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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戲劇在北區的發展，香港戲劇工程於 2014 年與新界北區文藝協進會合作，
成立「北區青年劇社」。

以往製作：
2015 年２月  創團作《傻姑娘在梧桐河唱歌》（音樂劇）
2015 年８月  《仲夏夜之夢》（莎劇）
2016 年２月  《一往情深》（莎劇 /原創）
2016 年８月  《小城風光》
2017 年３月  《#hashtag 時代吶喊》（原創音樂劇）
2017 年８月  《TRACK  我們的小城故事》

新界北區文藝協進會戲劇主席：梁學圃校長

北區文藝協進會北區青年劇社簡介 香港戲劇工程

香港戲劇工程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成立，是一個從事舞台劇演出、教育、研發及交流
等工作的非牟利機構。從二零一二年四月起，劇團成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北區大會堂的
場地伙伴，在北區推動社區劇場和戲劇教育，服務對象以青少年與長者為主，亦兼顧區
內個別社群。香港戲劇工程的演出劇目採取經典與本地創作的雙軌方針。一直以來，香
港戲劇工程的方針與表現日益獲得認同，更與社區不同單位建立密切聯繫，攜手推進北
區的藝文事工。

董事會

主席：  余開堅
副主席：  蘇麗明
名譽秘書：  慕容玉蓮
名譽財務：  伍秀儀
董事：  周凡夫
  胡美好
  莫昭如
  黃美娟
　　  盧偉力

香港戲劇工程　創辦人

蔡錫昌

香港戲劇工程　藝術總監

蔡錫昌

2018 至 2019 劇季贊助人

陳鋈鋆先生
陳求德醫生

(排名不分先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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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的話•蔡錫昌

祝願您們幸福 
                                                             
幸福是最 「玄」的一件事。

豐衣足食是幸福。

美滿家庭是幸福。

DSE 成績好入大學是幸福。

沒有鉛水是幸福。

月入二十萬是幸福。

和您同路是幸福。

狗狗生了一胎六隻是幸福。

吃著雪糕是幸福。

樓下有 seven 是幸福。

活在鐵路沿線是幸福。

幸福是最沒準，而人人都追尋幸福。這成為做人、社會、整個世界的動力。於是，這個

人世間充滿紛亂和動力；it’s fun ！

余仲賢是當年中大逸夫書院戲劇會的主席，獲獎頻頻。見證著他畢業、工作、結婚、生女。

他還替香港戲劇工程寫劇本；《上水、未水》是絕對出色的作品。如今，是《幸福在東

鐵路上》。 香港戲劇工程和余仲賢都是幸福的。 

梁遠光唸完大學才找到戲劇，他跑到新加坡郭寶崑開的 TTRP (Theatre Training & 

Research Program)，待了三年。回港後，他先後出現在我的《山海經傳》、《哈姆雷特》

和《水滸》做演員。他也是歷年來香港戲劇工程「暑期青少年劇場」和「北區青年劇社」

的導師和導演。最近，Walter 成功導演了劇團第一套兒童偶劇《小后羿射日去》。梁遠

光新婚燕爾，落戶上水。他和他的夫人是幸福的。上水也幸福。

參加《幸福在東鐵路上》 的青年是幸福的，其中，有幾位歷年來都有參與，或者在升大

學前再來參加一下：HaHa、蘇蘇、Leanne、黑黑和魚魚。整個 summer 都浸淫在戲劇

當中是多麼幸福！

各位，我祝願您們幸福！

編劇的話•余仲賢

幸福，大概是每個人在世所追求的吧！

感謝導演的信任，在導演、演員和設計師們的共同挖掘下，文本得以滋長成形。

希望這個故事，能在大家尋覓幸福的路上，劃上點點百味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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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遠光•導演

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電腦系，其後前往新加坡修讀由已故國寶級戲劇家郭寶崑先生創

立的「劇場訓練與研究課程」（Theatre Training and Research Program,  現改名為

Intercultural Theatre Institute），並成為該課程首屆畢業生（Professional Diploma in 

Intercultural Theatre (Acting)）。

畢業後以演員身份曾經參與演出包括：Philip Zarrilli《Water Station》 ( 新加坡 )、

2006 年藝術節節目《世界末日的倒數》、前進進戲劇工作坊《N.S.A.D 無異常現》（首

演）、《導演沙龍》、 2007 年藝術節節目《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多媒體劇場《基督

