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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 

 教育部自 2007 年開始推動「學海築夢」計劃，而本校法文系的教授也替本系法文

系研究所學生爭取到暑期海外實習的計畫；除了專業知識領域的培養，拓展國際視野之

外，亞維儂本身就是座文化的搖籃，所以更能身處於這豐富的文化環境下薰陶。隸屬於

文化部下的駐巴黎文化中心(Le centre culturel de Taïwan à Paris，以下簡稱巴文中心)也在

2007 年開始參與外亞維儂的藝術演出，在 OFF 場地中表演，讓臺灣的小劇團能在這一

年一度盛大的國際節慶中嶄露頭角，更進一步讓世界看見台灣。而今年嚴選出到外亞維

儂進行演出的是以下四個團體「動見体、頑劇團、飛人集社以及丞舞製作團隊(B. 

DANSE)」。 

 這是臺灣與外亞維儂藝術節合作的第十年，而透過今年這一個月的實習，實習生除

了能學習到劇場的經營管理模式的運作，票務的行政流程，也同時與臺灣四個劇團的團

員們的上街宣傳，行銷劇團的節目冊子；也能發揮實習生自身所學－法文，與巴黎文化

中心的人協同劇團成為技師與民眾們的溝通橋樑。除此之外，實習生也透過這為期一個

月的海外實習觀摩其他團隊的行銷策略以及演出，從做中學，從做中思辨。 

 整個臺灣與法國外交文化活動主要由巴文中心的成員負責接洽。而藝術節前夕，巴

文中心的成員會負責聯繫協調臺灣劇團和法國劇場及當地住屋處房東的相關安頓事

宜、以及與調貨中心協調道具搬運事宜；而藝術節期間則會負責團隊與技師的溝通、專

業人士及媒體的接待、團隊前台票務的翻譯、臺灣團隊報導的蒐集及整理；而藝術節之

後，則會負責票房的統計、統籌所有在藝術節期間蒐集的報評。而透過本次藝術節，台

灣劇團有機會在國際的舞台上初試啼聲，更透過巴文中心成員的協助讓臺灣劇團在藝術

節期間能夠順利演出，也讓當地民眾能夠無障礙地了解臺灣劇團表演中的涵義，進而達

到推銷劇團本身，也向世界行銷臺灣。 

 本次藝術節實習生大部分的工作內容是由巴文中心的成員派遣，而實習生的主要工

作都在絲品劇院中執行，主要是協助劇團票務上與民眾的對談、技師及房東與劇團成員

之間的翻譯、劇場與劇團成員的協助溝通、以及統整報評。 

 

圖 1、巴文中心主要工作分配圖 

專員 

高作珮 

工讀生 

王莞如 張欣怡 郭立貞 

實習生 

黃信翰 顏妙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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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絲品劇院(臺灣劇團表演劇院) 

