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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Preface

九十新展中的沈澱與企盼
● 文｜侯雲舒／本校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兼藝文中心主任

新一年的來臨，總會予人充滿希望、昂首向前的冀望與動能。
2017 年對於指南山腳下的政治大學來說更是別具意義，因為全校師生們就要在五月迎來
九十週年的校慶。耄耋之年對於一個人而言是為高壽，對於一個學校的長久經營而言更為不易，
而相對於天地自然而言，卻只是轉瞬須臾……。如何在這個特殊的時刻能夠承先啟後、永續發
展，迎接百年校慶，值此春意勃發萬物新萌的當下，是我們重整舊有榮光，再次出發萬里圖南
的美好時機。105-2 學年度，政大藝文中心將以「政大的藝想旅程－九十新展」為主軸，做為對
五月校慶的獻禮，其中對於過往及未來有回顧、有展望亦有審視及省思。
今年政大藝中邀請王小棣導演擔任年度駐校藝術家，將在九月份之後展開一系列的講座展
演及工作坊。王小棣導演三十年來深耕於電影及電視、舞台劇之編導工作，為台灣第十八屆國
家文藝獎得主，對於提攜新生代不遺餘力，是影視圈極具魅力的「老師」導演。藝中本學期特
別為此設計了駐校藝術家先導系列活動，邀請作家及影評人鄭秉泓以「他是王小棣，拍片是他
的革命方式」為題，導引出王小棣導演的創作風格與他的社會實踐。
搭配今年駐校藝術家為電影導演的形式，我們特別策劃了「榮耀經典－向導演學習」系列
影展，其中選取了八○年代以來，帶領台灣電影開創新局的侯孝賢、楊德昌、李安以及蔡明亮
四位導演的經典代表作，藉此幫政大師生回顧台灣電影的重要作品，並向他們對於台灣電影的
努力及貢獻致上敬意。此外，特別選映 2016 年甫完成的記錄片「我們這樣拍電影」，集結了台
灣 30 位導演的創作自述，做為本系列影展的綱要，並邀請記錄片導演蕭菊貞參與映後座談，呈
現出台灣電影的新舊歷史軌跡。
回顧可以是一種對記憶的翻找與審視，但是記憶的真與假、虛與實卻是每個人不同的抉擇
與斷限。藝中安排了兩檔展覽，以記憶為創作中軸，質疑並檢視我們所謂記憶的質性。陳文祺
之《偽日記，活版鉛字與影像書寫創作》展，以手機 APP 記錄拍攝亞洲城市並依圖像書寫成圖
文日記，搭配鉛字鑄印，製做成一個個盛裝著黑白影像、鉛字及其印拓的標本箱，箱中封存的
是記憶？是時間？抑或是某種死亡？一如創作者所呈現的詩句：「這裡沒有光合作用 / 只有色素
沈澱伴著珠光閃爍的銀鹽／紀錄著無法辨識的時空與不曾存在的真實記憶」1。《一首不小心寫
大了的詩－周東彥《空的記憶》劇場影像展》，呈現 2013 年獲得世界劇場設計大展「最佳互動
與新媒體設計」首獎作品的劇場影像。導演周東彥由一首詩出發整合環景攝影及舞者周書毅的
身體，試圖透過影像、舞蹈與劇場，排練一場穿梭於虛無與日常的夢境，或是一段只有光影堆
疊的「記憶」。

1

引自陳文琪《偽日記，活版鉛字與影像書寫創作》展之自述。

在不久的未來，也許我們吃東西不必上餐廳，用 3D 列印就可以製造出想要的美食，婚姻
也成為人生中無足輕重的選項，但是「食色性也」總是之所以成為人的基本需求。人類的情感
存在著千百種不同的樣貌，我們藉此得以在其中浸淫依託喜悅凌遲……如果，回家之後與你相
處的是各種不同功能的擬真矽膠機器人娃娃，那麼這個「家」會是一個怎樣的存在？娩娩工作
室三月底在政大藝文中心視聽館所演出的《Doll HoUse》，將時間設定在 2085 年，一間失去
主人但有六個不同功能的矽膠娃娃的家。娩娩工作室創立以來，著重以「女性」的各種衍生議
題為創作中心，矽膠娃娃被設定為女性，它（她）們的存在是功能取向，為著一個主人「Deddy」
永無止境的等待與相互爭奪傾軋，強烈而多義的隱喻性，給予觀者無限解釋與討論的空間。
近些年來台灣舞壇備受矚目的新生代編舞家黃懷德，在五月將會為政大師生帶來一場「非
常狂亂、非常掙扎」2 的舞作《撕裂》。以徘徊掙扎於自我的不同面向為舞碼的表徵，實則對表
演方法的實驗。現實與非現實的切換，透過舞者的身體傳遞出一場虛實之間輾轉於「我」的非
常與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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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研的音樂地圖》則是由吉他音樂家大竹研為政大帶來的一場特別的音樂饗宴，大竹
研曾與多樣化的各類音樂形式有著巧妙的「溝通」經驗，優游於沖繩的民謠、爵士樂、北管、
美濃客家新民謠、搖滾、藍調、流行音樂等不同元素的音樂歷程，反而鎔鑄成一種無法被「一
言以蔽之」的多元特色，最後卻以「潔淨、純粹」的樂音之美，帶領聽者進入音樂領域的新境界。
春天予人新生與整裝出發的勇氣，即使未來可能有著許多不確定和考驗，但是我們願意承
擔，因為我們有藝術，給了我們凝觀審視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機會，因此我們豐盈，因此我們感
謝⋯⋯。

2

引述編舞家黃懷德對《撕裂》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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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系列

Exhibition

記憶的本質。
影像藝術是政大藝文中心長期關注的領域之一，今年適逢政大九十週年，在這回顧與展望的時
刻，藝文中心透過影像媒材的特質邀請政大師生一起來探索記憶的本質。
第一檔展覽「偽日記，活版鉛字與影像書寫創作」展出多個如標本箱的影像裝置，箱內配置影像、
鉛字鑄印與平面文字，以影像本質與數位技術為基礎，辯證影像、物件與書寫三者的時間性與
真實性，懷疑影像作為紀念物召喚過往靈魂的資格，進一步的反思記憶的真實性。
相對於「偽日記」採用充滿懷舊意向的展覽形式，第二檔展覽「一首不小心寫大了的詩」──
周東彥《空的記憶》劇場影像展，則是以數位科技為畫筆，以影像、肢體和科技的感應器書寫
劇場的記憶之詩，在全景影像中探索光和影、人與空間的關係。
這兩場展覽表述的並非絕真實的歷史回顧，也無意形塑所謂的集體記憶，而是強調個人色彩與
懷疑論，引發參觀者主動思考記憶的本質，並且意圖串聯人、影像、科技以及周遭環境。展覽
是各式各樣的印記，當政大師生走入展場，思考過去與現在的樣貌，從個人出發衍生多樣的獨
特觀點，將化作政大師生持續前進，萬里圖南的重要動能。

● 參加展覽開幕觀眾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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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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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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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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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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日記，
活版鉛字與
影像書寫創作

● 文｜陳文祺

Authenticity Temporal
Memory
3.20

Mon

展覽地點 Ve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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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Center

Fri

週一至週五 11:00 － 17:00
（國定假日休展）
Mon － Fri, 11:00 to 17:00
(Close on National Holidays)

展覽開幕活動 Opening Events ｜

3.29

Wed

● 茶會 Opening Reception ／
18:00 － 18:30
● 講座 Lecture ／ 19:30 － 21:30

若時間是片海
那記憶猶如週而復始的浪拍打著岩岸
侵蝕的岩洞是時間的紀錄
伴隨而來的生物共生體系回應著潮來潮往的記憶面貌
沒有一朵浪是一樣的長相
但站在岸邊的我們卻也分不清楚哪一朵浪是記憶中的白花
游向海去
或許能感受到潮汐的牽引 但離岸不遠才是在海邊游泳的樂趣
隨著一波波的浪 試著不讓自己被淹沒
若時間是這一片海
我們在記憶中推引與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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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ity
Tempo
-ral
Memory

若記憶是潮汐
時代的洪流亦如引力 週而復始的拍打著岩岸
推上小舟在浪上翻覆前進 出了淺灘划向海心
時間的靜默是真實的感受
萬物與時間是凝結的 弔詭的是日落星辰卻如此清晰
時間與記憶在此糾纏 一望無垠的海正投射著時間的無情
是浪撥動了小舟上上下下 記憶是潾光閃閃的喚響
那靈光消逝後依舊是潾光片片的浪花
晒黑的才是真實的影像
這裡沒有光合作用
只有色素沈澱伴著珠光閃爍的銀鹽
紀錄著無法辨識的時空與不曾存在的真實記憶。

時間的靜默是真實的感受，萬物與時間是凝結的，弔詭的是時間與記憶糾纏，
作品懸空浮出牆面，以標本盒凝結成影像與文字的日誌，呈現出記憶中的真實時空狀態。延
續以往創作脈絡，討論時空與人的存在關係，回應時空與記憶之於人如蟻穴的生物樣態，反
覆辯證著影像和時空關係，將在此複合向度之下提供觀者在影像與冶字的思緒蜂室。

● Written by ｜ Chen Wen-chi

When the divine light has faded away, what remains are the same old rippling,

If time is an ocean

Tanned skin is the genuine image of reality

phosphorescent waves
Then memory is like the surf beating forever against a rocky shore
With the eroding sea caves marking the passage of time

There is no photosynthesis here

Symbiotic ecosystems evolve in response to the coming and going tide, mirrors of

Only quietly settling pigments and scintillating argentic salt,

memory

Recording indiscernible space-time and authentic memories that never existed.

No two waves look exactly the same
Yet standing on the shore we can’t tell which roller is the white flower of memory

The silence of time is experienced as the true reality. Time and creation are condensed.
Paradoxically, as time and memory cling to each other, forever entangled, the work

Swimming out into the ocean

surfaces on the wall, out of thin air as it were. A diary that coagulates images and words

We may feel the pull of the tidal currents, but the real fun is to be had close to the

in a specimen box conveys the true space-time continuum of memory. Continuing in the

shore

vein of my previous work, I explore the existential connections between space-time and

Riding wave upon billowing wave, trying not to be submerged

man, reflecting how space-time and memory are to man like an ant nest, a biological

If time is an ocean

modality. Again and again I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s and space-time,

We are engulfed by memories, pushed and pulled until we sink

offering my viewers a bee house for musing on the relevance of image and word in a
multifaceted, many-dimensional reality.

If memory is like the tide
The strong current of the times beats against the rocky shore in endless repetition
Beating about the little boat as it is floating precariously on the swell, heading from
the shallows towards the heart of the sea
The silence of time feels like the true reality
Time and all creation are condensed, yet the sinking sun and rising stars are so eerily
bright
Time and memory are eternally entwined, and the boundless sea projects the fact that
time knows no mercy
As the boat is bobbing up and down at the whim of the waves, memory is a sparkling,
glittering clarion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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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design competition.
Graduated of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with a BFA degree in Art Theory
in 1994 and the MFA degree from the Long Island University in 1999. Chen was the full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Material Arts and Design, Tainan National

陳文祺
Chen Wen-Chi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d the part-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at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The design works show : In 2006 - VT Artsalon interior design, the bookstore space
design of New Media Collection 1965-2005 Centre Pompidou exhibition in the Taipei
Fine Art Museum, TNUA bookstore interior design. In 2005 - The subject area design
in Taipei Movie Park, the website design of Taipei Movie Park, the main hall design of
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Taipei county religion art festival interaction installment art.
Besides these design works, the performing arts activities as following：the drama images
designer in New York space 122 and the "Antigone" drama at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99.

現任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所主任，作品在台灣、美國、義大利、日本、韓國、瑞士、
德國、西班牙、俄羅斯、中國等地舉辦個展與聯展，專業於跨領域整合創作與設計。近十
年來作品以觀察身邊人性面貌與自身生命的體驗，探討新柏拉圖主義發散下的肉體與靈魂
的哲思觀點，以影像文件談論愛、慾、死亡的議題。創作以後行為藝術影像為手法，以影
像裝置與錄像藝術探討時空哲思議題，近期以偽日記、偽歷史系列影像創作探討真實時空
的議題。設計作品見於國際展演空間、公共藝術、私人商業空間、舞台視覺空間、展場設
計……等。

Won the fine arts grant in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in 1998, and the fine arts
exhibition grant in 1999 and 2000. The 26th Taipei prize award owner from Taipei Fine
art museum. Has curated the animation film Festival and Manga "Cosplay" Art Festival at
VT Artsalon in 2006, the subject hall of 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Exhibition in 2005, the
"Poor Film film Festival" at Shih Chien university in 2001, "the creation forum" in 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in 2002 in, the "Very Temple" exhibition in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in
2000.

Chen Wen-Chi, b.1969, Taiwan, is an artist and currently the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Design at the Shih Chien University. Works have been
invited to numerous solo and group exhibi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USA,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Switzerland, Germany. Spain, Russia, Spain, Malaysia, China... etc.

● 學歷｜
1999

美國長島大學視覺與表演藝術研究所 MFA. 藝術創作碩士

1994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 BFA. 藝術創作學士

● 現職｜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

Image works observe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ves and explore NeoPlatonism, discuss about love, desire and death existential issues. And the first place
winner of the 26th Taipei prize award from Taipei Fine art museum, works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and integration creations. Works have been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president of Carnegie Foundation, USA, Italy National
Photography Museum. Kuandu Museum of Arts, Aldila gallery, Padova... etc. Chen
has also curated various film and art festival, including 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Exhibition, the 4A creativity prize of advertising, the public art and the NCHC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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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展 經 歷： 台 北 市 立 美 術 館、 高 雄 市 立 美 術 館、 關 渡 美 術 館、 藤 原 大 設 計 工 作 營
URS21、台北漢字藝術節、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國際書展主題館。
曾獲台北美術獎首獎與國內外多項藝術獎項，作品獲國立台灣美術館、澳洲白兔美術館、
關渡美術館、義大利國家攝影博物館、國內外畫廊、企業與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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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展｜
2015

偽日記 Authenticity Temporal Memory ／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2012

物自體 2 Agape 陳文祺個展／海馬迴光畫廊（台南，台灣）

2012

物自體 陳文祺個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2011

非思 / Face ／ VT Artsalon 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2010

非思 / Face ／ 2010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台北，台灣）

2010

Anomy 社亂／東門美術館（台南，台灣）

2004

出神入畫／華人攝影新視界／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台灣）

2008

Anomy 社亂／新苑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2003

急 → 整 → 飾／台灣藝術新浪聯展／大趨勢畫廊（台北，台灣）

2008

鏡花水月系列 1、2 ／台東鐵道藝術村 261 倉庫（台東，台灣）

2003

日內瓦歐洲藝術博覽會 EUROPART（日內瓦，瑞士）

2007

鏡花水月 2《不是戀人》／ VT Artsalon 非常廟藝文空間（台北，台灣）

2003

韓國藝術博覽會（首爾，韓國）

2007

鏡花水月／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2

Be Cool 酷斃了／高雄新濱碼頭（高雄，台灣）

2004

肉體是靈魂的監獄． 系列二、三、四／新苑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2002

貧窮影展／實踐大學（台北，台灣）

2001

AM‧FM 我的生活／淡水藝文中心（台北，台灣）

2000

Museo Naturalistico ／ Costaacciaro（佩魯賈，義大利）

2000

肉體是靈魂的監獄．全系列／中研院生圖美學空間（台北，台灣）

1999

解體城市／中研院生圖美學空間（台北，台灣）

1999

肉體是靈魂的監獄．系列二／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1999

台北市第二十六屆美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99

肉體是靈魂的監獄．系列一／ National Photography Museum（義大利）

1999

MFA Thesis Exhibition ／ Hillwood Art Museum（紐約，美國）

1999

肉體是靈魂的監獄．系列一／ Aldila Gallery. 義大利聯展

1998

第二屆台北國際攝影節（台北，台灣）

2016

偽日記系列／一座島嶼的可能性・台灣美術雙年展（台中，台灣）

1998

Graduate Assistant Exhibition ／ Art League Gallery（紐約，美國）

2016

偽日記：京都 2 非常映象／ Shalini Ganendra Fine Art（SGFA）（吉隆坡，馬來西亞）

1998

第一屆美國藝術聯盟攝影展／ Art League of Denver（丹佛，美國）

2016

偽日記系列／舞弄珍藏：召喚／重想／再述的實驗室／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1998

紅外線攝影／ Millie Falcaro Palazzo Dei Consoli（義大利）

2016

偽日記：京都 2 大內藝術節／亞洲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1998

Anteprima Proiezione Portfolio Piazza ／ San Pietro（義大利）

2015

非常人 非常景／加力畫廊（台南，台灣）

1998

Dream Sequence ／ UMA Gallery（紐約，美國）

2015

大景／絕對空間（台南，台灣）

1997

People Pell Hall ／ Long Island University（紐約，美國）

2014

陌生の記憶／萬菓藝術（台北，台灣）

1993

宣統展／二號公寓（台北，台灣）

2013

1314 動漫美學雙年展／高雄市立美術館（高雄，台灣）

1992

攝情／爵士藝廊（台北，台灣）

2013

時空頓點 台灣錄像藝術展／ Pause in Time and Space Taiwan Video Are Exhibition
／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台北，台灣）

● 策展經歷｜

2013

光州藝博會 Art Gwangju（光州，韓國）

2013

台灣百慕達─藝術特有種／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 藤原大 X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國際工作營 NAME THE TREE 展出 URS21 ／策展人

2012

時空頓點─西班牙 ‧ 台灣錄像藝術交流展／ MADATAC 04（馬德里，西班牙）

2012

藝變者遊行 Manifestation of Homunculi ／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2012

感性生產：當知識成為態度／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2011

複感・動觀 2011 海峽兩岸當代藝術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11

複感・動觀 2011 海峽兩岸當代藝術展／中國美術館（北京，中國）

2010

非常美展台灣報到 2010 台灣美術雙年展／國立台灣美術館（台中，台灣）

2010

非常累畫室 台北雙年展 2010 ／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台灣）

2010

美麗的死亡／台北國際當代藝術博覽會（台北，台灣）

2009

PHOTO TAIPEI（台北，台灣）

2008

德國科隆 ART FAIR 2 ／藝術博覽會（科隆，德國）

2008

Art Osaka 大阪藝術博覽會（大阪，日本）

2007

Anomy camera No.5 ／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7

上海 SH Contemporary 博覽會（上海，中國）

2007

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台北，台灣）

2006

Who is ? 騷洒藝術節／ VT Artsalon（台北，台灣）

2006

Anomy camera no.5 藝術家博覽會／華山藝文特區（台北，台灣）

2006

Novosibirsk State Art Museum（新西伯利亞，俄羅斯）

2005

新台灣人影像的證言／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2005

關渡英雄誌─台灣現代藝術大展／關渡美術館（台北，台灣）

• 台北漢字藝術節剝皮寮數位藝術區／策展人
• 關渡藝術節「喜劇」／策展人
• 創意市集 華山藝文特區／策劃人
• 非常廟藝文空間 VT ARTSALON 漫搞 COSPLAY 藝術節／策展人
• 創意市集 台北電影公園／策劃人
• 高雄市立美術館「創作論壇」 身體記憶的遊樂場 劉時棟個展／策展人
• 實踐大學 第二屆《貧窮影展》／策展人
• 實踐大學 第一屆《貧窮影展》／策展人
• 台北市立美術館「非常廟」大展／策展人

