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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AWARD

Dramatic Art

真正重要的，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What'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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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Award
Dramatic Art
金士傑

學歷

先生

Shih-Chieh King．68 歲（1951 年 12 月）

評審評語

東港空軍子弟小學

八○年代起參與臺灣當代戲劇迄今不輟，為臺灣現代戲劇發

東港空軍至公中學

展的開創者。編導作品跨越傳統與現代，立下新典範，另以精湛

臺灣省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

演技橫跨影視，為當代華人表演藝術代表性人物。
As a pioneer of Taiwan's contemporary drama, Mr. King Shih-Chieh

曾任

has been engaged in dramatic performance since 1980s, as a playwright,

國立藝術學院（現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戲劇系講師
蘭陵劇坊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創始人
劇場藝術研究所

兼任副教授

director, and actor for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dramas, posing as an
exemplary figure in this field. He stage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both
cinema and TV and has become an epitome of contemporary performing
art in the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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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天星斗問人生，縱橫舞臺演紅塵
六十年前，屏東東港眷村的榻榻米上，躺著一個充滿奇思怪
想的孩子，剛進小學的他腰間插著木製的玩具刀槍，滿嘴喃喃自

至美的事情，在異鄉生病時，那樣的歌聲就會出現，像永恆的靈
魂搖籃曲，在你慌張無措的時候陪伴安慰著你。」

語，在旁人無法透視的腦海裡編導著各色各樣的故事。父親帶他
和哥哥去看電影，回家擺開架式演給沒去影院的弟妹看，連去看

如今在舞臺上擁有巨大存在感的金士傑，曾是個膽小不敢上

過電影的哥哥都聽得津津有味，覺得他演得更好。再長大些，他

臺的小學生，某次被老師指定參加演講比賽，熱心的爸爸跳出來

喜歡坐在院子裡獨自望著滿天星斗，襯著蟲鳴花香對上帝問起各

幫他寫「滿清政府腐敗之至」的講稿和排練手勢，成績竟然名列

種超齡的哲學問題。老天爺沒給出任何答案，卻給了他一份投身

前茅，讓班導師兼鄰居媽媽來家裡串門子時稱讚：「喲～小金子

戲劇的天職，於是他成為臺灣傳奇劇團蘭陵劇坊的團長，編導出

不錯嘛！」升國中後跟著大人去上查經班，查聖經某個句子的典

劃時代舞臺劇《荷珠新配》，演活了《暗戀桃花源》的江濱柳、

故，追根究柢的姿態簡直像個碩士班研究生，小小年紀就涉及天

《莫札特謀殺案》的薩列瑞、《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的莫利

堂地獄和永恆，老愛整晚待在院子對著滿天星斗問：「天堂的考

教授、電影《徵婚啟事》的余文、《繡春刀》的魏忠賢、《剩者

官是誰？是白人黑人還是美女？如果我常常想到美女，我是壞人

為王》的盛父、《師父》的鄭春傲、電視劇《我可能不會愛你》

嗎？爸爸媽媽是不是有一天會不見？爸媽和手足們以後是不是都

的白叔……他是被尊為臺灣劇場國寶的金士傑，戲劇圈裡讓後輩

會死掉？我死掉以後就永遠沒有嗎？是一點都沒有嗎？」

肅然起敬的金寶老師。
早熟易感的心靈擁有填不滿的精神黑洞，金士傑開始拼命進

寬如滿天星斗的早熟心靈，長成拒絕聯考的小子
「我小時候愛看四郎與真平等漫畫，也喜歡拿紙筆畫來畫去，
爸爸很鼓勵我，會特地買香港印刷的兒童圖畫書回家。」金士傑
回憶童年時光，曾用家裡一整片的毛玻璃窗描繪一串連環圖，還
得意地向堂妹堂弟炫耀自己編的漫畫，卻因漂亮的玻璃被塗得髒
兮兮而難得讓父親打了一頓。高齡 103 歲和 97 歲仍健在的父母
是金士傑與故事深刻結緣的源頭，父親常騎著單車帶他和哥哥到
東港唯一的電影院看電影，講各種苦兒流浪記讓他明白什麼是
「難過地哭了」；母親每週帶孩子上教堂聽聖經故事，睡前會唱
讚美詩歌哄孩子安詳睡覺，「長大回想都覺得這是我生命中至高

