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時間│2018年10月12-13日（星期五∼六）7:30PM

主辦單位│

2018年10月13-14日（星期六∼日）2:30PM
演出地點│實驗劇場

節目全長約120分鐘，無中場休息
Approx. 120 minutes without intermission

演出單位│阮劇團

主辦單位保留節目內容異動權
The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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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介紹
熱炒店裡，舉辦了一場離婚酒會。約定好的人都到齊了菜卻遲遲沒有上，反而來了一些意料之外的
訪客。在那些貌合神離的溝通、意在言外的交談，和支離破碎的劇情之後，終究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局面。
這一頓飯是否本來就不該約，這一切是悲劇還是喜劇？再約、再約，但我們真的會再約嗎？我們真的能
約得成嗎？

導演的話
文 李銘宸
以演員的扮演與在場為主要材料，寫實作為符徵抑或符旨，心理寫實或生理寫實，新鮮在被體現與
體會的當下已開始腐壞；生命歷練與世故一體兩面，兜售誠懇或因為誠懇使人買單；too young to die，
too late to die young。在所有符號性的陳設與部署裡面問答尋索，人在類型化裡的真實與事實為何；人
何以為人。人在當代如何被類型化 情節化，類型化 情節化如何映照人的群體經驗與歷史，或被其形
塑，然後，被人脈絡化收編成為劇本，然後另一個人另一群人再將其於劇場中具現；劇場與演員在其中
的位置或作為其載體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其技藝性的實踐為何？最終與觀者 觀眾達成如何的溝通與
經驗？
從 2016 年首次閱讀《再約》，導演了兩個觀演形式截然不同的讀劇演出，到現在 2018 年的完整
劇場編制演出，一直在思考與嘗試，更進一步琢磨的，大致是這樣的事情。

編劇的話
文 陳弘洋
楊雅喆導演在《血觀音》裡，開宗明義地就用了兩個說書人，邊彈月琴邊講述接下來的故事，似乎
在為電影定調，告訴觀眾，接下來你要看到的東西就是這些：鄉野奇譚、戲說臺灣，也因此，那些曲折
離奇的劇情，在這樣的狀態下似乎都成立了；而這某部分也直指了《再約》所想要嘗試的事情。
這個故事從通俗出發，在擷取了許多連續劇或電影裡那些出現後會讓觀眾覺得：「天啊！這也太扯
了吧！」的情節後，把它們匯聚在這個劇本裡：起死回生、強姦、婚外情、狼師、自殺……等，剛出現
時，觀者可能會想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但當越來越多事件累積堆疊之後，觀者也許將能開始慢慢放
下心防，專注地去觀看那個當下，事情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這樣發生，也因此，那些劇本以外的巨
大情感才有被感受到的些微可能。
我一直想像，劇本可以就像個嘉年華那樣，很多人進來、很多人出去，有人生氣、有人開心，有人
爆哭，而所有人就這樣在那個場域裡，唱歌、跳舞，在如此這般快速的進出和語言之下，觀者將放下一
些分析和解釋，只是去看、去經歷，去感覺那些人所遇到的困難，並感知到：他們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
很有可能就是晚餐時坐在隔壁桌的那些人。即使到現在，我仍然可以在吃飯時感覺到那些角色就在我的
附近，以各種方式參與我的生活，而我們所能做的，並不是積極參與，反而是安靜地觀看，看現在的臺
灣、現在的世代，那些人是怎麼活著的
進入大學之後，我開始很常去吃熱炒，慶功的時候、朋友聚會的時候、不知道要去哪的時候，熱炒
店有某種神奇的魔力，在裡面彷彿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社會：喝酒、大聲喧嘩，有時可能還會有眼淚，那
是人們最放鬆的時候（應酬的餐敘除外），在那裡，我們得以放掉外界的那些複雜難解的課題，只是吃
飯，和朋友們說說話，待飯局結束後，再撿起原先放在一旁的包袱，奮力地去面對這個世界，即使極度
疲倦，似乎也能在那裡找到一些繼續下去的動力。
婁燁在《春風沈醉的夜晚》的後段，讓他們在 KTV 的包廂裡，唱著〈那些花兒〉，沒有多餘的語言，
只是唱。我一直相信歌曲會有它自身的力量，在賈樟柯的《小武》裡，胡梅梅和小武一起躺在她狹窄的
租賃處，小武叫她唱歌給他聽，她唱著王菲的那首〈天空〉，頓時空氣寂靜了起來，什麼話都沒有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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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口。在《再約》裡，當麥克風被拿起時，那樣的尷尬或許也帶著強裝的歡愉，那是很真實的力量，
歌曲的力量，那是我們曾經在聽這些歌時所思所想所帶來的情感就像這齣戲的劇名所說的，再約、再約，
我們總是說著再約、再約，而且每次可能都要說至少兩次以上，好像這樣就真的能讓那些再約成真，但
每句再約，似乎也未必會再約；就算再約了，我們可能也完全不一樣了吧。

