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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報告 

 藝術與人文乃城市文明之歷程與象徵，自工業革命以來，科學被視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利器，然

而過度的工業化、標準化，卻讓城市變得冷漠與單調。在全球視野的自覺中，藝術與人文學術，如何

在作為學科與學術領域之堡壘的同時，能自我辨識與定位，並進一步地去策動社會參與及變革，是重

要而迫切之課題。而藝術與人文之核心要素「文本」、「展演」與「設計」，乃至其操作與實踐的層

面，究竟能與社會網絡中其他不同領域，產生何種碰撞與融合? 

本次研討會，將以藝術與人文之「走入社會」與「面向社會」為前提，分從「展演與設計」、

「操作與實踐」、「現象與反思」等三個方面進行探討。所涉及之議題，在「展演與設計」方面，將

關注「以社會生活為文本之展演與設計，國際與在地之美學實踐」；在「操作與實踐」方面，將聚焦

於「以行動與實證為主之社會實作分析」；「現象與反思」方面，則著重「藝術與人文進入社會生活

之省思與觀念性之辯證」，進而組織成本次研討會的主題「藝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其中本次

研討會邀請到了來自中國大陸與美國的海外學者，包含了國內劇場、戲曲展演實務領域者與相關學者

進行談，並囊括了經營策略探討與數位科技的應用，為與會人士清楚地繪出當代社會與藝術之間的現

象與整體輪廓；會議三個子題共有論文發表二十篇；此外還有三場專題演講與最終共同討論的圓桌論

壇，成功地達到本次研討會實務、學術與民眾三方綜合交流的初衷。 

兩天的活動過程中，與會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共達 40 位，活動工作人員 20 位，到場聆聽的與會

者約達 150 人次，其中包括國立中山大學楊弘敦校長與來自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大專生和實務工作者熱情地參與，更感謝校內各學院學

生到場支持聆聽，據講者和與會人員回饋之意見，整體結果反應皆十分滿意。本次研討會主要分為主

要活動與配合活動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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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活動 

1. 專題演講 

針對「藝術人文之社會與創新」之會議主題，邀請三位長年深耕於藝術人文場域的講

者，以不同角度的聲音與專業視野，多方切入帶領認識與討論。分別為中研院的院士曾永義老

師、藝術管理、法律與社會期刊的主編 Ann M. Galligan 和國家藝文講得主王海玲老師，為大會

主題作一個簡明扼要的圖像勾勒。 

2. 論文發表 

子題一：展演與設計：以社會生活為文本之展演與設計，國際與在地之美學實踐 

藝術除了傳承過去的經典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當下的社會文化與時代趨勢。在不

同角色立場上，個人、社群、社區、在地與國際的美學實踐，皆脫離不了以「社會生活」為文

本之互動與呈現。因此本領域著重在以驅動社會改革與創新為目的之展演與設計；思考文化平

權思惟下之藝術與人文創新，如何策動平民的文化參與。此面向可參考之議題，如： 

（1）藝術經典之在地化 

（2）社群與社區之藝術行動 

（3）使用者導向之創作與設計 

  

子題二：操作與實踐：以行動與實證為主之社會實作分析 

藝術行政與管理，一直以來扮演著連結藝術文化與大眾的角色，在不斷的實作過程中學

習成長，並與社會脈絡親密互動。本次研討會將循此思考，著重在以社會、社區與社群為導向

的論證，以及以行動與實證為主的實作分析。無論是菁英藝術或是常民文化，甚麼樣的思考在

社會實踐的場域中能觸及人心，甚麼樣的行動能喚起參與，將會是我們關心的議題。此面向可

參考之議題，如： 

（1） 藝文政策與行政 

（2.） 藝文組織管理 

（3） 藝文創業與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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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題三：現象與反思：藝術與人文進入社會生活的省思與觀念性的辯證 

藝術與人文進入社會，與人們日常生活的不同面向產生互動。在創作的場域中，藝術人

文經常作為社會鏡像，反映出人類的物質文明與情感。在特別動盪與快速變動的年代中，藝術

人文除了紀錄審視其中的變化軌跡，更經常成為建設性／批判性的力量。在本次研討會中，我

們期望透過反思與觀念性的辯證，透過文本、演繹與思考之交匯，來釐清藝術與社會間的諸多

議題。此面向可參考之議題，如： 

（1） 文本詮釋與社會演繹 

（2） 藝術／文化與生活之在地理論 

（3） 藝術／文化之多樣性與認同 

 

做為南台灣劇場藝術及文化管理學術中心的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有著豐富的在

地資源與社會聯結，並具有獨特的西灣色彩。我們期許藉由學術研討會的舉辦，去看見、激發

出更多火花，對於藝術與人文社會的議題，有深遠的探討與共識；對於藝術融於人文社會的實

務上，亦能有卓越的貢獻。 

（二） 配合活動 

1. 開幕活動 

開幕演出活動為新詩演奏活動，為音樂作曲背景的陳馨念為了推廣詩的復興而委託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學生－葉福炎創作一組新詩「我在西子灣等你」，並由中山大學音樂學

系學生游家為伴奏與谷霙吟詩，帶來詩與樂的體驗。希望能透過詩與音樂的對話，為雙方

帶來廣泛的聽眾和創作的動力。演出的題材背景與組成人員皆與中山大學高度相關，並且

為詩樂結合的創新藝術展演，與本次研討會主軸十分契合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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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圓桌論壇 

圓桌論壇的目的為創造一個交流，特別是在人文社會相關的場域，我們更須要透過

大家的討論來接受不同的觀念與意見，更確切地讓藝術人文能進入社會面向，讓社會面向

的議題亦能被概念化的提出與討論。 

3. 高雄文化導覽 

基於本次研討會主題與藝術進入社會生活脈絡相關，大會安排特定人員帶領海外和

高雄地區以外之講者了解高雄在地文化與藝術生活，更能體會地區性的差異與高雄藝文的

在地特性，全程為自由參加，時間設定以彈性為導向，實際參訪的景點為駁二藝術特區、

K-ARENA 高雄巨蛋、高雄六合觀光夜市、武德殿振武館、蔣公行館、捷運美麗島站與遊高

雄港。這些景點的個別特色與預定帶領看見的藝文相關面向如下： 

(1) K-ARENA 高雄巨蛋-提供南部民眾一個競技、表演、運動、會議、展覽、遊憩、教

學等高水準、多功能的舞台，更結合了休閒購物娛樂中心與高雄市民的生活息息相

關。 

(2) 駁二藝術特區-為碼頭旁的倉庫群藝術特區，透過高雄市政府舉辦的不同活動將海港

城市的文化創意與生活美學做結合。 

(3) 六合夜市-在國際間享譽盛名，是南臺灣最早的行人徒步區和國際級觀光夜市，也反

映台灣特有的夜市文化與特色小吃。 

(4) 高雄市武德殿-為日人所建的特色建築景點，現為社團法人高雄市劍道文化促進會經

營管理，亦做音樂交流會與茶道文化的推廣，是高雄市第一座非營利古蹟委外案

例，也是全台第一座以原始功能再利用之古蹟。 

(5) 高雄蔣公行館-為已故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曾居住、巡視居留、度假之處，為高

雄市定古蹟，一樓為西灣藝廊做文物展示。 

(6) 高雄捷運美麗島站-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圓形車站，由日籍設計大師高松伸所設計，貝

殼狀的出入口，有著祈禱的象徵意義，在白天與夜晚展現不同的特色與風情。更有

全台聞名的「光之穹頂」(The Dome of Light)。被譽為全球最美的捷運站之一。 

  

http://www.butokuten.twmail.org/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4%BE%E5%9C%98%E6%B3%95%E4%BA%BA%E9%AB%98%E9%9B%84%E5%B8%82%E5%8A%8D%E9%81%93%E6%96%87%E5%8C%96%E4%BF%83%E9%80%B2%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BD%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BD%E7%B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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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第一天：2015年 10月 29日（四） 

時間 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 

主持人：王璦玲／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劇場藝術學系系主任 

09：20~10：20 專題演講一 

曾永義／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世新大學

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題目：從明人「當行本色」論說「評騭戲曲」應有之態度與方法 

 

主持人：王璦玲／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劇場藝術學系系主任 

10：20~10：40 休息（茶敘） 

10：40~12：20 

 

第一場論文發表：現象與反思 A 

王安祈／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特聘教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 

題目：京劇《滿江紅》三文本各自的在地實踐與政治意涵 

鄒元江／中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題目：對地方戲曲藝術的文化認同與偏離 

王璦玲／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劇場藝術學系系主任 

題目：從《水袖與胭脂》及《十八羅漢圖》論當代臺灣京劇之美學新視野

與其現代意涵 

蔡欣欣／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題目：歌響港都、戲綻春藝-「高雄春天藝術節」歌仔戲創作節目的文化展

演（2010-2015） 

 

主持人暨講評人：孫玫／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2：20~13：20 午餐 

13：30~14：30 專題演講二 

Ann M. Galligan／藝術管理、法律與社會期刊主編、前華盛頓特區藝文中

心資深研究員 

題目：何謂臺灣文化政策之工具？ 

 

主持人：陳尚盈／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14：30~14：40  休息 

14：40~16：00 第二場論文發表：操作與實踐 A 

陳尚盈／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鄭家宜／銘傳大學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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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副教授、 

李俊餘／聚光工作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馨念／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

術學系碩士研究生、 

李添源／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研究生 

題目：中大型劇場之風險辨識、評估與策略選擇之分析 

葉哲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碩士研究生、商毓芳／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助理教授 

題目：一張畫的力量-台南顯宮社區藝術行動研究 

陳佳彬／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目：⺠營表演空間的傳統表演產業經營策略研究──以臺北戲棚為例 

 

主持人暨講評人：夏學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教授 

16：00~16：20  休息（茶敘） 

16：20~18：00 

 

第三場論文發表：展演與設計 A 

黃淑芳／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時尚設計與管理系助理教授、曾景濱／國立中

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永續」作為設計師表達社會關懷的創作主題：以「延・續的時

尚」展為例 

陳淑慧／銘傳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茶席展演空間實作教學初探 

葉翠玲／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助理輔導員、朝陽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

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題目：公共藝術的美學教育策略 

李怡賡／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講師 

題目：舞台設計與 3D數位科技應用之研究-以展演製作與教學為例 

 

主持人暨講評人：吳瑪悧／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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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第二天：2015年 10月 30日（五） 
時間 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專題演講三  

王海玲／國家文藝獎得主、台灣豫劇團一級演員 

題目：臺灣豫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主持人：王璦玲／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副院⻑、劇場藝術學系系主任 

 

10：00~10：20 休息(茶敘) 

10：20~12：00  

第四場論文發表：展演與設計 B 

王以亮／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題目：「臺灣傳統戲台」文化創意發展之初探-以舞台美術家侯壽峰為研究

對象- 

曾景濱／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黃淑芳／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時尚設計與管理系助理教授 

題目：設計+研究之在地性連結 

陳美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講師 

題目：展演即詮釋-以表演工作坊「寶島一村」為例 

 

主持人暨講評人：吳懷宣／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暨創意藝術產業研究

所副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10~14：30 

 

 

第五場論文發表：操作與實踐 B 

蔡敦浩／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劉育忠／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

系副教授、 

李至昱／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研究生 

題目：再探創業學習與實作教育 

傅思華／嶺東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助理教授 

題目：專案管理於台灣文創產業應用之初探 

姜麗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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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筱渝／法國巴黎第八大學造形藝術系碩士、婦女暨性別研究所博士 

題目：行動藝術中之「後現代劇場」展演形式物：以湯皇珍的【我去旅

行】系列為例 

 

主持人暨講評人：謝榮峰／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14：30~14：40  休息 

14：40~16：00  

第六場論文發表：現象與反思 B 

殷偉芳／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題目：文學教育深耕劇場在南台灣 

盧書音／中原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題目：作曲家普契尼“G.Puccini“的歌劇對女性角色之詮釋 

施純宜／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題目：追尋的女人：汀馞蕾珂・渥騰貝克的女性主義喜劇 

 

主持人暨講評人：王儀君／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心講座教授兼主任 

 

16：00~16：20  休息（茶敘） 

16：20~17：20 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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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人數統計 

報名人數 154 

實到人數 121 

專題演講人  曾永義 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

教授、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Ann M. Galligan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 andformer 

Senior Associate Scholar at the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 in Washington, DC. 藝術管理、法律與社

會期刊主編、前華盛頓特區藝文中心資深研究員  

 王海玲 國家文藝獎得主、台灣豫劇團一級演員 

3 

論文發表人  王安祈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特聘教授、國光劇團藝術

總監 

 鄒元江 中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王璦玲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劇場藝術學系教授 

 蔡欣欣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陳尚盈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鄭家宜 銘傳大學風險管理學系副教授 

 李俊餘 聚光工作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馨念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研究生 

 李添源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研究生 

 葉哲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碩士研究生 

 商毓芳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助理教授 

 陳佳彬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黃淑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時尚設計與管理系助理教授 

 曾景濱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陳淑慧 銘傳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葉翠玲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助理輔導員、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李怡賡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講師 

 王以亮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陳美妃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講師 

 蔡敦浩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劉育忠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李至昱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研究生 

 傅思華 嶺東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助理教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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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麗華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 

 呂筱渝 法國巴黎第八大學造形藝術系碩士、婦女暨性別

研究所博士 

 殷偉芳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盧書音 中原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施純宜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暨講評

人 

 孫  玫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夏學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教授 

 吳瑪悧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所長 

 吳懷宣 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暨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

副教授 

 謝榮峰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王儀君 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心講座教授兼主任 

6 

與會貴賓  楊弘敦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游淙祺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2 

開幕表演 谷霙、游家為、葉福炎、陳馨念 4 

口譯 沈婕縈 1 

司儀 葉宇傑 1 

工作人員 陳馨念 廖健博 李添源 陳思穎 曾楚芳 林欣儀 呂佳紋  

吳靜芸 黃  凱 林奐瑜 林培茵 黃智慧 向可萱 林偉陞 

蔡一伊 張家琪 陳柯杰 葉宇傑 林宜靜 

19 

總共參與人數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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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結果分析 

本研討會參與人數與問卷統計數，如下表： 

報 名 人 數 與 會 人 數 報 到 率 

154 149(部分現場報名) 96.7% 

問 卷 發 出 問 卷 回 收 回 收 率 

100 38 38% 

 

根據問卷結果統計原始資料，扣除無效的問卷後製成圓餅圖，共 30份問卷，綜合分析如下： 

Q1 請問您是從何種管道得知研討會的訊息? 

 在樣本中，從政府機關公告得知訊息佔 40％，其次為本研討會的網站與臉書 30％，而

最少比例的為電子海報 EDM 與戶外實體海報(10％與 6.6％)，由此可得知在網路上訊息

的重要性，並且可由網路聯結網址直接報名。戶外實體海報未來可考量出現的時間地點

來突顯活動特色，增強觸發民眾參與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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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本研討會安排的議程適合? 

 對於研討會安排的議程合適度，覺得「非常同意」，的佔 60％，其次同意的議有 26.6

％，顯示對議程正面評價的共有超過八成五，而負面評價的不到 5％。 

 

 

Q3 本研討會的內容豐富? 

 在內容豐富性的方面，「非常同意」的佔 23.3％，「同意」的佔 53.3％，普通的佔 20

％。另有與會人員於【其他具體評語與建議】中，提出【戲劇方面非常豐富也非常有

趣，但是真的關於社會實踐的發表感覺不夠多】。 



  TAMIC 2015 

 
 

15 

 

 

Q3 本研討會的地點、場地設備合適? 

「非常同意」與「同意」的各佔 13.3％與 53.3％，在【其他具體評語與建議】中，有

與會者提出【地點太遠太難找】、【上下山交通公車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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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本研討會的時間長度適合 

「非常同意」與「同意」的各佔 23.3％與 46.6％，「不同意」的佔 13.3％，本研討會

皆可自由離座，在時間長度上參與者並無其他意見。 

 

Q5 本研討會有助於您的學習或教學? 

 在學習或教學的助益上，「同意」的佔 60％，「普通」占 33.3％，合計九成三，顯示

本研討會在討論的內容或文章上，是有帶出議題與見解的，使與會者能在活動過程中，

有知識性和觀念性上的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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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本研討會符合您的期待? 

「非常同意」的佔 50％，「同意」的佔 33.3％，普通的佔 16.6％，代表本研討會與行

銷宣傳階段所傳遞的意象與概念，和實際舉辦活動當天的內容是相近符合的。 

 

Q7 本研討會的主講人/發表人準備充分? 

「同意」的佔 63.3％，「非常同意」的佔 13.3％，整體來說皆屬正面，在【其他具體

評語與建議】中，有與會者提出【特別喜歡鄒元江的演講】與點出【少數文章演說是準

備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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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本研討會的主持人恰如其分? 

「同意」的佔 63.3％，其次為「普通」23.3％，在【其他具體評語與建議】中，有與

會者提出【發表人發表結束後，希望主持人有自己的觀點促進討論，而不是只問台下有

沒有問題】與【夏老師主持講評的不錯】，未來將慎加改進與主持人的溝通。 

 

Q9 本研討會的工作人員態度良好? 

「同意」的佔 53.3％，其次為「非常同意」33.3％，顯示本研討會在人員與工作分配

上是足夠明確與足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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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本研討會提供的餐點及茶水良好? 

「非常同意」的佔 63.3％，「同意」的佔 26.6％，近九成的人對餐點茶水持正面的態

度。顯示餐點茶水，適足量且品質上不至於太差的。 

 

 

Q11 您對本研討會的整體評價為相當滿意? 

「非常同意」的佔 36.6％，「同意」的佔 40％，「同意」23.3％，雖然每個參與者來

研討會的動機與著重的重點不同，然而在整體而言，皆抱持的正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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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內容紀錄 

2015 藝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 

開幕 

日期 2015/10/29 時間 AM 9:00~9:20 主持人 王璦玲 

致詞者 楊弘敦校長、游淙祺院長、王璦玲主任 

校長： 

歡迎大家來到中山大學，談到劇場藝術系的歷史，其實是非常辛苦的，剛開始被評鑑為

待觀察的系所，非常感謝學校及系上當年的努力，把劇場藝術學系留下來，成為現今學

校的特色，劇藝系的學生不管在校內或畢業後就業的表現，都讓學校感到欣慰，很開心

這幾年來與音樂系一同進步。再評鑑裡我們學校是屬於實驗型的大學，我們一定能做出

與教育大學及藝術大學，不同眼界及不同性質的劇藝系，感謝各位先近來到這場研討會

中，希望你們能給我們更多的批評及指教。 

 

院長： 

與各位貴賓、教授及同學問早，提及中山大學劇藝系的歷史，真的很感謝前幾任文學院

院長及楊校長及主任的幫忙，共同闖出一面天空，雨過天晴，這次研討會的內容很廣

泛，請到多位重量級講者，增添許多光彩，院長代替文學院向大家致謝，這場研討會對

劇藝術有相當重要的象徵意義，祝研討會圓滿成功。 

 

主任： 

非常榮幸這場研討會可以邀請到多位貴賓，中山的劇場藝術學系是以劇場藝術系及管理

為重點，高雄市台灣第二大城市，面向海洋，我們要如何善用資源，將其成為特色。主

任在兩年前來到劇藝系，劇藝系非常團結，學校也對劇藝系非常支持，非常的感謝大

家。這次研討會，我們請到了主任在台大時的教授曾永義先生、豫劇天后王海玲，以及

國內外非常多重要的學者，這兩天的研討會希望我們能夠走入社會，社會創新與實踐，

我們藝術人文能為台灣做些甚麼，這兩天的議程是非常豐富的，希望大家能給我們更多

的指教，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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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一 

題目：從明人「當行本色」論說「平騭戲曲」應有之態度與方法 

日期 2015/10/29 時間 AM 9:20~10:20 主持人 王璦玲 

講者 曾永義 

主持人王璦玲： 

他其實在社會實踐方面，幾十年來做了不少事情，他不只是在戲曲方面不只是在文學方

面，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做了將近 20 年，後來才擔任老師，目前曾老師是世新

大學的講座教授，同時也是台大的文學院名譽教授，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中央研究院的諮

詢委員，這是我以前待的單位，中研院已經這麼多的研究員，能夠擔任諮詢委員的絕對

的是學術領域最崇高的，各方面的影響貢獻都是最高的，那麼曾永義老師他在中國文學

研究所，一創所到現在快三十年一直都是諮詢委員，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說，我當年在

台大中文系的時候，受老師的啟發，老師常說站在肩膀上，他非常的和善及謙和，他為

我們打的基礎，他所做的事情如果我們能夠繼續往前努力，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容易省力

的，等於是老師在提攜我們，如果我們就這樣往前的話，對我們來說這樣是比就省力

的，還有老師的著作本身幾十本，我自己是從台大畢業以後到美國耶魯大學，當時我在

唸書的時候美國的學界，兩位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們當時在 80 年代，是受很多大家引用

的著作，他們也是看曾老師的書進入戲曲領域，這也就是一個證明，證明曾老師的書在

國外也是當作是必讀的，包括國外重量級得知名學者，非常高興請到曾老師。 

 

曾永義： 

謝謝我們中山大學給予我這個榮幸讓我在這邊讓我講這個題目，更謝謝王曖玲主任給我

這麼樣的頤養。 

今天講這個題目，在我的論文裡邊是最長的題目，結合了兩個論題，我一向都很簡短，

各位都知道理論方面我們古人是比較弱的，尤其在戲曲方面就我個人知道，真正拿得出

來比較有系統地論敘是明代王基德和清代李雲，事實上他們的系統也都非常的簡便，他

們討論幾個重要的問題，例如，南北戲曲有什麼不同，第三就是明代萬曆名間引發的湯

顯祖的水火之爭，他們的理論不一樣是事實，後來的一些歸為他的派別的像是李添成和

吳丙，嚴格說來調和兩邊的，我個人認為我和我的朋友像是周育德，認為中國戲曲裡邊

的那個曲牌體，很難成派，必須要到幫子戲和京劇才能成派，因為一個屬於曲牌的音

樂，所以才能夠以藝術家演員的唱腔為基準成為流派，是真正在戲曲裡邊的流派，另外

還有一個論述從明清我所考察的作家共有十六家，就是所謂的當行本色，也就是戲曲所

評論的術語，可是很遺憾的我分析了十六家學者，對於什麼叫本色什麼叫當行，沒有一

個人把他說清楚或想要說清楚，都是拿認知和揣摩和一點感悟就敘述，每個人都有不同

的說法，在我心目中明代人自學比較沒有基礎，不值得我們用心研究，我認為明代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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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色，也是類似情況，而為什麼拿這個題目要提綱挈領給各位，是因為如果我們好好

考量什麼叫做本色什麼叫做當行，當行本色的真諦就可以用來建構我們中國戲曲批評理

論的重要觀念，各位知道雖然明清的人像是李漁都想要分析戲曲，戲曲的創作批評應當

有一個理論和系統，可是我們如果進一步考察包括李漁還有許多疏漏，何況明代以前，

而我又認為其實當行本色其實是開啟創造中國戲曲的兩把重要鑰匙，所謂本色本來的面

貌，我們學者常常以淺奏深，像是徐胡銘先生他考察的亂彈，他所述續的兩萬多字，我

向學生說因為文明人都聽慣像崑曲那樣優雅的唱腔突然聽到了吵雜的戲曲，就這麼簡

單，他花了兩萬多字，學者所犯的以淺做深，本來的面目拿戲曲來說呢，本色就是本來

就應有的具備的直線就是他的本色，如果我們把詩詞曲，當然曲的本色就出現，從體制

規律內容表現方式終於產生風格，曲的本色就出現，今天因為時間不是很多，所以我要

濃縮，拿風格來說，詩就像是莊重的裐紙，詞就像是再生紙，曲就像是武林少年一樣，

帶有一點惡少的氣質，只要恢復戲曲的本色，而明清兩代的人，能夠沾上邊的就是李開

先，另外一位忘了誰說本色應當就是本來面目，另外像湯顯祖都是說的不清不楚，在台

上演不同人物所需要的語言風格是不一樣的，濃淡淺深之間，是因為情境人物這樣說，

講究音律就是當行，難道一個戲曲只要懂音律就是當行？算是行家嘛？這也是不足的，

有些人把當行本色畫等號，說嚴重一點瞎子摸象，批評戲曲的四個要件，那就是深情直

覺要相得益彰，這是我給他延伸的，第二是情節，第三他講求音律，第四是描摹這個人

物，這已經是了不起的論述，所以我剛才說我們本色如果要呈現他就應當從詩詞曲去比

較就可以看出，那麼戲曲方面也要，那麼什麼是當行呢，合乎這個行，那這個行就有他

應有必須的基本要件，這個行就有它基本的修為，戲曲本身的要件是認識清楚，如果沒

有這個修為和基本認識，你就來批評創作那就是不當行，我們戲曲在聯合國被說成是人

類的共同文化，這當然是中國人的榮耀，大陸也因此大大推行，我一直在大陸得罪人，

你這個不是崑劇，崑劇要語言不是這樣需要基本的格律，你說崑曲最重要的曲牌，那個

曲牌向每個人一樣，他是有個性的，用錯曲牌會當作笑話的，哀的拿來當歡樂的用，文

戲用武戲，這都是不行的，所以他建構曲牌的規律非常嚴格，一個曲牌有多少字，多少

句，長長短短是不可改變的，不可五字改四字，還有我們一般的斜韻律，還有平仄律，

大家都知道陽關曲，勸君各勝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包括蘇東坡沒有一個字敢不遵

照，曲還有聲調律，我舉個例子，像蘇東坡銀漢無聲轉玉盤，大陸的學者好多編曲家，

以為長長短短就可以，我因此批評紅樓夢，主要說你們演得很好但不是道地，可見你如

果不當行如何能創作，當行從認識據齲應當具備的你都該具備，歷史音樂方面…否則你

就不當行，其實這題目在我三十二歲的時候已經寫，現在我加上許多例證，發表在中山

大學文與哲第二十六期，四十年了可見我現在有多老，各位我是怎麼樣建構，我認為在

我剛才說的前提下，要批評戲曲是怎樣，從戲曲過程有具體的言述，在我們中國戲曲或

是傳說做題材，因為他這種文學的體系本身就是適合演，還有就是歷代的歷練對戲曲限

制太多，引響人心大，常常拿法律制約，有關帝王的都不能演，更不能批評當代，但像

元雜劇那樣，中國戲曲最能反映當代社會的劇種，還是必須指桑罵槐，反映官府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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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所以這個題材在中國能反映當代很少，像湯顯祖的自情說，主題要嚴肅不要像古人

一樣寓教於樂，像琵琶記有風化的問題，可是也有文人失意啦發出自己的牢騷的也有，

主題上值得大家省思給觀眾心靈另開一盞窗的其實不多，這方面也可以發揮，主題元素

結構我們一般的學者常把戲曲結構當作小說，自從明清以來都是在講情節結構，不只是

情節結構只有外在結構，內在結構是劇作家運用基本規律然後產生的戲曲藝術的創作行

為，排場兩個字就是戲曲在舞台呈現出的氛圍，總體呈現就是排場，排場就是有重要的

最高潮，排場主要的構成因素情節的因素為第一，其他次要像是服裝道具，內外結構綜

合起來才是戲曲，外在結構對內在結構的自約性是很大，一個人從頭唱到尾其他都不

唱，制約他的藝術表現，音律我剛才說過是非常謹嚴的，語言只要用到貼近恰到好處，

就是是一種曲文高妙，所謂千金話百四兩唱，強調賓白的不容易，沒有鑼鼓的節奏，完

全掌握在演員身上，完全掌握在演譯自己的修為，總而言之這一些我個人建構這些問題

都是運用中國式的方法，從中國藝術裡邊，大家都知道我們台灣都喜歡運用西方的理

論，西方的理論，文學的理論本來都是相通，以此補足不足，，去年四月在香港中文大

學有一場講演，有大陸日本韓國台灣，還有兩位法國，大家就談說文學理論尤其戲曲的

應用，不要亂運用西方理論，我也把他們意見總述，你們中國喜歡運用西方理論，這些

從法國哲學思想來的理論，美國把它分議程美國的，你們中國右翻成中國，要注意應用

否則會走火入魔，中國有自己重要的歷史背景，從我們自己的東西建構自己的理論，可

能走火入魔的情況會減少，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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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二 

題目：何謂台灣文化政策之工具? 

