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人劇場《緬甸歲月》  
粵語演出附中英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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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我年輕時曾經想要寫的是大部頭的結局悲慘的自然主義小說，裡面盡是細枝末

節的詳盡描寫和明顯比喻......後來我的第一部完整的小說《緬甸歲月》算是那一

類小說，那是我在三十歲的時候寫的。」 - 奧威爾《我為什麼寫作》  
 
浪人劇場成立以來，一直專注改編香港文學為劇場演出。本團踏入第十六個年頭，

是時候作新嘗試，奧威爾的《緬甸歲月》將會是我們首次改編的外國長篇小說。  
 
有關奧威爾 (George Orwell) 及《緬甸歲月》(Burmese Days)  
 
大家所認識的奧威爾，大抵是他最後兩部作品《動物農莊》與《1984》，他在晚

年亦以提倡避用複雜詞彙與空泛比喻而知名。其實他在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

曾以華麗詞藻行文，在文壇初試啼聲，後世讀者更可從中看到後期奧威爾的思想

根基。他在年青時曾經在殖民地緬甸生活五年，這段經歷不僅成為他創作首部小

說的素材，緬甸更是往後塑造他的文學視野的「精神故鄉」。  
 
浪人劇場將以獨有的當代文學劇場方式，探索青年奧威爾的思想世界。  
  



創作及製作人員 
 
原著     喬治‧奧威爾 
導演／改編／舞台設計 譚孔文 
監製     林碧芝  
表演者     梁浩邦 

黃呈欣# 
陳熙鏞 
趙展禧 
張利雄 
陳港虹 

劇場構作    簡戍凝 
編舞     李偉能* 
服裝設計    陳寶欣 
燈光設計    張素宜 
作曲／音響設計   陳沛熙 
現場爵士鼓演奏   丘悠然 
舞台設計助理   葉顯情 
服裝助理    李夢西 
助理監製及插畫   林頴詩 
英文字幕翻譯及字幕員 翁清茹 
製作經理/ 舞台監督  莊曉庭 
執行舞台監督   李藍施 
助理舞台監督   吳駿瑋 
燈光電機師    黄珈琪 
舞台助理：    陳志偉 
宣傳及場刊設計：   梁子峰@studio-m.hk 
宣傳及綵排攝影：   馮偉新@sunyeahproduction 
 
*承蒙不加鎖舞踊館批准參與製作 

#承蒙藝君子劇團有限公司批准參與演出  



導演的話 
 

“What's past is prologue.”  

