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次

獻詞 
序 i
緣起 iv
目錄 ix
劇照、圖片與可可士設計圖索引 x
本書常引書籍之縮寫代號 xiii

一．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1
二．遍歷宇宙乾坤的《浮士德》 33
三．空靈的舞台設計：可可士之白色空間系列 51
四．色彩生動的演出：可可士與拓地埃之舞台與燈光實驗 85
五． 挑戰兩齣雨果的浪漫劇：《艾那尼》和《呂克萊絲．波基亞》 115
六．愛情或語言的勝利？談馬里沃戲劇今日演出 141
七． 孤獨者的形象或女性主義的先驅？論維德志與米蓋爾執導之 
《憤世者》 157

八．嘉年華化的《緞子鞋》 173
九．邁向藝術劇場 193

附錄 1：維德志「夏佑國家劇院」任內導演作品表 205
附錄 2：參考書目 207

z-ww585-a.indd   9 2016/11/14   下午 04:48:51



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劇場應為思想匯合與討論之處，這些思想經舞台演出之努力，透過演

員軀體，以具體形式實際化成結晶呈現於外」。

─ Antoine Vitez（ET V : 186）

安端．維德志（Antoine Vitez, 1930-1990）為法國 1970 至 1990 年代

家喻戶曉的舞台劇導演、演員、教師、譯者及戲院總監。1972 年，他到巴

黎南郊的易符里（Ivry）做戲，那裡沒有被稱作戲院的建築物，但推出的節

目別開生面，充滿戲劇性，表演意象在多重層面之間流轉運作，演員鮮活

地利用血肉之軀體現形而上的思想。這個社區性小劇場在八年內一舉成為

不容忽視的重要劇場，為法國 1970 年代的戲劇史寫下了一頁傳奇。由於在

「易符里社區劇場」（ le Théâtre des Quartiers d'Ivry, 1972-80）的傑出表

現，1981 年左派政府上台，維德志得到文化部長賈克朗（Jack Lang）正式

委任 1，入主「夏佑國家劇院」（ le Théâtre national de Chaillot），獲得

劇壇一致支持。

維德志和夏佑國家劇院淵源不淺。1957 年，夏佑劇院當時的總監尚．

維拉（Jean Vilar）曾將 27 歲、演員出身的維德志攬入劇院，不過並沒有

找他登台演戲，而是請他主編劇院的刊物《簡訊》（Bref）。1972 年，夏

佑劇院改由賈克朗領導，他聘維德志為「藝術共同指導」2，為夏佑規劃節

目方向。由於賈克朗總監時期，劇院的大廳一直在整修，維德志改借「文

1  維德志在 1979年就接受研究夏佑國家劇院營運的案子，為接任總監職務暖身。任命案在大選之前
已經通過。

2  有兩位，另一位為 Christian Dupav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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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古堡」（ le Château de Vincennes）推出一系列「兒童國家劇場」節目，

他自己也在夏佑的小廳導了《禮拜五或野人生活》（Vendredi ou la vie 

sauvage ,  Tournier）、《奇蹟》（Les miracles）兩戲，開啟他的「戲劇－

敘事」系列實驗 3。

1981 年維德志接掌夏佑國家劇院，他從創設一個沒有戲院建築的社區

小劇場，到成為法國五大國家劇院之一的總監，肩負的是恢復夏佑劇院昔

日光輝的重責大任。

1、「國立人民劇院」的前身

在巴黎市西邊、塞納河右岸的一個小山丘上，矗立著壯闊的「夏佑

宮」。夏佑宮分東西兩翼，東翼現為「夏佑國家劇院」和「建築與遺產

城」（ la Cité de l '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西翼為「國家海軍博

物館」（ le Musée National de la Marine）和「人類博物館」（ le Musée 

de l 'Homme）。兩翼之間的平台是眺望艾菲爾鐵塔和「戰神廣場」（le 

Champ de Mars）的絕佳所在，為觀光客必遊景點之一。夏佑國家劇院佔

夏佑宮三分之一的空間，劇院的大廳位在地下，觀眾走進劇院大門，需往

下走一段深長的樓梯，穿過豪華氣派的大長廊（ le Grand Foyer），才能走

進觀眾席看戲。

夏佑宮前身「特羅卡德羅宮」（ le Palais du Trocadéro）是 1878 年為

「環球博覽會」興建的宏偉建築，其節慶大廳可容五千人，呈圓弧形的舞

台上有座巨大的管風琴，適合大規模的慶典活動，但其實不適合一般戲劇

演出。雖然如此，正因為體積龐大，這個建築與後來的「人民劇場」運動

有密切關係。

回顧戲劇史，從 19 世紀起，「為所有人民演戲」的理想開始發酵。

3  參閱楊莉莉，《向不可能挑戰：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年代》（台北，台北藝術大學／遠
流，2012），頁 1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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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1911 年，多才多藝的演員兼導演傑米耶（Firmin Gémier）4 受到鼓舞，創

設了「國立人民流動劇院」（ le Théâtre National Ambulant），將巴黎的

戲用卡車運到外省搭棚免費演出，每場觀眾 1650 人，造成轟動。但因所費

不貲，一年後就宣告破產而停止。

這個大手筆的藝術民主化活動廣得輿論讚許，促成傑米耶 1920 年奉

派在特羅卡德羅宮設立全球首座「國立人民劇院」（ le Théâtre National 

Populaire, 縮寫為 T.N.P.）。11 月 11 日開幕當天，為了慶祝法國第三共和

五十週年，超過兩百名演員以及三百位歌手和舞者參與演出 5，表演規模盛

大隆重。儘管標榜高品質演出，並以接觸最大多數觀眾為職志，人民劇院

的表演大廳因大而無當且設備不足，並不是理想的演戲場地。

1937 年，為了舉行「萬國博覽會」，特羅卡德羅宮被拆除，改建為新

古典主義風的夏佑宮。兩年後劇院開幕，可容納 2800 名觀眾，以繼承、發

揚國立人民劇院的精神為職志。

1951 年，維拉接任夏佑劇院總監，改名為「國立人民劇院」。維拉

視戲劇為全民生活必需品，一如自來水、電力和瓦斯，這座國家劇院便

是負責供給民眾日常精神食糧的單位。為此，刻意在所有文宣上使用縮

寫 T.N.P.，使大眾聯想 E.D.F.（Electricité de France，法國電力公司）、

G.D.F.（Gaz de France，法國瓦斯公司）等代表民生不可或缺之資源的縮

寫單字。而為了使普羅大眾走入劇場，維拉調降票價，廢除給帶位人員小

費的習俗，提供免費節目單和寄放衣帽的服務，並將開演時間提前到晚上

八點，以便散戲後，觀眾可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回家。維拉聚集了一批當年

最優秀的演員和舞台工作人員，在 12 年任期內，將國立人民劇院的名聲推

到頂點，實現了他將 T.N.P. 變成一座「為所有人民而設的全民劇場」（“un 

4  傑米耶 1892年加入安端（André Antoine）的劇場，受到很深的影響，1896年主演首位于比王（Ubu 
roi, Jarry）一炮而紅。傑米耶領導人民劇院直到 1933年逝世為止，同時兼任奧得翁國家劇院總監
（1922-30）。

5  根據人民劇院的公告，Colette Godard, Chaillot : Histoire d'un théâtre populaire (Paris, Seuil, 2000), 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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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éâtre populaire pour tous”）目標。

