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換星移人面非
只有情永在

一宗逆權侵佔 激發兩代矛盾
一個老潮州獨力對抗時代洪流的故事

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主辦及製作

劇道場 及 iStage 
為上環文娛中心場地伙伴

全力支持

2018年6月21–24日
下午場演出後 設演後座談會

贊助 宣傳協作



劇道場網址：
theatredojo.com

劇道場專頁：
facebook.com/theatredojo

劇團
簡介

【劇道場】是歐錦棠和萬斯敏兩位資深藝術工作者於2010年成立的劇團。
2015年起成為『上環文娛中心』場地伙伴計劃駐場劇團。

道場〈DOJO〉是一個對心、體、技、藝各方面進行專注而恆久修煉的場
所。我們視舞台為戲劇的道場，讓表演者在其中磨練自我、不斷在訓練中提升，
再透過各種形式的表演藝術呈獻給觀眾。以劇場修煉為手段、戲劇演出反映人
生，在有限的空間拓展無限視野，演繹出色的舞台作品，透過戲劇將生命的真正
意義在舞台展現，帶動觀眾獨立思考，發放正面信息，弘揚藝術的真、善、美。

短短數年間，【劇道場】已先後公演了《藝海唐生》、《科學怪人︰誰主創
造》、《貞德︰主權爭戰》、《再見別離時》、《宮本武藏》等大型製作，均獲一致
好評、叫好叫座。亦多次被邀到國外巡迴演出，將優質舞台製作帶到世界各地。

經過探索與歷練，【劇道場】創作劇種廣泛，其中有以經典歷史人物作為藍
本，重新以嶄新角度撰寫、創作，將生活與藝術相融、借古喻今。我們祈盼演繹
出色劇作之餘，在每一個演出都讓觀眾在娛樂與藝術文化中，得著正能量，為
觀眾送上祝福。

科學怪人

再見別離時
香港及加拿大四度公演創團作品

想變成人的貓
獨腳戲

中國隊長Ⅱ之  講人自講

2011-15年

2012年4月公演

2013年5 月公演

音樂劇

我愛喵星人

2016年1月演出

男女PK大作戰

2015年6月、8月及2017年10月三度公演

世界名著

2017年1月演出



2018年1月 《藝海唐生》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7年10月 《男女PK大作戰》（激笑版）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7年7月 《牽手》 美國巡迴演出
2017年6月 《擊動情心》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7年4月 《牽手》 美加巡迴演出
2017年1月 《科學怪人》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6年9月 《貞德︰主權爭戰》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6年6月 《主牽我手》 美國巡迴演出
2016年5月 《春雨歸來》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6年1月 《我愛喵星人》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5年11月 《相聲報喜講耶穌》 加拿大巡迴演出
2015年10月 《再見別離時》（第四度公演）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5年8月 《男女PK大作戰》（重演） 元朗劇院
2015年6月 《男女PK大作戰》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4年6月 《聖女．貞德》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3年9月 《再見別離時》（第三度公演） 溫哥華 Gateway Theatre
2013年8月 《宮本武藏》 香港文化中心 劇場
2013年5月 《中國隊長II之講人自講》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3年4月 《家．點愛》 澳洲、紐西蘭巡迴演出
2012年10月 《家．點愛》 英國、北愛爾蘭巡迴演出
2012年4月 《想變成人的貓》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1年11月 《信有明天》 加拿大巡迴演出
2011年9-10月 《再見別離時》（重演）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1年1月 《再見別離時》（首演）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0年10月 《信有明天》 澳洲、紐西蘭巡迴演出

