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台設計  王孟超
2014年國家文藝獎得主。創作社劇團核心團員、技術總監、舞台設計。美南加州大學舞台燈光設計碩士(MFA)，現任台北藝術中心籌備主
任、台灣劇場技術協會監事。

舞台設計名家，作品常見於國內各劇團、舞團和大型活動並曾多次獲獎。2009台北聽障奧運開閉幕式舞台設計總監，多年來曾為創作社、
雲門舞集、國光劇團、表坊、新象、金枝演社等擔任舞台設計。作品包括2014兩廳院年度製作《孽子》；創作社《西夏旅館‧蝴蝶書》
《檔案K》《拉提琴》《少年金釵男孟母》《嬉戲》《夜夜夜麻三部曲》《記憶相簿》《幾米「地下鐵」》；表演工作坊《寶島一村》；
國光劇團《艷后和她的小丑們》；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遊園驚夢》；雲門舞集《流浪者之歌》《水月》等。

燈光設計  黃祖延
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業。燈光設計及劇場技術工作者，現為動見体技術總監，並為多部表演藝術作品擔任燈光設計創作職務。

歷任為臺北國際舞蹈季、臺北藝術節、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臺北詩歌節系列演出、歌劇《八月雪》、古名伸舞團《狂想年代》、故宮戶

外藝術節及《故宮再啟》開幕典禮擔任技術總監及舞台監督等技術統籌工作。

燈光設計作品有：舞蹈空間舞團《風云》《再現東風》《視界2020》；創作社《檔案K》《倒數計時》；當代傳奇劇場《契訶夫傳奇》
《暴風雨》、《樓蘭女》；多媒體演奏會《譚盾與臥虎藏龍》；韓國現代舞節跨國藝術家聯演WAHYU；古名伸舞團《記憶拼圖》；動見
体《離家不遠》《戰 首部曲》《戰 二部曲》《守著星子的人－伽利略的一生》《達爾文之後》；音樂時代劇場《少年台灣》《渭水春風》；
台灣豫劇團《美人尖》。

音樂設計  林桂如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作曲學士，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作曲博士。現為動見体劇團核心藝術家，輔仁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交通

大學兼任助理教授。音樂創作型態多元，熱衷於鋼琴即興演奏，2010年底發行首張專輯「林桂如音樂即興現場實錄─古典音噪」，2013年
主持策劃動見体劇團《凱吉一歲》入圍第12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入選五作品。
近期參與劇場及舞蹈之音樂創作包括：動見体劇團《凱吉一歲》《離家不遠》《強力斷電》《屋簷下》《阿拉伯之夜》《戰》二部曲；國

光劇團《霸王別姬-尋找失落的午後》；1/2Q劇團《風月》《亂紅》；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哈奈馬仙之hamletb.》；舞蹈空間舞團《十
號線》；董怡芬編舞作品─2011新人新視野《我沒有說》；2013年臺北藝術節《我不在這》等。

服裝設計  李育昇
1983年生於洋裁家族，耳濡目染下習得家學技藝，2003年開始參與劇場相關視覺與美術服裝設計。
曾獲邀參展11th Prague Quadrennial 2007「第十一屆布拉格劇場藝術四年展」代表台灣國家館服裝設計；2008年獲「第四十三屆電視金鐘
獎最佳美術設計」。

近期代表作品：2004李清照私人劇團《曹七巧》；2008李清照私人劇團《劉三妹》；2010國立台灣豫劇團海玲/50三部曲《花嫁巫娘》、
EX-亞洲劇團《假戲真做》（以上雙入圍2010台新藝術獎年度十大表演藝術類）；2011外表坊實驗團定目劇《王世緯獨角戲─鬼扯》；
2012國立台灣豫劇團《量‧度》、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謝盈萱獨角戲─羞昂APP》；2013動見体《台北詩人》《離家不遠》、台南
人劇團《RE/TURN》《安平小鎮》、EX-亞洲劇團《赤鬼》；2014台南人劇團《哈姆雷》、EX-亞洲劇團《齊格飛》、1/2Q實驗崑劇團
《風月》、廣藝劇場《天天想你》、果陀劇場《五斗米靠腰》、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九面芙烈達》。

動作指導  董怡芬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創作研究所碩士，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藝術學士。現任動見体核心創作者，臺北藝術大學、臺灣藝術大學、臺灣戲

