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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剛的話

無障礙劇團創辦人暨藝術總監

由去年的社會運動開始，到今年武漢肺炎爆發，引致全球蔓延，

感染及死亡人數不斷上升，各國政府實施隔離政策，盡量減低人

與人之間的交往，阻止病毒擴散。香港當然不能獨善其身，由於

經歷過2003年SARS的洗禮，香港人都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及身邊

的人，盡量不出門，出門就戴口罩，搓手液隨身，提醒自己要勤

洗手，做足清潔防疫措施，港人齊心合力，令感染個案能控制在低水平，死亡數

字比其他地方低，實在是不幸中之大幸。只可惜疫情第三波突然而來，本地感染

個案大增，令港人生活再次受制。 

在疫症期間，學校停課，劇院關閉，加上限聚令，劇團的運作被迫停擺，大型演

出如《瑪麗皇后》、黑盒演出《愛生事家庭》及《珍惜當下》、學校巡迴演出的

《共融大使》計劃與《心影聲動》體驗式演出，都要停止或改期，更不要說劇團

的課堂及幹事會的正常會務、生日會等，通通都得取消，影響十分巨大。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沒問題出現當然是按步就班，順著計劃進行；有問題

出現時，就要好好的想辦法去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會放在眼前任君選

擇，而是遇到問題後努力想出來的辦法，想了出來的辦法不一定行得通，可能要

改良、改變，甚至用上另一個方法，才能解決到問題，這就是經驗。 

 

不能演出是現實，劇團在被動位置，沒辦法改變。課堂是劇團能控制的事情，不

能實體上課，就改為網上教學，初階第八班、逆風而行的小學組、中學大專組、

公開組及手語課程，都是用網上教學方法完成，將不可能變成可能，將被動變成

主動，這樣做才不會太過影響未來的計劃，將影響減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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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的空檔，我們都沒有閒著，疫症初期，出現口
罩荒，我們與一群劇場人合作，籌款購買海外醫護口
罩，免費贈送有需要人士，解決部分人士的燃眉之急，
到後來再買不到海外口罩，我們決定自己製造布口罩，
將排練室化成口罩工場，出錢出力，希望幫得一個是
一個，不過我們都不是熟手技工，產量不高，十天的
努力，也只是生產了500個布口罩，免費分發給弱勢社

群，我們堅持著的，就是「為對方服務」的精神。 

我沒有找太多團員幫忙做布口罩，一來疫情不宜

聚集太多人，二來眼見部分團員都各自組隊抗

疫，製作布口罩、搜尋防疫用品、派發防疫物資

等，遍地開花的「為對方服務」，比起來幫我手

做口罩，更加令我感到安慰。 

踏入5月份，疫情比較穩定，我們的課堂也由網上轉為實體上課，《心影聲動》的排練

也開始恢復，劇團亦密鑼緊鼓地籌備未來的製作，由於上半年的停擺，下半年的演出

將會一個接一個，8月開始到學校演出《心影聲動》及《共融大使》、9月的《逆風而

行》、10月的《二人候》、11-12月文化大使的《三個月亮》、明年1月的大館體驗演

出、3月的黑盒演出、4月的《瑪麗皇后》重演、6月的《地下急症室》，期間還有不

同的課堂及興趣班，雖然預計會十分吃力，但亦會是一次很好的體驗與訓練，讓我們

變得更強。 

算盤是這樣打，但能否如期上演一個又一個製作，還有賴疫情的受控與否。 

正如今次排練《逆風而行》，單是演員已經超過90人，場地大小及服裝支出，已經是

一個大問題，我到現在也不知如何是好，但有問題才會有解決方法。未來，就讓我們

攜手合作，闖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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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會主席的話

陳綺華（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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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第三屆無障礙劇團幹事會的主席，陳綺華（如花）。由於2020年1月
剛上任不久，因武漢肺炎的傳播，在香港已開始爆發，市民的恐慌都在搶購口罩 
，也適逢農曆新年的長假期，很多公司未正式辦公，工廠及貨運業暫停的緣故，令
市民誤以為日常貨物將會有一段長時間的缺貨，產生了另一波搶購浪潮，加上學校
開始停課並提供網上平台給學生在家學習及部分公司分配員工輪流在家辦公，再加
上限聚令的出現，正常的生活突然間180度的被迫改變。

雖然如此，但每天困在家的市民，開始發揮自己的小宇宙，有的整理及清潔家居、
看書、畫畫、看電影、電視劇、煮美食、運動、打電動等等...有小朋友的當然要繼
續停課不停學，在這生活模式下大家開始要去適應視像的世界，開會、上課、聚
會、慶祝等…都在視像中進行，甚至有世界各地的舞台劇及演唱會在網上進行直
播，平時沒有機會觀賞的都可免費看到，絕對是難能可貴的機會。雖然香港的疫情
在五月開始慢慢緩和下來，但有些國家的疫情依然嚴峻，即使經歷過「沙士」時
期，當時的情況也未嚴重得使多個國家需要封城，禁止市民出入境的情況出現。至
於香港機場更是前所未見的極少旅客出入境及飛機的升降！機場
及市區冷清得令人有一種孤獨無助感。

希望疫情快些過去，世界所有人盡快回復正常的生活，各團員可
快些回到綵排及踏上舞台演出的一天，特別是期待再次見到健健
康康，開開心心的大家重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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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會副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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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成為今屆幹事會副主席，要感謝各會員及幹事們

對我的支持，並期望與大家齊心合力，發揮各人所

長，令會務得以茁壯成長。幹事會有定期舉辦活動，

但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蔓延至香港而暫停，以

致大家在生活和工作各方面都受到影響。口罩供應短

缺時，港人自製布口罩以解燃眉之急，我有幸參與布

口罩及抗疫包製作，贈送給有需要的人士，發揮「為

對方服務」的精神！

四年前，在朋友的推介下參加了「賽馬會無障礙劇團跨障別戲劇計

劃」第一期工作坊。對從未接觸過戲劇的我來說感覺新鮮，在課堂上

除了面對不同的戲劇訓練外，亦會接觸到不同障別的學員與他們合

作；例如跟視障朋友一起上街時，我首先要學會領路法避免他們碰倒

而受傷；與聽障朋友溝通可用手語，但我必須要學習手語，就這樣我

便報讀了劇團舉辦的手語課程和領路法，方便與他們溝通。

完成戲劇初階工作坊後，我接著報讀了第二期戲劇進階工作坊，更參

與了「共融大使」到校推廣共融訊息、「天虹戰隊」的大型舞臺劇演

出、「黑盒劇場」的製作兼演出、「文化大使」巡迴演出等等。在演

繹不同角色中的體驗讓我更愛上了戲劇表演。

回想起2018年「天虹戰隊」第二次公開演出入台前幾天，我突然發高燒入了醫院進行十

多天的觀察及治療，所以不能參與演出，導演決定換人代我角色。醫院檢驗結果是細菌入

血，情況嚴重，與死神擦身而過！住院期間，真心要感謝一班醫護人員的悉心照顧。經歷

了這場大病後我體會到健康及適當的作息是很重要的。缺席了是次演出機會雖然覺得有點

可惜，但我深信只要有健康的體魄，將來還可以繼續追尋我的舞台夢想呢！

(Christine)
徐鳳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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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電視三十一台訪問

節目名稱：日常8點半 (民生·消閒)
播放日期：13/02/2020
集        數：第七十三集

《港人講玩》
「無障礙劇團」是集合聽障、視障、肢體障礙以及健全人士於一體的「共融劇團」。藝術總
監陳文剛(Rensen)和行政總監魏綺珊(Jo)正是劇團的靈魂人物。今集，他們細說帶同二十多
名團員到瑞典的交流經驗，以及如何解決劇團面對的難題。

