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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P.3-8 人物專訪  

 

「 
戲 
裡 
。 
劇 
外 

」 
P.9 事工回顧 

P.10 號外 

P.10 夢。見證 

 

傳夢者言。之二。 
 

本來想一年出版三次的刊物，變成一年一次。幾慘！ 

問題在哪裡？ 

時間？  去年工作的確多，但不是藉口，絕對可以 make time。 

錢？      天父有很多……當然預算都已預備啦。 

人才？   我們有很多有心的義工，幫忙做訪問、編輯……但一位去了台灣升學， 

    另一位暫時在南非做交換生。不過我們有全時間同工，也不能推搪。 

軟硬件？電腦雖然不是最先進的型號，顧問設計師又為我們找到免費軟件， 

                都不是問題…… 

心態？ 沒計劃嗎？不認真嗎？沒有夢嗎？又不是。 

 

就是「未能完成」。That’s it. 有時好難解釋！ 

 

但為甚麼又繼續出版？ 

因為有夢。 

 

是錯失好，是疏忽好，是懶惰好— 

承認失敗，重整旗鼓，可以再生！ 

因為有夢！ 

 

沒有停止的學生自殺事件； 

令人無奈的＜十年＞社會預言； 

路有凍死骨 vs 離地的信徒； 

不少對基督徒反感的現象— 

—成為我們的夢魘，卻也成為我們決心築夢的燃料。 

 

在這世代，怎樣傳福音？怎樣作見證？ 

留意：是「怎樣」傳福音和見證，不是「做不做」傳福音和見證。 

馬太福音 28 章 18 至 20 節。 

自稱「真．青年人／真．基督徒」的話— 

—您可以繼續對「傳福音」「見唔到見唔到／扮晒唔知」嗎？ 

TEXT / PHOTO: 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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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物 專 訪 

TEXT: KIMBERLY 

PHOTO: (由受訪者提供) 

戲裡  ‧  劇外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人，一定要有夢想。 

人生，就像一場舞台劇。 

能把夢想活演成一場精彩舞台劇，上台前的辛酸就只有同路者才明白。 

導演許樹寧、演員胡智健，在追夢的前奏遇上，共同經歷戲裡挑戰，彼此成為戰友。 

面對劇外的信仰衝擊，他們更彼此守望，一起學習依靠上帝。 

究竟兩個屬於基督的人怎麼在複雜的戲劇界裡活出基督徒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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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力
不
懈
的
失
敗
者 

許
樹
寧
導
演  

： 

別人說基督徒很刻板、與時代脫節， 

在樹寧卻身上看到有基督的生命很活潑。 

他之所以成為別人出色的導演， 

只因生命中有神作他人生的導演。 

 

