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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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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奧運會是現今最大型的國際運動賽會，人們得

以在開幕文藝表演中一探主辦城市的精心設計，節目中

涵蓋其國家文化、風俗及藝術之意涵與特色。本篇以北

京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美麗的奧林匹克〉為研究對

象，旨在剖析其表演內容樣貌及其象徵特色，採用個案

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整理並歸納相關學術期刊、新聞報

導、學術專書等資料，輔以觀賞影音紀錄片。研究結果

如下：一、「畫卷」一曲舞者以肢體作為畫筆完成山水

墨畫作，「文字」一曲展示活字印刷術與孔子 3000 門徒，

「戲曲」讚賞泉州魁儡木偶之風貌，「絲路」以敦煌舞

者與船槳闡述陸上與海上絲路，「禮樂」重現大唐盛世

及傳統戲曲雅韻，「星光」以人形呈現和平鴿與中國著

名建築，「自然」推廣中國傳統武術——太極拳，「夢想」

聚焦於奧運主題曲—「我和你」。二、「畫卷」一曲宣揚

中國水墨之美，「文字」一曲讚揚儒家文化與字體流變，

「戲曲」闡揚中國魁儡戲底蘊，「絲路」展現中西文化

交流開端之貌，「禮樂」讚述中國經典藝文遺產，「星光」

體現對於環保與和平的理想，「自然」推崇中國武術及

傳統哲學思想，「夢想」傳遞關於未來的期許與展望。 

關鍵詞：北京奧運、開幕式、文化資產、文化保存 

通訊作者：許光麃，E-mail: kuangpiaohsu38@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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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會）在國際間的能見

度越來越高，開幕式中涵蓋許多重要儀式，每項儀式都具有特殊且

深遠意涵，文藝表演尤其備受討論，透過主辦城市精心設計與安

排，融合當地文化涵養，1在表演中一探節目樣貌與特色，從外在表

象到內在意涵，其視覺要素與文化特質相輔相成，涵蓋服裝、道具、

音樂性等範疇，以藝術的形式向世界呈現獨有的特色，有形與無形

之中，傳達主辦城市欲闡述的理念使其文化有更多的曝光，節目傳

遞奧林匹克核心理念之餘，同時獲得向世界宣傳的絕佳機會，運用

現代新興科技，將主辦城市的輝煌歷史、風俗民情，再次呈現世界

眼前，透過科技即時轉播開幕式，讓世界將近 20 億人口零時差的

一同參與這場視覺盛宴，2掀起各國媒體大肆討論，儼然成為當下最

熱門話題。 

北京是第 29 屆夏季奧運會之主辦城市，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

國之一，遠古至今有著廣泛悠久的歷史，隨著社會、自然、人文不

斷傳遞並延續，時空累積下孕育出豐厚多元的文化涵養。數千年的

流變，中國政體由古老的帝王世襲轉為當今的共產制度，一改遵從

皇帝統治轉而崇拜馬克思主義，中國早期多為務農人家，中國政治

家毛澤東深信無產階級透過領導，可以成為革命主要勢力，爾後，

20 世紀末的中國為追求快速工業化發展，同時避免資本主義再次復

辟，為期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掀起不少波

瀾，影響範疇尤甚且深，文革以資產階級及知識份子為批鬥對象，

力求破除舊有思想、文化、風俗與習慣，諸如世代流傳的孔孟思想、

禮儀制度、建築美學等，使得大量古蹟建築、歷史文物等文化教育

                                                 
1 許光麃、黃建松，〈從傳統民族文化觀點談現代奧運會〉，《身體文化學報》，5.4 

（臺北，2007.06）：43-58。 
2 閆麗敏，〈奧運會開幕式的視覺創意設計評述〉，《浙江體育科學》，3（杭州，

2013.06）：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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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物受到破壞，傳統的道德倫理思維亦遭受衝擊，3階級鬥爭所衍生

的衝突在期間越演越烈，輕視文化及學識的背景下，絕大多數的傳

統文藝產物及思想受到藐視並視為異端，更令人好奇究竟北京將如

何籌備開幕文藝表演，在節目融入何種傳統文化素材與特點，展示

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二、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作者提出下列研究目的，探討北

京在開幕式的文藝表演，如何呈現中國式的文化意涵，進而瞭解北

京推廣的核心理念為何，分別如下： 

（一）探討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文藝表演樣貌 

（二）瞭解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文藝表演特色 

貳、文化理論與方法 

一、文化理論 

「文化」一詞隨著時空背景、地域與種族等差異皆有不同定

義，時常與「文明」一詞混淆，前者著重物質層面的社會特徵，後

者則泛指精神層面的人文濡養，「文化」強調族群特色而「文明」

則重於後天教養，4二者皆具重要功能，可見其社會之貌以助讀者瞭

解其隱含的價值與內涵。美國哲學家皮爾斯（C. S. Peirce）認為人

類運用符號作為一種解釋事物的方式，透過文字、圖像、語言等表

達社會價值與意義，5藉由符號得以溝通並理解其中傳遞的想法，記

載文化與文明同時予以保存，作者針對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文藝表演

以觀察、蒐集與歸納的方式，視服裝、道具、人數、佈景等要素為

符號類別，繼而一探節目所呈現之外貌與內涵，期許讓讀者得知真

實樣態及寓意。 

                                                 
3 李月軍、趙永紅，〈文化大革命研究之現狀〉，《許昌學院學報》，22.3 （許

昌，2003.06）：107-111。 
4 陳瀅巧，《圖解文化研究》（臺北：易博士文化，2006），12-17。 
5 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新北：正中，

2011），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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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其信效度 

本篇研究使用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Research）為研究方法，

輔以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前者著重深入探討當前現象

與真實事件，6後者則是透過蒐集大量現存文獻並加以歸納。7本篇

研究採用多方參考文獻，如文字文獻：學術書籍、期刊和報章雜誌，

圖像文獻：照片與影像截圖，有聲文獻：Youtube 影音紀錄影片等，

以不同角度描述表演內容，分析舞臺之上發生的各種變化，進而歸

納出趨近真實情形的撰述，使讀者得理解節目其表徵特色與象徵意

涵，同時引起讀者對運動相關議題有更多的興趣。 

為了提高本篇研究其信度與效度，內文使用身體文化學報、體

育文化導刊等學術期刊；聯合報、運動時報等報章新聞；《個案研

究法》、《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等學術專書；配合觀賞第 29 屆北

京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之完整紀錄影片，以上述方式作為文獻來

源，依照章節目的蒐集並歸納文獻，以三角檢驗（Triangulation）針

對研究議題再三審視，確保文獻內容真實性，藉此提高本篇研究的

信效度。此外，研究中採用的報章新聞，如新華社、聯合晚報、世

界日報等，即便盡可能客觀地闡述事實，仍無法避免新聞製作者自

身的偏好及價值觀判斷。對於報導中的文字陳述及畫面呈現易有偏

向疑慮，為了降低因媒體偏向而影響本篇研究所用文獻之真實性，

作者盡可能取用可於兩家以上媒體報導中，得見相關撰述與攝影圖

像，同時採用多家媒體的新聞，避免偏重其中一方媒體來源，蒐集

過程刪減不符紀錄影片所見之報導，藉此減少因媒體偏向造成的偏

誤。 

三、研究架構 

擬定研究架構最主要的目的是協助作者在研究過程中，針對研

究題目進行更完整且有系統化思考與分析，研究架構時常以圖示代

                                                 
6 羅伯特 (Robert K Yin) 著，《個案研究 (Case study research:design and meth-

ods,2nd ed.) 》（尚榮安譯）（臺北：弘智，2001），29-30。 
7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2011），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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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變項，透過架構圖可清楚理解變項與變項間的關聯性。8本篇研究

以 2008 年北京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為研究對象，探討歷屆奧運會

開幕表演，繼而分析北京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主題〈美麗的奧林匹

克〉其節目內容、樣貌與特色，本篇研究之研究架構如下（如圖 1）

所示。本篇研究之研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參、歷屆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樣貌與特色 