重温節目：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830mag_4/episode/618169
                    ▲片段中在30:00看到「無障礙劇團」訪問。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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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情-人物專訪

蔡穎豪 (小黑)
二零二零年二月加入無障礙劇團成為第八期初階戲劇工作坊學員。

在兩年前開始，小黑對戲劇產生了興趣，希望能認識創造一個舞台劇的整體知識，那時他
正有朋友是無障礙劇團的成員，他心裏想：「如能成為其中一份子的話，既可學習演技，
亦可認識到跟不同障別人士協作，學習在舞台上互相協調，這樣更具挑戰性吧！」，於是
對無障礙劇團的資訊多加留意。

回想在本年二月份開始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在工作坊第一堂完結後，剛巧政府頒
布限聚令所致，課程一度暫停，一眾同學都為此而感到失望！數星期後，為免延誤課程進
度，陳文剛老師決定利用Zoom進行視頻授課；初時身為小學學生支援人員的小黑也有點
不放心，因為他上班也要用Zoom與學生上課，所以知道用Zoom是有空間的局限，在互
動方面也有困難，那麼如何學習情感交流呢？慶幸文剛老師調整了課程內容，利用枕頭來
進行情感交流，並運用鏡頭模擬交接互動，提高同學們對鏡頭的敏感度。在課程完成前最
後三堂，因限聚令放寬，他再次到排練室進行實體課時，一眾同學見面時都有久別重逢的
感覺，在課堂上大家互動的效果亦見明顯和強烈。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他較喜歡實體教
學，因為所有反應都可即時作出回饋，尤其在情緒互動方面會更加投入，特別在調教正確
姿勢方面，對視障同學更為重要。他參加的第八期工作坊（共十二節課程）最終在六月初

才能完成。

小黑在工作坊學習前期，他察覺到所學的與他起初的期望已有所改變，他
認知了身體有不同狀況的同學，在課堂上的氣氛被他們積極樂觀的心態帶
動著。對期待學習如何協助他們在舞台上發揮得更好的觀點亦已漸漸轉移
到自己身上；一直以為對自己的身體瞭如指掌的他，認識到要對每一個關
節的控制、每個姿勢的重點、重心如何擺放及怎樣維持一段時間等等，並
不是他想像中那麼容易！透過這工作坊，他重新學習，終於知曉怎樣掌控
全新的自己。
         
原本在課程結束之後劇團會安排有兩節到學校作結業演出的，可惜因疫情
的影響而被逼取消。他唯有期待日後在不影響日常工作的情況下，找機會
去嘗試參與劇團的大型演出吧！

採訪/撰文：彭慧明│攝影：鍾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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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情-人物專訪
鍾恩娣（阿恩/村長）

二零一九年 - 第六期初階及第四期進階班 戲劇工作坊學員 

阿恩，本身是「同行劇團」的成員，她從沒想過可以成為無障礙劇團的
一份子。有一天該劇團邀請了陳文剛老師到場分享個人經歷及介紹他創
辦的劇團，她才知悉無障礙劇團是為有障別人士而設立的。在「同行劇
團」當中有兩位同學已加入了無障礙劇團。她對無障礙劇團的意念很感
興趣，於是跟幾位團友一起報讀了劇團舉辦的第六期初階戲劇工作坊，
課程結束後還參演了一個大型舞台劇《天虹戰隊3.0》，演出完畢後她
繼續進修了進階課程。 

認識無障礙劇團 
阿恩是透過文剛老師在「同行劇團」分享時得知他的劇團拍攝了一齣《燈亮時》，內容是圍繞四
位不同障別的學員，輯錄他們生活上的點滴作紀錄片題材。她跟團友期待上演日期並組織團隊一
起訂了一場電影來欣賞演出，就是在那時她對無障礙劇團有更深的認知。欣賞過後大家都被劇中
人物所感動，接著又再期待無障礙劇團的大型製作《天虹戰隊》的演出日期。 

她回憶在欣賞《燈亮時》裡四位演員分別有不同程度的障別，只看他們在排練過程那種艱辛足以
令阿恩非常感動。在綵排過程中雖然辛苦，但亦見到他們有愉快的一面；從他們相處之間就感受
到他們好像在一個大家庭似的。在那一刻阿恩想著：「自己可有機會融入這個大家庭裏呢？」。 

想像成真可以加入劇團 
「無障礙劇團」，在阿恩的理解即是有障別人士才能參與。在《燈亮時》看到演員在排練時雖感
吃力，亦感受到他們是很享受當中的過程。她疑惑地想著：「他們所住地方與劇團相距甚遠，為
何還要堅持下去，真替他們辛苦！或許他們有這樣的毅力就是為了夢想吧！」。 阿恩徹底地欣賞
他們這個堅持。

訓練班及進階班... 
阿恩加入無障礙劇團訓練班之後認識了很多不同障別的朋友，令她好奇的是，視障人士是怎樣乘
搭交通工具的呢？透過視障朋友的分享她認識到「視障」是有不同程度的狀況，亦同時認知到有
關視障人士的實際需要，例如，視障人士是有一套獨特方法為自己引路，旁人不應強要上前幫
忙，應先向當事人詢問是否有需要才出手相助，這樣才不會誤了事情。 

在進階班第四期結業自創劇比賽中，她的團隊獲得「最佳劇本」獎。劇本故事大綱是環繞各組員
的自身經歷為題材，阿曉是該團隊的劇本創作人，而阿恩是負責導演兼演員兩個崗位，在劇中她
飾演母親一角。

採訪：彭慧明│攝影：鍾志紅│撰文：梁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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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創劇排練時的困難 
阿恩回想當初最困難的就是約組員商討劇本及排練時間，因大家居住地區不同，時間及地點亦難配
合每一位都能出席，故此一直都未能成功約見。直至接近演出期間，加上陳文剛導演查詢她組的進
度時，各組員更要加緊安排日子。在正式綵排那天氣溫寒冷，他們相約在黃大仙一個屋邨的公園
內，當天除了主要演員外還請來一些朋友代替缺席的演員，就這樣抵著寒風下綵排了四個小時，真
叫人難忘！

在新冠狀病毒肺炎爆發期間... 
阿恩在家多了研究烹調的時間，同時沒想過這一生會縫製一千多個的布口罩！ 
有一天，文剛老師邀請她幫忙縫製布口罩，在疫情下市面上很難購買得到口罩。當時劇團收到一些
應急捐款可用作購買布料縫製口罩來送給有需要人士作應急之用。 
為何文剛老師知道阿恩懂得縫紉？原來排練室裡那部工業用衣車是朋友送給
阿恩的，她把衣車轉贈給劇團，加上之前她為話劇「地下照相館」縫製佈
景，所以文剛老師便知道阿恩能幫上忙。初時她本以為只是到場做指導而
已，怎料一做便是十天的工作呢！她還憶述，每天都有不同的朋友到來學
習，有些很有自己獨特的風格！阿恩回想在第一天教學時，互不相識，故此
沒四處巡視其他人的製作情況，但在進行期間亦有人問她會否繼續幫忙。當
時她很猶豫，還反問自己「我能勝任嗎？」 
經過這次的教學經驗，阿恩是否有信心成為一個DIY口罩導師呢？她猶豫了一會…說：「應該可以
吧！」。她在「糊塗戲班」教學完畢後亦接到「兒童之家」及「北區好鄰舍」這兩間機構邀請到場
指導，那兩個機構之前曾委派義工到來學習時已互相認識，後來阿恩自薦到他們的機構作指導，一
共教了兩天。她覺得在那段困難的日子能教懂他人縫製口罩送給有需要人士，是很有意義的，她沒
想到可藉此機會能為社會出一分力。至於「北區好鄰舍」是阿Jo（魏綺珊）邀請她幫忙，她隨著「
糊塗戲班」團隊一起出發，該機構的家長對縫紉本已有經驗，所以很快便掌握下來。

