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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類自古以來透過遷徙啟動了文化交流的模式。藝術與文化，便是透過不同

形式的文化交流成就人類歷史與文明的不斷演進。自 2009 年開始舉辦的台灣國

際藝術節，為集結國內外國際級藝術創作與表演的年度盛事。本研究透過文化交

流的理論，來檢視台灣國際藝術節，如何經由節目的策劃、創作與呈現，並連結

在地藝術家與國際級的團隊，讓文化交流的主體精神透過品牌特色呈現出來；而

本研究將聚焦於，台灣國際藝術節作為一個文化交流的平台，在品牌建立的過程 
中，是如何與社會產生互動與連結，其未來永續發展的可能性與挑戰性又為何。

透過對歷屆台灣國際藝術節文獻資料的整理與耙梳，並與文化交流理論進行對

話，藉此建構表演藝術品牌建立的模式，並提出建議。 

 
關鍵詞：文化交流、表演藝術、台灣國際藝術節、品牌建立、品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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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A Case Study of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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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ancient times, men had started cultural exchanges by traveling. It is 

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cultural exchanges that arts and culture help mankind to 
achieve greater civilization and to make history.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started in 2009, is an annual event featuring both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reative 
works of arts and performances. This study is aimed to view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through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as to how the program 
planning and connecting artists help bring out the core value of cultural exchanges 
through branding. First,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how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interact and connect with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branding establishment as a 
role of cultural exchanging platform, as well as on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of sustainable future development. Second, by sorting out literature and 
engaging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and relating 
theories, this study endeavors to establish models of performing arts branding, and to 
suggest some helpful advices for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cultural exchanges, performing arts,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brand establishment, brand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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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2009 年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前身為兩廳院）首度舉辦台灣國際藝術節 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簡稱 TIFA)，以結合科技與藝術的「未來之眼」為主

題，藉由強調台灣原創精神而製作出跨界、跨國、跨文化與跨時空的演出，堪稱

當時台灣表演藝術界規模 大，節目 豐富的盛事。第一屆台灣國際藝術節一共

推出 15 檔節目、56 場演出，其中包括 2 齣世界首演、5 齣亞洲首演以及 7 檔結

合科技與藝術的演出，可說是當時亞洲 多元、 前衛、 具創意的藝術節，其

「立足台灣 放眼國際」的企圖心清晰可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2010a：86）。第

一屆 TIFA 從縱向一系列節目的安排與關聯性，到橫向參與的藝術家與藝術團體，

皆呈現出豐富的多元化與跨領域性，除了成為當年表演藝術界的 大亮點，也催

生出表演藝術界票房的亮眼成績，這包括來自 8 個國家的國內外 25 個藝術團體、

全球超過 18 個國家的海外觀眾、10 萬 5980 的購票入場人次、周邊活動的 5694
參加人次，以及戶外演出聽眾共 6 萬 5,000 人， 終以 92%之高票房紀錄創下佳

績成功落幕（國立中正文化中心，2010a：86）。 

TIFA 台灣國際藝術從 2009 年至 2019 年已舉辦 11 年，直到 2020 年新冠病毒

疫情的影響，才被迫中斷並全面演出取消。2021 年再度恢復舉辦。在這 12 年的

舉辦的過程中，TIFA 每年的主題，從科技、永續到全球在地化等，激發了許多與

當代生活相關的創新與想法，成功地建立起屬於台灣自己的表演藝術節品牌。

TIFFA 作為藝術文化交流的中介者，藉由每一年在台灣這個表演平台，讓藝術家

透過特定知識、文化與情感的傳達方式，將新的想法與創意經由詮釋、循環與再

現，對當代的生活與藝術社群產生影響。文化交流助益於經濟、社會、文化發展

以及強化連結（Sheffield, 2019: xiii.），而本身就是以跨文化與跨領域為核心的

TIFA 藝術節，是如何實踐表演藝術品牌的建立？其核心價值與實際操作模式為

何？ 

本研究方法，為透過質性研究詮釋資料中非量化的歷程，藉此發現原始資料

間的關係與概念，進而組織成一個理論性的解釋架構  （Strauss & Corbin, 
2001:14）；透過分析台灣國際藝術節的內容、主題與特色，建構起表演藝術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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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途徑與實務。並藉由紮根理論中，透過研究者的分析與詮釋，來回於資料

與分析的研究歷程中，進而衍生出理論 （Strauss & Corbin, 2001:14）；在此將台

灣國際藝術節的品牌策略與文化交流相關理論交叉檢視，進而釐清品牌建立的社

會連結與社會意義，以及凸顯品牌永續經營的困境與挑戰，並提出建議。 

在探索國際文化交流與 TIFA 的品牌建立之間的相互關係之前，首先，本文

試圖先釐清關於文化交流的幾個面向：1.文化交流與社會：文化交流是如何形成

區域上的連結以及影響？亦即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如何與社會以及在地社群的人

事物，產生互動與連結並形成改變與影響。2.文化交流的過程：亦即當不同的文

化從想法與論述，轉化為文化交流的實踐與創新的行動時，其過程中不同於往常

的操作與轉變為何？而這樣的行動與實踐達成互惠程度的可能性有多少(Heritage 
2019: xviii-xviiii)？3.文化交流在表演藝術中，是如何再現與反映？在這個再現與

反映的過程中，如何激發藝術的創新以及永續發展的模式。當本文將這三個文化

交流的面向，透過論述的耙梳與交互對應，將聚焦於關於 TIFA 藝術節的品牌建

立的三個核心問題，亦即 1.品牌的特色與社會的互動關聯為何？2.品牌核心價值

中文化交流的再現與藝術的實踐為何？3.文化交流中台灣品牌建立的困境與挑戰

為何？透過釐清並整理出關於這三個問題的脈絡，本文的目的，在於架構起國際

文化交流框架下，表演藝術節的品牌建立模式與實踐方式。 

以下，將先探討文化交流從 20 世紀中期開始，在後工業化時代，當現代化

以及全球化開始形塑並影響全世界的運行之際，關於不同文化之間的相遇、交互

作用，進而演化到「文化交流」的相關概念、想法與論述。 

貳、文化交流與表演藝術相關理論與文獻 
身處在 21 世紀經濟、政治、文化、醫療、科技等體系緊密連結的全球化架

構之下，我們透過錯綜複雜的網絡與溝通管道的建立進行交流與互動，彼此形成

了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尤其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的全球襲擊之下，當一切被

迫停擺之際，人類僥倖尚能依賴數位網絡的世界，勉強維持全球經濟體系的運

作，經由空間的錯置進行知識、商品與文化的交流與流通。這樣的困境，使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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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到人類必須更緊密的連結在一起。然而深陷在重大全球危機的同時，我們必

須重新審視文化多樣性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因為正是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不平等

所帶來文化交流上的障礙與隔閡，使得各國無法在第一時間以相同正確的態度去

防堵病毒，以至於造成現今仍無法彌補的損失與無法解決的困境。在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 2005 年“文化表達的多樣性之保護與提倡”大會上，明確的指出倡導文

化多樣性是定義人類 基本的特質，它豐富了文化的能力、強化了人類多重的價

值，並且在社區、人類以及國家之間的永續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UNESCO, 
2015）。而文化交流正是以文化多樣性的理論為核心，強調文化皆是獨立且平等

互惠的概念，自從人類開始有領土擴張的行動時，它就無所不在地存在於每一個

商品交易、語言發展與文字紀錄中，因此理解文化交流的過程，將是理解當今社

會困境的首要任務之一（Strozenberg, 2019:113）。以下將從文化交流與社會、文

化交流的過程、表演藝術中文化交流的再現與社會意義，以及表演藝術的品牌建

立，探討當代文化交流下，表演藝術透過品牌的建立，並且作為文化交流的平台

與媒介，對於文化、藝術與社會的意義與影響。 

一、文化交流與社會 

關於文化交流與社會的論述，源自於面臨全球化下，隨著革命性的資訊與科

技接踵而來的多元化溝通模式與流量，對不同社會所帶來物質與想法上的交流。

這樣的轉變，使得歷史學家從 1980 年代開始，試圖描繪文化交流的特性，其中

Michael Espagne, Michael Werner 以及他們的跟隨者，將文化交流聚焦於國族的文

化轉移，藉此避免因比較歷史而衍伸出，例如轉移、接收與文化互滲等概念性的

問題（Kaufmann & North 2010:13）。英國歷史學家 Peter Burke 卻質疑這樣的論點，

並指出關於文化「轉移」，並不能充分地顯示出不同文化相遇時，複雜的資訊經

由不同方向流通的情況，因此應該使用文化「交流」；另外，從社會學到文學上

的許多研究皆指出，文化的接受並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過程。在文化交流的

過程中，想法、資訊、手工藝品以及實踐等並不是簡單地被接收，相反的，它們

被適應於新的所屬環境，並首先經由去脈絡化，接著再重新脈絡化與在地化，換

句話說，它們被轉化了（Burke 2009: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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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兩個不同文化的交流或轉移，學者 Gesa Stedman 引用自 Hartmut Kaelble
的著作《Der historische Vergleich》（歷史比較）中將文化交流或轉移定義為： 

“……不應只是資金、勞力、貨物、想法與概念的轉移，而是鑲嵌

了關於另一個社會的形象與辯論。這樣的論點，提供了對人更深入

的探討，以及包括不同社會的發展、友善程度以及陳規”（Kaelble, 
1999:21/Stedman, 2016:13）。 

Stedman 進一步指出關於 Kaelble 這樣的論述，顯示出兩個重要的推論，第

一，文化交流可能導向社會和文化的改變，它不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帶來文化

轉化的影響因素；第二，文化的象徵性，例如想法、概念、語言的形象以及陳規

等，不能與文化的物質面，例如行動、產品、人物等分離（Stedman, 2016:13）。

而另外一層關於選擇文化「交流」而不是文化「影響」的優勢在於，這樣的名詞

所強調的是接收的過程，並聚焦於文化和社會的轉變，其更深層的意義在於，「交

流」強調的是沒有一種文化優越於另一種文化（Stedman, 2016:13）。這也呼應了

文化多樣性做為文化交流的核心價值。 

承上述，文化交流刻印於社會的影響與轉變，除了來自於物質上如勞力、資

金、商品、規格等可量化的轉移，也包括了不可分離的非物質部分，如想法、論

述、知識、創意、美學等。因此若要分析文化交流鑲嵌於社會的程度，就必須更

近一步地了解其過程與媒介。 

二、文化交流的過程 

關於理解文化交流過程的核心要素，在於如何能具體地描繪出非物質與物質

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如何引導出所謂文化的轉化效應。然而困境在於，此互動關

係涉及的範圍複雜且抽象，難以將其具體化。首先，我們可以參考 Burke 所提出

參與文化交流主要因素的分類法，一、兩個文化之間的親近程度，二、文化相遇

和整合時的狀況，三、文化相遇時當下的結果（Burke, 2000）。然而這樣的分類，

仍然不足以提供有效的途徑，來概念化非物質與物質間的互動。Stedman 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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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相對彈性的方法，亦即經由強調語言和視覺的再現，並佐以實際物質過程與

