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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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含研討會名稱、會議主協辦單位等資訊） 

省察與前瞻─21 世紀華人戲曲創作策略學術研討會 議程表 
主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研討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g.pccu.edu.tw/2021  

E-mail：crmdcd@dep.pccu.edu.tw 電話：(02)2861-0511* 39505 

2021 年 5 月 13日（星期四） 
8:30－9:00 報到 
9:00－9:05  開幕式    主持：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主任  劉慧芬教授 
第一場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特約討論人 

9:05 
| 

10:10 
（65 分鐘） 

劉美芳 
游富凱 

淺談台灣當代布袋戲的「內台」美學新思維

──以 2019 年以來所見演出創作為觀察對

象 

劉美芳 

邱一峰 
從「一口訴說千古事」到人與偶的對話 

──試論臺灣布袋戲說書傳統的現代轉型 
傅建益 

10:10-10:30 茶敘時間 
第二場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特約討論人 

10:30 
| 

12:00 
（90 分鐘） 

劉慧芬 

侯剛本 自媒體年代票房行銷實證歷程：以台北曲藝

團「2020 臺北相聲大會」為例 
陳伊婷 

彭怡雲 
故事與自我──以 EX-亞洲劇團《美麗的雨

季與哀愁》重探劇場本質 
符宏征 

馬薇茜 
戲曲情境式教學實驗方式探討──以「偎海

の所在：鄭成功與府城演繹劇坊」為例 
劉慧芬 

12:00-13:00 午餐時間 

第三場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特約討論人 

13:00 
| 

15:00 
（120 分鐘） 

林鶴宜 

陳佳彬 
戲曲表演與防疫：李寶春京劇藝術風格與酷

雲劇場的傳播 
李元皓 

李湉茵 
「重像」與《紅樓夢》人物舞台形象立體化： 

以國光劇團新編戲《紅樓夢中人：探春》為例 
趙雪君 

劉亮延 
脫籍從良與文人暴力：一個戲曲的思想史問

題 
林鶴宜 

吳承澤 
京劇表演程式的發展可能：劇場人類學觀點

下的京劇表演程式 
鄭黛瓊 

https://sites.google.com/g.pccu.edu.tw/2021
mailto:crmdcd@dep.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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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20 茶敘時間 
第四場 主持人 發表人 論文題目 特約討論人 

15:20 
| 

16:50 
（90 分鐘） 

陳  芳 

王于菁 
探討崑劇表演中的幾項重要元素──內在

動能、內心視象、交流 
吳承澤 

王顗瑞 
崑曲〈說親〉、〈回話〉的藝術傳嬗──以田

氏的詮釋方式為討論中心 
陳  芳 

劉心慧 崑劇《玉簪記》演出審美的臺灣體現 沈惠如 
16:50  閉幕式    主持：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主任  劉慧芬教授 
 

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40000】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40000】元 

經費執行率【100】%（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未達執行率百分之九十原因：無 

 

 
 

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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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本會議邀請及投稿之論文全數完整發表，針對所擬定之主題「省察與前瞻─

─21 世紀華人戲曲創作策略」來進行思辯與討論，來稿十二篇論文主題包括

京劇、崑劇、偶戲的不同劇種的討論，以及戲曲在市場行銷手法並實踐的論

述，以及當代戲曲文本創新之探索、在當代美學風格中戲曲表導演手法呈現

的討論，戲劇人類學和演員表演體系之探討，戲曲教學在當代的形式的變化

與因應等等。本次所發表的論文不僅學術性強，亦具實用性。發表論文者均

是當代戲曲戲劇界各領域優秀工作者與學者，討論人均為資深學者。對於議

題的內容均有相當豐富效果。 
會後論文將集結成冊（不出版），並製作光碟，以作為本次研討會的成果。 
 

 

四、 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1. 本系舉辦國內、國際研討會前後十年共舉辦了六屆，從民國 100

年所舉辦的「2011 跨越與實踐：戲曲表演藝術學術研討會」，及

民國 102、103 年所舉辦的「2013 跨越與實踐：戲曲表演藝術國

際學術研討會」、「2014 跨越與實踐：戲曲表演藝術國際學術研討

會」、「2016 跨越與實踐：戲曲表演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7 年（2018）的「2018 影像‧印象－戲曲傳播在當代媒體之回