日期 2015/10/29 時間 PM13:30~14:30 主持人 陳尚盈 

發表人 Ann M.Galligan 

 台灣的政策工具有什麼，美國的羅德島州胡塔基市這個文化政策是什麼 

在我的演講內容當中會比較台灣和羅德島州胡塔基市，今天早上有一位主講人蔡教

授提到高雄的春天藝術節，介紹春天藝術節做為一個振興，帶動起高雄在地文化、

打破過去高雄市文化沙漠的這樣子的一個觀點的這種政策，我非常認同，而今天的

個案研究，是在美國的羅德島州胡塔基市。在美國和英國紛紛有越來越多的政策是

使用這個藝術或者是建立文化園區文化特區，做為社區營造或者是振興地方經濟的

一種政策工具，在很多美國和英國的城市呢，她是利用把這種廢棄荒廢的閒置工

廠，或者是過去舊有的工業區把她進行改造，那麼藉此不僅能夠這個形塑成一個文

化特區，那麼也能夠帶動振興地方的經濟，那甚至也有這種磁鐵效應紛紛吸引到這

種非營利組織，像是飯店旅館觀光客和商家，也因為這樣吸引到觀光文化特區或文

化園區。那麼有更多的機構加入像是藝廊、這個會展中心等等，就形塑了一個這樣

子的文化園區。有些城市它會開始吧一個地方營造或者建造讓藝術家或創意工作者

可以居住、可以生活的這個地方，這個地方讓人有甚麼好處呢，過去大家可能要搭

火車要搭高鐵才可以進入到一個所謂的文化園區。那現在越來越多的城市想把它納

入城市市中心讓藝術家可以生活工作的地方，也是羅德島州胡塔基市所運用的政策

工具。今天的演講要跟大家來分享把這個文化園區或文化特區當作是一個政策工具

的可能性，文化特區的不同的定義，透過政策的學習，把一個政策能夠移轉到其他

的城市其他的國家，或者是透過所謂的聚合匯合的方式，把各種不同的這種文化園

區的特色能夠運用在其他地方，怎麼透過政策的移轉來學習。 

 

 美國羅德島州胡塔基市的發展 

台灣如何能夠借鑑胡塔基市這樣的模式，將它運用在我們的政策工具中。談一談過

去的有些文獻包括這種描述性的文獻可能會從不同的角度來探討甚麼叫做文化區，

比如說有的是以它的文化類型，像它可能是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那有些可能以它的

這個屬性，比如說它是一個在政策下制定出來的一個組織，還是它是一個有機的組

織，有些可能就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說經費阿等等不同的類型來歸類，有些學者就是

透過比如說文化園區會帶來甚麼樣子的經濟效應或者是社會效應來探討這個文化園

區，無論是怎麼樣子的分類，不論是怎麼樣的定義和類別，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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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都市的發展，往往也會跟著這個周遭的文化藝術環境來發展，那麼許多藝術氛

圍的形塑藝術氛圍的創造也是要有藝術發展來配合。回顧都市發展或者是城市發展

跟我們藝文園區彼此之間的關係是怎麼發展，跟大家回顧一下歷史，基本上會歷經

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好像我們今天早上也有專題講員所提到的就是透過政府

經費補助，或者是非營利組織 NGO 的贊助，或者是企業的贊助來資助一個文化活

動、或者是藝文活動。基本上他們在贊助之類的藝文活動的時候初期都比較是說為

了藝術而贊助藝術，為了要提升一般市民可能對這個藝術的榮耀，要營造形塑一個

藝術的活動而來贊助相關的活動。在羅德島胡塔基市每年舉辦的龍舟賽，而龍舟都

是台灣所贊助，運到胡塔基市讓它成為當地的水上活動之一，這正好是一個非常好

的例子顯示出來政策的學習和藝術的學習，我剛提到說政策的移轉，這個就是我們

胡塔基市從台灣學到的一個好的例子，然後也加以改編，把這樣的運動龍舟比賽融

入當地的水上運動。 

 

 第二階段的文藝跟都市發展之間，是把藝術當作是刺激經濟成長得一種引擎，那第

二階段的發展不再像過去好像說要提高人民的藝術素養，形塑藝術的氛圍，而轉而

是從經濟上的角度來考量的文藝活動，那這個階段的發展就是城市跟文藝活動之間

的發展，比較重視的是經濟上的加乘效應，所以我們可能會去探討一個文藝活動它

可以帶來多少的票房，它可以刺激當地的經濟多少的成長，比如說有多少個觀光

客，然後增加這個餐廳的人口，消費者或者是帶動當地旅館業的成長等等。那當然

另外一方面所謂計算文藝的這種加乘效應可能也會看比如更多文藝活動可以降低犯

罪率，可以讓這個孩童的學習更好，或者是提升整個人民的素養。第三階段的城市

發展跟文藝之間的關係就轉變成把藝術家視為一種小規模的文創企業，所以過去可

能第一階段可能是重視藝文素養的形塑，第二階段可能是看經濟上的加乘效應，那

第三階段就轉變成我們希望能夠以專業把藝術家視為是一種專業的藝術工作者、文

創的工作者來看第三階段的發展。 

 

從剛剛上面這一些歷史回顧大家可以看的出來，一個都市的發展跟藝文之間的關

係，從政府補助支持到第二階段的經濟發展模式把藝文當作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方

法，到了第三階段把藝術家創意工作者視為一種文創產業。這樣子的這個發展模

式、歷史的回顧大家要記得大家不是從一接著二接著三，並不是。它可能的發展是

有所重疊的，有所連續性的，那無論怎麼樣我們都可以看的到越來越多的城市體現

到說文創文藝是帶動整個經濟整個都市發展上是息息相關的角色。 

 

剛剛提到說，演變到現在越來越多的城市會把藝術工作者創意工作者視為一種小型

的文創產業，會出現這樣子的新趨勢，有一個重要的推力就是數位科技的興起數位

化全球化的興起，現在藝術家可能不是自給自成一局，他們透過數位科技可以和全

世界所有的藝術家創意工作者形成一個全球的王國。數位科技時代的興起，使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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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夠透過網路來建構全球的一種網絡，這並不代表真實環境就不需要，它仍舊要

有一個實體的環境它可以工作創作的地方，這就讓新世代文化園區的形成顯得更重

要。我們做一個小結，到底藝文跟都市發展中的關係是什麼？可以發現這個關係是

一直不斷演變，而且彼此之間更形成一種夥伴關係，可以讓整個社區營造更為重

要，亦可以帶動經濟的成長。 

 

 文化園區或者是文化特區，談一談如何把文化園區當作是一種政策工具，然後透過

這個政策工具讓城市達到特定的政策目標。政策工具，是指一個城市它所採取的一

個行動計劃，可能是為了要達到特定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或者是政治目標，而且

這種行動計畫是可以測量的，它的進展可測量的，而且它有非常明確成果。政策工

具就是一個都市發展的時候可以用的一個政策工具。一個文化園區或文化特區，除

此之外還有很多的政策工具，比如說我們透過稅務獎勵措施、透過減免、抵稅、甚

至於有些城市是會用總計畫在總計畫裡面透過都市計畫手段分區等等，羅德島普塔

基市事實上羅德島普塔基市也是借用愛爾蘭的聖殿酒吧區的一個文化園區的例子來

做發展。 

 

 文化園區的定義是甚麼？首先提出的是美國的一個學者將文化園區定義為是一個知

名的可能有明確標示的有綜合用途的地區，在這個地區裡面它有各種文化設施集中

了各種文化設施，目的讓這個地區具有吸引力。美國學者根據它的定義更進一步把

文化園區分為五大類別。 

 第一個是文化聚落，第二個類別是藝文機構為主的文化園區，有很多的例子，比如

說林肯中心附近或者是某一個中型或者是大型博物館所形成的這都是屬於第一第二

類，第三類是藝術娛樂為主的文化園區，比如說像在美國的紐澳良，可能就有這樣

的以藝術娛樂為主，還有一種是以市中心為主，那這種市中心是指過去它可能是老

舊的市中心現在已經不是真正的市中心，但是我們想要振興原來的市中心，所以把

它歸類為文化園區。最後一個是文化生產為主的文化園區。剛剛介紹過的第一波的

文化園區，也就是由政府補助政府支付下所形成的文化園區，這是第一波，我們陸

續會介紹到第二波，會給大家舉更多的例子。 

 第二波的文化園區的開始蓬勃的發展，就是我們把藝術家不論是個別藝術家或者是

一群的藝術家所形成的一種集體的藝術，企業把它納入文化園區的發展當中，這個

階段最重要的就是以創意為中心，所以有很多第二波的文化園區的發展，就是許多

藝術家、藝術工作者、創意工作者，他們會去尋找城市裡面廢棄的倉庫、或者是一

些荒廢的閒置的過去的輕工業的建築物，然後進去裡面加以改造，那就形塑了第二

波文化園區。在 1997 年開始看到文化園區有出現一些變化，為什麼我當時進了哥

倫比亞大學一個教授他做的研究，她聚集了一些相關藝文單位，包括了這個藝文組

織也包括了非營利組織 NGO，那甚至也包括商業團體還有一些創意團體，我們開

始來想到底怎麼樣能夠形塑更好的文化園區，當時他們提出一個概念，應該要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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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視為一個產業，一個部門。在研究發展上有個很重要的轉變，開始把整個藝文產

業，看它的永續性，可能過去城市和藝文活動的發展可能只會在意比如說，這場活

動吸引了多少觀眾多少票房，是用量化方式去看它的經濟加乘效應，那現在我們開

始從研究的角度從發展的角度，我們開始走向質化、開始去看藝文的部門、藝文的

產業是不是能永續發展。比如說區域藝術經濟跟文化觀光政策等等，這樣的政策可

能都慢慢的融合再一起，所以過去可能只是看單一的政策、看單一的量化經濟效

應。現在可能就會比較走向新創意、文創產業整體來看，也許過去可能會用數字來

看，創造多少個工作機會、或者是帶來多少文化觀光的收入，現在也開始進行了些

轉變。我曾經也做過一些比較研究一些國家相關的文創產業或文化產業的經濟效

應。在 2006 年的時候我就做了一個比較研究。中國的文化產業它的產值高達 5,132

億人民幣或占了中國經濟 GDP 的 2.45%，透過比較，用中國比較美國，在 2005 年

我看到的數字是美國的智慧產權產業，產值達到 1.39 兆元，占了美國經濟 GDP 的

百分之 11.9，以最後一個數字來比較講的是美國，但台灣向來以 IT 產業還有智慧

產業為我們最大的優勢，這也是台灣經濟比較重要的地方。如果把這樣的經濟整個

加入到數字上面，可能台灣呈現出來，所佔的 GDP 比例可能更高。所以整個文化

園區經過改變是因為現在所謂的文化政策非單一的文化政策，它可能會結合了觀

光、可能會結合了城市的發展，可能會結合了教育勞工政策等等。過去只有在大都

會政府的支持下才能夠形塑一個文化園區。現在可能任何地方，鄉下、中小型的城

市、也能夠可以看到文化特區的行程。要隨時因應改變政策工具，也是要隨時跟我

們所要想要達到的目的目標來做評估來重新的整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來改變

我們的政策工具。那一個政策工具要夠發揮效益，一定要有好的管理而且要有好的

監督，一個好的政策工具有時候我們講說它到底有沒有效，我們以什麼來計量或計

算它的成功與否，這是我們要看長期，也不能說這個政策工具只是做一季我們來計

算成效、甚至一年後我們來計算，有時候我們需要看的是比較長遠的甚至五年以上

所帶來的長期效應。以藝術當作催生都市更新經濟振興的一種工具，從經濟上我們

可以跟大家來舉一個例子，曾經在麻州所做過的一項研究就發現，如果我們在藝術

上面每投資一塊，它可以帶的經濟效益或者投資報酬率可以高達五塊。 

 

 普塔基市的景介紹，普塔基市是美國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因為室內有一條河，因為

當時是因河而生的很多以水車發電的這種工廠，所以帶來的工業革命，開始用水車

動力去做棉紗、紡紗、紡織這樣子的工業，因而帶動美國工業革命興起，那麼後來

隨著工業的沒落，成了廢棄的地方，過去可能當地民眾還企圖縱火想要燒了這些荒

廢的工廠，但是後來藝術家進駐，做了全新的改造，因為在普塔基市他們透過各種

稅務上的獎勵措施，鼓勵藝術家、創意工作者進駐這些荒廢閒置的工業區。普塔基

市為什麼會想到用這種稅務優惠來鼓勵藝術家進駐？其實不是自己發想，是參考鄰

近的城市普羅威登，普羅威登是羅德島州的州的首府，他們也有過這樣的發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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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稅務稅務優惠，那其實源頭是來自於愛爾蘭的都柏林市，那愛爾蘭的都柏林市有

一個地區叫做聖殿酒吧區，所形塑的一個文化園區，所以這樣相互的政策學習，普

塔基市也就透過稅務獎勵的措施來形塑一個文化園區 

 

 整個政策制定的過程應該包括哪一些方面？ 

第一當然要首先釐清問題，比如說城市發展的問題在哪邊？是有很多閒置荒廢的土

地嗎？還是說過去就有留下來的這些廢棄的工廠產生很多污染，妳想要想辦法解

決。所以第一步先釐清問題所在，第二定義這些問題，找出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

然後開始加以制定政策，然後制定了政策之後妳就要行動，行動完最後要做評估。

在整個政策制定的過程當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我們講叫做政治決心，就是當地的

政府有這個決心要來做這件事情，我把它用一扇窗戶來做比喻，有了政治決心就好

像打開了一扇穿，那麼其他的東西就會跟著到位。最後三個重要的觀念叫做政策學

習、政策移轉跟政策的聚合，政策學習，我剛剛提到了為什麼普塔基市在整個文化

園區的發展上這麼成功？可以借鏡於其他國家，其他城市來學習相關的政策。 

第二個觀念我們叫做政策的移轉，當妳知道稅務優惠的各項措施，想要實施的時

候，要怎麼把它移轉到自己的城市內來實施，有一個很重要的要有政治決心，當地

普塔基市的市長有這個政治決心，它希望讓藝術家進駐這些閒置的荒廢的工業區，

然後讓他們來帶動當地經濟的成長，當時租金可能很貴，它可能透過各種稅務獎

勵、抵免的措施來進行，所以有一個政治的決心可以讓這整個政策的實習可能更為

方便。 

 最後一個就是政策的聚合跟匯合，這是甚麼意思？過去在普塔基市可能只有六個個

別獨立的文化園區，互相他們看到了成功了，大家反而開始仿效起這樣的風潮，最

後慢慢的聚落在一起，形成一股更強大的力量，也使得普塔基市的文化園區文化產

業成為全美最大的文化聚落。我們台灣可以怎麼樣來學習，台灣怎麼樣借鏡其他國

家的經驗，我們又面對了什麼樣的挑戰？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這些問題，在政策

上的形塑上面，我們可以怎麼樣想。第一個妳可能可以想一想有沒有達到妳的需

求？像我們的高雄有春天藝術節，可能過去只有兩個月，後來慢慢漸進延長到整個

半年，所以妳怎麼去定義妳的觀眾在哪裡？除了在這個城市以外有沒有非城市以外

的也可能是妳淺在的觀眾，看妳的政策工具有沒有達到妳的目標，妳的最終目標是

用振興經濟？還是有其他目的想要考量的、這些都是在政策制定過程當中，妳必須

要一而再，再而三所提出的問題。 

 

 最後我用這個投影片上面，Show 出來我跟大家想要解釋的整個文化政策工具的制

定，想一想整個規劃的過程，文化園區的設計，時間點、有沒有好的政治決心、時

機到達的有沒有各種主要的要角參與其中，甚至人物家長藝術家等等等，最後文化

園區會帶來什麼樣子的效應？達到什麼樣子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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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三 

題目：台灣豫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日期 2015/10/30 時間 AM 9:00~10:00 主持人 王璦玲 

發表人 王海玲 

在台灣，豫劇的生存非常艱困，台灣豫劇團成立已經 62 年，於南台灣左營發跡至今，

我見證了豫劇在台灣的發展，在此為大家介紹豫劇的過去到現在，如何在台灣落地生

根。 

豫劇如何到台灣？ 

我的老師－張老師因戰爭與大部隊一起到了越南，軍人們被困了三年，生活很無

趣，又非常想家，因此大家將椰子做成鼓、臉盆做成大鑼，戲服以米、麵布袋畫龍成龍

袍，開始作戲。回到台灣後，其實軍中有很多小劇團，1953 年左營海軍陸戰隊成立飛

馬豫劇隊，主要到各地的部隊勞軍。 

豫劇的過去 

1960 年劇團開始招生，我從小喜歡看戲、學唱，也很喜歡表演，但當初芭蕾舞表

演因生重病而無法演出，進而轉到戲劇表演，成為劇團第一批學生。豫劇是地方戲，只

注重唱功，較不重視身段、武功，我的老師希望我們學得更多，請了京劇老師來指導，

當時學戲、練功非常辛苦，環境、設備都很簡陋，可見豫劇在台灣資源很少，老師、演

員都少，還會找其他劇種、劇團的演員，要求我們什都學；訓練時非常嚴格，常常挨

打，但也練就我們在台上靈活、豐富的表現，基本功非常扎實。 

每年蔣公誕辰日，三軍的京劇團會舉辦競賽，唯一的豫劇團則擔任表演，此演出可

視為豫劇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大家非常重視這個機會。在某一年的演出老師突然不能上

台，大膽、冒險的我馬上答應隊長，擔綱花木蘭的角色，角色的變化、身段很多，一上

台就像附了體，觀眾看了一鳴驚人，開始傳奇性的戲劇生涯。 

豫劇的轉變與發展 

接下老師的棒子後，主要任務是勞軍，但隨著時代轉換，新兵不太喜歡看傳統戲

曲，偏好康樂隊，也出現「國防部搞文藝」的聲音，因此 1996 年從國防部轉到教育

部，轉換後任務也隨之改變，到校園教同學如何欣賞豫劇、豫劇基本的元素、舞台設計

的演進等，並進行校園推票，這是在台灣想到的一些辦法，大陸也慢慢開放。同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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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很多戲曲上的劇目，鞏固好傳統戲，如《花木蘭》、《白蛇傳》、《紅娘》之外，另外

還有新編的戲，在劇本上做了改變，因為現在時代、劇場文化不同，到劇場是認真看演

出，觀眾事先都已得知故事內容，不需要一直講劇情，因此，現在每齣戲的文本、唱

腔、表演都要重新整理。 

豫劇團曾到總統府參加第七次音樂會，及參與英國的國際藝術節，也到法國、大陸

等地表演，而台灣當時有許多劇種，如湖南戲等，但最後凋零是因為沒有「傳承」，但

豫劇就是師長大家功同努力的，才能在台灣活化了一個劇種。 

2012 年轉到文化部，就是真正的文化傳承了，這是慶祝豫劇在台 50 年所做的《曹

公外傳》安排兩岸合作；《杜蘭朵》也是跨界尋找年輕演員合作，藉此讓更多年輕人走

入劇場，也針對青少年創作新的題材。 

這麼多年來體悟到，很多大製作花費鉅資打造布景，最後只能在國家劇院演出使

用，且複雜的舞台設計會阻礙演員的發揮、增加風險、分散演員的風采，從此我們慢慢

的克服這些問題，如《劉姥姥》製作簡約的布景，大劇場、一般廳都可以使用，到大陸

演出，觀眾覺得非常好，也是他們可以學習的。 

 

未來希望將傳統戲曲、美好身段加入新的劇目中，創造更多表演上的可能，也期望

得到更多觀眾的喜愛，這一輩子我就做好這一件事，「這一生，做好這件事就功德無量

了。」我也會繼續將豫劇唱好，選擇所愛，讓自己走得更好，將戲曲一代一代的傳下

去，希望大家多支持豫劇、多走進劇場，關心傳統戲曲。 

 

 

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第一場論文發表：現象與反思 A 

日期 2015/10/29 時間 AM 10:40~12:20 主持人暨講評人 孫玫 

題目一：京劇《滿江紅》三本文各自的在地實踐與政治意涵 

主講人：王安祈 

 研究的面向聚焦在京劇滿江紅上面，在 1960 年主要由范鈞宏所編劇的。1960 年代

是中國大陸戲曲改革的時代，戲曲改革簡稱系改，我們都知道他絕對是一個以藝術

為政治工具的政策，也就稱他把藝術、戲曲不僅當作是工作，而且當作是武器來表

現新政治的新中國、新思想，可是我要強調的是這樣一個政治政策下的成果，未必

沒有出現好作品，我覺得越精彩的劇作家，越能更在受到箝制、受到監控的時候，

發揮個人特色。所以戲曲改革，是一個國家的政治政策，可是他產生了大批優秀的

作品，譬如我要講的滿江紅、譬如楊門女將、譬如野豬林、譬如白蛇傳，他老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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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匯入的京劇的傳統，成為新京劇。 

 所謂演員中心是這樣的，不是他把這樣的劇本立起來而已，不是他把一個劇本支撐

起來而已，而是本來沒有的東西，由演員可以把他創造出來，所以這個是傳統京

劇。傳統京劇演員的表演不是載體，而是本體，不是完成劇本主題思想的載體，而

是表演本身就是本體，所以演員中心的內涵非常豐富，那麼如果于魁智，把別人的

戲刪掉，保留自己最後落幕的一個高潮、一個看點，那麼這個戲把這樣的改編是這

叫做演員中心嗎？答案當然不是，說的好聽是一個大牌演員的自我中心，那麼跟傳

統的演員中心是不一樣的，可是于魁智當然唱得非常好，這個是沒有話講的，只是

在他的思考脈絡裡面，並沒有從整體的戲來看，而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看自己的戲份

有多少。 

 今天論文談的是這三度文本改編，以及它背後各自都一個更大的文本，整個滿江紅

的歷史劇是在遷徙、離散、國族交互作用下所呈現的，而物質載體中，出現了關鍵

的作用，而我自己經歷過這一輩子看戲，台灣京劇史裡面的一段經歷，看到了偷

渡、看到了挪用、看到了抄襲，那我一直覺得非常有感慨，台灣自己的主體性，在

京劇裡面要如何呈現，所以我們自己所努力的，就是台灣自己的創作。不只是多編

出一齣、兩齣戲而已，而是我們用怎麼樣台灣的在地文化觀，去從新詮釋京劇，來

呈現台灣京劇的新美學，就是我自己一路在研究跟創作跟我作為一個單純的戲迷的

時候的心事，整個把他把它放在一個主題下，藉滿江紅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題目二：對地方戲曲藝術的文化認同與偏離 

主講人：鄒元江 

 何謂文化認同？ 

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從文明的衝突根源視角認為，文化認同「他在做廣泛的層面上是文

明認同」。美國人類學家喬納森・弗里德曼認為文化認同既是少數部落族群（他比較的

剛果人、日本依努力人和夏威夷人）在與外部接觸時所重新塑造的他們的民族認同，也

是在”霸奴的衰落期”，才越來越多的強調邊緣文化的認同。即是說，文化認同原本是不

被關注的，只是在特定的時期才引起思想的曾經被強勢中心的文化壓制遮蔽的文化自決

和認同問題。 

 一種文化，就像一個人，或多或少有一種思想與行為的一致模式。每一個文化內，

總有一些特別的沒必要為其他總類的社會分享的目的。對這些目的的說服過程中，

每一民族越來越深入的強化ˊ著他的經驗，並且與這些內驅力的進迫性相適應，行

為顯執相就會採取越來越一致的行程 

 沒有文化模式，符號得有意義組織系統-的指導，人類的行為實際上是不能控制

的，只是有一些無序的無謂行動情感爆發，他的經驗實際上雜亂無章。他又提出，

最好不要將文化看作是具體行為模式和複合體，一系列風俗、慣例、傳統、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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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就像直到現在都是如此的狀況一樣。而是看作一套控制機制，計畫、規

則、命令。 

 文化部權權是人類存在的一種裝置，而是其特殊性的主要基礎，為不可缺少的條

件。 

 人的特殊性是通過文化的極特殊型態來完備完善的。 

 所謂特殊種類的人，就是由特殊性的文化型態塑造的單個的人的族群。這才是文化

認同的最內在的本質，區別於其他地域的極其特殊的文化型態塑造成的由單個的

人，聚合的族群所共振共鳴的文化。 

 

