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代影帝柯俊雄 
愛國將領形象深植人心 　　柯俊雄18歲進入演藝圈，因外型英挺俊俏，從幕後人員

轉朝幕前發展。一開始擔綱台語片小生，在李行、白景瑞等導

演賞識下，一躍成為國語片當家男主角，並在1970年代愛國
電影中演出。無論是《英烈千秋》裡的張自忠將軍，《八百

壯士》的謝晉元團長，《黃埔軍魂》中的陸官連長，柯俊雄

所飾演的愛國將領形象深植人心。從影歷時50年，柯俊雄從
小憋三、愛國英雄、到大反派，任何角色都能完美演繹。曾

以《寂寞的十七歲》、《英烈千秋》兩片榮獲亞太影帝，以

《黃埔軍魂》、《一代梟雄曹操》奪得兩次金馬影帝。2004
年柯俊雄轉戰政壇擔任立法委員，如願為演藝人員謀取權

益。連任失利後，2011年復出主演民視《廉政英雄》、《父
與子》等電視劇，演技依舊精湛。柯俊雄為第50屆金馬獎受
訪時曾說：「電影對我來講是代表我的生命，我想我沒倒下去

以前都是演員」，豈料竟於2015年12月6日罹癌病逝。從蔡菁
樺女士的口述可知，柯俊雄能成就一代影帝，雖有先天外型優

勢，但是後天努力更是重要關鍵。目前家人已著手將其20部
代表作演出經驗整理出書，以傳世人。

電影業經典人物

柯俊雄
（蔡青樺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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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於台南北門 
 觀念男尊女卑  脾氣火爆

柯俊雄在台南北門出生1。小時候讀書，打赤腳上學，家裡

也是滿辛苦的。他從小就喜歡運動，不是很愛念書，他父親是

會打他母親，也是個火爆的個性。他對老人家是非常尊敬的，

對任何一個老人他都有這個觀念，只要是年紀比他大的講話，

就Yes。年長的就尊敬。他都要別人都聽他的，不管對錯凡事都

聽我的，他已經養成這樣的習慣。

在家裡媽媽是很傳統的女性，先生、兒子是天的那種。家

裡吃飯，先生兒子先吃，男人吃完後才是女人吃。在這種環境

下長大的，對女人是很藐視。加上書讀的不多，更是不重視女

生。後來因為有了一些社會地位，常去一些國際的場合，在這

方面他學的很好，紳士（Gentleman）的風度。像是幫女孩子拉

座位、開車門，從我認識他到現在。在外面吃飯，一定是他幫我

夾菜，這一點柯先生非常OK，我覺得他大器得體，有男人風度。

 1990年《火燒島》擔任服裝設計 
 與柯俊雄結識    

其實我認識他，他已經是45歲左右2，因為我自己香港出

1　  柯俊雄1945年1月15日出生於日治台灣台南州，柯俊雄父親的老家古厝，位於
台南市北門區北門里舊埕42號。

2　  1990年監獄電影《火燒島》，導演朱延平，成龍、劉德華、梁家輝、洪金寶、
庹宗華、柯俊雄等主演，為該年度東南亞最佳票房電影。蔡青樺因擔任本片的

服裝設計，與柯俊雄結識，2005年成為柯俊雄第二任妻子。

生。台灣話我是完全聽不懂的，其實我自己也不太看國片的

人。我們那個時代，都還蠻辛苦的，一邊讀書、一邊工作，想

想我13歲時，他已是影帝，那時還不懂看電影，對柯先生其實

不太熟悉，長大後知道他是個大明星。

柯先生的特質，二十幾年下來，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講義

氣，很有大哥情懷，也愛面子，很有同情心，感情很豐富的。

男兒有淚不輕彈，他不是，看到地震，災難⋯都會很難過。我

常半夜醒來，看他一邊看電影一邊哭，他非常非常熱衷他的電

影工作。一天24小時，除了睡覺，沒有拍戲，其他時間幾乎都

在看電影。而他看電影是非常用功的，他很少看國片，看到好

電影會一遍又一遍，一直重複看，還會一直想要跟我分享。

 2002年成為基督徒 
 脾氣改變許多

他蠻喜歡做大哥的，願意幫助人，你只要來找他，他都幫

的。這也是他有點麻煩的地方，人家犯個小規，也要他去說說

情，他也去說。我就跟他說，這種不能說，他還是去說，覺得

朋友有困難都要幫，這也是他甚麼樣的朋友都有。

只要需要他幫忙的，基本上只要人家找他，他能幫就幫。

我覺得他這點很好，應該是說，從他成為基督徒後認識上帝，

開始每天讀聖經、禱告、上教堂，整個人都改變了，不然很難

相處，那個霸氣霸到不行。當然跟年齡也有關係，脾氣和個性

各方面都改善許多，對孩子重男輕女方面也比較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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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找他義工，從來不會說NO，他都會跟著去做，到各國

去做見證。只要有華人地方，都認得出他，確實知名度還是蠻

大的。

 重男輕女寵兒子 
 只要孩子快樂就好  

我是虎媽，柯先生就是什麼都OK的。大家都知道他寵兒

子，反正對兒子就是百般的順從，好像他是他兒子的兒子，我

覺得啦!他不是好爸爸的角色，兒子要什麼他就給，其實未必見

得好。他每次都罵我，說：「我只要我的孩子快樂就好，妳不

要搞得那麼嚴」。從小，早上5點多，就起床送他們去游泳，所

以兩個孩子游泳成績很優。他們也是因為游泳加分進入高中，

女兒北一女，兒子松山高中就可以了，離家近，我們住在那附

近而已，我們做父母的你給孩子什麼環境，他們就在什麼樣環

境成長。我覺得給孩子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健康的身體，男孩

子一定要有運動習慣。

當時氣候、空氣也不太好，兒子的鼻子有些過敏。醫生說

游泳最好，等到14、5歲，好了就是好了，所以我從他小學二年

級開始，每天早上游泳半小時、一個小時，後來每天一個半小

時，每天早上送他們去，他們一樣讀書，只是早一點去游泳。

協助小學游泳隊成立起來，其實他們也很辛苦的，完全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5點多就起床了，游完泳就去早自習上

