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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規則

本節目適合任何人士觀看

演出長約50分鐘，不設中場休息

請勿在場內飲食

為免表演者及觀眾受到騷擾，請關掉手提電話、響鬧

及發光裝置

粵語演出，不設字幕

節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爭議，大館

保留最終之決定權

請遵守場地之健康及衛生防護指引，並保持適當的

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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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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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謝合作。

製作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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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人的話

大館自開館以來，一直以劇場季及舞蹈季連接表演藝術

愛好者，致力為觀眾帶來嶄新及優質的演出觀賞體驗，

同時為香港的表演藝術創造新的平台。在每季呈獻的

作品中，我們強調與本地藝術家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提供

空間及機會讓他們自由探索，從而創作出成熟及具深度

的作品，也讓這些作品得而延續。另外，透過善用大館獨

特的空間，製作突破傳統且鼓勵觀眾參與的作品，填補

香港表演藝術的空白位置，兩年來的實踐讓我們確信，

讓觀眾「參與其中」就是最好的藝術體驗。

踏入第三年，大館繼續向前探索，跳出過往模式，帶來全

新的「大館表演藝術季：SPOTLIGHT」，集合跨界、跨媒

體的製作，聚焦香港藝術家，探索表演藝術的多元形式

及光譜。SPOTLIGHT帶來的作品經歷了長時間的沉澱與

琢磨，當中多位本地藝術家，更曾於疫症的新常態時期，

以別出心裁的手法和角度，於網上演出系列「大館舞台」

分享創作概念和歷程，在吸收各方的意見及養份後，將

作品展現給大眾。

期待你一起來到大館SPOTLIGHT，凝聚目光，聚焦香港，

以表演藝術見證當下！

錢 佑
大館 表演藝術主管

節目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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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大綱

關於《維多利雅講》

一舖清唱 

維多利雅講 得壹次得壹次版 
 

維多利亞港，香港地標，見證了這城市的種種蛻變。

曾經，香港島有座面向維港的「維多利亞城」，只是今日

維城已封塵，明日維港也修身。

 

一舖清唱創團聯合藝術總監伍卓賢、伍宇烈、趙伯承，

聯同填詞人岑偉宗於2018年創作無伴奏說唱劇場《維多

利雅講》，為大館委約之開幕節目。全劇靚聲無伴奏，藉著

旋律與文字建構香港的前世今生。2019年於香港大會堂

上演足本版，加入合唱指導盧宜均，演員陣容亦更強大。

由手信、語言、風俗一路天南地北，唱出「維城」與「維

港」的歷史與想像。2021年重返大館，炮製戶外版演出，

背靠百年歷史的古蹟建築群，在歷經飄搖動蕩的維城，

唱問獅子山下香港人，千秋何去。

 

講得一次，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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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維多利雅講》— 岑偉宗

 《維多利雅講》是小弟寫於2018年的舊作，首演地點是

大館賽馬會立方，今次應是第三度的演出，改為在大館

的戶外檢閱廣場演出。

我曾經有段時期，在位處堅道的教育機構裏供職，偶然

想走遠一點吃個午飯，就會沿亞畢諾道往以前的大館，

在裏面的餐廳吃午飯。那是董建華做特首的年代，小市

民在中央警署吃午飯，穿制服的公僕則擦身而過，稀鬆

平常。近廿年來，這類活化舊建築的文創項目到過不少，

唯獨大館，我是真真實實的在它還未給活化之前就使用

過，也算是在我的生活裏出現過，而不是以一件文創產

品的姿態憑空降落在我的生活之中。

當初負責大館表演藝術的部門，決定要在一系列的開

幕節目裏，給一舖清唱佔上一席。大館當年不想定位做

「expatriate」的獵奇去處，希望建立大館與香港人的

關係，所以「需要個講香港的作品，且不能曲高和寡。」

時任一舖清唱聯合藝術總監的伍宇烈向來明白何謂雅俗

共賞，可以平衡藝術與通俗。「一舖清唱獨特的藝術形

式，兩者皆符合我們的期望⋯⋯」回想當年大館表演藝術

部同事的回覆，今天再審視，目標達成了多少？沒有

一百，至少也一半吧？至少今天，《維多利雅講》還有

機會在大館再次亮相，還能在寬廣的戶外廣場，接觸

比前更多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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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此劇，我要感謝以下書籍給我素材和靈感—

 《廣東雅言》，作者：陳雲，次文化堂，2015年7月

 《藏在古蹟裏的香港》，作者：黃家樑，三聯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2014年7月 

 《洋䓤頭三及第》，作者：林振強，博益出版集團有限

公司，1984年11月

我自己也無法界定《維多利雅講》是甚麼。我因為翻書而

開筆寫，一開筆，就停不了。假如香港是本書，我總算站

在某些角度，閱讀了她幾十年，此時此刻做個「閱讀

報告」，原來也可勾起不少想像和感受。 

感謝一舖清唱上下同寅，感謝大館給我這個機緣寫這作

品。

最後，希望你們會喜歡。

表演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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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的話

