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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音樂會至抗戰音樂劇中的國軍文

藝創作解析 

黃千珮 

摘 要 

本研究以《抗戰勝利 60 週年音樂會－為勝利而生》、《抗戰勝利暨臺灣光

復 70 週年音樂劇－碧血丹心、永續和平》兩場演出為研究對象，並將「文學

文本」的概念轉換為「演出本文」，以演出影像資料作為主要分析之文本，其

他相關資訊為輔，探討兩場音樂活動在設計架構上的異同，進行敘事分析以

及作後現代特質的檢視；結論中，除喚起大家對軍中藝文人才的重視，並肯

定製作團隊的努力外，也針對第二場音樂劇的內容及未來國軍藝術展演活動

的發展方向提出問題與建議，期待軍中藝文工作者的持續精進，讓製作團隊

能以更創新、更多元、掌握社會脈動的演出手法與技巧，共創軍中藝文的堅

強實力。 

 

 

關鍵字：國軍新文藝、音樂會、音樂劇、敘事分析、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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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Analysis of the Military 
Literature and Arts—From the 

Concert to the Musical in Honor of the 
Victory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ien-Pei HUANG 

Abstract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two commemorative performances, namely, 

"Born to Victory—the Concert in Honor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Anti-

Japanese War Victory" and "Loyalty Unto Death, Sustainable Peace─the Musical 

in Honor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Victory and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By converting the concepts of "literary text" and 

"performing script", these two performances, the former a concert and the latter a 

musical, apply images to invoke memories of the war.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conceptual design and structures in theses two works and investigates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rratology and postmodernism. The conclusion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erforming arts in the national army, recognizes the efforts of 

the production teams for these two performances, and suggests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especially based upon the musical. It is hoped that the performance 

artists in the national army can continue to create works, which can reflect the 

socio-cultural milieu and renovate the tradition of military aesthetics. 

 

 

Keywords: performance aesthetics in the national army, concerts, musicals,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postmodern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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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研究動機 

追溯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文藝政策，以國防部 1965 年開始推行的

「國軍新文藝運動」最具代表性，它全面性地號召並匯聚當時知名的作家、

藝術家到軍中演講，更多方鼓勵軍中作家投身藝文創作。1「國軍新文藝運

動」是台灣藝文發展史上特殊的時代性現象，因此，不論各種視野對於它的

解讀與詮釋各有所指，不論其產生的原因及目的為何，都可視之為台灣文藝

發展的一個階段。而國軍新文藝發展的過程，是綜合當時的各種文藝領域，

包含文藝理論、小說、散文、詩歌、影劇、音樂、美術、廣播、民族通俗藝

術、文宣等 10 組研討議案，許多重要作家、演員、刊物主編、廣播電臺主持

人等，都在歷史的軌跡中，成為奠定國軍新文藝走向的重要基石。但是，新

文藝的內容縱然廣泛，影響範圍最大的，應該是藝術領域所引起的共鳴與效

應。有關於這個說法，我們可以從已故作家王平陵論及「軍中文藝」時的主

張中理解： 

戰友們最樂意接受的藝術，無疑地，就是不假思索，無須文字及其

他符號作媒介，而能直接引起官能的反應，立刻使視覺、聽覺……

感到舒適的歌唱、舞蹈、繪畫、電影和戲劇。 

二、研究目的 

而在藝術領域之中，音樂因為能夠跳脫語言隔閡的困囿，故其影響力與

宣傳力不容小覷。德國作曲家舒曼（Robert Schumann, 1810-1856）曾說過：

將光亮從人心靈的深沈中釋放出來，是音樂的神聖使命；揚名國際的日本指

揮家小澤征爾（Seiji Ozawa, 1935 生）也曾提到：音樂最微妙的地方是它能

牽動人內心各種不同的感覺；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
 梅家玲、馬翊航、劉于慈，〈使筆如使槍－重探國軍新文藝運動〉，《文訊》352 

(2015)：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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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1900）的名言「沒有音樂，生命是一種錯誤」，這三句話都提及音樂與

人之間密不可分的親密關係。音樂是社會環境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人類是

社會環境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人類的活動－包含生理及心理等活動，都可能

與音樂息息相關，再加上音樂的表達關係著人的意念、知識、情感、理想等

綜合性心理活動，是人們傳達某些難以用言詞表述的經歷、將這些深存在內

心的、最強烈的感情和思想釋出，以及看待、理解世界的一種媒介。2
 故本

研究以國軍新文藝運動的回顧為出發點，將研究脈絡設定於音樂方面的論

述，檢視相距十年的 2005 年與 2015 年國防部所舉辦的抗戰紀念音樂會／

劇，透過閱聽者的角度與視野，解析國軍辦理紀念性音樂活動的手法與設

計，並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 

三、研究問題 

根據以上所提之研究目的，設計相關研究問題如下： 

(一) 兩場音樂活動在設計架構上的差異為何？ 

1. 從敘事分析觀點—論十年發展-音樂會/劇的內容分析 

2. 從後現代觀點—後現代特質在其中的呈現 

(二) 國防部舉辦音樂活動的精進空間為何？ 

壹、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抗戰勝利 60 週年音樂會—為勝利而生》、《抗戰勝利暨臺灣光

復 70 週年音樂劇－碧血丹心、永續和平》兩場演出為研究對象，並將「文學

文本」的概念轉換為「演出本文」，以演出影像資料作為主要分析之文本，並

以節目手冊、網路資訊等作為輔助資料，探討兩場音樂活動在設計架構上的

                                                      
2
 黃千珮，〈？音樂對？族群會產生？心理作用之初探〉，國防大學「應用藝術提升

精神戰力」研討會論文，國防大學，2011。 



抗戰音樂會至抗戰音樂劇中的國軍文藝創作解析 

DOI: 10.6244/JOMR.2016.25.02 

 43 

差異，並進行敘事分析以及從後現代特質的觀點作檢視。兩場展演的敘事文

本如下： 

（一）「抗戰勝利 60 週年音樂會—為勝利而生」節目綱要 

表 1：音樂會節目綱要 

曲目 表演者 備註 

開場序曲：抗戰組曲 演奏/示範樂隊 新編曲 

主持人 OS  

松花江上 演唱  + 樂曲解說/李宗球  

離家 演唱/劉弘春、呂紀民 + 樂曲解說/劉弘春  

巾幗英雄 演唱/田筱雲、曹維琪、湯愛梅、宋孝泠、

李彥瑩 

 

上前線 李宗球、呂紀民、陳忠義、劉弘春、柴寶

琳、林惠珍、巫白玉璽、曹維琪 

 

