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及時間

場地

2021 年 7 月 16 日至 18 日  20:00
2021 年 7 月 18 日 14:30

荃灣大會堂文娛廳

場地規則

一人一票，入場時必須憑有效門票進入。
One ticket admits one person only. A valid ticket 
must be presented for admission.

六歲或以下之小童恕不招待。
We are unable to admit children under 6 years of age 
to any performance.

節目全長約 2 小時 15 分鐘，設 15 分鐘中場休息。
Running time for the show is around 2 hours 15 
minutes, including a 15-minute intermission.

除工作人員外，表演期間嚴禁攝影、錄音或錄影。
Except by authorized staff, photography, audio 
recording & video taking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during the performance.

為免表演者及觀眾受到騷擾,請關掉鬧錶、傳呼機和無
線電話的響鬧裝置。
To avoid undue disturbance to the performers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please switch off the 
beeping devices on your alarm watches, pagers and 
mobile phone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劇場範圍內，嚴禁吸煙或飲食。
Smoking and eating are prohibited inside the 
theatre.

觀眾如違反上述的場地規則,可能會被要求離場。

Audience members may be required to leave the 

performance venue in case of non-compliance with 

these house rules.

防疫抗疫特別安排

因應防疫抗疫原則，為保障觀眾及演出團隊的健康，主辦單

位會於演出前作出以下安排: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the 

audience and the perfromaers, the organizer will make 

the following arrangement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主辦單位會為觀眾測量體溫，高於攝氏 37.5 度者不得進場

。

The staff will measure the body temperature of the audi-

ence. Those higher than 37.5 degrees celsiu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theatre.

主辦單位會為觀眾提供消毒洗手液。

The organizer provide the audience with hand sanitizer.

劇團將採取特別間隔座位安排，請依照工作人員指示入座。

The organizer will adopt special spaced seating

arrangements;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staff.

概要

分場表

「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譚嗣同傳》梁啟超 

對於一個人來說，我們無法選擇所處的時代。對於我們所處的時代而言
，有人說它好，也會有人說它不好，歷史永遠都是這樣。但是，無論身
處怎樣的時代，總會有一批人脫穎而出，對於他們而言，他們不管時代
是怎樣的，他們只管努力奮鬥，最終成為時代的主流。 啟示意即揭開
帕子之意，就是使本為隱藏的事顯露出來。我們常與隱藏的事共存，有
的會選擇與其共存；有的會選擇顯露，也許後者是荊棘滿途。你會如何
選擇？甚麼才是「真相」？

場次

第一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第五場

第六場

第七場

第八場

第九場

第十場

第十一場

中場休息

分埸

序幕：慈善晚會

紀念日

學院

詭計

貧民窟

約會I

心聲 I

會面

塗鴉

圓桌會議

心聲 II

場次

第十二場

第十三場

第十四場

第十五場

第十六場

第十七場

第十八場

第十九場

第二十場

第廿一場

第廿二場

第廿三場

分埸

釋疑

窺聽

除夕夜

托付

試探

約會II

導火線

對立

起義 

革命

廣播

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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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啟示錄》原創插曲

It’s the last day of the year
Can we just throw away all the problems

And focus righ now at this moment
 

It’s the best time of the year
Let us gather around and have some fun

It’s time to sing and dance all night
 

Chorus
We love this city

We love the people
We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all we have
Kindly sweet hearts

Girl you are lucky 
Cause you have met him

Just stay
Become our family

 
Everyday I wake up in this city

I used to feel so good
But now everything’s just varied

I can’t even recognise my own home town

Chorus
We love this city

We love the people
We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all we have
Kindly sweet hearts

Girl you are lucky 
Cause you have met him

Just stay
Become our family

New Year Eve

作詞／曲：Jeszeka Chan

編曲： 張百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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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的生活雖然飽足，心靈卻受束縛，活在焦慮、恐懼、迷茫的魔爪，解放不到自己。我們無

法選擇所處的時代。對於我們所處的時代而言，有人說它好，也會有人說它不好，人類歷史永遠

都是這樣。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現代社會是金錢的花花

世界，使人容易迷失，純粹的情感也被削去，並注定勞勞碌碌地過了一生。不過，人類可從藝術

的共同情感之中獲得救贖，並找回自己，使我們的心靈更堅定和更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這亦是

