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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戲劇教育工作者的故事 

戲劇與我的不解緣份 

 江葉秀娟 

香港教師戲劇會創立人 

 

 
香港教師戲劇會創立人江葉秀娟女士 

 

成長於香港 

 

五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純樸而又充滿機會的地方，富商李嘉誠也是因那一個時代而成為巨

富。我就在那個時候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我們雖然物質生活不富庶，精神生活卻多姿多

采。我們沒有手機，沒有電腦，沒有遊戲機，沒有玩具和電視，然而我們有兄弟姊妹，有鄰

居，有朋友，有石頭，有水，有沙，有花草榭木，最重要的是有想像力和創作力。  

 

我們一家九口住在一個房間，屋內面積很少，沒有足夠的活動空間，但是屋外有一個很大的

天井，是幾家人的共用空地,也是我們二十多個小孩子的歡樂天地。除此以外，屋後是一個小

山坡，種滿了不同的果樹，有番石榴，桃，芒果和枇杷，這個地方成為我們的探險天地。屋

前不遠有一條大水溪，人們都稱它為「大坑」。請不要誤以為我是住在新界，其實我住在香

港島香港大學附近，現在的人很難想像五十年代的環境是那麼自然自在的！ 

 

小時候，我們在課餘的時間都會聚在一起玩耍，除了當時很多小孩都會玩的跳飛機，跳橡筋

繩，捉迷藏，彈石子，拍公仔子等等之外，由於我們有廿十多人，因此我們都會有很多創意

活動，例如兵捉賊，槍戰，偵探查案，醫生看病，煮飯仔，店舖買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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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某年的暑假，我們竟然扮演”學校生活”。我還清楚記得我是校長，

我妹妹是教師，因為我們比較年長，學校名稱是「白雲小學」，天井是我們的教室，每天早

上有一個小時的上課時間。回想起來也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是放暑假，還要扮上課，可想當年

的學校生活一定是沒有壓力，孩子們才會在假期裡玩這個遊戲！ 

 

以上的遊戲算不算是戲劇活動呢？我沒有結論，但是我知道通過這些童年生活，我學會與人

溝通，懂得怎樣表達自己，更重要的是我的組織能力和敢於創新嘗試的精神卻慢慢跟著我的

成長而發酵起來。也許就是因為這些伴我成長的活動讓我成為一位教師和一個熱愛戲劇的

人。 

 

不是生來便充滿演藝細胞 

 

人生永遠是不斷的演變，我不是一個生來就是充滿了演藝細胞的人，在整個中小學的學校生

活裡我是興戲劇絕緣的。我完全記不起學校是否有戲劇組，如果有，我也不是一份子。當時

我熱愛運動，所以我參與的課外活動也是各項球類活動。小時候在家與小朋友玩的兒戲已經

不再，漸漸我失去了那種能表達自己與人溝通的自信，反之，總愛一個人躲起來。 

 

生長在一個有七兄弟姊妹的家庭，爸爸媽媽也沒法觀察了解我的轉變。那時候的我很孤單，

很寂寞，小小年紀便否定了生命的目的，更多次有輕生的念頭！ 假若我沒有找回當初熱愛

表演的熱忱，也許，我己經不存在了！戲劇給與我活潑積極的生命，讓我更明白生命多姿多

采的變化，曾加我在困苦中不放棄的精神。 

 

在教會中重拾演藝的天賦 

 

中五那一年，我開始到教會，在團契生活中我開放了自己，也找回了自信。那是我的戲劇生

涯重新的起點，在夏令營，在教會特別聚會我們都會改編聖經故事成為舞台劇。漸漸童年時

的我回來了，也因為在教會演戲，培養我的獨立思考能力。 

 

印象最深刻一次，是我們一群年青人因為不滿教會管理階層的人太過守舊而演出了諷刺教會

弊病的舞台劇，記得當時的編劇就是朱耀明牧師 (當年他只是年青小伙子)。演出後我們都被

教會牧者們教訓了一頓，然而這卻加強我對戲劇能力的認識，開始對活著要有更多責任的醒

覺，所以對戲劇創作發生了興趣，原來我們是可以用戲劇來表達我們的思想，影響別人的生

命，因此更想寫出我的理念。 

 

由於我的中文水平有限，所以我從那時開始閱讀各類中文書籍，增進自己的知識和文學修

養，慢慢地愛上了閱讀，最後成為一個習慣。想不到這個習慣，讓我在紐西蘭找到一份圖書

館管理員的工作，原來人生是從不同階段的遭遇累積起來的，而我與戲劇的結緣做成了今日

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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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不理解的就是我就讀於羅富國師範學院的兩年裡，我竟然沒有參與任何戲劇活動,想當

年由李援華老師領導的羅富國教育學院校友會戲劇組，是上世紀五十至九十年代本港重要的

業餘劇社，如今仍然沒法明白為什麼我會錯失這個機緣參與。 

 

雖然如此，當我成為一位小學教師後，戲劇種子又再次在我生命中萌芽。我第一份教師工作

是在慈雲山的津貼小學培愛小學 (該校於 1982 年遷往沙田，改名為浸信會呂明才小學)，主

要教授英文，由於學生都是來至基層，所以他們在家裡是不會接觸英語，為了加強學生學習

英語的興趣，除了課堂上讓學生做角色扮演的活動外，我還組織了課餘英語戲劇活動，鼓勵

學生活用英語！ 

 

在我第一年教書的結業禮上我帶領劇組的學生演出了改編自名著「小婦人」，如今回憶起來

我都不知為何有如此精力，一個人包辦編劇，導演，服裝，道具佈景我等等……但是想到讓

這些孩子們有這樣一個回憶，作為教師的再辛苦也是快樂的。 

 

