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滅劇場 
《美的刻畫——混齡舞踏創作營》 

研習⼿冊 
 

主辦單位：滅劇場黯⿊舞蹈團 
執⾏單位：太⽲藝創有限公司 
贊助單位：國藝會 



⽬錄 
⼀　課程計畫＝＝＝＝＝＝＝＝＝＝＝＝＝＝　01 

⼆　課程表＝＝＝＝＝＝＝＝＝＝＝＝＝＝＝　02 

三　課程介紹＝＝＝＝＝＝＝＝＝＝＝＝＝＝　03 
1. 實體課　　　　　　　　　　　　　　　03

2. 線上課　　　　　　　　　　　　　　　04


四　課程引導者簡介＝＝＝＝＝＝＝＝＝＝＝　08 

五　主辦團隊簡介＝＝＝＝＝＝＝＝＝＝＝＝　09 
1. 滅劇場黯⿊舞蹈團　　　　　　　　　　09




⼀　課程計畫 

緣起 

 2019年滅劇場舉辦第三屆「台灣國際黯⿊ 舞蹈節」(Taiwan Interna1onal Darkness Dance 
Fes1val)，邀請⽇本舞踏家雪雄⼦和⽥仲治⼈參與演出。演出之後有⼀位觀眾特 別來到後台，眼眶
泛紅的跟我說，雪雄⼦老 師的舞蹈讓她感動萬分，特別是其中⼀個段落「⾈」：年近80歲的雪雄⼦
換上⼩女孩的服裝、戴著娃娃頭假髮、把玩紅⾊⽊屐。在輕柔的旋律中，滿臉⽣命刻痕的老⼈似乎
在找尋記憶中的⾃⼰，急切地找著、但似乎靠著片段回憶⼜找不到...這樣的畫⾯打動了觀眾，勾起他
⾃⼰⾯對失智⽗⺟的沉重情緒，從舞蹈欣賞中獲得釋放，也讓我們對於舞踏的學習有了新的想法。 
 舞踏的風格非常多元。1960年代⼟⽅巽和⼤野⼀雄所共同創造出這種實驗性的舞種後，讓⼤
家對於美的認知⼜多了⼀層新的體會。雖然很多⼈會把舞踏與死亡連結在 ⼀起，但是這種發⾃內⼼
的、難以猜測理解的⾝⼼狀態，似乎是⽣命的最佳寫照。⼤野⼀雄原本是運動員，經過⼆次⼤戰的
洗禮，成為戰俘、⾒盡死亡。他最著名的作品《⽔⺟之舞》就是把他親眼看死於飢餓疾病的⼠兵屍
體，漂浮在海裡的狀態，⽤⾝體表達出來。這段痛苦記憶成為⼀種舞蹈形式，外⼈看來可能不理解
那些蠕動、蹣跚、⼤笑、⼤叫的意義，但對⼤野來說，這只是⼀種⼈類最原始不過的⾃然性，從⽣
命經驗裡⾃然發出的肢體表達，⽤⾝體傳達了⼼理和精神狀態。⼤野⼀雄54歲以後才與⼟⽅巽合
作，即便到了晚年，⼤野仍然坐在輪椅上盡⼒揮動著雙⼿，並嘗試以四肢爬⾏，以僅存的⼒氣與觀
眾交流，闡述⼼中的話語。他藉此讓⼤家體會到，即便是在⽣命的最後⼀秒鐘，也要展現出⽣命的
美麗。 

辦理單位 

主辦：滅劇場黯⿊舞蹈團 執⾏：太⽲藝創有限公司 贊助：國藝會 

課程主旨 

希冀透過「美的刻畫—混齡舞踏創作營」，⽤舞踏的訓練⽅式，激發青年與樂齡者的創造⼒，開啟
另⼀種共融藝術創作與學習的⽰範。 

活動對象 

樂齡者（40歲以上）、親⼦組（⼀位成⼈＋6歲
以上學齡兒童）、⼀般⺠眾 

招⽣⼈數 

15⼈額滿 

辦理梯次、⽇期與時數 

第⼀梯次實體課程：2022年05⽉ 每週六、⽇ 
10:00~12:00（共16⼩時） 
第⼆梯次線上課程：2022年06⽉ 

課程地點 

第⼀梯次實體課程：台北國際藝術村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7號） 
第⼆梯次線上課程：臉書付費活動（不鎖區） 