小樹窿劇團成團的初衷。

《行者》由構思到往年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的肆虐，演出取消，再到是次公演已近一年的時間。

能夠成功公演，我們學會珍惜。珍惜演出、珍惜劇本、更珍惜幕前、幕後相聚的緣分。尤其感謝

姚杰賢導演和吳家欣導演的配合，讓我能夠有充裕的空間雕啄好跟觀眾分享的每一樣藝術

品；更感謝小樹窿劇團每一位既謙卑，又充滿著各方面恩寵、獨當一面的藝術家

的信任。你們的信任好讓我非常安心地把大家最好的都呈現予觀眾。藉此感激

父母、梁家寶先生；摰友：李詩浚先生、黃育晞先生、廖家兒小姐、陳梓

軒先生、王子滔先生、鄭藍藍先生、蔡嘉俊先生、李海權先生、莫海瀅

小姐、萬曉藍小姐、天主教聖本篤堂及童軍運動相遇的兄弟姊妹；啟

蒙我的師長：陳順清女士、韓思騁先生、鄔方宏先生、張狄鳴先生

、林燕平女士、蔡筱曼女士、羅伊敏女士；陳燕芬女士、黃仲廉先

生、陳初強先生、吳偉明先生、蕭雪盈女士、鄔玉蓮女士、容綉

文女士；梁雁瑩女士、楊婉柔女士、黄清霞女士、林嵐女士；

劉顯新先生、吳偉強先生、李尚東先生、馮仲賢先生、林國威

先生、呂君謙先生、劉子琪女士、鄭婉儀女士。沒有他們的

支持和勉勵，我走不到這麼遠，更加感受不到來自生活的溫

度。

人類的情感之所以珍貴，是因為他們擁有許多各式不一

樣的情愫。雖然生活充滿艱辛和無奈，但如果仔細品味

，依然可以感受到來自生活的溫暖。用心感受生活，我

們會發現點點滴滴的事，都可以成為銘記於心的回憶。

習慣從點滴的小事感受來自方面的溫暖和快樂，慢慢地

，我們會越來越懂得感恩，越來越懂得珍惜。

言簡意賅，容許我代表小樹窿劇團由衷地向入場欣賞

的觀眾致謝，各位的蒞臨完滿了《行者》的篇章，更

造就了《行者啟示錄》在公演時最理想的狀態。期待

各位在劇中找到共鳴，更盼望大家在風雨飄搖的未知

當中，感受到理想國度的快樂。作為相信表演藝術說

話的人而言，帶給別人快樂，就是最高貴的藝術。

「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

（瑪竇福音 7 章 16 節）

願我們都成為天主賜給各人恩寵的見證人。天主保佑

！

願一切榮耀歸於天主！

《行者啟示錄》以豐富的視聽盛宴，穿插

每一位「行者」身處經歷與自我探索認同

的故事章節，將歡樂、悲慘、動人、勵志

與情感融入其中，跟隨著 Belle 的步伐、

滿載著希望的能量，喚醒自己的夢想，帶

著盼望的勇氣，一起享受《行者啟示錄》

所帶來理想國度的「啟示」。

 

