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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第二十四屆香港舞台劇獎 最佳原創曲詞 

提名 第二十四屆香港舞台劇獎 最佳女主角（悲劇／正劇） 

 

2016 華文原創音樂劇節 

 

新北市藝文中心 

 

2016年 11月 5日（六）14:30／19:30 

2016年 11月 6日（日）14:30 

節目全場約 1小時 15分鐘 

 

 

 

主辦                製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藝術發展基金資助 

 

這夜我們齊聚星星底下 

當生命遇上不對時，親愛的，請活好當下，唱幸福的歌！ 

「第二十四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原創曲詞獎及最佳女主角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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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 2010年國際綜藝合家歡學校巡迴演出，2014年在葵青劇院黑盒劇場初次

登上大舞台，2016年獲廣藝基金會獲請，前往台北參與「第一屆華文原創音樂

劇節」演出。 

 

作品以形體劇場，開展一場西藏的流浪旅程。承襲音樂劇傳統，由導演及劇本概

念陳永泉創新演繹，透過合拍形體、現場彩繪詮釋每一瞬的歌曲意境。並結合味

覺設計深入觀眾的心靈空間，藉此體會禪的動靜之美。 

 

《沒有人造衛星相撞的夜空》（後稱「人造衛星」）描述三個年輕人的故事。 

Keith，帶著心愛相機，離家到西藏尋找自由，一個繁星簇擁的夜晚，他目睹意外

撞死的羚羊，此時此地，感傷人面對死亡的不堪一撃。 

 

身染重病的沈羚，即將接受危險的手術，躺在白色床上，在遙遠的星光中做夢，

她還有一個心願，就是跟隨 Keith的足印，走到西藏，尋找星空與藏羚羊。 

 

呂又藍，為試探父母的愛，任性失蹤，窺看家裡的一切如常，卻因此疑惑自己存

在的意義。 

 

互不相干的彼此，於脫離的軌道上相遇。世界在轉，宇宙在變，他們流浪城市，

希望在不斷流逝的生命裡，捕捉最美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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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概念│導演│藝術總監 – 陳永泉【泉】 

POP = 普 劇場 

Chuen = 陳永泉 

POP：  「人造衛星」的起源是甚麼？ 

Chuen：這劇名是我自己想到的，現

代生活中有很多通訊科技仰

賴著人造衛星，它們行走在

各自固定的軌跡，我們的裝

置和裝置之間可以溝通，是

因為人造衛星沒有相撞。如

果相撞的話，就像我們的生

活被打斷、有一些突發事件

發生、不符合日常的邏輯，

那會使我們產生恐懼和不

安，這就是無常。 

 

這個作品源自我親身經歷的一起「相撞」事故。2013

年初，與我感情親密的堂姊因病離世，當時我在想，

當我面對這個無常，該怎麼樣處理自己？創作這個戲

就是要釐清我對生命的恐懼，還有懷念我的堂姊。 

 

故事裡三個角色，他們各自撞上了生命裡的「不對」，

在偏離了軌道之後經歷了不同的出走。在這樣的放逐

之中，慢慢找到與生命相處的默契，重新尋回沒有人

造衛星相撞的夜空。 

 

POP：  故事裡，西藏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對你有甚麼特殊意義？ 

Chuen：西藏是我一直很想去的地方，「很純潔、很自然、很靈性，西藏對我來說

是那樣的象徵（symbol）當你去到一個地方，其實就是一種尋找自己的

歷練，未必一次就成功，就像在西藏有一種轉山的行為，那是不斷的修

行，可以走完一圈，然後再走一圈，在每一圈一定會有一些得著。做人

也是同樣，當我們排完一齣戲，再排另一齣戲的時候，每一次一定都會

拿捏到一些東西，這是一種在藝術上的修行。 

POP：  透過戲劇，你如何引領觀眾參與你所說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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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en：我希望做到「以禪入戲」。禪的意思是說，在那一刻，靜下心來，去面對

一些事情。我的劇場是想要跟觀眾溝通的，一種心靈的溝通，所以我們

的佈景都非常簡單，當演員做了一個動作，或道具在空間裡移動，就已

經是另外一個空間、另外一個當下了。這些當下是因緣融合在一起然後

形成的，我希望觀眾能用一種很簡潔的心去觀看，在心靈上跟著這個劇

一起呼吸。 

 

