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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writing theatre

Amsterdam Études日落是
我對你的感覺

新文本劇場

小城實驗劇團 Macau Experimental Theatre

演出場地

演出時間

演出語言

：舊法院大樓黑盒劇場

：75分鐘（不設中場休息）

：普通話（不設字幕）

製作團隊
文本 

導演

戲劇構作／音樂設計

監製

執行監製

演員

佈景及服裝設計

燈光設計

化妝設計

平面設計

宣傳攝影及錄像設計    

舞台監督

執行舞台監督 

助理舞台監督

燈光控制員

鳴謝：陳家彥、談樂慶、高展聰、台北創造系-女孩樓、　

　　　新北投71園區、Zenzorz Studio

故事簡介

這是個關於一個人愛上另外一個人的故事。

立志成為畫家的陳怡君，在城市裡獨自生活。直至某日，

郭雅婷從過去走來，出現在怡君門外⋯⋯

然而，這位出現在怡君面前的雅婷，滿足於自己的存在就

能為對方帶來喜樂，然而對怡君進一步的要求，她卻不置

可否⋯⋯

後來，雅婷答應怡君前往荷蘭登記結婚，怡君得到她想要

的證明──然而得到想要的東西後、欲求被滿足後，就會

快樂麼？擁有──就是人們追求的幸福所在嗎？何以快樂？

製作團隊介紹

黃庭熾｜編劇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

所畢業，澳門大學中文系學士。

近年編作劇本有《日落是我對你

的感覺》(2011)、《兔宮燈》

(2014)、《時先生與他的情人》

(2013)等。

鄭以童｜執行監製

近年開始接觸節目監製以及宣傳

推廣工作，也嘗試創作電影劇本。

仍是一名新手。

李安琪（台灣） 
演員（飾演 怡君）

在台灣演了一些戲，台灣以外的

地方也演了一些戲，這些戲加總

除二再乘三是一個奇數。

製作單位

小城實驗劇團

小城實驗劇團成立於2008年，作品以實驗性探索本地劇

場新美學見稱，結合扎實的表演訓練強調表演美學與作品

的關聯性，並跨界別與不同藝術範疇的藝術家合作，將不

同方面的藝術力量發揮到戲劇的層面中。作品多次獲邀參

加澳門、香港、台灣、上海等地的藝術節。近年作品包括：

第二十五屆澳門藝術節《威尼斯人想買樓》、第二十四屆

澳門藝術節/2013上海當代戲劇節《金龍》、第二十三屆

澳門藝術節《又一好人》；由2013年起，每年以不同主

題推出小城劇季；近年專注於新文本以及原創音樂劇場，

作品包括：新文本《哥本哈根》，《醜男子》等、音樂劇

場《時先生與他的情人》、《結他男》、《彼女私房》；

其他製作原創劇《雲端》、《夏日煙雲》、《河邊有條道

德撚》、《戲》、《一屋大人迫爆房》、《枯牆》、《我

不跳舞》、《極落泳池》、《四川好女人》、《青春禁忌

遊戲》⋯⋯

「小城」的演出類型多樣，從正規劇院的大型演出、黑盒

劇場的實驗作品、以社區為根基的環境劇場皆有涉獵。

Contact Us

Facebook

Website

Emai l

Address

導演的話

「你是怎麼愛一個人的？」

怡君問了雅婷這樣的一個問題。

也許多多少少，我們都曾經問過，或被問過這問題，甚或在

劇中一條接一條沒有答案的問題，我們都戚戚焉。於是我們

總是躍躍欲試，在一段段感情中尋找解答、受傷、療癒，再

出發。

千人一面，也許怡君和雅婷，只是每個人的每個分身。也許

只有自己和自己和解，才能覓得真正的愛情自由。

搬演黃庭熾的文本注定要在過程中腦袋與心臟一起絞痛，然

而他仍然是我認為在本地新世代編劇中最有實力的一位。在

荒涼的本地編劇土地裡面，他的文本總是帶來陣陣清新與驚

喜，筆風只此一家。

感謝小城實驗劇團，感謝劇搏的邀請。當導演應該是繼戀愛

之後最困難的事了，感激每一位的幫忙、協助與投入。

鄭君熾

寫於2016.06.11

往新北投的捷運上

：黃庭熾 

：鄭君熾

：譚智泉

：梁嘉慧

：鄭以童

：賴盈螢、李安琪（台灣）

：盧嘉穎

：梁順裕

：陳美華

：Sainter Eric、Vicka

：唐健哲（台灣）    

：潘曉儀（香港）

：陳巧蓉（台灣） 

：黃韻瑜、陳芷瑩

：黃韻瑜

｜小城實驗劇團

｜www.mexptheatre.com

｜mexptheatre@gmai l .com

｜佰家文化創意空間──

　澳門俾利喇街寶豐工業大廈10樓A室

譚智泉｜戲劇構作／
　　　　 音樂設計

小城實驗劇團團長、駐團導演，

「劇場搏劇場」藝術總監及發起

人。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

2014年赴德國柏林進修表演藝

術，擔任慕尼黑瑪塔劇院（

Meta-Theater）實習導演及工作坊導師。譚氏以現代新文

本及實驗劇場創作，探索本地表演美學的可能性；從實驗

音樂劇到肢體劇場，研究表演者由聲音到身體的敏銳度及

穿透性，呈現詩意而思辯的人文精神風景。導演作品包括：

longrun劇場《肺人》、實驗音樂劇《蝴蝶君》、《金龍》

（首演及上海當代戲劇節）、《一起翻身的日子》、《青

春禁忌遊戲》（首演及華文戲劇節）、《結他男》、《滅

諦》、《童年情景》、《填字荒》等。身為表演者，涉及

劇場、音樂及舞蹈範疇演出包括：《我不跳舞》（台北藝

穗節）、《Preservering Happiness》、《雞春咁大隻曱

甴兩頭岳》、《枕頭人》、《Playing Landscape5.0》等。

編劇作品《給未來的情書》獲「澳門青年劇本創作獎

2010」冠軍，並收錄於由澳門文化局出版的「新世紀澳

門戲劇作品選」(2012)。文本創作《One night in Macao》

(2014)入選澳門文化中心「開箱作業2014」原創劇場作

品、《第一稿》(2014 )、敦煌舞蹈詩劇《一眸沙途》

(2015)。

鄭君熾｜導演 

英國吉爾福德演藝學院（Gui ld-

ford School of Acting） 音樂

劇演藝碩士。曾赴紐約美國戲劇

藝術學院（ T h e A m e r i c a n 

Academy of Dramatic Arts)  

