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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時間│2018/10/12（星期五）7:30PM

2018/10/13（星期六）7:30PM
2018/10/14（星期日）2:30PM
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
本演出全長約120分鐘，無中場休息
Approx. 120 minutes without intermission.
演出將有噪音、眩光及煙霧效果，請斟酌入場
This production contains strobe lighting, smoke and loud voice. Audience
discretion is advised.

主辦單位│

建議12歲以上觀眾入場
12 and older suggested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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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神農氏》
編劇的話
文

馮勃棣

藥是通往救贖的快速路徑，它不需要你的漫長抵抗，你只需要用適當的劑量服用，隨著溶解消化
吸收即刻見效，瞳孔放大感官靈敏血液激流靈感噴發，我們墜入了盼望，在攝取藥物的過程中我們都相
信用了這個藥，我們都會到達更美的地方，痛苦被忘卻，疾病被治癒，憂傷得安慰，亢奮得平靜。每一
次的服用都是一次宣告自己的無能，無能靠己之力去跨越肉身或精神的難關，故靈魂解決不了的事情，
就交給化學來擺平。在那短暫的宇宙中人將不受理性與自然律的制約，抬頭仰望海底的魚，低頭俯瞰星
空。
在這藥味很濃的故事下，包裹著信仰中的人對神的嘶吼，那些虔誠祈禱與頌讚歡唱之後，新天新地
真的會來嗎？抑或只是再次面對藥效退去後的寂寞，與被副作用吞噬的遍體鱗傷？人與神的關係，人與
藥的關係，在戲中我比喻為愛情，當中都有奮不顧身而帶著這次就會通往永恆的確信，過程中，我們對
神、對藥、對愛都會產生依附與分離焦慮，那是我們冀求醫治的代價，只是有的瞎子得看見了，有的人
卻被背叛而踏上無法回頭的自毀。
這齣戲沒有給出光明，不是我不相信，而是我寫的時候還看不到罷了。但這戲不是在我生命谷底時
寫的，反而是我在變好與上揚時寫的。下墜時還寫不出谷底，而是要在上揚時回首，才知道谷底有多深。
寫完劇本的半年後，我活力四射，有次夜裡去醫院探望一名病人，他無法睜眼看我，用各種儀器維
持生命，安靜的病房是個超現實世界，你看到那些物質與科學儀器如何守住靈魂不要散去，你看到當年
因激情而來的生命如煙而逝，看到這個地球在恐龍與末日之間竟然存在過我們，而我們卻花了大部分光
陰去傷害與犯錯。那一夜的病房中，我對神唯一的禱詞只有一句：「拜託祢是真的。」唯有如此，我才
能勇敢去活，並在人生將盡時看見最美的事，原來恨那麼小，愛那麼大。

導演的話
文 Baboo
編劇 Birdy 說他要寫一個華語劇場最ㄎㄧㄤ的劇本。我以為ㄎㄧㄤ只是包裹苦藥外層的糖衣，就像
在夜深人靜的時刻，臉書跳出 Birdy 的發文，內容多是嬉鬧調笑插科打諢，實則是對世界的呼喊與提問。
《神農氏》亦通過大量自我嘲諷消解的語言，提示一個受難靈魂的生命情狀，進一步揭露關於病、關於
藥、關於愛與傷害的深刻理解。
《神農氏》是 Birdy 的「致幻記」，以藥為引，層層剝落、搗毀文明粉飾與虛假，試圖趨近理智無
法企及、不可言說的真實之域，探索自己和內心潛藏的原始與神性，那或被現代人稱之為的「瘋狂」。
一如神話學家喬瑟夫．坎伯所 ：「大腦是禁錮者。它會收束我們的知識，然而一旦我們的大腦被迷幻
藥一類東西炸得粉碎，那些禁錮便消失了。」
虛實層次的建構，是本劇最大的挑戰。舞台策略上，圍繞著主角神農的視角，寫實的表演基調有非
寫實的破口，空間與時間感的變異與重組，反映出嗑藥者的內在感受與官能體驗。現場 DJ 製造的聲響，
緊密結合語言與表演，尤其重拍節奏的渲染和震盪，營造迷幻的腦內音場。影像則以抽象的圖騰和線條
為素材，組合出如萬花筒般，迷離的幻視感。

