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戲劇協會團體會員及代表 (截止2022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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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001 赫墾坊劇團 吳家禧 GM053 影話戲有限公司 羅靜雯 GM104 Loftstage 謝健民 GM154 千載一念 馮世權 鄧子琪

GM002 中天製作有限公司 麥 秋 GM054 空想劇場 李振宇 曾漢仲 GM105 一張紙劇場 陳煒雄 曾皿堅 GM155 她他劇社 林業 劉鳳英

GM003 觀塘劇團 呂志剛 鄧鳳儀 GM055 瘋流劇團 陳基威 蕭勁強 GM106 拉闊劇團 梁永能 李永賢 GM156 火鍊劇團 梁鎰康 李紫僖

GM004 香港話劇團 彭婉怡 黎栩昕 GM056 劇棧 彭潔融 李伯衡 GM107 Theatre Noir Antonia Yeung GM157 見一步行兩步製作 蘇嘉懿 勞婉雯

GM005 中英劇團 李淑君 李婉君 GM057 亂描舍 趙汝俊 司徒侃然 GM108 700 張志敏 GM158 小樹窿劇團 連綺文 盧施予

GM006 第四線劇社 喬寶忠 張振中 GM058 香港兒童音樂劇團 馬蘊怡 陳力生 GM109 不小心創作社 艾文 李潤承 GM159 誇啦啦藝術集匯有限公司 Lynn Yau Dr. Vicki Ooi

GM007 演戲家族 姚潤敏 彭鎮南 GM059 大細路劇團 林英傑 GM110 盛夏劇團 關凱寗 鄭國政 GM160 綠葉劇團 黃俊達

GM008 湛青劇社 周美寶 黃劍冰 GM060 進劇場 陳麗珠 紀文舜 GM111 MetroHolik Studio 蔡澤民 陳焯威

GM009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 王添強 鄭兆麟 GM061 中大醫學生劇社 GM112 俳優劇場 陳美嬋 黃嘉兒

