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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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 

在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投入戲劇教育的第二波 
 

錢德順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師 

 

本文的目的，乃是透過記錄筆者個人戲劇教育的經歷，以讓有志戲劇教育的教師們，有

一個參考。1992 年至 1995 年，是我在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投入戲劇教育的第二波。在此期間，

我開始學習創作，主要是喜劇。我看了好些創作喜劇的書籍，也看了好些戲劇，這些經驗都

指引我往後走在戲劇教育的道路上。 

 

集體編寫《校園總是浪漫》 

 

1992 年 9 月某一天，何權輝校長召我到校長室，請我帶學生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我望

着校長，心想，你也不一定有實質的支持，搞戲須兼顧台前幕後，十分辛苦。最終，我無可

無不可，沒有確允，便離開校長室了。意外地，遇上數名中六學生，他們向我表示很有興趣

一起搞戲，我便抱着觀察的心情，看看能否成事。 

 

劇本仍是要解決的大問題。我把那些有興趣的學生聚在一起，問他們校園有甚麼熱門話

題？他們說是戀愛。我便叫學生們分享一下他們和他們朋友的戀愛經驗，他們倒也熱心，資

料和笑料比我想像中多。我們把各人的分享湊在一起，合力編寫了一齣名為《校園總是浪漫》

的喜劇。 

 

為了編寫劇本，我得讀了數本論述編劇的書籍，印象較深的有方寸的《戲劇編寫法》1。 

書中簡述了戲劇結構、人物與關係、衝突、張力等，為我們組合學生愛情素材提供了實用的

指引。我和學生一邊排戲、一邊閱讀；一起修訂、一起加插笑料，不亦樂乎。 

 

我發現我很喜愛喜劇，至今亦然。我有編寫喜劇的天份，特別是我能判斷笑料放到舞台

上能否引發笑聲。很多時，我發現友人在編寫喜劇時，常把圍爐取笑的材料當作曠世難得的

笑材，誰知一放到舞台，台下連半點笑聲也沒有。我較能判斷舞台上所發生的，對觀眾所產

生的感染力。那時我大致發現，嘲笑人性弱點的笑材，必然能在舞台上湊效。我以此簡單的

理論教學生，但能領悟的，比我想像中少。 

 

學校讓我把《校園總是浪漫》在校內週會中演出，學生反應極佳，笑聲不絕。誰知在演

出後，惹來部份老師不滿，他們認為演出太粗俗了。從教師的角度來看，該劇實在粗俗，全

劇以「代溝」為題材，台詞中有「溝女」這個粗俗用詞，老師都受不了。另外，劇中人物有數

名頑劣學生，老師認為學生看戲後，便會有樣學樣。 

 

                                                      
1 方寸(1992)。戲劇編寫法。臺北：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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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老師的投訴，何校長召見了我，他也認同教師們所指出那劇的問題，並請我跟進一下。

我無可無不可，回覆了校長：「初賽日子逼近，要修訂劇本也修改不來」云云。 

 

其時在校內搞戲，常收到同事的投訴，有投訴主題不恰當，有投訴排戲時間太長，影響

學生學業。由於當年我戲劇經驗少，一個情節或一個台位，往往要跟學生花上相當時間來研

究，排練時，八時離校是常有的，甚或跟學生一起吃晚飯後才離校。被投訴當然不理想，但

見何校長也不責怪，我也不太理會。有失必有得，我與當時的學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直

至今還很要好。 

 

初賽評判黃婉玲大讚 

 

《校園總是浪漫》初賽於 1993 年 2 月在學校禮堂舉行。那是一次至今難忘的演出。三十

分鐘長度的戲，經果演來四十分鐘。演出不斷被觀眾的笑聲打斷，而演員對這些笑聲也控制

得當，在笑聲跌至不遮掩台詞時，便即發放台詞。結果，全劇演出時，笑聲總是一浪一浪，

從未間斷過。 

 

其時，我已注意到轉場順暢的重要性。我花了很多心思在轉場上，既維持觀眾投入地看

戲，更把轉場成為表演的一部份。我往後在多項比賽中屢獲殊榮，「把轉場看成表演的重要部

份」，是我獲獎的不二法門。 

 

我們花了心思在規劃表演區。表演區置在禮堂舞台之下，而觀眾席則在舞台之上拾級而

下，觀眾仿如置身正規劇院，由高處望下。這臨時搭建的劇場令評判感到很意外, 我以為參與

比賽一定要有心思，要給評判一個意外驚喜。 

 

包括黃婉玲女士的兩位評判，非常欣賞這個《校園總是浪漫》戲劇，包括劇本的結構、

表演技巧、導演、舞台效果、劇場規劃等，評判都讚不絕口。黃婉玲女士大讚我們選了「代

溝」為主題，而台詞又能緊扣主題，她引了我們劇中的「溝女」和「代溝」，以為這既反映學

生心聲，又不落俗套。 

 

