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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Out! 形體 · 卡巴萊 

A Physical Cabaret 

 

說到「性」，人人都有 Come Out 需要！ 

Come Out 不是同志的專利，生活在密不透風的香港，不論你是攣、是直、戀母、易服、還是純

粹想捍衛你/妳的性空間，由進入一刻，生命形成開始，到走在青春林蔭的道路上，探索「性」的

過程總有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的故事埋藏在私密深處，夜闌人靜時像蟲子般咬你/妳一口，癢得令

人蓄勢待發，渴望 Come Out! 

團隊將由自身體驗出發，借用百老匯音樂劇歌曲，在變化多端的 JCCAC 黑盒劇場以一場「形體

X卡巴萊」與觀眾來一次集體 Come Out。歌曲選自 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The Last Five 

Years、Taboo、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Jamie 、Spring Awakening 和 Fun Home 等劇目。 

粵語對白，英語演唱。 

 

 

 

音樂劇作是… 

音樂劇作是公園裡忘形地手舞足蹈的小孩，是新世代高漲的嗓門，響亮的聲音； 

音樂劇作是空間、音律和身體的交錯與連結，用作書寫我們城市的工具； 

音樂劇作是超越人和社會界線的一場慶典，是生活的一場派對。 

我們首個製作是講述人面對變遷的《囍帖街》流行音樂劇，其後搬演 Dear Evan Hansen和《星

聲夢裡人》創作人作品《邊緣戀曲》(Edges)；最近製作有《夢想期限 tick, tick… BOOM！》、 

Songs for a New World，以及由朱柏謙導演的形體卡巴萊作品 Come Out!。目前正集中發展「室

內音樂劇」 (Chamber Musical)、新音樂劇培育計劃 MT Lab、和各項社區巡迴、教育及外展項

目。 

 

藝團網頁：www.musicaltrio.hk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musicaltrio/ 

 

 

 

www.musicaltrio.hk
https://www.facebook.com/musicaltrio/


曲目 

“The Word of Your Body / The Guilty Ones” 
劇目：Spring Awakening 

作曲：Duncan Sheik 作詞：Steven Sater 

 

“Confrontation” 
劇目：Jekyll & Hyde 

作曲：Frank Wildhorn 作詞：Frank Wildhorn 

 

"And You Don't Even Know It" 
劇目：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Jamie 

作曲：Dan Gillespie Sells 作詞：Tom MacRae 

 

“Sexy” 
劇目：Mean Girls 

作曲：Jeff Richmond 作詞：Nell Benjamin 

 

"Nobody Needs to Know" 
劇目：The Last Five Years 

作曲：Jason Robert Brown 作詞：Jason Robert Brown 

 

"Tilly's Aria/Frank and Tilly Make Love" 
劇目：Melancholy Play: a chamber musical 

作曲：Todd Almond 作詞：Sarah Ruhl 

 

“Someone Like You” 
劇目：Jekyll & Hyde 

作曲：Frank Wildhorn 作詞：Frank Wildhorn 

 

"The Origin of Love" 
劇目：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 

作曲：Stephen Trask 作詞：Stephen Trask 

 

"Ring of Keys" 
劇目：Fun Home 

作曲：Jeanine Tesori 作詞：Lisa Kron 

 

"Marry Me a Little"  
劇目：Company 

作曲：Stephen Sondheim 作詞：Stephen Sondheim 

 

"Stranger In This World" 
劇目：Taboo 

作曲：Boy George 作詞： Boy George 

 

"Like Breathing" 
劇目：Edges 

作曲：Benj Pasek & Justin Paul 作詞：Benj Pasek & Justin Paul 

 



 

導演的話 

欠了自己很多 

欠的其實就是最想要的 

最欠的 

是對自己的一個表白 

 

愛您 

親愛的朱栢謙 

  



團隊介紹 

 

朱栢謙* 導演 

現為演戲家族創作組長，終能在 2019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導演系

碩士課程。曾為中英劇團全職演員，香港小交響樂團駐團藝術家及香港

電台《好想藝術》主持等。近作有 Viutv《教束》。 

 

 

* 蒙演戲家族批准參與製作 

 

 

 

孔奕佳  音樂總監 

鋼琴及大提琴手，從事音樂劇及劇場音樂創作、編曲、錄音樂手、配樂等

工作。2004年起與進念．二十面體合作，亦參與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

及演戲家族等多個劇場製作。音樂劇作曲包括《車你好冇》、《沒有人造

衛星相撞的夜空》。近年編曲作品包括鄭欣宜《女神》、許廷鏗《神奇之

旅》、麥浚龍《暴烈．34》及方皓玟《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

《願》等。另參與楊千嬅、周國賢、容祖兒、陳奕迅等多位歌手演唱會演

奏工作。作品曾獲 CASH、香港舞台劇獎及商業電台等多個奬項。 

 

