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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花魁嫁到》主要演職人員簡介 
姓名 職稱 最高學歷 主要經歷 

張丹瑋 

執行

製作

、 

藝術

總監

國立台北 

藝術大學 

戲劇系， 

主修表演 

◎演出作品（大開劇團）：《金花囍事》、《問彩雲》、《去火星之前》、《男人幫之異想世界》、《母親的嫁衣》、《再說再

見》、《陪你唱首歌》、《酒店母老虎》、《呈現本》 

◎演出作品（其它劇團）：天作之合劇場《飲食男女》、創作社《檔案 K》、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約會》、綠光劇

團《結婚！結昏？辦桌》、果陀劇場《吻我吧娜娜》《看見太陽》《天使不夜城》《黑色喜劇白色幽默》大風音樂劇

場《睡美人》《梁祝》《荷珠新配》《辛巴達》…等演出 

◎導演作品：大開劇團《酒店母老虎》、《邱罔舍傳奇》；韻聲合唱團《春天來了》 

◎現任大開劇團藝術總監 

宋易勳 編導
東海大學 

資訊系 

◎編導作品(大開劇團)：《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不回來》、《大肚暇咪?!》、《抓狂公寓》、《男人幫一夜夜笙歌》、《男

人幫之百無禁忌》、《俠盜小丁仔》 

◎導演作品(大開劇團)：《趙盼兒》、《阿七與阿八》/《名偵探阿隍》執行導演。 

◎演出作品(大開劇團現代劇)：《再說‧再說 2》、《男人幫之異想世界》、《抓狂公寓》、《再說‧再見》、《男人幫一夜

夜笙歌》、《男人幫之百無禁忌》、《小野菊公寓》、《小野菊公寓二部曲~菊の戀》、《酒店母老虎》、《呈現本》、《求

婚記》。綠光劇團《第一屆國際讀劇節---紅蜘蛛》。大風音樂劇場《辛巴達》。 

◎演出作品(大開劇團兒童劇)：《2018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劇團魔幻歌舞劇~花虎奇緣》、《寂寞王子》、《快樂王子》、

大開兒童歌舞好久茶的秘密~《日月潭傳奇》、《邱罔舍》、《萊爾王》、《名偵探阿隍》、《日月傳說》 

◎現任大開劇團資深團員、編導。哇歐表演工作室負責人 

凱爾 

音樂

設計

、 

新北場

友情

客串

台北基督教

學院外文系 

◎音樂設計 

●大開劇團現代劇:《問彩雲》、《夏之夢田》、《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不回來》、《小野菊公寓》、《陪你唱首歌》《男

人幫之異想世界》、《再說．再見 2》 

●大開劇團兒童劇:《大士爺之戰鬥機甲神》、《2019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魔幻歌舞劇~花虎奇緣》 

《什麼童話！？》、好久茶秘密系列-《鴨母王》《俠盜小丁仔》《媽咪宇宙特攻隊》《名偵探阿隍》《邱罔舍》《阿七

與阿八》《日月潭傳奇》 

●如果兒童劇團《爺爺的旅行》；果陀劇場種子學苑之歌舞劇作品/《食物和我的七情六慾》《女兒國》《女人情事》；

哇哇劇場糖果節演出節目/《棉花糖公主與巧克力王子》；合作團體《兩支老虎》主題曲 

◎現任專業劇場編導、演員、音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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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達倫 
舞台

設計

美國耶魯 

大學戲劇 

學校設計系

藝術碩士 

◎舞台設計作品(近年重要作品)： 

●大開劇團:《去火星之前》、《夏之夢田》、《金花囍事》、《再說．再見 2》、《陪你唱首歌》、《男人幫之異想世界》

《酒店母老虎》、《好久茶的秘密系列-名偵探阿隍》、《大士爺之戰鬥機甲神》、《2019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魔

幻歌舞劇~花虎奇緣》 

●台南人劇團《Re/turn》、《海鷗》、《閹雞》、《利西翠妲》 

●果陀劇場:《搶錢的世界》、《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國立臺灣大學戲劇學系:《酒神》、《誰殺了少尉的貓？！》、《量．度》、《關鍵時光》、《木蘭少女》 