曲學院兼任講師及安娜琪舞蹈劇場教師。跨界合作經驗豐富，獨立編創作品應世界各地藝術節邀請，赴倫敦、法國、西班牙、美國、

希臘、韓國、香港、菲律賓、印度、新加坡等地演出多次。2010《艾蜜莉．狄金森－為每一個忘我的時刻》獲世安美學獎；2011《我沒有
說》獲新人新視野舞蹈類優選作品，隔年隨即受邀赴西班牙慕爾西Parrga藝術中心，2013年5月於西班牙帕爾瑪舞蹈節演出。2013年8月受
邀參與London Arts Cross 2013於倫敦The Place劇場發表新作Sound of numbers，並於12月臺北藝術大學年度展演發表Sound of numbers台
北版本。2013年9月受邀於臺北藝術節發表新作《我不在這》，並於2014年赴上海國際藝術節演出。

王詩淳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主修表演。

近期劇場表演經歷：動見体《台北詩人》《屋簷下》；音樂時代《隔壁親家》《渭水春風》；莎士比亞

的妹妹們的劇團《Michael Jackson─Back to 80’s》《SMAP x SMAP—In Love with 90’s》；屏風表演班

《京戲啟示錄─典藏版》；O劇團《再見茉莉花》；沙丁龐客劇團《帽似真愛》；如果兒童劇團《捕夢

的小孩》……等。

劇場導演經歷：O劇團《三房一廳》；2012 V-Day in Taipei《陰道獨白》（雙導演）；音樂時代《隔壁

親家》南海版執行導演；天作之合音樂劇MRT系列之《好久不見》

王靖惇
臺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畢業，現為全職劇場創作者，專長編導演，亦參與影視演出。其創作題材關注當代

社會人文樣貌，混合寫實及意象導演手法，形塑出自我風格。

編導作品：動見体劇團《台北詩人》《屋簷下》《漢字寓言：絕》，飛人集社《魚》等，其餘編劇及改

編作品有飛人集社《房間》、同黨劇團《馬克白》及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芭蕾舞劇《灰姑娘》。

劇場演出作品：動見体劇團《離家不遠》《與榮格密談》《強力斷電》《戰》《戰二部曲》；創作社劇

團《西夏旅館‧蝴蝶書》；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膚色的時光》(香港版)《Smap x Smap》；驫舞劇

場《繼承者》；董怡芬舞作《我不在這》《我沒有說》；耀演劇團《Daylight》（2012版）等。

影視作品：電影《巨獸》、大愛電視台《春風伴我行》《美好歲月》、魏如萱MV《局部的人》等。並

持續發表劇場表演及導演作品，是新世代創作者中頗受矚目的編導之一。

朱安如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表演組畢業。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畢業。現職主要為演員，兼

任飛碟聯播網DJ。

近期劇場表演作品：2010-2014《拇指小英雄》（臺北兒童藝術節與義大利拉斐爾藝術合作社合作）；

創作社《西夏旅館‧蝴蝶書》；2013兩廳院新點子劇展再現劇團《一代粉絲：JAPAN　大雄與誓言之

日》；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SMAP X SMAP》；高雄市交響樂團《小小阿瑪迪斯》袋鼠抱抱嬰兒

