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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被消失的年代 

身在上海時，我因為這件事收到許多劇場友好的短訊問候和叮嚀。我明白，當《棋

廿三》突然被上海有關當局取消演出的消息傳到香港時，大家一定會有許多想

象。雖然，我並不是第一身收到當局的通知，但身為編劇，並親身飛往上海了解

過情況，對於是次的演出「被取消」，沉澱過後，我大概可以分享一點個人的感

受。 

 

一切來得如此平靜而溫柔。 

 

據團員所述，演出前一天，當我們還正忙著為翌日的演出綵排，「戲劇谷」的職

員便突然出現，與敝團的負責人交代演出要臨時取消。雖然我並不在場，但據當

時在場的團員所述，戲劇谷的職員臉帶惋惜向我們道歉。事隔兩天，我到達上海

之後，亦親身前往戲劇谷與負責的職員見面，再一次，對方充滿歉意的向我們道

歉。感覺就像劇場發生了技術事故，又或是天氣問題，令我們演出需要腰斬一樣。 

 

首先，對於戲劇谷的工作人員這次的決定，我是萬二分的理解。他們親切的問候

與關懷，亦讓我無比溫暖。雖然身為編劇，我為此感到難過、痛心。但對於上海

的事，我不願再多花筆墨。相反，我關心的是香港，是我們的家。 

 

許多人喜歡用「文化差異」這個詞語來形容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那我姑且就在這

四字上，提出一些感受和叩問吧。 

 

我不是上海人，但我深信，相比中國其他城市，上海是相對先進和文明的！而我

亦相信上海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比香港低。據聞，《棋廿三》在上海演出時，

門票很快便被一掃而空。甚至因為演出爆滿了，觀眾便轉向報名在下與導演余振

球主持的工作坊。結果，工作坊的名額很快亦爆滿了。試問此等「待遇」，小弟

在香港何曾試過？因此，我會推想，上海觀眾對一套以日本人為主角的「中日戰

爭」作品是期待的。 

 

然而，當演出被取消。當局即日已把我們演出的大型廣告牌換走，新的劇目迅即

取代了我們的演出，我除了驚嘆工作人員的應變能力，還真希望香港公務員要多

多向上海同志學習。至於原本要看《棋廿三》的觀眾呢？去了哪？他們是否接受

了當局的安排，即晚欣賞了另一套演出？我不知道。但我很難想像，同樣的事情

發生在香港，大家的反應會是如何的「激烈」？ 

 

在上海我感受到的，是「和諧」，是「冷靜」，是「文明」。對於主辦單位的處理，

觀眾的反應來得如此平靜而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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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上海的繁華已超越香港，我並不反對。你不會在上海看到示威，上海人

很有學識，亦很有禮貌，很有效率。所以我會相信，無論是西九還是高鐵，在上

海老早就完工哩！而且肯定會在一片和諧聲中完工。（當中肯定不會存在甚麼原

居民反對呀、政黨反對呀之類的問題。） 

 

這，大概就是我們的「文化差異」了。對於一個演出，尤其一個題材敏感的演出

突被腰斬，我深信，香港的文化界是不會輕易接受的。同樣，對於一個演出被取

消，背後的原因到底若何，在香港我們定必歸根究底。因為我們一直相信「創作

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而我們也深信，創作自由比一幢

堂皇的劇院，來得珍貴千百萬倍。 

 

因為技術原因而刪剪了一段舞蹈，與「有人要求刪剪一段舞蹈」，背後是完全不

同的意義。但我能夠想像，在某些地方，你無法向孩子清楚解釋二者的分別，又

或孩子可能會回答：「不也就是取消了嘛？反正就是取消了！」等等。 

 

別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們不能讓香港變成這樣的一個地方！身處沉默是

「金」的年代，不平則鳴就得要更大的勇氣！ 

 

張飛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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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的自說自話 

這是一個思辨型的戲，討論過程至為重要。劇中對戰事討論的結果在歷史上早已

成定局，因此呈現在觀眾面前的討論需要避免煽情，從而讓不同看法，不同理解，

不同角度，不同觀點可以客觀地，冷靜地展現出來。 

 

中日戰爭只是這個戲的時代背景，但也是這個戲的危險地帶，更是這個戲的最大

挑戰。 

 

整個演出調子是冷的，但在底層，卻是熾熱的。觀眾在劇場裡看似是冷眼旁觀，

但思想卻會被衝擊得翻滾。 

 

********************************************************************* 

 

劇中以日本人的背景來討論侵華，在中國人的作品中較為少有。劇場成為大膽挑

戰觀眾去撇開民族情感、來進行理性討論的空間。 

 

劇中人物來自不同階層，有前途無限的天才青年，有代表著修養、文化、藝術的

名人棋士，有軍人領導，有商家，有草根下人，它們各有自己的生活背景和原因，

與及對自己的要求，還有外在的洗腦式感染。這些構成他／她們對棋道，對戰爭

的想法，並刻意地相互影響。當中或許有些想法會與觀眾接通，有些想法會惹來

爭論。 

 

想法通過語言文字來表達；語言文字藉著實踐化作行為；行為重複成為習慣；習

慣累積演進為文化；文化又影響著想法。劇中人將在這個循環中激起思考。 

 

********************************************************************* 

 

《棋廿三》表面上是說日本人的故事，但內容處處蘊含着中國棋藝的千年文化及

思想：仁與義，忠與恕，羞恥心。還有舉世棋壇無人匹敵的日藉華人吳清源。戰

爭就發生在圍棋、文化融合得天衣無縫的中日兩國之間。 

 

戰場上的對立、棋盤上黑子白子的對立、觀眾與台上角色的對立，在劇場裡被放

大，被挑起。之後，我們一同把個人感受放下， 一起回望、審視、思考今天的

對立。 

 

兩極化，非黑即白的對立式思維，在惟利傳媒的渲染下彌漫著今天的香港社會。

這種非友即敵的兩極思考模式，在愚弄着我們的智慧。戴卓爾夫人說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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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被個人感受佔據了腦袋，再沒有人懂得真正地思考！」 

 

我們正處身於最需要思考的時代。讓我們以回望代替盲目；以審視代替攻伐；以

思考代替衝擊。 

 

從新出發，香港！ 

 

余振球 



 

 

