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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舞 台 劇

為 歷 史 翻 案  再 現 傳 奇

2014年 6月20 ~ 22日 8:00pm

2014年 6月21、22日 3:00pm

繼 後

6月20-22日

為主權而戰



✢2012 年 4 月公演 
《想變成人的貓》

✢2013 年 5 月公演獨腳戲
《中國隊長Ⅱ之講人自講》

『劇道場』 ( THEATRE DOJO )是歐錦棠和萬斯敏兩位資深藝術工作者

成立的劇團。道場 ( DOJO )是一個用以修煉、提升自我的場所，不容半點兒

戲並且必須尊重的神聖地方。戲劇的道場，就是舞台，讓表演者在其中磨煉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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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戲劇演出反映人

生，以有限的空間拓展無限視野，演繹出色的舞台作品，將生命中被遺忘的時刻片段重現，

帶動觀眾獨立思考，帶動正面信息，發揚藝術的真、善、美。 

2011年初，揀選了英國RAFTA戲劇節的得獎作

品《A Time For Farewells》，經過翻譯、再加以

改編潤飾，成為『劇道場』的創團作品《再見別

離時》；首演觀眾反應熱烈，徇眾要求於同年9月

載譽重演，兩度公演均獲一致好評、連場爆滿。 

2013年5月中，公演歐錦棠個人獨腳戲《中國隊長Ⅱ

之講人自講》，以民生小事、政治及娛樂圈中怪現象，指

桑罵槐，繼而顛覆反轉再還原。 

2013年8月『劇道場』將吉川英

治不朽巨著《宮本武藏》搬上舞台，

更有幸邀得國際巨星倉田保昭參與演

出，是次演出再度獲得連場爆滿、好

評如潮佳績。 

2013年9年『劇道場』更衝出香港，移師加拿大溫哥華Gateway Theatre公演《再見別

離時》，依然叫好叫座。 
『劇道場』祈盼能演繹出色劇作之餘，每一個演出都能讓觀眾在笑聲、娛樂與文化

中，得著正能量，為觀眾送上祝福。 
劇道場網址：www.theatredojo.com 
劇道場專頁：www.facebook.com/theatredojo 

2012年4月劇團公演原創溫情喜劇《想變

成人的貓》，以人和動物的相處，引喻出親

情的可貴，笑中有淚。 

✢2013 年 8 月演出 
吉川英治巨著《宮本武藏》

✢ 創團作品《再見別離時》
於香港及加拿大三度公演



劇道場網址：www.theatredojo.com 
劇道場專頁：www.facebook.com/theatredojo 

十四世紀英、法百年戰爭，法軍節節敗退，亡國在即。 
來自鄉間的小姑娘貞德自稱受到“聲音＂感召，要求領兵將英軍逐出法國，終取得軍

權並帶兵收復被圍困多月的奧里昂，一個目不識丁、毫無作戰經驗的村姑，竟指揮若定連

戰皆勝，更助皇儲加冕為王。 
其後貞德被俘，查理七世竟拒絕施救…… 
她拯救了國家，但換來的報酬卻是死亡。

萬斯敏  飾  貞德

曾國祥  飾  尚德隆

李潤祺  飾  查理七世

歐錦棠  飾  焦爾德  
柳文興  飾  拉希 / 羅以埃 / 群眾

麥映緹  飾  說書人 / 柯林 / 貴族 / 婦人 / 群眾

蔡松合  飾  帕斯克神父 / 托伊 / 紅衣主教

魏沛林  飾  雷諾主教 / 群眾 / 紅衣主教 
黃中濠  飾  科雄主教 / 群眾 / 英兵 
廖賢志  飾  貝德福公爵 / 修士 / 村民 / 英兵

陳婉祺  飾  少女柯林 / 貴族 / 妓女 / 村民 / 群眾

鄺瑩瑩  飾  群眾 / 舞者 / 妓女 / 村民 / 英兵

施瑋延  飾  群眾 / 法兵 / 修士

陳景鴻  飾  群眾 / 英兵 / 紅衣主教

關浩傑  飾  群眾 / 貴族 / 英兵 
黃碧芬  飾  村民 / 英兵

監製 / 形象設計：萬斯敏 
編劇 / 導演 / 作曲填詞 / 劍擊指導：歐錦棠 
編曲及音響設計： 李健達、張健熙、曾家聰

@T2K MUSIC 
服裝設計：梁健棠 
舞台設計：王梓駿 
燈光設計：黃靜文 
平面設計：Jacky So 
形體設計：易峯 
舞台監督：黃碧芬 
執行舞台監督：張秀文 
助理舞台監督：陳寶玲 
化妝及髮型師： Fanny Lee & make-up team 

