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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育工作者的故事
資深戲劇人白耀燦老師專訪
撰稿人
司徒美儀博士

白耀燦老師

教學之餘，我一直無放棄戲劇
今期專訪的主角，是資深戲劇及文教工作者、前聖類斯中學副校長 - 白耀燦老師。白老
師編、導、演均有過人的表現，在香港歷史教育及戲劇教育這兩方面，幾乎無人不識。主要
編、導作品包括：
《約伯的故事》
、
《武士英魂》
、
《小王子》(歌舞劇)、
《起航，討海號！》
、
《娜
拉》
、
《多餘的話－瞿秋白的挽歌》
、
《瞿秋白之死》
、
《袁崇煥之死》
，以及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
年系列作品：
《風雨橫斜》(編劇及導演)、
《斜路黃花》(編劇) 及《辛亥、風雨、香江情》(編劇
及導演)等。
白老師與本會前主席錢德順老師也有淵源。不說不知，原來我們尊敬的錢老師，也是白
老師的高足，可見白老師春風化雨數十載，的確育人無數。以下為是次專訪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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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王者的誕生
“I am the King. I am on the stage.”
中小學階段
「我的父母，均是華僑。」白老師對歷史有由衷的熱愛之情，不無原因；白老師接着追
本溯源，道出他與戲劇自小結下的因緣。
「我自小酷愛演出，有與生俱來的表演慾。」小學三年級時，白老師已有舞台演出的機
會。中學二年級，白老師就讀中西區著名男校 - 聖類斯中學，在聖誕聯歡會中再踏舞台，年
紀輕輕卻扮演長者，身穿唐裝衫褲，演得維肖維妙。慈幼會素重文娛康樂活動，屬校聖類斯
中學亦重栽培學生的演藝才能。思路清晰、口齒伶俐的白老師，除了戲劇，在中學階段涉及
的尚有朗誦、演講、辯論等課餘活動，俱為白老師提供了文化表演機會。1969 年，白老師為
中五惜別晚會演出話劇，一鳴驚人。當年的劇目為《黃宇清戲劇選集》的《哈哈先生》
，他飾
演一名憤世嫉俗的青年，在父親逝世後四處求職，演出時須臂纏黑紗，以紀念亡父，此舉令
白老師的母親甚為不滿，皆因白老師一歲半時，嚴父不幸見背，如於臂上再纏黑紗，母親難
免心感不祥。白老師撫今追昔，對慈母之慮雖不苟同，但亦藉此看到戲劇演員與真實人生的
不同；往昔社會民風質樸淳厚，難以斷然區分戲劇與生活之別，才引致這一番誤會。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話劇演出時，因有同學搬了家中名貴音響器材置於舞台上，為免失
盜，白老師曾在禮堂舞台上留守了一個夏夜。躺在舞台上，身體零距離地與台板直接接觸，
與舞台融而為一，令白老師心生一種自擁為王的感覺。“I am the King. I am on the stage.” 演員
在舞台上轉變身分，繼而進入角色，一言一行都牽引着觀眾的情緒，這一份難以言喻的舞台
魔力，令白老師從此與戲劇結下不解之緣。是次演出雖只半句鐘，但為白老師在舞台上首次
正規演出，意義重大，至今難忘。

預科階段
中學會考過後，白老師順利於原校升讀預科班；在中六預科這「蜜月年」中，開始參加
更豐富的課外活動，如校際戲劇比賽、星辰盃校際問答比賽、學生報編輯等，樂此不疲。在
恩師何學敏老師的指導下，白老師自導自演，演出其編寫的《後巷》一劇。該劇描述販毒事
件，白老師謙稱那時自己會自我構思一些「演技方程式」
，如以「三起三跌」的模式，呈現「癮
君子」於後巷毒癮發作時無力支撐軀體的狀況。但為何以「三起三跌」而不是「四起四跌」
或「三起五跌」等身體語言來呈現？當時又說不出其所以然。如今道來，白老師不禁莞爾：
身體起伏的次數其實並無意義，為何要跌落如戲曲般的窠臼中？年青人喜用美好的方程式規
範演出，雖然看似可笑，但這不正反映那時白老師對戲劇的熱情與執着嗎？
聖類斯中學素重理科，那時預科班只有生物組及數學組，白老師讀了大半年後，終覺自
己並非理科人才，遂萌轉讀文科之心。當時社會重理輕文，長輩總覺男生讀文科，前途有限，
白老師在費了多番唇舌後，家中才接受自己轉往大坑道新法書院重讀中六文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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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書院為當時著名的私立學校，該校亦重戲劇，人才輩出，著名影星如鄧光榮、沈月
明(導演于仁泰太太)等，也是校友。新法書院每年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或劇院等公開場地安排
演出，讓白老師在戲劇方面有更多發揮的機會。1970 年，白老師於香港大會堂演出《前程》
一劇，飾演無賴畢老五，調戲當年獲選為「阿高高」歌舞冠軍沈月明小姐所飾演的小姑娘，
形神俱備，獲《華僑日報》撰文讚賞。白老師分析說：
「進入角色後，我就化身作無賴畢先生，
舉手投足均代表畢先生的言行，為畢先生的「代言人」
，這個「我」
，就再也不是我自己了。」
舞台上角色的轉換，為戲劇獨具魅力的地方，有別於其他文學藝術範疇，深深吸引着白老師。
其後，白老師在《日月光華》一劇，扮演正直的工程師，反過來遭美女色誘，一年之內演了
兩齣人物個性截然不同的話劇，實在過足了戲癮。

大學階段
1971 年，白老師考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歷史系。求學期間認識了冼杞然、梁鳳儀、
殷巧儀，還有現時的平機會主席朱敏健等良朋益友，亦曾參加崇基校慶話劇、參演由鍾景輝
執導的瑞士名劇《專誠拜訪》(“The Visit”) 等。
1972 年，在中大就讀的第二年，白老師以交換生的身分前赴美國加州赤域大學(University
of Redlands)留學一年，其後也曾在夏威夷大學就讀夏季課程，但年青時以文人自詡的白老師，
無論多嚮往戲劇表演藝術，縱有機會進修，卻仍自我約束，只在外地研習歷史、社會學等經
世致用的學科，並無正式修讀任何有關表演藝術課程，至今引以為憾。