音樂會；飛人集社劇團《長大的那一天》巡迴演出；臺北藝術節《快樂孤獨秀》；再現劇團《地下劇會 

Bushiban》〈聽說女性主義很好學〉等；1911劇團《小七爆炸事件》一二聯演。

影像表演作品包括：《無家的孩子》、《熱線1999》。

吳昆達
國立臺灣藝術學院戲劇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表演組畢業。

劇場作品：動見体劇團《野良犬之家》《台北詩人》《離家不遠》；狂想劇場《賊變》《逆旅》；1911

劇團《大魔術師》；黑眼睛跨劇團《換屋計畫》。

影像作品：赤兔電影工作室《熱線1999》；稻田電影工作室《刺蝟男孩》；三立偶像劇《回到愛以前》；

蘇匯宇視覺藝術《稍待片刻》。

邱安忱
自1990年參與蘭陵劇坊為期一年的學員訓練後，開始走入劇場。美國紐約Actors Studio Drama School表演

創作藝術碩士班畢業；文化大學戲劇系、國劇系講師；商業電影《艷光四射歌舞團》、《微光閃亮第一個

清晨》、《痞子遇到愛》表演指導；電視作品包含《偵探物語》、《情義月光》、《三朵花純理髮》、

《那天媽媽來看我》。目前為同黨劇團團長。

合作過團體包含歡喜扮戲團、鞋子兒童劇團、臨界點、前進下一波、無獨有偶、施工忠昊、差事、動見

体、三缺一、飛人集社、金枝演社、河床、水面上水面下、羊喚劇場工作室、演摩莎、創作社及兩廳院

旗艦製作《茶花女》等。

施宣卉
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表演組。現任世新大學廣電系講師；

國防醫學大學、建國中學及聖心女中表演藝術老師。

近期劇場演出作品：2013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SMAPXSMAP》、新點子劇展《本能》；2012動見体

《離家不遠》、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請聽我說─青春殘酷版》、仁信合作社《醉後我要嫁給誰》、

solo《ah, satan》、1911劇團《小七爆炸事件一、二聯演》、《2012 MDMA莎樂美》；2011莎士比亞的

妹妹們的劇團《國樂情人夢》、台南人劇團《K24》、創劇團《都是陳雷惹的禍》、台大藝術季《總圖核

爆現場》；2010人力飛行劇團《在棉花田的孤寂》、大鳥是一種貂劇團《屎蛋》、半格製作《說說》；

2009創作社《掰啦女孩》、人力飛行劇團《浮世情話》等。

高華麗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穿梭於劇場、人聲樂團、臺北人咖啡。

近期劇場表演經歷：2013沙發客原創Acapella音樂劇《早餐好了吧》、同黨劇團《馬克白》、動見体劇

團《台北詩人》、人力飛行劇團《china》；2012 動見体劇團《離家不遠》、曙光劇團《小情歌劇/第二

回》、ex-亞洲劇團《猴塞雷》、兩廳院國際藝術節無獨有偶工作室《降靈會》；2011 動見体劇團《屋

簷下》、曙光劇團中文流行音樂劇《小‧情歌劇》、兩廳院旗艦製作鈴木忠志《茶花女》；2010兩廳院

聖誕音樂會《Anything Goes》百老匯音樂劇、音樂時代《渭水春風》音樂劇、耀演《Daylight》中文音樂

劇 、飛人集社《魚》、曙光劇團外百老匯音樂劇《The last �ve years》、台南人劇團《美女與野獸》。

高俊耀
窮劇場Approaching Theatre團長。小劇場編導，表演者。馬來西亞人，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

近年活躍於台灣小劇場台前幕後，創作與教學並進。作品多探掘人在現代社會的異化，敘事語言簡練而

精準，風格凌厲。

近年編導作品：窮劇場創團製作【七種靜默】系列演出《饕餮》；澳門足跡製作《大世界娛樂場》（澳門

藝術節及關渡藝術節受邀演出）；禾劇場製作《懶惰》（廣藝基金會委託創作、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類

第二季提名、牯嶺街小劇場觀眾票選「年度節目」入圍），《死亡紀事》（牯嶺街小劇場觀眾票選「年

度節目」、澳門城市藝穗受邀演出、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類第二季提名、上海及馬來西亞巡演），《忿

怒》（台北藝穗節「明日之星」大獎、澳門城市藝穗受邀演出、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類第三季提名、牯

嶺街小劇場觀眾票選「年度節目」入圍、華山藝術生活節受邀演出）等。

齊子涵
現就讀於臺大戲研所，畢業於台大中文系、戲劇系雙主修。

近期劇場演出作品：2012 動見体劇團《與榮格密談》、仁信合作社《枕頭人》；2011屏風表演班 《京

戲啟示錄 傳承版》、台南人劇團誠品春季舞台《Re/turn》；2010讀演劇人《香格里拉》、一直社《終

局》、 臺大戲劇系第九屆畢業製作《獵男俱樂部》、臺大學期製作《關鍵時光》。

劉亭妤
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臨床心理學研究所。

劇場演出作品：動見体《戰 首部曲》（2009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戰 首部曲》與《戰 二部曲》（

2011聯合演出）、《戰》（2013北京南鑼鼓巷戲劇節）、《1：0》（2010文建會數位表演藝術節、2011

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2012韓國釜山國際表演藝術節、2013運動劇場國際版經典再現、2013高雄衛武營玩