第  ⾴（共  ⾴）1 10



⼆　課程表 

⽇期 上課教室 講師 課程內容

5/07（六） 三樓　舞蹈室 胡嘉
課程基本介紹、猴鶴雙形氣功基礎指引

5/08（⽇） ⼀樓　遊藝廳 胡嘉、鍾喬

猴鶴雙形實務⽰範 

劇場與⽂化——《戲中壁》到《戲中壁 X》

5/14（六） 三樓　舞蹈室 胡嘉

猴鶴雙形拳基礎訓練—搖肢對練、⽩鶴拳⽔肢 

猴鶴氣功八式——擺動楊柳、搖⾝卸甲

5/15（⽇） ⼀樓　遊藝廳 胡嘉、陳妙芬

猴鶴雙形拳基礎訓練—搖⾝卸甲、⽩鶴拳⽔肢 

⾃然法、法哲學探討 
（參考書⽬：《法哲學：⾃然法研究》）

5/21（六） 三樓　舞蹈室 胡嘉、野村祐
舞踏妝容設計與舞踏精神呈現

5/22（⽇） ⼀樓　遊藝廳 胡嘉、張康德

武術與⾳樂的共鳴 

⾝體⾳樂性訓練

5/28（六） 三樓　舞蹈室 胡嘉
猴鶴氣功總複習、⾃由提問時間

5/29（⽇） ⼀樓　遊藝廳 胡嘉
猴鶴氣功總複習、⾃由提問時間

線上課-1 臉書線上付費活動 胡嘉
《每天六分鐘，⾝⼼其放鬆》猴鶴氣功八式

線上課-2 臉書線上付費活動 胡嘉、鍾喬
《劇場與⽂化⾏動》對談分享

線上課-3 臉書線上付費活動 野村祐
《舞踏容妝⽰範》⽰範課程

線上課-4 臉書線上付費活動 胡嘉、陳妙芬

《⾃然法・舞踏美學》對談分享 
（參考書⽬：《法哲學：⾃然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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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介紹 
1. 實體課 

胡嘉 

 滅劇場藝術總監胡嘉老師的課程，主要教授猴鶴氣功八式、基本練習，讓學員們從傳統武術
訓練中學習放鬆⾝體，拋去過往的⾝體箝制，進⽽敞開⼼胸傾聽內在⾃我，在後續的課程中能更⾃
然地進入舞踏狀態。 

 在客座講師的課程中，胡嘉老師也會以藝術總監的⾓度參與，在靜態課程中擔任對談及提問
的⾓⾊，在動態課程中引導學員⾃由展露⾃我⼼性，詮釋⽣命故事。 

鍾喬 

 差事劇團負責⼈鍾喬，透過⺠眾戲劇實踐經驗向學員們分享歷史對於⼈們的影響，不論是⽂
化、⾝⼼發展等等。課程中除了與學員們介紹劇作以外，鍾喬老師也會以個⼈經驗分享戒嚴時期、
⽩⾊恐怖時的社會風貌，與樂齡學員交流的同時，也讓年輕⼀輩的學員們與歷史更接近。 

陳妙芬 

 德國哥廷根⼤學法學博⼠、哲學博⼠候選⼈，妙芬老師帶來⾃⼰2021年出版的新書：《法哲
學：⾃然法研究》，從盧梭、傅柯聊⾃然法與哲學。課間與胡嘉老師交流猴鶴氣功，也讓修習瑜伽
的妙芬老師分享東⽅、⻄⽅⾝體訓練法中「拔地⽽起」與「向下扎根」兩種不同的基礎狀態。 

野村祐（吳祐祺） 

 傳統戲曲訓練出⾝的野村祐老師在《美的刻畫——混齡舞踏創作營》中，介紹常⾒的舞踏化
妝品，並以油彩為主⽰範調⾊、上妝⼿法等基礎技術，透過開放的引導，⿎勵學⽣⾃由創作舞踏妝
容，打造⾃⼰全新的⾯貌。 