陳智謙
今次是我第三次參演《維多利雅講》的演出，由2018年

於初演時的四人版，到2019年在香港大會堂重演的七人

版，再到今次2021年的七人版，無論音樂的編排、劇本的

處理，大家都有很大的改良及進步，同時令這劇目成熟

了不少，希望能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覺。

陳皓琬
由最初做觀眾去欣賞四人版《維多利雅講》，到有份參

演七人版，每次劇本同歌曲都有唔一樣嘅「進化」，為嘅

仍然係想同大家分享「香港」呢個地方。慶幸能夠參與

當中，親身、近距離見證《維多利雅講》嘅成長。

張國穎
觀賞、喜悅、欣賞、仰慕、解讀、養份、緣份、磨合、厚道、

默契、真誠、午後的安娜、打交、爭冷氣位、呀、放電男

高音、肚餓食餸、處女座男低音喉頭好大、唔同嘅襪、共

融、堅持、合作、深究、咖啡因、音準地獄、接納、溫度、

無私、進步、盼望、無力感、隔離、延期、取消、壓抑、無

奈、怎、怎、怎、表達、失望、聆聽、溝通、鑽研、轉型、延

期、取消、重聚、音準天堂、珍惜、安份、守己、祝、身體

健康、百毒不侵、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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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曦
棄掉後，再懷舊

城門水塘的城門、中央書院、皇后碼頭、中央警署⋯⋯

多少埋藏着歷史故事，記載著這個城市的人文演變過

程的古蹟地標總是要到面目全非，被大部份人遺忘的時

候，才被人珍重，甚至有些最終沒有得到保留，只能從稀

有的舊照片中得知他們存在過的痕跡，又或者最終留下的，

只有形體上的軀殼，而其承載着的歷史意義卻被種種的

形式主義抹掉。

今天，我們都說希望堅守傳統，誓要讓後世的人繼續可

以欣賞這個我們稱作為家的美麗港口。

而我們，又有多願意去學習、了解和珍愛在這裏發生過的

人和事？

共勉之。

盧宜均
《維多利雅講》係每個香港人都應該睇嘅騷。無論土生

土長嘅、移居嚟嘅、又或者係嚟香港住過下嘅人，都可以

喺呢個咁過癮嘅騷度了解香港一段段精彩同豐富嘅

過去，搵到共鳴。一樣咁豐富嘅仲有深受我哋創作團隊

所愛嘅廣東話：由古代漢語發展出嚟，依然保留住古語

嘅好多特徵——呢點唔係所有方言都做到㗎！希望大家

細心欣賞呢個節目，又一齊感受下，呢種我哋共同擁有嘅

語言，同呢個地方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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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顯融
每一次有機會再接觸《維多利雅講》呢個表演，都會有新

嘅睇法，對於音樂同文字都係。有幾首歌我由第一日到而

家都係有一個諗法：點解可以寫得出咁殘忍嘅詞？寫詞嗰

個作嗰陣唔會喊㗎咩？喺呢個節目入面，有好幾首歌我都

好有咁嘅感受，非常現實、非常赤裸、非常深嘅感受。

曾浩鋒
趕冬話珍係好獨凸右好ten

煩睇字嘅不惑好多好似鄉講見joke

襪蜜嫲嫲住咗可多可多人

多倒你估吾到頌塞德樂重笙活謹

乜人乜事乜物都有defgabc...

耗多嘢刀要治幾祛搵仙髮現：哦~

呵以透過上莽手沉畫這舍膠霉睇去信奸翰地求

記言柑逸嚟到現長劃這可能禁啱驚過

嬉望太家敢受油異靈一捌年智金日

游膝內到膝外由肆箇變漆個

世心零聽放深冠漢開參咁壽

哩個圍講嘅僱士 顧是 固豉 卡事

蝦撈清蚊西收間hi邊都 多遮蹝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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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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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開口，恭敬，雅言者，雅正之言。

 《出師表》咁講：「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所謂雅言，即係正當合理嘅說話。

唐代詩人孟郊有首詩咁樣寫：

 「清韻始嘯侶，雅言相與和」

咁雅言，亦都解做高雅嘅言辭。

言談優雅，義理恰當，發音純正。

雅言嘅真諦，盡在其中。

說話恭敬，禮多人不怪。

待人接物，禮貌周到，恰如其分。

幸會、請教、久仰大名！

如雷貫耳，大駕光臨！

蓬篳生輝，賞面光臨，

敬請笑納，請坐，

恭迎足下，請飲茶。

各位來賓，多多指教！

曲、編：伍卓賢 ｜ 詞：岑偉宗

歌曲 香港有何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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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何手信

晚晚見住佢個樣，好親切形象

晚晚見住佢背影，偉岸如高牆

正氣嘅，守信樣

代表香港人形象

世界變亦有信心

好多正面能量

跳法有陣似秘魯，東歐嘅文路

去到尾像外國佬

吃力而虛無

你叫我，點算好

亦彷彿走投無路

唱戲唱粵語只怕

個個會悶到着草

香港有乜嘢，振奮像咖啡

何手信魅力，係扂過碌蔗

可會係

麻雀書劍茶記太極茅山中藥與劏蛇

重有冇呢？

香港有乜嘢，夠勍像さけ

何手信有咩充滿視野

焉一種好嘢，重塑我身分

完全冇扮嘢

曲、編：伍卓賢 ｜ 詞：岑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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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膊見癐要放鬆，虎標冇難度

再有送飯榨菜絲，美味如鮮蠔

李眾勝，保濟丸

附加京都枇杷露

個個買手信也可，搵超市代勞

以往我哋會當草

點估到人哋

送兩個麵佢當寶

搭豉油薑醋

要呷醋，揀八珍

落街口執齊全部

靚嘢咁就腳搵到

送到國外也讚好

香港有乜嘢，振奮像咖啡

何手信魅力，係扂過碌蔗

假設係

麻雀書劍茶記太極茅山中藥與劏蛇

重有冇呢？

香港有乜嘢，夠勍像さけ

何手信有咩充滿視野

焉一種好嘢，重塑我身分

完全冇扮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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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好嘢，振奮像咖啡

