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總監的話 
 

「心之河土壤栽培計劃」已是第二屆舉行，我們希望為有志於劇

本創作的年輕人提供發芽的土壤，為劇場培育潛質編劇。於第一

階段，我們把選出的優秀作品進行公開圍讀及研討，學習賦予劇

本靈魂和血肉。現在，獲揀選的七份劇本將進行公開展演，使劇

本的一字一句一躍舞台，展示作品的魅力。 
 

我常常覺得，年輕人的觸覺是最敏銳的，不希望忽略他們的想法和

創意，總想多聆聽新世代的內心。然而，實行培育編劇的計劃卻不

是易事。在香港，會入劇場觀賞戲劇的觀眾本已不多，要把新晉編

劇的作品帶到大眾眼前，成為可以吸引觀眾入劇場的原因更是難上

加難，在過程難免灰心。 

 

不過，值得堅持的事總要堅持，在這個被年青人認為是扼殺夢想的

城市，我希望告訴他們，夢想仍是可以被澆灌以至發芽的！ 

 

意念需要編劇 

編劇需要舞台 

舞台需要觀眾 

 

讓我們懷抱真誠、好奇、開放、期待的態度，迎接本土年青編劇，

為劇場帶來火花與激情。也期待與你們於劇院心靈交會、應和激盪

的每一瞬。 

 

陳永泉 

 



導演的話 
心之河土壤裁培計劃，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編劇計劃，讓有志從事

編劇工作的年輕人及早開始，提供了一個專業的戲劇平台，讓劇本

可以經過試煉再提昇。作為一個資深編劇和導演，看到新一代編劇

們天馬行空的想法，無拘無束的創意，可說是如沐春風。 

七個不同風格的劇本，六位新晉的大學生編劇，六名充滿活力的演

員，十三個一模一樣的箱子，組合出這個展演。作為導演，也是一

名編劇的我，十分了解新編劇們關心和關注自己作品的心情，所以

在導演的過程中須十分小心，盡力把握編劇的想法，以最有效的舞

台手法呈現，讓觀眾可以在短短的片段展演中，窺探到年青編劇的

內心，回應社會。 

演出雖然只得一場，但我和所有演員都沒有掉以輕心，盡心排練，

沒有放過一個劇本的細節。或許，表演藝術就是這樣，無論大小，

不論多寡，總是一點一點積聚起來，然後留在觀眾心中，讓它慢慢

燃亮。 

多謝普 劇場的藝術總監陳永泉先生，委以重任，讓我渡過了一段精

彩的排練時間。 

 

余翰廷 

 

 

 



 
創作及製作人員 

 

藝術總監  陳永泉 

導演   余翰廷 

燈光設計  趙靜怡 

宣傳插畫  徐羨曾 

主演   陳湛文 陳建文 潘家偉 蒙潔 譚玉婷* 葉嘉茵 

舞台監督  曾念慈 

監製            鄺秀嫻 

藝術行政        陳曉嵐  周宇銀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第五屆戲劇藝術人才培育計劃」資助 

 

 

劇目序 

《城巿中的牛》編劇 張嘉頴 

《過氣四小強》編劇 黎嘉駿 

《勇者傳説》  編劇 林坤燿 

《彩雀魚》    編劇 鄭鈞澤 

《無家者》    編劇 鄧偉成、馬翠怡 

《黃金少年》  編劇 郭頌儀 

第二屆心之河土壤栽培計劃 最佳劇本 

《機械日誌》  編劇 林坤燿 

 

 



編劇的話 
林坤燿《機械日誌》、《勇者傳說》  

 

這 - 這裡，任性是一種禁忌。 

好不容易捱到長大，發覺世界有著無數的選

擇而又始終只有寥寥幾個可以選擇。誰也想

幹點特別的事情、印下青春的烙印，證明自

己不曾枉過。遺憾的是，每人也從後來的故

事裡知道，倒沒有甚麼烙印，反而通通都變

成了一道又一道猙獰的疤痕。也曾經相信自

己注定不平凡。或許，成長最讓人痛苦的地

方，就是要接受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 

無論哪一個階段，「任性」都好像不曾出現，

而其實它又一直存在。某個階段，因為阻力很少、機會很多，你最易擁有

它，反而令你毫不察覺它的存在。最能顯露你的任性，就是你任性地以為

一切也是理所當然的。你不改變，慢慢社會就會蠶食你。或許你沒有那麼

偉大、改變不了社會，但至少在它同化你的時候，作出最後的一點反抗。

這是任性，也是天性。 

於我，能捨能寫。 

 

馬翠怡《無家者》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強權前不屈不撓，公義前不平則鳴。 

做人，要真，不能掉良心。 

 

 



鄧偉成《無家者》 

 