● 設計作品｜
• 台北捷運信義線世貿站觀光傳播局旗艦旅服中心空間設計（台北，台灣）
• 台北捷運信義線世貿站觀光傳播局旗艦旅服中心旅遊行銷影片設計（台北，台灣）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共藝術案（台北，台灣）
• 非常廟藝文空間 VT Artsalon 空間設計與監造（台北，台灣）
• 觀自在 / 禮讚三清 多媒體影像設計 鼓躆雄風／高雄春天藝術節（高雄，台灣）
• 涅盤 科技藝術作品展示空間設計／工業技術研究院（新竹，台灣）
• 台北國際畫廊博覽會 主題館設計／台北世貿（台北，台灣）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製 藝文中心空間設計案（台北，台灣）
• 非常廟藝文空間 VT Artsalon 空間設計（台北，台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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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設計展 Character Index design exhibition 空間設計／世貿一館（台北，台灣）
• 台北市立美術館「龐畢度中心新媒體藝術展」延伸閱讀書展 空間設計（台北，台灣）
•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藝大書店展場設計（台北，台灣）
• 橘園國際策展公司委製 2005 台灣生活工藝之美展場規劃設計案（台北，台灣）
• 財團法人威盛信望愛慈愛基金會耶誕舞台劇 舞台設計（基隆，台灣）
• 奇美電子 QFHD 液晶電視日本橫濱平面顯示器大展 台灣意象 DEMO（橫濱，日本）
• 台北縣宗教藝術節 Wish 交換計畫把文昌君帶回家 互動裝置藝術（台北，台灣）
• 台北電影公園電影主題區設計（台北，台灣）
• 台北電影公園網站規劃與設計（台北，台灣）
• 台北國際書展基金會委製 希臘主題館設計案（台北，台灣）
• 台北國際書展基金會委製 義大利波隆納國際書展主題館展館設計案（波隆納，義大利）
• 台北國際書展主題館 亞洲閱讀新勢力 展館設計（台北，台灣）

● 獎助｜
• 台北美術獎 首獎／台北市第二十六屆美展／台北市立美術館（台灣）
• 第十九屆美國藝術學院攝影比賽黑白攝影組 優選（美國）
•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八十七年度 美術類創作獎助（台灣）
• 美國第一屆藝術聯盟攝影展 入選（美國）
• 第七屆美國國際曼哈頓藝術大賽 優選 紐約（美國）
• 第十八屆美國藝術學院攝影比賽黑白攝影組 優選（美國）

16

● 收藏｜

∕
／

• 白兔美術館（澳洲）

17

• 藝術銀行（台灣）
• 關渡美術館（台北）
• 國立台灣美術館（台灣）
• 卡內基總裁 PETER & PAT HANDAL 夫婦（美國）
• Aldila Gallery（義大利）
• National Photography Museum（義大利）
• 私人收藏（美國、義大利、台灣、奧地利）

opening
開幕活動

Exhibition Opening Events

3.29

Wed

18:00 － 18:30

● 開幕茶會
Opening Reception
地點｜藝文中心 5F 藝文空間
Venue ｜ 5F, Art Gallery,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偽日記」是陳文褀用手機內載的 APP 花了三年時間，走訪拍攝亞洲城市，影像完成
後，再依圖像書寫文字構成圖文日記，搭配上鉛字鑄印，模糊影像記錄的時間性並質
疑記憶的真實性。木箱、及玻璃框，作品的外觀如同精巧的標本箱，闡述影像視為「死
亡的印記」的創作脈絡，消弭時間性只保留觀展「當下」的片段。
本場講座請藝術家分享創作過程，並從藝術評論的角度，探討作品的意義以及沿伸的
相關議題。

The work "Authenticity Temporal Memory" was created by Chen Wen-Chi over

3.29

Wed

19:30 － 21:30

● 開幕講座
Opening Lecture
地點｜藝文中心 Art Hub

the course of three years using an app on his cell phone. Chen first visited and
photographed various Asian cities, then wrote text based on the photographic
images to produce an illustrated journal, and also used types. The blurry images

∕
／

in this work record the nature of time and call into question the accuracy of

19

memories. With a wooden case and glass frame, the work resembles a particularly
exquisite specimen case, and seems to say that images can be seen as the creative

主持人｜侯雲舒 / 本中心主任

context of "imprints of death," while putting an end to time and retaining only a

講者｜陳文祺 / 藝術家、沈伯丞 / 藝評暨獨立策展人、

fragment of the present moment of the viewed exhibition.

張禮豪 / 藝評暨獨立策展人

18

The artist has been asked to share about his creative process during this talk,

Venue ｜ Art Hub,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plore the meaning of his works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and talk at length

Host ｜ Hou Yun-Shu / Director of Nccu Art & Culture

about related issues.

Speakers ｜ Chen Wen-Chi / Artist,
Sheng Bochen / Art Critic and Independent
Curator,

Chang Li-Hao / Art Critic and Independent
Curator

events

陳文祺

Chen Wen-Chi

｜

● 藝術家 Artist

張禮豪

Chang Li-Hao

｜

● 藝評暨獨立策展人 Art Critic and Independent Curator

詳見 P. 12

自 2000 年起，歷任《典藏今藝術》採訪編輯、《典藏古美術》主編、
《典藏投資》主編、Artitude 藝外》雜誌副總編輯、《Art Plus》
雜誌副總編輯等，長期關注中國近現代書畫、亞洲當代藝術之發展

沈伯丞

Sheng Bochen

演變與市場表現。藝術評論相關文章遍見於多種藝術、設計與財經

｜

● 藝評暨獨立策展人 Art Critic and Independent Curator

待過實驗室、經濟研究院最後以藝術評論維生的人。
自 2015 年起，開始在科學人雜誌上發表〈科學創藝術〉專欄，持續
發展以計量統計及演算法探究藝術及文化經濟活動的可能性。長期

等刊物。目前為藝評暨獨立策展人。著有《春融》攝影詩集（典藏
藝術家庭出版）、擔任《台灣爵士光譜》（五南出版社）一書攝影，
並譯有《心靈之眼：決定性瞬間，布列松談攝影》（與蘇舜任合譯，
原點出版）。
Since 2000, Chang has worked as interview editor for ARTCO
Monthly, editor-in-chief at Art & Collection and Art Investment
magazines, and assistant editor-in-chief at Artitude and Art
Plus. He is a long-time observer of the development and market

20

酖溺於觀察藝術家的創作活動中，嘗試以文字與想像去捕捉並詮釋

performance of modern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s

人類精神活動裡最美的部分：「創造」博士研究著重於論證在「藝

well as of other contemporary Asian art. His reviews can be

∕
／

術終結之後」（藝術史終結之後）的當代藝術，乃是康德人類學的

found in a wide range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s of art, design,

21

紀爾茲版本，並以此串起全球在地化的文化創造現象。

and finance and economics. Currently, Chang is working as an
art critic and independent curator. His publications include

Having previously worked in a lab and held a position at the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Shen is now making a
living as an art critic.
Since 2015, he has been writing the column “Science Creates
Art” for the Taiwan edition of Scientific American, in which he
employs statistical measurements and algorithms to explore
the interlacing potentials of art, culture, and economic activity.
Shen has been preoccupied observing all kinds of creative
activity for a long time. His output is an ongoing attempt to use
language and imagination to capture and explain the “most
beautiful aspect of the human spirit: creativity.” His doctoral
thesis, analyzing his topic through the lens of Clifford Geertz’s
take on Kant’s 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 ,
was focused on contemporary art as “art after the end of art (and
art history),” and proceeded to draw connections to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of glocalization.

the photography and poetry anthology Melting Snow in Spring
(published by Artouch Publication Dept.), the book Taiwan

Jazz Spectrum (Wunan Publishers), for which he took the

open
-ing
lecture
speakers

photographs, and the Taiwan edition of Henri-Cartier Bresson’s

L’imaginaire d’après nature (Uni-Books), for which he prepare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Su Shun-jen.

凝時成物＿當晶體折射成影像

要「凝視」，而作品的美與詩性則發生在兩個錯位的凝視時空，那個相遇的奇點 2 上。

● 文｜沈伯丞

攝影是一門凝時成物的技術，折射著時間晶體的絢彩，一如那個透明壓克力盒子既真實
又虛幻地的引領著觀者以「凝視」與藝術家的「凝視」時刻交錯於美與詩性的奇點上。

前言

1、如幻卻真實的身體

2003 年的某聯展中，一個大型的透明壓克力盒裡，層層疊疊的抽屜裡放置著一幀又一
禎，少女裸體的照片……投射燈光下，架高的壓克力盒那閃爍著微微絢彩的邊緣，讓整個方
體有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微妙，那種在時尚、冷調的當代造型中，揉雜著宗教精神性莊嚴感的
微妙。那個宛如某種當代神諭的方盒，在看似透明的外表下遮掩了封存其中的少女裸體，「窺
淫」的慾望在這一刻成為了一種面對著透明的盲目，而「觀看」（look）與「看見」（see）
全部失去了字面上的意義…。

在陳文祺的創作自述提及：「⋯⋯真實是人類所創造，眼前的一切感官認知，都是建構
在人類文明下的產物，是真實的接觸，無需思考其本源：時間（temporal）在此所將討論的
是關於時間、暫存的、時態的時間，⋯⋯在此影像的「時間」是將折射而來的光線經由手機
光學與感光元件（CMOS）載入產生訊號，使手機螢幕呈現影像後，經由攝影者的感知反應
按下紀錄鈕後，被記錄於儲存空間中所產生的時間樣貌，「在」真實的時空中，它是旅行下
的時空切片，成相的畫面感受是先行於被記錄時的，勢將記憶中暫存的「面貌」，藉由這一
時空的頓點而「存在」。⋯⋯一如「偽」的概念⋯⋯這一切就是真實的時間。⋯⋯」。

那透明卻不可看透的方盒，讓我想起了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 ）在小說《盲目》
裡的描述：『……頃刻間失去視力，出現在他眼前的不是一片黑暗，卻是有如掉入牛奶海裡
的白茫茫亮光……』，而正是在這個『觀看』的不可能時刻，「凝視」（gaze）從而成為了
油然而生的行為，在視覺困惑或喪失之處，凝視（gaze）這代有著主動思維與認知的行為，
有了真實的骨肉與血脈。
壓克力盒裡的女體，永遠地逃逸出觀者的視線之外，而那個那微微閃爍著絢彩光芒的透
明盒子，則成為了我思索當代藝術時的某種寓言：「你永遠在觀看（looking）著，也可能看
到（saw）了一個景象（sight），但真的那是帶著沈思的注視（contemplate）嗎？……」。
這個深具冷調時尚卻又在宗教性意味中隱含著「性妄想」女體的方盒，是陳文祺的作品《美
麗的死亡》，從那時起，陳文祺的創作便一直有著如許的謎樣特質，吸引觀者進入一個高度
技術精準所營造出的視覺輪廓裡，然而影像的內核卻彷彿永遠存在著幾許不可知的因子，隱
隱地、不舒適地擾動著觀者的認知與感受。凝視（gaze）在英文動詞裡的定義是 「穩定而
專注特別是帶著欣賞、驚喜或思索的觀看」（look steadily and intently, especially in
admiration, surprise, or thought.），這樣的觀看，存在著一個特定而可感知的時間範圍，
也因此任何的「凝視」永遠存在著一個特定的時間段，正是在這個特定可感知的凝視時間段
中，「攝影」產生了實在的意義。客觀剖析攝影，便可以發現，其蘊含著高度實驗物理因子，
攝影者通過特定的光學工具，在特定的時間單位（Duration）針對特定的觀察環境與對象進
行一次「凝視」，並且將那個在不可復返的時空裡的「凝視」，投影或封存在物理性（物質
的或數值的）1 的存在上。於是「凝視」成為了「物理」存在，成為了一個自成一體的獨立物，
它成為了特定技術現實中時空晶體的折射，投影出某個不可復返的過往與記憶，正是這個宛
若剩餘的時空殘影與不可復返，讓觀者的想像與思索成為了必要的介入，於是觀者必然地需

1

位元（bite）即是一種數値存在，而位元被認為是第八個基本物理量。前七者為：長度（公尺、公分）、質量（公斤、公克）、

時間（秒）、電流（安培）、溫度（Ｋ）、物量（莫爾）、光度（燭光）。

乍看之下陳文祺對於「真實」的態度乃是徹底的唯物的，彷彿完全的摒除了形而上的存
在，然而正是在這個絕對的反證中，陳文祺凸顯其內在對於絕對形而上存在的確信，也因此
藝術家提出了「偽」即是「人為」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中，存在著對身體感知的物理束縛性
的深刻思索。而正是在這個對於「身體」認識界限的困惑、質疑與探討中，陳文祺的藝術美
學觀走向了一個技術哲學式的探索與實驗。從某個角度上觀看陳文祺的創作歷程，我們或者
可以說藝術家的長期實踐，都存在著對於跨越、跳脫或否定「肉體」其真實界線的嘗試。而
關於「身體」作為藝術家長期以藝術辯證真實的起點或許是關於父親病危的記憶。在其自述中：
「⋯⋯病危的父親在病床上，虛弱的身體每隔幾分鐘就被不同的性別、語言、年紀的靈魂入侵，
使用父親的身體說話與顯露從未見過的臉，這段經驗直到父親數週後過世，我都無法相信眼
所見之事⋯⋯。」這個深刻卻魔幻的真實記憶，衝擊了藝術家對於身體與靈魂的認知，從而
更進一步地促使藝術家去思考作為物理性存在的「身體」，是否僅僅是一個相對於絕對真實
的虛妄存在。或許正是這個衝擊與質疑，讓陳文祺在親人離世後不久，便著手創作《肉體是
靈魂的監獄》系列。在那流光炫彩的背景中，身體猶如籠罩在某種不可思議的超現實氛圍中，
一方面末世的奢靡質感，瀰漫充斥在影像中，另一方面卻又高度存在著宗教的救贖氣息，這
個兩面性的矛盾張力，也從這裡開始成為了藝術家其影像實踐裡的長期特徵。
從「身體」的真偽辯證開始，陳文祺的「身體」界線探索朝向了一個文本、脈絡式的方向，
作品《AM・FM 我的生活》便是藝術家對自身生活與關係場域的自我解析，這個二元性（公
眾與私我）的關係場域，同樣的呈現出那來自於矛盾的張力，儘管在這個作品中藝術家刻意
的冷調甚或科學理性般的佈排著作品的整體呈現，然而正是在這個平靜若無的場域中，藝術
家邀請觀者進一步的去「凝視」那不可間的衝突張力。有趣的是，這個邀請觀者去凝視作品
內在「暗湧」的狀態，成為了陳文祺後續作品展現時的某種惱人手法（謎之音：到底是誰時
間那麼多？眼睛那麼尖？）。從個人的生活脈絡出發，陳文祺的「肉身」探索一路走進了凝

2

奇異點（singularity）或奇點，無論是在數學上或者物理學上皆代表著定義失效之處，在此借喻為真正的美感與詩性乃

是存在於知識理論與定義失效之處的真實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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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身外人際裡的種種，而正是在這裡我們看見了《鏡花水月》1、2 的誕生。
從某個角度上看，陳文祺的創作在除了其「二元性」的內在張力外，其表現手法或可稱
為「二相性」的，一方面我們在《AM・FM 我的生活》、《鏡花水月》系列中看見了，那高
度客觀的社會觀察或者心理分析視角，另一方面在《肉體是靈魂的監獄》與《社亂》中，則
呈現出了某種精準的戲劇佈局。有趣的是，在其科學性地客觀呈現的作品中，我們或許更多
感受到了「人為」的非絕對實在性，然而在其編導式戲劇性的作品中，觀者可能更多的知覺
了某種宗教精神性的真實。也因此作品《社亂》儘管其所處理的課題，或可以視為是陳文祺
在生活文本脈絡的進一步拓展與嘗試，然則其本質上更近於《肉體是靈魂的監獄》的宗教式
生命論辯。
如果說「身體」的真幻辯證是，陳文祺其攝影的創作的起點，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將《社亂》
視為是，藝術家開始告別某種陷溺在唯物與唯心辯證而真正意識到「技術」（technique）
在其實踐中的美學意義。儘管在其之前的各個系列中，陳文祺其美學中的「技術意識」（the
awareness of technique）已經隱然其中，然而在諸如討論《肉體是靈魂的監獄》的自述：
「在底片接受曝光前改變他的藥膜結構，我利用砂紙與刀片去刮破藥膜，再使用酒精去溶解
與填平已經產生裂痕的感光乳劑⋯⋯」或者討論《鏡花水月》的自述：「⋯⋯鏡中人物並非
典型人像攝影對於「真實的臉」的追求，而是在閃光燈協助下凍結了「他」、「這個」、「那
個」的「此曾在」」中，可以看見了是，陳文祺的技術觀點上且傳統或者說正統的攝影美學
典範中，在這些自述中，技術是製作（making）的條件，而非美學的意識。而正是在：『「社
亂」在技術上將影片分解為每秒 30 張的停格靜照在加以全部單張特效處理，除了特別的視覺
效果外，也期許能在其中以靜照呈現境外場（hors-champ）之刺點效果。』這樣的自述中，
我們看見了藝術家精準地將傳統攝影的美學（刺點）安置於影像的「時間技術」（technique
of time）上，也正是從《社亂》之後，我們可以說陳文祺其美學意識乃是一種「技術哲學」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式的探索，或者更為進一步的說，其美學意識乃是一種關於
時間的技術。
2、真實卻如幻的時間
1960 年代中期， 美國理論物理學家約翰 ‧ 惠勒（John Wheeler）和布萊斯 ‧ 戴維特
（Bryce DeWitt）推導出一個描述宇宙真實性質的方程式，在這個包含許多物理量的方程
式中，代表時間的「t」缺席了。時間本身並不存在。一如數學家閔考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的名言：『⋯⋯空間自身與時間自身兩者必將淡出成為幻影，唯有某種二者的
結合體將保存獨立的真實。』（⋯⋯space by itself, and time by itself, are doomed to
fade away into mere shadows, and only a kind of union of the two will preserve
an independent reality.）。閔考夫斯基的預言與惠勒 - 戴維特方程式對於時間的觀點，實
際上繼承了萊布尼茨及康德，認為時間「本身並不存在，而是我們表達事物方式的產物」的
哲學傳統，而這個概念在英國理論物理學家朱利安 ‧ 巴伯（Julian Barbour）手中，進一步
的描繪了更具視覺型態的想像，在投入數十年時間探索惠勒－戴維特方程式的意義後，他主
張宇宙其實是一大批靜止的「現在」，就像宇宙影片膠卷上的畫格。要解釋宇宙的運作，在
任何時刻（或「現在」）都不需要考慮時間。時間的流動感來自我們的心智處理這些畫格（巴