@ Miss Paris The Beauty School 
音響控制：馮璟康 
音響器材：Avant Garde Technology 
服裝統籌：林娜亞 
宣傳攝影：Ben Li @ Harmony Photography 
現場攝影：Sam Lui、Ben Li  
錄像拍攝：More Production 
前台主任：郭慕純 
票  務：程雪喬 
宣  傳：Talent Oscar Production  

粵語演出 
節目全長約兩小時，不設中場休息。

藝術顧問 鍾景輝 
團長及創作總監 歐錦棠 
藝術及行政總監 萬斯敏 
行政經理 陳雪筠 
行政助理 程雪喬 
海外發展經理 郭慕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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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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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馬弟

iStage
楚城文化

亞帆達音

劇場空間

聖貞德中學

香港話劇團

永恆工作坊

7A班戲劇組

焦媛實驗劇團

香港戲劇協會

萊斯護脊床褥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壹加壹製作有限公司

特別嗚謝：羅冠蘭老師

(排名不分先後) 

 嗚謝的名單中，應該加上這位已相識多年的故友--陳活碩，劇界

中人稱他為「大包」。事原引發今次的演出，正為悼念他的離世。

打從我走進戲劇世界，初踏舞台便是大包執導的《和氏璧》，

二十八載的歲月裡，他導我演合作無數，即使在睡夢中有關演戲的夢

境，他必在其中執導。成為全職演員後的我曾與眾多導演合作，但他

依然是我成長中的重要伙伴、合作次數最多的導演。當中固然有歡

樂、也有意見不合的時候，但不論喜怒苦樂，都交織出我過去人生路

途上的重要回憶。

十四年前大文豪蕭伯納的名著《聖女貞德》在「葵青戲劇節」中公

演，亦是我倆合作的作品之一，卻在大包的追思會紀念冊上，記述他

生平眾多的劇作列表中，找不著這項演出記錄，而這個缺失卻是上天

為『劇道場』選定了今次的演出劇目，劇團創作總監歐錦棠根據歷史

資料重新撰寫，將全新的《聖女。貞德》重現觀眾眼前。

我和大包須有共同信仰，卻未有機會一起事奉，願此劇帶出的信

息能祝福觀眾，也算是與他在世的最後一次合作。他日天家再相遇，

期盼能攜手以戲劇讚美主，讚美祂引領我們活出無憾的人生。

Harmony Photography
康寧X光化驗有限公司

來來重慶雞堡火煱菜館

各大書局及各大傳媒機構

Miss Paris The Beauty School
香港展能藝術會 賽馬會藝術通達

服務中心 (通達伙伴)

✢2008 年我演出舞台劇 
《一代天驕》，大包到場支持。

✢2001 年「港澳劇劇交流」，
我倆合作演出翻譯劇《回歸》
(Misunderstanding)。



影、視、舞台同樣資歷深厚的跨媒體藝術工作者。曾任職記者，於

2000年獨資開設全港首個李小龍記念館『小龍館』，同年創辦『新格

鬥』雜誌，擔任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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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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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獲法國政府資助舉辦首

次個人裝置及攝影展《畢加索的旋轉蒙馬特》，並於場地內演出多媒

體話劇《油夢‧情色‧畢加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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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鳳》、

《大刀王五》、《哲拳太極》、《宮本武藏》及本劇中兼任武術指導，創造舞台格鬥新風格。 
近年積極創作，編寫多個劇本包括：福音劇《信有明天》、《真係聖誕》、《相聲報喜講耶

