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蜜莉安的詭計

4︱蜜莉安的詭計

environmental theatre work The Poetry of Gods which unifies the past and present, A Tribute to Modern Theatre Revisited in
which young creators show their talents, as well as curatorial projects Das Zauberhaus, Faaaaat Festival and In-yer-face Festival.
In the project Der Ring des Nibelungen: A Revolution Unarmed, Dark Eyes collaborated with local theatre groups and received
sponsorship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Arts Foundation under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Project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In
2015, Picnic on the Battlefield was invited by Asia Theatre Directors' Festival TOGA, Japan, which marked our first step on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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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age. Furthermore, up-and-coming creators whom we support for long, such as CHEN Ya-jou, LIAO Chin-wang,
CHEN Hsiao-chieh, HUANG Yu-ching, CHIEN Li-ying, LI Ming-chen, LIU Jung-chun, and YU Yen-fang, have become important
figures in performing arts in Taiwan.
Since 2010, Dark Eyes Performance Lab has been one of the sponsored performing arts groups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In
2014, we received the "art space" sponsorship of Taipei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and has since resided in 593 STUDIO with
other arts groups, forming a solid basis for our creativity. In the future, Dark Eyes Performance Lab will hold on to its principle to
make a creator-friendly environment, in hope to open a dark eye on Asia, a window 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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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fourb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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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
留白部位提供觀眾
打洞收藏之用

李建常、陸耀偉、蔡詩凡（依筆畫排序）

Myriam

歡迎掃描 QR Code 線上填寫「觀眾意見調查表」
（紙本問卷請繳回服務台，或傳真至 02-3393-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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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小

演出時間│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13:00、16:00
2016年10月30日（星期日）13:00、16:00

主辦單位│

禮」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演出地點│花博公園美術園區迎客坊

演出團體│

本演出涉及成人議題，演出部分將有不雅動作，請注意並斟酌入場
全長約100分鐘，無中場休息

Approx. 100 minutes without intermission

主辦單位保有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s is subject to change

1︱蜜莉安的詭計

2︱蜜莉安的詭計

演出簡介

Everything》開始與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合作。

3︱蜜莉安的詭計

程鈺婷（Kim）

受到陽光劇團到阿富汗帶領戲劇工作坊時，採用義大利即興喜劇的面具與情境誘導當地人呈現社會問題

現為集體獨立製作成員，近年合作團隊參與作品與有：烏犬劇場、狸狸狸劇團、飛人集社、風格涉、再

紐約 The New School For Drama 表演碩士，台北劇場實驗室團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

的啟示，鴻鴻選用莫里哀晚期的《司卡班的詭計》改編成南洋色彩的《蜜莉安的詭計》，將原劇本中的男性

拒劇團TNAF《燃燒的頭髮—為了詩的祭典》臺灣首齣BL搖滾音樂劇《新社員》、黑眼睛跨劇團《胖節》

專任講師。編、導、演三位一體劇場藝術家，2012年成立台北劇場實驗室，期待能為台北劇場注

主角司卡班（Scapin）改為女性外傭蜜莉安（Myriam），由8位女演員擔綱演出所有角色，對比呈現台灣社會

《對幹戲劇節》《女武神》《換屋計劃》等。

入新的創作能量。歷年劇場作品可見於台北與紐約兩地。

中邊緣者（外勞、原住民、幫傭、女性……）的處境。

台北演出經歷：2016，栢優座《惡虎青年Z》。2015年，臺北藝術節《雨季》。2014年，臺
余彥芳

劇情大綱

桃園中壢客家人。獨立編舞家、表演者、舞蹈教師及劇場肢體設計。國立台北藝術

為了幫助兩對情侶，聰明靈巧、敢做敢為的外傭蜜莉安和另一家傭人莉莉聯手，撒下瞞天大謊，以各種
荒唐手段讓有情人終成眷屬。主人得救了，蜜莉安卻被秋後算帳，裡外不是人—— 她能否再施巧計，全身而
退呢？

大學表演藝術學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表演藝術碩士。
現任劇場默默計劃發起人、黑眼睛跨劇團駐團藝術家、法蘭克福戲劇院客席表演

