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賴聲川!
建國百年國慶晚會!

說明會



"#天的等待!

•  從《夢想家》被攻擊那天開始到今天已經
八十天了。這段時間，我被說成是貪污犯、
罪犯，我貪了政府$%&億，分配給我的親信。
這八十天來許多人等待我站出來，甚至很
多朋友不斷問我：『為什麼不站出來？』!



這八十天的日子是我人生中!
最漫長的等待!

•  我希望我是第一時間站出來的。但是，當
時我所面臨的，是我做藝術所不擅長的政
治領域，是有理說不清的政治場域，我只
能把這八十天的歷練當做我一生中必需要
跨越的難關，只能當做一種修行，學習忍
辱。 !!



•  這段時間，我遭受各種批評''!



甚至辱罵跟污衊''!



•  這其中有些事情我必須面對，也願意接受
和承擔。但是，有一個事情我要跟各位說：
我賴聲川不是靠包國家工程而活著。!!



•  我在台灣做劇場已經$"年了，從戒嚴到解
嚴，一路來都是為這塊土地打拼。!

•  每一年幾乎都有新作品，幾千場演出，從
頭到尾對我作品有任何的批評，我的態度
始終都是樂意聆聽並珍惜，因為這都是讓
我日後進步的條件。 



•  建國百年國慶晚會的《夢想家》也不例外。
任何對作品，對創意的批評意見，我總是
虛心聆聽。!

•  對作品本身，你可以喜歡，也可以不喜歡，
但你不可以說它是一個弊案，因為它從頭
到尾都不是一個弊案。!



• 如果對它一切的討論是從“弊
案”兩個字開始，以下一切的指控
則建立在非事實上面。!
• 至少127篇報章雜誌文字、至少46
則電視新聞討論，數不清的網路新
聞和討論，都是根據虛構而來的。!!



•  為什麼第一時間不出來說明？!

•  其實，我有。我在第一時間寫了一篇說明
文字。主辦方文建會盛主委也在第一時間
開了將近兩小時的記者會，詳盡說明整個
預算。!



但當話題已經跟貧童牛奶''!



•  老阿嬤挖番薯有關''!



•  我認為已經沒有理性討論空間。我判斷這
時的任何回應只會激化選戰中兩黨的互相
攻擊。!

•  我只能任人辱罵、污衊，無法替自己辯駁，
因為任何辯駁都會被扭曲。!



•  我在&&／$(公開承諾選後跟大家說明。!

•  今天我要實現我的承諾。!

•  希望現在選舉結束的今天，在激情過後，
各位能夠用理性聆聽我的說明 。!



我要說明的主要是三點：!

! 我沒有獨得$億
! 我沒有靠關係取得標案

!  【表演工作坊】的創意標案是&)個獨立
標案中的一個。我們與其他標案沒有關
係。

這就是從頭到尾的事實



除此之外，有太多太多對我不實的指控以及
人身攻擊，許多已經到荒謬的地步，我就不
一一說明。我們把三個問題先說清楚。!



&% 我沒有靠關係取得標案 
!

•  從《聽奧》到《建國百年國慶晚會》，都
不是我個人主動要做的，甚至我屢經推辭。!

•  這個事實我在第一時間發表的文章中已經
說明清楚，但是好像都沒有人理會。!



聽奧!

$##*年台北市政府徵詢我參加$##(年台北聽奧開
閉幕典禮的意願。我當時婉拒了，一方面覺得能
力不足，二方面覺得大型活動不是自己本行。!
後來市府持續徵詢我的意願，盛主委的一句話感
動了我。他說：「台灣很少有機會在國際上露臉，
我們一定要做到最好。」聽到了這句話，我接下
了聽奧這四十年來台灣最大活動開閉幕典禮的工
作。!
在此我要說，在這之前，我不認識盛主委。!



•  整個過程用了我&"個月的生命，做完之後
我鬍子也白了，人生中第一次量出高血壓。!