《行者》的命題是藝術的意義。當人的生

命走到某一點，藝術在他的生命之中便發

揮其作用。現代人的靈魂迷失在過多的慾

望、執迷、偏見、自我膨脹之中，卻忘記

了人類最深切的本質，忘記了對自己生命

和外在生活最深切的感受。不過，我們可

以從藝術之中找回那些遺忘了的情感，從

而找回自己。好的藝術，就是人類共同情

感的表現，並超越時間和地域的限制。藝

術家以一生的經驗，將生活的感受轉化成

藝術品。透過藝術，觀眾產生某種深切的

感覺。有時，那藝術品未必帶有產生某感

受的目的，但只要我們主觀上有感覺，便

與藝術家生了連繫，這時藝術才對我們有

意義，因為它助我們尋回失去了的感受。

藝術家仿佛透過藝術品告訴你：我也曾經

有同樣的感覺，你在世上並不孤獨。

《行者》訴說的是探索一個理想國度的過

程，並揉合了對道德、正義、善、惡、親

情與愛情本質的詮譯。現實世界就是悲

慘世界，每一個人皆孤獨的來，最後孤

獨的走。世上的每個人都會在人生經歷

中遭遇各種不幸與幸運，當遇到這些事

情時，人應該如何選擇，決定著個人及

人類未來的命運。「人人相親相愛，與

親愛的人永遠團圓」的追求被一道大門

擋住，左右兩聯分別是「邏輯」和「現

實」。可是，有些人卻聽到門後的笑聲

、歌聲與舞步。然而，文學、音樂和藝

術，則把看來不可能的化為可能。

盧施予
藝術總監、監製、聯合導演、編劇及音效設計 

loshiyu

製作團隊 

崗位

藝術總監、監製

行政總監、監製

聯合導演、編劇

服裝及造型顧問

原創插畫

原創音樂

燈光設計

音效設計

佈景設計

舞蹈設計

形體設計

平面設計

舞台監督

執行舞台監督

助理舞台監督

協力

負責人

盧施予

姚杰賢

盧施予  吳嘉欣  姚杰賢

Treat Anything Tactile

莫海瀅

陳思嘉 (斯卡 Jeszeka) 張百甥

劉卓宏  吳雅詩  李美恩  王倩兒

盧施予

方詠妍 (小明)  羅霜盈

吳嘉欣  劉綽

李珮瑩

莫海瀅  蘇泳潼

劉卓宏

王倩兒

嚴曉晴  林嘉璇  何卓思  黄浩健  林昕嵐

歐建遙

角色表

角色

Belle

William

Marlene

Travis

Glorius 公爵  / 窮人 2

Nanny / 窮婦人 / 特務

Charlotte / 菲菲

少將 / 法律系學生

小芬 / 女 1 / 藝術系學生

柑仔 / 藝術系學生

呀靜 / 女 2  / 藝術系學生

阿霜 / Vera

陳伯 / 藝術系教授

法律系教授 / 助理 / 總統 /  群眾

主持人 / 法律系學生 / 群眾 / 大地主

演出者

劉  綽

羅羲倫

李珮瑩

葉子濃

姚杰賢

黃嘉詠

莫海瀅

梁國成

張凱婷

張嘉茹

陳思嘉

賴煒淇

吳嘉欣

李菀桐

周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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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感謝各位觀眾支持小樹窿劇團，觀看我們的首個作品。

疫情下，所有表演藝術的工作者，無論是幕前或幕後的成員

，亦都共同面對種種的挑戰，希望各位多多支持表演藝術。

即使疫情過後也要支持，畢竟藝術是需要長時間浸淫，大部

分看到的成果，只是藝術中的一小部分。

今次是我首次執導，十分感謝小樹窿劇團提供一個空間給我

，進行創作。多謝各位幕後人員的幫助，合力呈現一個美好

的演出。亦多謝各位演員的努力，演釋每一個角色和講述整

個故事。最後，多謝另一位導演 Ricky 和 藝術總監 施予 ，

一直照顧和教導不足的我。最最最後，多謝一路以來沒有反

對我的人，你們沒有反對，己經是在支持我了。

小樹窿是在一個疫情下誕生的劇團，經歷了各種困難，亦都

相當年輕，我們會一直處於成長的階段，不斷學習。

若大家都對表演有興趣，不妨體驗和學習。

「藝術是屬於任何人，不論年齡、學歷和地位。」

於 2009 年開始接觸舞台劇，曾於 2009-2016 年為 PLAY’s 劇團演員。近

年參與演出包括三角關係劇團《十字樓集作 2015 – 成長‧說名書》、

一九八三工作室《他》、PLAY’s 劇團《活罪當下》、三角關係劇團《

十字樓集作 2017 –  石頭與叉燒》、一路青空劇團《叮叮聲》及三角關

係劇團 Why Not 我腦作新劇本計劃 2019《Hide and Seek》等。近年亦參與

幕前演出，包括壹傳媒《超能辦公室》等及加入全新YouTube頻道 – 燈

膽 LIGHT BULB。

 

