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出內容 

 

平安夜當天中午，林博賢從睡夢中醒來。還沒從夢境中回過神來，就與妻子謝佳

莉發生爭執。佳莉得知丈夫前晚夜歸的原因是與昔日情敵李心璇聊天吃飯，夫妻

倆忍不住開始把對現況的不滿歸咎於彼此當初下錯了決定。林博賢心裡忍不住想

著：如果我那時選擇跟李心璇結婚，一定會比現在更快樂；假如讓我有機會再重

新選擇……。平安夜即將來臨，這個家庭卻一點也不平靜。此時，奇蹟忽然降臨：

博賢亡故多年的好友威利忽然現身，讓博賢體驗當初他錯過的另一種人生…… 

 

 

演職人員 

 

編 劇｜許孟霖 

導 演｜孟 寰 

戲劇顧問｜陳建成 張家甄 

製 作｜吳許娟 辜泳妍 

 

舞臺設計｜游以德 

舞臺技術｜楊博森 

燈光設計｜沈晏寧 

服裝設計｜黃紀方 

服裝管理｜廖晨瑋 

音效設計｜楊川逸 

平面設計｜顏士濂 

節目本設計｜吳政達 

導演助理｜顧乃緹 

 

演員 

林博賢｜楊宣哲 

威 利｜蕭東意 

謝佳莉｜賴盈螢 

小 偉｜梁晉維 

李心璇｜周佳吟 

寧  寧｜林楚涵 

 

舞監｜李書樵 

 

 



演職人員簡歷 

 

編 劇｜許孟霖 

臺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畢業，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畢業。 

 

2011 年 流星街的河猿之浩劫重聲《一起釣河童吧》（2011 台北藝穗節）編劇 

劇鳥組《羅蜜歐與茱麗葉舞台謀殺案》（2011 台北藝穗節）演員 

《欲雨還休》（於北藝大玻璃屋讀劇發表）編劇 

2010 年 《打勾勾》（榮民總醫院器官捐贈短片）編劇、美術 

《所以我們沿著邊緣逃跑》（入圍台北文學獎）編劇 

《冷數字》（於北藝大玻璃屋讀劇發表）編劇 

2009 年 《都是陳雷惹的禍》（於北藝大玻璃屋讀劇發表）編劇 

《哥哥的鈕扣》（器官捐贈 30 秒短片競賽冠軍）編劇 

《天空，前進！》（於北藝大玻璃屋讀劇發表）編劇 

夢奇地劇場《黑色遊戲》導演 

萬華劇團《紅鬼青鬼》演員 

2008 年 《風車下的空地》編劇。於北藝大玻璃屋讀劇發表 

仁信合作社《回家》演員 

動見体「誠品書店 19 週年慶」《大家來讀劇》演員 

2006 年 台南人劇團「2006 新劇展」《拾荒者》演員 

2005 年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第三屆畢業公演《美國天使》演員 

獨立呈現《20 世紀少年》編劇、導演、演員 

 

導 演｜孟 寰 

綽號大資，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畢業，主修編導。喜愛旅行、寫作和重複看同一 

本漫畫。導演作品有《畢業紀念冊》、《家庭生活》和《五個同衣女子》等， 

目前任職於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戲劇顧問｜陳建成  

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畢業。 

 

2011 年 南風劇團《新天使》（修改自《清洗》）編劇 

2010 年《清洗》獲台灣文學獎劇本金典獎 

「第三屆臺北藝穗節」創劇團初回雙製作《冰島》編劇 

 

戲劇顧問｜張家甄 

中山外文系畢業，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碩士班研修中。 

 



2011 年 文山劇場「看戲趣」《都是陳雷惹的禍》執行製作 

2010 年 北藝大畢業製作《天生冤家》劇本翻譯 

「第三屆台北藝穗節」創劇團初回雙製作《冰島》製作人、戲劇顧問 

卜凱蒂 SOLO《Why 國人》投影執行 

2009 年 「關渡藝術節」Maxime Iannarelli《Ulysses》隨行／演後座談翻譯 

 

