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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姬•瑪漢 Maguy 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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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 Schubert, Gilles de Binche, Gavin Bryars

音樂總監 Music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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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Marin
瑪姬•瑪漢舞團 Compagnie Maguy Marin

首演 Premiere
共製單位

Georges-Elie Octors

4 November 1981 at Théâtre Municipal d’Angers

瑪姬•瑪漢舞團 Compagnie Maguy Marin
克雷泰伊藝術文化藝術之家 Maison des Arts et de la Culture de Créteil

巡演安排 Tour Organizer

DLB PERFORMING ARTS-Paris
Didier Le Besque
Thierry Bévière
瑪姬•瑪漢舞團獲得以下單位之資助 La Compagnie Maguy Marin is subsidized by
法國文化及傳播部 le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里昂市政府 la Ville de Lyon
隆河-阿爾卑斯省 la Région Rhône-Alpes
國際巡演由法國文化協會支持 An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ouring abroad from Institut Français

歡迎掃描 QR Code 線上填寫「觀眾意見調查表」
（紙本問卷請繳回服務台，或傳真至 02-3393-9730）

感謝您費心填寫！凡填寫問卷並繳回服務台者，即有機會獲得
「濾掛咖啡包」及「手沖經典
V.21飲品店內免
國際巡演贊助：京泰實業（集團）
留白部位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有限公司

費飲用兌換券」各一份。數量有限，兌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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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時間│2015年10月30~31日（星期五∼六）7:45PM

2015年11月1日（星期日）2:45PM

主辦單位│
特別感謝│

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
演出單位│瑪姬•瑪漢舞團
節目全長約90分鐘，無中場休息
建議12歲以上觀眾觀賞

Approx. 90 minutes without intermission

Age Guidance 12+

指定住宿│
主辦單位保有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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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歡迎蒞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欣賞節目，由衷感謝您的支持及參與。本中心所屬單位尚包括
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及國家交響樂團，我們期盼由這北中南串起的表演藝術平臺，
能以最專業的團隊及服務，滿足大家的期待，共享藝術的美好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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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慢慢的揉捏自己，企圖從了無生氣的狀態，逐漸形成嶄新生動的人形，這或許將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May B

《May B》藉由持續的崩解與分裂構成其完整性，並經由一列表現主義式的隊伍，形成了該舞作延綿的

May B sets in motion the parade of a drifting human condition with the invention of an abrupt theatrical language that

故事弧線，述說出生成長、咕噥呢喃與悲歡哭笑，舞作所展現的強度與力度，於現今世界舞壇中已不多見。

transforms the ridiculous, the violent and the distressing in situations. The dance’s power comes from its capacity to represent the

《May B》打破劇場性卻又非常戲劇化，突破傳統的劇場美學，開創嶄新的表現形態：一排褪去衰老皮膚的

mystery of our presence in the world.

身體，在換上新膚之前，任其裸露。舞作中，舞者們在無止盡的重複與不連貫動作中，忽有突如其來的彈
動，朝向他處移動。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

Welcome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Center -- National Theater & Concert Hall (NTCH). You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is highly appreciated. In addition to the NTCH, Taipei, our center also incorporates the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the National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jointly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connecting the whole of Taiwan.

《May B》過人之處來自以下幾點：渴望排除敘事連貫性、加強固有的吟誦結構，同時將此一狂想旅程

hidden and ignored gestures. The performers unveil the gestures - tiny or spectacular - of the many unnoticed and inconspicuous

的韻律置於有序節奏之上。闡述、說明的嘗試與努力，遭母性寓言所構成的主體重新吸收，而在歷久彌堅的

lives in which waiting and ‘almost still’ stillness create a void, a huge nothingness, a silent space filled with hesitations. When

母性寓言中，身體漫遊並與其他身體相逢，開創了模式重劃與重複的新途徑。此一充斥寓言的母性社會概念

Beckett's characters yearn for stillness, they cannot help moving; be it a little or a lot, they move. In this essentially theatrical work,

頗值一提，它緊扣瑪姬．瑪漢所傳達的「階層」。在「階層」的概念之下，她得以大聲表達意見，以深具繁

the point, for us, was less to develop words and speech than to create a magnified form of movement, thus seeking the meeting

殖潛能的「母系」，對抗遭遮蔽封口的「父系」沉默。舞作和舞作本身對故事的主導地位，親暱且柔和地保

point between movement as applied to theatre on the one hand, and as applied to dance and choreographic language on the other.

