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職人員名單
導演｜馬汀尼。 劇本發展｜丁名慶、魏雋展。 編劇｜許正平。 導演助理｜徐堰鈴、賀湘儀、魏雋展。 演員｜王元宏、江寶琳、李玉嵐、何冠儀、杜逸帆、徐堰鈴、陳天愛、陳家逵、賀湘儀、張智、張雅筑、張文易、黃志勇、黃士勛、曾憲莫、詹馥瑄、劉唐成、魏雋展。（依姓氏筆畫排序）   聲音演出｜金士傑。 

燈光設計｜陳智康。 舞台設計｜黃彦文。 造型設計｜鮑可瑜。 音樂設計｜黃思農。 妝髮設計｜張義宗。 平面設計｜張閔涵。 台語指導｜陳竹昇。 動作指導｜余彦芳。 舞蹈編排協力｜張文易、張雅筑、曾憲莫。 探戈編排｜林如萍、馬洛書。

戲偶設計製作/操偶動作指導｜CATCH PUPPET工作室 王中振。 歌仔戲編曲｜陳歆翰。 歌仔戲文本改寫｜楊汗如。 歌仔戲身段指導｜黃宇臻。 歌仔戲樂師｜邱文益（殼子、廣弦）、吳文心（月琴）、陳育偉（司鼓、鑼）、陳歆翰（洞簫）。 音樂設計助理｜黃緣文。 排練助理｜鄭鈺儒、羅德弘。 

製作人｜陳汗青。 執行製作｜吳可雲、虞淮。 
舞台監督｜張以沁。 舞台技術指導｜羅婉瑜。 燈光技術指導｜張君如。 音響技術指導｜陳韋錡。 妝髮造型｜林馨、金惠妮、邱佩宜、吳孫寧。 服裝管理｜張義宗。 小道具執行｜董育廷。 技術執行｜李懿沛、林翰生、林宥洋、林哲弘、郭甯、黃玥璇、黃柔、溫承翰、鄒雅荃、鄧湘庭、顏行揚。 
劇照攝影｜林政億。 宣傳照攝影｜鄭雅文。 宣傳影像｜杜逸帆、鄭雅文。 演出影像紀錄｜文國平、陳冠宇、楊哲奇。 

特別感謝
台南人劇團、四把椅子劇團、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創作社劇團、舞蹈空間舞團、瘋戲樂工作室、躍演、再拒劇團、A.Salon、馬翊淳、王偉、王天宏、王永宏、何勇憲、陳雅柔、張迪皓、林芸丞、尚安璿、吳朝佳、陳鐸夫、黃昶智、鄧振威、賀敢成、鄭慕岑、魏駿、楊澤、邱子佳、傅裕惠、陳世杰、

吳邦駿、竺定誼、黃郁晴、楊瑩瑩、陳彥鈞、藍濃道具屋、和碩表演藝術社、華碩藝術體驗社、小日子雜誌、週刊編輯、表演藝術PAR雜誌、廣藝基金會、台新藝術基金會、台北愛樂廣播電台、漢聲電台。 
田野調査 ＿＿ 方盈臻、天主教白冷外方傳教會、臺東縣私立公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侯昌元、好的窩、彭玉瑞、烏尼囊多元文化工作坊、內本鹿pasnanavan的Dahu大哥、Johnson、魏沁如、廖瞇與老斌、Jimmy與Kelly、洪鈦琛、Monkey與東河慢活民宿、台東衝浪店的念祖、王繼三、

宿木羊橋的大漢與Ivy、韋立琦、鸞山部落的Dahu大哥、國聲廣播電台、景發紡織廠、彰化女中校史館、榮洲紡織廠、織襪產業發展協會（今煌織襪廠／KEROPPA）、和美日新布莊服飾、基督教長老教會和美教會、永祥國術館醒獅團、時代影印。

