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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場次
演出時間│2018年8月24、25日（星期五、六）7:30PM

2018年8月25、26日（星期六、日）2:30PM
演出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史提夫．惠汀（Steve Witting）

導演

指揮暨歌劇指導

徐惟恩

聲樂與語韻指導

林慈音

演出者

攝影 曾凌浩

李世釗、李增銘、林雯華、陳

禹、陳奕安、葉展毓、

萬峻廷、賴珏妤、鄭海芸、謝銘謀（按筆劃順序排列）

嘉義場次
演出時間│2018年9月1日（星期六） 7:30PM

鋼琴

王庭悅、黎宛艷

2018年9月2日（星期日） 2:30PM
演出地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實驗劇場

嘉義場共同主辦│
指定住宿│

主辦單位│

演出長度│節目全長約120分鐘，含中場休息20分鐘
Approx. 120 minutes with an intermission of 20 minutes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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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廳院歌劇工作坊
兩廳院為培養國內的歌劇演出人才，從2008年開始策劃「歌劇工作坊」，邀請國內外歌劇導演及
聲樂指導，強化歌手的演唱實力，並拓展其藝術視野。多年來共計培養歌手68人，近年來不但成為國
內表演藝術的主力，更有部分學員遠赴歐洲學習，任職於專業歌劇院。自2012年起，「歌劇工作坊」
除在兩廳院演出外，並積極安排不同縣市之巡迴演出，讓更多民眾有機會欣賞歌劇這項精緻藝術。

指揮的話
撰文 徐惟恩
很榮幸能夠擔任2018年「兩廳院歌劇工作坊」的共同製作人及指揮，在與兩廳院同仁們無數次的
對話及意見交換下，我們今年的演出方式將跟往年製作有所不同。「歌劇工作坊」十年了！如果我們
將過去十年的劇碼拿出來，我們製作了《頑童與魔法》、《糖果屋》、《灰姑娘》等看來都像是針對
全家大小的劇目，在兩廳院的期望之下，我也希望將歌劇這門藝術再向下紮根，針對年輕觀眾族群較
為熟悉的故事題材及演出形式。因此本次製作推出兩部家喻戶曉的寓言故事《三隻小豬》（The Three
Little Pigs）及《木偶奇遇記》（Pinocchio）。
本演出的音樂都是選自 Mozart, Offenbach, Donizetti, Pergolesi, Sullivan, Verdi等作曲家的著名歌
劇片段，由美國大都會歌劇院低男中音 John Davies故事改編及重新填詞。歌手們除了音樂上的演唱以
外，同時更需具備演員的身份，挑戰英文對白以及肢體動作上的演繹。對於歌手來說，透過歌劇工作
坊能有更完整的歌唱演員（singing actor）訓練。
歌劇往往被認為是音樂的藝術，但其實更應該被歸類於劇場，音樂、戲劇、文學、肢體、視覺、
軟硬體、服裝道具缺一不可。我相信在兩廳院製作團隊的努力下，表演者能夠更盡情在舞台上發揮。
為了讓整個製作有別於往年，我們特別邀請美國劇場導演以及好萊塢著名演員 Steve Witting擔
任本次工作坊的歌劇導演。希望藉由他多年於劇場以及大銀幕的經驗，能夠帶給觀眾們耳目一新的感
受。
在語韻指導方面，我們也邀請了國內知名女高音，同時也是工作坊第一屆的成員林慈音老師擔
綱。英文很有可能是各位最熟悉的外語之一，但大家其實不知道以英文來演唱其實是相當不容易的
事。
我們的排練過程中，大多數時間都是在歡笑中度過，無非是希望將這樣的氣氛帶給現場的觀眾
們，希望您也能跟我們一樣享受看戲的過程。

上半場：《三隻小豬》角色表及演出者
角

色

8/24、8/25、9/1晚場

8/25、8/26、9/2午場

豬小妹

戴斯比娜（Despina）

林雯華

賴珏妤

豬大哥

凱魯比諾（Cherubino）

陳

禹

鄭海芸

李增銘

謝銘謀

葉展毓

萬峻廷

黎宛艷、王庭悅（9/1）

王庭悅

大野狼（Wolfgang Bigbad）
豬二哥

喬凡尼（Don Giovanni）

鋼琴（Pi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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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場：《木偶奇遇記》角色表及演出者
角
機器娃娃

