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謂「台灣」？ 

——雲門舞集《關於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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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介紹 
🔾 王語卉 電機系大二 
表演藝術背景：管樂團、合唱團、國家音樂廳、音樂劇 
感興趣的單元：舞蹈劇場、玩偶家族 

🔾 江佩倫 人社院學士班大二 
表演藝術背景：高中熱舞社、高校嘉年華、King of high school……等活動 
比賽、大型成果發表會 
感興趣的單元：舞蹈劇場 

🔾 梁安童 幼教系大二 
表演藝術背景：競技啦啦隊 
感興趣的單元：舞蹈劇場 

🔾 陳柏志 數學系大三 
表演藝術背景：高中流行音樂社、高中歌唱比賽、社團大型成發 
感興趣的單元：舞蹈劇場、白色說書人、紅色的天空 

🔾 李宗儒 生命科學系大二 
表演藝術背景：高中熱門音樂社、迎新表演、瘋音盃、校內舞會、成發 
感興趣的單元：舞蹈劇場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學期的「認識藝術：戲劇」課程邀請林佑貞教授（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兼

任助理教授）演講，在分享有關印度宮廷舞蹈文化後，林佑貞教授向我們提出

了一個問題：「有沒有能夠代表台灣的舞蹈？」在這學期的課程中，我們學習

到的多為東西方各國的劇場知識，再回頭檢視林佑貞教授的提問，我們小組認

為儘管台灣文化僅僅只是世界歷史洪流中的水花，然而這座島嶼卻是生機滿

滿、充滿生命力的，因此決定針對林佑貞教授的問題作出回答，以此題作為我

們期末報告的研究主題。 
對於「代表台灣的舞蹈」，大多數人心中的答案是「雲門舞集」。「雲門

舞集」融合中國的美學、台灣的傳統和西方的現代舞，打造出享譽國際的舞

團。這也讓我們不禁想去探討，為何「雲門舞集」會如此深入台灣人的心？是

什麼讓它成為台灣的代表？探究什麼樣的表演藝術可以代表台灣，我們就需要

了解代表台灣的元素為何，因此我們想透過「雲門舞集」的《關於島嶼》

（2017）這部作品，探討其中有哪些故事、元素及美學與台灣息息相關，並探
究《關於島嶼》如何用舞蹈與肢體來呈現台灣文化，敘述這個島嶼所發生的故

事。除了林懷民藉由《關於島嶼》作品所提供的解答，我們小組也期望藉著這

次的研究，作為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在未來的表演藝術創作上，創作

者可以利用這些元素，將台灣的傳統文化宣揚國際，讓更多人看見台灣。 
 

二、 《關於島嶼》創作特色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 

以島嶼做跳板，說人的故事1 
《關於島嶼》這個舞蹈作品非常特別，由林懷民花了三年的時間主編，並

與年輕一輩的舞者共同創作，設計別出心裁。從台灣島出發，用各種台灣的特

色為元素，編排舞蹈與視覺聽覺效果。雖然可能同一段舞蹈，我們小組就有一

兩種不同解讀，但從舞蹈內容來看，我們認為大致分為三個主題： 
1. 自然環境 
用舞蹈述說台灣的地形、山脈（可能包含造山運動）、四季分明的氣

候、山林裡的動植物等等。 
2. 族群與生活 
除了有描述農業生活出現的插秧、下雨之外，也會描述台灣族群多元的

特性，以及族群的內鬥與融合。 
3. 星空與海洋 
最後場景回歸一片星空，還有台灣的島嶼特色，也就是海洋，作為收

尾。 
以上單純就舞蹈內容的部分解讀，但是至於林懷民想要透過肢體語言，或

是舞蹈內容的編排，來傳達什麼意涵？他想告訴我們哪些「台灣人」的事？報

告後面會進行詳細探討。以下先說明這支舞作在演出上的兩大特色： 
 

 
1 「以島嶼做跳板，說人的故事」出自天下雜誌訪問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5688?template=fashion，瀏覽日期：2021年 1月 14日 