藉由回顧先前主辦城市籌劃之開幕文藝表演，探討不同地域背

景下其文化與風格展現的差異，選用第 23 屆洛杉磯奧運會至第 31

屆里約奧運會共 8 屆奧運會，不包含第 29 屆北京奧運會，8 個屆次

的主辦城市平均分佈在美洲、亞洲、歐洲及大洋洲（如表 1）。本篇

研究中「樣貌」意指表演內容中，可直接觀察並清晰可見，範疇如

表演者所穿服裝、表演中所用道具等；而「特色」則探討表演內容

傳達的意涵，繼而討論道具代表的象徵。 

                                                 
8 周文欽，《研究方法：實徵性研究取向》（臺北：心理，2004），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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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4 年至 2016 年間歷屆奧運會列表 

年份 屆次 主辦城市 洲別 

1984 第 23 屆 洛杉磯 美洲 

1988 第 24 屆 首爾 亞洲 

1992 第 25 屆 巴賽隆納 歐洲 

1996 第 26 屆 亞特蘭大 美洲 

2000 第 27 屆 雪梨 大洋洲 

2004 第 28 屆 雅典 歐洲 

2012 第 30 屆 倫敦 歐洲 

2016 第 31 屆 里約熱內盧 美洲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1984 年至 2016 年間歷屆奧運會其開幕表演內容樣貌與特色 

年份 主辦城市 表演內容樣貌 表演內容特色 

1984 洛杉磯 美國民族特色歌舞 牛仔草根精神 

1988 首爾 傳統民族舞蹈與武術 主題「天地人和」 

1992 巴賽隆納 五倍大巨型魁儡 歐洲國家和諧與團結 

1996 亞特蘭大 百年奧運五環標誌 校園啦啦隊文化 

2000 雪梨 澳洲土著文化、人文歷史 期盼和平無爭 

2004 雅典 希臘古文明 希臘神話與奧運歷史 

2012 倫敦 英式音樂劇歷史回顧 田園風光與工業革命 

2016 里約熱內盧 派對嘉年華 呼籲重視自然資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一、歷屆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樣貌 

（一）美洲 

起於 1984 年截至 2016 年期間，共有三個隸屬美洲的主辦

城市申辦奧運會，皆在開幕文藝表演運用獨有的鮮明特徵。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在表演中融入美國民族特色歌舞，無論是音樂

或服飾，充分展現美國特有文化與風味，由樂隊演奏共和國戰

歌、古老的騎士等美國經典名曲，9或者穿著西部牛仔風格盡興

歌舞，全場一片歡騰。而 1996 年雅特蘭大奧運會為慶祝百年奧

運會精心設計，以隊形變換排列奧運五環標誌、和平鴿及「100」

                                                 
9 民生報，〈歷年來難得一見的一場美國文化秀公諸於世〉，1984 年 7 月 24 日，

https://goo.gl/CBCHzj，2017年 11月 2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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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樣，10恭賀現代奧運會邁入下一個里程碑，並展現啦啦隊拋、

接等高難度技巧融合於表演，讓開幕文藝表演的形式多了變

化，安排「仲夏時光」與「南方的夏日之美」歌舞橋段。11最後，

2016 年里約奧運會則以回溯歷史為開幕文藝表演的開端，透過

派對嘉年華的方式，於表演中激盪出多元文化和藝術成就，來

自世界各地的舞者歡樂群舞，讓會場著實是一最大型的實境

秀。亦藉由地面投影技術在場中央呈現「地球之肺」美譽的亞

馬遜熱帶雨林。12 

（二）亞洲 

首次在亞洲舉辦的奧運會是1964年東京奧運會，該屆奧運

會的開幕儀式並不含文藝表演，故在此不深入討論。韓國是第

二個申辦奧運會的亞洲國家，1988年首爾奧運會在表演中呈現

傳統民族文化特色，諸如花舞、花繩、傘舞、龍鼓舞與面具舞

等歌舞演出，展示大韓民族特有的跆拳道項目表演，13使用降落

傘呈現特技跳傘，將展示空間向外延伸至空中，運用科技使視

覺呈現有大突破，與體育場上表演者三者相互呼應，14而首爾奧

運會的主題曲《Hand in Hand》，分別是韓國、美國以及義大利

三國詞曲創作者共同製作完成，國際奧會前主席薩馬蘭奇更讚

許是歷屆來最成功奧運會主題曲。 

（三）歐洲 

隸屬歐洲的巴賽隆納承辦 1992 年奧運會，表演使用大量紅

                                                 
10 民生報，〈亞特蘭大歡迎全世界，八萬五千人掌聲雷動〉，1996年7月21日，

https://goo.gl/3WtTtk,2017年11月25日檢索。 
11  民生報，〈翩翩巧蝶，展現南方風情，神祕祭典〉， 1996年7月20日，

https://goo.gl/dDMDkr,2017年11月25日檢索。 
12 自由電子新聞網，〈里約大冒險〉美好的巴西一次滿足〉，2016年8月07日，

http://sports.ltn.com.tw/news/paper/1019138，2017年11月25日檢索。 
13 史蘭蘭，〈近幾屆奧運會開幕式表演對北京奧運會的啟示〉，《體育文化導刊》，

9（北京，2007.09）：36-38。 
14 閆麗敏，〈奧運會開幕式的視覺創意設計評述〉，《浙江體育科學》，3（杭州，

2013.06）：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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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黃色與藍色，以這三色作為表演主色調，同時此三色是當

屆奧運會會徽的主要配色，15穿著傳統服飾的巨型魁儡舞動出獨

特地中海式浪漫，運用大量藍色以波浪舞形式呈現地中海風

光。16而雅典則是現代奧運會的發源地，2004 年雅典奧運會開幕

式充滿濃厚希臘史詩風格，運用現代科技在場中央建造巨型水

池，利用注滿水的水池呈現猶如愛琴海的絢爛，融合希臘神話、

希臘古文明及奧運歷史演進等多元主題，讓世界一同參與希臘

歷史與文明，17更不留痕跡地融入現代奧運會演進。182012 年倫

敦奧運會則以獨特的英式風格揭開奧運會的序幕，由「奇幻島

嶼」為主題表演，透過音樂劇方式展現英國早期農村生活、後

期工業革命以及近年現代科技，循序漸進的手法帶領世界逐一

回顧英國歷史，藉由多層次英式元素為開幕文藝表演增添許多

英國特有幽默風采。 

（四）大洋洲 

主辦城市雪梨籌辦2000年奧運會，以獨特的土著文化、人

文及澳大利亞歷史背景，作為開幕文藝表演核心架構，2000多

名表演者向世界展示全球最古老民族之一，特殊生活風格、工

作勞動與休閒娛樂，旺盛的生命力、獨特文化和傳統吸引著全

世界目光，雪梨也是奧運會開幕歷史中首次表達對澳大利亞原

住民的尊敬，19開幕文藝表演最後一個節目「永恆」，參與演出

的表演者來自世界各地，代表著來自五大洲魚貫進入場中，形

                                                 
15 新華社，〈盤點奧運開幕式歷史精彩表演:中國展現古老文明〉，2016 年 8 月 5

日，https://goo.gl/tcMigL，2017年 11月 25 日檢索。 
16 民生報，〈拉丁藝術揉進世界和平觀，熱鬧活潑之外還發人深省〉，1992年7月

25日，https://goo.gl/dDMDkr，2017年11月25日檢索。 
17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2004 年第二十八屆雅典奧運會簡介〉，http://www. 

tpenoc.net/?page_id=3370，2017年 11月 25日檢索。 
18 自由時報，〈開幕盛典明晨登場〉，2012年7月27日，http://sports.ltn.com.tw/new

s/paper/602640，2017年11月25日檢索。 
19 民生報，〈奧運開幕式博得國際好評〉，2000年9月17日，https://goo.gl/yGJnSE，

