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部位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演出時間│2018年12月21∼22日（星期五∼六）7:30 PM

主辦單位│

2018年12月22∼23日（星期六∼日）2:30 PM
演出地點│實驗劇場
◎節目全長約120分鐘，含中場休息15分鐘 Approx. 120 minutes including intermission
◎建議16歲以上觀眾觀賞 Age Guidance 16+

演出製作單位│裊晴絲劇坊
主辦單位保有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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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介紹
本劇改編自美國劇作家珍．馬汀（Jane Martin） 的舞台劇名作《Talking With》，該劇1982年於美
國肯德基州路易維爾演員劇場所舉辦的年度盛事「胡瑪那新美國劇本藝術節」首演，同年於紐約曼哈頓
劇場俱樂部演出後，在世界各地搬演不輟，並曾獲美國戲劇評論家新劇本獎，以及德國Heute劇場雜誌年
度最佳外語劇本獎。
原著由11段獨立的故事所組成，每段角色僅只1人，清一色為女性，這些年齡各異的女性以獨白形
式向觀眾娓娓訴說自己的人生故事，她們所經歷的生命磨難或奇特、或怪異、或滑稽，但全都真誠且扣
人心弦，傳達出對生命的獨特領悟。
本改編作品只選取原著不帶文化隔閡，且具普遍人性情節的五段，計有〈玻璃珠〉、〈記號〉、
〈燈〉、〈拼布妹〉以及〈十五分鐘〉。其中〈十五分鐘〉沿用原名稱及部分內容，並改原舞台劇演員
角色為男旦演員，藉以介紹戲曲深具特色的行當藝術。五段之外再加一段新編〈情勾〉，靈感來自國內
一則感情悲劇事件。

珍．馬汀（Jane Martin）

美國肯德基州人。自1981年以一部《吃月亮的男孩》（The Boy Who Ate The Moon）在胡瑪那新美國

劇本藝術節嶄露頭角以來，至今無人得識其真面目。《Talking With》是其第二部作品，隨後尚有劇作不
下10部。由於全數作品皆由路易維爾演員劇場的藝術總監約翰．鳩利（Jon Jory）擔任導演，美國劇場界
人士傳言鳩利實其本尊，但從未獲得鳩利本人證實。

演出製作筆記

文 陳三資

本劇之製作是以古老崑劇藝術搬演現代題材，藉以反映時代、拓展劇目，並進行表演風格形式的實
驗與創新。
古典戲曲融合唱、唸、做、打於一體的表演程式具備獨特的藝術風格，其中崑劇在明、清兩代曾有
不計其數的文化菁英投入創作行列，其文化內涵深度與厚度尤具藝術魅力。
然而當代崑劇和其他劇種一樣，皆面臨「現代化」的問題，為吸引更多觀眾，劇種需結合現代文化
意涵推陳出新。現今戲曲新編戲在尋找題材上仍常藉古喻今，也多沿用古典形式加以搬演，崑劇既曾承
載過明、清兩代人的思想與感情，幾百年後的現在，理所應當繼續承載當代人的思想與情感。《聽我細
訴》除富於現代人文意涵，亦具有傳統崑劇劇本一貫豐富的文學性及人物刻劃細膩性，此為以崑劇搬演
此西方名作之用意。觀諸東西方戲劇史，新的戲劇內容總會召喚新的演出形式，本劇製作之實驗重點便
在於以現代文本內涵召喚可與之和諧統一的崑劇新表演藝術風格與技巧。

崑劇編腔淺說

文 遲凌雲

傳統崑劇的文學樣式與結構衍成了特定的套曲形式，並不斷豐富、完善、定型、形成相對完整的套
曲系統。但對於承襲了漢文化傳統音樂文脈的曲而言，詞的平仄格律、曲的依字行腔，才是構成曲牌藝
術的核心根本。
對於當今新的崑曲文本樣式、結構的產生，必定會帶來套曲形式新的變化，不變的是，詞的平仄格
律、樂的依字行腔。詞的平仄決定了樂的抑揚，字的錯落帶來了譜的頓挫。曲詞良好的平仄佈置，已為
樂曲框定了構架，因此為求得詞與樂更完美的結合，有賴編詞與編腔之間密切的溝通和合作。
為體現崑曲原味的崑韻，本劇於填譜時遵循古韻，依法落腔，並根據不同的戲段、人物、場景，選
擇合適的板式、板位。佈置恰當的行腔、小腔。板腔縮減容或有之，而依字行腔的古法則不變。

