to engage in all courses and present works at different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workshop schedule.

(3) The NCCU Art and Culture Center will arrange photographing and video recording 

      throughout the workshop to record classes. All participating participants should take note       

      that photographs will be used in NCCU events without pay.

(4) For the final presentation, participants who are willing to take part in the exhibition should 

      pay any fees regarding production, equipment, work transportation, and insurance. The 

      exhibition space will be provided by NCCU Art and Culture Center free of charge.

(5) Throughout the workshop, participa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transport and meals.  

      This also applies when there are impromptu visits outside NCCU.

(6) The qualification of workshop participants will be terminated if participants are absent from 

          classes without notice beforehand.

Workshop contac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rt and Culture Center, 

Ms. Chang 02-29393091#63394, e-mail：chy1067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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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電影作者中，王小棣是很難歸類的一位。不只是因為她的工作領域跨幅

甚大（從編劇、導演、策劃、製片、監製乃至大學教師），而是，與那些出現在電

影銀幕上，遙遠的神秘的名字比起來，王小棣離我們太近了，近得讓人很難把她想

像成一個電影世界裡的名字。

這種近，就是自家客廳裡隨手打開電視機那樣的近。

自 1984 年開始，王小棣及其創立的民心工作室積極地投入電視紀錄片及戲劇節

目的製作，至今已累積了上百件作品，其中不乏對台灣社會影響深遠的節目。著名

的《百工圖》紀錄片系列，以平實勤懇的態度深入民間，為 80 年代的台灣庶民面

貌留下了珍貴紀錄。90 年代初一系列《佳家福》、《全家福》、《母雞帶小鴨》等

電視情境喜劇，以家庭生活及青少年為題材，使用大量的外景及非職業演員，發展

出台灣電視史上少見貼近平民生活點滴的寫實戲劇節目。其所塑造的家庭生活之理

想、青春情感之甜美，乃是五、六年級這一代的共同記憶。到了二十一世紀，王小

棣執導的電視連續劇《大醫院小醫師》、《赴宴》、《波麗士大人》、《四十五度

天空下》、《刺蝟男孩》等，將社會上真實存在的不同行業、族群，化為一個個有

血有肉的角色，以台灣電視工業罕見的製作質感與寓浪漫於寫實的豐沛情感，繼續

影響著七年級，甚至八年級生的世界觀。

那麼，王小棣比較適合被歸類在電視圈嗎？她在電影上的成就也讓人難以忽視。

王小棣從事電影工作的時間，要比電視早。1982 年她擔任張佩成導演的電影《血

戰大二膽》的副導及編劇，1987 年策劃三段式電影《黃色故事》，並親自編導其中

一段。之後她與宋紘為王童導演的《稻草人》及《香蕉天堂》撰寫劇本，獲得金馬

獎最佳原著劇本獎，1994 年擔任《熱帶魚》的製片，一直到 1995 年才開拍個人首

部劇情長片《飛天》。

《飛天》的故事場景拉到遙遠的中國陝北，講一則架空於歷史中的鄉野傳奇。

做為導演第一部的劇情長片，《飛天》裡明顯出現了王小棣作品中（從電視作品裡

就一直存在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孩童的視角與明確的社會批判。在考究的場

景與服裝底下，劇情裡行走的人物不管是為求出人頭地而冒充貴族的少年、還是代

代以偷竊為餬口技能的盜戶村小孩，皆承襲了王小棣經常從孩童眼睛裡看世界的習

慣。從這種視野中所反映出的主題如腐敗的官僚、殘酷的成人世界及破碎的家庭關

係等，則比電視劇或電視紀錄片中的社會批判更為具體化。

1997 年的《我的神經病》，恐怕是 90 年代台灣電影中最被忽視的傑作。全片以

車子、房子、身體、感情為分段主題，信手拈來吝嗇的整形醫生、寂寞的護士、追

星族、自助餐老闆、竊車的青少年、小留學生等一干每天報紙版面上出現的人物及

分類王小棣的方法 文─侯季然

導演

互相衍生的事件，白描當下台灣社會情境中的種種荒謬唐突，治諷刺與批判於一爐。

相對於與王小棣有師徒情誼，卻早一步完成個人電影長片作品的蔡明亮與陳玉勳，

《我的神經病》的爆笑程度比起《熱帶魚》，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其荒涼殘忍處，

也直追《愛情萬歲》。更難得的是，王小棣以其獨有的寬容與悲憫為底蘊，在每一

個不堪的結局救援以微弱卻動人的溫馨，讓影片提升到比個人悲喜更寬廣的關懷視

野，王小棣在電視裡磨練多年的的紀錄眼光與戲劇手感在本片中得以充分發揮。可

惜的是《我的神經病》如此傑出的作品，在當時受到票房與評論體系的雙重冷落。

不過，嘆息聲猶在，王小棣卻已大步向前，開始籌備一個挑戰台灣影視製作水平的

動畫電影，《魔法阿媽》。

據稱《魔法阿媽》一片的花費成本達三千萬，對台灣仍在克難手工階段的電影工

業裡，可說是一項壯舉。故事描述一名城市小男孩，暑假被托養給專替人作法收驚

的鄉下阿媽，因而走進阿媽人鬼神皆通的神秘眼光裡，體會到萬物皆有靈的寬闊宇

宙。在動畫自由的世界中，揮灑出在《飛天》裡受限於現實困難的童真奇想，真正

達成了作者心目中以民俗文化為土壤的魔幻寫實。接下來的《擁抱大白熊》、《酷

馬》，王小棣同樣把鏡頭對準台灣社會的現實，《擁抱大白熊》談現代社會家庭關

係的疏離，《酷馬》則改編了爭議性的真人真事，描寫兒子被殺害的母親，從悲痛、

仇恨到寬宥兇手的過程，王小棣以理解與細膩的眼光處理尖銳的題材，試圖為存在

社會底層的孤獨與仇很，找到艱難的和解途徑。

如果說電視的王小棣直接對社會產生影響，那麼，電影的王小棣便是在題材、類

型與技術上不停鍛鍊，成就她心目中用電影改變社會的理想。

如同我們一開始發現的，王小棣離我們很近，這種「近」，展現在她的創作裡，

在內容題材上，多取自庶民實事；在作品形式上，則是不追求高辨識度的風格化語

彙，而尋求易與觀眾溝通的通俗模式。這種「去個人化」傾向，固然與電視媒體比

較講究老少咸宜的特性有關，卻更是來自於導演個人的選擇，王小棣對「人」（更

精確地說，是「他人」而非「自己」）的好奇與關懷，才是她創作的根源。在 2003

年 7 月 4 日的破報記者巫祈麟的專訪中，王小棣便說道：「我不是一個愛表現的人，

我的作品都是講其他人精采的人生故事，我不是重點，發表作品的媒材也不是重

點。」充分說明了她的創作理念。

創作之外，王小棣的「近」，更展現在她改善台灣電影工業環境上的行動力及影

響力。不只是大家津津樂道的不吝提拔新人，直接間接培育出蔡明亮、陳玉勳、吳

乙峰、林正盛……等眾多影視人才。1998 年，王小棣號召成立「電影創作聯盟」，

對政府取消外片進口拷貝限制之政策展開實際的抗議行動。2016 年，推動 Qplace

和植劇場，大力培養新演員，並開發台灣電視劇的新類型，創造出《荼靡》、《天

黑請閉眼》、《夢裡的一千道牆》、《花甲少年轉大人》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再

次為受中國市場磁吸而貧血的台灣影視環境注入活血。在台灣的電影作者中，王小

棣可說是對於改革整體環境最為積極也最有使命感的一個，這一點，也和她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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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的天真與正義感不謀而合。

電影或電視、個人與非個人、消極與積極、遠和近……至此，我們還剩下最後一

個分類王小棣的方法，那就是，很明顯的，卻是大家最少提及（可能也認為是不重

要）的，王小棣台灣電影史上少數的女性導演。

由「女性特質」來觀察王小棣在 80、90 年代台灣影視工業中的意義，最值得注

意的恐怕不是作品裡流露的女性氣質，甚至也不是蔚為美談的，王小棣親和的工作

態度與她無私地培養了多少優秀影視工作者。而是我們在一開始所疑惑的，如何分

類王小棣的問題。我們恍然發現，為什麼王小棣這麼難歸類，原來是源於其與台灣

主流電影或電視生產環境的格格不入，也就是說，王小棣及其所創立的民心影視公

司，乃至後來的稻田電影工作室，在台灣極度個人主義的電影與極度商業濫製的電

視兩極化之外，堅持著一種不個人化、不喃喃自語、不與惡劣的環境妥協、不製作

粗糙搶錢的節目並認真尋求積極正面的社會影響力，在拍電視時要求電影的嚴謹、

在拍電影時又注重電視般親和力的孤鳥狀態。

在這裡，「女性」不再單純指涉實際的性別特徵，她更成為一種隱喻，隱喻著主

流之外的另類位置，而這個女性隱喻所對應的，就是王小棣不從俗的特立獨行。因

為與其他人都不同，所以難以歸類。諷刺的是，這個與大家都不一樣的孤鳥，卻在

台灣影視界不思健全體質、長遠規劃的環境中，被歌頌為終極的純潔與勇敢，被公

認為最能提拔人才的園地與最敢反抗不合理政策的人。

●侯季然─政大廣電研究所畢業。電影編導、作家。文字作品有《太少的備忘

錄》。影像作品有《星塵 15749001》（獲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我的 747》、《有

一天》、《茱麗葉：該死的茱麗葉》、《南方小羊牧場》、《10+10 ：小夜曲》、《台灣

黑電影》、《聽時代在唱歌之唱自己的歌》、《書店裡的影像詩》、《四十年》等。

 編註─《分類王小棣的方法》原載於「台灣電影筆記」網站，該文經作者改寫後為本文。

時至今日，王小棣做節目還是那麼操、品質還是那麼好，幸好，觀眾還是能辨別

出如此用心的作品，2016 年王小棣傾全力打造的《植劇場》系列作品，在年輕觀眾

間造成轟動，口碑聲量也反應到亮眼的收視成績上。這個「無法分類的作者，依然

持續以真誠但另類的方式，為台灣的影視環境樹立典範。

攝影─王小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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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問起王小棣，拍了三十年的電視、電影，自認最具代表性、最滿意、或是

最私心偏好的，是哪部作品？無論你問幾次，答案永遠都會是那部你極可能未曾聽

聞的短片《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

那是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籌劃的「台北開天窗」系列其中一集，片長只有 18 分鐘，

故事發生在台北一個稀鬆平常的午後，老牌演員羅斌飾演賣豆花的老先生，正忙著

整理自己的西裝、皮鞋，等著老婆從美容院回來一起去參加婚禮，他催促兒子快把

客戶訂的那桶豆花送過去，兒子卻遲遲不肯出門，隨後女兒拎著大包小包回家哭訴

剛遭先生家暴，憂心忡忡之下頂替兒子出門送貨的老先生一個心神不寧就這麼出了

車禍。半晌，金馬獎最佳女配角邱秀敏飾演的老太太頂著剛燙好的頭髮急急忙忙趕

過來，兩個人就這麼坐在公園裡，從老先生腳上的傷口一路講到女兒的婚姻，最後

竟演變成這對結縭數十年的老冤家的互揭瘡疤。

影片尾聲，被一時情緒激動的老先生不小心揮打到眼睛而臨時就醫戴上眼罩的老

太太，小心翼翼攙扶著車禍腳傷的老先生慢步走向機車停放處，先前的喧囂被一片

突如其來的寂靜給淹沒。回到家，但見前來道歉的女婿躺在客廳睡著了，臉上仍帶

著傷的女兒彷彿沒事般，躡手躡腳幫忙扶著老先生進房間休息。對於許多人來說，

多半不解何以這部乍看平凡無奇的短片《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會是王小棣本人

自認最重要的作品，關鍵在於它形式和風格上的難得簡單。

王小棣雖然以電視、電影成名，然而他最難以忘懷、自認受到最完整訓練的，卻

是劇場。《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善用屋裡、屋外兩個場景，中間一大段老夫老妻

的鬥嘴戲拜兩位實力派演員和穩健的攝影機運動所賜，那種劍拔弩張針鋒相對的張

力，竟散發出迥異於電視、理當專屬於劇場的獨特魅力。再者，王小棣天生反骨，

心想反正別人問自己這個問題的時候，心中早已預設立場不脫《魔法阿媽》或是《波

麗士大人》，那他乾脆給個料想不到的答案當作驚喜也罷。於是，1998 年的短片《台

北今天少一桶豆花》是其一，2004 年的電影《擁抱大白熊》是其二。這一長一短兩

部作品，貴在將千言萬語難說盡的「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這檔事，用最簡單的方式

說了出來。

《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完成於 1998 年，約莫居於王小棣的創作中介點，往前

