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樂劇

唐滌生誕辰 100 週年紀念作品

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The poetry journey
 of Tong

劇壇文豪唐滌生大膽革新，
    成就一代藝海傳奇的故事。

贊助

主辦及製作

劇道場 及 iStage 
為上環文娛中心場地伙伴

指定化妝品宣傳協作全力支持 化妝協作

1月19-27日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8年

1月20、21、27日演出後設《演後座談會》



劇道場網址：
theatredojo.com

劇道場專頁：
facebook.com/theatred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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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主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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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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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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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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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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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團簡介 過往演出資料

再見別離時香港及加拿大
四度公演創團作品

獨腳戲 吉川英治巨著
2011-15年

想變成人的貓
2012年4月公演

宮本武藏
2013年8月公演

聖女‧貞德
2014年6月公演

中國 隊長Ⅱ
之講 人自講

2013年5月  公演

世界名著科學怪人
2017年1月演出

擊動情心
2017年6月演出

我愛喵星人
2016年1月演出

音樂劇

男女PK大作戰

2015年6月、8月 

及2017年10月三度公演

春雨歸來
心靈勵志作品

2011-15年2016年5月演出

音樂劇場貞德︰主權爭戰
2016年9月演出



中國近代最才華洋溢粵劇編劇家唐滌生的傳奇故事。

阿唐勤於筆耕，嶄露頭角，其後一紙風行，人人爭相邀筆，阿唐不屑抱殘

守缺，決意創新粵劇，引來同業前輩非議。但阿唐特立獨行，堅守信念，終與

任、白、波合作無間， 創粵劇新象，榮登殿堂，成劇壇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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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經理 程雪喬
行政助理 林倩如

劇情簡介 劇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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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規則

編劇 / 導演 / 作曲填詞 歐錦棠
監製 / 化妝髮型設計 萬斯敏 

聯合導演 葉萬莊
編曲 / 音響設計 曾家聰

舞台設計 王梓駿
燈光設計 黃靜文
服裝設計 章佩佩
戲曲指導 徐月明
舞蹈編排 易　峯

歌唱指導 麥映緹

助理監製 黃聖深
舞台監督 羅可風

執行舞台監督 潘麗華
助理舞台監督 馮佩霞、張美孚

音響控制 李馬弟
字幕控制 李茵茵
服裝管理 梁婉玲
化妝髮型 CMM Monita Academy
行政助理 林倩如
平面設計 Jacky So
宣傳統籌 PS Production
宣傳化妝 Shirley Lee
宣傳攝影 陳鏡波@BALLROOM
現場攝影 Ben@Harmony Photography

黃子良@K.K.Wong Workshop
現場錄影 Man@One Potato Limited

創作 / 製作人員

RegettaCanoe
源興行洋服

H-i Koln eyewear
Paci�c Coffee
Shu Uemura
CMM Monita Academy
BALLROOM
東海飲食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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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同業福音團契

iStage
同流

有骨戲

影話戲

W創作社
演戲家族

中英劇團

黑幕劇團

一條褲製作

香港話劇團

7A班戲劇組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楚城文化

timable
Kubrick
創世電視

影音使團

天使心雜誌

香港戲劇協會

香港理工大學

基督教銘恩堂九龍灣堂

油麻地福臨教會

恩典橋基督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

劇道場 — 嗚謝

演員表

歐錦棠 飾 唐滌生
萬斯敏 飾 白雪仙
阮德鏘 飾 梁醒波
楊英偉 飾 馮志芬
何敏儀 飾 任劍輝
區偉麟 飾 薛覺先
徐月明 飾 唐雪卿
馮兆珊 飾 鄭孟霞
黃中濠 飾  袁司理 / 八姑 / 

禾久田幸助 /  
胡導演 / 朱幹部

林芷琪 飾 薛覺清
蔡宗泓 飾  薛弟子 / 兵 / 阿點 / 

攝影師 / 同志 / 紅衛兵
李翠兒 飾 女 / 瑩 / 任冰兒
康少娜 飾 珍 / 芳艷芬
譚靜汶 飾 冰
盧仲雯 飾 雲 / 孫養農夫人
楊佩玉 飾 心
陳漢華 飾 白駒榮 / 王粵生 / 老者
林漢明 飾  阿炳 / 薛弟子 / 樂師 / 

