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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
資料
     

日期及時間 劇目 (選段) 導演

6月22日 (六) 3pm 《大建築師》 黃小方

《大建築師》 魏灝麟 Hollis

6月22日 (六) 8pm 《枷鎖》* 黎幸城 Cat

《大建築師》 魏灝麟 Hollis

6月23日 (日) 3pm 《枷鎖》* 黎幸城 Cat

《大建築師》 魏灝麟 Hollis

6月23日 (日) 8pm 《大建築師》 黃小方

《枷鎖》* 黎幸城 Cat

6月29日 (六) 8pm  《枷鎖》* 黎幸城 Cat

6月30日 (日) 3pm & 8pm 《枷鎖》* 黎幸城 Cat

7月27日 (六) 3pm & 8pm 《畀唔起？咪鬼畀！》 林宏璁 Lawrence

7月28日 (日) 3pm 《畀唔起？咪鬼畀！》 林宏璁 Lawrence
  
*《枷鎖》全劇演出。含成人情節及不雅語言，不適合十六歲以下人士觀看。

STAY HUNGRY 
STAY HUMBLE

關於 
Drama Lab
     

願景

我們希望藉戲劇與信仰的學習和整合，以戲劇探索人性與世界的真象，以信仰回應真

象下的終極關注。

簡介

Drama Lab乃黑幕劇團的合作伙伴，定期為Lab友提供多元化的戲劇藝術學習機會，

活動包括：戲劇理論研習、名著劇本閱讀、觀劇及分析、戲劇營會、各類演技工作坊及海

外觀摩交流活動等。

f dramalab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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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
的話
 

Drama Lab Showcase 一向以演出名著為成員提供學習及實驗的機會。今年的Showcase
包含了四個學習部份：

（一）從名著解構編劇技巧課程；

（二）兩個流派演技工作坊；

（三）導演工作坊；及 

（四）名著展演。

我們相信名著文本是學習戲劇很好的切入點，所以Showcase的活動都以名著為對象。我

們亦相信戲劇是屬於所有人的，所以我們歡迎沒多少戲劇經驗的成員都一起學習和交流，

而即使是全職專業戲劇人，我們亦鼓勵他們多作實驗，或易地而處嘗試自己不熟悉的崗

位。縱使在資源、時間和經驗等限制下，我卻看到台前幕後數十人的熱誠和付出，而在個

人生命成長及戲劇技藝上已有豐富的收穫。期望他們多月來的努力，能得到觀眾的欣賞和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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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的話
Drama Lab舉行是次Showcase 2019，監製團隊的熱情與驚人的執行力，實在令我震撼！

而我只是路人甲，又何德何能當上其中一位導演呢？實在有點慚愧，但我明白這是一個非

常珍貴的機會，非常感謝Drama Lab！

《大建築師》對你來說是一個關於甚麼的故事？關於自由意志？社會規範？權力與慾望？

還是自我反醒？很有趣的是，不同人的看法可以很南轅北轍，因為不同人有不同的經歷

與性格。我會感到主角內心有一種熾熱的光芒，可是身邊的阻力仿佛要把它消滅，你感到

嗎？那最觸動你或最觸痛你的是甚麼？或許你可窺見你內心最糾結的東西。

     

導演
佈景及音效設計

     

我只是一名觀眾，困於一

個刻板枯燥的現實世界

裏。戲劇是一個神奇的異

度空間，讓我進入一個極

度真實的虛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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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黃   小   方 —---- 反 叛 破 格

