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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愛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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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會堂⽂娛廳���
2021年9⽉3-4⽇�晚上8時���
2021年9⽉4⽇�下午3時��

粵語演出

節⽬全⻑約1⼩時30分

Singingholic：
Singingholic為⾮牟利社團註冊團體，成⽴⽬的致⼒推動⻘年藝術
創作，及提供演出平台。本團除參與⾳樂演出及製作之外，亦主⼒創

作⾳樂劇作，把⼈與⼈之間⽣活上的⼀滴⼀點，帶到舞台，與⼤家分

享年⻘⼈對⽣命的體會。

各位觀眾：

為免影響演出者及觀眾，敬請關掉⼿提電話、或其他響鬧及發光裝置。請勿

在演出期間攝影、錄影及錄⾳。演出期間敬請保持安靜，多謝合作。

主辦��������������������化妝�������������������������鳴謝

Singingholic�www.singingholic.com

如果
有一天
我不能再愛你



這是⼀個關於夢的故事，夢境中，無論發⽣的事多不合情理，

卻在我們醒來之前都難以分辨夢境和現實。或許，經歷了這兩

年，再看這個故事時會更有同感，⽣離、死別，荒謬絕倫的事

每天發⽣，你和我曾經都希望過⼀覺醒來後，發現原來⼀切都

只是場惡夢吧？�

Singingholic�創辦⼈之⼀，⽤盡了⼀輩⼦幸運遇上了穎芝，再

幸運地遇上了Singingholic�每⼀位成員，就像主題曲《1000

天》歌詞「誰管⾵景多糟�能擁有著你�已是今⽣最好」，對我來

說，這個絕對是美夢。

������������������������������������������������������������������������������林灌勤

林灌勤  李穎芝

編導的話



曾奪得《輝皇娛樂樂壇偶像選拔賽冠軍》、《9DTV�新秀歌星

⼤決戰亞軍》及多個歌唱奬項；曾參與灌錄歌曲《⼗項全

能》、及⼤碟《UP�AND�COMING》；創作歌曲《1000

天》、《天旋地戀》、《想你想我》；曾參與鮮浪潮最佳創意

短⽚「我愛⼝⽔堅」演出；曾擔任樂隊SPY、喜栢、Farbe主

⾳；曾編寫及導演舞台劇：《死神之約》、《天旋地戀咖啡

店》、《⻤屋搞笑實錄》、《死神之約2之迷途》、《所謂愛

情》、《扭轉我阿公》、《如果有⼀天我不能再愛你》、《弊

傢伙!那年⽼⾖玩⼤咗!》、《下⼀站‧油尖旺》、《真實的距
離》、《天旋地戀咖啡店2018》、《愛情盒⼦》等。

林灌勤 

⾹港浸會⼤學公共⾏政管理學碩⼠，畢業後於⾮牟利團體擔任

⾏政管理⼯作，兒時學習鋼琴及參與合唱團，並隨團赴澳洲及

維也納等地演出；曾編寫及導演舞台劇：《死神之約》、《天

旋地戀咖啡店》、《⻤屋搞笑實錄》、《死神之約2之迷途》、

《所謂愛情》、《扭轉我阿公》、《如果有⼀天我不能再愛

你》、《弊傢伙!那年⽼⾖玩⼤咗!》、《下⼀站‧油尖旺》、
《真實的距離》、《天旋地戀咖啡店2018》、《愛情盒⼦》

等。

李穎芝

Singingholic�創作總監

Singingholic�藝術總監



故事簡介

⼩敏因男朋友突然過世，⼀蹶不振，在Jan的關懷下，重新振作，

並與Jan開展新⽣活，兩⼈更準備婚禮，在⼀切看似是最美好的時

候，⼩敏突然從昏迷中醒過來，⾝邊的⼈與事變得錯亂，到底這是夢

境還是真實？

角色表

嚴楚翹����������������⼩敏�

杜沚諾����������������Jan

李宙熹����������������志⽂

羅頌欣����������������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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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主題曲