助手 / 同志 / 紅衛兵



1. 龍舟、白欖
2. 藝海
3. 路遙
4. 際會
5. 先聲

6. 亂世
7. 紅絮
8. 驚鴻
9. 新象

10.夜曲

葉萬莊 聯合導演
2001年『嶺南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主修市

場學。2007年『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畢業，主
修導演。現為自由身戲劇工作者。

近年參與製作：劇道場《擊動情心》、《春雨歸

來》、《我愛喵星人》、《再見別離時》「四度重演」

（執行導演）；iStage《祠堂告急》（助理導演）；
糊塗戲班《地下文具店》（導演及演員）、《第三謊

言》、《一夫一妻》（執行導演）、中國上海國際藝

術節及新加坡2015華藝節《和媽媽中國漫遊》、
《二人證據》及《惡童日記》（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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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演、北京國際青

年戲劇節重演（演員）等。

《藝海唐生》歌曲序

演員及製作人員簡介

作曲、填詞：歐錦棠

11.鳳鳴
12.窮途
13.悼魂
14.浮生

（曲：巫山一段雲）

（曲：乙反南音）

歐錦棠
導演 / 編劇 / 作曲填詞 / 
演員

團長 / 創作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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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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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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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青梅竹馬 ）



萬斯敏
監製 / 化妝髮型設計 / 演員

行政及藝術總監

劇道場行政及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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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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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博：個人網站：
facebook.com/phyllisman weibo.com/manphyllis

阮德鏘 演員
生於梨園世家，七歲首踏台板於粵劇《夜戰馬超》飾

演馬超。十餘歲遠赴北京隨中國京劇院演員胡學禮習長靠

武生、花臉及鬚生行當，返港後分別隨擊樂名家高潤權學

習鑼鼓運用及已故演員蔣世平學習粵劇唱腔。

阮氏幼時已隨母親尹飛燕參與『金輝煌劇團』演出，

參演粵劇包括《陰陽判》及《梁紅玉擊鼓退金兵》等，曾

創下一年演280餘場粵劇的紀錄。2014年榮獲西九戲曲中
心粵劇新星展演最佳表演獎。2015年獲邀執導及主演新

編粵劇《劉關張下崗查篤撐》。

阮氏曾投考無線電視十七期藝員訓練班，其後演出《烈火雄心2》、《大唐雙龍傳》
等電視劇及主持綜藝節目《K-100》；2008年參演國內電視劇《滄海一粟》及《大風
歌》等。曾演出舞台劇有藝進同學會《大話私情》、劇場空間《哲拳太極》及英皇舞台

《我愛萬人迷》兼任副導演。亦曾拍攝電影《四大家族之龍虎兄弟》、《消失的子彈》

等；電影方面，2007年在李安執導《色戒》飾演麥先生、2010年文雋及葉偉民執導
《李小龍傳》中演梁醒波兼廣東戲曲顧問。2017年參演美國霍氏電視劇《心冤》。
阮氏亦兼任幕後工作如廣告配音、電台播音及節目製作等。2015年獲中國戲曲節之

邀擔任《武皇陛下》執行導演。近年重投香港電台主持《香江暖流》、《戲曲天地》

等，更以製作人身份製作《梨園薈萃》，大獲好評。

楊英偉 演員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畢業。『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

院首屆畢業生。英國馬術協會二級證書。彈床銀章教練。劍

擊二級教練。演藝畢業後加入香港話劇團成為全職演員。參

演過演藝學院《阿茜的救國夢》、《風流劍客》、《依狄帕斯

王》等；香港話劇團《笑傲江湖》、《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南海十三郎》、《無事生非》、《牢窗內外》、《橫衝直撞偷

錯情》、《黑夜衝激》、《審判》、《影子盒》等；春天舞台製作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南海十三郎》等；新光中國戲曲文化《小城風光》；另於『咪嚤劇

