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畏懼權力，

選擇默不作聲；

面對死亡，

誰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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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懼權力，選擇默不作聲； 
面對死亡，誰能置身事外。

天真無邪的年輕學生，來到教授的家中補習，過程中，三位

管家看着教授不斷灌輸其思想，然而學生難以汲收和理解箇

中的邏輯。學習氣氛逐漸變樣，管家們看在眼裏，盤算如何

應對即將一發不可收拾的事態……

中英劇團決心培育舞台劇優秀人才，第七度與香港演藝學院

攜手打造導演碩士畢業作品。縱使今次因為疫情，首度以網

上節目形式呈獻畢業作品，仍堅持為準畢業生提供專業製作

水準的支援，讓新晉導演專注於藝術創作，盡情揮灑創意。

《恐懼教室》的意念來自荒誕派劇場之父，法國劇作家 

Eugène Ionesco 於1951年發表的 The Lesson。導演黃劍冰以壓

迫事件中緘默的旁觀者為視點重新創作，編劇時刻意強調管

家一角的反應，留下空間讓觀眾反思旁觀者的選擇。

故 事 
簡 介

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 節目全長約 1 小時 30 分鐘 | 適合 12 歲或以上人士觀看



角 
色 
表

施唯
飾 — 教授

陳烈文^
飾 — 管家1

周敏冲
飾 — 管家2

房俊文^
飾 — 管家3

黎逸正
飾 — 學生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學生



創
作
人
員
名
單

中英劇團藝術總監  張可堅

香港演藝學院導演碩士聯合指導  胡海輝

  鄭傳軍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製作藝術總監 司徒慧焯

編劇及導演  黃劍冰*

佈景及服裝設計  袁玉英

燈光設計  蕭健邦

音樂及音響設計  李寶瑜

形體指導  陳頌盈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生（主修導演）



製
作
人
員
名
單 製作經理 許肇麟

舞台監督 林朗峰

執行舞台監督 麥頌筠

助理舞台監督 陳韻婷

道具主管 黃祖耀

影音主管 譚家榮

製作電機師及燈光控制員 鄭梓榮

燈光編程員 黃子健

音響技術員 陳凱琳

服裝助理 呂琼珍

化妝師 鄭翠萍

 蘇潁恩

佈景製作 魯氏美術製作有限公司

監製 李淑君

助理監製及票務 葉嘉琪

助理監製 趙蔚霖

 鄧藹玲

市場推廣 麥曉彤

 鄭鈞澤

 張欣琪

 忻思敏

演出攝影  Ka Lam

錄像拍攝 Sun Yeah Production



現今世代，人們因為「旁觀者的冷漠」

及「多元無知」，導致世界發生了大量

的悲劇。這個社會現象，在近年香港的

荒誕日常生活中，也日趨嚴重並顯而易

見。

在既定的框架中，一般人會討厭偏離、

討厭瘋狂、討厭莽撞、討厭越軌、討厭

僭越……為了不偏離大眾，而接受被侵

略、被出賣、被擾亂、被破壞，人們會

逐漸變酸、變苦、變刻薄、變得憤世、

變得否定善良。

到了這一刻，你是否仍然受得起「堅守

價值的考驗」？你能否守好價值及底

線，不去習慣或變成更易妥協、會找藉

口、不講誠信，甚至背棄自己的人嗎？

在壓迫環境及恐懼面前，你願意在黑暗

中繼續堅持付出代價去守衛自我？

很多人問我為何在劇場工作三十多年

後，還會回到學院讀書，我都會回答：

「或許是人已到了一個瓶頸位，便會想

去梳理一下自己，想發掘一個新的自

己。演藝學院為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

習氛圍，特別在現今這個複雜的時代擴

闊了眼界。所以希望可透過文化及表演

藝術工作，為時代作好記錄，為時代的

不同思想創造平台，讓這些想法透過人

物的行為來一場徹底的辯證，把這個荒

謬的社會議題帶給觀眾。雖然這劇最後

未必有確切的結論，但也希望藉此為香

港劇場的思想史留下一筆。」

即使摧殘我們的時刻臨近，我們卻聚焦

以生命來戰勝恐懼，以藝術創作擊退 

恐怖。

導
演
的
話

黃
劍
冰



中英
劇團

中英劇團成立於1979年，初為英國文化協會附屬

組識，現為註冊慈善機構，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資助，為本地九個主要藝團之一，現由藝術總

