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atha Christie 最引以自豪之作，有別於推理女皇的其他作品，擺脫了過去「誰是兇

手」的探案式敍事，卻透過男女關係的糾結，細膩書寫出人性最黑暗一面！

大學教授韓嘉義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帶著妻子安雅及其表姊麗莎遷居英國。風度翩翩的

韓教授深受學生愛戴，然而妻子卻一直病患纏身，更因為思鄉而變得性情乖僻。溫柔的

麗莎為了照顧安雅一直與夫婦二人同住，卻又竭力與韓嘉義抑壓著彼此的感情。直至一

天，任性的貴族少女希倫突然闖進了這個情感困局，不惜一切挑逗韓嘉義的道德防線，

讓罪惡徹底撕破善良的面具。

劇場空間2020年首個舞台製作《生死裁決》，讓你細味 Agatha Christie 的遺世珍寶，

以及陳鈞潤先生留給香港劇壇的優秀譯本！

2020.2.13（星期四）7:30pm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自由空間 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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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郵地址：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香港防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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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及演出人員：
編劇：Agatha Christie
翻譯：陳鈞潤
導演：余振球
戲劇構作：林健峰　
舞台設計：王梓駿
服裝設計、化妝及造型設計：孫詠君
燈光設計：賴嘉琪
音響設計：姜達雲
主演：陳志雲、區嘉雯、勞敏心、倪秉郎、葉興華、劉亭君、楊吉璽、高繼祥、李煥林

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日期：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

時間：7時30分
演出場地：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自由空間　大盒

香港防癌會

T
he B

ox, F
reespace, W

est K
ow

loon C
ultural D

istrict
Feb

Feb

VERDICT

PRESENTED BY

CHARITY DRAMA

PUBLICITY

  

Translation

Director

Cast

Stephen Chan
‧

Patra Au
‧

Simon Ngai
‧

Ivy Lau

AG AT H A 
CHRISTIE 
THE DETECTIVE HOUSE 
OF AGATHA CHRISTIE 

Series



Agatha Christie 最引以自豪之作，有別於推理女皇的其他作品，擺脫了過去「誰是兇

手」的探案式敍事，卻透過男女關係的糾結，細膩書寫出人性最黑暗一面！

大學教授韓嘉義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帶著妻子安雅及其表姊麗莎遷居英國。風度翩翩的

韓教授深受學生愛戴，然而妻子卻一直病患纏身，更因為思鄉而變得性情乖僻。溫柔的

麗莎為了照顧安雅一直與夫婦二人同住，卻又竭力與韓嘉義抑壓著彼此的感情。直至一

天，任性的貴族少女希倫突然闖進了這個情感困局，不惜一切挑逗韓嘉義的道德防線，

讓罪惡徹底撕破善良的面具。

劇場空間2020年首個舞台製作《生死裁決》，讓你細味 Agatha Christie 的遺世珍寶，

以及陳鈞潤先生留給香港劇壇的優秀譯本！

2020.2.13（星期四）7:30pm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自由空間 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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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郵地址：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香港防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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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及演出人員：
編劇：Agatha Christie
翻譯：陳鈞潤
導演：余振球
戲劇構作：林健峰　
舞台設計：王梓駿
服裝設計、化妝及造型設計：孫詠君
燈光設計：賴嘉琪
音響設計：姜達雲
主演：陳志雲、區嘉雯、勞敏心、倪秉郎、葉興華、劉亭君、楊吉璽、高繼祥、李煥林

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日期：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

時間：7時30分
演出場地：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自由空間　大盒

香港防癌會

T
he B

ox, F
reespace, W

est K
ow

loon C
ultural D

istrict

Feb

Feb

VERDICT

PRESENTED BY

CHARITY DRAMA

PUBLICITY

  

Translation

Director

Cast

Stephen Chan
‧

Patra Au
‧

Simon Ngai
‧

Ivy Lau

AG AT H A 
CHRISTIE 
THE DETECTIVE HOUSE 
OF AGATHA CHRISTIE 

Series



Agatha Christie 最引以自豪之作，有別於推理女皇的其他作品，擺脫了過去「誰是兇

手」的探案式敍事，卻透過男女關係的糾結，細膩書寫出人性最黑暗一面！

大學教授韓嘉義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帶著妻子安雅及其表姊麗莎遷居英國。風度翩翩的

韓教授深受學生愛戴，然而妻子卻一直病患纏身，更因為思鄉而變得性情乖僻。溫柔的

麗莎為了照顧安雅一直與夫婦二人同住，卻又竭力與韓嘉義抑壓著彼此的感情。直至一

天，任性的貴族少女希倫突然闖進了這個情感困局，不惜一切挑逗韓嘉義的道德防線，

讓罪惡徹底撕破善良的面具。

劇場空間2020年首個舞台製作《生死裁決》，讓你細味 Agatha Christie 的遺世珍寶，

以及陳鈞潤先生留給香港劇壇的優秀譯本！

2020.2.13（星期四）7:30pm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自由空間 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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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郵地址：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香港防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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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及演出人員：
編劇：Agatha Christie
翻譯：陳鈞潤
導演：余振球
戲劇構作：林健峰　
舞台設計：王梓駿
服裝設計、化妝及造型設計：孫詠君
燈光設計：賴嘉琪
音響設計：姜達雲
主演：陳志雲、區嘉雯、勞敏心、倪秉郎、葉興華、劉亭君、楊吉璽、高繼祥、李煥林

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日期：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

時間：7時30分
演出場地：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自由空間　大盒

香港防癌會

T
he B

ox, F
reespace, W

est K
ow

loon C
ultural D

istrict

Feb

Feb

VERDICT

PRESENTED BY

CHARITY DRAMA

PUBLICITY

  