1、 中文字串起的布景 

「你說這跟舞有什麼關係？好像沒有關係。可是你

看到，你會立刻有感觸的」2     

  ──林懷民 
整場舞蹈的佈景，是一面全白的牆與全白的地板，

投影上各種中文字。有詩句、有語詞、也有各種部

首，在白牆與地板之間飄蕩、旋轉、淡入、淡出，

用不同動畫呈現不同的視覺效果，也各自代表不同

意涵。雖然佈景與舞蹈不見得有直接關係，但中文

字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觀賞演出的時

候，我們對於佈景文字的視覺編排還是會有些許感

觸。(圖片來源：「雲門舞集」官網3) 
 

2、 原住民的嗓音、蔣勳朗誦的詩句、國樂 

「會唱歌的人，是會表達情緒的人，那是生活的一部份。」4 

        ——桑布伊 
整場舞蹈中不時穿插著蔣勳朗誦詩句的獨白，以及原住民桑布伊嘹亮的歌

聲。蔣勳朗誦的詩句來自不同台灣本土作家的現代詩，而林懷民挑選幾首與台

灣有關的詩編入表演當中，除了成為朗誦的內容，同時也將台灣的關鍵字加入

背景的文字群中。桑布伊的歌聲沒有歌詞、沒有所謂「旋律」，非常純樸、自

然，不帶任何包袱，就只是單純發自靈魂深處的低吟、高歌、嘶吼，卻帶給人

最真切、最貼近台灣的大自然的感受。中後段有些族群打鬥的片段，用國樂熱

鬧的鑼鼓作為背景音樂，營造出激烈的氛圍，也點出國樂熱鬧的特色。（圖為

被朗誦的詩句投影在白牆上的景象，圖片搜尋自 google圖片5） 

 
2 出自天下雜誌訪問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5688?template=fashion，瀏覽日期：2021
年 1月 14日 
3 「雲門舞集」官網 https://www.cloudgate.org.tw/cg/dance_production/Formosa，瀏覽日期：
2021年 1月 14日 
4 出自天下雜誌訪問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5688?template=fashion，瀏覽日期：2021
年 1月 14日 
5 Google圖片搜尋結果 https://images.app.goo.gl/XEjfUs2J9242po7N6，瀏覽日期：2021年 1月
14日 



   

三、 主題一：自然環境 
臺灣是個四周環海的島嶼，氣候深受海洋影響，四季分明，景色優美。這

一段結合舞者和詩詞，兩者相互配合讓觀眾猶如整個季節轉變的過程出現在眼

前，從詩篇開始念誦。 
「 

下一個春天和下下一個春天 
我站在微雲灌滿活水的田裡，想像 
你是美麗的鷺鷥 
潔白的衣裳 
脆弱的心 
而現在我們坐在田埂上 
背後有人在順風焚燒一些稻桿 
青煙吹在我們兩個人中間 
下一個夏天和下下一個夏天 
我可能再來看稻穗吹南風的海浪 
看蜻蜓遮蔽半片藍色的天 
你在另外一個國度 
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 
        」6 