春風化雨

藝海浮生

初執教鞭
1975 年白老師中大畢業後於慈幼會屬下的中學任教，除了課堂教學外，課餘時間幾乎全
身投入戲劇演出當中。那時無線第五屆藝員訓練班招生，在電視台上大肆宣傳。校長劉芳剛
為意大利電影博士，白老師也須考過三關，才能成為學員。第一關要演默劇，劇目為《慈母
手中線》
、
《夜歸人》
，對有演出經驗的白老師來說，並無難度；第二關為天才表演，白老師演
唱《禪院鐘聲》
，再度入圍；第三關為面試，白老師亦順利過關，最終成功地從 3,996 位報名
者中脫穎而出。那時甚少大學生當藝員，著名影星蕭芳芳攻讀心理學，已傳為佳話，白老師
挾大學生的學歷當演員，屬當中的少數。白老師說，那時演藝班的課程很緊湊，周一至周五
晚上六時至九時、星期六全天上課，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既要乘車，亦須乘船。白老師惟
有在北角至九龍城的乘車時小憩、並在乘船途中備課，終致胃病發作而不能上學。課程副主
任程乃根嘗試挽留，惟校長劉芳剛堅持學員要出席所有課程，白老師最終惟有忍痛停學。
在話劇演出方面，白老師也曾參演香港話劇團於 1977 年創團時的首季劇作，包括由袁立
勳執導，以美國小說《黑奴籲天錄》一書為藍本的《黑奴》一劇；由洪琛編劇的「農村三部
曲」；以及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劇》中飾演主角浮士德。
白老師回首初執教鞭時，也難免有不如人意的事發生。1978 年 6 月爆發金禧事件，白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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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欲在學生集會中提及，由於涉及敏感議題，事前已向校方請示，但並不獲批，結果白老師
只好在歷史課堂上講述東漢的太學生運動，然校長於講話後即召見白老師，加以勸喻。此外，
任教期間白老師曾帶領學生參加校外歷史展覽活動，當時校方立場比較保守，不予支持，但
也不好明言反對學生參與活動，最終白老師不畏艱辛地借展板、租校巴……一一完成，惟終覺
意興闌珊，遂萌去意。

重返母校

同年，白老師轉返母校聖類斯中學任教，深獲信任；任教一年後，考獲扶輪奬學金，為
該年的「國際扶輪社年度學人」
（Rotarian Scholar）
，前赴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研究院進修。
當時的聖類斯中學校長 Father Carpella 及教務主任 Father Deane 兩位神父為白老師向教育當
局申請停職留薪，條件就是白老師在完成課程後，須返回聖類斯中學任教三年。白老師答應
了，結果更以十倍時間回饋母校，返港後在母校春風化雨三十載，至聖類斯中學立校八十 周
年校慶才榮休，為教學生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聖類斯中學重視戲劇教育，白老師身教言傳，將戲劇融合於教學當中。如何引導學生？
白老師舉了以下這個例子。他透過即興戲劇練習，指導學生領略《在烈日和暴風雨下》的主
題思想，讓學生理解勞動人民於專制壓逼下的悲苦感受，以及如何熱切地渴望大風雨的來臨，
給悶熱的天氣來一個大解脫。此外，任教期間，白老師也讓學生充分發揮演藝才能，難怪該
校不乏著名的演藝人員，如影視紅星黎耀祥和鄭中基等，原來他們也是白老師的學生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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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海揚帆
白老師於年青時曾出席由市政局舉辦的講座，嘉賓講者均是重量級的人物，如鍾景輝、
陳有后等。白老師雖然並無正式舞台藝術方面的培訓，但從多元途徑中不斷學習及吸收，再
結合教學實踐經驗，終將戲劇成功地應用於教學，以至於戲劇表演中。
回想參演的經驗，白老師也曾參加電視劇的編寫及演出工作，早年在任伯江博士的牽引
下，知悉麥當雄、蕭若元、陳欣健等為警匪動作劇集《大丈夫》尋找編劇，他不怕艱辛，盡力
幫忙。在編寫劇情時，為了搜集資料，白老師曾拜訪黑道中人，使編寫的劇情更具真實感。
白老師憑着其文人氣質，也曾在無線電視《殺手、神槍、蝴蝶夢》一劇中飾演詩人一角，展
現出詩人的風骨；本會前主席錢德順當時仍是白老師的學生，赫然見到白老師活現於螢光幕
上，各同學均議論紛紛，廣為傳頌。
娛樂事業倘要在票務上取得成功，難以避免須涉及色情、暴力、血腥、恐怖、怪異、揭
秘、欺詐等七項元素，惟編寫這類型的劇情，均非白老師所願，故白老師婉拒了麥當雄導演
邀請其擔任全職編劇，自此便沒再沾手電視、電影行業，為理想而繼續投身於教育及戲劇這
兩個界別中，發光發熱。
白老師提及，早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了促進中港兩地文化交流，致群劇社曾獲廣東省
文化廳邀請於友誼劇院演出。那時的友誼劇院，主要是為廣州市民大眾提供普及娛樂的劇院。
1984 年，白老師於於此地飾演《武士英魂》中的主角唐吉訶德，印象最深的是自己於某一場
中說了一段獨白，由於台詞嚴肅文雅，當時一位男觀眾突然喊着粗口、憤而離場，幸好白老
師定力非凡，絲毫不受影響，仍專注演出下去。

歷史戲劇《風雨橫斜》
、《斜路黃花》
滲透香江情懷 支援教育改革
全情還債予戲劇
2008 年，白老師決定為戲劇而豁出去，放下教鞭，提早五年退休。下立這個決定，實在
殊不容易。白老師欲實現理想，集中籌辦及參演戲劇；但退休後在財政上將少賺了數百萬元
薪酬，未能肩負家庭重任，故內心有不少掙扎。最後，幸得家人全力支持，白老師辭了副校
長一職，全身、全情地還債予戲劇。
白老師自此開展了退休後的演藝生活，活躍於劇壇，可謂分身不暇，曾參與數之不盡的
戲劇，內容多涉及歷史與中華文化，如《風雨橫斜》(編劇及導演)、
《斜路黃花》(編劇) 及《辛
亥、風雨、香江情》(編劇及導演)等。在演出方面，白老師曾四次獲香港戲劇協會舞台劇獎最
佳男主角及男配角提名，兩次獲香港小劇場獎最佳男主角提名，並憑《哥本哈根》演出 Neils
Bohr 獲第三屆香港小劇場最佳男主角獎，近作有《詩聖杜甫》
，富文學藝術氣息，獲一致好評。
白老師近年積極結合戲劇演出與實地考察歷史蹤跡的活動模式，深受歡迎。時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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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老師喜見劇壇百花齊放，各家各派有不同的表演方式，對戲劇教育及表演藝術的前景，充
滿期盼，也獻上滿心的祝福。