每次聽到你呼吸�每次聽到你⼼跳�

眉頭慢慢笑了�不想分開⼀秒�

像相擁⼀世也嫌少�

�

有你不感到傷悲�有你不必怕⽣氣�

沿路⾴⾴有你�⼀千天都是美�

讓我在明⽇�看守你�

�

同⾛過每段路�誰怕⽇後迷途�

從雙⼿找到你�決定同偕共⽼�

誰管天空多⾼�誰管蒼海變⽼�

今天抱著你�已是找得到最好�

餘⽣每個問號�有你伴著迷途�

若果今⽣沒妳�歲⽉⻑年被消耗�

誰管⾵景多糟�攜⼿⼀起變⽼�

能擁有著你�已是今⽣最好�

求可跟你⼀⽣共舞

�

1000天 曲｜詞��林灌勤�



劇中演唱歌曲

1000天�

同⼀秒

阿波羅

癡情司

無忘花

⽣命之花

黑洞

⾵箏

⻑相廝守

(原創主題曲−曲／詞：林灌勤）

(原唱：鄭伊健)��

(原唱：RubberBand)�

(原唱：何韻詩)�

(原唱：林⼆汶)�

(原唱：張繼聰／王菀之)�

(原唱：陳奕迅)�

(原唱：Supper�Moment)�

(原唱：ToNick)�

https://www.kkbox.com/hk/tc/song/kAEIiKr075oXJRNf5RNf50P4-index.html
https://www.kkbox.com/hk/tc/song/kAEIiKr075oXJRNf5RNf50P4-index.html
https://www.kkbox.com/hk/tc/song/kAEIiKr075oXJRNf5RNf50P4-index.html
https://www.kkbox.com/hk/tc/song/iNS00Pk5aSnbwUvDbwUvD0XL-index.html


創作及製作人員

監製│導演│原創劇本�������

舞台監督����������������������

執⾏舞台監督������������������

助理舞台監督��������

�����������������������

前台助理����������

燈光設計����������

⾳響設計�����������

舞台設計����������

造型設計��������������������

⾳樂總監����������

現場樂隊����������

���������������

佈景製作���������

化妝������������

票務������������

海報攝影����������

海報計設����������

林灌勤��李穎芝��

葉志浩

胡洛晴��

林舜旻��林浚鏗��沈芷欣

周樂芝��⿈珮思��劉甜怡��

蘇慧欣��Yuen�Siu�Fung�

⻩展盈��羅泳淋������������������������������

⾼濤

N31L

⽅詠妍(⼩明)

