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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戲劇教育工作者的故事 
Devoted myself in doing dramatic activities with my students 

 

Silvia Yu 余慧群  

Experienced primary school teacher of English Language 

 

“The mission of theatre, after all, is to change, to raise consciousness to their human 

possibilities.” Let me start with a quote from Arthur Miller, the author of “The Death of a 

Salesman”, who was a famous modern American playwright. 

 

Dramatic art may be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to most people but it is magical to me. I have 

been a theatre fan myself ever since my first visit for a long time. Theatre brings me through 

magical journeys of humanities which shape a different “ME”, eventually and unconsciously.  

Therefore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ose “changes” could happen in my students as well.  

 

Then I started to produce plays for School Drama Festival. However, I had none experience on 

stage myself. Then I took quite a lot courses offered by former Education Department about drama 

education at that time and watched whatever dramatic productions I came across. I learnt to direct 

my students to play purely in the perspective of what an audience expects to see on stage.   

 

Meanwhile, I found amazing impact on my students, especially for underachievers and those 

who have discipline problems. They stood up before the crowd and spoke confidently. They learnt 

to help each other and built up long last friendship. I saw beautiful souls. I soon realised the magical 

power of dramatic art.  

 

Coincidentally, Mr Tsin invited our school to join a Drama in Education research project so I 

first tried out using drama conventions in my English classrooms.1 I found it really hard to get my 

students involved and enjoyed in the imaginative world since I did not get the gist of the Drama in 

Education. I still remembered how embarrassing I was in doing Teacher-In-Role when my students 

challenged me on my acting. They could not believe and go into the fictional world I set up for 

them. I was lost and could not figure out the reasons at this moment. I sorted that out during my 

MFA study that I was the one who did not believe the existence of the fictional world the first place. 

 

   I have limited exposure in drama performance myself. My first one in life was done with 

HKTDA “Goodbye Maiden Love” which I played as a teacher. I had stage fright and even failed to 

project my voice properly. It was irony that I was struggling with the same problems of my 

                                                      
1 錢德順、吳翠珊(2011)，在科目上應用戲劇教學法的實證研究於許明輝、舒志義合編，香港學校戲劇教育成果

的研究與評鑒。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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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Following that was wonderful years of adventure in the real dramatic world in HKAPA, I 

had my first acting lessons and started to figure out what dramatic art really is.  

  

 

 

“Acting is behaving truthfully under imaginary circumstances.” claimed Sanford Meisner, an 

American actor, also known as Sandy. That is a quote introduced by my beloved acting teacher Mr 

Chan Chu Hei in the lessons. He said that is the key why drama is an art form. Actors himself needs 

to "live sincerely” in the imaginary scenes on stage. It will take my rest of life getting myself into it.  

Dramatic art is all about human.  

 

Teacher Chu Hei brought us to start a journey for ourselves. The acting lessons turned my life 

up indeed. I learned to look deep down into myself, exercise, reflect and unscramble. Moreover, my 

horizon expands with the applied dramatic forms like Play Back Theatre, Forum Theatre, 

Theatre-In-Education, Process Drama, Ethnodrama, etc. They are all about bringing “changes” in 

life.  

 

Dramatic art is not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definitely. It changes my life as well as my 

students’ life. It triggers our inner power with enjoyment. It is the best tool for education. I have 

tried a Forum Theatre with my primary children on the issue of SEN. Their perspective towards 

SEN changed when they were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s and trying out their suggestions as 

spec-actors. They are able to step into our shoes themselves when they speak, think and react in 

other roles. Both the actors and audience were empowered, including the SEN parents. Therefore, I 

devoted myself in doing more dramatic activities with my studen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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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曲」：戲劇教育中一個學生也不能少的關鍵  
孫惠柱 

上海戲劇學院人類表演學教授 

轉載自杭州《美育學刊》2013 年第三期 

 

 

孫惠柱 

 

摘要 

 

中國急需在各級普通學校開展惠及所有學生的普及性戲劇課，其關鍵是設計出可以像

音樂那樣通過集體模仿來學習的戲劇練習曲，而不是照搬歐美流行的以個人故事為核心的

“創作性戲劇”。為此目的，我們根據以程式化動作來呈現的主要戲曲行當，創作了《孔

門弟子》系列短劇，先由專業演員展演，吸引普通學生參與，從模仿入手學習表演，再鼓

勵特別有興趣的學生參與創作。 

 

關鍵字 

 

戲劇教育，練習曲，集體模仿，創作性戲劇，音樂教育模式 

 

 

戲劇教育至今推展不前 

 

中國學者和教育實踐者宣導“戲劇進課堂（中小學）”已經有十幾年時間了，但是

在國家的教育體系層面，真正的進展卻極其有限。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我認為，除了行

政機關的惰性和相關師資的極度缺乏，更重要的問題還在於，多數中國戲劇教育的先行

者們過於相信了在中國水土不服的西方的“教育戲劇”範式。 

 

在歐美中小學裡相當流行的創作性戲劇以個人創造力為根基，從理論上說，旨在鼓

勵所有學生都能從零開始，單獨或者集體創作演出自己的戲劇。然而在現實情形中，因

為中小學的課堂教學時間是高度結構化的，創作性戲劇只能滿足極少數的學生；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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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課外活動的劇社和商業性的校外演藝班裡，創作性戲劇也基本上只能滿足那些精選的最

聰明最漂亮的孩子和他們有錢的家長。 

 

再者，這種西式創作性戲劇需要老師有高超的技能，多才多藝，精通即興表演，這樣的

人才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才能培養出來，在一個人口超過十三億的國家，給所有中小學培

訓這樣的老師需要多少年？ 

 

急需開闢“集體模仿”教學法來推廣戲劇課 

 

為了儘快滿足所有中國學生對戲劇教育的迫切需求，我們急需開闢其他路徑來推廣戲劇

課。這條路中國的音樂教育工作者實際上早就走過了，他們可以給我們提供寶貴的經驗，關

鍵就是用可以集體模仿的“練習曲”為教材。我們不妨就以音樂練習曲為榜樣，從探索“戲

劇練習曲”開始。 

 

反思過去十幾年，音樂教育的極度繁榮和我們力推戲劇進入學校課程體系的失敗教訓，

反觀戲劇和音樂教育方法的差異，我發現音樂和戲劇教育其實一直在用完全迥異的方法和理

念推進。 

 

幾乎在所有國家中，音樂總是第一個進入課堂教育的藝術科目；而幾乎所有的現代學校

也都能充分開展音樂教育。其原因在於音樂是最“保守”的藝術形式（歐洲文字中音樂學院

多叫 conservatory，和“保守”一詞 conservative 是同一個詞根），大多數時間可以通過集體的

模仿來學習，而且效率很高，能讓所有在場的參加者受益。 

 

