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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有關「社區劇場」的定義及其操作手法，古今中外眾說紛紜。就台灣而言，

一九八○年代興起的小劇場運動中，即有劇場工作者引進歐美社區劇場理念、手

法，加以提倡，並將社區劇場視為一種「另類的」劇場實踐形式。近期，則有實

踐者援引亞、非、拉丁美洲的民眾劇場方法與社區劇場概念結合，強調以劇場作

為社群表達、參與社會的媒介。然而，社區劇場實踐風潮的形成，官方政策卻扮

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包括一九九○年代初期的「社區劇團活動推展計畫」，以

及自九○年代後半以來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皆直接或間接地造成本地社區

劇場運動的興起。在上述的社區劇場發展過程中，曾引發各界不少爭議與質疑，

其中， 根本的問題在於這些「從天而降」的社區劇場理念(或受政策指導的劇

場實踐)，如何落實於本土社會脈絡，而真正與在地民眾的生活產生關係或連結？

有鑑於此，筆者欲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切入，所選擇的研究對象為台中縣石岡鄉的

「石岡媽媽劇團」，目的在針對其組織、戲劇作品、團員的社會參與、以及劇場

與社區之關係進行深入了解，一探當代社區劇場在眾多「爭議」底下實際的運作

情形與問題，同時為社區劇場表演與實踐建立一個批評的視野。 

 

中文關鍵字：社區劇場、石岡媽媽劇團、波瓦、民眾戲劇、女性自覺、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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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九九○年代，台灣曾興起「社區劇場」(Community Theatre)的實踐風潮，

有研究者認為它是一九八○年代後半小劇場運動的成果之一(林福岳，3-4；邱坤

良，493)，在另一方面，官方的社區文化政策也為社區劇場發展帶來實際的影響，

遂而使社區劇場成為台灣劇場實踐的一個面向。然而，「社區」(Community) 一

詞的多義性，使社區劇場之定義、功能往往成為爭論的焦點；再者，國內論者視

社區劇場為西方劇場概念的移植，其操作手法多以西方劇場實踐為依歸，並由少

數劇場工作者或官方所主導，因此，劇場如何真正落實「社區」，與台灣民眾的

生活產生連結，進而發展本土社區劇場之特色，成為各方關心的問題所在。有鑑

於此，筆者欲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切入，所選擇的研究對象為台中縣石岡鄉的「石

岡媽媽劇團」，目的在針對其組織、作品、團員的社會參與、以及劇場與社區之

關係進行深入了解，一探當代社區劇場在眾多「爭議」底下實際的運作情形與問

題，同時為社區劇場表演與實踐建立一個批評的視野。 

本章第一、二、三節將分別陳述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在

第四節中筆者彙整一九九○年代以來台灣重要社區劇場之團體與作品，並蒐集影

響社區劇場發展的相關政策，以期對台灣社區劇場整體發展概況有所掌握，作為

後續討論的基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何謂「社區劇場」？什麼又是「社區」？為什麼要在社區從事所謂的「社區

劇場」？劇場與社區之間的關係為何？社區劇場之作品特色何在？社區劇場之於

社會而言又有哪些重要的意涵？ 

以國人較熟知的英美劇場而言，美國的社區劇場歷史溯自二十世紀初期，而

它興起的原因很多，主要起自對當時商業劇場的不滿與反抗，以及受到歐洲小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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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運動(Little Theatre Movement)的影響而產生，同時又與「業餘劇場」(Amateur 

Theatre)、「教育劇場」(Educational Theatre)、「市民劇場」(The Civic Theatre)等概

念互相指涉(林偉瑜，18-30)；而英國的社區劇場則興起於一九六、七○年代，時

值社會抗爭運動與反主流文化運動的興起，促使許多劇場創作者紛紛走向民眾、

投入社區/社群的組織工作、積極以劇場介入社會議題或與社會運動結合，其中

更鼓勵民眾參與，以劇場作為發聲或抗爭的媒介，進而促使社會的改變

(Banham，911-12) 。而在台灣社會，社區劇場所指為何，其發展又呈現何種面

貌？ 

台灣現代劇場發展受歐美影響甚鉅，其中亦包括「社區劇場」觀念的提出與

實踐。一九八○年代後半的小劇場運動時期，即有部分劇場工作者開始轉向社區

劇場的實驗，例如戲劇學者鍾明德曾倡導以美國「麵包傀儡劇場」(Bread and 

Puppet Theatre)的模式來發展社區劇場。根據鍾的說法，八○年代末期的政治環

境與事件使台灣社會遭受極大的壓抑，而為了使劇場能更直接介入社會運動，並

喚起民眾的社會關懷，鍾認為「麵包傀儡劇場」所示範的大傀儡製作和戶外民俗

儀式性質的遊行行列，不但能使運動訴求更加鮮明，同時還可避開許多劇場專業

技術的困難，增進民眾參與、凝聚社區發聲的力量(鍾明德，192-93)。由鍾領導

的「425 環境劇場」曾以「麵包傀儡劇場」的形式在社區、公園、鬧市等地進行

演出，其內容更結合當地社區議題，堪稱台灣社區劇場實踐的先例。 

而台灣社區劇場運動與相關論述的興起，主要是出現在文建會實行的「社區

劇團活動推展計畫」(1991~1993，以下簡稱「社」案)以後，根據林偉瑜的考察，

「社」案促使「社區劇場」在台灣成為一個廣泛使用的名詞(林偉瑜，61)，而「社」

案前後所扶植的六個劇團：「台東劇團」、「薪傳劇團」、「觀點劇坊」、「華燈劇團」

(今「台南人劇團」)、「玉米田劇團」、「南風劇團」等，則普遍被視為台灣早期

的社區劇場團體。 

然而「社」案之立意，主要在配合官方「縮短城鄉差距」的文化方針，以加

強扶植各縣市(地方)劇團的作法，平衡現代劇場發展過度集中台北的現象，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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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強調扶植劇團的「地方性」1。但此一作法卻引起相當的爭議，其中 主要

的問題在於：「地方劇團」是否等於「社區劇場」？由於主事者忽略對「劇場」

與「社區」兩者關係進行闡釋，加上多數劇團在接受扶植以前，並非以社區劇場

為其實踐目的，因此「社」案 終因為各方認知上的落差而畫下句點。雖然如此，

「社」案所引發對社區劇場相關議題的討論已漸漸在台灣社會發酵，例如一九九

九年由文建會主辦的第二屆「台灣現代劇場研討會」便將「社區劇場」列為研討

的主題之一，這些討論對於本土社區劇場實踐的後續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政府大力推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進而帶動另

一波社區劇場的風行。此類型的社區劇場多由縣市文化局或各地社區營造中心、

社區發展協會動員，邀請社區民眾參與戲劇演出，而其內容多以呈現社區故事和

表現社區特色為主(賴淑雅，18)。在另一方面，民間亦有劇場工作者引進菲律賓

「民眾劇場」(People’s Theatre)以及巴西戲劇家波瓦(Augusto Boal)所創發的「被

壓迫者劇場」(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方法來從事社區劇場的實踐，如劇場

工作者鍾喬所領導的「差事劇團」以及賴淑雅的「烏鶖社區教育劇場劇團」(現

停止運作)等。民眾劇場的理念，乃強調以民眾作為主體，其實踐方式是以戲劇

工作坊的形式邀請社區民眾參與劇場創作，並著重其中之互動、對話的過程，目

的除了使一般民眾掌握戲劇生產相關知識與技術之外，更可以之作為討論議題、

表達聲音、凝聚公共意識的媒介。民眾劇場實踐者企圖凸顯劇場作為一種「社會

介入」(social intervention)的方法與目的，藉以催生改變社會的行動與力量，而這

樣的方式，大約在近四、五年來逐漸與官方社區營造工作取得交集，在政府資源

的挹注下，加速了上述民眾劇場理念與方法的推廣(賴淑雅，14-21)。2 

                                                       
1如計畫目標即列舉「鼓勵蒐集、整理與編撰以地方風土民情為題材之劇本，促使民眾對鄉土、

社區文化的了解」一項(林偉瑜，62)。 

2如自二○○五年起，文建會委託在台灣從事「民眾劇場」實踐多年的賴淑雅等人，著手調查並

出版《區區一齣戲──社區劇場理念與實務手冊》(2006)一書；書中介紹許多與當代民眾劇場理

念息息相關的劇場方法，如「發展劇場」(Theatre for Development)、「被壓迫者劇場」、「基本綜

合性劇場藝術工作坊」(Basic Integrated Theatre Arts Workshop, BITAW)、「一人一故事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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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劇場作為一種劇場的形式與概念，其性質與目的明顯與一般主流/商業

劇場不同，而有以社區為主體、關懷社區議題、強調民眾參與、以及與在地生活

緊密結合等特質。而社區劇場的概念自歐美引入以來，在過程中無論是政策因素

使然或是透過劇場工作者的推動，社區劇場已成為台灣當代劇場活動的一部分，

進而影響其它新的社區劇場團體的誕生；其中不乏致力於特定議題的劇場創作，

或是使劇場與社區生活緊密結合者。然而，從以上台灣社區劇場發展脈絡，筆者

得出下三點問題： 

 

一、「社區劇場」雖然自一九八○年代末起經過將近二十年的發展、實踐，但由

於脈絡分歧，加上許多劇團運作的時間又過於短暫或呈間歇狀態，使吾人難以藉

由對團體進行長期觀察而歸納出本土社區劇場的特質，或是對於劇場與社區之間

的關係有一確實的了解，連帶導致對社區劇場一詞的概念仍十分模糊。 

  

二、社區劇場往往強調以「民眾」為主體，然台灣社區劇場實踐大多經由少數專

業劇場工作者主導、發起，或由官方政策所帶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如何從中

得知民眾參與劇場的意願或自發性？如何創造真正以民眾為主體的社區劇場形

態？ 

 

三、從現有的文獻資料來看，學界對於社區劇場的相關研究仍屬少數，其中個案

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缺乏理論與實踐的共同對話、關照之下，進而影響社區劇

場論述與批評的建立。3  

                                                                                                                                                           
(Playback Theatre)、「教習劇場」(Theatre-in-Education)等。近年，文建會亦委託賴淑雅所屬的「台

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舉辦相關的社區劇場推廣計畫、在台灣南北各地進行種子師資與社區劇場

示範點的培訓(賴淑雅，〈台灣社區劇場〉，39-40)。 

3目前學界針對社區劇場的研究專著，除由文建會出版的《社區劇場工作手冊》(1998)、《一九九

九臺灣現代劇場硏討會論文集：社區劇場》(1999)、《區區一齣戲──社區劇場理念與實務手冊》

(2006)之外，僅有林偉瑜的《當代台灣社區劇場》(2000)一書；個案研究方面則僅有文化大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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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希望藉由個案研究調查，重新探討社區劇場在當代本土社會的實踐意

涵及其伴隨的問題。 

      筆者選擇的研究對象為成立於台中縣石岡鄉的「石岡媽媽劇團」(以下簡

稱「石岡媽媽」) 。「石岡媽媽」成立的背景與一般劇團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源

於「九二一」大地震，一群石岡農村社區婦女，在經歷震災的創痛之後，參與台

北「差事劇團」所舉辦的「九二一心靈重建戲劇工作坊」(以下簡稱「九二一戲

劇工作坊」)，並在過程中重新找回生命的出口，而劇場經驗更提高了參與者的

自我覺醒，使之開始關注到生活當中的切身議題，同時也促使這群婦女在日後決

定自組劇團，因而建立「石岡媽媽」此一劇場團體。「石岡媽媽」受到前述民眾

劇場方法很大的影響，將劇場視為自我進行社會表達與溝通的媒介；尤其，「石

岡媽媽」的戲劇創作，皆從其對真實生活故事的反思而來，其中亦涉及包括傳統

家庭/社會中的性別問題，或是 WTO 對農村經濟的衝擊等議題。這群媽媽不但將

其關心的問題透過戲劇作品表達出來，更間接促使她們在現實中付諸行動，例如

其中以務農為業的媽媽便挺身籌組農民自己的合作社，以對抗既有市場機制的剝

削；同時劇團也進一步參與相關的社區工作，希望透過其劇場行動促進社會的改

變。 

    「石岡媽媽劇團」從二○○○年成立至今，一共創作包括《戲台頂的媽媽》

(2000)、《媽媽的伙房》(2001)、《心中的河流》(2002)、《梨花》(2004)四部戲劇

作品，演出活動一直持續到二○○八年底為止，因而累積一定的舞台演出經驗，

而其相關的社會參與活動則持續至今。而作為一個社區劇場研究個案，「石岡媽

媽」無論在成立背景、成員組成、接受的劇場訓練、戲劇作品、以及劇場與社區

的連結關係等各方面都皆有其特色與值得探討的空間。就學術的角度而言，其中

不但引發劇場方法對於社會工作之應用問題的探討，更提供吾人一條對於當代台

灣社區劇場之實踐問題與創作美學探索的進路。 
                                                                                                                                                           
術研究所簡秀珍的《臺灣民間社區劇場羅東福蘭社研究》(1992)與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林福岳《將

社區劇場視為另類傳播媒介之研究─以民心劇場為例》(1993)二篇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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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議題 

     

    本文以「石岡媽媽」作為研究個案，主要分為以下幾個探討面向： 

 

一、戲劇創作對於「石岡媽媽」成員的影響為何？特別是其所接觸的民眾劇場的

理念與方法，如何增進劇團成員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其在生活上產生哪些改變？ 

 

二、社區劇場強調「民眾參與」，換言之，民眾的參與動機、實際的參與情況、

以及其中劇場工作者/知識份子與參與民眾之間的關係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考察

重點。以「石岡媽媽」為例，從「九二一戲劇工作坊」到後續的創作歷程中，台

北「差事劇團」及其成員皆在其中扮演著引導者、教育者以及共同創作者的角色，

在這層關係底下，劇場工作者的專業背景是否對劇團成員的創作形成一種支配？

媽媽們對於參與劇場的自覺及其創作主體如何建立是筆者欲進一步探究之處。  

 

三、針對其戲劇文本與表演進行分析，並側重於探討創作內容與個別團員生命經

驗之間的關係，而創作者又如何將之匯集、轉化成為一股社會的集體意識。此外，

筆者也希望透過「石岡媽媽劇團」的戲劇演出，分析社區劇場在表演美學上的特

色，它與主流劇場的差異何在？  

 

四、探究劇場如何達成社會參與甚至改造(催化)社會的目的。如前所述，「石岡

媽媽」成員除了投入戲劇創作、以劇場作為發聲的工具之外，在現實生活中，更

自組「石岡果菜生產合作社」來面對水果滯銷以及市場剝削的問題，平時亦積極

參與各項社區事務。其中，劇團成員的劇場經驗與其行動之間的關係為何？而過

程中又遇到哪些困難與挑戰？特別是石岡地區為一傳統的客家鄉鎮，父權觀念以

及男性為中心的社會運作型態根深蒂固，加上社區事務牽涉複雜的地方政治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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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媽媽們如何抵抗或化解外來的壓力，進而影響社區的改變，為本文另一探

討的焦點。  

 

五、透過「石岡媽媽」的經驗，筆者企圖反省社區劇場在台灣社會發展的可能性

與困境何在？相對於官方社區文化政策底下所推動的社區劇場，「石岡媽媽」從

其生活出發而從事的劇場行動又揭示出何種「社區劇場」內涵，以及劇場與社區

/社群的關係，皆是筆者希望透過本研究進一步釐清與辯證的問題。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針對「石岡媽媽劇團」進行研究與考察，因此在方法上著重於實

際的田野調查工作，並分為「資料收集」以及「深入訪談與參與觀察」兩大部分。 

    「資料收集」又可分為「文字資料」與「影像資料」兩部分；前者包括劇團

歷年的活動資料、劇本、相關報導與評論等，後者則為演出影像紀錄、劇照、以

及劇團相關紀錄片等，這些資料皆為筆者進行「石岡媽媽劇團」的戲劇創作與表

演特色分析時的重要依據。 

    在「深入訪談與參與觀察」的部分，筆者計畫針對每位劇團成員以及相關人

士進行訪談，目的在於了解參與劇場的動機、創作歷程、以及個人生命史。同時，

筆者亦實地拜訪每位媽媽的家庭與工作場域，紀錄其日常活動與工作情況，並從

中觀察團員彼此之間以及與他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以期了解媽媽們的社會參與以

及劇場在媽媽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從實際的探訪過程中，促使筆者

對於石岡地區的風土人文與社會傳統有更充分的了解，此點對於筆者在探討石岡

媽媽劇團」與社區之關係時有莫大助益。 

    除了田野調查工作以外，如何為社區劇場建立一個新的研究策略與視野，是

本文寫作的目的之一。社區劇場作為一種劇場實踐形式，其內容、目的、表演美

學、以及社會文化意涵，皆與主流/商業劇場大相逕庭，而傳統的文本分析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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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批評方法是否切合社區劇場研究的需求是研究者必須加以思考的重點。 

因此，筆者企圖援引西方「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的方法論，來分

析社區劇場實踐本身所蘊含的社會文化意義。當代「表演研究」受到人類學研究

方法很深的影響；美國戲劇學者同時也是「表演研究」理論與方法的重要推手理

查‧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曾說「表演即是行動」(Performances are actions)，

反之，人類的任何行動/行為皆有可能被視為一種「表演」；舉凡從儀式、遊戲、

運動、大眾娛樂、表演藝術、日常生活的表演到社會法律的制定、性別、種族、

階級角色、媒體、網路等。謝喜納並指出，「表演研究」具有以下四個基礎原則：

第一、人類「行為」(behavior)本身即是研究的對象；第二、「藝術實踐」(artistic 

practice)占據「表演研究」整體計畫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第三、表演研究仰賴人

類學式的「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等田調方法並且提出新的使用方

式，特別是傳統人類學往往將研究對象視為「他者」(意即相對於西方的文化)，

但「表演研究」則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必須存在著批判、審視的距離；第

四、「表演研究」高度涉及社會實踐，而且必須認知沒有任何所謂「中立的」方

法進路或是立場(Schechner, 1-2)。 

    換言之，從「表演研究」的思考角度，劇場乃被置入於整體社會文化的實踐

過程加以觀照而非僅止於個別的藝術現象，著重在探討劇場實踐背後所形塑出的

社會關係網絡，而非只是舞台上的一場演出。透過「表演研究」的視野，將有助

於吾人進一步分析劇場實踐與「石岡媽媽」成員生活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劇場

實建如何促使媽媽們在生活中產生改變與行動，進而如何影響新的社區文化之形

成。 

 

第四節  台灣社區劇場團體與作品概述 

     

    本論文以「石岡媽媽」為社區劇場研究的對象，而在進行後續章節討論以前，

筆者先針對台灣社區劇場團體及其作品進行彙整的工作，目的除了對社區劇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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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實踐面貌有更清楚的掌握以外，從中亦可對比出「石岡媽媽劇團」與其他團

體之間的差異。 

    筆者主要以林偉瑜的《當代台灣社區劇場》(2000)與文建會所出版的《區區

一齣戲──社區劇場理念與實務手冊》(2006)二書所紀錄的團體為基礎，並重新加

以考察、增補；同時筆者亦條列一九九○年代以來影響社區劇場發展的相關政

策、計畫，以期增進對於社區劇場發展脈絡的了解。必須一提的是，筆者所彙整

的「台灣社區劇場團體與作品」列表，勢必無法包含今昔各地所有的社區劇團及

其演出作品，而以具代表性者為之。再者，台灣社區劇場發展歷程尚短且脈絡複

雜，因而針對每一團體之社區劇場性質進行考察變成為一件棘手但卻必要的工

作。 

    在《當代台灣社區劇場》書中，作者林偉瑜將台灣社區劇場區分為「地方性

色彩強烈」、「小型社區」、「具濃烈社會改革色彩」、以及「傳統的社區劇場」四

種類型；而《區區一齣戲》編者賴淑雅則重新區分成「政策型」、「專業型」、「社

造型」、「自發型」、「原住民型的部落劇場」等五種社區劇場類型。這樣的區分法

雖有助於讀者了解每個社區劇場團體形成之背景或特色，卻較無法呈現劇場與社

區之間的關係。在考量現有的劇團數量、劇團的實際狀態(部分團體遊走於社區

劇場與非社區劇場之間或是其運作呈現間歇狀態)，尤其部分劇團處於尚待發展

的階段，筆者並不著意將社區劇場團體進行類型區分，而是從劇團的「在地性」、

「作品與社區之連結」、以及社區劇場實踐之「意向」等方面加以考量，謹依成

立時間先後排列，並以劇團之作品作為呈現的主體，再加以補充說明，以期從中

窺見台灣社區劇場的實踐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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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台灣社區劇場團體與作品 

劇團名稱 成立年份 所在地 代表作品 備註 

台東劇團(原

台 東 公 教 劇

團) 

1986 台東市 《東城飛花》(1992)、《後山煙塵

錄 》 (1993) 、《 鋼 鐵 豐 年 祭 》

(1994)。(僅列「社區劇團活動計

畫」執行作品) 

1992~1994 年文建會

「社區劇團活動計

畫」培植團體。 

觀點劇坊 1987 台中市 《狼來了馬尼拉》(1988，與導演

鍾明德合作之環境劇場作品)、

《火車快飛、火車快飛》(1992，

社區劇團活動計畫」執行作品)。

1992 年文建會「社區

劇團活動計畫」培植

團體，已於同年宣布

解散。 

台 南 人 劇 團

(原華燈劇團) 

1987 台南市 《封劍千秋》(1992)、《青春球夢》

(1993)、《鳳凰花開了》(1994)。(僅

列「社區劇團活動計畫」執行作

品)。 

1992~1994 年文建會

「社區劇團活動計

畫」培植團體。 

 

425 環境劇場 1989 台北市 《孟母 3000》(1989)、《愚公移山》

(1990)、《家庭旅館》(1991)、《補

天》(1994，與彼得‧舒曼之「麵

包傀儡劇場」共同合作)。 

1997 年起停止運作。

玉米田劇團 1991 新竹市 《身分獨奏》(1991)、《河川看誰

美麗》(1991)、《火車火車走到

哪裡去》(1992)、《與東門城的對

話》(1993)、《內灣線的故事》

(1994)、《跳舞的砂子》(1995)。 

1993~1994 年獲選文

建會「社區劇團活動

計畫」培植團體。

1996 年起暫停演出。

南風劇團 1991 高雄市 《金鑽大高雄》(1993)、《高富雄

傳奇》(1994)。(僅列「社區劇團

1993~1994 年文建會

「社區劇團活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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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計畫」執行作品)。 畫」培植團體。 

辣媽媽劇團 1993 高雄縣 《阮是辣媽媽》(1994)、《高屏溪

的滄桑》(1994)、《方城夜未眠》

(1995)、《哈娜》(1995)、《春光不

孤單》(1996)、《我和春天有個約

會》(1996)、《粉騷的天空-誰說女

人不可以》(1999)、《打開潘朵拉

的異想世界》(2004)。 

 

頑石劇團 1994 台中市 《台中都會傳奇─不能駐足的夜》

(1997)、《台中新劇里程碑─張深

切 》（ 1999 ）、《 楊 逵 與 葉 陶 》

（ 2000 ）、《 新 竹 國 民 大 戲 院 》

（2001）、《告別黑甜鄉的女人》

（2003）、《鄧雨賢－返鄉路》

(2005 ）、《 生 日 快 樂 ， 明 天 》

(2007)、《蔣宋情史》(2007)、《北

埔英魂錄》(2007)、《日落西安張

學良》(2008)等。 

除了社區劇場實踐

以外，劇團亦跨足

「戲劇教育」、「兒童

劇場」、「戲劇治療」

等多方領域。 

角落劇團 1997 台北市 《角落的花樣年華》(2001)、《特

別的禮物》(2002)、《我們的戲即

將上演(致劇場)》(2004)、《角落

的仲夏夜之夢》(2005)、《天使‧

他的臉》(2008)、《天使也要幸福》

(2009) 

以「身心挑戰者」為

主要團員所成立的

劇團；與主事者經營

的咖啡館空間形成

「咖啡劇場」的型

態。 

阿桑劇團 1999 台東縣 《長虹的跨越》(2000)、《太陽‧ 原住民部落劇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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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百步蛇》(2001)、《內本

