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愛世界》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30 周年・輪遊舞台 

日期與時間：17/9/2021(五) 傍晚 8 至 10 時 及 18/9/2021(六) 下午 3 至 5 時 

地點：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 

 

第一個就是愛你自己，然後其他的愛才隨之而來。 

縱使被世界遺棄：失去愛、失去家人、失去健全的身體，都仍然能夠可以抱持

希望：去尋找、去經歷、去體驗…… 

 

輪遊舞台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殘疾人士藝術發展基金」的資助，節目/活動

內容並不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 

 

故事背景 

疫情反覆，病毒一但侵入有重病及行動障礙的人仕內，病者除了會引發致命併

發症外，病毒更容易變種，變得更高傳染力，城中人心惶惶，引致各社區對他

們排斥，很多行動障礙病者被人遺棄流浪街頭，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問題。有關

當局有見及此，將城市重新規劃，劃出一個小社區隔離了他們，就算醫生、護

士等人都被完全分隔，單靠螢光幕或機械臂協助來照料他們。一群行動有障礙

或需要依靠輪椅活動的人仕，每天在「安康城」內生活…… 

 

演員的話 

張微飾演麗嬅 

大家好，我是張微，一向熱愛表演，自從參加舞台劇培訓後，更有信心面對公

眾，去年更獲路向歌唱比賽冠軍。今次參演舞台劇獲選重要角色，面對密集培

訓，有以前做運動員的感覺。同時要代入、投入，發掘角色跟自己相似的地

方，多聯想在劇目情境之下角色會有何反應，每句對白有甚麽動機和目的，亦

需要多聽對手發言，消化導演的指導，過程十分有趣。 

 

柳冕飾演小魯 

我是柳冕，曾演出路向主辦的舞台劇以及歌舞劇，包括：戀愛不容易，哀怒喜

樂音樂會，以及路向小劇場。我覺得這次舞台劇跟過去最大的分別，是事前要

參加由資深舞台劇製作團隊［同流］提供的培訓，以及要演一個跟自己性格完

全不同的角色。我的性格比較外向和有自信，但我要演出一個欠缺自信和自閉

的角色，實在很大挑戰，但也正好可以實踐課程所學，有助提升演技。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tommylaumin 

https://www.facebook.com/tommylaumin


 

郭佩雯飾演 Wing 

我叫 Debbie， 08 年在蘇格蘭因為交通意外導致四肢傷殘，加入路向做會員大

概 12 年。 這次好開心有機會參加路向大型舞台劇《失愛世界》的演出，在劇

裡面我飾演 Wing，她是一個被父母拋棄，自幼就到處去被人寄養，以致自我保

護意識很強而不相信任何人。是次演繹 Wing 這個角色，每句對白都突出到角色

性格的特別之處。而對我來説最難的就是要背台詞， 因為台詞的意思都比較接

近， 所以很容易混肴。如果這次能成功演繹阿 Wing 這個角色，就證明我的演

技邁進了一大步，挑戰和克服到自己的不足，增加對自己的肯定和自信心。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debbie.kwok.98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astrod0ebbie/ 

 

黃靄雯飾演雯雯 

在第一次圍讀劇本時遇上雯雯一角便被深深吸引著，除了因為自己的名字也叫

雯雯之外，圍讀時發現自己與角色中的雯雯有著相似的地方——獨居。對於當

時只有兩個月獨居體驗的我來說，感覺特別有同感，邊讀劇本邊回想起當時自

己是如何尋找住所。唯一不同之處，角色雯雯是被逼的，而我卻是自願的，為

的是想證明自己仍有獨立能力，因為知道自己患有肌肉萎縮症，身體機能只會

一直退化，所以好勝的我想趁自己身體機能未到最壞時，挑戰一下獨居生活，

不想留有遺憾。 

 

莊淑琴飾演東嫂 

你好我叫 Sandra，因為生病所以需要坐輪椅，我平時也喜歡烹飪，也喜歡同朋

友去尋找美食，而且我也喜歡看話劇或擔任演員。我這次在失愛世界裡飾演東

嫂，東嫂是一個憤世嫉俗，不拘小節婦人，現實中我跟東嫂有點相似。東嫂她

愛護家庭，有兩個小朋友的她被政府帶入安康城隔離，因為她太想念家人設法

離開，最後走上不歸路……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sandra.chong.5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sandra_chong_5/ 

 

李玫瑰飾演周姑娘 

自從在輪椅上生活後，返工放工生活如常，平淡無比。但近年，我愛上了站在

舞台上的感覺，喜歡那種忘我的投入，讓內斂漸漸減退，讓生活不單只是在輪

椅上。2016 年首齣自編自導自演的創作劇《捉精靈》誕生，幾年間已在不同地

方或活動上七度演出（包括澳門）。因而生活變得更多色彩。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rose.lee.50364 

 

陳重之飾演曉文 

https://www.facebook.com/debbie.kwok.98
https://www.instagram.com/astrod0ebbie/
https://www.facebook.com/sandra.chong.5
https://www.instagram.com/sandra_chong_5/
https://www.facebook.com/rose.lee.50364


大家好，我叫陳重之，我好榮幸能夠參與路向三十週年的舞台劇，希望能夠透

過今次舞台劇增加大家對殘疾人士的正面看法， 只要堅持，永不放棄，才能夠

成功。 同時，可以令大家更容易接納殘疾人士，發揮互相幫助，互助互愛的精

神， 用「生命影響生命」，建立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460830548 

 

