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音樂戲劇萌新芽 ‧ 引領跨界新劇作
另一半的世界也有愛

歡迎來到另一半的世界
樂音中的童年回憶

編導｜黃彥霖

作曲｜張菁珊

作詞｜高天恒
指揮｜葉政德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團史簡介

4

原著｜何敬堯

請再跟我說一個關於妖怪的故事

2
3

監製｜林佳鋒

重回妖怪之島，感受魔魅舞臺

妖怪說說唱唱

監製｜劉玄詠

5
6
7
8
9

關於故事工廠

10

故事大綱

11

曲目表

12

歌詞集錦

13

演員介紹

26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名錄

50

藝術家設計群

51

戲裡戲外

56

演職人員名單

62

感謝名單

64
2020-C005-01

監製
劉玄詠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團長

畢業於臺北師專音樂科（現臺北教育大學音樂系），
並獲得奧地利國立維也納音樂學院長號演奏家文憑。
曾任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長號首席及副團長，並兼任
嘉義大學、臺中教育大學、東海大學等校音樂系教
授。著有《低音銅管樂器教材研究及德奧交響樂團
組織與運作》、《滿面春風四季紅─鄧雨賢傳》、《長
號演奏技巧》、《參訪德國、匈牙利專業樂團營運
管理及品牌經營報告》等。並曾獲文化建設基金會
獎金赴德奧地區研究樂團行政，所教授學校曾連續
三年榮獲臺灣管樂協會管樂大賽第一名及並獲頒最
高榮譽冠軍金龍旗指揮獎，亦曾獲頒教育部彰化社
教館社教有功人員、臺北師範學院傑出校友、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模範公務員。

音樂戲劇萌新芽 ‧ 引領跨界新劇作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創立於民國 34 年，為我國歷史最悠久的交響樂團，在國內古典音樂的發展歷程中、扮演著
極為重要的關鍵性角色，除持續邀請國內外優秀音樂家及團隊參與演出、提升國人欣賞音樂的風氣外，並致力
於扎根音樂教育、遍撒古典音樂的種籽，多年來順應表演藝術型態的多元化發展、亦積極嘗試跨領域演出，從
西洋歌劇《魔笛》(Die Zauberflöte)、《茶花女》(La traviata)、《糖果屋》(Hänsel und Gretel)、《弄臣》
(Rigoletto)、《魔彈射手》(Der Freischüt)、《波希米亞人》(La Bohème)、《塞爾維亞的理髮師》(Le Barbier
de Séville) 等劇之製作，至國人創作戲劇作品《第一百個新娘》、《天山雲雀》、《原野》、《西施》、與舞劇《走
西口》及《敦煌夢》等，開啟國內樂團製作演出大型劇作之先河。
國臺交為鼓勵國內青年音樂家投入創作，於民國 97 年起辦理青年音樂家徵曲比賽、後轉型為青年音樂創作競賽，
迄今儼然已形成一個從創作、出版到行銷的完整文創平台，除為得獎者出版樂譜及唱盤光碟外、亦辦理逾卅場
次演出；除鼓勵青年音樂家投入創作外，亦多次邀請國內著名作曲家跨刀戲劇製作—於民國 100 年製作原民芭
蕾舞劇《蛇郎君》、委由國內知名作曲家游昌發進行作曲，又於民國 103 年以國內前輩作曲家郭芝苑於民國 77
年所編之管弦樂組曲《天人師：釋迦傳》進行編劇演出。本團 70 周年團慶於桃園國際機場進行快閃演出，該影
片於網路平台之點閱率至今已逾六百五十萬次；於 108 年屏東國慶晚會中嘗試將音樂與煙火跨界結合、同年於
霧峰立法院中部辦公室民主草坪辦理草地野餐音樂會，這兩場演出都讓蒞臨聆賞的蔡英文總統及所有民眾留下
深刻印象。
109 年適逢國臺交創團 75 週年，特以聯經出版社旗下作家何敬堯於 106 年所著作之《妖怪臺灣》為藍本、由國
內新銳編導黃彥霖將其改編為劇本與新創劇團「故事工廠」共同製作魔幻音樂劇，並委請於 105 年榮獲本團【新
樂 ‧ 星躍】音樂創作競賽第二名、2019 年榮獲蘇黎世電影節國際電影配樂競賽大獎的我國旅美青年作曲家張
菁珊為此本劇譜曲，由國臺交擔任首演，除提拔音樂界的新聲之外，亦為我國文創產業之發展盡一份心力。
近來國內藝文界受新冠疫情影響沉寂許久，期藉由國臺交與故事工廠合作的《妖怪臺灣》魔幻音樂劇拋磚引玉，
為國內跨領域製作催生新苗、開創藝文產業新紀元，進軍國際舞台，展現臺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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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
林佳鋒

故事工廠創辦人暨執行長

堅持，讓年輕人說夢
現任表演藝術聯盟理事長，政治大學 EMBA 畢業。
投入表演藝術逾 26 年，相信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是劇
場運作最重要的元素，近來致力於推動現代劇場經
營與管理模式創新，希望能創造一個說故事的舞台，
延續表演藝術的夢想軌跡。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曾任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臺中國家歌劇院業務副
總監，推動歌劇院開幕營運事務。
劇場經歷
演出規劃與執行超過 2,200 場次。
故事工廠｜《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再
見歌廳秀》《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七十三變》《明
晚，空中見》《一夜新娘》《小兒子》《變聲偵探》
《偽婚男女》《莊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
亮》《白日夢騎士》
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
屏風表演班｜曾參與屏風表演班 22 年，任藝術總監、
執行長、製作人等工作。

另一半的世界也有愛
繼《無限狂想》、《交響小精靈》兒童音樂會後，《妖怪臺灣》是故事工廠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第三度的合作。
適逢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75 週年慶，感謝劉玄詠團長邀請合作，使故事工廠有機會演繹聯經出版授權的《妖怪臺
灣》，當作品被轉譯成音樂劇的新 IP，一場妖界和人間交織而成的魔幻時刻，將襲捲你的感官。
這齣音樂劇裡的每一位藝術家和表演者都是一時之選。
前期創作——劇本由故事工廠駐團編導黃彥霖編劇、高天恒作詞，音樂則由去年獲瑞士蘇黎世電影節國際電影
配樂比賽金眼獎，旅美新銳作曲家張菁珊操刀，用歌聲演繹鯤島奇譚。三人從今年三月一路共作，彥霖、天恒
每日半夜與太平洋另一端的菁珊跨海連線，展開創作、追稿、修整。經由反覆討論，終於完成開排前的劇本及
音樂。
到了創作的後期，加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及指揮葉政德老師；演員方志友、陳乃榮領銜，和大愷、賴盈螢、高
華麗等 27 位劇場好手聯手出擊。感謝所有藝術設計的老師們為這個作品的付出。期待《妖怪臺灣》這個新 IP
有機會被擦亮。
聯經出版的《妖怪臺灣》是何敬堯老師所作，一本臺灣妖怪與奇譚的百科全書，「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是臺灣
最資深的交響樂團，「故事工廠」則是一個堅持說臺灣原創故事的劇團，這個有趣的組合、全新的 IP 會碰撞出
什麼火花？著實令人期待。
最後，在現實生活中，或許你有時也覺得自己像主角曉瑤一樣，與人相處總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今天就讓自
己放空，依循著《妖怪臺灣》的步伐，一同揭曉妖怪神祕的面紗，除了感受另一半的世界也有愛，也能從中找
到在現實生活繼續努力的勇氣。

3

原著
何敬堯
小說家，創作類別包含奇幻、歷史、推理等。
臺中人，臺灣大學外文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畢
業，曾獲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臺北縣文學獎。
出版作品：《怪物們的迷宮》（2016）、《華麗島軼聞：
鍵》（合著，2017）、《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奇
幻誌》（2017，獲金石堂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妖
怪鳴歌錄 Formosa》（2018，獲選文化部中小學生
讀物選介）、《妖怪臺灣地圖》（2019）等。

重回妖怪之島，感受魔魅舞臺
完全沒有想過，作為工具書性質的《妖怪臺灣》，會有改編成舞台劇的機會。彷彿在過程之中，有一些莫可名
狀的小妖精暗中穿針引線，才促成這齣改編戲劇的誕生。
儘管現代社會，人們信仰科學，但是很多事情似乎不能以理性的觀點來解決。這時候，總會懷念起昔日仍堅信
妖怪神鬼的那個年代，彷彿冥冥之中自有解答。現今，藉由舞台劇的形式，讓人能夠身歷其境，返回過往的魔
幻時空，實在萬分期待。
故事如果沒有被持續述說，就會凋零，就會死亡。我翻讀以往的典籍時，常常驚豔於曩昔臺灣竟然有這麼多不
可思議的怪異傳說，但同時也很惋惜，因為歷史、教育的關係，許多人從未聽聞這些有趣至極的玄幻怪談。不
再被記起的那些臺灣妖怪，塵封於過往歲月，在古老的書頁裡沉睡數百年之久，默默等待有緣人的造訪。
我們是否願意走近它們？是否願意喚醒它們？就算我們願意，但是破除封印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解封的咒語，
就是「述說」。我們必須不斷述說妖怪的故事，才能讓它們重新醒來、睜開雙眼。
祈願《妖怪臺灣》音樂劇，能夠成為喚醒妖怪們的其中一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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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導
黃彥霖
水瓶座，貓派。現為故事工廠駐團編導，中國科技
大學影視設計系、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兼任
講師。畢業於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
劇場作品：故事工廠《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丁
啟文編劇）「致親愛的孤獨者《# 越想越不對勁》」
《變聲偵探》鬼點子劇展「《你必須醒來》」、桃園
閩南藝術節《十二生肖貓來亂》、NTSO× 故事工廠
《交響小精靈》、兩廳院藝術出走《菲林的映画光
年（編劇）、働故事劇團 《人形機器人：越來越像你》

請再跟我說一個關於妖怪的故事
我相信當我們講述起關於「妖怪」的故事時，在某個地方──可能是遙遠的山中、深夜空無一人的捷運站、或
是老家排水管的深處──某個東西正在悄悄地成形。因為妖怪是我們的一部分，牠們從我們的腦袋、感官、情
緒和記憶中逃脫，並透過文字和語言，獲得形體以及獨立的生命。一但我們停止講述故事，妖怪便會死去，屬
於我們的那一部分也會跟著一同消失。
《妖怪臺灣》原創魔幻音樂，劇講的是一個人類女孩與妖怪相認的故事，但這其實也是一趟她與自己相認的旅
程。儘管有的妖怪面目猙獰、有的妖怪行為古怪、有的妖怪甚至還會傷人──但我們該做的不是避開目光，或
單純說服自己妖怪根本就不存在。有些時候，我們必須學著直視妖怪，才能看見自己。
話說回來，說不定我們人類才是某個大妖怪所講述的故事？當人類夢見妖怪的時候，或許妖怪也正夢見了人
類……

5

作曲
張菁珊
張菁珊為旅美新音樂以及影視配樂作曲家，編曲家，
鋼琴家以及指揮家，明年將成為好萊塢作曲家 - 湯
姆 ‧ 霍肯伯格 (Junkie XL) 作曲家助理。儘管她於
伊士曼音樂學院取得作曲學士期間已獲獎無數，第
七屆國際德佛札克作曲大賽中獲得首獎以及多項特
別獎無疑是她作曲生涯的第一個里程碑，隔年被邀
約至布拉格與布拉格交響樂團首演她的作品〈在歷
史中，在記憶中〉，更將她的音樂第一次帶給歐洲
觀眾。
跨界影視配樂初期，她進入紐約大學攻讀電影配樂
碩士，前後她其中合作的短片〈在那遠方〉於第 71
屆國際坎城影展短片區首映，2019 年更甫於國際第
8 屆蘇黎世電影節電影音樂比賽中唐 ‧ 戴維斯 (Don
Davis) 手中接下金眼獎的殊榮，成為此比賽首位亞
州女性獲獎者。張菁珊的音樂創作已於國內外各城
市演出，繼受國臺交之邀為臺灣民謠專輯及 75 週年
團慶音樂改編後，將再次攜手與國臺交合作原創音
樂劇《妖怪臺灣》。

歡迎來到另一半的世界
身為一個成長背景多元、所接受教育與身處產業多樣性的作曲家，這次的音樂劇我希望能夠結合自己所愛的電
影配樂的震撼，卻不流於通俗且不失管弦樂團的優雅，給觀眾呈現一個多元面向交織而成的原創音樂劇。
自己從小就是個音樂劇迷，看遍了各國無數的音樂劇，但最後被《歌劇魅影》成熟的管弦樂法，結合管風琴與
電吉他等較為新穎的元素，所展現獨一無二的配樂深深吸引，而一直夢想著有一天也可以寫一齣有別於以往，
打破大家對「管弦樂團只能演奏古典樂」的刻板印象的音樂劇。
非常感謝國臺交邀請我擔綱這次如此龐大的製作的作曲家，不僅讓我能大膽地嘗試不同曲風與元素，也放手讓
我尋找什麼樣的音樂，才足以乘載劇名中的「臺灣」、真實地刻畫出這片土地所經歷的歷史洗禮以及人文造化，
但卻又帶著異想天開的未知，帶著觀眾踏上一個千變萬化卻又熟悉的旅程。此劇經歷了與編導黃彥霖以及作詞
高天恆的討論、推翻與無數修改後，看到自己的音樂從無到有，搭配上動人的故事，再加上故事工廠匯集的各
界好手參與了各方面的設計，見證了創作一齣音樂劇所需要耗費的資金、人力與毅力是多麽的得來不易。
在夜以繼日研讀劇本與創作音樂之時，常會陷入一個無邊無際的深淵，但是當妖怪在自己腦海中浮現與對話時，
就像是一道曙光把我拉進了妖怪的世界，帶我遊歷一番。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堅信著：唯有在自己的音樂能夠說
服自己、感動自己、帶領自己的靈魂踏上這一趟奇幻旅程的前提下，筆下的音樂才有可能把這個另一半的世界
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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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詞
高天恒
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
術研究所劇場組畢業，主修音樂劇導演。現任刺點
創作工坊藝術總監、果陀劇場聲音及表演講師。
對於臺灣音樂劇發展有極大的熱忱，並以原創之中
文音樂劇為主要創作目標，創立「刺點創作工坊」
劇團之後，已創作多部原創中文音樂劇和兒童音樂
劇，在臺灣各個劇場和校園巡迴演出超過百餘場。
曾與全民大劇團、臺北愛樂劇工廠、C‘musical、音
契兒童合唱團、青韻合唱團、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臺北市民管樂團合作多部跨界的音樂劇作品，亦在
中國烏鎮戲劇節之青年競演，作為臺灣唯一參賽隊
伍，並獲得第二名之殊榮。2016 於廣藝全臺音樂劇
大賽，取得第一名之殊榮。2018 韓國大邱國際音樂
劇節入圍最佳國際音樂劇獎。
近期編導作品：全民大劇團《倒垃圾》、刺點創作
工坊《再一次夢想》《苦魯人生》《跟著阿嬤去旅
行》、愛樂劇工廠《老鼠娶親之公主不想嫁》《小
羊晚點名》、C’musical《焢肉遇見你》等。

