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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育工作者的故事 我在五旬節林漢光中學的日子

藝術教育改革
錢德順／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師
2001-02 學年，我推動戲劇教育第二學年，腦中除了新生的戲劇科的課程、教材、教案、教學設施、
教學法等事宜外，亦開始籌辦藝術教育的改革。改革的目標之一，是藝術教育多元化。我很認同教育
當局的建議，就是學校藝術教育應多元化，讓不同學生能選擇適合自己性向的藝術教育。
首任藝術學習領域的統籌人
我向當時的何權輝校長建議，讓我統籌藝術教育內的各科。何校長答應了，他還提議我統籌體育科、
家政科和設計及科技科，也就是統籌校內所有術科。我與一眾老師商議後，建議不包括體育科。
我同時把藝術教育改革的理念告訴潘永邦副校長兼教務主任。潘副校長一向爽快，也和我稔熟，考慮
了一會便同意了。他認同兩項原則，一是讓學生選擇，二是愉快地學習藝術。他以為不同學生有不同
個格，現實中學生不能選擇修讀主科與否，但學校能讓學生在藝術教育科目上有所選擇，實在是件
好事。
何校長、潘副校長與我三人開了一次會議，會上，何校長正式委任我為藝術學科的統籌人。
校內藝術教育改革自 2002-03 學年開始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藝術教育學習領域標識
由黃麗萍老師於 2002 年設計沿用至今

我召開了首次藝術教育學習領域會議，潘永邦副校長也出席了，他向各科主任申明了學習領域的概念，
並介紹了我的角色。我感到有些壓力，因為各科主任或會意識到，以往在自己科內有絕對的決策權，
突然變成要在學習領域中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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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了好些時間，私下與各科主任個別的解釋我的期望，也了解到他們的期望。我向各藝術科科主任
表示，為藝術學習領域設立統籌人，其目的不是督導各藝術科，而是互相協助和支援彼此的工作。好
在絕大多數的科主任都很友善，也和我友好，統籌的過程也很順利。
其時的視藝科科主任蔡宛倫老師，很友善，她讓出了陶瓷教室作為戲劇教室之餘，更參與了教育當局
的戲劇教學法種籽計劃。音樂科科主任吳妙齡老師，也很友善，人稱為天使，很支持藝術學習領域內
的各項協作，至今是學習領域內的副統籌員。設計及科技科科主任關偉強老師，一直支持我校的戲劇
教育，製作了很多難度極高的佈景，也很支持學習領域內的協作，至今仍在我校推動 STEAM 教育的
主力。
其時黃麗萍老師剛加入我校，是一個很有點子的教師，她本是中文教師，但對藝術教育很有天份，於
2001-03 年度借調到教育當局的課程發展處，參與於香港學界推廣「戲劇教學法」及「戲劇教育」
。黃
麗萍老師為改革注入很多意念，其後接任為學習領域統籌員，兼表演藝術主任。
我們一眾藝術老師，按潘副校長的理念，於每周兩節的藝術課堂中，為學生提供多項選修課程。我們
敲定自 2002-03 學年起，學生可在藝術課堂中，選修戲劇、視藝、舞蹈和媒體藝術。我們也有一個創
舉，就是把合唱列為其中一項選修，讓喜愛合唱的同學，於藝術課堂時，走在一起練習。
走訪不同單位以吸取經驗
數個藝術學科走在一起，把不同學校的經驗引入我校。為使課程改革有更好的落實，我們分別走訪了
不少地方，包括學校、大學、機構等，聽取更多可行的經驗。當中黃麗萍老師和我的外訪最多。
我們當然期望能從友校取經，然而其時仍是藝術教改之始，可供參考的學校實在不多。因此，我們也
走訪大專院校及機構。在一次走訪浸會大學時，有一位講師黃博士向我們分享她在聖瑪利書院籌辦合
唱團的經驗，她把參與合唱團的同學放在一班裏。我們以為黃博士的經驗很好，便把我校的合唱引入
作為藝術的選修科，一直沿用至今。
引入舞蹈課也是我們的目標。我們走訪了城市當代舞蹈團，與他們的經理和導師，商討於中學籌辦舞
蹈正規課程的可能性。他們其時以課外活動為主，得知我們有意引入正規課堂，很是雀躍，為我們提
供了很多意見，並答應派出導師執教。
其時，我擔任優質教育基金的計劃監察員。我以此身份到訪明愛聖芳濟中學。那校設體藝主任，協調
體育科和藝術教育。我們參觀了他們很多藝術課程，如時裝設計、編曲班、填詞班、多媒體藝術、非
洲鼓、舞蹈、戲劇、廣告設計等，得了很多靈感。回校後，我們便引入了結他班，黃麗萍老師引入了
由演藝評論家協會主辦的音樂劇。
二十年過去了，我校的藝術教育至今仍保留為學生提供多個選修科目，包括戲劇、舞蹈、合唱和視藝，
並不斷發展。當日的媒體藝術，則被戲劇科和視藝科吸納，作為科內的單元。個人認為，我校的藝術
教育至今仍生機勃勃，一眾教師合作無間，為推動更好的藝術教育而奮鬥，且樂意與不同學習領域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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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班的學生