多年前一次舊生聚會中，當時一位擔任主角的學生 (如今是某大國際酒店的高層) 特別到

我面前來告訴我，就是因為演出了那一次英語話劇而使她決定學好英文，這樣才有今天的成

就！作為一個教師聽了這感動的話又豈能不甜在心裡。戲劇是我教學的好幫手，也是學生人

生的點滴，在他們心裡成長，結出不同的果子。 

 

參與基督教福音劇團 

 

教書兩年後，我開始參加一個基督教的福音話劇社《火種劇社》，此劇團由蘇恩佩女士創

立，我自始正式踏上舞台，全情投入戲劇藝術中。從 1974 年到我 1997 離開香港移民到紐西

蘭的廿多年中，我負責領導此劇社，除了演出外，也擔任舞台監督和服裝設計。那些日子是

我人生的重要的一頁。 

 

路德演藝社於 1983 年演出張嘵風編劇的《武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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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與了《主臨萬邦》的廣播節目，開始編寫廣播劇。《主臨萬邦》是美國路德會平信徒協

會（Lutheran Laymen' League ）屬下的一個世界性的機構 Lutheran Hour，旨在以廣播傳福

音。不是主修戲劇的我，不斷參考書籍，參與一些興趣課程，先後跟劇作家張曉風女士、陳

敢權先生、程乃根先生等學習，慢慢地走向戲劇的專業。 

 

教育署學校活動組督學 

 

1992 年，教育署計劃要舉辦香港學校戲劇節時，我毅然申請從課程發展組調到學校活動組！

從 1992 年至 1997 年間，我成為了學校活動組的督學，主要工作是組織香港學校戲劇節各個

環節的活動，包括每年的開展禮、教師培訓、學校演出期(初賽)、公開演出期(決賽)、優勝演

出暨頒獎禮等。這是我的事業，也是我的興趣。 

 

在短短的五年裡，我遇到了最好的同事，也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教師。我們都有同一個意

念，就是戲劇是可以用不同形式運用在教育上。想當年，很多的教師們都沒有專業戲劇訓

練，不過我們卻有熱誠與信念。 

 

 

香港學校戲劇節早期每年均舉辦開展典禮 

 

透過與香港演藝學院及中英劇團的幫助，我們為教師組織了各式各樣的戲劇訓練課程，有初

級的編導演培訓、進深的編導演培訓、燈光操作等。由於獲得到九龍樂善堂的贊助，我們在

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舉了戲劇訓練營，免費為教師提供戲劇訓練。參與的教師都從不同的

工作坊作對戲劇有了認識，而最重要的是他們都能學以致用，帶領學生參加了香港學校戲劇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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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舉了戲劇訓練營 

 

影響深遠的是每年的香港學校戲劇節決賽和優勝者演出，因為都會在專業劇場舉行，例如香

港大會堂。教師及學生們都可以透過演出體會一個專業戲劇製作的過程，這些經驗，對學生

們來說，是一個可以發展多方面才能的機會，這並不是課堂上可以提供的。記得當年官塘工

業中學的優勝演出，他們在外籍教師帶領下演出的英文戲劇 “Macbeth”，帶給評判及觀眾意

外的驚喜和讚嘆真的使人難忘，也為香港學校戲劇節寫下了重要的一頁。 

 

香港教師戲劇會 

 

那時候，教師們都有著一團火，願意為學校戲劇而努力。陪伴著他們一起的我希望這團火能

繼續下來，所以鼓勵他們成立香港教師戲劇會。我們邀請了鐘景輝先生和莫紉蘭校長擔任顧

問，於 1994 年 11 月 23 日舉行成立晚宴。 

 

 
香港教師戲劇會創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香港教師戲劇會成立之初，便以教育署學校活動組為基地，就是我辦公的地方。一眾執行委

員，參與了香港學校戲劇節各階段的活動，出版會訊，商討了不少大計，當中一項便是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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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演。首次公演乃於 1994 年假香港藝術中心麥高利小劇場舉㣔，演出兩短劇《偷看．今

生》。想不到我這個成立香港教師戲劇會的小小提議，被這群教師們發揚光大，影響深遠，

至今已成為香港戲劇教育一個重要的角色。很可惜因為我移民他方而未能與他們一起努力，

這是我戲劇生涯中的一個遺憾！而今的香港教師戲劇會，已經是一個專業的團體，不少戲劇

教育的精英會聚，這是一個演進的過程，祈望日後更能影響香港的教育，做就下一代成才！ 

 

移民紐西蘭 

 

移民到紐西蘭並沒有使我停止戲劇教育。由於當時有大量的香港移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

參與一個華人電檯主持一個兒童節目，從 1997 年開始，我寫了幾百個兒童廣播劇，組織一

些年青人參與廣播，創造了「獅子大王」一個深入人心的角色，影響了當代的小朋友，十多

年過去後，常常有青年人對我說：「謝謝獅子大王陪我成長，當時剛移民到這裡真的很悶，

幸好有你們！」 

 

這些廣播劇都是以教育為中心，我本著透過戲劇為小朋友帶來喜樂的同時也灌輸了中國人的

道德倫理思想去創作這些故事，想不到這樣的工作能夠影響很多移民家庭。在此特別感謝香

港戲劇教師學會，為我出版了好些「獅子大王」的廣播劇本，如果有興趣可以閱讀這些故

事，可以會增加你對創作的熱誠！ 

 

 
移民後於電台工作 

 

除了廣播劇之外，我也創作了幾個兒童舞台劇，每次演出後演員都會在舞台上與小朋友互

動，令我印象最深刻一次是有個小朋友走到扮演壞人角色的演員面前很正經地說: 「你不可

以這樣對人，你要改過！」原來小朋友是可以從戲劇中找到一個正確的價值觀！ 因此最成

功的戲劇是不用說教卻教會了我們生活的價值！在從事這些創作的日子裡讓我明白了要感動

人不一定要長編大論說道理，反之，一定要有趣，生活化，情節一定要引起讀者的共鳴才能

影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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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大王兒童舞台劇 

