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七屆香港舞台劇獎提名名單     

   
(一 )  最佳製作      
  《父親》    香港話劇團      監製：梁子麒  

《謊言 The Truth》  PROJECT ROUNDABOUT 監製：張志偉  
《奮青樂與路》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香港培正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監製：何力高   
  

(二 )  最佳導演  (悲劇 /正劇 )    
  陳恆輝   《香港三姊妹》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陳曙曦   《大汗推拿》    風車草劇團  
馮蔚衡   《父親》     香港話劇團  

    
(三 )  最佳導演  (喜劇 /鬧劇 )    

方俊杰   《奮青樂與路》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香港培正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李鎮洲   《謊言  The Truth》   PROJECT ROUNDABOUT  
陳淑儀   《在牛池灣轉角遇上彩虹》  榞劇場    

  
(四 )  最佳劇本     

張達明   《塵上不囂》       香港話劇團  
潘惠森   《武松日記》       香港話劇團  
龍文康   《香港家族三部曲－香港太空人》  香港藝術節    

  
(五 )  最佳男主角﹙悲劇 /正劇﹚     
  毛俊輝   《父親》     香港話劇團  

陳康   《傷城記》     六四舞台  
郭穎東   《李鍾嶽與秋瑾》   荃灣青年劇藝社  

    
(六 )  最佳男主角  (喜劇 /鬧劇 )    
  王耀祖   《獨坐婚姻介紹所》【激新版】  iStage 

李鎮洲   《武松日記》      香港話劇團  
潘燦良   《謊言  The Truth》     PROJECT ROUNDABOUT



    
(七 )  最佳女主角  (悲劇 /正劇 )    
  陳桂芬    《 27 個小孩的媽媽》  劇場空間  

彭杏英   《父親》     香港話劇團  
蘇玉華   《塵上不囂》    香港話劇團    

  
(八 )  最佳女主角  (喜劇 /鬧劇 )    
  王曉怡   《水滸嘍囉》    中英劇團  

吳鳳鳴    《愛喪事家庭》（重演）  有骨戲  
陳凌軒   《媽媽聲》     三角關係  

    
(九 )  最佳男配角  (悲劇 /正劇 )    
  王喜   《雷雨對日出》    新光中國戲曲文化  

梁天尺   《塵上不囂》    香港話劇團  
高翰文   《埋藏的秘密》    香港話劇團  
細蘇   《家‧寶》（重演）   三角關係  
張崇基   《音樂劇馬丁路德》   真証傳播  
劉守正   《回歸》     香港話劇團  

    
(十 )  最佳男配角  (喜劇  /  鬧劇 )     
  陳永泉   《謊言  The Truth》   PROJECT ROUNDABOUT  

陳鈞鍵   《愛喪事家庭》（重演）  有骨戲  
鄧世昌   《下一秒我就憎你》   W 創作社    

  
(十一 )  最佳女配角  (悲劇  /  正劇 )    
  吳鳳鳴   《尋找快樂時代 2017》  舞台山莊  

黃慧慈   《父親》     香港話劇團  
黃慧慈   《埋藏的秘密》    香港話劇團    

  
(十二 )  最佳女配角  (喜劇  /  鬧劇 )   
  黃哲希   《謊言  The Truth》   PROJECT ROUNDABOUT  

藍真珍   《愛喪事家庭》（重演）  有骨戲  
蘇玉華   《謊言  The Truth》   PROJECT ROUNDABOUT 

 
(十三 )  最佳舞台設計      
  王健偉   《大汗推拿》    風車草劇團  

邵偉敏   《下一秒我就憎你》   W 創作社  
孫詠君   《培爾‧金特》    天邊外劇場  



黃逸君   《父親》     香港話劇團  
張瑋師   《谷爆笠水帶位員》   中英劇團  

  
(十四 )  最佳服裝設計      
  袁玉英   《三國》     香港戲劇工程  

黃志強   《小城風光》    新光中國戲曲文化  
黃志強   《孔子‧回首 63》   中英劇團  
鄭文榮   《仲夏夜之夢 2.0》   演戲家族   

    

(十五 )  最佳燈光設計      
  李衛民   《耋 Simply Charles》  新域劇團  

馮國基   《小城風光》    新光中國戲曲文化  
楊子欣   《父親》     香港話劇團    

  
(十六 )  最佳音響設計      
  姜達雲   《音樂劇馬丁路德》   真証傳播  

夏恩蓓  《奮青樂與路》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香港培正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梁寶榮   《父親》     香港話劇團    
  
(十七 )  最佳原創曲詞      

作曲：高世章  《奮青樂與路》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填詞：岑偉宗       香港培正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作曲  /  填詞：徐偉賢  《音樂劇馬丁路德》   真証傳播  
作曲：盧宜均   《這夜免收人頭費》  一舖清唱  
填詞：劉兆康     

(十八 )  最佳配樂     
  丁宗偉   《培爾‧金特》    天邊外劇場  

高世章  《奮青樂與路》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  
             香港培正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陳偉發   《武松日記》    香港話劇團  
盧厚敏   《三國》     香港戲劇工程    



  
(十九 )  最佳化妝造型      

陳明朗、温筱敏  《水滸嘍囉》   中英劇團  
陳明朗     《三國》    香港戲劇工程  
黃志強    《紅梅再世》   香港話劇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