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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港文教基金會 2021 推動共融跨域劇場工作坊，以新港鄉板頭社區─板頭千歲團 20 位平均

年齡 83 歲的銀齡阿嬤們為對象，邀請社群應用劇場工作者楊美英、資深偶戲工作者薛美華，

共同啟動【跨域故事說演工作坊】【物件劇場工作坊】，一起體驗表演藝術創造性美感經驗，

探掘在地連結的生命故事記憶，從中共融共創發展說演題材，期中隨著「維泰號行動圖書館」

巡迴至 5 個社區長照 C 點，將工作坊成果分享給地方長者，落實自我表達的實務經驗，同時

蒐集各社區聽眾的回應與交流。 

 

本計畫於十月底舉辦期末論壇與展演發表會，不僅板頭千歲團得以再次展演精采動人，受到

滿場觀眾感動讚賞，也得以彙整本計畫執行過程重點，藉由計畫主持人陳錦煌醫師、楊美英

與薛美華二位藝術家的反芻與心得分享，並邀請近年參與以銀髮為對象作規畫的藝術團體與

個人，牯嶺街小劇場館長姚立群以「新營，快到了」樂齡劇場，台灣一人一故事劇場協會理

事長高伃貞、女巫劇團團長李靜瑜以「相遇在社區戲劇培力的媽媽們：北投的故事」與會分

享，希望藉此與社會各界進行公開討論與對話，凸顯本計畫之作為一種「社會處方簽」的可

能效益與未來瞻望。 

 

論壇中，陳錦煌醫師指出，今年 5 月 19 日開始，疫情指揮中心突如其來宣布新冠疫情全國

三級警戒，長輩們被迫簡居在家，活動及運動量隨之減少，人心惶惶之際，同時衍生身、心、

靈、社會等四種面向的傷害，直到 7 月 27 日降至二級警戒，打過疫苗的長輩勉強可以出來

參加社區活動。 

 

對照之下，板頭千歲團成員的狀況略有不同：她們從三級警戒前開始進行生命故事的發掘、

採集、劇場遊戲、肢體動作排練、物件劇場入門、收集有故事的物件、繪本想像、故事連結……，

雖然三級警戒時和其他長輩一樣被宅在家；然而警戒降級，社區活動恢復後，加速課程進度，

如期完成可撼動人心的階段性成績，展開各村落的巡迴演出，一次次的美好互動中成就自己，

最後，長輩們一起歡笑、一起流淚、一起歌唱，終於克服了疫情帶來的恐慌與疏離！ 

 

陳醫師強調，這帖社會處方帶給板頭千歲團健康促進的果效竟如此顯著！初步檢討這項社會

處方的療效，有幾項發現：1）站到台上表演比台下當觀眾有效。2）持續參與大於片斷、零

碎的參加。3）聯結到社區生活脈絡、關係及降低參與障礙，是能否產生健康效果的重要因素。

4）主動大於被動。邀請大家一起從社區生活的表演藝術活動中，抽絲剝繭出具有療效的社會

處方，讓我們的長輩們可以更健康、更快樂！ 

 

社會處方簽, 長者說故事, 跨域說演故事劇場, 物件劇場, 板頭千歲團 

 

Social Prescribing , Storytelling of the elderly, cross-discipline storytelling theater, 

Object Theater, Elder Group of Bantou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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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效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或許沒有機會，或許不擅表達，也或許沒有聽眾，很多人的人

生故事就此被消失遺忘。新港文教基金會 2021 推動共融跨域劇場工作坊，以新港鄉板頭社

區 20 位平均年齡 83 歲的銀齡阿嬤們為對象，邀請那個劇團藝術總監楊美英、資深偶戲工作

者薛美華，共同啟動【跨域故事說演工作坊】【物件劇場工作坊】，透過 17 次 34 小時的工作

坊，探掘在地連結的生命故事記憶，從中共融共創發展說演題材，包含四個橋段： 

 

一、揭開序幕 月琴民謠音樂前奏漸入 

    大家一起唱：板頭社區自編「勸世講古歌詞」 

    四季紅音樂伴奏下，繪本飛舞 

    繪本與關係小故事：阿嬤們每人手持一人一繪本，簡短自我介紹和繪本畫面延伸出有關 

    小故事 

二、薄瓦與磚廠的故事 

    菜公村瓦窯廠邊出生，78 歲的板頭村長杜徐灑，從小印在腦海的記憶是半暝 2 點，牽著  

    2 頭牛的男人，趕牛踩練土，爸爸媽媽艱苦地作瓦的故事。 

    故事末，唱《望郎早歸》阿嬤們踩土作瓦動作 

三、家裡的重要物件 

    農民曆/(1)詢問觀眾對前面所聽故事的回應(進行與觀眾的互動)  