出書店，飢渴地猛吞精神食糧，看書站到腳很累都不想回家，
只因「哇！他們英國人知道這個？！法國人 16 歲就知道這種哲
學？！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急死我了！」眼見大他兩歲的哥
哥為聯考念書念得很痛苦，酷愛讀書的金士傑成了拒絕聯考的小
子，「我沒有革命家的勇氣推翻整個社會，至少要拯救我自己。」
長輩問他：「你都不怕你太與眾不同啊？」他立刻回答一點都不
會，「我怕的是眾與我不同，因為是我對，大家都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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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青年彈吉他養豬，立志當國際大導黑澤明

農專末期，金士傑的志向轉成當大導演黑澤明，因他發現心

權衡父母心和自我意志後，金士傑進入五專體系的省立農業

理學、哲學、人類學、歷史學、小說等所有喜歡的東西都能透過

專科學校畜牧科。「在農專是我讀課外書最囂張的時候，看很多

拍電影完成，一畢業他就提著行李準備往臺北走，媽媽勸不動便

存在主義和哲學的書之外也拼命看電影，還交到幾個很奇妙的朋

要他經過高雄時跟在遠航工作的爸爸打聲招呼，爸爸勸了半天也

友。」金士傑當時認識一個黃哥哥，簡直就是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
主赫賽名著「德米安」（又譯「徬徨少年時」）的主角化身，博
學多聞、勇猛直前走在社會前端，任何想不通的問題都可以問他。
有回碰到一個百思不解的問題，求知若渴的金士傑當晚就從屏東
坐車到高雄登門去問，聊完沒錢住旅館就坐在高雄市議會的草地

沒說服他，一股腦兒把口袋裡的零錢、臺北長輩的電話都塞給兒
子後轉身去廁所。「我看著他的背影感覺到他在啜泣，突然心裡
很不舒服，我本來北上是想當救世主的，怎麼一個老頭都被我欺
負了？」受父親背影觸動的金士傑當下就決定拎著包包回屏東老
家，為了不荒廢父母幫他交的學費，選擇到牧場養豬學以致用。

等天亮。國中一度立志做傳教士的金士傑透過農專時期的哲學洗
禮，認清「古往今來為宗教流的血最多」的事實，某種悲觀的念
頭也越來越強大，「好像變成跟尼采一樣站在跟神對立的位置。」

文藝青年金士傑養豬的特點——彈吉他唱歌給豬聽，希望牠
們活得更愉快，但牧場養豬終究是要殺的，從社會經濟的觀點他
" 擺平 " 了父母，滿手血腥卻讓他在一年半後深感擺不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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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見識，便開啟金士傑跟舞臺劇一輩子的緣分，他因此結

