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世間的一切都可以假它之名貪婪成性。錢，左邊為金，右邊雙戈，
金，乃王上之人，取榮華富貴之意。戈，乃銅鐵兵刃，雙戈必鬥，喻
掠奪爭戰之意。金戈相加謂之錢，錢生於鬥，形於榮。有錢即可富貴
一時，沒錢可能苦累一生。

錢，又稱孔方，舊時銅錢，外圓內方，乃乾坤之象，積如山，流如川，
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貧富根基，親之如兄，字曰孔方。
彷彿間，世間萬象皆由錢生，大千世界皆為錢動，然而，這些說的雖
然都是錢，卻又不僅僅指的是錢，它關乎流通、交換、市場與分配，
具有某些資本的特徵，錢並不就是資本，錢只有生錢產生增值才是資
本，例如傳說中那只知道歸返的青蚨。

那資本呢？自從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它的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
骯髒的東西。資本就像是吸血鬼，只有吮吸生命，才能活得旺盛。資
本的本性是貪婪的、兇殘的，是唯利是圖的，而這些都是源於人們對
於資本的瘋狂追逐。多少年來，我們這樣地批判資本。可資本是把雙
刃劍，資本是相對的，運動的，它也推動了科學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人類文明的發展離不開資本，我們今天的生活更
是處處都有資本的身影，大到政治經濟上層建築，小到明星八卦家長
裡短，很多事情撕開其虛表，究其根本還是資本在作怪。今天我們看
待資本要更加全面真實。愛也資本，恨也資本。資本的本質是生產關
係，是勞動，其存在的形式千變萬化，可如今，由於人們對於虛擬資
本的瘋狂追逐正讓其本質慢慢的在喪失，人們要學會懂得如何與資本
和諧相處，控制資本，利用資本，這些就是舞台劇《資本．論》想要表
達的。

從《資本論》到《資本．論》



近三十多年中國社會的發展始終離不開資本，說的是資本，用的是資
本，資本到成了我們社會發展的資本。也許在資本之內，我們更關注
資本本身，在資本之外，我們的生活本身就是資本，其實，無論是政
治、經濟、社會，還是法律、信仰、理想，資本早就融入我們生活的
各個方面，面對資本，我們無處可逃。而對於《資本．論》來說，就在
於如何去表現資本與當今社會、生活、現實等的關聯，深入淺出地探
討資本的本性、本質與特性。所以《資本．論》並不是《資本論》，我
只是想通過舞台劇的形式來討論當今社會環境下的資本。《資本論》是
基礎，金融海嘯是誘因，現實生活才是內容。

《資本．論》從首演到現在，三年內演出了六輪，每次演出都要進行
修改，它將永遠沒有一個固定的演出本，得根據每次的實際演出進行
修改與調整。這次也是這個戲第一次走出上海，而巡演的第一站竟是
香港，其實，在中國，我一直以為最適合演這個戲的兩座城市就是上
海與香港，因為這兩座城市與金融資本密不可分。也許，這就是一個
戲的緣份。

猶太諺語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但願，上帝不是學經濟學的。

編劇  喻榮軍



聽說你一點經濟頭腦都沒有，你還敢排《資本．論》？

哈哈，都說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當初，楊總問我願不願意排這部和
馬克思《資本論》有關係的戲，我二話沒說一口答應下來。好多人都說
我瘋了，說我的風格和《資本論》完全不搭，我也沒說啥，就排唄，（嘿
嘿）排成了何念風格。事實證明，大家還挺給面子，反響還不錯。

《資本論》乍一聽，不像你何念的風格，你是如何排的？

我是根據情況來定的，有的戲它依托劇本已經能夠在舞台上很好展現
了，那我就不會去動它，有的戲，劇本的某些細節很難在舞台上呈現，
我就會即興創作。而我也特別喜歡在排練場即興頭腦風暴，排練場有
無限可能，我也不希望演員只是被動的當算盤珠，撥一下動一下，我
希望他們參與進來一起創作。事實也證明，這樣做的效果非常好。