──〈水田地帶〉楊牧 
女舞者的獨舞如春天的花朵盛開一樣，到中段兩位舞者的合舞，意味著季

節的過渡和交接，最後女舞者退場，說明春天離開夏天到來。除了季節景象的

改變，也給予觀眾一種人與人之間相遇後又分離的感覺，正所謂「人有悲歡離

合，月有陰晴圓缺」，時間的流逝，世事無常，即便只是一個季節的過去也會

有無盡的變數。接下來背景幕上有關詩的字詞漸漸被其他字詞覆蓋，細看能看

到山、溪、稻桿等等與臺灣的環境相關的字詞，舞者的動作的力度也隨著文字

的改變加大了起來。 

 
6 黃子源。《關於島嶼》節目單。財團法人雲門藝術基金會。2017 年 11 月 24 日。 



 
（圖片來源）7 
在美麗的景色以外，由於臺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碰撞交界

處，山地與丘陵佔全島三分之二，自然雖環境十分多樣， 卻也有著不少的自然
災害，例如地震﹑颱風等等，但就如舞蹈開始時念的詩一樣「盛產地震、海

嘯、謊言、暴力，然而卻四季如春，國泰民安。8」 

（圖片來源）9 
 

四、 主題二：族群與生活 
在台灣這座島嶼上，有著不同的族群，有冰河時期就留在台灣的原住民、

有經過不同殖民時期留下來的血統、跨越黑水溝求生活的漢人、在抗戰時撤退

台灣的外省族群，還有在現代台灣移民來的新住民。族群多元豐富了台灣，卻

也造成了很多衝突，這或許是很黑暗且現實的一面，卻在這段舞蹈表演中，赤

裸裸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7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8 黃子源。《關於島嶼》節目單。財團法人雲門藝術基金會。2017 年 11 月 24 日。 
9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成長茁壯（圖片來源）10 

 
 在這段的開始，有位女舞者在舞台上跳著舞，而她或許代表著一個個體

或是一個族群，而舞台就是台灣這座島嶼，她的舞步輕盈且由下而上，就像一

個生物從小被土地養育長大，島嶼上充沛的資源，給了島嶼上的個體與族群成

長的機會，起初，都是非常順利的。 

 
徬徨不安（圖片來源）11 

 
 然而後來來了另一群舞者，代表著別的族群，這是女舞者從未見過的

 
10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11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人，她起初充滿好奇，想要靠近那群人，卻發現他們非常敏感而難以靠近，女

舞者甚至開始感到徬徨，畢竟形單影隻的人是她，別人都是團體行動，自己卻

孤單一人。這就好像台灣的族群間其實非常水火不容，彼此都很怕面對對方，

稍有接觸就可能引起衝突，而少數族群有時會對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徬徨、

困惑。 

 
吞噬融合（圖片來源）12 

 
後來那群舞者轉守為攻，慢慢逼近了女舞者，手無寸鐵的女舞者最終遭到

那群人吞噬，並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且再也無法從那群人中分辨誰是被同化的

人。在以往的台灣，有非常多族群融合的例子，像台灣的平埔族已經和漢人幾

乎融合，一般人很難表面地分辨兩種族群。而少數族群往往處於弱勢，話語權

非常薄弱，最終只會受多數族群主宰，且慢慢被吞噬而後消失。 

 
對立（圖片來源）13 

 
 好不容易有個完整的族群，後來又來了另一舞者，這次他沒有那麼好欺

 
12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13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負，他開始慫恿原本的族群的成員加入他，而那個族群因為是吞噬不同的人所

建立的，所以其實非常脆弱，很快地，一變二、二變多，分裂成了兩個族群，

族群間開始發生對立。台灣的族群其實很脆弱，只要有不同的立場就容易分裂

產生對立。 
 
 

 
衝突（圖片來源）14 

 
 很快的對立形成了衝突，族群間有了械鬥，族群中又有個體之間的衝

突，打得不可開交。而這些衝突就好像台灣社會中的男女衝突、省籍衝突、原

漢衝突……等。 

 
嫉妒（圖片來源）15 

 
 衝突隨之而來的是悲劇，天災人禍使得這座島嶼上的人們受苦受難非常

痛苦，而有些人想從這場混沌中掙脫，卻被下方還在受難卻又不積極向上的人

 
14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15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們拉下，就像台灣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有一些不甘失敗或只看得見利益的群