           (2)以手上拿著的農民曆，聊聊從現在到以前的農民曆的用法，藉著所謂的「用 

              農民曆看好日子」串起下面的物件 

    嫁妝杯 (新嫁娘的呷茶禮俗) 

    對杯 (婚後蜜月與兩人相處的生活) 

    金門酒瓶 (兒子當兵/長大成人) 

    老相本 (家人相處的回憶) 

    族譜 (家族的綿延 ) 

四、口罩下的飛揚心情：阿嬤們的 N G 口罩蝴蝶舞  口罩蝴蝶輕音樂漸入 

五、謝幕 

 

期中阿嬤們隨著「維泰號行動圖書館」巡迴至 5 個社區長照 C 點，將工作坊成果分享給地方

長者，事實證明只要給他舞台，透過引導，每個人都可以說演屬於自己的精彩人生。每個阿

嬤的人生故事，都是社會變遷的縮影，吃到七老八十，說起自己過往的人生，很有溫度，令

人動容。最後全體用 NG 的口罩做出一隻隻彩色蝴蝶，阿嬤們翩翩舞動，象徵自己脫殼而出，

用劇場級謝幕模式接受大家的掌聲，阿嬤們找到與社會的連結，也找到自信，療癒了自己，

也療癒了別人。這是一場藝術共融的活動，也是一帖極具效益的社會處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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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報導 

新港文教基金會 12 月會訊 

楊美英/那個劇團藝術總監 

對我來說，即使長年居住在同樣的社區，我們仍然是不同能力不同背景的人，通過劇場工作

坊與展演，各展所能，並且可以意識到彼此之間的共通和差異，互相接納、欣賞及尊重，或

許正如結束的場景：讓我們隨著 NG 口罩化身的蝴蝶輕盈飛舞，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和阻礙，

重新解讀、創造生命的美麗版本。於此，似乎靠近了自己心目中想像的社區共融。(想起曾經

讀過社會學家費孝通說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我們透過阿嬤們說出了以板頭村為中心點找出的故事，從中也聽到了新港的故事，當然這些

故事也屬於台灣的生活記憶。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其中看見自己長輩的身影……。感謝各

種資源的挹注，讓自己有機會參與這樣的共融計畫，不只是和一群可愛的阿嬤有所認識和真

正的相處，更希望這樣的美好，未來能以任何方式繼續推進，成為一種文化傳播的力量，一

起充實更多關於台灣的多元認識和情感連結。 

 

薛美華/專業偶戲編/導/演 

故事在每一天的日常中發生，我最好奇的是那歷經勞動，一雙一雙布滿皺紋痕跡的手，這些

痕跡是長年勞動後的表象，而隱藏在表象下的是如舞者動作般流暢的肢體符號。記得有一次

請阿嬤們帶杯子來教室，手捧著各式的杯子，我們沉浸在如扮家家酒情境式的想像世界，喝

茶配點心、喝咖啡聊是非、喝美酒配咖啡，相互乾杯，一飲而盡，忘卻是是非非，苦中作樂。

端起杯子翹起小拇指，小口品嘗下午茶，享受人生美好片刻。女性的柔軟與強韌的生命力，

在這一雙雙勞動的手中展開一朵朵野性十足的花。 

 

這次展演過程中出現的物件有杯子、繪本、農民曆、族譜、相簿、薄瓦、口罩等，都是阿嬤

們生活中息息相關的用品，也就是所謂的物件。手與物件的關係，手部動作透過物件動作放

大了內心深處的情感。在美英老師的引導中，將年長者的日常故事、物件和劇場藝術結合，

讓阿嬤們練習用自己的語彙說出過往的經驗，透過一次一次的排演，提煉出日常生活的精華，

串聯成美麗的花冠。被疫情打亂的日常，我們被迫停止外出、接觸人群，感謝疫情降級後，

仍有機會聆聽長者們分享物件的故事，透過熟悉的物件，引導她們尋找記憶裡重要的故事，

同時帶領我們認識這些動人的生命歷程。 

 

王筱雲/新港文教基金會編輯委員 

阿嬤們願意走入社區走入人群，每天說說笑笑演演跳跳，然後一天就過去了，這樣的生活其

實對老人家非常非常理想。這種戲劇式的呈現，我覺得是一種很另類的，很不一樣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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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是一個很可行的，就是你不用醫藥，自然的社會處方簽，它就是一個一道非常好的良方，

而且是預防性的。 

 

陳錦煌/新港文教基金會創會董事長 

進一步了解那些社會處方內容可以推薦給那些病痛或失能失智的長輩？背後機轉如何？如何

教育大眾不打針、不吃藥的治療方式？ 

 