7 

監製的話 

今年一月，此劇於文化中心劇場首演後，開始籌備四月中重演音樂劇《喜靈洲分

享夜》，然後收到藝發局通知，劇團獲批資助前往上海戲劇谷演出，《棋廿三》亦

有幸成為開幕節目；其實以我們劇團的人力財力，一個月製作兩台演出是沒有可

能的；但考慮的已經不是去不去的問題了；能夠把原創粵語作品帶到內地，與國

內觀眾分享，同時有機會與一眾戲劇泰斗在同一舞台上演出，對小型劇團來說，

並不常有機會。我們不敢怠慢，根據首演後各方意見，討論過好幾個方案後，飛

帆馬上著手修改劇本，希望能更緊湊、更到題、更有張力；佈景根據演出劇院的

情況，修改本來四面舞台變成單面，導演和演員方面也要從新調度，場面的重點

要從新思考和設計；首演燈光由阿拔幫忙主理，但上海之行由於經費所限，未能

邀請同行，而且舞台由圍觀變成單向，就由小弟根據新劇本新台位重新設計。 

劇場空間在舞台美學上的信念是，不單是演一個戲，更重要是如何配合空間光影

去說一個故事。曾經在《蛆》、《十二怒漢》、《老竇》、《當愛因斯坦遇上畢加索》、

《哲拳太極》、《歷史男生》等作品中，我經歷過一種文本和美術都能互相配合又

各有發揮的過程，那感覺是一種不可描述的刺激和動人，想不到在這個時間緊迫

的非常任務中，我又嘗到這種久違了感覺。就在自我陶醉間，想到這一趟不單是

為了劇場空間而去，也是為了香港人而去，那就要更加努力。 

我們先頭部隊於 4月 26日晚上到達上海，27日開始搭景，好不容易佈景做好了，

好不容易音響也搞定了，29日早上只有我一個人在劇院中搞燈光的最後衝刺，

希望趕及下午排練前完成；導演午飯前會從酒店來到劇院，演員中午便會著陸抵

達，由安排好的車輛接他們先到酒店安頓，然後到劇院集齊排練。就在此時，主

辦單位的領導，一位高貴優雅的女士，向我招招手，在劇院門外告知她們早上收

到市政府通知，基於安全考慮，我們原定翌日開始的兩場演出已被取消。她們不

停表示抱歉，假如易地而處，相信她們正面對比我們更大的麻煩，交待過後，她

們要回去預備明晚的善後工作，就離開了。 

這時我想應該通知什麼人吧？但頭袋只有一片空白。只不過風向一轉，所有就輕

輕的消失，無影無蹤，而似乎又理所當然；一切來得是不能想像的平靜；天空很

大，卻不知何處安身。 

稍後大家都到了，到旁邊餐廳用膳，滿滿一檯人，似乎都不願說話，連哭出來叫

一下的氣力都沒有，空氣中是無盡的無可奈何。然後在港朋友訊息來了，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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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抱不平的都有，連記者都打電話來了；先是驚嘆各人消息之靈通、神通之

廣大，但我們連說話的心情也沒有；再而驚嘆上海人的效率，因為下午就收到劇

院通知，佈景須今天晚上移去，因為明早新的佈景要裝台。 

翌日早上，所有報紙頭條都是釣魚台；想起在機場等候登機往上海時，新聞正報

導美國總統將會到日本訪問，外界相信奧巴馬會就美日安保條約發表講話。而在

4月 28日他果然發表了講話，於是我和飛帆接下來在酒店大堂咖啡廳打了三天

劇本。我也很討厭政治，但政治不會因此討厭我而離我而去，把頭藏在沙中和事

實沒有發生的是兩回事，無知是一種個人選擇，我卻無法接受擁有這份福氣。所

以這個戲一定要重演。 

在某天一切都可能會在長官意志下，無聲無息地被消失之前。 

要感謝團隊對這個戲的厚愛，在毫無尊嚴的薪酬下依然不離不棄，尤其喬寶忠因

傷未能再次上陣，余世騰仗義幫忙。至於上海之行除了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

外，更有賴一班長駐上海的香港人協助，才能順利成行；還有一班專程由香港出

發本來打算要支持演出的觀眾；還有很多很多，我們只能無言感激，不能盡錄。 

 

溫廸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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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簡介 

傳說二戰期間，日本皇軍司令部，有一個叫棋舍的地方，暗藏了廿二位頂尖圍棋高手，

寓軍事於棋理，以棋盤為戰場，協助皇軍策劃整個侵華行動。 

年輕棋手木谷實，獲邀成為第廿三位棋手，在棋舍裡他遇上了日本第一國手本因坊秀

哉、好戰嗜殺的司令官松板石根、忠於天皇的井上孝平、野心勃勃的岩瀨平一郎、反對

侵華的島津千代子，以及善良的下人阿夏。 

從一盤殘局中，木谷實逐漸意識到戰爭的殘酷真相，更在與本因坊秀哉對奕間，見識中

國圍棋天才吳清源博大精深的「吳氏佈局」。在軍國主義的氛圍下，對圍棋充滿熱情和

理想的木谷實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重新思考棋道與天道的關係。 

分場表 

1937 年  初秋  東京近郊 

第一場    在棋舍的大廳 

第二場    在木谷實的房間 

第三場    在棋舍內 

第四場    岩瀨府 

第五場    在阿夏的房間 

第六場    在棋舍的花園裏 

第七場    在木谷實的房間 

第八場    在棋舍內 

節目全長約 2 小時，遲到者須待節目適當時候方可進場。 

本節目含暴力場面 

午間場次(20-21 號 2:45PM) 演出後，凡購買$300 門票觀眾均獲邀出席「貴賓茶聚」，

與導演及演員近距離接觸。 

晚上場次(18-20號 7:45PM)演出後設座談會，歡迎觀眾留步參與。 

場地規則 

演出期間，請關掉手提電話、其他響鬧及發光裝置。請勿在場內飲食、或擅自攝影、錄

音或錄影。多謝合作。 

我們需要你的意見，歡迎閣下填寫網上問卷：Online questionnair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1Z607poFWaieoe9r_T4ylDxtZNXuEjXZcLgFH-gvfo/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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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角色表（按出場排序） 

許諾 樂師 

劉亭君 飾 阿夏 

葉興華 飾 木谷實 

林沛濂* 飾 井上孝平 

蘇育輝 飾 松板石根 

勞敏心 飾 島津千代子 

高繼祥 飾 本因坊秀哉 

余世騰 飾 岩瀨平一郎 

*蒙役者和戲允准參與演出

創作及製作人員 

編劇 張飛帆 

監製 溫廸倫 

導演 余振球 

執行監製 符珮嘉 

舞台設計 余振球 

燈光設計 溫廸倫 

音樂及音響設計 劉穎途 

服裝設計 梁健棠 

舞台監督 劉漢華 

執行舞台監督 曾慧筠 

導演助理 林鍵峰 

助理監製 任永騫 

助理舞台監督 張美孚 

服裝助理 謝惠棓、潘詠妍 

化妝   戈貞 

髮飾 馮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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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棋道與戰爭 

圍棋 

圍棋屬中國古時遊戲的「弈」。「弈」是要求邏輯思維慎密的遊戲。 

圍棋的出現眾說紛紜，大抵是一種古老的占卜工具。古人以坐標方式記測天體位

置，便有了圍盤的雛形。棋子就是天上的星宿。星宿不是靜止的，而是隨四季不

停地變動，為了反映這種改變和探索變化的規律，古人便開始在棋盤上放置雙色

棋子進行研究和比較。 

現今圍棋所行的縱橫十九道和 361個交匯點，最早見於魏晉南北朝；後於隋唐期

間傳入日本。 

在於一種博弈的遊戲而言，圍棋的最基本規則在於：一是有氣的棋子才能存在於

棋盤之上；二是地多的一方獲勝。 

棋道 

棋道是個人修為，是棋手對「棋」與對弈過程的體悟，繼而是弈者超乎物外的感

悟。 

棋道講求專心志致、心無旁鶩，以觀「道」。形而下的「道」在於棋子和盤上的

規律，拿揑其中的變化與平衡；形而上的「道」則在於個人修為，繼而超越自我

的感悟。 

棋道展現在對弈之上：首先是對圍棋的尊重，這也是棋道的基礎；其次是對相關

禮儀的恪守；然後是對棋藝不懈的追求精神；最後是對圍棋文化的堅守和發揚。 

圍棋與戰爭 

圍棋作為一種具競技性的遊戲，本質上與兵家之道相合。而其以奪取空間的多寡

而分勝負，亦與人類為爭奪生存空間和領域而戰一樣：圍棋黑白二子，象徵着雙

方的軍隊；每顆棋子是一個作戰單位；棋盤即為戰場；對弈者即軍事首領，運籌

帷幄，決戰千里。很多軍事思想大都可以棋盤上得到體現。 

遊戲源於陶冶性情，但同時也是人欲望發洩的一種方法。 

圍棋在崇高的心性修為以外，也可是一種講求鬥爭、欺詐和暗術的極端活動；只

是再現的空間是棋盤，而且名正言順的爭鬥，不必有罪惡感。 

圍棋在日本得到空前的發展，是圍棋在本質上包含了「道」與「競技」於一體，

這與日本文化相合，如同「菊」與「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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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原型 