 今年臺灣四團表演的場地依然是在絲品劇院(Théâtre de la Condition des Soies)。位

於 La Rue de la Croix 上的絲品劇院，原為造絲工廠的絲品劇院在 1929 年關閉。而今年

開始由同樣也在絲品劇院演出的女演員安西婭．索尼爾女士(Anthéa Sogno)接管經營，

將絲品劇院大幅度地重新裝潢了一番，包含了方廳及圓廳入口處的翻修、劇場內座椅的

汰換及裝潢，甚至還為了民眾們多設置了一處咖啡廳，方便讓民眾們在表演還未開始的

時候有地方可以休憩。 

絲品劇院是屬於私人的劇院，在藝術節期間除外並沒有開放其他的活動及表演的使

用。而今年與臺灣團隊合作的技師都是來自於法國各地的擁有專業背景的好手，在藝術

節的時候互相合作，直至結束，大家就返回自己原來的崗位。 

而絲品劇院一直都是外亞維儂中的一顆繁星，所以知名度不在話下；更是因為如

此，已經與絲品劇院合作第八年(2009 迄今)的臺灣團隊，在藝術節已經打響了一片天。 

 表 1、絲品劇院工作職位人員清單 

絲品劇院工作職位 姓名 

劇院負責人 Anthéa Sogno 

行政總監 Frédéric Loison 

公關 Mari Bedu 

行政助理 Erica Saccon、Cindy Briand 

技術總監 Guillaume Niemetzky 

技術人員 Frédéric Tanari、Phillipe Luigi Olivier、Romain Plémo 

劇場實習生 
Prune Ventura、Mathilde Rossi、César Colmat、Léa Marie、

Mohamed Bouadla、Charlotte Sinaud 

媒體公關 Estelle Dumas、Johan Barthélemy、Pascal Zelcer 

絲品劇院屬於中小心的表演廳，分為兩個表演廳，分別是圓廳〈Salle ronde, Salle 

Molière〉以及方廳〈Salle carré, Salle Juliette Drouet〉。而在圓廳之內可容納 72 人，為其
他外國團體的表演場地；而方廳內則因重新整修的關係能夠容納 99 人，臺灣團隊除了
丞舞團隊在舞蹈中心〈Les Hivernales, Centre de Développement Chorégraphique〉表演之
外，其他三個團體都在絲品劇院中的方廳演出。 

 而關於表演團體的時間安排配置，方廳及圓廳並沒有重疊的時間，也就是說，並不
會有表演同時開始，這樣除了不會造成劇院萬人空巷的景象，也可以讓劇團有足夠的時
間裝台佈置。而關於預約表演方面，預約專線及填寫預約單則是由劇院實習生負責，而
臺灣的票務人員只要在開演前三十分鐘到劇院辦公室去取預約單即可。 

 關於這次在絲品劇院的表演團體，大致上是以戲劇(Théâtre)為今年圓廳的表演類型
大宗；而在方廳內，表演類型就相對較多元，包含偶戲(Marionette-objet)，音樂劇(Théâtre 

musical)，幽默劇(Humour)，舞蹈劇(Danse-théâtre)，及丑劇(Clown)。而台灣的三團表演
類型則是偶戲、舞蹈劇，以及丑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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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絲品劇院表演團體及類型統計 

 

今年藝術節從 7 月 7 日至 7 月 30 日，在絲品劇院中表演的所有團體都能與劇院協

調自己團隊的休息日期，也就是說，所有的表演並不是每一天都會進行，所以，表演團

體休息天數的多寡將會影響到表演場次的多寡。而臺灣三個團隊選擇在 13，18 及 25

號作為團隊的休息日。 

表 3、圓廳 2016年表演場次統計 

圓廳(Salle Ronde) 

節目名稱 休息天數 總表演場次 

Des Fleurs pour le Petit Poucet 3 21 

Les Amoureux de Marivaux/ de Shakespeare 0 24 

Le Cœur Cousu 1 23 

Quand Souffle le Vent du Nord 0 24 

Un Homme à Distance 0 24 

Victor Hugo, Mon Amour 0 24 

Éclipse Totale Rimbaud/ Verlaine 0 24 

圓廳總表演場次 164 

表演類型 圓廳 方廳 
臺灣團體 

(方廳) 

戲劇(Théâtre) 6 2 0 

偶戲 

(Marionette-objet) 1 1 1 

音樂劇 

(Théâtre musical) 0 2 0 

幽默劇(Humour) 0 1 0 

舞蹈劇 

(Danse-théâtre) 0 1 1 

丑劇(Clown) 0 1 1 

團體統計 7 8 3 

方廳、圓廳團體總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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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方廳 2016年表演場次統計 

方廳(Salle Carrée) 

節目名稱 休息天數 總表演場次 

Le Rêve de Kiwi 0 24 

Elle... Émoi 0 24 

C’est un Peu Compliqué d’Être l’Origine du Monde 1 23 

La Naissance (Taïwan) 3 21 

Mama Luna (Taïwan) 3 21 

Play Me (Taïwan) 3 21 

Le Portrait de Dorian Gray 1 22 

La Touche É toile 0 24 

Brel de la Loge à la Scène 2 22 

方廳總表演場次 202 

表 5、絲品劇院 2016年表演場次總統計 

 表演總場次 

圓廳(Salle Ronde) 164 

方廳(Salle Carrée) 202 

絲品劇院表演場次統計 366 

參、實習工作內容 

 這次外亞維儂實習的工作中，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除了需要協助臺灣團隊票務人員

以及民眾的溝通之外，也包含了技師們以及劇院的訊息傳達；以及驗票，在開演前宣佈

劇場須知(Annonce)……等。而這次巴文中心為了更了解民眾的觀後感以及為何民眾前

來觀看臺灣團隊的表演而設計了一套問卷，所以，實習生的工作今年新增了一項「蒐集

及整理問卷」。 

 關於工作分配，實習生則協調將工作分為票務部份，驗票引導觀眾部份，以及共同

分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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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實習生工作內容與時程表 

