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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蒞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欣賞節目，由衷感謝您的支持及參與。本中心所屬單位尚包
括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及國家交響樂團，我們期盼由這北中南串起的表演藝術平
臺，能以最專業的團隊及服務，滿足大家的期待，共享藝術的美好與感動！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Center -- National Theater & Concert Hall (NTCH). You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is highly appreciated. In addition to the NTCH, Taipei, our center also incorporates the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the National Kaohsiung Center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 jointly
dedicated to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connecting the whole of Taiwan.

大衛．包貝

盧克雷齊亞．波姬亞如同其他史上著名的悲劇女性角色，如美狄亞（Medea）、菲德拉（Phaedra）、菲洛

2009年1月他在冉維立埃劇院推出由胡南．謝諾編劇的作品《我們的孩子令我們害怕，當我們在路上與之錯

美拉（Philomela）等，都是神話般的怪物。她為了保全兒子的性命，終於承認自己是他的母親，道出他身為這

身時》，並請來他在布拉柴維爾認識的編舞家杜萊法列．畢迪弗諾一同合作。同年8月，他為吉雷．杜法奎量身

個怪物家族後裔的身世，然而最後他卻選擇殺了她。

創作了《吉雷》一劇，並由咧嘴而笑劇團的雜技演員，與飛鳥劇團的精神障礙演員一同於布松人民劇場進行演

這部劇本豐富深刻，充滿驚人的壯闊場景與絢麗的視覺效果：開場的狂歡；第一幕結尾這個妖婦當眾受到羞
辱的場面；盧克雷齊亞與丈夫的對峙；宮門外的波姬亞銘文「BORGIA」第一個字母被拆下，意在以「淫亂」

在擔任導演的同時，大衛．包貝亦身兼演員及舞者。2005年，他與帕斯卡．朗貝爾合作，參與裝飾藝術劇團
的演出，包括柯林國立劇院上演的《天堂》，以及於亞維儂藝術節演出的《過去之後》。他亦曾在史特拉斯堡國

木裝著遭波姬亞家族用計毒殺身亡的年輕人；抑或是傑納若與其母的雙重謀殺案。

家歌劇院的歌劇《潘》中擔任舞者；2008年時則擔任演員，於冉維立埃劇院演出《一生》。

導演的話

關於《烈愛．波姬亞》
自執導莎士比亞劇作迄今，我已於里昂舞蹈雙年展推出2010年的《哈姆雷特》及2012年的《羅密歐與茱麗
葉》，後來更有幸在莫斯科果戈里藝術中心執導改編自奧維德詩作的《變形記》。維克多．雨果卓越的劇作則是
我的下一個主題。這些名著各有千秋，卻都對文學歷史影響甚鉅。激情澎湃、扣人心弦、悲劇導向、洗滌心靈是
其共同點，並且它們都是徹底革新的作品。這些作品提出質疑並改變了各自所屬的時代，它們選擇了跨越當時一
成不變的嚴苛教條，勇敢向前邁進。
我喜歡以我自己的方法和步調投入這種密集式分層結構的文本，並加入我在同時期作品中採用的元素：包含
多重表演類型，混合戲劇、舞蹈、馬戲、影片、新科技、燈光效果，還有優秀的舞臺設計以及融合多元種族的演
員陣容。這些都是我的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要件，也唯有這些技巧高超且訓練有素的演員，才能夠完成高風險和高
要求的演出，讓這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得以更精彩的呈現在觀眾眼前。我試圖結合二十一世紀藝術家的知識與技巧
來呈現這些不朽的劇本，同時保有其絕佳的通俗性及親和力。這些不朽的名著原本就是為了普羅大眾而作：莎士
比亞是為大眾劇場創作；奧維德的詩句隨意塗寫在大城市的牆面上；雨果是出類拔萃的平民作家，他最成功的劇

