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劇場拼圖

隱形城市
三城記

Invisible Cities
- A Tale of Three Cities

演出時間│2019/8/17（Sat. ）2:30PM、7:30PM
2019/8/18（Sun.）2:30PM
演出地點│實驗劇場
主辦單位│
特別感謝│差事劇團、Busan Cultural Foundation
節目全長約100分鐘，無中場休息

Approx. 100 minutes without intermission
演後座談：每場演出後於實驗劇場進行

Post-talk: at the Experimental Theater after each performance
主辦單位保有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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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廳院 Asia Connection 計畫

視作藝術被殿堂化的考量，並生產出諸多文

兩廳院長期累積國際網絡，觀照表演

化商品的界線，提供我們發現：擊破諸多隱

藝術未來發展，深感歐亞間持續性交流

形的牆面，恰是讓劇場打破界線後，成為與

對於創作之必要性，因此藉由兩廳院 Asia

民眾之間，最為日常的文化介面。

Connection三年計畫，連結亞洲盟友共創藝

亞洲劇場連線是區域共同體在發生過程

術的新語彙，並期許成為歐洲夥伴探詢亞洲

中，所產生的對話機制，既是「發生的」，

創作力的主窗口，以「We Art Together」的

也是「現場的」，更是「當下的」！在區域

力量展現表演藝術的新未來。

對話的身體行動過程中，超越了個別劇場藝

2019 年為首屆出發，以「戲劇」為主

術家的參與，更有別於以國家作為單位的競

軸，舉辦Asia Connection論壇與東亞劇場拼

比或動員。這樣的思維底下所形成的互動關

圖展演，邀請日本、韓國、東南亞地區的國

係，是以參與者相互間的互動與對話，作為

際策展人共同參與分享與討論，串起亞洲藝

考量基點。藉此達成區域共同體的彼此關

術共榮圈。

照與看待。這同時，也在這前提下，針對
表演與觀眾間的互動，展開對話式的交流。

劇場在亞際交流的向度：從「東亞戲劇交

亦即，不僅僅展現演出成果，而且在觀眾面

流計畫」到《隱形城市—三城記》

前，將形成演出的方法與美學並陳於公共空

文╱鍾喬（差事劇團團長）

亞際「inter-asia」，顧名思義即「亞洲

間，即劇場中。而後，與現場觀眾建構對話
關係。

之間」的意思。強調的是一種：對等交流的

如此，論及亞際「inter-asia」劇場與民

流動狀態。一旦固化，則失去相互以世界為

眾（觀眾）的關係時，題外的聯想更有意

中介的「對話」情境。這是亞洲交流，在

思。這就讓我再次想起，魯迅在《野草》一

「去文化殖民化」語境下的核心命題。怎

文的提辭上說：

麼說呢？在「解殖」、「去冷戰」、「去帝
國」須三位一體對待的「亞際」交流中，民
眾的異中求同是解脫官式威權與國際霸權的
不二法門。這在亞洲各國家或領域幾乎是不
待明言的共識。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
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曾經存活。
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
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還非空虛。

因此，「流動」成了當代劇場自我省察
時的重要關鍵，也是劇場轉化為空間行動的

如果，劇場之於民眾，是一種啟蒙的關

重要想像。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台灣差事

係。劇場便已經不是劇場，而是講堂。因為

劇團」、「韓國釜山小劇場」及「日本福岡

如此，每一次交流後的表演，都是死亡後的

MMST」共同為亞洲交流，合組並建構了一

新生。因為，戲劇處於亞際的流動狀態中，

個以工作坊交流及演出的平台。二○一六年

對自身、對他者、對融入後演變為民眾的觀

以來，以「城市」為作品主題的劇場交流，

眾……雖說，很可能就是稍縱即逝的覺醒與

其策展理念放在：反思以城市現代化為根基

變身，延續的，卻是創造對話的平台，在梳

的文化理念，釐清藝術至上或服務於市場，

理東亞記憶中，重新繪製另類的新亞洲文化

作為作品創意的界線；這樣的，將競比能力

藍圖。因為，這裡勾勒的亞際，並非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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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建構，基盤遠非在於成就上對下的穩

