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劇藝研究會會長

余金艾

剧艺研究会自1971年开办第一届剧艺研究班以来，培训出不少表演艺
术人才。如今2022年《剧艺小剧场演出》是本会四位历届研究班学员
的创作集，有第7届学员曾宏挥、第12届张桦荣、第13届秦军乐和杨宏
强所组成。历届研究班员们汇集在一起推出4部创作集，是本会两年多
难得一见的演出。

本会鼓励学员们创作及开发新的作品，透过创意提升自身的想象力，
编成剧本在舞台上发酵，期待演出后的收成能带给观众有所启发并达
到促进国民文化素养。

最后衷心祝福每一位学员，愿你们前程似锦！也感谢各界人士配合，
特别是大阳光圆梦基金&元生基金会热心公益的精神，小剧场2022才得
以顺利演出。
谢谢！



劇藝研究會戲劇主任

文復聲

这两年多以来，好多人一直被不安无奈的情绪困扰着，在这烦躁的氛
围中，就凸显了艺术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感谢理事会在财务不尽充裕
的状态下，毅然通过戏剧组筹办《剧艺小剧场演出》2022 的活动，实
属难能可贵，感恩。这演出推出了四位历届学员的创作短剧，让他们
在这平台上发挥所学，积累编导创作上的经验与展现才华。

剧艺研究会小小的场地，无论是旧会所或新会所，都记载了许多学员
们的喜怒哀乐，上课排练的点点滴滴都还留在记忆深处。学员毕业之
后，各奔东西，继续留下的不多。不过还是有一群对戏剧艺术不离不
弃的学员们，继续的在这道路上努力精进。

第四届研究班毕业之后，我开始学习导演短剧，直至有能力处理一齣
完整的舞台剧演出。一路走来，获得剧艺研究会给予的许多鼓励与机
会，成就了今天的我。

秉持予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理念，推动这次新生代编导的呈献，期盼
以自身的丁点绵力，一点的推动力，让这一撮戏剧艺术的薪火不断，
继续往更高更远的境地发光。

小小剧场，薪火不断



劇藝研究會第33屆執行理事會
2020-2022

法律顾问  拿督黄沛楠律师

会务顾问  拿督陈财和 丹斯里皇室拿督古润金

海外顾问  刘伟 (中国) 郭志杰 (台湾) 
    萧龙 (香港) 韩劳达 (新加坡)

会长   余金艾

署理会长  黄翠凤

副会长   叶素茵 沈彦毅 叶妙兰 李云桢 张家济 谭小虹

正总务   阙菘辉

副总务   周进发

正财政   张为群 (小章)

副财政   黄雪丽

戏剧主任  文复声

副戏剧主任  黄伟福

福利主任  张桦荣

康乐主任  曾宏挥

宣传主任  文竞杰

内部查核  许健平

理事   关瑞香 刘子才 拿汀斯里周星辰 秦军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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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藝小劇場演出2022

工委會名單

筹划    文复声

舞台技术总监  黄伟福

技术主任   李佳卫

灯光设计   黄伟福

宣传    文竞杰

海报/演出手册设计 黄伟福

前台    徐玉萍 Kitty
     黄雪莉 Shirley
     胡培昇
     萧娇婵







Grab Your Heart
曾宏揮 Fai Chen

剧艺研究会第9届戏剧研究班学员，活跃于本地电影电视剧及舞台剧
演出活动，演出作品丰富多元。

荣获戏剧奖三次最佳男演员，一次最佳男配角以及一次舞台精英奖
项。

现任剧艺研究会第33 届理事会康乐主任。

楊國平 Apple Yong

毕业于马大戏剧系。从小就喜欢音乐剧。自从不小心进入了戏剧的
世界后，就爱上了。

毕业后曾参与过几种不同的舞台剧，中文歌舞剧有 Short and Sweet  
参赛的《娜娜与阿鹿”》，Bekas journal 的《情牵歌舞团》，英语
歌舞剧有《The Dolls Maker’s Daugther The Musical》，中文舞台
剧有《拆》等等作品。

編劇

導演

編劇感言

剧艺会要做小品演出，意义蛮好，即推动本地编导人才，但我因缘不足，没法投入，感谢
制作单位的体谅，只要写部小品就好，导演另找他人，当剧本完成后，却离演出不到两个
月时间，原想放弃，结果柳暗花明，经介绍，杨国平有意接手导演一职；心想既然有人愿
意陪跑，我就在后撑一下吧！

感谢团队合力把剧情改得更顺畅、感谢戏剧组坚持让演出继续、感恩佳卫默默的耕耘。

至于这演出成效如何呢？那就看天意了。



Grab Your Heart

陳全能 Kent Tan

97年开始编写舞台剧剧本，至今编写的三语作品包括广播剧，商业
短片，艺术短片，电影与连续剧等等。最新作品有《生忌快乐
Happy Birth Death》， 《反转全家福 Journey of Happiness》，
《快乐红包 Angpau untuk Happy》和 《阿爸 Daddy Dearest》。他
也获得国家电影发展局的《SKRIP SKRIN》纪录片剧本奖励， 意大
利 PRISMA 短片最佳摄影，女演员和短片奖，入围2015第10届首
尔国际电视节（Seoul International Drama Awards）最佳电视剧奖
项。