串起《百工圖》，往後恰與可視為「貨真價實」的台灣「職場劇」先驅的《大醫院

小醫師》及《45℃天空下》、《波麗士大人》等無縫接軌。

《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非常的簡單、純粹，其實是為了成全後續王小棣所拍攝

多齣職場劇的「複雜」。王小棣認為他在創作時總有把事情「複雜化」的傾向。王

小棣所創作的故事或許簡單，但從來沒有「單一化」這回事。他認為每個人的生活

王小棣的革命之路—
從《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到《酷馬》

文─鄭秉泓

影評人╱策展人

經驗都是獨特的，而所謂台灣當代生活，就是透過這樣的獨特性，一個點、一個點

相互連結起來的。誠如他自己所言，他總是習慣將事情「複雜化」。這個「複雜化」，

不是為了戲劇效果而故弄玄虛，也不是為了炫技，而是基於他自己對角色與其所處

情境的真誠理解。

王小棣繼《擁抱大白熊》之後，久違的電影作品《酷馬》，也是這樣一部看似簡

單實則複雜的作品。這部片取材真人真事的，可說是繼《魔法阿媽》之後再次涉及

靈異元素，不過就創作脈絡來看，它和《擁抱大白熊》、《波麗士大人》比較接近，

都是關於兩個平行生命的逐漸靠近—兩個性格背景南轅北轍的主角，如何在衝

突與和解之間不斷自我進步，那是一種充滿寬容與良善的相互理解，終至形成一

種互補。

有趣的是，從《飛天》、《擁抱大白熊》到《酷馬》，王小棣的敘事觀點分別是

頑劣的小孩、頑劣的小孩與無奈的青少年、陽光青少年與頑劣青少年，年齡層分佈

好像有一「部」一「步」長大的意思。或許是王小棣求學時期的自我投射的緣故，

從擔任編劇的《熱帶魚》、動畫《魔法阿媽》，再到電影《擁抱大白熊》與《酷馬》，

都圍繞著升學主義陰影下，被定義為「缺乏優勢戰鬥力」的孩子打轉。他們都是被

父母忽略的小孩，這與他們的性格身份家庭經濟背景無關，他們只是渴望著被身邊

的人關懷，然而看似微不足道的心願卻是這麼難以達成，於是「作亂」成為他們對

所處世界抗議的唯一出口。

至於《波麗士大人》，則是對國境之南的中輟生議題有非常深入寫實的觀察，且

讓我們拉遠來看，即便我們長大成人，我們仍舊有可能成為社會價值、規範體制之

下的「中輟生」。我們未必作奸犯科，只因我們與所謂的「主流」不同調，我們就

可能遭受誤解，被貼上標籤，被打入冷宮。王小棣作品裡多數主人翁，或多或少皆

是如此。在王小棣的鏡頭裡，他們絕非生性頑劣，之所以決意出走，有時反倒是充

滿勇氣的堅持。

王小棣的作品總是習慣拋出一個非常巨大的命題，從《45℃天空下》的醫療與人

文地理、《波麗士大人》的警檢政與公平正義、《我在墾丁．天氣晴》休閒觀光與

開發、在地文化保持，你可以說他太理想化，但他絕不鄉愿，絕不童騃，事實上他

的觀點銳利且姿態殘酷，他總是透過理想的不斷遭受打擊及生命的逐漸逝去，來表

現我們人生中那種無從抵抗的挫敗與無力。

王小棣真正給予我們的，永遠不會只是簡單二分的好或不好，幸福或悲情。那是

更微妙繁複、需要時間發酵的同理心；那是他創作三十年來不斷強調、不避諱以說

教方式來傳達，無論如何都要我們懷抱著的寬容、悲憫，以及希望；那是持續自我

實踐的小革命，那是努力不懈的自我解放與真正自由。

許多人以為，王小棣是這幾年來才開始積極參與各式各樣公民運動的，無論反核、

反都更、還是聲援關廠工人等各類遊行、抗議中，總能望見他熱情投入的身影。然

則，自承是「社會主義者」的王小棣，其實早已參與社會運動許久透過創作，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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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工圖》如此，21 世紀多齣職場劇也是如此。王小棣曾說，拍戲是他和自己所

處社會對話的方式。

 曾經有一種說法，認為王小棣的作品作為電視剛剛好，因為它們傳達了一個正向

積極的、深具教育性與社會批判的訊息；但是作為電影，在作者風格和美學獨創性

方面較為缺乏。這是何等傲慢的偏見。王小棣的創作橫跨電視、電影和劇場，甚至

打破了三者之間既定的界線，他的作品之所以動人，貴在他的視界與胸懷，貴在如

此純粹的滿腔熱血與情懷，總有辦法穿透一切外在的技術環節和場面調度，超越說

教的境界，長驅直入觀眾腦海。王小棣永遠選擇與雞蛋站在一起，對抗高牆，他永

遠不著痕跡地帶領我們彎下腰，從另一個角度謙卑看見生命真實的樣子。

●鄭秉泓─高雄人，在東海大學和義守大學教電影，在高雄電影節擔任短片策展

人。著有《台灣電影愛與死》，評論文章散見自由評論網、鳴人堂、in 微創影像創

作網、ET 看電影等個人專欄。

攝
影─

王
小
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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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豔陽高照的夏日。美國，洛杉磯，橘郡。

花園洋房社區，整排整排往四處蔓延。每一棟都像極了，紅瓦白牆，陽台煙囪，

連車庫前都掛著一樣的耐吉籃球板。如果沒有街角的路標。保證沒人能從這座超級

大迷宮走出去。

 我和王小棣老師就陷在這個由一模一樣的花園洋房堆起來的現代洪荒裡，覺得隨

時都可能會有史蒂芬史匹伯的電影，那種天外飛碟突然臨空的畫面出現。

「我記得蠻清楚的，就是像前面這種彎道啊，再左轉兩次，就到了，對面家門口

是那種羅馬式拱門，蠻特殊的。」她說。

但，每一家都是羅馬拱門好嗎；而且，每一個社區都有這樣的彎道，都可以左轉，

右轉隨便好幾遍的。彼時是還沒有 GOOGLE MAP，如果有的話，那就是我們兩個小

人點在極綿密、令人抓狂的祕密花園繪本裡的線條叢中亂竄吧。

「你確定沒有地址嗎？」我狐疑地問，「那電話呢？通常我們找人，都會準備至

少是電話號碼甚麼的啊。」
「嗯，沒有耶。可是，我就記得很清楚，雖然很多年了。不要緊，一定會找得到的，

我覺得。那你前面這裡再轉轉看。」
「一定不會找得到的」我腦子上的對話框這樣說，但心裡卻有種神蹟將出現的念

頭，覺得可能還真會找得到喔。

大概快過了一個小時，小棣說 :「這樣吧，我們到附近郵局問問看，應該問得到，

中國人住在這裡少，很明顯，郵差一定記得住。」
很合邏輯，但洛杉磯是一個一千多萬人的大都會喔 !

幾分鐘後，我們找到了一家郵局。又幾分鐘後，突然聽見 :「不會吧，你怎麼會

在這裡………」。

我覺得海陸空應該飄起一陣動人音樂，導演來上兩個特寫鏡頭，旁邊的中外臨演

應該趕緊掉下淚來，拼命鼓掌。這種瘋狂喜劇，只有在好萊塢這種地方才會發生吧。

我不是一個感性、衝動、相信奇蹟的人。可是，和王小棣在一起，不知為什麼，

你就會自然變成一個信心堅定的，勇敢十足，熱情向前，轉彎就轉彎吧的瘋子。所

有曾經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

 曾經是小棣導演的執行製作，現在是知名電視劇製作人的冠玉常常這樣說：「好

恐怖喔，早上六點的通告耶，到晚上十二點才收，我們都睡死了，你知道嗎，只有

小棣老師一個人開著九人小巴衝回台北。而且，有時候你迷迷糊糊醒來，看見小棣

老師一邊一百公里，一邊打瞌睡開車，你都不知道這車是怎麼開回來的。她好像都

不用睡覺的耶。」

奇蹟與信心─王小棣導演 文─盧非易
政大廣電系副教授

 曾經是副導演，現在是賀歲大片製片的秀如會接著說：「對啊，我都以為第二天

沒劇本了，結果早上六點通告，劇本又都出來了，她回家還寫對白耶。」
 也曾經是導演的佩英會說：「對啊，六壯士那部片，我們一堆人在後面站著演

秦兵秦將，站到都可以睡著了，她還在那邊拍第五十個 take，一個鏡頭拍五十個

takes 耶 !」
 然後，曾經是劇務小弟，現在是著名喜劇演員和表演教師的許傑輝就會說，「對

啊，嚇死人，隨隨便便就三、五十個 takes。不過，小棣老師真的會讓你覺得，啊，

我可以做得更好，她有看到我還有更好的，只是我自己還沒有找到。」
 小棣的很多很多的學生、很多很多的創作夥伴，都會這樣表示，王小棣導演並不

是教給他們最好的，而是讓他們知道，讓他們相信，自己還有更好的，應該更瘋狂

地嘗試下去。

 這大概就是為什麼所有曾經在民心工作室、稻田電影工作室和現在的植劇場工作

過的人，都多少有點瘋狂，硬頸，堅持，有信心一定可以把事情作得更好的性格。

這大概也是為什麼，民心工作室在台灣的電視圈中，並不是規模很大的公司，卻能

夠拍攝「百工圖」，記錄台灣各行各業的生活，帶動台灣電視紀錄片的新紀元；連

續幾年拍攝家庭電視情境喜劇、「快樂車行」、「全家福」、「佳家福」、「母雞

帶小鴨」，奠定台灣情境劇類型；同時，在兩岸開放交流後，動員一流的史地人才，

遠赴大陸各省，上山下海拍攝「中國文明的故事」。並且，在稻田電影工作室成立

後，成為台灣第一支前往黃土高原，拍攝民族傳奇的電影「飛天」的隊伍。又同時，

能回到生活中的台北，捕捉荒謬的社會現象「我的神經病」。並且，完成了台灣第

一部由非傳統動畫公司製作的動畫長片「魔法阿嬤」；完成了沒有市場考量，充滿

社會關懷的兒童電影「擁抱大白熊」、青少年電影「酷馬」。並在電視迅速陷入商

業媚俗題材的時候，認真將觀眾的視野帶向國際志工醫師、警察、和受刑少年的嚴

肅議題，拍攝具社會反省與批判意義的「赴宴」、「45 度 C 天空下」、「波麗士

大人」、「刺蝟男孩」、「植劇場」。一切都是因為相信我們創作者、傳播人可以

把事情做得更好，把社會帶向更好。

 王小棣導演曾經教過許多年的書，培養陳湘琪、王娟、許傑輝、王友輝、藍正龍、

周幼婷、林佑威、馬志翔、鍾承翰、黃遠…等優秀的影視人才；也曾製作數百齣電

視劇，培育蔡明亮、葉鴻偉、陳世杰、陳玉勳、陳秀如、楊冠玉、江豐宏、王明台、

徐輔軍、廖士涵 ... 成為當前影視界主力導演﹔更策劃百工圖，中國文明故事，我在

南洋……等電視紀錄片，提供吳乙峰，胡台麗，井迎瑞，井迎兆……一塊電視紀錄

片的沃土﹔還編導了香蕉天堂、稻草人、我的神經病、飛天、魔法阿嬤、擁抱大白

熊、酷馬……等電影片，持之以恆地觀看台灣土地與人們。回首三十年，解嚴後，

台灣社會最具活力與創造力的三十年，王小棣導演以她的信心、堅持，不放棄地關

注著社會、關注著平凡人們的生活。一匠、一心、一生，一事，穩穩定定，沒有猶

豫地動手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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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的民心與稻田，以至今天的植劇場，台灣幾乎沒有一個獨立創作的影視團

隊能這樣一脈初心，堅定前行。影視界傳頌著各種關於小棣導演令人讚嘆的傳奇故

事。而我最記得的，仍然是那個豔陽高照的洛杉磯的午後，她盯著眼前那數百棟一

模一樣的房子，說：「一定會找得到的，我覺得。那你前面這裡再轉轉看」。

 多年來，大家都這樣跟著導演轉轉看。因為，她讓你相信，事情一定做得到的。

雖然，從正常邏輯或一般理智上來看，這些事都有著各種各樣的艱難、困境或荒謬

性。但這樣的相信，並不是沒有基礎的。因為，從過去的種種經驗，你知道，會有

奇蹟的。

 而其實不是奇蹟，是信心。

●盧非易─國立政治大學廣電系專任副教授。研究專長為影視劇本寫作、視聽傳

播、電影原理、紀錄片製作。曾任編劇、導演、製作人、影視評論。出版多部關於

臺灣電視、電影歷史與文化等研究專書等。

攝
影─

王
小
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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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SHAUDI 王小棣

政大第 17 屆

駐校藝術家

王小棣是電影界很有魅力的 " 老師 " 導演。他熱情幽默，重視電影的社會溝通功能大於藝術表現。三十年來

他從未間斷的創作電影、電視、記綠片、舞台劇，曾於文化大學、台北藝術大學和政治大學授課，並且號召青

年電影工作者成立了電影創作聯盟 TOFU，2014 年獲頒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

 他的作品形式豐富，劇本代表作《稻草人》、《香蕉天堂》、《飛天》、《我的神經病》、《擁抱大白熊》

等分別獲得金馬獎及國外影展最佳原著劇本獎。《魔法阿媽》則是國內第一部獲得最佳影片的動畫片。民國百

年受邀創作短片《釋放》，並與台灣19位優秀導演短片作品共同收錄於電影《10+10》之內。2014年以電視劇《刺

蝟男孩》獲得金鐘獎最佳戲劇獎、最佳編劇獎。2015 年承製文化部台灣文學改編戲劇作品系列 -《閱讀時光》，

並擔任二十集電視劇《長不大的爸爸》監製。2016 年的最新戲劇為《植劇場》系列。

Wang Shaudi is a charismatic leader in Taiwan film industry. She founded Rice Film Co. Ltd. in 1992 and started Taiwan Original 

Filmmakers Union while making movies, documentaries, theatre plays and television dramas. WANG likes to share great laughs 

with the audiences. She made a name for herself with screenplays Scarecrow (1987, directed by WANG Tung), Banana Paradise 

(1989, directed by WANG Tung) and the award-winning film Grandma And Her Ghosts(1999) and Bear Hug (2004).