劇節）；人文社科劇場《與榮格密談》（2012台大杜鵑花節）；誠品聲音劇場《阿拉伯之夜》（2010）。

劉冠廷
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

近期劇場表演作品：2013超親密小戲節《一一》；動見体《1：0》《離家不遠》《戰 首部曲》及《戰 

二部曲》（聯合演出）；外表坊時驗團新點子劇展《無可奉告—13.0.0.0.0》；1911劇團《特斯拉科學之

夢》《小七爆炸事件》。

影像演出作品：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傾琴記》；第四屆金馬電影學院作品《小聚離》；電影《真愛100

天》、《命運化妝師》，以及多部微電影與MV男主角。

劉嘉騏
擅長肢體表演，長期於「動見体劇團」的運動劇場《戰》系列擔任重要角色，亦勇於挑戰各種形式的表

演，現正嘗試個人編創，曾參與下列演出：動見体劇團《野良犬之家》《離家不遠》《戰》《1：0》

（曾於法國亞維儂、中國北京、香港、台北、新竹、高雄演出）、EX亞洲劇團《華格納革命指環：

齊格飛》《兩廳院新點子劇展：沒日沒夜》、非常林奕華《恨嫁家族》（香港首演，並將於2015于

中國北京、上海等各地巡迴），以及與曉劇場、紙風車劇團、後生演藝坊等各類型劇團合作。

鄭尹真
鄭尹真，台灣高雄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所畢業。曾任《破週報》記者。2007年，加入江之翠

劇場，習梨園科步及南管音樂，隨團巡演中國大陸、菲律賓及法國巴黎巴士底歌劇院等地。2008年起，

與高俊耀合作，將研究所個人獨奏會《忿怒》改編為雙人戲，於台灣、澳門兩地公演，備受肯定，繼而合

作《饕餮》等作，並於2014年成立的「窮劇場」，作為全新展望。近年也曾演出動見体《野良犬之家》；

澳門足跡《大世界娛樂場》；身體氣象館《殘酷日誌》《安蒂岡妮》；再拒劇團《諸神黃昏》；演摩莎劇

團《給摩莎：神掉了張悠遊卡》；河床劇團・江之翠劇場《摘花》等製作。

彭若萱 代排演員
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2014年客家委員會築夢計劃獲獎人，至英國皇家戲劇學院(RADA)進修

莎士比亞表演，並參與丹麥歐丁劇場戲劇節。

近年參與作品：《Two Noble Kinsmen》（飾Jailor’s Daughter, 於Jerwood Vanbrugh Theater,倫敦演出）、讀

演劇人《玫瑰色的國》（第十三屆台新藝術獎第二季提名）、鳥組人演劇團《戀愛物語》、後生演藝坊

《秘密傷口》及參與客家電視台《狗兒子》演出。

導演  符宏征
馬來西亞華裔台灣中生代劇場導演，2006年創立動見体並任藝術總監。於九十年代就讀臺灣大學中文系期間，投身人子劇團，師事陳偉誠
與黃承晃，接受果陀夫斯基表演系統訓練，奠基身體行動的劇場美學觀。後就讀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研究所導演組，師事賴聲川，曾任

外表坊時驗團駐團導演。符宏征的作品以詩意的身體景觀、多焦點的拼貼敘事、凝煉極簡的舞台語言、多層次的空間意象等，構築充滿戲

劇張力的超現實視覺風格。創作題材揉合當代歷史、神話、文化與社會題材，並擅長以劇場召喚演者及觀者的內在精神樣態，展現對人類

生命的深刻凝視，成為其特有的劇場美學。

符宏征曾以劇場導演作品《嬉戲》獲第三屆台新藝術獎年度最佳表演藝術獎、《三氯乙烷釋放體》入圍第五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十大表

演藝術節目，亦曾以《行者漂泊—鄭和的後代》獲〈新加坡海峽時報〉「生活！戲劇獎」年度最佳演出，並受邀於亞維儂、北京、青
島、上海、香港、新加坡、韓國、台灣兩廳院等國內外藝術節巡演。除劇場演出，亦經常受邀與許多著名劇團與藝術家跨界合作，從

事音樂、舞蹈、戲曲跨領域的導演統合與視覺調度。

近期編導作品：動見体《野良犬之家》、《1：0》、《離家不遠》、《強力斷電》、《戰 首部曲》、《戰 二部曲》；2014中國文化大學
藝術學院院展《靈戲─米蒂亞們》；全球天文年科學劇場《守著星子的人－伽利略的一生》；新加坡實踐劇場《暴雨將至－傻姑娘與怪老