主持人 OS  

黃河船夫曲 演唱/軍校生合唱團  

黃河頌 演唱/巫白玉璽  

河邊對口 演唱/呂紀民、陳忠義  

黃河怨 演唱 + 樂曲解說/柴寶琳  

保衛黃河 演唱/軍校生合唱團  + 樂曲解說、參與演

出心得/朱國榮 

 

凱旋歌 演唱/軍校生合唱團  

主持人 OS  

抗戰史詩組曲：海上進

行曲、壯志凌霄、黃埔

軍校校歌 

演唱/軍校生合唱團 + 軍校生參與演出心

得、作曲家黃瑩口白 

新編曲 

國旗歌 演唱/兒童+軍校生合唱團  

主持人 OS  

國家 演唱/全體人員  

補充：全程由示範樂隊擔任伴奏 

資料來源：參考 youtube 影像3
 及國防部政戰資訊網頁服務-抗戰勝利 60 週年4

 

                                                      
3
 〈抗戰音樂會 1〉Youtube 視頻，5:24，由 chinese1911 發佈，2008 年 9 月 2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7dtBme_3ZU&list=PL23C13B22211CF061 （ 下

載時間：2015 年 10 月 23 日） 
4
 〈國防部政戰資訊網頁服務-抗戰勝利 60 週年〉。 

http://gpwd.mnd.gov.tw/Publish.aspx?cnid=487&i=1（下載時間：2015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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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參考資料以一般國人廣泛使用之影音平台及國防部政戰資訊網頁為

主，但其中曲目的呈現在兩者經由比較後發現稍有落差，在此提出說明及問

題；政戰資訊網頁以音訊檔的方式公開，所呈現的曲目與段落較影音平台上

來得多，包括：爺孫開場、國歌、杜鵑花、黃水謠、歡樂歌組曲（原住民

語）、捕魚歌（原住民語）、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閩南語）等七個段落，都

是影像資料上沒有呈現的部分。在此，因為曲目的缺漏而導致資料不完整的

問題，雖然對於影像的採樣以及資料的核對產生困擾，但是可衍伸作為結論

時所提出建議。 

（二）「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音樂劇－碧血丹心、永

續和平」節目綱要 

此音樂劇以音樂結合戲劇貫穿全場，運用抗戰時期經典歌曲搭配劇情、

舞蹈及光影效果，展現國軍精神戰力，傳承國軍保國衛民的光榮歷史。劇情

描述國軍為維護民族尊嚴，團結同胞抵禦外侮並與盟軍共同抗日、光復臺

灣；全場區分「甲午戰爭、臺澎割讓」、「碧血丹心、軍民抗戰」、「同盟抗

日、光復寶島」、「繼往開來、永續和平」等四個階段，闡述男女青年從軍報

國及軍民同胞捍衛民族尊嚴、浴血奮戰的可歌可泣故事。5
 

表 2：音樂劇節目綱要 

劇情 曲目 表演者 備註 

第一章  甲午戰爭、臺澎割讓 

中華民族自馬關條約後受日本荼毒，至盧溝橋事變、抗日初期，我有志青年均獻

身報國…。 

 國歌 演唱/軍校生合唱團  

以管弦樂團演奏為序曲

揭開序幕。 

【虎賁萬歲】 

抗戰勝利紀念歌 

1、佳音天降 

2、虎賁萬歲 

3、王道干城 

演唱/軍校生合唱團 新作曲 

多媒體影像： 

臺灣抗日名

錄 

                                                                                                                                       
日） 

5
 〈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音樂會 北中南共 5 場演出〉《NowNews 新聞》，

2015 年 08 月 11 日。 

http://www.nownews.com/n/2015/08/11/1777671（下載時間：2015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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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祖靈之眼 心戰五中隊 原住民語 

日本殖民臺灣期間，年

輕壯丁被強徵到南洋充

當軍伕，此曲表現出故

鄉親人內心煎熬和想

念。 

望你早歸 藝工隊、陸軍專校合

唱團 

演唱、舞蹈 

旁白 

第二章  碧血丹心、軍民抗戰 

日本侵華暴行隨戰局不斷擴大蔓延，國民革命軍為維護民族尊嚴，團結同胞抵禦

外侮，與盟軍併肩作戰共同抗日。 

六省聯中應屆畢業生的

課堂，老師教導大夥兒

唱歌。 

長城謠 演出/安唯綾、阿

布、楊子儀、海軍官

校合唱團 

戲劇演出、演

唱 

街上的賣花童，以賣花

所得救國家。 

賣花 演出/吳欣霓、吳念

潔、林語湄、曾子倢 

女主角藉著花與歌唱出

時代兒女的心聲。 

杜鵑花 演出/安唯綾 

日軍侵華造成民不聊

生，藉由此曲揭發敵人

的殘暴與百姓的痛苦。 

野火 演出/柴寶琳、心戰

五中隊 

呈現抗戰時期，女性同

胞為前線戰士縫製冬

衣，貢獻己力的心情。 

製寒衣 演出/趙際華、曹維

琪、心戰五中隊 

形容戰爭激烈、戰士奮

勇殺敵之景象。 

火線下之歌 演出/阿布、心戰五

中隊、政戰學院合唱

團 

歌頌英勇作戰的戰

士。 

歌八百壯士 演出/陳忠義、心戰

五中隊、政戰學院合

唱團 

在湖南省芷江機場，國

軍與美軍聯盟，接受民

眾勞軍的情形。 

西子姑娘 演出/洪郁菁、心戰

五中隊、空軍官校合

唱團 

男女主角暗表情意、明

訴說為國犧牲奉獻之請

纓。 

當晚霞滿天 演出/安唯綾、楊子

儀、心戰五中隊、空

軍官校合唱團 

第三章  同盟抗日、光復寶島 

描述民國 34 年同盟抗日勝利之後，臺灣光復 

 

描述抗日情景，我軍驍

勇善戰之樣。 

抵抗 演出 /阿布、心戰五

中隊、政戰學院合唱

團、管理學院合唱團 

 

旗正飄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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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獻給所有為國犧牲

的英勇烈士們。 

安眠吧！勇士 演出/巫白玉璽、心

戰五中隊 

 

第四章  繼往開來、永續和平 

抗戰勝利後，藉由節日歡慶的樂曲，感念團結抗敵的意義，並珍

惜和平果實，永續經營。 

 

