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 作 及 製 作 人 員 簡 介 

 

 

林慕德   音樂總監 

著名音樂人及教育學者林慕德 (Mahmood)，畢業於拔萃

男書院。  

 

曾出任「扶輪社基礎教育」主席，亦曾為 TVB 兒童節目《放

學 ICU》主持《英語一定「德」》環節。 

 

過去 15 年，Mahmood 發揮其音樂專長，積極研發了嶄新

的《Musical Phonics》及《Family Phonics》教學模式，並

製作一系列原創拼音兒歌 CD 及教材；透過音樂，提升香

港學童語言能力；為超過 100 間中、小學及幼稚園提供英

語拼音課程及講座；亦與各大機構合辦推廣英語活動。  

 

Mahmood 曾創作過千首流行廣東歌曲，當中獲獎無數，

曾合作之著名歌手包括張國榮、梅艷芳、譚詠麟、羅文、

黎明、鄭秀文、李克勤、蘇永康……等。 

 

 

張飛帆   編劇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及電視系，香港舞台及電視編

劇。現為劇場空間市場總監、楚城劇團創作總監、楚城文

化有限公司創辦人。 

 

過去曾為不同劇團編寫舞台劇本，近作包括劇場空間《棋

廿三》；楚城《旺角龍虎榜》、《難忘郁達夫》、《天上人渣》、

《大酒店有個荷李活》；影話戲《攻心》、《遺失了你的眼

睛》、《Hell Walker》、《大逃犯》；演戲家族音樂劇《一屋

寶貝》; 糊塗戲班《和媽媽中國漫遊》; Theatre Noir音樂

劇《我的長腿叔叔》;香港話劇團《危樓》；電視劇本包括

香港電台「沒有牆的世界」系列《一千光年外的自由》、「一

念之間」系列《痛愛》、「廉政行動2011」系列《黑白線》、

《私症》；「廉政行動2014」黃修平執導的《明日》，並為

青春劇《DIY2K》、《總有出頭天》擔任編審及編劇。 

 



 

憑《暗香》獲得「第三十三屆青年文學獎」（戲劇組）冠

軍；分別於 2008年及2014年憑《難忘郁達夫》及《危樓》

獲提名「香港小劇獎」最佳劇本，並憑《天上人渣》及《棋

廿三》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於2010年獲「香

港藝術發展局」頒發「香港藝術發展獎 - 藝術新秀獎 (戲

劇)」。 

 

 

溫廸倫   監製/導演 

辛亥年生，香港原居民。93 年香港演藝學院畢業，主修

舞台燈光；95 年獲聘為香港話劇團執行舞台監督。99 年

前往荷蘭、西班牙及倫敦修讀舞台美學碩士學程，並以優

異成績畢業。回港後加入「劇場空間」，負責燈光設計工

作外，還包括佈景、服裝設計、製作經理、監製策劃、編

劇、導演、演員、工作坊導師及學校戲劇導師。 

 

作品多次於香港舞台劇獎獲得提名，2003 年獲頒最佳燈

光設計；亦嘗擔任佈景、服裝設計，及導演工作，作品包

括：《老竇》、《少年梵高的煩惱》、《The Sound Of Music》；

曾導演《夜夜夜麻》、《ANNIE》、《戀戀心湖》、《OLIVER!》、

《阿媽話…》、《天水圍十二師奶》、《Dracula the 

Musical》、《天上人渣》、《Godspell》、《歷史男生》、《勝

者為王》等。 

 

擁有豐富的舞台設計及技術經驗，擅長從舞台美學角度切

入創作：2000 年《非我 ─ 光影之間》是一個沒有演員

的演出，於荷蘭首演，後獲邀於澳門藝穗節 2001 再度演

出，2006 年再於香港演出進化版。與來自英國、荷蘭、

德國、巴西、智利及香港等地的藝術家，創作多媒體製作

《蛆》（2001）；與荷蘭 SILO 劇團合作，於石硤尾下邨及

葵青劇院前空地製作環境劇場演出。2010 及 2011 年兩度

應香港文化中心邀請製作專為香港學生而設介紹舞台設

計及燈光音響效果及應用之《究極舞台》演出系列。多次

舉辦工作坊，鼓勵年青人以文字、形體、光影、聲音、物

件、或任何從生活中的元素進行創作，開拓不同媒介的可

能，提鍊更活潑而富有當代氣息的劇場體驗。 

 



