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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每一次機會  高振鵬逾一甲子演藝功力 活到老演

到老   
    高振鵬，民國十八年生，浙江湖州人，台灣資

深演員與電影化妝師。自 1949 年來台後，高振鵬

歷經裝甲兵話劇隊、陸光話劇隊、中影化粧師、中

視基本演員，演藝生涯逾一甲子，電影、電視作品

不計其數。他認為一個好演員，適應性要強，要會

掌握人物個性，因此他把握每一次演出機會，認真

準備，要求完美，常將小角色意外演紅。高振鵬長

年擔任演藝工會幹部，責任心重，為演藝勞工爭取

權益，他建議文化部應建立制度，保障資深藝人工

作權。已逾八十五高齡的他，身體健康，背功一

流，仍維持現場不看劇本的真本事，至今戲約不

斷，演技備受肯定。晚年參與大愛劇場的演出，

2002 年以《人間友愛》獲金鐘獎最佳男配角獎。 
 

 
出生戰亂時期  家人送外地求學培養獨立 
    童年回憶起來也算是傷心事。因為我十八年出生嘛，出生就是戰亂，逃難。所以讀書就

是逃到哪裡，哪裡有私塾，就在私塾那裡唸，當然讀的都是古書啦。那麼後來到淪陷區，就

是日本人佔領以後，覺得逃難的人可以回來住了，那麼我們就回來了。回來以後，因為私塾

收的學生比較少，因為我在湖州，那時候洋學堂有很多，所以都跑洋學堂去了。當時按照他

們的規定，也應該要進洋學堂。私塾的那些書，因為時代的交替，也慢慢地退到幕後了，所

以我開始進入洋學堂。照我的年齡，應該是從小學五年級開始，但是經過筆試，我是鴨蛋，

什麼都答不出來，因為我讀的都是古書，所以一看到題目都沒有辦法回答，結果就從三年級

開始，所以我小學是從三年級開始讀的。 
    因為我母親生我，在那時候已經四十八歲，年紀半百，已經很老了，所以冒險生了我，

我大姐姐比我大二十歲，我哥哥比我大十三歲，小姐姐比我大十歲，所以我是家裡的老么。

我父親有兩房，我是大房的老么。從小我母親就把我打扮得像小女子，小姑娘一樣，我愛

哭，不愛上學，粘著媽媽，反正到哪裡都離不開媽媽。所以親朋好友都說這孩子將來沒有出

息。為什麼呢？就是什麼事情都離不開娘。唯一的方法，就是讓他離開娘吧！說不定他還有

點出息。因此小學畢業就騙我到蘇州去唸，唸完我以為可以回家鄉湖州去念了，結果跑更遠

了，去了上海，住在阿姨家，上海是讀陸行中學，這是我求學的過程。 
    當然，如果說是學識來講，在私塾理念的古書、古訓，跟在洋學堂裏唸的，兩個是相得

益彰。我舉個例子好了，私塾裡頭，比方說《朱子家訓》的開頭就是：「黎明即起，灑掃庭

除，要內外整潔…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這就是告訴一個人要勤快。另外比如說，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家之計在於和。」但是到了洋學

堂以後，雖然是沒有這個，但是洋學堂裡頭，像「青年守則」也告訴我們：「助人為快樂之

本、孝順為齊家之本」。還有一個「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就告訴我們做人一定要勤勞，要幫

助人。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古書跟洋學堂是相得益彰的。到了上海，高中畢業以後，剛進

入大夏大學，那時候已經民國三十七年了，也就是抗戰勝利以後了。 
 
就讀大學孺慕寶島   從軍搭延平輪滯留台灣 

在上海剛進入大夏大學，看了一部電影叫「花蓮港」。描寫台灣四季如春，高山族姑娘

好漂亮，就像荷蘭人一樣。 就讓我們感覺到這就是寶島啊！如果能有機會能去玩一玩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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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結果四個同學一看，離開學還有一個多月呢，我們就想不妨就到台灣去玩一個月再回來

唸書剛剛好。那用什麼方法？沒辦法。這個時候上海正是戰亂，什麼戰呢？徐蚌會戰。因為

南方的學生對國家的觀念都很淡，那時候在上海，我們可以看到北方來的，河北聯中、河南

聯中、湖南聯中，這都是老師帶著學生流亡到南方來。他們在上海很苦，他們都住倉庫，坐

火車到車站。我們籃球，排球都比不過他們，他們很團結啦，那個時候時局是這樣。 
但是買不到船票，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來台灣，上海到處都是軍校招職站，招募「搶救青

年」，那我們四個人就去報名了。填個名字不用考試就錄取了。三天以後就通知了，半夜兩

點半上船，這條船叫「延平輪」。到了船上以後我們才發現，這條船上都是知識青年，都是

北方三個學校流亡來的學生，都跟我們在一起。我們因為曾經見過面，各種比賽啊，在一

起。所以我們對他們是又感動又敬佩。 
從上海到基隆三天兩夜，走了兩天一夜時，收到了電報，上海淪陷了！中共來講是解放

了，那等於是大陸全面通通淪陷了！這個時候，所有北方來的學生都哭了！但我們四個學

生，因為我剛說了，對國家的觀念比較淡，只是傻了…哇！那怎麼辦？能不能回得來不知

道，去了再說吧！反正一個月後看情形，所以就來了。來了以後從基隆到台南，這火車我們

坐了三天兩夜，因為坐的不是客座的車，坐的都是貨車，跟貨一起，所以到站就停了。到站

那貨就卸下了，所以到了台南一看，就目前的成功大學，以前叫「旭町營房」1，日本人來

的時候一個據點。我們一看，這是陸軍軍官學校，陸軍教召總隊訓練中心，我們就去了。 
 
新訓艱苦台灣飄搖  夜半望月思親淚流 

去了以後，那裡有很多年輕人啊，就大陸已經去的第一團的，那我們去是第三團，去了

以後，都一樣了。到了晚上，把所有私人的東西，把褲腰帶，良民證啊，通通打了包都交到

公家去，繳到公家以後，就剃光頭，剃了光頭以後，沒有鞋子，都光腳，發了一條紅短褲，

就是明天早上五點起來要跑步做運動的。告訴我們說，到了這裡沒有別的啊，到了這裡要接

受嚴格訓練，這兩個字「服從」。教官也好，班長也好，排長也好，明明那個白板是黑的，

他說是白的，你們一定要認同白的。我們聽到，怎麼會這樣子！結果就說要連坐法，一個

班，一個人犯錯，全班要體罰。打！就是打得兇，這是一。第二，吃不了苦，也要吃苦，不

能逃兵，要是被抓回來，白天抓到廁所。因為曾經有過一次，有人吃不了苦，逃兵被抓回

來，白天抓到廁所，晚上晚點名出來以後，一看，這個竹子槓，四大捆在那裡，就一排一

綑，從班長頭一個開始，全連一共將近有一百四十個人左右，一個人要打三槓子，打到竹子

都撇了，就活活打死。 
就那個時候的叫打罵教育，我們這一看，這怎麼辦？那不管，人家能吃我們也能吃。那

我佔得便宜呢，就是受個人法很少，因為我能跑能跳，所以佔了一些便宜。只有遇到連坐

法，才要被打。但那個時候兩年打罵教育，四十年就廢除了，兵也當到班長了，當了教育班

長了。那麼這段過程呢，很苦，想家。人越苦的時候越想家，所以晚上晚點名以後，熄燈號

以後，我就偷偷的從上鋪溜下來到操場，如果有月亮就看月亮的方向，如果沒有月亮就不知

道哪個方向是自己的家鄉。想媽，想家。因為聽大家說，不知道要什麼時候，大概要等五年

了，因為那個時候的口號：「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要等五年哪！

那就每天晚上哭，大概將儘快有一年吧，我的日子過的是這樣。 
後來當了班長，訓練學生的時候，思鄉的情結啊，稍微減低了。那麼怎麼會落到演藝圈

這一行呢？那畢業以後分發的單位，分發到裝甲兵，以前沒有裝甲步兵，所以我們這些知識

青年啊，分到裝甲三個總隊，成立三個大隊，叫裝步大隊，我們就是到他們那裡以後訓練為

通才。就是班長開始，領導人物啊，什麼叫通才呢？就各種車輛，包括戰車，裝甲車，半履

帶車，大卡車，各種車輛，通通要會。還有各種兵器要會，還有有線電，無線電要會，所以

                                                 
1日據時期日軍駐守於臺南的陸軍步兵第二聯隊營區，位於現今成功大學，日軍稱此處為「旭町營房」，國軍

接收此營區後改名為「光復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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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為通才。那麼我是佔一個優勢啦，因為在訓練期間，因為打靶打得準，所以經常是有外

使來。因為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台灣風雨飄搖，美國鬧托管。所以所有的外使啊，一來都

來到我們南部新軍搖籃裡，看我們三千六百公尺的班戰鬥射擊，看得他們都感動，他們都掉

眼淚。為什麼？因為我們瘦得像皮包骨，營養不良，飯不夠吃，六個人一桌，分飯。就一個

小臉盆裡面的豆汁，就是這樣子，沒有營養，但是精神飽滿！三千六百公尺的班戰鬥射擊，

檢查那個命中率的靶子一看，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會命中。那時候扣第一道板機，停止呼吸，

再扣第二道板機。像我們爬吊杆，可以跟猴子比快，所以訓練成一個良好的幹部。 
 

話劇比賽《恭喜發財》奪冠   三道命令康樂隊挖角 
但是那時候軍中缺乏一種康樂活動，那時候是蔣經國為國防部部長，是青年救國團的主

任。所以他想到這個以後，他就提倡部隊的克難運動，另外，就自己養豬養雞，另外就是提

倡「兵寫兵」、「兵畫兵」、「兵演兵」、「兵唱兵」運動 2。大家來比賽，那麼我們的隊

上就話劇比賽，他們說就給我演《恭喜發財》，華天寶，男主角 3。沒想到這個戲，一比賽

就拿冠軍，拿到冠軍以後就要巡迴各部隊去演出，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這個很好。 
  正在這個時候因為陸軍裝甲兵劇隊，那個時候已經叫「三三劇團」4，就是葛香亭、曹