和我們說說你覺得《資本．論》的亮點在哪裡？ 

我覺得第一在對於看我的戲的一個思維轉變，我的戲以前更多的是偏
重於都市情感題材，像《戀人》、《羅密歐與祝英台》、《21 克拉》，還
有小荒誕的戲劇，《武林外傳》、《鹿鼎記》等等，《資本．論》是依托
一個強大的載體，裡面的經濟原理、金融現象是有據可靠的，人們看
完這個戲，我相信不會笑過就算，一定會有深一步的思考。第二，看
戲的每個人都能在這部戲中或多或少的找到自己的影子，這也是和我
以前的戲有很大不同，以前觀眾進劇院看我的戲，有笑有淚，都其實
在看別人的故事。第三，這次大量運用了歌舞，雖然以前我的戲像《杜
拉拉》也有現場樂隊，但是這一次更像美國百老匯、倫敦西區音樂劇
的感覺，所有演員又唱又跳，很辛苦，他們排練了很久。 

訪談導演 何念 ( 節錄 )



希望觀眾看完戲反應如何？ 

希望觀眾笑。當然啦，何念的戲就是希望大家輕鬆，看戲的時候不要
有壓力，工作已經很辛苦，壓力很大了，進了劇院就不要仍舊背負兩
小時的壓力，多難受啊，以後他們買何念的戲票時心裡就會有陰影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輕鬆看戲，但是對於這個戲，我的期望是有所不同
的， 我希望大家看完後，除了開心外，還要有回味，有思考，《資本．
論》有和我其他戲相似的地方，但我希望它也是獨特的。 

你認為《資本．論》是喜劇嗎？ 

我不太希望它被說成「喜劇」，最好用幽默來形容，我覺得「幽默」更有
深度。「幽默」完後是回味，有意味深長之意。而觀眾看完《資本．論》
後我更希望他們是有思考的，而不是單純笑笑了事。《資本．論》是一
個既哲理又幽默的戲。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簡介

創意．品質．多元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是上海唯一一家國家級專業話劇團體，也是中國最優秀的話劇團體之
一。中心不僅有著一大批專業的編劇、導演、演員、舞美等創作人員，還擁有三個大小
各異、功能齊全的專業演出劇場，每年中心自主創作及交流引進的各色演出約 1,000 場，
吸引國內外觀眾十幾萬人次。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宗旨是：以自身的博大與包容吸納全
國各地世界各國的藝術家，用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舞台作品吸引更多的觀眾，在台前幕
後所有人員的共同努力下，把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發展成為一家具有國際聲望的，且與上
海這座城市地位相匹配的現代化世界一流劇院。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建於 1995 年 1 月 23 日，是由原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始創於 1950 年）
和上海青年話劇團（始創於 1957 年）這兩個著名的話劇表演團體合併而成。上海人民藝
術劇院和上海青年話劇團，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分別由著名戲劇家夏衍、黃佐臨和熊佛西
先生創建的，在數十年中，先後上演了五百餘部中西方古典名著及近現代作品。

中心自 1995 年成立之始，繼續進行著新劇目的創作編排，每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多次
巡演活動，並在劇目、編劇、導演、演員、舞美各方面多次獲得梅花獎、金獅獎、白玉
蘭獎等全國性大獎。除此之外，中心更注重擴大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學習世界各
國優秀戲劇創作的經驗，先後同近 20 個國家開展各類合作項目，上演了古今中外作品
200 餘部。

近年來，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在戲劇教育活動以及公益事業上也卓有成效。中心自 2004
年以來，組織一年一度的上海市大學生話劇節，迄今為止已連續舉辦了七屆；而從
2005 年起，自籌資金舉辦的上海國際當代戲劇季也已連續舉辦了六屆。