鹿事件簿一‧海樹兒的故事》

(2003)。 

年已少有演出活動。

清水劇團 2000 台中縣 《清水有個廖添丁》(2000)、《新

茶花女》(2001)、《清水大街故事》

(2001)、《異鄉人的美麗與哀愁》

(2002)、《愛在何方──有愛的地方

就有家》(2003)、《異鄉人‧憶鄉

曲》(2003)、《看那似水流光──

一段流傳在埤仔口的愛情故事》

(2004)、《圍爐那一暝》(2005)、《重

逢》(2008)、《海灘上的波烈露》

(2009)。 

 

石 岡 媽 媽 劇

團 

2000 台中縣 《戲台頂的媽媽》(2000)、《媽媽

的伙房》(2001)、《心中的河流》

(2002)、《梨花》(2008)。 

為 本 文 之 研 究 對

象，此暫不贅述。 

莫 古 大 唉 劇

團 

2001 花蓮縣 《路在哪裡？》(2002)、《大洪水》

(2004)。 

原住民部落劇場。目

前幾乎停止運作。 

都蘭山劇團 2001 台東縣 《舞動都蘭山》(2002)、《祈雨(福)

慶豐收》(2003)、《路有多長》

(2009)。 

原住民部落劇場。 

好小劇場 2003 桃園縣 《掌牛伯公失竊紀》(2003)、《靈

潭恨》(2004)、《桃花園缺水記》

(2005)。 

受社區總體營造政

策影響而由桃園縣

文化局「社區劇場培

訓計畫」所催生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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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十三彎劇團 2003 花蓮縣 《走路同學會─赤柯山的故事》

(2003) 、《 記 憶 流 過 十 三 灣 》

(2004)。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活動影響而產生，由

花蓮縣玉里鎮赤柯

山的農民所組成。 

※資料來源：《當代台灣社區劇場》、《區區一齣戲──社區劇場理念與實務手冊》二書，以及文建

會「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與各劇團網站 

 

    上表所列的十六個團體概為台灣社區劇場團體的代表，然而，其中有四個團

體已停止運作，亦有部分團體已成間歇狀態。此外，在上述的社區劇場團體當中，

其中不乏具有爭議性者，尤其是受到文建會「社區劇團活動計畫」培植團體，包

括「台東劇團」、「台南人劇團」、「南風劇團」等(現仍有運作者)，其運作型態早

已超越社區劇場的框架，又或者劇場實踐者本身，並無意將自己定位為社區劇

場。然這並不表示，上述的劇團並不關注社區劇場的實踐與相關議題，例如「台

南人劇團」就曾經邀請英國著名社區劇場團體「英國格林威治青少劇團」

(Greenwich and Lewisham Young Peoples Theatre)來台講習，示範其「教習劇場」

(Theatre-in-Education，簡稱 TIE)的技巧以作為社區劇場的實踐方法(蔡奇璋，29-39)

等。 

   其中「頑石劇團」、「清水劇團」則較有明確的社區劇場定位，例如「頑石劇

團」向來堅持「演戲給在地居民看」理念；而除了定期的年度公演之外，上述團

體也積極在社區從事藝文活動的推廣，或到各級學校推動戲劇教育，散播戲劇的

種籽。4此外，也有以具特定身分背景團員所組成的劇團，例如以女性為團員對

象的「辣媽媽劇團」、由身心障礙者所組成的「角落劇團」，或是原住民所組成的

「阿桑劇團」、「莫古大唉劇團」、「都蘭山劇團」等。這些劇團雖由背景相同團員

                                                       
4 參見「頑石劇團」官方網站 http://www.stonetheatre.idv.tw/profile.html 以及「清水劇團」官方部

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jou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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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組成，但其劇場運作本身亦朝向在社區深耕，如「辣媽媽劇團」除了多在社區

進行演出以外，團長孫華瑛本身也積極以劇場的形式投入相關的社區組織工作

(賴淑雅,164-67)。   

   「好小劇場」、「十三彎劇團」則是目前「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影響下所誕生

的社區劇團。「好小劇場」由桃園縣政府文化局所策劃動員，團員由桃園龍潭鄉

佳安社區的居民所組成，而其作品多以呈現社區故事或是反映社區議題為主(賴

淑雅，148-149)。「十三彎劇團」則是由花蓮縣「赤柯山永續發展協會」所發起

成立的，團員為赤柯山當地的農民，其作品演出的內容也多與在地的故事有關，

或是結合社區議題來演出；其作品不但獲得在地居民的迴響，並曾受邀到花蓮、

台東甚至香港等地演出(賴淑雅，150-51)。此外，台北縣文化局以及社區營造中

心在近年也開始積極推動社區劇場，並委託「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進行種子

師資的培訓與示範點的建立，5其中較受矚目的有「八里社區劇場」、「礦山劇場」

等，兩者皆由當地的社區居民組成。然而社區劇場到底在「社區營造」的大旗下

扮演何種角色，社區具民是否因劇場的參與而凝聚更強烈社區意識，又或者社區

劇場能夠促使社區產生什麼改變？抑或因政策而生的劇場終將隨著政策的改變

而停止，皆有待吾人後續觀察與研討。 

     另一方面，有一些團體雖未列入上表，而且其本身也不是社區劇場(或並不

在社區從事「演出」)，但卻長期致力於社區劇場的推廣與提倡，例如「差事劇

團」、「烏鶖社區教育劇場劇團」(目前已停止運作)、「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

等；它們「戲劇工作坊」帶入到各地社區、學校，與民眾互動。此外亦有部分戲

劇團體引用美國「一人一故事劇場」方法來增進社區/社群組織或是人際的互動，

如「一一擬爾劇場」、「知了劇團」、「女巫劇團」等。此外，還有由非政府組織所

成立，以特定社群議題為訴求的劇場行動團體，如由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所

成立的「女人戲法行動劇團」以及南洋台灣姐妹會所成立的「南洋姐妹劇團」等。

                                                       
5 例如台北縣文化局於九十八年度就從推出「臺北縣社區劇場種子師資培訓」及「資深種子師資

回流培訓」計畫。 



 

  15

6由於這些劇團的活動範圍大多限定在某一社區中進行，或其內容往往針對特定

的社群議題，就某種程度來說，顯示出社區劇場的特質，然而其後續的發展還需

進一步觀察。 

    另一方面，社區劇場在台灣之所以能夠形成一股運動或是引起社會大眾較廣

泛的認知，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官方相關的文化政策的推行，以下筆者即整理了一

九九○年代以來與「社區劇場」相關的政策或計畫。 

 

表二  一九九○年代以來影響台灣社區劇場發展的相關施政計畫 

政策/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內容提要與執行單位 

全國文藝季 1982 年起 1994 年曾以「人親、土親、地方親」為主題倡導社區

文化，間接促使部分社區劇場的成立，如由台中縣立

文化中心扶植而成立於大甲的「二溪流域劇團」即為

一例。 

社區劇團活動推展計畫 1991~1994 為配合「縮短城鄉差距」之文化方針，文建會每年徵

選 4~5 個台北縣市以外的劇場團體進行培植，其目標

為： 

一、輔助各縣市成立劇團，並巡迴鄉鎮演出。 

二、加強編劇、導演及演出人員之參與與培養，促進  

劇團邁向專業發展。 

三、 鼓勵蒐集、整理與編撰以地方風土民情為題材之

劇本，促使民眾對鄉土、社區文化的了解。 

「補天計畫」社區劇場

計畫 

1994.1~4 月 一、計畫執行單位：「425 環境劇場」、中國時報系 

二、計畫內容：邀請美國「麵包傀儡劇場」創始者彼

得‧舒曼一行來台，舉行「麵包傀儡劇場方法」研習

                                                       
6  參見賴淑雅。《區區一齣戲──社區劇場理念與實務手冊》。台北：文建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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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與「補天計畫」巡迴演出。 

三、計畫宗旨： 

(一)所短城鄉文化差距。 

(二)讓大師在台灣留下作品。 

四、計畫目標： 

(一)培訓社區劇場藝術人才及領導幹部。 

(二)讓藝術與社區生活結合，縮短城鄉文化差距。 

(三)引進另一種劇場演出方式，增進國內的戲劇文化。

(四)藉國際知名編導之助，促進我國與外國之戲劇文

化交流。 

社區總體營造 

 

1995 年起 「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2007 年起)：在「社

區文化深耕」一項「運用社區劇場增進居民之間關係，

以肢體表演方式表達關懷之議題，進而改善社區問

題。」 

近年文建會主辦之全國性社區劇場活動有： 

「區區一齣戲─2006 社區劇場人才培訓暨推廣計畫」

「2006 第一屆社區劇場藝術節」 

「2007 社區劇場推廣計畫」 

「2008 第二屆社區劇場藝術節」 

「劇菁會神‧社彩繽紛─2009 社區劇場人才培育計 

畫」 

※資料來源：《當代台灣社區劇場》、《補天：麵包傀儡劇場在台灣》、「2006 第一屆社區劇場藝術

節」、「2008 第二屆社區劇場藝術節」、「劇菁會神‧社彩繽紛─2009 社區劇場人才培育計 

畫」節目手冊，以及文建會「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 

 

    「全國文藝季」自一九七一年開辦以來，一直是全台各地每年的藝文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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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全國藝文季」的活動設計是採每年一個主題的方式進行，深入民間基層，

並動員藝文界的團體參與。例如一九九四年的「全國藝文季」主題定為「人親、

土親、地方親」，其目的在於倡導社區文化，過程中間接促使部分社區劇場的成

立，如由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扶植而成立於大甲的「二溪流域劇團」即為一例(林

偉瑜，94)。除了「全國文藝季」之外，「社區劇團活動推展計畫」、「社區總體營

造」政策在前文已多所介紹，此不贅述。「補天計畫」則是文建會與「425 環境

劇場」共同合作，邀請美國知名社區劇場團體「麵包傀儡劇場」及其創始者彼得‧

舒曼(Peter Schumann)來台，進行「麵包傀儡劇場」示範講座與研習營，並結合

本地劇場工作者與社區民眾創作《女媧補天》一劇，探討環境議題並於社區巡演，

曾造成一時轟動。而該計畫的目的之一在即在於培訓本地社區劇場藝術人才及領

導幹部。7 

    整體而言，官方有關社區劇場的政策計畫，大多集中在一九九○年代，九○

年代中期以後至今，主要是以「社區總體營造」作為施政主軸，無形中亦塑造了

社區劇場發展的環境，尤其近三年文建會連續舉辦了大型的「社區劇場推廣計

畫」，而在「2008 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中，更明確將社區劇場列為重點

推動工作之一(賴淑雅，〈台灣社區劇場〉，40)。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由於「社區

總體營造」的政策內涵與實踐架構十分複雜、龐大，社區劇場依附其下，是否會

因為社造政策「業務化」，而淪為一種官方樣板式的文化活動，亦需持續觀察。 

                                                       
7 「補天計畫」社區劇場計畫的活動內容可參見鍾明德(編)。《補天 : 麵包傀儡劇場在台灣》。台

北：425 環境劇場，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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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社區劇場論述與當代實踐方法 

 

    在進行實際的田野調查之前，筆者先透過文獻分析的方法，以對「社區劇場」

的概念有所釐清與掌握，並從中歸納出社區劇場的定義與特質。當吾人在反思「何

謂社區劇場」的同時，首先所涉及的是如何為「社區」之概念下一定義的問題，

再來則是如何界定「劇場」與「社區」兩者之間的關係。因此，在本章的第一節

中，筆者首先針對「社區」之定義進行探討，以作為後續對於「社區」與「劇場」

兩者關係討論的基礎。而在第二節中，筆者將進一步針對社區劇場概念進行闡

釋，並以英美社區劇場為例，其原因一方面在於台灣現代劇場深受英美劇場實踐

的影響，另一方面則為社區劇場在英美等國有較長的發展歷史以及相對完整的劇

場論述，因此筆者希望透過英美社區劇場的發展歷史的回溯，進一步了解社區劇

場作為一劇場形式的特質何在。在第三節中，筆者則針對當代流行於全球的社區

劇場實踐方法進行介紹，原因在於自一九九○年代開始，西方學術界出現一波新

興的社區劇場實踐論述，其中，巴西戲劇家波瓦所創建的「被壓迫者劇場」理論

影響尤為深遠，並且造成當今全球的實踐風潮，再加上國內亦有劇場實踐者將之

引進作為時下社區劇場的實踐方法，因此，筆者也希望透過相關文獻的爬梳，以

期對當代社區劇場流行的實踐方法及其實踐概況有更加整全的了解。 

 

第一節 「社區」(Community)概念釋疑 

 

    中文「社」字的意涵源於「祭祀」，根據張克濟〈社與社會〉一文，「社」字

在古代乃指特定生活空間的民眾在特定節日如祈禱、禳祓的一些宴飲或遊戲，與

土地的關係至為密切，且具有階層性與地域性，而後隨著社會的發展，「社」的

原意也由社祠──祭祀中心，逐漸衍伸為聚落單位(張克濟，30-32)。而中文「社

區」一詞在語意上雖然隱含「社」字的原始意義，但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專有名

詞，它主要是根據英文”Community”一字翻譯而來，因此，當吾人在探討有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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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一詞的內涵時，首先仍須借助於西方社會學的相關理論加以闡釋。 

    根據英國文化批評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考據，”Community”字源為

拉丁文”Communis”，具有「普遍」、「共同」之意，以及”Communitatem”，意指

具有關係與情感所組成的共同體。”Community”一字自十四世紀以來便已存在，

而逐漸發展出下列的意涵，包括：(一)「平民百姓」──相對於那些有地位的人(十

四世紀至十七世紀)；(二)「一個政府或者是有組織的社會」──在後來的用法指

的是比較「小型的」政府或社會(十四世紀起)；(三)「一個地區的人民」(十八世

紀起)；(四)「擁有共同事物的特質」，例如共同利益、共同財產(十六世紀起)；(五)

「 相 同 身 分 與 特 點 」 ( 十 六 世 紀 起 )(Williams ， 61) 。 就 西 方 社 會 學 的 觀

點，”Community”一字的具體意涵乃隨著歷史、社會的演變，以及論者所採取的

研究視角之不同而不斷地向外擴充、延展而愈形複雜、含混，例如美國社會學者

喬治‧希來(George Hillery)就曾收集關於”Community”一字的九十四種不同的定

義(徐震，28)。 

而根據美國社會學者潔西‧伯納德(Jessie Bernard)在《社區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 1973) 書中所提出，以加英文定冠詞的”The Community”

代表「地方社區」，著重在其意涵的地理與結構概念，而以”Community”代表「精

神社區」，主要側重在社群的心理或精神的認同 (Bernard 3-5)。而伯納德對

於”Community”詞意的闡釋，概為西方社會學對於”Community”一字 普遍的雙

重定義：其一指特定地的地理疆界內的的社區實體 (即所謂”community of 

local”)，並且著重其中人際之間所構成的直接而緊密的社會互動與關係網路；其

二則不以地理界限為依歸，而指涉來自相同背景或具有共同利益或目地的個人所

組成的團體組織(即”community of identity” 或”community of interest”)，亦即中文

的「社群」之意。 

國內學者則綜合西方社會學各家各派的說法，企圖為中文的「社區」概念作

出一個基本界定，例如學者蔡宏進在《社區原理》書中指出「社區」的基本涵義

為：「一定地理區域內的人及其社會性活動及現象的總稱。」而此一社區概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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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包括三個要素：(一)一群人；(二)一定的地理範圍；(三)人的社會性，包括其社

會意識、關係及活動的總稱(蔡宏進，5)。根據蔡宏進的分析，「社區」除了作為

一個具體的「社會單位」(以「地域」要素作為基礎)之外，社區的社會性特質在

於社區內部的部門與部門之間，以及個體與個體之間緊密結合的互動關係，同時

另一方面反映了社區之中所存在的實質的「社會體系」是相當明顯的，其中包括

社會成員、角色、地位、架構、界限、範圍、互動結構以及平衡概念等，而藉由

此一社會體系的運作，使社區能夠在一個有秩序以及穩定的狀態下長期發展(蔡

宏進，10-11)。此外，社區亦代表著一個具有「共同心理」與「文化特性」的結

合體；由於共同的地域，以及人與人之間長期密切地往來、互動，遂而發展出共

同的信仰態度、價值觀念、歸屬感、理想目標、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等(蔡宏進，

12)。 

學者徐震在《社區與社區發展》一書則提出「社區」的內涵包括五大要素，

即「居民」、「地區」、「共同的關係」、「社區的組織」以及「社區的意識」，此外，

徐更從「結構」、「互動」、「行動」三個角度來探討社區的概念，而這三個角度往

往根據社區歷史發展的進程而定。所謂「結構概念」又稱「地理概念」，著重於

社區內居民聚居的空間關係與服務設施，及其由共同生活形成的自治關係。而「互

動概念」又稱「心理概念」，側重社區互動中的正面關係，亦即共同利益、共同

目標與共同願望。而「行動的概念」則將社區視為地方居民自行組織、自行建設

的自治單位(徐震，30-31；36-38)。 

    另一方面，吾人亦可以從「社區」與「社會」的比較觀點，來觀察社區特有

的性質。例如根據《社區原理》一書，社區與社會的差異主要包括以下三點：第

一、就地域範圍的差異而言社區較小，許多社會學者亦傾向將社區視為社會當中

的內圍組織或是基本單位；第二、就心理特徵的差異而言，社區較社會更具有共 

同的心理特性，即所謂的歸屬感或共同意識；8第三、就人際關係的差異而言，

                                                       
8如美國社會學者丹尼斯‧波普林(Dennis Poplin)就曾做過以下的比較分析：(1)社區居民普遍具有

強烈的共同歸屬感，而大眾社會的分子卻僅將歸屬感寄託在社會中自己認為較有意義的團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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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的人際關係比較親密，因為社區是由具有共同價值體系的人口所組成，人與

人在生活上的關係較為緊密，十分重視人與人之間互助的合作關係，以及保存團

體的價值。相對而言，社會的人口組成較為複雜，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主要是訴諸

於契約關係，並且建立在追求一己之利的基礎上(蔡宏進，12-15)。 

    然而，社區與社會兩者間的差異並非能夠如此截然二分，社區之中亦存在某

種程度的利害關係，而在社會之中仍保有在對於人與人之間休戚與共、互助互信

的關係。但從上述關於「社區」的基本定義可以看出，社區的義涵除了表示一定

界限所構成的地域空間，或作為一社會基礎的實體單位之外， 重要的一點在

於，居住在此一社區內居民所擁有的「社區意識」才是構成了社區真正存在與否

的關鍵，其代表著人們對於一個「共同體」，或一個與他人之間產生「共同感」

的渴望，與人類活動、欲望和價值是不可分割的。 

    相較於「社區」之於西方社會，台灣傳統社會乃以村莊、聚落、角頭作為社

會的基礎單位(邱坤良，2)，其中亦包含由在地居民之間所共同凝聚產生的「在

地意識」或「共同感」。而相對於「社區」之於西方社會學的諸多抽象定義，國

人一般對於「社區」概念的認知與理解，可能與政府因應現代化社會發展進程所

制定的相關社區政策與宣導有較直接的關係，例如民國五○年代所推行的「社區

發展計畫」，或是今日官方力行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換言之，「社區」之於

台灣社會，主要是經由官方或是以人為的手段所建構的概念，其中，值得進一步

追問的是，到底「社區」之於今日的現代人而言其意義何在？吾人皆有生活在「社

區」之中的自覺嗎？或者擁有所謂的「社區意識」呢？ 

    根據文化評論者南方朔的〈社區乎？部落乎？〉一文，「社區」一詞在上世

                                                                                                                                                           
社區成員間常有共同追求的目標，而大眾社會的成員之間大家所追求的目標差別很大；(3)社區

分子大多都置身於團體中並熱烈參與團體的活動，而大眾社會的分子則少有意義的歸屬團體，因

而也不強使自己參與團體的活動；(4)社區成員彼此間較能誠懇相待，都把對方看為目的並欣賞

對方的價值，而大眾社會的分子大多把他人看為手段，且僅片面地與人交往。(引自蔡宏進。《社

區原理》。台北：三民，1996。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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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初突然大行其道、蔚然成風，代表著人們對於工業社會與資本主義體制下，以

科技理性掛帥、剝削寡情、人際關係疏離、以及庸俗的大眾消費領域的不滿，也

因為如此，人們對於浪漫而富有鄉愁意涵的「社區」概念所產生的心神嚮往(南

方朔，91)。若「社區」的意義代表著一種對於人際往來更加緊密關係的建構與

追尋，那麼劇場在社區當中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社區劇場」本身將彰顯

出的何種社會文化意涵與價值？  

 

第二節  社區劇場概念之探討──以英美社區劇場為例 

 

    在對「社區」的概念進行初步的探討之後，接下來筆者將進一步探究「社區

劇場」的相關概念。不可諱言，「社區劇場」一詞在台灣仍屬於外來名詞，尤其

台灣現代劇場受歐美理論影響甚鉅，其中關於社區劇場的觀念與想像，主要仍以

英美等西方國家的劇場實踐為參考依據，因此在本節中，筆者將先針對英美社區

劇場的發展概況進行回顧，以期擴充對「社區劇場」概念與性質的了解，並有助

於台灣本土社區劇場的實踐。 

    相較於台灣，社區劇場在英美的發展不僅歷史較為久遠，對於社區劇場的定

義亦有較明確的界定與深入的探討。以美國而言，社區劇場往往與「業餘劇場」

的概念相互指涉，而其發展歷史可溯自二十世紀初期所興起的「小劇場運動」有

關，或稱之為「市民劇場」。一般而言，美國社區劇場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

因包括對於商業劇場日益惡化的品質的不滿(林偉瑜，21)。而社區劇場的演出地

點主要是在一般公寓、教堂、社區活動中心，或是在臨時搭建的舞台進行演出，

其中大多數的觀眾/社區居民為劇團定期的捐助者(Chambers，171)。 

    有關美國社區劇場的論述，目前 早大概是出現在一九一七年由露易絲‧伯

雷依(Louise Burleigh)所著的《社區劇場的理論與實踐》(The Community Theat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一書，其中有關社區劇場的定義包括「不以教育為主要目

的」、「非商業性」、「盡可能開放給社區民眾參與」等幾點主要特質(Gar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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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ley，9)。 

    其後在由羅伯特‧加爾(Robert Gard)與葛楚得‧伯利(Gertrude Burley)所合

著的《社區劇場：觀念與成就》(Community Theatre: Idea and Achievement, 1959) 一

書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說到：「社區劇場是戲劇藝術的前哨戰，以克服公眾的冷

漠，並獲得或者恢復民眾對於劇場應有的注視。」加爾與伯利並指出，社區劇場

在本質上具有其「地方性」，並根源於一種「業餘」或是「自願」的精神，同時

它也不必然等於「非專業的」(Gard and Burley，3)。此外，社區劇場因其誕生的

背景往往與「藝術劇場」(art theatre)、「教育劇場」(educational theatre)、「實驗劇

場」(experimental theatre)被歸納在「小劇場」(little theatre)概念的範疇底下，然

而作者認為，社區劇場的獨特性在於劇場必須依附於所屬的社區，換言之，社區

本身正是劇場創作的來源，劇場活動必須與社區盡可能地互動，而社區劇場的主

要功能即在於讓社區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生活劇場」(continuing living theatre)，

並提供社區戲劇人才參與劇場的機會(Gard and Burley，6)。 

    從二十世紀初以來，美國社區劇場的數量始終呈穩定而快速的成長狀態，至

今全美各地早已超過 5000 個社區劇場團體，其中，有許多劇團業已發展出屬於

自己的劇場表演特色，甚至有些劇團發展超過半世紀以上的歷史，而有些更為地

方上的專業劇團(Banham，238)。與此同時，美國官方與民間也建立了全國性的

社區劇場組織，例如「美國社區劇場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Theatres，1986)即為當前著名的社區劇場推廣組織，其宗旨在於協助培育高水準

的社區劇場，並促使社區劇場扮演社區組織與服務的角色。透過這些組織的運作

與推廣，美國社區劇場逐漸成為在地方文化生活的基石。9 

    根據林偉瑜的歸納，美國社區劇場的定義則有以下幾點： 

一、社區劇場是一種業餘的劇場，但不一定是非專業的； 

二、社區劇場的所有成員不支薪，或部分支薪； 

                                                       
9 參見「美國社區劇場協會」官方網站 http://www.aact.org/aac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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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請專業的導演、設計者或技術人員(這些人可以是當地的，也可以是來自

外地)； 

四、演員與工作人員等參與者多為自願參加，參與者與觀眾皆來自劇團所在的特

定地區。 

五、社區劇場是一個在特定地區運作，並與此地區有相當大的關聯，此關聯包括

實質面與觀念面。實質面的關聯包括劇團的財力、人力和物力等資源多來

自此社區；觀念面的關聯則在於對社區的關注(林偉瑜，33-34)。 

 