許樹寧導演(樹寧)，他滿有活力、對生命有抱負、有夢想。在戲劇界縱橫接近

30 年，初入行時一心想做演員，演出兩個業餘的公開舞台劇後才發現自己不

是個做演員的好材料，反而因為想將腦海中的構思活化在舞台上，所以對導

演、編劇工作更有興趣。於是樹寧開始拍攝電視廣告，其後拍攝多部電影、

記錄片等，更發展舞台劇，包括：著名舞台劇《亞伯拉罕的眼淚》、近期電

影作品《奇緣灰姑娘》，現擔任「樹寧 ‧ 現在式單位」藝術總監。貴為導演，

樹寧不但沒有架子，更是為人謙和，做事率直認真、敢作敢為、“有嗰句講

果句”。在戲劇訓練中，常常都會看到他皺起眉沉思，讓人感覺他做事一絲

不苟。 

入行戲劇 帶職宣教 

面對著八十年代轟動的政治事件，樹寧更是一名有態度有行動的基督徒。當

時初入戲劇界的他在行內小有名氣，靠拍攝電視廣告儲經驗、儲人力物力，是事

業的”博殺”期。筆者問「為何選擇入行戲劇界?」樹寧回答「我認識到上帝創

造的世界很奇妙、吸引。人到老年回顧一生，每天都是固定的早晚工作，很刻板。

相反，創作、製作拍攝能每次嶄新，讓我留下有意義的東西在世上，可到老回憶。」 

但眼見政治事件為社會帶來衝擊從而顯出許多不公義，讓人失去盼望。於

是，他毅然暫別戲劇界，要為福音獻上自己。他報讀兩年短期宣教課程，成為本

地短期宣教士。完成課程後，重返戲劇界帶職事奉。筆者問「為何選擇重返戲劇

界? 」他說「我看見戲劇圈內很複雜，很需要福音。我希望用電影和戲劇去事奉

神，透過製作去表達信仰訊息，彷彿寫一篇講章，滲入正確價值觀和正能量，還

有栽培和牧養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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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角色 

       被問到導演在片場是什麼角色時，樹

寧說「沒錯，在片場內導演的確老大，但

絕不能做個離地 CEO。」導演的工作不是

個負責指指點點的頭目，而是處理、連結

整個故事脈絡，帶領整個劇組走對的方

向。包括: 如何把劇本的文字化作畫面、設

計角色、安排演員企台位及走位、燈光設

計、怎樣轉佈景板等，目的要讓劇演得流

暢。他對自己成為片場大老感到很滿足，    

因為片場內所有人都以導演馬首是瞻，能

控制片場上下氣氛。 

信仰衝擊 事業低潮 

但作為基督徒，他坦言在片場活出見

證很難，信仰衝擊更是多不勝數。眾多試

探中，最常遇到又很受衝擊的是選擇片

種。樹寧談及作片場老大不代表能決定所

有事情，更多時候是看投資者的臉。 

「電影不竟是商業活動，別人投資是希望

有回報，所以常被要求迎合市場口味。為了

能賺錢，有時候什麼類型的電影都讓你

拍。」三級片、粗糙、倫理不良等電影題材

都廣受觀眾喜歡，但每當遇上這些片種時，

樹寧都選擇拒絕，只接正面的劇本。他說

「希望藉此作見證，讓人看到自己是基督

徒，會為信仰和真理有堅持、有底線。」這

樣的堅持令他被封上”揀戲拍”的名。然而，

正面的劇本難免有人認為沈悶、”冇綽頭”，

即使遇上好劇本也很少人願意投資，所以

令自己的收入不穩定。曾經在一段沒有電

影可以拍的低潮日子，好友拿劇本和資金

找他拍鬼片，他即時拒絕，結果被罵「不識

時務！沒有飯開都仲揀戲拍！」但他心裡

卻很平安。「在這圈內，什麼都來自選擇，

我選擇敬畏耶和華！這份堅持來自堅信神

一直都在，神一直的帶領讓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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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 人生下半場 