安福路的話劇演出是上海的一道獨特風景線，去安福路看話劇成為當代上海青年的一種
時尚文化，一種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種習慣。

iPhone / Android / iPad 版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官方手機應用軟件「i 話劇」現已全面上線！

www.china-drama.com



主要創作人員簡介

編劇：喻榮軍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編劇、製作人、副總經理、藝術室主任。主要話劇作
品有《去年冬天》、《www.com》、《天堂隔壁是瘋人院》、《人模狗樣》、
《香水》、《謊言背後》、《活性碳》、《簡愛》和《一九七七》等，被國內
外十幾家劇團上演和出版，並有十多部作品應邀參加國際性戲劇節演出。
2000 年至 2012 年，已有三十多部話劇作品被國內外幾十家劇院輪番上
演，並榮獲包括中國話劇金獅獎編劇獎、全國劇展優秀編劇獎、老舍青
年文學獎、開羅國際實驗戲劇節「評委會最傑出社會成就大獎」等國內外
多項專業獎項。

導演：何念
近年來上海乃至中國最為看好的 80 後新銳導演。他導演的話劇輕鬆幽
默給處於高壓狀態下的都市白領予以放鬆，「減壓戲劇」一詞由此得來。
他的名字同時也是票房保證，逢他導演的話劇必定票房飄紅，被譽為「何
念現象」。代表作品：《戀人》、《武林外傳》、《羅密歐與祝英台》、《鹿
鼎記》（首卷）、《杜拉拉》、《撒嬌女王》、《混蛋攻略》等。

複排導演：田水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副總經理，資深女演員。出演過《奧賽羅》、《商鞅》、
《www.com》、《正紅旗下》、《天堂隔壁是瘋人院》、《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歡樂復活節》、《4：48 精神崩潰》、《激情東海》、《羅密歐與祝英台》、《馬
路天使》、《八美千嬌》、《資本•論》等多部話劇。並曾在中文版音樂劇《媽
媽咪呀》中飾演媽媽「唐娜」。近幾年，她演而優則導，執導的話劇《12
個人》和《這個男人來自地球》均成為票房和口碑的保證。

編舞：王勇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主要話劇作
品有《尋人啟事》（導演）、《39 級台階》（主演）、《武林外傳》（主演）、《人
模狗樣》（主演）、《羅密歐與祝英台》（主演、編舞）、《鹿鼎記》（主演、
編舞）、《21 克拉》（主演、編舞）、《資本•論》（主演、編舞）、《杜拉拉
升職記》（編舞）、《馬路天使》（編舞）等。曾獲第十一屆「佐臨話劇藝術獎」
最具潛質新人獎，第十二屆「佐臨話劇藝術獎」最佳男配角獎。



演員：龔曉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音樂劇班。主
要話劇作品有《步步驚心》、《馴悍記》、《奧里安娜》、《命案回首》、《空
幻之屋》、《資本•論》、《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我不怕》、《杜拉拉》、《蛇
詩慢》、《八美千嬌》、《馬路天使》。曾獲第十五屆「佐臨話劇藝術獎」
最具潛質新人獎。

演員：賈邱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主要話劇作品：《再
見了，媽媽》、《初戀 50 次》、《亂套了》、《激情東海》、《和誰去過情人節》、
《商鞅》、《鹿鼎記》、《一一向前衝》、《去年冬天》、《杜拉拉》、《資本•

論》、《步步驚心》、《12 個人》等。主要音樂劇作品：《媽媽咪呀》中文版。

演員：劉炫銳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謝晉影視藝術學院表演
系。主要話劇作品：《人模狗樣》、《魯鎮往事》、《暴走 48》、《原告證人》、
《無人生還》、《好人無幾》、《鹿鼎記》、《命案回首》、《12 個人》等。

複排編舞：江帆
舞蹈編導、獨立舞者，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舞蹈編導系。目前工作於上
海歌劇院擔任舞蹈編導。主要作品：以獨立藝術家參加北京生活舞蹈工
作室作品《裙子》演出；作為上海「組合嬲」成員舞蹈劇場作品《集體
舞》的創作演出；多媒體舞台劇《文明．圖騰》、《極境》；音樂劇《聶
耳》、《告訴海》、《德古拉之子》；舞劇《周璇》；肢體劇場《夢境》、
《行走在消逝中》；與澳大利亞、荷蘭等藝術家合作現代舞《光線》；
戲劇舞蹈《象牙》、《變化中的視野》；2010 年荷蘭舞蹈電影節參展作
品《一個人的戰爭》；話劇《填字荒》；電影《臉譜》、《現實主義客棧》。
獲獎經歷：作品《如果，愛》參加香港金紫荊花舞蹈比賽，獲得表演一
等獎以及編導一等獎；第七屆桃李杯舞蹈比賽表演二等獎；第六屆全國
舞蹈比賽表演二等獎等。