樹》；音樂時代劇場《少年台灣》、《渭水春風》；創作社劇團《嬉戲》。

指導單位─

主辦單位─

贊助單位─

宣傳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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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指導：

製作團隊
‧導演｜符宏征　‧編劇｜由導演及全體13位演員集體創作
‧演員｜王詩淳　王靖惇　朱安如　吳昆達　邱安忱　施宣卉　高丞賢　高俊耀　齊子涵　劉亭妤　劉冠廷　劉嘉騏　鄭尹真

‧舞台設計｜王孟超 ‧燈光設計｜黃祖延 ‧音樂設計｜林桂如 ‧服裝設計｜李育昇 ‧動作指導｜董怡芬
‧舞台監督｜簡如郁‧舞台技術指導｜陳慶洋‧舞台技術執行｜王祖苓  李致翰　鄭資翰‧燈光技術指導｜吳育綺‧燈光技術執行｜群動藝術有限公司
‧音響技術指導｜陳彥軒‧音響技術執行｜群動藝術有限公司‧化妝執行｜Teddy Cheng‧髮型執行｜丞妃整體形象設計造型師　謝明真　賴麗卉

‧製作經理｜張乃惠‧執行製作｜潘思廷‧行銷宣傳｜蔡采臻　藍浩之‧劇照攝影｜林永杰‧平面設計｜Wei-Chung Tung‧影像導演｜陳冠宇
‧影像協力｜劉世文‧代排演員│彭若萱‧排練助理｜孫自怡　譚鈺樵‧實習排練助理｜李星儀　黃懿瑄　蕭涵方

動見体劇團 M.O.V.E. Theatre
動見体劇團由藝術總監及導演符宏征成立於2006年，以「動作、觀照、實驗」作為身體性劇場美學的創作基地，以實踐總體劇場為其藝術視野。
透過創作的分享，交換、擴大並轉化觀演者之間共同的凝視。作品以詩意的舞台語言風格探索並揭示當代人的精神情境，創作題材涵蓋文學、
神話、歷史、社會等範疇，並與各類當代藝術家進行跨領域實驗創作。創團迄今，動見体已推出二十餘部劇場作品，並數次獲邀國際交流展演，
展現亮眼的創作活力與藝術成績。

負 責 人：黃承晃

文化顧問：余安邦

藝術總監：符宏征

技術總監：黃祖延

核心藝術家：葉蔭龍   林桂如   董怡芬   王靖惇   林人中

劇團經理：張乃惠

行政專員：潘思廷

感謝
Bravo913　IC之音　News98　TAAZE　UDN TV　讀冊生活　人間福報　中央廣播電台　中視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中國時報　文化快遞　天作之合劇場　
水源劇場　自由時報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台灣大學藝文中心　台北愛樂電台　全民大劇團 　永安藝文館-表演36房　佳音電台　沙丁龐客劇團  
旺報　表演藝術聯盟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飛人集社劇團　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　創作社　黑眼睛跨劇團　綠光劇團　廣藝基金會　醒報  
聯合報　優軒工程行　藝文費斯簿

尹乃菁　朱芷瑩　江昭倫　李彥祥　李慧娜　李永萍　汪宜儒　何定照　阮慶岳　周欣穎　林小鳳　林采韻　林品君　林舒庭　咖啡貓　洪誌隆  
孫嘉蓉　高劭宜　袁常捷　涂鴻恩　張瑋珊　梁菲倚　郭力昕　郭士臻　梁紅玉　陳威廷　陳歆寧　陳煢珊（小米）　馮蔚衡　黃惠玲　楊美英  
楊明怡　葉俞君　趙夏嫻　劉竹晴　劉金涵　劉懷壬　蔡雅庭　盧婷婷　賴廷恆　蕭朝升　謝俊慧　譚浩文

02-2301-1314

movetheatre@gmail.com

台北市中華路二段497號（圓場O Space）

官方網站＿www.theatre-move.com

Facebook＿搜尋 動見体 M.O.V.E. Theatre

劇團
編制

改變與熟悉並存且增長，
若這一切皆由西風來告
知，我們的袖口定是爽快
地搖曳，髮絲定是溫柔地
飄動。
─王詩淳

對於家的牽絆，曾認為媽
媽的肉燥是一條不會斷的
線索。
如今，這道菜少吃到了。
我害怕若有一天我再也想
不起那份味道，那麼是否
對家的記憶，也會跟著模
糊了？
─王靖惇