設身處地體驗堅持
其實阿恩很有興趣希望能繼續參與劇團的活動，但要照顧媽媽，首要是看時間方面能否配合得來。
她回想起參演《天虹戰隊 3.0》期間很是感慨！在那段日子正是她爸爸身體出現嚴重狀況，她亦沒缺
席排練。阿恩不忘陳文剛老師所説：「學員請假本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一個電話或一個訊息説要
請假便是了！做演員是有責任去把整件事情做好，大家可有明白到進行一個綵排並不是單單一個人
的事情，就算是扮演一個小角色，仍需要整體的配合才能把整套劇圓滿地演繹出來。」 
阿恩承受著爸爸離逝的重大壓力，仍然要堅持到劇團綵排，因為她認為「堅持及承諾」對每一個人
來說是很重要的！同時她亦要給爸爸知道自己做事不會半途而棄，縱使她爸爸離去了，也要做好自
己的角色。 

在演出那天（六月三十日）的上午正是阿恩要送爸爸離開的日子，接著下
午仍要回劇院綵排直至晚上演出，她的心情一直都是非常沉重，慶幸自己
能處理得到。《天虹》演出結束後，她曾問自己「是否貪玩？或是否這樣
就是我所謂的堅持？」，她真的不懂回答！ 她只知道守承諾就是要做好自
己。其實，就這件事情，阿恩已感到很抑壓，雖然爸爸經已離去，但她深
信在演出那幾天她爸爸是會看到的，所以她更加要用心去演好角色，繼續
堅持要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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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In Hand Capable Theatre

芳：你怎樣認識無障礙劇團？

程：是經過你的介紹同分享在劇團上課的情況，我開始對劇團感興趣，  

        其後欣賞過《天虹戰隊》對無障礙劇團認識更深。

芳：你加入了劇團之後有什麼體會？

程：記得當時每星期要上三晚課覺得好辛苦，在上課前同大家分享食

物，傾談生活瑣事很是開心。加入劇團之後認識到不同程度障別的

朋友，當中亦有健全人士，大家無分彼此，互相了解每種障別人士

的需要，這都是一個共融及互相交流的機會，我覺得有好大的得

著，好值得推薦給其他人。

抗疫情-人物專訪

芳：最近香港有疫情的爆發你感覺有什麼不同？

程：大家對這疫情認識不深，又怕在不明途徑下感染到病毒，我約會朋友時他們也婉拒

了而不敢外出。現在情況緩和下來，很多市民都紛紛外出上山遠足舒展身心，山徑

間人流十分擠擁，反之，相比市區人流沒山頂的多。

芳：最近因疫情的爆發對你生活上有什麼改變？

程：在未有疫情之前我同朋友會定期一起行山遠足，一個月行一至兩次左右，但現在他

們都擔心被病毒感染而不願出來了。就算願意出來的也沒像以前那麼人齊。跟朋友

少了溝通。

芳：你對無障礙劇團有什麼期望？

程：我參加了無障礙劇團之後認識了不同障別及健全人

士。在劇團裏大家可發掘自己的優點，改善自己的

缺點。學員之間不分彼此，大家不再因自身的殘障

而自我封閉，所以我十分支持這個劇團繼續運作下

去。希望這劇團能繼續保持互助分享的精神，給予

大家作為一個互相交流及分享的中心。

採訪/撰文：張翠芳│攝影：鍾志紅/彭慧明

謝偉程 - 聽障人士
第六期初階班學員      芳 = 張翠芳

程 = 謝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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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抗疫情-人物專訪

                                                                                                                                                     
明：你是怎樣認識無障礙劇團並決定加入呢？

國：在二零一五年「香港盲人輔導會」舉辦慶祝聖誕活動中，當天有視
障人士話劇演出，其中一位同學黎萍是無障礙劇團團員，她跟我
分享在劇團學習的樂趣並提議我也加入，當時因我已參加了其他活
動而不能抽空。直至在二零一七年，黎萍通知我戲劇工作坊招收學
員，她知我既然對話劇有興趣，亦曾經演出過話劇及廣播劇，就應該把握
機會，於是便答應了。在黎萍的帶領下我便成為了無障礙劇團的學員。 

明：自二零一七年開始至今，你加入無障礙劇團完成了工作坊及一些演出，在這三年間你有
什麼感受和得著呢？

國：這三年間我在無障礙劇團研習了初階及進階班，曾有兩次演出機會。在這劇團學習有專
業戲劇導師指導，相比起以前在其他機構所學的話劇訓練只可作玩樂而已！在初階工作
坊訓練時，我認識到從話劇角度來看每個動作，以及用身體語言來表達角色的內心，這
是我從來不知道的。在進階班的時候，導師多專注團體合作，指導演員怎樣去創造一齣
話劇。由編劇、製作、到演出等等，大部分都是從無障礙劇團裡學懂的。我喜歡話劇，
我喜歡站在舞台上，那怕是扮演「一棵樹」，也無所謂！因為我享受站在舞台上的感
覺，縱使沒有我的戲份，我也願意去聆聽導演指導其他學員綵排的過程，當中也會學到
一些知識，例如導演指導他們的演繹是否互相配合，如何達到角色要求等等，導演會悉
心地引導，就算我只是在旁聆聽也是一種樂趣。

明：最近香港受疫情影響，在日常生活上你有沒有遇到困難及影響呢？

國：疫情對我的影響是有的，但不算大。自農曆新年初一至十五的日子來說，我家只剩餘
一、兩個口罩，擔心再無口罩用而不敢外出。問我會否擔心？會否怕被傳染？我不擔
心！只擔心沒戴上口罩外出時會互相被感染。透過群組
通訊知悉無障礙劇團提供口罩派發及有團員找到低價的
口罩並可代購，於是我即時報名，到指定地方交收，收
到口罩後心情輕鬆多了，現在戴上口罩，間中可上街逛
逛了。 

明：你對無障礙劇團日後有甚麼期望？

國：首先期望有多些學員能接受訪問，讓他們抒發一下加入劇團後的感受，並希望無障礙劇
團的團隊能在不同的社區中心演出，因為很多團員都喜歡站在舞台上的感覺及喜愛話劇
表演，我喜歡跟不同障別的同學一齊去完成一齣話劇的過程，當中的快樂好難用言語形
容出來的。 

明 = 彭慧明    國 = 余國安

余國安 （國安）– 視障人士
第四期初階班及第三期進階班戲劇工作坊學員

採訪：彭慧明 │攝影/撰文：鍾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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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In Hand Capable Theatre

2019年底武漢肺炎(COVID-19)，今次來的疫情好像沒當年SARS 
那麼「惡」但措施卻比前嚴謹，竟然有「封城」！真有那麼嚴重
嗎？對！人命關天！

我是 CIIF（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撥款計劃-2014）第三
期學員梁麗賢(Lilian)，長駐澳洲，新南威爾士州，由於毎個州政府
對疫情採取的措施各有不同，所以我只分享新州的所見所聞讓大家
了解一下。

當年SARS一疫對澳洲人來説是沒有親身經歷，所以他們處之泰然。在疫情初期，我們或一
些亞洲人上街時會戴上口罩，但在街上有些西方人士用奇異目光凝望著我們，實在好不尷尬
呢！回想，若身處香港沒戴上口罩才是尷尬，這就是各國的差異吧！不管多尷尬，為己為人
也要堅持下去！