    相較於美國，英國社區劇場興起的時間較晚，約起自一九六○年代，並為當

時「另類劇場運動」(Alternative Theatre Movement)的一環。由於當時社會政治意

識的覺醒以及社會改革運動的氛圍，社區劇場實踐者一如其他另類劇場，企圖以

劇場作為介入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層面的媒介或手段，進而促使社會產生根本

性的變革(林偉瑜，43)。 

    英國社區劇場在概念上不同於美國社區劇場指涉的「業餘劇場」性質，相反

的，它通常指涉由專業劇場工作者進入到某一社區或是與某一具有相同背景的社

群一起工作(Banham，911)。根據《劍橋劇場指南》(The Cambridge Guide to 

Theatre,1995)所作的歸納，英國的社區劇場，就其實踐形式與目的而言，大致可

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以表演/演出為主的劇團。其劇本內容來自於地方議題，並且在特定區域內

的非劇場空間，例如社區活動中心、學校禮堂、工會聯誼處等地進行演出。 

二、視劇場為引領民眾參與地方事務的社區藝術團體。在這類團體眼中，劇場是

一種鼓勵人們投入各種藝文活動的手段，其目的在於結合眾人之力以活化

社區，進而達成居民間密切交流的功效。 

三、強調團員特質或有其關懷取向的劇團。這類團體往往與地理範圍無關，而與

劇場參與者的共同身分或興趣背景有關，這類劇團通常服務具有特定身分

的一群人，例如女性團體、少數民族團體、同性戀團體以及殘障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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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ham，912)。10 

    以上筆者概略呈現英美兩地社區劇場的發展脈絡，然而，其中已呈現出社區

劇場不同面向且複雜的概念與意涵，端賴實踐者自身如何界定「社區」的定義，

以及「劇場」與「社區」之間的關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伴隨一九六、七○年

代的政治批判意識的覺醒與反主流文化思潮的興起，促使許多文化藝術工作者紛

紛以文化行動的方式投入社會改革運動的行列，並且傾向從「社區」做起，或將

其關注焦點集中於某一社區/社群的議題，一如上述英國的社區劇場實踐；又如

美國此時興起的「抗爭劇場」(Resistant Theatre) ，著名者包括「舊金山默劇團」

(San Francisco Mime Troupe)、「麵包傀儡劇場」(Bread and Puppet Theatre)等，這

些團體並非皆以「社區劇場」自居，然其劇場實踐卻深入社區，或將其劇場演出

帶入公園、街頭，以跟民眾進行更直接的接觸、溝通，企圖透過劇場的文化手段

來引發民眾的自覺與行動。而這股劇場實踐風潮業已在歐美以外的其他國家漫延

開來，同時對於當代社區劇場論述與方法亦產生重要的影響。 

 

第三節  當代社區劇場論述與實踐方法 

     

    以上第二節主要呈現上一世紀英美本土社區劇場的發展概況，然約莫自一九

九○年代開始，西方學術界逐漸出現一波新興的社區劇場實踐論述，其探究對

象，主要與興於一九六○年代的南美洲，而後擴及到亞、非等地(即過去被視為

「第三世界」)的「民眾劇場」與「解放劇場」(Theatre of Liberation)有關，或者

是受到前者劇場實踐影響而在澳洲、歐洲、北美等地所興起的更具草根性、或以

社區/社群為基礎(community-based)的劇場實踐形式；其劇場理念或受到一九

六、七○年代全球社會運動與反主流文化思潮，以及當時各種激進的(radical)、

反/後殖民、教育的、解放的劇場形式的影響，進而企圖從中開創一個橫跨「表

                                                       
10 此處中文譯文引自蔡奇璋所撰之〈尋找社區劇場的新現實〉。該文出自《一九九九台灣現代劇

場研討會論文集‧社區劇場》。台北：文建會，1999。 



 

  26

演藝術」(performing art)與「社會/文化介入」(socioculture intervention)的劇場實

踐形式，目的在於以劇場的文化行動促進社會的改變(van Erven, Community 

Theatre, 1-2)。 

    例如荷蘭戲劇學者尤金‧范爾文(Eugѐne van Erven)在《社區劇場：全球的視

野》11(Community Theatre: Global Perspective, 2001) 一書，以個案田野調查的方

式紀錄了包括菲律賓、荷蘭、哥斯大黎加、美國洛杉磯、肯亞與澳洲等地的社區

劇場實踐，而根據范爾文所言，當代社區劇場實踐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並且大

致可歸納出以下幾點主要的特質： 

一、在文本的創作上，通常強調「地方的」(local)或「個人的」(personal)故事，

這些故事主要以參與者的集體即興創作為基礎（相對於預先寫好的腳本），

而後再逐漸發展成一齣完整的劇場演出作品(其間可能由外來的專業劇場工

作者或是當地的業餘藝術家作引導)。 

二、在表演方面，主要由社區民眾親自參與、投入，並創造出一種屬於基層民眾

的表演(grassroots performance)美學。 

三、社區劇場應該使參與民眾充分獲得藝術上的樂趣並且著重在劇場對於民眾

得一種「賦權」(empowerment)的功能與作用，換言之，其創作素材與美學

形式不但根源於「社區/社群」本身，更重要的是，劇場之於平時習慣沉默

的民眾而言無疑是一項可供表達或發聲的媒介，以之與世界進行溝通(van 

                                                       
11 本書可視為當代社區劇場研究的代表作品，作者范爾文另有《嬉戲革命：劇場與解放在亞洲》

(The Playful Revolution : Theatre and Liberation in Asia, 1992 )與《激進的民眾劇場》(Radical 

People's Theatre, 1988)兩本著作，對於亞洲與南美洲民眾劇場的發展脈絡有詳盡介紹與個案研

究。其他當代社區劇場的相關論著亦可參見：理查‧布恩與尚‧普拉斯托(Richard Boon and Jane 

Plastow)所編著的《劇場與賦權：世界舞台上的社區戲劇》(Theatre and Empowerment: Community 

Drama on the World Stage, 2004)、珍‧柯恩克魯茲(Jan Cohen-Cruz)的《地方行動：美國的社區/

社群表演》(Local Acts: Community-based Perform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5) 、詹姆士‧湯普

森(James Thompson)的《發掘故事：應用劇場‧表演與戰爭》(Digging up Stories : Applied Theatre, 

Performance and War, 2005) 、大衛‧戴蒙(David Diamond)的《生活劇場：社區對話的藝術與科

學》(Theatre for Liv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Community-based Dialogue, 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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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ven, Community Theatre, 2-3)。 

 

    此外，范爾文在書中亦補充到，在不同的文化實踐脈絡下，當代社區劇場往

往與下列幾種劇場形式與方法相互指涉，例如「教育/教習劇場」(Drama and 

Theatre in Education)、「激進的民眾劇場」(Radical People’s Theatre)、「解放劇場」

(Theatre of Liberation)、「發展劇場」(Theatre for Development)、「青少年劇場」

(Youth Theatre)、「回憶劇場」(Reminiscence Theatre)、「成人(與非正規)教育」(Adult 

and Informal Education)等，同時也與所謂「高雅藝術」(high art)、「大眾文化」(mass 

culture)、「主流劇場」以及「前衛劇場」有明顯的區隔(van Erven, Community Theatre, 

2 )。 

    而在當代社區劇場實踐背後，不乏重要的劇場團體組織進行推動的工作，以

及有相關的劇場理論做為實踐的依據。前者如在世界素負盛名的「菲律賓教育劇

場協會」(Philippine Educational Theatre Association，簡稱 PETA)，其所創發的「基

本綜合性劇場藝術工作坊」，業已成為許多社區劇場工作者所用以協助社區發展

的一項重要方法。12關於後者則不能不提到由巴西戲劇家波瓦所創建的「被壓迫

                                                       
12  PETA，成立於一九六七年，為一個發展超過四十年的民間劇場組織，亦是菲律賓民眾劇場運

動的先驅，長年致力於菲律賓文化意識的成長，以及將劇場視為是促進社會、政治改革與解放的

重要工具，同時提倡由民眾自己來掌握劇場這個發聲的工具，創造民眾的劇場與民眾的文化。

PETA 曾在一九八六年菲律賓「人民力量」 (the EDSA People Power) 革命運動中扮演關鍵的角

色，掀起菲律賓社會運動的高潮；而隨著時代的改變，PETA 也逐漸從一個具有明確政治訴求的

文化團體轉變為一個社區發展的協進組織，誠如 PETA 成員蓓拉米諾(Marichu G. Belarmino)所

言：「在過去，社區劇場可說是政治訴求的舞台，現在的社區劇場則被視為社區發展工作的ㄧ種

方法和策略」(賴淑雅，61)。現今 PETA 將關注焦點集中於相關的社區議題(例如移民、家暴、醫

療衛生、環境、愛滋病、領土與統治等問題等)，而為了幫助人民解決現實生活的困境與問題，

PETA 成員發展出一套名之為「基本綜合性劇場藝術工作坊」(Basic Integrated Theatre Arts 

Workshop，簡稱 BITAW )的劇場方法，其中包含戲劇、舞蹈、音樂、繪畫、寫作等一系列的藝術

訓練，引導參與的民眾覺察自身的社會處境與問題，並藉此增強(empower)民眾進一步解決問題

的能力。而 PETA 的劇場工作者則自稱為「藝教師」(artist-teacher-cultural worker)，他們的主要

目的不在於為民眾演出，而是要協助民眾演出屬於自己的故事。今日 PETA 的劇場體系可說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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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劇場」理論，包括前述的「菲律賓教育劇場協會」，以及「教習劇場」、「發展

劇場」等劇場實踐形式都受到「被壓迫者劇場」很大的啟發與影響。無獨有偶，

約莫自二○○○年以來，歐美學界再度掀起有關「為社會而藝術」(art for social 

change)這項議題的討論，「被壓迫者劇場」正是其中的論述焦點，13而國內亦有

劇場工作者將之引進作為社區劇場的實踐方法，有鑑於「被壓迫者劇場」在國內

外皆蔚為風潮，以下筆者就其理論與方法的內容進行介紹。 

    巴西戲劇家波瓦(1931-2009)於一九七○年代創立的「被壓迫者劇場」，影響

深遠，甚至引起當代全球的實踐風潮。波瓦雖生於巴西，但早年即學習歐美西方

戲劇，而面對著當時拉丁美洲被殖民社會的普遍處境：經濟剝削、政爭頻仍、民

生凋蔽、文盲眾多等等社會衝擊，波瓦更急欲讓劇場成為一個能夠啟發民智、反

省現況，更是被壓迫者可以用來進行抗爭的媒介。波瓦認為，「所有劇場都必然

是政治性的」，而且他力圖證明「劇場是一項武器」(Boal，19)。從理論的角度而

言，波瓦深受布雷希特的啟發，不僅同樣對傳統亞里斯多德式戲劇採取批判的立

場，14。波瓦的戲劇革新主要展現在對觀眾地位的改變上，他認為，若要使劇場

產生改革社會的動能──即，讓民眾在劇場中產生批判意識，進而走出劇場去扭

轉現實生活的困局──首先必須使觀眾不再被動地坐享「觀者」(spectator)的地

位，而是以一個「觀演者」(spect-actor)的身分主動介入演出。 

                                                                                                                                                           
分健全而完整，在其組織底下有專屬劇團、民眾劇場學校、工作坊的訓練課程，同時也有針對特

定議題而設的劇場計畫，例如「女性劇場計畫」(Women’s Theatre Program)、「兒童劇場計畫」

(Children’s Theatre Program)等。PETA 每年都要與海內外不同的團體、組織進行工作坊或討論會，

因此對當前各國社區劇場的實踐產生很大的影響。(參見賴淑雅《區區一齣戲──社區劇場理念與

實務手冊》，頁 60-67；102-13。PETA 官方網站：http://www.petatheater.com/index.html) 
13 參見 Theater.31.3(2001)以及 The Drama Review. 48.3(T183)(2004). 
14即亞里斯多德在《詩學》中所提出的悲劇的「淨滌作用」(catharsis)，以及當中所包涵的「英雄

認同作用」(同時，在另一方面也指涉寫實主義表演對於觀眾的「移情作用」或「情感滲透」)。

站在布雷希特或是波瓦的立場，當前述作用產生或被加以強調(成為一種目的)時，戲劇就產生了

一種得以弱化觀眾思考和壓制其行動的作用（換言之，就是以戲劇行為取代了實際行動），而間

接使劇場被用以當作維持既定社會秩序和為統治者而服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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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瓦的戲劇理念主要闡釋於《被壓迫者劇場》(1974)一書，而「被壓迫者劇

場」體系則包含以下幾種劇場操作方法：「形象劇場」(Image Theatre)、「論壇劇

場」(Forum Theatre)，「報紙劇場」(Newspaper Theatre)、「隱形劇場」(Invisible 

Theatre)、「欲望的彩虹」(Rainbow of Desire)、「立法劇場」(Legislative Theatre)， 

以及由瓦波本人所創發的 289 種劇場遊戲練習(波瓦稱之為「軍械庫」)。15通常

這些劇場形式，會因應不同的參與對象或狀況而設；一般而言，典型的被壓迫者

劇場工作坊內容可以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首先讓參與者認識甚麼叫被壓迫者劇

場及其背景；第二、進行劇場遊戲，例如引用「軍械庫」裡面的劇場遊戲，解放

參與者被制約或機械化的身體，使之變得更積極主動，並且建立參與者彼此之間

的互信。第三、為結構的練習，即實際進行「被壓迫者劇場」體系當中各種劇場

形式的操作練習，如形象劇場或論壇劇場等(賴淑雅，92)。以下，筆者再針對波

瓦 廣為人所引用的劇場技巧──「形象劇場」與「論壇劇場」進行說明。 

 

一、形象劇場 

    所謂「形象劇場」主要是以演員的身體作為雕塑物，進而表達一種情境的劇

場形式，然而波瓦運用形象劇場的技巧的目的，在於使參與者以肢體代替言語的

思考，將生活周遭的問題「具象化」，從中進一步思考其解決之道。「形象劇場」

的進行方式一共包括三個階段，分別為「現實形象」(actual image)、「理想形象」

(ideal image)與「轉化形象」(transitional image)。在進行的過程中，參與者首先

將針對某一主題(例如「地震」)來表達自己的經驗或意見，並且必須利用其他參

與者的身體與表情以「雕像」的方式(被雕塑者的身體像雕像一樣呈現不動的狀

態，並且不能使用語言)將之具體地呈現出來；接著，其他的觀賞者亦有權力依

照他們自己的看法去修正此一雕像；就在這樣一來一往的「討論」過程中，一個

被所有參與者所認同的「現實形象」將被形塑出來。而這個「現實形象」往往代

                                                       
15 參見「被壓迫者劇場」官方網站：http://www.theatreoftheoppressed.org/en/index.php?node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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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著一個問題或困境，於是參與者會再被要求雕塑出與現實形象相對的「理想形

象」， 後則是去思考如何將「現實形象」轉變成「理想形象」的辦法，也就是

呈現所謂的「轉化形象」(Boal，187-94)。 

 

二、論壇劇場 

   「論壇劇場」可謂波瓦劇場理論核心之體現，亦是較被各界所引用的劇場方

法。根據戲劇學者藍劍虹的說法，「論壇劇場」是以一種「反模式」的結構進行(藍

劍虹，433)，其實踐方式為：由演員先演出預設的情節(通常根據某項社會議題

或實際生活中的難題而來)，演出完畢後，主持人宣布該劇將被重演，而在第二

次演出時，觀眾如果不同意角色(指被壓迫者的角色)面對/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認

為其行動是更加有利於壓迫者的情況時)，即可舉手喊停，並上台取代演員演出

他所認為的方法，而其他演員也會以即興的方式繼續與之對抗。同樣的，其他觀

眾皆有隨時舉手喊停的權力，然後上台取代演出，將己見訴諸公評(Boal 194-99)。 

 

     根據藍劍虹對於「論壇劇場」所做的闡釋： 

 

這不是單純的遊戲或是即興創作，而是一場戰鬥…當一個觀眾在舞台演

出其對抗策略時，其他扮演壓迫者的演員也會即興地發展出另外的壓迫

策略來應對，並不會輕易放手讓他得逞，因此，除非此一觀眾(參與者)

所提供的方法具有實質的有效性，否則被壓迫的情境是無法獲得真正解

套的。他們(對手和參與者)是處在一個有著實質對抗關係的虛擬情境之

中(藍劍虹，436)。 

 

透過觀演者實際介入舞台演出，以及論壇劇場的「反模式」戲劇結構，使劇場開

放為一個民主對話的場域，並且將「真實」置入於一個「排演」的狀態(即波瓦

所言的 Métaxis，) (藍劍虹，438)。換言之，觀眾離開原本被動與接受認同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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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實質參與對此一「反模式」進行顛覆的練習，從中找到對現實世界改造的可

能方法，使劇場成為波瓦所說的「革命的預演」。 

    因為時局動盪，巴西政府發生軍事政變，迫使波瓦在一九七二年被捕入獄，

而後流亡至阿根廷、秘魯等地，直到一九七六年波瓦輾轉來到歐洲，並以法國為

根據地，流亡生涯與種種經歷，不但充實了波瓦的劇場技巧，同時也讓「被壓迫

者劇場」的聲名更為遠播。在流亡法國期間，波瓦創發了「欲望的彩虹」此一劇

場技巧。波瓦將「被壓迫者劇場」帶入歐洲之後，引起西方學界的高度關注，一

九七九年「巴黎被壓迫者劇場中心」(Parisian Center of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成立，象徵著波瓦劇場生涯的重要轉折，從此「被壓迫者劇場」實踐朝向「建制

化」的運作形態，亦奠定波瓦在 1986 年重返巴西後成立「里約被壓迫者劇場中

心」(Rio de Janeiro Center of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的基礎。 

有評論者認為波瓦的方法使劇場實踐能夠對社會運作的過程採取一個更加

介入和有利的位置(藍劍虹 440)，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士質疑論壇劇場在實際

執行上的有效性，或指出波瓦所運用的「被壓迫者」概念與不同參與者背景間可

能存在的矛盾、衝突。甚至，較保守派論者認為，波瓦的劇場形式不僅破壞劇場

藝術的「審美界線」，而將戲劇事件與真實事件混淆，更可能導致無法控制的後

果(王建盟 101)。上述問題值得進一步論證，不可否認的是，當代被壓迫者劇場

實踐已經脫離原自拉丁美洲的社會政治背景，進入一個「跨文化」、「跨領域」與

「介入多項社會議題」的發展脈絡，吸引了其他像是教育工作者、政治行動者、

治療師、社會工作者的投入。 

隨著新一代劇場工作者及其劇場實踐的產生(包括在不同國家與應用領

域)，亦凸顯了當代被壓迫者劇場實踐潛藏的爭議，例如被壓迫者劇場方法的「適

用性」問題？它如何因應參與者之間所存在的種族、階級、性別與文化的差異？

劇場實踐者如何將劇場方法加以轉化，應用到所處的社會脈絡？它如何因應不同

參與者之間的差異，而使劇場真正成為促進個人乃至社會解放的工具？個人如何

從劇場的過程中切身感知到存於己身的「壓迫」形式，進而去對抗它，以改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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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環境？因此，除了理論性的探究，被壓迫者劇場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必須放在

一個現實的脈絡加以檢視。  

「被壓迫者劇場」理論已被相關劇場人士引介來台，其中以鍾喬與賴淑雅二

位著力 深。鍾喬所屬的「差事劇場」，以及賴淑雅先後成立的「烏鶖社區教育

劇場劇團」與「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可謂台灣從事「被壓迫者劇場」的先

聲團體，並將劇場帶入社區、校園、以及社群的發展工作上，在此過程中也直接

或間接促使不少社區劇場團體的誕生，例如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石岡媽媽劇團」

即是一例。而波瓦的劇場技巧如何為「石岡媽媽」所應用，又產生哪些問題，將

在以下章節內容中逐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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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區劇場個案研究：九二一震災後的「石岡媽媽劇團」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瞬間的強震重創台灣各地，當時山崩地

裂、屋毀人亡的景象，對於共同歷經這場災難的國人而言是心中無法抹滅的記憶

與傷痕。一場災難除了帶給人們傷痛之外還有什麼？教人意外的是，這場地震災

變卻造就了一個「劇團」的誕生。 

    九二一地震過後，來自台北的「差事劇團」進駐包括台中縣石岡鄉在內的中

部災區，期以「戲劇工作坊」的形式協助災民心靈重建的工作，進而促使當時參

與工作坊的石岡婦女自組成立了「石岡媽媽劇團」(以下簡稱「石岡媽媽」)。劇

團於二○○○年九月成立，至今發表《戲台頂的媽媽》(2000)、《媽媽的伙房》

(2001)、《心中的河流》(2002)以及《梨花》(2004)等四齣戲劇作品；演出地點則

包括石岡在內的中部各鄉鎮社區，亦曾前往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蓮、香

港等地演出。 

    如前所述，在賴淑雅所編著的《區區一齣戲──社區劇場理念與實務手冊》

書中，將「石岡媽媽」列如當代社區劇場團體的代表之一。但就筆者的側面了解，

「石岡媽媽」對外雖無特別強調自己為社區劇場團體，然就劇團整體的運作型

態，以及參照前述英美社區劇場以及當代社區劇場論述的定義，「石岡媽媽」在

各方面顯示其作為一社區劇場的特質：第一、從地域的條件而言，劇團隸屬石岡

一地，並且由在地居民自發參與、組織而成；第二、劇團成員來自石岡在地的婦

女(且大多數為在地果農)，而此一共同的身分背景更加凸顯劇團特有的社群性

質；第三、作品內容與石岡當地的社區議題有關；第四、劇團不以營利為目的，

亦不以劇場的藝術追求為依歸，而是著重在以劇場作為一種表達或發聲的媒介，

進而催化社會的改變。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石岡媽媽」與目前因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影響而產生的

社區劇場團體有很大的不同；除了產生自九二一震災的背景之外，「石岡媽媽」

特別強調其團體的自主性與獨立性，並無附屬於任何社區營造單位之下(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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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或社區發展中心等)。因此，筆者選擇以「石岡媽媽」作為社區劇場的研究對

象，除了劇團含蓋上述幾點社區劇場的特質之外，更在於劇團成員本身的自發性

與獨立性。在本章以及接下來的第四、五章中，以實際的田野訪談，輔以相關的

文獻資料，企圖瞭解這群原本鎮日埋首於農務與家事勞動的婦女，何以展開劇場

的實踐道路？其創作歷程為何？劇場又如何影響其生活？進而瞭解當代台灣社

區劇場的實踐問題。同時，在進行調查以前，筆者預設兩個主要的觀察重點：其

一為「石岡媽媽」，在「戲劇創作」方面的表現與特色為何？其二為團員如何以

劇場形式介入社區議題，或是達到其「社會參與」的目的？     

    本章第一節首先針對石岡媽媽劇團的所在地──台中縣石岡鄉之背景進行簡

要的介紹，藉由石岡之歷史、社會、文化、經濟等背景的探究，以期了解劇團的

戲劇創作與所在社區之間的關係。在第二節中，時光倒回十年前「九二一戲劇工

作坊」時的場景，回顧媽媽們如何透過戲劇的方式走出地震創傷，並釐清此一經

驗與劇團日後從事劇場實踐之間的關係。在第三節中，筆者針對每位劇團成員的

背景進行考察，尤其每位成員皆為「媽媽」，而此一身分背景又如何影響其劇場

的實踐？ 

 

第一節  「石岡媽媽劇團」所在地──台中縣石岡鄉簡介 

 

    石岡，昔稱「石崆仔」，又稱「石崗仔」，位於大甲溪中游南岸之河谷平原地

帶，東、北隔大甲溪與東勢鎮為界，南鄰新社鄉，西與豐原市相接，全鄉面積計

18.2105 平方公里，是台中縣面積次小之鄉鎮。鄉內由西向東包括石岡、萬安、

九房、金星、龍星、萬興、梅子、土牛、德興、和盛十村，全鄉總人口數約 16,031

人。16 

    在漢人入台拓墾以前，石岡原屬平埔族之拍宰海族(Pazeh)「樸仔籬」社與「社

                                                       
16 2010 年 7 月統計數字，資料來源：台中縣石岡鄉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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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角」社群的分布區域，東部山區則有泰雅族部落，直到漢人移入，原住民遂被