2021 年七月 Martina de Witte 等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發表一篇綜論性文章「從治

療因素探討到行為改變機制看創新性藝術治療」，檢討最近十年發展快速的藝術、肢體、戲

劇、音樂、心理劇、閲讀等創造性藝術治療（creative arts therapy)，發現 19 項影響治療

成效的關鍵要素（domains)，其中三項在各種治療中缺一不可，包括身體轉化

（embodiment)、抽象概念具體化（concretization)、象徵及隱喻（symbolism and 

metaphors)，這三項要素幫助我們了解説演劇場如何產生健康療效，然後，利用這三項要素，

邀請鄕親一起從社區生活中抽絲剝繭出具有療效的社會處方，吃好逗相報，新港長輩們一定

可以更健康、更快樂！ 

 

PeoPo 公民新聞 

陳秀玲/公民記者 

由國藝會「共融藝術專案」補助，新港文教基金會成立這個説演故事劇場，讓阿嬤們，一週

一次聚在一起練習，大家走出家門、活動到筋骨、曬到太陽、也與他人互動，來到劇場接受

了藝術的洗禮也接收到認知的刺激。 

在台灣長壽已成長態，如何讓年長者活出健康、活出快樂、活出幸福，應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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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齡跨域說演故事劇場──跟著維泰號來去迺新港」：執行活動一覽表  

110 年 2 月至 110 年 11 月 

開始 

日期 

結束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性質及內容 

（演出、展覽、研習等） 

參與 

人數 

是否 

收費 

3/1 3/1 計畫執行說明會 

新港文教基金會 

陳政鴻、陳錦煌

徐家瑋、葉玲伶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薛詠之 

板頭社區：杜徐

灑、陳麗顏 

計畫簡介、日期討論、板頭村現勘 9 否 

4/12 4/12 暖身。團體動力。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基本暖身活動。以簡易的互

動遊戲，帶領學員體會劇場活動的新

鮮樂趣。 

家裡放最久的茶杯，塑膠玻璃陶瓷

製？拿在手裡、放在胸口、貼在耳邊 

感覺到什麼？ 

20 否 

4/19 4/19 

身體雕塑 

即興表演─尋找故

事的入口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工作坊：藉由即興表演概念主導的單

元活動，帶起團體成員的情感流動，

同時尋找故事取材的入口。 

家裡最老最舊的杯子，一桌子精美，

各有一段美麗的故事 與 珍愛的心！ 

20 否 

4/26 4/26 消失的童年記趣 1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工作坊：探索團體成員自身過往生活