我希望觀眾進入劇場的時候，不會有『過去心』、不會想著工作上的事，

也不會有『未來心』、不去想像未來怎麼樣，所以運用了現場繪畫，讓他

們有這種與當下的聯繫。我們安排了一位演員，全程待在一處、專注的

用顏料填著唐卡。每一場能填多少就填多少，我們的經驗是從來沒有完

成過，但是這沒有問題。真正的唐卡，畫一片葉子可能需要六個星期，

那是一種很專注的工作，我希望觀眾能感受到這種當下。特別是生活在

都市裡的人，很多時候我們都不在當下。 

 

除了唐卡之外，另一個關於當下的輔助工具是鼠尾草。我們鼠尾草帶進

演出，為觀眾定心安神。鼠尾草具有淨化、舒緩的作用，當它被燃燒時，

有時候是黑煙，有時候是白煙，端看這環境的氣場如何。真的，不是開

玩笑，很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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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編曲│音樂總監 – 孔奕佳【Edgar】 

POP = 普 劇場 

Edgar = 孔奕佳 

POP： 伴隨著「人造衛星」一路成長，你覺得這齣戲有甚麼不一樣的感覺？ 

Edgar：從當初學校禮堂演變成一個有深度的劇場，第一個感覺是舞台十分大，

聲音很龐大，觀眾席又很大，感受到從未想像過的震撼。 

 

POP： 可以與我們分享一些深刻的瞬間嗎？ 

Edgar：最記得的瞬間是當時，我們離演出只餘

下數天時間，在如此荒謬、緊迫的限期

中，當然是非常擔心演出，擔心歌曲效

果。時至今日，仍然記憶猶新，當時一

到達演出場地，導演請我去看看 Venus

如何，我一看見就放心，完全沒有問題。 

 

我常說：「歌有歌命，劇有劇命」有些演出你知道做完之後就過去了，就

算可能合作很好，甚或有些是很不愉快的合作。這個演出完了之後，誰知

道事隔幾年就再重演，然後還出國演出，我還記得我們在文化中心做了一

場開幕，選了兩首歌唱，也記得有在劇協唱，很榮幸地在劇協又拿了獎。

這齣劇見證着我們每個人走的每一步，因此感受十分深刻。 

 

 

POP：你會如何評價「人造衛星」這個團隊？ 

Edgar：團體相處合作當然需要時間磨合，但我看見整個十分齊心的團隊。要知

道推動一個完整演出是一件十分緊迫的事，當看見大家自動自覺，對提示、

記走位，非常合作，感覺得到大家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並不是草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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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響設計 – 黎智勇【Martin】 

POP = 普 劇場 

Martin = 黎智勇 

POP：  在音樂劇中，怎樣的音效傳

進觀眾的耳中，有賴音響配

備的設置，這方面你遇到過

甚麼挑戰？ 

Martin：這次在台北演出，是單向的

鏡框舞台，音響上舒服多了。

上次在葵青黑盒演出，面對

三面台的設計，過程十分淒

慘，因為同時要照顧三面觀

眾都能夠聽到對白內容，唯有將擴音器朝向不同方向，但演員在舞台中

間就會聽到很大回音，這次就舒服很多。 

 

POP：  再次參與「人造衛星」演出，你覺得有甚麼不一樣？ 

Martin：整部戲有很多成長，無論是演員抑或整個氣氛，不會是看錄影再複製一

次就算，而是再重新構思過。這次出現了一個特別的化學作用，就是這

次轉了女主角是 Lianna，就算媽媽也是 Ellen，但是看見互動是與上次 Gigi

做的時候不一樣了，不是說有甚麼高低之分，而是出現了不同的感覺，

我覺得這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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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 – 彭佩嵐【Ivy】 

POP = 普 劇場 

Ivy = 彭佩嵐 

 

POP：經過六年，對於「人造衛星」有何感想？ 

Ivy：算起上來，我們由學校巡迴，然後到葵青黑盒，再到這個台北的劇場，我

們的進程足足有六年的時間。這部戲由一個比較小的規模，發展到現在一

部完整長度的戲，當中除了線路上複雜了之外，我們在演繹上的深度亦不

斷隨着時間增多，有很多經驗告訴我們要怎麼去演繹。亦有訪問過一些有

前往葵青黑盒演出亦有來台北觀看的朋友，他們都有種感覺，是之前的演

出有點鬆散，片段比較分開一點，也可能關乎黑盒劇場有三面台，走位上

我們在照顧不同的觀眾，可能對於某些觀眾來說有點被分散，所看見的不

太集中。但今次在台北的演出是一個鏡框直視的舞台，所以能夠將所有視

覺和戲都更聚

焦，令觀眾更集

中，這都很講求

導演將畫面都更

強烈，引導觀眾

走進我們的故事

當中，其實是會

更緊湊。 

 