轉化的分析，透過脈絡中的「再現」與「反映」的呈現來概念化文化交流的過程

（Stedman, 2016:14）。此方法非常重要的關鍵在於，「再現」此一名詞本身就包含

著創意與建構的潛能，因為「再現」並不只是單純的反射或接收「現實」，而是

經由一連串複雜的社會化轉變，命令並導引著接收者的回應（Stedman, 2016:14）。

而外在的物質條件，是如何在程度上影響文化交流過程中的「再現」與「反映」，

則是此一方法必須釐清的重要步驟。因此，維持非物質與物質之間的區隔，是構

成此方法成功的不可或缺條件（Stedman, 2016:14）。 

釐清「物質」、「非物質」、「再現」與「反映」之間的交互關係，成為我們理

解文化交流過程的重要條件。我們首先提出兩個問題，第一，非物質的部分如何

影響著物質的部分？第二，物質的部分對非物質的衝擊又是如何？文化交流藉由

「物質」的形式（例如書、劇本、手抄本或甚至表演等）的散播，透過作者有意

的方式將其文化、智慧以及政治經濟狀況等非物質的內涵傳達給特定的接收者。

所以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物質的面向是關鍵的，它影響著人們如何思考、期望，

並增長對話以及引導觀聽者的回應（Stedman, 2016:17）。另一方面，物質也影響

傳遞者進行文化交流活動時所運作的「系統」，這個系統讓文化的轉移成為可行

的，而它也正是所有物質與非物質的總和（Burke, 2000:22）。再者，關於文化交

流過程中的「再現」，Stedman 以盛行於 17 世紀中的英國復興喜劇（Restoration 
Comedy）1為例，該類型喜劇充滿著法國角色與文化的影響，說明了當「文字」

作為文化交流的傳遞者時，它紀錄了文化交流，甚至可以說，它代表了文化交流，

 
1 復興喜劇 Restoration Comedy 是一種英國喜劇，因為盛行於英國斯圖亞特王朝（Stuart 

Monarchy）的復辟時期(Restoration)（1660-1700）而得其名，英格蘭君主理查二世於 1660 年

廢除共和制度並重登王位，始稱復辟時期。該時期以擴大殖民地貿易為特色，英國的戲劇和

文學也得以復興並蓬勃發展。復興喜劇中的角色大多為上流社會中的貴族，劇中引用上流階

層特有的禮儀和對話，並經常嘲笑試圖力爭上游的中產階級，劇中的角色充滿著慾望、貪婪、

性愛與復仇等，以憤世忌俗和朝諷的口吻，來嘲笑當時貴族的婚姻以及生活。資料來源，

https://www.bl.uk/restoration-18th-century-literature/articles/an-introduction-to-restoration-comedy
，2020/11/14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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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作者寫下文字的當下，就已經接受並適應了外國的格式，這包括了角色的特

質、分類、禮儀，以及對話的模式，因此 終當作品完成時，作者與劇中角色透

過文字，將「反映」出「再現」以及「文化轉移」於一個超層次的境界（Stedman, 
2016:16）。 後，關於分析文化交流架構中的「反映」，或者說是「二手的觀察」，

亦即在文化交流的每一個過程中，二手的觀察都將反映出觀察者有意或無意間，

透過自身認知的適度校正與調整，影響了文化交流的舊有模式，進而形塑下一個

新階段的文化交流。因此，「反映」是推動文化交流轉變與進化的關鍵要素之一。 

三、表演藝術中文化交流的再現與社會意義 

承上述，文化交流中物質與非物質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影響著文化交流過

程的啟動與延續性，而再現與反映，則是將過程中物質與非物質概念的總和，融

合並轉化為具體的表象呈現出來，它們也是文化交流鑲嵌、影響、轉變社會的證

明。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仍然缺少了一個關鍵的角色，那就是文化交流中

的「傳遞者」。當人作為「傳遞者」時，我們承載了物質和非物質的部分，亦即

物質的媒介與形式，以及非物質的主觀意識、想法與創意等，因此當傳遞者從事

文化交流活動並形成一個完整的運作「系統」時，文化轉移才能被實現並永續地

進行下去。此運作系統，因為不同的文化交流形式，也將呈現完全不同的樣貌，

它可能是外交的、政治的，貿易的，也可能是文學的、音樂的、戲劇的、以及民

俗的。當我們檢視這些不同的運作系統時，其關鍵的相同點在於傳播者的社會涉

入程度以及想法的發展，而它們和文化的傳播有著相同的重要性（Stedman, 
2016:19）。想要了解傳播者在文化交流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其影響力，首先我

們必須先檢視其社會條件（文化、政治、經濟的背景），再來是他們建構知識與

傳播知識的手法，以及其身處的網絡（Stedman, 2016:19）。當我們將網絡連結到

傳播者運作的社會空間裡，檢視並分析該連結在象徵上以及實質上的社會框架

時，傳播者才能被看見，而唯有強調傳播者與社會之間的連結，才得以彰顯物質

與非物質的重疊處，以及文化交流的歷史位置（Stedman, 2016:19）。 

當表演藝術作為文化交流的傳播媒介與平台，藝術家作為傳遞者之時，我們

首先要來定義關於表演藝術的各項物質與非物質的分類。表演藝術（perfo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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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不同於造型藝術(plastic arts)，是以人作為表演者（舞者、演員、音樂家、藝

術工程師），透過肢體、動作、聲音或表情來呈現作品，作品是即時的，屬於當

下表演者、觀眾、與創作者之間互動共同完成，它和精緻藝術有 直接的關連。

表演藝術的內容與形式，可分為來自西方文化的音樂、舞蹈與戲劇，以及漢族文

化的傳統戲曲與傳統音樂。然而到了 21 世紀的今日，表演藝術之間的分類和區

隔已經不再顯而易見，一齣戲劇，可能以西方交響樂團形式演奏歌仔戲的音樂與

劇本，又或是一個舞劇，使用爵士舞、芭雷舞、原住民舞、古典音樂、流行音樂、

電子音樂等多種素材創作；正如同我們在世界各地知名的表演藝術節如法國的亞

維儂、英國的愛丁堡藝術節中所看到，跨界、跨媒材與跨文化已經成為當今表演

藝術創作的主軸，因此若以一個當代全新的表演藝術創作為例，它本身就是文化

交流的產物，其本質就是文化交流的印證，而該創作所需的專業技能、規格與需

求，例如專業芭蕾舞者、古典音樂演奏家、舞台的尺寸設備規格，以及燈光、聲

控、舞台的技術等，屬於「物質」的面向，而創作本身在語言、表演方式、美學

論述，以及文化、歷史、社會、政治上的來源與引用，則屬於「非物質」的面向。

當表演藝術創作的物質和非物質面向整合與交融一起，其重疊處顯示出「社會」

的涉入程度與位置。以表演藝術為例，其涉入社會的位置為「藝文」界，影響的

族群為藝術表演者、藝術工作者、藝術行政人員，以及藝文愛好著。以一齣結合

國內外藝術家共同創作的演出為例，該作品在文化、表徵、意義與概念上一切有

形與無形的總和，經由創作者、表演者以及觀聽眾三者的互動，透過表演的當下，

將文化交流中社會轉變與接收的「再現」呈現出來，而演出後觀聽眾的反應與迴

響、樂評的回應、社群的討論，甚至到未來作品的修改、加演或再製作等，則是

該作品的社會「反映」。因此，當跨文化表演藝術作品的「再現」與「反映」能

夠清楚的呈現，並與當代社會形成連結與互動，將形成啟動文化交流永續發展的

關鍵與開端。 

回應前述關於 Stedman 談到文化交流中的「再現」，它並不只是單純的反射

或接收「現實」，而是經由一連串複雜的「社會化」轉變，命令並導引著接收者

的回應（Stedman, 2016:14）。再者，文化交流中經由物質與非物質的重疊處而呈

現的「再現」，將顯示出其「社會」的涉入程度與位置。因此，要探討文化交流

下表演藝術之於社會的意義，必須從作品中的「再現」切入。以 TIFFA 為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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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屆的《歐蘭朵》與第二屆的《鄭和 1433》皆是以跨文化、跨界與跨時空為素材

而創作，作品的本身就是文化交流的印證，而表演藝術中文化交流的「再現」，

則是直接經由作品的表演而呈現。這樣的「再現」，第一，代表著當代社會對文

化交流的需求與接收，第二，它呈現出文化交流在當代表演藝術領域中，發聲與

表達的方式。文化交流自古以來，便不斷地在發生，而表演藝術的創作與表演，

只是將文化交流與當代社會的互動，透過美感藝術、創意創新的手法，或強調，

或諷刺，或提問等，以表演的方式凸顯這些社會議題或社會現象，在舞台上呈現

出來。因此，表演藝術的社會意義在於，當跨文化的藝術團隊共同成就一個創作

時，在追求更新更有創意的藝術層次之同時，文化交流下重要的社會議題與意識

型態，將經由一個更感官、更即時的藝術衝擊傳達給一般的觀聽眾，並引起更多

的重視、共鳴與討論。 

承接上述，所有關於跨文化表演藝術創作實現的過程與條件，它需要一個平

台，而「藝術節」不只提供了這樣的平台，更經由特定空間與時間的聚集，以及

串聯來自不同文化的作品、創作者、表演者、策展人、觀聽眾以及評論者等，形

成了一個完整的運作系統，讓文化交流與藝術對話可以在此系統中運作。「藝術

節」不僅是文化交流的傳遞者、媒介與平台，更重要的，它是連結文化交流「再

現」與「反映」並實踐文化交流永續發展的一切可能。而「藝術節」作為表演藝

術在時間與空間匯集密度 高的平台，其品牌建立勢必成為行銷與推廣的重要關

鍵，以下就表演藝術品牌建立的相關論述加以探討。 

四、表演藝術的品牌建立 

當藝術節作爲集結、統籌與再現表演藝術的平台與媒介，那麼表演藝術的品

牌建立，則是反映出文化交流的核心價值與象徵性。關於品牌的論述，近年來因

為文化產業的興起，也漸漸地從與實體商品連結，擴展到更廣泛的文化體驗與社

會連結。表演藝術屬於文化產業中較為抽象與象徵性的領域，當消費者觀賞完一

場表演，所得到的是精神上與文化上的體驗與回饋，因此表演藝術的品牌特色，

通常也更具有文化與藝術的特定性。以台灣知名的表演藝術品牌為例，通常指的

是一群藝術工作者所創造出，特定藝術領域與風格的創作與表演；例如「雲門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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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是由知名舞者林懷民所創立表演並創作現代舞蹈的團體，「朱宗慶打擊樂團」

是以古典音樂的打擊樂為基礎擴展到多元的當代打擊樂表演，「紙風車劇團」則

是以兒童戲劇為主並專注於關懷偏鄉兒童美學教育之表演與推廣為主。從以上的

表演團隊，我們可以看見成功的表演藝術之品牌，代表的是特定的文化與社會認

同結合下的市場區隔，以及一種「產品與附加價值的全面結合」(Hill et al. 
2004:189）。 

關於表演藝術的品牌建立，可以從三個核心結構談起，分別為藝術創作、文

化連結以及社會連結。第一，藝術創作：透過強調該產品的藝術性與原創性，例

如該產品是在哪一種藝術領域創作，以及參與的藝術家、專業技術與背後的美學

論述等，來塑造品牌的高度專業性與區別性；第二，文化連結：透過彰顯某種文

化的特殊性，此特殊性可以是具體的生活風格，或是無形的意識型態，藉由消費

透過產品與該文化連結；第三，社會連結：從文化連結，進而和一群喜愛相同文

化的消費者產生社群的認同感，或是社會的歸屬感，透過產品形成一種具體的群

體表達與發言。表演藝術的產品，藉由此三個核心結構彼此互相連結、互動與影

響，形成了強烈而鮮明的品牌形象。然而，品牌建立與策略畢竟源自於市場取向

的行銷理論，因此該如何將一般產品性的品牌策略運用在抽象的表演藝術品牌建

立與連結？以下將透過兩位學者對產品以及品牌的論述，來進一步補充以上對表

演藝術品牌建立核心結構的詮釋與理解。首先，表演藝術屬於高度自主性的藝術

創作產品，其品牌建立和市場導向的品牌策略有所不同，經由學者 Hirschman 在

“Aesthetic, Ideologies and the Limits of Marketing Concept”（美學、思想意識以及行

銷概念的限制）文章中提到關於美學與思想意識產品的五大特性，可用來理解為

何表演藝術的產品或品牌不適用於一般傳統的市場行銷理論。Hirschman 提到自

發性的藝術創作或思想意識的產品，受制於意義與詮釋的影響大於功能與實用

性，因此要了解美學與思想意識產品的行銷特性與限制，必須先瞭解其五大原生

特點，分別為：1.抽象（Abstraction）: 產品能引發非物質本身的聯想或意義。2.
主觀（Subjectivity）: 產品的藝術價值與思想意識都是經由主觀的體驗而產生，

