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絕色》演唱會由2018年開始進行，其實打從一開始籌備時我已決定了這次是我最後一次大型巡迴
表演，所以上至整個項目下至每一處細節都要做到最盡，去到最「絕」，要達到極致的境界，是跟過
往做《莫后年代》和《看看》的出發點都很不一樣的表演。我曾經將很多瘋狂的意念帶到舞台上了，
由第一次踏足紅館就在台上沐浴更衣、極限性感等等等等…能夠想像到的，歷年來我們都盡可能找機
會、找方法實現。反而今次更想把這些非常具個人特色、很是屬於「莫文蔚」的深刻場面昇華：既要
保留經典的元素，但又不想重施故技，故此更要思考如何在以往表演的基礎上蛻變，突破框架，把表
演推到極限。是次演唱會的舞台忙碌非常，因為我實在有太多東西想要呈現給大家。

《絕色》巡迴演唱會完了我其中一個夢，就是在西藏拉薩舉行演唱會。許多年前我已經到訪過西藏拍
電影、拍寫真集。我一到埗就覺得這真是一處夢幻之地：伸手可及的天空，充滿靈感的空氣，當時我
跟自己說，真希望有朝一日能站在這片高原、這個「世界的屋頂」上演唱；能在最頂尖的舞台上表演
自己的音樂，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舞台對於一個表演者來說就是全部、一切，能站在這片最接近
天空、這麼偉大的舞台上表演，實在是意義非凡。要克服西藏高原環境是困難重重的，由搭建舞台、
到工作人員的健康狀況，不只要看真實情況，還很講運氣…最後排除萬難能完成任務，還要打破世界
紀錄，我和團隊的滿足感和快樂非筆墨所能形容，是一場「創舉」。

表演是我從小到大的熱情和志向，每次演出定必全情投入，表演確實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大部分。結
婚以後，丈夫也成為了我人生中重要的部分。結婚已經十年，想深一層，對他真的不太公平…這十年
來我都可能在潛意識裡把工作放到首位，而且巡迴演唱一旦開始，足有兩年時間貢獻了給工作，我們
都唯有盡力擠出僅有的時間見面，他要飛到這個城市找我，我也要飛到那個城市找他…其實是無法長
此下去的。到了現時這個階段，我已經以巡迴演唱方式工作了十幾年，是時候要轉變了，想要調整、
平衡生活，將重心放回丈夫、放回家庭、甚至放回自己身上，不需再將全部時間和精力奉獻給工作，
也要關顧一下自己。

我是個非常重視團隊精神的人，我非常享受與同一班人為同一個目標奮鬥，過程中絕對有賴互相扶持，
給予力量大家。我也是個專一又長情的人，當中的「情」，是「情與義」的「情」。譬如我從第一場紅
館表演開始就沒有換過排舞師，導演、統籌、業務、幕後等絕大部份同事也是同一人，合作了很多年，
這點觀眾可能不甚了解。當然很大程度是由於人夾人，而這麼多年來我們已經建立了一種默契，一種甚
至不需言語就能意會對方的默契，很多事情都順理成章就完成了，這種合拍是找也找不來的，他們是我
至為珍貴的夥伴。念舊的我會把別人對我的恩惠一世記心頭。2018年《絕色》巡迴演唱會主題是「
足球」，就是想表達「我們是一隊人」的團隊精神，演出又多在戶外足球場進行，而且足球這項運動
恰巧跟音樂一樣，能憑狂熱喜樂把不同的人湊在一起，超越語言和種族限制，到了香港這幾場，由於
上年在音樂上獲得「大滿貫」的成績，就把主題換成了「網球」，也是為了表達運動和音樂都能為人
帶來喜悅的威力。

雖然這種舉辦大型演唱會的表演方式暫時告一段落，但我要說明並不是「封咪」，相反感覺現在的我
更享受更高層次的歌唱，我的表演不會就此止步。現今科技進步，表演不再囿於搭台實體表演，而是
有更多更無窮盡的可能，我又喜歡嘗試新事物，大家可能在不久將來看到虛擬化的莫文蔚呢！這次演出
不是道別，而是一個慶典；我認為一些事情做夠做到了，就要俐落走出舒適區，作下一個大膽嘗試，我
十分期待展開新的一章。有始也有終，我第一個演出在香港舉行，最後一次也回到香港，中間困難
重重，此刻能夠完成我真心認為是命定的，而整個團隊也為此拼命、盡力，去盡佢！我一定要感激多
年來始終守候我的香港歌迷，長情的他們一直不離不棄，這麼多年來我跑來跑去說實話沒有多少時間
留在香港，他們卻越愛我越深！為此我十分感動，你們的愛成就了莫文蔚，你們的支持就是推動力！
這次演出也是為了答謝他們。每一次上台表演，我都全力以赴，無論台上觀眾是否認識莫文蔚，都讓
他們覺得我的表演精彩，娛樂性十足！加上香港觀眾也有段時間沒見過我，我相信與觀眾再次會面一
定會又開心又驚喜！我時常認為做創作，尤其是做音樂，就是在建立一道橋樑去接觸不同的人，打破
語言、文化和種族的限制，讓大家走在一起。

