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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周凡夫

胡美好
莫昭如
黃美娟
盧偉力

創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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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戲劇工程「兒童偶戲劇場」系列簡介

香港戲劇工程的「兒童偶戲劇場」選材遍及中外
古今，目的旨在讓小朋友接受良好文化與道德的熏
陶，有助他們的成長。我們的演出除了採用木偶之
外，亦會注重戲劇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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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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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幼兒戲劇計劃」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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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戲劇班」，適合父母與6至8歲的小朋友一同
参加，以增進親子關係。 課程資料如下：

第一期親子戲劇班《“小王子＂與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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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劃 區 幼 兒 戲 劇 計



故事簡介

改編自舉世知名的意大利同名童話。故事圍繞著老木匠所製造的小木偶展開。
仙子賦予了小木偶生命，但他要經過考驗，證明他勇敢和誠實，才能成為一位
真正的小朋友。

每場演出長約１小時15分鐘，不設中場休息，遲到觀眾需於適當時候方可進
場。每場演出後均設有互動環節

各位觀眾：
為求令表演者及觀眾不致受到
騷擾，請關掉手提電話、其他
響鬧及發光的裝置。同時請勿
在場內飲食或擅自攝影、錄音
或錄影。多謝合作。

如遇特殊情況，主辦機構保留
更改節目及表演者的權利
本節目內容並不反映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的意見
若您對這場演出有任何意見，
請填妥問卷，並放進劇場入口
處的收集箱。

分場表

第一場：亮相

第二場：寂寞夜

第三場：森林

第四場：小木偶的出生

第五場：真人條件

第六場：爸爸與我生活

第七場：狐狸

第八場：Show Time

第九場：皮諾喬及傷心的老木匠

第十場：你勇敢嗎？

第十一場：樹木小神仙的拯救

演員
創作演員

郭偉豪
鄧艷蘭
梁文穎
黃翠珊
楊志勇
余濠亨

特別演出

粉嶺公立學校同學
李　程
林芷珊
馬芷欣
張廷僖
陳　慧
湯穎悠
黃贊謙
蘇芯瑤

製作團隊
聯合監製 : 周芷珊 姚蘊香
導演及改編：丘嘉熙
木偶設計及製作 : 鄺漢斌
佈景及道具設計：姜綺雯
燈光設計 : 李衛民
服裝設計 : 郭偉豪
作曲及音響設計 : 易仁浚
造形設計及化妝統籌：黃德燕@SandyImage
平面設計及插圖美術指導：蘇明子
平面設計 : 陳德文 李　歌
舞台監督 : 丁美森
執行舞台監督 : 陳樂詩
助理舞台監督 : 陳家傑 李茵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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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演員、小丑、時裝設計及服裝設計於一身。近年演出
劇目：《三國》、《水滸》、《尋找快樂時代》、
《莎士對比亞》、《我要安樂死》、《豪華衣帽間》、
《大成小士多》、《小街頭大明星》、
《小后𦐒射日去》等。

自小熱愛劇戲表演，現為自由身舞台工作者及戲劇導師。自2003年起，
於中小學、社福機構及教會教授戲劇、講故事、領袖訓練及手工藝等課
程。此外，近年亦積極參與各區公共圖書館的繪本專題故事劇場。
鄧氏曾於明日藝術教育機構教授《親子故事創作工作坊》、《現代布袋
偶課程》、《Let’s Play 2017暑期工作坊導師》。參予戲劇演出包括
《小星星教育劇場-劇場超級小幫手》、《繪本互動劇場「又窄又小的房
間」、「天堂的問候」》、《故事劇場「香港地小故事」、「阿里巴巴
與四十大盜」》。另外，新域劇團的演出包括2017-2018「 經典之旅III-
社會劇場」及2018-2019「 經典之旅IV-新文學劇場」。

