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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2022年工作計畫 

單位:新臺幣/元 

編

號 

計畫 

依據 
計畫名稱 

計畫

種類 

計畫 

目標 

計畫 

實施 

內容 

預定期程 
實施 

方式 

預估活

動場次 

預估參 

加人數 
地點 

國際性 

活動 
兩岸活動 經費來源 經費預算 預期效益 

1 本會

捐助

章程

第二

條第

一、

第三

及第

五項 

雲門舞集

海內外演

出計畫＆

教育推廣

演出/活動 

■常

態性

活動 

 

□系

列性

活動 

雲門舞集

藝術總監

鄭宗龍推

出全新創

作《霞》，

計畫於國

家表演藝

中心三館

進行首演

季演出。 

經典舞作

呈現，透

過海內外

演出，將

雲門舞作

及台灣在

地文化帶

向國際，

深入台灣

各級縣

市。 

持續推廣

舞蹈及藝

術教育，

跳入城市

的公共空

間，深入

特/極偏鄉

學校。 

海內外

巡演教

育推廣

（詳附

件、

2022年

營運展

演計

畫） 

2022/01/01 

至 

2022/12/31 

展演 

推廣 

111場 100,000 海外： 

法國1城 

美國5城 

大陸8城 

 

台灣： 

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園 

新竹 

苗栗 

彰化 

台中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宜蘭 

花蓮 

台東 

 

■是 □否 ■是 □否 票房收入 

政府補助 

企業贊助 

邀演費用 

 

121,049,519 
雲門舞集全年

於台灣演出36

場，海外巡演

33場，「舞蹈

蒲公英特/極

偏遠小學示範

演出」42場，

合計111場。 

上半年推出鄭

宗龍全新創作

《霞》並重啟

《十三聲》台

灣巡演，以

《毛月亮》參

與法國舞蹈節

閉幕演出。 

戶外公演則將

於台北/彰化

演出。 

下半年規劃前

往美國5城演

出《十三聲》

9場、大陸8城

演出《毛月

亮》20場。

(國際巡演視

疫情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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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

捐助

章程

第二

條第

一、

第三

及第

五項 

雲門劇場

演出計畫

&教育推

廣演出與

活動 

■常

態性

活動 

 

□系

列性

活動 

以表演藝

術為核

心，連結

演出團隊

及在地社

群，分享

空間與資

源，策辦

適各年齡

族群的多

元活動，

厚植台灣

社會文化

實力。 

藝文專

業展

演、藝

文推廣

系列活

動策辦

（詳附

件、

110年

度營運

展演計

畫） 

110/01/01 

至 

110/12/31 

展演 

教育場 

工作坊 

展覽 

講座 

導覽 

體驗 

演出 

43場 

/ 

藝文推

廣46場 

/        

展覽  

3檔 

/ 

導覽 

體驗  

150團 

50,000 新北 ■是 □否 □是 ■否  20,427,131 
雲門舞集創作

基地，藝廊展

示空間及國際

交流。 

國內外表演團

隊的試演及專

業演出的平

台。 

推動藝文推廣

活動，淡水社

群及全民共享

的綠色園區。 

合

計 

       112場

演出 

/ 

88場藝

文推廣

/ 

3檔展

覽 

/ 

150團

導覽 

150,000     141,476,650  

說明：實施方式包括：演講、座談、研習、研討、展演、競賽、獎助、補助、推廣、宣傳、其他，請依據計畫實際辦理情況敘明。若計畫包含多種實施方式，請

就各種實施方式的預估活動場次、預估參加人數、地點、是否屬國際性或兩岸活動、經費來源、經費預算、預期效益逐一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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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2022年營運展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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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營運計畫 

2022年雲門基金會統籌執行雲門舞集及雲門劇場各項演出及教育推廣活動，共

計進行112場演出，88場藝文推廣活動、3檔展覽及150團導覽。 

雲門舞集  

2022年藝術總監鄭宗龍帶領雲門舞集，繼續扎根台灣，面向國際，透過舞蹈

展演，將台灣文化風景帶至世界各地。全年舞團將於台灣演出36場，海外巡

演33場，合計69場。 

自2020年初鄭宗龍《十三聲》完成歐洲3國巡演後，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原訂海外巡演行程一再取消或延期，展望2022年，