過往

演出資料

吉川英治巨著

中國隊長Ⅱ之  講人自講
宮本武藏

聖女‧貞德

2013年5 月公演

2013年8月公演

音樂劇場

貞德︰主權爭戰

2014年6月公演

2016年9月演出

2018年1月演出

心靈勵志作品

春雨歸來

2016年5月演出

音樂劇

藝海唐生
擊動情心

2017年6月演出



自幼受老潮州阿席循循善誘的阿港，因為一宗「逆權侵佔」個
案，激起兩代之間的恩怨情仇。

價值觀、錯對矛盾、一幕幕人生課題的辯論，在意想不到的重聚
之中展開。一個風燭殘年的老香港如何獨力與時代抗爭？

儘管時代不斷在變遷，有些事情卻永遠不變！

粵語演出
節目全長約一小時四十五分鐘，不設中場休息。

馮祿德 飾 阿席

歐錦棠 飾 林正港

萬斯敏 飾 毛可怡

梁翠珊 飾 港母

高梓軒 飾 林正港 (少年)
馮佩霞 飾 芳姑

李茵茵 飾 地政人員

監製 / 服裝及造型設計 萬斯敏

編劇 / 音響設計 歐錦棠

導演 葉萬莊

舞台設計 王梓駿

燈光設計 黃靜文

舞台監督 歐慧瑜

執行舞台監督 張秀文

助理舞台監督 馮佩霞 
李茵茵

化妝髮型 Shirley Lee
助理監製 黃聖深

行政助理 林倩如

平面設計 Jacky So 
宣傳統籌 PS Production 
宣傳攝影 陳鏡波@BALLROOM 
現場攝影 Ben Li@Harmony Photography

Barry Chan
現場錄影 Man@One Potato Limited

創作 / 

製作人員

演員表

劇情 

簡介



藝術顧問 鍾景輝博士
法律顧問 陳德潔律師
顧問團隊 陳國雄教授、羅振光博士、楊英偉

團長及創作總監 歐錦棠
行政及藝術總監 萬斯敏
海外拓展經理 郭慕純

行政助理 林倩如
宣傳及推廣 PS Production

各位觀眾：
為了令大家對今次演出留下美好印象，我們希望各位切勿在場內攝影、
錄音或錄影，亦請勿吸煙或飲食。
在節目進行期間，請關掉鬧錶、無線電話及傳呼機之響鬧及發光裝置。
多謝各位合作！

6歲以下人士恕不招待
本節目的內容並不反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意見
如遇特殊情況，主辦機構保留更換節目及表演者的權利

場刊回收
閣下若不準備保留本節目場刊，請於終場離去前把場刊留在座位，
或放進入口處的回收箱，以便循環使用。多謝合作！

RegettaCanoe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 
BALLROOM
譽宴集團
楚城文化
Kubrick
誠品書店
萊斯護脊床褥
九龍灣美味點茶餐廳
康寧X光化驗有限公司

iStage
練麗娟 
卵之只
中英劇團
劇場空間
天邊外劇場
香港話劇團
風車草劇團
荃灣青年劇藝社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Timable
香港電台
新城電台
經濟日報
蘋果日報
都市日報
油麻地福臨教會
恩典橋基督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基督教銘恩堂九龍灣堂

監製 / 服裝及造型設計 萬斯敏

編劇 / 音響設計 歐錦棠

導演 葉萬莊

舞台設計 王梓駿

燈光設計 黃靜文

舞台監督 歐慧瑜

執行舞台監督 張秀文

助理舞台監督 馮佩霞 
李茵茵

化妝髮型 Shirley Lee
助理監製 黃聖深

行政助理 林倩如

平面設計 Jacky So 
宣傳統籌 PS Production 
宣傳攝影 陳鏡波@BALLROOM 
現場攝影 Ben Li@Harmony Photography

Barry Chan
現場錄影 Man@One Potato Limited

劇團 

成員

場地 

規則

劇道場

－鳴謝



走進阿席生活圈 —看上環的變遷

《阿席》的舞台只展示上環的一個舊街角。作為香港開埠歷史的起點，上環是富
有濃厚歷史意義的社區。雖然經過百多年城市發展，不少舊事舊物已經清拆無存，但
上環仍存留不少殖民時代的建設和華人社會的獨特風貌，由上環區的街名、文物、建
築等都見證香港由十九世紀至今的蛻變。

上環
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初期，殖民政府將港島北劃分為「維多利亞城」，所有城市

