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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聚埋一班騎呢怪，唔通注定要失敗？ 

  ，唔使失失慌， the show must go on !戲劇如人生

主辦及製作

劇道場 及 iStage 
為上環文娛中心場地伙伴

贊助

宣傳協作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下午場演出後　設演後座談會



2019年 2月 《BaBaLand》 美國三藩市、洛杉磯巡迴演出 
2019年 1月 《決戰巖流島》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8年 10月 《我愛喵星人》（重演）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8年 6月 《阿席》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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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芝加哥、紐約巡迴演出
2017年 6月 《擊動情心》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017年 4月 《牽手》 美加紐約、洛杉磯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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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手》 美國三藩市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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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1 1年 11月 《信有明天》 加拿大巡迴演出
2 01 1年9-10月 《再見別離時》（重演）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2 0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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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劇道場網址：
theatredojo.com

劇道場專頁：
facebook.com/theatred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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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演出都能讓觀眾在娛樂與藝術文化中，得著正能量，為觀眾送上祝福。

再見別離時
香港及加拿大四度公演創團作品

宮本武藏
吉川英治巨著

2013年8月公演 2015年6月、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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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勵志作品



粵語演出

節目全長約兩小時，不設中場休息。

演出臨近，演員竟然齊齊跳船，臨危受命，追夢後生攞老竇份遺產曬冷力挽狂瀾。

鹹魚翻生粵語片小生搭冇料扮四條電視姐仔，仲有個有演技冇口技形體演員，拍多件

有夢想冇思想劇場人，要威但係冇頭盔，注定出事。首演夜，台上一分鐘，台下爆陰公，蝦碌

盡出，點知最爆笑係呢齣。戲劇如人生，唔使失失慌，the show must go on！

張志敏 飾 岑家祥

麥沛東 飾 畢小新

萬斯敏 飾 萬保露 / 女(聲演)
歐錦棠 飾 謝嚴 / 司儀
何敏儀 飾 梅蘭

郭麗詩 飾 劉蓮

康少娜 飾 Mary
施瑋延 飾 Bob / Dum
史德興 飾 Cow / Dull
葉苑伶 飾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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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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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譽宴集團
楚城文化
Timable
StageTV 
Kubrick
香港話劇團

iStage
Actors’Square
有骨戲
風車草劇團
中英劇團
戲隨意集

美味點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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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灣美味點茶餐廳

劇 情 簡 介 劇 團 成 員

場 地 規 則

劇 道 場 － 鳴 謝

演 員 表

舞台設計 溫俊詩

燈光設計 黃靜文

音響及形體設計 歐錦棠

服裝及形象設計 萬斯敏

舞台監督 金錫康

執行舞台監督 張秀文

助理舞台監督 馮佩霞、張美孚、葉苑伶

音響控制 任碧琪

創 作 / 製 作 人 員

平面設計 Jacky So
化妝髮型領班 Shirley Lee
化妝髮型師 Joanna so、Yucca Yu、Pig Yuen
行政助理 方焯琪

前台助理 姬絲汀娜

宣傳統籌 PS Production
宣傳及現場攝影 陳鏡波@Ballroom

現場攝影 Ben Li@Harmony Photography



自從《男女PK大作戰》之後，一直想挑戰自己，寫一個在香港劇壇比較罕有的「喜鬧
劇」（Farce）。純以劇種類型分別，Farce與Comedy同出一轍，若將喜劇分門別類，大致可
劃分為：諷刺喜劇、抒情戲劇、荒誕喜劇、以及鬧劇等，無非以輕鬆幽默橋段，又或以誇張

詼諧手法引人發噱。但有時所謂喜劇的含義亦可以很包容，例如經典戲劇《金池塘》（On 
Golden Pond ），講親情、論生死，溫馨動人，但卻被歸類為喜劇。寫鬧劇，對比創作喜劇必
須再加強層次，計算要更慎密、人物性格與造型更突出、節奏掌握要更準確明快急速，有時

更可接受與現實偏離的誇張手段，其終極目標就是「不擇手段引觀眾大笑」。目標明確，如

何執行則各師各法，幽默對白妙語連珠有之，動作滑稽扮小丑逗人有之。我在創作過程中

則著重人性心理的暗黑面，試舉一例，請大家試以想像力賦予畫面，日前一宗本地新聞，標

題如此報導：男子遠足遭蛇咬，救護車送院時失事翻側，等待救援期間再被蜜蜂狂針⋯⋯

如果你看後令你忍唆不禁的，無需自責內疚，你反而正常不過，本來禍不單行，但最使人開

心，唔信？默片時代差利卓別靈的撞燈柱、踩蕉皮令人捧腹大笑，整整一個世紀後依然橋

唔怕舊，無他，普羅心理就是憎人富貴厭人貧，講明啲，就係「睇人仆街最開心」，再延伸下

去，就進化到「即使自己衰都唔唔想人好」、「寧願 爛都唔益你」的層面，意即「攬炒」。攬

炒的精神內涵，就是兩敗俱傷、玉石俱焚，早在此劇創作初期，即有人善意忠告鬧劇之寫與

演的難度，我則淡然處之，皆因戲劇藝術源於現實，當下現實有太多例證可供取材，如果身

處香港，仍對攬炒不明所以、無動於衷，這一齣則是鬧劇？是悲劇？

編 劇  / 導 演 的 話  

編劇同導演自說自話 —歐錦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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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劇目超過四十多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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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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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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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特技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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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巖流島》、《藝海唐生》、

