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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與再造--論舞劇《蛻變》的敘事結構與其旨趣 

   黃鈴棋* 

一、前言  

吳興國 (1953－ )是當代著名的戲劇家，他兼具導演、編劇、編腔、表演等

多種才華，且為台灣少數橫跨電影、電視、傳統戲曲、現代劇場以及舞蹈的

全方位表演藝術家 1。盧健英指出吳興國的當代傳奇劇場以「改變國劇和世界

溝通的方法」為目標 2，致力將經典文學以輕鬆簡易的方式重現世人眼前，因

此改編經典文學作品作為戲劇題材且自導自演為其戲劇一大特色 3。《蛻變》4為

其近年創新力作，改編法蘭茲．卡夫卡 (1883-1924)經典小說《變形記》 5，為

                                                 
* 黃鈴棋，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1 例如傳統戲曲有《四郎探母》、《林沖》、《秦瓊》、《十老安劉》等；新編戲曲有《淝水

之戰》、《袁崇煥》、《通濟橋》、《屈原》、《阿 Q 正傳》、《羅生門》等；導、演作品有《慾

望城國》、《王子復仇記》、《陰陽河》、《無限江山》、《樓蘭女》（演）、《奧瑞斯提亞》（演）、

《李爾在此》、《金烏藏嬌》、《兄妹串戲》、《暴風雨》、《等待果陀》、《水滸 108》、《夢

蝶》、《水滸 108II-忠義堂》等；歌劇演出有《秦始皇》等；電影演出有《十八》、《誘

僧》、《賭神２》、《青蛇》、《省港一號通緝犯》、《新上海灘》等；電視演出有《情劍山

河》、《老虎的溫柔》等；舞蹈演出有《白蛇傳》、《奇冤報》、《烏龍院》、《寒食》、《世

紀末神話》、《生之曼陀羅》等，其創作才華多元，可見一斑。詳見維基百科--吳興國：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0%B3%E8%88%88%E5%9C%8B 
2 詳見盧健英：《絕境萌芽：吳興國的當代傳奇》(臺北：天下遠見出版，2006)，頁 218。 
3 李偉指出吳興國是具有京劇出身又橫跨現代舞、影視劇表演等多重身分的優秀演員。

就此點認為吳興國將經典文學重新詮釋，是演繹西方戲劇經典的同時，也表達自己對

世界及生命的理解與認識。並將此種新的表演形式視為跨文化戲劇實驗，是對西方戲

劇經典的重新詮釋，也是對京劇表演形式的激活與重塑。參閱李偉：〈西體中用：論

吳興國《當代傳奇劇場》的跨文化戲劇實驗〉，《戲劇藝術》2011 卷第 4 期，2011
年 8 月，頁 66－75。 

4 《蛻變》於 2013 年改編，於 2013 年 8 月 9 日首演。此齣劇首演在海外，為吳興國第

二次獲邀至愛丁堡藝術節，作為世界首演的開幕節目，結合現代科技的聲光、投影效

果與古老京劇身段、服裝等表演藝術，使東方傳統美學文化與國際文壇接軌，為吳興

國再創表演顛峰之作。參閱《蛻變》宣傳手冊暨年曆。 
5 卡夫卡《變形記》以寫實的手法描寫主角葛里戈一天早晨醒來變成蟲，把全家人都嚇

壞了。原本身負家計重擔的他，因變形後無法外出工作，使老弱父母與嬌慣的妹妹不

得不向外工作，家中空房亦向外承租，以賺取更多的生活費。化而為蟲，葛里戈本身

為人的習性漸失，僅存人的思考與感情。然無法跟人類言語及表達，漸使家人對他感

到疏離，乃至厭惡。父親甚至用蘋果砸傷他的背，背部傷口從此未曾癒合，久而同蘋

果一同潰爛。某天被妹妹琴聲吸引而爬至客廳賞樂，卻因醜陋衰敗的身形嚇壞房客，

房客憤而退出。葛里格家人最終崩潰，想趕他出門，葛里格認為他的離開是對家人最

好的結局。終於在某日早晨，他帶著溫柔的愛，懷著空虛而平靜的思緒，虛弱的吐出

最後一絲微弱氣息而死去。他的犧牲帶給家人對未來的希望與憧憬。詳見法蘭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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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戲曲與當代藝術結合的現代戲劇。吳興國再次以戲劇方式，將觀眾帶領