與史提芬妮》、《挪威沒有森林》及《安東尼奧尼猜想》、高行健《山海經傳》（世界

首演）、香港戲劇工程《四季人》、《哈姆雷特》及《水滸》（首演及重演）等。

導演作品包括郭寶崑劇作《鄭和的後代》與《傻姑娘與怪老樹》、影話戲義工團《青春

禁忌遊戲》等。青年劇場導演作品有《小王子》、《動物農莊》、《仲夏夜之夢》、《小

城風光》、編作劇《Track －我們的小城故事》及兒童偶戲《小后羿射日去》。

梁氏亦曾為 Intercultural Theatre Institute （新加坡）及 PWST National Academy of 

Theatre Arts in Krakow - Dance Theatre Department in Bytom（波蘭）的學生帶領「表

演者太極工作坊」。

現為太極教練、聲音訓練導師及自由身戲劇工作者。

余仲賢•編劇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文本創作有：《余鄉茄子》( 刻劇場 )、《滑牙》( 戲劇

匯演 07 決賽劇目 )、《責界》( 戲劇匯演 09 優異劇本 )、《四川組曲》( 眾劇團，聯合

編劇) 、《極樂》(第一屆《青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優異劇本)、《雷神號》(第二屆《青

年編劇劇本寫作計劃》入圍劇本 ) 、《上水、未水》(香港戲劇工程 )、《行雲流水》(刻

劇場，跨媒體舞蹈劇場 )、《細路》( 劇場裏的臥虎與藏龍 VIII)、《逆水行》( 馬戲班，

編劇 /改編 ) 、《我的尾巴》《小騎士大冒險》(明日藝術，編劇 /改編 )、《蟋蟀》(劇

場裏的臥虎與藏龍 XII) 、《小后羿射日去》》( 香港戲劇工程，編劇 ) 等。

伍詠霞 HaHa•導演助理•影像統籌•演員

給自己耐性與時間，

因為 

欲速則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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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簡介

本劇以虛實交錯的手法，描述一個尋找初戀的女孩、一個不能忘記初戀的父親和一個徘
徊在塵世間的精靈；各自在不能越軌的鐵路上追尋心目中的幸福，交織出一個不依常規
的故事。由導演梁遠光先生帶領一群年輕演員，演出這個由新進年輕編劇余仲賢先生所
編的最新作品。

導演通過本劇與演員們一起反思「幸福，是甚麼？」、「你覺得自己現在幸福嗎？」、「如
何可以得到幸褔？」。希望帶出正面的訊息，鼓勵年青人積極進取。

郭偉豪   飾演   Chris Wong

陳慧仙   飾演   樂美心

池詠鍶   飾演   結他手、地鐵車站職員

許月湘   飾演   少年樂美心

黎友傑   飾演   少年 Chris Wong

李曉潔   飾演   地鐵車站職員、九十年代火車乘客

李蕎安   飾演   邱特啦啦隊成員、九十年代火車乘客、大提琴手

練家妙   飾演   幸

莫珏邦   飾演   邱特

伍詠霞   飾演   邱特啦啦隊成員、九十年代火車乘客、村婦

吳梓妤   飾演   電競用品賣家、邱特啦啦隊成員、九十年代火車乘客

蘇詠欣   飾演   黃理心

第一場  紅磡

第二場  旺角東

第三場  九龍塘

第四場  大圍

第五場  沙田

第六場  大埔墟

第七場  大學

第八場  火炭

第九場  太和

第十場  上水

演員表分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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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豪•演員、服裝設計

集演員、小丑、時裝設計及服裝設計於一身。

近期舞台服裝設計：商台制作《尋雲尋志雲》、《艾粒拾伍年開光大典》；影話戲《赤

城頌》；香港戲劇工程《木偶奇遇記》、《小后羿射日去》；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尋找

名字的魔法書》、《天使盼盼》（重演）；香港兒童音樂劇團 X進念．二十面體《大冬

瓜唱遊香港》；舞台山莊《尋找快樂時代》首演及重演；怕怕丑丑《豪華衣帽間》、《大

成小士多》。

近年演出劇目：香港戲劇工程《木偶奇遇記》、《小后羿射日去》、《三國》、《水滸》

（首演及重演）；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邂逅老房子之老房子劇場》；普劇場《童幻森林》：