題目三：從《水袖與胭脂》及《十八羅漢圖》論當代台灣京曲之美學新視野與其現代意

涵 

主講人：王璦玲 

 第一個部分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臺灣的京劇即以推動「京劇現代化」為其創新

的目標。從歷史沿革觀之來看，從 1995 年由國光劇團也就是國防部重組變成國家

級劇團，但現在剛好是 20 年，就是說軍中劇團在臺五十年來的傳承成果與歷史積

澱，也成為京劇展演在臺灣創新的主力。當然他成立二十年，除了發揚京劇傳統精

華之外，他也嘗試說在於古典傳統中熔鑄（modern consciousness）現代意識，很難

得的事結合當代社會脈動，從文學、歷史、民間傳說甚至跟動漫、漫畫裡面來構思

具備人文色彩或現代思維，他可以說是在推動京劇現代化方面可以說是謂不遺餘

力，而且相當顯赫的成果。 

 曾在2011年針對的〈經典性與現代性─論臺灣京劇發展之美學視野與其文化意涵〉

一文指出，相較於傳統京劇重視流派唱腔的經典性和現代性，在中央研究院為國光

辦一個特別的論壇，當時我就提出，他有幾個藝術表現上的特色，第一個就是，是

用傳統唱念身段表演藝術，來體現新編劇本裡的新情感、新人物，尤其強調女性內

在幽微心事的探索與女性形象的重塑。第二個，是新京劇在同一段時間展現了當代

女劇作家在「詮釋女性心靈」或「書寫自我」時，所建構之一種屬於女性劇作家或

是女性演員的新角度，對於此種「敘寫/展演」的期待。第三項藝術特色，則是在

表達的手法上面，透過編劇、導演及演員三者的互動合作，配合劇場的視覺意象，

以及聽覺感官的傳達，呈現出現代京劇的一種「新意境」。 

 Search of an Author中真實與虛構的辯證，《水袖與胭脂》透過這個梨園仙境之戲

劇國度的角色世界與行雲班的伶人跟演員世界，構思了雙層戲劇層次。一個是作為

敘事層的當下，也就是編劇特別為不滿於生前情愛結局的太真仙子所建構的戲劇王

國，中間所發生的種種。而第二層，是伶人戲劇表演所呈現的過去，一個是當下，

一個是過去，即真仙子所急切地尋找以解決她心中情感糾葛的戲中戲。這裏的過

去，不像一般戲劇的場景的回應，他是回憶的場景，只是劇中人內心的投射，而是

透過伶人的戲中戲跟梨園仙境中的當下，相互映照、彼此滲透，並不斷挑動置身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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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太真仙子的情感與心緒；一再混淆現實與戲」的界限，顛覆真實與虛」的分

際。於是全劇情節安排，也有了雙重層次。就是以完成太真前身楊妃未了的心事為

主軸，而其中情感的缺口與傷痛，則完全仰仗戲中戲才得以畢其功。 

 作者所期待達成的，是一種自我的確認。這種確認，其實常是藉一種痛苦的自我制

約（self-restraint）而達成。這種約制，並非只是追隨者遵循一種規範，亦非無視於

自己內心的渴望，而是藉著堅忍，以及堅任所帶來的精神折磨，使它成為內心真情

的一種試煉。此一經歷試煉後的真情，由於超越了情感所帶來的慾望，因而獲得了

純淨化（purification）。而也正是此一純淨化的過程，使情感獲得了另一種方式的

保存。於是紫靈巖之清淨，山下與山下的古董畫店之混濁相對比的象徵對於藝術

家、文學家而言，對於藝術之美的真誠，與對於情愛之美的真誠，其實是一樣的。

藝術家、文學家，對於藝術之美、文學之美」真誠，也需要種種試煉，最終藝術

家、文學家不僅超越了流俗，也超越了自我 

 

題目四：歌聲港都、戲綻春藝-「高雄春天藝術節」歌仔戲創作節目的文化展演（2010-

2015）主講人：蔡欣欣 

 以藝術在地化與文化實踐，所以我就特別挑了一個高雄春天藝術節作為這次的論文

主題，不知道高雄一直南台灣重要的經濟或是政治中心，我們以前對於高雄是一個

很刻板的印象，文化沙漠、工業建設等，高雄怎樣把他自己的文化、藝文，從新樹

立形象，所以春天藝術節從2011年到2015年，已經成為南台灣重要的藝術節的平

台，我相信對於在地的觀眾、社區很多的資源，甚至很多人觀眾從北部下來看演

出，對於這樣的藝術節，因為自己也有參與、觀察，我想用這個題目來跟各位分

享。 

 藝術節來提振在地的藝文品牌，督處與國際的接軌，所以高雄文化局就與底下的兩

個單位， 高雄市文化基金會、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透過用文化包裝

節慶，參考兩廳院所辦理的臺灣國際藝術節操辦模式，包含音樂、戲劇、舞蹈，各

種不同藝術，邀請海內外註明劇團的參與。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這張是開幕式上，一

個福爾摩沙的意向，下面是春天藝術節的海報，再這麼樣繽紛多元的藝術節裡面，

發現最早從二月到四月，慢慢越來越擴張，從二月到整個七月延長，演出也越來越

多了，裡面特別有一個，他為歌仔戲開闢了夢土，為什麼這樣思考呢？其實高雄有

很多歌仔戲團，有很多的觀眾，在這樣的國際藝術節裡面，如果用歌仔戲塑造一個

地方感，或者設計成為文化意境，他應該會有別於其他國際藝術節的一個亮點。 

 1970年代，文化正興，我們逐漸去注意的傳統戲曲，除了京劇以外，到了1990年

代，文化政策慢慢從中央到地方文化的觀念，也就對於開始對於地方縣市的重視，

希望能夠發展地方藝文活動，包括社區種體營造、輔導各縣市辦理小型的國際藝術

活動，那至於串連作為福爾摩沙藝術，文化部有一個活化地方縣市劇場節，作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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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產業文化化，文化地方產業正興經濟。 

 如果沒有還能不能算是歌仔戲呢？春藝」為以「城市」為主體的國際藝術節，既要

與全球接軌對話，也要提升國際競爭力，因此選擇充滿民間豐沛活力，彰顯濃郁地

域特色，反映庶民生活與人文風情的歌仔戲，從傳統常民藝術文化蛻變為精緻現代

化的劇場表演藝術，自然是最有經濟價值，可以向海內外行銷的「文化財貨」。六

年來「春藝」歌仔戲文化展演，用心扶植高雄在地歌仔戲班，引進他縣市優秀歌仔

戲創作，傳承歌仔好戲、開創傳統新藝，讓歌仔戲以「藝術水平」躋身國際藝術節

舞台，「春藝」深耕母土藝術歌仔戲建立歌仔戲商業市場的運作機制，養成觀眾購

票觀賞的慣習，讓劇團得以穩健經營成長，製作優質好戲。 

 

 

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第二場論文發表：操作與實踐 A 

日期 2015/10/29 時間 PM 14:40-16:00 主持人暨講評人 夏學理 

主持人：夏學理老師 

謝謝剛剛中英文都非常精采流利的司儀幫我們作一個開場，現在要開始今天的第二場論

文發表。首先第一篇，題目是中大型劇場之風險辨識、評估與策略選擇之分析，由陳尚

盈、鄭家宜、李俊餘、陳馨念和李添遠等人研究。待會由陳教授為我們帶來精闢的發

表。還有另外一篇，題目是一張畫的力量-台南顯宮社區藝術行動研究，由商毓芳、葉

哲宇等人研究，剛剛大會說發表者不克參加，所以這篇論文就請大家自行閱讀。最後一

篇由國立成功大學陳佳彬教授帶來民營表演空間的傳統表演產業經營策略研究-以台北

戲棚為例。相信待會一定會很精彩，首先請陳教授來發表第一篇論文。 

 

題目一：中大型劇場之風險辨識、評估與策略選擇之分析 

主講人：陳尚盈老師 

各位參與者、夏老師大家好，很高興和大家分享這篇論文：中大型劇場之風險辨識、評

估與策略選擇之分析，那這次的論文主要是由鄭家宜老師的構想出發，其她的專長就是

風險管理，白話一點來說，就是保險，另一位是我們系上的講師李俊餘老師，他也是聚

光工作坊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最後兩位是這次研討會的總召陳馨念和接待論文組李

添遠，這次的手冊，就是由李同學幫忙編的，那這就是我們這樣一個團隊的組成。再來

開始介紹研究背景，最主要是很久以前文建會在 2010 年把場景文化中心列入重要文化

發展項目，也就是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所以我們相信越來越多劇場被興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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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例如：大東或馬上要開幕的衛武營等，都可以看到文化產業設施被受到重視，如

何在這些硬體建置之後，我們能更加重視營運風險這個部分，這是非常重要，這樣風險

一開始不受到重視，自從周凱事件才備到關注，周凱是主持人薇薇夫人的兒子，當時周

凱為一名燈光師，從燈架上摔落，造成腦死，導致劇場安全應該要受到重視，劇場上的

工作充滿各式各樣的風險，我們根據一些文獻，將劇場風險分成幾類，依據時間分為：

正式演出及平時營運二時段。正式演出期間「造成危險的主體」有觀眾：遲到觀眾的吵

鬧；演出團體本身：佈景火災、演出者病倒；劇場設備：燈光控制故障、演出中停電；

人為災害：恐佈份子；天然災害：颱風、地震等。平時營運沒有觀眾的問題，平時營運

期間的意外事件則以劇場設備造成的事件為多，如：空調機房火災、調燈梯傾斜，演出

團體排練、裝台受傷，或非舞台區的損壞等。所以我們知道劇場的風險無所不在，造成

事故的因素也十分複雜，其中重要關鍵為：節目演出內容為何？是否會有風險發生？有

多少觀眾觀賞節目演出？多少生命會遭受威脅？場地多久會有節目發生？可能發生的時

間，它的頻率如何？這就是我們要探討的，所以我們要找出這些原因，風險最簡單的定

義是使組織目標無法達成使命之因素，那風險管理的定義分為狹義及廣義二種，狹義就

是安全管理，主要是和安全機制有關，強調預防勝於治療。廣義的風險管理指一切有可

能讓組織的財物力、人力或聲譽造成損失，這些通通都算在內。我們希望以最小成本達

到危險處理之最大安全效能，其實文獻中，還有很多複雜的部分，因為時間關係，我們

只篩選出以下五個步驟，第一：找出可能發生的風險種類，要知道風險有哪幾種？第

二：找到頻率與損失，就是風險發生的機會，頻率有多少次，它會造成什麼樣的損害？

再來是風險的回應，等會下一張 ppt 會說明。第四：計畫與執行，也就是怎樣控制人的

活動？最後是回過頭來檢討風險策略做的好不好？再來講到風險回應這個區塊，根據損

失幅度的高低、損失頻率的高低來評估風險是什麼等級，選出主要風險策略跟次要風險

策略，這是根據教科書來的，損失幅度高，損失頻率又高，這是不可忍受，面對不可忍

受的風險，做的最好的是避免，其次要做的是預防與控制；損失幅度低的，損失頻率高

的，就是稍微可以忍受，預防，控制與承擔；損失幅度低的，損失頻率低的，這就不很

重要，我們組織或劇場可以承擔，我們就做到承擔、預防與控制；再來，損失幅度很

大，損失頻率低的，屬於不可忍受，我們會透過保險，來做到最好的轉移和控制，保險

是最好的方式。再來看劇場可能發生的風險因素，我們回到步驟一：找出可能發生的風

險種類，根據文獻或得非法專家意見，我們歸納出外在因素／策略性風險，包括環境因

素、災害因素；內部風險/營運風險包括：人員能力風險、節目策畫（產品）風險、資

訊風險、場地／設備（生產活動）風險、行銷風險、及財務風險等等。從風險對象(觀

眾、藝術家、前台行政人員、後台技術人員)、風險發生時間與風險因素等三個面向來

探討，我們的研究問題：台灣中大型劇場面臨的風險之發生頻率與損失高低為何？如何

避免、控制與轉嫁風險？中大型劇場的現行規章制度是否能應付危機？如何選擇風險回

應策略？我們的研究方法是調查研究法：研究對象為中大型劇場，主要原因為中大型劇

場的營運較為複雜，有較多面向可以觀察。中大型劇場為 900 座位以上(邱坤良教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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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劇場，本研究以各縣市文化局／處提供的演空間資料作為主要資料來源，篩選出

座位數達符合的中大型館場，其他研究對象選擇條件須有常態性的戲劇節目演出，因此

如體育館、巨蛋等非表演用途類的場館不列入研究對象；若該館場以音樂節目演出為

主，例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國家音樂廳等，其技術考量層面較不同，亦排除在外。此

研究共有 42 個樣本，共發出 294 份問卷，回收了 187 份問卷，回收率為 62%。我們的

研究發現分館平時營運和正式演出兩部分，平時營運（非正式演出）時，影響劇場人員

（包含技術與行政人員）完成其工作之風險因素，以「藝術家的需求改變(早上的學者

也有提到科技改變，需求也改變。)／與演出團隊協調及溝通情形」為最多人勾選之因

素；其次為「館內燈光、音響、懸吊系統維護及清潔保養」，第三為「個人專業能力／

器具操作與技術問題處理能力」。而場館在演出當天，工作人員（包含前、後台工作人

員）在完成工作上可能造成影響之風險因素，最多是「交通狀況／天候不良／天然災

害」，其次是「觀眾入場時間的掌控／遲到觀眾處理優劣／中場時間觀眾動向的安排優

劣」，第三是「前後台工作人員的溝通情況」。在損失金額方面，高財務損失的金額「10

萬以上-50 萬元」是最多人勾選，其次是「10 萬元以下」，再者為「50 萬以上-100 萬

元」，和得非法專家所預估的要來的低。低財物損失的金額，「1 萬元以下」則最多人勾

選，其次是「1 萬以上-5 萬元」，5 萬元以下之百分比相加為 80.6%，再者則是「5 萬以

上-10 萬元」。在高財務損失事故的保險金額建議部分，勾選比例最高是「工作人員意外

險，保額每人 200 萬元內」，其次是「觀眾公共意外險，保額每人 100 萬元內」，第三是

「演出人員意外險，保額每人 200 萬元內」，但八仙事件後，現在連要在保險都難，保

險公司也少。接下來看看管場擁有比例與完善度高低，以下三者大部分的管場都有：演

出場地使用注意要點、觀眾注意事項、技術協調需求表。完善度雖高但沒有到百分之

百。場館擁有比例低的有：用電規範須之、勞工工作安全守則、性侵防範通報流程辦法

(最少)。完善度較低的有兒童觀眾規定、工作證申請說名、前後台使用規範/動線說明。

館場在平時營運時發生過的風險有自然災害，如：颱風、SARS、地震等是最常發生

的。其次為場館器材設備不安全和演出者因演出前受傷導致演出延後。而館場在演出當

天發生過的風險，以自然災害，如：颱風、SARS、地震等最常發生。其次是前台人員

因票務問題與觀眾發生糾紛，再來是觀眾因個人疏失（如爬樓梯摔傷）或身體狀況不佳

導致受傷。本問卷填答者共 165 人，「男性」83 人、「女性」82 人，「30-34 歲」佔最大

多數，其次是「50-54 歲」，再者為「25-29 歲」和「35-39 歲」。填答者包括「技術經

理」、「館場管理人員」、「志工」、「舞台監督」、「舞台設計／助理」、「燈光設計／助

理」、「行政經理／助理（行銷／票務∕公關）」、「前台經理、前台帶位人員／前台服務人

員」和「其他」；其中以「館場管理人員」為最高，其次是「其他」，第三則是「前台帶

位人員／前台服務人員」。作年資以「1~5 年」為最多數，其次是「15 年以上」，再者是

「1 年以下」。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為最多。收入則是「30,001 元-50,000 元」佔

最大部分。而館場位置以「台北市」、「高雄市」和「新北市」最多。最後是我們結論的

部分，在非正式演出時，館場工作人員最注重的為與內部營運相關的「藝術家的需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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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演出團隊協調及溝通情形」，及館場設備的維護、清潔保養，顯示館場在風險預

防上，努力在損失發生前控制與降低損失頻率。在正式演出時最強調的則是外部風險：

「交通狀況／天候不良／天然災害」的處置，而「觀眾進入」劇院的變項也被強調，顯

示館場在風險抑制上，努力縮小損失幅度與損失發生時及發生後的控制，此乃積極改變

風險特性，改變風險分配的措施。由此我們做了以下表格，一樣分非演出期間和正式演

出二部分，非演出期間發生頻率最高的是自然災害等，財物損失最嚴重的也是自然災害

等，非財物損失最嚴重的是組織營運的部分。正式演出時發生頻率最高的是觀眾因個人

疏失受傷等，財物損失最嚴重的是自然災害等，非財物損失最嚴重的是觀眾的相關問

題。風險控制的分類分以下幾類：風險迴避的部分，現在因為有行政人事局會發布一些

災害訊，所以以此作為延後的標準。接下來損失控管的部分，可以事先準備沙包。風險

隔離部分，也就是要有備案，例如演出中停電，處理措施為啟動備用電源。最後風險轉

嫁是屬於控制型，透過保險契約轉嫁與透過非保險契約轉嫁等。接下來劇場風險發生的

次數，多數填答者認為 1-2 次即是高風險，顯示劇場的安全性很高，研究者建議對於風

險高與頻率高的事故，「避免」是最好的損失控制的方法。對於無法控制的意外除了以

標準程序減少損失，將風險轉嫁給保險是好的方式。而屬於非財務、或許財物的損失較

低，但對於組織名譽有影響的則可以損失預防與自留方式來處理。本研究在風險管理的

步驟一~四都有做一些檢討，那步驟五：成果之檢討比較難做到，所以以訪談館舍之資

料做進一步的分析，訪談了北部三個、中部兩個、南部兩個，希望可以透過訪談了解劇

場如何評估監控這件事，也希望透過此研究可以喚醒劇場人員對劇場風險的了解及管理

或是想把它做好的這份決心。謝謝大家，以上是我的報告。 

 

 

題目三：民營表演空間的傳統表演產業經營策略研究-以台北戲棚為例 

主講人：陳佳彬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佳彬，我的題目和之前題目剛好相反，我的研究是從之前做的個案挑一

個來談，我們都知道傳統劇場，以台北來說，例如國光劇場、觀光劇場、臺泥大樓士敏

廳(台北戲棚)等，本文以台泥士敏廳為主要研究對象，本文旨在透過台北戲棚的營運模

式，探討以民營表演空間（台灣水泥大樓士敏廳）作為據點的傳統表演產業經營與運

作。本研究主要目的，冀盼透過此一民營單位的傳統表演產業製作，了解其通路處理表

演節目及服務、從節目製作到消費者之間的決策與處置，以及產生文化產值的實踐經

驗，討論文化消費的實踐，以及在地生命力與文化創意。透過瞭解觀賞者人口統計資

料、觀賞次數、藝術觀感，等觀賞行為提供執行方及演出團隊在製作演出上的參考。本

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以三份問卷施行，透過抽樣母體進行系統抽樣，使用的統計方法

包括次數分配、平均數、標準差、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及典型相關分析。那它的場地設

施具有集會堂、大會議廳、發表會、展覽會、演講會、及舞臺表演等多用途使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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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泥大樓的三、四、五樓，一樓有專屬大廳、門戶與專用電梯。廳內設有舞臺吊具

系統，燈光系統、燈光系統、音響系統、舞臺監視系統及電動操作的活動觀眾席等專業

設備。最大問題是觀眾席太少，目前僅可容納 314 位觀眾，換算下來營收相對會減少，

而且租借任何場器都要額外付費。執行長為辜懷民老師，篇制內員工 10 人，要處理所

有事情。研究報告裡，劇團有以下幾個問題：1.拼盤式的展演項目 2.以多元合作 3.大量

新的嘗試。目前合作表演團體：台北新劇團、廷威醒獅劇團、台灣戲曲學院綜藝團/

系、台灣戲曲學院京劇團/系、花蓮原鄉舞團、臺北木偶劇團、文和傳奇戲劇團(客家

劇)、花蓮原鄉舞團。之前合作過：錦飛鳳、小西園掌中劇團、台北民族舞團、國光劇

團。研究方法與問卷採樣：與執行方、演出團體，以及觀眾（海外旅客含中港澳、中國

文化大學國際交換生、臺灣友人）等進行初步訪談。常設性演出演出時段的異動，經過

旅行業者的討論與觀眾人口的統計。開幕時每週五、六、日晚上八點。曾改為每週一、

三、五晚間 8 時 30 分演出，每週六晚間八時演出。2015 年 4 月起，每週一、三、五、

六演出，開演時間皆為晚上八點。從觀眾喜愛的排序，在某一角度而言，可以看出觀光

客喜歡有互動性質的活動，與本人在中國文化大學任教期間，帶領外籍生進行『中國戲

曲欣賞』課程的校外教學活動相同。在欣賞「臺北戲棚」完的綜合討論中，發現學生最

喜歡的是戲曲演員在演出前，於前臺的化妝過程，可以讓他們知道戲曲演員如何扮妝，

同時可以拍照留作紀念。演出前、中場休息、節目結束後的送客，因為可以近距離拍

照，留作紀念，深深讓這些外籍生喜歡。在節目的喜好程度上，廷威醒獅劇團以及花蓮

原鄉舞團的演出中，會與觀眾互動，也是學生較為喜愛的節目。在執行方「臺北戲棚」

與「士敏廳」的有效調查問卷中，多數施測者認為台泥士敏廳這一民營表演空間的強項

（亮點分析）在觀光產業結合（100%，全數認同）、傳統表演藝術的製演（50%，半數

認同），與常態節目製作（定目劇）（50%，半數認同）這三項。其次，在產業經營策略

的選項中，執行方施測人員認為演出的劇場品質（前台服務）、演出的劇場品質（舞台

技術團隊）、定目劇的落實，是「臺北戲棚」的節目經營成功所在。同時，他們亦認為

「通路處理表演節目及服務」（50%）及「在地生命力與文化創意」（50%）是「臺北戲

棚」在傳統表演產業製作上，最重要的立足點。結果表示：國內外觀眾多肯定「臺北戲

棚」的節目安排與空間環境，滿意度調查大多勾選 4（滿意）。（本研究採李克特式五點

尺度量表，非常滿意為 5，非常不滿意為 1）唯媒體平台使用略低。觀眾滿意度調查，

有效樣本 62 份，有效問卷率為 51.67﹪，結果如表 4。另，本研究針對演出團隊進行台

泥士敏廳與台北戲棚滿意度調查，在獲得有效樣本 28 份，有效問卷率為 56﹪下，進行

SPSS 資料統計分析，如表 5。經訪問調查後，以 SPSS 進行信度分析，最後獲得歸納如

下：觀眾與演出團隊對台泥士敏廳與台北戲棚的設施及管理服務各有不同的看法與期

望，但普遍都認為製演節目太少。而分歧點為，執行方認為宜新增演出節目，增加互動

性；觀眾認為應多安排互動節目；演出團隊則希望在定目劇上加強技藝，提升水平。觀

眾對設施的滿意度平均數落在普通左右，以電子媒體的宣傳效果、其他宣傳效果等較不

滿意；以劇場的硬體設施及前台服務等滿意度較高。演出團隊對設施的滿意度則比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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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大部分介於普通至滿意之間，以劇場技術執行與演出品質的要求等達滿意以上之

水準。任職於台泥士敏廳與台北戲棚的人員，具備相關的藝文專業知能與足夠的劇場實

務經驗，有利於表演藝術的推動。臺北戲棚，雖說有優質的合作演出團隊與基本班底

「臺北新劇團」，在舞台技術團隊與前台服務培訓與實踐，也取得演出團體與觀眾的肯

定。配合觀光產業的觀光劇定位，中、英、日、韓演出字幕策略，以及多機能整合與策

略聯盟，確實對傳統表演產業經營有了一套經營模式。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建議供執行方

參考：演出節目應符合經營理念繼續提升，評估定目劇的輪替是否符合經營管理商業成

本、風險觀念，強化多元結合，讓執行方、演出團體、觀眾三方互利。加強藝術教育的

功能，運用行銷、增加宣傳，吸引顧客多利用台泥士敏廳。重視設備的安全、維修問

題。演出團隊回饋問卷中，多人表示演出化妝室的燈壞未修。見微知著，以小見大，各

項設備非止於硬體的完成，而欠缺定期保養、永續管理機制等，皆值得執行方參考與警

惕。結論裡面要如何做觀眾資料庫，隨著全球風潮，國家將產業邁向文化創意產業，使

得市場浮現，傳統表演藝術發展出觀光劇的模式，在觀光客高度群聚於台北都會區的現

象下，「臺北戲棚」便根植於產業生產結構內，透過民營空間台泥「士敏廳」，成就了一

個完整的產業創作系統。透過結合演出團隊，以人脈關係為基礎，架構出高度互動的傳

統表演產業脈絡，在交易性上產生需要與供給的關係。由個案研究中得知，在傳統表演

藝術產業中的合作與競爭，加速了產業經營上的優勢，由於台北都會區所提供社經、文

化環境，使得空間營運、節目製演、行銷通路、旅遊觀光，成為空間群聚現象，深化群

聚。因此，促使「臺北戲棚」的傳統表演藝術產業成為發展優勢。 

 

 

講評人：夏學理老師 

謝謝兩位的發表，首先尚盈老師的部分，的確風險無所不在，難得有這樣的論文發表，

要給予高度肯定，歌劇魅影中，就講到很多風險的問題，所以風險如何避免，怎麼解決

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作為一個表演藝術者，除了避免風險外，如果真的面臨到意外

時，該如何避免或降低風險，這也許是未來可以繼續發展的一個方向，那第二個建議，

在小型私人的劇場上的場域風險問題更是需要重視，但卻排除在外，如果後續可以朝此

研究，更可以提高預防效果。那接下來家彬老師的部分，營運部分的真實性有多少，一

個劇的演出費是不會高的，營運者的角度，他是以什麼態度面對營運目的，這是不容易

知道的，所以我們先給佳彬老師一個掌聲好嗎，因為台灣劇場營運的不公開化是非常普

遍的，透過佳彬老師的論文研究，可以讓我們用更樂觀的態度展望未來。 

 

回應一(尚盈師) 

夏老師一針見血的談到關鍵問題，在風險的如何解決上，真的只有常見的風險面向而

已，所以補強部分，我們就以訪談來深入探討，那這部分還在整理，未來我們會加入夏

老師的意見，那小型劇場風險研究部分，我們會作為下一階段研究的方向，謝謝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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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 

 

回應二(家彬師) 

謝謝夏老師的講評，因為我是辜老師的學生，所以資料的蒐集上是可以拿到的，至於有

些資料，辜老師也有提到，哪些可以公開，哪些不可以公開，的確有些臺面下的是我們

無法知道的，謝謝夏老師的意見，未來也會將此意見納入研究的方向。 

 

Q&A 

Q：不知道台灣是否有規定多少人以上要有多少安全設備到場，在大陸是 800 人要申

報，另外一個問題是，所謂劇場風險的限度標準到哪？ 

A：明火有發生過，但踩踏跟砸場子在問卷上是沒出現的，有明火演出才會有消防隊，

其餘時候是不會有消防隊的，但會有醫療小組和救護車到場，會有比例的配置。風險的

定義有內部及外部，所有在劇場想的到的都可以稱作風險。 

 

Q：台灣系統和定目劇的關聯 

A：台北系統合作的 12 個團隊中有 12~13 劇目被演出，定目劇是可以被做的，但因劇

隨人走，所以很難概算演出的頻率。 

 

 