演出製作｜齊立有限公司
齊立有限公司 CHEERLY CO.,LTD 成立於 2011 年，秉持「結合跨領域精英」的經營理念，結合設
計製作、行銷企劃、公關經紀等人才，除了有豐富的表演藝術規劃與製作經驗外，更跨足各項文化活動
領域與流行文化產業，有效整合設計規劃與製作，創造多元化藝術的結合平台，開創與眾不同的創新思
維。以劇場藝術工作者的專業與嚴謹精神，透過跨領域結盟的合作模式，落實完整的規劃與執行。期許
齊立能與各項領域的合作夥伴相輔相成、共存共榮，一同為藝術文化產業開創嶄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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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簡介
編劇｜馮勃棣
人稱 Birdy，戲劇與電影雙修的編劇（臺大戲劇所畢業、北藝大電影創作所肄業）、饒舌創作歌手、
脫口秀演員、駐店魔術師。近期電影作品《帶我去月球》、《江湖無難事》，其他作品更多次入圍各
大創投，數度獲得輔導金補助、電影劇本獎項。舞台劇本《掰啦女孩》、《我為你押韻—情歌》、《不
如這樣吧 Blue John》、《Dear God》皆獲文學獎肯定與售票演出，庾澄慶 × 開心麻花原創音樂劇《西
哈遊記》現正於中國大陸 16 個城市巡演中。處女座、B 型、極富幽默感。
導演｜ Baboo
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主修導演，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駐團導演。2017 年國家兩廳
院駐館藝術家。2018 年 ACC 亞洲文化協會受獎人。三度受邀赴羅伯．威爾森主持的長島水磨坊駐村創
作。2019 年法國巴黎西帖藝術村駐村藝術家。 近年導演作品：《重考時光》、《悲劇景觀》、《How
Long is Now ？》、田馥甄音樂舞台劇《小夜曲》、《百年孤寂》鹽山版等。曾以《最美的時刻》（2009）、
《給普拉斯》（2008）入圍台新藝術獎年度十大表演藝術。
演員｜莫子儀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主修表演。1996 年開始參與劇場與影像演出至今，作品橫跨舞台、電
影與電視；演出作品無數，曾以連續劇《罪美麗》入圍金鐘獎男主角獎，並以人生劇展《艾草》、《瓦
旦的酒瓶》、《濁水溪的契約》入圍金鐘獎男配角獎，2017 年出版文字創作集《失眠的人》，並改編
成劇場作品演出。2018 年以連續劇《台北歌手》入圍金鐘獎男主角獎以及編劇獎。
演員｜黃健瑋
1981 年生，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主修表演。第四屆台北電影節最佳新演員獎。曾入圍金鐘
獎以及金馬獎。近年重要影視作品：《陽陽》、《阿戇妹》、《白米炸彈客》、《含苞欲墜的每一天》、
《麻醉風暴》、《麻醉風暴 2》、《默殺》、《我是顧家男》。近年重要劇場作品：非常林奕華《紅樓
夢》；我城劇場《我記得》。
演員｜林辰唏 Mathilde Lin
從事演員行業 10 年，參演過電影、電視劇、廣告、MV、各類短片演出， 2013 以電視劇《罪美麗》
入圍金鐘獎最佳女演員。電影作品有：《第三十六個故事》、《殺手歐陽盆栽》、《翻滾吧！阿信》、
《街角小王子》、《搖滾樂殺人事件》、《消失打看》等。除了演員工作之外，在花蓮與朋友共同經營
了一個展演場地，命名為「宇宙小姐」。
演員｜蕭東意
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表演組畢業，現為嚎哮排演創意總監。劇場作品有嚎哮排演《太空救
援：果頭計畫》、《亞哥出任務》、《凶宅》、《全家都去你家》、《即刻相親》；狠劇場《光年紀事》
（林茲版）；果陀爆米花劇場《酸酸酸民曆》；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百年孤寂》、《重考時光》；
創作社《#》；進港浪劇團《夢遺》等。
演員｜洪唯堯
進港浪製作團長。導演作品：進港浪製作《人類派對》、《夢遺 REMIX》、《夢遺》；2013 澳門
藝穗節《無違和世代 2.0》；濃妝淡抹劇坊《無違和世代》。表演作品：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請
聽我說 20.30.40》、《血與玫瑰》；天作之合劇場《MRT2》；台南人劇團《夜鶯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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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張堅豪
雲林人，臺北藝術大學畢業三年後和家中三個弟弟一起共同成立了一個舞團「長弓舞蹈劇
場」，除此之外也是「小事製作」團員。
現場 DJ ｜黃凱宇 fish.the
黃凱宇的音樂和演出由：不確定性、再取樣、演化和錯置組成。擔任《千禧曼波》編曲，獲金
馬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現任中原大學數位音樂實務講師，也是臺灣第一位 Ableton 原廠認證講師。
音樂作品：〈三牲獻藝〉、〈中壇元帥〉、〈家將〉。配樂：紀錄片《台灣海峽之澎湖越南難民營》、