 

 

 

鄧慧詩   監製 

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主修公共關係及廣告。 

 

中學時期已被香港電台羅致，並多次獲選最受歡迎電台節

目主持人；大學二年級起，兼任亞洲電視綜合節目主持及

劇集演員。畢業後除主持電台節目外，並負責節目監製及

新人培訓。 

 

曾任華納國際唱片公司副總經理及新城電台企業傳訊部

主管。年前創辦財經公關公司，策劃企業上市及投資者關

係業務。 

 

現為框格音樂事務有限公司董事，同時擔任電台節目主

持、司儀、廣告配音員等多元化工作。 

 

  

余振球   舞台設計  

經驗豐富的舞台工作者。 

 

自一九八一年起，余氏歷任香港話劇團、香港舞蹈團之助

理舞台監督、舞台監督、技術監督。亦曾任中英劇團之製

作監督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娛樂事務部製作經理。現任職澳

門文化中心節目策劃及市場推廣。八七年夏獲柏立基基

金，赴美國紐約羅察斯特大學深造舞台美術及製作。九三

年獲香港演藝學院頒發專業文憑，主修燈光設計。九七年

再遠赴荷蘭及捷克布拉格修讀舞台美學(Scenography)，並

以優異成績完成倫敦研究院(London Institute, 倫敦藝術

大學 -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前身)碩士課程。 

 

九三年憑《女禍》一劇獲「第二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燈

光設計。九四年獲「十年後台貢獻榮譽」。 

又憑《周門家事》、《大刀王五》、《十二怒漢》（Twelve Angry 

Men）及《起尾注》（Funny Money）獲第十、十一、十三

和十四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舞台設計，並於二○○○與○

二年先後憑《望框框的男人》（ART）及《義海雄風》（A Few 

Good Men）兩度獲得香港設計師協會之佈景設計銅獎。

多年來共獲提名十四項最佳舞台設計。最近替上海話劇藝



 

術中心設計《十二個人》(Twelve Angry Men)及《第二性》，

大獲好評。 

  

余氏熱愛音樂劇，二○一二年受美國 ICG PRODUCTION INC. 

聘請設計及執導講述江青一生的全新英語音樂劇《I，

CHING》(青)，於洛杉磯作世界首演。 

余氏更積極從事戲劇推廣工作，九四年起為不同機構舉辦

之燈光及舞台設計課程擔任特約講師，包括香港演藝學

院、明愛教育機構、澳門市政廳、澳門演藝學院、澳門文

化中心、新加坡實踐劇團及捷克布樂瑙藝術學院 (JAMU, 

Brno)，國立臺南大學，並獲邀為新加坡南洋藝術學院執

導二○一三年度畢業作品。 

亦曾為澳門市政廳創辦「澳門藝穗」(Macau Fringe). 2002

年獲邀出席「荷蘭夏季藝術節考察團」。2011 年夏獲「沖

繩國際青少年兒童戲劇節」邀請為「註節藝評人」 

 

余氏為香港舞台設計及技術人員協會創會董事之一、香港

藝術發展局九五年度增聘委員及本年度戲劇藝術顧問。現

為戲劇小組審批員及香港戲劇協會幹事。 

 

九八年余氏與友人成立劇場空間。 

 

 

劉穎途   音響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舞台音

響設計及音樂錄音。 

 

二零零三年憑作品《戰爭與和平》於香港步操協會之步操

比賽獲得銀獎。一九九九年任金培達之錄音室助理。 

 