GM010 灣仔劇團 馮佩霞 梁倩雯 GM062 觸動舞台 程翠雲 毛顯威 GM113 綠光製作 關逸揚 Wong Chi Larry

GM011 編導製作 蔡駿威 李月卿 GM063 姊宮樂園 黃雪文 楊詩敏 GM114 黑目鳥劇團 鄧世昌 柯嘉琪

GM012 新域劇團 蔡錫昌 楊君樂 GM064 香港浸會大學劇社 黃健剛 許嘉鳳 GM115 顛覆盒子 李慧心 禢綺韻

GM013 沙田話劇團 衛慶祥 GM065 香港影視劇團 謝月美 朱穗平 GM116 一路青空 歐珮瑩 黃懿雯

GM014 生活話劇團 胡珍芬 袁立勳 GM066 風車草劇團 湯駿業 邵美君 GM117 A2創作社 陳仕文 文傑聰

GM015 平安劇社 林兆秀 鄭麗芳 GM067 藝棚創作 馮兆章 黃懿雯 GM118 林澤群實現劇場 林澤群 Darren Byrant

GM016 藝進同學會 呂漢光 黃澤民 GM068 香港教師戲劇會 錢德順 黃麗萍 GM119 黃龍斌劇場 黃龍斌 張淑芬

GM017 演藝、演藝 顏玉芬 李寶珠 GM069 九龍城浸信青年劇社 葉曉雲 陳浩熊 GM120 創典舞台 陳基惠 林尚德

GM018 展藝友集 向展鴻 徐宜英 GM070 詩人黑盒劇場 黃詠詩 陸昕 GM121 音樂劇作 陳健迅 黃思豐

GM019 同流有限公司 鄧偉傑 GM071 壹團和戲 侯詩雅 葉家璇 GM122 三木劇作 林倩嬌 陳小茵

GM020 劇場組合 (PIP) 詹瑞文 GM072 楚城 張飛帆 鄭頌祺 GM123 劇道場 歐錦棠 萬斯敏

GM021 志郎團 曾莉莉 馮慧瑛 GM073 思定劇社 李韡儀 林偉年 GM124 ie studio 張貝琳 張貝瑩

GM022 香港基督徒文娛協會 陳桂芬 布韻婷 GM074 遊戲人間 蕭新泉 GM125 六四舞台 列明慧 張家弘

GM023 致群劇社 余世騰 卓躒 GM075 藝技寨 黃健勤 譚傑雄 GM126 仲劇團 葉嘉茵 何繼紳

GM024 赤犢劇團 鄭傳軍 程翠雲 GM076 天邊外劇場 陳曙曦 GM127 聯校製作 Luk Wing Yan Kwong Sug Ying

GM025 草乙坊 關倩儀 陳積玉 GM077 一條褲製作 胡海輝 潘藹婷 GM128 藝君子劇團 尹偉程 黃釗鑫

GM026 彩虹劇社 劉倩琴 林少芬 GM078 範團 李成傑 周雪瞖 GM129 心靈客棧 鄧智堅

GM027 鄧樹榮戲劇工作室 鄧樹榮 GM079 禾地山 甘凱瑩 余俊威 GM130 另類體驗劇場 陸永基 希偉賢

GM028 青輝劇社 劉志誠 莫美嫦 GM080 PS 劇場 馬浩賢 陳葒 GM131 香港玩劇團 金錫康 梁永強

GM029 藝遙軒 黃澤雄 鄧美貞 GM081 小戲棚大劇竇 陳旭恆 江梓維 GM132 雙非劇團 陳藹瑩 曾倩婷

GM030 平凡劇社 GM082 DG HOUSE 謝志良 李菁菁 GM133 浪人劇場 譚孔文

GM031 香港青年基督徒劇團 陳嘉麗 陳錦華 GM083 西域城 楊偉傑 洪蔓玲 GM134 黑暗劇場 陳衍泓 鄭慧君

GM032 奇蹟設計工場 陳柏昌 伍美霞 GM084 異人實現劇場 林澤群 黃龍斌 GM135 夢飛行合家歡劇團 林玉盈 余健生

GM033 丁劇坊 尤若愚 GM085 巧克力劇場 Hoi Pui Man Cheng Ho Nam GM136 舞台戲藝團 馮冠豪 龍智傑

GM034 雁飛翔劇團 馬寶明 陳玉英 GM086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陳恆輝 陳瑞如 GM137 眾聲喧嘩 方祺端 謝徵燊

GM035 三角關係 李翠兒 GM087 進念‧二十面體 簡溢雅 陳浩峰 GM138 POP THEATRE 區永東 陳永泉

GM036 海燕劇社 鄭國偉 劉文清 GM088 W創作社 黃智龍 GM139 藝堅峰 鄺秀嫻

GM037 油尖旺惡作劇場 彭凱筠 GM089 正劇圓台 劉穎璇 陳健迅 GM140 瓷戲劇社 謝蓉 黃英傑

GM038 荃灣青年劇藝社 黃翠儀 陳秋艷 GM090 istage 鄭婷兒 GM141 香港戲劇工程有限公司 蔡錫昌 姚蘊香

GM039 開心劇場 盧 雄 冼寶儀 GM091 青皮人藝術合作社 黃美玲 陳明慧 GM142 同遊劇場 羅濠邦 顏正朗

GM040 眾劇團 蔡鍚昌 伍秀儀 GM092 R&D劇場 何敏文 黃曉初 GM143 演活藝術 Yu Yuk Wah, Gia Chan Man Nei, Bonny

GM041 劇場空間 廖卓良 張飛帆 GM093 另劇場 陳錦龍 蔡穎賢 GM144 Cult創作 張敏軒 連乙峰

GM042 劇場工作室有限公司 余翰廷 廖淑芬 GM094 阿盧製作 盧俊豪 梁慧珍 GM145 Just Education Services Organisation 陳振權 鄭鳳玲

GM043 八月十五劇團 王錦洪 何月桂 GM095 黑犬劇團 趙堅堂 胡諾雯 GM146 Singingholic 李穎芝 林灌勤

GM044 樹寧．現在式單位 許樹寧 吳潤康 GM096 劇团工力二人 葉榮煌 蘇育輝 GM147 舞台聯盟 鄧永威 李澤林

GM045 戲燄 賴恩慈 馮世權 GM097 騎士創作 黃嘉威 陳冠中 GM148 結界達人 趙浩賢

GM046 好戲量 陳裕君 黃綺雯 GM098 嶺南大學學生會劇社 郭偉祺 陳基惠 GM149 舞台山莊有限公司 鄧永威 李澤林

GM047 蔚藍天 陳哲民 GM099 團劇團有限公司 陳淑儀 楊惠芳 GM150 神戲劇場有限公司 黃秋生 張珮華

GM048 捌秋壹 廖愛玲 區祟基 GM100 心創作劇場 張瑋珮 陳慧心 GM151 黑幕 鄧國洪

GM049 糊塗戲班 魏綺珊 陳文剛 GM101 三人蜜近 馮海泙 丘展誠 GM152 榞劇場有限公司 陳淑儀 伍潔茵

GM052 7A班戲劇組 黃詠詩 GM103 大戲癮力 楊國樑 胡國深 GM153 香港五感感知教育劇場 黃育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