每天從新聞得知其他國家感染人數劇增及死亡人數日漸新增等等，有少數澳洲本土市民才開
始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開始戴上口罩及手套，尤其是年長的更是小心謹慎。他們開始四處
搜尋口罩、消毒用品、自製布口罩等等，相信其他國家的市民都是忙著這些吧！

新州政府提出大學及中學學生在家網上學習；小學及幼稚園照常開放；建議商業機構讓員工
在家工作外更採取一些非常嚴厲的措施，包括食肆全面禁止堂食、市民不得無故上街或可被
重罰！亦為市民應付日常必須作出一些放寬，例如超級市場及雜貨店、藥房、銀行、工程用
料公司、醫院及診所等均可照常運作。有些小商舖因沒客人消費，生意額
不足而被逼辭退員工，暫停營業，失業率一時間飆升，政府即時作出相應
補貼措施替市民渡過難關。在禁制令下市民自律地待在家中，但仍有些奈
不住又或者不明白禁制令的限制而外出了被警方勸喻回家或被警告，更有
些被重罰 AU$1000！有朋友到店舖購物排隊付款時沒依照 1.5 米社交距
離，在店舖門外即時被警方發出告票罰款 AU$1000；店主沒做好指示措
施亦被重罰 AU$5000；駕駛人士順載朋友或不同住址的乘客也被罰！這
些都是我朋友經歷的真人真事。至於在限探訪令下的初期，只容許兩位訪
客，亦勸喻避免探訪老弱婦孺。一時間令親朋戚友變得疏離，尤其長者們
更覺孤單！

雖然政府沒下令小學及幼稚園停課（理由是家長外出工作時可能會請他人到家看顧小孩而引
致傳染機會增加），但學校亦有提供網上學習課程讓家長有所選擇，有些仍要到公司上班的
家長每天送子女到校的心情也是有點擔憂，若在家工作的當然會選擇讓子女留在家中網上學
習。

隨著疫情感染個案回落，政府將禁制令續步放寬，街上人流也漸漸回復。在限聚令下，食肆
仍未能全面開放，但亦不減防疫措施。而我最大的得益就是跟子女相處的時間滿溢，此時此
刻真要好好珍惜！

但願疫情早日遠離，市面回復正常，祝大家健康平安！

抗疫情-人物專訪 梁麗賢

撰文：梁麗賢

P.14



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康樂及文化組

Cosplay聖誕聯歡會

音樂劇 《四川好人》欣賞

日期：2019年12月21日
地點：糊塗戲班排練室

進階戲劇工作坊-第四期結業演出比賽後，當晚在排練室
舉行Cosplay聖誕聯歡會，會員一起玩集體遊戲，交換禮
物共度歡樂的一晚。

日期：2019年12月28日
地點：灣仔演藝學院

感謝善心人送出門票，讓八位團員
一同欣賞，加深對音樂劇的認識。

▲陳文剛老師主持切乳豬儀
式，團員笑稱他是「燒肉佬」

P.15

共融舞台劇《夢◎非凡》欣賞

無障礙劇團團員蘇勝展、黃少川及鍾少琼
參與《夢‧非凡》演出，一眾團員到場支
持。

日期：2020年1月19日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Y劇場



Hand In Hand Capable Theatre

感謝捐贈口罩及防疫包

會員事務組

由今年農曆新年至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市面更是一罩難求，在防疫物資短
缺下，有幸獲善心人士及善心企業慷慨捐贈口罩及防疫物資，讓團員及有需要人士
得到及時的保障。我們謹代表無障礙劇團及每位受惠者向他們致衷心的感謝。

鳴謝以下善心人士及善心企業  (排名不分先後)

● 2月 魏綺珊及陳文剛           
            - 購買約2000個口罩捐贈給學員

● 4月 賽馬會贊助「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
            - 購買口罩及防疫用品，捐贈團員及其他協作機構

● 4月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 捐出一批防疫包，捐贈團員及其他慈善組織

P.16



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兩年會費：港幣100元正，會籍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付款方式
1. 前往糊塗戲班排練室繳付給職員(前往時請先致電)；
2. 直接交給會員事務組幹事蘇勝展或司庫陳曉嬋；
3. 存入下列戶口：恆生銀行戶口365-353804-882
    中國銀行戶口012-831-0-004402-8 
存款後把存款條交回上述有關人員，一經核實便可成為無障礙劇團【會員】。

【會員】可享下列優惠
◎優先參加本團活動；
◎參加本團活動時或可享有優惠價；
◎生日時可獲本團送出禮品乙份；
◎除上述主要優惠，還有其他優惠陸續有來，稍後將會公佈。
◎【會員】權利：在會員大會上擁有參選權及投票權。

歡迎曾參與無障礙劇團課程的朋友加入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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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In Hand Capable Theatre

對外事務組對外事務組

共融藝術大使生命教育學校巡禮共融藝術大使生命教育學校巡禮

共融藝術大使希望在學校及社區推廣社會共融，透過不同障別人士分享生命故事，以

短劇演出與學生互動，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障別人士，了解他們日常生活需要，

體會如何突破身體障礙，喚起社會對不同障別人士了解和關懷。

至今，大使已走訪超過80間大、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從中學懂尊重等價值觀並從大

使自身的經歷分享，帶出永不放棄，珍惜生命的訊息。

▲親子體驗活動，讓小朋友學習領路法

▲與學生互動，進行共融短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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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共融藝術大使生命教育學校巡禮共融藝術大使生命教育學校巡禮

  共融藝術大使生命教育學校巡禮詳情

  日期﹕至2021年6月 (可配合學校作預約服務)

  時間﹕約1小時

  地點﹕貴校課室/活動室/禮堂

  學習範疇﹕其他學習經歷、生命教育、共融教育

  對象﹕幼稚園K2 – K3學生

小一至小六學生

中一至中六學生 

大專生

  內容﹕1. 共融生活劇場演出

2. 無障礙活動體驗

3. 與大使互動交流

4. 無障礙劇團介紹及花絮播放

5. 派發共融生活手冊

  費用﹕全免

  預約及查詢﹕2351 6588、9766 1489 (黃小姐)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一班中學生跟共融大使進行戲劇活動遊戲 

▲生命故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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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糊塗戲班於2013年獲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撥款，創立無障礙劇團，
是全港首個由專業劇團支援，集多種不同能力人士的「共融劇團」。於2016
年起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發展「賽馬會無障礙劇團跨障別戲劇計
劃」及「賽馬會無障礙劇團《心‧影‧聲‧動》共融教育推廣計劃」，透過戲劇訓
練，提供平台，讓不同能力人士一同建立自信展現才能。我們希望不同能力人
士都有平等接觸藝術的機會，發揮所長，以生命影響生命。

賽馬會無障礙劇團跨障別戲劇計劃

計劃透過戲劇訓練及各種活動，令不同能力人士一同接觸表演藝術，我們更透過「共融藝術
大使」走進學校及社區，藉由不同能力團員分享生命故事，讓學生了解他們日常生活需要，
體會他們如何突破身體障礙，以戲劇方式表達與溝通，喚起社會對不同能力人士的了解和關
懷，推廣社會共融。

計劃內容﹕

• 初階戲劇工作坊
• 進階戲劇工作坊
• 進階黑盒劇場
• 共融藝術大使培訓
• 共融藝術大使生命教育學校巡禮

賽馬會無障礙劇團《心‧影‧聲‧動》共融教育推廣計劃

無障礙劇團自2019年起推出一個全新的體驗性計劃，透過體驗之旅，參加者親身經歷、一同
參與共融戲劇藝術中，讓大眾對不同障別切身感受、了解不同能力人士、實踐「接納源於了
解」的理念，進一步推廣社會共融。

