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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十 週 年 呈 獻 戲 寶 重 溫

下午場演出後  設演後座談會

劇道場 及 iStage 
為上環文娛中心場地伙伴

宣傳協作

2020年10月15-16日

2020年10月17-18日



劇團 簡介

劇道場網址：theatredojo.com
劇道場專頁：facebook.com/theatredojo

【劇道場】是歐錦棠和萬斯敏兩位資深藝術工

作者於2010年成立的劇團。2015年起成為『上環文
娛中心』場地伙伴計劃駐場劇團。

道場〈DOJO〉是一個對心、體、技、藝各方面
進行專注而恆久修煉的場所。我們視舞台為戲劇的

道場，讓表演者在其中磨練自我、不斷在訓練中提

升，再透過各種形式的表演藝術呈獻給觀眾。以劇

場修煉為手段、戲劇演出反映人生，在有限的空間

拓展無限視野，演繹出色的舞台作品，透過戲劇將

生命的真正意義在舞台展現，帶動觀眾獨立思考，

發放正面信息，弘揚藝術的真、善、美。

短短數年間，【劇道場】已先後公演了《科學

怪人︰誰主創造》、《貞德︰主權爭戰》、《再見別離

時》、《宮本武藏》等大型製作，均獲一致好評、叫

好叫座。亦多次被邀到國外巡迴演出，將優質舞台

製作帶到世界各地。

經過探索與歷練，【劇道場】創作劇種廣泛，其

中有以經典歷史人物作為藍本，重新以嶄新角度撰

寫、創作，將生活與藝術相融、借古喻今。我們祈盼

演繹出色劇作之餘，在每一個演出都讓觀眾在娛樂

與藝術文化中，得著正能量，為觀眾送上祝福。

2013年5月公演
獨腳戲

中國隊長Ⅱ之講人自講

香港及加拿大四度公演

創團作品 再見別離時

2011-15年

想變成人的貓
2012年4月公演

宮本武藏

2013年8月公演
吉川英治巨著

2014年6月公演
聖女‧貞德

2015年6月、8月
及2017年10月三度公演

男女PK大作戰

2016年1月公演
及2018年10月兩度公演

我愛喵星人音樂劇

春雨歸來
2016年5月公演
心靈勵志作品

貞德：主權爭戰

2016年9月公演
音樂劇場



2019年 10月《藝海唐生》（重演）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9年 6月《攬炒大舞台》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9年 2月《BaBaLand》 美國三藩市、洛杉磯巡迴演出 
2019年 1月《決戰巖流島》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8年 10月《我愛喵星人》（重演）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8年 6月《阿席》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8年 1月《藝海唐生》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7年 10月《男女PK大作戰》（激笑版）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7年 7月《牽手》 美加芝加哥、紐約巡迴演出
2017年 6月《擊動情心》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7年 4月《牽手》 美加紐約、洛杉磯巡迴演出
2017年 1月《科學怪人》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6年 9月《貞德︰主權爭戰》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6年 6月《牽手》 美國三藩市巡迴演出
2016年 5月《春雨歸來》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6年 1月《我愛喵星人》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5年 11月《相聲報喜講耶穌》 加拿大巡迴演出
2015年 10月《再見別離時》（第四度公演）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5年 8月《男女PK大作戰》（重演） 元朗劇院
2015年 6月《男女PK大作戰》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4年 6月《聖女．貞德》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3年 9月《再見別離時》（第三度公演）溫哥華Gateway Theatre
2013年 8月《宮本武藏》 香港文化中心 劇場
2013年 5月《中國隊長 II 之講人自講》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3年 4月《家．點愛》 澳洲、紐西蘭巡迴演出
2012年 10月《家．點愛》 英國、北愛爾蘭巡迴演出
2012年 4月《想變成人的貓》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1年 11月《信有明天》 加拿大巡迴演出
2011年 9-10月《再見別離時》（重演）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1年 1月《再見別離時》（首演）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0年 10月 《信有明天》 澳洲、紐西蘭巡迴演出