2020 年加入小樹窿劇團，近期演出包括：《行者啟示錄》。

非常感謝每一位正在看場刊及入場支持我們的你。大家的支持對劇團很

重要。

回想起 2020 年 12 月宣布表演場地「封館」的一刻，心情十分沉重，頓

時覺得能夠踏上舞台變得遙不可及，整個團隊都失去了方向。休息過後

，便是重新出發的時候，面對部分演員退出製作、劇本重訂、重新安排

角色等等，看似白幹一場，但過程亦令我成長。

在排戲中，我經常跟演員說，導演們都是跟大家一起成長。首次以導演

的身份參與一個製作，老實說，壓力十分之大。自己是演員時，有導演

的幫助，令我可以更享受舞台及更容易掌握角色。當自己有份帶領製作

時，跳出來以導演視覺參與，絕對是另一回事。同時自己今次亦是一位

演員，過程中也有擔心過自己對兩者不能兼顧好，不過我都有盡力做好

自己。

在此，好多謝另一位導演 Lulu，在排戲中互補大家長短

，令今次的演出力臻完美。十分感謝藝術總監 施予 的

萬二分信任，沒有你的第一步，也許我也不能寫這一段

導演的話了。最後最後要感謝小樹窿劇團及每一位成

就了《行者啟示錄》。

「做好自己・勿忘初衷」

過往演出 :

香港話劇團少年團：

《迷失視域》、《Romeo and Juliet的戲劇教室》、

《蠢病還須古惑醫》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農圃道青年空間：

《誰偷走了我的夢》、《那些我們還未愛的》

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聽。說》戲劇工作坊

lulu_ng.ka.yan

吳嘉欣
聯合導演、編劇、編舞、演員（陳伯 / 藝術系教授）

姚杰賢
行政總監、監製、聯合導演、編劇、演員（Glorius）

fatchai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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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行者啟示錄》當然是自己角色— 

Travis。跟這個角色的相處就是充滿挑戰

性，Travis 是位個文青，我所缺乏的。

現職自由身演員，中學期間，曾參與戲

劇藝術。演出包括《活罪當下》、《誰

偷走了我的月亮》、《彼望之橋》等等

。

過往曾參與不同的幕

前工作，演出包括

電影《拳道》、

《糖街製片廠》

和一些學生作品

的幕前演出。

葉子濃
Travis

劉綽
編舞、演員 (Belle)