《哈姆雷特》 戲中戲 歌仔戲唱詞

編曲｜陳歆翰  詞｜許正平、楊汗如

伶王：（白）王后，朕這身體越來越歹，

　　　恐驚無偌久著要和你來say goodbye，

　　　留你一人佇這繁華世界，

　　　孤單寂寞彼就害，

　　　哪是擱拄著有情的緣頭仔桑，

　　　聽我的，不妨你就——

伶后：（白）皇上~你毋通黑白講，

　　　毌通按呢咒誓你家己！

伶后：（白）失德的女性才會一馬掛雙鞍。

　　　甘講皇上看我是彼款人？

伶王：唉！

　　　（唱）月有盈虧人有悲歡，樹倒猴散轉瞬間；

　　　世態炎涼我袂怨嘆，妳隨心而行免為難。

　　　（白）你看：彼大人物只要若倒台，

　　　下跤手人隨走鬮；（ㄗㄠㄎㄠ脫離關係）

　　　榮影（閒閒）若戴雞毛筅，（ㄑ一ㄥˋ 雞毛撢-清朝官員頂戴上的羽毛）

　　　冤仇人嘛連鞭走來扶卵芭；（ㄆㄛˊㄌㄢˇㄆㄚ）

　　　所以啊，若有一日，咱的情愛來變卦，

　　　也就不足為奇了。王后妳做妳去嫁，免掛意。

伶后：哪真正有彼一日，皇上，著予我——

　　　（唱）食飽換枵睏無眠，

　　　歡喜了後隨傷心。

　　　（白）偌我——

　　　（唱）做著寡婦擱嫁尫，

　　　來世輪迴做豬狗。

伶王：（白）愛妃，妳情深意重通人知，

　　　毋免咒誓朕了解。

　　　啊——淡薄仔忝，來罔睏一咧，

　　　妳會當落去。

伶后：（白）你著好好啊睏，我踮邊仔斟酌看，

　　　細膩莫予歹物仔倚過來。

伶后：（對伶臣）噓——較細聲咧。

伶后：伊睏去啊，交予你啊。

伶臣：我——

　　　（唱）心狠手辣黑漉肚，

　　　人情義理是半項無。

　　　搶伊愛妻嘎權勢，

　　　傷毒的毒藥予吞落。

　　　（白）這馬，四界無人，取伊的性命時機拄好，

　　　神不知，鬼不覺，

　　　就親像事實沈入海，

　　　真相如何永遠是一個謎猜——

《皆大歡喜》 插曲 

原著｜莎士比亞  改寫｜許正平  作曲｜魏雋展  編曲｜黃思農

在綠色的樹蔭下，

我們一起躺著吧？

心情還不錯的話，

就和小鳥和聲啊。

噢，來吧，來吧，來來來！

你眼睛看到的，

不就是你心裡想的嗎？

唯一要擔心的，

就是風啊雨啊要來啦！

〈我很快樂，但是我選擇憂鬱，因為愛你〉
詞曲｜黃士勛

是伊教火燭按那閃爍

伊是天頂的珍珠在烏暗中放光明

所有的姑娘 只有伊尚標緻

伊是一陣烏秋當中跳舞的白鷺鷥

　