歐陽美娟飾演住客 

我是美娟，只要是和藝術有關的我都喜歡，包括舞台劇、畫畫、唱歌等等。因

爲對話劇深感興趣，之前都曾演出過原創劇，所以一有演出的機會我都會嘗

試。劇中我的角色性格怕事、八卦，與現實的我恰恰相反，所以演出時頗有挑

戰性。排練的過程中最深刻的是 18 輛輪椅在舞台上移動! 這是一件很困難的

事，因為我們需要記住自己的走位以免發生碰撞。幸好導演的安排妥當，而且

充滿耐心，才讓我們的排練那麽順利。 

 

周勇敢飾演住客 

我喜歡人叫我勇敢，這個名字是我三歲時患上小兒麻痺症病後父親幫我再次改

的。叮囑我日後生活要勇敢去面對。我已婚已退休，興趣喜歡動態的活動。失

愛世界劇中在封閉院舍內飾演一位放蕩不羈、口花又自卑怕死車友。劇中性格

與本人有幾分相似。排練時雖然中心地方淺窄,但憑著各會員對輪椅操控技術及

默契最終都適應了，最後希望在一個非常華麗的舞台上演出成功。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kent.chau.18 

 

司徒笑霞飾演住客 

朋友多數叫我 Cindy, 我已婚已退休, 我興趣跳輪椅舞及聽音樂。 《失愛世

界》劇中飾演一個膽小、 是非八卦的車友。 與本人的性格不大相同，但對我

而言都是一種挑戰。 我們 18 個輪椅車友初期在路向中心排練都頗為震撼同困

難但都能夠克服， 希望在九月份西九戲曲中心大舞台能夠順利演出成功。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indy.seto.7 

 

蘇勝展飾演住客 

你們可以叫我勝展或者阿展，我的興趣很廣泛，當中包演出舞台劇。我除了是

一個舞台劇演員以外，我還是一個 YouTuber，專門評述英超某支球隊的賽事。

我在《失愛世界》飾演的角色是八卦而且愛挑戰自己的，相似的是我本身也很

愛嘗試新的事物，去豐富自己。我認爲最震撼我的是 18 個輪椅在台上演出、

跳舞、走位，而且每一個角色在這個舞台劇中都是舉足輕重的，讓我覺得非常

深刻。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jerry.so.376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jerryso2006/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460830548
https://www.facebook.com/kent.chau.18
https://www.facebook.com/cindy.seto.7
https://www.facebook.com/jerry.so.376
https://www.instagram.com/jerryso2006/


 

陳淑嫻飾演住客 

我是 Hazel，是 一位劇場愛好者。我差不多每逢週末都會看一齣劇，所以這次

好開心可以有機會參演。在《失愛世界》裡我是安康城裡其中一個市民，自願

也好被迫也好，總之就是入了城，但是心裡都是想要逃走，尋找自由。對我而

言，每次參演都是一種突破，唱歌和跳舞是最最最困難的，因爲我沒有音樂感

和身體的限制都是需要用意志去跨越。 

 

鍾少琼飾演住客 

我是 Olivia，自小醉心於藝術無奈未有機會接觸，1992 發現自體免疫系統病影

響頸椎致 1998 年需用輪椅代步。住院 3 年之後被家人離棄，幸好得到學校幫

忙改裝屋企才有安居之所。2009 年偶然機會下接觸輪椅拉丁舞學習至今，曾遠

赴俄羅斯、日本等國比賽。我熱愛舞蹈，每次表演都希望能帶給觀眾賞心悅目

的驚喜。今次僥倖能參與演出，實是難得機會；劇中除了飾演院友同時亦協助

排練開場曲，故事正正是我的寫照。希望與同伴並肩攜手創造一個與別不同的

經歷，同時亦為自己生命中再添上一點色彩！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olivia.chung.75 

 

黃和洲飾演住客 

我是黃和洲，喜歡唱歌、跳舞、戲劇，但樣樣都不精通。我在劇中的角色無故

被人帶進了安康城，本來很無助，幸好遇到一班同路人，尤其是一群「麻甩

佬」，無聊的時候就「吹水」、「撩女仔」，有時後會幫主任整理貨倉。對我而

言，能夠加入路向的大家庭並且有機會一同演出，及協助動作指導，只能說開

心、榮幸！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boyboyphilip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boyboyphilip/ 

 

龔秀群飾演住客 

大家好，我是龔秀群，又名細群，自细有先天性缺陷，個子不高，一場意外後

導致坐輪椅，不過我沒有氣餒，反而因此遇到很多坐輪椅的同路人。經朋友介

紹進入了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差不多有兩年多，認識左好多朋友都是身體

有殘障的，他們都好友善。適逢路向邁向 30 週年，舉辦了一個舞台劇，名爲

《失愛世界》，好榮幸本人能參與這個舞台劇。每個演出者都有不同的性格，有

些好勳，有些好静。經過排練，我覺得舞台劇中很多演員都好有經驗、認真演

出，我非常欣賞他們。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andy.kung.73 

 

陳敏華飾演住客 

https://www.facebook.com/olivia.chung.75
https://www.facebook.com/boyboyphilip
https://www.instagram.com/boyboyphilip/
https://www.facebook.com/candy.kung.73


大家好！我是路向會員敏華，好開心這次有機會參加路向 30 周年這個大規模

的活動——《失愛世界》舞台劇。藉住這齣舞台劇一連串的課程，讓我們從中

學到和見識到很多。當然，最開心的就是在這齣舞台劇中見識到明導演認真的

製作，悉心教導我們每一位學員去揣摩每一個角色、每一個走位，讓我們可以

全程投入去演好這齣戲。 

 