士比亞經典劇作《哈姆雷特》。同年10月，他為莫斯科藝術劇院執導《精靈》一劇，該劇從此成為莫斯科藝術劇

景，也成了波姬亞家族那年夏季的家。能夠近距離欣賞這部卓越的戲劇作品，度過一個美麗的夏夜，著實令觀眾

院的定目劇之一。2011年他執導了國立馬戲藝術學院第23屆畢業製作的馬戲作品《最後時光》。

感到無比興奮。這部作品熱情激昂的表演方式，已將藝術推向全新的極限。這個演出不刻意突破場地限制，而是

2012年包貝與基里爾．賽勒布倫尼科夫於莫斯科共同執導改編自奧維德詩作的《變形記》。同年他還為里昂

讓參與者與場地融為一體，從中感受創作過程的微妙。那是一場狂歡、一場慶典、一場舞會，一個劇中角色輕巧

國際藝術創作實驗坊創作了《羅密歐與茱麗葉》一劇，並於里昂舞蹈雙年展上演，該劇也在巴黎夏祐宮國家劇院

地穿梭踏過威尼斯的水面，一切就從這裡展開。

演出。此外，大衛．包貝不只是夏祐宮國家劇院、杜埃國家劇院的協同藝術家，同時也曾參與佩堤可維暨聖埃尼

David

Bobée

大衛．包貝在2013年7月出任諾曼第國家戲劇中心的藝術總監，於2014年一月促成佩堤可維暨聖埃尼昂山國

在上舞台打造一個金屬舞臺結構，一種垂直式的網狀燈桿，矗立在舞台及水池地板中。劇院天花板上懸掛的網狀

家劇院與上諾曼第地區戲劇中心暨盧昂兩岸劇場的合作，為諾曼第國家戲劇中心整合了三個區域的表演場地：佩

燈桿對我一直有種莫名而強烈的吸引力，所以我們希望能在舞臺上呈現這些高科技的元素，做出一面能夠打亮水

堤可維的閃電劇場、聖埃尼昂山的馬克桑尼耶藝術中心以及盧昂的兩岸劇場。這也是諾曼第國家戲劇中心首次推

池地板的燈牆，讓肢體動作完全籠罩在燈光中，在舞臺上黑色的水面中形成倒影，壓下陰影或消除背光，又或者

動的跨區計劃。

用來令我們目眩神迷，一如真相有時會叫我們迷惑一般。這面燈牆的雄偉壯麗毫不亞於城堡宮門，更具現代之美
的全新劇場舞臺就此誕生。
演出之前，劇團先在劇場裡排練一個月，而後再進駐格里尼昂城堡排練一個月及演出。那年夏季，本劇在短
短兩個月中就演出近五十場。
總而言之，我的構想是請來知名的劇場演員，能夠駕馭及詮釋這些台詞，特別是戶外的現場演出，來呈現一
部扣人心弦的大眾作品，並融合舞者與雜技演員唯美的肢體表演，藉以體現我所推崇的戲劇理念：寬宏包容，並
打破其他表演類型和世上諸多語言、口音、文化、血源及習俗的藩離。
《烈愛．波姬亞》可說是「大眾」劇場，能夠觸及廣泛的觀眾群，上至極致嚴苛的劇評，下至初臨劇院的看
倌，各種觀眾都能對作品有所理解，同時透過龐大的陣容和壯麗的場面，讓所有的觀眾享受一夜精彩華麗的表
演。《烈愛．波姬亞》描繪了一個女人的故事，她獨力生存在一個男權至上的世界裡，有人視她為無情嗜血的妖
婦，也有人說她是殺不死的猛獸，唯有她的兒子能喚起她僅存的一絲人性。她一生弄權謀算，最終卻毀滅於親兒
之手。如今，宏偉的舞臺已搭起，只等您同來感受它的波瀾壯闊。

大衛．包貝生於1978年，於康城大學修讀電影及表演藝術，並於1999年推出首部作品《愛．毀滅》。而後
他又創作了多部不同的戲劇作品及造型裝置藝術作品，其中較著名的是在電子音樂祭中推出的作品：2001年創

色，以及她作惡一生所招致的後果，來呈現貴族社會喪倫敗德的一面，劇中同時也刻意保留她身為一個母親的事

作的《聖母悼歌》及裝置藝術作品「龍頭」。

留白部位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亞、她的丈夫、殺手和僕從，還有那群頹廢墮落的年輕人，甚至是她的兒子傑納若也在毫不知情之下，成了她重
c Arnaud Bertereau / Agence Mona
演出時間│2015年12月25~26日（星期五∼六）7:30PM

2015年12月27日（星期日）2:30PM
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
主辦單位│