妖怪說說唱唱
說起這次的《妖怪臺灣》，非常感謝故事工廠提出了合作的邀約，才讓我有幸能參與在這個有趣又龐大的演出
之中。
從小看了好多關於西方的神怪傳說，吸血鬼、小精靈、魔法師、上古巨龍、狼人等，也會時常想，關於台灣的
神怪傳說到底有哪些呢？看到《妖怪臺灣》這本書之後，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屬於台灣的妖怪，也從他們的
背後發現了更多關於台灣的習俗和故事，其中有的駭人、有的可愛、有的神祕、有的奇怪，但每一個妖怪背後
的故事，都是如此的迷人。
在與編導飛飛共同創作的過程中，我們深挖了許多關於台灣本身的傳說，也討論了種關於「人」與「妖怪」之
間的關係，我們希望在這樣的創作之中，讓本來比較玄幻的妖怪故事，可以和人的情感連結，創作出一個全新
的故事。
因此，在歌詞的表現裡，我盡可能地讓劇情可以在歌曲裡被述說清楚，也用了許多台灣的俗語和地名，另外也
參考了一些原住民語，希望把這個屬於台灣的妖怪故事，說的更台灣話一點。我希望用百老匯音樂劇的形式，
讓歌詞和台詞更加的融合，也讓音樂有更多的空間可以述說故事。
在與作曲菁珊創作的過程，她巧妙的把東方與西方的音樂元素融合在一起，讓詞曲進行的同時，散發充滿臺灣
味的百老匯，這樣的組合是非常有趣的。
希望進劇場看見妖怪臺灣的時候，不僅僅是看了一個奇幻故事，更是看了一個臺灣的故事，願進到劇場看戲的
觀眾們，也能和我們一起迷上這些屬於臺灣的妖怪們。

7

指揮
葉政德
『Tony 的指揮行雲流水，對我們來說如同一位隨時可上場演出的
指揮』。
法國著名女指揮家 Mo. Claire GIBAULT
『Tony 是位非常有天份的指揮，強烈、熱情的個人特質能使他與
樂團團員合作無間』。
智利國家管弦樂團總監 Mo. Leonid GRIN

現任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助理指揮，臺灣最活躍的青年指
揮家之一。除了指揮管弦樂團作品外，也多次擔任現代
音樂作品首演發表指揮，並多方參與流行音樂、劇場、
舞劇及臺灣民謠等作品的指揮及合作，國臺交助理指揮
期間也多次擔任國家大型慶典演出指揮，獲得多方的讚
賞與迴響。

旅 歐 期 間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指 揮 活 動 及 音 樂 營， 曾 入 圍
International Conducting Competition Jeunesses
Musicales Bucharest、臺北市立國樂團國際指揮大賽。
2016 年獲瑞士政府全額獎學金參加國際知名 Gstaad
Menuhin Festival 曼紐因音樂節，2014 年起多次獲選
參 與 世 界 著 名 指 揮 營 JÄRVI Conducting Academy，
大 師 班 課 程 受 教 於 Valery GERGIEV、Neem JÄRVI、
Paavo JÄRVI、Jorma PANULA、Leonid GRIN、 葉 詠
詩等大師；合作過的音樂家包含 Ottensamer 單簧管
家族、大提琴家 Sol Gabetta、小提琴家曾宇謙等著名
音 樂 家 們； 合 作 過 樂 團 Gstaad Festival Orchestra、
Järvi Academy Orchestra、Pärnu city Orchestra
VO-orkest Amsterdam、L’orchestre de l’opera de
Massy、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台北愛樂管弦樂團等團。
2017 年六月取得瑞士國立洛桑高等音樂院管弦樂指
揮 藝 術 碩 士 學 位。2013 年 取 得 法 國 巴 黎 師 範 音 樂 院
高級指揮家藝術文憑。受教巴黎瑪希歌劇院音樂總監
Dominique ROUITS 及前法國巴黎管弦樂團助理指揮
Julien MASMONDET。

葉氏對於樂團合奏藝術富含熱情，指揮的風格精準、清
新且擅長展現熱情奔放的音樂風格，並擁有精練、高效
率的排練技巧，對於樂團合作也培養出高度彈性的溝通
能力，與團員之間皆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樂音中的童年回憶
《妖怪臺灣》是第一部從故事發想到創作編曲都由臺灣優秀的團隊所原創的作品。小時候總愛坐在小小的籐製
矮凳上挨著外婆，要她給我和兄弟們說著虎姑婆、林投姐、澎湖女妖等流傳在民間的傳說故事……這些故事似
乎是伴隨每個臺灣囝仔長大的記憶，小時候的我們很怕但真的很愛聽。
在接到《妖怪臺灣》的任務時，我非常興奮，不只是因為作品很優秀；更多的是我能夠有機會將兒時最愛的故
事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呈現給大家。能夠成為這部音樂劇第一個發表的指揮，是我莫大的榮幸。也希望這樣美
好且充滿土地記憶的作品能一直傳唱下去。

8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團史簡介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創立於民國 34 年，為臺灣歷史最悠久的交響樂團。成立之初，先後隸屬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
部、臺灣省藝術建設協會、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文化處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等單位，101 年 5 月改隸文化部。
團址座落於臺中霧峰，是擁有完整軟硬體的全方位音樂團體。
七十多年來，在歷任團長的奠基，與現任團長劉玄詠的推展下，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累積豐富的演奏經驗，受邀
與本團合作演出的國際團隊及音樂家不計其數。
108 年起，國際知名音樂家水藍先生再度受邀擔任本團首席客席指揮，與劉團長共同合作，推動國立臺灣交響
樂團「精進技藝、傳統創新、教育扎根、美學推廣」的任務，提昇全民音樂生活，讓音樂就如同空氣、水、陽
光一般的在你我身邊。

9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團史簡介
關於故事工廠
創立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一個堅持說臺灣原創故事的劇團，致力培養專業劇場人才、落實戲劇教育，
推動文創夢土、打造互動式的劇場人文環境，

希冀一篇篇好故事，將生活養分帶進台灣各個角落。

秉持對戲劇的熱情與使命、踏實的站在這片土地上，呈現每個動人時刻，

承載每位觀眾的悲、苦、喜、樂，將溫熱的淚與汗化為生命之河、沁心回甘。
在這裡，我們製造感動，製造驚喜，製造有生命的故事。
發表作品：

《白日夢騎士》《3 個諸葛亮》《男言之隱》《莊子兵法》《偽婚男女》《變聲偵探》《小兒子》《一夜新娘》
《明晚，空中見》《七十三變》《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再見歌廳秀》《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
青潮系列：

「鬼點子劇展」「致親愛的孤獨者」「南南戲語」
聯合製作作品：

《無限狂想》《交響小精靈》《千面惡女》《十二生肖貓來亂》《妖怪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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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陳曉瑤是一位擅長寫妖怪題材的暢銷作家，除了她的經紀人以外，沒有幾個人見過她的真面目。這是因為
曉瑤患有閱讀障礙，從小在人際關係失利、家庭又不睦，對人類世界充滿失望的曉瑤，只好躲在書房裡的
世界。而陪伴她度過寂寞時光的，是她小時候曾遇過的一位自稱妖怪的男孩，和他口中繽紛奇幻的「妖怪
世界」，曉瑤就這樣每天宅在家寫作，想像妖怪的國度。
這天，曉瑤又一次蹺掉了簽書會。突然有一批奇形怪狀的妖怪闖進了她的書房，祂們自稱是曉瑤的忠實書
迷，為了拿到曉瑤的簽名而從妖怪的國度匆匆來到人類世界，祂們要在妖界貴族－蛇郎君的婚宴上炫耀祂
們此行的戰利品。終於見到夢寐以求的妖怪的曉瑤，懇求祂們帶她造訪妖怪世界，卻被擔憂曉瑤人身安全
的妖怪們拒絕。但是，在妖怪紛紛離去之後，神祕的妖蘭靈貓卻偷偷告訴曉瑤，祂可以幫助她前往妖怪世
界。曉瑤因此展開了她夢想多年的旅程，甚至還見到了尊貴的蛇郎君。
但更令人意外的是，蛇郎君和曉瑤之間， 其實不是第一次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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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目表
1. 序曲：古島紀
2. 妖怪的時代

演奏曲
妖蘭靈貓、婆娑鳥、滾地魔、老猴魅、鼠尾雲、巨象牛

3. 另一半的世界
4. 都是因為你

曉瑤
妖蘭靈貓、婆娑鳥、滾地魔、老猴魅、鼠尾雲、巨象牛

5. 蛇郎君的新娘

白蛇姬、青蛇姬

6. 眼前的這個她

蛇郎君

7. 她是個妖怪

曉瑤、蛇郎君、曉瑤的心魔、妖蘭靈貓、婆娑鳥、滾地魔

8. 追尋
9. 來自 Longkiauw 的貓
10. 黑水溝
11. 祖靈與巨鯨
12. 另一半的世界 reprise
13. 妖怪臺灣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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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郎君、妖蘭靈貓、婆娑鳥
妖蘭靈貓
演奏曲
鯤島鯨靈
曉瑤、蛇郎君
全體角色

〈妖怪的時代〉
在這個四面環海的東方小島
地方雖小各種怪事卻不少
地牛翻身颱風過境 梅雨狂掃
好像在冥冥之中有人在開你玩笑
迷霧的森林裡 會聽到有人在叫你
半夜睡不著覺 突然小指頭被咬掉
冬天去海邊 好多眼睛等著跟你抓交替
原本正在做好夢 突然天旋地轉地牛翻身
當人們還認為自己是萬物之靈
這時候你們得小心
那是因為你不知道 這座島嶼原來的面貌
這裡是妖怪的臺灣 我們是臺灣的妖怪
原來我們一起住在島上 人類貪婪我們被迫流浪
妖怪的臺灣 被迫流浪
妖怪的臺灣 臺灣的妖怪
聽起來像是在說笑話 那是你不懂我們的可怕

這裡是妖怪的臺灣 我們是臺灣的妖怪
人類們給我仔細聽好 妖怪的時代 已經到來
當人們感嘆科技的高速發展
這些表象讓人蒙蔽了雙眼
忘了從前那些謙虛和感謝
當人們還認為自己是萬物之靈
這時候你們得小心
這裡是妖怪的臺灣 （原本我們一起住在島上）
臺灣的妖怪 （人類貪婪我們被迫流浪）
妖怪的臺灣 我們是臺灣的妖怪
人類們給我仔細聽好（妖怪臺灣）
人類們給我仔細聽好（妖怪臺灣）
人類們給我仔細聽好（妖怪臺灣）
妖怪的時代 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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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半的世界〉
那一天 天空下著雨
只能站在騎樓下躲著雨
忘了帶傘又不想回家的我
正在苦惱 補習要遲到的時候

一把傘 伸到我面前
「這個給你 小心，著涼會打噴嚏」
男孩穿著黃色的雨衣 抱著小貓咪
「明天五點 我拿來還你」
他只是把帽子壓低 酷酷的說「沒關係」
隔一天 頂著大太陽
走回那個騎樓底下等著他
男孩依然穿著黃色的雨衣
小聲和我說「不客氣」
在那之後的每一天
我們都會在相同的地方見面
他問我 為甚麼每天來這裡？
我說
我不想回家，但又沒地方可以去
我問他 為什麼明明沒有下雨 卻總是穿著雨
衣
他說
因為怕別人 發現 自己是妖怪的秘密
另一半的世界 比現實更鮮豔
魚會在天上飛翔 鳥會在海中衝浪
妖怪不奇怪 其實很可愛
另一半的世界 和我們沒分別
也會為生活煩惱 對未來充滿盼望
彼此互相幫忙 情感和愛依然存在
那是另一半的世界 我嚮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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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想去那裡探險
有一天會有新的發現
那是另一半的世界 他曾待過的世界
或許能在那裡再次相見
對你說那句遲來的抱歉
兩個世界 是不是仰望著同一片天
兩個世界 會不會一起對流星許願
兩個世界 是否就像鏡子的兩面
有一天 我是否能看見
屬於妖怪的 另一半的世界

〈都是因為你！〉
妖怪 夜行
小心 可怕
唉唷 注意
來無影去無蹤 隨時出現在你背後
人稱無影妖怪－鼠尾雲
順手來牽羊去 探囊取物好容易
人稱妖怪大盜－老猴魅
路上突然閃出 小心被我嚇哭
人稱極速妖怪－滾地魔
鼻息憾天震地 狂奔日行三百里
人稱巨大妖怪－巨象牛
在下妖蘭靈貓 歌聲鬼魅鉤魂
啼叫猶如天籟 紅黑雙翼展翅奪命
人稱陰陽靈鳥——婆娑鳥
因為你 孩子都能叫出我們的姓名
因為你 有人想要研究妖怪的領域
因為你 現在人們想起過去的恐懼
因為你 我們回到這片熟悉的土地
請妳幫我們簽名

人類破壞土壤把樹根挖掉
人工建築改變大地的面貌
古老的磚牆被破壞推倒
這些都是妖怪和神靈的「通道」
如今城市裡的通道被消滅
妖怪回不去另一半的世界
漸漸的衰弱、漸漸被遺忘
只能偷偷在角落的陰影中躲藏
等待消逝的時刻放棄所有希望
但就在這個危及時候 我們發現了一本小說
聽著人們討論書中的故事
透過書裡充滿生命的文字
妖怪再次想起自己的名字
找回屬於自己的真實
因為你 孩子都能叫出我們的姓名
因為你 有人想要研究妖怪的領域
因為你 我們回到這片熟悉的土地
因為你 讓臺灣妖怪再次充滿活力
這都是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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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郎君的新娘〉
他 百年來最完美的妖怪
他 是最有野心的行動派
征服 掠奪 狂放 使壞
忠於自身的慾望 霸道又不失禮貌
蛇郎君 他
就是妖怪中 最完美的典範
臺灣妖怪百年傳統 王子成年娶妻成王
所有妖怪齊聚一堂 只為一見無上榮光
紅花
紅花
永生

16

承載千年淬鍊精華
能滿足世上所有的渴望
財富 美貌 力量

成為妖怪的王妃 他最美麗的新娘
蛇郎君 他
就是妖怪中最完美的夢想
幸運 巧遇 美麗 緣份 天選 註定
他 會怎麼選
是她 是你 還是我
決定命運的紅花 將會落在何方
揭開命運的頭紗 誰能成為他的新娘

〈眼前這個她〉
本以為曾經短暫的相遇
只是段消失的童年記憶
隔著時間這遙遠的距離
一切卻依然那樣的熟悉
那樣漫無目的的聊天聊地
單純的眼神 溫柔的話語
時間彷彿再次回到了過去
她還是那個把臉埋在書裡的女孩
我還是那個穿著黃色雨衣的男孩
好像什麼都沒變 都和過去一樣
好希望時間可以暫停 維持現在這樣
眼前的這個她
讓我看見自己真實的模樣
好想保護這美麗的景象 眼前的這個她
或許還有好多話我不能講
請相信記憶中的那個男孩——
眼前的這個她
依然會是過去的那個她
眼前的這個她
讓我看見自己真實的模樣
好想保護這美麗的景象 眼前的這個她
或許還有好多話我不能講
請相信記憶中的那個男孩——
眼前的這個她
依然會是過去的那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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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個妖怪！〉
聽說 隔壁班有個女生超奇怪
上課不專心 沒事對空氣發呆
整天在看書 但是成績超級爛
認真抄筆記 可是字又斜又歪
動不動就哭 根本情緒有障礙
你不覺得她是妖怪嗎
妖怪 她是妖怪
性格扭曲興趣超級古怪
妖怪 她是個妖怪
聽說 她不是人 她是個妖怪
聽說 你又讓老師在課堂發脾氣
作業沒有交 又沒拿給我簽名
看了就討厭 是你帶衰我的命
造了什麼孽 生出這種拖油瓶
爸爸會離開 一定是因為你
妖怪 你是個妖怪
命中帶煞 是個禍害
妖怪 你是個妖怪
難怪 你不是人 是個妖怪
你不是人 是個妖怪
妖怪 我是個妖怪（妖怪 你是個妖怪）
我成績差不是因為閱讀障礙
（是因為我們在阻礙）
妖怪 我是個妖怪（妖怪 你是個妖怪）
不要做自己才可能被愛（你不值得被愛）
妖怪 我是個妖怪 （妖怪 你是個妖怪）
我要寫 寫出所有的妖怪（只有妖怪才懂妖怪）
妖怪 我想變成妖怪（妖怪 你想變成妖怪）