•  為聽奧&"個月的付出，我分文未取。很多
人可能不相信，但這是公開的事實。我個
人心中很平衡，因為我覺得收穫很大，也
為國家做了一件事情。我覺得不需要用金
錢來衡量所有事情是否值得，這是我一向
的哲學，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接百年國慶晚會的理由!

•  聽奧結束不久之後，建國百年基金會徵詢
我的意願，問我願不願意參與建國百年國
慶晚會的創意？我第一時間婉拒了。一方
面我覺得為國家做一次聽奧已經夠了，一
方面也不願放下當時堆積的許多事情，再
經歷一次大型活動所需&"個月的折磨和身
體的折損。!



•  過了蠻長的一段時間，主辦單位文建會再次徵
詢我的意願，我有些驚訝在那時還沒有人接手，
深怕時間已經來不及了。我後來被感動了，開
始慎重考慮，原因有三個：!

!1% 我認為一個國家可以把這麼重要的一個慶典
交給藝術家，然後原則上不干涉他的創意，這是
一個偉大的國家，一個先進的國家。我為之感到
驕傲。!
!2%!身為中華民國國民我認為這種邀請是一種榮
譽，而我也應當負起我身為國民的義務。!
!3% 台灣還是很少有機會在國際上露臉，這又可
能是一次好機會。!



•  我當時天真地認為，我接這個事情不是為
任何政黨服務，而是為全台灣人民服務，
希望做出一個大家能夠開心的“生日派
對”。!



• 我的原罪可能就是接了這件事情。
如果我有足夠的政治敏感度就不應
該接。!



• 在這次攻擊我的過程中，我在媒體
上聽到了兩個新的名詞：!

&%「馬友友們」!
2%「賴聲川們」!



•  （報紙）!





•  「馬友友們」一詞想影射一群和總統勾搭
在一起的藝術家，包攬各種政府活動。!

•  「賴聲川們」想影射的是一群和我本人勾
搭在一起的廠商，共同分贓利益。!

•  這兩個名詞對我個人名譽都有極大的傷害，
並且沒有任何事實根據。!



•  我與馬總統沒有任何私交，都只有在公開
場合跟他見過面，握過手。還有一次向他
報告百年國慶晚會中他需要做的事，走的
位置。!

•  在將近三十年的持續創作中，我和各種藝
術家合作過，這都是藝術上的結合，但從
來沒有串聯誰去分贓國家利益。!



•  所以我必須提出疑問：!
•  “馬友友”的說法，“圖利賴聲川”的說
法，請問事實根據是什麼？!

•  如果是“聽說”或“揣測”，請問資料來
源是什麼？!



$% 我沒有獨得$億 
!



•  我覺得我需要說明這件事有一點辛苦，因
為牽涉到數字。請原諒我，我一向不擅長
談數字和預算，因為這不是我平時熟悉的。
很多人不相信我在表坊不管預算、不管票
房，覺得不可能。但我可以告訴你，這是
表坊為什麼能$"年來可以維持劇團營運的
祕密。!

•  表坊的分工非常明確：創意歸創意，製作
歸製作。創意人每天如果要操心所有屬於
預算的問題，創意難順利進行。!

•  我努力說說看，說不好請見諒：!



!  簡單的說，製作預算$%&+億包含一場必須
流暢、不出錯、沒有暗場的戶外大型演出
所需的舞台、燈光、投影、音響、電力、
佈景、道具、服裝、前台管理及設備、後
台管理及設備、交通維護和醫療以及演員、
技術人員、行政人員長時間的工作費用、
差旅費用、保險費用，等等，還有元首、
國賓要蒞臨現場，又要現場轉播。



•  在2.1億的總預算中，實際委託【表演工作
坊】的只有三千九百萬，而三千九百萬之
中，我們經過初步結算，只用了兩千七百
萬。這兩千七百萬不是全部給我們的，而
是由【表演工作坊】負責邀請所有的創意
者、藝術家，大約有80人之多，由表坊負責
支出費用給他們。這裡面包括我們所有的
創意和行政費用，整個團隊工作時間將近
一年。!



•  ,-.!＃&!

這張派圖是《建國百年國慶晚會》$.&億&)個標案預算分配。!