團』擔任監製、編劇、導演及演員，包括《怪獸國王灰姑娘》、《小小白雪公主反轉再反轉》、

《人人都係小飛俠》及《魔法國王之扭波兒歌大放送》等。

曾於香港電台《點蟲蟲》及《香江暖流》、有線電視婦女台《婦女guide》、新城知訊台
《爸爸媽媽你好嗎》、D100網上電台《為食麻甩騷》擔任節目主持。曾為無線電視及香港
電視合約藝員，參演多部電視劇，包括《真情》、《同事三分親》、《選戰》等。經常在不同類

型機構擔任司儀工作、表演製作、魔術表演；亦曾任教於聖羅撒女子中學。

現為舞戲製作藝術總監、為食鬼事務所行政總監及咪嚤劇團主席及製作總監。



何敏儀 演員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畢業，獲藝術學士（榮譽）

學位，主修表演。獲第20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配角（悲/
正劇）。

在學期間獲頒傑出演員獎，並連續兩年獲成龍獎學金。

畢業後遊走於不同劇團，參與各類型音樂劇及戲劇演出，

包括《R.A.W. the Cabaret》、《W.A.R. the Cabaret》、
《動物農莊》、劇道場《春雨歸來》、《我愛喵星人》、香港

小交響樂團《一屋寶貝音樂廳》等，最近參與Art’s Options《Women in Circus》中自
編自演獨角戲《旋轉幸福》。

除舞台演出外，亦積極參與戲劇教育工作，熱衷為推動舞台藝術文化出力。尤其熱心

於青少年音樂劇培訓工作，自2008年開始與中英劇團合作，出任元朗。天水圍青少年音
樂劇團（2016年服務拓展至東涌區，計劃重新命名為「Muse Up! 青少年音樂劇團」）之
戲劇導師、每年度公開演出之編劇及導演。公開演出之音樂劇編劇作品亦有《雪夜頌》、

《尋。真寶》、《舊陣時⋯》、《要我做大人？！》、《心慌。謊》、《代你人》、《無夢者》、

《999惑星》、《舊年華》、《執字粒》、《逐夢島》等。
現職為自由身演員、戲劇導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席導師、學校戲劇節評判。

馮兆珊 演員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文學碩士及『香港演藝學院』

戲劇學院藝術學士，主修表演系。2013年憑《我們之間》獲得
第五屆香港小劇場優秀女演員獎。

近年演出包括：小馬工作室《偶然．徐志摩》（2017年巡
演）；愛麗絲劇場實驗室《香港三姊妹》、《卡夫卡的女人們

x蝶戀花》、《十方一念》；焦媛實驗劇團《陰道獨白》、《金
鎖記》飾長安（香港及中國巡迴演出）；春天舞台《南海十三

郎》及《長繫我心》；觀塘劇團《二月十四》；香港話劇團《我和秋天有個約會》；創典舞台

《我們之間》（首演及重演）等多個製作。

區偉麟 演員
現任『帝皇星演藝達人學院』校長。1984年參加第三屆

新秀歌唱大賽進入15強，繼而加入無線電視，擔任無數劇
集主角，曾被力捧為「銀河七星」之一，參演劇集包括：《神

劍魔刀》、《鄭成功》、《大明群英》、《洪熙官》、《大廈》、

《留住明天》、《人海虎鯊》、《成吉思汗》等。

音樂方面，區氏被稱為「情歌王子」，曾與多位樂壇前輩

歌手如方伊琪、陳浩德、韋綺姍、黑妹、寶佩如、周啟生等合

作。區氏擁有多年舞台演唱、電視劇、電影、舞台劇經驗，曾擔任「紀念鄧麗君歌唱大賽」

評委及《跳躍夢工場》主持，並曾為電台節目《音樂過來人》嘉賓主持。

2016年舉辦個人演唱會，並參與帝皇娛樂製作電影《五個校花兩個爸》及《重來那些
年》。2017年首次參演音樂舞台劇，最近作品包括百代基信《路．抉擇》及元朗藝術節《圍
村潮大少》。