除了作導演，樹寧哥在年青人眼中亦是一位大哥

哥。有機會服侍教會青年團契，他很感恩。「我愛拍

電影和戲劇，亦愛年青人，有幸傳福音給他們、影響

他們、牧養他們，是我的福氣。」曾被他牧養的年青

人，如今有些已成為教會青年事奉者。 

另外，樹寧關顧一些前路迷茫的年青人，讓他們於

劇社工作、建立自信。在他栽培下，有的成為舞台工

作者，有的後來更創業。「這是神給我服侍年青人的

渠道，用信仰教導正確價值觀、尋找人生方向、發掘

恩賜等都很重要。」 

說到人生下半場，樹寧微笑道「時間唔多了，當然

想為神做很多！」除了繼續做青少年牧養工作，他會

繼續製作電影和舞台劇。「不只是把福音傳遞，更想

用電影繪畫出基督徒的價值觀。聖經是很值得欣賞的

文學，我希望用畫面把文字中的情緒繪畫出來，讓讀

者有更深明白和領受。」其次，他要為宣教士拍下紀

錄片，讓更多人認識宣教，更立志要集成在不同宣教

士紀錄片，編織成現代使徒行傳。 

樹寧敬畏神的心、信心成為他持守和等待的動

力，又成為他事業上的祝福。 

沒有電影拍的時候，他專心發展自己創立的劇

社「樹寧 現在式單位」。其間，演員-胡智健

(Rico)加入成為劇場教育主任，兩人拍擋開辦戲劇

訓練課程及製作舞台劇。2006 年，由樹寧執導、

Rico 主演的另類舞台劇《亞伯拉罕的眼淚》憑製

作手法新鮮一舉成名。其後，他又通過不同渠道

拍攝多部福音電影和勵志電影。另一方面，樹寧

與不同的基督教機構合作開拍電影，又為宣教士

拍下紀錄片。事業步入佳境，樹寧除了感恩還是

感恩「可能我是個努力不懈的失敗者，但人生要

明白一樣絕對真理：不論成功與否，成就從不在

人手中，當神要你揚名，就能揚名。」 



 

6  

胡
智
健  

： 

        

做
個
「
實
淨
」
基
督
徒 

無縫路口 1 業餘變專職 

自小便對戲劇充滿興趣，縱使長大後從事玩具設計，Rico

亦加入坊間劇團邊演邊學，以業餘方式繼續演戲夢。雖然麵包、

夢想兩者兼得，但休息時間就這樣偷走了。 

五年過去，Rico 對戲劇興趣有增無減，身體卻因過度疲憊

開始變差，而本來平穩的事業遇上金融風暴衝擊，一夜間要好

的同事都被辭去。看著不穩定的現象接踵而來，讓 Rico 明白「世

上沒東西可以靠一世」。經過禱告、讀經，他決心辭去玩具設

計工作，專心追求成為專業演員，他身邊很多人都驚訝這樣的

決定，但 Rico 內心仍充滿平安與信心。 

成為全職演員初期，他斷續接演一些舞台劇，勉強維持生

活，大家都不看好他。一次觀劇的機遇，Rico 遇上執導的的許

樹寧。交談過後便 Rico 被邀請進入樹寧剛成立的劇團，也是現

在於戲劇界十分有名的「樹寧．現在式單位」。當時劇團只有

他們二人，Rico 身為劇場教育主任及駐團演員，除了負責劇團

的所有教育項目，亦參演不少舞台劇，讓他儲備了戲劇教學經

驗及演戲經驗。 

無縫路口 2 老師變學生 

        轉眼間，七年又過。戲團的教育工作讓他安穩，培養學生

令他有滿足感。但在與學生練戲時，他驚覺，演技脫節、身體

TEXT: CLAUDIA 

PHOTO: KIMBERLY, (由受訪者提供) 

「一路上帝都帶領，所以徬徨的時間不多， 

一切都奇蹟般安排好」 

 

縱使人生路途上有很多分岔路口，每次轉角卻交接無縫，恩典

滿載。Rico 的經歷絕對可以用「奇蹟」來形容，有人說「興趣

不能當飯食」，但在他身上我彷彿看到奇蹟。因他的專業正正

是由興趣開始。 

Rico 胡智健是演員、導演及戲劇導師，在第六屆香港小劇場獲

得優秀男演員獎項，現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任教表演藝術。曾

經七年擔任「樹寧 ‧ 現在式單位」劇場教育主任。每次接觸他

都感受到他那特別的氣質，沒錯就是「仙氣」!可能是來自他那

一頭銀白髮，但更多是來自他淡定的心境與堅定的信心。Rico

中學便跟哥哥返教會，但對信仰一直都混混沌沌，直到一次他

在夏令會中真正”遇見神”後便開始與神同行的生命。  

    人 物 專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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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靈活「原來在自己退步」。上帝用環境讓 Rico 心意更新

