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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鋒
堅持，讓年輕人說夢
現任表演藝術聯盟理事長，政治大學 EMBA 畢業。
投入表演藝術逾 27 年，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是劇
場運作 重要的元素，近來致力於推動現代劇場經
營與管理模式創新，希望能創造一個說故事的舞台，
延續表演藝術的夢想軌跡。 

2014 年 6 月 至 2016 年 12 月 曾 任 國 家 表 演 藝 術
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業務副總監，推動歌劇院開
幕營運事務。

劇場經歷
演出規劃與執行超過 2,080 場次。
故事工廠｜《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明晚，空中見》
　　　　　「致親愛的孤獨者」《一夜新娘》
　　　　　《小兒子》《變聲偵探》《偽婚男女》
　　　　　《莊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
　　　　　《白日夢騎士》
寬宏藝術 x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
屏風表演班｜曾參與屏風表演班 22 年，
　　　　　　任藝術總監、執行長、製作人等工作。

監製的話

故事工廠創辦人暨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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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朱陸豪老師是在 1991 年，當年我還
是一個在後台搬道具的 19 歲小毛頭，一晃眼
已經過了 28 年，朱老師依然站在舞台上，我
也依然堅持在劇場的這條路上。自己總是期待
能夠為台下的觀眾說一個好故事，所以邀請了
王靖惇導演提案。

初次看到靖惇《七十三變》的提案，那時
候的劇名是《猴王的父親》，顧名思義談的是
我認識的朱老師的家族故事：一個家族，三代
人，三種劇種，五個姓。後來再跟朱陸豪老師
當面聊了家裡的種種，原來八點檔連續劇裡面
的情節，真的都在他們家發生了。很難想像，
在物資缺乏的那個年代，小孩子被送進了劇校
接受嚴格的訓練，並被迫與家人分離，相思之
情難以言表，然父母親對子女的期盼之深，更
是如五指山之重。隨著時間的增長，朱老師跟
姐姐都在傳統的行當裡展露頭角，隨著一幕幕
作品的演出，也釀出一章章動人的故事。

世上唯有子女的榮耀，能使父母親的生命發光！

我們當初一直覺得原案《猴王的父親》這
個劇名，似乎還無法完整表達這一個作品的精
神。就在藝術總監黃致凱的巧思之下，將劇中
陸天好這個角色想要找回自己的一條路，而有
了孫悟空七十二變再加一變的可能，也就是這
一次，陸天好能不能變回他自己？涵義恰恰切
合作品本質，於是 終誕生了《七十三變》這
一個貼切的劇名。

非常感謝這次創作過程中朱老師提供了
寶貴的生命經驗，同時要感謝致凱協助靖惇，
讓靖惇梳理整個故事直至變成此刻的樣貌，其
實這也是一種七十三變的有趣過程。而在此我
也要恭喜靖惇跟朱老師，你們真的完成了一部
動人的作品。

「世上唯有子女的榮耀，能使父母親的生
命發光」，相信此刻《七十三變》這一個作品，
一定會獲得你們的喜愛，也會是朱老師與靖惇
獻給天上家人 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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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致凱 故事工廠創辦人暨藝術總監

畢業於臺灣大學戲劇系第一屆，喜歡從哈哈鏡裡看
生活，把劇場當成萬花筒，著重舞臺畫面經營，把
角色逼到情節的危崖，呈現人性價值與情感。座右
銘是「把世界變成我們喜歡的樣子」。

編導作品
故事工廠│ 《明晚，空中見》《一夜新娘》《小兒子》
 《偽婚男女》（共同導演）《莊子兵法》
 《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
 《白日夢騎士》
寬宏藝術 x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
明華園戲劇總團│《俠貓》《散戲》
屏風表演班│ 《王國密碼》《百合戀》《合法犯罪》
 《瘋狂年代》（紀蔚然編劇）

出版作品
《明晚，空中見》《一夜新娘》《小兒子》
《莊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
《白日夢騎士》《李國修編導演教室》

藝術總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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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十年前吧，我長住在東華大學半年和
原舞者的夥伴排練《百合戀》。某次閒暇時，
卑南族的好友孔伯元吟唱起〈千風之歌〉，我
覺得旋律很好聽，便問他這首日文歌在唱什
麼？他說是跟死亡有關的歌，我好奇既然跟死
亡有關，旋律怎會這麼優美？他便說了歌詞給
我聽：

請不要佇立在我的墓前哭泣

因為我並不在那裡，我並沒有沉睡不醒 

而是化為千風，我已化身為千縷微風

翱翔在無限寬廣的天空裡

我的頭皮瞬間震動了幾下，幾句簡白的文
字，就將生死兩隔的沈重，化成如風的輕盈…… 
一直到現在，只要有朋友的摯親離世，我就會
把這首歌送給他們。

一年多前吧，劇團輾轉從靖惇口中得知，
朱陸豪老師一直想找人改編他的家族故事：他
從小被爸爸送去劇校學京劇、姊姊是豫劇名伶、
媽媽是唱歌仔戲的，一家人的情感就好像這三
個劇種，感覺彼此有關係，但又兜不到一塊。
尤其朱老師和父親之間的情感矛盾，與那個年
代說不出口的愛，真叫人揪心鼻酸。

後來，靖惇著手把朱老師的家族故事改編
成《七十三變》。我去看第一次整排時，不斷
潸潸落淚，其中有句台詞讓我深有同感，故事
中的「天好」對爸爸說：「我唱戲到現在，你
從來沒有說過我一句好！」

那種心情，不單純是渴望被肯定，而是想
要找到被父親疼愛的證據。但上一輩的人，似
乎不太習慣用言語來表露心裡的愛。

化做千風

所謂的師父，就是另一個父親吧，我的恩
師李國修，對我也是如此嚴格。跟在他身邊
十一年，我從來沒有被他稱讚過一句，連一個
「好」字也沒有。他說你做好是應該的，老師
的職責就是要告訴你哪裡要改進。坦白講，和
修師討論創作時，挫敗感超強的，他可以輕而
易舉地點破我的盲點，然後把我一個月的努力
在三分鐘內推翻。若說我沒有自我懷疑過是騙
人的，我只能很阿 Q 地告訴自己，那些沒有被
否定的地方，就當做是老師對我的肯定了，唯
有這樣，我才有信心繼續跟在他身邊學。

2011 年的十二月，修師在城市舞台舉行罹
癌記者會，那天幾乎所有屏風的師兄姊，以及
受過國修老師表演指導的演員們都出席了，大
家心情很沈重，用點頭代替寒暄，就在記者會
開始前的幾分鐘，我回頭和老師不經意對到眼，
他好像已經望著我一段時間了，他的眼眶微微
含淚，那種殷殷期盼的眼神，彷彿正在交代些
什麼，我的眼神不敢停留太久，就別過頭去……

我不確定，我是不想面對老師的死亡預告，還
是害怕辜負他對我的期待？

修師過世後，故事工廠成立了，為了新戲
我得不斷到處演講、上電台宣傳。我才從好幾
個媒體或藝文界的前輩口中聽到：「國修生前
常提起他有幾個徒弟，終於見到你了，他說你
就是有一股熱情與傻勁！」每每聽到他人轉述
老師對我的稱讚，心裡的感覺就很複雜，與其
說那是遲來的肯定，我覺得自己得到的是被老
師疼愛的證據。

我很喜歡《七十三變》的故事裡，編導靖
惇讓父親的亡靈如同《哈姆雷特》裡的老國王，
不時出現在天好的身邊，提示他、刺激他去探
索自己的心之所欲。我對修師也是一樣的感覺，
直至今日，我一直覺得他沒有離開我過。他只
是化成千風縷縷，飄向寬廣的天地。



6

王靖惇
臺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2017-2018 獲選為臺
中歌劇院駐館藝術家，現為全職劇場創作者，專長
編導、演員，其作品擅長從敘事文本出發，以原創
劇本及台灣背景為主要創作核心，觀照反應台灣
當代文化、人文、精神與社會議題，發展多元深
刻的作品樣貌，是創作力十分活躍的編導演之一。

編導作品
故事工廠「致親愛的孤獨者《花兒》」( 導演 ) 動見
体劇團《想像的孩子》《屋簷下》《兩廳院藝術出走 -
阿香的繪葉書》國立交響樂團《指尖上的幻象》飛
人集社《魚》紅潮劇集《瑪莉皇后的禮服》( 共同導
演 ) 同黨劇團《馬克白》。其中《台北詩人》獲邀參
與 2014 年兩岸小劇場藝術節及 2015 年深圳城市戲
劇節；《狂起》獲 2017 年曼谷藝術節 佳劇本、
佳導演、 佳藝術設計及 佳肢體類演出四項大獎。