迫遷徙或同化。清康熙末葉至乾隆年間，大批來自廣東省大埔縣、饒平縣的客籍

移民，紛紛從牛罵頭(今台中縣清水鎮)經朴仔口進入石岡拓墾，或從南部的嘉

義、彰化方面入墾者，17不僅奠定本地日後的發展基礎，同時也使石岡搖身變為

傳統典型的「客家庄」 (陳炎正，32-33)。 

經濟方面，石岡由於位在豐原（平地都市）與東勢（山區）兩地間的必經之

地，自清領時期以來便居於貨物集散與交通樞紐地位（王峙萍，5-6）；然石岡的

經濟命脈仍以農業為要，因其特殊之地勢、氣候與水利等自然條件，自古以來農

業便十分發達，尤其自日據時期開始，農民轉向種植具有高經濟價值的各類水

果，經過不斷改良，直到今日，石崗盛產的水果以椪柑、寄接梨、楊桃、葡萄、

桃子等為大宗，堪稱台灣的「水果之鄉」（王峙萍，323-30）。然而，隨著整體社

會經濟型態不斷改變，以及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性經濟組織

之後，使國內農業面臨嚴峻的市場衝擊與競爭挑戰，加上青年人口外移與高齡化

社會的發展傾向，概為現今石岡乃至台灣各地鄉鎮農村所面臨的迫切課題。 (王

峙萍，330-31)。 

    在社會文化方面，由於石岡地區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人口為客家族群，因此

儘管台灣在各方面已步入現代化社會，石岡作為一客家庄，仍處處可見承自客家

傳統社會習俗的特點。尤其，客家先民渡台時，因人數少且入台晚而成為相對的

弱勢族群，加上拓墾過程實須人們通力合作、守望相助，精神上亦需家族親情的

慰藉等因素，在在增強客家人的憂患意識與族群向心力（莊吉發，275-76）。而

此一移墾社會的心理特質，特別反映在客家人的文化表現與社會組織上，例如「慎

                                                       
17據《石岡鄉志》載：「自康熙五十年(1711)，有廣東省大埔縣人劉元龍來台，初居嘉義縣柳仔坑

一帶拓墾，至其子劉永萬、劉永順兄弟移墾石岡仔。有饒平縣人劉庭魁、黃可文，從員林入墾。

雍正元年(1723)，更有饒平縣人林仕泰墾嵌仔腳一帶。乾隆年間，客籍墾戶已進入東勢角向岸裡

社承墾大甲溪中游地區，乾隆二十六年(1764)，清廷雖在土牛莊立碑劃界，禁止漢人越界開墾，

惟大批移民湧至，墾務與日俱進，嗣後，更有大埔縣人曾安泰、何福興、巫良基等人自貓羅堡丁

台莊率眾入墾，創造石岡仔莊。」(陳炎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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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追遠、敬老尊賢」的習尚以及「大家庭制度」盛行等（徐瑞雄，120-28）。又

如客家人十分重視宗族組織，有所謂的「蒸嘗」18(又稱「嘗會」、「祖嘗」，即今

日的「祭祀公業」)制度，並視「同姓」為「同宗」，其目的在透過此一宗族組織

與凝聚力來維護族群間的共同利益與文化傳統（莊吉發，275-76)。如石岡地區

以劉、黃、林、張四姓為四大宗族；若以素負盛名的劉家為例，每逢歲時年節，

劉家子弟便相皆返鄉、齊聚家族「伙房」19，依古禮舉行隆重的祭祖儀式，為當

地著名盛事，同時也體現了上述客家人重視家族與慎終追遠的傳統精神（王峙

萍，96-97；402-03）。 

除宗族組織以外，客家社會還有許多「會」的組織，例如石岡早期就曾出現

「義民會」、「義渡會」等具地方互助性質的團體，再度顯示客家人重視我群關係

                                                       
18《石窟一徵》載：「俗稱祭田為蒸嘗，亦有謂祖宗血食者」（黃釗，160）。陳運棟在《客家人》

一書則對「蒸嘗」有以下解釋：「所謂『祖嘗』，就是把祖先遺產，由其後代子孫按年輪值經營，

收益除作為祭祀之用以外，也作為其他公益事業之用。這種『祖嘗』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祭祀公業

或蒸嘗。客家人的習俗，富裕之家，往往在父母在世的時候就先行分家析產，其中一部分充做父

母的生活費用，其餘的才按『房』均分……父母死後，其一部產業就作為蒸嘗，就是一般所謂的

『生飲死嘗之田』。至於父母死後才分家析產的，也先將一部撥充蒸嘗，然後才按房均分，如此

代代相傳，所以在大嘗之外，又有小嘗，以致客家地區祖嘗之多，幾至不可勝數。」（陳運棟，

370）此外，陳文亦提到，客家人在移墾時期往往自成部落，而部落初期可能是同族部落，即血

緣性的同族聚居，但若同族的人數不多，便會招集同鄉人士聚居而形成所謂的地緣性團結（陳運

棟，367）。而莊吉發在〈篳路藍縷：從檔案資料看清代台灣粵籍客民的拓墾過程與社區發展〉一

文則指出，早期客家先民為了開墾荒埔而組成蒸嘗，亦稱作台灣移墾社會裡的「地域宗族」。「蒸

嘗」又作「烝嘗」，原指秋、冬二祭，冬祭叫蒸，秋祭為嘗，後來泛指一般祭祀。在渡台的客籍

先民心中，除了尊祖敬宗之外，還有共同投資、守望相助的目的。莊文進一步援引《頭份鎮志初

稿》說明「蒸嘗」的由來有以下四個原因：第一、官毫無資助，乃民自行設法；第二、披荊斬棘，

鑿陂開圳，須通力合作，而乃舉目無親，又缺乏資力；第三、因爭取墾地而與土著民族籍異籍漢

人引起爭端，須合力攻防；第四、遠適新闢之地，水土不服，而缺乏家庭親情的慰藉。是故，由

同血緣擴大為非同血緣而同姓的「蒸嘗」便應運而生（莊吉發，275-276）。 
19 客家人的「伙房」乃指稱座落於農村的三合院、四合院，或是由數堂、數屋連結而成的龐大

合院，除作為住居之外，亦代表家族父系血脈與財產的基本單位，從中反映出嚴密宗族制度下的

家族組織型態。伙房的「正廳」（祠堂）供奉歷代祖先牌位，是家族議事所在，其他包括東西護

龍、廂房等建築體，依照家族輩分分配而居（王峙萍，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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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特色。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以及政府相關社區政策的推行20，石岡當地亦

產生新興的社區團體，例如「媽媽教室」、「長壽會」、「環保義工隊」、「守望相助

隊」、「土風舞班」等各種具有互助、聯誼、休閒性質的社團班隊，由各村的「社

區發展協會」加以統籌，提供在地居民另一社區參與的管道（王峙萍， 438-39）。 

    作為一傳統的農業鄉鎮，加上富含豐厚的客家風俗民情，石岡自古散發著山

城獨特的純樸氣息，然而，十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卻造成石岡乃至台灣全

島無以復加的創傷。鄰近震央的石岡地區災情慘重21，根據統計資料，石岡鄉死

亡人數總計 179 人，受傷 55 人，建物全倒 1,207 間，半倒 924 間，其中包括 28

座傳統伙房遭受摧毀。其他重大公共毀損包括：聯外要道豐勢路地面隆起、扭曲

變形；石岡水壩壩堤毀損；埤豐大橋斷裂；金星村頭坪、下坑一帶山地塌陷；石

岡、土牛國小建物嚴重受損等。此外，農業方面因地震流失或遭埋沒的田地達數

十公頃，工業損失金額亦高達十一億五千九百六十三萬元(王峙萍，148-54)。 

    九二一浩劫無疑在石岡居民心中留下一道不可磨滅的創痕，回首過往，石岡

一如其它災區，歷經了漫長而艱辛的重建過程，如今再度走訪石岡，處處可見一

個轉型中的山城宛若新生。然而，對石岡居民而言，如何走出地震的陰霾，重拾

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則是一個無從為外人道的過程。所幸，因九二一地震而誕生

的「石岡媽媽劇團」給予吾人一個機會，透過其戲劇活動與作品不僅讓人了解災

民在面對災後重建時的心路歷程，同時也讓人一探劇場所蘊含的社會功能，以及

                                                       
20 此處指官方所推行的「社區發展」計畫，該計畫源於民國五十七年行政院所頒布的「社區發

展工作綱要」，當時省政府遂於同年頒布「台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民國六十一年又修訂為「社

區發展十年計畫」，目的在於倡導社區意識，並結合民眾與社會各階層的力量，為村里建設而努

力。其工作內容以提升社區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社會福利三大目標， 基層的執行單位為由

社區居民組織的「社區理事會」，以及官方的「社區發展協會」（王峙萍，207）。 
21九二一地震造成台中縣石岡、東勢、新社一帶嚴重走山，據報導，該區要道豐勢路因為山勢推

擠而柔腸寸斷，路面隆起一、二公尺高，四週房屋塌陷，傷亡無數；愈往石岡走，災情愈加慘重，

靠近山邊的劉厝、范厝幾乎都被夷為平地，有當地居民形容山就像是被揉過的麵團。(記者簡獻

宗報導，〈大地一聲怒吼，台中石岡、東勢、新社連山都走了樣〉。《聯合晚報》。1999 年 9

月 22 日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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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如何運用劇場作為表達工具的可能性。接下來，筆者將針對石岡媽媽劇

團誕生之背景進行介紹。 

   

第二節  「石岡媽媽劇團」的誕生──「九二一心靈重建戲劇工作坊」 

 

    九二一地震發生後，來自官方與民間的團體陸續前往災區進行各項援助工

作，台北的「差事劇團」22則是當時進駐中部災區的團體之一。差事劇團團長鍾

喬，於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即結合其他影像、音樂文化工作者組成一支「吹鼓吹災

區藝文工作隊」，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協助災民抒發因災變而飽

受壓抑的情緒，並藉由戲劇、音樂等工作坊與災民進行互動，進而面對災後心靈

重建的問題；同時，透過影像的攝製，記錄當時地震發生後的情況與受災民眾的

心聲。23     

    該工作隊主要於台中縣石岡鄉與和平鄉雙崎部落、以及南投埔里原住民組合

                                                       
22差事劇團，成立於一九九六年，由戲劇工作者鍾喬所創。鍾深受菲律賓「民眾劇場」以及巴西

戲劇家波瓦所創的「被壓迫者劇場」理論的影響，並認同許多亞、非、拉丁美洲等地的劇場工作

者以文化的實踐方式促進社會的改革之理念，遂而將其劇場方法引介來台，開啟台灣「民眾劇場」

實踐的一頁。差事劇團所從事的「民眾劇場」實踐，主要引用「菲律賓教育劇場協會」(PETA)

所創發的「基本綜合性劇場藝術工作坊」(簡稱 BITAW) 與「被壓迫者劇場」的技巧，設計出相

關的戲劇工作坊(workshop)，並將之帶入各鄉鎮社區、學校，邀請民眾參與，進而引導民眾透過

劇場的形式討論公共議題、開啟批判意識等(鍾喬，6；賴淑雅，140)，進而實踐差事劇團所強調

的：「『戲劇』是共同生命經驗的表達、是庶民大眾的、而非僅是菁英的消遣娛樂」之理念。差事

劇團除民眾劇場的實踐以外，本身也持續劇場創作，並以「帳篷劇」的演出形式著稱，其作品內

容往往帶有強烈的政治批判意識與對社會弱勢階級的關懷。代表作品包括：《記憶月台》（1999）、

《務之月台》（2000）、《海上旅館》（2001）、《霧中迷宮》（2002）、《逐漸暗弱下去的候車室》（2003）、

《潮暗》（2004）、《浮沉烏托邦》（2005）、《子夜天使》（2005）、《拜金歌劇》（2006）、《闖入‧廢

墟》（2007）、《影的告別》（2008）。(相關資料來源：差事劇團官網 http://www.crossborder.org.tw/) 
23「吹鼓吹災區藝文工作隊」是由「差事劇團」、「遠足影像製作社」以及「台灣民眾音樂研究

中心」共同組成，亦是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少數到災區駐地的藝文團體。(資料來源：周美惠。

〈吹鼓吹藝工隊 開拔災區〉。《聯合報》。2000 年 2 月 14 日，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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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社區三地駐點；其在石岡進行的工作，首先由差事劇團與其所屬的「財團法人

跨界文教基金會」進行相關的社會經濟調查與組織工作，而後在地震發生隔年的

四至五月間，籌辦「九二一戲劇工作坊」。24此工作坊為每周二次，每次約三小

時的戲劇課程；一開始主要透過石岡當地社團如「媽媽教室」、「家政班」等人際

網路加以宣傳， 後則聚集來自「梅子」、「土牛」二村十多位在地婦女/媽媽的

參與，其背景多為在地的果農、基層勞動者或是家庭主婦，年紀約從四十歲到六

十歲不等，是為「石岡媽媽劇團」的「前身」。25  

    有趣的是，筆者從訪談中得知，媽媽們當時參與工作坊的動機，並不在於所

謂的「心靈重建」，更遑論對「戲劇」有所憧憬或想像，主要原因是不希望「場

面冷清」以致辜負遠道而來的老師們的好意；換言之，一切似乎只因農村社會重

視「人情味」的純樸民情。26然而，透過媽媽們的描述，讓筆者得以知道當時地

震發生後整個石岡地區瀰漫著陷入谷底般的抑鬱，以及這場地震災變對於媽媽們

的身心所造成的具體影響，如楊珍珍回憶到： 

  

地震完後，石岡跟東勢好像死城一樣，大家都不敢出門，到了晚上路

上車子都變得很少，人心都還是在一種不安定的狀況……27 

 

張玉瓊則說： 

 

九二一以後，你心裡的感覺就是沒有明天了……連個遮風避雨的地方

                                                       
24 李秀珣訪談。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25根據李秀珣的訪談，工作坊在成立之初並無任何關於參與者的性別或年齡限制，但或許是因為

宣傳管道的關係，以致 後來參加工作坊的皆為女性，另一方面也可能與石岡在地的男性(多為

客家男性)思想作風較為保守的民情有關。(訪談時間；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26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 
27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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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沒有，要建一個房子也沒錢，所以整個人可說是非常的悲觀。28 

 

林月霞則如此描述地震過後的精神狀態： 

 

那時候好像做什麼都沒有辦法，大家都呆呆的、傻傻的……那時候梨

子在下肥，大家都停頓了，不曉得要做什麼，整個都亂掉了，本來你

現在要做什麼都是按照順序在走的，整個都沒順序了。29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參與此次工作坊的媽媽們(及其家庭)並非是此次災難 嚴重

的受害者，然而其在地震中所遭受的驚嚇、家屋財產的損失、以及面對數月乃至

數年流離失所的生活處境(其中有媽媽暫居貨櫃屋長達數年的時間)，事實上在每

位媽媽的心中已留下難以言說的傷痛與壓力。 

    如前所述，差事劇團此行的目的並非到災區進行「演出」，而是以「戲劇工

作坊」的形式讓民眾親身參與其中，藉以抒發地震災變所造成的心理創傷與壓

力。根據學者張靄珠在〈綻放在生命與記憶斷層的花朵：「九二一地震」心靈重

建戲劇工作坊〉一文，以及何玟娟在其碩士論文《從廚房到舞台──初探民眾戲

劇與婦女賦權》的記錄與訪談，此次工作坊主要是以波瓦的「形象劇場」作為操

作依據(有關「形象劇場」的理論與操作方法請見第二章)，並將之融入一系列的

劇場遊戲單元，包括「互信遊戲」、「蠟像館」、「心情告白」、「地震雕像」、「活動

雕像」、「身體圖像」、「演出地震故事」、「現實與希望」等。每一單元皆有其目的

性，例如「互信遊戲」，主要是借助遊戲的方式引導參與者進行暖身，並拉近彼

此間的距離；又如的「心情告白」單元，在於創造一個能夠讓參與者相互分享或

討論議題的空間。而其中的「活動雕像」、「演出地震故事」以及「現實與希望」

等單元，即是根據波瓦「形象劇場」的技巧轉化而來(張靄珠，150-52；何玟娟，

                                                       
28張玉瓊訪談。2010 年 4 月 10 日。地點：張玉瓊住家。 

29林月霞訪談。2010 年 4 月 23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林月霞住家、林月霞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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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9)。 

此外，吾人可從紀錄片導演顏蘭權所拍攝的《戲台頂的媽媽──差事劇團的

另類重建》，實際看見此次工作坊的實踐情形。30例如在影片中，上述的「形象

劇場」技巧，乃透過講師的引導與參與者的討論，以及一次次的練習，使媽媽們

逐步運用「肢體雕像」的方式呈現出有關「地震」、「救人」、「等待」、「救援」等

地震發生時的景象、片段。另一方面，在影片中亦可看到，圍坐在排練場中的媽

媽們經由引導，開始一一回溯地震發生當時天搖地動的情形，並且嘗試說出自己

內心的恐懼與對親人的擔憂；回想起當時災難降臨的場面，許多媽媽更忍不住淚

流滿面。該片還記錄媽媽們如何利用家中因地震廢棄的物品，作為敲打、發聲工

具，進而將自己的情緒/情感融入所創作的「地震音樂」。 

許多媽媽於片中訪談時表示，工作坊的參與過程勾起她們對於地震的記憶，

但同時卻把地震發生之後那種害怕、恐懼的心情釋放出來。在工作坊接近尾聲

時，媽媽們無意間表達出心中對於各界人士與家人的感謝，並以「回饋」作為「形

象劇場」排演的 後一個主題。此外，筆者也從訪談中感受到媽媽們參加工作坊

前後的心理的變化，例如地震發生後曾一度對人生產生懷疑的張玉瓊說：  

 

參加完工作坊之後好像是從一種很黑暗的深坑裡面把你拉起來的感

覺，後來你會發現你活著是對的，原來活著還是滿有希望的。31 

 

                                                       
30顏蘭權為國內知名的紀錄片導演，九二一地震發生後，與鍾喬等人組成「吹鼓吹災區藝文工作

隊」，用影像記錄了許多災區的情景，《戲台頂的媽媽──差事劇團的另類重建》紀錄片，是當中

一部分影像剪輯的成果。該片拍攝時間長達一年多，除了對此次工作坊過程有全程的記錄之外，

還包括《戲台頂的媽媽》於石岡社區以及台北的演出。同時導演亦針對每位參與者、以及差事劇

場成員進行訪談，許多媽媽皆在影片中表達對參與此次工作坊的感想。其他內容還包括石岡當地

受災的景象、以及當時災民露宿街頭、自力救濟的情形。(相關資料可參見顏蘭權。〈走過災區，

走向自己〉。《婦研縱橫》。第 67 期，1993 年 7 月。) 
31張玉瓊訪談。2010 年 4 月 10 日。地點：張玉瓊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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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吾人可以發現，差事劇團藉由相關的劇場技巧，使媽媽們透過創作的方式，

逐步將原本帶有負面情緒導引至正向、積極的想法發展。就結果而言，戲劇工作

坊之於媽媽，無疑是一種抒發，甚至具有「心理治療」的效果；然而，鍾喬曾在

受訪時表示，一開始即把此次工作坊定位在「社區劇場」而非所謂的「治療劇場」

(Therapeutic Theatre)(張靄珠，148)，他並強調「對話」才是此次工作坊 主要的

目的(鍾喬，15)。 

    在紀錄片中，吾人可以發現，差事劇團所引導的戲劇工作坊，企圖創造了一

個可以讓參與者彼此之間，以言語去訴說、分享隱藏在心底聲音的空間場域；而

無論是在與他人分享，或是以雕像的方式重現地震場景，皆是地震發生後媽媽得

以與「自我」對話的一個機會。而在種種的「對話」過程中，媽媽們腦中更深層

的批判意識似乎逐漸被喚起。例如林月霞在地震發生後經常感到腦中一片空白，

許多事情都想不起來，而在參加工作坊之後，不但讓她找回失去的記憶，更改變

她對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看法，林在訪談時說到： 

 

上了戲劇課以後，我們的感覺、想法什麼都不一樣了，當然這也不是

一下子而是慢慢累積而成的，人跟人的相處開始沒有那些「眉眉角

角」，自然地就好像把心掏出來的樣子，讓我覺得戲劇真的很奇妙。所

以我們都很喜歡上課，因為在上課的時候會有很多問題丟出來，然後

大家一起討論、分享，雖然我們不是很多人，可是那個感情卻很緊密。

後來慢慢在中間感覺到有一些東西出來了，這是一種很不一樣的經

驗，原本你的人生說不定就一直在那裏工作，然後就老了，因為九二

一參加這個工作坊，才能夠這樣。32 

 

林玲惠亦強調：  

                                                       
32林月霞訪談。2010 年 4 月 23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林月霞住家、林月霞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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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參加工作坊，腦子裡才會開始去思考一些問題，以前沒有參加的

時候，就像普通的家庭主婦，一天過一天，電視看完就去睡覺……33 

 

楊珍珍團長則有以下的感想： 

 

以前我覺得很多事情，「人」不是那麼重要的，可是上完課以後，我覺

得人才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譬如你可能會想說是因為外在的環境

還是外力的因素，所以我才沒辦法把這件事做好，其實後來我覺得說

是人的關係，不是外力、環境的因素，而是你本身的關係，只要你有

心還是可以把它做好的，因為你的用心別人一定看的到。34 

 

或許正如鍾喬所言：「地震所震出的問題繁多且急迫，許多時候，類似的文化工

作並不能解決立即性的問題，也因此難以深入民眾的生活當中，為民眾所接受。」

(鍾喬，13-14)。然而，從「九二一戲劇工作坊」的例子，卻讓人發現劇場介入民

眾生活，協助其改變現狀的可能性，其關鍵之一在於如何讓劇場創作中所蘊含的

「對話」機制真正發揮出來，進而使人在想法上產生更本的變革。 

    從以上的訪談得知，經過工作坊的參與，媽媽們無論是面對地震災變的打擊

或是對於整個人生的態度皆有了明顯的改變。然而，許多媽媽向筆者表示，在參

與工作坊的過程中，十分擔心家人的「意見」，特別是先生的反應。而參與工作

坊，也使他們擔憂社區其它居民的眼光，尤其在思想觀念較為保守農村，「女人

演戲」似乎仍是一件「不守婦道」之事。35但是，工作坊之於媽媽們而言，顯然

                                                       
33林玲惠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的蘭花園。 
34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 
35林月霞訪談。2010 年 4 月 23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林月霞住家、林月霞梨園；鍾鳳姬訪談。

2010 年 5 月 18 日。地點：鍾鳳姬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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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一個壓力宣洩的出口，而使媽媽們認知到得以運用劇場/表演這個媒介來

表達自己。尤其，媽媽們平時的生活總是被繁重的家務或農事工作佔據，而且長

久以來各種事物都是由家中的男人來做決定或是發言，她們甚少能夠向他人表達

自己心底的聲音。這次工作坊的經驗不但使這群鎮日埋首於勞動的媽媽們有表達

自己的機會，在彼此之間更逐漸產生一股互相支持陪伴的力量與歸屬感，也因此

埋下日後成立劇團的種子。 

   「九二一戲劇工作坊」結束之後，「差事劇團」協助參媽媽們於土牛村活動中

心進行成果發表，將工作坊中利用「形象劇場」發展的「地震」、「救人」、「等待」、

「救援」、「回饋」等片段集合成《戲台頂的媽媽──地震》一劇。此次雖是媽媽

們生平首次登台演出(其過程不免緊張、生澀)，而且表演內容主要以肢體雕像為

主(以肢體呈現地震發生時的各種「畫面」以及媽媽當時的感受，並以旁白帶動

畫面的轉換而無設對白)，但看到其他社區災民看完表演之後的反應與感動，更

讓媽媽們確信到劇場之於社會的正面力量。此經驗更加深媽媽們一路以來所建立

的情誼，以及想要投入劇場實踐的欲望，因此即便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這群參

與工作坊的媽媽們仍決定自組劇團，於是石岡鄉第一個立案登記的現代劇場團體

就此誕生了。36 

 

第三節  劇團成員背景介紹 

 

    「石岡媽媽」於二○○○年九月成立，劇團成員皆為「九二一戲劇工作坊」

的參與者，並且因為成員皆具有「媽媽」此一身分而得名。在成團十年的過程中

只有一位成員因故退出，以及一位新成員加入，因此人員的組織與流動可說十分

穩定。目前「石岡媽媽」成員一共 10 人，平均年齡約 55 歲，而除了「媽媽」此

一身分之外，每位成員的身分背景還有許多共同點與相似之處。以下是筆者根據

                                                       
36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李秀珣訪談。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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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所彙整的劇團成員背景資料： 