莫文蔚，You did a great job! 我這樣跟自己說。Love what you do, do what you love. 在未來的
日子，我將繼續做我喜愛的事情，做到最好！

出品人: 莫文蔚 Karen Mok



出品人: 陳國威 Andrew Chan

2009年至今我已經認識Karen 12年，當時我在唱片公司負責的是大中華地區數位業務發展，主要負
責協助Karen將她的音樂帶給更多聼眾。之前的巡演可以說我只是一名觀眾，並沒有參與演出計劃，
但見證了《莫后年代》從比較劇院式的演出，到《看看》的大型巡演，後者更能表現Karen的個人才
藝。到《絕色》演唱會我才真的開始參與，由最初的概念構思，到製作管理，再到世界各地演出，我
都有幸參與其中。Karen也明言《絕色》演唱會比起她過往的演出規模都更為龐大，需要更周詳的計
劃，但大家一早已就巡迴演出作好準備。相信對Karen和我來說，完成《絕色》巡演絕對是我們人生
中最重大的項目之一。

《絕色》巡迴演唱會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是要面對許多突如其來的狀況，尤其在戶外演出場地，不可
預測的天氣和狀態令每一場演出都變得毫不簡單。還記得上一輪最後一場昆明站演出，臨完場前突然
刮起大風雨，兼且氣溫驟降，我十分擔心Karen和同事的安全，幸好最後也順利完成。一班已經相處
了很久，一同努力拼搏的團隊，兩年以來差不多每個週末都會聚頭，早已成爲一家人，忽爾發現原來
下星期就不會見面了，完成昆明站後大家都感覺特別難捨難離。

一直以來Karen都想把《絕色》完美落幕在自己的家 - 香港，相隔十六年後再次踏上紅館舞台是一件
非常具意義的事。對我和我的團隊來說，這也是第一次參與製作她在香港舉行的演出項目，當中包含
的更是一份等待與期望。我也十分感恩上年有緣收到《呼吸有害》這首歌，讓大家重新聽到Karen的
廣東歌，更給予她絕對的肯定，這正巧紓解了我擔憂疫情下業務和票房的壓力。《呼吸有害》令
Karen在香港完成了大滿貫，給了《絕色》香港站最夢幻的登場時刻。我感激整個團隊，在艱難時間
砥礪完成工作，希望他們也享受其中，而無論將來的世界還會變得多困難，只要我們聚在一起，互相
照應，就能達成使命。Karen與我同齡，多年的相處下她就是我的家人，肝膽相照的兄弟，我們時常
在想人生的下一章到底會是怎樣的呢？她曾告訴我要是她沒有成為歌手，可能她就會走上音樂劇演員
之路，或者有一日我們能在音樂劇的舞台上再與她見面。



數數手指《絕色》演唱會如果算上香港站的話也做了48場了，而我也已經跟Karen合作快八年了。
我第一次是2013年在《莫后年代》演唱會做財務預算的，到2015年的《看看》演唱會才真正開始
從頭到尾全面性的完成一個大型巡迴演唱會計劃。然後2018年直到今天，還是同一個團隊，同一班
老面孔，同一個大家庭，在做《絕色》演唱會。就是這樣的淵源，然後積累下來，是為緣分。

跟Karen工作，毫無疑問可以把一個人的潛能給激發出來的。壓力會化成動力，每個工作上的任務就
是讓同事發揮的機會。Karen非常聰明也很講道理；與其說我們跟一個藝人合作，不如說我們是在跟
一家企業的CEO工作，而且是一個非常出色的CEO。你沒有辦法糊弄她，所有東西都清清楚楚，她
是很可靠的工作夥伴。可是我並沒有因為做了很久而覺得累，當初投身這個行業是因為興趣，而只
要有熱情就會有力量。比方說《絕色》做了48場，我也聽了這些歌48次，卻每次都仍會有新驚喜，
絕不感厭，卻都感動。合作的時間越長，投入越深，團隊也慢慢建立起來，關係更加是密不可分。
《絕色》這個巡迴演唱會實在要仗賴各個部門通力合作才能夠走起來，不只藝人，還有幕前幕後、行
銷管理，都是同等重要的，一個Tour能成功是大家的榮耀。最特別是我們整個團隊跟Karen都有深厚
的默契，一個眼神、一個表情，或是一個動作，我們就知道下一步該怎走，有問題該怎麼解決。