等最後一曲 結束時

我欲用我的手探伊的心意

過去的相思乎人親像青瞑

今晚我才知影什麼是愛情

演出地點＿＿雲門劇場

燈光設計｜陳智康 
資深劇場工作者，長期專職國內各類劇場演出技術執行，設計。並參與製作大型節慶活動之硬體設計監造。近年旅居

中國大陸，服務兩岸劇場相關演出製作及技術統籌。現任職台灣文化產業發展協會理事，北京大智光合文化發展有限

公司總經理。

舞台設計｜黃彥文 
二哥拿著杯子說：「酒杯拿起，就不要放下。」但在台東的卡拉OK店裡，人就懂得把手放下了，還放在特大隻的菲律

賓小姐腿上。好險晚上陪睡不是她，是牠們，班班點點一人二狗十條腿。隔日續戰太麻里山猴王，賣蘭花花的，蘭花

花很～漂亮。連喝三天加打架，尼尼看不慣二哥一把年紀還搞這事，捲煙拎包準備閃人。二哥就著月光擋住車門：

「二哥想讓尼尼開心，晚些天再走。」退休的外省將軍就這樣流下淚來。不懂，但記憶很深。

造型設計｜鮑可瑜 
一個敗家主婦，是三隻貓的媽，有張騙人的娃娃臉，心裡住著老靈魂，迷戀復古，喜歡具有歷史性的老房子、老物

件、古著等，旅遊也愛往老區老城處探險。不知何時開始，看戲時老注意演員的穿搭，或是觀察美術陳設，從事過電

視節目廣告業務、時尚品牌行銷公關，婚後在家相夫教貓，偶爾玩票在市集擺攤販售自己的品味。

認識馬汀尼老師多年，沒想到她竟然敢用我這個毫無經驗的人，並且第一次就做18位演員、三段故事，橫跨三個年代

的戲，很辛苦，好挑戰，收獲更多，一直聽說幹劇場這行，唯一就是熱情！真的，被劇團內的這群人感動，我都熱血

了起來。謝謝馬老師及三缺一劇團對於我的信任，我相信這次的旅程，會將我的人生帶往更美好的方向去。

音樂設計｜黃思農 
黃思農是劇場、當代藝術、聲響與音樂的跨域創作者。20歲時創立再拒劇團，並擔任團長至今。近年發表多齣「聲音

劇場」及「漫遊者劇場」，圍繞「聽覺」發展各種新的藝術表現語彙，改變觀者對時間與日常的感知。2018於墨西哥

城發表「後殖民食物與記憶」計畫，並擔任香港前進進劇團20週年演出編劇。

協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主辦單位｜

本團獲國藝會107年度演藝團隊分級獎助專案贊助

贊助單位｜

 

王元宏
「減肥真的好難，跟表演一樣難」

江寶琳
三缺一劇團團員，出生於八零年代某一年的冬天，基隆

人。演出作品：動見体劇團《病號》；烏犬劇場《二路埋

伏》；三缺一劇團《LAB參號─不知為何物》、《土地計

劃─蚵仔夜行軍》、《獨 ·姝─像我這樣的查某人》。

李玉嵐
自由接案者。身份多重，有演員、教師、製作人與策展

人。演出作品遊歷亞洲、北美與歐洲各地，在基隆推動第

一個由藝文團體策畫的「海港山城藝術季」，與學生一

起找尋議題與戲劇結合的創作，最喜歡的角色是當個幸

福人妻。

何冠儀
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102級。高雄大樹人，少女心大嬸

情。吃吃喝喝唱唱跳跳、開開心心輕輕鬆鬆。看戲愉快、

要常來看。

杜逸帆
常年在三缺一劇團參與事業創作計劃。從2017年移居南

部生活，一邊做自己的創作一邊拿著攝影機為五斗米折

腰。這次又回到三缺一的懷抱，有一種既熟悉又緊張的

感覺。劇場經歷從2005到現在為止已經十多年，算是戲

劇的業餘愛好者。

徐堰鈴
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專任技助理教授，莎妹駐團導

演之一。近年舞台劇表演作品《如夢之夢》、《寶島一

村》、《少年金釵男孟母》《女僕》等；導演作品《去火星

之前》、《離開與重返》、《踏青去》、《讓風朗誦》等。

劇本曾出版。想演電影。

陳天愛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現就讀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