決戰巖流島
2019年1月演出

攬炒大舞台

2019年6月演出

擊動情心

2017年6月演出

藝海唐生
2018年1月演出

音樂劇

2018年6月演出
阿席

過往 演出資料

科學怪人
2017年1月公演
世界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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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道場十周年



劇道場十周年
3650天是10年，也是【劇道場】的歲數，以長年作定期演出的一

個專業劇團來說，她正處於活力湧現的成熟期。

以每年製作最少三套舞台劇，平均演出場次為三十場，與觀眾真正

見面的時間還不到七十小時，可是我們在背後為每套製作的前期準備工

作和事後工夫，所花上的時間和心力，就不能單單以數字來衡量了。

數字在現今社會主宰一切，劇團演出也要配合、也要跑數（看成

績）。但這對於作為劇團創作總監的我來說只是輕若鴻毛。最主要的，

是珍惜這個很好的創作和演出平台，未敢輕言藝術，但願能手寫我心，

貼近群眾現實，寫點有意義的故事，又不落俗套，於事已足。

生活不知不覺已經遭十進制所規範，凡事逢十進一必有新階段，我

們必會以強勁生命力迎進另一個十年，一如既往，製作更多出色有價值

的作品。

感謝康文署多年的支持，感謝曾經與【劇道場】同心同行的劇場同

業，更加感謝支持過我們的各位觀眾。

團長 / 創作總監  歐錦棠

愛你3650天



現代人，一句緣盡了便分手，「性格不合」更成為離婚的最好理由；同居比結婚

更方便處理感情的離散，比財務公司更易借易還。Alex與Sarah同樣走到愛情的終
點，二人一同回首過去，作最後一次對質，才驚覺往事並不如煙。

緣來緣去，原是人生！《劇道場》創團戲寶，萬眾期待。

粵語演出

節目全長約一小時二十分鐘，不設中場休息。

男女大不同，夫婦前世冤，是永遠的話題。

阿秀與阿嬌準備分居前終極大攤牌，因而引發一連串兩性差異抵死惹笑趣事，

是他倆也是你和我。

兩個演員盡施渾身解數，分飾劇中所有人物，男女心理細緻解構，絕不偏頗，

「再見別離時中的死佬日記」完美變奏版，務求令觀眾捧腹大笑之餘又得到啟示。四

度公演，繼續爆笑。

粵語演出

節目全長約一小時三十分，不設中場休息。 

歐錦棠 飾 Alex
萬斯敏  飾 Sarah
李景昌 飾 Mike／牧師
蔡松合 飾 Steven

原著 Damian Trasler
改編 歐錦棠
翻譯 萬斯敏

劇情 簡介

劇情 簡介

演員 表

演員 表

劇本  創作

鄭至芝 球妻
施瑋延 經紀陳

歐錦棠 飾 阿修
萬斯敏  飾  心理輔導員／咸球／阿嬌／男／女

編劇 歐錦棠

聲音  演出 劇本  創作



劇團  成員

場地  規則

劇道場  鳴謝

創作 製作人員
 導演／音響設計 歐錦棠
 監製／形象及服裝設計 萬斯敏 
 舞台設計 溫俊詩
 燈光設計 黃靜文
 舞台監督 歐慧瑜
 執行舞台監督 張秀文
 助理舞台監督 馮佩霞、張美孚
 化妝髮型 Joanna So
 行政助理 呂嘉發
 前台助理 李翠兒
 平面設計 Jacky So 
 宣傳統籌 PS Production 
 宣傳及現場攝影 Ben Li@Ballroom
 現場錄影 Man@One Potato Limited

各位觀眾：
為了令大家對今次演出留下美好印象，我們希望各位切勿在場內攝影、
錄音或錄影，亦請勿吸煙或飲食。
在節目進行期間，請關掉鬧錶、無線電話及傳呼機之響鬧及發光裝置。
多謝各位合作！

