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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3/20（四）   AM  12：20—14：00  

主講人： 雲門舞集 林懷民先生 
主持人：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郭瑞祥 所長 
講  題： 「肉身解嚴--從白蛇傳到行草三部曲」 
背景介紹： 

     
    林懷民先生，雲門舞集創辦人兼藝術總監，一九四七年出生於台灣嘉義。十

四歲開始發表小說，二十二歲出版「蟬」，是六、七十年代文壇矚目的作家。大

學就讀政大新聞系；留美期間，一面攻讀學位，一面研習現代舞。一九七二年，

自美國艾荷華大學英文系小說創作班畢業，獲藝術碩士學位。  
    一九七三年，林懷民創辦「雲門舞集」，帶動了台灣現代表演藝術的發展。

雲門在台灣演遍城鄉，屢屢造成轟動，並經常出國作職業性演出，獲得熱烈好評。 
    一九九九年，由於他以「傾倒眾生，而又充滿中國氣質的現代舞，振興台灣

舞臺藝術」，獲頒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麥格塞塞獎。同年，國立中正大學

頒贈榮譽博士學位給林懷民，使他成為第一位獲得榮譽博士的台灣表演藝術家。

二○○○年開始，林懷民擔任「新舞臺新舞風」藝術總監，邀請國際傑出的當代舞

團來台演出。 
    二○○四年，國際舞蹈聯盟特別舉辦「榮典」，肯定林懷民對台灣及世界舞

壇的貢獻與成就。二○○五年，林懷民獲頒美國喬伊斯基金會文化藝術獎，這是

該獎項第一次頒給藝術舞蹈類得主，也是第一次頒給美國以外人士。同年獲《時

代》雜誌選為「亞洲英雄人物」。二○○六年，獲國際表演藝術協會頒發卓越藝

術家獎，同年獲亞洲文化協會頒贈約翰．洛克斐勒三世獎，表揚他對亞洲文化藝

術的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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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身解嚴—從白蛇傳到行草三部曲 

 

雲門舞集 
林懷民  先生 

 

林懷民 先生 演講 

 
前言 
    剛剛從大廳走下來時，看到今天的演講海報上有一個指示方向的路標，上面

寫著：「跟著感覺走。」這個路標寫的相當有趣，沒錯，就是要跟著感覺走。不

管是欣賞藝術者、或是創作者，都需要跟著感覺走。聽完了一場好的音樂會，看

完了一場好電影或是好看的舞，什麼都不要想，也不要討論，那些東西已經在你

的身體裡面了，但它需要沈澱，總有一天它會回來找你。什麼都不想，跟著感覺

走。 
 
 其實我以前是個作家，從十幾歲就開始寫文章。之後從國外念書回來，創辦

了雲門舞集，我一直在想該做怎樣的舞蹈。那時候大陸正是文革時期，原本稱為

國劇的改稱為京劇，這時我就想到：能不能以傳統戲曲原有的戲碼作為題材？最

後我選了白蛇傳。 
 
白蛇傳 

從白蛇傳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對於處理角色上的嚴謹。白蛇演的是大家閨

秀，就要有大家閨秀的身段；和青蛇不一樣，青蛇機伶活潑、專門幫小姐處理事

情的，就要有青蛇該有的身段。這兩者是不能混淆的。 
 

 
薪傳 
 是我為了紀念台灣開拓後的歷史所編的舞，1978 年 12 月 16 日的中美斷交

之夜，在嘉義體育館首演。而在《薪傳》過後近十年的作品，我都不是很滿意，

覺得那些動作都似曾相識，有著西方的影子，直到 1997 年的《家族合唱》我才

又建立了信心。 
 

繪畫 
從第一部白蛇傳到第二部的薪傳，講的是中國的事，是以前老祖宗的事，我

就在想有沒有什麼是台灣專屬的。因此我就開始從一些台灣畫家所繪畫的圖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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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題材。 
 一個穿旗袍的女生在梳妝台前：你看畫家的配色，配的多麼大膽，多麼