原著│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
導演│大衛．包貝（David Bobée）

Approx. 150 minutes without intermission

這是一個史詩故事，劇情描述波姬亞家族的怪異行徑和越軌行為（當然其中有部分是雨果所杜撰），創作靈
感多半來自莎士比亞的劇本和極富戲劇性的古希臘悲劇體裁。

特別感謝│

主辦單位保有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驗坊推出《巴黎》，該劇改編自費得里克．謝里的第二部小說《梅洛》。2015年11月他則參與突尼西亞的迦太基
戲劇節，與該地藝術家合作，執導改編自柯爾德隆《人生如夢》的作品。

女主角

碧翠絲．黛兒

碧翠絲．黛兒年僅十四歲就離開家鄉利曼，前往巴黎發展。偶然之下，她在香榭麗舍大道結識了一位模特
兒，並受邀為《相片》雜誌的「蘿莉塔」系列拍照，她不僅因此登上雜誌封面，也引起知名經紀人多明尼克．貝
斯尼艾的注意，當時他正在為法國新浪潮導演尚．賈克．貝內克斯的電影代表作《巴黎野玫瑰》尋找一位素人女
演員，來與尚．雨果．安格拉德搭檔演出。片中個性衝動但心靈脆弱的貝蒂，由碧翠絲詮釋起來竟是出人意表的
自然，而她柔軟的雙唇迅速地被法國電影界譽為性感象徵。
在電影處女作爆紅之後，碧翠絲．黛兒又獲邀演出數部充分發揮外型優勢的電影，像是馬可．貝洛凱歐的
《女巫》、賈克．杜雷的《黑森林》等。與這些優秀導演的合作經驗，更令她得以推展極限，並激發出潛在的創

包貝於1999年創立了自己的劇團「咧嘴而笑」，全心投入研究戲劇的原創形式。他以舞台設計、劇本、音效
等各種舞臺元素，結合視覺及人體，在作品中融合了戲劇、舞蹈、馬戲、影像及燈光設計等。
在2003及2004年，大衛．包貝共同執導諾曼第國家戲劇中心舉辦的「社會想像實驗劇坊」，展演了表演、
裝置藝術及音樂會。之後，他進入諾曼第國家戲劇中心的戲劇學院，擔任埃里克．拉卡薩德的副導演；爾後更與
他共同創作契訶夫三部曲：《海鷗》、《三姊妹》、《伊凡諾夫》，以及《十四行詩》、《普拉東諾夫》、《海
達．蓋普勒》、《那些野蠻人》等作品。

1990年她與伊莎貝．雨蓓合作演出《女性的報復》一片。與該片導演賈克．杜瓦雍的合作，是她認為從影以
來獲得最多成長的一次經驗。
有時候她會散發一種動物般的野性之美。像是在吉姆．賈木許的《地球之夜》以及亞伯．費拉拉斯的《絕色
驚狂》當中的演出，或是2001年她與克萊兒．德尼合作的《難以入眠》以及《此恨綿綿無絕期》。
她也曾演出不少主流電影，諸如克勞德雷．路許於1992年推出的《美麗的故事》、依據娜汀．瓦喬爾的真實
事件所改編的《空中的女孩》等，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情撼十七章》甚至以她作為靈感來源。2004年她接受《解
放報》的採訪時提到：「我從不先讀劇本。在我決定接拍一部電影之前，我向來不知道同劇其他演員會是哪些
人；對我而言，導演是誰才是最重要的。能夠與擁有強烈風格的導演合作，才是我接戲時首要的考量。」
這也正是為何她會決定前往日本拍攝《廣島之戀》續篇（諏訪敦彥的實驗小品《廣島別變》）。儘管她有時
僅是扮演配角，但能夠與《惡狼年代》導演米夏埃爾．韓內克或《錯的多美麗》導演奧利維耶．阿薩亞斯等傑出

