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20年C-LAB園區打開圍牆至今已經兩年，可以看見來來去去園區的人們漸漸變多

了，無論是自在遛狗、散步或慢跑的鄰居，或因為課外教學而來的學童，更有隨著展

演活動而走進園區的觀眾......人們的在場與流動，都讓原先肅靜封閉的園區氛圍逐漸

轉為親和日常的光景。

疫情帶來的人際疏離推力已見減弱，是時候重新熟悉人與人之間一磚一瓦逐漸搭建關

係的體驗了。今年度玩聚場的主題定為「人情百百搭」，正是希望藉由各個創作計

畫，來體現各種人際交往的樣貌與可能。

我們邀請了擅長策劃民眾參與藝術計畫的貢幼穎與楊志雅，聯手建國玉市攤主共創

「鄰居下訂單」演出計畫，找尋素人攤主們心目中藝術節的理想樣貌；以及擁有豐

富馬戲策展經驗的星合有限公司，策劃一系列精彩演出，讓表演者以才華相互較

勁、跨域成長，更讓觀眾驚喜享受；活潑互動的親子演出，將由夾腳拖劇團的母語

寶寶聽故事系列與囝仔人的光影及物件呈現，他們並以工作坊的方式與照顧者、親

子組合們，一起分享在家也可以創造演出的撇步；本劇場以趣淘APP將建築物擬人

化後的角色，即將揭露的愛恨情仇也令人期待；而即興舞蹈編舞者余彥芳所帶領的

《任選三樣》計畫，找來三位極具潛力的創作者，以肢體與空間歷史對話，產生獨

到見解；在與野鵝快跑合作策劃的音樂演出中，陪伴樂迷們無數夜晚的樂聲主人在

台上現身，創造新的回憶；更有特殊企畫如紙飛機遊戲裝置、小孩直播計畫、藝術

斜槓市集等，滿滿的展演活動即將在玩聚場同步展開，只有你能創造屬於自己與這

個週末的奇妙連結。

表演藝術能為我們帶來多少種創造人際關係的可能呢？

希望你來解答。

玩聚場夏日藝術節製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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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裝置 空中不自由戀愛作戰① 8/27（六）- 9/4（日） 全園區

四界飛 sì-kè-pue / 紙飛機太空站 8/27（六）- 8/28（日）
9/3（六）- 9/4（日） 14:30-20:30 聯合餐廳

前廣場（B）

全日

前導活動 玩物件、動身體工作坊

和孩子說故事工作坊

馬戲電影《伊莎貝拉》

8/28（日）10:00-12:30

8/28（日）14:30-16:00

8/28（日）20:00-20:40

聯合餐廳（B）

聯合餐廳（B）

中正堂（D）

2.0

14:30-20:30

小
孩
看
出
去
2.0

16:00-16:20
任選三樣

＠第一停車場

17:00-17:20
任選三樣

＠藝術市集



玩物件、動身體工作坊

講師｜于明珠、羅婉瑜
策劃團隊｜囝仔人

身體可以動，甩手拍腳彎腰聳肩 

物件可以動，拉長彈跳壓扁縮小 

一起來找找，哪些動作身體和物件都做得到

一起來創造，身體與物件的即興舞蹈 

從肢體暖身、物件觀察開始，在肢體與物件的各種互動裡，

透過模仿、合作、玩耍的過程中，

探索與編排一場物件與身體的即興舞蹈。

注意事項：
※參與人數：15組，每組為一大一小 
※須事先報名，詳情請見官網。

* 本工作坊亦為「將來形狀：CREATORS五週年」系列活動

聯合餐廳展演空間1樓 (B)

前導活動



《和孩子說故事》工作坊

講師｜錢君銜、何安妘
策劃團隊｜夾腳拖劇團

8/28（日）14:30-16:00 聯合餐廳展演空間1樓 (B)