隨著全球疫情趨緩，規劃年初先以線上展演方式，參與香港藝術節，隨後於6

月受邀至法國四大藝術節之一演出，下半年則規劃美國及中國大陸巡演行程。 

原2020年香港藝術節力邀雲門舞集第四度登台演出，受疫情影響二度延期，

2022年3月適逢藝術節五十週年盛會，雲門策劃同時播放鄭宗龍及林懷民舞作

影片，用線上參與的方式以饗藝術節的舞迷。 

4月，推出鄭宗龍全新創作《霞》，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

歌劇院及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共同製作，結合台灣、日本、美國等藝術家

異地合作，期盼在疫情限制之下，共同創作出撫慰並激勵人心的美好作品。 

5月至6月，舞團將再度展開《十三聲》台灣巡演，原規劃2021年於台灣七座城

市演出，因疫情影響，只完成新北、桃園二城，透過執行團隊與地方場館積極

協調檔期，2022年將巡演至雲林、屏東、苗栗、彰化等地。希望藉由這支充滿

台灣在地文化濃郁色彩的舞作，跟大家共享台灣豐足的文化底蘊。 

6月則將啟程睽違兩年的海外巡演，這是新冠肺炎疫情後，雲門第一趟海外演

出，也是雲門首度登上法國四大藝術節，並且由舞蹈節總監指定為閉幕演出。 

8月，舞團繼續扎根台灣，將專注於教育推廣演出，規劃於南投、雲林、台

南、花蓮、新北等地進行「與雲門共舞」社區巡演，打破舞台與觀眾席界線，

以開放自由的非制式展演空間，在大家生活的場域中，藉由舞蹈拉近觀眾與演

出者、城市與鄉里的距離。 

9月，在疫情趨緩之際，雲門將重返戶外廣場，於台北國家兩廳院藝文廣場、

彰化田徑場，舉辦眾所期待的台灣文化饗宴，演出《十三聲》。 

9月至12月，舞團將再度啟程海外巡演。9月，前往美國五大城市，到訪華府、

芝加哥、休士頓、加州等城市，涵蓋東西岸、南部與中部大城及藝文重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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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2020年於歐洲大受好評的作品《十三聲》。隨後，《毛月亮》將於北京、上

海、廣州、杭州等大陸8城56天演出20場，挑戰雲門於中國大陸最長巡演時間

紀錄。 

歷經兩年疫情重大的困難及挑戰，雲門舞集以穩定的步伐，蓄積演出能量，展

望2022年，舞團將全力在團員安全的條件下，完成海內外演出，但是面對疫情

的不確定性，亦保持彈性，滾動式調整台灣與海外演出場次的比重，維持演出

量能。期能以舞蹈為媒介，以多元的演出方式，期盼能帶給大家溫暖、慰藉，

激盪共同前行的力量。 

雲門基金會 

雲門成立以來始終懷抱「以藝術服務社會」的初心，重視「文化藝術平權」，

也因此「教育推廣」是基金會每年度的重要工作項目。除了舞團進駐校園，深

入社區，走進企業外，在各地劇院巡演時，亦會尋求企業贊助，並與當地主辦

單位或教育局、文化局合作，安排交通車接送學生進劇場，實際體驗舞蹈與表

演藝術的魅力，開啟劇場初體驗。 

自2020年起跑的｢舞蹈蒲公英｣ 特/極偏遠小學示範演出計畫，深入全台262所表

演藝術資源極度缺乏的特殊偏鄉/極度偏鄉小學。希望為這些地區的孩子帶來

藝術養份，共享舞蹈藝術的美好，達到文化平權的目標。至2021年底已完成73

場，共139所學校，7,302人參與，預計2022年完成走訪全台，借重舞者的專業

與教學熱忱，主動走入台灣資源缺乏的特極偏遠區域，進行舞蹈教育及推廣。 

雲門劇場 

2022年雲門劇場營運邁入第8年，規劃43場演出，46場藝文推廣活動，3檔展覽

及150團導覽參訪。演出類型包含音樂、舞蹈、戲劇共10檔，特別著重結合劇

場演出及戶外活動，以「來雲門       」策展概念，鼓勵更多民眾自在走進雲門

劇場，藉由持續引薦優質藝文活動，支持台灣表演藝術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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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舞團年度演出計畫 

年度新作 

4/15 – 5/8《霞》 

國家兩廳院4場  

臺中國家歌劇院3場 (含教育場)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3場 (含教育場)  

