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者舞台仲夏日」綜藝表演
暨 2013-14 年《有能者．聘之約章》
及共融機構嘉許計劃頒獎典禮
日期︰
時間︰
地點︰

2014 年 9 月 6 日（星期六）
下午 3 時至 5 時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三樓匯星表演場館

播映日期及時間：
播映頻道：

2014 年 9 月 13 日（星期六）晚上 7 時正
港台電視 31、無綫電視翡翠台

（一） 前言︰
一沙一世界。看似微不足道的沙粒，卻沒有兩顆是相同的。在陽光下，各自
都能發放耀眼的光芒。「能者舞台仲夏日」綜藝表演將以陽光沙灘為背景，參與
演出的有多位本地及國際展能藝術家、著名演藝人、歌手、音樂人和舞者，讓殘
疾人士與一眾嘉賓在同一天空下分享盛夏的熱情和動感，實踐聯合國《殘疾人權
利公約》的平等共融精神。
沙粒很多特性都和殘疾人士的相似：專注、堅毅、細緻、緊密、適應能力強。
看似柔弱無力，卻能消弭海浪的衝力、黏合禦風的長堤。用心觀察，就會發現每
顆沙都有彌足珍貴的地方。只要讓他們找到合適的位置，就可以盡展所長。
「能者舞台仲夏日」是一個以舞台劇為主軸的綜藝表演，劇中角色大多是真
實的殘疾人士，劇情都是取材自他們的親身經歷，讓他們演出自己最真實的故事。
當中還會加插多位香港歌手和國際展能藝術家的共融演出，並有配合劇情的殘疾
人士就業真實個案短片，藉以推廣《有能者‧聘之約章》的精神。演出前將舉行
《有能者‧聘之約章》及共融機構嘉許計劃頒獎典禮，表揚積極參與的機構。
（二） 節目流程表：
頒獎典禮

由兩位司儀介紹《有能者‧聘之約章》及是次活動的意義，並歡迎各位來賓。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 GBS, JP 致辭，並頒發「共融機構標誌」予參
與《約章》計劃的機構代表，包括 –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黃鴻超先生, JP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先生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吳清煥副會長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周振強副會長兼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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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宣佈 2013-14 年《有能者‧聘之約章》及共融機構嘉許計劃獲獎名單，機
構分三批上台領獎：
(1)「同心共融機構獎」頒獎嘉賓

推廣手語工作小組召集人陳肖齡女士, BBS

無障礙小組委員會主席陳錦元先生, MH

康復服務公眾教育小組委員會主席梁昌明先生, MH

副廣播處長戴健文先生
(2)「優秀共融機構獎」頒獎嘉賓

香港復康聯會主席張健輝先生, MH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女士, JP
(3)「至尊共融機構獎」壓軸頒獎嘉賓

就業小組委員會主席溫麗友女士, BBS, JP

康復諮詢委員會主席許宗盛先生, S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 GBS, JP
台上嘉賓與「至尊共融機構獎」得獎者合照留念。
開幕儀式

主禮嘉賓主持「聚沙成塔」開幕儀式，寓意愈來愈多機構支持《有能者‧聘
之約章》，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主禮嘉賓: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 G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贛蘭女士, JP

康復諮詢委員會主席許宗盛先生, SBS, JP

康復諮詢委員會就業小組委員會主席溫麗友女士, BBS, JP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先生

香港復康聯會主席張健輝先生, MH

副廣播處長戴健文先生

序幕

1. 司儀介紹表演內容；
2. 衞蘭及 The Wild Zappers 勁歌熱舞，為故事拉開序幕。

舞台劇開始 由本地及國際展能藝術家，聯同知名演藝人、歌手、音樂人和舞者同台演出，
其中加插殘疾人士就業的真實個案短片，讓參與僱主機構和僱員分享促進殘
疾人士就業的經驗。
舞台劇結束 壓軸歌手張敬軒出場帶出高潮與眾舞台劇演出者合演結局。
尾聲

1. 司儀總結活動，並邀請演出者、表演單位、主禮嘉賓、重要嘉賓等上台。
2. 播放主題曲《門常開》，將平等機會的信息繼續宣揚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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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舞台劇大綱︰
一間沙灘上的咖啡店，承載著一個個不平凡的小故事。
咖啡店主小嵐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輕度智障的阿溏。阿溏雖然天生殘
疾，但生活卻十分充實，平時除了上班，工餘更喜歡鑽研泡咖啡和吹小號。小嵐
發現阿溏雖然智力或許比不上一般人，但做事卻十分專注，泡起咖啡來甚至比自
己更好。
阿溏認識了孤獨地在沙灘畫畫、聽障的 Apple，二人相識相知，互相鼓勵。
咖啡店常客還有雖然視障但事事樂觀的 Comma，和因為行動不便而十分自卑的
Philip 和他的伴侶 Olivia，大家在這小小的平台上互相交換生命的小故事。
阿溏獲邀到外國交流表演小號，但對他呵護備至的母親反對他成行，母子關
係頓現危機。忽然又傳來咖啡店不敵貴租可能結業的消息，大家對這個傷健共融
的平台依依不捨……
（四）劇中主要人物介紹：
A.