《男女PK大作戰》、《科學怪人》、《聖女貞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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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uTV劇集《理想國-愛的替身》、港台劇集《阿滔和他的春
天》、獨立電影《一個人在途上》、電影《激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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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員 及 製 作 人 員 簡 介

歐錦棠 編劇 / 導演 / 音響設計 / 
形體及舞蹈設計 / 演員

萬斯敏 監製 / 服裝設計 / 
化妝及髮形設計 / 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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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專頁：facebook.com/phyllisman
微 博：weibo.com/manphyllis

劇道場－行政及藝術總監劇道場－團長及創作總監



張志敏 演員
2012-2017年為中英劇團全職演員。除參與劇團演出外，亦曾擔

任劇團製作的副導演、助理導演及聯合導演。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
院戲劇學院，獲頒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表演，後獲香港中文

大學文化管理碩士學位。在演藝學院期間獲頒傑出演員獎，並曾獲

得「滙豐銀行慈善基金–香港與內地學生交流獎學金」，前往台北
作藝術交流。 畢業至今已參與逾八十部舞台演出，曾合作藝團包
括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風車草劇團、iStage、7A班戲劇組等、葉
氏兒童音樂實踐中心等。2010年與張繼聰及白只成立700劇社，為劇社行政總監，並監製創
團作《Reasons to be Pretty》。 現為iStage創作監製、自由身演員、導演及戲劇導師。 #蒙
iStage批准參與是次演出

郭麗詩 演員
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系碩士及會計系學士，自小熱

愛舞台并曾參與多個不同劇團的演出。近年曾擔任演員的劇目包

括劇場空間《主席萬歲》(首演及重演) ；Arts’ Options《A Way for 
Women; A Place for Man - 不哭的娃娃》、《獅子頭上釘Banner 
2》；iStage《走婚》(首演及兩度重演)、《走音大聯萌》、《奪命追
魂CALL》；楚城x iStage《相聚21克》(首演及重演)；楚城《大酒店有
個荷李活》(首演及重演)、《旺角龍虎榜》、《難忘郁達夫》(首演)、
《旺角二》及《山城會之旺角》等。現為iStage及Arts’ Options董事會成員。

麥沛東 演員
2014年-2019加入中英劇團成為全職演員，現為自由身演員。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獲頒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

表演。 曾參與校內演出包括《馴悍記》、30周年演出《馴悍記》
（跨學院演出）、《UBU》、《造謠學堂》、《彷彿在沙丘上跳舞》、
《羊泉鄉》、《終成眷屬》等，分別憑《馴悍記》（跨學院製作）及

《彷彿在沙丘上跳舞》獲頒傑出演員獎；並獲得「迪士尼獎學金」、

「優秀表演獎」及「滙豐銀行慈善基金–香港與內地學生交流獎學
金」。 並於2016年憑《大龍鳳》(重演)獲得第二十五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配角提名。 最近
演出包括有中英劇團《羅生門》，《解憂雜貨店》，《水滸嘍囉》，《巴打修女騷-SHOW！》等
等。 熱愛編寫劇本，演出包括有艾菲斯劇團 「立筆寫新」讀演計劃《蝨宿一遇》，新域劇團
《劇場裏的臥虎與藏龍IX》作品展演《一個小孩的奇幻之旅》。 曾拍過數個廣告Fuze tea檸
檬茶，念慈庵潤喉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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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海唐生》、《春雨歸來》、《我愛喵星人》(首演及重演)、香港小交
響樂團《一屋寶貝音樂廳》等，最近參與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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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劇及導演。

公開演出之音樂劇編劇作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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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導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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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苑伶 助理舞台監督 / 演員 
首屆團劇團「一年制戲劇證書課程」及「一年制戲劇證書(進

階)課程」畢業生。畢業後，開始化身為自由身工作者，至今涉獵範
圍包括：舞台演出、拍攝、幼兒戲劇導師 等。舞台公開演出包括：

三角關係《Truth or Dare》；灣仔劇團《紅船》；劇道場《春雨
歸來》、《我愛喵星人》；糊塗戲班《惡童日記II：二人證據》；團劇
團《GAP LIFE》、《謀殺現場》、《找個人和我上火星》(重演)、《凝在
半空的流星》等。拍攝演出包括：

港台製作《警訊》；100毛 (7-11、Heroine Make) 及 Somersby網上廣告等。

溫俊詩 舞台設計
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早期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獲取藝術