經驗存在、然現時已經消失的故事題

材。 

家裡最老最特別的東西，分享一桌子

寶，有滿滿的回憶、愛與思念！ 

20 否 

5/3 5/3 消失的童年記趣 2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薛詠之 

工作坊：基本暖身、發聲練習，加上

簡短的造句與傳遞。進入個人說演練

習。 

這雙手，打拼一世人，板頭千歲團阿

嬤們圍坐，訴說著這雙手的故事。 

20 否 

5/10 5/10 
聆聽練習─開耳儀

式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薛詠之、

楊美英 

工作坊：藉由肢體課的開發，帶領⻑

者靜下⼼、閉起眼，來聆聽身體。 

板頭千歲團阿嬤們圍坐，玩~手與聲

音、說~手的故事 

20 否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8%A3%A1%E6%94%BE%E6%9C%80%E4%B9%85%E7%9A%84%E8%8C%B6%E6%9D%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BVSu-HBZtUjclkl3GwlqGPtlVtTr-fSUVNAm1Lp_9XEqi_bD03AiLPQcGqJdh0VIgwtF0egcbQVWZpfyoPvPTYaHevmNTJi1QRpDBxC1zYR4Ch45RcLyeAl8k8mTRPW-EoX73yDnUF2nyHszl_NEuQtLoWCBRzEKBlErqVfE-3RHLQ5EVW8sV62RkD-Rr4DMoYqNNXhdAKyKRrjzQ0b3YvBuXAahBm3dLBtFzD6wriz0cUK_acsiU5Myt-gfESaEstIiqgtzUw768qhs2VFPldnz5MES_&__tn__=%2ANK-R-R-R-R-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8%A3%A1%E6%94%BE%E6%9C%80%E4%B9%85%E7%9A%84%E8%8C%B6%E6%9D%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BVSu-HBZtUjclkl3GwlqGPtlVtTr-fSUVNAm1Lp_9XEqi_bD03AiLPQcGqJdh0VIgwtF0egcbQVWZpfyoPvPTYaHevmNTJi1QRpDBxC1zYR4Ch45RcLyeAl8k8mTRPW-EoX73yDnUF2nyHszl_NEuQtLoWCBRzEKBlErqVfE-3RHLQ5EVW8sV62RkD-Rr4DMoYqNNXhdAKyKRrjzQ0b3YvBuXAahBm3dLBtFzD6wriz0cUK_acsiU5Myt-gfESaEstIiqgtzUw768qhs2VFPldnz5MES_&__tn__=%2ANK-R-R-R-R-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8%A3%A1%E6%94%BE%E6%9C%80%E4%B9%85%E7%9A%84%E8%8C%B6%E6%9D%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BVSu-HBZtUjclkl3GwlqGPtlVtTr-fSUVNAm1Lp_9XEqi_bD03AiLPQcGqJdh0VIgwtF0egcbQVWZpfyoPvPTYaHevmNTJi1QRpDBxC1zYR4Ch45RcLyeAl8k8mTRPW-EoX73yDnUF2nyHszl_NEuQtLoWCBRzEKBlErqVfE-3RHLQ5EVW8sV62RkD-Rr4DMoYqNNXhdAKyKRrjzQ0b3YvBuXAahBm3dLBtFzD6wriz0cUK_acsiU5Myt-gfESaEstIiqgtzUw768qhs2VFPldnz5MES_&__tn__=%2ANK-R-R-R-R-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8%A3%A1%E6%94%BE%E6%9C%80%E4%B9%85%E7%9A%84%E8%8C%B6%E6%9D%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BVSu-HBZtUjclkl3GwlqGPtlVtTr-fSUVNAm1Lp_9XEqi_bD03AiLPQcGqJdh0VIgwtF0egcbQVWZpfyoPvPTYaHevmNTJi1QRpDBxC1zYR4Ch45RcLyeAl8k8mTRPW-EoX73yDnUF2nyHszl_NEuQtLoWCBRzEKBlErqVfE-3RHLQ5EVW8sV62RkD-Rr4DMoYqNNXhdAKyKRrjzQ0b3YvBuXAahBm3dLBtFzD6wriz0cUK_acsiU5Myt-gfESaEstIiqgtzUw768qhs2VFPldnz5MES_&__tn__=%2ANK-R-R-R-R-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8%A3%A1%E6%94%BE%E6%9C%80%E4%B9%85%E7%9A%84%E8%8C%B6%E6%9D%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BVSu-HBZtUjclkl3GwlqGPtlVtTr-fSUVNAm1Lp_9XEqi_bD03AiLPQcGqJdh0VIgwtF0egcbQVWZpfyoPvPTYaHevmNTJi1QRpDBxC1zYR4Ch45RcLyeAl8k8mTRPW-EoX73yDnUF2nyHszl_NEuQtLoWCBRzEKBlErqVfE-3RHLQ5EVW8sV62RkD-Rr4DMoYqNNXhdAKyKRrjzQ0b3YvBuXAahBm3dLBtFzD6wriz0cUK_acsiU5Myt-gfESaEstIiqgtzUw768qhs2VFPldnz5MES_&__tn__=%2ANK-R-R-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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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9/6 一起玩物件 1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疫情二級後，千歲團阿嬤們

終於可以保持社交距離說演故事。 

我們透過雙手操作物件，展開一段親

密的旅程。「一本繪本(尪仔冊)除了是

可以讀的書  還可以是~~~」打開繪

本 可以乘著想像力飛翔。 

20 否 

9/7 9/7 
重新看見故事的物

件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物件是以甚麼樣的姿態來到

我們生活之中的呢? 

張開雙掌，可以乘著心情飛舞，NG

口罩，可以玩出甚麼呢？ 

20 否 

9/8 9/8 一起玩物件 2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物件和物件之間有沒有可能

發生新的關係? 

NG 口罩乘著阿嬤的彩繪與想像起飛

了！ 

20 否 

9/13 9/13 說演故事與物件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物件的聲音、人的聲音、在

動、靜之間相互交錯，產生不同的戲

劇節奏。讓我們嘗試喚醒物件的歷史

故事！ 

「選一本我愛ㄟ繪本(尪仔冊) 讓我

想起……」 

20 否 

9/14 9/14 
故事跨域說演排練

(一)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進入分組或個別演練，一起

串聯合作，共同勾勒計畫終點的公開

呈現。 

依文本橋段：序幕、繪本與關係小故

事、薄瓦磚場、家裡重要物件、口罩

下的飛揚心情 排練。 

20 否 

9/27 9/27 
故事跨域說演排練

(二)(三)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對參與計畫成員而言，從實

踐中完成對自我的挑戰與期待，也同

時是「做中學」的過程。 

依文本橋段，臨陣磨槍，板頭千歲團

即將跟著維泰號來去迺新港，到社區

說演故事。 

2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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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9/28 
跟著維泰號來去社