劉氏憑《千禧瑪莉亞》獲第九屆香港舞台劇獎之最佳音響

設計；作品《蛋散與豬扒》更獲於「布拉格舞台四年展舞

台作曲館」中展出。二零零六年作品 “eleven ribs”於蘇格

蘭藝術節作現場演奏。劉曾任音樂劇《一個人的婚禮》、《細

鳳》、《體育時期》、《白毛女》、《點點隔世情》、《喜靈洲…

分享夜》、《仙樂飄飄處處閒》、《香港，你好》、《大東亞異

人娼館》、《六月新娘》、《天生不是女人》、《舞步青雲》、

翻譯劇《王子覆仇記》及山東雜技團《遙望》之作曲、編



 

曲及音樂總監；亦為廣告、電視台及電台擔任作曲及編曲

等工作。劉氏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之最佳音樂創作有《老

竇》、《體育時期 青春 f 歌 f 劇》、《粉紅天使》、《十二怒漢》、

《風聲》, 獲得提名最佳音響設計有《點點隔世情》、《雪

后》、《邊 f 城》、《四川好人》。 

 

二零一二年原創音樂劇《青》於美國洛杉磯上演，劉氏任

此劇之音樂總監及樂隊指揮，獲得當地各界的迴響及認

同。 

 

 

羅瑞麟 @ iLight Production Ltd.   燈光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藝術（榮譽）學士學位，主修舞台燈

光設計藝術學士學位，連續兩年獲頒「演藝學院友誼社獎

學金」，至今已參與超過 100 個演出製作。 

 

現為 iLight Production Ltd. 的行政總監及首席燈光設計

師，原劇團駐團燈光設計師，及香港演藝學院 演藝進修

學院 – 舞台燈光設計基礎課程講師。 

 

曾為多個舞台表演擔任燈光設計，近期大型作品包括「舞

台戲劇團」的《笑愛治療》、《同志公民》，「Actors’ Square」

的《偷窺》，《羅敏莊 “真．Sing．情” 演唱會 2012》，

「Metro-HoliK Studio」的《突然獨身》、《一丁點》及《床

前 10 分》，「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3」的《Harry 哥哥 魔

力時計》、2013 及 14 年「Orange A Cappella」的《你．唱

得喜？》音樂會，「騎士創作」的《我愛足球》，「Theatre 

Noir」的《Hairspray》，「香港話劇團」的《教授》（首演

及重演）、《引狼入室》及由歌星洪卓立、SUPER GIRLS、

馮允謙等演出的《MUSILOVE 世人樂章》等。 

 

於 2007 年香港迪士尼樂園在萬聖節、聖誕節及農曆新年

舉行的《光影鬼魅巡遊》及《雪映舞動巡遊》的花車及《米

奇大屋》擔任設計及製作燈光效果。亦曾為 “GIORGIO 

ARMANI” 中環旗艦店外牆擔任 LED 程式設計師。 

除此之外，亦曾參與多個本港及國際知名的劇團及舞團之

製作及統籌，包括「大國文化」的《歌聲魅影》、「任白慈



 

善基金」的《帝女花》、「Lunch Box Theatre」的大型百

老匯音樂劇《Dirty Dancing》，「國際文物修護學會」的《第

二十五屆國際文物修護學會 2014 香港會議》等。 

 

 

 

巫嘉敏   服裝設計 

香港演藝學院學士（榮譽）學位畢業，主修舞台及電影設

計。 

 

最近參予製作有糊塗戲班《和媽媽漫遊中國》、澳門演藝

學院《物理學家》的服裝設計；香港話劇團《一頁飛鴻》

的舞台設計；城市當代舞蹈團《逆．轉》、香港話劇團 《極

樂過山車》、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終局》、《伽利略傳》、《十

方一念》及騎士創作《我愛足球》的舞台及服裝設計。其

《終局》於第廿二屆香港舞台劇獎被提名為最佳舞台、服

裝設計及最佳化妝造型；同年糊塗戲班的《惡童日記》提

名為最佳服裝設計。 

 

現為澳門演藝學院戲劇學校任教「劇場設計」。 

 

 

符珮嘉   執行監製 

於香港城市大學生物及化學系畢業。讀書時參與過編劇工

作。二○一三年加入劇場空間，曾任助理監製及執行監製

參與多個製作：《觀塘音樂劇遊樂場》、《歷史男生》、《棋

廿三》、《喜靈州……分享夜》(三度重演)、《勝者為王》、《棋

廿三》(重演)、《換妻摸門叮》等。 

 