鄭愛娟飾演住客 

您好，我是鄭愛娟，我本來是一個家庭主婦，在兩年多前我先生離我而去，上

了天堂，我很傷心。我後來結識細群，他帶我周圍去玩，有次他叫我去路向

玩，就參加了話劇。當導演叫我怎樣演的時候，我很緊張，因為我沒參演過這

個活動。但他很有耐性，即使錯了也沒有大聲說我，他只有再講多一次，給我

信心。在這個角色，佢叫我駡人，同我性格不同，但可以讓我在戲中表現不一

樣的一面。當排練的時候，真的要很團結。我每日在家練習，因為我比人學習

慢一點，我要努力學習，不想導演失望。我現在正在努力，希望可以跟大家把

這個劇演出成功。 

 

伍強飾演住客 

我是伍強，是 一位退休人士，喜歡做運動及嘗試新事物。我在劇中的角色是一

位隨遇而安，但求安逸、又玩又食、怕事、人云亦云之人。而我本身是一位處

事認真，愛分晰事情的人。我與角色中的人物都是熱愛群體生活及接受外界改

變。首次參與此話劇活動，我覺得很有新鮮感，而且讓我有機會認識新朋友。 

 

歌曲創作 

製作人 陳利鋒 

我一直熱愛音樂，以往曾經擔任搖滾樂隊的主唱角色。其後在澳洲遭遇意外受

傷，但仍然對音樂充滿熱誠，決意運用平板電腦與其他傷健人士組成樂隊，譜

出自己的理想人生。在完成數碼音樂創作課程後，出版第一張個人單曲《總會

過》，及後更為路向創作會歌，以及《失愛世界》舞台劇歌曲。對於是次的舞台

劇，十分榮幸能夠被邀請創作舞台劇的兩首歌曲，讓我重拾以往組樂隊和一夥

人一同創作藝術品的感覺，令我更加有信心在未來作出更多的嘗試。 

 

歌曲欣賞 

主題曲 《失愛世界》 

https://youtu.be/hBTwst43Yy4 

作曲/作詞: 陳利鋒  

編曲/監制: 馮均耀 

 

歌詞： 

https://youtu.be/hBTwst43Yy4


混亂世間 缺多少愛 

只因拖欠 為誰在變改 

 

妒忌滿瀉 只因失愛 

放空一切 實情被掩蓋 

 

為愛分開為愛相愛 

是對是錯愛也在 

 

**副歌 

用力去飛去親每一朵花 

令愛發芽 

仍然誓要力竭緊抱它 

或是可以飛已經太好活在當下 

就是怕光陰不夠花 

去感受它** 

 

夢已揭開 再不懂愛 

記憶多重 但仍在腦海 

 

為愛開心為愛感慨 

是遠是近愛也在 

 

*重複副歌* 

只得剎那 

 

用力去找去等這一個它 

直到晚霞 

仍然誓要力竭緊抱它 

或是可以飛已經太好活在當下 

就是怕光陰不夠花 

去感受它 

 

片尾曲 《唞下》 

https://youtu.be/-ya6r2Hnam0 

作曲/作詞: 陳利鋒  

編曲/監制: 馮均耀 

 

https://youtu.be/-ya6r2Hnam0


歌詞： 

你係人就會有錯失嘅事  

別在意放過自己一次  

有別人讚你要講兩個字 多謝！ 

讚讚你自己都可以  

 

掛住無聊外界瑣碎事  

建議你掛住自己就可以  

愛別人會說那三個字  

勸你對自己說多幾次  

 

副歌 

*現在這個世代已變了樣太荒誕吧  

#不需操心繼續嘆茶  

漠視變化努力放假好好唞吓  

唞夠加油再向上爬#*  

 

唔啱音都可以做聖詩  

有道理那怕放膽一試  

愛別人會說那三個字  

勸你對自己說多幾次  

 

重複 **  

^願意放下記掛愛自己一下  

也許世界會更美麗優雅^  

算吧！這個世代已變了樣  

可笑吧 太谷氣吧 心痛吧 

Repeat ## 

Repeat ^^ 

 

製作團隊 

同流 We Draman Group 

「同流 We Draman Group」於 1993 年成立，我們相信：「只要是喜歡戲劇的

朋友，即使是不同流派，也能殊途同歸。」同流致力發展一個具高度包容性的

創作平台，匯集各方藝人及劇場工作者，共同為香港、為社會推廣戲劇藝術。

同流堅持為香港觀眾帶來富有思辯性，探討人文和人性問題的高質素本地及外

國劇作，藉以刺激思維，提升本地劇場的水平。 

https://www.youtube.com/hashtag/%E4%B8%8D%E9%9C%80%E6%93%8D%E5%BF%83%E7%B9%BC%E7%BA%8C%E5%98%86%E8%8C%B6


網頁：https://www.wedraman.com 

 

導演 鄧偉傑 

為同流藝術總監，亦為香港專業戲劇人同盟會長(2017-2019)。先後畢業於香港

演藝學院、英國 Middlesex University、法國巴黎馬塞．馬素國際默劇學校，是

香港首位跟隨已故國際默劇大師馬塞．馬素（Marcel Marceau）研習三年的舞

台藝術工作者。1992-1998 年曾任教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1998-2007 年

穿梭於港、英、韓國從事劇場創作及教學工作。2007 年回歸香港。2010 年憑

《笑の大学》（糊塗戲班）獲第十九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及「最佳男演

員」； 2012 年憑《魂遊你左右》獲提名第四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導演」及

「最佳男主角」；2014 年執導《許三觀賣血記》獲得第九屆華文戲劇節「劇目

獎」；2015 年憑《荒誕．存在》奪得第七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男主角」 

 