前導活動

注意事項：
※工作坊活動對象為成人，攜孩童入場者請自行看顧。
※須事先報名，詳情請見官網。

人是愛說故事，也愛聽故事的動物，和世界上其他的生物很

不同，透過故事我們可以發揮創意，也因此更認識我們的世

界。但是要如何說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需要運用許多小技

巧。透過故事哥哥姊姊的說故事技巧與經驗分享，能夠讓學

員更了解說故事的奧妙。



注意事項：
※英語、法語發音，中、英文字幕。
※ 無須報名，自由入座。

馬戲電影《伊莎貝拉》

8/28（日）20:00-20:40 中正堂展演空間 (D)

前導活動

馬戲電影《伊莎貝拉》，邀請葡萄牙馬戲藝術家 Ricardo S. 

Mendes 擔任導演，聯同兩位來自香港及台灣的馬戲藝術家

潘穎樑與舒建宏，以及伴隨 Ricardo 成長的馬戲道具「伊莎

貝拉」，創作出一個既貼身又扣人心弦的故事。 

《伊莎貝拉》為大館-古蹟及藝術館（香港）及星合有限公

司（台灣）聯合製作，於「玩轉大館馬戲季2021」首映。



空中不自由戀愛作戰①

8/27（六）- 9/4（日）全日 全園區  出發點：西服務中心 (A) 

互    動

戀愛不自由，作戰無極限

空總x導覽x由你決定愛的路線！

一位自稱來自500年後的人工智慧「程澔」溜進你的手機懇

求你協助完成任務――500年以後空總發生大事件，導致

2022年以後的資料全部毀壞？為了修復檔案，「程澔」將

此處殘存的資訊以「聯合餐廳」、「通信基地與宿舍」、

「戰情大樓」三個區域「運算成人」，修復方式是直搗內心

深處？攻破角色心房？邂逅三位以過去回想未來的失憶男

子，這一次不能忘記，而是絕對要想起來！

策劃團隊｜本劇場

注意事項：
※玩家需自備智慧型手機和耳機。
    本節目不支援iPhone5s iOS 9.4以下或 2016年前出廠的 Android 手機。
※玩家須下載APP「趣淘Chito」，搭配APP中遊戲互動指示進行。



四界飛 sì-kè-pue / 紙飛機太空站

8/27（六）- 8/28（日）、9/3（六）- 9/4（日）14:30-20:30

聯合餐廳前廣場

裝   置

四界飛是台語發音，指到處飛行的意思。

在兒時最快樂的回憶，是跑上頂樓跟鄰居們一起拋射紙飛
機，想辦法射到對面的屋頂或車上，看它們四處飛舞。而在
現今居家空間與交通發展下，卻越來越難聚集一群一起玩樂
的夥伴們，在公共與私人空間中隨意玩耍。

此作品藉由太空站的形式，建立能讓大人小孩以「飛行」開
拓新體驗的實體空間，在這裡你可以嘗試不同造型的紙飛
機，並從高處發射，甚至可以挑戰世界上飛得最遠的距離！

策劃團隊｜好日文化有限公司

注意事項：
※操作時注意飛機不可對人拋射。
※離開時請務必記得帶走自己的紙飛機！
※6歲以下兒童，須由家長陪同。
※作品周遭禁止奔跑、跳躍、攀爬、推擠等危險動作。
※禁止觸碰燈具及電線。
※注意天氣高溫與地面濕滑導致的危險。



暗mi-moo

9/3（六）- 9/4（日）14:30-15:30

聯合餐廳展演空間1樓 (B)

親    子

《暗mi-moo》（臺語繪本故事）

★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阿却賞」兒童繪本得獎書

故事改編自繪本《暗mi-moo》（作者：Abon / 繪圖：施暖
暖），以從沒離開地底的Amomo，歷經一番冒險，看到陽
光的故事，描述人心的光明與黑暗。故事哥哥姊姊會從生動
有趣的聲音、光影與互動，讓孩子從故事中親近母語。