2017年11月2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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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壯觀奧運五環標誌，充分展現和諧與友愛的奧林匹克精神。 

二、歷屆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特色 

（一）美洲 

洛杉磯使用大量牛仔元素，以現代舞方式搭配電影《西部

開拓史》歌曲，展現拓荒時期草根精神，牛仔形象深植人心，

讓牛仔成為美國精神象徵，20傳統舞蹈、獨特服裝、歌謠與特有

生活呈現，讓世界看見美國不同面貌，成就振奮無比的藝術盛

宴。而亞特蘭大安排表演者身穿黃色、藍色、綠色、紅色及黑

色五彩服裝，運用五色逐漸由體育場邊向場中匯集，象徵來自

五大洲的運動員們齊聚在亞特蘭大，尤其融入聞名的美國校園

文化—啦啦隊，在場內展現亞特蘭大的熱情洋溢，最後，「仲夏

時光」與「南方的夏日之美」兩首歌舞則呈現南方文化韻味及

回朔燦爛歷史。21里約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沒有奢華排場，亦無

炫目高科技展現，以環保與和平的核心主題貫通整個表演，特

以亞馬遜熱帶雨林展示，象徵全球愛護自然的責任與重要性，

歡愉氛圍不忘呼籲世界重視自然資源可貴，展現巴西獨特的熱

情與特色，22為開幕文藝表演增添不同層次的展現。 

（二）亞洲 

首爾向世界展現民族優越感，上演一場充滿韓國風格的演

出，23該屆奧運主題主張「天地人和」，以特技跳傘將空間延伸

至空中，配合場中呈現的表演三者相互呼應，與主題不謀而合，

增添開幕文藝表演內容的多樣性，不再僅是常見的團體操或是

                                                 
20 岳同岩、曹繼紅，〈奥運會開幕式表演的文化特徵〉，《體育成人教育學刊》，24.3 

（武漢，2008.06）：7-9。” 
21  民生報，〈翩翩巧蝶，展現南方風情，神祕祭典〉， 1996年7月20日，

https://goo.gl/dDMDkr，2017年11月25日檢索。 
22 自由電子新聞網，〈里約奧運實況〉聖火正式點燃 開幕典禮華麗收尾〉，2016

年08月06日，http://sports.ltn.com.tw/news/breakingnews/1786619，2017年11月

25日檢索。 
23 Los Angels Times, “The Seoul Games: Everything but Emotion: Seoul’s Opening 

Ceremony Impresses L.A. Games,” https://goo.gl/EqDsld, Web. 25 Nov.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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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化風格的表演形式。24尤其在「一個世界」表演項目中，更

是由來自12個國家的舞團共同演出，儘管不同種族、文化、語

言，卻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能感受奧運會核心理念和平、

友誼與團結，巧妙結合不同國家文化思想，讓首爾奧運會多元

且多變的開幕文藝表演深烙在人們心中。 

（三）歐洲 

巴賽隆納奧運會開幕式充滿濃濃西班牙風情，以三色作為

主要用色，分別以紅色象徵太陽永盛不衰、黃色象徵生命生生

不息、藍色象徵海洋廣闊無涯，安排經典的佛朗明哥舞讓世界

看見西班牙的熱情與喜悅，巴塞隆納人以阿拉貢鼓擊鼓而樂，

慶祝莊稼豐收的特殊習俗，蘊含歷史文化特色，其中巴塞隆納

設計 12 座 6 層疊羅漢，分別以紅色、黃色、藍色及綠色四種色

彩象徵歐洲國家的和諧與團結。25而 2004 年雅典奧運會揮別制

式團體操，沒有喧鬧的人潮，卻充滿獨特想像，用最簡單直率

的意象，以現代科技手法將古老歷史完美詮釋，26運用紙船帶領

世界循序漸進地進入這場視覺饗宴，11 艘分別代表不同階段的

歷史演進，蘊含不同文化意涵，例如：彌諾亞時代的文明，是

歷屆奧運會中最富含想像力及神話風采的視覺饗宴。倫敦是現

今唯一舉行三次奧運會的主辦城市，272012 年倫敦奧運會，節目

中表現工業革命前的田園風情，及回溯工業革命當時的繁忙景

象，讓全場觀眾感受動盪不安與震撼，帶領全球邁向未來，28更

                                                 
24 李敏、張大超，〈奥運會開幕式表演的文化特徵〉，《體育文化導刊》，3（北京，

2009.04）：138-142。 
25 史蘭蘭，〈近幾屆奧運會開幕式表演對北京奧運會的啟示〉，《體育文化導刊》，

9（北京，2007.09）：36-38。 
26 民生報，〈希臘史詩映照古今，開幕式表演重見古文明縮影〉，2004 年 8 月 15

日，https://goo.gl/oJ4wfj，2017年 11月 26 日檢索。 
27 自由時報，〈奧運開幕秀英倫傳奇〉，2012年7月29日，https://goo.gl/5wMxEB，

2017年11月26日檢索。 
28 大紀元，〈倫敦奧運開幕，回顧歷史，展現英式幽默〉，2012年7月28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12/7/28/n3645573.htm，2017年11月26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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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環節融入英國式幽默元素，如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與

電影 007 主角詹姆士龐德，一同從舞臺上高空縱身跳下，倫敦

用機智和戲劇讓世界讚嘆不已。29 

（四）大洋洲 

雪梨奧運會開幕式十分具有澳大利亞鮮明特徵，匠心獨具

的藝術構思充滿表演每個環節，讓澳大利亞的迷人風采及文化

歷史再次呈現世界眼前，30例如，將澳大利亞原住民融入表演，

以敘述故事的方式重現澳大利亞演進蛻變，從最初拓荒時期逐

漸向工業時代一步一步邁進，儘管路途中曾烽火不休，但渴望

和平與尊重差異的理念一直存在澳大利亞人們心中，「永恆」節

目由來自全球各地的表演者構成奧運五環，完美詮釋奧林匹克

的精神，著實呼應和諧與和平的理念。 

肆、北京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樣貌與特色 

一、北京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樣貌 

北京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主題〈美麗的奧林匹克〉共有8個節

目，作者依照節目概念將8個節目歸納為三段論述，「中國文明展

現」——「畫卷」以卷軸與水墨作為開端奠定基礎、「文字」利用

方塊矩陣輔以三千弟子展示中國古字、「戲曲」運用細線操控木偶

呈現武生剽悍之姿；「中國文化交流」——「絲路」呈現敦煌飛天

舞者及巨型船槳構成之船舶相輔相成、「禮樂」融合仕女群舞及高

聳龍柱之震撼；「未來期盼與展望」——「星光」展現和平鴿與鳥

巢等著名圖樣、「自然」以2008名表演者呈現太極之貌、「夢想」

透過主題曲結合九環球一展地球村，以下逐一探討開幕文藝表演

外在樣貌。 

                                                 
29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2012 年第三十屆倫敦奧運會簡介〉，

http://www.tpenoc.net/?page_id=3374，2017年 11 月 26日檢索。 
30  BBC中文網，〈 2000奧運會在悉尼隆重開幕〉， 2000年 9月 15日，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news/newsid_925000/9258342.stm，2017年11月

26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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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畫卷」、「文字」、「戲曲」 

「畫卷」為開幕文藝表演揭開序幕，長寬分別為 147 公尺

及 36 公尺的巨型畫卷軸，31在舞臺中央徐徐向兩側展開，表演

者一身黑服飾緩慢踏上舞臺，不顯眼的黑色表演服有特別設

計，表演者右手包裹沾染顏料的布料，部分顏料隨時間消逝而

消失，部分則因表演者輕盈舞姿，在長達 76 公尺的布幕上留下

駐足軌跡，32隨著 15 位表演者揮臂、抬腿與翻滾，畫布上增添

一筆筆揮灑（如圖 2），以肢體舞繪出一幅含有太陽、祥雲、山

水的墨畫，布幕卷軸則同時投影瓷器、陶器、青銅器、文房四

寶與畫作等中國文物，與水墨畫作相輔相成，最終，畫作凌空

吊起呈於半空中，與一旁投影的千里山水畫作相呼應，更以千

里山水襯托出水墨之美。 

 