發展集中於香港島北，而當時的華人則稱維多利亞城包括的地方為「四環九約」，其
中「四環」代表中環、上環、西環及下環（今灣仔、銅鑼灣一帶）。

但隨著中環發展，華人數量劇增；英國人不欲與華人比鄰而居，殖民政府便於
1844年將華人從中環遷往上環，上環此後成為華人聚居之地。因此，上環一帶保留了
英國殖民初期的歷史痕跡，亦存有開埠初期華人的生活文化，是反映香港華洋共處特
色的地區。

上 環 的 歷 史 痕 跡

  水坑口街及荷里活道公園
1841年1月25日英國派軍在水坑口登陸，翌日宣佈佔領香港為英屬殖民地，

開展香港約150年的英屬殖民管治時代。水坑口本來是沿海之地，亦是居民的重要
水源，後來因填海發展變成內陸地區。鄰近的水坑口街前稱「波些臣街」，是英文
Possession Street的音譯，英文街名直譯正是「佔領街」，就是當年英軍在佔領後開
闢的道路，街名直接記載了香港的殖民歷史起點。而舊時的水坑口，今已改建成為荷
里活道公園。

水坑口舊貌，約 1930年 荷里活道公園鳥瞰景

1

資料搜集及文字 - 黃聖深



  文武廟
文武廟共包括文武廟、列聖宮及公所

三座廟舍，建於1847年，1851年擴建，歷
史悠久，是香港開埠初年上環華人的宗教
信仰中心，亦是華人社會議事、教育及仲
裁之地，具有重要的社區地位。文武廟已
於2009年被列入一級歷史建築，現由東華
三院管理。

左下：今日的文武廟

今天的儒林臺仍是居民相聚乘涼的好地方

左上：文武廟舊貌，約 1868年

  儒林臺
儒林臺曾一度被改稱為「裕林臺」，

2016年獲正名。以前附近還有「學士臺」、
「桃李臺」、「太白臺」等地方，連同儒
林臺都是充滿文學氣息的名稱，三十年代由
內地來港的讀書人和知識份子曾聚居於此，
可是現在只有儒林臺保持原貌。此處亦是香
港電影著名取景地點，例如有《新難兄難
弟》、《金雞sss》、《點對點》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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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現今香馨里上：昔日潮州巷內部

  潮州巷
潮州巷正確名稱是香馨里，重建前潮州

巷都是三層高的戰前舊樓，附近一帶多有潮州
人聚居，曾匯聚多間潮州特色食物檔口。因食
肆雲集，環境衞生欠佳，潮州巷亦俗稱「屎坑
巷」。1990年10月發生樓宇外牆倒塌事件，
香馨里因而被清拆，列入上環皇后街重建項
目，該處現已重建成帝后華庭，香馨里現今只
餘下小半段，不復當年熱鬧。

2

上 環 舊 風 景



現在的東街風景

上圖：僑發大廈
左圖：高陞戲院附近舊貌

  東街
歌仔有唱：「愛在舊城窄巷」，上環

東街正是其中一條上環舊城區中的窄巷。以
前東街亦是上環居民聚居之地，因此附近有
不少香港早期的唐樓建築。為何東街叫作東
街？為何當時居民聚居於此？原來因為東街
比鄰水巷（Water Lane），而水巷以前原
本有個山泉，是當時居民取水之處，所以在
水巷以東的東街自然成為市民生活的中心地
帶。現在的東街有鐵皮排檔、懷舊咖啡店、
冰室、古玩精品店等，其中也有歷史悠久的
店舖仍然營業，是體會舊城窄巷風味的好 
去處！

5

  高陞戲院
今時今日在上環欣賞文化藝術節目要到

上環文娛中心，那麼以前在上環有文娛設施
嗎？高陞戲院又稱「高陞戲園」，在1890年
間建成，位於皇后大道西近荷里活道，是香港
開埠初期一所具規模的舞台戲院，戲院樓高兩
層，場內中前方設有舞台，座位上千。二十世
紀三十年代粵劇十分流行，高陞戲院邀得紅伶
薛覺先帶領的「覺先聲劇團」助陣，上演多齣
經典戲寶，是上環居民接觸粵劇藝術的其中一
個重要地點。高陞戲院經過多次重修，最後在
1973年拆卸。現址已改建為僑發大廈。

