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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故事改編自阿濃作品《濃情集》，由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權使用

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Theatre, Sai Wan Ho Civic Centre 
30.7（五 Fri）8pm 
31.7 – 1.8（六 Sat - 日 Sun）3pm
節目全長約1小時25分鐘，不設中場休息

         8月1日下午場設劇場視形傳譯

粵語演出

每場均設演後藝人談



兒童文學家阿濃的作品《濃情集》伴隨著一整代香港人成長，是本土文化

藝術的瑰寶！他的作品洋溢著濃濃和真摯的情懷，散發著青春校園的朦朧

氣息，展現出正面積極的人生態度。

劇場版改編其中六個短篇故事︰〈聽，這蟬鳴！〉、〈一線情〉、〈擦鞋

幫〉、〈巴士上的故事〉、〈雨天的故事〉和〈媽，你要好好的罵他一頓！〉，

配合現場音樂伴奏和舞蹈，即成聲畫俱備的音樂劇故事集，細緻重現昔日

香港的人與情！

故事簡介

一線情 《序曲：聽，這蟬鳴！》

蟬鳴 

擦鞋幫 《未理解》

媽，你要好好的罵他一頓！ 《最衰係拍拖》

雨天的故事 《青煙》

 《過客》

 《情騙》

巴士的故事 《名校女生》

 《兩顆心的距離》

 《告終》

一線情 《想見不相見》

蟬又鳴 《終曲︰聽，這蟬鳴！》

分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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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及創作團團隊

原著 阿濃

藝術總監及編舞 陳健迅

改編及導演 王敏豪

作曲及編曲 邵天慈

填詞 卓靈

音樂總監 Frankie Ho

歌唱指導 周詠絲

演員 張學良、張冉盈、柯映彤、劉穎璇、陸鵬羽

伴奏 徐潔瑩

監製 李菁菁

佈景及服裝設計 張正和

燈光設計 蕭健邦

音響設計 黎智勇

電腦燈編程員 方祥輝

音響控制員 萬啟曦

舞台監督 梁思穎

執行舞台監督 李藍施

助理舞台監督 盧慧琳

插畫 A Day A Lone

《濃情集・成長的樂樂章》源起

首演於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9之社區及學校巡迴演出，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演出共四十

場。由王敏豪改編及導演，邵天慈作曲，卓靈填詞及李菁菁監製；李倩彤和徐潔瑩出任音樂

總監暨現場伴奏，陳健迅編舞；佈景及服裝設計巫嘉敏，音響設計黎智勇；參與演員包括柯

映彤、黃雪燁、張冉盈、劉穎璇、李灝泓及陳健迅。

音樂樂劇作

音樂劇作由陳健迅 、周詠絲及黃思豐成立，2020年註冊為慈善機構，是本地專注且全面發展

音樂劇的藝團。演出由翻譯、原創、全本、組曲及卡巴萊均有涉獵。走出劇場，我們在社區

分享音樂和故事，將藝術帶入校園，亦為年輕創作人和表演者提供創作及修煉平台。

董事局成員

盧厚敏博士

區永東博士

吳欣欣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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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濃   原著

原名朱溥生，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出版書籍過百種，其中十五種獲選「中學生好書龍虎榜」之十本好書，

同時六度被選為中學生最喜愛作家。其他獎項包括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冰心兒童

文學獎等。2009年 2月，香港教育學院（現已正名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銜予阿濃以表彰其對教
育和教院發展的貢獻。

王敏豪    改編及導演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導演系學士及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王氏為資深劇場導演、演員、編劇

及戲劇指導。編劇、導演及改編作品包括：浪人劇場《殞石旁的天際》、《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臺

北藝穗節 2015）、《海洋傳說：La La與廢物城堡》（聯合導演）；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見習魔女花咩啦》
（翻譯及導演）、《反斗道具奇兵 1&2》、《淘寶俏冤家》、《愛麗絲通識事件簿》、《再見灰姑娘》、
《童夏夜之夢》；奇想偶戲《快樂玩具店》（聯合導演）；7A班戲劇組《天奴的美「荔』」樂園》、《都
市狂徒》、《像我這樣的一個城市—地道孤客》；大細路劇團《多士妹@菜園歷險記》（編劇）、《公