有很多朋友問我，為何近年我編寫的作品都離不開

社會議題，離不開政治，離不開香港。我笑說：我

也想創作些歡樂的作品！可是，我真的笑不出來。

我只想用我學到的知識，用不同方法去分享我的意

見和感受。藝術未必可以改變世界，但我相信可改

變人的想法！ 

感謝普 劇場為年青人提供舞台！ 

感謝支持我們的親朋好友！ 

感謝在座每一位觀眾！ 

希望將來我能寫出更歡樂，更愉快的作品。 

天佑香港！ 

 

張嘉頴《城市中的牛》 

有一晚，和家人邊看新聞邊吃晚飯。

在短短的半小時中，我由開懷的吃著

菜餚，到無奈地嚥不下一口飯；特首

"地位超然"的言論、警改六七暴動描

述、公證行前董事串謀豬油生產商偽

造檢測報告……上水屠房有牛隻走

失，最後人道毀滅。腦海只出現了"荒

謬"二字，彷佛從來未認識這個社會，好像連良知也要重新定義。電視機中

那頭走失的牛，久久仍在我腦海，從在河中愉快的玩水，到牠被捉、被網

捕、被射麻醉槍倒臥在河中，然後說會被人道毀滅，這影像一直在我眼前

放映著。如果那不是牛，是人，會是如何？或者，我們只是困在較大的屠

房中。 

 

 

 

 



郭頌儀《黃金少年》 

 

謝謝普 劇場給予這次機會，讓一

眾編劇們能把自己的想法和創意

透過舞台劇及折子劇呈現到觀眾

的眼前。對於《黃金少年》，這是一

個有關於未來科技和社會發展的

想像，當中本人希望可透過不同的

問題，以及主角的視點，讓觀眾們

可一同思考未來的各種可能性。在活地亞倫的電影中曾提及，黃金時代是

一個永遠不能觸及的年代，我們總是會因懷念過去和想像將來而忽略現在。

因此，本人也希望各位黃金少年都能活在當下，正視未來的社會發展及可

能性，我們生正逢時。 

 

鄭鈞澤《彩雀魚》 

 

在香港，保安彷彿無處不在，其數目跟大廈數

量成正比，卻總被漠視冷待。事實上，社會中

不少人因為他們的身分，而被誤解、忽略、欺

壓。作為編劇，我希望可以在筆下，把一些大

眾忽略或忘記了的細節呈現出來。在寫作過

程中，我嘗試在平淡苦悶的保安員工作中，發

掘另外一些面向，顯示出社會身分下，保安員

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人。舞台藝術

的魅力在於它的真實，真實地讓觀眾體驗不

同人的故事，提供感受別人生命的機會。我作

為一個新晉編劇，可以進步的空間仍有很多，

因此很感激有這個機會，讓我的聲音得以被

聽見。 

 



黎嘉駿《過氣四小強》 

 

細細個，覺得從事藝術行業嘅人好型，

好想成為佢地。大個咗，從事緊藝術行

業三年嘅我，就開始覺得自己一尐都唔

型。我開始變得愈嚟愈唔開心。明明我

又算夠食，都叫賺到友情吖。我反覆問

自己，點解呢？ 

 

「因為搵錢少？」唔係吖，香港做藝術，無可避免搵得少錢，咪唯有密食

當三番。熱誠，可以當飯食嘅。 

「因為無滿足感？」喂，咁百貨應百客㗎啦。跳隻大媽舞比$10000 你做唔

做先？除非你可以唔洗對屋企人負責啦。 

「因為無機會？」又未算吖，香港做藝術難免喺圍威喂小圈子，東家唔打

打西家囉。肯博肯捱唔怕蝕底，總會捱出頭嘅…… 

 

咪住先，我發現當我將人生，太多不合理化嘅待遇，勉強搵個理由，合理

化哂成件事。我先發現，原來我自己先係，害到自己一直唔開心嘅兇手……

所以，我寫了《過氣四小強》。 

 

這次創作旅程上，無疑係比自己，及從事藝術行業嘅人一個反思。我地口

講話有抱負，話將真善美帶比觀眾，以生命影響生命。到頭來，好多時因

為機會、利益，我地突然會將好多野從頭推翻。我地好似忘記當初為咩鍾

意演出。好似你身邊嘅人，就喺幫你上位嘅一隻棋。真係本末倒置地做到

「生命影響生命」。 

 

藝術，不是偽術。壞與更壞，全在乎自己的選擇。一個自利利他的選擇，

到最難關的時候，你能否做到嗎？ 

 

  



