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nard-Marie Koltès: La Nuit juste avant les Forêts

留白部位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演出時間│2017年6月9日∼10日（星期五∼星期六）7:30PM

主辦單位│

2017年6月10日∼11日（星期六∼星期日）2:30 PM
演出地點│實驗劇場
演出全長約100分鐘，無中場休息
Approx. 100 minutes without intermission

演出單位│風格涉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1︱李銘宸《戈爾德思：夜晚就在森林前方》

演出簡介
《戈爾德思：夜晚就在森林前方》演出創作源自法國劇作家戈爾德思（Bernard-Marie Koltès）之
劇作《夜晚就在森林前方》（La nuit juste avant les forêts ）。該劇本寫於1977年，法國社會經濟鼎盛的
末期，社會氛圍裡面已隱隱有來自經濟財經等之危機，劇作中僅有一名年輕男子，舞台指示中未對他
多做敘述，從台詞內容裡面了解到這名男子可能是一名在法國當地的移工，全文為一個長達六十三頁
的句子。典故來自一則工人的聽聞：有位持槍軍人在森林中潛伏，只要捕捉到任何風吹草動即無差別
開搶掃射。在這座森林內移動異常危險，何況是在夜晚。戈爾德思據此隱喻，書寫法國底層移民勞工
生存困境，意圖透滲出都市高壓環境的心靈氛圍，揭露當代社會處境的現實危機。四十年後的現在，
2017年，時間上，台北國家兩廳院的戲劇院甫整修完竣。由兩廳院於實驗劇場主辦「新點子劇展」。
《戈爾德思：夜晚就在森林前方》被計劃發生在這樣的時空。
在這樣的現場，當代的演出者／演員，在空間裡，與不同物件（入口的門、劇場的牆壁、觀眾席
的平台與階梯），有不同距離，觀眾除了注意到演出者之外，還接收文本，以及時間的感受，還有當
代的各種題目，應該聽聽的現象，看一組跟別人一起看著的畫面，但是不確定順序，可能會出現一點
想法或感覺，然後可能會有一定機率再去想這個感覺，或是想這個想法。這是無法剝奪的，但用盡全
力去剝奪也可能剝奪的，如果我們都執意想聊下去⋯⋯⋯⋯⋯⋯⋯⋯⋯⋯⋯的話。
*1977年
戈爾德思《夜晚就在森林前方》（La nuit juste avant les forêts ）世界首演
《星際大戰四部曲：曙光乍現》開演第一部曲
搖滾歌手貓王離世，這個同時英國美國澳洲龐克興起
22歲的賈伯斯在自己家裡的車庫成立蘋果公司剛滿一年
言承旭與陳金鋒也在這年於台灣出生落地
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穆勒咖啡館》則創作首演於1978年
沒多久1981年日本任天堂著手研發紅白機，於1983年推出上市
更多請逕估狗或維基大神

關於文本的重寫
文╱李銘宸

戈爾德思數個於台灣為人所知的劇作《在棉花田的孤寂》、《侯貝多．如戈》、《黑人與狗的爭
鬥》等，除戲劇語言的書寫經營與其哲思之隱含與陳述，以致可能的詩意，是其重要與具影響力之處
外，對我來說更看見戈爾德思在創作的關注上著眼自身當時的社會境況，和那些在現實中與各種憤懟
各種無法承受之重相處及生活著的人物，戈爾德思書寫就在他身邊的人們，和他們發生的事情，為他
身邊那些不被重視的人發出聲音，這樣的作品與其精神若在台灣演出，作為一個劇場的搬演，我希望
應該同樣有一個的創作眼光，甚至同樣作為一種從劇作出發的觀點反思在自己身在的這片土地上，藝
術作品（劇場）與現實生活的關係。延續著這樣的想法，邀請劇本創作鄭智源做《戈爾德思：夜晚就
在森林前方》的劇本書寫，除因為鄭智源的文字創作在調性及主題關注和思考上，有一定程度的相符
甚至是對話呼應外，更希望藉由再一次的書寫創作，思考與實驗語言與文字的使用，夾敘夾議，抒情
與資訊，生活碎語及用字之於舞台劇場的表現性等可能，同時藉演出的命名《戈爾德思：夜晚就在森
林前方》，與戈爾德思之原作不論在時間空間或劇作書寫上，做可能的對話思考與相對應之台灣社會
及生活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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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的話
文╱李銘宸