後記
筆者最近往看白老師《詩聖杜甫》一劇，全劇以杜甫的詩作貫串，縷述杜甫的一生。劇
中白老師飾演主角杜甫，字正腔圓地朗誦了數十首杜甫的名篇，活現了杜甫沉鬱頓挫的詩風
及愛國愛民的仁者胸懷。本會副主席蕭新泉老師亦有前往觀賞，我倆一致認為：以白老師的
愛國情操、豐富的歷史文學素養，配以精湛的演技，演繹愛國詩人杜甫的一生，在香江劇壇
上，不作二選。

附錄:白耀燦先生簡介
資深戲劇及文教工作者，前聖類斯中學副校長。1975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獲國際扶輪基金頒
授為 1979-80 年度扶輪學人，深造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研究院。主要編、導作品包括：《約伯的故
事》、《武士英魂》、《小王子》(歌舞劇)、《起航，討海號！》、《娜拉》、《多餘的話－－瞿秋白的挽
歌》、《瞿秋白之死》、《袁崇煥之死》、“Jonah”(英語歌舞劇)、《戰火梨園》，及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系列作品：《風雨橫斜》(編劇及導演)、《斜路黃花》(編劇)及《辛亥、風雨、香江情》(編劇及導演)等。演
員方面，曾四次獲香港戲劇協會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及男配角提名，兩次獲香港小劇場獎最佳男主角提名，
並憑《哥本哈根》演出 Neils Bohr 獲第三屆香港小劇場最佳男主角獎。近年致力創作歷史劇，積極推動戲劇
演出與史跡實地考察結合的活動模式。其中歷史獨幕劇《風雨橫斜》，先後獲中西區區議會、中華文化促
進中心、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術發展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及多間中學主辦或贊助演出近三十場，
並獲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委約演出教師專場及製作相關教材套，派發予全港所有中學使用；又獲香港政府「優
質教育基金」資助在各區中學演出；總計《風雨橫斜》一劇演出的總場次為 108 之數。［轉自第九屆香港
文學節「講者及團體介紹」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hklf/hklf9/speaker_p2_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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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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錢德順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師

戲劇學會多歡樂

戲劇藝術水平躍進的一年
我想很多人都有「進步」的經驗，
「進步」可以是循序漸進，也可以是「躍進」
，而藝術水平的
躍進，可從我的戲劇作品窺見。1987-88 學年，我的戲劇作品水平與中學生無異，當年參與巿
政局舉辦的戲劇匯演(中學組)，沒拿到獎項，還給那女評審當眾取笑，這給我很大的衝擊，有
動力去了解戲劇是甚麼，最終於翌年在水平上有了躍進。
1988-89 學年，是我藝術水平躍進的一年。我當然也下了一番苦功：我去了各類藝團舉辦的戲
劇工作坊；全年帶了三個戲劇比賽，從中與友校觀摩，接受更多專業評判的評語；我又看了
有關戲劇的書籍來印證我的經驗。在下過的苦功當中，我獲益最大的，是帶領學生參與戲劇
比賽。
大家別誤會，所謂「躍進」
，並不是指我的戲劇造詣於是年已提升到相當的水平；清心直說，
其實只是我於前一年的戲劇造詣實在有點糟，而 1988-89 學年，我的戲劇造詣由「很不堪」
躍進到「勉強可以」的階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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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躍進的一年，結識了一批愛好戲劇的預科學生。其時，香港的高中分兩個階段，中四至中
五是會考階段，中六至中七是學生預備入大學的預科階段。中五學生要考「中學會考」公開
試，成績理想的方能進入預科。由於受到「中學會考」的洗禮，預科學生一般都較成熟，能
有效地協助教師推動學校的各類活動。
其時我校的預科學生，大多來自區內其他學校。預科學生都很主動，他們主動要求我帶領他
們參加公開戲劇比賽。那年，我們師生一口氣參與了三項戲劇公開賽，並奪得了不錯的獎項。
清潔香港劇場：賣粟米的女人
第一個戲劇比賽是公益少年團舉辦的清潔香港戲劇比賽，劇本由中六學生鍾浩然編寫，名為
《賣粟米的女人》。鍾浩然來自當時的戲劇名校《旅港開平商會中學》，可是他卻沒有戲劇經
驗。參演的學生有來自中六的鄺德啟（現時已是資深的中學數學教師）
、中六的李國輝和中四
的郭麗娜。鍾浩然校友於中六下學期移民澳洲塔斯曼尼亞，我們真的依依不捨。多年後，得
知他因癌症病逝，深感遺憾。
為指導學生編寫劇本，我找了方寸的《戲劇編寫法》1，書中當時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衝
突」和「動作」兩個概念。方寸說，戲劇便是要展現及發展衝突。對一個完全沒有戲劇訓練
的我來說，方寸這句話像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脈，給我很大的反思，原來我也很愛看「衝突」
和「衝突的發展」
，電視劇全是衝突和衝突的發展。到今天，雖然有人主張戲劇不必有衝突，
但我仍肯定「衝突」是很能吸引觀眾的戲劇元素。
方寸又提醒我，觀眾愛看舞台上的「動作」而多於聽舞台上的「說話」
。我當時很認同「動作」
勝於「說話」的看法，可能我當時不太懂創作台詞，不知台詞的魅力。數年後，我作出修正，
因我發現，好的台詞，對觀眾也能有着強大的吸引力。
我用「衝突」和「動作」兩大原則審視劇作，我以為能提升劇作的可觀性。這故事描述一個
沒有公德心的賣粟米的女人，四處丟棄垃圾，相鄰麵檔老板看不過眼，起了「衝突」
，兩人的
「衝突」發展至大打出手，形成麵條粟米亂飛的連串「動作」
。最後收集垃圾工人出現，見到
路上滿街垃圾，便加入「衝突」戰團，使「衝突」和「動作」擴大。豈料，這收集垃圾工人正
是賣粟米女人的丈夫，他得知妻子如此欠公德心，便告誡她一番，
「衝突」和「動作」也告一
段落。該劇最終得到殿軍，師生大樂。
性教育劇場：FORM 4D
師生再參與家庭計劃指導會主辦的性教育劇場，我們所編的劇目為《FORM 4D》
，是一齣喜劇，
描述一個保守的女生物教師，在 4D 班教授生殖課。班中是一群對性既好奇，卻不甚了解的學
生，包括有一對小情人 BEN 和 TWINKY、愛看色情書刊的「禽獸」
、對性全不懂的「傻雞」
，鬧