在巴黎導戲，維拉延續自己 1947 年創辦「亞維儂劇展」的表演風格，

以演員為中心，不用布景，改用強而有力的燈光在長 23 公尺的大舞台上

界定表演區位、製造氣勢，活用小道具、旗幟經營古典場景的氛圍，時空

背景則透過歷史戲服確立。維拉堅信戲劇演出以「服務」劇本為上，導

演不宜擅自強調個人觀點，所以他從不自稱是一位「導演」（metteur en 

scène），而僅是一齣戲的「場面調度者」（régisseur）。深信看戲是一般

老百姓接近知識與文化最直接有效的途徑，維拉導戲從不媚俗，更不曲解

經典，企望以一流的戲劇藝術提昇人民的文化水平，再藉由多數觀眾共同

參與，凝結共識，團結人心。除了廣聚共識這點，維德志與維拉的理想很

接近 6，兩人其實均是「頌揚詩學」（ l 'exaltation du poétique）的信徒 7。

於今觀之，維拉的舞台作品或許缺乏批判力道，這點肇因於他所秉

持的工作信念，不過他的戲也因此展現清晰透徹的質地（TI：19），深

刻、冷靜，演員表現更是出色，培養了一代明星如傑哈．菲力普（Gérard 

Philipe）、 菲 力 普． 諾 瓦 雷（Philippe Noiret）、 瑪 麗 亞． 卡 扎 蕾 絲

（Maria Casarès）、珍莫侯（Jeanne Moreau）等人。可惜 1963 年繼任總

監的喬治．威爾森（Georges Wilson）面對已然改變的社會大環境，無力

再造風雲，人民劇院的理想在六八年後屢遭質疑，面對另外兩家位於巴黎

市區的國家劇院，定位不夠清楚，再加上電視媒體蓬勃興起，夏佑劇院的

重要地位日漸流失。

1972 年，威爾森任期屆滿，文化部屬意在里昂工作多年的普朗松

（Roger Planchon）接班。為了力行支持「文化民主化」政策的立場，普

朗松婉拒出任夏佑劇院總監，但建議讓他工作的劇場接下「T.N.P.」的招

牌。這個深具意義的大膽提案得到文化部首肯，「國立人民劇院」遂走出

巴黎，在維耀爾邦（Villeurbanne）生根 8。

6  參閱《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年代》，前引書，頁 70-72。
7  Anne Ubersfeld, Antoine Vitez : Metteur en scène et poète (Paris, Quatre-Vents, 1994), p. 65.
8  參閱《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年代》，前引書，頁 357-58，但位階上仍只是一個「國家戲
劇中心」（centre dramatiqu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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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圖 1　今日的夏佑國家劇院。（Didier Monfajon）

夏佑劇院則由賈克朗接掌，宣示以「探索戲劇演出的新形式」為目標。

而為了容納各種新形式演出―這是後六八的表演精神，賈克朗任內大興

土木，預計將劇院翻修成多功能的表演場地，舞台與觀眾席的相對位置可

因應個別節目需求調整，觀眾席次縮減為 1200 個。不過，賈克朗在位僅僅

兩年，離職時工程尚未完畢，繼任的培里內堤（André-Louis Périnetti）對

這個不斷追加經費、且竣工遙遙無期的整修計畫大感頭痛。最後，終於完

工的多功能大廳沒有預期中的好用 9，引發很大的爭議。

1975 年，夏佑劇院重新取得國家級地位，成為巴黎第三座國家劇院。

在巴黎的國家級劇院中，聲名最卓著的是「法蘭西喜劇院」（ la Comédie-

Française），主要搬演古典劇目，擔負排演經典的重任；其次是「奧得翁

國家劇院」（ le Théâtre National de l 'Odéon）10，偏重製作歐洲經典劇

9  任何小小的空間調整均費時費錢，Louis Dandrel, “Les nouvelles orientations du Théâtre national de 
Chaillot”, Le monde, 21 novembre 1974。

10  從 1971年起成為法蘭西喜劇院的第二表演場地，1982年 7月改制為「奧得翁歐洲劇院」，但一年
中仍有半年時間歸法蘭西喜劇院使用，直至 1990年 6月方才完全獨立。法蘭西喜劇院另外得到
「老－鴿舍劇院」（le Théâtre du Vieux-Colombier）作為第二表演場地，1993年起開幕營運。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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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這兩間國家劇院歷史悠久，都以繼承、發揚傳統為職志，雖立意繼往

開來，但包袱過於沉重，作風趨向保守，推出的劇目常缺乏批判精神。法

蘭西喜劇院被戲稱為「戲劇博物館」，奧得翁劇院也難逃類似的譏刺 11。

夏佑國家劇院的前身建立在國立人民劇院的基礎上，縱使表演風格大異其

趣，表演劇目難免和其他兩間國家劇院重疊，因此，如何凸顯夏佑劇院的

特色，為新任總監的首要任務。

2、發揮「導演劇場」的創作能量

維 德 志 1981 年 就 任 夏 佑 國 家 劇 院 總 監， 他 引 述 德 國 詩 人 席 勒

（Schiller）1798 年 10 月 12 日威瑪劇院重新開幕時的頌詩：「在今日這

個嚴肅的世紀末，現實本身即為詩」，「眾人為了人性的大原則而奮鬥

不懈」，「一旦不想愧對人生舞台，戲劇藝術也有權展翅高飛」（ET V  :  

186）。維德志誓言與時並進，將夏佑國家劇院變成「一座屬於所有人的菁

英劇場」（“un théâtre élitaire pour tous”）12。這其實是維德志畢生工作

的目標，從 1968 年他在巴黎西郊的南泰爾（Nanterre）接觸所謂的「社區

劇場」（ le théâtre des quartiers）開始即揭櫫這個理想 13，到了易符里也

不改初衷，恪守的前提是不排斥任何階層的觀眾，標榜知性的追求。

為了激發觀眾思考，維德志認為表演旨趣不宜再單純定位於凝聚共識，

在八○年代思想百家爭鳴的時代背景下，再侈言於劇院中團結民心，無異

緣木求魚。相反地，他希望表演的意涵應矛盾、複雜到足以造成觀眾意見

分歧，進而引發討論。因此，他執意搬演影射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五十萬

軍人塚》（Tombeau pour cinq cent mille soldats ,  Guyotat）14 作為三齣就

任作品之一，堅持國家劇院理當反省「國恥」的問題，態度十足挑釁。

為了搬演當代經典，「柯林國家劇院」於 1988年成立，為巴黎的第四座國家劇院。
11  所以在 1968年學潮中，被當成指標性建築佔領。
12  參閱《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年代》，前引書，頁 70-72。
13  同前書，頁 52-53。
14  此戲演出分析，同前書，頁 1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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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圖 2　《五十萬軍人塚》設計草圖。

夏佑劇院富麗堂皇，維德志並未被宏偉的建築迷惑，他在《夏佑劇刊》

（Le Journal de Chaillot）的發刊詞剖析道：在易符里時期，「我們想要

證明人民劇場（ le théâtre populaire）並不一定是大眾劇場（un théâtre 

des masses），如果沒有戲院建築，劇場可以在一處可容遮風避雨的陋室開

演﹝……﹞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穀倉和糧倉、學校的操場、餐廳或公共

浴室﹝……﹞演戲。現在我們要使一個看起來像是相對於陋室的場地充滿

活力：這是一座帶誇耀意味的巨大建築，四十多年前為了慶祝人民和共和

而興建，可是今日這座劇院起伏不定的歷史最後留給我們的卻像是一間巨

大的陋室：大理石圓柱、﹝深長的﹞階梯、﹝大片﹞窗戶、雕刻、褪色的

鑲金裝飾；這實際上是一座王宮，但已然消亡、被棄置、一棟不切實際的

建築。這就是這座建築吸引我們的地方：正是，﹝我們﹞要用這些東西做

戲」（TI  :  102-03；ET V  :  179）

維德志對大廳的視聽效果最不滿意，他在兩年後爭取到經費，由可可士

（Yannis Kokkos）主導，重新整修戲院內部，改為寬 18 公尺 15、深 13 公

尺的鏡框式舞台，這麼一來，演員可以正面表演，台詞―劇本思想的所

15  從牆到牆的長度為 34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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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清楚地傳達給觀眾，最能表達他所揭櫫之「思想的劇場」精髓。