6歲以下人士恕不招待
如遇特殊情況，主辦機構保留更換節目及表演者的權利

場刊回收
閣下若不準備保留本節目場刊，請於終場離去前把場刊留在座位，
或放進入口處的回收箱，以便循環使用。多謝合作！

Lifebuoy
楚城文化
Timable 

iStage
Kubrick
Ben Li

 藝術顧問 鍾景輝博士
 法律顧問 陳德潔律師
 顧問團隊 陳國雄教授
  羅振光博士
  楊英偉
 行政及藝術總監 萬斯敏
 團長及創作總監 歐錦棠
 海外拓展經理 郭慕純
 行政助理 呂嘉發
 宣傳及推廣 PS Production



劇道場–團長及創作總監

歐錦棠
導演／編劇／音響設計／演員

影、視、舞台同樣資歷深厚的跨媒體

藝術工作者，1990年起成為全職演員，參
演過數十部電影和電視劇集，並兩度被

香港電台和3周刊選為「最受歡迎節目主
持」，有「金牌司儀」美譽。

96年起參與舞台劇演出，曾受邀與多
個劇團合作，主演劇目超過三十多部，07
年成為百老匯最長壽棟篤笑《死佬日記》

（The Caveman）首位華人演員，共九度
公演超過五十場。09年分別憑《奇異訪
客》及《死佬日記》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正

劇／喜劇最佳男主角。

歐氏熱衷發展揉合歐、亞洲特色的舞台格鬥技術，曾在《宮本武藏》、

《細鳳》、《哲拳太極》、《大刀王五》劇中兼任武術指導，創造舞台格鬥新

風格。近年積極創作，編寫多個劇本，包括︰音樂劇《香港老馬利》、《藝海唐

生》、《我愛喵星人》、《細鳳》、棟篤笑劇場《中國隊長》、舞台劇《攬炒大舞

台》、《決戰巖流島》、《宮本武藏》、《聖女．貞德》、《春雨歸來》、《擊動情

心》、《男女PK大作戰》等。
除演出電影及舞台劇，亦職專欄作家，及現任『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講

師，並將多年經驗心得編寫成「舞台及鏡前演技課程」，將舞台、影、視三個不

同媒體的演技方法細緻分類和整合，並透過劇道場進行推廣和普及專業化的

演藝課程，令廣大民眾對戲劇藝術有更深層次的認識。

個人網站：stephenau.com
個人專頁：facebook.com/StephenAuKamTong



劇道場 – 行政及藝術總監

萬斯敏
監製／翻譯／

服裝及形象設計／演員

1990年起成為全職演員及電視
節目主持。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表

演系專業課程，更取得一級優異成績

獎。2001年遠赴英國深造表演藝術專
業課程；翌年留英修讀整體形像及特

技化妝。

曾是『亞洲電視訓練學院』畢業

生，隨即成為ATV合約藝員，為期九
年。主持節目及演出電視劇集不勝其

數，演出劇集包括︰《再見艷陽天》、

《南海十三郎》等；而曾主持之節目

計有：《六合彩》、《方太生活廣場》等。2008-2018年為『創世電視』藝員，主持
《創世日誌》、《地球深度行IV》等節目。亦經常參與節目旁白、配音及突發新聞
採訪記者等工作。

萬氏更有近三十年舞台劇演出經驗，近作有：《攬炒大舞台》、《男女PK大作
戰》三度公演、《擊動情心》、《科學怪人》、《聖女．貞德》、《春雨歸來》、《再見

別離時》四度香港及加拿大公演、《宮本武藏》、音樂劇《藝海唐生》、《我愛喵星

人》、《好姐賣粉果》等。2004年開始積極參與基督教演藝佈道工作，曾主演之
福音劇有：《上司愛竊聽》、《柬浦寨的呼喚》等。此外，亦有參演不同製作，如近

年有：ViuTV劇集《理想國之愛的替身》、港台劇集《阿滔和他的四個春天》、TVB 
MV《如果我可以》、獨立電影《一個人在途上》、電影《激戰》等⋯

亦曾為多齣舞台劇擔任形象設計。2003年被邀到希臘為歌劇《Turandor》
（杜蘭朶）及希臘經典音樂劇《Helen》（海倫）擔任化妝師。由2004年至今，任
英國City & Guilds舞台及特技化妝國際專業文憑之考核評審員。2007年編寫化
妝書《彩妝．愛美麗》。