徐月明 戲曲指導 / 演員
悅鳴劇藝坊創辦人，啟蒙師父為60年代著名電影紅星李

居安小姐，功小旦及刀馬旦。後隨名伶梁漢威習唱和樂理，

亦向楊明、賀夢梨、韓燕明、史濟華、周莉莉等各京昆名師

學藝，不斷求進。

1994年開始參加各大職業劇團演出，具有紮實的舞台根
底。1998年開始在各中小型班擔任二幫及正印花旦，多年
被邀往星馬任正印花旦。曾參演多個大型新編劇包括《胡雪

巖》飾慈禧太后、《銅雀臺》飾崔氏、《漢家天下》、《秦燕風雲》飾荊軻妻，均有出

色表現。

2000年自組劇團製作新編劇目《白蛇》，獲邀參加葵青藝術節。多年來不斷嘗試實
踐理想。近期夥拍文武生有梁兆明、宋洪波等等，深受觀眾愛戴。

2006年初加盟朝暉粵劇團，參與多屆香港藝術節，擔演劇目有：《趙氏孤兒》、
《霸王別姬》、《趙盼兒風月救風塵》、《打麵缸》，深受好評。

除在幕前演出和幕後工作外，更積極參與粵劇推廣及教學活動，現為香港八和會館理

事，望能為粵劇界出分力量。



林芷琪 演員
現職社工，積極推動長者參與不同類型的藝術以及追

尋夢想，管理中心長者樂隊並兼任鋼琴導師。小學至中學

時期學習粵劇，曾獲第6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粵曲比賽中學
高級組子喉獨唱亞軍，高中開始參與話劇演出。曾參與演

出包括：真証傳播音樂劇《馬丁路德》；荃灣青年劇藝社

《李鍾嶽與秋瑾》；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微電影《胡不

歸》；大戲癮力《非常爛劇》、《喪屍Company》；循
道衛理佈道團《第六屆福音話劇畢業演出：信祢就奇之飛

一般的遇見》等。

黃中濠 演員
話劇愛好者。曾參與演出的劇社包括：九龍城話劇組、彩

虹劇社、丁劇坊、湛青劇社、荃青劇社、捌揪一、沙田話劇團、

眾劇團、八月十五劇團、春天實驗劇團、劇場空間、戲劇協會、

百代基信、唯獨舞台、劇道場、靈火劇團、中英劇團等等。

曾演出：正劇、喜劇、鬧劇、歌舞劇、古希臘劇等。

近期演出：靈火文化《耶穌傳》飾演彼拉多；聖匠堂《小城

風光》飾演舞台監督；唯獨舞台兒童音樂劇《快樂王子》首演

及重演飾演市長；加油香港《活著∼昆蟲王國奇遇記》飾演

國王；中英劇團《孔子63》、《孔子回首63》飾演陳國士大夫 / 
門生子有等等。

現為丁劇坊、眾劇團、唯獨舞台成員。

蔡宗泓 演員

2016年畢業於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主修
舞台表演及編劇。演出作品包括2017年百代基信《路．
抉擇》、劇道場《擊動情心》；2016年教會演出《喜承
轉合》、校內演出《無路可出》及《動物園的故事》；

2015年校內演出《借火》、《物理學家》（獨腳戲）及
校外公開演出《愛情遊戲》；2014年校內演出《淡水小
鎮》及《慾望號街車》。

*劇道場2017年演藝課程-「演技深造課程」結業生

李翠兒 演員
人間搞作學員，循道衛理佈道團話劇組成員。

現參與多套巡迴戲劇前台及後台工作，包括：《帶

著矛盾去相愛》、《最後的一天》、《我的快樂花園》

等。其他演出作品包括：大戲癮力《雅歌》（戲劇匯演

2013）同劇被獲提名優異演員；西域城《雪泥濘》（戲
劇匯演2014）；福戲網絡《馬丁路德》（重演）；真証
傳播《馬丁路德音樂劇》等；亦曾擔任循道衛理佈道團事

工幹事，致力推動基督教戲劇事工。

現為全職學生 / 自由身演員。

康少娜 演員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媒體藝術專業，『英國

倫敦三一學院』戲劇表演八級 (Speech & Drama)，現修
讀英國倫敦三一學院ATCL戲劇教學文憑，任職自由身演員
及戲劇導師，服務不同中小學及教會。常與香港教師戲劇會