「凡是過去，皆為序章。」 

— 莎士比亞 《暴風雨》 

 
喺即將忙碌嘅未來兩星期，我搵到一條時間罅隙，而家一個人喺排練室，望住演

員用完嘅排練服裝，裏面充滿汗，係青春嘅氣息。佢哋掛得好整齊，一個鐘頭前

呢度仲熱熱鬧鬧；寂靜先會 “清明”， “清明”先有愛。念隨愛而起，呢刻諗返，

幾時有改編《緬甸歲月》嘅念頭呢？ 
 
根據電腦檔案顯示，係 2020 年 8 月，係夏天，香港夏天好熱，不過我相信一定

冇緬甸咁熱。諗返轉頭，令我想改編奥威爾嘅作品係因為村上春樹。我記得睇村

上春樹最早嘅時候，可以追溯到去 20 幾歲，APA 畢業冇耐，開始進入社會工作，

嗰陣時係 90 年代，睇村上春樹係潮嘢，個個年青人都會拎本去睇吓，當時我亦

趕趕潮流，打開，咬文，嚼字，沉浸佢嘅情感世界，《挪威的森林》、《遇上 100%
的女孩》等等。後來，我對佢描寫一個人嘅孤獨嘅狀態非常之有興趣，更奇妙嘅

係喺台灣嘅一個譯本，名叫《1973 年的彈珠玩具》，嗰年我出世，而呢本小說亦

係我最鍾意！當中主角喺倉庫度搵返佢以前玩過嘅彈珠玩具 ― 嗰個彈珠玩具

墳墓，嗰份涼意我一直記喺個心度，搣都搣唔甩，文學嘅威力莫過於此。而孤獨

就成為我閱讀村上春樹嘅重要主題。人點先可以過得好，首先要知道如何與孤獨

相處。 
 
3，2，1，巴哈嘅 Goldberg Variation，響起。 
 
隨着鋼琴嘅聲音，我又發現多一樣嘢，睇佢後期嘅小說，我睇到好多好殘酷嘅畫

面，呢啲殘酷嘅畫面唔單只係對人，甚至係對自己，於是乎我就好奇：孤獨同殘

酷之間嘅關係，佢呢種創作持續到而家，一種虐待同自虐嘅心態。大概 10 年前，

《1Q84》出版，我先開始知道，或許，奧威爾嘅小說可能對佢呢方面有所啟發。 
 
於是喺幾年前睇《1984》，睇完之後我發現村上春樹描繪一個人同另外一個人相

遇嘅時候嘅模式，與奥威爾如出一轍，首先係留意佢外貌、佢嘅樣貌膚色佢著嘅

衫佢嘅姿態，作者對眼係一部 Scanner，掃視佢自己描寫嘅角色。另外，當我明

白佢小說內容所表達嘅思想後，我更加好奇佢嘅感情世界，佢因乜嘢原因遇到乜



嘢嘅人睇到乜嘢嘅事得出佢呢啲想法呢？如此，我又睇左佢其他散文同傳記。當

我睇佢嘅文字，每次都感到慚愧，因為我喺佢接近死亡嘅年齡，先開始睇佢嘅文

字，即係話，佢影響整個世界所寫嘅文字，就只不過喺短短 20 年間完成，而我

本人，已經活到超過佢嘅年齡，仍然係一無是處。 
 
想講多一句，睇《緬甸歲月》，我留意到奥威爾除左描寫當地嘅情景非常仔細，

唔單只係視覺，裏面描寫嘅大蒜椰子油茉莉花全部都係關於氣味，而喺佢嘅傳記

描述，知道佢嘅嗅覺係非常靈敏：一個嗅覺靈敏嘅人，代表佢屬於大自然，佢冇

被現代文明所污染，身體內有一份追逐生命力嘅熱血流動着。 
 
過去自己一直改編香港文學為劇場，而呢次改編外國小說，係希望將自己過去改

編香港文學嘅經驗及感受，轉化到外國文學中，因此如果你哋係浪人劇場嘅粉絲

（如果有），你會發現今次《緬甸歲月》糅合左過去唔少自己改編香港文學作品

嘅角色或者係，感覺；又，如果你睇完呢個演出，喜歡嘅話，可以嘗試去搵返我

哋過往演出嘅資料，對比一下，應該會幾得意。作為創作人，能夠將香港文學同

外國文學，通過劇場而連結，我覺得呢個創作非常有意思。 
 
喺世界文學歷史嘅長河裏邊，有唔少作家亦都係一位戲劇家，例如沙特、契訶夫、

王爾德等，當我改編嗰陣，自己心裏面一直有個疑問，就係如果奥威爾人生喺寫