角色名字 人物原型名字 

島津千代子 

阿夏 

井上孝平 

本因坊秀哉 

松板石根 

岩瀨平一郎 

木谷實 

(原創角色) 

(原創角色) 

井上孝平 

本因坊秀哉 

松井石根 

雁金准一 

木谷實 

歷史人物追塑 

島津家族背景 

島津家族是日本顯赫的世族。 

島津氏在鎌倉時代已是大地域的領主。據說島津氏是日本秦氏的後代。 

江戶時代初，島津曾入侵琉球，並佔領奄美諸島，支配琉球王。其勢力由此可見。 

江戶時代後期，島津家與德川家在關原之戰，處於敵對關係。雖然島津家支持的

西軍敗於德川家康手下，但其後，德川家與島津家締結姻親，而島津家亦因此與

幕府建立了穩定的關係。 

幕府末年，島津家是其中一股尊皇倒幕的力量；幕府瓦解，島津家勢力增加。 

明治維新過後，島津兩支分家均被授予爵位。 

現今日本天皇的祖母──島津俔子。 

本因坊 秀哉 (1874-1940) 

劇中本因坊秀哉的原型。家元本因坊家第二十一世，本名田村保壽，終身名人制

的最後一位名人。 秀哉八歲能棋，三十四歲年襲本因坊位，升為八段。 1914

年他被推舉為名人。1933年，他與五段以上棋手優勝者吳清源對局。五年後，

與木谷 實七段下引退棋。引退後，將「本因坊」名號轉讓給日本棋院，用於創

辦本因坊戰。從此，本因坊戰成為日本七大圍棋賽之一，亦是最歷史悠久的賽事。 

秀哉棋風雄肆奔放，被譽為「不敗之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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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 (1878-1948) 

以松井石根為原形構思。大日本帝國陸軍大將，為南京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裁定為乙級戰犯（甲級戰犯嫌疑部分，被判無罪），戰後被處

以絞刑。 

劇中被描繪為好戰、不擇手段、愛國的將領，希望透過圍棋布局獲得開戰的支持

及謀略。 

雁金准一(18�79-19�5�9) 

日本明治、昭和時期圍棋棋士，九段。東京都出身，原姓岩瀨。初入方圓社中川

龜三郎門下，後入本因坊秀榮門下。後被日本棋院開除後另立棋正社，在棋正社

與日本棋院對抗賽中任棋正社統帥，是本因坊秀哉名人的競爭對手。後創立瓊韻

社，在晚年與吳清源進行過一次擂爭十番棋。

木谷 實(1909-1975) 

劇中木谷實的原型。他為鈴木為次郎弟子。1924年，他十六歲時入段，四十八

歲為九段棋手。於 1926年，棋正社向日本棋院挑戰的「院社對抗戰」中一口氣

連勝十場，一戰成名，被稱為「怪童丸」。 二十歲時，他與吳清源共創「新佈局」

理論，一改其過去重視實地，在布局中佔據低位的棋風，改為重視佔據高位，令

棋壇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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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戰爭列表(一五四九至一九四五年) 

西曆 日本 中國 世界大事 

1549-1556年 
日本倭寇在中國沿海為禍，縱橫江浙沿海，肆

無忌憚。 

1592-1595年 

日本豐臣秀吉出兵進攻明朝的藩屬國─朝鮮。

明朝出兵大敗，人馬死傷無算。明

欲議和，日本假意答允。 

1597-1598年 

日本豐臣秀吉在釡山發動第二次攻勢。明軍節

節敗退。豐臣秀吉死，日本亦耗損甚慘重，戰

役才告結束。 

1868年 

日本明治維新，確立了「武國」擴張政策，執

政者力謀南進與北進。 

南進是南洋發展，首先必要侵佔琉球和臺灣，

北進是指向中國大陸，必要佔領朝鮮。然而，

琉球、臺灣和朝鮮均原屬中國的藩屬或領土。

1873年 
日本單方面宣佈，把原屬中國的琉球群島改為

日本領土。 

1874年 

日本假製借口出兵臺灣。 

在美、英、法三國公使的「調停」

下中日簽訂《北京專約》。 

日軍撤出臺灣 
中國須補貼日軍在臺灣房屋修建

費。 

1875年 日本炮轟中國藩屬的朝鮮。 

1879年 日本廢琉球王，改置沖繩縣。 

1884年 

日本與朝鮮貴族發動政變，宣佈朝鮮獨立。 

在朝鮮被宣佈獨立的數天後，中國

與朝鮮守舊派擊敗日軍，重掌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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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 

中日簽定《天津條約》，規定兩國同時撤兵 

日本則反議與中國共同改革朝鮮。然而，原屬

中國的朝鮮，於此變為兩國共同的藩屬國。 

1894-1895年 

1894 年 7 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中國在國際間面臨瓜分的危機。 

1895 年 4 月，中國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務相陸奧宗光簽訂了中國屈辱的

《馬關條約》。 

1900年 
5 月，英、法、俄、德、美、奧、意、日八國聯軍之役展開，慈禧向列強宣戰。 

1901年 
1 月，中國與八國聯軍議和，簽訂「辛亥條約」。 

1928年 
日本政府阻止張學良在東北三省「易幟」。 

中國被阻撓統一。 

1931年 
9 月，日本發動「九一八」瀋陽事變。  

1932年 

1月，東北三省全被日軍佔領；日軍進攻上海，

發動「一二八」松滬事變。 

3 月，日本扶植溥儀，在東北成立「滿洲國」。 

1933年 

3月，日軍佔領熱河；日軍進攻長城各口及冀

東。 

5 月，中日簽訂《塘沽停戰協定》，國軍後撤，冀東劃為非武裝區。 

1934年 3月，日本扶植溥儀登基成為「滿洲國皇帝」。 

1935年 

8月，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號

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同年，中國國共內戰激烈。直至「西安

事變」，國共再度合作，聯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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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西安事變發生，張學良挾持蔣介

石，要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 

1937年 

7 月，「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間展開艱苦而漫長的八年戰爭。 

10月，國民政府收編中共南方紅軍為國

軍新四軍，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 

11 月，日軍攻陷上海。 

12月，日軍攻陷南京，屠殺三十萬人「南京大

屠殺」 

國民政府遷都武漢。 

1939年 第一次長沙會戰，中國取得勝利。 

9月，德國入侵波蘭，二次大戰

爆發。 

11 月，南昌失陷。 

1940年 德、日、意簽訂軍事同盟。英法對日妥協，切斷了中國對外交通，實行經濟、物資封鎖。 

1941年 

蘇聯與日訂立友好條約。 

中國被孤立。 

9月，第二次長沙會戰，中國取得勝

利。 

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並進軍香港、星加坡

等英屬殖民地。 

掀起太平洋戰爭。中、英、美、蘇連成一線，與「軸心國」德、日、意作戰。 

12月，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國取得

勝利。 

12月 25日，香港淪陷。 

1945年 

8月，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

枚原子彈。 

同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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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前的經濟概況 

