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目全長約2小時，不設中場休息
遲到或中途離場者須待節目適當時間方可進場
各場演出完畢後均設座談會，歡迎觀眾留步參加
節目含不雅用語

甘草演員陳四茂（陳志雲飾）與白俊奇（倪秉郎飾）經歷過港產片的
盛衰。

一套中港合拍革命大片開拍在即，白俊奇臨時拉伕找來陳四茂北上客
串，誰知扮演毛主席的知名演員突然暴斃，導演無計可施，竟以陳四
茂來頂替。陳四茂由於太過神似，竟惹來村民狂熱崇拜，誤打誤撞間
更解決了村裏無數問題，讓這位名不經傳的小人物一夜成名。電影投
資者欲借陳四茂圖利，事情更惹來政府部門的關注。

現實與荒誕縱橫交織，陳四茂與白俊奇周旋在無數「真」與「假」的
矛盾之中，走向一個疑幻疑真的電影夢、中國夢。

陳志雲   陳四茂（主席）
倪秉郎   白俊奇
高繼祥   村長
杜施聰   蝦哥/宋老闆
郭麗詩   臨時演員/寶/村民/遊客
陳桂芬   臨時演員/老奶奶
勞敏心   臨時演員/阿嬌/村民/遊客
林映清   冰冰
布韻婷   臨時演員/村民/村婦/營業員
蔡松合   導演/村民/公安
黃文軒   副導/村民/小伙子
林永豪   臨時演員/村民/叔父乙/遊客乙
陳得永   攝影師/村民/叔父甲/工頭/遊客甲
楊吉璽    叔父丙/公安
姜達雲    臨時演員/攝影師/村民/遊客  
譚美琼     蝦哥助手/導遊
郭俊傑     臨時演員/村民/國民黨軍人
李煥林     冰冰助手/村民/民工/遊客
陳慧仙     臨時演員/村民/遊客
  

【第一場】    報紙檔／片場
【第二場】    片場
【第三場】    村長的房子
【第四場】    馬村村公所
【第五場】    報紙檔
【第六場】    村口祠堂
【第七場】    豪華飯店
【第八場】    回賓館途中
【第九場】    片場
【第十場】    賓館
【第十一場】 銷售中心
【第十二場】 報紙檔
  

故事簡介

分場表及角色表

如遇特殊情況，主辦機構保留更換節目
及表演者的權利

本節目的內容並不反映劇場空間的意見

詳細網上場刊



主辦及製作
鳴謝

宣傳統籌
媒體伙伴 全力支持

劇場空間為藝發局資助團體
  

Theatre Space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HKADC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暖住食 嘆住食

重慶劉一手火鍋

創作及製作人員表

張飛帆
余振球
任永騫
劉穎途
呂柏納
袁玉英
劉漢華
葉家璇
韓家宏丶譚美琼丶
郭俊傑丶李煥林
陳慧仙
戈貞丶陳志達
楚城文化
Zebi
邱洛彤

鳴謝（排名不分先後）

楚城文化
商業電台
TFI
Opensky.tv
重慶劉一手火鍋
太興燒味
髮再生
香港電台
am730
蘋果日報
明報周刊
Timable
藝文青

黃智龍先生
黃懿雯小姐
盧佩橋小姐
張美孚女士
王梓駿先生
易峯小姐
姜達雲先生
司徒偉健先生
C Production
Base Luk
i hair by Beij ing- 
Hair Culture group

香港話劇團
艾菲斯劇團
劇場工作室
荃灣青年劇藝社
香港戲劇協會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演戲家族
新域劇團
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三角關係
A2創作社
方外無式
進劇場
  

香港演藝學院
7A班戲劇組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一路青空
賽馬會藝壇新勢力
iStage
劇道場
黑幕劇團
致群劇社
Arts' Options
一舖清唱
浪人劇場
一條褲製作
  

編劇_
監製、導演、舞台設計_

執行監製_
作曲及音響設計_

燈光設計_
服裝設計_

製作舞台監督_
執行舞台監督_
助理舞台監督_

服裝助理_
化妝師_

宣傳設計_
宣傳攝影_

助理執行監製_



導演的話

「劇場空間」20周年

空間、佈景之於舞台就像演員站在台上，導演、設計師透過他們
說故事，透過意象去表現故事。所表現的，必定基於文本，甚至
超越文本 -「Beyond the text」。