合作，巡迴演出教育劇《可否再演一次》；另外，亦為循道衛

理佈道團編導演出佈道劇，包括：《生命列車》、《幸運兒》、

《交換日》等。

譚靜汶 演員

自由身演員，熱愛音樂和舞台，曾參與演出包括音樂

劇《誰可懂你心》系列、音樂劇《公事包》、兒童音樂劇

《飛行幼稚園》、福戲節音樂劇《遠方的呼喚》、《馬

丁．路德》、原創音樂劇《Double Espresso》及《馬丁
路德音樂劇》等。

亦曾參與《Musical Moments in Hong Kong》、
《十分十二子祥》林子祥演唱會和《我的香港夢》等音樂

會演出。現為人間搞作學員。

現職專業紋繡師及化妝師。



盧仲雯 演員

每當投入於藝術時，也會感覺到情感的流動。這份生

命的觸動，使我熱愛舞蹈和戲劇！經過六年的舞蹈學習，

今年6月起於劇道場修讀戲劇演技課程。感恩有機會參與
是次演出！感謝大家的指導與支持！

楊佩玉 演員

又名楊申申，人間搞作學員，戲劇資歷兩年，初踏台板，

憑《天台》一劇於第四屆人間大作戰戲劇比賽獲得最佳女

性格演員及飛躍進步獎提名，隨後榮獲飛躍進步獎。2017
年出演由「真証傳播」主辦原創大型音樂劇《馬丁路德》，

於劇中飾演修女一角。曾為源理基督徒樂隊歌手，其他演出

經驗包括《羈絆》、《五禾子》音樂會。

陳漢華 演員

自六歲開始便跟隨父親到戲棚看大戲，二十多歲後就

跟隨不同的教曲師父學唱粵劇的梆簧，90年代期間曾參加
過粵曲比賽，至2010年參加由百代基信舉辦的全港第一
屆福音粵曲比賽，從而加入百代基信接受福音粵曲進深培

訓。在2017年7月參與百代基信的音樂劇《路．抉擇》飾
演大長老一角。

林漢明 演員

2014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高級文憑
（二年制），主修影視表演，亦曾修讀劇道場的演藝課

程。現為自由身影視、舞台工作者。曾參演劇道場《貞

德：主權爭戰》、Sky Theatre Creative《以斯帖記》、
《參孫》，以及拍攝電影《日月星》、有線奇妙電視《熱

戀一百天》等作品。

*劇道場2017年演藝課程-「演技深造課程」結業生

*劇道場2016年演藝課程-「演技深造課程」結業生

王梓駿 舞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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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設計包括：2010年劇場空間《喜靈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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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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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告別式》重演；2016
年劇道場《我愛喵星人》、風車草劇團《葳潔與碧連》。
此外，亦曾為香港電視《4年B班》擔任美術指導。

黃靜文 燈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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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東遊記》；澳門演藝學院
《武松打蚊》；香港演藝學院粵劇製作《鑼鼓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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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限舞蹈劇場－林俊浩《27》；一路青空《大失戀》；
王廷琳和我的舞蹈天使《唱好每一天》音樂會；中英劇團《留住

埗城香》、《施家有計》；2014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國際無伴奏合唱節《奇妙一刻》；曉舞蹈
《旅。程》；Wild Feast Stage Art《少年異想部落格 復活島時空之旅》；劇道場《宮本武
藏》、《聖女貞德》、《男女PK大戰》、《春雨歸來》、《我愛喵星人》；Pulse Theatre《牛》(首
演及重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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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獨囚禁》、《進擊的小飛》等製作擔任燈光設計。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章佩佩 服裝設計
『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服裝設計系（榮譽）學士，現為自由