主國大歷險》、《大細路奇趣博物之旅》。王氏曾任 7A班戲劇組駐團導演、浪人劇場創作監督及大細
路劇團駐團導演及編劇，現為自由身劇場工作者與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

原著／阿濃的話

導演的話

願感情隨成長而成熟，其濃度隨歲月而越增。

回想那個年代有一份甜美。

那時沒有手機，帶著手動相機坐「叮叮」，認真觀察城市的面貌。

那時因信息傳遞不似現在的方便，約定不會隨便更改。

那時發展不夠完善，卻衍生出各種不同的可能，尤其在玩具方面。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特色。

每個時代也有每個時代的艱難。

今天的豐裕物質，也是昨天不能想像。小時候，我也想像不到今天每人一部智能電話的光景。可是，科技越是發達，

人們的溝通越是艱難。

阿濃老師的《濃情集》記錄了那個時代的一些事一些情，均值得在今天跟下一代分享。那份「情」是有著特殊的

意味。廿年前，老師跟我們說現在是資訊爆炸的年代。今天應該是資訊「核爆」的年代了。正正因為那些年沒有

像今天的「爆」，一切都有一點距離，一點含蓄，一點主動探求，一點真，一點想像。

仍然記得中學自修堂，在圖書館看過這本《濃情集》，想跟某女同學多點交流；仍然記得那幾通來歷不明的電話，

不是騙案而是人與人真誠的溝通；還有每學年都會遇到的幾個怪人，你們今天過得怎樣？

但願在四十年後，我們的後代回看今天的一切，仍有一點點甜美。

3



張學良    飾演 中年俊／男班長／占美／哥

2003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音樂劇舞。2007年赴澳洲為 P&O郵輪作長期演出。回港後分別於兩
家製作公司擔任演出經理及創作監製。 2009年回歸舞台。曾編作 2011年度香港舞蹈年獎社區舞蹈組別
得獎作品《六翻自己》。2012-2014為香港電視合約藝員。期間曾參與電影《得閒炒飯》及《華麗上班族》
拍攝工作。2013年以《原塑》榮獲第六屆小劇場獎最佳男主角。2017年以《巴打修女騷一 SHOW!》獲
提名第二十六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配角。

張冉盈    飾演 麗麗／女班長／小鳳

2018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表演。校內演出包括：音樂劇
《Pippin》、《三便士歌劇》、《三姊妹》、中英劇團音樂劇《戇大人》等。

近期演出包括：春天實驗劇團歌唱表演、電影配音、誇啦啦藝術集滙《亂世梟雄》、英語劇場《基度山

恩仇記》、《格林歷險記》、《來自廣州的輝煌》；《新世紀青年管弦樂團 X 金培達》音樂會女聲獨唱；
音樂劇作《濃情集・成長的樂章》（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9之社區及學校巡迴）、 2019社區文化大使計
劃《越界青年・隨想錄》；近期拍攝音樂錄像作品有女歌手謝雅兒《不能回家》、JW《輕熟女》等。

張氏現為自由身演員、歌手、配音員、拉丁舞導師、香港話劇團《奮青樂與路》音樂劇計劃導師。

柯映彤    飾演 安妮／連雪梅／小珠／長髮女子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表演。在學期間曾兩度獲頒年度傑出演員獎。現

為自由身演員、配音員、戲劇導師、導演、製作顧問、製作監督及故事姐姐。

曾任演戲家族全職實習演員及香港學校戲劇節評判，2019年擔任香港海洋公園「哈囉喂全園祭」導師及
導演。每年亦教授幼兒班、小學及中學之戲劇班，以及參與各劇團的社區及學校巡迴演出。 

近期演出作品：香港話劇團《餘燼》；杜曉彤大伙兒系列 3《大伙兒》；英皇娛樂《奪命証人》；演戲
家族音樂劇《朝暮有情人》（首演及中國巡演）。曾合作團體包括：演戲家族、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