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第三場論文發表：展演與設計 A 

日期 2015/10/29 時間 PM 16:20~18:00 主持人暨講評人 吳瑪悧 

題目一：「永續」作為設計師表達社會關懷的創作主題：以「延‧續的時尚」展為例 

主講人：黃淑芳、曾景濱 

壹、前言與背景：時尚設計領域的服飾與織品業是全世界最大的工業之一，製造過程所

消耗的能源與所產生的環境污染佔著相當高的比例，快速時尚風氣的盛行，以及製造端

的流行主導與計劃性廢棄策略的運用，每年約有數百萬噸以上的廢棄衣物被丟棄於垃圾

場，對自然環境產生嚴重的破壞，因此設計師、消費者以及教育人員也都開始有急迫性

的警覺。eco-fashion 是為創造一個無限支持環境與社會責任的體系。主張由建構自身環

境、社會與文化關懷的設計核心價值，以連結時尚設計對於永續概念的認同與實踐。 

貳、建構時尚與新觀念：時尚是象徵性的產物，透過外在的記號、象徵物與品牌來表明

自己的身分地位。對外以傳遞內在的獨立個己特質，對內以滿足了人類心理層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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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愛美、取悅、自我表現與取得認同。而永續概念超越環境永續，延展至社會關注以

及心靈成長的永續，還有反映個人或團體對於社會關懷之態度與價值。利用不灑農藥的

棉花田、竹纖維之使用、環保作訴求的新技術來產出時尚素材，傾向尋求降低對於環境

造成衝擊的素材方案。提出「緩時尚」：（一）以較慢的速率生產、（二）衣飾製作過程

較細心，獲得較好的品質、（三）更深層的思考，為自己的服飾購買行為及對環境的影

響與社會負責任。 

參、延。續的時尚：（一）時尚造形喚起內在的鼓勵與自我探索、（二）時尚設計連結環

保議題、（三）衣飾圖案連結個己與地方環境記憶、（四）「延•續」的展示設計 

肆、社會實踐的潛能：藉由材質、造形和視覺元素進行創作的詮釋，傳輸能拉近自我內

在心理價值與外在表徵的嶄新意涵之社會集體認同，並基於社會、文化與環境關懷的中

心價值，視服飾作為意義的載體、意義的延伸，因此教育對於社會、文化、與環境永續

的策略之聚焦與再提升是必要的。 

 

題目二：公共藝術的美學教育策略 

主講人：葉翠玲 

在公共藝術領域裡面所作的田野的經歷，從 1999 年任職於文建會，到 2006 年時策動的

公共空間的再照計畫，延伸到教育部的生活美感教育運動，都是我們提出的國家重大政

策，2009 年到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服務時，因為當時國家建設時是在執行公共藝術

案。站在長期做文化政策與文化觀察立場，想知道國家重大發展政策中真正的影響面在

哪部分。 

希望形塑整個國家文化環境美學部分，把公共藝術變成法治的東西，國家重大建設必須

編預算做公共藝術，而不是以補助來做。另外也著重民眾的美學教育，希望在生活的態

度上面要有美學的精神，在藝術人才培育方面，尊重藝術家跟藝術作品創作的部分。 

利用 95 年的公共空間計畫做一個取樣與建立模型，以這樣的模型作測驗分析，以前台

中圖書館來做實驗研究，並且以台南土溝、西鄉情藝為案例，把整個農村變成開放式美

術館去執行，來做公共藝術節的實證。 

希望美學可以做一個藝術營造，也能改善他們的生活，利用導入觀光跟文化藝術品的部

分，另一塊聯合到社區文化產業裡面，培養新的文化產業。好處是社區營造團隊結構、

社區向心力與共同目標非常清楚，壞處是排他性很強，藝術家一進到這兩個社區，讓社

區居民霸凌藝術家。 

公共藝術節再造計畫，對於藝術家將藝術品進入圖書館的策展理念為探索、休閒、終身

學習，但圖書館館方人員反彈過多，館長認為圖書館是一個需要人來看書的地方。但很

多裝置性藝術很多是參與式，希望讀者與民眾可以跟藝術品互動並且完成藝術品。儘管

反對但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是重大建築，必須編利預算去要做公共藝術，站在執行小組

的立場要求公共藝術執行團隊，所有的藝術品跟藝術活動必須要服務圖書館並建立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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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建築主體為公共藝術，在社區總體營造中，強迫藝術家與圖書館互相了解，他利

用工作坊、講座、藝術家對談導覽與交流。 

第一個計畫是以圖書館停車場的繳費機能，利用罐子中的投幣裝一句話，讀者拿到罐子

跟一句話，強迫讀者去看圖書館的新館藏服務。另一個MP3的計畫，是澳洲藝術家在圖

書館做快閃運動，在三角錐上寫任務，在臉書或打卡，或下載MP3計畫，告訴你今日任

務，這是一個會影響別人的方式，在兩個月時間內累積三萬多的會員，利用這方式提升

文創商品跟周邊商品，圖書館的辦證數、人口入館數也因此提升了許多。 

 

題目三：茶席展演空間實作教學初探 

主講人：陳淑慧 

建築系在歷來教學上面，建築物不太可能是一比一，都是用縮時的比例，這些年有一些

改變跟嘗試，開始有一比一的實作，103 學年度開始茶空間的設計，涉及一比一實作，

並在真實的空間內面進行試茶，扮演一個茶主人泡茶給客人的一種儀式，並希望同學能

夠透過作業的練習，對茶的了解，透過在空間裡面扮演的茶組人，親自驗證自己做出的

空間是否恰當。 

教案發想來自於台灣的茶文化，茶文化已經盛行已久，在台灣的設計界中，設計師與藝

文相關的人士，很想嘗試茶室空間的設計，有一個帶動組織名叫「人澹如菊」找到中華

文化的根源，帶來更深刻的中國傳統茶文化，帶來文化性的茶室展演風潮。另一外台灣

茶席文化引領風潮者是日本的建築師藤森照信，他創作出很多有趣的茶屋。 

在建築系的課程裡面，希望學生自己設計出一個空間並可以驗證實用性的作業課程。課

程操作的幾個重要課題：（一）、強、用、美：不只是針對茶席設計，是涉及全部的建築

設計。強：強度與結構性，會牽扯到材料，在一比一的教學實作中會更真實的顯現，對

於同學來說是一個很真實要去面對的課題，會蓋不出來或是蓋出來會垮掉。用：用途，

指機能、尺度、人體工學。真正的一比一在一切的空口說話內，模型階段的尺度要更到

位，在操作的過程中，同學對於人體工學相關的設計也是不停地修正。美：美學或文化

部分，是茶文化茶空間的精神，普遍同學不太喝茶，頂多是跟著家裡的長輩泡老人茶

喝，後來帶他們看茶園、茶廠、茶人泡茶，試著要把茶的文化讓同學理解。 

茶空間部分，有個同學把日本的茶道裡面有個叫做躪口，意思是不管怎樣的達官貴人都

要彎下腰來，將謙卑放下姿態納入設計中製作了低矮的入口。另外一個茶空間的場所精

神，是擷取臺灣樹下喝茶的民俗感覺，營造大樹下的空間，茶堤上的茶壺故意去選很老

的雜貨店裡面賣的茶壺，利用板凳展現臺灣茶人情味的空間。 

這兩年教學的成果，第一年強調材料跟構法，在空間上面呈現外顯及中心性，空間相對

開放；第二年是空間上的層次與場所精神，空間上面的轉折或室內外的層次性，放進一

比一的空間裡面，是前一年看不到的部分，創作一個迂迴的動線，空間具有私密性。這

跟以前傳統所謂的作業操作上面，同學會更負責任地去面對提到的設計，任何誇口會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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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一些效果，在一比一當中都是要被驗證的，美學的意境就不是那麼容易達到，同學

都是用很大的企圖心去操作。 

 

題目四：舞台設計與 3D 數位科技應用之研究－以展演製作與教學為例 

主講人：李怡賡 

舞台變換的瞬間美感，是舞台劇裡面的重要因素，在設計上應用電腦輔助設計去探討，

而舞台劇和平面、電影、電視不相同，觀眾坐在任何的角度，看到的電視與電影畫面是

相同的，舞台劇在不同座位看到的空間、立體層次是不一樣的，因此舞台設計上要兼顧

到許多角度。 

幕後工作分成四組：舞台組、服裝組、燈光組、技術組，並憶起集結起來的舞台設計工

作人員，是提供一個比較淺顯易懂的平台，而平台使用的電腦輔助軟體，可以假設觀眾

看往舞台上的角度為何。 

從二十年前就開始使用 3D，那時的 3D 電腦輔助軟體是一個入門門檻較高的程式，在

教學應用上有許多的困難，到現在有相對入門檻低或免費軟體，因此降低中高階軟體輔

助設計應用，改用低階軟體應用。 

這幾年引發的效應為劇場藝術學系與多數表演藝術學系，工作者不是只有設計群組，有

舞台上的表導演組跟理論組（前臺、藝術行政、法規、售票系統），幕後為設計組。而

採用低階軟體，不用花過多時間整合設計部分，也提高工作效率，表導演組、理論組使

用軟體去理解空間、視覺、走位、表演方式；亦有使用中高階 3D 輔助軟體的應用，是

在於做企業行銷、置入性行銷，在畫圖時會採用製作的。 

舞台設計跟 3D 數位的關係：（一）3D 電腦輔助設計創作的數字與座標、（二）數位溝

通和整合知識體、（三）虛擬場景與舞台實做的異質感知、（四）舞台設計與電腦輔助設

計應用於 3D 模型輸出與 3D 列印。 

舞台設計與展演教學的電腦輔助設計延伸應用：（一）舞台設計結合 3D 軟體應用於透

視法場景與數位放樣、（二）舞台設計結合 3D 軟體思考構成主義與解構創造，展演實

做於數位建模後等比例 3D 列印、（三）展演課程與情境教室使用電腦輔助設計。 

推廣低階3D輔助軟體，開始在非設計院所的課程，例如說管院、海工、資工，完全沒

有學過設計的情形下，用三堂課用提成的觀念去教導完全不會用電腦的同學去做數位歷

史建築，雖然不到很精準，但是尺寸誤差不會太多，讓同學可以接觸低階入門的軟體應

用，在空間教學的應用有做展演空間，學校有文學院的課程計畫，做出移動式軌道的展

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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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第四場論文發表：展演與設計 B 

日期 2015/10/30 時間 AM 10:20~12:00 主持人暨講評人 吳懷宣 

題目一：「台灣傳統戲台」文化創意之初探-以舞台美學家侯壽峰為研究對象 

主講人：王以亮 

本文以探究臺灣傳統戲台的繪景美學與創意發展為目的，著手研究國寶級舞台美術家暨

資深畫家侯壽峰在傳統戲台的實務展演，透過史料收集分析，進行深層訪談，再加上筆

者在義大利所學之傳統繪景技術與舞台技術，探究其繪景美學之關聯與文化創意之發

展。 

一、前言 

 傳統戲台美術是結合閩南文化與西方透視繪景藝術的民間美術，具有創意及包容

性。 

 歌仔戲戲台不斷改變，舞台美術設計也隨之發展。 

 對歌仔戲文化有相當研究的曾永義教授，針對現代劇場歌仔戲的表演藝術提出「精

緻歌仔戲」的呼籲。 

 舞台美術家侯壽峰與筆者相交二十多年，亦師亦友，不但在臺灣傳統戲台有卓著的

貢獻，亦是一位畫家。 

二、動機目的 

本研究希冀以侯壽峰歌仔戲佈景設計之源流及發展為主軸，回溯台灣歌仔戲佈景舞

台之流變過程以及舞台體制發展歷程，研究目的分為「技術發展探索」及「設計思

維理解」兩部份： 

1. 技術方面：了解歌仔戲佈景從早期至今改變過程，並針對侯壽峰相關的布景設

計實地分析調查。 

2. 思維方面：探究臺灣劇場現代化後，西方劇場觀念及舞台技術隨著西方強勢文

化的引進，中西人才快速交流下對新戲曲演出的影響。 

 

題目二：設計＋研究之在地性連結 

主講人：曾景濱、黃淑芳 

 當代地方性的建築與展示設計並不是要以狹隘的傳統地域性為導向，也不是要創造

表面化歷史符碼的包裝，更不是複製傳統語彙的鄉愁心態；因此，在進行地方性空

間語言與構築方法之研究過程中，地方性素材與元素要如何被轉化成當代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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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一段必須深研的課題。 

 如法蘭普頓所提出之批判性地域主義的觀點，除了在文化層面上須以植根的地方文

化為基礎，在執行方法與營造技術上，實必須結合現代化(環宇性)的構築系統，以

進行概念和技術性的轉化。同時，在此轉化或再塑造的創造性階段，使用者或居住

者的感知經驗、人與自然、場所之關係，是不應該被扭曲或弱化處理的議題。 

 在台灣逐漸意識到本土文化重要性的當代，有關地方性建築或空間設計的發展，慶

幸有不少建築師與設計師正積極地於此領域下功夫，也漸漸地有一些佳作浮出枱

面，不管在形式表現或構築方法上均可看到一些突破，例如，黃聲遠建築師在宜蘭

的住宅與公共空間的作品，以及謝英俊建築師對當代客家文化空間的設計，和其在

原住民部落所進行之自力營造系統等。然而，就空間感知與文化深耕之領悟和在地

化落實的企圖，似乎仍有不少可以討論的空間。本文因篇幅有限，未能深入舉例討

論，但期待設計＋研究的思維與其所能創造的文化深度，能夠改變設計全然商品化

和快速生產的一般認知。設計＋研究與在地性連結的目地，與其聲明設計本身也是

研究的過程，還不如說設計作品可以因此深化，或者讓使用者對其產生共鳴與感

動。 

 

題目三：展演及詮釋-以表演藝術工坊「寶島一村」為例 

主講人：陳美妃 

 創作極為詮釋，提取記憶本就不是複製原真，而是組合所欲。創作一齣歷史記憶，

陳述的歷程就是一種建構的手段，話說從前回憶往事，就是對歷史事件所進行的重

構。 

 真實與虛構：寶島一村「根據一個真實眷村中真實人物寫的，但其實它終究是虛構

的」。畢竟是戲臺上的故事，不當真是「眷村」的故事，也不是台灣的故事，更不

是台灣眷村的故事。 

 百年以後的人們，如果想知道二十世紀末台灣的面貌，與其翻舊報紙或過去的影

像，不如看一齣賴聲川的戲。 

故鄉文化成了他們排解鄉愁的一種途徑。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因，他們才格外看重對於傳

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是無盡的鄉愁成就了當下臺灣地區傳統文化

的保護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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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第五場論文發表：操作與實踐 B 

日期 2015/10/30 時間 PM 13:10~14:30 主持人暨講評人 陳尚盈 

題目一：再探創業學習與實作教育 

主講人：蔡敦浩、劉育忠、李至昱 

希望透過課程的培訓，培力具有創業與開創精神的學習者。 

1980 年代創業教育以商學院為中心，常採創業週期論的觀點，將創業視為一個有步驟

性的線性歷程，教導學生如何用一般化管理工具進行創業活動。 

發現問題： 

 真實的創業活動是動態的、非線性的與不確定性高的活動。 

 傳統創業課程強調「管理工具與知識」的傳遞，忽略情緒與態度面向的訓練。 

 學生如何親身實踐的情形下學習創業，仍缺乏更深入的討論。 

解決問題： 

 將重心從老師如何講授知識，轉移至如何建立課堂環境，協助學生建立自己的創業

心智。 

 強調學生從他人或是親身創業經驗中學習，體會創業歷程的非線性特質，學習如何

體察創業脈絡，並發展自己的行動知識。 

創制研究法： 

 創制研究是一種互動研究（Interactive Research）方法。 

 創制研究取徑結合了行動研究中的研究者涉入，以及自我民俗誌法下的田野沈浸與

反思的方法。 

西灣市集實驗組別分類： 

 手工明信片、二手義賣&套圈圈、友達的福袋、國旗女孩。 

學生實作後的學習與改變來自織組脈絡： 

 實驗從實作的模糊作為開創的起點，再從具體的實作回到新的開創。 

 織組脈絡會提供參與者一種本體論上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 

 織組脈絡是參與成員發揮即興創造。 

織組脈絡是一個動態流變的關係空間的空間。 

於實作與織組脈絡中流變為開創學習者： 

 在實作參與中建構開創學習者的認同。 

 在對話空間中啟動即時改善的創造力。 

 在情境招喚中展開對事物的創意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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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任務與角色： 

 教師作為織組脈絡的佈建者（Facilitator）。 

 教師作為活動方向引導者。 

教師作為學生的經驗反思牽引者。 

 

題目二：專案管理於台灣文創產業應用之初探 

主講人：傅思華 

 研究背景與動機：專案(Project) 為一種一次性的工作，於預定的時程內，由專門的

人員所完成，其具有明確的預期目標及可利用的資源範圍。有些創意製作是由穩定

的組織所製作完成；而有些創意製作卻是由「僅此一次」的工作陣容所完成，此種

創意製作具有專案管理之基本精神。 

 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探討台灣之文化創意產業中，具有以「僅此一次」工作陣容完

成特性卻缺乏專案管理概念之相關產業，試圖將專案管理概念與其創作流程對比，

並藉此看是否有導入專案管理的空間。 

 台灣文創產業發展弱勢：國內市場規模小、廠商規模小、商品化與企業化經營不

足、文創產業計價評比依據不足、產業斷鏈、人才質量不足、代工產業型態與思

維。 

 研究工具：深度訪談、半結構式。 

 研究對象：電影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兩位策展人、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

業。 

 研究結果【策展人】：受訪者 A 提到他曾經接過一個案子，該單位有設計專案經理

職務，所以專案管理流程在策展當中是可以應用的。經過了解專案管理流程，受訪

者 B 表示若在策展時可以將此流程轉換成為一套策展機制，應可避免許多不可預

期的風險。 

 研究結果【電影產業】：受訪者表示，好萊塢電影的製作基本上就是專案管理流

程。台灣的電影製作除了國外電影公司投資的有採用專案管理流程外，本土資金與

國片輔導金電影的拍攝，在流程上與專案管理仍有出入。倘若台灣的電影拍攝可以

運用專案管理流程，便可避免電影過於藝術與小眾。 

 研究結果【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從研究趨勢，設計，生產，上市的排程每個品牌

服飾業者都有相當的經驗，所以專案管理流程對他們來說，能否發揮應有的作用，

並不是很確定，但是，優化製衣流程卻是小品牌商需要正視的。 

 研究結果【流行音樂產業】：現在的唱片公司大部分都有 A&R (Artist & Repertoire) 

部門以規劃唱片製作，是決定唱片製作方向的關鍵，所以如果規劃精確、對市場及

產品的判斷正確，唱片銷售就會沒有問題。如果以這個方向理解，A&R 所扮演的

角色應該是專案經理，但是台灣的 A&R 跟國外的還是有些差距，並沒有辦法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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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運作這麼順暢。如果沒有 A&R 的唱片公司，唱片製作人就是唱片製作案的負

責人，所以除了管音樂的部分之外，還有其他行政事務。 

結論與建議：專案管理確實可以應用在文化創意產業當中。文化創意產業對於「藝術」

與「商業」之間的拉扯還是存在，所以當我們討論專案管理的可行性時，都會面臨到究

竟是「藝術」還是「商業」的問題。本研究僅為初探，而且訪談對象人數較少，無法真

正深入探討單一產業甚或公司/組織，只能看到大致上的輪廓與可行性，未來應針對不

同產業甚至細分後深入探討。 

 

題目三：行動藝術中之「後現代劇場」展演形式：以湯皇珍【我去旅行】系列為例 

主講人：姜麗華、呂筱渝 

湯皇珍：「行動藝術具有非常嚴謹的概念，它的意義即是傳達；行動藝術是一個思辨的

過程，而非美感經驗的交換。」 

 湯皇珍的作品三項特點： 

以事件的形式與觀眾產生隔空的互動、邀約觀眾共同完成拍攝計畫。 

展演期間擺脫傳統展出形式，呈現空間的轉換與時間的轉移。 

在傳講的展演形式中，其風格化的肢體動作（舞蹈式的手勢、動作）、具有詩意的

語言與意象的拼貼、將話語解構而形成語言遊戲等等。 

 五種關鍵： 

真實體驗。 

一種直接的、有意的真實經驗（時間、空間或身體的經驗）。 

藝術家和觀眾的一種共同經驗的直接性。 

劇場藝術越來越接近行動藝術家自我表現的結果和姿勢。 

企圖讓觀眾進入某個空間，使他產生不同於日常生活經驗的心理反應，藉此激發或

拓展其他層次的知覺感受與想像能力。 

 結論： 

「後現代劇場」兩個重要特徵：反敘事及分裂的意象。 

反敘事指脫離簡單的線性布局及結構，其所表演的劇場完全與文學戲劇絕緣，沒有

什麼戲劇的故事性可言。 

分裂的意象指沒有基本的敘事結構之具體布景／裝置、音樂／聲音、演員／表演者

及語言／文本等構成意象分裂，提供分裂再重組、再分裂的意圖。 

同時，她的劇本在編導上保留高度開放的詮釋可能，演員不再扮演「具體角色」，

而可化約成為一個「符號系統」，是具有延異的符旨。整個演出既像夢，也像一個

記憶再創造的表述狀態。 

湯皇珍透過各種與觀眾互動的形式，讓觀者思考人類溝通的狀態，呈現各種溝通不良的

「旅行」。經由語言的符碼，形塑特有的空間與時間觀。以非傳統劇場表演的形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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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了敘事的結構，表達她對當今溝通網絡系統的惆悵。湯皇珍本人說：「人生的可以期

待，旅人的無盡行旅，正是印證生命是一種進化挑戰以及動能創性，藝術是所有生活成

為意義的釀作過程。」 

 

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第六場論文發表：現象與反思 B 

日期 2015/10/30 時間 PM 14:40~16:00 主持人暨講評人 王儀君 

主持人：王儀君 

大家好，我今天是回老東家，我在外文系待了 27 年，很高興能夠回來看看我久違的辦

公室。我們知道劇藝系一直有這樣的傳統，都在辦相關講座，那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今天有一位發表人是不會來的，他事先有打電話跟我說了，所以我們這次的時間是相對

充裕的，那兩位就不需要太緊張，接下來我來介紹我們的兩位發表人，一位是殷偉芳老

師，劇藝系的副教授，她的專長是莎士比亞，他以前待過東海、逢甲，他會導會演會寫

會翻譯，非常難能可貴，他今天的題目是文學教育深耕劇場在台灣，就讓我們歡迎殷偉

芳殷老師。 

 

題目一：文學教育深耕劇場在台灣 

主講人：殷偉芳 

我們直接進入文學教育深耕劇場，我要講的內容其實是跨三作品，因為時間關係只能講

一個部分，「文學教育深耕劇場」成立於民國 99 年；創立之初是為了協助「臺灣文學

館」推廣法國文學巨擘巴爾札克的小說作品。民國百年元旦首演的《戲說巴爾札克－兒

童劇－花都奇遇》即是搭配台法雙邊合作的「文學拿破崙：巴爾札克特展」。《花都奇

遇》的製作過程決定了「文學教育深耕劇場」的經營原則。巴爾札克在法國雖是文學巨

擘，但在台灣聽過他的其實是很少，那編劇就是我，在製作花都奇遇裡也是摸索了一段

時間才找到在文學教育深耕劇場要經營的原則，後來我們做了兩場，票房不錯還加演了

2 場，自從「臺灣文學館」創立以來，一直肩負著文學教育普及化的重責大任，尤其是

對於兒童的文學教育更是不遺餘力。自從「臺灣文學館」創立以來，一直肩負著文學教

育普及化的重責大任，尤其是對於兒童的文學教育更是不遺餘力。於是文學館要求要用

兒童劇來表演，但巴爾札特根本沒寫兒童劇，於是我挑了《傳說中的名畫》這個作品來

改編，最後撰寫和製作《花都奇遇》，其的最主要目的即是：經由不說教的戲劇手法向

孩童觀眾介紹，以巴爾札克為中心的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歷史和文化。《花都奇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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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了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小說集當中的一個小故事《傳說中的名畫》。另外，也從

巴爾札克的摯友辜堤耶的浪漫經典《噬血情人》，以及法國小說界的最佳拍檔艾克曼和

夏特良合著的《蝙蝠婆婆》取材。巴爾札特的畫展解說很簡略，看完戲後補強了看不懂

的的地方，除了語言外其他都如常呈現，忠於原著，需要跟觀眾解釋的會有註解式台

詞，重視文化上的如實表達。文學教育深耕劇場製作原則，不做「本土化」的內容改

編：既然目的在於介紹異國文化，除了使用中文台詞，其他有關於音樂、服裝、佈景、

道具等等方面的設計，一律朝向忠實呈現原著的方向進行。遇到特殊的風俗民情，臺灣

觀眾真的有可能難以接受或理解的時候，加上「註解性」台詞或「示範性」動作為觀眾

釋疑。不因為逃避挑戰而刪除任何原著內容；若有需要做刪節，最主要是避免演出時間

過長，刪掉重複性高的部分。問卷調查結果，印象深刻部分，我舉《蝙蝠婆婆》為例，

演出到加演時，讓許多小孩害怕到哭。基本上只有三個問題：對於各角色的喜好程度？

對於製作各層面的喜好程度？看戲的理由？觀眾反應：因重視孩童的教育帶小孩看戲，

台詞應該使用童言童語，我個人並不支持童言童語，對青少年小孩不是很適宜，再來是

童言童語的兒童劇太多的，不需要再作此類型兒童劇，死亡和愛情的探討不適合兒童，

部分內容太恐怖嚇哭孩童，演出時間過長。最嚇人的蝙蝠婆婆卻越來越受歡迎，除了元

旦首演 12%，其他場次都分別有 17%, 18%, 20%的受歡迎程度；首演受驚嚇哭鬧的孩童

往往都是回流觀眾，有一個印象深刻，哭著出去，晚上又進來看演出，晚上場邊哭邊

看，高雄加演又看到他來看戲，還會安慰身旁的小朋友別怕，其實也是教小孩如何面對

恐懼，越是幫他想，越無法成長，反而是讓他們在挫折找到方法解決才是重要的。台南

場次的觀眾表示：買票進場是對「臺灣文學館」的節目有信心，分別都有 20%, 19%, 

15%的觀眾是衝著台文館的面子來的。巡迴到高雄，這樣的觀眾只剩下 3%，卻有 22%

是喜歡法國文學題材，後者就懷疑是否為了遷就兒童觀眾，嫌原著內容遭過多刪節，演

出時間過短了。現場的音樂演奏是本製作的其中一個大賣點，觀眾的良好反應，分別都

18%,10%,13%,19%的觀眾如預期表示這個部分的製作是其最愛。接下來要介紹的是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申請到經費的作品，由本系學生廖文聖參與專題研究計《第六病房》

的製作，其研究內容：自契科夫之小說《第六病房》作舞台劇全版劇本之改編並觀其改

寫、製作與原著間之比較。劇本寫作暨戲劇製作的大方向：不做人物、情節本土化的改

編。仿契柯夫喜劇，分四幕（四個可輪替使用場景）。主要是介紹異國文化，介紹蘇俄

寫實主義劇場藝術，以及十九世紀末期俄國文化、生活方式、宗教暨哲學觀。其觀眾問

卷結果：因為是配合一個嚴肅的研究計畫，問卷的題目增加到十題，每題的選項甚至有

的多達十四個，大部分和指定戲碼《第六病房》有直接關連，泛論性的問題較少。觀眾

表示看戲最大的收穫前三名：了解到更多的俄國文化（24%）、學著站在別人的立場上

思考（23%）、謠言可畏（21%）。觀眾也反應出本次製作對於俄國文化的理解最有幫助

者，依影響程度排列，分別有故事情節或台詞（29%）、服裝（16%）、音樂（13%）、佈

景（10%）。票房基本上也是還不錯。接下來《是人皆如此》的製作時機點其實挺尷

尬，因為 102 年預定是「文學教育深耕劇場」休生養息的一年。與高雄醫學大學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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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方提出了幾個挑選劇目必須列入考慮的指標：要巡迴到高學醫學大學校園內的演