透過消費者不同的主觀詮釋，將會產生不同的情緒上與思想上的回應。3.非實用

性（Nonutilitarian）: 產品的價值不是來自於它的實用性，而是來自於消費者主觀

的反映與聯想。4.獨特性（Uniqueness）：產品 大的識別性在於其獨一無二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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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並無法被再複製或衍生出來。5.整體性（Holistic）: 因為每一個產品的獨特

性，其美學與思想意識是同時相互依賴地存在，無法用一般行銷的屬性結構將其

分開來分析（Hirschman 1983:50-53）。再者，麥克・蒙（Michael Moon）與道格

・米勒森（Doug Millison）則是提到成功的品牌所包含的四項元素，分別是 1. 滿

足感（Satisfaction）：它代表著消費者在購買或體驗該產品時的預期與希望有被實

現，它可能是無形的想法、感受、身體感觸或是情感交流，任何形式所產生的歡

愉和滿足。2.合作感（Collaboration）：品牌的建立代表的是買賣雙方持續互動與

互惠的合作。3. 關係（Relation）：合作的結果制定了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關係。

4. 故事（Story）：每一個品牌都訴說著一個故事，故事中穿插著買方與賣方的關

係，有些品牌故事，更因此成為一群相似人群的專屬標記（Moon & Millison 
2002:14）。藉由以上品牌四項元素的分類與解釋，幫助我們更具體的釐清消費者、

生產者以及產品這三者間的互動與關係。 

本研究將表演藝術品牌建立的三個核心結構，結合美學/思想意識產品的五大

特性，以及品牌的四項元素結合，整合為以下圖 1，透過建構由三個區塊形成的

同心圓，來進一步解釋表演藝術品牌建立中各個不同面向與過程間的交互關係之

結構圖。品牌的建立由第一個區塊啟動，消費者經由參與表演藝術的演出，透過

「主觀」的體驗而產生「抽象」的聯想以及「非效用性」的價值，並經由期望的

實現而產生「滿足感」，進而對該「藝術創作」的型式、藝術家、藝術網絡產生

認知與興趣。接著，進入第二區塊，因為體驗藝術創作所帶來的「獨特性」，建

立起買賣雙方持續的互動「關係」與「合作」，這樣長期的互動與交流形成了所

謂「文化上的連結」。 後，第二區塊擴大為第三區塊，產品因為美學與思想意

識所形成不可分離的「整體性」，建構一個完整的「故事」，此故事包含了消費者、

創造者與產品間的角色關係與連結，並且共享一個文化連結，進而與一群共同愛

好者產生社群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並藉由社群的力量擴大意見的傳達與抒發，與

社會互動並形成社會的連結。當品牌的第三區塊成形後，將會影響第一區塊，這

意味著啟動新的藝術創作，或者是擴展原有的藝術創作型態，如此三個區塊彼此

循環影響著，形成一個表演藝術品牌建立的永續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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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表演藝術品牌建立結構圖 

 

以下將以全球知名的表演藝術節“法國亞維儂藝術節”為例，分析以多元創

新與文化交流為核心之下，成功的品牌建立特色與模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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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表演藝術節之品牌建立：以法國亞維

儂藝術節為例 
一、亞維儂藝術節之介紹 

1947 年，法國演員暨劇場導演尚·維拉（Jean Vilar）受邀至法國東南部歷史

古城亞維儂執導劇作，因為有感於當時表演藝術界的觀眾侷限於社會中的菁英階

層，維拉希望能夠開創新局，創作一個給一般觀眾欣賞作品（People’s Theatre）

的機會，同時，也希望能夠擺脫大量資源集中與美學觀點皆以首都巴黎為主的傾

斜狀態，因而創立了「亞維儂藝術節」（Festival d’Avignon），希望藉由「去中心

化」的過程（Decentralization），開創一個人人皆可參與，充滿實驗創新的藝術節
2。 

亞維儂藝術節於每年七月舉辦，節目類型多元，除了創始初期以戲劇為主、

繼而有音樂與舞蹈陸續加入，之後也廣納裝置藝術、展覽、電影、論壇等各式活

動。場地則是遍布全城，除了 知名的教皇宮（Palais des Pape）中庭以及亞維儂

現有的劇院之外，藝術節期間，教堂、學校、修道院、體育館、博物館、甚至亞

維儂近郊的石礦場，都化身成為專業的表演藝術舞台。節目策畫則是遵循當年維

拉的路線，以多元創新、前瞻實驗為主軸，至今不變。 

而其呈現的內容，除了藝術節官方正式邀請的節目外，還有《外亞維儂》

（OFF AVIGNON）之表演節目。外亞維儂是提供機會給許多有潛力、有心投入

的表演者或表演團體一個自由開放的空間，1971 年由 Paul Pauax 成立了外亞維儂

藝術節辦公室，各個表演者或表演團體只須租到演出空間，就能參與外亞維儂的

活動，表演團隊必須自負盈虧，而演出場地則包括電影院、倉庫、咖啡廳、工廠

改裝等，拓展了表演藝術在城市中呈現的各種可能性（蔡佩穎 2017:34）。1982
年「外亞維儂藝術節民眾協會」（Avignon Public OFF）成立，使其運作機制更完

 
2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festival-609，2020 年 11 月 11 日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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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2007 年「外亞維儂藝術節暨團隊發展聯盟」（Avignon Festival et Companies, 簡

稱 AF&C），除了整合各方行政體系，更建立起民眾與表演團隊的橋樑，例如製

作免費節目冊與劇場地圖、專業會員註冊機制、成立藝術活動基金會等（蔡佩穎 
2017:35）。外亞維儂藝術節另一項重要的特點，是提供參與亞維儂藝術節之各國

經紀人有發掘新秀的機會，而各式傳單及海報，玲瑯滿目、百無禁忌地隨處可見，

形成一種不同於傳統藝術節的廣告風貌。在此期間，亞維儂整個城市全部投入藝

術節的活動，其週邊商業產值帶動小城華麗轉身的翻轉機會。 

時至 2020 年，進入第 74 屆的亞維儂藝術節，每年約有 50 檔法國及國際製

作，推出超過 300 場的演出以及 400 多場的週邊相關活動，而演出的舞台則是遍

佈城內外 20 個以上的場地，觀眾人次每年超過 14 萬人。亞維儂藝術節不僅是全

球歷史 悠久的藝術節之一，更是當代表演藝術界 重要的國際盛事，同時，也

因為藝術節的帶動，讓亞維儂不僅成為法國的表演藝術之都，更活化了城市發

展，在文化觀光上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二、亞維儂藝術節內容與文化交流模式 

亞維儂藝術節之節目策畫以多元創新、前瞻實驗為主軸，其內容因不同年

代、不同總監、不同策略而有所不同。草創前 17 年完全由創辦人也是靈魂人物--
法國劇場導演尚・維拉（Jean Vilar）主導，他的動機源自於「去中心化」的思考，

「在創作方面，希望年輕敏感的新一代能跳脫巴黎觀點，革新戲劇作品的創作方

式；表演場所方面，希望能解放密閉空間，例如在建築物的大廳、地窖中或客廳

表演；讓藝術能如黑夜繁星閃爍於自由的各個角落」3。他更想將菁英藝術推向人

群中，在原創品質不變，但讓人人都有接近藝術的機會，也就是文化平權的實踐。

這項革新的觀念影響整個法國，各地紛紛響應，而地方的領航者會帶著團隊，每

年七月來到亞維儂朝聖，大家相聚互相切磋，對法國戲劇創作注入大量的生命

力，形成一波新的文化運動。 

 
3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archives，2020 年 11 月 11 日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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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維拉開始思考如何突破現狀，更上一層樓，遂開始邀請其他導演、製

作人、演員們共同策劃。1966 年開始納入跨界的節目，例如舞蹈、電影、音樂劇…
等作品，1967 年也拓展新的表演場所，這期間觀聽眾不斷增加，幾乎擠滿了整座

小城，維拉開始警覺愈來愈難經營。1968 年法國發生革命性的學生運動，雖然維

拉善於與年輕人溝通，但也受到革新派學生的挑戰與質疑，讓他十分沮喪，不幸

於 1971 年逝世。在此同時期亞維儂出現《外亞維儂》的藝術活動，來自四面八

方的藝術家，只要能租到場地，就可參與亞維儂七月的表演，亞維儂已成為法國

表演藝術創作的極地4。 

1980 年新的藝術總監保羅·普歐（Paul Puaux）接手，並請伯耶·飛舞達榭

（Bernard Faivre d’Acier）為藝術行政總監，上任後首先建立維拉紀念館並革新行

政制度，迎向新的趨勢潮流，運用 新科技技術。這一波改革，讓法國戲劇作品

擴大範圍，各項創新作品源源不斷出籠，儼然成為現代創作 前衛的基地。1992
年更開放國際，邀請名導 Peter Brook 在藝術節中展演新作《Du Mahabharata》，

自此藝術節敞開大門迎向世界，並在 1993 年宣佈亞維儂為「歐洲戲劇極地」“ l’un 
des poles europeens du theatre” 5，接著邀請俄國、南美各國，亞洲包括日本、韓

國、台灣、印度，以及中歐、東歐等各國藝術家與團隊來亞維儂共襄盛舉，成為

世界表演內容 豐富的交流平台，開啟了以藝術文化互相觀摩的交流方式。 

2003 年藝術節迎來 Hortense Archambault 和 Vincent Baudriller6兩位新舵手，

他們更有野心於開拓多元文化的相互撞擊；每年邀請一位或兩位同或不同國籍的

藝術家擔任策展人，並與法國藝術家協會討論，共同腦力激盪，尋求由不同角度

來觀察藝術之未來發展及創作方向的躍進，這種方式締造出跨領域、跨國、跨文

 
4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archives，2020 年 11 月 11 日瀏

覽。  
5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archives，2020 年 11 月 11 日瀏

覽。  
6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archives，2020 年 11 月 11 日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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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跨時空的國際文化交流成果，顯然多元文化正以乘法的方式迅速成長。而每