音樂劇作、INSPIRE Workshop、艾菲斯劇團、新域劇團、天邊外劇場、窮人誌、黑目鳥劇團、一條褲製作、
大細路劇團、普 劇場等。

 judyoryt

劉穎璇    飾演 老師／媽媽／中年女

香港自由身戲劇工作者、女演員及資深戲劇導師。

劉氏先後於 2003年及 2010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表演系，獲戲劇藝術學士及碩士學位；亦於
2004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文學碩士學位。曾獲香港演藝學院友誼社「2008年戲劇藝術 ( 表
演系 )」碩士學位獎學金及香港華潤 ( 集團 ) 有限公司「卓越演藝」獎學金。過往曾參與演出有：「外百

老匯音樂劇」《那時⋯愛你⋯快 5年》、《她，一個女人》、《錦繡良緣》、《無際空境》、原創布偶
音樂劇場《糖果屋的冬天 2》等等。

劉氏熱愛表演藝術，曾參與不同類型的劇場表演，也為不同的藝術團體及學校分別任教幼兒、兒童、青

少年、成人及長者的中英語戲劇表演、聲線及音樂劇表演訓練課程，包括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及中英劇團

等等。

陸鵬羽    飾演 何國泰／聲演俊／少年俊

201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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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間曾獲推薦到臺
北藝術大學戲劇系交流一個學期。

校內演出包括《馬克白》、《從八十號 K開始》、《三姐妹》，並隨《馬克白》團隊參與第十屆華文戲劇節。

畢業後曾於大細路劇團擔任駐團演員，現為自由身工作者。近期參與製作包括：《亞 DUM一家看海的日
子》、《嗶哩巴啦深海歷險記》、《蝴蝶飛翔》、《嗶哩巴啦夜精靈》、《巴哈遊學團》、《爸媽真的愛你》

等。除了舞台劇及拍攝工作外，也積極參與戲劇教育工作。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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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潔瑩 伴奏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師隨郭品文。徐氏熱愛鋼琴伴奏，曾為香港歌劇團兒童合唱團鋼琴伴奏，

於 2019年 6月起多次受邀到大館與口琴及笙等樂手舉行午間音樂會，隨後受康文署邀請與香港口琴協會
到俄羅斯及黑龍江演出，於同年 9月起為《濃情集．成長的樂章》擔任現場伴奏。徐氏現於倫敦市政廳
音樂戲劇學院修讀演奏碩士（鋼琴伴奏），師隨 Pamela Lidiard。

陳健迅 藝術總監及編舞

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音樂劇碩士，留英期間於 New Earth Theatre 實習。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
金獎學金得主；音樂劇作藝術總監及聯合創辦人，導演作品包括《蒲公英女孩》、《越界青年．隨想錄》；

編舞作品包括《濃情集．成長的樂章》、《夢想期限 tick, tick...BOOM!》等，另曾參與多部音樂劇演出。
早年於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及舞蹈學院畢業，分別獲頒藝術 ( 榮譽 ) 學士學位及音樂劇舞演藝文憑。

陳氏積極推動音樂劇普及，包括成立網上群組及於香港電台節目《學在其中》音樂劇系列擔任嘉賓主持。

邵天慈     作曲及編曲

邵天慈就讀澳門演藝學院，並於澳門青年音樂比賽中屢獲殊榮。2003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期
間更奪得首屆 TOYAMA亞洲青少年音樂比賽中國樂曲組香港區冠軍，其後於紐約曼克頓音樂學院古典鋼
琴系取得碩士學位。曾於中國、台灣、南韓、新加坡、紐約及荷蘭等地演出。2016年獲澳門文化局演藝
發展廳獎學金資助到鹿特丹音樂學院進修爵士鋼琴及作曲。

2014年邵氏獲邀到卡內基音樂廳與一眾華裔演唱家合作。曾參與現場伴奏及音樂總監的卡芭萊劇目包
括：陳皓妍《Where’s he/me?》；劉榮豐《Rick Lau’s Lonely Hearts Club Hour》；原子鏸《How I Caught 
A Perfect Man》；音樂劇作《Songs For A New World》、《夢想期限 tick tick...BOOM!》以及香港音樂劇
藝術學院《喬「樂」無窮咖啡館》。

卓靈      填詞

先後畢業於嶺南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分別獲頒工商管理（國際商貿）榮譽學士學位及戲劇文憑。2002
年起為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會員。曾參與音樂劇作的《邊緣戀曲》及《濃情集．成長的樂章》（國際