藝廳(比中山小)演出且經費只有十萬、所選戲碼不可過於複雜難懂、演出時間也不宜過

長，在這些種種因素考量下，我們選了中世紀道德劇 Everyman 情節走單純的 V 字型發

展，容易掌握，在兩小時內一定可以結束；同時出現在舞台上的人物大多在五名以內，

適合小型的演出場地。Everyman 旨在探討生命的真義，與在醫學院求學者的專業有所

相關，加上當時高雄醫學大學頻頻爆出自殺或殺人之負面新聞，似乎有必要加強學生珍

視生命的態度養成，最後列為通識講座。 

Everyman 原著內容有些因時空轉移而容易招致非議或排斥的橋段，例如主角對自己執

行「鞭笞之刑」(本意是效法耶穌的精神)，在劇本的處理上需要特別地留意。雖然屬於

世俗劇種，宗教意味濃厚使得部分非基督教徒身分的演出人員感到難以對角色認同。觀

眾問卷結果：《是人皆如此》的觀眾反應有些矛盾得蠻有趣的地方：「劇本」是觀眾喜歡

本次演出的前三個理由之一（16%），也是不喜歡本次演出觀眾討厭的前三個理由之一

（21%）。有觀眾甚至強烈反應 Everyman 是歐洲黑暗時期的野蠻文化代表，不應該任其

登上現代、文明的舞台，其實越黑暗越能表現出光明面。認為應該專注於演出西方名劇

的觀眾有壓倒性的 69%，認為沒必要堅持者 9%；後者大多表示下一齣想看到的演出戲

碼是當代的戲劇經典。最後容許我做個廣告，我們 12 月的演出作品《小土車》，她是印

度的梵劇，在華語國家很少看見，而且我們還載歌載舞，非常難能可貴，歡迎大家來觀

賞，謝謝，我的發表到此。 

 

主持人：王儀君老師 

我們第二位是盧書音老師，我們剛剛在外面彼此見面，目前在中原大學任教，剛說是學

聲樂的，1994 年畢業於米蘭音樂學院並取得演唱家文憑，非常難得，今天她所要講的

是作曲家普契尼”G.Puccini”的歌劇對女性角色角色之詮釋，讓我們來歡迎她。 

 

題目二：作曲家普契尼”G.Puccini”的歌劇對女性角色角色之詮釋 

主講人：盧書音 

大家好，非常榮幸可以來到中山大學發表這篇論文，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普契尼其中的

一項作品呢，沒關係，義大利浪漫派寫實主義作曲家普契尼，它也可以說是我的學長，

因為他也是米蘭音樂學院畢業的，他帶給我們許多美好動聽又膾炙人口的歌劇，且齣齣

精彩萬千！他寫作之音樂為世人所稱道最具感染力、直指人心的情感表現！普契尼沒到

過中國與日本，卻成功的詮釋《杜蘭朵》與《蝴蝶夫人》兩部具有異國情調的不朽歌

劇，他在創作的每一部歌劇中詮釋了各種不同女性的角色，或許後世有些評論者指出劇

本音樂過於艷麗，早期是很多男歡女愛的故事，但只要能感動人心就是最重要的，1880

年進入米蘭音樂學院就讀，師事浪漫派作曲家龐開利與巴齊尼，在他門的指導下學習作

曲。他雖為男性，但卻有憂微心性，把女性角色詮釋的的很好，普契尼在 21 歲創作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1%B3%E8%98%AD%E9%9F%B3%E6%A8%82%E5%AD%B8%E6%A0%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E%90%E9%96%8B%E5%88%A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9%BD%8A%E5%B0%B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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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魂曲》，是普契尼與盧卡的基督教音樂合作下的高峰。這也展露普契尼將成為劇作

家的能力，因為在他的音樂上呈現戲劇化的力量。尤其在詠嘆調上具有類似歌劇強烈張

力的展現。所以普契尼的《安魂曲》常常被拿來與威爾第的《安魂曲》（Requiem）相提

並論，因為它具有的管弦樂般的編曲及戲劇般的力量。《波西米亞人》-抒情女高音咪

咪，他反應普契尼，或是更多男性的內心深處也一樣期望著能有咪咪這般的伴侶，夫復

何求啊！所以有人說普契尼了解女人，但我又認為他也同樣了解男人呢！我來談一下咪

咪的主要故事，巴黎拉丁區住著一群貧窮的藝術家(詩人、畫家、音樂家、哲學家，那

咪咪喜歡上詩人(魯道夫)，他們後來成為一對，其中有一段咪咪站著唱歌，魯道夫就突

然覺得咪咪是女神，我現在來為大家演唱一下。咪咪這個角色，在普契尼的描述上，像

中國的林黛玉角色，那麼浪漫多愁，咪咪到最後病重，魯道夫就故意跟他吵架，因為他

不想拖累咪咪，所以她們最後就分手了，那裏頭還有一個女角色，他是畫家的女朋友，

她是比較直腸子，也是咪咪的好朋友，她把咪咪帶回去魯道夫身邊。第二部《托斯卡》

為愛義無反顧歌劇，大家都說是這部是灑狗血的，這是普契尼最擅長之經典特色。我們

看到的是男女主角分別為畫家和歌劇女伶托斯卡，兩人可以說是纏綿悱惻如膠似漆，這

讓觀眾也更有許多想像的空間，徜徉在旂旎的幻夢中驚喜萬分！最後一部是《杜蘭朵》

但是這個作品並沒有完成，因為最後普契尼得了喉癌死去，那劇情大致是女高音杜蘭朵

與抒情女高音柳兒，杜蘭朵被過往所牽拌住而對愛失去信心，使得心日漸僵硬冰冷，而

成為一位殘酷無情、美艷的杜蘭朵公主，和地位卑賤楚楚可憐又忠心純情的丫環柳兒形

成對比。杜蘭朵公主是普契尼的最後一部作品！也是世人認為堪稱他最偉大的一部歌

劇。劇情主要是敘述在北京紫禁城內，有一位殘忍無情的杜蘭朵公主，因為早年北京被

外族入侵，先祖樂裕玲公主受到蹂躪致死！所以在她的心中相當仇視外邦人，尤其是外

邦的男性。所以當她的父皇下令要她成婚，她卻出了個計謀，要用猜謎招親的方式，引

誘外邦的王子們慕名而來。可是如果謎底沒猜對的話？就要取王子們的項上人頭。當然

我們知道普契尼歌劇中大部份的女人最後都不得善終！可是我們何以稱知偉大的杜蘭朵

公主呢？她是一位喜歡砍人頭的公主啊！整個精神是犧牲奉獻的，完全的饒恕，完全放

下的愛，這也就是說這一齣普契尼的最後創作，甚至未完成就已過世的巨作，不但在音

樂上有極崇高的地位，而藉由這位被愛融化冰冷之心的杜蘭朵公主，普契尼讓世人更明

瞭到由惡轉善，充滿光明和愛，是所有藝術家們所要表達的最終極目標，並與世人共同

期許！ 

 

講評人：王儀君老師 

兩篇都非常精彩，其實可以看到西方文學的傳統，像殷老師所談到的表現或抒情手法都

非常重要，那盧老師的部分，裡頭談到普契尼在歌劇裡如何闡釋女性等。兩位都談的非

常精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開放一個問題。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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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想請教殷偉芳老師「非本土化」的想法，一般是要求「本土化」，而且面對的又是

兒童，請問戲劇改編為什麼要非本土化？接著請教盧書音老師，請問戲劇性問題，故事

重要還是傳遞故事的聲腔重要？ 

A(偉芳師)： 

首先先說明本土化的定義，60~70 年代小劇場運動中，如何介紹西方作品給觀眾了解，

如沒有平行對等的作品可以說明，找個差不多的來做，這其實是投機取巧的方法，其實

我更認為西方作品終於原味的推出，更是了解異國文化的好機會。 

A(書音師)： 

西方是以歌劇技巧為主要，歌在前面，劇在後面，所以以歌為主，往前推的巴洛克時

期，一位德國作曲家為歌劇改革者，當時管弦樂團在前，而歌在後。隨著時代演變，劇

情張力也是隨著時代改變，社會越來越開放，也越來越有性格，也就越來越有戲劇張

力。 

 

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圓桌論壇 

日期 2015/10/30 時間 PM 16:20~17:20 

發表人 Ann M. Galligan、王璦玲、陳尚盈、曾景濱、鄒元江 

Ann M. Galligan： 

蔡老師的論文發表提到春天藝術節，希望能夠打破高雄文化沙漠的問題，報告中最後也

提出一些問題，面對未來文化政策要怎麼走？讓城市有什麼發展？一個文化政策能夠為

一個城市或國家解決有三大面向：（一）問題在哪裡？（二）針對問題來想出政策與策

略、（三）政治覺興。 

 

鄒元江： 

在大陸豫劇是最大的劇種，河南省豫劇研究院提到目前國內豫劇團有 166 個，是最大的

劇種也是最多的劇團，在大陸是炙手可熱，觀眾群以億來計算，豫劇在大陸的市場非常

開闊。但到了台灣是如此艱難，王海玲老師克服了許多困難，我相信她還會繼續傳承下

去！ 

豫劇已經不是台灣現象，也不是大陸現象，而是一個國際化的話語。巴黎博士生馬愛蓮

寫關於豫劇的博士論文，在河南學習幾年的豫劇，是世上第一篇博士論文，她應該要來

台灣訪問王海玲，這樣子博士論文才會是完整的！ 

是藝術家的研究口述史是非常重要，將最珍貴的記憶、造型、身段保留下來，盡快要把

王海玲老師的豫劇的傳承要加以保護性的口述史保留下來。 

 

陳尚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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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實踐有關的面向是藝術管理的區塊，Ann 談了文化特區，臺灣有華山藝文區、松

菸、駁二，大量引進文化元素；而劇院是有很多藝術組織的結合，劇場的營運不論公部

門或私部門，都提到劇場營運跟風險管理的重要，在文化特區裡面的是重要的表徵，也

會有很多不同的藝術元素。 

公共藝術有方面，圖書館裏面認為不會是公共藝術的地方出身；而豫劇團也是文化團體

的象徵，如何高雄生根；跟藝術有關的藝術教育與音樂教育與設計教育；爾後回溯到反

思領域，由曾永義老師提出的戲曲評析法則，王璦玲主任與王安祈老師都討論到戲劇因

為時代的轉變，而新編的劇到底是不是原來的劇種？新舊的爭執與轉變，都是豐富文化

區域或是一個城市的爭論分反思。 

文化特區是一個大範圍，臺灣藝術社區總體營造，把藝術文化帶進社區、改變社區。當

經營比較小的社區時，文化因素還有什麼做法可以變得更好？台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這

幾年都針對做小的區塊，也許可以討論大的文化特區與小的社區營造的差別。 

 

曾景濱： 

展演跟設計組上的兩大面向：（一）設計師對於設計作品如何在地化的努力？企圖表達

在設計作品、題材上呈現。 

例如王以亮老師的台灣傳統戲台在地化與教學做連結。舞台設計跟 3D 科技在教學上運

用中階 3D 軟體協助本身舞台設計製作上提供效率。關於王淑芳老師的服裝跟展覽設計

與社會關懷的創作主題，是要以在地化作品、社會關係議題做連結。陳淑慧老師的茶席

展演空間的教學分析，在實踐茶席空間經由一比一實作的觀念，跟舞台設計教學可以做

運用上的連結。葉翠玲輔導員對於公共藝術美學教育美學上面，把公共藝術帶入社區，

而公共藝術跟圖書館做一種置入的方式，可以發現其中的衝突跟努力。我跟淑芳老師在

建築空間跟展覽空間上面企圖跟在地素材做發想，從設計師創作經驗當中如何是將設計

跟研究和在一起的。陳美妃老師的展演及詮釋與寶島一村為例，表演工作訪的作品是一

個設計的建構、重構、虛構的過程中，在創作及詮釋的凝聚認同，對於台灣在眷村的獨

特性，這是在地化的努力。 

（二）展演設計教育跟教學如何在地化實作？ 

怡賡老師藉由 3D 科技跟設計教學結合，是一個有機會再發展的議題。 

在展演與設計的論文中，因為文章本身的論述過於文字化，未來要辦展演跟設計的研討

會也是可以嘗試展演作品跟展演討論，再做另一個場次的討論。 

 

王璦玲： 

在現象與反思，是全球化的趨勢，社會創新也跟在地化做連結，並邀請資深的戲曲學

者，做美學也做戲曲古典的，行動上做在地化，古典戲曲不管是傳承或是當代的改變，

王安祈教授提出京劇滿江紅文革前後的版本，最後提出台灣新編的京劇呢？我提出國光

劇團，最新的作品就是水袖與胭脂還有十八羅漢圖，新編京劇跟新京劇所展現一種現代

性與主體性，主體性對劇作家是讓京劇不再是一個保存過去的東西，而是一個現代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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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只是用了京劇的形式。 

鄒元江教授的論文提出地方性一定會有展現地域文化的獨特性，例如在同鄉會內都有戲

台演家鄉戲，是以家鄉方言與聲腔為主，這種文化認同跟地方戲曲的關係，大陸現今有

很嚴重被移轉的現象，也提出古典戲曲在台灣跟大陸的變化。 

殷偉芳老師說本土化是什麼？本土化跟在地化不一樣，本土化對於藝術教育的影響有可

能是負面的，會改變原本的東西。 

 

Q：地方戲曲，現在很多新編的戲曲為了迎合觀眾與商業考量，改編成不像原本的味

道，戲曲保存要有觀眾看，年輕這輩已不瞭解傳統戲曲，劇團為了吸引年輕族群而做創

新，但創新不等於丟棄傳統，而推廣地方戲曲到全球，為了引起共鳴而削弱地方特色並

加入全球的通性。想問老師在推廣傳統戲曲上，勢必做一些改變，把地方性原汁原味的

特色消除掉而加其他的東西，這之間要怎麼做取捨？ 

 

鄒元江： 

要認同地方戲適於當地的方言、當地名間曲調相吻合的，說明語言與歌唱之間的關係，

地方戲或戲曲的靈魂是聲腔，而聲腔的本是方言。因此我們不主張他做世界性的推廣，

文化空間是有限定場所的，選定時間、時段、節慶的限定才演出。 

 

 

 

 

 

 

 

 

 

 

 

 

 

 

 

 

 

 

 

 

 

 



  TAMIC 2015 

 
 

56 

三、與會學者簡報 

【第一場論文發表：現象與反思Ａ】 

王安祈／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特聘教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 

題目：京劇《滿江紅》三文本各自的在地實踐與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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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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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元江／中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題目：對地方戲曲藝術的文化認同與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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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璦玲／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劇場藝術學系系主任 

題目：從《水袖與胭脂》及《十八羅漢圖》論當代臺灣京劇之美學新視野與其現代意涵 

 

 

 

 



  TAMIC 2015 

 
 

64 

 

 
  



  TAMIC 2015 

 
 

65 

蔡欣欣／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題目：歌響港都、戲綻春藝－「高雄春天藝術節」歌仔戲創作節目的文化展演(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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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二】 

Ann M. Galligan／藝術管理、法律與社會期刊主編、前華盛頓特區藝文中心資深研究員 

題目：何謂台灣文化政策之工具 

 

 

 



  TAMIC 2015 

 
 

67 

【第二場論文發表：操作與實踐Ａ】 

陳尚盈／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鄭家宜／銘傳大學風險管理學系副教、李俊餘

／聚光工作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馨念／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研究生、李添

源／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碩士研究生 

題目：中大型劇場之風險辨識、評估與策略選擇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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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彬／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目：民營表演空間的傳統表演產業經營策略研究－以臺北戲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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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論文發表：展演與設計Ａ】 

黃淑芳／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時尚設計與管理系助理教授、曾景濱／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

系助理教授 

題目：「永續」作為設計師表達社會關懷的創作主題：以「延．續的時尚」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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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翠玲／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助理輔導員、朝陽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生 

題目：公共藝術的美學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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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賡／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講師 

題目：舞台設計與 3D數位科技應用之研究-以展演製作與教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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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論文發表：展演與設計Ｂ】 

王以亮／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題目：「臺灣傳統戲台」文化創意發展之初探－以舞台美術家侯壽峰為研究對象 

 

 

 



  TAMIC 2015 

 
 

78 

 

 

 



  TAMIC 201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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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景濱／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助理教授、黃淑芳／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時尚設計與管理

系助理教授 

題目：設計+研究之在地性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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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妃／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講師 

題目：展演即詮釋－以表演工作坊「寶島一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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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論文發表：操作與實踐Ｂ】 

蔡敦浩／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劉育忠／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李至昱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博士研究生 

題目：再探創業學習與實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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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思華／嶺東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助理教授 

題目：專案管理於台灣文創產業應用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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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麗華／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助理教授、呂筱渝／法國巴黎第八大學造形藝術學系碩

士、婦女暨性別研究所博士 

題目：行動藝術中之「後現代劇場」展演形式物；以湯皇珍的【我去旅行】系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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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論文發表：現象與反思Ｂ】 

殷偉芳／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題目：文學教育深耕劇場在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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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書音／中原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題目：作曲家普契尼”Ｇ.Puccini”的歌劇對女性角色之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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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組檢討與建議 

檢討會 

時間：2015/11/03 記錄：黃智慧 

出席人：陳尚盈、謝榮峰、陳馨念、廖健博、李添源、林偉陞、林奐瑜、曾

楚芳、蔡一伊、林欣儀、黃凱、林培茵、黃智慧、向可萱、呂佳紋、吳靜

芸、張家琪、陳柯杰、葉宇傑、林宜靜 

1. 論文接待組(添源) 

(1)收稿件有點慢，如果有要送中山文學報的話，要以中山文學報的格式為

主。 

(2)論文集結出版一事，要詢問各相關單位要準備什麼資料，發函給發表人，

請 

發表人寫授權書並整理待發表。要再詢問主任相關注意事項。 

(3)交接給黃凱負責。 

2. 總務組(偉陞) 

(1)星期五與會人數不多，如人數有掌握好，讓茶敘精簡一些，可再省些錢。 

(2)貴賓的住宿名單如果有掌握好，可以節省一些住宿費的錢。 

(3)工作人員住(碧港良居)的結果，覺得隔音不好、採光也不佳，但學者都稱

讚不決，可能是房型的關係，學者住面海的房間，所以普遍滿意，但隔音

真的很不好。 

3. 總召(馨念) 

(1)公關行銷組工作分配要在切割好一點，流程才能更流暢。 

(2)海報建議外包，才不會延遲宣傳。 

(3)學校網路不好用，建議以後都使用付費網路平台。 

(4)學者聯絡一事，可以提早分配接待組組員連絡。 

(5)總務組採買清單擬訂得更完善。 

(6)開幕時間太短，下次可以改善。 

(7)茶敘的量是可以再斟酌，多出太多量。 

(8)瑞歐大圖輸出，非常給力(非常重要)。 

3. 榮峰師 

(1)公關宣傳上，講者的區塊做培養增加報名人數，下次要想一下如何宣傳，

先從核心領域先邀請，哪些特定系所，要放寬收稿範圍，讓一些研究生來

發表論文。 

(2)第一天上午流程要排鬆一些，才能讓延遲流程盡快回到原來步調。 

4. 尚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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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幕 30 分是可以的，開始都會延遲，以後要到 40 分，曾永義老師要給到

90 分。 

(2)司儀要幫忙計時和控時，司儀要在一成前後提醒正確的入場時間。 

(2)議題競爭：議題新穎，導致報名發表的人不多。 

時間競爭：有學者說：辦在星期四、五是很大膽的作法，多數辦在五、六

或六、 

日。還有辦研討會是否要收費？如何定價？是否提供便當？…等跟 

時間競爭有關的問題都可以再思考。 

(5)還有講者的部分，有人認為國外講者多代表國際化，但經費上的衡量，可

以 

再思考。 

(6)宣傳上的確脫的太慢、太久，想請問我們有屬於研討會的 fb？(有，人數

300 

人)，再來邀請函的寄出也慢了，如果提早寄出，觀眾人數應該會更好，老師 

也可以提早將研討會議題融入課程，可以讓更多大學生入場聆聽。 

(7)研討會的回收狀況如何？(問卷寄出 100 份，回收 40~50 份) 

(8)各單位有不同的成果報告格式，要分配準備好，請建博來說明一下。 

5. 總召(健博) 

(1)結案發表說明(如附件)。 

(2)需要協助幫忙(請未打紀錄者幫忙協助)，目前需要有人整理學者 ppt 和會議

紀 

錄。 

(3)最後結案成果要給尚盈師、榮豐師和系上，共三本加光碟，影片、照片放

硬 

碟存錄，納入系辦財產保存。 

(4)本周各負責人完成繳納結案相關文件，因規定一個月內要繳交結案報告，

為求如期完成，請於本周完成相關資料繳交。 

(5)研討會背板布置於旋轉樓梯旁可否，再詢問一下主任的意思。 

 

 

總召檢討與建議 

籌備作業 

 學校網站太醜又難操作，需用付費平台網站設置研討會網站。（上一屆研

討會是聘用校內資訊組工讀，所以運用上比較沒有困難。） 

 主視覺採學生競標方式難以符合大眾口味，導致主視覺設計進度拖延。

建議一開始就採外包。 

 與第一次合作的設計師未達到合作共識，導致最後文宣品進度大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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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稍晚發出去，影響宣傳進度。其他文宣品則有及時送出。 

 學者聯繫與溝通應在議程訂定後開始切好哪個組員連繫哪個學者，包含

email 來信的階段，這次雖然並未有大疏失或漏信，但回信速度偏慢，論

文接待組組長與總召負擔有些重。 

 公關行銷組工作分配前半段一直曖昧不明 

 

會議期間 

 會議前的採買清單應盡早確切擬訂好，避免多次漏東西而須再花時間。 

 開幕時間過短 

 舉牌或否，計時或否之問題 

 茶敘份量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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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討會籌備會會議紀錄 

籌備會會議記錄 01 

時間：2015/01/15 記錄：廖健博 

出席人：王璦玲、陳尚盈、謝榮峰、王以亮、林宜誠、陳馨念、廖健博 

會議議程： 

1. 修改研討會徵稿訊息用字。 

2. 會議收費方案 A：會議不收費，第三天行程若學員欲參加可酌收費用

800 元。會議收費方案 B：論文全集可放入 USB，有繳報名費可獲得

USB。 

3. 主任詢問邁頂募款。 

4. 學生部分去瞭解教育部高東屏中心是否有經費可申請。

(http://kkp.nsysu.edu.tw/bin/home.php) 

5. 需有 22 篇論文：含 4 位專題演講學者論文及 18 篇徵稿。 

6. 擬定兩天會議議程時間表。 

7. 確認科技部是隨到隨審還是有時間限制。 

8. 編列論文集審稿費及翻譯費。 

9. 發 Email 請系上各位老師推薦專題演講學者。 

10. 集思會形式，日程未定。 

11. 第三天在船上舉辦圓桌論壇－一船 40 人。 

 

 
籌備會會議記錄 02 

時間：2015/03/03 記錄：林偉陞 

出席人：鄭靜君、陳靈、林奐瑜、陳怡靜、林偉陞、林欣儀、廖健博、李添

源、陳思怡、陳馨念、陳尚盈、謝榮峰 

一、各組組員： 

總召：陳馨念、廖健博 

公關宣傳：鄭靜君、陳怡靜、林奐瑜、陳靈 

論文接待組：李添源、林欣儀、曾楚芳、林思穎 

總務財政：林偉陞，蔡伊一 

 

二、工作進度： 

1. 徵稿訊息已公告在劇藝系的網頁，已寄出給全國大專院校相關科系

的老師及系辦，目前尚未收到任何的徵稿。 

2. 希望老師協助幫忙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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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準備好邀稿內容，需要給主任審核才能寄出，需要附上中英兩個

版本，並在下次會議附上邀請函及徵稿訊息。（正式 3/11 與簡單問

候版 3/5） 

4. 原定的截稿日期為 3/15，第二封邀稿信，將會延後至 3/22，進行二

次行銷。 

5. 「採雙匿名徵稿」 

6. 一個 SECTION 3-4 篇 

 

三、企劃書 

1. 預估機票價錢－亞洲、歐洲、美洲 

2. 公關宣傳需要擬定出宣傳等計畫，行銷進度，視覺意象需要有基本

的概念。 

3. 下星期要有第一版的企畫書，4 月前需要完成 

4. 企畫書內容：各組時程表、工作進度 

 

 

籌備會會議記錄 03 

時間：2015/03/18 記錄：陳怡靜 

出席人：陳尚盈、謝榮峰、陳馨念、鄭靜君、陳思穎、蔡一伊、陳靈、林偉

陞、李添源、廖健博、林欣儀、林奐瑜、陳怡靜 

一、各組進度： 

總召 

1. 截稿日改道 3/31 

2. 修改邀請函（中、英） 

3. 英文徵稿訊息已經修改 

4. 企劃書統整完成 

公關組進度 

1.最初意向已經搜集兩個版本 

2.行銷方案、贊助名單、每月進度表已完成 

3.公家單位補助，科技部還要再確認 

總務組 

1.預算表已經完成並列入計劃書 

 

二、討論研討會主視覺 

老師建議，內容中英合併，並且加入研討會的主講者名字， 

第一版（粉色加黃色版）：之後加入更多文字資訊，會出現區域劃分的問題 

第二版（粉色加藍色版）：配色需要修改，粉紅色區塊（房子）部分應該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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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之後可以加入演講者照片… 

結論：三個版本完成後，請主任做挑選 

 

三、企劃書 

1. 封面、格式等等需要再美觀一些 

2. 企劃書會根據申請的單位而稍作改變 

3. 費用： 

參加人員 250(50 工作人員) 

發表人：18（至少兩個國外） 

專題主講人：4（兩個國內、兩個國外） 

研討會收費問題，關於第三天的遊船的收費問題 

邀請優人神鼓，日期、演講或是演出需要再確認 

經費預算的備註欄要寫大概是什麼要在更清楚一點 

紀念品、同步翻譯的耳機、背板、柱子布條等等的費用 

需要加上預算表的百分比，自籌經費等等… 

4. 學者名單 

榮峰老師的發表人名單，要發邀請函。 

系上老師儘量要有發表 

邀請國外學者，由總召還是老師發？由總召發 

5. 學員收費問題：是否要收費，是否要開收據，請總務組再問清楚 

6. 細節部分會再交給總召修改 

7. 請總召下午再交一份計劃書包括新增封面，預算表等等給榮峰老師 

 