 

Wang is often called“Lao-Shi＂, meaning teacher, not only to her students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She is called “Lao-Shi＂ for the love and care she gives to young talents and filmmakers in 

general.

 

Her works are rich in imagination, with life-embracing passion and humor. In addition, there's a Taiwanese aspect in the choices 

of topics, talent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Her recent movie, Fantôme, Où Es-tu?, is a lovely ghost story that tries to comfort the 

bereaved and give hope to the lonely. She also took part in 10+10, a film created by 20 Taiwanese directors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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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1982

1987 

1989

1994

1995

1996

1997

1997

1998

2004

2010

2011

2014

2017

Documentary

2004

2009

2010

Television Series

1999

2003

2004

Xuezhan Daerdan (The Las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 Chinas)

as writer, assistant director / dir: ZHANG Pei-chun

Daocaoren (Strawman)  

as writer / dir: Wang Tong

Xiangiao Tiantang (Banana Paradise)  

as writer / dir: Wang Tong

Shào Nián Yǔ Yīng Xióng (Boy and His Hero)

as writer / dir: Ann Hui

Re Dai Yu (Tropical Fish)  

as producer / dir: Chen Yu-hsun

 Fei Tian (Accidental Legend)

as writer, director

 Wo De Shen Jing Bing (Yours & Mine)

as writer, director

Huangse Gushi (The Game They Call Love) one episode

as writer, director / dirs: WANG Shau-di, JING Guo-zao, Sylvia CHANG

Mo Fa A Ma(Grandma and Her Ghosts)

as director

Yong Bau Da Bai Xiong (Bear Hug)

as writer, director

Cool-Ma (fantôme, où es-tu ?)

as writer, director

Shì Fàng (DESTINED ERUPTION) short film, one episode of 10+10

as writer, director

Jiǎn Dāo Shí Tou Bù (Friends or Foes ？ ) short film

as writer, director

Nǚ Rén Kě Yǐ Yǔ Bbù Néng Jué Dìng De Shì (Cloudy)  

as producer / dir: WANG Ming-tai

 

two films about Palace Museum: Lì Shǐ Diǎn Cáng De Xīn Shēng Mìng (Behind the Palace, 

Beyond the Horizin), Chūn Léi (Spring Thunder)

as director

Mù Sòng 1949: Lung Yingtai De Tàn Suǒ (Seeing off 1949: Lung Yingtai's journey) 

documentary

as producer / dirs: HUANG Li-ming

Dǎ Sǎo Fú Kāng (Sweeper on Fukang Road)

as director

 

Dà Yī Yuàn Xiǎo Yī Shī

as writer, director

Fù Yàn (Banquet)

as writer, director

Jué Dì Huā Yuán (Born Fighters)

as producer / dirs: Wang Shau-di, Wang Ming-tai, AnJe-yi, Tsai Ming-Liang, Lee Kang-

1987

1990

1994

1996

2000

2003

2004

2005

2007

2013

2014

2014

1981

1992

1992

1993

1993

2013 

2004

2009

2010

1984-

1991

1985-

1994

1987-

1994

1986-

1990

1998-

2002

1999

2003

2004

2005

2007

2008

2011

2013

2013

2015

2015

2016-

2017

1982

1987

1987

1989

1993

1994

1995

1996

1998

2004

2010

2011

2011

2014

2017 

《稻草人》與宋紘同獲第 24 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

《稻草人》第七屆哥倫比亞波哥大影展最佳劇本

《飛天》獲優良電影劇本獎

最佳電影劇本《飛天》中華民國編劇協會魁星獎

《九歲那年》獲第 34 屆金鐘獎最佳導播獎

《赴宴》獲第 38 屆金鐘獎最佳戲劇節目獎

導演協會年度優良導演獎

《擁抱大白熊》獲華語電影傳媒大獎最佳原著劇本

《我在墾丁天氣晴》獲第 43 屆金鐘獎最佳編劇獎

《含苞欲墜的每一天》獲第 48 屆金鐘獎最佳戲劇節目獎

獲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

《刺蝟男孩》獲第 49 屆金鐘獎最佳戲劇節目獎、最佳編

劇獎

【大禹治秦】

【房間裡的衣櫃】

【非三岔口】

【莎士比亞之夜】

【新坐樓殺惜】

【丈夫的一千零一夜】

故宮紀錄片導演《歷史典藏新生命》，及短片《春雷》

監製紀錄片《目送 1949- 龍應台的探索》

《打掃福康》（應邀參加第七屆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大台中紀事 3—翻玩台中」單元）

製作編導《設計與你》、《百工圖》、《中國文明的故事》

等報導性節目

製作編導《秋月春風》、《黑斑》等 15 部九十分鐘單

元劇

製作編導《全家福》、《佳家福》、《母雞帶小鴨》、《納

桑麻谷－我的家》等單元連續劇集

製作編導《紅伶墨客》、《壯士行》、《音容劫》等歷

史連續劇

編導電視長片《九歲那年》、《台灣玉》、《遺失》、《在

親密與孤獨間漂流的愛情》

編導公視二十集連續劇《大醫院小醫師》

編導公視二十集連續劇《赴宴》

編導公視罕見疾病【絕地花園】系列單元劇《英雄》

編導公視二十集連續劇《45 度 C 天空下》

編劇公視二十集連續劇《我在墾丁天氣晴》（導演鈕承

澤）

編導三立 / 台視二十集連續劇《波麗士大人》

編導公視電視長片《數到第 365 天》

製作公視六集迷你劇集《含苞欲墜的每一天》（導演王

明台）

編導公視二十集連續劇《刺蝟男孩》

監製【閱讀時光】系列 10 部短片，並擔任其中《行走

的樹》、《大象》之編導

監製編劇二十集連續劇《長不大的爸爸》（導演王明台）

監製【植劇場】系列 8 部單元劇，擔任其中《荼蘼》之

導演，《姜老師，妳談過戀愛嗎？》之編劇，《夢裡的

一千道牆（暫名）》之編導。

《血戰大二膽》副導，部分編劇（張佩成導演）

黃色故事》總策劃，段落編導（另二位段落導演為張艾

嘉、金國釗）

《稻草人》編劇（王童導演）

《香蕉天堂》編劇（王童導演）

《少年與英雄》編劇（許鞍華導演）

《熱帶魚》製片（陳玉勳導演）

《飛天》編導

《我的神經病》編導

動畫長片《魔法阿媽》導演

《擁抱大白熊》編導

《酷馬》編導，2010 台北電影節閉幕片

《釋放》（短片）編導，收錄於金馬影展《10+10》，金

馬影展開幕片

《剪刀 ‧ 石頭 ‧ 布》（短片）編導，第六屆台灣國際

兒童影展開幕片

《女人可以與不能決定的事》監製（王明台導演）

《荼蘼》之導演，《姜老師，妳談過戀愛嗎？》之編劇，

《夢裡的一千道牆》之編導。

作品年表

得獎記錄

舞台劇編導│

紀錄片│

電視│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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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 Yang Ya-che, Chen Ruo-fei, Chu Yu-ning

Yīng Xióng (Hero) one episode of Jué Dì Huā Yuán (Born Fighters)

as writer, director

Sì Shí Wǔ Dù Tiān Kōng Xià (Main dans la main)

as writer, director

Wǒ Zài Kěn Dīng Tiān Qì Qíng (Wayward Kenting)

as writer / dir: Wang Ming-tai

Bō Lì Shì Dà Rén (Police et vous)

as writer, director

Hán Bāo Yù Zhuì De Měi Yì Tiān (Falling)

as producer / dir: Wang Ming-tai

Cì Wèi Nán Hái (Boys Can Fly)

as writer, director

Yuè Dú Shí Guāng (Are We Dust in the Wind: Reading Taiwan Literature)

as producer / dirs: Wang Shau-di, CHENG Wen-tang, Wang Ming-tai, AN Je-yi, Shen Ko-

shang, Cheng Yu-chieh, Liao Shih-han

Dà Xiàng (The Elephant Apartment) short film, one episode of Yuè Dú Shí Guāng (Are We 

Dust in the Wind: Reading Taiwan Literature)

as writer, director

Xíng Zǒu De Shù (Those Days When We Were Young) short film, one episode of Yuè Dú Shí 

Guāng (Are We Dust in the Wind: Reading Taiwan Literature)

as writer, director

Cháng Bú Dà De Bà Ba (Babby Daddy)

as producer, writer / dir: WANG Ming-tai

2016-2017 Zhí Jù Chǎng (Q series)

as producer / dirs: Kitamura Toyoharu, WANG Shau-di, HUANG Tian-ren WANG Ming-tai, 

CHEN Yu-hsun ,KO Chen-nien, LIAO Shih-han, CHU Yu-ning, XU Fu-jun

Tú Mí (Life plan A and B) one series of Zhí Jù Chǎng (Q series)

as director

Jiāng Lǎo Shī Nǐ Tán Guò Liàn Ai Ma (Have You Ever Fallen In Love, Miss Jiang?) one series 

of Zhí Jù Chǎng (Q series)

as writer

(All About Love) one series of Zhí Jù Chǎng (Q series)

as writer, director

 

Jiǔ Suì Nà Nián (THE YEAR WHEN I WAS 9)

as writer, director

Tái Wān Yù (TAIWAN JADE)

as writer, director

Yí Shī (LOST PROPERTY)

as writer, director

Zài Qīn Mì Yǔ Gū Dú Jiān Piāo Liú De Ai Qíng (ETWEEN INTIMACY AND LONELINESS)

as writer, director

Shù Dào Dì Sān Liù Wǔ Tiān (FIVE INCHES TO HAPPINESS)

as writer, director

 

2005

2007

2008

2013

2013

2015

   

2015

Television movie 

1998

1999

2001

2002

2011    

Theartre

1981

1992

1992

1993

1993

2013

Dà Yǔ Zhì Qín

as writer, director

Fáng Jiān Lǐ De Yī Guì (Closet in the Room)

as director

Fēi Sān Chà Kǒu (Non Three-Way Intersection)

as writer, director with LEE Xiao-pin

Shā Shì Bǐ Yǎ Zhī Yè (Shakespeare's Night )

as writer, director

Xīn Zuò Lóu Shā Xí (New The Killing of Yen Xi-jiao)

as writer, director

Zhàng Fū De Yì Qiān Líng Yí Yè (The Unavoidable Republic)

as writer,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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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演 系 列

P
A

R
T 2

Performances

再見，此時此地

劇場裡觀演的當下，彼此共同創造了此時（時間）此地（空間）的獨特性與不可逆性。同一個時空之下，觀

演共同經歷劇場裡的真實 /虛構世界，此情此景成了再見 /再也不相見的記憶。106-1學期藝文中心邀演的三檔

節目《北印樂宴》、《坐坐茶室》及《英雄》在音樂、戲劇與舞蹈的真實 /虛構世界裡，觀眾沉浸於演出的當下，

同時也與藝術家們共同創造、經歷那個既真實又魔幻的時刻。

北印度音樂的三位優秀樂人─塔布拉鼓大師 Abhiman Kausal與 Yoshida Daikiti、金光亮平（Ryohei 

Kanemitsu）的雙西塔琴，鼓與琴的古典樂音對話在《北印樂宴》的即興演出中展現北印古典音樂千年歷史的

精華。同時亦邀請康嘉鐸（Ricardo Canzio）教授撰寫北印度古典音樂（Hindusthani Music）專文，透過音樂

背景的解析引導聽眾更深入享受北印音樂的豐富性。

《坐坐茶室》為明日和合製作所打破鏡框式劇場空間演出的特別作品，沉浸式劇場（Immersive Theatre）的

演出型式，邀請觀眾角色扮演「茶客」參與約會，模糊觀與演的關係；10-15分鐘的一對一愛情配對，赤裸裸

的呈現現實社會裡的速食愛情。演員群、參與演出的茶客以及場邊觀看的觀眾，流動的三種角色，置身其中尤

如分不清的愛情關係。

獨立編舞家劉冠詳用舞蹈記述父親的作品《英雄》，混雜著 Kuso對白、跳 tone聲音片段的特殊表演形式，

悲喜交錯中參雜著對父親的想念與對話。編舞家自述「以為這場演出是在紀念我的父親⋯但沒想到，這是我與
死去父親的最後一場決鬥。」呈現在舞作裡的強烈情緒、對生死的直白、坦誠揭露種種父子關係，這不僅止是
一場父與子的對決，也是在舞作裡療癒與和解，大步往前走。