綜藝合家歡 2019社區及學校巡迴演出），另與不同的劇團及學校合作創作音樂劇，包括大細路劇團、香
港音樂劇藝術學院、R&T (Rhythm & Tempo)、香港教育大學、妙法寺劉金龍中學、長洲官立中學、樂華
天主教小學、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學友社等。現於基督教機構負責生命教育及傳媒教育的工作，並於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攻讀戲劇教育碩士學位。

Frankie Ho      音樂總監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及戲劇學院畢業生，師隨作曲家羅永暉及導演陳敢權。現為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

協會會員。

何氏曾為多齣音樂劇擔任作曲、編曲及音樂總監，包括香港演藝學院的《少女夢》及《三便士歌劇》；

香港話劇團的《奇幻聖誕夜》及《嗚啦啦啦啦你的歌》；劇場工作室的《流浪在彩色街頭》；異人實現

劇場的《異型金剛》；中英劇團的《搶奪芳心喜自由》及《戇大人》；劇場工作室及異人實現劇場聯合

製作的《四千金》；Theatre Noir的《動物農莊》；林澤群實現劇場的《DIVA 先生的華麗戲劇教室》；
音樂兒童基金會的《童 Sing童戲》；卡巴萊劇目《Listen》、《W.A.R.》、《R.A.W.》等等。

創作團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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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詠絲  歌唱指導

歌唱及發聲指導、舞蹈教師及編舞者，現於香港演藝學院的戲劇學院兼職任教發聲及音樂劇舞。周詠

絲於 2012年獲得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研究生課程獎學金，遠赴英國皇家伯明翰音樂學院（前稱為伯明
翰演藝學院）修讀專業實用發聲碩士課程。期間她專注研習身體在舞動時如何影響呼吸及發聲，並從

中找出一套結合身體與聲音的練習，以針對音樂劇或形體劇場演員在舞台上邊發聲和邊舞動的挑戰。課

程中她師隨多位資深發聲導師學習，包括 Cicely Berry、Anne-Marie Speed、Barbara Houseman和 Edda 
Sharpe。其後在特林公園表演藝術學校實習，指導該校戲劇及音樂劇學生。

在取得專業實用發聲碩士學位之前，周氏在 2006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主修音樂劇舞。在
學期間，先後於 2004年及 2006年兩度獲得成龍慈善基金獎學金，並於 2005年獲得香港音樂劇協會獎
學金；此外，她考獲英國 ISTD 踢躂舞高級（榮譽）證書。及後於 2008年赴美國百老匯深造歌唱及舞蹈
技巧。2009年，與陳健迅及黃思豐成立音樂劇作。

李菁菁 監製

先後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及香港演藝學院藝術學士（主修舞台管理），從事藝術行政及舞

台管理工作多年，期間曾為各大小藝團擔任節目監製及製作經理。曾擔任新約舞流與香港中文大學藝術

行政辦公室合辦《藝城動展》計劃之監製，計劃獲得 2016年香港舞蹈年獎「傑出青年及社區舞蹈計劃」。
翌年憑「學校舞蹈節」於 2017年香港舞蹈年獎獲得同一殊榮。2017年初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全額資助，
赴英國大型音樂表演場地 Sage Gateshead 工作交流，覆蓋藝術行政之不同範疇。

近期合作團體及演出包括音樂劇作《濃情集．成長的樂章》(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9社區及學校巡迴演出)、
《夢想期限 tick, tick...BOOM!》；聲蜚合唱節《照無眠》、《聖馬可受難曲》；香港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
蹈協會「學校舞蹈節」；綽舞場《遍地謊蜚》等等，亦曾與香港藝術節、小龍鳳舞蹈劇場、小息跨媒介

創作室等藝團合作。

張正和 佈景及服裝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舞台及服裝設計。舞台作品包括香港話劇團《大狀王》、《五月的梅子》；

香港中樂團 X 香港話劇團《封神外傳》；香港舞蹈團 X結界達人聯合演出粵語流行歌舞劇《Electric 
Girl》（重演）；香港芭蕾舞團 X香港演藝學院《芭蕾進化論》；香港演藝學院《藍．房間》、《蝦碌
戲班》、《記憶之書 1.0》；澳門舞蹈學院《海上花》；A2創作社《火鳳燎原》；無極劇團《圓靈意象》、
第二十屆澳門藝術節《例外與常規》；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喬「樂」無窮咖啡館》、《睡衣遊戲》、《愛