持距離，以便懷抱漫遊在連貫性組合中的寓言，一如慈母珍視親兒。情感流露的線性舞蹈不顧重重皮囊，賦
予身體無可言喻的純淨，舞蹈中一系列不斷綿延、永不倦怠的動作，傳達著耀眼的清明，它持續宣告自身

Chairman, 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創作緣起
《May B》是法國編舞家瑪姬．瑪漢的經典作品之一，創作於1981年。當時還年輕且默默無聞的瑪漢寫
信給山謬．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1989)，希望可以改編他的作品，瑪漢原本沒有料到鼎鼎大名的劇作
家會回覆給一位年輕的編舞者，然而，貝克特不但回信同意，而且還和瑪漢見面一同討論如何改編成舞作，
之後《May B》成為經典舞作，三十多年來，不斷地在世界各地巡演。

關於《May B》
《May B》開始以一群遊蕩的隊伍，輔以唐突的劇場語彙創作，藉以轉化呈現人性中荒謬、暴力及苦惱之
各種狀態。這齣舞作之所以強而有力，因為它能夠展現我們生存於世的奧義。

This piece is based on the writings of Samuel Beckett, whose work contradicts the physical and aesthetic performance of a
dancer in its theatrical movement and atmosphere. This has enabled us to lay the grounds for a secret deciphering the most intimate,

On the racetrack of life – Maguy Marin

的存在，並賦予自身血肉。 透過動作表述的多元吟誦持續進行，直到故事的固有元素，亦即時間與空間概

Born in Toulouse, dancer and choreographer Maguy Marin studied classical ballet at the Toulouse dance academy. She then

念，全數消磨殆盡為止。只有在之後舞台的單一時間與空間中，舞蹈動作才凝結成了一串固定不動的姿勢。

joined the Strasbourg Dance Company and later Mudra, Maurice Béjart’s multi-disciplinary school in Brussels. In 1978, with

此刻，舞作由戲劇的表象轉為對戲劇本質的自我反映。它不以結構性元素，而以多樣肢體線條傳遞戲劇的張

Daniel Ambash, she founded the Ballet-Théâtre de l’Arche, which was to become the Compagnie Maguy Marin in 1984. The

力，進而顯露輕巧、平衡、褪去自我之獨特感官隨性力量。它既攫取但又放手，它舉起又放下，它傾於歡樂

Centre Chorégraphique National de Créteil et du Val-de-Marne followed in 1985: its unremitting artistic work spread worldwide. In

多變，而非沈淪悲傷。這般有如酒神的狂歡能量，透過深刻生動的幽默，孜孜不倦地塑造情感經驗及變化的

1987, Marin’s encounter with musician-composer Denis Mariotte w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decisive partnership, which broadened

持續性。

the scope of experimentation. Then in 1998, a new place to settle in, for a new Centre Chorégraphique National, in Rillieux-la-Pape:

《May B》意指也許，大概，可能。在刻劃躊躇猶豫，或者該說是將躊躇猶豫作為新的表述方法時，此

a place in time and space to strengthen one’s ability to foster those diagonal forces resisting oblivion (H. Arendt). The year 2011

一代表性的舞作透過創新，自一開始便得以避免存在主義的停滯淤塞。藉由遠離狹隘晦澀的抽象領域，並投

saw a remodelling of the framework in which the company’s reflection and achievements unfold. After the intensity of the Rillieux-

入另一個在物質上同樣可塑的面向，本舞作的發展致力於具有政治性的情感抒發，卻又因為舞作本身的怪誕

la-Pape years, there emerged a need for a new phase in Toulouse from 2012. In January, 2015, Maguy Marin and the company find

詭譎不致太過。舞台上的角色來自與我們一樣的原始洞穴，看似岩石和排泄物的混合，卻全神貫注於造就他

the region of Lyon. An installation to ramdam to Sainte-Foy-lès-Lyon, who engages the deployment of a new ambitious project:

們的人性所帶來的意外。同時，創作這種怪誕特異的抒情敘述方式，為舞蹈注入了新的定義、帶來各種新的

ramdam, a center of art.