經濟問題是日本侵華的重要因素；也是當時日本政府誘惑民眾支持侵華所製造的

輿論氛圍。 

日本是一個島國，自然資源貧乏；而且它位處板塊邊陲，地震海嘯、火山爆發時

有發生。這種憂患意識深深地烙在日本人民心中。 

明治維新前，日本的幕府與新政權的內戰已消耗了不少社會資源。而明治維新，

致力發展重工業，更使日本國庫空虛。 

發展工業需要大量煤礦、鐵礦、石油等，對資源稀少的日本而言，只能依賴國外

資源。 

明治維新後，日本學習歐美列強經驗，積極走上對外擴張之路，掠奪外國資源，

以求發展本土經濟。 

1868 年開始，日本先後侵佔中國屬地的琉球、台灣和朝鮮，逐步蠶食中國領土

和資源。 

在甲午戰爭後，1895 年中日簽定《馬關條約》。中國對日本的賠償，使日本獲得

了土地、金錢、資源等。日本嚐到戰爭和侵略的「甜味」，這激發了日本擴張侵

華的欲望。 

1927年，日本外務省通過了《對華政策綱要》。當時內閣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根

據會議內容起草了《田中奏折》內：「欲征服全球，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

那，必先征服滿蒙。」日本當政者的機心可見一斑 

。 

1929 年，日本發生大地震；而西方國家亦爆發了空前的經濟衰退，日本也遇上

世界性經濟恐慌的打擊，經濟危機日深，如對外貿易劇減，失業率持續上升，人

民生活困苦。日本政府為了轉移國民的視線和擺脫經濟危機，便再次把矛頭直指

中國。 

1931年，日本為了轉移世界經濟危機對國內經濟的影響，便蓄意發動對華戰爭。

在九一八事變中佔領東北三省，大量的礦產資源落入日本手上；而東北三省亦成

為日本二戰期間重要物資的補給站。 

日本一向覬覦中國的天然資源，在經濟危機的驅使下，加強了日本政府侵華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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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期間製造的社會輿論與思想控制 

日本是一個島國，天然資源相對貧乏。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逐漸強大起來；日本

政府為了掠奪更多資源，開拓市場，遂把目標指向地大物博但國力衰弱的中國。

日本政府為了給侵略找一個合理的借口，以便發動國民參戰。故此在戰前和戰爭

期間，於日本國內大肆製造侵華的社會輿論，誘使民眾支持侵華，為發動戰爭奠

定基礎。 

 

以共同利益利誘人民支持戰爭 

經濟危機的陰霾下，日本政府首先以中國資源豐富，地大物博誘惑國民，讓日本

國民看到虛假的希望，在社會上形成為爭取共同利益而戰的輿論。日本政府甚至

把這種思想和言論製作成教育材料。例如：當時日本地理參考書中就載有「滿洲

地廣而肥，有大平野，有大森林，礦產又富，是將來工業絕好的經營地，作為日

本的殖民地再好沒有了。」 

 

以國家危機迫使人民支持戰爭 

當時日本的報章和電台亦紛紛宣傳「滿蒙生命線」論和「侵略滿蒙是唯一的出

路」。除了把中國渲染成一塊應該屬於日本的「肥肉」外，日本政府還強化日本

面臨的國防危機，刺激日本民眾為生存和安全而戰，製造日本國不得不取中國的

言論和氛圍。如《日本陸軍讀本》「懲支那暴兵，保大陸生命線」。 

 

思想教育人民必須侵華 

在日本軍部指揮下，1931年 8月日本成立了「普及國防思想委員會」，訂定了對

日本國民進行以滿蒙危機為重點的國防思想教育。 

軍政人物跑到全國學校進行「帝國國防與滿蒙」的演講。日本第九師團司令部甚

至用飛機在日本上空散發傳單，題為「醒來吧國防！醒來吧，我同胞！」等。日

本各政黨、軍人及右翼團體紛紛投入各項宣傳活動中，並經常組織座談會、演講

會及利用新聞、報章、刊物、廣播、電影等宣傳侵華主張。 

日本政府舖天蓋地的進行侵華宣傳活動，製造強大的侵華社會輿論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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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衊中國，誤導戰爭為正義 

日本政府更透過媒體惡意詆毀、污衊中國，把中國人描繪成貪婪、無恥、刻薄寡

恩、妄自尊大、不潔、自私自利、虛偽的民族；大谷光瑞更稱「支那完全是匪賊

的集合」。日本政府借神道論提升日本民族的優越感，而優秀的民族統治劣等民

族是合情合理的事。故此，日本統治支那也是理所當然的。日本民眾在這種包圍

式的宣傳渲染下，沒有選擇地接受政府軍部的密集性觀念灌輸──侵略是「正義」

的行為。 

日本政府更變本加厲製造事端，挑撥中國與朝鮮和國際的關係，誣衊中國希望日

本與俄國開戰，以激起國內不明事實真相的日本民眾的憤怒。目的就是要迫使國

民感受「日本人的生命財產正受威脅，必須懲治支那」。日本政府把侵華之戰冠

以「維護和平」的美名，所以侵華行為便成了大日本的正義之戰。這些宣傳無非

想獲得日本國民對侵華行為的支持和認同。 

日本政府為了激勵日軍侵華，不斷以天皇頒布嘉獎侵華的烈士，以傳媒通報全

國，正面增強鼓勵民眾繼續侵華的行為。 

控制傳媒，單一訊息發佈 

戰爭期間，日本政府為了使侵略的國策與社會輿論一致，便把新聞傳媒完全控

制；更製定《新聞法規》，對新聞發佈和出版作出種種限制。傳播媒介在重重壓

力下，開始跟隨政府侵華的論調，大肆宣傳各項侵華的社會言論和加強對中國的

不實報道。傳媒在那一刻已變成日本軍部的傳聲筒。日本民眾亦只能接受到來自

軍部的單一訊息。 

日本通過對國內新聞報章、雜誌、廣播、電影等媒體的控制，把日本國內輿論作

嚴密監視和控制；並利用各種媒體對民眾進行思想引導，以便在最大程度上煽動

日本民眾侵華的情緒。故此，當時的日本人民都認為「戰爭是每個人的事」、「支

那人豬狗不如」、「只要這場仗獲勝，日本人民便有好日子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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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術語 

支那 

即中國。梵語的音譯。 

原見於漢譯佛典，係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日本沿用。 

切腹 

「切腹」最早見於十二世紀日本的平安時代。它是一種不簡單的自殺方式，但正

因為這樣，所以日本人才更覺它能顯示切腹者的勇敢和剛毅。 

在日本文化裡，「腹部」是靈魂的棲息地。以切腹這種方式來自殺是一種自我裁

決、自我懺悔和懲罰，或是維護名聲和自尊的手段。 

切腹是一種武士道精神，而武士道精神最重要的體現就是「視死如歸」。 

九段 

現在日本所行的九段源於魏晉南北朝。梁武帝為了推進圍棋在當時的發展，設立

了「棋品制」。當時棋品定為「九品」：「夫圍棋之品有九: 一曰入神, 二曰坐照, 

三曰具體, 四曰通幽, 五日用智, 六曰小巧, 七曰鬥力, 八曰若愚, 九曰守

拙。」（《三國．魏》《藝經》）。「九品」後來傳到日本，就成了現在的「九段」。 

（九段）一品入神: 動如智水, 靜如仁山, 隨感而應, 變化萬端。 

（八段）二品坐照: 神明規矩, 成竹在胸, 化裁通變, 不離個中。 

（七段）三品具體: 斂才就範, 繩墨成陳, 攻心為上, 不戰屈人。 

（六段）四品通幽: 探賾索隱, 致遠鉤沉, 無形運用, 自具會心。 

（五段）五品用智: 運籌帷懾, 決勝千里, 因形用權, 無形無體。 

（四段）六品小巧: 借意收勢, 占地搜根, 勾心鬥角, 五花八門。 

（三段）七品鬥力: 攻中有守, 守中有攻, 以小易大, 擊西實東。 

（二段）八品若愚: 以逸待勞, 以退為進, 持重老成, 不開爭端。 

（一段）九品守拙: 大局有成, 機閑自補, 謹固藩籬, 止戈為武。 

（清人襲嘉相在《楸枰雅集》中對圍棋九品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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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 