1

方寸（1977）
。戲劇編寫法。台北：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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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連篇笑話。此劇共獲最佳演出、最佳導演和最佳劇本三個獎項。
因此劇很搞笑，師生排練時都充滿歡樂。我「愛搞笑」的天性至今仍未變。笑，可讓人輕鬆
開懷，可諷刺時弊。方寸以為，戲劇有三重價值，第一重是娛樂，第二重是藝術，第三重才
是教育2。沒有太多觀眾看戲是為了接受教育，看戲多是為了娛樂，而教育卻能透過娛樂來傳
遞，所以編劇要看重全劇的娛樂性。以搞笑來娛樂觀眾，至今我仍樂意為之；當然，我明白
娛樂觀眾，還有其他的手段。
參演《FORM 4D》的學生，有飾演女生物科教師的陳敬詩，她當年只是中二，演得很好，現時
是資深小學教師。飾演對性全無概念的「傻雞」
，是中六的楊偉強，領袖生長，很有禮貌，現
仍有在面書溝通。飾演女主角「TWINKY」
，是中六的歐麗蓉，她後來到美國去了，曾回校探訪
過我。參演的學生，名字忘了，但形象至今仍深刻於我腦中。
再戰戲劇匯演（中學組）：日出（選段）
因去年給女評判罵得狗血淋頭，我這年本打算不參與戲劇匯演了，但學生們卻很想參與，我
只好順著他們。由於沒有劇本，也未有足夠時間叫學生創作，我便隨手選用了中五中國語文
課文《日出》選段。那段戲共有李石清、李太太、黃省三和潘月亭四個人物，是成年人才能
演得好的戲。
尤幸當年有一批很有天份的學生，他們都已在戲劇公開賽中累積了經驗。演李石清太太的是
中四學生郭麗娜，就是《賣粟米的女人》的女主角，她很具中國女性的美態。演李石清的是
中六的「阿楊」
，是《FORM 4D》的「傻雞」
。演潘月亭的是中六的鄺德啟，是一位粗黑的胖子，
演《賣粟米的女人》的麵檔老闆。演黃省三的，是中六學生李國輝，演《賣粟米的女人》的垃
圾收集工人。
我花了很多時間鑽研劇本，參考不同劇評人和曹禺本人對劇本的理解，也和學生作了深入的
討論。我對舞台劇的要求多了。在演出方面，我要求學生必須有內心的感覺，是悲、是喜、
是焦慮、是不忿等，都要拿捏得當。此外，我也要求學生了解角色的背景和彼此的關係，我
要求劇本人物要實實在在地生活在創設的情境內。在視覺方面，我要求舞台框內的每一瞬間，
都要呈現具美感的圖畫，視覺焦點要清晰。我注意到音效具有極強的感染力，音效對觀眾的
想像力也有強大的激發作用。最終我們順利進入了決賽。
古天農的評語
決賽完結了，又是評判給評語的時間了。評判之一是古天農，其餘兩位評判我忘了。這不是
因為我很熟悉古天農，我根本不熟悉戲劇工作者，我記得古天農，只因他的名字跟武俠小說
作者古龍相近，能叫我深刻的記住。我往後參與的戲劇比賽中，很多時都是古天農擔任評判。

2

同上。第一篇第三章：戲劇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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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愛古天農的評語，既具鼓勵性，又具啟發性。
古天農給我們的評語，至今仍記得清楚：
「初賽時，我本不欲給你們決賽權，因我認為你們選
的劇本《日出》選段，太成人了，不適合中學生演。但看了你們十分鐘的演出後，覺得你們
的角色很具『質感』
。最終，我們評判團一致決定給你們進入決賽⋯⋯你們決賽演得很好，很多
細節都很考究。我曾和其他評判討論你們的音效，你們選周璇的《夜上海》
，我們討論過是否
切合劇中的時代，最後我們以為那歌切合《日出》的時代背景。我們很欣賞你們『打麻雀』
的音效。你們在側台放了真的『麻雀桌』來製造劇中的『打麻雀』音效，很難得。」
專業舞台工作者審美如此嚴謹，讓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最後評判團給了我們最佳導演獎、
最佳男演員獎、最佳整體演出提名，那是我們意想不到的好成績。
與陳載澧博士的淵緣

