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團隊介紹 

團長/導演  宋厚寬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主

修導演。現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

藝術創作研究所，是一名全方位創作人

才，在導演、表演、編劇、戲劇教學等

領域多所專精。 

成立臺北海鷗劇場，擔任編導與團

長職務。 

近年的創作專注於經典改編，企圖

尋找經典文本的當代議題。臺北海鷗劇

場一號作品的《她殺了他的孩子》，改

編自《米蒂亞》，從被謀殺的孩子的角

度，控訴整個復仇計畫。二號作品《伊

底帕斯》，改編自《伊底帕斯王》，以

全女性的演出形式，從伊底帕斯與母后

之間的愛與慾望，重新詮釋古老的經

典。 

2014 

 詩的表演—林國源 X 波特萊爾演唱會 導演 北藝大音樂廳演出 

 阮劇團 偏鄉巡演《小地方》導演 

 阮劇團 草草 OFF 戲劇節《錯把帽子當太太的人》導演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 

 國光劇團「小劇場大夢想」《賣鬼狂想》導演 國光劇場演出 

2013  

台北市石牌國中 表演藝術科 兼任代理老師 

臺北海鷗劇場《她殺了他的孩子》導演/編劇 實驗劇場演出 

臺北海鷗劇場《伊底帕斯》導演/編劇 牯嶺街小劇場演出 

阮劇團《劇本農場──水中之屋》讀劇會導演 

2012   

 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七個猶太小孩》導演 

台北文學獎首獎劇本《寄居》 讀劇演員 

亞太藝術節《孝義圖》 演員 



副團長  陳敬萱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畢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表演

組。 

 

表演經歷 

2014 

蘇洋徵導演／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春季公演《第三次世界大戰攻略指南》飾演

母親 

宋厚寬導演／臺北海鷗劇場口碑佳演《伊底帕斯》飾演 尤卡絲坦、泰瑞 

 

2013 

蘇洋徵導演／北藝大獨奏會《Heaven》 

謝東寧導演／SCOT SUMMER SEASON 亞洲導演競賽《茱莉小姐》飾演 茱莉 

宋厚寬導演／臺北海鷗劇場二號作品《伊底帕斯》飾演 尤卡絲坦、泰瑞 

 

2012 

謝東寧導演《瑪莉瑪蓮》飾演瑪蓮 

黃緣文導演／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春季公演《春醒》飾演 Anna、女孩、舞者 

宋厚寬導演《七個猶太小孩》飾演小孩、老人 

謝東寧導演／同黨劇團《大家一起寫訃聞》飾演妹妹 

廖雪君導演／南風劇團讀行俠讀劇展《打蚊子》飾演昱玟 

蘇洋徵導演／《烏布王》飾演助理 

 

2010 

王上頡導演《渴求》飾演 A 

 

2008 

廖期正導演《玻璃動物園》飾演亞曼達 

林一弘導演《培爾金特》飾演奧絲 

白靜宜導演《最後一夜》飾演女人 

 



製作人  趙崇閔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畢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碩士班 

 

經歷： 

 