課，下課以後晚自習。有的時候要比賽，下課以後再練一、兩

個鐘頭。

所有的寒暑假我們都移地訓練，帶他們到國外去；如杭

州、昆明、上海、珠海、香港⋯澳洲雪梨練習。也順便玩一

玩，所以他們從小就是這樣長大的。平常讀書，寒暑假就出國

玩，也練游泳。

 當好爸爸只扮白臉 
 小孩事務鮮少插手

柯俊雄沒念很多書，沒念什麼書不也都過得挺好，所以

他沒有太去要求孩子成績。但我覺得最基本的要有，我有跟

他說，我什麼都不要求你，我只要求你做個好爸爸，他說他沒

做過爸爸，他不會做。誰做過誰會做？我說每天都是我接送小

孩，下學期換你做，讓你嚐一嚐，他說好呀!他就每天被我硬是

推下床，我說你送完，再回來睡回籠覺也行。但你就是要每天

去做，還不錯，他整整送了一學期。

他這個人就是，他覺得有道理，應該如此，他會去做。這

點就不錯，他吃喝玩樂都很在行；他跟兒子女兒約，都是吃飯

看電影，他跟他們看電影可以三個人看三部，不同的。他不會

說要陪小朋友看他們喜歡的電影，他不會喔。他們三個人，分

別進去看不一樣的電影，他寧可買好票，弄好吃的喝的，看完

爸爸在這邊等你們，然後自己去看他要看的。在家裡面也沒什

麼太大衝突，像他喜歡吃，我們家小朋友也喜歡吃，也愛吃，

他哪裡都帶他們去吃。所以孩子不會怕生，世面也見識多些，

出國就有不同環境讓他們體驗。有機會給孩子多一點見識，不

會在教育上和我有什麼意見，他大多都聽我的，他也覺得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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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是女人的事，他也不插手的。像小孩子要幹嘛，他就說去

問你媽，就把它推掉了，他都扮白臉。

 圈內好友鼓勵兒子走演藝路 
 柯桑光環先帶來壓力

我也是跟我兒子講，全世界成功的人，大概18歲，就知道

自己的目標，一路走下來就成功。這有做過統計的，我跟他說

你都22歲了，還不知道要做什麼？因為他被大家都說，他適合

走演藝圈，他爸爸就一直希望他走演藝圈，因為他爸爸覺得一

定有遺傳3。我們兒子也帥又高，大家都認為他有潛力，但我

不這麼看。他爸爸說，「一定的，是我的兒子一定可以的！」

我心想，你都不想想，你是他的包袱，還是他的阻力，你看人

家用什麼眼光。一般年輕人大家可能是用鼓勵的，他的話，有

一個這樣的爸爸，人家標準一下來，爸爸是頂尖的，對他的要

求肯定是高的。因為所有的叔叔伯伯都跟他說：「走你爸這

行」。所以他也很煩惱，不像他妹妹早設定好了，反而省事。

孩子我完全不強迫他們做什麼，一定要他們自己喜歡，然

後用心，有熱忱的好好的做下去，只要堅持，遲早你都會有一

片天的。像我自己我也是堅持我自己這行，我走了幾十年，當

然就變我是專家了，別人沒有我做的久啊。他爸爸也是做了50

年，有幾個人能做50年？論年資，他就已經是排前面的了。再

3　  柯俊雄近50歲老來得子，對兒子十分寵愛，曾帶身高186公分的柯鑑育參加第
50屆金馬獎，亦曾帶兒子到民視介紹給總經理陳剛信，對其走演藝圈也樂見其
成。

論得獎，就更前面啦。就是找到真正有興趣，還要有熱忱，那

個熱忱就是你願意每天沒日沒夜的去做，不叫累，不說辛苦，

那就是了！

 拍片遲到遭李行導演教訓 
 學會尊重並協助教戲     

李行導演對他有非常大的影響。其實他一開始也糊里糊

塗的嘛，每天戲那麼多，睡覺時間都不夠，自己也搞不清楚在

拍什麼。有次遲到，李行導演就罰他，那次他嚇到，也就學到

了4。以前不懂得什麼是尊重，一直想賺錢，不斷的賺錢，在那

次也是剛好給了他一些覺悟。

相對的，柯先生拍了很多好戲，確實他演戲也很認真，同

時也很樂意教人和分享。其實導演不是一定會教戲啊！柯先生

是演員出身，常常李行導演叫柯先生去教其他演員，演員緊張

得要死，看到大導演就抖，幾乎每個都是，其實李行導演自己

不知道。新演員看到大導演都會緊張，他們在排練時都很好，

可是真正一開始拍，就會很緊張。

柯先生會告訴別人不要吵他，他自己培養到他情緒好了，

他就會喊「OK，來！」可是新人哪懂這個，走來就碰到大導

演，怎麼會不緊張，柯先生都會叫他們不要緊張，怎麼演，

4　  柯俊雄拍李行導演電影《啞女情深》初期，因同時軋戲台語片，一連三天大遲
到。李行導演前兩天不動聲色，到了第三天，柯俊雄姍姍來遲後，李行導演突

然請場務宣布，因柯遲到兩小時五十二分三十秒，宣布今天收工，關燈不拍

了！此事件讓柯呆立在片場足足反省一個小時，從此不敢再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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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叫導演先離開一下，我們先來，但其實機器已經在拍了。

一次兩次之後，演員就會比較有自信，就會覺得其實他是可以

的。有的時候，就是要給演員一些自信，給他們一些機會。老

一派的導演就不見得有這樣的想法，以前因為底片也貴，不能

讓演員一直試，現在的導演就會比較願意讓演員試，幾次以後

讓他自己直接看，看過就會比較明白，在鏡頭上呈現的感覺。

做演員要磨一段時間，會比較有概念，有概念後就上手。

我也覺得演多了，自然就沒有那麼生疏。我相信柯先生一

開始也是不行，前兩個月我自己看《梨山春曉》5，覺得難看死

了！一個鄉下姑娘種菜的，卻畫個大濃妝，穿窄裙，還穿高跟

鞋，真是笑死人，那不就演戲嗎!跟角色不符合，誰看啊？現

在年輕人不會認同嘛！現在有進步了，像那個情況，妝都盡量

淡，從楊惠姍開始演，《我這樣過了一生》就把自己變胖6，比

較寫實一點，很不錯，我的感覺啦。

 1967年《寂寞的十七歲》 
 白景瑞執導首奪亞太影帝

柯先生很喜歡白景瑞導演，他是從義大利回來，很寫實，

作風完全和台灣導演不一樣，讓演員很輕鬆。《寂寞的十七

5　  1967年《梨山春曉》導演楊文淦，張美瑤、柯俊雄、張小燕主演。女主角張美
瑤因之前合作電影《橋》結識柯俊雄，之後又連續攜手主演《春歸何處》、

《梨山春曉》進而相戀。1970年1月25日兩人於台北市中泰賓館舉行婚禮，成
為柯俊雄第一任妻子，並育有兩女柯懿珊、柯品吟。

6　  台灣知名女演員楊惠姍1985年演出張毅導演作品《我這樣過了一生》，曾為戲
增胖22公斤，同時蟬聯第22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歲》得獎時23歲，23歲就得亞洲第一個影帝7。當然那時己在演