 在妝容完成後，胡嘉老師會針對不同學員散發出的精神氛圍予以引導，讓每位學員輪流上台
即興詮釋，並激發出不同年齡層學員間的碰撞。 

張康德 

 古琴與⼈聲即興專業的張康德老師為本次課程帶來兩部分課程，其⼀是聲⾳即興練習，引導
同學突破傳統美學限制地使⽤⾝體製造聲響，透過吟唱、拍打、踏步來創作，課堂進⾏中胡嘉老師
從武術精神出發⿎勵學員聆聽周邊同學的狀態，調整⾃⼰使⼤家能融為和諧的整體。 

 第⼆部分的課程老師會使⽤⼩銅琴與烏克麗麗，⽤簡單的聲響創作引導學員⽤肢體與⾳樂共
鳴，這段練習除了耳朵的聽⼒以外，還會使⽤到猴鶴雙形拳中「肌膚的聽⼒」，在藝術性課程背後
蘊含了對前期胡嘉老師基礎課程的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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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線上課 

每天六分鐘，⾝⼼⿑放鬆——猴鶴氣功八式 

《美的刻畫－混齡舞踏創作營》第⼆梯次線上課程-1 

 本次課程透過六分三⼗秒的影片，由滅劇場的胡嘉老師⽰範猴鶴氣功八式，讓學員能在疫情
嚴峻的情況下於個⼈空間練習，並可透過影片說明欄中的回饋表單提問、上傳⾃⼰的練習影片，胡
嘉老師會在6⽉30⽇統⼀回覆於本活動⾴⾯內（限參加者觀看）。 
猴鶴氣功注重呼吸與動作的全⾝性協調，初學猴鶴氣功時，需要花⼀些時間適應「莫⽤⼒」的核⼼
理念，才得以領會靜柔和緩的箇中奧妙。 

 滅劇場胡嘉師事台灣猴鶴雙形拳陳明崙宗師，⾃1994年起與宗師修⾏近20年，透過猴鶴雙形
拳靜懿、柔弱的精神修煉⾝⼼，也是滅劇場舞踏演繹的肢體訓練基礎。學習此項具有禪意的古典武
術的同時，各位學員也能⼀同傳承台灣⽂化與精神。 

猴鶴氣功八式練功⼝訣（台語）： 
莫緊張、莫出⼒、莫⽤⼒、莫喘、純粹柔軟到底。 
無苒無荏，無鋩無⾓。 

常⾒問題： 
Q1.遠端教學要怎麼知道⾃⼰的動作是否確實?做錯了會不會受傷? 

　　猴鶴氣功靜柔的特性，在練習時不易受傷，唯可能因為⼀些平常較少使⽤的肌⾁被喚醒，⽽稍
微會有痠痛的狀況，請各位同學在練習時放鬆⾝⼼，適度休息。 
　　胡嘉老師年輕時曾經出國求學，在國外的期間練習依然不間斷，猴鶴氣功只需⼀坪⼤的空間即
可練習，且專注時可以透過感知與環境互動，加強熟悉新環境的⾯貌。 

Q2.⼀定要練功夫才能學舞踏嗎? 

　　滅劇場的黯⿊舞蹈起源⾃胡嘉對命運不服輸的態度，深入鑽研武術後的柔弱精神，讓他對⼈本
和環境的空間由⼼⽽⽣的開啓舞蹈藝術創作，使個⼈精神與空間對話，其中沒有⿊⽩對錯。 
　　猴鶴氣功的⾝體、精神是滅劇場舞踏的根基，⾝體的柔軟、柔韌性造就滅劇場與其他表演藝術
系統的差別。透過武術訓練，帶動⾝、⼼、腦的連結，能讓學員在未來更進⼀步參與課程時，更快
掌握要領並投入舞踏的精神狀態詮釋不同風貌的⽣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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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與⽂化⾏動——鍾喬 

