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IGHT身高 : 182 CM

WEIGHT體重 : 70KG

BIRTHDAY生日 : 11 月29 日

NATIONALITY國籍 : 中國香港

LANGUAGE語言 : 廣東話、英語

OCCUPATION職業 : 演員

HOBBIES 興趣 : 洪拳（4 年）、足球、演戲、拍攝、寫劇本、唱歌

EDUCATION學歷 :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影視表演高級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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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集

2018

《假若愛有期限》複製人一號（ViuTV）

2016 

《三一如三》單元故事 － 平行線 Kevin（ViuTV）

2013

《一念之間 － 最好》（港台）

MV

2017

《女神經》鄧月平

2016

《盾牌》葉駿達

2006

《怪胎》鄭中基

廣告

2019

 京都念慈菴枇杷潤喉糖（張敬軒篇）

2017 

 適齒美

2016

 Vingo 便利店 九週年廣告 主演

 RoadShow － 髮再生

 HKMA E-Cheque

 RTHK Everywhere《羈絆》

2015

 HKTVmall 購物特集

 nowTV 專醫餓波 － 英超回歸 起死回生

 澳門旅遊發展局《論區行賞》

 RoadShow － Walker Shop

2013

 順德市才藝大賽

2011

 首尚文化 apps

 政府宣傳片《預防愛滋病》

PERFORMANCE EXPERIENCE演出經驗

電影

2018

《風再起時》－曾世榮（少年）

《逆流大叔》

2017

《譯愛》 － 信（主角，福音電影）

《喵星人》 － 廣告片副導演

《三個綁匪七條心 》 － 江東林手下

《拆彈專家》 － 江 sir team CID

2016

《寒戰 2》－ 地鐵職員

《惡人谷》－ 孕婦 Yoga 丈夫

2015 

《十年 - 本地蛋》－ 祥

《衝上雲霄》－ 廣告片副導演

《男人不可以窮》－ 琴行顧客

《販賣．愛》－ Band 友

2014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由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 婚宴伴郎

2013

《風暴》－ CIB 警員

2010 

《囡囡》－ 嫖客

2009

《很想和你在一起》－ 辯論隊隊員

主持

2014 － 2015 《Shopping Hero》（HKTV）

2013 － 2014 《NOW SPORTS Saturday》（NOW TV）

短片

2016

《moov － 乃子的呼吸》－ 丈夫（黃修平導演作品）

《三洋餐廳－自己的心聲》－ 枝（編導演作品）

《晚吹：總有一隻係左近 － 牢騷》（ViuTV）

《晚吹：總有一隻係左近 － 黑心》（ViuTV）

《媽媽可不不要老》（導演、策劃、攝影）

2015

《兒女》主演（鮮浪潮學生姐競賽作品）

《4EverVan 大熊客貨車－惡搞影片 － 獨家試 " 載 " 》

主演（與裕美主演）

2014

《Revolution 舞動節奏》（與狄易達 聯合主演）

《Loving My Live@HKBU》主演

《迷魂者》主演（HKBU）

《迴憶》主演（HKBU）

2013 

《三個金幣》主演（ICAC）

《見疑》主演（ICAC）

《綜金得金》 主演 （ICAC）

《路 No Way Out》主演（鮮浪潮學生姐競賽作品）

《Clellan 閃光燈徵電影》主演

2012 

《電力市場 由你改造》主演（綠色和平）

2011

《七一生日不快樂》主演（鮮浪潮公開姐競賽作品）

2009 

《ENNUI》主演（鮮浪潮學生姐競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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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契柯夫短劇選：求婚、紀念日、婚禮》 

 導演/主演/策劃（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影視表演系畢業演出）

2010

《變天》（天邊外劇場）

《荒酷的盒子 － 阿 God 你漏左野呀？》（re-run）

 主演（天邊外劇場）

2009

《荒酷的盒子 －  阿 God 你漏左野呀？》

 主演（天邊外劇場）

2008

《康文署節目神秘！後舞台的白雪公主》

 主演（天邊外劇場）

《第三屆劇場裏的臥虎藏龍 － 不要告訴我青春是兇手》

 主演（新域劇團 )

《我家曱甴誰來拍》主演（天邊外劇場）

《編風作浪 － 櫻花與菩提》（天邊外劇場）

《地球之友夠照熄燈晚會節目 － 燈娥》（天邊外劇場）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新派粵劇》（觀塘劇團）

《民主黨企業公民責任》（觀塘劇團）

《ICAC 廉潔有效樓房管理》（觀塘劇團）

AWARDS 獎項
2017 扶輪話劇比賽 － 優秀導演

2016 全港公開武術（競賽及傳統）錦標賽－銀牌

PERFORMANCE EXPERIENCE演出經驗

舞台劇

2019

《成語小故事》中華文化日演出（新域劇團）

2018 

《低碳闊少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學巡迴演出（iStage）

2017

《美人魚之手》（iStage）

《聖誕老人玩轉聖誕假》（iStage）

《超凡人生任務》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學巡迴演出（iStage）

《校園偵探》 智識產權署中學巡迴演出（始創作）

《尋貓記》導演（扶輪社話劇比賽）

2016

《食物博物館》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學巡迴演出（iStage）

《校園偵探》智識產權署中學巡迴演出（始創作）

《愛在酒店房難開》（撲熱式痛工作室）

2015 

《走音大聯萌》（iStage）

《香港寶地逐個睇》 社區文化大使演出（iStage）

《Fun Fun 創意大樂隊》 智識產權署中學巡迴演出（始創作）

《IP 保衛隊》 智識產權署小學巡迴演出（始創作）

2014 

《契訶夫講座系列－ 海鷗》主演 － 飾康斯坦丁

《音樂劇 － 1959 某日某》主演 － 飾細鳳（畢業演出）

2013

《Terrestrial Excursions》

 主演（台灣聲音藝術家王虹凱作品）

《紅玫瑰與紅玫瑰》

 主演（看見劇場）

2012

《久纏》主演（黑白搞作）

《Stranger》主演（沙田文藝協會）

《The Lesson》主演（HKDI）

《全港圖書館巡迴節目 － 小耳朵大世界的冒險日記》

 主演（天邊外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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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 BIO

2014 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影視表演高級文憑，畢業後隨即加入 HKTV。在校期間已為 NOW 擔

任主持及主演畢業舞台劇《1959 某日某》、導演及演出《契柯夫短劇選：求婚、紀念日、婚禮》。另外

先後主演 4 屆鮮浪潮及其他短片製作。

近期參與影視作品：《十年 - 本地蛋》飾 輝 ；《風再起時》飾 少年曾世榮，ViuTV 20 集劇集《假若愛

有期限》飾 複製人；《鄧月平 - 女神經》MV 男主角；京都念慈奄 TVC（未播出）等。

另外，首個編劇作品為電影《翻兜人生》，並獲得電影發展基金電影製作資助計劃資助 170 萬進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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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US

PACO
王 慶 南

Tel •  +852 9019 4111 (Kitty)      E-mail •  kitty@stproductions.com.hk

http://www.stproductions.com.hk/
https://www.facebook.com/stproductionslimited/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XNovpFxDvO81YitqSw1Mg
https://www.stproductions.com.hk/contact
http://www.stproductions.com.hk
mailto:kitty%40stproductions.com.hk?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