Translation

Director

Cast

Stephen Chan
‧

Patra Au
‧

Simon Ngai
‧

Ivy Lau

AG AT H A 
CHRISTIE 
THE DETECTIVE HOUSE 
OF AGATHA CHRISTIE 

Series



尊敬的善長：

《生死裁決》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舞台劇《生死裁決》是著名英國偵探小說作家Agatha Christie (阿加莎‧克

里斯蒂)的作品，亦是Agatha Christie最引以自豪作品，擺脫一貫探案式敍事的
手法，並透過男女關係的糾結，細膩寫出人性另一面。故事講述大學教授韓嘉義
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帶著妻子安雅及其表姊麗莎遷居英國。溫柔的麗莎為了照顧
患病的安雅一直與韓教授夫婦二人同住，卻又抑壓著對韓教授的感情。直至任性
的貴族少女希倫突然闖進這個感情困局。

香港防癌會獲此舞台劇製作單位「劇場空間」撥出首場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
演出場次為防癌會慈善專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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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病人及家屬貼心的支援及照顧，讓患者有著「家
以之外之家」的感覺。衷心感謝各位善長支持是次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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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裁決》是劇場空間2020年首個舞台製作，演出地點西九龍文化區藝術
公園自由空間大盒將是該場館首個開放予本地藝團租場之演出。是次舞台劇演出
陣容強勁，包括資深傳媒人陳志雲、著名舞台劇演員區嘉雯、勞敏心、倪秉郎、
葉興華、劉亭君、楊吉璽、高繼祥、李煥林等。

隨函附上舞台劇訂購方法，如有查詢，請聯絡本會傳訊及籌募主任何筱昕小姐
（電話：3921 3829 / 3921 3821；電郵：joan.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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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方法
請填妥表格連同善款於2020年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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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3日至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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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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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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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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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裁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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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須出示門票領取通知書，列印或電子版本均可

Please Stamp Here
請在此貼上郵票

朱楊珀瑜女士BBS

香港防癌會主席

鄧思傑先生

《生死裁決》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籌備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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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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3日至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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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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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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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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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裁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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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須出示門票領取通知書，列印或電子版本均可

Please Stamp Here
請在此貼上郵票

朱楊珀瑜女士BBS

香港防癌會主席

鄧思傑先生

《生死裁決》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籌備委員會主席



尊敬的善長：

《生死裁決》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舞台劇《生死裁決》是著名英國偵探小說作家Agatha Christie (阿加莎‧克

里斯蒂)的作品，亦是Agatha Christie最引以自豪作品，擺脫一貫探案式敍事的
手法，並透過男女關係的糾結，細膩寫出人性另一面。故事講述大學教授韓嘉義
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帶著妻子安雅及其表姊麗莎遷居英國。溫柔的麗莎為了照顧
患病的安雅一直與韓教授夫婦二人同住，卻又抑壓著對韓教授的感情。直至任性
的貴族少女希倫突然闖進這個感情困局。

香港防癌會獲此舞台劇製作單位「劇場空間」撥出首場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
演出場次為防癌會慈善專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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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病人及家屬貼心的支援及照顧，讓患者有著「家
以之外之家」的感覺。衷心感謝各位善長支持是次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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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裁決》是劇場空間2020年首個舞台製作，演出地點西九龍文化區藝術
公園自由空間大盒將是該場館首個開放予本地藝團租場之演出。是次舞台劇演出
陣容強勁，包括資深傳媒人陳志雲、著名舞台劇演員區嘉雯、勞敏心、倪秉郎、
葉興華、劉亭君、楊吉璽、高繼祥、李煥林等。

隨函附上舞台劇訂購方法，如有查詢，請聯絡本會傳訊及籌募主任何筱昕小姐
（電話：3921 3829 / 3921 3821；電郵：joan.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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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方法
請填妥表格連同善款於2020年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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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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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禮物券」，每張價值HK$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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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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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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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捐款滿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獲發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 必須出示門票領取通知書，列印或電子版本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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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tha Christie 最引以自豪之作，有別於推理女皇的其他作品，擺脫了過去「誰是兇

手」的探案式敍事，卻透過男女關係的糾結，細膩書寫出人性最黑暗一面！

大學教授韓嘉義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帶著妻子安雅及其表姊麗莎遷居英國。風度翩翩的

韓教授深受學生愛戴，然而妻子卻一直病患纏身，更因為思鄉而變得性情乖僻。溫柔的

麗莎為了照顧安雅一直與夫婦二人同住，卻又竭力與韓嘉義抑壓著彼此的感情。直至一

天，任性的貴族少女希倫突然闖進了這個情感困局，不惜一切挑逗韓嘉義的道德防線，

讓罪惡徹底撕破善良的面具。

劇場空間2020年首個舞台製作《生死裁決》，讓你細味 Agatha Christie 的遺世珍寶，

以及陳鈞潤先生留給香港劇壇的優秀譯本！

2020.2.13（星期四）7:30pm 
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自由空間 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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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郵地址：香港黃竹坑南朗山道30號香港防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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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及演出人員：
編劇：Agatha Christie
翻譯：陳鈞潤
導演：余振球
戲劇構作：林健峰　
舞台設計：王梓駿
服裝設計、化妝及造型設計：孫詠君
燈光設計：賴嘉琪
音響設計：姜達雲
主演：陳志雲、區嘉雯、勞敏心、倪秉郎、葉興華、劉亭君、楊吉璽、高繼祥、李煥林

香港防癌會慈善專場
日期：2020年2月13日(星期四)

時間：7時30分
演出場地：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　自由空間　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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