2014 臺藝大音樂學系音樂劇展演，演員 

2013 福和國中表演藝術科兼課老師 

2013 華僑高中戲劇社團成發《L.O.V.E》，指導老師 

2013 國立海洋大學戲劇社指導老師 

2013 臺藝大戲劇學系實驗劇展《誰殺了羅伯特》，導演 

2012 百老匯之聲-謝淑文音樂劇旅程，執行製作 

2012 華僑中學戲劇社團成發，指導老師 

2012 中和國中表演藝術科兼課老師 

2012 華僑中學戲劇社團成發《誰 X 死 X 兇手 X 過去》，指導老師 

2011 華僑中學戲劇社團成發《摘星》，指導老師 

2011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96 級班級展演《無人生還》，小道具 

2011 臺藝大音樂學系音樂劇 99 級展演《音樂聚》，演員，執行製作 

201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日間部 99 級畢製《夢幻劇》，演員 

2010 北藝導演畢製《Mark’s Rent》，演員，服裝執行 

2010 華僑中學戲劇社團成發《倒楣的陳欣怡》，指導老師 

2010 徐琬瑩導演（二）《兩隻蚊子等什麼》，導演 

2009 徐琬瑩導演（二）《慾望街車》，導演 

2009 第二屆台北藝穗節 PH7 劇團創團首部《禿頭女高音—其實不長版》，導演 

2009 廉政戲劇比賽《求婚》，演員 

2009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96 級班級展演《來自鳳凰鎮的人》，演員 

2009 傅裕惠導演(一)《禿頭女高音》，導演 

2009 徐琬瑩導演(二)《求婚》，演員 

2008 傅裕惠導演課(一)《郭厝》，導演 

 

 

 



戲劇顧問  楊名芝 

 

 

 

 

201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春季公演《第三次世界大戰攻

略指南》劇本翻譯 

盜火劇團ｘHow to Eat Faust《電台屍令》製作人 

台北海鷗劇場《科利奧蘭納斯》戲劇顧問 

 

 

201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春季公演《911》戲劇顧問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夏季公演《北方來的霧靄——

營造大師》戲劇顧問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99 級畢業製作《公司感謝你》

戲劇顧問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99 級畢業製作《UGLY》戲劇顧問 

 

2012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春季公演《春醒》戲劇顧問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98 級畢業製作《Butterfly Kiss》劇本翻譯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冬季公演《明天會是好天氣嗎》戲劇顧問 

 

 

 

 

 

 

 



舞台監督  蔡旻澔 

 

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

究所 主修 劇本創作 

再現劇團 團員 

臺北新舞台 舞台監督助理 

 

近期舞台監督經歷： 

阮劇團 2014 劇本農場 舞台監督 

阮劇團 2014 偏鄉計劃《小地方》舞台監督 

身體氣象館 2013 首爾巡演《雨 2》舞台監督 

再現劇團 2012 獨立喧言《我用力大叫但沒有聲音》舞台監督 

 

 

 

 

 

 

 

 

 

 

 

 

 

 

 

 

 



舞台設計  鄭烜勛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畢業，主修舞台設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碩士班，主

修舞台設計 

 

近年舞台設計作品： 

2014 

黑眼睛跨劇團《胖節 - 胖胖交際場》/ 阮

劇團《臉。FACE》/ 遠雄海洋公園定幕劇

《奇妙海洋》/ 阮劇團秋季公演《ㄞ 國

party》 

 

2013 

阮劇團秋季公演《熱天酣眠》/ 阮劇團見花開劇展《劇本農場》/ 新人新視野舞

蹈篇 - 楊乃璇《小提包》/ 影響新劇場《一隻鳥的畫像》/ 影響新劇場《閱遇計

劃》/ 影響新劇場《海天鳥傳說》/ 如果兒童劇團《巧虎的快樂牛仔鎮》/ 阮劇

團偏鄉巡演計劃《發光的窗》/ 阮劇團草草戲劇節《一首詩改變世界》/ 廈門民

間藝術節-台北藝術大學《死亡與少女》 

 

2012 

黑眼睛跨劇團《維妮 Winnie the Boob》 / 下一個編舞計畫 II -楊乃琁《小小小事》

/ 北美館星光夜 TFAM 畫像劇《WE DO ROC！！重新開始》 / 阮劇團見花開劇

展《讀劇會》 

 

 

其他設計作品： 

 

2012 

阮劇團草草戲劇節四年展《草草 wonderland》展場設計 

 

2014 

短片《時光之絆》電影美術 

短片《離開彼一天》電影美術 

阮劇團見花開劇展展場設計 



燈光設計  周雅文 

 

 

 

學歷： 

台北藝術大學 劇場設計系研究所燈光設計

組  

台灣藝術大學 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畢業 

 

 

 

 

 

近年劇場經歷： 

2014 臺北藝術節《目連拯救母親大地》燈光設計 

     臺北兒童藝術節《希望之翼》技術總監 

 

2013~2014 臺北海鷗劇團《伊底帕斯》燈光設計 

 

2012~2013 身聲劇團 藝術在巷口《希望之翼》技術總監 

 淡水藝術節《摘星星的人》燈光設計 

 十五週年《惡女之花》燈光設計 

 