美。旗袍是淡淡淺淺的紫色，腳上卻是一雙漂亮的紅鞋。很有辛樹芬的

影子。這就是我們認為的美，這個審美觀是從前就一直傳承下來的，就

像日本人他們認為的美的典型一直沒變，就長的像松嶋菜菜子那樣。 
 

 兩、三個女生在陽台前坐著，拿扇子搧風：這好像是他們下午休息片刻，

大家坐著聊天的樣子，可能馬上就得去準備晚飯或是去做其他家事。你

看他們絕對不瘦，但是也不胖，就是穠纖合度、剛剛好，很適合娶來做

媳婦。 
 

 午後，古厝旁的紅磚道：這是以前的道路，多麼乾淨。現在的街道都太

髒了。 
 

 菜市場的女人：這幅畫很有意思。剛剛我們看到的女生都是穿著旗袍，

現在已經有點不一樣了。中間這個女生穿的是西服，帶著一個大大的黑

色太陽眼鏡，等著過馬路。在這張圖中什麼人都有，牽著腳踏車的女學

生啦、賣東西的人啦。其中一個很特別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右

上角有一個輪廓，很清秀的臉，拿著菜籃準備要去買菜的樣子，這就是

我們台灣媳婦的臉，多美！ 
 

 周夢蝶人物像：這幅畫像有人知道是誰嗎？這是周夢蝶。這是他在武昌

街的明星咖啡館前、坐著擺攤賣書的樣子。雖然他在明星咖啡館前擺

攤，但是他從來不進去，只在外面坐著。但是他的朋友都知道要去那裡

找他，要等到他的朋友邀請他以後，他才會跟著他朋友進去明星咖啡館

喝咖啡。 
 

 討海的人：這是一個台灣典型勞力工作者的臉。你看他的臉都被太陽曬

的黑黑的，但是臉上永遠有這種燦爛的笑容。給人很 positive 的感覺。 
 
照片 
 為了更瞭解我生長的地方，動員好多人，去蒐集老照片，因為老照片記載了

好多事，但是很可能都被丟掉了，因為子女們不會重視這些東西，很多農地都再

利用蓋新房，在搬家的時候，那些老照片大部分就會被子女們丟掉，就算子女們

會重視，那我可以保證，他們的孫子女們是絕對不會重視的，在這樣的考量下，

我們前前後後蒐集到十幾萬張的老照片，從中選出了幾百張來作展覽。 
 
以下來跟同學們分享一些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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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照片中的女人，臉蛋這樣圓圓的，就是侯孝賢導演的悲情