自由藝術工作者，工作範疇涉及舞台、繪畫、文字及教育等層面。
自2000年起演出的兒童劇目超過40多套，2015年首演及2016年重
演由香港陶笛文化協會製作的兒童繪本陶笛音樂劇場《再見小樹林》
中擔任編、導、演三職，曾參與的演出包括奇想偶戲劇團的
《只要有愛，老退化不可怕》2018學校巡迴、《快樂玩具店》、
《小獼猴毛毛2》；有骨氣的《勇闖彩虹山》；明日藝術教育機構的
《風箏男孩》、《漫話西遊》（香港、羅馬尼亞）、《雪人》(香港
首演及高雄兒童教育藝術節)、《金銀島》、《神奇造帽師》、《小
騎士大冒險》及《屋頂上的小飛B》等。創立為非牟利團體小故事隨
風飄，致力推動繪本故事文化，梁氏現為明日藝術教育機構之駐團創
作演員及自由身藝術工作者。

郭偉豪／創作演員＆服裝設計

飾　馬戲團團長Pozzo
　　樹木小神仙

鄧艷蘭／創作演員

飾　老木匠
　　機關人

梁文穎／創作演員

飾　群眾
　　樹木小神仙助手
　　小木偶皮諾喬
　 （操偶員）

註冊護士，現職社區精神科。
喜歡學習各類型舞蹈，並考獲澳洲舞蹈教師協會爵士舞金星級證書。
平日最愛聆聽別人訴說人生歷程, 享受在木偶的經歷中出現, 那股同行
力量讓人尋回遺忘了的生活意義。曾參與之演出：新域劇團《耋》、
團劇團《歌舞人生》、城市當代舞蹈團《Good Show》、東邊舞蹈團  
《舞主打》、《火漾舞動》、《飛躍動》、《跳躍舞動》、《夏日舞
姿色》。

黃翠珊／創作演員

飾　群眾、獅子

我是應屆的中六畢業生，由中一開始接觸話劇，每一次製
作都給我不同的挑戰和進步，而今次《木偶奇遇記》令我
有更大的突破，不論在體能和演技上均有不小進步，從專
業演員身上亦學到一生受用的舞台知識，希望將來能有更
多機會與前輩們一同參與更多演出。

楊志勇／創作演員

飾　老木匠、狐狸
　　空中飛人、機關人
　　三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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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余濠亨，是一名應屆中六畢業生，我接觸了戲劇大約有
三年，從最初的學校演出到後來參加新域劇團的公開演出包
括《青春修煉日記》，《論壇劇場》等等令我受益匪淺。我
自己深深被戲劇的獨有魅力所吸引，在舞台上，我可以經歷
一個不同的人生，暫時忘卻自己在現實世界的角色，演著不
同的戲劇，希望人們會被我的演出所觸動。

余濠亨／創作演員

飾　老木匠
　　大象
　　空中飛人

大家好，我叫李程，今年10歲，是粉嶺公立學校的學
生。我很喜歡話劇，可以成為一名話劇演員在舞台上
展現不同的自己，是我最開心的事情。

大家好，我叫林芷珊，今年10歲，就讀於粉嶺公立學校。
第一次看到我的人都說我是一個文靜乖巧女孩，其實他們都被我的外表給騙了， 
我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女孩。小時候，媽媽經常要對我喊：「一、二、三，木頭
人，不許說話不許動！」，才能把我定住，可是媽媽一動，我又會跟著動，把
媽媽弄得無可奈何的。
上了小學，我不再像幼小時頑皮搗蛋，整個人變得乖巧，不過我依然喜歡笑、
說話，一樣那麼活潑。上課時，我學會了許多詞彙，也漸漸愛上看書，終於可
以定下心來看書。媽媽心中的石頭也落下了。
過不久，媽媽又有了一個新煩惱，因為我一看就看到天昏地暗，媽媽扯破喉嚨
叫我，我也沒聽見似的，不到媽媽採取「行動」，我也不罷休的。看，這就是
淘氣活潑的我！現在你還了解我嗎？

李　程／特別演出

飾　馬戲團歌舞團團員
　　吞劍美人
　　消防員

林芷珊／特別演出
飾　馬戲團歌舞團團員

大家好，我是來自粉嶺公立學校五仁班的馬芷欣，今年10歲
了，我的興趣是跳舞、跆拳道、畫畫、唱歌等，我想來這裏
是因為我想帶給大家歡樂，我希望在這一次的學習中能和大
家愉快地相處。