體，會阻礙台灣的進步，扯台灣的後腿。 

 
（圖片來源）16 

 
                                              「所有的謠言開始被河水證實 

                                 那年冬天，立霧溪、中港溪 
                                 大安溪以及未名的溪谷 
                                 山羌再也越不過隘勇線飲溪水  
                                 有人看見男人的發火器 
                                 棄擲在冰凍而哽咽的流水 
                                 散落的髮絲，再也找不到 
                                 靈魂的居所                                   」17 
     ──〈揭開沉默的簾幕〉瓦歷斯．諾幹 

 
這是這段表演中蔣勳朗誦的詩詞，擷取自瓦歷斯諾幹的〈揭開沉默的

簾幕〉，而詩中提到：山羌再也越不過隘勇線飲溪水、有人看見男人的發

火氣，可以和表演的意象連結，衝突與戰爭引起了天災與人禍，而最終散

落的髮絲，再也找不到、靈魂的居所，如果不斷地出現衝突，最後將會兩

敗俱傷。 
 

五、 主題三：「星空」的隱喻 
情節概述 

  後方佈景上有著從上到下墜落的文字，硬生生地砸到舞者身上，而舞者也因此
開始躲避，但到最後舞者群終究躲不過文字的砸落，全部人倒下。燈光一暗，

 
16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17 黃子源。《關於島嶼》節目單。財團法人雲門藝術基金會。2017 年 11 月 24 日。 



佈景轉黑，蔣勳在此朗誦了一句：「婆娑之洋，美麗之島。18」漸漸地，星空

出現，星星從一小部分開始擴大，而在這裡開始有舞者站起，往星星的方向走

去，接著越來越多的舞者重新爬起，相互牽起彼此，站著的人拉著還倒地不起

的人，最後每個人都牽起手圍成一個大圈。 
  文字可以是颱風、地震、事情的崩壞。星空表示著依舊存有希望。而舞者則代
表團結、相互扶持。 
 

 
文字的開始砸落（圖片來源）19 

 

 
舞者開始逃竄（圖片來源）20 

 

 
18 黃子源。《關於島嶼》節目單。財團法人雲門藝術基金會。2017 年 11 月 24 日。 
19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20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終於倒地不起（圖片來源）21 

 

 
此時，星空出現，有人站起（圖片來源）22 

 

 
21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22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星空逐漸擴大（圖片來源）23 

 

 
舞者群互相扶持彼此（圖片來源）24 

 

 
23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24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舞者持續幫助彼此，同時星空變成了文字（圖片來源）25 

 

 
大家開始牽起手（圖片來源）26 

 
25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26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一個牽著一個（圖片來源）27 

 

 
最後成了一個圓（圖片來源）28 

 
以上圖片擷取自《關於島嶼》影音片段 

  

 
27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28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編舞——林懷民的想法 
  「這個島嶼盛產颱風、地震、內鬥，但是島嶼的居民始終仰望星空向前行。29」

這段話是《關於島嶼》此部作品的創作理念。林懷民曾在採訪中提到：「事情

的崩壞猶如復興航空墜機事件，而當時林懷民的家就坐落在淡水河邊，他看著

河面在那呼嚕呼嚕地響，直升機不斷地在天空盤旋，事實上就是復興航空公司

的飛機摔在基隆河岸裡，他們天天在那邊找屍體。而事情的崩壞也能是當時全

台 815大停電等等。30」 
  林懷民也有提到：「這個島嶼動盪騷動不歇，但這些事物成了他的舞作素材。
這個舞蹈從美麗到崩潰，島嶼的居民經歷過颱風、地震、內鬥，但結束後，人