穌》、《Cafe 主意》、《家點愛》、音樂劇《細鳳》、《想變成人的貓》、棟篤笑劇場《中國隊長》

及《中國隊長Ⅱ之講人自講》、《宮本武藏》、及《聖女 • 貞德》等。 
此外亦攝製多部紀錄片及自主錄像，主要導演作品包括：《1959某日某》(為全港首部於電影院

上映正場的自主錄像製作 )、《理想》及《無常》( 98年香港藝術中心收錄作品 )、紀錄片《李小龍

之道》。 
2010年與萬斯敏成立劇團『劇道場』。 
除演出電影及舞台劇，現職專欄作家，及浸會大學傳理系電影學院講師。 

個人網站：www.stephenau.com

假如一天有「聲音」向你指示，要求要求你去行公義，卻可能與所謂主流意見相違背，你會如

何自處？執意而行，還是自行滅聲？

當年孤獨無援的貞德，單純地憑著堅定信念而實踐被喻為不可能的任務，為的不是她一己私

欲，卻換來被政治玩弄、出賣，最後在火刑台終其一生。

諷刺的是，在二十五年後，曾經將貞 出賣的人卻為她成功翻案，還她清白，更為她奠定日後成

聖之路。

同樣的二十五年，希望我們期盼的不致漫長。

我們身處的亂世，需要有更多信念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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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是『亞洲電視訓練學院』畢業生，隨即成為『亞洲電視』合約藝

員，為期九年。主持節目及演出電視劇集不勝其數，其中演出電視劇集

有：《再見艷陽天》、《南海十三郎》、《屋企有個肥大佬》等；而曾主持

之節目計有：《六合彩》、《惹味夫妻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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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

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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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舞台劇演出多不勝數，近作有：《宮本武藏》、音樂劇《好姐賣粉

果》(香港、澳門、中國巡迴演出)、《想變成人的貓》、《再見別離時》（香港、溫哥華三度公演）、

《金鎖記》(香港、中國巡迴演出)、《戀戀心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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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重尋》、《相聲報喜講耶穌》等。 
此外，亦有參演不同製作，如近年有：港台劇集《性本善2014-阿滔和他的四個春天》、TVB 

Music Video《如果我可以》(裕美主唱) 、獨立電影《一個人在途上》、電影《激戰》、《證人》、

《神鎗手》等… 
萬氏致力於推動表演藝術，曾為『香港城市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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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化粧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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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與歐錦棠創辦『劇道場』，為劇團之藝術及行政總監。 
 個人專頁：www.facebook.com/phyllisman 
 微  博：http://weibo.com/manphyllis  

香港男演員、編劇及導演。其首部執導電影《戀人絮語》， 於臺灣第

47 屆金馬獎上獲得《最佳新晉導演》提名。  
2013 年簽約『太陽娛樂文化』，積極朝導演方向發展。 
2010-2013 年間，曾執導之電影有：《澳門街 – 水泥》、《斷了片》、《戀

人絮語》、《指甲刀人魔》。 
電影演出作品多不勝數，而近年製作有：《Z 風暴》、《豪情 3D》、

《Zombie Fight Club》、《澳門街 – Good Take》、《飛虎出征》 、《我

老婆唔夠秤 II：我老公唔生性》、《紮職》、《盜賊同盟》、《春嬌與志明 》、《囡

囡》、《前度》、《維多利亞壹號》 、《機動部隊－絕路》、《親密》 。 
2002-2008 年之電影演出作品有：《一半海水，一半火燄》、《一個

好爸爸》、《單身部落》、《戲王之王》、《黑白道》、《伊莎貝拉》、《反斗狂奔》、《我要成名》、《地

老天荒 》、《後備甜心》、《AV》、《半醉人間 》、《見鬼Ⅱ》、《咒樂園》、《大丈夫》 、《金雞》 
、《幽靈情書》 。 

2009 年曾氏亦於《一個地球 - 南極篇》擔任節目主持。  
微       博：http://weibo.com/derektsang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深造文憑及專業文憑畢業生，主修演技。 
前『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 DBC 電台』節目主持。前亞洲電視合

約藝員。前赫墾坊劇團全職演員。曾擔任環球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香

港星跨媒體有限公司、深圳『曾志偉演藝人材訓練學院』、亞洲電視

藝員訓練班及教育署「學校戲劇節」之演技課程導師。 
現為自由身演員、『家燕媽媽藝術中心』兒童戲劇及主持課程導師。 
舞台劇演出包括：《馬克白夫人》、《擋不住的偷情》、《宮本武藏》、