 工程監督
 Drama Lab成員

小方從小到大，經家人的教導和社會環境的塑造，她知道要讀書，要不斷學習新事物

（Stay hungry），對長輩、同事和上司要謙虛（Stay humble）。人情世故有固有的模

式、例如說話的態度、做事的分寸，都必須跟著既有的框框去做：「這只是做出來給別人

看的hungry和humble吧。真正的意義是這樣嗎？不是出自心裏的hungry & humble嗎？

現實生活十分古板、沉悶，很多話不可以講。但是，戲劇可以用另一方式講，濃縮成一至

兩小時的作品，有豐富的元素，比現實生活更真實！」

小方衣著斯文、說話聲線溫柔，令人以為她是平和的人。原來在這個外表下，藏著一夥極

度反叛的心，她討厭現實世界的虛偽：「在現實生活，有很多事我不敢講、不敢做，但我

十分憤世嫉俗。這好像應該只是年輕人的特性，我已成年，好像不應該再這樣？」小方自

嘲後反思：「在我內心深處，可能有很多想法，想找一個方式去表現出來，找一個方式去

發洩。」壓抑帶來了反抗，在她內心有極大的慾望和推動力，她期望尋回小方的真我，不

是別人塑造的小方。

小方導演的《大建築師》，劇中人物亦見到小方的影子：「陽銳深和溫曉廸這兩個角色很

反叛、反傳統，比我自己本身性格更反叛。他們面對的社會規範，比起今時今日更大。 

《大建築師》的編劇易卜生本身亦是反傳統的人，他在挑戰社會環境，揭露上層社會的虛

偽性。」

小方的外表看似古典音樂愛好者，想不到，小方喜歡各類型的搖滾音樂（rock music） ，

她聽的音樂，有迷幻（psychedelic music）、朋克（punk）、電子（electronic）、

新金屬（nu metal）、後搖滾（post rock）等。英國六、七十年代的搖滾樂隊披頭四

（Beatles）有一首歌《革命》（Revolution），當中的歌詞講：“You tell me it’s the 
institution, Well, you know, You better free your mind instead.”（你說這是制度，

你知道嗎，你最好釋放你的心靈。）這裏說的“free your mind”，就是內在的改變、靈

性的革命。戲劇現已成為小方解放真我的媒介、表達自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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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的話
其實每次排戲的時候，總會跟自己內心有一番鬥爭。因為我自己喜歡思考，會帶着一個信

念走進排練室，但是每日呈現的畫面總是跟我想像的不一樣。例如演員的狀態，想對劇本

呈現的訊息，每日都會不一樣。而我十分相信，在我面前出現的才是最直接可信的東西，

所以總有種矛盾在心中絞痛著：究竟我要怎樣選擇？

雖然開始整個計劃前我有一個目標，令到自己遇到問題的時候不會迷失，但是經驗尚淺的

我還在學習當中。

無論如何，多謝Drama Lab，多謝願意陪我嘗試的演員，多謝整個團隊台前幕後的幫忙。

導演 
佈景及音效設計

一個充滿矛盾的人，獨立

和喜歡自由，也希望找到

一班的劇場好伙伴，一起

創造更多作品，正面地影

響更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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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魏灝麟 Hollis —---- 受 傷 的 戀 者

 全職舞台劇導演及演員
 Drama Lab成員

Hollis自十歲起便被安排到英國升學，當時去到完全不熟悉的地方，全校只有他一名華

人。他英文不好，朋友不多，感覺很孤單，很想被人接納。有次他見到校內海報，招募成

員參與全校一同製作的戲劇演出。在戲劇的群體，他獲得很強烈被接納的感覺，就像找到

一個家一樣。Hollis在英國完成中學後回到香港，因為文化背景和溝通習慣不同，與香港

人有隔膜：「我是香港人，諷刺的是，我和香港人disconnect了，我永遠在外來的地方，

永遠想被別人接受，就不斷找方法被接受。」於是他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就讀期間參

