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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大纲

--- 《伊莉萨白－爱与死的轮舞－》

死亡爱上人， 
人爱上死亡， 
岂可能有此种事？ 

“爱与死的轮舞”在此揭幕── 

自奥匈帝国的皇后 
伊莉萨白暗杀事件后，已过百余年── 

炼狱的法庭至今仍持续在审判犯人路易吉‧鲁基尼。 

──皇后自愿死去。 

鲁基尼被问到杀害伊莉萨白的理由时，如此答道。 
他唤醒亡魂作证，叙述关于伊莉萨白历经的崎岖命运。 

伊莉萨白追求什么？ 
　　 　爱上什么？ 

身为知道答案的证人，黄泉帝王托特从深邃黑暗中现身， 
开始诉说。 

诉说他对伊莉萨白怀有何等“伟大的爱”── 
 

1853年，巴伐利亚王国。 
15岁的伊莉萨白很憧憬父亲马克斯不受常识或常规拘束的自由生活方式，过着随兴自在的少女时代。 
某天，伊莉萨白挑战走钢索，却失足从绳索上坠落，受重伤而昏迷不醒。 
伊莉萨白在生与死的夹缝之间徘徊，而在冥界入口迎接她的，是黄泉帝王托特。当托特正要对她印下死亡之吻时…… 
伊莉萨白以充满生命力的眼眸直直注视着托特，使托特被她深深吸引。 
初次知晓的“爱”撼动了托特的心。 
我就追逐伊莉萨白到天涯海角，直到她自己渴求“死”为止吧── 
托特胸怀此决心，将伊莉萨白送回原本的世界。 

此时期的奥地利帝国是由年轻的皇帝弗兰兹‧约瑟夫一世所统治。 
但实际上，掌握一切实权的是弗兰兹的母亲，索菲皇太后。索菲为了稳固哈布斯堡王朝，计划让弗兰兹相亲，邀妹妹路朵薇卡和其女儿赫
莲娜到避暑胜地巴德伊舍。 
索菲为弗兰兹挑上的对象是伊莉萨白的姊姊，也就是弗兰兹的表妹赫莲娜，但在相亲时，事情往出乎预料的方向发展。 
一反索菲的意图，弗兰兹看上的是与赫莲娜同行的伊莉萨白。伊莉萨白魅力十足，弗兰兹成了她的爱情俘虏，向她求婚，希望她能与自己
一起度过今后的人生。 
伊莉萨白虽然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感到困惑，还是坦率地接纳了皇帝诚挚的话语。 

1854年4月24日──两人的婚礼在维也纳的奥古斯丁教堂举行。 
弗兰兹和伊莉萨白对永恒的爱情深信不疑。 

然而，托特注视着这个情景，很确定…… 

确定自己将会是最后的赢家──



托特: 珠城 りょう
Ryo Tamaki

伊莉萨白: 愛希 れいか
Reika Manaki

弗兰兹・约瑟夫: 美弥 るりか
Rurika Miya

路易吉・鲁基尼: 月城 かなと
Kanato Tsukishiro

鲁道夫: 暁 千星
Chisei Akatsuki
兵库：8/24-31，9/7-16，9/25-10/1 
东京：10/19-31，11/13-18
風間 柚乃
Yuno Kazama
兵库：9/1-6，9/17-24 
东京：11/1-11

索菲: 憧花 ゆりの
Yurino Toka

杰普士: 光月 るう
Ru Kozuki

路朵薇卡: 夏月 都
Miyako Kagetsu

修布纳: 響 れおな
Reona Hibiki

死刑犯之母: 玲実 くれあ
Kurea Remi

格林纳: 紫門 ゆりや
Yuriya Shimon

沃夫夫人: 白雪 さち花
Sachika Shirayuki

拉乌夏: 千海 華蘭
Karan Chinami

史塔蕾: 香咲 蘭
Ran Kosaki

马克斯: 輝月 ゆうま
Yuma Kizuki

女官: 楓 ゆき
Yuki Kaede

主要演员

--- 《伊莉萨白－爱与死的轮舞－》



列芝敦丝登: 晴音 アキ
Aki Harune

尤拉: 春海 ゆう
Yu Harumi

黑天使: 夢奈 瑠音
Rune Yumena

赫莲娜: 叶羽 時
Toki Kanoha

家庭教师: 桜奈 あい
Ai Sakurana

修瓦尔贝鲁克: 颯希 有翔
Yuto Hayaki

埃尔马: 蓮 つかさ
Tsukasa Ren
兵库：8/24-31，9/7-16，9/25-10/1 
东京：10/19-31，11/13-18
暁 千星
Chisei Akatsuki
兵库：9/1-6，9/17-24 
东京：11/1-11

修迪分: 蓮 つかさ
Tsukasa Ren
兵库：9/1-6，9/17-24 
东京：11/1-11
風間 柚乃
Yuno Kazama
兵库：8/24-31，9/7-16，9/25-10/1 
东京：10/19-31，11/13-18

温迪诗女孩: 海乃 美月
Mitsuki Umino

肯贝: 佳城 葵
Aoi Kashiro

黑天使: 朝霧 真
Makoto Asagiri

女官: 姫咲 美礼
Mirei Himesaki

女官: 麗 泉里
Senri Urara

万岁领唱歌手: 周旺 真広
Mahiro Suo

女官: 清華 蘭
Ran Kiyoka

黑天使: 蒼真 せれん
Seren Soma

女官／首席舞者: 美園 さくら
Sakura Misono



黑天使［娼妇］: 輝生 かなで
Kanade Kio

黑天使: 英 かおと
Kaoto Hanabusa

娼妇: 陽海 ありさ
Arisa Hiumi

黑天使: 蘭 尚樹
Naoki Ran

女官: 桃歌 雪
Yuki Momoka

黑天使［玛德娜］: 天紫 珠李
Juri Amashi

黑天使［娼妇］: 彩音 星凪
Sena Ayaoto

娼妇: 結愛 かれん
Karen Yui

黑天使: 礼華 はる
Haru Reika

娼妇: 天愛 るりあ
Ruria Amana

美容师／娼妇: 菜々野 あり
Ari Nanano

少年鲁道夫: 蘭世 惠翔
Keito Ranze

黑天使: 一星 慧
Kei Issei

侍女: 白河 りり
Riri Shirakawa

娼妇: 羽音 みか
Mika Haon

娼妇: あまの 輝耶
Kaguya Ama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