 

最近有一位在香港做應用劇場工作的朋友問我在紐西蘭有這類型的工作嗎？我搜索一陣子，

原來在奧克蘭沒有劇團是從事這項服務。在這兒，戲劇是其中一個學科，學校會演出戲劇，

坊間有很多專業劇團，除演出外，也會為學生們組織不同的課外活動，但是這些活動只有一

個目的，就是讓小朋友玩得開心，沒有刻意的去訓練他們什麼，也沒有什麼要求！他們是否

透過這些戲劇活動學會了什麼並不是家長們的要求，也不是這些活動的目的，只要有歡樂就

夠了！ 這種戲劇教育是否給與從事戲劇教學的香港教師們一些提示，放鬆一點，要求簡單

一些， 讓自己和學生們快樂地去享受這個過程！ 

 

退休了 

 

三年前，我終於從工作退下來享受著退休的生活。回望過去，戲劇帶給我事業，更重是帶給

我生命的意義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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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18 年秋季)記要  
座談會紀錄：https://youtu.be/i6T88c_FDzE 

                                         黃慕晴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許明輝教授及錢德順副主席致送紀念品與三位嘉賓講員 

張作芳校長、杜一選老師、陳廣明老師 

 

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與香港教師中心合辦，香港教師戲劇會和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協辦，於 2018 年 9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2:15 至 4:30，在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

務中心舉辦「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 2018 年秋季會議。現記要如下:  

 
主題:應用戲劇於英語教育 

杜一選老師／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杜一選老師以戲劇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動機 

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這一直是教育工作者面臨的一大挑戰，

對於英語科的教師來說尤其如此。怎麼樣才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讓他們積極參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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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是次座談會其中一位講者杜一選老師介紹了如何將戲劇融入英語教育中，讓學生

可以變得積極投入。杜老師指出，只要教師提供一個有趣的場景給學生，學生其實很

喜歡主動參與其中。以「案發現場」為例，教師只要佈置一個案發現場的場景，學生

便會絞盡腦汁地想出很多需要詢問證人的問題，迫不及待地想去破案。在這個過程

中，教師期望他們學會的「五個W」（What, When, Where, Who, Why）便已經自然而

然地運用出來了。 

此外，杜老師還指出，原來學生在戲劇表演中很喜歡擔當成年人的角色，如果教師也

可以投入其中，甚至扮演一些與平日形象大相徑庭的角色，學生的學習意欲也會大大

提高。杜老師在座談會上分享了自己平日上課的片段，片段中學生扮演偵探的角色，

剛剛偵察了案發現場，杜老師則扮演一個恭恭敬敬的小女傭，以證人的身分回答偵探

的問題。這種角色的轉換讓學生都變得興致勃勃，不斷地以英語向杜老師提問，可見

學生的學習動機的確大大提升。 

主題: 創意教學策略應用於科學教育 

陳廣明老師/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陳廣明老師以平板電腦隔空播放多個有趣實驗 

 

一直以來，物理科給學生的印象可能都是比較艱深、沉悶的，當中的原理包含了很多

抽象的概念，使人難以理解，很多學生甚至會對這門科目望而卻步。是次座談會的講

者陳廣明老師卻打破人們對於物理科的固有印象，別出心裁地為教育工作者展示了一

節開心又有趣的物理課。 

 

陳老師的信念是先要讓自己感興趣，才能使學生也感興趣。他希望可以讓學生在愉快

中學習，所以他會準備很多有趣的實驗，然後按學生的興趣及需要，將這些實驗帶入

課室，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效能。是次座談會中，陳老師示範了應用平板電

腦於電子教學策略上，例如把放大鏡置於平板電腦的鏡頭上，讓學生清楚看到電視屏

幕其實來自紅綠藍三元色不同比例的混合。又透過平板電腦隔空播放(Airplay)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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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電漿球的實驗投射到屏幕上。電漿球裏面閃耀著的一道道電火花可以讓學生很清楚

地看到甚麼是電流，將電的概念視像化，給學生一個具體的印象。接著，陳老師拿出

一條光管，以電漿球的電力將其點亮，清楚地向學生展現出電力的作用。最後，陳老

師直接以自己的身體做實驗，一手按著電漿球，一手拿著光管，讓電漿球的電力透過

人體傳送過去，將光管點亮，呈現出星球大戰中的人物造型，引來場中一片又一片的

讚嘆聲。由此可以推想，陳老師的課堂一定可以引起學生強烈的學習動機。 

 

除此以外，陳老師平常還會自己拍下一些有趣的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實驗錄

像，讓學生於課堂前先看了有趣的實驗錄像，然後於課堂上討論，啟發學生去思考背

後的原理，主動探索物理的知識。錄像中，陳老師自製了一個反地心吸力的輪，此輪

的神奇之處在於它可以違反地心吸力，從斜坡下端往上滾，引來眾人的驚嘆。學生自

然就會覺得很神奇，不斷猜想當中的原理，蒐集不同的資料，印證自己的想法。陳老

師會在學生激烈討論過後，於物理課上揭曉答案，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能。 

 
主題:如何設計/調適課程以提升學生創意 

張作芳校長及王詠儀主任/聖博德學校 

 

要設計一節可以提升學生創意的課堂實在不容易，要設計一套課程來提升學生創意就

更加不容易，不但不容易，還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挑戰。聖博德學校的張作芳校長就在