與劇社，希望可以尋回一個家，尋回與香港人的連繫。

自此，Hollis開始醉心研究戲劇，中大畢業後，更再到香港演藝學院進修。Hollis看見香港

社會現在有很多變化，在很多事情上，人們的溝通有很大問題，人與人之間也沒有認知。

他最希望透過戲劇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戲劇製造一個環境，讓大家一起做好一件

事。戲劇沒有特定規則，有一個embrace的特色。要重建人和人的connection，戲劇是否

一個好的工具？」

Hollis笑說，自己很享受由排戲到演出的過程，現在他帶領青少年排戲，他更享受與他們

一起準備演出的過程：「青少年是眾多年紀的人中有最多可能性的一群，亦是最脆弱的一群。

我和他們一起思考，當社會價值與自己的價值不斷拉扯，自己的位置在哪裏？」Hollis所導演

的作品《大建築師》，出自編劇易卜生，易卜生的劇本向來具有社會性，批判北歐中產

社會的成見，希望打破既有的僵化的規範，並質問人的價值是甚麼，Hollis亦反問演員：

「你真的願意隨波逐流接受現在的生活？你是否真的願意做現在的工作做一輩子？人生是

否有其他的可能性？最低限度令他們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有甚麼可能性。」  

Hollis自己的成長經歷中，尋找被肯定和被接納的方法，並在戲劇中找到；到現在他做

導演或導師時，亦希望戲劇可以協助演員和學生覺醒，發掘自己的可能性，以同理心接

納和包容其他人：「我想製造理想的環境，因為這個世界並不是這樣，其實真的是mission 
impossible！」他希望將來成立自己的劇團，做編作劇，可以用社會議題切入：「很多青少年

害怕失敗，想方法去避開。其實失敗是成長的一部份，為何不去嘗試呢？編作（devising）就是

要去嘗試不同的可能性，學習失敗。當他們年少時明白了一些事，到長大了，看事情的角度也會

廣濶很多。」他希望戲劇可以令人對人、對事、對自己都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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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及導演 
佈景及音效設計

喜歡在舞台上捐窿捐罅，

探索戲劇新的內涵和時代

意義，剖析世界，洞悉人

心，認識自己。

導演
的話
社會身份帶來標籤，這是編劇黃哲倫經歷過的。

自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八九六四、九七回歸、一四佔中以致今年的送中條例，均觸動很多

香港人的身份危機。加上香港自開埠以來便是移民城市，有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亦有

人認為自己只是香港人；有港人因移民而擁多重國藉，亦有非華裔人士在香港土生土長被

視為外人。近年隨著大量新移民來港，兩制急速淡化，深化了社會矛盾，而以身份互相標

籤，方便了樹立敵人，卻無助於解決問題。這是我們現正經歷中的。

我是什麼人？你又是什麼人？究竟是以身份為判準，還是以行為作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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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黎幸城 Cat —---- 見 天 地 、 見 眾 生 、 見 自 己     

 數碼平面設計師
 黑幕劇團創辦人之一 
 Drama Lab團員

Cat接觸戲劇早在讀幼稚園時，當時只有四歲，在課堂上手舞足蹈演說《司馬光砸缸救

友》的故事，得到老師及同學的讚賞，還被安排在校內「巡迴演出」，首次感受到成為焦

點的美好感覺，從此對表演產生興趣，並且渴望在人前得到欣賞及認同。

Cat曾經在戲劇路上不能滿足，感到停濟不前，得不到觀眾的認同，在演出時與角色沒有

聯繫，一切只有技術演出（Artificial），沒有靈魂，沒有共鳴。她意識到自己缺乏憐憫及

同理心，強加己見於角色上，將學者的分析凌駕導演設定，一切源於驕傲自大，欠缺謙卑

的態度，亦不夠自信，經常戴上面具，將真我掩藏。她意識到要放下驕傲，脫下面具，謙

虛接納別人的意見，並需要循序漸進的從頭學習，消化融匯新事物。

Cat喜愛研讀世界名著劇本，並開始淺嚐哲學，將想像空間放逐於無限的舞台，她相信：

「透過故事探討新的內涵和時代意義，多層面去了解人的軟弱、可愛、恐懼、渴望及其

陰暗面，並揭示世界現象底下的真面目。戲劇帶我去剖析世界，洞悉人心，以致認識自 

己。」文學和藝術能改變了Cat的思想，令她覺得好玩並且有意思，同時亦不斷反省、更

新，讓她領悟到天地之大，自身之渺小，沒有完美世界，只有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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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生活在矛盾中，務求走向