演出團隊｜夾腳拖劇團

注意事項：
※提醒大家，因為是光影演出，演出環境較暗，
    但Amomo很可愛，請大家不要害怕喔～

     本節目須事先報名，詳情請見官網。



蛀牙蟲大戰牙槽王

9/3（六）- 9/4（日）17:00-18:00

榕樹廣場 (G)

親    子

小男孩好愛吃糖，又不愛刷牙，每次把愛護牙齒的叮嚀都當
作耳邊風，
直到有一天……

討人厭的蛀牙蟲決定把男孩的牙齒蛀光光，
就在這時，男孩牙齒的守護神牙槽王出現了！
究竟是蛀牙蟲會贏？還是牙槽王力量強大？
兩邊的秘密武器：牙刷、牙膏、牙線，對上米香、麻花捲、
與麥芽糖，
到底哪樣比較厲害？

透過故事演出，我們將教孩子各種古早味零食的台語，還有
如何保護自己的牙齒！

演出團隊｜夾腳拖劇團



節氣果物語─夏之章

9/3（六）- 9/4（日）16:30-17:00

聯合餐廳展演空間1樓 (B)

親    子

夏季是萬物興盛的季節，赤陽豔、雷陣雨，果物精靈們熟成
枝頭，紛紛甦醒了過來，西瓜圓圓胖胖滾成好動的瓢蟲、芒
果金黃沉香展翅飛成伯勞。誰知道突然飄來黑黑灰灰的怪東
西，種進土裡長不出根、泡進水裡發不出芽，竟然弄得土地
灰撲撲病懨懨慘兮兮，嗶！嗶！嗶！夏季警報即將發起！

演出團隊｜囝仔人

 *本節目亦為「將來形狀：CREATORS五週年」系列活動

     本節目須事先報名，詳情請見官網。



玩聚場 X 野鵝快跑—夏天別跑 ♫

音    樂

市    集

互不相識的陌生人在某些時間聽著同一首歌，是不是有點浪
漫呢？夏日尾聲的草地上，試著用音樂相認看看吧！ 

春去秋來、物換星移，唯有我們心中的陽光永不消退，來來
一起用樂聲儲備能量，夏天別跑，別跑別跑別跑！

策劃團隊｜野鵝快跑 Wild Goose Run

玩聚場 X 野鵝快跑市集

9/3（六）
14:30-15:10  Blueburn
16:30-17:10  Finn黃士勛
18:30-19:10  1976

9/4（日）
14:30-15:05  緩緩
15:25-16:00  余佩真
16:50-17:30  百合花

西草坪 (E)

中正堂前廣場 (D)

9/3（六）- 9/4（日）14:30-20:30



玲瓏姊妹愛眠夢：美人魚外傳

9/3（六）15:30-16:10 、9/4（日）16:00-16:40

戰情大樓前廣場 (F)

馬    戲

人世間的恩怨，皆如過眼雲煙。在庸庸碌碌、平平凡凡的瑣
事之中，當我們望向天頂，總覺得有隻眼睛在觀看、保佑著
我們。那是神女，正在天上看著、庇佑著人世的一切。 

《玲瓏姊妹愛眠夢》系列改寫台灣在地奇幻事件，透過神女
的視角，以各種不同的法術、幻象，結合歌曲、舞蹈、特
技、馬戲……在一個個場景裡，解決凡人的情愛問題。 這
次，故事回到了過去。

演出團隊｜僻室
策劃團隊｜星合有限公司

注意事項：
※操作時注意飛機不可對人拋射。
※離開時請務必記得帶走自己的紙飛機！
※6歲以下兒童，須由家長陪同。
※作品周遭禁止奔跑、跳躍、攀爬、推擠等危險動作。
※禁止觸碰燈具及電線。
※注意天氣高溫與地面濕滑導致的危險。



釘孤枝熱血大演練 I＋II

9/3（六）17:30-18:30、19:30-20:30

戰情大樓前廣場 (F)