城市中，辛樹芬的模樣，紅樓夢裡賈寶玉最後跟寶釵結婚，而不是林黛

玉，其實也隱含了這樣的一種審美觀，但是這樣的東西沒有被強調出

來，所以我們忘了，從前我的爺爺奶奶們那一輩最愛的是傳統日本女明

星的長相，但是到我們現在覺得林志玲很美，其實這中間有著很大的斷

層，台灣人的美是什麼，大家遺忘了，於是像林志玲這樣外國人的審美

觀就取而代之了。 
 

  大家還注意到，照片中的女人都穿著旗袍，旗袍是我認為最性感的

服裝，因為對於性來說，最美的地方就是對它的想像，而旗袍正是呈現

這樣若隱若現的美的極致。 
 

  大家看看那時候年輕人的時髦，襯衫的扣子鬆掉幾顆，手插在口袋

裡，這就是最英俊的年輕人。 
 

  看這些年輕人的樣子，表情中帶著一股憂鬱，一看就是讀過馬克斯

的樣子。 
 

  這樣的長相，大家猜猜他的職業是什麼，沒錯，看起來給人的感覺

就是醫生。 
 

  這張照片是我的曾祖父，大家看到我曾祖父的樣子，就知道我們家

的人長相是每況愈下。 
  

  這張照片的故事要特別說一下，照片中的男生，將要被派到海南島

去作戰，去當日本兵，這是他臨別前與他未婚妻的合照，男生家中有三

兄弟，都被派到外地去作戰，作日本兵，他們的母親去鹿港天后宮，拜

託神明若是三兄弟戰後平安返家，就在神明面前磕一百個頭，母親在南

天后宮、北天后宮都許下這個願。戰後，三兄弟也真的平安返家了，母

親當然要去還願，讓全家人都很緊張，因為這個願還不好還，一百個頭，

磕頭磕了每幾下，頭一暈就忘記到第幾個了，對神明來說，說要磕一百

個，那多一個少一個，都是對神明不敬阿！所以他們媽媽帶了兩個手

帕，一個手帕裡有一百個銅錢，每磕一個頭，就把一個銅錢從這張手帕

放到另外一個手帕裡，就這樣順利地在南北天后宮磕完兩百個頭。下一

張照片，就是同樣的這位男生和他的妻子，在六十年後的現在，在同一

個地點，在照了這樣的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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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不是哪一個政黨所寫下的，而是百姓所寫下的，作這個照片的

 蒐集整理，為的就是挖掘許多快被遺忘的故事。 
 

家族合唱 
 「家族合唱」，是一齣國台客語交雜的舞碼，也是我在薪傳公演十年後，重

新找到自己和自信的一齣戲。裡頭說的是白色恐怖和二二八，還有之前漫長迂迴

的準備過程--無論是知識、情感或心理上的。因為這齣戲，我帶雲門到以色列、

到德國、到紐約還是哪裡哪裡，我一直在苦惱著，觀眾聽得懂這樣的語言嗎？要

是聽不懂，那他們又要怎樣來理解這片土地曾發生過的事？ 
  
 所以那時我一直掙扎著要不要把旁白配成英語，可是配了韻味全失。而且那

次是我真正第一次能自己做決定，因為主辦單位說，尊重藝術家的選擇。配也可

以，不配也可以。所以那夜我睡不著了。後來朋友說的話點醒了我，「茶花女、

杜蘭朵公主來台灣，還不是一樣唱義大利文，台灣人不是霧煞煞」。因為舞集，

是我自己的語言，表達出自己想說的，這是屬於臺灣人的歷史，不奢求所有人懂。

所以我就豁出去了，不管別人怎麼想，我決定只聽自己的聲音。 
  
 後來表演結束後，全場外國觀眾都起身鼓掌歡呼，在那時，我找到台灣的定

位，我也更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喜歡就來看，不喜歡就不要來，不用再委屈自

己。」因此把過去用這樣澎湃的方式盡情傾吐之後，於是現在我可以專心的做純

粹讓我自己身體、眼睛、心靈都舒服的舞了，那一夜，我的身體終於解嚴了。回

想起戒嚴時，會覺得自己很矮；等到真正解嚴後，才發現天花板其實沒那麼高。

只有自己把東西打開來，去看世界，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路才會走的寬。 
 
水月 

水月，是在我身體解嚴後的作品，已經開始擺脫歷史的探尋，純粹的舞作。

在這裡我想要展現的是東方人獨有的肢體，並加入了太極的意念。 
 

 
 
Q&A  
 
Q1：請問林懷民老師，大家想像的藝術工作都是相當隨性的，而雲門舞集的表

演看起來是這麼的自由，與剛剛您提到您很注重「紀律」這件事，是否存

在著衝突呢？ 
A：「百分之一百的紀律，才能換得百分之一的自由」，這兩件事其實是可以並存

 的，如果大家只注重自由而不在乎紀律，那麼只會讓事情變的更亂，而並非

 真正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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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因為我本身對現代舞很有興趣，但是身邊可以互相討論的人很少，大家好

像對這個都不是很在乎，不知道去哪裡才可以找到比較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呢?  
A：現在科技這麼發達，應該可以上網找一些討論區，甚至是分享自己的心得，