日期 時程表 工作內容 

6/28 抵達亞維儂 -安頓住宿事宜 

6/29 1200-1400 -與巴文中心專員了解詳盡的工作內容、熟悉環境 

6/30 

1300-1330 
-動見体抵達亞維儂，實習生至住屋處協助團隊與

房東之間的溝通，以及傢俱清點 

1700-1900 -至絲品劇院幫忙卸貨團隊的道具 

1930-2000 
-飛人集社抵達亞維儂，實習生至租屋處協助團隊

與房東之間的溝通，以及傢俱清點 

7/1-7/5 0900-2100 

-協同法文翻譯、技師之間的溝通 

-協同劇團搬運道具、及打掃環境 

-熟識工作的環境及重要的地點，例如：OFF 辦公

室及需要放置文宣冊的地點 

7/6 

外亞維儂

OFF 大遊行 

0945-1200 -協助 France3 及臺灣團隊的新聞拍攝 

1300-1630 

總綵排 

-協同法文翻譯、技師之間的溝通 

-了解正式開演後的工作詳細內容 

1700-1900 -下午五點大遊行開始，跟著臺灣遊行隊伍 

7/7首演-7/30 1300-1800 

-除了工作時段之外，實習生需要到音樂學院

(Conservatoire)、市政府(Hôtel de Ville)、旅遊中心

(Office de Touriste)、OFF 辦公室(Village du OFF)

及約定好的餐廳中檢查文宣數量 

票務部份： 

-團隊與劇院的溝通協助 

-演出前後，於前台接待觀眾 

-協助團隊負責票務的成員與民眾的溝通 

-開演前 30 分鐘，向劇院索取預約單 

-紀錄團隊每天的收入 

-發放問卷 

驗票引導民眾部分： 

-驗票引導觀眾入場 

-協助遲到觀眾入場 

-開演時，協助團隊向觀眾講述注意事項 

-演出後，於前台接待觀眾 

共同分擔部份： 

-蒐集及統計網路及報紙上的報評 

-回收及整理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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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務方面，這次絲品具原三個團隊的票價分別是，全票(14€)，優待票(10€)，孩童

票(7€)，及優惠票(0€)。實習生除了擔當團隊票務翻譯以及民眾間的溝通橋樑之外，不

經手核對金錢費用上的問題。而實習生也要學會分辨由 AF&C(Avignon Festival & 

Compagnies)所發行製作的 OFF 優待卡(白色)(一般民眾所持有)，以及同業卡(橘色)(同為

亞維儂表演劇團人員所持有)，以及專業人士卡(黃色、紫色、綠色、卡其色)(記者、節

目策劃人員、政府文化局人員及文化機構相關人士)。 

 另一方面，實習生除了負責票務上的口譯之外，也需要在表演結束後至前台接待觀

眾，回收問卷。而在表演結束後，會有不少觀眾留下來希望與團隊的演員們分享自己的

觀後感想，以及該劇團該改進的地方，實習生也要負責這方面的意見交換溝通及翻譯。 

肆、實習心得與省思 

外亞維儂藝術節一直都以形式自由多元及實驗性表演的特性吸引全世界的表演團

體前來駐紮一個月；因為如此的盛況，吸引了全世界藝文界、文化界、甚或節目製作人

蜂擁而至來挑選甚至邀請有興趣的團體至他們的劇場或是國家表演。而臺灣的團隊在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下的巴文中心致力推動下，已在亞維儂深根十年，有鑑於臺灣透過