健、錢璐、傅碧輝啦，他們這些都是國軍在大陸都是電影明星啊！他們也是專業的演劇人

員。那個時候開拍電影，我記得開拍第一部電影叫《梅崗春回》，那個時候還不是中央電影

公司，中央電影公司的前身叫「農教公司」5，在台中，他們都要去參加拍電影。話劇隊就

缺人，需要從部隊裡調優秀的人員，發現了我，發現我用三道命令才能把我調走。原因為什

麼？第一道命令，調的時候，到營長那裡扣下來。因為我剛剛說了，我也算是個優秀幹部，

那個時候還是田徑代表，那個時候民國四十二年吧，我跟楊傳廣兩個四百公尺中欄我們兩個

人都破紀錄。他是打光腳，我是穿女子跑鞋。因為我的腳小，所以我又是田徑代表，所以部

隊裡頭不放，所以第一道命令壓住了。第二道命令來的時候營長把我叫去了，他就告訴我，

那個單位你不能去。我說怎麼了，他說司令部來了命令要調你到康樂隊，他那個地方你一去

你就完了。他說了一句古老的話：「王八戲子吹鼓手，這是戲子啊！」我一聽這是個機會啊

～我說還是讓我去！我說我用「槍桿報國」現在變化為「文宣報國」罷了。他說：「你一去

就完了，不行不行！」他跟我下跪，我也跟他下跪，還是不准。第三道命令，是一個中校帶

著命令來，到了連上，直接就把我帶走。所以我是三道命令把我調到康總話劇隊。 
 
《亂世佳人》首獲演出機會  《馬家塞》奪最佳男演員獎 
  我在部隊的時候很優秀，但到那邊就變成傳令兵一樣，打掃水溝、接電話、燒開水都是

我。演出只有搬佈景，頒佈景完，上台沒有我機會。那個時候我就在想，因為我對這個確是

有興趣，我那個時候部隊有指導員，那他們正在演出一個話劇叫《亂世佳人》，裡面有一個

三輪車伕是我們指導員演。他每次演的時候，我覺得這個角色我演的話更有味道，所以後來

指導員發現，說我發現你在注意我的那個角色，我說對，他說你有興趣？我說有興趣。那這

樣好了，等到下次有個小場面，演的時候啊，你上去演演看，我說可以，他說那我把副導演

找來，跟你把定位說明..我說不用，台詞我完全知道了。三天以後有一個場面讓我演，我一

演，演得比他的好，所以肯定了我，所以以後他這個角色就我演了。所以我個人對過去演過

                                                 
2 蔣經國軍中文藝動曾提出四個口號，叫做「兵寫兵」、「兵畫兵」、「兵演兵」、「兵唱兵」，這寫、畫、

演、唱四個字，可以說就是文藝活動的四種主要形式。 
3 1951 年高振鵬加入陸軍藝工隊，飾演話劇《恭禧發財》男主角「華天寶」，開啟演員生涯。 
4 裝甲兵部隊「鋼炮劇團」到台灣改爲「三三劇團」，隸屬裝甲兵司令部政工處特勤隊。1960 年後劇團併入

「預光軍訓隊」，1964 年再改組成「干城國劇隊」。 
5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農業教育電影公司」（1946 年 3 月成立），  
1948 年冬季，農教總部由南京市遷台，在台中市重建製片廠，主要拍攝政宣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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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戲，比較難忘的，以話劇來講，當然是就是我進入這個圈子，第一齣戲能夠讓大家覺得，

噢，你是一個演員啊～可以上台演了，這齣戲《亂世佳人》，我是忘不掉的。 
  第二齣戲，是《象牙之塔》，因為我學會拉小提琴，就讓我演一個音樂家，而且提升當

日的劇務。那麼那個時候我已經痛下了決心，你要就不要給我機會，你只要給我有演出機

會，我就抓住了這個機會。當然一方面是我一直以來是體驗人生，考驗自己。比方說，運動

比賽後來我就知道一個口號「你想要戰勝敵人，先要戰勝自己」，所以那是我給我自己的勉

勵。所以多少年來的確就是康樂隊生活很糜爛，不睡到中午不起來，中午吃飯為了分飯分菜

都打架，每天都打架，不到半夜回不來，那生活真是很糜爛，那真是這樣。但是我每天早上

起來還去練跑，到了那間是教育大學，以前叫北師，後面的操場就是我們住的地方，我跳過

一個河溝，他那操場裡頭，操場旁邊有一個中欄，我每天都在那裡練，來回跑，但是後來才

慢慢沒有了，為什麼？因為一個戲劇跟一個體育，生活完全是兩違背的，因為戲劇演到半夜

回來，洗頭洗澡，吃完宵夜，超過半夜睡覺了，早上不容易起來。體育是天不亮就要起來就

要跑，這是一個過程。 
再下來就是我得獎的戲，得獎就是國軍文藝大競賽話劇競賽，我能夠得到最佳男演員獎

的戲 6。那這個戲是一個榮譽，但是我感覺到就是說，雖然是我個人得獎，但我覺得這是大

家得獎。為什麼？第一個劇本好，導演好，所有的陪襯的演員好，再加上幕後的所有的工作

人員整個的配合，所以這個戲劇藝術是一個綜合藝術。雖然你的戲的份量比較重，當然自己

很用心的把它深入去演，就演到讓大家覺得，哎呀～就覺得不錯！所以說這個榮譽，這個獎

是屬於大家，像這個戲我是比較難忘。 
 

陸光成立話劇隊  適逢台灣電影起步 
    那麼現在就是說，我怎麼會好好地成為電影演員呢？民國四十七年，我們裝甲兵各部

隊，陸軍的單位太多，幾乎每個陸軍的軍團都有一個話劇隊，像是孫越、戴秉剛，他們是陸

軍八十軍，我們則是裝甲兵。所以那個時候就空軍有大鵬話劇隊，那海軍有海光話劇隊，那

國防部康樂總隊，後來改稱藝術工作總隊，也有話劇隊。所以那時候陸軍也覺得陸軍應該要

有一個陸軍的話劇隊，所以陸軍成立了一個陸光藝工大隊，就把各部隊的精英，通通調到陸

光話劇隊來。所以我們那裡有四十多人，超越了大鵬、海光、甚至於康總。所以孫越啦，什

麼魏蘇、丁強、王宇啦，這些所有的我們通通都在陸光話劇隊了。 
    到了陸光話劇隊，那麼接觸的面也廣了，那時候電影，剛開始有戒嚴期的電影，不好

拍，劇本要經過審核，通通要受到限制。那個時候只有三家電影公司，就是「農教」後來成

為中央電影公司，台灣省有個台灣電影製片廠，那國防部有一個就是中國電影製片廠，但是

這個中國電影製片廠是由大陸隨政府過來的。就這三家電影公司，拍的都是反共抗俄的故

事。但是電影後來整個面擴大以後，那蔣經國這時候改革開放了，整個電影廢除戒嚴以後，

大概你也知道，後來西門町的峨嵋街、武昌街、成都路，都兩三步一家電影公司，兩三步一

家電影公司，都是獨立製片公司。後來香港的李漢祥在牯嶺街成立叫國聯電影公司。那個時

候電影公司多了，所以戲拍不完，都缺演員，就怕沒有時間。 
 
1954《梅崗春回》軋一角  馭馬受挫立志學習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開始拍電影了，但不計酬勞，拍完了以後沒有多少錢拿，因為我們

有軍餉，是軍人，就這樣子參加。我第一部電影，我剛剛講叫《梅崗春回》7。話劇隊的前

輩就說，電影裡頭少角色，我去演個嘍囉兵。這個嘍囉兵就是說土匪要來攻宅子了，我騎快

馬進來報告：「土匪要來了！」這個導演是宗由，在大陸上就是個有名的大導演，他曾經演

                                                 
6 1963 年，高振鵬以話劇《馬家塞》的「錢大通」一角，榮獲國軍文藝大競賽話劇競賽最佳男演員獎。 
7 1954 年農教公司與台影合併成立中影，利用美援購置了先進的拍片設備。1954《梅崗春回》是中影成立後所

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導演宗由，穆虹、李影、張仲文、唐菁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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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客棧》的那個總管。所以你們看他這樣，噢！很兇。但是，找了半天，要找一個嘍囉

兵會騎馬的，都沒有。剛好我們去了三天，互相聊天的時候，我說我在蘇州念國中騎過馬。

啊…騎過馬！那是什麼馬呀？「你給牠五個銅板，也沒有人帶，牠幫你送到虎丘山，牠自己

就回來了…這種馬。」那這是個玩笑話啊！他就說來來來試試。 
    我一看這馬又高又大，上去以後，慢慢騎這馬很順，慢慢跑慢慢動啊。要過那個橋，進

入宅子報告，那個橋啊，是木板的，拱形的。白天練，OK，很好。這個戲是夜戲，晚上

拍，就不同了。晚上因為橋的這邊有水銀燈，啪一照，我一騎快馬一到那裡，橋邊上，那馬

就自己剎車了。還好我抱得緊，我沒有跟著衝出去，不然的話，我就飛出去了。抱得緊不

行，NG 了八次，還是沒有過橋，那個導演把我罵得體無完膚啊，吹牛啊！那天晚上拍完

了。但是後來換了人，換了一個馬教練來穿上我的衣服，他還是到了馬上還自己摔下來，結

果研究就是說馬怕那個水銀燈光，牠看不見那個橋，所以牠剎車了。所以那個把水銀燈挪一

下，很快就過去了。雖然是這樣，不在於我，但是我回去一個晚上沒睡覺，哭，因為從來沒

有受過那麼大的汙辱。但是哭得當中我就下了決心，將來不要有機會，有機會我一定學把馬

駕馭好。 
    所以，到了中視以後，拍了很多騎馬的戲。我到大陸十幾年，《達摩》也好啊，《秦

俑》也好，各種古裝的戲，我騎馬都不要替身，騎快馬 8。尤其是《達摩》，到沙漠裡頭，

溫度超過四十度，我演一個大將軍，他們讓我騎快馬。所以我這個意思就是說「有志者，事

竟成」。當然也是扎了一針，就是得了一次教訓。挨了一次以後，自己也會成長，也多學了

一份技術。當然後來武俠片、動作片都用得上。所以說，我從舞台劇進入到電影。 
     
國防部禁令膽顫心驚  1965《烽火鐘聲》用心演出 
    那麼怎麼會從拍片變成化妝師呢？那就是因為這些 A 咖的演員，那個時候每年都舉行

一個康樂大競賽，京劇與京劇互相比賽，話劇就與話劇互相比賽，輕音樂，歌劇互相比賽，

比賽完了，都要到外島去勞軍。但是到外島去勞軍呢，像是 A 咖拍電影的都不去了，那外

島的司令官，外島的官兵一看，心裡不爽，所以司令官一狀告到國防部。國防部這一聽，就

下命令到陸軍總部，陸軍總司令才知道。火了！下達命令，禁止軍人參加拍電影演電視，違

令者撤職查辦。這個時候我跟我們隊上一個導演，叫沈勞，正參加一個香港獨立製片王引的

一個電影《雷鳴遠神父傳》，又名《烽火鐘聲》9。他又是老闆，又是男主角，又是導演，

他跟台灣周大賚電影製片公司合作。因為這整部戲都是在台灣拍，他要用很多台灣演員。那

麼這個戲拍過一個禮拜以後，才看到有這個命令發佈，命令發佈的時候我們心想，先不吭聲

啊，就沒關係…但是沒想到聯合報登出了一張照片，登的是王引坐在那裡，他是演雷鳴遠神

父，那沈勞演立山神父，立山神父跟雷鳴遠神父都剃光頭，我演劉若望神父，就留頭髮，所

以他們兩個一張照片就登出來了。 
    出來以後，陸軍總部一看，憲兵排長一到現場就把沈勞抓回去了，沒發現我，但是我已

經嚇掉半條命了，那這個戲就不能拍了，因為他的戲很重啊，結果王引跟周大賚老闆到了陸

軍總部，找陸軍總司令 。請他體恤獨立製片很苦，成本低，製片費很少，這個人一關，電

影拍不了了，前面拍的都不行了，因為他不是違抗命令，實在是你不頒佈命令的時候我電影

已經拍了一個多禮拜了。這陸軍總部一體諒到這個事情，OK，監牢放出來，放出來以後，

就是不查辦，電影拍完以後撤職。所以他軍隊裡的以前什麼一級什麼，通通沒有了，變回老

百姓，所以沈勞是這樣。 
  所以進入到電影，比較難忘的，就是我們講的《雷鳴遠神父傳》，因為這個戲實在戰戰

兢兢，心驚膽跳的情形之下拍完。所以製作單位，這個導演，很安慰我，大家都顧慮到，就

                                                 
8 《達摩》為 1999 年中國八點檔連續劇；《秦俑》則為 1994 年的華視八點檔連續劇。 
9 1965 電影《烽火鐘聲》是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出資拍攝的雷鳴遠神父傳記電影，又名《雷鳴遠神父傳》，莊