回想過去的點點滴滴，實在難忘跟Karen一起完成了許多的「第一次」，是挑戰也是成就。演唱會
踏足許多不同國家，第一次有華人於意大利及西班牙舉行演唱會，第一次去拉薩辦大型戶外演唱會
還拿下了健力氏世界紀錄…反正當Karen想做一些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去沒有人去過的城市，
我們就排除萬難去努力完成。我記得每一道難關，就好比要把機械從平地慢慢地運上高原般，逐點
逐點做起來。在拉薩那一場大家要邊克服高原反應，邊專業演出，樂隊的腳旁都放著氧氣筒呢！只
有一個人憑藉堅強的意志，從頭到尾都保持專注，全力跳唱，那就是Karen。最後我們也安全順利
地做到做好了，當初根本無法想像完成時的感動。

我知道Karen從很早以前就想要回到香港去演出，一直在等待天時地利人和，尤其她也說了《絕色》
可能是她最後的大型演出，我們也很想跟她一起完成這個願望。規劃經年，場地又改又延，團隊一
度想是不是沒機會了？但我們還是想要試一試。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努力還有老天的安排，終於可
以回來她心心念念的紅館，這也是我深受Karen啟發，要堅持不懈的精神體現。可以和Karen合作，
和這個團隊合作，完成這個計劃實在是福氣。認識Karen的人都知她是個很重情義的人，也是一個
停不下來的人，《絕色》演唱會香港站只是個暫時的句號，我會繼續期待，期待著Karen在將來無
限的可能。

製作統籌: 王堅鴻 Philip Wang 



每一次籌備演唱會，整個構想和其中創意都是Karen自己一手包辦的，她非常清晰知道自己想要在舞台
上呈現什麼，她對表演也很有個人想法，這麼多年來我只是從舞台技術上配合和實現她天馬行空的想
法，提出不同方案，將不可能變成可能。譬如單是讓一條裙在台上飄逸，看似簡單自然，但其實也充
滿了精密的計算和設計，加上反覆測試，才能控制裙擺隨風舞動又不掩蓋Karen的臉：每一個細節都是
團隊盡心工作的體現。

2018年第一次與Karen作戶外演出，演出前一晚突然傾盆大雨，我們只能把演出匆匆綵排一次而沒測
試舞台機械運行，對製作團隊來說等於沒做溫習，但綵排後的檢討會上Karen並沒有責備任何人，明白
天有不測風雲。當時的我只能對Karen許下諾言：我會為你確保演出精彩。整場演出沒有任何休息位，
從頭一直表演到尾，項目一個接一個。開場十分順利，就像為團隊打了強心針，士氣大振，最後闖過
一關又一關，直至完成精彩絕倫的演出，有如奇蹟一樣。

《絕色》演唱會的團隊，有1/3人由2009年開始合作，有2/3人於2013年加入，這麼多自由身的舞台
工作者，在至少9年裡都仍聚在一起，實在是不容易。團隊裡許多工作人員都把一年內的日程預先保留
給Karen的演唱會，每次有新的場次他們就二話不說答應幫忙。他們這樣一來是尊重團隊精神，但更重
要的是他們都喜歡回到這個「家」中，喜歡這個團隊。我們與同事相處的時間有時還比與真的家人相
處的時間要多…有時演出與演出之間只是相隔三星期，再次聚頭也感覺彷如隔世。我們每個部門無分前
台、後台，無分工種，都打成一片，玩的時候盡興，工作的時候盡力。
我和Karen合作已經超過十年，有幸可以這麼長時間和同一個藝人一起拼勁是絕不簡單的事，她需要絕
對的信任工作夥伴，兩者才可相輔相成，讓每一場演出盡善盡美。我也非常感激團隊，他們每一位都
不辭勞苦，始終作為工作中的中流砥柱，撐起每場演出。當然我也會感覺不捨，但我更關心Karen的感
受。每次演出她的丈夫也有到場支持，然後他每次都說笑問我討回他的妻子。這讓我更為感觸，看著
Karen這麼多年來努力奮鬥，應該是時候喘息一下，去享受屬於自己的人生和快樂。Karen和團隊這麼
多年的付出，我無言感激，這實在是我人生裡一個最大的感恩。

導演: 張淑儀 Alice Cheung



和Karen的合作可以說是超越了單純的舞蹈編排，我們非常著重演出的故事性和畫面。與其他演唱
會不同，Karen會先與我溝通整個演唱會想要訴說的故事、意念以及起承轉合，每一首歌和主題都
環環相扣，不單純追求與旋律和節奏契合、但求搶眼的肢體動作，而是非常重視如何以營造一個合
適的畫面去訴說其中的故事。這可以說是增加了舞蹈創作的難度，但同時又擴大了團隊創作的想像
力，用心構思得出來的成果也是獨一無二的。譬如有一場我們先作了鐵扇公主的故事架構，再想像
舞蹈員都是牛魔王，然後著手塑造一個個立體的角色，每一個段落、每個表演者都在飾演一個角色，
舉手投足都有其特別意思，並且配合音樂、服裝、舞台等元素，讓觀眾入信，走進《絕色》的魔幻世
界。