研習音樂劇。師承香港音樂劇藝

術學院藝術總監謝漢文（Mohamed Drissi），曾編寫多套

音樂劇作品，包括：音樂劇《娛樂之王》、偵探音樂劇場

《D之殺人事件》、搖滾音樂劇《我們的光榮路》、音樂

劇《職場抗戰日記》、音樂諷刺喜劇《月光草莓族之八十

後的生病與生存》等。

近年參演之主要製作包括：香港小交響樂團《一屋寶貝音

樂廳》（首演及重演）、非常林奕華《梁祝的繼承者們》

（中國巡演）、小城實驗劇團《時先生與他的情人》（澳

門、台北、加拿大巡演）、藍藍天藝術會《嫁衣》、小城

實驗劇團《金龍2.0》、香港城市室樂團《失蚤室樂團》、

演戲家族《天堂之後》、香港話劇團《俏紅娘》、澳門回

歸十五周年文藝晚會、澳門文化中心十五周年音樂劇《我

要高8度》、ORANGE 人聲樂團《你，唱得喜？2》、唯

獨舞台《DOGs》、友人創作《夢幻愛程》、演戲家族《

美麗的一天》、iStage 《奪命追魂CALL》、大型魔幻音

樂劇《天狐變》等等。導演作品：音樂劇場《彼女私房》。

Facebook專頁

Weibo

梁嘉慧｜監製 

現為小城實驗劇團行政人員，大

學時期開始接觸戲劇，於澳門演

藝學院修畢多個課程，繼2013

年完成表演基礎課程(三年制)後，

報讀戲劇教育(導師鄧詠芝)，完

成後對故事劇場、兒童戲劇等作

出實踐。2013年考入澳門青年劇團，近年以演員身分跟

隨劇團多次參與澳門藝術節，參與劇目包括《電聯後事》、

《冬天的故事》、《菲爾德2.0－慾望與謊言》。

2014年進修澳門旅遊學院藝術行政證書課程，曾任瘋堂

十號創意園營運主任，專責文化活動策劃、文化場所經營、

公關宣傳等。

盧嘉穎 
佈景及服裝設計

畢業於倫敦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

計學院，現為全職舞台以及服裝

設計師。今年三月被邀請到新加

坡的劇團擔任舞台及服裝設計，

更為香港動藝舞蹈團擔任服裝設

　　　　　　　　　　　計及形象指導。

2014年聯同澳門一個土風舞蹈團合作擔任服裝設計，並

贏到了於葡萄牙國日在里斯本巡遊的機會，過去四年曾在

不同國家為20多部戲劇、微電影及表演擔任設計總監。近

年參與的作品有《肺人》、《芝麻高高4-西門奇俠傳》、

《再見唐吉訶德》 等，亦在2014年被邀請到北京國防大

學參與研討班。

陳美華｜化妝設計

畢業於台灣實踐大學時尚設計學

系，主修媒體設計及附修造型設

計，在校其間曾參與服裝秀之幕

後工作。畢業後投身於平面廣告

設計行業，主要為客戶提供一系

列的設計構思與方案；除此之外

亦參與化妝造型設計，如影視廣告、舞台劇場及服裝秀等。

陳巧蓉（台灣） 
執行舞台監督

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所劇本創作

碩士，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學士（輔修戲劇學系），現為

劇場編劇、導演、演員。最近獲

得第十屆華文戲劇節最佳女演員

獎(2016)以及臺灣文學獎劇本金典獎入圍(2015)。

劇場經歷包括：第二十七屆澳門藝術節《一夜．莎士比亞》

編劇(2016)、第十屆華文戲劇節澳門曉角話劇研進社

《完蛋的Bug》演員(2016)、第八屆臺北藝穗節開幕式活

動執行(2015)、文化部藝術新秀《不夢之夢》──身臨其