 

表三  「石岡媽媽劇團」成員背景 

成員姓

名 

居住地 族群身分/ 

家庭狀況 

職業 劇團工作/特

殊專長 

參與其他社團/活

動 

江阿琴 梅子村 苗栗縣卓蘭鎮客家

人，先生為石岡客

家人，育有二子一

女。 

家管(之前

曾在工廠工

作) 

演員 媽媽教室成員 

吳意梁 台中縣

新社鄉

(之前居

於石岡

鄉梅子

村) 

台中縣新社鄉客家

人，先生為石岡客

家人，育有一子二

女。 

家管 演員 媽媽教室成員 

林月霞 梅子村 屏東閩南人，先生

為石岡客家人，育

有二子一女。 

梨農 演員 土風舞班、媽媽教

室成員 

林玲惠 梅子村 台北閩南人，先生

為竹北客家人，育

有一男一女。 

家管，兼職

自家貨運工

作 

演員、負責劇

團財務 

目前無參與其他社

團 

張玉瓊 土牛村 桃園縣楊梅鎮客家

人，先生為石岡客

家人，育有一男一

女。 

果農 演員。對寫文

章有興趣，曾

替其它社團

編寫活動演

出腳本。 

客家三腳採茶戲

班、媽媽教室、土

牛客家文化館志

工、石岡家園再造

協會監事、鄉公所

安全社區委員、環

保志工、社區協會

監事等。 

黃月秋 梅子村 石岡客家人，先生

為台中縣潭子鄉閩

南人，育有二女。

梨農 演員、投影字

幕、協助舞監

工作。 

媽媽教室成員、石

岡果菜生產合作社

幹事。 

彭瑞枝 梅子村 新竹客家人，丈夫

為石岡客家人，育

有二子。 

家管 演員、經常擔

綱劇中客家

山歌演唱以

及客語唸白。

合唱團、土風舞

班、老人會、環保

與土牛客家文化館

志工等。曾參與客

家電視台《春天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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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演出。 

楊珍珍 梅子村 台南縣新營人(廣

東省梅縣客家後

代)，先生為台中縣

和平鄉福佬人，育

有一子一女。 

與丈夫經營

早餐店以及

蘭花的培植

工作 

演員並擔任

劇團團長，負

責團務與對

外發言等工

作。喜歡新詩

創作。 

目前無參與其他社

團 

鍾鳳姬 梅子村 台中縣新社鄉客家

人，先生為石岡客

家人，育有二子一

女。 

梨農 演員、舞台監

督 

媽媽教室班長、石

岡果菜生產合作社

理事。曾參與客家

電視台《春天愛唱

歌》演出。 

賴淑媛 梅子村 台中大里閩南人，

先生為石岡客家

人，育有三子。 

從事苗圃相

關工作 

演員 媽媽教室成員 

※人名依照姓氏筆畫排列。表格內容為筆者訪談資料。 

 

     「石岡媽媽」成員多數為石岡鄉梅子村居民(一共八位，另外二位分別居於

土牛村與台中縣新社鄉)，並具有客家人的身分(一共七位，另外三位為閩南人，

但為客家媳婦，而且大多從婚後就定居於石岡)，同時每位媽媽皆育有 2~3 位子

女。就成員之間的關係而言，在「九二一戲劇工作坊」之前，由於參與「媽媽教

室」等社團之故，有部分成員已彼此熟識，其中不乏有親戚關係者，如黃月秋與

林月霞即是姑嫂關係。另一方面，也有參與工作坊之後才較與大家認識的，例如

地震發生前足不出戶的張玉瓊，或事早年忙於事業而很少與周遭鄰居接觸的林玲

惠等。 

    再者，就團員的職業而言，約有一半成員為石岡當地果農(以種高接梨為主)

或從事農業相關工作，其他成員亦為基層勞動工作者與專職家庭主婦。而筆者從

訪談中得知，媽媽平日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楊珍珍與先生經營早餐店，必須清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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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起床工作至中午，午後則到蘭花園從事植栽的工作；而劇團中三位種梨的媽

媽，一遇農忙時節，一天工作時間往往超過十個小時，而且梨子的接嫁、套袋、

採收與搬運等都是十分粗重的工作。除此以外，全部的媽媽，就像其他傳統家庭

女性一樣必須擔負家中所有的勞務。因此，楊珍珍曾向筆者強調，在傳統的農村

社會，不因為你要參加劇團，就可以把手邊的工作和家事放下，亦不會有人幫你

分擔。相反的，而為了讓生活中有多餘的時間去從事劇場的工作，媽媽們必須更

賣力和更懂得安排規劃，才能兼顧平日的工作勞動和劇團的事物。37雖然如此，

從表四的資料卻可以看到，多數的媽媽在工作之餘仍盡可能參與社區的社團活

動，如「媽媽教室」、「土風舞班」，或擔任社區志工等。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石

岡媽媽」成員的參與社會的行動力較強，並且對於自我成長的部分有所要求。 

    此外，表三更列出每位成員在劇團中所擔任的職務以及成員的特殊專長。基

本上，每位團員皆為劇團演員，而團長一職，則由劇團年紀 小的楊珍珍出任，

其他則依照個人興趣與能力來分配劇團的工作。例如家中從事貨運事業而較熟悉

會計的林玲惠就負責劇團財務；擅長組織能力的鍾鳳姬則擔任舞台監督；而喜歡

電腦操作的黃月秋就曾負責演出的字幕工作等。同時，媽媽成員在其他社團所學

習的才藝，也能夠貢獻於劇團的演出表演上，例如本身有參加合唱團以及擅長客

家山歌的彭瑞枝，就經常在劇中擔綱客家山歌演唱以及客語唸白，為劇團帶來更

多的表演層次。 

                                                       
37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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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石岡媽媽劇團的創作歷程 

   

  「石岡媽媽」元於九二一地震的背景，而如同筆者在前面章節提到，縱使媽

媽們主要因為彼此之間的情誼，以及希望發揮社會正面力量而產生籌組劇團的想

法，但僅有數月參與戲劇以及工作坊經驗的媽媽們，在創作上或是團務的運作上

能否獨當一面想當然是備受質疑的。然而，就筆者的觀點而言，如果劇場是人人

得以藉之發聲的創作媒介，或者，所謂「社區劇場」的精神在於鼓勵「民眾的自

發參與」，以及著重由民眾自發參與所帶動的整體文化向上提升的進程時，「石岡

媽媽」成員對於劇場知識或技能的掌握程度，並無法作為劇團成立與否的唯一標

準(或以之來論斷其作品的成就)；相對而言，筆者認為必須將之視為一個值得被

期待的「發展過程」。換言之，劇團的創作歷程以及劇團成員是否在過程中自我

充實對於劇場的認知以及增進相關的表演技能，就成為十分值得注意的考察重

點。     

    截至目前為止，石岡媽媽劇團一共創作包括《戲台頂的媽媽》(2000)、《媽

媽的伙房》(2001)、《心中的河流》(2002)以及《梨花》(2004)四部作品。38而這

四部作品則分別代表著劇團在不同階段的創作經歷與發展過程。因此，筆者首先

將劇團演出資料彙集成表（見表四），便於讀者對「石岡媽媽」歷年創作有所掌

握，而後筆者將在一、二、三節中，分別以劇團的戲劇作品作為論述主軸，除了

對文本進行分析以外，筆者也企圖從劇團的創作歷程來觀察媽媽們在其中的轉

變，特別是她們對於「劇場」的認知與態度，以及在表演技巧的掌握上產生哪些

變化。此外，必須一提的是，在石岡媽媽劇團的實踐過程中，差事劇團成員在其

中扮演著協助者/引導者/共同創作者的關鍵角色，因此，兩者之間的合作與互動

的關係，也是筆者留意觀察的重點之一。 

                                                       
38 「石岡媽媽」戲劇的文本創作主要集中在二○○四年以前，其後主要以演出活動為主，但就

筆者與李秀珣的訪談，劇團於每次演出前，都會針對劇本進行必要的修改與發展。(李秀珣訪談。

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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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石岡媽媽劇團」的戲劇創作資料 

《戲台頂的媽媽》                      

導演 李秀珣 

編劇 石岡媽媽劇團、施富盛、李秀珣 

演員 張玉瓊、潘麗卿、林月霞、劉美君、楊珍珍、林玲惠、鍾鳳姬、

賴淑媛、洪素真、彭瑞枝、江阿琴、李淑芬、黃月秋 

首演時間 2000 年 5 月 15 日 

演出地點 石岡鄉土牛村活動中心、石岡鄉萬安社區、台北市華山藝文特區、

石岡鄉東河濱公園、台中縣新社鄉、南投縣國姓鄉、台中市大吉

幼稚園、台中縣和平鄉雙崎部落等。 

《媽媽的伙房》 

導演 李秀珣 

編劇 石岡媽媽劇團、李秀珣 

演員 彭瑞枝、江阿琴、楊珍珍、林月霞、潘麗卿、賴淑媛、張玉瓊、

林玲惠、鍾鳳姬、李秀珣 

首演時間 2001 年 5 月 5 日 

演出地點 台中縣石岡鄉梅子村、台中縣石岡鄉圖書館 

《心中的河流》 

導演 李秀珣 

編劇 鍾喬 

演員 楊珍珍、張玉瓊、彭瑞枝、潘麗卿、鍾鳳姬、賴淑媛、林月霞、

黃月秋、潘麗卿、林玲惠、江阿琴、吳意梁 

首演時間 2002 年 9 月 11 日 

演出地點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演藝廳、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台北市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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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藝文特區烏梅酒廠 

《梨花》 

導演 李秀珣 

編劇 石岡媽媽劇團全體成員 

演員 彭瑞枝、楊珍珍 、林月霞 、張玉瓊、江阿琴、 林玲惠 

首演時間 2004 年 6 月 11 日 

演出地點 差事小劇場、台北市歸綏街戲曲公園、香港牛棚藝術村、花蓮慈

濟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台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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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災區戲劇巡迴演出《戲台頂的媽媽》 

 

《戲台頂的媽媽》是「石岡媽媽劇團」首次登台演出的作品，其創作過程與

內容經歷二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指「九二一心靈重建工作坊」時期，利用「形

象劇場」的方法所發展出的五個與地震主題相關的內容，分別為「地震」、「救人」、

「等待」、「救援」以及「回饋」，並且以「流動雕像」的方式配合由團員自行創

作的旁白加以串連而成(即《戲台頂的媽媽──地震》一劇)。而在第二階段，雖

然仍以「形象劇場」的方法做為表演機處，但導演與媽媽們進一步發展文本敘事，

以前一階段的地震故事為基礎，而後去慢慢挖掘地震經驗對於媽媽個人更深的一

層影響、刺激為何， 後根據媽媽們生命故事經驗的集結，將全劇內容發展為「婚

禮」、「回鄉」、「果園」、「生產」、「相遇」、「喬遷」、「地震」、「救人」、「等待」、「願

望」十個片段(即《戲台頂的媽媽──家》一劇)。39以下筆者就顏蘭權導演拍攝

的《戲台頂的媽媽──差事劇團的另類重建》紀錄片當中所記錄的幾個重要片段

為基礎，以說明《戲台頂的媽媽──家》一劇的內容與舞台表現。 

例如「婚禮」這個片段，一開場即是傳統熱鬧的迎娶場面與音樂，首先由張

玉瓊扮演的媒婆出場，昭告觀眾：「新娘來囉，大家來看新娘！」又說：「新娘水

噹噹，小姐看了會嫁好尪；今年給你們吃甜甜，明年給你們生兒子」。隨後再由

彭瑞枝扮演的新嫁娘隨著迎娶隊伍出場，熱鬧地經過舞臺，再從舞台另一邊下

場。40又如「生產」一段，同樣也是先由張玉瓊扮演一位婦人，著急地跑上舞台，

然後祈求上天保佑家中媳婦這次能夠生下一胎「查甫孫」，隨後由鍾鳳姬所扮演

的孕婦出場，挺著大肚子演出女人即將臨盆的處境，並在眾人的護送下，趕至醫

院生產的過程。 

到了「喬遷」與「地震」二段，舞台上演出「三嬸婆」一家新屋落成的場景，

                                                       
39 參見《戲台頂的媽媽──家》一劇之節目單。(資料來源：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40彭瑞枝告訴筆者，由她扮演新娘的原因，是因為她在結婚時沒有穿過新娘禮服與頭紗，此一角

色某正好一圓年輕時的夢想。(彭瑞枝訪談。2010 年 4 月 23 日。地點：彭瑞枝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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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又甫獲一個「查甫孫」，正當眾人慶賀這「雙喜臨門」之時，扮演三嬸婆親

友的彭瑞枝出場，此時舞台上的演員頓時停止演出(呈現雕像般的畫面)，由彭一

人獨白，她除了「三嬸婆」到賀之外，更點出今天正逢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即

九二一地震發生當年)。隨後，舞台燈光轉暗、不停閃爍，忽然間一陣天搖地動

的景象，舞台上的演員大喊「地震」、「救人唷」的台詞；同時間，所有演員向舞

台前方匍匐移動，並且罩在一層白色布幔之下，布幕隨著演員身體呈現不斷蠕

動、膨脹的狀態，透過舞台燈光投射，亦可看見演員在布幕下不斷掙扎、叫喊，

直到沒有力氣為止。 

而後在「救人」一段當中，鍾鳳姬與黃月秋分別扮演一對因地震罹難的母子，

另外兩位演員則扮演搜救人員。當搜救人員發現這對母子時，母親與孩子緊緊擁

抱在一起無法分開，直到搜救員對母親說：「你放心，我們不會讓你的孩子離開

你身邊」這句話時，母親的手才鬆開了。而全劇的結尾，每位媽媽在舞台上說出

其內心對於各界的感謝。 

    從演出的角度而言，《戲台頂的媽媽》一劇，由於受到「形象劇場」技巧的

影響，主要是以顯現片段故事的「場景」為主，輔以簡單的台詞加以串聯而成。

或許《戲台頂的媽媽》一劇在表演各方面或許仍顯露出「素人劇場工作者」的生

澀與不諳技巧，也沒有加入太多的劇場舞台元素，但此劇企圖透過一個地震災難

事件牽引出一位平凡女性，從出嫁、生子，到融入夫家生活之後種種的生命轉折，

從中讓人體會到，向來以家庭為中心而犧牲自我的「媽媽」，在面對家園遭受地

震災害的打擊時，其內心往往承受著更多無法言說的傷痛與壓力。再者，此一經

驗對於「石岡媽媽」來說，是一個藉由戲劇創作而重新拾回人生力量與方向的重

要過程，誠如團員鍾鳳姬所言：「我想我們應該已經從地震的陰影走出來了，因

為我們今天能夠站在這裡表演，就是 好的證明。」41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戲台頂的媽媽》的創作語演出經驗，對於「石岡媽媽」

                                                       
41 引自顏蘭權導演之《戲台頂的媽媽──差事劇團的另類重建》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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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還有以下二點特殊的意義：第一、創作的過程促使媽媽們有機會與自我展

開對話，從中使其切身體會到戲劇創作之於個人的解放力量。第二、《戲台頂的

媽媽》除了在石岡當地進行演出之外，亦曾到台中、南投等中部災區進行巡迴演

出，其目的無非是要以媽媽們的親身經歷鼓勵其他災民共同積極地面對災後的重

建工作。而這些社區巡演的經驗或與其他災民所進行的互動，代表著媽媽從個人

走向社會實踐的過程，並使劇場真正轉化為社會參與的實際行動，無形中也刺激

著劇團對於在社區從事劇場實踐的想法與視野。 

 

第二節  社區論壇劇場《媽媽的伙房》 

 

  石岡媽媽劇團第二個作品為《媽媽的伙房》，特別的是，不同於一般的舞台

演出形式，此劇是借助波瓦所的「論壇劇場」形式進行。如前所述，在「論壇劇

場」中，每位觀眾不再處於被動的觀看位置，而是主動的「觀─演者」，他可以

針對劇中所提出的問題，以親身介入舞台演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解決之道或是

進行批判，其目的在透過此一排演狀態的戲劇情境，使民眾對現實處境有更深入

的自覺，甚至激發現實生活的實際行動(有關「論壇劇場」的操作技巧請見第二

章，此不贅述)。 

  而石岡媽媽劇團之所以選擇以論壇劇場的方式，主要是因為九二一地震發生

後，位於石岡鄉土牛村具二百多年歷史的劉氏伙房，在一夜間全部震毀，而後劉

氏家族在針對伙房重建問題進行商議時卻又產生很大的歧見，尤其當時又有外來

的社造組織團隊介入伙房的重建計畫，導致爭議愈演愈烈、紛爭四起。42由於石

岡媽媽劇團成員中有三位媽媽是劉氏家族的媳婦，而其他成員亦希望為伙房重建

                                                       
42劉氏伙房乃屬於「祭祀公業」之公有財產，換言之，任何的變更或買賣都需所有親族一致同意、

蓋章之後才能進行。而外來的社造團隊則是指「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此一組織，由社運工作

者盧思岳擔任領隊，協助當時劉家伙房的重建事宜。(資料來源：張玉瓊訪談。2010 年 4 月 10

日。地點：張玉瓊住家；以及古秀妃、陳文彬導演之《家──石岡的故事》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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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找一個可以相互溝通的管道，因而在「差事劇團」鍾喬等人的提議下，有了

此次「論壇劇場」的實驗。團長楊珍珍向筆者表示： 

 

做論壇劇場是因為我們想要解決一件事情，那時候剛好伙房倒了、需

要重建，但是因為大家意見分歧，因此想藉由論壇劇場的方式，看看

能不能有助於解決問題。43 

 

    「論壇劇場」進行以前，媽媽們首先蒐集劉氏親族間對伙房重建議題的各種

意見與聲音，從中發展、衍伸出五個簡單的情節片段。而每一情節都藉由一對「夫

妻」的對話來加以呈現，以下試舉戲中兩段對白為例：44 

 

(其一) 

夫：老婆，我回來了，東西幫我拿一下，累死了，上班地方離這裡那

麼遠，塞車塞了幾十分鐘。我想說，到市街內買一棟樓子厝，離工

作的地方比較近。 

妻：可是住這裡住了一、二十年，都有感情了，你說要搬出去，叫我

到外地去住，我也捨不得。你看，這蕃薯葉多漂亮，這可是這塊土

地上長出來的，你看後面我們種的這些果樹，養的雞呀，街市內怎

麼可能像這樣。還有，這厝邊頭尾跟親戚、大家作伙也都有感情了。

雖然這房子也老了，修一修還是可以住得很舒服。 

 

(其二)  

妻：老公！剛剛咱以前舊厝的厝邊，那個「德全」伯打電話來說咱伙

房倒了，有人要幫我們重建，叫我們一定要回去開會，說是土地使

                                                       
43 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 
44 引自《媽媽的伙房》演出劇本，「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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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要咱的同意蓋章。 

夫：那當然一定要，咱現在都搬出來了，看是不是要趁這個機會，把

地分一分。 

妻：但是這地是公的，咁可以分？ 

夫：地震來了，厝攏倒了了，不管啦！先講先贏。 

 

 

           社區論壇劇場《媽媽的伙房》劇照 / 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從以上對白可以發現，劉氏親族間對於伙房重建的爭議，大致分為「贊成」與「反

對」兩派，但是每人的理由卻不盡相同，尤其當中牽扯關於「分家產」的敏感問

題。然而，「石岡媽媽」確希望藉由論壇劇場的形式，將者些衝突或矛盾的問題

透過戲劇舞台公開呈現，藉以引發台下觀眾進一步思考，甚至上台取代演員的角

色進行辯論。而《媽媽的伙房》又是否達成論壇劇場的目的？激發觀眾的思考並

上台介入演出，而讓伙房重建的題在社區中重新被檢視、討論而獲得解決的辦

法？     

    《媽媽的伙房》的演出時間為二○○一年五月，分別在「石岡鄉梅子村社區」

空地以及「石岡鄉圖書館」進行兩場演出。而在「論壇劇場」演出之前，劇團導

演與演出成員也曾就各種可能狀況進行演練，特別是當觀眾取代演員進行辯論



 

  56

時，其他演員臨場的即興反應的加強。「論壇劇場」一開始先由劇團演員進行上

述情節對白的演出，然後在演出結束後，由導演李秀珣扮演的「丑客」登場，向

在場觀眾說明「論壇劇場」的目的，以及邀請觀眾上台以取代演員演出的方式發

表意見。然而，當「丑客」向台下觀眾說明原委時，才發現台下的觀眾，特別是

男性的觀眾早已顯露不悅的表情，而當「丑客」邀請觀眾上台，更有男性觀眾直

接表示不滿，其原因主要在於：「女性不應該參與此一家族或公共事務的討論」。

李秀珣在訪談時說到： 

 

那時候論壇劇場一出來，我們第一個面對的反而是女性透過戲劇在公

共領域裡面發聲的問題。在客家農村，主事者多是社區男性，或者包

括很多女性的思維都是以家中的男性為主，因此，當媽媽們拋出這樣

的議題，希望讓來看的居民有一些省思的時候，沒想到大家看到的並

不是問題本身，而是看到女性在公領域發聲……事實上這是他們所不

樂見的。45 

 

換言之，來自社區男性觀眾的不滿反應，已超乎「石岡媽媽」在籌備「論壇劇場」

之前所預期的，而「論壇劇場」也因為這樣的「突發事件」，無法真正順利進行。

筆者從訪談得知，在這位男性觀眾上台表達不滿之後，包括「丑客」和台上演員

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回應， 後是由其他觀眾打圓場，才結束論壇劇場的演出。

46另一方面，也因為這個緣故，「石岡媽媽」先行取消了隔天演出當中邀請觀眾

上台的部分。 

    或許正因為論壇劇場的內容關涉到社區居民(劉氏家族)實際的利益衝突，因

此當媽媽們企圖以「論壇劇場」此種公開的方式去討論問題時，更容易遭受來自

相關者的反彈，然而，「石岡媽媽」因其「女性」身分所遭受的攻擊，正凸顯石

                                                       
45 李秀珣訪談。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46李秀珣訪談。2010 年 8 月 3 日。地點：李秀珣住家。 



 

  57

岡當地性別不平等的問題，甚至在論壇劇場結束之後，便有幾位團員的先生開始

阻止妻子繼續參與劇團活動，一度造成劇團與社區之間的緊張關係。47 

    從這次論壇劇場的經驗也可以發現，當吾人企圖以劇場介入社區公共議題

時，整體的劇場實踐已被被置放在公共的脈絡下遭受檢視，而非只是一場舞台上

的表演而已；由於媽媽們所探討的議題與生活在同一社區的民眾、親友休戚相

關，因此，當媽媽們企圖在透過劇場中提出較具爭議性的問題或看法時，極可能

立即面對來自民眾的回應或批評，再加上當地男性對於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刻意

打壓，讓媽媽們所遭受的反對有可能從劇場擴及到現實的生活。 

除此之外，鍾喬等人則分析，演員的表演技巧、觀眾對於劇場形式的了解與

否、以及台灣農村「家醜不可外揚」的觀念亦是造成此次論壇劇場無法順利進行

的原因（何玟娟，56-57）。其中，筆者認為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所謂「論壇劇

場」是否就是以劇場的形式在公共場合將欲討論的議題演出而後訴諸公眾的討

論？事實上，波瓦的「論壇劇場」在實踐的過程中除了涉及相當程度的操作技巧，

以及實踐者本身對於表演的自覺之外，48更重要的一點是，論壇劇場的機制及其

所創造的戲劇情境，是要讓參與者(即「被壓迫者」)更加意識到社會「壓迫」的

根源，透過演出的介入與舞台上的論辯，讓參與者去思考如何去對抗這層壓迫的

策略，進而影響其在現實中產生行動。 

然而，在《媽媽的伙房》當中，其目地主要針對伙房重建爭議進行討論，其

中並無意挖掘關於「社會壓迫」的主題，進而並無形成所謂「壓迫者」與「被壓

                                                       
47 筆者從與李秀珣導演的訪談得知，這次的經驗使得有些劇團成員開始動搖，無疑對劇團的集

體力量是一項考驗，但是媽媽們卻從這次的經驗逐漸形成另一股相互支持的力量，甚者，為了不

讓家中的男人說閒話，媽媽們更加認為必定把原本負責的生活事務照料好，而後以更積極地行動

參與劇團。(李秀珣訪談。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48例如波瓦曾指出論壇劇場的劇本「應當明顯地強調每個人物的特性以便觀眾可以容易地認出每