色

奧玲琵雅（Olympia）

8/24、8/25、9/1晚場

8/25、8/26、9/2午場

林雯華

賴珏妤

藍天使（Old Blue Lady）
木偶

皮諾丘（Pinocchio）

陳

禹

鄭海芸

木匠

傑貝特（Geppetto）

陳奕安

李世釗

貓（Cat）

李世釗

陳奕安

狐狸（Fox）

李增銘

謝銘謀

劇團團長

葉展毓

萬峻廷

黎宛艷、王庭悅（9/1）

王庭悅

杜卡瑪拉（Dulcamara）

鋼琴（Pianist）

演出人員介紹
導演 史提夫．惠汀（Steve Witting）
史蒂夫．惠汀先以電影演員成名，參與演出的電影包含2017年的《郵報：密戰》（The Post ）、
2013年的《華爾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 ）、2010年的《隔離島》（Shutter Island ）、2002
年的《神鬼交鋒》（Catch Me If You Can ）。
史蒂夫．惠汀持續追尋發掘其創作動力，從事劇本創作及擔任自己為數不少的劇作及歌劇作品
的製作人。他也在紐約市各處的歌劇團隊擔任導演，導演生涯廣泛地觸及歌劇、戲劇、電影以及電
視。最近合作的團隊包括：合縱演出者歌劇團（Vertical Player Repertory）、布魯克林歌劇團（Opera
Company of Brooklyn）、紐約抒情歌劇劇團（New York Lyric Opera Theatre）以及顫音聲音計畫
（Trill Vocal Projects）。
史蒂夫．惠汀擁有獨特的劇場教育養成過程：他在新罕布夏州的漢普敦劇場（H a m p t o n

