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ݴڒරᄃέ៉ᆐಞ
ଂĮຑ۞ିֈ˟ѐ৺̝Bͯ࠻͉к˞įז
ĮΒڱӀ͈ˠࣇ ę Щಬ۞࡚ᚊᄃݖຓį
Edward Lam and Taiwan Theatre:
from ņI Dreamt I Was An AV Actress Last NightŇ
to ņMadame Bovary is MeŇ
陳正熙
Cheng-Hsi CHEN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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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德國著名作者、文學/文化評論
者、獨立知識分子，出身猶太裔家庭，
年輕時曾參加以學術自由為理念的青年
運動，積極以寫作鼓吹社會改革，之後
逐漸轉向文學及哲學研究，和偏向馬克
思主義的左派思維，1920年代後期，成
為知名的文學與藝術評論家，並與德國
著名劇場理論家/導演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結為好友。1933
年因納粹迫害日甚，逃離德國，流亡法
國，1940年德軍佔領巴黎，又試圖借道
西班牙逃往美國，但被西班牙拒絕入
境，最終在邊境小鎮自殺身亡。
班雅明的文學研究與藝術理論，帶有強
烈的政治社會意識，在他生前並未受到
重視，直到1950年代中期以後，透過另
一位著名的批判理論社會學家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的
引介，而漸為世人所知，並且影響了近
代西方思想史上諸多引領風潮的人物，
如後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1934-）
、馬克思主
義文學理論家伊果頓（Terry Eagleton,
1943-）
，美國當代著名的文化評論家蘇
珊 桑 塔 格 （ Susan Sontag, 19332004）
。
3 有關《包法利夫人們 — 名媛的美麗與哀
愁》的相關介紹，可上非常林奕華網站
（www.eldt.org.hk）
，或香港文化中心網
站（www.lcsd.gov.hk）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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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ߏֽҋέ៉۞ѐᅅ౹ү۰Ăព
֍ݴڒරܧ૱ѣຍᙊгĂЋဦ
έ៉ѐᅅᆐಞ̍ү۰۞៍ᕇĂ

■注釋

ซ۞౹үĂ࠻࠻ਕૉᑝ̦
ᆃᇹ۞̼ጯड़ڍĂٕ۰тҋ̎
ٙ֏ĈĶԓ୕ਕࠎࢶപ۞៍ி
ֽ̙Т۞ႊഀ៍ķ
Ą
ĮΒڱӀ͈ˠࣇ ę Щಬ۞࡚
ᚊᄃݖຓįੵ˞ႊγĂᔘѣ˘
րЕ۞ႊᓾ߿જĂႊ۞ޢळ
ኘົĄႊᓾ߿જੵ˞ѣݴڒරᄃ

筆者日前參加了一個由表演藝術聯盟主
辦，以台灣表演藝術界創作力斷層為主
題的座談會，對於台灣劇場的現狀究竟
如何，各方意見雖有不同，但與80年代
小劇場風潮的活力相對照，確實讓人有
「今不如昔」的感受。這樣的主觀感
受，自然沒有經過縝密觀察與系統研究
的檢驗，但在創作者、評論者、教育者
各方意見的交互驗證中，應該還是有一
定的參考價值。
2
班 雅 明 （ Walter Benjamin, 1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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