 

 



 

 

劉漢華   製作經理 

現為自由舞台工作者。 

 

曾於1988至89年間修讀由何偉龍先生執教的浸會書院校

外戲劇課程，畢業後隨即加入灣仔劇團，在團內十多年間

曾擔任多個不同的前後台製作崗位。 

 

於 1997 年正式以舞台製作作為自己終生的專業事業，多

年來致力於演員、舞台技術及管理導師、舞台設計、後台

技術及管理工作。曾合作過多個表演團體及單位，近期包

括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騎士創作及劇場空間

等。於 2004 至 2005 年期間擔任《雪狼湖》音樂劇內地巡

迴演出的舞台監督。 

 

劉氏曾於 2005 年 7 月至 2014 年 4 月約九年內擔任中英劇

團的駐團舞台監督，期間亦參與團內的演員及舞台設計工

作；亦於 2008 年自製了一系列的結婚短片《今晚擺酒有

你》上載到 Youtube 得到五十多萬點擊率，當時為香港

惡搞文化再增添另類色彩。 

 

《今晚擺酒有你》連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ISipIz1iJs 

 

 

 

蕭沛欣   執行舞台監督 

二零零九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熱

愛劇場，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近期參與劇場、電視、藝文及娛樂節目製作包括：香港話

劇團《轟隆》、英皇娛樂《杜老誌》(重演)、浪人劇場《十

年寒笑》、METRO-HOLIK STUDIO《縛愛》(三度公演) 、《忘

記那話兒》、《飄浮在 22°17′ 114°08′》、《康橋的告別式》、

《突然獨身》及《床前十分》、騎士創作《加班吧！絕地

任務》(重演)及《我愛足球》、創驗劇場《我的援交日記》

(首演)、香港話劇團 X 一路青空聯合製作環保署學校巡迴

演出《末日救未來》、國際綜藝合家歡 X 一路青空聯合製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ISipIz1iJs


 

作學校巡迴演出《青春鳥王》，電視製作包括：香港電視

《警界線》及《四年 B 班》。 

 

除了後台製作外，亦參與幕前演出，近期演出作品有：三

角關係《十字樓集作－我也想念你》、《夜間飛行》、《二十

出頭》(九度公演)、《如果，你愛我》、《勁金歌曲》(四度

公演)、《快樂無罪慶回歸 2012》及 METRO-HOLIK STUDIO

《是沙也是你和我》(澳門及香港)。 

 

 

張美孚   助理舞台監督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婦女會社區劇團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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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助理舞台監督之製作包括：《換妻摸門叮》、《棋

廿三》(重演)、《勝者為王》、《八美猜兇》、《棋廿三》、《喜

靈州……分享夜》(三度重演)、《歷史男生》、《勝者為王》、

《今生》、《喜靈州……分享夜》、《不起床的愛麗思》、《粉

紅天使》（普通話版，香港及台北演出）、《奇異訪客》（首

演及重演）、《粉紅天使》（首演及重演）、《點點隔世情》

（首演及重演）、《戀戀心湖》、《三個女人唱出一個噓》、《哲

拳太極》、《坷廬謀殺案 》、《風聲》及《十二怒漢》等，

亦曾參與社區文化大使《我住天水圍》巡迴演出。 

 

 

林健峰   助理舞台監督 

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創意藝術與文化系，曾到韓國東國大

學修讀英國文學及戲劇。無名製作創辦人及藝術總監，擔

任原創音樂劇《羅尼蜜街》編劇、導演及填詞。亦曾於

Theatre Noir 《狄更斯的快樂聖誕音樂劇》、”Le French 

May – Cabaret Des Annees Folles”，劇場空間《八美猜兇》、

《勝者為王》、《棋廿三》及《換妻摸門叮》等演出擔任助

理舞台監督。 

 



 

 

余振東   助理音樂總監 

曾修讀 HKIIM 作曲系，主修聲樂，曾跟隨假聲男高音陸堅

智，男中音韓雲龍等多名聲樂導師研習聲樂 4 年。 

 