描述民眾慶祝臺灣光復

的情景。 

臺灣光復紀念歌 演出/心戰五中隊 演唱、舞蹈 

兩首曲子混編

演唱 

恭喜恭喜 

百姓安居樂業，農村青

年辛勤為生活打拼的樣

貌。 

農村曲 演出/馬國萍、錢君

銜、理工學院合唱團 

戲劇演出、

演唱 

臺灣光復至今發展現

況，並搭配劇情發展，

呈現出主角們的生命脈

絡。 

背景音樂 戲劇演出人員 多媒體影像：

臺灣發展史 

戲劇演出 

男女主角回憶戰時好

友。 

教我如何不想他 演出/劉筱平、阿

布、精靈幻舞舞團 

戲劇演出、演

唱、舞蹈 

女主角回憶戰爭時期的

無奈，悲歡離合、人事

已非，如今都已成往

事。 

桂花巷 

人員出場謝幕 鋼鐵的心 演唱：全體演出人員 演唱、舞蹈 

旁白  

謝幕 三軍(陸海空)軍歌 演唱 

國旗歌 演唱 

補充：全程由示範樂隊擔任伴奏 

資料來源：參考 youtube 影像6
 

7
 

二、研究步驟 

第一階段的作法，即是以簡化之 Chatman 敘事結構，配合活動設計元素

與 Chatman、Hjelmslev 敘事結構元素對照進行分析，分析架構如下： 

                                                      
6
 〈國防部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碧血丹心  永續和平」音樂劇〉

Youtube 視頻，1:16:13，由王瑋麟發佈，2015 年 9 月 26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dDdmGUOq4（下載時間：2015 年 10 月 23

日） 
7
 〈國防部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 70 週年音樂劇「碧血丹心 永續和平」音樂劇-

下半場〉Youtube 視頻，41:55，由王瑋麟發佈，2015 年 9 月 26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j9F_attdB4（下載時間：2015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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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活動設計與敘事結構元素對照表 

__年 

曲目表 

故事

(內容) 

事件 節目串連方式 

存在體 表演者 

經文化符碼處理

的人事物 
演出曲目 

論述

(表達) 

語法學等 節目表上的節目名稱 

媒介 表演型態：如音樂、戲劇、舞蹈等 

資料來源：Seymour Chatman
 8、Louis Hjelmslev

 9、研究者整理 

第二階段的作法，將以敘事結構的分析結果為本，歸納兩場活動內容的

後現代的特質；分析剖面將結合上述 Chatman 與 Hjelmslev 之理論，區分為

內容的形式、內容的實質、表達的形式、表達的實質等四個面向，並以後現

代特質分析此兩場活動設計中的呈現與變化。 

三、研究限制 

敘事分析是以研究者觀點對敘事文本所做之分析，與設計者本身的設計

思維、考量也許會產生落差，無法將研究結果詮釋為設計者的原本構思；再

者，研究對象設定為此兩場抗戰音樂會、音樂劇活動，節目的主題以抗戰為

主，研究文本著重於 2005 年與 2015 年的音樂性活動，並沒有將歷年來的演

出記錄列入討論，研究結果可能無法完全代表國防部對於相關音樂性活動的

設計觀點。另外，2015 年的演出在名稱使用上沒有統一，相關文宣、新聞等

媒介使用音樂會而非音樂劇，但在節目手冊上的名稱為「音樂劇」，故在此研

究中，統一以節目手冊上的用法為主。 

                                                      
8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19-26. 
9
 Louis Hjelmslev,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WI: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6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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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敘事理論與活動設計 

Berger 認為： 

敘事是有順序地虛構作品，由一段時間裡展開的故事組成，講述的

是人、動物、宇宙空間的異類生命身上曾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

情，而故事中包括一系列按時間順序發生的事件，即敘述在一段時

期內發生的事件。
10
  

而敘事的重要性是人們將各種經驗組織成有現實意義的事件的基本方

式；敘事既是一種推理模式，也是一種表達模式，人們可以透過敘事「理

解」世界，也可以通過敘事「講述」世界。敘事分析應用在節目設計的思維

推論，設計者是將各種經驗組織成有現實意義的節目，而研究者則透過分析

來敘述節目的現實意義為何，並以推理的方式再次呈現設計者思維脈絡。 

（一）敘事理論的文獻探討 

Shklovsky 提出故事包含「素材」與「情節」的部分，素材是敘事中按照

時間順序和因果邏輯串聯起來的原材料，由人物所引起或經歷、且尚未經過

加工處理；情節是是經過作者美學藝術安排的故事。11
 但是，情節對於事件

的敘事順序，與素材中的時間順序不同；未經美化處理的素材，是依時間先

後、邏輯因果發展，情節在人、事、物的鋪陳為了展現美學安排，即可能將

時間先後顛倒、倒敘、插敘等各種巧妙佈局設計。 

Bal 將敘事作品區分為三種層次：素材（fabula）、故事（story）和文本

（text），並且對於素材和故事再做進一步的區分。12
 Bal 指出敘事學就是有關

                                                      
10

 Arthur Asa Berger, Narratives In Popular Culture, Media, and Everyday Life (CA: Sage, 

1997), 161. 
11

 Viktor Shklovsky, “Art as technique.”, In L. T. Lemon & M. Reis (Eds. & Trans.),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Four essays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3-24. 
12

 Mieke Bal，《敘事學：敘事理論導論》，譚君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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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文本的理論，說明敘事文本的組構情形；故事是以某種狀態呈現

（presented in a certain manner）的素材，素材是一系列由主角所引發或經驗

的、具有邏輯性和時間性的事件，事件是從一種情境到另一種情境的轉變。13
 

Barthes 指出敘事包括功能層、行動層和敘述層（ function, action, 

narration）等三個層次。14
 功能層處理敘事的排列組合並分主要與次要功

能，主要功能在故事情節中能導致其它功能出現，次要功能是促成主要功能

浮現的細節，行動層處理事件或人物方面的結構與分類，而敘述層處理作

者、敘事者、讀者之間的關係。 

Todorov（1969）提出故事（story）—素材內容與話語（discourse）表達

形式的二分法概念；他主張敘事作品應透過上述兩種層次檢視，前者探討敘

事的內容，包涵行動邏輯與角色，後者探討敘事的手法，包涵敘事的時態、

面向、模式。15
 Todorov 也提出敘事結構的脈絡始於「平衡」，一切對抗的力

量先處於「均衡」的狀態，之後會被一系列的事件打破導致「失衡」，最後失

衡會被挑戰，再回到與原況不同之「平衡」做結。16
 

Chatman 在其著作《故事與話語：小說與電影的敘事結構》（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將敘事結構作故事（內