18

妖怪 我想變成妖怪（妖怪 只要變成妖怪）
因為妖怪 我變得不再奇怪（被所有人喜愛）
另一半的世界
才是屬於我的世界
在這裡 我感覺到真正的自在和親切
在這裡 我感覺到完整的存在和思念
另一半的世界
我所嚮往的這個世界
在這裡 不用再為了逃離現實和想像
在這裡 才是屬於我的 妖怪的世界

從未如此清醒 如此確定自己的信念
不想回到那個 只有孤獨凝結的房間
醜惡人類佔據 無法理解的噁心世界
為了見你 費盡心力來到你面前
心心念念 這個另一半的世界
（曉瑤）
（妖怪）
妖怪 我是個妖怪
妖怪 你是個妖怪
我想要 變成真正的妖怪
只有妖怪才懂妖怪
妖怪 我想變成妖怪
妖怪 你想變成妖怪
妖怪 我想變成妖怪
妖怪 只要變成妖怪
因為妖怪 我變得不再奇怪
被所有人喜愛
		

（蛇郎君）
你不是妖怪
你值得被愛
你並不奇怪
拜託 快想起來
不要忘記
你曾拯救的男孩

妖怪
妖怪

你不是
妖怪

我想變成妖怪
我想變成妖怪

妖怪
妖怪

你想變成妖怪
你想變成妖怪

妖
你不是人
怪
你不是人
妖
你不是人
怪
是個妖怪
因為妖怪		
我變得不再奇怪		
妖怪
我
想變成
妖怪

是個妖怪
是個妖怪

妖
怪
妖
怪
不要忘記
你曾拯救的男孩

妖怪，我想變成
妖怪

一起變成妖怪
一起變成妖怪
一起變成妖怪
妖
怪
一起變成妖怪
一起變成妖怪

不要變成妖怪
不要變成妖怪
不要變成妖怪
不要變成妖怪
你
並不奇怪

我要變成
我要變成
我要變成
我要變成
妖怪

一起變成
一起變成
一起變成
妖怪

不要變成
不要變成
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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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
為了解除意外的詛咒
為了彌補無心的過錯
追尋 只能追尋
為了喚回最初的人性
為了喚回最初的相遇
追尋 只能追尋
但是要快
快 動作要快
立刻動身 就是現在
快 速度要快
稍有遲疑 後悔莫及
詛咒纏身 現在的她不是妖 卻也不是人
痛苦難呻 醒著的一時一刻 都悲愴萬分
遊歷四方神話 飛越古今傳說
不論稗官野史 還是魑魅妖言
只要讓她能夠脫離險境
赴湯蹈火我也在所不惜
但是要快
快 速度要快
稍有遲疑 後悔莫及
他們先是前往東方
順著太陽照耀的方向
來到 達奇萊平原和米崙群山
阿里嘎蓋 可敬的妖怪之王
就住在交界的地方
巨人的皮膚白皙 長著貓咪的眼睛
充滿金色的髮絲 擁有破壞的天性

20

迅捷如風 手毛招喚數千士兵
他是最狡猾的妖怪 巨人阿里嘎蓋
為了解除意外的詛咒
為了彌補無心的過錯
追尋 只能追尋
為了喚回最初的人性
為了喚回最初的相遇
追尋 只能追尋
但是要快
踏上旅程往北出發
跟著北極之星的光芒
三條溪流交會的三角平原上
人面牛 偉大預言之妖怪
早就在那靜靜等待
擁有牛的身體 人類的面孔
預言必定成真 只要他開口
過去發生的所有災難
在他預言之中不曾遺漏

快 動作要快
立刻動身 就是現在
快 速度要快
稍有遲疑 後悔莫及

但我卻忍不住開始去追尋
充滿哀傷的笑容和眼睛
這次竟換我忍不住好奇
走向她說出妖怪的秘密

他們加速前往南方
隨著指引跨越海洋
烏鬼洞就藏在島嶼之上
烏鬼人魚 最討厭人類的妖怪
將你想要的答案一一隱藏

告訴她 我們並不孤單
另一半的世界在等你

紅頭髮黑皮膚 身材巨大魁梧
從古至今人類 最害怕的對手
破壞漁船之後 立刻潛入水中
最擅長藏匿秘密的妖怪 烏鬼人魚
本該保持距離 隱身在黑暗的角落裡
妖怪是個不解之謎 讓人不安的黑影
讓人類止不住好奇
窗外面 門後方
是什麼正在窺視自己

為了實現當時的約定
為了再次好好感謝妳
追尋 只能追尋
為了喚回最初的真心
為了喚回最初的相遇
追尋 只能追尋
告訴你 我們並不孤單
我永遠會在這 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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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Longkiauw 的貓〉
傳說中有一隻可愛的怪獸
來自長滿蝴蝶蘭的山中
一綠一藍的陰陽眼施咒
在夜裡看穿可怕的魔獸
這個故事 曾經流傳過
他曾經被人們記得過
傳說有一隻福氣的神獸
叫聲驅逐十里內的老鼠
閃電的麒麟尾帶來祝福
能替村人帶來無盡財富
這些故事 曾經流傳過
只是現在沒有人提起過
那是他的故事 他是一隻貓
他是我——來自 Longkiauw 的妖貓
不管被喜歡或是被討厭
都沒比不被在意還可憐
真正殺死他的不是刀和槍
而是被全世界給遺忘
這個故事 已不是傳說
他不曾被人們想起過
時過境遷蝴蝶蘭依然盛開
人類離開山谷 不再回來
他依然驅趕魔獸消除災難
為了再次被人想起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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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 沒有人聽過
他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那是他的故事 他是一隻貓
他是我——來自被遺忘的 Longkiauw
如果可以 請再為我說一個故事——
關於那隻來自 Longkiauw 的貓——

〈另一半的世界 reprise〉
無法忘記當時 眼前的這個他
讓我看見自己真實的模樣
另一半的世界
比現實更鮮豔
魚會在天上飛翔 鳥會在海中衝浪
妖怪不奇怪 其實很可愛
好想守護這美麗的景象
或許還有好多話你沒跟我講
另一半的世界 和我們沒分別
也會為生活煩惱 對未來充滿盼望
彼此互相幫忙 情感和愛依然存在
我相信記憶中的那個男孩
這是另一半的世界 我（你曾）嚮往的世界
每一天我（你）想去到處探險
每一天會都有新的發現
這是另一半的世界 我（你曾）待過的世界
夢境成真還能再次相見
對你說那句遲來的抱歉
兩個世界 是不是（依然）仰望著同一片天
兩個世界 會不會（還會）一起對流星許願
兩個世界 是否就像鏡子的兩面。
這一天 我終於能看見
屬於我們的（另一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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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怪臺灣終曲〉

這裡是妖怪的臺灣 我們是臺灣的妖怪
原來我們一起住在島上 因為誤解我們被迫流浪
妖怪的臺灣 被迫流浪
妖怪的臺灣 臺灣的妖怪
仔細聽聽我們說說話 其實我們一點也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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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世界 是不是仰望著同一片天
（兩個世界 仰望著同一片天）
兩個世界 會不會一起對流星許願
（兩個世界 一起對流星許願）
兩個世界 是否就像鏡子的兩面
（兩個世界 就像鏡子的兩面）
有一天 我相信能看見
屬於妖怪的 另一半的世界

這裡是妖怪的臺灣 我們是臺灣的妖怪
原來我們一起住在島上 因為誤解我們被迫流浪
妖怪的臺灣 臺灣的妖怪
仔細聽聽我們說說話 其實我們一點也不可怕

妖怪的臺灣 臺灣的妖怪
千萬不要鐵齒不相信 到時怕到發抖都來不及
這裡是妖怪的臺灣 我們是臺灣的妖怪
人類（妖怪）們給我仔細聽好
全新的時代 已經到來

25

演員介紹

方志友

飾 陳曉瑤

以「超級星光大道」歌唱比賽第二屆選手出道，後
來不務正業轉向演員之路至今已 13 年，現在是一個
懷抱著歌手夢想卻也迷戀上劇場演出的表演工作者。
電影作品
《不一樣的月光》《女孩壞壞》
電視劇作品
《愛上兩個我》《寶貝四千金》《必勝練習生》
《酸甜之味》《天堂的微笑》《粉紅色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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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說起來有點好笑，因為去劇團接排練《我們與
惡的距離》下班的老公因而得到了試唱機會。
一直對於音樂劇有一種憧憬，很期待自己可以
把喜愛的演唱演戲融為一起，也很期待自己演
出的表現（期待又怕受傷害）。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這是我第一次的舞台劇，第一次的音樂劇。
我覺得很有趣，劇場跟電視是完全不一樣的表
現方式。不管是唱歌還是講詞都要讓聲音傳得
很遠，聲音、表情、走位、情緒、肢體，都顛
覆了我原本對表演的想像，就像是一場華麗的
挑戰。但是我同時也喜歡劇場的氣氛，大家互
相幫忙照顧，各司其職、缺一不可，很幸福。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我最喜歡妖蘭靈貓，因為他既叛逆又有情，慵
懶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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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乃榮

飾 說書人、蛇郎君

創作歌手與人氣戲劇小生，也是優秀的音樂製作人，
製作過多部膾炙人口的電影以及戲劇主題曲與配樂。
全方位藝術家唱、作、演兼具，戲路廣，是一位對
藝術充滿熱情的創作表演者。
自 2007 年 演 出 電 視 劇 約 30 餘 部， 曾 發 表
《paradise》、《同種異類》兩張創作專輯與多
首熱門單曲。2018 年起，演出相信音樂《搭錯
車》音樂劇，至今已在全球 12 個城市演出 30
場，創造多場完售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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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本次與大編制的職業交響樂團合作，交織出好
聽又感動人的歌曲。除了希望能帶給觀眾一個
豐盛的音樂享宴之外，更希望蛇郎君與曉瑤的
故事能讓觀眾們帶來勇氣與鼓勵，正面地看待
生活。如果可以，也希望能勾起大家那麼一些
已經遺忘已久的……「純愛回憶」。

這是我第一次認識蛇郎君，熟悉了就非常喜歡
這位「朋友」。他不是人們印象中的冷血、殘
酷、致命的冷血動物。蛇郎君是堅定、溫柔、
懂得給予愛與接受愛的有溫度的「人」。比起
妖怪，他更像人。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作為創作者是寫自己的隱私譜出別人的生命，
作為歌手則是唱出自己與大家的故事。而作為
演員則是用自己的生命經驗來體驗別人的故
事，真實的自己反而只是個老朋友。
音樂劇演員對我來說，他們集三者於一身，用
自私的演出得到了無私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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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愷

飾 阿愷
聲音演出  阿里嘎蓋、鶯歌鳥妖、
烏鬼人魚、人面牛

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畢，擅長詞曲創作與模仿，
榮獲第一屆超級模王大道第四名，擁有豐富活動主
持經驗。
劇場作品
故事工廠《3 個諸葛亮》《白日夢騎士》、怡佳娛樂
《搞笑者們 5.0》
電視劇作品
《我家是戰國》《皇恩浩蕩》《美好偵探社》
《愛上兩個我》《流氓蛋糕店》《小站》
《真心請按兩次鈴》《家和萬事興》
主持作品
《真的假的》《完美的人類》《明星請上車》
《麻辣天后傳》《名模星任務》《名模出任務》
《生活大爆笑》《宅男愛女神》《後台特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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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本次的演出，是我進入商業劇場接觸過最複雜
的一次製作。能夠參與其中實在榮幸，令人激
賞的演員同仁，集合演歌舞能力於一身，一定
是個值得期待的作品。臺灣是片蘊含故事的土
地，透過這個作品，相信大家一定能看到臺灣
孕育了多少不同凡響的精采。

的確是初體驗，我猜想一定是因為我營造多時
的音樂人形象終於被看見了。但進入劇組才知
道相形見絀，大家都太棒了，只能說謝謝導演
組對我的「包容」。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每個妖怪各有特色風貌，但都叫人愛不釋手的
喜歡啊！小孩才做選擇，我每個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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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麗

飾 妖蘭靈貓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現為全職表演藝術工作者。
近期劇場作品
樂悠悠之口《鬼歸代言人》、前叛逆男子《新社員》
《利維坦 2.0》
《Gray & Cray》、刺點創作工坊《再
一次，夢想》、躍演《Daylight》《飛過
寬街的紙飛機》、動見体《XY 事
件簿》《野良犬之家》《病
號》《想像的孩
子》《離家不
遠 》、AM 創
意《恐龍復活
了》、四喜坊
《安全降落》
《撲克臉》再拒劇
團《春醒》、天作之合《MRT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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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妖怪，一直都是我從小著迷的事物。家裡小時
候有一本山海經圖鑑，我曾經很瘋狂的把那些
妖怪名稱都背起來，還畫在本子上。前幾年也
曾經跑去台中特別看一個台灣妖怪的展覽。所
以當時接到邀約電話，聽到劇名就非常興奮，
覺得終於可以演妖怪了。也幸好我真的是演一
隻妖怪，不然我一定會非常沮喪。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我最喜歡劇中的妖怪當然就是鼠尾雲了，畢竟
其他的妖怪技能大多只是喊一喊叫一叫，感覺
都在虛張聲勢，但鼠尾雲是真的有特殊能力的，
就像Ｘ戰警裡的暴風女一樣的超能力。我非常
羨慕。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為了這個問題，我剛剛特別打開履歷仔細算了
一下，這齣似乎是我的第三十二齣音樂劇。
（三十二？這……合理嗎？我明明也才三十六
歲……）但不管演了多少齣音樂劇，邊唱邊跳
這件事，完全沒有隨著次數的增加而變簡單，
反倒因為年紀越大而呼吸越來越喘了。累啊、
真的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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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盈螢

飾 婆娑鳥

臺灣大學戲劇系第八屆畢業，現為表演藝術工作者
劇場作品
故事工廠《男言之隱》《偽婚男女》「致親愛的孤
獨者《2923》」、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
非常林奕華《賈寶玉》《三國》《梁祝的繼承者》
果陀劇場《解憂雜貨店》《飛向未來》等
電影作品
《時下暴力》《給自己的情書》
電視作品
《雲頂天很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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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很期待能夠跟管弦樂團的合作。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把音樂跟戲融合是一種很有趣的形式， 困難的
地方當然需要將各種元素的整合， 是一個很有
成就感的挑戰。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婆娑鳥，雖然是妖怪，但是有很多可憐的經歷，
讓我有源源不絕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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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敬萱