2︱時代小崑劇《聽我細訴》

分段故事簡介
〈記號〉
身上紋滿刺青的輕熟女。自小就毫無個性、毫不起眼。丈夫離開她後，她流連夜店，某天因拒絕一
個初識男人的求愛，臉上被劃了一刀，那道刀疤竟吸引人們注意到她的存在，她忽有所悟，獨特的自我
性格於焉成形。
〈情勾〉
年輕女孩訴說因著對愛的憧憬和幻想，以致深陷不倫之愛無法自拔，最終慘遭拋棄而自殺。死後
仍放不下情執，魂魄徘迴在情人窗下，想起同樣因不倫戀命喪宋江刀下的閻惜姣，得出一番對愛情的領
悟。
〈十五分鐘〉
做為戲曲男旦演員，常遭受外界的偏見和誤解。戲開演前15分鐘，男旦坐在後台化妝室對鏡扮戲，
看著鏡中的自己想起種種委曲，以及怪誕可笑的遭遇，他訴說著心路歷程、對藝術的追求和生活的領
悟。
〈燈〉
初老婦人獨坐屋裡，看著滿屋各式各樣的燈具，訴說對光影的癡迷、對老邁的不安、以及自己和追
求熱鬧浮華的親妹妹不同的生活追求等等，燈光明滅便成了她回憶往事的憑藉，以及溫暖寂寞老年的遊
戲。
〈拼布妹〉
婚姻中受盡漠視和冷落卻無力掙脫的妻子，躲進《奧茲的魔法王國》童話世界中，幻想著能和其
中一位由百納被做成的活布偶拼布妹一樣聰明自由，她穿著拼布妹的怪異行頭，向觀眾訴說婚姻中的苦
悶，她的逃避，她的沉溺，以至真實、虛幻混淆的生活狀態。
〈玻璃珠〉
母親在得知只剩3個月生命時，要求女兒買來90顆玻璃珠，每天把一顆玻璃珠緊緊握在手裡。在一
家人共同度過的煎熬日子裡，母親面對死亡的獨特方式，以及 90顆玻璃珠帶給女兒十分深刻的生命啟
示。

演出製作團隊介紹
裊晴絲劇坊
成立於2017年，由國內資深劇場專業人士所組成，以策畫製作、演出和推廣崑劇藝術為首要宗旨。
團名「裊晴絲」出自湯顯祖《牡丹亭．遊園》一折【步步嬌】曲牌之首句唱詞：「裊晴絲吹來，閒亭院
搖漾春如線」，形容春天的天空游絲飄蕩、引人遐思的美麗景象，意喻本團將致力於為戲曲和戲劇注入
時代新氣息與活力的目標。

團長、編劇 陳三資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戲劇碩士。歷任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臺北市文化局、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等單
位。曾參與戲曲製作、電影紀錄片拍攝，另有崑劇《小王子》及電影劇本數部。崑曲相關製作有《賞心
樂事學崑曲》電腦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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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 謝瓊容
幼居萬華，歌仔酬神戲演出頻繁，耳濡目染傳統戲曲。長年從事國際貿易，因緣際會參與歌仔戲劇
團演出策劃與製作，獲得劇團經營經驗。初識崑劇的精緻典雅，引發推廣使命感，藉協助製作此崑曲新
戲，期能吸引更多年輕觀眾。

導演 閻俊霖
國立復興劇校13期、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攻架子花臉，師承高德
松、牟金鐸、王少洲、孫元坡諸位先生。現任職臺灣戲曲學院京劇團，為劇團資深導演，導演作品跨界
京劇與歌仔戲。

編腔 遲凌雲
中國國家一級演奏員。畢業於江蘇省戲劇學校，專工崑劇音樂。曲笛師承高慰伯、李錦泉、徐振
民、林克勤先生。對崑曲的傳統唱腔、腔格和音樂曲牌理論頗多研究，在曲牌填譜技法上也深諳先古精
髓。現職江蘇省演藝集團崑劇院，並任教於江蘇開放大學、江蘇省戲劇學校。

舞台設計 張哲龍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畢業，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
劇系講師。作品跨眾多領域，包括戲曲、現代戲劇、舞蹈、晚會等舞台設計。現任大稻埕「思劇場」藝
術總監及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發起人暨藝術總監。

服裝設計 謝建國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主修戲服設計。現為「康國創意」資深服裝設計師。作品涵
蓋電影、電視偶像劇、演唱會、主題樂園及廣告。近年跨足戲劇、歌劇、秀場及傳統戲曲等服裝造型設
計。