伯稱之為「時間膠囊」）。恰恰是這個關於時間概念的脈絡，回映了陳文祺其『「人為」即真』
的觀點。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時間」成為一種了可人為技術構作的概念材料，
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唯有在人為的構作中「時間」才具備真實的意義。
從時間的哲學辯證回到陳文祺的「影像」技術意識，則在其探討作品《非思》的自述：
「⋯⋯ 時間無法被辨認而考驗著視覺的辯證⋯⋯在每個 10 分鐘的動態影中有 64 張臉的變化
與 600 種臉的改變，而我們越仔細觀看越無法辨認；真實的世界在我們的內心中亦如被凝結
的影像，相信了眼見卻無以為憑，凝視是內心無可理解的黑洞，他吸納了我們曾經所有的一
切。」，便可以發現藝術家如何將影像 / 時間轉化成一種技術意識下的美學物件。
在此陳文祺或無意或有心的回應了，德勒茲其以時間—影像為核心的電影哲學，而儘管
德勒茲的電影理論延伸自柏格森其「綿延」（Duration）的觀念，然而柏格森本人卻反對電
影性的「時間」觀，柏格森否定對世界的“電影式的”描述，在於其一如數學般，把變化﹑甚
至把連續變化理解為由一連串的狀態構成﹔反之﹐柏格森主張任何一連串的狀態都不能代表
連續的東西﹐事物在變化當中根本不處於任何狀態。他認為真變化只能由真綿延來解釋﹔真
綿延暗含著過去和現在的相互滲透，由是對於哲學家而言「綿延」是一種心理過程，是離開
物質的沒有相對靜止的絕對運動。從這個角度上看陳文祺的《非思》則其更為精密的將運動、
運動影像凝縮在看似靜止的影像中，正是這個看似靜止的流變讓「時間晶體」有了更為直觀
的視覺意義，或者說更深刻的回映了柏格森的「綿延」。
和大多數思想家不同，柏格森的時空觀，深具個人特質對柏格森而言物質的特徵 – 空間﹐
是由於分割流注而產生的，反之，時間是生命或精神的根本特徵，但這「時間」並非數學時
間，而是把過去、現在做成一個有機整體﹐其中存在著相互滲透，存在著無區分的繼起。從
柏格森的「綿延」（Duration）回看陳文祺對於《物自體》的探討：『 ⋯⋯在發現位置的當
下⋯⋯無論你在何種年紀發現了自己，那立判的相對位置是真正感受存在的喜悅，存在似乎
無明的在感知中徘徊，那相對位置的顯示關乎自我的認識與梳理，在創作裡自體感知回應著
⋯⋯在時間的洪河裡載浮載沉，可喜的發現了自體的存在是可視的但也速流至時間旋渦裡；
在這時間中，我們用身體代換了位置，發現了物的面目⋯⋯』可以發現，藝術家的「時間」
觀與柏格森是更為接近的。
正是這個難以物化的感性「時間」，讓陳文祺作品的矛盾張力從內在議題的二元性提升
至，物質性的技術意識和精神性的時間感知的衝突結合上。一如在創作者《物自體》的自述
中：『⋯⋯在物理現像的反射中⋯⋯在鏡面與透視中與觀者體驗各自的自體感知對話⋯⋯靜
態與動態影像組合呈現，在靜態作品裡以拍攝者的認識與感官回應操作紀錄器，以器物的紀
錄功能描述被攝物的時空樣貌，所凝結的物體形像將與動態影像的內容部分呼應⋯⋯提出物、
我、他者的凝視焦點，以影像回應三者的對話，提供觀者在觀看的思慮回應中能獨立觀照《物
自體》的本質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在藝術家其最新的系列《僞日記》的自述：「⋯⋯時間不是扁平的影像，
空間也不是，人在影像中是時間的死亡還是凝視？凝結的、靜止的、活生生的 ... 似乎都是喚
醒記憶中的激素，對於時間的辯證是觀者思緒的複合向度。 若時間是片海，那記憶猶如週而
復始的浪拍打著岩岸，侵蝕的岩洞是時間的紀錄，伴隨而來的生物共生體系回應著潮來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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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憶面貌，沒有一朵浪是一樣的長相，但站在岸邊的我們卻也分不清楚哪一朵浪是記憶中
的白花。⋯⋯若記憶是潮汐⋯⋯時間的靜默是真實的感受，萬物與時間是凝結的，弔詭的是
日落星辰卻如此清晰，時間與記憶在此糾纏⋯⋯記憶是潾光閃閃的喚響，那靈光消逝後依舊
是潾光片片的浪花，晒黑的才是真實的影像。 這裡沒有光合作用，只有色素沈澱伴著珠光閃
爍的銀鹽，紀錄著無法辨識的時間、空間與不曾存在的真實記憶。」這如詩的語句中，我們
看見了陳文祺和柏格森「事物和狀態無非是我們的精神對生成所持的看法。沒有事物﹐只有
行動」觀點的相映。
仔 細 思 考 陳 文 祺 的 作 品 便 可 以 發 現，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始 終 是 那 朱 利 安 ‧ 巴 伯（Julian
Barbour）那影像形態的「時間膠囊」概念以及柏格森心象的「綿延」（Duration）的衝突
辯證與結合。甚或我們可以說這個衝突的二相（phase）性，正是陳文祺技術意識下的美學
挑戰所在。
3、技術美學與美學技術
從工具邏輯的角度上看，「攝影」相較於「繪畫」、「雕塑」其有更著為厚重的技術
（technique）或科技（technology）因子。甚且可以說「攝影」本身即是誕生於科學觀測
的產物。然而諷刺的是，攝影其「技術」或「科技」的內在本質在近百年的創作實踐過程中，
始終不是一個美學議題而僅是一個製作問題。
要言之，「技術」在攝影史中始終是一個服務特定美學意識或藝術傳統的製作因子，而
不是作為美學意識思考的對象。在這個「製作」的認識框架中，所有的光圈、快門、焦距乃
至於銀鹽沖洗等等，全為了服膺一個由繪畫歷史所建構起的美學規範（canon）。與此同時，
攝影作為一個新的視覺藝術領域，也持續的接受著前衛藝術理論那形而上的抽象哲學指引。
然而從柏格森對於「綿延」的想像，乃至於巴伯的「時間膠囊」其毋寧更像是受到攝影所構
成的新感知與認知擾動狀態而產生的創見。若從「技術」這個觀點上，重新檢視陳文祺的創
作則可以發現一如筆者一直強調的，陳文祺的美學實踐存在著深厚的技術意識（awareness
of technique），甚或我們可以說正是藝術家其技術意識的持續轉化，構成了陳文祺作品的
美學發展路徑。而關於藝術家這個技術意識（awareness of technique）其發展與演變的
認識，或許從技術哲學（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的角度切入，有助於我們更為真切
地去認識藝術家的創作實踐。

都是建構在人類文明下的產物，是真實的接觸⋯⋯ 」這樣的創作自述上，則可以發現陳文祺
的創作意識存在著緻密的技術哲學觀點（儘管筆者並不認為藝術家有意地去研究技術哲學，
而毋寧更像是面對技術與工具時自然衍生的意識）。這個緻密的技術哲學意識，還可以從其
《物自體》：「⋯⋯動態影像內容以 1/1000 轉速的慢速馬達結合滑軌（Tracking Dolly ）
與遙控多工微速雲台（Remote control Multi-Function Mount）拍攝短片，提出物、我、
他者的凝視焦點，以影像回應三者的對話，提供觀者在觀看的思慮回應中能獨立觀照《物自
體》的本質面貌。」的自述中清楚看見。從藝術家的創作自述鉅細靡遺甚或近乎呼喊的技術
細節陳述中（以一種深怕大家沒看見的姿態細膩的書寫著），我們或可以說其創作實踐乃是
一個關於主體與技術的關係以及技術如何塑造主體的探索。一如先前提及的陳文祺的技術意
識在《社亂》系列後，存在著一個概念性或哲學性的轉向，可以說在《社亂》之前的系列創作，
技術乃是一個美學的製作手段，「技術」僅僅是伴隨著繼承而來的美學及藝術概念的完成手
段。而《社亂》標誌了陳文祺其技術美學的起點，在此技術本身即是感知的骨架與美學的主
軸。正是在這個美學藝術的轉向後，藝術家其作品裡的美學的主體所存在著柏格森式的上帝
觀點 3，與其作品柏格森式的衝突 4 的內在張力，全都轉換成一個技術哲學式的探討，亦即如何
透過技術中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而形成主體的審美感受與意識。
柏格森認為「綿延」是一個異質的、連續的流動及不斷創新的歷程。而或許從藝術家的
技術意識上看，正是「技術」和「工具」的持續變異，標誌出著其作品的美學綿延。
小結
VT（非常廟藝文空間）展場中的《偽日記》，透過精緻的標本盒形式，將黑白影像與鉛
字及其印拓並置於盒中。這個高度回應古典收藏邏輯的呈現，無疑地給出了許多博物科學性
的想像與回應，然則正是在這個典雅的古典博物學收藏形式中，陳文祺無聲地將傳統的攝影
美學封存成為博物館裡的物件，在其鉛字和黑白影像中，封存的不僅是物質性的存在更是過
往的技術殘影。而或許正是在這個典雅傳統的形式中，讓「技術」作為品味美學的主體，有
了更為時間性的意義。
陳文祺的藝術實踐是一種「技術哲學」（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的探索，而且是
關於如何品味「時間」的技術美學。

關於「技術」的探討或許可以從早期的技術哲學家卡普（Ernst Kapp）的觀點開始，其
認為技術是人體組織器官的「投影」（鉤子好比彎曲的手臂），不論製作者是否清楚意識到
這個事實，這都意味著技術就是人類自身能力的拓展。從感知與想像的可能上看，則攝影確
然地展延了身體感知的邊際，甚或可以說技術確切的回應了『肉體是靈魂的監獄』這個長久
以來的哲學概念，而正恰恰是技術得以解放人類的肉體限制。
從技術展延了身體、感知乃至於認知的基礎上，技術哲學進一步認為技術正是催生當代
主體（靈魂）的關鍵。換句話說，從特定的技術哲學觀點上看，人類的主體、感知、與行動
都是透過技術中介（technological mediation）而形成的，而純粹的人類主體並不存在。
若將這一個觀點對應至陳文祺《僞日記》：「⋯⋯真實是人類所創造，眼前的一切感官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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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沈伯丞，詳細介紹請參見 p.20。

3

對柏格森來說，宇宙原初的實在 (primitive reality) 是一種活動，宇宙的真實就是綿延，而綿延的本質就是「生命衝動」

(elan vital)，這是一種普遍的宇宙生命的無限的創造力。柏氏稱此生命衝動為上帝，因為上帝亦根本是一種自由的創造性。
4

柏格森認為：「意識之雙重形式 ( 按：指理智與直覺 ) 是由於真實之雙重形式 ( 按：指物質與生命 ) 而起的。」（Creative

Evolution, p.178. ）因此，宇宙雖是一種生命的衝動，然亦有其靜或物質性的一面，也因此其生命哲學是一種潛有生命與
物質有二元相抗傾向的一元論 (m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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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02
exhi一首不小心寫大了的詩─
02 周東彥《空的記憶》bition
劇場影像展

A Panoramic Poem:
CHOU Tung-Yen Solo Exhibition
5.15

Mon

展覽地點 Ven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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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Center

Thu

週一至週五 11:00 － 17:00
（國定假日休展）
Mon － Fri, 11:00 to 17:00
(Close on National Holidays)

展覽開幕活動 Opening Events ｜

5.18

Thu

● 茶會 Opening Reception ／
18:00 － 18:30
● 講座 Lecture ／ 19:30 － 21:30

「這種無邊界的孤寂，它令每一日的生命時光與天地聲息相通…」
—— 里爾克
2010 年起，導演周東彥被西班牙詩人羅卡（Federico Garcia Lorca）的一首詩〈給空的空
間的夜曲〉引發，邀請編舞家周書毅展開一連串空間與意象的追索，以影像、肢體和科技的
感應器書寫劇場的記憶之詩《空的記憶》。
創作過程中，周東彥和周書毅以及創作團隊開始帶著在當時還相當昂貴、複雜且沉重的環景
攝影機 Ladybug 在城市的各種空間中拍攝，從零開始認識環景影像和空間、肢體的關係和可
能。
這一群人從最開始把攝影機架在車上，從白天拍到黑夜，穿越橫貫台北的高架道路和隧道，
並且上山看日出。他們找尋不同大小和質感的空間拍攝──在一座興建中的游泳池與光影共
舞；前前後後、來來回回的走過狹長的地下隧道。他們甚至去了書毅分租的單人套房，又漫
遊了無人的大賣場，然後搭上一班延著東海岸行駛的區間車。
環景影像裡其實藏有詭計，看來全知、所有的景象，卻因為焦點的關係，有些景靠近，意味
著其他相對遠離。影像將人吞噬其中，同時又清楚感覺到畫面中正在離開焦點的世界，這份
疏離與親密的暈眩，都散佈於圓弧的空間裡。
他們的旅程在記憶和空之間，找出一道聯繫的光譜，似乎記憶愈是清晰，空缺愈是明確，而
當記憶模糊，空的可能也無限膨脹。就像光和影、人與空間的關係。空，是夢的劇場，也是
記憶的穹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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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故事逐漸緩緩降落。
2012 年《空的記憶》在台北正式上演，隨後至廣州、嘉義巡演，2013 年於英國獲得世界劇
場設計大展（World Stage Design）「最佳互動與新媒體設計」首獎。環景影像延伸的錄像
作品《睡與醒之間》也走過德國、韓國、西班牙⋯⋯等地，以不同形式展出。有時在曲折半
透的屏幕上、有時在圓頂型的屏幕上、有時在三面環繞的空間中。

a
panoramic
poem

五年之間，隨著 VR 技術和話題越來越受到矚目，用手機也可以輕鬆觀賞環景影片。此刻，
或許我們有了另一種距離可以重新觀看《空的記憶》，走進環景影像圓弧視覺所帶來，一種
屬於現代的飛翔想像。

"This kind of boundless loneliness connects each instant of life with the whisperings of

attention, cell phones can now also be used to appreciate panoramic photographs. At

nature..." —— Rainer Maria Rilke

this moment, we can perhaps see "Emptied Memories" from a different distance, and the
arcing visual field of the panoramic scenes may induce modern flights of the imagination.

Inspired by Federico Garcia Lorca’s poem, “Nocturne of Emptied Space”, director
Chou Tung-Yen began his exploration into space and imagery in 2010, eventually
collaborating with choreographer Chou Shu-Yi to create "Emptied Memories", making
use of images, bodies, and high-tech sensors to compose the poetry of memory.
During the creative process, Chou Tung-Yen, Chou Shu-Yi, and the creative team
began using the then-costly, complex, and heavy "Ladybug" panoramic camera to
take photographs of urban spaces in all their form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noramic images, spaces, and bodies starting from zero.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se individuals used a camera mounted on their car to
take photographs from daytime until night; they crisscrossed Taipei taking elevated
roads and tunnels, and went up a mountain to see the sunrise. They obtained spatial
photographs with different sizes and textures from this effort. They danced with light
and shadow in an under-construction swimming pool, and passed repeatedly through
a narrow underground tunnel. They even visited a suite apartment sublet by Shu-yi,
wandered through a deserted shopping area, and then took a regional train following
the east coast.
Panoramic photography actually conceals a trick: It seems all-knowing, but some
scenes seem near, and others far, due to the focus. The images seem to devour
people, while meanwhile one clearly feels that the world within the frames is getting
out of focus. This dizzy alienation and intimacy is dispersed through the arcing space.
Their journey found a connected spectrum between memories and the emptied. It
seemed that the clearer the memories were, the more specific the emptied was. In
addition, the emptied would be infinitely inflated when the memories were all blurry
and it was just like the relation among the light and the shadow, or the one amid the
human and the space. The emptied is the theatre of dream and is also the firmament
of memories.
Accordingly, the story gradually descends.
"Emptied Memories" was formally shown in Taipei in 2012, and was later shown in
Guangzhou, China and Chiayi, Taiwan. It won the Best Interactive & New Media Design
Award at World Stage Design 2013 in Britain. The video work "Between Being Asleep
and Awake," which builds on the panoramic photographs, was shown in different
formats in Germany, Korea, and Spain, etc. It was sometimes shown on an undulating
translucent screen, sometimes on a dome-shaped screen, and sometimes on the three
sides of an enclosed space.
During the past five years, with VR technology and related topics attracting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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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業界教師

周東彥
CHOU Tung-Yen

● 近年獎項｜

｜

2016

法國安亙湖數位雙年展數位藝術獎 入圍

2016

馬德里當代新媒體音像藝術展 MADATAC 新媒體裝置藝術獎 入圍

2013

世界劇場設計大展 (World Stage Design) 「最佳互動與新媒體設計」 首獎

2012

紀錄片《時間之旅》金馬獎／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臺北電影獎 入圍

● 藝術駐村｜

劇 場 及 新 媒 體 影 像 導 演， 英 國 中 央 聖 馬 丁 藝 術 暨 設 計 學 院 劇 場 與 多 媒 體 碩 士 (MA
Scenography)；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創作以影像與劇場為核心，亦跨足錄
像藝術、紀錄片與 MV 等。作品聚焦當代生活，整合最新數位技術，創造出虛實交替的敘
事空間。2013 年以劇場作品《空的記憶》獲世界劇場設計展「最佳互動與新媒體」大獎；
多媒體劇場作品《我和我的午茶時光》入圍 2016 年法國安亙湖數位藝術獎；影像作品曾
多次入圍臺北電影獎及參與國際影展，並受邀於法國、德國、丹麥、日本、首爾、北京等
國際指標性藝術節展演。現為狠主流多媒體總監、狠劇場導演。

2014

德勒斯登音樂節 駐節藝術家

2014

臺北國際藝術出訪計畫 日本秋吉台國際藝術村

2008

文建會視覺藝術人才駐村交流計畫 巴黎 Cité 藝術中心駐村

● 近年劇場作品｜
2015-2018 《光年紀事 — 臺北．哥本哈根》／丹麥埃爾西諾文化庭院、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廣藝廳
2013-2017 《我和我的午茶時光》／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演廳、高雄駁二正港小劇場、臺北書林書
店（超親密小戲節）、北京九劇場行動劇場、北京國話先鋒劇場、丹麥埃爾西諾文化庭院、
法國安亙湖賭場劇院、清華大學
2011-2013 《空的記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T305 實驗劇場、廣藝廳、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演廳、
廣州大劇院實驗劇場、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實驗劇場

Chou, Tung-Yen holds a MA in Scenography with distinction from 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in London and a BFA in Theatre Directing from TNUA.
He is the founder and director of Very Mainstream Studio and Very Theatre, and now
the lecturer in school of Theatre Arts, TNUA. Besides working on film & theatre pieces
that are performed and screened internationally, he also dedicates to the realm of
technology & performing arts.

2016

《潮派對－房間》／桃園展演中心 （臺灣首次流行音樂與科技藝術大型跨界展演）

2016

《漫遊此刻》／臺北誠品信義店、高雄衛武營小劇場（2016 Meimage Dance 鈕扣計畫）

2015

《片刻暫離》／臺北國際藝術村百里廳、首爾 284 文化車站藝術中心 RTO 劇場

2014

《給在遙遠星球的他》／臺北松山文創園區 Lab 實驗基地

● 個展｜
2015

暫離練習 Escape Practice 周東彥駐村創作個展／臺北國際藝術村

2013

光流格影 Lights Flowing Out of Frame 周東彥十年創作個展／臺北數位藝術中心

2009

迷路之後 遺忘之前 Après l'oubli, avant la disparition- 周東彥短片創作展／巴黎

● 聯展｜
● 學歷｜
• 英國中央聖馬丁藝術暨設計學院劇場與多媒體碩士 (MA Scenography)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主修導演。

● 現職｜
• 狠主流多媒體有限公司 總監
• 狠劇場 導演
•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兼任講師

2016

義大利阿索洛國際藝術電影節 Asolo Art Film Festival ／義大利阿索洛
Elenora Duse 劇院

2016

馬德里當代新媒體音像藝術展（MADATAC）/ 馬德里 CentroCentro. Plaza de Cibeles

2015

【散策他方】／高雄駁二藝術特區

2015

【潮】臺灣科技藝術展示會／臺北三創生活園區

2015

【親密的狂喜】Intimate Rapture ／首爾 284 文化車站藝術中心

2013

【DARE】美麗佳人雜誌 20 周年藝術巡迴展／臺北華山鍋爐室、左營新光三越

2010

【潮流鬥陣】／臺北當代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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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片作品｜
2014

《睡與醒之間》／入圍 2016 馬德里當代新媒體音像藝術展 MADATAC 新媒體裝置藝術獎

2014

《再見練習》／ 2014 日本秋吉台藝術中心駐村藝術展、2015 高雄駁二【散策他方】藝

2009

《待消失的影片 》／入圍 2009 臺北電影獎劇情短片

2008

《迷走地下計畫》／獲邀 2013 美麗佳人雜誌 20 周年藝術巡迴展、2015 高雄駁二【散策

2008

《九個男人讀莒哈絲》 ／巴黎 迷路之後 遺忘之前 Après l'oubli, avant la disparition-

2005

《我唯一寫過的一封信》／入圍 2006 年臺北電影獎實驗類影片、2006 年法國里爾國際

2003

《自我控訴》／ 2004 年臺北電影獎實驗類影片入圍、2004 年 Brussels Alternative Film

術展

他方】藝術展
周東彥短片創作展
短片影展 Festival International du Court-Métrage, France, Lille
Gender Festival、2004 年新導演影展

● 紀錄片作品｜
2015

《剩女，真的？》／ 2015 法國華語紀錄片影展、2016 金穗獎、2016 愛沙尼亞世界影展

2012

《心學期》／ 2012 臺北藝術大學 30 周年紀念影片、2012 關渡電影節

2012

《時間之旅》／ 2012 金馬獎、2012 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2012 臺北電影獎入圍

● 音樂影像作品｜
2016

陳粒《大夢》

2016

吳彤《烽火揚州路》、《我愛唱歌因為我寂寞》、《雲和》、《遠山》、《釵頭鳳》

2015

柯智棠《It was May》、《快樂的虛無主義者》

2010

魏如萱《一顆灰塵》

a
panoramic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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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開幕活動

Exhibition Opening Events

5.18

Thu

18:00 － 18:30

● 開幕茶會
Opening Reception
地點｜藝文中心 5F 藝文空間
Venue ｜ 5F, Art Gallery,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空的記憶》是台灣近年來極為亮眼的一齣跨界製作，首演於 2012 年數位表演藝術
節，2013 年獲得世界劇場設計大展「最佳互動與新媒體設計」首獎。
從一首詩出發，《空的記憶》整合環景攝影、即時影像處理、感測器與無線舞台裝置
等技術，進行一場探討記憶、空間、身體與虛無之間關係的實驗。長達三年的創作過
程，漫遊過無數的空間，累積成滿溢的記憶。本次講座，導演周東彥和創作團隊，將
帶著創作紀實影片《記憶空的記憶》，分享這一段創作旅程的沿途風景。

"Emptied Memories" is a crossover production that has recently gained great

5.18

Thu

19:30 － 21:30

● 開幕講座
Opening Lecture
地點｜藝文中心 Art Hub
主持人｜侯雲舒 / 本中心主任
講者｜周東彥 /「空的記憶」導演、

盧健英 / 舞評人、製作人
Venue ｜ Art Hub,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attention in Taiwan. It was first performed at the 2012 Digital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and won the Best Interactive & New Media Design Award at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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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Design 2013.

