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

從舞台到論述：表演者實踐後的聲音跨界學術研討會

第一天議程 2017 年 12 月 02 日（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C104 教室 

時間 內容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開幕式：張啟豐主任

10:10-11:40 專題演講：鍾明德教授（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教授） 
演講主題：《閒話葛羅托斯基的身體觀》

11:40-13:00 午餐

13:00-15:00 
發表時間 13:00~14:00 
每人 20 分鐘 
與談人問答與討論：

14:00~15:00 

第一場：身體與文化的論述

吳文翠（梵體劇場藝術總監，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

系太極老師、太極導引文化研究會教練） 

論文題目：行動舞譜(Action Spectrum)的實踐與發

現—從土地裡冒芽的溯源劇場 

江譚佳彥（EX-亞洲劇團藝術總監／導演、表演者） 

論文題目：邁向本質劇場（ Towards Theatre of 
Essence） 

卡霞・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自然而然劇團的導演、表

演講師）

論文題目：整體行動與死亡劇場—論葛羅托斯基與康

托 （Total act and Theatre of Dead - discourse about 
Jerzy Grotowski and Tadeusz Kantor）
與談人：鍾明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教授）

15:00-15:30 茶敘

15:30-17:30 
發表時間 15:30~16:30 
每人 20 分鐘 
與談人問答與討論：

16:30~17:30 

第二場：從傳統到現代

謝俐瑩（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助理教授、水磨

曲集崑劇團推廣組長）

論文題目：崑曲形體表演的音樂性

許栢昂（栢優座座首、核心創作者）

論文題目：淺談二十一世紀戲曲程式創造方法 

李佩穎（臺灣春風歌劇團生行演員） 

論文題目：「胡撇仔」表演傳統的力量—以自身於奇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協辦單位：教育部、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巧劇團《鞍馬天狗》演出經驗為例 

與談人：徐亞湘（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教授） 
17:50-19:30 工作坊： Dr. Howard Blanning 

Seeing Helps Believing：莎劇角色的建立 
第二天議程 
 

2017 年 12 月 03 日（日）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大樓 C104 教室 

09:30-10:00 報到 
10:00-12:00 
發表時間 10:00~11:00 
每人 20 分鐘 
與談人問答與討論： 
11:00~12:00 
 

第三場：挪用與創作  
程鈺婷（台北劇場實驗室團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

劇系專任講師，編、導、演三位一體劇場藝術家） 

論文題目：尋找詩意的本質—演員創作過程的另類途

徑 

平井愛子（京都造型藝術大學教授） 

論文題目：西方表演方法在自身文化中的調適 
（Adjusting the Western Acting Methods to Our Own 
Culture） 
徐華謙（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表演講師） 
論文題目：從系列《請聽我說》再探演員實踐中的「以

假趨真」 
與談人：于善祿（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助理教授）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發表時間 13:00~14:00 
每人 20 分鐘 
與談人問答與討論： 
14:00~15:00 
 

第四場：學院的表演實踐  
林如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 
論文題目：談表演教學者的主觀意識及其影響 
蔣薇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 

論文題目：走入表演之門 
吳維緯（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專任助理教授） 
論文題目：角色不滿足—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百年孤寂》 
與談人：黃建業（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副教授） 

15:00-15:20 茶敘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一如在網頁上即已揭櫫的會議目標，其實也預期了本次研討會會有的

難度、挑戰與必要： 

將表演實踐的經驗轉化成文字，對長期從事演出與教學的人來

說有一定的難度，畢竟，一是這並非多數實踐者所長，二是這

樣的經驗本身很難在概念上精確，因此這樣的工作一直遲遲未

在台灣開展，並習慣地祈靈於國外的理論。然而，儘管困難，

許多從事表演教學與演出的朋友，也都能感受到發展更能貼近

自身經驗的表演理論，在台灣已實屬必要，因此，至少對這次

受邀來發表論文與會者來說，這個研討會是一個破釜沈舟的起

步。  

 