上 環 文 藝 地 標

6



上圖：舊上環街市南座，1979年
右圖：南座舊址上環市政大廈

  上環市政大廈及西港城
原來以前上環居民都是在這裡買食材回家煮飯！因為上環市政大廈和鄰近的西港城分別

是前上環街市南座（1858年啟用）及北座（1906年擴建），是區內居民購買食材和日常用品
的集中地。南座因配合興建地鐵港島綫於1980年拆卸，之後改建為上環市政大廈，而4-7樓的
上環文娛中心則於1989年啟用。自從上環市政大廈在1989年啟用後，街市各商販於8月起悉
數遷入新大樓，空置的街市北座於1990年列為法定古蹟，同年6月由前土地發展公司（今市區
重建局）修葺改建為西港城。後來中環永安街（即花布街）商戶獲安排遷入西港城2樓，西港
城亦成為尋找特色布料的好地方。

7

舊上環街市北座 現今西港城

圖片及資料來源

古物古蹟辦事處 http://www.amo.gov.hk/
市區重建局 https://www.ura.org.hk/tc
政府檔案處 http://www.grs.gov.hk/tc/

華僑日報〈三層高百年舊樓倒塌六人已獲救通宵發掘〉1990-10-09
明報〈街知巷聞：小思逛上環〉2012-12-30
蘋果日報〈香港人撲水 撲足百幾年〉2015-08-09



如果時光可以重來，你想回到自己哪一段的日子？
倒不如問自己敢不敢回去你想回去的那段日子。
明知去者不可追，偏偏心有不甘，夢魂牽縈；明知即使回到去又

如何，仍甘願再與那些人和事一同輪迴。
夢一場，也許不是夢一場。
靈感這回事，就如自己的分身，與你憂戚不干，卻時在身外引導。走到舊區街角，目睹殘燈

樹影，輕觸百年頹垣，竟有故地重臨的親切，總會心頭脹暖、熱淚盈眶，仿似故魂招手，結伴同
遊，也不失為一種浪漫。

對上環的回憶恍如隔世，卻有無盡依依，實地走了幾回，苦無頭緒，驀然回首間，不知就裡
落墨之際，纏繞數十載的離合悲歡，竟成了筆下故事，每唸一回，悲痛與釋放之情相互交疊，不
知不覺間，已陷入那歲月中的輪迴。

明知去者不可追，偏偏鍥而不捨，落得如斯境况，仍深信絕不枉然。
「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歐錦棠

2001年『香港嶺南大學』工管系畢業，主修市
場學。2007年『香港演藝學院』畢業，主修導演。
現為自由身戲劇工作者。

近年參與製作：劇道場《藝海唐生》（聯合
導演）、《擊動情心》（導演）、《春雨歸來》、《我
愛喵星人》、《再見別離時》（四度重演）（執行導
演）；糊塗戲班《典當人生》（編劇、導演）、《地下
文具店》（創作、導演、演員）、《第三謊言》（執行
導演）；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先鋒青年劇場計劃」
（第二回）《囈十話》（聯合導演）、《百年孤寂》
（演員）、教育劇場《香港日佔時期》（聯合編劇、
演教員）、《戲說三國》（演教員）等。

葉萬莊 
導演

演員及製作人員簡介

編劇
的話



個人網站： 個人專頁：
stephenau.com facebook.com/StephenAuKamTong

影、視、舞台同樣資歷深厚的跨媒體藝術工作者，1990年起成為全職演員，參演過數
十部電影和電視劇集，並兩度被香港電台和3周刊選為「最受歡迎節目主持」，有「金牌司
儀」美譽。

96年起參與舞台劇演出，曾受邀與多個劇團合作，主演劇目超過三十多部，07年成
為百老匯最長壽棟篤笑《死佬日記》(The Caveman)首位華人演員，共九度公演超過五十
場。09年分別憑《奇異訪客》及《死佬日記》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正劇／喜劇最佳男主角。