完《1984》之後可以繼續嘅話，佢會唔會寫返一齣真正嘅戲劇？佢會寫一齣喜劇

定係悲劇？如此，當改編同排練期間，我有種錯覺，我唔單止排練緊一齣改編奧

威爾小說嘅劇場創作，而係同我嘅演員同創作團隊喺一種莎士比亞式劇場嘅創作

氛圍下一齊冒險，我喜歡呢種摸石過河嘅感覺，排練室係練功嘅地方。 
 
要講嘅嘢可以仲有好多，不過我都係想留返俾大家睇戲去感受。對我嚟講，睇戲

係訓練人嘅直觀。疫情期間，我哋已經有兩年時間冇真正地喺劇場同觀眾交流，

呢一刻我哋仍然要面對疫症種種措施而無法可以用劇場最直接方法交流，真心期

望所有疫症都會消失。但又講返轉頭，呢兩年我覺得冇白費，我哋嘗試用不同嘅

形式將自己嘅劇場創作延續同轉化到「劇場電影」呢種形式，呢啲經驗都影響緊

我哋思考喺呢個世界喺呢個時間需要一個乜嘢嘅劇團同世界連結，佢可以反映自

己、反映社會、反映當下。 
 
最後，我要非常感謝太太同監製 Jessie，今次宣傳上佢第一句就話希望搵好青年

荼毒室合作，而鹽叔亦一口答應，非常感謝佢嚟聽我哋第一次圍讀，為我哋製作

左非常精簡而精準嘅導賞片。我亦感謝今次參與嘅表演者、設計師、所有創作及

製作團隊，喺我極度忙碌嘅生活中，仲可以喺排練室度討論人生討論當下；互相

鞭策砥礪前行，令每日嘅排練都有意義，呢啲先係生活。 
 



我已經將想講嘅說話一口氣講完，排練室仍然好安靜，但我有一種錯覺，當今晚

我離開排練室，佢哋會走出嚟開 party，或者係，排另外一個戲；因為，萬物有

靈。 
 
生活喺一個已經唔知點描述嘅時代，我哋要更相信自己睇到嘅世界，如果你睇唔

到，你試吓，瞌埋眼，瞌埋眼，你會見到，美麗新世界。 
 
後記：喺排練最開始嘅時候嘅一個朝早，我喺街上諗到呢段說話，然之後錄低，

幾日後，我分享俾我嘅演員聽，佢哋將佢變成一首 Rap，依家你哋冇辦法去聽返

佢哋點演繹，但你哋可以睇返文字，去幻想下、F F 下，有幻想就有夢想，有夢

想，一切都有可能。 
 
《在伊莉莎白尋找馬拿美》 
 
秋風起 
掛住你 
行緊街 
都掛住你 
好奇怪 
當你呢一刻 
喺夢入邊 
夢外邊 
你喺一個 
四面牆嘅房間 
無日光 
無月亮 
無時間 
我就更加掛住你 
你喺另外一個時間 
我喺另外一個時間 
戲劇嘅時間就係因果 
掛住你嘅原因 
因為而家係朝早 
我嘅身體 
隨時都會被奪去嘅時候 
望住街上面嘅人 
仍然若無其事 
什麽都沒有發生 



呢一刻 
紅綠燈嘀嘀噠噠嘅聲音 
令我靜止嘅內心 
慢慢響起古老嘅音樂 
去到一個異國情調嘅地方 
去到一個幽微嘅思緒 
呢一刻我連風都聽到 
呼～呼～呼～ 
仲睇到 
 
我依家已經企咗喺一棵樹下邊 
村 
上 
春 
樹 
我喺村上春樹底下諗翻起由讀書嘅時候睇村上春樹嘅書嘅情形 
聽風的歌 
1973 年的彈珠玩具 
遇見 100%的女孩 
尋羊的冒險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 
麵包店再襲擊 
東尼瀧谷 
象的消失 
1Q84 
我想話俾你聽 
喺 1Q84 裏面 
女主角青豆 
因為怕被人殺死 
佢一直喺一個密室 
期間佢只可以通過一個窗口 
睇到出面嘅事物 
嗰個夜晚 
佢見到一個佢細個時去過嘅遊樂場 
呢個遊樂場出現喺有兩個月亮嘅晚上 
呢兩個月亮 
會唔會曾經都照過 
20 幾歲嘅 George Orwell 