定局，保有空間探索。

導演
的話
對我來說，「玩」是一門學問。

而我這次選擇了挑戰自己如何去玩，以「玩」的心情去排練，以前的我肯定覺得頭痛。但與

這一班「好玩得」的演員一起，令我輕省了很多。原來玩得開心，享受過程，自自然會令劇

本中的角色活現，而這比一切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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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林宏璁 Lawrence —---- I n - i n e r t i a 
 全職舞台劇演員
 Drama Lab成員

Lawrence在中學時開始接觸戲劇，念完高中，他便修讀高級文憑課程，然後在各服務行

業中打滾，做過文員、市場推廣、客戶接待等工作。

在三十歲的關口時，Lawrence幹著沒趣的工作，時間長也耗盡心思和體力。他領悟到以

後要做自己喜歡的工作，於是毅然投身成為劇場的自由身工作者，終止了將近十年的戲劇

的inertia停滯狀態。

Lawrence沒有機會修讀香港演藝學院的大專課程，擔心自己不夠資格從事戲劇工作。

「我最初只把戲劇當是興趣，在空餘的時間參與劇場演出。我有點後悔當初沒有尋找其他

途徑去學習戲劇，以達到專業水準。」

「開始freelance的時候，我沒有認可的經驗，沒有人脈關係，有工作便會做，由不得我挑

剔職務。一項工作接另一項，慢慢累積經驗。回想起自己那時勇敢踏出熟悉的工作環境，

其實，我並不是完全走出舒適圈，而是把舒適圈擴大了，戲劇製作對我來說不是全新的

嘗試，因為我一直有業餘參與，現在不過是把戲劇轉成全職工作，靠表演和舞台『搵食』

了。」

Lawrence努力了一陣子，工作開始穩定下來。雖然薪水比以往上班的日子低，表演事業

也的確就如他未入行前所想像的辛苦，但他覺得開心。工作時間依然很長，但是他不太介

意，因為他喜歡戲劇，戲劇工作就是他的生命，他熱切的迎接每一日的開始和每一天的挑

戰，對他來說，工作即是行樂。

「我不是沒有計劃，但我不是深思熟慮的人。表演這一行，我可以控制的空間有限，不能

考慮太多，只能見步行步。我不是一個很會堅持自己想法的人，我願意妥協。戲劇不是一

個人可以做出來的，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做我喜歡做的事。」Lawrence的動量和衝