2007 年起於不同場所參與逾數十場演出：如尖沙咀星光

大道，荷里活廣場，柴灣 IVE，南丫島海上音樂會，

Music@Youth 青年馬拉松音樂會，無重 FLY 行音樂會，多

間教會，社區中心及安老院等等，亦曾到多間中學擔任歌

唱比賽評判及表演嘉賓。已完成曲、詞原創作品超過 80

首，更由 2012 年起於尖沙咀及中環等鬧巿作街頭演唱。  

 

2013 年加入框格音樂，先後參與周啟生演唱會主和音，

李小龍逝世 40 週年紀念特輯演出，葉振棠 Hifi 專輯的填

詞及 Rap，更為香港青年協會微電影「珍藏。二部曲」負

責原創音樂製作(該片榮獲國際創意及科技總會舉辦的

「香港心」短片比賽 2013 公開組季軍，及為澳門國際電

影節參展作品)，務求將音樂事業推至更多元化。 

 

2014 年以自身經歷寫成首支派台作品《夢想號》, 其後以

同名作品《余震東》入選國際比賽 USA Songwriting 

Competition 十優，創作水準得以被肯定，最近更被資深

音樂人林慕德欣賞監製另一原創歌曲《為你守望》。 

 

 

任永騫   助理監製 

畢業於嶺南大學哲學系。2014 年加入劇場空間。 

 

 

 

 

 



 

 

謝惠棓   服裝主管 

一次偶然的機會加入了服裝助理的工作，從而對舞台劇的

後台工作感興趣之後參加劇場空間所舉辦的短期課程

後，再次有機會做服裝助理的工作。 

 

 

 

 

 

 

陳敏航(Akira)   化妝 

新一代形象指導、化妝及髮型師，擁有敏銳潮流觸覺的化

妝技術和髮型設計，另外更具有時裝設計及攝影的技巧，

能把各項重要元素靈活運用在形象化妝及造型上，令整體

效果配合得天衣無縫。現擔任多個藝人、雜誌、報章、廣

告、舞台劇和時裝表演的形象指導設計師及化妝造型師。 

在 2013 及 2014 年舉行兩場個人主辦的時裝秀名為 

‘Mafolus－Fashion Show’。 

 



 

演 員 
 

 

 

張崇德博士 飾 Ricky 

教牧學博士、神學研究碩士、數學學士。 

 

張崇德是香港著名的流行歌手及福音歌手，於一九九三

年與兄張崇基憑著《認錯》贏得新秀歌唱大賽冠軍，成

為華星唱片旗下歌手。近年推出的發燒唱片《二人之重

唱》專輯系列 I - V 及《基會難德演唱會》均很受歡迎。

由二零零二年至一三年，他們兩兄弟開了多達七次演唱

會，而其中兩次是在紅館（香港紅磡體育館）。張崇德除

了教授歌唱課程外，亦是唱片及演唱會監製。而近年除

了在大學及神學院擔任講師外，更在各大大學、中小學、

幼稚園、教會等主講佈道會、勵志講座、家長講座，及

在各大企業擔任企業培訓的工作。  

 

曾推出的文字作品有：《莫名奇妙》、《簡易樂理 101》、《讓

孩子學會輸得起》及《活德精彩》。 

 

 

Singh Hartihan Bitto 飾 C朗 

 

化名 Bitto，印度裔香港人，香港演員，亦為籃球教練及

商人。Bitto 於香港出生，卻擁有高加索人種的外觀，印

度人之膚色，並能操流利的粵語、英語、印地語、旁遮

普語。參與香港電影演出包括《神探》、《機動部隊──

夥伴》、《Laughing Gor 之變節》、《火龍》、《志明與春嬌》、

《奪命金》等；香港電視劇包括香港電台《有房出租》、

無線電視有限公司《真相》、《護花危情》及《沖呀！瘦

薪兵團》等。 

 

Bitto 希望將來能製作一部關於少數族裔的電影，讓更多

香港人體會少數族裔其實是香港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 

 



 

 
 