阮劇團 介紹
「阮」，為臺語中「我們」的意思。以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校友為創作核心所組成的阮劇團，從
2003 年開始至今，以嘉義為發展基地，以現代戲劇的創作與表現方式，揉合地方文化特質，實驗有別
於都會視野，具有臺灣南方特色與觀點的戲劇創作，也思考、實踐著表演藝術如何更積極地走向民眾、
與社會接軌。

劇本農場計畫 介紹
阮劇團「劇本農場」自 2013 年起，藉由有計劃地邀約劇作家合作，每一屆以一年為期，歷經創意
發想、書寫、內部讀劇、劇本定稿、印刷出版。
讓更多年輕劇作家所寫作與臺灣當代緊密結合的劇本，得以被創作面世、製作。
也讓在地的劇本創作能夠透過如此形式有效地累積厚實。

創作 製作群 介紹
劇本農場計畫主持人 王友輝
國立藝術學院（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藝術碩士，以編、導、演及評論活躍於臺灣現
代劇場，並致力於國內戲劇教學，教授多所大專院校戲劇科系。教學之外致力於劇本創作及演出評論，
曾出版個人劇本選集《獨角馬與蝙蝠的對話》四冊、臺灣資深戲劇家傳記《姚一葦》，並與郭強生合編
《臺灣戲劇讀本》。
編劇 陳弘洋
1993 年生，新竹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主修劇本創作。
從高中開始讀詩寫字，寫了幾百首濫情的詩，卻也不敢給別人看。大學開始寫劇本，共寫了八個或
長或短的劇本，喜歡劇場，喜歡演員在台上和角色掙扎的狀態。夢想是在花蓮開早餐店。
劇本《塞車》在 2014 年獲得臺北藝穗節「戲劇中的戲劇」獎項；劇本《光》獲得文化部新秀補助，
在當年五月於竹圍工作室演出；劇本《冥王星》在 2016 年獲得臺北藝穗節「永真明日之星」獎項，並
於 2017 年受邀於華山烏梅劇院榮耀歸演。
除了編劇以外，也常以演員的身分參與校內校外大大小小的演出，曾參與客家單元劇《狗兒子》、
濃妝淡抹劇坊《九月九，風吹滿天嘯》、2013 年北藝大冬季公演《金龍》……等。
導演 李銘宸
新北永和人。劇場創作，演出，平面美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主修導演。於 2009
年起以風格涉（社）名義創作與發表演出，同時也以個人編導受邀合作與共同創作，合作領域涵括：現
代戲劇、當代舞蹈劇場、視覺藝術、科技藝術、行為藝術、當代擊樂、當代雜耍馬戲……等。作品關注
場域空間質地及材質與人的關係，取材現下景況與社會氛圍，多以集體即興創作之方式，積極嘗試各類
領域與創作途徑，持續探索實驗一種期望超越先有疆域，更為有機的劇場表現與觀演可能。近期作品：
未來馬戲實驗場《一些影子的練習（god 反過來是 dog）》、風格涉《欲言又止》、JPG 擊樂實驗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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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動作都有一個聲音》、兩廳院新點子劇展《戈爾德思：夜晚就在森林前方》、台南人劇團 321 小戲節－耳
邊風工作站《悲劇的靜止》、創作社 CS 監製作品 4 號《＃》等。