組成嶄新的耕莘劇團，金士傑找指導老師時，透過讀書會的朋友

汪其楣對於演員內在與外在的溝通有很嚴密的要求，擁抱戲劇的

識耕莘實驗劇團的創立者周渝、執行人林治平、編劇張曉風、導

陳玲玲介紹臺灣戲劇界重量級前輩姚一葦教授，再透過姚老師邀

熱情和直言不諱都猛烈不留餘地，給金士傑的意見是「殺殺殺地

演黃以功。相聊甚歡下正在排練《和氏璧》的黃以功邀請金士傑

到了日後對臺灣表演藝術界影響深遠的吳靜吉教授。

來」，儘管相處時間不長，點點滴滴都給他很大啟發。汪其楣給

幫忙演 " 村民戊 "，見他表現不錯又立刻加演 " 官員乙 "。談起

出的關鍵課題是「永遠不要說臺詞」，出個題目要演員說句話，

1974 年第一次演舞臺劇就上手的往事，金士傑說因心懷當黑澤明

專長為教育心理學、受過紐約知名實驗劇場 LaMaMa 洗禮的

金士傑嘗試說了立刻被打回票：「你這還是臺詞，不是話。」反

和卓別林等級導演的夢想，看待藝術有 " 自以為是的重量 " 在，

吳靜吉教授訓練蘭陵的方法與眾不同，為了讓蘭陵徹底走出傳統

覆幾次後讓他體悟，表演要無限貼近真實，說出口的都必須是生

所以對排戲的每個動作、每段劇情、導演跟演員的每次對話都相

表演的形式，他要大家忘記演出，運用大量心理學方法讓演員回

活裡的話。

當投入，「用超角度來看整齣戲，很快就理解導演到底要幹嘛」，

憶過去，讓不同經驗在腦海互相碰撞後再放空，使身體浮出最深

於是迅速得到導演賞識，開始擔綱往後劇碼的重要角色。沒背景、

層的反應。因頭腦放鬆前必要先讓身體放鬆，來自各行各業的學

沒資金的金士傑拍不成電影，卻因緣際會走上舞臺劇之路，「就

員一入蘭陵排練場就開始不分男女互相按摩，甚至在地板上躺成

1979 年金士傑領軍的耕莘實驗劇團終於推出《包袱》和《公

算當不了黑澤明，視戲劇為 " 神聖工作 " 的居心還是一樣的。」

一排，大家輪流滾 " 人肉地毯 "。他運用「新名再生人（變了名

雞與公寓》兩齣戲首演，團員們從家裡搬來電線和麻將燈當道具

字好像也變成另一個人）」要成員們自己取個綽號，金士傑的「金

燈光，畫海報貼在臺大和師大校園附近街口、通知一些認識的藝

寶」之名由此而起，這些年來同輩一直叫他金寶，後輩稱他金寶

文界朋友充當宣傳，唯一花費是大家統一穿著的功夫褲。金士傑

老師。

心裡雖然很有底「首演會是亮眼的」，但連日來嘔心瀝血的排練

別人的戲演了兩年，心中有故事要對世界說的金士傑開始動
手寫劇本，白天在悶熱的倉庫裡打工搬貨，晚上在同事們打牌喝
酒拌嘴的宿舍「不理人不管事，白紙攤開埋頭寫我的」，折騰整
只好靠著寫生日卡片的溝通讓父母理解他去臺北的意義，終於得
以在 23 歲負笈北上。

到臺北當搬工糊口待機，因緣際會成劇場人

整十個月完成第一個劇本《演出》。小時候躺在榻榻米上被媽媽

照著我的方式過活」，賺錢找純花力氣的搬貨工，腦力全部留給

讓他身心俱疲，開演前有人問他要不要幫買便當，「我說不要，
不照本排練、不琢磨演技，長達一年半都在做各種放鬆訓練

打斷編故事奇想就會不高興的金士傑於這十月懷胎無比投入，曾

和即興想像練習，登臺演出彷彿遙遙無期，滿腔熱

有位從外頭回來的室友衝著埋首於劇本的他大叫：「金！我出去

血被澆熄的成員們紛紛離團，金士傑坦承當初心

三個鐘頭，你竟然連姿勢都沒有變！」

情很著急，但老了回頭看心中卻有股驕傲：「吳

還不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金士傑只是強硬堅持「到臺北要

靜吉的風格是清風徐來，有點像家家酒，目的藏

接掌耕莘實驗劇團，恩師吳靜吉引導打破傳統

《荷珠新配》空前轟動，蘭陵劇坊成小劇場火車頭

在手法之後，讓我們這些人長大回頭看才知道當

創作。同事們都知道身邊有個怪咖，平常搬地毯等重物悶聲不響，

1977 年耕莘劇團演出全臺語發音的《望你早歸》，在戒嚴

初莫名其妙插的秧苗長成什麼樣子。真是太青春

若有機會聊到電影或書就會突然跳出來高聲闊論：「這部電影你

時期被視為影射外來政權而遭查禁，隔年周渝離開主事者一職並

了！青春到我們那樣大把揮霍時間，揮霍到奢侈

若不去看就不要跟我交朋友了！」這個怪咖跟《影響》雜誌的編

選擇交棒給又能演又能編的金士傑，留下一句「愛怎麼做就怎麼

的地步，臺灣不會再有第二個劇團做這種事。」

輯群結成好友，常常帶著兩個麵包就泡在西門町的試片間通宵看

做」，接棒的金士傑隨即廣發英雄帖邀請他這些年在藝文圈看中

電影，天亮才回宿舍。某日一個同事的朋友要去採訪基督教藝術

的對象。「我一來臺北就在醞釀了，像星探一樣，看演出時只要

吳靜吉強調的「放鬆身心從生活中反射自我」

團契的負責人，同事順口問金士傑：「看你平常對這種事滿有興

覺得這個人很厲害，就會跑去跟對方聊天要電話，電話簿裡都是

成了金士傑一輩子的演員功課，1977 年演《一口

趣的，要不要跟著去見識一下？」

臥虎藏龍。」影癡、詩人、攝影師、公務員、搬運工和家庭主婦

箱子》認識的演員教練汪其楣則是他另一位恩師，

吃了我會吐，整個人已經到撐不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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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演觀眾只有三十餘人，迴響卻熱烈非凡，謝幕後包括知名