國鈞執導，王引、王戎、焦姣、藍天虹等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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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要開拍的時候大家要注意到外邊不要有憲兵來，那麼這樣子的照顧，大家的照顧之下，

安慰之下，而且自己也覺得就是這可能是最後一部戲，就很用心地把它演完。但是我嚇了以

後，這部戲拍完，就不敢再參加了。 
 
李行提拔轉任電影化妝   責任心重要求完美 
   那時我剛剛結婚，那個時候我的酬勞，我是中尉，結婚的時候上尉了，薪水只有四百二

十五，結婚在大直新村租一個房子要四百五。薪水不夠付房租啊，日子怎麼過？還有這軍

糧，眷糧，只能吃二十六天，因為本來我的糧，結婚可以拿回家吃，就夠了。但是一禁止拍

電影電視以後，我要隨著隊，一個月要勞軍二十六場，我的糧要擺在隊上，家裡面就會不

夠。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麼辦？沒有外快了。這時候就是天無絕人之路啊，中央電影公司

大導演李行，他正拍一部電影，叫《日出日落》，江明擔任男主角 10。缺化妝師，我那個時

候我在話劇隊，我在管化妝，因為我從小不單是跟他們學戲，學動作，我又喜歡他們那個

妝，我也從小就愛畫些東西，所以我剛來台灣我幫自己畫一個江南燕，一個燕子在半個月亮

下面，所以我就喜歡管化妝。這個時候有人就告訴李行，說陸光話劇隊的高振鵬會化妝，就

把我找去了。他說：「你會化妝嗎？」我說我會。「電影化妝有沒有畫過？」我說沒有，但

是我知道電影化妝要怎麼化。 
因為參加拍電影過，我才發現電影的裝很淡，很自然，而且很乾淨，很認真。不像舞台

劇的妝。所以我那時候都記得很清楚，化妝師在那裡化，我就在那裡看，看了就學的。所以

我說沒有化過，他說那你試一試，我說好。我試一試，OK，可以啊。所以我就參加了。參

加那個電影在鶯歌湖山製片廠。所以我剛剛前面有跟你講，那個時候台灣有十二個片廠，所

以那個時候所有電影公司之多啊！那香港的演員、韓國的、日本的演員通通到台灣來。所以

台灣最興盛，吸引力越大。所以在鶯歌片廠拍了將近半個月，告一個段落要進棚了，就是外

雙溪電影公司要進棚。我想進棚大概沒有我的事了，因為進棚有進棚的化妝師嘛。那我就跟

李行導演辭行了，我說「很抱歉了，我工作沒有盡心做好…」他說「做得很好啊！」因為我

畫完了以後，我還要回去演話劇，所以他給我兩個助理徒弟，我在化的時候，兩隻手都能

化，我教助理怎麼樣化，所以我離開以後，第一助理他可以模仿。因為吃完飯要補妝啊！有

時候外景連內景這樣。所以我就跟導演辭行時，他說「不行！」你沒有問題，你要跟進棚。

他就交代劇務李先章，後來是大製片，說：「高師傅會跟我們進棚」。 
所以那部戲在電影公司棚內部完成，當然也認識兩個化妝師，就林梓，那林梓我知道，

因為我在參加《梅崗春回》的時候，那個時候的化妝師是雷鳴，助理是林梓，林梓是台灣第

一把交椅，完了以後，我謝謝李行，李行說：「我問你，你願不願意擔任中央電影公司的基

本化妝師？」我說「可以嗎？可以，太可以了！」不過酬勞很低，一個月才一千五。我一聽

一千五是我的天價啊！所以我就做了化妝師。剛剛我說了，那後來就是最近幾年，我聽人家

說 O 型血型，加上處女座，這個人責任心重，要求完美。因為我一直就這樣，那我吃了這

一行飯，我一定要把這一行做好。 
 
十年化妝師  練就各種角色造型與特殊妝 

所以後來，這個電影真的也找我，外面的跑片，李行又介紹我去。李行告訴我說，你要

多少錢，你不要因為我的關係，你就開口要。我說我多少錢沒關係，拍完了你看我值多少，

你給我多少。所以我就把我本行的技術，我要做好。當然一方面是得利於那時候電影興盛，

武俠片、動作片、還有鬼片、毀容片，訓練了我，把各種特殊妝都會了。當然最讓我進步的

就是到世新教書的那五年，就是各種角色的造型，學生的求知慾特別強，所以我把德國的、

                                                 
10 1966 電影《日出日落》，導演李行，演出有江明、陳慧美、朱麗華、崔小萍、範偉凝、韓江、郝曼麗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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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日本的、韓國的，各種的化妝術的資料集中起來以後，這樣把同樣的一個人，化成

七個不同的人，七個不同的性格。 
當然講到美容，什麼是美容？就是把一張最醜的臉，化成一張最漂亮的臉。造型就是把

一個人塑造成角色裡面的一個人物，就是用化妝術，一看看出這一個人的性格。那時電影化

妝很嚴啊，我沒想到吃了十年的化妝師。為什麼又恢復當演員了呢？那個時候三家電視台成

立了，華視想問我，就是你要簽演員約？還是要簽職員化妝師約？後來我一想，靠技術吃

飯，比較好。因為現在我已經在技術上難不倒我了，不管是什麼裝，毀容的也好，刀疤，講

起來都可以了。但是，我心裡想，這化妝師永遠比演員低一等，伺候演員的，那我想能不能

像韓國，日本，就東南亞國家，升為技術師。因為像我們中視演一個《貂蟬》，寇世勳演董

卓的時候，從日本請來六位化妝師。為了這個大肚皮，都外邊請來的。後來我一想，他們都

是技術，單獨化妝。 
就三天電影會議的時候，我擬了計劃案。我就說像燈光、攝影師、服裝設計師，都算各

種設計師，但化妝設計師，這裡能不能升等為技術師？我說你一年或者兩年，鑑定考試都可

以。因為他做了專業以後，他一定要引進很多，比方說美國把一個人化成人猿，我們不是不

可能，但是那個要有機器，要有模子，要有什麼東西引進。難不倒人，絕對難不倒人，但是

能不能你把他升格為技術師，就不求人了。結果沒想到三天電影會議，這個案一上去以後沒

有通過，結果我們禁止拍電影電視的禁令反倒解除了。那洪老伯帶頭，他是我們的大隊

長 11，原來是我們陸光話劇隊的話劇隊隊長，那個時候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要感恩他。

因為知道我必須要去賺外快。我就接電影，擔任化妝師，連名字都不掛。有的時候缺一個演

員，導演就請你演戲，就不化妝，所以這是一個過程。至於我配音也配了十一年，剛開始的

電影都是同步錄音，很多唱片都是事後配音，我配音也配了十一年。 
 

台灣電影從興盛到衰敗   國家欠缺演藝人員保障制度 
曾經發現我們的電影，從最興旺到了最後衰敗，第一個原因，因為有了電視，因為在家

庭裡頭，喝著茶，吃了瓜子就可以看。看到想看的演員嘛，不需要買電影票到電影院裡去

看。所以那個時候的導演，老闆，不希望我們電影演員去拍電視。第二個就是電影敗在哪

裡？一窩蜂。就是這部戲一賣座之後，大家一窩蜂搶拍這個故事，那這個水準，還求快，這

是一個。還有一個社會上很多的幫派，大概你們可以聽到，曾經有一段時間拍電影都要帶武

士刀，因為你到了這個地方，雖然是借場景，講好了可以拍，但是你開拍的時候，你沒有到

這個地方幫派去溝通的話，到時候開拍，他們武士刀啊，什麼東西都，就不讓你拍，當然電

影衰敗還有其他的原因。 
    後來發現我們演藝人員的職業，好像沒有制度，國家沒有保障制度，就像體育也沒有保

障制度，體育拿了獎牌，回來拿了獎金以後，就失業了。那演藝人員沒有保障制度，因為不

像大陸。我們改革開放，到大陸去以後，我們才瞭解到，大陸越資深的演員，他們都有國家

的保障，雖然錢不多，但是有飯吃，生活就可以過。那韓國呢？我們到韓過去互訪的時候，

我們曾經提出一問題：「演員沒有戲演的時候怎麼辦？」他們覺很意外，他說我們這的演

員，從來沒有想到沒有戲演，就怕沒有時間演。結果他們分成十八等級，越資深的，最高酬

勞的就是老太太，老爺爺，這是韓國的。當然，美國就不用講了，所以我也感覺到，這條路

上完全是自求多福。那什麼情況之下就不能演了？除非自己不能背台詞了，不能行動了，那

就不能演了。不能演了怎麼辦？就餓死了，因為沒有保障。 
 
轉型其它事業慘賠  重回老本行演戲 
    那怎麼辦呢？所以我曾經想到，應該要想辦法轉型。轉型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後面的生

活，沒有戲演的生活。那最主要我也想，為後代的子孫留一點根。所以趁著還賺了一點錢，

                                                 
11 陸光康樂大隊長洪濤，本身也是資深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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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投資了像照相館啦，什麼做麵包啦，文化大學的自助餐廳啦。後來又到大陸，我無封

官役，他們特批的開放，在北京北大街，有一個叫台治家酒樓，三班制帶夜總會的，那個時

候他們的目的是要做統戰的，所以特別批。因為我們這三個不是商人，不是投機商人，不是

想賺錢，所以他們特批，也被我們反統戰了。所以結果我投資了六、七項工作以後，因為自

己不是內行，不專業，自己又沒有投入在裡面做，結果發現，最要好的朋友是騙子。所以兜

了一圈，把賺的錢通通賠光了以後，還回到自己的本行。 
 
1975 中視《親情》  自我創作「陳大斗」大紅 
  所以後來電影衰敗以後，那沒辦法，就進入到電視。當然這電視只有三家電視台的時

候，還沒有感覺到沒有戲演，而且都是大戲。這部戲沒開拍，那部戲就接上了。當然，我最

紅的一部戲，就是中視的《親情》12，演了五百多集。原來是演一個看監牢的一個班長，連

個名字都沒有，只有三集，為什麼能夠演到五百多集？那我自己創作自己。我這話不能留在

後面講。就是一個演員，要自我訓練，要自我勉勵，要掌握自己。尤其在智慧財產權的時

候，我是代表到立法院爭取，我們演藝人員有創作權。比方說我剛剛講的，我演看監牢的一

個班長，因為我發現這是個北洋軍，他沒有文化，沒有中心思想，但是他吃北洋軍的飯，就

忠於北洋軍的工作。那另外，他有分隊長、還有連長、部隊長，都是那幅北洋軍的嘴臉，那

我這個班長不能像他們這樣的嘴臉。所以我給我自己設計，因為他雖然沒有自己中心思想，

沒有文化，但是他的心很好。因為他看到關在監牢裡頭的，像郎雄啊，他們是走江湖賣藝

的，是靠自己賣藝吃飯的人，不是壞人，為什麼會被關進來阿？就起懷疑，這其實是好人。 
    所以因為他本身還有一個善良的心，所以我給我自己創作成講話口吃，有一點傻傻的，