音樂教育不像戲劇那樣需要學生每時每刻都發揮原創性和創造力——必須承認，我們多

年來花了很大精力宣導推廣國家層面的戲劇教育，正是因為戲劇最能培養創造力；但是，過

於原創、過於開放的藝術很難和基礎教育相容。和戲劇相比，音樂教起來簡單得多，就因為

音樂比戲劇保守，絕大多數的教學可以完全通過模仿來進行，很少需要原創性作品。 

 

相反，以語言為主的戲劇——話劇——是最自由最開放的藝術形式，需要大量原創性的

創造，甚至於最經典的文本在每次表演中也被要求有盡可能多的創造性，每個演員在表演訓

練中也需要許多即興發揮，很多話劇表演老師甚至明確規定，不准學生模仿光碟或著名演員

的表演。毫無疑問，在高度結構化的課堂教學中，戲劇是最難教的藝術門類。  

 

在當下中國的中小學裡，幾乎所有藝術教育的課堂時間都被音樂和美術壟斷了。在僅有

的極少數一些戲劇的實驗項目中，戲劇也沒能像音樂那樣成功地說服那些校長、藝術老師和

家長們，使他們認識到戲劇教育的價值，進而同意縮短部分音樂課的寶貴時間來上戲劇課。

鑒於在高考壓力下中國的中小學用於藝術教育的總時間不可能增加，為了贏得與音樂教師的

“地盤爭奪戰”，未來的戲劇老師必須首先向其對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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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鑑音樂教育的標準練習曲 

 

音樂老師的成功在於高效地利用課堂時間，教授所有學生同樣的標準練習曲，而不

是僅僅為最聰明最漂亮的少數學生服務。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首先在某種程度上放棄戲劇教育潛在的對學生自發性和創造性

的啟迪作用，借鑒相對單調的、描紅式的音樂教學模式，首先給每位元學生享受戲劇表

演的機會——而不是大學通識課中流行的看看光碟的“戲劇欣賞”。無論如何，哪怕是

純粹模仿的戲劇實踐也要比完全沒有戲劇課好很多，哪怕是純粹模仿的戲劇表演也可以

訓練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給予學生親自動手參與團隊實踐的直接經驗，這些都是模仿

性的純音樂學習不能實現的。一旦基礎奠定了以後，我們才可以一步步增加內容，使戲

劇表演更具有新穎性和創造性。 

 

戲劇教育也可以模仿為主 

 

可能有很多人會提出質疑：音樂教學自然可以模仿為主，戲劇表演也能通過模仿來

學習嗎？ 

 

大多數的西方戲劇教師，特別是那些在中小學教戲劇的老師們，習慣於教學生做遊

戲的、自發的、即興的練習，他們一般不會讓學生模仿專業演員的表演，也不會認為戲

劇課可以借鑒音樂的教育模式。 

 

幸運的是，在我們中國一直有兩種不同的戲劇模式——引進才一百多年的西方話劇

模式和古老得多的中國戲曲模式。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特別是對看不到話劇的農村和

中小城市的人來說，現場演出的戲劇其實就意味著戲曲。 

 

中國戲曲演員的訓練和音樂訓練的模式很像，都強調“練習曲”的重複練習。不同

之處在於，中國戲劇“練習曲”還包含了很多動作訓練，與音樂與芭蕾舞相配合的練習

很相似。將中國戲曲的“練習曲”作為戲劇教育的起點，比推廣基於西方話劇的創作性

戲劇具有更強的實際操作性。 

 

2008 年教育部推動京劇進課堂無疾而終 

 

當然，大多數中國傳統戲曲劇碼的內容過於陳舊，難以吸引現在的學生，這也是個

很大的問題。2008 年初，中國教育部第一次採取措施，試圖在學校教育中放入一點戲劇

的內容，要求學校在課堂上教授教育部“欽定”的 16 首京劇唱段。但是，這一政府舉措

很快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在政策出臺不久後的全國“兩會”上，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

委員公開質疑教育部，認為其“獨尊京劇”的做法明顯有歧視其他數百個地方戲曲劇種

之嫌。16 個具體唱段的選擇也讓人詬病，它們有的陳舊過時，難以吸引中小學生；有的

則還有一定的政治問題，比如超過半數的九個“樣板戲”唱段，因為和“文革”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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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幫”的緊密聯繫而讓不少老戲曲藝術家心有餘悸。退一步講，即便這些唱段正確可用，光

唱不演也絕不能算是真的學了戲劇；而且，16 個唱段對於一個科目來說數目實在太小——須

知這是一個要用好幾年時間來教學的科目。 

 

我認為，教育部這一措施的初衷是好的——無論多麼困難，總要有人來想點辦法把戲劇

放進中小學的課程中去吧？哪怕是不成功的嘗試也應該受到鼓勵，然後就可以總結經驗教訓；

而這次幾乎是無疾而終的嘗試告訴我們，現有的中國戲曲唱段中很少有適合作當代學生教育

戲劇的練習曲的，為了開拓中國的教育戲劇之路，我們必須為今天的中小學生專門創作一系

列練習劇碼。 

 

上海戲劇學院推出《孔門弟子》 

 

上海戲劇學院戲曲學院推出的《孔門弟子》就是為實現這一目的而構想設計的開放式的

練習曲系列。 

 

這個關於教育家孔子和他的三個虛構的年輕弟子的系列短劇，是我在 2009 年提出創意以

後與上海戲劇學院的同事及學生一起創作的。我們借鑒古典小說《西遊記》中唐僧帶他的三

個徒弟——包括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中國元素”美猴王——去西天取經的敘事結構，將《孔

門弟子》的情境同樣安排在孔子周遊列國宣傳儒家哲學的偉大遊歷之中。這些短劇中的古裝

角色都以京劇的主要行當為基礎，用程式化的動作來展現，在國外的戲劇人看來有些類似於

義大利即興喜劇。 主要角色包括：孔子（老生）、子魯（花臉，性格急躁）、子徒（小丑）、

秦冉（刀馬旦，像祝英台和花木蘭那樣女扮男裝）。其他角色如在旅途中遇到的各色人等，

也都按照中國戲曲的行當進行類型化處理和呈現。《孔門弟子》的內容大量運用傳統文化和

民間故事的資源，但選的都是能夠接通當代人思想的寓言式故事，例如《三人與水》就化自

《三個和尚》的故事：三弟子勞動時互相埋怨，孔子問如果他病倒誰會來照顧他。三人都說

肯定會，孔子說不信，讓他們演繹“三人與水”的故事，結果是“三個人沒水喝”。孔子要

弟子解讀這個剛演過的故事。子魯說“一”，您嫌我們多了一個人。子徒說“二”：“人者

仁也，”兩個人最好。秦冉說“三”，因為“三人行必有我師，”有了三個人，就有師有生，

分出等級，就會制定大家都要遵守的禮；否則的話，像剛才我們扮演的不文之人那樣，就會

落到大家都沒水喝。孔子點頭，但子徒說，規則一定要由老師來定嗎？您的“三人行必有我

師”不是說，我們三人中也可能有人在某一方面做您的老師嗎？《比武有方》的故事則來自

“田忌賽馬”：某國將軍矇騙國君，以“先軍”國策治國，怕孔子說服國君改變國策，將他

擋在城外，說只有比武勝了他的三個門將方能進城。孔子定比武規則，按重量分三級一對一

打；將軍卻偷改級別，一輸二贏得勝。孔子指他作弊，將軍笑他迂腐，兵不厭詐！子徒說要

詐我也會！孔子問學生說：你要跟誰學什麼？ 

 