容）與話語（形式）的二元分立，並指出這兩個結構中，故事是內容的層

面，話語則是表達的層面。17
 此概念源自丹麥語言學家 Hjelmslev 對敘事的

分類，認為符號可分為表達面（plane of expression）和內容面（plane of 

content），且兩者又各自包含形式與實質（substance）等兩個面向，所以一個

符號就可分為四種面向：表達形式、表達實質、內容形式和內容實質（如表

一）。18
 

                                                                                                                                       
1995），3。 

13
 Mieke Bal, Narratology., Trans. C. van Boheeme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3-5. 
14

 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 Translated by S. Heath (New York, NY: Noonday 

Press, 1988,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7), 144. 
15

 Tzevetan Todorov, Grammar of narrative (The Hague: Mouton, 1969), 2-5. 
16

 Lisa Taylor, Andrew Willis，《大眾傳播媒體新論》，簡妙如等譯（台北：韋伯文化

事業出版社，2002），89-95。 
17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22-26. 
18

 Louis Hjelmslev,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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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Hjelmslev 形式與實質、表達與內容四面向之關係 

 內容面 表達面 

形式 
經由媒介過濾，但未經表達方式處

理的故事 

經由特定媒介以一定形式表達的敘

事 

實質 
未經媒介表達，無任何形式的混沌

素材 

媒介的實質，如文字、電影或聲音

等 

資料來源：Chatman
19

 

Chatman 認為敘事具有兩個部分：（1）故事（story）—包含事件的行動

（actions）、事情（happenings）的內容和連結、存在體（existents）的人物

（character）和各項背景（setting），以及經由文化符碼處理過的人事物；

（2）論述（discourse），亦即表達的結構和傳達內容的手段。20
 

（二）敘事分析對照節目設計思維 

按照 Bruner（1986）的觀點，基本的、普遍的人類認知模式有兩種，都

是形成意義的「理性」方式，其一是敘事推理（分析），另一個則是邏輯科

學；敘事模式可以透析事件之間的特殊聯繫、包含在上下文中的解釋，而邏

輯科學模式的解釋，則是自時間與空間事件之中推斷而來。21
 因此，一個故

事－即活動設計的結構，本身就具有引導解讀的意義，不管內容、劇情、主

角如何抽換、變化、衍伸，觀眾會透過敘事結構去學習；有些學者也提出，

我們了解世界和了解自我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就是通過敘事。 

Fisher 認為具「說故事」天性的人們創造並使用符號，使得日常生活經

驗得以組成故事，因此敘事中的「選擇」及「行動」組合，必然與個人經驗

及故事論述環境相關。22
 上述概念與抗戰音樂會的節目設計作連結，即可以

解釋為：不同場域、環境及生活經驗都賦予敘事－即本研究的文本「節目設

計」上的不同指引，而整體活動正是個人在上述環境脈絡中對於生活經驗的

「選擇」與「行動」組合。自「敘事論述」的實踐層次來看，「敘事文本」及

                                                      
19

 Seymour Chatman,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22-25. 
20

 Ibid. 
21

 Jerome Bruner,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 
22

 Walter R. Fisher, “Narration as a Hum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 the Case of Public 

Moral Argument.”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1 (198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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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方式」就是個人過往「經驗」與「印象」的集結，因此，敘事是個人

經驗與行動所選擇之記憶。23
 敘事是事件的表述，由故事與論述組成；其

中，故事是一個或一連串的事件，而敘事論述則是指事件的表達。24
 將音樂

會/劇的節目內容以敘事的角度審視，則可以將節目的串聯視為故事，而每一

個節目所表達出來的意念則視為論述。從節目設計到節目演出，一連串的過

程代表理念到行動的轉變，也可以是活動設計的精神層面到具體層面的轉

化；從敘事的視角來說，節目設計包含了我們生活經驗的意義，也成為了可

以理解人的關係框架。25
 

（三）小結 

總結所謂敘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即是研究敘事的結構以及敘事

如何言之成理的方法；「敘事分析」關注的是敘事過程中故事大綱、情節結

構、不同人物遭遇等敘事材料，如何透過觀點篩選組合而成的互動關係，26
 

與整體節目相互對應，則可以聚焦於兩場演出節目內容所呈現出來的種種態

樣；而敘事乃個人於所在社會脈絡、日常經驗的選擇、排除、組織、排序種

種經驗及物質之匯合，亦是個人內在生命窗口與外在物質及社會連結的通

道。從節目內容的編排，可以看到透過設計者的生命經驗、自身環境影響的

總成；應用於其中，我們可以分析節目的串連方式、演出者、曲目，以及節

目名稱、表演型態等，本研究在參考各敘事理論學者的觀點後，將以

Chatman 視角和理論架構解析音樂會／劇的活動設計，即運用其「內容面、

表達面」的概念，分析兩場演出的節目內容。 

                                                      
23

 蔡琰，《電視劇：戲劇傳播的敘事理論》（台北市：三民書局，2000），2-16。 
24

 H. Porter Abbott,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22. 
25

 陳丘惠，〈由物所體現的生命意義與開展─琦君散文之敘事分析〉，世新大學口語

傳播學系碩士論文，37。 
26

 吳泰毅，〈史匹柏如何說故事〉，「世新性別研究所研討會」論文 (未出版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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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現代運用於活動設計之探討 

（一）後現代理論及其歷史發展 

早期的後現代論述如：後現代主義最早的評論學者之一哈山（Ihab 

Hassan），多侷限於思潮和風格的研究，也有人將其視為後結構主義的一部分

或是解構主義。其他理論家如：傅柯（Michel Foucault）、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等

人，也都提出相關的後現代理論。 

1、傅柯－知識、權力、主體性觀點。 

認為理性不能代表進步或達成解放，強調知識與權力之間有密不可分的

關係。在主體性方面，提倡要驅除主體，擺脫主體本身，喚醒新的思想形

式。 

2、布希亞－擬象與超真實性觀點。 

認為後現代是擬象的資訊與符號的時代，由模型、符碼支配一切的交

流，符號宰制了社會生活，日常生活形成逐漸模糊實體的「超真實」。另指

出，後現代主義中的西方社會，生產資訊取代生產機械與物品，現代社會是

一個「生產」的社會，而後現代社會是個「消費」的社會；媒體所散發的符

號，在大眾空間中形成歷史沉澱，並切入社會身體的內部，形成無法切割的

象徵網絡。27
 

3、李歐塔－後現代知識觀對教育具有的啟發意義。 

將後現代主義連結到知識和科技變遷產生的社會組織形式，並指出後現

代情境下，電腦普及與尖端科技的變革衝擊著知識領域，使知識的二大功能

－研究考察功能及傳播既定知識功能皆受到影響。因此，他認為進入後現代

社會後，知識的地位產生以下的巨變：科學知識是一種論述、知識商品化、

                                                      
27

 陳光興，〈真實－再現－擬仿‧布希亞的後現代媒體社會學〉，《當代》第 65 期：

21-22；Jean Baudrillard, Jean. La Société de Consomation, (Paris: Gallimard, 197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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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即權力等。28
 