個人專頁：facebook.com/phyllisman



Damian Trasler 
再見別離時 - 原著

李景昌 演員

蔡松合 演員

加拿大人。本為公務員，熱愛寫作而甘願放棄鐵飯碗，

成為全職作家。其創作劇本屢次獲獎。及後與另外兩位作家

組成TLC Creative，專職舞台劇本創作。Damian創作的小
品和獨幕劇迅速在業界取得成果，當中有短篇劇本被拍成

獨立電影，其他作品更在英、美兩地得獎。Damian現為Lazy 
Bee Scripts 劇本出版機構旗下作家。

於1991開始接觸電影做臨時演員；1996年開始參與舞
台劇，並加入劇社『零劇坊』；1997年開始從事街頭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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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綵燈會』及『年宵晚會』
作表演者；2004年加入『楚城』，並且漸漸開始參與職業劇
團之演出。近年舞台演出包括：劇場空間《棋廿三》(首演)、
《胡一刀》、《主席萬歲》、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囈十話》；

劇道場《聖女貞德》、《科學怪人》、《擊動情心》、《我愛喵

星人》、《決戰巖流島》等。

曾修讀『P I P藝術學校』之神經遊樂課程；修畢
Theatresports導師課程；曾於2002年參加『吐露港扶輪社
戲劇滙演』；憑『風采制作』《死比你睇》獲最佳演員獎；於

『香港戲劇滙演2004』憑黑箱作業《挖屎窿》以及『香港戲
劇滙演2006』憑禾地山《八月櫻花》獲優異演員獎。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表演系學士（榮譽）畢業。

『人間搞作創藝傳意有限公司』藝術總監。『香港演藝學

院』EXCEL課程導師、『工聯會』話劇初階和進階課程導
師。

李氏與教會、社福機構合作無間，他除了集編、導、演

的能力外，更擅長策劃戲劇培訓課程，曾加入本港三所中

學，成為全職和半職戲劇老師，提昇各團體的戲劇氛圍。

獎項方面，李氏在2011「第三屆香港小劇場頒獎典
禮」，曾被提名「優秀男演員」。就讀『香港演藝學院』期

間，亦曾經憑《折翼之戀》和《半掩黃昏雨》連續兩年奪得

「傑出演員獎」和「中環廣場獎學金」。



黃靜文  燈光設計  

歐慧瑜  舞台監督  

溫俊詩  舞台設計

生活與生存都離不開劇場，仍然樂在劇場中尋找一團

火。

在劇場內工作多年，由全職助理舞台監督慢慢變成自由

身製作經理，再後來變成駐場舞台監督。

曾與不同公司及劇團合作，包括：香港藝術節、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劇道場、演戲家族。

現為自由身製作經理，舞台監督及技術統籌。

早期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獲取藝術學士（榮譽）

學位，主修舞台佈景及服裝設計。其後於『香港教育大學』

修讀視覺藝術教育課程，獲教師教育文憑，以及於『香港中

文大學』修讀視覺文化研究，獲碩士學位。

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常為不同個藝術團體擔任佈景

及服裝設計，亦積極參與不同類型的藝術文化活動及學校

戲劇教育的演出，以推動香港藝術界的發展。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科藝學院舞台燈光設計（榮

譽）學士學位。畢業後曾為『影音使團』《方舟東遊記》；『澳

門演藝學院』《武松打蚊》；『香港演藝學院』粵劇製作《鑼

鼓響》；『葉氏兒童合唱團』《木偶奇遇記》；『哥哥製作』

《contrary唱反調 譚偉權X譚偉權 音樂會》；『跨界限舞蹈
劇場』－林俊浩《27》；『一路青空』《大失戀》；王廷琳和我
的舞蹈天使《唱好每一天》音樂會；『中英劇團』《留住埗城