何手信魅力，係扂過碌蔗

可以係

麻雀書劍茶記太極茅山中藥與劏蛇

問下阿姐

香港有乜嘢，夠勍像さけ

何手信有咩開拓視野

好多種好嘢，承載我身分

為何要扮嘢

歌曲 關係計算機



目錄

關係計算機

Ba bap ba, ba bap ba, ba bap ba ba ba ba ba~~

首先係搶答題！

阿雲同阿英係兩姊妹，阿雲係家姐，阿英係細妹。

阿雲嫁徂畀阿強，

咁阿強即係阿雲個妹阿英嘅乜水呢？

Brother in law ！

請以中文回答。

姐夫囉！

錯！係姐夫，無「囉」！

咁阿強個阿爸應該係阿雲個妹阿英嘅焉位呢？

Uncle！

請以中文回答！

姻世伯！

咁調返轉頭，阿雲個阿爸係阿強嘅貴親呢？

Father in law！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 in Cantonese！

岳父囉！唔係！岳父，無「囉」！

Next！阿雲個阿爸嘅阿哥係阿強嘅貴親呢？

呀⋯⋯Uncle！

正確答案——

伯岳父！（唱）Ba bap ba ba ba ba ba

曲、編：伍卓賢 ｜ 詞：岑偉宗

歌曲 嬸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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嬸與茶

嬸與茶，嬸與茶，嬸與茶，唔茶就假

阿嬸請你飲茶

有乜關照，問候大家

佢話送你詩文字畫

上款小雲侄女雅存

題字可觀大雅

阿嬸佢叫我斧正

我豈敢班門弄斧

事關佢至係專家

咁就講句

多承阿嬸雅賞

侄女愧不敢當呀

阿嬸一番濃情雅意

侄女不才，焉能塗鴉

阿嬸飲多啖茶

應該雅興尚未淡化

搭多句，阿嬸你嘅雅量一若汪涵

對我雅愛亦是有嘉

難得送我一幅字畫

俾我喺屋企掛一掛

我定會盡快通曉

亦必會及早弄明

等我嘅造詣經你詩文點化

曲、編：伍卓賢 ｜ 詞：岑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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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嬸再呷多啖茶

茶多兩茶

點心食澌㗎喇

終於埋單剛剛六百分毫不差

臨別之際，阿嬸話

有時間就飛過去探我啦

我搬徂去溫哥華

歌曲 隻聲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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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聲情歌

曳搖共對，有幾多個話題是老調，

互傳誓約要等幾多秒？

馭繁或化簡，寫不到是心跳，

華廈的燈火繼續燒。

艷陽下與妹相親，有份持續信任。

誰憑英文吻着緣份？

用雅正之音，走千里互相拉近，

美麗故事誰牽引？

心兩牽，

直接講句一生愛莫變。

離別與悽酸咪出現。

儘管可以痴纏，

長情是我格言，

熱愛永不中斷。

回頭又再將你牽，

像唱歌唱一生不變，

情緣像無線，

在熄機之後，

在心裏面寄存，割不斷。

為你不會跳船，全是愛念。

淚殘夢了，有燭影笑問誰在抱憾？

月明獨照照不穿黑暗。

落樓下暢飲，只找到鄧英敏。

成件北菇雞笑着吞。

若離別引起分心，

曲、編：伍卓賢 ｜ 詞：岑偉宗



目錄

要問誰負責任。

華強北消費像迷陣。

就當好聲音，吹開了，內心苦困。

繼續過活尋興奮。

將你牽，

就算講到一生愛莫變。

離別與悽酸也出現。

儘管此際痴纏，

長情或似格言，

亦會瞬間中斷。

如何學似張敬軒！

酷愛溺愛春秋不變，

情緣像無線，

直至新鮮的出現，

下一秒是跳船，誰可改變！

最後有那些年，逆向發展。

曳搖共對這刻不再是同樣格調，

互傳誓約要幾多鈔票，

馭繁或化簡，都不過是淺笑。

夠食夠住夠消遙，夠了。

歌曲 荷李活．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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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李活．大酒店

想到最初荷東歌舞昇平

想到紅梨剩低的蝶影

想到時日已經翻轉難重認

舊時明星，今時，殞落也得承認

響過幾多名曲解放心靈

得到淨化手心觸到共鳴

若有過輝煌，映照繁華盛

亦曾經，時候到風雲靜

荷李活尚有街燈照我路程

誰的風光誰去細認

已逝去的人命

荷李活有幾多粒星肩負盛名

人間一去如同舊佈景

不知有誰認領

不會老的人間都有枯榮

倘有奇緣亦應該夢醒

一切離別結束身故塵緣盡

若長明燈，不明

告別也許沉靜

哀輓泰山沉星，感嘆凋零

景仰目送返真，悲興莫名

大雅說一場，宛似人尤在

像途經，垂範百載詞令

曲：伍卓賢 ｜ 詞：岑偉宗 
編：盧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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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李活尚有街燈照我路程

誰的風光誰去細認

已逝去的人命

荷李活有幾多粒星肩負盛名

人間一去如同舊佈景

不知有誰認領

荷李活化解追憶冷卻熱情

誰的居處，誰去掃淨，變賣價位誰定

誰理活過幾多粒星閃耀地平

百年歸壽，仙遊天界

含笑九泉，魂歸天國

蒙主寵召，息勞歸主

尚有，遁化、解形、登仙

坐化、圓寂、湼槃，寂滅

光陰裏留影，誰生命

今世已經埋單，不見歸期

假託移民或於天上飛

婉語全為要找心裏廻旋地

未明言的分離也為

滿懷的念記

歌曲 變賣後懷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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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賣後懷舊