《草木戰役。》。劇場：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家庭深層鑽探手冊》。
製作人｜尚安璿
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畢。劇場獨立製作人，2011 年創辦「齊立有限
公司」。近年重要製作：田馥甄 ×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小夜曲》；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
團《重考時光》；楊景翔演劇團《女僕》、《明年，或者明天見》；有享影業 × 楊景翔演劇團《失
眠的人 莫子儀 × 黃裕翔的音樂劇場》…等。
音樂設計｜柯智豪
柯智豪，藥房之子，從小體弱，加上生長在中西藥堆中，用藥經驗豐富，堪稱內外都是藥養大
的孩子。成年後，回歸食療，收集臺灣各地傳統食材美食中。
燈光設計｜鄧振威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燈光藝術碩士，臺北藝術大學藝術學士及講師。2017 世界劇場設計
展（WSD）燈光設計專業組金獎得主。設計作品有瘋戲樂 × 台南人《木蘭少女》；台南人劇團《Re/
turn》; Heiner Goebbels × 北市交《代孕城市》；田馥甄 ×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小夜曲》；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百年孤寂》、《重考時光》；北藝大《恐怖行動》；河床劇團《千圈之
旅》、《摘花》等。
舞台設計｜林仕倫
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畢業，現為劇場舞台設計師。設計風格沉穩細膩，洞悉劇本本質。近
年創作包括：第十六屆台新藝術獎入圍《白色說書人》；2017 世界劇場設計展（WSD）空間設計
入圍《做掉她》；第十五屆台新藝術獎入圍《彩虹的盡頭》等。
服裝設計｜ Yii Ooi
Yii Ooi 是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的華人，專攻藝術與設計。他在 2013 年創立自有品牌，旋即獲
各大百貨通路青睞，如多佛街集市、哈維尼可斯、連卡佛等。隨後，他在 2015 年倫敦時裝周登場，
以這個立足倫敦的品牌為名，發表第一批女裝作品，此後就一直受邀參展。Yii Ooi 也備受安娜．
溫特與佛蘭卡．索薩尼等時尚界名人的關注；安娜就曾經在一次專訪中盛讚他的作品瀟灑別緻，
前途一片光明，不可限量。Yii Ooi 曾經替許多知名客戶工作，包括義大利版《Vogue》、 英國版
《Vogue》、韓國的《Dazed And Confused》、義大利版《浮華世界》、《W 雜誌》、《訪問》雜
誌、義大利版《GQ》、《Nike》等。曾經與 Yii Ooi 合作過的知名藝人包括蔡依林、小 S（Elephant
Dee）、蕭敬騰、田馥甄（Hebe）、王俊凱、瑞瑪．席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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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視覺設計｜ Mel Hsieh
沒有（MEL）是一位影像視覺藝術家和導演。畢業於倫敦 CSM 與紐約 SVA 學院研究跨領域實驗
影像創作，獲得提名英國新一代設計師獎（2005）、D&AD 新人獎（2009）、MFA 電腦藝術傑出成就
獎、德國紅點新人獎（2015）等，並在全球各地城市的影展與美術館展出。現階段成立個人工作室，
同時也是獨立音樂品牌《貓飯》的策展人兼藝術總監。
影像視覺設計｜莊金龍 CHUANG Chin-lung
出生臺灣。從事 UI 與視覺藝術。2011 年取得舊金山藝術大學學士文憑，2015 年獲得紐約視覺藝
術學院 Paula Rhodes 傑出成就獎碩士學位。藝術作品《色域》榮獲紐約總督島獨立藝術博覽會和英國
流明數位藝術獎全球巡迴展，並受邀至紐約聯邦國家紀念堂與各藝廊展出。曾參與電影獲得美國獨立電
影節 Sundance 得獎與提名。作品擅長融合新興科技至平面圖像與互動裝置中，玩弄形狀、色彩及空間
等元素。
動作指導｜小事製作 Les Petites Choses Production
小事製作 Les Petites Choses Production 成立於 2014 年，致力於舞蹈探索、舞蹈教育及推廣，因而
延伸出三大方向：實驗舞創（多方合作）、週一學校 MONDAY SCHOOL（藝術浸潤與社會溝通）、
一日編舞家（教育推廣），「藝術即生活，生活的藝術」實為團員們的共同理想。
舞台監督｜張仲平
臺北人，現為專業劇場劇場工作者。法國巴黎森斯聖丹尼藝術研究所畢業（Université Paris VIII
Vincennes - Saint-Denis）。曾與台灣國際藝術節、臺北藝術節、臺北詩歌節、四把椅子劇團、創作社
劇團、耳東劇團、果陀劇場、楊景翔演劇團、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國家交響樂團、好客樂團、紅
樓劇場、非常林奕華等劇團合作，亦從事活動規劃、表演及教學工作。