 

 

POP：你認為這次演出有甚麼意義？ 

Ivy：這部戲的主題《沒有人造衛星相撞的夜空》，所指的是：如果沒有一些特別

的事碰撞下究竟路如何走，戲中的幾條線都是在說一些很無常的事件，人

如何去面對，就算不是觀眾，演員面對生活上亦有很多無常。我覺得做這

部戲不只是想角色關係，亦都投放了每一個演員如何看人生、價值觀。如

果演戲期間有些錯亂出現了，我該如何去面對呢？如何學習真正坦然去面

對亂子？這部戲每次演出，大家可以再聚在一起，其中是有個理念與我們

一起成長，這是能夠讓大家聚在一起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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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 – 葉佩雲【Venus】 

POP = 普 劇場 

Venus = 葉佩雲 

 

POP：  對於「人造衛星」，你有甚麼感受？ 

Venus：剛才想到第一次演出學校巡迴時，自己還是十分幼嫩，當時是十分緊張，

因為我是在十分短的時間內接收了這項任務，所以是十分擔心。縱使我

知道這部戲的意義是說人生、生離死別，但我真的無暇去顧及這些大道

理，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和本分，轉眼間學校巡迴就已經過去。到第二

次在葵青戲院時，就再多一點鑽研，因為第二次是個再創作的過程，從

一個四十五分鐘的版本到一個半小時，從中多了討論，開始進入會思考

人生的部分，但當時也只是思考，未開始咀嚼、感受到，因為我還是掙

扎於自己的部分。這次我不是做得好，但比較熟悉。 

 

POP：  經歷了幾年成長，對自己的表現還會有憂慮嗎？ 

Venus：過了幾年再次演出，個人的進步、堅持，十分榮幸受到一些讚賞。這次

我很不幸地生病了，所以都有點擔心。雖然今次的排練時間真的不多，

但我發覺，即使相隔兩年再重演，但以前討論過的，在大家腦內不經不

覺間有點影響。今次很榮幸有機會可以做到一些訪問，我再聽導演說同

一番說話，但我的體會是不一樣。很開心見到這部戲有成長，我想演員

之間都有成長，十分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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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藝基金會策展人 – 王輅鈞【王老師】 

POP = 普 劇場 

王老師 = 王輅鈞 

 

POP：感謝這次邀請普 劇場參與「第一屆華文原創音樂劇節」演出，你覺得這

次演出如何呢？ 

王老師：謝謝來自香港的普 劇場來參與我們第一屆，這一次是我們很難得的經

驗，這次邀請普 劇場的《沒有人造衛星相撞的夜空》，跟我們當初想要

邀請過來的，還有演完一週之後，大家的反應比我們預期中更好。這一

次《沒有人造衛星相撞的夜空》，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在音樂上詮釋，

還有在一個當代的題材選擇，可是卻可以透過音樂帶給台灣觀眾共鳴。 

 

我會覺得導演的場面演繹對我來講是最有感覺，因為他融合了現任年青

人的生活狀況，可是他同時又變成了西藏，這個所謂宗教、心靈的氛圍

在舞台上，也因此舞台提供他一個類似軌道，四方的軌道，一個像是很

有場規的軌道，可是在這軌道上我們看到一些角色、人物不見得會在這

軌道裡面照著規律行走，不同的角色在這個舞台上經過導演的場面刻劃，

把心靈和都會人的不定性，同時變成在舞台上，讓觀眾感覺到那樣的張

力，這是我在戲裡面學習到的地方。 

 

POP：你對華文原創音樂劇有甚麼期望嗎？ 

王老師：「華文原創音樂劇」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我相信有在做音樂劇創作的

人都知道，不管是人才、選題困難，然後要做出一個受大家認可的音樂

劇，其實更困難，失敗率是很高的。我希望透過「第一屆華文原創音樂

劇節」讓大家注

意到音樂劇在創

作這一個部分有

很多可能性，而

且也有很多愛好

者，在兩岸三地

都有很多人在做

這麼有趣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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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5至 18日 

香港大會堂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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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華文原創音樂劇節」 

《沒有人造衛星相撞的夜空》台北時刻 

 

10月 31日  第一小隊出發 

 前往出席記者會 

 

11月 1日  大隊出發前往台北 

 

 

 

 

 

 

 

 

11月 2日  入台 

 燈光、舞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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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  技術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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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講座 

11月 4日  傳媒採訪 

 

11月 5日  開幕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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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演出 

11月 6日  閉幕演出 

 慶功 

11月 7日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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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3日  回港後分享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