是次座談會上分享了自己在教育局支持下，在學校推動創意教學的一些經驗，為教育

工作者提供一個模板，如何才能將創意教學融入學校的課程中。張校長指出，在設計

或調適課程時，教育工作者必須經過認真思考，到底這些改動是否真的是學生所缺少

的，如果不是，就沒有必要去花費時間心力去調適，如果是必要的，就要衡量到底是

某一部分的學生需要，還是所有學生都需要？在衡量過調適的必要性和制定了調適的

目標對象後，就可以嘗試設計或調適學校課程以提升學生的創意。 

 

 
張作芳校長分享如何調適學校課程以提升學生創意 

 

接下來，聖博德學校的王詠儀主任便分享了聖博德學校在推行中文科自主學習計劃的

一些經驗。聖博德學校在諮詢家長後，刪減了中文科其中一冊的教科書，改為教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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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以提升學生創意。王主任分享，學校的校本課程採用了故事書教學的方法，

校本教材主要包括文本、學習冊及語文自學簿。學校不會先派故事書給學生，而是要

學生先完成學習冊，採用預測策略來預測故事情節，讓他們可以發揮創意，投入故事

的情節中。另外，學校還會教導學生很多不同的閱讀策略，包括自設問題、猜想字

詞、續寫故事、角色扮演等，讓學生加深對故事情節的理解。王主任還指出，原來繪

畫創作可以大大提升學生對於篇章的理解能力，學生經過思考，然後將字詞意思轉化

為圖畫表達出來，可以深化他們對於字詞篇章的理解。  

 

 
王詠儀老師分享提升學生創意的校本課程 

總結 

許明輝博士/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顧問 

 

 
許明輝教授總結創意教育工作者是願意為學生付出的教育工作者 

 

是次座談會的三位講者都分享了將創意教學運用在不同學科的經驗，無論是設計創意

教學的課堂，還是調適學校課程以推行創意教學，當中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校長

或教師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心力進行很多事前工作，包括仔細計劃、認真思考、

蒐集資料以及瞭解學生的學習心理等。一節好玩、多元又活潑的課堂背後，教師需要付出大

量時間和精力去準備。正因如此，在推行創意教學時，教育工作者需要從平凡中找出不平凡

的東西。只有一般課程沒有提供的，才需要教師花費時間和心力去推行，為學生呈現出與眾

不同的東西，引領學生走上自主學習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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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 (2019 春季) 

 

主辦：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 與 香港教師中心 

協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與 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日期：2019 年 2 月 16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15 至 4:30 

地點：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主題一：創意教學策略應用於中文, 常識及全方位學習 

彭玉文老師／本會幹事 

結合科普及史地知識的跨學科學習, 增潤正規課程, 增強學生對學校環境的認識及歸屬

感。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主動性, 自信心, 探究能力, 溝通能力, 資訊素養等。 

 

主題二：戲劇應用於中文教育 

黃麗萍博士／香港教師戲劇會會長 

戲劇為一極具效能的創意教學策略，應用戲劇於中文教育，能提升學生的創意，並讀寫聽

說的能力。應用戲劇於中文學育，適合在小學、初中和高中。戲劇亦能有效應用於跨科學

習。 

 

回饋 

許明輝教授／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顧問 

 

總結及展望   

吳翠珊博士／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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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戲劇於英語教學 

                                    王丹 

佛山市元甲學校英文教師   

 

 

 

自 2017 起，香港教師戲劇會暨戲劇教育發展基金在佛山巿禪城區，為中小學教師籌辦了

戲劇教育培訓課程。王丹老師是該計劃的參與者之一。 

 

在本學期，我嘗試應用戲劇於我的英語教學當中。應用戲劇的目的，是引導學生充分發揮想

像力與模仿力，利用肢體動作、表情、口語等溝通、交流的工具，達成教學目標。 

 

我校現在所使用的初小英語課教材，內容相對單薄。對教師而言，怎麼去處理教材，怎麼去

把握拓展，確實有一定的挑戰。由於我校鼓勵教師靈活運用教材，我便嘗試應用戲劇於教學

中，讓學生體驗內心感受，鼓勵他們表達所思所想。 

 

小學二年級單元《食物》 

 

以下是我應用戲劇於設計小學二年級英語課程的一個單元，內容為《食物》。我讓學生扮

演，好讓他們進入戲劇場景，促使他們經過自己體驗和感知，然後自發創造性運用語言的實

踐。 

 

我先讓學生掌握了 “Give me __________, please.” 及相關對話，然後讓學生把此句式應用到

「漁夫與金魚」的故事中。我借用了故事的一個場景，是「漁夫貪婪的妻子不斷提要求，漁

夫一次又一次求金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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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扮演一角以帶動學生扮演 

 

我準備了兩張椅子，一張給扮演金魚的學生，另一張是給自己準備的。作為教師的我，扮演

着漁夫妻子，盛氣淩人，在整個故事的體驗中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 

 

我還準備了一條黃顏色的披巾給扮演金魚的學生，一件廚房用衣給自己扮演漁夫的妻子。 

 

在教學過程中，我展開了故事講解，說詞如下： 

 

The fisherman is kind but poor. His wife is poor, too, but very greedy.  

One day, the fisherman saves a goldfish, and the goldfish promises to give him everything.  

His wife says, “Give me some pizza！”  

The fisherman says to the goldfish, “Give me some pizza, please.”  

The goldfish says, “OK, here you are.”  

His wife says, “Give me some fish！”  

The fisherman says, “Give me some fish, please.”  

The goldfish says, “OK, here you are.”  

His wife wants more things. At last the goldfish gets angry and takes back everything.  

The fisherman and his wife become poor again.  