區說故事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演出：菜公村咬仔竹社區 

一早，91 歲的素英與板頭阿嬤們就坐

著巴士，來到咬仔竹、掛上小蜜蜂彩

排(有些緊張)。 

咬仔竹 94 歲楊班長、94 歲玉秀阿嬤

與同伴們，興奮地坐定準備聽故事。 

板頭千歲團在自編辭的勸世歌，拉開

說演故事序幕。 

隨著我愛ㄟ繪本(尪仔冊) 翻開飛舞 

板頭阿嬤說起自己的小故事。 

杜徐灑村長拿起「薄仔瓦」述說瓦窯

廠半夜 2 點趕牛踩練土辛苦的工作。 

柯玉珍藏 50 年阿公送的嫁妝杯、照

江的杯子是「呷茶賺紅包」、素女的

對杯是蜜月老公送的、芳花的兒女相

簿等，家裡的重要物件，都有著美麗

的回憶。 

疫情，讓大家都戴著口罩、悶著心…… 

且讓我們隨著 NG 口罩化身的蝴蝶飛

舞，舒展我們的心靈。 

楊班長回饋說：板頭ㄟ膽頭金在！講

得真好！感謝大家ㄟ愛心，來咬仔竹

嘎阮鼓勵，老人真無聊，大家來互相

交流真好。  

45 否 

10/5 10/5 
跟著維泰號來去社

區說故事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演出：海瀛社區 

新港ㄟ「薄仔瓦」（紅瓦片）   

「半暝 2 點，拗~拗拗人聲吆喝 伴隨

哞~哞哞的牛鳴聲，牽著 2 頭牛的男

人，趕牛踩練土，一直到 5~6 點天

亮，土 Q、牛休息、工人做瓦、曬瓦、

陰乾 2 週、窯燒 2 個月，實在金辛苦」  

菜公村瓦窯廠邊出生，78 歲的板頭村

長杜徐灑 從小印在腦海的記憶是爸

媽做瓦的艱苦。 

「阮阿兄馬蕾做瓦，我有去甲伊逗搬

過，這係金ㄟ」海瀛 92 歲的郭嬌阿

嬤  也說起她幫忙做瓦的記憶 

「有錢人ㄟ厝頂 才會蓋薄仔瓦，一般

人ㄟ厝頂 攏馬是蓋稻草、甘蔗葉或茅

草」 

「薄仔瓦」是新港阿公阿嬤的共同記

憶嗎？ 

45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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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6 
跟著維泰號來去社

區說故事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演出：古民社區 

板頭千歲團阿嬤哼著四季紅，心情隨

著最愛ㄟ繪本尪仔冊飛翔。  

在古民永福宮三山國王廟埕大榕樹

下，阿嬤們親手彩繪的 NG 口罩，化

身蝴蝶飛舞，舒展我們的心靈。 

35 否 

10/12 10/12 
跟著維泰號來去社

區說故事 
新港文教基金會 

演出：中洋社區 

圓規颱風過境的細雨中，板頭千歲團

阿嬤依舊來到中洋說演故事。 

柯玉珍藏 50 年阿公送的嫁妝杯、照

江的杯子是「呷茶賺紅包」、村長的

三嬸婆「呷茶」橋段，引來中洋阿嬤

們熱烈回響，紛紛說起自己出嫁時「呷

茶」的趣事。 

35 否 

10/13 10/13 
跟著維泰號來去社

區說故事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演出：新港素園 

台下觀眾席，忽然有位阿嬤用力拍手 

說：伊是我ㄟ大姐！ 

生在新港菜庄─中庄，有 9 個孩子的

大家庭，大姐金英嫁到板頭，今年 88

歲，隨著板頭千歲團來到新港素園說

演故事。說起小時候，要幫家裡種菜 

還要背著弟妹，煮三餐。 

拍手的是 85 歲的金麵，嫁到福德村， 

排行老二，與大姐金英不知多少年沒

有見面。 

91 歲打過 823 砲戰 家住埤仔頭ㄟ三

寶爺爺，看到 90 歲林聬嬤帶來 兒子

在金門當兵時買的戰車高梁酒瓶 

說：這是打仗的神兵利器！ 

在綠意盎然的新港素園裡，老勢大們

分享交流彼此的生命故事。 

時間彷彿回到小時候，年輕時的那一

刻。 

35 否 

 

10/18 

 

10/18 

豐富故事物件的情

感表現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我們用呼吸帶動雙手的穩定

性、手的柔軟度訓練、手的舞蹈遊戲、

練習左手與右手動作上的協調。 

為了 10/30 成果發表與論壇，板頭千

歲團阿嬤們，開始 2.0 版的西阿給「し

あげ」。 

2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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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10/18 期中回饋與討論 