編劇 鄭國偉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主修編劇，在校期間曾獲傑

出編劇獎，第 12 屆香港舞台劇獎，獲頒發傑出青年編劇獎；2012 年憑《最後

晚餐》分別於第二十一屆香港舞台劇獎及第四屆香港小劇場獎獲最佳劇本，並

於 14 年第九屆華文戲劇節獲優秀編劇獎，更被 Time Out（北京）、《新京報》

分別評為 2013 年度十大／六大最佳作品，香港曾四度公演，巡迴足跡遍佈台

灣、新加坡及內地十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累積演出超過一

百場，劇本更被翻譯成法文及韓文版本；2016 年憑《最後作孽》於第二十五屆

香港舞台劇獎再度獲提名最佳劇本，並於北京、天津、廣州等地作巡迴演出，

2018 年憑《好日子》於今屆香港舞台劇獎再度獲提名最佳劇本及 IATC(HK)劇

評人獎年度劇本/編劇獎。 

 

歌唱導師 馬溢霞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藝術（榮譽）學士學位，主修表演，是英國皇家

音樂學院聯合委員會 5 級鋼琴。在校期間曾參與演出包括：《無言劇》，《泳池沒

有水》(停演) ，音樂劇《青春的覺醒》，《加數機》，劇場文化按摩師

《UNKNOWN 進行中》，音樂劇《RENT 》戲劇藝術碩士戲劇教育畢業作 

《永遠永遠愛你》親子戲劇工作坊及劇場，飾演慈母龍及演教員。校外演出包

https://www.wedraman.com/


括：演戲家族 2020 年文化大使《我不是垃圾》音樂劇，2020 年藝術綜合晚會

合家歡戲劇 《神勇的一夜》，兒童音樂劇 《Horton hears a who》，臥虎藏龍

讀劇 XV 《忙於生活被忘掉的生存輓歌》 ，讀劇《恐怖行動》，中英劇團《羅

生門》，中國羅湖國際青年戲劇月《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 

 

其他幕後人員 

導演助理：嚴頴欣 

佈景及服裝設計：孫詠君 

佈景及服裝設計助理：黎安琦 

燈光設計：蕭健邦 

燈光編程員：楊尚真 

燈光助理：陳煒樺、張詠彤 

音響設計及控制員：鄧彥邦 

海報設計：方盈盈 

總電機師：伍頴雯 

音響助理：任碧琪、陳芷利 

製作經理及舞台監督：梁烯樺 

執行舞台監督：黎錦珊 

助理舞台監督：曾鎧礽、楊承熹 

舞台助理：劉世偉、陳寶華 

服裝主管：梁子蔚 

化妝造型統籌：蕭翠霞 

行政：葉茵霖 

化妝：房倩儀 

攝影師：廖嘉霖 

編舞： 黃和洲 鍾少琼 

 

相關訪問 

香港電台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舞台劇【失愛世界】導演及演員：戲劇和現實 

世紀疫症，為編劇帶來靈感，寫下這個劇本：一班輪椅人士因疫情被隔離在另

一個城市，但漸漸和外面的人失去聯絡。他們要怎麼辦？ 

 

閲讀詳情：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CareForDisabled 

 

《周末港藝力》 

https://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CareForDisabled


「搜影場」 

舞台劇《失愛世界》，講述一班傷殘輪椅朋友怎樣在虛擬城市「安康城」內的人

受到病毒感染而被隔離，他們會遇到各種困難及有人想計劃出走，導演編劇希

望通過黑色幽默故事，讓觀眾更了解輪椅朋友所面對的狀況，同時通過演出，

令演員和觀眾們更懂得怎樣去愛自己。 

 

閲讀詳情：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weekendculture/episode/762961?fbclid=IwAR05e

29oOfNdfVwMVjlTPU5Q5mXm3RX_PN6Ap-iSEDFfpBs3f0J1uU7duGg 

 

香港 01 

前港隊體操女將半身癱瘓奧運夢碎 參演輪椅舞台劇：有番以前感覺 

剛過去的奧運在港掀起熱潮，但對一位前港隊的體操運動員來說，奧運夢已由

一步之距變得遙不可及。自 4 歲起練習體操的張微，十多年前一次練習時發生

意外，她的頸椎受傷致半身癱瘓，終身都要坐輪椅。 

雖說「十年磨一劍」，但失去了一個舞台，並未令張微放棄。近年除了贏得歌唱

比賽冠軍，她更參演了舞台劇，「以前七一或者其他場合都會搵我哋（體操運動

員）表演，𠵱家好似有返嗰陣嘅感覺。」舞台劇將於下月演出，屆時張微將以

另一種方式踏上舞台，向觀眾展現獨有價值。 

 

閲讀詳情：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

8C/669639/%E5%89%8D%E6%B8%AF%E9%9A%8A%E9%AB%94%E6%9

3%8D%E5%A5%B3%E5%B0%87%E5%8D%8A%E8%BA%AB%E7%99%B1

%E7%98%93%E5%A5%A7%E9%81%8B%E5%A4%A2%E7%A2%8E-

%E5%8F%83%E6%BC%94%E8%BC%AA%E6%A4%85%E8%88%9E%E5

%8F%B0%E5%8A%87-

%E6%9C%89%E7%95%AA%E4%BB%A5%E5%89%8D%E6%84%9F%E8%

A6%BA 

 

 