售票場8場 教育推廣場 2場 共計10場 

2022年雲門舞集藝術總監鄭宗龍的新作《霞》，再度延續2020年《定光》對自

然與人生的體悟，也獲得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兩廳院、臺中歌劇院及衛武營的

支持，共同在疫情期間，創作出撫慰並激勵人心的美好作品。 

《說文新附》: 「赤雲氣也。」霞，朝日將起或夕日沈落前，在雲層之上所折

射出的美麗色彩。鄭宗龍的新作《霞》，斑斕的色彩也是內心折射出的各種不

見光的情緒。脆弱是人性陰暗面的核心，然而《霞》則是在無邊的空間中，

劃開黑暗的天光。 

舞者如雲般，用中性的動作，詮釋蘊含不同意念的內在狀態：或孤獨、或拉

扯、或糾結、或恐懼、或專注……。在與觀者共有的時間軸中，舞者我行我

素的身態，是伴隨著其生命經驗的創造過程，折射出多變的自我形象。 

《霞》或也是一個發現自我的過程。當選自日本音樂家清水靖晃改編的巴哈

《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樂聲揚起，吹奏薩克斯風的呼吸輕、重、緩、急，迴

盪出空靈的音場，亦揚起內心幽微細瑣的感知，投射出孤寂、疏離、徬徨、

迷惘等自身感受。 

《霞》邀請美國四座葛萊美獎得主，聲音工程暨設計 Marcelo Anez，精準打

造悠遠深厚的空間立體感，沈浸其中彷彿能直視內在脆弱，邂逅心澄則靈的

魔幻時刻。並邀請台灣劇場跨界型中生代設計群沈柏宏（燈光設計）、周東彥

（投影設計）、范懷之（服裝設計）共創，舞台動態投影加上搖曳的服裝，活

潑大膽的色彩、樸拙童趣的線條，則又呼應著舞蹈中幽默、開懷的人生風

景。喜怒悲欣對照，如雲光流轉。霞的美麗，是勇氣也是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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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巡演 

5/27 – 6/18《十三聲》台灣巡演 

斗六 屏東 苗北 員林 

售票8場 教育推廣演出4場 共計12場 

2016年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委託時任雲門２藝術總監鄭宗龍編作

《十三聲》，以六○年代的「艋舺」為背景，挖掘台灣古老俚俗、在時代洪流

中逐漸凋零的文化記憶，搭配音樂家林強揉和舊時歌曲、宮廟唱咒、嘶吼的

聲音，激盪出獨特而野性的火花。2017年雲門戶外公演《十三聲》魅力橫掃

台北及台南兩城，共吸引約六萬觀眾到場參與，廣受地方鄉親民眾的支持與

鼓勵。 

《十三聲》曾赴英、法、瑞典、德國、澳門及中國大陸巡演逾40場，海外重

要媒體及舞評家皆對舞作讚譽有加，原已獲歐美藝術重鎮更多的演出邀約，

近兩年因受疫情影響，在世界舞台上的精彩發聲暫歇。 

在國內疫情稍緩的2021年，藝術總監鄭宗龍曾規劃帶領舞團從雲門劇場出

發，要在台灣七城再現《十三聲》。可惜疫情升級，僅完成雲門劇場與桃園兩

站的演出。延續前一年未完的旅程，2022年《十三聲》再接再厲，規劃斗

六、屏東、苗北、員林四城巡演，並於各地舉辦教育推廣演出，邀請學生觀

賞劇場演出，實踐藝術紮根的平台。 

5/27-29  斗六表演廳（邀演）  座位數: 927席 

1985年興建。2020年爭取到文化部經費挹注，進行近10年以來最大幅度的整

修工程。整修重點為整體場館修繕及設備汰換。2021年度持續進行整修，預

計10月底完工。 

6/2-4    屏東藝術館（邀演） 座位數: 624席 

1980年落成啟用。2020年進行整修工程，縣府斥資近億元。《十三聲》原於

2021年6月受邀演出，受疫情影響延至隔年6月。 

6/10-12  苗北藝文中心（雲門主辦）  座位數1,090席 

2012年開幕營運，其多功能演藝廳數度邀請國際級藝文團隊表演，近來為使

組織營運得以活化，人事及財務擁自主權，獲文化部核准成立「行政法人」。

雲門曾於2013年演出《如果沒有你》及錄製舞作《流浪者之歌》。 

6/17-19 員林演藝廳（雲門主辦）  座位數: 1,070席 

2001年8月落成啟用。2020年獲補助進行表演廳座椅汰舊換新及舞台地板、反

響板整備等工程。是一個多功能複合式的藝術展演場所，為彰化縣推動藝文

的重要據點。《十三聲》原訂於2021年在該地演出兩場，受疫情影響在裝台完

成後臨時取消。縣府對《十三聲》至表歡迎，雙方協調次年檔期後，確認於6

月份演出。雲門曾於2013年演出《如果沒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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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扎根  