陳載澧博士

戲劇滙演完了當晚，我在洗手間遇上了一位男評判，他很溫和地鼓勵我：
「你們的演出很好，
可能你們得的獎項，未如你們心目中所想的多，但不要氣餒，繼續努力。」我當下不懂回應，
事實上我對所獲獎項已很滿意了。
這位評判是誰，我當時不知，只是他的身形和聲音，一直在我腦中。至二十年後，我任教育
劇場論壇（TEFO）主席時，遇上了 TEFO 的前主席陳載澧博士，我覺得他的身形和聲線，很像
當年那位評審。但我沒有向陳博士查證了，以免過於唐突。
十年又過去了，陳博士和我都離開 TEFO 的領導層了。我終於問陳博士：
「於 1989 年，陳博士
是否曾當過巿政局主辦戲劇匯演中學組決賽的評判？」陳博士答：
「記憶不很清楚。我的確在
1989 年曾當過戲劇滙演的評判，不過記不清楚是中學組還是公開組了；不過，很有可能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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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組，因為我擔任舍監的港大康寧堂也參加了滙演，並獲優異整體演出及最佳導演等獎，他
們屬公開組，而我是舍監，便不宜任該組的評判了。這樣聽來，你我真的大有可能相交於三
十年前了！」
戲劇教育的第一波完結
那批喜愛戲劇的中六學生升上中七後，初中學生接不上來。那時，我覺得學校並沒有因學生
獲獎而變得支持戲劇，我仍只能單打獨鬥，既孤單又乏力，翌年便停了下來。我仍是學校戲
劇學會的唯一導師，主持着學會的經常聚會，成員維持在約十名學生。接下來的三個學年，
我沒有搞戲。可以說，我在五旬節林漢光推動戲劇教育的第一波已結束。
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學校不支持戲劇教育，實在也不全對。一則，學校不太知道戲劇匯演
是甚麼，匯演又在暑期舉行，同事都在放假旅遊中，我又沒有邀請校長和同事出席，學校不
明所以，亦屬正常。此外，我並沒有向學校尋求人力和財力上的支援。
那些年，我仍不斷在戲劇上自我增值，我愛上了看戲，我是香港話劇團套票計劃的「粉絲」
。
三個學年過去了，1992 年 9 月初，校長邀請我參與香港學校戲劇節，我欣然接受邀請，開展
了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育的第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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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評：《羅生門》重演 - 從舞台美學感受這娑婆世界
洪美芝
自由身戲劇教育工作者
觀賞場次：2019 年 8 月 18 日 15:00
演出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戲劇包含了語言和非語言的表達，語言即台詞，而非語言就是聲音、燈光、佈景、道具、
服裝、演員的肢體等。在現代劇場裏，舞台美學越來越受重視，綜合不同元素的設計把文本
於空間呈現。這種舞台的美學滿足觀眾不同的感官，表達更立體的意境，提供更多暗示或寓
意，增加詮釋的空間。《羅生門》是一個十分經典的作品，日本導演黑澤明於 1950 年結合了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兩部短篇小說《羅生門》和《竹林中》，拍成電影《羅生門》。他以小說
《羅生門》作為電影片名及故事背景，以《竹林中》作為故事情節，而舞台劇版本則是由美
國編劇 Fay Kanin 及 Michael Kanin 於 1959 年改寫成的。故事主要講述一名樵夫於叢林中發現
一名武士的屍體，四名人物包括：強盜多襄丸、亡靈武士金澤武弘、他的妻子真砂及樵夫，
對此命案各自陳述了自己版本的「真相」。中英劇團去年首演《羅生門》，獲得香港舞台劇獎
多項提名，筆者錯過了首演，幸好今年有機會觀賞重演。
佛經把一個充滿缺陷和痛苦的地方稱之為「娑婆世界」
。我們試想想，這種充滿感覺的意
境，如何利用舞台美學呈現出「娑婆世界」？是次演出，導演以極簡的舞台設計，讓觀眾能
製造更多想像空間。黑色的舞台上鋪滿白色的粉末，在靜止時，有一種荒涼之感；演員於舞
台上時而翻滾時而舞動，塵土飛揚，營造出煙霧瀰漫的效果，此效果突顯了那種看不清的狀
況及那種追尋真相過程中的迷茫感。除此之外，每位演員的戲服均是黑色的，當他們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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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時，黑色服裝都沾上了白色的粉末，寓意著各人都在掩蓋事物的真相。而且各人的染白
同時亦象徵著每個人都牽連在內，與場刊上的「娑婆世界，孰能獨善其身」相呼應。除了舞
台設計的視覺效果，形體亦成了此劇一項很重要的戲劇元素。導演黃龍斌曾於澳洲主修形體，
他擅長運用形體語言說故事，當中有以形體取代佈景，營造出多種不同的氣氛和環境，把情
景立體地呈現出來，讓意境變得更豐富。除了靠演員的面部表情，透過個人或群眾的形體表
達，亦能加強及填補台詞中沒有表達的心理狀態，讓觀衆更容易走進角色的心理狀況。
戲劇的吸引之處，就是它與生活的扣連及其社會性。很多經典的戲劇均是以探討人性為
主，存在著很多回應時代的台詞和信息，人性的議題總是跨越時代及跨越地域、歷久不衰的，
相信這亦是此作品譽為經典的原因。
《羅生門》的其中一個信息是「你看到的，是你想要看到
的」
，筆者反問自己想要看到這齣劇的什麼，我選擇了把焦點放在這句台詞上「羅生門有很多
烏鴉和死屍，但仍有生命於這裏出現」，我希望在紛亂的社會中，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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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學培訓日誌
一切美好向上的文學作品都有感化和深入人心的作用
敖雪琼
佛山巿城北中學教師

敖雪琼老師
2019 年 8 月 24 日，我們走進了戲劇教學法的課堂。今天的培訓圍繞一首雙語詩歌展
開，這首詩叫做“Water Eyes”（中譯：《如水的眼睛》），全詩中英對照，講述了一個雙手長
著蹼的小男孩愛迪在周圍人的歧視嘲笑和父親的責備下逃向海洋與海豚為伴的故事。
培訓開始前我和同伴議論，今天不會是要讓我們把這首詩歌改編成戲劇表演出來吧？感
覺很難啊！結果我們的想法很快就被證實了。導師先帶我們一起用粵語朗讀了第一段，然後
抽取了其中的一些詞語，讓我們玩了一個“你演我猜”的遊戲作為熱身。我覺得每次上課的
熱身，老師都做得很好，能讓我們很快地進入狀態，激起學習興趣，這點值得我們學習。導
師首先選取了幾個中文詞語，如“輕蔑”，“嘲笑”，“沉默”，感覺還挺難的，有兩個
詞，導師找了好幾個人表演，都沒能讓猜的那個人猜出來，我們在台下也積極思考著如何表
演才能讓人猜出來。接著，導師又選了幾個英文單詞，我也被抽中去猜一個字“stupid”
（愚蠢），表演的老師想盡辦法做了很多動作，我都沒能猜出來，直到下台我才省悟，看來
我真的有點“stupid”啊。回想了一下，其實同伴們的表演挺給力的，只是自己的思維還是
比較局限，一直以為是要猜一個動詞或者名詞。
接著，導師讓我們坐熱塾（Hot-seating），即每組討論兩個要問愛迪的問題，一人戴上
有蹼的手套坐在中間扮演愛迪，其他人扮演訪問者，向愛迪提問。大家想了很多問題，例如
“你的手為什麼會有蹼？”“你的眼睛為什麼是藍色的？”等等，接著導師又讓我們思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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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身份的人會提出什麼不同的問題，例如，記者會怎麼提問，同學和老師又會怎麼提問等
等。然後邀請了幾個小組去呈現這個提問和回答的情景。通過這個環節，主人公的處境和心
理以更直觀的形象呈現了出來，觀者通過表演者的動作和語言，能夠瞭解人物的內心活動。
戲劇表演之於單純的描述和說教，能更好地將內在的心理活動轉變為外在的動作、表情和話
語，形象更加生動。