其實，即便是一般的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的目的並不是在於呈現完

整的觀點與結論，而是呈現發展中的觀點，期冀得到學術同儕的回

饋與建議，作為進一步發展論點的動力。以此觀之，即使本次研討會

是針對非學術論述見長的表演者而生，但與舉板學術研討會的精神並

不相悖。此外，就實際發表的結果觀之，由於每一位發表人都具有長

年舞台實踐的經驗，這次研討會的舉辦與論文發表，提供了他們反

省、整理自身經驗的機會、壓力與動力。雖然距離可以卓然成家的表

演理論甚有距離，但從無到有，由根出發，已經對無論是論文發表



人還是參與聆聽討論的觀眾，都造成了正面積極的作用。 

在舉辦的過程與事後的交流中，有另外一個實際達成的成效，必須承

認，是在籌劃之初未曾料到的：表演者覺得自己不孤單了。令人意

外，這些在台灣多年從事表演與表演教學的發表人，平日之間竟然甚

少有彼此交流的機會。劇種之間，劇團之間，甚至同系教師之間，竟

然都有莫名的距離，讓彼此很難理解對方的想法與思考。這次研討會

的舉辦，讓不少發表人在聆聽其他場次的發表後，都發現原來彼此都

有類似的關心，並且能在大同之中精求小異。如是，心理上不但有不

再孤單之感，更能進一步細緻思維，深化對自身經應與追求的反省。 

最後卻非最不重要的，是與談人的貢獻。四位與談人都是本校戲劇

系理論組的老師，學有專精，並具有清晰論述觀念的能力。他們與論

文發表人的對話，或者釐清了思維上的盲點，或者提出建議，作為發

表人延伸的可能，讓所有發表人在埋首於自身實踐之外，有了新的刺

激與思索。 

 

參與人次： 

本次研討會在線上報名方面，不到兩週時間，兩天的報名都已額滿。

工作坊的線上報名也有 26 人報名。實際參與人數，根據簽到紀錄，

每場平均都有 60 人以上，工作坊則是 25 人參加。 

 



活動紀實： 

專題演講：鍾明德教授《閒話葛羅托斯基的身體觀》 

鍾教授本場的專題演講，以輕鬆閒話的方式，分享了自身與葛羅托斯

基相遇的經驗，以及他的理念如何在他身上與其他當代劇場人（如陳

偉成，劉靜敏等）身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個影響的豐富與多面性，

限於時間，未能在本次演講中盡得闡釋，但葛羅托斯基從「身體行動

方法」（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出發，對人的本質的追問、探索

與收穫，使表演者在位觀眾服務之前，認清更需要好好服務自己的

身、心、靈，並以此深化劇場人類學的內涵，使其在田野資料上，能

得到更進一步的闡釋。這都是本場輕鬆甚至詼諧的演講中，深具啟發

性的論點。 

 

第一場  身體與文化的論述 

本場的安排與專題演講在主題上有延伸性的關係，因此也特請鍾明德

教授作為本場與談人。吳文翠是本場，也是本次研討會第一位發表

者，其多年對行動舞譜的深入遠非 20 分鐘的呈現能足以呈現。可能

是論文發表經驗的缺乏，一樣在時間的拿捏上有些失當，但她輔以影

片與投影片的呈現，讓聽眾對她的「溯源計畫」有深刻的印象，並在

隨後的交流中得到進一步的討論。卡霞（Kate）根據其波蘭學院訓練

與戲劇傳統的背景，扼要指出在當代過分技術取向的劇場製作環境



下，葛羅托斯基與康特（Kanter）在理念上如何更能一針見血地指出

當代劇場的盲點，並帶來振衰起弊之功。卡霞個人有其活潑風趣的特

質，在與翻譯張文易小姐的配合下，讓她的發表有趣卻不失莊重。江

譚加彥（Jayanta）的發表雖然自備翻譯（陳韻文教授），但因內容非

常豐富，全程多以英文介紹。所幸一來聽眾的英文程度頗佳，二是投

影片的製作都以中、英文版本並陳，因此可以讓聽眾跨越語言的障

礙，得以一窺他多年浸淫在印度思想與跨文化探索中的豐富心得。 

 