終於，終於能 On Show 了。

喜歡舞台劇，因為它美麗又弔詭—燈光一灑下，外面一

切彷彿不再重要，但劇中的人物與感情、訴說着的訊息

、體現的意志，都是有血有肉的。它脫離現實，卻不能

脫離現實。

嗯，舞台劇終究不能逃離現實。

這劇如同最近我們大部分的計劃一般，過程一波三折 

—— 改劇本、日期延後、換演員、換角色⋯⋯ 在面對

一個又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化時，我暗忖過「怎麼只是

想踩台都那麼難？」，也問過自己「還要繼續嗎？要

接受挑戰嗎？」。幸好有導演們、編劇沉着氣順

應改變，用心重整製作；感謝演員同伴們，願意

繼續一起拼砌這份作品；也感謝後台、行政各

位的義不容辭，完整了這個演出，我們終於能

將它擺上舞台，和各位觀眾分享了。有幸與你

們相識、合作，見到你們對表演的付出和

熱忱，令我很佩服，也深化了我對舞

台劇和演戲的認知。感恩與你們遇

上，有你們的信任。

最後，謝謝讀到這裡的朋友，願意

抽時間入場用這兩小時陪伴朴瑪斯

的人民和見證 Belle 的成長。說真

的，沒有觀眾，我們什麼也不是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次演出

，能帶到一點甚麼離開劇場。
過往曾在香港中文大學醫學生劇社

擔任前台工作，參與製作包括2018

中大劇賽作品《弦舞曲》、2019暑

期公演《生殺之權》，亦曾參與籌

備 2020 年度公演《巨型曲奇》及

劇場工作坊《燃㷎好醫生》。

2020年加入小樹窿劇團，近期演出

為《行者啟示錄》。

張凱婷
小芬、藝術系學生

《夢想不是空想，可以付諸實行》 — 我其中一個夢想是希望可以踏上戲劇的舞台，過往接

觸後台的工作較多，這次第一次擔任演員，既緊張又期待。好開心有緣加入了小樹窿劇團，

認識到一群有相同理念的朋友，這大半年來互相指教、學習、包容，也陪我實現夢想，感謝

你們每一位。有大家，才建構出今日這個完整的藝術作品，缺一不可。 

於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畢業。中學期間，曾參與校內戲劇學會後台工作，包括化妝

造型、道具設計、助理舞台監督。亦曾參與校外即興戲劇創作比賽。大專時期曾以參與校

內年度舞蹈表演。曾參與一個小型戲劇《七年》(重演版)，擔任助理舞台監督及道具設計。

2020年加入小樹窿劇團。

張嘉茹
柑仔、藝術系學生

有一班人陪住自己一齊癲，就算最後會離�，未尚唔係一種浪

漫。人不需要活得長久，有野值得驕傲、回望便無悔這生。

於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畢業。中學期間，曾參與校內戲

劇學會後台工作，包括化妝造型、道具設計、助理舞台監督。

亦曾參與校外即興戲劇創作比賽。大專時期曾以參與校內年度

舞蹈表演。近期曾參與一個小型戲劇《七年》（重演版），擔

任助理舞台監督及道具設計。

2020年加入小樹窿劇團，近期演出包括:《行者啟示錄》。

莫海瀅
原創插畫、演員 (菲菲、Charlotte)

第一次參與話劇幕前工作，發現原來自己很喜歡當演員。

機緣巧合下有幸成為這套劇的平面設計和演員。我還未做演員

的時候，第一次看到他們排練心中就想：「我也很想跟他們一

起演」，想不到後來真的有這個機會。

感謝每一位一起努力的演員、循循善誘的導演編劇還有超級忙

碌的後台！感謝你們跟我一齊創造一個非常美好的回憶。最後

，謝謝你來看我們的演出，希望我們能夠帶給你們一點希望。

個人介紹請參閲

「製作團隊介紹」頁。

陳思嘉 
(斯卡 Jeszeka)
阿靜、藝術系學生

由首次排練到現在已差不多

整整一年的時間，疫情令我

們的演出從去年 12 月延期

到今年的 7 月，留下來的大

家一起堅持至今，真的好不

容易。知道每個人過程當中

都有各有難言的辛酸，但我

們都挨過了、終於 On Show

了！好高興認識小樹窿的各

位，有緣一定會再見。

個人介紹請參閲

「製作團隊介紹」頁。

現代人的生活雖然飽足，心靈卻受束縛，活在焦慮、恐懼、迷茫的魔爪，解放不到自己。我們無

法選擇所處的時代。對於我們所處的時代而言，有人說它好，也會有人說它不好，人類歷史永遠

都是這樣。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現代社會是金錢的花花

世界，使人容易迷失，純粹的情感也被削去，並注定勞勞碌碌地過了一生。不過，人類可從藝術

的共同情感之中獲得救贖，並找回自己，使我們的心靈更堅定和更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這亦是

小樹窿劇團成團的初衷。

《行者》由構思到往年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的肆虐，演出取消，再到是次公演已近一年的時間。