文本之文字，經由書寫生產的，遺跡，做為一個人（表演者）說出話來的依據，做為一種過去
學院教育中時常被教育的「劇作家是全知的」、「劇作的一字一句不容更改」，做為劇場現場視聽的
刻度可能或是構造可能，做為反映歷史與歷時的人的處境與鏡，做為可能的譜，做為符徵抑或符旨，
《戈爾德斯：夜晚就在森林前方》做為一個被如此相信著的，劇本，其演繹與呈現，重點著力在觀演
「現場」的語言表現與視聽可能，人做為一個表演者，或表演者做為一個人，在場上不以飾演某個與
觀眾無關的第四面牆內的角色人物為主要表演行動，而是向現場觀眾發話，不「扮演」某個角色，或
者說扮演是現場眼前的這位表演者在與現場的觀者「溝通」的一種方式。不以打造一可信或投射腦補
想像的寫實調性素材建構之劇場敘事（某人在某時某地發生了某件事造成了某個結果讓觀者得到了某
種意義某種啟發），而是藉著由劇場此一媒介，企圖讓真實與事件立地「發生」。這依然是劇場演
出，依然可能是一個「戲」，但期望能使觀眾經歷他，而不是觀看他；或者說思考觀看做為一種經歷
之可能性；同時呼應策展或整體製作的主題，以獨角戲及更為凝鍊與聚焦的單人舞台語言表演，作為
對文本舞台搬演的思考與實驗，及切實工作「語言」在劇場中表現的必要性與其不可替代性。
⋯⋯⋯⋯⋯⋯⋯⋯⋯⋯⋯ 突 然 想到，我以前，大概 國高中，的時候吧，會特地跑去公館誠品
還是哪間陳設有表演藝術類別的那些書店，站在那邊翻看那些看沒有的劇場類別的各種書，其實也就
是看看劇照覺得很爽，黑白的或彩色的印刷，讚歎，林懷民《白蛇傳》那支鏤空的竹傘怎麼，美成這
樣，看看莎士比亞，好像很有名，都看不懂，看看賴聲川劇場1234，看看馬森，戲劇社老師有影印過
他的劇本來給大家排練，還有，也很喜歡看相聲瓦舍的劇本一字一句看完，浮現出一個永和中正路何
嘉仁書店的身體記憶，好有參與感，小時候因為同學的關係去看同學的舞蹈社發表，有些現代舞還民
族舞芭蕾都會完全不避諱的掀裙子或側翻露出三角內褲，其實只是舞衣，還會看到勃起。好奇怪的感
覺。自主購票進劇場看的第一齣戲是黑門山上的劇團演的《美味ㄩˋ便當》在南海劇場，原因好像是
因為當時要好的朋友的班導跟劇團的人是同一個教會之類的，因為知道我喜歡搞笑喜歡演戲又秉持著
推票的義務所以向我推票。今天是充滿各種徵兆的一天。
過程裡充滿各種徵兆，深深地將自己浸泡（或各種可能的動詞與受器之動態）在戈爾德思與智
源的劇本之中，過濾或解離或滲晰出的事物（部分譬如上段），試圖，非常努力地，在所有可以能之
之處，盡力──這個同時浮現出武康與書毅在《自由步》裡的身體表情與汗──歷經了所有聽說過的
關於劇本演繹的那種想法與身體感：燃燒劇本如同燃燒一個屋子，最後剩下的架構才是其主體；了解
一個劇本就像在解一個謎，劇作家的每一個安排都是引領往出口的線索（這個說法通常引人入勝）。
我則常常出現一個畫面是柑橘類上爬佈的橘絡或是某種葉片裡的脈或是樹木的皮或是某種密合的平面
或織物，小心翼翼地大膽假設地用各種方式，鬆動他們，讓他們分開一點點，找到能夠使他們分開一
點點的方法，就可能使他們聚合一點點，就可能在分開一點的狀態上增加進一點什麼，拾荒人的拖車
總能無限的增生與行進，找到可以牽動全身的那一根毛髮，找到進去跳繩的那個瞬間，找到機車過彎
前的減速與過彎時那個角度，摸戒指這個小動作是我故意在最近五百副牌才加進去的，這樣才能噱到
你這隻老狐狸⋯⋯這一切沒有什麼SOP，沒有一次一模一樣⋯⋯。「所有的調度，我都寫在劇本裡面
了，照著劇本導，就可以了」智源這麼跟我說；真是太好了，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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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的話
文╱鄭智源