變化，不論是為了戲劇教育的質素，或為了進深戲劇研究，

他決定重新上路。以自由表演者身分參演幾部舞台劇後，

Rico 到 英 國 哈 德 斯 菲 爾 德 大 學 修 讀 碩 士 〝Ensemble 

Physical Theatre〞課程。英國讀戲劇時，Rico 才發現自己

一直以來把戲劇的重點都放錯了。「一個表演者擁有最大的

武器非演技，而是身體。我一直以為是我喜歡演，所以能演，

其實是身體在演。若非上帝給我這個有感情的身體，我什麼

也不能演。」 

無縫路口 3 或演或教 夫婦同路 

「兜兜轉轉，又能繼續做戲劇教育，一定是上帝的祝

福。」上帝既幽默又照顧 Rico 和他太太，完成英國戲劇學

位後，他倆相繼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任教，主教科目是表演

藝術和設計藝術。談到與太太做同事，Rico 說不是第一次。

他倆在劇團認識，因戲劇和信仰讓他們走在一起。訪問中，

Rico 常無意間提及太太，一句說話讓任何人都覺得他們夫

妻甜蜜。「這條路上，恩師、伯樂有好幾個，  願意支持我，

陪我渡過每一個關口的，只有太太和上帝。」上帝一直在中

間，讓他們學習愛。「我若沒有太太，做什麼都無意思。」 

 

作為老師 

「你會如何幫助學生認識自己，面對自己的缺點?」筆者問。 

「我相信每個人都是神的傑作」Rico 希望幫助他們認識並接受

自己，懂得運用自己的潛能。「其實當人發現自己不足或比別人差

時，要知道這不是問題，而是特徵。這些特徵會讓我做某些角色或

事情更容易、合適有效。」可見 Rico 重視並尊重每一位學生，著意

讓他們不只在課堂上學到知識，還要建立並認識自我。 

         在學校，Rico 又有什麼異象呢? Rico 用肯定的聲線回答「同學

覺得信耶穌是『老套』及多規範，的確很多人是如此表現。而我和

太太致力在學校用行動做一個『實淨』、清楚的基督徒，與上述完

全不同。」「有很多學生喜歡我們，甚至有些已經是我的徒弟，但

他們完全想不到我們是基督徒，因為我們與他們一向對基督徒的印

象很不一樣。希望可以由自己的學生開始，用生命帶同學信主。」

Rico 與青宣同學上課 

7 

也許是因為他們有這種洞見及決心，才可以在這所被世界價

值觀深深影響的世代，以生命見證來讓學生放下對主耶穌的

誤會，重新認識真神!  

戲劇與信仰 

筆者問「你認為戲劇與信仰之間有什麼關係?」「戲劇是

反思過去及遠觀未來，然後用藝術的方法表達。我認為創作過

程是一種享受，表演是一種分享和溝通」Rico 正色地答道「在

外國，戲劇訓練是必修科，用戲劇能幫助學生自我發現，認識

自己。以前，我沒有刻意把信仰放進戲劇，但每次對戲都要面

對人性的內心，看到真實的自己，而本來自我發現也是信仰裡

重要的一環。」回想踏進戲劇圈子，上帝一直運用演戲來領著

Rico 發現自己，發展自己的人性，不論是恩賜或內心曾存在

的醜陋，每當看到不堪的自己，都慨然神愛罪人的偉大。在

Rico 眼中，信仰本與戲劇同行，當我們連自己也未能深入了

解，又怎麼懂得完全發揮神為我們設計的身心靈呢？「香港從

以前開始便推崇〝學以致用〞， 要能用出來才是好。所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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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透過樹寧和 Rico 的生命見證、追夢傳奇中，相信讀者們都找到上帝無處不在的恩手。對於筆者來說，他們不單是受訪

者，更是熟悉的青宣特約講師。除了訪問時佩服他們對信仰的堅守、言談間的默契，透過活動教學更體會兩位講師對戲劇的

熱忱、對上帝的信、望、對學生的愛，成為他們的學生讓筆者感到無比祝福，  

課堂上的 Rico Sir 很有吸引力，他善長運用身體來表達自己，亦強調「上帝所創造的身體和情緒是讓我們控制它，不是它來

操縱我們。」 -Kimberly。 

「聖經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文學，不是泠冰冰的文字，乃是有血有肉的故事。」樹寧曾於課堂上強調基督徒看聖經要看進字裡