演員：馬良
上海音樂學院音樂戲劇系教師，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同年進入
上海音樂學院任教至今。主要表演作品：2003 年舞台劇《阿爾托納的隱
居者》；2003 年至 2005 年與德國法蘭克福無為劇團合作音樂劇《晚風酋
長》並兩次應邀赴德演出；2009 年參演阿加莎懸疑劇《死亡約會》。

演員：黃晨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謝晉影視藝術學院。
主要話劇作品：《公用廚房》、《人就是人》、《離婚指南》、《青春之歌》、《金
大班的最後一夜》、《秀才與劊子手》、《商鞅》、《馬路天使》、《鹿鼎記》、    
《一一向前衝》、《資本• 論》、《錢多多嫁人記》、《共和國掌櫃》、《玩大的》、
《好人無幾》、《鋼的琴》等；音樂劇《狂雪》。曾榮獲 2000 年上海五四
青年朗誦比賽一等獎、2002 年上海國際藝術節母親河概念秀小品比賽一
等獎、2006 年上海小戲小品比賽一等獎。

演員：嚴豐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主要話劇作品：《上海作女》、《大雪地》、
《太太萬歲》、《面孔被撞扁後的瘋狂奇遇》、《私人教練》、《永恆的
張國榮》、《周璇》、《我的女友叫如花》、《大卡明星》、《我的紳士男友》、
《落跑新娘》、《瘋人院飛了》、《不騙你，騙誰》等。主要電視劇作品：《仙
劍奇緣》、《春天後母心》、《中國神探》、《反串》、《一江春水向東流》、
《天下第一》等。主要電影作品：《蟹蟹儂》、《喜洋洋》、《笛聲何處》、《超
能少年之烈維塔任務》等。

演員：齊白雪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曾參演 2007
年上海市小節目評比展演《情人節之夜》獲優秀節目獎，曾獲第三屆山東國
際小劇場戲劇節最佳男演員獎。主要話劇作品：《糊塗戲班》、《長恨歌》、
《終局》、《鬼馬嘉年華》、《嚴德海》、《紅星照耀中國》、《輪椅上的天使》、
《中國式婚禮》、《回眸》、《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東尋記》、《資本•論》、
《拜拜拜金女》、《人面桃花》、《星空下的誓言》等。主要影視作品：《美
麗上海》、《炫年華》、《微笑人生》、《大篷車》、《超級偶像》、《孤軍疑
雲》、《怪醫文三塊》、《都市男女》等。



演員：韓霜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系。主要話劇
作品：《雷雨》、《資本•論》、《在床上》、《領帶與高跟鞋》、《一一向前衝》、
《步步驚心》、《鹿鼎記》。主要音樂劇作品：《馬路天使》、《誹聞緋聞》、
《箱子裡的人》。

演員：馬青莉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主要話劇作
品：《遠去的家園》、《羅密歐與祝英台》、《八美千嬌》、《杜拉拉》、《我和
春天有個約會》、《暴風雨》、《資本•論》、《領帶與高跟鞋》、《步步驚心》、
《天堂，打左燈向右拐》、《霧都孤兒》等。主要音樂劇作品：《狂雪》、
《I Love You》、《馬路天使》。

演員：郭洪波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謝晉藝術學院表演本
科。主要話劇作品：《魯鎮往事》、《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商鞅》、《馬
路天使》、《鹿鼎記》、《十二個人》、《資本•論》、《松子的愛》、《城人記》、  
《暴走 48》、《好人無幾》、《末日 24 小時》、《鋼的琴》。主要影視作品：《沾
花惹草》、《四分之一的回憶》、《日月凌空》、《愛情夢工廠》。

