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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獎緣起
社會標竿
「東元科技獎」在基金會創會元年設置
第六年起在科技獎中增設「人文類獎」
倡導科技人文融合發展的觀念
並於第十一屆起更名為「東元獎」
積極倡議「科技」回歸造福人類福祉的目的

第十二屆起的人文類獎項
以主動遴選的方式
找出科技時代為人文社會而努力的標竿
希望帶動社會反思人文精神的發展
同時呼籲國人在追求物質生活富裕的同時
也能深植人文內涵豐富人類生命的價值

人文類獎─藝術類〈戲劇藝術〉
人文類獎今年是設置的第十四年，涵括社會服務、景觀設計、台
灣小說、音樂創作、文學創作、靜態視覺藝術、動態影像藝術、
新住民教育、特殊教育、景觀與環境等領域，歷年來皆順利的遴
選出最具代表性，且對相關領域具有貢獻事蹟，對台灣社會影響
深遠的人士。「戲劇藝術」係第一次設獎，並委託前故宮博物院
石守謙院長規劃，以「獎勵致力於戲劇推廣，其作品兼具文化傳
承與人文關懷的精神，且具有豐富人文生活與提升人文素養，對
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之傑出戲劇藝術創作者」為主動遴選對象。遴
選過程中，石守謙院士與曾志朗、周慧玲、王璦玲、于國華等五
位學者專家，針對戲劇藝術領域具有卓越貢獻、成就卓著的人
士，進行討論；最後以兩次匿名投票反覆確認的方式，產生得獎
人─吳興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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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一大片
用時一條線
Learn from everywhere,
but maintain focus
人文類獎 ─ 藝術類〈戲劇藝術〉

吳興國

先生

Hsing-Kuo Wu
60歲（1953年04月）

●

學歷

復興劇校坐科八年專攻武生、保送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畢業
Fu-Hsing Chinese Opera School、Theat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

曾任

雲門舞集團員 、橫跨電影、電視、傳統戲曲、現代劇場，以及舞蹈之表演藝術家。
Dancer at Cloud Gate
Performing crosses the fields of traditional opera,
dance, modern theatre, cinema, and television.
●

現任

當代傳奇劇場藝術總監、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專任教授
Artistic director of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re(CLT)
Professor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Performing Arts, N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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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自1986年以《慾望城國》創團，帶領京劇走入現代並產生質變，成為臺
灣劇場跨文化改編的代表。既開啟臺灣京劇發展的重大轉向，更帶動當代戲劇
的「新型態」。

▍得獎感言
傳統戲曲這條道路，非常艱難，也十分孤寂。獲得「東元獎人文類獎＜戲劇藝
術＞」，肯定了我們這群人的努力，內心感到溫暖與安慰。但，接下來還有更高的障
礙，等著我繼續攀沿。我必須不斷為自己打氣，堅持下去！為了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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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融合新創作

讓京劇蛻變昇華的
表演藝術家

採訪撰稿 郭怡君

1986

年12月，吳興國創立當代傳奇劇場的創團作《慾望城國》在台北社教館
首演，震驚台灣藝文界。這齣改編自莎士比亞《馬克白》的嶄新京劇爾
後受邀到英國演出，讓英國泰晤士報盛讚吳興國使英國人想起20世紀公認最偉大的莎士
比亞戲劇演員「勞倫斯•奧立佛」。2010年吳興國以「擴大傳統戲曲的創作面向，持續
影響當代劇壇的實驗創新」而榮獲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被評審譽為力求突破既有框架
的「全方位表演藝術家」，更締造台灣表演界在世界三大藝術節「法國亞維儂」、「美
國林肯中心」、「英國愛丁堡」都獲邀演出的第一人紀錄，而他在國際舞台的成就，也
成為繼林懷民之後，獲得法國文化部頒發「發國文學與藝術騎士勳章」的得獎人。

父逝母離的孤苦童年
吳興國誕生於高雄旗津，本名吳國秋，自幼被迫與母親分離，童年最常做的事情就
是「哭」。他的母親出身中國高級將領的家庭，卻隨國民政府撤退而孤身來台，父親在
他一歲時就過世了，「沒有留下任何一張照片，母親從來不講父親的事。」小國秋長到
三歲，媽媽再也無力撫養兩名幼兒，把孩子送到台北木柵的國軍先烈子弟教養院前，拍
攝留下唯一的全家福，只見他和哥哥穿著睡衣緊繃著臉，表情寫滿對命運的不甘願與不
明白。
在教養院過的是沒有自來水、只能拿臉盆接雨水洗臉刷牙的日子，「生活唯一的獎
賞是大鍋飯底下的鍋粑。」偶爾媽媽來探望，小國秋跟哥哥立刻衝上前去一人抱住一隻
大腿，怎麼也不肯放手。好不容易六歲等到媽媽改嫁被接回高雄同住，「回到可以拉著
媽媽辮子安心睡覺的天堂日子」，七歲又因母親再度離婚而被送到台北陽明山的華興國
小住校，淪為幾乎每天以淚洗面的小學生。
在淚海氾濫的童年生活裡，小國秋唯一的心靈寄託是知名聲樂老師郭月足上的音
樂課，將對母親的極度思念抒發在嘹亮的歌聲裡。天生有副好嗓子的吳興國能夠唱到四
個八度，歌聲又比同齡孩子感情豐富，讓郭老師直誇「這孩子應該送到國外學聲樂」。
只是貧苦的家境，讓他小學畢業後進的不是國外聲樂學校，而是「不需要學費還管吃管
住」的復興劇校。

