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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養院舍內，三個面對絕症的病人：阿祖，期待妻子阿敏及兒子的探訪；阿恩，面對突

然來訪的前妻菲菲發現他與同性伴侶Mark之關係；湯太，一心只記掛已故的二女，與

大女阿絲積存矛盾，亦令病情逐步惡化。站在否認與接納、妒忌與包容、疼愛與憤恨的

分叉口，他們如何抉擇？

《The Shadow Box》於1977年紐約百老匯首演，獲東尼獎最佳戲劇獎及普立茲戲劇獎；

1980年由保羅紐曼執導的電影版亦勇奪金球獎獎項及三個艾美獎提名。此劇曾以不同語

言於世界各地搬演，1987年張之珏導演出任香港演藝學院導演系主任期間曾翻譯並執導

此劇，首次搬上香港舞台。
 
是次製作乃張之珏導演繼《小城風光》Our Town (2017) 及《玻璃動物園》The Glass 

Menagerie (2018) 後，再次聯同頂尖創作團隊，第三度為「新光中國戲曲文化」執導的

百老匯舞台經典系列作品。
 

2019.8.28（星期三）7:30pm 
北角新光戲院大劇場

捐款及查詢：香港防癌會        電話：3921 3821         電郵：pr@hkacs.org.hk        網頁：www.hkacs.org.hk

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香港防癌會於1963年成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牟利抗癌機構，一直致力推動各項

抗癌工作，竭力為香港市民提供相關的多元化服務。屬下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為癌症

患者、長期病患及體弱的長者提供優質的護養服務，以照顧他們不同階段的需要。是

次舞台劇所籌得的善款會用於各項慈善服務，包括慈善愛心病床、藥物資助計劃及心

願計劃等，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癌症病人及其家人共同走過抗癌路。

冠名贊助：

有
限
公
司

受惠機構：

人物演員

導演：張之珏

原著：麥可·克里斯多夫(Michael Cristofer)

藝術顧問：鍾景輝博士

編劇：Michael Cristofer

導演／翻譯：張之珏

演員：謝君豪、張可頤、江美儀、楊英偉、李蕙敏、

            區嘉雯、黃建東、黃慶堯、邱福永、周漢寧

佈景設計：曾文通

服裝設計：黃志強

燈光設計：馮國基

作曲及音響設計：馬永齡

化妝設計：陳明朗

監製：黎鑑鋒、張寶之

執行監製：黃懿雯

製作經理：李浩賢

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日期：2019年8月28日（星期三）

時間：7:30pm

地點：北角新光戲院大劇場

香港防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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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善長：

《但願人長久》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舞台劇《但願人長久》是著名舞台劇導演張之珏先生的作品，亦是其新光百

老匯經典系列的第三部曲，內容圍繞著三位病重的病人及其至愛親人，如何一起

面對人生的最後路程，讓觀眾深切體會生命與死亡之間的關係。

香港防癌會獲此舞台劇製作單位將8月28日(星期三)演出場次定為防癌會慈善

專場，善長們可透過香港防癌會購買門票。香港防癌會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牟

利抗癌機構，屬下的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照顧正經歷癌症旅程的病人及他們的家

屬，給予病者及家人貼心的支援及照顧，讓患者有著「家以外之家」的感覺。衷

心感謝隨緣樂助慈善基金冠名贊助是次活動，收益將撥捐防癌會屬下慈善項目，

包括「慈善愛心病床」、「藥物資助計劃」及「心願計劃」等，以支持我們繼續

為癌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優質支援服務。

《但願人長久》翻譯自著名百老匯戲劇《The Shadow Box》，此劇於一九七

七年曾獲普立茲戲劇獎及東尼獎最佳戲劇獎。而張之珏先生早於1987年為該劇翻

譯及執導，更成為該屆學生的畢業演出。至於是次舞台劇演出陣容強勁，包括金

馬獎「最佳男主角」謝君豪、TVB「我最喜愛的女主角」張可頤、江美儀、楊英

偉、李蕙敏、區嘉雯、黃建東、黃慶堯、邱福永、周漢寧等等。

隨函附上慈善專場訂購方法，如有查詢，請聯絡本會傳訊及籌募主任陳倩筠

小姐（電話：3921 3820 / 3921 3821；電郵：sandra.chan@hkacs.org.hk）。敬希

賜覆。

衷心感謝您認同防癌會的工作，並對我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敬祝

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朱楊珀瑜女士BBS

香港防癌會主席

鄧智偉教授

香港防癌會傳訊及籌募委員會主席

捐款方法
請填妥表格連同善款於8月23日(星期五)前寄回香港防癌會(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或傳
真(只適用於信用卡或網上捐款)至3921 3822 / 電郵: pr@hkacs.org.hk。門票數量有限，先
到先得。