能夠成功公演，我們學會珍惜。珍惜演出、珍惜劇本、更珍惜幕前、幕後相聚的緣分。尤其感謝

姚杰賢導演和吳家欣導演的配合，讓我能夠有充裕的空間雕啄好跟觀眾分享的每一樣藝術

品；更感謝小樹窿劇團每一位既謙卑，又充滿著各方面恩寵、獨當一面的藝術家

的信任。你們的信任好讓我非常安心地把大家最好的都呈現予觀眾。藉此感激

父母、梁家寶先生；摰友：李詩浚先生、黃育晞先生、廖家兒小姐、陳梓

軒先生、王子滔先生、鄭藍藍先生、蔡嘉俊先生、李海權先生、莫海瀅

小姐、萬曉藍小姐、天主教聖本篤堂及童軍運動相遇的兄弟姊妹；啟

蒙我的師長：陳順清女士、韓思騁先生、鄔方宏先生、張狄鳴先生

、林燕平女士、蔡筱曼女士、羅伊敏女士；陳燕芬女士、黃仲廉先

生、陳初強先生、吳偉明先生、蕭雪盈女士、鄔玉蓮女士、容綉

文女士；梁雁瑩女士、楊婉柔女士、黄清霞女士、林嵐女士；

劉顯新先生、吳偉強先生、李尚東先生、馮仲賢先生、林國威

先生、呂君謙先生、劉子琪女士、鄭婉儀女士。沒有他們的

支持和勉勵，我走不到這麼遠，更加感受不到來自生活的溫

度。

人類的情感之所以珍貴，是因為他們擁有許多各式不一

樣的情愫。雖然生活充滿艱辛和無奈，但如果仔細品味

，依然可以感受到來自生活的溫暖。用心感受生活，我

們會發現點點滴滴的事，都可以成為銘記於心的回憶。

習慣從點滴的小事感受來自方面的溫暖和快樂，慢慢地

，我們會越來越懂得感恩，越來越懂得珍惜。

言簡意賅，容許我代表小樹窿劇團由衷地向入場欣賞

的觀眾致謝，各位的蒞臨完滿了《行者》的篇章，更

造就了《行者啟示錄》在公演時最理想的狀態。期待

各位在劇中找到共鳴，更盼望大家在風雨飄搖的未知

當中，感受到理想國度的快樂。作為相信表演藝術說

話的人而言，帶給別人快樂，就是最高貴的藝術。

「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

（瑪竇福音 7 章 16 節）

願我們都成為天主賜給各人恩寵的見證人。天主保佑

！



陳思嘉 
(斯卡 Jeszeka)
阿靜、藝術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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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成
少將 

《行者啟示錄》原先上年已可以公演，奈何肺

炎肆虐，令劇目取消。由取消開始，我都好希

望可以原班人馬製作。到今年年初，當我得知

劇目可以重新公演，我已非常高興，因為這是

我首次出演舞台劇，我希望可以一切順利。

當我再次收到劇本，我才知道，改動後的演出

有重大變動。部分演員因不同原因，無辦法出

演。與此同時，亦有數位新演員一齊參演。很

多細節都需要重新磨合，我亦要重新適應，就

像現今嘅社會一樣，出現許多新常態，並非一

時三刻能夠習慣。作為一位演員，專業或業餘

都好，對待每一個演出都要做到最理想。

劇本製作我不熟悉，但我相信只要自己做到最

好，以最好的狀態演出，就可以得到觀眾嘅青

睞，我衷心相信好劇有好報！

2020年加入小樹窿劇團，近期演出包括：《行者

啟示錄》

羅羲倫
William

你曾經想過，為了最愛的人和事而死嗎？可能你問我，我亦答不到你。不過，權力越大，責任

越大，我又何嘗不是站在兩難刀鋒上？貴族和平民，又有甚麽分別⋯⋯

假如是你，你又會如何選擇？

問心，疲憊是有的。當人生有讀書、上莊、住 Hall、拍拖、兼職，還要排戲。其實我也不解如

何理想分配時間。不過，船到橋頭自然直。好高慶在劇團認識到的朋友，正如 Travis 劇中提及

：「好好，有好多人幫我，大家對我好親切。多謝大家，我好開心，我仲會返嚟同大家一齊努

力落去。」

人生如戲，我的人生同樣。

你可能問為何要繼續參加？我的人生哲學就是「忙」，但仍有空間再加重。希望稍後可在劇團

編劇跟大家分享。

我係 LUN，香港大學護理系學生。中學時期一直參與戲劇相關活動。包括：「一人一故事劇場

」，騷戲劇盟《愛情逃兵》，施德堂新鮮人制作《張愛玲原著小說改編 — 心經》。曾參與香

港心理劇心理治療協會，心理劇心理治療工作坊《停不了》。另外，兼讀哲學，我最喜歡形上

學，另外都好鐘情於尼采。

“Imitation is far from the truth.” [Plato The Republic 598b]

黃嘉詠
Nanny、窮婦人、特務

在排練過程，和每一位劇員合作都令我有不同的得著，他們可說是臥虎藏龍，深藏不露啊！使

我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向他們學習。

中學畢業後，忙於升學及工作之間，但一直都沒有忘記鍾情於舞台的初衷，仍然很想努力去追

尋夢想，很感激得到這次演出的機會，希望有幸能夠繼續參與表演。

中學時期，積極參與表演藝術活動。校內演出包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的舞台劇《長

洲太平清醮的由來》和《大坑舞火龍傳》，亦曾參與各類型藝術比賽，包括：《歌唱比賽》和

《啦啦隊比賽》，皆取得優異成績。過往曾以少年警訊會員身份，參與各種活動的歌唱表演。

 