馬芷欣／特別演出

飾　馬戲團歌舞團團員
　　美人
　　消防員

我是張廷僖，我喜歡話劇。曾參與中英文話劇表演。認識很
多不同年級的同學，同時也扮演過很多不同的角色，我明白
到話劇，不能單憑一己之力，要整個劇組的合作才做得好。

張廷僖／特別演出

飾　馬戲團歌舞團團員
　　守衛
　　皮諾喬（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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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陳慧，今年9歲，在粉嶺公立學校就讀4B班。我的愛好
是畫畫、看書和跑步。我也參加過講故事比賽馬(作品：
Apple Tree)和話劇比賽(作品：「魚」夢初醒)。希望這次也
能給觀眾們帶來快樂。

陳　慧／特別演出

飾　馬戲團歌舞團團員

大家好，我是湯穎悠，今年9歲，就讀粉嶺公立學校，三年級
義班的學生。我的嗜好是：閱讀、演戲……我的志願是做一
位律師，因為我想為市民服務，實現自己的願望。

湯穎悠／特別演出

飾　馬戲團歌舞團團員

大家好，我是來自粉嶺公立學校五年級的黃贊謙。今年
11歲。我想成為《木偶奇遇記》這套話劇的演員的原因
是想為觀眾帶來歡樂，別人快樂，則是我的快樂。

黃贊謙／特別演出

飾　馬戲團歌舞團團員
　　魔術師
　　守衛

大家好，我是來自粉嶺公立學校的蘇芯瑤，今年10歲，四年
級。我是拉丁舞校隊的隊員。閒時喜歡和朋友玩角色扮演。
我想表演木偶劇的原因是我想帶給其他人快樂。

蘇芯瑤／特別演出

飾　馬戲團歌舞團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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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芷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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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蘊香／聯合監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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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的話
老木匠終生為他人服務，他的努力獲得仙子的欣賞，賜給他小木偶；努力是有回
報的！

小木偶天真無邪地問：「爸爸是什麼？」這問題可以使做父母的停下來想一想，
做爸爸媽媽的本份。

所有小孩子都像小木偶一樣，會受到外間的污染和罪惡的迫害；我們要好好的培
養我們的下一代呀！

人難免犯錯，但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做人都需要第二次的機會！

噢！一套《木偶奇遇記》帶給我、你和孩子實在太多的提醒和做人的道理！請爸
爸媽媽，不要光是看戲，回家也可以和小朋友討論一下這個故事和生活的關係。
還有，看過《木偶奇遇記》之後，您也有製作一隻木偶和演出的衝動嗎？如果有
的話，您可以坐言起行，考慮參加由香港戲劇工程Juni姐姐主持的親子戲劇班，
同時開始和您的寶寶在家籌劃屬於您們一家人的小舞台吧！

Have Fun!

Uncle Hardy
蔡錫昌

導演及改編的話

回想自己作為編劇及導演的過程，是一個探索及充滿挑戰的旅程。我一直希望利
用簡單的東西，例如梯子或箱，設計不同場景，刺激觀眾的想像力。十分感謝演
員及設計師的創意及配合，為這個戲注入幻想，讓這個兒童劇不「兒戲」。

皮諾喬由木頭人成為小朋友的歷程，對香港的小朋友而言看似遙遠，實質相近。
「如何成為一個勇敢及誠實的人呢?」我相信對大人和小朋友，都是值得深思的
課題。

「愛」是這個戲的重點，老木匠對木頭的執著、皮諾喬對生命的渴求、獅子大象
對大自然的盼望、狐狸對馬戲團班主的手足之情及他們對朋友家庭的愛等，不單
讓孩子看見這個故事美麗的地方，同一時間也希望提醒作為成人的我們，能否像
小朋友一樣純真、好奇？能否保持對萬物的那份愛？