飾 捲捲、鯊鹿兒

畢業於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
術 創 作 研 究 所 表 演 組。 表 演 師 承 朱 宏 章 老 師， 為
TPAC 音樂劇訓練第一屆學員，現為表演藝術工作
者、以及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裡的小丑醫生。
劇場作品
表演工作坊《藍馬》、同黨劇團《槍與玫瑰》《大
家一起寫訃聞》、貪食德工作室《馬爾他的時報鷹》
《過氣英雄傳》、臺北海鷗劇團《早安主婦》《伊
底帕斯》、十貳劇場《12》、働故事劇團《我和我
的貓奴》、盜火劇團《姊妹》、好玩的劇團《來跟
眾神借本書》
廣告作品
《笨豬跳韓式燒肉》《金舒醫護醫療貼布》《韓虎嘯》
《Drinkup》《YouBike》《舒潔濕式衛生紙》《新
北市交通裁決處》
電影作品
《徘徊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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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謝謝飛飛（彥霖）邀請我參與這次演出，覺得
倍感榮幸。最期待的，當然就是進到劇場，與
大家一起感受我們這段時間所努力的一切，在
劇場裡好好地享受，魔幻成真的時刻了。

我最喜歡鯊鹿兒。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雖然她是一隻被遺棄存在於澎湖鬼市的妖怪，
有自己的煩躁和遺憾，但她依然用幽默看待每
時每刻經歷的一切。心態的彈性，就猶如她變
來變去的特質那樣悠遊自得 。

《妖怪臺灣》是我參與少數音樂劇作品之一。
在這作品中我感覺到最困難又最有趣的是，每
個技術部門都環環相扣，又都是不可或缺、超
級重要的一根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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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演出

胡世恩

飾 白蛇姬

畢業於紐約雪城大學傳
媒系，現為表演藝術工作
者。
從小熱愛表演與藝術，是一多方位的
表演藝術者。是位演員也是位歌手，同時也
是位插畫家，更是第一位踏上外百老匯舞台的臺灣演
員。出演過多部舞台劇、戲劇及電影、發過 EP《2+2》及
擁有一間娛樂繪畫空間「The Escape Artist」
「不要害怕嘗試，擁抱生命中每個經歷，也擁抱真實的自
己。」
劇場作品
紐 約 百 老 匯《Golden Child》、 外 百 老 匯 《I Love You ,
You’re Perfect , Now Change》、幾米音樂劇《向左走、
向右走》、表演工作坊 《夢想家》、實驗場 / 蝴蝶效應劇
團 《God Of Carnage》《West Side Story》《Return To
The Forbidden Planet》《Pirates Of Penzance》
電影作品
《淚王子》《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開戰》《LOVE》
電視作品
《命中註定我愛你》《鍾無艷》《飛越龍門客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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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前陣子都專注在影視表演上，但舞台劇的魅力
還是非常迷人。臺灣音樂劇很少有現場樂手，
尤其是與臺灣知名交響樂團的合作更是令人期
待。

我從國中就開始接觸音樂劇，音樂劇演員必須
能唱能演能跳。英文叫做 Triple Threat.，能達
到並維持這樣的狀態需要極大的紀律與堅持。
我喜愛這種用全身上下的細胞來表演，並且挑
戰自我極限的感受。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鯊鹿兒。
因為她會變身，可以在水中和地上自由行動。
雖然被同類排斥，但我想只是別的妖怪嫉妒她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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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峻銘

飾 滾地魔

政治大學畢業，現為表演藝術工作者。近年開始嘗
試編導創作，首部短片作品入圍中華電信 MOD 創作
大賽。因為想留下些什麼，所以會繼續努力說話，
不管用什麼形式。希望能永遠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
劇場作品
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臺中歌劇院駐
館藝術家製作《照妖鏡》、黑眼睛跨劇團《維妮》、
屏風表演班《百合戀》
電影作品
《燃燒吧歐吉桑》《驚夢 49 天》《殺了我 1、2》《王
牌御史》
電視作品
《迴圈》《必勝大丈夫》《無生》《一代新兵八極
少年》《逆光青春》《非私不可咖啡館》《明日天晴》
編導作品
《牛肉麵》《加班》《在一個看得見 101 的地方》《剛
剛》《收信快樂》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認識才華洋溢的編導彥霖很久了，但一直沒機
會合作。得知此次演出，又將是以「妖怪臺灣」
這個著名本土 IP 為延伸、創作的原創音樂劇
後，更是興奮不已，便開心答應演出的邀約。
非常期待這些臺妖們，活靈活現地站在舞台上，
訴說著關於臺灣的故事。

每一次演音樂劇，都是一個新的挑戰。對我來
說，音樂劇最有趣、最吸引人的地方，同時也
是它最困難、最考驗演員的地方。我們既要演、
又要唱、更要跳、戲要足、氣要夠、體力更要
滿，這些如果都做到了，真的滿滿成就感，很
爽啊。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這時候就要很私心地說，我最喜歡的妖怪，就
是自己演的「滾地魔」。牠可能不是大家印象
中典型的妖怪。滾地魔不威風凜凜、不可怕嚇
人。牠反而可能有點懦弱、膽小，像是妖怪界
中的魯蛇。這麼不像妖怪怎麼當妖怪？但是誰
說妖怪只能有一種樣子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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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冠穎

飾 老猴魅、青蛇姬

畢業於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及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
研究所，現為表演藝術工作者。
劇場作品
寬宏藝術 x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果陀劇場《綠
島小夜曲》《吻我吧娜娜》《愛呀，我的媽！》、
愛樂劇工廠《小羊晚點名》、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前
進！理想國！！》、2020 北藝中心 TPAC 讀劇會《我
恨音樂劇》、原創古裝音樂劇《吳越春秋之美人心
計》、臺師大表演所《靈山》《山海經傳》《壹酒
捌陸》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三年前和故事工廠合作的《千面惡女》是我第
一齣參與業界的音樂劇，那時的我對專業的工
作環境倍感新鮮，故事工廠也總能讓每位劇組
成員團結一心。這次得到《妖怪臺灣》演出邀
請時，最期待的就是與舊友新知相遇，一起專
業而團結地完成作品。

我喜歡青蛇姬，因為青蛇的日常好像就是每天
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學妖術、大跳舞……
過著明星養成般的日子，我每次跳蛇姬舞的時
候都覺得很紓壓 ~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演過不少音樂劇，這次歌曲的音特別不好抓、
不好唱，舞蹈強度強，導演也會一再要求角色
性，這些在排練初期真的很撞牆。歌、舞、戲
彼此在身體抗衡，要反覆練習才能找到協調，
進而繼續發掘、發展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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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桂芳

飾 鼠尾雲、青蛇姬

畢 業 於 臺 灣 大 學 戲 劇 學 系， 現 為 演 員、 舞 者、 教
師，並於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擔任小丑醫生演員。
於 2017-2019 赴 紐 約 進 修 音 樂 劇， 完 成 知 名 舞 蹈
工 作 室 Steps on Broadway IISP 學 程， 此 外 取 得
GYROTONIC® 器械及墊上禪柔準指導員證照。
劇場作品
紐約作品：紐約時代廣場 Performa 雙年展余政達
作 品《FAMEME》、 外 百 老 匯 Theater Row 音 樂
劇《War+Lovers》、 美 國 華 人 博 物 館 沉 浸 式 劇 場
《The Banquet》Rebel Playhouse 音 樂 劇《The
Stray》、St. Jean Theater 音樂劇《Curtains》等；
臺灣作品：兩廳院藝術出走《菲林的映画光年》、
台南人劇團 X 瘋戲樂《木蘭少女》、躍演劇團《釧
兒》、沙丁龐客劇團《阿醜奇遇記》、《格列佛遊記》
等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這是我第一次跟故事工廠合作，最期待的就是
遇到團隊中不認識的新夥伴擦出一些新火花。
而且這次可以演妖怪，感覺就有很多可以發展
（作怪）的空間。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這幾年參與了許多國內外不同的音樂劇演出，
音樂劇對我來說最有魅力之處，就是會用歌舞
呈現出角色的內心小劇場，而必須具備整合歌
唱、舞蹈、表演的能力，也是身為音樂劇演員
的困難與挑戰。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最喜歡擅長變形的阿哩嘎蓋，因為他們會組合
技，還會像快打旋風一樣晃動，超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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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齊

飾 巨象牛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及臺北藝術大學 IMPACT 音樂學
程畢業。臺北表演藝術中心音樂劇人才培訓計畫第
五屆表演工作坊學員，目前從事演員、劇場影視配
樂、音樂劇作曲及多媒體影像設計等工作，著迷於
不同領域中獲得的創作能量和啟發。
劇場作品
陳家聲工作室《黃金人生》《阿北》《戀戀得來速》、
新點子實驗場《我所經歷的性事》、Project 0 製作
循環《熱帶天使降臨前》音樂劇音樂會、原創古裝
音樂劇《吳越春秋之美人心計》、臺北藝術節《但
是又何 Night》、鞋子兒童實驗劇團《桃太郎的淘汰
郎》、Invoc. 計畫《莎士比亞全集（斷章取義版）》、
嬡克特的實驗室《九桃》、大稻埕國際藝術節《說
國語》、小劇場學校 2013 期畢業製作《眾神喧嘩》、
劇場咖啡．咖啡劇場《月老咖啡館》《新時代咖啡
館》。
影像作品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畢展《兵疫》《好好小姐不
自在》、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畢展《好胖友》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加入這次演出前，書櫃裡早就有《妖怪臺灣》
這本書了。原本就對神怪歷史很有興趣的我，
一收到導演的邀約就驚呼一聲並答應參與演
出。我非常期待親眼見到書中描繪的神秘妖怪
透過劇場的魔法實現出來，很榮幸能成為這個
魔幻舞台的一員！

對我來說音樂劇的趣味和挑戰都是要在演、唱、
跳等技術環節中建立角色並壯大其魅力和特
色，排練時經歷的挫折往往都會幻化成演出時
的成就感。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我喜歡巨象牛他金牛座的固定性格，身形高大、
憨厚老實，真頇顢（ham-bān）講話但是真實
在，是每個戰隊都需要有的後備防禦型戰力，
安全感和親和力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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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顥

飾 書迷、妖怪、妖花、鶯歌鳥妖
被遺忘的妖怪、鯤島鯨靈

畢業於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臺北市表演藝術
中心音樂劇人才培訓計劃第一屆學員。現為拉縴人
男聲合唱團團員。
劇場作品
天作之合劇團《飲食男女》、AM 創意《恐龍復活
了》、紅潮劇集《瑪莉皇后的禮服》、台南人劇團《美
女與野獸》、Be 劇團《幾米音樂劇 - 忘記親一下》、
安娜琪舞蹈劇場《体物時刻》、拉縴人男聲合唱團
《筆下聲韻》、2019 澎湖合唱藝術節、第十五屆中
國合唱節等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感謝劇場好友劉桓的引薦，才有機會加入，也
是第一次跟故事工廠及彥霖合作。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妖蘭靈貓。身為一個專業貓奴有貓就先給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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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巨東

飾 扮裝妖怪、妖怪、心魔
鯤島鯨靈

表演藝術工作者，樹德科大表演藝術系畢業，現為
躍演團員。
故事工廠《再見歌廳秀》、躍演《釧兒》《DAYLIGHT》
《飛過寬街的紙飛機》、綠光劇團《再會吧 ! 北投
plus》、 刺 點 創 作 工 坊《 跟 著 阿 嬤 去 旅 行 》、AM
創意《TARU 恐龍復活了》、新古典室內樂團《築
詩．逐詩》、尚和歌仔戲劇團《將軍的押不蘆花》、
KSAF《卡門》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感謝故事工廠，讓我又再次榮幸合作。相當期
待各種妖怪角色們的詮釋，具有臺灣本土文化
的題材能不期待嗎。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鯊鹿兒。鹿和鯊魚兩者都是我個人相當喜愛的
動物，聽到服裝設計的概念，我真的好想偷穿
這套衣服，鐵定很帥。

李

軍

飾 扮裝妖怪、妖怪、心魔
阿里嘎蓋、鶯歌鳥妖、人面牛
烏鬼人魚、鯤島鯨靈

李承漢

飾 扮裝妖怪、妖怪、心魔
阿里嘎蓋、鶯歌鳥妖、人面牛
烏鬼人魚、鯤島鯨靈

新生代特技劇場藝術家，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
表演組肄業。現為臺灣特技團正式團員，多次代表
台灣參加海內外交流，競賽取得優異成績。作品風
格在新生代的特技演員中擅長顛覆框架，分析解
構特技肢體的原貌，嘗試賦予這門藝術人性中的反
思 與 期 待。 與 新 古 典 舞 團、 故 事 工 廠、Meimage
Dance 等專業藝術團隊有長期合作經歷。

畢業於臺灣戲曲學院，目前就讀台北市立大學舞蹈
研究所，現於臺灣戲曲學院擔任技術兼任教師。新
生代特技劇場工作者，多次代表台灣參加海內外交
流表演，曾與體相舞蹈劇場、新古典舞團、許程崴、
圓劇團、紅鼻子馬戲團等表演團隊合作以及演出，
並於各學校、社團擔任表演教師。

近期劇場作品
寬 宏 藝 術 x 故 事 工 廠《 千 面 惡 女 》、Meimage
Dance 舞團《極相林》、臺中花都藝術季閉幕之夜
《聽．花．開》、唐美雲歌仔戲團《佘太君掛帥》、
夏 日 生 活 週《 新 馬 戲 小 劇 場 》《3 X 口 ─ At the
Crossroad》、衛武營藝術祭馬戲平台 - 受邀作品《蛻
化》等

近期劇場作品
寬宏藝術 x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圓劇團《狂想
洪通》、體相舞蹈劇場《兔子先生》、米特里 x 莎
士比亞喜劇經典《仲夏夜之夢一切如戲》、新意象
特技劇場《境》等。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故事工廠是表演藝術圈非常優秀的團隊，不管
是創作題材或是專業度都是數一數二，能和故
事工廠合作就很值得期待了。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妖貓，除了演員生動的詮釋
之外，音樂上的展現也非常動人。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以往大多是跟舞蹈或特技劇團合作，很少與戲
劇的劇團一起工作，期待這次能有不一樣的火
花與面貌。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第一次經驗也是參與故事工廠的製作，雖然已
經是第二次合作，但還是覺得有很多地方可以
進步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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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海翔

飾 扮裝妖怪、妖怪、心魔
阿里嘎蓋、鶯歌鳥妖、鯤島鯨靈

我是何海翔，來自屏東縣獅子鄉丹路村伊屯部落的
排灣族，畢業於中華藝術學校影劇科、臺灣戲曲學
院民俗技藝學系。大學時開啟了對特技的熱忱，專
長是高空綢吊、呼拉圈和水流星。現為天馬戲創作
劇團團員，好玩的劇團常態合作夥伴，現在想成為
一名音樂劇演員！
近期劇場作品
2020 華山親子表藝節《茉莉的魔法魔法歷險 - 莫忘
初心》親子馬戲音樂劇、采風樂坊《十面埋伏》《阿
銘上菜》、桃園地景藝術節水上劇場《水 Young 桃
源》、臺灣燈會在雲林環境劇場《看雲去》、上默
劇團《食蓮者》等。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想做音樂劇，從製作當中學習音樂劇表演和工
作方式，最期待的是我在台上很漂亮。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六妖都喜歡，完全就是音樂劇的偶像們。看見
作歌時的角色功課和細膩度，每一次排練都能
夠吸收他們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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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偉誠

飾 書迷、妖怪、妖花、阿里嘎蓋
鶯歌鳥妖、人面牛、烏鬼人魚
被遺忘的妖怪、鯤島鯨靈

畢業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天馬戲創作劇團
創辦人暨團長。曾於 2017 年 WCA 世界小丑大賽，
從 38 個國家、200 多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榮獲冠軍。
近期劇場作品
2020 華山親子表藝節《茉莉的魔法魔法歷險 - 莫忘
初心》親子馬戲音樂劇、三點水製藝文化有限公司
《自由新鎮 1.5 戀愛之神與祂的背叛者們》、何歡
劇團《藝起四季》、臺灣戲曲學院新意象特技劇場
《境》、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亞洲之心》等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算是第二次，可是這次的規模算是首次。自從
認識音樂劇之後就愛上了！可是開始接觸後，
真心覺得非常非常不容易，最困難之處就是必
須要邊唱邊跳邊演戲，並且所有行動都要有角
色動機。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好難回答，都好喜歡耶 !!! 因為這次的設定，
每隻妖怪都有自己的個性與表達，不論是肢
體或是音調都各有特色…………這題好難抉擇
呀 ~~~~~~pass pass