我沒想到這個設計成功了，所以一下子演了五百多集。當然紅到最後，立法委員出面了，這

個「陳大斗」，後來有了名叫「陳大斗」了，這陳大斗不能讓他再口吃了，現在學校裡頭小

學生都在學了，所以慢慢把它改正過來。那後來到電視，讓我能夠起步的就是《親情》，雖

然不是有很看重的角色，但是經過我自己的設計，能夠達到大家很喜歡。這個我覺得自己滿

心的就是對自已很滿意。 
  當時當紅的時候，所以跟中視簽訂基本演員，所以簽訂基本演員以後就受保障了，那個

時候什麼節目都有，像張琍敏《懷念的旋律》，我也參加一角。還有中午檔的閩南語連續劇

《大嬸婆》，我去演阿吉；還有《素珠要出嫁》演三叔公。我不會說閩南語，但是劇本上就

現場教，我現場就學，就沒問題了。 
 
演藝人員納入勞基法  解構演員給薪制度 
    所以做演員就這樣子，後來為什麼發現這條路走不下去了，戲越來越少，沒有保障了？

第一個原因，就民國七十三年，政府推行勞基法，勞基法把演藝人員納入為演藝勞工。當時

我們很高興，因為他告訴我們，你們基本薪資不是最高三千了，最高要一萬多了。我們就高

興了，就不演戲也有一萬多了。但是，回想到電視台的東家，每家電視台養三百多個人，當

然三千最資深的也不多，也不過一百多人，那可以養得起。但是每一個人基本工資要提高到

一萬多的時候，他養不起，養不起因此解約。所以一解約以後，演員沒有東家，自求多福。

電視台沒有演員了，演不了大戲，而且不像我們以前是同工同酬。就這集裡頭你是主角，從

一千八漲到最高是四千一集，你出來一下也是拿四千，從頭到尾也是拿四千。但是一解約以

後，就個別議價了。 
      個別議價，問題就來了。像以前我們這個戲劇道德，就這個角色我可以讓你演，你可

以讓我演，就互相，都可以。但是到了解約以後，就不一樣了。沒有戲劇道德了，甚至可以

搶演。給你三萬一集，這人就說我兩萬，那我一萬，就降到最低搶。另外呢，損失最大的是

觀眾，因為三家電視台做不了大戲，沒有演員，觀眾看不了過去那種大戲了，保鏢之類的大

                                                 
12 1975 年參加中視〈親情〉飾演「陳大斗」一角大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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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當然，電視台的導播也閒了，工程部也小了，這是一。後來有了第四台了，就是有新電

視台，像雨後春筍一樣，那不得了。再看看我們目前，我們實話實說，很多不管是有線的、

無線的，電影台，我們一直在重播。原因當然我們自己出產量不夠，現在我們拍的幾乎本土

的比較多了。 
     
本土偶像劇當道  製片廠沒落  難有國家年度代表作 
    再看到有一些電視台的連續劇，偶像劇當道，本土劇的製作費比較低，因為要做那種古

裝的歷史劇大戲，當然一個是成本高，再來一個就是說回來，台灣已經沒有什麼場景可以吸

引了。所以政府曾經提倡，我們要辦法走國際化，國際世界都能到台灣來拍，到台灣來取

景。這個構想很好，到台灣取景必須要用台灣的演員，要用台灣的工作人員，大家有飯吃。

但是我們要反問一句，你台灣憑什麼條件可以吸引國際的到台灣來拍？我剛剛講過，過去有

十二家製片廠，現在一家都沒有了。當然有一家中央電影公司文化城，現在做觀光了。錄影

不行了，有時候拍都拍到高樓大廈，電線桿了。 
    近年拍了一個霧社事件，這個電影的名字《賽德克巴萊》，在林口搭的景，現在也拆掉

了。不像大陸，大陸就是跟大家招商，他就一種。只要你來大陸取景，你要什麼景，我幫你

搭什麼景。而且這個景拍完了以後這個景還是保留在。所以李安的電影，很多的大電影，都

是在大陸拍。但台灣不是沒有過，曾經很興盛。像韓國，曾經總統自己親自把跨部會，各種

商業，企業的團體老闆找來，把所有的電影製作的演員，大家通通找來。就說，你們提出

來，要人，還是要時間，還是要錢，政府要怎麼樣做，才能夠趕上像台灣一樣？那個時候拿

台灣作目標啊！結果他們三年嘛，做出來了。像大陸也好，每年都有一個代表國家的電影。

法國也是一樣，每年有一個代表國家的電影。如果說像法國，大陸，像韓國一樣，我們一年

製作一部震撼的電影，為什麼？我們希望把台灣電影帶動起來！所以用母雞帶小雞的方式，

成功了以後，再把其他的電影公司帶動起來。 
    電視台為什麼一直重播？電視連續劇為什麼走不出框框？我在演藝工會擔任總幹事期

間，曾經去新聞局開會，為了電影的興盛，還有幾個大導演，像朱延平，這些都提過。第一

個，台灣要有吸引力，所以我目前說起來，很可惜的，我在拍《雙壁傳說》這個故事 13，當

然那個女主角後來車禍死掉了。在林口的科學園區拍攝取景。拍不到我的時候，我一看，這

個地方好漂亮噢。我跟他們聊天的時候，他們曾經告訴我，說這裡原來不是科學園區，這原

來是邵氏影城。啊！後來我突然想起，曾經，因為香港要回歸大陸的時候，邵逸夫曾經到台

灣來，他想把邵氏搬到台灣來，所以如果說那個時候邵氏已經搬到台灣來的話，台灣就有吸

引力。對不對？沒有。所以我們要反問自己的國家，我們想要吸引別人，我們自己有什麼地

方？雖然說有些國家開放給民間資產來拍，雖然是這樣子，我覺得不夠。就是所以這是我個

人的淺見。 
 
演好角色訣竅：多聽、多看、多學、多練、多演 
    如何能夠把這個角色演好？，就是有兩個自我，「第一自我」是自己，「第二自我」就

是扮演這個劇中的角色。那完全要離開第一自我，那怎麼樣離開呢？我剛開始的時候，我有

「五多」來勉勵自己，一個就是「多聽」、「多看」。「多聽」呢是聽那個聲音表情，演員

的聲音表情，抑揚頓挫，為什麼他說話讓人聚精會神呢？就像以前舞台劇，叫你一出場你的

台風，台下都不講話啊，就是一個聲音；另一個就是動作，就是「多看」，他這個戲為什麼

演得這麼深刻，因為以前他這個戲路，為什麼變一個戲路還演的那麼成功？那麼再揣摩研

究。再來就是「多學」「多練」「多演」，就是說這角色拿著劇本有高難度的動作的時候，

剛好我前面講到騎馬，我一定把馬騎會，不是讓馬騎我，我騎牠，這個是「多學」「多

練」。還有一個剛剛我也有提到的「多演」，雖然這個角色戲不很多，有一場戲或兩場戲，

                                                 
13 2005《雙璧傳說》，是一部中視偶像劇，共 15 集。女主角許瑋倫 2007 年因車禍重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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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戲，有表現，那不要推掉，不要推掉。我非要重戲我才接，就是說這個角色只要有點

戲你就去演，為什麼？帶你體驗人生，體驗你各種不同的人生有一大堆幫助，這是剛剛講的

五多。 
 
演員應具備良好適應性   模擬角色生活個性   
    剛剛還有一個呢？我就講到了還有做演員最重要的一項，要養成「適應性」。為什麼？

因為有很多戲是冬天拍夏天，夏天拍冬天的戲，還有一部連續劇一上了之後它輪流轉，春夏

秋冬，第二年又是春夏秋冬，但是時間空間這很難控，但是劇情就一天兩天在幾天，所以你

穿的服裝到冬天你還是要穿夏天。那如果說你不能養成一個適應性，那你容易感冒。還有一

個呢，你要出國到大陸取景，大陸比較乾燥，你要去適應。這是一個生活上，以及那個各方

面的起居上要去適應的。還有一個，「做人」上面也要去適應，就是第一個要去維持自己的

形象，這最重要。例如剛剛開始開放去大陸，有一窩蜂人去的時候，到飯店裡頭找個小姐，

結果不小心讓人抓到了以後，在你的護照上蓋上一個嫖客，這一輩子就洗不掉。所以自己的

形象，一個事業性，自己的形象，這是一個。形象要維持，不能驕傲，要謙虛。 
    還有一個就是「入鄉隨俗」，我舉個例子，作一個演員到國外，比方說我們到韓國去拍

戲，先學會的，一見人打招呼，안녕하세요（你好），감사합니다（謝謝）。看到小姐就

說，你很漂亮。那麼到日本，也是一樣，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安）。到泰國就是，你好

（泰語），謝謝（泰語），類似，就是見面打招呼的。 
做演員當你接到劇本，最基本的要件，你先要看這個劇本是古裝，是時裝？他的年代，

他的背景？先瞭解了，OK。那再一看，我這個角色是有家庭的，這個家庭是富有的，還是

小康之家，還是屬於沒有錢的？他在這個社會背景上是扮下流社會，中流社會，上流社會？

還有我這個角色，他有沒有受過教育，是什麼樣的教育？再一個就是說，這個人是什麼樣的

性格？ 
我舉個例子，比方說，你演一個擦皮鞋的，雖然你讀過很多書，你做這一行，他有一個

生活習慣，他是什麼生活習慣，他看到人，他不看你臉，他看你腳。因為他擦皮鞋，他就是

這個樣。像我曾經做了十年化妝師，我看到人一定看他臉，有時候不小心對一個小姐多看幾

眼，看到她害怕，這是一個。還有一個教書的先生，總是戴眼鏡，文質彬彬的，或是書呆子

那樣。講話帶著眼鏡，那推眼鏡的動作完全不一樣，也有這樣推的，也有這樣推的，也有這

樣推的，都不一樣。那演一個小偷，扒手，他的習慣，他不看人，他看你的皮包，看你的口

袋…就是說這個角色的生活習慣，你要設計，人物個性。 
 

背劇本有要領   自製分景表   
你把整本的戲看過以後，完全瞭解了，再看自己的場次。這因為拍戲有進度，有時候為

了拍景，從後面往前拍，有時候跳著拍。同一個景裡頭，拍了個前中後都有，所以你必須先

要把它消化。因為這個景裡頭可能要拍好幾個，發現有幾場重頭戲，有幾場是高難度的戲的

時候，就怎麼樣子先消化。那個時候都有班表給你，就明天我要拍幾場，拍哪裡的景，

OK，好。雖然我整個都概念都有了，也許他順序不會從班表裡一樣，但是我把明天的班

表，從這個場次，最難的一場開始背，把這場最難的背了以後，其他的就簡單了。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自己還在做分景表，順場表，服裝聯繫表。像我禮拜二要去定裝的

大愛劇場，就是《菩薩到我家》，我就演那個菩薩，雖然只有三集戲，但是有四十二場，各

種景他都有。所以我自己做了設計，做了有這樣的分景表。所以說，我明天的班表，在對照

我的分景分場表以後，我再瞭解，這場是什麼。到現場一拍，導演說拍哪一場，我只要在我

分景表上一看劇情摘要，服裝聯繫，我就知道了，劇本我就不必看了。再跳過幾天，換衣服

了，換哪一場了，我一看分景表上的劇情摘要，我就知道那一場連上面哪一場，下面哪一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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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戲像打乒乓球   對手台詞也要記 
所以看劇本，背劇本的時候，不光是背這一頁景。所以背劇本的要領，這一場，先看自