37

Inspired by a poem, "Emptied Memories" combines panoramic photography
with real-time image processing, sensors, and a wireless stage device. This work
consists of an experiment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space, the
body, and nothingness. During the three-year creative process, the artists roamed
through countless spaces, accumulating an abundance of memories. In this talk,
director Chou Tung-Yen and the creative team will show the documentary film "A
Memory of Emptied Memories" to share scenes viewed along this artistic journey.

Host ｜ Hou Yun-Shu / Director of Nccu Art & Culture
Speakers ｜ CHOU Tung-Yen / Director of
"Emptied Memories",

Lu Chienying / Art critic,、Producer

events

我們一起寫了一首詩
● 文｜周東彥（寫在 2012 年首演之前）

去年的此時，《空的記憶》第一次階段呈現即將演出，我坐在北藝大 T305 實驗劇場內，
望著焦頭爛額的影像設計、音樂、自動控制舞台、燈光還有所有的工作人員們，我突然笑道：
「我要寫一首詩，我不會在家裡拿筆記本出來寫就好了。何苦到劇場裡來，找這麼多人，花
這麼大力氣寫一首詩？」
第二年剛開始的創作會議上，影像設計品辰、書毅、香港設計師 Ewing 和新加入的美術
設計獅虎都到了 。看完演出場地，剛坐定，我竟然開始說道、問道：「有時我不知道為何要
作這一切，有意義嗎？對誰有意義？」在大家回覆了一陣後，我們還是繼續開會了。我給大
家看了桑久保亮太的裝置作品《十度感傷》。邊看影片大夥和我還是不斷驚嘆「真的好棒。」
此時 Ewing 突然問我：「那你覺得他做這件事情有意義嗎？」
今年我們依舊有點天真的持續進行這個創作與發現的旅程。說是旅程不僅僅只是浪漫的
譬喻。我們帶著環景攝影機去山上、城市街道、工地、沿海行駛的火車上。因著舞台、影像
的特殊需求無法在一般排練場排練，每週一、四早上，我們固定前往林口廣藝廳排練。上個
禮拜，我們一車驚訝的發現建國高架和八德路口的大樓，已經從某次我們一邊看著它外露的
結構一邊討論起空的空間，到此時它已經完工呈現嶄新的樣子了。我們從冬天排練到夏天，
一路到這週，我們再度穿起外套換上長褲要正式進劇場了。
我很愛劇場，也很愛影像。我喜歡文本，也喜歡舞蹈。我喜歡可以說故事。 認真來說，

有時這些對我而言沒有分別。即便常常覺得站在一個不知名的地帶，但仍舊想把他們加在一
起，不是因為想要跨界，而是因為這樣最像腦中的思緒、最像夢的樣子。
我想起第一次用剪接軟體的時候，驚奇地發現可以讓兩個影像疊在一起，一方面各說各
話，同時又變成另外一件事。重疊的影像成為後續創作的一個脈絡。之後，我開始試著把投
影打在空間中，打在表演者身上，然後再次拍攝下來剪輯成短片。而透過《空的記憶》，這
一切的層層疊疊回到劇場中，預錄的影像加上舞台場景，表演者的動態與語言、畫面、燈光
聲響互相牽動著，因而變得完整或更像一場夢境。
要排練一場夢境實在沒有想象中如此浪漫。但這一路上走來，看著不同階段拍攝的影像，
它們已成為整個創作團隊共同的回憶。為了排練、為了拍攝、為了演出，我們從一個空間移
動到下一個空間。 此刻我坐在松山文創園區多功能展演廳裡，台上正在做投影校正，下午發
現自動控制舞台在這裡的地板上無法順利行走……。一切正在等待、處理、解決中。我雖跟
焦急的舞台控制導助阿江說：「妳先放輕鬆。」回過頭來，我卻幾乎不知道若舞台不能移動，
這個演出要怎樣繼續。
我望著這個從舞台到觀眾席全部都是搭建出的空間，想起書毅幾週前回給劇組的信寫道：
「東彥：所以從你寫詩，到大家一起“感受＂詩了。大家都有不同的反射。請繼續寫詩。寫出
一首，巨詩。現在我們要來好好把表演，也完整了。」
38

關於作者｜
周東彥，詳細介紹請參見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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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世代奇觀
● 文｜盧健英

如果記憶就只剩光影，它經過什麼樣的風景又有何重要？
在松菸裡看《空的記憶》，無限複製的環景影像，遙控可移動的巨大紗屏，投射出島國
的海岸線、都會的無人地下道，極簡的單人房，綿延而無盡，周東彥透過影像所構築的世界，
超越了現實的存在感，虛實交錯的流動影像，肉體（周書毅）也成了一道流光。
《空的記憶》為導演周東彥延續近年以劇場、舞蹈與影像為媒介，繼續對「記憶」這個
主題的探索，影像與身體如何對話的核心議題是：它們如何穿越虛實界限，像夢境一般穿梭
與混雜在日常生活的浮光掠影裡，並再創出一種新的語言風貌。

觀景窗，只是一個移動的載體，載浮載沉在光影與呼吸間。而當我們的目光游移在等比例甚
至更綿延的視覺空間裡，但實際上又不由自主跟 隨周書毅憂鬱的身體擺盪，虛實流暢交替，
一種相互矛盾衝擊的審美經驗油然而生。
很難想像，《空的記憶》如果台上不是周書毅的話，是否還能有如此不鑿斧痕的青春憂
鬱，舞台上的書毅向來刻意壓低姿態，動作刻意簡單，隨興不套招，把自己壓低在流光瞬影裡。
在移動舞台與巨大影像的夾縫中，書毅是孤寂而美好的生命個體，一道時光之流上載浮載沉
的黑色存在。
詩人鯨向海曾經這樣形容詩在科技時代裡的處境：「有時更像是座落在荒郊野外的一座
精神病院」。果真如此，周東彥將科技探向詩的處境，而反照出一個流動不穩定的時代精神
狀態，似乎也就有跡可循：快速變化的時代，風景已成光影，而「空」才是藝術家看到的奇
觀景像。走筆至此，如果這就是這篇評論的結論，我也不知道應該樂觀還是悲觀。

《空的記憶》無疑成功地跨出這一步。
影像的科技功能從原先做為紀錄使用，到成為一種反映時代的語言工具，「記憶」這個
主題，往往在鏡頭裡的演繹隨著時代曲折變化。兼具劇場與影像背景的 周東彥就像天生的影
像詩人一般，一出手就是一首詩（天啊，終於可以不需要聽到舞者說話，或者文字補述了），
一首流動在簡單事物，憂鬱的微光長廊中，肉體游移、探索，時光如夢層疊，往復流逝的影
像劇場詩。
移動（mobility）是屬於周東彥這個科技世代不同於其他世代藝術家所擁有的科技特權，
360 度魚眼鏡頭環景攝影科技，即時互動影像、感測可行走的舞台，在天下無不可「攝」的
科技力下，人的「存在感」是什麼？我們回想，上一代的張照堂也好，郭英聲也好，他們的
影像定格凝視，視角看向「他者」，確立他者在空間裡不確定的存在感，來回應他所處的虛
無世代；但周東彥的影像是環繞的，流動的，虛∕實穿梭的，他的視角看向「我」，環視一個
不聚焦的存在空間，細微的生活片段，《空的記憶》裡周東彥連「追憶」的企圖都沒有，這
個「虛無」就像魚眼鏡頭那般的誇張膨脹，脹滿整個空間，一種夢境與現實交互存在的心理
幻象。
因而，儘管使用了 360 度環景攝影機，但周東彥拍到的並不是更大的存在空間，而是細
膩推敲累疊的心理空間，偌大的城市亦如密室，舞台上的方桌、木床，亦如虛像裡的車廂、

關於作者｜
盧健英，獨立製作人、現駐臺中擔任臺中國家歌劇院管理顧問、藝術組織策略管理顧
問。
英國城市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藝術評論肄業，政大 EMBA 第一屆非營利事業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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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 (2002-2005)。曾任媒體藝文記者十三年餘，以簡鍊清新的文字發展出獨特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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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觀察與評論觀點，為國內重要舞蹈評論及文化生態評論工作者。2010 年與編舞家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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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玫共同成立 MeimageDance 舞團，並以架接旅外青年舞蹈人才回家發展的《鈕扣
計畫》而為人所知。曾任《PAR 表演藝術》總編輯，將它推向華人最重要的表演藝術
權威雜誌。文章散見商業週刊、遠見雜誌、PAR 表演藝術雜誌、讀者文摘等媒體。現
擔任多家藝文組織策略管理顧問。
歷 任： 香 港 光 華 新 聞 文 化 中 心 主 任、 工 研 院 創 意 中 心 製 作 整 合 組 總 監、 中 時 晚 報 藝
文 新 聞 中 心 副 主 任， 台 北 國 際 藝 術 村 第 一 任 主 任、 台 北 市 文 化 局 研 發 室 研 究 師、
《PAR 表演藝術》雜誌總編輯。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媒體總監、廣藝基金會藝術顧問、
MeimageDance 製作人。
● 本文刊於表演藝術評論台，由很劇場提供，經作者同意轉載。

表演系列

Performances

日常中的非常。
平凡的生活總是充滿了瑣碎雜務，而這些看似無色無味的片段，堆疊成日常況味，是凝視生活
時專屬於自己日常的非常。
105-2 學期藝文中心表演項目邀請三檔節目，在戲劇、舞蹈與音樂的藝想旅程中，品味叨叨絮絮
的日常，以及與這日常習習相關的社會情境與時代氛圍。生活中的壓力與重力，有時無奈，有
時甘之如飴，更多時候是習以為常，我們都身在其中，身處在共同的大環境裡，而這無可擺脫
的現實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必須面對的共享與共振。藝文中心提供不同的觀看視角，舞台上的真
假演繹，投射出這個世代共通的生活風景與生命情調。
娩娩工作室戲劇作品《Doll HoUse》，由日本研發擬真機器人的新聞報導，延伸探問人類社會
中孤獨與陪伴的需求，是否有「人類」以外的選擇？例如：「擬真」的矽膠娃娃。如同日本導
演是枝裕和的電影作品《空氣人形》，反映了現世生活的孤獨與空虛，轉而將擬真娃娃作為人
生伴侶的社會現象。假若「矽膠娃娃擬人機器化」生產成功，那麼我們所習以為常的人際關係
是否會被重新定義？
新生代備受矚目的編舞家黃懷德，獨立創作舞作《撕裂》，在極簡舞台上，散發出強大、掙扎
的能量。編舞家自己形容為「非常狂亂、非常掙扎」的作品。編舞家與患有精神疾病的親友切
身相處，在舞作中真實呈現身體與潛意識裡狂亂衝撞、掙扎與撕裂的狀態，現實與非現實中的
跳接轉換，穿梭虛實之間如夢境般的超現實世界。
來自日本東京的音樂家大竹研 (Ken Ohtake) 從爵士、民謠、搖滾一路玩到藍調、流行音樂。
大竹研的音樂創作，雖源自於吉他，但卻不只是吉他音樂，跳脫音樂類型風格、充滿影像感，
他的音樂迷人之處也在於難以被定位。在政大的專場演出，大竹研邀請長期合作的音樂伙伴同
台即興，帶著我們一起在《大竹研的音樂地圖》中旅行。
藝術家們敏銳地觀察生活中非凡的異常，將之幻化成舞台上我們所目睹的一切。這些來自我們
習以為常的單調瑣碎，潛藏著生活中的刺痛、焦慮、快樂與安穩，品味這些幽微點滴，也就成
了積累的恆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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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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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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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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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各場次禁止飲食、攝影、照相或錄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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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torium will open thirty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 of a show, or adjusted as necessary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attendees.
5.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employees can record participation of this event in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or "PDMS".
6. Please follow all rules and regulations given by staff to ensure a successful performance.
7. Photography, refreshments, and recordings are forbidden from all events.
8. For age restrictions, please refer to each event's specific sti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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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01
01 Doll HoUse performances
3.30

Thu

19:30-21:00

地點 Venue ｜

藝文中心視聽館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表演團隊 Performer ｜

娩娩工作室

MyanMyanStudio

編劇／導演 Playwright & Director —— 林唐聿 Lin Ta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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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 Producer —— 沈敏惠 Minnie Shen、賴玟君
Pallas Lai
化妝設計 Makeup Designer —— 張芝維 Chang Chih-Wei
服裝設計 Costume Designer —— 朱珉萱 Chu Min-Hsuan
音樂設計 Music Designer —— 周莉婷 Adlian Chou
音樂執行 Music Executive —— 胡祐銘 Hu Yuming
舞台／燈光設計 Stage and lighting Designer —— 魏匡正
Wei Kuang-Cheng
平面設計 Graphic Designer —— 廖原慶 Liao Yuan-Ching
設計助理 Design Assistant —— 廖浩竹 Liao Hao-Zhu
技術協力 Technical Assistant ——
王廣耘 Wang Kuang-Yun、郭芃希 Fancy Kuo、劉至芸
Yolanda Liu、賴季亭 Mary Lai

● 本場次演出結束後，將安排 20 分鐘演後交流。
The post-show discussion takes place onstage in
the theatre auditorium after the performance.

Doll
HoUse
MyanMyan
Studio

about

關於 Doll HoUse ｜

About Doll HoUse ｜

● 文｜導演／林唐聿（寫於演出前）

● Written by ｜ Director / Lin Tang-Yu

曾在新聞上看見日本研發擬真機器人的測試發表。在視頻裡看見細微表情，如眨眼、點頭與
搖頭、張嘴等等細微動作都幾近逼真程度，甚至已在機場執行簡單對話與指令的擬真機器人。
儘管電影中不乏這樣的高科技故事與人物，但在真實世界中實際看見這個實體，讓我感到非
常震驚。除了震驚科技的突飛猛進，更震驚於自己有生之年居然就已經可以看見這樣的發展
可能實際發生。

I recently saw a news report on testing of human-like robots developed in Japan. In

進而去觀察充氣娃娃、矽膠娃娃的生產過程，發現人類對於「擬真」的程度日益加劇。在矽
膠娃娃生產全球、需求者絡繹不絕且強烈追求矽膠娃娃的逼真，如毛髮、皮膚、關節與性器
特徵及觸感都要逼進真人的程度下，「矽膠娃娃擬人機器化」的方向愈發明確且需要被生產
製造。人類的需求量大增同時顯示了新的人際關係定義，即孤獨與陪伴的需要不再只有「人
類」的選擇，而是可以選擇一個「擬真」的對象一起生活。在新聞中已見許多人選擇擬真娃
娃作為人生伴侶，不需要擔心另一半的情緒與情感或思想問題、與之一同吃喝拉撒睡、從事
性行為，甚至四處遊玩或參與人生的拍照記錄。儼然與真人無異的新型態生活模式其實早已
快要變成稀鬆平常的現象。

from the leaps and bounds that this shocking technology is making, what is even more

the video, we see subtle expressions, such as winking, nodding and shaking of the
head, movement of the mouth and other subtle movements that seem quite real, even
to the point that these androids are already being used to provide simple directions
and instructions at the airport. Even though there have been some high-tech stories
and characters in films, it's jarring to actually see these entities in the real world. Aside
disturbing is that we are actually seeing such developments occur within our lifetime
Deeping our observ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inflatable and silicone dolls,
we discover that humanity’s level of virtual reality is developing at breakneck spe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ilicone dolls around the world, the market has seen strong demand
for a high level of realism in features such as body hair, skin, joints and genitalia as well
as feel to the touch. The more human-like robot development advances, the more there
is demand for their production. This growing human desire has also revealed a new
defini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companionship options for the lonely are no longer

而究竟我們要追求「擬真」到什麼程度才會覺得滿意？在與一具不會動的擬真矽膠娃娃，就
能達到的夢幻生活模式，還是會有不滿足？是否會進一步希望它能夠與自己對談、與自己分
享天氣冷熱與食物品嚐？是否能夠真的與自己一起入睡做夢？是否能夠有某種程度的思考與
互動？是否希望能夠與之享有真實的情感交流？或更多？更多？更多？

limited to other humans. They can also choose a virtual partner with which to live. In
news reports, we have seen many people choosing androids as their life partners, where

46

they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ir partner’s emotions or feelings or what they might

∕

be thinking. They go about all facets of their lives with their virtual partners, engag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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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 activity and even go on trips or participate in filming and recording of their lives.
Moreover, this new type of life does not differ much from that of real humans and is
actually fast becoming a common phenomenon.
Ultimately, at what point will we be satisfied in our pursuit of virtuality? Is it possible to
be with an immobile silicone doll and reach the dream life but still not be satisfied? Is it
possible that one would further wish that such a doll could engage in conversation and to
share in days hot and cold or in tasting food? Or that it could go to sleep and dream with
you. Or that it could have a certain capacity for thought and interaction? Or that one could
enjoy real romantic feelings? Or more? More? More?

● 攝影｜廖原慶

Doll
HoUse
MyanMyan

○ 娩娩工作室 MyanMyanstudio ｜
2013 年，女 ‧ 人。

鍾婕安 Ann Chung
＝ 阿絲蒙蒂絲：笑容娃娃
Asmodeus：Smiling Doll

關於女人，與“生”俱來的能力與責任，有陣痛的預告與分娩來完成新生命的延續。從女人的
自身身份出發，試圖從充滿疼痛的感知來創作。賦予新生命如同創造新作品；我們分娩出一
個個作品，愛它們如同新生兒般冀盼。
2013 年，在睡不著的時候冒出的一個念頭。正式成立於 2014 年，團長為 - 賴玟君，藝術總
監為 - 林唐聿。劇團成員大部分都為女人、女孩，以陰性書寫創作為力量。娩娩工作室創作
的原動力，來自於社會事實，在探討心理上所造成的不可逆傷痛，企圖喚醒更多觀眾反思與
關注，日日在世界上發生卻隱沒於人們的無動於衷造成的二次傷害。
娩娩致力於女性的創作，觸碰議題多從女性主題出發。從女性的感知到身體到心靈層面尋找
創作靈感與題材，揭開與挖掘「女」身上的所有枝微末節，企圖理解、解析、混淆「女」「性」
與生俱來的陰性力量，體現「女」「性」細胞中蘊藏的歇斯底里與理性感性同時兼具的瘋狂
特質及其行為。

Woman, 2013
The reproductive a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women, the announcement of
contractions and delivery complete the continuation of new life. Starting from women’s

賴玟君 Pallas Lai
＝ 貝芬格：SM 娃娃
Befingher：SM Doll

楊瑩瑩 Yang Ying-Ying
＝ 瑪門：女僕娃娃
Mammon：Female Servant Doll

胡書綿 Hu Shu-Mien
＝ 安娜：唱歌娃娃
Anna：Singing Doll

郭佩佳 Kuo Pei-Chia
＝ 莉迪亞：憤怒換裝娃娃
Lydia：Angry Costume Changing Doll

very identity, this work attempts to engage in creation through pain-filled perception.
To give new life is like creating new works; we give birth to works, and love them with

朱家儀 Patty Chu

hopeful expectations like a newborn.