麗斯通識事件簿》（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0）、《淘寶俏冤家》（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2）；Harry 哥哥《魔
力時計》（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3）、《我的月亮故事》（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5）及《鄰居，你好嗎？》（國
際綜藝合家歡 2017）；小龍鳳舞蹈劇場《愛未》及《曾經發生，一些相似的事情》；香港芭蕾舞學會《極
地快車》；劇場工作室《愛上愛上誰人的新娘》（重演）；ie Studio《赤色．藍房間》；結界達人《Zu 
& Pi - 如果你有頃刻風景》、《麻甩 J＋露出太平山》、《好時光》；春天舞台《南海十三郎》（重演）；
任白慈善基金《蝶影紅梨記》擔任助理舞台設計；桃花源粵劇工作舍《拜將臺》（2015、2017、2018版）、
《香夭．生死相許蝴蝶夢》、《香夭．生死相許蝴蝶夢（捌拾大版）》。

蕭健邦 燈光設計

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藝術學士（榮譽）學位課程，主修舞台燈光設計。曾獲香

港賽馬會及香港匯豐銀行獎學金分別到英國、北京及上海作學術交流。燈光設計近作包括有：同流《巴

黎公社的日子》、《山羊》、《聖訴》；香港話劇團《玩轉婚前身後事》、《假鳳虛鸞》；西九文化區

戲曲中心「小劇場粵劇」《霸王別姬》（新編）、《文廣探谷》；iStage《獨坐婚姻介紹所》第二部、《超
齡發夢王》、《正是這樣的生活》；香港藝術節《炫舞場 2.0》；香港演藝學院《Pippi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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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勇 音響設計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音響設計及音樂錄音。在學期間曾兩度獲頒成龍獎學基金。畢業後曾於香港

電台擔任錄音師，現為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近年擔任香港藝術節的大會音響工程師。2005年
成立公司 Marsical Label從事音樂、音響及錄像等製作，並於香港演藝學院任兼職導師。

黎氏憑中英劇團《復仇者傳聞之驚天諜變反擊戰》獲香港戲劇協會頒發第 25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音
響設計」及提名「最佳配樂」。2010年曾以香港電台 7.1聲道廣播劇《毒戒》的音響設計及混音，獲紐
約廣告節頒發「Craft and Technique - Best Editing」。2018年為電影《非同凡響》配樂。

方祥輝  電腦燈編程員

現為自由身劇場燈光編程員。

2015至 2017年於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修讀視聽娛樂科藝高級文憑，進一步了解劇場科藝，畢業後參與不
同類型的燈光技術工作。近期參與燈光編程的創作包括︰《米線女戰士》、《通菜街喪屍戰》。

萬啟曦 音響控制員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成員。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音響設計。在校

期間獲香港演藝學院友誼社獎學金、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獎學金及通利工程獎學金。於 2012年前往倫敦
西區實習，參與多齣音樂劇製作，包括《歌聲魅影》、《獅子王》、《魔街理髮師》、《雨中樂飛揚》等。

現為自由身作曲人，音響設計及工程師，積極參與音樂劇創作及製作。最近以執行音樂總監及音響設計

參與香港話劇團主辦「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教育音樂劇計劃」，亦為參與後台的後進開設音響設

計基礎課程。

梁思穎 舞台監督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主修藝術、項目及舞台管理；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參與作品包括同窗文化《囍雙飛》、風車草劇團《通菜街喪屍戰》、Project Roundabout「不日上演」讀
劇劇場、Ivana Music Limited《First Date》、香港藝術節《百花亭贈劍》（更新版，香港及深圳巡演）、
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會社人間》、三角關係《你有無見過我？ Home/Sick 2.0》、香港歌劇院《瘋狂的
愛》（中國內地巡演）等等。

李藍施 執行舞台監督

香港演藝學院藝術學士 ( 榮譽 ) 學位畢業，主修舞台管理。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

曾參與香港芭蕾舞團、香港歌劇院、中英劇團、風車草劇團、W創作社、天邊外劇場、7A班戲劇組、樹
寧．現在式單位、Kearen Pang Production、浪人劇場及亞洲青年管弦樂團等製作。於 2014年獲香港戲劇
協會頒發「傑出執行舞台監督獎」。