1578年日本棋界高手日海和織田信長對弈後，信長嘆之為「名人」，之後名人遂

成為天下第一之意。同一時間只能有一位名人。名人一詞為日本圍棋史上對於當

代棋界第一人者的名號，日本將棋史上亦有相同名號；直至末代圍棋名人本因坊

秀哉引退後捐出此名號，而演變為日本棋院的一項頭銜比賽名人戰。 

天元 

天元是棋盤的正中心，圍棋有所謂「金角銀邊草肚皮」的說法，故此有人覺得，

一開始落子天元無異於浪漫一顆棋字，是愚蠢行為，又或自視實力遠高於對手。

是故當年吳清源對本因坊秀哉落子天元，曾被認為對名人不敬。 

星位 

星位是一個圍棋的名詞，狹義是指從棋盤角部起，橫、豎都是第四路的位置，整

個棋盤共有四個星位。廣義而言，則包括了四個角上星位之間的中點和正中央的

一點（天元），亦即整個棋盤上有九個星位（四個角星，四個邊星和中央天元），

一般在棋盤八個星位以及天元會以較為粗深的點來標示。主要的用意是便於判別

棋子在棋盤上的相對位置。 

三三 

三三指在圍棋中於角部佔據第三線與第三線的交叉點的著法，整個棋盤中有四個

點是三三。三三因為實利堅固，且有一手保角的優點，在日本新布局時期一度流

行。但由於其發展性低和位置低，所以現代棋局中較少出現以三三占角的布局。

三三定式數量較少。 

另外，在對手以星占角時，三三是奪取角地的常見手段。在中國古代圍棋中，由

於存在還棋頭規則，三三並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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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目 

 

小目是圍棋棋盤上第三線和第四線的交叉點，一個角落有兩個，整個棋盤中共有

八個位置稱作小目。小目因為兼具第三線的重視實利以及第四線重視外勢的兩個

優點，因此成為圍棋開局佔角時經常下的位置。 

 

圖(1)中的白１被黑子叫吃，黑若Ａ提取，就

成左圖(2)的棋形，白棋若Ｂ提取黑２又還原

成左圖(1)，如此反覆沒完沒了，妨礙棋局進

行，這樣的情形稱為〔劫〕或〔劫爭〕。 

解決的辦法是－－－－〔隔一手〕 

當黑提取時白不可立即１提回，但可先於(3)

中的白 3叫吃黑子，這樣黑子有 2顆棋子同時

被叫吃，黑可選黑 2〔黏劫〕或黑 4〔長〕逃

出一子，若選黑 4長，白才可白１提回，同樣

地，黑也不可Ａ立刻提回，須隔一手，依此規

則進行就稱為〔劫〕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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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棋禮儀 

基於對弈的尊重，對弈時便訂定了一定的禮儀。 

下圍棋時，棋士分為上手及下手。上手也稱「上首」，表示較尊貴的一方。對弈

間，上手亦可解作棋力較高的一方。上手及下手都需要遵守圍棋禮儀。以下的是

對弈間常見的禮儀，未有一定標準，只屬參考： 

1. 對局雙方入座後，於執取棋罐前曲上身致意。

2. 猜子的禮儀：在對弈前，雙方會以猜子的方法，決定下子先後次序。 猜子

前，一般由衛冕者、段位較高者 (即是上手)來執白子。若果段位相同，則

由年長者執白子。下手執黑子。執白子的下手坐於裁判方向的右手方，執黑

子的則是左手方。

在猜子的過程中，上手掏一把白子並握於掌心，握子的手置於棋盤面，然後

攤開白子。與此同時，下手取出一枚或兩枚黑子置於棋盤上。一杖及兩枚黑

子分別代表猜對方手中的白子數目是單數及雙數。若果下手猜對了白子數

目，會有下子先後的選擇權。普遍情況下，猜對的棋士會選執黑子，因為棋

局以黑子先行。 

3. 開局的第一手棋應下在己方向的棋盤右上角。此禮儀源於日本，黑子的一手

棋如果是占角的話，則應下在右上角，把距離對方右手最近的左上角留給對

方，表示對對方的尊敬。

4. 對局前下手方應主動整理棋具。在日本的大比賽、甚至是挑戰賽對局前，晚

輩、下手、挑戰者都主動用白布擦拭棋盤，以示敬意和學習的態度。

5. 下棋時應有弈德：坐姿保持端正、不要歪坐；思考後手才拿子；不應抓子、

翻打或玩弄棋子；下棋時應輕拿輕放，不應用力拍子，亦盡量不要在棋盤上

推子；落子無悔；局後雙方應收好棋子，整理好棋具方可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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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及製作人員 

張飛帆 編劇 

2002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及電視系，獲頒（榮譽）

學位，現為楚城劇團主席及創作總監、粵劇慎和堂成員及

楚城文化有限公司創辦人。本地舞台及電視編劇，過去曾

為不同劇團編寫舞台劇本，近作包括楚城《繡花紅鞋》、《旺

角龍虎榜》、《難忘郁達夫》、《天上人渣》、《大酒店有個荷

李活》；影話戲《攻心》、《遺失了你的眼睛》、《Hell 

Walker》、《大逃犯》；壹團和戲《白月流光》﹑《新豐路有

落》﹑《4．9靜音車廂》；演戲家族音樂劇《一屋寶貝》; 糊

塗戲班《和媽媽中國漫遊》; Theatre Noir音樂劇《我的

長腿叔叔》;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危樓》；香港電台「沒

有牆的世界」系列《一千光年外的自由》、「一念之間」系

列《痛愛》、「廉政行動2011」系列《黑白線》、《私症》，

並為青春劇《DIY2K》擔任編審及編劇。 

曾經憑《暗香》獲得「第三十三屆青年文學獎」（戲劇組）

冠軍；於 2008年憑《難忘郁達夫》獲提名「第一屆小劇

獎」最佳劇本獎，及憑《天上人渣》獲提名「香港舞台劇

獎」最佳劇本獎，並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2010

香港藝術發展獎 - 藝術新秀獎 (戲劇)」。 

除藝術創作外，近年亦以楚城文化名義為多個不同本地藝

團提供文化宣傳及推廣服務，包括東昇粵劇團大型粵劇

《盤古初開》、阮兆輝先生從藝六十周年作品展《血汗氍

毹六十年》、大型音樂劇《一屋寶貝》（最終回）及觀塘劇

團音樂劇《2 月 14》等，並曾監製多套賣座舞台劇，包括

《潮州姑爺》(重演)、《相聚 21克》(首演)及《大酒店有

個荷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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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球 導演/舞台設計

熱愛音樂劇，2012 年受美國 ICG PRODUCTION INC. 聘

請執導講述江青一生的全新英語音樂劇“ I，CHING”

《青》，於洛杉磯作世界首演。曾導演音樂劇作品包括《舞

步青雲》”A Chorus Line”,《喜靈州．．．分享夜》”