1999年1月，創團演出《鐵達亂尼號》（Titanic），在沙田、屯
門、荃灣大會堂文娛廳，以睡牀代替觀眾席，演員們在睡牀之間
遊走演戲，到今天，嘗試了很多，經歷了很多。走了二十年，劇
團一直以翻譯劇及舞台美學兩條腿走路。強調台上的一器一物 - 
聲、光、彩、影，與卓越的表演者同台，皆為演繹當代優秀劇本
的「演員」，務求更豐富地表達、發掘，甚至超越文本，從而刺
激觀眾思考。

我們一而再的重申，舞台美學是我們的藝術創作方向；亦不厭其
煩地解說舞台美學是在空間裡寫文章、是會說故事的「演員」，
爲的是標示舞台美學不同於佈景設計。佈景設計是為個別場景設
置背景、裝飾，點出劇中的地、時、情。而舞台美學透過空間的
運用，利用舞台設置、道具、燈光、音響、音樂、服裝、化妝、
形象等刺激觀眾的想像力，發掘文本所給予的更深層意義。引發
觀眾去思考，讓他們從自身的背景經歷中去理解，去感受，從而
作出反思，以不同角度審視「人」， 對自身、對社會、對身處
的環境、甚至世界提出疑問。「藝術」之所以與「設計」不同，
在於「表達」。舞台美學本是一門藝術，當應用在舞台時，除了
解決問題之外，還要表達劇本，表達導演意圖，表達設計師的想
法，再配合演員，完整地向觀眾呈現。有了舞台上的「表達」，
才能與觀眾的思想有機地互動。

這是劇場空間過去所曽探索的，未來所要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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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影響著每一個人的「想法」。

戲劇是文化「承」與「傳」的其中一個途徑；藝術是「文化」與
「創作力」的結晶。戲劇藝術包含着看似老套，卻實在是歷久常
新的「真、善、美」。優秀的劇本，不論中外古今，必定包含這
普世的藝術觀，我們所選演的當代優秀劇本，必需具備「真」、
「善」、「美」這三種力量，在創作及演出的過程中，「創、
演、觀」皆能從中發掘出這種力量，從而把這種力量投放在我們
的生活中。我們相信，這股正面的、普世的力量，不分地域國籍
信仰膚色，都能把生活的正能量激發。

創團至今，一直替劇團選演優秀的外國劇作。無論是悲／正劇，
還是喜／鬧劇、音樂劇，皆本著人文精神、人文關懷的題旨，希
望與觀眾一同發掘，探索，反思「人」與「社會」的關係：
人類，我們，如何建立、發展、影響、刺激、毀滅家庭社會，甚
至於世界 — 亦即是我們自己。在選演過程中，尋找具宇宙性的
共通語言，開拓探索具宇宙性的視野及多角度的審視。所以，我
們堅持挑戰別人不會挑戰的 - 不懈地尋求、發掘、翻譯、搬演
經過千錘百鍊，在香港劇壇難得一演的當代優秀劇目。一方面，
在藝術上，追求更高、更深、更豐富；另一方面，提昇觀眾的欣
賞力，在歡笑、激動與哀愁之後，觀眾帶着觀照自身的追求離開
劇場 - 把自我感覺良好的感受拋開，誠實地面對自己和社會。

希望我們這獨樹一幟的劇本選擇，透過「創作」這行為，本着普
世的「人文精神」，把我們「關懷社會」的想法傳給觀眾 - 影
響、刺激他們為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和社會而努力。



Peter Brook 說過，與今天的世界脫節的演出是「死的劇場」。

創團之初，與張可堅一同訂立劇團藝術路向與製作方針之時，已
有一個共識：每三年製作一個本土原創劇。我們時刻提醒自己，
避免在社會表層的現象上濫情。從製作翻譯劇中汲取養份，投放
在本土原創中；把「人文關懷」注入創作中，融入在我們的家與
國裏。由第一個本土原創，2001年潘惠森的《大刀王五》，到
今天在您眼前的《主席萬歳》，我團一直本着人文精神，以「中
國人，中國事」為脈絡，以關懷中華文化，人文精神和本土價值
為主。同時，亦給予創作人有充裕的時間進行創作，給創作人健
康的創作空間，孕育出能讓觀眾關心家國的人和事的優秀本土劇
作。