勁處於高位，表演生涯充實他的生活，去除了inertia的失落。

Lawrence因為工作忙碌，偶爾也想懶惰一下，鬆懈片刻，但他不奢求歇息長時間。停滯

帶給他憂慮，他怕一旦休息變成慣性，他會失去動力。儘管如此，Lawrence覺得他要放

輕鬆些，找出空間，讓身體和心靈接觸劇場以外的新事物，啟發靈感和新創作。

Lawrence覺得他比以前更敢於嘗試，「我注重過程多於結果。我不是野心勃勃的人，我

追求的是享受創作的道路，珍惜與同伴漫步或疾步走到終點的時光。」

到達目的地，演出完成了，是依依不捨的一刻。「那幾乎是演後憂鬱症，我會迷惘

地問：甚麼時候會再合作？下一個演出會不會更好？」這個憂鬱症是短暫的， i n -
inertia kicks in，他啟動再邁向新的目標。  



11

《大建築師》
The Master Builder

關於
劇目
《大建築師》於1893年在德國柏林首演，

故事圍繞着建築師陽銳深、他的妻子艾麗和

少女溫曉迪。陽銳深沒有接受過正式訓練，

他勤學奮鬥、抓緊時機、且善於利用及操控

人，所以壓倒所有同行，成為當時最赫赫有

名的大建築師。十多年前，艾麗產後不久，

一場大火把她的家傳古老大宅燒毀，大火令

她失去一對孩子，她自責不是稱職的母親，

至此像個活死人一樣。陽銳深急不及待在大

宅土地上建屋出售，換來豐厚財富；然而，

他對艾麗深感內疚，夫妻間感情冷淡。一

日，年輕熱情的溫曉迪登門造訪，愉快的交

流令步向暮年的大建築師重燃內心的慾望。

《大建築師》是易卜生晚期象徵劇作中最具爭

議的一部，其內容呈現複雜的人物個性及自身

的矛盾和內在衝突，風格有異於他中期所寫的

社會問題劇，另外，一般論者也相信《大建築

師》的故事是半自傳式，多少反映易卜生後期

的藝術和生存困惑，呈現人生晚年的掙扎。

關於 

亨里克·易卜生編劇 
Henrik Ibsen 

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 ─ 1906）
是挪威戲劇家、世界級的文壇巨匠。他從15歲

起在小鎮藥店當學徒，他勤奮自學成才，22歲

時寫的第一部劇本是以詩詞形式的歷史劇 

《凱蒂利納》Catilina，此後他就在劇院任職。

易卜生不滿挪威的生活，36歲時遠赴意大利，

再遷移到德國，並開始用散文寫劇本，63歲才

返回祖國定居。《大建築師》是易卜生返挪威

後的第一部劇本。

十九世紀以前，戲劇主要分成悲劇和喜劇兩

個類別，易卜生創造出一種介乎兩大類別之

間的體裁嚴肅又不失詼諧的正劇。易卜生熱

衷探索人生真諦，他勇於在著作中呈現社會

醜惡、道德淪喪和扼殺人性的一面，挑戰信

仰、社會規範和體制，摧毀觀眾的自我美好

的幻想。他揭露精神的叛逆，和倡導人性的

解放、人格的昇華和心靈的淨化，但是，他

注入於作品中的一些觀點和思想，如個人主

義人生觀和價值觀、尼采哲學近似的理念、

及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運用，在當時並非眾

所能接受，不少劇作備受爭議。

易卜 生被尊為 『現代 戲劇之父 』，作品

包括《布朗德》Brand、《培爾·金特》

P e e r  G y n t、 《 玩 偶 之 家 》 A  D o l l ’ s 
House、《群鬼》Ghost、《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 le、《海達．珈珼

珞》Hedda Gabler、《大建築師》The 
Master Builder等。易卜生被採用及改編的

編劇作品數目，僅次於莎士比亞。

相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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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鎖》
Bondage

關於
劇目
戴上面具走進SM黑房的Terri和Mark，拿的

是皮鞭和刑具，玩的是語言和肉體的折磨，

囚禁的卻是身份標籤與情感的枷鎖⋯⋯

關於 黃哲倫

編劇 David
        Henry Hwang

黃哲倫（David Henry Hwang，1957-）
是美國著名華裔劇作家。他曾就讀於史丹

佛大學英文系與耶魯大學戲劇系，現任教

於哥倫比亞大學的藝術學院。黃哲倫活躍於

美國劇場，他在1988年編劇的百老匯戲劇

《蝴蝶君》M. Butterfly，1993年改編成電

影，由Jeremy Irons及尊龍主演。此劇贏

得東尼獎的最佳戲劇獎，締造票房佳績，使

他成為極少數打入主流商業劇場的亞美劇

作家；此外，他在2010年獲劇作史坦伯格

傑出劇作家獎（Steinberg Distinguished 
Playwright Award），是當前最重要的亞

美劇作家之一。黃哲倫曾獲三次贏得奧比

獎（Obie Award），兩次入選普立茲獎

（Pulitzer Prize），並於2018年榮登美國

劇院名人堂（American Theatre Hall of 
Fame）。

黃 哲 倫 的 著 名 作 品 有 《 面 子 價 值 》

Face Value、《黃面佬》Yellow Face、
《 中 式 英 語 》 C h i n g l i s h、 《 金 童 》

Golden Child、《枷鎖》Bondage，以及百

老匯音樂劇《阿依達》Aida（聯合編劇）、

《花鼓戲》Flower Drum Song，與迪士尼

的《泰山》Tarzan。

BONDAGE is  presented by spec ia l 
a r rangement  w i th  Dramat i s t s  P lay 
Service, Inc., New York

相片來源：哥倫比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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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畀唔起？咪鬼畀！》 
Can’t Pay? Won’t Pay!