回顧爭取的點滴
2002-03 學年藝術科正式改作選修，我們給潘永邦副校長的計劃，最初沒有舞蹈的。後來我向潘副校
長遞交修訂計劃，加入舞蹈，他接受了。之後，黃麗萍老師建議加上音樂劇，我有點為難，怕潘副校
長不允許；然而見黃老師很熱衷，細心思考之下，認為在改革之初，多重修訂也是人之常情，而這又
是康文署舉辦的課程，收費便宜，對學生有利，於是我只好硬著頭皮，跟潘副校長再提出修訂，於課
程加入音樂劇。
潘永邦知道要加音樂劇後，只說：「嘩！你還有沒有東西要加的？我已跟校長說了。」幸好，他接受
了，何校長亦同意了。
技術轉移
談到藝術改革，我給出的原則是，長遠來說，各藝術科應由本校教師執教，而非一直依賴外聘導師。
當然，在藝術科開始時，可引入外聘導師，而本校教師則以協作教師身份，從中學習，以便於未來施
教，我們稱此為技術轉移。
其時各藝術科都認同此一策略，舞蹈科有兩位我校教師協作，分別為資深的體育科教師梁燕媚老師和
音樂科主任吳妙齡老師。戲劇科的協作教師則有黃麗萍老師和我。技術轉移在戲劇科成功了，舞蹈科
至今仍繼續由外聘導師執教。
小結
我校藝術課程的改革模式，架構貼近「學會學習」文件，課程、教材、教案、設施等，亦漸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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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處高級課程發展主任方錦源先生對我說，香港其時的津貼中學，能於各級都開設正規戲劇課
程的，就他所知，我校是第一所，而於各級都引入多門藝術科與學生選修的，方先生說也真的不多。
其時，黃麗萍和我雖執教戲劇，自信有相當經驗，但只有「課程發展處種籽教師」的資歷。我們便修
讀 Trinity College London 文憑試，於 2005 和 2006 年分別取得 Trinity College London 的 Associate(ATCL)
和 Licentiate(LTCL)，自此，我校各藝術科都有了正規的師資。
我校的藝術教育改革，漸漸多為人認識，校長和我都不時到不同場合分享藝術教育，我們也接待來自
其他地區的來賓，讓他們觀課、參考我們的課程、教材、教室等。我校的藝術教育改革，漸漸為人認
識，校長和我都不時出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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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輪婆婆：戲裡戲外的縫補關係
洪美芝
自由身戲劇教育工作者
觀賞場次：2021 年 12 月 12 日 下午五時
演出地點：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車輪婆婆》，由莊梅岩編劇、奇想偶戲劇團製作及演出，講述不同的人、動物、昆蟲和物品，都有
著不同的缺損或遺憾。車輪婆婆擅長修補，更傳言她有穿越時空的能力，能修補遺憾，故有不同的
角色會找她幫忙。
劇中的角色有車輪婆婆、狐狸、園丁、蜘蛛、鋸子等，編劇能用精簡的台詞讓角色鮮明立體。那些角
色各有特色、各有故事，他們不同的性格，充滿著不同的情感。而且，他們亦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單
單就著面對自身的遺憾時，就已經呈現出不同的選擇和態度。在這一小時十分鐘的表演裡，筆者看到
的是角色之間環環緊扣的關係，並互相影響著。例如：自少被標籤成壞角色的狐狸，牠的夢想是成為
棟篤笑的表演者，但卻因沒有被肯定而放棄這個夢。這個角色設定讓筆者想起電影《小丑》的主角，
但編劇莊梅岩並沒有把狐狸描寫成完美大愛的助人者，他們都是有著陰影原型的角色。角色們都是從
簡單平凡的互動，以及淡淡然的相處，而有所頓悟和改變。這種簡約的力量絕不簡單，是信念、是信
仰，清晰看見編劇的功力。
當樸實無華的劇本遇上偶戲會有怎樣的呈現呢？奇想偶戲劇團製作了不同種類的戲偶去演出，當中以
半身偶和懸絲偶為主。半身偶是一種穿戴式的偶，既是操偶師亦是演員，人與偶結合成為一個角色。
其肢體動作精細且寫實，能呈現出不同的微動作，讓觀眾更能感受角色的不同情感。懸絲偶亦一樣，
戲偶的動作由多條絲線所操控，懸絲偶車輪婆婆的絲線之多，讓其動作更加細緻精彩。這些製作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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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的選擇，都是經過劇團悉心的安排，例如：其中一幕是關於園丁的衣服破了找車輪婆婆縫合，
那幕車輪婆婆是懸絲偶，而園丁是半身偶，這樣從畫面上形成了大小上強烈的對比，且能更聚焦於縫
補衣服裂縫的當刻，細味著那刻的意境。操偶師們的身分不斷轉換，一人分飾多角，她們需要有靈活
的身手和腦袋，而且她們的說話和身體語言的表演技巧都非常出色，讓筆者更加投入觀劇。演出時除
了看到懸絲偶的絲線外，亦有一些演出部分是演員在舞台上懸掛不同的絲線，這種手法有著強烈的象
徵意義，為觀眾帶來更大的想像空間。故事是關於遺憾的修補，而戲偶是透過縫製和修補而成，縫補
的關係於戲裡戲外都扣連著，車輪婆婆和製作單位都是在默默做好自己擅長的事，非求名求利，而是
用態度影響著身邊的人。
於 2014 年，政府公布了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其中木偶戲被納入之內。木偶戲包括皮影戲、
杖頭木偶戲、掌中木偶戲、提線木偶戲及手托木偶粵劇，這項表演藝術絕對需要更多的贊助和推廣，
讓此手藝與文化得以承傳。看到《車輪婆婆》精美的製作，包括戲偶、道具、佈景等，實在嘆為觀止，
希望再有重演的機會，讓更多人能認識木偶劇，並體會偶戲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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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優秀劇評獎（2021 年 12 月）
榮譽獎
對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給旁觀者的遺言》一劇的感想
S5 梁安琪／香島中學
劇目名稱：給旁觀者的遺書
作者／演出團體：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演出日期：2021 年 8 月 7 日（劇長 30 分鐘）
演出地點：理工大學蔣震劇院