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劇場，是只有觀眾的劇場
窠巢馬上改掉，期許要聽從，Old school不能再做並每天都要自我更新關切全球劇場局勢，沒
新意就要有去負責每天生新意，沒水準就要努力做出別人的水準，沒作功課那就去做功課呀，是
的，未來的劇場會在眾人的關愛之下好好成長
觀眾、劇評、黑特劇場，我都愛著他們，世界的頻率需要提升，未來的劇場是我的

編導設計群及演出者簡歷
導演╱李銘宸
新北永和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主修導演。劇場創作，演出，平面美術。於
2009年起以風格涉（社）名創作與發表演出，作品關注場域空間質地及材質與人的關係，取材現
下景況與社會氛圍，多以集體即興創作之方式，積極嘗試各類領域與創作途徑，持續探索實驗一
種期望超越先有疆域，更為有機的劇場表現可能。近期作品：台南人劇團321小戲節－耳邊風工作
站《悲劇的靜止》、阮劇團劇本農場讀劇演出《再約》、創作社第 25號作品《四情旅店》之〈客
房服務〉、創作社CS監製作品4號《＃》、黑眼睛跨劇團－對幹戲劇節《誰殺了大象》、臺北藝穗
節榮耀邀演《擺爛》、新點子劇展《戀曲2010》等。
文本╱鄭智源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
演員╱楊奇殷（楊登鈞）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
演出經歷：郭俞平《為誰而戰》；周曼農《偵探學1－消失的偵探們與遺留的房間》；前叛逆
男子《利維坦2.0》；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科技中心《索多瑪之夜》、《罪惡之城》；人力飛
行劇團《公司感謝您》、《星光劇院》、《向左走向右走－幾米音樂劇》、《星之暗湧》等；河
左岸劇團《彎曲海岸長的一棵綠橡樹》；賴翠霜舞創劇場《S.T.O.R.Y》；趨勢科技－徐堰鈴《楊
牧－讓風朗誦》；創作社《西夏旅館．蝴蝶書》；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塵埃》；聲體藝室
《事件：浮士德已經掛了》。
演員╱黃緣文
再拒劇團副團長，前叛逆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北藝大劇場所藝術碩士，主修導演。近期作
品：再拒《燃燒的頭髮—為了詩的祭典》演出統籌、《渾沌辭典—補遺》及公寓聯展《Re：信》
共同創作；前叛逆男子《新社員》、《利維坦2.0》導演；銀河谷音劇團（日本飛行船授權）年度
巡演《阿爾卑斯的小天使》改編導演，《櫻桃小丸子之灰姑娘的音樂劇》執行導演。表演方面，
至今演出50多齣劇場及影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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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曾歆雁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主修表演。
畢業後成為台北劇場實驗室核心團員，持續研習麥可契訶夫表演技巧。於 2015年六月獲得國
藝會補助前往美國參與麥可契訶夫國際表演工作坊。幼時習舞，畢業後與多位編舞家合作， 2014
年加入編舞家余彥芳與默默工作坊至今。
演出作品：2017年，四把椅子《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2016年，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
團《百年孤寂》（台南藝術節）飾演美美、默默工作坊（草草藝術節）、回桃看宇宙藝術節《日常
生活》舞者演員、三缺一劇團《動物轉化01》示範演出特邀演員；2015年，默默工作坊默默計畫
work in progress、默默工作坊《背著你跳舞》（臺北詩歌節）舞者、台北藝穗節《別讓我失去愛的
能力》導演、默默工作坊《遺棄之時》（基隆藝術節）舞者、EX-亞洲劇團《馬頭人頭馬》演員。
演員、導演助理╱陳俊澔