橙新聞 

【有片】操練出意外四肢癱瘓  

體操小天后不言敗：「就算坐輪椅只不過身高矮了」 

【橙訊】東京殘奧踏入尾聲，一眾運動員雖然身上有不同殘疾，但在賽場上奮

力作戰，堅毅精神令人動容。不過傷殘後仍能繼續參與運動項目，對一些人來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weekendculture/episode/762961?fbclid=IwAR05e29oOfNdfVwMVjlTPU5Q5mXm3RX_PN6Ap-iSEDFfpBs3f0J1uU7duGg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weekendculture/episode/762961?fbclid=IwAR05e29oOfNdfVwMVjlTPU5Q5mXm3RX_PN6Ap-iSEDFfpBs3f0J1uU7duGg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669639/%E5%89%8D%E6%B8%AF%E9%9A%8A%E9%AB%94%E6%93%8D%E5%A5%B3%E5%B0%87%E5%8D%8A%E8%BA%AB%E7%99%B1%E7%98%93%E5%A5%A7%E9%81%8B%E5%A4%A2%E7%A2%8E-%E5%8F%83%E6%BC%94%E8%BC%AA%E6%A4%85%E8%88%9E%E5%8F%B0%E5%8A%87-%E6%9C%89%E7%95%AA%E4%BB%A5%E5%89%8D%E6%84%9F%E8%A6%BA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669639/%E5%89%8D%E6%B8%AF%E9%9A%8A%E9%AB%94%E6%93%8D%E5%A5%B3%E5%B0%87%E5%8D%8A%E8%BA%AB%E7%99%B1%E7%98%93%E5%A5%A7%E9%81%8B%E5%A4%A2%E7%A2%8E-%E5%8F%83%E6%BC%94%E8%BC%AA%E6%A4%85%E8%88%9E%E5%8F%B0%E5%8A%87-%E6%9C%89%E7%95%AA%E4%BB%A5%E5%89%8D%E6%84%9F%E8%A6%BA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669639/%E5%89%8D%E6%B8%AF%E9%9A%8A%E9%AB%94%E6%93%8D%E5%A5%B3%E5%B0%87%E5%8D%8A%E8%BA%AB%E7%99%B1%E7%98%93%E5%A5%A7%E9%81%8B%E5%A4%A2%E7%A2%8E-%E5%8F%83%E6%BC%94%E8%BC%AA%E6%A4%85%E8%88%9E%E5%8F%B0%E5%8A%87-%E6%9C%89%E7%95%AA%E4%BB%A5%E5%89%8D%E6%84%9F%E8%A6%BA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669639/%E5%89%8D%E6%B8%AF%E9%9A%8A%E9%AB%94%E6%93%8D%E5%A5%B3%E5%B0%87%E5%8D%8A%E8%BA%AB%E7%99%B1%E7%98%93%E5%A5%A7%E9%81%8B%E5%A4%A2%E7%A2%8E-%E5%8F%83%E6%BC%94%E8%BC%AA%E6%A4%85%E8%88%9E%E5%8F%B0%E5%8A%87-%E6%9C%89%E7%95%AA%E4%BB%A5%E5%89%8D%E6%84%9F%E8%A6%BA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669639/%E5%89%8D%E6%B8%AF%E9%9A%8A%E9%AB%94%E6%93%8D%E5%A5%B3%E5%B0%87%E5%8D%8A%E8%BA%AB%E7%99%B1%E7%98%93%E5%A5%A7%E9%81%8B%E5%A4%A2%E7%A2%8E-%E5%8F%83%E6%BC%94%E8%BC%AA%E6%A4%85%E8%88%9E%E5%8F%B0%E5%8A%87-%E6%9C%89%E7%95%AA%E4%BB%A5%E5%89%8D%E6%84%9F%E8%A6%BA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669639/%E5%89%8D%E6%B8%AF%E9%9A%8A%E9%AB%94%E6%93%8D%E5%A5%B3%E5%B0%87%E5%8D%8A%E8%BA%AB%E7%99%B1%E7%98%93%E5%A5%A7%E9%81%8B%E5%A4%A2%E7%A2%8E-%E5%8F%83%E6%BC%94%E8%BC%AA%E6%A4%85%E8%88%9E%E5%8F%B0%E5%8A%87-%E6%9C%89%E7%95%AA%E4%BB%A5%E5%89%8D%E6%84%9F%E8%A6%BA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669639/%E5%89%8D%E6%B8%AF%E9%9A%8A%E9%AB%94%E6%93%8D%E5%A5%B3%E5%B0%87%E5%8D%8A%E8%BA%AB%E7%99%B1%E7%98%93%E5%A5%A7%E9%81%8B%E5%A4%A2%E7%A2%8E-%E5%8F%83%E6%BC%94%E8%BC%AA%E6%A4%85%E8%88%9E%E5%8F%B0%E5%8A%87-%E6%9C%89%E7%95%AA%E4%BB%A5%E5%89%8D%E6%84%9F%E8%A6%BA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669639/%E5%89%8D%E6%B8%AF%E9%9A%8A%E9%AB%94%E6%93%8D%E5%A5%B3%E5%B0%87%E5%8D%8A%E8%BA%AB%E7%99%B1%E7%98%93%E5%A5%A7%E9%81%8B%E5%A4%A2%E7%A2%8E-%E5%8F%83%E6%BC%94%E8%BC%AA%E6%A4%85%E8%88%9E%E5%8F%B0%E5%8A%87-%E6%9C%89%E7%95%AA%E4%BB%A5%E5%89%8D%E6%84%9F%E8%A6%BA


說卻是奢望。曾是體操港隊的女選手因訓練時發生意外，不止從此與體操運動

絕緣，甚至連自理能力亦失去；亦有運動健將正值壯年，突然遇上交通意外而

全身癱瘓，究竟他們如何從人生谷底重新站起來？ 

 

閲讀詳情：

https://www.orangenews.hk/community/1123209/%E3%80%90%E6%9C%89

%E7%89%87%E3%80%91%E6%93%8D%E7%B7%B4%E5%87%BA%E6%

84%8F%E5%A4%96%E5%9B%9B%E8%82%A2%E7%99%B1%E7%98%93

%E3%80%80%E9%AB%94%E6%93%8D%E5%B0%8F%E5%A4%A9%E5%

90%8E%E4%B8%8D%E8%A8%80%E6%95%97%EF%BC%9A%E3%80%8

C%E5%B0%B1%E7%AE%97%E5%9D%90%E8%BC%AA%E6%A4%85%E

5%8F%AA%E4%B8%8D%E9%81%8E%E8%BA%AB%E9%AB%98%E7%9F

%AE%E4%BA%86%E3%80%8D-.jhtml?fbclid=IwAR3jr-

cAFRtoRl7KeUQh0Yjzvza3n3eIuLAJqY-5tkg1KnYtgOvH6wC-rVM 

 