戲，有四、五年經驗。

我覺得柯先生一下子紅上來，也是有一種被逼的感覺，

硬是把他捧上去了，家人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反正拍戲，劇本

來，他一定會看過劇本後決定。因為沒有經紀人，所以他在簽

約上，都自己處理的，我覺得沒有什麼經營，時勢造勢一直走

下去。如果要講，就是他會挑劇本，會挑角色，這倒是真的。

《英烈千秋》飾名將張自忠 
 模仿蔣中正上千遍

《英烈千秋》飾演張自忠將軍的角色8，他自己在想要怎麼

演?那時代好像只有蔣中正有紀錄片，沒有人演過。看蔣中正紀

錄片，揣摩他騎在馬上、他騎馬進城的時候、他講話的神情⋯

柯先生練習一遍又一遍，他也找不到其他將軍能學，蔣先生只

有在紀錄片裡面有，其實每個角色都有去找揣摩的。除了模仿

蔣介石的影像。他也會去跟作者，人物，家人生活背景，家屬

們聊聊呀，了解角色對他來講很重要，我看過，跟你聊過，就

更容易能夠抓的到特色在哪?加上用點心，每個人的特點，很容

易就看出來了，更何況他還去了四、五趟。

7　  1968年柯俊雄主演《寂寞的十七歲》，片中扮演風流瀟灑的花心表哥，獲第14
屆亞洲影展最佳男主角獎，為亞洲影展第一位台灣影帝。

8　  張自忠（1891年－1940年）為抗日名將，曾任第卅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戰區
右翼兵團司令。曾參與臨沂保衛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隨棗會戰等。於

1940年5月16日棗宜會戰中壯烈殉國，蔣介石特手書「英烈千秋」輓匾以資表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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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型優勢上天恩賜 
 後天演技靠認真努力

在那年代，他的外型是他的優勢，外型是上天給的，是父

母給的，可是努力是他自己做的。我覺得一個人上天賞你一飯

碗，你不努力，那也沒有用，我覺得他有努力。

他非常認真，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隨便，只有演戲非常認

真。他有一個觀念，做什麼要像什麼。不管是演哪一個角色，

他不會隨隨便便演，他都會先去了解，先去分析，哪一個造型

會比較好，包括髮型。髮型會改變一個人，還有衣服，喜歡的

顏色、款式、穿著、動作。因為你要像那個角色，你就要有個

角色的小小特色。不然要把他製造出來，就好像手動眼鏡的小

動作，在這角色變成習慣的動作，久而久之就讓觀眾覺得自然。

他看劇本的時候是很安靜的，包括他拍戲的時候也是。他

醞釀他的情感的時候，不要人家跟他講話的，叫人家走開，讓

他一個人。他會一邊讀一邊修改台詞，他會讀到他講出來的話

很順口。他會自己一遍又一遍的練習，他不會臨時抱佛腳。他

為什麼不喜歡拍連續劇，因為幾乎都是前一天才給他劇本，通

常電影都是很早以前就會給的，有足夠的時間準備，所以他不

喜歡拍電視連續劇。但多拍幾集到後面，就很確定角色了。他

自己也順他的稿，絕對不讓它吃螺絲。就算編劇寫的台詞講的

不順口，他都會把它改到很順口，讓它變成自己說出的話。

 人物角色形象塑造 
 從表情、儀態、習慣、小動作著手

再來就是，他喜歡挑戰不同的角色。角色可能有很多類似

的，但他會在造形上考慮。比如；挑圓的眼鏡，還是方的，還

是金邊的，這些我們都會討論，因為戴不同的眼鏡，都有不同

的感覺，因為眼鏡本身會講話啊，不同的款式就會給人不同的

感覺，如果你用對，整個感覺就加分，這一點加分、那一點加

分、整個分數加起來，就漂亮了呀。你都沒有加分，那個分數

就停在那裡。所以從頭到腳都要注意，包括手勢都要練習，你

要把原本的習慣去掉。像這些，一般的導演比較沒有強調，柯

先生自己會去做那個角色習慣性動作，他會照鏡子，試過很多

次，在不同的角度裡面，是不是順，是不是自然。或者是碰個

眼鏡，有些人緊張會推一下眼鏡，在這些小動作上面，他都有

注意到。

其實我們人也是這樣啊！你仔細看，每個人都有自己特

別的表情和習慣動作。像我在教課的時候，很多孩子都不自知

自己的表情，什麼樣的都有9。這些都是要學的，回去都要照

鏡子，一個一個揣摩，像我的課，我就會要教這個。因為他們

會無形中，鼻孔對著老師，他自己不知道，或是聽到很開心的

時候嘴巴張張的，這些都是我們平常該要注意的儀態，像這些

你在演戲時，都可以把它誇大起來。事實上很多人有很多屬於

很個人的習慣、動作和表情，可能是嘴巴歪一邊呀，或者是抿

9　  蔡青樺曾於醒吾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時尚造形設計系擔任兼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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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或是眨眼睛，什麼都有。其實你要去設定一個角色並不難