包貝依據胡南．謝諾的三部曲作品，分別創作了《人物》（2003）、《仙女》（2004），以及《食人族》

人士合作，對她而言已然值得。2007年她嚐試不同戲路，不僅與菲利浦．庫貝爾一同演出由費得里克．施恩多弗

（2007）。2005年他與阿諾．許航、荷拉．法圖米、埃里克．拉卡薩德以及路易克．圖西共同執導《關於彭特

所執導的驚悚電影《黑幫》，還演出了血腥至極的恐怖片《鮮胎活剝》。此外她也有不少喜劇作品，例如吉雷．

強烈的母愛，而渴望獲得救贖。劇中他卻不知道他一直恨之入骨的那號人物就是他的母親，甚至情不自禁的愛上

西勒亞》。《大衛的內在外在》和《小弟》則是他在2007年的作品。2008年，他為艾歷桑德．弗雷與費得里

布朗查德的《金頭》、克萊兒．西蒙的《上帝的辦公室》，以及帕特里克．西亞的《葡萄園》，她在該片中飾演

自己的母親。

克．阿塞努這兩位傑出的雜技演員打造出當代馬戲作品《溫暖》。

一名抑鬱不得志的數學家。

這是關於一個母親的故事。她原是一個貪婪無情的怪物，迎面卻不識自己的親兒，然她終究難敵自己對孩子

指定住宿│
演出長度│全長約150分鐘，無中場休息

下毒手時的無辜受害者，從而由十足的英雄變成一個兇殘的怪物。全劇儼然是迷人的怪物寫真展覽館。

這個震撼人心的故事將觸動廣泛的觀眾群，令所有人懾服於雨果經典名著的無邊魅力。

製作單位│

大衛．包貝

法國國王玷污，弄臣欲殺之報復，女兒卻犧牲自己救了國王。《烈愛．波姬亞》則是藉由這個嗜血無情的女性角

雨果的劇本之所以卓越迷人，精湛的遣詞用字及所刻劃的殘酷角色，絕對是功不可沒。盧克雷齊亞．波姬

2015年3月包貝與來自哥倫比亞的演員一同推出最新創作《上帝的恩賜》；2015年6月在里昂國際藝術創作實

造力。

導演

快寫出《烈愛．波姬亞》一劇。《逸樂之王》描寫一名卑劣的駝子弄臣有個美麗善良的女兒，她慘遭荒淫無道的

實。

昂山國家劇院的「友誼計劃」。

都得有所變動。由於不想有一個仿造的舞臺佈景，他們並未試圖複製或重現格里尼昂城堡獨特細緻的建築，而是

作《烈愛．波姬亞》並非在上流高檔的法蘭西戲劇院演出，而是在勞工階級的聖馬丁之門劇院。
雨果在法蘭西戲劇院所推出的喜劇《逸樂之王》（Le Roi s'amuse）未受好評，並遭到禁演，一怒之下，他飛

2010年他在里昂國際藝術創作實驗坊執導了個人首部以文本為基礎的定目劇：改編自帕斯卡．柯朗翻譯的莎

臺設計而廣受推崇，當時露天舞臺就直接設在莊嚴宏偉的十六世紀城堡前方，城堡頓時成為壯麗雄偉的舞臺背

創作團隊也考量到這部作品會在其他較傳統的劇院中演出，因此這些創新的舞臺設計與燈光、影音效果勢必
Chairman, 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出。

（ORGIA）一詞來嘲諷它的女主人；最後一幕中，一群年輕人飲酒歡宴、縱情淫樂的場面；以及結局中五口棺

2014年夏季《烈愛．波姬亞》一劇在格里尼昂城堡（Château de Grignan）舉行了首演，以其不可思議的舞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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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她的演出作品則有探討吉普賽社區議題的《吉米．里維埃》，以及描述一對同志情侶罪犯人生的《我

In March 2015, Bobée will create Dios Provera with artists from Colombia; in June 2015, at Les Subsistances

們的天堂》。接下來她與朱利安．莫瑞及亞歷山德．布斯堤羅合作，與芭蕾明星瑪麗．克勞德．皮塔卡拉一同演

in Lyon, he will create Paris after Frédéric Ciriez’ second novel Mélo. In November 2015, he will be attending the

出《夜遊詭境》。較近期知名作品則有與艾曼紐．琵雅攜手演出改編自薇吉妮．德彭特暢銷小說的《再見，吾

journées théâtrales in Carthage in Tunis to create a piece after Calderón’s La Vie est un Songe set on Tunisian artists.