這麼多場演出，當然遇過不了困難和挑戰，可是每一次步上舞台，我們就是舞者，就算身處空氣稀
薄的拉薩，或是零下溫度的室外舞台，我們都以長久訓練而來的專業精神，在身心安全和盡力演出
中取個微妙的平衡，每一次完成演出以後都極具滿足感。我最記得《絕色》巡迴演唱會有一場戶外
演出，甫開始忽然刮起狂風暴雨，威力堪比香港的三號風球，站在台上視力模糊，我們無可避免地逐
個捽倒，卻又屢次站起，堅持跳下去，而團隊也堅持完成演出，是非常深刻感動的經歷。巡迴演出時
工作夥伴就是家人。《絕色》團隊最特別是部門與部門份外熟絡，演唱會中不同崗位的同事，就連
老闆，也會在慶功宴等場合打成一片，這是最能說明我們團隊感情深厚的例子了。

我第一個個人擔當舞蹈總監的項目就是Karen 2000年時在港舉行的第一個紅館演唱會，眨下眼便合
作了二十一年，當天的我年少稚氣，然後時至今天仍然能和Karen一起拼搏，我實在非常感激，她
一路走來，始終信任。接下來不管在哪個範疇，我都衷心祝願各位工作夥伴，以及Karen，繼續發
光發亮，並且一定要身體健康。

舞蹈總監: 蔡龍偉 Chris Choi



如果要我形容《絕色》演唱會中的音樂編排，那就是「精彩」！Karen實在有太多金曲，我們需花很
多心思去串連這麼多出色的作品，每一個細節都認真思忖和編排。Karen清楚知道自己的意念，以及
歌迷的喜好，由演唱流程、段數、音調、歌曲穿插，Karen的腦內都有很清晰的構思。
十多年前我曾參與Karen的兩次巡迴演出，我間中也有參與《絕色》演唱會的巡迴演出，到後期才
算真的正式加入團隊。回想再很多前與Karen一起製作大碟，譬如會以一個故事串連整隻大碟的十首
歌曲，Karen的演唱會跟大碟一樣也由一個故事貫穿整個演出，起承轉合，如像生命一樣的旅程。
80，90年代外國已經流行概念大碟的製作方法，那時我跟Karen說，這次我們也要訴說一個故事！
我到現在也深深感受到Karen每次的創作也在訴說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這麼多年來她的意念貫穿所
有創作，到今次《絕色》演唱會更為明顯。我非常欣賞Karen這種貫徹到底的創作精神，從一而終，
實在沒有幾個歌手可以這樣一直堅持。她重視演出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轉折位，每一個畫面，每
一套服裝，每一首歌…因為她始終忠於意念，想要呈現她心中的故事。與其說是流行音樂會，她的
演出更像一齣完整的電影。當我們了解到Karen的心思，就知道該往哪裡去了，全力配合她去完成
完整的概念。

Karen是個傳奇。她的成就不只體現於音樂，在電影以及其他領域她也非常出色。在這個年頭，還
有這麼一位巨星，實在是難能可貴。一位香港巨星再次回到香港的舞台演出，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這麼多年來，Karen的努力付出都是為了回饋她的歌迷，她是個非常感恩的人，她做的每一樣事情都
希望能讓大家快樂，以及道謝，為此我非常感動。《絕色》演唱會紀念了我三十五年的演出，也紀
念了Karen的一切美好。這不是一個終結，我深信Karen在不久將來又會為各位帶來更刺激、更極致
的驚喜，再創另一個高峰。我為莫文蔚感到驕傲。

音樂總監 / 鍵盤: Terry Chan



替Karen設計服飾，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概念就是「超級美艷」。我參考Karen過往表演我服飾，發現
她實在很配閃閃發光以及性感的風格，加上今次演唱會的網球主題，我便決定要設計一個十分華麗
美艷、在網球場上跳躍的運動員形象，以網球網元素、Polo襯衫、運動短裙外加長裙擺，想像
Karen演出時和觀眾互動就像球員在球賽時躍動過網，顯現充足的舞台感。

Karen非常了解自己的需要和喜好，但同時非常信任她的設計師。有些藝人較追求完全實行自己的
構想，Karen則會細問和聆聽設計師的意見，並大膽採納包容，與她合作實是愉快。加上Karen的獨
特魅力，本來已經很漂亮的衣服，經Karen的演譯後甚至把設計提昇到另一個層次，我實在十分榮
幸能有這麼一個完美的「衣架」去展示這些設計成果。

上一次和Karen合作是為她在母親生日的慈善拍賣以及出席金馬獎設計造型。我沒有親身到台灣，
但從電視以及報導裡看到Karen走上頒獎台的樣子，著實驚為天人，比我想像的原來的模樣更要漂
亮百倍。對於能和Karen在香港三場《絕色》演唱會裡合作，我由衷的感激，以及萬幸能讓Karen在
壓軸表演裡穿上我的作品。我知道Karen這次的表演一定一如既往的完美和為觀眾帶來驚喜，十分
期待親眼再見證Karen在台上發放光芒的一刻！