復興劇校訓練嚴
怕挨打勤練功
復興劇校學生依照「復興中華文化」論屆排行，吳國秋在老師賜的藝名下就此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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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興國。這間以嚴厲訓練著稱的劇校有「打通堂」的傳統，亦即一個學生犯錯全體都
要被挨打，不想被打的吳興國只有咬牙拼命苦練。「八年劇校生活確實很苦，卻也是
我人生最有感覺的一段日子，挨打變成同學互相調侃的安慰，你經過所有那種無理的
要求跟一點一滴道統的學習，所有苦都不是苦，都可以忍耐過來。」
進劇校首日，大師兄就幫師弟們緊緊勒上將來協助練底氣、操筋斗的腰帶，誰敢
為了半夜好睡稍稍鬆綁，清早被檢查到屁股就要挨三板子。五點半要起來到山上喊嗓
子、練腰腿，倒立從持續一分鐘、兩分鐘練到20分鐘，「站起時每個人練的位置都
有一攤液體，汗水、鼻涕、眼淚都混在裡頭。」
劇校老師最怕怎麼教也教不會的笨學生，嗓子好、體力佳、吸收能力強的吳興國
很快成為老師們青睞的對象，有個老師發現「這個學生跑龍套比中間唱主角的還有精
神，動作標準得一塌糊塗」，第三年就被挑出來當主角，飾演《白水攤》的十一郎，
嚐到被眾星拱月的成就感。求好心切的他開始學師兄半夜爬起來練私功，隔年復興劇
校組團到美國舊金山和紐約演出，才16歲的他就負責擔綱每天開場戲的小武生，成
為同學中最出鋒頭的人物。

保送文大國劇組
因緣際會進雲門
1973年吳興國從八年劇校苦練生涯畢業，被保送到文化大學戲劇系國劇組，適
逢林懷民老師回國成立雲門舞集，當時台灣在「跳舞有什麼前（錢）途？」的保守氛
圍下很難尋覓男舞者，林懷民將腦筋動到京劇體系，吳興國就在文大老師侯啟平的推
薦下參加試演，隨即被招攬進雲門。歷經劇校扎實的苦功訓練，連練四、五個小時的
舞蹈對他完全不是問題，「練武生比練現代舞累太多了」，跨行的第一個大問題是：
「緊身衣」。
進排練室的第一天，吳興國拿著緊身衣到廁所換，習慣穿京劇燈籠褲的他面紅耳
赤到無法走出來，卡在廁所裡超過半小時，還讓林懷民老師在門外喊：「興國，你要
吃點香灰（壓驚）嗎？」讓他亟不習慣的還有現代舞直接赤裸的情感表達，與「發乎
情、止乎禮」的拘謹京劇天差地遠，一場《烏龍院》張文遠和閻惜姣的偷情舞，讓劇
校八年從來沒主動跟班上兩個女同學講過一句話的吳興國再度嚴重卡住。
不敢狠狠抱住女舞者大腿，讓林懷民衝著吳興國直說：「你是演員嗎？你是學
戲劇的嗎？你是專業劇校畢業的嗎？」幾句羞辱的話講得吳興國臉都青了，心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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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翻臉，林懷民再度示範後，吳興國抱大腿的動作還是太溫和，氣得林懷民一把拉他
到窗口，打開窗戶對著樓下人潮就是一陣大吼，砰地窗戶一關轉頭對吳說：「來，換
你。」很想照做的吳興國雙腿不聽使喚，林又說了：「你是學戲劇的嗎？這個動作你都
不敢做，你還有什麼動作敢做？」被激到的吳興國終於衝到窗邊對著樓下大聲「哇∼
吼！」，學習跨過心裡的關卡。

感謝林懷民老師引領
全面充實藝術精神
「在雲門我覺得最珍貴的是，林老師把你當成藝術家在帶，藝術家是全面的，你想
把藝術跳得很有味道、很內在、很有感受性，就需要整體地豐富你。所以他帶我們去俞
大綱老師家聽講古文學、看朱銘雕刻，請蔣勳、許博允來跟我們講美學和音樂。」
吳興國回憶，當年跟雲門出國巡演，行程排得滿滿的，坐六、七個小時的車後下車
就要開始表演，演完立刻驅車去旅館，隔天一大早又出發，然而不管行程再滿，林老師
總會留最後一、兩天讓舞者們有時間吸收當地的藝術文化，看看博物館、美術館及當地
最有特色的表演，「給我們很多藝術精神上的充實，所以我們從雲門出來的，都非常感
謝雲門。」
林懷民帶給吳興國的震撼教育，還包括當面跟他說「我們就是戲子」。「戲子」二
字對學戲曲的人而言是種羞辱，吳興國一聽就睜大眼睛，只聽見林懷民繼續講：「我們
從事表演藝術的人，都是唐明皇的後代，如果你心裡面不承認你是戲子，你這個行業根
本作不起來。什麼叫做唱戲是瘋子，看戲是傻子？如果你不像瘋子一樣演得那麼投入，
下面的人會傻傻地看著你嗎？」吳興國把林老師的話跟以前戲曲老師說的「不管家裡或
私人發生什麼事，一旦貼出公告要演出，你就要負責好好演完」放在一塊體悟，從此懂
得「戲子專業」的真義。