＝ 別西卜：食物娃娃

leader and Lin Tang-Yu as the artistic director.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were primarily

瑪蓮 Marlene

women and girls and literary works by women was our power. The original inspiration for

＝ 瑪門的娃娃

MyanMyanstudio’s creative works has come from actual events that happen in society.
In exploring the literary psychological damage, we try to stimulate audience reflection
and awareness of the secondary damage caused by these occurrences hidden by people's
indifference every day in the world.
MyanMyanstudio is committed to women’s creative works, touching on issues more from
women’s themes. We find inspiration and subject matter from women's perception of the
spiritual level of their own bodies, opening up and extracting the minute details from the
female body. The studio’s productions strive to understand and distinguish the mixture
of woman and sex born from female power, conveying the hysteria as well as rational
sensibility encapsulated in their very cells expressing disturbed quality and behavi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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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lzebub：Food Doll

In 2013, the idea suddenly came to me one night when I couldn’t sleep. The
MyanMyanstudio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2014, with Pallas Lai as the theate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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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mon's doll

Doll
Cast. HoUse
MyanMyan
Studio

○ 工作坊 Workshop ／

3.28

Tue

19:30 － 21:30

尋找身體的節奏與情境素描：
走進娃娃屋的第一步
地點｜藝文中心 621 活動室

Looking for the body’s rhythmand setting
(the first step in entering the Doll HoUse)

Venue ｜ Room 621,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講師｜朱家儀、胡書綿

Instructors ｜ Patty Chu, Hu Shu-Mien

● 課程內容 |

● Course content |

二位老師將運用遊戲與實際演練，讓學員們認識自己的身體，
開啟用身體說故事的開關。本工作坊將分為三部分進行：

Two instructors utilize games and real performance training to allow
participants to get to know their bodies, initiate using their bodies to tell a
story. This workshop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hree separate sessions.

一、演員的身體訓練，包括核心肌群，身體與空間接觸即
興及組合動作。目標透過遊戲和練習了解自己的身體。
二、情境相片，藉由身體雕塑練習進入戲劇情境。
三、語言與身體。從動作發展開始，找到語言不同的意義和
表現。

1. Performer physical training: Including core muscle conditioning, physical
and spatial contact improvisation and combined movements. The goal
is to understand your own body through games and practice.
2. Context photographs: Entering into a situation of play through practicing
sculpture of the human body.
3. Language and Body: Starting from movement development, to discover

● 招生條件限制 |

different meanings and manifestations in language.

1. 招生對象：校內對舞蹈創作、肢體發展有興趣的同學、教職員工。
2. 招生名額：20 － 25 人，由講師審核資格調整錄取名單。
3. 報名期間：106 年 3 月 1 日－ 3 月 22 日至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線上報名。

● Application Details |
1. Eligible participants: NCCU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interested in dance creative
works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2. Participant limit: 20-25, This number may be adjusted depending on each
participant’s eligibility and will be decided by workshop instructors
3. Application period: Registration for this workshop can be made online from March 1
through March 22, 2017.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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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娃屋裡弱弱相殘的寓言
● 文｜楊凱婷

娩娩工作室於 2014 年正式成立，從以分娩的創造與疼痛作為主要意象的團名，到核心團
員組成幾乎全為女性，主要致力於女性創作。近年來作品產量相當豐富，2016 年開始與不同
創作者聯名製作，在台灣共推出 40 場演出。雖然核心團員多為女性，但作品不乏與男性創作
者合作，例如《Play Games》導演廖原慶以及合製作品《媽，晚安》導演蘇志翔，從這些作
品中仍可發現許多娩娩工作室慣常從女性出發的本質。娩娩工作室一號作品《Play Games》
通過長不大的母親與年幼受虐而亡的女兒扮演家家酒遊戲，討論隱藏於家庭中的性、暴力與
創傷，直指社會現象。二號作品《Bæd Time》從劇作家 Mary Gallagher 的《Bedtime》
汲取靈感，一場深夜睡前兩個女孩的對話，展開關於信仰、死亡、末日與永遠的討論，進而
揭示了故事深層「成長」的命題。《Doll House》作為娩娩工作室第三號作品，仍舊保有一
直以來對於女性議題與父權的思考與探討。
《Doll House》將時空背景拉至 2085 年，矽膠娃娃已高度發展擬真到近乎與真人相同，
擁有思想可以自由活動，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的時代，一間失去主人的娃娃屋裡，
六個分別帶有不同功能的娃娃只能等待著不知是否會歸來的主人歸來。編導林唐聿在演出前
寫道：「『矽膠娃娃擬人機器化』的方向愈發明確且需要被生產製造；人類的需求量大增同
時顯示了新的人際關係定義，即孤獨與陪伴的需要不再只有『人類』的選擇，而是可以選擇
一個『擬真』的對象一起生活。」 1 在此前言之下，編導似乎試圖討論人類與無生命的矽膠娃
娃之間新的關係，但有趣的是故事推展直至劇終，方才透過每場不同的特別來賓真正點出此
一「關於人類的孤獨」命題，又因每場來賓不同而產生不同關於「孤獨」的故事詮釋。劇中
唯一出現的人類是被稱為「Daddy」的主人（或者主人的繼承者），在近 80 分鐘的演出裡
只於最後 10 分鐘登場，並終結了因爭奪而崩壞的娃娃屋世界，因此與其說此劇主要探討人與
矽膠娃娃之間的關係，不如將之視為呈現真實世界中在關係裡被壓迫的女性的縮影，但與此
同時，導演又透過劇終來賓登場的情節安排讓壓迫者不全然只是壓迫者，試圖鬆動單一對父
權的指控。

子。伴隨著 Daddy 即將歸來的訊息，娃娃們的爭風吃醋與彼此陷害也越來越嚴重，儘管所有
娃娃都是被困在這屋裡的被剝奪者，在這無路可出的世界裡只能通過得到 Daddy 寵愛來奪取
更多資源，因此在面對爭奪的相互傷害中，無可迴避地走向底層聯合底層壓迫更底層，或說
壓迫非我族類的他者，最終導致體系崩壞瓦解。此情此景有太多的既視感，編導在此將故事
隱喻扣連回現實世界，展示了一則「弱弱相殘」的寓言。
故事的最後總不禁讓人想起各種在真實世界上演的弱弱相殘，無論是關廠工人、移工權
益、長照問題或是仇女情結等等，一如經濟史學家林德特（P. H. Lindert）提出的「羅賓漢
悖論」：「為什麼在愈不平等的國家，人民對社會重分配的要求程度與支持度都愈低？為什
麼愈需要重分配的地方，重分配政策愈不會出現？」2。當困在弱弱相殘中不斷搶奪稀少的資
源時，弱者排擠更弱者，擁有發言權的永遠都是既得利益者，因此他們的價值觀可以穩固的
傳播下去，形成無止境的弱弱相殘迴圈。編導在此作品裡殘酷的揭示了某種現實，在這之下
並沒有人真的得到了幸福，最終還是只有掌握著資源的主宰者有權決定世界的運轉方式。或
許在劇場可以有無數種「如果」來改變結局，戲落幕後死亡的角色可以藉由演員身分再度站
起身謝幕。然而現實世界總是比劇場來的殘暴太多，但劇場卻是不可或缺對現實殘暴的一種
抵抗，慶幸我們還擁有人說著這些寓言故事。

關於作者｜
楊凱婷自由工作者。曾拍過電影短片、做過劇場、當過書的編輯，很偶爾會寫評。現任牯

此段文字擷取自《Doll House》首演版節目單中〈關於 Doll House〉一文。

∕

嶺街小劇場文化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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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創造了娃娃屋這樣的封閉體系作為隱喻，娃娃們只能百無聊賴等待著 Daddy 歸來，
就算懷疑 Daddy 死了或是已經遺棄她們，也沒有辦法離開這間娃娃屋。而無法入睡這件事暗
指了困住她們的另一個牢籠，只有通過主人按下電源關閉按鈕，娃娃們才有可能從這關係中
真正解脫。縱使同為無生命的矽膠娃娃，在這樣封閉牢籠裡仍舊隱藏著權力結構與爭奪，特
別是在失去絕對權力主宰者的情況下，明爭暗鬥越發明顯。其中的五名娃娃皆以不同的取悅
主人功能為特點，著重在外貌、聲音、娛樂與性等方面，爭奪 Daddy 的寵愛不遺餘力，舊型
女僕娃娃瑪門則是家事服務為主，在娃娃屋的運作中沉默扮演著最底層的角色。編導做了一
個巧妙的安排，瑪門手中總是抱著一個 Daddy 送她的娃娃瑪蓮，五個明顯為了取悅 Daddy
而存在的娃娃，卻沒有一個能夠像瑪門一樣擁有生育象徵的娃娃，在此也埋下聯合構陷的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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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廖原慶

2

陳方隅，〈羅賓漢悖論：國家到底有沒有對不起年輕人？〉，載於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079

02 撕裂
Slit
5.3

Wed

19:30-21:00

part2
-02
performances

地點 Venue ｜

藝文中心視聽館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54

編舞 Choreographer ｜

黃懷德

Huang Hua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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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者 Dancers —— 黃懷德 Huang Huai-Te、莊秉衡
Chuang Ping-Heng、黃郁翔 Huang Yu-Xiang
燈光設計 Lighting Designer & Stage Manager —— 魏丞專
Wei Cheng-chuan
製作經理 Project programmer —— 楊喆甯 Cordelia Yang

● 本場次演出結束後，將安排 20 分鐘演後交流。
The post-show discussion takes place onstage in
the theatre auditorium after the performance.

Slit
Huang
HuaiTe

about

關於《撕裂》｜

About Slit ｜

編舞家黃懷德自己形容為「非常狂亂、非常掙扎」的作品。

Choreographer Huang Huai-Te has described it in his own words as “A work that was quite
frantic and a real struggle.”

分裂的內在，不同的人格狂亂地衝撞、掙扎，誰住在我身體裡？他用黑布把一些本來可見的
家具蓋住，燈亮，有個人站在中間偏左的舞台，暗暗的，幾秒鐘的時間，聲音有點像是風聲，
呼呼呼地響了起來，忽然有一些人從他的身體裡鑽了出來………
《撕裂》創作發想源自於一個親友有段很特別的過去。他因毒品、傷害、槍枝等罪入獄八年，
期間曾想自殺的他，被檢查出有精神分裂症、焦慮症以及憂鬱症。在與他的相處的過程中，
他的焦慮動作，充滿了細碎不安的狀態，身為創作者立刻被這種表面上的動作吸引，但在仔
細思考後，表面動作的背後隱藏著內心是如何的掙扎，使他會犯下連自己都覺得錯的事情？
讓他這一生中似乎都在跟自己的某種東西對抗。探究他、更深層的認識他，像是在我的身體
裡也住了一個我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狂亂地衝撞、掙扎與撕裂。
舞蹈對我來說，曖昧性很高，優點是它的想像空間，缺點則是不容易讀懂，在這個創作作品中，
表面上是驗證題材上的可行性，但事實上是在實驗一種表演方法，這種表演方法是一種現實
與非現實中的轉換，無論是在身體、道具、狀態，都時時刻刻處在一種虛實之間，也就是讀
懂與讀不懂之間，是不是反而能製造出一種如夢境般的超現實世界 ? 這是在這個作品中最想
實驗的一個本質上的想法。在不斷的試驗與堅持，這個想法不知不覺中就往前一大步，對創
作者而言期待它未來能發展為更成熟的表演。

Split on the inside,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frantically collide and struggle. Who lives inside
my body? He uses a black cloth to cover some furniture that was originally visible. The
lights go on. Someone is standing just to the left of the center of the stage. The light is
dim and for a few seconds the sound is like the wind blowing, “whooo, whooo, whooo”.
Suddenly, several people emerge from his body.
The idea for “Split” originated with a relative’s particular past. Because of involvement with
drugs, injuries, guns and other such crimes, he served eight years in prison. During that
time, he thought of committing suicide and was completely crushed by his situation. As a
creative artist, I was immediately attracted to this kind of superficial movement. But after
carefully thinking about it, behind these movements were how he struggled on the inside,
which caused him to commit crimes that even he felt were wrong. Which let him seem
to be engaged in confrontation with some part of himself. To explore and more deeply
understand him, as if an unknown self inhabited my body, frantically colliding, struggling
and splitting.
56

To me, dance is highly ambiguous. The advantage of this is its space for imagination,
while the disadvantage of this is that it is not easy to read and understand. In this work,
it validat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ubject matter on the surface level, but actually it is
an experiment into a performance approach, which is a kind of shifting between reality
and non-reality. Whether in terms of bodies, props, states of being, all of these things
exist moment by moment in between a kind of virtual reality, and also in between being
understood and not being understood, and thus is able to manufacture a kind of dreamlike
surreal world? This is the essential idea of what I most want to validate in this work.
Through constant experimentation and persistence, this ide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of
its own accord. For myself, the creative artist, I look forward to developing it into a more
mature performance in the future.

● 攝影｜陳韋勝

S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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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iTe

∕
57

Slit

○ 編舞家 Choreographer ｜黃懷德 Huang Huai-Te
近年備受矚目的新生代編舞家，雲門 2 的駐團編舞者，作品曾入圍第
14 屆台新藝術獎，2008 年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2009 年
加入驫舞劇場。2015 年受邀雲門 2 春鬥編舞，2016 再度受邀參與春
鬥編舞。作品曾入圍台新藝術獎，重要作品有《兩條線》、《時間旅
行》、《我有一張椅子》、《暫時而已》、《亮》等。

A new generation choreographer gaining attention over these last
few years, Huang Huai-Te is resident choreographer of the Cloud
Gate 2, whose work was nominated at the 14th annual Taishin Arts
Awards. Huang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Dance at the

Slit
Huang
HuaiTe dance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in 2008. The following year
(2009) he joined Horse theater. He was invited to choreograph
works for the 2015 and 2016 Spring Riot projects of Cloud Gate 2.
His creative works include: "Two Lines", "Time Journey", "I Have a
Chair", "It Is Only Temporary" and "Brightness".

莊秉衡 Chuang Ping Heng ｜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在校期間與多名編舞家合作。2015 年加入
世紀當代舞團，參與榮獲台新藝術獎之作品《婚禮 / 春之祭》。合作編舞家
有黃懷德、姚淑芬、許耀義、張蓀等。

● 創作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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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of the Danc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he worked with different choreographers while in the program. In 2015 he

2017

雲門 2 春鬥《亮》

2016

階段呈現《身體感》

2015

雲門 2 春鬥《暫時而已》

2013

驫舞劇場共同創作《男人與狗》

2013

獨立創作《我有一張椅子》

2012

驫舞劇場《翻滾吧、舞男》校園創作計畫

2011

驫舞劇場《繼承者》

2010

驫舞劇場「M-Dans2010」發表《星期天》

2009

驫舞劇場《正在長高》

2009

《二條線》榮獲舞蹈大地年度大獎

2009

台灣藝術大學現代年度舞展《不合時宜》

2008

兩廳院「台灣舞蹈煉金篇」發表《宅男》並榮獲舞躍大年度大獎

2009 年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在校期間參與了大型演出包含：喬治•

2007

《beat》榮獲台灣藝術大學系展最佳編舞獎

巴蘭欽《小夜曲》、瑪莎•葛蘭姆《天使的嬉戲》、林懷民《白之 III》等。

joined Century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 performing in the Taishin
Arts Awards award-winning “Les Noces / Le Sacre du Printemps”. He has
worked with choreographers: Huang Huai-Te, Yao Shu-Fen, Hsu Yao-Yi and
Chang Sun.

黃郁翔 Huang Yu Xiang ｜

2013 年加入雲門 2，在雲門 2 期間與多名知名編舞家合作，如鄭宗龍、黃

● 工作坊經歷｜

翊等。

2015

高雄市衛武營《雲門 2》駐地計畫

2013

高雄市衛武營《男人與狗》演出暨推廣工作坊

2011

中央大學《驫進校園》駐校推廣工作坊計畫

“Serenade”, Martha Graham’s “Diversion of Angels” and Lin Hwai-min’s “White

2010

清華大學《速度》校園演出暨推廣工作坊

(Bai) III”. He joined Cloud Gate 2 in 2013 where he worked with several well-

2010

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速度》演出暨推廣工作坊

known choreographers, including Cheng Tsung-Lung and Huang-Yi.

Coreo
grapher

Graduate of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while in school he
performed in several major performances, including George Balanchin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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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 Workshop ／

5.1

Mon

身體感工作坊

Sense of Body Workshop

地點｜藝文中心 621 活動室

Venue ｜ Room 621,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19:30 － 21:30

講師｜黃懷德、黃郁翔、莊秉衡

Instructors ｜ Huang Huai-Te, Chuang Ping-Heng,、Huang Yu-Xiang

● 課程內容 |

● Course content |

本次工作坊企圖將日常生活經驗幻化為跳舞的動機，講師藉由言
語引導學生，建立個人在心理感知與身體感覺的相互連結，開發
學生在感覺產生的同時，運用情緒等不同的心理狀態，影響肢體
舞動的方式。「身體感工作坊」課程內容主要分成三個階段：

This workshop seeks to magically transform everyday life experiences into

1. 暖身，以瑜珈概念伸展並結合當代舞蹈地板動作，在傳達暖身
的重要性以及防護觀念之外，也讓學生體驗不同於古典舞蹈的
肢體開發方式。
2. 語言引導，導師透過語言上的刺激，除了引導學生舞動肢體之
外，亦設定情境規則以帶領學生認識與體驗即興舞蹈。
3. 舞蹈速度的練習，本次工作坊實際運用舞蹈編創中最重要的元
素之一：速度，作為最後一個階段的練習，帶領學生實際體驗
與操作不同的速度對於舞蹈肢體的影響，進一步了解《撕裂》
一作在肢體速度感的開發與創作概念。

the limbs. The content of the Sense of Body Workshop mainly consists of

● 招生條件限制 |

3. Dance speed exercises: This workshop will make practical use of one of

motivation to dance. The instructors verbally guide participants to establish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t the level of mental perceptions and
physical sensations, developing their ability to use their emotions and other
mental states as they give rise to feelings to influence the movements of
the following.
1. Warm-up exercises: Building on the concepts of yoga and incorporating
the f loor move m e n ts of con te m p ora r y da n ce , this p a rt e n a b le s
participants to experience physical development approaches different

∕
／

from those of classical dance in addition to conveying the import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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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ing up and protection.
2. Verbal guidance: Apart from providing guidance regarding dance
movement, instructors will establish contextual rules with the aim of
leading participants in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ng extemporaneous
dance using verbal encouragement.

1. 招生對象：校內對舞蹈創作、肢體發展有興趣的同學、教職員工。
2. 招生名額：20 － 25 人，由講師審核資格調整錄取名單。
3. 報名期間：106 年 4 月 5 日－ 4 月 24 日至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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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choreography: speed. Instructors will
lead participants in this final segment of this workshop to experienc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peeds on their dance movements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concepts focusing on a sense
of speed behind the work "Slit”.

● Application Details |
1. Eligible participants: NCCU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who may be interested in
dance creative works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2. P a r t i c i p a n t l i m i t : 2 0 - 2 5 , t h i s n u m b e r m ay b e a d j u s te d d e p e n d i n g o n t h e
participant’s eligibility and i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workshop instructors.
3. Time of application: Registration for this workshop can be made online from April 5,
2017 through April 24, 2017.