4、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以新左派的觀點，提出「後現代主義就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Postmodernism is the culture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的看法，並且稱這種

困難為「精神分裂式的語言或藥物籠罩下的經驗」，成了後現代經驗的主要

特徵。29
 

綜觀諸多與後現代理論相關的文獻，後現代主義的定義至今仍處於開放

與可變的狀態而無法定論，但是形成的原意是來自於超越或壓抑現代主義，

亦是一種比現代更現代、比前衛更前衛的思考模式。30「後現代」一詞，最

早於 1870 年由約翰瓦金斯．雀門（Jone Watkins Chapman，英畫家）為了表

達比當時號稱現代繪畫的印象主義更為前衛的看法而提出；「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的使用，以 1934 年弗．奧尼斯（F. Onis，西班牙作家）

為先，是「現代主義」的延長與增幅，也算是「後期現代主義」的表現，而

「後現代主義」則是普普主義以後的古典整合；60 年代以後，「後現代主

義」才普遍為人們所使用，經常出現在建築、詩與藝術的特定領域；直至

70、80 年代，藝術及文化的「後現代主義」論述才逐漸廣佈開來。31
 後現代

主義的歷史發展，跳脫垂直與水平的鏈結，是一重新組合且不同於現代主義

的美學觀點；在藝術層次，擺脫其純粹之感，以多元形式、交錯元素、跨領

域等超越思維想像的手法呈現。歸納上述後現代的特質，可以找出兩種傾

向，包含內在性（immanences）與不確定性（indeterminacies）；人們運用自

己的能力超越原本可能，創造的象徵記號建構其宇宙－即內在性，進而成就

虛構與紀實的混合，產生了「解構」的現象－即不確定性。32
 後現代主義的

                                                      
28

 游振鵬，〈李歐塔後現代觀點及其對大學師生關係的啟示〉，《教育社會學通訊》第

27 期：13-23。 
29

 Fredric Jameson，《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台北：合志文化出版，

2001），24-29。 
30

 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9；羅青，《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台北：台灣學生書

局，1993），32-33。 
31

 陸蓉之，《後現代的藝術現象》（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0），164-166。 
32

 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9；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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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擺脫單一化、中心化的狀態，接受多元、異向、變化、解構、去

集中化等意識觀點，也將學習多元化價值觀，並應用在生活事物之中的概

念，與社會生活產生連結。 

（二）後現代與活動設計之關連性 

高宣揚出後現代主義可有以下幾種形式的羅列：作為一種歷史和社會範

疇，作為一種心態、思維模式和文化範疇，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人類活動的

新模式，作為一種表達方式和論述策略，同時也是對新的社會和新的文化正

當化方式和程序的一種質疑和挑戰。33
 而臺灣教育知識的普及化，創造了人

們更高的自我價值，知識涵養也隨著報章、雜誌等媒體的氾濫而迅速傳播；

這些在臺灣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現象正是後現代文化的現象，也符合哈山

所提出的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是通俗文藝、沉默文學、大眾文化、解構主義

等，更具有「內在性」及「不確定性」。34
 雖然對於後現代的意義我們無法

下定論，但是綜合上述所討論，仍然可以找出符合本研究應用層面的後現代

特質。35
 從「文化現象」來看，其特質可包含：通俗文藝、大眾文化、解構

主義等；從價值意識形態來看，則可以在多元主義（pluralism）兼容並蓄主

義（eclecticism）的引導下，有消費品模式、多元形式、交錯元素、跨領域等

表現（如表 5）。 

表 5：後現代主義特徵歸納表 

文本策略 

繼續現代主義的實驗美學與藝術技巧 

玩弄語言的文化語碼與成規跳脫既定成規 

諧擬、戲仿、拼貼、語言的混雜使用(hybridization)多元素的混用 

後現代的遊戲性：並非單純的好玩，同時背負著對時代與歷史的使命

                                                                                                                                       
青，《什麼是後現代主義》，32-33。 

33
 高宣揚，《後現代論》（臺灣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109-110。 

34
 Ihab Hassan,《後現代的轉向 : 後現代理論與文化論文集》(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劉象愚譯（台北：時報公司，1993），

258-259。 
35

 Charles Jencks, The Post-modern Reader (London: Academic Editions, 1992),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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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只是這個使命感不再以沈重的形式出現。具遊戲性 

價值觀與

意識形態 

多元主義（pluralism）、兼容並蓄主義（eclecticism） 

瓦解菁英／通俗文化間的疆界走向通俗文藝、大眾文化 

反本質、消解正統中心地位的文化，代之以多元離散，崇尚多元、流

動、異質性 

語言 
強烈的解構傾向，質疑根本的、普遍的真理，反大敘述（anti-grand 

narrative）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Charles Jencks
36

 

國防部辦理音樂活動的動機，在於以軟性的手法和彈性的思維，創造一個軍

民交流的平台，因此活動設計就必須是一個貼近閱聽者、符合社會脈動、跳

脫傳統軍民關係的情境。這樣的思維應用在後現代主義階段，因為文化近乎

大眾化，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距離逐漸消失，商品進

入文化，意味著藝術作品正成為商品，甚至理論也跟著商業化，商品亦或活

動的邏輯已經影響到人們的思維；總之，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正如詹明信所

言：已經從過去特定的「文化圈層」中擴張出來，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進

而成為了消費品。37
 現在所執行的紀念性音樂活動，正是以這樣的脈絡，接

軌國軍與民眾的思緒和情緒，創造出任務性質背後的附加價值，因此在節目

的設計與考量上，必須以宏觀的藝術經驗和思維，打造創新的、符合時代的

新舞台。 

（三）小結 

本文融入後現代的理論，是延續前段敘事分析後的結果，比較不同年度

的節目內容差異，將後現代的特質與敘事分析進行媒合；解析在時代環境的

變遷下，國軍從封閉、本位主義、嚴肅等形象轉化為親民、開放的態度，國

軍的相關活動設計在符合歷史脈絡、以在地人文背景為考量、以多元藝術為

導向的過程中，符合上述歸納的後現代的特質，並以其作為研究成果。 

                                                      
36

 Ibid. 
37

 Fredric Jameson，《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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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論十年發展─音樂會/劇的內容分析 

