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 即时发布 

剧场不死，戏戏不断！——"M1 戏戏节"第三届正式登场，邀请大家一起 LIVE 玩艺术！ 

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双语剧团——实践剧场，正式宣布将于今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30 日举办第三

届"M1 戏戏节"，邀请各位观众和艺术工作者们一起 LIVE 玩艺术！ 

承载着无法被压抑的游戏精神，实践剧场期待透过包容

多元的"M1 戏戏节"，碰撞出令人异想不到的高质量创

作，并藉由交流分享，进一步培养观众与艺术工作者的

双向关系。 

今年的"M1 戏戏节"一共包含 8 件演出作品，当中有 7

个演出节目将会透过网路在线上进行；同时，这些艺术

创作、互动体验和表演作品，也依然保有"M1 戏戏节"

最具代表性的平易近人和充满实验性的特色。当创作不

再受限于物质或地域空间，数位媒介将为艺术带来哪些

全新的可能？ 

 

剧场不死：艺术和游戏在疫情当中的重要性 

剧场一直以来都具有凝聚社群的力量，透过艺术神奇的魔力与集体意志的汇聚，带给观众充满欢乐的

时刻。所以当冠病疫情爆发，人们不得不设法对抗这几个月来日益趋升的压力和孤独时，对于游戏以

及与他人连结的需求也越发重要。 

“实践剧场渴望能够持续回应我们身处当前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实践剧场艺术总监郭践红指出，

“在这个时代，每个变化都更巨大、更迅速、影响更广泛；因此，我们持续思索一些重要的问题，并

自问为什么要创作？透过创作，我们想要说些什么？我们在跟谁说话？” 

今年的“M1 戏戏节”带领观众重新思考新常态生活中团结的意义，透过数位演出的形式，不但让艺术

活动在疫情期间依然能和观众见面，同时更扩大触及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艺术工作者。此外，线

上活动所具备的现场表演和即时参与的特色，也让观众们可以在共享的数位空间中互相交流，串起每

個人与外界的连结和這一段美好的时光。 

 

  



戏戏不断：新常态中的创作 

演出活动移到网路上带来令人兴奋的全新可能性，“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我们也

仍旧在实验和学习中。” 郭践红坦承，“孩子们平时玩耍会做的事情，我们在“M1 戏戏节”中也都会

做！我們希望回到最根本，从中提炼出对于一切事物的好奇心。” 

以“说故事”为核心，“M1 戏戏节”以不同形式的游戏发展出丰富的演出节目，满足各种类型的观众。 

 