上環下環，大頭綠衣，三教九流

商旅水客，襄理買手，敵人及好友

身處東亞，開放的缺口，福蔭誰領受

水漲水退，上流地痞，不歇是暗流

足印所到，路長路短，孫中山似在門後

爐峰一角，時間庇佑，歷史的客愁

風吹過立新破舊曾經擁有也失守

變賣後收購，轉身懷舊

曲、編：伍卓賢 ｜ 詞：岑偉宗

歌曲 榮華立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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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華立搶

榮華立搶！榮華立搶！

榮華立搶，搶奪個搶！

富貴榮華，點解唔伸手去搶

諾貝爾獎，諾生頒獎

邵逸夫獎，搜索夫腸

去搜邵逸夫嘅直腸、大腸、盲腸

盲搶唔理乜都搶

工展會攤位禮物免費，更要搶

十大金曲，叱咤樂壇，勁爆勁歌

幾多個獎，明派暗搶

萬千星輝，戰死沙場

怕蝕底，怕執輸，總會自強

怕執輸，怕蝕底

理得乜嘢以和為貴

就算唔搶，都要一窩蜂排一世

有麵舖開幕，幾貴都要排隊食

朱古力店有優惠，唔返工都要排一劑

任何人，要造勢，要聲威

只要暗暗喺枱底

出錢請人排隊

你一定出位

新聞總會提

人龍上澌社交媒體

其實你走去消費

曲：伍卓賢 ｜ 詞：岑偉宗 
編：黃峻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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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係畀錢人使

做乜搞到自己好似地底泥

排一輪重要又跪又諉，好似諉契弟

重要嘅嘢，又唔見大家個心咁齊

投票站永遠有好多空位

投注站就日日都好似擠提

究竟係蠢鈍一時，還是聰明一世

歌曲 由錢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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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錢入心

由錢入心，由錢入心

一講到個錢字，就代表信心

搵食呢兩個字，直情代表動感

由錢入心（錢呀錢呀錢）

有錢，生活先均衡

為錢，可以做足一百分

講錢失感情，攞個折頭為貪心

平嗰些少都過癮

豪畀你我又唔甘心

錙銖必較好Common

好似蜘蛛女之吻

吻完你就要犧牲

犧牲畀嗰個財神

同財神講句

求神，求神，誠心禮佛來求神

求施捨我今舖轉運

能搵得多過舊時

毋求掘到金，只求安穩

做老闆都唔過癮

搵埋搵埋用嚟交租

生意少啲都唔夠做

做伙記打工都係同一命運

天下大同都係蟻民

做徂咁耐人，學識錢最親

帶住成個人，實現各種不可能的可能

曲、編：伍卓賢 ｜ 詞：岑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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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個廁所租畀人

夜晚挨住個馬桶瞓

同人帶貨有錢分

起人尾注分多份

餐廳食飯限時間

翻多轉枱好應分

客戶熱線畀你查問

但永遠都搵唔到個接線生

因為冇錢搵

大有大呃，小有小諶

唔通真係

由錢入心

已經忘記，點樣做返個正常人

歌曲 捐獻袋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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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袋住先

捐獻助人，捐獻助人

只要問何家災荒需要賑

有你傳愛心

關照別人，關照別人

不要問回報付出搏加分

要奉獻獻出真關心，心中有妙韻

能扶助老弱與長幼，在世上愛心相扣

西裝骨骨都摺袖，手挽手

在這天地裏響應大愛仿如人間合奏

非爾役人，只要助人

心向善良心不必打倒褪

快快來獻金

山冧陸沉，海嘯斷層

不要問誰最值得你關心

有熱暖暖到多窩心

春風過樹蔭

人行善哪用去深究，就算係救狗都夠

做善事會自然看得通透

善良就夠，眼淚會自然有

世界像有你先有救

有了你熱心捐獻令異國變得齊全

也靠你每一分捐獻去拓展大宏願

是每分或每點，是你捐輸在這天

細路哥先可過年

其實金額不要說穿，說穿，說穿，說穿

只須有旗讓你睼見

曲：伍卓賢 ｜ 詞：岑偉宗 
編：黃峻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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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戲做完好戲做完，先發現藏身公司施暗箭

鬥智還鬥險

巴結上層，欺壓下層

心裏面盤算甚麼要遮掩

算盡個價位跟風險

低端要下線

然而是戴着那冠冕

但你亦有些憎厭

為贖罪你自然再三捐獻

贖完又再繼續每日盤算

世界問你有否蛻變

有了你熱心捐獻令異國變得齊全

也靠你每一分捐獻去拓展大宏願

是每分或每點，是你捐輸在這天

細路哥先可過年

其實金額不要說穿，說穿，說穿，說穿

只須有旗讓個個睼見

有了你熱心捐獻令路線有得發展

也靠你每一分捐獻再有苦難浮現

是每分或每點，是你捐輸在每天

你內心先可回暖

其實真話不要說穿，說穿，說穿，再三說穿，說穿，說穿

We are the world，我信明天會更好

萬眾歌聲，齊捐獻

捐    完，究竟啲錢去徂焉

放心，我會幫你袋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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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the world，我信明天會更好