善長資料
善長芳名/公司：

聯絡人：      職銜：                                           

電話：      電郵：                                        

地址：                                                            

收據抬頭：                                                           　　　　　　　　　　

簽署及公司蓋章：      日期：                          

捐款查詢
電話：3921 3821    

電郵：pr@hkacs.org.hk

網站：www.hkacs.org.hk  

備註：

1. 此表格上的資料除作香港防癌會與閣下通訊外，不會再作其他用途。      

           本人不願意收取香港防癌會最新消息及通訊。

2. 如將右方簡便回條剪下，貼在空白信封上，則無須貼上郵票。

香港防癌會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

門票領取方法

順豐速運到付

香港郵政本地平郵 (免費)

香港防癌會辦事處#
 日期： 2019年8月12日至27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9:00am - 1:00pm & 2:00pm - 5:30pm

　　　  星期六：9:00am - 1:00pm & 2:00pm - 5:00pm

 地址：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

活動當日於接待處領取# 
 日期： 2018年8月28日(星期三)

 時間： 6:30pm – 7:15pm

 地址： 北角新光戲院
#必須出示門票領取通知書，列印或電子版本均可

(如與上述芳名不同)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防癌會」

香港防癌會網站：www.hkacs.org.hk，可經右圖QR code連接

信用卡：        Visa          Master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有效日期：  (月) (年)

贊助類別

認購慈善門票

贊助「禮物券」，每張價值HK$380，數量：               張
每張「禮物券」可贊助1位癌症患者或照顧者欣賞此舞台劇，本會將代為
邀請受惠者。

鑽石贊助
(HK$80,000)

1頁

贊助類別 獲贈門票數量
獲刊登公司徽號/芳名
場刊廣告     場刊鳴謝

於儀式上獲
致送紀念品

捐款表格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        )

金贊助
(HK$50,000)

1頁

銀贊助
(HK$30,000)

1頁

銅贊助
(HK$10,000)

門票數量

1/2頁

24

14

8

4

價值 (每張) HK$1,000 (貴賓門票) HK$880 HK$380HK$480HK$680

直接捐款：本人未克出席，但樂意捐款，以示支持。

節目場刊廣告：              彩色全版HK$10,000

HK$3,000 HK$1,000 HK$500

其他HK$HK$100

彩色半版HK$6,000

《但願人長久》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因門票數量有限，大會將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送贈。
    所有座位編排均以收到支票或捐款後作實。

＊凡捐款滿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Please Stamp Here
請在此貼上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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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收據抬頭：                                                           　　　　　　　　　　

簽署及公司蓋章：      日期：                          

捐款查詢
電話：3921 3821    

電郵：pr@hkacs.org.hk

網站：www.hkacs.org.hk  

備註：

1. 此表格上的資料除作香港防癌會與閣下通訊外，不會再作其他用途。      

           本人不願意收取香港防癌會最新消息及通訊。

2. 如將右方簡便回條剪下，貼在空白信封上，則無須貼上郵票。

香港防癌會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

門票領取方法

順豐速運到付

香港郵政本地平郵 (免費)

香港防癌會辦事處#
 日期： 2019年8月12日至27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9:00am - 1:00pm & 2:00pm - 5:30pm

　　　  星期六：9:00am - 1:00pm & 2:00pm - 5:00pm

 地址：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

活動當日於接待處領取# 
 日期： 2018年8月28日(星期三)

 時間： 6:30pm – 7:15pm

 地址： 北角新光戲院
#必須出示門票領取通知書，列印或電子版本均可

(如與上述芳名不同)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防癌會」

香港防癌會網站：www.hkacs.org.hk，可經右圖QR code連接

信用卡：        Visa          Master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有效日期：  (月) (年)

贊助類別

認購慈善門票

贊助「禮物券」，每張價值HK$380，數量：               張
每張「禮物券」可贊助1位癌症患者或照顧者欣賞此舞台劇，本會將代為
邀請受惠者。

鑽石贊助
(HK$80,000)