 不論用文字還是什麼其他方法都可以，要找到有相同興趣的人應該不是件很

 難的事。 
 
Q3：我想要請問林老師，為什麼會選擇現代舞作為一生的志業呢? 一路走來，

又有沒有想要放棄的時候呢?  
A：遇到就是遇到了，人生很多時候你不會很仔細的去思考，然後告訴自己說：

 我輩子就是要做這個了!大部分的時候我們都不想要上班、不想要做事，都

 處在一種茫茫然的狀態，覺得喜歡的、有興趣的就去試一試，一試就這樣過

 了一、二十年，難的不是在怎麼決定要做什麼，反而是在如何堅持下去，那

 就是你對年輕時候的自己要有承諾，然後為了這個熱情堅持下去，這才是比

 較重要的。 
 
Q4：聽了林老師您的演講以及這麼多雲門舞集的片段，讓我開始想要了解有關

於現代舞的種種，不知道林老師您有沒有什麼比較入門的方法可以提供，

讓我們學著如何去欣賞一部舞蹈？ 
A：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怎麼去欣賞，因為欣賞是發自內心的，感動也是無法

 複製的，無法敎的，沒有什麼一定的步驟，或者是做了什麼和什麼，就會體

 會到所謂的感動，應該是不要有任何的負擔，或者是期望，讓心沒有負擔的

 去看舞蹈，是跟著感覺走，自然就會有真正的感動出現。 
 

 
 
聽講心得分享剪輯 
 
林懷民老師講演後的同學心得分享剪輯 
 
~ by 商研所碩一 陳思穎 
    如果說，前一兩次的演講，請的都是商界的大老，提攜我們求學時代做人處

事做學問的態度，.....而林懷民老師的演說，給人卻是不一樣的如沐春風，一絲

一縷滲入心頭，撩起陣陣漣漪久久不去… 
 
~by 工管系企管二 林凡瑜 
    「藝術是稍息不是立正。」今天聽到林懷民說的，很喜歡的一句話。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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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的老照片，......看到眼淚都快流下來了。多希望我能有像他一樣的勇氣，說

要投身藝術就真正全心全意奉獻！ 
 
~by 工管系企管一 戴文琪  
    沒有固定框架，從舞者的每一個誇張的動作，鮮明的表情轉換，顏色的使用

和音樂的強弱情境搭配，勾勒出一種獨特的情緒，這種氛圍把觀眾的心緊緊揪

住，林先生也說：「他的舞蹈，從一開始就控制著觀眾的呼吸。」 
 
〜by 商研所碩一  謝宜珮 
    就如同林懷民老師所說的：「感動在當下！」所謂的欣賞，需要的是興之所

至的想像與狂放不羈的結點觸動，而非一味執著地希望運用邏輯與理性判斷來解

釋舞者的動作或是情節的發展，當肢體交織的畫面夠深刻時，不由自主的打了一

個冷顫，原來真的「身體都知道」。 
 
~by 工管系企管二 呂中允 
    那天聽了演講之後好喜歡他，或說仰慕，他真的是很愛台灣的人，跟那些政

客說的愛台灣不一樣。他用自己的努力，讓世界認識台灣，認識台灣的舞蹈，並

把台灣的歷史都寫在舞裡。 
 
~by  商研所碩一 鄭宏鈞 
    如果把那天的演講比喻成他的作品的話，那麼我相信林老師在其中注入了生

命力，才能在作品中感動人心，因此似乎可以理解林老師決定不錄音、錄影，因

為感動的重現無論它還原的方式再好，也都是會有所欠缺的。 
 
~by 商研所碩一 陳威豪 
   「家族合唱」，林老師說：「它是一齣具有療傷意涵的作品，收集了許多老照

片，透過照片主人的口述，由他們的記憶中拼湊出那個一直深深影響台灣的沉痛

回憶。」......找到台灣的定位，他更找到了他自己的定位和認同。 
 
~by 商研所碩二 葉仲斌 
    林懷民老師回答一個私下的問題時，他說：「沒錯，我隨時都想放棄，每天

都不想去上班啊，不過一想到不能背叛年輕時自己的承諾，就必須堅持下去。」

這句打進了我的心坎裡。 
 
~by  商研所碩一 毛靖宇  
    演講最後的 Q＆A，有人問林懷民老師，雲門的表演看起來是這麼地自由，

與林老師注重的紀律是否存在著衝突？林老師只引了一句話來回答：百分之一百

的紀律，才能換得百分之一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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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工管系辦助教 王惠芳  
    聽完演講後的第二天清晨 3：00 我突然清醒，不能止住的無名鄉愁與莫名開