一、節目綱要之敘事分析 

表 6：音樂會敘事分析表 

2005 年 

音樂會 

故事

(內容) 

串連方式 

1、有開場與結尾的概念：以抗戰組曲為開場、以

國旗歌、國家作為演出之結尾。 

2、主持人、表演者解說樂曲等串場（如節目綱要

所示） 

表演者 

1、國防部示範樂隊、軍校生合唱團、演唱家。 

2、除樂隊伴奏外，以演唱者居多，且演唱者多具

有軍校畢業之身分。 

演出曲目 抗戰歌曲為主、有時代關聯性為輔 

論述

(表達) 

節目名稱 以樂曲名稱作為節目名稱 

表演型態 
演唱（獨唱、重唱、合唱）、演奏、樂曲解說、多

媒體影像應用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表 7：音樂劇敘事分析表 

2015 年 

音樂劇 

故事

(內容) 

串連方式 

1、有開場與結尾的概念：整場次－以國歌開場、

國旗歌作為整場演出之結尾。戲劇部分－以

「虎賁萬歲」為序曲、以「鋼鐵的心」作結。 

2、區分「甲午戰爭、臺澎割讓」、「碧血丹心、軍

民抗戰」、「同盟抗日、光復寶島」、「繼往開

來、永續和平」等四個階段。 

3、劇情貫穿、樂曲配合劇情演唱。 

表演者 

示範樂隊、心戰第五中隊（含藝工隊）、軍校生合

唱團、演唱家、演員、舞團、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應用藝術學系學生等，增加表演豐富性。 

演出曲目 
1、抗戰歌曲為主、有時代關聯性為輔 

2、歌曲融入閩南語、原住民語等方言 

論述 節目名稱 1、以樂曲名稱作為節目名稱，但因為劇情是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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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 的，故沒有特別設定以一首曲子作為一個節目

的名稱。 

2、主要以劇情發展的四個階段為區分。 

表演型態 
戲劇演出、演唱（獨唱、重唱、合唱）、演奏、舞

蹈、多媒體影像應用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兩場演出固然有許多差異處，但是音樂會的某些設計手法仍然在音樂劇

上可見。相同的部分包括：有開場與結尾的概念、「國旗歌」作為演出結尾的

應用、國防部示範樂隊及軍校生合唱團為參與演出的固定班底、多媒體影像

的配合演出等。 

二、後現代特質分析 

本段將從上述敘事分析的結果中，觀察兩場活動在時間推演上所具備的

後現代特質，並且從內容的形式、內容的實質、表達的形式、表達的實質等

四面向，探討「實驗美學與藝術技巧」、「跳脫既定成規」、「多元素的混用」、

「具遊戲性」、「通俗文藝」、「大眾文化」、「多元、流動、異質性」、「解構」

等後現代特質在其中的呈現。 

（一）故事（內容）中的後現代特質 

1、內容的形式（事件、存在體） 

事件與存在體在活動中是以節目串連方式、表演者為參照。節目的串

連：2005 年以音樂演出為主，由主持人負責串連所有節目，並有表演者解說

樂曲等方式穿插，且具有開場與結尾的概念，2015 年劇情貫穿整場演出，樂

曲配合劇情演唱、演奏。表演者安排分面：2005 年為國防部示範樂隊、軍校

生合唱團、多具有軍校畢業之背景演唱家等，而樂隊為伴奏樂團，僅開場樂

曲為主奏；2015 年因應音樂劇，表演者除了具備歌者身分，亦同時擔任舞

者、演員等角色，參與人員類型明顯多樣化，整場音樂劇參演單位及人員包

含：女聲－柴寶琳等國內知名女聲樂家；男聲－陳忠義、巫白玉璽等國內知

名男聲樂家；演員藝人阿布、安唯綾、楊子儀、吳鳳；軍事院校合唱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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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官校、海軍官校、空軍官校、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管理學院、理工學

院、國防醫學院及陸軍專科學校等，合計 260 員。38
 節目中不但有國防部相

關單位支援演出，非軍中人員、兒童、民間團體的參與，讓活動更加顯示出

「多元、流動、異質性」、「通俗文藝」、「大眾文化」、「具遊戲性」等後現代

特質。 

2、內容的實質（經文化符碼處理的人事物） 

這部分的論述主要聚焦在「曲目」方面：在 2005 年的節目內容中，演出

曲目以抗戰歌曲為主、有時代關聯性為輔；2015 年則雖然仍抗戰歌曲為主、

有時代關聯性為輔，但歌曲的演出版本有新作曲、重新編曲等，而關聯性的

曲目則融入閩南語、原住民語等方言，具備了後現代「多元」、「多元素的混

用」的特質。後者歌曲的使用上，如：祖靈之眼、望你早歸、臺灣光復紀念

歌、恭喜恭喜、農村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桂花巷等，無論是創作背景、時

間、使用語言方面，已然具有「臺灣味」，符合「通俗文藝」、「大眾文化」、

「跳脫既定成規」、「多元、流動、異質性」等特質。 

（二）論述（表達）中的後現代特質 

1、表達的形式（語法學、語義學、語句學、邏輯等） 

此部分主要探討節目名稱。2005 年並沒有特別設計節目名稱，單純以

「曲名」來代表每一階段的節目。2015 年仍以樂曲名稱作為節目名稱，但因

為劇情是連貫的，故沒有設定一首曲子即為一個節目名稱，主要以劇情發展

的四個階段「甲午戰爭、臺澎割讓」、「碧血丹心、軍民抗戰」、「同盟抗日、

光復寶島」、「繼往開來、永續和平」做區分，並將此四階段以四個樂章的概

念表示。戲劇與音樂的結合與應用，讓音樂劇在此呈現出「實驗美學與藝術

技巧」、「多元、流動、異質性」等後現代特質。 

                                                      
38

 相關資訊擷取自「中華民國行政院部會新聞－國防部發布 104 年 8 月份第 1 次例

行記者會新聞參考資料，104 年 8 月 11 日。 

http://www.ey.gov.tw/UnitRSS_Content.aspx?n=8092BD84714005C0&s=2AE5E7FF26

D1790E（下載時間：2016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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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達的實質（媒介） 