圖 2 舞者手上包裹沾有顏料之布料，以肢體作畫曼妙揮灑33 

第二個節目「文字」810 名表演者排列成矩陣蓄勢待發，妝

梳俐落整齊髻髮、穿戴羽毛裝飾高帽，搭配寬袖的灰白色古裝，

                                                 
31 聯合報，〈張藝謀大玩 LED 秀，畫卷徐展，原來是 3D 超大螢幕〉，2008 年 8

月 10 日，https://goo.gl/Yo7o9V，2017 年 11月 26 日檢索。 
32 聯合晚報，〈LED 主秀，中國魔法解秘〉，2008年 8 月 9日，https://goo.gl/1iBepx，

2017年 11月 26日檢索。 
33 圖片來源：聯想搜狐奧運網頁，〈開幕式“畫卷”表現中國歷史文化起源發展〉，

http://pic.2008.sohu.com/group-15752.shtml，2017年11月26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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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竹片編製的竹簡，踏著整齊劃一步伐往舞臺中央前進，隨

著隊伍前進，表演者舞弄竹簡，齊聲朗誦中國名著《論語》語

句，譬如「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時，舞臺中央冉冉上升 897

個方塊矩陣，表演者以交叉機械裝置控制方塊矩陣（如圖 3）呈

現波浪、波紋漣漪、花式矩形、「和」字之朝代字體變化，34最

後以中國著名建築——萬里長城，滂礡畫下句點，矩陣方塊上

方冒出一束束粉嫩桃花，瞬間，巨型卷軸暈染成一片嫣紅，最

終，操控方塊的表演者揭開木板，奮力揮手向觀眾分享喜悅。 

 

圖 3 810 名表演者著高帽並手握竹簡，方塊矩陣在中央不停高低

起伏35 

「戲曲」以 84 名穿著紅色為底黃色為輔的衣裝，肩扛活動

式舞臺快速齊步地邁入場中就緒。活動式舞台上共 12 名表演

者，焦點聚焦於台上 4 尊魁儡木偶，36木偶分別以黑、紅、綠、

米白為服飾主色，服飾上精緻花紋配色，華麗不失氣概，表演

者熟練的操控細線，一拉一放之間，木偶身後 4 支三角旗幟颯

                                                 
34 聯合報，〈活字印刷，老外錯當麻將〉，2008 年 8月 10 日，https://goo.gl/i4FCN3，

2017年 11月 26日檢索。 
35 圖片來源：聯想搜狐奧運網頁，〈開幕式精彩紛呈“文字”展現中華文化〉，

http://pic.2008.sohu.com/group-15747.shtml，2017年11月26日檢索。 
36 聯合晚報，〈張藝謀中國元素＋世界角度，魔法京嘆號！〉，2008年8月9日，

https://goo.gl/VW7pZu，2017年11月26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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颯擺動，個個活靈活現的揮刀、轉身、踢腳等戲劇性特技，彷

彿是有生命般的真人，氣勢雄偉而剽悍（如圖 4），圍繞兩旁的

8 名樂手則敲奏鑼鼓等樂器，輕快明亮的樂聲時而緊湊激昂、時

而緩和悠揚，為木偶戲增添多層次豐富性，此外，環繞活動式

舞臺四周 792 名排列成方形矩陣的表演者，黃衣帽搭配紅褲並

手持紅黃相間棍棒，隨著臺上木偶戲演出，同時高舉棍棒、揮

舞、展旗等手部動作，配合起立、下蹲、走位等步伐移動，機

械式般整齊呈現每個橋段，環環相扣的細節無一鬆懈，最後全

體表演者宏亮笑聲與整齊劃一揮旗亮相結束第三個節目。 

 

圖 4 活動式舞臺上 4 名表演者運用細線操控魁儡木偶37 

（二）「絲路」、「禮樂」 

先前「畫卷」節目所完成的水墨畫作再次出現，168 名表演

者利用紅色流蘇綴飾的長棍支撐畫作，畫作被架高凌空巨型卷

軸之上，懸浮空中的畫作戲劇性變成無邊沙漠，畫作舞臺上身

著青綠色中空舞衣的舞者38婆娑起舞（如圖 5），手中舞動綠色絲

帶，隨著舞者一顰一笑旋轉飛舞，同時投影漢代背景產物，例

                                                 
37 圖片來源：聯想搜狐奧運網頁，〈奧運會開幕式多采多姿“戲曲”展現中華特

色〉，http://pic.2008.sohu.com/group-15760.shtml，2017年 11月 26日檢索。 
38 聯合報，〈2008 年 8 月 8 日晚上 8 點，奧運開幕式炫麗京嘆〉，2008 年 8 月 9

日，https://goo.gl/55NShF，2017年 11月 26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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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域沙漠、唐三彩等，39爾後，再次映入眼簾的是手持巨型

黃色船槳的藍色服飾表演者，由兩側魚貫入場，鮮明對比的色

彩格外吸睛，船槳槳面經垂直排列成船舶圖樣（如圖 6），等待

表演者各自就定位，依序將船槳向外倒下，默契十足的平移後

升起，此起彼落的升降變換，呈現單向、雙向划槳、扇形與船

隻造型變化，彷彿真實重現海洋奮力搏鬥的情景，投影也由陸

上沙漠轉為海上汪洋，航海途中的波濤洶湧與船槳滂礡擺動呼

應著，40風浪平息後呈現茶葉與瓷器投影，表演者配合舞姿撥動

指南針，以高舉指南針及船槳所構成的巨大船舶為「絲路」劃

下句點。 

 

圖5 女舞者－殷碩扮演敦煌飛仙，立於畫布上婀娜飛舞41 

                                                 
39 聯合報，〈煙火咻 擊缶歌 奧運開跑〉，2008 年 8月 9 日，https://goo.gl/TUw

qd3，2017 年 11月 26 日檢索。 
40 新華社，〈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八大震撼〉，2008年8月9日，https://goo.gl/voJcuq，

2017年11月27日檢索。 
41 圖片來源：人民網—奧運頻道，〈8日圖片－舞蹈表演〉，http://2008.people.com.

cn/BIG5/126916/127777/7635884.html，2017年11月27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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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表演者運用黃色巨型船槳展示各式圖樣，船槳上亦有船舶

花樣42 

在第五個節目「禮樂」，15 名樂手彈奏中國傳統樂器——古

箏，隨著佇立卷軸左側的 2 名崑曲名伶搭配奏唱，古箏琴聲與

崑曲歌聲融為一體，43畫作上的畫師以毛筆再次為水墨畫揮毫，

勾勒更細緻的線條，伴隨悠揚婉約樂聲，32 座樂臺及成群仕女

表演者沿著巨型卷軸，聞聲起舞蓄勢待發，卷軸上則投影歷代

著名畫作，依序如唐朝——簪花仕女圖及虢國夫人遊春圖，宋

朝——清明上河圖等名作，仕女表演者仿造唐朝貴族仕女一

貌，分別以靛藍色、湖藍色、桃紅色、桔褐色及鵝黃色為主要

衣著色系，列隊逐步緩緩入場，32 座樂臺上的樂伎表演者抱著

琵琶配合舞蹈，如同侍衛般的 3 名表演者佇立在旁，待樂臺逐

漸升高成為 32 根高聳柱體（如圖 7），赭紅高柱上刻畫金黃巨龍，
44侍女們氣質優雅的交錯位移旋轉，晃動的裙擺與鮮明色彩讓畫

面美不勝收，音符結束前滂礡一刻，煙火在空中齊放，以耀眼

絢爛照亮鳥巢體育場。 

                                                 
42  圖片來源：人民網—奧運頻道，〈組圖：開幕式文藝表演—絲路〉，

http://2008.people.com.cn/BIG5/126916/127777/7635865.html，2017年11月27日

檢索。 
43 世界日報，〈京奧開幕式太精彩，2012 壓力大 倫敦怎麼辦？ 〉，2008 年 08

月 9日，https://goo.gl/LZWkUC，2017年 11月 27 日檢索。 
44 新華社，〈北京奧運開幕式：將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巧妙連接〉，2008 年 08