 

 

 

我讓孩子們順暢理解了故事後，我站在椅子上，扮高高在上的漁夫妻子，提出無理要求。 

“Give me _______！”  

 

我使用誇張的語氣和表情，體現了漁夫妻子的張揚和無理。孩子們馬上理解了這個角色的特

徵, 體現出懼怕的表情。我引導學生表現出漁夫對妻子的怯懦，和對金魚的難堪。學生表現

得非常到位,他們的表情和肢體語言，表現得惟妙惟肖。當他們朝向指手畫腳的妻子時，則

一臉虔誠和順從，到轉向金魚時，則顯得愧疚無奈，又非常不情願和不好意思地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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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教師提醒，學生在表達時都加上了 please。從小朋友的眼神中，看到他們能通過 please

這個詞傳遞哀求和無奈，我感受到學生自發對於故事情節的體驗，他們真正的把自己沉浸在

戲劇表演中了。 

 

學生全部投入 

 

課堂上，幾乎是全班學生集體體驗的過程，孩子們滿有主人翁的意識，完全沒有一人上臺，

多人觀看的情況。 

 

值得一提的是扮演金魚的孩子，平時表現比較散漫，此課則非常友善和投入。角色給了她一

個轉變的機會。 

 

我讓更多的孩子輪流體驗兇悍的漁夫妻子，向漁夫提出《食物》以外的更多要求。孩子們都

能提出很多元的要求，如「Give me a bag, please.」、「Give me a computer, please. 」等。 

雖然他們提的要求並不符合故事發生的年代，但不同的要求展現了孩子的詞彙量，亦讓教師

了解 孩子們的生活需要。 

 

持續探索與應手 

 

應用戲劇於教學大大地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在角色扮演中，語言的自主性得到充分的發

揮，讓學生更加投入，其他學生也被其感染並積極參與。 

 

通過課堂表演，學生的心情得以放鬆，彼此更能合作，那融入的愉快和體驗溢於言表。 

 

未來，我將繼續應用戲劇於英語教學中，以提升自己的教學水平，又讓孩子們體驗學習英語

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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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EX-亞洲劇團--《失落天語》 

觀後感、苗栗場節目手冊 導讀 
 

許惠慈 

明新科技大學兒童戲劇教學講師 

新竹市立華德福實驗學校表演藝術教師 

 

故事源自一則印度寓言： 

懂得鳥語的男孩結交了鳥兒朋友，快樂天真，從鳥兒的對話中預知災害即將到來，卻被視

為不幸與異常…...擔憂的母親導正後，天真快樂亦隨著鳥語能力一起消失。  

擁有聽懂鳥語的天賦，為何無法被視為上天的禮物？快樂──該由孩子還是世俗的角度決

定？而「正常」的定義又是什麼呢？  

 

故事源自一則簡單卻寓意深遠的印度寓言， 

透過導演江譚佳彥的創作與詮釋， 

--以戲中戲的故事架構，引領觀眾好奇且自然的走入故事， 

予以象徵的手法、寫實的情感傳遞-- 

如此進出故事、進出戲劇的虛與實之間，著實令人玩味。 

 

戲劇中富有詩意的詩句吟唱， 

營造出預言般的神秘氛圍與力量， 

透過萬物之靈的現身，揭示著土地的警訊、自然現象的反撲…， 

迫切傳遞訊息的一雙鳥兒， 

如同大自然對當代人類最終的警告與吶喊！ 

導演的敘事風格簡約，戲劇當下，個人的內心卻深受震撼。 

除此之外，其中也交織著親子關係與教養議題。 

這樣一則來自印度的寓言，相較於西方的故事文本， 

似乎更貼近我們的文化。 

成人眼光下的孩子，是否符合社會及他人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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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待被認出、擁有純然天賦的孩子， 

內在也渴望被摯愛的母親全然認同與接納… 

在亞洲、華人社會中， 

似乎更輕易可見如此牽纏的親子關係。 

劇中擔綱母親的演員， 

透過細膩真摯的聲音與肢體，寫實刻畫出母親對孩子深切的愛， 

以及母職在教養路上的無助與孤單（或許不針對單親媽媽）， 

在在提示出母親角色在現今社會中教養的責任與壓力， 

是貼近的同理，更帶給人們深刻的反思。 

 

整體而言， 

場景與燈光等視覺上的交錯變換， 

演員們專注的在角色中做工、並靈巧的穿梭在角色之間， 

嚴肅的議題之下，仍感受到其中的親切與幽默…， 

對觀者而言，皆為豐富、趣味的享受。 

無可避免的是整齣戲劇沈重的題旨， 

這是 EX－亞洲劇團對於台灣劇場的使命， 

--具有高度的劇場教育意義-- 

回想觀戲時，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落」，心，是一次次的往下沉… 

到戲劇的結尾，那份加乘的失落如同漣漪般從心中擴散開來…。 

如今，經過一段時間的沈澱， 

內心那份失落與沈重似乎找到了一個出口： 

因為這樣的戲劇，引發更多人的關切與討論， 

有更多人開始嘗試閱讀天語、認出天語， 

有更多人願意小心翼翼的拾起天語，珍視它、由它出發， 

慢慢的，天語不再失落， 

人們透過更寬廣、慈悲的心胸，擁抱迎面而來的生命， 

透過生命的學習，謹記大地給人們的提醒，永保對宇宙萬物的敬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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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亞洲劇團 