編劇作品
動見体劇團《病號》( 編創統籌 ) 哈旗鼓 x 創作社
《1895 火燒庄： 終抉擇》表演工作坊《外公的咖
啡時光》等。

演出作品
參與動見体、創作社劇團、莎妹劇團、紅潮劇集、
驫舞劇場、董怡芬舞作等演出。

編導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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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印象深刻的童年記憶。當時我十歲
上下，站在一面衣櫃的連身鏡前，不經意看向
鏡子中的自己，突然被自己嚇了一跳，因為在
那一瞬間，我在自己的眉宇間發現了父親的影
子。小時候，我從來不希望自己長得像父親，
因為父親胖胖的，臉肉肉的，我希望自己長得
像母親，臉尖尖的，笑起來很好看。在鏡子前
面，我用力把臉甩一甩，發現眉宇間的父親不
見了，我放心的鬆了一口氣。

從小我也希望自己的個性不要像父親，因
為覺得父親太固執，但凡跟家人有關的事情，
總會有一大堆的原則跟堅持，只要一講起他的
童年故事，就是一個沒完沒了的遺憾跟童年創
傷。我不只一次地告訴他：你必須放下，放過
自己。

曾經我以為，我跟父親完全不一樣，或認
為我是更好版本的他。但隨著年紀漸長，當年
不懂事的孩子跟青少年逐漸從身上褪去，慢慢
地發現，我跟我父親是如此的相似，但卻永遠
也追不上他。我們都想要掌控自己的生活，於
是他創業我做劇場，但我只能照顧好自己，他
卻能撐起一個家；我們都很固執，但他總是為
家人堅持，而我只能為自己喜歡的事情堅持。

你以為的，跟你真正的自己

離家之後，對每天要打電話回家報平安感
到不耐煩，現在卻思念電話那頭父親的聲音。
在父親離世後，我終於了解那些遺憾跟童年故
事，並不是甚麼創傷，而是一種他與他的父親
連結的證據：因為愛，所以傷，如果不愛，那
就不傷了。

於是，我也開始有了自己的遺憾跟故事，
像是父親離世前未能完成的早餐、答應了父親
卻一直沒有陪他去的新加坡、說好了要請他去
做五星級按摩……我也開始在自己的身上找父
親的影子，像是下垂的眼尾、說話的語氣，和
越來越像、越來越大的肚子。過去對他不理解
的，現在變成了我追逐的……並且明白，那才
是真正的自己。七十二變有千百個花招，但
七十三變的 後一變，卻需要失去跟時間的醞
釀，才能變成真正的自己。

因著這些緣由，當我聽了朱老師的故事，
很快地連結起那種潛藏在父子間難解的心結與
責任，那種「非要你比我好」的期許跟壓力，
造成了衝突，卻也牽起了連結。謝謝朱老師把
這個故事交給我，讓我在他的故事中，也看見
父親的身影。《七十三變》是一齣獻給天下父
親們的戲，希望你們也能在戲中，找到自己的
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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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陸天好和傅天雲從小在唱戲環境長大，因為家境不允許，被父親送去劇
校接受嚴格的訓練，成為豫劇名伶的姊姊備受父親肯定，飾演京劇「美猴王」
成名的天好，卻未曾等到父親稱讚自己一聲「好」，父親更曾對老師說「使
勁打，打死不用償命。」，這句話如緊箍咒跟著天好。某晚天好與父親大吵
後，連父親特別為他煮的麵都沒吃就憤而離去。那一晚，父親過世，沒有他
的關注與指導，天好再也無法登台，而父親的身影與熟悉的齊天大聖，卻不
斷在夢中出現與自己對話。

為了證明自己除了唱戲還可以做其他的事，陸天好到了公關公司上班，
過去飾演「美猴王」成名的他，卻因提不出「七十二變」手遊發表的企劃，
被老闆罵得狗血淋頭。同時，天好的母親 ( 傅春妹 ) 失智症狀越趨嚴重，姊
姊天雲也被診斷出肺腺癌，在一次談話中，天好才知道天雲是自己同母異父
的姊姊，也體會到父親對姊姊加倍疼愛的背後，是多麼偉大的父愛，多年來
母女間的糾葛也在姊姊生前和解了。

手遊「七十二變」發表會現場，父親寫的《三打白骨精》劇本改編意外
上演，京劇、豫劇的結合，實現了父親和姊姊的心願，天好也在面臨工作、
家庭、自我認同三者之間的拉扯過程中，找到了七十二變後的 後一變，自
在地成為自己應該成為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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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集錦

我沒讀過書，沒什麼學問，教得不會比老師好，
去唱戲還可以從戲裡面學一點忠孝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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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阿好就算演猴子也可以演成精，你少在那邊看人不起。
演成精也不會變人啦！猴子演成精還是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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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沒得選。我從來沒有機會去想、去問我自己，喜不喜歡唱戲。
你們從來都沒有問過我，我想要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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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戲靴不是不用錢，我要天好自己付，用一台的好戲來付。



14

我們在舞台上的時間比在舞台下久，
可是我想再看一次你演齊天大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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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你在台上，你爸在台下，都不知道叫了幾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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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爸心裏面，孫悟空還是 有本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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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家人，唱了一輩子的戲，都沒有同台過。
我覺得爸會寫這個本，就是希望我們全家可以一起唱一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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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介紹

以京劇在國際打開知名度，並譽有＂京劇大師＂之
稱，亦是台灣京劇國寶。爾後亦縱橫影視圈，兩度
入圍金鐘獎，並以《寒夜續曲》榮獲第 39 屆 佳
男配角殊榮。

劇場作品
屏風表演班《京戲啟示錄》台灣師範大學《山
海經傳》人力飛行劇團《台北爸爸，紐約媽媽》
春禾劇團《我妻我母我丈母娘》

電影作品
《引爆點》《痞子英雄２》《陽陽》

電視作品
《生死接線員》《一千個晚安》《人際關係事務所》《麻
醉風暴 2》《魔幻對決》《700 歲的旅程》《料理高校生》
《落日》《孤獨的美食家》《新世界》《女人 30 情定
水舞間》《謊言遊戲》《寒夜續曲》……等。

飾 陸父 ( 天好的父親 )

朱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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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加入《七十三變》劇組的機緣？ 

在不同領域的表演當中，我演了一輩子，可是
演的都是別人的故事。這一次《七十三變》是
由我自己的故事改編，當你演別人故事的時候，
你只能靠體會、揣摩能力等，不斷地去挖掘那
個人的內心部分。但你要面對自己的時候，需
要很大的勇氣。這個故事對我來說，其實在心
裡醞釀了十幾年，一直到了我姊姊生前，徵得
她的同意，把我們家的感情糾葛，真實地呈現
在觀眾面前，很誠實地面對自己，也很真心地
讓更多的觀眾來了解愛是什麼，有很多越親近
的人，反而那個「愛」字越說不出口，如同我
自己，我從來沒有對爸爸媽媽、我姊姊說過愛。

Q：這次演出遇到的挑戰與心情 ?

進了這部戲，我讀了劇本、看了台詞、每一次
的排練，自己都像在做心理治療一般，那個療
癒地很深入，如同切心切肺一樣，很忠實地面
對自己。對我來說，排練這一個月來我的身體
與心理都已經不太能承受住。過程中發燒、尋
麻疹發作等，但我反而是持一個很正面的態度
去看待這件事。以前我們可能永遠沒有機會去
面對自己，這次有這麼好的機會，跟這麼多好
的演員、導演以及製作單位，來共同講述一個
愛，這個愛對現在的我來說是遙不可及，因為
父母姐姐三個人都不在了，我想藉著這樣的故
事，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一方面是療癒自己，
二方面我也要告訴所有朋友們，珍惜身邊的親
人或是好朋友，一定要把愛說出來，因為你不
說，你放在心裡面一輩子，對方永遠不知道你
對他的愛與情感。 後很開心且期許的是，孕
育了將近 15 年呈現出來的作品，是受肯定而
且很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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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第 41 屆金鐘獎戲劇節目 佳女主角
畢業於國光藝校戲劇科

劇場作品
故事工廠《偽婚男女》屏風表演班《三人行不行》《京
戲啟示錄》《半里長城》《徵婚啟事》《女兒紅》人力
飛行劇團《台北爸爸，紐約媽媽》綠光劇團《人間條件
三 - 台北上午零時》全民大劇團《當岳母刺字時…媳
婦是不贊成的 !》《同鞋會》《致．這該死的愛》蘭
陵劇坊《那大師傳奇》《演員實驗教室》《冷板凳》
《摘星》《謝微笑》《貓的天堂》等。

電影作品
《極光之愛》《總舖師》《練習曲》《戲夢人生》
《戀戀風塵》《在室女》《青梅竹馬》《 想念的
季節》《冬冬的假期》《風櫃來的人》《兒子的大玩偶》
《殺夫》等。

電視作品
《俗女養成記》《雙城故事》《只為你停留》《金大花的
華麗冒險》《螺絲小姐要出嫁》《真愛找麻煩》《小資女
孩向前衝》《草山春暉》《四重奏》《書劍江山》等。

飾 陸母 ( 天好的母親 )

楊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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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這次演出遇到的挑戰與心情 ? 