《美的刻畫－混齡舞踏創作營》第⼆梯次線上課程-2 

　　本次課程邀請差事劇團負責⼈鍾喬老師，與滅劇場藝術總監胡嘉展開線上對談，其中包含非公
開的《戲中壁》、《戲中壁X》作品影片，濃縮於⼀個⼩時的課程，可隨時隨地不限次數觀賞！ 

　　由⽯岡媽媽劇團的案例開始，兩位老師分享了⺠眾戲劇與舞踏創作中的導引經驗，在深入歷史
事件與個⼈傷痛時，引導者該如何拿捏與學員挖掘情緒的深度，顧及學員的⾝⼼健康。 

　　鍾喬老師還分享了從《戲中壁》到《戲中壁X》的製作，包含安排女主⾓進⾏舞踏訓練，以及透
過「劇作家X」這個⾝份作為叩問歷史的媒介，將歷史作爲意識的回應，透過劇場呈現給觀眾。 

　　為了提升課程互動性，歡迎各位學員課後透過影片說明欄的表單回饋，鍾喬老師會在6⽉30⽇統
⼀回覆於本活動⾴⾯內（限付費參加者觀看）。 

鍾喬 
具備⼆⼗年以上劇場實務、寫作及⽂化論述經驗。多年來，在社區中策劃、執⾏並⾝兼⼯作坊訓練
者，開展⺠眾性社區劇場⼯作坊。並發表相關⽂化観察及論述。在戲劇上，鍾喬聲明是將創作性的
「⺠眾戲劇」和社會實踐的「⺠眾戲劇」區分開來；創作就是要深入風格與內容的核⼼，⽽劇場的
社會實踐，就是將⾝體與意識還原給社區⺠眾。 
*2017年台北市第21屆⽂化獎得獎⼈， 
*第⼀、⼆屆國家表演藝術中⼼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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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踏容妝⽰範——野村祐 

《美的刻畫－混齡舞踏創作營》第⼆梯次線上課程-3 

　　本次邀請野村祐老師透過30分鐘的課程影片⽰範舞踏⽩妝，並講解不同技法所呈現出的妝⾯質
感，也⿎勵同學根據課程⾴⾯說明欄準備化妝⽤品⾃⾏練習，透過課後回饋表單提問，或分享你獨
特的舞踏妝容，老師會安排學員獨享的回饋內容給各位。 

野村祐　Yu Nomura 
舞者 | 表演藝術教學 | 繪畫教學與展覽 | 電視電影編劇／台灣 
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會 :第⼀屆與第⼆屆常務理事 
台灣國際舞踏協會:第⼀屆常務監事,執⾏秘書 
*表演藝術教學 | 舞者 | 戲劇演員 | 繪畫教學與 
展覽 | 電視電影編劇 |詩.歌詞.⽂學創作 
*國光劇藝實驗學校 主修:青衣 
*中國⽂化⼤學中國戲劇系 

常⾒問題： 
Q1.課程前要準備哪些化妝品？ 
　　老師在課程影片中有說明需要的彩妝品與⽤具，可以看過影片後再準備材料重複觀看練習，唯
請注意影片觀看期限⾄7/4（⼀）⽌。 
　　google品項名稱就能找到販售的店家或網購囉～ 

Q2.舞踏的妝⾯有規範嗎？ 
　　舞踏的妝容是⾃由的，想⽤怎麼樣的線條、元素都沒有限制，唯須注意舞台呈現效果，⿎勵⼤
家多元嘗試後找出適合⾃⼰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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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舞踏美學－陳妙芬 

《美的刻畫－混齡舞踏創作營》第⼆梯次線上課程-4 

　　滅劇場混齡舞踏創作營線上課程的壓軸，有請來⾃台⼤法律系的陳妙芬老師與我們分享盧梭的
⾃然法，以及霍姆斯的美學不歧視原則，在45分鐘的課程中，由法哲學視⾓與滅劇場藝術總監胡嘉
線上對談，討論當代舞踏以及「⾃由」的體現。 

參考書⽬： 
陳妙芬，《法哲學：⾃然法研究》，聯經出版，2021年。 
https://www.linkingbooks.com.tw/lnb/author/Author.aspx...... 