計劃內容﹕

• 無障礙劇場體驗之旅服務大使培訓
• 無障礙劇場體驗之旅校園巡禮
• 無障礙劇場體驗之旅@大館
• 共融戲劇專業導師訓練
• 共融戲劇培訓
• 共融戲劇聯演 

賽馬會無障礙劇團推廣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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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無障礙劇團推廣計劃活動回顧

初階戲劇工作坊-第七期
於2019年9月30日至12月30日舉行，合共有 17位學員參加，兩
場結業演出於2020年1月3日順利完成。

工作坊地點：糊塗戲班排練室

結業演出地點：天主教聖安德助幼稚園
    天恩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初階戲劇工作坊-第八期
於2020年3月16日至6月15日舉行，合共有 16位學員參加 工作坊地點：糊塗戲班排練室/網絡視訊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課程一度暫停，及後利用網絡視
訊進行授課，並取消結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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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戲劇工作坊-第四期

賽馬會無障礙劇團推廣計劃活動回顧

工作坊地點：糊塗戲班排練室

結業演出地點：糊塗戲班排練室

※  自創劇本參賽作品及演員名單  ※

＊《愛生事家庭之聖誕狂想曲》
      演員：朱飄洋、溫美美、雷若冰、區淑潔、陳容寶、梁金蘭

＊《開心復康院》
      演員：尹啟康、曾蕙婷、郭  健、黃和洲、鄺巧雲

＊《有能者聘之》
      演員：郭聰華、陳俊榮、鍾少琼、鄭焯瑩、林潔貞、黃素貞

＊《珍惜當下》
      演員：顏嘉愛、馮曉蒽、Sarah Stevenson （慧恩）、鍾恩娣、謝定國

於2019年9月10日至12月17日舉行，合共有25位學員參加，並於2019年12月21日，順利完
成由學員編作劇本的結業演出比賽，當天評審除了有陳文剛及魏綺珊，還邀得專業編劇及演
員鄭國偉擔任評判 。



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進階戲劇工作坊 － 第四期】結業演出比賽 ★獲獎項目★ 

【最佳整體演出】
《愛生事家庭之聖誕狂想曲》

【最佳劇本】
《珍惜當下》

【最具無障礙精神】
《有能者聘之》

【優異演員獎】
  得獎者： 郭  健、黃素貞、馮曉蒽、陳容寶

【飛躍進步獎】
  得獎者：雷若冰、顏嘉愛、曾蕙婷、尹啟康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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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十二年後的一封信 

你今年36歲了，也許你如願以償進入你所熱愛的戲劇藝術行業，正

透過你編劇、導演的劇場作品記錄、思考和回應這個時代，並將它

們遞給心靈渴望得到撫摸和重塑的人們。也許你從事的是別的行

業，只是在閒暇時間熱衷於觀看各類戲劇，享受著黑暗的劇場空間

裡被現場演出呼喚起的精神共鳴。你對戲劇那份生生不息的愛與渴

望，對“戲劇是什麼，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什麼”步履不停的探索，

與你十二年前第一次參加戲劇工作坊的經歷密不可分吧。多年後回想起來，那些如此生動，

如此愉悅，如此特別的情景，是否仍歷歷在目？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都說人在本命年的運勢最差了，會遭遇各種不順。也許你又來到了一個

自我質疑、痛苦絕望的人生關卡。你還記得在你第二個本命年，通過一期戲劇工作坊結緣的

老師同學們嗎？多年後回味起來，他們在你人生晦暗迷茫的時刻，給你那份親人般的溫暖、

陪伴和鼓勵，是否有一種日久彌新的甜蜜？ 

請你跟著這封信，小心翼翼地把珍藏打開吧。

緣起

十二年前的夏天，你申請了休學。你想從一個旁人看似充滿光環、自己內心卻得不到滿足的

高強度的科研工作中抽離出來，讓自己擺脫情緒的困擾，冷靜地思考一下在這個並沒有隨著

科技的發展而變得更好的世界裡存在的意義，認真地看清自己內心真正想堅持的和想追求

的。你找到了文剛老師，他耐心傾聽完你的迷茫和困惑，並樂意給你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

助。於是，你成為了無障礙劇團第七期初階戲劇工作坊的插班生。你內心既感到新鮮好奇，

也有按捺不住的小激動，“要去聽著名的話劇編劇和導演上表演課呢！他說班裡的學員會有

殘障人士，他會怎麼教他們學習專業的戲劇表演呢？”

 你去上的第一堂課，老師通過拋接網球的遊戲教大家give and take。遊戲的歡樂氛圍、班

上學員其樂融融的相處讓平日裡鬱鬱寡歡的你一下活躍起來，從此之後禮拜一晚上成為了你

一周中最期待的時光。你在班上第一個認識的同學是Bonnie，她是你雙人拋接網球的搭檔。

在後來的交談中，你聽她講述過去在社區中心學習親子溝通的收穫，為了選擇一間適合女兒

個性的中學而細心觀察各所學校的經歷，在兒子被中學叫退學時採取的解決方法，被她作為

一個全職母親，對兒女盡心盡責的教育和關懷所打動。

┋生生不息 步履不停┋ 

第七期初階學員楊鴻鈺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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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做戲就是學做人

你還記不記得，文剛老師常常說，學做戲就是學做人。他希望離開工作坊結束之後，大家收

穫到的不僅僅是表演的技能，畢竟沒有多少人會真正選擇做一名話劇演員，而做人是每個人

都要做而且應該學習如何做好的事情。透過學習戲劇，推廣體驗性共融教育，這種耳目一新

的方式讓你在這個工作坊裡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心得體會。

每次上課，老師都帶著大家做一個小時的熱身運動，既是為了活動身體方便後續的表演練

習，也是希望大家經過一期的戲劇表演工作坊，至少能收穫鍛煉身體的意識和習慣。老師不

斷鼓勵你們在一個拉伸動作上堅持久一點，或是盡可能加大一個動作拉伸程度，以此訓練面

對困難時候的意志力和堅韌性。老師也常常帶著你們做十幾分鐘的靜觀訓練，引導你們通過

安靜的冥想緩解生活壓力，集中注意力。老師說，演員在演出时要全情投入角色中，生活中

做人也應該把思緒集中在當下，只有這樣才能享受和投入人生中的每一刻。

老師不斷地強調學表演的關鍵是要學會觀察和做出合適的能刺激對方反應的回應。他帶領大

家玩圍成一圈集體同時往前踏一步的遊戲，給大家佈置功課去認真觀察並模仿表演生活中的

一個人。他告訴你們，在演戲中，為對方服務能調動對方做出恰如其分的回應，進而也給自

己營造了一個演好下一個動作的氛圍，演員正是需要通過這樣一來一往的配合讓整個演出精

彩圓滿。這個道理也適用於日常生活。於是你們學會了生活中也要多留心觀察他人，主動察

覺到他人的需要，為他人服務。

在一次課上，文剛老師談起無障礙劇團的創辦初衷。你被文剛老師「為他人服務，不求回

報」、「接納源於理解」、 「付出是一種分享而不是一種交易」 的理念所觸動。他說，如

果參加過工作坊或者是看過他們演出的觀眾，對這樣的理念深表認同，從而在心中埋下一顆

種子，即使大家暫時沒能力，但難保將來不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又或許大家把種子播撒到

其他有能力有影響力的人心中，這樣在未來的數十年後，因為他而改變了未來世界，也是一

項功德。

課後你還跑去問老師，為什麼要堅持這樣的價值，當看到堅守這種價值的人慘遭厄運的時候

還要不要繼續堅持。那個時候，適逢香港因為反修例風波造成的嚴重社會的動亂，工作坊也

好幾次因為罷工、示威等情況停課。猙獰的社會現實讓你好多次處在情緒崩潰的邊緣，悲

痛、憤怒、困惑、煩躁、流淚、失眠……  你無法理解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扭曲的世界。明