特別鳴謝 

創作及製作人員 

南堂花茶 NANTONG TEA 

https://www.families.com.hk/categories/nantong-tea 

大杯茶 Taboocha 

https://www.taboocha.com/ 

農圃有機有限公司 Farmers Choice Limited 

https://farmers-choice.com/ 

香港化粧品同業協會 The Cosmetic & Perfumery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td 

https://www.cosmetic.org.hk/ 

青年學院(邱子文) Youth College (Yeo Chei Man) 

https://www.yc.edu.hk/ycsite/html/tc/ 

健珀有限公司 Health Park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https://www.hktvmall.com/hktv/zh/main/%E5%81%A5%E7%8F%80%E6%9C%89%E9%

99%90%E5%85%AC%E5%8F%B8/s/H8727001?fbclid=IwAR39wzr5GrJUFxIdvzLGnLy

yCmjy_Zbj-HgC0jDfNakYdcWWWJ7vNYHe7Ac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parktradingcoltd/ 

 

支持我們 

社區巡演 

https://www.orangenews.hk/community/1123209/%E3%80%90%E6%9C%89%E7%89%87%E3%80%91%E6%93%8D%E7%B7%B4%E5%87%BA%E6%84%8F%E5%A4%96%E5%9B%9B%E8%82%A2%E7%99%B1%E7%98%93%E3%80%80%E9%AB%94%E6%93%8D%E5%B0%8F%E5%A4%A9%E5%90%8E%E4%B8%8D%E8%A8%80%E6%95%97%EF%BC%9A%E3%80%8C%E5%B0%B1%E7%AE%97%E5%9D%90%E8%BC%AA%E6%A4%85%E5%8F%AA%E4%B8%8D%E9%81%8E%E8%BA%AB%E9%AB%98%E7%9F%AE%E4%BA%86%E3%80%8D-.jhtml?fbclid=IwAR3jr-cAFRtoRl7KeUQh0Yjzvza3n3eIuLAJqY-5tkg1KnYtgOvH6wC-rVM
https://www.orangenews.hk/community/1123209/%E3%80%90%E6%9C%89%E7%89%87%E3%80%91%E6%93%8D%E7%B7%B4%E5%87%BA%E6%84%8F%E5%A4%96%E5%9B%9B%E8%82%A2%E7%99%B1%E7%98%93%E3%80%80%E9%AB%94%E6%93%8D%E5%B0%8F%E5%A4%A9%E5%90%8E%E4%B8%8D%E8%A8%80%E6%95%97%EF%BC%9A%E3%80%8C%E5%B0%B1%E7%AE%97%E5%9D%90%E8%BC%AA%E6%A4%85%E5%8F%AA%E4%B8%8D%E9%81%8E%E8%BA%AB%E9%AB%98%E7%9F%AE%E4%BA%86%E3%80%8D-.jhtml?fbclid=IwAR3jr-cAFRtoRl7KeUQh0Yjzvza3n3eIuLAJqY-5tkg1KnYtgOvH6wC-rVM
https://www.orangenews.hk/community/1123209/%E3%80%90%E6%9C%89%E7%89%87%E3%80%91%E6%93%8D%E7%B7%B4%E5%87%BA%E6%84%8F%E5%A4%96%E5%9B%9B%E8%82%A2%E7%99%B1%E7%98%93%E3%80%80%E9%AB%94%E6%93%8D%E5%B0%8F%E5%A4%A9%E5%90%8E%E4%B8%8D%E8%A8%80%E6%95%97%EF%BC%9A%E3%80%8C%E5%B0%B1%E7%AE%97%E5%9D%90%E8%BC%AA%E6%A4%85%E5%8F%AA%E4%B8%8D%E9%81%8E%E8%BA%AB%E9%AB%98%E7%9F%AE%E4%BA%86%E3%80%8D-.jhtml?fbclid=IwAR3jr-cAFRtoRl7KeUQh0Yjzvza3n3eIuLAJqY-5tkg1KnYtgOvH6wC-rVM
https://www.orangenews.hk/community/1123209/%E3%80%90%E6%9C%89%E7%89%87%E3%80%91%E6%93%8D%E7%B7%B4%E5%87%BA%E6%84%8F%E5%A4%96%E5%9B%9B%E8%82%A2%E7%99%B1%E7%98%93%E3%80%80%E9%AB%94%E6%93%8D%E5%B0%8F%E5%A4%A9%E5%90%8E%E4%B8%8D%E8%A8%80%E6%95%97%EF%BC%9A%E3%80%8C%E5%B0%B1%E7%AE%97%E5%9D%90%E8%BC%AA%E6%A4%85%E5%8F%AA%E4%B8%8D%E9%81%8E%E8%BA%AB%E9%AB%98%E7%9F%AE%E4%BA%86%E3%80%8D-.jhtml?fbclid=IwAR3jr-cAFRtoRl7KeUQh0Yjzvza3n3eIuLAJqY-5tkg1KnYtgOvH6wC-rVM
https://www.orangenews.hk/community/1123209/%E3%80%90%E6%9C%89%E7%89%87%E3%80%91%E6%93%8D%E7%B7%B4%E5%87%BA%E6%84%8F%E5%A4%96%E5%9B%9B%E8%82%A2%E7%99%B1%E7%98%93%E3%80%80%E9%AB%94%E6%93%8D%E5%B0%8F%E5%A4%A9%E5%90%8E%E4%B8%8D%E8%A8%80%E6%95%97%EF%BC%9A%E3%80%8C%E5%B0%B1%E7%AE%97%E5%9D%90%E8%BC%AA%E6%A4%85%E5%8F%AA%E4%B8%8D%E9%81%8E%E8%BA%AB%E9%AB%98%E7%9F%AE%E4%BA%86%E3%80%8D-.jhtml?fbclid=IwAR3jr-cAFRtoRl7KeUQh0Yjzvza3n3eIuLAJqY-5tkg1KnYtgOvH6wC-rVM