這一系列短劇的創作基於滿足兩個目標：對於中國學生，它是戲劇教育的媒介——劇本

短小精幹、人物鮮明突出、動作規範易學；對於非中國學生來說，則又是一個中國傳統文化

的入門通道，可以幫助他們瞭解儒家哲學和戲曲藝術。對於兩個目標受眾群中那些看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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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躍躍欲試、想要學習與表演的學生來說，“練習曲”的模仿練習都是至關重要的，它

們既指 “雲手”“山膀”“走圓場”等最簡單的基本動作，也指劇本中的表演片段。 

 

尤金尼奧·巴爾巴指出“前表意”的因素 

 

尤金尼奧·巴爾巴在其著作《戲劇人類學辭典》中指出，全世界各個民族各種文化的

“表演者的秘密”中最重要的，就是“前表意”的因素，而這一點是亞洲傳統戲劇特別

強調的。他說： 

 

不同國度和時代的不同表演者，儘管有各自的傳統風格，總是會有一些共同的原

則。戲劇人類學的首要任務是探究這些反復出現的原則，那是一些非常有用的“良

方”。……傳統的東方演員都有一個完整的、經得起考驗的“專門方略”，亦即使表

演風格體系化的藝術規則，這種風格關係到特定戲劇類型的演員必須遵守的一切。 

 

……戲劇人類學認為，對所有演員來說，只存在一個共同的結構基礎水準，戲劇

人類學把這種水準界定為“前表意的”……它涉及到如何展現出演員在舞臺上的活

力，也就是演員如何成為一種在場（presence）的形象，直接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有一種超越傳統文化的“生理學”。實際上，前表意性正是為了獲得這種“在

場”而充分利用了各種原則。……這些原則的結果在一些體系化的戲劇類型中顯得

更為明確，因為在這樣的戲劇類型中，説明肢體造型的技巧是獨立于結果亦即意義

之外的。2 

 

如果“前表意”指的是學生演員在演戲之前所做的身體和聲音的長期訓練，巴爾巴

毫無疑問是正確的。 

 

練習曲乃為學生身體和聲音長期訓練而設的 

 

練習曲，尤其最基礎的練習曲，就是為此目標而設計創作的，由系列片段組成的練

習曲可以幫助訓練者一步步提高表演的挑戰性和複雜性。 

 

練習曲可以個別反復練習，直到每個學習者找到自己與該曲目的獨特感覺，也可以

讓學生集體練習，學生有了一定的基礎以後，就可以練習難度更大的段子。 

 

在我們的訓練項目中，第一階段是集體學習“前表意”的練習曲，在這個過程中，

每個學生逐步認識自己的表演個性，發現適合自己的行當也就是角色類型；經過師生共

同協商，每個學生都要確定行當，然後再演練與該行當相關的練習曲。 

 

                                                      
2 见 Euginio Barba. The Secret Art of the Performer: A Dictionary of Theatre Anthropology. London: Roultedge, 

1991, p. 8, pp. 1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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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訓練的第二階段，他們可以練一些從前表意過渡到表意的組合性練習曲，形成一個小

故事，在沒有劇本臺詞的條件下即興表演。舉例來說，走圓場對所有行當來說都是最基本的

練習曲，雖然走法不同，但都需要長時間練習，一遍又一遍，甚至有些無趣。經過修改，我

們讓一個學生扮演逃跑的角色，另一個角色則扮演追他的角色；兩個人都還是保持各自走圓

場的動作程式，但一個跑一個追，這就有了故事，有了懸念，也有了表演。這些教室裡的即

興組合一旦有效地激發了學生的創造力，消解了前表意重複訓練的無聊，也有可能成為高水

準的段子。 

 

在第二階段之後，學生就可以根據寫成的劇本和角色進行表意的練習。通常情況下，他

們先得模仿老師的表演，重複再重複，直到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感受和特色，然後就能實現“強

表意”的戲曲表演。 

 

世界各地的實踐 

 

《孔門弟子》專案開始之初，我們的計畫是訓練上海戲劇學院戲曲學院的學生為普通中

學生表演，激發他們對表演的興趣。讓我驚喜的是，上戲一些最高水準的專業演員也志願來

加入我們的學生隊伍。 

 

2010 年，在上海戲劇學院舉行的一個人類表演學的研討會上，我們第一次展現了《孔門

弟子》的一個短劇。會上大家熱烈爭論，有人擔心專業演員的高超表演可能會嚇跑那些業餘

的學生；但是，最後大家一致認為，最好的演員才能做出最好的表演示範，更好地吸引學生

來學習、模仿乃至參與創作。 

 

中國的中小學生目前尚未參加這一項目，而國際學生卻已經這樣做過了，包括一所美國

高中的學生。2011 年 9 月，國際戲劇協會第 33 屆世界代表大會在中國廈門召開，作為大會唯

一一項國際合作戲劇表演專案，美國波士頓威斯頓劍橋中學、保加利亞國家戲劇電影學院、

上海戲劇學院等聯合表演了《孔門子弟》。威斯頓劍橋中學後來還在上海和北京再次表演了他

們的短劇。 

 

很明顯，這個幾乎沒有任何經驗的團隊在竭力模仿中國老師的“范兒”，盡顯天真可愛。

而保加利亞的學生卻展示了另外一個路徑。他們不像美國學生那樣費勁地模仿京劇範式，而

是將中國戲曲和布萊希特的風格混合起來，使之呈現出自己的特色。在上海戲劇學院多次為

國際學生舉辦的為期 20 天的暑期學校中，老師們用同樣的練習曲給毫無戲曲經驗的國際學生

傳授中國京劇；人人都積極參與其中，飽含熱情地學習各自角色的基本練習曲和劇本片段，

最後每個人都演出了一個戲曲小戲。 

 