2013 三十沙龍駐點創作計畫 王怡湘《The Stranger》燈光設計 

2012 蕭紫涵 獨舞展《復刻版—流浪記》燈光設計 

2012~2013 年頑石劇團《千塘之歌》燈光設計 

                   《燃燒的女人》燈光設計      

2012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表演節目《不可兒戲》燈光助理 

2012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表演節目姚一葦經典鉅作《孫飛虎搶親》燈光助理 

 

其他： 

2011 參加 PQ 台灣區工作人員 

2013 參加 World Stage Design 2013 Volunteer 

2010~2012 中壢藝術館約聘人員 

2012~2013 東森新聞台燈光師 

 



服裝設計  朱珉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畢業，主修服裝設計。 

 

 

 

 

 

 

近年劇場經歷： 

 

2014 刺點創作工坊《幕後傳奇苦魯人生》服裝設計 

2014 阮劇團《偏鄉演出計畫:小地方》服裝設計 

2014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鼠城魔笛手》服裝設計 

2014 焦點舞團《雙分子 Double Half：Misplace》服裝

設計 

2014《詩的表演：林國源 X 波特萊爾之夜》服裝設計 

2013 臺北海鷗劇場《伊底帕斯》服裝設計 

2013《杯弓蛇影》九歌兒童劇團，排演助理 

2013《木蘭》朱宗慶打擊樂團，服裝執行助理 

2013《大紅帽與小野狼》服裝管理 

2013 舞者之家第二屆舞蹈發表會，服裝設計 

 

 

 

 

 

 



音樂設計  張靖英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 碩士班作曲組畢業 

專業作曲人/Cicada 樂團擔任小提琴手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音樂製作 

 

 

作品集 

年份 合作單位 名稱 類型 

 

2014 

飛柔 《20 30 40 》 微電影 

JVC 《JVC》 廣告配樂 

統一 

茶裏王《漫漫-靜岡》(製作中) 

廣告配樂 《科學麵》 

遊酷 《DS》 遊戲配樂 

相聲瓦舍 《金庸》 編曲 

阮劇團 《小地方》 音樂設計 

鐵支路邊創作體 《鄭氏王朝二部曲-田川 》 編曲 

2013 

統一 

茶裏王《漫漫》音樂會(台北、高雄) 作曲 

茶裏王《漫漫》弦樂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1fSwrX9

-iE 

MV 

茶裏王《漫漫-青心烏龍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wX8Jm

9_iC4 
左岸咖啡館《浪漫巴黎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Y_Yoo

Ad2ms 
廣告配樂 

遊戲橘子_玩酷 
《星辰》ios 版 

遊戲配樂 
《星辰》資料片 

嘉莉音樂工作室 

《小時代》 

電視劇配樂及編曲 

《流氓蛋糕店》 

《結婚好嗎》 

《遇見幸福 300 天》 

《璀璨人生》 

臺北海鷗劇場 《伊底帕斯》 音樂設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1fSwrX9-i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1fSwrX9-i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wX8Jm9_iC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wX8Jm9_iC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Y_YooAd2m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Y_YooAd2ms


平面設計  陳思穎 

 

 

現為專職視覺設計與介面設計師， 

  

曾為大同公司, 瑋睿, 等企業進行

包裝與品牌設計。  

創作作品曾展於國立台中美術

館,  師大藝廊等。  

 

臺北海鷗劇場《伊底帕斯》，《英

雄叛國 Ing》平面設計。 

 

曾任秀山國小戲劇社指導教師、應用劇本實驗室研究助理。並曾為藝穗節演出的

《無以為繼》、《你個爛人》戲劇等演出進行平面與舞台設計。 

 

設計與插畫作品曾獲全國圖畫書佳作、入圍全國 NPO 攝影競賽等。 

 

 

 

 

 

 

 

 

 

 



 

助理  廖雪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劇本創作組 

  

2014.07~08 國立國光劇團「小劇場‧大夢

想Ⅱ」《賣鬼狂想》 導演助理 

2013.06~07 OD 表演工作室《 I-SPA 》 編

劇、演員 

2012.09 南風劇團第四屆讀行俠讀劇展  《打蚊子》 編劇 

2012.01~0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春季公演《春醒》 排演、舞監

助理 

  