https://www.orangenews.hk/community/1123209/%E3%80%90%E6%9C%89%E7%89%87%E3%80%91%E6%93%8D%E7%B7%B4%E5%87%BA%E6%84%8F%E5%A4%96%E5%9B%9B%E8%82%A2%E7%99%B1%E7%98%93%E3%80%80%E9%AB%94%E6%93%8D%E5%B0%8F%E5%A4%A9%E5%90%8E%E4%B8%8D%E8%A8%80%E6%95%97%EF%BC%9A%E3%80%8C%E5%B0%B1%E7%AE%97%E5%9D%90%E8%BC%AA%E6%A4%85%E5%8F%AA%E4%B8%8D%E9%81%8E%E8%BA%AB%E9%AB%98%E7%9F%AE%E4%BA%86%E3%80%8D-.jhtml?fbclid=IwAR3jr-cAFRtoRl7KeUQh0Yjzvza3n3eIuLAJqY-5tkg1KnYtgOvH6wC-rVM
https://www.orangenews.hk/community/1123209/%E3%80%90%E6%9C%89%E7%89%87%E3%80%91%E6%93%8D%E7%B7%B4%E5%87%BA%E6%84%8F%E5%A4%96%E5%9B%9B%E8%82%A2%E7%99%B1%E7%98%93%E3%80%80%E9%AB%94%E6%93%8D%E5%B0%8F%E5%A4%A9%E5%90%8E%E4%B8%8D%E8%A8%80%E6%95%97%EF%BC%9A%E3%80%8C%E5%B0%B1%E7%AE%97%E5%9D%90%E8%BC%AA%E6%A4%85%E5%8F%AA%E4%B8%8D%E9%81%8E%E8%BA%AB%E9%AB%98%E7%9F%AE%E4%BA%86%E3%80%8D-.jhtml?fbclid=IwAR3jr-cAFRtoRl7KeUQh0Yjzvza3n3eIuLAJqY-5tkg1KnYtgOvH6wC-rVM
https://www.orangenews.hk/community/1123209/%E3%80%90%E6%9C%89%E7%89%87%E3%80%91%E6%93%8D%E7%B7%B4%E5%87%BA%E6%84%8F%E5%A4%96%E5%9B%9B%E8%82%A2%E7%99%B1%E7%98%93%E3%80%80%E9%AB%94%E6%93%8D%E5%B0%8F%E5%A4%A9%E5%90%8E%E4%B8%8D%E8%A8%80%E6%95%97%EF%BC%9A%E3%80%8C%E5%B0%B1%E7%AE%97%E5%9D%90%E8%BC%AA%E6%A4%85%E5%8F%AA%E4%B8%8D%E9%81%8E%E8%BA%AB%E9%AB%98%E7%9F%AE%E4%BA%86%E3%80%8D-.jhtml?fbclid=IwAR3jr-cAFRtoRl7KeUQh0Yjzvza3n3eIuLAJqY-5tkg1KnYtgOvH6wC-rVM
https://www.orangenews.hk/community/1123209/%E3%80%90%E6%9C%89%E7%89%87%E3%80%91%E6%93%8D%E7%B7%B4%E5%87%BA%E6%84%8F%E5%A4%96%E5%9B%9B%E8%82%A2%E7%99%B1%E7%98%93%E3%80%80%E9%AB%94%E6%93%8D%E5%B0%8F%E5%A4%A9%E5%90%8E%E4%B8%8D%E8%A8%80%E6%95%97%EF%BC%9A%E3%80%8C%E5%B0%B1%E7%AE%97%E5%9D%90%E8%BC%AA%E6%A4%85%E5%8F%AA%E4%B8%8D%E9%81%8E%E8%BA%AB%E9%AB%98%E7%9F%AE%E4%BA%86%E3%80%8D-.jhtml?fbclid=IwAR3jr-cAFRtoRl7KeUQh0Yjzvza3n3eIuLAJqY-5tkg1KnYtgOvH6wC-rVM
https://www.families.com.hk/categories/nantong-tea
https://www.taboocha.com/
https://farmers-choice.com/
https://www.cosmetic.org.hk/
https://www.yc.edu.hk/ycsite/html/tc/
https://www.hktvmall.com/hktv/zh/main/%E5%81%A5%E7%8F%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H8727001?fbclid=IwAR39wzr5GrJUFxIdvzLGnLyyCmjy_Zbj-HgC0jDfNakYdcWWWJ7vNYHe7Ac
https://www.hktvmall.com/hktv/zh/main/%E5%81%A5%E7%8F%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H8727001?fbclid=IwAR39wzr5GrJUFxIdvzLGnLyyCmjy_Zbj-HgC0jDfNakYdcWWWJ7vNYHe7Ac
https://www.hktvmall.com/hktv/zh/main/%E5%81%A5%E7%8F%80%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H8727001?fbclid=IwAR39wzr5GrJUFxIdvzLGnLyyCmjy_Zbj-HgC0jDfNakYdcWWWJ7vNYHe7Ac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parktradingcoltd/