Nunsense” (獲第二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舞台效果；演員

文瑞興獲第二十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配角), “Wizard 

of Ox”, 《細 鳳》, 《仙樂飄飄處處聞》 ”The Sound of 

Music”, 《夢斷維港》”West Side Story”,《王老闆撞

鬼聖誕夜》,《武士英魂》”Man of La Mancha”等。 

余氏乃經驗豐富的舞台工作者，從事多方面的創作，

包括策劃、監製、導演、編劇、劇本翻譯、製作、舞台及

燈光設計等。現任職澳門文化中心節目策劃及市場推廣。

八七年夏獲柏立基基金，赴美國紐約羅察斯特大學深

造舞台美術及製作。九三年獲香港演藝學院頒發專業文

憑，主修燈光設計。九七年再遠赴荷蘭及捷克布拉格修讀

「舞台美學」，並以優異成績完成倫敦研究院 (London 

Institute)碩士課程。  

歷年來以《廿三樓．攪笑友》”Laughter on the 23rd 

Floor” (演員倪秉郎、丁家湘分別獲第五屆香港舞台劇獎

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叛艦記 WWII》”Caine Mutiny 

Court Martial”、《少年梵高的煩惱》”Vincent in Brixton”

(演員陳沛銣獲第一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女配角)、《大顛

世界》”Mad World, My Master”、《喜靈州．．．分享夜》

等先後被提名「最佳導演」。 

2009 年, 帶領普通話版《粉紅天使》”Oscar et la 

dame Rose” 到台北參加第七屆華文戲劇節。(此劇粵語

版女演員區嘉雯獲第十七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 。

余氏積極從事戲劇推廣工作，九四年起為不同機構舉辦之

燈光及舞台設計課程擔任特約講師,包括香港演藝學院,

明愛教育機構,澳門市政廳,澳門演藝學院,新加坡實踐劇

團,及捷克布樂瑙藝術學院(JAMU, Brno)。並受邀為新加

坡南洋藝術學院執導 2013 年度畢業作品. 亦曾為澳門市



 

 

26 

政廳文康部創辦「澳門藝穗」(Macau Fringe). 2002年獲

邀出席「荷蘭夏季藝術節考察團」。2011年夏獲「沖繩國

際青少年兒童戲劇節」邀請為「註節藝評人」。 

 

余振球為香港舞台設計及技術人員協會創會董事之

一、香港戲劇協會幹事、香港藝術發展局九五年度增聘委

員，現為戲劇小組審批員及 2013 年度戲劇藝術顧問。 

 九八年余氏與友人成立 劇場空間。  

 

 

溫廸倫                監製/燈光設計                

辛亥年生，香港原居民。93年香港演藝學院畢業，主修

舞台燈光；95-99年任香港話劇團執行舞台監督。後前往

荷蘭、西班牙及倫敦進修，並以優異成績完成舞台美學碩

士學程。回港後加入『劇場空間』，主力節目策劃及製作。

作品多次獲香港舞台劇獎提名，於 2003年度憑《十一隻

貓》獲頒最佳燈光設計。 

 

歷年為中港台三地藝團製作上百演出，包括：麥秋製作《美

狄亞》；香港話劇團《春秋魂》、《戀戀 4X6》等、北京華

文戲劇節香港劇目《次神的兒女》、台北華文戲劇節香港

劇目《粉紅天使》；香港戲劇協會《大建築師》﹝Master 

Builder﹞、《喜尾注》﹝Funny Money﹞、《金池塘》﹝On 

Golden Pond﹞香港、澳門及日本神戶演出；唯獨舞台《唯

獨祢是王》；Faust International《Peter Pan》香港、菲律賓、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巡迴、《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原創音樂劇《I-Ching》美國洛杉磯巡迴；山東省

雜技團國內重點演出《遙望》；揚州古蹟公園開幕晚會；

及多次於廣州製作大型演唱會及文藝晚會。 

 

此外亦嘗設計佈景及服裝設計工作，其中劇場空間製作

《少年梵高的煩惱》﹝Vincent In Brixton﹞獲提名第一屆

香港小劇場獎最佳舞台效果；其他作品包括：劇場空間《老

竇》﹝Da﹞、《舞步青雲》﹝A Chorus Line﹞；思定劇社

《珠寶店》﹝The Jewel Shop﹞；慈幼會慶祝鮑思高來華

百年《傳頌承》；香港戲劇協會《承受清風》(Inherit The 

Wind)；香港合唱團音樂劇《仙樂飄飄處處聞》﹝The Sound 

Of Musi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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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作品包括：《蛆》﹝Maggots﹞、《滴嗒‧夠鐘》

﹝AM/PM﹞、《夜夜夜麻》、《戀戀心湖》﹝Talley’s Folly﹞、

《阿媽話…》﹝My Mother Said I Never Should﹞、《天水

圍十二師奶》、《天上人渣》、《歷史男生》等；英語演出包

括音樂劇《ANNIE》﹝小安妮﹞、《OLIVER!》、《Dracula the 

Musical》、《Godspell》等。 

擁有豐富的舞台設計及技術經驗，擅長從空間及美學的角

度切入創作：2000年創作《非我 ─ 光影之間》﹝Not I﹞

是一個沒有演員的演出，於荷蘭首演，後獲邀於澳門藝穗

節 2001 再度演出，2006 年再於香港演出進化版。2001 年

聯同來自英國、荷蘭、德國、巴西、智利及香港等地的藝

術家，以投映、錄象、太鼓、人偶、及莎士比亞的角色，

在劇場裡創作多媒體製作《蛆》；與荷蘭 SILO劇團及哥斯

達黎加藝人 Rodolfo 合作，舉辦工作坊，及與學員一起於

石硤尾下邨、彩虹邨停車場天台球場、吉慶圍、及葵青劇

院前空地製作環境劇場演出。 

自 01年起，多次舉辦舞台美學工作坊，鼓勵年青人以文

字、形體、光影、聲音、物件、或任何從生活中的元素進

行創作，以表演或裝置的形式發表，從開拓不同媒介的可

能性中，提鍊更活潑而富有當代氣息的劇場體驗。亦為本

港多間中學及社福機構舉辦戲劇或舞台製作課程，於周年

演出及學校戲劇節中演出。自 01年起擔任香港戲劇匯演

統籌，及於香港藝術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及香

港大學進修學院擔任舞台美學及舞台管理客席導師。 

符珮嘉 執行監製   

於香港城市大學生物及化學系畢業。讀書時參與過編劇工

作。二○一三年加入劇場空間，曾參與製作《觀塘音樂劇

遊樂場》、《歷史男生》、《棋廿三》、《喜靈州……分

享夜》(三度重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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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穎途                   音樂及音響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舞台音響

設計及音樂錄音。 

 

○三年憑作品＜戰爭與和平＞於香港步操協會之步操比

賽獲得銀獎。九九年任金培達之錄音室助理。劉氏憑＜千

禧瑪莉亞＞獲第九屆香港舞台劇獎之最佳音響設計；籍＜

蛋散與豬扒＞更獲於“布拉格舞台四年展舞台作曲館”

中展出。○六年作品＜eleven ribs＞於蘇格蘭藝術節作現

場演奏。劉曾任音樂劇＜一個人的婚禮＞、＜細鳳＞、＜

體育時期＞、＜白毛女＞、＜點點隔世情＞、＜喜靈洲…

分享夜＞、＜仙樂飄飄處處閒＞、＜香港、你好＞、＜大

東亞異人娼館＞、＜六月新娘＞、＜天生不是女人＞、＜

舞步青雲＞、翻譯劇＜王子覆仇記＞及山東雜技團＜遙望

＞之作曲、編曲及音樂總監，亦為廣告、電視台及電台擔

任作曲及編曲等工作。劉氏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之最佳音

樂創作有＜老竇＞、＜體育時期 青春.歌.劇＞、＜粉紅

天使＞、＜十二怒漢＞、＜風聲＞, 獲得提名最佳音響設

計有＜點點隔世情＞。 

 