相片來源：諾貝爾基金會檔案   

關於
劇目
《畀唔起？咪鬼畀！》1974年在米蘭首

演。劇中的社會背景是意大利六十年代末至

七十年代初，當時通貨膨脹不絕，市民負擔

不起基本的一日三餐。家庭主婦們團結起

來，在市場買餸，能付多少就只給多少，

甚至不付錢。她們用甚麼方法，瞞過街上的

守衛，和每家每戶搜查的警察？家人寧願挨

餓，也堅持不收藏贓物，如何解決飢餓？

1968年期，意大利發生大規模的工人罷

工，抗議低薪和工場的惡劣工作環境。工人

們同心結力反抗資方和施壓工會以爭取改

善，但談判破裂，衝突延續至七十年代，其

他行業如教師、技工和白領員工都加入抗

議。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嚴重影響意

大利的經濟，失業率和物價攀升。另一邊

廂，女權主義團體發起運動爭取社會地位，

並要求政府合法化墮胎、津貼避孕藥和托兒

所服務。編劇達里奧·福以《畀唔起？咪鬼

畀！》反映社會的不公義，諷刺當權者的無

能及資本主義的弊敗，為基層市民發聲。

關於
 達里奧·福編劇 Dario Fo

達里奧·福（Dario Fo，1926 - 2016），意

大利劇作家，戲劇導演，於1997年榮獲諾貝爾

文學獎（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他繼

承了中世紀喜劇演員的精神，貶斥權威，維

護被壓迫者的尊嚴，他的創作因其尖銳的政

治諷刺和批判而備受國際讚譽。

達里奧·福在孩提時代就跟玻璃匠和漁夫

打成一片。他的祖父是民間說唱藝人，他的

父親曾登台演出，福從小籠罩在意大利通

俗演出藝術和敘事文學傳統的氛圍中。他在

藝術學院學習過藝術、建築、戲劇佈景設

計。1958年，他跟著名演員福蘭卡·拉梅

（Franca Rame）結婚，夫妻致力用義大

利即興喜劇（Commedia dell’arte）的風

格，在各場所包括咖啡館和娛樂場演出。

達里奧·福的創作貼近大眾，通俗易懂，現

實性強烈，反映真實政治和社會局勢，抗議

意大利政府的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描繪社

會的不公正和壓迫。在意大利以外的表演，

他的喜劇經常反映當地的政治環境，繼續為

基層的民眾的利益吶喊。

達 里 奧·福 著 名 的 戲 劇 有《一 個 無 政 府

主義者的意外死亡》Acc iden ta l  Dea th 
of an Anarchist、《開放配偶》The Open 
Couple、《上床、吃飯、去教堂》All House, 
Bed and Church等等，不少作品是夫妻二

人聯手創作和編寫的，牽涉的題材有物價高

漲、墮胎自由、女權主義、官員收受賄賂、

黑社會與政權的串通勾結，和資本家對工人

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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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及
製作人員
黃小方 ─《大建築師》

角色 演員    

陽銳深 黄家齊

溫曉迪 周嘉怡

艾　麗 戴嘉明

韋　立 湯裕恒

     

製作團隊

編劇：易卜生 Henrik Ibsen 

翻譯：張可堅

導演：黃小方

佈景設計：黃小方

燈光設計：死火

音效設計：黃小方、馮琪峰

造型設計：劉婉琼

執行舞台監督及舞台監督：方詠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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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
要說

方詠妍 SiuMing執行舞台監督及舞台監督“I have no special talent.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初心還剩多少，衝破與無視只是一念之間。在劇團找回磨滅的心，有趣的事在眼前發生。Enjoy!