新港文教基金會 

陳錦煌、葉玲伶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板頭社區：杜徐

灑、陳麗顏 

針對前一階段的工作坊與呈現內容，

作檢討與調整建議。 

聲音上，要讓說故事的發聲清晰有

力，唱歌更動聽，動作更多樣吸引目

光。 

6 否 

10/19 10/19 
深化故事物件的情

感表現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雙手的觸覺靈敏度練習、物

件動作的節奏練習、口說手動腦思考

一心多用練習、物件空間移動設計。 

為了 10/30 成果發表與論壇，板頭千

歲團阿嬤們，開始 2.0 版的西阿給「し

あげ」。 

聲音上，要讓說故事的發聲清晰有

力；新的 NG 版口罩蝴蝶， 重新彩

繪、增加了吃花蜜、高低飛舞、美麗

轉圈；開場的自填詞勸世歌，唱得更

動聽、動作更多樣吸引目光。挑戰阿

嬤們的記憶力與團體動力極限。 

20 否 

10/25 10/26 

跨域統合練習 1、

2：說演故事與物

件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進入論壇呈現之前的排練，

加入物件外的道具，牛角、牛尾巴，

最後向觀眾敬禮、退場的演練。統合

二位師資的意見，並且鼓勵銀齡成員

快樂自在的展現自我，將真實的生活

記憶與更多觀眾分享交流。 

為了 10/30 成果發表與論壇，板頭千

歲團阿嬤們，開始 2.0 版的西阿給「し

あげ」。 

感謝國藝會吳盈慧委員、黃子軒小姐

特地前來訪視與鼓勵。 

20 否 

10/29 10/29 現場排練 

新港文教基金會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工作坊：進入論壇呈現之前的彩排。 

成果發表的前一日，板頭千歲團阿嬤

們，興奮又有些緊張 

在新港國小中廊的彩排，要等到下午

4:00 孩子們放學後 

才能上麥克風、音響播音樂排練 

一直到 5:30 天色微暗，阿嬤們才搭上

巴士回板頭。 

2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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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10/30 成果發表與論壇 

新港文教基金會 

板頭千歲團 

講師：陳錦煌、

楊美英、薛美華 

姚立群、高伃貞 

李靜瑜 

演出：來自北中南，關心「共融藝術」

的夥伴在新港，欣賞板頭千歲團阿嬤

們，快樂且勇於表達自己的說演故

事。說演板頭的故事、也是新港的故

事，更是台灣的共同生活記憶與文化

傳遞。特別感謝國藝會 李文珊執行長

與團隊同仁，在百忙中特地撥冗前來

支持參與。 

論壇：計畫主持人陳錦煌醫師、楊美

英與薛美華二位藝術家的反芻與心得

分享，並邀請牯嶺街小劇場館長姚立

群以「新營，快到了」樂齡劇場，台

灣一人一故事劇場協會理事長高伃

貞、女巫劇團團長李靜瑜以「相遇在

社區戲劇培力的媽媽們：北投的故事」

與會分享。 

78 否 

11/24 11/24 期末回饋與討論 

新港文教基金會 

陳錦煌、葉玲伶 

徐家瑋、王昭琳 

講師：楊美英、

薛美華 

板頭社區：杜徐

灑、陳麗顏 

期末的回饋與討論，就整體計畫執行 

方式、內容、效益等，作分享與討論， 

且更釐清本計畫的意義與價值，期能 

作為新年度計畫依據。 

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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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照片 

  

  

3/1 期初說明會 

  

  

4/12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暖身。團體動力 

基本暖身活動。以簡易的互動遊戲，帶領學員體會劇場活動的新鮮樂趣。 

#家裡放最久的茶杯 塑膠玻璃陶瓷製？拿在手裡、放在胸口、貼在耳邊 感覺到什麼？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8%A3%A1%E6%94%BE%E6%9C%80%E4%B9%85%E7%9A%84%E8%8C%B6%E6%9D%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BVSu-HBZtUjclkl3GwlqGPtlVtTr-fSUVNAm1Lp_9XEqi_bD03AiLPQcGqJdh0VIgwtF0egcbQVWZpfyoPvPTYaHevmNTJi1QRpDBxC1zYR4Ch45RcLyeAl8k8mTRPW-EoX73yDnUF2nyHszl_NEuQtLoWCBRzEKBlErqVfE-3RHLQ5EVW8sV62RkD-Rr4DMoYqNNXhdAKyKRrjzQ0b3YvBuXAahBm3dLBtFzD6wriz0cUK_acsiU5Myt-gfESaEstIiqgtzUw768qhs2VFPldnz5MES_&__tn__=%2ANK-R-R-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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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即興表演  尋找故事的入口 