演員：張穎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系。近期主要
音樂劇作品：《誹聞緋聞》、《馬路天使》、《I Love You》、《狂雪》、《旋
轉木馬》等。近期主要話劇作品：《撒嬌女王》、《甲申記》、《鹿鼎記》、《八
美千嬌》、《震顫》、《武林外傳》、《雙面膠》、《混蛋攻略》等。

演員：孫寧芳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主要話劇表演
代表作品：《慾望號街車》、《凝聚》、《難忘的歲月》、《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和你去過夜生活》、《浴火忠魂》、《陰道獨白》、《張國榮 — 負距離接觸》、《動
心》、《太太萬歲》、《糊塗戲班》、《午夜的哈瓦那》、《牛虻》、《紅星照
耀中國》、《薩勒姆的女巫》、《商鞅》、《茶花女》、《浮士德》、《於無聲
處》、《蝸居》、《1977》、《有人將至》、《嫌疑人 X 的獻身》、《松子的愛》、
《411·上海夜》、《天堂，打左燈向右拐》。影視表演代表作品：《黑冰》、《生
命因你而美麗》、《少女史豔文》、《前程似錦》、《瘦身家族》、《重生門》。
2006 年憑《糊塗戲班》、《午夜的哈瓦那》獲得第十屆「佐臨話劇藝術獎」
最具潛質新人獎。2009 年憑《於無聲處》飾何芸一角，獲得第十三屆「佐
臨話劇藝術獎」最佳女主角獎。



歌舞團演員：宣程程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中國民族民間舞。主要參演作品：《龍之聲》、《畢
業歌》、《金舞銀飾》。獲獎經歷：2006 至 2007 學年被評為上海戲劇學
院優秀團員、2008 年 8 月參加華東六省一市專業舞蹈比賽獲表演二等獎
（群舞）、2008 年 9 月參加第六節中國舞蹈荷花獎校園舞蹈大賽首屆青
年舞蹈節比賽獲表演二等獎（群舞）、2008 年擔任《揚子風尚》雜誌封
面、2009 年憑《蝴蝶春情》獲第九屆桃李杯舞蹈比賽群舞銀獎、參加第
五屆江蘇省音樂舞蹈大賽獲表演一等獎、新人新作大賽獲表演二等獎（群
舞）。

歌舞團演員：宋雪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院中國古典舞專業。演出及獲獎經歷：2007
年華北五省舞蹈比賽二等獎；演出包括 2009 年東方衛視九九重陽節晚
會、2010 年上海世博會開幕式、2010 年上海安亭運動會開幕式、2010
年上海閔行區文化館、2010 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站在中國的舞台上」、
2011 年上海電視藝術節開幕式、2011 年上海旅遊節開幕晚會等。

演員：劉栩斌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系。主要話劇
作品：《借我一個男高音》、《馬路天使》、《杜拉拉》、《鹿鼎記》、《共和
國掌櫃》、《人面桃花》、《好人無幾》、《鋼的琴》。主要音樂劇作品：《我
為歌狂》、《屋頂上的小提琴手》、《旋轉木馬》、《曾在島上》、《誹聞緋聞》。

演員：袁野
現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演員，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系。主演話劇
作品：《靈魂拒葬》、《共和國掌櫃》、《霧都孤兒》。主要音樂劇作品：《長
河》、《馬路天使》、《誹聞緋聞》、《共和國掌櫃》。肢體劇：《城人記》。

演員：司雯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主要話劇作品：《我們的歌》、《搭訕培訓班》、
《尋人啟事》。主要音樂劇作品：《變身怪醫》、《今夜我們要登台》、《百
老匯經典音樂劇滙報》、《巴黎聖母院》、《長河》、《歌星與猩猩》、《鍾馗》、
《瞬間不是永遠》、《弘一法師》、《愛情馬戲團》。電影：《用心跳》。