藝人服裝設計: Barney Cheng



今次演唱會設計服裝概念，最緊要係夠"絕"- 從演唱會每一個部分，每一首歌,甚至乎一句歌詞裏面
挖掘最有個性的元素融入服裝上面，Karen 是非常有想法的。 跟她一同構思和執行時， 是“鬥智又
鬥力”，最重要是你要打開心跟她溝通 ，一起腦震盪， 整個創作過程就會變得非常好玩！

記得跟Karen的第一次 的合作是2016年， 有廣告亦有演唱會服裝設計。（ 唔係為讚而讚） 她是一
個無論在音樂上及其他工作上是非常非常嚴謹 而且不斷要求有突破的人。 所以我哋每次團隊都認認
真真唔敢鬆懈。今次當然更加唔例外。但係今次多咗一樣嘢- 感覺到大家多咗一份'唔捨得' ( 至少我
自己團隊啦) 等我哋籌嘅演唱會嘅時候 fitting嘅時候，已經多咗好多攝影師拍低所有回憶喇...

要講到最深刻嘅回憶，當然係大家唔知道嘅造型上 behind the scene。 
本身opening係由頭閃到尾嘅闊太look，一定會睇到觀眾wawa聲。最後因為大家宜家見到嘅方案
係最適合Karen，所以cancel咗閃爆闊太Look，(坦白講又估唔到Karen係handle到閃爆全場闊太
嘅風格) 而家唯有張相留返畀我哋團隊自己j。

一個字"絕" Karen太絕情啦(講笑)而家能夠睇到喺舞台上有壓台感，有魅力嘅天后買少見少。 Karen 
可唔可以繼續開? 

有咩嘢要同Karen講? 
喺某一年嘅新年飯局，我記得佢同我講過- Love what you do， do what you love。Karen，係咁
多年裏面，憑你嘅努力、熱情，已經為你贏咗好多名譽同埋地位。但係我知道，係音樂上你一定會
繼續有好多新嘢玩，盡情玩啦~

藝人服裝設計: Kay Kwok



Karen給予我很大的工作自由度，我知悉是次演出的歌單後，想像一下大概的感覺，就開始動手創
作了。除了參考其他場次《絕色》演唱會的服裝，我盡可能在新創作裡保留自己的作品特色，並在
要展現Karen個性的大前題下創作。有一天我在花園裡看到一隻青紅色的大蝴蝶，牠的翅膀異常美
麗，且與別的蝴蝶不同，我就想不如以此作為創作靈感。這實在不是一般人可以應付得來的艷麗，
但是我有信心Karen絕對可以駕馭。

製作蝴蝶裙子不是易事：我最初想以亞加力塑膠生成蝴蝶翅膀，以表達其通透輕盈的感覺，但在各
方考量之後，最後試出以新式繡花機結合幻彩紗、雪紡以及六角網三種不同物料來製作蝴蝶翅膀，
這真的是一條十分具實驗性質的裙子。
我最深印象的是Karen的投入、親和力以及對新事物的包容度。她為了研究和制訂演出用的服飾，
會親身到許多時裝店試身和做資料搜集；我以往比較常以不同品牌的時裝給Karen作造型設計，這
次演唱會的合作和相處更讓我發現Karen隨和的一面，她也非常歡迎工作人員提出新意念，然後大
膽嘗試。

演唱會是一門需要平衡各方人物，譬給藝人、導演、監製、各個部門的意見的事業，但這次《絕色》
演唱會香港站工作團隊的合拍實在是匪夷所思，各方面都配合得非常順利和完美。在此我祝福Karen
將來繼續幸福快樂，無論在舞台還是家中，我也準備好隨時為你設計最美麗的服裝。

藝人服裝設計: Kev Yiu



藝人化妝: 陳孟君 Ling Chan

亞洲彩妝大師ZING入室弟子，在其
化妝學校担任導師，以生動有趣的教
學方法及其對化妝的熱愛，多年來深
受學生及客戶的愛戴，亦成為香港著
名化妝師。

她的化妝作品在香港許多主流雜誌上
廣為流傳。

除了與時裝和化妝品品牌合作，她也
與不少名人明星合作無間。

她做過無數雜誌社論，平面廣告和化
妝品活動。

藝人髮型: 鄭健豪 Carr Cheng

尋找到他的終生目標職業，這就是美
髮行業。他十分享受這個職業, 至今已
從事髮型造型工作超過30年。

他多年來參與不同的髮型創作工作，包
括與名人明星及潮流指標人物合作，參
與的工作包括：CD唱片封套、廣告、
專訪特輯、時裝表演、髮型表演、音樂
節目、演唱會、電影、髮型教育和美髮
大使等工作。