 

邢灝 編舞及創作演員 

邢灝在 2013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獲頒藝術學士（榮譽）學

位，主修表演。2011 至 2013 年考獲「香港賽馬會獎學金」，2012至

2013 年獲頒「董事會主席獎學金」，並連續兩年獲得「優秀學生獎」。

曾多次參與校內演出包括：《豐收月起舞》、《秀才與劊子手》、《施卡

本的詭計》、《彼岸》及《我要高飛》。除此，邢氏更曾以舞者及編舞身

份於 2007-2010年間三度參與《景點舞蹈嘉年華》，並以同樣身份參加

「舞．狀元」青年舞蹈比賽及港澳舞蹈比賽「DANCE DELIGHT」，分別取得冠軍及季軍。 

 

 

 



 

畢業後曾擔任香港中英劇團駐團演員(2014-2018)，演出劇目包括：音樂劇《巴打修女騷一

SHOW！》及《戇大人》。戲劇演出有《解憂雜貨店》、《羅生門》、《水滸嘍囉》、《谷爆笠

水帶位員》、《孔子 63》、《多次元戀愛》、《月愛·越癲》、《大龍鳳》（廣州公演及重

演）、《禧春酒店》（中英 35周年誌慶版）、《過戶陰陽眼》、《頭注香~2014全身反轉

玩》、《海倫·凱勒》及 英文話劇《變身怪醫》（Jekyll and Hyde）等。 

其他舞台演出包括：Theatre Noir《狄更斯的快樂聖誕音樂劇》、演藝進修學院，《歌舞青春音

樂劇 2》及《歌舞青春音樂劇》等。 

現為自由身演員。 

 

 

陳雅珊 編舞 

Chan Nga Shan is a dancer, dance instructor and choreographer, a 

dance movement psychotherapist specializing in Movement Analyst.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Musical Theatre Dance. Shan began her career working in various 

media with different artists including visual arts, films, site specific 

dance, musical, theatre performanc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events with renowned brands.  Shan is also the co-founder of Dance 

Unique and has also founded Theatre Soma, which specialises in 

Therapeutic Theatre and had their show debut in the 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 2013.  

 

As a dancer, Shan has always been fascinated with the power of movements and focused her 

research in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In 2011, she received a scholarship from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Music and Dance Fund to further pursue her master degree in Dance Movement 

Psychotherapy in the United Kingdom.  Her main area of interest is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for mental illness. She has worked in the NHS hospital in UK 

with adults showing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and autism; and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developmental delay and learning difficulties. Shan is recently volunteering in Africa, providing 

therapy sessions to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HIV and traumatic experiences. She has also been 

invited to hold workshops in UK and Europe. Shan is a contributor fo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Dance and Wellbeing”. 

 

 

 

 

 

 



 

周詠絲  歌唱指導  

Seesy是歌唱及發聲指導、舞蹈教師及編舞者。於 2012年獲得柏立基爵

士信託基金研究生課程獎學金，遠赴英國伯明翰 Royal Birmingham 

Conservatoire (前名為 Birmingham School of Acting) 修讀專業實用發聲

碩士課程。期間她專注研習身體在舞動時如何影響呼吸及發聲，並從中

找出一套綜合身體與聲音結合的練習，以針對音樂劇或形體劇場的演員

在舞台上邊發聲和邊舞動的挑戰。課程中她曾參與不同資深發聲導師的

課堂，包括 Cicely Berry, Barbara Houseman and Edda Sharpe；此外

更數次參與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聲音工作坊。期後在 Tring Park School for the Performing 

Arts實習，為戲劇及音樂劇學生作歌唱及發聲指導。 

 

在取得專業實用發聲碩士學位之前，她在 2006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主修音樂劇

舞。在學期間，分別於 2004年及 2006年兩度獲得成龍慈善基金獎學金及於 2005年獲得香港音

樂劇協會獎學金；此外，周氏考獲英國 ISTD 踢躂舞高級（榮譽）證書。及後於 2008年赴美國百

老匯深造歌唱及舞蹈技巧。並於 2009年與另外兩位劇界人士成立音樂劇作。 

 

Seesy現於香港演藝學院的戲劇學院兼任發聲及音樂劇舞導師。 

 