丘嘉熙／導演及改編

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士(主修比較文學及媒體文化研究)、香港藝術學院(戲劇教育專業
文憑)、完成「被壓迫者劇場」德國KURINGA Qualification Course I、受壓者劇場始創
人Augusto Boal的追隨者Adrian Jackson之「慾望彩虹課程」及馬戲班藝術顧問梵谷
帶領的【導演課程】、受訓於新西蘭戲劇學院James Surtherland (CITA/ Internation-
al Centre for Theatre Arts)【形體語言與空間】課程及巴西亞馬遜的Dan Baron 
Cohen的【Transformance「演/變【工作坊】。

以導演身份參與的製作包括馬戲班的《逆水行》、馬戲班藝術顧問梵谷帶領的「導演
沙龍」之演出《攪拌機裡的金魚II》、新域劇團－賽馬會平等共融戲劇計劃舞台劇
《青春修煉日記》、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宮囍－清帝大婚慶典」
展覽特備節目《新人駕到》綜合匯演及連續四年為香港戲劇工程－《論壇劇場：小田
鼠和城市表哥的What’s App通話》作監製、導師及導演。

2



理工大學設計學碩士。資深美術設計師，插圖師。美國
MONART®認證美術教師。

蘇明子／平面設計及插圖美術指導

自由身藝術教育工作者。室内設計系畢業，曾修讀多媒體插畫
課程及文化管理。2001 年開始積極籌辦及參與多項藝術教育
計劃，擔任戲劇台前幕後導師、視覺及綜合藝術導師、以及特
殊教育藝術導師。2016年更成為香港展能藝術會口述影像及
觸感藝術導師。

姜綺雯／佈景及道具設計

紐約大學舞台及電影製作設計系碩士，主修燈光及佈景設計。英國
Association of Lighting Designers專業會員。自由身燈光及佈景設
計師及技術製作顧問。早年肄業於生物遺傳工程，後偶而接觸舞台
藝術，覺得劇場更具生命真諦，由此沉溺於無盡光影之間，作品不
計其數。

李衛民／燈光設計

2015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獲藝術（榮譽）學士學位，主修
音響設計。 熱愛舞台，聲音及音樂創作，相信藝術造就關係。
近年來積極參與音響及音樂製作，現為自由身音響工程師和設
計師，及Tritone Production and Engineering 創辦人。

易仁浚／作曲及音響設計

資深化妝造型設計師。以專業設計技術注入不同工作範疇，不
斷作出新嘗試，電視廣告、電視劇集、微電影、美容廣告、時
裝發佈會、電視清談節目、社區生命教育、中華小姐選舉、中
國太太選舉、國際時尚超模香港大賽、皮草展覽、珠寶展覽、
學校團體教學培訓。
www.sandyimage.com

黃德燕 @SandyImage／造形設計及化妝統籌

《默言力量》藝術總監。默劇表演者、木偶師、面具師、
街頭表演者、雜耍藝人、演員。

鄺漢斌／木偶設計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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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游走後台之黑衣人，最愛搬抬托及縫補補，曾合作之劇團有：
105劇團、捌秋壹製作、戲隨意集、演活·藝術教育舞台、三寅軒、
J&J Theatre、大舞台劇團、劇道場、Arts' Options。
當接觸戲劇越久，發覺認識越少，故跟隨「劇道場」學習戲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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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美森／舞台監督

陳樂詩／執行舞台監督

We all are children that
need to be loved.

陳家傑／助理舞台監督

喜愛劇場／自由過自由身／努力吸收
各種營養(物理上)／熱愛模仿沉思者
嘗試去理解世界萬物，包括愛。

李茵茵／助理舞台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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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info@hktws.com

香港戲劇工程網址：
  https://www.hktws.com/
香港戲劇工程 Facebook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hktheatreworks/
兒童偶戲劇場Facebook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ChildrenPuppetTheatre/

鳴謝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藝術節辦事處
觀眾拓展辦事處
黃翠珊小姐
楊志勇先生
余濠亨先生
粉嶺公立學校
梁國雄老師
李　程同學
林芷珊同學