月 9日，https://goo.gl/hkQ6Rs，2017年 11月 27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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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禮樂」落幕之貌，場中聳立32根龍柱，氣勢浩大45 

（三）「星光」、「自然」、「夢想」 

中國傳統藝術篇章落幕，「星光」帶領世界一觀現代中國之

貌，白色鋼琴座落山水墨畫中央，中國著名鋼琴家郎朗帶領小

女童彈奏樂音，一席純白且湛藍的西裝與洋裝，突出卻不突兀，

兩人合作奏出輕快旋律，卷軸上漸漸佈滿螢光綠衣帽的表演

者，千名表演者以蹲姿靜候等待，卷軸投影七彩燈光，綠衣表

演者由中心向外擴散，肩搭肩構成的人牆利用高低起伏，升降

呈現波浪，透過不斷位移與變化，由漩渦放射狀幻化成和平鴿，
46不斷揮臂振翅向前飛翔（如圖8），卷軸亦投影滿滿笑容，47會

場上方凌空出現著紅衣裳的女孩，藉由鋼索向前飛行，手中緊

握一絲細線放飛風箏，在空中緩緩漫步向前，等待女孩橫跨人

造鳥巢，綠衣表演者以放射狀魚貫邁向場外，身上的星光逐漸

黯淡消逝，最終以黑暗之姿結束節目。 

                                                 
45 圖片來源：人民網—奧運頻道，〈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表演—《禮樂》〉，

http://2008.people.com.cn/BIG5/126916/127777/7635876.html，2017 年 11 月 27

日檢索。 
46 聯合晚報，〈臺灣網友 KUSO，和平鴿吳宇森想的梗〉，2008 年 8 月 9 日，

https://goo.gl/UR8JpT，2017年 11月 27日檢索。 
47 聯合晚報，〈張藝謀中國元素＋世界角度，魔法京嘆號！〉，2008 年 8 月 9

日，https://goo.gl/VW7pZu，2017年 11月 27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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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表演者牽手圍繞成一只振翅飛翔的和平鴿，閃爍的LED登個

外亮眼48 

「自然」中身穿白色寬鬆衣著的8名表演者，巨型卷軸中央

圍繞成圓圈，身後布幕投影8個色系，體育場上方的光線、陰影

及雷鳴般的洪水，把鳥巢變成瀑布包圍的夢幻之地，太極拳時

而柔和時而剛勁的推掌與踢腳，整齊一致的比劃各門派招式，

剛柔並濟的擊掌、剁步、跳耀、翻騰與位移，調和氣息時鏗鏘

有力的吶喊，呈現太極拳溫煦之外另一強勁樣貌，49場中出現一

群年幼孩童，肩背書包握著藍綠兩色畫筆，依照指示為原先黑

白兩色的山水畫作著上鮮明色彩（如圖9），一改傳統水墨之貌

化為充滿童趣的著色畫，以飛鳥與全體表演者歡笑為「自然」

留下期許。 

                                                 
48 圖片來源：人民網—奧運頻道，〈奧運開幕式精彩紛呈“星光”展現浩渺宇宙〉，

http://pic.2008.sohu.com/group-15746.shtml，2017年11月27日檢索。 
49 新浪網，〈太極方陣揭秘〉，2008 年 8 月 8 日，https://goo.gl/xmpWZt，2017

年 11月 27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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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孩童們為山水墨畫作著上色彩，周圍由2008名表演者圍繞

演出太極拳50 

最後一個節目「夢想」以3名身揹裝備的太空人緩緩翻滾，

飄向場中揭開節目，太空人引領之下，地底出現一顆巨大藍色

球體，投影湛藍海洋與翠綠陸地，長達18公尺的球體51由上至下

共分9層，不斷變換顏色圖樣，站上多名表演者或左或右開始圍

繞地球步行、奔跑、空翻，52最底層的表演者近乎以頭下腳上倒

立之姿完成每一個跳耀，隨著球體與卷軸投影的星光熠熠，球

體頂層出現來自中國的劉歡及來自英國的莎拉布萊曼，以中文

與英文歌唱北京奧運會主題歌曲—「我和你」，53歌聲悠揚之中，

場下佈滿2008支帶有孩童笑容的白傘（如圖10），施放2008枚微

笑煙火更為「夢想」增添多元風采。 

                                                 
50 圖片來源：聯合報新聞圖庫，〈充滿了濃濃的中國風，將中華文化展現的淋漓

盡致〉，https://goo.gl/BP3Nsn，2017年 11月 27日檢索。 
51 新浪網，〈開幕式特效揭秘：巨型畫卷如何轉動〉，2008 年 8 月 8 日，

https://goo.gl/UsZMsb，2017 年 11月 27日檢索。 
52 世界日報，〈哇！開幕彩排看得目瞪口呆，巨型畫卷光電投射穿越古今，「地

球」緩升倒立行走，暴雨突降驚奇感有增無減〉，2008 年 8 月 9 日，

https://goo.gl/VW7pZu，2017 年 11月 27日檢索。 
53 運動時報，〈北京、雅典、雪梨奧運開幕式，演繹東、西文化各擅勝場〉，

2008年 9月 3日，https://goo.gl/H816AQ，2017年 11月 27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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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夢想」節目完美落幕，場下佈滿印製孩童笑臉的白傘54 

二、北京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特色 

上述段落已針對節目內容進行樣貌上的描述，故此段落將進一

步剖析其表演內容欲傳達的意涵與象徵意義，「畫卷」弘揚造紙術

與中國水墨之美、「文字」讚嘆活字印刷術與儒家文化思想、「戲曲」

推廣中國傳統戲劇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絲路」重造陸上與海上絲

綢之路、「禮樂」讚揚古中國盛世及火藥發明、「星光」展現現代文

明發展並傳遞友愛和平、「自然」呈現中國傳統武術及古老哲學思

想、「夢想」呼籲共享世界尊重差異。 

（一）「畫卷」、「文字」、「戲曲」 

「畫卷」是文藝表演第一個節目，乘著眾所期盼的目光粉

墨登場，北京以「巨型卷軸」貫穿表演主題，8個節目以卷軸為

基礎，是〈美麗的奧林匹克〉不可或缺的靈魂要素，「畫卷」意

即弘揚四大發明之一造紙術出現，將歷史重要發明呈現世界眼

前，展示中國傳統文化產物，表演者透過衣袖舞出墨跡，55意味

中國傳統水墨畫，獨特的身體語言展示水墨藝術的視覺魅力，

描繪山水與祥雲等元素（如圖11）及透過投影映出岩畫、青銅

                                                 
54 圖片來源：聯合報新聞圖庫，〈北京奧運昨天開幕，震撼的聲光效果〉，

https://goo.gl/ytcCx6，2017年 11月 27日檢索。 
55  New York Times, “Performers as Brushes, Their Steps as Strokes,” 

https://goo.gl/PRgXRo, Web. 25 Au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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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容器文物，將中國式元素一一展露，搭配太古遺音的古琴

彈奏，被稱之為「最古老的聲音」，皆是中國極具代表性的傳統

文化象徵，56水墨意涵與琴聲意境描繪不拘小節的灑脫，充分展

示中國水墨與造紙術兩大象徵，為後續節目留下伏筆。 

 