此話劇由保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學生主演，劇名《給旁觀者的遺言》，講述的是女主角受到校園欺凌後
服藥自殺，男主角穿越時空、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自己，嘗試改變過去以拯救女主角的故事。
劇情方面，節奏明快不拖沓，開場已有旁白引入正題，開門見山。接著極其有效率地表演了女主角被
強迫借出運動服、服藥自殺、男主角得到娃娃幫助進行時光倒流的完整劇情，可見其帶出主題、點明
主線劇情的技巧和節奏把握十分優秀。以娃娃進行時光倒流的劇情亦十分有新意，每一次的回到過去，
男主角都會得到一定的自我突破，使劇情重複卻不單調，但是男主角的每一次自我突破，都未能阻止
女主角自殺，這使得觀眾揪心，不自覺將情感帶入了戲劇中，體會男主角的無力感，此是高明的手法。
演員表現方面，令人驚喜的是全體演員的演技都十分高超：一步步成長的男主角，強勢暴躁的
Andy，刻薄邪惡的 Angel，能體現話劇中需要突出人物性格的特色，但是在這基礎上，並沒有刻意
地臉譜化人物，這又是一個優秀之處：即使刻薄如 Angel，還是在女主角第一次死亡後顯露出了一
個正常女學生該有的害怕與迷茫。
在舞台燈光及音樂安排方面亦是優秀的。背景顏色及背景音樂皆有配合話劇進行的情感氣氛，使整
個話劇更加連貫和一體化。娃娃演員的衣著亦和娃娃相似，是有巧思之處。
若真要吹毛求疵，則男二號 Andy 為了追求舞台效果而略有犧牲台詞的清晰度，以及後半段男主角
成為老師後返回學校的劇情，有些讓人出戲，消耗了之前悲傷感情的鋪墊。能理解後續劇情是為了
體現男主角在經歷了女主角之死後變得勇敢、阻止了欺凌事件的再度發生，但是用如此長的劇情來
體現這一點，有些許浪費，個人認為在前一幕末段戛然而止，其氣氛烘托會更加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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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這無疑是一場完整、出色的話劇。選材經典但是不落俗套，校園欺凌一直是活躍於各類文
藝作品中的題材，這就不免使觀眾喪失了對這一題材的新鮮感，變得麻木，這是因為以校園欺凌為題
材的文藝作品總是傾向於粉飾這一殘酷現象背後的真相，創造出皆大歡喜的結局後，忽略了其真實性，
故不能打動人心。事實上，校園欺凌事件中有許多複雜的因素：家庭條件的不濟，父母的忍氣吞聲，
老師的不理解、不作為，同學為了自保而冷漠的態度，施暴者的強勢後台等，而這一話劇便能演繹出
這些複雜的元素。並且，此話劇並不如其他同題材作品一樣，有著皆大歡喜的結局，因為正如女主角
所說：「我所經歷的事，不是你的一兩次幫助便能解決的。」是的，校園欺凌給被施暴者造成的創傷
絕不是如電影、電視劇中那樣，獲得了一次幫助便能全數解決、全數忘記，被施暴者能就此快樂生活
的。那一個個流著淚的鮮活例子並不是指望著他人幫助，他人也沒有能力阻止每一起悲劇的發生，正
如男主角在數次努力後，終究沒能挽救女主角的生命。他們只是期望，他們的故事能給世人帶來觸動，
在欺凌發生之前站出來，不要有更多的悲劇、不要有更多的女主角。

9

短劇創作獎勵計劃
Short Play Writing Award Scheme
主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協辦：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
戲劇活動深受學生喜愛，然而，能編寫好的劇本的學生不多，原因之一，乃可供學生參考的劇本
不多。現時學生可讀到的劇本，以長劇居多，實在不適合作為參考，尤其是小學生。本會以為有
必要為學生引入 3-10 分鐘的短編劇本，讓學生閱讀，並作為創作短劇的參考。正如創作文章，
應從短篇文章為起步點，待學生掌握寫作短文的技巧後，方可要求學生創作更長篇的文章。創作
文章如是，創作劇本亦如是。
Short Play Writing Award Scheme (Dec, 2021)
Certificate of Honor
Play: Never Press My Button
Playwright: Ho Ying Kit (teacher), S5 Liu Sing Hey Ryan
School: Diocesan Boys’ School

1.