燈光設計 宋永鴻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畢業，主修舞台、燈光設計。曾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劇場燈光
設計研究所，並於當地從事劇場燈光設計與製作。近年燈光設計作品多次入圍各大展賽並獲獎。

舞台監督 吳婉萍
1999年入行。2005至2015年任職國家兩廳院演出技術部。現為自由劇場工作者，擔任三十舞蹈劇
場、榮興客家採茶劇團等團之舞台監督。台南人劇團、明華園歌仔戲團、金枝演社劇團等團之燈光技術
指導。

技術總監 張枝財
國家兩廳院退休。歷經演出技術部燈光、統籌、視聽，曾配合來自世界各地各類型節目不下千場，
是一位具有29年資歷的專業劇場技術工作者。

演員 劉嘉玉 —〈燈〉
大鵬劇校12期，主修青衣、花旦、刀馬旦。先後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與佛光大學藝術研究所進修。
師承劉銘寶、秦慧芬、畢正琳、沈世華、王奉梅等。曾任職大鵬國劇隊、國光劇團等。現任文化大學中
國戲劇學系助理教授。擅演劇目有《花木蘭》、《昭君出塞》、《思凡》、《遊園》、《扈家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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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 余大莉 —〈記號〉、〈玻璃珠〉
復興劇校17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畢業。先習武旦，後改青衣，師從陸錦春、秦慧芬老師。於1993
年獲文化復興總會頒發國劇表演 。1998年10月拜師薛亞萍研習張派藝術。拿手劇目為《西廂記》、《望
江亭》、《狀元媒》、《詩文會》等。

演員 陳秉蓁 —〈情勾〉、〈拼布妹〉
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佛光大學研究所畢業。工青衣花旦，師承王鳳雲、
井玉玲、白明鶯、郭錦華、李華齡等。戴綺霞老師傳授《翠屏山》。演出劇目：《昭君出塞》、《賣
水》、《春草闖堂》及新編劇目：《齊大非偶》、《仲夏夜之夢》、《假面．蘭陵》等二十餘齣。2013
年赴北京參加中青年師資進修班。曾任政大國劇社指導老師。

演員 楊瑞宇 —〈十五分鐘〉
台灣唯一科班出身的乾旦演員。畢業於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系，2013年考入中國戲曲學院京劇
系。師承李亞莉、岳惠玲、張豔紅、馮海蓉、馬帥、楊蓮英等。能戲《扈家莊》、《戰金山》、《擋
馬》、《拾玉鐲》、《辛安驛》、《金山寺》、《穆柯寨》等二十餘齣。現為栢優座演員兼身訓教師。

鼓 閻鈺婷
就讀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戲曲音樂系十年一貫制，主修二胡，副修板鼓，師事宋金龍、洪碩韓，莊步
超，廖倚萍，莊佳綺諸老師。劇藝分科專修歌仔戲武場。曾參與台灣京崑劇團、榮興客家採茶劇團、明
華園歌仔戲團、薪傳歌仔戲團等各大劇團演出。

小鑼 黃意歡
畢業於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戲曲音樂系，主修古箏，副修板鼓，師事楊軍、莊步超二位老師。劇藝分
科專修歌仔戲武場伴奏。曾參與復興劇團、明華園歌仔戲團演出。現任古箏老師。

笛 梁仁宙
專業醫師。1999及2000年文建會崑曲傳習計劃樂隊組學員，師從中國大陸戴培德、徐達君，學習崑
曲文武場及崑笛。

笙 徐燕雄
師事國樂名家李兆星、裴遵化先生學習笙與箏藝。曾加入幼獅國樂團、中華國樂團及中廣國樂團等
任笙演奏員。曾應聘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授笙及古箏。近歲加入幽蘭樂坊，為崑曲演出伴奏。

琵琶 萬智懿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研究所畢業，專業琵琶教學，社區國樂教室及學校國樂社團指導。

二胡 許玉君
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畢業, 英國University of Glamorgan音樂製作與錄音工程碩士。鋼琴師承
顏華容教授，二胡師承許輪乾、陳如祁等老師。擅鋼琴、二胡，現職二胡教學與編曲。

大阮 朱肖霞
畢業於浙江藝術職業學院，主修琵琶，曾任職國樂團與越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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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alking With

This production is adapted from Talking With...by US playwright Jane Martin, which premiered at the 1982

Humana Festival of New American Plays, an annual event organized by the Actors Theatre of Louisville in
Kentucky. Afterwards, it showed at the Manhattan Theatre Club in New York in the same year and has since then

been performed around the world. Talking With... is the winner of the 1982 American Theatre Critics New Play
Award and the Best Foreign Play of the Year Award from Theater Heute magazine in Germany.