5/28社區巡演─舞作集錦 

屏東縣民公園 共計1場 

2021年2月開幕的屏東縣民公園，為屏東縣政府耗時七年整治日治時代舊紙漿

廠、糖廠以及殺蛇溪水岸，打造出五個融合工業遺址與水岸的屏東嶄新景

點。2022年雲門受邀屏東縣政府，於5月端午節前一周的周末於屏東縣民公園

地景演出，結合隔週屏東藝術館《十三聲》舞作演出，規劃出「雲門在屏

東」活動。 

運用雲門常年深入民眾互動的社巡經驗，與巡演國際的高規格劇場演出，從

自然及歷史與民眾的戶外自在共舞，到劇場購票觀賞完整舞作演出，讓屏東

縣民從不同角度與感官，體會雲門的舞蹈藝術，並培養民眾進劇場觀賞演出

的習慣，讓表演藝術逐步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也不斷邁向不分城鄉的藝術文

化平權。 

8/6-9/4社區巡演─與雲門共舞 

南投 雲林 台南 花蓮 新北（規劃中） 共計10場 

自2001年起國泰金控支持雲門深入全臺灣社區及校園演出，與超過20萬人分

享舞蹈，讓每個人都能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和舞蹈相遇。2019年起國泰攜手雲

門展開新型態空間展演「與雲門共舞」，在博物館、美術館、公家機關大廳、

學校、廟宇空間翩翩起舞，打破嚴肅的劇場印象，拉近舞台和觀眾席的距

離，邀請民眾最直接的感受手舞足蹈的快樂。藝術總監鄭宗龍說：「我們希望

在這塊土地上散發更多快樂氣氛，讓大家發現舞蹈其實可以很靠近。」 

然而面對截然不同的場地條件、不可預期的現場狀況及全年齡的觀眾，讓每

場演出都成為了全新挑戰與體驗，也讓雲門有機會認識更多台灣不同面貌，

參與地方生活型態。觀眾的反饋也為舞者注入活力，提供為社會服務的最佳

動能。 

2022年預計造訪南投、雲林、台南、花蓮、新北等城市，演出10場。節目融

合新舞作與經典段落，加入最好玩的互動橋段，邀請觀眾一同與雲門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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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9/17 《十三聲》戶外公演 

彰化縣立體育場田徑場1場 

台北國家兩廳院藝文廣場1場 

1996年開始，雲門戶外公演是每年與上萬民眾一起的戶外廣場聚會，成為台

灣社會三四代人的共同記憶，更是台灣最驕傲的文化風景。雲門免費戶外公

演，舞遍全台各地，將舞蹈帶到未有機緣進入劇場的民眾面前，創造零距離

的藝術觀賞體驗，實踐文化平權的理念。 

2019年，紐約時報及英國衛報以近全版的篇幅，報導這個舉步全球齊聚五萬

人的地表最大戶外演出，讚嘆民眾對於雲門的熱情及演出結束後地上毫無垃

圾的台灣公民素質。 

近兩年受疫情影響，雲門戶外公演未能與觀眾現場相會，雲門計畫在疫情趨

緩的2022年，重返戶外廣場演出鄭宗龍《十三聲》，以生猛有活力的舞作，藉

由實體面對面的演出，與觀眾朋友一同在現場重建，也將雲門戶外演出人人

共享，不分你我的精神再次實現。  

3-5月、9-11月 雲門「舞蹈蒲公英」 

新北、台中、台南、高雄、屏東、宜蘭 

自2019年起跑的｢舞蹈蒲公英｣ 特/極偏遠小學示範演出計畫，深入全台262所

表演藝術資源極度缺乏的特殊偏遠/極度偏遠小學。希望為這些地區的孩子帶

來藝術養份，共享舞蹈藝術的美好，達到文化平權的目標。至2021年底已完

成73場，共139所學校，7,302人參與，2022年將走遍全台灣，拜訪新北、台

中、台南、高雄、屏東、宜蘭等尚未觸及的縣市，預計走進99所特/極偏遠小

學，規劃42場示範演出，借重舞者的專業與教學熱忱，主動走入台灣資源缺

乏的特極偏遠區域，進行舞蹈教育及推廣。 

國際巡演 

3月 鄭宗龍「十三聲舞蹈電影」暨林懷民「松煙在池上」 

香港藝術節線上展演  共計2場 

香港藝術節受到2020年初爆發之新冠疫情影響，連續兩年被迫取消或縮減規

模於線上舉行。明(2022)年藝術節迎來五十週年，在疫情環伺下，仍極力策畫

精彩的節目陣容。然全球疫情尚未能完全控制、旅行邊境未解禁之前，充滿

變數；為避免疫情阻撓，藝術節決定所有境外大型節目改為線上展演形式，

打破地域限制，確保節目順利進行，將美好藝術呈現給香港及世界各角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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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 

雲門自1975年起受邀赴港演出共18次，三度在香港藝術節登台，每次皆迴響

熱烈，深受香港藝文界與廣大舞迷喜愛。香港藝術節自2020年起即力邀雲門

再次前往，期待介紹藝術總監鄭宗龍的作品給香港觀眾。適逢五十週年盛

會，期望雲門不缺席，策劃同時播放林懷民與鄭宗龍的舞作影片，將推出鄭

宗龍「十三聲舞蹈電影」及林懷民「松煙在池上」，以饗藝術節的舞迷。 

7月《毛月亮》 

法國演出  共計2場  

(註：視疫情發展做滾動式調整) 