《誘心人2013》、《南海十三郎2013》、《富貴逼人》(香港及澳門巡迴

演出)、北區冬季戲劇節劇目《放逐》、《孫中山革命前傳》、《飢餓藝術

家》、《500》(澳門演出)、《杜十娘》、《蝴蝶是自由的2011》(中國巡迴

演出)、《大東亞異人娼館》、《My Chair》(澳門演出)、《情場如戰場》、《好姐賣粉果》(香港、

澳門、中國及新加坡巡迴演出)、《伽里略傳2010年發現版》、《江青和她的丈夫們》(香港及

加拿大巡迴演出)、《金鎖記》(香港及中國巡迴演出)、《石塘咀如花與大舊勝》、《赤之禁室》、

《阮玲玉》、《細鳳》、《你是我傳說中的情人》及《我要結婚》等。 
電視劇演出包括：《法網群英》、《香港奇案實錄》、《美麗傳說2之星願》、《生命天

使》、《伴我同行》、《我和殭屍有個約會2》、《碧血青天楊家將》、《包青天》、《我

來自廣州》、《雪花神劍》及《飄零燕》等。 
電視節目主持包括：《亞洲電視2008北京奧運會直播室》、《西北開發之旅》、《西南

開發之旅》、《伴我同行齊唱聚》、《NBA 地帶》及《周日音樂快線》等。 
此外，亦曾參與電影《富貴囍事》、《昨夜夢魂中》、《互動殺人事件》、《1959某日

某》、《情人知己》及《燈籠》等之演出。 
新浪個人微博搜尋 ：李潤祺KEVIN 

1989年遇上戲劇啟蒙老師何偉龍先生；1990 年修畢『香港浸會大學』

校外進修學院戲劇課程，同年加入『嘉士伯灣仔劇團』；至今舞台劇演出

已超過八百塲。團內演出包括：《取西經》、《擺檔俏冤家》、《聊齋新誌》、

《飛躍紅船》、《人鬼情未了（新編）》、《夢捲塘西》、《五個受傷的女人》、

《鹿鼎記》、《秋城故事》、《神蹟速銷》、《鄉心一夜》、《再度飛躍紅船》、

《彌敦道兩岸》 、《秒速18 米》、《Blogway Show》、《讓我愛一次》、《陽

光小子》、《全城清潔灣仔劇場版》。亦曾參與其他劇團演出，包括春天

製作《播音情人》、《南海十三郎》、《窈窕淑女》、《人間有情》、《梁祝》、《劍

雪浮生》、《玉女添丁》、《蝦碌戲班》、《天下第一樓》、《聊齋新誌》及《龍

門客棧樂與怒》。舞戲製作《耶穌傳》、《1:99 灰姑娘音樂劇》。本地薑《哪

吒鬧海》。楚城@istage《潮州姑爺》。劇道場《再見別離時》（首演、重演及加拿大溫哥華演出）。

捌秋壹《天后》。咪嚤音樂劇團《怪獸國王灰姑娘》（首演及重演）、《耶穌傳》、《魔法王國灰姑娘》。

2002 年與動藝舞蹈團於元朗大會堂開放日中聯合作出表演。曾擔任學校戲劇節及禁毒基金贊

助《無毒鬥一番才藝比賽》之評審。 
柳氏亦參與不同機構的司儀、設計、配音、幕後代唱及填詞工作；曾合作的機構有『一團和戲』、

『Wild Feast Dance Production』、『麥當勞』、『煤氣』、『美麗華旅行社』、『慧研雅集』、

『心晴行動』、『海怡半島』、『MGM』及『嘉華銀行』等。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會友。香港出生長大接受教育，自幼便與音樂結下不

解之緣，6歲習鋼琴，11歲學習中提琴至考獲『聖三一音樂學院』7級止，期間曾

先後參與多個本地樂團、管弦樂團及香港青年交響樂團之演出；中學階段經常

代表學校參加校際音樂節，獲獎無數；89-91年，更入讀『香港演藝學院』初級

兼讀生聲樂課程。 
96年開始對舞台戲劇表演發生興趣，曾先後與多個本地劇團合作，曾參演劇

目其中包括：慕臨軒《沒有不下雨的天空》、友演出劇團《太空小王子》、《假

鳳虛凰》、《一顆恨嫁的心》；友聲影話《愛與夢同行》、《讓我生命添姿彩》；

共享詩歌《不再翻版》、《Heavenly Voice》、《我大佬係穌哥》；愛音樂工作室

《誰可懂祢心》、《誰2-紅海邊緣》、《誰3-沒有愛的情歌》、《玩具夢工場》、

《公事包》；雷臺製作《尋…迷》、《柬…約》；荒原創作《愛與恩光同行》；嗰

個劇社《臥底劇場之蘇柳嬌的奇妙旅程》等… 
除幕前演出外，亦參與演唱會和聲、廣告歌曲演唱、廣告旁白及歌唱指導訓

練等工作。 
2012年4月正式成立『主‧緹音樂』，並於同年7月舉行《You are Special! 