我們仍然相信，成熟優秀的劇本，不分國籍。事實上，少數本地
的優秀劇本，亦已翻譯成外語。深信終有一天，歐美上演本港劇
本是家常事。

余振球



編劇的話

在Facebook最初大行其道的年頭，資訊迅速傳遞，網民能夠在
短時間內了解社會上發生的事，按道理說，這有效讓我們接觸社
會的真像。但隨著時間，相信大家都開始了解，所謂的「真實」
其實不過片面。

Facebook漸漸變成了壁壘分明的戰場，真相不過是立場鮮明的
信仰。無獨有偶，最近在Netflix看Black Mirror。劇集精彩之
餘，不僅探討了科技的黑暗面，更叩問何謂現實與真假。其實在
中國甚至世界的歷史裏，「真相」從來模糊。真相，到底以媒體
公布的實？抑或以民眾相信的真？甚或兩者皆非？

對於真相，恐怕我們能掌握的，遠比我們想像中更少。但人之所
以為人，是因為我們有求真之心。最近聽過最讓我動容的一句說
話，是友人說「戰場從來不在外頭，而是在自己的內心。」我深
信，在是非莫辨的世道，我們要堅守的，是一顆求真的心。

在此特別感謝志雲大師與郎哥參與演出，以及台前幕後一眾兄弟
姊妹。

張飛帆







創作人員簡介

監製、導演、舞台設計  余振球

劇場空間藝術創作總監。

香港戲劇協會副會長、香港藝術發展局戲劇藝術
顧問、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創會董事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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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柏立基基金，赴
紐約羅察斯特大學深造舞台美術及製作。1993年
獲香港演藝學院頒發燈光設計專業文憑。1997年
再遠赴荷蘭及布拉格修讀舞台美學，並以優異成
績完成 ESC MA 碩士課程。　

其作品歷年來多次獲頒香港舞台劇獎最佳舞台設
計、最佳燈光設計、十大最受歡迎製作及被提名
最佳導演。

1998年余氏與友人成立劇場空間。



編劇   張飛帆

香港舞台、電視及電影編劇。現為劇場空間戲劇
文本指導。

曾為香港話劇團、劇場空間、糊塗戲班、演戲家
族等多個香港知名劇團編寫劇本，作品多次獲邀
到台灣、上海、北京、加拿大、新加坡及馬來西
亞等地演出。近作包括《一水南天》、《一屋寶
貝》、《火鳳燎原舞台劇 - 亂世英雄》。

張氏憑《難忘郁達夫》及《危樓》獲提名香港小
劇場獎最佳劇本，並憑《棋廿三》獲第二十四屆
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獎。

2010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香港藝術發展獎 - 
藝術新秀獎（戲劇）。



作曲及音響設計    劉穎途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獲藝術學士（榮譽）學
位，主修舞台音響設計及音樂錄音。

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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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千禧瑪莉亞》獲第
九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音響設計；《蛋散與豬
扒》更獲於布拉格舞台四年展舞台作曲館中展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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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提名最佳音
響設計有《點點隔世情》、《雪后》、《四川
好人》。

2015年為香港話劇團及恆生青少年舞台合辦音
樂劇《時光倒流香港地》擔任作曲及音樂總監, 
製作榮獲第十二屆中國最佳公共關係案例大賽
銀獎。

最近為電影《大話西遊三》創作電影配樂及音
樂劇《一水南天》作曲及編曲。



燈光設計   呂柏納

香港演藝學院舞台燈光設計藝術（榮譽）學士，
過去近二十年曾為香港多個舞台劇及音樂劇作品
、表演藝團、商業機構演出、旅遊項目及建築項
目擔任燈光、煙火、投影光雕設計及工程顧問。