歌舞團演員：劉鶴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院中國古典舞專業。演出及獲獎經歷：參演
作品包括《橘子紅了》、《楊貴妃》、《海上探戈》、《卡爾米娜．布
拉娜》、《腳步》、《紅與黑》、《中國製造．遊園驚夢》、《哭出來》、
《吶喊》、《圓》、《上海美麗》、《玩偶之家》、《因為你》等；憑《衝》
獲 2005 年上海市小節目舞蹈比賽集體舞金獎及 2006 年全國桃李杯舞蹈
比賽古典舞組唯一金獎、2007 年上海市小節目舞蹈比賽憑《龍飛風舞．
鼓》獲群舞金獎、2008 年華東六省一市舞蹈比賽憑《龍飛風舞．鼓》獲
群舞金獎、2011 年 7 月參加中國首屆國際芭蕾舞暨即興比賽獲三等獎。 

歌舞團演員：燕超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中國古典舞專業。演出及獲獎經歷：曾參演《易水寒》、
《秦俑混》、《風吟》、《下雨了》、《出走》、《牛背搖籃》、《那場雪》、《醒獅》、
《書韻》、《一片羽毛》、《狼圖騰》、原創劇碼《畫魂》、《極境》、《紅》、《龍
飛鳳舞》、《衝》、《雨夜》、《秦皇點兵》、大型舞劇《楊貴妃》；2009 年
8 月參加瀋陽第九屆桃李杯舞蹈大賽憑群舞《龍飛鳳舞》獲二等獎、2010
年參加上海長三角踢踏舞比賽獲群舞金獎、2010 年 7 月參加青島荷花杯
舞蹈比賽憑《龍飛鳳舞》榮獲劇目表演雙金、2011 年上海之春新人新作
比賽金獎等。

歌舞團演員：陳陸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演出及獲獎經歷：曾參加上海世博會開幕式、世
博會中國館「站在中國的舞台上」演出、上海市中國共產黨建黨 90 周年
大型主題晚會、上海之春開幕式、上海電影節開幕式、第四屆文化藝術
節閉幕式；曾參賽上海市新人新作獲金獎、上海市小節目比賽獲最佳表
演獎。

歌舞團演員：劉東憲
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舞蹈學院古典舞系。演出及獲獎經歷：曾參加各項
全國性大型比賽並獲獎、參與北京奧運會閉幕式、上海世博會開幕式、
韓國國際文化交流等大型演出。



總監製    吳孝明
監製人    楊紹林
藝術總監   呂涼
總製作人   楊紹林 / 吳學軍
首席經濟顧問   吳學軍
製作人    張嫿嫿
編劇    喻榮軍
導演    何念
複排導演   田水
副導演 / 字幕操作  高坤
編舞    王勇
複排編舞   江帆
音樂總監   王繼偉
音效設計 / 操作    范璟璟
燈光設計    傑斯帕•孔沙格（丹麥）、金龍
舞美設計   馬丁•圖林內斯（丹麥）、沈力
舞台監督   羅霽忺 
技術設計   徐先根
服化設計   胡曉輝、冷佳
燈光操作   顧偉
話筒操作   錢傑
髮型製作   范曉亮
化妝操作   胡曉輝、牛佳楠
道具設計   郁樹西
道具操作   郁樹西、朱晨祺
服裝操作   劉曉黎、韓鈺瑩
美工    曾友長
金工    桑小康
裝置    姚敏、蔡陽、宣得利、趙明
    王夢遠、蔡雁群、曾友長
追光    陳龍清、張兆松
劇務    邱怡華
演員經理   思夢、劉立
宣傳    王蓓爾

《資本．論》職員表



進念．二十面體團隊

聯合藝術總監 榮念曾、胡恩威
行政總裁 胡恩威
藝團經理 ( 節目 ) 簡溢雅
藝團經理 ( 行政及財務 ) 陳世明
經理 ( 節目及場地伙伴 ) 周寶儀
經理 ( 公關及伙伴發展 ) 黃偉國
經理 ( 宣傳及節目發展 ) 李嘉祺
節目主任 蘇瑋琳
節目助理 何彥羲、楊蘊楹