1983 年的《哈姆雷特》是在新舞台上演的首部大戲。

圖 3　夏佑劇院大廳 1983 年整修後平面圖。

以導演的身分―而非行政總監―入主夏佑劇院，維德志深知自己

的創作活力，是重新恢復這座大劇院昔日光彩最重要的能量。在他的思維

中，劇場總監分為兩類，一類是行政總監，擅長匯聚不同的趨勢，尋找不

同導演來院內做戲，展現法國劇場的多樣面貌；另一類是導演總監，重要

任務是實現自己的作品，透過一群工作伙伴共同做戲，而非邀請許多大導

演來共襄盛舉（CC :  24）16。

深知導演志業並非一人獨大的工作，維德志一到夏佑劇院即網羅之

前已合作過的可可士和阿貝濟思（Georges Aperghis），並找來拓第埃

（Patrice Trottier），分別倚重他們在舞台與服裝、音樂聲效以及燈光設計

的長才；他們四人相互激勵，目標是做出最能刺激想像力、最耐人尋味的

舞台作品。

16  八○年代的導演常一人肩負劇院半數以上的製作重擔，而時下一般導演總監通常結合幾位志同道合
的導演一起分擔一年三季的表演劇目，他們在自己管理的劇院執導的劇目普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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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圖 4　夏佑劇院大廳觀眾席。（Patrick Berger）

生於雅典的可可士，1963 年負笈法國「國立史特拉斯堡劇校」

（ l 'Ecole du Théâtre National de Strasbourg）主修舞台設計，後留在法

國工作。在夏佑，除了兩齣戲以外 17，可可士包辦了維德志所有導演作品

的舞台和服裝設計，是維德志舞台創作的靈魂人物。做設計向來以演員為

中心，可可士強調劇文的重要性，從而創造美妙的詩意空間，乍看顯而易

見、平淡無奇，實則密切結合了導演理念，其視覺設計雋永深刻，多次獲

獎：1986 年《伊蕾克特拉》（Electre ,  Sophocle）融古於今的設計獲「劇

評公會」（ le Syndicat de la Critique）舞台設計獎 18；1987 年《交換》

（L'échange ,  Claudel）的舞台設計，以及《沙德侯爵夫人》（Madame 

de Sade ,  Mishima Yukio）的服裝設計連奪兩個莫理哀獎；1988 年摘

下布拉格舞台設計四年展的金獎章（ la Médaille de la Quadriennale de 

Scénographie de Prague），這是西方舞台設計的最高榮譽。

17  伽尼爾的《依包利特》與蒙特維爾第歌劇《奧非歐》，這兩齣作品的視覺設計由勒梅爾（Claude 
Lemaire）操刀，設計走古典風。《依包利特》的演出分析參閱《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年
代》，前引書，頁 309-11。

18  參閱前書，頁 1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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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士從 1987 年起跨足導演歌劇，成績斐然，膾炙人口的演出有史

卡拉歌劇院製作之《諸神的黃昏》（Wagner, 1998）、巴黎「夏德雷劇

圖 5　《交換》設計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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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院」（ le Théâtre du Châtelet）製作的《浮士德之天譴》（La damnation 

de Faust ,  Berlioz, 1990）19、《無地斯》（Outis20,  Berio, 1999）和《特

洛伊人》（Les Troyens ,  Berlioz, 2003, 2007），1998 年因執導莫札特

歌劇《狄托王的慈悲》（La clemenza di Tito）榮獲「勞倫斯奧利弗獎」

（Laurence Olivier Awards）。

音樂家阿貝濟思同樣出生於雅典，1963 年起到巴黎工作，從 1976

年到 1997 年成立「戲劇與音樂工作坊」（Atelier Théâtre et Musique, 

ATEM），專注於實驗各式音樂創作。除創作歌劇、清唱劇、室內樂等

傳統的音樂類別之外，他致力於發展所謂的「音樂性戲劇」（ théâtre 

musical）， 結 合 演 員、 舞 者、 歌 者、 樂 手、 錄 像 藝 術 家（vidéo 

artiste）、舞台及燈光設計師一起工作，最後的創作呈現人聲和器樂、弦

樂和打擊樂器、聲音和環境聲效的各種組合和對話，演員的聲音和動作透

過燈光、表演空間的襯托形塑了獨特的意象，作品結構嚴謹，帶點幽默，

節奏感強，獨樹一幟，代表作有《對話》（Conversations ,  1985）、《列

舉》（Enumérations ,  1988）、《評論》（Commentaires ,  1996）等，創

作量少但質精。2011 年得到第一屆「卡格爾音樂獎」（Mauricio Kagel 

Music Prize）21。阿貝濟思為夏佑節目設計的音樂及聲效意味深遠，為

《紅披巾》（L'écharpe rouge ,  Badiou）譜曲是最大型的一次創作。

從 1974 年入行，拓第埃同時活躍於戲劇和歌劇圈，雖然也和其他導演

及舞台設計師合作，但和維德志、可可士的合作最能大顯身手。可可士極

簡的舞台設計在他的燈光烘托下看來美不勝收，他們聯手在夏佑進行了一

系列的視覺設計實驗，於今看來依舊大膽而細膩 22。

19  參閱楊莉莉，〈歷盡宇宙乾坤之大戲─談《浮士德》與《天譴》的舞台演出〉，《白遼士：浮士德

的天譴》（台北，麥田，2003），頁 35-47。
20  即「無人」之意，參閱楊莉莉，〈戲劇導演歌劇獻新藝：談《黑桃王后》、《無地斯》與《魔笛》巴
黎最新演出〉，《表演藝術》，第 90期，2000年 6月，頁 18-19。

21  由 Arts Foundation North Rhine-Westphalia頒發。
22  分別在本書第三、四、五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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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紅披巾》演出投影片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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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這些作品可概分為三大方向：最引人矚目的是白色系列，包括《阿

爾及利亞工人薩伊德．哈馬迪先生訪談錄》（Entretien avec M. Saïd 

Hammadi, ouvrier algérien ,  Ben Jelloun）、《 哈 姆 雷 特 》、《 法 爾

虛 ／ 錯 誤 》（Falsch ,  Kalisky）、《 喬 裝 王 子 》（Le prince travesti ,  

Marivaux）以及《于比王》（Ubu roi ,  Jarry）等五齣戲；其次是色彩實

驗，從《海鷗》（Tchekhov）、《鷺鷥》（Le héron ,  Axionov）、《紅披

巾》、至《交換》及《安娜卡歐娜》（Anacaona ,  Métellus）五部作品；最

後是陰暗的演出，代表作為雨果的《艾那尼》（Hernani）和《呂克萊絲．

波基亞》（Lucrèce Borgia）。其他不歸在系列作品的重要演出，有和義

大利演員合作之《愛情的勝利》（Il  trionfo dell 'amor ,  Marivaux）、《伊

蕾克特拉》、《亦名》（Alias ,  Drai）、《緞子鞋》（Le soulier de satin ,  

Claudel）、《憤世者》（Le misanthrope ,  Molière）等。這些作品大半在

製作條件波動不定的情況下推出，但導演與設計理念依然首尾一貫，足見

主事者貫徹理想的信念之堅定。

「導演劇場」最吸睛之處仍在於出色的表演，而在缺乏駐院劇團制度

的環境裡 23，維德志的理想是為約聘演員建立一種類似大家庭的親密關係

（TI  :  307），演員在不同的戲中出現，觀眾也同步見證他們的成長（Ibid. :  