至經典文學的殿堂，使觀賞者得以進入卡夫卡的世界，進入變形之蟲的世界，

進入吳興國的世界，並誘發觀賞者進入一場生命意義探尋的自我內心的世

界。耿一偉揭示：「當吳興國在開場不久，穿著傳統戲服，將頭頂上的雉翎當

作蟲的觸角來表演時，他已經向觀眾展現了他對卡夫卡《蛻變》的詮釋……

吳興國並沒有選擇完整述說《蛻變》故事的角度，來進行整場演出。他反而

向卡夫卡喜歡寫殘篇與極短篇的方式致敬，用六個段落來呈現整場演出。」6耿

一偉的評論充分顯示出吳興國對此劇的創新及用心。吳興國將《變形記》拆

解，用六個段落以短篇方式演出，重組為吳興國自己的《蛻變》。是以本文擬

以成長小說情節發展的敘事結構模式，分析戲劇中主人公的成長變化與認知

發展過程，並就戲劇內容探討其中隱含的作者用意，探究全劇的幽微旨趣。 

二、《蛻變》的敘事結構模式 

《蛻變》情節結構為六場短劇組合，依次分別為：〈夢〉、〈醒〉、〈門〉、〈愛〉、

〈禁〉、〈飛〉。〈夢〉作為戲劇的開端：「一聲鐘響、一滴墨，墜入星空、草原

與森林。時空飛移，『我』身在何處?」敘事者以山水水墨黑白顏色投影，將

舞台環境營造出無邊界的空間，「墨點暈開天空化為文字，由此喚醒人們的閱

讀靈魂。」使觀者彷彿身歷其境般進入虛幻縹緲的夢境空間，藉此進入葛里

戈的夢境。 

〈醒〉接續〈夢〉，情節進而開展。夢中有時終須醒，由夢中醒來回歸現

實，敘事者旁述葛里戈自夢中醒來，發現自己變成一隻蟲：「葛里戈從夢中醒

來，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怪蟲。他掙扎地問時間，怎麼生命的考驗不曾

停歇；牠昏沉地問時間，究竟蟲是真實還是夢。」再由劇中人物葛里戈獨白，

觀看自我。由於分不清化蟲為夢或為現實，而引發出一連串的探問。探問生

存意義何在？探問草木禽獸、夢境現實的異同：「禽獸同夢，草木同群。我生

且共天地生。身是山陵，眼是星月，脈血川流漸沸騰。」又：「微身奉天地，

飄若瑩火細，負行千萬里，猶在環堵中，誰道我，齊物逍遙人間世。我看君，

只作迷朝酣睡聲。」 

                                                                                                                              
夫卡著，里毓昭翻譯：《卡夫卡變形記》(台中：晨星出版社，2003 年)。 

6 詳見《蛻變》宣傳手冊暨年曆。本文第二章關於劇中內容，同樣擷取自宣傳手冊及宣

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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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描述葛里戈變化為蟲後，「門內蟲身，門外人世」，該如何面對現