藝術創作研究所。近期作品：北藝大2018年春季公演

《伊菲琴尼 亞在 奧利 斯》、北 藝大 2 0 17年 秋季 公演

《凡尼亞舅舅》、北藝大2016年碩班導演組期末呈現

《Closer》。

陳家逵
倫敦中央聖馬丁影像表演與北藝大劇研所碩士。演員/表

演指導/課廳演創空間創辦人。重要演出包含電影:《引爆

點》、《銷售奇姬》；電視:《落日》、《與愛同行》、《台

北歌手》（入圍2018金鐘獎與 Asian Academy Creative 
Awards最佳男配獎）；劇場:《台北筆記》、《理查三世》、

《平常心》、《三人行不行》、《ANYTHING GOES》、《隔

壁親家》、《當岳母刺字時 媳婦是不贊成的》。

賀湘儀
三缺一劇團團長/導演/演員，並與友人在台中共同經營

一間友善環境空間（粉絲頁請搜尋「Home Work / 家務

室」），也靠表演教學維生。相信藝術是心靈的救贖，相

信美感落實於生活之中便會更懂得珍惜。相信善良是很

重要的。

張智
畢業於玄奘大學影劇藝術系，現為自由劇場工作者。表

演經歷：2015《歸來吧 iminami na pazay 》、《L'étranger
在彼岸》；2016《即時製造》、《有一天，小明...》。

張雅筑
屏東東港人，唱臺語歌長大、愛跳舞的女孩。畢業於臺藝

大戲劇系，現為A劇團團員、表演藝術工作者（音樂劇、

舞臺劇演員，阿卡貝拉歌手，編劇，舞蹈設計，表演藝術

教師……等）。另長期與愛樂劇工廠、陳家聲工作室、廣

藝基金會⋯⋯等團隊合作。

張文易
北藝大劇創所主修表演、獲人才躍昇計畫至法國陽光劇

團實習。演員作品：集體獨立製作《陽明山上有山羊？》、

紐約大學電影碩士作品《斑馬魚》、新加波南洋理工大

學數位電影系作品《一瞬間》、日劇團《 小孩 》藝穗佳作

獎；導演作品：王識安Solo《演員的日常》、藝穗喜劇獎

《 看!我的左臉比較光滑YO 》。

黃志勇
在臺過得很平凡的馬來西亞表演藝術工作者，中國文化

大學戲劇學系畢業。為三缺一劇團創作核心成員參與作

品有「大宅門·月光光」與「蚵仔夜行軍」。長期接觸現代

物件、光影、偶戲劇場，專研法國戲劇大師賈克樂寇『詩

意的身體』表演技巧，實踐於肢體喜劇、小丑表演、面具

表演。現職為台灣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的小丑醫生演

員。近期參與作品有2018年演摩莎劇團-追尋島嶼的記憶

《 鏡 花 轉 》演 員、2 0 1 7 年 魔 梯 形 體 劇 場 -《 小 人

Parents》演員、2016年身體氣象館《關於生之重力的間

奏式》演員。

黃士勛
學生時期讀電影與戲劇，現為音樂與表演藝術工作者。

劇場表演作品：讀演劇人「打烊小戲節《路底的綠絲

線》」《白話》、故事工廠 「鬼點子劇展《你必須醒來》」

《交響小精靈》、仁信合作社《枕頭人》。影像表演作

品：閃靈樂團MV《暮沈武德殿（民謠版）》《薰空（民謠

版）》《烏牛欄大護法》。

曾憲莫
從2011年開始參與各類舞台劇與影視演出，也經營個人

youtube頻道，分享自己與身為演員的大小事物。曾出演

大愛電視台多部戲劇，並參與電影《冰原歷險記》配音工

作，今年度參與電影－麻辣鮮師電影版《王牌教師麻辣

出擊》演出。

詹馥瑄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畢業，現為自由表演工作者。近年演

出作品有阮劇團×流山兒祥《馬克白》、阮劇團《水中之

屋》、《城市戀歌進行曲》、狄奧多羅斯．特爾左布勒斯

《酒神女信徒》、江之翠劇場《行過洛津》、複象公場舞

蹈文本計畫《渴求》舞者。

劉唐成
英國 Rose Bruford College of Theatre & Performance 
集體劇場創作碩士（MA Ensemble Theatre ）；北藝大劇