佢當時喺緬甸 
而佢就死嘅時候 
都掛住緬甸 
掛住 20 幾歲嘅自己 
 
佢臨死前 
曾經想寫一個故仔 
叫做“一個吸煙室的故事＂ 
依家放喺佢側邊嗰部打字機 
噠噠噠噠咁響 
佢希望喺臨死嗰刻 
走返入去 
佢嘅 
緬甸歲月 
你呢 
你醒左未呀 
 
譚孔文 
寫於 2022 年 4 月 30 日 
修改於 2022 年 5 月 8 日 
  



角色表 (出場序) 
 
黃呈欣 敍事者 /  Kin / Elizabeth / 馬拿美 
趙展禧 敍事者 / 波金 / 雷太太 / 雷先生 
陳熙鏞 敍事者 / 韋醫師 / Maxwell 
陳港虹 敍事者 / 阿高 / 麥 sir 
張利雄 敍事者 / Ellis 
梁浩邦  敍事者 / John Flory 
  



創作及製作人員簡介 
 
譚孔文 導演／文本／舞台設計 
 
浪人劇場創辦人及藝術總監，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資深劇場導演、舞台及服

裝設計師、編劇、策劃及創意教育導師。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及科藝學

院，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導演）及一級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

舞台及服裝設計)。 
 
創作作品著重以跨媒體呈現詩意的意象，創造質樸而具想像力的表演風格，喜改

編香港文學及其他文學作咕為劇場演出，曾改編及取材創作的作品包括：《對

倒》、《我城》、《體育時期》、《鯉魚門的霧》、《縫身》、《香港三部曲》、《安卓珍尼》、

《縫熊志》、《哀悼乳房》、《西西詩集》、《瑪利亞》、《無耳琴師》及《蜀山劍俠傳》

等，導演作品曾在法國、英國、阿根廷、台北、北京及深圳等地演出。 
 
2019 年參與布拉格舞台劇場設計四年展，以「枯山水－香港文學劇場的舞台風

景」為題與世界劇場設計師交流。憑《一劍蜀山》劇場電影獲 2021 年愛丁堡藝

術節 Asian Arts Awards : Highly Commended shortlist of finalists；《與西西玩遊戲》

互動劇場榮獲第十屆臺北藝穂節最佳空間運用獎；劇本《石野男》入選 Asia 
Theater Circle 第一屆 Asia Playwright Festival 2018。而導演近作《紅絲絨》更擔

任主演。 
 
近年導演作品：《無耳琴師 2.0》劇場電影、《西西瑪利亞》沉浸式文學劇場`、浪

人劇場紅白藍三部曲敍事音樂劇場第二部《紅絲絨》、《一劍蜀山》劇場電影、浪

人劇場紅白藍三部曲敍事音樂劇場第一部《湖水藍》(2019)、《無耳琴師》、《親

愛的金子 2.0》、《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形體音樂《流幻》、《與西西玩遊戲》

及《Bear-Men》等。 
 
 
林碧芝  監製 
 
浪人劇場行政總監，亦擔任浪人劇場製作及計劃監製工作。近年參與劇場作品：

《無耳琴師 2.0》劇場電影、《西西瑪利亞》、浪人劇場紅白藍三部曲敍事音樂劇

場第二部《紅絲絨》及《一劍蜀山》劇場電影等。 
 
 
  



梁浩邦 表演者 
 
2008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藝術學士學位，主修表演，求學期間曾獲

春天舞台獎學金、匯豐銀行香港與内地交流獎學金。 
 
最近演出：藝君子劇團《辱兒樂園》及英皇娛樂舞台劇 《最後禮物》；此外亦曾

參與多個海外巡迴演出，其中包括鄧樹榮工作室《馬克白》東歐六國巡迴及藝君

子劇團 2017 年愛丁堡戲劇節演出《鳥瞰》。 
 
2016 年獲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喜/鬧) 
2015 年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配角(喜/鬧) 
2013 年獲提名香港小劇場獎優秀男演員 
 