冼色麗 飾 Bonnie 

於二零零二年參加首屆納愛斯《明日之星》影視新星大

賽，榮膺廣東賽區冠軍、全國總決賽亞軍及網路最具人氣

獎而入行，二零一二年九月，正式加盟英皇電影藝人部，

成為旗下藝人。冼色麗曾參拍過多套電視劇，包括《一米

陽光》、《爭霸》、《青天衙門》、等。在《封神榜》系列中飾

演哪吒一角，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現主力於香港發展，亦

曾參加多部大電影，包括《喜愛夜蒲》、《盲探》、《新紮師

妹 3》、《DIVA 華麗之後》、《分手說愛你》、《囡囡》等，並

在即將上映的年度巨獻《救火英雄》中出演。冼色麗的舞

台演出形式較為多樣化，除了參演電影電視劇外，還廣泛

參與了眾多訪談、飲食、時尚節目及欄目劇、舞台劇的錄

製及演出。 

 

 

 

黃宇希 飾 Mica 

第三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歌手，本

年度樂壇重量級新人。 

 

出生於西班牙，三歲來香港定居，從小對音樂極為熱愛，

時刻曲不離口，志願成為舞台表演者。十一歲開始嘗試

作曲，經 YouTube 自學結他，十二歲學習鄉土爵士樂及

嘻哈音樂等舞蹈，十六歲已當上舞蹈教師，寓工作於娯

樂。二零一三年被發掘演繹電影《狂舞派》主題曲《狂

舞吧》及《The Way We Dance》，歌曲獲得新城勁爆新媒

體歌曲獎、第三十三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原創歌

曲、叱吒樂壇流行榜候選歌、十大中文金曲候選歌、全

球華人至尊金曲獎候選歌，於數碼電台、多間網上電台

及音響界均獲得一致好評，被譽為近年來最不可多得的

香港好聲音。 

 

獲邀出席 Carpenters Once More 演唱會的演出，與名音

樂人周啟生先生合作，被讚唱歌有如 Tina Turner。之後

參與第五十六屆亞太影展頒獎禮、廣東道聖誕 Street 

Party 的表演嘉賓與台灣組合棒棒堂及韓國組合 2AM 同

台演出，更在第二十五屆 CASH 流行曲創作大賽演繹入

圍作品《失眠藥》奪得最佳歌曲亞軍。 



 

 

 

胡櫻汶 飾 Angel 

畢業於無線電視第十六期藝員訓練班，螢幕上參與不少

電視劇集、電影及舞台劇的演出，而最專注的演出工作

是擔任主持人。 

 

最為人所熟悉的是主持超過五年時間的無線電線資訊節

目「娛樂新聞眼」、「城市追擊」及超過六年時間的有線

電視「肥媽私房菜」、「家居通識」節目，而螢幕下亦經

常為不同的社區、團體及公司等舉辦之活動演唱流行金

曲及當主持的工作，和現為 Singing Square 的主持人訓練

班導師。 

 

演出經驗： 

2014 年電影 魔警 

2013 年電影 激戰 

2013 年國內電視劇 他的一生  

有線電視 節目主持 包括 : 

主持：肥媽私房菜 家居通識 ,師傅駕到 

無線電視 節目主持 包括 :   

主持：城市追擊 娛樂新聞眼 世界杯 妙論講場…等等   

無線電視 演出劇集 包括 :   

劇集：命運快車 原振俠 蜀山奇俠 大地飛鷹 十三密殺

令  

金瓶梅 孖仔孖心肝 陰陽對 水餃皇后 螳螂小子…..等

等   

日本電視劇：香港夢  

馬來西亞電視劇：兩生花   

電影：錦繡前程 馬戲小子 慳錢家族   

舞台劇：皮草店的春光 才子亂點俏佳人 

 



 

 
 

王卓明 飾 鐵叔  

熱愛話劇，早年曾參與褔音劇演出。 

 

專注工作後轉為積極觀劇份子。對觀後感一天中的，幾

近業餘劇評人。近年演出有 Arts’ Option《第三波》。今

次應導演邀請，大膽復出客串，再踏台板、百般滋味，

只有感恩！ 

 

 