釘孤枝熱血大亂鬥行之有年，最常見來自觀眾的意猶未盡，
或者哪位熱愛的參賽者意外落馬感到可惜，大演練為此而
生。加以運用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延伸技能招式變化，讓意
念更自由更深刻更無拘無束，娓娓道來為何用盡一生的愛來
追求心中的理想境界，這將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特異功能博覽
會。身為一個稱職的釘孤枝支持者，大演練更不能錯過！身
為一個職業的釘孤枝表演者，這就是培養粉絲最佳時機！

策劃團隊｜星合有限公司

馬    戲



釘孤枝熱血大亂鬥

9/4（日）18:30-20:30

戰情大樓前廣場 (F)

「釘孤枝」意指單挑、一對一，雙方都是一人出戰。舉例：
伊欲佮你釘孤枝。
I beh kah lí tìng-koo-ki.（他要跟你單挑。）―資料取自臺
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

這是單挑對戰的刺激比賽一場鑼鼓喧天的馬戲party！比賽
形式定為不限項目一對一淘汰賽的「無差別格鬥」，音樂響
起，他們專注於此一年、十年，化作一招、百招的招式。在
血脈賁張的對決背後，比奪得獎牌名次更重要的，是這麼多
優秀的表演者，傳達不服輸的精神傳達給台下所有為生命奮
鬥的勇士們。招式也許會失誤，強中也許有更強者，但人們
不會放棄；不畏懼挫折，在失誤中重新奮起，堅持不懈就是
釘孤枝的核心精神。

策劃團隊｜星合有限公司

馬    戲



天時地利——
探索馬戲在公共空間的使用方式

9/4（日）17:30-18:00

戰情大樓前廣場 (F)

本次國際交流工作坊由 Florent Bergal 帶領，透過其專長在

於個人風格的創造及身體語言的發展。其表演方式依賴於表

演者自身的肢體發展，而非依靠或結合文本傳達故事，透過

表演者各種身體姿態進行交流。

講師在身體語言和編舞研究之基礎下，結合空總戶外空間特

性，根據學員提出的個人創作主張，帶領學員創造身體語

彙，接著運用此身體的語彙進行改變，發展出屬於學員獨特

風格之身體劇場，重新發現空總戶外環境新維度！

演出團隊｜Florent Bergal 及參演表演者
策劃團隊｜星合有限公司

馬    戲



鄰居下訂單

西草坪 (E)

「你 ê 厝邊就是我 ê 繆思 」

空總玩聚場團隊和「鄰居下訂單」策劃小組當敲邊鼓的紅娘，牽起空總
隔壁鄰居－建國假日玉市攤商，和劇場創作者之間的紅線！ 
紅線的這一端是三組表演藝術團隊――戲劇和舞蹈同時附體發功的複象
公場、與自然共生一起跳舞的舞蹈生態系創意團隊，還有在嚴肅逗趣間
穿梭的冷熱面喜劇演員董佳琳、譚天；大家各自使出一顆赤忱的心、追
求對象的渾身解術，深入玉市，認識紅線的另一端――都好有特色的攤
商老闆們。交往和生活，將被創作者們轉化成一道道「攤商新朋友想看
的玩聚場表演」。 

20分鐘的表演可能是一場好玩的遊戲，也可能是一場激昂的演歌……歡
迎身為觀眾的你來現場一起同樂！經過玉市時，別忘進去瞧瞧這些臥虎
藏龍的鄰居喔。

演出團隊｜董佳琳 Ｘ 譚天、舞蹈生態系創意團隊、複象公場
策劃團隊｜貢幼穎、楊志雅

9/3（六）
16:10-16:30  董佳琳 Ｘ 譚天  《水萬萬瓊斯》
17:10-17:30  舞蹈生態系創意團隊  《空總「ㄩˋ」貴人》
19:10-19:30  複象公場  《傳說中的史東》

9/4（日）
17:30-17:50  董佳琳 Ｘ 譚天  《水萬萬瓊斯》
17:50-18:10  舞蹈生態系創意團隊  《空總「ㄩˋ」貴人》
18:10-18:30  複象公場  《傳說中的史東》