在上戲於 2013 年一月舉辦的冬季學院裡，沒有戲曲經驗的中外學生三十多人參加了為期

10 天的戲曲工作坊，也用同樣的方法教學，在最後的呈現中，每個短劇都有兩組學生演出——

最典型地體現了“練習曲”展示的特點。 

 



10 
 

繼續發展簡單的標準化戲劇練習曲的理念 

 

這些例子都說明了中國戲曲對非戲劇專業學生的潛在吸引力。我們下一步的目標，

是繼續發展簡單的標準化戲劇練習曲的理念，為不同年齡段的學生創作更多的系列短劇，

在“小熒星”之類少數尖子學生用表演博取獎項的同時，在少數老師試圖用西方范式帶

學生實驗“創作性戲劇”的同時，在更多的中小學裡推廣戲劇“練習曲”這一更有效、

更系統的中國式戲劇教育範式，最終吸引每個中國學生都來學演戲劇，分享表演的快樂，

體驗創造的過程，提升全面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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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藝劇團的驚奇之旅— 

一個台灣福音戲劇的天賦使命 
錢大同(台灣天藝劇團團長) 

 

對一個以福音宣揚為己任的福音劇團，天藝劇團 3 深耕台灣36年，面對整個劇場蓬勃發

展，劇場運動的前仆後繼；從現實面而言，劇場展演形式必須迎上時代的變遷；從藝術面而

言，劇團整體的水準必然要提升；從策略面而言，複合式的合作及夥伴關係連結已然是必然

需求! 

 

一路走來，迎向前路 

 

筆者在天藝劇團 (當時登記名稱為「天藝話劇團」)成立初的第五年(1988)加入，歷經黑衣

人的各個技術階段、演出不同的腳色，甚而在中期承擔帶領劇團的核心團隊，目前擔任團長

的職位，持續在台灣的福音劇團運作中努力，未來劇團觸角將更深入社福、公益、教育劇場〪  

 

回想2012年，筆者應「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4」邀請擔任製作人，受託製

作「山中森林 5」紙上電影，並於宇宙光雜誌以筆名「含默」發表「文創宣教 6」概念；在當

時的轟動台灣社會的「李宗瑞事件」推波助瀾下，「山中森林」紙上電影的推出，恰巧回應

了人性的貪婪與年輕人對一日情的普遍反應；誠然，即使是福音傳揚也脫離不了對社會狀態

的策略回應，劇團無法也不適合一廂情願的製作戲劇，妄求觀眾買票進劇場；這種體悟深化

團隊製作引起觀眾共鳴的想法，因為如此「彈性」便顯得更為迫切！ 

 

文化包袱，文創出路 

 

面臨台灣與中國「文化臍帶」連結的事實，在兩岸政治的疏離與中南海文攻武嚇下，台

灣的年輕世代更顯得無所適從；信仰誠然仍是個安定人心的選項，台灣劇場的發展卻顯得更

為蓬勃，即便透過展演的獲利目的不能滿足，透過戲劇手段來獲得話語權，戲劇的運用就是

個門檻不低的方法！ 

 

過往，天藝劇團多以戲劇製作為首要考量，較缺乏策略與行銷的籌畫；從最初十年的一

年兩次製作(演出24場)，進入了一年一次演出8場，團員為帶職參與，利用工作之餘排練並參

與製作〪原創劇本是天藝的特色，這對於從不倚賴票房收入7，卻能穩定每年推出新劇的劇團

而言，是個不得不令人感動的「神蹟」〪  

 

 

                                                      
3 天藝團成立於 1983 年 
4 1973 年第一期宇宙光雜誌出版後，收到監獄、學校廣大的需求，於是，開始大量印刷，並積極推動訂贈計畫，

文字傳播的深入與速率無遠弗屆，獲得極大迴響。耕耘十年後，於 1983 年成立「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傳播

中心」，以文字視聽、關懷輔導、藝術文化、學術研究、社會關懷、教育訓練、資訊網絡等七大工作方向，

傾力從事「天人物我，全人關懷」，重建「人」的工程。1998 年 9 月，擴大改組成立「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

光全人關懷機構」，除於台北設立董事會監督各項工作外，並於世界各地分別成立地區事工委員會，協助推

廣支持宇宙光全人關懷工作。 
5 山森林中由錢大同製作，張文儀擔任導演，演出藝人有林慶台、周丹薇、宋逸民、王俐人、李宣榕 
6 文創宣教乃含默於宇宙光雜誌 2012 年 8 月刊中提出 
7 天藝劇團成立迄今，製作經費非由特定單位支持，而是以觀眾索票並憑票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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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藝劇團自 1988 年迄今參與製作舞台劇已達 25 齣，成為國內著名的福音劇團。資深團

員帶領劇團的行政、技術及宣傳部門；製作劇碼及舞台設計作品，包括：「變奏一九九七」、

「舞衣」、「歸零」、「朋友請聽」、「蹺」、「NG-驀然回首」、「誰」、「迴」、「戲」、

「留一盞燈」、「秋決」、「青衣」、「心の繭」、「心洞」、「浮沉‧浮塵」、「那一年, 

我們約好要幸福的」、「心怨」、「倒帶」、「越線」、「陋巷8」、「未完•待續の狂想曲」

等。 

 

山窮水盡，柳暗花明 

 

這是一條辛苦卻充滿感恩的戲劇之路，舞台上的光環很快會幻滅，掌聲過後觀眾起身離

去、大幕落下演員彩妝盡卸，戲劇卻永遠吸引著普羅大眾；「天藝」身為福音劇團的老大哥，

對戲劇的熱情不曾稍歇，對新知的渴求與日俱增；當一代一代的前輩凋零倒下，後輩能有多

少熱情及抱負跟上？然而我們期許，命定的託付不致辜負，我們的經驗可供傳承〪 

  

在年紀已逾中年的筆者，有機會參與大學文創設計教育、社區戲劇訓練、樂齡戲劇教學、

兒童劇場培育、媒體節目製作，開拓了雜誌專欄平台主筆 9、影視策略整合規劃、公益戲劇團

隊建立、跨國劇藝經驗傳遞….；凡此種種，都滋潤了劇場人對創意的經營考驗，也都刺激了

「戲劇」與「文創」的密切結合〪  

 

感謝香港教師戲劇會給予劇團這個發表空間，期待未來更多資訊，能透過 貴會的會訊予

以傳播，筆者必將薄盡綿力，成為橋樑，共興戲劇！ 

                                                      
8 「陋巷」為天藝劇團成團後的第一次實驗性音樂劇 
9  筆者於 2017 年 12 月受邀擔任「event 365 生活誌」季刊戲劇專欄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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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學法讓我們成長 

羅美玲 

佛山市禪城區環湖小學    

 