三段不同的藝術表演呈現，從遠方的印度到台灣，再進入到個人的家族情感，就在此時此地，觀眾跟著作品

不斷移轉想像與觀看的視角，曲終人散時由劇場回到真實，走入自己的生命脈絡，編成自己的文本。

表演活動之報名及觀賞注意事項：

Participants please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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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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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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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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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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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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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場次禁止飲食、攝影、照相或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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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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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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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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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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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cessary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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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long learning" or "PD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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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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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age restrictions, please refer to each event's specific sti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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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系列│Performances 01

Night of
Hindusthani
Music
北印樂宴

表演者 Abhiman Kaushal ( 塔布拉鼓 )、Yoshida Daikiti ( 西塔琴 )、

Ryohei Kanemitsu (Yo) 金光亮平 ( 西塔琴 )

Performers: Abhiman Kaushal (Tabla)、Yoshida Daikiti (Sitar)、

Ryohei Kanemitsu (Yo) (Sitar)

10.19
THU 19:30-21:00

●時間│Time

●地點│Venue

藝文中心視聽館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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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印度古典音樂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與傳統，許多大師所創造的非凡成就，以及

不斷創新與挑戰的後代音樂家，經年歷月的淳厚累積才能傳承至今，而這也是北印

度古典音樂活躍於世界樂壇重要的原因。

此次政大專場演出特別邀請世界著名的葛萊美獎得主 Abhiman Kaushal 塔布拉鼓

大師，Abhiman Kaushal 的繁複拍擊技法，快時如玉盤落珠倏忽沓雜，慢時如長廊

迴聲勾人心旋，其精準彈指炫技，樂音深邃，神祕的意象令人著迷 。另亦邀請來自

日本，活躍於國際樂壇的著名西塔琴音樂家 Yoshida Daikiti 以及在臺灣深耕多年的

西塔琴音樂家金光亮平（Ryohei Kanemitsu），二位樂人皆為 2017 年 4 月來台演

出的西塔琴巨擘 Ustad Shujaat Khan（煦珈康）門下優秀出色的子弟。

《北印樂宴》集結三位優秀樂人，Abhiman Kaushal 大師級的塔布拉鼓與

Yoshida Daikiti、金光亮平的雙西塔琴，二者古典樂音對話，展現行雲流水的技巧與

耐人尋味的即興。在聲響厚沈的鼓聲與清亮響脆的琴樂聲中，讓身心自然地沈浸於

音韻之中，享受北印度古典音樂獨特的洗禮。

Hindusthani music is an ancient musical form with over one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and 

tradition and is passed on till this day by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old masters and the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s of later musicians. Hindusthani music has mellowed over time; 

its rich historical values are why the art of Hindusthani music has been presented lively on the 

international music stage.

 

NCCU has specially invited Grammy Award winner and world-renowned tabla master 

Abhiman Kaushal for this performance. The complex tempo techniques of Abhiman Kaushal 

creates rushing beats and echo-like slow tempos, mesmerizing all with the precise fingering, 

profound musical tones, and mysterious imagery. Furthermore, Yoshida Daikiti,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itar musician from Japan, and Ryohei Kanemitsu, sitar musician who has built his 

career in Taiwan for several years. Both musicians are exceptional students of Ustad Shujaat 

Khan, sitar giant who performed in Taiwan in April 2017.

 

“Night of Hindusthani Music＂include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by tabla artist Abhiman 

Kaushal, and sitar artists Yoshida Daikiti and Ryohei Kanemitsu. The interaction of classical 

music between the two instruments is presented with smooth techniques and intriguing 

improvisations performances. The audience will be able to immerse in the deep drum beatings 

and crisp melodies, enjoying a unique encounter with Hindusthani Music.

關於《北印樂宴》

About Night of Hindusthani Music



●西塔琴│Sitar

Yoshida 十歲時即開始學習吉他及西洋音樂，1996 年於

印度瓦拉納西與 Debashish Sanyal  開始學習西塔琴，2005

年跟隨西塔琴大師 Ustad Shujaat Khan 學習進階技巧。

Yoshida 並與歌手 Yoshimi（Boredoms, OOIOO 樂團成員）

組成 Saicobab 樂團 ， 樂團音樂形式結合了亞洲傳統音

樂、現代音樂及電子音樂的即興創作。Yoshida 亦在其個人

計畫「Alaya Vijana」 中與許多的優秀的國際藝術家合作

並共同創作。Yoshida 曾合作著名音樂家，如 : 印度吉他大

師 Pt Debashish Bhattacharya 、塔布拉鼓手 Arunangshu 

Chaudhury、美國搖滾樂手 Jim O'Rourke（音速青春）、日

本流行音樂家 UA 及奄美民 歌手朝崎郁惠等。透過各種跨

域的音樂合作，Yoshida 展現除了印度音樂之外，深厚的音

樂功力與融合的能力。

Yoshida started learning the guitar and Western music at 

the age of ten. In 1996, Yoshida started learning the sitar 

from Debashish Sanyal in Varanasi, India, and started 

studying more advanced sitar techniques from sitar 

master Ustad Shujaat Khan in 2005. Yoshida later formed 

the band “Saicobab＂ with singer Yoshimi (Boredoms, 

a member of OOIOO), performing impromptu works that 

combined Asian traditional music with modern and digital 

music. Yoshida also collaborated with various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artists, such as Indian guitar master Pt 

Debashish Bhattacharya, tabla drummer Arunangshu 

Chaudhury, US rock and roll musician Jim O'Rourke 

(Sonic Youth), Japanese pop musician UA, and Amami 

Shimauta singer Ikue Asazaki, through his project “Alaya 

Vijana.＂ Apart from showcasing Indian music, Yoshida 

also presents his superb music and fusion skills through 

cross-domain music collaborations.

Website: www.yoshidadaikiti.com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yoshida.daikiti

●塔布拉鼓│Tabla

Abhiman  五 歲 起 師 承 父 親，開 始 學 習 北 印 度 鼓 

tabla，並 跟 隨 兩 位 大 師 Pt. Sheikh Dawood 與 Pt. B. 

Nandkumar 學習。Abhiman 當今被認為是 Farukkabad、

Lucknow 與 Ajrara 三個 tabla 學派的代表音樂家之一，

在 tabla 藝術美學上因其清亮的音色、及兼具傳統與現代

的鼓點創作而得名。

Tabla 其誘人獨特的音聲，往往能先發制人地吸引聽眾

的耳朵，藉由 Abhiman 窮其身技以繁複的拍擊技法，快時

如玉盤落珠倏忽沓雜，慢時如長廊迴聲勾人心旋的精準彈

指炫技，演繹出現代與傳統的交織，亦隱含著即興的韻味。

Abhiman 在其藝術生涯中，早期曾與享譽國際的印度西

塔琴大師 Pt. Ravi Shankar 合作巡迴演出，足跡遍及美洲、

亞洲、以及歐洲大陸，亦共同錄製了三張專輯。於 1993 年

移居美國後，相繼與世界頂尖的音樂家合作，包括印度音

樂 家 Ustad Zakir Hussain、Pt. Hari Prasad Chaurasia、

Ustad Shahid Parvez、Ustad Shujaat Khan、Smt. 

Lakshmi Shankar 等，更跨界與法國長笛大家 Jean-Pierre 

Ramphal、墨西哥交響樂團、印尼音樂大師 I Nyoman 

Wenten 的甘美朗樂團、非洲知名爵士樂手 Cheick Tidiane 

Seck、拉丁爵士樂手 Tito Puente 等合作，奠基了其深厚

且扎實的演出經歷。另外，亦曾參與紐約大馬戲團演出 

《Ramayana 2K3 》巡演美國各地三個月，深獲表演藝術

界的好評。

近年來，他與 Ustad Shujaat Khan 及 Katayoun Goudarzi 

合 作 錄 製 的 專 輯《Delbar》 與《Saffron Drawing》， 分

別獲提名 2009 年與 2015 年葛萊美獎世界音樂專輯的前

二十。去年更以 White Sun 團體合作的同名專輯《White 

Sun II》，榮獲 2016 年葛萊美獎新世紀專輯。

●西塔琴│Sitar

2004 年開始學習西塔琴，2013 起跟隨西塔琴名師 Ustad 

Shujaat Khan 學習 Imdhad Khan 流派的西塔琴。2013 年

與台北市立國音樂團於國家音樂廳及英國演出，2014 年與

人力飛行劇團於國家戲劇院，同年並於第十八屆國家文藝

獎頒獎典禮演出，2016 年受邀至愛丁堡國際藝穗節「臺灣

季 Taiwan Season」演出。2017 年 Wooonta 跨界樂團的專

輯《Wooontaful》入圍第 28 屆傳藝金曲獎「最佳跨界音樂

專輯獎」。目前為塔拉那現場藝術、Wooonta 跨界樂團二

個音樂團隊的成員。

Ryohei Kanemitsu has started learning Sitar since 2004.

And He is leaning Sitar from Ustad Shujaat Khan since 

2013.He had music tour in Europe (Ireland, Holand, 

Poland, UK) in 2012. He performed with Taipei City 

Chinese Orchestra at National Concert Hall in Taiwan 

in 2013.He worked with Mr. Wing Theater Company and 

performed in National Theater Hall in Taiwan at the end 

of 2013 to 2014.In 2016, his Wooonta trio group was invited 

to 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 as one of representatives 

of“Taipei Season＂. In 2017, Wooonta's album Wooontaful 

was nominated for the Best Crossover Album of the 28th 

Golden Melody Awards for Traditional Arts and Music. 

Now he is working as the music director of Kathak dance 

group“Tarana Live＂.

Website: http://www.sitaryo.com

Yoshida 
Daikiti

Abhiman 
Kaushal

Abhiman started learning the tabla from his father at the 

age of five, and later went on to study under masters Pt. 

Sheikh Dawood and Pt. B. Nandkumar. Today, Abhiman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representing musicians of 

three tabla schools: Farukkabad, Lucknow, and Ajrara. 

Abhiman's aesthetic form gained popularity for his crisp 

tones and unique drum beats which combines modern 

and traditional composing.

 

The alluring tones of the tabla often have the ability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and emotion of listeners. Through the 

exquisite techniques and complex tempos performed by 

Abhiman, the rushing beats and echo-like slow tempos 

mesmerize all, annotating a mixture of modern and 

tradition with a hint of improvisation.

 

Abhiman had the opportunity of performing on tour with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itar master Pt. Ravi Shankar 

in his career, their footsteps crossing America, Asia, and 

Europe, creating three albums together. After moving to 

the US in 1993, Abhiman worked together successively 

with world-class musicians, including Indian musician 

Ustad Zakir Hussain, Pt. Hari Prasad Chaurasia, Ustad 

Shahid Parvez, Ustad Shujaat Khan, and Smt. Lakshmi 

Shankar, and has even performed with French flute 

musician Jean-Pierre Ramphal,  Mexico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Indonesian music master I Nyoman 

Wenten's Gamelan Ensemble, famous African Jazz 

musician Cheick Tidiane Seck, and Latino Jazz musician 

Tito Puente. These concerts have set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bhiman's performance experiences. Abhiman ha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Ramayana 2K3＂ performance in 

various locations in the US for three months, with popular 

reception across the world of performance art.

 

In recent years, Abhiman has recorded albums Delbar and 

Saffron Drawing with Ustad Shujaat Khan and Katayoun 

Goudarzi, each nominated among the top 20 for the 2009 

and 2015 Grammy Awards. Last year, White Sun II, an album 

by Abhiman and White Sun, was awarded the Best New 

Age Album for the 2016 Grammy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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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ers Introduction 演 出 者 簡 介

金光亮平
Ryohei Kanemitsu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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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印度古典音樂 文─康佳鐸教授