•  ,-.!＃$!

這張派圖可以看出表坊負責的部份。!



•  )%!【表演工作坊】的創意標案是&)個獨立
標案中的一個。我們與其他標案沒有關係。

!



這是清楚的事實，但批評我的人說
我拿了一億。



沒有過幾天之後，又說我拿的是兩億。!



•  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幾天之內從沒有就變
成我拿兩億，我很好奇，說這些話的人的
資料來源在哪？根據是什麼？居然沒有人
去查證。!!



“賴聲川們”是誰？!

我被指控標案得主都是我的員工。我再說一次：
所有的標案都是由文建會獨立發包，與我無關。!
在此我不一一解釋，只拿最被爭議的“自動化系
統”為例，攻擊我的人說得標廠商老闆王騏三先
生是表演工作坊的道具管理。王先生確實曾經為
表坊做過道具管理，但那是民國*#年代到"#年代
的事。印象中最後一次是民國"/年，之後我再也
沒有和他合作過。王先生第一時間也有在網路上
發表了詳盡的聲明。!



$%&億做百年國慶晚會合不合理？ !

•  依我的職責，這個問題不應該是我需要回
答的，但它卻成為眾人不滿的一個焦點。
我說說我的看法：!

•  如果我沒有做過聽奧這種國際規格的大型
戶外晚會，我聽到一個音樂劇要花兩億，
我也會很驚訝。!

•  但我們在下結論前，應該要先評估：!
•  題目是什麼？!
•  任務是什麼？這$.&億是要做什麼？!



我們的題目是什麼？!

•  容我提醒大家：整個活動的題目叫做『精彩一
百，生日派對』。它是建國一百年的國慶晚會。!

•  在創意發想的過程中，因為許多因素，我們決
定用有劇情的音樂歌舞來做這個國慶晚會。!

•  一直把它當作純粹音樂劇來評估它的預算多少，
是忽略了它其實一直是一個大型戶外晚會的事
實，跟室內演出的歌舞劇非常不同。!

•  原來我以為這是一個創意，後來卻被誤會。!



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  它必須是大型戶外演出，而且場地在台中。
這都不是我決定的 。!

•  現場要全程無間斷的電視轉播給全國觀眾。!



•  場地最後決定在台中圓滿劇場。相較於洲
際棒球場，它是一個較小規模但仍屬於大
型戶外的場地。如果選擇前者，因面積的
關係，預算必定是圓滿的倍數。!

•  圓滿劇場是一個陽春的劇場，沒有側台，
沒有後台，導演室、公共廁所都沒有。!!

•  這樣的一個場地比起室內、有良好硬體條
件的劇場是非常不同的，需要增加許多臨
時的硬體設備。!

!



•  而所有加設的硬體必須練習到萬無一失的地步。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硬體在演出前兩個月進場，
裝設、練習。所有技術人員這段時間需要進駐
台中，其他組隨後也必須陸續進駐。!

•  這些外在限制讓費用一定比室內小型演出要大。!
•  我們用兩個最被討論的標案舉例，為什麼預算
會遠超過一般想像一齣“音樂劇”需要的費用：
投影器材（&,0##萬）及自動化系統（+10)+萬）。!



投影!
•  平時室內劇場所需：!
•  例：表坊在國家劇院《如影隨行》!

&!台&+，###流明瓦投影機，演出前兩天到演出完。!
!



例：台中圓滿劇場《夢想家》!
•  &&!台)####2)+###流明瓦投影機，租期：五周!
•  備用兩台以防萬一，共&)台。!
•  !+�&"###2$####!�	���
����������*��!

!
!



•  電視轉播的燈光必須比平時劇場演出要強；
投影也必須加強才能被看見。!



而因為圓滿劇場的特殊造型，要在劇場圓弧
形上讓畫面銜接漂亮，需要增加台數。!





自動化系統!
•  《夢想家》：0塊平均(3高、一噸重的雙面佈
景（材質由我們研發的）。!

•  室內演出佈景高度：)－/3。!
•  我們可以不做自動化系統，換用手推。一片需
要+－&#人才能推動。!