境劇場編劇／導演(2014)。

Sainter Eric
平面設計《日落是我對你的感覺》

平面設計師，插畫、塗鴉愛好者。

大學時期在台灣修讀媒體動畫設

計學系，曾獲多個獎項。對於作

品及美感有一定執著，冀發展更

多不同方向讓作品更多元化。

Vicka         
平面設計《日落是我對你的感覺》

無時無刻都在發夢的人。圖片，

文字，所有美的事物都能令我感

動。因為不太會說話，因此希望

能透過作品替我表達。沒有什麼

比靈感湧現更令人興奮快樂了，

我相信設計，能讓世界變得更美。

潘曉儀（香港） 
舞台監督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藝術學士

（榮譽）學位課程，主修《藝術、

項目及舞台管理》。

黃韻瑜 
燈光控制員／
助理舞台監督

曾修讀香港演藝進修學院舞台管

理及舞台燈光設計基礎證書課程。

曾參與後台工作包括《芝麻高高

歌劇團III – Dの殺人事件》、

大老鼠兒童戲劇團《貓大俠之歌》、小城實驗劇團《夏日

煙雲》、2016文化中心開箱作業《無聲頻道》、小城實驗

劇團《彼女私房》及2016藝術節《水滸英雄之某甲某乙》。

陳芷瑩 
助理舞台監督

2015年完成澳門演藝學院舞台

管理基礎課程。曾參與的製作包

括：澳門青年劇團《菲爾德2.0--

慾望與謊言》及《狼狽行動》、

澳門鋼琴協會《鬼馬音樂狂想曲

之古典音樂笑賞會3》、小城實驗劇團《彼女私房》。

梁順裕｜燈光設計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

計學系，「戲劇農莊」全職團員。

近期燈光設計：曉角話劇研進社

《二月廿九》、臺北藝術大學舞

蹈研究所聯合展演《伴途》、曉

角話劇研進社《兩個她》、澳門極舞舘《回流，那片星空》、

許程崴製作《禮祭》(臺北、北京)、焦點舞團《梭巡Ｘ》。

賴盈螢（台灣） 
演員（飾演 雅婷）

曾與鈴木忠志（日本 - SCOT）、

林奕華（香港 - 非常林奕華）、

吳念真（台灣 - 綠光劇團）、

Brook Hal l等亞洲知名劇場導演

合作。同為台灣創作樂團史派西

主唱，曾獲第22屆Yamaha全國熱門音樂大賽最佳主唱，

2013年入選中國好聲音第二季海外海選，同時為台灣台

大十三妹之戲劇辣。目前已累積數十餘齣劇場作品，並跨

足電影、電視、華語流行音樂及獨立音樂製作。為活躍於

兩岸三地新生代演、歌、舞三棲全才女演員。

微　　博

維基百科

Facebook fanspage

：https://www.facebook.com/jordan.

　cheng.officialpage

：鄭君熾

：http://weibo.com/kannylai

：http://zh.wikipedia.org/wiki/賴盈螢

            ：我是辣子，賴盈螢

唐健哲（台灣）｜攝影及錄像設計

小城製作預告

《時先生與他的情人》
SummerWorks Performance Festival

多倫多｜8月
www.MRSHIANDHISLOVER.com

《黑湖》

新譯德國文本

舊法院大樓｜9月

《愛與資訊》

澳門基金會市民專場演出

舊法院大樓｜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