監張可堅先生領導。中英一直積極製作兼具本土

特色與國際視野的優秀劇目，並以多元的戲劇教

育活動，聯動各界、服務社群，推廣舞台藝術至

社會各個階層，提升人文素質。

41年來，中英公演超過360齣劇目，在過去29屆

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中奪得96個獎項，同時積極

推動文化交流，足跡遍及世界各地。

中英乃香港首個引進教育劇場（Theatre-in-Edu-

cation）的專業劇團，曾獲香港舞台劇獎之戲劇

教育推廣獎及第十四屆香港藝術發展獎之藝術教

育獎（非學校組）。中英製作的學校巡迴演出

已逾5,770場，學生觀眾近90萬人次。近年，中

英除了於大專、中小學致力發展教育戲劇（Dra-

ma-in-Education）之外，更於多個社區展開口述

歷史戲劇計劃，承傳本土文化與人情味。

劇團宗旨

以優質劇目及多元戲劇教育活動 

聯動各界服務社群 

推廣舞台藝術 

提升人文素質



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演藝學院於1984年根據香港演藝學院條例

成立，是亞洲首屈一指的表演藝術高等學府。演藝 

學院提供學士課程與實踐為本的碩士課程。學

習範疇包括戲曲、舞蹈、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與 

舞台及製作藝術。演藝學院的教育方針著重反映

香港的多元文化，中西兼容，更提倡跨學科學習。

自2008年以來，演藝學院獲得香港學術及職業

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授予的「學科範圍評審」

資格，使演藝學院能夠自行監察和評審其五個學

科範圍（舞蹈、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與舞台及

製作藝術）內的學士學位及大專課程。由2016年

起，演藝學院獲批的「學科範圍評審」資格擴展

至涵蓋碩士學位及以下的學位及大專課程。戲曲

學院所開辦的課程亦已通過評審，並於資歷架構

下獲得認可。

除灣仔本部外，位於薄扶林的伯大尼古蹟校園

自2006年起，亦是電影電視學院的培訓設施所 

在地。

根據2021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學排名，香港演藝學院

於表演藝術類別排列亞洲第一位及全球第十位。

本部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一號

伯大尼古蹟校園 香港薄扶林道139號

電話 2584 8500

傳真 2802 4372

網址 www.hkapa.edu

HKAPA.edu HKAPA OfficialHKAPAhkapa_edu



鳴
謝

中英劇團41年來公演逾360齣具本土特色與國際

視野的優秀劇目，更為逾700,000位社區人士籌

辦超過12,000項戲劇教育及外展項目。全賴各贊

助機構和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我們才得以將戲

劇種子散播到社區每個角落，以舞台藝術提升人

文素質。

戲劇影響生命，效果超乎我們想像。如欲贊

助或支持中英劇團，請致電 8106 8338 或電

郵至acttogive@chungying.com與節目及傳訊

部聯絡。

指定髮型贊助宣傳伙伴

百老匯電影中心

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

香港戲劇協會

一本 My Book One

特別鳴謝

香港記者協會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

職業訓練局

以及各大傳媒機構

立即  
ACT TO  

GIVE

http://atg.chungying.com/


中英劇團 CHUNG YING THEATRE COMPANY

地址 ADDRESS 香港波老道10號地下  
 G/F, 10 Borrett Road,  
 Hong Kong

電話 TEL 3961 9800 

傳真 FAX 2537 1803

網址 WEB www.chungying.com 

電郵 EMAIL info@chungying.com

下載 
「中英劇團」 

APP專享 
會員優惠

中英劇團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
Chung Ying Theatre Company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中英劇團

http://www.chungying.com/appdown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