四、贊助名單： 

1. 根據 2011 研討會的贊助名單做補充 

2. 高雄市議員需要有明確的名單 

3. 扶輪社要有人脈才有可能有錢 

4. 要再補充衛武營主任、副主任的聯絡電話，請主任去拜訪 

 

五、下次開會日期為 4/1，下次各組的進度 

1.邀請名單完成 

2.開始邀請學者 

3.修改企畫書（含講者名單與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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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會議記錄 04 

時間：2015/04/01 記錄：蔡一伊 

出席人：謝榮峰老師、陳尚盈老師、林奐瑜、陳馨念、李添源、曾楚芳、林

偉陞、陳靈、陳怡靜、陳思穎、蔡一伊、鄭靜君 

一、各組進度報告 

1. 為了符合申請科技部人社之補助條件，研討會將改為 2 日研討會，並且把

抬頭「國際」字眼拿掉，英文則保留。 

2. Call for papers 已收到十七篇摘要。 

3. 邀稿對象： 

專題演講：曾永義、Ann Galligan 

議題一：王以亮、李思嫺、曾景濱 

議題二：陳尚盈、蔡敦浩 

議題三：王安祈、蔡欣欣、鄒元江、王璦玲、殷偉芳 

4. 邀稿已收到四篇摘要：王以亮老師、殷偉芳老師、蔡敦浩老師、陳尚盈老

師。 

5. 審稿制度需實質執行。 

6. 預計邀請榮念真及蕭麗榮。 

7. 計劃書已定稿，需再小修即可送審並且讓公關組及總務組拉贊助。（留意

人社及教育部補助之規章） 

 

二、下次開會需完成之進度 

總召：企畫書 

論文接待組：學者名單 

公關組：贊助名單、邀贊助進度、海報 

總務組：飯店比價、邀贊助 

 

2015/04/15  研討會會議記錄 

紀錄者：陳靈 

主持人：總召---陳馨念 

出席者：謝榮峰老師、陳尚盈老師、陳馨念、李添源、曾楚芳、林偉陞、陳

靈、陳怡靜、陳思穎、蔡一伊、鄭靜君、廖健博、林欣儀 

缺席者：林奐瑜 

 

三、各組進度報告 

8. 學生參加系務會議(幫忙會議記錄)、報告三個海報、請主任或委員決定。 

確認展演(十股?)                                         /老師 

9. 貴賓住宿：國賓飯店(晚宴地點決定：漢來<第一天>)。       /總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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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贊助名單、臉書粉絲頁。                                 /公關 

11. 企劃書修改已完成、錄取通知函、研討會論文分單元。       /總召 

 

四、下次開會需完成之進度 

總召：出席 0417 系務會議 

總召：準備外交部陸委會文化局申請規章、修改人社與教育部企畫書、

收齊論文摘要與 CV 

論文接待組：陸籍學者申請程序規章 

公關組：贊助名單、邀贊助、贊助回饋方案、粉絲專頁張貼海報 DM 並

更新資訊（含公布錄取名單、議題、宗旨）。 

總務組：飯店接洽、晚宴(04/17 確定)。 

 

籌備會會議記錄 05 

時間：2015/04/17 記錄：廖健博 

出席人：王璦玲、陳尚盈、王以亮、曾景濱、陳馨念、廖健博 

報告研討會籌備進度： 

1. 調整各議題／子議題順序、人數、時間先後順序等。 

2. 迎賓晚宴（10/28）將於船上進行（由總務組談定價錢及執行方式），並附

簡餐點心。 

3. 擇定學者住宿地點為碧港良居與第一晚（10/29）晚宴為漢來。（由總務組

談定價錢及執行方式） 

4. 第二天研討會結束後（10/30）附餐盒。（由總務組談定價錢及執行方式） 

5. 專題演講 Keynote3 預計將改為十鼓演出／座談，一個小時演出中，希望

演出人員或演講人可附十分鐘說明十鼓與在地關係的連結。 

6. 海報的部分：第一版的設計雖簡單清晰但太過於平淡；第二版的圖騰比較

像是為理工學院研討會設計的海報；第三版顏色太過顯眼，英文縮寫拼

錯，主題與重要的訊息已被太過搶眼的眼色給淹沒，造成字非常不清晰。

這三版共同的問題為與人文藝術的聯結過於薄弱，希望怡賡老師協助兩位

同學重新設計新的海報，並且加強人文藝術的聯結。 

7. 請主任指正摘要錄取／未錄取函、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申請補助

企畫書、教育部申請補助企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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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會議記錄 06 

時間：2015/04/22 記錄：廖健博 

出席人：謝榮峰老師、陳尚盈老師、陳馨念、李添源、林偉陞、陳怡靜、蔡

一 

伊、廖健博、林欣儀、林奐瑜 

尚盈老師溫馨提醒 

1. 未來開始到學期末每人只能再請假一次 

2. 公關組，確認募款方案與名單，在未來帶領大家全班去進行募款，其他組

組員要進行 3 次，公關組組員怡靜、陳靈、奐瑜擔任募款組組長各去 4

次，兩位總召及各小組組長需參予 1 次，詳情請參考之後名單（名單由

總召擬定），之後檢討成效。 

3. 會議議程可以開始進行填空，並做詳細的正式版編排了。 

 

狀況報告（馨念) 

1. 人社與教育部的企畫書已填妥，主任還未回信。 

2. (點閱文化部與中山研發處規章) 已開始填文化部與中山研發處申請。 

3. 報告 4.17 會議進度： 

 調整各議題／子議題順序－思嫺老師不投稿－以曾景濱老師多投稿一篇

補足處理、完整議程、目前摘要 CV 缺主任、ANN、曾永義 

 遊艇迎賓晚宴、碧港良居、漢來晚宴、第二天結束附餐盒－預算編列 

 B1 場地租借 1028-1030 (由偉陞洽談) 

 企畫書用一個版本交給菁姐－衛武營 

 專題演講三改為十鼓演出－討論邀請事宜 

 衛武營企畫書 

 

關於視覺 

1. 視覺意象設計對怡賡老師聯絡的窗口以 XXX 單一負責，若未來以廠商設

計的為主，需回頭處理 

2. 海報內容：中英標題、日期、地點、講者、贊助單位需要放，重要專題的

需強調。講題不用(怕太雜) 

3. 偉陞報告廠商設計開價總共項目約 1 萬 2 左右，(由公關組洽談) 

 

關於論文接待 

1. 大陸學者出國邀請函，中思英版本皆需有。需註明 4 天 3 夜，機票，與是

否需要其他住宿，並附上需求表供填寫(陸學者需要的重要證明文件先問

主任確定)。 

2. 邀請函需提及若有被選為正式發表另附稿費(論文接待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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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迎賓 

確認迎賓遊艇租借 20 人，餐飲方式不宜遊艇上吃，將在洽談哨船街畫廊。並

開出多個方案下次決定(偉陞負責)。 

 

募款方案確認 

1. 下次開會需準備 1 萬、5 萬、10 萬、15 萬規格的贊助回饋表(陳靈怡靜奐

瑜負責)。 

2. 募款名單與分組狀況需確定。 

 

5/6(三)下次再會 

 

 

籌備會會議記錄 07 

時間：2015/05/06 記錄：陳思穎 

出席人：謝榮峰老師、陳尚盈老師、陳馨念、李添源、林偉陞、陳怡靜、蔡

一 

伊、廖健博、林欣儀、林奐瑜、陳思穎、曾楚芳、鄭靜君、陳靈 

尚盈老師溫馨提醒 

1. 不邀請十鼓，改邀請王海玲老師，與曾老師地位與身分較對等。以藝術家

的身分談為何來高雄如何做在地紮根。 

2. 結合會做示範，以友情價(約 2-3 萬)，持續追蹤結果。 

3. 研討會 9/1 開始報名 

4. 研討會要確認英文標題與摘要。 

5. 接人的安排 

6. 學弟妹是否需要安排(學長姊每個人的時間什麼時侯誰在哪裡)6 月底前確

定 

 

狀況報告（馨念) 

1. 第一場有四位，是不是要把新進者加入到第二天。 

2. 第一部分主持人由主任確定，下午部分尚未確定。尚盈老師提議(管理的

部分邀請夏學理與蔡瑞麟老師) 

3. 報告 4.17 會議進度： 

 調整各議題／子議題順序－第一場有四位，是不是要把新進者加入到第

二天。 

前兩場已經主持人確定，第一場曾永義老師主持人為主任。ANN 的單元

先找黃馨雅院長,如果院長不願意再由陳尚盈老師擔任。專題演講不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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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鼓，改邀請王海玲老師，與曾老師地位與身分較對等。以藝術家的身分

談為何來高雄如何做在地化蔡敦浩老師由謝榮峰老師擔任主持人。王以亮

老師也可以擔任主持人，另外王以亮老師發表的可邀請蔡瑞麟老師做主持

人。(詳細請參照議程表) 

 報名費收取一百元含研討會手冊加光碟及環保袋 

 袋子與筆記本等費用 

 報名可以透過 FB 及網頁做報名(最慢也都是九月一號) 

關於視覺 

4. 海報設計 A(左邊，較單純) B(右邊，太多雜亂)所以投票全數通過 A 

5. 海報部分修改只能提供三次服務。 

 

關於論文接待 

6. 論文格式是否全部附上。 

(榮峰老師強調：APA 第六版強調文件需要排版的確定格式，確定交件時

排版已經完整。一定要確定要不要接受頁下注) 

7. 由上次文案做需求表與邀起稿修改。議程上在確認中。 

8. 論文作者資料表以填過，只需要有更改的部分做修正。 

9. 邀請函與需求表會同時寄出。 

10. 陸籍學者須具備文件。 

 

關於總務 

迎賓： 

碧港良居，昨日確定自行投稿的國內學者 28.29.30 確定都會住在那裏，以優

惠價格為國內學者訂房。 

食物找外匯公司提供，會再回復。漢神透過進君姊，已經完成確認。 

經費： 

目前經費有文學院 10 萬以及國外學者會由文院支付。台肥尚未確認 

系辦已經給五千塊零用金各組如有需要再向總務組(偉陞負責)請領。 

要請翻譯老師，當天翻譯與內文翻譯兩部分報價。 

 

募款方案確認 

11. 回饋方案已經確定。 

12. 各組都已經電話確認約定時間。 

 

雜 

要提供交通方式(如校園公車)。與停車空間，報名人數如果過多要去找學校公

車增加報名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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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三)下次再會 

海報，主持人，募款，邀請函確認(主持人如為台北下來要確定住宿) 

 

九月開學前 

七月收集回函 

八月做節目冊 

回覆表。 

 

 

籌備會會議記錄 08 

時間：2015/05/20 記錄：林奐瑜 

出席人：陳尚盈老師、陳馨念、李添源、林偉陞、陳怡靜、蔡一伊、廖健

博、林欣儀、林奐瑜、陳思穎、曾楚芳、鄭靜君、陳靈 

報告進度： 

總務組 

 碧港良居飯店已確定，接下來需要確定人數， 

尚盈老師:除了接駁車我們可以請學校公車，向他們提出申請 

 Art House 食物酒水選擇太少，另找外匯 

10/30 宴會價錢紅豆食府 11800,城市商旅 599+10%,華漾一桌 6800+10%,國賓

大飯店 

尚盈老師:那我們就選華漾,再詢問主任 

 翻譯老師 18000,8-9 個小時,詳細的會再和老師確認 

尚盈老師:詢問是否能夠加上論文翻譯 

 確認一下有多少人會留在高雄,6 月會在統計,7 月接下來會請大家填表 

 一伊準備的交通資訊給老師修改 

 

論文接待組 

 海玲老師已經聯絡 ok,相關資料會在收 email,海玲老師對於演出還沒有回

覆, 

陳:表演方式搭配演講的表演方式是什麼?內容和題目是什麼?價錢可能是多少?

我們的預算是多少?所以論文組要完成的進度為表格/議程的訂版,開始翻譯英

文譯程。 

 中文版已完整,英文版部分完成,中英文題目中英文關鍵字有了 

陳:那我們現在需要中英文各一版,中英文題目中英文關鍵字需要放上表格 3 位

老師的簡歷已經傳給馨念,論文集排版簡歷的部分目前沒有英文,主持人放上英

文名和學校,英文的部分題目姓名摘要關鍵字,一位作者有兩頁,格式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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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海外學者有關的聯繫?等候需求表確定版 

 

公關組 

 請他們教導我們公關的方式,立委提出的建議是多方建立關係 

 和立委募到 3000 元,提出企畫書和金錢贊助 

 這禮拜六下午 3 點接見趙天麟 

 陳靈需要打電話問候,組員為馨念和一伊 

 玉皇宮和三鳳宮和思穎兩條線 

 下一波贊助組別 

雷科：3.1 陳 靈、陳馨念、蔡一伊 

三鳳宮：2.1 林奐瑜、陳思穎、蔡一伊 

玉皇宮：1.3 陳怡靜、林欣儀 

旗津道：1.1 陳怡靜、陳思穎 

 海報寄發的單位和鋪點名單 

 EDM 傳遞的名單 

 大型輸出擺放會場 

 旗幟掛放位置 

 FB 隨時更新和回文時間確定 

設計 

 決定設計做完給錢,或者輸出之後再給,而輸出的材質還沒確定,輸出的金

額會直接給廠商 

 細部的合約後段,她需要監工處理的話,需要多一筆費用註明,會再有新一

分的估價單 

 如果不簽合約簽估價單的方式,錢需要留到最後才給,以學校的方式就是簽

估價單錢留到最後給=>最後決定以簽合約的方式,合約需要再擬清楚,輸出

費會再另外給 

 贊助廠商需放上,工作名單主任沒有特別說要放,且為了減少資訊也不須放

上 

下一開會時間 5/27 

論文組寄出中英文版邀請函、需求表、論文格式、主持人邀請函／繼續聯絡

王海玲老師之行政助理要摘要和 CV 

公關組報告募款進度/擬定未來拜訪廠商/EDM 及海報寄送名單／擬定旗幟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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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位置 

總務組編列生活費，調整預算表 

設計和設計師確定合約 

一伊確定交通資訊 

外交部補助申請 

 

 

籌備會會議記錄 09 

時間：2015/06/02 記錄：陳馨念 

出席人：陳尚盈老師、陳馨念、李添源、林偉陞、陳怡靜、廖健博 

報告進度： 

論文接待組 

 把所有信函及表單整理給主任查閱 

 繼續詢問海玲老師有關於研討會發表題目 

 繼續修改中英版議程表（馨念負責） 

 

總務組 

 比照科技部編列兩日生活費給曾永義院士及 Professor Ann Galligan，與菁

姐確認生活費報帳事宜 

 與文學院確認是否還會額外另撥經費支付外國學者之費用 

 需編列設計邀請函的費用，否則需自製邀請函 

 支付主講人、主持人以及主任邀請前來發表的講者之交通與住宿費 

 與主任確認出席費／稿費給付： 

 －投稿人 

 －邀稿人 

 －主持人暨講評人 

 －主講人 

 （請總務組預先整理表單，會由總召向主任確認） 

 

宣傳與公關組 

 旗織確定掛在海岸線，比照小西灣藝術節 

 需擺設大型看板於藝術大樓一樓，比照不要緊的女人 

 需擺設議程海報於 B1 演藝廳入口兩側，用成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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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款進度： 

 －已把企畫書給趙天麟立委，會再開會討論。 

 －這一週需完成進度為把兩座廟、雷科及旗津道跑完 

 －靜君組長需再另外想兩家單位讓組員帶領全班同學募款 

 需擬定所有文宣品印刷數量及材質 

 海報寄送地址及 EDM 寄送 EMAIL 已正在整理，往後需交給尚盈老師過

目 

 

總召 

 海報：不需簽合約，按照一般程序跑估價單，設計師需監工。印刷數量

及材質等公關宣傳組擬定後再跟設計師談。6 月底時後可先跟各公家單

位詢問補助事宜，是否已公布。海報需加主持人暨講評人，主講人／主

持人暨講評人／論文發表人大小還需再調配 (主講人大字） 

 

暑假需完成之進度 

論文接待組：催稿，收集全文，需求表，08/15 前需編排大會手冊畢，把論文

全文燒進光碟，若無法前來發表之學者需要求錄影，陸籍學者來台安排事項 

 

總務組：等需求表確定，需開始訂房訂位訂運輸工具 ETC 

 

公關宣傳組：貼海報、寄海報、寄 EDM、發新聞稿（三波）、廣播宣傳、文

化月刊、把劇藝系學生上課時間拉到研討會來、公務人員時數 

 

總召：監督各組工作狀況、與設計師溝通、網站及線上報名系統之開放 

下一次開會時間：104 年 6 月 17 日 

 

籌備會會議記錄 10 

時間：2015/06/17 記錄：陳怡靜 

出席人：陳尚盈、謝榮峰、鄭靜君、陳靈、林奐瑜、陳怡靜、廖健博、李添

源、陳馨念、曾楚芳、蔡一伊 

總務組 

 預算表最新版依照尚盈老師建議作更正 

 

論文接待組： 

 海玲老師的稱謂要更改，不能跟學校有關係，否則會不能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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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賡老師論文，安排在第⼀天的第三場的第四個發表 

 從今天開始不再接受投稿 

 禮拜五寄出所有邀請函 

 

公關宣傳組： 

 趙天麟立委贊助哈瑪星的大看版給研討會當廣告宣傳 

 三鳳宮跟玉皇宮的計劃書跟公文已經寄過去了 

 輸出品的數量已經確認好（cd、手冊、環保袋的數量改成 300 份、識別

證需附套子、沒有論文集、關東旗取消，改成宮燈旗）開學後第一次開

會希望文宣品可以印製完成 

 確認研討會會場的宣傳品佈置方式，請總召跟公關組於暑假前一起去會

場確認 

 旗津道和雷科道都已經聯絡上了，另外也有找好兩個新的單位 

1. 富邦文教基金會 

2. 陳中和翁基金會 

 

籌備會會議記錄 11 

時間：2015/09/15 記錄：陳柯杰 

出席人：陳尚盈、謝榮峰、鄭靜君、林奐瑜、陳怡靜、廖健博、李添源、陳

馨念、曾楚芳、蔡一伊、陳思穎、林欣儀、黃凱、林培茵、黃智慧、向可

萱、呂佳紋、宓儀、吳靜芸、張家琪、陳柯杰、葉宇傑、林宜靜 

一、主席 

 歡迎碩一新生 

 碩一分組 

公關宣傳組：黃凱、林培茵、黃智慧、向可萱 

論文接待組：呂佳紋、宓儀、吳靜芸 

總務組：張家琪、陳柯杰、葉宇傑、林宜靜 

 

二、論文接待組報告 

 議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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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曾麗芬退出 

展演設計 A-4 位，展演設計 B-3 位 

 論文部分，未繳全文者多為系上老師。 

需求表部分，夏學理老師及蔡瑞霖老師未交。 

 陸籍部分系所內處理工作已完成，其餘待對方政府許可證。 

備案：如陸籍老師來不了，請對方錄 VCR。 

 海報及議程校稿的部分總召會協助處理。 

 王海玲老師英文摘要、ANN GALLIGAN 中文摘要待補（請翻譯老師協

助）。 

 接下來會進行會議手冊的編排，要設定死線（目錄、會議宗旨、議程、

論文摘要） 

 論文接待組要接待學者，須分配照護學者。 

 王海玲老師示範講座改專題演講 

 

三、公關文宣組 

 驗收研討會網頁 

建議修改：報名費不含便當，當天會有代訂便當的服務。 

 文宣設計的狀況及估價報告。 

(尚盈老師建議：環保袋、公燈旗等相關周邊產品現在必須要趕緊進度；EDM

的部分名單整理，文化局需要發公文，還需要申請公務人員的研習時數，方

便大家參加。） 

 募款狀況 

廟宇正在進行審核，待審核結果後確認。 

風雅頌基金會待拜訪。 

 

四、總務組報告 

 報告目前所獲補助金額 

 晚宴出席狀況請依照系上老師們的狀況一一詢問。 

 

五、本周工作 

論文接待組：所有稿件催繳、編排研討會手冊、全文校稿收錄進光碟、照護

學者分配 list 

公關文宣組：網站（含報名）上線、EDM 寄出、文化局公文、公務人員時數

之申請、廟宇募款進度、風雅頌拜訪之安排、印刷品定稿陸續送出 

總務組：補完需求表空缺（務必檢查所有學者是否有攜眷）、訂房訂餐、一一

詢問系上老師之出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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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時動議 

 請 104 新生互相加至 104 劇藝系社團及 TAMIC 2015 研討會社團。 

 下次開會時間：9/22 日（二）12:10 

 

 

籌備會會議記錄 12 

時間：2015/09/22 記錄：葉宇傑 

出席人：陳尚盈、林奐瑜、李添源、陳馨念、曾楚芳、蔡一伊、林欣儀、林

偉陞、黃凱、林培茵、黃智慧、向可萱、呂佳紋、吳靜芸、張家琪、陳柯

杰、葉宇傑、林宜靜 

一、主席 

－進行公關行銷組人員分配 

 ＥＤＭ－林培茵，須包含： 

1. 國中國小教職員名單 

2. 國中藝術教育學程名單 

3. 各大專院校名單 

 海報寄送（正確回報數字）－黃凱、向可萱 

 海報張貼（正確回報數字）－黃智慧 

 名單彙整－林奐瑜 

 各區文化局公文，公文製作系統－林奐瑜 

 

二、老師提醒 

 新聞稿建議分三波，內容建議： 

第一波－9/28 當週內容：熱烈報名中 

第二波－10/28 內容：提醒報名 

第三波－結束晚上 內容：多麼成功盛況空前、結論 

 公關室接洽劉科汶小姐分機 2732－林奐瑜、陳馨念 

 貴賓名單整理：校長、副校長、校一級主管、文院一．二級主管、贊助

者、指導者－林奐瑜 

 與會名牌：貴賓、主講人、主持人、發表人、與會者－陳馨念 

 安排人手提醒與會者出席，手機傳簡訊&EMAIL－陳馨念 

 

三、公關宣傳組 

－報告贊助事宜 

 宮廟－二間整修無法贊助、一間被動等待 

 立委－給ＡＩ檔 

 拜訪風雅頌－與主任敲定時間，老師去一個，學生代表一個（總召已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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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確認，暫定 10 月 22 日或 10 月 23 日，風雅頌希望等時間較近再敲

時間） 

 

四、論文接待組 

－會議手冊已編排完畢 

 確認誰沒交，催繳催繳催繳、封底須再修改 

 論文組學妹校稿（用紅筆標示） 

 翻譯稿件請洽翻譯老師，總務組估價－李添源、林偉陞 

 確定的全文與摘要可開始寄給主持人－李添源 

 鄒元江老師來台確認－李添源 

 

五、總務組 

 申請校車（公務車）（研討會兩天） 

 住宿再確定 

 0920715815 夏學理老師 

 壁港良居可提供接送一次 

 吃飯派校車？ 

 把所有還未確認的學者用電話連絡確認 

 翻譯老師稿件估價 

 

六、其他事項 

 海報 9/23 到貨、開始進行宮燈旗與環保袋製作。 

 第四場主持人暨講評人改為吳懷宣／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暨 創意藝

術產業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下週開會時間：9 月 29 日（二）1210 

 

籌備會會議記錄 13 

時間：2015/04/17 記錄：張家琪 

出席人：陳尚盈、謝榮峰、林奐瑜、陳馨念、李添源、蔡一伊、林偉陞、黃

凱、林培茵、黃智慧、向可萱、呂佳紋、吳靜芸、張家琪、陳柯杰、葉宇

傑、林宜靜 

一、 老師提醒 

 新聞稿希望可以研討會前一天開始發－奐瑜 

 文化局公文要詢問菁姊看什麼時候寄出－奐瑜 

 EDM 寄送名單有藝術團體嗎？高雄、屏東、台南的藝術團體要寄送

EDM，另外由校方寄發給全校的電子信(問宜春姊)－培茵 

 查中山人文學報確定格式是用 APA 還是 MLA，參考書目的部分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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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源 

 請論文組發信給主講人和發表人，如果有做好的 PPT 就先寄給論文組－

添源 

 如果參加晚宴的部分租車不划算，就叫計程車(55688、高雄車隊)－偉陞 

 圓桌會議由主任擔任主持人，議程補上－添源 

 Ann 那場論文發表的主持人無法參與該時段，要再請一位老師主持(院長

與尚盈老師無法)（總召有跟心雅老師助理確認過，當天心雅老師已經空

下時間表示會出席） 

 是否有要發送紀念品？(如系上 T-shirt、不要緊的女人、或余光中的筆)只

需發給講者和主持人，並確認一下我們有多少預算在贈品上－偉陞 

 

二、 公關宣傳組 

 進度回報： 

1. 教師、公務人員時數申請好了 

2. 海報已寄出，這禮拜會開始張貼海報－智慧 

3. 新聞稿的部分學校公關新聞組說研討會當天才會發－奐瑜打電話給

柯文協調前一天發 

4. EDM 已寄出 2500 封(包含高雄市教師職)－培茵繼續發到藝文團體 

 

三、 論文接待組 

 人數不足，需要碩一協調一個人來幫忙→黃凱 

 手冊已交給主任且校稿完畢 

 會議手冊校對後交給健博 

 

四、 總務組 

 已經找好翻譯老師，共 1049 字、2622 元 

 晚宴當天參與的除了學生，另外有 15 位老師(包含校外和校內)，是否要

租小車？ 

 經費印刷、學校招生資料、詳細的部分再跟廠商和系辦談 

 

※會後追加問題 

 關於研討會的貴賓名單，包括學校的貴賓、校外學術界同領域的貴賓、

給予補助的單位有沒有人要出席，所以要有邀請函/卡片。還有致詞，我

們的開場有幾分鐘？誰要致詞？校、院、主？補助、贊助單位要嗎？司

儀是誰？司儀稿？－馨念、奐瑜 

 請總務組組長到音樂系系辦找伯軒討論會場器材借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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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會議記錄 14 

時間：2015/10/6 記錄：吳靜芸 

出席人：陳尚盈、謝榮峰、林奐瑜、陳馨念、李添源、蔡一伊、林偉陞、黃

凱、林培茵、黃智慧、曾楚芳、呂佳紋、吳靜芸、張家琪、陳柯杰、葉宇

傑、林宜靜、林欣儀 

一、 總召報告 

 研討會工作負責表當天人力組別說明 

 －當天工作負責、細流表念 

 －接待細流李添源 

  －晚宴排桌林偉陞 

 開幕總時間 20 分鐘：致詞長官邀請：校長、院長（由主任邀請）、主

任、補贊助單位（由培茵邀請）、啟首語吟唱遊人音樂表演 8 分鐘、大合

照 

 司儀：思穎、宇傑（備案） 

 CD 若晚送出製作，需自行組裝 CD 

 論文接待組安排 10/27、10/28 元江老師行程，Ann 10/28 晚上到 

 