建築燈光設計作品包括香港啓德郵輪碼頭、澳門
銀河渡假城：紅玲劇場、香港匯豐銀行總行等。
近期設計作品亦包括為香港國際機場客運大樓及
天際100的節日燈光及燈光改善工程。亦為煙花效
果及多媒體表演設計師，作品包括香港旅遊發展
局光影水躍及過去八年之除夕新年倒數煙火匯演
之燈光設計、多個國慶及農曆年賀歲海港煙花匯
演之設計及技術策劃工作，及代表香港參加首屆
「香港國際煙花音樂匯演」比賽等，2003年至
2017年為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之《幻彩詠香江》
擔任聯合燈光設計，作品已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
錄為全球最大型燈光音樂匯演。



服裝設計   袁玉英

於香港從事舞台／服裝設計，櫥窗設計及視覺
陳列工作，並致力發展藝術教育。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1993年畢業後已活躍於
劇場創作，並獲得不少獎項，包括成龍海外獎
學基金，1993至1994年間到比利時安特衛普
市的青年劇場作交流實習。並獲1993年香港演
藝學院最佳學生設計獎。1998年於英國倫敦大
學Slade School of Fine Art取得碩士學位，
更是首位香港設計師取得校內的舞台藝術獎
（Leslie Hurry Prize）。2007 及 2013 獲香
港舞台劇之最佳服裝設計。參與國際舞台展覽
包括 2003及2007年布拉格四年展；2005及
2009年加拿大國際舞台展。

現任香港舞台及技術人員協會之董事會成員。

化妝師   戈貞

前TVB高級化妝師。
曾為劇場空間《棋廿三》（「被取消」上海版）、
《棋廿三》（台南藝術節演出）、《換妻摸門叮》
及《喜靈洲修女之帶著矛盾去葡京》擔任舞台化妝
設計。



化妝師   陳志達

資深電視、廣告、演唱會化妝師，曾任職電視廣播
有限公司及亞洲電視。

最近參與音樂舞台劇《風雲》及古裝電視劇《深宮
計》，及為不同類型演唱會擔任化妝設計。

助理執行監製   邱洛彤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
曾為比利時荷語魯汶大學交換生及於台北國
際藝術村實習。

2016年加入劇場空間，現為藝術見習行政
經理。參與製作包括：《哈囉！喂，今晚
搞乜鬼？》、《喜靈洲修女之帶著矛盾去
葡京》、《27個小孩的媽媽》、《雙城紀
失》（香港演出）等。

執行監製   任永騫

2014年於嶺南大學哲學系畢業。
現為劇場空間行政經理。





劇場空間成立以來承蒙各先進的指教、後浪的啟發、不同
機構的支持，一直以「翻譯劇」及「舞台美學」兩根台柱
立足劇場並製作專業及高水平的舞台作品，轉眼廿載。從
1991年首個節目《鐵達亂嚟號》到2018年的《主席萬歲
》，期間製作超過六十個演出，莊諧兼之，成績有目共睹
。

踏入20歲，劇場空間繼三年一度的原創劇《主席萬歲》外
，接下來3月將在麥高利小劇場有提拔新晉編劇的《香港
地的日與夜》，誠邀各位來臨指教；同月在香港文化博物
館，為慶賀金庸館開幕周年，特意準備了由經典名著《雪
山飛狐》選段改編的《胡一刀》；4月底本團將到臺南藝
術節準備《三張名信片的三種風景》的演出，再一次與臺
南藝術家合作互相取經、擦出火花。

中小型劇團生存困難早不是秘密，但心中總有一團火驅使
我們繼續努力：疑幻似真的舞台演出，正是時代與意識形
態的記錄和見證；透過戲劇啟發生命，人性的真善美會得
到昇華。為著以上目標，劇場空間無畏挑戰，定會繼續向
前。

承繼多年累積的經驗，我們決心開展更廣闊的舞台「空間
」，將劇場開放予更多朋友，務必令本地劇壇百花齊放，
觀眾滿載而歸。在未來，我們將更努力於引入「幼兒劇場
系列」、「少數族裔音樂劇場」、「雙城計劃」…歡迎各
位將本場刊好好保留，於25、30周年時再聚，屆時共同檢
閱劇場空間的進步！

楊吉璽

真・主席的話



製作舞台監督   劉漢華

現為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永久專業會
員。

曾合作過多個表演團體及單位，多年來致力於
舞台技術及管理導師、舞台設計、後台技術及
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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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在 
facebook 開設一個關於舞台管理及製作的專頁
《劉媽舞臺工房》(Lau Ma Stage Workshop)
希望藉此媒介能與更多人分享一些舞台製作經
驗。