製 作｜吳許娟 

2010 年 「第三屆台北藝穗節」創劇團初回雙製作《冰島》票務 

 

製 作｜辜泳妍 

2011 年 「第三屆公寓聯展」《總共十三天》演員 

「華山藝術生活節創意小劇場」禾劇場《忿怒》導演助理 

「第 12 屆青年才俊大學生競演戲劇節」《台式婦女的祈禱》演員 

2010 年 創劇團「月曬月亮小劇展」《界線》演員 

臺北藝術大學「導演（三）」期中呈現《海鷗》演員 

金枝演社《大國民進行曲》演員 

倫敦電影學院電影研究所畢業製作《阿爸的腳踏車》演員 

「第三屆臺北藝穗節」創劇團初回雙製作《崖上風景》製作人 

電影《茱麗葉》——〈兩個茱麗葉〉演員 

2009 年 金枝演社《浮浪貢開花 part3——勿忘影中人》演員 

「關渡藝術節」開幕節目《浮浪貢開花 Part 1》音樂執行 

金枝演社「金枝走演美麗台灣‧藝術播種植根計畫」演員 

 

 

舞臺設計｜游以德 

2011 年 臺大戲劇系暑期劇展《口紅之紅》舞臺設計 

臺大戲劇系暑期劇展《說謊》舞臺設計 

讀演劇人《香格里拉》舞臺設計助理 

台南人劇團《海鷗》舞臺設計助理 

2010 年 臺大戲劇系畢業製作《獵男俱樂部》舞臺設計助理 

 

舞臺技術｜楊博森 

2011 年 臺灣大學 100 學年度上畢業製作《窗影下的女人》舞臺技術助理 

臺灣大學 99 學年度下學期學期製作《量‧度》舞臺組員 

 

燈光設計｜沈晏寧 

2010 年 臺大戲劇系冬季劇展《Dead Man's Cell Phone 寂靜手機》燈光設計 

如果兒童劇團《隱形貓熊回來了》燈光設計 



臺大外文系畢業公演《Holy Grail》燈光設計 

2009 年 臺大戲劇系第八屆畢業製作《六度分離》燈光設計暨技術 

五校六系《安全毯》燈光設計 

 

服裝設計｜黃紀方 

2011 年 英國皇家芭蕾舞團《吉賽兒》服裝管理 

Kylie Minogue Aphrodite Live Tour Taipei 服裝管理 

臺大戲劇系《十七大逆走》服裝技術 

讀演劇人《浮世繪本》服裝技術 

沙盒戲場劇團《畢業紀念冊 2011》服裝設計 

台南人劇場《K24——建國百年版》服裝助理 

狂想劇場《逆旅》服裝設計 

 

服裝管理｜廖晨瑋 

2011 年 國家戲劇院「英國皇家芭蕾舞團」服裝管理 

臺大暑期劇展《口紅之紅》服裝設計技術 

臺大暑期劇展《來散步吧!》服裝設計技術 

臺大暑期劇展《說謊》服裝設計 

讀演劇人第二號作品《浮世繪本》服裝技術 

 

音效設計｜楊川逸 

2011 年 臺大戲劇系暑期劇展《吳柄桐精神科診所》音樂設計 

臺大戲劇系暑期劇展《說謊》音樂設計 

2010 年 臺大戲劇系暑期劇展《Dinner》音樂設計 

臺大戲劇系暑期劇展《浪 g 天涯》音樂設計 

臺大戲劇系暑期劇展《無感》音樂設計 

臺大戲劇系《獵男俱樂部》音樂執行 

 

平面設計｜顏士濂 

政大廣電系畢，現為廣告後期初級修圖師及創劇團虛擬打雜員，一面觀望廣告 

配音機會，時間稀少，但想做的很多，請多指教。 

 