萬眾歌聲，齊捐獻

捐完，捐完，捐完，究竟啲錢去徂焉

Jesus Christ，Jesus Christ

全賴各位捐獻，袋住先

歌曲 獅子山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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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下留

人生，總有歡喜總有樂趣有繽紛點綴

難免，都有淚印都有驟去驟來的苦水

同舟，跟你幸運遇上共處起居，獅山相對

落絮飛花，仍然共聚笑面相隨

誰又要唏噓

携手，經過崎嶇曲折直至有一天安居

何以，當有旁人比較就會換來諸多憂慮

如果，想到舊日共你合唱過的獅山金句

可有道行，尋回舊日百煉千錘

來望透失敗錯對

最怕活到眼光低垂

不認老亦會心虛

或者你在此刻牽掛時光怎去追

望獅山掛着淚

回頭就快幾多歲

想留低盼望風光不會衰

年紀，好似一種魔咒令你變得好唏噓

時間，怎會沒有憶記沒有舊時的積累

人生，竟會逐步後退就似見到獅山粉碎

無權落淚，原來現實似定音錘

時代轉完就老去

最怕活到眼光低垂

不認老亦會心虛

或者你在此刻牽掛時光怎去追

曲：伍卓賢 ｜ 詞：岑偉宗 
編：盧宜均



目錄

望獅山掛着淚

回頭就快幾多歲

想留低盼望風光不會衰

評級，可有拉出心裏未有過的新恐懼

評價，輕重又會使你沒法自強當先驅

如果，一切實務實幹實際已經消失風裏

剩個獅山，含情脈脈對着溝渠

前路你想在哪裏

香港人，千秋，何去

歌曲 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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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章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開口，恭敬，雅言者，雅正之言。

心存正氣，以禮相待，可以溝通

話語優雅，寒喧初遇，過客同船共

溫文爾雅，相敬相逢，而不失驕縱

人間笑晏，來來往往，頌雅風

意態從容

曲、編：伍卓賢 ｜ 詞：岑偉宗

歌曲 關於一舖清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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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舖清唱

香港首個專業無伴奏合唱劇團，創團聯合藝術總監為

趙伯承、伍卓賢及伍宇烈。現任藝術總監伍卓賢，助理

藝術總監盧宜均。劇團專注於創作及炮製原創作品，以

推動無伴奏合唱藝術發展，開拓嶄新藝術表演模式。另

外，劇團亦致力培育新一代創作人及表演藝術家，開拓

觀眾層和普及藝術教育。

一舖清唱首個無伴奏合唱劇作《石堅》獲香港作曲家及

作詞家協會頒發2009 CASH金帆音樂獎「最佳正統音樂作

品」，劇團於2015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推廣

獎」，2017年憑無伴奏合唱劇作《大殉情》（重演），獲得

第二十六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原創曲詞」、「最佳音響

設計」及「年度優秀製作」三個大獎，2019年憑與城市當

代舞蹈團合作之《香．夭》獲得「傑出大型場地舞蹈

製作」獎，並於2020年憑《三生三世愛情餘味》獲得第

二十九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填詞」。

現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團體。

關於創作團隊及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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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創作團隊及表演者

音樂總監/音樂創作/編曲 
伍卓賢

©Andrew@CoffeeHouse

音樂創作人、製作人、笙演奏家及無伴奏合唱藝術家。

伍氏為「一舖清唱」藝術總監、香港小交響樂團首位駐團

藝術家及新融合音樂組合「SIU2」音樂總監。伍氏畢業

於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主修作曲。其後到東京國際基

督教大學研修日語及荷蘭 Codarts 修讀爵士樂。

2012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年度最佳藝術家獎」、 

2009 年及 2013 年分別憑合唱劇場《石堅》和雙笙協奏曲

《在這城崩壞之前》取得 CASH 金帆獎最佳正統音樂作

品獎、2014 年及 2019 年兩度憑合唱作品《我唱出

了世界的聲音》獲 CASH 金帆獎最廣泛演出獎（正統音

樂）。

伍氏為一舖清唱所創作的劇目有《石堅》、《夜夜欠笙哥》、

《香．夭》、《阿飛正轉》、一舖清唱x香港中樂團《中藥

還需中樂醫》及《維多利雅講》。伍氏亦曾推出個人無伴

奏合唱專輯《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及《一人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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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及美術指導 
伍宇烈

©Jimmy Luk

一舖清唱創團成員，2009-2019年任聯合藝術總監，2020年

起任該團藝術顧問。現為城市當代舞蹈團藝術總監。

原創劇場作品包括大館開幕節目《維多利雅講》（導演、

編舞、舞台及美術指導）、與台灣人力飛行劇團合作之

《阿飛正轉》（導演、肢體設計）、《香‧夭》、《石堅》、

《夜夜欠笙哥》及《大殉情》等。伍氏任編舞，一舖清

唱與城市當代舞蹈團聯合製作的《香‧夭》（重演），於

2019年香港舞蹈年獎中獲頒「傑出編舞」及「傑出大型

場地舞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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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作詞 
岑偉宗

©黃曉初

香港作詞人。詞作多見於音樂劇及舞台劇，亦散見於電

影、電視及流行曲。曾獲獎項包括第43屆台灣電影金馬

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第3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