雲門舞集在法國的演出，預計是新冠疫情後，雲門第一趟海外演出，也是雲

門首度登上法國四大藝術節，更是雲門藝術總監鄭宗龍編作《毛月亮》的海

外首演。 

該藝術節以「向世界敞開」為理念，節目多元新穎，創意無限，國際傑出舞

團與舞蹈人才，每年夏天齊聚於此，成為全球藝術重鎮。舞蹈節近一個月期

間，上百檔精彩節目，每年平均吸引全球超過六萬名觀眾到訪。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國際巡演只能暫停，2021年藝術節縮減規模，將邀約展

延。該藝術節總監指定《毛月亮》作為2022年舞蹈節閉幕演出，要向觀眾介

紹這個絕不可錯過的作品！ 

10月《十三聲》美國巡演 

休士頓、芝加哥、華府、加州 共計9場  

(註：視疫情發展做滾動式調整) 

原定2020年底雲門舞集將至美國與巴西巡演，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巴西

演出被迫取消，美國檔期在經紀人努力展延下，終於敲定2022年美國巡演五

大城市，前往華府、芝加哥、休士頓、加州等城市，涵蓋東西岸、南部與中

部大城及藝文重鎮。 

此次巡演是藝術總監鄭宗龍首次帶領舞團美國巡演《十三聲》。今年，芝加哥

與密西根兩地已推出雲門《十三聲》線上賞析系列影片，從舞作素材分析解

構，人物訪談和舞作精華，剖析作品的前世今生，預告明年《十三聲》在劇

院的正式登場。各地主辦單位也計畫在明年雲門抵達前，陸續擇期播放這支

系列影片，讓觀眾在進入劇場前，深入認識編舞家及其創作，以及舞作最核

心的台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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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月《毛月亮》大陸巡演 

上海、杭州、北京、成都、南京、廣州、深圳、廈門 

共計20場  

(註：視疫情發展做滾動式調整) 

雲門自2009年起開始串聯中國大陸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及廣州等，進行

大型巡迴演出，每次造訪都深受當地觀眾好評，演出票券一票難求。中國大

陸重要媒體，包含：人民日報、文匯報、北京日報、新京報、南方周末等，

皆爭相報導雲門演出盛況。 

2018年鄭宗龍《十三聲》中國大陸巡演，暢快節奏及生猛活力，深受年輕人

喜愛，拓展了新一批的觀眾群；2019年底雲門舞集與北京陶身体合作《交換

作》於大陸巡演，兩團交換舞者及編舞家，激盪出舞團新風貌，各地劇院爭

相邀請雲門演出。2022年雲門舞集將第18度赴中國大陸，於上海、杭州、北

京、成都、南京、廣州、深圳及廈門等8大城巡演56天20場巡演《毛月亮》，

嶄新的科技人文思維內容，對照現代社會人們的焦慮，預計將會激發大陸媒

體與觀眾的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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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劇場節目演出計畫 