這些劇團的努力，已有不少法國民眾成為臺灣表演的忠實粉絲，也讓臺灣利用這個國際

舞台向法國建立了穩固且友好的脈絡，讓臺灣的文化在亞維儂一處民眾的心目中萌芽。 

外亞維儂一直都是百家爭鳴之地，今年外亞維儂藝術節共有 1,092 個團隊參與，包

括來自 27 個國家的國外團隊，在 130 個場地，發表了 1,416 個表演節目1。而在亞維儂

OFF 表演的盈虧需自負的規則下，為了衝高票房，所有的團隊無不發揮創意在每天的遊

街甚或是大遊行中將團隊的看家本領展現地淋漓盡致，以吸引民眾前來觀看表演。其

實，巴文中心在藝術節開始之前的六個月就開始準備有關於藝術節需要用到的文宣以及

聯絡需要的清單。今年巴文中心設計的提袋以及衣服的款式也別出心裁，黃色的提袋搭

配著藍色的 T 恤以及人手一把的扇形文宣在遊行的隊伍中映著亞維儂夏日萬里無雲的

藍總是顯得如此亮眼及清涼，更為亞維儂熱鬧的氣氛綴上了一點色彩。 

而當法國戲劇文化碰上臺灣戲劇文化，勾勒出的跨文化衝突也同樣帶給絲品劇院以

及臺灣劇團一堂寶貴的課程。有鑒於這次絲品劇院大幅度的裝修，燈具的線路配置以及

道具存放的地點每天都不固定；再者，因為方廳內不僅僅只有臺灣團隊使用，所以屢屢

造成臺灣團隊與其他團隊及法國團隊技術人員之間的衝突。待後來大家工作步調漸漸平

衡以及溝通上達成共識，也讓臺灣及法國團隊的人員們開始尊重彼此的工作步調，進而

合諧地、有效率地達成工作的需求。 

這次能夠參加亞維儂計畫其實倍感榮幸，衷心感謝教育部所提供的「學海築夢」這

                                                 
1
 駐法國台北代表處，＜2016 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臺灣團隊首演＞，2016/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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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海外獎助實習計畫、淡江大學師長們的推薦、肯定及鼓勵，並感謝巴文中心成員們給

予的指點與協助，帶著我們從做中學。我一直都認為通曉外語的人們除了能夠開拓國際

視野外，也擁有一個共同使命，就是將自己的國家藉由不同的語言宣揚出去，而這也是

我一直秉持的信念。當我們抵達亞維儂的時候，雖然緊張但卻捧著滿腔的熱情想替臺灣

的文化外交致上一點心力。而與我們一起共事的巴文中心工讀生也個個都是法文的好

手，所以路過的民眾、跑錯場的觀眾及等待圓廳表演的觀眾，只要在外頭海報牆躊躇不

前觀望著臺灣團隊海報的人們，一抓緊機會大家就會奮力地解說，畢竟，任何一位民眾

都是有可能成為下場表演的潛力股。在為期一個月的實習期間，觀察到所有團隊為了將

表演呈現到最好，積極表現的態度令人動容，應該說是在亞維儂藝術季所出現的表演都

有可能是曇花一現，所以大家無不卯足全力，替自己在這塊兵家之地中爭取到一席之

地。團隊負責演出，我們負責處理行政上及觀眾們的事務，所以透過擔任輔助的角色，

更是明白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而我們也抽著點時間去觀賞其他 OFF 及 IN 的表演，發現相較於 IN 的表演來說，

OFF 的表演更為大膽且具實驗性，而且內容也比較豐富，但是場地相對 IN 的節目來說

就較為狹小，一場 OFF 的表演場地只能容納 50 名觀眾也是有可能性的；而相對 OFF

的表演來說，IN 的表演場地就比較磅礡，每個場地幾乎可以容納超過 2,000 名觀眾，所

以在裡頭看表演也會顯得格外精彩，例如在教皇大廳(Palais des Papes)的場地中，我們

觀看了一個以聖經(La Bible)中的巴別塔(Babel)
2故事為基底的一齣現代舞蹈劇，燈光簡

單而直接，透過簡單的道具呈現大陸版塊被拆遷的內容，簡單的舞蹈劇本將上帝的憤

怒，人類的無知及爾後的驚慌失措表現地一覽無遺；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原本在聖經