這個故事時間軸分前後段，過去年輕與現在失
智的天好母親。我扮演的是後段的母親，但是
前段發生的事情，我也都必須要進入戲中。從
過去跟老公認識，我多麽心不甘情不願地嫁給
他，之後跟女兒間的心結。因為家裡的因素，
不得已把小孩送去劇校，我不希望他們跟我一
樣去唱戲，卻又不得不讓他們跟我同樣的命運，
繼續在舞台上，繼續在這個戲班子裡面打滾。
在後段，我跟可麗在詮釋母女的心結的時候，
所有發生的事，都得完整融入在我這個角色的
生命裡頭，要有那樣的底子，才能承接角色的
情緒。

Q：戲裡的角色有著不同的生活背景、語言，( 台
語、客語、國語 )，產生相異溝通方式，這
些設定與你有什麼連結或共鳴嗎 ?

我們在演戲時，常常使用自然語，所謂的自然
語是你該用什麼語言，就以那語言表現。譬如
說：媽！哩甲崩啊沒，不會特地去說：媽，你
吃飯了沒有呀，除非你的設定是外省家庭。我
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就像我們在演《OH! 三
岔口》，當年是個創舉，因為以前劇場大家說
的都是標準國語，但是國修老師當時讓廣東話、
客語、閩南語還有英文同時在舞台上呈現，你
沒辦法想像這件事情在當年是很了不起。在一
個角色裡頭， 恰當語言出現，就是會維持那
個語言的呈現，這是一個 完整的表達，也是
當時一個突破性的演出。香港人你就應該講廣
東話，或是廣東國語，而不應該說的是標準國
語。 

Q：劇本或排練中最觸動你的地方是 ? 為什麼 ?

我喜歡阿好與他自己和解這件事情，這秘密他
放在心裡頭放那麼久，不知道如何表達，心結
就一直放在那裡。終於有一天，種種原因，包
括他必須要幫姊姊圓夢，他得要再上台演猴子
等等，當時他跟媽媽說心裡頭那黑洞時，他慢
慢與自己和解。我蠻喜歡導演 後安排，覺得
那情境蠻美的，是什麼秘密與情境，看完戲你
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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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歌三棲藝人，以《含笑食堂》榮獲第 48 屆金鐘獎
佳女主角殊榮。

劇場作品
如果兒童劇團《你不知道的白雪公主》瘋戲樂劇團《台
灣有個好萊塢》

電影作品
《大尾鱸鰻》系列《軍中樂園》《盧卡》《迷走廣
州》……等

電視作品
《做工的人》《一起幹大事》《一千個晚安》《真情
之家》《原來一家人》《天若有情》《聽見幸福》《含
笑食堂》《雙龍傳》《歡喜來逗陣》《天下第一味》《台
灣龍捲風》《台灣霹靂火》……等。

飾 傅天雲

苗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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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加入《七十三變》劇組的機緣？  

有天朱老師約我聊聊，原本已打算休息一下的
我，在聽完老師的分享，兩人在咖啡廳哭成一
團，我被那父親無私的愛與老師戲劇般的人生
深深打動，我覺得這世界需要看見、擁有更多
這樣的愛，這是身為演員的我該去完成的使命，
也是很大的挑戰，很榮幸可以成為七十三變的
一員。

每次的看本，每次的排戲同時也是一次又一次
的剖析自己，看似別人的人生，卻也是自己的
寫照，同理著劇中的角色也提醒著自己面對愛
的課題，學習著愛，也學習著……說愛。

Q：在成為演員的路上，是否有糾結或執著的
過程。人生如果重來一次，你還會選擇從
事這行業嗎 ?

糾結的原因是因為拍戲真的佔掉太多與家人相
處的時間，而喜歡畫畫的我曾想著，如果不拍
戲就有更多時間做想做的事情了，但我相信一
切事情總有他的安排，不證明什麼，只是接受，
如果重新選擇，我想我還是會選擇成為一位演
員，因為所有的過程和所有角色給予我的養分，
才讓我能擁有現在的生活與有如此思維的自
己。

Q：劇本或排練中最觸動你的地方是 ? 為什麼 ?

我想是跟媽媽之間的矛盾，那明明是愛，卻要
用衝突來偽裝自己的在乎，那壓抑的愛很痛。
對父親的愛也是，在醫院跟父親對話的那場戲，
每每都讓我淚崩，父女兩人因為愛著彼此而隱
瞞著真相，當姊姊在面對沒有血緣卻將自己視
如己出的父親時， 後的那聲謝謝，天啊……！
朱老師說：「每次眼神一對到就不行了」，我說：
「我好愛好愛爸爸」……「謝謝你那麼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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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艾賽特大學舞台實踐藝術碩士，劇場全職表演者，
持續與各團隊合作演出，同時兼任臺大戲劇系表演講
師。

劇場作品
故事工廠《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明晚，空中見》
《白日夢騎士》衛武營開幕季《簡吉奏鳴曲》兩廳院
國際劇場藝術節《酒神的女信徒》《葉瑪》屏風表演
班《莎姆雷特－吉慶版》同黨劇團《平常心》四把椅
子劇團《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仁信合作社《枕頭
人》動見体《病號》台南人劇團《K24》《哈姆雷》《行
車記錄》等。

飾 陸天好

林子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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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這次演出遇到的挑戰與心情 ?

身為演員，一直都覺得人生的故事是 難演繹
的。難在於，原以為順理成章揉合成的方程式，
當面對不同人性與生命經驗的視角挑戰時，X
不再純為 X，Y 亦可能不再是 Y，那佇立於等
號之後的會是什麼，就是排演初期難以預料，
卻仍得願意以身試驗、去冒險的挑戰。

陸天好與我，像，也不像。為人子女，不論今
日走上這條道是否情願，對來自父母真心稱許
的渴求竟也那麼相似亦難以抹滅。劇中天好問
父親能否不唱戲，因他每天都在當孫悟空，沒
做過一天自己。而回想不顧反對堅持學戲的我，
走至今日，可以心滿意足地表示做了自己嗎？

這個「自己」的……因何圓滿？為何圓滿？於
我，於天好，都是道不容易的題目，難有正解。

但我慶幸排練場有朱陸豪老師的長伴，這個由
生命衍生的製作，因他的默默看顧與不吝分享
而穩定向前。看著朱老師和其他前輩們帶著自
身重量加入，同編導靖惇一起豐富了這段旅程，
我想我能做的，便是成為更好的容器吸納這一
切，再問問天好，覺得如何？

我能做的，是陪他走上台，然後發現、然後體
會。

Q： 劇本或排練中最觸動你的地方是 ? 為什麼 ?

如果我未能走好你想要的路，是否你就不會愛
我了？

第一次整排結束，試圖整理許多令身體印象深
刻的瞬間，記起父子兩人的爭執，我心裡浮現
這句話的……

「可能流氓才是真正的我。」當父親一再強調
不希望天好變得跟他一樣，強調進劇校的安排
都是為了他好時，為什麼天好寧可朝這方向下
結論？或者，是否能說，天好欲以此向父親叩
問的，究竟是什麼？

一個他始終沒有信心，也沒有把握的答案嗎？
孩子逐漸明白，如果做得夠好，讓父母稱上一
聲好，那眼神、語氣和擁抱所伴隨的愛與榮耀
是那麼明顯而實在的……但為何努力了還不夠
好，究竟如何才算夠好？這個不明白，也許讓
孩子畏懼了，疑惑，甚至不再有信心盼得夠好
的那天到來。

整排爭執時身體難以抑制的張揚，看似攻擊，
卻更像是非得鼓出此番氣力，方能正面對心中

大的恐懼，那「不愛」的可能。

也或許才有機會聽得，天好渴求的另一個可能
「即便真正的你是個流氓，我還是愛你的，不
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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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藝校國劇科、蘭陵第一期學生、舞台劇、電影，
任職演員、製作人、導演，五度入圍國內外影片競賽
獎項，二度入圍金鐘獎 佳男主角，2017 年以《阿
不拉的三個女人》榮獲金鐘獎 佳男配角。