參加戲劇教學法培訓10已經是第二期了，我從剛開始的“懵懵懂懂”——以為就是“學

習怎樣排練一齣戲”到現在的“一知半解”——開始在語文課堂上嘗試運用相關方法，使之

成為一種“語文教學手段”。這一過程中，學生在進步、在成長，作為語文老師的我，又何

嘗不是在成長中品味為師為學的快樂呢？ 

 

今天的課程是學習第 18 課《將相和》，這是一篇讓學生感受人物形象的文章，孩子們對

此類課文很感興趣。在學習“完璧歸趙”這一環節中，我嘗試使用“良心胡同”之方法引導

孩子們分析和氏璧被送回趙國後，“秦王沒有辦法，只得客客氣氣地把藺相如送回趙國”背

後的故事，幫助他們分析人物藺相如的性格特點，體會他的光輝形象。課堂上，我拋出問題：

“夢寐以求的和氏璧竟然被藺相如送回趙國去了，你們猜：秦王想不想殺了藺相如呢？”。

我邀請了其中一孩子擔任秦王，其他孩子們以小組為單位開展了“良心胡同”活動，代表秦

王的內心衝突，時以為殺掉藺相如好，時以為殺掉藺相如不好。開放式的活動讓每一個小組

成員都積極地參與其中。 

 

“我認為不殺藺相如好，因為藺相如智勇雙全，叫我心虛，所以我不會殺他的。” 

“我認為殺藺相如好，因為藺相如善用計謀，讓我得不到自己最愛的和氏璧，便來個惱

羞成怒殺了他吧。” 

“我認為不殺藺相如好，因為反正和氏璧已經被帶走了，我也得不到了，何必再失去天

下人對我的信任？殺了藺相如，我會得不償失！” 

“我認為殺藺相如好，因為我是一國之君，隨便找個理由便可以了。” 

…… 

隨著孩子們“討論”的深入，作為老師的我內心裡充滿了欣慰！因為通過討論，孩子們

對藺相如這個人物的解讀是如此之深——他勇敢機智、有勇有謀，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他可

以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同時，孩子也在討論中體會到秦王這個人物的性格特點——他陰

險狡詐、以強欺弱、不講信用，但是他作為一國之君，也需要維護自己國家的形象，不願意

失信於天下。而這些，可是我們的教科書上沒有提及的！ 

 

更讓我感動的是，以上孩子們所有的感悟，都不是由我這個老師“傳授”給他們的，而

是他們自己通過研讀、探討及分享，自己感悟出來的。我想，戲劇教學法何嘗不是一種適合

                                                      
10 此計劃佛山巿禪城教育局對外交流合作室主辦，邀請香港教師戲劇會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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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的好方法呢？ 

 

接下來的“澠池之會”，我計畫繼續推進“定格”法輔助教學。孩子們，等著我！我會

跟你們一起努力地、快樂地學習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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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評一：香港三姊妹－極簡的對比 

洪美芝 

自由身戲劇教育工作者 

觀賞場次：2018 年 4 月 29 日 15:00 

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香港三姊妹》是劇場極簡主義探索計劃中的作品，此劇於 2017 年

1 月於香港首演，同年於愛丁堡國際藝穗節被評獲四星及台北藝穗節獲佳作獎。筆者有幸於

本年觀賞重演，從而了解有關劇場中的極簡主義。 

 

  《香港三姊妹》是一齣戲中戲，講述一個劇團正在排練俄國著名劇作家契訶夫的《三姊

妹》。《三姊妹》講述三位有才貌、有智慧的姐妹，跟隨軍人父親從莫斯科搬到俄羅斯的一個

小鎮，他們有抱負卻無法實踐，一直渴望回去莫斯科。而劇團演員們於現實生活中，與他們

各自飾演《三姊妹》中的角色有相似的狀況和心情。例如：飾演原著伊里娜的演員，另一角

色是渴望成為出色演員的兼職導遊 Kitty，她為了生活和發展，作出有違心意的選擇。導演陳

恆輝借古諷今，把經典的作品與現今香港的處境連結起來，引起觀眾的共鳴。 

   

  「極不簡單的極簡主義探索」乃導演陳恆輝於《香港三姊妹》導讀文章中的標題。極簡

主義的確並不簡單，因為這並非指以簡陋的佈景或簡單的設計演出，而是指開放作品自身的

空間，減掉創作者的暗示和象徵，讓觀眾回到當下去感受，從而產生想像。《香港三姊妹》可

分為「三姊妹」和「香港」兩部份，「三姊妹」的部分是以極簡主義的形式，演員以形體動作、

角色交互朗讀對白及意象的運用去呈現《三姊妹》的故事情節，例如：於故事的開端及每段

小節的間場，三姊妹均配合音樂做出相同的形體動作。而相對地，「香港」的部分則並非以極

簡的方法去演繹，當中演員們的生活故事有很多的暗示和比喻，這些鮮明的比喻是用以表達

現今香港的處境和困局，例如：有一演員飾演大學教授，人體解剖圖來比喻香港的殖民狀態，

故此劇並非絕對的以極簡主義呈現，這種對比更能令觀眾了解劇場中極簡主義的作用和效

果。 

  多閱讀和研究經典的劇目是很值得加入戲劇教育之中，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是因為

它們有著歷久彌新的命題和價值，作品亦能與當代社會的環境互相扣連。另外，雖然寫實主

義仍然是戲劇的主流，但亦希望教育工作者們能帶領學生認識更多不同的戲劇流派和種類，

擴闊學生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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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評二：香港戲劇工程《鑄情》觀後感 

 

蕭新泉 

香港教師戲劇會副會長 

 

 

 

看香港戲劇工程《鑄情》的簡介 —《羅密歐與茱麗葉》與《牡丹亭》來個 cross over，會

否太悶、太沉重？學生會感興趣嗎？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愛情故事，能作有機的結合嗎？入

場觀賞，問題一掃而空。 

 

這劇絕不沉重，學生絕對會感興趣。故事一開始，由現代的敘述者以風趣幽默的語調，

向觀眾提出現今愛情的古怪現象，然後帶領觀眾進入兩個經典故事的世界，又再回到現今的

世界。觀眾不斷穿梭古今中西時空，引發大量對愛情的反思。原來，現代愛情與兩個故事有

不少相似之處 — 羅密歐與茱麗葉的一見鍾情，不正是獲現代年青人推崇備至嗎？柳夢梅畫

中引發對杜麗娘的戀慕，不像是現代年青人在網上尋找情人嗎？當然，唯一不同的，是兩劇

主角對愛情至死不渝，多少現代年輕人能夠做到？ 

 

《羅密歐與茱麗葉》與《牡丹亭》兩劇，在這演出中能作有機的結合。編劇從兩個截然

不同的故事，找到中西文化的相同與相異。 

 