中人類共同使用的語言是希伯來文，但劇組很靈敏地用英文取代，也反應及諷刺了現在

社會中語言隔閡及語言強勢的現象。再者，在藝術節期間並不是所有表演場地都會侷限

於城牆內，例如，在隆河(Rhône)對岸就有一處搭滿了露天帳篷的馬戲區；而我們自己

出席的其中一場為時 5 小時的戲劇卡拉馬佐夫兄弟(Karamazov)，就在離亞維儂市區 30

分鐘的採礦場內舉行，配合著編纂地完美的劇本，搭配演員精湛的演技，配著映入眼簾

的磅礡懾人的場地，交織成一場令人嘆為觀止的視覺饗宴；由於溫度在夜晚間急驟的緣

故，工作人員們也會貼心地替大家準備好禦寒的毯子。對第一次在露天場地看戲的我是

一次很難得的經驗。 

 經過了這個月的實習，我觀察到了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對劇場的熱衷，其實也不

光光是對劇場的熱衷，而是對這項文化的喜愛，這種「喜愛」又不僅僅侷限於那些劇場

中的人，也包含了普羅大眾。透過觀眾的談吐中，不難發現，其實很多人都是周車勞頓

來到藝術節朝聖，只為了滿足自身那種對戲劇文化的渴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戲劇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場休息的時候，與旁邊一位法國人聊天，她敘述這已是第十八個年頭

隻身來到藝術季，但她一點都不覺得辛苦，反倒覺得是一種能量的補給。反觀臺灣民眾

                                                 
2巴別塔，據《聖經·創世記》第 11 章記載，當時人類聯合起來興建希望塔頂通天能傳揚己名的高塔。為

了阻止人類的計劃，上帝讓人類說不同的語言，使人類相互之間不能溝通，計劃因此失敗，人類自此各

散東西，上帝也將原本統一的大陸拆散成五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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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對於文化觀念的意識稍顯淺薄，所以劇場文化在臺灣並沒有這麼的扎根穩固，相對

於其他比較主流的展覽文化，例如：華山園區的展覽，松山文化園區的展覽，就顯得被

壓迫了。所以，臺灣的劇場文化可以以亞維儂藝術季為借鏡，從中探討它成功享譽國際

的原因，進而讓臺灣的民眾們也能漸漸對這個文化有主觀意識的抬頭。 

 伴隨著觀眾的歡呼、鼓掌，藝術節也在一個月後落幕了，在這整整的一個月中，我

相信所有的劇場人一定在彌漫著歡愉、緊張的氣氛中享受著這一個月豐碩的成果。劇

場，它的迷人之處在於它的短暫性，它的稍縱即逝，所以演員表演的能量以及觀眾的專

注力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集結迸發，交匯出只有劇場中才會出現的璀璨。劇場中所闡述

的每個劇本都是獨一無二的，就像你、我、他存在這世上的所有個體都是無法炮製的；

而原來我們也正拿著獨特的人生劇本吸引著人們來欣賞我們生命中的坎坷及絢爛。 

伍、附件 

一、團隊介紹 

 白駒飛逝，亞維儂藝術節自開幕以來已邁入第 70 年，外亞維儂藝術節也邁入第 50

年，而臺灣參與這項國際性重要的節慶也邁入代表性的十週年。今年臺灣打著「表演藝

術，活力藝術」（Arts Vivants, Arts Vibrants）的口號，領軍浩浩蕩蕩進駐亞維儂；而今

年到亞維儂進行表演的總共有四個優秀的團體，分別是「動見体、頑劇團、飛人集社及

丞舞製作團隊(B. DANSE)」，而其中的動見体更是亞維儂的常客，包含 2009、2011 及

今年(2016)，已經是他們第三次參與這場盛事了，其餘的三個團隊都是第一次參加；但

飛人集社及丞舞在抵達亞維儂之前，就已先受邀至西班牙馬德里進行演出，一飽西班牙

觀眾的眼福。 

表 7、臺灣劇團表演時間 

團體 作品 表演時間 

飛人集社 Flying Group Theatre 初生 La Naissance 1400-1450(50mins) 

頑劇團 Théâtre des Enfants Terribles 月亮媽媽 Mama Luna 1535-1635(60 mins) 

動見体 M.O.V. E Theatre 玩 Play Me 1710-1800(50 mins) 

丞舞製作團隊 B. DANSE 浮花 Floating Flower 
2000-2100(60 mins) 