年的策展主題也擴展至對社會及政治議題的省思；各國藝術家們紛紛以每年的主

題為藝術節觀聽眾帶來新的原創作品，此時的亞維儂可謂原創的動力發電基地，

成果令人驚豔。 

2014 年至今，藝術家 Olivier Py 及 Paul Roudir 共同接手藝術節，他們提出

「去中央化的三里路」“decentralisation des 3 kilometres”之觀念7，積極擴展觀聽眾

的人數，更努力拓展文化藝術之疆土，開始舉辦巡迴演出並與各種露天舞台結

合， 強的致勝點是在亞維儂鎮的中心點，定點在藝術節期間每天有論壇的舉

行，邀請社區居民、駐城藝術家、學校老師、學生及各種協會共同參與，這種互

動從七月單月的時間演變成整年生活的日常。亞維儂藝術節的活動慢慢變成經年

累月的生活內容及方式，這是漸進式公共文化治理 好的範例，亞維儂如實如質

地成為文化城市。這種文化氛圍因科技的進步、互聯網的擴展，在數位政策已成

為亞維儂重點政策之後，透過世界網絡，讓亞維儂獲得「亞維儂神話」的美名
8，

它是各種文化的集散平台，集結多元文化讓世界體驗，也讓各種文化散播至世界

各個角落。它還在演變中，但永遠不變的是它多元創新、實驗前衛的精神以及原

創為主的核心價值。 

三、亞維儂藝術節之品牌特色 

藝術多元創新、實驗前衛的核心價值，正是讓亞維儂成為世界藝術文化創作

與集散平台窗口的關鍵，也是亞維儂之品牌特色。 

由「多元創新」說起，在草創初期長達十七年的時間，創辦人維拉全心投入

法國戲劇的創作與公演，奠定了藝術節「原創」的核心價值。2003 年後開創以當

 
7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archives，2020 年 11 月 11 日瀏

覽。  
8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archives，2020 年 11 月 11 日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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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議題與藝術專業每年設定主題、邀請各國策展人的方式，來迎接全世界的藝術

家及藝術團體。其中，在邀請和遴選表演團隊的過程中，秉持著文化民主化的原

則，尊重並包容多元文化在表演與詮釋上的差異，並以該表演的原始語言呈現（沈

芸可 2016:9）。受邀之各國藝術家依主題為亞維儂觀聽眾創作新的作品。隨著千

變萬化的主題，加上藝術家們精彩的創意思維，確切讓藝術節的節目達到「多元

創新的目標」。自 2013 年起迄今，為了以不同角度詮釋「藝術」，邀請駐城藝術

家、藝術團體、社區居民、專家學者、學生及媒體朋友們，展開全年性的對話。

這個城市就如此浸潤於文化氛圍中，藝術文化成為生活的日常，新穎的主題源源

不斷的產生，大規模的文化運動就此形成。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推出新的「數

位藝術」政策，藝術與科技的結合已然成形，運用互聯網的威力，亞維儂藝術節

之影響已遍佈全世界。可以肯定的是藝術節在藝術探索、藝術詮釋、藝術思考、

藝術創作及展演各方面，都如實如質的彰顯「多元創新」的價值。 

在「實驗前衛」方面，從觀念、空間、藝術家與觀聽眾、菁英與普羅、法國

與歐洲、全世界對焦之衝擊，在策略上均是 前衛、實驗的思考，也因觀念的前

衛，所有的風險都被視為必然，不管是任何一方的體驗者均能享受探索與發現的

驚喜，而作品呈現方式多樣多元，其前衛的趨勢正引領世界走向未來。 

至於「世界藝術文化創作與集散平台窗口」，亞維儂藝術節秉持「原創」的

原則，每年演出約四分之三的全新製作，其中分為世界首演（création mondiale）、

全歐洲首演（création en Europe）以及法國首演（création en France）（沈芸可 
2016:10）。這些新作透過亞維儂藝術節在節目品質上的把關，有機會和來自全世

界的藝術平台接軌，對鼓勵當代表演藝術創作，有著關鍵性的貢獻。另外以台灣

為例，1998 年文建會主委林澄枝領軍台灣八個團隊，包括：亦宛然掌中劇團、復

興閣皮影戲劇團、小西園掌中劇團、優劇場劇團、漢唐樂府南管古樂團、無垢舞

蹈劇場、當代傳奇劇場、國立國光劇團進軍亞維儂藝術節，首次大規模讓世界認

識台灣的藝術文化（文建會 1998：249-251）。也因此次之曝光，牽成 2000 年 9
月文建會陳郁秀主委領軍台灣五個團隊參加第九屆里昂國際雙年舞蹈節（文建會 
2002：52-53），包括：漢唐樂府、無垢舞蹈劇場、臺灣戲曲專科學校綜藝團、優

劇場、雲門舞集，並與五個團隊一起參加「里昂市封街舞龍大遊行」，開啟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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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灣各藝術家與藝術團體巡迴世界各大洲、各國演出的濫觴，足跡遍佈莫斯

科、巴黎、紐約、里昂、馬賽、西班牙、義大利、德國、愛爾蘭…等地，因為亞

維儂藝術節是個被世界認可的品牌，能在亞維儂表演就是一種認證的過程，而它

多元創新、實驗前衛的特質，始終不變，成就世界藝術文化平台窗口的美名。這，

就是亞維儂藝術節品牌之特色。 

亞維儂不僅彰顯法國藝術文化的偉大，也為人類藝術文化催化了多元多樣精

彩的創作內容，是文化交流核心價值之文化多樣性的實踐與發揚光大。 

肆、台灣國際藝術節 TIFA 之品牌建立 
台灣國際藝術節（以下簡稱 TIFA）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所主辦，每年二月至

四月，為期三個月一檔又一檔高密度的戲劇、舞蹈、音樂與跨界的表演，輪番在

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以及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開演的國際藝術節。從第一屆「藝

術與科技」、第二屆「多元與永續」以及第三屆「愛與和平」設定藝術節主題並

延續下去，TIFA 每年以該年度主題為主軸製作旗艦計畫並邀請國內外團隊來台演

出，其中旗艦計畫與國內藝術家與表演團隊方面，皆鼓勵具有台灣元素、經驗與

在地特色創作為主軸，藉此創造並累積屬於台灣的表演藝術品牌（陳玠維 
2015:24）。在進入台灣國際藝術節 TIFA 的品牌建立之前，首先將先探討 TIFA 藝

術節的重要性以及與國內其他藝術節的區別性。 

一、TIFA 的重要性與區別性 

面對後工業時代文化商業化趨勢的興起，藝術家為了行銷藝術作品，也面臨

必須正視市場需求的挑戰。然而藝術消費的困境在於藝術活動本身分散化的趨

勢，這使得藝術工作者必須找出創作概念與社會關係的連結，而藝術節正是一個

行銷藝術的好方式（吳淑鈴 2001:109）。國內研究指出，過往文建會也曾積極為

國內表演團隊爭取國外知名藝術節的表演機會，民間團隊也曾嘗試類似的藝術節

整體策略聯盟（傅裕惠 2001:12-13）。可見國際藝術節是讓藝術家與作品獲得高

度曝光與機會的有效管道，另外藝術節所具備時間、場地與表演高密度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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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透過藝術節的名義來推廣藝術活動，在宣傳的效果與費用上都比較符合經濟

效益（吳淑鈴 2001:110）。因此藝術節對表演藝術的推廣與行銷上，有著關鍵的

重要性。然而在台灣眾多的藝術節中，民間公司如牛耳藝術公司所舉辦的國際巨

星藝術節，高價位的票價仍一位難求，雖然達到高度的文化商機，卻也令人反思

是否淪為節慶式的商業活動，而藝術節經紀人則成為「買辦」的生意人（吳淑鈴 
2001:112）。另一方面，由公家單位所舉辦的藝術節，其優點在於擁有充足的經費

與資源，但缺點卻為受到繁複公家體制所帶來政治干預文化的現象以及法律上如

政府採購法的限制，這些都侷限了藝術節運作的效率以及藝術性與原創性的發展

（吳淑鈴 2001:118）。因此當我們透過國際藝術節讓台灣有希會站上國際舞台的

同時，作爲有選擇權的主辦者，更應該思考與規劃如何掌握自己文化的主體詮釋

權（吳淑鈴 2001:116）。而 TIFA 的主辦單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作為國內第一個

行政法人化的藝術機構，一方面擁有公家單位穩固與豐沛的財源，另一方面則是

賦予專業藝術在創作與策劃上自由發揮的空間，並免於受限過多的市場考量，形

成了一個多元而穩健的系統。綜合上述，我們可歸納出 TIFA 藝術節的重要性在

於：（一）是一個有效率並符合經濟效應的行銷藝術手法，（二）提供一個介於政

府與民間，多元卻穩固的組織與平台，作為國內表演藝術的培植與發展。 

然而在台灣如此開放與多元的環境下，常年可在各個藝術場館觀賞到國際級

或台灣本土傑出藝術家表演與創作，該如何區分 TIFA 與其他表演藝術場所主辦

的藝術活動以及外租節目呢？以國內另一個以表演藝術為主軸的「NTSO 屯區國

際藝術節」為例，該藝術節為國立台灣交響樂團（以下簡稱國台交）所主辦，從

2016 年的七月開始，為期一個月的藝術節。綜觀 2019 年「NTSO 屯區藝術節」

的表演節目，其中十檔包括三場國台交附屬的國際青少年管弦樂營相關音樂會、

一場國外合唱表演團隊、以及六場聲樂音樂會（其中兩場為原住民合唱表演團隊）

9。比較 TIFA 藝術節與「NTSO 屯區國際藝術節」，其相同處在於主辦單位的組織

性質，皆為文化部的下屬單位並經營公有表演場所（國家表藝中心經營國家音樂

 
9  參考自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官網，首頁/ 新消息/消息回顧，

https://www.ntso.gov.tw/information?uid=928&pid=100795，2021 年 06 月 14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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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與戲劇院，國台交經營國立台灣交響樂團演奏廳）；其相異處為規模性、原創

性與多元性。規模性指的是從演出製作所需的經費、涉入的專業藝術團隊人數與

專業藝術技能之分類，以及演出時所需的場地與技術支援等，TIFA 都高出許多；

原創性上，TIFA 的旗艦製作如《歐蘭朵》，《鄭和 1433》，演出內容與呈現方式皆

為世界首演之全新創作，而「NTSO 屯區國際藝術節」則是完全缺乏原創性的首

演作品；多元性方面，從以下表 1 可見 TIFA 的演出涵蓋音樂、舞蹈、戲劇以及

包含以上三類的跨界形式創作，反觀「NTSO 屯區國際藝術節」的節目表演方式，

只包含了音樂類別下的交響樂與聲樂，在多元性的廣度與深度上皆有很大的差

異。 

TIFA 它是一個有主體性的個體，一個以多元文化創作為核心的有機體，它在

短時間內高密度的集結來自世界各國的創作者、表演者、藝術工作者與觀賞者，

提供他們一個可運行的生態系統在此合作、碰撞並激盪出創意與創新的合體；相

對的，國內許多同樣名為「國際」藝術節，大多只是引進國外表演，除了欠缺與

國外表演團隊或經紀公司長期的合作關係，更遑論藝術與文化主體性的交流與創

作。TIFA 的品牌價值核心在於「多元」與「原創」，而這兩個價值藉由跨國、跨

文化、跨領域創作的世界首演作品實踐與呈現，另外多檔國外作品在亞洲首演，

也透過 TIFA 的引進與 TIFA 主體性的呼應，乘載著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首次相遇