從而也被邀請到世界各地 參與美髮設
計的工作, 就此成為了本港的著名髮型
師。

藝人髮型助理: 謝國俊 Louis Tse

藝人化妝助理: 何詠琳 Ho Wing Lam



行政主任:  葉潤珊 Rose Ip (露絲)
2009年加入「莫家寶貝工作室」，主要為
「莫后」處理「幕後」的工作。

藝人統籌: 陳振宜 Joey Chen
2008年起成為「莫家寶貝工作室」一份子，多年來跟隨
Karen在世界各地工作，足跡走遍天下；亦有幸得到
Karen賞識，推出兩首詞作，包括國語歌曲「親愛的：」
及廣東歌曲「原來…甚麼都有可能」。

策劃統籌: 陳靄雯 Zoe Chan
入行年期: 2011

製作統籌: 杜信慧 To Shun Wei Helen
永遠保持對製作的初心

宣傳統籌: 趙加行 Dorcas Chiu

宣傳統籌/製作助理: 馮樂賢 Lewis Fung
入行年期:2015



視像導演: Wallace

慢慢喜歡你
慢慢的回憶
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因為慢慢是個最好的原因

感激不離不棄

現場影像執行：陳綽媛 Sharon Chan
畢業於諾丁漢特倫特大學
入行年期: 2018
 

舞台設計: Howard Hui @ HOWS Creation
入行年期:  1997

工程製作統籌: 林木喜 Lam Muk Hay
入行年期: 於1989年入行至現在

幕後花絮拍攝：
Ace’ Delusion Studio在2018年成立至今，曾參與不同
演唱會、大型展覽活動、電視節目、廣告短片及 MV 製
作當中，擔當不同如製作崗位，如導演、創作、拍攝、剪
接、後期製作等等。



動畫設計A組: 桀鋒影像創意 JF Creative -- 詹維峰 Jacky Jan / 黃慶樟 Ching

自1993年6月至今共經歷了27年的攝影、製作、音樂經驗。

影像//是我說話的方式....
把要表達的呈現出來，是我的最愛，也是我的專業。
做影像工作已24年的時間...無法形容對影像的熱愛...所以就把往後的人生都獻給它
最直接了。

學校學攝影，畢業當平面攝影助理，動態攝影助理，到攝影師。一路到現在當導
演...也算是對影像從一而終的專情吧!

動畫設計C組:  YAMANYAMO CO. LTD -- Wy Chan

由陳偉武( MO CHAN ) 及陳偉文( WY CHAN ) 二人於2 0 1 0 年成立, 是一所映像
風格強烈的創意工作室，創作範籌包括電視廣告, 網路短片, MV 及 FASHION 
VIDEO 等。

憑網路短片《說不出的甜蜜》受到英國設計權威雜誌 Creative Review 報導，亦
在 2011 年奪得香港金帆廣告大獎影片金獎、導演金獎，Highest Ranking( Film 
& Radio ) 大獎以及 2011 年亞太廣告節 Adfest 的網路短片銅獎等殊榮。
2018  年憑執導M V － 魏如萱《雪女》入圍第29 屆金曲獎最佳音樂錄影帶獎。

動畫設計B組: 實力影像設計 Silly Creative Studio-- 楊秀敏 Sabrina Yang



燈光及音響提供: 藝能工程

舞台煙火效果: 奇幻異俠

樂器提供: 通利琴行 通利工程  Backline Store 

舞台工程: 菱藝廣告製作有限公司

視訊工程: In Technical Production Limited

雷射工程: Mega Laser (Asia) Limited



鍵盤: Edward Chan

音樂電腦編程/打擊樂: 盧子聰 Joey (JLo)
入行年期: 1993年

鼓手: Melchior Sarreal
入行年期: 1989

吉他: 許德治 Tige Hui 
入行年期: 2001

吉他:  黎俊浩（英語：Ariel Lai），香港流行音樂製
作人，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音樂系，2015年入行。
現為EMP團隊成員，主要從事作曲、編曲、監製及演
唱會樂手。



低音吉他: 梁俊威 Saiwai Liang (細威)
入行年期: 1991

小提琴: Yuki Ke
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香港演藝學院
入行年期: 2013

和音: 曹潔敏 Jackie Cho
入行年期:  1988

和音:  Cousin Fung
入行年期:  1988

和音: 張國穎 Margaret Che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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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仙后餐廳駐場歌手。主要劇場演出包括：演戲家族
《一屋寶貝》和《四川好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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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嗩吶獨奏: 袁譽珈 Jaggery Yuen
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畢業
現職：
香港中樂團嗩吶特約樂師

大鈸演奏: 戴旻恩 Andrea Tai
就讀於浸會大學四年級學生
現職：
香港鼓藝團領鼓手
嚨咚藝廊敲擊樂導師

大鑼演奏: 何曦彤 Hillary Ho
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
現職：
香港鼓藝團高級領鼓手
嚨咚藝廊教育主任