Words from the Playwright

Drug is the express way to redemption. It does not require long struggles. You only need to take appropriate dose
and then along with its dissolving, digesting and absorbing, it immediately takes effect. With dilated pupils, sensitive
senses, circulating blood, and erupting inspiration, we fall into hopes and believe that by taking drugs, we are able to
reach an even more beautiful place where pains are forgotten, illnesses are cured, sadness is comforted, and excitement
is calmed. Each drug-taking is an announcement of our impotence, proving that we can conquer neither physical nor
mental difficulties by our own power, but have to resort to chemicals for the issues that are not resolvable by our mental
strength. In the temporary universe, we get rid of the rational and natural constraints, where we raise our heads to see
the fish in the depth of the ocean and lower heads to watch the stars in the sky.
In the story with heavy drug smell, there are human beings, who believe, yelling at gods. After devoted prayers,
praising and singing, will the new world really arrive? Or are we left with the loneliness after the drug effects fading out
and with the wounds all over our bodies caused by the side effects? In the play, I use “love” as a metaphor for human
beings’ relations with gods and drugs as both contain the undaunted and reckless nature as well as a certain belief that
we will be led to eternity this time. During the process, we grow a kind of attachment to gods, drugs and love, and
become anxious about being separated from them. This is the price we have to pay for seeking cures. Some of the blind
see through it, while other are betrayed and set on a road of no return toward self-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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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id not leave a bright ending in the play, not because I don’t believe in it, but simply because I couldn’t see it when
I created the play. I did not write the play when I hit rock bottom but instead when I was getting better and rising from
the bottom. You are unable to write the bottom when you are still falling. Only when you are rising and looking back at
the bottom would you know how deep the bottom is.
Six month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lay, I was lively and energetic. One night, I paid a visit to a patient in a
hospital, who was unable to open the eyes to see me because the patient was only kept alive by all sorts of machines
and instruments. It is a surrealistic world in the silent ward, where you see how those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cal
apparatuses keep the soul together, how lives born from passion fade away like smoke, and how we, human beings,
exist between dinosaurs and doomsday on the earth yet spent most of our time to hurt people and make mistakes. That
night at the ward, I had only one prayer to gods: “Please be real.” Only with gods being real would I have the courage
to live on and see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life – hate is so minute while love so immense.
Playwright Birdy FONG

Birdy FONG’s works cover a wide range of films, TV dramas and stage plays, which have won the Taipei
Literature Award,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Awar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mong others. His works have
also been shortlisted for various major venture projects and won the government’s subsidy and awards for screenplays.
His latest works include stage plays, For You I Rhyme and Dear God, and films Take Me to the Moon (winner of ABC
Award in the Osaka Asian Film Festival) and Jianghu Wu Nanshi (to be released in 2019).
Words from the Director