去，體會當時的感受。-Claudia。 

對方眼中的自己 

        被問到「對方是個怎樣的人？」、

「你們之間的關係是？」，他們的回應

裡充滿著對對方的感謝。 

「我們是戰友！他是我的兄弟。」「當

然是拍擋，是不會特別相約，但十分明

白、支持對方的那種。」 

不是賓主 而是戰友 

「作為一個演員，Rico 很有感染

力，又熱愛戲劇。作為朋友，他是個有

情的人。」樹寧很感激 Rico 當初願意

加入「樹寧 現在式單位」，更說從未

把 Rico 看成員工，而是戰友。執導舞

台劇初期，樹寧形容他們常常要〝拍住

上〞去打扙，一起面對許多舞台上的第

一次，彼此鼓勵、支持。然而，面對戲

劇圈裡的萬變，他們是一對好禱伴， 

一起經歷了很多次禱告的能力。 

       還記得第一次在藝術節演出舞台劇 

〝海闊天空〞，在排練時樹寧感到壓力

很大。演出前一天，舞台上幾乎所有拉

線都未預備好，樹寧緊張得流下男兒

淚。那時，Rico 二話不說把他拉到一

邊，說「我們一起禱告吧，讓力量從神

來。」「我好珍惜 Rico 這個知心友，

他是最明白的戲劇心路歷程的人。」 

共患難 共貧窮 

「樹寧為人很爽快又幽默，看人的

質地很準，願意大膽嘗試，不論在劇場

或是劇團他都懂得用人唯材。」對於

Rico 來說，樹寧是他的伯樂。Rico 形

容在「樹寧 現在式單位」的七年，    

成為他戲劇老師路上的基礎。因為沒有 

樹寧的信任和自由度，他就沒有發揮 

空間。 

然而，他們的信任是因患難而生。

剛入劇團時，他們到處教授演戲也接演

舞台劇，也是樹寧電影業低潮時，工作

的收入不多，有時候甚至不夠維生。

Rico 想起一件事便笑起上來「記得一

次跟樹寧工作後想去食晚飯，那天很

冷，想吃羊腩煲暖暖身。大家掏掏褲袋

沒錢便去櫃員機拿錢。誰不知一看發現

戶口的錢不夠，拿不到！另一個試試，

也是這樣！最後要過帳到另一個帳戶湊

一湊才能拿錢。大家就叫了一個羊腩

煲，一枝啤酒，就這樣用完了所有

錢！」 

遇見 

相信看完前面對樹寧、Rico 的人物訪問後，讀者應該有同一個好奇： 

一個是導演，一個是演員，中間的互動是… 

TEXT: KIMBERLY 

PHOTO: (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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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工 回 顧 

復宣上水區遍傳  

2015 復活青傳門徒訓練(復宣)  

《關懷我城》  
2015 暑期青傳門徒訓練(暑宣) 

為了切合不同佈道需要， 

去年有新突破把暑宣分成三部分 

暑宣 Part One 《全面裝備》  

暑宣Part Two《進入人群》  

Part Three《台青交流》  

第一屆及第二屆青宣結業禮 

話劇佈道小隊 

青傳「生命猜情尋-encore 音樂佈道會」 

音樂佈道團 

宗旨與異象:「音樂與佈道並重，真正接觸人去傳福音」 

青傳佈道團(重點佈道): 

尖沙咀您心鎖想怖道 

(高雄弟兄姊妹來港佈道) 

與足球體育事工合作年宵佈道 9 

TEXT: KIMBERLY 

PHOTO: 青傳行動組 Come on !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這是什麼世界？亂世？縱然不斷出現天災、ISIS、政治、戰爭，末日時鐘到數最後 3 分鐘，你對這個世界還有盼望嗎？    

這是天父世界，基督徒有永恆盼望…那其他人呢？親人？朋友？社會上原本已被忽略的群體？也許他們都未信 耶穌。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徒 4:12 上)何解未信？讓聖經親自回答你「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

呢？」(羅 10:14) 

         過去一年，一群有心有力的青年在復活節和暑假其間參加了短宣中心的青傳門徒訓練(簡稱:復宣/暑宣)，透過不同佈道平台

及佈道課程將福音傳到不同群體當中，近至本地社區，遠至赴洋到台灣！完成短期訓練後更加入青傳行動組，與一群志同道合

的同路人繼續燃燒佈道心！當中還有兩組按恩賜發展的功能小隊，分別是音樂佈道團及話劇佈道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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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    外 
TEXT: Claudia  

PHOTO: 青傳行動組 

Y.E.S-D! 暑期青傳門徒訓練 2016  

「Kairos 把握時機: 胸懷普世‧本地開始」6 月 12-24 日(12days) 

全新本地佈道訓練體驗，集 理論‧體驗‧實習 於一身，掌握神的普世宣教異象，以行動回應使命! 