1頁

贊助類別 獲贈門票數量
獲刊登公司徽號/芳名
場刊廣告     場刊鳴謝

於儀式上獲
致送紀念品

捐款表格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        )

金贊助
(HK$50,000)

1頁

銀贊助
(HK$30,000)

1頁

銅贊助
(HK$10,000)

門票數量

1/2頁

24

14

8

4

價值 (每張) HK$1,000 (貴賓門票) HK$880 HK$380HK$480HK$680

直接捐款：本人未克出席，但樂意捐款，以示支持。

節目場刊廣告：              彩色全版HK$10,000

HK$3,000 HK$1,000 HK$500

其他HK$HK$100

彩色半版HK$6,000

《但願人長久》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因門票數量有限，大會將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送贈。
    所有座位編排均以收到支票或捐款後作實。

＊凡捐款滿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Please Stamp Here
請在此貼上郵票



尊敬的善長：

《但願人長久》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舞台劇《但願人長久》是著名舞台劇導演張之珏先生的作品，亦是其新光百

老匯經典系列的第三部曲，內容圍繞著三位病重的病人及其至愛親人，如何一起

面對人生的最後路程，讓觀眾深切體會生命與死亡之間的關係。

香港防癌會獲此舞台劇製作單位將8月28日(星期三)演出場次定為防癌會慈善

專場，善長們可透過香港防癌會購買門票。香港防癌會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牟

利抗癌機構，屬下的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照顧正經歷癌症旅程的病人及他們的家

屬，給予病者及家人貼心的支援及照顧，讓患者有著「家以外之家」的感覺。衷

心感謝隨緣樂助慈善基金冠名贊助是次活動，收益將撥捐防癌會屬下慈善項目，

包括「慈善愛心病床」、「藥物資助計劃」及「心願計劃」等，以支持我們繼續

為癌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優質支援服務。

《但願人長久》翻譯自著名百老匯戲劇《The Shadow Box》，此劇於一九七

七年曾獲普立茲戲劇獎及東尼獎最佳戲劇獎。而張之珏先生早於1987年為該劇翻

譯及執導，更成為該屆學生的畢業演出。至於是次舞台劇演出陣容強勁，包括金

馬獎「最佳男主角」謝君豪、TVB「我最喜愛的女主角」張可頤、江美儀、楊英

偉、李蕙敏、區嘉雯、黃建東、黃慶堯、邱福永、周漢寧等等。

隨函附上慈善專場訂購方法，如有查詢，請聯絡本會傳訊及籌募主任陳倩筠

小姐（電話：3921 3820 / 3921 3821；電郵：sandra.chan@hkacs.org.hk）。敬希

賜覆。

衷心感謝您認同防癌會的工作，並對我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敬祝

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朱楊珀瑜女士BBS

香港防癌會主席

鄧智偉教授

香港防癌會傳訊及籌募委員會主席

捐款方法
請填妥表格連同善款於8月23日(星期五)前寄回香港防癌會(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或傳
真(只適用於信用卡或網上捐款)至3921 3822 / 電郵: pr@hkacs.org.hk。門票數量有限，先
到先得。

善長資料
善長芳名/公司：

聯絡人：      職銜：                                           

電話：      電郵：                                        

地址：                                                            

收據抬頭：                                                           　　　　　　　　　　

簽署及公司蓋章：      日期：                          

捐款查詢
電話：3921 3821    

電郵：pr@hkacs.org.hk

網站：www.hkacs.org.hk  

備註：

1. 此表格上的資料除作香港防癌會與閣下通訊外，不會再作其他用途。      

           本人不願意收取香港防癌會最新消息及通訊。

2. 如將右方簡便回條剪下，貼在空白信封上，則無須貼上郵票。

香港防癌會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

門票領取方法

順豐速運到付

香港郵政本地平郵 (免費)

香港防癌會辦事處#
 日期： 2019年8月12日至27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9:00am - 1:00pm & 2:00pm - 5:30pm

　　　  星期六：9:00am - 1:00pm & 2:00pm - 5:00pm

 地址：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

活動當日於接待處領取# 
 日期： 2018年8月28日(星期三)