製作人 / 項目經理 黃裕偉
創作組主管 陳浩峰
創作統籌 鍾家誠、李上珩、劉思
製作監督 李浩賢
燈光統籌 張素宜
音響統籌 夏恩蓓
舞台助理 陳家英、陳安琪、吳鍵濼、鄧偉傑
舞台實習生 ^ 趙穎桐、劉頌姸、劉本兒
 曾耀煒、余詠璋
錄像紀錄 ^ 林蒨宜、麥卓琳
 王凱祥、黃偉豪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李惠利 ) 
多媒體及互聯網科技系
視聽娛樂科藝 高級文憑 學生



進念．二十面體簡介  

聯合藝術總監：榮念曾、胡恩威

進念．二十面體，1982 年成立，為非牟利慈善文化團體，以香港為基，
面向世界的實驗藝術團體。專注於多元戲劇藝術創作，原創劇場作品
超過一百九十齣，曾獲邀前往演出及交流的城市遍及歐、亞、美等地
三十多個城市。多年來一直致力拓展香港文化藝術新領域，積極推動
國際文化交流，主催藝術評論及文化政策研究等工作，並活躍於藝術
教育和發展電子媒體及跨媒體等新類型的藝術模式，近年亦致力促進
非物質文化遺產 ( 表演藝術 ) 的傳承和發展。現為香港九個主要專業
表演藝術團體之一，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國際實驗劇團。2008 年始，
成為香港文化中心的場地伙伴藝團，開展系列創作及外展教育計劃。

地址：香港柴灣祥利街 9 號祥利工業大廈 7 樓 B 室
電話 : +852 2893 8704
傳真 : +852 2838 7527
電郵 : info@zuni.org.hk
網址 : www.zuni.org.hk

社聯機構會員

請於 Facebook 內搜尋「進念．二十面體 Zuni Icosahedron」，
加入我們的專頁！

聯合藝術總監 榮念曾、胡恩威
行政總裁 胡恩威
藝團經理 ( 節目 ) 簡溢雅
藝團經理 ( 行政及財務 ) 陳世明
經理 ( 節目及場地伙伴 ) 周寶儀
經理 ( 公關及伙伴發展 ) 黃偉國
經理 ( 宣傳及節目發展 ) 李嘉祺
節目主任 蘇瑋琳
節目助理 何彥羲、楊蘊楹

製作人 / 項目經理 黃裕偉
創作組主管 陳浩峰
創作統籌 鍾家誠、李上珩、劉思
製作監督 李浩賢
燈光統籌 張素宜
音響統籌 夏恩蓓
舞台助理 陳家英、陳安琪、吳鍵濼、鄧偉傑
舞台實習生 ^ 趙穎桐、劉頌姸、劉本兒
 曾耀煒、余詠璋
錄像紀錄 ^ 林蒨宜、麥卓琳
 王凱祥、黃偉豪
^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李惠利 ) 
多媒體及互聯網科技系
視聽娛樂科藝 高級文憑 學生



主席
 靳埭強　　　靳與劉設計顧問創辦人

副主席
 賴錦璋　　　聖雅各福群會行政顧問

秘書
 王瑞華　　　進念成員 / 手錶設計師

司庫
 楊偉新　　　花旗銀行環球企業及金融交易副總裁

成員
 陳善之　　　百仕活娛樂事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張世耀　　　香港賽馬會資訊科技組合經理

 辜懷群　　　新舞臺表演廳館長 ( 台北 )

 潘楚穎　　　溢達楊元龍教育基金董事會成員

 譚卓玲　　　Yorkshire Capital Limited 高級副總裁

 胡紅玉　　　律師

 葉國華　　　香港中國商會創會會長及董事會執行主席

 楊志超　　　住好啲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榮譽法律顧問
 陳韻雲律師行

進念．二十面體董事會

若您不欲保留此場刊，
請把場刊留在座位或交回入口處，以便循環再用。

本刊內容，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演出長約 120 分鐘，不設中場休息。

普通話演出，附中、英文字幕。

各位觀眾：
為了令大家對今次演出留下美好印象，

我們希望各位切勿在場內攝影、錄音或錄影，亦請勿吸煙或飲食。
在節目進行前，請關掉手提電話、其他響鬧及發光的裝置。

多謝各位合作。



伙伴及贊助

場刊回收若您不欲保留此場刊，
請把場刊留在座位或交回入口處，以便循環再用。

備註本刊內容，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演出長約 120 分鐘，不設中場休息。

普通話演出，附中、英文字幕。

場地規則各位觀眾：
為了令大家對今次演出留下美好印象，

我們希望各位切勿在場內攝影、錄音或錄影，亦請勿吸煙或飲食。
在節目進行前，請關掉手提電話、其他響鬧及發光的裝置。

多謝各位合作。

合作機構 伙伴書店

多媒體器材贊助 指定印刷

製作支援及教育伙伴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李惠利)
多媒體及互聯網科技系  視聽娛樂科藝 高級文憑