的。柯先生就會在這個上面一點一點去塑造那個角色，穿木屐

板的特色，小販的特色，大部分會是怎樣，他會抓出一兩個，

讓他在演出的身體語言有一點習慣，大家就會覺得他演得很

像，其實都是這些東西給他加分。

《梅花》選演配角更搶戲 
 不爭排名有自信

像《梅花》10，他本來是男主角的角色，那時他已經很紅

了，導演和製片、出品公司說不行，你一定要演男主角；他說

不要，我不要演男主角角色，我要演小憋三，弟弟個角色11。他

們說不要啦，這個角色是配角，柯先生說那沒關係，我就是要

演這個。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哥哥這個角色沒什麼嘛!沒有挑戰

性，乖乖牌啊，他說弟弟角色就有挑戰了，這個才有戲啊。後

來我看，真的耶！他不覺得男主角是最重要的。

你看只要是他演的戲，一定是他最搶眼的，不是搶戲，是

他曉得，觀眾欣賞的心情。他的觀念，平平的乖乖牌有什麼特

別，戲要有挑戰，這才重要，以前排名會爭，他覺得沒關係，

10　  1976年中影出品愛國政宣電影《梅花》，導演劉家昌，攝影林贊廷、林鴻
鐘。主演柯俊雄、張艾嘉、谷名倫、恬妞、岳陽、胡茵夢等。同名主題曲

「梅花」由劉家昌作詞作曲，甄妮演唱。本片曾榮獲第十三屆金馬獎最佳影

片、最佳編劇、最佳攝影、最佳錄音、最佳音樂五項大獎，並獲得哥倫比亞

16屆國際影展加達利那獎。
11　  柯俊雄接到《梅花》的劇本時，主動要求飾演林家二少爺林聚勇。這個配角

原是對日本人卑躬屈膝、鄉人視為漢奸的小混混，喜歡鄰居女孩張艾嘉，又

向日本千金示好，最後才揭曉只為了取得信任，最後以爆破行動，炸死日軍。

你們就把我拿下來好了，他覺得這有什麼好爭。我覺得他大器

是因為自信，你有，就不在乎，就不需要爭，我知道我有多少

份量，別人也拿不走。你要學我就教，因為你是你，我是我，

你永遠學不到我，你爭那個其實是很短暫的，你被肯定，是很

多事累積讓你被肯定。人生是一輩子嘛，很多人是一部戲、兩

部戲就沒有了。

 不為賺錢而軋戲 
 挑戰不同角色

他也會跟導演講，我想把這句改這樣子說，導演聽了大部

分都會覺得OK。因為同樣意思，只是表達的方式更像他這個角

色。他會讓角色表演，變成他自己的東西，而不是照著劇本去

背，這一點是他用心的部分。同樣的意思，從他口裡講出來，

就像屬於他講的話，也就像那個角色了。所以，他不可能同時

接兩部戲的，同時接兩部戲的演員，大多是為賺錢。我認識他

到現在，他從來沒有為賺錢而拍戲，這點他很堅持。像電視劇

他沒有很喜歡拍，他覺得不夠要求。明明很多地方不夠好，可

能時間緊迫，各方面條件不足，所以無法再來一次，但他絕不

是為了賺錢。

角色的選擇也是，除非是人情，逼得他沒辦法，不然每一

個角色，都要有些不一樣他才要演。演一模一樣的，他覺得沒

有挑戰。演反派他覺得有挑戰啊，他的思維不一樣，他覺得任

何一個角色都是一種挑戰，這個是我覺得他最棒的地方。他只

在乎這個角色有沒有戲，在這部電影裡有沒有影響力，他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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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像他演民視連續劇《父與子》，是因為這個故事的內容很

好，主題很好，確實父親和兒子之間的愛和很多的互動，他是

因為這樣才演。《廉政英雄》也是，他演一個立委，也是跟兒

子的教育和糾纏12。

不爭排名，但柯先生會挑角色，他也會製造設計許多細

節，讓角色更突出，看完劇本了解角色，他會覺得就有戲的部

分，去跟導演溝通，他去調整劇本，像是梅花這部戲，他本來

是主角的角色，片商導演覺得他賣座，要讓他演主角，柯先生

覺得男主角是乖乖牌，沒有挑戰，他選擇男配角才是最有戲。

讓觀眾糾著跟著，他覺得每部戲最重要的在這，觀眾要有同理

心，他不會想要男主角，他看劇本很準，很快掌握劇本精髓，

甚至可以想到哪個場景怎麼分鏡，可以讓他角色突出。

 從小憋三到將軍都能演 
 李行導演：柯是演戲奇才

李行導演看到我們兒子，對他說：「你千萬不要做你爸爸

這行」。我兒子嚇一跳，李行導演說：「你絕對贏不了你爸！

小柯是奇才啊，難得有的一個天才。」他是很努力，至少這些

不是上天給的。不過說著也很奇怪，他184的個子，在當時，

帥成那個樣。可以演小憋三，至少他那個小憋三是很可愛討喜

的，不是那種很醜陋的。我的意思是說，同樣是小憋三，有流

里流氣的，或者是小丑類的。但又要像將軍就不容易喔，演小

12　  2011年柯俊雄復出演出民視《廉政英雄》、《父與子》，以及2012年連續劇
《風水世家》，暌違十多年轉戰電視的戲劇作品，演技依舊精湛。

憋三蠻容易的，要變將軍就有點困難了。

我剛講了，他覺得有挑戰，加上什麼角色都可以扮演13。他

的戲路很寬，老天爺賞飯。

 不同角色不同影響力 
 最愛首部台語片《義犬救主》

我覺得他個人是會有喜歡的故事，像他就蠻喜歡他自己擔

任男主角拍的第一部電影《義犬救主》14，好像還是黑白片，敦

南宏導演，他很喜歡這個故事，因為劇本情節是狗有道義，價

值觀他也非常認同，對這部有深厚感情。其實很多人會問他這

個問題，但他覺得很難，因為每個故事都有不同的點，每個故

事都有不同的影響力，對他來講，他只是演那個角色而已，大

家可能就是看人。但他自己來講，他就是喜歡那個故事，印象

比較深刻，拍戲第一次男角色角色。很多他拍的戲，人家覺得

很不錯的，他的思維不是這樣看的，他覺得他只是揣摩那個角

色，那個故事對哪些人有影響，是那個故事的張力。每一種故

事都好，它都有不同的影響力。所以人家問這個問題，他都不

太有答案，別人問他最滿意哪部？他說得獎那部，你說算不算

呢？對別人來講最高榮譽就是得獎吧？他不是這樣看，他把它

當作是個工作，把它做好，做到位。

13　  李行導演曾回憶當初看到剛滿十八歲，北上打拼的柯俊雄時，長相酷似日本
演員「寶田明」，英挺帥氣，後來成為台語片當家小生。

14　  柯俊雄演出的首部台語片是1963年邵羅輝執導的《義犬救主》，女主角為張
清清，柯俊雄只拿兩千元片酬就答應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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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很欣賞李翰祥15導演，他覺得李導演的才學很廣，自