歐氏熱衷發展揉合歐、亞洲特色的舞台格鬥技術，曾在《宮本武藏》、《細鳳》、《哲拳太
極》、《大刀王五》劇中兼任武術指導，創造舞台格鬥新風格。近年積極創作，編寫多個劇本，
包括︰音樂劇《我愛喵星人》、《細鳳》、棟篤笑劇場《中國隊長》及《中國隊長II之講人自講》、
《宮本武藏》、《聖女．貞德》、《春雨歸來》、《貞德：主權爭戰》、《科學怪人》、《擊動情心》、
《男女PK大作戰》、《藝海唐生》等。

除演出電影及舞台劇，亦職專欄作家，及現任『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講師，並將多年
經驗心得編寫成「舞台及鏡前演技課程」，將舞台、影、視三個不同媒體的演技方法細緻
分類和整合，並透過劇道場進行推廣和普及專業化的演藝課程，令廣大民眾對戲劇藝術有
更深層次的認識。

歐錦棠
編劇／音響設計／演員
劇道場 - 團長及創作總監



個人網站： 微博：
facebook.com/phyl l isman weibo.com/manphyl l is

1990年起成為全職演員及電視節目主持。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專業課程，
更取得一級優異成績獎。2001年遠赴英國深造表演藝術專業課程；翌年留英修讀整體形像
及特技化妝。

曾是『亞洲電視訓練學院』畢業生，隨即成為ATV合約藝員，為期九年。主持節目及演出
電視劇集不勝其數，演出劇集包括︰《再見艷陽天》、《南海十三郎》等；而曾主持之節目計有：
《六合彩》、《方太生活廣場》等。

現為『創世電視』藝員，主持《創世日誌》、《地球深度行IV》、等節目。亦經常參與節目旁
白、配音、及突發新聞採訪記者等工作。

萬氏更有近三十年舞台劇演出經驗，近作有：《藝海唐生》、《男女PK大作戰》、《擊動情
心》、《科學怪人》、《聖女．貞德》、《春雨歸來》、《再見別離時》、《宮本武藏》、音樂劇《我
愛喵星人》、《好姐賣粉果》等。2004年開始積極參與基督教演藝佈道工作，曾主演之福音劇
有：《上司愛竊聽》、《柬浦寨的呼喚》等。此外，亦有參演不同製作，如近年有：港台劇集《阿
滔和他的四個春天》、TVB MV《如果我可以》、獨立電影《一個人在途上》、電影《激戰》、《證
人》、等⋯

萬氏致力於推動表演藝術，曾為『城市大學』、『香港藝術學院』及多間中學、機構
作戲劇課程導師。

亦曾為多齣舞台劇擔任形象設計。2003年被邀到希臘為歌劇《Turandor》（杜蘭朶）及希
臘經典音樂劇《Helen》（海倫）擔任化妝師。由2004年至今，任英國City & Guilds舞台及特技
化妝國際專業文憑之考核評審員。2007年編寫化妝書《彩妝．愛美麗》。

萬斯敏
  劇道場 - 行政及藝術總監 
  監製／服裝及造型設計／
  演員



資深教育工作者。『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及教育
碩士，曾任職於香港考試局，負責設計、策劃及主理中
文科公開考試。退休後，執教於香港教育學院。再度退
休後，仍為教育大學擔任教學實習導師及客席講師。

馮氏亦為資深演藝工作者，投身劇壇與從事教育皆
超逾半個世紀。求學時代對演辯、朗誦有濃厚興趣，兩
度獲頒「大專戲劇節」最佳男演員獎。畢業後，嘗與多
個劇團合作，又為電台、電視台編劇、演出及主持節目。現任香港戲劇協會幹事會會長，
亦為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及同流兩劇團的董事局主席，並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戲劇顧問。

於香港戲劇協會頒發的香港舞台劇獎，曾獲以下項目提名：最佳導演（《金池塘》與《都是
我的孩子》）、最佳男主角（《老竇》）、最佳男配角（《叛艦記》與《今生》）。曾獲頒以下獎項：
最佳男主角（《不動布娃娃》）、最佳男配角（《起航，討海號》）。