2016年，創作社《＃》演員
2015年，對幹戲劇節《誰殺了大象》導演助理
2014年，新點子劇展《戀曲2010》導演助理
演員╱劉曜瑄
現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
演出作品：2016年，創作社《四情旅店》演員、「13月終了」《宋咪計畫》吉他手、北藝大
春季公演《尋找男子漢》演員；2015年，北藝大101級畢業製作《絕不付帳》演員；2014年，北
藝大100級畢業製作《房間》演員、臺北藝穗節榮耀邀演《擺爛》導演助理、北藝大99級畢業製作
《恐龍的眼淚》導演助理、北藝大99級畢業製作《金龍》吉他手。
舞台設計╱陳冠霖
常與風格涉、飛人集社、身體氣象館等團體合作，擔任燈光、舞台、道具或舞台視覺設計
（Scenographer）。舞台設計近期作品：出入遊樂《出入遊樂間》、1911劇團《Blue John》等。
燈光設計近期作品：創作社《＃》、飛人集社劇團《大海啊大海》、《吉光片羽》等。舞台視覺
設計作品有：身體氣象館《關於生之重力的間奏式》、只是嚷嚷《不讀書俱樂部》等。
燈光設計╱賴科竹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畢業。
燈光設計重要經歷： 2016 年，鄭皓與自然執《落後巔峰》、曉劇場《魚、貓》、衛武營藝
術祭「馬戲平台」、奔放音樂工作室《痕》、曉劇場《焦土》、台北愛樂《月半物語》、世紀當
代舞團《驅動城市》、魔獸世界電影巡迴展（成都、上海、北京）、演摩莎劇團《謝土》； 2015
年，黑眼睛跨劇團對幹戲劇節《誰殺了大象》；2014年，新點子劇展李銘宸《戀曲2010》、演摩
莎劇團《給。摩莎》；2013年，巴黎麗都舞團《麗都華羽》重慶場、新點子舞展楊維真《泡泡旅
舍》、新人新視野李銘宸《Dear All》；2012年，世紀當代舞團《玩笑》、世紀當代舞團《青春與
愛情的距離》、黑眼睛跨劇團《維妮》、第五屆藝穗節風格涉《不萬能的喜劇》、第五屆藝穗節
閉幕《隔離嘅大母雞》。
服裝顧問、協力╱林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碩士班主修服裝設計（2012-2014），在校時曾參與多項製作的
服裝設計，現為自由接案者，擔任服裝設計、服裝設計助理、服裝管理、化妝師等整體造型工作。

5︱李銘宸《戈爾德思：夜晚就在森林前方》

服裝設計作品：短片《繭》（Cocoon）（獲2015年好萊塢國際學生電影節最佳外語片），舞台劇
山宛然×弘宛然《聊齋─聊什麼哉?!》、《愛神紅包場》（獲2013年第九屆台北藝穗節首獎：永真藝穗
獎）等。

風格涉簡介
以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的李銘宸為編導核心，依各演出主題及製作狀況而組織人員
及團隊編制。作品多自場域及物件發展創作，並置或賦予其視聽文本，關注空間質地及材質與人的關
係，以場景視覺及氛圍意象敘事，積極嘗試各類領域與創作途徑。多以集體即興創作之方式，持續探
索及實驗創造一種期望超越先有疆域，更為有機的劇場表現美學。作品多次提名及入選台新藝術獎，
被喻為「劇場之中的當代藝術」；近期發表作品：兩廳院新點子劇展《戀曲2010 》（ 2014.05 ），臺
北藝穗節榮耀邀演《擺爛》（2014.09），國藝會表演藝術新人新視野《Dear All》（2013.09），華
山表演藝術接力演《Rest in Peace》（2013.05），臺北藝穗節《不萬能的喜劇》（2012.09）、《超
人戴肯的黃金時代》（2011.08）、《漸慢》（2009.09），嘉義阮劇團－草草off藝術節《最後一面》
（2014.03）、《女孩》（2016.03）、《still life from life still》（2017.03） 等。