接著，導師教我們如何為故事的第一部分設計創作關係圖（Relation Chart），由於第一段
的場景是學校，所以圍繞愛迪出現的人物主要是老師和同學，根據詩歌中的句子，我們設計
了兩個老師和三個同學的關係圖。
然後，我們分組為第一段創作定格（Still Image），這個大家已經比較熟練了，很快就完
成了，接著導師要求我們完成思格追蹤（Thought Tracking），即各組員為自己飾演的人物創
作 1-2 句台詞，台詞必須為完整句子，句子宜多徵用故事的字詞。我們組也被抽到了表演，
我和一位同伴扮演嘲笑愛迪的同學，我們的台詞是“look at his eyes/hands”，說完之後才想
起導師要求我們至少六個詞的，所以反思的時候我們又加上了幾個句子，“Look at his eyes,
they are blue, they are so strange!” “Look at his hands, there are webs, they are so weird!”
接下來開始了正式的戲劇創作(Scene Making)，為故事第一部分創作一分鐘的戲，參考
方才定格和思格追蹤裏的話語，該場戲開始於一段“說故事”，結束於愛迪的一段獨白。由於
有以上兩個部分的鋪墊，我們的戲劇創作比想像中簡單，在練習中，導師也不斷地提示和鼓
勵我們，讓我們更具勇氣，同組的小夥伴表現力都很棒。
導師邀請了幾組進行了展演，進行了點評，接著向我們介紹了兩個概念，一個叫做“鼓
勵牆”(Wall of Encouragement)，即眾人圍住愛迪，中央為愛迪，眾人向內，面對愛迪，
逐一說出安慰，維護，鼓勵安迪的話。很多同伴和我想到了同樣的話語，例如：“愛迪，你
游泳真厲害，你教我游泳吧。”“你的眼睛真漂亮，我喜歡藍色的眼睛。” 相信如果愛迪
聽到這些鼓勵和讚美的話語，應該就不會逃離人群，消失在大海裏了吧。另一個概念叫“保
護牆”(Wall of Defence)，眾人圍住愛迪，中央為愛迪，眾人向外，背著愛迪，逐一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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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迪的可能敵人，並阻止他們傷害愛迪的話。其實在第一場的表演中，我們看到的都是歧視
和嘲笑愛迪的老師和同學，學校那麼大，相信總有那麼一些三觀正，心地善良的老師和同
學，能夠站出來維護愛迪、保護愛迪，看到他的優點，接納他的特點，給他的生活帶來陽
光，讓他的眼睛不再冰冷。
我非常喜歡這個部分。因為在這個部分，大家都從角色中抽身出來，換位思考，設身處
地去體驗愛迪的困境與艱難，並採用一切善意的態度和語言去安慰鼓勵愛迪、維護愛迪。這
個過程充滿了人文關懷和思辨精神。在戲劇表演和觀看之後加上這個環節是非常必要的，有
著畫龍點睛的作用。
我也不禁思考：我們為什麼要創作戲劇？為什麼要用戲劇教學？因為一切美好向上的文
學作品都有感化和深入人心的作用，詩歌、小說、戲劇，都可以用於教育教學中。教育最自
然美好的方式就是激發人的共情能力，發掘人性中的善意，讓受教育者的心有所觸動，這比
枯燥的說教要好千百倍。如何接納其他人的特別之處，如何制止校園霸凌，這些問題不都是
現在的教育教學中我們要面對的嗎？將這些融入我們的教學中，春風化雨地激發學生對自己
和他人的反思，比那些一本正經的說教要好多少呢？
接下來，我們用同樣的方式完成了後面四場的戲劇創作，分別是“手術（The
Operation）”，“人魚（Fish Boy）”，“與海豚暢遊（Swimming with Dolphins）”，和“失
蹤（Lost）”。在創作“人魚（Fish Boy）”和“與海豚暢遊（Swimming with Dolphins）兩場
的時候，導師還教了我們如何創作 Sound Tracks（聲音效果），例如，如何用人聲表現海浪
聲，海豚叫聲，深海動物發出的聲音等。好的音效有助於觀眾瞭解故事發生的場景，更好地
感受故事情節。導師還教了我們如何選擇主題曲，根據創作需要改編歌詞，並在戲劇開頭和
結尾加入主題曲。例如根據這個故事，導師就選擇了一首蘇格蘭民歌，叫做“My Bonnie is
over the Ocean”，講的是一位蘇格蘭王子（因為長得像女孩所以叫 Bonnie）被放逐後到處流
浪，他的人民呼喚他回來的故事，這首歌曲非常貼合我們要表演的這個故事情節，導師將歌
詞中的 Bonnie 換成故事主人公 Edek，感覺挺貼切的。有了開頭和結尾的主題曲，我們的戲
劇創作更加像模像樣，感覺像一部完整的作品了呢！
下午最後一個小時，我們所有學員分為英文和中文兩大班底，分別完整的表演了改編的
戲劇。當結尾處大家一起唱起主題曲“Bring back,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Edek to me, to
me! Bring back, bring back. Oh, bring back my Edek to me!”的時候，感覺我們好像完成了一台大
戲，非常正式的感覺。
學習的過程不知不覺，感覺還沒弄清整個佈局，學完之後整理日記時才感覺，導師主次
分明，步驟清晰地帶領我們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戲劇改編創作和表演。我不禁思考，這個過程
和方法如果落實到我們的教學中，我們是否有能力帶領學生撐起這一台大戲呢？也許我們該
思考如何將大製作的方法運用到小創作中？如果是用這種方法去學習一個完整的文本，如何
將最精華的部分呈現在某一堂課上呢？感覺以上是我希望下一次課能學到的東西，也是我自
己在實際教學中想去嘗試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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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師周年戲劇公演 2019
為提升中小學及幼稚園同工對戲劇製作的認識，本會每年舉辦「周年公演」
，培訓教師編、導、
演、後台工作的能力。今年公演於 2019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 ) 假香港上環文娛中心演講廳順
利完成，演出午場 3:00pm 及晚場 8:00pm，每場短劇三齣，全院早早滿座，實在令人鼓舞。
是次培訓共分三組，每組演出短劇一則，全部培訓時數共 30 小時，培訓日期則由組內教師
共同商訂。全部學員皆完成培訓，並於晚會當天獲大會頒發結業證書。以下為參與培訓的教
師分享。