二、 老師提醒 

 訂便當（準備名單、當天憑餐券領便當、換零錢）－總務組 

 確認接待人手，學者對口接待人員（接待細流）-論文接待組 

 安排教室給貴賓吃飯，可選擇 316 教室，空間是否夠用？學員、與會者

的用餐地點？－總務組 

 國外學者機票、登機証影印…等，跟菁姐確認核銷項目，須備妥哪些文

件－總務組 

 從舞台上，上往下拍大合照－總務組 

 公共意外險保額高一點－總務組 

 是否可以現場報名？沒繳費也可以進場，不提供手冊－總召，已處理 

 上廣播節目刺激報名（資訊給淑敏）－公關行銷組，奐瑜 

 隧道口等地方是否需要人員動線安排，須張貼路牌，與會者等人的交通

資訊在 mail 信件內通知－總務組、公關行銷組 

 特別注意飲食分面（Ann 不吃堅果類，提醒餐廳不要列入餐點中），包含

便當也要注意－總務組 

 是否需要挪用大學部人手（老師建議：不要！程序麻煩，需不需要給工

讀費等…） 

 

三、 公關宣傳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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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回報：eDM 已寄發 2425 份、劇藝系電子報已刊登，高雄市學校交

流平台待確認發佈、藝文團體資訊較難所得 

 進度回報：海報已張貼 25 張，3 張淑敏到校外張貼，郵寄已寄出 180 張

（上上週）已寄出，100 張預留現場使用 

 寄送 edm 給歷年校友 email、歷屆研討會－培茵 

 調查劇藝系、音樂系、中文系、外文系、哲學所星期四五有課的老師是

否有願意帶學生來聽，也對修習藝管學生及管院學生做宣傳－奐瑜 

 實體海報寄送至藝文團體－智慧 

 新聞稿確定研討會當天可以發稿，確認是否可以提早發佈消息，提高曝

光增加報名率－奐瑜 

 寄送貴賓邀請函（列印寄出打電話收回函）培茵、可萱 

 －校內全體一級主管、文院及社院之二級主管 

 －補助贊助單位 

（邀請函尚盈老師已看過，本週會給主任檢查，下週開會前印出樣本） 

 問卷設計－廖健博 

 印刷品兩波奐瑜、念、偉陞 

 －本週目標：背板、投影幕布條、投影幕背板、CD 封面文案繳交，下

週打樣－奐瑜 

 －16 日送出會議手冊文案、19 日打樣。19 日當週送出 CD 內容及名牌

名單 

 －27 日所有文宣品會送到，花生負責接洽。 

 －需要自己處理的文宣品含：邀請函、各種告示牌、桌牌、議程、路

牌、問卷 

 

四、 論文接待組 

 19 號需送出手冊，催告老師交文章（若來不及，全文不收錄光碟中） 

 開始催繳 PPT 

 

 

五、 總務組 

 進度回報：科技部五萬印刷費，只能用在印刷上；教育部的部分需要用

到七萬，才會補足五萬，因此印刷總費用需要十二萬 

 老師提醒麥克風 x6、筆電 x2、簡報遙控器 x2、雷射筆 x2、投影機 x1

（其餘器材本週須在跟系辦和音樂系確認） 

 準備識別證名單及鏈子，由印刷廠直接輸出 

 翻譯老師只需要拿到全文，不需要整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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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會議記錄 15 

時間：2015/10/13 記錄：林培茵 

出席人：陳尚盈、陳馨念、李添源、蔡一伊、林偉陞、廖健博、林奐瑜、林

欣儀、曾楚芳、黃凱、林培茵、黃智慧、呂佳紋、吳靜芸、張家琪、陳柯

杰、葉宇傑、林宜靜、向可萱 

總召－馨念 

 邀請函已給主任確認，尚未回覆，繼續跟進 

 今天背版打樣送出，會議手冊預計 16 日寄出，最後期限為 19 日 

 前二天會寄給與會者通知信（時間、交通方式等） 

【老師建議：發表人、主持人也需要通知，以電郵、簡易版簡訊通

知】 

 

總召－健博 

 問卷設計：與會者問卷已完成 

【老師建議：以ㄧ份問卷為主，其中有ㄧ些題目設計可以讓講師、

貴賓填寫即可】 

陳尚盈老師 

 記得訂便當、保險 

 提醒貴賓行程 (Morning Call) 

 研討會議程不要更改 

 目前報名人數不多，請積極宣傳 

 司儀為宇傑，要製作中、英文司儀稿 

公關宣傳組 

 EDM 名單向菁姊、宜春姊詢問歷屆校友資料，持續詢問，有資料

就寄活動訊息（培茵） 

 調查課程老師（中文系、音樂系、文院相關科系）是否可帶學生參

與活動，盡早與老師安排並確定人數與時段（奐瑜） 

 海報已寄出 24 份，含台南、高雄地區藝文單位，再加寄屏東地區

藝文單位（智慧） 

 電台：已詢問高雄教育廣播電台、某家高雄電台（奐瑜） 

【建議：詢問高雄 KISS、高雄港都電台與高雄關於教育廣播的電

台】 

 確認中央公園是否有贊助者承諾的宣傳品，拍照（奐瑜） 

 新聞稿已發給校外媒體，實際發佈與否待確認（奐瑜） 

【發新聞稿給校內單位，並確認公關是哪一天發佈？所有新聞稿發

佈時間要紀錄，校內盡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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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發公文給台中胡蘆墩文化中心（奐瑜） 

論文接待組 

 王安祈老師確定不會繳交論文 

 催繳 PPT 

 寄送「紙本」議程及活動相關訊息給曾永義老師 

 論文手冊全文全部校稿完成後要提前讓老師過目，於 10/16 送件 

 與學者已大致安排好接送行程，其他待確認中 

 規劃講師、貴賓其他參觀行程（鄒元江行程）【注意講師飲食習慣】 

總務組 

 10/29 午餐地點：發表者、貴賓於 3016，參與學員於 3007 

【老師建議：3016 可能太小，是否更改為 3011 教室，盡快統計中

午用餐人數（偉陞）】 

 飯店住宿只能接送ㄧ次，需先簽切結書 

 隔天至火車站的交通需付費，建議搭乘計程車 

【提醒：掌握講師當天是否發表完立即離開或留下】 

 核銷部份要與菁姊確認學者須準備之簽證、機票等事宜 

 三家茶敘廠商，推薦方師傅，要再評估餐點、服務與人數，盡快決

定。活動五天前必須打電話確認兩天研討會的人數與份量 

 路線引導：於捷運站、隧道口張貼指示引導，詢問捷運局當天活動

是否可貼海報 

 器材部份因系辦設備無法提供，部份設備需租借或支援，額外支出

會訊問菁姊與確認廠商價格；可向文院其他科系、音樂系、中文

系、活動組等租借，以主機式麥克風為主，現場至少需 4 支麥克

風。 

 建議下午 5 點上船，最晚 5:30，配合晚宴 

 場佈當天注意桌椅、花盆擺放、貴賓座位安排等 

 務必要記得預借現金 

 

總召交代事件： 

 擬定研討會工作負責表人力組別 

 －場佈偉陞 

 －彩排馨念 

 －當天工作負責、細流表馨念 

 －接待細流李添源 

 －晚宴排桌林偉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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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會議記錄 16 

時間：2015/10/20 記錄：黃凱 

出席人：陳尚盈、謝榮峰、陳馨念、蔡一伊、林偉陞、林奐瑜、廖健博、曾

楚芳、黃凱、林培茵、黃智慧、呂佳紋、吳靜芸、張家琪、陳柯杰、葉宇

傑、林宜靜、向可萱 

總召－馨念 

 邀請函已重新擬過，已給主任確定，這週寄出。 

 議程、專題演講主持人確認。 

 背板（放置藝術大樓大廳）、橫布條、ＣＤ、直式布條確認，議程方

面自行大圖輸出。 

 統計 10/31 晚間觀賞「女人皆如此」之系上老師人數。 

 

陳尚盈老師提醒 

 記得訂便當、保險。 

 已確定開幕式可帶班及參與，但仍需要增加人數，詢問有發表的老

師們是否可以帶學生參與或是邀請他校學生，若人數仍不佳研議請

主任或文學院協助。 

 宣傳步調較緩慢，需要加快。 

 貴賓吃飯地點為一樓，需佈置與打掃，參與人員在 3007、3011。 

 週三（10/28）完成所有場佈。 

 

公關宣傳組 

 持續調查通識課程、士平老師、偉芳老師、宜誠老師、怡賡老師、

景賓老師，並發放簡易版報名表協助老師幫學生報名，但音樂系已

婉拒。 

（奐瑜） 

 海報已寄出 60 份，包含了高雄、屏東、台南的藝文團隊。 

 中央公園看板已刊登廣告需補拍照留檔（奐瑜） 

 台灣新生報已在 10/7 刊登廣告。（奐瑜） 

 電台部分因電台休假，仍持續聯繫快樂電台、港都電台。（奐瑜） 

(總召於 10/26 PM15:30-17:00 上中廣電台) 

 校友轉寄 EDM 部分已請菁姊透過校內信箱寄出。（培茵） 

 製作公務人員研習時數證書（宜靜） 

 寄出邀請函（培茵、可萱） 

 發簡易版報名表給發表老師與系上老師（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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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接待組 

 會議手冊已定稿，主任已確認過。 

 這週已陸續收到 PPT，持續催繳。 

 學者接待部分已分好組，Ann、鄒元江需要接機，其餘貴賓皆搭乘

高鐵，已分成三組互相支援。 

 鄒元江許可證已完成，行程也已初步規劃完成，需要回頭看之前送

審的企劃書裡確定行程是否可行。 

總務組 

 學者生活費確定無法另外給，因為以支付薪資、住宿費與交通費，

但可利用雜支幫忙分攤掉其餘生活支出。 

 Ann 機票已拿到，持續等待鄒元江的機票。 

 晚宴部分需當天結算，但學校經費無法配合時間，目前請靜君協

助。 

（已確定更改在翰品舉辦。） 

 捷運內已確定無法張貼宣傳品與資訊，但捷運站人員可協助引導與

會者來到中山大學文學院。 

 器材部分已確定只有三支麥克風可使用，需和廠商借（800 元/天，

運費 150 元只租借一天且需自行安裝）或購買一支新的，仍需評

估。 

（已確定購買麥克風。） 

 保險方面接洽康小姐價格為 10000 元，兩天之活動全險。 

 茶會餐點確定方師傅承包，預算為 36000 元共四場，預估人數

70~80 人，通過Ｂ方案作為餐點供應方式。 

 確認杯水提供來源，熱水部分直接租借直立式桶裝水。 

 船的部分確定當天有 13 位貴賓會上船。 

 

總召交代事件： 

 預演時間為週三下午，行程排定。 

 接待細項這週完成 

司儀稿完成後交給總召確認內容（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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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會會議記錄 17 

時間：2015/10/27 記錄：向可萱 

出席人：陳尚盈、陳馨念、李添源、蔡一伊、林偉陞、廖健博、林奐瑜、林

欣儀、曾楚芳、黃凱、林培茵、黃智慧、呂佳紋、吳靜芸、張家琪、陳柯

杰、葉宇傑、林宜靜、向可萱 

總召－馨念 

 手冊當天裝袋有安排手工時間 

 實習證書當天有人主動要再給 

 簡易報名表跟會議手冊皆已寄出 

 司儀稿剩英文部分還未改好 

 10/28 中午 12:00 集合吃飯 13:00 幫忙手工的部分 

 在一樓報名處放置簽到表、名牌、資料袋、跟招生宣傳有關的東西、海

報 

系學會有關的東西 

議程印 A1 放樓下的兩邊入口左右( 中英中英) 

 給尚盈老師一個名單，誰要游湖，上面須附學者及老師的聯絡電話。 

船上成員的名單馨念手上也要有一份 

學生上船名單:馨念、家琪、宇傑、偉陞、健博會上船 

 請系辦 10/29 提早開門 

 前一天跟學者約好 10/29 morning call 的時間 

 麻煩司儀當天在確定有幾位要開幕致詞 

 10/28 需跟主任拿曾永義老師的 PPT，沒有 PPT 的話就放黃凱製作的簡易

PPT 

 主任在 10/29 下午 12:20-13:20 找曾永義跟王安祈和中文系老師去海景餐

廳吃飯，需跟主任確定名單及交通問題 

 麻煩系辦 10/29 當天晚點下班，需把器材都收回系辦 

 

 工作人員的服裝要求:襯衫男生需要打領帶(黑白、白白穿搭都行) 

需正式的襯衫和裙子(禁止卡通圖案) 

 下個星期開檢討會，需要有格式初稿出來 

陳尚盈老師 

 研討會 O&A 準備問題，沒觀眾問問題，台下同學要自行發問 

 環保袋裝:手冊、 CD 、問卷、提問單(問卷跟提問單分開)一隻筆、兩張

紙 

 文院沒看到海報，需補貼 

 開幕式 9:00-10:00 沒人參加需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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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下午有接受高雄中港電台訪問，(需找出電台詳細資訊及受訪內容) 

 布置貼休息區告示，不供應茶水，要準備垃圾桶，或垃圾袋兩個分回收

和不回收黑板要擦乾淨，要確定椅子是否足夠 

 把中山 wifi 帳密寫在黑板上給貴賓使用 

 在放學者的 PPT 之前，要做一個流程表當背景，投影機和電腦的螢幕是

分開的，需要兩台筆電，隨時可切換 

 

公關宣傳組 

 邀請函寄了(校長、院長、主任當天會致詞)  打電話問了 30 個主任 4 位在

等回復 4 位在等電址郵件。兩位立委要等到當天才能確定會不會出席，

碧港良居跟風雅頌還沒回覆。 

 PPT 還沒齊全只收到兩三個。 

  

星期四帶班參加老師 

怡耕老師 13:30 20 人 

宜誠老師 10:30 

         13:30 

25 人 

25 人 

士平老師  10:40 

         13:30 

50 人 

55 人 

景濱老師  10:00 

         16:00 

29 人 

35 人 

尚盈老師 9:00 50 人 

 

請宜村姐發給四個導師，呼籲學生來研討會，可以加分 

 注意 B1 講桌那裏要有雷射筆投影機操控還和雷射筆是一體的 

 桌上要放著筆、紙、喉糖 

 培茵彩排時須確定錄音筆、錄影機的容量是空的 

 公關宣傳組使用完錄音筆及錄影機需交給培茵存檔 

 

論文接待組 

 鄒元江有想去駁二，學生可能也會來拜訪(需再確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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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 下午 15:00 分兩組出發分別去火車站和高鐵接學者。 

 因高鐵時間較晚，上船時間可能會延遲。 

總務組 

 需要買及喉糖。 

 學者生活費機票已確認。 

 晚宴訂金已付。 

 需提醒外賓接待組晚宴改地點。 

 杯水還未準備，需提早準備。 

 桌巾、衛生紙、水、垃圾桶需要去購買，圓桌論壇要確保桌巾購買顏色

需統一。 

 遊港完在哨船頭解散，幫 5 位學者確認五個老師的車位。 

當面跟老師確定是否可以載學者，告知停車的地點。 

 廠商 10/29 早上 9:50 就會來佈置茶敘。 

 請學者簽收領據自己開車的會給現金搭高鐵的會準備回流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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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經費預算 

基於繳交不同單位最初申請版本有所不同，附於額外附件中，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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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一)活動計劃書 

基於繳交不同單位最初申請版本有所不同，附於額外附件中，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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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活動照片 

 
開幕演出《啟首語》 

 
中山大學楊弘敦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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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王璦玲主任致詞 

 

 
貴賓與與會者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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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曾永義院士專題演講 

 

 
武漢大學鄒元江教授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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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華盛頓特區藝文中心資深研究員 Ann M.Galligan 

 

夏學理教授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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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與實務（一）發表者與講評者合照 

 

展演與設計（一）講評者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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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藝獎得主王海玲專題演講 

 

展演與設計（二）講評者與發表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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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與實務（二）發表者與講評者 

 

鄒元江教授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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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論壇 

 

與會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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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同學與 Ann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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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邀請函樣本 

 
藝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 

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函 
 
楊校長 弘敦先生鈞鑑: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與國立中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謹訂於 2015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四)及 10 月 30 日(星期五)於國立中山大學藝術大樓 B1 演藝廳，共同舉辦「藝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

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位於西子灣的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不僅具有豐富的在地資源與社會聯結，同時也不忘放眼全

球，積極進行國際交流，自期成為為南台灣劇場藝術及文化管理學術之中心。此次召開之研討會，將以藝術與人

文之「面向社會」與「走入社會」為前提，分從「展演與設計」、「操作與實踐」、「現象與反思」等三個面

向，針對「藝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的相關議題進行學術交流與對話，以作為具體之省思。 

 素仰您學養閎深，在相關領域素有造詣，誠摯地邀請您共襄盛舉，如蒙與會，將是我們最大的榮幸！我

們更期待此次研討會能因您的參與，讓此次活動不僅在研究層面，有更深闊的探索與拓展；還能於實務領域上發

揮具體的影響力，激盪出更多不同的火花，凝聚更多的共識。茲附上本次研討會議程簡表，誠摯地期盼您的蒞臨

與指導。 

 

敬 請 

 勳 安  

2015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 

文學院副院長 

劇場藝術學系主任 

 

 

敬邀 

 

出席確認回函 

 

貴賓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 

□ 10 月 29 日(四) 上午 □ 10 月 29 日(四) 下午 

□ 10 月 30 日(五) 上午 □ 10月 30 日(五) 下午 

聯絡人:陳馨念小姐 0978-768-978／廖健博先生 0977-073-603 

出席回函煩請於 10 月 23 日(五)前回覆,感謝合作並期待您的蒞臨指導。 

https://tamic2015.squaresp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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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求調查表 

需求調查表 
 感謝您撥冗參與本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煩請您填寫下表，以利大會的接待作業。在此，

誠摯的歡迎您的蒞臨並期待聆聽您的專業見解。 

1. 您論文發表所需的設備 

電腦與投影機   自備手提電腦（PC MAC）其他 

須播放光碟     需使用網際網路備註： 

如有自備手提電腦，請註明需要哪些附屬配備，如：轉接等。若需要播放光碟和網際網路，

本大會將為您安排時間至本會場測試。 

2. 與會期間您的餐點葷食素食其他限制  

3. 交通資訊 

請告知您預計抵達高雄時間，另請備妥票根及計程車車資收據（若車資超過 250 元，請分兩

張），或油費發票以利大會核銷。 

 抵達時間約:日點分； 

欲搭乘交通工具：□高鐵□火車□計程車  □其他 

□自行開車，車牌號碼  

4. 大會期間，將安排 10/28(三)、10/29（四）之住宿(碧港良居) 

 對象：□本人         □攜伴，人數： 

   （如欲增加天數大會亦可協助安排，需自行付費） 

5. 您是否願意參加大會所安排的餐敘活動 

 10/28-漫遊高雄港及迎新晚宴  □是     □否 

 10/29-漢神酒店晚宴      □是     □否 

 10/30-大立精品華漾宴會廳      □是     □否 

6. 您的個人資料(供保險用) 

姓名： 

身份證字號／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西元年月日 

戶籍地址： 

受益人： 

 

7. 您的手機號碼(作為緊急聯絡之用)。 

手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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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與成員報名列表 

本研討會實際簽到者共 149人，與會人員姓名如下表，基於個資法故無法公開其他資料： 

蕭湘芸 蘇聖翔 吳函章 李仁皓 余盈萱 吳婕汝 

張善淳 蔡璨鴻 王佩瑄 黃政翔 顏子翔 吳威霆 

歐宸瑋 楊季瑄 曹斯雅 張品欣 黃耀宣 邱惠萍 

何宗泰 黃子祐 白任翔 鄭承恩 林航羽 陳偉勤 

陳民軒 劉子瑄 林彥昇 黃柏穎 吳欣蓓 林子敬 

蔡芷霖 申侑卉 蘇婉瑄 柯雅云 李佳衡 吳宗達 

王禹翔 劉宇庭 徐伊旻 蔡怡安 蔡宜真 陳冠瑋 

林楷諭 陳庭安 高敬恩 闕郁莘 鄭祖昀 蘇士涵 

謝珮蓁 葉安安 陳愷妍 朱曉盈 張育瑞 張芯睿 

李偉臣 簡慧嵐 涂瑞德 黃詩貽 楊循雯 邱耀民 

顧以綸 郭秋辰 陳朝胤 陳威儒 蘇勝吉 吳婕汝 

陳力維 趙薏如 林微其 陳劭鈞 李宇哲 謝世鴻 

鄭育亨 陳怡文 林品妤 林劭翰 李昀諺 白哲嘉 

李蕙君 汪永儒 江洋 黃鴻璋 吳婉寧 林丕瀚 

陳靖巽 謝文瑜 唐千睿 簡慧嵐 李沅熹 張家寧 

袁邦廷 高浼慈 李書語 吳炳翰 黃書浩 陳亭樺 

董玉筑 陳琬霓 古億亭 許淑婷 蘇慧敏 陳柔合 

吳哲全 古芷菁 林智隆 黃禮鎧 劉宜蓁 廖品誼 

吳秀湄 康瑞智 黃怡婷 林耘安 蔡佩吟 劉柏辰 

廖承軒 沈 易 陳晉儀 陳奕璇 尹岑榕 林洪儀 

莊斐丞 韓杰樨 吳怡靜 施捷亞 徐浩鈞 汪玄昱 

吳詩雅 李穎恒 洪啟軒 陳郁昇 蕭 彤 林定楠 

范嘉芸 高以柔 劉瀞元 潘羽萍 許晏瑜 羅 靖 

蔡耀庭 陳聰逸 蘇怡仁 林采妮 林家瑜 丁怡瑄 

呂皓威 李仲偉 侯昱鴻 藍家平 葉柏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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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問卷結果統計原始資料 

實際與會有簽到者共 149人，有效問卷回收 30份。 

問卷結果統計原始資料如下： 

1. 請問您主要透過何種管道得知本活動？(單選) 

選 項 戶外實體

海報 

電子海報 EDM 政府機關

公告 

網站訊息 其他 

統 計 2 3 12 9 4 

其他網站：親友介紹－計 3次，臨時經過－計 1次 

2. 以下為您對本研討會的評價 

 本研討會安排的議程適合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18 8 3 1 0 

 本研討會的內容豐富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7 16 6 1 0 

 本研討會的地點、場地設備合適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4 16 8 2 0 

 本研討會的時間長度適合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7 14 5 4 0 

 本研討會有助於您的學習或教學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1 18 10 1 0 

 本研討會符合您的期待 



  TAMIC 2015 

 
 

133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15 10 5 0 0 

 本研討會的主講人/發表人準備充分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4 19 6 1 0 

 本研討會的主持人恰如其分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3 19 7 1 0 

 本研討會的工作人員服務態度良好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10 16 4 0 0 

 本研討會提供的餐點及茶水良好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19 8 3 0 0 

 您對本研討會的整體評價為相當滿意 

選 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統 計 11 12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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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討會活動問卷 

藝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 

2015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問卷 
 

親愛的與會者您好： 

  非常感謝您參與本次的研討會活動，更希望您能在本次的活動中能有所收穫。為了將更好的會議內容呈現給

各位，希望您能夠撥冗填寫以下問題，給予我們具體的建議，再次感謝您對本研討的參與和支持！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 敬上 

 

1. 請問您是從何種管道得知研討會的訊息？ 

□戶外實體海報  □電子海報 EDM  □政府機關公告  □網站訊息  □其他 

2. 以下為您對本研討會的評價 

題號 
題 

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本研討會安排的議程適合      

2 本研討會的內容豐富      

3 本研討會的地點、場地設備合適      

4 本研討會的時間長度適合      

5 本研討會有助於您的學習或教學      

6 本研討會符合您的期待      

7 本研討會的主講人/發表人準備充分      

8 本研討會的主持人恰如其分      

9 本研討會的工作人員服務態度良好      

10 本研討會提供的餐點及茶水良好      

11 您對本研討會的整體評價為相當滿意      

若您對本研討會有任何具體建議，請敘述如下： 

 

 

 

 

3.您的性別為:   □男性  □女性 

4.您的年齡為:   □20歲以下  □21-30歲  □31-50歲 □51-60歲  □60歲以上 

5.最高學歷為: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專科/大學 □碩士以上 

6.您是以何種身分參加本次研討會： 

□政府機關  □學界代表  □學生  □產業界代表  □其他 

7.若您願意收到下次研討會的相關訊息請留下電子郵件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謝您的前來！填答後請交予現場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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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相關行銷與推廣成果 

本次研討會在行銷上分為主要對象與一般大眾來進行推廣，主要對象以高相關的學校系所

與公私藝文機構為主，次要則為一般大眾。主要對象以不同方式直接邀請，一般大眾則以地區

鄰近會議地點為優先，以公車站站牌、地方新聞與生活圈網站等方式擴散到其他高雄以外之地

區，執行狀況如下。 

1. 主要對象之宣傳方式 

 EDM 寄發：給各學校機關：包含全台大專院校相關科系之院長、主任、老師，以及高雄地

區高中、國中小，共約 1950封。 

 海報：寄送給本校中山大學所有系辦公室，台南、高雄、屏東之藝文機構、藝文空間與全

台相關科系辦公室共 180份。 

 邀請涵：寄送給贊助商 (立委、市議員、碧港良居、風雅頌等)與中山大學一級主管、相

關學院、學系之院長與主任，約 33份。 

 

↑ 研討會 EDM 

 

← 邀請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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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大眾的推廣宣傳 

（1） 新聞露出 

標題 發稿日期 刊出日期 刊出媒體 

藝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 

2015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國際學

術研討會開放報名 

2015.9.24 2015.10.06 台灣新生報 

新聞稿： 

藝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 

2015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開放報名 

 

國立中山劇場藝術學系謹訂於 2015 年 10 月 29 日（星期四）－2015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五），假國立中山大學藝術大樓 B1 演藝廳，舉辦藝

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研討會將以藝術與人文之「走入社會」與「面向社會」為前提，分從

「展演與設計」、「操作與實踐」、「現象與反思」等三個方面進行探

討。所涉及之議題，在「展演與設計」方面，將關注「以社會生活為文

本之展演與設計，國際與在地之美學實踐」；在「操作與實踐」方面，

將聚焦於「以行動與實證為主之社會實作分析」；「現象與反思」方

面，則著重「藝術與人文進入社會生活之省思與觀念性之辯證」，進而

組織成本次研討會的主題「藝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讓我們看見

當 代 藝 術 與 社 會 互 動 交 融 的 新 興 樣 貌 ！ 

 

誠摯邀請您蒞臨與會，並敬請上 https://tamic2015.squarespace.com/

網站線上報名。本研討會可登錄公務人員終生學習及教師在職進修時

數。 

報導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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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車站燈箱宣傳-地點於新田漢神百貨（趙天麟立委贊助） 

 

 

（3）官方網站創辦 

(網址 https://tamic2015.squaresp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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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acebook粉絲專業經營 

(網址 tps://www.facebook.com/TAMIC2015/?fref=nf) 

 
 

 

 

（5） 其它地區性與生活圈網站之露出 

a. CLAROC中華名國比較文學學會 

(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claroc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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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愛高雄的 1000個理由 

網址 http://www.10000.tw/ 

 

 

c. 阿 hong部落格(文化活動訊息交換站) 

(網址 http://lihong6888.blogspot.tw/2015/10/20151029-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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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台北市文化局 

(網址 https://www.culture.gov.taipei/) 

 

 

e.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網址 http://www.nthcc.gov.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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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http://www.cultural.pthg.gov.tw/home01.aspx?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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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討會各式輸出品設計樣本 

1. 研討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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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討會背板 

 

 

 

 

 

 

 

 

 

 

 

 

 

 

 

 
3.研討會布旗 

4.研討會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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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會議手冊封面封底 

 
 

6.研討會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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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研討會投影幕左右側背板 8.研討會名牌範例 

 
 

9.研討會舞台橫幅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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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研討會司儀稿 

TAMIC2015 司儀稿 

地點: 國立中山大學藝術大樓 B1演藝廳 

時間：2015年 10月 29、30日（週四、週五） 

10/29（四） 

時間 司儀狀

態 

內容 

8：50 

8：55 

就位 

提醒 

〈開幕前 5 分鐘〉 

1. 研討會即將在 5 分鐘後開始，敬請各位學者以及參與研討會之佳

賓就座。 

2. 提醒您記得將手機關機或調成靜音、震動模式，謝謝您的合作。 

3. 為維護肖像權及智慧財產權，本研討會全程禁止攝影、錄音及錄

影。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onference begins in 5 mins. Please have a 

seat.In order to run the conference smoothly, please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or switch it into the vibration mod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ortrait rights, photography, recording 

and filming are not allowed during the conference.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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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開場 

歡迎 

貴賓致

詞 

議程介

紹 

各位與會貴賓，大家早安： 

「藝術人文之社會創新與實踐－2015 年劇場藝術與管理國際學術研討

會」正式開始。首先，謹代表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研究實踐中心以及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立中山大學研發處。歡迎各位嘉賓的蒞臨。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Arts and Culture in Soci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Theatre art 

and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er: 

Department of Theater Ar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And co-organize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it’sour pleasure to welcome all of the honored guests. Thank you for 

yourparticipation. 