2022年雲門劇場營運邁入第八年，規劃43場演出，46場藝文推廣活動，3檔展

覽、150團導覽參訪以及8場自製/共同製作節目巡演。演出類型包含音樂、舞

蹈、戲劇共10檔，其中音樂節目包含親子音樂會、阿卡貝拉音樂劇、跨界合

作音樂節、流行音樂演唱會等共4檔；舞蹈節目2檔，其中1檔為國際共製節

目，受疫情影響二度延期，另1檔則為全新街舞營隊企劃；戲劇節目3檔，包

含偶戲、改編沙特經典劇作、更帶進戲劇節型式，讓演出發生在雲門劇場各

角落。全年度有7檔為全新製作，佔比7成，藉由多元的節目策畫，持續引薦

優質藝文活動，支持台灣表演藝術團隊。 

音樂  

3/12-13《動物醫生的煩惱》家庭音樂會 

雲門劇場6場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2場 

臺中國家歌劇院3場 

2016年雲門劇場首次籌畫家庭音樂會，由林懷民邀請台灣頂尖音樂家──小

提琴家李宜錦、大提琴家連亦先、鋼琴家王佩瑤組成的 Trio Zilia 三重奏規劃

及演出，將音樂的美好分享給學齡前後的孩子。除了音樂家們的現場演奏、

趣味的樂理講解，同時邀請編舞家，將音符化作可見的舞蹈動作；從2016年

《給孩子的音樂禮物》、2017年《精靈的一天》、2018年《吹笛人大冒險》到

2019年《Fa Si不見了》，連續4年獲得大人小孩熱烈好評。 

雲門善用舞蹈的優勢，安排專業舞者和雲門舞集舞蹈教室的小舞者配合音樂

演出，在雲門劇場帶給觀眾獨一無二的古典音樂體驗。觀眾席在舞台上鋪設

棉質軟墊、擺放活動座椅，讓觀眾用一般音樂會無法達到的零距離親近演出

者，聽見第一手的原音演奏，更結合由雲門劇場技術團隊打造的燈光與音效

魔法，將雲門專屬的明亮綠劇場化身音樂森林。五年來，雲門劇場獨立製

作，不譁眾取寵，力求最優質的內容給親子觀眾。送給大人小孩一場好看、

好聽、好開心的音樂探險之旅！ 

2021年，Trio Zilia 三重奏以聖桑的《動物狂歡節》為主軸，邀請編舞家王宇

光兼任導演，編劇黃郁晴，全新創作《動物醫生的煩惱》帶大家一起張開雙

耳、用心傾聽動物的心聲。2021年四場演出票券秒殺，2022年將重新搬演，

邀請更多的家庭走進雲門劇場感受結合舞蹈、音樂、戲劇的互動音樂會，同

時受台中國家歌劇院及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邀請，於2022年夏天巡

迴，讓各城市在地民眾有機會看見優質音樂故事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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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5 香港一舖清唱《庵遇之隱藏與相見》 

雲門劇場 2場 

(註：視疫情發展做滾動式調整) 

來自香港的「一舖清唱」，是香港首個專業無伴奏人聲樂團，致力發展原創

阿卡貝拉音樂劇目，邀請不同領域的藝術家跨界合作，刷新創作火花，發展

「原創」「音樂」「劇場」作品。2016年以《大殉情》到台灣初試啼聲，

2018年在台演出《阿飛正轉》，演唱實力堅強爆發力十足的演員及幽默風趣

又有深度的曲詞與文本創作，讓台灣觀眾十分期待「一舖清唱」再次造訪。 

本次演出嘗試融合阿卡貝拉與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粵劇，是一次大突破。

《庵遇之隱藏與相見》以粵劇戲寶《帝女花》中的〈庵遇〉為骨幹，將其中

的隱藏、試探、相認等情節，巧妙地以對照手法加進西方戲曲（歌劇）史特

勞斯最受歡迎的作品《玫瑰騎士》中的錯摸元素。瘋狂惹笑之餘，也對現代

人生活態度及身分認同問題進行反思。 

本劇目以中國傳統戲曲為題材，從戲曲這傳统「音樂劇場」以現代的角度重

新審視，以無限創意的手法重新演繹。 

9/17-18 來雲門搖滾 首演 

雲門劇場＋戶外園區 2日 

 「來雲門，除了跳舞還能做什麼？」 

本計畫大膽變形「來雲門跳舞」的結構，在維持室內外演出、工作坊、市集

的規劃下，以「搖滾」作為一種生活態度，邀請來自不同領域的創意家加入

策劃，呈現出從未打開過的雲門視野。預計邀請 BDC 布拉瑞揚舞團、Vocal 

Asia的 Chill Chill Wonderland帶來節中節的精彩活動，並邀請大象體操等音樂

職人擔任客席策展，以「日常搖滾」作為核心概念，踢掉日常生活的無趣乏

味，用最 Rock 的方式穿越劇場的各個空間，提供一整天可以在雲門劇場實際

聽、看，做的體驗活動，讓雲門作為逃離城市單調噪音的避風港，點燃每個

人心中還沒熄滅的搖滾魂。 

雲門劇場是所有想像的匯集地，更是創作的培養皿。從「來雲門跳舞」到

「來雲門搖滾」，除了是開發不同喜好藝文觀眾群外，同時也能對外宣告，

「來雲門_________」是一個開放式的策展概念，只要有好的想法，雲門劇場

皆是所有創意人的夥伴，是最遠卻也是最親近的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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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26《TC 在雲門》音樂劇場 首演 