劇場作品
《暗戀桃花源》《今生今世》《少年遊記》( 編導
演 )《京劇啟示路》《半里長城》《瘋狂年代》蘭
陵四十《演員實驗教室》《當我們同在一起》

電影作品
《童年往事》《恐怖份子》《我們的天空》《惜
別海岸》《北志豪情》《超級班長》《牆之魘》《Ｋ
ＡＮＯ》《台北工廠 2 ＿戰慄》《菜鳥》《樓下
的房客》《大佛普拉斯》《野雀之詩》

電視作品
《大兵日記》《朋友好久不見》《劉伯溫傳奇》
《施公奇案》《舉頭三尺有神明》《黑色童話》
《台灣夜百合》《橘色黃昏》《輪椅上的父親》
《鐵樹花開》《走過好味道》《天堂的媽媽》《風
水世家》《龍飛鳳舞》《百萬拖菜工》《燦爛時光》
《幸福來了》《阿不拉的三個女人》《鏡子森林》
《做工的人》等。

飾 陳董、穆老師、殺豬陳、李師傅

游安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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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加入《七十三變》劇組的機緣？ 

其實跟劇場的接觸，是從蘭陵劇坊開始的，那
時候劇場很好玩，可以盡情的在黑膠地板上跑
啊跳啊，揮灑青春，激發潛力，互動學習是
燦爛的時光。

《七十三變》講述朱陸豪老師的故事。高中時
期，我念國劇科，國小國中就愛看京劇，常常
跑去國軍藝文活動中心，看有孫悟空的戲碼，
後來念了華岡藝術學校，我在學校也演《泗州
城》的孫悟空，所以把朱老師當偶像，常常在
台下拍手叫好， 大聲的就是我了。參與這部
戲有部分為朱老師而來。50 幾歲的我翻不動、
腿踢不高、身材也走樣了，但欣賞演員翻、打、
舞動著，總是心中悸動，一個字「爽」。

這次演出 4 個角色，很害怕在後台穿錯衣服。
也很期待，角色的特質，能讓觀眾耳目一新。

Q：在成為演員的路上，是否有糾結或執著的
過程 ? 對未來的藍圖 ?

從事演藝工作 35 個年頭，走過高低潮，每每
想到國修老師的一句話「當演員就是一種修煉」
就不迷惑了。前年離開劇場 10 年的我，在機
緣下參與蘭陵四十《演員實驗教室》見過了多
年的老友，再一次在舞台相遇，說不出的感動，
但心裡都是安然自在的。

在《七十三變》中，天好的父母親很不捨送他
到劇校去，因為家裡窮。讓我聯想那是我家裡
不窮所以爸媽沒有送我去劇校嗎？難道他們沒
發現我很愛學翻筋斗嗎？對！他們只忙著做生
意，看我健康平安長大，不學壞就行了。那時
候他們如果送我到劇校，我今天會是什麼樣子
呢？會像朱老師那樣嗎？不知道。現在我有一
個 4 歲的兒子，我期待他像什麼樣子？答案也
是不知道。眼前希望他健康平安，學習愛、尊
重、包容，以我們的經驗幫助他成為自己的樣
子。有時候在家裡做飯，他會幫忙洗洗菜，在
他的玩具廚房裡，他總能端中式、西式、日式
料理等。腦中突然有個畫面，70 歲時如果我不
能演戲，媽媽端菜、點菜，我和她一起在自己
開的餐廳做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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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作品
故事工廠 《明晚，空中見》《小兒子》《莊子兵法》《男
言之隱》《白日夢騎士》屏風表演班《莎姆雷特》
《合法犯罪》《王國密碼》《女兒紅》《京戲
啟示錄》《西出陽關》《婚外信行為》《半里
長城》《昨夜星辰》《我妹妹》《未曾相識》
《太平天國》《救國株式會社》全民大劇團
《致．這該死的愛》陳家聲工作室《封箱中，
請微笑》講演劇《追夢女伶的赤裸告白》

飾 江姐、外婆

劉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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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對於自己小時候居住環境有什麼特別的印
象或回憶 ?

從小到大我就住在距離現在 101 只有 1.5 公里
的地方，老家是當時很普遍的獨棟有前院兩層
樓房，附近是稻田、靶場，是台北市偏僻又窮、
每逢颱風雨大必淹之地，連豬隻都運到離我家
100 公尺的巷底來被了結生命，安靜的環境中，
那被殺的淒厲尖叫似乎是世界上唯一可以被聽
見的聲音，對當時還在學齡前的我來說是難過
又恐懼。儘管如此環境，但當時人與人間的互
動既親近又美好，巷子裏一部車也沒有，只有
我們這群孩子開心的嘻戲、大人們安心的閑聊，
更棒的是，天空大又乾淨。禁不住想想如今，
科技真的來自人性嗎？人們或許真正需要的是
那 一開始的幸福。

Q： 在成為演員的路上，是否有糾結或執著的
過程。人生如果重來一次，你還會選擇從
事這行業嗎 ?

說起我在演員這條路上的糾結或執著，我想這
兩者根本是打結的；我經常糾結是否要繼續做
這一行，接著在每一齣戲裡又執著的把自己榨
乾，執著產生了糾結，糾結放不過執著，真是
糾了個執，就著了一個結。若說重新選擇的可
能，我想我仍會在這兒，畢竟牽繫我的是這兒
的人而不是這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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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現為紅潮劇集藝術總監、
2018 國家兩廳院駐館藝術家、自由藝術工作者。

劇場作品
故事工廠「致親愛的孤獨者《＃越想越不對勁》」紅
潮劇集《美味型男》《啞狗男人》《茱麗葉醒來前
十秒》《瑪莉皇后的禮服》《漲紅潮紅。INRED》
《靈魂的告白》動見体《臺北詩》《想像的孩子 1》
《想像的孩子 2》《阿香的繪葉書》《XY 事件簿》
新加坡實踐劇場《搖滾聊齋》

飾 陸沛忠 ( 年輕陸父 )

梁允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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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戲裡的角色有著不同的生活背景、語言 ( 台
語、客語、國語 )，產生相異溝通方式，這
些設定與你有什麼連結或共鳴嗎 ?

「外省人」、「老芋仔」小時候爸爸常會到這
位伯伯家裡買機油，然後一起坐在騎樓下聊天，
爸爸會用破破的國語跟伯伯聊天，這是我對「外
省人」第一個印象。這一次演出的角色是陸豪
老師的父親，在時代上是國民政府失勢撤台的
時間點，因為有著這樣的時代背景，雖是近百
年的角色，與現代人還是稍有不同，如何讓沛
忠這個角色能夠掌握當時「老芋仔」、「外省
人」的親切感，是我覺得 有挑戰的。加上是
老師的父親，所以排練時，總能在老師身上找
到相同的靈魂軌跡，是挑戰，也是新鮮的體驗。

Q： 在成為演員的路上，是否有糾結或執著的
過程 ?

在每個階段，每個人都會有關卡，沒有辦法預
期你會遇到什麼人、什麼事。任何工作類型都
有可能會卡關，所以先解決自己的想法，讓自
己能愛自己一些，然後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可
能才是過關要訣。

Q： 劇本或排練中最觸動你的地方是 ? 為什麼 ?

這齣戲我覺得 動容的部份，是在那個時代，
對於家庭的包容性，如此之大，多元成家的觀
念，跑在現代人的很前面。

因為生活所以必須要互相包容，因為愛所以互
相依賴，雖然沒有血緣，卻比任何人都親密，
只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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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

劇場作品 
故事工廠《一夜新娘》2019 臺北藝術節《家庭浪漫》莎
妹劇團《SMAP x SMAP》《請聽我說 -20 歲組》娩娩工
作室《上身不由己》柴幸男 x 莎妹工作室《我並不哀傷，
是因為你離我很遠》創作社《媽媽歌星》《＃》平田織
佐 x 盜火劇團《転校生》《台北筆記》風格涉《阿依施拉》
《欲言又止》《擺爛》《Dear All》《R.I.P.》進港浪製
作《熱炒 99》楊景翔演劇團《地球自衛隊》《費德拉
之愛》河床劇團《千圈之旅》《半透明的》黑眼睛跨
劇團《女武神》。

飾 傅春妹 ( 年輕陸母 )、秘書

陳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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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對於自己小時候居住環境有什麼特別的印
象或回憶 ?

我在中壢龍岡一帶長大，不是眷村人，但眷村
的生活幾乎涵蓋了我整個童年。

這裡的眷村跟別的地方不太一樣，多是滇緬的
後裔。他們從異域來到龍岡，他們耕耘自身的
鄉愁，而這份鄉愁，構築了我的故鄉。2005 年，
政府收回土地，眷村陸續拆遷。

長大後回頭想，才明白，那是一個有很多不得
已的地方。不得已地來，不得已地離開。

於是我對於童年的想念，全落在食物的味道上，
那些雲南菜：米干、豌豆粉、青木瓜絲……

可能在更久遠的未來，那會 後能保留自己、
保留那段人事物，曾「在」過的，唯一證明。

Q： 在成為演員的路上，是否有糾結或執著的
過程。人生如果重來一次，你還會選擇從
事這行業嗎 ?