Playhouse）接受滑稽喜劇訓練，並追隨他的劇場導師John Dexter學習導演技巧。
指揮暨歌劇指導 徐惟恩
2010年美國洛杉磯國際李斯特鋼琴大賽得主徐惟恩，近年來除鋼琴演奏之外，並以指揮家、作曲
家、管風琴家、大鍵琴家、聲樂指導之身份活躍於亞美歐樂壇。先後畢業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
紐約茱莉亞學院研究所。並為茱莉亞學院唯一獲選，前往英國倫敦皇家音樂院為期一年交換學生，並於
辛辛那提音樂院接受歌劇教練藝術家文憑之訓練。2012年九月起於亞洲著名的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
歌劇及聲樂系任教。現為香港演藝學院副教授 、四川文理學院客座教授，同時並擔任香港 More Than
Musical音樂總監、紐約 Vital Opera董事、紐約福爾摩沙合唱團指揮、香港歌劇院客座歌劇指導、香港管
絃樂團客座聲樂指導、臺灣創世歌劇團客座歌劇指導、臺灣涴莎藝術展演中心客座歌劇指導。2017年被
英國倫敦皇家音樂院推選為「皇家音樂院準會員」（Associate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Music），以肯
定其於音樂領域的成就及貢獻。2018年應邀擔任國家兩廳院「藝術基地計劃」駐館藝術家。
聲樂暨語韻指導 林慈音
英國皇家音樂院特優演唱文憑，英國皇家音樂院音樂學士學位，國立藝專音樂科畢業，獲選為國
立臺灣藝術大學傑出校友。活躍於國內外歌劇、神劇、藝術歌曲等演唱領域，2018年演出包括：《帕
西法爾》（花妖），馬勒交響曲《復活》《唐喬凡尼》（安娜），《女人皆如此》（費狄麗姬），
《卡門》（蜜凱拉）等等，與各大交響樂團和音樂單位合作頻繁，除了大型歌劇之外，也經常受邀於
音樂會演出，近年來，她輕鬆有趣的演講風格廣受各單位及觀眾的喜愛，因而受邀多場講座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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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擔任講者和演唱。目前任教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系、台灣神學院、新店高中和中正高中
音樂班，並擔任台北愛樂合唱團聲樂指導，以及天作之合音樂劇《天堂邊緣》歌唱指導。
男高音 李世釗
生於臺灣臺中，文化大學音樂碩士，師事女高音柴寶琳教授；目前就讀於德國國立羅斯托克
高等音樂與戲劇學院歌劇碩士班，師事戲劇女高音 Penka Christova、歌劇指揮 Wolfgang Kluge、
藝術歌曲教練 Henning Lucius。曾演出《魔笛》（Tamino）、《唐喬望尼》（Don Ottavio）、
《法斯塔夫》（Fenton）、《睡美人》（Principe Aprile）、《女高音也瘋狂》（Nelson Deadly /
Enrico Carouser）等。現為兩廳院歌劇工作坊歌手、台北愛樂歌劇坊歌手、台北愛樂室內合唱團客
席歌手。
男中音 李增銘
東海大學音樂系聲樂組碩士，師事陳思照、湯慧茹教授。 2017年台北歌劇重唱大賽第一名。
現為臺北市立國樂團附設合唱團男中低音聲部指導、台北愛樂歌劇坊歌手、霏唱不可歌手團長、
聲樂家協會基本會員、建國中學聲樂指導、台北華格納圖書館暨夜鶯講堂講師、高雄 Hskin音樂沙
龍講師。
女高音 林雯華
大學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聲樂組，畢業後考取教育部公費及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獎
學金，取得聲樂表演碩士。2012年獲得「法文聲樂大賽」青年組參獎。2013年入選中華民國聲樂
家協會新秀，並於國家演奏廳演出「聲樂家協會2013年新秀音樂會」。分別於2013年與2015年入
選「臺灣工業銀行堤頂之星」。入選2016年兩廳院歌劇工作坊《糖果屋》（Hänsel und Gretel ），
擔任母親（ Gertrud ）一角。師事盧書音老師、陳允宜教授、蘇秀華教授、楊艾琳教授、 Justin
Lavender教授。
女中音 陳 禹
就讀於臺師大音樂系博士班聲樂組，自大學起師事楊艾琳教授，現為兩廳院歌劇工作坊歌手
及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會員。曾獲新北市 2018 樂壇新星、 2014 年聲協德文藝術歌曲比賽首獎、
2014聲協新秀等獎項。
演出方面近年也受邀與國家交響樂團 （ NSO ）、兩廳院歌劇工作坊中擔任要角如：《灰姑
娘》之 Tisbe、《糖果屋》之 Hänsel，《帕西法爾》之 Blumenmädchen等。
男高音 陳奕安
瑞士日內瓦高等音樂院畢業。目前在比爾歌劇工作室演出與學習。至 2018 年，在歐洲有多
次歌劇、音樂劇演出經驗，如洛桑演出《波西米亞人》、《瑞塔》，日內瓦演出《吻我吧，凱
特》，瑞士阿旺什音樂節演出《蝴蝶夫人》等劇中獨唱腳色。合作過的樂團有：布達佩斯愛樂館
交響團、洛桑室內管弦樂團、瑞士廣播交響樂團、比爾劇院管弦樂團......等。師事 Scot Weir，德國
柏林音樂院終生教授。
男中音 葉展毓
聲樂師事陳振芳、徐以琳，畢業自高雄醫學大學生物科技系，東海大學音樂研究所。曾合作
指揮包括：呂紹嘉、鍾安妮、陳琳、林勤超、邱君強、Helmuth Rilling、Günther Herbig、Stefan
Soltesz、Gabor Hollerung。合作團體包括：國家交響樂團、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臺北市立交響樂
團、長榮交響樂團、台北愛樂合唱團、創世歌劇團、台北愛樂歌劇坊。
男中音 萬峻廷
曾就讀東海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現就讀於德國國立奧格斯堡大學
音樂研究所。大學期間跟隨徐以琳、湯慧茹教授學習，現師事 Dominik Wortig教授。近年於德國
參與多場神劇、歌劇、清唱劇與藝術歌曲等製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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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音 鄭海芸
波士頓大學聲樂演唱博士，新英格蘭音樂院聲樂演唱碩士，東吳大學音樂系學士。聲協2008年德文
藝術歌曲大賽專業組參獎及2009年中文歌曲大賽專業組貳獎。2009年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樂壇新秀
（聲樂類）。兩廳院歌劇工作坊《糖果屋》（Hänsel）、《灰姑娘變奏曲》（灰姑娘）。北市國《李天
祿的四個女人》（黃金鑾）、國家交響樂團《三聯劇》、《女武神》（Grimgerde）。任教於東吳及東
海大學音樂系。
女高音 賴珏妤
畢業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師事李靜美教授、楊艾琳教授。英國倫敦皇家音樂學院音樂碩
士，師事 Amanda Roocroft、Rosa Mannion。演出經歷包括《魔笛》、《睡美人》、《女人皆如此》、
《茶花女》、《卡門》、《修女安潔莉卡》、《糖果屋》。現為師大音樂系博士班候選人。
男中音 謝銘謀
畢業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及研究所。聲樂之路啟蒙於藍麗秋老師，曾師承 Lorraine Nawa
Jones、Angelo Marenzi以及唐鎮老師。近年重要演出包括：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弄臣》、《聰明的女
人》；國家交響樂團《蝴蝶夫人》；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假面舞會》、《茶花女》；台北愛樂歌劇坊《費
加洛婚禮》、《蝙蝠》、《法斯塔夫》、《喬凡尼先生》、《賽維爾的理髮師》、《魔笛》；衛武營旗艦
製作《茶花女》；2017年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瑪儂．雷思考》；兩廳院歌劇工作坊《灰姑娘》等。
鋼琴 王庭悅
現就讀於國立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碩士班，主修聲樂伴奏，師事Markus Hadulla。畢業自國
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師事宋允鵬教授，聲樂伴奏師事謝欣容教授。近年來受邀擔任多部歌劇製作之
鋼琴排練，如2012年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丑角》與《鄉村騎士》、2013年臺北藝術大學《夢遊女》、
2016年國家兩廳院《糖果屋》及2016年台北市立交響樂團《聰明的女人》。曾獲2013年與2014年關渡
新聲最佳伴奏獎。
鋼琴