黃䕒瑢

飾 書迷、妖怪、妖花、鯤島鯨靈

鄭援蓁

飾 飾扮裝妖怪、青蛇姬、心魔
人面牛、鯤島鯨靈

曾就讀臺灣藝術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現為
自由表演藝術工作者。

英國奇切斯特大學舞蹈表演碩士。具備芭蕾和現代
的技巧及訓練，現為專業當代舞舞者以及編舞家。

劇場作品
AM 創意《小太陽：一個家的音樂劇》《屋頂動物園
太陽卡住了》《老師的秘密基地》、風潮音樂《La
La La 愛唱歌》、如果兒童劇團《燕心果》《流浪狗
之歌》、巧虎大陸巡迴《快樂農場大冒險》、寬宏
藝術 - 小豬佩琪舞台劇《完美的下雨天》、廣州細
胞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 超級飛俠《多多幫幫忙》。

劇場作品
Mapdance company 2020《On your marks》
《Inside the animal》《AYIN》《Suddenly We
Were Alone》、日本北海道安農津祭典、日本名古
屋多曼南卡節祭典、2017 臺北市大運開幕典禮舞蹈
演出。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這次的演出是我人生另一半的世界。上半年疫
情影響下，正好處在愛情與自我實現的岔路上，
最後我鼓起勇氣選擇了當「妖怪」，而不是去
上海定居追愛。最期待的是每一天的排練日，
新的挑戰帶來的挫折感與成就感。

是第一次演出音樂劇，當知道自己要邊唱邊跳
時，真心覺得自己進入新的世界。從來沒有這
麼認真看著譜，對著音符唱歌，對我來說是一
個巨大的挑戰，但也讓我學習到如何表現自己
以及如何融入角色當中。喜歡音樂劇的一切，
也喜歡自己在《妖怪臺灣》的樣子。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妖蘭靈貓！我很喜歡貓咪這種有個性，心裡還
是愛著主人的動物，加上妖蘭靈貓擁有的魔力，
再加上華麗的詮釋，超想養。

最喜歡鯊鹿兒，因為我覺得她在劇中雖然算是
一點點反派的角色，但是卻是用比較有趣，荒
謬的方式演出，讓角色更鮮明，有一種童話故
事裡女巫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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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宥任

飾 扮裝妖怪、操偶人、妖怪
心魔、鶯歌鳥妖、烏鬼人魚
被遺忘的妖怪、鯤島鯨靈

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畢業，現為自由業。
劇場作品
上默劇團《Nostalgia》《La cuna》《La lune》
《mandala》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因為導演的邀請。
最期待觀眾能看到劇情背後的內涵。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白蛇姬，這個角色在劇本上劇情不多。我想像
她是蛇郎君的青梅竹馬，從小就決定要嫁給他，
但因為他去了一趟人類世界，就把紅花交了出
去。知道自己喜愛的男人不會愛上自己，於是
主辦了盛會，讓他從一群不愛的人中，至少能
在面子上選擇自己，這樣的心酸角色，我很喜
歡。

羅珮慈

飾 飾扮裝妖怪、青蛇姬、心魔
人面牛、鯤島鯨靈

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目前為自由舞者、舞蹈
教師及從事舞蹈相關創作等工作。從 2017 年開始參
與各式舞蹈展演及學生製作，同年開始創作編舞，
作品《熄慣》於 2019 年 TDF 臺藝舞蹈節榮獲優選。
近期劇場作品
臺灣藝術大學大觀舞集年度公演《華風舞韻》《狂
放 的 野 蝶 ＆ 婚 禮 》、 林 欣 怡 畢 業 製 作《 身 旅 》、
Remember me 記得我．咖啡廳計畫《那天家裡》
《獵殺計劃》、許芳宜《國際舞蹈創作進行曲》、
三十舞蹈劇場 off 計畫黃仕豪《I》等。
編舞作品
《息》《正負零的體溫》《熄慣》《Murmurs》
《我·我們》等。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我覺得最難的地方是要邊唱歌邊跳，當注意力
放在舞蹈的時候很容易就走音。我自己覺得有
趣的，是別人的歌都很會唱，唱到自己的地方
就亂七八糟。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妖怪？
我最喜歡妖蘭靈貓，因為華麗把這個角色詮釋
的很有靈性及調皮，排戲過程總是會被他吸引，
也常常笑到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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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瑋婷

飾 飾扮裝妖怪、妖怪、心魔
鶯歌鳥妖、被遺忘的妖怪
鯤島鯨靈

畢業於臺灣戲曲學院畢業，現為馬戲表演藝術者，
專長為高空環、軟功、轉毯

曾郁婷

飾 書迷、妖怪、妖花
被遺忘的妖怪、鯤島鯨靈

現就讀黎明技術學院表演藝術系戲劇組四年級。

劇場作品
桃園農業博覽會歌舞劇《青農起藝》、法國亞維儂
藝術節《La Lane》、捷克布拉格國際民俗藝術節《月
影》、全民大劇團《你藝∕疫下如何》

劇場作品
故事工廠《再見歌廳秀》、紙風車劇團《巫頂看世界》
《白蛇傳》《唐吉軻德冒險故事銀河天馬》、藝術
滿城鄉《五寶歷險記之海王子》、合歡劇團菲律賓
巡演《春之韻》、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正東的奇
幻旅程》。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對本次演出的期許是什麼？

說實話，其實我是今年武漢肺炎的畢業生，很
多計畫都被打亂了。所以其實我就是覺得能夠
表演這件事情格外珍貴，所以有演出的機會我
就都想要嘗試。很多事情對我來說都是第一次，
所以對我來說都很好奇也覺得很酷！

前陣子剛參與了故事工廠的另一檔戲，這次很
榮幸的收到了製作人的邀約，最期待的就是又
能跟故事工廠合作啦！還有能認識來自四面八
方擁有各種不同專長的演員們（興奮）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音樂劇，我還記得第一次練
唱時，我連歌譜都不會看，但是只能硬著頭皮
跟著唱。當我開始可以邊唱邊跳時，真的超級
興奮的！雖然聲音的部分還需要加強，但學到
的東西無比珍貴！

音樂劇最有趣與困難的地方？
這是我的第一次！以前小的時候爸爸總會放
《CAT》、《鐘樓怪人》…等等的音樂劇給我看，
我都會幻想如果自己有一天也成為一位音樂劇
演員，沒想到小時候做的夢，現在真的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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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名錄
團長 Director
劉玄詠 LIU, Suan-Yung
首席客席指揮 Principal Guest Conductor
水藍 Lan Shui
助理指揮 ASSISTANT CONDUCTOR
葉政德 YEH, Cheng-Te
副團長 Deputy Director
林麗如 Lin, Li-Ju
秘書 Secretary
錢降珠 CHING, Chiang-Chui
演出活動組組長
Chief of Performance Division
高芝蘭 KAU, Jay-Lan ( 兼 )
企劃行銷組組長
Chief of Planning and Marketing Division
黃馥茗 HUANG, Fu-Ming
研究推廣組組長
Chief of Research and Promotion Division
高芝蘭 KAU, Jay-Lan
資料組組長
Chief of Music Data Division
黃馥茗 HUANG, Fu-Ming ( 兼 )
行政室主任
Chief of General Affairs Office
黃淑偵 HUANG, Shu-Jen
人事室主任
Chief of Personnel Office
楊貴美 YANG, Kuei-Mei
主計室主任
Chief of Accounting Office
李冠毅 LEE, Kuan-Yi
演出活動組組員
Officer of Performance Division
陳俐君 CHEN, Li-Chun
張瑋珊 CHANG, Wei-Shan
張嘉芳 CHANG, Chia-Fang
林佳慧 LIN,Chia-Hui
周宥騰 ZHOU, You-Teng
企劃行銷組組員
Officer of Planning and Marketing Division
何金玲 HO, Chin-Ling
毛聖文 MAO, Sheng-Wen
陳品瑜 CHEN,Pin-Yu
研究推廣組員
Officer of Research and Promotion Division
張迪堯 CHANG, Ti-Yao
陳鍹鈴 CHEN, Xuan-Ling
楊雅嵐 YANG,Ya-Lan
資料組組員
Officer of Music Data Division
吳珮華 WU, Pei-Hua
許麗涼 HSU, Lee-Liang
王儷靜 WANG, Li-Jin
蔣昀采 CHIANG, Yun-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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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首席 CONCERTMASTER( 請置頂 )
謝佩殷 HSIEH, Pei-Yin
張睿洲 CHANG, Ray-Chou
樂團副首席 ASSOCIATE CONCERTMASTER
蔡承翰 TSAI, Cheng-Han
第一小提琴 FIRST VIOLIN
尤儷璇 YU, Li-Hsuan
何婷涵 HO, Ting-Han
崔延平 TSUI, Yen-Pin
莊雅如 CHUANG, Ya-Ju
陳姵汝 CHEN, Pei-Ju
陳俐如 CHEN, Li-Ju
曾臺衍 TSENG, Tai-Yan
黃士瑋 HUANG, Shih-Wei
葉育宗 YEH, Yu-Tsung
劉芳佑 LIU, Fang-Yu
謝宗翰 HSIEH, Tsung-Han
第二小提琴 SECOND VIOLIN
▲ 王昱尹 WANG,Yu-Yin
江惠君 CHIANG, Hui-Chun
何嘉浤 HO, Chia-Hung
吳昭良 WU, Chao-Liang
李香瑩 LEE, Hsiang-Ying
張藝獻 CHANG, I-Hsien
陳怡廷 CHEN, Yi-Ting
陳慧珊 CHEN, Hui-Shan
蔡麗甘 TSAI, Li-Gan
蕭倞瑜 HSIAO, Chien-Yu
中提琴 VIOLA
※ 蕭惠珠 HSIAO, Hui-Chu
▲ 何真薾 HO,Chen-Erh
王彩鳳 WANG, Tsai-Feng
紀霈婕 CHI, Pei-Jie
陳美秀 CHEN, Mei-Shiu
曾慶琳 TSENG, Ching-Lin
楊青霏 YANG, Ching-Fei
裘宗餘 CHIU, Tsung-Yu
蔡依倫 TSAI, Yi-Lun
謝敏玉 HSIEH, Min-Yu
☆ 楊潔儀 YANG, Chieh-I
大提琴 CELLO
※ 李百佳 LEE, Pai-Chia
▲ 黃佳文 HUANG, Chia-Wen
□ 李妍慧 LI, Yan-Huei
李佩蓉 LEE, Pei-Jung
林怡芬 LIN, I-Fen
張偉儷 CHANG, Wei-Li
陳廷瑋 CHEN, Ting-Wei
劉孟臻 LIU, Meng-Jhen
鍾鎮宇 CHUNG, Jen-Yu
☆ 黃羚鈞 HUANG,Ling-Chun
低音提琴 DOUBLE BASS
※ 呂孟君 LU, Meng-Chun
江秀如 CHIANG, Show-Ju
吳昇耀 WU, Sheng-Yao
李青芳 LEE, Ching-Fang
陳德軒 CHEN, Der-Shiuan
溫勝凱 WEN, Sheng-Kai
劉雅薇 LIU, Ya-Wei
長笛 FLUTE
※ 陳棠亞 CHEN, Tanya

陳彥婷 CHEN, Yen-Ting
(* 兼低音長笛 Bass Flute)
陳師君 * CHEN, Shih-Chun*
(* 兼短笛 Piccolo)
雙簧管 OBOE
※ 薛秋雯 HSUEH, Chiu-Wen
孫詩涵 SUN, Shih-Han*
(* 兼英國管 English Horn)
張美慧 CHANG, Mei-Hui
單簧管 CLARINET
※ 田永年 TIEN, Yung-Nyen
莊凱圍 CHANG, Kai-Wei
蕭也琴 HSIOU, Yee-Chin
低音管 BASSOON
※ 李勤一 LEE, Chin-I
林釗如 * LIN, Chuan-Ju*
(* 兼倍低音管 Contra bassoon)
黃心怡 HUANG, Hsin-Yi
法國號 FRENCH HORN
※ 王姿蓉 WANG, Chi-Zong
※ 樓靜庭 LOU,Ching-Ting
▲ 盧怡婷 LU, I-Ting
邱怡屏 CHIU, I-Ping
蔡佩津 TSAI, Pei-Chin
小號 TRUMPET
※ 侯傳安 HOU, Chuan-An
張中茗 CHANG, Skye
劉恩廷 LIU, En-Ting
長號 TROMBONE
※ 李季鴻 LEE, Chi-Hung
◎蔡沂恬 TSAI, I-Tien
低音長號 BASS TROMBONE
蘇偉勝 SU, Wei-Shang
低音號 TUBA
梁國霖 LIANG, Guo-Ling
定音鼓 TIMPANI
※ 大衛•伯恩斯 David Burns
打擊 PERCUSSION
林育珊 LIN, Yu-Shan
蔡哲明 TSAI, Che-Ming
◎ 陳雯欣 CHEN, Wen-Shin
◎ 郭庭芳 Kuo, Ting-Fang
豎琴 HARP
王郁文 WANG, Yuh-Wen
鋼琴 / 鋼片琴 PIANO/CELESTA
◎ 林冠廷 LIN, Kuan-Ting
電貝斯 BASS GUITAR
◎ 謝宗翰 Hsieh, Tsung-Han
---------------------------------------------※ 聲部首席 Principal
△ 代理首席 Acting Principal
▲ 聲部副首席 Co-Principal
☆ 職務代理人 Acting Orchestra Member
□ 留職停薪 On Leave without pay
◎ 協演人員 Guest Orchestra Member
＊ 弦樂除首席、副首席外，均依中文姓氏
筆劃排列
The strings, except the principals and
the co-principals, are arranged by
Chinese alphabetical order.