身舞台佈景及服裝設計師、『知專設計學院』客席講師、香港戲
劇協會香港舞台劇獎評審。獲提名第十屆香港舞台劇獎之最
佳服裝設計。在學期間曾獲得成龍海外獎學金赴美國Guthric 
Theatre學習交流；以多元的身份遊走於舞台佈景及服裝設計、
木偶製作及教授、造型及美術指導、帽飾設計製作等、並於面書

開設「魚頭嬸嬸手作窩」推動環保親子手作。曾與香港及國外多個藝團及商業機構合作。近
期舞台作品包括：《鬼劇院》、《夜鷹姊魅》首演及第十屆華文戲劇節重演、《賣火柴的女孩》、
《最後疑問》、《夢遊朱古力仙境》、《木偶奇遇記》、《皇上晚安》、《星仔走天涯》、《廢柴家
族》、《依衣》、《期限》黑盒版、上海版及加長版、《飄零燕》、《迷失香港》等等。

個人網站：
facebook.com/gorettipuipui



曾家聰 編曲 / 音響設計
現為音樂創作人、樂手及鋼琴導師，於英國『Kinston 

University』修讀音樂系，考獲鋼琴英國聖三一學院
「LTCL演奏文憑」，亦師隨李健達學習編曲及音樂製作。
曾發表流行曲作品包括江若琳《告訴我》、北京歌手謝容兒
《愛說話》和《哭不好的傷》等。於2014年開始參與劇道場
的音樂劇擔任編曲及音樂製作，作品包括：《聖女．貞德》、
《貞德-主權爭戰》、《我愛喵星人》。

易　峯 舞蹈編排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音樂劇舞。考獲英國
「ISTD踢躂舞初級證書」及澳洲「CSTD爵士舞1-7級（榮
譽）證書」。在學期間曾參與多個音樂劇、歌劇及舞蹈演出，曾
代表學院遠赴菲律賓及布拉格作舞蹈交流，更取得獎學金前
往紐約進修及觀摩。
畢業後參與多個音樂劇演出。亦與多個藝術團體、機構及

學校合作，擔任導師、演員與編舞工作。近期編舞作品有《仙樂飄飄處處聞》、《Olivia》、
《約瑟的神奇彩衣》、《喜靈洲修女之帶著矛盾去葡京》、《細鳳1959》、《我愛喵星人》、
《布拉格．1968》、《喜靈州⋯分享夜》、《小安妮》、《國王與我》等。
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編舞，於中、小學、CCDC舞蹈中心擔任舞蹈導師。

麥映緹 歌唱指導

自幼與音樂結下不解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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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階段經常參加校際音
樂節，獲獎無數；89-91年期，入讀『香港演藝學院』初級兼讀
生聲樂課程。

96年開始對舞台劇表演產生興趣，先後與多個劇團合作，
曾參演劇目包括：《假鳳虛凰》、《誰可懂祢心》、《玩具夢工場》、《公事包》、音樂劇《馬丁路
德》、《聖女．貞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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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成立『主‧緹音樂』，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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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成立『主唱樂
團』，透過定期的聆聽與和聲訓練，把屬天最美的聲音鍛練出來。

羅可風 舞台監督

Superb Education Company Limited及Happy Potato 
Production Limited創辦人 / 藝術總監。
曾就讀『香港演藝學院』（表演系），現為自由身英語話

劇教師、演員、舞台監督、燈光和音響設計師。曾參為多個
製作擔任舞台監督 / 執行舞台監督，如：《莎士比亞在數碼
港》、《A Marcical Night》、《Doubt》、《Macbeth》、
《Hamlet》、《The Treasure Island》、《Pinocchio》和

《Peter Pan》等。
他亦為多個本地製作擔任燈光及音響設計師，如：新域劇團2016年及2017年「舞

台技術工作坊」、King's Rhythmic Gymnastics Ballet Academy (HK) Annual 
Performance 2016 & 2015、idance 2016、A Marshaical Night、Figaro等。
亦曾於多個製作中演出，如《遺憾》、《Romance》、《Cinderella and the Fairy 

Godfather》、《Robin Hood》、《The Taming of the Strew》、《Annie Jr.》、
《Bugsy Malone》及《The Wizard of Oz》。