由实践剧场屡获殊荣的青少年华语剧场作品延伸发展，《Kaya Roti 来咯！我的朋友在哪里？》是一

系列三集的互动式亲子演出，當中包含大量的观众参与桥段与现场即时互动。 

让大家一起释放日常生活的趣味性！《玩：》系列透过独一无二的戏剧

体验，带领观众重新发现居家生活的无穷乐趣。结合互动元素和精采故

事，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新加坡创作者，包含时装设计师、调酒师和一

群游戏设计师，分别主導一项线上体验活动。 

《休息实间》网上版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吃货，齐聚线上聊天平台一起

享用丰盛的午餐派对，透过美食探索多元文化观点；并安排参与者与居

住在海外的新加坡人聊天对话，跨越空间与地理的限制，藉由网路“环

游”世界！ 

延续“M1 戏戏节”培养培养观众和艺术工作者的精神，实践剧场将带领观众一窥艺术工作者如何透过

数位平台进行创作的有趣实验性过程。来自国内外的编剧将在《编剧操练营》挑战将新媒体对于排练

和演出的影响，纳入他们的创作思考；参与《艺术农庄》的国际艺术工作者则要试图在转移到线上的

创作发展过程中，寻找进行创作和交流对话的有效方式。 

座落于滑铁卢街 54 号实践剧场外的《合》，是一座提供让

人放松休憩、正念和满满乐趣的互动式多层次户外装置，同

时也是“M1 戏戏节”唯一一个实体节目。 

以 8 个精采演出和艺术作品带领观众们一起 LIVE 玩艺术的

“M1 戏戏节”，即将于今年 7 月 18 日至 8 月 30 日正式登

场！完整节目阵容与演出资讯详情欢迎搜寻实践剧场

（www.practice.org.sg），并欢迎持续关注实践剧场的面簿

与 Instagram，获取更多第一手消息！ 

媒体联系： 

林沁慧   电邮：jasminelim@practice.org.sg   电话：8288 7507  



关于 M1 戏戏节 —— LIVE 玩艺术 

剧场不死，戏戏不断！ 

“M1 戏戏节” 邀你一起释放那些无法抑制的游戏精神，和我们 “LIVE” 玩艺术，重返艺术勃发的荣景！ 

实践剧场期待透过“M1 戏戏节”，邀请各位观众重新体验团结的意义，找寻生活中的乐趣以及人与人

之间的联系。在包容多元多样的“M1 戏戏节” 中，不但能碰撞出令人异想不到的高质量创作；透过有

效的交流分享，更能进一步培养观众与艺术创作者的双向关系。 

不受限于物质或地域空间，蓬勃且多采多姿的艺术创作、互动体验和表演作品，准备让你的艺术魂跟

着我们一起大喷发。从线上到线下、从你熟知的到让人都意想不到的⋯⋯不用怀疑，在“M1 戏戏节”，

你绝对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個节目。 

 

关于实践剧场 

实践剧场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专业双语剧团。在艺术工作者们与时俱进的推动下，我们致力于成为新

加坡历久弥新的艺术空间，有意识地培养和激发大众对于社会的关怀。过去的 55 年，我们深入探索

及呈献多部脍炙人口与不同类型的作品，反映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丰富性及复杂性。 

今日的实践剧场是新加坡独特的一股文化力量。实践剧场为亚洲和世界构建了文化桥梁，聚集了来自

四面八方的艺术工作者交换与分享经验，同时为优质的国际作品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作为新加坡艺

术教育的先驱之一，我们积极地培养艺术人才，并且让更多的年青人对艺术产生热爱。 

在现任艺术总监郭践红的掌舵下，实践剧场坚持塑造本地文化的生态空间，是新加坡剧场独特的一把

声音。践红认为 “游戏” 在艺术创作中是重要的元素。在她的带领下，实践剧场在游戏中体现了无惧的

探索精神。 

艺术源自于生活，我们将无休止地寻求创新，实践我们的艺术理念。 

实践剧场是注册的公益团体之一、国家艺术理事会主要拨款赞助的艺术团体 (2020 - 2023)、也是新华

剧体的成员之一。 

 



2020 年节目一览 

 

 
 
《Kaya Roti 来咯！我的朋友在哪里？》 
线上演出 
Show 1: 18 - 20.07.2020 (六 - 一), 3 pm 
Show 2: 21 - 23.07.2020 (二 - 四), 7.30 pm 
Show 3: 24 - 26.07.2020 (五 - 日), 11 am 
华语演出 (无字幕) 
演出横跨三天；每日约 30 分钟 
适合 4 岁及以上人士 
票价：$30 
购票：herecomeskayaroti.peatix.com 
 
Kaya 和 Roti 最喜欢说故事、唱儿歌！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爱结交新朋友！但是⋯⋯当大家都必须待在家里的时

候，Kaya 和 Roti 该怎么样认识新朋友呢？在他们的夥伴 Guyou 的帮助之下，Kaya 和 Roti 将会团结起来、发挥

创意，找寻与朋友交往的全新方式！ 
  
乐趣无穷！充满想像力！引人入胜！《Kaya Roti 来咯！我的朋友在哪里？》将经典华语儿歌改编成互动亲子演

出系列三部曲。 
  
由实践剧场屡获殊荣的青少年华语剧场作品延伸发展，《Kaya Roti 来咯！我的朋友在哪里？》要让孩子们从沙

发上跳起来！一起大声唱儿歌、发挥想像力即兴说故事、亲手做手工艺！在各种活泼又有趣的活动中，更穿插

有许多观众参与桥段和演员们的现场即时互动。 
 
*** 
《Kaya Roti 来咯！》系列是《儿歌新唱计划》的项目之一！ 
 
《儿歌新唱计划》以大家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音乐旋律和故事为基础，融入现代元素，期待陪伴我们成长的这

些儿歌能继续流传到下一个世代。每个系列的《儿歌新唱计划》都包含三个部分：《我们的儿歌唱故事》（音

乐专辑）、《我们的儿歌画故事》（歌词绘本）以及《我们的儿歌说故事》（现场演出）。 

 
 



 
 