圖11 山水墨畫作完成後凌空吊起於場中央，展現水墨之美57 

「文字」讚揚中國四大發明——活字印刷術、舉世聞名的

儒家文化思想及中國古代字體變化，漢字是世上最古老文字之

一，810名書生表演者意味著至聖先師孔仲尼3000弟子，58「論

語」被認為是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作品，吟誦論語片段如「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是對於儒家文化的推崇與展現，

藉此歡迎各地運動員，有緣聚集在北京交流較勁，以主辦城市

特有文化方式展現迎賓之道，同時讚嘆中華文明悠久歷史。而

舞臺中央方塊矩陣此起彼落，呈現中國歷朝不同字體「和」字

變化，意味和平與和諧，更象徵活字印刷術（如圖12）起源於

中國並發揚光大，節目以儒家文化的思維，闡述奧林匹克崇尚

                                                 
56 祁田田、鄭全芝、高留紅，〈大型運動會開幕式團體操表演象徵手法的運用研

究：以第 29 屆北京奧運會為例〉，《運動》，10.52（北京，2012.12）：138-150。 
57 圖片來源：人民網—奧運頻道，〈組圖：畫卷〉，https://goo.gl/j6zKnV，2017

年 11月 27日檢索。 
58 世界日報，〈活字印刷舞，戳麻將？〉，2008年 8月 9日，https://goo.gl/sGB

CzP，2017 年 11月 27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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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追求和平友愛精神，59表演過程添加許多中國式元素，如同書

生、竹簡、儒家思維、長城等雋永傳統文化產物，不斷與觀眾

分享主辦城市人文特色。 

 

圖12 方塊矩陣於場中央呈現不同圖樣，象徵活字印刷術60 

中國悠久歷史擁有許多傳統戲劇，「戲曲」展示起源於泉州

的魁儡木偶，別稱為魁儡戲，操控細線（如圖13）使木偶呈現

肢體動作變化，每一個步伐與身段都有獨特意涵與特色，61多以

傳統打擊樂器為伴奏，輕快明亮的音樂性是鮮明特色，更是不

可或缺的靈魂要素。武生造型是京劇裡重要角色，擅長武打鬥

爭，因此特別著重威猛剽悍的氣勢與形象，62透過提放之間展現

武生的矯健與機靈，讓人們看見這歷史悠久的文化遺產，其特

殊性更是被譽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圍繞周圍792名表演者以

真人呈現如機械般精準，為表演添加豐富性，亮眼卻不搶走木

偶風采。 

                                                 
59 光明日報，〈學者眼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文化意蘊〉，2008年 8 月 12日，

https://goo.gl/giBmkd，2017年 11月 27日檢索。 
60 圖片來源：聯想搜狐奧運網頁，〈開幕式精彩紛呈“文字”展現中華文化〉，

http://pic.2008.sohu.com/group-15747.shtml，2017年 11月 27 日檢索。 
61 林純純，〈泉州魁儡戲及其音樂特質〉，《新余學院學報》，5（新余，2015.12）：

119-122。 
62 田全幅，〈淺談京劇武生〉，《群文天地》，1（西寧，2013.06）：15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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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魁儡木偶經表演者熟稔操作活靈活現，宣揚中國傳統戲劇63 

（二）「絲路」、「禮樂」 

除了中國自身恆古通今的文化累積，無形之中，外來文化

產生的衝擊與洗滌，激盪出不同火花，促進兩地文化交流，「絲

路」著重描述中國邁出腳步，拓展國與國之間外交及文化層面

的兼容並蓄，64因絲綢之路是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重要樞紐，故「絲

路」涵蓋兩大象徵，分別重現陸上絲路與海上絲路情景，前者

投影沙漠景象作為通往西域途徑，舞者衣著仿造漢代背景下的

敦煌打扮，結合眾多地方特色的敦煌遺跡，結構由中國文化與

西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蘊含的風貌尤其不凡，舞者曼妙起舞

且隊伍不斷向前步行，四周布幕同步投影當代中國文化產物，

意味中國漢代探險家張騫率領先人與西域建立友誼之邦，首次

將中國文物推廣至其他國土，65即是陸上絲路的展現；後者則以

船槳升降與隊形變化呈現古人航海之路的艱辛冒險與波濤洶湧

                                                 
63 圖片來源：人民網—奧運頻道，〈組圖：戲曲表演（3）〉，http://2008.people.co

m.cn/BIG5/22190/100685/7637223.html，2017年11月27日檢索。 
64 新華社，〈北京奧運開幕式：將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巧妙連接〉，2008年 8月 9

日，https://goo.gl/hkQ6Rs，2017年 11月 27日檢索。 
65 光明日報，〈學者眼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文化意蘊〉，2008年 8 月 12日，

https://goo.gl/giBmkd，2017年 11月 27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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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14），象徵明朝使者鄭和力征海路，將中國視野拓展得更

加寬廣，66更曾抵達中亞，西亞，非洲和歐洲，布幕上投影的茶

葉與瓷器，是當時最廣為人知的特別產物，藉由海路之行將此

遠播，該航道因而獲得海上絲綢之路美名，使中國瓷器更加家

喻戶曉；最後一幕特別高舉「指南針」道具，即是宣揚中國四

大發明之一（如圖15），同時讚嘆中國航海技術突破。 

 

圖14 以巨型船槳排列成船隻象徵海上絲路過程的洶湧67 

 

圖15 表演者高舉指南針模型讚嘆四大發明68 

                                                 
66 吳永芝，〈論北京奥運會開幕式文化特徵〉，《體育文化導刊》，2（北京，

2009.07）：113-140。 
67  圖片來源：人民網 — 奧運頻道，〈開幕式文藝表演 — 絲路〉，

http://2008.people.com.cn/BIG5/22190/100685/7637313.html，2017 年 11 月 27

日檢索。 
68 圖片來源：聯想搜狐奧運網頁，〈開幕式演出“絲路”展現中國古老文化〉，

http://pic.2008.sohu.com/group-15761.shtml，2017年 11月 27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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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特別著墨中國大唐盛世繁華情景、各朝代著名畫

作展示，再次宣揚四大發明中最後一個要項——火藥，以名伶

所演唱之崑曲貫穿表演，起源於元末的中國眾多古老戲劇之

一，被稱為「百戲之母」，抒情且溫婉是與眾不同的特色，69以

氣息調整控制唱腔，強調咬字精準發音正確，藉由崑曲形式演

唱出唐朝詩人張若虛的名作——春江花月夜（如圖16），使用古

箏為之伴奏，無論是音樂性或文化層面皆向傳統致敬，仕女舞

伎重現唐代盛行的歌舞，70樂伎與琵琶共舞，無論妝容或服飾皆

比照當時的流行風格，跟隨音符舞動展示數大之美，鮮紅色樂

臺逐漸上升成巍峨龍柱，寓意中國古代建築的壯觀，71配合巨型

卷軸依序投影中國唐朝起至清朝期間六幅名畫，運用這些手法

彰顯歷朝歷代的輝煌繁盛，節目以繽紛色彩強調盛世特色，頌

揚歷史悠久的和平與繁榮，最終施放絢爛煙火呼應火藥發明

國，替傳統文化篇章留下註腳。 

 
圖16 崑曲名伶吟唱春江花月夜，展現中國傳統戲曲72 

                                                 
69 賈萬銀、方君亮，〈突破崑曲的發展瓶頸〉，《四川戲劇》，1（成都，

2011.05）：93-94。 
70 薛莉、黃艷，〈從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看中國傳統文化〉，《電影文學》，10（長春，

2010.07）：92-93。 
71 曾慶香、張敏，〈認同・娛樂・迷思：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符號分析〉，《當代