106）。除了自己的學生和舊識，凡遇到特別角色，維德志會另邀具獨特

氣質的演員一起合作，例如為了《呂克萊絲．波基亞》中的要角德埃斯特

（Don Alfonso d'Este）公爵，他找來維拉的名演員若里斯（Jean-Pierre 

Jorris）24，替角色挹注深度感。演員出身的維德志熱愛演員，甚至會為

心目中的好演員量身打造能讓她們大加發揮的好戲，例如《波基亞》是為

了凸顯女演員史川卡（Nada Strancar），《艾那尼》是因為嘉絲達兒蒂

（Jany Gastaldi）25，而《伊蕾克特拉》第三度搬上舞台，則是為了伊絲翠

23  法國演員一般是按演出約聘，在八○年代，除法蘭西喜劇院和「陽光劇團」實行駐院劇團制度以
外，其餘戲院皆無劇團編制。

24  當年《席德》（Le Cid, Corneille）首演的男主角。
25  在易符里社區劇場時期，維德志已為史川卡導了《卡特琳》一戲，見《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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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Evelyne Istria）。

為了實踐「戲劇大家庭」的理想，同時也為了使不同戲碼相互指涉，

維德志在夏佑任內經常以同一組演員，在同樣的舞台設計架構中，連續演

出二至三齣戲。例如 1981 年的三齣開幕戲就是用一批卡司，先後主演《浮

士德》、《五十萬軍人塚》和《布里塔尼古斯》（Britannicus ,  Racine）；

1982 年，在小廳搬演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悲劇《依包利特》（Hippolyte ,  

Garnier,  1573），以及蒙特維爾第的歌劇《奧非歐》（L'Orfeo），兩齣戲

使用了同樣的布景；1984 年，推出契訶夫名劇《海鷗》，同樣陣容接著上

演當代俄國異議作家阿西歐諾夫（Vassili  Axionov）之《鷺鷥》，舞台設

計也異中見同。

1988 年莫理哀名劇《憤世者》和當代海地詩人梅特流思（Jean 

Métellus）的《安娜卡歐娜》，也在同樣的概念下聯袂登場。梅特流思的詩

作記述海地詩人王后安娜卡歐娜如何被入侵的西班牙殖民者矇騙，終至全

族被誅的悲慘史實。該劇與莫理哀的詩劇並無任何交集，勉強沾得上邊的

只有兩劇均以古典法文寫作。那麼刻意用《憤世者》的卡司主演《安娜卡

歐娜》，用意何在？維德志在節目單尾聲特別註明自己的「劇團夢」：用

相同的演出條件搬演今、古兩齣不同戲碼，令人依稀感覺是古老的劇本孕

育了新作品，大大拓展表演的劇目範疇（TI  :  567）。就劇意而言，《安娜

卡歐娜》其實接近《緞子鞋》；後者以傳播天主福音之名，稱頌 16 世紀西

班牙的殖民戰爭，《安娜卡歐娜》則暴露殖民戰爭猙獰的本質。搬演梅特

流思之作，宛如是維德志對克羅岱爾的間接批評。

導戲之外，維德志向來重視表演教學，視其為攸關戲劇藝術存亡絕續

的重要工作，他因此開辦了「夏佑劇校」（ l 'Ecole de Chaillot），以期具

體實現啟發式的表演教學理念 26。更深一層看，夏佑劇院被設定為一所「演

志 1970年代》，前引書，頁 185-210。史川卡主演呂克萊絲，嘉絲達兒蒂出任艾那尼的情人素兒
（Sol），兩位女主角的演技分析，請見本書第五章。

26  參閱前書，頁 3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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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練大劇場」（un “Grand Théâtre d'exercice”），附設劇校乃為必然之舉。

一所劇校與劇院的發展息息相關；劇校為劇院所推出的戲作準備，進行實

驗，演出過後，檢討表演設定的工作目標，反省進而改善。劇校和劇院相

輔相成，演出與教學並進，劇院得以兼顧演出及研究的雙重目標，這是維

德志對夏佑劇院的期許。

為加強和觀眾交流，維德志發行了《夏佑劇刊》，深入報導夏佑的節

目，並從 1985 年起創立《戲劇藝術》（L'art du théâtre）季刊，每期邀請

學者與戲劇工作者共同探討重要議題，諸如「戲劇性和浪漫主義」、「外

在的神話、內在的神話」、「新形式主義」、「教表演的導演」等，均能

引發興趣；至 1989 年維德志離職為止，《戲劇藝術》共發行 10 期。《夏

佑劇刊》與《戲劇藝術》兩本刊物是研究夏佑劇院的第一手資料，也是探

究 1980 年代戲劇思潮的重要資料。此外，維德志積極和「南方文獻」出版

社（Actes Sud）合作，公開發行夏佑劇院演出的劇本 27。

以上種種，皆可見維德志重視戲劇藝術的文字流通與傳播。他深信戲院

要能經營成功，必須有「真正的大眾」作為基礎（TI  :  99）；而積極和觀眾

深入溝通，便是培養真正大眾最有效的管道。

3、在舞台上誕生的導演

1972 年，維德志無畏困難，以歌德的《浮士德》為易符里社區劇場開

幕。礙於當年經費拮据，只能用七名演員在臨時搭建的場地空台演出，無

法大展身手 28，難免抱憾。本劇上天入地的恢宏格局，顯然是觸動維德志

再度將這部傑作當成夏佑劇院就任首齣大戲的原因。況且，以國家劇院的

規制和經費，當能解決 1972 年版捉襟見肘的技術與人力問題。至於選擇

《布里塔尼古斯》，自然是由於拉辛在法國古典戲劇無可取代的地位，以

27  印行劇本在八○年代的法國是賠錢生意，新人新作更是乏人問津。
28  參閱《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年代》，前引書，頁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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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德志個人對拉辛的鍾愛。挑這兩齣世界級的經典為國家劇院開幕，可

謂名實相當。第三齣開幕作品《五十萬軍人塚》實以阿爾及利亞戰爭為雛

形，透過 12 段激烈動盪的戰場記述，迫使觀眾感受法國最後一場殖民戰爭

的殘酷，維德志堅持國家劇院也負有「圖解說明國恥」的「義務」（TI  :  

526）。

這三齣戲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有一共同主旨―瀕臨地獄深淵的罪

惡問題。浮士德與魔鬼訂約，攸關主角身後上天堂或下地獄的命運；居約

塔（Guyotat）的小說描繪人間地獄的戰場實景；布里塔尼古斯的悲劇，可

說是被鬼迷了心竅的尼羅王一手造成的。三齣戲的主角均象徵性地走了一

趟地獄；邪惡（ le Mal）是糾纏維德志的主題之一，身為無神論者，他探討

作品的形而上層次，由此連結他向來關切的歷史罪惡問題 29。

圖 7　《浮士德》舞台設計草圖。

這一版《浮士德》大製作充滿意象，最令人驚訝的場面，莫過於主角的

戲劇化登場。第一場「暗夜」發生在舞台前景，黑暗的台上只見楔子「天

29  Ubersfeld, op. cit.,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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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上序曲」留下來的一個大旅行箱，這個箱子的意象源於第一版演出。突然