此段所指涉之媒介為表演的型態，節目的安排以音樂性節目為主，但環

視 2005 年與 2015 年的表演型態，一開始的純音樂到後來的非純音樂節目，

音樂劇融合了戲劇演出、演唱（獨唱、重唱、合唱）、演奏、舞蹈、多媒體影

像應用等，可見「實驗美學與藝術技巧」、「跳脫既定成規」、「多元素的混

用」、「具遊戲性」、「通俗文藝」、「大眾文化」、「多元、流動、異質性」、「解

構」等後現代特質，這樣的鋪陳亦是近年來演出內容的一項特色。 

（三）小結 

除了上述談論的兩場演出外，十年之間，國防部為了因應各種紀念活

動，也舉辦了多次的音樂會，而近六年因為適逢國軍史上的幾項重要紀念時

間點，連年推出音樂展演的相關活動。從演出的概況來看，可以發現演出內

容的豐富性及多元性逐年增加，顯見辦理單位在創作、企劃上的推陳出新，

如下表所示： 

表 8：近年來音樂性活動概況 

年度 活動名稱 演出目的 參演人員及團體 地點 

99 「慶祝抗戰勝利六

十五週年音樂會」 

慶祝抗戰勝利 65

週年 

國內知名聲樂家、

藝人、民間及軍校

合唱團 

國父紀念館 

100 「黃埔精神榮耀傳

承」音樂會 

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及陸軍官校 87

週年校慶 

國內知名聲樂家、

歌手、民間及軍校

合唱團 

國父紀念館 

101 「盧溝橋事變 75

週年─盧溝曉月」

音樂會 

國防部紀念七七

抗戰 75 週年 

國內知名聲樂家、

歌 手 、 民 間 合 唱

團、藝工隊以及軍

事院校合唱團 

國父紀念館 

102 「鋼鐵的八二三」

音樂劇 

紀念八二三戰役

55 周年 

藝 人 、 國 內 知 名

男、女聲樂家、各

軍事院校合唱團、

政戰總隊藝宣中心

藝工隊等單位共同

參演 

台北國際會

議中心 

103 「國與家」音樂劇 慶祝建軍 90 週年 國內知名藝人、聲

樂家及國防部政戰

高雄巨蛋主

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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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隊、示範樂隊、

軍事院校合唱團共

同擔綱演出 

臺北世貿國

際會議中心

大會堂 

104 「碧血丹心、永續

和平」音樂劇 

紀念抗戰勝利暨

臺灣光復 70 週年 

國內知名藝人及國

防部藝工隊、國軍

示範樂隊等團體 

台北世貿國

際會議廳、

台中惠蓀紀

念館、高雄

巨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上表中所述，各類展演的內容有推陳出新的趨勢，雖然以本研究探討之

兩場活動來看，主題設定於「抗戰」難免有所限制，但是，以十年前後作為

分水嶺，多元的概念已然深根；從後現代的角度審視，「多元」正好就是後現

代的重要特徵之一，因為「多元」的觸發，節目可以從「實驗美學與藝術技

巧」的角度著眼，進而讓節目內容「跳脫既定成規」、「多元素的混用」，還能

符合「通俗文藝」、「大眾文化」、「多元、流動、異質性」的意涵，但是如何

透過「解構」的技巧，讓國防部主辦的音樂展演跳脫傳統窠臼，仍然是未來

可以努力的目標。 

肆、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在軍事學術界積極提倡軟實力的展現，這樣的概念亦可以從藝

術、音樂的角度去思考。軟實力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力，但文化本身包羅萬

象、錯綜複雜，不一樣的文化內涵所產生出來的軟實力不但有所差別，也會

有不一樣的功能及作用；「擁有豐富的軟實力資源或潛力」與「真正擁有軟

實力－即對受眾產生積極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在軍事的領域中提

倡軟實力，無非就是運用軍中特有的文化力量影響群眾，進而打造出不戰而

屈人之兵的實力；音樂作為文化的一環，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系統，在

軍事訓練、軍事環境中藉由軍中音樂的特性打造出國軍品牌的例子屢見不

鮮，與國家品牌行銷的手法有異曲同工之效。國家品牌的研究者需要找出本

民族文化資源寶庫中究竟哪一種可為所用，打動受眾，產生共鳴；39
 同樣

                                                      
39

 Ying Fan, Soft power and nation branding. PKU Business Review, No.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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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軍中也要尋求適當的音樂環境與作為，為戰力提升、鞏固部隊心防、

人員素質精進等目的呈現加分的效果。國軍新文藝運動，由於軍隊在文宣、

心戰、心輔等方面的需求，從來沒有間斷過，只是執行上手法的變異；如今

應用在音樂活動的展演上，除了紀念性意義外，也肩負著許多功能與指標。

藝術是對生活的概括，是文化的核心，21 世紀藝術傳播之途徑，兼融傳統與

現代傳播媒介，使人們可以透過音樂、舞蹈、繪畫、雕刻、戲劇、電影、電

視、文學、網絡、多媒體等藝術活動追求自我實現。40
 回顧兩場相距十年製

作的抗戰音樂會/劇，看到了製作團隊從音樂會到音樂劇的努力與改變，也看

到語文使用上從國語的使用到兼容原民、閩南等方言的考量，但是面對社會

的不斷變遷、公民意識的覺醒，一場背負著歷史意義的音樂活動，勢必需要

更進一步的設想與創新。在此，研究者想問的是：下一場音樂活動的創新又

在哪裡？ 

一、音樂劇的回顧 

（一）問題與建議 

研究內文，除了探討兩場音樂活動在設計架構上的差異，並進行敘事分

析及後現代的探討外，在此段也針對第二場音樂劇的內容提出相關問題與建

議： 

1、台灣原住民族群的多樣性，何以在節目中的原民服飾以泰雅族（參考臺灣

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41
 為代表？ 

2、節目所示，第三樂章的主題為「同盟抗日、光復寶島」，表示劇情時間已

推演至臺灣光復時，但所用曲目卻仍是大陸時期抗敵歌曲？ 

3、國軍在假想敵的設定上可與文藝運動作連結。文藝運動的目標與國軍政策

體制是一致的；解放軍在展演活動上的水準，可以做為我們超越的目

標。 

                                                      
40

 吳佩芳，〈以多元藝術引領全民國防教育創新發展〉，《國防雜誌》第 24 卷第 2

期：45-55。 
41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 

http://www.ipc.gov.taipei/ct.asp?xItem=1001092&CtNode=17410&mp=c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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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歷史事實在學界引發討論，反省精進代替宣揚勝利，亦更能展現新國軍的