•  045+2&#6＝)#－0#人隨時被看到在台上。更重
要的問題是安全上的顧慮。九米高的兩面景片
用手動推動時，有可能倒塌。!

•  這是百年國慶。國家的面子和安全應當是最重
要的考慮。!



大型景片的自動運行及轉動!





還有一棵必須結合在一起然後長大的樹。!















•  做一些未必妥當的簡單比較，建國百年的
活動中有其他活動超過我們的預算。!

•  以國外的晚會來說，新加坡一年一度的國
慶晚會預算一向不公開，但光是燈光設備
費約$.+千萬台幣，是《夢想家》燈光設備
的三倍。!



•  對於預算，我還有一個補充的更正：!
•  “兩天燒兩億，只給一萬人看“，這絕對
是錯誤的資訊。因為兩天的演出除了圓滿
劇場現場的觀眾，加上多處架設的電視牆，
再加上電視前觀看的觀眾，總人數到達兩
百萬人次以上，也有估計到三百萬。這都
是從媒體得到的數字。!!

•  於是，不是2.1億給一萬人看，而是給三百
萬人看。這在效益評估上有所差別。!



為什麼決定用音樂劇的方式表現？!

•  說完了場地和硬體帶來的挑戰，現在來說
說真正的挑戰，那是屬於創意的問題：!

•  在臺灣對建國一百年沒有統一的想法，有
人興奮、有人不承認。可能有近三成民眾
從開始就不贊成舉辦這個活動。要想出這
個晚會的創意太不容易。!



•  我們能參考類似活動的例子不多：&(*0年美國建國
兩百年慶祝活動分散在全國各地。&("(年法國建國
兩百年慶祝活動在巴黎香榭大道舉行大型遊行，由
各國派遊行隊伍前來慶賀。這不是很適合我們的。!



•  如果用傳統晚會形式來表現，我們必須面對一
個殘酷的事實：中華民國一百年來的歷史是坎
坷的，需要演繹的主題包含辛亥革命、北伐、
抗戰、國共內戰、二二八、國民黨退守台灣，
一路到今日的繁榮與民主。!

•  我們創意團隊曾經做出涵蓋這一切的晚會大綱，
認為台灣夠成熟，可以這樣血淋淋面對自己的
歷史，最後因為太血腥，不符合「精彩一百，
生日派對」的氣氛而作罷。!



•  在創意出不來，整個團隊低瀰的時刻，正
逢廣州亞運。我在電視上看了，&/##人操
控&"#人空中飛人，水中的船，這個花了十
五億（不算國家支援成本）的活動給了我
很大的 發，我也跟我們的主辦方說了：
我們不能再從這種思路下手。!



廣州亞運、$#&#／&&!





•  我們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回到“四海歡騰”型的國慶
晚會，請一些歌星唱歌，那又何必請我們團隊來做
呢？!

•  在困境中，我想到：把中間一切去除，只保留今日
一群年輕人和一百年前一群年輕人，他們都是夢想
家。以「夢想家」為主軸，以搖滾樂－－一種超越
黨派的聲音為工具。

•  這個構想希望可以避掉許多人心中的爭議，感念前
人的奉獻，有夢想，有傳承，並且闡述對年輕人一
個重要的主題：不要認為一個人不能改變世界。我
認為這尤其對年輕人是一個很好的主題。!



•  我沒有聽說過別的國家以全新創作的戲來
慶祝國慶。我認為台灣本來就應該用一種
與眾不同的創意來慶祝百年國慶。!

•  整個團隊很喜歡這個方向。於是晚會形式
變成搖滾歌舞劇的形式，但在本質上，它
一直還是慶祝百年國慶晚會，需要滿足國
慶晚會所需的一切。!

•  而晚會由音樂劇形式表現這想法可能太天
真了，也是後來遭受批評的關鍵性決定。!



•  事後，在這些攻擊還沒有開始之前，有陌
生人在路上跟我說，他們最欣賞《夢想
家》是因為在整個故事中，政治被抽掉了。!