翻譯─張蘊

說起印度音樂，我們應該首先有個概念，就是印度音樂概括了兩種起源相同但最

後分歧的音樂體系，也就是北印度的音樂與南印度的卡那提克音樂。雖然這兩種音

樂源自同一個理論體系，兩種音樂從十六世紀印度莫臥兒帝國的建立開始出現迴異

的風格表現。莫臥兒人是中亞帝國的創始者，統治了北印度大部分的地區，受到印

度教文化藝術的吸引並鼓勵音樂發展。北印度的音樂因此出現在莫臥兒的宮廷中，

因著莫臥兒的穆斯林背景，逐漸受到波斯文化影響。此類型的音樂流傳至今，統稱

北印度音樂。

印度音樂由兩個主要概念組成，拉格（Rāga），也就是旋律，以及塔拉（Tāla），

也就是節奏。

1. 拉格（Rāga）

拉格包含上行與下行的音階，但遠遠超出音階的概念。在某些拉格中必須略過

特定音符，而有些音符只能以固定的形式演奏。拉格具有相應的樂句，就像是一

種調式，能夠喚起特定情感。此時，拉格就像是樂曲的樂章，透過拉格的格式表達

樂句。

北印度音樂由七個音高組成：sa、re、ga、ma、pa、dha、ni，對應西洋音樂中

的 Do、Re、Mi、Fa、So、La、Ti，但 Re、Mi、La、與 Ti 降半音而 Fa 升半音。整

體而言，這幾個音高組成了西洋音樂中的十二個音高，然而印度與西洋音樂有許多

音調上的差異。

印度音樂演奏的過程中，有一個持續音 Do (sa) 會不間斷地在背景中作為襯底。

因此，拉格音樂中不會有轉調的情形，而每個演奏的音符都與持續音有固定的關係。

傳統上，不同的拉格音樂會在一日之中特定的時間演出，一天當中共八個時段、

各個時段三小時，各有相應的拉格音樂。

印度音樂靠口耳相傳，尤其印度北部的樂曲往往包含大篇幅的即興演出。雖說

是即興，不表示可以任意編造旋律，而是在拉格對於音律的規則範圍內，以及塔拉

對於節奏的規範內自由發揮；拉格的規則對於演出者的創意發想有嚴格的限制與

約束。

初學者若是吟唱或演奏了違反拉格規範的樂曲，老師會立即糾正學生並示範正確

的樂句。這麼做是因為有些不同的拉格之間只有些微的差異。

2. 塔拉（Tāla）

印度音樂中的節奏以「塔拉」表達。一首塔拉由一定的節拍重複演奏組成，最常

見的是汀塔拉，由四組四拍、共十六拍的節奏組成，各組以拍手或手勢區隔。對西

洋音樂有點概念的音樂家或許會覺得汀塔拉有點像 4/4 拍的節奏，但其實不然。塔

拉是由鼓演奏的節奏與音色模式，每一拍都呈現不同的鼓聲。如同西洋音樂中數拍

子的動作，印度音樂中，樂手會以拍手、揮手、甚至拍手背來表示一組節奏。

這些聲響各以一個音節表示，因此塔拉的節奏與音色模式可以口傳或書寫紀錄。

在表演中，常常可以看到鼓手吟唱富節奏的樂句，接著馬上以樂器演奏出來。

塔拉的第一個節拍叫做sam，是節奏循環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大部分樂句的開始。

Sam 的意思是「一起」，也就是獨奏者與塔布拉鼓手經過一個循環的即興演出後的

會合之處。熟悉塔拉的聽眾將會感受到 Sam 使整個演出告一段落。辨認塔拉的能

力很重要，因為這有助於聽眾對於獨奏者即興樂句的聆聽與理解。演出過程中，常

常可以看到樂手在樂曲到達 sam 時以點頭表示。

除了古典的汀塔拉（4 + 4 + 4 + 4，共十六拍）之外，還有其他以不同節拍組成的

塔拉，像是達德拉塔拉（3 + 3，共六拍）、魯帕塔拉（3 + 2 + 2，共七拍）、加坡塔拉

（2 + 3 + 2 + 3，共十拍）、艾克塔拉（2 + 2 + 2 + 2 + 2 + 2，共十二拍）等。舉例而言，

汀塔拉由三次拍手與一次揮手組成，而艾克塔拉則是四次拍手與兩次揮手。

 

3. 演出（Performance）

卡雅是北印度音樂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常演出的音樂類型。最典型的演出分為兩個

部分：一個是沒有規律節拍的序曲（alap），是即興演出，由樂手自低音域逐漸往

高音域帶出 rāga 的主樂句，另一個是主曲（gat），以塔布拉鼓在塔拉中呈現，包

括固定旋律及變奏。演出包含主要樂句以及即興變奏，幾次不同的變奏後，演出會

回到主要的樂句。

以上資訊能夠幫助聽眾在欣賞拉格音樂時，理解要留意的樂句。若用心聆聽，聽

者可找到塔拉的節拍，進而體會欣賞印度音樂超越聽覺和知覺的旋律與節奏。

●康嘉鐸教授│Dr. Ricardo Canzio─出生於阿根廷，為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退

休教授。曾於瑞士巴賽爾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教授民族音樂學。康教授原習演奏及

作曲，他在瓦拉納西（印度）學習梵文、印度哲學和宗教以及印度音樂。1979 年獲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

※ 英文原文請參閱學務處藝文中心節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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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系列│Performances 02

Zuò Zuò
Tea 
House
坐坐茶室

表演團隊 明日和合製作所╱創作者 洪千涵、曾士益╱動作設計 蘇品文

空間設計 鄭烜勛╱燈光設計 徐子涵╱攝影 洪振峰、蔡宜豫

概念影片 蔡宜豫╱表演者 洪千涵、曾士益、蘇品文、鄭烜勛、馬維元、

鍾品喬、馮琪鈞、張剛華、張庭瑋、余承蓉、李安琪、康雅婷 ( 主唱 )、劉曜瑄 ( 吉他手 )

監製團隊：明日和合製作所

Producer Team: Co-coism    Creators: Hung Chien-Han, Tseng Shih-Yi    Choreography: Su Pin-Wen
Scenery Design: Cheng Hsuan-Hsun    Lighting Design: Hsu Tzu-Han
Photography: Anderson Hong, Tsai Yi-Yu    Video: Tsai Yi-Yu
Performers: Hung Chien-Han, Tseng Shih-Yi, Su Pin-Wen, Cheng Hsuan-Hsun, Ma Wei-Yuan, Chung Pin-Chiao, Feng Chi-Chun, 
Chang Kang-Hua, Chang Ting-Wei, Yu Chen-Rong, Li An-Chi, Kang Ya-Ting (Vocal), Liu Yao-Hsuan (Guitarist)

11.1
WED 19:30-21:30

●時間│Time

●地點│Venue

藝文中心視聽館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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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ò Zuò Tea House is an inter-active performance, a live exhibition and also a site-specific work. 

Digging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red-light district, all sorts of interactions were no more than 

psychological reflections in satisfying personal desires.

 

The idea of this project comes from the eternal topic: everyone is eager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and then referring to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phenomenon of dating websites and mobile Apps. 

Therefore, a dating platform which provides love is created. This project is also inspired by some 

Taiwanese style "tea houses" being used as a metaphor for local brothels. Actors and actresses 

wait for their guests in this tea house. Audience members pick a red string randomly.

 

Like a support centre for souls in the city or a station for everybody in the world, Zuò Zuò Tea House 

reveals the same feelings we share. In this "dating" activity, will we provoke audiences' 

expectations and desires for it? This performance will be delivered in the form of "immersive 

theatre", where audience and performers take their roles together in revealing the solitude and 

secret in.

Co-coism is a multi-creator collective.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2016 by Hung Chien-Han, 

Chang Kang-Hua, and Huang Ding-Yun. The core concept is cooperative/devised theatre perusing 

for horizontal consensus/deliberation, aiming to Live Exhibition, Responding Creation, New 

Media, Scenagraphy, Immersive Project, and Activism. We are planning to collaborate co-artists 

who have different background on the development.

Co-coism

《坐坐茶室》由當代速食戀愛現況「網路交友或尋愛 App」為靈感，發展而成的

「即興互動劇場 (Interactive Theatre) / 行為藝術 (Performing Art) 」，以抽紅線即興

表演者與觀眾配對概念，五分鐘，一首歌，一場相遇的邂逅，完成立體現場溫柔鄉

平台。

 首次發表此作品是在 2015 年底，於台北華山文化園區的藝術自由日，2016 年受

新板藝廊邀請展出，和 2017 年參與澳門城市藝穗節演出。此次將稍稍擴大演出，

以沉浸式劇場 (Immersive Theatre) 的方式演出，帶領觀眾「浸」入此「約會行動」；

觀眾限定，以一對一方式進行互動，模糊觀看者與表演者之關係，猶如一同扮演成

角色，走入或窺探都市叢林的一隅孤寂。

 

明日和合製作所

2016 年年初創立的，其核心成員洪千涵、張剛華、黃鼎云皆為近年在表演藝術領

域持續創作的新銳編導，決定以團體形式尋找創作上的可能。有別於常見的團體組

成中以專業、技術、功能為導向的分類激盪模式，將創作者同時置放於「作者」的

位置，以水平式生產進行藝術創作。

 

關於《坐坐茶室》

觀眾注意事項：

本節目為互動演出模式，將邀請觀眾參與演出，過程中會與演員有肢體接觸，請觀眾自行斟

酌是否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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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ences are welcome invited to join the interactive performance. Due to the direct physical 

contacts with actors during the show audiences' discretion are advised.

The content of this work is suitable for mature audiences only. It is suggested that audiences 

be at least 18 years of age.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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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創作者、演員

●劇場導演、表演藝術工作者，

現為明日和合製作所核心創作者

2010 年 畢 業 於 國 立 臺 北 藝 術 大 學 戲 劇 系， 主 修 導

演。2014 年畢業於倫敦皇家中央戲劇與演講學院 (Royal 

Central School of Speech & Drama)，為進階劇場實務碩

士 (MA ATP)。《坐坐茶室》2017 世界劇場設計展 (World 

Stage Design , WSD) 演出。《石屎森林》2017 年第二屆神

奈川海鷗短劇祭最佳導演獎。《曾經未曾》2015 年第三屆

中國烏鎮戲劇節青年競演單元首獎─最佳戲劇獎、2016

年獲邀至關渡藝術節演出、2016 年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

類十大作品、2017 年文化部愛丁堡藝穗節台灣季演出。

●動作設計、演員

歹查某。來自臺灣，南投人。

以身體為創作形式，獨立藝術家、編舞者、舞者、三十四

歲的女人、吃素。

●空間設計、演員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畢業，主修舞台設計。

近年與小事製作、明日和合製作所、阮劇團長期合作，

設計領域包含劇場舞台、展場空間、影像美術，劇場舞台

設計累積作品量達七十餘齣製作。

●演員

1985 年生於臺北，單身。

●演員

天瓶女，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

●演員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 主修劇本創作。

在劇場做舞台監督，也在微型工作室跟老闆同事一起創

作劇本。

●演員

才色兼備，1993 年肖雞。

●主要創作者、演員

●表演藝術工作者

《Walletjes 坐坐茶室》2015 台北華山藝術自由日獲選為

「最佳人氣獎」、2017 受邀至澳門城市藝穗節演出、2017

入圍第四屆世界劇場設計展 (WSD)。《空氣男友》2016 獲

當屆臺北藝穗節「戲劇中的戲劇」，並獲得台新藝術獎提

名。2017 年參與阮劇團Ｘ流山兒事務所於台中國家歌劇

院演出《馬克白》，並於同年六月受邀至羅馬尼亞錫比烏

國際戲劇節演出。

洪千涵
Hung Chien-Han

蘇品文
Su Pin-Wen

鄭烜勛
Cheng Hsuan-Hsun

馬維元
Ma Wei-Yuan

鐘品喬
Chung Pin-Chiao

馮琪鈞
Feng Chi-Chun

李安琪
Li An-Chi

曾士益
Tseng Shih-Yi

●演員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曾獲國家藝術基金會

新人新視野專案補助，現為劇場導演、「明日和合製作所」
核心創作者。作品專注在常民生活，以大眾議題切入劇場，

並重建觀眾與表演者的觀 / 演關係，尋找社會與當代劇場

的連結與更多可能性。

●表演者

「13 月終了」的主唱。

●演員

當過礦物母金剛、木乃伊、GAY、小玉、初心雛妓、007

女郎、見習愛神。簡歷不足掛齒，歡迎增添。

●表演者

1994 生，「13 月終了」的 吉他手。2016 北藝大戲劇系

101 畢業製作 《 尋找男子漢》音樂設計。2015 北藝大戲

劇系 101 級畢業製作《 決不付帳》音效設計。2015 北藝

大戲劇系 100 級集體創作《 他人之島》 現場樂手。2015 

北藝大戲劇系夏季公演《我們的小鎮》 現場樂手。

●演員

21 歲，醫美診所辣櫃檯。

●燈光設計

就讀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碩士班，主修燈

光設計。近期燈光設計作品，四把椅子劇團《叛徒馬密可

能的回憶錄》、《刺殺！團團圓圓通往權力之路》、《How 

To Be Good》；明日和合製作所《空氣男友》；小事製作《生

活是甜蜜》。

張剛華
Chang Kang-Hua

康雅婷
Kang Ya-Ting

「Undecimber Fin.」Vocal

張庭瑋
Chang Ting-Wei

劉曜瑄
Liu Yao-Hsuan

「Undecimber Fin.」Guitarist

余承蓉
Yu Chen-Rong

徐子涵
Hsu Tzu-han
Lighting Design

Performers Introduction 演 出 者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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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坐茶室》於 2015 年「華山藝術自由日」發表之後，今年三月又進一步延展，

配合澳門城市藝穗節演出，由當初網路交友速食戀愛的「即興互動劇場（Interactive 

Theatre）/ 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作品，擴大到「沉浸式劇場（Immersive 