雲門劇場 4場 

此次邀請歌唱家是一位契而不捨，追求完美的藝術家。七十年代後期以民歌

手身份進入演藝圈，她是歌壇中少數能以國語、英語、台語淋漓發揮的歌唱

家。她也跨界演出電影，歌舞劇，同時主持電視、廣播節目與大型活動，是

臺灣三金（金馬、金曲、金鐘）皆有入圍及獲獎的藝術家。40多年的演唱生

涯，50多張唱片，她的歌聲陪伴了三四代人，成為許多人心靈的慰藉。 

她的歌就像一杯歲月的美酒，越是久遠，越是香醇。她波瀾不驚的歌聲，有

著一種古典的浪漫，一種優雅的感傷。她嗓音低回委婉，淳厚沉穩，是古典

浪漫的極緻，感染力強大。她同時把流行歌提昇為憾人的藝術品，成為後進

難以翻越的高山。 

由林懷民擔任藝術指導的「TC 在雲門」音樂劇場，把歌者優雅，醇美的歌

聲，結合雲門劇場的親密、靜謐氛圍，以真實的人生故事為藍圖勾勒這場充

滿情感與回憶的演出，將帶給觀眾前所未有的感受，非常值得期待。 

舞蹈 

8/27-28 來雲門嘻哈 首演 

 雲門劇場＋戶外園區 4日 

在大台北區街舞教室板塊中，自從士林的 TBC 街舞教室轉移到中山站後，紅

線以北一直是教學資源缺乏的一塊。淡江大學、真理大學、文化大學、陽明

醫學院等大學接擁有活躍的街舞社團，本計畫希望以街舞交流平台，配合大

專院校社團暑訓進行街舞主題之營隊的概念，縮短北區學生與舞蹈的距離。 

雲門劇場將攜手致力推廣嘻哈文化的「嘻關節」共同規劃，端出實力堅強的

營隊課程，也將共同推出舞蹈研討會「嘻頭殼」，並在最後結合華語派對單

位「國語作業簿」和多位知名舞者，共同舉辦這場首次在雲門劇場的嘻哈結

業式。 

The Joint 嘻關節推動以嘻哈為主體的互動藝術活動，並運用各樣藝術連結人

際交流、創造共同價值。團隊由多位嘻哈文化愛好者所組成，為傳遞嘻哈文

化精神，2017年起首創以互動為主題的嘻哈藝術節，由團隊成員自掏腰包合

資創辦，獨特精彩的活動內容吸引來自全國及歐美、日、韓等各地的文化愛

好者，已成為國際間知名的嘻哈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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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6 捌號會所《連篇歌曲》首演 

雲門劇場 2場 

韓國首爾 2場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1場 

(註：視疫情發展做滾動式調整) 

《連篇歌曲》為雲門劇場與捌號會所的共製節目，《連篇歌曲》取自古典音

樂曲式，為多首藝術歌曲組成一個故事或主題的套曲。邀請台灣三位藝術家

李世揚、田孝慈和戴孜嬣共同創作與演出，以樂器和身體開啟對話，在流動

的景象裡，訴說音樂與舞蹈的瞬間與永恆，書寫生活的幽微光點。在這場以

生命為題的作品中，打破觀眾對於樂器使用、音色展現與演奏肢體的想像。 

《連篇歌曲》於雲門劇場首演後，將巡演至韓國與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

中心的舞蹈平台。 

戲劇 

6/10-12 金枝演社《無路可出》首演 

雲門劇場 4場 

金枝演社2022 年度新作《無路可出》由金枝中生代導演施冬麟發想創作，並

邀請新生代編劇張敦智共同合作。改編沙特經典劇作，更將原作的密室情

境，搬移到台灣當代社會時空，以我們現存的此時此刻，與歷史幽魂的拉扯

糾結，鮮活建構出一幅台灣現世浮世繪，化為活生生的、當下日常上演的台

灣版《無路可出》(暫名)。 

結合金枝優異的創作及表演核心團隊，《無路可出》將以富含台灣意象的戲

劇肢體和語言，創作為貼近當代、犀利深刻又充滿黑色幽默的優質作品，更

藉由中生代與新生代創作成員的彼此創意激盪，大膽碰撞出金枝新式美學。 

導演施冬麟學兼東、西傳統與當代戲劇深厚薰陶，更在長年創作當中，對台

灣社會及文化現象有著深刻的觀察與理解省思。《無路可出》將沙特原作中

的虛構地獄，變形為真實的台灣現世圖像，透過創作者對個人生命經驗和社

會集體意識的重塑、翻轉與對話，以金枝俗民美學的爆發力，及嘲諷犀利的

黑色幽默，在荒謬中直視人性，打造為一齣風格獨特、又深具台灣文化特質

的優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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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19 飛人集社《天堂動物園２》首演 