表    演



從現在開始你跟這三位新生代創作者是十五分鐘的朋友。

由舞蹈創作者余彥芳擔任創作隊長，精選三位以肢體發聲的

新生代單人表演者，深入思考C-LAB與其週邊社區的人、

事、時、地、物，創造出屬於表演、空間，和人的相遇。演

出將發生在C-LAB的不同時間地點，每個場次十五分鐘，但

每個十五分鐘，演出都將因為空間、時間，以及觀眾的改變

而持續改變。

藝術家｜張可揚、葛郁芳、黃子家
計畫隊長｜余彥芳

舞    蹈
任選三樣：在當代實驗場周遭，

反覆操演持續長大的三支單人作品

市集區(D)

榕樹廣場 (G)

仁愛路大門

9/3（六）
17:00-17:20 

18:00-18:20 

18:30-18:50

第一停車場 (C)

市集區(D)

榕樹廣場 (G)

9/4（日）
16:00-16:20 

17:00-17:20 

18:00-18:20



小孩看出去2.0

9/3（六）- 9/4（日） 14:30-20:30

全園區、中正堂前廣場 (D)
線上限時播映／中正堂現場放映

在大大小小的生活場域裡，不管是超商櫃台、捷運扶手、浴
室門把，都是為了大人設計的高度，在這個大人所設計的藝
術節裡，我們也好奇小小孩在其中看見什麼、以什麼角度探
索這些演出與活動。 

本節目採限時線上直播，並將在藝術節現場進行放映，讓小
小孩與你分享他們眼中的風景。 

小孩旁邊的大人：方姿懿、鮑奕安

 直    播



多重主修藝術市集

9/3（六）- 9/4（日）14:30-20:30

中正堂前廣場 (D)

 表演＆市集

9/3（六）- 9/4（日）14:30-20:30          詢問站

帕婆仔山一日........販賣演出／互動式偶劇與立體書演出

瑞瑞王.........盧恩符文占卜、生命靈數流年／私密小劇場

甜美絕配...................................甜點、飲品／配對任務

藝國美食.................越南美食／音樂演出、美食咖啡教學

陳家聲工作室劇團.................................絹印／情境劇

愛聽不聽................................書籍出版品／Podcast錄製

Jam Circle 世界樂器體驗.................樂器體驗／樂器表演

屏東男奶奶........................滷肉飯／戲劇表演、手寫字籤

豎琴．塔羅．占卜詩.......手寫占卜詩卡、書籤／非洲豎琴彈唱

於玩聚場夏日藝術節期間至          詢問站出示您在活動現場拍的照片，
即可獲得2022玩聚場限定紀念品「歡天洗地 家事小幫手」1份。

每人每天限換1份，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2022
玩聚場
限定紀念品
兌換



執行長／謝翠玉 
當代藝術實驗平台總監／吳達坤

玩聚場策劃團隊／王惠娟、陳雅柔
執行製作／粘馨予、簡伶潔

行銷統籌與宣傳執行／簡佩萱、吳映蓉、嚴子涵 
戶外舞台主持人／林庭旭 

主視覺及平面設計／邱璽民 
英文翻譯／羅雪柔 

錄影紀錄及宣傳影片製作／陳大大國際影業有限公司
平面攝影／Ogawa Lyu

網站技術／BLOCKCODE 德穎數位
直播技術／許博彥

總舞台監督／賴亮嘉 
技術統籌／劉彥廷 

執行舞監／張可欣 、林世杰
技術人員／蔣如、汪永儒、徐榤、陳姵瑄

行銷協力／劉郁青、黃怡翔、高慧倩、陳姵文、王萱
活動協力／謝忻彧、余孟菱、吳宜臻、粘隶芸、黃孟琦

技術協力／王仁薇
場地協力／林志鳴、謝雨利、李後奇、袁茵、蔡承杰、江苓、潘昱琇

行政協力／陳國政、王雲玉、許鈁雯、周亞澄

特別感謝所有支援的夥伴們 ❤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與時間變動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