Instagram: feuilladee 
 
 
黃呈欣 表演者 
 
藝君子劇團藝術總監。 
 
2009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藝術(一級榮譽)學士，主修表演 
2016 年度香港藝術發展獎獲藝術新秀獎(戲劇) 
2021 年度亞洲文化協會 New York fellowship 獲獎者（戲劇） 
 
憑眾聲喧嘩《此地他鄉》獲 IATC(HK) 劇評人獎年度演員獎、藝君子劇《罪該萬

死》獲第 9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劇本、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對倒時光》獲 IATC (HK) 
劇評人獎年度編劇獎、藝君子劇團《竹林深處強姦》獲第 26 屆香港舞台劇獎最

佳女配角 (喜/鬧劇)及香港演藝學院《老婦還鄉》獲第 18 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

主角(悲/正劇)。 
 
近期演出：香港藝術節《鼠疫》、香港話劇團《如夢之夢》、藝君子劇團《夏娃》

及 Project Roundabout《她媽的葬禮》。 
 
MV 演出：王菀之《小手術》及柳應廷《砂之器》 
 
 
 
 



陳熙鏞 表演者 
 
陳熙鏞，金庸，香港演藝學院表演系畢業生，曾獲提名香港小劇場獎最佳男主角，

最近感興趣的研究範圍：人類學、形體訓練、編曲、傳統表演、藝術治療、藝術

教育、公共空間及流浪藝人。 
 
最近有點不開心，請多多關心我。 
 
趙展禧 表演者 
 
先後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電影藝術高級文憑（導演系）及香港演藝學

院戲劇學院，戲劇藝術學士（榮譽）學位（表演系）。  
 
曾參與超過 20 個香港及外國專業藝團的不同類型演出，包括正劇、喜劇、默劇、

音樂劇、環境劇場、形體劇場、互動劇場、記錄劇場、沉浸式劇場等。除劇場演

出外，亦有參與電影、廣告拍攝、配音及魔術表演、設計及指導。  
 
創辦「丘比特辦館」，以愛情元素及沉浸式互動劇場為要點，製作《靈魂修理員》、

《伊索愛情餐桌》、《費洛蒙漫遊》，場場爆滿，獲得好評，稍後會繼續製作不同

體驗演出，敬請留意。    
 
現為自由身演員、魔術師、國際魔術師協會（香港）會員及香港魔術家協會資深

會員。  
 
IG：@chinheichiu 
 
 
張利雄 表演者 
 
主修廣告設計，現為跨媒界創作人及表演者，多重身份橫跨表演者、演員、劇場

構作、舞者、編舞、美術、影像設計，平面設計及策展人等；擅長處理表演者與

觀者之關係、場面及空間調度、視覺傳意及符號運用、文本及內容編創。 
 
創作作品包括：《張利雄》2021 於#非關舞蹈祭《I'm Only My Body?》；《現場》

2019 於 CCDC 舞蹈中心主辦之《二延體》並於 2021 年《相對現場》重演；言吾

寺《瑪吉阿米》(香港及台灣版) 發表於《不貧窮藝術節×香港》及台灣《恆春現

場》。 
 



近年參與演出包括浪人劇場《緬甸歲月》、《一劍蜀山》劇場電影；不加鎖舞踊館

《手丨足丨聲》；李偉能《人為景觀》、《出竅》(舞蹈新鮮人系列)及《世界（曾

經）是平的》(香港及韓國版)；影話戲《一絲不掛》；影話戲 x 斐劇場《誰缺席

了》及《誰又缺席了》(首演及重演)。 
 
 
陳港虹 表演者 
 
2015 年畢業於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藝術學士，主修表演。現為香港兆基創意

書院兼任表演藝術科導師。 
 
近期演出包括：Fiesta Space 艾菲斯劇團《有料呻吟》、《姐姐》及《無有識死》；

鄧樹榮戲劇工作室《馬克白》；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屋根裏》；Orleanlai Project
《親密》；天邊外劇場 ― 新導演運動《教父阿塗》及《浮士德》；Inspire Workshop
《愛比資本更冷》、浪人劇場《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首演)及《Bear Man》 
 