陳永泉  藝術總監 

普 劇場藝術總監、資深演員及

導演。屢獲香港舞台劇獎提名，

曾奪得「最佳男主角（悲劇/正

劇）」以及「最佳男配角（悲劇

/正劇）」。現為香港戲劇協會香

港舞台劇獎評審及香港藝術發

展局藝評員。 

近期導演作品包括舞台山莊《尋找快樂時代》、普 劇場兒童劇場《和平使

者》、合家歡音樂劇《貝貝的文字冒險》、兒童歷奇劇場《神勇第二夜》、

藝堅峰《百老匯音樂劇—Show 名係最難諗㗎！》、《沒有人造衛星相撞的夜

空》、《火之鳥》劇場版《八百比丘尼》（重演）、香港話劇團《順風．送水》

等。 

 

余翰廷 導演 

資深劇場編劇、導演、演員、戲劇節目

及戲劇教育策劃人。曾獲香港舞台劇獎

最佳編劇、兩屆最佳男配角、三屆十大

最受歡迎製作之編劇及導演。現為劇場

工作室藝術總監。編劇作品多達二十五

個，不少劇本被本地和海外翻覆上演，

其中多個亦已刊印成書。 

 

徐羨曾 宣傳插畫 

筆名阿徐 ahtsui，插畫及漫畫家、平面設計師、Shammer Creative Studio 主

理人、舞台創作演員。 

作品網頁:www.ahtsui.com / Facebook page：ahtsui 徐羨曾 阿徐 



趙靜怡 燈光設計 

2016 年畢業於中文大學藝術系，獲藝術文學碩

士；2011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

學院，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舞台燈光。

近年積極尋找更多燈光和藝術的可能性，個人

創作以光線／身體／錄像／行為為主。另外重

要舞台燈光作品有：演藝學院和 Alain Timar 合

作《犀牛》、劇場空間《坷廬謀殺案》、《歷史系

男孩》、進念《資本主義喜劇》等。除此之外也

積極參與各項技術項目，包括實驗劇場／藝術

裝置／藝術展覽等。  

 

陳湛文 演員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獲藝術學士（榮譽）

學位。在校期間曾獲莊培德博士之優秀表演獎。2016

年憑普 劇場《少年十五二十時》獲第八屆香港小劇

場獎優秀男演員提名。 

曾參演劇場工作室《我們都在努力生活》、普 劇場《少

年十五二十時》、劇場空間《布拉格‧1968》、《歷史

男生》及《舞步青雲》、一路青空《忍者BB班》、香港

舞蹈聯盟主辦之「編舞‧新系列2015─《神氣/精》」、香港話劇團《蠢病

還須蠱惑醫》、BHT Theatre《廢柴家族》、第三屆香港藝穗民化節參節節

目《蘭陵王‧高長恭》兼任「編、導、演」、天邊外自由劇場《盧亭》(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 2014) 及《禁葬─安蒂岡妮》（東北村落版）、騎士創作《我

愛足球》、一條褲製作《猥褻─三審王爾德》及《篤數帝國》、春天舞台

《南海十三郎》等。現為自由身演員、戲劇導師、翻滾導師及一脈創作（Trad 

Creation）創團人。 

 



潘家偉 演員 

畢業於 2010 年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電影專

業培訓計劃及 2012 年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戲劇研習文憑。曾參與演出包括香港影視

劇團《歌聲無淚》、雙非劇團《我和我的兄弟

姊妹》、普 劇場兒童劇場《和平使者》、兒童

歷奇劇場《神勇第二夜》、《神勇的一夜》、

「學校文化日計劃」希臘劇場《魔樹》、藝堅峰《火之鳥》劇場版《八百

比丘尼》（重演）、《沒有人造衛星相撞的夜空》、劇場元素《零慾劫》。 

陳建文 演員 

2013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取得藝術

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表演。校內演出包括《黑

鼆鼆殺人事件》演肥花(女角)、《伊人》、《白色極

樂商場漫遊》等。 

近期演出有：原創繪本音樂劇《Zu and Pi 如果你

有頃刻風景》主角；擔當《夜鷹姊魅》助理導演及

《期限》(加長版)演 Alec；魔術兒童劇《超級英雄學校》；《再見‧大伙兒》；

2015 年香港藝術節《巴黎火焰》；電影《十二金鴨》；網絡短片《Freedom Wars 

自由戰爭》；亦曾參與明日教育藝術機構《漫話西遊》飾演孫悟空，更隨

團到羅馬尼亞參與藝術節；亦曾到雲南山區為地震小學生災民演出普通話

兒童劇《粉紅狗奇遇記》等。 

曾當藝術發展局「戲劇人才培育計劃 2015/16」駐團實習演員，於劇場工

作室實習。 

 

 

 

 

 



蒙潔 演員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藝術學士

(榮譽)學位（主修表演）及香港理工大學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除參與香港話劇團、

劇場工作室、7A 班戲劇組、創典舞台、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同流、方外無式、焦