雲門劇場 3場 

飛人集社「小孩也可以看」系列作品《天堂動物園》（2017），以動物園內

被眷養的野生動物，暗喻世界難民議題。2021年原訂再度推出《天堂動物園

２》，因疫情延期至2022年，該作品以瀕臨絕種的動物們為主角，講述他們

在火山爆發後為尋求安棲之所，不得不接受所有不平等待遇。敘事以友情為

主軸，實以相處衝突，探討族群共融議題。形式上，使用全身穿戴偶、執頭

偶、光影與即時投影等。這是飛人集社繼2015年「生命三部曲」，2019年

《黑色微光》後，第三度到雲門劇場演出。 

飛人集社成立於2004年。劇團草創初期以「偶」為主要創作形式，作品多次

獲台新藝術獎提名，並受邀北京、荷蘭、新加坡各藝術節演出，定位為「以

多元複合的精神製作／創作小規模、挑戰傳統觀賞距離的表演藝術作品」。

2010年起策劃「超親密小戲節」，以非劇場空間展演的迷你偶戲為主，進行

在地連結。近年創作著重「跨國／跨城市合作」及「人才養成」。2016年起

與美國光影大師 Larry Reed 合作《黑色微光》三年計畫，2019年至2020年與

新加坡實踐劇團合作《天堂動物園２》（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止）；2018

年成立【偶戲實驗室】，成為年輕偶戲創作者互動平台並提供創作機會，期

待培養創作人才。 

10/22-23 超親密小戲節 首演 

雲門劇場＋戶外園區 2日 

「超親密小戲節」其樣貌與表演藝術/城市的演變有絕對關係。譬如，偶戲形

式的再定義、觀演關係的演化、巷弄探索的分眾進化…，譬如人群是否能聚

集，譬如季節天氣是否宜人…都會改變「甚麼是小戲節?」。2022將首度跨進

淡水雲門劇場的各角落引發好奇，引發日常物件的創意想像。配合雲門劇場

室內室外特殊的環境，本次預計邀請六組創作者，結合一整天的演出與周邊

活動，讓劇場、派練場、戶外空間都在不同創作者的想像下成為獨一無二的

舞台。 

超親密小戲節於2010年誕生，期待看到前所未見的偶戲形式、欣賞到驚人的

大膽創意─圖書館的一個角落、當地居民的住家客廳、後院，都可以是演出

場地。觀眾可以第一次和偶及演出者如此的親近,近距離地欣賞每個細節、感

受演出者和偶一體的浮動與呼吸，深刻地「感覺」戲的氛圍及要傳達的概

念。同時，也因為演出場地散佈城市各處，因此看到城市不同的樣貌，人的

生活方式、更親近的互動。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觀賞經驗」。不同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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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以「物件/偶」創作20分鐘的小品。藝術家們把一件小事做好，很精

緻、很手工地完成。於是，成就了這麼一個迷你藝術節——「超親密小戲

節」。 

新創服務計畫 

雲門劇場作為全民共享的綠劇場，將透過新創服務計畫，持續吸引觀眾及一

般社會大眾認識雲門，體驗表演藝術與生活美學。自2015年開幕以來，劇場

導覽體驗行程深受民眾歡迎；2022年除了既有方案外，將開發親子體驗、雲

門節氣體驗、雲門網美雲集體驗，讓民眾的生活能更貼近劇場：  

I. 推動各項導覽活動： 

目前新創服務包括「導覽」、「導覽＋身體體驗課程」等活動規劃。從雲

門落腳淡水、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與建築師黃聲遠的設計構想，到資

深雲門舞者帶領的身體體驗課，引領民眾學習太極導引、雲門舞者基本

功，開啟身體與心靈的自我對話。 

體驗行程一「親子體驗」: 由專業舞者帶領親子，模仿各種動物打拳練舞

功，或透過生活中的小道具，搭建互動場景，用繩子蓋山洞，火車噗噗

過山洞、瑜珈墊當麵包，製作捲捲草莓蛋糕...讓大朋友零距離陪伴、小朋

友激發創意共同創造美好的親子回憶。 

體驗行程二「節氣體驗在雲門」:，由專業舞者帶領，讓民眾化作土地上

的萬事萬物發展身體節氣，並結合古時童玩，舞龍舞獅、竹棍、竹簍跟

著節氣玩遊戲，最後再以竹製吹泡泡及粉筆於土地著色結束這場被大自

然環抱，貼近節氣的體驗。 

體驗行程三:「網美在雲門」: 雲門劇場一草一木用心照料處處是美景，將

由專業攝影師及專業舞者隨團，透過獨特視角與舞者引領的多元生活舞

姿，不再想破頭擺pose，揮別西瓜甜不甜的制式動作，讓人人都可拍出與

眾不同的美照。 

II. 精準掌握需求、客製化的導覽活動，讓藝術的種子在大眾參與中發芽生

根；兼具知識性、生活性與娛樂性的雲門一日體驗，與各級學校、企

業、機關團體、旅行社等單位合作，除了導覽活動外，進一步結合節目

欣賞、劇場禮儀教學，提供民眾「雲門一日遊」更豐富多元的服務。另

外，結合雲門劇場特殊的週邊環境與氛圍，以及服務觀眾的使命，雲門

與星巴克及淡水在地商家合作，配合節目提供觀眾餐飲專案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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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 
經費收支預算表 

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本年度 上年度  

     金        額      金        額 
說   明 

小 計 合 計 小 計 合 計 

一、收入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84,817,475  66,349,605   

  銷貨收入 1,334,800  1,525,000   

  受贈收入 38,700,000  45,000,000   

政府補助基本營
運收入 

40,000,000  39,000,000   

  其他業務收入 0  500,000   

  業務外收入      

  財務收入 758,800  548,467   

  收入合計  165,611,075  152,923,072  

二、支出      

  業務支出      

  勞務成本 141,476,650  118,080,421   

  銷貨成本 202,232  231,658   

  管理費用 47,203,660  51,355,229   

  其他業務支出 0  40,000   

  業務外支出      

  財務費用 1,200  24,000   

  其他業務外支出 181,700  183,800   

    支出合計  189,065,442  169,915,108  

本期結餘(短絀)  (23,454,367)  (16,992,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