2.
3.

4.
5.

CASHIER

Scene 1
Where’s your spirit, everyone? Waves of people are coming over from their Midnight
Mass. You! Stop standing like a dork and put more fries in from the freezer already.
And you! Get the ketchup out of the storage! People have been waiting for a refill for
20 minutes! (throwing his arms in the air) Pick up the pace! Otherwise, no one is going
to receive the Christmas bonus if the eaters down the line are not satisfied. Does
anybody here not hear me? (spotting his colleague struggling with the fries) Hey, what
are you doing?
(CASHIER hurries away from his post to help a staff member pull a bag of fries out of

the fridge. At this moment, CUSTOMER, with small steps approaches the counter.)
CUSTOMER Excuse me?
CASHIER
(sighs) Ok, hurry up and get someone else to help you sort that first. (CASHIER
straightens his shirts and puts on a smile, showing a dramatic change in demeanour)
Hi welcome to Mickey D’s, what can I get you?
CUSTOMER It’s a good early morning to you. Am I standing in the right line to order?
CASHIER
(Puzzled, CASHIER takes a look at the line, thinking something has happened.)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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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f course you are. Merry Christmas. May I get your order?
CUSTOMER First, may I know if my ticket number is going to be an odd one? I can’t eat anything
that comes with an even-numbered ticket on a Monday.

7.

CASHIER

Well, that is not mission impossible. (CASHIER pretends to input some buttons on the
cash register) Consider it a seasonal gift from a 24-7 restaurant. (CUSTOMER notices
the line on the floor) So what would you8. CUSTOMER I’m sorry. Just wait for a second.
(disappearing from the counter to check if his feet are on the line perpendicular to the
cashier counter by using a ruler to the confusion of CASHIER. CASHIER peers down
to check on CUSTOMER.)
9. CASHIER
Um, sir? Is everything alright? Did you drop something?
10. CUSTOMER (relieved) Finally. It’s all good now.
11. CASHIER
(concerned and slightly creeped out) Do you need some extra help? If you could kindly
step aside first and let the customers behind you place their order, I’ll ask my
colleagues to come over and give you some assistance.
12. CUSTOMER Oh no, I wouldn’t go that far. (clenching his fists) That will make me run a higher
risk of not getting my ticket which ends with an even number.
13. CASHIER
(taking a deep breath) So, how about - (cut off by the jumpy customer)
14. CUSTOMER I’ll have an ice free coke zero (CASHIER surprised, starts punching out
CUSTOMER’s order on the machine.) going with a double onion cheeseburger and
fries - (catching sight of something not properly positioned from the corner of his eyes)
Excuse me, but the lid for the sundae sauce is open, can you please close it? I cannot
proceed with my order at the sight of this.
15. CASHIER
Ok sure, (CASHIER hurriedly places the lid on) Now that I've fixed it, what do you
want?
16. CUSTOMER Ah yes, please - (noticing something irritating when looking up and checking the
dashboard) Ah wait, it seems the menu is glitching itself… (pants heavily)
17. CASHIER
(showing a hint of impatience) Here’s a plastic menu. Your order?
18. CUSTOMER Ah yes,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drink is 85% full and the fries are unsalted. For the
burger, please take away a piece of cheese, and put extra onion and ketchup on the
other, the onions being the raw sliced ones. (CASHIER takes a while to punch out and
make the changes to the rest of his order.)
19. CASHIER
Alright so a double cheese meal20. CUSTOMER I believe I started with my beverage.
21.
22.
23.
24.
25.

CASHIER
CUSTOMER
CASHIER
CUSTOMER
CASHIER

(trying to stay composed) OKAY, a Coke Zero with no iceIce free
(annoyed) An ice free coke zero with a double cheeseburgerA double onion cheeseburger
(churning out the words with frustration) An Ice free coke zero that’s 85% full with a
double onion cheeseburger26. CUSTOMER I’m sorry, but please mention the 85% last. Oh, and it’s going with.
27. CASHIER
(rolling his eyes and faking a gentle laugh) An ice free coke zero going with a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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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on cheeseburger and fries which are unsalted28. CUSTOMER No no, that's when you mention the 85%.
29. CASHIER
(passive aggressive) An ice free coke zero going with a double cheeseburger and fries,
the drink is 85% full and the fries are unsalted. For the burger take away a piece of
cheese and put extra onion and ketchup on the other, the onions being the raw sliced
ones. Will that be all sir?
30. CUSTOMER Of course not! I also have my membership card right here which should have a coupon
saved for this entire thing31. CASHIER
SORRY, our DEAR CUSTOMER, but this restaurant is not part of the program. That
will be 42 dollars sir - and here’s the receipt.
32. CUSTOMER (CUSTOMER receives the receipt as CASHIER makes a sigh of relief. CUSTOMER
stares at the receipt.) Oh my god. (grimaces) The ticket says 517. I can’t. I refuse to
take it. I just can’t. Is there a way that I can33. Other
customers
34. CASHIER