趙婉妏  佈景及服裝設計 

2016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獲學士(榮譽)學位，

主修佈景及服裝設計。在校期間，曾獲周生生獎學金、卓越才藝獎學

金、湯兆榮創意獎學金、舞台製作藝術－最具潛質設計學生獎等。 

最近參與服裝設計作品包括：天邊外劇場新導演計劃《傷逝如她》、香

港演藝學院 - 《原野》、歌劇《魔笛》；星動音樂劇團《阿里巴巴與四

十大盜》、《小飛俠》、《森林之王》；The HKU Black box  “Hansel & Gretel”；城市當代舞蹈

團－舞蹈延續創作平台《二延體－怯》、澳門福隆計劃－獨腳戲《紅豆喳喳》、環境舞蹈

《Dilemma》等。助理服裝設計作品：香港培正中學《奮青樂與路》音樂劇（重演）、香港舞蹈

團《金裝龍鳳茶樓》、香港演藝學院－浦契尼歌劇《修女安潔莉卡》及《奪產記》、歌劇《荷夫

曼的故事》等。佈景設計作品：香港演藝學院《馬克白》、《晚安，媽媽》（執行佈景設計）；

第十屆華文戲劇節《馬克白》。佈景及服裝設計作品：香港展能藝術會《路．一起走》。 

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近年亦有參與電影美術及服裝設計工作。 

 



林宛珊  燈光設計及執行舞台監督  

劇場燈光設計師 

在黑暗中尋找光明 

深信劇場是一個整體 

Less is More 

設計領域包括戲劇、舞蹈、音樂會。 

 

憑燈光設計作品《鄭和的後代》入選 2017世界舞台設計展（新晉燈光設計）。 

 

現為自由身燈光設計師、舞台工作者。 

Website: https://sandyenlightenspace.wixsite.com/sandylam 

Facebook Page: Sandy Lam 

 

黎智勇 音響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音響設計及音樂錄音。在學期間曾兩度獲頒成龍

獎學基金，畢業後曾於香港電台擔任錄音師及混音工作。現為香港作曲家及

作詞家協會會員。黎氏憑中英劇團《復仇者傳聞之驚天諜變反擊戰》一劇獲

香港戲劇協會頒發第 25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音響設計」及「最佳配樂(提

名)」。2010年曾為香港電台 7.1聲道廣播劇《毒戒》作音響設計及混音, 獲 New York Festivals

頒發 ”Craft and Technique - Best Editing”。 

作曲及音響設計包括: 中英劇團 《復仇者傳聞之驚天諜變反擊戰》、《過戶陰陽眼》、《大龍

鳳》、香港藝術節《論語》、香港話劇團《虎豹別野》、7A班戲劇組《上一輩子的情人》、糊塗

戲班《笑之大學》、同流《關愛》、海洋公園《哈囉喂》鬼屋。音響設計包括: 7A班戲劇組《抱

歉，我正忙著失戀》、《灰闌》，Theatre Noir《螺絲小姐》、W創作社《小人國》、愛麗絲劇

場實驗室《觸怒觀眾》、奔騰製作《龍鳳耍花槍》、朱凌凌《搏到單車變摩托》等。音樂總監: 

Theatre Noir 《狄更斯的快樂聖誕音樂劇》、Loft Stage《我不要被你記住》。 

黎氏曾為樂隊主音及結他手，與本地歌手黃耀明、何韻詩、王菀之、泳兒等合作演出。05年成立

公司 Marsical Label從事音樂、音響及錄像等製作，並於香港演藝學院任兼職導師。 

 

 

https://sandyenlightenspace.wixsite.com/sandylam


 

邵天慈  鍵琴 

邵天慈從小就讀澳門演藝學院，並於澳門青年音樂比賽中屢獲殊榮。

2003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期間更奪得首屆 Toyama亞洲鋼琴

比賽中國樂曲組香港區冠軍，其後於紐約曼克頓音樂學院古典鋼琴系取

得碩士學位。曾於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新加坡、紐約及荷蘭等地演

出。 

曾參與不同演唱會及音樂劇演出。2014年獲邀到卡內基音樂廳與一眾華裔演唱家合作。曾參與現

場伴奏及音樂總監的卡芭萊作品包括：陳皓妍Where’s he/me?、劉榮豐 Lonely Hearts Club 

Hour 、原子鏸 How I Caught A Perfect Man、外百老匯音樂劇 Songs For A New World, Tick 

Tick...Boom 以及百老匯音樂劇 Smokey Joe’s Café (現場伴奏)。 

 2018 邵氏與結他手劉曉東組成爵士樂隊 In Harmonies，樂隊成立後曾在多個場地舉辦音樂會並

與本地活躍樂手及歌手合作無間。同年邵氏在荷蘭組成 CHI 爵士樂四重奏於當地多個表演場地及

音樂節演出，並獲得澳門爵士樂協會邀請將於 2019年 12月到澳門、珠海及香港等地作交流演

出。 

  