Thorine Mak in Concert》及11月舉行《少女‧笑婦‧孖媽聲》多媒體音樂劇場，

盼望繼續以上帝的恩賜為別人帶來更多安慰與祝福！2013年6月成立『主唱樂

團』，透過定期的聆聽與和聲訓練，把我們屬天最美的聲音鍛練出來！ 

現職工程督察，亦是一名兼職表演者。 
於1996年加入劇社『零劇坊』，2004年加入『楚城』。現為SMASH 註

團表演者及氣球師，專長利用氣球製作不同的卡通人物。 
近年舞台演出有楚城《難忘郁達夫》、《天上人渣》；劇場空間《棋廿

三》、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囈十話》等等。 
曾於2002年參加『吐露港扶輪社』戲劇滙演；憑風采制作《死比你睇》

獲最佳演員獎。 
及於香港戲劇滙演2004，憑黑箱作業《挖屎窿》獲優異演員獎；以及香

港戲劇滙演2006、憑禾地山《八月櫻花》獲優異演員獎。 

於1986年加入『理工劇社』後開始參與舞台劇演出，其中首個劇目為《影

武者》 飾演主公/小偷 一角。畢業後至今曾與多个劇團合作，繼有『沙田話劇

團』、『海豹劇團』、『新域劇團』、『第四線劇社』、『香港戲劇協會』等。 
2000年起主要參與『劇場空間』之演出，其中包括《夢斷維港》、《義海雄

風》、《大刀王五》、《十二怒漢》、《哲拳太極》、《點點隔世情》、《霧夜謀

殺案》、《坷廬謀殺案》；並憑《紐倫堡大審判》 獲提名第十八屆香港舞台劇獎

最佳男配角。此乃繼《宮本武藏》後第二次參與『劇道場』的演出。



話劇愛好者。曾參與話劇演出超過50齣，參與演出場次超過100場，是眾演

員中資歷較淺的一個。合作過的劇社包括：『九龍城話劇組』、『彩虹劇社』、

『丁劇坊』、『湛青劇社』、『荃青劇社』、『捌秋壹』、『八月十五劇團』、『沙

田話劇團』、『春天實驗劇團』、『劇場空間』、『香港戲劇協會』、『唯獨舞

台』及『眾劇團』等等。曾演出過不少劇種如：喜劇、鬧劇、正劇、悲劇、古希臘

劇及音樂劇等；踏足過大小不同的劇院，包括紅磡香港體育館等演出話劇。 
現為『丁劇坊』、『眾劇團』及『唯獨家族』成員。

曾參演荃灣青年劇藝社《讎》、《甕中囚》、2000年葵菁藝術節《聖女貞

德》、創天劇作《狂濤》、占米角《一家便宜兩家着》、九龍城話劇組《結》、

《龍城舞曲》、觀塘劇團《烈車組曲》、《請投歡呼一票》、《妳是我傳說中的

情人》、《擁抱100%的寂寞》(重演) 、《愛上愛上誰人的新娘》、《選擇性逃

亡》、關懷四川地震音樂劇《我們明白了》(首演) 、認真棧《一個半個世紀的等

待》、平凡劇舍《雷雨》、華星與耀榮娛樂有限公司《難兄難弟新春舞台劇》、

湛青劇社《廿三樓‧攪笑友》、《劈友劈到大舞台》、《冬日劇場之無飯夫妻》、

《廚房鎖事》、易卜生戲劇節《愛的喜劇-變奏版》、《地球很美，全賴飛左

你》；八月十五劇團《古裝金瓶梅》、《嘩鬼闔府統請》、音樂劇《十兄弟》；致

群劇社《袁崇煥之死》(重演) 、《陽光站長》；劇場空間《大刀王五》、《十二怒

漢》(三度重演及澳門演出) 、《哲拳太極》；捌秋壹《垃圾袋裏的天空》、《我

老豆係黨灰》、《友誼慢碎》、翻譯戲薈萃《愛‧知》；諸子劇社《雙城記》、米

脾壹團《雙‧情‧路》、丁劇坊《旅宅之人》、挽劇走《仲夏夜之夢》。也曾參演

其他音樂劇：學友社《演出燦爛人生》、第八日製作《禁閉的聲音》、ICC《柬

約》。 
廖氏多年來屢次參與戲劇滙演：07年《涷檸啡》、09年《猩猩動物園》、11

年《LOVE STORY》、12年《血緣》；並於09、11及12年戲劇滙演中獲優異演員

獎。近作為心的關懷音樂劇場《上司愛竊聽》。

致力推行校園舞台藝術, 近期導演作品包括香港校際戲劇節。演出作品包括

『禾地山戲團』於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書籍》、『紅磚族』劇團《瘋笑癡》、

與及於大劇院演出音樂劇《美女與野獸》；監製製作有：『禾地山戲團』《娛人

飯局》。為理工大學『禾地山戲團』幹事，曾參與戲劇匯演多年。



現修讀『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影視表演高級文憑（三年級）。 
2013年曾參演『劇道場』舞台劇《宮本武藏》和電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

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中飾演中大四子- 子雄。 
亦曾參與演出：『浸會大學』電影學院高級文憑《契柯夫精選短劇- 求婚‧

記念日‧婚禮》；THEATREDETOUR 另劇場《隔空對話》、原創音樂劇《無邊

城》；東華三院利東青少年綜合服務《柯尼卡美能達-東華三院綠色音樂會》、

音樂劇《樂與路2005》（重演）；『新域劇團』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劇場內

的臥虎與藏龍2009 - 坑渠．佬．鼠》。 
近年亦參與多部『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學生作品。

現修讀『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影視表演高級文憑。 
近期舞台演出包括：觀塘劇團《上司愛竊聽》、劇道場《宮本武藏》及多齣

中小學學校巡迴劇演。 
亦曾參演拍攝製作，如：Now TV觀星台「優拍優Seen」短片《最後的

二十四》、『香港浸會大學』微電影《Loving My Life @HKBU》、『香港電台

教育電視』數學科《續小數(四)》、突破機構「親密劇場」青年創作短片《替身

男女》、壹週刊網上動新聞影片-《手機拆彈》「3D印未來」、 及時雨大數除

私人貸款電視廣告 、Supper Moment MV《很久沒擁抱》、洪卓立MV《Last 
Dance》、Blackberry x Apple Daily動新聞網上宣傳廣告、『英國保誠』教學宣