舞台山莊《尋找快樂時代》（首演及重演）； 新光中國戲曲文化《莎士對比亞》：舞台

戲 x 恐怖在線《尋魂記之消失的女孩》；捌秋壹 X恐怖在線《大帽山自梳女鬼》; 新域

劇團《今晚救地球》、《深水埗李爾王》、《鳳溪傳奇》；捌秋壹《浮生若夢蜑家惰》、

綠葉劇團《我要安樂死》（北京首演，台北及香港重演）；巧克力劇團《玩死卓別靈2》；

怕怕丑丑《豪華衣帽間》、《大成小士多》。

Facebook : Edmond Kok

陳慧仙•演員

近年演出有香港戲劇工程《小城風光》；舞台山莊《尋找快樂時代2017》；灣仔劇團《小

城風光》丶《狄龍潤發》丶《秒速十八米》、《擺檔俏寃家》；新域劇團《耋 Simply 

Charles》、《本色男女》、《今晚救地球》、《深水埗李爾王》丶《玫瑰情書》；

JUBNS《第九味》；恐怖在線 x 舞台戲藝團《尋魂記之消失的女孩》；捌秋壹 x 恐怖

在線《大帽山自梳女鬼》；楚城劇團《大酒店有個荷李活》首演及重演；陳桂芬工作室

《神蹟奇案》丶《女人密語》；Arts' Options 《石頭記之誤墮現代教獄》丶《獅子頭上

釘Banner 》；團劇團《聊齋新誌》、《讓我愛一次》、《君住廟街頭丶妾住廟街尾》  ；

楚城 @istage 《潮州姑爺》等。憑《潮州姑爺》一劇獲「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提名第

十七屆最佳女配角（喜 /鬧劇）。

幸
福
係
傷
風
素
。

幸
福
係
可
以
返
屋
企
飲
呀
媽
煲
嘅
老
火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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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詠鍶•演員

17 歲，熱愛戲劇、音樂。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 蘇格拉底

我不是一個很大膽的人，但總是很想去探索一些從沒接觸

過的事物，而這次是我第一次參與校外劇團的公開演出。

在排練期間，我們做了大量的體能、拉筋、Voicing 等的

訓練，在工作坊的第一天便發現，自己真的甚麼都不懂。

很慶幸當初作出這個決定，膽粗粗去 Audition，才有機會

認識到大家、發現到自己原來真的很喜歡做戲，更讓我下

決心於中學畢業後向演員之路進發。

在參與這齣劇前，我從來都沒認真想過甚麼
是幸福。對目前的我來說，可以有機會去探
索新事物、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簡簡單單
的過生活，就是幸福吧！

黎友傑•演員

於香港魔術學院畢業，取得舞台魔術文憑，同時亦是香港

浸會大學第十四屆魔術學會外務副主席，一直醉心魔術，

而近年來亦開始接觸舞台劇，嘗試更多不同元素，希望把

每一個角色發揮出來！

我認為幸福就是簡單，只要和身邊的人在一
起，快快樂樂咁生活，享受咁去做每一件事
已經係幸福了。

許月湘•演員

對於一個從未接觸過戲劇的我，這次是一個新的挑戰，感

謝所有給我機會的人。

幸福於我而言莫過於自己喜愛的人在身邊，
包括家人和朋友，只要他們一直支持你想追
求的東西，這便是幸福。

李曉潔•演員

一個熱愛藝術，容易滿足、喜歡簡單、快樂的小女孩。

人生如戲，因為戲劇，而踏上幸福的鐵路。

她想，幸福就是能找回最初的自己，享受過
程、遇見對的人，做著喜歡的事。不知道正
在看場刊的您，找到幸福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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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蕎安•演員

"The object of art is to give live a shape." 