心交錯成淚水和模糊的字跡，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也就這樣一直呆呆地坐

到天亮〜〜 
 

 
 
聽講心得分享全文 
 
商研所碩一 陳思穎 
 
    如果說，前一兩次的演講，請的都是商界的大老，提攜我們求學時代做人處

事做學問的態度，彷彿像震撼教育般當頭棒喝，之後激起的奮發向上總能熱烈一

段不短的時間；而林懷民老師的演說，給人卻是不一樣的如沐春風，一絲ㄧ縷滲

入心頭，撩起陣陣漣漪久久不去… 
    剛被通知這次的演講人是林懷民老師的當下，也許是沒接觸過現代舞，心裡

其實沒有過多的期待，至少和其他人比起來是如此。少了一提起林懷民老師便揚

起的熠熠目光，準備活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了，經過上學期的磨合，孫運璿小組的

夥伴們合作起來更得心應手，也多了很多嬉笑怒罵的時刻，感謝我的撘檔鄭宏鈞

和我一起完成了海報設計和張貼，出乎意外的頗受好評的海報，竟然還有人想要

索取，真是大大滿足了我們的虛榮心。 
     布置場地的當天，看到了林懷民老師的助理帶來了演講當天要播放的影

片，不知道為什麼，該對現代舞一竅不通的我竟然掀起了莫名的驚訝，驚訝於人

體可以韻律的極限、驚訝於肢體擺動中蘊含的爆發力、驚訝於舞蹈的另外一種寫

詩的能力。一方面得意的是，我比其他觀眾早一步看到林懷民老師表演的片段，

另一方面也扼腕，竟然要到人家擺到我面前來，才有機會見到大師的丰采。 
    不過林懷民老師應該不喜歡人家稱他為大師吧，從他婉拒了接車、招待等排

場，堅持一個人輕裝到達現場就可窺知一二。 
    演講的當天，我們收拾了些輕鬆，多加了些嚴肅，希望將所有可能發生的意

外降到最小，慕名而來的人很多，有些人聽到哽咽甚至落淚不止，林懷民老師分

享了許多心境上的轉變以及人生的歷程，他提到所謂內化的沉澱，也就是在看完

一場表演、一場電影、甚至是一場演講，他習慣在最後留給自己一些沉默，一點

孤獨，讓剛剛的感動沉澱下來，不要急著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感動是會蒸發的。 
    該是你的，總會在不經意的時候又回頭來找你，再見的時候除了恰似老友般

的親切，更多了點當時沒發現的悸動，而我不願意讓此份悸動到此打住，在演講

結束後，馬上買了三月三十號「斷章」「迷失之影」的票，希望可以再一次在舞

台上，領略不一樣的卻又熟識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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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研所碩一  謝宜珮 
 