　　本專題課程除了扎實的法哲學知識外，也探討不少當代案例，例如：從⾺戲團演出海報談應⽤
藝術的著作⼈格權、舞踏的⾝體性觀點，並從傅柯「靈魂是⾝體的牢籠」論點切入，討論藝術創作
⾃由和觀眾的審美欣賞間的對話，實為⼀次可貴的學術與藝術討論。 

　　為了提升課程互動性，歡迎各位學員課後透過影片說明欄的表單回饋，妙芬老師會在7⽉6⽇統
⼀回覆（限付費參加者觀看）。 

陳妙芬 
德國哥廷根⼤學法學博⼠、哲學博⼠候選⼈。 
⾃1998年起在國立臺灣⼤學法律學院擔任助理教授，現為副教授。研究興趣及教學包括法理學、法
哲學、倫理學、 美學、歐陸法制史、法律拉丁⽂、性別與法律⽂化研究、酷兒研究等課程。 2008
年8⽉起擔任臺⼤婦女研究室召集⼈，從事跨領域⼈權及⽂化治理研究，發表數篇法哲學及法學⽅法
論相關論⽂於德⽂學術專書，同時參與創立「臺灣⾼ 中哲學教育推廣協會」，以及共同籌劃2014年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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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引導者簡介 

胡嘉 

 胡嘉，⽬前為滅劇場藝術總監，也是台灣猴鶴雙形拳氣功研究所長，於2016年創辦「台灣國
際黯⿊舞蹈節」、2014年創辦「愛⾃由當代書藝聯展」，現任台港經濟⽂化合作策進會⽂化委員，
以及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會第⼆屆理事。 
 胡嘉畢業於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前⾝復興劇校)、中國⽂化⼤學體育系國術組，延續了猴鶴雙
形陳明崙宗師的禪武精（⾃1994年開始），不斷地⾃我解構，解構之後再⽣。 

鍾喬 

 鍾喬，1996年成立「差事劇團」，是台灣少數以「⺠眾戲劇」為出發的劇團。 
 鍾喬畢業於⽂化⼤學戲劇系研究所，是⼀位全⽅位⽂化⼯作者，創作類型包括詩、散⽂、⼩
說，報導⽂學及劇本等。曾編導⼩劇場作品《記憶的⽉台》、《海上旅館》、《霧中迷宮》、《潮
喑》、《敗⾦歌劇》、《另⼀件差事》、《台北歌⼿》等。⾃1990年以來，差事劇團也以⼀套風⾏
於亞洲各國的⺠眾劇場教學法，強調過程的學習，透過劇場的互動，達到教育、溝通和共同成長的
⽬的，融合在地歷史與⽣活經驗，在現代劇場中探索表演美學的戲劇形式。 

陳妙芬 

 德國哥廷根⼤學法學博⼠、哲學博⼠候選⼈。 
 ⾃1998年起在國立臺灣⼤學法律學院擔任助理教授，現為副教授。研究興趣及教學包括法理
學、法哲學、倫理學、美學、歐陸法制史、法律拉丁⽂、性別與法律⽂化研究、酷兒研究等課程。 
 2008年8⽉起擔任臺⼤婦女研究室召集⼈，從事跨領域⼈權及⽂化治理研究，發表數篇法哲
學及法學⽅法論相關論⽂於德⽂學術專書，同時參與創立「臺灣⾼中哲學教育推廣協會」，以及共
同籌劃2014年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ul Ricoeur, Hermeneutics, and Asia。三年的CCLS
國際學術合作計畫(2002-2005年)。2006-2008年主持臺⼤邁向頂尖⼤學研究計畫「亞洲法治⽂化
研究」，同時參與翻譯《階級的道德意義》。 

張康德 

 張康德，古琴⾳樂家、歌⼿、吉他演奏者，曾任⽂⼭社⼤、⼗⽅禪林古琴授課教師，也多次
與滅劇場合作⼈聲舞踏。張康德學習古琴⼗餘年，師事陳國燈老師。2008年與參與「葉⼠強古琴展
開幕雅集」彈奏、2013年參與「兩岸琴聲—⽥泉先⽣訪台古琴雅集」彈奏、「陳國燈師⽣演奏會」
彈奏、「絲桐三弄—張康德、梁正⼀、陳濬寬古琴演奏會」等。連續多年多次參與琴⼈雅集和全國
青年琴⼈雅集。 