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舞台佈景及服裝設計。其後於香港教育學院

修讀視覺藝術教育課程，獲「教師教育文憑」，以及於香港中文大學

修讀視覺文化研究，並獲碩士學位。經常為不同藝術團體擔任佈景

及服裝設計，亦積極參與藝術文化活動及戲劇教育演出，以推動香

港藝術界的發展。

公開演出之音樂劇編劇作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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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導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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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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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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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錫康 舞台監督
業餘戲劇愛好者，1992年參加「傳媒展藝中心」主辦的舞台技巧

進階課程後，開始了舞台之旅。擔任過不同的工作崗位，包括演員、

助理舞台監督、執行舞台監督、舞台監督、助理監製、監製、燈光設

計、音響設計、編劇、執行導演及導演等工作。曾修讀公開大學與香

港話劇團合辦的〈專業舞台表演證書課程〉。此外積極參與教會邀

請演出，在不同的教會中推動信徒參與福音戲劇，亦有往內地作福

音話劇交流。現在為創藝傳音團員及香港玩劇團團長。

史德興 演員

畢業於『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表演技巧），現為自由身演員。

一個只有活在戲劇世界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情緒的人。

* 劇道場2018年課程-「演技基礎課程」結業生

施瑋延 演員
現為自由身演員。於2015-2016年為iStage實習演員。畢業於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影視表演高級文憑（三年級）。曾參演電影

《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中飾演中大四子 - 子
雄。近年曾參演iStage《七級豬集團》、《獨座婚姻介紹所》（韓國
演出）、《走音大聯萌》、《祠堂告急》、《大報復》；劇道場《科學

怪人》、《貞德．主權爭戰》、《聖女．貞德》、《宮本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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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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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靈州⋯分享夜》、《歷史男生》、《勝者為王》、《今生》、

《不起床的愛麗思》、《奇異訪客》、《粉紅天使》、《點點隔世情》、

《戀戀心湖》、《阿媽話》、《三個女人唱出一個噓》、《哲拳太極》、

《坷廬謀殺案 》、《風聲》、《十二怒漢》、《八美猜兇》、《香港有
個 Bollywood》、《換妻摸門叮》、《布拉格1968》、《雙城紀失》、《Comp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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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怪人》、《我愛

喵星人》、《藝海唐生》、《 動情心》《 本武藏》任服裝統籌及助理舞台監督；丁劇坊《創藝

展更生》任監製。

Shirley Lee 化妝造型 
擁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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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合作的藝人、model：
歐文詩、樂基兒、朱晨麗、李詩韻、陸詩韻、黃智雯、soler、黎

淑賢、梁琤、黃翠如、江美儀、沈穎婷、吳國敬、沈卓盈、曹眾、松岡

李那、苟雲慧、李亞男、倪晨曦、台灣歌星李聖傑、河國榮、沈頴婷、楊淇、吳嘉龍、容羨媛、

陳明恩、張紋嘉、潘芳芳、歐錦棠、徐天佑、鄧健泓、文佩玲、區偉麟、陳健豪、魯文傑、雷有

輝、邵佩詩、劉思浠、張文慈、李志剛、方中信、潘燦良、袁富華、杜汶澤等等。

方焯琪 行政助理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2019年起成為劇道場全職行政

人員，曾擔任電影助理美術及助理製片。

任碧琪 

香港演藝學院音響設計及音樂錄音系畢業

參與音響設計劇團：

同流、香港藝術節、7A班戲劇組、偶友街作、浪人劇場、新域劇
團、香港話劇團、方外無式、BHT劇團、創典舞台、誇啦啦藝術集團
等

馮佩霞 助理舞台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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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秀文 執行舞台監督
自由身劇場工作者及製作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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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友情人》、《27個小孩的媽媽》，劇道場
《阿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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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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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四十年代香港，大量難民湧入，亂世
中每個人都絞盡腦汁為求生存之道。一個
無學識、無姿色的單身母親，如何在受盡
白眼和人浮於事的社會中掙扎求存？上一
代的艱苦奮鬥，成就了我們的今天。
  劇道場「香港情懷三部曲」最終篇，
與你重拾初衷！

山窮水盡疑無路 
無路處自有天命

一 齣 講 述 香 港 人 是 如 何 煉 成 的 大 時 代 舞 台 劇

編導 / 主演

主演

歐錦棠

何敏儀

監製 / 主演

萬斯敏

舞 台 劇

Hong KongOld Mary
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真 人 真 事 改 為 編

現已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



編劇導演 / 作曲填詞 / 主演

歐錦棠

監製 / 主演

主演

萬斯敏

阮德鏘  楊英偉
徐月明  何敏儀  
區偉麟  馮兆珊

劇壇文豪唐滌生逝世六十周年紀念作品

劇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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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

組成仙鳳鳴

音樂劇

粵語演出 In Cantonese

載
譽
重
演

The poetry journey
 of Tong

RE-run

戲寶登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