我覺得很有可能，因為明白人生不可能重來一
次，人生沒有真的「如果」，所以，在自己逐
漸成為一名「演員」的過程中，才沒有逃避或
離開。我們仍然可以假設很多種「如果」，但
那似乎 後都會被歸納進，作為一名「表演者」
的焦慮：生活上的焦慮、創作上的焦慮。學習
跟這個焦慮相處，可能會是一段很長甚至不會
停止的課題。

Q： 劇本或排練中最觸動你的地方是 ? 為什麼 ?

不敢稱自己年紀輕。但我真的是劇組裡表演資
歷 淺的。（家德在舞台上的經驗可能都比我
久）

於是聽到可麗姐那一句「我們在舞台上的時間，
都比我們在舞台下的時間久。」忍不住鼻酸了。
看著這些前輩們，真真實實地「在舞台上，比
在舞台下久。」並且，溫暖又睿智，流動而深
刻。

會覺得，安心了一點，更有能量，再更努力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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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第 30 屆傳藝金曲獎 佳新秀 ( 陸文龍 )，入圍第 28
屆傳藝金曲獎 佳新秀 ( 挑滑車 )。
現為國光劇團青年武生演員，高中時期為臺灣戲曲學院
歌仔戲學系，大學畢業於戲曲學院京劇學系。行當：武
生，師承：朱陸豪、趙振華、王逸蛟、李佳麒、閻邦建、
宋捷、王好強。

京劇表演作品
國光劇團 《陸文龍》《戰冀州》《挑滑車》《伐
子都》《秦瓊父子》

劇場作品
當代傳奇 《水滸 - 忠義堂》

飾 孫悟空、姪子

李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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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這一次詮釋角色所遇到的挑戰與心情？

這次能在舞台劇上演出孫悟空當然是異常的興
奮 ! 我一直以來都希望可以演出這個角色，因
為我的真實個性其實就像猴子一樣！ 哈哈哈，
感到 開心的事就是我從排練中跟著朱老師學
習到了許多猴的表演方式、細節、技巧，這些
都是珍貴的藝術寶物。

Q： 家人關係中，父親在表達關愛的方式總是
比較含蓄，能否分享真實人生中，與家人
表達愛的方式 ?

在排練的過程中偶爾會回想小時候父親對我的
嚴厲與凜然，只能一切照著他的話去執行，在
國小後父親總是在意我的言行舉止，高壓教育
下的我沒少挨罵挨打……長大之後其實才發現
他是因為愛我才這樣做！ 可能自己小時候真的
很皮吧。

現在的我也成為了父親，才知道這是一個責任
與使命，並體認當一個好榜樣有多難多辛苦，
很感謝父親沒讓我變糟，也很開心目前的我沒
有讓他感到失望。

Q： 在成為演員的路上，是否有糾結或執著的
過程。人生如果重來一次，你還會選擇從
事這行業嗎 ?

我曾經在高二的時候因為韌帶撕裂，認真考慮
是否要繼續走這一行……但還是留下來了，到了
高中畢業，也曾考慮過要不要去外面的大學嘗
試看看，然而同學林璟辰鼓勵一起朝京劇藝術
邁進，過程中當然很多的不適應、挫折、言語
傷害等，但是這些都是我們邁向目標的養分，
回想起來當時互相激勵前進，現在畢業一起到
了國光劇團搭班，在人生的過程中有一個朋友
能陪伴自己、共同進退、成長，實在很可貴。

人生如果重來一次，我還是會選擇京劇表演藝
術，因為它讓我感受到成就感！證明了自己，
舞台下的努力付出與堅持，換取到在舞台上的
成績，也讓指導過我的老師們為我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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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設計管理學院服裝設計學系，現任故事工廠行政總監，擁有豐富的
藝術行政經驗，與優異的組織與執行能力。自屏風表演班至故事工廠，
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領導。

劇場經歷：故事工廠《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明晚，空中見》「致親
愛的孤獨者」《一夜新娘》《小兒子》《變聲偵探》《偽婚男女》《莊
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
參與屏風表演班 18 年。演出規劃與執行超過 1,780 場。

紐約大學蒂許藝術學院劇場及電影設計碩士 （NYU），台灣大學戲劇學系學士，主修劇場舞台以及電影美術設計。現居台灣，
為自由接案的劇場舞台及電影廣告美術設計，近年跨足展場及各類跨界空間設計。2015 年與劇場各領域創作者王正源、李思
萱與陳品辰創立接上他的腿有限公司。

劇場作品： 綠光劇場《在你轉身之後》四把椅子劇團《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刺殺！團團圓圓之通往權力之路》果陀劇場《五
斗米靠腰》動見体《拼裝家族》《凱吉一歲》《想像的孩子》《達爾文之後》黑眼睛跨劇團《我是東西南北香蕉人》《看在老
天的份上》《黑鳥》大開劇團《陪你唱首歌》等。2011-2013 年間於紐約劇場擔任 Untitled Waiting, Comedy of Sorrows, 
Restoration, She Stoops to Conquer, The Seagull……等製作之舞台設計一職。

影像美術作品：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公視人生劇展《小島大象》椰子樂團 MV《瘋狂的醫院》U.TA 樂團 MV《Lost In 
Vegas》閃靈樂團 MV《暮沉武德殿》《薰空》陳惠婷 MV《黑鳥》《時間的孤島》等。

製作人

江智慧

舞台設計

廖音喬

畢業於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現為故事工廠行政經理。曾任屏風表演班
專案執行三年，參與製作 2010-2013 年屏風小戲大作專案、2011-2012
年文化部媒合駐點計畫、2013 年《三人行不行》環島接力笑、2013 年《三
人行不行》新光三越 365 天天演等專案，2014 年進入故事工廠，製作劇
目《明晚，空中見》《一夜新娘》《小兒子》《變聲偵探》《偽婚男女》《莊
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白日夢騎士》寬宏藝術 × 故事工
廠《千面惡女》。演出規劃與執行超過 1,180 場。

製作人

王宣琳

藝術家設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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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設計

盧建安

臺灣音樂家，音樂作品涵蓋古今東西古典，創作上達到驚人的質量兼備，獲獎無
數。近年來致力於臺灣傳統音樂、臺灣多項語文、東方儀式與戲曲的採集與重製。

劇場作品：故事工廠《明晚，空中見》《一夜新娘》國光劇團 × 橫濱能樂堂《繡襦夢》
果陀劇團《婚前信行為》雲門 2《春鬥》EX- 亞洲劇團《來自德米安的你》《生之
夜色》侯青藝團《京歌》國家劇院國際藝術節《神農氏》台南人劇團《第十二夜》
《夜鶯之戀》2018 TIFA 莎妹劇團《親愛的人生 Dear Life》《重考時光》田馥甄
× 莎妹劇團《小夜曲》我城劇場《請你閉嘴！》四把椅子劇團《叛徒馬密可能的
回憶錄》《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

電影作品：《媽媽桌球》《江湖無難事》《冥王星圖》《ALIFU》配樂《眾神的停
車場》配樂《紀錄片社子島少年行》《血觀音》

電視作品：公共電視旗艦影集《憤怒的菩薩》《聲樂食堂》製作人《老爸上身》
音樂總監

其他作品：故宮南院開幕音樂總監、世大運開幕音樂設計、金馬獎致敬系列音樂
製作、國慶總統府光雕晚會音樂總監

臺灣大學戲劇系畢業，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藝術碩士。現任美國 University of Idaho 助理教授。

劇場作品 : 故事工廠《白日夢騎士》動見体《台北詩人》《XY 事件簿》飛人集社《測
量》如果兒童劇團 《捕夢的小孩》臺大戲劇系《莎士比亞打麻將》等。國外作品
有《On the way to the Sawmill》《Present Laughter》《A Midwinter Night's 
Dream》《UI Dance program》《Lysistrata Jones musical》《A Midnight's 
summer dream》《Wonderful Town》《Little Women The Musical》等。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UNC）教堂山分校藝術碩士，曾赴美國耶魯大學戲劇
研究所設計專題研究。專長為服裝設計、西洋歷代服裝結構、西洋服裝史、
中國服裝史等。作品橫跨中西，從兒童劇到中國傳統戲劇皆有代表作。 

劇場作品：國內作品有故事工廠《小兒子》《男言之隱》屏風表演班《京戲
啟示錄》《莎姆雷特》《昨夜星辰》《西出陽關》綠光劇團《求證 Proof》果
陀劇場《淡水小鎮 2006》《我的大老婆》《2003 年 ART》《再見女郎》……等。
國外作品有《Hansel and Gretel》《A Christmas Carol》《Midnight Pass 
Macbeth》等。