2020年加入小樹窿劇團，近期演出包括：《行者啟示錄》。

李珮瑩
Marlene

很榮幸能夠加入小樹窿劇團，參與《行者啟示錄

》的演出。很感恩導演們的賞識，從小演員到男

角再到女角，一路給予不同的機會，從中得到不

同的體驗。希望將來能夠在小樹窿劇團繼續為觀

眾帶來更多表演。

個人介紹請參閲「製作團隊介紹」頁。



李菀桐
總統、拍賣會助手

賴煒淇
阿霜、藝術系學生

在這時候完成一齣舞台劇並非易事，舞台劇是唯一可以表達

自由的地方，只要還有一個觀眾，我們都會堅持下去。過程

中遇到不少困難，辛苦及疲憊是一定會有，但我好享受。我

認為舞台劇的影響力可以好大，是舞台劇令我找回真正的自

己，是舞台劇令我找回自己的價值！雖然我只是一個配角，

但我都會用心演出。因為配角也可以成為主角，即使它有多

麼的微不足道，興趣無貴賤之分，只要有堅持過有努力過就

夠。

「耍廢無罪，邊緣有理」

本人現為全職護士，每天見盡生死。

看似與舞台劇毫無關係，但正因為見

盡生死，才明白要在還有心有力的時

候做自己喜歡的事。

2020年加入小樹窿劇團，近期演出包括

: 

劇獨《圈》演員及佈景設計、

瘋稜劇團《競敵》形體演員

周穎霖
拍賣會主持人 、法律系學生、群眾、大地主

《行者啟示錄》令我遇到一班熱愛舞台的人。雖然各

自有各自的忙碌，但仍願意花時間排練。令我發現這

裡仍有一班追尋夢想的人。

剛中學畢業，沒有太多的舞台經驗，但卻很喜歡舞台

劇。覺得舞台可以讓我展現另一個自己，跳出現實，

體驗各種故事各種角色。

平面設計
早安。午安。晚安。

於香港出生，香港長大。

寥寥人生若欲言，千言萬語道不盡。

永遠的新人。

2020年加入小樹窿劇團。

羅霜盈
佈景設計

我是霜盈。好榮幸可以參與小樹

窿劇團的演出。雖然後期加入，

但在第一次 Run-through 時已感

覺到大家好有心去做好，令我也

很期待是次製作。

相信戲劇是探索人性的過程，希

望透過我們一眾幕前幕後的努力

，大家也能從劇中得到啟發。

方詠妍 (小明)
現正修讀香港浸會大學就讀視覺

藝術系。後台支援演出包括小小

劇團《男神有心》佈景及道具設

計、服裝及造型設計、平面設

計、以及青劇團《Love Stories

》佈景組。

13 14

蘇泳潼
現正修讀香港專上學院廣告設

計副學士，過往積極參與各類

型藝術及設計創作。

是次是我首次參與戲劇製作，

對舞台劇範疇只有略略的認識

。因此這次有機會擔任平面設

計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莫海瀅
現就讀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主修插畫。

現職自由身插畫師及美術導師。過往曾

擔任後台工作包括《七年》、《踮起腳

尖說再見》和《香江歲情》。

shittyyolandaliii

mokmok.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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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體設計

原創音樂

吳雅詩
燈光設計

歐建遙
協力李美恩

燈光設計

黃浩健
助理舞台監督

何卓思
助理舞台監督

嚴曉晴
助理舞台監督

林昕嵐
助理舞台監督

林嘉璇
助理舞台監督 王倩兒

執行舞台監督、燈光設計 

劉卓宏
舞台監督、燈光設計 

李珮瑩

曾於英國 Cambridge School of Visual & Performing Arts 修讀戲

劇。

回港後，於 HKAPA EXCEL，就讀音樂劇高級文憑。畢業後，

主要參與香港國際機場舉辦的季節性舞台演出，如《Summer 

on Broadway》、《A Surprising Christmas Gift》、《Rosy Easter 

All Around》。亦曾參與 Dorian Concept

《Dead Rising Reality》及香港海洋公園全城哈囉喂 2019。

2020年加入小樹窿劇團，近期演出包括：

《行者啟示錄》。

張百甥

陳思嘉 
(斯卡 Jeszeka)