野村祐 Yu Nomura（吳祐祺） 

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會：第⼀屆與第⼆屆常務理事 
台灣國際舞踏協會：第⼀屆常務監事、執⾏秘書 
*表演藝術教學 | 舞者 | 戲劇演員 | 繪畫教學與展覽 | 電視電影編劇 |詩.歌詞.⽂學創作 
*國光劇藝實驗學校畢業，主修：青衣　*中國⽂化⼤學中國戲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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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辦團隊簡介 
 習武三⼗多年的胡嘉，11歲即進入復興劇校，武術師事臺灣猴鶴雙形拳宗師陳明崙師⽗，畢
業於中國⽂化⼤學體育系國術組，曾擔任無垢舞蹈劇場舞者與果陀劇場演員。2008年成立滅劇場，
是⼀個透過武道精神，離形去智，訓練傳達多元⽣命風貌的劇團，以柔韌⾃然的⾝⼼哲學，啟發性
靈的純真。2009年發表創團作《迴》，以⽩妝裸⾝、舞墨、嘶喊的舞劇，透過非暴⼒抗爭的柔性⽅
式，陳述台灣⼈所遭遇到的殖⺠與種族對立的疑問，也是引發胡嘉接觸⽇本舞 踏的開端。2016年起
滅劇場舉辦「台灣國際黯⿊舞蹈節」，詮釋台灣的舞踏精神，希冀以台灣當代美學傳統裡較為厚實
的禪意境界，開展出不同於⽇本舞踏既有的⽣死辯證框架，為台灣當代舞蹈形塑⼀種特殊的⾝體實
踐法則。 

 滅劇場在⾝體與精神上，源⾃胡嘉長年修⾏之台灣猴鶴雙形拳功夫，其中的武⼠道精神與當
年⼟⽅巽的創作精神不謀⽽合，發展出獨有的台灣舞踏脈絡，滅劇場的核⼼理念為——將對外的⼀
切覺察，經過內在的省思後化為肢體的動能，呈現舞作。如作品《瘟Plague》為胡嘉在疫情期間沉
寂時，感受⼤環境因疫情影響⽽停擺，結合台灣傳統信仰中的濟公活佛所創作，滅劇場2021年帶著
《瘟Plague》線上參加【アジアトライAkita 2021 千秋芸術祭】、【Dimensions of Sense-
ability】。 
 重視藝術性的同時，滅劇場也⼗分關注社會議題與⾃由⼈權，近兩年《愛⾃由當代書藝聯
展》皆著重在關注香港議題，不⽌是因為香港與台灣共同的繁體漢字書藝，還有與台灣相似的政治
處境。滅劇場透過複合式策展結合舞踏與書法藝術，如2019年發表的《風》⼀作，展現台灣⽩⾊恐
怖時期，思想犯受到的思想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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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 

連續舉辦三屆《台灣國際黯⿊舞蹈節》 

連續舉辦七屆《愛⾃由當代書藝聯展》 

2022年　《2022舞踏亞洲——歷史與現世》 

 　《美的刻畫——混齡舞踏創作營》 

2021年　電影《流⿇溝15號》主要演員肢體情感培訓指導 

 　《2021當代舞踏線上播映國際交流論壇》 

 　（International Butoh Online Forum in Taipei） 

 　《瘟Plague》於韓國Dimension of Sense-ability參展 

 　參加印尼Asia Tri Jogja 2021 

 　參加⽇本秋⽥千秋藝術祭 

2020年　電影《愛．殺》舞踏編排指導 

 　《压光Overpowering》胡嘉當代書藝與台灣舞踏個展 

 　《⽞機》 

2019年　《⼭無⾔》胡嘉個展 

 　參加⽇本秋⽥千秋藝術祭、韓國濟州島實驗藝術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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