●如果兒童劇團:《姨婆的時光寶盒》、《銀河．魔豆．星花園》、《你不知道的白雪公主》 

●音樂時代劇場:《東區卡門》 

●人力飛行劇團:《台北爸爸．紐約媽媽》 

●綠光劇團: 《再見吧~北投》、《押解－菜鳥警察老扒手》、《文明的野蠻人》、《幸福大飯店》、《女人要愛不要懂》、

《再會吧北投》 

●雲門舞集二團:《斷章》；玫舞擊《紙境》；台北越界舞團《時光旅社》等。 

◎現任國立台灣大學戲劇系專任講師 

王怡雯 
舞蹈
設計

國立台北 

藝術大學 

戲劇系 

◎編舞經歷： 

●大開劇團：音樂劇《男人幫之異想世界》：大開兒童歌舞劇《好久茶秘密 8-媽咪宇宙特攻隊》、《大士爺之戰鬥機

甲神》、《2019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魔幻歌舞劇~花虎奇緣》 

●全民大劇團《瘋狂偶像劇》、台灣春風歌劇團《威尼斯雙胞案》《雪夜客棧殺人事件》，學學文創志業歌舞劇班，

北藝大畢業製作《芝加哥》/舞蹈設計。羅志祥《殘酷舞台》簽唱會、兩廳院《未來之眼》記者會/舞蹈編排、

演出。 

●《女 F4》首張 EP、丁小芹《御貓魔法術》新書發表會/舞蹈編排。 

●德國百靈夏日 3S 選美活動、Much  TV “樂透 101＂節目/專屬編舞老師、舞者。 

●2004 年國慶晚會、華視 2002 跨年演唱會「台灣金讚」/舞者。 

●清庭、統一企業、遠傳電信、高鐵、DELL、群光、GSK、保誠人壽、聯電、新聯陽、移動探索、奇摩 Yahoo、
台新銀行、新都里、IBM、玉山銀行、安泰人壽、台灣大哥大、中華汽車……等多家企業集團大型晚會/舞蹈編

排、教學、演出。 

●博士倫、GONAV、Stila、Kiehl’s、Lancome、Sharp、Diesel、SEWON、ESPN、@corner、Tiger City……等記者

會/戲劇或舞蹈編排、演出。 

◎2008 赴美進修舞蹈。現任 First Place , Jazzmen 擔任 Jazz Funk 與 Hip Hop 老師。 

◎現任專業劇場工作者 



3 

 

陳姿君 
服裝

設計

國立東華大

學課程設計

與潛能開發

學系多元文

化教育博士

班博士 

◎設計作品： 

●大開劇團《去火星之前》、莎士比亞妹妹們的劇團《離開與重返》、《痕》 

◎現任崑山科技大學時尚展演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專任助理教授 

方姿懿 演員

國立臺灣 

戲曲學院 

京劇學系 

◎近期演出作品 
 ●當代傳奇劇場《盪寇誌》（香港、上海、台灣）演員與導演助理 
●春河劇團《愛情哇沙米》、盜火劇團 x 平田織佐《台北筆記》 
●栢優座：《惡虎青年 Z》、《畢方之國》、《降妖者•齊天》、《獨角戲吉嶽切》、《栢優群伶》、《行 

   動代號•莫須有》 
●歐陽娜娜 MV《包佩：音樂會波蘭舞曲，作品 14》（京劇演員） 
●台北藝術大學導演呈現《兔兔特攻隊》飾瑪麗 
◎現任專業劇場工作者 

張閔淳 演員

國立台北 
藝術大學 
劇場藝術 
創作研究所 
表演組 

◎近期演出作品 
 ●故事工廠《一夜新娘》、山猪影像《毛神仔》操偶、演摩莎劇團《鏡花轉》、差事劇團《尋里山》 
 ●無獨有偶劇團水土保持戲劇《野溪之歌》、同黨劇團《你在我眼中的三張臉---桔子》 
 ●Animate 立體書劇場《小王子》、《愛麗斯夢遊仙境》 
 ●新人新視野《卡關》巡迴場   
 ●台北藝術大學舞蹈創作研究所期末呈現《遙遠之境》舞者、臺大戲劇系學期製作《謎鹿國王》 

◎現任專業劇場工作者 

張雅雯 演員
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 

◎表演作品 

 ●大開劇團開花結果劇展《跳》、《月的背面》 

 ●大開劇團新團訓呈現《楊平之死》 

 ●興大劇坊《萊拉》、《生日舞會》 

◎現任大開劇團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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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方方 演員

