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寶塚⼤劇場（兵庫）
2022年1⽉1⽇-1⽉31⽇

⾳樂劇‧劇場

『星光奇遇結良緣』
原作／電影「星光奇遇結良緣」 

(c)2018 FUJI TELEVISION NETWORK、HORIPRO、電通、KDDI

編劇、導演／⼩柳 奈穗⼦

爵⼠致敬作品

『FULL SWING!』
編寫、導演／三⽊ 章雄

⼀般預售 2021年12⽉18⽇上午10:00～

票價（⽇圓，含稅）

SS席 ￥12,500 / S席 ￥8,800 / A席 ￥5,500 / B席 ￥3,500



劇情⼤綱

--- 『星光奇遇結良緣』

夢想成為電影導演的青年牧野健司喜歡著⿊⽩電影老片『調⽪公主與三獸⼠』的女主⾓美雪──。 

在「京映製作公司」擔任助理導演的健司每每拒絕好友兼勁敵⼭中伸太郎的邀請，為了在下班後與美雪⾒⾯⽽天天前往「浪漫劇場」。就
在某⼀天，健司聽⾒劇場老闆本多說這部片的膠卷要出售，於是備受打擊的健司向電影之神許願──＂希望能永遠跟她在⼀起……＂。健司
把⼿伸向銀幕裡的美雪，美雪像是回應他似地伸出⼿的瞬間，⽉之精靈‧黛安娜的聲⾳響起，劇場被震⽿的雷聲與⿊暗包圍……。 

緊急照明亮起，站起⾝的健司眼前正是出現在現實世界的美雪，健司因為太過訝異⽽想觸碰她的⼿，但卻被美雪⽤掉落在旁邊的彈珠汽⽔
瓶狠狠敲了頭。健司⽤外套遮住美雪以免她被⼈發現，帶著她回到了⾃⼰住的公寓。美雪因為第⼀次看⾒的繽紛＂彩⾊＂世界⽽充滿興奮
之情，表⽰「想要出去外⾯看看更多景象…」，便命令健司帶她到健司⼯作的攝影所。 

隔天，京映的當家明星俊藤龍之介所主演的超⼈氣系列新作品『怪奇！妖怪與帥哥』正要在攝影所開拍。美雪對⾯俊藤也絲毫不露怯⾊，
她⾃由奔放的⾏為弄得攝影現場雞⾶狗跳，健司甚⾄被懷疑放置了炸彈。健司被美雪不服輸⼜頑⽪的舉動耍得團團轉，卻在共同度過的時
光中逐漸被美雪吸引。就在某⼀天，在⼼儀健司的京映社⻑千⾦成瀨塔⼦的央求之下，下達了要助理導演們寫新作品劇本的命令，優秀作
品將擇⼀拍成電影，甚⾄會被交付導演⼯作，助理導演們紛紛因為這個天上砸下來的⼤餅⽽躍躍欲試。健司覺得苦惱卻⼜在本多的建議之
下決定把⾃⼰與美雪度過的⽇⼦寫成劇本，他帶著美雪⼀起編寫劇本：⾊彩鮮艷的刨冰、七⾊彩虹、紅⾊紙風⾞…透過⾊彩繽紛的世界⽽
⼼意相通的兩⼈──。故事的結尾⼀定會是Happy Ending，雖然健司是這麼對美雪說的……。 

健司回到房間後，美雪居住國家的鄰國王⼦⼤蛇丸與他的侍從雨霧和狹霧⼀起出現在他眼前，打算娶美雪為妻的⼤蛇丸為了把她搶回去⽽
借⽤了照照⼤明神的⼒量，暫時來到這個世界。健司從⼤蛇丸⼝中聽到了重⼤秘密，知道⾃⼰無法讓美雪獲得幸福陷入掙扎。另⼀邊，美
雪也因為祈求健司的幸福⽽從他的眼前消失了……。 