的全新體驗（陳郁秀 2009a:390-393）。TIFA 是以多元文化的呈現為核心與發想的

表演藝術節，其本質就是文化交流的實踐與體現。然而在文化交流的基本架構

下，作為「台灣國際藝術節」的品牌要如何透過節目的特殊性與其他國際藝術節

區分，甚至進一步建立起其重要性與代表性，這勢必要經由長遠品牌核心的價值

建立以及永續的經營方法。因此關於 TIFA 品牌建立，本研究透過表 1 整理並列

出 2009 年至 2021 年共十三屆的節目主題與內容，其中特別整理出歷年跨國與跨

文化的製作演出，並透過檢視、爬梳與分析 2009 年第一屆與 2010 年第二屆的展

演理念、節目創新以及主題特色等面向，其中聚焦於 2009 年第一屆與 2010 年第

二屆 具代表的二齣世界首演旗艦製作《歐蘭朵》與《鄭和 1433》，以及加拿大

4D Art 劇團《諾曼》、奧地利 3D 肢體狂想曲《春之祭》、原住民音樂劇《很久沒

有敬我了你》等作品，來呈現文化交流中，表演藝術品牌之建構過程與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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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國際藝術節 TIFA2009~2021 年節目總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10) 
 

年份 主題 節目 跨國、跨文化 
節目 

2009 「未來之眼-科技與

藝術」： 
2009 年兩廳院首度

開辦「台灣國際藝術

節」，以「未來之眼」

為主題，讓「科技」

躍 身 為 舞 台 表 演 的

主角，邀請觀眾與世

界同步，親睹 具前

瞻性、指標性的十二

檔 國 內 外 重 量 級 節

目。 

1. 兩廳院廣場藝術節《VGL 電玩交響音

樂會》 
2. 羅伯威爾森與魏海敏《歐蘭朵》 
3. 瑪雅貝瑟多媒體大提琴獨奏會《明日

世界》 
4. 西班牙國家現代舞團《慾望之翼》 
5. 菲利浦格拉斯與李歐納柯恩《渴望之

書》 
6. 加拿大4d art劇團《諾曼》 
7. 義大利T.P.O.視覺遊戲劇場《魔毯上的

秘密花園》 
8. NSO永遠的童話《鼠際大戰》 
9. 優人神鼓《入夜山嵐》 
10. 小西園掌中劇團《天波樓》、《周處除

三害》、《古城訓弟》、《大破銅旗陣》 
11. 俄羅斯馬林斯基劇院芭蕾舞團暨交響

樂團《睡美人》、《天鵝湖》 
12. 奧地利3D肢體狂想曲《春之祭》 
13. NSO旅人之歌《馳騁66號公路》 
14. 《大幻影》新媒體藝術展 

羅伯威爾森與

魏海敏《歐蘭

朵》 

2010 「未來之眼－多元

與永續」： 
2010 年 台 灣 國 際 藝

1. 西班牙索爾比克舞團《火烤美人魚》 
2. 原舞者《阿美族年祭歌舞》 
3. 羅伯威爾森與優人神鼓《鄭和1433》、

羅伯威爾森與

優人神鼓《鄭和

1433》 

 
10 資料來源：歷屆節目單手冊以及網站

https://npac-ntch.org/programs/series/tifa/D949F22F63544473B558A2B0FE1A2E20, 2021 年 11 月 
10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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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節主題為「多元與

永續」，旨在呈現世

界 各 國 及 台 灣 本 島

的多元文化，以及關

注地球暖化、海洋污

染等環保議題。而為

鼓 舞 女 性 劇 場 工 作

者 的 國 際 劇 場 組 織

「瑪大蓮娜計畫」，

也 將 首 度 與 台 灣 國

際藝術節連結，突顯

女 性 於 劇 場 藝 術 中

的重要性。 

《歐蘭朵》 
4. 簡文彬、角頭音樂與NSO《很久沒有

敬我了你》 
5. 法國普雷祖卡現代芭蕾舞團《白雪公

主》 
6. 英國喬治芬頓與NSO《藍色星球》 
7. 德國林美虹與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

《天鵝之歌》 
8. 哥倫比亞集體創作劇團《艾蜜莉･狄更

生》 
9. 王心心與心心南管樂坊《南管詩音樂-

聲聲慢》 
10. 雲門舞集《聽河》 
11. 丹麥歐丁劇場《鹽》 
12. 呂紹嘉、馬汀葛魯賓格與NSO《鼓動･

心動》 
13. 德國獨一無二劇團《米･蒂･亞》 
14. 德國歐斯特麥耶與柏林列寧廣場劇院

《哈姆雷特》 
15. 譚盾、NSO與NCO《譚盾之臥虎藏 
16. 《繁星蒼穹》星空特展 
17. 《燈夕茶會》展演 

2011 「愛與和平」：  
在 全 球 化 與 在 地 化

激烈對話的時代，表

演 藝 術 作 為 各 地 文

化的窗口，展現出更

深層的心靈對話，並

強調友愛與和平，希

望 表 演 藝 術 能 成 為

世 界 各 類 文 化 的 靈

1. 戶外開幕演出-十鼓擊樂團&鴻勝醒獅

團&法國不具名劇團 
2. 兩廳院旗艦製作：鈴木忠志《茶花女》 
3. 華沙新劇團《阿波隆尼亞》 
4. 西班牙出奇偶劇團《香蟹大飯店》 
5. 黃俊雄電視木偶劇團《雲州大儒俠》 
6. 明華園戲劇總團《蓬萊仙島》 
7. 表演工作坊《那一夜，在旅途中說相

聲》 

兩廳院旗艦製

作：鈴木忠志

《茶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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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無疆界的溝通。 8. 香港進念･二十面體 榮念曾實驗劇場

《夜奔》 
9. 比利時當代舞團《斷章取”藝”-獻給

碧娜》 
10. 碧娜･鮑許 烏帕塔舞蹈劇場《水》 
11. 克羅諾斯絃樂四重奏《太陽光輪》 
12. NSO《佩麗亞與梅麗桑》 
13. 萊比錫布商大廈管絃樂團 
14. NSO歌劇音樂會《艾蕾克特拉》 
15. 極簡音樂教父史提夫･萊許《榮耀75》 

2012 「 傳 承 與 開 拓 」： 
2012 台 灣 國 際 藝 術

節以「傳承與開拓」

為主題，安排演出國

內外大師的佳作，也

開啟新的跨國、跨界

製作，從中探討表演

藝 術 創 作 者 在 面 臨

文化傳遞時，如何保

護傳統的精髓，並拓

展新時代的思維。 

1. 俄國、法國、英國《暴風雨》 
2. 人力飛行劇團《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3.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降靈會》 
4. 巴黎北方劇院《魔笛》 
5. 瑞士洛桑劇院《操偶師的故事》 
6. 日本笈田ヨシ(Yoshi Oida)《禪問》 
7. 澳洲 淚湯匙劇團《深海歷險記》 
8. 漢唐樂府《殷商王･后》 
9. 國光劇團《艷后和她的小丑們》 
10. 舞蹈空間&法國艾維吉兒舞團《明天

的這裡會有黎明嗎?》 
11. 2012兩廳院年度製作&法國卡菲舞團

《有機體》 
12. 英國 侯非胥･謝克特現代舞團《政治

媽媽》 
13. 以色列 艾維･艾維塔曼陀林音樂會 
14. 德國 哈丁與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 
15. 美國 蘿瑞･安德森《妄想》 
16. 台灣 NSO節慶系列《百年･風雲》 
17. 美國&台灣 吳蠻與原住民朋友 
18. 台灣 NSO歌劇音樂會《修女安潔莉

1. 舞蹈空間&
法國艾維吉

兒舞團《明

天的這裡會

有黎明嗎?》 
2. 俄 國  法 國 

英國《暴風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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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2013 「今典出航 藝揚 
國際」： 
2013 年 台 灣 國 際 藝

術節以「今典出航 藝

揚國際」為主題，不

僅重現當代 大師經

典 ， 也 推 出 創 新 製

作，在兩廳院舞台輪

番上陣。 

1. 智利猴厲害劇團《魚不會飛》 
2. 德國柏林人民劇院《賭徒》 
3. 台灣、法國/飛人集社&東西社《消失

─神木下的夢》 
4. 台灣國光劇團《水袖與胭脂》 
5. 台灣綠光劇團、台灣文學劇場二步曲

《單身溫度》 
6. 希臘阿提斯劇院《普羅米修斯》 
7. 台灣、以色列/變色龍擊樂二重奏與國

家交響樂團《無限之旅》 
8. 法國文生‧佩哈尼與弗朗索瓦‧薩爾

克《吉普賽靈魂》手風琴與大提琴二

重奏 
9. 台灣、德國2013兩廳院年度製作《落

葉‧傾城‧張愛玲》 
10. 台灣江之翠劇場《望明月》南管音樂

會 
11. 台灣、德國/莎賓．梅耶與國家交響樂

團 《純淨美聲》 
12. 台灣、德國、瑞典、澳洲/國家交響樂

團與台北愛樂合唱團/威爾第《安魂

曲》 
13. 美國、以色列/馬歇爾舞蹈劇場《金雞》 
14. 台灣、喬治亞共和國/雲門舞集與魯斯

塔維合唱團《流浪者之歌》 
15. 台灣、德國孫尚綺《浮．動》 
16. 台灣、日本、印度、柬埔寨/梅田宏明 

《形式暫留》&《觸‧覺》 
17. 德國碧娜．鮑許烏帕塔舞蹈劇場 《穆

勒咖啡館》&《春之祭》 

1. 台灣、德國 
2013 兩 廳

院 年 度 製

作《落葉‧

傾城‧張愛

玲》 
2. 台灣、德國 

孫 尚 綺 
《浮．動》 

3. 台 灣 、 日

本、印度、

柬埔寨  梅

田 宏 明 
《 形 式 暫

留》&《觸‧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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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玩轉世界、經典不

設限」： 
2014 年臺灣國際藝

術節以「玩轉世界 經

典不設限」為主軸，

邀 集 國 內 外 大 師 級

與 新 生 代 的 頂 尖 創

作者，以高度創意在

經 典 與 傳 統 上 開 創

新局，讓人感受表演

藝術強大的活力。 

1. 兩廳院年度製作/白先勇《孽子》 
2. 兩廳院與KYLWORKS跨國共製《幸運

餅乾》、《季利安計畫》 
3. 迪克蘭．唐納倫的《罪‧愛》 
4. 丹尼爾．芬茲．帕斯卡《華麗夢境－

給契訶夫的一封信》 
5. 法蘭克．迪麥可《愛情剖面》 
6. Y2D Productions 及 Chamaleon 

Productions《李奧先生幻想曲》 
7. 喬瑟夫．納許《伍采克》 
8. 西班牙佛朗明哥舞蹈天后伊娃．葉爾

芭波娜舞團《雨》 
9. 安潔拉．休伊特鋼琴獨奏會 
10. 伊凡．費雪布達佩斯節慶管絃樂團 
11. 南法人聲樂團拉布蘭之心 
12. 「來自印度的天籟」音樂會 
13. 呂紹嘉&國家交響樂團《英倫盛宴》 
14. 胡德夫音樂會《種歌．眾歌》 
15. 臺灣國樂團「王者之聲」 
16. 「寂靜之眼跨界音樂會」 
17. 唐美雲歌仔戲團《狐公子綺譚》 
18. 山宛然與弘宛然布袋戲團《聊齋─聊