舞台監督 鍾品喬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現為劇場工作者。
舞台設計 李婕綺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主修舞台設計。舞台設計作品為影響新劇場《誰來敲門》、《浮島傳
奇》、《一隻鳥的畫像》、《在路上》；狂想劇團《解》、《夜奔》；阮劇團《城市戀歌進行曲》、《製圖器》、
《春膳》、《小地方》、《劇本農場 III》；安徒生與莫札特的創意劇團《太陽卡住了》。
燈光設計 尹信雄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 93 級畢業，劇場設計碩士班在學中，主修燈光設計。劇場自由工作。C
級龍舟教練。燈光設計作品《沃伊采克》入圍 WSD2009。
近期劇場燈光設計作品：2016 國藝會「新人新視野」黃鼎云導演《亂迷》，2017 阮劇團《劇本農場Ⅳ》、
台南 321 小戲節阮劇團《禁止使用 2.0》，2018 台北藝穗節「即刻重演」蘇品文 《少女須知》。
服裝設計 劉襄頡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系，主修服裝設計。
現為僻室 House Peace 團員。
服裝設計經歷：2016 北藝大戲劇學院畢業製作《他對他說》、台北藝穗節永真明日之星獎《冥王星》、
我城劇場《請你閉嘴》設計助理，2017 阮劇團《劇本農場 III》讀劇演出。
音樂設計 柯鈞元
音樂設計及樂手經歷：天作之合《MRT2》、《天堂邊緣》音樂劇樂手，耀演《林克的冒險》音樂劇樂手，
阮劇團 《熱天酣眠》、《城市戀歌進行曲》、《水中之屋》音樂設計 & 樂手，刺點創作工坊《SHOT》、《苦
魯人生》音樂劇樂手，環境劇《河壩》音樂設計 & 樂手，臺北海鷗劇場《暗戀養老院之沒事找麻煩》音樂設
計 & 樂手。
音響技術指導 陳宇謙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研究所還沒畢業，主修燈光設計。
演員 余品潔
嘉義人，於眷村成長。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大學時期與夥伴共同創立阮劇團，現為阮劇團副團長。
演員 張如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表演組畢業。台北人，自由演員，戲劇教師。畢業後以教學靠近
表演，在崩潰中學習，偶有歡笑，格外珍惜。蘭陵劇坊《演員實驗教室》助理；阮劇團《馬克白》、《城市
戀歌進行曲》、《草草戲劇節》等。
演員 張晅慈
摩羯座，O 型，投射者。
喜歡用各種天然的草本植物來治癒和放鬆自己還有會再約的朋友。很未來之後想開一間咖啡館而一邊好
好過著自己的人生，一邊看著世界慢慢轉變成烏托邦的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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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 陳盈達
阮劇團創團團員、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專任助理教授（技）。
喜歡表演與教學。
演員 陳懷駿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
近期劇場經歷：亞細亞の骨《同棲時間》，唱歌集《紐約台客》副導，両両《公媽》樂手歌手演員，林英
杰《offee.source》樂手演員，莎士比亞的妹妹們《海納穆勒四重奏》，ELDT《班雅明做愛計畫》、《包法利
夫人們》、《西遊記》、《男人與女人之戰爭與和平》、《華麗上班族》、《紅娘的異想世界》、《命運建築
師》，臨界點王瑋廉《姊妹仨》等。
演員 舒偉傑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表演組，政治大學廣告所，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近期劇場演出：創作社《少年金釵男孟母》、我城劇場《請你閉嘴》、阮劇團《馬克白》、盜火劇團《那
邊的我們》（中國巡迴）等演出製作。
參與電影：《引爆點》、《范保德》、《52Hz, I love you》、《阿罩霧風雲 II －落子》，電視劇：《一把青》、
《深夜食堂》。
演員 廖家輝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畢業
近年演出：阮劇團《城市戀歌進行曲》、《熱天酣眠》、《嫁妝一牛車》，金枝演社《可愛冤仇人》、《仲
夏夜夢》、《祭特洛伊》，藍地黃虎旗艦《行過洛津》。