 時間： 6:30pm – 7:15pm

 地址： 北角新光戲院
#必須出示門票領取通知書，列印或電子版本均可

(如與上述芳名不同)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防癌會」

香港防癌會網站：www.hkacs.org.hk，可經右圖QR code連接

信用卡：        Visa          Master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有效日期：  (月) (年)

贊助類別

認購慈善門票

贊助「禮物券」，每張價值HK$380，數量：               張
每張「禮物券」可贊助1位癌症患者或照顧者欣賞此舞台劇，本會將代為
邀請受惠者。

鑽石贊助
(HK$80,000)

1頁

贊助類別 獲贈門票數量
獲刊登公司徽號/芳名
場刊廣告     場刊鳴謝

於儀式上獲
致送紀念品

捐款表格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        )

金贊助
(HK$50,000)

1頁

銀贊助
(HK$30,000)

1頁

銅贊助
(HK$10,000)

門票數量

1/2頁

24

14

8

4

價值 (每張) HK$1,000 (貴賓門票) HK$880 HK$380HK$480HK$680

直接捐款：本人未克出席，但樂意捐款，以示支持。

節目場刊廣告：              彩色全版HK$10,000

HK$3,000 HK$1,000 HK$500

其他HK$HK$100

彩色半版HK$6,000

《但願人長久》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因門票數量有限，大會將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送贈。
    所有座位編排均以收到支票或捐款後作實。

＊凡捐款滿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Please Stamp Here
請在此貼上郵票



尊敬的善長：

《但願人長久》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舞台劇《但願人長久》是著名舞台劇導演張之珏先生的作品，亦是其新光百

老匯經典系列的第三部曲，內容圍繞著三位病重的病人及其至愛親人，如何一起

面對人生的最後路程，讓觀眾深切體會生命與死亡之間的關係。

香港防癌會獲此舞台劇製作單位將8月28日(星期三)演出場次定為防癌會慈善

專場，善長們可透過香港防癌會購買門票。香港防癌會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牟

利抗癌機構，屬下的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照顧正經歷癌症旅程的病人及他們的家

屬，給予病者及家人貼心的支援及照顧，讓患者有著「家以外之家」的感覺。衷

心感謝隨緣樂助慈善基金冠名贊助是次活動，收益將撥捐防癌會屬下慈善項目，

包括「慈善愛心病床」、「藥物資助計劃」及「心願計劃」等，以支持我們繼續

為癌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優質支援服務。

《但願人長久》翻譯自著名百老匯戲劇《The Shadow Box》，此劇於一九七

七年曾獲普立茲戲劇獎及東尼獎最佳戲劇獎。而張之珏先生早於1987年為該劇翻

譯及執導，更成為該屆學生的畢業演出。至於是次舞台劇演出陣容強勁，包括金

馬獎「最佳男主角」謝君豪、TVB「我最喜愛的女主角」張可頤、江美儀、楊英

偉、李蕙敏、區嘉雯、黃建東、黃慶堯、邱福永、周漢寧等等。

隨函附上慈善專場訂購方法，如有查詢，請聯絡本會傳訊及籌募主任陳倩筠

小姐（電話：3921 3820 / 3921 3821；電郵：sandra.chan@hkacs.org.hk）。敬希

賜覆。

衷心感謝您認同防癌會的工作，並對我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敬祝

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朱楊珀瑜女士BBS

香港防癌會主席

鄧智偉教授

香港防癌會傳訊及籌募委員會主席

捐款方法
請填妥表格連同善款於8月23日(星期五)前寄回香港防癌會(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或傳
真(只適用於信用卡或網上捐款)至3921 3822 / 電郵: pr@hkacs.org.hk。門票數量有限，先
到先得。

善長資料
善長芳名/公司：

聯絡人：      職銜：                                           

電話：      電郵：                                        

地址：                                                            

收據抬頭：                                                           　　　　　　　　　　

簽署及公司蓋章：      日期：                          

捐款查詢
電話：3921 3821    

電郵：pr@hkacs.org.hk

網站：www.hkacs.org.hk  

備註：

1. 此表格上的資料除作香港防癌會與閣下通訊外，不會再作其他用途。      

           本人不願意收取香港防癌會最新消息及通訊。

2. 如將右方簡便回條剪下，貼在空白信封上，則無須貼上郵票。

香港防癌會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

門票領取方法

順豐速運到付

香港郵政本地平郵 (免費)