以前因為不了解現代舞，所以對於此次的演講一直懷抱著遠觀不可褻玩的敬

畏。但是今天聽完演講，雖然還是門外漢一個，但是這種「看不懂、進不去」的

心理障礙已經不再這樣困惑我，就如同林懷民老師所說的：感動在當下！所謂的

欣賞，需要的是興之所至的想像與狂放不羈的結點觸動，而非一味執著地希望運

用邏輯與理性判斷來解釋舞者的動作或是情節的發展，當肢體交織的畫面夠深刻

時，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顫，原來真的「身體都知道」。情感面的契合抑或感

官上的直接震撼會明明白白刺激著身體，鮮活地傳達出來。 
林懷民是個怎樣的人呢？從我看他跟雲門舞集的伙伴們互動的感覺推測，他 

喜歡一切自然、簡單、沉靜。不過他好像又是個要求完美的人：「我們不要出錯！」

他語氣溫柔但堅定的對著伙伴說。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可以很確定的是，林懷民

老師是個有根的人，他的雙腳很紮實地踏在這片土地上，也很清楚自己的歷史，

包括家族、故鄉與國家。從他之前推出的幾個舞作：薪傳、家族合唱等等，就可

以很明顯感受。 
台灣的確就像是他所說的，後來的歷史竭盡所能的要沖毀先前的歷史。是不

是因為對於自身國家歷史地位的不確定與徬徨，所以造就個人的茫然與飄渺？缺

乏民族自信是不是就會造成對於個人自信的喪失？所以我們去學習主流的思

潮、承認主流的美感、使用主流的語言。這裡的語言並不僅只是狹義認定上的語

言，而是在與他人交際溝通中，不知不覺地臣服於主流的思考與價值浪潮。 
整場演講最為生動經典的是在看畫作與舊照時。從看畫，林懷民老師談到了

審美觀的問題：日本人的審美觀表現在浮世繪上，相同的，台灣的審美觀就表現

在畫家們生動的人物像中。只可惜台灣受西化太深，已經放棄了傳統一脈相承對

於美的定義。最後一幅畫是「討海的人」，畫中的討海人皮膚被列日曬的黝黑，

但卻擁有最燦爛的笑容。這幅畫給我感動很深，不僅只是如林懷民所說：「給人

positive 的感覺。」他傳達出更多的氣息，例如奮鬥、踏實、辛苦同時又厚道。 
在辦公室吹著涼涼冷氣的大老闆們，策略規劃、運籌帷幄，的確是不可否認的重

要存在。但是同樣在陽光下也有著揮汗如雨、埋頭苦幹的勞力工作者，同樣不可

或缺，光復後的榮民是，眾多台灣人是，現在的外籍勞工們也是。明星們練習千

變的笑容，或是許多網路美女們的甜甜微笑，是無法引起一點點力量的。但是許

多人，就如討海的人為代表，在他的笑容裡有溫暖，多少包容與滿足，盡在不言

中。 
林懷民先生說：「歷史就是由老百姓們寫出來的。」的確是沒錯。許多名人

軼事，例如看魚兒逆流而上、砍倒櫻桃樹等等，並無法激起深刻的情緒。所謂的

藝術，傳達的無非是生活真正的體驗，也唯有如此，藝術才能感動人心。 
 
商研所碩一 鄭宏鈞 



 10

 
記得當時被分配到接待林懷民老師的工作有點意外，因為要跟世界級的大師

互動，而自己卻對林懷民老師的事蹟與作品並不熟悉。 
於是前一晚花了些時間準備林老師的背景資料，接著演說當天中午跟王姐在

一樓等林老師，印象深刻的是載著鴨舌帽、素色外套、背著旅行藍色背包的林老

師正從我們眼前走過，準備一個人徑行到 B1 去，這是我對林老師那天的第一印

象，低調、簡單、樸素。  
後來在一樓接待校長與郭主任到九樓之前，看見林老師一個人拿著白色

David light 香菸，跟已經用的有點舊的手機出去管 1 呼吸新鮮空氣，接著再回到

b1 準備開始演說，自在，是對林老師的第二個印象。 
超乎預期地，整場演講很精采，除了林老師助理的影像操作不大順之外，演

說中所提供的本土畫作、人物故事、舞集的短片，然有林老師當初人生選擇點的

分享，回想起來是精采、流暢、感動人心。 
對我而言感動最深的是林老師在”家族大合唱“這個作品循迴歐洲表演時，

林老師作了一個決定，不再用英文來翻譯這部作品，而是用它原本的配音，台灣

話、外省腔…等等，對他而言，這是一個轉淚點，從這部作品之後，他可以不用

一再地表演受歡迎的作品，可以自由地思考、創作，不斷地加他自己想要的東西

進去，而不用再擔心自己被埋沒，引述林老師當天的話，他自我解嚴了，而有辛

聆聽這場演說的我，在這當中也看見到了自我實現的勇氣與自我的超越。 
如果把那天的演講比喻成他的作品的話，那麼我相信林老師在其中注入了生

命力，才能在作品中感動人心，因此似乎可以理解林老師決定不錄音、錄影，因

為感動的重現無論它還原的方式再好，也都是會有所欠缺的，因為感動是一種當

下的心靈體驗;但也因此，這份感動也無法分享給別人，從某種角度而言也是種

遺憾。 
最後，想起演說結束前林老師說”很多人看完電影就像影評一樣，其實看完

一個表演，只要把壞的東西拿掉就好了，其它的也不用說，讓它沉澱下來，有一

天它會回來的。”，所以，我想我知道林懷民老師那天的演說對我產生了一些影

響，除了上述約略所提到的，我想，其它的就等它在我體內發酵吧！ 
 
商研所碩一 陳威豪 

 
從上學期擔任講座的小組成員後，順理成章的都成為了台下的忠實聽眾，不

過這次林懷民老師的演講卻讓我有著回到最初純粹聽演講的感動。 
在演講前的準備時刻，林老師一個人低調的出現在現場，和現場溝通之後還

是一個人到管院樓上一個人靜靜悠閒的準備，經過準備台時還在我身邊說了一些

玩笑話，私底下的他就像是爺爺般的容易親近，這也讓我對待會的演講更加期待。 
老師其實說的很多，但因為身為工作人員的關係讓我能夠記下來的很少，不

過從那短短的幾分鐘，就可以看到老師對他生命的一種堅持。「家族合唱」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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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很長，裡面的歷史軌跡我過去也沒有深入的去了解，但雖然不太清楚裡面的真