Theatre）」【1】以呼應澳門演出場地過往煙花酒街的歷史【2】。先不細究這幾

類名詞間的轉換異同，因無論是哪一個稱呼，皆可見此作品對打破傳統觀演關係的

企圖心。而此番回到北藝大演出，在較為中性的戲舞大樓空間，少了澳門歷史地景

直接烘托氛圍的優勢，令我十分好奇此作品將如何使觀眾「沉浸」？

進入戲舞大樓的中庭，便可見穿著特有風情的男女演員們慵懶在角落休息，或是

古典中式的旗袍與長衫，或是較為冶豔的西式窄裙與馬甲、軍裝與水手服，感覺像

是一場夾在模糊空間的復古變裝派對。中庭草坪上搭了紅色半開放的方形紗帳，電

扇徐徐吹飄帳篷，直接刺激視覺；燈也是重要的元素，或是高低掛的大紅燈籠，或

是黃澄串聯的小燈泡們，越夜，越是能藉光線將視線與情慾聚集在場內。紅色紗帳

側掛著「坐坐茶室」，大紅燈籠上又另寫著「愛不持久」，兩相搭配的宣言與這齣

作品的形式準確相應。

半開的帳篷前擺放著十一張椅子，每張椅上都有一副眼罩，等候十一具身體。一

樣變裝的主持人 / 媽媽桑上場，跟觀眾簡單說明規則，強調著演出需要觀眾的參與。

《坐坐茶室》的結構很簡單，每一場約為十五分鐘，可分為三階段：觀眾自願入坐，

戴上眼罩。之後伴隨著音樂，演員 / 茶室弟弟妹妹列陣出場，一人和一名觀眾「互

動」。這一階段與其說是「互動」，倒比較像是演員們大膽玩弄著看不見的觀眾

─撫摸、跨坐、脫鞋擦腳，甚至抓觀眾手輕打自己巴掌─全看演員想怎麼觸玩。

當音樂轉成伍佰的〈一生最愛的人〉，演員離開，觀眾眼罩慢慢被拆開。之後演員

開始隨音樂舞蹈擺態，觀眾不一定能知道剛剛是被哪位「服務」過，只能在這空檔

以著視覺，去推斷前五分鐘內的嗅覺和觸覺記憶。但是知道了又怎麼樣？「如果沒

把握 /不要說你愛我 /這樣是欺騙我 /我的心兒好難受」，只是觸碰過就會成為愛嗎？

「不要說愛我 / 不要說愛我」，隨著歌聲替換主持人上場，又進入下一個階段。

主持人手拿紅線，說明接下來將會隨機配對。參與者能擁有一名演員五分鐘，談

一場戀愛。「每個人都會有伴，不會落單！」「可以看好許願，但如果抽到不喜歡

的也就是命了。」主持人的話語，像是某種安心的保固，再壞也就只是五分鐘，再

糟也有人相伴。抽完紅線後，演員親暱協助參與者穿套上變裝的衣服，帶到紅帳，

更親密的相視、相擁。穿套上衣服同一種儀式，參與者這番真的進到了「茶室」的

脈絡中，沒有看不見的藉口，以變裝做能破壞現實的親密面具──參與者此刻更完

全地成為演出者了。

對於真實觸碰的巨大需求《坐坐茶室》 文─黃馨儀

表演藝術評論台

專案評論人

最後一階段或搭配現場歌唱，或僅是放音樂，然音樂的選擇一樣強調短暫的緣分，

不停地提醒一旁燈籠所寫的「愛不持久」。曲終，人散，卸去扮裝的衣服，媽媽桑

會再度詢問下一輪想要上台的觀眾，然後，剛剛「愛」過的，在你眼前即成過往，

剛剛的她或他，會接著挑逗下一人、擁抱下一人。兩小時的演出，如是重複了六回。

《坐坐茶室》有趣的一點是，無論純觀看，或是親身參與，都是「置身其中」。

看的人有其臉紅心跳的樂趣，列坐的茶客則又直接的體驗，這點是北藝大演出和澳

門場的不同。澳門場觀眾分批進入過往煙花巷，看不到前人經歷也無法預知進行，

難免於興奮中參雜了不安與緊張。然此次觀眾藉由主持人的協助，能自主在「靜止

被動地觀看」與「主動經歷且被觀看」的選擇，則讓這較為中性的表演場域，因著

「觀看的視線」形成氛圍，建構一個個十五分鐘的短暫相遇、相觸、相別，藉此在

互動之外達到「沉浸」。

單純觀看時，難免因著內容調性使我想到演員與性工作者的關聯。性工作者賣笑

賣身，短暫相許於恩客，劇場演員是否也是如此？所以才能如此挑逗觀者與觸摸？

然如果回到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描述：「舞台變成了展覽會的平台，演員變成了娼

妓，……，目的在展覽他的美，他的腿，他的胸，他的肌肉，他的獸性的脾氣和感

情、他的高嗓子，以及一切可以誘惑女人的東西。這是一種可恨而可恥的商業行為，

降低了演員的尊嚴。」【3】 在這作品中誠是如此嗎？抑或是藉由藝術的虛構條件，

建立真實的人身接觸，以另一種不持久的愛反向打破現代式的速食愛情？在此之

下，虛假的，反而真實了，並在最後五分鐘扎實的凝視與擁抱中，觸及。在結束那

一刻，我對視著演員的美麗的眼睛，想到了瑪莉娜（Marina Abramovic）的《藝術

家在場》（The Artist is Present）與其所言：「我著實驚訝……人們對於真實觸碰

的巨大需求。」【4】

●黃馨儀─德國羅斯托克音樂與戲劇學院戲劇教育碩士。現為自由應用劇場工作

者，以戲劇為媒介和不同社群團體工作，思索相關議題。2017-2018 年度為表演藝

術評論台專案評論人，著重現代劇場觀演關係的反思。

1.

2.

3.

4.

WSD2017 節目手冊，頁 55。

澳門場演出狀況參考來自香港 IACT 網站，李慧君：〈《坐坐茶室》：議題主導情慾真人秀〉。

（www.iatc.com.hk/doc/100984）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藝術生活─表演藝術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傳》，頁 121；書

林出版有限公司，2006。

摘翻自 MoMA 網站：“It was [a] complete surprise…this enormous need of humans to 

actually have contact.＂（https://www.moma.org/learn/moma_learning/marina-abramovic-

marina-abramovic-the-artist-is-present-2010）

原文網址：http://pareviews.ncafroc.org.tw/?p=25393

編按：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原文於 2017 年 07 月 14 日刊登於「表演藝術評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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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系列│Performances 03 

The Battle
with 
My Father
英雄

編舞 劉冠詳     舞者 劉冠詳、余宛倫

製作經理 楊舒涵

Choreographer: Liu Kuan-Hsiang
Dancers: Liu Kuan-Hsiang, YU Wan-Lun
Project Programmer: Yang Shuhan

12.14
THU 19:30-21:00

●時間│Time

●地點│Venue

藝文中心視聽館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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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狂風暴雨中冒死追尋已故父親的身影。《英雄》亦喜亦悲、悲喜交錯充盈著對

父親的思念，參雜著與父親亡靈的對話。創作者劉冠詳對生死議題的探索，強烈的

情緒衝擊，讓觀眾久久無法自拔。

 一個關於夢、記憶、思念的迴圈中，將「死亡」化作故事的起點；亦是敘事的終

點。本以為是懷念、哀悼、緬懷心中的英雄，沒想到卻是與死去父親的最後對決。

 《英雄》以特殊劇場表演形式中，通過段落式的情節敘事、蘊含代溝與 Kuso 的

對白語言、混種風格的肢體動作，以及跳 tone 的片段聲音配樂等象徵媒介，展現

出創作者對父親思念的強烈生命力。

The Battle with My Father is a story about risking life to chase the image of the dead father in a 

storm. The Battler with My Father is a work that brings both joy and sorrow, filled with the emotions 

of missing the father and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eceased father. Artist Liu Kuan-Hsiang’s 

explorations of the theme of life and death and the intense emotional impacts leave a strong 

impression in the minds of viewers.

 

This is work about the circle of dreams, memory, and longing that marks death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and the end of the narrative. Originally perceived as a process of yearning, mourning, 

and recalling memories of a hero, the work turns out to be a last duel with the late father.

 

The Battle with My Father is presented with the unique performance form of theater. Through 

separated plot narrative, generation gap, funny dialogues, body gestures with mixed styles, and 

nonsensical symbolic media, such as sounds and soundtracks, to express the intensity of the 

sentiments towards the father.

關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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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ers Introduction 演 出 者 簡 介

●編舞、聲音設計、舞者

Choreographer, Sound Designer, Dancer

2017 獲台新表演藝術獎，為近年臺灣備受國際矚目的獨

立編舞家之一。

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後，加入驫舞劇場，自 2011

至 2016 年與驫舞劇場多次合作發表多支舞作。2014《英

雄》以逝去的父親為主題，為首次嘗試編作長篇舞作；

2015《兩對》受邀參加首屆墨西哥國際藝術節；2016《我

知道的太多了》獲羅曼菲舞蹈獎助金支持，於雲門劇場首

演，該舞作以母親在安寧病房過世前八個月的囈語錄音，

作為配樂的素材，強烈的表現力道，觀眾深受震撼。《我

知道的太多了》亦獲得 2017 年第十五屆台新藝術─表演藝

術大獎。同年亦入選歐陸年輕編舞家網絡平台，4 月於丹

麥演出。同時入選北京「舞蹈十二天」7 月於北京國家大

劇院遊戲場演出。

2016~2017 連續兩年獲選雲門「創計畫」支持創作，

2017 年最新舞作《棄者》企圖挖掘最赤裸原始的人心。劉

冠詳除了編舞之外，他承襲家族 ( 阿公為爵士樂手 ) 血緣

裡聽覺敏銳的特質，拜師學習編曲技巧，為舞作親自設計

配樂，因此他作品裡的聲音設計總是獨一無二，敏銳、動

人，直指人心。

●舞者

Dancer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現為自由舞者、表演

者，近年與不同藝術家合作，嘗試各種藝術形式，發展不同

的表演風格。

2016 Carmen Rafaelle Lauwers、TheMoodStudio 

《Anterwerp works》於安特衛普 MAS 博物館演出。

2015 兩廳院 1+1 雙舞作─何曉玫《假裝》、劉彥成《最

高的地方-大家都同款》、張建明《黑洞》、外亞維儂藝術節、

高雄衛武營玩藝節、d ḾOTION 國際舞蹈節三個舞蹈節中

演出再劇場作品《再見吧！！兔子》。

2014 WDA Global Summit 許程崴《想去的地方》、德國 

No Ballet 國際編舞比賽《房間》、西班牙 BETA PUBLIC 及

下一個編舞計畫 III 演出再劇場作品《再見吧！！兔子》。

2013 兩廳院 1+1 雙舞作─何曉玫作品《親愛的》、新人

新視野 舞蹈篇《一個房間》、北京國際芭蕾舞技編舞比賽 

《無處》、哥本哈根國際編舞大賽《房間》。

Winner of the 2017 Taishin Performing Arts Award and 

one of the most internationally promising independent 

Taiwanese choreographers.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Dance Department of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iu Kuan-Hsiang joined 

dance group the Horse Dance Theatre and participated 

in multiple performances with the Horse Dance Theatre 

from 2011 to 2016. In 2014, work The Battle with My Father 

was themed around his late father and his first attempt to 

create a longer piece of choreography. The 2015 Duet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of Mexico, and in 2016, Kids received the support from 

Lo Man-Fei Dance Fund to present its first performance 

in Cloud Gate Theater. Kids uses recordings of the 

murmurings of the artist's mother while she was in hospice 

care eight months before she died. These recordings were 

used as materials for background music, and the powerful 

performance has an intense effect on viewers. Kids was 

awarded the 15th Taishin Performance Art Award in 2017, 

and Liu Kuan-Hsiang was named by platform“Aerowaves 

Spring Forward.＂Liu Kuan-Hsiang performed on stage 

in Denmark in April and was one of the artists to perform 

in“Chinese Dance for Twelve Days＂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 the Beijing in July.

 

Liu Kuan-Hsiang was supported by Cloud Gate's Art 

Maker's Project for two years in a row in 2016 and 

2017. Liu's 2017 work Karma investigates the authentic 

and naked human condition. Apart from choreography, 

Liu inherited the family's sharp auditory senses (Liu's 

grandfather is a Jazz musician) and learned to compose 

music from professionals so that he could design the 

music for his works. Therefore, Liu's works include unique 

and sensitive sonic design that touches the hearts of 

audiences.

Graduated from the Dance Department of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Yu is currently a freelance dancer and performer who 

has collaborated with various artists throughout recent 

years. Yu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art forms to develop 

different performance styles.

 

2016 Carmen Rafaelle Lauwersm, TheMoodStudio 

Anterwerp works was presented at MAS (Museum aan de 

Stroom) in Antwerp.

 

2015 National Theater and Concert Hall 1+1 Dance: 

Ho Hsiao-mei's Camouflage, Liu Yen-Cheng's The Highest 

Place – All the Same, Chang Chien-ming's Black Hole,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Tschüss!! Bunny in 

Avignon OFF, Weiwuying Arts Festival, and d'MOTION 

International Dance Festival.

 

2014 Hsu Chen Wei's A Wonder Place at WDA Global 

Summit, A Room at NO BALLET International Choreography 

Competition, and Re-Theatre's Tschüss!! Bunny at Spain 

BETA PUBLIC and Next Choreography Project III.

 

2013 National Theater and Concert Hall 1+1 Dance: 

Ho Hsiao-mei's My Dear, Young Stars, New Vision / Dance 

One Room, Nowhere at Beijing International Ballet and 

Choreography Competition, and A Room at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Choreography Competition

 

劉冠詳
Liu Kuan-Hsiang

余宛倫
Yu Wan-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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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創作構想

「以為這場演出是在紀念我的父親，懷念他的過去，哀悼他的死亡 ....