結識髮妻林秀偉
太太眼中的浪漫老公
進雲門第三年，吳興國未來的妻子林秀偉也來拜林懷民為師，當時有很多女生追的
吳興國並未太注意這個嬌小的女生，直到林懷民漸漸重用林秀偉，讓她為舞團編了《長
鞭》，還有每個週日都看到她在排練室自行苦練，才開始對她的才華和努力另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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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人還沒有機會發展戀情，吳興國就到外島去當兵了，直到他被調回陸光藝工
隊，才跟也在陸光兼一些表演的林秀偉有多點機會碰頭，最常約會的地點卻是「六張犁
公墓」。林秀偉回憶，那時吳興國負責採買，清早出營門會先跑到她住的地方，兩人再
一起跑到山上的六張犁公墓，「不是談情說愛，是他吊嗓練功、我彎身練舞」，外人聽
來詭異，在林秀偉心中卻是「最好的約會」。
林秀偉在兩人成情侶三年後，某次經過台北地方法院，主動拉起吳興國的手問「我
們進去結婚，好嗎？」談起這段求婚經過，林秀偉笑著說：「吳興國太有女人緣，我要
設防線啦！」這個藝術家老公雖然在表演生涯給她添了很多麻煩，但在生活中卻是個
「浪漫體貼」的人，「他看我很累就會幫忙洗衣服、切水果、作家事，常常會送耳環、
香水等小禮物給我，逛街比我還有耐性，會花很久時間幫我挑衣服。」
但吳興國對錢很沒有概念，又非常尊師重道，讓負責管錢的林秀偉很傷腦筋。「當
年他在陸光劇團有三分之一的薪水都會拿去孝敬老師，很多老師孤身來台生活沒人照
顧，他逢年過節一定送紅包。我難免會生氣，因為家裡都不夠用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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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難抉擇
終拜台灣第一老生周正榮為師
在軍中陸光劇團，吳興國遇到了在台灣四大老生排名第一的周正榮。老先生看著他
的扮相功夫嗓子，直問吳興國：「你怎麼不再唱戲了？跳什麼舞啊？你以為跳舞可以跳幾
年？你以為會武生就懂京劇了嗎？」此後一年多，周正榮抓到機會就向吳興國曉以大義：
「唱武生才學到京劇的皮毛而已，劇團都是誰在領軍當老闆？（拍胸脯）唱老生的！老
生的戲帶著文學、音樂、表演、人生，所有悲歡離合都在裡頭，你武生就只是會武功而
已！」
面臨未來要選京劇還是現代舞的抉擇，或許是天性裡喜歡向困難挑戰的骨氣，吳興國
決定拜周正榮為師，而且還是用最傳統的拜師大典，在唐明皇祖師爺像前備齊香案，邀請
生行的所有重量級前輩見證。「香煙裊繞，燻到每個人眼睛都張不開，我跪在那裡磕頭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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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早上，每介紹一位前輩就是咚咚咚。」因母親在大四過世，吳興國的家屬代表請了哥
哥和林懷民老師，他在隱約間似乎看見林老師的眼睛被香案的煙燻出淚光，因為這個原本
當舞團接班人培養的弟子恐怕再也回不到現代舞了。
果不其然，周正榮非常反對吳興國兩邊兼職，已經跟國外簽約公演的林懷民還在日本
買了京劇唱片當禮物，特別當面向周拜託，吳興國才能參加雲門的國外巡演，但日常練舞
絕對不准去，向周老師磕頭第三年，他就跟雲門完全斷絕了。