明從小被教導著做人要行善積德，因為多行不義必自斃，可是長大了看到各種多行不義的人

過的安安穩穩，比很多善良的人還舒服自在，而正直善良的人卻要拿命去捍衛心中的價值信

念。和文剛老師的交流啟發你給這樣的困惑找到一個浪漫的解答：眼前發生的這些事情只不

過是一種考驗，在測試你對這些從小被教導的價值觀有多堅守。正如你在學校學了知識，通

常會有一場考試來檢驗你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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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都有裂痕 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你二十四歲那一年，瘋狂流連於各個劇院，每個月都會看上三四場戲劇。如果說要選齣那一

年印象最深的幾大演出，榜單上除了那齣讓你結識文剛老師的《地下照相館》，除了那出八

小時生死輪迴的《如夢之夢》，必定還會有無障礙劇團進階戲劇工作法第四期的結業演出。

四個小劇目，由一群聽障、視障、動障的學員們自編自導自演，他們的表演既認真又活潑，

既風趣幽默又觸動人心，劇目的編排都傳達出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和無障礙劇團的共融精

神。它們讓你不禁想起了一句詩，“萬物都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在課堂上，你認識了車禍中失去雙腿的Carmen、先天失去聽力的Venus和視力有障的Kelly，

她們友好善良，很願意敞開心扉和人交流，以至於你常暗地裡讓自己多學習她們身上那種豁

達瀟灑的人生態度。此外，透過文剛老師的知識普及，對Carmen、Venus和Kelly的觀察，與

她們之間的交流，你切身地認識到不同障別人士的生活困擾，當前不同地區的政府提供的社

會保障和福利，未來香港社會仍需努力改善的方向。

這些經歷，都給二十多年來一直在埋頭讀書，很少接觸社會的你補上了意義重大的一課。通

過課本、影像汲取來的知識，遠沒有親身感受帶來的衝擊和震撼讓人更印象深刻。你深深地

體會到，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應該成為戲劇藝術的使命之一。

此前，你仍把戲劇看成一種精英文化，熱衷於思考和探討劇場這種如何吸引觀眾。你卻忽略

了進一步去反思，戲劇藝術為什麼值得人們關注和被吸引。如何通過劇場，直接表達並呼籲

公眾去表達對無助者的善意和關懷，對不平事的吶喊，對身邊需要幫助之事的同理心和洞察

力，這些問題都值得你一直去尋求答案並付諸行動。畢竟，一個有文化、有希望的社會，從

來不應該拋棄弱者，不應該讓脆弱者沉淪。

守護天使

結業演出結束那天，大家根據第一堂課中守護天使遊戲的規則，談談整個課程下來，從抽中

要守護的人身上觀察到的變化，並給他/她送禮物。看到大家把精心準備的的別具意義的禮

物拿出來交換，有可愛的娃娃、心形的賀卡、自製的潤唇膏、精美的相冊、口感獨特的白蜜

糖、手工製作的胸花等等，缺失了第一堂課，沒有參與到守護天使遊戲的你，又是羨慕又是

遺憾。

分別後，你安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幾個月和他們相處下來的許多片段在腦海里一幀一幀地

回放，你內心有好多不捨。你熱淚盈眶地抬頭望著昏黃的路燈，仿佛聽到耳邊有個聲音在

說，其實他們是上天派給你的一群守護天使。

二十四歲的你，在大學的環境裡，逐漸認識到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資金資源，而不是你原以

為的對真理的探索和對知識的好奇，你無力去改變現狀，但是又不願意做出妥協。你很害怕

畢業後成為目前大學教育普遍培養出來的那種沒有靈魂的優秀人才，只會追逐金錢、虛名和

權利，不高舉道德，不維護社會公義。你身上那種自以為是的清高，讓你總感覺和身邊的同

學和環境格格不入，以至於陷入對未來人生的迷茫和恐懼。但是你常常在和工作坊的同學們

相處的過程中找到共鳴。他們來自各行各業各個年齡層，有年輕的平面設計師、花藝師、社

工，有中年的巴士司機、洗碗工人、家庭主婦，有自己經營一個農莊的老年人……儘管普通

平凡，大家都光明磊落地生活，有夢想，有激情，不自私，不世俗，並在行有餘力之時，提

升自己，服務他人。他們何嘗不是你的守護天使，守護了你那份不苟且於虛偽和庸俗的倔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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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歲的你，看似未曾經歷滄桑，卻對這個世界極度失望和厭倦。成長的過程裡，你大部

分時間處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同學們都把時間高效地用在更好的獲取成績、排名、頒

獎和發展機會，身邊的現象讓你偶爾有種錯覺，人類其實並沒有從叢林競爭進步到了文明社

會，仍和低級的螻蟻一樣廝殺搶奪、互相戕害。你差點就要接受這個社會的本質就是殘酷冷

漠。還好有一群守護天使的出現，他們簡單純粹，寬容仁愛，把身邊人的幸福快樂和自己生

活看的同等重要，大家之間互相關懷彼此照顧的氛圍，讓異地求學的你仿佛感受到了家人的

溫暖。課下你總是很喜歡找Sunny聊天，聽他講和他太太在各個NGO當義工的心路歷程，講他

們如何在不離不棄地照顧患有罕見的病的女兒二十多年之餘，積極動員和協助其他身心受障

人士及家長融入社會，推動公眾了解及接納身心受障人士。他們何嘗不是你的守護天使，守

護了你對世道人心樂觀和浪漫的看法。

二十四歲的你，由於多年來一直潛心學習科學和工程技術，和電路、計算機打交道，對於世

界的認知其實很片面，卻還曾傲慢盲目崇拜和追求用科技改造世界。和工作坊裡其他學員的

相識仿佛讓你得到了一張通往新大陸的航海船票。你總是那麼好奇地從他們的日常閑聊中去

認識你所不熟悉的香港社會，甚至會去追問他們的人生故事。你聽了Eddie和你講他為什麼

會從工程師轉去做社會服務工作，聽了家明和你講他十多年前如何學習話劇、拍電影、和朋

友一起玩藝術，聽了Carmen和你講她如何找到神，如何在神那份不離不棄的愛的守護下追求

更豐盛的人生……他們何嘗不是你的守護天使，守護了你對大千世界的好奇，對萬事萬物應

要保有的敬畏和謙卑。

他們也共同見證了你三個月以來的變化。休學期間的經歷體會，以及反復的掙扎和思考，讓

你決定不再繼續讀完工科博士，而是去申請文化研究文學碩士課程，趁著年輕去尋找自己熱

愛的同時也真正適合的人生道路。在課程的個人總結分享中，你和他們講到了這個轉變，好

多人在結束之後過來祝福你，稱讚你的勇氣。Evelyn甚至耐心地和你聊了一路，分享了她年

輕時的遺憾，從長輩的角度鼓勵你把握機會追求自己的夢想，開導你對於這個決定的內疚和

擔憂。從做下這個決定以來，這是第一次你收到了這麼多真誠的理解和支持。你是有多麼幸

運才遇上了這一群守護天使啊！

無論三十六歲的你身處何處，是成為一個平凡的普通人，還是活出了年少時理想中的精彩，

你都要常懷感恩地想起來，曾有一份力量讓你淚流滿

面，讓你抖擻精神，讓你滿懷希望，驅使你堅定地去尋

求不斷尋求公平、正義、愛心和良知，這份力量來自

於無障礙劇團第七期初階戲劇工作坊的老師、同學以

及工作人員們，來自於你和他們相處中體會到的學習

到的點點滴滴。

最重要的是，你要時常地問自己，是否將無障礙劇團 

“為他人服務，不求回報”理念，烙在心中，生生不

息，是否在踐行和傳播這種精神的路上，步履不停。

【個人投搞，稿件內容不代表本出版編輯事務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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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In Hand Capable Theatre