高祉婷 飾 婷婷(Cast A) 

十一歲小演員高祉婷性格開朗，從小對話劇產生濃厚興

趣，四歲已學習英語話劇，一年後即考獲英國倫敦聖三

一學院「年青表演者證書」。曾經參演話劇《An Adaptation 

of A Bug’s Life》、大舞台劇團之《秒速 18 米》和《風之

后》等。 

 

 

 

黃卓暄 飾 婷婷(Cast B) 

黃卓暄今年十一歲，現就讀於馬頭涌官立小學五年級，

是該校合唱團成員和田徑隊隊員。她參加的合唱團曾為

學校屢獲校際音欒節合唱比賽的冠、亞軍。她個人也曾

為學校取得校際朗誦比賽的季軍、九龍東區學屆田徑比

賽一百米短跑季軍和跳遠殿軍。她性格活潑、開朗、好

動，愛好有動也有靜，如：看書、觀賞舞台劇、唱歌、

體操、跑步、跳遠、繪畫、手工藝設計、玩耍、說笑和

創作新遊戲等。 

 

卓暄對舞台劇及話劇有濃厚的興趣，之前曾參與《風之

后》的演出。 

 



 

 

 

林慕德 飾 仔哥 

著名音樂人及教育學者林慕德 (Mahmood)，畢業於拔萃

男書院。  

 

曾出任「扶輪社基礎教育」主席，亦曾為 TVB 兒童節目

《放學 ICU》主持《英語一定「德」》環節。 

 

過去 15 年，Mahmood 發揮其音樂專長，積極研發了嶄

新的《Musical Phonics》及《Family Phonics》教學模式，

並製作一系列原創拼音兒歌 CD 及教材；透過音樂，提

升香港學童語言能力；為超過 100 間中、小學及幼稚園

提供英語拼音課程及講座；亦與各大機構合辦推廣英語

活動。  

 

Mahmood 曾創作過千首流行廣東歌曲，當中獲獎無數，

曾合作之著名歌手包括張國榮、梅艷芳、譚詠麟、羅文、

黎明、鄭秀文、李克勤、蘇永康……等。 

 

 
 

潘敬祖 飾 Felix 

新晉搖滾創作歌手，小時候因參與《1991Beyond 生命接

觸演唱會》表演，大受 Beyond 樂隊的影響下開始學習

彈結他、作曲及填詞，並立志成為全職唱作人，曾組成

樂隊 Rarity 及 One Double Three 擔任主音和結他手，奪

得香港青年音樂祭樂隊比賽及蒲窩青少年樂隊比賽冠

軍，參加唱作人比賽後成為華納唱片公司之合約作曲人

及(CASH)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其後以獨立身

份奪得青協「譜出新暖曲」歌曲創作獎項，多年來參與

過百場之現場演出。 

 

熱愛支持青少年成長的 Felix，多年來不斷參與慈善及義

工活動，更獲邀成為兩地一心交流團宣傳大使，身體力

行到訪國內山區村落 2009 年更推出慈善唱作大碟，同時

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辦慈善音樂會, 把所有收益撥

捐國內四川地震震災。其後一直為不同的慈善團體、商

業機構創作歌曲，活躍於各大小型表演及擔任歌唱比賽

評判等。 



 

2012 年成立音樂製作公司，自資推出個人唱作大碟並於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MusicZone 舉辦首個個人音樂會，

2013 年正式以創作歌手身份進軍樂壇，奪得新城勁爆新

登場男歌手，繼續以用他的音樂去感染更多人，敢夢敢

想敢做，尋找活得精彩無悔的人生！ 

 

 

 

唐松曦 飾 Sam、工人、主持 

懂中、英、國、日、西班牙語的 Kaza 唐松曦先後參與香

港電台處境劇、電影、舞台劇《Project 37．Back Home》、

《黑白同色》、《視藥無到》、《火星人 2011》、在《My 903 

x 香港癌症基金會》之《生命待續．患癌不是大結局》

比賽上獲得高級組短片亞軍，同時嬴得一致好評。 

 