  藉由即興表演概念主導的單元活動，帶起團體成員的情感流動，同時尋找故事取材的入口。 

家裡最老最舊的杯子，一桌子精美，各有一段美麗的故事 與 珍愛的心！ 

  

  

4/26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消失的童年記趣 1 

探索團體成員自身過往生活經驗存在、然現時已經消失的故事題材。 

家裡最老最特別的東西，分享一桌子寶，有滿滿的回憶、愛與思念！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8%A3%A1%E6%94%BE%E6%9C%80%E4%B9%85%E7%9A%84%E8%8C%B6%E6%9D%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BVSu-HBZtUjclkl3GwlqGPtlVtTr-fSUVNAm1Lp_9XEqi_bD03AiLPQcGqJdh0VIgwtF0egcbQVWZpfyoPvPTYaHevmNTJi1QRpDBxC1zYR4Ch45RcLyeAl8k8mTRPW-EoX73yDnUF2nyHszl_NEuQtLoWCBRzEKBlErqVfE-3RHLQ5EVW8sV62RkD-Rr4DMoYqNNXhdAKyKRrjzQ0b3YvBuXAahBm3dLBtFzD6wriz0cUK_acsiU5Myt-gfESaEstIiqgtzUw768qhs2VFPldnz5MES_&__tn__=%2ANK-R-R-R-R-R
https://business.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8%A3%A1%E6%94%BE%E6%9C%80%E4%B9%85%E7%9A%84%E8%8C%B6%E6%9D%AF?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DBVSu-HBZtUjclkl3GwlqGPtlVtTr-fSUVNAm1Lp_9XEqi_bD03AiLPQcGqJdh0VIgwtF0egcbQVWZpfyoPvPTYaHevmNTJi1QRpDBxC1zYR4Ch45RcLyeAl8k8mTRPW-EoX73yDnUF2nyHszl_NEuQtLoWCBRzEKBlErqVfE-3RHLQ5EVW8sV62RkD-Rr4DMoYqNNXhdAKyKRrjzQ0b3YvBuXAahBm3dLBtFzD6wriz0cUK_acsiU5Myt-gfESaEstIiqgtzUw768qhs2VFPldnz5MES_&__tn__=%2ANK-R-R-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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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消失的童年記趣 2 

基本暖身、發聲練習，加上簡短的造句與傳遞。進入個人說演練習。 

這雙手，打拼一世人，板頭千歲團阿嬤們圍坐，訴說著這雙手的故事。 

  

  

5/10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聆聽練習  開耳儀式 

藉由肢體課的開發，帶領⻑者靜下⼼、閉起眼，來聆聽身體 

板頭千歲團阿嬤們圍坐，玩~手與聲音、說~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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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一起玩物件 1 

疫情二級後，千歲團阿嬤們終於可以保持社交距離說演故事。我們透過雙手操作物件，展開一段親

密的旅程。「一本繪本(尪仔冊)除了是可以讀的書  還可以是~~~」打開繪本 可以乘著想像力飛翔 

  

  

9/7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重新看見故事的物件 

物件是以甚麼樣的姿態來到我們生活之中的呢? 

張開雙掌，可以乘著心情飛舞，NG 口罩，可以玩出甚麼呢？ 



15 

 

  

  

9/8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一起玩物件 2 

物件和物件之間有沒有可能發生新的關係? 

NG 口罩乘著阿嬤的彩繪與想像起飛了！ 

  

  

9/13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說演故事與物件 

物件的聲音、人的聲音、在動、靜之間相互交錯，產生不同的戲劇節奏。讓我們嘗試喚醒物件的歷

史故事！「選一本我愛ㄟ繪本(尪仔冊) 讓我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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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故事跨域說演排練(一) 

進入分組或個別演練，一起串聯合作，共同勾勒計畫終點的公開呈現。 

依文本橋段：序幕、繪本與關係小故事、薄瓦磚場、家裡重要物件、口罩下的飛揚心情 排練。 

  

  

9/27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故事跨域說演排練(二)(三) 

對參與計畫成員而言，從實踐中完成對自我的挑戰與期待，也同時是「做中學」的過程。 

依文本橋段，臨陣磨槍，板頭千歲團即將跟著維泰號來去迺新港，到社區說演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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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10/5、10/6、1012、10/13 跟著維泰號來去社區說故事 

咬仔竹、海瀛、古民、中洋、新港素園，將工作坊成果分享給地方長者，落實自我表達的實務經驗，

同時蒐集各社區聽眾的回應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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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10/5、10/6、1012、10/13 跟著維泰號來去社區說故事 