製作人員簡介



執行舞台監督   葉家璇

葉氏為壹團和戲創辦人之一，由2008年7月至
2012年3月為劇團節目經理；2014年11月至2017
年9月為iStage 行政總監；2001年加入灣仔劇團
至今。

葉氏積極參與台前幕後行政等工作。現為自由身
舞台工作者。

助理舞台監督  韓家宏   

從事電影及舞台製作多年，2014年加入香港電影
剪輯協會。同時亦參與多項舞台幕後工作，近年
曾參與舞台劇製作項目包括﹕音樂劇《馬丁路德
》、《City of Darkness》(日惹及香港站)、《獅
子頭上釘Banner 》(首演及重演)。



  演員簡介

陳志雲

陳志雲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獲頒授一級榮譽文
學士學位，主修語言學及舞台製作。
 
陳先生曾參與多個粵語及英語舞台製作包括：
《莎士对比亞》、《雷雨对日出》、《愛海高
飛》、《紅頂商人胡雪巖》、《遊園驚夢》、
《手段》、《Waiting for Godot》、《A Slight 
Ache》、《The Informer》、《Suddenly Last 
Summer》等。他亦曾出任中英劇團顧問委員會
成員，香港貿易發展局影視及娛樂諮詢委員會委
員，香港八和會館理事會榮譽顧問等，積極參與
各項推廣文化演藝活動。
 
陳志雲先生是著名資深電台及電視節目主持人，
參與不少備受欣賞和深入民心的節目包括：
《每一個晚上》、《醒晨》、《鏗鏘集》、
《冰天動地》、《了解》、《關懷一百萬人的故
事》、《向世界出發》及《志雲飯局》等。
 
陳先生現為商業電台首席智囊，並主持雷霆881
旗艦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亞洲電視數碼
媒體網絡《百萬富翁2018》及 OTT 平台
OpenSky.tv 《大開眼界》。



倪秉郎

1975年於麗的電視藝訓班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
學院傳理系；美國肯薩斯威奇塔州立大學戲劇表
演藝術學士；溫哥華電影學院演技文憑。

1978年開始於香港電台擔任唱片騎師及廣播劇演
員；及後於香港及溫哥華從事電台及電視台幕前
幕後、訓練班主管以及台長工作。

憑《廿三樓搞笑友》獲香港戲劇協會第五屆舞台
劇獎最佳男主角（喜劇／鬧劇）； 憑《羅生門》
獲第六屆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悲劇／正劇）。



林映清

師承戲劇大師何偉龍、陳淑儀。
2006年至今參與舞台作品數十部。

2008年正式加入並參與多個由灣仔劇團及團劇
團主辦製作之台前幕後工作。

林氏除了舞台劇演出外，亦有參與戲劇教育工
作、廣告、微電影、網絡大電影及電影等拍攝
工作。

近年修讀林立三博士的戲劇課程。林氏深信演
員是一輩子的修行，繼續探索當下的奥秘。

勞敏心

劇場空間項目總監及戲劇生命教育團體
Arts’ Options創作顧問，第四線劇社及香港影
視劇團成員。

曾參與製作近五十部。近年演出有劇場空間
2016台南藝術節《雙城紀失》及香港重演；
Arts’ Options《第三波》；第四線《沙膽大
娘》；致群劇社社區劇場系列《戀戀西城》；
荃青劇社《李鍾嶽與秋瑾》及真正傳播大型音
樂劇《馬丁路德》等。去年十月首次執導環境
劇場《哈囉！喂，今晚搞乜鬼？》。

亦從事劇本翻譯及創作、 社區藝術活動策劃及
戲劇教育工作。



陳桂芬

資深舞台工作者，多年來與多個職業及業餘劇
社合作。參與演出劇目超過百多齣並擔任主要
角色。

2012年成立慈善團體Arts’ Options致力推動藝
術生命教育，服務社會。現為香港藝術發展局
戲劇審批員、香港戲劇協會及香港小劇場獎評
審委員。

曾為中英劇團演出《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
獲得第十五屆舞台劇獎最佳女配角（喜劇／鬧
劇）及為劇場工作室演出《生活在他方》獲第
十七屆舞台劇獎最佳女配角（悲劇／正劇）。
2012年再憑iStage製作《20000赫茲的說話》
獲得第四屆小劇場優秀女演員獎，2013年以中
英劇團《完不了的最後一課》再獲最佳女配角
（悲劇／正劇）。