水磨功夫精益求精
一年只教一齣戲
「跟周老師磕頭第一天，他送我兩個字：『控制』。非常霸道的兩個字，控制你的情
緒，控制你的毅力，控制你所有想要達到卻不能做到的，用這兩個字來完成……太難了！
人總會碰到悲歡離合的事情，但為了你要完成當下的表演，你要排開所有專注在你的角色
裡。」吳興國說，周老師的身教重於言教，他經常去周老師家看到他整個人沉浸在戲劇
裡，天天研究自己的唱腔和對白。「在他同輩裡大家都知道周老師的天賦條件很差，但當
時台灣四大老生他排第一，沒人比得過，他外號就叫「周瘋子」，劇團大聯演周老師一定
演角色最重要的壓軸戲。」
為了幫原本學武生的吳興國打「老生」的底子，周正榮光教吳第一齣戲「截江奪斗」
就花了一年半，發音位置、唱腔、身段每個環節細細要求。「習慣很難改，當你習慣演年
輕的將軍，突然要你演一個老人，你不會像的！老生說一句話就有一句話的動作，所以這
裡頭很多基本功夫要學，學的時候一秒鐘都不能放鬆。」周正榮花六年只教吳興國六齣
戲，教唸唱之前自己會先在家裡反覆錄音，直到錄成自認最滿意的標準版本才把錄音帶丟
給吳興國：「你就聽這個學，一小時後我來驗收。」一次、兩次驗不滿意，每天修、每天
改到周老師覺得吳興國的老生唸唱及格為止，才進入更複雜的身段教學，乃至台詞跟動作
怎麼結合。
還沒出師之前，完美主義的周正榮不准吳興國再演其他角色，但他倆領的都是陸光劇
團的薪水，「等於我拿陸光的錢，但不演日常戲」，為此周正榮經常跟陸光長官翻臉，直
到拜師第三年以後，周正榮看吳興國稍微有個樣子了，才逐漸把他的老生戲份，逐步以十
分之一、七分之一的份量讓給吳興國演。到後來，連婚後退出戲圈的一代青衣顧正秋，為
了老國防部長俞大維生日特別復出演「四郎探母」，周正榮都把超級難得的搭檔機會讓給
吳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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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悲劇加深心結
六年師徒決裂
然而吳興國參加的畢竟不是「周正榮劇團」，軍中講究階級紀律，每兩年就換人做的
陸光劇團軍人長官越來越不滿吳興國身為要角卻被周正榮「規定只能演他教的戲」，乾脆
自行幫吳興國找老師教別齣戲，請知名坤生前輩關文蔚來教非周正榮戲路的《贈袍》。當
時周正榮還在教吳《戰太平》，估計還有三個月才能把複雜身段教完讓他上場，但距離劇
團公演時間只剩兩週，劇團排戲的人打算讓吳興國演出已經學好的《贈袍》，氣得周正榮
乾脆說：「不，就演《戰太平》」，要吳三天內學好三個月要教的內容。
「三天要學好三個月的東西，我肯定犯錯啊！身段那麼複雜，我只是錯一個小地方，
周老師一棍子就打過來。」從跟周正榮磕頭第一天開始，就對周老師畢恭畢敬、師父在場
絕不入座而站在旁邊服侍的吳興國，六年來從沒被打過，挨完三棍待第四棍打下來時，吳
興國對師父作了第一次反抗：「老師，我已經三十歲了，自己知道求上進，可不可以不要
用打的？」氣得周正榮扔下一句「你好自為之」掉頭就走，從此師徒恩斷情絕。
這裡頭不只是教戲犯錯那麼簡單，更多是「傳統不見容於時代」的心結。回憶師徒決
裂的經過，吳興國語氣沈重地說「這是時代悲劇，誰都沒有錯」。至今他仍把周正榮當成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至親長輩，「連當兵在內，我在陸光劇團共待了十三年，跟周
老師學的前六年扎下的底子很深厚，如果沒有這些底子，我創的當代傳奇劇場大概三年就
走不下去，也創作不來《慾望城國》」。

創作慾望爆發
當代傳奇劇場誕生
1984年，吳興國被迫與師父決裂，卻也成為「走出自己路」的契機。同年皇冠小劇
場成立，很多台灣前所未見的實驗作品紛紛在小劇場上演，自認京劇從表演形式、文學、
音樂、美學都在各劇種佔上乘的吳興國，原本瞧不起實驗小劇場，剛開始看兩齣根本看不
懂也提不起興趣，但雲門舞集的經歷畢竟讓他了解抽象不是表象，等看了七、八齣之後，
他看懂了創作的原始衝動。「撞到一個道具頭破血流了，演員還是繼續往下演到最後一秒
鐘，把他內心真正的衝動爆發出來……刻板的劇校學得到這些嗎？那不是你靠打罵學起來
的傳承到位，而是自我創作的自覺。」
小劇場裡各種原始的創作衝動在舞台和觀眾席間流竄，激盪吳興國要在傳統傳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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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以新創作闖出自己未來的路，終於在1986年跟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共同完成被視為
改變京劇里程碑的《慾望城國》，正式創立了「當代傳奇劇場」。
「成立劇團有幾樣原因，我們要告訴自己，要自覺性地為自己的前途去想，我在公
家劇團裡，看到當劇團請不同行、不同風格的人導演都導得一塌糊塗，因為他不懂京劇，
如果不是我們自己出來自己改變，那別人永遠無法幫忙，你只有自生自滅。」吳興國說：
「市場是現實的，什麼叫流行？二十年前流行的搖滾藍調現在也不流行了，只要有新東西
出來，舊的時代就被淘汰了。哪怕這新的不夠好，可是它經過一段時間，借助從前好的形
式、經驗演變，它也會變好。」
「雖然創新要頂著挨罵，但因為我們是內行，在改東西的時候知道什麼可以跟傳統
的銜接，不能銜接時就要加進新時代的東西，而且要選擇哪些才對。我們是年輕人，想要
像梅蘭芳一樣，站在時代的當下不能交白卷，芭蕾舞是很美，但你再怎麼跳都是別人創造
的，你一直跳對時代有什麼意義？梅蘭芳如果不創新，他還會是梅蘭芳嗎？」