覃世強 Sam
毕业于韩新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电影系。毕业于吉隆坡美术学院商业
美术系。曾参与剧艺研究会第9届戏剧研究班。

参与的作品有《宝镜》音乐剧，《地贫陷》，《刘三姐》歌舞剧，
《没有别的，只有存在》，《黑了》，《心向太阳》等

林珺慧 Lam Jun Hui
自小被神奇黑色盒子吸引，毅然决然从理科生转换跑道，成为搞创
意的电视工作者。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大众传播系，现为电
视宣传片制作人（Promo Producer)，同时也是宣传片配音员。

躲在暗处的黑衣人，尝试走上舞台，站在镁光灯下。曾参与剧艺研
究会第13届戏剧研究班。参与作品包括《金鱼。鲸鱼》，《见红》

內容大綱

在这网络发达的时代，应用程序已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为了维持生活，运用了
应用程序的便利，各有所取。但，你是选择套牢它，还是想选择被它套牢？ 

Grab your heart，在机缘下相遇的三位电召车司机，从欲了解对方，到互揭瘡疤，最后的
选择会是什么？





384 400
秦軍樂 Juno Chen

剧艺研究会第13届戏剧研究班学员，现任剧艺研究会第33届理事

会理事。

2015年毕业于TARUC互动软件设计系荣誉学位。目前是手机应用

程序开发员。2012年参与校园演出《游子情》后，便加入拉曼大

学学院林夕剧场学习戏剧。更积极参与校内外戏剧制作，其中担

任过布景设计，演员，编剧和导演。2013年末首次挑战编剧和导

演《感梦》校园小品演出。毕业后正式加入Team聚团的新团员培

训计划，在期间参与多项团内活动及演出。

編導

2018年，为了在戏剧艺术寻找不一样的视角，离开了聚团并且加入了为期一年的剧艺研

究会—第十三届剧艺研究班。在同一年首次编导了正式售票作品《月望》，并在隔年

2019年新年档完成了第二部作品《迴家》。

编导作品 《感梦》《Pinocchio》《宠物大作战》

  《月望》《迴家》

演出作品 《游子情》《荏苒森林》《幸福瞬间》《小丑》

  《Over the rainbow》《青春告别式》

  《美丽相馆》《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的旅程》

  《伯伯李烈历险记》《记一份爱》《困》《线》

技术指导 《迪迪达达勇闯彩虹岛》《最后的早班车》

参与作品 《跳上云船》《同聚屋檐下》《Kak ! Mari !》

  《9零》音乐剧 《金鱼。鲸鱼》

布景设计作品 《幸福瞬间》《跳上云船》

   《有一群苍蝇飞过 H》《青春告别式》

   《见红 Merah》



384 400內容大綱
384480 公里是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就像我们人类历史，一直对月亮有各种的幻想, 
甚至各个文化中不约而同的对月亮产生了各种创作。但直到近代才有能力和知识让人类
正式的踏上月球。

这里寓示着人们生活上常常一直在远方猜测真相, 但是付出行动了解真相的人很少。其实
真相的距离是触手可及的，只需多花心思去了解和明白。

剧中的女孩因为父亲的影响, 对于月亮相当痴迷。在一次回到曾经的家, 她忽然看见了已
经不愿想起的现实与真相。

副導演／肢體指導
林楷憲 Andrew
2019年毕业于马大牙科系，至今在吉隆坡正职全职牙医。
2014/15曾参与《马大大型摇篮手歌曲创作发表演绎会》，主修
钢琴、音乐编曲和舞蹈制作，担任音乐舞蹈舞台总监。

2015年自从参与了大马《精彩十分》艺术节音乐舞台剧后，产
生了对舞台和音乐剧的热爱与兴趣。在5年大学生涯借着马大各
种舞台平台自学舞蹈与编舞，担任2015-19马大校园华文歌曲创
作比赛（校创）编舞老师。

 張慧儀 Wendy
剧艺研究会第十二届学员。热爱戏剧的她，在剧艺研究班毕业后
也致力于参与戏剧活动。她认为戏里每一个角色都有着不同的人
生，每一次与角色的会面都很珍贵。十分珍惜能够让角色在舞台
上让重生，并分享角色背后的故事的机会。

演出作品：《走失的主人》《舞月》《地贫陷》

  《一个人的車站》

鸣谢

王瀅（文本翻译） 杨向荣 
梁佩欣 谭小虹 黄介琳 
杜雪菱 Kas Tan
以及其他帮助过该剧的朋友们





永生花
張樺榮 Augustine
张子，别名华梦天，本名桦荣，字梦龙，号捌月居士，汉族人氏
是也，今三十过半，而立之适者。其性，好玩乐，喜演艺，通软
件之工程，晓网页之设计。