EX-亞洲劇團網站 ex-theatreasia.com 

藝術總監｜江譚佳彥  

來自印度東北方、古典舞蹈「曼尼普里」 (Manipuri)的發源地─曼尼普爾 (Manipur)。江譚佳彥

從小浸淫在傳統舞蹈、武術和瑜珈的身體文化中。 1988 年加入曼尼普爾地方劇團、曼尼普爾

大學歷史系畢業、印度新德里國立戲劇學院 (National School of Drama)表演碩士、曾受聘為印

度國家級演員，2001 年赴新加坡進修 ITI《 Intercultural Theatre Institute》。在印度和台灣的

大學教授表演、亞洲各地主持戲劇工作坊，擅於在劇場說故事。佳彥最終來到台灣，在台創

作的多部作品受邀巡迴海內外各藝術節， 2013 年赴印度新德里藝術節演出第九屆台新藝術獎

年度十大作品《假戲真作》，被評為戲劇節最佳作品之一；隨後受 2013 世界劇場設計展

(WSD)之邀赴英國演出。在深厚的傳統與現代訓練背景下，佳彥以台灣藝術新住民身份，試圖

與劇場人共同探索台灣與亞洲文化融合的當代劇場身體，並結合亞洲古典、西方寫實、後現

代的前衛肢體劇場等不同文化根源，轉化為當代劇場美學。  

 

行政總監｜林浿安  

苗栗客家人，資深劇場工作者亦跨界影像演出，榮獲 95 年電視金鐘迷你單元劇最佳女配角提

名。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畢業， 2001 年赴新加坡 ITI 進修。多次發表編導及獨角戲作品，

多次登上亞洲各國舞台發聲、參與跨國多語言作品演出以及交流計畫，受邀參與亞洲各藝術

節的跨國製作，熟悉多語言的跨文化呈現創作，於多元文化交流中激盪出獨特的表演方式。

與江譚佳彥共同創立 EX-亞洲劇團，期望將跨國藝文合作引進台灣。EX-亞洲劇團在其豐富資

源的運用下，陸續引介各國優秀文本、製作團隊、創作人才，期望在自己的土地上打造一國

際文化交流的藝術平台，探尋台灣劇場新可能。  

 

連結土地文化、探索劇場多元語彙、創造身體書寫新美學  

「EX」的含意源自許多英文字彙的開頭，如：實驗  (experiment) 、交流  (exchange) 、體驗  

(experience) 、表達  (express) 、探索  (explore)  、延伸  (extend) 、存在  (exist) 等。

「EX」一字，代表能量的激發與轉移，「亞洲」則是豐富的肢體語彙和文本隱喻，EX–亞洲

劇團擅長的即是兩者的融合，借用傳統元素、加以轉化變形，從土地文化出發，為當代劇場

創造身體符號系統、新的寫意表演。  

EX-亞洲劇團期待在作品中拋下當代劇場的種種理論，回到傳統劇場的本質。劇場，是一個說

故事、提供哲學思考的空間，並且是個綜合藝術的空間。音樂、舞蹈、詩歌等，都曾是劇場

裡同等並存相互作用的元素，在此架構中，演員與文本便成了溝通與演繹的最主要媒介，文

本傳達辯證的詩意、演員則是意義轉化的容器。如何延續劇場的哲學思辯，並以當代角度去

轉化、詮釋傳統表演的身體程式，是 EX-亞洲劇團實驗的主要課題。  

深耕苗栗、放眼國際，參與成員來自亞洲各地，EX-亞洲劇團致力探索多元的劇場語彙、創造

新古典表演美學。近年來，多齣製作紛入圍重要獎項、受邀國際藝術節參演，為台灣備受矚

目、風格獨具，少數以多語言發展文本詮釋的劇團，為台灣劇場注入亞洲新活血、建立跨文

化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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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創意實驗室 

創意實驗室（Creative Lab）名為「實驗室」 (Lab)，意指將表演相關的各種可能性，透過實際

的發展過程作為實驗的一種手法，以創意激發為主軸，探索交流為目標。  

EX-亞洲劇團於 2010 年開始推動【亞洲創意實驗室】計畫，為來自不同領域的年輕創作者提

供一個互相交流、激盪創意、實驗美學、彼此合作的平台，推出作品包括曾獲 2010 年藝穗節

最大獎肯定的跨國製作《隔離嘅大母雞》、 2012 年改編自瑞典劇作家史特林堡經典劇作的

《一夜 J 情》。在【亞洲創意實驗室】中，希望所有參與的創作者能大膽地在創作中嘗試各種

可能性，藉由「亞洲創意實驗室」，發展具有獨特性的劇場作品。  

 

得獎收邀演出記錄 

 創團作《我要上天的那一晚》，受邀 2006 上海亞洲當代戲劇季。  

 《老虎與士兵》第一屆臺北藝穗節節目，受邀 2008 年南瀛兒童藝術節、淡水博物館夜

Party、2010 年高雄正港小劇展。  

 《島》第 14 屆皇冠藝術節節目，第八屆台新藝術獎提名。  

 《假戲真作》榮獲第九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十大表演節目。受邀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苗

北藝文中心開幕試營運系列活動、  2012 高雄衛武營玩劇節、印度 15th Bharat Rang 

Mahotsav、2013 World Stage Design (英國 )  。  

 亞洲創意實驗室 No.1--《隔離嘅大母雞》第三屆臺北藝穗節「大家都滿意獎」，第九屆台

新藝術獎提名。  

 《沒日沒夜》獲選兩廳院新點子劇展。受邀民國 100 年苗栗燈節。  

 《百年復甦》第十屆台新藝術獎提名。  

 《猴賽雷》第十一屆台新藝術獎提名。受邀 2012 苗栗國際藝術季  。  

 《喵與鳥》受邀 228 國家紀念館「2013 國際博物館日」。  

 《赤鬼》2013 臺北藝術節節目，第十二屆台新藝術獎提名。  

 《齊格飛》2014 年獲國藝會第四屆表演藝術追求卓越專案演出『華格納革命指環』。  

 《婚姻 1/2》2014 年受國光劇場邀請參與「小劇場‧大夢想Ⅱ」系列演出。  

 《馬頭人頭馬》2015 年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首演，獲選 2015 年臺南藝