間，箱蓋被一隻赤裸的手臂緩緩推開，維德志主演的老浮士德冒出頭來，

他一手拿著一本打開的小書，一手扶著箱蓋，雙頰瘦削，在聚光燈投射下

臉色慘白，開口感嘆道：「哲學，唉！」書頹然掉落，兩手無力垂下。

「法律原則、醫學，你也是，憂鬱的神學！」老浮士德鬆開扶著箱蓋的

手，精疲力竭，「我曾經熱切、耐心地透徹鑽研過你們」，如今才理解到

「我們什麼都無法了解」！

老浮士德禁閉在旅行箱中，猶如禁閉在知識的牢籠裡，開門見山地指

出主角的心理癥結。浮士德縮在旅行箱裡，在維德志眼中，也引人思及躺

在浴盆中的法國大革命烈士馬哈（Marat）、在木桶裡沉思的希臘哲學家

狄奧根尼（Diogène）、耶穌基督、縮在殼中的蝸牛、死而復生的拉撒路

（Lazare）……30，意涵不停繁衍、擴充，這是他典型的思考模式。

老浮士德想站起來，因身體僵硬，動作遲緩，僅能支起上半身，一直到

他表示自己並不比其他任何知識分子來得博學，才總算站起身來，全場觀

眾萬分驚訝地發現維德志居然全身赤裸！老浮士德將兩手伸向觀眾，手心

向下，對著他們表露心跡：「就是狗也不願意如此苟延殘喘！」他小心翼

翼地跨出箱子，撿起一件白襯衫穿上，決心自此要改學巫術。

赤裸蜷曲在箱中的老浮士德，促使觀眾想到生命源頭；走出箱子，不僅

象徵浮士德的新生，同時也意謂著夏佑劇院新任掌門人之誕生，因為這個

箱子是從「山丘」深處挖出的，而夏佑劇院的大廳即位在地面之下。「我

光著身體待在箱中，就像一個人赤裸地待在母親腹中」，維德志解釋道，

「我說的是每個人的故事。浮士德或『每個人』（Jedermann）31。一個人

赤條條地來到世界，以純真的樣貌面世，而後穿衣、扮演一個角色，進入

一個自我以及他人對我們的形象多重再現的系統中」32。

30  維德志 1982年 1月 17日在夏佑劇院召開演出討論會上的發言，見 Catherine Naugrette-Christophe, 
“La rhétorique des images dans le Faust de Vitez”, Goethe et les arts du spectacle, Actes du colloque de 
Frankfort, 1982, éd. Michel Corvin (Bron, C.E.R.T.C., 1986), p. 40。

31  Hugo von Hofmannsthal寫的神秘劇，1911年首演。
32  Vitez, entretien avec Josanne Rousseau, paru dans Revue, 1983, cité par Godard, Chaillot, op. cit.,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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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身為舞台幻影的創造者，維德志不敢自矜，演到浮士德感嘆自己

長年閉關在狹隘的書房時，「這兒是你的世界，這算是一個世界！」，他

凝視著箱子感嘆道，一手指著箱蓋的內裡，上面彩繪《浮士德》舞台上的

森林場景。這個手勢蘊含雙重意旨，既指涉老浮士德的書牢，也公然點出

舞台表演的虛幻。更何況，這個箱蓋上所描畫的風景，相對於外面的大千

世界，簡直渺小得可笑；同時，主角的另一隻手上還拿著一隻未及穿上的

短靴。這滑稽的模樣暴露老博士／導演意圖掌握／營造虛幻世界之荒謬。

維德志詮釋浮士德長達 128 行的開場獨白充滿懸疑和張力，旅行箱就

是他的書房和世界。「你不是住在神為你創造的活生生的大自然中，而是

被煙塵、霉爛、動物遺骸、死人骷髏包圍」，他用力掀開蓋子，在箱中翻

搗，發出不小的聲響，後覺悟到要「解放你自己！」他猛然闔上箱蓋，站

到箱上，兩手伸向天空，「投向空間中」。接著想起魔法書，他走下來，

再度打開箱子，取出一個小包袱，小心翼翼地解開繩子，拿出一本小書，

打開、翻閱、再闔上，在書上敲三下，身體轉圈子，召喚地靈前來，準備

要展開「新生」33。

從老主角陷入絕望深淵開始，維德志歷經自省、冥想、反思、自我辯

證，到下決心與巫術為伍，思緒來回反覆，自我詰問，個人舞台詮釋層次

分明，每一句台詞都發揮了力量，且滲透自己入主夏佑劇院的象徵意義，

甚至自嘲導演製造舞台意象的「創造力」，形成演出的「嵌套」（mise en 

abîme）現象，表演意味精深微妙，這是他的作品標幟。

4、思想劇場的演練

「劇場每天都證明一種警戒的精神仍然存在。在世上所有國家，大家都

33  本劇引言均出自 Goethe, Faust, trad. Gérard de Nerval (Paris, Flammarion, 1964), pp. 47-49。後續的演
出分析見本書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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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知道就是在劇場的牆後面，在劇團和演員家族之間，有人保存社會的語言和

手勢，有人加以模仿，有人排練並複製，有人練習以求改變，有人提出典型。

這個工作具有批評精神，向來如此。今天，劇場的任務在於對不斷攻擊

我們、難以數計的資訊、消息及廣告提出抗議。為了自身與觀眾，我們拒絕

小螢幕以一種露骨的（toute crue）意象呈現之真實，企圖讓人看了感覺顯而

易見且合乎常理。

法國為何需要劇場的原因在此」。

 ─ Antoine Vitez（TI : 106）

服膺皮斯卡托（Piscator）的見解，維德志堅信，「劇場是社會的手

勢和語言之實驗室」，劇場既保存了遠古的表現形式，同時卻也是傳統的

對手（TI :  110 ; ET V :  188）。相對於「國家劇院」容易予人因襲、一

成不變、確立不移的表演意識型態，維德志期許夏佑劇院是座注重演練

的劇場，在製作新戲之際應重視研究，這是夏佑有別於其他國家劇院之

處，他堅持國家劇院也應勇於搬演新作 34，承擔走在浪頭之上的風險（TI :  

121）。

夏佑劇院有大小兩廳，大廳在八○年代有 1200 個座位，小廳有 408

個。維德志認為大廳代表劇院的形象，理應推出建構社會記憶的經典，採

變奏或創新的形式活絡人民對經典的記憶，這是劇場藝術存在的理由。小

廳則宜鼓勵實驗新作，或嘗試以新鮮手法推出遺珠之作。此外，夏佑國家

劇院內面對艾菲爾鐵塔的「大長廊」也規劃為表演場地，專門上演非具象

作品、兒童節目、小型歌劇、詩歌朗誦或偶戲（ET V :  251-52）。以演練

為出發點，著重思想的辯證，兼及劇本的文學和藝術價值，與時並進，是

維德志在夏佑導戲與安排劇目的原則。

34  1980年代的法國劇場仍以重新製作經典名劇為要事，這個趨勢一直到 1990年代新世代的導演崛起
方逐漸改變，參閱楊莉莉，《新世代的法國戲劇導演：從史基亞瑞堤到波默拉》（台北，台北藝術大

學／遠流，201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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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維德志雖常提及「思想」（ idée）35 一字，他謝世後出