戰爭、國家、種族分類等等之外，對話與批

固關係。所以，每一次劇場的發生，似乎都

判「現代性」的生命伏流。在這個概念下，

可比喻成：

「隱形城市」指的不僅僅是城市中種種被隱
形的社會狀態，同時更深遠地回應與指涉了

死亡，因為曾經存活而成過去；腐朽，
讓我們知道並不空虛。
因此，對於死亡與腐朽皆有大歡喜！

歷史，並因而重繪東亞地理版圖。
所謂的亞際（Inter-Asia），在理論上，
指的正是回應世界在進入「現代」之後，
直至今日仍主導認識模式：「西方」。對

以劇場開啟當代的亞際連結

於「亞洲」的認識，往往反而是建立在對

撰文╱汪俊彥（劇場與文化研究學者）

於「西方」的對體與對照而成立，這一個

朝鮮半島跨越對馬海峽抵達對岸的九

在近百年來隨著武力、戰爭、話語而一躍而

州，曾經是東北亞的歷史移居流動的重要航

上的「西方」，輕易卸下了原本一時一地

線。九州作為日本明治維新最重要的發動起

的限制，而化身為指導世界與文明標準的普

源地，維新三傑都與九州有重要的地緣關

世身份。「亞際」不只是說明地理上的「亞

係。 1876 年朝鮮王朝與日本帝國簽訂《江

洲」，它不作為西方的對體，不是拒絕與歐

華島條約》，釜山成為東亞進入「現代」世

美聯繫；相反地，而是立基於意識「西方」

界的開放港口與租界。韓戰之時，釜山曾經

所造成的限制與問題（the problematic），例

作為南韓的臨時首都，瞬間湧入超過百萬難

如戰後冷戰的臺灣人民感覺最親近的往往不

民。韓戰的爆發，亦改變了戰後臺灣的命

是區域共同體的東亞日韓，不（可）能是隔

運。

海峽的中國大陸，不是至今仍模糊的東南

大多時候，我們想到福岡、釜山與臺北

亞，而是隔著太平洋的美國。亞際（ Inter-

時，以日本、韓國與臺灣三個國家的整體想

Asia），亞洲間的連結，即不再視亞洲為想

像，掌握三個地方名稱；但這次東亞劇場拼

像單一的、文明同質的，由西方而生、由西

圖《隱形城市—三城記》，不是東京、首爾

方定義的大寫集合體；亞洲間的互訪，同時

與臺北。在世界進入現代之後，國家成為了

是對西方引領之現代性的討論與質疑，也是

詮釋了集體、掌握公民、理解文化的核心單

再訪與重探現代性認識外的亞洲。

位，但也因為如此，歷史由國家來書寫，記

今年兩廳院啟動的「Asia Connection」，

憶則往往成為篩選後的展示。差事劇團所核

由差事劇團協助策劃東亞劇場拼圖《隱形城

心關照的「民眾劇場」，正是試圖持續堅持

市—三城記》；我深信，重新認識臺灣並以

與面對現代性國家記憶之下與之外的記憶，

劇場重繪東亞，會是開啟當代亞際連結的鑰

以及其產生的能動性。因為劇場的核心：

匙之一。

「人」，幾乎成為與現代國家難以撼動的認
同連結；「民眾」不同於「公民」，如果所
謂的「公民」正是在現代性成為理解當代世
界一系列標準價值的賦形（embodiment），
那民眾正是希望找尋在帝國、西方、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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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介紹
百 友秀 Tomohide MOMOSE
M.M.S.T劇團成立於日本東京，以「建
立當代劇場美學」為創團宗旨。舞台創作以

展演計畫主持人介紹
鍾喬，劇作家、導演、詩人，生於1956
年，台灣苗栗三義人，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
碩士，差事劇團負責人。

外，也積極發表聲音表演與影像裝置作品。

一九八○中期，接觸了「鄉土文學論

目前為M.M.S.T劇團負責人及駐團導演。作

戰」與左翼思潮，深受陳映真先生影響，曾

品中經常辯證舞台身體的特殊地位，並透過

參與《夏潮》雜誌，擔任《人間》雜誌主

獨特的身體感，處理從古典到現代的各類文

編；九○年代後和亞洲第三世界與民眾劇場

本。曾獲福岡市文化藝術振興協會戲劇競賽

工作者接觸，成立差事劇團，推動具有民眾

最佳作品獎。

戲劇性質的身體行動劇場。
曾編導劇場作品，並從事劇場相關的文

梁斅允 Hyoyun YANG
韓國慶星大學戲劇、舞蹈系雙主修畢
業。釜山演劇製作所東（
）劇作家、導演。代表作品包含第三十一
屆南韓劇場藝術節最佳作品《霣樂》、東
亞劇場交流計畫《HANARO Project vol. 2’_
「Drama」》、釜山城市藝術組織第53號演
出《A Great Fall》。
王瑋廉
臺北市出生，南機場新和新村長大。王
成章將軍之孫，父親為竹聯幫創始成員。臺
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畢業， 1999 年加入臨界
點劇象錄劇團，之後投入劇場編、導、演、
教學、演講等具開創性質的工作。視「成為
一個人」為表演技藝核心，並在文化與社會
脈絡中尋索新鮮、生動的劇場語彙。近年以
《論語》為己之學。現為小劇場學校、共學
講堂、川堂集合、每週麻將俱樂部成員。

化論述。寫作散文、小說與報導文學。最無
法忘懷的是：詩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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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CH Asia Connection Project

The Asia Connection is a three-year (20192021) project connecting Asian allies to create a
new vocabulary of art. We endeavor to explore
Asian creativity to discover the future of Asian
performing arts with the power of “We Art
Together”.
Dimensionality of the Theatre in Inter-Asian
Exchanges: From the Interchange Project
of Theatres of Eastern Asia to Invisible
Cities - A Tale of Three Cities
written by Chung CHIAO,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Assignment Theatre