之後更獲好戲量劇團邀請演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

外死亡》、《當大教育家遇上陰質教育》、《陰質教育之非

常乾淨版》、《陰質教育之 334 窒息版》、《陰質教育之潛

水怕屈機版》等多個舞台劇及音樂劇。最近更擔正主演

港台劇《同里有親》以及人氣小說舞台劇《L6．那年夏

天》。 

 

 

黎靖雪 飾 舞台監督 

商科電腦程式設計系畢業，曾於日本留學。 

 

二零一零年離開美容行業轉投廣告製作及宣傳策劃，現

為框格音樂事務的項目經理及藝人經理人。 

 

少時曾參演過多部電影及電視劇，亦擔任過電影助理美

術指導，於社區演藝小組跟隨舞台劇大師麥秋學習舞台

劇，演出劇目《雷雨》。 

 



 

 

 

陳敏航(Akira) 飾 化妝師 

新一代形象指導、化妝及髮型師,擁有敏銳潮流觸覺的化

妝技術和髮型設計，另外更具有時裝設計及攝影的技

巧，能把各項重要元素靈活運用在形象化妝及造型上，

令整體效果配合得天衣無縫。現擔任多個藝人、雜誌、

報章、廣告、舞台劇和時裝表演的形象指導設計師及化

妝造型師。在 2013 及 2014 年舉行兩場個人主辦的時裝

秀名為 “Mafolus－Fashion Show”。 

 

 
 

黃詠文 飾 舞蹈員、Ceci 

畢業於團劇團「一年制戲劇證書課程」。 

 

曾參與舞台劇及舞蹈演出，包括團劇團《Cabaret 2015》、

《Gap Life 人生罅隙》、《歌舞人生》；香港影視劇團《彌

補心路程》；戲劇工程《凱撒大帝》；香港青年藝術協會

《香港賽馬會「點對點」社區藝術計劃》、《太古港島東

舞蹈嘉年華》、《渣打藝趣嘉年華》；城市當代舞蹈團《My 

Own Dance》；東邊舞蹈團《春日舞姿色》、動藝《戀舞

達人咖啡室》等。 

 

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曾芷榆 飾 舞蹈員、護士 

從小接觸舞蹈和音樂，考獲英國皇家芭蕾舞學院八級芭

蕾舞以及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鋼琴資格。中學時活躍

於學校合唱團，曾參與本地及海外不同的表演及比賽；

大學時亦曾擔任倫敦大學學院年度演出的女主角。現工

餘時繼續追尋舞台夢想。  



 

 

 

高舜雯 飾 舞蹈員、護士 

2014 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表演系。 

 

是一個開朗活潑的女孩。五歲開始學習音樂及舞蹈，參

與不同的演出。曾參與拍攝香港電台《一念之間- 最

好》、春天實驗劇團《沙田你好》、亦與龍情劇社參與《珍

愛時剋· 超越約定》、戲劇匯演 2013 及 2014 比賽等。 

 

舞蹈表演方面曾為香港半島酒店 85 週年慶典、渣打藝趣

嘉年華、赤柱海洋藝術展 2014 作舞蹈演出。亦參與在校

內及其他院校的畢業和學生作品拍攝：《遷憶公司》、《冷

眼罪》、《分途》、《Pas de Troiss》、《最熟悉的陌生人》《我

不要的是...》等等。 

 

 
 

藍亦翎 飾 舞蹈員 

 



 

 

 

Dasu Babbel Preet

飾 舞蹈員 

 

Ravinder Kaur    

飾 舞蹈員 

 

Kaur Navjot      

飾 舞蹈員 

 

Gurkurpal Singh  

飾 舞蹈員 

 

Shamsher Singh   

飾 舞蹈員 

 

Qureshi, Muhammad 

Talha 飾 舞蹈員 

Young Crew strives to promote awareness of Indian cult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divers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We have been trained to execute each dance 

move gracefully all while incorporating speed and power. Our dancers have a wide 

variety of experience, which includes teaching workshops, performing at private 

parties, and dancing on stage in front of thousands. 

We dance to fall in love with the spirit in all things, to wipe out memory or 

transform it into moves that nobody else can make because they didn’t live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