國立台北 

藝術大學 

劇場藝術 

創作研究所 

表演組 

◎近期演出作品 
 ●草草戲劇節移動的主舞台《草猴仔》編創/演員 
 ●國際劇場藝術節《葉瑪》、臺北藝穗節高詠婕製作《戀戀紅塵》、臺北藝穗節劇合物《Fuck you 去你的人情味》、 
  曼丁身體劇場《新秩序藍色星期一》、三十舞蹈劇場相遇舞蹈節《野餐》、她的實驗室空間集《奠》 
 ●北藝大戲劇學院夏季公演《神作》、類型戲劇讀劇節心理驚悚篇《一步之遙》/黑色幽默篇《奠》、左撇 
   子工場《我與牠比鄰而居》、《Siro Heroes 泰源事件》、法國藝術家 Fhom 朗讀演出《雙聲樂/閱章》 
 ●國際劇場藝術節《酒神的女信徒》、趙欣怡ⅹ林方方即興創作《無聊》、盜火劇團《海馬與象》、 
   同黨劇團《滔滔不絕》、同黨劇團第四屆當代經典讀劇節《Chimerica》、河床劇團《北藝中心汽車劇 
   場》、三十沙龍創作空間《獨白》 
◎現任專業劇場工作者 

吳今馨 演員

嶺東科大 

數位媒體 

設計系 

◎本團現代劇：《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不回來》、《夏之夢田》、《再說‧再說 2》；開花結果劇展《趙盼 

兒》大開團員呈現《楊平之死》、《家族故事》 

◎本團兒童歌舞劇：《2019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魔幻歌舞劇~花虎奇緣》；大開兒童歌舞劇-好久茶的祕密系列《阿

七與阿八》、《邱罔舍》、《名偵探阿隍》、《媽咪宇宙特攻隊》；《大士爺之怒戰機甲神》 

◎其它演出：天作之合劇場《飲食男女》 

◎現任大開劇團團員、服裝管理 

吳秉威 演員

中興大學 

農藝學系 

學士 

◎本團現代劇：《金花囍事》、《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不回來》、《夏之夢田》、《再說再見 2》、《男人幫之異想世界》、

《陪你唱首歌》、《再說再見》、《男人幫一夜夜笙歌》、《男人幫之百無禁忌》、《母親的嫁衣》、《呈現本》、歌舞劇

《酒店母老虎》、《小野菊公寓 2～菊の戀》 

◎本團兒童劇：《2019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魔幻歌舞劇~花虎奇緣》；大開兒童歌舞劇-好久茶的祕密系列《1~10 集》、

《什麼童話》 
◎其它演出：：大風音樂劇場《辛巴達》、藍天空劇團《魔法玻璃鞋》、台灣表演藝術家《移動的幸福》。 

◎現任大開劇團資深團員、戲劇講師、舞台設計，青年高中兼任戲劇老師 

林照明 演員

中山大學 
物理所 
碩士 

◎本團現代劇：《去火星之前》、《夏之夢田》、《男人幫之百無禁忌》；開花結果劇展系列-《JUMPING》、《音

效 Fun 了沒》、《月的背面》、《Reset》、《趙盼兒》、《妳好漫才》 

◎本團兒童劇：《2019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魔幻歌舞劇~花虎奇緣》；大開兒童歌舞劇-好久茶的祕密系 
  列《魔幻島的寶藏》、《名偵探阿隍》、《媽咪宇宙特攻隊》；《寂寞王子》 

◎現任大開劇團團員、大開活力表演學院班主任，20%實驗劇坊副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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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惠婷 演員

中興大學 

食品科學系 

學士 

◎本團現代劇：《金花囍事》、《夏之夢田》、《再說再見 2》、《抓狂公寓》、《男人幫一夜夜笙歌》、《夢與阿嬤的助聽器》、

《陪你唱首歌》、《再說再見》校園版、《小野菊公寓》、《呈現本》、《母親的嫁衣》、《酒店母老虎》、《閹雞》、《15T
孤鸞宅》。 

◎本團兒童劇：《2019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魔幻歌舞劇~花虎奇緣》；大開兒童歌舞劇-好久茶的祕密系列《月潭傳

奇》、《阿七與阿八》、《邱罔舍》、《名偵探阿隍》、《王小二過年》、《媽咪宇宙特攻隊》、《好久俠盜小丁仔》；《寂寞

王子》 

◎其它演出：藍天空劇團《魔法玻璃鞋》。台灣戲劇表演家《胭脂盒》、《生日快樂》、《漫漫黑夜》、《大山嶺的小站》；

小青蛙劇團《福氣歷險記》《奇異果宣導》《聖誕老公公進城》。 

◎現任大開劇團資深團員、服裝設計 

蕭立瑋 演員
東海大學 

資訊系 

◎本團現代劇：《金花囍事》、《問彩雲》、《夏之夢田》、《再說再見 2》、《男人幫之異想世界》、《抓狂公 
寓》、《男人幫之百無禁忌》、《母親的嫁衣》、《呈現本》、《求婚》 