The idea of “Inter-Asia” – a term which
literally means “inside Asia” – focuses on
a constantly-moving state of exchange on
equal footing. When this state stagnates, the
“convers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mediu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ll be lost. It’s a core
concept for inter-Asian ex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decolonizati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Assignment
Theatre from Taiwan, Experimental Theatre of
Busan, Korea, and M.M.S.T. from Fukuoka,
Japan, joined forces to build a platform for
exchange and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enhance
inter-Asian communication.
Since 2016, we have focused on theatrical
exchange revolving around the theme of “cities”.
Curation aims to reflect up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ities, avoiding being trapped by such myths
as “art only” or “art should serve the market”, and
preventing creativity from being restrained by
these fallacies.
The “inter-Asia” which is portrayed here is not
about the pyramidal setup of power. Its foundation
does not consist of firm relationships in order to
keep the upper layers stable. The creation of every
theatre is allegorically:

A death which turns into the past because it
has lived once.
A corrosion which let us know something
existed before.
So all ends well in death and corrosion!
Directors
Tomohide MOMOSE
M.M.S.T was founded in Tokyo, Japan,
in order to “establish contemporary theatre
aesthtics.” Its work includes stage works, audio
performances, and video installations. Tomohide
MOMOSE is the current leader and resident
director of the M.M.S.T He frequently opens up
dialectical discourse about the specific status of
bodies onstage in his works. At the same time, he
handles various texts from the classical period to
contemporary ones with his trademark distinctive
sense for bodies. His work was awarded the “Best
Work” award i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Theatre
held by the Foundation for Arts and Cultural
Promotion of Fukuoka City.
Hyoyun YANG
Hyoyun YANG graduated from Kyungsung
University with a double major in Drama and
Dance. She is the playwright and director of the
“Dongnyeok” Theatre. Her major works include
Un ak (Best Picture Award of the 31st Korea
Theatre Festival), HANARO Project Vol. 2 Drama
(at the East Asia Theatre Network), and A Great
Fall (the 53rd performance of the Busan City Art
Organization).
Wei-lien WANG
Born in Taipei and raised in the new Hsin-Ho
village near Nanjichang. Wei-lien is the grandson
of the late General Cheng-chang WANG, while
his father is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United Bamboo Gang. After Wei-lien received
his M.A. degre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Drama
and Theatre at NTU, he joined the Critical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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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ter. From then onwards, he has worked
avidly and innovatively in scriptwriting, directing,
acting, tutoring, and lecturing for theatre. Weilien regards “being human” as a core tenet of the
performing arts. He seeks novel and vivid theatre
languages in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s. Recently
he has used Analects of Confucius a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Currently, Wei-lien is a member of the
Little Theatre School, Lectures for Playgroups,
Assembly at Lobby, and Weekly Mahjong Club.
Production Leader
Chung CHIAO (born 1956, Sanyi, Miaoli,
Taiwan) is a playwright, theatre director, poet. He
received his M.A. in Arts from Chinese Cultural
University, and is currently the artistic director of
Assignment Theatre.

In the mid 80s, he was introduced to left-wing
theories and the debates on Taiwanese “Hsiangt’u (Nativist)” literature, and influenced by the
Taiwanese writer and cultural critic Yingzhen
CHEN. During this time, he worked for China
Tide Magazine, and was later editor-in-chief at
Renjian Magazine. After encounters with people’s
theatre practitioners in third-world Asia in the
90s, he formed Assignment Theatre, and has since
dedicated himself to promote Action Theatre with
People’s Theatre methodology.
Director and playwright of numerous theatre
performances, he is also a cultural critic on theatrerelated topics. A writer whose range of work
includes novels, essays and reportage, poetry
writing will always hold a special place in his
heart.

演職人員名單 Production Team
日本福岡組
導演╱百瀨友秀 Tomohide MOMOSE（日）
演員╱金仁河 Inha KIM（韓）
車承澔 Seungho CHA（韓）
梁馨文（台）、汪冠岳（台）
韓國釜山組
導演╱梁斅允 Hyoyun YANG（韓）
演員╱渡部彩萌 Ayame WATANABE（日）
曾啟芃（台）、馮文星（台）
台灣台北組
導演╱王瑋廉（台）
演員╱李恩珠 Eunju LEE（韓）
堀春菜 Haruna HORI（日）
陳怡彤（台）

計畫主持人∣鍾喬
台灣製作團隊
行政經理╱王靜溶
執行製作╱張新
舞台設計╱林育全
燈光設計╱曾彥閔
音樂設計╱李慈湄
影像紀錄╱郭盈秀
舞台監督╱鄒雅荃
日本製作人╱古賀裕奈 Hirona KOGA
韓國製作人╱康源宰 Wonjae 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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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