傳播》，5（烏魯木齊，2009.07）：21-23。 
72  圖片來源：人民網—奧運頻道，〈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表演—《禮樂》〉，

http://2008.people.com.cn/BIG5/22190/100685/7637240.html，2017年11月27日檢

索。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二十六輯 

132 

（三）「星光」、「自然」、「夢想」 

隨著傳統文藝表演落幕，接下來將觀眾的目光帶領至嶄新

的現代視野，呈現北京未來的展望和期許，「星光」重視環保議

題及宣導和平友愛的理想，揮別先前的傳統樂器，取而代之的

是一座白色鋼琴，以鋼琴演奏象徵現代科技來臨，引領全球一

觀現代化的中國樣貌，卷軸所投影的畫面由黑白轉換成亮眼彩

色，意味未來富有豐富色彩且炫目奪人，73近千名的表演者透過

位移變換，服飾上燈光閃爍，匯集成振翅的和平鴿，綠色衣著

更象徵對綠色奧運的期盼，配合女孩空中漫步並放飛風箏（如

圖17），兩者皆是因應奧運精神之和平美意及無拘安樂理想，74布

幕上投映來自全球的笑容，發自內心的笑顏最簡單而真摯，意

欲打造無憂幸福的安康環境，以綠色素材衍生環保意識抬頭，

讓環保議題更廣為人知並受到重視。 

 

圖17 女孩放飛風箏於空中漫步跨越場中，象徵現代中國到來75 

中國孕有種類繁多的武術，「自然」主要展示太極拳，屬於

中國獨特文化，源自於「陰陽相互作用」的哲學觀念，行雲流

                                                 
73 聯合報，〈煙火咻 擊缶歌 奧運開跑〉，2008 年 8 月 9 日，https://goo.gl/T

Uwqd3，2017年 11 月 27日檢索。 
74 劉強、張瑜，〈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文化比較解析〉，《軍事體育學報》，27.4

（廣州，2008.07）：1-4。 
75 圖片來源：人民網—奧運頻道，〈奧運開幕式精彩紛呈“星光”展現浩渺宇

宙〉，http://pic.2008.sohu.com/group-15746.shtml，2017年 11月 27日檢索。 



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分析：以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為例 

133 

水與剛柔並濟為最大特色，每一分柔和中帶有剛勁，76強調人與

自然間的和諧與寧靜，每個招式都有箇中道理與意義，目標追

求「天人合一」，配合投影在布幕的8個顏色，象徵8種自然現象，

譬如：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意味萬物起源於

大地之母，人類應抱持感恩守護的心念，與節目名稱相呼應，

帶出崇尚自然的理念，配合2008名表演者在舞臺中央，77圍繞巨

型卷軸排列成浩大圓形，2008名表演者此數字特為2008年北京

奧運會留念，全體一同揮拳踢腳不斷位移同時保持圓形樣貌，

與舞臺中央的「方形」巨型卷軸，恰巧呈現「天圓地方」之貌，

象徵追求團圓及圓滿的中國古老哲學思想78（如圖18）。 

 

圖18 外圍的太極與中央的畫卷展示天圓地方的哲學思想79 

最終，闡述現代文明的最後節目，「夢想」延伸對於未來的

期許，聚焦在群聚一堂的喜悅及尊重差異的展望，表演之初，

太空人緩降意味日新月異的科技越發蓬勃，另一主體九環球透

                                                 
76 徐巧，〈中國武術在歷屆大型運動會開幕式表演中的社會背景分析〉，《搏擊

武術科學》，10.5（太原，2013.08）：36-37。 
77 向陽，〈儀式・景觀・狂歡：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文藝表演的文化解讀〉，《新聞

愛好者》，1 （鄭州，2010.07）：156-157。 
78 李琳，〈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民俗文化解讀〉，《長江大學學報》，32.4（荊

州，2009.07）：106-108。 
79 圖片來源：聯想搜狐奧運網頁，〈奧運會開幕式“自然”體現天人合一〉，

http://pic.2008.sohu.com/group-15765.shtml，2017年 11月 27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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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投影技術的輔助，象徵人類居住的地球，地球上站立兩名歌

手，以不同語言傳唱北京奧運會主題曲——「我和你」，80傳達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一起居住地球村，齊聚北京並分享喜悅及

榮耀，彼此之間跨越隔閡不分你我，如家人一般親近，呼應「同

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理念，81透過英文與中文的方式歌頌，

讓更多觀眾感受共鳴，再次表達北京對於和平友好的衷心期

盼，場中2008個燦爛笑容的傘面（如圖19），施放2008發笑臉煙

火，意味包容與自身不同差異，82無關種族、宗教、性別等特質，

應獲得真正尊重，最終以煙火呼應發明火藥的輝煌，為2008年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文藝表演正式劃下句點。 

 
圖19 2008面印著孩童笑臉的傘面，以孩童笑顏象徵和平美意83 

綜合上述論述，相較先前幾屆主辦城市的設計理念，可見

相似構思亦或創新發想，如「畫卷」以身體作畫筆，舞蹈出畫

作先前並無相關例子，多數主辦城市僅呈現其文化特色舞蹈，

                                                 
80 世界日報，〈主題歌我和你 平實動人心〉，2008 年 8 月 9 日，https://goo.gl/9

odPL5，2017年 11 月 27日檢索。 
81 王琳，〈想象中國：民族認同與中國現代性——2008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文

化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學報》，45.6（桂林，2009.12）：78-81。 
82 王天祥、李琦，〈文本的生成與闡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解析〉，《電影評

介》，2（貴陽，2009.07）：76-77。 
83 圖片來源：聯想搜狐奧運網頁，〈開幕式“夢想”主題劉歡莎拉布萊曼演唱〉，

http://pic.2008.sohu.com/group-15755.shtml，2017年11月27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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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牛仔風格歌舞、1992年巴賽隆納奧

運會——佛朗明哥舞；竹簡與活字模板組成「文字」節目，軍

事化團體操表演，近幾屆開幕表演中愈來愈少見，史無前例的

活字模板要素令人為之一亮；「戲曲」以戲偶為表演主角，相似

手法在先前也曾出現，如1992年巴賽隆納奧運會，表演者架起

巨型魁儡舞動出濃濃西班牙風情；而船槳這項道具曾多次被使

用，有以船舶為主體的類似演出，2004年雅典奧運會曾用11艘

紙船，帶領觀眾了解希臘歷史演進；「禮樂」呈現中國式建築美

學，倫敦曾在2012年其承辦的第三次奧運會，以實境歌舞的方

式，循序漸進帶領觀眾體驗各階段時空背景，如農村生活、工

業革命到現代科技；「星光」亮點是和平鴿展現，較早期主辦城

市選擇釋放真正的活體鴿，然而，1988年首爾奧運會卻出現意

外，故往後禁止再次放飛活體鴿，爾後的主辦城市以不同手法

展示相同帶有友誼意象的和平鴿，如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以

表演者排列鴿子飛舞隊形；「自然」結合多種中國拳法，歷屆奧

運會亦有主辦城市展現其傳統武術，如1988年首爾奧運會呈現

跆拳道表演，展示韓國特色武術；最後節目「夢想」特點是主

題曲「我和你」，抒情優美且獨樹一幟，一改輕快活潑曲風，與

先前氣勢滂礡截然不同，而與《我和你》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主

題曲，如首爾奧運會主題曲《Hand in Hand》及巴賽隆納奧運會

閉幕歌曲《Amigos para siempre》，意即「永遠的朋友」，曲風特

色不盡相同，前者悠揚激昂，後者輕快柔和，三者相同之處是

歌詞皆圍繞於友誼之上。 

節目安排順序依照設計核心有些許差異，傳統取向節目涵

蓋諸多朝代，時序上因演出主軸略有修改，四大發明其發明順

序應為戰國時期之指南針、東漢時期之造紙術、宋朝時期之活

字印刷術及唐宋時期之火藥，因主軸需以巨型卷軸作為表演基

礎，故調整為「畫卷」——造紙術、「文字」——活字印刷術、

「絲路」—指南針、「禮樂」—火藥。此外，節目依朝代時序呈

現「文字」—春秋時期儒家思想、「戲曲」—秦漢時期之泉州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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儡木偶戲、「絲路」—西漢時期之陸上絲路與明朝時期之海上絲