的蘭陵劇坊自此成為 80 年代臺灣小劇場運動奮發的火車頭，無

藝術家蔣勳在內的文化人捨不得走，留下來跟蘭陵團員們聊天，

懼挑戰傳統戲劇不敢碰觸的禁忌，「那時小劇場的氛圍是很開放

深深感嘆：「臺北等你們這些人等好久了！」散場後大家興奮慶

的，我們在舞臺上摸索各種人生的可能性，沒有客氣過。」

功並商議未來，一致認為該從本質為天主教劇團的耕莘獨立出
去，金士傑強調：「我們這些人多少有些反叛青年的姿勢，不認

蔣勳當年在時報雜誌評論《荷珠新配》寫著 : 「這的確是第

同當今社會的膚淺作態，要離經叛道或目無法紀都該自個兒承擔

一次，在臺灣看到一個這樣熱烈有生命力的劇場。無論如何，沉

一切，不要牽連別人。」眾人腦力激盪的結果決定以「蘭陵」為

悶了三十年的劇運，終於讓人又呼吸到了新鮮的空氣。」李國修

名，1980 年 4 月「蘭陵劇坊」正式成立，7 月以金士傑編導的《荷

等表現傑出的演員在臺前沐浴歡呼，身為全劇靈魂編導的金士傑

珠新配》參加第一屆實驗劇展引發空前轟動，爆滿的觀眾看著新
鮮幽默外加嘲諷高明的生動表演笑得東倒西歪，躍身為媒體寵兒

卻獨自窩在房間掉淚，只因篤信十年寒窗的他不願成功來得如此
輕易，雖然之後看到報紙頭版和雜誌封面登了自己的臉，他仍不
免欣慰「也算是對父母有
所交代了吧？！」

《荷珠新配》乃改編
自京劇的老酒新瓶，骨子
裡刻著反教條反流行的金
士傑期許蘭陵的路線要與
林懷民和郭小莊引領的風
潮做出清楚區隔，更不希
望被媒體的報導評論下定
義，剛好日本默劇大師箱
島安來臺表演，金士傑受

並在蘭陵第二個編導作品端出默劇《懸絲人》。金士傑語帶得意：

傑、李國修等演員們在登臺前半年就開始到陽明山上的雙溪啟智

「當時我沒上過任何一堂正式學默劇的課，就成了教別人如何演

中心做田野調查，近距離觀察智障兒的生活並從中取材。「大概

默劇的老師，後來有機會拿獎學金到紐約進修，因為英語能力不

每個禮拜去幾次，每次去幾個鐘頭，好好跟他們聊天逐漸變成親

好選擇修默劇，第一次上課就發現他們教導的結構竟然跟我之前

密的朋友，再開始學他們走路的姿勢、講話舌頭如何歪斜、咬字

設計的課程一模一樣。」

如何不清、長短音和情緒音的出現……有次我和國修坐在臺階
上，邊觀察我們共同模仿的對象王為東（化名）邊閒聊，我一時

推薦成為幫大師舉牌作中
文解釋的助手，天生解構

跟賴聲川合作《摘星》，此生最享受的演出經歷

能力強大的他只是從旁觀

1984 年獲學術交流基金會傅爾布萊特藝術家獎助金赴美進

察大師如何演繹作品，竟

修前，金士傑率領的蘭陵劇坊與剛回國還沒創立表演工作坊的賴

據此摸索出一套訓練自己

聲川合作《摘星》，是當年罕見關懷智障兒童的劇碼，婦女雜

和團員表演默劇的方式，

誌還特別以封面報導介紹。倡導集體即興創作的賴聲川和金士

興起就跟國修說，我數幾拍後他頭將往那兒歪，眼神會看這兒，
看幾秒後眼神會轉向看我們，身體會怎麼動、臉上笑時嘴角會提
幾度……我預測每幾秒他會做什麼動作，長達兩分多鐘彈無虛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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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這輩子最享受跟角色變成好朋友的一齣
戲。若從所有演出經歷只能挑一個代表作，那一定是
《摘星》。」金士傑憶起當年跟啟智中心孩子相處的
生活，語帶懷念地說，實在很喜歡他們，純潔的像天
使一樣不會說謊造假，外型粗陋但心裡真的很美。由
於入戲太深，演出完幾個月後在洛杉磯校園遠遠聽到
朋友叫他，很高興地跑了 20 多公尺到朋友眼前，卻見
對方一臉驚訝地問他：「你剛剛為什麼要用王為東的
方法來跑？」