己的，就把自己的十句話，或是八句話，打上編號，我從第一句開始背，背到第十句。好，

我通通會背了，但是不行。因為你背會了以後，對方講話，什麼時候講完，什麼時候接，你

不知道。他有時候不接，他只是做反應，你要接著講，你不知道。所以，看完自己消化以

後，也在看對方的，有幾個人，當然兩個人的戲好演，都是打乒乓球一樣，只是加了一些過

程，反應而已，地位走動而已。怎麼走位自己設計，表情自己設計，所以說要看對方。當然

我曾經有碰到日本人，有碰到廣東人，我聽不懂啊，那這個怎麼背，怎麼知道呢？我接他最

後的一句。只要他最後一句不要改變，那我馬上就可以接，因為我瞭解他這句話的內容。因

為有時候這句話是你在講，配我的反應，如果我不了解你這句話，那我在那呆呆的也不行。

像看戲，不行。 
所以作為一個演員的最基本的要件，剛剛我講了有五多，有幾項的基本的工作，對，再

來就是讀劇本的要領，這樣子。我們曾經做高難度的戲，坐在公車上還在那比手劃腳練習，

口中念念有詞，哇，旁邊的人會嚇一跳。這是我剛剛以一個演員，演員方面就是應該怎麼樣

作的意見，是有關劇本怎麼背。當然個人有個人的方法，個人有個人的技巧。 
 
對手戲遇強則強飆戲過癮    經驗不足演員需提詞帶戲  
    這個六十幾年來的經驗，當然是碰到對手很強，自己就無形之中就強了，就飆戲。哇，

那真是很過癮，因為他能夠刺激你，你能夠刺激他，這是在演員部分。但是也用過這第一次

剛開始演，你在講話演戲的時候，他在那木訥，到他講話的時候，他像背書一樣，因為他不

會，他要重來幾次。如果我碰到這樣子的演員，剛開始，我先要看，就是看他是不是不太容

易接近的，那我就不必去碰釘子。如果一看，這個就是他互相可以聊聊天的人，那我就為了

刺激這個戲好，那麼在沒有拍到的時候，我就主動找他，我們來對一下台詞。 
所以我曾經，第一次演偶像劇的時候，我就碰到，這個演員好像是主角，我是配角。我

一看，拍這場的時候機器停下來，為什麼，他要看劇本，他要背。完了以後，OK，再拍。

我一看他這個，後來熟了以後，他們也發現了我，發現了我現場不帶劇本，不看劇本，就他

拍哪一場。有時候導演說，我們來走一遍，因為有的導演，這一場戲先一個鏡頭下來，完了

以後他再分，那有的呢，就是一個鏡頭一個個拍，導演的作風不一樣吧。 
    碰到這樣子的演員的時候，「能不能我們來對對詞，好不好…」。如果你發現，他有時

候跟不上，有時候我一講到這裡，可能你要搶，那我要告訴你，我怎麼樣那你馬上就要搶，

要接。還有呢，你講那最後的一段台詞「你是什麼意思」，如果你改了，我就不好接了，所

以你一定要講「你是什麼意思」，我才能接「我的意思是…」。你不講這個，我說我不好

接。我舉這個例子，就是由話來接話，這樣戲才可以接下去。 
    我在拍那個《幸福三顆星》，那跟藍正龍，楊謹華，諸葛紫岐，反正三男三女都是主

角，我演董事長。因為他很健康，所以導演不讓我帶助聽器。但偶像劇說話更輕，他有時候

呼嚕呼嚕就過去了，聽不清楚，那我不戴助聽器，我哪看到你嘴動了，我不知道你嘴說了。

那我把六個人的對話我通通背了，就背了以後，我說完以後，我知道該誰說，不用看你在那

說，我馬上就可以回答。那天到了諸葛紫岐，她講了一句她不講了，我回頭她不講了，卡

了，停了。諸葛紫岐說剛才 NG，我說我是怎麼 NG，她說「該你接…」，我說「妳還有一

句沒講啊！」她說「我那句導演叫我不要講了～」，我說「我不知道啊！」我舉這個例子

噢，對手戲遇到強的啊，她也不看劇本。比方說陳莎莉她不看劇本的，我們演這齣戲很過癮

的。又舉例像孫興、寇世勳啊，很多人，很過癮，互相刺激。 
那麼我遇到這樣子的，就是說比你稍微經驗不足的，那你要想辦法帶動，這個帶動很重

要啊。我舉個例子，這場戲，導演是一個鏡頭下來的，比方說，我生病，你們兩個人來探望

我，原來我屋子裡頭，我是撿破爛的啊，曉得吧，那屋子裡頭髒得很，走進來都會踩到會摔

跤的，而且營養不良。所以呢，在你們來看望我的時候，屋子裡就整理得乾乾淨淨的，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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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進來，踏進來送了一鍋的雞湯，那我們在對話當中，你說完了這句，我的反應，我就看一

看，完了以後，你要把那蓋子打開，會有一股熱氣冒出來，哦～好香。結果才講「他特別為

你燉的雞湯…」結果你說完了，我看他忘記把蓋子打開了，那我怎麼說「好香」？我沒有聞

到，那怎麼辦呢？那這個時候你不能夠整人家，我馬上就提示說：「這裡面裝的是什麼？」

他就會把蓋子打開了，戲就接下去了。接下來本來又該你說「唉唷！今天進來不一樣，以前

進來都要摔跤，今天都整理得乾乾淨淨的」我才會接為了什麼事情才變成這樣。但如果你這

句話不講，我就不能自己說，這可怎麼辦。那我就提示：「我問你，你近來有沒有感覺到我

屋子裡有什麼不一樣啦？」噢，你就會馬上想起來了。所以說這是帶動經驗不多的演員，他

到了有時候不知道該說了，你一提示他就下去了，這是就是對手戲的演員。若是有一場戲演

得很過癮，下來以後，自己回去也會回味無窮。 
 
吊鋼絲拍戲難度高  最難演的是「床戲」 

至於說高難度的戲，過去就是「吊鋼絲」，因為鋼絲會吊死人的，你們還記得沈海蓉

吧？他吊鋼絲摔下來，骨盆爆裂，害她一輩子不能生育。現在保險了，現在不但是鋼絲飛來

飛去，在竹子上面，水上，海上，都能飛來飛去。你們看到那個歌仔戲孫翠鳳，演白蛇傳，

下着大雨，用這個消防車，他們兩個從空中飛下來，用那個大雲梯，大吊杆吊起來。而且好

像坐著很保險，很舒服的坐上，不會像以前吊過鋼絲以後站不起來，累得都青了，設備簡

陋，那麼這是高難度的。那再來就是「打」。如果平常你沒有一點根底，有時候拍特寫，像

演那個葉問，這個手勢，你擺不出來，你不練習，擺不出來，味道沒有。像這個打太極拳，

握起來，挑起來，慢慢地下去。過去形容是：一個西瓜切一半，一半給你，一半給你。像這

種就是動作，動作片。 
平常沒事，這個戲裡頭，我戲中串戲，那我就要練。像黎明演梅蘭芳，比方說。他會唱

歌不會唱戲，還有身段，要怎麼樣做？ 平常你去看京戲，你看那個「青衣」跟「花旦」表

演不一樣，「青衣」是文質彬彬的帶著動作，那「花旦」是很花俏的動作。不管怎麼樣，你

看手裡的動作，偶爾當你有這個機會的時候，你就會比了。至於說最難演的戲，曾經有學生

問過我這個，我說是「床戲」，我演過五次還是六次。 
 

難忘的拍片經驗：極端氣候、吊鋼絲飛天、冬天潛水底 
還有比較難忘的，就是高難度的戲。你比方說拍《雪山飛狐》14，這是很難得，到了東

北的長白山。那個大天池的對面，我們可以看得到北韓的衛兵，但是我們夏天去已經穿冬天

的衣裳，一天只能拍兩三個小時，因為那個氣壓的氧氣不夠，那麼在這種環境之下，配合得

很好。本來要拍一場夜戲，但是這場夜戲拍到七、八點的時候，傷害了不少人，所以夜戲也

不好拍。我舉個例子，因為它到了三點以後，整個是到零度了。所以到了七八點的時候，零

下三、四十度，雖然你打了光，打在那，風很大，所以那個燈光架子，沒有三個人，四個人

去扶它，都會吹倒。我很感動的是大陸的武警，高頭大馬，身體強壯，因為有很多搬東西，

他們幫忙。他們戴上手套，幫我們扶著那個燈桿，但是這個鏡頭拍完，他手拿不下來，整個

凍了。要用熱敷才離開，等到你拿手套下來的時候，皮掉到手套裡，我看了真心疼。所以說

這個過程，叫人難忘。另外呢，就是要從山坡上滾，兩個人打，沒有替身，打翻滾的下來以

後，這個鏡頭一完，幾乎站不起來。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以看到成龍拍戲，NG 片，他受了傷，到醫院回來再拍，就是高難度

的戲。那麼我碰到過，就是你剛剛看過那個，就是吊鋼絲。因為這個千年蛇妖，是個女的，

千年蛇妖沒有人敢演，因為她有一個最醜的臉，因為她半夜飛出去吃童男童女，變成美女，

那是女主角。那這個最醜的千年蛇妖，我演。因為臉上整個都是很恐怖的，但是要吊鋼絲，

讓她飛出去，這搞得掉下來以後也起不來。還有一個我們拍《秦俑》到大陸，為了要去刺

                                                 
14 1991 年台視改編金庸小說之電視劇 《雪山飛狐》，高振鵬飾無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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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那一定要濳到水底下，到那個秦王那個船，他那個官船，所以一定要到水底，就到太湖

裡頭去拍，冬天。雖然裡面有一層很暖，但是起來以後還是受不了。所以說這高難度的一個

戲，拍完了以後也是不容易忘掉的。這是我講的就是這一生當中拍過比較容易難忘的一些

戲。 
 

不同類型導演作風  演員須學習適應 
做個演員呢，他這個適應性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適應每一位導演的作風，導演最