余⼼彥

⿈⼦謙

⿈⼦謙��張俊弘��徐宇廷

勞潔瑜��施鴻怡��馮靖雯

LCM

Akira�Chan�團隊�����������

⻩展盈

⿆曉蕾

Circle�Studio

鳴謝Singinghoilc各成員、沙⽥⼤會堂⼯作⼈員、及所有曾協助是

次演出之⼈⼠。



曾出演各電視台特約演員，例如愛回家、兄弟、踩過界，⼤叔

的愛，Viutv�TV�《造美⼈》參賽者。舞台劇曾出演：荃⻘劇場

《⼈⽣⽩⼿杖》，衝劇團《羅⽣⾨狂想曲》及⾵移劇團《來不

及說愛你》等等。

"讓我在平⾏時空裡找那個屬於我的你�

有你有我�然後有我們"��~⼩敏

IG:�chokiu.ice��

FB:�Ice�Yim�嚴楚翹

嚴楚翹  飾小敏

演員



舞台劇最開⼼嘅地⽅係，可以結識⼀班有共同理想既⼈⼀⿑合

⼒完成⼀件事，⼀⿑經歴，⼀⿑成⻑，⼀⿑笑，除⼯作外，對

於我嘅⼈⽣都加添了⼀啲愉快回憶。

做演員其中⼀個得著，就係可以為⾓⾊練習不同技能，例如今

次，拿起結他，作為結他初哥既我，既緊張⼜興奮。

⾹港藝⼈、電視、舞台劇及廣告演員。曾參與ViuTV第⼀屆

《全⺠造星》及其電視節⽬，包括綜藝節⽬《脫獨⼯程》、電

視劇《黑市》,�Netflix網劇《把砒霜留給⾃已�‒�修橋補路•屍

骸》等。曾拍攝廣告有 �⼤新銀⾏、恆⽣銀⾏、中國移動、

KFC、必勝客、Outback�Steakhouse�等。2021年領銜

主演舞台劇《戀上⼗⼆星座》及學校巡迴話劇《借⽤下⼀世的

男朋友》。

杜沚諾  飾JAN
IG:�Kentoto0207

FB:�杜沚諾�Kento�To

�



李宙熹  飾志文

每天為⽣活拼搏，忘了時間，忘了家⼈，忘了休息......�感激

Singingholic�讓我在⻘春流逝中拾回忘了的某部分。38歲，

仍有夢想。�

幸與導演⼀起⾒證彼此的成⻑，謝謝⼀直對我的信任，讓我發

掘⾃⼰更多的可能性。�

曾參演作品:�

《仲夏夜之夢》-�⾹港話劇團�x�戲劇農莊

《花⽊蘭�穿越神話》⾳樂劇�-�春天實驗劇場

《愛情盒⼦》《所謂愛情》《死神之約�2》《弊傢伙�!那年⽼⾖

玩⼤左》《真實的距離》-�Singingholic

《劇場裏的臥⻁與藏⿓XII�-�迷航》-�新域劇團



疫情下能夠再登上舞台難能可貴，珍惜每⼀次演出的機會，謝

謝Singingholic⼤家庭�讓我每次⾓⾊有新嘗試，挑戰⾃⼰，

尋求突破！�

喜歡登上演員之路，希望在⾃⼰的⼈⽣中感受不同⾝份的⽣活

和體驗！�

⾹港演藝⼈，第⼗七屆國際旅遊⼩姐季軍和最具⾵采⼤奬。

活躍於電影、電視、舞台演出，同時也擔任主持、司儀�和�禮儀

catwalk導師。

曾參與電影《怒⽕》、《⼆次⼈⽣》、《追⿓》、《再⾒

UFO》、《S⾵暴》、《黑⾊喜劇》等。

演出多部電視劇集《⼤叔的愛》、《愛回家之開⼼速遞》、

《⾶⻁潛⿓》、《深宮計2》等。

主持Viutv節⽬《煮餐飯有幾難》及�泰拳節⽬等。�

舞台劇作品有�2015年0923+劇團《L7•復刻回憶》⼩說改編

舞台劇飾⼥主⾓。2017年第⼀創作《那⼀年，我們沒有了廣

東歌》⾳樂劇飾⼥主⾓。2018年拉闊劇團改編⼩說《⼈性遊

戲》《戀上⼗⼆星座》。2020年 �史詩劇《恆河經變》、

2018�Singingholic�⾳樂劇《天旋地轉咖啡廳》重演，與

2019⾳樂劇《真實的距離》重演，《愛情盒⼦》等。�

羅頌欣  飾佩佩
FB:�mydebbielo�

IG/weibo/youtube�:�debbielo709



⿈嘉謙  飾阿超

舞台既熟悉⼜陌⽣的感覺,�以往看了很多舞台劇,�但無緣參與,�今

次參與了阿超這個⾓⾊，反差很⼤也與以往拍電視劇很不同,�⾓

⾊表達了現代男⼈對婚姻的態度和感覺,�希望⼤家鍾意和欣賞。

⿈嘉謙Him.W�2006�年從美國回流⾹港，從電⼦⼯程師⾛進了

model和演藝界,�近年從⻄廚導師到建⽴⾃⼰⾷品供應商公司

供應集團⾷肆餐廳。

作品有HKTV�導⽕新聞線電視版,�驚異世紀,�三⾯形醫等,�廣告

有 �Cartier,�Hugo�Boss,�周⼤福 ,�Galaxy�Hotel,�Sony,