◎本團兒童劇：《好久茶的秘密 10～鴨母王來了》、《好久茶的秘密 9～俠盜小丁仔》、《好久茶的秘密 8～媽咪宇宙

特攻隊》、《好久茶的秘密 7-魔王監獄的逃犯》、《好久茶的秘密 6-王小二過年》、《好久茶的秘密 5~名偵探阿隍》、

《好久茶的秘密 4~萊薾王》、《好久茶的秘密 3~邱罔舍》、《好久茶的秘密 2~阿七與阿八》、《好久茶的秘密 1~日
月潭傳奇》、《寂寞王子》、《2019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劇團魔幻歌舞劇~花虎奇緣》 

◎其它演出：：小青蛙劇團多齣作品演出 
◎現任大開劇團資深團員、戲劇講師、道具設計及管理 

陳俊宇 演員
東海大學 

音樂系 

◎表演作品： 
大開劇團開花結果劇展《趙盼兒》、《我的熟女時代》 
大開劇團好久茶的祕密系列《日月潭傳奇》 
大開魔法童樂會《花兒》 
2018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劇團魔幻歌舞劇~花虎奇緣》 
大開劇團新團訓呈現《三人行不行》 
東海大學現代詩劇場《（新編）末日前的神話》 
東海大學新生公演《12313 號房》  
東海大學三一八愛慾死現代詩劇場《雨季》、《末日前的神話》 
東海大學新生公演《不見》，擔任編舞及群眾演員(舞者) 7 
東海大學數位互動音樂劇場：貓，飾演 Rum Tum Tugger (搖滾貓) 
◎現任大開劇團團員、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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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以白 演員

臺南大學 

幼兒教育系 

學士 

◎本團演出作品(現代劇)：《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不回來》、《金花囍事》、大開環境音樂劇《夏之夢田》、《男人幫

之異想世界》、《開放配偶》、《抓狂公寓》、《男人幫之百無禁忌》 

◎大開兒童歌舞劇：好久茶的秘密系列《日月潭傳奇》、《阿七與阿八》、《邱罔舍》、《名偵探阿隍》、《俠盜小丁仔》、

《鴨母王》；《大士爺之怒戰機甲神》、《2018 臺中花博定目劇-大開劇團魔幻歌舞劇~花虎奇緣》 

◎演出作品（其它）：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遊園戲夢》 

◎現任大開劇團團員、戲劇講師 

張承賢 演員
逢甲大學 

統計系 

◎表演作品： 
大開劇團《男人幫 青春小鳥一去不回來》、《夏之夢田》 
大開劇團導演課呈現《慾望街車》 
大開劇團開花結果劇展《Reset》、《趙盼兒》、《妳好漫才》 
大開魔法童樂會《花兒》、《吱吱太郎》、《賣香屁》、《嫦娥奔月外傳》、《不只是白蛇傳》 
大開劇團好久茶的祕密系列《媽咪宇宙特攻隊》、《名偵探阿隍》、《邱罔舍》、《阿七與阿八》、《鴨母王來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宣導劇《偵探不用做筆記》、《變身大作戰》、《天兵高校生》、《ONE DAY》 
20%實驗劇坊《妳好漫才之紅衣老屁孩》、《三導香鬆二：阿勒阿勒依》、《妳好漫才之地方的媽媽需要漫才》 
大開劇團團訓呈現《貓脖子上的血》 
2015 台中眷村文化節《串門子》雙劇會 
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大士爺傳說劇 - 打貓鬼王》 
台中市政府勞工局求職陷阱宣導劇《六人行-求職放大鏡》 
康善基金會 X 哇歐工作室《便當超人之暗黑魔導士》、《便當超人之隱形殺手》、《小帥的故事》 
紅鼻默劇團《瘋狂指揮家》 
哇歐工作室 X 台灣國姓咖啡節暨國姓好咖農夫市集《好咖人生》 
六藝劇團《淘氣連環計》、《淘氣逃學記》等。 
大開劇團 20 週年紀念-劇場實境秀《我是演員》第一季 
大開劇團 20 週年紀念-《男人幫連鎖笑應》 
2018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后里馬場園區定目劇《花虎奇緣》 
◎現任大開劇團團員、紅鼻默劇團團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