版的導演札記也以《思想的劇場》（Le théâtre des idées）為題發行，但他

並非意在提倡「命題劇場」（ théâtre à thèse），而是期望推出能夠刺激思

想的劇作，不同的思想透過角色互相辯論。他表示：「作者並未說出他的

意見，這點完全和命題戲劇相左；不，作者令思想說話如同真人，彷彿思

想有具肉體似的」（TI：13）。例如在希臘悲劇《伊蕾克特拉》中，正反

兩面意見透過女主角和她的妹妹披露，伊蕾克特拉高喊正義，不向強權低

頭，妹妹則斂首低眉，宿命且認分，雙方其實都有道理。唯有透過實際排

練，讓思想成形，進而展開辯論，觀眾方能體會其嚴重性，這是演出的重

頭戲 36。

總計八年任內，維德志在夏佑體制內導演了 23 齣作品，包含法國古典

戲劇、現代法語創作、世界經典、歌劇及另類作品。其中，在法國古典戲

劇方面，執導了拉辛、伽尼爾、馬里沃、雨果及莫理哀名劇，佔他導演劇

目的四分之一。

維德 志 七 ○ 年 代 曾 執 導 三 齣 拉 辛 悲 劇：《 昂 卓 瑪 格 》（Andro-

maque）、《費德爾》（Phèdre）和《貝蕾妮絲》（Bérénice）。如同其他

新古典時期戲劇，這三部作品的角色完全是語言的產物，他們的言語就是

他們的行動，他們的情感遂永遠只能是愛情論述，無法具體化成動作，加

上維德志對詩詞唸法的高度講究，演員表演側重形式勝過傳達內在情感，

演出予人較形象化的觀感。

到了夏佑國家劇院，《布里塔尼古斯》的演員全著羅馬長袍，在一條深

入觀眾席的長走道上激烈表演，角色的七情六慾完全外現，劇情故事清楚

35  視不同場合可譯為「意念」、「主意」、「見解」、「想法」、「思想」等詞，但仍以「思想」二字最能傳
達維德志的意思。

36  劇作家維納韋爾曾質疑「思想劇場」存在的先決條件，認為光有思想是不夠的，例如宣傳劇，劇
作家不是為了宣傳一種信念而編劇，詳見Michel Vinaver, Ecrits sur le théâtre, vol. II (Paris, L'Arche, 
1998), pp. 14-15；維納韋爾其實窄化了維德志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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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沒有複雜的輪演機制 37，或刻意標榜的表演程式 38，一般觀眾均可輕

易入戲 39。同樣地，《憤世者》的全新製作也顯得較人性化，演員詮釋感情

真切，這是維德志的一大轉變。而伽尼爾的悲劇為拉辛名劇《費德兒》之

前身，六位演員兼顧說詞和演技，對白聲韻豐富，聽起來既陌生又熟悉，

演出得到激賞 40。演練伽尼爾遭人遺忘的悲劇，顯見維德志對古典詩劇的濃

厚興趣。

1985 年是雨果逝世百年，夏佑製作了《艾那尼》和《呂克萊絲．波基

亞》兩齣戲，還邀洛庸（René Loyon）在小廳推出《一千法朗的報酬》

（Mille francs de récompense），並請多位藝術家和哲學家朗讀雨果詩

文，為該年度唯一有系統搬演雨果的劇院。雨果在 20 世紀經常遭到嘲諷，

劇作乏人問津。文壇泰斗阿拉貢（Louis Aragon）有感而發，寫了《你讀

過維克多．雨果嗎？》（Avez-vous lu Victor Hugo?），維德志這才體會到

詩人喚醒民心、鼓舞士氣的熱情，經由文學開啟了他接觸政治之路 41。

出人意料的是，這兩齣不被看好的新製作均得到觀眾支持，尤其相

較詩劇《艾那尼》，劇情通俗的《波基亞》並不常演出。在文化部大筆

補助之下，裁製了精美的服裝，巡迴歐洲演出，造成轟動 42。進一步看，

搬演雨果，也等於是和「國立人民劇院」以及維拉連結，因為「戲劇」

（ théâtre）、「國家的」（national）、和「人民的」（populaire）三個

字詞的意義串聯，最早是雨果在《瑪麗翁．德羅姆》（Marion de Lorme ,  

1830）一劇序言揭櫫的 43。

37  如《昂卓瑪格》，參閱《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年代》，前引書，頁 279-80。
38  如《貝蕾妮絲》，同前書，頁 299-300。
39  《布里塔尼古斯》演出分析見前書，頁 303-09。
40  同前書，頁 309-11。
41  他於 1957年加入法國共產黨，同前書，頁 11-15。
42  Vitez, “Victor Hugo et son théâtre, Antoine Vitez à la Sorbonne”, Romantisme, no. 69, 1990, pp. 118-19.
43  雨果這篇序言談及 1830年的七月革命連帶促成了解除劇本審查製作上演的制度，他對解禁後藝術
家可以直接為人民創作期許甚深：對於上天給予創作天分的人而言，他們應創造「一個寬廣和簡

單的劇場，既單一又多樣化，從劇情／歷史看是國家的，從真理看是人民／通俗的，從感情看合

乎人性、自然、普世」（“Ce serait l'heure, pour celui à qui Dieu en aurait donné le génie, de créer tout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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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艾那尼》第四幕舞台設計發想圖。

至於馬里沃，他的言語精緻細膩，劇情歷經一連串假扮與謊言本就語意

曖昧，疑竇重重。主角在愛的路上欲進還退，作者更絕不在作品裡表態，

如此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作品從 1970 至 90 年代大受歡迎，對維德志而

言則為全新的嘗試。他曾在 1983 年執導冷門的《喬裝王子》，1985 年接

受米蘭「畢可羅劇場」（Piccolo Teatro）邀請，導演義大利語版《愛情的

勝利》，票房亮麗，後於 1987 年在夏佑的小廳再度上演。這兩次分別和法

國和義大利演員合作的戲迥然相異，恰好反映了馬里沃戲劇的兩大表演傳

統。

在現代法語作品中，維德志導了賈里的《于比王》、克羅岱爾的《交

théâtre, un théâtre vaste et simple, un et varié, national par l'histoire, populaire par la vérité, humain, naturel, 
universel, par la passion.”）。Cf. Olivier Bara, “National, populaire, universel : tensions et contradictions 
d'un théâtre du peuple chez Victor Hugo”, Théâtre populaire et représentations du peuple, dir. Marion 
Denizot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0), pp.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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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換》和《緞子鞋》、居約塔的《五十萬軍人塚》、卡理斯基的《法爾

虛》、德蕾的《亦名》、梅特流思的《安娜卡歐娜》，前三齣為現代經

典，後四齣為當代創作，數量也佔其總執導劇目的四分之一。

選擇《于比王》，維德志意在批評法國中產階級的意識型態，跳脫此劇

過去標榜前衛的慣例，觀演過程令人驚訝連連。至於克羅岱爾本是維德志

的舊愛，《交換》一劇為大戲《緞子鞋》暖身，兩戲均得到高度評價，特

別是後劇不僅是克羅岱爾的平生代表作，也是維德志的巔峰之作，促發新

生代導演對克羅岱爾的興趣。居約塔之作原為長篇夢囈，此戲延續維德志

在易符里時期開始的「戲劇－敘事」系列實驗。卡理斯基習慣在劇中併置

今古雙重時空，藉由猶太民族議題反省當代政治與歷史，自 1970 年代起就

受到維德志青睞，他寫的《克拉蕊塔的野餐》（1974）44及《海邊的大衛》

（1979）45 都曾被維德志搬上舞台，引發熱烈討論，而《法爾虛》則是夏

佑最賣座的製作之一。在大長廊演出的《亦名》為新人新作，以一位在異

鄉失業的猶太勞工為主角，探討認同危機、社會問題，以及外語對個人身

心所造成的衝擊。就搬演當代法語劇本而言，維德志首重詩文或具顛覆性

的語言，議題的政治性與社會性還在其次。

在夏佑時期製作的世界經典名劇，《浮士德》是第二度登上維德志的

舞台，《伊蕾克特拉》則是第三度，兩齣戲都超越了易符里社區劇場時

期的成績。《浮士德》是維德志罕見的大手筆製作，詮釋大膽而細緻；

《伊蕾克特拉》今古交疊，得到一致好評。維德志執導的唯一一齣莎劇是

《哈姆雷特》，全本演出 46，由法蘭西喜劇院當家小生封丹納（Richard 

Fontana）領銜，為劇院重新整修後推出的首部作品，也是維德志任內唯

一一部在夏佑大廳兩度上演的大戲，重要性不言而喻。維德志早年執導過

《海鷗》（1970），是他導演生涯唯一一齣契訶夫名劇，他甚至親自翻譯

44  參閱《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年代》，前引書，頁 87-89。
45  由奧得翁國家劇院製作，參閱前引書，頁 104-05。
46  由於全本演出長達五小時，維德志考慮到一般觀眾的耐性，另外推出了三個半小時的濃縮版，兩個
版本輪流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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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特別的是，《海鷗》的製作自始即與阿西歐諾夫的《鷺鷥》一併考