個角色背後的意識型態」(藍劍虹，435)；再者，當觀眾上台介入演出，提出自己的意見(對抗策

略)時，其他演員亦須能夠即興地提出相對的策略與之抗衡，進而創造出「有著實質對抗關係的

虛擬情境」(藍劍虹，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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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之間的對抗關係，亦無法從此對抗關係中產生更具批判性的見解，相對的，

觀眾主要是根據個人的立場或利益出發去對伙房的重建議題發表自己的「意

見」。不可否認的是，論壇劇場作為一「外來的」劇場方法，以劇場表演的方式

引發公共的辯論，與本地觀眾/民眾以及政治生態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隔閡，而

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往往也會因為參與者背景的不同而產生許多突發狀況，此

時有賴實踐者對於劇場操作的自覺、經驗以及表演技巧來化解危機。 

無論石岡媽媽劇團的「論壇劇場」實驗成功與否，藉由《媽媽的伙房》一劇，

媽媽們實際上跨出了以劇場介入社區議題的嘗試，無形中創造了一次劇場與社區

進行對話機會。對於石岡媽媽劇團的成員來說，來自觀眾或周遭親友的批評、反

對，也刺激媽媽們進一步檢視劇場作為一種公共發聲媒介的理念、作法、以及可

能遭遇的困難為何，而非一廂情願地關起門來做戲，同時，這次的經驗也間接地

影響劇團接下來的創作主題。 

 

第三節 媽媽的女性自覺──《心中的河流》與《梨花》的性別政治與藝術表現 

 

「九二一戲劇工作坊」協助「石岡媽媽」走出地震災變的陰影，而後經過《戲

台頂的媽媽》與《媽媽的伙房》二劇的創作歷程，使媽媽們有機會進一步觀照自

己身為女性的多重身分、角色，並在以劇場介入社區議題的實踐過程中，切身體

會到現實社會所存在的性別衝突問題，無形中漸漸激發媽媽們女性自我意識的覺

醒。特別是劇團成員多數為客家人或是嫁作客家媳婦，對於女性在傳統客家社會

的處境與角色這項議題的反思，成為後續《心中的河流》與《梨花》二齣作品的

主題。此外，在經過前階段戲劇經驗的累積之後，劇團也開始嘗試擴大作品的結

構以及提升舞台演出的藝術性，因此，以下筆者將從「創作方式」、「作品主題」

以及「表演風格」三方面來討論《心中的河流》與《梨花》兩齣作品的內涵，並

從中了解媽媽們在此一創作歷程當中的轉變。 

 



 

  59

(一)創作方式 

 

    在針對《心中的河流》與《梨花》二劇的內容進行討論以前，筆者先行補充

說明「石岡媽媽」的創作方式。從《戲台頂的媽媽》一劇開始，「石岡媽媽」戲

劇創作的題材主要來自團員的生活本身，或是由媽媽們所關心的事物發展而來，

而在將這些題材轉化為戲劇文本的過程中，「口述歷史」的採集、記錄便成為劇

團目前為止所仰賴的創作技巧。根據導演李秀珣向筆者表示，以「口述歷史」作

為文本創作的基礎，主要是呈現媽媽們所想要表達的事物，因此它牽涉到創作主

體性的問題。49另一方面，筆者認為，以「口述歷史」作為創作基礎，不但較能

呈現來自「民眾的」、「個別的」的觀點(而有別於「菁英的」、「主流的」論述)，

並且貼近真實的生活情境，易使觀眾產生「親密感」或引起共鳴。     

    以《心中的河流》與《梨花》兩齣作品為例，在劇本形成之前，李秀珣花了

數月的時間收集每位媽媽成員的故事點滴，這些故事分享有部分是在工作坊進行

過程中安排的，有部分是在彼此生活的互動中所記錄的，有些則是導演經過訪問

得來的， 後根據上述資料的採集，經由鍾喬或李秀珣等人進行劇本編寫的工

作。50而在另一方面，李秀詢本人對於自己是「外來的」劇場工作者或知識份子

的身分有著一定的自覺與反省，為了讓自己在劇團的創作上扮演好一個「協助者」

的角色，並且使創作的主體性回歸媽媽成員的身上，除了以「口述歷史」作為創

作基礎以外，李秀珣十分強調在創作過程中的「對話」與「溝通」，李秀珣如此

描述她與媽媽們工作的情況：  

 

我會收集一直以來媽媽們在上課時分享的故事或她們關心的事物，特別

是從她們身為農民的角度，或是女性的夢想與成長，這些東西如何跟她

                                                       
49李秀珣訪談。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50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李秀珣訪談。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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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生活、勞動結合？……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些題材是來自於工

作坊，有一些是我還不清楚的，那麼我會再跟她們做個別的訪談，再去

釐清。譬如媽媽們與土地的連結關係，其實與我們知識分子跟土地的連

結關係有很大的不同，所以在當我們在問她們對 WTO 相關議題的看法

的時，她們並不十分了解所謂的 WTO 是什麼意思，但這並不表示她們

沒有受創於 WTO 所帶來的衝擊，只是我們是以一種知識分子的思維去

看待 WTO 的議題然後再去問她們的意見。所以一來我會跟她們做訪

談，然後再去釐清，或者是進入到她們勞動的場域去做觀察，慢慢的我

才發現，原來從她們的視野看到的人與土地的連結是什麼，然後再去進

行下一步的創作。所以還是回到一個「主體性」的問題，是在一個彼此

溝通狀態下的創作方式。51 

 

    如前所述，石岡媽媽們從一群原本「不識劇場為何物」的農家婦女到成立劇

團從事創作、演出的過程中，「差事劇團」的劇場工作者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

二○○○年「九二一戲劇工作坊」結束之後，當時擔任工作坊講師，同時也是差

事劇團團員的李秀珣，52與石岡一地結下不解之緣，進而決定於石岡定居，而後

「石岡媽媽」成立，接下劇團導演與駐團講師迄今。除了李秀珣之外，「差事劇

團」團長鍾喬之於「石岡媽媽劇團」亦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包括 初工作坊的帶

領、其後的劇本編寫、藝術指導、乃至劇團對外演出活動安排等皆涉足甚深。因

此，「石岡媽媽」成員雖為劇團的主體，然而從戲劇創作到劇團的運作不可否認

地受到「差事劇團」很深的影響與帶領；他們從旁協助「石岡媽媽」展開與戲劇

                                                       
51李秀珣訪談。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52李秀珣，曾為「江之翠劇團」團員（1992-1999），接受傳統南北管、民俗藝陣、以及現代戲劇

等訓練。自二○○○年起加入「差事劇團」並擔任「石岡媽媽劇團」駐團導演迄今，多方參與表

演與傳統戲曲樂師的工作，近期演出作品包括「差事劇團」的《子夜天使》、《拜金歌劇》、《影的

告別》等劇，近年更投入「民眾劇場」與「社區劇場」的推廣與實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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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觸，進而引發其創作動機，並且提供所需的戲劇訓練與技術支援(例如舞台、

燈光技術、設計等)。換言之，石岡媽媽劇團的創作，實際上也建立在劇場「專

業者」與「業餘者」(或「知識份子」與「民眾/農民」)之間的合作關係上，這樣

的合作關係，相信對於還在摸索、學習劇場創作的媽媽們無疑是一大助力，但連

帶可能隱藏著因為知識背景不同所導致的衝突問題。 

    然而，由前述的訪談可以知道，「石岡媽媽」企圖營造一個更為開放的創作

模式與環境，以文本創作而言，劇本經過李秀珣等人編寫後，會再與每位劇團成

員在進行討論，往往在這個過程中，成員會產生自己的意見與想法，甚至對劇本

進行修改。53至於日後劇團成員是否更進一步涉入劇場的創作，端賴劇團成員本

身的意願與自覺。 

 

(二)作品主題 

 

    在對「石岡媽媽」的創作方式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後，以下筆者將分別對《心

中的河流》與《梨花》二劇的內容進行說明，並且探討二劇當中的女性議題。 

   《心中的河流》是「石岡媽媽」第三個戲劇作品，同時也是「九二一地震」

三周年的紀念之作，因此在內容上延續先前關於地震的主題，並且更加細膩呈現

當時石岡居民如何以互助的方式共同面對災後困頓的生活處境與艱辛的重建過

程。除了地震經驗之外，本劇亦從劇團成員女性的觀點出發，表達其對生活周遭

事物的看法，其中包括婚姻、家庭、親情，乃至日復一日的勞動、農民生活的處

境、對土地的情感、以及媽媽的夢想等；從中一股透過基層勞動婦女觀點所呈現

的女性集體意識漸漸被凝聚出來。一如《心中的河流》開場的告白： 

 

我記得，我永遠記得 

正月來臨，年節將近 

                                                       
53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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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的熱鬧聲 

迎娶我的青春到這個小鎮 

我從不曉得，不曉得田水多涼 

祖先的牌位有多麼長 

就在那片厚厚的簷瓦下，我守著 

守著心底的那條河流 

時間過去，青春漸漸過去 

像這世界上所有的女人一樣 

就用身體，燃起一根燭火  (鍾喬，203-04) 

     

    台灣俗語常以「菜籽命」一詞來形容女人的命運，主要是因為以男性為尊的

父權社會支配著女性之於男性的從屬角色，而無法真正成為自己人生的主人。縱

使在現代社會「兩性平等」的意識抬頭，「婦女解放」也幾乎成為陳腔濫調之詞，

但在現實生活中，吾人卻仍看到許多受傳統禮教束縛的女性，從其一生付出龐大

的勞力與辛苦歲月去支持丈夫、家庭乃至於整體社會的基本運行。上述的詩句，

由石岡媽媽們用溫婉的客家方言娓娓到來，是否又象徵著生活在家庭宗族觀念極

重的客家傳統社會裡的女性，受到更多的制約與壓抑，身上所擔負的重荷更加沉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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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河流》劇照 / 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如前所述，「石岡媽媽」的成員大多為石岡本地的客家人或是從外地嫁作石

岡的客家媳婦，她們所從事的職業皆是社會基層的勞動工作（多數為果農，另也

有在工廠上班、開早餐店、以及從事貨運工作的媽媽），雖然每人際遇不盡相同，

但多數自婚後就跟隨丈夫為生活打拼，並且歷經了十分艱辛的適應過程。例如劇

團成員之一的鍾鳳姬，為石岡本地客家人，在當時家家經濟匱乏的年代，很幸運

地在初中畢業後，獲得雙親支持北上求學念書、工作，直到嫁給同樣身為石岡客

家人的丈夫之後才返鄉定居。婚後丈夫選擇到外地通勤上班，家中祖傳農地與果

園的照料卻因此變成女人的責任；根據鍾的描述，剛開始的時候，因為不諳農事，

常被長輩或鄰居嫌棄，而且丈夫不但不肯幫忙甚至不願意讓她同樣出外工作，在

進退不得的局面下，只有選擇讓自己順應農家生活，親自下田耕作並且從頭開始

學起，直到今日能夠獨當一面，然回憶起過程中的掙扎與辛苦，鍾至今不免覺得

痛苦萬分。54 

    由鍾的例子多少反映出女性在傳統客家社會的地位與功能。客家女性向來以

                                                       
54 鍾鳳姬訪談。2010 年 5 月 18 日。地點：鍾鳳姬住家。 



 

  64

「勤勞」、「刻苦」、「儉樸」等形象與美德為人稱許(劉佐泉，124)，即便是大英

百科全書仍將客家婦女描述為「精力充沛的勞動者」(陳運棟，16)。而客家婦女

的勞動形象其來有自，一方面與客家祖先顛沛流離的移民史以及客家人艱困的山

區農耕生活背景有關；許多典籍記載，由於土瘠民貧、山多田少，男子多抱他鄉

之志，遠遊謀生，留下婦女開墾家園、照料老小，成為家庭經濟、生活的支柱。

不僅如此，客家婦女為求生存，努力適應艱困的生活環境而練就一身本事，舉凡

「耕田」、「採樵」、「織麻」、「縫紉」、「中饋」之事，無不為之，能力甚至超越男

性。55 

    另一方面，客家的社會文化價值系統亦不斷強化客家婦女等同「賢妻良母」

的意識形態，自古所謂「家頭教尾」、「田頭地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更

是客家傳統觀念對於「好女人」、「好媳婦」的定義(謝重光，176)。例如在客家

山歌《勤儉淑娘》歌詞的描述： 

 

勤儉姑娘，雞啼起床。梳頭洗面，先煮茶湯。灶頭鍋尾，光光張張。

煮好早飯，剛剛天光。灑水掃地，擔水滿缸。漫有食朝，洗淨衣裳。

上山砍柴，急急忙忙。田頭地尾，種菜種糧。講究養猪，煮汁拌糠。

紡紗織布，唔離間房。針頭線尾，收拾櫃箱。家頭教委，順理有方。

唔生是非，唔敢荒唐。愛子愛女，惜肝惜腸。推磨踏碓，唔聲唔響。

留心做米，無殼無糠。撿柴割草，山歌飛揚。出門講伴，在家守房。

人客來到，細聲商量。歡歡喜喜，檢出家常。雞蛋鴨卵，豆鼓嫩薑。

備好酒肉，讓客先嘗。有米有麥，曉得留糧。粗茶淡飯，老實衣裳。

愈有愈儉，唔貪排場。丈夫出門，家事敢當。就無米煮，耐雪經霜。

                                                       
55 見清光緒《嘉應州志，禮俗卷》記載：「州俗土瘠民貧，山多田少，男子謀生，各抱四方之志，

而家事多任之婦人。故鄉村婦女耕田、採樵、織麻、縫紉、中饋之事，無不為之，潔之于古，蓋

女工男工皆兼之矣……古樂府所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不啻為吾州之言也。」(引自劉

佐泉。《客家歷史與傳統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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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柴出賣，唔畜私囊。唔偷唔竊，辛苦自當。唔怪丈夫，唔怪爹娘……

能粗能細，有柔有剛。能夠柬樣，真好布娘。56 

 

從批判的角度觀之，上述對於客家婦女性格與美德的稱頌，正是傳統禮教對於女

性的制約與規範，及其背後所顯示的父權宰制意識對於社會結構現狀的肯定。事

實上，即使客家婦女在經濟上扮演著重要地位，為社會付出如此龐大的勞動力(甚

至較男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卻不代表女性在社會上、婚姻上、乃至家庭生活上

享有男女平等與占有發言的位置。 代表性的例子即是客家婦女在死後不得分家

產，身後牌位亦不得入家祠，至多以「孺人」稱之(鍾永豐，119)。而在某些地

區甚至仍有婦女一日三餐皆不得與男人同桌共食的陋習，在在顯現客家男性與女

性在社會地位的衝突(劉佐泉，135)。 

    《心中的河流》一劇的第四場，即安排了一個家族祭祀的場景，由五位媽媽

演員排成一列，恭敬地仰天祝禱，畢後，其中四位媽媽促狹地揪著月霞媽媽追問： 

 

玲惠：月霞，你是哪裡人，為什麼會嫁到這麼遠的地方來？ 

月霞：還不是因為這些水梨……。 

玉瓊：所以，你們是在梨山種梨子認識的囉？ 

月霞：沒有，他沒有在梨山。 

淑媛及阿琴：那怎麼會……？ 

月霞：不是……他爸爸 

玉瓊：喔！ 

淑媛及阿琴：他爸爸…… 

玉瓊及玲惠：他爸看上你的 

月霞：不只是他爸爸……還有咧…… 
                                                       
56 歌詞中「柬樣」為「這樣」之意，而「布娘」意指「婦女」。(引自謝重光，《客家文化與婦女

生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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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瓊：還有啊？！ 

玉瓊：還有他哥哥……。 

淑媛：還有他叔叔……。 

阿琴：還有一個嬸嬸……。 

玲惠：就是他們一家人都……。 

玉瓊：都認為我…… 

淑媛：這個好…… 

阿琴：那個不錯…… 

玲惠：這個非常…… 

月霞：能做啦！ （鍾喬，216-17） 

 

雖然《心中的河流》一劇並無特別從客家社會文化的觀點去探究女性的地位，而

是呈現媽媽們真實的生命經驗，然而，「能做啦」三字，不正呼應著客家女性向

來被人所認定的形象，亦是對父權社會將女性貶低為生產工具而發的強烈批判？

在上述對白進行的同時，演員們一個一個批上紅色的頭巾，宛如新嫁娘，而在對

話結束之後，月霞媽媽摘下頭上的紅巾，瞬時化為手中一塊紅色的抹布，隨即俯

身用布不停地用力擦拭地面，象徵著客家婦女永無止盡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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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河流》劇照 / 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媽媽們的女性自覺意識在《心中的河流》一劇充分地被展現出來，進而也促

使媽媽們開始進一步去關注到其他社會/社區的議題，例如在劇中觸及了農會與

農民衝突的議題，然而，或許正因為這些現實的挫敗，讓媽媽們開始進一步反思

身為一位「女性」與「勞動者」的雙重身分，而此一主題在《梨花》一劇中更加

被凸顯出來。 

    《梨花》一劇則延續了《心中的河流》所衍生出的女性自覺意識，並且在表

演風格上，轉化為突出女性的勞動形象。全劇主要凸顯三位女性角色，分別是「傳

統客家婦女」、「年輕新娘」以及以種梨為生的村家「農婦」。戲一開場，由彭瑞

枝所扮演的傳統客家女性，身著客家藍衫，背著一只沉重的大木箱緩緩步入場，

口中並唱著傳統的客家歌謠；一時之間，時空彷彿回到過往，而女性身上所背負

的來自家庭的重擔，似乎沒有卸下來的一刻，彭瑞枝在爾後的台詞中說道： 

 

女人的命就好像是菜籽命，你如果灑的對，不一定種的好，你若是種

的好，說不定灑的不對。女人的命很少有人看的到，就像是一個沒有

影子的人。(《梨花》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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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劇照/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上述的台詞是由演員彭瑞枝本人所創作的，而這段表演與其生活本身亦有很

大的關聯。彭為劇團成員中年紀 長的一位，其夫家──劉家為石岡當地的客家

望族。筆者由訪談中得知，彭雖嫁作客家媳婦(本身亦為新竹客家人)，在生活上

卻不太受制於先生/男人，但是她仍深切地體會到：「女人就是天生的勞碌命」，

不僅被家庭所羈絆，其所付出的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而不被看見。57 

    相對於彭瑞枝一角所傳達的傳統女性認命、自持的形象，由楊珍珍所扮演的

年輕新娘一角，則代表著另一個世代的女性觀點。此段演出不設對白，而透過肢

體表演的方式進行：臉塗白粉身穿白紗的年輕新娘，背著沉重的扁擔進場，意圖

呈現出客家勞動婦女「一肩擔家(雞)雙頭提(啼)」的形象。而後由於承受不住扁

擔的重量跌倒在地，此時演員以蜷曲、蠕動著的身體表演，讓觀者感受到其掙扎

的心理狀態與內心深處的慾望。而後新娘從扁擔拿出一雙男性的黑色皮鞋，並且

將它穿上，此時新娘像是被上了發條的音樂盒娃娃，以僵硬的步伐獨自漫舞。     

                                                       
57  彭瑞枝訪談。2010 年 4 月 23 日。地點：彭瑞枝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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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段演出雖然捨棄了對白，卻透過演員肢體的表演清楚地呈現一位女

性企圖掙脫枷鎖卻又逃避的矛盾心理狀態，其「自我意識」仍無法衝破父權社會

所代表的主流價值牢籠，而這一點正可從筆者與媽媽的訪談得到印證。 

 

 

 

《梨花》劇照 / 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如鍾鳳姬曾經在訪談中表示： 

 

我們這一代不像老一輩，她們可以說已經「安」在那個位子上了，所

以不會想要去突破，像我們這一個年紀的話，多少有受過一些教育，

因此想法會比較先進，但是因為父母教你的都還是很傳統的，從小就

被教導女人的角色就是這樣子，所以在現實中不敢突破，但心裡又很

想要突破，所以就十分地掙扎。58 

                                                       
58 鍾鳳姬訪談。2010 年 5 月 18 日。地點：鍾鳳姬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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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的客家女性生於民國四十年上下，她們受教於傳統的庭訓，同時面臨新時

代觀念對「自我實現」的期許，掙扎與衝突於是發生（胡珍妮，38）。同時，透

過此段表演，吾人可以體會在時代的變化下，在世代與世代的交替之中，客家婦

女的形象也隨之轉變，而且此一轉變，必須由女性自身透過意識的覺醒與實踐方

有可能達成。 

    就如同劇中由林月霞扮演的「農婦」一角，將一生的心血都投入在種梨子這

件事情上，唯有梨子收成好，生活才會有著落，因此媽媽總是將梨子當作自己的

孩子般看護著。然而，無情的天災總是輕易地將一切化為烏有，月霞媽媽不得不

在戲中悲憤地喊道： 

 

一輩子就是為著這些梨子……心肝，會有一種「痛」，這款「痛」只有

像我們作田的人才能夠體會的出來！颱風若來，我的心就像似被雷雨

劈了下來……梨子……跟著雨水落下，目屎……要哭卻哭不出來。地

震那一年，土地變了，厝倒了，人走了……梨子沒水可吃。不論怎樣，

梨子也要顧起來……一輩子為著這些梨子，讓我的日子才能慢慢地過

下去……。每日在這塊土地，看著梨子一日一日大，有水(漂亮)又有水，

這輩子跟這些梨子，也不知道是它跟著我還是我跟著他，就好像是我

的命一樣……風大、雨大，是好是壞，都是和這片土地相依偎，看著

豐收的笑容，作伙扶養孩子長大，你有看見嗎？在這一片土地，有我

們的心血，有我們的目屎，有我們的生命，你有看見嗎？(《梨花》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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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梨花》演出劇照 /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媽媽的憤怒帶起了真實行動的可能性，如同以上台詞的描述，無論風雨、地震如

何強大，媽媽們都要挺身守護辛苦經營的梨園，從中吾人可以感受到媽媽們跟土

地之間緊密結合的關係。換言之，正是這份對土地的情感以及原於生活的欲求，

喚起媽媽心中的自覺，自覺必須付出行動才能改變現狀。     

《梨花》一劇透過「客家傳統婦女」、「年輕新娘」與「農婦」三個形象，象

徵著女性不同的身分與角色，同時也企圖從角色各自的行動從中辯證出一條女性

精神的解放之路。 

 

(三)舞台美學與表演風格 

 

    《心中的河流》與《梨花》二劇中無論在戲劇結構或表演美學上，皆突破先

前作品的格局，尤其在舞台表演上增添更多劇場元素，強化舞台、燈光、音樂與

的整體搭配，甚至於運用投影技術，增加其舞台效果與藝術性。就《心中的河流》

與《梨花》二劇整體的舞台表現手法而言，筆者分為以下幾點加以探討： 

 



 

  72

1. 在語言方面，充分運用演員本身的母語，作為劇中對白的依據。例如客家籍

的演員主要以客語演出為主，閩南籍的演員則以台語演出，其中也兼雜國語

的對白。此外，劇中台詞並過於雕琢或修飾，保持媽媽們在日常生活對話的

語感。 

2. 在服裝與道具方面，同樣盡量取材自日常生活，甚至這些服裝、道具來自劇

團成員平日所穿所用的物品。例如客家婦女穿著的藍衫、農婦的工作服等，

而媽媽們日常使用的農具，也往往拿來作為戲中的道具。特別一點是，在《心

中的河流》與《梨花》劇中，導演善用簡單的道具來進行象徵的轉換手法；

例如前者善用「紅巾」作為道具，一方面可作為新娘的頭巾，一方面又作為

女人家事所用的抹布。又如在《心中的河流》劇中，陪著媽媽去旅行的木箱，

在《梨花》劇中卻變成客家傳統婦女身上所背負的沉重包袱。 

3. 在肢體表演方面，劇團成員在此二劇中亦開始嘗試更多肢體舞蹈的表演，甚

至取代語言，進而傳達出更深一層的視覺意象。例如在《心中的河流》第一

場，當彭瑞枝回憶起早年在田裡耕作情形時，舞台左方出現六位媽媽演員並

列，一邊夾雜著對白，一邊舞蹈出農家婦人於田裡收割的景象，而其整齊劃

一、節奏輕快的肢體動作，甚至讓人聯想到在山坡上辛勤工作的客家採茶婦

女，或是在生產線旁埋頭苦幹的工廠女工之勞動群像。又如在《梨花》一劇，

飾演年輕新娘的楊珍珍以蜷曲的肢體舞蹈來表現女性內心的掙扎狀態等。 

4. 投影技術在《心中的河流》與《梨花》二劇皆被加以使用。前者是在劇末時

於布幕上大量投影出每位媽媽真實生活照片，借以與舞台上的演出有所呼

應；後者更將投影與表演本身作進一步的融合，例如當飾演農婦的月霞媽媽

在舞台上控訴社會對於農民的漠視時，背景布幕上同時放映南韓農民上街頭

抗議 WTO 的新聞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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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的河流》演出劇照/ 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梨花》演出劇照 / 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此外，在《心中的河流》與《梨花》兩劇亦使用不少客家文化的符號元素，