莎士比亞唱京劇
年輕衝勁不畏難
「我創團時，不因為改變而改變，也不因為不改變而改變，我們已經知道時代卡在那
邊，不是說改變就把傳統丟得一乾二淨，那沒有價值。我學過現代舞也學過芭蕾舞，是不
是把這些東西放進來，表示我不要京劇，它就可以改變了？其實我在挑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做了滿嚴謹的考慮。京劇在中國戲曲裡面是很精緻的劇種，可以表達各種任何一個社會
階層的情感和衝突，世界上任何一個戲劇，哪個是這樣的？我覺得應該找到門當戶對的劇
種來嫁接搭配，莎士比亞是全世界公認的嚴謹，就這麼為創團戲定了調。」
一群對創新京劇懷抱熱情的年輕人包括林愷、李慧敏、劉慧芬、馬寶山、楊俐芳等，
在吳興國家興高采烈地討論，想到老戲裡的《伐子都》跟莎士比亞四大悲劇的《馬克白》
劇情很相似，大家公推當時剛拿到時報散文獎的小說作家李慧敏改編劇本，再由懂京劇的
吳興國、馬寶山等人改造成《慾望城國》的四幕舞台結構。
比當代傳奇劇場早七年成立的郭小莊「雅音小集」，首創京劇導演制、將傳統戲碼朝
現代化改編、讓京劇文武場結合國樂，雖然獲得文化界的好評與絕佳票房，卻被傳統京劇
界視為「旁門左道」，吳興國等人要「莎士比亞唱京劇」、「馬克白紮大靠」的消息一傳
出，更被當成對京劇「欺師滅祖」了。「我本來是想在陸光劇團作，但長官要我別給他惹
麻煩，才用報備的方式另外組新團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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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團缺錢缺人，吳興國只能從軍中三大劇隊想盡辦法借「同志」，排戲只能在沒人打
球的籃球場、社區公園和橋底下，吳興國和林秀偉用劇隊空檔扛著收音機和大水壺，從白
天靠著昏暗的路燈跟眾人排到夜深。當時台灣最資深的舞台專業服裝設計師林璟如，義助
設計包括拿掉水袖的所有創新服裝；知名建築師兼「舊情綿綿」咖啡館老闆的登琨艷，聽
完 《 慾 望 城 國 》 的 初 步 構 想 後 就 成 為 佈 景 經 費 8 0 萬 元 缺 額 的 贊 助 者 …… 真 正 是 「 眾 志 成
城」。《慾望城國》首演的轟動與風光成為京劇史的一頁傳奇，過程中的艱困卻由吳興國
夫婦一力承攬。

林秀偉犧牲自己
成就吳興國的理想
《慾望城國》從構想到實際演出整整三年，起初參與不深的林秀偉在1986年6月按照
自己的計畫到美國紐約留學精進舞蹈，10月接到吳興國的越洋電話，林秀偉問起準備情
況，只聽見電話那頭吱吱唔唔。「他是不會說謊的人，只要企圖講謊話一定結巴，我一聽
就知道情況不對了。」只剩兩個月就要首演、座位已經賣出八成，製作進度卻大幅落後，
「要不要我回去幫忙？」「你能回來是最好。」林秀偉二話不說，立刻打消所有留學念
頭，第二天就坐飛機回台灣幫吳興國扛下演出以外的所有雜務。
林秀偉是雲門的高階編舞者，沒有戲劇製作的經驗，只知道剩最後兩個月，音樂、服
裝、道具、演員應該要全部到位，從打掃收拾場地、準備茶水張羅便當、打電話確認各環
節、拜託各劇隊長官，好聽的名稱叫「製作人」，其實就是「萬能撿場」。由於參與演出
者是從各劇隊借將來義務幫忙，難免有人遲到或缺席，習慣雲門嚴謹排練制度的林秀偉，
只有站在排練場入口跟遲到者深深鞠躬，用謙和的態度說：「謝謝你來參加排演，拜託你
下次不要遲到。」
林秀偉放下自己舞蹈留學的夢，放下藝術創作者的自尊，只為成就吳興國讓京劇革
命蛻變的目標。然而求好心切又無比看重人情義理的吳興國，與需要抓緊進度並講求名實
相副的林秀偉，在開演前最後兩個月不斷累積各種壓力和委屈，首演前夕的一次衝突中，
林 秀 偉 終 於 脫 口 而 出 說 ： 「 那 我 們 離 婚 好 了 ！ 」 結果 吳 興 國 立 刻 淚 如 雨 下 跟 老 婆 哭 訴 ：
「這種話下次不要再講了，再講就會變成真的。」嚇得林果然不敢再說第二遍。後來成為
當代傳奇劇場常態製作人的林秀偉，依然會在推出每齣創新大作的過程和吳興國起衝突，
她笑著坦承：「每次開演前都很想跟他離婚，等全部演完又被他感動，決定還是多愛他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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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望城國》從台灣轟動到國際
1986年12月《慾望城國》首演，傳統京劇的龍套與報子在戲裡化作生猛的亂兵游勇，
帶出京劇前所未見的「亂中有序」，生、旦、淨、丑等四種類型化角色的壁壘被打破重
塑，讓將軍、夫人、山鬼女巫和刺客都融合出深度新生命……當吳興國飾演的敖叔征將軍
穿著十公斤重的戰袍，在最後一幕從三米的高台以最高難度的後空翻，完美詮釋將軍中箭
倒墜的一生隕落，也同時徹底征服了全場觀眾，雷聲不足以形容的滿堂喝采，註定寫下京
劇與表演史上難以磨滅的里程碑。
在盧健英撰寫的「絕境萌芽—吳興國的當代傳奇」裡摘錄了影劇表演界名人回顧那
夜看《慾望城國》的感言：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說是「一輩子難忘的驚人演出，台上是
冒煙的，靈魂出竅一般的場面」；屏風表演班創團人李國修哭著想「它為什麼這麼晚才發
生」；李行導演盛讚「這是我30年來看過最好的一齣舞台劇」；新象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許
博允更迫不及待地要把它介紹給英國皇家劇院最重要的製作人Thelma Holt。
1990年《慾望城國》登上英國皇家國家劇院，在莎士比亞的故鄉征服了挑剔的英國
觀眾，最後一場演出久久不散的掌聲讓演員出來謝幕四次，觀眾還不肯散場，衛報劇評人
寫下「這是我見過最好的東西文化交融之一」。此後《慾望城國》受邀到韓國、日本、法
國、西班牙、美國演出都造成轟動，2001年中國京劇院買下《慾望城國》一季版權，台灣
精采創作反攻京劇原鄉，中國京劇院院長吳江直言「《慾望城國》絕對會在中國戲劇史上
佔有一頁。」
吳興國不只演出新創作《慾望城國》備受國際肯定，他在1994年巴黎夏日藝術節設計
90分鐘的節目，包括用京劇最傳統的破台儀式開場、展現旦角踩高蹻功力的《拾玉鐲》，
及與同為國家文藝獎得主的名伶魏海敏聯手合演傳統古典戲碼《霸王別姬》，讓法國世界
報盛讚：「真正的京劇，不在北京，而在台灣。」至今吳興國仍對這句讚語充滿自信，與
吳興國同輩的中國京劇演員也承認歷經文革的摧殘、禁演所有被當局認為是迷信的橋段，
「京劇真正的傳統確實是在台灣」。