 

 

 

 

 

 

 

 

 

 

 

 

 

 

 



演員介紹 

曹瑜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 

 

主修編劇。以演員為主業。 

兼職平面設計、手作設計、漫畫繪製。 

目前是個極為自由的自由工作者。 

 

 

 

 

 

 

近年劇場經歷： 

2014Comedy 六月《偶像末世錄》達康.come，演員 

2014 廣藝廳《正港ㄟ好笑》達康.come，演員 

2014E7play 達康 X OH 壯 達康.come，演員 

正港小劇展《正港ㄟ好笑》達康.come，演員 

2013《伊底帕斯》臺北海鷗劇場，演員 

2013《三十拉警報》達康 come/臺北藝穗節，演員 

2013《愛玩脫口秀》Comedy Club/達康 come，演員 

2013《盛夏漫才屋》達康 come，演員 

2012《魚蹦中學》魚蹦興業，演員/編劇 

2010《魚蹦興業新漫才搞笑之夜》魚蹦興業/臺北藝穗節，演員/編劇 



 黃郁晴 

學    歷：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畢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 

 

 

劇場 

2014 

台灣首創【爆米花輕鬆劇場】－果陀劇場《五斗米靠腰》／執行導演 

集體獨立製作《二樓的聲音》／演員 

同黨劇團第二屆【當代經典讀劇節】-《巴比羅大街》／導演、劇本翻譯 

黑眼睛跨劇團【胖節】-《心頭肉 Kind, Smart, Beautiful》／編導 

2013 

華山藝術生活節【創意小劇場】-黑眼睛跨劇團《活小孩》(加演版)／共同編導 

廣藝黑盒子藝術節-黑眼睛跨劇團《活小孩》(加演版)／共同編導 

同黨劇團【當代經典讀劇節】-《愛情評說》／導演、劇本翻譯 

黑眼睛跨劇團《活小孩 Alive and Kicking - A Real Children’s Play》／共同編導 

2012 

天主教聖母聖心會創會 150 週年系列活動閉幕典禮─光仁中學《阿毛與夜訪客 

    Amahl and the Night Visitors》+《搖滾福音 Godspell》／導演 

華山藝術生活節【創意小劇場】-外表坊時驗團《春眠 Sleep in Spring》(黑盒巡演 

    版)／導演 

北京國際青年戲劇節台北篇【黑白城市】-外表坊時驗團《春眠 Sleep in Spring》 

    (黑盒巡演版)／導演 

廣藝黑盒子藝術節-外表坊時驗團《春眠 Sleep in Spring》(黑盒巡演版)／導演 

第五屆女節【鑽石舞台】III -《妳變了於是我》／演員、共同創作 

北藝大戲劇學院 100-2 春季公演《一吻勾銷》／劇本翻譯暨戲劇顧問 

【外表坊時驗團】可能是最後一號作品：《春眠》(363 首演版)／導演 

2011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偶趣山海玩」駐村藝術家計畫@花蓮《一條日光大道》 

    ／創作協力、演員 

臺北藝術節 X 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洪。通。計。畫》／演員 

北藝大劇研所導演組與表演組聯合期末呈現《仲夏夜夢在台北》／演員 

北藝大戲劇學院 99-2 夏季公演《霧裏的女人》／畢製演員 



楊宣哲 

 

國立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  

 

表演經歷 

 

2014  嚎哮排演《即刻相親-逆襲的亡靈》飾 沙導 

   盜火劇團《買四送一》飾 叔叔 

   楊儒强 x 周芳聿《曼珠沙華》飾 孫海添 

   刺點創作工坊原創音樂劇《幕後傳奇-苦魯人生》飾 CREW 沙宣 

 

2013 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音樂劇《想飛-Ready to Fly》飾 阿金 

   網路廣告《白蘭氏五味子五味人生大歌舞》飾 舞者、五味子寶寶 

   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音樂劇《山海經傳》飾 炎帝 

   日本鈴木忠志劇團亞洲青年導演藝術節台灣團隊《茱蒂小姐》飾 冉恩 

 