路、「禮樂」—唐朝之仕女與元朝之崑曲，及宋元明清四朝代之

著名畫作。傳統取向的節目依設計置入不同朝代素材，現代取

向的節目則不拘泥於歷史軸線，以科技展現現代元素並以核心

理念為設計要點，如「星光」—和平鴿、「自然」—太極拳及「夢

想」—北京奧運會主題曲〈我和你〉。 

伍、結論與建議 

2008 年北京竭盡打造一場充滿文化涵養的盛宴，興許因個人背

景與特質等差異，人人皆有不同解讀與理解，〈美麗的奧林匹克〉

卻依舊令人為之驚嘆，大量體現中國「文化」層面之價值，高度聚

焦中國特有文化，結構由現代科技與聲光效果組成，落實奧運理念

「人文、科技、環保」三大面向之人文奧運與科技奧運，反思如此

中國式奧運會，勢必鮮少著墨於人權、多元文化交流、性別平等重

要議題，「文明」層面之展現有更大發揮空間，文化與文明皆具其

價值與功能，均衡發展及保存著實為一重要議題，爾後相關研究面

向其因取材方式不同，亦有不同的闡述與呈現，作為學術交流是為

值得保存的研究。作者依照目的總結本篇研究之結論（如表 2），分

別是表演內容之樣貌與特色。 

一、結論 

（一）北京奧運會開幕表演樣貌 

「畫卷」以書畫卷軸為主體，並以肢體作為畫筆作畫揭開

傳統文化篇章；「文字」呈現文字方塊矩陣及孔子其三千門徒，

以論語朗誦歡迎之道；「戲曲」著墨泉州魁儡木偶操作變化，展

現傳統藝術美學；「絲路」以陸路與海路兩途徑，重現中國先民

開創中西文化交流開端；「禮樂」重造大唐盛世繁榮安樂樣貌，

展現古典建築的壯觀；「星光」運用鋼琴與綠衣使者劃開時代差

距，首觀中國現代文明；「自然」展演滂礡的太極拳法，揮別黑

白邁入鮮豔色彩；「夢想」聚焦九環球與孩童笑靨，主題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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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是最大亮點。 

（二）北京奧運會開幕表演特色 

「畫卷」使用傳統卷軸讚揚造紙術發明及中國水墨之美；

「文字」展示中國著名儒家文化與發明活字印刷術偉業；「戲曲」

期許推廣中國傳統戲劇，期盼更廣為人知並流傳千古；「絲路」

聚焦中國文物與他國交流往來，闡揚指南針對航海技術的重大

突破；「禮樂」著重宣揚中國戲曲及其文學涵養；「星光」以綠

衣使者闡述對環保議題的重視，以和平鴿凸顯奧林匹克精神；

「自然」讚賞中國傳統武術的博大精深並傳遞古老哲學思想；

「夢想」以主題曲「我和你」道出尊重差異與和平友愛的殷殷

期盼。 

二、建議 

北京成功宣傳民族特色及宣揚國家威望，表演中所運用的技術

與橋段設計，給予往後籌辦奧運會的主辦城市作為參考範例，然

而，本篇研究僅聚焦於北京奧運會開幕文藝表演，針對未來研究議

題及奧運文化資產永續與傳承期許有更多元的面向： 

（一）未來研究議題之建議 

1.兩屆或以上屆次奧運會之比較：針對不同主辦城市籌辦的文

藝表演，分析比較兩者、多者之間，因區域不同產生的文化

與風格差異。 

2.同一主辦城市籌辦的不同屆次：探討相同的主辦城市興許有

不同體現文化的方式與做法。以北京為例，北京是至今唯一

籌辦過夏季奧運會與冬季奧運會的主辦城市，未來可針對

2008 年夏季奧運會及 2022 年冬季奧運會其呈現手法與設計

進一步著墨。 

（二）奧運文化資產永續與傳承之建議 

1.文藝表演中融入奧運核心理念：構思設計表演節目的過程，

以多元素材或方式納入奧運核心理念—和平、友誼與團結，

期許透過節目呈現讓友愛合作的美意更家喻戶曉，進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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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傳遞的廣度。 

2.建立奧運主題紀念館、紀念公園：運動賽會順利落幕後，得

將賽會期間所使用之場館與建築加以管理並永續使用，藉由

主題公園、博物館、紀念館等方式保留當屆賽會特色，未來

可供後人一觀其教育價值。 

3.推廣主辦城市專屬之傳統文化：各國家之傳統表演藝術、傳

統工藝、本土語言、風俗民情十分具有其獨特性與代表性，

每一種文化皆賦有其價值並值得予以保存與流傳，無形資產

的永續傳承更著實不易，透過文藝表演增加其曝光機會，提

高能見度更廣為人知。 

依照兩項目的總結本篇研究結論，作者藉由多方文獻蒐集、

歸納及統整，繼而提出個人見解，自行整理下方表 3，分別敘述

〈美麗的奧林匹克〉8 個節目之表演內容樣貌與特色，輔以節目

核心文化意涵（如表 3）。 

表 3 〈美麗的奧林匹克〉8 個節目之樣貌與特色 

節目
名稱 

表演內容樣貌 表演內容特色 文化意涵 

畫卷 
巨型卷軸 

山水墨畫 
水墨書法 

中國水墨之美 

四大發明—造紙術 

文字 
方塊矩陣 

三千門徒 

古代「和」字字體變化 

萬里長城 

儒家文化、和諧美意 

四大發明—活字印刷術 

戲曲 泉州魁儡木偶 中國傳統戲劇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絲路 
敦煌舞者、 

巨型船槳 

陸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 

中西文化交流 

四大發明—指南針 

禮樂 仕女、樂伎、崑曲 
歷代著名畫作 

中國傳統戲曲 

中國古代盛世 

古典建築美學 

四大發明—火藥 

星光 
鋼琴、人身鳥巢 

風箏、和平鴿 

綠色奧運 

友愛和平 
現代文明發展 

自然 
太極拳、 

兒童著色圖 

中國傳統武術 

天圓地方思想 
中國古老哲學思維 

夢想 
九環球、笑臉傘 

主題曲「我和你」 

友愛和平 

共享地球村 

尊重包容差異 

分享喜悅與榮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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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and Art Performances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Olympic Games: 

A Case Study of 2008 Beijing Olympics 

Meng-Ting Wu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Kuang-Piao Hsu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port 

           /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bstract 

The mdern Olympic Games is the biggest international mega sports event 

so far in history, which allows the audiences to explore the design ingenuity of 

the host city in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 performances reveal the connota-

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ntry’s national culture, customs, and arts. 

This study too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named 「Beautiful 

Olympic」 in Beijing Olympics as the subject, and aimed to analyze its ap-

pearance and symbolic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study was 

case study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collected and summarized the 

relevant journal papers, news reports, and academic books, with mak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ocumentary films.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shown: 

1. 「Scroll」- Some dancers take their bodies as the brushes to draw landscapes 

and complete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painting. 「Writing」 demonstrates the 

Movable Type Printing and the 3000 disciples of Confucius. 「Opera」 ap-

preciates the features of Quanzhou Puppets. 「Silk Road」 uses Dunhuang 

dancers and paddles to symbolize the terrestrial and maritime silk routes. 

「Music」 reproduces the prosperity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elegant rhym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Starlight」 uses many people to shape like a 

Dove of Peace and a Chinese famous architecture. 「Nature」 promot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named Tai Chi. 「Dream」 focuses on the 

Olympic theme song 「You And Me」. 2. 「Scroll」 proclaims the beau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painting. 「Writing」 admires Confuci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Opera」 praise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uppetry art. 「Silk Road」 reveals the beginning of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usic」 praises classical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s. 「Starlight」 pays attention to th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world peace. 「Nature」 praises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ancient phi-

losophy. 「Dream」 presents expectations and prospects of the future. 

Keywords: Beijing Olympic Games, opening ceremony,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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