香》、《施家有計》；2014『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國際無伴
奏合唱節《奇妙一刻》；『曉舞蹈』《旅。程》；『Wild Feast 
Stage Art』《少年異想部落格 復活島時空之旅》；『劇道場』《宮本武藏》、《聖女貞德》、
《男女PK大戰》、《春雨歸來》、《我愛喵星人》、《藝海唐生》；『Pulse Theatre』《牛》
（首演及重演）；『樹寧 • 現在式單位』《小雄蟲俠》、《蕪荒野之年代》、《月亮沒有忘記又
再想起你》、《單獨囚禁》、《進擊的小飛》等製作擔任燈光設計。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張秀文  執行舞台監督

張美孚  助理舞台監督

馮佩霞  助理舞台監督

呂嘉發  行政助理

自由身劇場工作者及媒體製作人。先後畢業於香港浸會

大學（主修創意數碼媒體設計）及香港理工大學（主修應用

及媒體藝術）。最近合作劇團：劇場空間、劇道場、創典舞

台、糊塗戲班、舞台戲、錢秀蓮舞蹈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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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空間』助理舞台監督之

製作包括：《棋廿三》、《喜靈洲⋯⋯分享夜》、《歷史男生》、

《勝者為王》、《今生》、《不起床的愛麗思》、《奇異訪客》、

《粉紅天使》（首演及重演）、《點點隔世情》、《戀戀心湖》、

《阿媽話》、《三個女人唱出一個墟》、《哲拳太極》、《坷廬

謀殺案》、《風聲》、《十二怒漢》、《八美猜兇》、《香港有

個Bollywood》、《換妻摸門釘》、《布拉格1968》、《雙城紀失》台南演出、香港戲劇協會
《小城風光》、《正在想》、《茶館》、思定劇社《約伯新傳》、劇道場《擊動情心》、《科學

怪人》任服裝統籌、丁劇坊《創藝展更生》任監製。

1994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校外進修學院』戲劇證
書課程。同年加入『旭日坊劇團』成為團員。1998年加入『灣
仔劇團』，並於2004-2010年擔任團長。

曾參與多個劇目製作，擔任監製、舞台監督、助理舞台

監督、票務主任等崗位。

2019年畢業於『香港教育大學』創意藝術與文化（榮
譽）文學士學位，曾擔任大學音樂系樂團的幹事，包括Music 
Innovation and Design Laboratory及iLOrk。在學期間亦曾
在舞台劇《漂書》中擔任助理舞台監督，及於『香港中樂團』

節目部實習，現為藝術行政工作者。







熱線：3599 6963  網站：www.chasing-culture.com
。文化推廣    。活動策劃    。公關宣傳
   。廣告設計    。錄像製作    。門票預售

我們與超過 1 0 0 個本地及外國著名藝團合作
專注為文化藝術及舞台表演提供宣傳策劃與推廣服務



十 週 年 鉅 獻 

 導演 / 編劇 / 作曲 / 填詞 /主演 歐錦棠
 監製 / 主演 萬斯敏
 聯合導演 李景昌
 編曲 曾家聰
 編舞 易 峯 
 歌唱指導 蘇如紅 

 主演 藍真珍
  區偉麟
  何敏儀
  庾春鳳
  廖賢志

$320､$280
星期四優惠 $280､$240 

音 樂 劇

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Ten
Commandments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1 至23

晚上8:00

晚上8:00

16

17 

24 

六

日

日

下午3:00

下午3:00

2021年1月

四 六

劇情簡介

  希伯來人受盡埃及政權逼迫，摩西受到上帝感召，要法老王釋放所有以色列子民。經歷
「十災」和「分紅海」等神蹟，終於帶領人民離開埃及。但摩西換來的卻是民眾無窮盡的埋

怨與背棄，灰心喪志的他失踪逾一個月後，從西乃山頂捧回兩塊刻著「律法」的石板⋯⋯

  【劇道場】嶄新演繹《出埃及記》這章不朽史詩故事。

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

  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