去熟悉化的衆我《撕裂》
● 文｜張懿文／表演藝術評論台專案評論人

這支舞描繪人處於撕裂之狀態，表達出一種不安的氛圍和被困擾的感受，像是與不同自
我掙扎的故事，是一個不斷和自己對話、搏鬥、宣示、被擊敗，在反駁之中，再次宣示後，
一連串前進又後退的過程，一個個片段交織出作品《撕裂》的主題。
一開場，從手電筒照亮整個舞台，特寫的燈光打在舞台上涼鞋上，在光線轉換中，觀眾
看見幾個舞者分散在舞台四周，有手臂被反綁的女子、有孤獨面向舞台邊的舞者，每個人靜
止不動，彷若一個個充滿疏離感的靜謐肖像畫，流露出濃濃的孤獨意象。 起始段落是一位白
衣女子的獨舞，她的身體動作和一般習以為常的「芭蕾或現代舞者身體」—高挑向上延伸，
像空間裡擴張的身體—有著不同的質地， 她的動作以背脊出發，不時以蹲坐或是扭曲的低姿
態，反向延伸，整個背向後彎曲到最大，幾乎像是軟骨功的演員，然而這些動作並不是要炫
技或展示奇觀，而是在這宛若蟲子般蠕動的狀態中，塑造一種讓人不熟悉的錯亂感受，她既
像是蟲，又像是蛇，而女舞者在手掌心和腳掌心都畫上充滿情緒（大笑、微笑）的表情臉孔
塗鴉，在動作間展示手腳掌的面孔圖像，帶來有些錯置或是嘲諷的效果。
背景的黑布被緩慢移去，出現了舞台上重要的物件：一個白色的門和白色的沙發，第二
個段落是一位男舞者的獨舞，他幾乎從頭到尾都在地板上移動，這種拖著身體在地板上舞蹈
的片段，讓人想起 DV8 肢體劇場 “The Cost of Living” 舞蹈電影中，缺少雙腳的身障舞者
與一群專業舞者共舞的身體，在那幕讓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所有的「正常」舞者曲彎下身，
用手的力量支撐大部分的動作。此段落中的男舞者，也採用非站立的重心，拖著下盤移動，
這拖著下半身在地板的移動彷彿暗示了無止盡的包袱和重擔，讓舞者無法站立起身，而此時
音樂也轉成台語舞曲，略有哀傷滄桑之感。
下個段落先出現兩男一女，而身著黑衣的女舞者留下來獨舞，她的雙手反手捆綁在身後，
一樣是採用下半身拖曳的方式舞動，音樂也轉化為單音的金屬聲，她的腳移動翻滾，滑入之
前被當作佈景的白色門後。而兩男兩女再次出現，躲到沙發後，音樂又再次變調，呈現略微
混亂的感覺，前方男獨舞者用抽搐的方式移動，反覆一再重複的倒地、站起，身體分割使用
不同部位的肌肉而顫抖，其他躲在沙發後的舞者，緩慢從沙發背面伸出手和腳，而此時燈光
也投射出藍、紅、紫的不同變化，整個場景呈現出詭譎的戲劇畫面。下一幕是男女的接觸即興，
舞者先躺在地板上移動轉換彼此的重力，而後站起身的雙人舞蹈中，卻有著明顯的控制與被
控制的關係，男子站在女子身後，用母雞帶小雞的方式，一人前一人後，帶著前面的女舞者
移動，動作既是控制但又有模稜兩可的反抗在兩個舞者之間流動。接下來是一段落打開門、
關上門、開門闔上的無限迴圈，編舞家巧妙的利用門來處理空間和時間上的錯置，白色門配
上背後黑色布幕擋住舞者出入的軌跡，讓舞者的出現和消失變得有如幻術，四個舞者排列組
合，像在開門關門中尋找什麼，又突然從門縫中窺視、伸出手腳畫上臉孔的微笑手腳掌心，
這段無止盡的反覆，描繪出強烈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
下個段落是三人的群舞，他們彼此黏貼在一起，看不出來是誰抓著誰、誰綁著誰、又或

是誰又避著誰，雖然傳統既定舞蹈中的群舞，向來是以和諧美感著稱，但在這首舞的編排下，
由控制與操弄和非常間身體語彙所累積出來的掙扎、手部的凌空抓取和放棄等姿態，在彼此
像是互相依賴、又互相排斥的過程中，竟慢慢讓人產生一種噁心的感覺。最後一個段落在燈
暗後，手電筒從左舞台拋出，舞者拿起手電筒緩緩掃視觀眾，慢慢又轉向透過光線探詢四周，
舞者從靜止移動中開始狂亂群舞：地板間的拉扯、手被綑綁又被黑布包裹的女人、男人站起
來彷若合體的三人舞….. 最後一個男舞者坐在沙發上喘息，一旁是被黑布包裹著的舞者，推著
一開場被手電筒大特寫的鞋子匍匐前進，結尾呼應了開頭。
《撕裂》用一種視覺上相當漂亮的劇場美學，優雅地訴說了一個精神焦慮的狀態，舞者
「去熟悉化」的動作，闡述了人類心靈的分裂與不安，在小心選擇動作語彙的編舞中，觀眾
可以很驚喜地看見不再「正常」熟悉的身體，留下來怎樣不同的質地，譬如拖曳的下盤暗示
過去的包袱、掙扎的分裂片段身體巧妙地表現想要逃脫的狀態，與舞者和舞者間不時出現的
強烈疏離感，女舞者手腳掌心的塗鴉臉孔也在細微處，暗示了分割斷裂的主體，這必須要在
前排的觀眾方可能看的仔細。而整首舞讓人最印象深刻之處，或許是編舞家巧妙地利用物件
與人的關係來分場， 透過物件（沙發和門）與燈光換場的巧思，舞台上簡單的道具，轉化出
複雜多樣的變化：沙發既是可以拿來休息躺坐的道具，又可以是人從中伸展延伸肢體的阻礙；
門是字面上進出的開關處，也是不同空間在幕前幕後轉折交錯的出入口；人的身體既是具有
能動性的主體，又是被拖擺拉扯無法分割的累贅負擔；手掌腳心的塗鴉既是童趣詼諧，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又是單純中帶著一絲莫名恐怖。 每個物件和舞者、甚至是舞者的身體部位，似
乎都有雙重意義，而這雙重義，恐怕就是撕裂的主題—在這裡，沒有任何意義是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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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張懿文，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與舞蹈系兼任助理教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表演
與文化研究博士，北藝大藝術評論碩士，政大企管學士，現為表演藝術評論台專案評論人、
《表演藝術雜誌》、《藝術家雜誌》自由撰稿人。
● 本 文 經 由 撰 文 人 張 懿 文 同 意 刊 載， 由 受 邀 演 出 人 黃 懷 德 提 供， 原 文 於 2016 年 12
月 5 日 刊 登 於「 表 演 藝 術 評 論 台 」。 原 文 網 址：http://pareviews.ncafroc.org.
tw/?p=22451

03 大竹研的
音樂地圖
The Musical Map of
Ken Ohtake
5.25

part2
-03
performances

Thu

19:30-21:00

地點 Venue ｜

藝文中心視聽館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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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家 Musician ｜

大竹研

Ken Ohtake

特邀音樂家 Special Guest ｜

平安隆 Takashi Hirayasu
影像編導統籌 Video Director —— 山木影像 Sanwood Films
演出統籌 Production Management —— 吳昭緯 Wu Zaoway
聲響工程統籌 Sound Engineering Coordination —— 陳功貴
Jack Chen、鄭伯勳 Stanley Cheng
特別感謝 Speacial Acknowledgement ——

Ken
Ohtake

about

關於 大竹研：日本東京、吉他｜

About Ken Ohtake: Tokyo, Japan, Guitar ｜

對許多人來說，大竹研的音樂的迷人之處，在於他的「難以定位」。爵士、民謠、搖滾、藍調、
流行 ... 這些音樂元素在 Ken 的創作中，交融為獨特的質地與聲響，他的音樂源自吉他，卻不
是「吉他音樂」。他將音階拆解、重組，以想像力重新演繹了吉他新的可能。聽大竹研的演奏，
「潔淨，純粹。單純到每一個發音都是美的。」Ken 的專輯設計師，視覺藝術家魏籽這麼形容。

To many people, the charm of Ken Ohtake’s music lies in its “difficulty in being

音樂人林生祥曾這麼形容這位長期合作的伙伴「他知道如何閃躲已存在的音樂線條，尋找沒
有被彈出的聲音，堆疊和諧、衝突、高潮或安靜。」。Ken 曾說，他覺得最重要的是「溝通」，
這或許解釋了這位來自東京的吉他樂手，何以自由遊走在許多樂類的邊界，與世界各地的樂
人深度合作。Ken 曾追隨沖繩民謠大師平安隆 (Takashi Hirayasu) 學習多年，他說「爵士樂
教我許多音樂中的靈活技巧，但在沖繩的民謠中，我學到的不止是節奏，更重要的是民謠中
的生命力」。而這樣的生命力，連結了樂手們的音樂邊界，從東京爵士樂到沖繩民謠，再到
美濃山下的客家新民謠，隨著林生祥的音樂逐漸長成為茁壯而獨特的台灣音樂場景，大竹研
是其中隱隱發光的存在，說隱隱發光，是因為舞台上的他知道樂手的位置與分寸，在有限的
音樂空間裡揮灑無限，但絕不逾矩，專注、真誠，自由靈活的即興能力，令人難忘。

performance, has described it as, "Clean and pure. Purely in that every note is beautiful."

categorized.” Jazz, folk, rock, blues, pop…elements of which are all found in Ken’s work meld to create its own qualities and sound. Ken’s music is inspired by guitar, but it is not
“guitar music.” He dismantles the musical scale and reorganizes it, using his imagination
to reinterpret new guitar possibilities. Visual artist Wei Tzu, in listening to Ken Ohtake’s

The musician Lin Sheng-Hsiang once described his long-term partner such: "He knows
how to dodge existing lines of music, looking for sounds that have not been played –
stacked harmonies, conflicts, climaxes and quietude." Ken has said that he feel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communication", which may explain how this guitarist from Tokyo has
been free to explore the boundaries of many music genres and collaborate deeply with
artists around the world. Ken, who followed and studied with Okinawan folk music master
Takashi Hirayasu for many years, has said, "Jazz taught me about many flexible techniques
in music, but in Okinawan folk music, I not only learned about rhythm but, more
importantly, about the vitality of folk music." Moreover, this vitality connects musicians

從日本到台灣，大竹研的創作處於一種邊緣地帶、多重文化性格的「雜交」品種。他的「無根」
正是他音樂裡自由之處。無論是與強壯音樂傳統的撞擊，或是一個人的即興獨奏，這些經驗
的總和沈澱出新的音樂質地，大竹研的音樂就是他自己。

at the edges of their music, from Tokyo jazz to Okinawan folk music, and then to Taiwan’s
new Hakka folk music from the Meinung foothills. Following Lin Sheng-Hsiang’s gradual
development into a strong and unique Taiwan music scene, Ken has existed as a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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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in this scene. Why a “hidden light”? Because on stage he is aware of the position and

∕

measure of a musician, and that in the limited space of music he sways infinitely but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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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eds. His dedicated, sincere, free and flexible ability to improvise is memorable.
From Japan to Taiwan, Ken Ohtake’s creative works are a kind of hybrid variety from the
margins and multicultural in nature. His “rootlessness” is precisely the source of freeness
in his music. Whether it is in the impact of strong musical traditions or solo improvisations,
the sum of these experiences has precipitated a new musical texture that is entirely
unique to Ken Ohtake.

Ken
Ohtake

about

○

特邀音樂家 Special guest ｜

平安隆 Takashi Hirayasu ／日本沖繩 Okinawa, Japan, Sanhsin
在平安隆身上，可看到清晰的沖繩歷史圖像。
1952 年出生於沖繩中城村（Nakagusuku Village），十一歲起以古典吉他彈奏民謠，二
戰後美軍接管沖繩期間，接觸到藍調、R&B 等西方樂風。到了二十歲，平安隆發現了沖繩
島唄（shima-uta）1 之美，開始學習沖繩三弦（sanshin）。Champloose 樂團時期，平
安隆將搖滾、雷鬼、非洲藍調、加勒比海等樂風加入樂團，注入跨越地域、融合時代的嶄
新活力，更引起日本「沖繩熱」的風潮。九○年代，平安隆展開他以個人為支點，向外發散
能量的音樂生涯。與美國吉他名手鮑伯 ‧ 伯斯曼（Bob Brozman）合力製作的《螢火蟲》
（Jin Jin），活潑歡快的島唄與 Brozman 的夏威夷滑音互相唱和，獲得國際一致好評。
2016 發行第二張個人專輯《悠》（Yuu），與音樂製作人 Gerhen Oshima （ゲレン大嶋）
合作， 平安隆吟唱沖繩 民 謠 並 融 合 三 弦、 琉 球 琴 （ryukyu harp） 與 琉 球 太 鼓 （ryukyu
drums），廣受好評。
●參考資料：2006 5th 流浪之歌音樂節—無國界（http://www.treesmusic.com/festival/2006mmf/Lin_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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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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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n in 1952, at Nakagusuku Village, Okinawan native Takashi Hirayasu performs
traditional Okinawan music on the sanhsin, a three-stringed banjo-like instrument with
a snakeskin head. Hirayasu started his musical career playing blues, R&B and rock in bars
and clubs at American bases on the island, but turned to traditional Okinawan shimauta (island music) in his early twenties. As part of the band Champloose in the 1970s,
Hirayasu helped pioneer the blending of traditional Okinawan sounds with rock and roll,

● 大竹研的音樂創作 Ken Ohtake’s Albums ｜

and played a major role as guitarist and arranger on the album Bloodline, which featured

2011

Ry Cooder. Hirayasu’s album “Jin Jin (Firefly)”is highly acclaimed collaborations with the
American guitarist/musicologist Bob Brozman. In 2016, Hirayasu released his 2nd solo
album”Yuu”since 1998. On this album, cooperated with the producer Gerhen Oshima ,
Hirayasu performs and sounds like the master he is, with his trademark tender vocals and

《似曾至此》大竹研與朋友
《I Must Have Been There》Ken Ohtake & Friends

2015

《佇台南》
《Live In Tainan》

classy new twist on Okinawan traditional songs, sanshin, guitars, Ryukyu harp and Ryukyu
Drums.

○ 特別演出 Special Performance ｜

● Reference : 2006 5th Migration Music Festival － CROSSINGS（http://www.treesmusic.com/
festival/2006mmf/Lin_Sheng-xiang.htm）、Far Side Music（http://www.farsidemusic.com/acatalog/
TAKASHI_HIRAYASU.html）

大竹研與平安隆二位樂人將以獨特的方式為政大九十週年慶生，演出專屬於政大的音樂
獻禮。
Ken and Hirayasu will be celebrating to perform a special music gift dedicated to the

1

「島唄」（shima-uta）為沖繩傳統民謠，編制基礎為三弦及人聲。

Ken

ninetieth anniversary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大竹研與他的朋友們：聊音樂
● 口述｜大竹研

採訪整理｜吳昭緯、張湘瑩

高中時代的第一把吉他，開啓了大竹研的吉他世界，以自學的方式逐漸建立吉他彈奏的風格，
長期與平安隆（Takashi Hirayasu）、林生祥、早川徹（Toru Hayakawa）等樂人合作，從爵
士、民謠、搖滾、藍調到流行音樂，多元樂風來自於從不設限，自由自在的與各路好手玩音樂，
創造出不同的音樂能量。

Q：從 2002 年開始與平安隆 (Takashi Hirayasu) 合作，2005 年到德國參與 TFF 音樂節，
到流浪之歌音樂節等等的合作演出，談談在與他的合作之中如何吸收與轉化沖繩民謠音
樂?
A：在舞台上專注於音樂、專注於與平安隆的演出，享受演出的氣氛，長年累月的積累，由這
些演出經驗中，我吸收了很多的東西，而這些的東西經過時間的去無存菁，逐漸變成了我
的吉他風格，也是我自己的個性。
當然沖繩音樂是很特別的音樂，不過我很熟悉的沖繩音樂是「通過平安隆的」沖繩音樂。
因為不僅沖繩音樂，他也知道很多跟西洋樂器合作的方法，所以我倒覺得我並沒有轉化沖
繩音樂。幸運的是與平安隆的合作是跟很優秀傑出的樂手一起碰撞不同的音樂火花，而巧
合他是沖繩人而已。無論如何這一路走來我跟他在音樂上的緣份很深。

Q：與平安隆由早期的合作到現在大約也十五年了，你怎麼看待二人合作一路走來的音樂變化 ?
A：2002-2005 年為了跟平安隆合作，我的身體節奏與肌肉都必須有固定的模式。當時的我
比現在刷弦刷的更快更久，但是現在的我透過樂器比以前更能享受與音樂的對話、溝通。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合作應該更放鬆更深。

Q：從沖繩民謠、北管、客家、爵士、搖滾到流行音樂，跨越這麼多元的音樂種類，也與來自
各方的樂人合作，例如：長期合作的林生祥，到近期的與謝明諺（saxophone），怎麼
看自己的創作流動於不同的音樂類型 ? 跟樂人們如何培養音樂對話的默契 ?
A：首先我想感謝合作的樂人們。因為他們聽到了我的聲音，開啟了合作的緣份，因此，到現
在可以繼續合作、繼續享受創作的快樂。
如何培養音樂對話默契？或者說我很幸運，因為做為音樂家我比較笨拙。如果我是個精明
的人，我就會要求合作的樂人，以類型音樂的方式進入 / 合作，而不是與樂人自己本身。

對我而言，類型音樂跟本真 (authentic) 音樂差很多很多。在合作的時候，仔細聽到合作
樂人的聲音是很重要的，而一個人練習時，也需要靜下來聽聽自己的聲音。這是我的練習，
持續這樣的習慣，培養與音樂對話的默契。

Q：林生祥曾這麼形容你：「他知道如何閃躲已存在的音樂線條，尋找沒有被彈出的聲音，堆
疊和諧、衝突、高潮或安靜…」，如何在經年累月的演奏旅程中不斷的挑戰、推翻自己，
將自己推向不同的音樂軌跡 ?
A：這個問題很難簡短的回答啊…. 對我而言，演奏的時候「簡單的條件」很重要，也就是不
用很多效果器。
然後廣泛的聽很多好聽的音樂很重要。
不跟其他人比較也很重要。
最後的是，健康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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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的吉他之路，一路跟隨著的不同的老師，最早的布川俊樹 (Toshiki Nunokawa)、到你
視為「人生導師」津村亀吉 (Kamekichi Tsumura)，可以談談這些老師們對你音樂創作
上的啟發與影響嗎 ?
A：非常感謝兩位老師的教導。年輕的時候我意識到我是亞洲的日本人，同時也意識到自己不
能而不用模仿其他人。

Q：而現在你也身為老師教導學生，若是同學想往吉他音樂領域鑽研，有沒有什麼建議或方向
可以給同學們參考 ?
A：無需期待太多。像語言一樣樂器進步需要時間。慢慢走。有音樂的生活很美好

無論是個人獨奏或與 伙 伴的即興對話，大竹研一路走來，在音樂旅途上與心有靈犀的樂人們
相遇，從東京、沖繩到台灣，不急不徐慢慢走，享受充滿音樂的生活，簡單而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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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活動 02

講座暨電影放映
Lecture ／

政大第 17 屆

駐校藝術家

系列活動

他是王小棣，
拍片是他的革命方式
Wang Shaudi, Film is How She
Leads a Revolution

5.15

Mon

19:30 － 21:00

○

5.10

駐校活動 01 ｜

電影 Film ／

酷馬
Wed

19:30 － 21:25

Cool-Ma (Fantôme, où es-tu?)
護 PG ｜ 2010 ｜ 台灣 Taiwan ｜ Colour ｜ 105 min
2010 台北電影節閉幕片