莎翁講過 , 藝術的存在就是為了給予人的生命色彩 , 而我

也因此決定自己以後要從事藝術的行業 , 為許多生活仍然

黑白的人添上一分精彩。當然 , 我也希望今天這部作品能

令觀眾席中的你們有這樣的感受。

我認為幸福就是當你所有夢想實現之時。

練家妙•演員

曾參演北區青年劇社《傻姑娘在梧桐河唱歌》、《仲夏夜

之夢》及《小城風光》。很興幸能再次踏上舞台，享受成

為演員的樂趣。 密集的排練必然有苦有樂，能從中學會保

持一顆謙卑的心，是我在整個過程中最大的得益。作為青

年演員，我們的演技必然有不少不足，但我希望我們的演

出能為你帶來幸福。

對我來說幸福是一種特別的感覺，而目前最
令我感到幸福的事是我仍能追逐自己的夢
想。

莫珏邦•演員

現為自由身表演者，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系。目

前活躍於廣告和電視演出，曾主演 Pizza Hut 必勝客、維

他啡走、Circle K 便利店等電視廣告和 ViuTv《總有一隻

喺左近》節目短劇。劇場演出作品有劇場空間《布拉格•

1968》和黑幕劇團《高鐵兇案筆記》等。

幸福是隨遇而安，

只需感受沿途風光。

吳梓妤•演員

我叫吳梓妤，今年 18 歲，準備就讀國立臺灣大學的戲劇

系。

不知道，對你們來說幸福是甚麼呢？對我來
說，幸福不是過去不是未來，而是當下，當
下感覺到幸福，那麼你便是幸福了。還有，
幸福更加是身邊重要的人仍然健康，能夠陪
伴你的左與右。我想這些就是我參加這齣戲
的最大感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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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詠欣•演員

真正重要的東西用眼睛是看不見的，得用心感受。謝謝你

們每一位愛著我們的你。

身邊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身體健康平平安
安。

充滿笑聲地過每一天。

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無論甚麼事情都有朋友為我打氣。

其實都是生活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就是
這些很小的事情而令我感到開心、幸福。

那，您幸福嗎？

伍穎琪•佈景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設計學士學位，主修佈景及服裝

設計。曾參與之佈景及服裝設計包括：CULT 創作《有種

關係叫暗戀二重奏》、CULT 創作《有種關係叫暗戀》、

學校演出《NORA》及《Fragile Matter》; 佈景設計作品

包括：香港專業魔術社《桃太朗勇闖魔幻島》、香港專業

魔術社《超級英雄學校》；服裝設計作品包括：城市當代

舞蹈團 ccdc《起跳》擔任服裝設計師。另以助理設計師參

與各類型舞台劇，包括《DANCING AT LUGHNASA》(服

裝 )、《羊泉鄉》(佈景 )、香港話劇團《太平山次疫》(佈

景 ) 等。

幸福就是與自己重視的人－家人或朋友開開

心心吃餐飽！ 

丁良晨•燈光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獲頒藝術學士

( 榮譽 ) 學位，主修舞台燈光設計。在校時曾獲頒祐圖國

際獎學金，在學時憑《羅生門》獲頒 2014-15 年舞台及製

作藝術學院最佳燈光設計獎。另曾修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商業推廣及設計高級文憑，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能憑著智慧跨越困難。

化粧師

•周慧瑜小姐

•石佩娟小姐

•黃琰圭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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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嘉•音響設計

出生於音樂世家，自細就培養了她對音樂的熱誠，DNA

充斥著音樂細胞，小時候便開始學習彈奏不同的樂器。曾

在小學及大學時代參加無數鋼琴比賽，樂隊比賽，更獲得

無數獎項。於一次機會偶遇下認識了伯樂黃品源老師。得

到黃品源賞識，安排了飛台灣學習幕後工作，於 2007 年

簽約於黃品源旗下音樂製作。2008 年到香港，有幸認識

黃英華配樂大師。跟隨佢學習做電影電視劇配樂。 嘉嘉在

香港幾年不斷在學習，同工作。有幸地做不同的電影，電

視劇，音樂劇製作包括： 美人魚，西遊伏妖篇，步步驚心，

白孃孃音樂劇 2016，花木蘭音樂劇 2018，等等。

幸福係：可以做到自己喜愛的職業同埋家人
朋友開心快樂，我就覺得好幸福！

盧宇軒•平面設計 

Jo Lo 現為戲劇工程平面設計師，並從事品牌設計顧問

工作。

Nothing, yet everything

蘇雋逸•影像統籌及製作 

大家好我係 Jack So，我係 Savannah Collage of Art and 

Design 讀緊 animation。覺得好開心可以參與到今次的演

出，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我地努力得出離嘅成果。

我覺得幸福就係知足，只要可以真正禁睇到
自己身邊所擁有嘅野就可以得到幸福。

胡澤禧•影像製作 

大家好，我係Hei Wu。今年 18 歲，啱啱中學畢業，熱愛

設計。今次係我第一次參與戲劇工作，一定會學多啲，見

識多啲。虛心學習，持續修煉。

幸福，係一種感覺，知道點樣用，知道幾時
用，但唔知道點形容。同鍾意嘅人做中意嘅
事就有幸福，會想停留係個段時間，會想將
呢段時間永久保存。或者幸福係一種味覺，
你會用盡力記低佢，但都會敵不過時間嘅前