黎宛艷
2018 年畢業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修鋼琴。 2018 年以榜首成績考取師大表演藝術研究
所表演及創作組，並考取德國科隆音樂學院藝術歌曲伴奏碩士班。 2016 年與 2018 年舉辦個人鋼琴獨
奏會，2017年榮獲席慕德教授德文藝術歌曲獎學金比賽最佳伴奏獎、擔任創世歌劇團《卡門》鋼琴排
練、師大歌劇選粹鋼琴合作等。

製作暨設計群介紹
助理導演 林祐民
台北室內重奏團音樂總監。2017年獲得WMC國際指揮大賽銀獎並擔任《小勇歷險記》編劇導演。
2014年赴義大利指揮 Firenze音樂節，同年擔任實踐大學歌劇《老處女與賊》導演兼指揮。2013年榮獲
Jeunesses Musicale Bucharest國際指揮大賽準決賽資格。2011年赴義大利 Verona演出《蝴蝶夫人》擔任

Bonzo一角。
舞台設計 陳 慧
畢業自紐約大學劇場及電影設計研究所。近年歌劇製作：高雄春天藝術節歌劇《波西米亞人》，
《卡門》，NSO《奧泰羅》，合作團隊：臺灣豫劇團、台南人劇團、瘋戲樂工作室、奔放樂集、栢優
座、末路小花劇團、明華園與仁信合作社。曾參與電影場景設計：《少年Pi的奇幻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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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設計 林俞伶
畢業自實踐大學服裝系，現為劇場工作者。設計作品有綠光劇團《再會吧北投》、兩廳院歌劇工
作坊《糖果屋》、體相舞蹈劇場《伊底帕斯》《Mr.R 2.0》......等，並參與多齣國內外演出服裝執行製
作或梳化設計執行。
燈光設計 郭俊良
中國文化大學畢業，長期工作於展演藝術領域，目前任職於太和藝術。擅長劇場燈光設計與技
術、舞台監督、劇場管理等項目。其燈光設計的風格全面多樣，並擅長於現實與虛幻交錯及數位科技結
合的呈現，在各類展演形式的演出都能合宜表現其創作風格與樣貌。
影像設計 王正源
畢業自倫敦藝術大學溫布頓藝術學院 MA Visual Language of Performance，曾任東南科大表藝系專
技助理教授、四把椅子劇團團員、接腿製作公司成員。影像設計作品：全民大劇團《瘋狂伸展台》；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對世界與生命的依戀——卡穆的馬勒大地之歌》；Wella TVA《髮境演化》；四把
椅子劇團《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刺殺！團團圓圓之通往權力之路》、
《How To Be Good》；陳昇2017、2015跨年演唱會；2014年臺北藝術節《純情天婦羅》；台南人劇團
《哈姆雷》；莎妹劇團《Zodiac》；大知樹排練場《你知道那棵樹一直在那》與《拍攝現場》等。

Profiles
The Opera Workshop of National Theater & Concert Hall (NTCH)

Since 2008, NTCH has supervised the Opera Workshop to nurture the operatic talent in the country,
inviting local and overseas opera directors along with vocal coaches to enhance the performing techniques and
extend the artistic viewpoints for the singers. Amounting to 68, the singers in recent years nevertheles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national performing arts, and some of them even studied in Europe and achieved
in various opera houses. Since 2012, the Opera Workshop has strived to be a significant platform presenting
excellent singers, and vigorously arranged performing tours in different places.