What now!? (The OTHER CUSTOMERS start pushing towards the front) Hey! How
about us? We’ve been waiting for forever!
Stop shoving people! Shush! I’m closing the counter if anyone here- (shouting) You

know what? I’ve had it with you people! I’m out here working on a Christmas night
and all I’m seeing is this wrong that wrong or whatever! You want to know what’s
wrong? You lot spending your Christmas at a Mackeys, that what! Why don’t you
spend it with your family or something huh? Do you have to be in my restaurant? Not
to mention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at ketchup? Can’t you just bring it here already,
how hard is it to get some simple ketchup?
35. CUSTOMER (breaking the awkward silence) I would like to order again. That will make MY
ACTUAL order the even-numbered one.
(completely agitated) What now? You’re putting me in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Couldn’t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to me and the ones behind you?
37. CUSTOMER Merry Christmas.
38. CASHIER
(confused) Alright, you’re losing me here.
39. CUSTOMER I think I’m not. I’m still standing on the line, ordering. (pointing at the floor and
gesturing to the CASHIER to check the line) I’ll pay for both meals. You’ll take the
517 and I’ll take my 518. Consider it a seasonal gift from a cranky customer who just
wants the things the way they are.
(A staff member finally runs up, carrying a box of ketchup packets. He then hands
CASHIER the two meals before hurrying off again. CASHIER looks at the bags,
36. CASHIER

40. CASHIER

checks the receipt for 518, and hands it over to CUSTOMER.)
(professional) Here’s your new receipt, Sir. Thank you. (Motioning the customer
behind to come up and order) Hello Madam, Merry Christmas. How may I take your
order?
(End)

12

Short Play Writing Award Scheme (Dec, 2021)
Certificate of Honor (Secondary School)
Play: The Last Phone Call
Playwright: S4 Leo Wong
School: HKICC Lee Shau Kee School of Creativity

1.
2.
3.
4.

A
B
A
B

5. A
6. B
7. A
8. B
9. A
10. B
11. A

Hey! How's it hanging?
Good good! They say the operation might go well. Why are you calling?
Oh no nothing. I just missed you.
Well I miss you too.
(Beat.)
I actually just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Ask away.
Remember when we were together back in the old house. And you would smoke
at the balcony.
Of course. We would watch movies and do everything together. But I would be
outside and you are inside. Separated by that glass door.
Yeah. I just thought maybe. I don't know. If I asked you to come inside and stop
smoking, would you have listened?
I would not know. I think I would come in and get closer with you but I don't
think I can put down that cigarette.
I just feel a bit guilty or I regret that I could have helped you sooner. It's my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you.
13

12. B
13. A
14. B

15. B

16. B
17. A
18. B

Well you don't have to feel this way, darling. I have been smoking since I was
12.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hen you are gone. (Cries) Your health was deteriorating
and I just accepted it.
You simply continue living boy. Maybe tell your kids to not smoke to honor me.
(Laughs)
(A laughs, then cries)
Oh don't cry now. I know how this feels. Losing your parents because of health.
You feel hopeless as the body just die. No money can help his or her health.
(Beat.)
It never feels like we have enough time with the ones we love.
What are we gonna do now?
We cherish this little time that I still have with this body.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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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劇創作獎勵計劃（2021 年 12 月）
優異獎（小學組）
劇目：健康風雲
編劇：小六 王珈熙
學校：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劇本全文
第一場
旁白

唐太宗是千古難得一遇的好皇帝。近日他為了了解百姓生活的情況，決定微服出
巡，視察百姓的生活質素。

太監
唐太宗

（悄悄地）皇上，走了很久，不如去歇一歇吧﹖
嗯，百姓最近一切安好，朕甚感欣慰。現在是午市時間，朕也感到餓了，先到飯
館用餐吧! （一齊步入飯館中）
第二場

小二
唐太宗
小二

唐太宗
小二
唐太宗
太監
唐太宗

兩位客官，你們要吃甚麼﹖
（太監站在旁邊候命）你們這兒有甚麼撚手小菜﹖
（熱情地）不如吃胡餅和「紅陽枝杖」，這是本館最著名的美食。特別是這道
「紅陽枝杖」，是將熟羊蹄去骨，入雞湯、筍片、白酒、鹽、蔥煨，味道十分濃
郁惹味，可以令人吃個不停。
唔，就試試吧！
（上菜）客官，小菜到，請慢用！
（對着太監皺眉） 為何這兩道菜的油份如此之高﹖再往外看去，我發覺人民的
身形傾向肥胖，大家甚至以「胖」為美的標準，為何這樣呢﹖
（想了想）可能是平民的日常飲食習慣出現了問題。
不行，想我大唐人民一向善於騎射，他們怎能胖得上不了馬﹖我要解決這個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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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旁白