己編劇，文筆、文學都好，整個人很有才氣，而且李導演對他

說，「你不能拍電影只拍自己喜歡就好啊，不是拍給你自己看

的，是拍給觀眾看，且要叫好」，這對他影響很大。之前拍電

影，是拍只要自己喜歡就好，只要得獎就好。他也覺得對呀，

拍電影是大家看，或者表達一些社會上的生態，目的不是自己

看，是要大家欣賞。

 電影負有社會責任 
 愛國英雄形象深植人心

他覺得電影對社會有責任的。是會影響很多人的，就像軍

教片，這部分他會很堅持。常常我們在路上碰到軍人、警察，

立刻立正敬禮報告將軍：「就是因為你啊，我才當兵的⋯」，

「就是因為你啊，我才當警察的⋯」非常多，大概都是現在

五十幾歲的人，這二十幾年來我們很常碰到，碰到的人都是這

樣說， 因為看他的愛國電影被感召，看到他就很親切，好像看

到老長官，好像看到英雄一樣，這個部分我覺得他不會擺架子。

他在馬祖當兵的時候，前國防部長湯曜明是他的連長，他

在拍軍教電影穿的衣服是前國防部長高華柱的，因為高華柱部

長有185公分的身高。拍空軍片時，前國防部長李天羽是他的替

身，三個都做到部長。柯俊雄喪禮那天，他們三位都來，真的

15　  1969年《揚子江風雲》，柯俊雄飾演從事地下抗日工作的情報員李鐵生，導
演李翰祥亦得償與柯俊雄合作的心願。本片獲第七屆金馬獎最佳男、女主角

（楊群、李麗華）與男配角（孫越）。

耶，個兒都這麼高，只有李天羽部長不高，因為空軍駕飛機個

子要小，柯先生184公分身高，現在他兒子也186公分。我覺得

這真的是遺傳。

你們看他很少演一些搞笑的，這類的片子他比較不會演，

因為他覺得這類的電影，只是大家笑笑的而已，主題跟意涵

要深入人心。加上他的軍教片，那個迴盪，讓他覺得做英雄的

感覺，讓他有一份責任。多少人因為這個原因，願意去報效國

家，犧牲自己貢獻給國家，他在這個行業他覺得很重要，就要

專心要用心。他常常講這個話，常常跟兒子說，「隨便做哪行

都好，就是要專心用心去做那行，到後面都是你的。」

 為張艾嘉打造影后 
 《我的爺爺》新加坡大轟動

《我的爺爺》這部戲是柯俊雄執導，女主角張艾嘉演一

個媳婦，和公公的相處情景。柯俊雄拍這部電影，是為了張艾

嘉，怎麼說?當時小妹媽媽向柯俊雄說，張艾嘉入圍提名很多

次，都沒得獎，心情很不好，他就說簡單，找個適合她演的劇

本。《我的爺爺》是日本小說改編，柯俊雄自己做導演，叫張

艾嘉不要化妝，演他的媳婦。

張艾嘉就是這部電影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相信如果訪

問張艾嘉的話，她自己會說，她那個時候的心情，跟她演那部

電影。對柯俊雄來講，就只是找一部適合她演的角色，然後讓

她會得獎。也就是說那個時候，柯先生已經在這個領域很自如

了，他知道什麼樣的戲會得獎，他已經很有概念了。這部戲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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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座，也賺很多錢。那時候沒有人拍這樣子的片，他演一個老

頭子，演公公角色。前兩年，中國大陸一直在談重拍《我的爺

爺》這部片。去年柯先有同意翻拍，現在這個時代也蠻需要的。

這部戲在新加坡非常非常轟動，包括新加坡的總統和總統夫

人，全國人民都要看，好像政府要推家有一老，三代一起住16。

這部戲是小成本，他說不一定要大製作，他覺得電影就是生活，

就是要演這些很貼切，很自然的事情，我覺得他觀念很好。

 本名「柯俊雄」掛名「柯俊良」 
 演技奪獎廣獲肯定

《我的爺爺》故事主題很好，在新加坡非常轟動，新加坡

特別頒獎給他，也請柯俊雄去慈善募款。那時候是李光耀總統

的夫人，新加坡是每個人都要看這部電影的。柯俊雄也以這部

片得到最佳導演和最佳男主角獎。大家都知道《我的爺爺》是

他拍的，導演的名字用「柯俊良」，是因為這部片是他出錢、

他主演，同時又擔任導演和監製，什麼都是他，所以用了別名

掛名導演，這個是公司內部自己知道，網路資料說本名柯俊良

是錯的，他的本名就是「柯俊雄」。這一次我們大整理，連國

家電影資料館都有錯的。這次文化部請我重新修改，說這樣不

行，他都走了還寫錯，這樣連他的褒揚令都會寫錯。

16　  新加坡提倡三代同堂，鼓勵兒女能跟老人住在一起。例如新加坡法律規定，
單身青年除非願意與父母同住，否則不可租賃或購買組屋。如果納稅人願意

和父母或患有殘疾的兄妹一起居住，還可享受稅務扣除優待等政策。

其實他第一部得金馬獎的是《愛有明天》這部電影17，他

得的是「演技優異特別獎」，家裡有獎牌。我是看了那個獎牌

才覺得奇怪，這個不是最佳男主角獎啊！但是又是金馬獎頒發

的，一看是民國66年的，是「演技優異特別獎」，不是「最佳

男主角獎」。以前的獎項名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一開始金

馬獎辦得不是那麼好，很辛苦，也是慢慢成長穩定。現在金馬

獎就很有規模，但這個獎確實是有的，原來的工作人員都不在

了，我問李行導演根本也不記得。我有問這個獎項是指現在的

什麼，他們都不知道。

後來《寂寞十七歲》是獲得亞太影展，又不一樣，獎牌上

面有寫「最佳男主角獎」，金馬獎反而是《黃埔軍魂》得獎18。

像什麼《英烈千秋》、《八百壯士》、《梅花》，所以只有

《黃埔軍魂》去報名。其實這幾部都是差不多時期的，都是中

影拍的，就只挑了一部去參賽。其實《英烈千秋》沒有在金馬

參賽，是在亞太影展參賽。當時同年只參加一項影展，現在就

不同了，都通通參賽，還加上香港金像獎啊，同樣一部戲都參

賽。對他來講，得獎項很開心，但也滿無所謂的，像那些獎項

就擺在那嘛，也沒有特別保養它。

17　  1977年《愛有明天》導演賴成英，甄珍、秦漢、柯俊雄主演。柯俊雄以本片
獲得第十四屆金馬獎「演技優異特別獎」，是柯俊雄第一座金馬獎。

18　  1978年中影軍教片《黃埔軍魂》，導演劉家昌，攝影林贊庭，主演柯俊雄、
甄珍、谷名倫、胡茵夢、向華強。柯俊雄飾演作育英才的陸軍官校教官江支

森，榮獲第16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男主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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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從幕後技術起家 
 執導嫻熟分鏡技巧   

他的工作態度也是值得一說。他是非常喜歡喝酒每天都

喝，喜歡熱鬧，可是如果他明天要拍戲，他今天絕不喝酒，他

就在家裡準備工作，在家背劇本。對角色的揣摩，我覺得他很

有概念，像我做造型，我也一樣要看劇本，他很厲害，他看一

遍，就會知道鏡頭怎麼分，哪個角色比較有戲，像我就要看過

好多遍才會有概念。

他在當導演的時候，他要求演員，他會教戲，畢竟演員出

生。他會告訴你，他想要怎樣的感覺，當然也會讓你發揮，教

你怎麼做，還不行就自己演給你看。這部份我覺得他非常非常

專業，他的專業讓我非常服氣。

我覺得柯先生之前在幕後做了很久，譬如說攝影，走位、

分鏡、如何捕捉鏡頭⋯等，攝影拍攝技術柯先生非常了解，分

鏡很快。我自己觀察演員，有很多是不太懂得機器的運作，拍

攝環境不太懂。

柯先生很專業。每一個鏡頭，他通通畫出來，因為他剛

開始演戲時跟李行導演學的，李行導演就是這麼嚴謹，他每一

個鏡頭都畫好，都分鏡分好，所以他也學著分鏡，比較不容易

出錯。有分鏡會提醒，人記性是有限的，他說有分鏡就會扣住

你。柯先生跟外國人拍戲也是如此，他其實是很希望，自己在

奧斯卡要有什麼作為的，沒有如願，他蠻遺憾的。

 熟悉幕後與片場環境 
 表演自然不緊張 

表演部分是比較細節的，電影是呈現整個畫面的，雖然

表演這部份是許多小的地方，我覺得這部份柯先生有注意到。

因為他幕後畫佈景，搭佈景，做攝影助理，協助剪接，在幕後

工作幾年，他熟悉這個環境。然後他也知道說導演運作是怎麼

樣，機器和所有東西的配合，他習慣拍戲環境和場合，所以他

融進去很快。一般的演員很困難，一進來，光是這個聲音，以

前拍片的聲音很大聲的，誰不會緊張發抖，大部分都會吧，都

要很多次才有辦法克服，要培養情緒，還要考慮鏡頭走位，表情

又要第幾個，其實當演員真不容易，我覺得演員真的非常厲害。

可能是因為環境他熟悉，對他來說不會是障礙，反而在

表演上是加分。很多演員對這個環境不熟悉，通常都要磨個十

年八年才會有一點成績出來。我覺得這都有一點道理的，因為

環境不夠熟，會比較顧慮，演得比較不自然，始終在緊張。當

你有一點點緊張，你的肌肉就會緊繃，你仔細看鏡頭就會知道

了。所以說，我是覺得在教學生的時候，要給他們基礎，要他

們懂，就算你是演員也要懂這些，很多演員認為只要會演戲就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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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服裝造型設計 
 凸顯演員角色風格   