實世界的恐懼與掙扎。是以葛里戈吟唱到：「門內是我的屬地，門外是惱人的

雜音。」敘事者吳興國，意圖入侵故事中蟲的潛意識：「每個人在出生、童年

到成年的生命階段，都有道專為你而設的門，他會把你阻隔在外，也要你打

開、跨越、與穿過。」敘事者藉由故事中的蟲之獨白 7，展現其幼年創傷經驗。

此種幼年的心靈創傷，反映於成年後的葛里戈，在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及自我

身分價值的認定上，都有較為負面的想法與恐懼感。 

〈愛〉則逕直進入卡夫卡的世界，為創作者吳興國專為卡夫卡精心打造

的《遊園驚夢》。接續前面情節，蟲的形體消失，葛里戈以背景獨白方式表述

妹妹的溫婉可人，在變形為蟲後，妹妹是第一個進門的人，關心他並帶食物

給他吃。同時，葛里戈以女性裝扮出場，吟唱湯顯祖《牡丹亭》中的〈遊園

驚夢〉 8，藉此表達他內在幽隱地對愛的嚮往，及女性青春、美麗、純潔的愛

情的美好。此段可謂全劇高點，「蟲吸吮著妹妹帶來的食物，愉悅地爬上天花

板並以窗望外，綺想著妹妹、母親、情人，都住在充滿花香的園林。葛里戈

抱住畫框中的美女，遭到父親用蘋果轟炸痛擊。畫框墜地，蟲受傷，蘋果陷

入背脊。」愛本具包容性，使人勇敢，然而蟲拼命保護喜愛的美女圖，卻遭

致痛擊，使美麗的嚮往幻滅，回歸苦痛現實，埋下毀滅的伏筆。 

〈禁〉展演「受傷的葛里戈，絕望地想從芸芸眾生中消失。」受傷孤寂

的葛里戈，失去妹妹的關愛之後，更加絕望，一動不動，食不下嚥，想就此

消失在人間。此時原著《變形記》創作者讓卡夫卡現身，創作者本身也跳出

來與蟲對話。卡夫卡與吳興國在故事中觀看著蟲，試圖一起激勵葛里戈為己

存活戰鬥。然而蟲已被原著小說寫死，定格其絕食、放棄、死亡、消失的結

局，是以卡夫卡一句：「沒有用的，隨他去吧！」勸吳興國放棄激勵葛里戈。

吳興國堅持想替蟲發言，想盡辦法要喚醒蟲，要跟蟲的靈魂對話，然而始終

得不到蟲的具體回應，蟲仍奄奄一息。吳興國便帶蟲的軀殼出走，走向大自

                                                 
7 《蛻變．門》劇中台詞：「唉!當我開門時，他們要我關門，當我關上門時，他們卻要

我開門，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我本來在門裡，他們卻把我丟出門外。」 
8 〈遊園驚夢〉：「原來，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良辰美景奈何天，賞

心樂事誰家院。朝飛暮捲，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

詳見湯顯祖著，徐朔方，楊笑海校注：〈驚夢〉，《牡丹亭》(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 年)，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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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段氣氛緊熱，對於吳興國帶著蟲的軀殼出走，在路途中不斷以沿途壯