活在現實世界的健司與⿊⽩電影的女主⾓美雪，兩⼈交織⽽成的故事究竟會有什麼結局──。

--- 『FULL SWING!』

⿎動⼈⼼的爵⼠⾳樂秀『FULL SWING!』，以慶祝SWING的主⾓誕⽣的豪華開場，搭配流⾏與靈魂並存的⾳樂風格，⽤多變的場景組成
魅⼒⼗⾜的舞台。敬請期待新⾸席組合率領的⽉組，帶來充滿魅⼒的藍調與輕快爵⼠世界。



牧野健司: ⽉城 かなと
Kanato Tsukishiro

美雪: 海乃 美⽉
Mitsuki Umino

俊藤龍之介: 鳳⽉ 杏
An Hozuki

本多正: 光⽉ るう
Ru Kozuki

老婆婆: 夏⽉ 都
Miyako Kagetsu

萩京⼦: ⽩雪 さち花
Sachika Shirayuki

成瀨正平: 千海 華蘭
Karan Chinami

黛安娜（⽉之精靈）: 晴⾳ アキ
Aki Harune

老爺爺: 春海 ゆう
Yu Harumi

清⽔⼤輔: 夢奈 瑠⾳
Rune Yumena

狸吉: 蓮 つかさ
Tsukasa Ren

⽯⽥鶴男: 佳城 葵
Aoi Kashiro

導演（新撰組）: 朝霧 真
Makoto Asagiri

三好師⻑: 姫咲 美礼
Mirei Himesaki

⼤蛇丸: 暁 千星
Chisei Akatsuki

林英惠（服裝設計師）: 麗 泉⾥
Senri Urara

夏川（編劇）: 清華 蘭
Ran Kiyoka

虎衛⾨: 英 かおと
Kaoto Hanabusa

主要演員

--- 『星光奇遇結良緣』



成瀨塔⼦: 彩 みちる
Michiru Irodori

警官: 朝陽 つばさ
Tsubasa Asahi

⾺場（侍從）: 蘭 尚樹
Naoki Ran

⼭中伸太郎: 風間 柚乃
Yuno Kazama

青⽥茉莉⼦（Seven Colors）: 桃歌 雪
Yuki Momoka

近藤勇: 空城 ゆう
Yu Sorashiro

太夫: 妃純 凛
Rin Hisumi

吉川天⾳ / 雨霧（⼤蛇丸的侍從）: 天紫 珠李
Juri Amashi

豬倉（侍從）: 彩⾳ 星凪
Sena Ayaoto

狹霧（⼤蛇丸的侍從）: 礼華 はる
Haru Reika

司綠（Seven Colors）: 結愛 かれん
Karen Yui

⼩醜: 佳乃 百合香
Yurika Yoshino

太夫: 花時 舞香
Maika Hanatoki

攝影師: 甲海 夏帆
Natsuho Komi

刨冰店老闆: 天愛 るりあ
Ruria Amana

岸藍⼦（Seven Colors）: 蘭世 惠翔
Keito Ranze

橙野富⼠⼦（Seven Colors）: 菜々野 あり
Ari Nanano

鳩三郎: 柊⽊ 絢⽃
Ayato Hiragi

川⿃（副導演）: ⼀星 慧
Kei Issei

岡林（副導演）: ⼤楠 てら
Tera Okusu

榮⼦ / 若尾菜菜（Seven Colors）: ⽩河 りり
Riri Shirakawa



丑太郎（侍從）: 彩路 ゆりか
Yurika Ayaji

原由香⾥（Seven Colors）: ⽻⾳ みか
Mika Haon

鈴本（副導演）: 瑠皇 りあ
Ria Ruo

⾳效師: 爽 悠季
Yuki So

服裝助⼿: まのあ 澪
Mio Manoa

照明師: 毬⽮ ソナタ
Sonata Mariya

淡路千景（妖怪的歌姬） / 在照片裏的女性: きよら ⽻龍
Haryu Kiyora

四池（副導演）: 真弘 蓮
Ren Mahiro

茜秀⼦（Seven Colors）: 咲彩 いちご
Ichigo Saaya

結髮: 美海 そら
Sora Miumi

美術家: ⽉乃 だい亜
Daia Tsukino

村海（副導演）: 七城 雅
Miyabi Nanashiro

⿊⽯（副導演）: 和真 あさ乃
Asano Kazu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