店主小嵐（著名演員周秀娜飾演）
小嵐積極樂觀面對人生，在沙灘開一家咖啡店，享受生活，關心有需要的人。

B.

店員阿溏（輕度智障及自閉症人士）
阿溏樂天開朗，經常面帶笑容。他熱愛生活、好奇心強，積極利用工餘時間
進修不同事物。阿溏喜歡和人溝通，表演慾強，學習小號已考獲五級。
該角色將由馮健溏飾演。他今年 24 歲，患有輕度智障及自閉症。他認為生
活中最重要的四個元素是工作、娛樂、進修及休息；而家人及朋友則是他生
命中不可缺少的部份。僱主非常支持阿溏善用閒暇，充實自己，在輪更表編
排上充份配合。在家人和僱主的支持下，阿溏在人生的兩個重要範疇 - 工
作和生活，均取得平衡發展。

C.

店員阿溏的母親（著名演員謝月美飾演）
本身是事業型女性，照顧智障的兒子無微不至，要訓練他成為有教養的斯文
人。一心保護兒子，不想他受傷而拒絕讓他長大。

D.

顧客 Olivia 及 Philip（輪椅使用者）
兩人感情十分要好。Philip 性格敏感內向，因找不到工作而意志消沉。
Olivia 則對生活充滿希望，不斷鼓勵 Philip 積極面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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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角色由鍾少琼和黃和洲兩位輪椅舞舞者飾演。他們分別患有類風濕關
節炎和小兒麻痹症，二人合作超過五年，在學習舞蹈過程當中絕不輕鬆，卻
從未言棄，曾參與多個演出及海外比賽，屢獲殊榮。當中包括「台灣大眾盃」
雙輪椅標準舞及拉丁舞冠軍；更曾赴俄羅斯與歐洲選手互相觀摩，並獲得雙
輪椅標準舞三項亞軍，更與其他隊友勇奪集體舞冠軍。
E.

顧客 Apple（聽障人士）
Apple 文靜害羞，膽小怕事，雖然懂得透過讀唇與人溝通，但自信不足，
和陌生人相處就會十分依賴手語翻譯。她喜歡透過繪畫表達內心世界，畫功
不俗，亦希望向設計這個方向發展。她自幼熱愛芭蕾舞，曾接受過訓練，但
因聽不到拍子而被迫放棄，成為她生命中的一個遺憾。
角色由年輕展能藝術家唐詠然飾演。她一歲時證實患上先天性聽障，自
少喜歡繪畫，中學畢業後繼續朝著興趣發展，修讀由英國工商教育委員會開
辦的設計學英國高級國家文憑基礎課程（三年制），進修時裝設計、平面設
計及室內建築等科目。今年更推出首本個人繪本《無聲天使的微笑》，藉著
繪本與讀者分享她的創作和心路歷程，令社會大眾對不同能力的人士多一點
了解，促進社會共融。

F.

芭蕾舞舞者（聽障人士）
芭蕾舞舞者由任旨祈飾演，她是劇中角色 Apple 熱愛芭蕾舞的心情投
射。
旨祈樂天積極，自小學習舞蹈、音樂及繪畫。她尤其喜愛舞蹈，學習芭
蕾舞超過 15 年，現在也有接觸不同類型的舞蹈。藝術讓聽障的旨祈找到自
己的才能、方向、目標及學懂堅持的態度，並把握每一個演出的機會。她在
2011 年成為「香港精神學生大使」，更於 2013 年考獲英國皇家舞蹈學院專
業等級考試 5 級證書，她亦在第 42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中獲得銅獎。

G.

顧客 Comma（視障人士）
Comma 擁有高學歷，本來 IT 事業正上軌道，但因患病漸失去視力，繼
而失去工作。但生性樂觀的他轉移研究其他興趣，繼續開心過活。他在咖啡
店遇到意志消沉的 Philip，多番鼓勵令 Philip 再次奮發。
角色由視障人士陳衍泓飾演，他是黑暗劇場導師，亦是共融劇團「小島
傳奇」的主席，有豐富的舞台表演經驗。

H.

默劇表演者（聽障人士）
默劇表演者將負責在佈景轉換時表演，以表達劇中角色的心情（例如：
拒絕、嘲笑、保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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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位聽障的舞台工作者黃偉強、吳志偉、吳軒汝飾演。為首的黃偉強
早於 1990 年代加入香港聾劇團及無言天地、無聲模式、你好劇社、Theatre
Noir 及香港展能藝術會。曾參與多個劇作包括《瘋狂都市》
、
《鬆綁快，好世
界》
、
《默•樂•趣》
、
《藝之樂喺聾福開 SHOW》及手語音樂劇《無耳兔的自畫
像》等。黃偉強的精湛手語演繹使他獲得「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主辦第六屆
手語才藝展繽紛決賽──手語綜藝組」冠軍。
（五） 海外展能藝術家：
A.