場藝術創作所碩士（表演組）。自由劇場創作者；現任三

缺一劇團團員、元智大學應外系兼任講師；合作劇團包

括：EX-亞洲劇團、狂想劇場、黑眼睛跨劇團、讀演劇人

劇團、Phi表演工作室等。

「如果邀請莎士比亞來台灣一遊，我想讓他看什麼？」

演員簡介

設計簡介

那是一個再大的風雨將至，我們都不曾感到害怕的年代。
而這是一個再微小的哀傷，我們都無法真心流淚的時代。

退休教授的話
　　三年前一個秋天的夜晚，「三缺一」排完LAB II，幾個人站在松菸園區

外抽煙，雋展冷不防地問了一句「老師有興趣幫劇團導戲嗎」，那時最後一

位親人（二哥）過世未滿百日，我其實處於過於沈重的哀痛中幾乎沒有社

交能力；望著他真摯的眼神，那句話像停在空中尚未化開的煙圈，「好呀！

可以考慮」就這麼回應了。沒想到那句口頭承諾，那個夜晚，便是「2018邀

莎翁遊台灣」這整個行動的序曲。

　　「退 休 戲 劇 教 授 和 戲 班 子」好 幾 個 朋 友 說「這 劇名⋯ ⋯ 很 沒 票 房

誒」。是呀，真是不懂現實考量，不過，退休戲劇教授確實標注了一點，這

「入世的身軀」由少而青而壯而老的歷程（明白喜劇的輕盈原是人生來到

壯年後的一種心情），以及與之相應的「出世的回眸」。 回望自己的青春。

在別人的記憶中一同回望他的「三十而難立」。還有我們一同佇立的此刻。

大抵為這戲打了個結構圖，也就是四年級生的青春派對，七年級生的難於

頂天立地，與此時此刻我們的共有，分別鑲上七〇，九〇年代和現今的台

灣時空（風土人情）。但要把我們活過的台灣與莎翁的戲劇世界互為表裡，

要讓十八名演員（各類文青）在其間穿梭，在角色／檢場間來來去去，終非

易事。這終究是一場與時間賽跑，與經典文本／現代語彙肉搏的戰役。兩

年前的一個冬天與楊澤一同到淡水雲門劇場（那是八里排練場燒成灰燼

後第一次來）造訪林懷民，那天下午一起坐在觀眾席，望著空蕩的舞台，舞

台後方的窗望去的高爾夫球場綠地，老林幽幽問了一句「什麼時候到這導

戲？」今天的演出也是對那問話的回應。

馬汀尼  導演

生於1959年，曾任教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劇場導演《雅克和他的主

人》，《三個乖張的女人所撰寫的匪夷所思的女性論文》，《好久不見》（紀蔚

然編劇），莎劇《亨利四世》《仲夏夜夢》《威尼斯商人》《冬天的故事》；劇場

表演，蘭陵劇坊《荷珠新配》《貓的天堂》《公雞公寓》《演員實驗教室》《冷

板凳》《明天我們空中再見》，《凡人》《早餐》《尋找關漢卿的三個女人》，

《誰在吹口琴》《祝你幸福》，《重新開始》，《花月正春風》等。中譯契訶夫

劇作五部。

編劇的話
給未來之島的備忘錄

　　在人生的非常時期接到馬老師的邀約，加入《退》劇的編劇行列，受寵若

驚，欣然應允。但其實惶恐，自己柔弱抒情的風格，和馬老師和莎翁的大開大

闔，真行得通？而如今回想，竟能笑將這一趟看成一次充滿療癒效果的創作之

旅。從一路聽故事的地方田調，那些充滿創作者回憶的舊時場所，到每週一次

天母咖啡館聊莎翁，或其實是藉著莎劇回看自己的人生來時路。編劇多年，有

時不免驚覺自己情懷漸失，質疑自己是否真還有什麼話想對這個世界訴說？好

像在製造生產線上的產品，技術合格，時間到了就上架，但最後我也只能隔著

便利商店的熒亮玻璃與燈光看著它。《退》不太一樣，雖云改編，但馬老師更

看重原著和改寫者自身生命的關聯，就像這齣戲的副標—邀莎翁遊台灣

—在環島的列車上，一面看著窗外的風景，一面和莎翁／馬老師說著自己羞

赧、憾恨或釋懷的各色心事。或也因此，馬老師才能接受我將《羅密歐與茱麗

葉》的重心，偏移至羅密歐的摯友「莫哭修」身上吧。

　　改編莎翁，如果只取情節梗概而不存其語言精彩，自然無法盡現莎劇華

彩，一個晚上要說完三齣經典，更可能捉襟見肘。於是，我賦予了三個時代的

三個故事一些後設的框架，一九七〇年代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是一部事件多