們收拾起來，重新站起，它，也就是這個島嶼有這樣一個復活的力量，但只要

用錯方法，這個力量會容易讓人們走向內鬥。林懷民也認為這些焦慮、挫折到

最後會是很渺小的。31」!"#$%&'()*+,-./01234567
89':;<=>?=@*A 
 

文字砸落的設計 
  在此我想特別說明佈景的文字，片中的文字最主要的印象是砸落，但可以注意
的是星空，後半段的星星逐漸擴大，甚至以文字的方式呈現，而這些文字其實

可以說是一開始砸落下來的那些文字。對此我的感受是身為島嶼居民的我們並

不會忘記傷痛，忘記曾有過的難過經歷，我們反而會接受它，記住它。那些曾

有過的傷痕將成為引領我們走向下一步的指引，也就是那些砸落的文字成了指

引我們往前走的星星，島嶼的居民將背負的這些過往經歷向前走。 
  這也就呼應林懷民在採訪中提到的：「人們會收拾起來，重新站起，這些焦慮、
挫折到最後會變的渺小。32」或許編舞者想傳達的理念就是如此，以前的痛苦

經歷最後成了一顆顆渺小的星星引導我們向前看。 
  

 
29 馬岳琳（2017 年 10 月 24 日）。雲門最新力作《關於島嶼》 林懷民：我們不追殺，也不討
好。天下雜誌。2021 年 1 月 14 日，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5688?template=fashion 
30 中天的夢想驛站/「雲門舞集」《關於島嶼》 舞盡林懷民焦慮（2017 年 10 月 7 日）。中天電
視。2021 年 1 月 14 日，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j3FqvV7IY&list=LL&index=4 
31 中天的夢想驛站/「雲門舞集」《關於島嶼》 舞盡林懷民焦慮（2017 年 10 月 7 日）。中天電
視。2021 年 1 月 14 日，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j3FqvV7IY&list=LL&index=4 
32 中天的夢想驛站/「雲門舞集」《關於島嶼》 舞盡林懷民焦慮（2017 年 10 月 7 日）。中天電
視。2021 年 1 月 14 日，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j3FqvV7IY&list=LL&index=4 



六、 海洋與最後的「留白」 
在這最後的一段戲，首先看見舞者們手牽著手在舞台上不停地走動、環

繞，勾勒出一個圓，鋪陳出一個代表團結、生生不息的意味。 

（圖片來源）33 

 
隨著歌聲在正要達到飽滿之際，突然舞者群散去，只留下一位舞者，獨自面對

眼前螢幕投影的巨浪。（圖片來源）34 
 
 

 
33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34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霎時間背景突然地轉為空白，音樂也嘎然而止（圖片來源）35 
 

 
我們小組認為是作者替觀眾製造對未來的留白，也希望在這短暫的沈靜之中，

觀眾能保有省思的空間。（圖片來源）36 
  

 
35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36 林懷民、「雲門舞集」。《關於島嶼》(錄影資料)。新北市：金革唱片。2018 



七、 總結 
林懷民在一份採訪曾說過：「這個島嶼經常有颱風、地震、內鬥，然而島

嶼上的居民從來沒有喪失仰望星空、往前走的能力。」37在這一齣舞作中，我

們小組認為林懷民所堅信的，是儘管有這麼多的缺點，台灣這塊島嶼是充滿希

望的。 
從小組找尋「代表台灣的舞蹈」的過程中，我們深受《關於島嶼》這部作

品對台灣的情感所打動。起初是來台紮根生活的先民與大自然的奮搏，終於站

上台灣、開花結果，描述的是台灣美麗的景象。再者是批判動蕩不安的社會，

由舞者的動作、背景音樂及破碎的文字描述社會上的對立、充滿仇恨的台灣，

這些盲目得爭鬥、沒有高度及自省的態度讓這片美麗的土地變得殘破不堪，不

但沒有進步，還反而是畫地自限。然而在最後，編舞家林懷民還是透過留白，

勉勵新世代能夠衝破現狀，並找回純真的模樣。 
這是一齣足以「代表台灣的舞蹈」，更是編舞家寫給台灣的「家書」。 

  

 
37 馬岳琳（2017 年 10 月 24 日）。雲門最新力作《關於島嶼》 林懷民：我們不追殺，也不討
好。天下雜誌。2021 年 1 月 14 日，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5688?template=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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