簡戍凝 劇場構作 
 
2019 年夏天開始嘗試劇場工作，參與製作前期研究，探索劇場構作，近期曾協

作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泳（沒有水）》、《鐵行里》及《被縛的普羅米修斯》；香

港戲劇創作室的《迷鳥》及李偉能編舞的《回聲二：人為景觀》等。 
 
李偉能 編舞 
 
十七歲開始接觸舞蹈。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專業會計系及英國倫敦當代舞蹈學院

藝術碩士學位(當代舞)。現為不加鎖舞踊館副藝術總監，策劃一系列的當代舞展

演及交流平台以展開本地及海外於表演藝術的對話。 
 
近年關注身體的經驗如何被提取，轉移及重現，以及植根於當代社會富表演感的

日常生活狀態提出疑問和反思，並透過現場演出、書寫、錄像及策劃等重整埋藏

在身體的脈絡。同時嘗試介入不同領域的創作，尋找表演藝術語言的共同性，以

打開觀眾對舞蹈的想像，積極於各類型的跨界合作以對照個人的藝術實踐。重要

作品包括《回聲摺疊》(2016)、《出竅》(2019)及《人為景觀》(2021)。 
 
  



陳寶欣 服裝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獲得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舞台佈景及服裝設計。 
 
現為舞台自由工作者，並於香港演藝學院擔任客席講師。 
 
張素宜 燈光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獲頒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舞台燈光設計。   
   
近年曾合作單位有：香港舞蹈團、進念二十面體、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海潮藝術

工作室及浪人劇場等。  
 
近期參與作品包括：CYPHER FreeSpace《戰鬥圖騰》、曾文通導演作品《黑天幻

日》及海潮沙畫作品《Mirage》⋯⋯。  
 
 
陳沛熙 作曲／音響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音響設計系，在學期間獲頒 Doris Zimmern 獎學金及迪士尼

獎學金，並到倫敦的音響設計公司 Autograph Sound Recording、倫敦國家劇院、

音樂劇《Mama Mia》、《Jersey Boys》以及《War Horse》等工作。 
 
其音響設計作品包括《老鼠復仇劍》、《螢火》、《軌道上的微生物》、《愛面書網遊

仙境》、《在平坦的路上看不到日出》、《金執港》、《被消失的人》、《游魚》、《湖水

藍》、《流幻》、《一劍蜀山》劇場電影、《與西西玩遊戲》（香港及台灣演出)、《無

耳琴師》(香港、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及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演出）等。 
 
此外，他亦為廣告和微電影配樂及參與香港的流行音樂製作。 
 
丘悠然 現場爵士鼓演奏 
 
2020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獲頒藝術學士（榮譽）學位，

主修音響設計。 
 
畢業後投身於舞台音響的工作，並參與不同的藝術製作。同時亦有以鼓手的身份

進行音樂創作及現場演出。近期的作品包括《萬華洗濯機》、《Oo.ll.oO Against 
Alienation in Our New Normal》及《西西瑪利亞》。現時為自由身舞台藝術工作者。 



 
舞台設計助理：葉顯情 
 
生於 1998 年，現職自由工作者，主要從事排版設計、插畫和藝術普及等相關工

作。2021 年於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及藝術系畢業。 
 
翁清茹 英文字幕翻譯及字幕員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及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系。鍾意譯嘢多過寫嘢，