年後寫就的小說，九〇後半的《哈姆雷特》成了一齣因故中斷排練的戲，此時

此刻的《皆大歡喜》則是一個必須身歷其境始能完成的錄音計畫，各種藉靠著

藝術形式被記錄下來的個人情感，試圖演出這個島嶼過去在歷史與政治語言

之外的更多複雜感受，也指向願望安頓的未來—我們終將消逝，但還有人會

活下去。這是我藉著莎翁送給觀眾的情書，也是給自己的備忘錄。我將會記

得，寫

《皆大歡喜》開頭台東國好野人們玩大風吹場景的夜晚，我在家中客廳佈置了

幾張椅子，一個人在其間跑來跑去模擬一群人嗨玩時的眾「生」喧嘩，寫劇本

是這樣，這樣孤獨，也這樣同時和大家在一起。謝謝導演馬老師，也謝謝三缺

一，謝謝這個有唱有舞有偶有歌仔有情有愛的午與夜。

許正平 編劇

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著有《煙火旅館》、《少女之夜》、《盛夏光年》等作

品。劇場編劇作品包括：《愛情生活》、《阿章師的拉哩歐》、《家的妄想》、

《雙城紀失》、《城市戀歌進行曲》、《水中之屋》等。另外，亦有改編國外經

典之劇作，如《海鷗》、《安平小鎮》、《櫻桃園2047》。

戲班子導演的話
　　三缺一劇團一路走來，創作了很多作品，從動物身體出發的LAB系列，或

是土地計劃，還是無語言的偶戲—男孩。都是原創，以一年左右的時間討論

發想，經過田野調查，集體即興，共同編排出來。 

　　但我們從未做過經典劇本，年輕時，想做自己的戲，用自己的方式尋找劇

本跟形式，走了十幾年後，突然覺得，是時候了，想好好的來面對一下經典劇

本。於是就問了我的師父，馬汀尼。想邀她重出江湖，帶著我們導一個經典

劇本。

為什麼說是師父呢？  

老師是教過你的人，師父是影響你一輩子的人。

　　我跟劇團團長湘儀，都是半路出家闖入戲劇圈的，考入研究所後，有幸遇

見這樣一個對教學充滿熱情，將戲劇與人生緊密扣合的老師，一個學期的課

程，就足以撼動我們一輩子對戲劇的體認，因此，我私自在心中將她放在師父

的位置。

　　而這位師父也真不簡單，一導就導了三齣戲，演員一挑就是十八位，我喜

歡她這麼說—我們不是要單純去演莎劇，而是要去看見那些時空裡的人們，

如何剛好活得如莎劇筆下的人一般，因此我邀莎翁遊台灣，讓他看看我們這些

人們的樣子，來跟我們聊聊天吧。

魏雋展  演員/導演/編劇

半路出家的劇場人，兩歲孩子的爸，創作與現實中的走索人。

11月2日（五）20:00
11月3日（六）15:00* / 20:00*（錄影場）
11月4日（日）15:00

即將邁入六十歲生日的馬汀尼，與步入家庭生活的魏雋展，兩位台灣不同世代的導演，與莎翁在2018年交集，轉化成70年代至今，彰化、基隆與台東三個城市的集體記憶。

用莎劇的框架結合島國時空，透過多層次的敘述，意圖回首轟然消逝的來時路。

七〇年代甜蜜的彰化和美╳羅密歐與茱麗葉／九〇年代陰雨的基隆海港╳哈姆雷特／一八年遠離天龍國的台東╳皆大歡喜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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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教授 × 戲班子導演的人生雜談

馬汀尼 × 魏雋展

退休戲劇教授

和戲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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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邀莎翁遊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