愛》。

Leading Actress /Béatrice Dalle
Béatrice Dalle was only 14 years old when she left Le Mans, the city where she grew up, to go to Paris. 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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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表 List of Character
盧克雷齊亞．波姬亞 Lucrèce Borgia－Béatrice Dalle
傑納若 Gennaro－Pierre Cartonnet
唐．阿方索 Don Alphonse－Alain d’Haeyer
馬菲歐 Maffio－Pierre Bolo

she met on the Champs-Elysées invited her to pose for photo magazine, as part of a series on “Lolitas.” She was on the

歐羅菲諾 Oloferno－Marc Agbedjidji

Born in 1978, David Bobée first studied film and performing ar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en. In 1999 he presented

cover and was noticed by the prominent agent Dominique Besnehard, who was looking for an unknown actress to play

阿卡尼歐 Ascanio－Mickaël Houllebrecque

there his first piece, Je t’a(b)îme. He then composed several different works and plastic installations, notably in techno

opposite Jean-Hugues Anglade in 37°2 le matin, the iconic film by Jean- Jacques Beineix. Astonishingly natural in the

& “electro” festivals, creating in 2001 Stabat mater and the installation En tête.

role of the impulsive and mentally fragile Betty, the actress with the pillowy lips was soon named the new sex symbol

Director /David Bobée

Since 1999, when he created his company Rictus, David Bobée has focused on an original form of theatrical

of French cinema.

research. Working with available stage elements, he has created set designs, dramaturgical texts, sound designs and

After her explosive film debut, Béatrice Dalle was offered films which highlighted her natural physical attributes:

everything to do with image and the body. His creations incorporate theatre, dance, circus, video and lighting design …

La Sorcière by Marco Bellocchio, Les Bois Noirs by Jacques Deray; working with strong directors brought out her

In 2003 and 2004, David Bobée co-directed the sessions of the Laboratory of Social Imagination at the CDN of
Normandy, presenting performances, installations and concerts. He then attended the Theatre School of the CDN of
Normandy, working with Éric Lacascade as assistant director and then as artistic collaborator on his Chekhov trilogy
(The seagull, Three sisters and Ivanov), and on Les sonnets, Platonov, Hedda Gabler and Les Barbares.
In 2003 Bobée created Res persona, in 2004, Fées, and in 2007 Cannibales, a trilogy based on texts by Ronan
Chéneau. He was a co-director in 2005 on the collective project Pour Penthésilée, with Arnaud Churin, Héla Fattoumi,
Éric Lacascade and Loïc Touzé. Dedans Dehors David and Petit Frère, performance works, were created in 2007. And
in 2008, he created Warm, a contemporary circus work for the acrobats Alexandre Fray and Frédéric Arsenault.

intenseness and innate creativity.
She worked with Isabelle Huppert in 1990, in La Vengeance d'une femme, the harsh huis clos by Jacques Doillon –
the filmmaker with whom she says she made the most progress.
She also worked with Jim Jarmusch in Night on Earth, Abel Ferrara in The Blackout. The actress sometimes

傑波 Jeppo－Radouan Leflahi
阿波多羅 Apostolo－Harald Rosenstrøm
古貝塔 Gubetta－Jérôme Bidaux
魯斯迪耶羅 Rustighello－Marius Moguiba
奈戈羅妮 La Negroni－Catherine Dewitt

演出製作群名單 Credits
導演暨舞台設計 Direction and set design David Bobée

characterized as having an “animal” presence also worked with Claire Denis in J'ai pas sommeil and Trouble every day

導演助理暨戲劇顧問 Assistant to the director and dramaturgy Catherine Dewitt

in 2001.

作曲及演唱 Musical composition and voice Butch McKoy

She also acted in more mainstream films such as Lelouch’s La Belle histoire in 1992, La Fille de l'air, after a true

燈光 Lighting Stéphane Babi Aubert

story by Nadine Vaujour, but was primarily known as a muse for independent cinema: 17 fois Cécile Cassard, in 2002.

音樂 Music Jean-Noël Françoise

In January 2009, he presented the creation Nos enfants nous font peur quand on les croise dans la rue (Our

In 2004 she said to the newspaper Libération: “I never read scripts, I don’t know who the other actors will be before I

影像 Video José Gherrak

children scare us when we run into them in the street) at the CDN of Gennevilliers, with a text by Ronan Chéneau in

choose a film; the only thing important to me is the director, I want to work with strong personalities, it is my princip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horeographer Delavallet Bidiefono, whom he met in Brazzaville. In August of that same year,

criterion.”

he created for Gilles Defacque the piece Gilles at the Théâtre du Peuple de Bussang with the actors and acrobats of the
Rictus company and the mentally challenged actors of the company l’Oiseau-Mouche.