創電影歌曲、2011年CASH金帆音樂獎最佳正統音樂作

品、2006年CASH金帆音樂獎最佳另類作品，亦四奪香港

舞台劇獎最佳原創曲詞。

兼任編劇及作詞的作品包括一舖清唱的《大殉情》、一舖

清唱和台灣人力飛行劇團的無伴奏合唱音樂劇《阿飛

正轉》，及一舖清唱的無伴奏說唱劇場《維多利雅講》。

亦為香港話劇團《假鳳虛鸞》粵譯歌詞。電影配樂詞作

包括迪士尼《獅子王》（2019）和《魔雪奇緣2》（2019）

粵語版，及電影《緊急救援》的插曲《大米》。

出版著作有《音樂劇場：事筆宜詞》、《半步詞：由音樂劇

到跨媒介的填詞進路》及《粵寫粵順戲：岑偉宗劇作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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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指導/編曲/演出者 
盧宜均

©張志偉

盧宜均，多元音樂人，從事作曲、編曲、演奏、演唱及指

揮。畢業於麻省理工大學及柏克萊音樂學院。

曾合作團隊包括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話劇團、香港舞

蹈團、香港弦樂團、浪人劇場、人力飛行劇團等。2019

年為大館劇場季創作cabaret《Tri家仔》，擔任概念創

作、作曲、作詞及演出，2021年亦於西九文化區留白

Livehouse重演，廣獲好評。

盧擅長無伴奏合唱及編曲；現為專業無伴奏合唱組合

VSing音樂總監/成員及一舖清唱助理藝術總監。2014年

至今分別參與演出一舖清唱的多部劇作，亦為數劇編曲

及擔任合唱指導。2017年為《這夜免收人頭費》擔任概

念及音樂創作，並獲提名第27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原創

曲詞。2016年舉辦了個人演唱會《詠．無邪》，並製作和

發行了個人EP《詠．無邪》。2017年舉辦了第二次個人演

唱會《ACA-ANNA》，是騰訊音樂娛樂集團首次在香港舉

辦「樂人．LIVE」所推介的香港音樂人。

www.annalomusic.com



目錄

編曲 
黃峻傑

©Jimmy Luk

黃峻傑，爵士歌手及無伴奏合唱音樂劇演員。

2012年起投身演藝界，成為一舖清唱駐團藝術家，參與

該團製作的原創無伴奏合唱劇場，包括《這夜免收

人頭費》、《香．夭》、《大殉情》及《夜夜欠笙哥》等。隨團

多次跨界合作，如香港中樂團《中藥還需中樂醫》、 

香 港 舞 蹈 團《 在 那 遙 遠 的 地 方 》、日 本 s t u d i o 

ARCHITANZ《最後之聲》和《Voicemail2020》等。

除了演出，亦醉心創作。2018年為西九文化區WE Dance 

舞．會宣傳片配上一人無伴奏合唱音樂，及為台灣人力飛

行劇團和一舖清唱音樂劇《阿飛正轉》編曲。2015年率

領一眾上班族演出無伴奏合唱音樂劇《雌狂辦公室》， 

為創作導演、作曲、編劇及合唱指導。此外，在2010至

2015連續六年為青協《國際無伴奏音樂盛典》編曲。

熱衷爵士音樂及即興演唱多年，自2018年於荷蘭海牙皇

家音樂學院修讀爵士樂，主修聲樂。今年2月獲香港駐

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事處邀請，為比利時及荷蘭的網上

新春酒會作爵士四重奏演出。

keithwong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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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 
陳智謙

©張志偉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歌劇及聲樂系，曾演出多個歌劇作

品，如《卡門》、《女人心》、《阿依達》、《魔笛》、《愛

情靈藥》、《波佩亞的加冕》等。除了古典歌劇的演出，

亦受邀參與本地的音樂劇及流行曲、廣告主題曲錄音製

作，如演戲家族的《老子駕到》及《一水南天》、海洋公園

哈囉喂無伴奏劇場《決戰武音功》、《一個人一首歌》的 

 《我在》、《出前一丁棒丁麵》等。

現為一舖清唱的恆常合作藝術家，參與多個無伴奏合唱

的作品，如《石堅》、《夜夜欠笙哥》、《香．夭》及《大殉

情》等。隨團亦參與多次跨團演出，如台灣人力飛行劇團 

 《阿飛正轉》及非常林奕華《梁祝的繼承者們》等。

除了演出外，陳氏亦熱心於聲樂教學。現為Flower Music 10 

 《星聲Sing流行曲歌唱班》導師、香港聲樂藝術工作室歌

唱導師及私人聲樂導師。

www.facebook.com/RCHKS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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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 
陳皓琬

©張志偉

女中音陳皓琬畢業於英國利茲音樂學院。在旅英時活躍

於音樂比賽並獲得多個大獎，包括洛富維音樂節中最高

榮譽之玫瑰碗及英國修打蘭夫人音樂節中的赫道斯菲

歌劇協會大獎等多個錦標。

2015-2018年，陳氏被獲挑選為「賽馬會香港歌劇院青

年藝術家培訓計劃」十位學員之一。曾參演的歌劇角色

包括《鄉村騎士》的桑桃莎、《賈尼．斯基基》的齊塔、 

《修女安潔莉卡》中的修女班長、《糖果屋》的韓賽、 

《毒吻》的女皇、《魔笛》的第三侍女及《奧賽羅》的

愛美莉亞等。

除歌劇演出外，陳氏亦曾與一舖清唱、聲蜚合唱節、香港

藝術節及香港和聲等合作演出。陳氏亦常擔任音樂會中

的女中音獨唱演出，包括韓德爾的《彌賽亞》、莫札特的

《安魂曲》、孟德爾頌的《以利亞》及德弗札克的《D大

調彌撒曲》。

陳氏將於五月參與香港歌劇院節目《卡門》飾演梅賽黛斯

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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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 
張國穎