*完成課程者可獲Kairos及「您心鎖想」證書 

** 以上活動及課程詳細內容或報名表格請掃瞄 QR code 下載附件，** 

** 查詢請電：區祈恩姊妹 3575 5959 或 李欣融姊妹 3575 5962 ** 

第六屆台灣國宣大會 暨 台灣遍傳 8 月 12-21 日(10days) 

五年一度 ‧ 5 天台灣各區及 2 天台北遍傳! 歡迎教會組隊參與! 

5 天台灣各區遍傳安排:青年將會被分派到台北孤兒院服侍或與高雄教會合作佈道 

*可選擇參與全營(全 10 天:12-21/8)或半營(後 5 天:17-21/8)* 

青年實習宣教士              九月入學，現正招生! !              

針對一班有心志宣教的年青信徒度身訂造，專注訓練他們向青少年佈道， 

成為教會的青少年事工領袖，甚至全時間委身的事奉者！ 

課程特色: 半年及三個月全時間課程  ，    對象: 18-25 歲 

課程重點內容: 1)靈性培育  2)真理與技巧學習  3)佈道實踐,牧關領會技巧  4)機構實習 

*本課程榮獲第 11 屆基督精兵「事工創意及拓展」獎 

10 

年輕是築夢的燃料 

我有一個夢想，為主癲狂。  -Kimberly 

每次都來得及時，

多次透過經文提醒

及鼓勵我「耶和華

對我說，你不要說

我是年幼的，因為

我差遣你到誰那裡

去，你都要去……

我今日立你在列邦

列國之上，為要施

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

植。」(耶利米書 1:7-10)短短的兩年間，我

從事奉中更深地認識天父的愛與應許。 

 

幼年負扼原是好。 

因我們所信的天父， 

若呼召你，衪必負責。 

         上星期與一班大學同學 Gathering，

有人去完 Working holiday，有人儲錢準

wedding，有人投資網購......傾傾下，大家

不禁嘆氣「時間過得好快，咁就 3 年

啦！」回想在天空工作是我的夢想，畢業

後報考空姐通過了面試，但最終放棄了。

許多人問「點解臨門一腳都要放棄？」因

為我看見最好的福份，更明白到我是為福

音而生。今天我仍然追夢，追什麼？追求

作神的僕人。 

講到尾，放棄做空姐，報讀青宣甚至

成為青年同工，全因為從神而來的呼召和

應許。「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沒有不

在今世得百倍的……」(可 10:29-30) 很多

人質疑我的選擇，覺得我在拚博時期放棄

好工作，偏去吃苦頭，很傻。但走到這一

步我從沒後悔過，因為每走一步，恩典夠

用，天父一直伴隨。 

老實說，事奉的道路絕不容易。特別是知

道自己不單是打一份工，而是服侍神，所以

更不能馬虎。在眾多事奉中，最讓我感挑戰

性的，莫過於成為青宣的小導師。由學生轉

變成小導師，    我一度未能拿捏自己的身

份。作為青年同工，我的事奉經驗很年幼; 作

為小導師，我只比學生們多大兩年，更沒說

服力。 

加上，事奉上出現許多新嘗試，例: 編

輯、出版、佈道訓練策劃等…這些都不是我的

強項。縱使竭力去做，也會有做錯、大意的

時候，情緒中出現無力、無助，還懷疑自己

是否適合這個事奉崗位。懷疑自己的能力？

會。懷疑神的能力？不會。天父的愛和力量

夢 。 見 證 
TEXT / PHOTO: KIMB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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