服裝造型設計

靳萍萍

音樂設計

柯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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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社 JOEFANGSTUDIO 創意總監、平面設計師、策展人。

作品經歷：故事工廠《明晚，空中見》《小兒子》《偽婚男女》《莊子兵法》《男
言之隱》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2018 金馬 55 視覺總監、2017
年金馬 54 視覺總監、2016 年金鐘獎頒獎典禮視覺總監、第十三屆金蝶榮譽獎、
金點設計標章、小花時差台北台中巡迴展策展人、第 28、27、26 屆金曲獎
佳專輯包裝獎入圍、江振誠 OCTAPHILOSOPHY 八角哲學特展共同策展人、
2015 年林俊傑 JJ Lin「和自己對話」3D 聲音概念展共同策展人、紅點設計獎 
Red dot design award……等。

平面設計師 曾任職究方社

平時不在電腦前就在電玩裡的大男生，只要有趣的事都想擠進去大鬧一番，作
品充滿了調皮的氛圍，擅長以生活為養分，心情為水分的方式創作。

作品經歷 : 第 30、29 屆金曲獎 佳專輯裝幀設計獎入圍、金點傳達設計類雙
項得獎、參與臺北流行音樂國際論壇 創意現場視覺設計、2017 金點設計獎包
裝設計、第 51 屆電視金鐘獎頒獎典禮平面字體設計、第 27 屆金曲獎 佳專輯
包裝獎入圍。

主視覺設計

方序中

主視覺設計

吳建龍

劇場作品：故事工廠《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明晚，空中見》「致親
愛的孤獨者《2923》」《一夜新娘》《小兒子》《變聲偵探》《偽婚男女》
《莊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
惡女》屏風表演班《三人行不行》《莎姆雷特》《王國密碼》《婚外信
行為》《徵婚啟事》《北極之光》《合法犯罪》《六義幫》《好色奇男子》
《半里長城》《救國株式會社》《瘋狂年代》舞台影像設計；舞台劇劇
目演出形象廣告製作逾 30 多部；文學紀錄片《逍遙遊》公視新創電影《不
發火》視覺特效處理；2016 年度臺中國家歌劇院形象暨開幕宣傳片。

平面設計師 / 服裝品牌圖像設計師 / 吉他手 

作品經歷：故事工廠《明晚，空中見》《小兒子》《偽婚男女》《莊子
兵法》、2016 金點設計獎包裝設計，榮獲金點設計獎標章；2017 DFA 
Design for Asia Awards 亞洲 具影響力設計獎，榮獲 Merit Award。

影像設計

黃仁君

主視覺設計

畢展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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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 年起，擔任國內知名劇團海內外巡演之舞台技術指導與舞台監
督。 鑫典藝術有限公司負責人。

舞台監督經歷：故事工廠《明晚，空中見》《一夜新娘》《小兒子》《偽
婚男女》《莊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白日夢騎士》寬
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屏風表演班《百合戀》《北極之光》《合
法犯罪》《三人行不行 I》如果兒童劇團《故事書裡的故事》《奇耳鎮》
人力飛行《台北爸爸紐約媽媽》等。

舞台技術指導經歷：果陀劇團《再見女郎》《針鋒對決》《我要成名》、
當代傳奇劇場《等待果陀》《霸王別姬》《貴妃醉酒》《李爾在此》等。

舞台監督

林世信

1985~1989 年於天下雜誌擔任攝影記者，期間榮獲亞洲 佳雜誌攝影獎。
1989~1993 年任職張老師月刊副總編輯。2011 年曾以 8 個月期間遊歷中國
偏遠鄉鎮 14 省。

劇場作品：故事工廠《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明晚，空中見》《一夜新娘》
《小兒子》《變聲偵探》《偽婚男女》《莊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
《白日夢騎士》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屏風表演班《莎姆雷特》《西
出陽關》《半里長城》《女兒紅》《京戲啟示錄》《王國密碼》《婚外信行為》
《徵婚啟事》《合法犯罪》《我妹妹》《三人行不行》《也無風也無雨》。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畢。

劇場經歷：故事工廠《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明晚，空中見》《一夜新娘》
《小兒子》《偽婚男女》《莊子兵法》明華園戲劇總團《俠貓》2017 淡水環
境藝術節《五虎崗奇幻之旅》（助理導演）2018 淡水環境藝術節《五虎崗奇
幻之旅》風潮音樂 x 0615 音樂《2017 秀秀音樂會》（執行導演）風潮音樂 x 
0615 音樂《走吧！尋找 棒的自己》（副導演、演員）AMcreative 安徒生
與莫扎特的創意劇場《小太陽：一個家的音樂劇》（導演助理）等。

與游安順共飾一角，新竹場由曾宗倫演出。

攝影

柯曉東

副導演

曾宗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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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綠色大門，流瀉三代光陰

在朱陸豪老師位於竹東的老家，有一扇漆成綠色的大門，那是老師記憶中「家」的象徵。

門後，半個世紀前住著孩提時候的朱陸豪（本名朱家福），那會兒還不是現在名滿表演藝術界的美猴王，是被喚
作阿福仔的調皮小猴，和大兩歲的姐姐傅瑞雲天天在屋裡屋外嬉鬧，這，便是齊天大聖與白娘子的起點。

三個世代，五個姓氏，三個劇種

台灣早期，生活比較困頓的人家存在著把女兒送養的風氣，朱陸豪的母親便是被送養的孩子之一，原生娘家姓
彭，給演客家戲的傅家人收養（養母姓陳），就此隨養父母進入戲班。後來客家戲沒落、歌仔戲興起，便改入歌
仔戲團，依舊在戲台上繞著一曲又一曲婉轉音調。

阿福仔的生活挺豐富，母親是歌仔戲旦角，父親是退伍軍人，生活除了和父母一起跑外台、在各處戲台流轉，便
是和養外婆、姐姐一起待在竹東老家。養外婆操著一口國、台、客語混雜的口音，平日裡就是和鄰居嘮嗑或打打
四色牌、賭個幾把。

父親會趁上午戲班子休息的時候，批一些貨來賣，貨物品項百百種，而朱陸豪和姐姐就成了 佳展售員。販售卡
其學生制服時，就讓兩姐弟做模特兒穿著去市場展示；有一回賣黏蟑板，父親叫姐弟倆趁晚上去附近公廁抓幾隻
蟑螂，隔天黏在蟑螂板上做廣告，因為這段經歷，這對姐弟從此變得一點也不怕蟑螂。父親把賣得的錢都拿來貼
補家用，即便如此，經濟上要負擔一家的生活費以及孩子們的學費仍顯單薄。

朱陸豪幼時全家福。同母異父姊
姊（左起）母親﹅養外婆﹅父親
和同母同父的妹妹﹅朱陸豪。

戲裡戲外



41

當時國劇訓練班（陸光
劇校前身）開辦，學生
考上一律免學費，父親
某一天就帶著朱陸豪和
傅瑞雲上台北應考。看
不懂題目的朱陸豪頻頻
回頭偷看姐姐的答案、
才藝考試不會唱別的曲
目，就乾脆對著考官高
唱「國歌」，殊不知一
放榜，竟然是當時 9 歲
的弟弟錄取了。姐姐隨
後也被送到了豫劇隊學
習河南梆子，兩姐弟雙
雙開始戲台上的生涯。

練身段、吊嗓子的辛苦日子，進入劇校的第三個月才盼到了工作繁忙的父母來探望，穿著旗袍的媽媽把兩顆五
爪蘋果交到朱陸豪手上後，便與爸爸匆匆離開。年幼的阿福仔怎麼也捨不得吃下蘋果，只是拼命吸聞蘋果的香
氣，一方面也試圖從中嗅到母親的味道， 後那兩顆被珍重藏在被單裡的蘋果變得又乾又癟。

過了幾十個寒暑，到了知命之年的朱陸豪早已熬成了京劇界響叮噹的角，蘋果要吃多少有多少，卻也是在這個
時候，才知曉自己家族八點檔般的錯綜故事。「你爸如何如何」這是姐姐傅瑞雲每次提到父親時的口吻，朱陸
豪總是困惑：「妳爸不就是我爸嗎？」，姐姐這才告訴他，他們兩個不是同一個爸，姐弟姓氏不同的緣由終於
真相大白。