藝術家設計群
藝術顧問

黃致凱

畢業於臺灣大學戲劇系第一屆，近年來著重「類型戲劇」的開發，以及舞台畫面的
經營， 作品風格多元，探究社會現象，常在嚴肅的議題中，放進喜劇的元素，讓
觀眾有多重的情感體驗。除了原創外、改編、跨界皆多有嘗試。座右銘是「把世界
變成我們喜歡的樣子」。
編導作品 ：故事工廠《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再見歌廳秀》（紀蔚
然編劇）《明晚，空中見》《一夜新娘》《小兒子》《偽婚男女》（共同導演）《莊

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白日夢騎士》、寬宏藝術 x 故事工廠《千
面惡女》、明華園戲劇總團《俠貓》《散戲》、屏風表演班《王國密碼》《百合戀》
《合法犯罪》《瘋狂年代》（紀蔚然編劇）。
出版作品 ：《二十分鐘的江湖夢》《明晚，空中見》《莊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白日夢騎士》《李國修編導演教室》

製作人

江智慧

實踐設計管理學院服裝設計學系，現任故事工廠行政總監，擁有豐富的藝術行政經
驗，與優異的組織與執行能力。自屏風表演班至故事工廠，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領導。
劇場經歷：《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南南戲語」《再見歌廳秀》《他
們等待的那位果陀》《七十三變》《明晚，空中見》「致親愛的孤獨者」《一夜新
娘》《小兒子》《變聲偵探》《偽婚男女》《莊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
《白日夢騎士》、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參與屏風表演班 18 年。演
出規劃與執行超過 1,900 場。

製作人

王宣琳

畢業於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現為故事工廠行政經理。曾任屏風表演班專案執行
三年，參與製作 2010-2013 年屏風小戲大作專案、2011-2012 年文化部媒合駐點
計畫、2013 年《三人行不行》環島接力笑、2013 年《三人行不行》新光三越 356
天天演等專案。
2014 年進入故事工廠，製作劇目《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南南戲語」
《再見歌廳秀》《他們等待的那位果陀》《七十三變》《明晚，空中見》「致親愛
的孤獨者」《一夜新娘》《小兒子》《變聲偵探》《偽婚男女》《莊子兵法》《男
言之隱》《3 個諸葛亮》《白日夢騎士》、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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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設計群
舞台設計

陳

慧

劇場舞台設計、電影美術場景設計，畢業於臺灣大學戲劇系與戲劇研究所、紐約大
學蒂許藝術學院劇場及電影設計研究所。自紐約返台後成立森慧集設計有限公司，
並於臺灣大學戲劇系及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擔任兼任講師。旅美時期參與
電影長短片以及戲劇舞蹈製作。近年劇場舞台設計作品橫跨國內外歌劇、音樂劇、
現代戲劇、戲曲、音樂會與戶外空間。

服裝造型設計

蔡毓芬

劇 場 作 品： 瘋 戲 樂 工 作 室 音 樂 劇《 台 灣 有 個 好 萊 塢 》《 月 光 下 的 搖 擺 少 女 》
《Cabaret》、朱宗慶打擊樂團跨界音樂劇場《泥巴》、兩廳院藝術出走《十二碗
菜歌》、台南人劇團音樂劇《Tick, Tick, Boom!》、春天戲水《大動物園》《Q&A:
首部曲》、張艾嘉 × 嚴俊傑音樂鬼故事《曖魅》、奔放樂集《徐志摩昇華之夜》
《幻．想》、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前進理想國 2.0—走吧 !14 隻腳找一個家》、栢
優座《懸河醫生館》《大年初一年晚的那頓飯》、表演工作坊《藍馬》、働故事劇
團《我和我的貓奴》、衛武營開幕祭《簡吉奏鳴曲》、兩廳院歌劇工作坊《三隻小
豬 & 皮諾丘》、高雄春天藝術節歌劇製作《波西米亞人》《卡門》、臺灣豫劇團《觀．
音》《約束：威尼斯商人》、瘋戲樂工作室 × 台南人劇團《木蘭少女》、NSO 歌
劇製作《奧泰羅》、趨勢兒童文學劇場 × 末路小花系列、仁信合作社《枕頭人》等。

資深劇場服裝設計師，劇場設計作品多達 200 多部。包含歌劇、戲曲、舞蹈、現代
劇、兒童劇、運動會開幕等。
戲劇作品：故事工廠《我們與惡的距離》 全民公投劇場版 《再見歌廳秀》、寬宏
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綠光劇團《再會吧北投 PLUS》《結婚 . 結婚辦桌》、
屏風表演班《六義幫》《女兒紅》《合法犯罪》《百合戀》、果陀劇場《天使不夜
城》《吻我吧娜娜 1997 版》、金枝演社《祭戰 1884》、紙風車兒童劇團《諸葛四
郎》《順風耳的新香爐》《武松打虎》《小小羊兒要回家―三國奇遇記》《西遊記
- 孫悟空大戰牛魔王》、如果兒童劇團《豬探長 - 系列》《雲豹森林》《東方夜談》
《祕密花園》《舅舅閣樓》《百年咕咕雞》
傳統戲曲作品：戲曲中心旗艦製作《當迷霧漸散》、一心歌仔戲團《千年》國光劇
團、《夢紅樓 - 乾隆與和珅》《天上人間李後主》《孝莊與多爾袞》《十八羅漢圖》
《康熙與鰲拜》《水袖與胭脂》《百年戲樓》《狐仙故事》《三個人兒兩盞燈》《王
熙鳳大鬧寧國府》《閻羅夢》《王有道休妻》《崑曲梁祝》、台灣豫劇團《武皇投簡》
《杜蘭朵公主》、辜公亮文教基金會《項羽的兩個女人》《清輝朗照》《弄臣》《原
野》、四川川劇《詩酒太白》《柳蔭記》、王珮瑜京崑合演《春水渡》、北京天橋
劇場《楊月樓》、復興京劇團《雙面吳起》《射天》《桃花扇》、明華園戲劇團《龍
逆鱗》《王子復仇記》《蓬萊大仙》、榮興客家劇團《可待》《六國封相》《濳園
風月》、廖瓊枝封箱戲《陶侃賢母》等。

燈光設計

許家盈

畢業於臺灣大學戲劇系、紐約大學 (NYU 燈光設計碩士。現為劇場燈光、建築燈光
設計師。
近期劇場作品：故事工廠《偽婚男女》《莊子兵法》《3 個諸葛亮》《白日夢騎士》、
兩廳院藝術出走《十二碗菜歌》、TAI 身體劇場《深林》《赤土》《尋山裡的祖居所》
《我愛你怎麼說》《水路》、綠光劇團《當妳轉身之後》、臺灣豫劇團《天問》、
台南人劇團《姐夠甜・那吸》《浪跡天涯》《哈姆雷》、果陀劇場《誰家老婆上錯
床》、台北室內芭蕾舞團《春之祭》、河床劇團《開房間計畫 : 半透明》《六呎之下》
《四季》、天作之合劇場《天堂邊緣》、仁信合作社《枕頭人》《我是我的妻子》、
中國上海製作《女人一定要有錢》《麵包樹上的女人》《失戀 33 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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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設計

張洪誠

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現為音樂劇演員、編舞、表演藝術教師。
劇場作品：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果陀劇場《我的大老婆》《綠島
小夜曲》《吻我吧娜娜》《愛呀，我的媽！》《再見女郎》《我是油彩的化身》《我
愛紅娘》《巴黎花街》《梁祝》、台南人劇團 × 瘋戲樂《木蘭少女》、紅潮劇集《瑪
莉皇后的禮服》、廣藝基金會《何日君再來》、音樂時代劇場《微・信》《少年台
灣》《東區卡門》天作之合劇場《MRT》、屏風表演班《百合戀》、台北愛樂劇工
廠《老鼠娶親之公主不想嫁》《新龜兔賽跑》《魔笛狂想》、大國翼星《Anything
Goes 海上情緣》、臺灣師範大學《山海經傳》等。
編舞作品：故事工廠《再見歌廳秀》、瘋戲院工作室《台灣有個好萊塢》、第 56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開場表演《有一陣人，追求一个夢》、臺電 70 周年「轉型蛻變
為你而在」、臺灣銀行 70 週年「承先啟後、再創巔峰」、台北愛樂劇工廠《老鼠
娶親之公主不想嫁》等。

歌唱詮釋顧問

魏世芬

畢業於美國西敏音樂院，主修 Vocal coach and piano accompanying、為台灣
音樂劇重要推手之一，現職臺灣大學戲劇系兼任講師，並擔任多齣音樂劇、流行
歌曲演唱詮釋、傳統戲曲、有聲書演繹、三金藝人、企業及企業家聲音教練。曾
獲 2016 臺大教學優良獎、兩廳院藝術推廣課程聲音講師，並於 2013 至 2015、及
2017 年擔任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節目部評議委員。
合作過的藝術家包括黃鶯鶯、魏海敏、趙詠華、殷正洋、賴雅妍、李佳葳、李建復、
賴佩霞、陳思璇、陳妍希、黃國倫、澎恰恰、許效舜……等國內外藝人，並參與三
立電視台《超級偶像》選秀藝人訓練，以及眾多電視節目選秀藝人訓練及唱片配唱
與製作。
重要音樂劇作品：《四月望雨》、《隔壁親家》、《渭水春風》、《天堂邊緣》、
《木蘭少女》《賽貂蟬》、《天天想你》等。

歌唱詮釋指導

張雅涵

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碩士，主修聲樂。2007 年開始旅居紐約迄今，取得美
國音樂劇與戲劇學院（AMDA）專業音樂劇文憑，於紐約及美國各地參與各類型製
作演出無數，目前為美國演員工會（AEA) 成員。
曾受邀任教於北京中央戲劇學院音樂劇系，擔任《拜訪森林》（Into the Woods）
聲 音 指 導。 曾 受 邀 於 嘉 義 大 學 音 樂 系 音 樂 劇 公 演《Hairspray》《Titanic》
《Cinderella》擔任音樂劇表演實務指導；近期返台擔任阮劇團《皇都電姬》、
Vocal Asia《I Love You, You’re Perfect, Now Change 》之聲音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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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設計

黃仁君

製作舞台劇劇目演出形象廣告逾 30 多部；文學紀錄片《逍遙遊》；公視新創電影《不
發火》視覺特效處理；2016 年度臺中國家歌劇院形象暨開幕宣傳片。
劇場作品 故事工廠《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再見歌廳秀》《他們等
劇場作品：故事工廠《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再見歌廳秀》《他們等
待的那位果陀》《七十三變》《明晚，空中見》「致親愛的孤獨者《2923》」《一
夜新娘》《小兒子》《變聲偵探》《偽婚男女》《莊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
諸葛亮》、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屏風表演班《三人行不行》《莎
姆雷特》《王國密碼》《婚外信行為》《徵婚啟事》《北極之光》《合法犯罪》《六
義幫》《好色奇男子》《半里長城》《救國株式會社》《瘋狂年代》

主視覺創意與設計指導

方序中

究 方 社 JOEFANGSTUDIO 創 意 總 監、 平 面 設 計 師、 策 展 人。 曾 擔 任 2018 金 馬
55、2017 年金馬 54 視覺總監，小花時差臺北臺中巡迴展策展人。設計作品曾榮獲
紅點設計獎 Red dot design award，並曾入圍第 28、27、26 屆金曲獎最佳專輯包
裝獎。
與故事工廠合作視覺設計經歷：《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再見歌廳秀》
《七十三變》《明晚，空中見》《小兒子》《偽婚男女》《莊子兵法》《男言之隱》、
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面惡女》等。

插畫設計

陳青琳

出生於臺灣，繪畫資歷超過 15 年，現為影像、藝術工作者，深度設計工作室創辦
人暨負責人。
精以不同視覺面貌介入各種載體，作品呈現多元，擅與各種領域、產業進行跨界合
作，函括影視娛樂、國際品牌、文化產業及政府機關。藝術創作多次受邀於亞洲各
地展覽及收錄至相關年鑑。其音樂錄影帶及專集設計作品更曾多次拿下國內外設計
大獎，並於 2019 年擔任金曲獎三十周年《I SEE MUISC》主視覺設計以及形象宣
傳片導演。

主視覺設計

林婉筑

A.K.A 東。究方社成員，臉書社團「設計好朋友」管理員。設計類別涵蓋音樂相關
視覺包裝、紀錄片與活動展演海報等，擅長拼貼和書寫。
曾設計 2018 年桃園農業博覽會主視覺、盧凱彤 EP《Come What May》、濁水溪
公社 專輯《亞洲衝擊》、金曲 29 預告短片手寫「安那 ANNA、吳汶芳」、看不見
電影工作室之歷年紀錄片海報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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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顏涵正

雜誌，劇場，樂團，唱片攝影師，目前為自由工作者。
參與故事工廠作品：《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南南戲語《見笑倫理委
員會》」《再見歌廳秀》《偽婚男女》

攝影

柯曉東

1985~1989 年 於 天 下 雜 誌 擔 任 攝 影 記 者， 期 間 榮 獲 亞 洲 最 佳 雜 誌 攝 影 獎。
1989~1993 年任職張老師月刊副總編輯。2011 年曾以 8 個月期間遊歷中國偏遠鄉
鎮 14 省。
劇場作品：故事工廠《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再見歌廳秀》《他們等
待的那位果陀》《明晚，空中見》《一夜新娘》《小兒子》《變聲偵探》《偽婚男女》
《莊子兵法》《男言之隱》《3 個諸葛亮》《白日夢騎士》、寬宏藝術 × 故事工廠《千
面惡女》、屏風表演班《莎姆雷特》《西出陽關》《半里長城》《女兒紅》《京戲
啟示錄》《王國密碼》《婚外信行為》《徵婚啟事》《合法犯罪》《我妹妹》《三
人行不行》《也無風也無雨》。

副導演

曾宗倫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畢，現為故事工廠副導演。
劇場作品：故事工廠《我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再見歌廳秀》《他們等
待的那位果陀》《七十三變》《明晚，空中見》《一夜新娘》《小兒子》《偽婚男女》
《莊子兵法》、壹貳參戲劇團 × 牛欄河劇場《美里啊！》（導演）、明華園戲劇
總團《俠貓》（助理導演）、2017 淡水環境藝術節《五虎崗奇幻之旅》（助理導演）、
2018 淡水環境藝術節《五虎崗奇幻之旅》（執行導演）、風潮音樂 × 0615 音樂《走
吧！尋找最棒的自己》（副導演、演員）、AMcreative 安徒生與莫扎特的創意劇
場《小太陽：一個家的音樂劇》（導演助理）等。

舞台監督

鍾濱嶽

近期劇場經歷
舞台監督：臺中花博開幕演出、綠光劇團《人間條件》、瘋戲樂工作室《台灣有
個好萊塢》舞台監督、兩廳院藝術出走《十二碗菜歌》；音響技術：”Cats” world
tour、”The Lion king” international tou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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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裡戲外
名為「妖怪」的幻想，於焉誕生
文｜何敬堯（小說家、《妖怪臺灣》系列原著作者）
日本妖怪學者柳田國男，曾言：「我希望通過對妖怪文化的研究來窺探普通人的人生觀，
特別是信仰的變化。」柳田國男的說法，打破了人們以為妖怪只是迷信陋俗的刻版印
象，讓妖怪在「民俗學」的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
妖怪與民俗息息相關，所以像是日治時期的雜誌《民俗臺灣》，書中就記錄許多妖怪
傳說，成為現今臺灣妖怪研究的基礎之一。也許有人認為，妖怪不過是胡說八道、道
聽塗說。但是藉由「妖怪學」，我們發現妖怪與人類的社會血脈相連。

妖怪如鏡，投射人心

日治時期的雜誌《民俗臺
灣》，封面是立石鐵臣繪畫
的臺灣童玩「鬼玩具」

妖怪的誕生，源自於人類本身的豐沛想像力。妖怪如同鏡子，反映出
人們對於天地自然的恐懼，或者對於社會、族群命運的一種設想。此
外，妖怪被創造出來之後，還會反過來形塑人類文化的面貌。因此，
妖怪的存在，等同於在地歷史、民俗文化的累積，會在特定的時間、
空間，與人們的心理狀態緊密連結。
例如，日月潭的長髮人魚「達克拉哈」（Taqrahaz）是一種人身魚尾
的妖精，常常破壞邵族人在水中設置的捕魚筒。但其實，它會破壞漁
具，是為了保護水族不被捕撈殆盡。

小琉球的烏鬼洞，據說以前住著神祕的「烏鬼」
魚人。

藉由達克拉哈的教誨，邵族人從此明白如何與日月潭水族和平共處的
道理，禁止族人竭澤而漁。

至於出現於小琉球的「烏鬼」魚人，在十九世紀的傳聞中，據說是一
種下巴有魚鰓的人型怪物，常與人類發生爭鬥，結果整族皆被放火燒死。其實這段荒誕故事，反映了十七世紀
的小琉球原住民與荷蘭人之間的戰爭，當時的戰事可說是「屠島滅族」，極為慘烈。因為死傷無數，於是此後
靈異傳說不歇，甚至衍生出「烏鬼」的怪異故事。