地點｜藝文中心視聽館
導演｜王小棣
Venue ｜ Audiovisual Theater,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Director ｜ Wang Shaudi

酷馬正在從這世界上消失，他被迎面飛來的機車大鎖正面擊中，行兇的少年糖果
被關在拘留所中，凶狠的片刻過後，等待判刑的少年跟孤魂野鬼一樣寂寞。糖果
瘋狂攻擊的畫面成了酷馬最後的記憶，這是他跟實體世界唯一的連結，酷馬突然
在糖果家現身，在黑暗中睜著眼睛睡不著的糖果看見了酷馬，他萬萬沒有想到自
己竟成了唯一可以幫助酷馬的人，酷馬讓糖果看到了媽媽被悲憤淹沒的處境，當
糖果貿然決定要幫酷馬跑完馬拉松時，誰也攔不住他，漫長的賽程中，酷馬一路
相隨，酷馬媽媽終於看到糖果是來幫生命送一封信的。
Hit by a motorcycle lock, Cool-ma slips away from this world into death. The
teenage perpetrator Tang Guo is locked up in the detention center after
this act of violence and struggling with her loneliness as she awaits her
sentencing. The scene of Tang Guo violently attacking him becomes Coolma’s final memory, which is the only link that he has with the physical
world. Cool-ma’s ghost suddenly appears in front of Tang Guo’s home.
In the dark of a sleepless night, Tang Guo sees Cool-ma’s ghost. It
never occurred to Tang Guo that she might be the only person
who can help Cool-ma. Cool-ma lets Tang Guo see his mother
overwhelmed by grief. When Tang Guo impulsively decides to
help Cool-ma complete a marathon race, nobody can stop her
from doing it. During this long race, Cool-ma is at his side the
whole time. Cool-ma’s mother finally sees that Tang Guo
has come to help deliver her son’s final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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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Mon

19:30 － 21:00

駐校活動 02 ｜

講座暨電影放映 Lecture ／

他是王小棣，
拍片是他的革命方式
Wang Shaudi, Film is How She Leads
a Revolution

很多人都聽過王小棣這個名字，認識他的人無論有無被他教過一概尊稱他一聲「小棣老師」，
他春風化雨，他創作不懈，他直言不諱，他把拍片當成在做社會運動。然而每次問他自己最
滿意自認最重要的作品，他永遠回答是《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在這個難得的夜晚，就讓
我們從這部神奇的短片開始，好好認識王小棣的創作世界。
Many people have heard the name Wang Shaudi. Without exception, those that know her
call her Teacher Shaudi,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she has been their teacher. She is an

地點｜藝文中心 Art Hub
講者｜鄭秉泓 / 作家、影評人、策展人
Venue ｜ Art Hub,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Speaker ｜ Ryan Cheng / Writer, Film Critic, Curator
● 19:30-19:50 | 放映王小棣導演短片《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
Film Screeing: Today, Taipei Has One Less Bucket of Toufu
Pudding
● 19:50-21:00 | 專場演講
Talk: Wang Shaudi, Film is How She Leads a Revolution

excellent teacher. Her works are unrelenting. Her speech is blunt. She sees filmmaking as a
social movement. Every time she is asked about which film she is most satisfied with, she
always answers “Today, Taipei has one less bucket of toufu pudding.” On this rare and special
evening, we will get to know Wang Shaudi’s work by starting with this incredible short film.

● 鄭秉泓 Ryan Ch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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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an Cheng, born in Kaohsiung, teaches film studies at Tunghai University and I-Shou
University and serves as the short film curator of the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He
has written the publication “The Love and Death of Taiwan Cinema” and contributes
reviews and articles to the Liberty Times, United Daily News, IN Movie, ET Today Movie
Section and other featured 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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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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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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U
					DI
● 得獎紀錄｜
1987

《稻草人》與宋紘同獲第 24 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

1990

《稻草人》第七屆哥倫比亞波哥大影展最佳劇本

1994

《飛天》獲優良電影劇本獎

Scarecrow (1987, directed by WANG Tung),

1996

最佳電影劇本《飛天》中華民國編劇協會魁星獎

Banana Paradise (1989, directed by WANG

2000

《九歲那年》獲第 34 屆金鐘獎最佳導播獎

Tung) and the award-winning film Grandma

2003

《赴宴》獲第 38 屆金鐘獎最佳戲劇節目獎

And Her Ghosts (1999) and Bear Hug (2004).

2004

導演協會年度優良導演獎

Wa n g i s o f te n ca l l e d “ L a o - S h i ” , m e a n i n g

2005

《擁抱大白熊》獲華語電影傳媒大獎最佳原著劇本

teacher, not only to her students at National

2007

《我在墾丁天氣晴》獲第 43 屆金鐘獎最佳編劇獎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the Taipei National

2013

《含苞欲墜的每一天》獲第 48 屆金鐘獎最佳戲劇節目獎

University of the Arts. She is called “Lao-Shi”

2014

獲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

for the love and care she gives to young talents

2014

《刺蝟男孩》獲第 49 屆金鐘獎最佳戲劇節目獎、最佳編劇獎

theatre plays and television dramas. WANG
likes to share great laughs with the audiences.
She made a name for herself with screenplays

and filmmakers in general.
Her works are rich in imagination, with lifeembracing passion and humor. In addition,

● 舞台劇編導｜
1981

【大禹治秦】

1992

【房間裡的衣櫃】

1992

【非三岔口】

1993

【莎士比亞之夜】

and give hope to the lonely. She also took

1993

【新坐樓殺惜】

part in 10+10 , a film created by 20 Taiwanese

2013

【丈夫的一千零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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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ors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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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
2004

故宮紀錄片導演《歷史典藏新生命》，及短片《春雷》

2009

監製紀錄片《目送 1949- 龍應台的探索》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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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電視｜
1984-1991

製作編導《設計與你》、《百工圖》、《中國文明的故事》等報導性節目

1985-1994

製作編導《秋月春風》、《黑斑》等 15 部九十分鐘單元劇

198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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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1990 製作編導《紅伶墨客》、《壯士行》、《音容劫》等歷史連續劇
199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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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編導公視二十集連續劇《大醫院小醫師》

2003

編導公視二十集連續劇《赴宴》

2004

編導公視罕見疾病【絕地花園】系列單元劇《英雄》

2005

編導公視二十集連續劇《45 度 C 天空下》

2007

編劇公視二十集連續劇《我在墾丁天氣晴》（導演鈕承澤）

2008

編導三立 / 台視二十集連續劇《波麗士大人》

2011

編導公視電視長片《數到第 365 天》

2013

製作公視六集迷你劇集《含苞欲墜的每一天》（導演王明台）

2013

編導公視二十集連續劇《刺蝟男孩》

∕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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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2015

監製編劇二十集連續劇《長不大的爸爸》（導演王明台）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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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影｜
1982

《血戰大二膽》副導，部分編劇（張佩成導演）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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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稻草人》編劇（王童導演）

1989

《香蕉天堂》編劇（王童導演）

1993

《少年與英雄》編劇（許鞍華導演）

1994

《熱帶魚》製片（陳玉勳導演）

1995

《飛天》編導

1996

《我的神經病》編導

1998

動畫長片《魔法阿媽》導演

2004

《擁抱大白熊》編導

2010

《酷馬》編導，2010 台北電影節閉幕片

2011

《釋放》（短片）編導，收錄於金馬影展《10+10》，2011 金馬影展開幕片

2014

《剪刀 ‧ 石頭 ‧ 布》（短片）編導，第六屆台灣國際兒童影展開幕片

2017

《女人可以與不能決定的事》監製 ( 王明台導演 )

80

2015

● Film ｜
1982

Xuezhan Daerdan (The Last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wo Chinas)

2016-2017

Zhí Jù Chǎng (Q series) as producer / dirs: Kitamura Toyoharu, WANG Shau-di, HUANG Tianren WANG Ming-tai, CHEN Yu-hsun ,KO Chen-nien, LIAO Shih-han, CHU Yu-ning, XU Fu-jun

as writer, assistant director / dir: ZHANG Pei-chun
1987

Cháng Bú Dà De Bà Ba (Babby Daddy) as producer, writer / dir: WANG Mi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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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ngse Gushi (The Game They Call Love) one 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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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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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í Jù Chǎng (Q series) as writer

1987

Daocaoren (Strawman) as writer / dir: Wang Tong

1989

Xiangjiao Tiantang (Banana Paradise) as writer / dir: Wang Tong

1994

Shào Nián Yǔ Yīng Xióng (Boy and His Hero)  as writer / dir: Ann Hui

1995

Re Dai Yu (Tropical Fish)

1996

Fei Tian (Accidental Legend) as writer, director

1998

Jiǔ Suì Nà Nián (THE YEAR WHEN I WAS 9) as writer, director

1997

Wo De Shen Jing Bing (Yours & Mine) as writer, director

1999

Tái Wān Yù (TAIWAN JADE)  as writer, director

1998

Mo Fa A Ma(Grandma and Her Ghosts) as director

2001

Yí Shī (LOST PROPERTY)  as writer, director

2004

Yong Bau Da Bai Xiong (Bear Hug) as writer, director

2002

2010

Cool-Ma (fantôme, où es-tu ?) as writer, directo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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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producer / dir: Chen Yu-hsun

(All About Love) one series of Zhí Jù Chǎng (Q series) as writer, director

● Television mov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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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Shù Dào Dì Sān Liù Wǔ Tiān (FIVE INCHES TO HAPPINESS)  as writer, director

as writer, director
2014

Jiǎn Dāo Shí Tou Bù (Friends or Foes ？ ) short film as writer, directo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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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à Yǔ Zhì Qín  as writer, directo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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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Fēi Sān Chà Kǒu (Non Three-Way Intersection) as writer, director with LEE Xiao-pin

1993

Shā Shì Bǐ Yǎ Zhī Yè (Shakespeare’s Night )  as writer,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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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Xīn Zuò Lóu Shā Xí (New The Killing of Yen Xi-jiao)  as writer, director

Beyond the Horizin), Chūn Léi (Spring Thunder)   as director

2013

Zhàng Fū De Yì Qiān Líng Yí Yè (The Unavoidable Republic)  as writer, director

as producer / dir: WANG Ming-tai

● Documentary ｜
2004
2009

Mù Sòng 1949: Lung Yingtai De Tàn Suǒ (Seeing off 1949: Lung Yingtai’s journey)
documentary as producer / dirs: HUANG Li-ming

2010

Dǎ Sǎo Fú Kāng (Sweeper on Fukang Road)  as director

● Television Series ｜
1999

Dà Yī Yuàn Xiǎo Yī Shī   as writer, director

2003

Fù Yàn (Banquet) as writer, director

2004

Jué Dì Huā Yuán (Born Fighters)  as producer / dirs: Wang Shau-di, Wang Ming-tai, AnJe-yi,
Tsai Ming-Liang, Lee K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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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Sì Shí Wǔ Dù Tiān Kōng Xià (Main dans la main)  as writer, director

2007

Wǒ Zài Kěn Dīng Tiān Qì Qíng (Wayward Kenting)  as writer / dir: Wang Ming-tai

2008

Bō Lì Shì Dà Rén (Police et vous)  as writer, director

2013

Hán Bāo Yù Zhuì De Měi Yì Tiān (Falling)  as producer / dir: Wang Ming-tai

2013

Cì Wèi Nán Hái (Boys Can Fly) as writer, director

2015

● Theartre ｜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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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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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系列
Film

榮耀經典—向導演學習。

● 影展活動（含講座）參加觀眾注意事項｜
1. 網路報名：於活開學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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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代是台灣社會、政治劇變的時代，結束 30 年的軍事戒嚴，解嚴之後社會新秩序新規範
亟待重整，就在這個轉變時期，台灣的電影界集結一群相同理念的電影工作者，以他們關懷台
灣這片土地的初衷，勇敢辛苦地創作出屬於台灣的電影美學語言，現實經由他們的鏡頭，呈現
台灣的樣貌，寫下台灣電影史上豐厚的一頁。爾後這些優秀的導演，亦在世界影壇上綻放個人
風采，在各式國際影展獎項中多所斬獲，成就台灣之光，讓世界看到台灣的特殊存在。
政大藝文中心在 3 － 5 月精挑四部經典國片，皆為台灣 80 年代狂飆時期重量級導演的代表作，
包括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楊德昌的「恐怖份子」、李安的「喜宴」、蔡明亮的「愛情萬歲」，
將復刻修復版呈現於政大校園之中，藉此希望師生們共同回顧經典國片的八○榮光。
此外，對照過往我們特別選映一部 2016 年 8 月首映的紀錄片「我們這樣拍電影」，此片藉由
30 位台灣導演的自述，全面呈現自台灣新電影以來導演們面對自我及現實環境間掙扎、抉擇的
歷史軌跡，並且邀請紀錄片導演蕭菊貞蒞臨映後座談，分享其寶貴的拍攝經驗，承先啟後。
在政大九十歲校慶的當下，我們期許透過這些精選的影片回顧與反思，認識今昔電影中的台灣，
並向前輩導演看齊，學習他們不畏環境艱困，忠誠於創作勇猛精進的精神，企盼台灣電影能經
典傳承、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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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
／
85

01

A-Yun marries someone else. Although he is saddened by the event, A-Yuan harbors no ill feelings
toward A-Yun because he has always thought that she was a good girl and should ﬁnd someone
better than him.

導演 Director ｜

侯孝賢 Hou Hsiao-Hsien

戀戀風塵

侯孝賢

在 1980 年，侯孝賢執導第一部電影作品《就是溜溜的她》。在 1983 年，他投資拍攝《小畢的故事》，擔

Hou Hsiao-Hsien

Dust in Wind

普 G ｜ 1987 ｜ 台灣 Taiwan ｜ Colour ｜ 109 min ｜ 中文字幕

任副導演與編劇，自此開啟「臺灣新電影」風潮。同年與另外兩位導演萬仁跟曾壯祥合拍的《兒子的大玩
偶》，是第一部全臺語發音的文藝片，開始拍攝寫實性較高的電影，例如《風櫃來的人》和《冬冬的假期》。

3.15

Wed

19:30 － 21:30

法國南特三洲影展最佳導演、最佳音樂、最佳攝影
瑞士盧卡諾影展銀豹影評人獎
葡萄牙影展最佳攝影、音樂獎

《風櫃來的人》也獲得法國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影片獎。
在戒嚴風氣漸退之下，侯孝賢首先拍攝了自傳性的電影《童年往事》，由於內容涉及批判當時的國民政府，
而讓他在尋找合作的過程十分艱辛。後來又拍攝《戀戀風塵》，打破了過去國片過度矯情、虛偽的內容，
是一部著重寫實的文藝愛情片，並受到許多國際影評及大導演的喜愛。臺灣三部曲（或稱悲情三部曲《悲
情城市》、《戲夢人生》與《好男好女》)，確立了臺灣電影大師的地位。其中《悲情城市》是第一部獲得
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台灣電影。而《戲夢人生》則獲得坎城影展評審團獎。侯孝賢擔綱監製的《大紅燈籠
高高掛》也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海上花》（1998）以 19 世紀末的舊上海為背景。

男主角阿遠與他的青梅竹馬阿雲，在阿遠初中畢業後便先後相偕到台北謀生，阿雲到了
台北之後體悟到城市居大不易，尤其阿遠不但要自給自足還要完成補校學業，更要寄錢
貼補鄉下家用，生活十分辛苦，但小倆口卻也奮鬥得積極。兩人就是從小這樣一路走來，
感情的過去與未來似乎就是這麼自然地形成，他們也從不懷疑這樣的關係。高中補校畢
業後阿遠入伍當兵，很多事就在長距離的離別之後漸漸轉變，就在阿遠退伍前阿雲竟然
嫁了別人，阿遠雖心痛卻沒有恨意，他常懷抱著的想法是：阿雲是個好女孩應該找到比
自己更好的人託付終身。因此，他始終沒有找阿雲問明，只讓時間成為最好的良藥。

2001 年，侯孝賢執導了一部紀念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 100 年誕辰的日語電影《珈琲時光》。2005 年，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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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賢執導電影《最好的時光》，該片講述了三個時間段（1966、1911、2005）的三段愛情故事，皆由演員
張震、舒淇主演；此片也普遍被認為是侯孝賢創作歷程的總回顧。
侯孝賢在 2006 年前往法國拍攝法語電影《紅氣球之旅》，首度與法國巨星茱麗葉畢諾許合作。2009 年
擔任金馬獎執委會主席。侯孝賢於 2010 年執導上海世界博覽會台北館的導覽影片。2015 年《刺客聶隱娘》
入選坎城影展競賽單元角逐最高榮譽金棕櫚獎，最終獲得最佳導演獎。

The male lead A-Yuan moves to Taipei to make a living after ﬁnishing junior high school.
His childhood sweetheart, A-yun follows him to Taipei where she comes to realize
that living in the city isn’t easy, especially for A-Yuan who not only has to sustain his
own needs while ﬁnishing his supplementary high school studies, but also must send
money back home to his folks in the country, which is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for the
two of them. They work hard,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life together and following a path
that they have shared since childhood. Feelings from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seem to
naturally crystallize, leaving no room for any doubt in their relationship. Having ﬁnished
his supplementary studies and graduating high school, A-Yuan goes into the military to
fulﬁll his compulsory service. Separated by the long distance and extended time apart,
many aspects of their relationship change. Before he completes his military service,

Hou
HsiaoHsien

Dust in

boredom. One call connects her to a woman named Chou Yu-fen. Shu-An fraudulently claims
to be the girlfriend of Chou Yu-fen’s husband who is now pregnant and wants to negotiate a
settlement with Chou Yu-fen..
Chou Yu-Fen had been a capable career woman before marrying Li Li-Chung, but gave up her
career to have a child. In the end she did not bear a child and became bored, which prompted
her to take up writing. But writing proved challenging for Chou Yu-Fen, and she became trapped
in the struggle of it. Her husband, Li Li-Chung is a well-behaved, law-abiding person working in a
laboratory at a big hospital. He is content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as no ambitions. Chou

02 恐怖份子

Yu-Fen’s former boss Chen Wei-Pin has seeks her out to convince her to resume her career. Chou
Yu-Fen’s lack of conﬁdence in her writing coupled with the damage done to their marriage from
the prank phone call incites Chou Yu-Fen to move out and live on her own, to give new thought

楊德昌

to her future.