馮祿德
  演員

自由身演員、戲劇導師及香港戲劇協會評審委員。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獲藝術學士（榮

譽）學位，主修表演。憑《孽戀焚情》獲校內傑出演員獎。
近年參與的劇作有《聖誕老人玩轉聖誕假》、

《Women in Circus》、《擊動情心》、《本色男女》、《春
雨歸來》、《我愛喵星人》、《灰闌》、《大報復》、《疊配
文》、《宮本武藏》、《神蹟奇案》、《坷盧謀殺案》、《女人
蜜語》等。

憑《彌敦道兩岸》獲第十五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悲／正劇）及憑《野鴨》獲提名第
十六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配角（悲／正劇）。

梁翠珊
  演員



中三學生，現就讀『港大同學會書院』。
兩歲時第一次參與中英劇團的《伴我同行》之第

二步；七歲時曾參與壹團和氣的《城外甲子》。小學時
期是學校戲劇校隊的成員，並於2013年學校戲劇節中獲
得傑出演員獎。亦曾替HKTV拍攝劇集《來生不做香港
人》，飾演小泰來一角。

高梓軒
  演員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科藝學院（一級榮譽），主修
舞台設計。現為自由身舞台設計師。

舞台設計包括：2010年劇場空間《喜靈洲⋯⋯分享
夜》；2011年香港話劇團《最後晚餐》；2012年香港話劇
團《半天吊的流浪貓》、劇道場《想變成人的貓》、陳淑莊
《講女烈傳之戴錯嘢夫人》、心創作劇場《失身1234》；
2013年香港話劇團《八樓半的密室》、《危樓》、陳淑莊
《講女烈傳貳之出得嚟環》、心創作劇場《伊甸》；2014年劇場空間《8美猜凶》、劇道場《聖
女．貞德》、藝君子劇團《捉你生日快樂》、一舖清唱《大殉情》；2015年藝君子劇團《恐怖罐
頭》、香港話劇團《引狼入室》、靈火文化《救恩神曲》、思定劇社《香江歲月情》、Metro-Holik 
Studio《康橋的告別式》（重演）；2016年劇道場《我愛喵星人》、風車草劇團《碧蓮與威潔》、
劇場空間《帶著矛盾去葡京》；2017年R&T音樂劇《小飛》、香港話劇團《我們的故事》、爆炸戲
棚《我和青天有個秘密》；2018年香港戲劇協會《礦井下的彩虹》。

此外，亦曾為香港電視《4年B班》擔任美術指導。

王梓駿
  舞台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科藝學院舞台燈光設計（榮譽）
學士學位。畢業後曾為影音使團、澳門演藝學院、葉氏兒童合
唱團、樹寧現在式單位、西九戲曲中心、中英劇團、劇道場、星
動音樂劇團、一路青空、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國際無伴奏合唱
節、曉舞蹈、哥哥製作、Pulse Theatre等製作擔任燈光設計。
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黃靜文
  燈光設計

生活與生存都離不開劇場，仍然樂在劇場中尋找一團
火。

在劇場內工作多年，由全職助理舞台監督慢慢變成自由
身製作經理，再後來變成駐場舞台監督。

曾與不同公司及劇團合作，包括香港藝術節、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劇道場、演戲家族、春天舞台⋯

現為自由身製作經理，舞台監督及技術統籌。

歐慧瑜
  舞台監督

先後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主修創意數碼媒體設計）
及『香港理工大學』（主修應用及媒體藝術）。過往參與劇作：
劇場空間《27個小孩的媽媽》；劇道場《科學怪人》、《我愛
喵星人》、《男女PK大作戰》（首演及重演）、《聖女．貞德》；
黃耀明呈獻《文藝復興女流之音樂會》；創典舞台《除非你是
我》、《我們之間》（重演）；國際綜藝合家歡《尋找心中的藝
術》、《奇妙王國》（首演及重演）、《扭計爸B》；三角關係《交換生活》；偶友街作《孩子王》
等。