2016 年邵氏獲澳門文化局演藝發展廳獎學金資助到鹿特丹音樂學院進修爵士鋼琴及作曲。曾任澳

門演藝學院鋼琴系及樂理導師以及香港演藝學院舞蹈系全日制課程鋼琴伴奏老師。邵氏現為本地

無伴奏合唱組合「姬聲雅士」成員之一。 

 

 

彭思硯 Mida  創作演員 

2018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

修表演。現為自由身演員。從不停止發夢，不願老去。 

近期演出包括：HK3ami《Smokey Joe’s Cafe》、Teens Theatre

《葬鯨魚的人》、一條褲製作演讀劇場：《螢火》、演戲家族《老子

駕到》(劇場版)、新視野藝術節《聲說未來》、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後戲

讀劇《雨季》等。 

創作演員 

 

 

 



李灝泓 Tony 創作演員 

現為自由身演員及戲劇導師。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表演。在

校期間，連續兩年獲傑出演員獎。畢業後，一度於香港流行歌唱訓練中心

研習集中聲線訓練(Focus Voice Training)。2017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五屆藝術人才培育計劃」資助，於劇場工作室擔任全職實習演員一年 

近期演出包括：音樂劇作《夢想期限 tick,tick…BOOM!》、《濃情集：成長的樂章》；劇場工作

室《漂流溪澗》、《白日街燈》；演戲家族《朝暮有情人》中國巡演、《仲夏夜之夢》；香港話

劇團《慾望號雞批》、《太平山之疫》；劇場空間《單身·友·情人》、《胡一刀》、《布拉

格．1968》等。 

除演員工作外，也曾於不同演出中以結他彈唱和伴奏。早年考獲跆拳道一級資格（紅黑帶），曾

為校內演出編排武打動作。 

 

羅正心 Ellie#  創作演員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應屆畢業生，主修表演。曾於美國波士頓留學主

修舞台表演，如無意外將於 2020年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曾經多次擔任

慈善活動及學院活動司儀。 

近期參與演出包括：香港演藝學院及中英劇團合辦《備忘錄》、前進進

《飛吧，臨流鳥，飛吧！》讀劇演出、編劇工場 6《請讓我進去》丶校內參與演出包括：《青春

的覺醒》、《空活》、《Unknown 進行中》、音樂劇《Rent》、導演工作坊《雨季》。並且在

《青春的覺醒》中憑 Ilse一角獲第十一屆香港小戲場獎優秀女演員之提名。 

# 蒙香港演藝學院批准參與演出 

 

姜敬朗 Kelvin (Kingz)  創作演員 

2019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

表演。 

在校演出包括：音樂劇<<青春的覺醒>>、<<備忘錄>>（與中英劇團聯

合主辦）、<<Musical Cabaret : Rent>>、<<馬克白>>。其他演出包

括：音樂劇<<D之殺人事件>>（iStage校外實習）、遙感城市 Remote 

Hong Kong（聲音導航體驗劇場導賞員）。 

現為自由身演員及迪士尼朋友表演者。 



 

倪嘉偉  製作經理及舞台監督  

自由身製作經理及舞台監督。2005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舞台管

理。 

畢業後曾任職香港展能藝術會。十數年來與本地多個藝術團體合作，負責

製作管理、舞台管理或技術統籌工作。 

 

 

陳健迅  概念及監製 

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音樂劇碩士，留英期間於 Yellow Earth Theatre 實習；

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獎學金得主；音樂劇作創辦人及藝術總

監，並參與演出、編舞、翻譯、導演和監製等崗位。 

  



 

      Supported by: 

    

 

 

 

 

 

 

 

 

 

 

 

 

 

 

 

 

    

Ticketing Partner: 

 

 

 

 

 

 

 

 

 

 

 

  



 

 

特別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林可嘉 

余菁華 

姚詠芝 

鄒棓鈞 

李趣慧 

余振球 

黃懿雯 

演戲家族 

劇場空間 

Studio for A 

香港戲劇協會 

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藝術發展局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https://www.facebook.com/Marsical.Label/


 

 

2019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越界青年·隨想錄》巡迴演出、展覽即將展開 

工作坊現正接受報名！ 

 

 

 

https://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ab/tc/ccas19_10.php


 

 

 

【加場！】 

《濃情集·成長的樂章》學校巡迴演出將加場至年底， 

詳情請與我們聯絡！ 

 

填寫網上問卷 

https://forms.gle/w1x7aLsZosazcBCG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