最近參與製作：天邊外劇場《假音雙姝》、浪人劇場《紅絲絨》、風車草劇團《新聞小花的告白 2白屋
之夏》。

盧慧琳 助理舞台監督

畢業於團劇團第一屆「一年制戲劇證書課程」（進階班）。過往合作演出團體包括 100毛、城市當代舞
蹈團、藝君子劇團、夢飛行合家歡劇團、A2創作社等。

現為自由身演員，後台工作者及戲劇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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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聽聽，這蟬蟬鳴！》

中年男︰ 徘徊園林靜聽

 聽牠囂叫 叫不停

 蟬鳴炎炎夏季

 去併發叫聲 一再傾

 再去奮發這生

 緩急高低歌聲變化 不怕累放聲

 未戰兢

 也去探索一生

 去闖攀升天天拼勁 壽命未怕短

 仍高飛

安妮： 天天冀待碰到

 真愛亦可得到

 像夢幻泡影

 怎看清

少俊︰ 唱我獨有心聲

 誰來靜聽 真心關心細聽

 領我去發揮 尋風景

麗： 求在日記 增添快樂

 未想再 獨處一角

 願望是遠征

 為美景

全： 蟬在叫 向高空

 迴響的聲音裡表心聲

 盡力沒退減

 縱短促

 燃燒牠一生去以歌聲 

 為達到目標

中年男︰ 會蛻變 跟光線

 努力去追尋

 尋覓美好 珍惜每天

全： 發聲高歌每天

女： 不去闖去飛哪會知

 精彩的意義

 蟬又唱

男： 新曲新拍子

全： 迎接每個新一天

 每天可以

 發揮千遍

 這天開始

中年男︰ 那怕有困惱每天

 你我以勇氣探險

《未理解》

眾： 飄忽態度難測

 充斥憤怒心態

 思想怪異 誰又可理解？

男： 從未對話 作反姿態

女： 發火 挑剔 最快

眾： 成日胡鬧 似家裡寵壞！

何國泰： 呢班聽教師奶

 彷彿只會崇拜

 乜都稱讚、死撐 真太乖！

 盲目聽命老師心意

 亂撐歪理多諷刺

 沒最差 可更差！

 不要假 可以嗎？

 一於大嗌 無謂扮係乖！

眾： 應該記住聆聽（何國泰：扮乖！）

 應該笑住反應（何國泰：擦鞋！）

 悉心教導 是老師最好！ 

 （何國泰：盲目崇拜！）

男： 來吧！接近老師傾聽！

女： 俾啲親切兼反應

眾： 扮咁 cool 邊算乖？

何國泰： 點先至乖？

眾： 和睦合作就係乖！ 

 （何國泰：和睦合作就係乖？）

眾： 一於快樂埋堆（何國泰：真太累）

 不應企硬反對（何國泰：係駁嘴）

 應該聽命 全部都要乖 

 （何國泰：壞腦奇怪）

男： 情願接近老師傾聽

女： 獲得稱讚真高興

眾： 做最好 先要乖

何國泰： 點解要乖？

眾： 優秀狀態（何國泰：不智狀態）

 行動純熟不鬆懈 

 （何國泰：又咁扮嘢必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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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國泰： 荒謬！反對、不畏懼