顧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這次的「省察與前瞻──21 世

紀華人戲曲創作策略學術研討會」，所研討的主題內容包括戲曲、

戲劇研究的各個面向，內容涵概戲曲表演、導演、戲曲流派、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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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美學、戲曲劇場藝術、戲曲跨界、戲曲劇目的傳承、教學的傳

承、戲曲推廣、戲曲在海外的流播、戲曲翻譯、戲曲電影、記錄

片、錄影及短片、影音製作與傳播等等，兼具深度與廣度，可謂

在戲曲研究的領域中，本系歷年所舉辦的研討會已挖掘出大量的

議題，與海內外學人共同研討。本次的研討會更針對戲曲在當代

的現象，尤其是 2000 年以來的二十餘年間，戲曲的創作已不滿

足於以唱念做打表達當代人的情思，更多的在於處理異質的藝術

相融合，包括文本、導演、表演、劇場藝術、甚至行銷手法，已

不囿限於傳統手法，改採多元前衛的形式在做著各種嘗試，以見

諸當代創作的「質變」。 

2. 邀稿與徵稿經審查後共計十二篇，分為四場次。第一場以偶戲在

當代的美學與轉型為主題，主持人為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劉美芳教授，發表人由中正大學中文系專案助理教

授游富凱教授發表〈淺談當代台灣布袋戲的「內台」美學新思維

──以 2019 年以來所見演出創作為觀察對象〉，由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戲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劉美芳教授進行討論，特別指出論文

中的時限範疇過短，並無法作為一個斷代的美學觀察。嶺東科技

大學助理教授邱一峰教授發表〈從「一口訴說千古事」到人與偶

的對話 ——試論臺灣布袋戲說書傳統的現代轉型〉，由佛教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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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兒童發展與家庭關係學系兼任副教授傅建益教授討論，主要

針對該篇論文在前半的基本概念闡述過多，以至占去重點關於布

袋戲表演主體性觀察的篇幅。 

3. 第二場由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主任劉慧芬主持，明新科技

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侯剛本教授談〈自媒體年代票房行銷實

證歷程：以台北曲藝團「2020 臺北相聲大會」為例〉，以「自我

民族誌」的方法作為切入點，探討曲藝團行銷的手法策略。討論

人由中華戲劇學會第 14、15 屆秘書長、臺北市立、元智、淡江大

學兼任助理教授陳伊婷教授擔任。次由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

系兼任助理教授彭怡雲教授發表〈故事與自我──以 EX-亞洲劇

團《美麗的雨季與哀愁》重探劇場本質〉，從 EX-亞洲劇團的「本

質劇場」談演員的訓練。討論人為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副

教授符宏征老師，談及「身體訓練」與「肢體訓練」的區別，在

於後者僅著眼於「肢體」，前者則更包含心靈、意識，乃身心一體

的訓練。第三位發表人是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馬薇茜助理教

授，發表〈戲曲情境式教學實驗方式探討── 以「鄭成功與府城

演繹劇坊」為例〉，談在成功大學結合各種資源，推動情境式教學

的經驗與成果；討論人為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主任劉慧芬

教授，同樣在推動戲曲教育的角度，與馬薇茜老師作了一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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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場由臺灣大學戲劇學系教授林鶴宜教授主持，主題聚焦於文

本創作與表演的思考。第一篇發表的是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助理

教授陳佳彬教授〈戲曲表演與防疫：李寶春京劇藝術風格與酷雲

劇場的傳播〉，對李寶春先生歷年京劇演出及其搬演演變，做ㄧ整

理調查研究；討論人為中央大學中文系李元皓副教授。第二篇為

臺灣師範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兼任助理教授李湉茵教授〈「重像」

與《紅樓夢》人物舞台形象立體化：以國光劇團新編戲《紅樓夢

中人：探春》為例〉，談探春與趙姨娘之間的「重像」，從內在外

在兩方面，將探春的形象更加立體化。討論人臺北大學中國文學

系助理教授趙雪君教授，談及以「重像」建構人物手法，是一種

提問，也是一種自我解答。第三位發表人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

意應用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劉亮延教授，發表〈脫籍從良與文人

暴力：一個戲曲的思想史問題〉，談戲曲傳播的路徑，在晚明時期

除經「水、商、官、兵」四路相互流通之外，尚存一條「妓路」。

文化的傳播，仰賴職業身份，妓女的引介、散佈來自南北各地的

音樂與詩歌，早具備經營管理、教育傳習、策略規劃之能力，呈

現出了獨特的「妓女文人化」成就。討論人臺灣大學戲劇學系教

授林鶴宜教授稱許本篇論文頗有想法，然論文寫作的部分不夠嚴

謹，在引用及詮解的部分頗有一些失誤尚需注意。第四篇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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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副教授吳承澤教授〈京劇表演程式的發展