馬芷欣同學
張廷僖同學
陳　慧同學
湯穎悠同學
黃贊謙同學
蘇芯瑤同學
香港影視劇團
友聲影話
戲同行
大細路劇團
學前&親子Super Parents
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余仲賢先生
鴻福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都市日報
周靜儀小姐
劉麗娟小姐
人間搞作

(排名不分先後)

付梓匆匆，名單如有遺留，

謹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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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著勇氣 讓我高飛
願我可以夢想與希冀 越過風浪

環著兩臂 讓我記起
在那風雨中我的真理 前行吧
立志遠航 闖出新世紀

夜裡穿梭高山之間  小貓會和應
沿著每個每個足印  帶我荒島遠征
驟雨風中漆黑天空裡有魔幻歷程
從今開始有美麗笑聲

夢裡攀登天邊星光  小狗也任性
沿路每句細心傾聽  別張開眼睛
若我今天瑟縮一方  由誰來做證 （齊來盡興）
從今開始這美妙旅程  是成長的印証

乘著勇氣  是成長的印証
環著兩臂  是成長的印証
乘著勇氣  是成長的印証  讓我高飛

起點

逃避
真正小孩子

謊話

《成長的印証》曲/編：易仁浚

一起幫忙皮諾喬成為真正的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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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一起
遇見

認識      這朋友

第一次說謊

看見樹木小神仙

皮諾喬反應是⋯⋯？

愉快 憂愁 高興傷心 忿怒 好奇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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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話的行為表現及因素
說謊是刻意的行為，說謊的人「知道」自己在說

以補償
取代處罰

不要把孩子想成罪犯，而要把
他當成負責這件事情的人

淡化孩子做的傻事，
使它平凡無奇。

我們必須集中心神，找出導致撒謊的原因及解決方法。
這樣，會使我們逐漸放棄為了孩子說謊而處罰他。
我們愈少懲罰孩子，未來除了會使孩子面勇於誠實面對自己，也會誠實面對我們。

面對孩子謊言，我們在回應之前，我們也得放下以下的情緖。
背叛、失望、憤怒、恐懼、讚賞

坦白 — 跟對方說明自己為什麼說謊
道歉與彌補 — 跟對方說：對不起，如果因為我說謊讓你很難受，我抱歉。
找可信任的人幫忙 — 可找爸爸、  嫲嫲、老師、姨姨、社工等商量，與你一同面對。

編故事，寫小說是說謊嗎？   是      否

當你聽到別人說的，跟你的記憶不同時，要立即認定對方說謊？   是      否

沒有說話，只用表情讓別人誤會，刻意誤導別人錯誤內容，也是說謊嗎？    是      否

作弊但沒有傷害別人，算說謊嗎？   是      否 

孩子做了傻乎乎卻不礙事的小蠢事，我們該如何面對，才能避免孩子說謊呢？

提醒這些孩子，我們不喜歡的是他的行為，而不是他，這很重要⋯⋯
資料來源：

《未來少年雜誌》第90期/
Anne-Claire Kleindienst (2018)

《圖解孩子的失控小劇場》台北：地平線文化

我們為甚麼會說謊？

遭人評論

受到處罰

今人失望
對方的反應
會非常惡劣

是因為
害怕

保護自己 保有自己
的私生活

是為了要

得到
某種東西

贏得讚賞

逃離
某種情況

孩子說謊
一個跟事實不同的事

撒了謊，好難受⋯⋯我們來得及補救嗎？

如果被騙了⋯⋯
~ 生氣傷心很正常，容許自己稍作發洩情緖，找好朋友或可以信任的人聊聊，大哭一場。
~ 想想，事情真的很嚴重嗎？有沒有必要生那麼久的氣？
~ 從這次經驗認識自己；下次你會再上當嗎？
~ ＊從說謊的動機也能了解別人：怕被駡？想得到獎品？擔心讓人失望？被忽略？因而想引人注意？
＊家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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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預告:
2019年2月15-17日 
  第四屆北區講故事大賽

2019年2月24日
  第三屆香港木偶節@上水花園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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