Director/Steve Witting

For nearly 40 years, Steve Witting has thrived as both actor and director. Traveling between New York, Los
Angeles, and London, he has directed in the worlds of opera, theater, film, and television.
In the theater Mr. Witting’s career began with a unique apprenticeship; training in burlesque comedy
at the Hampton Playhouse. He learned the craft of directing from his mentor, John Dexter; observing at the
Metropolitan Opera (Parade, Stravinsky Triple Bill) and in London's West End (A Portage to San Cristobal of
A.H.); and assisting Dexter on Broadway (The Glass Menagerie). In 1984, he took over as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Drama Guild in New York. During his three year tenure, he directed The Adding Machine, Merton of the
Movies, The Liar, and his own adaptation of Frankenstein.
In 1988, he was cast in the television show The Hogan Family. He moved to L.A., where he was primarily
known as a film actor, working with acclaimed film directors such as Steven Spielberg, Tim Burton and Martin
Scorsese. He has appeared in The Post, The Wolf of Wall Street, Shutter Island, Catch Me If You Can, and
Batman Returns.
In 2005, Mr. Witting moved back to New York and relaunched his career as a stage director. Becoming
Director of Productions for the Opera Company of Brooklyn, he collaborated with Judith Barnes at Vertical
Player Repertory on Knoxville, Summer of 1915, Tesla’s Pigeon and Phaedra. Mr. Witting directed The
Telephone and La Voix Humaine for Trill Vocal Productions at West Chester University and recently directed a
cast of eight in a terse staging of Verdi’s Macbeth at the National Oper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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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or and Opera Coach/HSU Wei-en

A graduate of the Juilliard School, HSU Wei-en is an accomplished pianist, organist, conductor, répétiteur
and composer. He is now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A native of
Taiwan, he received his BFA degree in Piano at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d was pleased to be
the only candidate at Juilliard selected to Royal Academy of Music, London as an exchange student. Additional
trainings at the College-Conservatory of Music,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and Rutgers University.
Mr. HSU is the winner of many awards, including the 2010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Liszt Piano
Competition, the Scott Huxley Piano Accompaniment Prize, Major Van Someren-Godfery Prize Accompaniment
Award (2004), Ludmilla Andrew Russian Song Prize Accompaniment Award, Sir Arthur Bliss Prize, Distinction
Performance Award from RAM (2005), and Sing for Hope Grant for Arts Activism and Community Outreach
(2009). Mr. HSU made his debut recital at Weill Recital Hall at Carnegie Hall in March 2008. He was named
the Stern Fellow in SongFest 2009. In 2013 and 2017, he is appointed the official pianist in the Renee Fleming
Masterclass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in the 2018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Operatic Singing Competition. He
was elected in 2017 as an Associate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Music (ARAM)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music
profession and community. In 2018, he was named the 2018 NTCH Artist in Residence in Taiwan.

製作群
製作人

道具協力製作

劉怡汝

共同製作人、指揮暨歌劇指導
導演

徐惟恩

史提夫．惠汀（Steve Witting）

聲樂暨語韻指導

林慈音

字幕翻譯

吳紫莖

沈志安

字幕製作及執行

廖品薇

鋼琴排練

王思涵

執行製作

陳代欣

梳化執行

林昕誼、李俊儀、孫小婷

行銷宣傳

毛安琪

服裝管理

廖筱瑄

助理導演

林祐民

製作助理

高培綺

舞台設計

陳

排練助理

蕭雅庭

服裝設計

林俞伶

舞台設計助理

影像設計

王正源

舞台技術執行

燈光設計

郭俊良

（台北場）呂孟翰、溫承翰、張修銘、蔡承翰

舞台監督

周雅文、施雅玲

（嘉義場）吳昱穎、劉育豪、蕭如君

慧

舞台技術指導

劉柏言

燈光技術指導

吳以儒

技術統籌

特別感謝

王君維、鐘宜芳

燈光技術執行
（台北場）曾羿佳、張嘉瑋、邱俊瑋
（嘉義場）葉書昂、劉興海、張嘉瑋

太和藝術製作有限公司

影像技術執行

黃詠心、郭蕙瑜

舞台佈景製作

木罐子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程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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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廳院精
美小禮」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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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啟售，請洽兩廳院售票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