術節臺灣精湛系列演出， 2015 ACT 上海當代戲劇節邀演。  

 《聲外之音》2016 Ashirwad International Theatre Festival（印度祝福國際藝術節）邀演。  

 《假戲真作》EX-亞洲十週年特別企劃於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經典再現。  

 策劃第一屆「亞洲假日劇場戲劇節」。  

 策劃執行苗栗中正堂演藝廳【貓裏‧實驗‧中正堂】活化計畫。  

 新作《玩偶之家》2017 日本利賀藝術節邀演，獲得第十六屆台新藝術獎第三季提名。  

 策劃第二屆「亞洲假日劇場戲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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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評：《原則》－思考教育的意義 

洪美芝 

自由身戲劇教育工作者 

觀賞場次：2018 年 11 月 16 日 19:45 

演出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教育，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使孩子引導成為社會中典型的成年人……但對我而言，教育是啟

發下一代成為創造者……讓他們成為發明者及改革者，而不是墨守成規的人。」這是一位瑞

士發展心理學家 - 尚．皮亞傑（Jean Piaget，1896-1980） 於其中一本著作中所表達對教育

的看法。而香港話劇團的劇目《原則》正正就是打正旗號討論教育的意義，劇中的人物對教

育下一代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和原則，引發了不同的衝突，同時亦進行一場「情」與「理」的

思辨。筆者於 2017 年暑假於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看過《原則》的首演，這次搬到香港大會

堂上演的是 2018 年的新版，除了舞台設計有較多的改動外，對白和情節亦作了些微的調

節。 

 

《原則》講述新校長凌芷（雷思蘭飾）在上任後推出具爭議性的校規，學生須換上運動服才

能於操場上打球。她認為新校規的設立是為了減低學生受傷的風險，但師生卻認為校長是希

望減少課外活動，而提升學生成績。凌校長於校政上進行多方面的改革，惹來教師和學生的

不滿。於戲劇中段學校發生一件意外，令矛盾加劇和衝突升溫，副校長陳賢（高翰文飾）帶

領的長跑隊於校外練習時有一名隊員被小巴撞傷，凌校長藉此問責並建議陳副校調到友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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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從而一併解決意見不合的矛盾。學生會會長傅佩晴（黃雪燁飾）不滿陳副校被調職，於

是在校內發動罷課。 

 

校長和副校長的性格、價值觀和原則均南轅北轍，構成很大的矛盾和對立。從聽證會的投票

可反映出較多觀眾支持陳副校，或許因為他鼓勵寬恕和包容，但大家又有否想過陳副校會是

社會中典型的成年人害怕改變嗎？他希望保持學校輕鬆自由的文化；另外，他只是多次邀請

校長打羽毛球而暗示溝通，似乎他只懂得以這個方法說服校長。相反，凌校長並非墨守成規

的人，她正正就是一名改革者認為人的劣根性是需要被約束，故訂立規則規範學生，並以學

術成績為目標，帶領學校進步。訓導主任蔡霖（辛偉強飾）的性格有點令人無所適從，他本

來是成為了劇中衝突的催化劑，但他的行動卻沒有足夠的支持。他的動機、內心的慾望是什

麼呢？是為了學生？不喜歡凌校長？還是他有私心逃避普教中？在 2018 新版的《原則》，導

演減少了訓導主任的真實性，加強了他的戲劇性，讓這個角色製造笑位，把該有的思辨空間

都被他的笑位轉移了焦點。劇中的人物各自擁抱自己的原則，在事件上大家各自表態，但少

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影響。校長和副校長在聽證會一幕重申對教育的看法，在沒有針對誰

對誰錯的情況下，你又認為此劇有足夠的空間讓觀眾思考教育的本質嗎？ 

 

《原則》的首演好評如潮，而這次亦一票難求而加開企位，新校長與師生的一場角力，當中

的情節和對白充分反映現今香港的學校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是現今香港學校的寫照，引來大

量教育工作者觀賞。劇中各種人物的描寫具立體感，令觀眾甚有共鳴。香港的教育政策於這

十幾年來朝令夕改，令教師、家長和學生無所適從。此劇的最後一幕呈現柳暗花明的意境，

或許我們能透過看此戲紓解現實中所帶來的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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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天秤的兩端--【戲劇創作】與【市場反饋】 
 

錢大同  

天藝劇團團長／資深劇場工作者 

文創團隊執行長/設計師／大學教師／廣播主持人 

 

 

 

藝術性與市場性是戲劇天秤的兩端 

 

在台灣，「表演藝術」是門很有趣的議題，近年來更成為已開發各國競相展現文化實力的角

力場；眾所皆知「劇場」發源於希臘，是一門特殊有趣的藝術類型，從其表達形式、戲劇內

容來反應人類社會的現實生活；戲劇正式開演前的行銷宣傳、演出後的票房反應、表演藝題

在輿論中的發酵……，劇場總是給社會大眾非常「世俗」的感覺，恰巧與人們心中對於「藝

術」的崇高想像，產生莫大的差距。 

 

戲劇的製作總脫離不了經費與人才，更淺白地說就是「燒錢」與「人力」，當然這涵蓋了兩

個面向－要開銷多少錢、具備那些團隊；票房藍海期待、進場觀眾支持，前者是成本，後者

是回報，在現實的台灣戲劇市場裡，大多是入不敷出！ 

 