教師們傾力演出

尋找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譚凱妮
「齊人跳十字步，拾回自己的態度，哪怕前面嘅路，只有你先行得到……」自從參加了本年
度香港教師戲劇會周年公演後，這首歌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盤旋，我每天更要背數遍十字舞步
的口訣，心裏才感到安心。是的，這次周年公演對我來説是一個新的挑戰，因為從沒有跳舞
的我，竟然要在觀眾面前跳舞，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幸運的是，我終於完成這個挑戰。
參加周年公演，除了使我更有信心地站在人群前表現自己，更甚的是學會怎樣安排演員在舞
台上的位置，以致達到更理想的戲劇效果，比方說，當演員要演一些爭議的情況，三個演員
的台位要怎樣安排，才能夠更表現出戲中的衝突呢！另外，錢 Sir 也會講解舞台的面積與道具
擺放的關係，及怎樣製作道具和佈景，使我獲益良多。
在這裏，我要感謝蕭新泉導演特別為了這次表演寫了一個幽默感人的劇本，提醒我們珍惜與
家人相處的時間；也要感謝不同演員帶給我快樂，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演技及舞步；更要感
謝香港教師戲劇會的錢 Sir､Miss Wong 及一眾幕後協助的人員，為教師創造一個表演平台，
感謝你們為這次表演做了很多準備功夫，不辭勞苦地縫改戲服、製作佈景及製作音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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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朋友好奇地問我為什麼這樣忙碌，還參加戲劇表演。其實答案很簡單，我相信老師的工
作再忙碌，也要擠出時間豐富我們自己的生活，為我們的人生留下美好的回憶。再說，我相
信只有豐富我們的經歷，我們的教學才會得到更多的啟發，才會有更多的創意；所以愛學生
的老師們要精采地過我們的生活，要適時放下我們的工作，放眼看世界；嘗試給予自己挑戰，
尋找一個不一樣的自己，而戲劇是一個很好的渠道，期盼明年看見你在舞台上表演。

六次排練，初踏台板，演技躍進

我的付出很是值得的
岑銘恩
很高興今年能參與戲劇訓練課程，並有機會獲得演出話劇的經驗。從沒想過可以在台上演
出，很感恩有這次難得的機會，相信對我未來帶領學生參與話劇演出，會有很大的助益，也
會成為我畢生難忘的回憶。
很感謝各導師對我的信任、各同事的鼓勵和照顧。這次演出對我來說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因為要轉八個場景，還要記住大量台詞，說台詞時要配合動作、聲調和表情等，對戲劇
初哥的我來說，真的是非常困難。慶幸最後出來的效果和各方面的反應都很好，演出也很順
利。我之前的種種付出、惶恐不安、寢食難安.....對我來說都是微不足道，已都一掃而空。
我覺得我的付出的，都是很值得的！
舞台讓參與者重新審視自己甚至整個社會
陳一奇
在眾多舞台經驗中，我首次參與台前幕後皆以教師掛帥的演出，這是很難得的經驗。舞台給
予參與者及觀眾一線狹縫，從現實中抽離，重新審視自己甚至整個社會。作為一種藝術形
式，很適合於學校推廣，不論教師及學生，均可獲益良多。感謝香港教師戲劇會每年於教育
界致力推動戲劇，讓一班有緣人能相聚認識，同台演戲。這也是一種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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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舞台
龐卓輝
回想起第一天收到劇本的時候，望着「角色」一欄，看着「男︰亞伯拉罕、約瑟、大衛、猶
大及波阿斯」五位猛人。想著想著，我怎可能擔當經歷如此大變化的角色？心中霎時跳出了
很多問號，感激錢 Sir 的大膽嘗試，謝謝你選擇了我，也謝謝你讓我成為你筆下的男主角。
穿梭擔演五位猛男的感覺，實在不簡單。
“聖經故事”確實有點壓力，自己既不是基督徒，又甚少接觸聖經，更何況演出有關聖經的
族譜呢？唯一解決的方法便是「問」，問我認識的基督徒朋友，問所有對族譜認識的每一
位，透過不同朋友的答案，我慢慢了解更多了。
一直很喜歡欣賞電影的我，知道透過光影旅程能夠與製作人隔空感應。但舞台劇的演出是不
一樣的世界，當你踏上舞台的一刻，你便會化身成故事中的另一位，直接將故事演繹出來。
幸運地，今次演出成功，實在要感謝各單位的努力，特別是錢德順博士、黃麗萍博士的指
導，使小弟獲益良多，雖不知道將來還有沒有機會繼續參演，但我卻真的很喜歡這個舞台，
能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教師簡約演出，經驗合於學校戲劇推廣