黃聖深 助理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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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衷表演藝術，2015-2017年加入「劇
道場」成為全職藝術行政見習員。現為自由身工作者。曾參
與藝術行政工作之演出包括劇道場《擊動情心》、《科學怪

人》、《貞德：主權爭戰》等；以及咪嚤劇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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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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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麗華 執行舞台監督

畢業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主修報章編採。現為自由身
工作者，主要涉足舞台、廣告、影視及娛樂製作。曾參與舞台
製作項目包括：真証傳播《馬丁路德》、More Than Musical
《La Traviata》、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我的故事．我的
詩歌》、偶友街作《糖果屋的冬天》（首演及重演）、《烏拉森
林》（反轉劇場版）、荒原創作《奇妙王國》（首演及重演）、

CDNIS《Annie》、《Arabian Night》、樹寧．現在式單位《亞伯拉罕的眼淚》、《耶穌
十三門徒》（首演及重演）、《月亮沒有忘記》等。



馮佩霞 助理舞台監督

1994年畢業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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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美孚 助理舞台監督

曾於家計會婦女會廿五周年紀念話劇《女人四十困在家》
擔任副導演及演員。曾任劇場空間助理舞台監督之製作包括
《棋廿三》、《喜靈洲⋯⋯分享夜》、《歷史男生》、《勝者為王》、
《今生》、《不起床的愛麗思》、《粉紅天使》、《奇異訪客》、《粉
紅天使》（首演及重演）、《點點隔世情》、《戀戀心湖》、《阿媽
話》、《三個女人唱出一個墟》、《哲拳太極》、《坷廬謀殺案》、

《風聲》、《十二怒漢》、《八美猜兇》、《香港有個Bollywood》、《換妻摸門釘》、《布拉格
1968》、《雙城紀失》台南演出，香港戲劇協會《小城風光》、《正在想》、《茶館》，思定劇
社《約伯新傳》，劇道場《擊動情心》、《科學怪人》任服裝統籌，丁劇坊《創藝展更生》任 
監製。

梁婉玲 服裝管理

現為『荃灣青年劇藝社』社員，曾是該劇藝社幹事，於1988年
開始參予社內多個演出，近年演出包括有：《死囚》、《竹藪中》、
《絲打有話兒》、《李鍾嶽與秋瑾》，亦曾經在「曹禺戲劇節」小劇
場系列-《風雨驚雷》擔任監製，2017年亦在大型音樂劇《馬丁路
德》及《荃青之夜與日2017》中擔任服裝助理 。

林倩如 行政助理

畢業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2017年起成為劇道場一員，曾
參與劇道場《擊動情心》、《男女PK大作戰》（激笑版）及是次《藝
海唐生》行政事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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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日本大阪的舒適鞋Reg e t t a C a n o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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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之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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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擊動情心 獨坐婚姻介紹所 

男女PK大作戰 聖誕老人玩轉聖誕假

藝海唐生 七級豬集團

*優惠受條款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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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Studio Theatre, Hong Kong Cultural Centre

門票將於2018年1月5日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Tickets available at URBTIX from 5 January 2018

30/3 - 8/4/2018

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 適合6歲或以上人士觀看
節目查詢 8106 8338 | 票務查詢 3761 6661 | 信用卡購票 2111 5999
網上訂票 www.urbtix.hk | 節目網址 www.chungying.com

中英劇團會員
即享8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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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為保心血經營的士多，老潮州阿席力
抗地產業權與法庭命令，堅拒在限期日遷
出。到場勸說的竟是當年東主的兒子、與
阿席情同叔侄的阿港。
    價值觀、對錯論、一幕幕人生課題的
辯論，在激烈的重聚之中展開…

一 個 老 香 港 守 護 他 僅 餘 尊 嚴 的 故 事

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飄風不終朝，
只有情永在

 編劇 / 主演 歐錦棠
 監製 / 主演 萬斯敏
    導 演 葉萬莊
 主演 馮祿德

$260、$220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1 - 23 8pm

23 - 24 3pm

四

六

六

日

2018年6月

星期四優惠$240、$200

贊助

主辦及製作

劇道場 及 iStage 
為上環文娛中心場地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