Synopsis

Bernard-Marie Koltès: La nuit juste avant les forêts, was inspired by La nuit juste avant les forêts by the
French playwright Bernard-Marie Koltès. Written in 1977, at the end of the French social and economic height,
the whiff of the looming financial crisis could already be faintly caught in the air. This stage work of Koltès
features a young man, perhaps an immigrant worker in France, whom from between the lines of the sixty-threepages long monologue play no further elaboration or explanation is provided. The origin of story is a worker’s
hearsay: An armed soldier lays in wait in the forest and shoots randomly at any slightest sign of movement.
Journeying through this forest is extremely dangerous, let alone at night. On the basis of this metaphor, Koltès
wrote of the struggles of immigrant workers to survive on the lowest rung of French society, intending to
penetrate the mentality and atmosphere under the urban high-stress environment, and expose the reality crisis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Forty years on, in 2017, the National Theater and Concert Hall (NTCH) has just
completed its renovation and presents annual Innovative Series. Koltès: La nuit juste avant les forêts was bound
to be created at this time and place.
Performers/Actors keep different distances with various objects (such as the entrance door, the theater walls,
the stairs to and the platform of the auditorium) in the space of this venue, providing the audience to perceive
the text as well as the sense of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performances brought by the actors on stage. Exposed
to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phenomenon, and watching out-of-order images with other audiences, one may
conceive some ideas or feelings, and then there is a chance to revisit this fleeting idea, concept, or emotion.
It is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deprived but yet it could still be possible, if we’re all willing to continue the
dialogue...

Rewrite the text

LI Ming-chen
The plays of Bernard-Marie Koltès, such as Dans la solitude des champs de coton, Roberto Zucco, and
Combat de nègre et de chiens, are most known to the Taiwanese audiences for his writing style which accents
the dramatic tension, the impl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philosophy, and the lyricism. However, what I
concern more is his focus o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he lives in, the real-life struggles, and all the discontent
and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by those going through them. Koltès speaks up for those around him, writing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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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ngs that happen to those who are not taken seriously in the society. In order to stage such a play by Koltès
following the same spirit in Taiwan, I expect myself to have similar artistic visions, and perform a similar
retrospectio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artworks and venues based on this island and the real life. With that in
mind, I invited CHENG Chih-yuan to work on text of Koltès: La nuit juste avant les forêts, not only because he
is a fitting choice in terms of language and style, focal point and ideas, but also because I wish to explore and
experiment on the language and word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ombining narration, critics, information, emotion,
and mundane murmuring on stage. Lastly, with the title close to the original one by Koltès, I wish to bring
about a dialogue between this play and the original one on every aspect while drawing on the social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aiwan.

About the Troupe

StyleLab changes its group members and organiza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rojects, performance subjects
and productions. The troupe’s central figure, the artistic brain of creation, is LI Ming-chen, who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of Theatre Art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StyleLab’s works often originate
from objects and locus with audio-visual texts, narrates in visual and atmospheric image, and actively seeks
new ways and approaches to creation. Through collective and collaborative improvisation, the troupe tries to
explore all expressive possibilities in environmental theatre, aiming to create more transcendental and organic
theatrical aesthetic. Their works have been nominated by Taishin Arts Award many times and been acclaimed
as “Contemporary art of theatre.” Recent works: Love Song 2010 (2014.05), Leave it rotten (2014.09), Dear All
(2013.09), Rest in Peace (2013.05), Not Universal Comedy (2012.09), Dyken: The Golden Age of Superman
(2011.08), Retardando (2009.09), still life from life still (2017.03), etc.

演職人員總表
導
演：李銘宸
文
本：鄭智源
演
員：楊奇殷（楊登鈞）、黃緣文、曾歆雁、陳俊澔、劉曜瑄
舞台設計：陳冠霖
燈光設計：賴科竹
服裝顧問╱協力：林 馨
攝
影：陳藝堂
執行製作：謝孟潔
舞台監督：陳正華
導演助理：陳俊澔
舞台技術：吳修和、王詩雯、羅宇辰、金從道、林維辰
燈光技術：呂孟翰、蔡承翰、徐譜喬、李宗康
服裝管理：邵佳宏
演出錄影：張能禎
宣傳照造型裝置：陳嘉微、李思萱

特別感謝
徐華謙、陳嘉微

感謝（按字首筆劃序）
王品翔、王甯、王世偉、田孝慈、李慧娜、余彥芳、吳立翔、余岱融、林素蓮、周曼農、邱千容、許哲彬、陳以恩、
陳煜典、陳煢珊、張令嫻、劉彥成、賴韋宏、謝鴻廷、魏于嘉
593Studio、再拒劇團、創作社、黑眼睛跨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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