Name姓名

請支持進念 ‧二十面體，讓年青人多一個接觸藝術的機會！
Support Zuni Liberal Studies and Arts-in-Education Programme --  give young people more chances 
to learn ARTS!

進念通識及藝術教育活動是一個藝術教育平台，藉舉辦學生導賞專場、展覽、工作坊及座談會，提供學生
多元化的劇場經驗。您的捐助，可使這個計劃延續及發展，使更多學生得益，成就我們的下一代！
Zuni Liberal Studies and Arts-in-Education Programme is a platform providing diverse experiences in arts for students through activities such 
as performances, exhibitions, workshops and lectures. Your donation will help promote arts and nurture our younger generations.

Contact Number聯絡電話 

Name of Cardholder持卡人姓名

Credit Card Number信用卡號碼

Signature of Cardholder持卡人簽署 Date日期

Postal Address郵寄地址

HK$ 500

E-mail電郵

Expiry Date到期日 ( 月MM / 年YY )

HK$ 1,000 HK$ 3,000 Other Amount HK$其他金額

Acknowledged as鳴謝為
I prefer not to be acknowledged publicly.本人無須公開鳴謝

捐款港幣$100以上人士，可獲發收據作申請扣稅之用。
An official receipt will be issued for donation of HK$100 or above for tax deduction purpose.

Master Card

劃線支票：抬頭請填寫「進念‧二十面體有限公司」，請在支票背後填上閣下之姓名及聯絡電話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Zuni Icosahedron Limited”. Please write down your name and contact number at the back of the cheque

(請用信用卡上之簽名式樣 Please use authorised signature as on your credit card)

註：
．若以支票付款，請將表格連同支票寄回「進念‧二十面體」(地址：香港柴灣祥利街9號祥利工業大廈7樓B室)。
．若以信用卡付款，請將表格寄回「進念‧二十面體」、電郵至info@zuni.org.hk 或傳真至+852 2838 7527。 
．我們將於收到表格後7天內致電或以電郵方式與閣下聯絡。
．閣下提供之個人資料只供捐助跟進及通訊用途。如欲查閱或更改個人資料，請致電進念‧二十面體 +852 2893 8704 或電郵至  info@zuni.org.hk 查詢。
Remarks:
．If the payment is settled by cheque,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together with the cheque to “Zuni Icosahedron” (Address: Unit B, 7/F., Cheung Lee Industrial Building, 
　9 Cheung Lee Street, Chai Wan, Hong Kong).
．If the payment is settled by credit card,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by post, email (info@zuni.org.hk) or fax (+852 2838 7527).
．Upon receipt of this form, our staff will contact you within 7 days.
．All information collected is used for follow-up and communication purposes. If you would like to access or chang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at +852 2893 8704 or email to info@zuni.org.hk

Credit Card Payment信用卡付款 Visa 匯財卡 萬事達卡

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
A charitable institution is exempt from tax under section 88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先生 Mr. /
小姐 Ms. /
女士 Mrs.

捐助表格 DONATION FORM 

 I / We would l ike to donate我 / 我們樂意捐助 

For donations of HK$1,000 or more, an acknowledgement will be made in Zuni Annual Report 2012/13 in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amounts donated.

進念‧二十面體將於2012 / 13年度報告中，向捐款港幣$1,000或以上人士以捐款金額分組列名鳴謝。

Payment Method付款方法 

進念學生藝術教育活動捐助計劃 ZUNI LIBERAL STUDIES AND 
ARTS-IN-EDUCATION DONATION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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