量，相互對照，兩戲演出風格大相逕庭。西方經典雖僅佔維德志夏佑任內

六分之一的分量，但選演的作品均可謂經典中的經典，《浮士德》、《哈

姆雷特》和《伊蕾克特拉》三戲更被視為導演的高峰之作，格外予人重量

感。

以上純粹從個別演出本身點出其製作上演的意義，但在維德志的思維

中，選擇搬演的作品間其實是互相關聯的。例如 1984 年他受邀為「巴黎

歌劇院」執導威爾第歌劇《馬克白》，當時他已排定下年度將推出兩齣雨

果和《于比王》，他表示：透過威爾第，他和莎翁連上了線，雨果為莎翁

圖 9　《緞子鞋》舞台設計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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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第一章　發揚「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

的兄弟；而《于比王》實為《馬克白》之降格諧擬，當年度新製作的《海

鷗》則是俄國版的《哈姆雷特》47。由此可見他考慮表演劇目的連貫思路，

尤其喜歡交織現代和古典作品，將「此地此刻」和「昔日他處」聯結 48，擴

大觀眾的視野。

戲劇之外，維德志推出了三齣小編制的歌劇，分別是《奧非歐》、

《人聲》（La voix humaine）以及《紅披巾》，這與他開始受邀執導歌

劇有關 49。執導歌劇，維德志主要是從戲劇觀點考量。普朗克（Francis 

Poulenc）為考克托（Jean Cocteau）寫的戲劇獨白所譜曲之《人聲》詞曲

皆美，維德志邀請女高音貝杭傑（Anne Béranger）擔綱，在大長廊演出，

只用鋼琴伴奏，佳評如潮 50。而以希臘神話為題材的《奧非歐》為歌劇的源

頭之作，值得在戲院中推介。

最重要的歌劇演出為在大廳推出的《紅披巾》（1984）。以共產主

義為題的《紅披巾》原為長篇鉅著，維德志原本想以這部小說作為到任

之作，後因考慮到作者原先設想的是歌劇格局，而且也為了延續《葛麗

絲達》（Grisélidis）新編歌劇的實驗 51，乃央請哲學家巴帝烏（Alain 

Badiou）將小說改寫成劇本，並請阿貝濟思為之譜曲。

為鼓勵年輕導演實驗新作，維德志在大長廊開創「簡扼形式」

（“formes brèves”）系列，且開先鋒做了一齣以時事為題的戲《阿爾及

利亞工人薩伊德．哈馬迪先生訪談錄》，這原是知名的摩洛哥作家班傑倫

（Tahar Ben Jelloun）1978 年發表於《世界報》（Le monde）的一篇訪談

錄。此戲延續維德志在易符里任內所推出的時事新聞訪談劇，代表作為極

47  Gérard Mannoni, Le quotidien de Paris, 26 septembre 1984, cité par Ubersfeld, op. cit., p. 87.
48  參閱他寫的〈此地與此刻／昔日與他處／此地與昔日／他處與此刻〉，收錄於《法國戲劇導演安
端．維德志 1970年代》，前引書，頁 390-92。

49  除《馬克白》之外，1986年為史卡拉歌劇院導演《貝雷阿斯與美麗冉德》（德布西），1987年為蒙
特婁歌劇院導演《奧塞羅》（威爾第）。

50  Cf. Jean Cotté, “La voix humaine : Le génie de la simplicité”, France-Soir, 14 juin 1982.
51  演出分析參閱《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70年代》，前引書，頁 1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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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評的《喬治．龐畢度與毛澤東的會面》（1979）52，但表演基調沉重，

當年「丑戲」（ le sotie）的鬧劇痕跡消失無蹤。

綜合上述，足以刺激觀眾思考的高水平劇目是維德志的首選。在大廳排

演大戲的工作幾乎占據了他所有的注意力，誠如他本人的反省：「是大廳

左右了一切，如同在亞維儂，是教皇宮的﹝榮譽﹞中庭聚集了所有目光的

焦點」（ET III :  251）。大廳每年四分之三以上的時間上演維德志的戲，

他原來希望做些小型實驗作品，結果無暇進行，事實上，他同時深愛大、

小兩種劇場表演形式。

5、多樣化的表演節目

維德志也透過「巴黎秋季藝術節」邀請了幾位國際知名的導演，不過他

將更多機會讓給法國有潛力的導演，是更可貴的地方。

西方經典是大廳節目的最佳首選，有克萊斯特的《潘泰齊蕾》

（Penthésilée ,  1982）、 皮 藍 德 婁 的 未 完 稿 傑 作《 山 上 的 巨 人 》

（1982），以及兩部莎劇《李爾王》（1985）、《泰特斯．安德洛尼庫

斯》（Michel Dubois 導，1987）。《潘泰齊蕾》和《山上的巨人》二

劇在法國難得一見，分別由安傑爾（André Engel）和拉弗東（Georges 

Lavaudant）執導，兩位都是八○年代活躍的導演。《李爾王》由德

國大導演葛會伯（Klaus Michael Grüber）在柏林列寧廣場「戲院」

（Schaubühne）劇場執導，是大師級的典範之作，夏佑劇院參與共同製

作。與此相較，《安德洛尼庫斯》因是初出土的莎翁處女作，維德志認為

有必要在國家劇院鄭重介紹給觀眾。

維德志本身在大廳推出不少法國古典劇作，另外邀演的只有 1986 年

的兩齣，一為日語版的《費德兒》，由渡邊守章（Moriaki Watanabe）

率日本「演劇集団円」赴法國表演，顯示維德志對拉辛悲劇演出嚴格表演

52  同前書，頁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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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高度興趣；一為博馬榭之《費加洛的婚禮》，樊尚（Jean-Pierre 

Vincent）執導。眾人皆知，莫札特歌劇比法文原劇來得流行，不過在畫家

向巴（Jean-Paul Chambas）出色的舞台設計烘襯下，配上阿貝濟思重新作

曲的音樂助興，樊尚領導一群朝氣蓬勃的演員征服了全巴黎，得到了劇評

公會的演出大獎。

除此之外，維德志安排兩齣現代德語經典登上夏佑的大舞台：一部是

漢得克（Peter Handke）的長篇詩作《經過村莊》（Par les villages），

另一部是史特勞斯（Botho Strauss）以莎劇《仲夏夜之夢》為底新編的

《公園》（Le parc）。這兩齣高難度作品由雷吉（Claude Régy）分別於

1983 年和 1986 年執導。雷吉導戲堅持文本第一，他的演員站在空台上，

用心探索劇文生成的地底層面，透過演員的沉靜氣質、慢動作，傳遞給觀

眾一個冥想的內省空間，舞台調度盡可能低限，以免妨礙觀眾豐富的想像

力。雷吉的導演哲學獨特，至今已 93 高齡，仍持續導戲。維德志兩度邀請

這位特立獨行的導演在大廳執導不易親近的現代劇作，承擔了很高的票房

風險。夏佑的大廳還曾在 1984 年接待音樂家沙提的拼貼歌劇《達地帝國》

（L'empire de Dadi），由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思的表演團體（Grupo Accion 