除了前述的客家婦女的藍衫與「一肩擔家(雞)雙頭提(啼)」的客家式扁擔之外，

在演出中亦會融入客家山歌的演唱。總體而言，《心中的河流》與《梨花》二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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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在舞台的表現手法方面呈現就地取材自真實生活的風貌，二劇的舞台設計亦

十分簡潔，呈現出特有的質樸風格。 

    相較於職業演員或主流專業劇場的演出，「石岡媽媽」在表演上又呈現出什

麼樣的特質？如前所述，《心中的河流》與《梨花》二劇皆以媽媽的生活為題材，

因而在表演風格上自然地呈現出其寫實且生活化的一面。例如上述那些透過肢體

所展現的勞動，便是媽媽們平日習以為常的工作，或者在語言的使用上雖涵蓋客

語、台語、國語三種語言的表達，然其選擇的方式主要是依據演員的背景(本身

所習慣的語言)而來。59因此，舞台上的演出與媽媽們真實生活的行為之間有很緊

密的疊合關係。換言之，以目前的階段而言，「石岡媽媽」並不刻意追求所謂「專

業化」的演出技巧，而是將專注力放在表演者如何將心中那份真實的情感或感動

切實地傳達給台下觀眾。導演李秀珣向筆者表示： 

 

當你在劇場看到一個成熟演員表現出來的劇場張力，我覺得對於媽媽們

來說並不是辦不到的，關鍵在於她們是否看到自己生命內在那個韌性、

渴望……所以在過程中，你會來來回回，讓她們看到自己生命的重量，

她們的存在。因為我不希望說最後是要靠技巧，然後去討好觀眾，這不

是我們要發展這齣戲的最後目標，一定得先看到自己的存在、生命，至

於觀眾怎麼去看那不重要…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成立劇團或參與劇場最

重要的一個目的跟力量。60 

 

    從「石岡媽媽」歷年演出作品來看，媽媽們對於自己身體表演的認知與掌握，

在整個創作歷程中也一點一滴地累積。事實上，從劇團成立到《梨花》公演結束

                                                       
59 筆者與林月霞訪談時得知，林本身習慣以台語作為溝通的工具，因此在戲中林都以台語進行

演出。林月霞向筆者表示，導演在編寫劇本的時候雖然是以國語為主，但事後他會跟每位演員溝

通，將台詞轉換成以演員 熟悉的語言來表達。(林月霞訪談。2010 年 4 月 23 日。地點：楊珍

珍住家、林月霞住家、林月霞梨園。) 
60李秀珣訪談。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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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的八年時間裡，劇團接受相關戲劇課程與表演訓練並不曾間斷61(見表五)；

這些課程訓練一方面有助於媽媽們解放平時過於勞動的身體，並且增進身體表演

的掌控能力，另一方面，參與者「生命故事的分享」與「自我觀照」卻在每一次

的戲劇課程占有更很重要的部分。尤其，「石岡媽媽」所接觸的戲劇課程裡，例

如波瓦的「形象劇場」、「論壇劇場」、「一人一故事劇場」、「戲劇治療」的技巧等，

實非為戲劇演出技巧而設，而著重在參與者的自我表達以及批判意識的覺醒上。 

                                                       
61除了 初的「九二一戲劇工作坊」之外，「石岡媽媽」自成立以來，除了每逢演出前而會進行

密集的排練之外，導演李秀珣每年亦會安排其他戲劇的訓練課程，來加強媽媽們的演出技巧。時

間則盡可能選擇在媽媽們農閒的月份進行(上半年為 2 月至 5 月，下半年為 8 月至 10 月)，而每

次工作坊的時程約持續 2 至 3 個月，每周一次，每次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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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石岡媽媽劇團」歷年戲劇工作坊課程 

時間 地點 戲劇工作坊名稱 主要內容摘要 授課講師/單位

2000. 4~5 
土牛村社區

活動中心 

九二一心靈重建戲劇

工作坊 

劇場遊戲、雕像練習、形

象劇場等(詳細內容見第

三章)、 

鍾喬、李秀

珣、施富盛 / 

差事劇團  

2000. 5~7 
土牛村社區

活動中心 

劇團例行性戲劇工作

坊 
《戲台頂的媽媽》排練 

鍾喬、李秀珣/

差事劇團 

2000. 8~12 
土牛村社區

活動中心 

劇團例行性戲劇工作

坊 
《戲台頂的媽媽》排練 李秀珣 

2001. 2~5 
土牛村社區

活動中心 
論壇劇場戲劇工作坊 波瓦論壇劇場技巧練習 李秀珣 

2001. 8~10 
土牛村社區

活動中心 

劇團例行性戲劇工作

坊 
口述歷史訪談、肢體訓練 李秀珣 

2002. 3~4 
土牛村社區

活動中心 

劇團例行性戲劇工作

坊 
口述歷史訪談、肢體訓練 李秀珣 

2003. 8~9 
土牛村社區

活動中心 
年度戲劇工作坊 

《心中的河流》劇本發展

與排練 
李秀珣 

2004. 2~5 
梅子村社區

活動中心 
年度戲劇工作坊 《梨花》劇本發展與排練 李秀珣 

2004. 9~11 
梅子村社區

活動中心 

一人一故事劇場工作

坊 

一人一故事(playback)、個

人即興、集體即興等 

陳淑慧/一一擬

爾劇團 

2005. 2~5 劇團排練場 劇團例行戲劇工作坊
角色扮演、化妝訓練、藝

術塗鴉裝置等 
李秀珣 

2005. 8~10 劇團排練場 劇團例行戲劇工作坊

認識身體遊戲、我的身體

旅行、音樂與節奏、觀察

練習等 

李秀珣 

2006. 3~5 劇團排練場 劇團例行戲劇工作坊 《梨花》排練 
鍾喬、李秀珣 / 

差事劇團  

2006. 8~9 劇團排練場 自傳性戲劇工作坊 

即興遊戲、即興舞蹈、肢

體雕塑、說故事劇場技巧

等 

林淑玲/戲劇治

療師 

2007. 3~6 
梅子村社區

活動中心 
舞動生活劇場工作坊

舞蹈、接觸即興、將生活

中勞動的身體編成舞蹈、

從個人即興到集體創作 

李秀珣 

2008. 1~3 
梅子村社區

活動中心 

劇團例行性戲劇工作

坊 
《梨花》排練 李秀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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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8. 24 

2008. 8. 25 
劇團排練場 

進階「主題探索」工作

坊：「詩歌、身體與敘

事」工作坊 

共分為「釋放與反應」、

「詩、身體與情緒」、「詩

的共同創作」三階段。其

中訓練主要包括：釋放身

體、身體的互動、詩創作

練習、即興練習、身體與

語言的互動、身體與聲音

的互動、議題討論、共同

寫詩等 

鍾喬、/差事劇

團； 

高伃貞/知了劇

團 

2008. 9. 7 

2008. 9. 20 
劇團排練場 

進階「主題探索」工作

坊：「女性身體書寫」

工作坊 

暖身、生活故事分享、「辣

媽寫真」電影欣賞與討

論、角色扮演、左右不倒

翁、身體馬殺雞、睡衣舞

會、凝聽身體在說話等 

孫華瑛/辣媽媽

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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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以民眾作為劇場創作的主體的立場上，作品的「藝術性」往往不是追求

的目的，而是從自己出發，將劇場作為一個表達自己，與他人溝通的媒介。然而，

《心中的河流》與《梨花》二劇在演出表演風格上的突破，對照於劇團所接受的

戲劇訓練，代表著「石岡媽媽」亦嘗試在「表達什麼」與「如何表達」之間取得

一個平衡點，然或許前者才是劇團從事劇場實踐 主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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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劇場實踐與生活政治 

 

戲劇性......是一種驅使人對他自己做出自我改變和改變他所處的世界

的本能。62 

                 ──艾夫瑞諾夫，《如此這般的戲劇》 

 

第一節  媽媽的創作與生活 

 

    從「石岡媽媽」的創作歷程可以發現，劇團成員的戲劇創作與生活之間有著

十分緊密的關係，而這層關係不只反映在作品內容取材自媽媽們的生活經驗與故

事的面向上，它同時也說明著因為劇場實踐，激發了媽媽們的潛能，進而在生活

各方面產生很大的變化與影響。 

  例如原本與丈夫兩人在石岡梅子村經營早餐店的劇團團長楊珍珍，自從參與

劇場之後， 大的收穫是發現自己還能夠提筆寫作，並且在與他人分享的過程中

得到許多樂趣與自信，而這是自學校畢業以後從未有過的經驗。63又如另一位媽

媽張玉瓊，在參加劇團之前，原本跟隨著丈夫在石岡老家經營果園，但除此之外

大多足不出戶，甚少與外界接觸，在參加劇團之後，不但改變先前這種自我封閉

的性格，並且開始懂得關心他人，甚至積極地投入各項社區事務、擔任志工等等。

64而另一位從事種梨的媽媽鍾鳳姬，對於其參與劇場前後生活的變化更有如此生

動的描述： 

 

我們以前都呆呆的一直做事，每天只知道做事，晚上就看電視啊，像…

                                                       
62 引自藍劍虹。《回到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人作為一種技藝》，頁 35。 
63 引自顏蘭權導演。《戲台頂的媽媽──差事劇團的另類重建》。未正式發行出版，影片由導演

提供，2001。 
64張玉瓊訪談。2010 年 4 月 10 日。地點：張玉瓊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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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有時候就坐在這裡，有時候跟兒子聊聊天這樣子一下又過去了，

明天…等一下明天太陽又出來了，重複的工作，現在好像有一個工作

有一個那種寄託，我們每天要去練那個戲劇，練回來的話說不定就還

要想……回去很忙啊，頭腦，做事的時候頭腦就很忙就一直在想那些，

真的是好像是說，好像會用到一點頭腦，不然以前真的覺得自己很土

很俗這樣子，每天不知道自己在幹什麼，常常覺得這樣子過一生很浪

費啊……就這樣子一輩子就這樣子唉在賺錢啊，每天就呆呆的一直過

這樣，以後回想起來沒有什麼意思這樣，總算我們到了半百的年紀，

還有一點值得回味的事……65 

 

而筆者也在從訪談中發現，劇場對媽媽們生活造成改變的關鍵，在於劇場經

驗所引發的個人批判意識的覺醒，以及從此一覺醒所產生的具體行動。團長楊珍

珍在訪談時就曾與筆者分享： 

 

我們上了差不多八年的戲劇課程，我們對身邊的人以及對待事物的看

法是跟以前沒有上課是完全不一樣的。可能生活中我們遇到一些事

情，我們要去面對，但要怎麼樣去面對，那個狀況是跟以前沒有上過

課是完全不一樣的。66 

 

劇場之於媽媽而言，就如同團長楊珍珍向筆者所表示的，媽媽們因為參加劇團所

以「比較容易看到自己」，而且把「劇場實踐融入到現實生活中，可能會有很多

力量產生出來」。以下可以從媽媽們自組成立「果菜生產合作社」的過程為例。 

  「九二一大地震」隔年，石岡鄉內生產的寄接梨因為產量過剩而面臨滯銷的

                                                       
65引自顏蘭權導演。《戲台頂的媽媽──差事劇團的另類重建》。未正式發行出版，影片由導演提

供，2001。 
66楊珍珍。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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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當大家正苦思如何化解此一危機時，彼時在石岡當地協助重建的社區組織

者便提議一項「災區水梨認購方案」，67雖然這個方案一時間化解梨農的危機，

甚至造成供不應求的狀況，但是負責買賣窗口的農會卻未對銷售水梨的品質嚴格

把關，以至日後慘遭顧客抱怨連連。梨農之一的「石岡媽媽」成員黃月秋在訪談

中向筆者表示，梨子的品質要好，才能夠賣得好價格，客源也才會源源不絕，因

此向農會反應改進的方案，但卻遭到農會的駁回，在雙方理念不合的情況下，使

劇團三位種梨的媽媽們萌生農民自組果菜合作社的想法；這不僅是為農民自己另

闢一條水果買賣的管道，並且可以兼顧經營理念。68 

    然而，媽媽們這種基於「自救」，單純想要將梨子賣出去的想法，卻立即遭

受各界的打壓和指責，根據「石岡媽媽」團長楊珍珍的描述： 

 

因為那時候水果滯銷，媽媽們想說可以多一個管道把自己的東西賣出

去，而且又可以幫助我們附近的農民，就因為這樣的觀念就做下去了。

然後做下去以後就有一些其它的組織覺得我們會威脅到他們的利益，其

實我們只有一個觀念就是希望把我們的水果賣出去，我們只希望這樣子

而已，可能因為他們有其他的利益衝突，可是我們沒有，我們只是想把

我們的水果賣出去而已。69 

 

                                                       
67 參見盧思岳。〈當做戲的賣起水果……〉。《台灣日報》。2000 年 7 月 14 日。 
68黃月秋。2010 年 4 月 10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 
69楊珍珍。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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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梨園工作的媽媽 / 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不僅包括當時的農會，就連許多社區當中的男性農民或是先生也對媽媽們的近乎

「反叛」行為加以撻伐或蔑視，認為「女性」不應帶頭參與籌組合作社的事物。

然而，一方面，石岡由於是重建區而獲得許多資源的補助，一方面媽媽們籌組社

作社的心意以決，因此，憑藉其毅力與不屈不饒的精神，不但將合作社成功地運

作起來，並且進而推出「月姬梨」這個以媽媽名字命名的「品牌」。而回想到當

初成立合作社過程的艱辛，黃月秋說： 

 

我們也沒想到可以撐到現在…但也因為這樣好多農民學會用網路賣水

果，我覺這樣也不錯，讓農民知道可以自己賣水果，大家會講求品質，

所以我們都有自己的客戶群。70 

 

不僅如此，筆者在訪談中得知，今日包括農會與石岡當地居民不但已經了解媽媽

們成立合作的動機，更恢復彼此之間的往來，合作社本身也建立了一套頗為健全

的網路產銷機制，並有專人管理，同時，共同參與合作社的農民之間也形成一個

互助團體，會定期開會研討種植水梨的各種相關知識與作法等。 

                                                       
70黃月秋。2010 年 4 月 10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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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種梨的「石岡媽媽」皆向筆者表示，如果當初沒有參與劇團，一定不會

有這樣的勇氣堅持合作社，71至今劇團與合作社之間也成為相互支援的團體。從

中吾人可以看出「石岡媽媽」的戲劇創作與成員生活兩者的辯證關係：媽媽們的

創作來自於對生活本身的觀照，而在戲劇創作的過程中，媽媽們無論是對於「女

性」、「農民」等身分的反思，進一步促使她們在現實生活中產生實際的行動。而

無論是創作還是生活，媽媽們展現了一群平凡女性試圖由自己出發去掌握自我的

生命節奏與存在方式。 

另一方面，媽媽在生活中產生的行動與改變，刺激吾人進一步思考劇場做媒

介來促進社會改革的可能性。然而或許正如導演李秀珣所言，現實生活當中所存

在的「迫切性」，讓「劇場」之於「石岡媽媽」成為一種「生活的必需」，進而在

無形中為生活帶來極大的改變。而在「個人即政治」的前提下，媽媽們因為劇場

實踐造成個人在生活上所產生的改變與行動，或許已經在生活的周遭種下改革的

種子，例如許多年後，劇團成員的先生們，而對於社區而言，何嘗不是一個改變

的力量甚至新文化誕生的契機？ 

 

第二節  劇團與社區組織工作的連結 

 

    「劇場在社區所扮演的角色」向來是社區劇場實踐的一項核心議題，社區劇

場除了本身所具有的藝術文化實踐意涵之外，是否還具備其他的社會功能？從另

一角度而言，社區劇場實踐者除了戲劇演出，是否必須建立其他與社區互動的管

道、模式，而使劇場與民眾的生活產生進一步的結合？戲劇學者邱坤良在〈從民

間戲曲活動觀點──論台灣社區劇場的重建〉一文，就曾針對台灣社區劇場的發

展方向與功能提出具體建言，他說： 

 
                                                       
71黃月秋。2010 年 4 月 10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鍾鳳姬訪談。2010 年 5 月 18 日。地點：鍾

鳳姬住家。林月霞訪談。2010 年 4 月 23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林月霞住家、林月霞梨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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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代社區劇場，要讓社區民眾有認同感與參與感，猶如子弟團在

傳統社會扮演的角色一樣，是全社區民眾共同參與的自願性社團……

它的屬性不單純只是一個表演團體，而是兼具社區文化中心，民眾集

會所及劇場訓練所的多元性功能。(邱坤良，499) 

 

社區劇場應以成為社區文化中心為目標，除了戲劇呈現之外，可針對

社區的人口結構，舉辦不同性質的藝術活動、讀書會或社區服務組織，

藉著各種方式的參與，使社區劇場理念能夠具體實現。(邱坤良，503-04) 

 

  邱的立場主要是從文化、教育的觀點來看待社區劇場的功能，換言之，社區

劇場如同國家文化建設的基礎單位，對於基層文化人口的培養以及藝術推廣等方

面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同時，邱認為現代的社區劇場要能夠彰顯其社會角色與功

能，並非只是一味地將現代劇場「社區化」，或是大量引用西方劇場理念與作法，

而忽略社區民眾之於劇場的認同感、參與感；他以傳統「子弟團」為例，指出其

背後的「社會網路」，以及子弟團本身的開放性、多元性的組織架構與活動方式，

皆可提供社區劇場運作的借鏡（邱坤良，494；500）。  

  近年由於官方「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影響，促使社區劇場成為「社造工作」

的一項重要媒介，例如各縣市文化局、社區營造中心或社區發展協會等單位或非

營利組織，往往會動員民眾組織社區劇場，其目的主要在於以劇場呈現社區故

事、表現社區特色，藉以引發社區居民的共鳴與認同（賴淑雅，18）。又如鍾喬、

賴淑亞等人所提倡的以亞洲「民眾劇場」或波瓦「被壓迫者劇場」的方式作為社

區劇場的實踐方法，他們把社區劇場視為一種在地的「文化行動」，希望透過劇

場來凝聚社區意識、促進公共參與、以及達成公民美學的目標（賴淑雅，9）。 

    社區劇場應不應該「功能化」或許是另一個探討的焦點所在，然而，無論從

何種視角或採取何種實踐方法，社區劇場之於「社區」而言，都不僅只是一個單

純的藝術表演團體而已，相反的，往往因為劇場的「在地性」而被賦予更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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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功能，其中亦少不了與社區工作產生連結。從另一方面而言，有志在社區從事

劇場實踐的工作者，也很可能在過程中，涉入更多的社區工作或組織串連等。 

    以「石岡媽媽」而言，雖然沒有像上述學者或官方所提出的社區劇場論述一

樣，事先針對劇場在社區扮演的角色有一清楚、明確的定位，或是設計一套與社

區建立關係的作法，但從劇團歷年活動行程可以發現，除了劇場創作、演出以外，

實際上也涉及其他的社區組織連結工作。特別是劇團成員自九二一地震的重建過

程中凝聚出一股較已往更加強烈的社區意識與關懷；它促使媽媽們試圖發揮其團

體的力量，為其他社區居民甚至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誠如團長楊珍珍在受訪時

表示： 

 

我和媽媽們常常在講，我們曾經受人家幫助，今天我們有那麼一點點

力量可以發揮出來，那是我們都願意做的，當然我們可以做到怎麼樣

我們也不曉得，我們只是盡那一點小小螺絲的力量……我不敢說劇場

在社區扮演什麼角色，但是我覺得，因為媽媽們本身是一個很好的教

材，別人看到你的成長，別人看到你對事情的態度，對你身邊的人都

是一個很好的鼓舞的對象，就是一個很好的表徵這樣子。你身邊的小

孩、親戚、朋友因為你這樣子也會得到鼓勵，因為你是很正向的、很

認真的做你所應該要做的，而且你很負責，而且我覺得很多事情會互

相影響、互相牽扯。72 

 

    筆者就「石岡媽媽」現存之檔案資料，彙整出「石岡媽媽」歷年的社會參與

活動(見表六)，從中發現，其所參與的社區活動不但已累積相當的數量，內容更

十分多元。 

 

                                                       
72楊珍珍。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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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石岡媽媽劇團」歷年的社會參與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2000. 10~11 土土牛村活動中心 心靈重建婦女讀書會 
石岡鄉土牛社區發展

協會 

2000. 11. 11 南投縣國姓鄉 石岡媽媽紀錄片座談會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

會 

2000. 11. 24 台北市二二八公園 
一瞬間 / 第一屆亞洲非

政府組織(NGO)會議 
台北市文化局 

2001. 3. 28 台中縣政府 第六屆全國婦女國是會議 台中縣政府 

2001. 3. 28 台中縣文化中心 「女性論壇」座談會 
台中縣女性權益促進

會 

2001. 7. 19 台中市中廣台中台 
尋找家園重建的新力量座

談會 

行政院新聞局中部辦

公室 

2001. 8. 29 石岡鄉圖書館 
埔里婆婆媽媽劇團紀錄片

座談交流 

石岡媽媽劇團、埔里新

故鄉文教基金會 

2001. 10. 30 台中縣石岡鄉 
石岡媽媽劇團 VS.石岡新

社單親媽媽座談會 

台中縣石岡鄉長老教

會 

2001. 10. 31 台中縣新社鄉 
石岡媽媽劇團 VS.石岡新

社單親媽媽座談會 

台中縣石岡鄉長老教

會 

2001. 11. 1 
台中縣員林大葉大

學 

人權教育週系列活動座談

會 

台中縣女性權益促進

會 

2001. 11. 4 台中縣文化節 石岡仔文化節遊行踩街 台中縣文化局、旅遊局

2001. 11. 25 台中縣石岡鄉 

台灣省九十年度社區特色

展示會「社區觀摩交流戲

劇活動」 

台中縣社會局 

2002. 1. 23 國立政治大學 
業餘藝術家系列活動座談

會 
政治大學學生會 

2002. 3. 23 
南投縣中寮鄉溪底

瑤 

重建區心向希望社區紀錄

座談交流 
台灣社區重建協會 

2002. 3. 30 石岡鄉圖書館 
與香港民眾戲劇工作者交

流座談 
石岡媽媽劇團 

2002. 4~6 土牛村活動中心 女性成長議題讀書會 
石岡媽媽劇團、石岡鄉

梅子社區發展協會 

2004. 11 高雄縣婦幼館 社區劇場參訪交流觀摩 高雄辣媽媽劇團 

2005. 7. 

22~24 

中原大學國際會議

廳 

「2005 台灣教育戲劇/劇

場國際年會」 
台灣藝術發展協會 

2005. 7. 25 來園餐廳 法國被壓迫者劇場參訪石 行政院文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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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媽媽劇團 

2006. 4. 21 差事小劇場 
相嬉的可能性：「媽媽劇

場連線」座談 

財團法人跨界文教基

金會 

2007. 4. 29 
石岡鄉來園藝文空

間 
社區親子石頭彩繪 石岡媽媽劇團 

2007. 6. 26 
石岡鄉梅子社區/土

牛社區 
社區尋寶體驗營 石岡媽媽劇團 

2007. 7. 17 石岡鄉圖書館 

社區劇場連線：社區劇場

參訪與座談交流與戲劇呈

現 

石岡媽媽劇團 

2007. 7. 