此次研討會的主辦單位為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教育目標為培

育具國際觀、創意及人文素養之劇場與相關藝文領域的人才。 

The organizer of this conference is Department of Theater Ar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It is a public research university located in Taiwan 

and commit to the ultimate goals of such intensive and vigorous education 

in theatre arts and studies are to train a new type of theatre professionals, 

who will be able to educate local people in Southern Taiwan how to 

appreciate theatre arts more properly, improve their cultural lives, as well 

as the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qualities of local troupes, and thus 

give the so-called “Cultural Desert” a new flare of artistic identity. 

歡迎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楊弘敦致詞，掌聲歡迎楊校長。 

Now, welcomePresident of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Hung-Duen 

Yang to speech. Please give him a big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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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游淙祺致詞，掌聲歡迎游院長。 

Now, welcomeDe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ung-ChiYu,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Please give him a big hand. 

 

歡迎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劇場藝術學系主任－王璦玲致詞，

掌聲歡迎游院長。 

Now, welcomeVice De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ai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heater Arts, Ayling Wa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Please give her a big hand. 

 

 

 

在此向各位與會嘉賓介紹今日議程： 

今日將有二個專題演講及三場論文發表，早上專題演講為『從明人

「當行本色」論說「評騭戲曲」應有之態度與方法』以及論文發表

『現象與反思』；下午專題演講為：『何謂臺灣文化政策之工具？』

以及論文發表『操作與實踐』、『展演與設計』 

 

Now I briefly introduce the program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first day: 

Wehavetwokeynote speech and three sessionstoday. In the morning, the 

first keynote speech and session are “On the Method and Attitude of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Danghan” and “Bense””andsession topic“Phenomenon and 

Theory”.After the lunch break, we have onekeynote speech and two 

session in the afternoon, which are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and 

session topic“Cultural and Creative Economy and Collection of 

Museum”,“Performance and Design”. 

09：20 專題演

講一 

接下來我們將進行第一場專題演講 

讓我們歡迎主持人：王璦玲／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劇場藝術

學系系主任 

Now it’s our first keynote speech.Please applaud to welcome the 

moderator,Ayling Wang / Vice De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ai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heater Art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0：20 

 

休 息

(茶敘) 

現在是休息時間，我們在會場外的接待處旁備有茶水，歡迎 

享用。第一場論文發表將於 10：40 開始，為確保研討會順利進行，

請各位與會來賓提前回座。若有其他需要協助事項，歡迎您告知現場

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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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it’s tea time. Beverages are in the reception area. Please 

help yourself. The next section begins at 10:40.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before the section begins. If you need any help,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our staff. Thank you very much. 

10：35 

10：38 

10：40 

 

就位 

提醒 

論文發

表一 

第一場論文發表即將開始，請與會來賓入座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second keynote speech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have a seat. 

讓我們歡迎主持人暨講評人：孫玫／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Now it’s our firstsession. Please applaud to welcome the moderator,Mei 

Su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12：20 

 

就位 

用餐說

明 

現在是午餐時間，敬請各位學者及貴賓在工作人員的指引下前往用

餐。下午專題演講開始時間是 1：30 分，請各位提前入座，並祝您用

餐愉快。 

From now until 1:30pm,we invite all the participators to have lunch by the 

indication of the staff. The next section begins at 1:30pm. Please return to 

the venue before starting. Hope you enjoy your lunch and join us in the 

afternoon.  

13：25 

13：28 

13：30 

就位 

提醒 

專題演

講二開

始 

專題演講二即將開始，敬請各位與會來賓入座，謝謝大家。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he second keynote 

speech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have a seat.  

 

讓我們歡迎主持人：陳尚盈／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Please applaud to welcome the moderator, Shang-Ying Che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heater Art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4：30 休 息

(茶敘) 

現在是休息時間，我們在會場外的接待處旁備有茶水，歡迎 

享用。第一場論文發表將於 14：40 開始，為確保研討會順利進行，

請各位與會來賓提前回座。若有其他需要協助事項，歡迎您告知現場

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合作。 

Now it’s tea time. Beverages are in the reception area. Please 

help yourself. The next section begins at 14:40.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before the section begins. If you need any help,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our staff.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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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14：28 

14：40 

就位 

提醒 

論文發

表二 

第二場論文發表即將開始，敬請各位與會來賓入座，謝謝大家。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he secondsession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have a seat. 

 

讓我們歡迎主持人暨講評人：夏學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

究所教授 

Please applaud to welcome the moderator, Hsueh-Li Hsia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6：00 休 息

(茶敘) 

現在是休息時間，我們在會場外的接待處旁備有茶水，歡迎 

享用。下一場專題演講將於 16：20 開始，為確保研討會順利進行，

請各位與會來賓提前一分鐘回座。若有其他需要協助事項，歡迎您告

知現場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合作。 

Now it’s tea time. Beverages are in the reception area. Please 

help yourself. The next section begins at 16:20.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before the section begins. If you need any help,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our staff. Thank you very much. 



  TAMIC 2015 

 
 

151 

16：15 

16：18 

16：20 

就位 

提醒 

論文發

表三 

第三場論文發表即將開始，敬請各位與會來賓入座，謝謝大家。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he thirdsession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have a seat. 

 

讓我們歡迎主持人暨講評人：吳瑪悧／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

研究所所長 

Please applaud to welcome the moderator, Mali Wu / Chair ,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18：00  謝謝各位貴賓與會者的光臨，我們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明天的議程

將在 8：30 開始，我們明天見。 

 

Thank you for every honorable guest and participant’s coming. All sections 

are ended now. The speeches will begin at 8:30. See you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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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五） 

時間 司儀狀態 內容 

8：55 

 

就位 

提醒 

〈開幕前 5 分鐘〉 

研討會即將在 5 分鐘後開始，敬請各位學者以及參與研討會之佳賓

就座。 

提醒您記得將手機關機或調成靜音、震動模式，謝謝您的合作。為

維護肖像權及智慧財產權，本研討會全程禁止攝影、錄音及錄影。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onferencebegins in 5 mins. Please have a 

seat. In order to run the conference smoothly, please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or switch it into the vibration mode.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ortrait rights, photography, 

recording and filming are not allowed during the conference.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8：57 

 

議程介紹 在此向各位與會嘉賓介紹今天的議程： 

今日將有一個專題演講及三場論文發表，早上專題演講為『臺灣豫

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論文發表『展演與設計』；下午論文

發 表 為 『 操 作 與 實 踐 』 、 『 現 象 與 反 思 』 

Now I’ll briefly introduce the program of our conference today: 

We haveone keynote speech andthree sessions today.In the morning, the 

first keynote speech and session are “Taiwanese Yu oper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andsession topic “Performance and 

Design”.After the lunch break, we have two sessions in the afternoon, 

which are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and “Performance and 

Design”. 

9：00 

 

專 題 演 講

開始 
讓我們歡迎主持人王璦玲／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副院⻑、劇場藝術

學系系主任 

 

Please applaud to welcome the moderator,Ayling Wang / Vice De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ai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heater Art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0：00 休息(茶敘) 現在是休息時間，我們在會場外的接待處旁備有茶水，歡迎 

享用。第一場論文發表將於 10：20 開始，為確保研討會順利進

行，請各位與會來賓提前回座。若有其他需要協助事項，歡迎您告

知現場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合作。 

 

Now it’s tea time. Beverages are in the reception area. Please 

help yourself. The next section begins at 10:20.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before the section begins. If you need any help,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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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 free to ask our staff. Thank you very much. 

10：15 

10：18 

10：20 

就位 

提醒 

論 文 發 表

四 

第四場論文發表即將開始，敬請各位與會來賓入座，謝謝大家。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he forthsession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have a seat. 

讓我們歡迎主持人暨講評人：吳懷宣／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暨

創意藝術產業研究所副教授 

Please applaud to welcome the moderator, Wu, HwaiHsuan Eric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rts &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eative Arts Industries Wenzao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12：00 就位 

用餐說明 

現在是午餐時間，敬請各位學者及貴賓在工作人員的指引下前往用

餐。下午專題演講開始時間是 13：10 分，請各位提前入座，並祝

您用餐愉快。 

From now until 1:10pm,we invite all the participators to have lunch by 

the indication of the staff. The next section begins at 1:10pm. Please 

return to the venue before starting. Hope you enjoy your lunch and join 

us in the afternoon. 

13：05 

13：08 

13：10 

就位 

提醒 

論 文 發 表

五 

第五場論文發表即將開始，敬請各位與會來賓入座，謝謝大家。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he fifthsession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have a seat. 

讓我們歡迎主持人暨講評人：謝榮峰／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

副教授 

Please applaud to welcome the moderator, Jasper Hsieh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heater Art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4：30 休息 現在是休息時間，第六場論文發表將於 14：40 開始，為確保研討

會順利進行，請各位與會來賓提前回座。若有其他需要協助事項，

歡迎您告知現場工作人員，謝謝您的合作。 

Now it’s tea time. The next section begins at 14:40.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before the section begins. If you need any help, pleasefeel free to 

ask our staff.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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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14：38 

14：40 

就位 

提醒 

論 文 發 表

六 

第六場論文發表即將開始，敬請各位與會來賓入座，謝謝大家。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back. The sixth session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have a seat. 

讓我們歡迎主持人暨講評人：王儀君／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

心講座教授兼主任 

Please applaud to welcome the moderator, I-Chun Wang / Director, The 

Center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16：00 休息(茶敘) 謝謝台上貴賓精采發表與討論。我們在會場外的接待處旁備有茶

水，歡迎享用。圓桌論壇將於 16：20 開始，為確保研討會順利進

行，請各位與會來賓提前回座。若有其他需要協助事項，歡迎您告

知現場工作人員，非常謝謝各位學者、嘉賓今日的參與，請各位於

離開前將問卷繳回，並請公務人員記得簽退，謝謝您。 

 

Thank everyone. Now it’s tea time. Beverages are in the reception area. 

Pleasehelp yourself. We have roundtable sessionat 16:20.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before the section begins.If you need any help,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our staff. Thank you very much. By the way, please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 and hand in to the reception desk before you leave.If 

you need to sign out, please go to the reception desk.Good bye. 

 

   

 

 

 

 

 

 

 



（十一）研討會工作分配與細部 

研討會當日人力組別 

組別 組員 備註 

宣傳行銷組（報名） 廖健博 林欣儀 請在會議前備妥簽到表、環保袋裡的手冊 CD名牌、全體人員的名牌 

會議當天： 

1. 報名含： 

 本校大學部 

 本校教職員  

 公務人員及教學研習  

 其他 

2. 代訂便當及收費服務 

3. 其他：請支援場外事項如指引與會者、協助總務組備妥茶水飲料

餐點等機動事件 

論文接待組（接待） 李添源 黃  凱 

曾楚芳 

會議當天： 

接待及陪伴學者及翻譯老師 

公關新聞組（場器） 林奐瑜 林培茵 

向可萱 黃智慧 

林宜靜 呂佳紋 吳靜芸 

會議當天： 

PPT播放（電腦/投影機） 換茶水桌牌攝影 提時遞麥克風場控機動 

總務財務組（總務） 林偉陞 柯杰杰 

蔡一伊 張家琪 

 

會前一天： 

－安排廠商前來掛文宣品 －會場器材設備 －會場佈置（報名桌、講

桌（桌巾）、學者休息室、各種告示牌（廁所、用餐、會場、提

時…）、小張議程、大會整體布置 etc）－訂水、花 

 

會議當天： 

照相學者交通安排 

確認餐點、收費、接餐、Buffet安排、學員與貴賓的餐點安排（地

點安排）支付學者費用、簽收單據 

演出籌備組 陳馨念 啟首語吟唱遊人音樂會場佈 

司儀 葉宇傑  

研討會紀錄 同場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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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  彩排 

時間 事項 接待組 報名組 總務組 場器組 

0800-1100  接待鄒元江學者遊駁

二，11點送達蔣公行館 

－李添源 

 廠商前來布

置會場：背

板、舞台背

板、布條 

 

1300-1340 啟首語彩排 

手工時間 

   B1 內場總負責人：偉陞 

外場總負責人：健博 

1340-1440 人員集合 

場地布置 

器材架設 

影片測試 

佈置一樓：準備名牌、

簽到表、簽到筆、便當

代訂名單、便當條、環

保袋+手冊+問卷+提問

單、報名桌、桌巾、張

貼告示牌、系上宣傳單 

佈置貴賓室、311、307 

打掃、張貼垃圾處理、

提供 Wifi帳密 

佈置一樓：準備名牌、簽到

表、簽到筆、便當代訂名

單、便當條、環保袋+手冊+

問卷+提問單、報名桌、桌

巾、張貼告示牌、系上宣傳

單 

佈置貴賓室、311、307 

打掃、張貼垃圾處理、提供

Wifi帳密 

B1 廁所整潔 

準備：桌

椅、桌巾

（確認桌巾

夠長供圓桌

論壇使

用）、各式

簽領單及收

據、雜物、

延長線、代

訂便當用零

錢、電腦、

投影機、麥

克風、衛生

紙、買筆、

垃圾桶、喉

糖、雷射

筆、對講機 

佈置 B1： 

準備桌椅講台 

架設錄影機 

架設投影機及筆電（含備用投影機

及電腦） 

學習操控器材如投影機切換 

檢查 PPT(學者 PPT&流程 PPT) 

*流程 PPT由柯杰製作 

 

1440~1500 全體 B1集合 

講解流程、

回報工作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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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600 場內彩排、

開幕 

接待學者 

到火車站、高鐵站接待

學者 

  

 

投影幕播放 

(學者 PPT&流程 PPT) 

1600-1700 器材收拾 

休息 

出發到 66 

    

1700- 遊港 接待欣欣、ANN。請碧

港良居隔天 morning 

call 

  遊港名單、確認學者去返交通 

 

10/29 第一天 

時間 事項 接待組 報名組 總務組 場器 備註 
0730~0830 人員集合 

場地整理 

黃凱前往碧港良居飯

店接待學者 

巡視、檢查前台

桌、廁所、桶裝水 

場地巡視 

設置茶水等 

投影機/筆電/音響器

材最後測試 

啟首語彩排 

司儀就位 
0830~0900 報到 接待學者 

連繫尚未到達之貴賓 

發貴賓名牌、環保袋 

 

簽到、領取手冊及

名牌、發給收據、

引導學員、代訂便

當 

場地巡視 

設置茶水 

攝影/錄影/現場紀錄

人員就位 

其餘工作人員招呼學

員 

 

0900-0920 開幕致詞 

開幕演出 

大合照 

引導貴賓上台致詞 

引導貴賓合照 

 

協助與會者簽到 

清點訂便當人數並

回報總務組 

 

花生負責大合照 

 

錄影：奐瑜 

紀錄：可萱 

收音樂器材：培茵 

遞麥:智慧 

閒置工作人員全到

B1演藝廳當機動

組 

 
0920~1020 專題演講一  

 

協助與會者簽到 

清點訂便當人數並

回報總務組 

 

柯杰 0950設置茶

敘 

一伊 10:30確認

並訂中餐便當 

花生拍照 

錄影：可萱 

紀錄：奐瑜 

桌椅擺設、PPT：培

茵 

遞麥、桌牌、放水、

筆、喉糖、計時、提

時:智慧 

閒置工作人員全到

B1演藝廳當機動

組 

 

1020-1040 茶敘 引導學者到貴賓室休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花生拍照 上一場場器負責人一 1035司儀提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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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1035協助司儀引導所

有來賓就位 

 家琪請學者簽收

領據及確認報帳

單據有無簽名 

起準備下一場的論文

發表：換桌牌、放

水、筆、喉糖、桌椅

擺設、測試 PPT 

有來賓就位 

1040-1220 論文發表－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巡視 B1廁所、補充

衛生紙、桶裝水 

收拾茶敘 

一伊取便當，分

配並送至 311外 

錄影：佳紋 

記錄：靜芸 

PPT：可萱 

遞麥、計時、提時：

奐瑜 

閒置工作人員部分

協助收拾茶敘、部

分留在會場當機動 

1220~1320 中餐(貴賓室

/307/311/海

景餐廳) 

引導學者至海景餐廳

用餐（交通？） 

1320協助司儀引導所

有來賓就位 

 

協助與會者簽退 

 

家琪請學者簽收

領據及確認報帳

單據有無簽名 

一伊安排訂便當

與會人員取便當 

柯杰引導與會者 3

樓用餐 

花生拍照 

上一場場器負責人一

起準備專題演講：換

桌牌、放水、筆、喉

糖、桌椅擺設、測試

PPT 

 

閒置工作人員協助

與會者 3樓用餐 

1320司儀提醒所

有來賓就位 

1330~1430 專題演講二 添源黃凱高鐵站接待

夏學理老師 

楚芳連繫尚未到達之

第二場論文發表人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巡視 B1廁所、補充

衛生紙、桶裝水 

一伊家琪收拾用

餐會場、做好垃

圾處理 

花生拍照 

柯杰 1410準備休

息用之茶包茶水 

錄影：靜芸 

記錄：佳紋 

PPT：可萱 

遞麥、計時、提時：

奐瑜 

工作人員輪流用餐 

閒置工作人員部分

協助收拾午餐會

場、部分留在會場

當機動 

1430-1440 休息 協助 1425司儀提醒所

有來賓就位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家琪請學者簽收

領據及確認報帳

單據有無簽名 

花生拍照 

上一場場器負責人一

起準備下一場的論文

發表：換桌牌、放

水、筆、喉糖、桌椅

擺設、測試 PPT 

1425司儀提醒所

有來賓就位 

1440-1600 論文發表二 1540楚芳連繫尚未到

達之第二場論文發表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巡視 B1廁所、補充

花生拍照 

柯杰準備茶敘 

錄影：宜靜 

記錄：智慧 

閒置工作人員全到

B1演藝廳當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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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衛生紙、桶裝水 PPT：靜芸 

遞麥、計時、提時：

佳紋 

組 

 

1600-1620 茶敘 引導學者至貴賓室休

息 

1615協助司儀提醒所

有來賓就位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花生拍照 

家琪請學者簽收

領據及確認報帳

單據有無簽名 

上一場場器負責人一

起準備下一場的論文

發表：換桌牌、放

水、筆、喉糖、桌椅

擺設、測試 PPT 

1615司儀提醒所

有來賓就位 

1620-1800 論文發表三 1715 協助安排到晚宴

會場車輛，調查有多

少系上老可開車載送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巡視 B1廁所、補充

衛生紙、桶裝水 

收拾前台桌 

花生拍照 

其他人收拾茶敘

會場、貴賓室 

 

錄影：智慧 

記錄：宜靜 

PPT：靜芸 

遞麥、計時、提時：

佳紋 

閒置工作人員部分

協助收拾茶敘貴賓

室前台桌、部分留

在會場當機動 

1800~1830 結束 引導學者至貴賓室休

息，等車來接 

協助需要自行離開的

學者叫車／送行 

巡示會場，檢查貴

重東西已收好 

巡示會場，檢查

貴重東西已收好 

家琪請學者簽收

領據及確認報帳

單據有無簽名 

巡視 B1會場、 

培茵影音資料先存

檔。 

閒置工作人員務必

要協助收拾會場，

以便全體工作人員

可以盡早離開會場 

1830~20:00 晚宴      
20:00 賦歸 送學者回壁港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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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第二天 

時間 事項 接待組 報名組 總務組 場器 備註 
0730~0830 人員集合 

場地整理 

黃凱前往碧港良居飯

店接待學者 

巡視、檢查前台

桌、廁所、桶裝水 

場地巡視 

設置茶水等 

投影機/筆電/音響器

材最後測試 

啟首語彩排 

司儀就位 
0830~0900 報到 接待學者 

楚芳連繫尚未到達之

學者 

發貴賓名牌、環保袋 

0850協助司儀提醒所

有來賓就位 

 

簽到、領取手冊及

名牌、發給收據、

引導學員、代訂便

當 

場地巡視 

設置茶水 

上一場場器負責人一

起準備下一場的專題

演講：換桌牌、放

水、筆、喉糖、桌椅

擺設、測試 PPT 

攝影/錄影/現場紀錄

人員就位 

其餘工作人員招呼學

員 

0850司儀提

醒所有來賓

就位 

0920~1020 專題演講三 0940楚芳連繫尚未到

達之論文發表四學者 

 

 

協助與會者簽到 

清點訂便當人數並

回報總務組 

 

柯杰設置茶敘 

花生拍照 

錄影：可萱 

紀錄：培茵 

桌椅擺設、PPT：奐

瑜 

遞麥、桌牌、放水、

計時、提時:智慧 

閒置工作人

員全到 B1演

藝廳當機動

組 

 

1000-1020 茶敘 引導學者到貴賓室休

息 

1015協助司儀引導所

有來賓就位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花生拍照 

家琪請學者簽收

領據及確認報帳

單據有無簽名 

上一場場器負責人一

起準備下一場的論文

發表：換桌牌、放

水、筆、喉糖、桌椅

擺設、測試 PPT 

1015司儀提

醒所有來賓

就位 

1020-1200 論文發表四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巡視 B1廁所、補充

衛生紙、桶裝水 

一伊 10:30確認

並訂中餐便當 

收拾茶敘 

一伊取便當，分

配並送至 311外 

錄影：佳紋 

記錄：靜芸 

PPT：可萱 

遞麥、計時、提時：

奐瑜 

閒置工作人

員部分協助

收拾茶敘、

部分留在會

場當機動 
1200~1300 中餐(貴賓室 引導學者至貴賓用餐 協助與會者簽退 家琪請學者簽收 上一場場器負責人一 閒置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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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311/) 1230楚芳連繫尚未到

達之第五場論文發表

人 

1300協助司儀引導所

有來賓就位 

 

 領據及確認報帳

單據有無簽名 

一伊安排訂便當

與會人員取便當 

柯杰引導與會者 3

樓用餐 

花生拍照 

起準備下一場的論文

發表：換桌牌、放

水、筆、喉糖、桌椅

擺設、測試 PPT 

 

員協助與會

者 3樓用餐 

1300司儀提

醒所有來賓

就位 

1310~1430 論文發表五 整理貴賓室 

1400楚芳連繫尚未到

達之第六場論文發表

人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巡視 B1廁所、補充

衛生紙 

一伊家琪收拾用

餐會場、做好垃

圾處理 

花生拍照 

柯杰 1410準備休

息用之茶包茶水 

錄影：靜芸 

記錄：佳紋 

PPT：可萱 

遞麥、計時、提時：

奐瑜 

工作人員輪

流用餐 

閒置工作人

員部分協助

收拾午餐會

場、部分留

在會場當機

動 
1430-1440 休息 協助 1335司儀提醒所

有來賓就位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家琪請學者簽收

領據及確認報帳

單據有無簽名 

花生拍照 

上一場場器負責人一

起準備下一場的論文

發表：換桌牌、放

水、筆、喉糖、桌椅

擺設、測試 PPT 

1335司儀提

醒所有來賓

就位 

1440-1600 論文發表六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巡視 B1廁所、補充

衛生紙 

花生拍照 

柯杰準備茶敘 

錄影：宜靜 

記錄：智慧 

PPT：靜芸 

遞麥、計時、提時：

佳紋 

閒置工作人

員全到 B1演

藝廳當機動

組 

 
1600-1620 茶敘 引導學者至貴賓室休

息 

1615協助司儀提醒所

有來賓就位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花生拍照 

家琪請學者簽收

領據及確認報帳

單據有無簽名 

上一場場器負責人一

起準備下一場的圓桌

論壇：換桌牌、放

水、筆、喉糖、桌椅

擺設、測試 PPT 

1615司儀提

醒所有來賓

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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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720 圓桌論壇 1640 協助安排到晚宴

會場車輛，調查有多

少系上老可開車載送 

協助與會者簽到退 

巡視 B1廁所、補充

衛生紙 

收拾前台桌 

花生拍照 

其他人收拾茶敘

會場、貴賓室 

 

錄影：智慧 

記錄：宜靜 

PPT：靜芸 

遞麥、計時、提時：

佳紋 

閒置工作人

員部分協助

收拾茶敘貴

賓室前台

桌、部分留

在會場當機

動 
1720~1750 結束 引導學者至貴賓室休

息，等車來接 

協助需要自行離開的

學者叫車／送行 

巡示會場，檢查貴

重東西已收好 

巡示會場，檢查

貴重東西已收好 

家琪請學者簽收

領據及確認報帳

單據有無簽名 

巡視 B1會場、 

培茵影音資料先存

檔。 

閒置工作人

員務必要協

助復原會

場，以便全

體工作人員

可以盡早離

開會場 
1800~20:00 晚宴      

20:00 賦歸 送學者回壁港良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