金士傑形容這是「關係美好到超乎尋常的程度」，
身為演員在生活中本來就會像福爾摩斯一樣把各種細
節撿起來，但有緣長時間近距離和智障兒相處，發現
他們的身體和心靈其實存在 " 似非而是 " 或 " 似是而非
" 的幽默，透過模仿王為東的練習，豐富了一個演員能

士傑從後臺走出來和李國修攜手謝幕，但到了今年蘭陵四十再推

四十年來蓬勃發展的中流砥柱。金士傑當初找來的核心成員一字

展現的肢體語言深度和寬度，深刻影響了他和李國修，

經典戲碼《演員實驗教室》，有著深厚兄弟情感的國修卻已離世

排開，個個都是能在江湖上呼風喚雨的名宿，除了李國修，還有

以致於後來好幾個戲他都能在李國修和自己身上繼續

缺席，在宣傳記者會中讓金士傑一度哽咽。

優劇場的劉靜敏（後改組為優人神鼓，她改名劉若瑀）、筆記劇

看到王為東的影子。「如果國修還在，他一定跟我一
樣聊起這個話題就過癮，好多細節我講出來會讓你覺

場的黃承晃、九歌兒童劇場的鄧志浩、如果兒童劇團的趙自強、
「國修是一出場就遮不住光芒的人，擅長喜劇到好像天生為

金枝演社的王榮裕、紙風車劇團的李永豐等；與金士傑並列蘭陵

喜劇而活。我們在一生最重要的時刻、最好的年代相遇，互相牽

兩大編導臺柱的卓明，成為培育南臺灣劇場最重要的領頭人物，

連和取暖，因為彼此發光發熱，是這輩子都無法再超越的那種屬

春風沐浴過幾乎所有喊得出名字來的臺南、高雄、屏東和臺東劇

於青春的光熱。」金士傑說，國修以前的辦公室跟自家很近，每

團，在教育圈還有被臺北藝術大學戲劇所研究生奉為 " 馬太后 "、

2013 年 7 月罹癌過世的李國修是首屆國家文藝獎

次經過都覺得心裡在跟國修對話：「你現在看得見我嗎？如果我

備受金馬獎導演戴立忍敬重的馬汀尼教授；影視圈裡拿過四座金

戲劇類得主，創立的屏風表演班對引領臺灣現代戲劇

像你一樣早走，有損失嗎？有遺憾嗎？我賺到了多活幾年，我可

馬獎最佳攝影的杜可風、金鐘獎導演鄧安寧、手握兩座金鐘一座

創作和全職劇團的經營影響巨大，他戲劇工作的起點

以用賺這個字來講嗎？」

金馬演員獎的顧寶明、分別得過金鐘男女主角和男配角獎的李天

得這個題目能燙人。」

蘭陵人開枝散葉，個個名動江湖

柱、楊麗音、游安順，金鐘綜藝節目主持人許效舜、大愛電視「殷

就是與金士傑相遇的蘭陵劇坊。2009 年兩廳院籌畫蘭
陵三十系列活動，李國修重演《荷珠新配》的經典丑

蘭陵劇坊在 1990 年停止活動，1991 年正式解散，表面看來

角，觀眾被逗到笑得眼淚都掉出來，在掌聲雷動中金

劇坊實體只存活十年，但蘭陵精神卻開枝散葉，成為臺灣劇場

瑗小聚」主持人李文瑗……他們的共通點就是 " 蘭陵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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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劇評家鴻鴻曾在表演藝術雜誌 2009 年 5 月號「蘭陵留下了