暫停劇團向台灣抗議
復出爆發驚人能量
儘管創作和演出實力都備受國際肯定，吳興國在台灣島內卻沒受到同等尊崇的對待。
1995年吳興國想用京劇重新詮釋愛爾蘭荒謬派名劇作家貝克特的作品，包括獨角戲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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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果陀》，林秀偉協助寫企劃案送審歷經三年，卻被每個表演劇場的審查會打回票，審查
不過，製作經費就沒有著落。吳興國不放棄去找了金士傑、李立群首肯加入當代傳奇版的
《等待果陀》演出，送到台北「城市舞台」審查評比的結果還是被刷下，不看好的評審批
評：「他（吳興國）懂什麼荒謬？忠孝節義裡有荒謬嗎？」
同年吳興國受邀到世界三大藝術節之一「法國亞維儂藝術節」演出，皇宮三千個座無
虛席的法國觀眾掌聲也無法安慰他對台灣表演環境的失落與憤怒，從法國演出回台，吳興
國就召開記者會宣布暫停當代傳奇劇場，對自己的京劇實驗在台灣屢遭封殺，向社會表達
沈重的抗議。
2000年法國當代劇場大師、陽光劇團藝術總監莫努虛金邀請吳興國到法國教表演，原
要吳演示一段傳統京劇，吳興國心想京劇的背景、形式太複雜，不是國外一時半刻可以理
解，就選演與他當時心境相合的莎士比亞悲憤名劇《李爾王》，30分鐘的京劇版李爾王獨
角戲看得莫努虛金感動，當晚趁酒興一把抓著吳興國就說：「你不重新回到舞台，我就殺
了你！全世界一流的導演很多，但要找你這樣的一級演員也找不到幾個！」
原本因為台灣環境打擊而灰心的吳興國受到鼓勵，下定決心回國宣告復出，「即使只
能一個人站在馬路上我也要演！」沈潛兩年的憤怒激發出120分鐘版的《李爾在此》，創下
京劇史上一人獨飾十角、橫跨生旦淨末丑行當的新紀錄，更成為當代傳奇劇場與《慾望城
國》分庭抗禮、國際藝術節爭相邀請演出的代表作。2011年世界三大藝術節之首「英國愛
丁堡藝術節」64年來首次邀請台灣團演出，獲選的就是吳興國的《李爾在此》。
回憶暫停到復出的經過，吳興國語重心長地說：「劇團的成立和暫停都需要勇氣。」
他引用賴聲川所言「每個人都有舞台，當你找到一個舞台，你想要說什麼？」吳興國更進
一步地詮釋：「當你找到一個舞台，你不想說什麼的時候，它也是你重要的一部分。」林
秀偉則誠心建議台灣劇場的評審制度要有所改進，而非從多年前到現在仍一直「把國際專
業的劇團和學生社團劇團放在一起評審」，評審結果還常讓圈內人看不出「專業公理」在
哪裡。她認為一個專業表演劇場應有自己的經營理念和發展方向，而不是把責任都推給評
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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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與電音搖滾實驗新劇種
傳統與創新並進傳承
習慣不斷尋找新挑戰的吳興國，一路吸收東西方各種戲劇、舞蹈、電影表演的特殊形
式，包括希臘史詩劇場獨有的「歌隊」等等，讓當代傳奇劇場的作品層次豐富，除了莎士
比亞系列，還有希臘悲劇、現代文學、傳奇戲曲、東方歌劇系列，近年來最讓人耳目一新
的青年系列，包括由周華健作曲、融合嘻哈用吉他伴奏的《兄妹串戲》（2003）；由張大
春執筆、改編自施耐庵水滸傳的電音搖滾京劇《水滸108 I—上梁山》（2007），續作《水
滸108 II —忠義堂》（2011）。
吳興國不是個只沉浸在自己創作世界的藝術家，他更掛心京劇的傳承。同為藝術家的
林秀偉說，她最欣賞吳興國的地方就是他的「誠實與無私」，他願意花很多時間心力「創
造表演平台給其他有才華的人」，包括青年系列、傳奇風雅和傳奇學堂等，都是做公益的
性質大於藝術創作，這種人在戲曲界真的非常少。
2010年6月因不滿台灣唯一的戲曲學院辦學每況愈下，有負「專業傳承之責」，吳
興國與名伶魏海敏拉起白布條上街頭，懇請教育部重視戲曲教育。爾後他更捐出國家文藝
獎的獎金興辦「傳奇學堂」，邀請最好的老師，針對年輕有潛力的戲曲演員作三週密集訓
練、另留一週作成果展，到2012年已經連辦三屆，成效之佳，讓吳興國更鼓起勇氣，在中
正紀念堂連賣三個月66場京劇定目劇，由他和資深演員帶著苗尖子展現豐碩的學習成果。
「國家文藝獎從我這屆開始，獎金提高到一百萬元，我直覺應該要把這錢拿出來，說實在
並不多，辦一個有意義的活動更重要。」