唐太宗一行人沒有用飯，便馬上起駕回宮。

唐太宗
太監
魏徵
唐太宗
魏徵
唐太宗

唐太宗

朕要召見魏愛卿。
（彎腰）領旨！（過了不久） 魏大人到！
（跪下）拜見皇上！
魏愛卿平身。
不知皇上如此着急召見微臣，所為何事?
（憂心忡忡）今日朕微服出巡，發現民間飯館的菜餸偏向油膩，而人民身型肥
胖，生活習慣十分不健康。
（想了一想）皇上，我們可以出一張皇榜，忠告百姓要注意生活健康，並列出健
康規條，如每日要做運動半個時辰、飲食清淡等。凡哪個州、縣推行成效顯著
的，便可得皇上的嘉許。
好！（拍手）好主意！ 勞煩魏愛卿幫朕擬旨。

魏徵

遵旨！

魏徵

第四場
旁白
唐太宗
魏徵

唐太宗
旁白

告示貼出後一個月，唐太宗和魏徵一起私訪民間。
百姓都有按照皇榜所說的去做，生活健康了不少。多虧了你呀，魏愛卿！
是皇上英明，及時發現這問題。百姓能有個如此愛民如子的君主是他們的福氣
呀！人民不健康的生活也會引發多種疾病，能及早解決是好事，不致影響大唐國
力。
（拍拍魏徵的肩膊）魏卿家深知朕心，哈哈！
就這樣，百姓又恢復平靜安定的生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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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劇創作獎勵計劃（2021 年 12 月）
優異獎（小學組）
劇目：奇妙之旅編劇：小六 陳裕華
學校：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愛學校

第一場

1. 小松鼠

2. 貓博士
3. 小松鼠

4.
5.
6.
7.
8.

小松鼠
小狗熊
小松鼠
小狗熊
小猴子

9. 小松鼠
10. 小猴子
11. 貓博士

（陰森的背景音樂響起，有小鳥、野獸的低叫聲）
（聲音顫抖着，眼睛在黑暗中探索）博士，前面真的很黑，還要走嗎？
（低沉的聲音）繼續按着地圖走。
博士，前面有光，應該是那裏了。
（燈光慢慢亮起來）（小松鼠撥開蔓藤，看見一座玻璃球狀房子，大門口寫着
「太空島售票處」。小狗熊坐在裏面，小猴子站在外面。）（音樂變得輕柔）
麻煩您，請問有去木星的票嗎？
現在剩下一張去火星的，一張去土星的，其餘的票賣光了。
（吃驚的表情）土星不適合我，我可不想吃土。可是火星上全是火呀，哪能去？
（笑了笑）誰說不能上，既然有票出售，您就放心好了。
（聽了小松鼠的話，一直捧着肚子笑）哈哈哈，你個笨笨松鼠，要按照你這麼
說，金星就是金子做的，水星就是到處是水，木星就是木頭做的啦！
我才不是笨笨哦，太空充滿未知，等着我們去探索。
（甩甩手）行，行，行！咱們來一場星球比拼，看看大家誰的收穫最多？
（走到售票處前）請給我剩餘的兩張票吧。（把到土星的票遞給小猴子，把到火
星的票遞給小松鼠。面對小松鼠說話）走吧，你去火星試試，相信自己，這次比
拼，你一定能行！
（小猴子和小松鼠坐上宇宙飛船，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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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太空漫步的音樂響起）

12. 一把聲音
13. 小松鼠
14. 一把聲音
15. 小松鼠
16. 小松鼠
17. 旁白
18. 一把聲音

19. 小猴子

20. 小猴子
21. 旁白

22. 松鼠、猴子

（小松鼠來到了火星，一睜開眼看到的並沒有到處都是火，而是一個奇特的小
鎮。那裏的房子形狀很特別，有茶壺狀的，有樹桩狀的，其中一幢房子是貓的造
型。）
（小松鼠一踏進小鎮的大門，一把聲音響起。）
進奇特小鎮，必須要通過挑戰！
（滿臉疑惑）請問是什麼挑戰？
這裏沒辦法種植糧食，只能吃罐頭。如果你能幫我們找到水元素就好了。
（想了想，表情從猶豫表情變自信）我試試吧。
（小松鼠用探測器在探測。）
有發現了，火星兩極的冰蓋中含有大量的冰和乾冰。接下來要想辦法讓冰融化，
釋放出水蒸氣。嗯......不如試試溫室效應來達成。
就是這樣，小松鼠成功找到水元素，通過考驗。這時候，一把聲音又出來了。
謝謝你，小松鼠，你幫助了奇特小鎮的居民。聽說你是從地球來的，我們也是，
你能帶我們回到地球嗎？我們很想念地球。
（一把聲音的真身慢慢從貓形的房子裏走出來。他正對着小松鼠微笑着。他竟然
就是貓博士。）
（小猴子到達土星沒兩天，所帶的水和食物剩餘不多，不得不去找水喝，大半天
過去，還是沒找到。）
（筋疲力盡的樣子，垂身子走路）累死了，還是我們地球好啊。不過還得找，不
然熬不下去。
突然，他發現從一個洞裏射出富含水分的羽狀蒸氣，而這些蒸氣含有微量的鹽
分。
（靈機一動，雙眼發亮）我可以利用二次蒸發，再冷凝的方法，把水蒸氣變成
水，不就有水喝了？哎呀，等我回到地球，一定狠狠地喝幾杯水。
過了幾天，小猴子終於忍不住回到地球。
（小松鼠、貓博士抵達地球，小猴子也到達了。三人一見面，抱在一起。）
（輕快的音樂響起）
兄弟啊，好想你。還是我們地球好啊，多好的大自然，多豐富的能源啊。我們要
好好珍惜愛護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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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22年春季)
主辦：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
協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與 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主題：創意教學策略應用於中小幼教學
目的：讓不同學習領域中具創意的教育同工，分享他們在教學中所運用的創意策略，從而激發出席
的教育同工，分享自身的經驗，又把他人的經驗帶回學校，以培育更具創意的下一代。
日期：2022 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15 至 4:30
地點：Zoom
費用：免費
查詢：錢先生（whatsApp 9780 1760）
程序：
題目