第二場  從傳統到現代 

本場的三位發表人正好展現傳統戲曲從古迄今，從文到野的光譜。以

崑曲的音樂性為發表主題的謝俐穎教授，本身也是崑曲票友，因此從

經驗到文獻的回溯，整理，堪稱是本此研討會中「學術性」最為完整

的發表。雖然其本人自謙只是一次回顧與整理，但對非戲曲專業的與

會者而言，則提供了相當有價值的索引，可以做進一步的爬梳。柏優

座的編導許柏昂先生總結了他在新編程式化動作的實踐與實驗上的

心得，發表時唱作俱佳，不時親身下場示範，讓他的發表活潑生動。

此外，李佩穎對「胡撇仔」的介紹與參與經驗的分享，不但讓不熟悉

此劇種的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更讓人重啟探討者種生猛跨界的表

演，在表演者上帶來的撞擊與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本場的與談人徐亞湘教授對程式化表演在當代只能成



為動作設計的看法，頗具現實面上振聾發瞶的功效。 

 

工作坊 Seeing Helps Believing：莎劇角色的建立 

主持人 Dr. Howard Blanning 與近 26 位來參與此次工作坊的學員，共

同先審視了《羅密歐與茱麗葉》結局中常為人忽略的一個重要細節，

並引發對這個劇本全然不同與愛情悲劇的思考，再回到演員在建立角

色上應該注意的面相。據此原則，Dr. Howard Blanning 再以《李爾

王》開場的一段對話為例，說明當從字源學上解讀劇中人名之後，我

們可以發現隱藏其中的訊息，並據此建立莎劇的角色，進而影響表演。 

工作坊時間超過原定時間近半小時，學員與 Dr. Howard Blanning 之

間的交流非常熱絡，對從知識與研究面建立角色的方式，有莫大的助

益。 

 

第三場  挪用與創作 

程鈺婷老師從其自身表演與教學經驗，強調 Michael Chekov 的表演

理論，如何在客觀意識與主觀意識的區別下，為台詞建立意象，引發

角色的動能，並以《羅密歐與茱麗葉》結局中的一段台詞為例，說明

這個方法的應用。日本京都造型藝術大學的平井愛子教授同樣以教學

經驗出發，探討將西方的表演方法融入日本文化的思考，並分享成功

的經驗，在之後的問答時間引起最多的提問與討論。徐華謙老師則是



以親身參與的《請聽我說》系列為例，藉著形式上的實驗與探索，與

二十世紀盛行與西方的劇場理論相呼應。本場的發表者在教學與表演

上都有相當大膽地企圖，並且對西方理論具有慎思嚴選的態度，引起

的討論與發表的內容同樣珍貴。 

 

第四場  學院的表演實踐 

由於發表人有兩位是本校戲劇系重量級的表演老師，一位則是他們的

學生，所以本場次的參與人數最為踴躍，許多來參與的聽眾多有回鍋

當學生的心情。林如萍老師直白地以表演教學者的主觀意識為題，說

明主觀的不可避免，還有如何在此先天限制下，訂出教學目標與信

念。發表中有許多個人真情流露的陳述，在所有發表中最讓人動容。

蔣薇華老師以近乎獨白的方式發表自己的論文，從內容的清晰度，到

論述範圍的完整，在在顯露出她對表演的理念與堅持，兼容第一場教

表演做為探究生命本質的旨趣，並盡可能貼近舞台實踐。句句珠璣，

引人深思。吳維緯老師以觀眾慾望的不滿足作為理解與建構角色的出

發點，有許多讓人耳目一信的觀點浮現於她的論述中，是相當難能可

貴的嘗試，也是本次研討會最適當的結語。 

 



三、活動照片  

 
研討會開幕與現場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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