湯裕恒 Lucas
飾　韋立

做演員真是一堂寶貴的課。由對劇本

的理解、角色的心理狀態和對手的交

流等，自覺還有漫漫長路去了解何謂

真正的戲劇。只要站在台上，就要盡

力做到最好。

戴嘉明 Carmen

飾　艾麗

如何具智慧地將導演、編劇及自身對角色

的不同詮釋融合成一個超出自我框架而具

獨特性的角色去演繹這個過程十分有趣！

我仍在學習如何更有效地give and take! 

演員是要活在當下，不要為自己設限框死

自己，放膽地跳出來吧！

周嘉怡 Jessica飾　溫曉迪
每次的旅程也是自我發掘的機會，不論
是好是壞。
歲月的洗禮讓人磨掉棱角。有人會羨慕
溫曉迪的自由奔放。然而，你就是你，
我就是我，我們都是獨特的。願我們都
記得自己的那片純粹，「用鯨魚浮出水
的溫柔做美好的獸」。謝謝團隊。謝謝在支持着的人。

黃家齊 Willy
飾　陽銳深

《大建築師》是劇作家易卜生晚年意涵最

深遽嘅劇作，可以公開演譯劇中的大建築

師陽銳深，不論演出規模，已是一個不

可多得的機會。但老實說，演譯陽銳深是

非常不容易的功課，大大地超越了我的能

力，所有不足之處，尤望觀眾原諒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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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及
製作人員
魏灝麟 Hollis ─《大建築師》

製作團隊

編劇：易卜生 Henrik Ibsen
翻譯：張可堅

導演：魏灝麟 Hollis
佈景及音效設計：魏灝麟 Hollis
燈光設計：死火

執行舞台監督：蕭慧覺

助理舞台監督：簡頌賢

角色 演員    

陽銳深  蕭建盛

溫曉迪  潘寶倫

艾　麗  潘兆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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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
要說

蕭建盛 Marco
飾　陽銳深
三年前初遇易卜生的《幽靈》，今次再挑戰 
《大建築師》。
呢段期間人與事都發生變化，自己停頓，擺低咗戲劇探索同練習。
感謝《大建築師》嘅無形呼喚搵返我出嚟，令我經歷佢所面對嘅嘢，令我再次企返起身。雖然到最後我唔知會做成點，但係我知我又開始有連結。

《幽靈》→《大建築師》，令我人生繼續蛻變。

潘寶倫 阿寶

飾　溫曉迪

多謝Drama Lab以及台前幕後各位伙

伴們，今次Showcase我們慢慢建立關

係，透過相處及對新事物積極開放的

心態，用最人性的方式實際互動，再

把我們之間的「關係」連結，由不同

身份、年紀、地位的人表現人性最原

始的慾望，大家加油努力 💪🏼

潘兆誼 Miffy飾　艾麗
沒有奇蹟，只有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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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及
製作人員
黎幸城 Cat ─《枷鎖》

角色 演員    

Mark  朱偉業

Terri   楊靖彤

     

製作團隊

編劇：黃哲倫 David Henry Hwang
翻譯及導演：黎幸城 

文本指導：洪七

佈景及音效設計：黎幸城

燈光設計：死火

造型設計：劉婉琼

化妝顧問：劉可欣

執行舞台監督：楊儷影

舞台監督：湯裕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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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
要說 朱偉業 Bean飾　Mark

今次的劇本很有挑戰性，角色的服裝造型、
性格演繹也給了我一次突破性嘗試。在這我要多謝Cat導給我這參與演出的機
會，多謝對手祖兒對我背劇本速度的容忍，
多謝後台對我的幫忙和照顧。