與擔心他到想自殺的懷孕老婆重聚，為未出世的孩子取名 " 春天

什麼？」一文把蘭陵人稱為異數家們：「彷彿要把臺灣過去幾十

"。「那也是我為自己下的註解，我怕再弄下去會變成重複自己，

年來有欠於現代劇場史的債務，在短短幾年內一股作氣還完。

想要回到生活尋找另外的春天。」

1979 年第一次公演的《包袱》便是肢體劇場，同一晚的《公雞與

《暗戀桃花源》演活江濱柳，
《剩者為王》讓導演哭到不能自己
在蘭陵之外，金士傑留下豐厚的表演足跡，
一步步將他推向眾人盛讚的老戲骨。

公寓》則是歌舞劇！接著還有作語言實驗的《貓的天堂》、向默

揮別蘭陵的金士傑成為個體戶，除了接演表演工作坊、果陀

劇靠攏的《懸絲人》和《冷板凳》，象徵詩劇《代面》，搖滾儀

劇團、公共電視的戲和臺灣新浪潮導演的電影，也接受國立藝術

1986 年 金 士 傑 為 表 演 工 作 坊 演 出《 暗 戀

式劇《九歌》，甚至還有靈修氣息濃厚的《那大師傳奇》！蘭陵

學院（現今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的教職邀約。劇坊停擺了，蘭

桃花源》裡因國共內戰而與戀人雲之凡分離多

的每次公演都讓人無法預期，但是意圖都很明確：端出的一定是

陵人卻從未解散，曾經在蘭陵認真待過的人無論隔多久再聚首，

年的東北青年江濱柳，舞臺劇和電影的碟片成

彼此情誼只像老酒越陳越香。「沒有一個劇團像蘭陵這樣三教九

為這些年來兩岸戲劇學生必看的經典，北京電

流、龍蛇雜處，在吳靜吉的放任下，長期處於沒有紀律的無政府

影學院畢業的知名小生黃曉明看到金士傑第一

狀態，卻是蘭陵人從第一天就共同喜歡的，我們共同見證了一種

句話就說：「總算看到真的人了。」這齣戲在

金士傑回憶，蘭陵的停擺跟他間接是有關係的，當時他負責

有趣的姿勢，連吵架都很絕。」金士傑點了根菸後繼續描述，無

1991 年和 1999 年重新搬演時，主要角色只有

劇團的編導已有十年，身心非常倦怠很想休息了，1989 年他為蘭

論哪一代的蘭陵人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奇才，有的是能力去追求

他演的江濱柳不動如山，被人譽為金士傑魔咒。

陵寫的最後一個劇本《螢火》，描述一個酷愛聽故事的傻子和一

事業成為社會菁英，但他們卻捨近求遠甘心待在處於邊緣的貧窮

眷村出身的金士傑說，江濱柳的際遇跟他父親

個躲在墓穴裡固守故事的老瘋子，末尾傻子放火燒了墓穴，回家

劇團，「跟我們這票蠻荒分子混。」

身邊的某些長輩很像，做田野調查時很多心境

新菜。沒有什麼商業、前衛之分，沒做過的都是值得嘗試的。」

十年週期揮別蘭陵，多年後情誼如老酒

已有相近的體會，因總覺得歷史虧欠了長輩什
作為送給恩師吳靜吉八十大壽的禮物，2018 年 5 月蘭陵

麼，演《暗戀桃花源》好像是做了個暖心的小

人齊聚一堂重新詮釋《演員實驗教室》，金士傑特別邀請了

蛋糕還給他們。隔年開放大陸探親，他陪父母回鄉看望四十年沒

幾位已離開舞臺多年的蘭陵人來共襄盛舉，他們以集體創作

見的親人，一路當挑夫陪吃陪喝也陪哭，經過《暗戀桃花源》場

的方式重現自己如何走進劇場，過往放鬆肢體的各種訓練和

景所在的上海，還特別去找外灘公園有沒有戲裡設定的鞦韆。

金士傑最受網路世代推崇討論的表演，源自 2015 年電影《剩
者為王》的片段，他演舒淇的父親，眼看著女兒要屈就年齡壓力
嫁給「沒有那麼愛的人」，便把男方約出來吃飯，將養女兒 30
幾年的心聲和盤托出。Youtube 影片下方最多人按讚署名雅貓的

演員真實人生的私密片段交織呈現，就如當年在此戲擔綱壓

留言：「看完才發現是長達五分鐘的獨角戲，一鏡到底，除了金

軸的李國修所言：「它敘述著演員的人生，誠誠實實，一層

被金士傑視為畢生老戰友的賴聲川在《金士傑劇本》的推薦

一層往心裏尋覓。」參演者向觀眾坦白隱私的赤裸程度足以

序指出：「金寶的喜怒哀樂曾經詮釋過多少重要的角色，又有多

營造出褻瀆感和神聖感共存，擔綱編導的金士傑強調：「這

少重要的作品因為他的存在而亮麗起來，份量加重起來。這是不

些對舞臺擁有無比純情的清澈靈魂，理當蓋了印章、留下腳

爭的事實：臺灣劇場因為金士傑，是有重量與格調的。金寶是一

印再走。」

個真正的藝術家……在瀟灑豪爽的外表背後，他細膩的要求，對

這段演出在片場第一遍演完就讓現場鴉雀無聲，納悶沒人喊

細節的塑造與苛求，處處表現他的完美主義性格。金寶活著就是

卡的金士傑只好自己走過去拍拍導演的肩，卻見她低頭泣不成

為了藝術。」

聲，只好先到外頭散步。回到片場情緒平復的導演對他說：「金

士傑的臉和聲音，別的什麼都沒有，當中的感情竟然豐富無比，
如此深入人心，不空虛，也沒壓力，真不愧戲王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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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覺得已經拍完可以收工了。」金士傑卻勸導演再來一次：