可能：劇場人類學觀點下的京劇表演程式〉，以劇場人類學的觀點，

用能量及等值這個最具普遍性的範疇來理解演員表演身體。討論

人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鄭黛瓊副教授，從行當的角度與該篇論文

作一呼應。 

5. 第四場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臺灣莎

士比亞學會理事長陳芳教授主持。第一篇發表的是前黎明技術學

院戲劇系專案助理教授（現為劇場工作者）王于菁老師發表的〈探

討崑劇表演中的幾項重要元素——內在動能、內心視象、交流〉，

討論在崑曲的表演形式和美學內涵之下，這些元素既享有和世界

上其他表演體系共通的精神之外，也有專屬於崑曲表演語境中的

涵義和運作方式。討論人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副教授吳承

澤教授認可該論文所傳達的議題頗為細膩，在表演的領域學理與

體驗共存，但認為應須有更多的理論檢視驗證。第二篇為東吳大

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王顗瑞〈崑曲〈說親〉、〈回話〉的藝

術傳嬗──以田氏的詮釋方式為討論中心〉，討論該劇經過近三

百年的傳嬗，在詮釋上隨時代、審美流動的情形。討論人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陳芳教授則提出在流變

的過種中，行當從貼旦改為閨門旦扮飾，是否要與「搧墳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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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隔？而同一位老師教出來的學生，在詮釋上是否有相同和或相

異處，都是值得討論的觀點。第三篇為中央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劉

心慧教授〈《玉簪記》演出審美的臺灣體現〉，以白先勇及蘭庭崑

劇團兩者推出的《玉簪記》為討論核心，依其行銷製作的方式，

劇本與舞臺呈現來比較，討論臺灣製作的崑劇演出，是否呈現心

中理想的崑曲是什麼面貌，將能帶動整個崑曲的走向否。討論人

東吳大學中文系沈惠如副教授肯定該論文吻合大會主題，並希望

當代戲曲學者可以進行多一點的這方面的思考。 

6. 最後，大會的閉幕式由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主任劉慧芬教

授主持，總結來稿十二篇論文，包括京劇、崑劇、偶戲等不同劇

種的討論，論題包括戲曲在市場行銷手法並實踐的論述、當代戲

曲文本創新之探索、在當代美學風格中戲曲表導演手法呈現的討

論，戲劇人類學和演員表演體系之探討，戲曲教學在當代的形式

的變化與因應等等。本次所發表的論文不僅學術性強，亦具實用

性。發表論文者均是當代戲曲戲劇界各領域優秀工作者與學者，

討論人均為資深學者。對於議題的內容均有相當豐富效果。4 場

次參與人數共 229人。在臺灣當前疫情進入社區感染爆發的前夕，

本研討會有幸仍得以舉辦。參與者均謹守防疫安全措施，全程戴

口罩，會場採梅花座，雖無法容納更多校外人士參與，但一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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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也令在場學生有志於學者見習學術視野及論文議題的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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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開幕式：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主任劉慧芬教授主持 

 
第一場  

主持：劉美芳教授 

發表人：游富凱教授、邱一峰教授 

特約討論人：劉美芳教授、傅建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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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主持：劉慧芬教授 

發表人：侯剛本教授、彭怡雲教授、馬薇茜教授 

特約討論人：陳伊婷教授、符宏征教授、劉慧芬教授 

 
 

第三場 

主持：林鶴宜教授 

發表人：陳佳彬教授、李湉茵教授、劉亮延教授、吳承澤教授 

特約討論人：李元皓教授、趙雪君教授、林鶴宜教授、鄭黛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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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主持：陳  芳教授 

發表人：王于菁教授、王顗瑞教授、劉心慧教授 

特約討論人：吳承澤教授、陳  芳教授、沈惠如教授 

 
閉幕式：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主任劉慧芬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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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