傳短片、City Gallery展城館網上宣傳片和其他各大專院校電影作品，而曾參演

之電影有：《雛妓》、《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等。

現就讀『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影視表演系高級文憑三年級，即將畢業。

熱心演戲，影、視、舞台都曾參與。曾參演TVB電視劇集《護花危情》、『香港

電台教育電視』常識科《洩密者》、《科學探究》；電影演出有：《那夜凌晨，

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愛．尋．迷》；亦曾參演舞台劇『劇棧』的

《2戀2》和《13》。

母親是『東方中國舞少年兒童舞蹈團』團長，故自幼跟隨母親學習舞蹈。

2008年考獲中國舞分級考試13級，曾參與多場香港舞蹈界盛事。亦曾就讀於

『廣州暨南大學』廣播電視新聞系；2007年獲『暨南大學』全校舞蹈比賽銀獎，

同年加入校內藝術團舞蹈隊。08年加入『暨南劇社』，演出作品有：《甜蜜外

情》、《永恆之紅》、自編自演作品《家．鎖》、《願女幽魂》、《雪中驚魂》；並

憑《雪中驚魂》獲觀眾現場投票為最喜愛女主角。《願女幽魂》亦獲得『廣東高

校』心理劇大賽三等獎。 
現為『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影視表演系學生。



亞帆達音(T2K ASIA MUSIC LTD) 由香港唱

作人、監製及MV導演- 李健達於2013年成立，李

老師經歷24年本地製作流行曲經驗；而 在89年

榮獲香港IFPI白金唱片，同年勇奪「亞太流行曲

金箏比賽」冠軍，94更奪CASH 比賽冠軍，監製

無數超級歌手如軟硬天師、台灣天后許茹芸，更

曾和巨星徐小鳳及葉蒨文等合作。看透香港過去

十數年從無上進的工廠式製作，因而成立獨立公

司，致力燃點曾經一度帶領東南亞潮流的廣東歌，改革香港製作音樂由一班對音樂沒有深度認識

的機會主義者操控，只懂利用年青貌美的朋友去銷售音樂商品而忽略音樂本身的重要性，全力推

動新一代實力創作學生們，在沒有大財團及100%自主環境下啟航，憑著信念和passion出發，像

一隻帆船在亞洲音樂海上重新出發。 
首張產品：《久音珍經》在2013年6月面世。

當今香港舞台界上最耀眼、最華麗的服裝設計師。擅於設計風格華麗、閃

爍耀目、鮮豔獨特、自成一派的華衣美服；作品令人一見難忘。畢業於『香港演

藝學院』，主修服裝製作工藝。梁氏作品屢獲獎項提名，並憑中英劇團《昆蟲世

界》、香港話劇團《敦煌. 流沙. 包》、Theatre Noir《動物農莊》、林澤群實現劇

場《DIVA先生的華麗戲劇教室》、香港話劇團《都是龍袍惹的禍》五度奪得『香

港戲劇協會』第十八、 十九、二十、廿一、廿三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服裝設計

獎；而《都是龍袍惹的禍》亦同時囊括了最佳化裝造型設計獎。曾任『香港迪士

尼樂園』演藝人員高級形象專員及營運戲服高級主管，專責指導專業形象及服飾形態的顧問工

作。其後獲邀任職太陽劇團Cirque du Soleil（Asia)參與藝術馬戲服飾製作。 