盼政府付出心力保護戲曲文化遺產
對自己成為東元人文獎得主感到十分意外的吳興國，除了感謝評審們的肯定，也要趁
此機會向政府大聲疾呼：「崑曲在十年前變成聯合國指定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京
劇也因為它的精緻在2010年被聯合國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大陸戲曲學院本來收很高的學
費，但因為聯合國有保護的條文，現在京劇學生的學費完全由政府出。請問台灣為什麼不
能站在人類文化角度看到這件事，而只把意識型態放在自己眼前，裝著沒看見？你不能花
錢去培養人才，為保護人類文化遺產共盡一分心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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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

●

●

●

●

●

1986年成立當代傳奇劇場。
曾獲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提名，
連續三度獲文藝金像獎最佳生角獎以及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
2006年獲台北文化獎
2010年榮獲第14屆國家文藝獎
（表演藝術類）
2010年獲法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
2012年獲得第19屆東元獎
人文類獎＜戲劇藝術＞

1986年一群戲曲演員意識到傳統藝術
的優勢不再，開始認真思索如何讓傳統戲
曲與現代劇場藝術「接軌」；在吳興國和
一群同樣懷抱熱情的青年京劇演員共同努
力之下，「當代傳奇劇場」於焉誕生。吳
興國導演及主演多齣融合舞台劇及京劇的
作品。創團作品《慾望城國》改編自莎士
比 亞 四 大 悲 劇 之 一《 馬 克 白 》，將 傳 統 京
戲的唱、作、唸、打融入西方經典，並以
劇場形式呈現，成功顛覆了觀眾對京劇既
有的認知，締造全新的東方劇場美學。此
劇多次受邀於各大國際藝術節與重要劇院
演出，包括英國皇家劇院、法國亞維儂藝
術節、美國史帕雷多藝術節、愛丁堡國際
藝術節等；爾後，共創作了六齣自西方莎
士比亞與希臘悲劇經典改編的戲劇作品，
成為傳統戲曲藝術發展與創新掌旗的「先
鋒」人物，每推出新作皆引起熱烈的回響
與討論。

具體貢獻事蹟
導、演作品
《慾望城國》、《王子復仇記》
《陰陽河》、《無限江山》、《樓蘭女》
《奧瑞斯提亞》、《李爾在此》
《金烏藏嬌》、《兄妹串戲I》、
《兄妹串戲II》、《暴風雨》
《等待果陀》、《水滸108I–上梁山》
《夢蝶》、《歡樂時光–契訶夫傳奇》
《水滸108II–忠義堂》、
《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歌劇
●

歌劇演出
《秦始皇》、《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
●

電影演出
《十八》、《誘僧》、《賭神2》、《青蛇》
《省港一號通緝犯》、《新上海灘》
《 等 愛 的 女 人》、《獨 臂 刀》、《宋 氏 王 朝》
《西楚霸王》、《特務迷城》、《誰主浮沉》
●

●

電視演出

台灣：《情劍山河》、《老虎的溫柔》
《假期》、《失戀高跟鞋》
內地：2000《天命姻緣》
2001《危險遊戲》
2002《陸小鳳》
2006《長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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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演出

「 雲 門 舞 集 」 —《 白 蛇 傳 》、《 奇 冤 報 》
《烏龍院》、《寒食》、《生之曼陀羅》
「太古踏舞團」—《世紀末神話》、《詩與
花的獨言》、《飛天》
重要國際演出
英國皇家國家劇院，法國亞維儂藝術
節教廷大劇院，巴黎夏日藝術節，歐洲文
化首都藝術節，西班牙聖地牙哥藝術節，
日本東京、大阪、神戶巡演，香港藝術
節，新加坡藝術節，韓國國家劇院，澳門
藝術節，丹麥歐丁劇場四十週年慶，美國
史帕雷多藝術節，林肯中心藝術節，愛丁
堡國際藝術節等。
●