近年亦執導、監製多個作品，又參與多齣電影
電視演出。近期執導包括Arts’ Options《教我
如何不愛爸》；陳桂芬工作室作品《女人蜜
語》、《神蹟奇案》及多齣福音巡迴劇。

2014年為Arts’ Options執導《第三波》，並
獲得多項香港舞台劇獎提名，包括最佳導演提
名。2016年為Arts’ Options 執導另一作品《獅
子頭上釘Banner》，亦獲2016年香港小劇場獎
最佳導演提名，並獲得最佳整體演出獎。2017
年再以《石頭記之誤墮現代教獄》再獲香港小
劇場獎最佳導演提名。



杜施聰

出生於香港，自成為香港理工學院戲劇社社員
開始參與業餘戲劇公開演出，至今不懈。

多年來曾參演多齣本土創作劇目，近作為2017
年8月新域劇團本土原創劇《本色男女》。憑著
亦正亦邪的特色，於香港戲劇工程的翻譯劇《
哥本哈根》中，演繹由真人真事改編的第二次
世界大戰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Heisenberg，在
2011年分別獲頒第二十屆香港舞台獎最佳男主
角（悲劇／正劇）及第三屆香港小劇場獎優秀
男演員。

現為香港戲劇工程及新域劇團伙伴演員丶第四
線劇社社員及香港舞台劇獎評審。

高繼祥

話劇自由人，多年來曾參與多個劇團之幕前演
出，其中包括：劇場空間、中英劇團、香港話
劇團、灣仔劇團、庸雅劇社、劇場工作室、影
話戲、海豹劇團、力行劇社、第四線劇社、香
港戲劇協會、iStage、香港戲劇工程等。

亦憑劇場空間《老竇》獲提名第十四屆香港舞
台劇獎最佳男配角（悲劇／正劇）及影話戲
《獨坐婚姻介紹所》獲提名第十七屆香港舞台
劇獎最佳男主角（悲劇／正劇）。



郭麗詩

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系碩士及會計系
學士學位。

近年曾擔任演員的劇目包括 Arts’ Options 
《獅子頭上釘Banner 2》; iStage《走婚》、
《走音大聯萌》、《奪命追魂CALL》、
《相聚21克》；楚城《大酒店有個荷李活》、
《旺角龍虎榜》等。

布韻婷

憑《麻煩家姊妹家》獲第九屆香港舞台劇獎
最佳女配角（喜劇／鬧劇）；憑《少年梵高
的煩惱》獲提名第一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女
主角；憑《大顛世界》獲提名第十八屆香港
舞台劇獎最佳女配角（喜劇／鬧劇）。

現任Arts’ Options、iStage及劇場空間之董
事。

黃文軒

自由身演員。

主要演出為Art's Options 《第三波》首演與重
演、《石頭記之誤墮現代教獄》、《獅子頭上
釘Banner》、《超齡細路哥》巡迴演出；創藝
傳音話劇團《難為啊爸訂婚戒》；致群劇社
《新站舊情ABC》、《戀戀西城》；尋問者
《香港海賊徐亞保》。



蔡松合

1991年開始接觸電影擔任臨時演員。1996年開
始參與舞台劇，並加入劇社零劇坊，2004年加
入楚城擔任演員。

1997年開始從事街頭表演及特約演員之工作；
以及經常參與電影，港台電視，廣告及MTV之
演出。並經常為康文署的中秋綵燈會及年宵
晚會作表演者。近年舞台演出包括楚城《天上
人渣》；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囈十話》；劇場
空間《棋廿三》（首演）；劇道場《聖女貞
德》、《科學怪人》和《擊動情心》等等。

曾於2002年參加吐露港扶輪社戲劇匯演；憑風
采制作《死比你睇》獲最佳演員獎，及於香港
戲劇匯演2004憑黑箱作業《挖屎窿》及香港戲
劇匯演2006憑禾地山《八月櫻花》獲優異演員
獎。