咬仔竹、海瀛、古民、中洋、新港素園，將工作坊成果分享給地方長者，落實自我表達的實務經驗，

同時蒐集各社區聽眾的回應與交流。 

過程中，多年未見的親戚、親姐妹，也在說故事中喜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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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豐富故事物件的情感表現、期中回饋與討論 

10/19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深化故事物件的情感表現 

我們用呼吸帶動雙手的穩定性、手的柔軟度訓練、手的舞蹈遊戲、練習左手與右手動作上的協調。 

雙手的觸覺靈敏度練習、物件動作的節奏練習、口說手動腦思考一心多用練習、物件空間移動設計。 

為了 10/30 成果發表與論壇，板頭千歲團阿嬤們，開始 2.0 版的西阿給「しあげ」。聲音上，要讓

說故事的發聲清晰有力；新的 NG 版口罩蝴蝶， 重新彩繪、增加了吃花蜜、高低飛舞、美麗轉圈；

開場的自填詞勸世歌，唱得更動聽、動作更多樣吸引目光。挑戰阿嬤們的記憶力與團體動力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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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10/26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跨域統合練習 1、2：說演故事與物件 

進入論壇呈現之前的排練，加入物件外的道具，牛角、牛尾巴，最後向觀眾敬禮、退場的演練。統

合二位師資的意見，並且鼓勵銀齡成員快樂自在的展現自我，將真實的生活記憶與更多觀眾分享交

流。 

為了 10/30 成果發表與論壇，板頭千歲團阿嬤們，開始 2.0 版的西阿給「しあげ」 

感謝國藝會吳盈慧委員、黃子軒小姐特地前來訪視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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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現場排練 

進入論壇呈現之前的彩排。 

成果發表的前一日，板頭千歲團阿嬤們，興奮又有些緊張 

在新港國小中廊的彩排，要等到下午 4:00 孩子們放學後 

才能上麥克風、音響播音樂排練 

一直到 5:30 天色微暗，阿嬤們才搭上巴士回板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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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成果發表與論壇 

來自北中南，關心「共融藝術」的夥伴在新港，欣賞板頭千歲團阿嬤們，快樂且勇於表達自己的說

演故事。說演板頭的故事、也是新港的故事，更是台灣的共同生活記憶與文化傳遞。特別感謝國藝

會 李文珊執行長與團隊同仁，在百忙中特地撥冗前來支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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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銀齡跨域故事說演劇場工作坊─成果發表與論壇 

計畫主持人陳錦煌醫師、楊美英與薛美華二位藝術家的反芻與心得分享，並邀請牯嶺街小劇場館長

姚立群以「新營，快到了」樂齡劇場，台灣一人一故事劇場協會理事長高伃貞、女巫劇團團長李靜

瑜以「相遇在社區戲劇培力的媽媽們：北投的故事」與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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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文教基金會  臉書 

 

 

  



25 

 

新港文教基金會  臉書 watch 影片 

【#共融藝術】 #銀齡跨域說演故事劇場 @

板頭社區 

https://fb.watch/a33YU2KnYS/ 

 

【#共融藝術 】 #銀齡跨域說演故事劇場 

https://fb.watch/a33SONYT3V/ 

 

【#共融藝術 】 #銀齡跨域說演故事劇場  

新港ㄟ #薄仔瓦（紅瓦片） 

https://fb.watch/a340yAy5el/ 

 

【#共融藝術 】 #跟著維泰號來去迺新港 @

古民社區 

https://fb.watch/a34bam4Oh_/ 

 

https://fb.watch/a33YU2KnYS/
https://fb.watch/a33SONYT3V/
https://fb.watch/a340yAy5el/
https://fb.watch/a34bam4O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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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藝術 】 #銀齡跨域說演故事劇場 #

板頭千歲團 #NG 版口罩蝴蝶的祝福 

https://fb.watch/a34en2LJjL/ 

 

【#共融藝術 】 #銀齡跨域說演故事劇場 

https://fb.watch/a33SONYT3V/ 

 

【#共融藝術 】 #銀齡跨域說演故事劇場 主

題曲篇 Part1 

https://fb.watch/a34hW0oDL1/ 

 

【#共融藝術 】 #銀齡跨域說演故事劇場 主

題曲篇 Part2 

https://fb.watch/a34jQD7Zo0/ 

 

 

https://fb.watch/a34en2LJjL/
https://fb.watch/a33SONYT3V/
https://fb.watch/a34hW0oDL1/
https://fb.watch/a34jQD7Z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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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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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文教基金會  10 月會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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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文教基金會  12 月會訊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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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 

 

 

阿嬤看繪本說故事 | PeoPo 公民新聞 https://www.peopo.org/news/562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