 （女：一於快樂埋堆 男：Hoo⋯ ）

 （眾：不應企硬反對）

 做戲真太累 

 （眾：應該聽命 全部都要乖）

 盲目傻晒！

 從未會順應

 （男：情願接近老師傾聽）

 （女：獲得稱讚真高興）

 （眾：做最好   先要乖）

 怎可理解？不智狀態！

 （眾：優秀狀態 行動純熟）

 扮嘢必失敗！

 （眾：純熟行動 就係乖！）

女： 飄忽態度難測

 （何國泰、男：未理解！） 

 充斥憤怒心態

 （何國泰、男：未理解！）

 思想怪異對他

全： 未理解！

《最衰係拍拖拖》

媽： 去邊去邊去邊去邊去邊 去咗邊

 個天咁黑咁黑咁黑 踩屎會最易！

 但兄弟心願卻從未知

 總撇低佢要罰就難免！

 拍拖拍拖拍拖拍拖拍拖 勁拍拖 

 去街太多太多太多 你必會惹禍！

 未記住本份 唔去餵魚

 靠你？餓死魚囉！

 答應帶細佬睇戲

 答應教佢學算式

 但你竟無記憶

 你真太衰我好慶！

 信紙信紙信紙信紙信紙又信紙

 懶叻作詩作詩作詩 卻寫滿錯字

 「靜芝靜芝⋯⋯」著迷到發癲

 衰仔！喪失理智⋯⋯

俊： 話你知我堅！（眾：話你知 堅！）

全： 我堅我堅我至堅！

 未會懼怕考驗！

 係佢！係懶兼野蠻自私！

 必要踢走靜芝！

 有悲 有喜 有機 是與非

 逐個 存入 日記

 又記下每段

眾： 微細記憶（俊：寶貴記憶）

全： 邊個最想陪你？

眾： 最衰最衰最衰最衰最衰  

 勁拍拖（俊：快啲發現）

 拍拖太多太多太多最終會折墮 

 （俊：拍拖幼稚）

 做兄弟心願卻從未知（俊：何其煩厭）

 總撇低佢要罰就難免！ 

 （俊：隨時情變！）

俊： 最衰最衰最衰最衰最衰 勁拍拖！ 

 （眾：Oh⋯⋯）

 拍拖太多太多太多 最終會折墮！ 

 （眾：Oh⋯⋯）

 又記下每段寶貴記憶（眾：Oh⋯⋯）

 你教我算式 鬥氣最刺激！ 

 （眾：Oh⋯⋯）

 咪再撇低我！（眾：咪再撇棄佢！）

 咪再次去惹禍⋯⋯ 

 （眾：咪再次去拍拖⋯⋯）

 大錯！（眾：忙著拍拖 迷著拍拖）

 特錯！（眾：無盡拍拖又拍拖）

 係錯！（眾：遲早⋯⋯甩拖！）

《青煙》

麗： 你向佢靜靜走近

 已極痴心 裙下之臣

 聲音多吸引

 貌美亦可人

 期待可牽手 走過俗塵

 佢向你獻出初吻

 吻著一刻 迷惑心神

 突化青煙一縷

 輕飄於星宿

 你心碎 無盡眼淚

 怎去解困惑、應對？

《過客》

麗： 雨季裡 太多心碎

 沒法再愛 未可追隨

 可知我極難受 內心滿顧慮

 不得已跟你告吹

 太愛你 故此相距

 命裡過客 最終跟誰 ?