©張志偉

張氏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接受演技訓練，並獲

07-08年度優異學生獎。現為音樂劇演員，歌唱導師及

Musical Trio Family成員。主要劇場演出包括：演戲家族

《一屋寶貝》和《四川好人》、非常林奕華《梁祝的繼承

者們》、香港話劇團《祝你女途愉快》、香港話劇團

x西九文化區《大狀王》（2019年預演）及劇場空間

《喜靈州⋯分享夜》，並憑此劇獲提名第二十屆香港舞

台劇獎最佳女配角（喜劇/鬧劇）。歌唱方面師承啤老師

（馮夏賢），同時亦研習Estill Voice Model並持有Estill 

Figure Proficiency證書。

近年多次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參演《一屋寶貝音樂廳》、

《高世章的神奇電影畫布》等音樂會，並獲該樂團邀請

舉辦個人音樂會《My Technicolor Childhood》。此外，

亦與阿卡貝拉樂團合演劇場作品如一舖清唱《夜夜欠笙哥》、

《這夜免收人頭費》及《維多利雅講⋯住些少先》。除

以上劇場工作之外近年亦擔任流行音樂和音歌手，先後

與楊千嬅、陳慧琳、衛蘭、葉德嫻、倫永亮、梁漢文、

劉德華、容祖兒、李玟及林二汶等歌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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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 
何文曦

©張志偉

無伴奏合唱歌手及導師、無伴奏合唱組合Set Tone Men、 

Zense之成員，近期參與演出包括：「非遺進校園節目系

列：非遺．欣賞—無伴奏合唱」、Sound of Singers《全人

造星》、一舖清唱《維多利雅講》、香港兒童合唱團《香兒

邁向50周年－「友共情」音樂會》、林二汶x香港中樂團 

《最難唱的情歌》，曾以無伴奏合唱組合或和音歌手身

份合作的歌手包括容祖兒、林奕匡、吳業坤、鄧小巧、 

林一峰、林二汶、小肥、王梓軒、泳兒、陳明恩及樂印

姊妹等。

 

何氏亦經常參與不同類型的音樂創作及製作計劃，為本

地獨立歌手和宗教音樂專輯負責編曲工作或擔任監製，

及在2018-19年期間為「MaD Asia創不同協作」舉辦之 

「人人影樂社」計劃中擔任音樂總監及創作導師，並製

作由學員所創作，以社區為主題的音樂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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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 
馬顯融

©張志偉

馬顯融，香港浸會大學音樂學文學士（榮譽）畢業，在學

期間積極參加不同類型合唱團體，熱愛無伴奏合唱。

現為全職音樂人，活躍於香港無伴奏合唱表演、課程、

編曲等等。

過往演出有：《庵藏不露：不遇不遇還須遇》、《維多利

雅講⋯住些少先》、《維多利雅講 繼續講》，2018及 

2019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2018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香港館表演隊伍。近期演出包括：「大埔青年藝術節

2021」，亦同時擔任「非遺進校園節目系列：非遺．

欣賞—無伴奏合唱」之音樂總監、編曲及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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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者 
曾浩鋒

©張志偉

畢業於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藝術文學士，主修繪畫。

習無伴奏合唱、視覺藝術及形體訓練超過15年。2012年

加入一舖清唱無伴奏合唱劇團，現為一舖清唱恆常合作

藝術家。

曾參與本地及外地演出包括：

香港新視野藝術節《石堅》首演（2008）、上海世博香港

文化節目開幕演出《石堅》（2010）、《國際無伴奏音樂

盛典》擔任編舞（2010－2014，2018）、Vocal Asia國際

阿卡貝拉音樂藝術節《香港製造—氣由吸呼來》（2017）、

香港藝術節《我們的主題曲2.0》（2018）編舞及演出、 

Max Chan Piano Recital《Journey》（2018）編舞及

獨舞等。

音樂劇場演出包括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小島情尋夢》

（2008）、《睡衣遊戲》（2011）、演戲家族原創音樂劇

圍讀《穿Kenzo的女人》（2013）、非常林奕華《梁祝的

繼承者們》（2014-2016）、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喬樂

無窮咖啡館》（2019）。

關於製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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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製作團隊

製作經理 
魏婉意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舞台及技術管理，並於中央

聖馬丁藝術學院取得其碩士學位。畢業後曾與多個香港

藝術團體合作，包括香港歌劇院、香港藝術節、香港

室樂團、鄧樹榮戲劇工作室、進念二十面體、香港小交響

樂團及一舖清唱。

執行舞台監督 
謝穎琦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分別於城市當代舞蹈團擔任執行

舞台監督、舞台監督及署理製作經理；西九文化區擔任

表演藝術（舞蹈）主任及助理技術及製作經理。現為自由

身舞台工作者。



目錄

助理舞台監督 
馮舒凝

現為自由身擔任多個表演團體之舞台監督及助理舞台監

督，近年開始發展舞台監督及戶外文化節目的統籌工作。

曾與多個表演藝團合作，包括：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

任白慈善基金、雛鳳鳴劇團、劇場空間、劇場工作室、 

香港戲劇協會、香港小莎翁、ABA  P r o duc t i o n及

香港合唱團等等，近期參與製作包括：任白慈善基金

《再世紅梅記》、無極樂團香港及台灣重演《落花無言》

及垂誼音樂節。

音響設計 
林俊文

著名音樂總監，同時亦是一位資深的混音工程師。林氏

才華橫溢，從事錄音、混音、音響工程達15年；並有豐富

舞台經驗，在多個音樂會上擔任音樂總監及鍵琴手，用

專業的音樂知識和經驗，滿足不同表演者。

林氏曾參與多個大小演唱會及唱片製作，合作單位包括：

顧嘉煇、陳奕迅、張敬軒、方大同、謝安琪、容祖兒、

Gin Lee、張智霖、王傑、林曉培、李惠敏、許廷鏗、鍾鎮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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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敏德、葉振棠、香港中樂團、SIU2、一舖清唱和口琴