我們拍戲的前兩個月，就把服裝造型設計好，然後去找出

實際的衣服來配搭配演員，每個鏡頭都會先試。我是用另一個

角度，我會看兩三遍劇本後，設計讓角色更凸顯，且在電影裡

不重複出現。其實我們在做整體造型的時候，會在服裝上去凸

顯角色，這就牽扯到色彩學。其實色彩是會講話的，你在還沒

看到東西的時候，你看到顏色已經會有「感覺」(feel)的。所以

其實你穿的東西，打扮裝扮會給人感覺到，你的心情怎樣，想

法如何，其實都是你無形中流露出來的。這部分柯先生就比較

有概念，他很注重在整體造型。

在服裝造型方面，可能一般不會像我們這麼有條有理。我

們先將角色分析，再由角色配合演員，和導演說明，穿搭的原

因和專業角度，這樣才容易被我們說服。譬如說，為什麼讓他

穿紅色，為什麼讓他穿藍色，他為什麼穿這種藍，為什麼穿那

種藍，諸如此類。

在拍電影，你可能這樣想，但不一定能找你想要的，所

以說電影人他們有一個習慣，到最後一分鐘，才確定，這是在

其他行業很少有的。就是說我們可能這樣想，但是去買布的時

候，不可能買一批布都同種藍色呀！都不一樣的，很難講啊，

你說你要選擇哪一個？只有確定後，才能用。還有就是，如果

都沒有了，你該怎麼辦？就要想辦法去調整，其實我覺得這個

是經驗。

 與林清介合作《奇幻同學會》 
 蔡青樺擔任造型設計

譬如說我最近接林清介的戲19。女主角王彩樺是一個從國

外回來，在這邊開一個婚紗店，又嫁了一個小他19歲的老公，

年齡45歲左右，那你覺得這個女孩，我們該怎麼設定她的穿

著？因為她的外在就要表現她的訊息。譬如說家庭主婦、職業

婦女、拉保險的，她很多同學有很多種職業，要看我們用什麼

服裝，來設定這些角色。用我們專業來看，以這樣的女孩，她

是屬於比較時尚，較活潑。我要講的意思大概是這樣：「所有

角色出現，我們都要賦予她在穿著上、形象上給人很明確的感

覺」。因為一個角色在一部戲裡，是不太會變的，所以我們在

她身上比較顏色鮮艷、活潑，款式成熟略為性感。怎麼樣能做

到「觀眾一看到你，就是你！」這很重要。比如你在服裝店一

眼看到，這件就覺得是誰的衣服。這就是我們想要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風格，要花點時間，讓自己融進去。

角色也一樣，明明他就是一個很憂愁的人，可是你給他一

個很活潑、很鮮豔的衣服，整個畫面就不對了嘛！所以，這部

分時溝通，就都很OK，他也信任我的專業。當我們在選什麼

衣服時，所有衣服之後，我就只拿兩套，讓他挑。不會說攤一

大堆衣服，然後大家不知道讓他穿什麼，十個人就有十個意見

嘛！然後我在兩個裡面選一個說，「我會覺得這個比較OK，為

19　  柯俊雄生前的最後一部電影，原本是要跟導演林清介合作《奇幻同學會》，
最後卻因為肺癌過於嚴重而不能演出。該片於2016年3月底上映，劇情是一
群45歲中年人要開高中同學會的故事。導演林清介、傅睿邨。庹宗華、李興
文、王彩樺、吳帆主演。柯的妻子蔡青樺在劇組裡擔任造型設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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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然後告訴他理由。我覺得其實教學生也要這樣子做，

你沒有給他們一個基礎，真的很難去創意出來。

 懂華人市場行銷 
 日本出資指定演「曹操」

在經營上面，他其實蠻聰明的，就好像他自己出品的戲或

主演的戲，我覺得電影事業的市場，我們到底還是華人，商業

片講究好彩頭，譬如說柯先生的戲，片商買到就會大賣。所以

呢，只要買過你的戲，下次就會再買，華人市場。柯先生演那

麼多戲，都是大賣，他自己拍戲都不用花錢，像《一代梟雄─

曹操》就是日本人指名要他演，所以事先先出錢20。倒過來就是

市場有他的需求，市場需要什麼，你就去拍什麼樣電影，反過

來操作。你懂市場，一定去了解什麼樣的片是觀眾喜歡，片子

什麼時候推出，適合什麼樣的節慶，就扯到行銷了經營。

當初曹操角色，是日本人求他演的。他原本要拍的是孔

明。我還記得是我去幫他簽的約，日本人說，一定要請到柯俊

雄來演曹操，他們才出錢。我們覺得曹操這個角色還不錯。他

自己對曹操這個人，有另外一個詮釋，也不覺得像人們說的，

他就像梟雄。有的時候時勢就是如此，看你用什麼樣的角度去

寫這個人物。後來拍孔明，財務有問題，他接手，多拍一個曹

操，所以這部電影，一個是孔明，一個是曹操。

20　  根據調查，日本人最喜歡的歷史人物之一，是三國的曹操。1999年駿繕企業
出品電影《一代梟雄─曹操》，柯俊雄受邀以反派演出曹操，榮登第三十六

屆金馬影帝寶座。蔡青樺亦入圍該年金馬獎最佳服裝設計獎和美術設計獎。

因為他懂，同樣的場，同樣的背景，很多服裝都有重疊，

如果他多拍一部曹操就可以省很多錢。我覺得他這個年紀也

適合曹操這角色，有把他的霸氣演出來。我覺得曹操就是要有

那個霸氣就對了，其他就還好。我說你能把那個霸氣演出來，

他也覺得他可以。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多拍一部曹操。他請午

馬，互相配合，好像三個導演，他都想好了，你的鏡頭要怎麼

運作，場面也蠻大的，但他自己演的時候就叫別人導。

 擔任演員工會理事長 
 2004年從政當選立法委員    

他被推選出來做演員工會理事長後，發現很多事都沒有權

力，很多事情都必須要有法律的途徑才能解決。其實他很早就

想要做一些事，譬如說從他開始有這個制度，就是說演員都要

有演員證，外國人來台灣演戲要另外抽稅，也要辦演員證。因

為他到外國拍戲也要抽稅，人家抽40%，但是我們台灣就沒有

這個規定，還有外國片不准進那麼多，不然台灣演員吃什麼！

他其實為了保障台灣演員的權益，他下了很多的功夫，也花了

很多錢。他就覺得說，不修法根本就沒用，這些權力就是掌握

在政府的手裡。可是政府那邊，沒有屬於他們這個行業的人在

做事，哪有懂他們的政務官？所以他們根本不能理解演員的生

態。新聞局只是負責這個片能不能播放，它只是考慮這些，根

本沒有管你生態，真正在這個行業的困難、義務和權力。柯先

生想做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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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們台灣又很特別，簽證不是什麼國家都可以去的。