以一級榮譽成績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取得

音樂文學士（榮譽）學位。陳  主修古典聲

樂，師隨陳少君女士。在學期間，是學校頂

尖室內合唱團 （Cantoria Hong Kong）的其中

一員。陳  積極參與表演藝術，演出包括第

47屆香港藝術節戲劇《祈願女之歌 The 

Suppliant Women》、輕歌劇《風流寡婦 The 

Merry Widow》、《愛情靈藥 L'elisir D’amore

》、音樂劇《待嫁》等；曾於英國利茲大學 

（University of Leeds) 二零一九 LUUMS 夏天音

樂會韋瓦第《榮耀頌》擔任女高音獨唱部份

；在第五十八屆香港浸會大學畢業禮領唱畢

業歌。

2020年加入小樹窿劇團，近期演出：《行者

啟示錄》。是《行者啟示錄》原創插曲及填

詞人。

燈光設計及劇場監督團隊



背景

從前，互不相識的木偶哥哥和樹窿妹妹在尋迷玩樂中各自追尋屬於他們的理想。

有天，他倆巧合一同跌進兔子洞，洞裏看不到兔子，亦見不到奇怪的大廳。 看到的只有漆黑的四

周，「我在那裏，我是誰」木偶哥哥問。「你又是誰」樹窿妹妹回應。他倆努力不懈仍找不到逃離

的方法，木偶哥哥恐懼得嚎哭起來，心想：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怎樣的生命才叫做孤獨，我每天在

地上生活已經是這樣孤獨地生活着，沒有一個人能真正跟我談得來，我不想連生活環境都一遍漆黑

。「只有小朋友才知道自己追尋的是甚麼。」失落的樹窿妹妹安慰木偶哥哥時突然說道。頓然，外

面的世界傳來了一句「只要你一直走，總會走到一個地方的。」這樣，小樹窿劇團便成立了。這天

是 2020 年 4 月 28 日。

小樹窿劇團受到典型「奇幻文學」《愛麗絲夢遊仙境》的啟發，深信「每個大人心裏都有一個兔子

洞」所有的大人曾經都是小朋友，雖然，只有少數的人記得。劇團致力塑造屬於每位小朋友的烏托

邦，讓所有志同道合的小朋友在這個一無所有的美境中，擁有更多，發揮大人看不到的潛能，實實

在在解開「我是誰」的疑問，將僵化的現實生活重新拼湊成一場毫無疆界的瘋狂美境。

這個美境、這個幻想可能會與已成為大人的小朋友對峙，沿途更有可能被質疑。但奇門遠探仙蹤過

後，看到的會是琳琅幻象滿佈的星空。只要你異想天開，相信戲劇藝術這個媒介、相信著名藝術家

畢卡索名言 —「我們都知道藝術不是真實。藝術是一種令人了解真相的謊言。哪管是一個謊言，

至少，他能讓我們看透真相。」的概念，深信著只要有言語要發洩，有聲音要表達，利用這個媒介

分享必定勝過千言萬語。

這樣的話，我們都期待在美境中遇上你，一起尋找各自的目的地。

宗旨及願景

- 凝聚業餘戲劇藝術愛好者；

- 製作和發展創意兼多元化的經典劇目及原

  創戲劇作品；

- 提倡廣東話藝術，將饒富本土特色的製作

  帶給廣大的觀眾；

- 提倡讓觀眾的思維一同參與演出，切身體

  味人生，豐富文化生活；及

- 提昇劇場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深入本土社 

  會，致力把戲劇藝術普及化。

本劇團遵照《社團條例》（香港法例第151章第 5 (1) 條）規定，註冊成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非牟利藝術團體。日常運作與財務均以自治形式執行。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青山道459-469號華力工業中心11樓A室

電話：(852) 5485 9794 電郵：info@littletreehole.com 網站： www.littletreeho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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