重要，就是有很多老闆兼導演，那他是以省錢為目的。那也有導演是聘的，比方說，像李漢

祥又就不一樣，李漢祥又是導演，又是老闆，但是他要求美。他這一個瓦他都是要真的，一

個杯子，古董，他就是要古董。因為他有錢，他要求真。但有的普通的，小的獨立製片，跟

我剛講的一樣，能省就省嘛。 
因為導演有分很多類別啦，大戲的有分總導演，有執行導演，有老闆兼導演，編劇兼導

演，攝影師也改成導演。當然現在比較普遍的，是演員演而優則導，當導演。正常的就是從

副導演升到導演，所以有很多在這裡頭。還有就是早期的導演，學院派的導演。但學院派的

導演有分教授，老師，還有畢業的同學。所以導演就是每一個導演有每一個導演的作風，那

麼我舉出幾個比較重要的，必需要去適應的。 
第一種，就是編劇兼導演，要適應什麼？因為編劇兼導演，他很注意他的編劇裡邊的造

句。如果說你為了自己方便，就把這句話改了，改了幾個字，自己講得舒服，但是這個編劇

導演聽得就不舒服了。所以盡量能夠配合適應他。所以呢，你遇到編劇的導演，那你就要小

心了，一個字都不要改他的。 
另一種呢，現在通常很多導演，他是一個鏡頭下來一場戲，就是用軌道，這個拉、推、

搖，整個都在裡面。所以你這場戲整個都要消化，裡面的情緒變化，反應的過程，那一定要

做好。像遇到香港的徐克導演，台灣像這類導演也很多，習慣性一鏡到底，你一定不要說完

一句還要思考，一停，那就不行。 
第三種，由演員升格為導演，因為他本身屬於演技派，所以他要求的東西，你一開始你

就知道。導演需要的東西，眼神，或者表情，或者戲的過程，情緒的變化，眼淚掉要真，不

能用眼藥水。遇到這種導演啊，那你事先必須要培養情緒，培養情緒以後，一氣呵成。他該

要的東西，你能夠給他，他會高興得不得了。相反的，你還可以刺激他，刺激他以後，他把

你這個戲份跟你調整，要加重，甚至於盡量讓你發揮，那麼這樣的導演也有。 
那麼再過來第四種，我常常會遇到，就是比較年輕一點的導演。有些歷史上的經驗，或

是兩岸的經驗，尤其是開放探親以後的，就是老兵啊，這一些的，回去以後的感觸回來，這

種過程，有的導演不會深切瞭解，因為他沒有經過歷史時局的轉變過程。如果有遇到這樣的

戲，就算是編劇兼導演，那你也可以提出建議，不是為個人，是為了戲，就是說可以交待得

很清楚，讓人知道，噢～原來是怎麼回事。 
 
以自身返鄉探親經歷 為戲劇加入豐厚內涵 

我舉個例子，去年，我演大愛劇場，叫《慈悲的滋味》15。我演台中一個仁愛之家，一

個最資深的孤獨老人，那麼他跟這男主角啊，他是演醫生，到了醫院來以後，就變成駐醫院

的醫生，跟這個資深的孤獨老人，建立了像父子一樣的感情，好得不得了。那麼因為這個老

人啊，在台灣長期以來，想家，一直沒有回去。醫生鼓勵他，那應該回去。但當他回去回來

以後，這個劇本上只點到，只說到，「哎呀～我早知道這樣我就不要回去了」。那我覺得這

個交待得不夠，那我一定要說出我回去以後所碰到的感覺，說出來，才能接到「早知道這

樣…」。那麼我就跟導演講，我就以實際經驗，講到我的老家，我少小離家老大回，該看到

                                                 
15 2012 大愛劇場《慈悲的滋味》。導演傅國梁、歐陽升。王中平、簡沛恩、馬如風、張書偉、顏嘉樂等人主

演。該劇描寫仁愛之家駐診醫生和一群失怙老人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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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人都不在了，所看到的都是一些從來沒見過面的晚輩。因為他那時候的思想，已跟我們

自己家裡的親人思想不一樣。 
我回大陸時就剩下兩個老姐姐了，我的大姐姐比我大二十歲，小姐姐比我大十歲，那我

已經六十歲了，我回去他們已經八十歲，七十歲了 16。那麼我回去所帶的東西，不管是戒指

也好，物質也好，在她們的思想感覺到，你不要帶那麼太多的東西，尤其又貴重，她們認為

用不著，她們說你這個錢要留著台灣啊！生活環境啊，消費高，多留給自己，她能夠為你想

到。但是從來沒見過面的晚輩，他們受的是共產思想，所謂共產，我有兩句話可以形容，像

我們過去我們推動的，就是大家有飯吃，大家有衣穿，每個人都可以吃得飽，每一個人可以

穿得暖。但是共產思想把這兩句話，剛好反過來：「有飯大家吃」。那我請問你，一碗飯大

家吃，誰也吃不飽啊。有衣大家穿，哇，你這件漂亮的衣服不能獨享，大家都要分享。但是

現在改革開放了以後，整個改了。像他們本來都是像人民公社一樣，清一色都穿人民裝，頭

髮女性頭髮都剪得齊的，現在不一樣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民國七十七年回去，他們改革開放還是剛剛開始，所以我說我接觸到的

他們的晚輩，他們是唯物論，沒有親情的感覺。就你給他的東西是什麼樣子，你給他也要一

樣。你給他的腳踏車就是比較好一點的牌子，你給他次的他就不願意。就是說，這共產思想

要求就是說，他這樣，我也要這樣。所以我就舉這個例子，完了以後，我說這句話應該怎麼

講，就這個台詞我的建議，我說我回去以後啊，該看的親人都不在，能看到的都是從來沒見

過面的晚輩，他們對於所帶去的物資好像有一種不滿意的感覺。那麼我就想，把我帶去所有

的錢，我通通留給他們。因為他的長輩是我的親人，也就是希望他們以後的日子可以過得好

一點。但是給我的感觸很深，因為沒有親情。所以回來以後我也就在思考，我明年要不要再

回去。那麼我這樣做一個建議，導演說好，他非常地高興，就照你這個意思說。 
這個醫師，就因為到仁愛之家，本來酬勞都很低，但是仁愛之家為了經費，刪掉了這

環，不能請駐院的主治大夫，要把他辭退。但是這個大夫，他已經跟每一個老年人，跟每一

個病人建立了濃厚的感情，為什麼，因為他很有親切感。拿病人，拿老人當作自己家人一樣

的照顧，他知道有些老人原來是吃飯，發水果，有的人不喜歡吃水果，不吃。後來改發錢，

現金，但有的為了省，不買水果。所以醫生每一次去，帶給每一個人喜歡吃的水果，因此他

跟病人的感情融洽得好得很。現在突然要辭退了，辭退他的時候，這批老人跟病人，以後怎

麼辦？會承受不了，最後就是我不捨，因為跟他有父子一樣的感情。他感嘆家裡的狀況，他

就說父親病了，病得很重，他責怪自己，光顧著跟別人看病，忽略了自己家人。他就擔憂父

親為了他開了一家診所，畢業以後生意很清淡。那麼我就跟他講，我講當父親的心態，因為

老年人，像我稍微有一點病痛，自己默默地承受，不告訴兒女，實在疼得受不了了，自己悄

悄的到醫院去看，因為不讓兒女們負擔。你父親為你開診所，不是要你賺錢，而是要你看病

人，醫好病人，他就通了。 
所以說這兩個人的感情很好，但是要辭退他的時候，我不捨。但劇本上只有一句話「醫

師，我們謝謝你啊！」那我覺得不夠，那我就跟導演建議，我說我希望加兩句話，我在你鏡

頭上運用，我這句話我照說，但是當他走的時候，我要送他一段距離，送到他讓我不讓送

了，我就站在這裡，他回身走的時候，我應該再加兩句話，哪兩句話呢？就除了剛剛說的，

「醫師啊，我們會永遠記得你的，我們會永遠感謝你…」最後掉着眼淚就再說「希望你有空

常常來看我…」完了就走，走了以後，看著他上計程車，還是不離開，當他回過來，我老人

還站在這裡。那麼這場戲，就 OK 了。所以說，做一個演員，好的建議，為了劇情，不出於

自己，那麼導演會接受的。 
 
遇過許多好演員 不耍大牌敬業謙虛 

                                                 
16 1949 年高振鵬來台後，因兩岸情勢與家中音訊中斷四十年。1988 年開放探親，高振鵬攜女返鄉，始知父母

與兄長皆在文革中去世，僅餘兩位姊姊。 



  

15 
 

接下來我要談到就是說，我拍戲以來遇到過很多很多的演員，但是大部份合作都是非常

的愉快。那我記得稍微特別一點的，就是讓我的感受不一樣的，第一個，我先由最近好了，

就近年我拍一部偶像劇《幸福三顆星》。其中一個男主角藍正龍，這是我跟他第一次合作，

但是一見面就好像一見如故，好像他認識我好像很久一樣。他照顧我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一

到現場，他一下來搬個凳子，搬個椅子給我，本來我一下去啊，他坐著凳子，他站起來給我

一鞠躬，把他坐的凳子讓我坐，給我倒杯水喝，這小伙子，我說你真是太客氣了。到放飯的

時候他問我，你吃什麼口味，幫我去拿便當，像他這個大牌都是人家把便當送到他手裡，都

是拿了，他反而來伺候我，看湯不好，他花錢還特別叫了一份不一樣的湯來伺候我，讓我感

動啊！這個小伙子，男主角，沒有那個架子，沒有那種味道。當然我也看過有那種味道，當

然也不吃味，有大牌味道因為他有那個份量，今天很現實一點，因為這部戲靠他創造票房紀

錄，因為他有票房紀錄，這個是沒辦法。所以藍正龍讓我感動。 
第二個我們想到就是敬業。這個敬業的演員能夠做到這個程度讓我感動的，就是資深的

歌星吳靜嫻，她第一次參加《星星知我心》的女主角 17，讓我感動，她背劇本啊，只要有時

間，她就揣摩，很厲害。到現場第一個到的就是她，不遲到早退，而且好謙虛，她都會問導

演這樣演好不好。這話這味道，謙虛的態度，很敬業的這種態度，就讓我感動。因為我跟她

合作過，除了《星星知我心》，還有合作過好幾個，當然是老早認識她啦。那麼這個其中稍

微特別一點的，就是演員，當然我講，因為只要合作過所有的演員，都很合適，都非常地

好。 
 
建議後輩多嘗試不同戲路  平日多看多練  培養自身根底 

我現在八十五歲，就一路走了演藝生涯已經有六十二年，所以說從古裝歷史劇，到民

初，到時裝，到現在的就演過不少。經歷過碰到過很多演員，那也碰到過大陸，國際性的演

員，那我覺得目前台灣新出產的演員，我要做一個小小的提供的建議。固然現在我們偶像劇

當道，因為偶像劇是時裝劇，得以目前整個的生活狀態，很自然很生活的演。但是我覺得不

夠，為什麼？因為作為一個演員，因為尤其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演員，台灣演員，不像外國演

員，像美國演員，定型。性格演員，常常接的戲都是同一性格的演員演，但是我們不一樣，

我們什麼角色都會去演，而且什麼樣的故事都會去演，古裝、歷史劇、動作片、武俠片、民

初的，一些不管是哪一類型的，都要會演。 
雖然現在科技發達，有動畫，可以幫助你很多，但是有很多必須要自己本身有根底。所

以說我建議從兩個方面，就是說在目前還沒有嘗試到古裝戲，那麼像現在有的有像無線電視

台，有的電視台、電影台，一再的重播很多古裝歷史劇。你像大陸比方說三國，他們一年一

度的大型的製作，要看。那麼也就是想像，當我有機會參加這個戲演出，或是演其中某一個

角色的時候，我會怎麼演？不妨就是這個時候開始就拿他作為形象，要來磨練，要自己來設

計。當你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因為曾經思考過，就可多下點功夫。 
另外就是說，這個戲有高難度的動作，雖然是有動畫，把他飛了轉了，但是有很多特

寫，近的鏡頭的對打，所以你必須要有根底。當然這裡，我也佩服我拍那個《牽牛花開的日

子》，其中一個男主角就是吳奇隆。我們在拍的時候，我看就這個別墅外面有游泳池，我看

到游泳池邊上，大太陽底下，穿那個游泳褲在那裡。他不游泳，在那曬太陽，晒完了以後在

那做運動。我想，我還以為是這裡的房東的兒子什麼，後來我一問，這是吳奇隆，我說這孩

子真不錯，不會等要拍到的時候，打電話才來。他一早來了，沒有拍，倒在那裡做運動。後

來我看他到大陸去拍動作片，他的動作，哇，後來我才想到，他平常一定有練。 
那就像我今年我拍的最後一檔的偶像劇，就三立的《真愛趁現在》。男主角是個美男

子，叫胡宇威，我跟他有幾場同場戲，我發現這孩子很入戲，很沈穩，表演很好，所以私底

                                                 
17 1983 年台視八點檔國語連續劇《星星知我心》，林福地製作兼導演，吳靜嫻飾演古秋霞，高振鵬飾余伯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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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們聊的時候，當然他對我很敬重，很敬佩。我說你會不會騎馬，他說會。我說好，那我