Instrumental）搬演。綜觀維德志為大廳安排的節目，不僅擔負起引介新舊

經典的責任，同時也力求表演美學的突破。

小廳在維德志八年任內共上演 34 個節目，其中，法國古典劇目只有三

齣，且均屬喜劇範疇：《一千法朗的酬勞》、《哈樂根的劇場》53（Daniel 

Soulier 導）、《鑰匙》（Labiche, Jacques Lassalle 導）。西方經典劇目

有兩齣莎劇《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仲夏夜之夢》，一齣西班

牙卡爾德隆之《十字架崇拜》（La dévotion à la Croix ,  Mesguich 導），

以及現代經典劇作：梅特林克《瑪蘭公主》、皮藍德婁《為裸者穿衣》、

龔布羅維茲《結婚》、史特林堡《父親》、尤金．歐尼爾《月照不幸人》

53  包括馬里沃的《愛情使哈樂根變成雅人》（Arlequin poli par l'amour）以及勒撒居（Alain-René 
Lesage）的短劇《黑頭》（La tête n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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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齣，當中只有《父親》一劇算是較為法國觀眾所知，由鼎鼎大名的捷

克導演克瑞查（Otomar Krejča）執導，意境不俗。另外還有一齣特殊的東

方作品：三島由紀夫的《沙德夫人》，由維德志的得意門生女導演陸卡契

斯基（Sophie Loucachevsky）搬上舞台，卡司全為男性，轟動一時，其服

裝設計由可可士設計，得了莫理哀獎。

夏佑小廳推出的主要是新編劇作、另類文本、實驗性演出或跨界表演，

共佔節目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新編劇作如維納韋爾（Michel Vinaver）、

沃提爾（Jean Vautier）、帕特（Jean-Marie Patte,  Une pièce d'amour）、

西 爾 賈 克（Louis-Charles Sirjacq, Les désossés）、 雅 各（Max Jacob, 

Le terrain bouchaballe）、 法 臼（Jean-Pol Fargeau, Hôtel de l 'homme 

sauvage）等等，其中以維納韋爾和法朗松（Alain Françon）合導的複調劇

《平常》（L'ordinaire）最受重視 54，開啟了劇作家自編自導的契機；沃提

爾的《巴達上尉》（Capitaine Bada）由在馬賽做戲的馬黑夏爾（Marcel 

Maréchal）執導，得到劇評公會 1987 年外省演出大獎 55。

總計八年任內，誠如維納韋爾的分析 56，維德志共推出 17 部當代劇

作，其中六部為他個人所導，11 部是邀演的新製作，平均每年製作兩齣，

在八○年代的導演中，以維德志製作最多當代劇目。

在另類文本方面，《施立曼》（Schliemann）由貝言（Bruno Bayen）

自編自導，搬演發現古特洛伊寶藏的傳奇主人翁故事，得到維德志鼎力

支持，親自飾演主角。《阿德貝爾植物學家》（Adelbert le botaniste）

以法、德雙重國籍的植物學家兼探險者夏米叟（Adelbert de Chamisso, 

1781-1838）的著作為底，由陸卡契斯基和杜布瓦（Jean-Yves Dubois）

聯合改編搬演，讓觀眾重新發現了一位 19 世紀的獨特作家。《給家僕之指

示》（Instructions aux domestiques）由日本導演寺山修司執導，改編自

54  本戲演出分析，參閱《新世代的法國戲劇導演》，前引書，頁 290-92。
55  Prix Georges-Lerminier du Syndicat de la Critique.
56  Vinaver, op. cit., p. 160，維納韋爾少算了維德志一年任期，因此得出每年平均製作兩齣半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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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作家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諷刺傑作，以上都是罕見的節目。

跨界性質的演出，如《向前！》（En avant! ,  1981），創作者德尚

（Jérôme Deschamps）擅長融合默劇、音樂與歌舞，做出幽默雋永的小

品，台詞往往只有隻字片語，作風獨特。德尚在九○年代成名 57，風靡

一時。其他如《獨眼巨人》（Le cyclope ,  Sobel 導），改編自尤里庇底

（Euripide），詩文間夾歌唱，企圖重建古希臘諷刺喜劇（satire）演出形

式；以及走動式演出（Palerme ou Jérusalem ,  Hans-Peter Litscher 導）等

等，皆激起觀眾興趣。

在維德志任內進入小廳的導演有：梅式吉虛（Daniel Mesguich）、

陸 卡 契 斯 基、 貝 言、 洛 庸、 杜 魯 歐（Jean-Claude Drouot）、 博 埃 格

蘭（Bruno Boëglin）、 拉 弗 東、 羅 斯 內（Jacques Rosner）、 德 伯

虛（Pierre Debauche）、 馬 黑 夏 爾、 塞 德（Stuart Seide）、 拉 薩 爾

（Jacques Lassalle）、索貝爾（Bernard Sobel）、法朗松等人，這些導演

後來各有成就。

夏佑大長廊製作的主要是小型演出、音樂節目和兒童劇場。小型演出如

《兩個小女孩的神經障礙性手淫》（Onanisme avec troubles nerveux chez 

deux petites fi l les ,  Doc. Démétrius Zambaco, 1832-1913），原本是一篇

醫學報告，經拉伯（Jean-Michel Rabeux）改編、搬上舞台，令人聞所未

聞。此外，也有現代經典的製作，如貝克特的《最後錄音》（La dernière 

bande ,  Mario Gonzalez 導）、克羅岱爾的《猶大之死》（陸卡契斯基

導），後者是罕見戲碼。

兒童劇場包括偶戲、皮影戲、說書和戲劇，夏佑劇院是全法國率先為兒

童―未來的觀眾―規劃系列節目的國家級劇場。維德志酷愛木偶―

木雕的小演員，認為是成人對小孩的投射，也是人的縮影，宛如小精靈。

他鼓勵用木偶戲搬演世界經典，如《浮士德》、《馬克白》、《格列佛歷

57  和妻子Macha Makeïeff 經營一個劇團，在易符里社區劇場推出的 Les Deschiens（1979）一戲後變成
電視連續劇，他聲名鵲起，劇團改稱此名。德尚 2007-15年出任「巴黎喜歌劇院」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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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記》、福婁拜之《聖安東尼的誘惑》等等，也支持新創偶戲，並邀請國

外團體前來展演，如 1981 年曾邀請李天祿與「亦宛然」表演《美猴王》和

《大鬧天宮》。

維德志為夏佑劇院安排的節目，整體來說以經典為主，重新探索並擴大

定目劇表演範疇，經典劇的血脈得以在觀眾的記憶裡重新流通，這是國家

劇院的任務 58，也是八○年代「導演劇場」的走向。同時，他支持新作，輔

以超乎想像的另類劇場，兼及兒童劇，使夏佑劇院與時並進，再度綻放光

芒。

58  “Chaillot : Le misanthrope, Anacaona. Antoine Vitez : L'expression même de la solitude”, propos recueillis 
par Irène Sadowska-Guillon, Acteurs, mars 1988,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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