北藝術節《純情天婦羅》、瘋戲樂工作室《聲東Gee西》。2013年，楊景翔演劇團《在日出之
前說早安》、台北劇場實驗室《愛神紅包場》。2012年，達達劇團《名叫李爾》、V-DAY台北《陰道獨白》。2011
年，莎妹劇團《麥可傑克森》、台北小花《Take Care》。2010年，創作社《百衲食譜》。2007年，莎妹劇團《約
會》。2006年莎妹劇團《百年孤寂》、《文生．梵谷》、北藝大《Proof》。

者，以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講師。曾任美國比比．米勒舞團團員、德國卡賽爾劇
院客席舞者，及台灣古舞團團員。曾任教於雲門舞集一團、二團。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黑眼睛跨劇團」一名來自顧城詩作〈一代人〉，由詩人、導演、策展人、藝評等多重身分的鴻鴻創
立，以多元跨界的劇場創意，接軌藝術實驗與大眾趣味，挑戰當代議題及社會禁忌，提供省思的出發點。
自2009年創團起，黑眼睛跨劇團即積極引介世界的前鋒劇本並持續推動主題與形式創新的原創作品，
掌握瞬息萬變的時代精神。代表作包括藉流行文化語彙顛覆主流審美價值的系列作品《醜男子》、《跳舞
吧！胖女孩》、《維妮音樂劇場》，政治與社會批判的紀錄劇場《Taiwan 365—永遠的一天》，剖析現代倫
理問題的《黑鳥》、《活小孩》，古今交融的環境劇場《九歌3×3》，新生代的集體試演場《現代劇場大補
帖》，主題性策展的《換屋計畫》、《胖節》及《對幹戲劇節》；其中，整合台灣中堅團隊推出的《華格納
革命指環》，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最高肯定。2015年更以《戰場上的野餐》受
邀至日本利賀藝術節參加「亞洲導演競賽」，邁向國際。而本團長期以來支持的新銳創作者陳雅柔、廖金
旺、陳曉潔、黃郁晴、簡莉穎、李銘宸、劉容君、余彥芳等，已成為台灣未來世代重要的文化生力軍。
2010年起至今，黑眼睛跨劇團成為文化部長期獎助的演藝團隊。2014年起更獲得台北市文化局「藝響空
間」的扶植，與友團共同進駐 593 STUDIO 林森藝響空間，穩固劇團的創意基地。未來黑眼睛跨劇團將秉持
提供良性創作空間之宗旨，期許作為打開亞洲黑瞳，觀看世界之窗的媒介。

導演

鴻

2011年作品《邊界之二—境》，獲得紐約舞評家 Apollinaire Scherr 讚譽為 「最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獲

來自印尼，從小愛跳舞，來台灣擔任看護九年。週日和休假時會參加很多活動，大多參與

舞評家 Tom Phillips 評論為「這樣含蓄迷人的說故事方法，是不會在當今流行文化被看見的」。三屆羅曼菲

印尼舞蹈表演，也喜歡參與平面攝影與走秀活動。2010年開始在台灣當Model，2011年為印尼

獎助金（2010/2011/2015）、菁霖文化藝術基金會（2010/2011/2013/2014）、維也納舞蹈節舞蹈網路獎助金

雜誌《Cover》於卡提妮女權英雄日服裝秀走秀。曾獲2015年卡提妮女權英雄日服裝秀第三名、

（danceWEB Scholarship）、國藝會海外藝遊（2016）獲獎人。

2015年GFTV MISS第三名、2016年卡提妮女權英雄日服裝秀第五名。

珍 珠 Ｍuya
我的名字Muya Pakawyan，漢名是林筱駿，大家都叫我珍珠奶茶的「珍珠」，我是來
自台東市巴布麓部落的卑南族，卑南族分為石生跟竹生，我們是竹生。
我小時候是由外公外婆帶大，直到讀大學離開台東到高雄，比起一般都市的原住民
孩子，多了一些自身族群生活文化的學習。國小三年級參加台灣高山舞集文化藝術服務

散文《阿瓜日記 —— 八○年代文青記事》、《晒T恤》；評論《新世紀台灣劇場》及小
說、劇本等多種。擔任過四十餘齣劇場、歌劇、舞蹈之導演。電影作品曾獲金馬獎最佳

Synopsis
Based on French playwright Molière's les fourberies de Scapin, Director and Playwright Hung Hung elaborates on his
imagination to make eight professional actresses, immigrant residents, and native aboriginals to take turns and play eight characters
on the stage, reflecting the realiti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society with sarcastic ironies.