麗風景激勵蟲的生存鬥志，使觀眾對蟲最後的生死存亡也不免好奇及期待，

甚至激發觀眾一同鼓勵蟲生存的意念。此種邀觀眾一同深入劇情的手法，如

同清朝劇作家李漁《閒情偶記》卷二詞曲部中提到結構尾部的「小收煞」 9。

故事在此作一結尾，欲死未死之蟲，在與其他兩人的對話互動中，終究選擇

吐下最後一口氣，放棄生存而消逝於人世。然而全劇並未於此中斷。 

〈飛〉作為全劇的結尾，亦可視為李漁的「大收煞」 10。「一聲鐘響，一

隻鳥，飛過天際，天空從黑夜轉為黎明。鳥找到一片無垠的淨土，自由自在

地飛舞。似乎看見蟲的靈魂隨著樂聲，徜徉在天地之間。最後，羽化升天。」

由一聲鐘響，一滴墨揭開序幕；由一聲鐘響，一隻鳥做為收束，葛里戈由蟲

化鳥，自在於大自然中翱翔。劇情首尾呼應，連成一氣，更重要的是，此段

點明蟲最後的選擇－－死亡。然其死亡是羽化，葛里戈化作鳥在天空中自由

自在地飛翔。於此，葛里戈之死並非消極的選擇死亡，而是生命的回歸自然，

亦是靈魂精神的昇華翱翔。 

若將此齣戲劇視為成長小說觀看 11，此類故事情節的發展有一定結構模式

為：主人公的成長背景、成長的困惑、離家出走、遭遇考驗、陷入困境、獲

得醒悟和拯救等相似經歷。12每個故事不盡相同，故未必成長小說中都會出現

所有上述情節，乃依據創作者所需作情節調動，然萬變不離其宗。其中可發

現，認知 (cognition)在成長小說中為主要內涵，主角的認知過程構成成長小說

敘事的多樣性與發展性 13。而認知（cognition）屬於心理學範疇，林崇德揭示

                                                 
9 「小收煞」即指戲劇結尾時應先安排一個小的結尾，此結尾宜氣氛緊熱，要有些露有

些藏，蘊蓄堆積能量，順勢推向大收煞。同時亦保留懸疑感使觀眾好奇，進而聚精會

神注意結局發展。詳見李漁：《李漁全集‧五》(台北：成文出版社，1970 年)，頁

2086-2087。 
10 「大收煞」為全文結局，李漁認為結局應有將此前情節作一總結收束，且須自然順

勢，水到渠成，才能使全劇一氣呵成的終了。詳見李漁：《李漁全集‧五》，頁 2087-2088。 
11 「成長小說」的定義，於此採用莫迪凱．馬科斯(Mordecai Marcus)分為兩類的觀點：

一類是把成長描繪成年輕人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過程，另一類是把成長解釋為認識自我

身分與價值，並調整自我與社會關係的過程。詳見芮渝萍：《美國成長小說研究》(北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年 5 月)，頁 5。 

12 見芮渝萍：《美國成長小說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年 5 月)，頁 80。 
13 見芮渝萍、范誼：〈認知發展：成長小說的敘事動力〉，（《外國文學研究》2007 年第

6 期，2007 年 6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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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人對周圍事物的感覺和知覺，並注意環境變化、記憶發生過的事件，思