設計作品數量甚豐，近年包括《攣到爆》、《小人國1-4》、《黑色48樓》、《爆谷殺人狂》、

《灰闌》、《情場如戰場》、《小孖俠》、《Prison de Ballet》、《荃加福祿壽宇宙最強演唱會》、

《點點隔世情》、《女帝奇英傳》、《八百比丘尼》、《情聖》、《森美要滾》、《王祖藍嫁比耶穌

演嘢會》、《怪獸國王灰姑娘》、《IChing》、《芳華絕代之曇花一現》、《金菠蘿戰士》、《天狐

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南海十三郎》、《都是龍袍惹的禍》、《作死》、《Avenue Q》、

《莫札特之死》、《宮本武藏》、《鄧麗君》、《神勇女殺手決戰黑玫瑰》、《馬克白夫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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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為影音

使團《方舟東遊記》、樹寧現在式單位《小雄蟲俠》、《蕪荒野之年代》、《月

亮沒有忘記又再想起你》；焦媛實驗劇團《筷子姊妹花》、《靚模先生》；春天

實驗劇團《miss杜十娘》、《富貴迫人》(香港及澳門)、《玄奘大師》、《天生不

是女人》、《長繫我心》；葉氏兒童合唱團《木偶奇遇記》；哥哥製作《contrary
唱反調 譚偉權X譚偉權 音樂會》；中英劇團《留住埗城香》、《施家有計》、

《耆英大匯演》 ；劇場道《宮本武藏》、2014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國際無伴奏

合唱節《奇妙一刻》等製作擔任燈光設計。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李健達 張健熙 曾家聰



畢業於香港演藝科藝學院(一級榮譽) ，主修舞台設計。現為自由身舞台設

計師。畢業作品有《櫻桃園》、《震天弓》、《新宅風雲》的舞台設計，畢業後

曾參與多個舞台演出。在2007年香港劇場協會《小城風光》、錢秀蓮舞蹈團武

極七《黃帝內經》。2008年香港藝穗會《胡志明在香港》、『海洋公園』萬聖

節《厲鬼村》、《秦俑異域》；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花木蘭》、香港兒

童合唱團舞劇《女神．星座．生肖》。2009年思定劇社《奧古斯丁》、香港真

光中學《Lumington》、騎士劇團《江戶無雙》。2010年嘉諾撒聖心學校《心之

呼喚》、劇場空間《喜靈洲．分享夜》。2011年《日落晴天》、電紫兔/克－新媒

體音樂實驗、香港話劇團《最後晚餐》。2012-2013年香港話劇團《半天吊的流

浪貓》、《八樓半的密室》和《危樓》；劇道場《想變成人的貓》；陳淑莊《戴

錯野夫人》、《出得嚟環》；心創作劇場《失身1234》、《音樂情書》、《伊

甸》；一舖清唱《夜夜欠笙歌》中擔任舞台設計。香港電視《4年B班》中擔任

美術指導。 亦曾為『苗圃行動』、『國際小母牛協會』及『香港大會堂』五十

週年設計舞台及展覽。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視聽娛樂科藝高級文憑學生，修讀舞台科藝