來自妖怪的警告

人人都害怕妖怪作祟，這是很自然而然的道理，因為妖怪本身就是恐懼的化身。既然如此，為何人們還要述說
讓人害怕的妖怪傳說？
這是因為，妖怪也代表著「善意的提醒」。人們傳言妖怪，有時候是為了傳遞道德教訓，或是教導人們該如何
趨吉避凶。例如臺灣人耳熟能詳的山中精怪「魔神仔」，據說會讓人在山中迷路，是一種恐怖的妖怪。魔神仔
的故事傳播，提醒了人們進入山中，時時刻刻都要注意安全，否則容易遇上危機。
我在南投的布農族部落，聽聞族人描述另一種山中怪物「卡吉匿斯」（kacinis）。這種妖怪更加難以捉摸，因
為它會變成你熟悉的親朋好友，讓你不知不覺走進深山，誘導你進入險境。卡吉匿斯的故事寓意，提醒人們不
能因為熟悉山路就有恃無恐，若對於山中事物掉以輕心，很可能會發生意外。

外來妖怪 vs. 本土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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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怪是文化的另類展現，若是不同的文化進行交流，妖怪的存在也會滲透他鄉。例如，臺灣的虎姑婆傳說，其
實是與唐山過客一同移民來臺灣。另外還有一例，臺灣沒有原生狐狸，卻有「狐狸精」的說法，也是受到清國
時候的漢文化影響。像是《聊齋誌異》之類講述狐妖故事的書，百年以前就在臺灣廣泛流傳，並且出現在地化
的傾向。根據五〇年代的臺灣報紙資料，當時的人們就會將喜歡引誘男人的女子、影視豔星，稱為「狐狸精」。

至於臺灣在地稱呼狐狸精、風騷女子的說法，有人會用
臺語說「猫仔」（bâ-á），或者寫成「媌仔」（bâ-á）
稱呼從事特種行業的女子。所謂的「猫」（bâ），其實
就是「貓（niau），或者類似貓體型大小的動物」，像
是石虎、果子狸之類的動物。進一步探查，會發現臺灣
鄉野傳聞「猫」可以變成精怪。
例如，以前宜蘭枕頭山曾有一名妖艷的女魔，最喜愛魅
惑男子，讓村中男性整天魂不守舍，精神委靡不振。其
實女魔的真身是山上的果子狸，因為偷吃水果而被果農
殺害，於是魂魄化為妖怪報復人類。最後，人們藉由神
明之力，才將「狸女」擊敗。
的「蛇郎君」畫作，鳥羽
1942 年的「虎姑婆」畫作，宮
除此之外，過往人們也認為「猫仔」或者「貓猫仔」 1943
博繪製。
田彌太郎繪製。
（niau-bâ-á）是一種「貓鬼」（niau-kuí）。這種妖怪，
據說是貓死後變化而成，或者因為沒有執行「死貓掛樹頭」的民俗儀式，讓貓屍受到雨水滋潤、日光照曬，因
而變成貓鬼。據說這種貓妖怪，喜歡捕食嬰兒或是小孩子。以前的長輩總會提醒孩童，天黑不要出門，否則會
被「貓猫仔」抓走！

臺灣妖怪的奇幻藝術

妖怪文化，傳統上會以「民俗學」的觀點來進行研究。
但我認為，妖怪的潛力，不應只侷限於此。在文學、藝
術領域，妖怪也有五顏六色的展現。就像是提起日本妖
怪，我們心中經常浮現江戶時代畫家所描繪的妖怪浮世
繪。
在臺灣，其實也有妖怪奇幻藝術創作的脈絡。在清國時
期，臺灣的宗教繪畫「十殿圖」與民俗紙錢「外方紙」
是早期漢人想像陰間怪物、山野妖怪形象的途徑。日治
時期，許多民間故事書都會描繪妖怪的造型，例如很經
典的妖怪傳說「蛇郎君」，最早的一幅畫就是鳥羽博繪
製的書籍插圖。

昔日在臺灣流傳的「黑虎紙錢」（現
代復刻），據說黑虎是一種山野魔
物，會對人作怪。

戰後，臺灣妖鬼的魔爪竄入電影之中。像是一九五九年的
《蛇郎君》臺語片，講述人類與蛇妖戀愛的浪漫故事。七〇年代，姚鳳磐導演的鬼怪電影
《鬼嫁》、《九彎十八轉》等電影極為賣座。這些與妖怪、鬼魅有關的奇幻電影，都是極
具特色的臺灣本土魔幻創作。

1976 年的臺灣妖鬼電影《貓
魔》報紙廣告。

時至今日，妖怪的藝術創作媒介更加多元，不論是繪畫、漫畫、電影、音樂、舞臺劇……等等形式，都展現出
臺灣妖怪創作的無限潛力。

我們如何看待妖怪？

臺灣奇幻文化，以往受到中、日、西方很大的影響。如今，本土意識崛起，人們對於臺灣在地的妖鬼靈怪深感
興趣，這對於本土奇幻發展是很重要的階段。
妖怪的本質是恐怖，但同時也具有趣味的一面。妖怪容納著傳統文化，同時也能夠創造新的文化。雖然，許多
臺灣妖怪傳說，在漫長的時間裡逐漸失傳，但只要我們從現在開始重視它們，願意找尋它們的蹤跡，願意與它
們進行對話，也許未來某一天，臺灣妖怪文化就會在臺灣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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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旭日前，臺灣原創音樂劇的百鬼夜行
文｜顏采騰（音樂評論人）
在報章雜誌、社群網路乃至於人們的口耳相傳
間，臺灣總不時被戲謔性地冠上「鬼島」的名
號。雖然刺耳，但這稱號放在臺灣音樂劇的脈
絡下，可再貼切也不過了——臺灣的音樂劇原
創之路從第一齣本土製作《棋王》（1987）
算起，至今也已三十年有餘。但直到現在我們
仍然沒有專門的場地、亦缺乏如中、日、韓那
般明確的政府扶植政策來培養臺灣的音樂劇產
業。在這樣音樂劇產業的黑暗時代中，新、舊
世代的各個創作團隊們大多赤手空拳地推敲創
作，謀生各憑本事。
當然，這篇不是要強力地譴責政府的漠視（事
實上，近年如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新北藝文中
心等單位都相繼有人才培訓、音樂節的相關規
劃）或怨嘆大環境的險惡。我想談的是：這種
大環境的實然命題，將臺灣本土的原創音樂劇
形塑成了怎樣的特殊風景？近年的音樂劇如何
在種種限制中開展出新的可能性？

photo credit: FACEBOOK@ 果陀劇場

從臺灣音樂劇起步的九Ｏ年代前後算起，大約能以十年為一單位劃分出臺灣原創音樂劇的發展歷程。在起初的
二十年，臺灣大致處在摸索與自我定位的階段——九Ｏ年代期間由綠光劇團、果陀劇場等代表性劇團開疆闢土，
手法與題材形式大多仿索西方作品，以通俗劇目開拓市場。當時最知名的作品，莫過歌手張雨生打造的《吻我
吧娜娜》，該作在近年仍有復刻演出，其深遠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千禧年後，才陸續有專門的音樂劇團
成立。這期間，臺語、客語等方言音
樂劇相繼登上舞臺，劇本主題也漸漸
有所變革：從悠遠的中華文化、臺灣
歷史人物傳、到本土的原住民故事等
等都相繼入題，標誌著臺灣音樂劇創
作題材的多元化。其中，由楊忠衡、
冉天豪攜手打造的「臺灣三部曲」
是特具代表性的系列作品，它們深化
了臺灣音樂劇與本土意識的連結，暗
示著未來更「接地氣」的臺灣原創走
向。
近來的十年，愈來愈多的新世代投身
臺灣音樂劇產製的行列。然而礙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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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FACEBOOK@ C MUSICAL 製作

photo credit:
FACEBOOK@ 躍演 VMTheatre Company

環境的限制，在各個新團隊相繼成立的情形下，大型的新製作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小型、充滿實驗與
跨界性質的新穎作品大爆炸般地產生。在健全的產業建立起來前，大環境的一片幽闇之中，臺灣迎來了各路鬼
才各展身手的「百鬼夜行」（有容我從日本借來此詞作比喻）之盛世。
這十年之間，我們見到耀演劇團（現已更名為躍演）在《Daylight》中深入愛滋與同志的嚴肅社會議題；「前
叛逆男子」的《利維坦 2.0》與《新社員》則反其道而行地大談 BL 清純愛戀，吸引無數的次文化族群；「瘋
戲樂工作室」一邊在酒館打造 Cabaret 的即興歌舞互動、一邊在臺北車站等公共空間快閃拍攝劇碼；而「C
musical」的《不讀書俱樂部》則入駐雅痞書店開展一系列的仿美國影集作品，人氣一路長紅到韓國⋯⋯。上述
提及的僅僅冰山一角，在此之外還有無數的微型團隊在各地深耕，實驗各種新潮的創作手法與題材，絕非三言
兩語能夠說盡。
雖然題材越發詭譎新奇，臺灣的本土意識和價值卻一直沒有被忘記。2014 年《重返熱蘭遮》（全英文的製作！）
關注臺南的早期歷史，那將本土歷史文化資本輸往國外的野望，用現在的眼光看來仍然雄心勃勃；而晚近幾年
顯著例子則有綠光劇團《再會吧！北投》、瘋戲樂《臺灣有個好萊塢》等等的臺灣特定文化歷史聚焦；去年方
從野臺搬入棚內的躍演劇作《釧兒》則假藉傳統戲目之形，實則歌頌歌仔戲班的精神及其悲喜。隨著島民價值
意識的演進與轉變，臺灣的原創音樂劇也朝著我們腳下的土地愈走愈深、愈踏愈扎實。
說了這麼多，我們還有什麼面向尚未談及？臺灣的本土音樂劇之路未來還能走向哪裡？近年的 IP（即智慧財產
權的英文縮寫）改編正火熱，從本土的經典影視／文學／書籍作品入手或許是可能的解方。從早期黎煥雄與陳
建騏的《地下鐵》開始，幾米繪本改編系列至今仍在人力飛行劇團的手上持續熱演；2018 年歌手丁噹領銜的《搭
錯車》改編自八Ｏ年代臺灣的同名經典電影；而前段提到的《臺灣有個好萊塢》亦有其電影改編的背景。至於
文學作品如王禎和《嫁妝一牛車》和蔣勳的《少年臺灣》也都曾以音樂劇的形式登上舞臺。不論這些作品有無
意識處理本土的情懷或宏觀的社會議題，只要將這些作品賦予音樂劇的新生命，都會是加深臺灣音樂劇自身文
化底蘊的一樁美事。
當然，從舞臺劇／文學作品入手改編的作法，對戲迷們來說早已不
是新鮮事；而本次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與故事工廠的聯袂之作《妖怪
臺灣》，卻很稀奇地取材自一本搜羅臺灣鄉野鬼怪魔神的蒐奇圖鑑。
要將理性彙編的、知識類的非文學書籍資料轉化為抽象審美的表演
藝術，難度當然不在話下。但故事工廠在近期的《小兒子》以及《我
們與惡的距離》全民公投劇場版中，已經展現了他們 IP 改編的堅強
實力，這次我們自然也不必擔憂，放心地走入劇場欣賞便是。
這幾年間，「鬼」、「怪」題材已經愈來愈常出現在台灣的舞台藝
術與影視作品中，但真正以鄉野探查、文化脈絡的鳥瞰角度切入、
端視本土魔神仔的音樂劇作，《妖怪臺灣》大概是前無古人的吧！
且看這次他們如何在後疫情的鬼環境裡，用音樂大談這座鬼島上幽
遠流長的鬼怪誌異。

photo credit:
FACEBOOK@ 搭錯車音樂劇世界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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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另一半的世界：登場妖怪介紹
文｜何敬堯（小說家、《妖怪臺灣》系列原著作者）
圖｜蔡毓芬（服裝造型設計）
編按：在這座島嶼上，曾經有無數個無以名狀的妖、鬼、靈、怪，和人們一起生活。而經過歲月的掏洗，我們
現在只能從書籍、傳說、歌謠之中，翻掘這些被遺忘的妖怪們，想像他們鬼靈精怪的倩影。在製作《妖怪臺灣》
原創魔幻音樂劇的過程中，我們的藝術家也試著用新穎的創意和當代的視角，重新建構屬於《妖怪臺灣》原創
魔幻音樂劇的妖怪樣貌。在欣賞演出之前，讓我們從何敬堯老師專業的妖怪介紹，和本劇服裝設計 --- 蔡毓芬老
師的造型手稿，一起來認識這些神秘的妖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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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郎君

婆娑鳥

妖蘭靈貓（瑯嶠靈貓）

山野靈蛇，久而成怪，會化身為
美男子，人們稱之為蛇郎君。據
說，曾有老翁偷摘蛇郎君之花，
因此老翁之小女兒必須嫁給蛇郎
君。不過，大姊嫉妒小妹婚姻幸
福，設計殺害她。小妹魂魄幾經
輪 迴， 最 後 終 於 順 利 返 回 蛇 郎
身邊，與蛇妖成雙成對，幸福生
活。

臺陽妖鳥，神祕的禽鳥，有人看
過它形體如鶯，五顏六色極為華
麗。據說它現身的時候，百鳥會
來朝拜，猶如帝王之姿，不論飛
到哪裡，百鳥都會隨後跟從，就
如同將帥指揮士兵前行。

原型乃瑯嶠靈貓，瑯嶠是恆春
古地名，據說是排灣族語的「蘭
花」之義。這種靈貓據說是雌
雄眼、麒麟短尾、擁有虎獸斑
紋的貓，雖然體型大小與普通
的貓相同，但吼叫聲悠遠玄妙，
可達二十里之遠，能將老鼠盡
皆驅趕。

鼠尾雲
據說這種妖怪外貌如大
鼠，竄爬於萬丈高雲之上，
其尾巴會從雲縫之間垂
下，蜿蜒百里。有時候鼠
尾會伸長、伸縮，或者變
化大小，或者不斷晃動旋
轉，製造出恐怖無比的暴
風暴雨。路上的行人，有
時候甚至會被鼠尾一圈圈
捲起，拋飛他處。

老猴魅
猴子修煉日久，可以變成精魅。據說十八世紀南
部的鳳山縣，曾出現怪物，喜歡騷擾婦女，讓人
們苦不堪言。邑令方邦基為了解救民難，設壇祭
醮，頌咒祈神，不久之後雷電震地，將妖擊死。
人們在地穴中挖出猴子髑髏，才知道是老猴魅作
怪。

滾地魔
巨象牛
巨象牛體型極為龐大，猶如巨象，鼻息能撼山巖。
更奇異的是，此牛步伐驚人，能夠日行數百里。據
說在明末年間，普陀山僧侶釋華佑與至友蕭克遊覽
臺灣島，路途中曾經有緣獲得此牛，共乘牛背一路
跋山涉水，盡覽臺灣各地風光。

滾地魔可變成各種型態，喜
愛翻滾路上，飛撲行人、車
輛，它的真身可能是黑狗精。
臺灣民俗「死狗放水流」，
就是希望狗屍不會變幻成黑
狗 妖 怪。 日 治 時 期 曾 有 紀
錄，一位司機開車經過臺灣
神社，遭遇類似的妖怪攔路，
造成一連串恐慌。