The Wild Zappers（聽障）
來自美國的 The Wild Zappers，是由聽障人士組成的舞蹈組合。他們把
美國手語、音樂及舞蹈結合，向聽障及健聽社會推廣手語及聾人文化以教育、
鼓勵並促進聽障人士參與娛樂、休閒和體育活動。The Wild Zappers 在 1989
年成立，由藝術總監 Fred Michael Beam 帶領。The Wild Zappers 經常到世
界各地表演，亦會聯同其他表演團體共同演出。
The Wild Zappers 將與本地著名女歌手衞蘭在開場時勁歌熱舞，帶動全
場熱鬧歡樂的氣氛。

B.

蝦米人聲樂團（視障）
台灣合唱音樂中心成立多年來，不斷推動台灣 A Cappella 無伴奏人聲重
唱的表演藝術。在 2007 年，在流行爵士藝術總監朱元雷老師指導下，組成
A Cappella 合唱團「蝦米人聲樂團」，成員是一群熱愛歌唱的視障朋友。他
們曾被邀請到各地表演，亦與國際團隊同台演出，希望藉著他們動人的歌聲，
令大家對人生充滿無限的希望與愛。
九名「蝦米人聲樂團」成員在節目中將打扮成 Apple 的守護天使獻唱歌
曲，並與本地樂團 C All Star 合唱「天梯」一曲。

C.

Yongsit Yongkamol（視障人士）
來自泰國的視障色士風演奏家 Yongsit Yongkamol，今年 25 歲。雙目失
明的他憑著雙耳和記憶學習音樂，能演奏包括鋼琴、豎琴、單簧管等多種樂
器，而薩克斯管更是他的拿手好戲。他自 14 歲開始學習色士風，高中畢業
後在泰國國立瑪希隆大學音樂學院攻讀色士風演奏的學士學位課程。他曾參
與不同管樂團作獨奏和合奏表演，2012 年更獲頒第 28 屆國際展能藝術會
「國
際青年獨奏家」獎項，並在美國華盛頓的約翰‧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演出，
備受讚賞。Yongsit Yongkamol 將與本地著名歌手蘇永康合作表演歌曲。

5

D.

李喜芽（四指鋼琴家）
韓國四指鋼琴家李喜芽小姐，七歲開始學鋼琴，曾獲韓國全國學生音樂
比賽第一名、韓國全國殘疾人藝術演奏第一名及各種音樂演奏大獎，還得到
前總統金大中頒贈突破身體障礙獎。在過去，她受邀到香港、日本、美國、
德國和英國多個國家表演及參與慈善音樂會，希望將音樂化作正能量，鼓勵
人們要勇敢活下去。
李喜芽將與本地女歌手吳雨霏同台演出，並伴以鍾少琼和黃和洲的雙人
輪椅舞。

（六）殘疾人士就業真實個案短片：
A.

人盡其才──香港迪士尼樂園渡假區（智障人士）
迪士尼特別為明愛的殘疾人士職業訓練中心提供酒店工作的相關資料
和傢具，並在明愛設立與酒店一樣的模擬工作環境，以及列明工作內容，讓
學員在正式上任前已熟習環境（即「崗位導向訓練」）。

B.

堅持做喜愛的事，自力更新 ── 鄧肇中（聽障人士）
鄧肇中即使戴上助聽器也只有三、四成聽力，但他從來沒有自暴自棄。
自小父母不讓他接觸手語，他就暗中學習，終於不用「靠估」，亦向父母展
示了學手語不但沒有令他的說話能力退步，反而增強了他與人溝通的信心和
能力。
阿中不想依賴家人生活，獨立自強、按自己的興趣發展事業是他的目標。
他一邊當兼職攝影師，一邊替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負責攝影手語教
材，更擔任「龍耳」主席，致力推動手語，協助聽障人士就業。他相信堅持
自己的興趣，服務自己的社群，就是最理想的工作。

C.

無障礙工作環境──賴凱詠（肢體傷殘人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積極為所聘用的肢體傷殘員工提供無障礙工作空間，
包括特別在員工入職前量度通道，確保員工的輪椅能夠通過，亦為員工度身
訂造高身的工作桌子和重新調教衞生間的扶手。

D.

友善工作環境──英文老師游偉樂（視障人士）
游偉樂（Billy）兩歲起患視覺神經萎縮，小學時讀心光學校，中學升讀
主流名校，再躋身港大教育學院修讀英文教育，畢業後卻難找全職教席。一
年前終於獲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校長賞識，受聘為全職英文老師，並得到
師生愛戴，可以一展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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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藝術通達︰提供現場即時手語翻譯、視形傳譯、口述影像和點字場刊等，
務求配合不同人士的需要，讓所有人皆有平等參與這次活動的機會。
（二）提供機會︰邀請殘疾人士參與協助節目製作，讓不同能力的人在不同崗位
各展作長，貫徹《有能者‧聘之約章》的理念。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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