Synposis

At the stir-fry eatery, a divorcing couple is having a divorce party. All of their friends,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like,
are here to feast together. But the dishes do not come; instead, the unexpected arrive. Beyond the fragmented plot,
beyond the apparent communication where no one actually listens to what anyone has to say, some irrevocable tragedy
is caused. Later, later… Will we really see each other later? Can we truly meet again later?

Director’s Notes

ॡΎ௰тಏաᝳ
ͭޣЂᕅ˃·

The main materials are the presence and the acting by actors. Realism as the signifier or signified; psychological
realism or physiological realism; freshness already begins rotting at the moment of its manifestation and experience.
Being experienced and being canny are two sides of a coin. Putting earnestness out for sale or having people buy it for
the earnestness. Too young to die; too late to die young. Asking questions and searching for answers in all the symbolic
layout and deployment; what are the truths and facts about typical characters? What makes human human? How is
contemporary man typified and enplotted? How do typification and employment reflect, or are shaped by mankind’s
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history, which in turn are contextualized by someone into a script, which then is enacted in
theatre by another group of some-ones. What are the skilled/skillful practices of the theatre, and of the actor’s place
in it, or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actor’s agency of it? What kind of communication and experience is
eventually achieved for the viewer/audience?
All that above mentioned, is, broadly speaking, the thoughts that have been churning over in my mind, the things
that I have been trying out and the work that I have been progressing - ever since 2016 when I first read the script of
Later, then directed two formally different stage readings, and up to now, in 2018, with this full set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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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Our Theatre

“ 阮 ” means “we” in Taiwanese. TNUA alumni from School of Theatre Arts make up Our Theatre’s creative
core. They have been based in Chiayi since 2003, incorporating local culture into contemporary theatre in its
creativity and expressions to experiment on theatrical creations that speak of characteristics and viewpoints from
southern Taiwan, different from metropolitan perspectiv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think about as well as
practise how performing arts may be more actively connected with the populace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society
at large.

About The Farm of Plays Project

This is a platform for original play, hence a platform focused on playwrights.
The Form of Plays by Our Theatre regularly invites playwrights to collaboration projects; every year an
idea is brought up, developed, drafted and written into a play, read internally by members, and finalized. The
aim is to make seen and produce more and more plays written by young playwrights who are tuned in closely
with contemporary Taiwan. We also hope that through these efforts, local playwriting can be accumulating more
effectively and developing further.

演職人員總表 Credits
劇本農場計畫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編劇
導演
舞台監督
舞台設計
舞台技術指導
燈光設計
燈光設計指導
服裝設計
音樂設計
音響技術指導
音響技術指導助理
主視覺設計
平面設計執行
劇照攝影
演員
行政統籌
執行製作、票務
宣傳
排練助理
工作人員

王友輝
汪兆謙
陳弘洋
李銘宸
鍾品喬
李婕綺
劉柏言
尹信雄
楊嘉璿
劉襄頡
柯鈞元
陳宇謙
張稚暉
李銘宸
龔姵燐
秦大悲
余品潔、張如君、張晅慈、陳盈達、陳懷駿、舒偉傑、廖家輝
廖心彤
許惠淋
蔡明純、吳明倫、邱書凱
莊庭瑜、李冠億
王元宏、李祐緯、林秉昕、張修銘、張智凱、張甯翔、郭蕙瑜、陳守玉、陳勁廷、
陳昱穎、陳家寶、童琬婷、蔡承翰、劉俊德、謝益昌
特別感謝 李佶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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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