說那些基本武功，他說我會，我每天都有練。我說好，我說那你有心要往大陸發展嗎？就宮

廷戲呀什麼，他說當然了。作為一個演員一定要這樣子，所以說我跟他經過試探的時候，那

我在想也可能有一些演員過一天算一天，接完這一檔，接完那一檔，接有戲來再說。到那個

時候臨時抱佛腳，吃虧的自己。 
 
演到 85 歲的訣竅：表演不中斷、背台詞有一套 
    談到我個人對演藝事業，前面我也已經有說過，在參與的時候應該先做好準備的工作。

有很多人曾經問我，就是我現在八十五歲了，你還能演得動嗎？還能背得了台詞嗎？前面我

已經說過，一個演藝人員啊，就是說最好不要中斷，不要選戲。只要有戲，能夠有表現的，

不管這個角色，都要接，因為不能中斷。我講過，因為這個表演藝術，永遠走在時代的尖

端。所以演員在原地踏步，那也就是退步了。所以不能斷，這是一個。但是我還有戲演，一

方面是還沒有斷，因為我曾經看過，像我年齡差不多的，很久沒有戲演了。當然再又一起碰

到合作的時候，才發現他的背台詞怎麼有點遲鈍，還有一個反應方面，不像以前那麼敏捷

了。那這就是因為中斷一段時間，跟不上了。 
    還有一個，多看看，現在是開放。什麼戲都看得到，多看看這國際上的這些個戲，故事

也好，演員也好，表演也好，那種現象，值得學習的要學習。至於說到我八十多歲了，有兩

種情形，一個正面的，因為我一直沒有間斷，不是倚老賣老。就是以前我剛接到劇本，我演

這個角色的時候，我還要揣摩，還要經過一個思考設計。那麼現在經常能夠接到去客串的，

一場兩場的戲，去了現場不是整個的劇本，就是這一場戲的劇本，你當時看了馬上就要演。

因為我是舞台劇演員出身，有個長處，能背劇本。所以劇本到的時候，我一看一遍就 OK
了。因為有了這個長處，所以到現場臨時拿到劇本，難不倒我。但是難的我不知道這場戲的

前面發展到這裡，後續如何演下去。那我應該要怎麼樣接上面，怎麼樣能夠接下面，這故事

裡頭怎麼會發展造成我這樣一個角色？這個，以前要經過很長的時間的思考，甚至還要問，

那現在，因為有了那麼多的一個體驗，各種戲，各種人生，各種角色的歷練，就經驗的養成

以後，稍微經過思考，重點在哪裡，我只要稍微抓住，就 OK 了。 
 
掌握細節表現深刻   演技隨生命淬練而增長     

比方說，我舉個例子，近年為什麼會讓我演那個偶像劇《真愛趁現在》18？你們知道，

偶像劇裡頭很少有白髮蒼蒼的老頭，都是俊男美女，那是因為去年客串了一場戲，作為真的

一個老頭，那小子拉著我去做偽證，就是要詐騙，就是汽車被他撞了，說我親眼看到了。是

這個汽車，對！沒有錯。我這一想，這假親戚，假身份，又作偽證。我一想，這不是一個精

明的人，是一個傻老頭，是一個老實巴交的人。當然遇到這種場面可能會緊張，因為中間有

一場，看他們說來說去，說來說去，我有點緊張就說尿急了，我怎麼樣舉手起來，對不起我

要尿尿。這個氣氛，這個態度，我一想，我就想前面一定要有前兆。一聽到那個，一聽到這

個，先有坐立不安，因為要尿尿，坐到實在不行，我就又在移動，等當他講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正好舉手。我前面我必須要有浮現，不能夠傻到這裡，對不起我要尿尿，戲份就輕了。我

這樣我要尿尿，結果出去找不到廁所，結果他那間廁所英文字，我不認識英文字。那女主角

看到我在那跑來跑去的，她就問你怎麼了，我說我找不到廁所，她就告訴我廁所，後來她才

發現，這裡有英文字，廁所有箭頭，我卻不認識。後來提供她，這老頭假的。 
後來讓我在電腦上讓我認那個，是不是這部車啊？黑顏色，什麼顏色啊？還有是不是車

牌號碼？因為想到車牌號碼有英文字，我都不認識。那這裡有個喜感，劇本上沒有，不像普

通看看，對對！是這個黑色的，黑色的，什麼牌？是賓士對不對？哦，穿幫啦。我多加一個

回頭，是賓士，那男主人一聽，這個意思，老早叫我背下來了，是賓士車，是黑色的。曉得

                                                 
18 2012 年台灣三立電視《真愛趁現在》，由胡宇威、陳庭妮、竇智孔等人主演。高振鵬飾演康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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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那女主角在那看我的表情，啊，對對對，是這黑色的。所以說那場戲演下來以後，有了

喜感。所以今年才找了我。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啊，演藝事業，就是說老了以後，反而對演戲，覺得好像有增加在表

演的演技上面，就好像有突飛猛進的感覺。但有一個負面的，負面的是什麼？就高難度的

戲，動作要打，要翻要滾的，像這類型的戲。當然還是想嘗試，有時候自己試驗的時候，動

作會喘啊，所以有一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所以說隨著年齡的增長，有正面的也有負面

的。 
 
 
得獎感謝群體功勞  中視兩度參賽無緣金鐘 

最後，提到得獎的感覺。當然每個人得獎的感覺都不一樣，那別人我就不談了，談我個

人。我剛剛前面我講過話劇得獎，因為這是一個群體創作，我能夠得獎不是靠我個人，當然

我個人出一份力，只是其中一個螺絲釘。最重要的，一個群體的合作，大家的配合，所以這

份得獎的榮譽是應該大家分享。那也就是說這個獎品，是給我是一種鼓勵，也就是給我讓我

就是說不要忘了這一群合作的夥伴，也不要忘了有往後要走的路，作為一個借鏡。所以我的

得獎的感覺就是這樣，就是應該更要謹慎，更要努力，更要小心地繼續地走下去，那更要謙

虛啦，不能傲啦。所以說人家很多說「哇！你得獎我們請不起啦～」因為你的片酬一定跟著

漲，我說我還相反的下降！ 
     那麼電影因為政策的關係，我退去幕後，做了有十年的化妝師。參與電影的演出，都

是偷偷摸摸。後來開放以後，也就是大的環境開放了，有電視了，當然繼續在電影，所以沒

有得獎的機會，只有學習的機會。那麼到電視以後，在中視有機會曾經有兩次金鐘獎擦身而

過，沒有得 19。但是我也並沒有說惋惜，那也就是說覺得不夠，要更努力。 
 
2002 大愛劇場《人間友愛》奪得金鐘最佳男配角 
    但是我沒有想到，第一次演大愛劇場，第一次演《人間友愛》，演一個老爹，當然那個

戲是冬天拍夏天的戲，裡邊的確有很多高難度。也是因為他是一個老士官長，退下來，因為

他娶了一個有阿達阿達的...就潘麗麗，做為老婆，因為她的病有遺傳，所以使得我第三個兒

子也腦神經麻痺，是這樣的一個家庭。那麼我演的這個角色又很苦，當然我就有得獎，得最

佳男配角獎 20。 
  能夠得這個獎我感慨很多，第一個是劇本不錯，第二個我要感恩的就是慈濟他有一個最

重要的點：他們拍的都是真實的故事。就是說這個老爹這個老士官長能找到我，那是經過上

人選的，我的長相很像就是這個士官長，後來他在台中。因為長的很像，有將近一、二十個

人選了我，這是要感恩上人。還有呢，本來這個戲我不能參加，因為我剛當了這個演藝工會

的總幹事 21。因為我跟楊光友理事長曾經做承諾，因為總幹事的職務工作量很大，責任大而

且有領薪水，要以身作則。所以說在演藝方面，我說有機會我盡量接一些就是客串的單元

劇，連續劇不接了。因為沒有辦法，會影響工作。就沒想到這個戲是屬於連續劇，所以初次

找我，我回絕掉了。等到半個月以後這個戲拍到非要有我不可了，但是我說還是不能演。就

是導演跟製作人到工會來找楊光友理事長，請他幫忙。楊光友理事長一聽到是這麼個情形，

OK！去演！就讓我演了，所以說那時導演也是答應，天一亮一早我到淡水，因為大部分的

景都在淡水。 
    很巧，我覺得很奇怪，這個製作公司的名字叫個體戶，我說這個大陸意味很重。結果一

碰到這個導演，他也是沒有拍電視劇的經驗，但他是有拍廣告的經驗，但是他有拍廣告的經

                                                 
19 高振鵬擔任中視基本演員，曾以《移動的影子》、《地老天荒不了情》兩度參加電視金鐘獎，但未獲獎。 
20 2002 年底大愛劇場單元劇《人間友愛》，是一部描寫馮正友的真實人生電視劇，全劇共 14 集。高振鵬獲得

金鐘獎單元劇男配角獎。 
21 2001 年的演藝工會改選，楊光友當選理事長，聘高振鵬為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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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因為我們知道那個廣告的要求標準相當的高，一個鏡頭要花好幾個小時，燈光、一切的

攝影角度一方面，所以要求的非常細膩，所以他那個班底都是拍廣告的班底，都是一流的工

作人員。所以我跟他們一起工作，也等於給我打了一針，要我也要像他們一樣，要求自己的

標準來付出跟他們配合一起演出。所以能夠得獎這個戲，這個全體的作業，所以要感恩不少

人，但是得獎以後的心態，我在想那更要謙虛，一個是有鼓勵作用，一個不要忘記這個戲是

怎麼樣拍成的，也做為一個借鏡。那麼這是很重要的，這是我這個得獎的一個心態，一個感

觸。這個戲那真是不容易，我沒講到就是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入圍、第一次就得獎。 
 