etc



⿆兆恒  飾毛毛
IG:�John_168CMak

FB:�John�Mak�⿆兆恒

�

�

本⾝係海洋公園有做開演員，但從未真真正正出演過劇團的演

出，今次係第⼀次，好感恩認識到⼤家同有這次的經歷。

希望⼤家喜歡呢套劇！⽐下意⾒我^^

⾹港舞者、演員。

曾參與ViuTv《全⺠造星II》《造美⼈》等等節⽬。劇集《太平

紋⾝店》《⼤叔的愛》等。



楊紫婷

多謝Singingholic俾呢個機會我，終於做正劇啦！多謝嚟⽀持

⾹港舞台劇嘅你哋！多謝我⾃⼰！我個名好普通，但希望你記

得我，我係好細粒嗰粒李穎欣。

曾參演東華三院⻘年⾃製話劇《我們的拉闊》《我的拉闊我的

歌》、澳⾨戲劇農莊《勁爆劇場⼤⽐拼Theatresports》

（三屆）、演駅�《⼋時半殺⼈專案》《後魔王時代的勇者》

《三鏡》、HKSTG�《The�Merchant�of�Venice�威尼斯

商⼈》、⼀舊飯團《⼥⽣獨腳戲》

李穎欣

李穎欣  飾細孖



楊紫婷  飾大孖

細妹，你估下啲觀眾會唔會感動到喊啊啦？

好緊張啊好緊張啊好緊張啊！！！

現為⾹港浸會⼤學電影學院�創意電影製作⾼級⽂憑⼆年級⽣，

主修表演技巧。

演出包括好戲量�-�⾳樂劇場《駒歌2018》、誇啦啦藝術集匯�-

形體劇場《亂世梟雄》、蛋炸饅頭劇場�-�⾳樂劇《DSE奪夢追

星》、隨⼼學藝術治療中⼼�-�選擇劇場《最佳選友》、《同守

無欺》、《友毒關係》、動戲·童迷⾹港藝術計劃�-�#我們的系列

×凝動劇場×⾹港兆基創意書院�|《混亂與秩序的距離》、

TheatresportsTM⼗週年劇《拾光⾥》、崇基劇社週年演出

《我約了她放學⾒》等。

⾹港兆基創意書院舊⽣，校內演出包括：劇玩社�-《遷化流》、

《時空間》、中五表演藝術科畢業演出�-《作為隱喻和意象的世

界》、中六畢業演出�-�《記憶·觸跡》。

IG：oliyzt_fafa

�

�



謝燊培  飾小敏爸爸
每⼀個演出，我都決定要分享⼀件和

家⼈相處的趣事。

以下是第2件想分享的事，是和爸爸

相處的事。

有⼀天星期六，是學⽣賣旗的⽇⼦，

正和爸⼀起前往地鐵站，我們前⽅，

有⼀位⼥學⽣向途⼈籌款。

以下是我和爸爸之間發⽣的交流：

爸向我蹙眉數下，我單邊眉上蹙、另

⼀邊下蹙(疑惑)，接著爸步速提⾼，
⾛向賣旗的⼥學⽣。買旗後，爸如常步向地鐵站，前⾏幾步，爸確

保不在⼥學⽣視線範圍內後，轉⾝向我再次蹙眉數下，並把步速減

慢。我⼀邊向前⾏，⼀邊雙眼放⼤望向爸爸，同時保持原有步速，

⾛向⼥學⽣，並捐款買旗，全程⾯無表情，及後我⾛到爸⾝旁，兩

⼈四⽬交投，同時我爸第三次向我蹙眉數下，並露出猥瑣笑容，我

沒回應便把視線轉向前⽅，接著我也露出猥瑣笑容。

以下是加⼊了我們兩⼈實際想表達意思的版本：

爸(蹙眉數下)：「啊仔睇嘢！」

仔(疑惑)：「WHAT？！」

爸買旗，並向我回望。

爸(再次蹙眉數下)：「條囡好_正！」

我(雙眼放⼤)：「你痴_線㗎！」

接著我也步向⼥學⽣並捐款買旗，及後，爸爸和我四⽬交投。

爸(第三次蹙眉數下+猥瑣笑容)：「喺咪真喺好_正呢！」

我(強裝⾃然)：「…」

我(內⼼暗爽+猥瑣笑容)：「真喺幾_正A_A！」



歐陽文彬  飾醫生

先後畢業於英國倫敦⼤學英皇書院(榮譽學⼠)、英國法律⼤學、北

京清華⼤學及⾹港⼤學(公共管理碩⼠)。畢業後曾為電視新聞資訊

⼯作者及在⾹港電影發展基⾦⼯作並參與過多套⾹港資助電影。今

次得Singingholic劇團賞識參加第⼀次舞台劇。現感謝每⼀位

Singingholic劇團前輩悉⼼指導,�亦感謝在場⽀持的觀眾。

現為證婚律師、婚禮統籌師、司儀及報章專欄作家。



⿈逸鑑  

   飾迷の速遞員

Hello!�我係yellow,今年是2021年，我參與Singingholic這個團

體已經六年了，�看著這個團體不斷進步，不斷有新⼈加⼊，亦有舊

⼈離去，其實⼼裡有⼀種說不出的感覺，這種感覺係有⼀種想放棄

演出，乖乖地回去⼯作，但⼼裡⼜有⼀種莫名其妙的不捨得。但是