This is why she decided to go to Japan to shoot a revisiting of Hiroshima mon amour (the rather experimental
H Story by Nobuhiro Suwa), also playing some secondary roles, as long as she was working with filmmakers like

服裝 Costumes Augustin Rolland
舞監 Stage Management Thomas Turpin, Patrick Delacroix, Gilles Mogis
助理舞監 Associate Stage Managers Grégory Adoir, Véronique Hemberger, Papythio Matoudidi,

Julie Pareau, Fanny Perreau and Félix Perdreau (alternating)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creating, David Bobée worked as an actor and dancer with Pascal Rambert, participating

Michael Haneke (Le Temps du loup) or Olivier Assayas (Clean, 2004). In 2007 she also worked with Philippe Caubère

in Les Formes Sans Ornements (FSO), in Paradis created at the Théâtre de la Colline and in After Before at the

in Truands, a thriller directed by Frédéric Schoendoerffer, and in the particularly gory horror film À l'intérieur. She also

製作人 Production Philippe Chamaux

Avignon Festival in 2005. He danced in the opera Pan created at the Opéra National de Strasbourg and in 2008, he

acted in dramatic comedies such as Tête d'or (2007) by Gilles Blanchard, Les Bureaux de Dieu (2008) by Claire Simon

製作助理 Assisted by Julien Fradet, Mathieu Hillereau and Sarah Mazurelle

acted in Toute la vie at the Théâtre Gennevilliers.

and Domaine (2010) by Patric Chiha, in which she plays a depressed mathematician.

技術及行政 With the 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s of the CDN of Haute-Normandie

In 2010, he created at Les Subsistances in Lyon his first repertory text: Hamlet by William Shakespeare, a new

In 2011, she appeared in Jimmy Rivière, a film about the gypsy community, and in the extremely violent Notre

translation by Pascal Collin. In October of that same year he staged Fairies for the Mxat, a work which entered the

paradis, about the life of a criminal gay couple. She returned to work with the filmmakers Julien Maury and Alexandre

repertory of the Moscow Art Theatre. In 2011, he staged This is the end, a circus piece for the students of the 23rd

Bustillo on Livide, along with the ballet star Marie-Claude Pietragalla. She then signed on to the film adaptation of

graduating class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ircus Arts.

Virginie Despentes novel, Bye Bye Blondie, alongside Emmanuelle Béart.

In 2012 he co-staged Metamorphosis in Moscow with Kirill Serebrennikov, an adaptation of Ovid’s text. The
same year he created Roméo et Juliette at Les Subsistances in Lyon as part of the Lyon Dance Biennial, it was also

劇本出版 The script is published by Avant-scène
製作單位 Production Centre Dramatique National de Haute-Normandie (Petit-Quevilly/Rouen/Mont-Saint-Aignan),

Châteaux of the Drôme
共同製作 Coproduction Rictus, CNCDC de Châteauvallon, the Hippodrome/Scène nationale de Douai,

la MAC/Créteil, the Théâtre de Charleville-Mézières

performed at the Théâtre national de Chaillot in Paris. David Bobée is an Associated Artist at Chaillot, as well as at the
Hippodrome/Scène nationale de Douai, and is part of the compagnonnage program with the Scène nationale de Petit-

歡迎掃描 QR Code 線上填寫「觀眾意見調查表」

Quevilly/Mont-Saint-Aignan.

（紙本問卷請繳回服務台，或傳真至 02-3393-9730）

On July 9, 2013, David Bobée was named Director of the Centre Dramatique National de Haute-Normandie.
On January 1, 2014, there was a fusion of the Scène nationale de Petit-Quevilly/Mont-Saint-Aignan and the Centre

感謝您費心填寫！現場繳回紙本問卷或出示電子問卷，將可兌換「兩

Dramatique Régional de Haute-Normandie/Théâtre des deux rives in Rouen, giving the CDN de Haute-Normandie
three different performing venues: the Théâtre de la Foudre in Petit-Quevilly, the Centre Marc Sangnier in Mont-SaintAignan and the Théâtre des deux rives in Rouen. It is the first CDN with a transdisciplinary mission.

廳院精美小禮」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國際巡演贊助：京泰實業（集團）
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