活動預告

【全新共融舞台劇: 逆風而行 九月公演】　　　　　　　　　　　　　　　　　　　　　　

 啟發自非洲少年威廉．坎寬巴(William Kamkwamba)的真實故事
貧困農村的樹木被砍掉賣走，水土流失的久旱之地寸草不生。少年韋恩斯光榮地成為全家唯
一能上學的成員，卻因無力支付學費而輟學。韋恩斯目睹親友因飢餓而離去及流浪，他懷著
永不放棄的堅持，無懼譏諷恥笑，躲在圖書館學習及垃圾場尋寶，誓要建造風車，灌溉土
地，餵飽村莊。

故事感人勵志，只要有夢想，懷着堅定的意志，永不放棄，終有一日會成功。一眾演員亦身
體力行，打破障礙限制，永不言敗，誓要演出「無障礙」好戲。

創作及製作團隊

編劇／監製／副導演：魏綺珊

導演／填詞：陳文剛

布景設計：邵偉敏

服裝設計：巫嘉敏

面具設計及製作：鄺晉樂

燈光設計：劉銘鏗

音響設計：温新康

作曲：阿飛

編舞：曹德寶

化裝設計：Jennifer's Workshop

髮型設計：黑暗中的髮型師@0923小舞台

平面設計：Bertam

海報紙藝設計及製作：劉銘鏗

宣傳攝影：Keith Hiro、張志偉

公演日期： 9月11-12日 晚上8時 及 9月13日 下午3時

地點：元朗劇院演藝廳

票價：$150, $80

節目查詢 9766 1489 | hih@nonsensemakers.com

*八折優惠：年滿60歲長者、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全日制學生、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

詳情請留意無障礙劇團網站hihhk.com 或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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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初階戲劇工作坊 (第九期)  
逢星期二及四     7:30-10:30 pm
日期：2020年9月至11月
           ( 22/9，24/9，29/9，6/10，8/10，20/10，
           22/10，27/10，29/10，3/11，5/11，10/11 )
結業演出：2020年11月份其中一天

進階戲劇工作坊 (第七期) 
逢星期一及三     7:30-10:30 pm
日期：2020年9月至11月
           ( 21/9，23/9，28/9，30/9，5/10，7/10，
            19/10，21/10，26/10，28/10，2/11，4/11 ) 
結業演出：2020年11月份其中一天
 *只供完成初階戲劇工作坊之參加者報名

初階戲劇工作坊 (第十期)  
逢星期一及三     7:30-10:30pm
日期： 2021年5月至6月
            ( 3/5，5/5，10/5，12/5，17/5，19/5，
             24/5，26/5，31/5，2/6，7/6 ，9/6  )
結業演出：2021年6月份其中一天

共融‧共生‧藝術共融‧共生‧藝術

學員招募學員招募
2020-20212020-2021

報名詳情

對象：聽障、視障、肢體障礙、心障及健全人士、對戲劇藝術有興趣。費用：$300 (出席率達

七成半以上，並參與結業演出，可獲全數退回)

報名查詢：2351 6588 / 2351 7199

詳情請留意無障礙劇團網站hihhk.com 或Facebook
P.29

創作及製作團隊

編劇／監製／副導演：魏綺珊

導演／填詞：陳文剛

布景設計：邵偉敏

服裝設計：巫嘉敏

面具設計及製作：鄺晉樂

燈光設計：劉銘鏗

音響設計：温新康

作曲：阿飛

編舞：曹德寶

化裝設計：Jennifer's Workshop

髮型設計：黑暗中的髮型師@0923小舞台

平面設計：Bertam

海報紙藝設計及製作：劉銘鏗

宣傳攝影：Keith Hiro、張志偉



Hand In Hand Capable Theatre
活動預告

黑盒演出訓練  

逢星期一、三及五      7:30-10:30pm

日期： 2021年2月至3月

             (1/2，3/2，5/2，8/2，10/2，19/2，22/2，24/2，26/2，1/3，3/3，8/3)

結業演出：2021年3月份

*只供完成進階戲劇工作坊之參加者報名

詳情請留意無障礙劇團網頁hihhk.com 或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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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劇場

二人候Two
15-18/10/2020 | 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編劇 / 導演 / 編作演員 :  陳文剛 
監製 / 編作演員 : 魏綺珊
作曲 / 現場演奏 : Alfee Huen阿飛
燈光設計 :  歐陽翰奇
布景設計 :  張力行
服裝設計:   巫嘉敏
面具設計及製作 : 鄺晉樂
宣傳攝影 : Yankov Wong
宣傳化妝 : Sunday@BEAU

$290 
$180門票優惠：年滿60歲長者、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全日制學生、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
（優惠數量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每場演出後均設座談會，歡迎觀眾留位參加
演出全場約1小時30分鐘，不設中場休息。遲到者須待節目適當時候方可進場。
本劇適合6歲或以上人士觀看。如遇特殊情況，主辦機構保留更換節目及表演者的權利。
詳情請留意糊塗戲班Facebook或網頁

w: www.nonsensemakers.com
f: The Nonsensemakers

仍可同生共死?

年華與熱情漸去，相敬如賓，仍能相愛依舊？老夫婦的一次沙漠旅行，領向水盡糧絕的迷
途，再支撐不住的妻子力勸丈夫獨自前行。今世緣份，同生又能否共死？

《二人候》是糊塗戲班「形體探索系列」的第一步曲，將摒棄語言並結合面具及形體，配合
投映及現場音樂演奏，以全新的劇場經驗與觀眾共同探索兩性關係。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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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In Hand Capable Theatre

在日新月異的社會和經濟環境、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文化背景下，每一代
人都抱有不同的價值觀和處事態度；在各自奔波忙碌的生活中，遂生隔閡，
彷彿天上的月亮被分割開。

充滿理想和熱情的少年人看到的是新月，日夜為家庭拼搏的中年人看到的是
下弦月，希望享天倫之樂卻因年老被嫌棄的老年人看到的是殘月。當鴻溝日
漸加深，家庭各人的關係開始疏遠，三代人望到的月亮要怎樣才能拼湊出最
美的滿月？

演出：由31/10開始共2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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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2020社區文化大使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2020社區文化大使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三個月亮》是「無障礙劇團」的全新
《三個月亮》是「無障礙劇團」的全新

計劃，將於10至11月期間舉辦工作坊，
計劃，將於10至11月期間舉辦工作坊，

並於10至12月進行多場社區巡演，推動
並於10至12月進行多場社區巡演，推動

藝術及共融精神藝術及共融精神。。

2020社區文化大使
2020社區文化大使

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三個月亮》工作坊《三個月亮》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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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留意無障礙劇團網站及Facebook
詳情留意無障礙劇團網站及Facebook

即將於10至11月開班即將於10至11月開班

$60 (共6節)
*適合10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60 (共6節)-
*適合3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3-6歲小朋友必須由家長陪同。

$60 (共6節)