然而，從古至今，「劇場」總是給人們最容易親近、而且方便走進藝術門路的印象；從理想

的角度來看，一般社會大眾，可以很輕易進入劇場，輕鬆地欣賞這門結合了各類創作者的綜

合藝術，如果人們願意，更可以將這些藝術，無聲無息地帶回日常生活之中。 



24 
 

我們很容易從百老匯和韓國來取經，嚮往「定目劇1」、「演藝戲劇工會2」、「經紀制

度」、「劇場工業(或稱表演術產業)3」、「劇本授權」等…；說到最後，市場要能支撐劇團

的營運，否則，穩定成熟的劇團就一定是鳳毛麟角。 

 

對有志於表演藝術工作的人來說，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台灣絕大多數藝術表演團體的演出機會

並不多，實際收入無法維持單位的生計，這幾年筆者製作電台節目所接觸及訪問的的劇團即

使有演出也常是賠本狀態，甚至連知名大劇團都得仰賴政府單位的補助才能維持經營。 

 

 

 

多元性與前瞻性是戲劇成功的要素 

 

看看美國紐約市百老匯的戲劇工作者，他們可是累積了上百年豐富經驗，走到如今的工業體

系和市場規模。在中國，西方音樂劇不斷被引進，也間接訓練出一批批新人，加上中國近年

來有 13 所以上大學陸續開設音樂劇相關系所培養人才，源源不絕的戲劇生力軍，可以期待

很快見到中國百老匯夢想的實踐。 

 

反觀台灣，長久以來演出場地與觀眾人口不足都是事實，舉凡劇團的營運、人事的開銷、與

演出的諸般費用等成本，都是相當沉重的負擔；因此，台灣的演出團體中，僅有少部份的高

階創作製作人員能夠單靠劇團的演出維生，絕大部份參與演出的「團員」，僅能視最愛的演

出事業為生涯中的「副業」。 

     

文化藝術跟一般商品行銷不同，它是一種消費者必須有「基礎知識經驗」，才能獲得其精神

樂趣上滿足的藝術活動，特別是劇場演出，如果欠缺培養觀賞經驗，一般百姓不容易踏進這

                                                 
1
 「定目劇」指藝術團體、劇院能不斷演出的劇目曲目，國外已行之有年，如「歌劇魅影」、「貓」等劇。為推

動文化觀光，政府開始發展定目劇，受補助的劇碼，須以本土創作為原則，並符合定點演出、每周至少表演

5 天、每場次至少 45 分鐘、至少以 3 個月為一個檔期等。 
2
 美國戲劇行業的管理中，工會扮演著重要角色，百老匯當然也不例外。全國性的較大的美國戲劇工會包括：

（1）演員工會，（2）舞台美術家工會，（3）導演和編舞家工會。 
3
 「表演藝術產業」則是指凡從事戲劇（劇本創作、戲劇訓練、表演等）、音樂劇及歌劇 （樂曲創作、演奏訓

練、表演等）、音樂的現場表 演及作詞作曲、表演服裝設計與製作、表演造型設計、表演舞台燈光設計、表

演場地、表演設施 經營管理、表演藝術經紀代理、表演藝術硬體服務、藝術節經營等之行業均屬之，隸屬

於表演藝術產業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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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藝術殿堂，更遑論能享受其中的瑰麗。所以當政府想做大市場之前，不妨先朝培養藝文人

口開始著手，有了足夠藝文消費人口，商業劇團自有其運行的機制。 

     

表演藝術界，在行政院 2012 年「文化創意產業」既定政策方向，新設立「文化部」的成

立，持續推動馬前總統所宣示的「以文化立國」之重點發展項目。儘管當前台灣面臨全球經

濟環境欠佳，國民整體消費力降低的嚴酷考驗，在整體劇場活動數量及質量上，仍然呈現持

續攀升的榮景。 

 

策略性與支撐性是表演市場的助力 

 

於是劇場創作者永遠要面對的，是「創作」或「市場」孰輕孰重的問題？藝術性高可以叫

好，但不一定叫座，但反之市場性高叫座，卻不一定可以叫好，到底在這天秤的兩端，要如

何才能不顧此失彼呢？  

 

過去三十年亞洲發展中國家來有 4 億人以上晉升為所謂的「中產階級」，這也意味著文化將

產業成為中產階級的新興消費對象，是門不錯的商機；中產階級崛起帶來新的思考－這個階

級以青中年為主，他們著重物質享受、受過高等教育、對成功有新的定義，講究格人品味，

更有強烈的覺醒，更高的精神追求。 

 

深處當前的台灣，劇場工作者能穩妥的安身立命仍然是個奢求，把戲劇當成商業娛樂，那也

太過低估了臺灣這群充滿活力的劇場創作人才。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身為戲劇工作者，當

然希望開拓更多藝文的人口，唯單憑劇團一己之力無法達成。公部門機關的適時介入，企業

的輔助支持，從社會的人文教育、藝術項目的推廣、票價折扣的補貼、鼓勵贊助、藝文減

稅……等各個方向，為表演藝術界創造另一個藍海，這才是「表演藝術」未來在台灣文創領

域裡真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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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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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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4 8304）。報名收妥後，本會盡快聯絡負責教師，以作細節安

排。 

 

詳情垂詢電郵至 info.hktda@gmail.com 或致電 6899 7664 康小姐。 

 

  

mailto:詳情垂詢電郵至info.hktda@gmail.com或致電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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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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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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徵稿件 

 

1. 香港教師戲劇會會訊，旨在成為各界人士就「戲劇／教育」分享的交流平台。 

2. 歡迎各界人士惠賜稿件，投稿人身處地域不限 (可於香港或香港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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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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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稿件須未經發表為佳；倘已發表，敬請註明，以便妥善處理版權。 

5. 來稿必須具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唯刊登時可用筆名。 

6. 來稿刊登與否，編輯室有最終決定權。 

7. 惠賜稿件請電郵：info.hktda@gmail.com。 

8. 本刊同時上網，網頁為：hk-tda.co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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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