在離家/成家的人生路上，
我們各自走了兩年；這次
回家，真的感覺大家都有
些不同。
這感覺，說不出地令人期
待。
─朱安如

再度趕赴這場家庭聚會，
那些點點滴滴，都在漫台
沙土中，重新溫習生命的
人情世故。
─吳昆達

兩年前排練《離家不遠》期
間，媽媽癌症開始惡化，現
在重新排練這齣戲，總覺
得媽媽還在世上......
─邱安忱

生氣或無助總是有的。卻依
舊掛起不見得討喜的微笑，
流入不死的和諧小調。
─施宣卉

兩年了，痛恨沙跟愛家的心
情依舊不變。
─高華麗

以為是明日，卻來到了昨
天。
─高俊耀

2012的世界好溫柔，可以
在戲裡盡情哭喊也不怕受
傷；2014的世界好現實，
每一場哭泣都是對2012的
自己道別。
─齊子涵

兩年了，時間過得好快，
很高興能再跟大家一起當
家人，雖然我們家真的是
齁∼
─劉冠廷

家，反映著現實與夢想的
落差，是人心底的黑洞，
怎樣填都無法饜足，最折
磨人的是，老祖先用「回
家」這個詞提醒我們，家
一直都在那等著，就像樹
的根、水的源頭，渺小卻
偉大的存在著。
─劉嘉騏

《離家不遠》這張家族照
底片，以眾人生命層層疊
影曝曬形成。兩年後，我
們再進暗房，等待暗色中
彼此浮現。
─鄭尹真

看著這個家的來來去去、
感受這個家的律動起伏；
有幸能以各個角色姿態游
走其中，我會看著你們，
持續一起，呼吸。
─彭若萱

從旁觀到捲入這場家庭風
暴，令人喘不過氣又備感
興奮的一場旅程。
─劉亭妤

么子 奕強（高俊耀飾）

長子 華麗（高華麗飾）

長女 紫彤（齊子涵飾）

男友 書凱（劉嘉騏飾）

長女 亡者 長子 奕仁（邱安忱飾） 妻子 倩如（鄭尹真飾）

獨女 若凡（朱安如飾）長女 雅純（王詩淳飾）

長男 靖達（吳昆達飾）

次男 靖恆（王靖惇飾）

么女 雅亭（劉亭妤飾）

孩子 （劉冠廷飾）

女友 以恩（施宣卉飾）

家族關係圖場次表
序　場／我回來了

第一場／告別之後

第二場／夜黑與明亮之間

第三場／牽引如夢I

第四場／記得是悲傷難捱 /

　　　　有說有笑的下午

第五場／獨白

第六場／對話

第七場／牽引如夢II

第八場／告別

回去？

好遙遠但不全然陌生的道路

依循一些記憶裡的線索，踩著回去⋯⋯

自己出現在平行的時光裡

關於自己，每一個人輪流訴說著自己的人生際遇，但並不客觀，也因此，我反而聽到很多令人動容的故事。然後對照著那些沒有說出的故事⋯⋯

我像個流亡者流動，從遙遠的切入口迂迴繞道進入了他們的故事，然後，作為第一個觀眾，我被喚醒了。醒的時候，我卻出現在他們的時光裡⋯⋯

我繼續傾聽。有時候，我像一個被忽略的休止符，醞釀著下一段旋律的能量；有時候，我好像扮演一個持著攝影機做記錄的人，保持距離以掩飾自己難過的心情。

於是，沒想到，我聽到的更多了，更具體，也更繁雜了。

經過這一次重演重排，我選擇更多的寫實與寫意的交織方式，將他們的形象、他們的情感、那些正面的、負面的能量來呈現。

如同夢境般

在音樂的流動與的乾凅的沙土之中

話語與話語之間，如同一串旋律與一串旋律之間

那些在話語之間的停頓、休止符，我將他們放慢，透過呼吸⋯⋯

於是，雖然在夢境中，現實的生活被凸顯了⋯⋯

我們瞭解彼此了，我們伸出手輕輕拍一拍他、擁抱他

因為瞭解，你選擇離開；因為瞭解，你也許可以包容一切。

一個
被
忽
略
的
休
止
符

導
演
的
話

演員
私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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