The play is composed of eleven episodes, each featuring a different woman covering a wide spectrum of age

who talks about her life in a monologue. Their life stories reveal their personal ordeals. Some of them are strange,

some are bizarre, and some are funny but they are all very touching and even intensely emotional. This production

selects and reproduces five episodes without cultural barriers in the original play: “Clear Glass Marbles”, “Marks”,
“Lamps”, “Scraps” and “Fifteen Minutes”. Furthermore, the female character in “Fifteen Minutes” is transformed
into a male “Dan” (a female character played by an actor), but the original title and part of the content are retained,

aiming to introdu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ecial profession in Chinese Opera. In addition, this production also
includes a new creation, “Taken Alive” inspired by a tragic love affair in Taiwan.

Notes on the Production

In the form of ancient artistic Kunqu Opera, this production features modern subject matters to reflect the time

and expand the repertoire on the one hand as well as to engage in experimenting and innovating the performing
style and format on the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features a unique artistic style in the performing pattern that integrates singing,

reciting, acting and martial arts performing. Among all different types of traditional opera, Kunqu Opera attracted
numerous cultural elite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creating new play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refore illustrates particular artistic charms with in-depth and profuse cultural foundation.

However, like other types of traditional opera, modern Kunqu Opera also encounters the issue of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modern cultural elements and to weed through the old and bring
forth the new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audiences.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s, modern adaptations for the traditional

opera often derive from ancient stories to allude to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also follow the traditional
performing pattern. Since Kunqu Opera has once borne the thoughts and emotions of peopl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should naturally continue to bear the thoughts and emotions of people in our time. Talking

With features not only modern cultural elements but also rich literariness and subtlety in characterization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cripts of traditional Kunqu Opera. It is also one of the intentions to perform western plays
in the form of Kunqu Opera.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theaters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new dramatic

contents always call for new performing formats. The main experimenting point in this production is to call for

new styles and techniques in the performing art of Kunqu Opera, which is harmonious and unified with the modern
texts.

About Springtime Theatre Workshop

Founded in 2017, Springtime Theatre Workshop is composed of senior theater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and

dedicated to producing, performing and promoting the art of Kunqu Opera.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stems from

a line at the scene of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in Peony Pavilion by TANG Xianzu, describing the beautiful
scene in the springtime, which symbolizes the company’s goal to inject contemporary breath and vitality into
traditional theater and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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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製作團隊 Credits
團長、編劇 陳三資
製作人 謝瓊容
導演 閻俊霖
編腔 遲凌雲
演員 劉嘉玉、余大莉、陳秉蓁、楊瑞宇
樂師 鼓：閻鈺婷
小鑼：黃意歡
笛：梁仁宙
笙：徐燕雄
琵琶：萬智懿
二胡：許玉君
大阮：朱肖霞
舞台設計 張哲龍
服裝設計 謝建國
燈光設計 宋永鴻
道具 吳冬生
舞台監督 吳婉萍
技術總監 張枝財
執行製作 朱鳳英
宣傳諮詢 莊雅足
舞台執行 林坤賢、吳旭晃、張鼎緒、王詩雯
燈光執行 李進中、林哲宇、汪玄昱
服裝執行 趙天誠、陳郁文
梳妝 張美芳、何怡嫺
佈景製作 陳坤成–曲線空間藝術
服裝製作 謝建國–康國創意設計
錄影 張興漢–亞格影音藝術
宣傳曲會主持 魏薇
導聆 朱鳳英
宣傳曲會場地協力及演出道具協力 戲台酒館

特別感謝

Jon Jory導演、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臺灣京崑劇團、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林逢源教授、
戴培德先生、胡其德教授、劉作英老師、黃月敏女士、謝敏芬女士、 蔡玉美女士、葉頌壽醫師、
溫宇航先生、蔡欣欣教授、王墨林導演、姚立群導演、 傅裕惠導演、謝俐瑩教授、劉稀榮老師、
劉嘉玉老師、張一民先生、蓬瀛曲集團長劉育明、曲友蘇美齡、張金城、李玫玲、王學蘭、劉月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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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美小禮」 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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