香港防癌會辦事處#
 日期： 2019年8月12日至27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9:00am - 1:00pm & 2:00pm - 5:30pm

　　　  星期六：9:00am - 1:00pm & 2:00pm - 5:00pm

 地址： 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

活動當日於接待處領取# 
 日期： 2018年8月28日(星期三)

 時間： 6:30pm – 7:15pm

 地址： 北角新光戲院
#必須出示門票領取通知書，列印或電子版本均可

(如與上述芳名不同)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防癌會」

香港防癌會網站：www.hkacs.org.hk，可經右圖QR code連接

信用卡：        Visa          Master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署：                                             有效日期：  (月) (年)

贊助類別

認購慈善門票

贊助「禮物券」，每張價值HK$380，數量：               張
每張「禮物券」可贊助1位癌症患者或照顧者欣賞此舞台劇，本會將代為
邀請受惠者。

鑽石贊助
(HK$80,000)

1頁

贊助類別 獲贈門票數量
獲刊登公司徽號/芳名
場刊廣告     場刊鳴謝

於儀式上獲
致送紀念品

捐款表格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        )

金贊助
(HK$50,000)

1頁

銀贊助
(HK$30,000)

1頁

銅贊助
(HK$10,000)

門票數量

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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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價值 (每張) HK$1,000 (貴賓門票) HK$880 HK$380HK$480HK$680

直接捐款：本人未克出席，但樂意捐款，以示支持。

節目場刊廣告：              彩色全版HK$10,000

HK$3,000 HK$1,000 HK$500

其他HK$HK$100

彩色半版HK$6,000

《但願人長久》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因門票數量有限，大會將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送贈。
    所有座位編排均以收到支票或捐款後作實。

＊凡捐款滿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Please Stamp Here
請在此貼上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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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養院舍內，三個面對絕症的病人：阿祖，期待妻子阿敏及兒子的探訪；阿恩，面對突

然來訪的前妻菲菲發現他與同性伴侶Mark之關係；湯太，一心只記掛已故的二女，與

大女阿絲積存矛盾，亦令病情逐步惡化。站在否認與接納、妒忌與包容、疼愛與憤恨的

分叉口，他們如何抉擇？

《The Shadow Box》於1977年紐約百老匯首演，獲東尼獎最佳戲劇獎及普立茲戲劇獎；

1980年由保羅紐曼執導的電影版亦勇奪金球獎獎項及三個艾美獎提名。此劇曾以不同語

言於世界各地搬演，1987年張之珏導演出任香港演藝學院導演系主任期間曾翻譯並執導

此劇，首次搬上香港舞台。
 
是次製作乃張之珏導演繼《小城風光》Our Town (2017) 及《玻璃動物園》The Glass 

Menagerie (2018) 後，再次聯同頂尖創作團隊，第三度為「新光中國戲曲文化」執導的

百老匯舞台經典系列作品。
 

2019.8.28（星期三）7:30pm 
北角新光戲院大劇場

捐款及查詢：香港防癌會        電話：3921 3821         電郵：pr@hkacs.org.hk        網頁：www.hkacs.org.hk

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香港防癌會於1963年成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非牟利抗癌機構，一直致力推動各項

抗癌工作，竭力為香港市民提供相關的多元化服務。屬下賽馬會癌症康復中心為癌症

患者、長期病患及體弱的長者提供優質的護養服務，以照顧他們不同階段的需要。是

次舞台劇所籌得的善款會用於各項慈善服務，包括慈善愛心病床、藥物資助計劃及心

願計劃等，幫助更多有需要的癌症病人及其家人共同走過抗癌路。

冠名贊助：

有
限
公
司

受惠機構：

人物演員

導演：張之珏

原著：麥可·克里斯多夫(Michael Cristofer)

藝術顧問：鍾景輝博士

編劇：Michael Cristofer

導演／翻譯：張之珏

演員：謝君豪、張可頤、江美儀、楊英偉、李蕙敏、

            區嘉雯、黃建東、黃慶堯、邱福永、周漢寧

佈景設計：曾文通

服裝設計：黃志強

燈光設計：馮國基

作曲及音響設計：馬永齡

化妝設計：陳明朗

監製：黎鑑鋒、張寶之

執行監製：黃懿雯

製作經理：李浩賢

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日期：2019年8月28日（星期三）

時間：7:30pm

地點：北角新光戲院大劇場

香港防癌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