二零一二年原創音樂劇＜青＞於美國洛杉磯上演，劉氏任

此劇之音樂總監及樂隊指揮，獲得當地各界的迴響及認

同。  

 

 

梁健棠                    服裝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服裝製作工藝。擅於設計風格

華麗、閃爍耀目、鮮豔獨特自成一派的華衣美服；為當時

得令、炙手可熱的本地舞台服裝設計師。作品屢獲獎項提

名，並憑中英劇團《昆蟲世界》、香港話劇團《敦煌. 流

沙. 包》、Theatre Noir《動物農莊》及林澤群實現劇場《DIVA

先生的華麗戲劇教室》四奪香港戲劇協會第十八、 十九、

二十、廿一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服裝設計獎。曾任香港迪

士尼樂園演藝人員高級形象專員及營運戲服高級主管，專

責指導專業形象及服飾形態的顧問工作。其後獲邀任職太

陽劇團 Cirque du Soleil（Asia)參與藝術馬戲服飾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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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作品數量甚豐，近年包括《攣到爆》、《小人國 1-4》、

《黑色 48 樓》、《爆谷殺人狂》、《灰闌》、《情場如戰場》、

《小孖俠》、《Prison de Ballet》、《荃加福祿壽宇宙最強演

唱會》、《點點隔世情》、《女帝奇英傳》、《八百比丘尼》、《情

聖》、《森美要滾》、《王祖藍嫁比耶穌演嘢會》、《怪獸國王

灰姑娘》、《IChing》、《芳華絕代之曇花一現》、《金菠蘿戰

士》、《天狐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南海十三郎》、《都

是龍袍惹的禍》、《作死》、《Avenue Q》、《莫札特之死》等。

劉漢華 舞台監督     

現為自由舞台工作者。 

曾於 1988至 89年間修讀由何偉龍先生執教的浸會書院校

外戲劇課程，畢業後隨即加入灣仔劇團，在團內十多年間

曾擔任多個不同的前後台製作崗位。 

於 1997年正式以舞台製作作為自己終生的專業事業，多

年來致力於演員、舞台技術及管理導師、舞台設計、後台

技術及管理工作。曾合作過多個表演團體及單位，近期包

括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騎士創作及劇場空間

等。於 2004至 2005年期間擔任《雪狼湖》音樂劇內地巡

迴演出的舞台監督。 

劉氏曾於 2005年 7月至 2014年 4月約九年內擔任中英劇

團的駐團舞台監督，期間亦參與團內的演員及舞台設計工

作；亦於 2008年自製了一系列的結婚短片《今晚擺酒有

你》上載到 Youtube 得到五十多萬點擊率，當時為香港

惡搞文化再增添另類色彩。 

《今晚擺酒有你》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ISipIz1i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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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筠 執行舞台監督 

現為Givers親子義工隊演藝導師及顧問，亦是唯獨家族成

員，多次為基督教無家者協會進行義演。 

幕前演出有Arts’ Options《第三波》、唯獨舞台《DOGS》音

樂劇、《快樂王子》音樂劇、陳桂芬工作室《神蹟奇案》、

《女人蜜語》、海豹劇團《深潤大宅》、零與一劇團《紅白

二事》（編舞及演員）、團劇團《聊齋新誌》、灣仔劇團《秒

速18米》、中英劇團《伴我同行》等等，亦曾於青苗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嘉許禮2012》擔任聯合編劇、導演及演

員。 

近年參與的幕後製作有iStage《走婚》、神戲劇場《Equus

馬》、香港藝術節《屠龍記》、《香港式離婚》（首演及重演）、

《聖荷西謀殺案》(三次公演及星加坡巡演)、黃子華舞台

劇《咁愛咁做》等等，及參與製作維園綵燈會2014。 

現為戲劇導師及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林健峰 導演助理 

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創意藝術與文化系，曾到韓國東國大

學修讀英國文學及戲劇。無名製作創辦人及藝術總監，擔

任原創音樂劇《羅尼蜜街》編劇、導演及填詞。亦曾於

Theatre Noir 《狄更斯的快樂聖誕音樂劇》、《Le French 

May – Cabaret Des Annees Folles》，劇場空間《八美猜兇》

及《勝者為王》等演出擔任助理舞台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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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美孚 助理舞台監督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婦女會社區劇團成員，曾於家計會婦

女會廿五周年紀念話劇《女人四十困在家》擔任副導演及

演員。曾任助理舞台監督之製作包括《棋廿三》、《喜靈

州……分享夜》(三度重演)、《歷史男生》、《勝者為王》、

《今生》、《喜靈州……分享夜》、《不起床的愛麗思》、《粉

紅天使》（普通話版，香港及台北演出）、《奇異訪客》（首

演及重演）、《粉紅天使》（首演及重演）、《點點隔世情》

（首演及重演）、《戀戀心湖》、《三個女人唱出一個噓》、《哲

拳太極》、《坷廬謀殺案 》、《風聲》及《十二怒漢》等，

亦曾參與社區文化大使《我住天水圍》巡迴演出。 

任永騫 助理監製 

畢業於嶺南大學哲學系。2014 年加入劇場空間。 

謝惠棓 服裝助理 

一次偶然的機會加入了服裝助理的工作，從而對舞台劇的

後台工作感興趣︒之後參加劇場空間所舉辦的短期課程

後，再次有機會做服裝助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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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詠妍 服裝助理 

自由舞台工作者。曾參與製作包括盛世天戲劇團〈星海留

痕〉；偶友街作〈孩子王〉、〈毛毛的夢幻彩衣〉；戲劇．

狂想．曲音樂劇場〈犀牛〉、〈巴別塔〉、〈等待果陀〉；

2013 音樂作．動音樂會；光輝歲月－ 向 Beyond致敬音

樂會；玩「樂」狂想原創音樂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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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演員 

許諾 樂師 

香港土生土長。 

97 年開始參與劇場演出，遊走各個創作崗位。於 2004

年創立非牟利戲劇團體「黑箱作業」，擔任藝術監督，參

與劇團內所有創作。 

2007年將劇團改名為「眾藝大道」，除了繼續致力於劇

場創作外，更進一步將戲劇藝術融入民眾，發展教育項

目。為不同機構編導及制作多個巡迴劇目。2012年起被

不同藝術團體邀請演奏尺八音樂及現場聲音伴奏。參與

電視、電影配樂錄音。不時為兒童、青少年、成人、長

者、少數族裔移民舉辦不同形式的工作坊。 

2014年獲邀參與香港國際綜藝合家歡節目，編導制作布

偶兒童劇巡迴演出。 

現時為中國'回-自然養育中心'核心成員。主力在國内包

括北京、上海、南昌、廈門、廣州、昆明等地方，以音

樂會和工作坊形式分享自然養育、音樂和藝術理念。 

劉亭君 阿夏 

2011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榮譽）學士學

位，主修表演。在校期間曾獲「迪士尼獎學金」、「成龍

慈善獎學金」、「匯豐銀行-香港與內地學生交流獎學

金」。校外考獲：「音樂劇夢工場獎學金」及「王振芳紀

念獎學金」等。 

最期演出有：羅馬尼亞 Tandarica Animation Theatre<漫畫

西遊＞、香港話劇團<如此長江＞、劇場空間<棋廿三＞、

<舞步青雲、＞天邊外 x香港原創<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同流＜殘酷青春>、明日藝術教育機構<跌倒的藝術>、

香港話劇團＜奇幻聖誕夜＞及蘇格蘭拜柏劇團＜馬克白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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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演出作品包括：港演藝學院＜公園裡＞、＜