先說相同處：兩個愛情故事的主角都受到壓迫，不能自由戀愛。《牡》劇女主角受到傳統

封建思想的規限，女子三步不出閨門，戀愛婚姻必須有父母之命，以致杜麗娘只能在夢中與

柳夢梅相戀，又因不能與柳相見而含恨而終。《羅》劇主角受家族情仇所礙，更受命運播弄，

最終雙雙殉情。 

 

至於不同處：兩劇主角面對壓迫，《牡》的杜麗娘最終不敢違抗父命、衝破傳統，只能夢

中與柳夢梅纏綿。《羅》劇的男女主角卻敢於違抗父親的意願，私定終身，最後以死作出控訴。

至於結局，《牡》劇杜麗娘竟能還陽再生，與柳夢梅有情人終成眷屬，喜劇收場。《羅》劇則

男女主角最終因誤會而相繼殉情，最終悲劇收場。對於結局的處理，也充分反映出中國與西

方不同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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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演員，分演不同角色，不斷穿梭古今中西，時而唸出優雅的經典台詞，時而說出幽

默風趣的現代話語，演出非常精彩。至於舞台設計，簡約而具美感，配合燈光，令整個演出

充滿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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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育初體驗 

戲劇導師 

潘嘉駿 

 

香港教師戲劇會於 3 月所主持的創意戲劇節 2018 培訓工作坊，讓筆者首次執起教鞭、進

入課室。 

 

說到戲劇教育，對我而言並不陌生。在中學讀書時，戲劇科是初中課程的必修科目，我

亦曾於香港教師戲劇會擔任項目統籌主任，期間我對戲劇教育各範疇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戲

劇教育並不是單單了解戲劇為何，而是要利用戲劇配合教學方法，達致教育的最終效果。香

港創意戲劇節工作坊，就是利用戲劇提升學生的創意。 

 

與其服從 不如投入 

 
中學時期，上戲劇課大概與上體育課一樣，抱著玩樂的心態，可以走出座位伸展筋骨。

如今換了身份，體會自有不同。作為導師，便會思考如何讓學生獲益最多。戲劇，即 Play，

有玩樂的意思，亦是戲劇的關鍵元素。戲劇教育與傳統教學不同，並非死記硬背即可，而是

需要學生全情投入。 

 

戲劇其實就是將人生放於舞台，與其要他在座位上聽你說十句，倒不如讓他投入體驗一

次，就正如人生，道聽途說，不如親身體驗，故此我要求他們要勇敢去嘗試，那怕是天馬行

空的想法，只要想到，便想辦法做出來。透過親身嘗試，學生必然有體會，有體會自然有反

思，並進而能有所學。戲劇不是數學科，答案從來不是簡單的對與錯，而是好與不好。導師

的責任，是引導及評價他們的演出，而非給予他們標準答案。 

 

小朋友吸收與創意能力高 

 
主持工作坊前，曾返回母校觀課，向錢德順老師學習；亦曾研究過教材，對於小學及初

中生能否理解工作坊的教材抱有懷疑。別以為年紀小就不太懂思考，小朋友的吸收能力及創

意絕對讓你意想不到。讓他們放膽去想、大膽去做，導師從旁加以引導，小朋友所創造出來

的，定能讓你大開眼界。  

 

控制秩序費心力 

 
當然，小學生甚至初中生，並未有足夠心智及耐性全情投入課堂，許多時他們或會超越

了玩樂的底線，破壞課堂秩序。是次工作坊的參加者，多是小學生，我最大的體驗莫過於控

制秩序一環。有學生在課堂上取出手機玩遊戲、有學生亂跑、有學生躲起來……要平衡課堂

秩序與學生投入感兩者，的確需要長久而專業的教學經驗，我只能盡力而為。 

 

感受還有很多，惟篇幅有限，只能擇其一二。戲劇教育工作，並非一朝一夕能見成效，

而是需要累積經驗，一次又一次反覆思考及修正教與學，這是我從觀察錢老師上課與自己初

次執起教鞭後所得的最大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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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師周年戲劇公演 2018 
 

本會每年舉辦周年公演，台前幕後由老師擔崗。今年演出三齣精彩短劇，詳情如下： 

日期：2018 年 7 月 19 日 (星期四) 

地點：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文化藝術中心 (九龍聯合道 135 號、樂富港鐵站 B 出口) 

時間：3:00 pm / 8:00 pm (每場演出三短劇，劇目及大綱見下) 

票價：$100 (全日制學生／長者／殘疾人士$70)。每五張學生門券，送一張教師門券。 

購票：請致電 6899 7664 (康小姐) 

 
劇目一：愛生事家庭（粵語演出） 

編劇及導演：蕭新泉／演員：曾麗琬 黃小淸 黎金志 吳嘉茵 麥泳茵 譚凱妮 關碧玲 

內容：主角為一有錢女，父母經常在外地工作，甚少留港。主角聘請 boutique 老闆娘冒充她

媽媽為學校聯絡人，她在學校屢遭投訴，班主任決定放學後進行家訪。主角被迫找老闆娘假

扮她媽媽，在家中與班主任見面。就這樣一次「家訪」，引發連串錯摸與笑話…… 

 
劇目二：Love Selling (English show) 

編劇及導演：錢德順／演員：石曉彤 潘燕芳 陳子聰 黃曉玲 趙家穎 徐子晴 

內容：Mathew 意外地走進幸運巷，遇上了塔羅牌檔主 Chariot。Chariot 預言 Mathew 的女友

Nicole 將來成就非凡，並請 Mathew 和 Nicole 同來幸運巷。到了幸運巷，Mathew 和 Nicole 遇

到了 Taurus。原來 Chariot 和 Taurus 都是靈魂的收買者，旨在收買 Mathew 和 Nicole 的靈魂……  

 

劇目三：悔逝（粵語演出） 

編劇：蔡頌詩／導演：陳廣明／演員：梁晴思 余思諾 顏凱瑩 李詩樂 黃麗萍 陳廣明 

內容：心理醫生石家琪，用心治療病人，卻看不透兩個妹妹家璇與家碧的心理，更看不透自

己的心理。兩個妹妹一個又一個死去…… 

 

「香港教師戲劇會-周年公演 2018」購票回條 

 

填妥下列購票回條，連同劃線支票(支票抬頭：香港教師戲劇會有限公司)，寄往「新界沙田五

旬節林漢光中學 香港教師戲劇會」收，門券於演出當日即場於接待處領取。每五張學生門

券，送一張教師門券。注意：只餘 3:00pm門券 
 

學校名稱：  

老師名稱：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訂票數量： $100 (        )張、$70 (         )張。 合計 HK$(       )元 