妻賢兒女孝順 知足人生也珍惜 
    那至於提到家庭的人啊，我結婚很晚，原因為什麼呢？還是天天想回家，希望能夠回

家，就是成親的事情先放下。但是到了民國五十三年，我已經三十五歲了，感覺到這一輩子

回不去了，那對祖宗要有交待，就傳宗接代了，才想到在台灣要成家。我結婚成家的時候已

經是演員了，而且是當了十年的化妝師，也當了七年的電影副導演，我就不當導演，已演了

演員，在這情況之下，這也是緣分，就結了婚 22。結了婚以後，至於我的兒子女兒，我是不

鼓勵他們從事這一行，這個說起來是胎教，不是身教言教。就是說我老婆懷孕的時候，我在

哪來拍戲她跟到哪裡，就是胎教了。但是後來他們自己也變成童星了。 
談到我的家庭。這是我很有幸，在最苦難的時刻，有緣娶到我的另一半，她十九歲嫁給

我，我三十七歲娶她，跟我苦了很多年。因為我沒有父母，那麼她嫁給我，好的方面就是沒

有公公婆婆來欺負她，或着管她，可以讓她自由。那壞的一面，就很多家庭的事情，該學得

該怎麼的，就比較吃力。還有一個，生兒育女的時候，沒有長輩來幫助，完全要靠自己，所

以因此她吃虧很大。因為那時候軍中的政策啊，只給兩個孩子的眷糧，超過一個都沒有，所

以我們那個時候，保持兩個，一有就拿掉，一有就拿掉，拿掉五個。所以說對她身體來講，

傷害了，而且又不懂得做調養，拿孩子沒有調養，生孩子也沒有坐月子，營養不足，各方面

的。年輕的時候這種環境的造成，就造成他現在六十多了，快七十了，渾身都有病痛，當然

我要付大部分的責任。 
那麼至於我的一對兒女，當然他們生下來很乖巧，尤其是我那兒子，很憨厚，我的女

兒，很靈巧。小時候我不鼓勵他們做這一行，但是我家庭很民主，不鼓勵，但是走到這條路

了，不反對。所以他們兩是還是從童星起來，就兒子從童星一直到升到男主角了 23，到中視

簽約，比方說《少年十五二十時》、《成功嶺上》啦，對！你曉得。有很多，當然跟現在的

豆豆導演啊，鈕承澤他們是同學，有很多。像王祖賢啊、楊麗英，他們都是同學，出了很

多。所以他也做過很多的男主角。那麼當兵回來發胖了，演不了男主角，那麼他自己轉型，

現在在一個聲動公司，當一個音效師。就是電視電影的音樂效果，做得很好，現在也教徒弟

了，那自己也有孩子，有了家，照顧得很好。 
所以我就說，對我的家人來講，妻賢兒女孝，知足了，也要珍惜。所以說對於我現在這

個家庭，對於我現在繼續在走這個行業，他們都是支持的，第一個支持。覺得老年人如果不

讓他動，腦子會秀逗，身體會不健康，就是活著就是要動，所以我現在進入慈濟。慈濟的志

工做不完。所以慈濟的人問我，你那八十多歲了還在當志工，我說我可以啓發年輕人，帶動

老年人啊，大家都出來動啊，就這樣子。 
最後，還要說到人生哲學。那我八十幾個歲月走過來以後，我自己就是給我自己有一個

勉勵，所謂擇善固執，多為別人著想。任何一個事情多種角度去觀賞，減少爭議，以前我紅

的時候，雖然給我自己提示自己小心，因為雖然是有很多陷阱，說不定會遇到有故意要整人

或着是設計。那我就想自己就是說「根深哪怕狂風打，樹直何懼日影斜」，也就是說「為人

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行得正，坐得端，什麼都不用怕。但是這有一個負面，就

                                                 
22 1966 年高振鵬與周玉英女士結婚。 
23 其子高培鈞也曾為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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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這個傲氣有過。後來現在，我就思考，有修正了，修正什麼？因為常常碰到，那我剛剛

講，我曾意圖轉業，轉型，後來被騙，實在是覺得心裡邊很氣憤，想要爭，想要鬥，但是後

來一想，免了。那我自己也給自己勉勵，就是說「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心

平氣和，就可以過。就當沒有這事情發生，就 OK 了。不然的話會製造仇恨，仇恨。那個不

行，那個日子就不好過了。所以說這不是冠冕堂皇，所以要謙虛。另外一個就是活到老學到

老，現在還是學無止境啦，還是要做。所以說談不上人生哲學啦，這是我對我個人的要求，

作一個勉勵。 
 
 
黃金時段被外來片佔據 本土演員沒戲演 文化部應重視 

演藝人員在民國七十三年，納入為演藝勞工之後，三家電視台，大家都解約了，演員都

各奔西東，自求多福，個別議價。但是沒有戲演的，越來越多，那麼現在新出來的演員，演

許他們不很瞭解，他們已經算是演藝勞工了。所以說自從有了這個制度以後，我有兩個感

覺，第一個，以前只有一個叫做事業主管單位，就照顧我們，那就是新聞局以前，現在是文

化部了。這後來因為整個演員都等於幾乎是失業了以後，我們就希望這新聞局去照顧一下，

自己本土的演員。那麼我剛剛也提過，各行各業有各行各業的舞台，那麼演藝人員要有表演

舞台，才能夠生存，才能夠存活，但是沒有表演舞台的時候叫他怎麼活？那麼我們可以看

到，開放有線電視以後，是不錯。觀眾看，哇太多了，就是韓劇，日劇，港劇，大陸劇，那

麼現在泰劇都進來。 
現在這個演八點檔，電視台的黃金檔，是演藝人員的生命線。那這個線上都放了這些外

來片子的時候，那叫本土的演藝人員怎麼存活？所以這個事業單位，忽略了這一點，他們順

應了多元化，讓大家什麼都能夠看。當然唯一的好處，給演藝人員的就有一個觀摹的機會，

可以看到外國的演藝風格，他們國家的文化，他們演藝的表演。那這個正面的給演藝人員看

了以後，有值得，有學習的地方，那值得效仿的地方也有。但是苦的一面，就是這一面，所

以希望事業主管單位，兩面能夠注意到。 
 

台灣演藝人員勞動工作權被忽視 成為最弱勢的一群 
另外一個，因為演藝勞工，職業主管單位歸屬，如果台北市的屬於市政府勞工局，整個

政府的是屬於勞委會。我曾經記得陳菊當勞委會主委的時候，她曾經公開的呼籲，而且下定

的命令，就是說有些大規模的工廠，禁用外來的勞工，保護本地的勞工，一般勞工。我很感

動，但是她沒有想到演藝勞工。後來我們讓她知道，她也曾經思考，因為演藝勞工，他的工

作的場所，像剛剛講的，是港劇、日劇、韓劇、大陸劇。他們這外來的勞工，罷佔了我們的

勞工，這是我們的飯碗，這個沒有為我們想到。 
再者，因為演員沒有一定僱主，都是以件計酬，那演完失業了，而且失業會很久，一年

可能會等不到一部兩部的戲，那現在這樣子，像一般的勞工，失業有失業的津貼，失業補

助，演藝勞工領不到失業補助，原因為什麼？因為唯一的條件要有離職證明。那一般的勞

工，離開工作崗位，離開工作單位，工作單位可以開給他一個離職的證明，演藝勞工，我說

了，沒有一定僱主。戲演完了就完了，你到哪裡去拿離職證明？因此，沒有這個證明，拿不

到失業補助。那另外去辦理登記，就是職業訓練，輔導就業，那你去登記，除非你轉行，學

轉行，你要是在本行，也沒有辦法讓你登記，為什麼？因為它沒有這種（演藝）訓練班，也

沒有辦法輔導（演藝）就業。他們曾經試探過各個電影公司、電視公司，就是說，他們畢業

出來以後，能夠分配到這個電影公司去工作？不保證。因此我就講，台灣的演藝勞工是最弱

勢的一群！ 
 
WTO 與兩岸開放   政府應拓展演員交流與演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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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談到兩岸，兩岸的演藝界將來未來發展的方向。原來為了保護本土的演員，那就

是希望新聞局曾經有過限制，新聞局曾經為了保護，像那個電影，曾經拍到最爛就是說，幾

乎沒有有養成教育的演員，電影開拍很多都不認識，就是導演的家屬，老闆的家屬，親戚朋

友都去拍電影了。就氾濫，所以後來新聞局說，拍電影要有電影演員證，沒有電影演員證不

能參加電影。那也就是說要經過養成，最少要受過半年六個月以上的培訓，就是演員訓練。

也就是說電視要來拍電影，電影要徵演員，要拍電影的，那你最少要演過兩檔的連續劇。那

麼對於外來的，那一定要經過審核。當初有保護的制度，當然那個時候盡量能夠力取，就是

希望電視也有演員證，但一直沒有行通。目前這個態勢來講，你看參加 WTO 以後，整個是

國際化了，所以這種保護政策，就有保留的態度，現在幾乎不計較演員證了。現在如果站在

這個放眼看天下的話，站在一個演藝人員來講，應該全面開放。因為全面開放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其他的國家可以來聘請台灣的演員，工作人員到他們國家去，相反的歡迎他們到台灣

來，來拍的時候，來取景的時候，也能夠用台灣的演員，台灣的工作人員。 
那麼曾經有過大陸兩岸開放，他們是有分三個制度，一個是「合拍」，合拍就是你一半

資金，我一半資金，你們一半演員，我們一半演員，你們一半工作人員，我們一半工作人

員，這個是合拍。至於將來上不上八點檔，那是另外一個議題。第二是「協拍」，就是主要

演員，主要的資金跟成本，都是台灣的。主要的工作人員，也大部分都是台灣，那麼到大陸

去以後，希望大陸能夠協助我們拍，那麼也就是他們各部門的工作人員，需要大陸上的一部

分的演員，來協助我們，這是協拍。第三種是「包拍」，那這個包拍就是把你的資金，台灣

的一兩個主要的演員，台灣去，那其它大部份通通包給大陸，這叫包拍。原定的有這三種。

那現在呢，幾乎都開放，全面開放。我們希望全面開放，因為全面開放有個好處，大家互相

站在演藝方面來講，互相切磋，互相合作。資金也是，對台灣的業者來講，你開闢了大陸那

麼廣大的商圈，那你一部戲轉一圈就不得了。所以站在商業的立場，站在一個演藝人員的工

作環境整個開放的立場，我都贊成全面開放。所以我提到，就演藝圈以及演藝的環境，這是

我個人的一個感觸和建議。當然更能夠希望能夠每年能夠舉行一次聽取意見的公聽會，那這

樣子更好。因為一年一年下來，都有不同的趨勢。 
 

演藝文化事業需由國家制度扶植  減少政治惡鬥共同對外 
台灣的政經環境，現在要講到這個。這個題目比較深奧了。我個人有一個淺見，就是說

有關台灣的演藝事業的發展，就是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對這個演藝事業的發展有沒有影

響？我個人的淺見，這個是相輔相成的！絕對行的。如果說，政治安定，經濟能夠飛黃騰

達，社會能夠和諧，如果這樣子的話，那一定會把演藝事業也會帶得起飛，飛黃騰達，為什

麼？很簡單，因為有資本啊。因為有一句話，有錢好辦事啊！演藝我剛剛講就是個綜合藝

術，那有更有更好的科技培養，有更好的環境，有更好的劇本，好導演，好的工作人員，好

的攝影師，好的演員。這些要由國家的制度整個來培養，相輔相成，才能夠把台灣的演藝事

業做起來。 
當然，更重要的就希望將來企業界也能夠支持，這話怎麼講？我提一個小的事例，曾經

郭台銘的弟弟郭台強買了中央電影公司，電影影城。我們作為一個演藝人員會感嘆，唉～總

算有企業界投資來看重這一塊了！我們心想他可能會買了以後會帶動發展，把這個電視影城

發展，重新來起，讓演藝事業能夠得到很大的幫助。但是我們期盼多少年來，可能是聽到樓

板響，沒聽到人下來。 
我國曾經有過很輝煌的成績，各國能夠向我們看齊，因為我們曾經有過啊！那我們是不

是還有？我相信不但還有，還會超過！只要有心，只要政府帶頭。那麼我也建議，政治方面

最好減少惡鬥。像外國，選舉的時候！也是你爭我奪，但選舉完了以後很和諧。好的政策是

彼此合作的，炮口是對外，這個是非常重要，不然的話影響太大。所以多少年來，我們想經

濟改革，經濟改革成功才談到文化改革。當然演藝事業是文化裡面的一環，所以說現在綁在

政治的鬥爭方面，一直在這多少年來，纏鬥不息。不但影響了經濟的改革，所以更不要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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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所以就我個人的期望，就是說有關人士，要多做大方向的思考，大的環境去思考，

不要只顧到自己，或某一個利益團體，這是我對目前台灣演藝事業將來的發展的期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