(Les Hivernales 編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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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台灣團隊作品介紹表 

演出團隊 作品介紹 

飛人集社《初生》 

飛人集社創立於 2004 年，「飛人」取其諧音「非人=偶」，同時

意指在劇場行走各處、自由飛行的藝術創作者集合之所。 

 

團長：石佩玉 編劇：周蓉詩 主要演員：石佩玉、周蓉詩 

 

《初生》探討的是生老病死的人生課題;題材雖然嚴肅沉重,但

試圖用輕盈的視覺手法和語言加以表現。其實這部作品中，飛

人集社推出「飛人集社‧小孩也可以看」系列「一睡一醒之間」

三部曲這部作品中包含了首部曲《初生》、二部曲《長大的那

一天》、終曲《消失─神木下的夢》，但此次在亞維儂藝術節演

出，只帶來第一部曲《初生》。 

劇中使用皮影戲配合現場彈奏出輕盈音樂的手法以及透過中

文及法文的雙語的轉換，將出生這個議題描寫地栩栩如生，透

過女演員演繹的小女孩木偶帶著大家一同參透出生這個一直

以來都很神秘且歡愉的話題。 

頑劇場《月亮媽媽》 

頑劇場成立於 2014 年，以藝術作品呈現「人」與「生命真實」

為主要目標，活用肢體動作、默劇、小丑、面具、物件、裝置

等多種藝術形式為媒介，並期待與不同領域藝術家跨界合作，

從中探尋新鮮的劇場語彙，發展精煉而又充滿生命隱喻的「詩

意劇場」。 

 

團長：黃凱臨 主要演員：黃凱臨 

 

《月亮媽媽》的故事是黃凱臨透過她祖母的逝世而發想出的想

法，她將與祖母相處的兒時片段透過戲劇一幕幕帶到觀眾的面

前，也間接透過月亮陰、晴、圓、缺的這個意象象徵著生命的

衰老及逝去，帶著觀眾們依同探討「生命」這個嚴肅及神秘的

話題。在劇中，黃凱臨一人飾兩角，先是神祕消失的奶奶，之

後出現的小丑，而後衰老的小丑，用真摯的情感及時而詼諧，

時而沉重的步調讓我們在一個小時的表演中看見了生命的盛

衰、美好，及放下。 

動見体《PLAY ME》 

動見体創立於 2006 年。關注人類精神場域與社會樣態，以實

踐總體劇場之美學為宗旨，結合表演藝術、影像多媒體、視覺

藝術與文學等領域的創作者，發展實驗性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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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導：董怡芬 主要舞者：董怡芬、王靖惇、呂名堯、許書詮、

陳瞱瑩 

《Play Me》《遊戲》這個作品的寓意在探討人與人之間存在的

權力結構的分析，透過編舞家董怡芬之手，在短短五十分鐘之

內將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鬥爭透過強力的肢體語言、爆炸性的情

感語言，以及獨特的身體律動表現得令人拍案叫絕。連普羅旺

斯報〈La Provence〉都在報導中給出了高評價「PLAY ME 是

一場令人嘆為觀止且不可錯過的亞洲表演」3。 

丞舞製作團隊《浮花》 

於 2014 年成立，由台灣舞蹈藝術家蔡博丞出任藝術總監，結

合各式藝術展演形式，除了展現台灣表演藝術之特色外，更期

待與海外藝術家共同創作，作為其創意無限的藝術平台，其組

成的團隊以表演藝術為首，各式藝術形式為輔的團隊，欲建立

起獨特的藝術品牌。 

 

編舞家：蔡博丞 主要舞者：傑克 黃芃睿 黃依涵 張堅志 張

聖和 張元豪 張瑀 劉明軒 

 