什麼哉?!》 
19. 二分之一Q劇場《風月》 
20. 舞蹈空間與香港進念．二十面體超領

域多媒體舞蹈劇場《如夢幻泡影》 
21. 董陽孜《騷》 
22. 林文中《慢搖．滾》 

1. 兩 廳 院 與

KYLWORK
S 跨 國 共 製

《 幸 運 餅

乾》《季利安

計畫》 
2. 舞蹈空間與

香港進念．

二十面體超

領域多媒體

舞 蹈 劇 場

《如夢幻泡

影》 
 

2015 「聲視浩大」： 
2015台灣國際藝術節

從多元的角度打破戲

1. 沃德舞團《 紅 》  
2. 碧娜．鮑許烏帕塔舞蹈劇場《巴勒摩、

巴勒摩》 

世紀當代舞團×
萊比錫芭蕾舞

團 《 婚 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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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舞蹈、音樂節目

原有「看」與「聽」

二分法，以「聲視浩

大」作為主軸，從盛

大卡司、宏觀視野，

打破藝術界限，重新

探索表演藝術的浩瀚

和無限，不僅要帶領

觀眾預測世界表演藝

術風向，並企圖顚覆

觀眾既有的框架，從

頭定義表演藝術。 

3. 流山兒 ★ 事務所《義賊鼠小僧》 
4. NSO《譚盾與朋友們》 
5. 1927劇團《機器人科倫》 
6. 羅莎舞團  
7. 戲曲大師裴艷玲《尋源問道》 
8. 愛倫坡《黑貓》 
9. Ho t e l P r o F o r m a《迷幻戰境》 
10. 都蘭╳沖繩《海島風光》 
11. 身體氣象館《長夜漫漫路迢迢》 
12. 蜷川幸雄《哈姆雷特》 
13. 三十舞蹈劇場《逃亡2 0 1 5》 
14. 世紀當代舞團╳萊比錫芭蕾舞團《婚

禮》、《CorrenteII》、《狂放的野蝶》 
15. 《成吉思汗》大型交響音樂史詩 
16.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理查三世》 
17. NSO & 信誼永遠的童話系列《小黃點

與四季》 

《 CorrenteII 》

、《狂放的野蝶》 

2016 「聲歷奇境、 
與 世 界 更 接 近 」： 
此 系 列 主 題 ， 展 現

TIFA 強 大 的 包 容

性。從聲音出發的想

像 ， 超 越 形 式 與 界

限，淋漓盡致地發揮

劇場魅力，實現無垠

的創意和可能，這是

國 際 表 演 藝 術 的 發

展趨勢。 

1. 克利斯提安．佑斯特╳優人神鼓╳ 柏

林廣播電台合唱團《愛人》 
2. 國家交響樂團《馬勒第六》 
3. 克里斯汀．赫佐《依據真實》 
4. 人力飛行劇團《公司感謝你》 
5. 心心南管樂坊「此岸．彼岸」 
6. 雲門 2《十三聲》 
7. 班華・夏希斯與佳麗村真糟糕樂團

「佳麗村三姊妹電影音樂會」 
8. 歐利維耶．畢《李爾王》 
9. 羅蘭・奧澤&阿露西・穆耿《印╳法

交鋒》  
10. 朱宗慶打擊樂團「第五種擊聲」 
11. 丹耐夫正若＆烏瑪芙巴剌拉芾「念念

1. 克 利 斯 提

安．佑斯特

╳優人神鼓

╳柏林廣播

電台合唱團

《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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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調」 
12. 當代傳奇劇場《仲夏夜之夢》 
13. 賴翠霜舞創劇場《發聲》 
14. 歌劇女神安娜．涅翠柯歌劇之夜  
15. 西迪‧拉比╳英國沙德勒之井劇院《米

隆加》  
16. 《賣火柴的小女孩》 
17. 艾密拉．梅頓賈寧三重奏「波士尼亞

超凡女聲」 
18. 英國侯非胥．謝克特現代舞團《Sun》 
19. 楊輝《邊界》 
20. 羅伯・勒帕吉╳機器神《癮・迷》 

2017 「時．差

（Everlasting）」： 
以 「 時 ． 差 」

(Everlasting) 作為主

題，邀請所有觀眾走

進 劇 場 體 驗 藝 術 家

於 幕 起 之 後 的 黝 暗

中 創 造 出 來 的 奇 妙

永恆，以表演藝術為

介 質 ， 身 歷 各 種 時

差，並品味「時間」

這個永恆的 創作主

題。 

1. 二分之一 Q 劇場 《流光似夢》 
2. 蘇黎世國家劇院《誰怕 沃爾夫？》 
3. 加拿大蝸牛心偶戲團《烏鴉怎麼了》 
4. 明華園戲劇總團《龍抬頭》 
5. 奧斯卡・柯爾斯諾瓦╳立陶宛 OKT 

劇團《哈姆雷特》 
6. 果陀劇場《愛呀 , 我的媽！》 
7. 四把椅子劇團╳簡莉穎 《叛徒馬密可 

能的回憶錄》 
8. 凱蒂・米契爾╳柏林列寧廣場劇院

《茱莉小姐》 
9. 阿姆斯特丹劇團《源泉》 
10. 無垢舞蹈劇場《潮》 
11. 瑪姬・瑪漢計畫《臉》 
12. 驫舞劇場 蘇威嘉《自由步─ 身體的 

眾生相》 
13. 尼德劇團《兩個錯誤 間的時光》 
14. 羅西兒・莫琳娜舞團《雅朵拉森林》 
15. 羅莎舞團《時間的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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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兩廳院經典重現《大兵的故事》 
17. 泰武古謠傳唱與佳興部落《太陽的女

兒》 
18. 皮奧特．安德佐夫斯基《安德佐夫斯

基 鋼琴獨奏會》 
19. 國家交響樂團《來自臺灣— 2017 歐

巡行前音樂會》 
20. 挪威 奧斯陸愛樂管絃樂團 
21. 小巨人絲竹樂團《山水渲》《風月染》 
22. 朱宗慶打擊樂團《島．樂》 
23. 葡萄牙 法朵天王 卡麥尼演唱會 
24. 印度 煦珈康的北印度音樂旅程 
25. 天籟美聲 安琪拉・蓋兒基爾與臺北

市立交響樂團 

2018 「精彩10光・

Perfect 10」： 
2018TIFA「精彩10
光 Perfect10」是新

的開始。兩廳院要與

老觀眾一起回味、展

望，與新觀眾一起嘗

試、挑戰，與藝術家

一起開創、實現。藉

由TIFA耕耘台灣成

為國家的表演藝術

搖籃，以及 有藝術

理想及文化責任的

表演場館，並以做為

亞洲眾所矚目的下

一波表演藝術為目

標。 

1. 傑夫．索貝爾《斷捨離的物件習題》 
2. 拾念劇集超神話二部曲《蓬萊》 
3. 河床劇團《當我踏上月球》 
4.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親愛的人

生》 
5. 法國聲光劇團《馬戲暗影》 
6. 三谷幸喜《變身怪醫》 
7. 皮寇拉家族劇團 托馬．喬利《理查三

世》 
8. 克莉絲朵‧派特╳強納森‧楊《愛與

痛的練習曲》 
9. 一當代舞團 蘇文琪《從無止境回首》 
10. 碧娜・鮑許烏帕塔舞蹈劇場《康乃馨》 
11. 舞 蹈 空 間 ╳ 伊 凡 ・ 沛 瑞 茲

《BECOMING》 
12. 比利時文字舞團《喬望尼俱樂部》 
13. 李裪室內樂團「鼓動韓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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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女高音迪・妮絲╳琉森節慶絃樂團

「從莫札特到百老匯」 
15. 加拿大 DJ 無尾熊小子《機器人情歌》 
16. 三個人《3×3 計畫》異常返響 
17. 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 視覺合唱劇場

「四季・台灣」 
18. 國家交響樂團 呂紹嘉與 NSO《馬勒

第七》 
19. 胡德夫與部落朋友《詩乃伊》胡德夫

與部落朋友音樂會 
20. 以色列亞馬樂團「盛滿繁星」 

2019 重新定義「T、I、F、 
A」： 
2019 年 是 TIFA 第 十

一年，作為一個新的

啟程，重新定義「T、

I、F、A」代表的重

要特質：以滿溢的藝

術才華 (Talent)、具

創 意 啟 發 的 內 容 
(Inspiration) 號 召 眾

人 共 享 這 場 藝 術 的

慶典；更藉著豐沛精

湛的創作開展，帶領

我 們 看 見 世 界 之

趨 、 未 來 之 勢 
(Foresight)，深深驚

艷  (Amazing) 每 一

位參與者！ 

1. 江蘇省蘇州崑劇院 白先勇經典崑曲

新版系列《白羅衫、潘金蓮、玉簪記》 
2. 小偶戲院《雞蛋星球》 
3. 四把椅子劇團Ｘ簡莉穎《叛徒馬密可

能的回憶錄》 
4.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餐桌上的

神話學》 
5. 德國慕尼黑室內劇院《夜半鼓聲》 
6. 明日和合製作所 《半仙》 
7. 國際政治謀殺學院 米洛・勞《重述：

街角的兇殺案》 
8. 喬治 & 德弗 《宅想新世界》 
9. 黃翊工作室 《長路》 
10. 李貞葳 《不要臉》 
11. 克里斯汀・赫佐 / 法國蒙彼里埃國

家編舞中心 《家》 
12. 驫舞劇場 蘇威嘉《自由步 一盞燈的

景身》 
13. 鄭宗龍╳雲門 2《毛月亮》 
14. 國家交響樂團 NSO 歌劇音樂會《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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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 
15. 尤洛夫斯基與倫敦愛樂管絃樂團 小

提琴 : 茱莉亞・費雪 
16. 心心南管樂坊「王心心作場—輕輕行」 
17. 力晶2019藝文饗宴─齊瑪曼鋼琴獨奏

會 
18. 桑布伊演唱會 
19. 基南．亞梅城市四重奏 「一千零二夜」 

2020 「腦洞大開 
To Inspire for ALL」 

（因應COVID-19疫情變化，節目全數取

消） 
 

2021 「給所有人的備忘

錄 To Inspire. For 
All」 

1. 樊宗錡《幸福老人樂園》 
2. 阿姆斯特丹劇團《易卜生之屋》(演出

取消) 

3. 提亞戈．羅提吉斯✕里斯本國立劇院

《銘記在心》(演出取消) 

4. 提亞戈．羅提吉斯✕里斯本國立劇院

《 後的提詞人》(演出取消) 
5. 迪米特里．帕派約安努 新作(演出取

消) 

6. 奧雷利安．博瑞✕尚塔拉．詩琶林加

帕《餘燼重生．aSH》(演出取消) 
7. 表演工作坊《江／雲・之／間》 

8. 王景生✕魏海敏✕陳界仁✕張照堂

《千年舞臺，我卻沒怎麼活過》 
9. 阮劇團《十殿》 

10. 臺 灣 TAI 身 體 劇 場✕印 尼 艾 可 舞 團

《Ita》、《Ari-Ari》 
11. 生祥樂隊《我庄三部曲》演唱會 
12. 鍾玉鳳《擺度之外》(演出取消) 
13. 高空彈跳劇團《當世界傾斜時》(演出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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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黃翊工作室 +《小螞蟻與機器人：遊

牧咖啡館》 
15. NSO美聲系列《薇若妮卡．吉歐耶娃

與NSO》 

16. 周書毅✕鄭志忠《阿忠與我》 
17. 布拉瑞揚舞團《沒有害怕太陽和下雨》 
18. 王佩瑤《浮光流影》音樂會 
19. 楊景翔演劇團《我為你押韻──情歌 

Revival》 

 