陳得永

自由身演員。

演出包括：香港戲劇工程《第12夜》；影話戲
《再見十二浦》；劇場空間《布拉格‧1968》、
「社區文化大使《人人尋寶珠》」、「社區文
化大使」《矮冬瓜VS西瓜刨》；愛麗絲劇場實
驗室《禁忌之詩》等。  



陳慧仙

近年合作劇團有灣仔劇團、團劇團、劇場空間、
新域劇團、香港戲劇工程、舞台山莊、楚城、陳桂
芬工作室、捌秋壹x恐怖在線、恐怖在線x舞台戲藝
團、Arts’ Options、JUBNS等。

郭俊傑

自由身工作者 ─ 演員、舞蹈員。同時亦參與幕後
工作，擔任舞蹈編排、形體設計等。

近期舞台演出包括：一路青空《魔法豆腐花》
（重演）、《雜果兵團》（重演）；三角關係
《家・寶》（首演及重演）、 《張紋嘉音樂微劇
場－321》；劇場空間《布拉格‧1968》；《森美
小儀歌劇團》、《森美做大SHOW金牌司儀》；
Cult創作《有種關係叫【暗・戀】》(首演)；天比
高x三角關係《交換角色》；好戲量《天下圍攻》
等。

舞蹈演出包括《DUO 陳奕迅世界巡迴演唱會》、
《關心妍 Jade Sing演唱會》、《盧廣仲燃燒卡
路里香港演唱會》、《盧廣仲Crowd Lu香港演唱
會》、《農夫Down to Earth演唱會》、《盧冠廷
2050演唱會》等。

譚美琼

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麥秋先生創辦的第二屆堅道明
愛演藝傳意課程，並獲楊羅觀翠博士奬學金。
曾與多個劇團合作，分別擔任演員、錄像設計及
幕後工作。現為自由身配音員、舞台及影視工作
者。



楊吉璽

上半場：傳媒人。
下半場：多事人。

推動廣播－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
講師。曾應亞太廣播聯盟邀請為泰國、越南、
蘇丹等地的公營廣播機構進行培訓。

讓視障人睇戲－2011年起，任香港盲人輔導會
「口述影像」義務顧問。

成就青年人的理想－「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之青年理想實踐基金」主席。

現為劇場空間董事會主席。

曾於2005年演出由香港合唱團主辦，石信之指
揮的音樂劇《仙樂飄飄處處聞》。2014年演出
劇場空間《勝者為王》。2015年演出劇場空間
《布拉格‧1968》。

林永豪

創藝傳音話劇團成員。

近年參與台前幕後製作包括《獅子頭上釘banner》
I及II、《石頭記之誤墮現代教獄》、《一家之主激
死人》I及II、《第三波》、《雙城紀失》之視像演
員、《裙褂傳奇》等等。



李煥林

現為榞劇場成員、無邊際創室成員。

首屆團劇團「一年制戲劇證書課程」畢業生，
之後再修讀團劇團「一年制戲劇證書課程（進
階）」。最近演出包括：創典舞台《離家出
狗》、團劇團《Gap Life 人生罅隙》（首演及
重演）、《謀殺現場》、團劇團 x 藝君子劇團
《天使撻落新．都城》等。

除了幕前演出外，亦擔任不同幕後角色包括：
榞劇場《在牛池灣轉角遇上彩虹》、
《榞創-睇你點死》道具及裝置統籌、影話戲
《看著你》執行舞台監督、《一人無方》執行
舞台監督、無邊際創作室《四個城人的離地生
活》監製、《無聲歲月》舞台監督、
《Cabaret 2014》、《Cabaret 2015》和
《Cabaret 2016》演場樂隊

姜達雲

70後香港人，甚少幕前演出。

從事音響製作，現為衛視電影台粵語報幕。
近期舞台音響設計作品包括：《一水南天》
（圍讀演出）、《香港海賊徐亞保》 、《過河
卒》、音樂劇《馬丁路德》、《獨坐婚姻介紹
所》、音樂劇《風雲5D》（音效設計）等。

2015年，憑《第三波》獲第二十四屆香港舞台
劇獎最佳音響設計。







憑《主席萬歲》票尾
於演出前台購票即享八折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