支票號碼：         （銀行：       ）        經手人(由本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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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課程 (語言及戲劇) 2018-19 課程 
 

 戲劇教育在香港學校日漸普及，不少學校於學校設有戲劇課外活動, 並於英文科、中文

科、生命教育科，引入戲劇單元。也不少學校開設獨立的戲劇科，高中則於其他學習經歷(OLE)

開設戲劇科等。 

   

  由於學校對戲劇教師需求甚殷，本會特為此舉辦系統的戲劇教師培訓課程，以提升教師

戲劇教學的專業水平，並為有志考取國際戲劇教學專業資歷 (例如 Associate Trinity College 

London - Speech and Drama) 的教師作準備。課程內容包括： 

(i) 戲劇教學原理與技巧 

(ii) 編寫戲劇課程 

(iii) 應用戲劇於教授不同學科 

(iv) 學校戲劇製作實踐 

(v) 欣賞各類型戲劇 

(vi) 到學校戲劇教室觀課 

(vii) 戲劇教學實習 

 

 課程於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5 月期間逢星期二 (7:00-9:00pm) 舉行，共 30 教節，全年

費用 HK$19,800，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報名可獲九折優惠，課程詳情可參閱網頁 

http://www.hk-tda.com。 

  教師如欲對本課程或倫敦戲劇教師專業資格試有進一步了解，可致電聯絡本會黃小姐 

(9629 7020)，她將向個別教師講解詳情。 

  

豐富了我的教學活動 
鄭敬恩 Maggie (2017-18 教師學員) 

   

  戲劇教育對我來說，是全新的學習領域。我讀書的時代，不論中小學，也沒接觸過戲

劇教育。 

    未修讀這課程時，我認為戲劇教育只是一種課外活動，讓老師訓練學生參加學校朗誦

節或學校戲劇表演而已。有些學校視戲劇教育為資優課程，挑選精英學生參與，於各學校

大型活動或各慶祝典禮作為餘興節目。 

  但修讀課程後，我了解戲劇教育能設計為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的課程。每位學生能享受

戲劇教育的樂趣，增加他們的學習興趣和提升他們的語文能力。戲劇教育也能幫助提高學

生的協作能力、解難能力和協助他們發揮創意。 

  課程令我大開眼界，豐富了我的教學經驗。有別於傳統師範課程，學員在戲劇教師培

訓課程中，經常以學生身分，體驗不同的戲劇教學活動。Learning by doing 的授課模式令教

師能體會各教學活動，增進自己的教學技巧。課程也提供了不少教案和活動工作紙樣本，

令課程更具實用性，絕對不只是紙上談兵。 

  感謝導師錢 Sir, Miss Wong 和 Miss Poon 的指導，很享受做你們的學生。你們對教學的熱

誠，令我佩服不已。 

 

 

 

http://www.hk-tda.com/


21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on Speech and Drama (2018-19) 

 

Aims of course 

1. Enable teachers to  

— plan and implement a Speech and Drama curriculum for a group of students  

— execute teaching work effectively at a professional level in the field speech and drama  

2. Equip teachers to take professional diploma examination in speech and drama (e.g. Diploma of 

Associate Trinity College London (ATCL) - Speech and Drama) 

 

Course Details 

Lessons: A total of 24 lessons: 16 lessons on principles of teaching drama, 4 lessons on case studies, 

and 4 lessons on lesson observations. The 16 lessons on principles of teaching drama will 

be on the following Tuesday, 7:00-9:00 pm , from Oct 2018 to April 2019.  

Lesson Date Lesson Date Lesson Date 

1 Oct 16, 2018 7 Jan 8, 2019 13 Mar 26, 2019 

2 Oct 30, 2018 8 Jan 22, 2019 14 Apr 9, 2019 

3 Nov 13, 2018 9 Feb 12, 2019 15 Apr 16, 2019 

4 Nov 27, 2018 10 Feb 26, 2019 16 April 30, 2019 

5 Dec 11, 2018 11 Mar 12, 2019   

6 Dec 18, 2018 12 Mar 19, 2019   

Other learning activities will be arranged on other days from Oct 2018 to July 2019, 

including  

(i) principles and skills of the teaching of drama 

(ii) curriculum design of drama education 

(iii) applying drama to the teaching of subjects of various kinds 

(iv) drama production 

Venue: Pentecostal Lam Hon Kwong School, Shatin. 

Tuition Fee:    $19,800 (The fee includes tuition and course materials).  

A 10% early bird discount ($17,820) is offered for applying on or before Aug 31, 

2018. A 25% discount ($14,850) is offered for full time students. 

Application: Fill out the 【Application form for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on Speech and Drama】and mail 

it with a cheque payable to “Hong Kong Teachers Drama Association Ltd” to “Pentecostal 

Lam Hon Kwong School, Yue Tin Court, Shatin, NT.”  

Deadline: Sep 30, 2018  (Deadline for early bird: Aug 31, 2018) 

Enquiry:  9629 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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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ssociate Trinity College London (ATCL) Diploma on Drama Teaching  

(refer to http://www.trinitycollege.com/site/?id=294) 

 
— Teachers of this course are equipped to take ATCL (Speech and Drama) Diploma Exam offered by 

the Trinity Guilhall on their own choice.  

— The qualification of an ATCL Diploma is comparable to those of other qualifications available at 

Level 4 in the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 It is recognized globally across 50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including UK, Wales, etc.. 

— The examination comprises 3 units, all of which must be passed fo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diploma: 

Unit 1 on Principles of Teaching 

Unit 2 on Case Studies 

Unit 3 on Teaching practical 

 

Building a liking for drama  

June Tse (2017-18 participant) 

 

This year is going to be a remarkable year for me - I enrolled a one-year part-time course 

about speech, drama and teaching skills hosted by HKTDA after reading a flyer about this course 

one day in the staff room at my serving school.  

This is one of the quickest decision I have ever made in my life. I expect I have to do lots of 

talking and thinking instead of being bored in my seat, and the course does not upset me. I and 

other classmates, in which most of them are frontline teachers and some are teaching candidates, 

have lots of opportunities to experience how to act and deliver lines on a stage in a professional 

manner. Yet this course is more than assisting us to become actors or actresses. I and some of the 

classmates, have chances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a 30-min drama lesson in class. With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feedback given by instructors after each teaching demonstration, I gain insights 

on conducting a drama lesson and using drama as a tool to teach in subjects like general studies/ 

liberal studies and General English.  

Despite time constraint and tight teaching schedule, I attempt to deploy some drama 

conventions in classrooms, of which students can get involved in lessons in a positive way.  