張秀文
  執行舞台監督



2012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文學士（榮譽）學
位課程（電影專修）。2015-2017年曾加入劇道場成為全職藝
術行政見習員。參與藝術行政工作之演出包括劇道場《藝海唐
生》、《擊動情心》、《科學怪人》等；以及咪嚤劇團《天天心
晴小飛俠》學校巡演（心晴行動主辦）、《魔法國王之扭波兒
歌大放送》。除了藝術行政工作，亦有參與幕前演出，包括香港演藝學院2017年電影電視畢業
作品《何敏登陸》、2017-2018年明光社及基蔭家庭服務中心《永遠的父母》公眾教育演出等。

*劇道場2017年演藝課程-「演技初階課程」 
 及「舞台監督實務工作坊」結業生

* 劇道場2014及2015年演藝課程—
「演技初階課程」及「演技進階課程」結業生

黃聖深
  助理監製

1994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校外進修學院戲劇證書
課程。同年加入旭日坊劇團成為團員。1998年加入灣仔劇團，
並於2004-2010年為灣仔劇團團長。

曾參與多個劇目製作，擔任監製、舞台監督、助理舞台監
督、票務主任等崗位。

馮佩霞
  助理舞台監督 / 演員

喜歡游走後台之黑衣人，最愛搬抬托及縫補補，曾合作
之劇團有：105劇團、捌秋壹製作、戲隨意集、演活．藝術教
育舞台、三寅軒、J&J Theatre、大舞台劇團、劇道場、Arts’ 
Options。

當接觸戲劇越久，發覺認識越少，故跟隨劇道場學習戲
劇知識。

李茵茵
  助理舞台監督 / 演員



擁有十年之化妝經驗，曾擔任不同電視、MV、雜誌、時裝
表演、舞台劇、電視廣告、有線音樂節目、NOW Sport TV及多
個大型活動表演的化妝師。舞台劇有：《走婚》、《捉你生日快
樂》、《我的科學家爸爸》、《二度告白》、《床前10分》、《末
日怪物》、《沒有人造衛星的夜空》、《重遇在最後一天》、
《突然獨身》、《三個麻甩一個騷》、《觸。一舜》、《康橋的
告別式》、《怪物》、《恐怖罐頭》、《男人老狗》、《Show名係
最難諗》、《大報復》、《祠堂告急》、《床纏故事》、《走音大聯萌》、《老友大逃亡》、《貞德：
主權爭戰》、《竹林深處強姦》、《春雨歸來》、《罪該萬死》、《羅密歐追追朱麗葉》、《獨坐婚
姻介紹所》（激新版）、《D之殺人事件》、《聖誕老人玩轉聖誕假》、《七級豬集團》、《擊動情
心》、《童幻森林》等。

曾合作的藝人、模特兒有：歐文詩、歐錦棠、鄧健泓、魯文傑、樂基兒、苟芸慧、朱晨麗、李
詩韻、陸詩韻、黃智雯、Soler、梁琤、江美儀、雷有暉、邵佩詩、沈穎婷、歌莉雅、吳國敬、沈卓
盈、曹眾、李亞男、倪晨曦、雨僑、李志剛、陳明恩、張紋嘉等。

Shirley Lee
  化妝髮型

畢業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2017年起成為劇道場全
職行政助理，曾參與劇道場《擊動情心》、《男女PK大作戰》
（激笑版）、《藝海唐生》及是次《阿席》之行政事務。

林倩如
  行政助理



來自日本大阪的舒適鞋RegettaCanoe，全部經日本工藝師在當地親手
製造，其「前圓後圓」的特別專利設計，除了能充份保護雙腳之外，更

能發揮「滾動式行走」(Rolling Walking)，從
保持良好站立姿勢、正確的步法、卓越的穏
定和平衡度、額外避震、預防雞眼、支撐足
弓、甚至提升足部的血液循環都十分出色，尤