Edward Yang

Terrorizers

輔 PG-13 ｜ 1986 ｜ 台灣 Taiwan ｜ Colour ｜ 109 min ｜ 中文字幕

3.22

Wed

19:30 － 21:30

金馬獎最佳劇情片
瑞士盧卡諾影展銀豹獎、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
亞太影展最佳編劇

導演 Director ｜

楊德昌 Edward Yang
與侯孝賢、蔡明亮並稱台灣電影新浪潮代表導演。1982 年，被中影啟用為導演，與柯一正、張毅、陶德辰

在一個清晨的圍捕行動中，警官老顧率領武裝警察突破一個賊窩，逮捕了槍擊要犯老歪
和同夥的歹徒大順等人。混血女孩淑安在越窗逃走時跌斷了腿，被路過的攝影師小強送
去醫院。淑安回家後被母親關在家中，於是開始打電話惡作劇。其中有一通打給了一個
叫周郁芬的女人，她假冒是周郁芬丈夫在外面的女友，懷了孕要周郁芬出來談判。
周郁芬在嫁給李立中之前是一個能幹的職業婦女，為了生孩子把工作辭了。後來孩子沒
生成，為了排解無聊，於是開始寫作。但是寫作的挑戰也讓她陷入困境中。李立中在一
家醫院的檢驗室工作，是一個安份守己、沒有太大野心的人。周郁芬過去的主管沈維彬
找到周郁芬，希望她能復出工作。由於周郁芬對寫作逐漸失去了信心，再加上這通惡作
劇的電話戳破夫妻幸福假象，促使她決心暫時離開了李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與事
業。

88

合拍《光陰的故事》，由於本片在各方面的創新嘗試，讓他與侯孝賢齊名，被公認為「台灣新電影」重要

∕

先驅之一。1983 年創作其第一部劇情長片《海灘的一天》，1985 年的《青梅竹馬》，探討台灣社會轉型

89

過程中的男女心理。1986 年拍攝《恐怖份子》，以其特殊的敘事風格，及對現代都市中人們深刻的觀察，
獲得國際許多獎項的肯定。
1989 年成立「楊德昌電影公司」，1991 年拍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引起廣大的討論，楊德昌更被日
本「電影旬報」選為年度電影獎的最佳外國導演。1993 年將電影公司更名為「原子電影公司」，1994 年
的《獨立時代》獲得第三十一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1996 年拍攝《麻將》，獲得柏林影展評審團特別獎。
2000 年的《一一》，承續以往擅長的多條敘述線、理性思辯的敘述風格，深刻檢視當代的台北都會，更
為他奪得至高榮譽的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成為第一位獲得這項殊榮的台灣籍導演。楊德昌的電影主要描
繪台北城市在生活型態轉變下，台北人中產階級的感情生活，運鏡筆觸細膩，與侯孝賢的鄉土電影形成鮮
明對比。

Police Officer Ku, on an early morning operation to apprehend a suspect, leads an
armored police force to break up a criminal ring. They capture criminal Wai, who
is wanted on charges of armed robbery, along with his partner Ta-Shun and other
members of his gang. Only Shu-An, a girl of mixed heritage, escapes by jumping out of
a window, breaking her leg in the process. A young photographer, Hsiao-Chiang who
happens to be passing by takes her to the hospital. Returning home from the hospital,
Shu-An’s mother forces her to stay at home. She starts to make prank calls out of

Edward
Yang

Terro-

and threatens to have an abortion and even Simon has had enough of the complexities of this
abnormal relationship and considers leaving. None of these things have escaped the observations
and instincts of Wei-Tung’s father, who privately gives Simon a meaningful birthday gift and
everything seems to ﬁnd an answer.

導演 Director ｜

03 喜宴

李安 Ang Lee
李安

李安處女作《推手》（1992 年）在臺灣票房成功，也受到評論家讚賞，榮獲金馬獎 8 項提名、亞太影展最

Ang Lee

The Wedding Banquet
輔 PG-13 ｜ 1993 ｜ 台灣 Taiwan ｜ Colour ｜ 107 min ｜ 中文字幕

佳影片獎的肯定。李安緊接著拍攝第 2 部電影《囍宴》（1993 年），首度贏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也入圍

4.6

金球獎和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獎，這部作品獲得許多臺灣及國際電影獎項（李安首度獲得金馬獎最佳影片

Thu

19:30 － 21:30

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獎、最佳原著劇本獎、最佳男、女配角獎
柏林電影節最佳電影金熊獎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
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獎提名

及最佳導演獎），促使李安成為臺灣電影界的後起之秀。徐立功在 1994 年與李安再次合作《飲食男女》，
背景設定在臺灣，劇情描繪臺北一個家庭中存在的傳統價值觀、現代都市人的互動及成員之間的矛盾。這
部電影票房再次開出紅盤並廣受好評。《推手》、《囍宴》與《飲食男女》因為深刻描寫父親的傳統形象（皆
由郎雄飾演）所以也被稱為父親三部曲或家庭三部曲。
曾獲得多個主要國際電影獎項，包括兩屆奧斯卡金像獎、五屆英國電影學院獎、五屆金球獎、兩屆威尼斯
影展最佳電影金獅獎以及兩屆柏林影展最佳電影金熊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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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9 年執導的《臥虎藏龍》獲得第 73 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及三個技術獎項。

來自臺灣的高偉同，憑著遠見與精明的頭腦在曼哈頓置產，並與戀人賽門在高級住宅區
同築愛窩，四週鄰居不禁投以異樣眼光。偉同耐不住父母催促結婚之下，決定和房客威
威，一位遠從上海赴美留學的女畫家，辦理假結婚。兩人一是為了克盡孝道，一是為了
取得綠卡。然而，父母的突然造訪，打斷此番謊言的和諧，更攪亂了三人的關係。當威
威發現自己懷孕時，偉同禁不住壓力，在父親中風時向母親坦白自己同性戀身份，威威
嚷著墮胎，連賽門都因受不了這種變態關係的維繫而萌生離開的打算，這一切終究逃不
出高父的觀察與直覺，在他私自送給賽門生日大禮時，一切似乎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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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和 2013 年則分別以《斷背山》和《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獲得第 78 屆奧斯卡金像獎和第 85 屆奧
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是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亞洲導演，也是至今唯一兩度獲得該獎項的亞洲導演。
為表彰他對電影的貢獻，小行星 64291 以他的名字命名，獲頒贈中華民國一等、二等景星勳章、法國文化
藝術騎士勳章。
李安是柏林影展歷史上，唯一能夠兩次奪得最佳電影的導演。李安亦是目前歷史上唯一能於奧斯卡獎、英
國電影學院獎以及金球獎三大世界性電影頒獎禮上奪得最佳導演的華人導演。

Kao Wei-Tung, from Taiwan, has applied his vision and clear head to buying property
in Manhattan. He lives together with his lover Simon in an upscale residence, and the
neighbors can't help but cast strange looks at the couple. Suffering the vocal urgings and
constant matchmaking arrangements of Wei-Tung’s impatient parents from Taiwan, WeiTung decides to arrange a fake marriage to Wei-Wei, an artist from Shanghai studying
in the U.S. Wei-Tung needs to fulﬁll his ﬁlial duties to his parents, while Wei-Wei needs
to secure a green card, so the two move in together. But a surprise visit by Wei-Tung’s
parents disrupts the temporary harmony between the three. When Wei-Wei discovers
that she is pregnant, Wei-Tung can’t take the pressure anymore, though, and confesses
to his mother about his being gay when his father has a stroke. Wei-Wei makes an uproar

Ang
Lee

The
Wedding

導演 Director ｜

蔡明亮 Tsai Ming-Liang
1993 年蔡明亮為李康生寫了《青少年哪吒》劇本並親自執導拍攝，也是蔡明亮的第一部電影作品，隨後《青
少年哪吒》獲得東京影展銅獎，法國南特影展「處女作最佳影片獎」、義大利都靈影展「最佳影片獎」、

04 愛情萬歲

金馬獎最佳電影音樂。從此李康生便以「小康」為名，成為蔡明亮電影裏的固定主角，詮釋起蔡式風格的
電影故事。
1994 年，蔡明亮以《愛情萬歲》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費比西獎、金馬獎最佳導演獎等一連串的獎項；

蔡明亮

1997 年以《河流》獲得柏林影展銀熊獎和國際新聞獎、芝加哥國際影展銀雨果評審特別獎、聖保羅國際影

Tsai Ming-Liang

Vive L’Amour

輔 PG-13 ｜ 1994 ｜ 台灣 Taiwan ｜ Colour ｜ 120 min ｜ 中文字幕

展影評人獎、新加坡國際影展評審特別獎；1998 年完成法國《2000 年見聞》（2000 vu par）系列影片

4.26

中的《洞》，此片獲得 1998 年坎城影展費比西獎、芝加哥國際影展金雨果最佳影片獎、新加坡國際影展

Wed

19:30 － 21:30

威尼斯影展金獅獎及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
金馬獎最佳影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錄音獎
法國南特影展最佳導演、最佳男演員
新加坡電影節最佳影片

三個原本毫無關係的陌生人：美美是賣二手屋的售屋小姐、小康推銷靈骨塔、阿榮擺地
攤的小老闆。他們三人先後擁有了一間大廈的鑰匙，美美負責脫售，本就有大廈鑰匙，
和進入大廈的資格；小康則是在某天無意間發現這把插在鎖孔的鑰匙，遂佔為己有；美
美在一天晚上，遇見了互有好感的阿榮，將他帶至大廈溫存，阿榮趁機拿了留在空屋的
第三把鑰匙。一間空屋，三把鑰匙，開啟三段關係，三個人在待售的房子裡，玩起捉迷
藏……家庭意義的變質、都市男女的速食愛情、同性情感的慾望壓抑，就此展開……

最佳亞洲導演獎、最佳亞洲影片獎。
2005 年，《天邊一朵雲》獲第 55 屆柏林國際影展最佳藝術貢獻獎、阿爾弗雷德•鮑爾獎、費比西國際影評
人獎。2006 年，羅浮宮由全世界 200 多位導演候選名單中，邀請蔡明亮以典藏於羅浮宮的藝術作品為主
題拍攝電影。蔡明亮以三年的時間構思，決定以羅浮宮珍藏之達文西名畫「聖施洗約翰」及背後的故事「莎
樂美」為主題創作《臉》，由臺灣、法國、荷蘭、比利時合作拍攝。本片入選 2009 坎城影展正式競賽片，
亦為羅浮宮典藏的第一部電影。2013 年，蔡明亮的《郊遊》入圍威尼斯影展競賽片，成為唯一獲選華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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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蔡明亮繼《愛情萬歲》、《不散》、《黑眼圈》後第四度角逐威尼斯影展金獅獎。蔡明亮表示並強調

∕

《郊遊》是他從影以來最好、也最滿意的電影。本片最終獲得第 70 屆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與第 50 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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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獎最佳導演獎，蔡明亮亦指出《郊遊》應為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片作品，未來將專注於拍攝「更像藝術品」
的電影或短片。

Three people are complete strangers to each other - Mei-Mei a woman selling home
real estate, Kang a man selling funeral urn niches, and A-Jung a street vendor. The
three of them, one after another, come into possession of a key to a mansion that MeiMei is trying to sell. She has the original key and has the right to enter the mansion.
Kang one day discovers a key in the lock and claims it as his own. Mei-Mei one evening
encounters A-Jung, to him she has felt attracted, and brings him to the mansion for a
tryst. A-Jung takes the opportunity to obtain a third key left in the vacant mansion. One
vacant mansion and the three keys lead to three new relationships. While waiting for the
mansion to be sold, the three begin a game of hide and seek….. warping ideas of family,
the fast food romance of urban men and women, the suppression of homosexual erotic
desires unfolds…

Tsai
MingLiang

Vive

導演 Director ｜

蕭菊貞 Hsiao Chu-Chen
資深紀錄片導演，現為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喜歡說故事，在大學四
年級時發現影像的迷人力量，於是開始拍攝紀錄片，曾獲得三座金穗獎肯

05 我們這樣拍電影

定。1999 年的《紅葉傳奇》和 2000 年的《銀簪子》更是連續兩年得到金
馬獎最佳紀錄片的肯定，以及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紀錄片雙年展台灣
獎等殊榮，並入圍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國際競賽，以及山形影展等重要
國際影展，對於台灣的紀錄片風潮起了帶動作用。

蕭菊貞

Hsiao Chu-Chen

Face Taiwan :
Power of Taiwan Cinema

普 G ｜ 2016 ｜ 台灣 Taiwan ｜ Colour ｜ 80 min ｜ 中文字幕
★ 映後座談：蕭菊貞導演
Post-Screening discuss by Director Hsiao Chu-Chen

曾任記者、專欄作家、大愛電視戲劇三部經理。監製電視戲劇作品亦多次
獲得金鐘獎及亞洲電視獎肯定。
文字著作有《銀簪子－終究，我得回頭看見自己》、《大毛＆ Coffee：一

6.1

Thu

個紀錄片導演與流浪狗的故事》、《蔬果密碼：中醫師與營養師的健康對
談》、《導演的人生筆記》、《我們這樣拍電影》。

19:30 － 21:3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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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市場小，人口很少，台灣電影的票房也很不好，在這麼困難的市場和環境裡頭，當
大家都在喊『台灣電影已死』的時候，有一群堅持做電影的人，懷抱著一股傻勁與熱情，
一直努力讓它活下來，直到新的契機出現。
《我們這樣拍電影》全面地呈現台灣電影自新電影以來的歷史軌跡，蕭菊貞紀錄的不只
是台灣電影的現狀，也是電影中的台灣。

Taiwan’s ﬁlm industry is characterized by a limited market size and poor box ofﬁce sales.
In such a challenging market and environment, in a time when everyone is claiming
“Taiwan filmmaking is dead”, a group of dedicated filmmakers, along with their
foolhardiness and enthusiasm, have continued to work hard to see the art through to a
time when new opportunities should appear.
“Face Taiwan: Power of Taiwan Cinema” presents the complet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aiwan ﬁlmmaking since the era of Taiwan New Cinema. Hsiao Chu-Chen documents
not only the current status of Taiwan ﬁlmmaking but also shows us Taiwan through the
window of ﬁlmmaking.

Hsiao
ChuChen

Face
Taiwan:
Power of
Taiwan

講座／工作坊

Lecture & Workshop

用影像在劇場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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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各種創作新的媒材陸續產生，藝術已不能被舊有的創作方式所苑囿。
本學期以「政大的藝想旅程」為主題，邀請 2013 年世界劇場設計展「最佳互
動與新媒體」大獎得主周東彥，舉辦「用影像在劇場寫詩」講座，介紹他如何
藉由影像，穿透有形的劇場黑盒子，連結幽微且浩瀚的心理風景，分享他影像
跨界創作的探索歷程。
此外，十年前只能通話的手機，如今也可當作創作者發聲的工具。致力於台灣
數位表演藝術推廣的周東彥老師，亦將在「多媒體表演創作工作坊：玩手機或
者被手機玩」，帶領大家運用多媒體設計，將科技藝術結合多媒體應用，在光
影加持之下，開啓更多元的視覺藝術創作與想像。透過虛實影像講述人生百態，
帶給觀者更多的想像空間與情感共鳴。如此，不僅創作被看見，也將藝術重新
帶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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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5
-01
Lecture
用影像在劇場寫詩講座
01
○ 講座 Lecture ／

Writing a Poem in Theatre
with Video Image

地點｜藝文中心 Art Hub

3.10

主持人｜侯雲舒 / 本中心主任

Fri

19:30 － 21:30

講者｜周東彥 / 狠主流多媒體總監、狠劇場導演
Venue ｜ Art Hub,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Host ｜ Hou Yun-Shu / Director of Nccu Art & Culture
Speaker ｜ CHOU Tung-Yen / Director of Very Mainstream
Studio and Very Theatre

從劇場導演到拿起 DV 攝影機，從一支實驗短片到創造出一座 4D BOX 浮空投影魔
幻時空。多媒體藝術家周東彥，作品遊走於影像設計、短片、MV、舞蹈、劇場及數
位藝術，2013 年更以作品《空的記憶》，獲得世界劇場設計大展「最佳互動與新媒
體設計」首獎，反思記憶、影像與空間的關係。本次講座將以其個人生命經歷與作品
發展為主軸，分享一路以來跨界創作的歷程與思考實踐。
From directing theater to picking up a DV video camera, from making his first
experimental short film to creating a 4D Box holographic projection of magic spacetime, the creative works of multimedia artist Chou Tung-Yen spans imaging design,
short films, music videos, dance, theater and digital art. In 2013, he was awarded
the top prize for Best Interactive and New Media Design at the World Stage Design
Competition for his work "Emptied Memories", which refl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imagery and space. This talk centers around Chou Tung-Yen’s
personal life and works, sharing the mileston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is thoughts
over the course of his interdisciplinary creative journey.

● 周東彥 CHOU Tung-Yen ｜
簡介內容請詳見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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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5
-02
work02 玩手機或者被手機玩 shop
○ 工作坊 Workshop ／

多媒體表演創作工作坊：
To play or to be played
by mobile?

—— Multimedia Performance Workshop

Busy updating your status on Facebook, Instagram, Line?
Can’t stop playing with your cell phone while waiting for the bus, sitting in class, or eating
during meals?
Your mother tells you not to play with your cell phone when eating. Your teacher tells you
to not play with your cell phone in class. News reports tell you not to play with your phone
when crossing the street.
Conversely, throughout this workshop we invite you to play with your cell phone, when you
stand, sit and even more so when you lie down.
＃ I’m not addicted to using my cell phone.
＃ I would like an iPhone 7.
＃ What would you like to present as your accomplishment?
Using the creative element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ed in filmmaker Chou Tung-Yen’s
multimedia theater work “Teatime with me, myself & I”, you are invited to collaboratively

5.6-7
Sat - Sun

09:00 － 12:00;
13:30 － 16:30

地點｜藝文中心 621 活動室
講者｜周東彥 / 狠主流多媒體總監、狠劇場導演
評審｜石佩玉 / 飛人集社劇團團長

create an illustration using smart phones as the medium combining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and multimedia imagery.
This workshop is primarily education, creative sharing, realization and rehearsal. Participants
must carry out a 5-minute presentation of their accomplishments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 成果展時間｜ 5.7 Sun 13:30-16:30

workshop.

Venue ｜ Room 621, NCCU Art & Culture Center

● Highlights video: https://goo.gl/heb8eL

Speaker ｜ CHOU Tung-Yen / Director of Very Mainstream
Studio and Very Theatre

Evaluator ｜ Shih Pei-Yu / Executive Director of Flying Group
Theatre
★ Results Exhibition Time ｜ 5.7 Sun 13:30-16:30

Facebook、Instagram、Line 還在忙著更新？
等公車、上課、吃飯也滑個不停？
媽媽說吃飯不要滑手機，老師說上課不要滑手機，新聞說過馬路不要滑手機！
偏偏這堂課要找你來滑手機，讓你站著滑、坐著也滑、躺著更要滑滑滑！
＃我不是低頭族
＃想要一隻 iPhone 7
＃成果發表要做什麼？
從周東彥導演數位多媒體劇場作品《我和我的午茶時光》出發，運用本作發展的創作
元素及數位技術，將智慧型手機做為主要媒介，結合網路雲端科技與多媒體影像，邀
請你一起創作出一幅屬於自己和自己的當代浮世繪。
本工作坊以教學、創作分享與實作排練為主，參與者須於第二天課程進行 5 分鐘成果
發表。
● 歡迎瀏覽《我和我的午茶時光》精華影片：https://goo.gl/heb8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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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東彥 CHOU Tung-Yen ｜
簡介內容請詳見 P. 32

● 多媒體表演創作工作坊招生及課程需求說明｜
1. 招生對象：校內同學教職員 ; 校外對多媒體表演創作有興趣的朋友。
2. 招生名額：30 - 40 人，視報名人數調整錄取名單。
3. 報名期間：106 年 4 月 6 日 - 4 月 24 日至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線上報名。
4. 報名須知：
a. 欲參與課程者請準備一則「你和手機 / 社交 APP 的愛恨情仇」小故事，約 1 分鐘。

● 石佩玉 Shih Pei -Yu ｜

b. 煩請自備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作為課程使用。

創作經歷 / 作品以「偶」為主要創作元素，2004 年起擔任飛人集社劇團偶戲編導。
曾與沙丁龐客劇團、河床劇團、NSO、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合作設計戲偶。
近期導演作品：2015 飛人集社《吉光片羽》/ 台南 321 小戲節；2015 國光劇團《幻
戲》/ 小劇場大夢想；2014 飛人集社《測量》、2011-2014 台法合作案《初生》《長
大的那一天》《消失─神木下的夢》； NSO《鼠際大戰》《2009 萬聖派對》。偶
戲設計製作：2011 於美國愛荷華州 Grinnell College 合作《naked》；2015 於馬
來西亞與【平台計劃劇團】合作《赤鬼》。
策畫經歷 /2010 年起策畫第一屆【Close to YOU 超親密小戲節】至今。

● Application Details ｜
1. Eligible participants: NCCU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as wll as participants who may be interested
in multimedia performance.
2. Participant limit: 30-40, This number may be finalized depending on the actual application..
3. Application period: Registration for this workshop can be made online from April 6 through April 24,
2017.
4. Registration：
a. Participants should prepare a one-minute story of “Love and Hate for Your Phone or Social Media

行政經歷 / 曾任創作社劇團劇團經理、製作人。鞋子兒童劇團製作人。獨立製作人十
年資歷，與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河左岸劇團多次合作擔任專案製作人。

App”.
b. Bring a smart phone or tab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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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欄

N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