林博賢｜楊宣哲 

2011 年 再現劇團地下劇會《黑暗中的小 CC》飾 CREW 沙宣 

「第四屆台北藝穗節」《嚎哮排演‧啞侍改》舞臺監督 

    逗點創意劇團偶戲《大野狼》飾 獅子大王、小男孩 

    南風劇場第三屆讀行俠讀劇會《跟紅蠟筆說再見》飾 舞台指示、吳志 

鴻 



    建國百年國慶晚會搖滾音樂劇《夢想家》飾 革命烈士程良、麵店食客、 

村民 

2010 年 北藝大畢業製作 音樂劇《天堂邊緣》飾 徐震宇 

北藝大春季公演《No Exit-無路可出》飾 卡遜 

再現劇團地下劇會《地獄樂園-憋》演員 

    如果兒童劇團《輕輕公主》飾 超級ㄅㄧㄤˋ老師 

    愛樂劇工廠外劇坊聖誕音樂劇《York》飾 徐念鈞 

    逗點創意劇團《醜小鴨》飾 魔鏡、宮女 

    逗點創意劇團音樂兒童劇《膽小鬼》飾 豆爸、賴皮鬼 

2009 年 北藝大畢業製作《崔斯坦與伊索德》飾 

北藝大畢業製作《The clean house-窗明几淨》飾 查理斯 

北藝大畢業製作《清秀佳人》飾 馬修 

2008 年 北藝大春季公演《Mondays-兩個星期一的回憶》飾 雷蒙 

    北藝大秋季公演 歌舞劇《費加洛婚禮》飾 費加洛 

 

威利｜蕭東意 

2011 年 北藝大戲劇學院秋季公演《海鷗》飾特里果林 

「第四屆台北藝穗節」《啞侍‧改》演員 

2010 年 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八○平台》演員 

北藝大學生畢業製作《天生冤家》演員 

 

謝佳莉｜賴盈螢 

臺大戲劇戲就讀中。 

2011 年 鈴木忠志《茶花女》 

2010 年 大風劇團《金蕉歲月》 

2009 年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第八屆畢業公演《六度分離》； 

仁信合作社《五個同衣女子》 

A-Cross⊕一顆螺絲《不如這樣吧》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創系十年大戲《木蘭少女》 

2008 年 第四人稱表演域歌舞劇《失物招領》 

2007 年《歌未秧》 

 

小 偉｜梁晉維 

臺灣大學戲劇系，在學中。 

 

李心璇｜周佳吟 

2011 年 三缺一劇團《The Little Child 男孩》操偶師 

禾劇場《過去的未來─—孵生》演員 



「國際花卉博覽會」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最美麗的花》演員、操偶師 

臺灣藝術大學電影學系畢業製作《剛果河邊的雪橇》演員 

2010 年 「新點子劇展」EX-亞洲劇團《沒日沒夜》演員 

「新人新視野」三缺一劇團魏雋展《偶戲練習：男孩》演員 

「第三屆台北藝穗節」創劇團初回雙製作《崖上風景》影像演員 

 

寧  寧｜林楚涵 

臺灣大學戲劇系，在學中。 

 

舞監｜李書樵 

2011 年 台南人劇團 《木蘭少女》道具管理 

2010 年 仁信合作社劇團 《遺忘的旋律》舞監 

「六校七系大學戲劇聯展」臺大戲劇系《家庭生活》舞監 

仁信合作社劇團《無奇不有》舞監助理 

2009 年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第八屆畢業製作《六度分離》舞監 

臺灣大學合唱團夏季公演《流轉》舞監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十年大戲《木蘭少女》舞監助理 

「第十屆青年才俊藝術節」《十年後，請愛我》舞監 

2008 年 仁信合作社劇團《黑色童話─枕頭人》舞監助理 

仁信合作社劇團《回家》舞監助理 

2007 年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畢業製作《The Dining Room》舞監助理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暑期聯合劇展」《畢業紀念冊》舞監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大一製作《夏日煙雲》舞監、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