實意涵，不過老師說：「它是一齣具有療傷意涵的作品，收集了許多老照片，透

過照片主人的口述，由他們的記憶中拼湊出那個一直深深影響台灣的沉痛回憶。」

之後，「家族合唱」不斷受邀至國外演出，林老師原本擔心本土方言會造成隔閡，

一度還將「家族合唱」翻譯成英文，卻也因此失去原味。老師說：「原本掙扎不

已，後來決定豁出去了」，所以他決定回復原音播放，結果竟獲得更多外國觀眾

的鼓掌歡呼，在那時，老師找到台灣的定位，他更找到了他自己的定位和認同，

「喜歡就來看，不喜歡就不要來，不用再委屈自己。」所以不要害怕，勇敢去做，

用心去體會是老師想要我們這一代小孩一定要去體會的。 
跟著感覺走…….，老師說看舞蹈就是要這樣，不需要用文字去解讀，不需

要任何的評斷，一切都隨著心走，試著和自己的生活週遭去融合，花時間去沉澱，

之後把東西打開來，表達出自己想說的，然後不需要奢求所有的人都要懂。他這

麼說，我就想到我自己：小時後每個週末都會自己一個人到電影院看電影，我都

習慣地、默默的坐在最後一排，放映結束後也幾乎都是最後一個離開電影院的，

別人都問：「看著別人都是一大群人或雙雙對對，你不會覺得奇怪或孤單嗎？」

我總是這麼回答：「看電影從小對我來說似乎是個儀式，我需要一個人靜靜的走

過從電影院到外界那條說長不長的走廊，在那短短的片刻，只有我自己一個人慢

慢的沉澱，這樣剛剛的情節才會又真真切切的再我腦海中閃過一次，感動….又
再重演一遍。」或許別人還是不能理解，但這就是最真的我吧！ 

雖然我只有一點點的感動可以寫出來分享，不過卻是一次無比的體驗，雖然

我和林老師沒有機會像這次一樣近距離的接觸，但這樣的記憶我想到了以後還是

會依舊鮮明的！ 
 
商研所碩二 葉仲斌 
 

這次孫運璿很高興可以邀請到在世界現代舞壇享有盛名的林懷民先生，從很

久以前就耳聞林老師的成就，只可惜一直無法親身體會。其實一開始也不是很了

解這次的演講題目「肉身解嚴」林老師將為大家帶來怎麼樣的春風化雨，只知道

從一開始準備的過程中，不同於其他的講者，林老師希望能夠將所有講桌撤除以

更加貼近聽眾的情緒，我就知道這將是一場截然不同的演講。 
演講一開始，林老師就以生動的語言與真摯的情感緊緊扣住了大家的心弦。

原來，老師想要藉由描述他所成長的時空背景的一些點點滴滴，來闡述為何他會

走上這條孤獨且艱辛的道路。隨著老師的故事逐漸展開在大家的面前，慢慢的我

們也可以理解老師的這些作品們的精神與內涵。從「白蛇傳」的歷史傳承、「薪

傳」的自我反思，直到「家族合唱」之中所體現的深刻痛呈與歷史包袱，從國內

走到國外，從默默無名到世界頂尖，經過這樣的脈絡與心路歷程，最後林懷民老

師才得以創作出徹底掙脫枷鎖的「水月」、「狂草」等系列作品，展現現代舞藝術

中的最高境界，徹底解放舞者的肉體使其得以盡情發揮美感，至此我們終於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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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肉身解嚴」之所以然。 
經過林懷民老師無私的分享之後，我對他的精神與堅持有了更進一步的認知