《浮花》這部作品的編創概念主要是從臺灣民間信仰中流放水

燈意象而來的，且透過舞者們精湛的舞技，配合著強勁的音樂

將人生載浮載沉的際遇、不確定性，以及對未來因為無知的恐

懼表現地淋漓盡致。且舞者們著穿的半身裙，讓這為期一小時

的表演感覺正是乘坐在其中一朵水燈上去探尋著未來。而《浮

花》這個作品也受到這次亞維儂藝術季高度的認同，甚至將這

個表演在 IN 的手冊上列為 2016OFF 必看表演之ㄧ，所以《浮

花》也跟《PLAY ME》雷同，幾乎場場爆滿。甚至連普羅旺斯

報〈La Provence〉都在報導中提到「毫無疑問，《浮花》是今

年在外亞維儂其中一部大師傑作」4。 

 在演出期間，除了《浮花》只有從七月十號表演到七月二十外，其他的團隊都是全

程參與。在表演的前三天，所有團隊為了刺激觀眾的入場率，紛紛搬出了買一送一的活

動。而每個劇團也會販售自己的周邊商品，例如：飛人集社團隊他們就會在表演結束後

兜售在表演內出現的音樂 CD 合輯(10€)，爾後，因為海報的詢問度也很高，經過討論之

後，他們也決定將海報(5€)也加入販售的商品中。 

 一開始票房確實沒有很傲人，但在經歷了接近五天的折磨後，票房開始有了轉機，

《PLAY ME》更是達到場場爆滿，萬人空巷的場面，而《月亮媽媽》和《初生》也不

遜色，高峰期每天也能達到百分之七十的票房。在七月二十四號隨著 IN 的節目結束，

                                                 
3
 譯於 Jahan Barthélemy, <PLAY ME>,《La Provence》, 2016/07/15 

4
 譯於 Jahan Barthélemy, <FLOATING FLOWER>,《La Provence》, 201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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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節的洪流也慢慢退燒，《PLAY ME》依舊保持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票房，而《月亮媽

媽》和《初生》則衰退到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左右，有鑑於此，在藝術節結束的前三天，

頑劇場再次祭出了買一送一的方案，刺激買機。 

 而每個團隊擁有每個團隊特定的客群，也就是說《初生》就比較鎖定兒童族群，

《PLAY ME》較針對年輕且對現代舞蹈感興趣的人們，《月亮媽媽》則是對同樣飾演小

丑的觀眾及默劇的愛好者產生了致命的吸引力，所以當團隊們每天早上出門遊街時，都

會針對固定的客群發放文宣及宣傳，甚至口裡還會大聲覆誦著幾句剛學到的法文口號，

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且所有的團隊都會在櫃檯處放置一本筆記本讓觀眾能夠分享他們

的觀後感，也不吝嗇在表演結束後，拖著沉重的戲服及身軀立刻趕到入口處與觀眾分享

交流。 

二、照片集 

    

臺灣外亞維儂十週年，臺

灣團隊參加大遊行，搭配

著別出心裁 (TAÏWAN10)

的裝扮，成為遊行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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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亞維儂藝術節節目

一覽手冊 

 

2016 臺灣外亞維儂文宣

本 

 

2016 頑劇場《月亮媽

媽》，海報及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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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飛人集社《初生》，

海報及票卷 

 

2016 動 見 体 《 PLAY 

ME》，海報及票卷 

 

2016 丞舞製作團隊《浮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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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劇團行政人員及巴文

中心人員展開第一次行政

會議 

 

巴文中心為了亞維儂藝術

節特地製作的衣服及袋

子，透過顯明的顏色搭著

南法夏日熱情的陽光，更

為臺灣添了一絲朝氣 

 

兩位實習生幫忙製作大遊

行需要使用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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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海報戰爭如火如荼的展

開了 

 

臺灣團隊裝臺中，與劇院

的人協同合作 



 18 

 

臺灣團隊的音控及燈光師

正與劇院的技術人員討論

裝置的問題 

 

亞維儂藝術季開始後，在

城牆內到處被貼滿了形形

色色的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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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府(Hôtel de Ville)

裡的文宣冊放置處，要隨

時注意是否短缺 

 

《月亮媽媽》總綵排 



 20 

 

《初生》總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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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ME》總綵排 

 

重新裝潢過的方廳內表演

場地，天鵝絨的座椅看來

格外奢華。臺灣團隊忙著

處理舞台燈光的位置，而

實習生在一旁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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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人集社在大遊行的時候

端出殺手鐧－大鯨魚及小

女孩招牌，為了吸引更多

群眾的注意 

 

頑劇場則祭出一對老夫婦

的人偶，也成功吸引不少

人注意；爾後，也成為此

團隊遊街時必備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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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見体遊街時使用臺灣傳