《合》 
装置艺术 
7 月起 
实践剧场（户外） 
入场免费 Free admission 
 
《合》希望提醒大家学习拥抱现在，并享受当下每个时刻。隐匿在新加坡繁华喧嚣的市区当中，这一座多层的

户外装置既能作为让人放松休憩的空间，也能带给大家正念和满满的乐趣。 
 
利用不同的互动元素，鼓励大人和小孩可以进行各种创造性的运用以及具有开放性思考的游戏。不管你是想要

爬上爬下、跳来跳去，或是想要花点时间跟外界重新建立起连结⋯⋯欢迎你在这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合》的每次展出都是一个全新的作品！由 Do Agency 团队发想设计、南洋理工学院协助建造，以可重复利用

的模组化建筑系统，促进自发性的社区介入。《合》曾获 COLA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Merit Awards

（2018）及 Singapore Good Design Award（2019）；先前的版本也曾于 Build Eco Xpo Asia Exhibition 2018 和

2019，以及 Archifest 2019 参与展出。 
 

 
 



 
 

《休息实间》(网上版） 
线上体验 
24.07.2020  & 14.08.2020 (五) 
12.30pm - 1.30pm 
入场免费 Free admission 
加入活动：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306130277066238/ 
 
让实堂姑娘带你们一起“环游”世界吧！ 
 
实堂的《休息实间》网上版是一个位于网上聊天平台的午餐派对！在特定的星期五，来自世界各地的掌厨人将

创意体现在餐盘上，吃货们也齐聚一堂享用美味又实惠的一餐！欢迎前往我们的面簿活动专页，回覆参加活

动，我们就会将 Zoom 会议链接发给报名活动的参与者。 
 
实堂很荣幸能与你冰箱中的剩菜剩饭合作，在每一期的《休息实间》打击食材浪费！ 
 

如何加入《休息实间》网上版？ 
1）回复面簿活动邀请确认出席。 
2）我们将在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将 Zoom 会议链接私讯给每位回覆参加的参与者。记得在脸书 Messenger 上

查看你的主要和“陌生”收件箱。 
3）准备好你的午餐，拿起你的电脑，在活动开始前 5 分钟点击链接加入我们。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306130277066238/


《玩：》系列 

 
说到“玩”，你应该跟我们一样认真不马虎！ 

 
释放日常生活的趣味性，《玩：》系列展现新加坡艺术工作者的多元特色，以充满互动性的精采故事，期待与

每位观众的不期而遇，提供连结艺术游戏世界的独特切入点。 

 
今年，透过“M1 戏戏节”独一无二的戏剧体验，让你重新发现居家生活可以多有趣！ 

 
娱乐、内涵丰富、百分百原创，《玩：》系列提供三种线上“现场”体验： 

 《玩：皮》（Max Tan，MAX.TAN） 

 《玩：权力》（Accommodate） 

 《玩：味道》（Johnny Rosle，Oriental Elixirs） 

 

 
 
《玩：皮》 
线上体验 
01.08.2020 (六) 
3pm 
 
活动以英语进行 
2 小时 
适合 18 岁及以上人士 
票价：单人 $30 | 两人 $50 (未包含工作坊材料运费) 
购票：playwithskins.peatix.com 
 
"当我为别人设计服装或造型时，我会以他们的性格特徵为优先考量，而非他們的身材外型。” 
 
服装是我们展现给外界的皮肤，让我们一起透过时装设计师 Max Tan（MAX.TAN）的眼光，重新探索穿搭背后

的学问，以及服装与自我表现之间的关系。Max 以无性别的设计风格、擅长解构并突出服装自然垂荡美感的特

色备受瞩目，是新加坡知名的女装设计师。 
 



用布料和别针制作出专属自己的"订制”服！抛开传统设计的窠臼，重新开启与自己身体的对话，找出专属"你”的

风格。 
 
《玩：皮》提供参与者一场极具互动性的线上体验，并已包含工作坊所需的相关材料。 
 

 
 

 
 
《玩：权力》 
线上体验 
02.08.2020 (日) 
1pm 
 
活动以英语进行 
2.5 小时 
适合 15 岁及以上人士 
票价：单人 $8 | 两人 $15 | 五人组 $35 
购票：playwithpower.peatix.com 
 
“透过游戏，我们了解到权力，以及权力所象徵着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互动的关系。” 
 