可能性。而這段旅程也為此作品下了結論：當人們在未知命運之下邁向終點時，每個人的故事終將瓦解。正
如《May B》所用之英國作曲家蓋文．布萊爾一段旋律一般喃喃自語地重複，舞者們為每一位觀眾送上有如
應許之地、可比黃金國的夢幻之景，同時，也為這齣耽溺於自身結局的故事，送上各種可能的解答。

《May B》創作靈感源於貝克特的作品，他的作品在劇場動作與氛圍中，呈現了舞者肢體與美感演出之
間的矛盾對立，也讓觀眾可以解讀人們最親密、隱蔽及忽視的姿勢背後之含義。舞者呈現細微或驚人的姿

編舞家及舞團介紹

勢，來自於許多生活中未受注意及不顯眼的部份，那些等待或是「幾近靜止」的靜止動作創造了充斥著猶豫

瑪姬．瑪漢

躊躇的空白、虛無、靜謐空間。貝克特所創造的角色們渴望靜止不動，但他們卻無法控制地蠕動，不管是微

出生於法國土魯斯，舞者暨編舞家瑪姬．瑪漢在土魯斯的舞蹈學校開始學習芭蕾舞。之後她加入了法國

微地動，還是大剌剌地動，他們還是動了。在這齣呈現劇場本質的作品中，向我們傳達的重點是：對話與語

史特拉斯堡芭蕾舞團，隨後進入莫里斯．貝嘉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所創辦的跨領域Mudra舞蹈學院。1978年，

言的低限發展，勝於繁複的肢體動作。因而，如何在劇場肢體動作與舞蹈編舞語彙中尋求交會點，是一門功

她和丹尼爾．安巴許共同創立了橋拱芭蕾劇團，開始與不同領域的創意者及藝術家交流合作，並促成了瑪

課。

姬．瑪漢舞團於1984年誕生。該團於1985年進駐克雷泰依暨馬恩河谷國家編舞中心，之後舞團的演出足跡遍

當代的《May B》

創新領域。1998年，舞團轉移駐地至法國南部里昂近郊的Rillieux-la-Pape國家編舞中心。政治理論家漢娜．

及全球。1987年，瑪姬．瑪漢與音樂家丹尼斯．馬里歐特相遇，兩人展開合作，大大地拓展其作品之實驗
撰文 / 尚—保羅．馬格納羅(Jean-Paul Manganaro)

《May B》講述一處遙遠的荒湮之地，在那裏年代不明、失序混亂，奇異夢境裡的焦慮並非來自特定記

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曾描述該地，她說Rillieux-la-Pape是一處讓人鞏固身心，再續活力之地。2011
年，瑪姬．瑪漢舞團進行組織重整，也重新檢視舞團歷年來的創作與成果，舞團離開駐地多年的Rillieux-la-

憶或故事。台上的舞者仿若來自白堊紀的洞穴居民，他們來自一個我們似乎熟知的世界，我們感到熟悉，

Pape，2012年起，遷至土魯斯。2015年1月，瑪姬．瑪漢以及舞團再度回到里昂，進駐新成立的Ramdam藝術

因為這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超越了我們所知的任何文化脈絡。舞作講述一個融合了地質學與系譜學的故

中心，踏上嶄新的藝術旅程。

事，但是，在此所謂的「講述」卻非連貫的敘事性質，而著重於洞察與領會。舞作透過一個接著一個、慢慢
增繁的動作，建構了從「非人」到「人類」之間的認知轉換過程。舞作中，這些看似黏土、石膏或碎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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