第一次作為演員
黃慕晴
我是一名新教師，更是第一次接觸戲劇這門藝術。這是我第一次作為演員，走上舞台，面對
觀眾演出。
參加演出前，我一直都很猶豫。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沒有在舞台上演出過，更甚者，我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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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比較內向的人，不習慣在人前表現自己。現在成為了老師，又會顧及老師的形象，認為
學生看見了，就會破壞了我在學生面前一貫的形象。最終，我還是決定了參與演出，嘗試離
開自己的安適區，突破自己。
我們要演出的劇目是「基督族譜的五個女人」，總共需要排練六次，通常在晚上七點到九
點。其實在開始的時候，我經常會感到焦慮，因為自己沒有演出經驗，所以很擔心自己不能
把劇中的人物演活。再加上劇作演出的日期與校內戲劇晚會相近，往往要同時兼顧兩邊，白
天排練學生的演出，晚上就自己粉墨登場，背台詞，扮演好我的角色。
「基督族譜的五個女人」這齣劇有很多角色，可演員只有七個，所以每人都要演繹兩至三個
角色，更甚者，有人需要演繹五個角色。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換裝，以另一個面孔
出現在觀眾面前。一開始，我們總覺得自己做不到，可是排練幾次以後，就發現其實沒有我
們想像中那麼難，只要我們配合得當，出來的效果是很驚艷的，就像魔術師在台上施魔法一
樣，每一次出場都是不同的面孔。
在演出那天，我們演出兩場，下午一場，晚上一場。在後台準備的時候，我的心在撲通亂
跳。雖然不斷告訴自己要冷靜下來，不用緊張，但是仍然平伏不了心情。幸運的是，雖然懷
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上了台，但經過多次排練後，其實已經可以自然而然地配合對手演出。還
記得我們在台上演出時，有同伴突然忘記了台詞，可是演員的反應都很快，馬上說出了下一
段的台詞，配合得很有默契，觀眾根本看不出我們忘了台詞。
這次的演出經歷真的很難得，讓我學會了很多，對戲劇也有了更深的認識，期待下次參與時
會有更好的表現。

觀眾的角度：老師們身體力行實在難能可貴
黃泊濤
「香港教師戲劇會周年公演」委實聽了很多遍，真正坐下觀賞還是第一次。初認識當然是因
為母校五旬節林漢光中學錢 Sir 的緣故，往後便是從我的教師朋友口中提及，每年暑假的週
年公演。今年是我的學弟把我帶進劇場，演出當晚為 2019 年 7 月 22 日，香港社會氣氛甚是
緊張，坐在劇場的我，別有一番感受。
周年公演共有三齣短劇。第一齣「與臣同行」，一出場的歌唱部份甚是醒神，整體節奏明
快，帶出的親情和關愛方法也十分有趣；第二齣「脫脂老婆」，夫妻關係的錯綜複雜，帶出
溝通的鴻溝，劇情的錯摸亦引人入勝；第三齣「基督族譜中的五個女人」，本身是基督徒的
我看得津津樂道，全劇把聖經中不同時期出現的五個婦女的事蹟，抽絲剝繭地讓我們窺探人
與人相互關係及藏在當中的道理。看畢後，回想整晚過程，為老師們身體力行而感動。現今
教育的環境已轉變，老師們好不容易安排時間，更為著傳承及帶動學生去呈現戲劇藝術的真
善美而努力奮鬥，實在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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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19 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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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5 日(星期六) 下午 2:15 至 4:30
地點：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查詢：錢德順 (97801760)
為讓學校更有效推廣語文教育，建立閱讀風氣，本座談會誠邀學校老師分享相關心得，
結合創意，讓學生在愉快經驗下學習。講者將透過分享自身的創意教學經驗及心得，激發出
席者的思維，把他人的經驗帶回學校，以培育更具創意的新一代。
主題：戲劇教學法於學科教學的應用
程序：
1. 吳翠珊教授簡介座談會
2. 題目、內容及分享嘉賓
3. 內容
題目1：將戲劇教學融入小學常識科
內容：利用戲劇教學照顧學生學習差異，藉以建構良好價值觀及加強品德情意教育
分享嘉賓：羅俊傑老師 (慈航學校教師，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幹事)
題目2：運用戲劇教育法推廣中國經典文學作品
內容：中文科與圖書組合作，於中文課堂中運用戲劇教育法，推廣中國經典文學作品。
分享嘉賓：譚凱妮老師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題目3：運用體驗學習於常識科
內容：貧富宴 – 讓學生體驗社會貧富懸殊，窮人挨餓，應珍惜食物。
分享嘉賓: 廖瑞珍老師(寶血會嘉靈學校)運用戲劇習式於初中課程：

4. 討論、回應、總結、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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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課程 (語言及戲劇) 2019-2020
Teacher Training (Speech and Drama)
戲劇教育在香港學校日漸普及，不少中小學及幼稚園於校內實施各類型戲劇學習活動。中小
學則於英文科、中文科、生命教育科等，引入戲劇單元；也有不少學校開設獨立的戲劇科，
並引入戲劇活動於其他學習經歷(OLE)等。由於學校對戲劇教師需求甚殷，本會自 2012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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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已
開設了近十年，內容包括：
戲劇教學原理與技巧／編寫戲劇課程／應用戲劇於教授不同學科／學校戲劇製作實踐
欣賞各類型戲劇／到學校戲劇教室觀課／戲劇教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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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9:00p.m. , from Oct 2019 to May 2020.
Lesson

Date

Lesson

Date

Lesson

Date

1

Oct 15, 2019

7

Jan 7, 2020

13

Mar 24, 2020

2

Oct 29, 2019

8

Jan 21, 2020

14

Apr 7, 2020

3

Nov 12, 2019

9

Feb 11, 2020

15

Apr 21, 2020

4

Nov 26, 2019

10

Feb 25, 2020

16

Apr 28, 2020

5

Dec 3, 2019

11

Mar 10, 2020

6

Dec 10, 2019

12

Mar 17, 2020

Other learning activities will be arranged on other days from Oct 2019 to May 2020, including
principles and skills of the teaching of drama; curriculum design of drama education; applying
drama to the teaching of subjects of various k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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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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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nquiry: 9629 7020

(Deadline for early bird: Aug 3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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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m
for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on Speech and Drama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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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Deadline for early bird: Aug 31, 2019)

Personal Particulars
Name(Eng):
Gender: (please ) □ Female

Name(Chinese)
□ Male

Nationality:
Email Address:

Date of Birth (DD/MM/YY):

/

/

ID Car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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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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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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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徵稿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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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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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來稿必須具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惟刊登時可用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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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將同時上載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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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