原來，當年養外婆積欠了賭債，還不上錢，就把歌仔戲班的黃姓卡車司機和母親送做堆，哪裡知道孩子都懷了
才發現卡車司機其實是有家室的。自知闖下大禍的養外婆趕忙找了個姓朱的外省仔，在孩子沒掉下來以前娶了
命運多舛的年輕母親。雖說婚姻的開端是個不幸，但這位國軍退伍的外省仔恪守婚前的諾言，對非親生的女兒
傅瑞雲萬般疼愛，更對年紀小自己 12 歲的妻子懷著十二萬分的鐵漢柔情。朱陸豪回憶起父親時，笑稱爸爸真的
是個暖男：以前母親不識字，要去演出地點卻不會認公車路線，父親就在前一天先走一遍，記下一切資訊後仔
細交代媽媽；演出結束後不論多晚，也一定會看到爸爸在公車站等待媽媽的身影。

父親一直對姊姊很好，他到過世都不知道傅瑞雲早已經由養外婆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不過傅瑞雲一直都默默
感受著這位爸爸的好，更在 後把自己的姓改成朱，把對方當成了唯一的父親。

朱陸豪在雙親過世後才得知實情，姐姐也在不久後因肺腺癌過世。雖然遺憾沒能和父母面對面一聊糾葛往事，
不過知曉那段深埋的記憶讓他體會到，這個家是如何被「愛」緊緊包裹住的。同時促使他決定把家族故事說出來，
讓一輩子生活在戲台上的一家人，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唱著屬於他們的戲。

朱陸豪與幼時家裡舊門合影，老舊綠色的門這次也在舞台上重現。

照片 : 朱陸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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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劇
豫 劇 又 稱 河 南 梆 子，
屬於梆子聲腔系統，清
乾隆年間已流行於河南
等地。由於河南省簡稱
豫，因而命名為豫劇。
所謂「梆子」是一種打
擊樂器，由於其武場音
樂之伴奏樂器以梆子為
主，故以「梆子」為劇
種名稱。梆子腔系統的
戲劇都具有高亢激越、氣
勢豪放的特色，豫劇也不
例外。

豫劇形成以後，由於語音

延續朱陸豪老師的家族故事，進一步瞭解台灣舞台上歌仔戲、京劇、豫劇呈三足鼎立之勢的戲曲藝術形式。在
舞台上演出的戲曲，表演方式相近——以演員分「行當」扮「腳色」、帶有「程式」性的表演。行當皆分為生、旦、
淨、丑四大類。而程式化，指的是許多來自生活的動作被舞台化、定型化，形成一定的規範，為所有演員遵循，
也為觀眾所接受、熟悉。 終語言和唱腔音樂成了 主要區分劇種的要素。

關於歌仔戲 京劇 豫劇  劇種介紹

歌仔戲
歌仔戲相傳是由福建漳州地區的「歌仔」，結合車
鼓小戲的身段及地方歌謠小調發展而成。「歌仔」
本來是說唱藝術，自明代以來即流傳在閩南的漳州
地區。而「車鼓」則屬於歌舞小戲，盛行在福建地區，
當時泉州移民聚集地區，例如艋舺、鹿港以及臺南
等地，流行以泉州土腔演唱的「南管」，而蘭陽平
原的漢移民大多來自漳州地區，因此當地流傳的「歌
仔」與「車鼓」，便在宜蘭融合發展成為「本地歌
仔」。

1930 到 1960 年代，台灣歌仔戲主要在「內台」發
展，「內台」也就是我們現在俗稱的「戲院」，是
當時台灣 普遍的表演場所，內台戲的時代由於演
員們都一起住在戲院後台，更因為戲班同居共食，
產生不少戲班家庭，而形成了三代都隨戲班吃住的
狀況。

自 1960 年代開始逐漸將內
台為主的演出移往外台，人
人稱之為「野台戲」，並適
時配合上台灣廟宇請戲酬謝
神明的風氣，歌仔戲憑著它
平易近人的唱腔與語言，站
穩了民間廟口俗稱「大戲」
的地位。歌仔戲在一百多年
的歷史發展中，它不斷地吸
收各種民間藝術精華，融合
各劇種音樂、身段、服裝、
舞台美術，極具自由性、包
容性和通俗性等特色，成為

具台灣人文特色的劇種。

右為朱陸豪母親歌仔戲苦旦扮
相，左為朱陸豪姐姐傅瑞雲兒
時歌仔戲扮相。

左為朱陸豪同母異
父姐姐傅瑞雲豫劇青衣扮相，
右為豫劇天后王海玲。

方言的不同，在各地流傳過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多路流派，並以唱腔鏗鏘大氣、抑揚有度、行腔酣
暢、吐字清晰、韻味醇美、生動活潑、善於表達人
物內心情感著稱，憑藉其高度的藝術性而廣受歡迎。
因早期演員用本嗓演唱，起腔與收腔時用假聲翻高
尾音帶「謳」，又叫「河南謳」。

豫劇自 1949 年隨著軍隊輾轉播遷來台，意外地撒
種植根。隨著時代的變遷，長期隸屬國防部的飛馬
豫劇隊，1996 年 1 月 1 日起改隸教育部，成為國光
劇團第一個附屬團隊，名稱也改成「國光劇團豫劇
隊」。近年來，在製作上結合了台灣與大陸的傳統
戲曲與現代劇場菁英，展現豫劇隊全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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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來源參考《京劇表演藝術家》( 書籍 )《台灣
傳統戲曲》《傳統戲劇歌仔戲》《豫劇維基百科》 《每
日頭條》( 網站 )

京劇
京劇（又稱京戲），是中國戲曲劇種之一。分
布地以北京為中心，在北京形成，遍布全國。
京劇在十九世紀中期融合了徽劇和漢劇，並吸
收了秦腔、崑曲、梆子、弋陽腔等藝術的優點。

京劇唱腔以「西皮」和「二黃」二大板腔體為
主，主要用胡琴和鑼鼓等伴奏，其行當分為生、
旦、淨、丑四大類。京劇演員自小便須接受嚴
格的訓練，「四功五法」 指的便是戲曲演員的
基本訓練。

由這些基本的訓練中，我們也可看出京劇不但
「有聲皆歌，無動不舞」，更具有程式化、誇
張化、虛擬化的表演特色。

京劇藝術另一個特點，是不能照搬生活。京劇
並非把生活中的自然形態如實地照搬上舞台，
而是從生活出發，以生活為根據，進行高度的
概括。將生活中的形態、語言、動作加以提煉、
誇張、美化、裝飾，形成一種特殊的表現手段，
再用來反映生活，這是京劇 根本的美學特
點。

照片 : 朱陸豪提供

左圖和下圖為朱陸豪京劇武生扮相。



44

演職人員總表
監　　製│林佳鋒
製 作 人│江智慧、王宣琳
藝術總監│黃致凱

設計組
舞台設計│廖音喬
服裝造型設計│靳萍萍
燈光設計│盧建安
音樂設計│柯智豪
影像設計│黃仁君
主視覺設計│方序中、畢展熒
 吳建龍（究方社）
攝　　影│柯曉東

表導組
編劇 ‧ 導演│王靖惇
副導演│曾宗倫
排練助理│龍宥希
實習排練助理│秦裕倫
演　　員│朱陸豪、楊麗音、苗可麗、林子恆
 劉珊珊、梁允睿、陳以恩、李家德
 曾宗倫（新竹場）
特別演出│游安順
語言指導 | 傅健振、廖月英、廖慶鍾
豫劇唱腔指導 | 朱海珊、蕭揚玲
影像演出 | 序場 李家德
 S1 梁允睿、陳以恩、陳品渝
 游博翔
聲音演出│賈培德
演出廣播│蕭淑玫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光劇團支援演出

技術組
舞台監督│林世信 （鑫典藝術有限公司）
演出助理│龍宥希

舞台組
舞台技術指導│許致甄
舞台技術執行│王銘宏、江文馨、陳柏翰
 許涵琇、黃鴻凱、鄭榮麒
 劉伊婷、鮑念傑

燈光組
燈光技術指導│陳為安、蔣如（台中、台南場）
燈光技術執行│汪永儒、汪玄昱、林昱辰
 林韋翰、徐　榤、陳宣妙
 陳珮萱、陳琮仁、梁弘岳
 張耀文、曾威貿、彭宣凱
 黃瑀薇、葉秀斌、葉浩維
 鄭智隆、劉妙瑜、盧冠諺
 鍾明志

音響組
音響技術指導│李迎輝
音樂音效執行│莊雲妃
音響技術執行│施雅玲、張劭如、羅筱君
 劉妙瑜、謝明廷

視訊組
影像執行│張瑜珍

造型組
服裝管理│林宣妤、葉覲嘉
造型執行│張倚瑞、陳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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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組
佈景製作│富達舞台佈景有限公司
錄影導播│李麗芳
錄影工程│無限映像製作有限公司
燈光器材協力│有夠亮有限公司
說明書製作│鍾麗緹
平面文宣印製│予豪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說明書印製│大生印刷有限公司
卡車運輸│蔡龍德
保險業務│蔡俊宏、賴炫銘
 