Times flies. Almost time for this cours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wards 

Miss Apple Wong, Mr Benedict Tsin and Miss Joyce Poon. Thanks for your teaching and 

constructive advice throughout the year. I am also very glad to have nice and experienced teachers 

to be my classmates. I hope building a liking for drama could be one of the reason to stay 

everybody connected after thi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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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m 

for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on Speech and Drama (2018-19) 
Fill out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mail it with a cheque at HK$19,800 (early bird at $17,820, full time student at 

$14,850) payable to “Hong Kong Teachers Drama Association Ltd”  

Mailing Address: Pentecostal Lam Hon Kwong School, Yue Tin Court, Shatin, NT.  

Attn: Dr. Wong Lai Ping 

Deadline:  Sep 30, 2018   (Deadline for early bird: Aug 31, 2018) 

Personal Particulars  

Name(Eng):                       Name(Chinese) 

Gender: (please )  □ Female   □ Male   Date of Birth (DD/MM/YY):       /        /        

Nationality:       ID Card No.: 

Email Address:     Tel (office):                           Tel(mobile): 

Residential Address: 

 

Correspondence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abov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Please list your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starting with the highest level qualification you have gained: 

 

 

 

Other studies related to Speech and Drama (if any): 

Have you entered for any part of a Trinity diploma before? (please )  □Yes  □No   

Teaching Career 

School / Organization: 

Drama teaching involved (please )  

□Drama as an arts subject  □Drama as a module in language  □Drama as a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Any related drama teaching experience? 

 

 

Signature:       Date: 
 

Office Use Only 

Cheque Number:                      Bank: 

Receiving date: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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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st importantly, drama is fun! 

Ngan Hoi Ying (2017-18 participant) 

 

 About half a year ago, I had my first drama education lesson with the HKTDA. Out of my 

expectation, the instructor immediately filled me with awe by giving us a task — improvisation. 

The instructions were simple: get into groups, devise a short play, then act it out. We took the 

challenge and started our discussion spontaneously. Although most of us did not have much 

performing experience, we were all amazed by the creativity that everyone had shown when it's 

over. Since then I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drama is for everyone — whether we are young or old, 

new or experienced — it has the magical power that activates part of the most instinctive response 

of human.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programme, I was actively engaged in a range of activities such 

as doing improvisations, playing theatre games and participating in lesson demonstrations. Not 

only had I learnt about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speech and drama, but by doing so I 

also realised the benefits of drama education on students’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Just to 

name a few: it can enhance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thinking skills, nurture confidence and 

creativity, broaden one’s mind and life experiences...And most importantly, drama is fun! 

 

 Coming to the end of the programme, I am truly grateful to Mr. Tsin, Miss Wong and Miss 

Poon, who devoted themselves to making it an enjoyable and eye-opening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all of us. As I am graduating to be an English teacher this year,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incorporating drama conventions into my lesson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vite all 

of you who aspired to become educators to embark on the journey of drama education and make 

use of this magical switch to unleash the potentials of ou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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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教育劇場系列 2018-19 

 

本會歷年推出多齣教育劇場，由專業戲劇工作者製作，於中小學巡迴演出，反應熱烈。現

計劃於 2018-19 學年推出「中國文化教育劇場」，以增強學生對中華文化及中國歷史的認識。 

 

教育劇場全長 45 分鐘至 1 小時（按學校要求調節），費用$6,500。每場包括三部分：(1)淺

講中國文化知識、(2)中國文化互動劇場演出、(3)中國文化討論。參與學生人數不限。新推出

中國文化系列，設兩大主題，以供選擇： 

 

1) 論語劇場 

「論語故事」乃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經典，把「論語故事」改編作學生易懂的故事，讓學

生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得以深化，品德得以提升，並增強其對中國人身分認同。本會曾於優

質教學基金（QEF）資助下推出「應用創意戲劇於『論語故事』學習 - 教師培訓計劃」，今

將其中的《子為父隱》、《宰予晝寢》兩個故事編成劇本，以互動劇場形式呈現舞台，加入

互動環節，更能讓學生思考中國文化的根源，提升學生的品德情意。 

 

2) 中國著名科學家劇場 

名人故事，流芳百世；傳世名言，啟迪心智。名人的成就如一面明鏡，可以磨煉我們的毅

力，激勵我們的鬥志。本會改編了中國著名科學家──屠呦呦、錢學森的堅毅故事，展示

了他們戰勝逆境的經歷及以科學貢獻國家的堅毅心志。 

 

學校如有興趣參與教育劇場，可詳情瀏覽本會網頁 www.hk-tda.com，然後填妥後頁表格，

電郵或傳真本會（傳真 35448304）。報名收妥後，本會盡快聯絡負責老師，以作細節安排。 

 

詳情垂詢電郵至 info.hktda@gmail.com 或致電 68997664 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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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教育劇場系列 2018-2019 報名表格 

（傳真號碼：3544 8304；電郵：info.hktda@gmail.com） 

聯絡資料 

學校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負責人姓名  聯絡手提  

電郵  

活動資料 

主題 □論語劇場  /  □中國名科學家劇場 

預計參與級別  預計參與人數  

劇目 

首選  

次選 (如適用)  

□ 由本會建議 

日期 

首選 
日期：＿＿＿＿年＿＿＿月＿＿＿日（星期＿＿） 

時間：＿＿＿＿＿＿＿＿至＿＿＿＿＿＿＿＿ 

次選 (如適用) 
日期：＿＿＿＿年＿＿＿月＿＿＿日（星期＿＿） 

時間：＿＿＿＿＿＿＿＿至＿＿＿＿＿＿＿＿ 

學校設施 □ 音響系統（本會自備無線咪）  □ 投影機（本會自備電腦） 

注意事項及細則 

1. 請於演出日期前三個月填妥此表格，並以電郵或傳真方式交回。不足三個月內之預約，將有機會不獲接納。  

2. 如申請獲接納，本會將發出確認電郵作實。報名一經本會確實，學校如要求取消演出，仍需繳交全額 30%

作為本會之行政開支。 

3. 教育劇場的長度可由 45 分鐘至 60 分鐘不等，校方可按此範圍決定節目長度。有關決定，學校須於演出前

一個月或以前，以電郵通知，並獲本會以電郵回覆確認，方為生效。 

4. 本會將自備電腦及無線咪作演出之用，演出場地之音響系統需配備 XLR 輸入方式。 

5. 演出當天，本會演員及工作人員須於演前 75 分鐘或以前到達表演場地，進行裝置，請校方預留場地。 

6. 香港教師戲劇會乃非牟利慈善團體。如日後不欲接到本會傳真，請通知本會。 

負責人簽署：＿＿＿＿＿＿＿＿＿＿＿＿＿＿＿＿         日期：＿＿＿＿＿＿＿＿＿＿＿＿＿＿ 

【由本會填寫】 

收表日期 :  負責人 :  

回覆日期 : 接受預約            未能接受預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