新氣象。 

（二）文化意涵及政策過程 

除上述四點問題與建議外，音樂會到音樂劇的轉變，亦是國防部在文藝

政策上的突破。有鑒於連年的音樂會，幾乎都以同一種模式或是雷同的參演

人員與單位來執行演出，承辦單位在現代化演出的潮流下，為了提升軍中表

演藝術的內涵，以及配合全民國防的政策目標來執行音樂活動的辦理，除了

結合後現代－多元、跨領域等特質，也廣邀民間團體及演藝人員參與演出。

這樣的規劃，其目的亦是打破軍中藝文與社會藝文的藩籬，再加上民間藝人

知名度的號召，也能夠將全民國防、歷史真相等意念，藉由文化展演的方式

宣揚至社會上。而音樂演出融合戲劇、舞蹈等元素的製作，亦能擴大觀眾

群、豐富節目內容，除了服務榮民、老兵之外，也具有社會教育的意涵，使

演出透過各類藝術文化的貫穿應用，提供國人對戰史的瞭解與認知。 

二、未來精進的展演製作 

下一場演出，到底是音樂會還是音樂劇，我們無法確定；但是可以知道

的是，音樂劇的手法如果一再被應用，原來的創新也會回歸於傳統。所以面

對未來，思考觀眾對演出的期待，策展人員必須坐擁更多的發想與創意，在

節目議題的框架中尋求出路。此段將延續上一段的論述，對於未來演出的精

進提出幾點建議： 

（一）跨領域的整合： 

從音樂會到音樂劇，本身就是一種跨領域的策進，演出人員從舞台上到

超越舞台的布局，都是創作上的巧思；但是除了既定的舞台空間，應該是可

以找到更多的空間，作為各種藝術媒材跨越使用的場域。跨領域藝術的創作

未必僅有單一作者，有時工作者會利用結盟或藝術團體的方式發表其作品，

如不同領域的藝術工作者，或與別於藝術之領域的工作者共同創作，而產生

一種在這種定義下跨領域藝術多作者（poly-authorship）的表現。而其展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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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除了傳統舞台、美術館、畫廊的空間，某些作品也會在非傳統的展演空

間發表其作品，如餐廳、咖啡廳、一般街道、電視媒體至網路等。而跨領域

藝術（multi-disciplinary）的展演在當代藝術的展演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地

位，透過實驗與創新表現形式，非受限於固定的技法、材料、規訓，企圖打

破原本類型的限制及其特定的美學的框架，是藝術展演中反應出當代藝術朝

向開放論述（open discourse）中所展現的基本樣態之一。42
 另外，從科際整

合的角度來看，將藝術、戲劇、傳播和新媒體科技等結合，產生智慧的結

晶，這個結晶可稱為「多媒體」。反觀此兩場演出在數位媒材運用，多聚焦於

多媒體影像的呈現，若要延伸更多的觸角，亦可以運用電腦繪圖、虛擬實

境、數位影音等新媒體科技，設計連結舞台佈景和舞台燈光等方面，提供觀

眾更多的感官刺激。但由於近年許多表演藝術，因為執行跨領域的結合，在

過度的使用下，反而造成演出的章法、結構過於紊亂的現象，在此也建議：

一個演出的變相元素，使用上必須經過評估、最多不宜超過兩個，才能使跨

領域成為真正有助於表演的手法。 

（二）數位社群的關照： 

藝術的應用在目前的世代中，已然跳脫實體空間的運轉，逐漸在實體與

虛擬之間遊走。加上現今社會中，網路媒體的力量已不容小覷，國防部在舉

辦類似音樂展演活動時，除了可以透過網路媒體的宣傳，增加活動的能見

度，亦能適時透過電視轉播、影音資料上傳等方法，提供更寬廣的收視平

台；甚至可以再經由二次行銷，提高網友在收視後的留言頻率，並從網路世

代的觀望中汲取不同的意見。如此，不但可以打破音樂展演活動在行銷上的

限制、進而提升觀眾群的普及率，也可以透過網路留言，廣納吸收閱聽者的

意見，作為展演策進的依據。 

（三）軍藝人才的培力： 

軍中藝文人才的培育是可以作為戰力培育的指標，而活動的辦理則可以

視為訓練、維持戰力的過程。國軍政治作戰學中，將藝術定義在軟性的精神

                                                      
42

 林宏璋 等，《界線內外：跨領域藝術在台灣》（台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委託研

究計畫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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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並提到「音樂教育也是軍隊文化教養的一部份」、「藝術的學習可以提

升人們的直覺、推理、聯想與想像的創造思考能力」、「影視作品綜合視覺、

聽覺、想像的藝術，較能貼近人們的生活，引發內心的共鳴，並影響受眾的

價值觀與行為準則，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力」。43
 但是「軟性的精神力量」，

有時也是硬性武裝力量的支柱之一，尤其對軍隊組成的人員素質提升、迎合

世界潮流的人文精神培養等，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藉由此文，除

了呼籲國防部能重視軍中藝文的軟實力，也進行自我反省，希望活動的構思

在藝術表演方面，能夠拓展各種藝術領域的觸角，吸收多元文化的價值，尤

其早先的新文藝運動本身亦是注重「文藝到軍中去」、「軍中文藝到社會去」

輸入與輸出的概念，因此更是希望活動能強化與重視社會的連結，讓觀眾群

普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讓內容更具有群眾吸引力。 

                                                      
43

 黃筱薌主編，《國軍政治作戰學－政治作戰制度的理論與實踐》（臺北：黎明文

化，2010），12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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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the slightest reverberation"— 
Did Mozart's fortepiano lack knee 

levers? 

Robert GROHMAN 

Abstract 

From surviving correspondence, it is clear that Mozart loved his Walter 

fortepiano, the only instrument he owned during his adult life in Vienna and his 

instrument of choice for his performances throughout the city. The instrument still 

exists in Salzburg, where musicologists and fortepiano specialists have examined 

the instrument in detail to more accurately understand Mozart, his music, and his 

manner of performance. 

One such musicologist, Michael Latcham, documented his observations about 

the instrument in a 1997 Early Music article. Most significant among his comments 

is the contention that the knee levers, which control the damper-raising mechanism, 

might have been added to the instrument after Mozart had died. If Mozart 

composed and performed for the last nine years of his life on an instrument without 

knee levers, the modern pianist's understanding of Mozart's music would be altered 

drastically and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si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would have to be seen in a new light. 

Latcham's assertion was met with serious criticism and questioning. Several 

scholars have submitted their own arguments and evaluations of the evidence at 

hand, though each contributor recognizes that definitive proof has yet to be 

discovered. This presentation addresses both the historical and musical arguments 

from the two sides of the debate along with some previously overlooked 

considerations in an attempt to determine the likelihood that Mozart's instrument 

lacked knee levers during his lif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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