 可知我曾期待

 現嗟嘆、告吹⋯⋯

 淒冷在病榻淚垂

9



《情騙騙》

麗： 佢要去咖啡廳坐

 播著戀歌 情調不錯

 溫馨卡位坐

 又試盡佳餚

 當找數 只得番你！

 再與佢買飛睇戲

 買著鬼片 靈異詭袐
 到漆黑一片

 即閃拋低你

 錢偷晒 全日被騙！ 

 係你！被騙！

《名校女生》

占美： 靜靜靜 各位要靜

 定定定 個心要定

 個個美態嬌俏 名校女生

 閃閃的明星

男同學： 清秀純正

男生： 可走進銀幕比拼

男同學： 味味味 我啲臭味

占美： 避避避 快啲退避

男同學： 秒秒散發香氣 名校女生

 聖潔的修女

占美： Hallelujah

男生： 舉止優雅 如齣戲

男生： Hoo 映畫一樣（女生：回眸髮絲飄揚）

 嬌滴溫柔（女生：像我誰能夠？）

 搖曳背影 銀幕聚光燈亮 

 （女生：優美笑聲 甜蜜似歌唱）

 太靚喇佢地！（女生：我何其完美 !）
   

占美： 近近近 我想接近

男同學： 問問問 我想去問

占美： 美女世界豈會平淡似水？

男同學： 觀音兵一堆 瘋癲的追佢

男生： 點先至能獲一吻？

男生： Wow 應否想像（女生：明日伴你飛翔）

 彷彿失常（女生：令你沒惆悵）

 名校女生 行近又應怎樣？  

 （女生：優秀女生 誰願意走近？）

 有百個顧忌！（女生：我要你完美！）

占美： 想識妳⋯⋯

男同學： 卻自卑⋯⋯

《兩顆兩顆心的距離》

安妮： 樂與他每天相見

  漸覺他傻得親切

  望見他 從沒有刻板嚴肅

 真摯微笑

 開朗的他正閃耀！

占美： 越與她見多幾次

  越覺她純潔羞怯

  連繫藉對話 窺探她心裡詩篇

  愛或尋見

安妮： 天天見

占美： 開啟這對話（安妮：開啟這對話）

占美： 令我一再（安妮：期待我可以）

  想靠近去講話（安妮：將他看真又怕）

  修正著兩方偏差 

 （安妮：心躍動微妙演化）

  同步了嗎？（安妮：開始了嗎？）

占美： 現我想試（安妮：疑惑裡交戰）

  應啟齒⋯⋯

安妮： 有點怕！

占美： 釋放心意

安妮： 期望漸看真

占美： 傾出真摯

安妮： 頹壞或有品？

占美： 應相襯期待（安妮：應小心看真）

  兩心步近（安妮：可會走近？）

《告終》

占美： 曾做過的捉弄

  原是大錯不容

  一切已變得陌生

  告終

  未有牽手車站

  未有促膝傾談

  期待卻變空

  難留住她的笑容

  這刻只有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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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見不相見》

麗︰ 多感激得你不棄

 驅走彼此距離

 遇著善意的聲線

 陪伴 沒顧忌

 聲音中猜想你

 多高？多英俊？

 還是像臭飛？

 今天應感到興奮

 因可高飛遠行

 為著夢去奔千里

 期待亦慶幸

 偏偏聽得出你多麼 不捨我

 再美再好都得放開 離別就要飛

 心 不應觸碰

 口 只應歡送

 沒碰見 減輕傷痛 碰面添苦痛

 飛！應該希冀！

 悲？寧願不理！

 片段、感覺 想去逐一儲起

 構想的你

俊： 當初都想過不理

 偏偏一點好奇

 夜夜伴你分享過

 閒話記心窩

 聲音中可知你

 想飛的希冀

 送上我的祝福伴妳渡每天

 望妳會知（麗：願你會知）

麗︰ 當孤單失意（俊：走，這旅程！）

 當開心得意（俊：闖，不要停！）

 念記你 悉心傾聽（俊：縱遇見山嶺）

 會為我打氣（俊：遊歷發現趣與喜）

 飛！應該希冀！  

 （俊：飛！不要停！）

 悲？遺下不理！帶著感覺 

 （俊：請放下 從前何重要？）

 把你逐一儲起 每天憶記！ 

 （俊：可曾念記？）

《終曲：聽聽，這蟬蟬鳴！》

中年男： 蟬在叫 向高空

 迴響的聲音裡表心聲

 盡力沒退減

麗： 現衝出這角落

 亦不再自己一個

 在步步遠征

 未歇息

安妮： 心中愛未碰到

 美夢捉不到

 亦學習看清

 總會醒

少俊： 你也有你心聲

 如能靜聽 欣賞彼此世界

 個個也發揮 如精英

全： 蟬在叫 向高空

 迴響的聲音裡表心聲

 盡力沒退減

 縱短促

 燃燒牠一生去以歌聲

 來讚嘆每一天

全： Woo⋯⋯

 Ha⋯⋯

 迎著每天

 困境 可變

 曙光 可見

 隨著 伏線

 Woo⋯⋯

中年男： 以勇氣應對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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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康文+++     　Follow LCSD Plusss on:

         www.facebook.com/LCSDPlusss

         www.instagram.com/lcsdplusss/

各位觀眾︰

節目開始前，請將手提電話轉為靜音模式，

並關掉其他響鬧或發光的裝置，以免影響演

出。為使演出者能全情投入、不受干擾，並

讓入場欣賞演藝節目的觀眾獲得美好愉快的

體驗，節目進行時嚴禁拍照、錄音或錄影，

謝幕時則可在不影響其他觀眾的情況下拍照

留念。此外，請勿在場內飲食。多謝合作。 

香港電台電視 31《周末港藝力》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iLight Production

Marsical Label

場地規則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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