二、品牌特色 

TIFA 首屆以「未來之眼－科技與藝術」為標題，2010 年第二屆則是繼承相

同的概念，並延伸至「未來之眼－多元與永續」。關於這樣的主題定調，時任兩

廳院董事長的陳郁秀女士在專訪中提到，台灣猶如「鑽石台灣」，其多樣性生態

與多元族群文化的特性就像鑽石切割面一般面面精彩面面發光，這些特質造就了

我們對生命的核心價值上，一種熱情、敬天畏神，以及開放的態度，這種「生活

態度」應該透過藝術節中被突顯，被看見，因此透過台灣國際藝術節作為台灣的

「靈魂之窗」，將藝術創作時所產生的文化力、競爭力與生命力傳達出去（廖俊

逞 2008:73）。綜觀第一屆與第二屆的節目內容，可以看見其整體的品牌特色在「未

來之眼」的大框架之下，包括，1.突顯「跨文化」、「跨國」、「跨界」之作品，2.
強調「原創」與「自製」節目的首演，3.重視藝術、科技與未來結合的表演形式，

4.強調並尊重多元文化的創意與創新發想（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2010a:86）。而「未

來之眼」同時也代表著兩種層面的意義，其一為透過 TIFA 這個平台，與世界同

步，與未來接軌，其二為藉由跨國、跨文化與跨界的節目內容與維持原創自製的

節目比例，實踐開放與多元的責任與使命。以下將聚焦於表演藝術品牌建立結構

圖(圖 1)中的第一區塊「藝術創作」，探討 TIFA 藝術節中「藝術與科技」的品牌

特色，如何形塑出品牌建立的第一步，以及第二區塊「文化連結」之下，「多元

與跨界」的品牌特色，如何啟動品牌建立的文化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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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藝術與科技」之品牌特色，為探討「藝術創作」中關乎專業藝術領域

中表演的方式、技術以及背後的美學論述，從表演藝術的誕生、成長到展演，如

何受到科技的影響。從第一屆 TIFA 藝術節以「科技」為主軸，強調科技已成為

世界藝術創作的主流，並藉此探究科技與藝術的結合，將如何影響創作者的創作

形式與藝術思維的改變，尤其當藝術家透過科技媒材，可以挑戰更引人注目的表

演與表達方式，並獲得與觀聽眾的即時互動。科技創造了一種結合觀者與創作者

的新介面，也因為科技的媒介，使得觀賞表演藝術的經驗可以進入一個身處現實

與虛擬同時存在的世界（陳郁秀 2009b）。綜合上述對藝術與科技間的交互影響

與關係之解析，以下將從「創作領域與媒材」、「表演形式」以及「綜合」此三大

類別，探討透過藝術與科技結合而形塑的品牌特色。首先，在「創作領域與媒材」

方面，指的是創作時所需的專業領域、技術、媒材、題材皆與科技相關，這樣的

作品包括：2009 年第一屆結合大型交響樂團、遊戲經典影像與絢麗燈光的兩廳院

廣場藝術節《Video Games Live 電玩交響音樂會》，以及利用數位軟體與技術創造

出十二件錄影藝術與一件裝置藝術的《大幻影》新媒體藝術展。接下來為「表演

形式」，指的是藝術創作表演與表達的方式需大量依賴科技的運用，此創作類型

包括：2009 年奧地利歐伯梅耶結合交響樂與即時 3D 數位舞者影像的劇場《春之

祭》、2009 年結合多媒體播放與古典音樂的馬雅貝瑟多媒體大提琴獨奏會、2009
年諷刺科技帶來環境破壞並結合巨型人偶、鋼管舞者與多媒體播放的西班牙索爾

比克舞團《火烤美人魚》，以及 2014 年將傳統書法透過舞蹈、多媒體與音樂 3D
呈現的董陽孜《騷》。 後為結合以上兩項的「綜合」類別，意即從一開始創作

的專業技術、媒材、題材到完成後呈現與表達的方式，都以科技為主軸，這類創

作包括：2009 年加拿大 4D Art 劇團以 4D 呈現虛擬實境動畫電影劇場的《諾曼》

以及 2009 年義大利 Compagnia T.P.O.視覺劇場的親子互動動畫電影《魔毯上的秘

密花園》（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2008）。在藝術創作的領域中，科技與藝術結合的

品牌特色，為表演藝術帶來 新的風貌。 

接下來為「多元與跨界」的品牌特色。在此指的是從文本內容、藝術領域到

表演的團隊與呈現方式，皆結合了不同的文化背景與藝術專業。其中 具代表性

的為以下兩個旗艦製作。2009 年第一屆的開幕旗艦製作《歐蘭朵》，直接呼應了

TIFA「多元文化」、「跨國、跨界與跨文化」以及「原創與自製」的核心價值，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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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結合美國劇場巨擘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與台灣京劇第一旦魏海

敏，改編自英國女性主義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小說《歐蘭

朵》。2010 年第二屆的旗艦創作「鄭和 1433」，再度邀請美國意象劇場導演羅伯

・威爾森，結合奧斯卡金獎大師葉錦添的設計、歌仔戲名伶唐美雲作為說書人、

優人神鼓的舞台表演，以及爵士大師歐涅・柯曼與爵士樂手迪奇・蘭得利的音

樂，創作出鄭和 1433 年第七次下西洋探險與愛情故事的劇場史詩鉅作（國立中

正文化中心 2010b:9）。另外，以「多元與永續」為主題，則是從藝術多元領域延

伸到與環境相關的主題，其中以揭開 TIFA 第二屆序幕的西班牙索爾・比克（Sol 
Pico）舞團作品《火烤美人魚》為例，透過巨大的機器人偶舞台裝置搭配鋼管舞

者，敘述人類破壞海洋生態後，美人魚所面臨的困境與危機的故事，藉此提醒人

類保護海洋生態與水資源的重要性。其他強調台灣原住民多元文化的如 2010 年

原舞者《阿美族年祭歌舞》、2010 年簡文彬/角頭音樂/NSO《很久沒有敬我了你》，

以及關注地球暖化與海洋污染等議題的英國喬治芬與 NSO 的《藍色星球》，皆是

藉由涵蓋舞蹈、戲劇、音樂以及戲曲的跨界演出，透過風靡歐陸舞台的前衛之作

以及源自台灣本土的傳統與創新作品，持續「原鄉台灣」的自製原創節目精神的

同時，也形塑出「多元與跨界」的品牌特色。 

從第一屆 TIFA 藝術節強調「藝術與科技」的結合，我們可以看見其品牌定

位的高度在於領導表演藝術往 新的方向前進，透過藝術與創意的精選、淬鍊與

轉化，讓藝術創作反映出 真實的當代生活與思維，而藉由「藝術與科技」確立

了品牌的主軸與內涵，啟動了品牌建立的第一步「藝術與創作」。接著「多元與

跨界」的品牌特色與內涵，指的是表演藝術縱向與橫向地涵蓋各種藝術領域、文

化、語言與歷史，藉由藝術創作與多元的文化產生互動，賦予表演藝術向下生根

的力量，並產生歸屬感，進而帶動品牌建立進入第二區塊「文化的連結」。在表

演藝術的品牌建立中，「藝術與科技」的品牌內涵帶領表演藝術向前走，「多元與

跨界」的品牌特色則是向下紮根，其影響力並逐步擴展到社群與社會，進入品牌

建立的第三區塊「社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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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牌建立與社會連結 

成功的品牌建立，必須經由長時期累積而建立起與社會的連結和支持，才能

永續地經營與發展。以下將結合 TIFA 的品牌特色以及品牌建立結構圖（圖 1）中

的的第一與第二區塊，探討 TIFA 如何產生社會的連結。TIFA 每年持續的創作與

表演，將核心價值如「尊重多元」、「跨國、跨文化、跨界」以及「原創」，與當

代社會接合並產生互動與影響，它不只是一個靜態的場域或一次性的活動，更是

一個持續動態的文化交流，將藝術與文化的創作引進與輸出。因此回到前述關於

文化交流過程中，「物質」與「非物質」的重疊將顯現出其鑲嵌的社會位置與社

會影響，在此，TIFA 藝術節正是將表演藝術「物質」與「非物質」重疊的總和，

透過品牌特色的強調，經由戲劇、舞蹈、音樂所結合的表演藝術領域，與當代社

會產生對話互動，進而和相同藝術喜好與文化理念的社群產生共鳴，形成社會的

連結。 

接著，進一步從創作的題材、創作的深度，以及創作的廣度來探究藝術節品

牌與社會的連結如何產生。首先，關於創作的題材，以《歐蘭朵》為例，其取材

自英國女性主義先驅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於文學史上重要的的小說創作，內容

敘述唯一的角色由男變女，且橫跨四百年的仿傳記體故事。就題材來說，傳記體、

旁白式的獨角戲以及小說改編的文本我們並不陌生，可說是舊的形式，但是其中

關於跨時空以及跨性別的故事結構，卻是相當前衛與新潮的題材，尤其透過傳統

京劇較為含蓄的旁白與內斂的肢體動作詮釋，使該題材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現，

因此可說是從各方面來挑戰，並激發出新與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前衛的火花

與接合。再者，關於創作的深度，此處談的是各種表演藝術領域在創作時期創意

與創新的涉入程度，以《歐蘭朵》為例，導演羅伯・威爾森以純粹的形式主義，

呈現抽象與極簡的美學劇場，他強調後現代主義去中心、反詮釋的概念，在音樂

上賦予王安祈老師自由發揮的空間，以東方戲曲的形式將音樂改編為國樂演奏、

而劇中唯一的主角則交由京劇名伶魏海敏女士透過京劇的念腔與唱腔來創作旁

白，因此西方的形式美學劇場、東方的戲曲音樂，以及東方京劇的表達呈現，此

三個面向皆以自由且強烈的主體創意發想共同創作了《歐蘭朵》，在創作的深度

上，是多元且深入的（羅伯・威爾森 2010:12）。 後，關於創作的廣度，以「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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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433」為例，其創作的文本以東方的歷史故事「鄭和七次下西洋」為軸心，同

樣是羅伯・威爾森導演抽象的、極簡的意象美學劇場，但這次的創作融合了各方

的藝術領域與團隊，包括優人神鼓的鼓樂、優人神鼓的黃誌群飾演鄭和、爵士大

師歐涅・柯曼與爵士樂手迪奇・蘭得利的音樂、歌仔戲名伶唐美雲的說書人旁

白、服裝設計葉錦添，以及舞台技術指導王孟超，如此豐富與多樣化的創作廣度，

是表演藝術創作中相當少見且獨特的。 

總結以上關於 TIFA 創作的三個面向，創作的題材讓歷史的、外來的文本得

以結合新的議題與表演方式在當代社會發聲；創作的深度則是因為多元文化下主

體性的自由發揮，讓藝術的表達可以再深化當代社會的創意與創新；而創作的廣

度，則是透過藝術創作挑戰並克服文化差異的可能性，進而促進社會對多元文化

的尊重與包容力。透過這三個面向，TIFA 驅動了品牌建立的第三區塊，並形成一

個永續發展的模式，與當代社會產生了不可取代的連結。 

四、從法國亞維儂到台灣的 TIFA－文化交流下品牌建立

的異與同 

法國亞維儂藝術節為歐洲創立七十多年的藝術節，以亞維儂城市為主場域，

由藝術總監主導組織而運作的年度藝術活動；台灣的 TIFA 為 2009 年創立至今 13
年的藝術節，以兩廳院以及周邊廣場為主場域，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所主辦的年