240 場，成為金士傑這輩子演最多場的戲，眾人早公認罹患漸凍

初演莫利教授時，金寶的龍鳳雙胞胎還在太太的肚子裡。

「我剛剛在繞圈子等你時有個想法，它是輕喜劇，又是父親對女

人症的莫利教授角色非金莫屬，他卻曾想婉拒接演。先看過書的

曾多次跟朋友圈宣告自己不會結婚的金士傑，2009 年娶了之

兒的男友講話，剛剛的表現雖不錯但有點太文藝，我想試著讓它

金士傑坦承：「我不太喜歡這麼道貌岸然一本正經的東西，我喜

前在北藝大指導的研究生涂谷苹，58 歲才踏入婚姻，60 歲一

更行雲流水、更不著痕跡。」開機再來第二遍，演完又弄哭了導

歡劇團要像雲霄飛車一樣，有很多意外、驚喜、超速度，這戲太

舉得了兒子女兒，跌破眼鏡的好友們驚訝之外，更多的是為

演。金士傑進一步解釋：「兩個男生講話不該流露更多引人傷感

正規了！」但看完改編劇本後，金士傑被高明智慧的改編手法打

他高興的驚喜，最開心的還是遠在屏東的老爸。得知太太平

的企圖，寫實生活裡的爸爸應該是邊說邊想，有些話都來不及思

動，在臺上講過 240 遍的臺詞要他挑出最喜歡的，就是莫利教授

安生產，金士傑立刻打電話回家，電話那頭是老爸拉得超級

考就出口了，而不是好像面前有稿子有自覺地在講情深義重的

對學生米奇說的開場白：「你真以為你可以這麼再見都不說一聲，

長的聲音反覆說著～太～好～了～，「聲音聽起來好像在唱，

話。其實我已經很陰險地把整個結構都找好了，但在檯面上該要

就這麼偷偷摸摸告別你念了四年的大學啊？」他語帶佩服地形容：

但我相信他在哭。」孩子出生後第一次被帶去祭祖，金老爸

讓風整個吹掉，統統不記得，從零開始。」

「你有一百個理由去回答，但問題只有這一個（如何道別），這

拖著年近百歲的身軀，硬趴在墓碑上跟祖先報告 : 「你們終於

麼重的一拳在戲開頭舉重若輕地揮過來，關於談論死亡的嚴肅夜

可以含笑九泉了～～。」

詮釋莫利教授《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舉重若輕的生離死別
2011 年果陀劇團《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首演至今已破

晚就在嘻笑怒罵之中展開，哇靠這編劇太厲害了 ! 」

賺錢養家為妻兒打底，年邁時間永遠不夠用
原先金士傑對《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只打算小題小作，
未料卻成了近年來華人戲劇圈最受歡
迎、不斷破紀錄加演的舞臺劇。他認為
這戲有種奇怪的倔強和豁達，「是我一
生的命題，關於死亡，關於我的滿天
星斗。可能年紀大有了孩子後更脆弱了
點，對於死亡我的感受更多，彷彿《暗
戀桃花源》是送給父親的一個小禮物，
而我用這戲送給自己，勉勵所有跟我有
共同感受的人――害怕死亡、捨不得生
命如此短暫、捨不得看到親人受苦――
這戲始終在懸崖邊上讓我們看到春風迎
面吹來，屍體不再是令人害怕的東西，

婚後的金士傑生活最大的轉變是「馬不停蹄的賺錢」。
從文藝青少年活到文藝中老年，金士傑過了許多年物慾極低、
視金錢為罪惡、窮得理直氣壯的光棍生涯，身上穿別人送的
舊衣，常到好友家裡蹭飯吃，出門習慣揹個書包，赴學生婚
宴沒錢包紅包還要打包，交通工具是臺鐵馬，家裡沒手機沒
電腦，就一臺答錄機留給外界聯絡，偶爾失聯太久還會讓小
燕姐等老友擔心他是否還活著……娶妻生子後為了養家，金
士傑只能學著跟錢做朋友，原本接戲對藝術門檻要求極高的
他開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老戲骨的身影逐漸遍佈廣告、偶
像劇、輕喜劇電影，為戲宣傳甚至上過康熙來了，由著小 S
問些追求綜藝效果的尷尬問題。「年紀大了得多賺點錢幫他
們的將來打底，以後需要醫療也不用太給家裡拖累。」