諗深⼀層明明⾃⼰從來沒有付出過任何時間去學習過做戲，為何會

這麼不捨得。最近我找到答案了，我不捨得的是Singingholic每次

有劇公演時，都會有⼀班不求回報，只係為了想做好每⼀次演出，

繼⽽不斷排練的演員，樂⼿和幕後的⼯作⼈員，�他們帶給我⼀種，

不能不認真演出的氛圍。這種氛圍就是令我不捨得這個劇團的其中

⼀個原因。⽽仲有⼀個原因，就是兩位導演Kan同穎芝。我好多謝

兩位導演，這麼多年來，俾那麼多機會⼀個，從來沒有學過做戲，

⼜唔係靚仔，仲要係肥仔的我，咁多演出機會，如果冇他們兩⼈，

我可以好肯定我⼀世都冇可能上台演出。⽽這就是Singingholic最

吸引我的原因，我好愛呢個劇團。

最後好多謝你們買票⼊場⽀持我們。



⾳樂總監｜鍵琴⼿

⿈子謙

現場樂隊
About�myself

-�Professional�procrastinator

-�Social�media�stalker

-�拉麵關注組組員

-�儲⽔式熱⽔爐資深⽤家

-�Lancaster�V�show�⻑⻘樹

-�唉之@derpface727

To�audience:

今次⾳樂部份加⼊了很多新的想法，您們喜歡的那

些，⼤概都是來⾃music�team的他們和⾳部的

N31L；不喜歡的，應該都係我衰啦唔好意思囉。

Shout�out�to�my�music�team�-�The�best

team�I've�had�the�pleasure�to�work�with.

Will�always�be�grateful�for�that.

⼩提琴⼿｜歌⼿

張俊弘

在Singingholic，看到⼤家⼀直嘗試把新的主

意，新的元素放進劇裏， �⾃⼰也會想要跟著進

步。所以今次的編曲裏，⼩提琴的部份也會跟着鋼

琴及結他重新編寫,為了更配合劇中的情節，希望

能讓⼤家更投⼊。

於Plymouth�University�畢業，主修⾳樂，曾擔

任 管 弦 樂 團 獨 奏 ， Musical� theatre� pit

musician,� 閒 時 也 會 上 載 ⼀ 些 ⼩ 製 作 到

YouTube�「ライダゴRaidago」，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找看啊。



結他⼿

徐宇廷

在⼤學時期，都曾經參與⾳樂劇的music�team，

⼀直掛念團隊上上下下⼀同努⼒的時間，今次榮幸

可以參與Singingholic的團隊成為結他⼿，為話

劇送上⾳樂。

感謝團隊的付出，更加感謝在場⽀持的觀眾。

歌⼿(代表第⼀時空⼩敏的聲⾳）

勞潔瑜

喜歡唱歌。⾃⼩在合唱團唱soprano，⼤學畢業

後想學流⾏曲，⽤Google�search找到了Kan和

穎芝（歌唱⽼師，但原來搞劇團）…誤打誤撞的⼊

了Singingholic這個⼤家庭，認識了很多熱愛舞

台的⼈，亦慢慢嘗試成為舞台的⼀分⼦。除了唱

歌，也有演戲。請多多指教！



歌⼿(代表第⼆時空⼩敏的聲⾳）

施鴻怡

⼀抬頭⼀抬⼿⼀張⼝⼀發聲，感恩可以喺

singingholic唱出每⼀個故事，⾳樂舞台劇最有

魅⼒應該係可以望住演員詮釋感情再轉換到歌曲上

Member� of� AMX� Accapella,� 曾 參 演

《Rubberband-Ciao》，《ChillClub頒獎典

禮》及各⼤演出。



高濤

燈光設計

作為⾹港劇場⾃由⼯作者已有8年，曾為⾳樂劇、舞蹈⽐賽、話

劇等制作舞台效果。曾參與的舞台制作有《天虹戰隊

2019》、《Gecko-Institute�2019》、《Come�Out!�形

體�·�卡巴萊�2019�》、《You�can�do�It!�》、《嬉春酒店

2014》等

舞台設計

方詠妍 （小明）

拼命無恙





X

永不失聯的愛

Singingholic 舞台劇

2022年1⽉26-27⽇

⾹港⼤會堂劇院



化妝團隊



特別鳴謝

IG：muah_daily

FB：妹豬⽇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