行政組
前台經理│魏意潔、黃涵昕
後台經理│王宣琳
技術統籌│李迎輝
執行製作│賴家祥
行政執行│何姵璇
票務服務│于仕珮
前台服務│許仲安、陳筱雯、陳佩伶
　　　　   林雨萱、劉縉寧

行銷協力
心侃多媒體｜陳心怡
用心娛樂｜周品懸

劇團編制
創辦人暨執行長│林佳鋒
創辦人暨藝術總監│黃致凱
駐團編導│黃彥霖
行政總監│江智慧
技術總監│李迎輝
行政經理│王宣琳
副 導 演│曾宗倫
執行製作│賴家祥
行政執行│何姵璇
行銷執行│魏意潔、陳筱雯、黃涵昕
行銷企劃│劉縉寧
美術編輯│許仲安
客戶服務│于仕珮
專案經理│莊莉晴
專案執行│林雨萱、廖羿函、朱元鈺
財務會計│陳佩伶
實 習 生│秦裕倫、黃鈺倫、蔡典蓉
 李若綺

顧問群
舞美設計顧問│曾蘇銘
服裝設計顧問│靳萍萍
音樂設計顧問│張　藝
舞台技術顧問│楊金源、林世信
影像設計顧問│黃仁君
行銷顧問│蔡妃喬、陳心怡、潘心慧
 王曉玟、朱家琳
表演顧問│楊麗音、王　琄、蘇麗媚
法律顧問│上林法律事務所
財會顧問│元展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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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名單

朱亞軒、傅五妹、陳細妹、朱瑞雲、朱陸豪、蘇麗媚、郭秋時、曾國城、林莉華、蕭芬芬、張育華
彭宏志、喜　翔、葛　蕾、鍾巧娟、陳秋萍、文　子、陳心妤、王　琄、萬　芳、林法德、陳心怡
王曉玟、蔡妃喬、潘心慧、王瓊玲、陶傳正、張本渝、丁紀維、卜學亮、于仕娟、小　希、五　熊
巴　鈺、王宇琪、王明華、王添義、王韻齡、王麗娟、白在根、白雅惠、朱傳文、何家茵、吳岳霖
吳怡霈、吳奕蓉、吳蔭蘭、吳蕎羚、郭雅慧、葉怡瑩、志　偉、李維琳、李慶軍、杜佳姿、汪娟娟
邢源琳、阮麗娜、周品懸、周家呈、林呈育、林育綾、林俐瑄、林美秀、林若雯、林臻雅、林興微
邱紹雯、阿　松、阿　狼、阿　粗、阿基師、俞　安、佳　宜、凃鴻恩、姜富琴、洪依婷、洪惠冠
美　雪、胡　瓜、孫翌恩、孫連翹、高廷東、婕　莉、張志先、張倩華、梁紅玉、陳心勻、陳衣甯
陳宛琳、陳政光、陳振展、陳凱倫、陳慧貞、傅健振、傅國賓、游博翔、華　姵、黃子佼、黃有芳
黃品文、黃柏凱、黃喜椿、黃毓婷、廖心妤、廖月英、廖素昭、廖偉凡、廖慶鍾、齊義維、楊碧雯
潘奕如、潘潞漪、蔡佳玲、蔡尚樺、蔡詩萍、鄭宛儒、鄭閔文、蕭芳綺、蕭淑玫、魏世芬、賴秋宜
戴相文、戴唯琪、薛羽彤、謝琬婷、張阮雪玉

屏風表演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光劇團、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豫劇團、心侃多媒體
啟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音社
夢田文創、結果娛樂、用心娛樂、誠品書店、PChome 24h 購物、國賓影城
法雅客股份有限公司、Readmoo 讀墨、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中國信託銀行、玉山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台新銀行、國泰世華銀行、新光銀行、兆豐銀行

元展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財團法人技嘉教育基金會、交通大學藝文中心、成功大學藝術中心
Pchome ONLINE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三立電視台、聯合新聞網、藝言堂、報導者
中央社、PAR 表演藝術雜誌、Event365 夏季號、ETtoday 新聞雲、NOWnews 今日新聞
CTwant 新聞、報導者、台中市音樂美學協會、親子天下雜誌、學生週刊、VidaOrange 生活報橘
蘋中人、華姵的音樂藝想世界 X TutorABC T 館、漢聲電台、POP Radio_POP 有夠靚
POP Radio_POP 大國民、中央廣播電台、原住民族廣播電台、講客廣播電台、佳音電台
TVBS 藝文潮、台灣亮起來、一袋女王、歡樂智多星、全民星攻略、全家有智慧、名人 360
陽光城市、型男大主廚、超級同學會、自由時報、時報周刊
全民大劇團、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劇場、阮劇團、表演工作坊、春河劇團、創造焦點、慾望劇團
薪傳歌仔戲劇團

特別感謝

文化部、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藝文推廣處

臺北城市舞台、新竹縣政府、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臺中國家歌劇院、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臺南文化中心演藝廳、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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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全台 166 名故事工廠小匠情義相挺

第一屆：
毛明雯、王郁盛、王致皓、王凱正、江怡珍、江品昀、呂文成、何佳怡、余敏苓、巫芊穎
沈文豪、沈莞儒、沈揚琳、李文義、李癸褓、李珮齊、李慧貞、吳冠陵、吳盈臻、吳鴻順
吳麗真、周士倫、周芝如、周佳勳、周靜君、林世國、林宛儀、林宥彤、林郁伶、林倩如
林雅嵐、林淑瑩、林曉吟、林靜梅、洪嘉良、紀宜苹、姚志叡、胡美吟、胡慶玲、奚昊晨
柯佑霖、柯旻秀、柯寶鵬、涂翔舜、高榮濱、孫景瑄、許杰中、許孟安、許慧珍、郭育汝
郭美淨、郭庭芳、張芳瑄、張倫愛、張雅茹、張弼雯、張鐙勻、陳怡如、陳怡嵐、陳亭妤
陳俊宇、陳威綸、陳珮語、陳涵婷、陳逸凡、陳瀅如、陳麗仁、陳鵬仁、湯文靜、彭俞軒
彭翊倫、彭莉閔、黃于芳、黃可欣、黃芝婷、黃佳惠、黃茵茵、黃悅娥、黃涵昕、黃淑美
黃偉菱、黃唯瑄、黃啟銘、塗昕宜、褚思穎、葛靜芸、葉雨青、葉映志、楊玉伶、楊玉瑄
楊依霓、楊舒涵、楊凱翔、趙文雅、趙芊惠、鄧涵方、潘姿錡、劉宗霖、劉亭伶、劉冠廷
鄭元婷、鄭州廷、鄭秀慧、鄭宜婕、蔡兆民、蔡明宏、蔡明岦、蔡佳娟、蔡坤真、蔡俊宏
穆逸蓁、蕭伊甯、蕭朝升、盧怡妏、盧宥廷、賴畇心、賴冠文、賴宥瑀、賴家祥、賴婷筠
戴彩鳳、謝茗卉、謝瓊芳、簡吟竹、顏貝如、顏佩雯、羅永翰、羅芝琳、嚴美文

第二屆：
江幸真、余曉婕、吳亮東、吳昱緯、呂育華、呂昀諶、呂銨育、林秋璇、邱嵐欣、施宜彣
洪宥育、徐宜琳、翁瑛梓、張育禎、張洧禎、張斳屏、張瓊方、莊翔蘭、許惠婷、許絜涵
陳書銘、陳慧珊、曾俊愷、曾雅文、游宗鴻、黃文志、黃冠綺、黃    璟、董永順、劉姵旻
蔡沛安、蔡蕙如、鄭健盈、鄭婉彣、賴姸方、賴威豪、蘇容瑢













2020 溫情回歸

1 / 17 -- 19荩⻍㙹䋑莻〵
2 / 7 -- 9倞⸈㗗憺嵳谁遯⚥䗱

一個小說家藉由書寫，
記錄他與小兒子之間的成長故事。

多年後，他開始慢慢失智，
唯一記得的是自己曾寫下的文字⋯⋯

在外打拼多年的小兒子，
被迫重新學習和父親相處，
透過憶述書中的往事，
來延緩父親記憶流失的速度，
卻也為自己上了一堂珍貴的生命課程。



編劇  丁啟文  導演  黃彥霖 



2020年5月



你想變成孫悟空嗎？

AR濾鏡正式上線！

啟   

 
 

啟

啟

 
啟





原創劇本 全面登場！

購買請至演出前臺
故事工廠官網線上訂購
或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故事工廠官網線上訂購 Readmoo 讀墨電子書



6週年不容易，

是我們生存下來的證明！



 

劇
劇 劇

劇

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