2012 華山匯川藝術節 嚎哮排演《Dumb Cucumber》飾 副導 

   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夜遊神》飾 青年、痞子 

   口袋咖啡《L'Aide-mémoire-備忘錄》飾 楊放晟 

   路崎門《最後的作業》飾 田政良 

   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夜遊神-巡演版》飾 旅客、夢遊者 

   第五屆台北藝穗節《特洛伊的高檔生活》飾 搶匪/演員 

 

2011 再現劇團地下劇會《黑暗中的小 CC》飾 CREW 沙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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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客、村民 

   創劇團《都是陳雷惹的禍》飾 林博賢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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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 男人 

   愛樂劇工廠外劇坊聖誕音樂劇《York》飾 徐念鈞 

   第三屆台北藝穗節《最後的吸菸者》飾 沙宣 

 

 

 



朱家儀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畢業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表演組） 

 

 

 

 

表演經歷： 

 

2014劇場藝術研究所畢業製作《背叛》 

2013 夢蓮花戲劇坊／《吉星高照》 

2012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冬季公演／《明天會是好天氣嗎》 

2012 福智戲劇坊／《須達長者起精舍》 



尹仲敏 

 

台大地理系畢 

美國紐約大學教育劇場研究所碩士 

 

現為中正高中英語資優班表演藝術兼任教師 

故事劇樂部團員 

樂團 Coca Koala 中的工具人大叔 

 

 

近期表演作品： 

盜火劇團 x How to Eat Faust【電台屍令】 

Comedy Club【OZ 綠野仙蹤】 

背包客劇團【星期一的京奧之旅】 

萬華劇團【第 11 號星球】 

路崎門劇團【一、二、三，枕頭人】 

北藝大表藝所導演呈現【阿拉伯之夜】 

肯德基、聯邦銀行廣告等。 

 



王元宏 

 

 

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四年級，主修表演 

 

 

 

 

 

 

 

 

經歷： 

2014 如果兒童劇團《狼少年》，樂手 

2014OHHI 體會耳機的美好 90 秒短片第一名及佳作，演員 

2013 文化部藝術新秀補助計畫《馬》，演員 

2013 不帶一毛錢沿路打鼓賣藝完成走路環台灣 

2013 牧比創意製作鳥兒映像製作《LIVE 人生》，男配角 

2011 獨立製作《我要代替月亮懲罰你》，演員 

 

 

 

 

 

 

 

 

 

 

 

 

 

 

 

 



柯辰穎  

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主修 表演 

 

 

 

 

 

 

 

表演經歷 

2014    嘉義 阮劇團劇本農場讀劇演出     《這棵樹下禁止接吻》   飾 男子 

        莒光園地單元劇                  《百密瑜疏》           飾 姜瑜 

        國軍建軍九十周年音樂劇          《國與家》       

2013    河床劇團                        《只有秘密可以交換秘密》 

2012    嘉義 阮劇團校園巡迴兒童劇       《丁丁歷險記》         飾 丁丁 

台師大表藝所                    《夜遊神》             飾 那主 

北藝大戲劇學系畢製獨呈          《動物園的故事》       飾 老德 

台師大表藝所音樂劇畢業製作      《Misplace》           飾 韓書

宇 

2011    北藝大戲劇學系畢製獨呈          《只是/正是世界末日》  飾 路易 

再現劇團地下劇會                《黑暗中的小 CC》     飾 Crew 

台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音樂劇演出  《命運之輪》         飾 陳品安 

嘉義 阮劇團                    .《Proof─求證》         飾 Hal 

2010    公共電視台單元劇                《就愛談天》         飾 關自在 

 北藝大戲劇學系獨立呈現          《一個戀物癖者的獨白》    馬汀 

        北藝大戲劇學院開春公演 《手牽手，當屍首‧同意的重要》三 Q 黨員   

2009    嘉義 阮劇團                     《素描》             飾 黃自泯 

        北藝大戲劇學系畢製獨呈          《我的帶衰日記》 飾 黑道小弟 B 

2008    嘉義 阮劇團                     《月台上》               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