Playwright Birdy said that he would like to write the “highest” play in the Chinese-language theater. I thought the
“highness” is nothing but the sugar coating of bitter medicine. Like Birdy’s posts on the Facebook in the midnight, they
look like playful laughter, but in fact he is crying out for and questioning the world. Through a mass of self-ridicules
and self-mocking languages, God Knows illustrates a suffering soul and further reveals the in-depth apprehension about
illnesses, about drugs, and about love and hurt.
God Knows is Birdy’s “chronicle of getting hallucinated.” Using drugs as a lead, the play peels off the cover
and pretence of civilization layer by layer in an attempt to reach the unspoken realm of reality that is unreachable
by rationality and to explore oneself as well as the hidden originality and divinity in one’s mind—the so-called state
of “insanity” by modern people. As mythologist Joseph Campbell said, “The brain is a constrictor. It contracts our
knowledge. […] Then what happens when the brain is blown, let’s say with LS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wow! And you
may never get your brain back.”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in the pla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layers of fiction and reality. With a focus from
the leading character’s perspective, the stage also provides a non-realistic breakthrough point in the realistic key tone of
performance. The variation and reassembly of the senses of time and space further reflect the drug-users’ inner feelings
and sensational experiences. The sounds created by live DJ coheres the language and performance. The vibration
and embellishment of heavy-beat rhythms, in particular, creates a hallucinated sound theater in the audiences’ minds.
In terms of the images, abstract totems and lines are used as the main materials to reassemble a kaleidoscope-like,
illusionary vision.

Director Baboo
Baboo is the director-in-residence of the Shakespeare's Wild Sisters Group, the 2017 NTCH artist-in-residence, the
recipient of the 2018 Asian Cultural Council Grant, as well as the 2019 artist-in-residence at the 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Paris. He has been invited three times to work at the Watermill Center in Long Island, USA, founded by theater
and visual artist Robert Wilson. His latest works include Serenade, How Long Is Now?, Common Tragedies, and Cage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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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製作團隊 Credit
製作｜齊立有限公司 CHEERLY CO.,LTD
編劇｜馮勃棣
導演｜ Baboo
演員｜莫子儀、黃健瑋、林辰唏、蕭東意、洪唯堯、張堅豪
現場 DJ ｜黃凱宇 fish.the
製作人｜尚安璿
音樂設計｜柯智豪
燈光設計｜鄧振威
舞台設計｜林仕倫
服裝設計｜ Yii Ooi
影像視覺設計｜ Mel Hsieh、莊金龍 CHUANG Chin-lung
動作指導｜小事製作 Les Petites Choses Production
林辰唏表演指導｜蔡佾玲
舞台監督｜張仲平
執行製作｜吳可雲、曾仲儀
導演助理｜陳郁如、鄭詩璇
音樂執行製作｜許智敏
舞台設計助理｜趙鈺涵
舞台監督助理｜周賢欣
舞台技術指導｜高至謙
燈光技術指導｜郭欣怡
音響技術指導｜顏行揚
影像技術與執行｜黃詠心
妝髮造型｜謝夢遷、謝采彤、魏妙芳
服裝管理｜林馨
平面美術｜聶永真
平面攝影、劇照攝影｜陳藝堂
演出影像紀錄｜陳冠宇、阮翔雯、陳仕恩
演出技術執行｜林孝謙、江坤哲、利俊良、巫弘┺、李浩祥、周俁辰、侯永煜、徐嘉瑜、許安祈、
陳正華、陳人碩、詹皓宇、魏匡正
演出字幕執行｜曾智偉
宣傳影像｜ Mel Hsieh
宣傳影像服裝｜ Yii Ooi
宣傳影像梳化造型｜謝夢遷、魏妙芳
宣傳影像美術｜董育廷
宣傳影像攝影助理｜黃建翔
劇本英文翻譯｜柯乃瑜
特別感謝｜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楊景翔演劇團、有享影業股份有限公司、輝映創藝有限公司、
屜形設計有限公司、QBO 藝文頻道、王巧萍、王正源、比爾賈、林采韻、徐安佳、徐志宏、
陳寶旭、陳韻如、鄧名佑、趙夏嫻、楊帛翰

歡迎掃描 QR Code 線上填寫「觀眾意見調查表」

（紙本問卷請繳回服務台，或傳真至 02-3393-9730）

感謝您費心填寫！現場繳回紙本問卷或出示電子問卷，將可兌換「兩廳院精美
小禮」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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