楊靖彤 Joey
飾　Terri
感激有今次嘅機會！心情一直都興奮期待又

擔心，好驚自己carry唔到、演唔好Terri呢

個角色，因為知道自己人生閱歷同演戲經驗

比起其他演員都尚淺，排戲嘅時候都感受到

自己唔少嘅不足，但無論如何我都會盡力演

好角色，享受同珍惜喺舞台上嘅每分每秒！

楊儷影
阿影/Shadow　執行舞台監督
舞台，一個令我血脈沸騰的地方
舞台，一個我知道神要我去的地方
舞台，一個展現生命的地方
香港最貴是時間，返工放工，營營役役⋯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令你願意花時間的「舞台」

湯裕恆 Lucas
舞台監督

今次做後台真係獲益良多，由一個乜

都唔識嘅小薯，到依家仍有甩漏嘅小

幫手。好多謝各位嘅指導、體諒同幫

忙。希望大家會喜歡後台所做，令大

家更易投入枷鎖之中。

劉婉琼 Joey
造型設計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與有關戲劇的工作，首先多謝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對我的包容！從跟導演及演員一起研讀劇本，了解角色性格、動作、場景，再發展到具體造型，是一個有趣的轉化過程。非常感謝Drama Lab給予了一次愉快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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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及
製作人員 
林宏璁 Lawrence ─《畀唔起？咪鬼畀！》

角色 演員    

趙凡理      王文杰

魯一節      林明發

靚東娜      黃安婷

馬桔麗      張妙妙

警　察        林曉彤

     

製作團隊

編劇：達里奧·福 Dario Fo
翻譯：張樂勤

導演：林宏璁 Lawrence
佈景設計：阿信

音效設計：曾碧琳

執行舞台監督：曾碧琳

助理舞台監督：黃美淇



21

有話
要說

黃美淇 教主

助理舞台監督

劇場小薯仔~

遊走於演員、前台、後台....

90後女漢子

曾碧琳 Lily
執行舞台監督及音效設計

感激這齣劇的各種第一次

/ 劇場見

「 誰最堅強　誰最善良　

誰就會更高尚 」

林曉彤 公主飾　警察
2018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
高級文憑課程，主修影視表演，現為
香港海洋公園演員。曾習粵劇，演旦
角。
這次反串當男生，是一個很新奇的體
驗。起初也曾因對手都是專業演員而
感很大壓力，幸得各人和導演的鼓勵
走到這一步，感謝。希望你們喜歡我
的演出:）

張妙妙 milmil飾　馬桔麗
多謝導演給我這次演出的機會。對我來說這齣戲是個大挑戰：因為我沒有做喜劇的經驗，而我亦覺得自己是個沒有喜感的人希望今次不會為大家帶來災難 🙏🏼🙏🏼

黃安婷 Ada
飾　靚東娜

首先，多謝林導演，因為你導戲時

認真，亦欣賞你排練過程中的細心，

辛苦你了。也感謝隊友們的熱情和努

力，令整個過程寓學習於娛樂。最後

感謝來看戲的你，因為你的到來，證

明在這社會上，仍然有人關心，並以

行動來支持戲劇工作，祝願各位能在

戲劇中找到真、善、美。

林明發 Fat
飾　魯一節

Drama Lab是一個很開心的地方，在

這裡，我有機會學習很多舞台劇的知

識，及認識很多高手。非常開心有機

會參與這次製作！Good show!

王文杰 班比
飾　趙凡理
歲月如白駒過隙　相信十年後憶起　還會觸動　感激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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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員

監製：鄧國洪

助理監製：馮潔玲

製作經理：馮琪峰

市場策劃：周智超、鄭穎茵、唐慧卿、黃展盈、易樂行

宣傳及錄像設計：Kenneth Pang
場刊及展覽設計：陳藹詩

攝影：鄧國洪、Kenneth Pang
票務：吳志禧

前台主任：余心慈、林月秀

化妝：劉可欣

鳴   謝
張可堅先生 

楚城文化 

糊塗戲班 

Daniel Lee
李慧心小姐 

林慧思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