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時間│2018年10月5日（星期五）7:30PM

主辦單位│

2018年10月6日（星期六）2:30PM、7:30PM
2018年10月7日（星期日）2:30PM
演出地點│實驗劇場

製作演出│柳春春劇社

◎節目全長約75分鐘，無中場休息。 ◎演後座談：10/6（六）、10/7（日）午場演後。
◎建議15歲以上欣賞。 ◎多語言演出。
◎演出將有強烈燈光及噪音效果，請斟酌入場。
◎Duration: approx. 75 minutes without intermission. ◎Post-talk: 10/6、10/7 at The Experimental Theater after matinee.
◎The age guidance for this production is 15+ ◎Performed in multiple languages with surtitles.
◎This production contains strong lighting and sound effects. Audience discretion is advised.

主辦單位保有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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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的南洋到底生成什麼模樣？我們又如何抵達歷史中的南洋？
文 藝評人王柏偉

影像與思維
受電影訓練出身的區秀詒，一直以來都非常在意影像與我們的世界觀建立之間的問題。不同於多數
電影工作者對於影像的全然信任，區秀詒總是自問：過剩的影像消費是否制約了我們的想像力？她甚至
認為，影像科技的發達與過剩的影像消費讓我們往往自動腦補，只藉著少數影像卻就自動跳接到曾經看
過的其他場景，視覺帶領著思維自動前行，換句話說，影像成了我們的無意識。越來越快速的電影特效
與越來越巨大的影像場景，不管是在空間上還是在時間上，都已經先於我們、抵達它們為我們製造的未
來，從而封鎖了我們可能的未來。對於區秀詒來說，恰恰是這種視覺技術的快速發展，最大幅度地讓我
們自願將自己的身體牢牢地監禁在椅子上，不管是在看電影的時候，還是日常在使用電腦的時候，卻還
自以為已經快速地突破邊界，去到另一個世界。如何突破日常影像消費習慣對於想像力的桎梏，越過各
式各樣影像無意識的邊界而抵達另一些可能性，就成為區秀詒念茲在茲的事情。

視覺式的影像與意識式的影像
為了掙脫束縛，所以開始移動。相較於日常及娛樂產業往往視覺先行，在劇場中有機會最小幅度地
使用影像，並且讓其他原本被影像所束縛住的感官媒介，脫離「進步且工具性地」影像使用方式，開始
發揮他們建構想像力的方式。換句話說，不同於影像工業更快速且大量地眼球移動的要求，區秀詒帶著
影像動起來。誠如2015年在齊東詩社演出的《山瘟》這件作品一樣，影像不再是固定在唯一視角的機器
投映，而是隨著機具擁有者在（劇場）空間中的移動，甚至直接觸摸底片，藉此改變原本畫面希望傳達
的意義。這樣一種「現場電影表演」（live cinema）的形式，掙脫了影像敘事被化約為單一歷史進程的
危險，開啟了多重旅誌的可能性，評論人周伶芝甚至認為這樣的影像已經抵達一種無所固著的狀態，因
而是一種失魂失憶的影像。
然而，區秀詒彷彿覺得在這樣一種影像的視角與畫面生產機制上打轉仍然不夠激進，這還是一種
「視覺式的影像」，還無法真正面對「影像無意識」的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她這次
在《南洋情報交換所》的提問：如何創造一種「看不見的影像」？
《南洋情報交換所》關注身體的移動以及聲音的觸發，希望藉此生產出「看不見的影像」，就我們
而言，這樣的影像可謂一種「意識式的影像」。身體的移動（而非影像的移動或影像製造者的移動），
觸發了各式各樣的聲音與事件片段，形成了某些形象與關係得以暫時下錨的地方。表演者的身體與聲音
帶著我們抵達了所有既定的視覺印象不再能夠發揮效力的記憶之國，我們甚至無法說這是一個曾經被
「大寫的歷史」駐紮殖民的南洋。但在我們意識中，某些關於南洋的、穿梭於台灣、日本與馬來西亞間
不全然能被明確指認的形象，卻在碎裂卻又嘈雜的記憶之洋中緩緩升起。
（此文摘錄自風傳媒2018年「品味生活」藝文專欄）

