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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育》系列書籍 (2021 年 6 月更新) 

        

 
書目 1 - 3︰戲劇教育‧第一冊至第三冊 

特色：課堂設計以劇場遊戲、戲劇欣賞、戲劇創作為主。內容包括戲劇概論、表演技巧、戲劇

元素、劇本創作、故事改編、舞台設計等。 
定價：各$99 / 本（會員優惠價：$79） 
 
書目 4 - 5：Drama Education Book 1-2 
 
特色︰本書乃英文戲劇用書，以基礎概念為主，讓學生在初階段裡認識戲劇，並提高學生在「讀

寫聽說」四方面的英語力。 
定價：各$90 / 本 （會員優惠價：$72） 
 
書目 6 - 7：戲劇教育(5上、下)     中國文學篇  

特色︰利用中國文學章節或傳奇故事為題材，學習不同的戲劇技巧，包括肢體運用、情感訓練、

說話訓練等。內容深入淺出，適合高小及初中學生使用。 
定價：$74 / 本 （會員優惠價：$59） 
 
書目 8 - 9：戲劇教育(6上、下)     中國歷史人物篇 

特色︰介紹多個出色的中國歷史人物，讓學習歷史成為一件有趣的事！ 
定價：$74 / 本 （會員優惠價：$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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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10 - 12：NSS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Unit 1: Play Reading 
Unit 2: Scene Writing 
Unit 3: Play Writing and Performing 

特色︰本書乃配合新高中課程之英文戲劇用書，單元一以社會時事

議題為內容，讓學生朗讀劇本；單元二指導學生編寫一場戲；

單元三指導學生編寫短劇，並了解演出事宜。 
定價：各$90 / 本 （會員優惠價：$72） 
 
書目 13：《大聖經．小舞台：應用戲劇於宗教教育》 

特色︰本書論及應用戲劇於聖經教學的理論，若教師能加以轉化，便不難發現這等理論同樣可

以應用於不同學科，不單「個人、社會和人文學科」學習領域的學科，甚語文科、歷史

科等，都非常合用 
定價：各$112 / 本 （會員優惠價：$89） 
 
書目 14：創意戲劇 –培訓及研究 

特色︰本書由香港創意戲劇議會編著，讓讀者了解如何帶領學生在創意戲劇培訓過程中，理解

各項審美的方法，並借個案研究，了解創意戲劇帶給學生各項學習成果。 
定價：各$84 / 本 （會員優惠價：$67） 
 
書目 15：《獅子大王兒童劇場》 

特色︰本書收錄十二個以生命教育為題材的兒童廣播劇，通過生動有趣的故事教導兒童正確價

值觀，具極高的教育意義。劇本中英對照，對增強兒童的語文能力亦非常有幫助。作者

亦在書中分享了她三十年多來創作的心得，啟發讀者的創作能力。 
定價：各$112/ 本 （會員優惠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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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育》系列訂購表格 (2021 年 6 月更新) 

有意訂購本會書籍，請填妥下列表格，連同支票（抬頭：香港教師戲劇會有限公司 ），郵寄至沙田愉

田苑五旬節林漢光中學‧香港教師戲劇會收。 

*10 本或以上，會員/非會員同價。 

 

個人資料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  

電郵  是否會員：o是  o不是 

支票號碼  支票銀行  

訂購日期  

收據抬頭  

收貨方式 

o自取 擬自取日期  

o順豐速遞到付 
送貨地址  

收件人姓名  聯絡電話  

 

書目 書名 
單價 

10 本或以上* 本數 小計 
非會員 會員 

1 戲劇教育‧第一冊 $99 $79 $59   

2 戲劇教育‧第二冊 $99 $79 $59   

3 戲劇教育‧第三冊 $99 $79 $59   

4 Drama Education Book1 $90 $72 $54   

5 Drama Education Book2 $90 $72 $54   

6 戲劇教育(5 上)─中國文學篇  $74 $59 $44   

7 戲劇教育(5 下)─中國文學篇 $74 $59 $44   

8 戲劇教育(6 上)─中國歷史人物篇 $74 $59 $44   

9 戲劇教育(6 下)─中國歷史人物篇 $74 $59 $44   

10 NSS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Unit 1  $90 $72 $54   

11 NSS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Unit 2 $90 $72 $54   

12 NSS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Unit 3 $90 $72 $54   

13 大聖經．小舞台 $102 $82 /   

14 創意戲劇–培訓及研究 $74 $59 /   

15 獅子大王兒童劇場 $102 $82 /   

16 
應用創意戲劇於論語故事–教學策略及教案集 

(數量有限，每校最多取 1 本) 
免費 / /   

總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