萬花同樂.樂＞、＜哈朗.品特選段演出＞（房間及送菜

升降機）、<犀牛＞、＜魔方變奏＞、＜我要高飛＞、

Concept Theatre <靈與零>、藝穗會＜碉樓八宗情~問天

＞、異人實驗劇場＜異形金剛＞（重演）等。編舞作品：

Air Concept Theatre <靈與零>、Hong Kong Singer's 

Channel ＜我敢唱演唱會 2011＞及藝穗會＜碉樓八宗情

~問天＞。 

現為自由身演員及舞蹈員並於各大機構擔任戲劇及舞蹈

導師。 

葉興華 木谷實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藝術學士學位（主修表演）。葉氏

亦為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及劇場脈搏之藝術總

監。 

近期演出有劇場空間《棋廿三》、《歷史男生》、音樂劇《舞

步青雲》；IE Studio《一切原本井井有條》；一條褲製作《走

不出的雨巷》；荒原創作音樂劇《奇妙王國》「國際綜藝

合家歡 2012」；同流《製造基督》；春天實驗劇團音樂劇

《小海白》、《大家樂》「香港、澳門及新加坡巡迴演出」；

廣華醫院一百週年慶典音樂劇《百載一心》等。近期填

詞工作有飛天音樂劇藝術中心兒童音樂劇《聖誕襪語

2013－賣火柴女孩的願望》；2013社區文化大使計劃音

樂劇「創‧演‧覓真我」及學戲班音樂劇《逆轉陀飛輪

Duo》等。 

編導作品包括《鬼城》「編劇」【劇場裡的臥虎與藏龍計

劃 VIII】；天邊外劇團《如果。在。冬。夜。一個。旅。

人》「聯合編劇」；劇場脈搏《最後的越野賽》「編劇」【劇

場裡的臥虎與藏龍計劃 VI】、葉氏亦創作及演出劇場脈

搏形體劇場《活著》【第二屆香港藝穗民化節 2013】；香

港演藝青年驚慄舞蹈劇場《深魔》「導演」；飛天音樂劇

藝術中心青少年音樂劇《復活島時空之旅》「編劇及導

演」；等。 

Facebook：葉興華 BB 哥哥 Billy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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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濂 井上孝平 

役者和戲藝術總監及演員。 

日本大學藝術學部戲劇學院首席畢業(藝術學士)，主修

表演。在學期間兩度獲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奬學金, 日本

大學創立 100周年記念奬學金及日本大學藝術學部優等

賞。 

曽為東京演劇集團風、TPT(東京)、中英劇團全職演員、

《SMAPｘSMAP》等日本電視節目演員及日本第31屆PIA

電影節得獎電影《私の叙情的な時代》(我的叙情時代)

主角。主要舞台演出：《脫皮爸爸》、《風聲》、《象人》、《玻

璃偵探》、《出口》、《白夜行》、《走婚》及《棋廿三》。憑

中英劇團《出口》獲提名第五屆香港小劇場獎最優秀男

演員。 

翻譯日本劇作：《笑の大学》、《脱皮爸爸》、《愛妻家》、《直

子小姐》及《土管》。曽為多間日本及香港團體任表演製

作及翻譯，如 NHK 日本放送協會、東京新國立劇場、野

田地圖、香港電台及香港戲劇協會等。曽任香港演藝學

院兼職講師（日本戲劇）及香港大學専業進修學院日語

傳意及日本文化高級文憑講師(日語表演工作坊)。 

2013年 4月成立香港日本戲劇藝術團體役者和戲，透過

滲有日本元素的戲劇作品及戲劇學日語課程來推廣日本

文化及戲劇，望促進港日文化交流及兩地友好。 

Profile：http://www.yakushatheatre.com/#!ad/c10tw 

蘇育輝 松板石根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演。校內曾擔綱

多套劇目之主要角色，連續三年獲頒獎學金並兩奪傑演

員獎。畢業後隨即加入亞洲電視成為其合約藝員，參與

多套劇集的幕前演出。現為自由身演員，活躍於各大劇

團。 

飾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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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敏心 島津千代子 

熱愛戲劇，第四線劇社及香港影視劇團成員、藝術生命

教育團體 Arts’ Options 之創作顧問。 

自九十年代起活躍於戲劇製作，參與台前幕後工作，曾

與多個劇團合作， 包括 1996年由澳門市政廳主辦的港

澳戲劇節交流演出《濃情繫我心》、1999年香港戲劇協

會製作《麻煩家姊妹花》等。近年主要演出有香港影視

劇團的《西關風情》首演及重演、《姨媽姑姐執到寶》、《晚

安啦，媽咪》、致群劇社的《風雨橫斜》、《斜路黃花》首

演及重演、《中環遇上林徽音》、7A 班戲劇組的《櫻桃帝

國》、第四線劇社的《NOHOme MIDCLASS 港版蝸居狂笑

喜劇》、香港影視劇團的《曹禺 : 一個世紀的聲音》、Arts’ 

Options x iStage 的《教我如何不愛爸》、陳桂芬工作室的

《女人蜜語》及《神蹟奇案》、劇場空間《棋廿三》。 

羅富國教育學院畢業。香港理工大學(榮譽)文學士，主

修美術與設計教育。曾任中學教師、雜誌編輯，及後從

事公共關係工作，並任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樹仁大學新

聞與傳播學院公關課程講師。 

近年多從事戲劇教育及策劃工作，包括 2011-2013年為

致群劇社的辛亥革命百週年《風雨橫斜》歷史劇跨學習

領域教育計劃擔任統籌工作。 

高繼祥 本因坊秀哉 

經驗豐富之舞台工作者，曾演幕前演出之劇團有灣仔劇

團、藝八劇社、佚名劇團、荃灣青年劇社、YMCA 劇藝

社、葵青文娛康樂協會、聾劇團、海豹劇團、力行劇社、

戲派劇團、後台劇團、第四線劇社、海燕劇社、觀塘劇

社、影話戲；以及劇場空間之《棋廿三》、《霧夜謀殺案》、

《今生》、《鐵達亂尼號》、《義海雄風》、《大刀王五》、《細

鳳》、《畢加索遇上愛因斯坦》、《老竇》(首演至五度公

演)、《十二怒漢》(三度公演及澳門重演)、《哲拳太極》、

《點點隔世情》、《奇異訪客》(兩度公演)、《紐倫堡大審

判》。曾兩度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悲/正劇)。

飾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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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騰 岩瀨平一郎 

自由身演員。 

近年演出包括劇場空間《坷廬謀殺案》、《紐倫堡大審

判》、《十二怒漢》及《義海雄風》；致群劇社《七位導演

眼中的 40@2012》、「斜路系列」之《風雨橫斜》、《斜路

黃花》及《無名碑》、《人啊，人！》、《陽光站長》及《哈

姆雷特 / 哈姆雷特》；致群劇社及香港戲劇工程聯合製

作《新界無戰事》；新域劇團《玫瑰情書》；中英劇團《海

倫‧凱勒》、《鐵獅子胡同的回音》、《威尼斯商人》、《科

學怪人》、《冰鮮校園》及該團與無人地帶合辦的《煉金

術士》；香港戲劇工程「英雄」系列之《四季人》；海豹

劇團《姊妹仨》及《奧德羅》；香港話劇團《生殺之權》

及《梨花夢》；奔騰製作《拼搏英雄傳》及《錦獸豪庭》；

7A 班戲劇組《像我這樣的一個城市》及楚城《難忘郁達

夫》。 

為香港戲劇協會創辦成員及多屆幹事。現為香港藝術發

展局審批員，香港戲劇協會舞台劇獎評審委員。 

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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