內容

負責人

座談會簡介

凝聚創意教師，結集創意教學策略

吳翠珊教授

在小學推行
校園歷奇課程
設計及實行





Rachel Carson(1956) 在 The Sense of Wonder 一書中，揭示極吸 彭玉文老師
引之戶外學習理念：兒童需要一個能同他共享新奇感的成年人
做伴，發現身處世界的歡樂刺激和奧秘…情感遠比知識更重
要…觸動學生對美的感動，對新的未知事物的驚艷；愛惜與傾
慕之情油然而生，對牽動這些情感的事物，生起求知欲。經由
這種方式獲得的知識，受用終身。
校園歷奇課程以此為指導思想，選擇校園內之花園、攀籐架、
菩提樹、石山刻字、圖書館內攝影作品、校訓與校徽、校園旁
之河流與山崗等無字教材，運用「生態史地歷奇習式」設計互
動教學活動，在小一至小三年級正規課堂上全年實行。


在初中推行 
STEAM 教育 


評論

講者將介紹設計及實行之概況，分享當中的困難及收獲。
要在初中推動 STEAM 教育，應有何課程目標？
師資應接受甚麼培訓？
有甚麼合用的課程和教材？
如何藉此提升學生的創意？

評論、討論、總結及展望

錢德順博士
陳廣明老師

許明輝教授

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 (2022 春季) 報名

請掃描 QR Code，填妥電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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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劇創作獎勵計劃（2022 年 3 月）
Short Play Writing Award Scheme (Mar, 2022)
主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協辦：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
戲劇活動深受學生喜愛，然而，能編寫好的劇本的學生不多，原因之一，乃可供學生參考的劇本不
多。現時學生可讀到的劇本，以長劇居多，實在不適合作為參考，尤其是小學生。本會以為有必要
為學生引入 3-10 分鐘的短編劇本，讓學生閱讀，並作為創作短劇的參考。正如創作文章，應從短篇
文章為起步點，待學生掌握寫作短文的技巧後，方可要求學生創作更長篇的文章。創作文章如是，
創作劇本亦如是。
目的
1. 提升教師及中小學生編寫短劇的興趣。
2. 收集優秀的劇篇劇本，予以出版，或實體，或網上，好作為中小學生的閱讀材料。

活動詳情
題材：題材必須健康，適合中小學生閱讀和演出便可
類型：類型不限，適合中小學學生閱讀
參加者：教師、中學生或小學生均可（每劇作者人數以 4 人為限）
語文：中英文均可，中文必須為書面語
長度：演出時間 3-10 分鐘（約 300-1300 字，15-40 句台詞）
刊登：大會將選出佳作刊登於本會會訊／網頁，未來結集出版實體劇本集
版權：劇本必須未曾發表，參與本活動者，須同意本會刊登於會訊／及網頁及出版
演出：授權本會安排獲獎劇本與學校演出
評審：資深戲劇教育工作者
獎狀：獲選學生將獲「榮譽劇本獎狀」或「優異劇本獎狀」
提交：把劇本的 WORD 檔電郵本會 (info.hktda@gmail.com )
截止日期：2022 年 2 月 28 日
公佈獎項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名額：每校遞交不多於三篇劇作
費用：全免
參考：獲獎劇作，可瀏覽網址 http://www.hk-tda.com/tc/node/669
查詢：本會會訊主編錢老師 9780 1760
短劇必須連同以下資料遞交
劇作者資料：姓名、身份（教師或學生）、學校、年級（學生適用）
劇目：參與者須為作品擬定劇目
備註：如未能提供相關資料，恕未能獲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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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教師及學生撰寫劇評