 但沒想到，這是我與死去父親的最後一場決鬥。」

《英雄》源起於陪伴父親死亡的經驗，當他體溫散去、心電圖成了一條線後，躺

在那邊的父親也成為了心中的謎，那這就是他的全部了嗎？他的一生了嗎 ? 兒子從

想起父親在飛機上對他說過的那句話，開始挖掘曾經跟他有關係的人、事、物，而

這也開啟了《英雄》的創作契機。

父親因心肌梗塞在大陸發病，我接到電話後趕往大陸，試圖將父親從鬼門關救回

台灣。當時一抵達父親在大陸所急救的醫院，看見父親因心肌梗塞造成的腦部缺氧

而出現幻覺與失憶現象，父親那在我心中內堅強如山、威嚴如鷹的「英雄」形象也

瞬間崩潰瓦解─那是最感到恐懼的事情。

幾乎徹夜未眠的十天，終於將父親從醫療資源不足的大陸送回台灣，而當時航空

公司是必須拒絕像是父親這樣的病人乘坐飛機，我只好偷拿大陸醫院院章，修改飛

航安檢書等等荒謬的事情才將父親帶回台灣。

在飛機上，父親因高壓開始呼吸困難，心臟收縮不足。父親當時並未死在那架飛

機上。到了台灣後，馬上將父親送往醫院，我跟父親也像平常一樣聊天， 我以為一

切都沒事了。

隔天凌晨四點我趕往醫院，父親的嘴已經被呼吸器撐開，胸口是電極搶救的焦黑。

醫生與護士也連續打著數十支強心針。

我回憶著，爸爸當時在飛機上氣喘著對我這麼說：『你真是老爸的英雄』

什麼是英雄 ? 為什麼當時父親要這樣叫我 ?

什麼是英雄 ? 人死亡後，他將永遠停留在那個年紀，我們繼續長大，隨著時間的

推進，生活的現實不斷改變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而這樣的改變，造成我們對逝者

留下來的記憶有什麼影響 ?

 隨著人的成長，我們對過去所理解的回憶，逐漸產生新的詮釋。親人死亡後，環

繞著我們的悲痛與哀傷製造出了一個我們對逝者的想像…

他是我真正的英雄，然而我卻在他死後才意識到失去了一個英雄，但隨著我的成

長，我開始懷疑，他還是我的英雄嗎 ? 我爸在最 MAN 的時刻死去，四十九歲。我

常常覺得自己永遠沒辦法比他更像男子漢，如同鷹般的眼神；海盜的神情；老者的

智慧。小時候，遙望著他，都覺得自己像是一個戀愛中的小女生仰慕一個英雄。現

在他死了，我是不是真的沒辦法超越他？是不是也失去了追尋的目標 ?

父親是兄弟、是朋友，甚至可以是戀人。那如山的依靠也同我們的崇拜，父親應

該是我們心中第一個英雄，但卻也許不是最後一個。當他那在兒時記憶的臂膀開始

衰退老去，而我們成長茁壯的視線已經可以瞧見那駝背的陰影與雪白的蒼髮，在那

個時刻，你扶著父親顫抖的雙手，開始試問自己，當年的英雄跑到哪裡去了 ?

而面對英雄死去後的我們，能做什麼 ? 如果將那英雄的印象如同歷史般建立起資

料庫放在腦中追尋，為什麼我們還會迷失自己 ?

過去，英雄曾賦予了我們安全感與存在的價值，當英雄消逝時，世界隨著崩塌，

一切灰飛煙滅，我們必須重新建立與世界的聯結，我們必須繼續活下去。

 

『我，一個在狂風暴雨中冒死追尋已故父親身影的男人

一段在支離破碎後才能開始的追尋─《英雄》』

文─劉冠詳

編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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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展 系 列

P
A

R
T 3

Film

2017年是政大藝文中心三度與社會公義獎合作，「社會公義獎」乃全國自主勞工聯盟為推動電影與社會實踐
間的聯繫，採不同角度鑑賞電影、鼓勵創作者，並喚起更多社會大眾，關注社會公義相關議題，進而促進社會

對話之實踐活動。今年《徐自強的練習題》和《白蟻 -慾望謎網》成為本屆社會公義獎得主，都將至政大校園

放映並接受頒獎，兩部作品一為紀錄片一為劇情片，皆以流動辯證的敘事手法，闡述弱勢者的控訴，彰顯了社

會公義獎所欲鼓勵之精神，一是對體制的批判，一是對邊緣者的關懷，希望能在政大激發師生同仁對台灣當今

社會議題有更多的討論與省思。

此外，選播台灣史上第一次獲得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的電影《日常對話》，本片是由國際名導侯孝

賢監製，黃惠偵所執導的紀錄長片，黃導演也將於放映當日蒞臨藝中與大家映後座談。紀錄片《黑熊森林》，

為學者黃美秀在布農耆老的指引、巡山員的協助下，深入「有熊國」尋熊捉熊的田野記錄，帶著神秘色彩的台
灣黑熊，自此被揭露知悉。本片與駐校藝術家王小棣導演的《魔法阿媽》、《擁抱大白熊》，於九月底至萬興里

活動中心放映，本著敦親睦鄰的精神，期盼藝文中心的活動，能走入社區，與好鄰們一起分享美好作品。

另與敘事影展合作，放映《邊界》一片，該片是導演南塔瓦‧努班查邦 (Nontawat Numbenchapol)完成的

首部紀錄長片，探討在泰柬邊境古寺主權的敏感議題，獲得 2014年泰國影評人協會青年導演獎。映後將由傳播

學院副教授鍾適芳老師，帶領大家討論，對本片進行深入剖析。

參加電影系列活動開幕觀眾注意事項：

Participants please note:

網路報名：於開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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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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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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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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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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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場次禁止飲食、攝影、照相或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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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t registration system beginning from semester star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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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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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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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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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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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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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 time.

For the respect of all performers and participants, please follow all instructions 

and rules given at the event site.

All events prohibit food and drink, video recording, sound recording, and 

photography.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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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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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系列│Film Series 01│社會公義影展

Black Bear Forest
黑熊森林

★桃園電影節 台灣獎首獎

9.27
WED

19:00-21:40

2011 年，隨著黑熊研究學者黃美秀及其研究團隊的腳步，攝影團隊翻山越嶺，徒步重裝三天，到達位在玉山

國家公園核心地帶的大分「有熊國」；這是一個深刻令人著迷，匯集豐富野生動物生態及布農原住民人文色彩

的地方。每年冬天，台灣黑熊會因為大分的青剛櫟林提供了豐富的果實來源，從四面八方地來到此地逗留。

話說 1998 年從美返國進行博士論文的黃美秀在布農耆老的指引、巡山員林淵源的協助下，深入「有熊國」尋

熊捉熊。曾經是布農獵人的林大哥，其狩獵技能與對環境熟悉，還有情義濃烈的性格及慷慨施予，使得黃美秀

於蠻荒之境尋熊的三年歲月順利開展。黃美秀的黑熊研究揭開了台灣黑熊的神秘面紗，但也揭示台灣黑熊悲情

的一面。15 隻捕捉繫放的黑熊中，有八隻斷肢或斷掌。時至今日，在攝影團隊的監測攝影下，斷掌熊的苦難未

曾改變。試問，我們是否能作些什麼呢？

In 2011, researcher Huang Mei-Hsiu, the research team, and photography team spent three days climbing the mountains on foot, 

finally arriving at “The Realm of Bears＂ in Dafen, which was at the center of Yushan National Park. This place is an enchanting 

habitat of wild animals and a variety of species, also an area with rich Bunun indigenous culture. Each winter, Taiwan Black Bears 

travel here from all directions for the fruit in the Ring-cupped Oak forest.

 

In 1998, at the guidance of Bunun elders and the assistance of ranger Lin Yuan-Yuan, Huang Mei-Hsiu returned from the US to 

continue her Ph.D. dissertation in Taiwan and traveled to “The Realm of Bears＂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wild animals. Lin 

used to be a Bunun hunter; his hunting skills, familiarity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friendly and generous temperament enabled 

Huang Mei-Hsiu´s three years of life in the wilderness to roll out smoothly. Huang Mei-Hsiu´s research provid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mysterious Taiwan Black Bears but also reveals a sad side of the Taiwan Black Bears. Among the 15 

captured Black Bears, eight had broken limbs or paws. Under the monitor and recording by the photography team, the suffering 

of the bears with broken paws continues to this day. What can we do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導演│李香秀

●地點│萬興里活動中心（北市文山區萬壽路 27 號 7 樓）

●普│ 2016 │台灣│ Colour │ 126min │中文字幕

●映後座談│李香秀導演

Director: LEE Hsiang-hsiu
Venue: Wang Xing Vil.  Community Center (7F, No.27, Wanshou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G │ 2016 │ Taiwan │ Colour │ 126min │ Chinese Subtitles

Post-Screening Discussion by Director LEE Hsiang-hsiu

●導演│李香秀─獨立電影工作者，世新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美國天普大學

電影與多媒體藝術研究所碩士學位。主要作品：《消失的王國－拱樂社》曾於台灣

2000 年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參展並獲得亞洲電影促進獎評審特別推薦獎、美國 1999

年夏威夷國際影展紀錄片競賽入圍作品，以及韓國 2001 年漢城女性影展觀摩作品。

《南方澳海洋紀事》為台北 2004 年金馬獎紀錄片競賽最佳紀錄片作品與日本 2005

年山形國際紀錄片雙年展亞洲新浪潮專題參展作品。

指導單位─台北市文化局、教育部青年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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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系列│Film Series 02│社會公義影展

Small Talk
日常對話 

★ 2017 柏林影展「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

★ 2017 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 2016 金馬影展最佳紀錄片

10.5
THU

19:30-21:45

我和我母親雖然生活在相同的空間裡，但幾十年來，就像是同個屋簷下的陌生人，唯一的交集是她為我準備

的吃食。我們之間沒有噓寒問暖、沒有母女間的心裡話、沒有「我愛你」。當我注視著她，我知道在那震耳欲

聾的沈默之下，藏著讓她難以面對及言說的秘密；我知道在緊閉的雙唇背後，是令她窒息且擺脫不去的恥辱。

我終於鼓起勇氣與她開啟對話，但我真的準備去面對她將給出的答案了嗎 ? 我們又是否都能夠好好面對那些已

經被埋藏許久的過去 ?

這是一個關於母親與我的故事。

電影述說著我們生活裡的瑣碎日常，也說那些關於我們生命裡的傷痛非常。

 

Although I live with my mother, for decades, we have been strangers who happen to be under the same roof. Our only interaction 

is when she prepares food for me. There are no chit-chats, no heartfelt mother-daughter conversations, no verbal expressions 

of affection. When I look at my mother, I know that beneath the deafening silence lies an unspeakable and suffocating secret, a 

sense of shame. I finally manage to summon the courage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her, but I am uncertain whether I am ready 

to face her. Will we be able to face the past that has been buried for so long?

 

This is a story about my mother and me.

 

This is a movie about the trivial incidents of our daily lives and the enormous grief in our hearts.

●導演│黃惠偵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護│ 2016 │台灣│ Colour │ 88min │中文字幕

●映後座談：黃惠偵導演

Director: HUANG Hui-chen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G │ 2016 │ Taiwan │ Colour │ 88min │ Chinese Subtitles

Post-Screening discussion by Director HUANG Hui-chen

●導演│黃惠偵─六歲開始跟著媽媽跳陣頭，二十歲轉行從事社會工作上街頭。

曾任 台北市紀錄片工會秘書長，現為自由影像工作者及一個孩子的母親。過去作品

包括《我和我的 T 媽媽》、《八東病房》及《烏將要回家》等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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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系列│Film Series 03│社會公義影展

White Ant
白蟻─慾望謎網

★ 2016 入圍第 21 屆釜山影展「新潮流」競賽單元

★ 2016 榮獲第 21 屆釜山影展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FIPRESCI Award)

★ 2016 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

★ 2016 新加坡國際電影節「亞洲長片競賽單元」正式入選

★ 2017 馬來西亞金環獎 ( 最佳影片、最佳新導演、最佳攝影、最佳編劇四項入圍 )

10.26
THU

16:00-17:35

失戀中的湯紅意外拍攝到白蟻在竊取女性內衣褲，因為憤怒，湯紅沒有報警卻把拍攝的影像製成 DVD 寄給白

蟻。這個看似「正義」的舉動間接促成了白蟻的死亡。震驚之餘，湯紅內心產生極大疑惑，在沮喪與渴望被原

諒的心情下，湯紅參加白蟻的葬禮並認識了白蟻媽媽藍湖。當湯紅想要向藍湖告白說出一切以求得諒解時，沒

想到，藍湖卻先反過來安慰湯 紅並告白自己多年來的內疚傷痛。湯紅、白蟻與藍湖三個人交織出正義與救贖的

故事。

 

Lovelorn Tang-Hung accidentally records Bai-Yi in the middle of stealing female underwear on film. Enraged, Tang-Hung makes 

the tape a DVD and sends it to Bai-Yi instead of notifying the police. This act of “justice＂ indirectly leads to the death of Bai-

Yi. In shock, questions start to form in Tang-Hung's heart. Depressed and longing for forgiveness, Tang-Hung attends Bai-Yi's 

funeral and meets Bai-Yi's mother, Lan-Hu. Just as Tang-Hung is about to confess to Lan-Hu and ask for forgiveness, Lan-

Hu unexpectedly starts comforting Tang-Hung and tells Tang-Hung about her years of guilt and grief. A story of justice and 

redemption unfolds between Tang-Hung, Bai-Yi, and Lan-Hu.