*適合3歲或以上人士參加，
  3-6歲小朋友必須由家長陪同。



Hand In Hand Capable Theatre

無障礙劇團

地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27-29號永濟工業大廈1C

電話: 2351 4588/97661489

電郵: hih@nonsensemakers.com

成立背景

「糊塗戲班」於2013年成立「無障礙劇團」，當時獲香港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

資共享基金」資助，展開為期兩年的藝術發展計劃。「無障礙劇團」為全港首個有專業劇

團支援，聽障、視障、動障、心障以及健全人士於一體的「共融劇團」，透過戲劇，發揮

所長，凹凸互補，以生命影響生命。

無障礙劇團過往活動及演出

由2013年起舉辦跨障別藝術工作坊超過200個，培訓不同能力人士超過200名，同時帶領團

員走訪大、中、小學及幼稚園推廣共融教育超過100間；亦分別在2015年、2017年及2018年

舉辦大型共融舞台劇；2017年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教育獎」，肯定劇團為共融

教育的努力。

2017年在劇團與喜鵲媒體聯合製作紀錄短片《燈亮時》，紀錄一眾學員在2016至2017年間

參與計劃的成長經歷；紀錄片更有幸成為2017年亞洲電影節的推介電影，隨後在百老匯電

影院公映半年，讓共融訊息在不同的平台延續及推廣至社會上不同的角落。

賽馬會撥款計劃

「無障礙劇團」2016年起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舉辦「賽馬會無障礙劇團跨障

別戲劇計劃」及「賽馬會無障礙劇《心‧影‧聲‧動》共融教育推廣計劃」，積極推動共

融信念。計劃以戲劇作為橋樑，提供平台，希望不同能力人士(聽障、視障、動障、心障以

及健全人士)一同展現才能。我們希望不同能力人士均有平等接觸藝術的機會，發揮所長，

以生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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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網址: www.hihhk.com

Facebook : 無障礙劇團

劇團理念

共融‧共生‧藝術

1. 共融：建立跨障別社群

連結不同能力人士組織劇團，透過戲劇加強認識，互相協作，提升大家的自信心及參與

感，建立跨障別社群，推動「共融」文化。

           

2. 共生：以生命影響生命

讓學員化身「共融藝術大使」透過生命故事分享，讓學生及社會人士更了解不同能力人士

的生活需要之餘，也鼓勵大眾更積極面對生命的挑戰，以生命影響生命。

 

3. 藝術：拓展「共融戲劇」

讓學員參與劇場內各個崗位，培訓其對戲劇的認識，共連繫不同界別，共同拓展「共融戲

劇」在香港的發展空間，讓更多不同能力人士參與戲劇活動，讓市民透過共融戲劇活動及

體驗，更多了解不同能力人士。

計劃內容包括

‧ 推行各種工作坊

(包括戲劇、手語、演說技巧、後台知識等)

‧ 共融大使培訓及社區巡迴分享

‧ 體驗式劇場大使培訓及社區巡迴分享

‧ 周年大型共融舞台劇演出

P.35



無障礙劇團第三屆幹事會架構圖

主席 
陳綺華 ( 如花 )

司庫 
陳曉嬋 (Bonnie)

 副主席 
徐鳳珠 (Christine)

 董事局主席 
 鄧永雄先生

董事局成員 
簡倩如女士

董事局成員 
楊春江先生

董事局成員 
許宗盛先生

董事局成員 
張宏艷女士

董事局成員 
李展鑾先生

董事局成員 
岑竹君女士

藝術總監 
陳文剛 (Rensen)

行政總監 
魏綺珊 (Jo)

財務總監
 伍嘉琦 (Ken) 

組員 
 彭慧明 (Joanna)

組員 
張翠芳 ( 芳芳 )

組員 
梁麗賢 (Lilian)

組員 
陳俊榮 (Andy)

組員 
鍾志紅 ( 小紅 )

出版編輯事務組組長 
梁潔心 ( 包包 )

組員 
黃奕鳴 (Connie)

組員 
 溫美美 ( 美美 )

組員 
湯志彥 ( 亞湯 )

組員 
曾蕙婷 ( 婷婷 )

義工事務組組長 
鄭焯瑩 ( 焯瑩 )

組員 
黎萍 (Flora)

組員 
郭佩雯 (Debbie) 

組員 
黃少川 ( 少川 )

對外事務組組長
莊淑琴 (Sandra)

組員 
黃靜茹 ( Fish )

組員 
曾佩霖 ( 喵喵 )

副組長 
 陳茹清 ( 茹清 )

組員 
郭聰華 (Flora)

會員事務組組長
蘇勝展 ( 勝展 )

康樂及文化組組長 
温玉珍 ( 玉珍 )

組員
嚴曉晶 ( 晶晶 )

組員 
林保洪 ( 亞保 )

組員 
甄順儀 (Yan)

組員 
歐淑潔 ( 海鷗 )

組員 
阮秀麗 (Nikky)

組員 
陳景鋒 ( 阿鋒 )

秘書長
黃和洲 (Philip)

組員
鍾少琼 ( Olivia / Oli )

組員 
陳秀娟 (Jane)

組員 
續美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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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糊塗     全賴有你
｢糊塗戲班｣為香港獨立營運專業劇團，並註冊為慈善團體，多年來製作超過一百個演出。2013年成立旗下的「無

障礙劇團」，讓不同障別人士發揮所長，以生命影響生命。

您們熱心慷慨的支持將有助我們推動共融社會。

捐款HK$100或以上將獲發正式收據以申請扣減稅項。

The Nonsensemakers Limited is an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drama company in Hong Kong.  Registered as a charity organ-
ization, the troupe has presented over 100 productions.  The Hand In Hand Capable Theatre was founded by The Nonsen-
semakers in 2013.  It is the first inclusive theatre in Hong Kong that combines different abilities.   The troupe believes that 
through theatre training and performance, all people can better integrate into society and demonstrate their talents.

Your generous support will help to enhance an inclusive society.  

Donations of HK$100 or above are tax-deductible with official receipts.
贊助回條 Sponsorship Reply Form
請填妥以下回條，寄回 ｢ 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27-29號永濟工業大廈1C ｣，或電郵至

general@nonsensemakers.com。

Please fill in and return this form to “1C, Wing Chai Industrial Building, 27-29 Ng Fong Street, San Po Kong, Kln., H.K.” 
or email to : general@nonsensemakers.com

本人樂意支持糊塗戲班 I would like to support The Nonsensemakers Limited

港幣 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贊助者資料 Sponsor’s Information  鳴謝 Acknowledged as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先生 / 女士 / 小姐) English Name︰__________________(Mr / Mrs / Miss)

聯絡電話 Tel(日間Day Ti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Mobil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贊助方法Sponsored by
 劃線支票 Cross Cheque
請於支票抬頭填上｢ 糊塗戲班有限公司 ｣，並於支票背面填寫閣下名字。

Enclosed a crossed cheque made payable to “The Nonsensemakers Limited” and write down your name at the back of the 
cheque.

 存入銀行 Cash Deposit
將金額存入｢ 糊塗戲班有限公司 ｣，恆生銀行戶口︰787-080456-001。
Please deposit to Hang Seng Bank,  account name: “The Nonsensemakers Limited” and account number:787-080456-001.

請將支票或銀行付款回條或存根（請寫下入數日期），連同此表格，寄回｢ 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27-29號永濟工

業大廈1C ｣，或電郵至general@nonsensemakers.com。請列明｢贊助糊塗戲班｣。

Please send your cheque or deposit receipt (showing the deposit date) and this form to “1C, Wing Chai Industrial Building, 
27-29 Ng Fong Street, San Po Kong, Kln., H.K.”. You may also email the electronic files to: general@nonsensemakers.com, 
please specify “Sponsorship to The Nonsensemakers” as mail subject.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351 4588 / 9612 7547或電郵至general@nonsensemakers.com 與我們聯絡。

For any enquiry, please contact us at 2351 4588 / 9612 7547 or email to: general@nonsensemakers.com
個人資料只用作傳遞本團資訊及收據之用。

Personal data should be use for promotion and receipt delivering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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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h@nonsensemakers.com

出版  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

編輯及設計 無障礙劇團出版編輯事務組

電話  2351 6588

傳真  2351 9588

電郵  hih@nonsensemakers.com

出版日期 2020年08月

852-2351-6588
852-9766-1489

CONTACT INFORMATION

www.hihh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