統媽祖遶境宣傳方式(娘

傘)，同樣在遊街時引起不

少關注 

 

絲品劇院，劇院辦公室及

圓廳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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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品劇院，方廳入口(臺灣

三團表演場地) 

 

外 亞 維 儂 辦 公 室 (Le 

village du OFF)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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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亞 維 儂 辦 公 室 (Le 

village du OFF)裡由所有

在外亞維儂表演的節目形

成的海報牆，非常壯觀、

驚人 

 

外 亞 維 儂 辦 公 室 (Le 

village du OFF)裡能任意

放置文宣的地點，而這裡

也是最好取得所有有關

OFF 表演資訊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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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中心成員與兩位實習

生合照。左起，工讀生郭

立貞、工讀生王莞如、實

習生黃信翰、專員高作

珮、實習生顏妙蓁 

 

實習生與劇院負責人安西

婭˙索尼爾女士 (Anthéa 

Sogno)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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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與劇院工作人員合

影。左起行政助理 Erica 

Saccon、Cindy Briand 及行

政總監 Frédéric Loison 合

影 

 

實習生正在專心見習該如

何應對前台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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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須負責撕票及驗票

的業務 

 

實習生擔任團隊票務的橋

樑與民眾溝通中。 

在等待入場的觀眾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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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劇場宣傳 方式加 入

FREE HUG，頓時讓亞維

儂藝術季的氣氛變得溫馨 

 

《初生》鎖定目標族群－

孩童，所以劇場內常常出

現孩童滿座的情況 



 30 

 

《初生》結束後，觀眾不

吝嗇再留言本上向團隊分

享他們的觀後感 

 

《月亮媽媽》團長兼主要

演員－黃凱臨在表演後與

同樣也是從事小丑的演員

們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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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ME》經常造成萬

人空巷的景觀 

 

動見体的舞者在表演後遊

街並擁抱剛剛欣賞過團隊

表演的觀眾 

 

《浮花》雖然只有在亞維

儂藝術節表演 10 場，但場

場爆滿，常常造成想看卻

看不到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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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臺灣團隊一開始卸

貨的樣子，大家的臉上都

寫滿了興奮與緊張 

(右圖)臺灣團隊將道具從

劇院撤掉，也享受一個月

來甜美的成功果實 

 

臺灣團隊及巴文中心的所

有人一起享用慶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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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宜靜，〈法亞維儂藝術節將登場!台灣第十度參加飆創意〉，《中時電子報》，2016/06/29 

曾依璇，〈台灣舞團在亞維農 探討生死和社會控制〉，《中央通訊社》，2016/07/09 

駐法國台北代表處，〈2016 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臺灣團隊首演〉，2016/07/19 

魏靖之，〈104 年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劃」外亞維儂藝術節劇場實習心得報告〉，淡江 

大學 104 年度法文碩士班，2015/08 

外文 

Avignon Festival & Cies le OFF, <Le programmme du Festival d’Avignon 2016>, 2016/06 

Jahan Barthélemy, <FLOATING FLOWER>,《La Provence》, 2016/07/15 

Jahan Barthélemy, <PLAY ME>,《La Provence》,2016/07/15 

Rosita Boisseau,< La scène taïwanaise imprime son rythme à Avignon >,《Le Monde》,  

2016/07/07 

 

參考網站－官方網站 
飛人集社 http://www.flying-group.com.tw/about_troupe.php 

頑劇場 https://www.facebook.com/1564885303775727/photos/1731266037137652/ 

動見体 http://www.movetheatre-tw.com/index/ 

丞舞製作團隊 http://www.axearts.org/#!bdance/co5m 

 

參考網站－2016外亞維儂臺灣團隊特寫影片 

臺灣四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IlwultdgvI 

飛人集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DLaEU5LpVA 

頑劇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4pPWPzdEQ 

動見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2i921gW6K8 

丞舞製作團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srL17pVTSg 

http://www.flying-group.com.tw/about_troupe.php
https://www.facebook.com/1564885303775727/photos/1731266037137652/
http://www.movetheatre-tw.com/index/
http://www.axearts.org/#!bdance/co5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Ilwultdgv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DLaEU5LpV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4pPWPzdE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