承蒙香港中樂團允許錢國偉先生、袁譽珈小姐參與是次演出。

大鑼演奏:戴旻熹 Eunice Tai
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
現職：
香港鼓藝團領鼓手
嚨咚藝廊敲擊樂導師

大鼓領奏: 錢國偉 Ronald Chin
美國柏林音樂樂院畢業，香港演藝學院音樂系畢業
1989年加入香港中樂團
現職：
香港中樂團助理敲擊樂首席兼教育主任
香港鼓藝團團長
2008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舞蹈編排/男舞蹈員: 何旻憲 Teri Ho
入行年期:2009

舞蹈編排: 張曉芸 Siu Wan 
入行年期:2001 

舞蹈編排/女舞蹈員: 鄧淑嫻 Egg Tang
畢業於嶺南大學
入行年期:19歲

舞蹈編排/女舞蹈員: 陳子君 Debbie Chan
入行年期:2009



男舞蹈員: 劉興健 SKK Lau (小健健)
入行年期:2008

男舞蹈員: 蔡浩然 Scott Choi (港島區彭于晏)
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
入行年期:2017

男舞蹈員: 謝道坤 KJ Tse
畢業於HKSYU
入行年期: 2009

男舞蹈員: 岑智頤 Henry Shum

男舞蹈員: 黃穎隆 Wilson Wong  (和味隆)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管理
入行年期:2016



男舞蹈員: 陳耀祖 Joe Chan
入行年期:2008

女舞蹈員:林文思 Manc Lam  (Man C)
畢業於HKBU CIE
入行年期:2015

女舞蹈員:王綺玲 Elaine Wong
畢業於HKDI(待畢業)
入行年期:2017

男舞蹈員:江大勇 Yung
入行年期: 2007



藝人鞋履設計：

舞蹈員服飾: 

舞蹈員服飾統籌： Mayao @ Fame Glory / Yoyo Kwan @ Fame Glory

FAME GLORY PRODUCTION LIMITED IS A FULL 
SERVICE CREATIVE AND PRODUCTION AGENCY 
FOUNDED BY MAYAO. WE PROVIDE 
FRONT-TO-END PRODUCTION AND CREATIVE 
SOLUTIONS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IN-
DUSTRIES; OUR WORK INCLUDES FILMS, MUSIC, 
TV AND ADVERTISING FOR BOTH LOCAL AND 
GLOBAL CLIENTS.



藝人服裝助理: 邱麗雲 YAU Lai Wan Kitty
入行年期:1988年

舞蹈員服裝助理: 梁翠妹 Leung Chui Mui
入行年期:2006

藝人服裝助理: 湯美兒 Tong Mee Yee, Mirarda
入行年期: 1988

舞蹈員服裝助理: 陳嘉華 Chan Ka Wah 
入行年期:1990



莫后團隊

副導演: 林嘉熙 Gary Lam

舞台監督: 許國豪 Hui Kwok Ho  (Ben)

舞台監督: 郭鋭剛 Kwok Yui Kong (Kong)

舞台監督: 周君蔚 Chow Kwan Wai (Joe)

舞台監督: 許狄鋒 Hui Dick Fung (Dicky)

燈光設計: 周文舜 Chou Man shun

燈光設計: 馬炳池 Ma Bing Che

鐳射效果: Ho See Koon

鐳射效果: Kelvin Lee Chee Howe 

音響設計: 盧國邦

音響鑑聽:  盧志遠 Lo Chi Yuen



絕色莫文蔚世界巡迴演唱會工作人員 

原班人馬

演出運營: 莊炳榮 / 王堅鴻 
營運統籌: 陳國威 Andrew Chan
製作統籌: 蔡上海 
策劃統籌: 陳振宜 Joey Chen
行政主任: 葉潤珊 Rose Ip
宣傳製作策劃：莫家寶貝工作室 The Mok-A-Bye Baby Workshop
行政策劃：烏托邦 UTOPIAN

導演: 張淑儀 Alice Cheung
副導演: 林嘉熙 Gary Lam
導演助理: 馮樂賢 Lewis Fung
工程製作統籌: 林木喜 Lam Muk Hay
舞臺設計: 許俊強 Roger Hui
燈光設計: 周文舜 / Goh Chong Yeow 
鐳射效果: Ho See Koon / Tan Keong Huat / Kent Lee Chee Kee 
音響設計: Hirotaka Osawa / Toshiyuki Ikai
音響鑒聽: 盧志遠Lo Chi Yuen
音響助理：岑子健 CK Sham
翻譯： 冼佩華 Silvia Sin
舞臺監督: 何兆邦 / 許狄鋒 / 周君蔚 / 陳偉豪 
動畫設計A組: 詹維峰 Jacky Jan黃慶樟 Ching 
影像製作A組：桀鋒影像創意 JF Creative 
動畫設計B組：楊秀敏 Sabrina Yang
影像製作B組：實力影像設計 Silly Creative Studio
現場影像執行：鄭宸宇 / 林思涵 / 羅玉軒
現場導播: 李克峰 / 吳奕濤
硬體統籌 / 舞臺 / 燈光 / 音響 / 特效: 上海仁添燈光音響有限公司
樂器提供: MIA MUSIC IN ACTION
鐳射工程: 美佳鐳射