而是大自然飄落的一片樹葉。」
為照顧妻兒，厭惡科技產品的金士傑辦了第一支手機也
學會開車，無論到對岸接戲再怎麼忙，都會排空檔回臺灣幫
忙帶孩子，每次一回家就把老婆做的事全部搶過來，包括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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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帶孩子上學，因為睡回籠覺成功率太低，開車時還常利用

婆在修，她強烈補足了我的現實感，擺平我生活中嚴重的不平衡，

的步調與現代極不搭調，但我就喜歡這種不謀合感，有種唐吉軻

紅燈打盹補眠。老菸槍戒不了菸但絕對不在孩子面前抽，有的爸

孩子的事情也都是她說了算，不是我投降妥協，而是聰明的她真

德、阿 Q 式的樂趣。」

爸會在家裡陽臺開窗抽，他連抽菸的樣子也不讓孩子看見。老戲

處理得很好。」
對於「東元獎」肯定他在臺灣劇場的貢獻，金士傑半嚴肅半

骨隨口跟孩子講故事，融合鋼鐵人和蝙蝠俠唬得兒女一愣一楞
的，但陪他們玩家家酒，小兄妹有時演得太無厘頭，連劇場大師
也插不上話。

「東元獎」像有人拍肩給溫暖，仍在追求戲劇最高境界
畢生於劇場浸潤、近年在影視圈遊走，今年 67 歲的金士傑
已能欣然接受拍電視的無遠弗屆老少咸宜，也喜歡拍電影的魔幻

談到年紀小他兩輪的太太，金士傑形容她是個活得比藝術家
更真的人，感謝她讓自己從腳不沾地的哲學家，成為兩個孩子的
爸爸。「我對數目字超級誇張的記不住，現實生活能力很差，如
果有銀行突然打電話來談我會不知道怎麼應對，燈泡壞了都是老

感，但對他個人生命歷程而言，具備雕刻感的舞臺劇還是最巨大
的。「我現在年紀大了體力衰弱所以接影視較多，如果一切得其
所哉如我所願的話，能演舞臺劇還是不做他想，我還是喜歡伺候
能跟我相通的小眾。對很多人來講舞臺劇已是過氣的東西，緩慢

玩笑地說：「這時代不會喜歡我，你們還在幫我鼓掌說我很屌，
很好很好，你們陪我一起神經病（笑）。」他坦承自己一向不覺
得任何獎項有何意思，但處在舞臺劇已然逐漸沒落的時代環境，
這獎就好像是有人拍拍肩膀，說了一句溫暖的話。對他而言演員
是天上掉下來而不是選來的職業，就像呼吸般合乎生命本然的事
情。他仍在追求戲劇最高境界的路上，甚至會在下戲好幾個月後，
半夜突然從床上跳起來懊惱「哎呀！那個地方不該演成那個樣
子！」超過 16 年沒有發表新劇本，曾經存放靈感的抽屜都被孩
子的物品占據了，他也從未放棄將來還要自己寫故事的夢想，「即
使寫半本都好。」

婚後積極接戲攢錢，金士傑得以在兩年前於臺北近郊買了房
子讓一家四口安身立命，客廳與飯廳隔了一整排落地玻璃窗，是
兒女可以盡情塗鴉不會被老爸罵的地方。飯廳到陽臺的牆上掛了
十幾個面具，是他出國旅行最愛帶回的收藏品。「面具啟發了我
許多事情，不同地方人的長相，他們的神鬼、死亡、恐懼，心目
中不可碰觸的是什麼、躲藏的是什麼、假裝追求的是什麼。」在
牆外，金士傑繼續戴上各種角色的面具，用戲劇演繹的生老病死，
碰觸人們心底深藏的矛盾與掙扎，美麗與哀愁……

對「東元獎」的期望
在舞臺劇逐漸式微的年代，「東元獎」無疑是對藝術文化工
作者的莫大肯定。期許未來「東元獎」能持續關注人文藝術發展，
發揮力量影響社會各界，使我們心靈更加富足並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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