劇情簡介
《南洋情報交換所》表演文本，由鄭志忠、陳侑汝、謝鎮逸與區秀詒共同構作、再由區秀詒整理書
寫而成。全劇揉合神話、史詩、札記、歷史文本、小說、巫術咒語、馬來詩歌等語文載體。全劇以作為
情報員的鄭志忠（劇本裡代號為Z）為核心，從他迷航到一處不知名的地方開始；當他和從未離開某地
生活的Ayam Fared（劇本裡代號為A）邂逅，展開一段又一段時空、形象、關係不斷流變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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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對白、臺詞結合了引文與改寫。引用和參考的原始文本包括日據時代臺灣作家張文環以日
文書寫的《藝旦之家》、日本作家森三千代於1920年代末在馬來亞書寫的小說《東庚》、郁達夫所寫的
《椰樹的神話》和《檳榔小姐》、荷蘭東印度公司傭兵所寫的《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亞歐混
血作家韓素音的文本、德川義親所書寫的《馬來語四週間》等等。

導演的話

文 區秀詒

記憶閃現1：「記憶伴隨著時間概念，而地理學是歷史學『真實』意義上的擔保人，歷史敘事並非是
對時間的描述，歷史關涉空間建構。」
記憶閃現2：「記憶會被遺忘，歷史也會被篡改。所謂回憶就是在與遺忘作鬥爭，而在時間的長廊
裡，歷史宛如一個斑斕的畫廊，在那裡原作很少，贗品甚多。」
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Jean Paul Gustave Ricœur）《記憶，歷史，遺忘》中譯本之編輯，曾就其對
利科的理解寫了這麼兩段話。以上話語所牽動的，是伴隨著記憶而來所展開的時間、空間、地理以及和
遺忘之關係的（歷史）敘事問題意識。而當一個出生成長於馬來西亞，爾今在臺灣工作、創作的我，面
對柳春春劇社鄭志忠的邀約，要來從當代藝術跨入劇場，「導」一齣戲的時候，閃現的記憶多是那次面
談時首爾初秋的沁涼天氣。
《南洋情報交換所》是一次試圖以「身體、聲音、歷史」這三組關鍵字所建構的內在和外部驅力，
對於「邊界」的試煉，以及不可視影像在意識的建構。今日你我對於某個地方或區域邊界的認知，透過
指稱暗示了某種姿態。南洋（無論是20世紀初日本在現今太平洋群島所接管的內南洋，還是隨後所認知
的現今東南亞區域之外南洋）、東南亞、東亞、東北亞、中亞等等名稱或指稱，於人們慣性分類的今日
往往忽略了其背後所隱含的歷史、政治曖昧不明的地帶。
而儼然已成為劇場裡理所當然之關鍵字的「身體」，在作品中，異變成聲音以及閃現的歷史幽魂之
啟動器。這個作品，更像是一個身體作為驅力的實驗，透過鄭志忠和Ayam Fared兩位表演者的迥異身體
狀態，歷經自我組裝與解體的時間過程，所能牽引、勾勒、翻攪並交匯出的對於各種邊界之可見和不可
見形體的複雜面貌。

演出團隊及導演介紹
柳春春劇社劇團
1997年成立，團名為田啟元所取，易百年前「春柳社」之名而來。柳春春以「表演」為中心，探討
文明的修補與排除，受抑與顯身，從演員主體的建構，擴延劇場的「寫真」。創辦人暨駐團編導鄭志忠
作有柳春春定義下的定目劇《美麗》，2000年首演迄今八版；開展《無言劇》系列，建構身體在舞台的
靜默行動。近年邀請不同導演加入，進行「表演」的創作式對話，包括臺灣資深劇場人王墨林、聲音藝
術家黃大旺、青年導演鄭智源、以影像、觀念、裝置等混合形式創作的區秀詒，為團創作，持續打開當
代，寫真表演。《南洋情報交換所》允為劇團跨文化製作的首作。

導演

區秀詒

出生長大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目前生活與工作於臺北。畢業自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舊金山藝術
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電影研究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研究所。2018年入選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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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亞太釀酒基金會傑出藝術獎」（Asia Pacific Brewaries Signature Art Prize）。作品主要以錄像、觀念、裝
置等混合形式，探討和擴延影像與影像製造以及和歷史、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她近期著重於關注如何把歷
史從冷戰結構的影響解放出來，重新想像尤其是馬來西亞與東南亞（和其臨近）區域的歷史問題意識。作品
曾在新加坡國立美術館（SAM）、首爾MMCA、東京森美術館、柏林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上海外灘美
術館、牯嶺街國際小劇場藝術節等發表。區秀詒也是吉隆坡「亞答屋84號圖書館」（Rumah Attap Library and
Collective）共同創辦人之一。

About The Nanyang Intelligence Bureau

Both the concept and the text of The Nanyang Intelligence Bureau were jointly created by CHENG Chih-chung, CHEN