度活動。兩個藝術節在組織、運作規模以及場域上，雖有著明顯的差異，但是在

藝術節的主體內容上，卻是同為跨界與跨文化的表演藝術活動，因此在文化交流

方面，亞維儂藝術節和 TIFA 有著相同的本質。亞維儂自 1964 年開始邀請國際的

藝術家共同創作至今，已成為世界戲劇以及表演藝術創新的窗口，而 TIFA 自 2009
年第一屆的《歐蘭朵》旗艦製作至 2014 年的跨國製作《季利安計畫－幸運餅乾》，

也持續以國際多元共創為主軸。兩個藝術節的主體內容，皆是文化交流下藝術創

新與創意的印證，以下將在文化交流的主體框架下，比較兩個藝術節在品牌建立

上的異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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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牌建立上，從亞維儂與 TIFA 藝術節的內容特色，可看見其相同之處在

於「多元原創」。其中，「多元」的定義包括了跨文化與跨領域的部分，而「原創」

則代表為藝術節首創並首演的作品。首先，關於原創的部分，TIFA 第一屆的《歐

蘭朵》、第二屆的《鄭和 1433》，以及第三屆的《茶花女》，皆為藝術節首創與首

演的「原創」作品；亞維儂藝術節的原創作品，更是起始於草創之初，從首演創

立者尚·維拉導演的戲劇開始至今11。其次，關於「多元」的部分，TIFA 的兩部旗

艦創作，《歐蘭朵》、以及《鄭和 1433》皆由多國藝術家所組成的製作團隊創作與

表演，從演出形式的跨界（結合京劇、歌仔戲、西方劇場、爵士樂、歌劇等）到

文本上的融合（西方的文本、東方的故事、東方的敘事等），皆呈現出多元創新

的藝術高度與廣度；而亞維儂藝術節的「多元」面向，起始於 1966 年開始納入

跨界的節目，例如舞蹈、電影、音樂劇等作品的加入，至 1993 年新的藝術行政

總監伯耶·飛舞達榭宣佈亞維儂為「歐洲戲劇極地」時，「跨文化」與「跨界」則

是明確地成為核心發展的方向，自此藝術節敞開大門，廣邀世界各地的導演與藝

術家至此表演。近幾年來，「多元」面向的發展，更加入了「科技」的部分。藝

術透過與科技的結合，拓展了作品呈現的寬度與廣度，以 TIFA 為例，包括了 2009
年奧地利 3D 肢體狂想曲《春之祭》中，虛擬實境（ＶＲ）科技結合交響樂所帶

來即時音樂與影像的創作，又或是 2009 年義大利 T.P.O.視覺遊戲劇場《魔毯上的

秘密花園》，透過觀聽眾參與而形成的互動劇場體驗；而亞維儂藝術節的部分，

則是於 1980 年開始迎向新的趨勢潮流，運用 新科技技術，以應 新的劇場表

演形式，例如上演當時由莫努虛金 (Ariane Mnouchkine)所帶領法國陽光劇團（Le 
Théâtre du Soleil）的演出12，以及 2020 年因應疫情而成立探討表演藝術與數位舞

台的「新的世界與新的寫作：從表演藝術到數位經歷」（New Worlds and New 
Writings: From The Performing Arts to The Digital Experiences）13。 

 
11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archives，2021 年 03 月 21 日瀏

覽。  
12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archives#section-15982，2021 年

03 月 21 日瀏覽。 
13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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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牌建立」的差異上，亞維儂藝術節與 TIFA 大的不同處是與在地社

群以及社會的連結。亞維儂藝術節創立之初，其宗旨「去中心化」為創造人人皆

可參與，並鼓勵年輕、實驗與創新的藝術節。該宗旨於 1971 年《外亞維儂》（OFF 
AVIGNON）創立時具體的實現了，《外亞維儂》提供非官方正式邀請的表演團體，

只要租到空間，便能參與《外亞維儂》的表演，它不僅挑戰了官方與菁英式的標

準，更讓藝術創作平民與年輕化，也開啟了一道發掘新秀之門。2014 年提出的「去

中央化的三里路」“decentralisation des 3 kilometres”之觀念，更是徹底的實施「去

中心化」的理念，並且將藝術帶入市民的生活，與社群和社會連結。「去中央化

的三里路」觀念在於拓展藝術欣賞人口與族群，除了在城市中各種露天舞台表

演，讓藝術更接近人民之外，關鍵的是在藝術節期間，每天定點在亞維儂鎮的中

心點舉行論壇，邀請社區居民、駐城藝術家、學校老師、學生等不同族群共同參

與。反觀 TIFA 藝術節，在表演的場域上，除了旗艦計畫因為設備的需求，必須

在國家音樂廳與國家戲劇院等專業的場地演出，以及第一屆與第二屆開幕時在兩

廳院廣場所舉辦的免費表演之外，我們看不到 TIFA 試圖將表演拓展到不同場域

與不同族群的作法。而在與社會和社群上的連結，除了每一屆藝術節開演前在

PAR 表演藝術雜誌上（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下屬單位），可以看見相關的介紹與

報導之外，藝術節期間與結束後，並未看見相關的評論與報導，缺乏當代社群和

社會對該藝術節的反應與回饋。而 TIFA 國際藝術節，作為文化部隸屬的國家表

演藝術中心所主辦之國際藝術節，明顯缺乏社會對此官方經費贊助活動的批評、

反思與回應。 

綜觀亞維儂藝術節與 TIFA 藝術節的異與同，我們可以看見文化交流下的品

牌建立，雖然兩者在藝術創作與創新的方向雷同，但是亞維儂藝術節歷經了 6 代

不同藝術總監的更迭14，仍然驗證了，透過品牌的不斷延伸與蛻變，唯一不變的

是讓藝術更加貼近人民生活，以及與城市和社會產生連結並引起更深化的認同，

 
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edition-2021/programme/new-worlds-and-new-writings-from-the-pe
rforming-arts-to-the-digital-experience-65504，2021 年 06 月 16 日瀏覽。 

14 參考自亞維儂藝術節官方網站，https://festival-avignon.com/en/archives#section-15982，2021 年

03 月 22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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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建立與影響才能更穩固與更長久，帶領藝術節永續的經營與發展。 

伍、結論與建議 
人類自古以來開始有遷徙的足跡，就啟動文化交流的模式，然而一直到有文

字或物質上的紀錄，才得以窺視不同文化在社會上互動與轉變的奇妙刻印。本研

究透過交叉檢視兩位學者 Peter Burke 以及 Gesa Stedman 對於文化交流的相關論

述，試圖讓文化交流的脈絡更加具體化，並藉此連結「文化交流」、「國際藝術節」

與「品牌建立」，透過台灣國際表演藝術節的實例分析，看見表演藝術中品牌建

立與文化交流如何交互影響，並且與社會產生互動與連結。以下為本研究結論與

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藉由兩位學者的理論切入，從「文化交流」相關理論脈絡找尋表演藝

術與社會的連結。首先，Burke 認為文化交流中文化的接收應該是主動的，並經

由去脈絡化以及再脈絡化與在地產生連結，而文化交流所需的系統，是物質與非

物質的總和。Stedman 則是強調文化交流與社會間的連結， 其中文化的「再現」

與接收者的「反映」是一連串「社會化」的轉變與結果，它們使文化交流的過程

概念化與具體化，欲了解傳遞者從事文化交流所運行的系統，則必須從傳遞者的

社會條件與社會涉入程度來切入。選擇以上兩位學者關於文化交流的理論，源自

於他們擺脫了「文化交流」受限於近代歷史理論中國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包袱，

並提供一個相對彈性，且注重互動與脈絡的理論架構，因此在本質上更適合於來

理解表演藝術中文化交流性質的活動。 

台灣國際藝術節，正是 Burke 談到文化交流中由物質與非物質總和形成的系

統，也是 Stedman 談到文化傳遞者所運行的系統；「品牌特色」則是 Burke 提及主

動的文化接收以及 Stedman 所指出「再現」與「反映」在文化交流中的呈現，

後促使台灣國際藝術節的品牌建立是否能永續經營下去，也就是文化交流的過程

能否成功，其關鍵則在於 Burke 談到文化交流的脈絡化、文化交流與在地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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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Stedman 所強調文化交流與社會的連結，這包括了社會化過程，社會涉入程

度以及社會條件。透過檢視國際台灣藝術節中的「品牌建立」模式，與上述兩位

學者文化交流相關理論之交互印證與對話，歸結出本研究結論為：一、台灣國際

藝術節為一個成功文化交流之平台與媒介。二、台灣國際藝術節是表演藝術的國

際窗口，除了引進國外的表演與創作，也讓台灣的表演藝術得以輸出被國際看

見。三、台灣國際藝術節中品牌的建立，對於激發藝術表達在當代社會議題與思

維，以及國際交流與文化創新，有著關鍵的重要性。 

二、研究建議 

從本研究之結論，可以看出台灣國際藝術節對於表演藝術發展有著承先啟後

的重要性，而歷經十二屆的發展，其特殊的品牌特色，是否能永續地帶領台灣國

際藝術節繼續走向下一個十年？在此，從品牌建立的框架下，就其成效與模式提

出以下建議： 

（一）建構完整與多元的藝術評論體系 

研究在進行文獻回顧與資料搜集時，所遇到的限制在於，台灣國際藝術節缺

乏評論性或反思性的對話，關於藝術節的節目與主題之相關文獻，大多侷限於國

家表演藝術中心的演出手冊、出版品與官網介紹，以及其下屬單位表演藝術雜誌

於演出前的相關報導。另一個研究限制，為台灣表演藝術界長期缺乏專業藝術評

論的制度，以及持續性的學術相關研究。建議台灣國際藝術節與學術單位合作，

就歷屆國際藝術節的舉辦成果與效益，進行整理、歸納與分析，除了和當代的藝

術相關理論進行對話之外，也應該透過藝術家、策展人、藝評家的深入訪談，建

立起寶貴文獻資料，藉此形成完整的評論體系與檢討機制。 

（二）品牌的建立要從「原創」性的投資開始 

從法國亞維儂藝術節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該藝術節所建立「多元創新」、

「前衛實驗」的品牌形象與核心價值，其中作為「世界藝術文化創作與集散的平

台窗口」更是該品牌不可取代的世界重要性。反觀 TIFA，近幾年的節目創作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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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多元文化的內容，但大多淪為購買國外現有的節目，而「跨界、跨國、跨文

化」此面向的藝術作品，也缺乏從題材根本面上文本的創新，亦即缺少「原創性」

的旗艦製作。建議在品牌的建立上，台灣國際藝術節應當持續投入原創性的旗艦

製作，讓藝術的創作能和當代文化與生活同步，並藉由提出核心價值，設立長遠

的目標，讓藝術節每年的內容雖然多元與多變，卻能在發展方向上呈現一致性，

如此也才更符合品牌「永續」發展的精神。 

（三）強化表演藝術與社會的連結 

表演藝術原本就是將當代的生活與文化透過表演與創作表達出來，因此台灣

國際藝術節作為台灣表演藝術界 大的平台與窗口之一，更應當重視與社會不同

層面的對話，這包括從核心的藝術家、行政與製作團隊，往外擴展到學術界、評

論家，藝文愛好者，甚至到 外層的在地居民，藉由不同形式的論壇、對話與非

主場域的活動，鼓勵更多的參與，並且積極地去開發與在地社群的互動與認同。 

期許未來的台灣國際藝術節能保持 「多元與原創」的初衷，催生出如《歐

蘭朵》、《鄭和 1433》等令人驚豔的跨文化跨領域的創作，朝品牌經營永續的方向

努力，成為亞洲表演藝術創意無可取代的發想地與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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