進，終會消失，最終只能回味。

姚蘊香•聯合監製

畢業於雪梨科技大學，工程管理學系。

曾學習戲劇，乃前「灣仔劇團」成員，師承何偉龍先生。

幸福是吃媽媽煮的飯，身邊有可以同負一軛
的伴侶 :D

周芷珊•聯合監製

畢業於曼徹斯特大學管理系，其後於香港演藝學院完成基

礎文憑，主修舞台及製作藝術。現為藝術行政人員。

我的幸福， 係我要食邪惡嘢 -黃金鮮魷炒公
仔麵時，身邊嘅同事陪我一齊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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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森•舞台監督 

參與舞台工作凡三十年，與無數的業餘及職業劇團合作

過，曾為明日劇團及中英劇團全職人員，現為自由身舞台

工作者。曾經參與的舞台工作範疇包括：演員、導演、化

妝師、木偶及皮影師、舞台監督、佈景設計及道具製作、

技術統籌及製作統籌等，亦參與沙畫創作技術統籌及傳統

戲曲的改良與發展。

幸福－就是無憂無慮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情 !

王凱榮•助理舞台監督 

幸福是因為你考上了心儀的學院的滿心歡
喜；幸福是當你與隊友一同比賽時所流的淚
的汗；幸福是當你在一天工作辛勞過後，回
到家裡有家人的愛心熱湯；幸福也可以是窮
得只有愛，只要你還在的甜蜜。幸福並不等
於正向情緒，你不快樂也可以感受到幸福，
即使你快樂亦不代表你幸福，所以什麼才
是幸福？我說只要你認為有價值的，就是幸
福。

馮琪峰•執行舞台監督  

中學起接觸戲劇，至今活躍於後台工作。喜歡後台多樣性

的工作所帶來的挑戰，也對編導演賞的互動感到濃厚的興

趣，所以離不開舞台。

對我來說有關心你的人及你關心的人在生活
跌蕩中互相扶持就足夠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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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北區文藝協進會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陳明朗先生

艾文先生

潘翠珊小姐

蘇麗明小姐 

蘇雋逸先生

胡澤禧先生

池詠鍶小姐

許月湘小姐

黎友傑先生

李曉潔小姐

李蕎安小姐

練家妙小姐

莫珏邦先生

節目預告

2018 年 9 月 24 日  維多利亞公園   《小后羿射日去（新編）》 

2019 年 2 月 15-17 日  上水北區大會堂 演奏廳  第四屆北區講故事大賽

2019 年 2 月 24 日  上水花園 1號  第三屆香港木偶戲劇節

2019 年 4 月  上水北區大會堂 演奏廳   《少陵野老》－ 詩聖杜甫的故事

北區幼兒戲劇計劃

「北區幼兒戲劇計劃」是香港戲劇工程發展藍圖的重點之一；是一個專為幼兒而設的多

項目計劃。計劃內容包括：親子戲劇班、欣賞兒童偶戲表演、北區講故事大賽 － 幼兒組、

參演兒童音樂劇。

我們首先推出的，是「親子戲劇班」，適合父母與六至八歲的小朋友一同參加，以增進

親子關係。 課程資料如下：

 親子戲劇班（第一期）－ 《“小王子”與戲劇》

日期 : 2018 年 9 月 15, 22, 29 日 ;10 月 6, 13 日 （共 5 日） （逢周六）

時間 : 上午 10 時 至 中午 12 時

地點 : 北區大會堂活動室 1號

內容 : 包括主題性訓練及一般戲劇訓練，例如肢體、聲音、創意等工作坊

收費 : 成人  $800，小童 $400  ( 香港戲劇工程之友 七五折 )

 

導師：吳乙言小姐，香港中文大學音樂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碩士。

  在海外及本港教育劇場服務多年。

香港戲劇工程

Hong Kong Theatre Works

九龍茶果嶺道前四山公立學校校址

Site of Former Sze Shan Public School, Cha Kwo Ling R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2606 2989   

電郵 Emai：  info@hktws.com

網址 Website：  www.hktws.com   

面書 Facebook：  www.facebook.com/hktheatreworks

北區青年劇社 F B 專頁網址：www.facebook.com/NDYTW

伍詠霞小姐

吳梓妤小姐

蘇詠欣小姐

郭美盈小姐

周慧瑜小姐

石佩娟小姐

黃琰圭小姐

新域劇團

都市日報

香港戲劇協會

香港話劇團

香港舞蹈團

Singingholic

有骨氣

拾方工作室

中英劇團

一條褲製作

(排名不分先後 )
付梓匆匆，名單如有遺漏，謹此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