編導作品
《慌•蟑》、《Kopi O-ffice》、《主角登场》（改编）

《 夜 行 动 物 》 、 《 集 体 信 幻 想 》 、 《 宝 镜 音 乐 剧 》 、

編導

編導感言 
许久没导戏了，也很久没有接触戏剧活动，MCO让我已经和这个世界脱节。这一次的小
剧场，我是抱着重新投入这个环境而加入的。谢谢两位好朋友兼演员肯抽时间陪我一起
癫，一起把故事撞出来，有让我回到当时一起演出的日子；另外，也谢谢伟福的场地和
建议。

老实说，我并没有要打算写什么复杂的桥段，这是一部很普通的轻戏剧，不难懂，就让
观众和演员一起感受它就可以了。

演出作品

《莱啦传奇》、《观音菩萨音乐剧》、《地贫陷》



永生花內容大綱

「永生花，真的不会凋谢吗？」

一朵花，一个故事，两杯酒，三种感觉。几时开始？几时结束？

一切就在今晚，那个特别的日子。

葉慧君 Gwen
从2000年开始参与舞台剧，热爱
于舞台表演的张力与充满生命力
的无限可能性。

她是 "寻找剧艺之星" 的冠军同时
也凭借着剧本和导演作品《我们
是永远的好朋友。你说是吗？》
获得 “最佳剧本奖“。

她 熱 愛 表 演 ， 參 與 演 出 作 品 有
《三缺一》、《地贫陷》、《集
体 信 幻 想 》 、 《 夜 行 动 物 》 、
《恋爱之来不及做的爱》、《纹
纹缇缇》冒险系列、《遇见阿D》
等等。

杨蕙嬪
从2014年开始参与舞台剧幕
前幕后工作，不断探讨于自己
与舞台剧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
无限可能性。

她深爱舞台，参与表演有《小
丑》、《一个人的车站》、
《金鱼·鲸鱼》等等





凳子
編導

舞台視覺總監／肢體指導

楊宏強 Dylan
剧艺研究会第13届戏剧研究班学员，正在就读马来西亚国立艺
术学院硕士学位，活跃于本地中英文音乐剧演出，其创作的多
部短剧及音乐剧获得极好的评价。2019年编写及主演的音乐
剧《老王》获得十分精彩艺术节 Mercedes-Benz Malaysia 
Award for Creative Excellence 的荣誉。去年发表了自己的创
作单曲《诗歌朗诵比赛》，讲述着梦想与勇气。

編導感言
总的来说，这趟探索经典荒诞剧和布袋戏偶的旅程，我获益良多。记得读过《椅子》这
部剧本后，就喜欢上它里边滑稽且空虚的氛围，和两位老人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奢望。其
中也让我联想起我小时候在盂兰节特别留神的布袋戏，现在可能不再活跃了，是否我们
的人生也这样，不断努力着，却也不断失去着，最后只能做出一个选择。衷心感谢制作
团队，我的演员，艺间房的白白老师和破浪布袋戏的云濠给予了我十足的荒谬天马的空
间去实验这一部作品。

陳勇諫 白白
《舞续舞集》舞团艺术总监，《艺间房 Art Room Studio》创办
人，他的作品在全国华人舞蹈节公开赛及全国华族舞蹈公开赛获
奖无数，其作品《朋友》更远赴香港参与了2018年香港国际紫
荆杯舞蹈邀请赛。2016年更获得第13届 BOH Cameronian Arts 
Awards 提名最佳舞蹈员。他也积极参与各项现代舞舞蹈剧场如
《Festival of Dance VII》、《MyDance Festival》、《Penang 
Festival 2018》等。



凳子

Fred
演艺爱好者，从小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表演包括唱歌，舞蹈，
交响乐，配音，舞台剧等。近几年开始学习巴西战舞以及尝试
各类影视表演。热衷表演艺术的他也积极参与各类表演课与工
作坊。曾参与过的拍摄包括电影《幸运区块链》，电视剧《大
妈求爱记》，以及《純粹》系列短片等。

鸣谢

林云濠，破浪布袋戏 Ombak Potehi

白白，藝間房 Art Room Studio

曉彤
舞台剧演员、声音演员和配音员。凭着对舞台表演单纯的喜欢，
自2012年以业余性质开始了她的舞台剧演员之路，从此对表演
艺术更加感兴趣。虽然这些年里她参与了好些舞台与影视表演工
作，但她仍在努力希望成为一名更成熟的演员。她参与过的作品
有《Broken Bridges (2013)》,《花啦啦歌舞剧 (2018 新加坡)》, 
Netflix 2020年迷你剧集《彼岸之嫁》。



鳴謝
大阳光圆梦基金 & 元生基金会

余金艾

阙松辉

黄翠凤

hockcraft productions

许健平

戴秀琴

余志坚

杜雪菱

ST Makeup

林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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