媛實驗劇團、致群劇社、中英劇團及三角

關係的戲劇演出，亦曾為香港藝術節、香

港話劇團、中英劇團、PIP 劇場、春天實

驗劇團及種子藝術劇團之學校巡迴演出。

現為自由身演員及戲劇導師。 

 

 

葉嘉茵 演員 

現為自由身演員、戲劇導師、配音員、主持。2014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表演。在校期間，

曾獲傑出學生獎。曾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

學院，主修中文新聞，副修人文學。曾獲 Dean's 

list 優秀學生獎。 

畢業後經常與不同劇團合作，參與演出包括︰

普 劇場兒童劇場《和平使者》、Inspire Workshop

《觸怒你：劇場裡的不可能》、7A 班戲劇組《文字再造 V》、香港話劇團《順

風•送水》、《結婚》、影話戲《報案人》、《我的 50 呎豪華生活》（香港版重

演、臺北藝穗節榮耀演出版）、2014 香港國際綜藝合家歡《Facehome》、香港

專業魔術社《超級英雄學校》等。憑《報案人》獲提名第二十四屆香港舞

台劇獎最佳女配角（悲 / 正劇）。亦常參與多部短片及教育電視不同科目

的演出。 

 

 



譚玉婷 演員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演，獲戲劇

藝術學士（榮譽）學位。畢業後熱衷於劇場創作，

曾與多個專業藝團合作，參與不同的舞台劇和學

校巡迴演出。 

 

近期演出有國際綜藝合家歡 -《傻密歐追追朱麗

葉》、普 劇場普 劇場兒童劇場《和平使者》、進劇

場主辦《演員運動 The Actors Lab》、學校巡迴劇

《暖大衣》、學校巡迴劇《海達·珈珼珞》；同流黑

盒劇場《魚躍記》；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新文本戲劇節：讀劇馬拉松》、《新

文本戲劇節：讀劇沙龍》、《斷食少女 K》；黑目鳥劇團《愛麗斯網遊仙境》

（首演及內地巡迴重演）；天邊外劇團《漁港夢百年》、《盧亭》（愛丁堡藝

穗節巡演）、《安蒂岡妮》、《短鼻子大象小小》；香港戲劇工作室《一念間》；

香港話劇團《教育劇場學校巡迴：寶石的誘惑》等。 

 

現為普 劇場駐團實習演員。 

 

曾念慈  舞台及執行舞台監督  

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近期參與製作包括國際綜藝

合家歡 - 《傻密歐追追朱麗葉》、糊塗戲班「2016 社

區文化大使計劃」《人人有障礙，個個有才能》、近未

來事務所《放屁蟲》、香港話劇團《順風．送水》 、 

創典舞台《凱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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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劇場 
2002 年由藝術總監陳永泉創辦，多年來堅持把劇場真、善、美融入

市民生活，推動本土戲劇藝術發展；銳意將戲劇藝術普及化，令普

羅大眾都能享受戲劇的樂趣。我們期望更多觀眾能夠敞開心扉走進

劇場，因此集中製作高質素而雅俗共賞的演出，並努力平衡不同觀

眾的參與。2011 年憑改編自日本漫畫大師手塚治虫的《火之鳥》劇

場版《八百比丘尼》，於第廿一屆香港舞台劇中，榮獲「十大最受歡

迎劇目獎」及「最佳音響設計」及另外五項提名。 

 

2015 年起成為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及藝術發展局一年資助團體。我

們以「啟迪創意，用於生活」為宗旨，一步一步把劇場藝術推廣至

社區。 

 

 

 

 

 

 

董事會成員 

區永東博士（主席） 

陳桂芬女士 

鍾小梅女士 

鄭詩靈博士 

涂小蝶博士 

 

 

 

 

 

 

聯絡我們 

電話：3956 3459 

傳真︰3954 5622 

電郵：info@poptheatre.hk 

網頁：www.poptheatre.hk 

Facebook︰POP Theatre 普劇場 



 

 

鳴謝（排名不分先後） 
 

張飛帆先生 

 

屯門大會堂全體工作人員     

  

 

 

全力支持 

  



 

 

 

 

 

 

 

 

 

 

 

 

 

 

 

二零一七年一月五至八日 

屯門大會堂文娛廳 

 

《心經》是一部宇宙觀經典 

它是超越語言界限的一連串聲頻 

讓我們瞭解生命的本質 

使「心」了悟寂靜 

《心寂無聲》從心經引發 

證明「心念」和「境遇」之間的不二 

是一部探討生命的劇場作品 

以「流動意像行者」和「定點說劇人」為推動戲劇前行主軸， 

配合「生成壞滅」的現場伴奏 

展現原始劇場的樸實本質 

是一場心的對話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