相關內容。鍾情觀看舞台演出，喜歡幕後工作能與不同人的合作，盼望製作出

感動人心的舞台劇。 
近期曾參與演出包括：《你活在哪一個星球上》中任執行舞台監督、於『海

洋公園』特備活動中任後台實習生、音樂劇場《上司愛竊聽》任助理舞台監

督、『香港科學園』創新科技嘉年華中，負責音響部。

舞台工作者。曾參予多個劇團 / 團體 / 機構的後台及學校巡迴工作，崗位

包括舞台監督、執行舞台監督、助理舞台監督、道具及服裝助理等。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主修創意數碼媒體設計。熱衷舞台工作，近期參

與： 國際綜藝合家歡《尋找心中的藝術》、《奇妙王國》、《扭計爸B》， 偶友

街作《孩子王》；香港青年協會原創音樂劇 《愛里？不理？》（首演及重演）、

《戲說圍城》；創典舞台《我們之間》（重演）；三角關係《交換生活》等。另

外，亦活躍於媒體製作及舞台錄製工作，近期合作機構：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

心』藝術節2014、香港時裝品牌AMENPAPA、『東華三院』長青戲班、『香港

青年協會』等。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音樂劇舞。曾為多個音樂劇及舞蹈工作坊任編

舞。除編舞及表演外，亦積極投入教育工作。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我痛恨現存亂世 
我渴望遁逃避世 
這世局如同混戰，怎可寄棲？ 
我冷漠扮成自制 
我寄望尋求上帝 
這世道疑人勿信，遍地惡鬼！ 
當尊貴可變爛泥 
當奸險使眾著迷 
當真理都已換成，作奸作弊！ 
凡誠實便會理虧 
求寧靜扮作烏龜 
完全是沒有法規，醜惡當美麗！

在遠山外有一村落

寧靜安逸似天國

直到此事發生於鄉郊角落 
便開展美妙序幕

有一天貞德她說遇見天使 
靠那聲音對她告知

“你必興邦安國，因你大有恩賜，

在主中的你必作大事！＂

在那天貞德她已立了心志 
為了主她決心撰史詩 
要把英軍驅趕，且替太子加冕 
但她不知道真正意義                               
完美故事 
誰懂真意

在遠山外有一村落 
寧靜安逸似天國 
若以此地作居本簡單快樂 
但戰火偏偏到訪 
在瞬間已陷落

眾： 浩浩蕩蕩去奮戰，有天主加信心， 
 剛堅的身，果敢的心，給有自信的人。

 莫論前路闊與窄，艱苦險與狠， 
 天主賜福信靠、自信的人。 
 懷著信，志堅定，高山也可攻陷。 
 憑著愛，解困局，驅趕英軍夢成真。

Narrator： 浩浩蕩蕩去奮戰，有天主加信心， 
 剛堅的身，果敢的心，給有自信的人。 
 莫論前路闊與窄，艱苦險與狠， 
 天主賜福信靠、自信的人。 
 懷著信，志堅定，高山也可攻陷。 
 憑著愛，解困局，驅趕英軍夢成真。 
 浩浩蕩蕩去奮戰，她心中歡欣， 
 當天聲音，今天的真，她是被揀選的人。 
 無才無力欠勇猛，村姑可領軍， 
 皆因每分每刻，與主偕行。

盡心，我願憑我的愛，當天撫心發誓 
盡忠，我願隨我國家，都交出我一切 
堅貞，像爐內黃金 
堅忍，如刃刺心 
為國家中興，我心內熱情難自禁 
為國家，我願無顧一切，肩起一生責任 
為國家，叫我們共並肩，一起衝破黑暗 
在遠方，聽道還有一國，深得蒼生愛慕 
穹蒼宇宙為國土，千古經已知道 
國王，面從未曾見 
軍隊，強陣似天 
用大愛築堡壘，公義仁慈為利劍 
盡心，去服從那旨意，祂必千秋顧念 
盡忠，以志誠靠心堅，終必可見主臉 
他朝天國相見

作曲：Gustav Theodore Holst

作曲 / 填詞：歐錦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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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喜劇泰斗

歐錦棠

男女嘅嘢，你識條鐵咩
打交定係煙韌

好起上嚟糖黐豆，
衰起上嚟水溝油

主辦及製作

第一死婆

萬斯敏

口傳身授，

笑到冧櫈。
洞悉男女間趣事奧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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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