其對扁平足和拇指外翻都很有幫助。

色彩繽紛和有不同造型的鞋履，款式時尚，容易配襯。着上
RegettaCanoe舒適鞋來看話劇，為追求足部健康和舒適的您，和身旁
摯愛的，帶來喜悅而暢快的時刻。

現在憑《劇道場》和《iStage》於下列演出之票尾，於2018年到
RegettaCanoe香港專門店選購任何產品，即享一次正價七折優惠*。

演出包括：
阿席 相聚21克 

我愛喵星人 走音大聯萌

決戰巖流島 正是這樣的生活

*優惠受條件約束，優惠期由即日至2019年3月31日。

Rolling Walking

地址 : 香港太古城中心2期 APiTA UNY G/F
  香港銅鑼灣崇光百貨 (SOGO) 6/F  
網址 : http://www.regettacanoe.com.hk
      Regettacanoe HK            regettacanoe_hk
電郵 : info@regettacano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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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阿席》票尾到

萊斯護脊床褥專門店購物，可獲額外八五折優惠。

萊斯護脊床褥專門店 
地址 : 屯門鄉事會路 123 號巴黎倫敦紐約戲院購物中心地下 41 號舖 
電話：2 4 9 9  9 8 2 8　網址：h t t p : / / w w w . r o y c e m a t t r e s s . c o m . h k /



我們與超過七十個本地及外國著名藝團合作，包括：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香港藝術節、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城市當代舞蹈團、進念．二十面體、香港戲劇協會、
Lunchbox Theatrical Productions、演戲家族、非常林奕華、劇場空間、一路青空、一條褲製作、
普劇場、劇道場、iStage、影話戲、桃花源粵劇工作舍、護．聯網慈善基金等。我們利用有限的成
本，以靈活的策略，為藝團和演出提供最大的宣傳效果。

文化連線　開拓藝術資源

文化連線，是我們在宣傳上的新概念。我們希望集合本地及外國不同的優質演出，以
聯營方式，共享商業贊助及宣傳支援，加強宣傳效果，擴濶觀眾層。我們的信念，
是為藝團的創作提供資源，將作品帶給觀眾，將觀眾帶進劇場。

發展網上平台　文化娛樂一站通

節目平台

楚城文化與Timable一直緊密合作，為各類型節目提供宣傳平台。Timable為本地最受
歡迎節目搜尋網站，有效將演出資訊帶到觀眾手上。

網上預售

我們更為各類型節目安排門票預售及提供折扣優惠，除了透過網上平台，公眾亦可以手機應用程
式輕鬆購票。我們相信方便快捷的購票方法，能夠讓節目更普及。

提供專業意見　度身訂造宣傳策略

專業策劃

以我們豐富的宣傳及公關經驗，為演出籌劃宣傳策略，由形象設計到宣傳活動，我們都
能提供專業的意見。

宣傳媒體

針對不同性質演出，提供合適的宣傳媒體。除了巴士、港鐵、電車等燈箱廣告，及
各類型戶外廣告牌外，亦提供平面設計、電視、電台、電影及網上廣告製作服務。

公關服務

我們擅長為演出籌辦記者招待會，撰寫中英文新聞稿，透過強大公關網絡，為演出爭取
更多曝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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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同性質演出，提供合適的宣傳媒體。除了巴士、港鐵、電車等燈箱廣告，及
各類型戶外廣告牌外，亦提供平面設計、電視、電台、電影及網上廣告製作服務。

公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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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曝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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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亞氏保加症患者藉著貓衝破溝通障礙的感人故事

劇情簡介

  亞氏保加症患者靜夫在學校受到同學歧視、欺
負，無日無之，與相依為命的母親更是隔絕溝通。當
與族群走失的流浪貓 Innika意外走進靜夫的生活中，
令到他封閉的世界漸漸打開。
  "喵 "一聲，可以改變生命。

是
因為
我不同，

還是
你不
懂
？

受
到
排擠
、歧
視，

唯有你的小手帶
給我
安
慰
！

縱然
被全世界誤解

載譽
重演

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首演門票火速售罄

監製 / 主演 萬斯敏
 編劇 / 導演 / 主演 歐錦棠
主演 徐偉賢 何敏儀 區偉麟

25 - 27 8pm

27 - 28 3pm

四

六

六

日

2018年 10月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60、$220
 星期四優惠$240、$200

主辦及製作

劇道場 及 iStage 
為上環文娛中心場地伙伴

贊助
全力支持 宣傳協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