由於這次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演出，只能夠提供部分輪椅座位，令許

多輪椅朋友無法出席。爲了讓更多輪椅朋友有機會能夠欣賞是次舞台劇，我們

將會在社區會堂——能容納大量輪椅的地方，再次出演。若您喜歡是次舞台

劇，亦想支持我們，歡迎捐款！ 

立即支持！ 

https://ucan.org.hk/idea/%E5%A4%B1%E6%84%9B%E4%B8%96%E7%95%8C%E7%A

4%BE%E5%8D%80%E5%B7%A1%E6%BC%94/af9cfcf1-f987-4a12-bf64-

73eb4e592a9b/ 

 

義賣活動 

1. 《Taboocha 大杯茶》將推出限定特別版<熱情果黃薑綠茶菌>飲品，扣除生

產成本後將全數撥捐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作營運之用。 

 

立即訂購：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o7pq0BVeEEbsltY6JYAWDUmWkCAlead

KG-KKjsUJlesoDsA/viewform 

 

2. 《南堂花茶》售出產品扣除部分收益，其後將全數撥捐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

會作營運之用。 

 

立即訂購：

https://aftertea.hk/products/%E5%8D%97%E5%A0%82%E8%8A%B1%E8%8C%B6%E8

%81%AF%E4%B9%98%E8%B7%AF%E5%90%91%E5%9B%9B%E8%82%A2%E5%8

2%B7%E6%AE%98%E4%BA%BA%E5%A3%AB%E5%8D%94%E6%9C%83%E7%A6

%AE%E7%9B%92%E5%A5%97%E8%A3%9D 

 

 

捐款 

如果喜歡我們的演出又想支持我們再次於社區會堂出演，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

努力，歡迎捐款！ 

 

1. 劃線支票，抬頭：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2. 直接存入本會銀行戶口: 

中國銀行，戶口號碼： 

012-384- 1-008010- 2 

或 

渣打銀行，戶口號碼： 

003-366- 1-013623- 9 

https://ucan.org.hk/idea/%E5%A4%B1%E6%84%9B%E4%B8%96%E7%95%8C%E7%A4%BE%E5%8D%80%E5%B7%A1%E6%BC%94/af9cfcf1-f987-4a12-bf64-73eb4e592a9b/
https://ucan.org.hk/idea/%E5%A4%B1%E6%84%9B%E4%B8%96%E7%95%8C%E7%A4%BE%E5%8D%80%E5%B7%A1%E6%BC%94/af9cfcf1-f987-4a12-bf64-73eb4e592a9b/
https://ucan.org.hk/idea/%E5%A4%B1%E6%84%9B%E4%B8%96%E7%95%8C%E7%A4%BE%E5%8D%80%E5%B7%A1%E6%BC%94/af9cfcf1-f987-4a12-bf64-73eb4e592a9b/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o7pq0BVeEEbsltY6JYAWDUmWkCAleadKG-KKjsUJlesoDs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o7pq0BVeEEbsltY6JYAWDUmWkCAleadKG-KKjsUJlesoDsA/viewform
https://aftertea.hk/products/%E5%8D%97%E5%A0%82%E8%8A%B1%E8%8C%B6%E8%81%AF%E4%B9%98%E8%B7%AF%E5%90%91%E5%9B%9B%E8%82%A2%E5%82%B7%E6%AE%98%E4%BA%BA%E5%A3%AB%E5%8D%94%E6%9C%83%E7%A6%AE%E7%9B%92%E5%A5%97%E8%A3%9D
https://aftertea.hk/products/%E5%8D%97%E5%A0%82%E8%8A%B1%E8%8C%B6%E8%81%AF%E4%B9%98%E8%B7%AF%E5%90%91%E5%9B%9B%E8%82%A2%E5%82%B7%E6%AE%98%E4%BA%BA%E5%A3%AB%E5%8D%94%E6%9C%83%E7%A6%AE%E7%9B%92%E5%A5%97%E8%A3%9D
https://aftertea.hk/products/%E5%8D%97%E5%A0%82%E8%8A%B1%E8%8C%B6%E8%81%AF%E4%B9%98%E8%B7%AF%E5%90%91%E5%9B%9B%E8%82%A2%E5%82%B7%E6%AE%98%E4%BA%BA%E5%A3%AB%E5%8D%94%E6%9C%83%E7%A6%AE%E7%9B%92%E5%A5%97%E8%A3%9D
https://aftertea.hk/products/%E5%8D%97%E5%A0%82%E8%8A%B1%E8%8C%B6%E8%81%AF%E4%B9%98%E8%B7%AF%E5%90%91%E5%9B%9B%E8%82%A2%E5%82%B7%E6%AE%98%E4%BA%BA%E5%A3%AB%E5%8D%94%E6%9C%83%E7%A6%AE%E7%9B%92%E5%A5%97%E8%A3%9D


3. 網上信用卡捐款 

4. 轉數快 Faster Payment System (FPS)： 

轉數快編號 FPS ID: 6177257 

5. 透過 PayMe 掃瞄 QR code 捐款，並於訊息欄提供捐款者的姓名、電話和地

址 

捐款人請將支票或存款單據以郵寄、電郵或傳真寄回本會。 

 

聯絡我們 

地址： 

將軍澳調景嶺健明邨商場(擴展部份)露天平台 3 室 

電話號碼： 

(852) 23306308 

傳真： 

(852) 27744216 

電郵： 

info@4limbse.org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 9:00 am 至 6:00 pm，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了解更多 

路向網站：https://www.4limb.org/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directionassociation/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direction.association/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user/DirectionAssociation 

 

https://www.4limb.org/support_us/
mailto:info@4limbse.org
https://www.4limb.org/
https://www.facebook.com/directionassociation/
https://www.instagram.com/direction.association/
https://www.youtube.com/user/DirectionAssoc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