「季度優秀劇評獎」（2022 年 3 月）
主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協辦：戲劇教育發展基金、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
目的
戲劇活動深受中小學教師及學生喜愛，香港的中小學教師及學生常在校內或校外欣賞各類型的戲劇
演出。為提升教師和學生對戲劇的欣賞能力，本會每季舉辦戲劇評賞寫作活動，以鼓勵教師及中小
學生，能從更多和更細緻的角度，以欣賞各類型的戲劇。然而，評審仝人以為，我們的評賞活動，
對像既包含了初中和小學生，便應在專業劇評導向以外，開闢更廣闊的道路，以鼓勵初中學生和小
學生，關注校園內外的戲劇藝術活動，分享此等戲劇藝術活動對他們的意義。此活動也鼓勵教師和
中小學生，參與各類劇場活動，並以參與者的身份，評賞自身所參與戲劇演出，又或分享參與是類
演出的感想心得。
劇評詳情
戲劇類型：專業劇團於公開劇場的演出或到校演出、校內學生於校內或校外的演出
演出時間：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
格式：不限
內容：可評論戲劇主題的啟發性、導演手法、演技、舞台效果等，亦可分享其他心得
對像：香港中小學教師及各級學生
語文：中文或英文均可
字數：200-1000 字（WORD 檔）
刊登：本會選出佳作，刊登於本會會訊或／及網頁，以鼓勵學界對戲劇欣賞作交流分享
版權：必須為未曾發表的評論，參與本活動教師和學生同意本會刊登於會訊／及網頁中
評審：本會邀請資深戲劇教育工作者及專業劇評人員，選出優秀劇評分享文章
獎狀：獲選學生將獲「季度優秀劇評獎狀」
提交：本會電郵 info.hktda@gmail.com
截止日期：2022 年 2 月 28 日
公佈獎項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參考：過去獲獎作品 http://www.hk-tda.com/tc/node/667
查詢：本會會訊主編錢老師 9780 1760
劇評必須提供的資料
戲劇資料：劇目的名稱、劇作者、演出團體、演出日期、演出時間、演出地點
撰寫人資料：姓名、身份（教師或學生）、學校、年級（學生適用）
文章題目：參與者須為所撰寫的文章擬定一題目
備註：如未能提供相關資料，恕未能獲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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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意戲劇節 2022
Fax: 3544 8304

E-mail: info.hktda@gmail.com

Website：www.hk-tda.com

主辦：香港創意戲劇議會
合辦：香港教師戲劇會、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對像：香港中小學生
詳情：
簡介

由於疫情考慮，各參與隊伍自行在指定日期內，拍攝演出錄像。

主題

中華文化在《論語》。

闡釋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很值得我們推廣。論語被譽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基石，故大會
希望透過是次「香港創意戲劇節 2022」，向廣大中小學生推廣論語的閱讀，從中
讓中小學生更深認識中華文化。

範圍

中學隊伍：論語首四篇，即〈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
四〉。
小學隊伍：論語首二篇〈學而第一〉、〈為政第二〉。

拍攝

大會於 2022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9:00，向參賽隊伍電郵論語一則。參賽
隊伍須以該則論語為題，以創意戲劇說出一個故事，以推廣中華文化。參賽隊伍
須於同日下午 6:00 或以前，拍攝創意戲劇一則，以 mp4 制式，上傳大會指定雲端
位置。

要求

以單一鏡頭定鏡拍攝，角度和焦點必須固定，角度足夠包括全組人的全身演出。
不可剪接，否則會被取消資格。注意畫面清晰度，例如解像度為 720P 或以上。注
意收音，音量必須能清楚聽到。

語言

粵語。

組別

小學組、中學組。

每隊人數

2 - 4 人。

隊伍數目

中小學：每校 3 隊為上限。

演出時間

小學組 2-3 分鐘、中學組 3-4 分鐘，逾時扣分。

可用材料

各隊只何使用一桌兩椅，桌椅均為學校使用的為限。各隊不得使用任何道具，否
則有可能會被扣分。

服飾

服飾不限，亦不會計算在評分標準內。

費用

小學及中學隊伍，每隊 300 元。（已繳費用，不論任何原因，如教育局宣佈停課
等，概不退還）

獎狀

團體獎：各組設冠、亞、季軍
隊伍獎：創意獎、榮譽獎狀、傑出獎狀、優異獎狀、嘉許獎狀

獎項公佈

2022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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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及友好機構消息

網頁更新 歡迎瀏覽
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網址：hk-ceo.org。

網頁更新 歡迎瀏覽
戲劇教育發展基金網址：the-faf.com。
1.

香港教師戲劇會會訊編輯室
司徒美儀

洪美芝

潘燕芳

錢德順

誠徵稿件







香港教師戲劇會會訊，旨在成為世界各地華人就「戲劇／教育」分享的交流平台。
歡迎各界人士賜稿，投稿人身處地域不限、年齡不限、界別不限。
稿件形式不限、字數不限，以「戲劇／教育」為題即合。
來稿請用 WORD 的格式存檔，中英文均可；如文章過長，編輯室將建議分期刊登。
稿件以未經發表為佳；倘已發表，敬請註明，並請先妥善處理版權問題。
來稿必須具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惟刊登時可用筆名。





來稿刊登與否，編輯室有最終決定權。
惠賜稿件請電郵：info.hktda@gmail.com。
本刊將同時上載網頁：hk-tda.com。




本刊每年四期，出版日期約為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
截稿日期分別為二月底、五月底、八月底和十一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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