●導演│朱賢哲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限│ 2016 │台灣│ Colour │ 95min │中文字幕

Director: CHU Hsien-che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R │ 2016 │ Taiwan │ Colour │ 95min │ Chinese Subtitles

●導演│朱賢哲─台灣紀錄片導演，紀錄片曾在台灣四大影展獲獎，其中金馬獎、

金穗獎、南方影展獲首獎，並兩度在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獲獎，《白蟻 - 慾望謎網》

是他第一部劇情長片，2016 年入圍釜山國際影展「新浪潮」單元並獲費比西國際影

評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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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系列│Film Series 04│社會公義影展

Condemned 
Practice Mode
徐自強的練習題  

10.26
THU

19:00-21:45

徐自強是一位被關了十六年的冤獄當事人，也曾經是一位面臨槍決的死刑犯；紀岳君則是一位不懂法律的紀

錄片導演。徐自強辛苦做著生死交關的人生練習題，紀錄片創作者與觀眾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其實也做著另

一種考驗人性的練習題，我們將會看見人類有限的能力，如何在不足的司法制度和驕傲的執法者手中，建構著

那不堪一擊的公平正義。這是 一段讓我們共同學習如何面對人性、信念、關愛與真實的旅程。 

Tzu-Chiang is an innocent man who has been wrongly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16 years; he was also once a 

prisoner facing death row. Chi Yueh-Chun, on the other hand, is a documentary director with no knowledge of the law. Hsu Tzu-

Chiang is a sufferer of the conundrum of life and death, while the creator and audience of the documentary are also on a journey 

that tests humanity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truth-seeking. This movie allows us to witness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 beings, 

how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and arrogant law-enforcers construct a system of “justice＂ that is unable to withstand the slightest 

blow. This is a journey that teaches us ways to face human nature, beliefs, affection, and truth.

●導演│紀岳君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護│ 2016 │台灣│ Colour │ 95min │中文字幕

●電影結束舉行「社會公義獎」頒獎典禮

●映後座談：紀岳君導演、朱賢哲導演

   主持人：陳儒修教授│政大傳播學院副院長、廣電系主任

Director: CHI Yueh-chun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G │ 2017 │ Taiwan │ Colour │ 95min │ Chinese Subtitles

Post-Screening Discussion by Director CHI Yueh-chun and CHU Hsien-che

Host: Prof. Chen Ru-Shou

★ 2015 年新北市紀錄片首獎

★ 2017 年台北電影節紀錄片入圍

●導演│紀岳君─早期為影像行動者，藉由影像參與許多社會運動，關注都市拆

遷、都市原住民、農業、環境、勞工、獨立媒體、司法人權等議題。早期參與發展

網路影像傳播的協同工作，希望能透過民間社會力量改變傳播方式。近期致力於拍

攝紀錄片，並從事商業廣告、短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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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系列│Film Series 05│敘事影展

Boundary
邊界  

10.12
THU

19:30-21:45

2010 年，導演南塔瓦遇見了來自泰柬邊界四色菊府的少年敖。敖多年前離家入伍，駐軍於暴動頻傳的南方地

區。2012 年，南塔瓦追隨敖的腳步回到家鄉。此際，泰柬邊境緊張關係一觸即發，當地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

柏威夏古寺，長年以來即是兩國主權爭奪的焦點。而今，國內紅衫軍與黃衫軍的衝突越加增溫，再度喚醒了沈

睡的歷史傷痕，邊界戰爭一觸即發……。南塔瓦曾參與導演阿比查邦劇組工作，風格亦受其啟發與影響，本片

是他的第一部紀錄片作品， 旋即入圍各大國際影展。

 

This film looks at the violent border dispute between Thailand and Cambodia over the Preah Vihear Hindu temple, which is more 

than 1,000 years old and has been named a UNC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By focusing on the ordinary lives of both Cambodian 

and Thai locals in the area, such as the 24-year-old laborer and former solder “Aod＂, the director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dispute over the temple. because it focuses on Aod and includes footage from the “Red Shirt＂ political protests in 2010, 

“Boundary＂ was banned by the Thai government - a rare action that underlined the sensitivity of the issue.

●導演│南塔瓦 ‧ 努班查邦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護│ 2016 │泰國、柬埔寨、法國│ Colour │ 95min │中英字幕

●映後座談：導賞人  鍾適芳副教授

Director: CHI Yueh-chun
Venue: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PG │ 2017 │ Thailand、Cambodia、France │ Colour │ 95min │ Chinese & English Subtitles

Post-Screening Discussion by Professor CHUNG Shefong

●導演│南塔瓦 ‧ 努班查邦─1983 年出生於泰國曼谷，畢業於泰國蘭實大學美術系

視覺傳播設計組，以攝影師身分參與多部電影製作，個人作品多以空間作為主題。2013

年他完成首部紀錄長片《邊界》，探討在泰柬邊境古寺主權的敏感議題，獲得 2014 年

泰國影評人協會青年導演獎；第二部紀錄長片《河》在盧卡諾影展當代電影單元首映，

並獲得特別提及獎。

Director: Nontawat Numbenchapol

Nontawat Numbenchapol was born on 2 May 1983, in Bangkok, Thailand. He graduated 

from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Department, Faculty of Fine Arts at Rangsit 

University. His work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space. "Boundary" was widely screened 

internationally, and his latest documentary "By the River" (2013) received a special 

mention award at the Loca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導賞人│鍾適芳─目前任教於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曾擔任「政大之聲」實習電

台台長以及政大藝文中心主任，並曾於政大傳播學院主持「大眾文化與流行音樂

課程」，開創大學與流行音樂產業合作的先例。2011 年的印度行，意外開啟了她的

另一段旅程。在台灣客家電視台的支持、以及國際團隊的合作下，她完成了第一部

紀錄長片《邊界移動兩百年》(From Border to Border)。作品入圍 2014「台北電影

節」、2014「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等競賽，入選數個國際影展，並獲得 2014「女性

影展」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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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座 / 工 作 坊 系 列

P
A

R
T 4

Lecture & 
Workshop

金枝演社 1993年由出生台灣傳統歌仔戲世家的王榮裕先生創立。創團人的母親是風華半世紀的歌仔戲小生謝

月霞女士。他承襲豐厚的台戲美學素養，再師承西方當代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體系的思維

訓練，在 1994-2016年應邀雲門舞集《流浪者之歌》飾演僧侶，巡迴世界 219場表演，舞台上演出定靜不動 70

分鐘，是表演藝術史上的經典。

金枝演社開創「台灣原生」音樂歌舞劇，開啟了台語音樂劇的時代。近年來積極推廣台灣傳統藝術文化，走
出劇場，展演多部結合歷史空間的創作，將兼蘊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美學意境注入展演，成為極具台灣

文化美學色彩的現代劇團。自 1997年迄今，年年獲選為文化部重點扶植的優良演藝團隊，更是全台唯一連續三

屆榮獲國藝會「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獎助殊榮的表演團隊。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稱譽：金枝演社擁有旺
盛的生命力，台灣需要這樣的藝術團體。(參考金枝演社官網：http://www.goldenbough.com.tw/2006/new.htm)

本學期邀請資深金枝演社劇團人高銘謙講座，介紹演員們如何藉由劇團的歌唱、舞蹈、演戲修練，從生活脈

絡尋找演出能量，分享原創戲劇藝術的多元面貌及豐富內涵。

此外，邀請金枝演社戲劇工坊，將最具魅力的原生音樂歌舞劇表演美學，設計成一系列趣味豐富的課程，帶

入校園，期許參與者透過親身演練和想像，體認音樂歌舞劇「寓藝術於生活、用歡笑播希望」的迷人世界，拓
展戲劇欣賞的多元角度，提升藝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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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Lecture

An Actor’s Journey:
Discover the Energy of 
Performance
from Everyday Life
演員的修練之路
─從生活脈絡尋找演出能量

●地點│ ART HUB
●主持人：侯雲舒│本中心主任

●講者：高銘謙│金枝演社資深團員

Venue: ART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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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er：Kao Ming-Chien │ Senior member of the Golden Bough Theatre

11.8
WED

19:30-21:30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我們常說演員在台上經歷了人生的縮影，喜怒哀樂，或者生老病死。而這也就是戲劇表演的獨特魅力。但要

如何在各種角色中，一次又一次搬演著相似又相異的生命；如何將自己的經驗帶入演出中，與角色相遇，在「出」
與「入」之間，在台上的演員如何調整與適應？透過現職演員的現場分享，將為所有對表演充滿好奇的人們，

揭開演員與舞台的面紗。

“A minute in the spotlight requires ten years of hard work in private.＂

People often say that actors go through an entire lifetime on stage, experiencing different emotions, even life and death. This 

is also what makes theatrical performance so uniquely charming. How can an actor repeatedly present the lives that seem so 

similar but so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How can an actor, combine personal experiences with the performance, become one 

with the roles, adapt and adjust, while merging and separating the self with the character on stage? lecture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professional actors to share their own experiences with participants who are curious about the life of performers.

●高銘謙─金枝演社資深團員。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畢業，高雄岡山人。放棄穩定

的工作與收入，於 2004 年進入金枝演社，2006 年 4 月正式成為專職團員。2010 年獲雲

門文教基金會「流浪者計畫」肯定，至土耳其進行兩個月的流浪之旅。音色極佳，每一開

口總能吸引住所有觀眾的注意力，為金枝演社歌舞演出所不可或缺的核心骨幹之一。

Kao Ming-Chien │ Introduction

Kao Ming-Chien is a senior member of the Golden Bough Theatre, a gradu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Care Management, Chang Gung University, and is originally from Gangshan, Kaohsiung. In 

2004, Kao chose to leave his job, which provided stable income, and joined the Golden Bough Theatre. 

Kao started working as a full-time member of Golden Bough Theatre in April 2006. In 2010, Kao 

received recognition from the Cloud Gate Wanderer Project and traveled for two months in Turkey. Kao 

has a beautiful voice that never fails to capture the audience and is now a central figure throughout 

the performances of Golden Bough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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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Workshop

Taiwan Original Musical: 
Golden Bough
Theatre Workshop
台灣原生歌舞劇
─金枝演社戲劇工坊

●地點│七二一活動室

●講者：高銘謙│金枝演社資深團員

Venue:Room 721

Speaker：Kao Ming-Chien │

Senior member of the Golden Bough Theatre

11.18 ─19
SAT-SUN

9:00-12:00 ∕ 13:30-16:30 

為培植青年學子為藝術種子、培養學生創意創新及表達能力，並能參與創作活動、涵養未來藝術人口及表演從

業人才。透過金枝最具魅力的原生音樂歌舞劇表演美學，設計一系列趣味豐富的課程，參與者將親身參與創作

和想像的無窮樂趣，從而更加認識戲劇的真諦，而參與者更能夠在課堂上獲得深刻啟發，為有志朝向表演藝術

領域發展者、以及希冀在生活中體驗劇場表演奧妙者，提供一扇入場的大門。【表演藝術校園深耕計畫】金枝

將以戲劇工坊的完整系列策劃，讓更多人有機會入門，並得以從這裡起步，走入劇場世界的無限開闊領域。

●課程規劃─本工作坊將以四堂「實作演練」課程為一完整系列。傳授金枝厚扎的歌舞劇表演美學，帶領校園

學子啟發自我的創意想像，不但享受舞台樂趣，更得以從戲劇認識自己，為自己在未來開創出各種多元可能性。

This workshop encourages young artists to cultivate their talents, creativity, performance abilities, and inspire them to 

participate in creativity events to become art performance professionals in the future. A series of fun and creative courses 

are designed through the unique performance aesthetic of Golden Bough Theatre Taiwan Original Musicals for participants 

to gain inspiration, aiming to open a new path for those who either aspire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artist in 

the future or seek to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theater in everyday life. Through“Performance Art Campus Project,＂Golden 

Bough Theatre will arrange a comprehensive package of drama workshops, a starting point for more people to access to 

the magical world of theatre. 

Course Design: This workshop includes four“Exercise Sessions＂that pass down the deep-rooted performance aesthetics of 

Golden Bough Theatre. This workshop inspires participants to come up with their own creative methods and enjoy the fun of 

performance, learn more about themselves, and open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1.

2.

3.

4.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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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得視報名人數調整錄取名單）

報名日期：106/10 /18-11/11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於報名期間開放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登錄報名。

因課程內容有高度連貫性，請儘量全程參加。

Requirements for Participants: NCCU students and faculty, or anyone interested in art and theater.

Number of Participants: 20-25 peopl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may be adjusted 

by the organizer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applications)

Date for Application: October 18th – November 11th, 2017

How to Apply: Applicant can apply through the NCCU online Enrollment Services System.

Participants should make an effort to attend all courses since sessions are designed with high relevance.

招生及課程需求說明：

Admission and Course Requirements:



筆記欄│NOTE

●●●●集章享美食│活動兌換注意事項：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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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 月 5 日止。（藝文輕食小館保留活動異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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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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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專頁．專業分享政大藝文中心



9   10   11   12
Program Guide of the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