以 Accommodate 推出的土地使用模拟游戏，让你挑战扮演新加坡的政府部门官员！操控权力和责任－－不论

你是在和队友协力合作，或是与竞争部门谈判，尽可能灵活运用你的战略头脑！ 
 
要和他人竞争还是相互合作⋯⋯在你的掌握之中，新加坡会长成什么样子？ 
 
《玩：权力》是一场开放多人参与的游戏体验，以 Discord 和 Zoom 为活动平台。参与者可以选择单独参与饰

演个别官员，或是以团体的形式购票，直接组成一个完整的部门（5 人为一组）。 
 

 



 

 
 
《玩：味道》 
线上体验 
07.08.2020 (五) 
9pm 
 
活动以英语进行 
1 小时 
适合 18 岁及以上人士 
票价: 单人 $30 | 两人（居住在同一住处） $40 (未包含工作坊材料运费) 
购票：playwithflavours.peatix.com 
 
“透过在厨馀垃圾当中翻找出意想不到美味，培养出自己对于食材和味觉的独特风格以及鉴赏力。” 
 
鸡尾酒可以加些什么？绝对远远超出你的想像！ 
 
调酒师 Johnny Rosle（Oriental Elixirs）将以满满的热情分享如何把厨馀和被浪费掉的食物，转变成以琴酒为基

底的风味酒，带你展开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味道之旅。像是从乌龙茶到章鱼⋯⋯在开始制作专属自己独一无二的

鸡尾酒之前，先来品尝 Johnny 的作品吧！ 
 
《玩：味道》提供参与者一场精采的线上体验，同时也包含了工作坊所需的相关材料。由于本活动包含酒精饮

料，限年满 18 岁者参与。 
 

 
 



 
 
《编剧操练营》 
线上呈现 
18, 20 & 22.08.2020 (二、四、六) 
8pm 
 
华语呈现（无字幕） 
1 小时 30 分钟（包括呈现后的对话；无中场休息） 
票价：随意付费 
购票：playwrightsbootcamp.peatix.com 
 
48 小时不阖眼的写＋6 小时不间断的排练和设计发展＝？ 
 
备受瞩目的《编剧操练营》再度重启！邀请来自国内外的三位华文编剧，在收到作品命题后，于 48 小时内各自

交出一部全新剧本；再交由三位导演，分别与演员和声音设计工作发展。同时，也限制编剧和导演之间的沟通

交流，直到当天晚上正式与观众见面，接受观众最直接的检验！今年更突破地域限制，《编剧操练营》從前期

工作、排练发展，到最后的演出呈现都将透过网路进行。 
 
不同于前几届，今年的《编剧操练营》将编剧创作剧本的时间从一星期缩短到两天，要让编剧们挑战以最直观

的方式写出他們的“靈光乍現”！并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透过网路的排练方式，以最有限的资源重新思考戏剧编

排。当网路介入剧场，会碰撞出什么全新的火花呢？ 
 
这不只是一场关于编剧的练习，更是所有参与艺术工作者的灵感大考验！最终结出的成果，等你一起来品尝。 
 

 
 



 
 
《艺术农庄》 
线上呈现 
28 - 30.08.2020 (五 - 日) 
8pm 
 
多语言呈现（无字幕） 
1 小时 30 分钟（包括呈现后的对话；无中场休息） 
票价：随意付费 
购票：artistfarm.peatix.com 
 
一年一度，在实践剧场艺术总监郭践红的带领之下，邀请来自各地的九位艺术工作者和三位戏剧研创员，开启

一场特别的创意训练营。《艺术农庄》提供艺术工作者们一个可以尽情跨域创作的避风港，在毫无压力的状况

下放胆实验，更重要的是，能让这群创作者们肆意玩乐！ 
 
《艺术农庄》不但能培养各种新点子，更能挑战合作实践的极限。 
 
今年，《艺术农庄》首度走向数位化，参与的艺术工作者都将聚集于网路上，在每天早上进行创意培训和技能

交流；紧接着下午到晚上的创意切磋和创作发展。在完成不同领域的创意训练后，这群艺术工作者需要找到共

识，作为他们共同创作的核心基础－－即是“作品论题”。 
 
这一系列的创作之旅将以三场公开的演出呈现为旅程总结，邀请观众参与见证这些创作的发展和蜕变，并开启

和艺术工作者的交流对话。 
 
受到地域分隔的限制，又加上仅限一周时间的工作发展，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究竟会长出什么样的成果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