覺得翻譯新聞都係藝術。 
 
 
林頴詩 助理監製及插畫 
 
畢業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現任浪人劇場節目經理。 
 
副業為插畫師，常以日常生活題材轉換到魔幻的想像世界中創作，創作媒介多於

水彩畫及手繪風格電繪，喜愛創作繪本，曾與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明日藝術教育

機構及嶺南大學等機構設計插畫。出版的繪本包括：《企鵝托兒所》及《百變媽

媽》。 
 
Instagram：Sissylamart 
 
 
莊曉庭 製作經理 / 舞台監督 
 
畢業於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主修市場學及人力資源管理及香港演藝學院科藝

學院，主修藝術、項目及舞台管理。曾參與製作有: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卡夫卡

的七個箱子》（2017 及 台灣版）、《香港三姊妹》（香港、台灣、愛丁堡及香港重

演）、《Endgame》（首演及重演）、《十方一念》（香港、上海、台北、北京）、《伽

俚略傳》、《巴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個夜晚》、《觸怒觀眾》及《百年孤寂》；梁基爵 × 
蔡明亮《一零》(新視野藝術節及香港周 2017)；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打轉教 室》

（澳門、温哥華及愛丁堡）；一路青空《叮叮聲》及《曇花戀》；黑目鳥劇團《faceroom》

（廣州及中山重演）、《去你的愛情》（香港重演及廣州）、《鴕鳥頭》，以及心靈客

棧《華佗六頂記》等。 
 
 
 



李藍施 執行舞台監督 
 
香港演藝學院藝術學士(榮譽)學位畢業，主修舞台管理，曾獲香港戲劇協會頒發

「傑出執行舞台監督獎」。 
 
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最近參與製作：奇想偶戲劇團《車輪婆婆》及聲蜚合唱節《星落有時》。 
 
 
吳駿瑋 助理舞台監督 
 
畢業於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現為劇場自由身工作者。  
 
參與作品包括：英皇娛樂《最後禮物》；巴爾劇場《而（我們）需要繁衍的十萬

個理》；香港藝術節《Blindness》；香港話劇團《奮青樂與路》(2021)；小劇場戲

曲節《霸王別姬》（新編）、《文廣探谷》（2020、2021）；《遙遙之城＠自由空間》

及啲捌貳陸製作《中二．拜分．校園之日常》等。 
 
 
燈光電機師：黄珈琪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榮譽）學位課程，主修燈光設計。 

 

近作包括鄧樹榮戲劇⼯作室《受辱記》、⾹港中樂團《霓城》、東邊舞蹈團《銳⾓

維蹈》、《炫創者 5》（錄影版）、⼀舊飯團《星星沒有忘記》及《我們很快樂》（第

七度公演）；擔任製作電機師的製作包括：浪人劇場《湖⽔藍》、《⼀劍蜀⼭》劇

場電影及《無⽿琴師 2.0》劇場電影。 

 
 
  



梁子峰@studio-m.hk 宣傳及場刊設計 
 
從事創意顧問、視覺品牌、文字設計、美術指導及平面設計等工作。曾獲獎項包

括：iF Design Award、One show Design Award、The ADC Awards、New York TDC 

Awards、Tokyo TDC Annual Awards、HKDA Global Design Awards 及 40 Under 40 

Awards。其作品亦入選首爾亞洲設計三年展、波蘭華沙國際海報雙年展、俄羅斯

莫斯科金蜂國際平面設計大展及 APD 亞太設計年展。 
 
 
馮偉新@sunyeahproduction 宣傳及綵排攝影 
 
攝影及拍攝工作超過 19 年，曾就讀觀塘職業訓練中心攝影系。 
 
2003 年開始舞台攝影工作，拍攝舞台劇為主，擔任海報或劇照攝影工作，並曾

與不同藝團作海外演出作記錄攝影及拍攝工作，近年亦曾任攝影導演。 
 
2011 年入職新傳媒，任高級攝影師。2016 年轉任廣告導演，為集團褀下所有媒

體的廣告拍攝，擔任導演工作，協助多間本地大型品牌拍攝短片宣傳。 
 
2018 年成立新野製作，為本地多間大型品牌公司製作網絡短片，包括 BMW、

Mini Cooper、New balance、KEEN 等等。 
 
www.sunyeahhh.com 
 
https://www.facebook.com/SUN-YEAH-Production-104205370929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