世界冠軍 — CY Leo等。

自出任音樂總監和混音工程師以來，林氏精心培訓團隊，細緻

安排演出和嚴格挑選合作單位，使雅樂音樂製作有限公司

有目共睹地一起成長。能夠為本地的音樂文化出一份

力，是林氏的一大榮幸。希望未來繼續帶領雅樂音樂

製作有限公司，用心把對音樂的熱誠傳承開去。

化妝及髮型設計及統籌 
傅渶傑

從事本地與海外電影、廣告、舞台製作。曾獲邀參與外國

電影化妝指導，並積極參與各劇團的本地及海外演出。

化妝及髮型設計助理 
王美琪

自由身舞台劇化妝師。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影視化妝

班。多年來參與多部微電影、廣告及舞台製作，同時亦積

極參與化妝及製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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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景及道具設計 
王梓駿

畢業於香港演藝科藝學院（一級榮譽），主修舞台設計。

現為自由身舞台設計師。

舞台設計包括︰

2011年，香港話劇團《最後晚餐》。

2017年，非凡美樂《波希米亞人》。

2018年，香港戲劇協會《礦井下的彩虹》、香港小交響樂團

《高世章的神奇電影畫布》、7A 班戲劇組《魔幻法典》、

唯獨舞台《唯獨祢是王II》、非凡美樂《蝴蝶夫人》。

2019年，夢飛 行 合家歡 劇團《花 木蘭 》、劇場 空間 

《謀殺啟示》、爆炸戲棚《我們的青春日誌》、非凡美樂

《風流寡婦》。

2020年，劇場空間《生死裁決》。

此外，王亦曾為香港電視《4年B班》中擔任美術指導。

一舖清唱 
《維多利雅講》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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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舖清唱《維多利雅講》團隊

音樂總監/音樂創作 ｜ 伍卓賢

導演及美術指導 ｜ 伍宇烈※

編劇/作詞 ｜ 岑偉宗

編曲 ｜ 伍卓賢、盧宜均、黃峻傑

合唱指導 ｜ 盧宜均

製作經理 ｜ 魏婉意

執行舞台監督 ｜ 謝穎琦

助理舞台監督 ｜ 馮舒凝

音響設計 ｜ 林俊文

混音師 ｜ 余立剛

音響技術員 ｜ 袁淇峰

服裝主任 ｜ 林曉燕

服裝助理 ｜ 黃曉欣

助理導演 ｜ 余巧兒

化妝及髮型設計及統籌 ｜ 傅渶傑

化妝及髮型設計助理 ｜ 王美琪

佈景及道具設計 ｜ 王梓駿

攝影 ｜ 張志偉

錄影 ｜ 秦紹良、何東盛

文本翻譯 ｜ Dr. Froggie P

※承蒙城市當代舞蹈團批准參與演出

 

陳智謙、陳皓琬、張國穎、何文曦、

盧宜均、馬顯融、曾浩鋒

演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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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團隊

董事會

藝術總監 ｜ 伍卓賢

助理藝術總監 ｜ 盧宜均

藝術顧問 ｜ 趙伯承、伍宇烈、岑偉宗

實習無伴奏合唱藝術家 ｜ 黃健怡*

 

行政總監 （義務） ｜ 吳嘉美

藝團經理 ｜ 黃倩怡

市場推廣經理 ｜ 陳珮明

節目及市場推廣主任 ｜ 葉凌霜#

項目經理 ｜ 任永騫^

項目主任 ｜ 何敬堯^

主席 ｜ 梁希緯

成員 ｜ 鄭凱聰、霍嘉敏、高靜芝、麥淑賢、邱歡智

*「藝術人才培育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賽馬會「耆樂唱一舖」是一個由本地專業無伴奏合唱劇團一舖清唱全力籌備及舉辦的三年長者

無伴奏合唱豐富人生計劃，並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行政團隊

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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嗚謝

一舖清唱現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團體。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

不反映本局意見。

一舖清唱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藝術發展配對資助

計劃」的資助

節目內容並不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

《維多利雅講》由大館 — 古蹟及藝術館委約，於2018年

5月首演，為大館的開幕節目之一。

一舖清唱謹此向以下人士深致謝意：

張志偉、張楚琦、麥曉蕾及所有支持一舖清唱的朋友

大館製作團隊 及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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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館製作團隊

問卷

藝術總監 │ 簡寧天

表演藝術主管 │ 錢佑

製作人 │ 吳卓恩、林晨、郭穎姿、鄭雪君

技術及製作 │ 張凱筑、何成斌、馬卓忠、梁愷珊、

     譚芷烽、洪俊登、章玉、黎頌賢、

     張曉妍、蔡永堯

市場策劃 │ 黃家燕、梁迪芬、蔣希明、黃棨榮、 

     麥素瑩、雷慧瑩、張兆傑、黃卓怡、 

     張家榮、黎宏彥、葉皓欣、龔海鸞、 

     林晶

你的意見是我們進步的動力，歡迎填寫問卷與我們分享

你對是次演出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