研究或創作展望
當 代 傳 奇 劇 場 創 團 作 品《 慾 望 城
國 》、獨 角 戲《 李 爾 在 此 》，廣 受 國 際 邀
約，成為戲曲藝術發展創新的先鋒人物。
2 0 0 5 改 編 貝 克 特 《 等 待 果 陀 》、2 0 0 6 年
受邀與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哥同台演
出《秦始皇》歌劇、2007年又推出電子搖
滾 《 水 滸 1 0 8 I — 上 梁 山 》 和 崑 曲 歌 劇《夢
蝶》、2010年改編俄國文學家契訶夫14篇
短篇小說製作音樂歌舞劇─《歡樂時光–契
訶夫傳奇》、2011年融合京崑與巴洛克歌
劇《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目前籌
備 2 0 1 3 年 新 作 品 卡 夫 卡《蛻 變》，結 合 多
媒體科技獨角戲，也將成為2013年愛丁堡
藝術節開幕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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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s a difficult
and lonely one. Winning the Teco Award affirms our
group’s hard work and gives us comfort that this effort is
appreciated. But there are even more hurdles ahead, more
mountains to climb. I must continue to press forward for
the sak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Established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re (CLT) in 1986
Nominated of Best Actor of Golden Horse Movie Award
Best Actor of Cultural Golden Statue Award (three times)
Best New Performer of Hong Kong Film Awards
Taipei Cultural Prize, 2006
14th The National Award for Arts, 2010
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France, 2010
Teco Award, 2012
In 1986, Wu Hsing-kuo and a group of enthusiastic
friends founded the Contemporary Legend Theatre,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theater by adapting
Western classics to the styles and techniques of Peking
opera. Wu attracted enormous attention with CLT’s
first production The Kingdom of Desire, adapted from
Shakespeare’s Macbeth, and he continued to work on
intercultural productions. He was both leading actor
and director of four Shakespearean plays, two Greek
tragedies, four Chinese traditional pieces, and Beckett’s
Waiting for Godot. Wu also participates regularly in
international festivals and has performed at the Avignon
Festival, the UK’s Royal Opera, New York’s Lincoln Center,
and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Wu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a pioneer in cross-cultural performance.

Productions of Wu, Hsing Kuo
1986	The Kingdom of Desire, adapted from Shakespeare’s
Macbeth
1990	War and Eternity, adapted from Shakespeare’s
Hamlet
1991 Yin Yang River
1992 The Last Days of Emperor Lee Yu
1993 Medea, adapted from Euripides’s Medea

1995	Oresteia, adapted from Aeschylus’s Oresteia and
directed by Richard Schechner
2001	King Lear, a solo performance adapted from
Shakespeare’s King Lear
2002	The Hidden Concubine, originally called The Black
Dragon Courtyard
2003	A Play of Brother and Sister, a Hip Hopera
2004	The Tempest, adapted from Shakespeare’s The
Tempest
2005	Waiting for Godot, adapted from Beckett’s Waiting
for Godot
2007	108 Heroes - Tales from “The Water Margin”,
adapted from Chinese classic novel
		
The Water Margin
	The Butterfly Dream, based on the fantastic stories
about Zhuang-zi
2010	Run Chekhov, adapted from 14 short novels by
Aton Chekhov
2011	108 Heroes 2 - Tales from “The Water Margin”,
adapted from Chinese classic novel The Water
Margin, was premiered at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L’Empereur Kangxi et let Rio-Soleil Opera, was
premiered at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Important World Tour
1990	The Kingdom of Desire - Royal National Theatre,
London, U.K
1993	The Kingdom of Desire - Shinjuku Cultural Center,
Tokyo and Osaka, Japan
1994	The Kingdom of Desire - Cultural Center, Hong
Kong
		Farewell My Concubine - Festival de Chateauvallon,
France
1998	The Kingdom of Desire - Festival d’Avignon, Cour
d’honneur du Palais, France
		San Diego de Compostela MILLENIUM Festival,
Spain
1999	King Lear - The Odeon Theatre & Le Theatre du
Soleil , Paris, France
2004	King Lear - 40th Anniversary of Odin Theatre,
Denmark; Archa Theatre, Czech; I.C.A., U.K.
2007	Tipsy Concubine/ Farewell My Concubine/ King
Lear :
		US West Coast Tour - LA, Davis, San Jose; Lincoln
Center Fe stival Opening
		
Waiting for Godot - The National Theater of Korea
2008	K i n g L e a r : T e n D a y s o n t h e I s l a n d F e s t i v a l ,
Tasmania,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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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King Lear - Festival d’automne en Normandie,
France
2010	King Lear - Festival Europalia, Belguim, Germany,
Netherlands
		
King Lear - Shanghai and Su-zhou, China
		
The Kingdom of Desire - Shanghai Expo, China
		
Butterfly Dream - Shanghai, China
2011	Water Margin Heroes 2 -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world premier), China
		Waiting for Godot - L’Agora Theatre de Evry,
France
King Lear - International Edinburgh Festival, UK
2012 King Lear - Teatro Biondo Stabile di Palermo, Italy
		King Lear - Sibiu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
Romania
		King Lear -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 &Ideas,
New Heaven, U.S.A

Prospects for Artistic Creativity
The Times lauded Wu’s remarkable performance“which
reminds us of the English famous actor Lawrence
Olivier.”The Japanese Daily Yomiuri also praised Wu’s
creation as strong and deep,“besides, his excellent
techniques enrich the layers of play.”In 2007 and 2008,
Wu was twice invited by New York’s Metropolitan Opera
to perform alongside with the well known opera singer
Placido Domingo in the acclaimed production The First
Emperor by Tan Dun.
2010 he adapted 14 short novels by Anton Chechov
into a stage play called Run! Chekhov! At the same
year, he was awarded the honor of 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Chevalier prize of France which to praise his
accomplishment on art.
2011 he was invited to International Edinburgh
Festival to present solo show King Lear which is the first
Taiwanese artist in EFI ever. He also directed and played
L’Empereur Kangxi et let Rio-Soleil Opera in 2011, which
was premiered at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wan.
Wu is now preparing another masterpiece adaptation,
which is Metamorphosis by Kafka. This solo play will
combine the pioneer cloud technique and multiple visual
media. It will be the opening performance of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in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