團後立下自己未來工作目標，國中高中時期曾有幾次機會代表台灣出國表演。大學就讀

The story is about Myriam, a foreign domestic helper, who collaborates with another maid to help two couples with white lies

高雄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大學四年幾乎都在學校，直到快畢業時被發現會搞笑，於是踏入了電視圈。

and tricks. At the end, both couples have happy endings, while Myriam is facing punishment. Can she get out of troubles with

目前除了上通告節目、節目主持、活動主持、演唱表演之外，也在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部擔任執行，同時是

another trick?

風聲古謠樂集首席女高音、原音社第三代歌手。

In this comedy, rich and powerful masters are all idiots, while poor and underprivileged maids are smart. Brave farce brings

近期擔任過「為土地唱歌為尊嚴而跑」音樂祭主持人、幕後工作人員。近兩年做過的節目《八點線上你

audiences with merriments but also subtly reveals the helplessness and sorrow of being at the lowest level of the social hierarchy.

和我》、《Vulayan圓夢舞台》入圍2016金鐘綜藝節目獎，並參與《Malusu好健康診所》、《米高級公寓》。

With multilingual presentation as well as songs and dance, the production highlights the feature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leaves a
space for unlimited imagina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theater.

鴻

詩人，劇場及電影編導。曾獲吳三連文藝獎。出版有詩集《暴民之歌》等七種；

溫 蒂（Choco Wendy）

陳秋柳
來自越南，來台灣已經13年。曾於電影《愛琳娜》客串。《蜜莉安的詭計》是她首次
嘗試舞台劇演出。

Dark Eyes Performance Lab
The dark nights gave me my dark eyes;
I, however, use them to look for light.

原著劇本獎、芝加哥影展國際影評人獎、南特影展最佳導演獎等。現為台北詩歌節之策
(translated by Gordon T. Osing and De-An Wu Swihart)

展人，並主持「黑眼睛文化」、「黑眼睛跨劇團」及《衛生紙＋》詩刊。

The name "Dark Eyes" derives from GU Cheng's poem This Generation. Founded by Hung Hung, who is a poet, a director,

主要演員
朱倩儀（大大）
跨足藝術行政、表演、導演，劇場經驗豐富。近年來在國內劇場以製作行政、行銷
宣傳身份發表過30餘齣作品，亦嘗試創作與表演。關心環境保護與動保問題，亦投注心
力於性別議題、移工在台灣、身心靈整合……等，嚮往有機慢活，期望成為城市農夫。

曾筱庭（小猴兒）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主修表演。2013-2015年旅居歐洲，並完成法國巴黎
L'Ecole Philippe Gaulier國際表演學校兩年學程。

a curator, as well as a critic, Dark Eyes Performance Lab merges diverse theatrical creativity with artistic experiments and mass
culture, challenging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taboos to provoke thinking.
Since its founding year 2009, Dark Eyes Performance Lab has actively introduced cutting-edge plays and produced original
works that are innovative in theme and form. Grasping the ever-changing spirit of time, we have successfully branded ourselves
and promoted our philosophy. Notable works include The Ugly One, Jump! BIG Girl! and Winnie the Boob, which all challenge

自2011年始，與另外三位創作者共同於女書公休劇場發表系列作品《斷尾求

modern culture's emphasis on outer appearances; while the documentary theatre piece Taiwan 365 -- Eternity of a Day is politically

生術》，多在討論性別議題與女孩成長過程；並從《公寓聯展2011-The Evening of

and socially critical, Blackbird and Alive and Kicking delve into the judgment of immoral behavior. Dark Eyes has also produc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