別人來我們這裡 很簡單，賺了錢，拍拍屁股就走人，也不用繳

稅也不用幹麻。那時候中國大陸和香港就都這樣，他就非常反

對！因為他到那邊去，都要去繳那邊的稅，為什麼我們台灣就

沒有？他到日本拍戲繳日本的稅、到美國拍片繳美國的稅、到

香港拍戲繳香港的稅，外國人來我們國家卻沒有，所以現在外

國演員到台灣要先申請才可以。

 立法保障本土演員權益 
 演員工會一分為多

這些法推動很久，現在已經完成了。在擔任立委之前，做

演員工會就一直在做這個了，就一直沒有力量推上去，什麼都

準備了，那個法條就很困難，後來當上立委後就比較順利21。因

為也很少有一個演員三個總統都接見他，確實他也有那個份量

跟地位，他也有那個年紀了。第一，演的戲份也會少了嘛，也

不太會去演男主角，這個是很現實的，就變成多花一些時間去

服務同業，其實演藝工會也幾千人。

就只有這一個工會，都是全部的藝人。他做了十年離開，

現在這個工會變六個了。我覺得我們台灣真的誰也不容誰，

唱個的弄一個，武術的弄一個，電視的也弄一個，電視又還分

台視、中視、華視，電影又一個，然後舞台的又一個。之前我

21　  2004年柯俊雄由國民黨提名，當選立法委員，屬新竹市選區。然而至2007年
連任前，並未獲國民黨提名，於是2008年的立委選舉，他就加入台灣農民
黨，最後於選舉中落敗。

不知道，我這次弄訃聞才知道這些，單單演員跟表演的就有六

個，再加上別的就有十幾個。像譬如說余天有一個，周遊有一

個，楊光友有一個，康凱也有一個，我想這是怎麼回事？另外

還有十二個，導演、製片、編劇、攝影，通通有，以前真的都

不知道，這次才知道這些。其實我也不知道，台灣這麼小，分

這麼多幹嘛。

演員工會分了很多類了之後，武術工會就來找他，就希望

他能夠協助他們，他也覺得OK，覺得他們都是武術的，他們也

想傳承，他們自己也想訓練他們自己的人才，所以他就支持他

們，協助他們22。他也就支持成立只屬於武術的，因為也都分的

很細了。不像香港只有一個，你看香港像有什麼大事情，他們

所有的人都出來。但台灣不是，你也是頭，大家都是頭。你要

參加我就不要參加，我要參加他就不要參加，是不是頭痛？理

事長有什麼好當，我不懂耶，不是那個名就好，理事長也是要

出錢出力的，是做公益的不是拿來賺錢的，要有一點份量才能

做的。

 成立演藝人員福利基金會 
 提供急難救助

他在演員工會的時候，他就了解到很多老演員到後來都

沒有工作，這些老演員晚年真的都很辛苦。像是葛香亭之前那

麼紅，但他們那時候是在藝工大隊也是領月薪，那時薪水也很

22　  2011年有感武術演員缺乏保障，柯俊雄與武打明星王羽籌組「臺北市武術指
導技藝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王羽擔任首屆理事長，柯俊雄任榮譽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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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所以他就成立一個「中華表演藝術人員福利基金會」，專

門為演藝人員急難救助，福利和一些公益活動。急難是指摔跤

不能工作、生病或臨時需要，目前打算要拿他這次的書（柯先

生個人自傳＝專書）來募款給基金會 。

他一直很希望能夠幫台灣藝人，蓋一個老人院，只屬於

藝人的。其實藝人都比較愛面子，他也看到很多不怎麼紅的，

或者紅一下，去做其他生意也不是太好，很難有轉型轉得不錯

的。藝人比較單純，他們想法比較天真，很多藝人他們就是演

戲嘛，相對沒有從商經驗，比較容易失敗。不是說他們不努

力，是他們一些的基本觀念和習慣之間有落差。我覺得柯先生

就是這樣，他都不曉得從小弟做到董事長這中間要花都少功

夫，在他的人生他真的不知道。你看他紅了，剛開始兩三年苦

的日子都忘了。紅了之後當男主角，要什麼有什麼，很多事情

他就覺得只要說一下就行了，幾十年就這樣過的，很多事都跟

生活脫節了。

 跟不上時代終被淘汰 
 創意才華比外型更重要

我覺得媒體根本已經改變了，以前的演員是非常扎實，不

管什麼鏡頭都要好功夫，現在不同，有3D，都是後製作做出

來，而且剪接也很棒。李安《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你看剪得

多好。我覺得電影工作人員有一個好處，蠻能跟社會銜接的，

只要能夠做到這一點，就不容易被淘汰。演員是比較容易，很

快就知道這個動態，我就覺得年輕人創意非常棒，以前的演員

都是要俊男美女，現在不同了，尤其是電視。有才華、有創

意，外型己不重要，一樣可紅。這就是時代的改變，以前俊男

美女是吃香的，現在不是俊男，但你有才華也是OK的。以前這

種機會太少了，看到的都是俊男美女。

 拍戲逾220部 
 演電視劇帶領晚輩學習  

柯先生拍過220部電影，電視連續劇也有近220多集，在民

視就拍了快200集了，連續三部戲。其實演電視劇是我勸他，我

說「你不要認為那個環境不好，你到這個年紀了，台語又講的

好，人家給你那麼好的條件，你抱著讓晚輩有學習的機會，你

說對不對？」如果你抱這樣的心態，你就會很願意。你不要去

想那個環境，時代就是這樣，肥皂劇就是這樣，這個環境下你

還能讓人感受到，你的表率在哪裡，可以帶領很多年輕人，有

興趣學的年輕人，看到你演戲，就一定能學到嘛。所以民視幾

個演員跟他一起演戲的，都覺得他們自己很幸運，柯先生不會

不教他們，他們每一個演完就會來問說：「柯爸，你覺得這樣

演好不好？」他都會教他們，因為你在演，人家就在看了嘛。

八點檔很趕，你也不能說他不夠要求，它完全是符合市

場的需求。我真的發現六、七十歲的人全看耶，不管是本省人

外省人，到那個時間就一定要看。我幾個從國外回來的朋友，

他們退休了，就說很莫名其妙，現在好不習慣假日，因為一到

五就固定晚飯吃完，就喝個茶邊看連續劇，看到10點多，然後

洗個澡睡覺。禮拜六禮拜天就很難受，沒事做了。人老了不一

樣，我就在想我以後老了是不是也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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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下一代學習典範 
 想學的人都願意教