You-ru, HSIEN Chen-yi and AU Sow Yee who arranged and scripted it. The play is a synthesis of mythology, epics, journals,
historical texts, novels, witchcraft and Malay poetry. The core role in the play is secret agent CHENG Chih-chung (Z is his
code name in the script) who to begin with is lost in a nowhere place until he encounters Ayam Fared (code name A). The
narration then unfolds in changing space-time, images, and relationships.
A feature of the play is that the stage dialogue and script consist of quotations and rewritings from sources such as Yi-Dan
House by CHANG Wen-huan (1909-1978), The Time in the East by Michiyo Mori (1901-1977), The Myth of Coconut
Tree, and Miss Betel Nut by YU Da-fu (1896-1945), Captain Ripon’s Maritime Adventure in the East Indies: The Diary of
a Mercenary Soldier, 1617-1627, texts from books by writer HAN Suyin (1917-2012) and Learning Malay in 4 Weeks by
Tokugawa Yoshichika (1886-1976).

Oz Theatre Company

The Oz Theatr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1997 and named by the Taiwanese theatre director TIAN Chi-yuan. The name

was inspired by the pioneer Chinese contemporary theatre troupe ‘Chunliushe’ which was founded by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in Tokyo in 1906. The focus of Oz Theatre Company is ‘performance’ which explores the mending, exclusion,
suppression and revel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expands the ‘portrait’ of theatre from the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actors.
The founder and the resident director/playwright CHENG Chih-chung has created its repertoire including The Beautiful which
is now in its eighth edition since its premiere in 2000. CHENG has also created the series Act without Words which constructs
the body’s silent movements on stage. Recently, Oz Theatre Company has invited different directors to conduct creative
conversations of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contemporariness and portrait/description of its performances. Such
directors include Taiwanese theatre veteran WANG Mo-lin, sound artist Dawang Yingfan HUANG, new talent CHENG Chihyuan, and multidisciplinary artist AU Sow Yee. The Nanyang Intelligence Bureau is Oz Theatre Company’s the first crosscultural production..

AU Sow Yee, Director

Born and raised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d now living and working in Taipei, AU Sow Yee graduated from Taiwan’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atre arts. She attained her M.F.A degree from the 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 in
the USA, majoring in experimental filmmaking and then moved to th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o major in new
media arts. She was shortlisted for the triennial Asia Pacific Brewaries Signature Art Prize in 2018. AU’s works are mainly
delivered through hybrid creation forms: videos, concepts and installations exploring and expending images and imagemak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politics, and powers. Recently, she has focused on how to release histor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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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Cold War, and to re-imagine the ideology of historical issues specificall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laysia and nearly South-east Asia. Her works were exhibited or presented in the Singapore Arts Museum (SA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s (MMCA) in Seoul, the Mori Art Museum in Tokyo, the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 in Berlin, Rockbund Arts Museum in Shanghai and Guling Street Avant-garde Theatre’s Guling Street Little
Theatre Arts Festival in Taipei. AU Sow Yee is also the co-founder of Kuala Lumpur’s Rumah Attap Library and Collective.

演職人員總表
導演

區秀詒

副導演

陳侑汝

劇本構作群
演員

區秀詒、鄭志忠、陳侑汝、謝鎮逸

鄭志忠、阿彥．法立（Ayam Fared）

音樂設計及現場聲響
聲音設計

王永宏

燈光設計

賴科竹

舞台設計

區秀詒

道具設計

羅婉瑜

服裝設計

楊

政

政

造型設計及服裝管理
舞台監督

李婉菁、楊

張義忠

張以沁

舞台技術指導

許宗仁

技術執行

王 萱、呂孟翰、吳修和、陳正華、陳定男、溫承翰

舞台製作

富達舞台佈景有限公司

製作

姚立群、韓謹竹

排練助理

潘品丰

行政協力

彭珮瑄

攝影

斌

許

影像紀實
翻譯

穀雨展演協創

日語－黃大旺、馬來語－謝鎮逸、英文－區秀詒

特別感謝

王柏偉、吳思鋒、李齊、陳佳蘭、和田薰、秦琬茜、高德宇、許恬瑛、黃詠心、楊雅惠、楊禮榕、
董騫、鄭尹真、劉孟宗、謝華玥、Moutou Artist Run Space、

留白部位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Open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身體氣象館（Body Phase Studio）、數位藝術基金會（Digital Art Foundation）
（依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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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繳回紙本問卷或出示電子問卷，將可兌換「兩廳院
精美小禮」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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