鯊鹿兒
鯊魚化鹿，鹿化鯊魚，皆曰「鯊鹿兒」。鯊鹿化變之傳說，盛行於臺灣島明清兩百年之間，翟灝更記錄下春夏
時分，曾有鯊魚躍身岸上，三次翻身，終於成功化身為水鹿，並以舌舔舐濕淋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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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職人員名單
出    品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 故事工廠
監    製 │劉玄詠、林佳鋒

製 作 人 │江智慧、王宣琳

演
演

出│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員│方志友、陳乃榮、大

高華麗、賴盈螢、陳敬萱
范峻銘、賴冠穎、曾桂芳

顧問群

吳子齊、徐

顥、黃巨東

藝術顧問│黃致凱

李

歌唱詮釋顧問｜魏世芬

陳宥任、羅珮慈、鄧瑋婷

表演顧問│王

懷劭．法努司

舞台技術顧問│林世信

設計組

舞台設計｜陳

曾郁婷

特別演出｜胡世恩

合聲演員｜陳文海、李丞庭、秦葳萍
呂承祐

演出廣播｜蕭淑玫
慧

服裝造型設計｜蔡毓芬
燈光設計｜許家盈
影像設計｜黃仁君
舞蹈設計｜張洪誠
道具設計｜羅文孜

歌唱詮釋指導｜張雅涵
動作設計｜李

軍、李承漢

主視覺創意與設計指導｜方序中
插畫設計｜陳青琳

感謝｜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團支援演出

技術組

舞台監督│鍾濱嶽
舞監助理│段功芸
演出助理│曾彗雯

舞台組

舞台技術指導│許致甄

舞台技術執行｜廖士賢、張綺芯、馬藝甄
李沛恩、洪晧原、陳俐伃

主視覺設計｜林婉筑（究方社）

王曉祥 *、林少鈞 *、李宗祐 *

攝影｜顏涵正、柯曉東

表導組
原

著｜何敬堯

作

曲｜張菁珊

指

揮｜葉政德

編劇導演│黃彥霖
作

軍、李承漢、何海翔

杜偉誠、黃䕒瑢、鄭援蓁

琄

族語顧問｜奧威尼．卡露斯、孫大川

詞｜黃彥霖、高天恒

原創授權｜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副 導 演│曾宗倫

排練助理│龍宥希

舞蹈排練助理｜羅珮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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愷

燈光組

燈光技術指導│陳為安

燈光技術執行│汪永儒、陳琮仁、曾紹東
曾擇弘、唐郁琁

音響組

音響技術指導│王薪鑐

音響技術執行│王信翔、何恒亮
音樂音效執行│賴家祥
* 實習生

視訊組

執行製作│林雨萱

字幕執行│應佳穎

製作助理│應佳穎

行銷宣傳｜蔡孟凱、陳筱雯

影像執行│張瑜珍

行政執行│何姵璇、黃涵昕、許仲安
劉縉寧

造型組

服裝管理│黃姿華、柯瑋齡 *、張瑜倢 *
造型執行│陳映羽、蕭嘉蓉

客戶服務│林宋家寧

行銷協力

用心娛樂｜周品懸

製作組

視界新聞網｜陳心怡

助理舞台設計｜侯力瑄

服裝設計助理｜王翊名、林子昀、賴冠穎
頭飾面具製作｜王翊名、林子昀、盧
楊子睛

億

故事工廠劇團編制

創辦人暨執行長│林佳鋒

服裝製作｜劉秀文、任淑琴、王春嬌

創辦人暨藝術總監│黃致凱

道具製作｜故事工廠、羅文孜

行政總監│江智慧

花幕製作｜葉育廷、林煜軒、洪孟杰

行政經理│王宣琳

林怡萱、張雁婷、蕭雅庭

執行製作｜陳怡如

蘇惠娟、曾美華

佈景製作│優旺特藝術有限公司

駐團編導│黃彥霖
技術總監│李迎輝

張文伶、陳允翎、林祐廷

副 導 演 ｜曾宗倫

呂秉宜

行政執行｜何姵璇

錄影導播｜洪于茹

行銷企劃｜劉縉寧

燈光器材協力│有夠亮有限公司

美術編輯｜許仲安

平面文宣印製│煒揚印刷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莊莉晴

說明書製作｜梁淑清

專案執行｜應佳穎

錄影工程｜無限映像製作有限公司

行銷執行｜陳筱雯、黃涵昕、蔡孟凱

音響工程協力│唐宋音響燈光公司

客戶服務｜林宋家寧

說明書印製｜大生印刷有限公司

專案統籌｜林雨萱、朱元鈺、賴家祥

卡車運輸│蔡龍德

財務會計│陳佩伶

保險業務│蔡俊宏、賴炫銘

行政組

賽璐珞映像

視覺總監｜黃仁君

前台經理│黃涵昕

執行製片｜廖羿函

技術統籌│李迎輝

影像故事剪輯｜蔡宜秀

後台經理│王宣琳

攝製技術統籌｜鄭偉志、王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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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名單
特別感謝

文化部、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中市中山堂、臺灣戲曲中心、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何敬堯、孫大川、懷劭．法努司、奧威尼．卡露斯、蘇麗媚、曾國城、郭秋時、林莉華、王

琄、楊

照、陳沛瀅

蕭芬芬、陳逸華、張雪梅、周品懸、陳心怡、葉登貴、柯智豪、鄭琬儒、許智敏、王丹荷、孔亮云、王祖鵬、王曉玟
江怡珍、何宗翰、何珮玲、吳岳霖、吳明珠、李

凌、李欣恬、沈

燕、林育綾、林佳宜、林和君、林宜箴、林奕如

邱竹玲、金武鳳、凌美雪、夏起玲、孫詩蘋、郝雪卿、寇世菁、常維鈞、張芳翎、張原銘、張益銘、張彩鳳、陳小凌
陳昱勳、陳淑芬、陳惠玲、陳舒琪、陳麗娟、喻文玟、游毓茹、黃玉燕、黃秋卿、黃朝琴、楊絲貽、葉

欣、葉志雲

廖妙茜、廖美雅、趙靜瑜、劉力綱、劉怡均、劉東皋、潘鈺楨、諸葛志一、蕭方綺、蕭宇廷、蕭靜萍、賴麗卉
謝平平、顏采騰、鍾仕杰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有春茶館、天馬戲創作劇團、圓劇團、末路小花、三立電視、好位子、國賓影城
法雅客股份有限公司、Readmoo 讀墨、用心娛樂、視界新聞網、澄音社、維肯媒體
PChome ONLINE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TVBS 新聞網、LIFE 新聞網、全國廣播公司
古典音樂台 Classical FM 97.7、中廣新聞網、關鍵評論網、朱宗慶打擊樂團、耀進有限公司、有夠亮有限公司
聚光工作坊、唐宋音響燈光公司、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玉山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台新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新光銀行、兆豐銀行
CARTURE 車勢文化、CTWANT 時報周刊、ETtoday 星光雲、NOWnews、PAR 表演藝術雜誌、POP RADIO
POP 最正點、SETN 三立新聞網、Wow! NEWS 新聞網、Yahoo 奇摩新聞、八大新聞網、大華新聞網、中央社
中央廣播電台、中時電子報、台灣英文新聞、民生 @ 報、名人 360、自由時報、青年日報社、新浪新聞網、漢聲電台
臺中教育電台、教育廣播電台、噓！星聞、聯合報、鏡週刊、蘋果日報、蘋果即時

感謝在疫情期間，所有朋友與您的暖心支持

我們將擁著這股暖流，持續創作故事回饋，希望未來有您繼續一路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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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全台 166 名故事工廠小匠情義相挺
    

第一屆：
毛明雯、王郁盛、王致皓、王凱正、江怡珍、江品昀、呂文成、何佳怡、余敏苓、巫芊穎、沈文豪、沈莞儒
沈揚琳、李文義、李癸褓、李珮齊、李慧貞、吳冠陵、吳盈臻、吳鴻順、吳麗真、周士倫、周芝如、周佳勳
周靜君、林世國、林宛儀、林宥彤、林郁伶、林倩如、林雅嵐、林淑瑩、林曉吟、林靜梅、洪嘉良、紀宜苹
姚志叡、胡美吟、胡慶玲、奚昊晨、柯佑霖、柯旻秀、柯寶鵬、涂翔舜、高榮濱、孫景瑄、許杰中、許孟安
許慧珍、郭育汝、郭美淨、郭庭芳、張芳瑄、張倫愛、張雅茹、張弼雯、張鐙勻、陳怡如、陳怡嵐、陳亭妤
陳俊宇、陳威綸、陳珮語、陳涵婷、陳逸凡、陳瀅如、陳麗仁、陳鵬仁、湯文靜、彭俞軒、彭翊倫、彭莉閔
黃于芳、黃可欣、黃芝婷、黃佳惠、黃茵茵、黃悅娥、黃涵昕、黃淑美、黃偉菱、黃唯瑄、黃啟銘、塗昕宜
褚思穎、葛靜芸、葉雨青、葉映志、楊玉伶、楊玉瑄、楊依霓、楊舒涵、楊凱翔、趙文雅、趙芊惠、鄧涵方
潘姿錡、劉宗霖、劉亭伶、劉冠廷、鄭元婷、鄭州廷、鄭秀慧、鄭宜婕、蔡兆民、蔡明宏、蔡明岦、蔡佳娟
蔡坤真、蔡俊宏、穆逸蓁、蕭伊甯、蕭朝升、盧怡妏、盧宥廷、賴畇心、賴冠文、賴宥瑀、賴家祥、賴婷筠
戴彩鳳、謝茗卉、謝瓊芳、簡吟竹、顏貝如、顏佩雯、羅永翰、羅芝琳、嚴美文
第二屆：
江幸真、余曉婕、吳亮東、吳昱緯、呂育華、呂昀諶、呂銨育、林秋璇、邱嵐欣、施宜彣、洪宥育、徐宜琳
翁瑛梓、張育禎、張洧禎、張斳屏、張瓊方、莊翔蘭、許惠婷、許絜涵、陳書銘、陳慧珊、曾俊愷、曾雅文
游宗鴻、黃文志、黃冠綺、黃 璟、董永順、劉姵旻、蔡沛安、蔡蕙如、鄭健盈、鄭婉彣、賴姸方、賴威豪
蘇容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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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家的最初與最終

I

貝多芬

2020

2020

96
揮｜葉政德

鋼

長

笛｜陳師君

雙簧管｜孫詩涵

小提琴｜王昱尹、陳俐如、黃士瑋

中提琴｜楊青霏

琴｜江恬儀

大提琴｜陳廷瑋

中提琴｜蔡依倫

琴｜王郁文

曲目

鋼

琴｜林冠廷

大提琴｜劉孟蓁

莫札特：D 大調第五號鋼琴協
奏曲
W. A. Mozart: Piano Concerto
No. 5 in D Major, K. 175

曲目

Program

Program

音樂家的
最初與最終

日 14:30

指

豎

貝多芬：降 E 大調第一號鋼
琴三重奏
L. v. Beethoven: Piano Trio in
E-flat Major, Op. 1 No. 1
貝多芬：A 小調第 15 號弦樂
四重奏
L. v. 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No. 15 in A minor, Op. 132

莫札特：C 小調緩板與迴旋曲
W. A. Mozart: Adagio and Rondo
in C minor, K. 617 (for Harp,
Flute, Oboe, Viola and Cello)

Lecture
Concert
Series

II

9 20

日 14:30

NTSO

音樂家的最初與最終

莫札特

你所不知道的貝多芬

你所不知道的貝多芬

法國號六重奏

弦樂三重奏小夜曲

2020

2020

日 14:30

日 14:30

法國號｜王姿蓉、盧怡婷

小提琴｜謝佩殷

小提琴｜蔡承翰、陳姵汝

中提琴｜蕭惠珠

中提琴｜裘宗餘

大提琴｜李百佳

大提琴｜黃佳文

曲目

10 4 11 22

你所不知道的
貝多芬

曲目

Program

貝多芬：降 E 大調六重奏
L.v. Beethoven: Sextet in E-flat
Major, Op. 81b

音樂家的最初與最終

策劃、講解｜楊照
Planning, Narrator: Zhao Yang

III

Program

臺中國家歌劇院中劇院

貝多芬：D 大調弦樂三重奏小
夜曲，作品 8
L.v. Beethoven: Serenade in D
Major, Op. 8

音樂家的最初與最終

孟德爾頌

舒曼

2021

2021

二 19:30

二 19:30

小提琴｜王昱尹、劉芳佑、黃士瑋、
陳姵汝、蕭倞瑜、陳怡廷

鋼琴｜江恬儀

IV

2 23 3 30
中提琴｜何真薾、曾慶琳
大提琴｜黃佳文、李佩蓉
曲目

Program

孟德爾頌：降 E 大調八重
奏，作品 20
F. Mendelssohn: Octet in E-flat
Major, Op. 20

曲目

Program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邀請楊照策劃講座音
樂 會，「 音 樂 家 的 最 初 與 最 終 」 系 列 希
望 在 每 一 場 音 樂 會 中， 讓 觀 眾 聽 到 偉 大
作 曲 家 生 涯 最 早 和 最 後 的 作 品， 深 入 分
析 音 樂 的 變 化 差 異， 既 能 欣 賞 到 一 些 較
少 演 奏 的 樂 曲， 又 能 藉 由 生 命 故 事 來 體
會音樂的奧妙；「你所不知道的貝多芬」
系 列 則 經 由 較 少 被 演 出 的 貝 多 芬 作 品，
嘗試透析貝多芬。透過講解及現場演奏，
且 與 楊 照 更 深 入 探 索 古 典 音 樂 之 美。 全
系列內容詳見國臺交官網。

舒曼：阿貝格變奏曲，作品 1
R. Schumann: Abegg
Variations, Op. 1
舒曼：幽靈變奏曲
R. Schumann: Variations on a
Them in E-flat Major for Piano,
WoO 24 (Ghost Variations)

孟德爾頌：四首弦樂四重
奏，作品 81
F. Mendelssohn: 4 Pieces for
String Quartet, Op. 81

指導單位：
D I R E C T E D

主辦、演出單位：
ORGANIZER & PERFORMER

節目洽詢：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04-23391141（代表號）

團長：劉玄詠 協辦單位：
DIRECTOR: SUAN-YUNG LIU

CO-ORGANISED

www.ntso.gov.tw ｜票價：250 ｜學生體驗票：100 元

★【全系列套票】2020 年 8 月 31 日前一次購買全系列六場 600 元（每場限購一張），可獲愛樂好禮【NTSO 經典方眼筆記書】乙份。
★【超 值 套 票】一次購買同場音樂會五張 550 元、四張 500 元、三張 450 元。｜購票資訊：兩廳院售票系統

www.artsticket.com.tw ｜臺中 04-22595358 ｜

售票地點：兩廳院全臺售票處，萊爾富、全家、7-11 等便利商店機台｜欣賞本音樂會可申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

主 辦 單 位 保 留 演 出 異 動 權 利
NTSO reserves the right to further change

廣告

背景畫作：沈國仁〈農村城門〉

背景畫作：王南雄〈望兒早歸〉

背景畫作：吳昊〈戲〉

背景畫作：林之助〈暮紅〉

背景畫作：陳隆興〈黃昏的故鄉〉

背景畫作：韓湘寧〈窗前〉

背景畫作：吳承硯〈薑花與美人蕉〉 背景畫作：陳銀輝〈夢幻〉

背景畫作：張炳南〈月光曲〉

背景畫作：席德進〈板橋市場〉

畫作/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