我覺得我們做每件事，都是個榜樣，我們有年紀了，做什

麼年輕人都在看的，不是為什麼而作，是為下一代做的。做這

些事情是什麼原因？什麼理由？怎麼做？都要讓他們有典範來

學習的。那就是一份責任，可以讓年輕人看到這些。你說名啊

利的，這些都有了，那還要什麼？不必再添什麼東西，體力也

不是哪麼好。但至少我們讓年輕人知道，我們做什麼，然後讓

他們學習。我們現在這個年紀也沒有別的想法，回學校教書也

才多少錢，難道真的是為了那些錢嗎？真的就是為傳承！沒有

別的想法，這也是事實。

柯先生是不反對，可是他覺得教書也有教書的問題在，他

覺得要教那個想學的人，他說「全班不見得全部想學，我們念

書的時候，也不見得全班都想念，大家都被逼的⋯」，他不想

這樣。他覺得如果你想學，我可以教，但他就不是很贊成在學

校裡教，一般當老師會有老師的想法，就是讓不會的變成會。

但他就是覺得你想學我才教你，他那個觀念是有一點不一樣

的。你說他不對嗎？我覺得也對，如沒有那個興趣，你也很難

講到位。你的耳朵和眼睛都沒開，耳朵有開的時候，我講什麼

你都聽得進去。你耳朵沒開，那我怎麼講都只是在講而已。我

覺得他的觀念蠻好的，所以我也蠻贊成的。

 蔡青樺：柯只有演藝事業成功 
 人生家庭尚不足

我覺得他的生命好像只有電影一樣，他好像沒有什麼其他

的生活，他的一生，把他的事業當成他的生命23。我不曉得該如

何形容他？某些角度來看，他是很成功，但我看未必。人生，

職業應該只能佔你人生的三分之一他只有在他的工作領域上做

的很卓越，家庭的部份，我覺得就不及格。他把自己太放在事

業上面了。

他那麼年輕就過世，我覺得很可惜。其實這也是個借鏡，

不是只是事業成功就好，如果說，睡眠好，注重身體健康，可

能又會有另外的燦爛二十年，對我來講，他不及格。所以我不

曉得，怎麼用一句話形容他，好難。

講穿了，其實就是認真用心，有熱忱。因為我看得最清

楚，偶爾運動之外，他所有的娛樂都是看電影，他就覺得非常

享受。一邊喝點小酒，抽個煙，看電影，天天都這樣。我說他

很自私啊，他自己很快樂！可是人生不是只有事業，他真的很

自得其樂。很多人會為五斗米折腰，但他沒有，所以他可以，

這也是福份，有福氣。我就跟他說，大家都服侍你，你走了還

是大家來服侍你。

23　  柯俊雄在金馬50影片中曾談及自己的電影人生：「電影對我來講是我的生
命，我沒倒下去以前都是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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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部電影代表作整理出版 
 啟發後進如何成為好演員

在他生前就己規劃出兩本書，一本自傳，一本找他主演20

部電影，是不同角色的，得獎的作品，所有不同角色的演出、

怎麼演、如何演，親自說明，讓後輩想做演員的人能夠參考學

習。我覺得傳承是很重要的，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沒什麼演員

寫表演這方面，其實柯先生在這個行業50年了耶，我看不到有

什麼人比他強耶。這就是為什麼希望柯先生寫這本書，我希望

柯先生能夠教這些東西，一個好演員他為何能演的那麼好，讓

學生看到真正該要學的東西。這本書預定在他過世週年12月6日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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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74年柯俊雄在英烈千秋飾演名將張自忠，摘自蘋果日報。

02   1974年英烈千秋海報，柯俊雄以此片獲得第21屆亞洲影展最
佳男主角獎。

03   1981年《我的爺爺》海報，柯俊雄飾演從監獄出來的爺爺與
14歲孫女張艾嘉的故事。

04   1981年，柯俊雄執導主演我的爺爺，張艾嘉以此片獲金馬獎
最佳女主角。

01

03

02

04

05

07

06

08

05   年輕時劇照。

06   金馬影帝柯俊雄於民國五十七年在北竿服役（圖中）與連
長湯耀明（右一，後任國防部長）合影。

07   寂寞十七歲海報以《寂寞的十七歲》獲第14屆亞洲影展最
佳男主角獎，為亞洲影展第一位台灣影帝。

08   柯俊雄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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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台灣新衫推廣，李全教。沈曼光、成敏、陳金鳳、王夢迪。

14   2002中華表演藝術人員福利基金會募款餐會，左邊主持人 
寇乃馨，柯俊雄右邊為馬如龍、葛香婷、王孫。 14

13

09 10

11 12

09   1985年與周潤發拍成龍電影《奇蹟》開始接演黑道老大，
之後周潤發接拍英雄本色。

10   1999年柯俊雄以《一代梟雄曹操》獲得第36屆金馬獎最佳
男主角。

11   1999年，一代梟雄曹操海報（以《一代梟雄─曹操》獲第
36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獎）。

12   2003年金馬獎與丁善璽夫婦丁導演兒子、柯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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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左起台中市文化局長張樹珊、江青、萬仁導演、蘇明明、
李行導演、楊貴媚、柯俊雄、朱延平。

16   2004年柯俊雄競選立委。

17   文英阿姨、楊貴媚和柯俊雄在晚會。

1716

15

18   金馬五十柯俊雄與凌波。

19   2014年兩岸三地導演聚會香港。

20   金馬五十凌波與夫婿金漢，郭南宏、江青、秦祥林、柯俊
雄、李祐寧。

19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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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配合教會宣傳到印尼基度教聯合會宣教，與中華民國駐印
尼大使與僑領。

22   劉子千、蔡青樺、柯俊雄、阮虔芷、高艾倫夫婦。前排甄
珍、侯孝賢、李行導演、李行夫人、資深攝影師賴成英。

22

21

23   左起編劇高艾倫夫婦、朱
延平導演、製片小皮、蔡

菁樺、楊貴媚，前排左起

甄珍、李行導演、柯俊

雄。

24   柯俊雄長期關心藝人，與
陳凱倫之子陳銳合照。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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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柯俊雄全家合照。

26   柯俊雄拍攝曹操期間，兒子探班。

27   1999年柯俊雄以《一代梟雄曹操》獲得第36屆金馬獎最佳
男主角。

28   2003年，兒子游泳比賽獲得多個冠軍柯俊雄最右邊拿著獎
品。

29   柯先生自學鋼琴，琴藝不俗。

30   兒子當兵入伍結訓柯俊雄到宜蘭金六結探望。

2625

27

2928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