20~23 

香港牛棚藝術村、香

港大學、香港演藝學

院 

國際戲劇/劇場與教育聯

盟第六屆世界年會 

國際戲劇/劇場與教育

聯盟(IDEA)、香港教育

劇場論壇(TEFO) 

2007. 7. 29 
石岡鄉來園藝文空

間 

台北縣土城社區創意媽媽

與石岡媽媽劇團進行參訪

交流 

石岡媽媽劇團 

2007. 11. 25 石岡鄉梅子社區 社區親子童玩製作 石岡媽媽劇團 

2008. 4~9 

台中市四張犁文化

協會、台中縣東勢鎮

慶東社區活動心、台

中縣石岡鄉梅子村

活動中心、石岡鄉圖

書館、土牛客家文化

館 

劇場、社區、教育座談(一) 石岡媽媽劇團 

2008. 10~11 

花蓮慈濟大學、台南

大學、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劇場、社區、教育座談(二) 石岡媽媽劇團 

2009. 12. 6 
屏東縣佳冬鄉羌園

國小 

「佳冬羌園社區教育劇場

工作坊」座談 
自由劇場 

2010. 2. 26 台中市家扶中心 

全省家扶中心幹部訓練營

「災變社會工作研習」座

談 

台中市家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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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眾多的社會參與活動中，首先可分為劇團主辦以及接受其它單位邀請

兩種性質。以劇團主辦的活動而言，其內容多與婦女、教育以及社區議題有關，

顯示劇團本身對這些相關議題的重視。例如劇團曾舉辦數次關於婦女成長議題之

讀書會，或是與其它婦女團體或社區媽媽進行交流活動。此外，劇團也曾經在石

岡社區規劃親子的文化體驗營，以及多次的社區文化交流座談等。 

 

 
石岡媽媽劇團主辦的「劇場‧社區‧教育」座談會 

      

     另一方面，由於劇團誕生於九二一地震的背景，促使許多社工團體、鄉鎮

社區、學校乃至官方單位主動與劇團聯繫，尋求經驗交流或分享。這類型的活動，

以座談會的形式居多，其內容亦涵蓋社區重建、社會工作、性別、人權等議題。

例如，劇團近期參與的「佳冬羌園社區教育劇場工作坊」座談，便是前往遭受「八

八風災」侵害的屏東縣佳冬鄉羌園村，以媽媽成員自身經驗鼓勵災民積極面對後

續的重建工作，特別是羌園村多數居民同樣為在地果農，因此劇團進一步將過去

成立合作社的經驗、知識與當地農民交流，希望為當地的農業重建提供另一種可

能的管道。73  
                                                       
73黃月秋。2010 年 4 月 10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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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種不同的社區組織工作經驗，一步步將劇團從所在的社區擴及到其他

縣市鄉鎮，並且使劇團與社會不同層面、背景的人士、團體接觸，進而形成一個

社會團體之間彼此互動、互助所連繫而成的社會網絡。除此之外，劇團也在實踐

過程中思考如何擴大劇場社會參與的影響力，或者企圖從中創造更多的社會資

源。例如劇團曾經在社區演出的時候，設置所謂的「贊助箱」，其中所得用來捐

助其他社會弱勢團體，如劇團導演李秀珣向筆者表示： 

 

我們是跟公部門寫計畫，做巡迴演出的，但是我們巡迴演出是義演，

不賣票，老實說賣票也賣不了多少票；然後我們做贊助箱，我拿了公

部門的錢但同時也去創造資源，結果在那次巡迴我們募到兩萬多元，

然後把它捐給花蓮弱勢的小朋友。我希望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不只

是拿公部門的錢去做你的業務。你可以再去創造資源，即便那是一點

點，那樣的力量更大。74 

 

  然而，在另一方面，當劇團在進行所謂的社區組織工作，或與其他單位進行

合作、交流的同時，其中又可能潛藏著哪些衝突與問題？林偉瑜在《當代台灣社

區劇場》書中分析，社區劇場團體在尋求與社區做進一步結合的過程中，有時為

了效率而採與當地社團、地方機關或者是與宗教團體結合的方式，其目的一方面

在於以最短的時間和節省人力的情況下與社區產生接觸，並且可以避免被排斥，

另一方面也可以尋求這些機關團體給予經費上的贊助。但也因為如此，劇團在某

些方面很可能遭受箝制，尤其是有些機關團體背後牽涉到地方政治派系的勢力，

因而出現有劇團被要求為該機關團體「站台」或是被要求修改演出內容的狀況，

而這往往造成劇團與其合作的團體甚至是社區之間很大的衝突（林偉瑜，

217-19）。導演李秀珣亦有以下看法： 

                                                       
74李秀珣。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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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進入到在地社區，其實很難單純的只是劇場，它一定會跟生活具

有連結，我們不可能單純到那邊搞創作……就要看你怎麼做，你一定

要去了解在地的生態。75 

 

  筆者從訪談進一步得知，「石岡媽媽」在運作早期也面臨地方派系勢力的衝

突的問題，然而，卻也使「石岡媽媽」自覺到劇團本身應為一個獨立運作的團體，

並且堅持其主體性。團長楊珍珍強調： 

 

「時間可以證明一切」。我常常說，第一，我們是單純想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應該是以大眾的利益為利益，而不是為了私人的一些想法才去做

這些事情。所以時間久了之後大家覺得說我們確實是這樣子，然後產

生對我們的肯定。76 

 

  「石岡媽媽」所參與的相關社區組織工作，使劇團逐漸成為一個文化行動單

位，它的 終目的並不在於推廣所謂的劇場藝術而已，劇團長期的社會參與，無

非是希望劇團能夠在社會/社區中發揮其正面的影響力。而重要一點的是，劇團

所從事的社區組織工作必須從劇團而發，並切合社區實際的需求而行之。 

 

第三節  劇團的困境？ 

 

    「石岡媽媽」從成立至今已有十年的歷史，在此過程當中，一群原本不甚相

熟的婦女，因為九二一地震而相遇，而原本不知戲劇為何物的勞動婦女，卻因為

戲劇而使她們得以重新面對災後的人生，甚至籌組劇團，落實到生活之中，其中

                                                       
75李秀珣。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76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住家與蘭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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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突破重重困難與外界的眼光，漸漸獲得家人以及社區居民的認同。 

    石岡媽媽劇團的戲劇活動從二○○○年創團開始一直持續到二○○八年《梨

花》一劇巡演完畢，然而，在過去的兩年當中，劇團除了仍接受其他社區與單位

的邀請，參與座談或交流訪問性質的活動之外，並無新的戲劇作品與演出計畫。

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團員們彼此間的共識，希望劇團暫時停下腳步，並且有一個

回頭檢視自我的機會，但另一方面也凸顯出劇團本身所面臨的潛在問題。 

    筆者從訪談得知，「時間」問題是目前劇團所面臨的 大困難，因為石岡媽

媽劇團本身並非是一個職業的戲劇團體，每位劇團成員平日都有自己的工作，尤

其是幾位務農的媽媽，每遇農忙時節，繁重的勞動幾乎占去所有的時間與精力。

如今加上媽媽們年紀漸長，要像以往挪出工作以外的時間來排戲或進行相關的戲

劇課程訓練，愈來愈成為一項「負擔」。77 

    此外，經費的來源亦是一個現實的問題。過去劇團的演出經費，主要來自官

方補助計畫的申請，如文建會、客委會、以及台中縣政府文化局等相關單位，而

劇團的演出所得亦作為劇團基本運作的基金(賴淑雅，161)。根據筆者的訪談，

劇團每次所得到的補助金額雖然不多，但因為團員在各方面都盡量以人力互助的

方式節省資源的花費，而且劇團本身並不以高額製作或是營利為目的，使得劇團

在實際的運作上並不致於發生困難。78然而，團員們也漸漸發現到，類似「石岡

媽媽」這樣性質的劇場團體，在大環境的影響下似乎愈來愈難以申請到官方的補

助經費。79。因此，如果劇團本身沒有尋求其他管道解決實際的經費問題，則極

可能導致劇團的演出計畫受到阻礙，進而影響劇團未來的發展。80  

                                                       
77 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團長住家及蘭花園。 
78 黃月秋訪談。2010 年 4 月 10 日。地點：楊珍珍團長住家。 
79李秀珣認為，政府目前對於社區藝文的補助，主要涵蓋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業務之下，

但是由於「石岡媽媽」本身並不隸屬於任何社造組織的單位之下，換言之，等同喪失被補助的資

格。(李秀珣訪談。2010 年 8 月 3 日。李秀珣住家) 
80 筆者從與李秀詢導演的訪談得知，石岡媽媽劇團原本與差事劇團在今年有計畫一個新的演

出，其內容是有關於台中縣和平鄉山上原墾農的土地議題，但是礙於經費不足不得不加以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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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時間與經費的問題之外，筆者發現，「石岡媽媽」作為一個石岡在地的

社區劇場，其與在地社區居民之間的互動關係，實際上仍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

落差」。團長楊珍珍曾比較石岡本地與其他地方的觀眾對於劇團演出的反應，她

表示往往是外地觀眾對於劇團的演出以及探討的議題展現了高度的興趣與回

應，但是劇團之於石岡在地的居民而言卻如有一種「近廟欺神」之感。81團員鐘

鳳姬也表示，以往劇團的演出，來看戲的觀眾，多半以青年學子與劇場界人士為

主，一般的社區居民相對來說是少數。因此劇團如何在民情較為保守的農村社

會，去突破劇團與社區關係，真正使劇場落實社區，與社區的居民有更多的交流

與互動，是劇場實踐者必須面對與思考的課題。 

                                                                                                                                                           
(李秀珣訪談，2010 年 4 月 28 日。地點：差事劇團。) 
81楊珍珍訪談。2010 年 3 月 12 日。地點：楊珍珍團長住家及蘭花園。 



 

  93

結論 

   

    台灣自一九九○年代開始因為文建會「社區劇團活動展計畫」而帶動一波社

區劇場的實踐與討論，近年，又由於「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推行，再度使社區

劇場受到重視，並成為官方眼中協助社造工作的一項「利器」。在另一方面，台

灣劇場界亦不乏有志之士，不僅針對社區劇場相關議題提出具體的建言，更有劇

場工作者長期以來深入各鄉鎮社區，以劇場的方式進行草根的社會組織工作，或

是引導民眾親身參與劇場從事戲劇的創作，無形中，同時也呼應著社區劇場的一

項實踐精神，即，劇場作為一項藝術創作的媒介，能夠更貼近一般人民的生活，

甚至打破專業與業餘之間的界線，使劇場成為人人都可以用來表達自己、與社會

進行溝通的媒介。 

    不可諱言地，相對於主流劇場，社區劇場團體及其戲劇作品往往因其「業餘

性」、「地方性」或是「小眾」的性質，較少受到學術界、媒體乃至一般社會大眾

的注視與青睞，換言之，即使吾人可以借助相關文獻甚至國外劇場的實踐案例，

對社區劇場的概念意涵與實踐方法進行闡釋與論證的工作，但實際上因為缺乏對

本土社區劇場實踐情況的了解，以致於無法真正落實理論與實踐的對話，進而影

響本土社區劇場評述的建立及其在論述上的客觀性。因此在本論文中，筆者除了

對社區劇場之概念以及當代的實踐方法進行探討之外， 主要希望透過實際田野

個案研究的方式，針對社區劇場之團體、作品、以及劇場所從事的社會實踐進行

考察，了解社區劇場在戲劇創作方面的特色，以及劇場與所在之社區、居民乃至

社會之間的關係，同時，期盼能藉此稍稍彌補社區劇場在實際個案研究方面的不

足。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為台中縣石岡鄉的「石岡媽媽劇團」，九二一地震背景的

緣故，使之展開不同於現行官方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所主導的社區劇場實踐，「石

岡媽媽」本身的「獨立性」、「自發性」，加上劇團在戲劇創作與社會參與所累積

的經驗，乃為筆者以之作為當代社區劇場個案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針對其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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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劇場實踐進行考察，另一方面更希望藉此對以往社區劇場論述所提出的相關

議題進行對話、思考與回應。 

    在第一章的緒論中，筆者除了針對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方法進行闡述之外，

筆者主要從「石岡媽媽劇團」本身的劇場實踐提出五項研究議題，其目的在於更

細部地探查社區劇場的實際運作情形；這五項議題所觸及的層面包括「劇場實踐

與團員之間的關係」、「專業劇場工作者與素人劇場工作者之間的合作關係」、「劇

團的戲劇創作」、「劇團的社會參與」以及「社區劇場實踐的困境與難題」等。另

一方面，筆者在緒論中亦先針對台灣社區劇場團體與作品，以及相關文化政策進

行彙整的工作，藉以呈現台灣社區劇場的歷史脈絡，以期在個案研究之餘，亦能

夠對台灣社區劇場的發展生態有一整體的掌握與充全的視野。     

在第二章，筆者採文獻分析的方式，對於社區劇場相關理論與當代的實踐方

法進行爬梳、整理的工作。其中，筆者首先針對「社區」與「社區劇場」的概念

進行分析，而後再針對當前社區劇場所流行的實踐方法進行介紹。有鑑於「社區」

與「社區劇場」皆為外來名詞，因此筆者在對之進行概念探討時仍不免以西方理

論為依歸。一般而言，西方社會學對於「社區」(Community)一詞有雙重的界定，

其一指涉特定地理疆界內的社區實體，並著重其中人際間所構成的社會互動與關

係網路；其二則不以地理界限為依歸，而指涉來自相同背景或具有共同利益或目

地的個人所組成的團體組織(即有中文「社群」之意)。是故，就字面意義而言，

「社區劇場」(Community Theatre)在概念上亦產生雙重意涵，一方面可指在特定

地理社區內活動的劇場團體(或為特定地區服務的劇場團體)，一方面亦可指具有

相同背景人士所組成的劇場團體(或為特定被背景人士所服務的劇場團體)。同

時，筆者也透過對英美兩國社區劇場實際發展歷史的回溯，以期於「社區劇場」

的概念有更具體的了解。總體而言，美國社區劇場較強調其「業餘性」、「地方性」

的特質，並且相對於主流劇場的商業體制，而為地方上基層的文化設施與單位，

提供在地居民相關的文化活動與服務。英國社區劇場由於興起背景的不同而富含

「行動」的意義，實踐者往往以劇場作為介入社區/社群議題的手段，其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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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劇場的文化行動催化社會的革新與改變。另一方面，西方學術界在本世紀興

起一波新的社區劇場論述與實踐潮流，其中尤以巴西戲劇家波瓦所創建的「被壓

迫者劇場」方法深具代表性，其方法不但為當代國內外社區劇場實踐者所引用，

包括本論文的研究對象石岡媽媽劇團亦曾經採用波瓦的「形象劇場」與「論壇劇

場」方法，作為介入社區議題的手段，因此在本章中筆者也特別針對波瓦的劇場

理論與方法進行介紹，並且提出波瓦的劇場方法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略底下的應用

問題。 

    從第三章開始，筆者則進入「石岡媽媽」的個案研究調查，並以劇團的「戲

劇創作」與「社會參與」作為分析與探討的焦點。在此之前，筆者首先針對「石

岡媽媽」的相關背景進行了解，包括劇團所在地之社會人文環境的考察、劇團成

立的過程、以及劇團每位成員背景的介紹。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上述背景對

於「石岡媽媽劇團」的戲劇創作產生莫大影響，尤其在經過「九二一大地震」，

以及參與「差事劇團」所舉辦的「九二一心靈重建戲劇工作坊」之後，不但開啟

劇團成員想藉由戲劇創作與他人溝通的欲求，在創作過程中，更產生對於生活、

土地、以及女性身分認同問題的觀照與反思，成為日後劇團戲劇創作的主題。 

    在第四章中，筆者考察了「石岡媽媽」從創團至今的創作歷程，並以劇團的

戲劇作品作為論述主軸，嘗試分析劇團做為一社區劇場在戲劇創作方面的特色。

從劇團至今所發表的四部作品──包括《戲台頂的媽媽》、《媽媽的伙房》、《心中

的河流》與《梨花》──可以發現，「石岡媽媽」的戲劇創作與團員的生活有著緊

密結合的關係，其作品的內容大多源於媽媽們自身對於生活周遭事物的關懷與省

思。例如《戲台頂的媽媽》呈現九二一地震的故事，以及石岡居民面對災後家園

重建的問題；《媽媽的伙房》則是以波瓦「論壇劇場」的形式介入社區伙房重建

的議題；而《心中的河流》與《梨花》二劇則將焦點關注女性在傳統客家農村所

擔負的家庭、社會的角色，以及女性的勞動形象，從中反映創作者本身的女性自

覺。而必須一提的是，「石岡媽媽」在創作過程中受到「差事劇團」成員的很大

的協助，包括相關戲劇課程訓練、舞台技術的支援等，換言之，劇團的創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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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建立在差事劇團成員所代表的「專業劇場工作者」與身為「素人劇場工作者」

的媽媽成員之間合作的關係上，而且為了不讓所謂劇場專業凌駕於媽媽團員創作

的主體性，擔任劇團導演的李秀珣特別強調「溝通」的重要性，並且以每位媽媽

彼此分享的生命經驗、故事作為劇本創作的基礎，藉以呈現媽媽們自身對事物的

觀點與看法。另一方面，在雙方的合作互動中，使媽媽們經由相關戲劇課程的引

導、練習，得以開發更多身體表演的可能性，例如到《梨花》一劇，媽媽們即突

破先前偏向寫實風格的演出手法而嘗試更多身體的意象式表演。從劇團創作歷程

中，筆者發現媽媽們不但對劇場表演觀念與技巧日漸掌握，在表演美學風格上亦

展現出求新求變的企圖。     

    在第五章，筆者主要探討劇場實踐如何影響媽媽生活的改變，並且進一步考

察劇團所從事的相關社區組織工作。筆者從實際訪談中得知，劇場實踐首先對於

每位媽媽成員的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與改變，劇場不僅協助媽媽們走出地震災變

的陰影，更促使她們選擇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例如許多媽媽不再只甘於在

家擔任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角色，而是在家庭生活之外，多方參與社區的公共事

務；同時，媽媽們對於社會加諸於女性身上制約與規範也更勇於突破，從三位種

梨子的媽媽不畏外界眼光與打壓而自組成立「石岡果菜合作社」的過程就是 好

的證明。再者，劇團成員在九二一地震的重建過程中凝聚出的社區意識與關懷，

促使媽媽們試圖發揮其團體的力量，為其他社區居民甚至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從創團至今，劇團經常到其他社區進行交流與分享，其中不乏與其他社會團體就

其所關心的心靈重建、婦女權益等議題進行串連或是舉辦相關的活動，透過這樣

的社會參與，而使劇團發揮了藝文表演活動以外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當劇團

在進行社會參與或是積極與社區組織工作進行連結時，亦可能遭遇許多現實的困

難或制約，例如在前文談到關於地方派系問題的牽扯等，有賴實踐者對於社區政

治生態的自覺以及對於劇場從事社會實踐理念的堅持。在第五章結尾，筆者挖掘

石岡媽媽劇團潛藏的困境，其中包括團員的時間不足、年齡增加、還有經費來源

短缺等問題，都是阻礙劇團向前發展的隱憂，同時，筆者也試圖去探討像「石岡



 

  97

媽媽」這樣以現代社區劇場實踐在台灣農村社會發展的可能性，而根據訪談調查

發現，石岡媽媽劇團的觀眾來自一般社區居民者仍屬少數，多半仍以青年學子或

劇場工作者為主，而且外地觀眾的迴響較本地觀眾更為熱烈，是故，如何使劇場

落實在地社區，與社區的居民有更多的交流與互動，仍是有志從事社區劇場實踐

者必須面對與思考的問題。 

     

    劇場工作者周逸昌曾對「社區劇場」的定義有過以下註解： 

 

「社區劇場」本身是一個開放的概念，隨著不同地區的特性，劇場人

員的能力、傾向，可能開拓不同類型的社區劇場。一個劇場跟他所屬

的區域或社區有相當密切的互動、共生，並且互相滲透、相互學習、

一起成長、產生共同經驗……等關係，就可以稱作「社區劇場」(莫昭

如，235)。 

 

筆者之所以引用這段文字，立意不在於在結論中「社區劇場」的定義下一道明確

的註解，而是在於凸顯吾人對於劇場本身所寄與的「厚望」，即劇場與人民的生

活之間能夠產生更進一步的「互動」、「共生」、「互相滲透」、「互相學習」的關係

等等。然而，要真正達到上述劇場實踐的理想，實有賴實踐者對於劇場理念的自

覺與現實的執行力，尤其劇場與社區之間關係的建立，讓民眾能夠參與投入劇

場，往往需要實踐者花費更多的心思與氣力。 

    台灣社區劇場運動曾經伴隨著官方「社區劇團活動推展計畫」政策而興起，

然而也因為該政策的執行不彰而落得尷尬的處境，甚至引起各界對於「社區劇場」

一詞定義的爭議；此外，劇場界亦不乏有志之士，投入社區劇場相關的論述與實

踐工作，但卻也常常呈現間歇狀態而少有長期耕耘者。近年雖由「社區總體營造」

政策帶動民間另一波社區劇場運動的興起，但是依附在社造業務下的社區劇場實

踐，到底又能與民眾的生活產生多少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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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而言，「石岡媽媽劇團」是一個較為特殊的案例，因為一場地震災變，

促使一群農村婦女有機會接觸劇場，進而自發籌組劇團，此後歷經將近十年的劇

場實踐過程。但或許正因為如此，而使劇場成為媽媽們生活上的「必需」。以一

個由民眾自組的劇場團體來看，石岡媽媽劇團累積了近十年的劇場實踐，實屬難

得；透過其戲劇創作以及劇團的社會參與，使筆者窺見一個將劇場實踐真正落實

於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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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李秀珣。2010 年 8 月 3 日。地點：李秀珣住家。 

 

六、其他文獻資料： 

《戲台頂的媽媽》劇本。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媽媽的伙房》劇本。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梨花》劇本。石岡媽媽劇團提供。 

 

 

 

 

 

 

 

 

 

 

 

 

 

 

 

 

 

 

 

 



 

  104

附錄    「石岡媽媽劇團」歷年演出活動 

 

時間 地點 劇名 主辦單位 

2000. 5. 15 
石岡鄉土牛村活動

中心 
《戲台頂的媽媽─地震》

財團法人跨界文教

基金會 

 
南投國姓鄉組合屋

社區 
《戲台頂的媽媽─地震》  

2000. 6. 6 石岡鄉萬安社區 《戲台頂的媽媽─地震》
石岡人家園再造工

作站 

2000. 7. 17  
石岡鄉土牛村活動

中心 
《戲台頂的媽媽－地震 》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

金會 

2000. 8. 26~27 
台北市華山藝文中

心 
《戲台頂的媽媽─家》 

財團法人跨界文教

基金會 

2000. 9. 20 
台中縣東勢河濱公

園 
《戲台頂的媽媽─家》 台中縣政府 

2000. 9. 23 台中縣新社鄉 《戲台頂的媽媽─家》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

金會 

2000. 11.18 台中市大吉幼稚園 《戲台頂的媽媽─家》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

金會 

2000. 12. 9 
台中縣和平鄉雙崎

部落 
《戲台頂的媽媽─家》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

金會 

2001. 5. 5 
台中縣石岡鄉梅子

村 
《媽媽的伙房》 差事劇團 

2001. 5. 6 
台中縣石岡鄉圖書

館 
《媽媽的伙房》 差事劇團 

2002. 9. 11~12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心中的河流》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2002. 9. 14.  
台北市火車站演藝

廳 
《心中的河流》 台中縣石岡鄉公所 

2002. 9. 28 
台中縣石岡鄉情人

木橋 
《心中的河流》 台中縣石岡鄉公所 

2003. 7. 29 
石岡鄉梅子村活動

中心 
短篇戲劇介紹石岡 台中縣石岡鄉公所 

2003. 9. 6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演藝廳 
《心中的河流》 石岡媽媽劇團 

2003. 9. 13~14 台北華山藝文特區 《心中的河流》 石岡媽媽劇團 

2004. 6. 11~12 差事小劇場 《梨花》 
財團法人跨界文教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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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1. 20 
梅子村來園社區藝

文空間 
「一人一故事生活劇場」

台中縣石岡鄉梅子

社區發展協會 

2004. 11. 21 
台中縣達觀村大安

溪共同部落廚房 
「一人一故事生活劇場」

台中縣石岡鄉梅子

社區發展協會 

2006. 4. 22 
台北市歸綏街戲曲

公園 
《梨花》 

財團法人跨界文教

基金會 

2007. 7. 21~22 
香港前進進牛棚劇

場 
《梨花》 

國際戲劇/劇場與教

育聯盟(IDEA)、香港

教育劇場論壇

(TEFO) 

2008. 10. 18 花蓮慈濟大學 《梨花》 石岡媽媽劇團 

2008. 11. 8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梨花》 石岡媽媽劇團 

2008. 11. 9 台南大學 《梨花》 石岡媽媽劇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