•  我們在整個製作過程中遭遇了幾個無法控制的
困境，在此與大家分享：!

&%  音樂總監在過程中過世了，而百年國慶的演
出是不可能延期或取消的。!

$%  我們當初就邀請了眾多一線藝人，可是他們
都沒有時間參與。我們想像最適合角色的藝
人都無法來參與，這也是當初遇到的困難之
一。!

!



•  看到盛主委下台，我心中非常難過。此時，
許多人攻擊我說我為什麼不回來替他說話？
我絕對不是聖人，但我也絕對不是報章說
的無情無義的人。!

•  我們第一時間就跟盛主委聯絡，跟他說我
想立刻回到台灣幫他說明，他跟我們說：
『如果連我這麼多次跟媒體說得那麼清楚
都沒用，你回來有什麼用？』!!



•  我只能藏住心中的不捨，繼續沈默。!
•  接著，更多不管攻擊的一方或者防禦的一
方，都全盤把這件事情更加污名化。我如
果這個時候出來說話，面對的是兩個政營
共同的批評，我何德何能？!

•  在這樣藍營和綠營的攻擊之下，我如何得
到清白？!!



•  在這個時候，甚至有人罵我是“外省權
貴”，“靠爸族”。我十四歲的時候父親
就過世了，我是在單親家庭長大，母親辛
苦工作單獨養育我們。這些資料在網路上
到處都有。長大之後我就一切靠自己，半
工半讀，讀到博士，回國當教授，白手起
家成立劇團，從事戲劇創作，一直到現在。!



•  這次建國百年國慶晚會，有太多人的努力
在裡面，"##多人的製作團隊，&##多位表
演者，這麼多藝術家希望為台灣做出一個
不一樣感覺的國慶，大家賣力的付出血汗，
拼命為國人努力，每天在台中通宵工作，
見到日出才收工，我只是其中一分子而已。
後來《夢想家》被批得是一場垃圾，我實
在為大家努力的心血感到不平。關於這一
點，我要向所有的工作夥伴道歉。我對不
起你們，讓你們被拉進一場政治鬥爭中。!



!
•  在這鬥爭中，聽到各種聲音，有沒有能夠
讓我檢討之處？當然有。!

•  回想起來，當陳志遠老師過世的時候，在
我們整個團隊最無助的時候，我選擇一肩
扛起。如果當時去諮詢音樂劇界，也許結
局會不一樣。但那時間的壓力，我不希望
給別人承受，我寧願自己承擔。!



•  更重要的檢討是，我當初是不是根本不應
該把晚會形式變成戲劇形式？!



•  最重要的檢討是，我最當初是不是根本不
應該接下這個任務？!

•  雖然如此，我絕對無悔。對《夢想家》雖
然有很多批評聲，但我也得到太多觀眾給
我的鼓勵，《夢想家》感動了不少人。!

•  而我能為國家做一點事，我覺得還是應該
的。!



•  說到這，可能大家更能理解我為什麼在第
一時間不說話。!

•  一句話可以把我打倒，但我必須耐性的說
這麼多話才可能讓各位瞭解真實的狀況。!



•  有一句話說：!

•  “一個人要證明自己做一件事不難。一個
人要證明自己沒有做一件事很困難。”!



•  最後我要說，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最珍貴
的一項權利。!

•  但如果言論自由是根據虛構的事實，扭曲
的事實，而拿來進行政治操作、抹黑、誣
衊、人身攻擊，身為公民，我們沒有任何
正當防衛的方式，只能任人踐踏。!

•  唯一的防衛只有訴諸法律。!



•  這"#天來，我所受的，可能超過大家的想
像。我不希望未來世界上任何人，包括攻
擊我的人，遭受同樣的遭遇。!

•  所以我要違反我平時和平的個性。我要透
過法律，提出訴訟。!

•  我希望大家珍惜得來不易的言論自由。!
!



•  今天我的說明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我會繼續做我的創作，但在此聲明：台灣
未來任何政府的大型活動，不管藍綠，不
管是什麼樣的活動，我都不會再參與。我
對台灣政府活動的服務到此為止。!



•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