與欽佩，就如同演講後，老師回答一個私下的問題時，他說：「沒錯，我隨時都

想放棄，每天都不想去上班啊，不過一想到不能背叛年輕時自己的承諾，就必須

堅持下去。」這句打進了我的心坎裡，果然即使一開始是出於興趣，但最後若沒

有承擔責任與諾言的勇氣，那怎麼能成就大事呢？以此與各位共勉之。 
 
商研所碩一 毛靖宇  
 
    十一點半，離預定開始的時間還有一個小時，一身樸素的林懷民老師已經進

場了，跟以往講者的進場方式迥然不同，他仔細地檢視投影片的放映情形，確保

一切都按照他所預期，能夠順利的進行，一看到有缺失的地方，他也不留情面的

給予他的工作人員們指正。這是我對林老師第一眼的印象，是那麼地要求紀律。 
 之前，曾經從種種書籍和網路中，閱讀到關於林老師的資訊，構成我想像中

世界知名雲門舞集的創辦者：林懷民先生的模樣。眼前的這個人，同樣地低調素

雅，但是與我想像中浪漫自由無拘無束的出世形象完全不同，從沒想過林老師竟

是這麼地要求紀律和原則的一個人。演講還沒開始，在想像與現實的形象衝突

中，已經感覺到心中的某一部份被動搖了。 
    演講開始，踏上了一趟感動的旅程。起初，雲門從「白蛇傳」這樣的中國傳

統故事，到了用台灣真實模樣所作的「薪傳」，都是林懷民老師試著在呈現：「我

們是誰」、「我們的文化」的過程。接著，林懷民老師放了許多台灣知名畫家的作

品，告訴我們台灣人究竟是長什麼模樣的，台灣老街的街景，圓臉蛋的女人，黝

黑皮膚上淌著汗水的漁民，這才是台灣人的美，才是所謂台灣的文化，看到林老

師解講著圖畫，一股身為台灣人的榮譽感油然而生，說來很慚愧，這是我很少數

有過的經驗。多少日子以來，看的是好萊塢電影，聽的是外國的古典音樂，甚至

聽到從國外留學回來的人，都會用崇敬的眼神來看他們，但是，我們究竟是誰？

身為台灣人的我，說起來或許有種悲哀的情懷，明明處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但

是不知道為什麼，卻有種像是陳之藩先生筆下失根的蘭花般的惆悵。林懷民老師

用一張張黑白的照片，繼續訴說著台灣人的故事，一篇篇的故事是什麼，已經記

不清楚，但是記得那時一股感動和驕傲的感覺是如此地強烈，真正的歷史不是由

統治權或政黨寫下的，而是由老百姓寫下的，不禁自問：我們這一代又要寫下什

麼？ 
 演講最後的 Q＆A，有人問林懷民老師，雲門的表演看起來是這麼地自由，

與林老師注重的紀律是否存在著衝突？林老師只引了一句話來回答：百分之一百

的紀律，才能換得百分之一的自由。又有人問林老師，在熱情中選擇的線代舞，

一路走來會不會感到疲倦？林老師不等發問者說完，就回答他每一天都不想要上

班，但是，要對自己年輕時的熱情有所承諾。總是常常聽到人說，年輕人擁有的

就是熱情和創意，但是沒有紀律，沒有勇氣，沒有承諾，我們怎麼談的上，去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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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擁有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