演唱會音樂製作: 十一音樂 Elevenz Music
音樂總監 / 鼓: 荒井十一 
樂隊經理: 許夙
貝斯: 陳兆基
吉他: 顧忠山Lawrence Ku / 張德銘Derrick Sepnio
鍵盤:  林雅慧 Ruth Ling / Nicolas Bouloukos
合音: 田曉梅 Brandy / 巫佳琪 Kumu / 畢見晟 Jason Be
小提琴: 彭飛 Peng Fei
Trombone: 謝燕輝 Terence
Saxophone / Flute: 阿雷克 Alec Haavik 
Trumpet: Toby Mak
音樂電腦程式設計 / 敲擊: Joey Lo

舞蹈總監: 蔡龍偉
舞蹈編排: 張家麒 Ki Cheung / 張曉芸SiuWan
舞蹈員: 
鄧淑嫻 Egg Tang
陳子君 Debbie Chan
林文思 Manc Lam
王綺玲 Elaine Wong
何旻憲 Teri Ho
謝道坤 KJ Tse
蔡浩然 Scott Choi 
劉興健 SKK Lau 
岑智頤 Henry Shum
黃穎隆 Wilson Wong  
舞蹈員服裝助理: 袁利森 / 梁翠妹

 
藝人化妝: 鄭健國 Roger 
藝人髮型: 鄭健豪 Carr
藝人服裝設計: on aura tout vu / Roberto Cavalli / AOLISHA                    
藝人鞋履設計：周仰傑 ZHOU YANG JIE LONDON
舞蹈員服飾: on aura tout vu
藝人服裝助理: 邱麗雲 / 邱麗玲

唱片公司: Sony Music
藝人經紀公司: The Mok-A-Bye Baby Workshop - Joey Chen 陳振宜 / Rose Ip 葉潤珊



藝人經紀公 司

The Mok-A-Bye Baby Workshop 
      Joey Chen 陳振宜 / Rose Ip 葉潤珊 / Lewis Fung 馮樂賢

唱片公司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Ltd.



莫文蔚《絕色》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推出紀念品 (限量50套)

於6月11至13日舉行《絕色莫文蔚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站》是華語樂壇天后Karen的《絕色》巡演的最後一站，
同時亦是她宣佈舉辦的最後一次大型演唱會。Karen更決定推出限量紀念品《Karen Mok Premium Collectible》
（限量50套），由Karen親身參與構想及設計，與歌迷分享巡演中難忘片段。Karen說：「很多人都喜歡收
藏有價值的物件，多數是實體。但踏入數碼年代，就連收藏品都可以數位化。我將會精心挑選《絕色》巡演
中50個精彩時刻，以數位化方式推出，讓歌迷可以一同擁有、儲存和回味這些精難忘的片段。」這50個精彩
時刻當中包括：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的瞬間、與歌迷慶祝生日的片段，每個都是獨一無二的。每一盒隨機附
有一個精彩瞬間及影像播放器，讓歌迷無時無刻都能重溫 Karen在舞台上的身影。除此之外，紀念盒中亦附
有Karen親筆簽名特別版燙金《絕色》香港站紀念門票一張及Karen yes card，而每張yes card背面都印有一
個二維碼，讓歌迷在NFT平台登記而成為該片段唯一擁有者。

除了讓歌迷作紀念外，《Karen Mok Premium Collectible》的收益扣除成本後將全數撥捐予「莫理士愛心
行動基金」作慈善用途。Karen多年來對推廣及參與慈善活動不遺餘力，更身體力行，於2016年與家人一起
成立「莫理士愛心行動基金」。基金成立以來一直秉承回饋社會的理念，致力幫助學童的學習及對環保的推
動。《Karen Mok Premium Collectible》將聯同Sunny Side Up 共同創作，Sunny Side Up為本港一間致
力於推廣NFT技術的公司，希望藉由結合藝術元素和NFT技術來進行對本土藝術的保護及宣傳。而Sunny 
Side Up亦將會負責這次紀念品的發行，有興趣的歌迷萬勿錯過。

有關NFT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是一張作品專屬的數碼證書，原理是透過區塊鏈技術，為圖片、
音樂、影片、紀念品等數碼檔案產生獨一無二的代碼標記，有助於鑑定作品的真偽、原創性和所有權，同時令
每筆交易都能追溯，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收藏價值。

媒體查詢: Avis Or |  91039017

關注我們: IG:  https://www.instagram.com/ssuphk/ | FB: https://www.facebook.com/ssup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