考各類不同的問題，想像未來情景，這種感覺、知覺、注意、記憶、思維（思

考）和想像等心理活動，就是人的認知（cognition）或認識（knowing）過程 14。

葛里戈即在《蛻變》中展現其認知發展與成長過程。全劇分六場短劇，從入

夢開端，至出夢化蟲展開故事。此段可放入離家出走的結構功能中討論，由

夢境至現實，然夢與現實並不能截然二分，是精神層面的心靈從夢境出走，

至現實世界遊魂一趟：亦可視為形體的出走，由人變化為蟲。夢醒後變形為

蟲，與人出現距離及隔閡，為其遭遇考驗的開端。變形後的現實苦難，以及

反思幼年陰影與人生糾結，則展現在〈門〉、〈愛〉中，〈門〉為其成長的困惑

--幼年被遺棄的創傷經驗，而在此困惑中開啟對現實社會及自我價值的思索與

認知成長。由「愛」作為全劇高點，是蟲依然有愛的能力，想保護所愛卻招

致災禍。愛與被愛，能愛與不愛，是葛里戈所遭遇到的考驗，亦為其陷入困

境的來源。最終形體消失滅亡，精神昇華，是主人公獲得醒悟的結果，亦是

其頓悟後的決定。世界紛擾，眾生喧嘩，愛恨嗔癡終歸為空，故終其自我，

回歸自然，全劇收束。 

三、《蛻變》旨趣發微 

《蛻變》具有多重隱含旨趣，於劇中可觀看出許多二元對立面。就故事

內容而言，生與死、束縛與自由、門內與門外、夢境與現實、自我個體與社

會規範等，都是永恆存在的哲學性思維，卻因熟爛而被世人習而不察，是以

旨趣之一在於喚起人們對於存在的思考，思考生存意義與使命價值。並深刻

反省自我與外在環境的衝突與融合，向權威體制提出強烈的質疑與抗爭。其

次，蟲最終選擇死亡，作者並不將結局定格在死亡，續接最後一場戲--〈飛〉

作為全劇收束，其用心在於揭示絕望到最後選擇放棄，其實也是一種出路。

興許是給予現代人壓迫束縛心態上的解放。以飛翔作為精神上的昇華，回歸

自然的懷抱。由此進一步示現出人與自然密不可分的關聯，人要回歸於自由，

生命亦終將回歸於塵土。 

再者就演出形式而言，吳興國改編的是西方文學大家卡夫卡的名作，以

中國古典戲劇作為演出方式。又以中國京劇的傳統服裝與身段唱腔，結合現

                                                 
14 見林崇德：《發展心理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年 5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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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藝術燈光音效等設備完美呈現表演，是西方與東方，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及

創新。若就知人論世的角度言，吳興國於 1986 年意識到戲曲演員的傳統意識

優勢不再，開始認真思索如何讓傳統與現代在劇場中接軌，於是創立「當代

傳奇劇場」15，改編許多西方文學作品，如：改莎士比亞《馬克白》作《慾望

城國》、改俄國文學作家契訶夫的多篇作品為《歡樂時光契訶夫》等，將傳統

京劇融入西方經典，以劇場形式呈現，成功顛覆東西方傳統舞台，締造跨文

化戲劇美學。雖早期遭到許多質疑批評的聲浪，認為此舉非正統傳統戲劇之

舉，吳興國依然努力不懈，期望藉此保存岌岌可危的戲曲傳統。是以在此部

戲中，吳興國於〈禁〉劇中跳出來與蟲對話，即使蟲奄奄一息，吳興國仍為

其激勵；縱使蟲已然放棄生存，吳興國仍扛起蟲的軀殼，帶軀殼出走。此一

行為正是吳興國心志表白的所在。吳興國要帶領蟲與卡夫卡走出家庭壓迫的

門，甚至要求自己走出道統、社會規範的禁門。於此可見吳興國表態要扛起

繼續生存下去的責任，為傳統戲曲繼續努力，走出屬於自己與戲曲的生命之

門，飛向自由的天際。 

四、結語 

舞劇《蛻變》不再單純為複述卡夫卡《變形記》的作品，而是藉由《蛻

變》，吳興國將經典文學與傳統戲劇重現世人眼前，使經典傳統不再艱深易

懂，能平易近人地與現代人貼近並展開對話。談及《蛻變》，吳興國曾言：「除

了變成蟲，可還有其他選擇？」16且作為對存在主義的探問，吳興國將成長小

說的元素融入其中，於劇中看出主人公葛里戈的心路歷程，在成熟中困惑與

自我價值間的激盪，引發觀者對生存價值、死亡意識的深刻反省，並進一步

檢視自我與外在環境的相處之道。是以《蛻變》作為作者給年輕世代的一場

告白，亦是吳興國自身的一次蛻變。其反思性濃厚，給觀者留下無盡的餘味。

由於戲劇為綜合性的藝術，又牽涉到音效、舞台環境設計、燈光、服裝、身

段等多種元素的構設巧思，且《蛻變》為獨腳戲，乃吳興國一人詮釋多角，

                                                 
15 見李偉：〈西體中用：論吳興國《當代傳奇劇場》的跨文化戲劇實驗〉(《戲劇藝術》

2011 卷第 4 期，2011 年 8 月)，頁 67。 
16 吳興國曾觀察毛毛蟲蛻變的過程，想著：人類面臨生存壓力時，除了成為卡夫卡筆

下的葛里戈，躲在另一個身體逃避殘酷的現實之外，還有什麼選擇？見李玉玲：〈除

了變成蟲，可還有其他選擇？－吳興國談《蛻變》劇場中探問卡夫卡〉，《PAR 表演藝

術雜誌》251 期，2013 年 11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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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除在情節結構及旨趣發微上作探析外，亦可從敘事角度、故事圈感知資

料、空間因素等敘事學手法繼續深入發掘，定可使《蛻變》的藝術成就更完

整地被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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