意外地，黃婉玲在星島日報撰稿，指她發現了沙田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校內有一個很好的

劇社，能做到「我手寫我口」。又指出劇中人物描寫深刻，是學生自己或友人的寫照。何校長

再找我，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我們相望而笑。何校長說：「料不到原來在評判心目中，這齣

劇評價這麼高，我真的要多了解戲劇了。」之後，何校長報名參與了教育署為教師舉辦為期

七次共 28 小時的戲劇教師培訓課程，真叫我敬佩。 

 

評判給了我們高度的評價外，還有八個獎杯，包括四個演員獎、舞台效果獎、導演獎、

劇本獎和整體演出獎。教育署的督學其後對我說，評判送出八獎杯實在太多了，但因評判堅

持，教育署亦不便干涉。翌年，教育署在比賽以先，便與評判申明獎項的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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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奪冠卻懵然不知 

 

決賽於 1993 年 4 月在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舉行，只記得進入決賽的隊伍有十來隊。我校

是首次參與香港學校戲劇節，只知高手如雲，入得決賽便已知足，自始至終不曾想過會有任

何獎項，演過後便和學生走了。 

 

賽規是於最後一隊演出後便即公佈賽果，我校則於演出後便回校。數天後，教育署的江

葉秀娟督學致電我，看我安排優勝演出進行如何，我竟不知江督學說甚麼，當然也不知甚麼

是優勝演出。記得江督學說：「錢 Sir，你是真不清楚還是假不清楚？」 

 

最後, 我才在江督學口中得知我校奪得最佳整體演出獎、李越挺杯、最佳導演獎、最佳導

演挑戰杯，另外也得到最佳男演員和女演員提名。不久，我們又接獲香港演藝發展局通知，

《校園總是浪漫》獲該局頒發中學組劇本冠軍獎，有現金獎七千元，我們全團學生到了酒店

吃自助餐，真是開心極了。 

 

戲劇是為觀眾創作舞台幻覺 

 

《校園總是浪漫》的演出過程中，不論在初賽、決賽或優勝演出，都叫觀眾看得開心，

笑聲一浪接一浪，由開始直到結束，沒有停過。這些笑聲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很多演技和

戲劇理論支撐的。 

 

說到演技，找能演喜劇的學生比演其他劇難得多。由於輕易以喜劇《校園總是浪漫》取

得全港冠軍，我便誤以為喜劇甚為簡單。我很快便發現學生中能演深情的多，能演喜劇的少。

喜劇演員必須掌握發放台詞的時間(timing)，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發放台詞的技巧也多， 

此句疾、下句緩；此句一調、下句即另一調。一齣喜劇中，能掌握笑位(punch lines)的演員不

用多，有一兩位帶動著即可，但即使是一兩位有喜劇感的學生也實在難求。自 1992 年我在

《校園總是浪漫》遇上一位後，要到 2001 年《愛多事家庭》2 才遇上另一位。 

 

說到戲劇理論，我那時已初步掌握到令觀眾發笑的法門。無巧不巧，我也在姚一葦先生3

的著作《戲劇原理》中找到引證。在《戲劇原理》第四章「舞台幻覺論」中，姚一葦談到「觀

眾」的特點，也提到戲劇工作者的任務，便是為觀眾創造幻覺，並讓觀眾維持在那幻覺中。

姚一葦又依據幻覺來為戲劇作出分類，喜劇則是要為觀眾創作一優越的幻覺。那末，就是要

在劇中創作一低能兒的角色，讓觀眾站在優越的位置上嘲笑他。我對姚一葦的看法很有同感，

認為自己對喜劇的了解最少有姚一葦認同。 

 

《校園總是浪漫》一劇，台前幕後共廿多名學生，由於是喜劇，排練時總是爆笑連場，

戲劇學會又再熱鬧起來了。我明白要建立學校的戲劇文化，便得吸引更多同學參與戲劇，為

                                                      
2 《愛多事家庭》是一齣黑色喜劇，以家庭暴力為題，在學校戲劇節(2001-2002)決賽中獲粵語組亞軍。 
3
 姚一葦（1922-1997），台灣戲劇教育的重要人物，自三十五歲起於多所高等院校授課二十餘年，1982 年，提

前退休，參與籌辦國立藝術學院，創戲劇學系，是首屆系主任兼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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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會培訓接班人。 

 

我要求學生尊重戲劇藝術，不要視之為純粹娛樂。我帶着學生一起研讀塢塔哈根的《尊

重表演藝術》4, 這是一本很實用的書，對演員進行角色內在建構有了充份的描述，當中有很

多作者的寶貴經驗，亦有劇場練習供學生嘗試。然而，學生大都不愛閱讀戲劇藝術的書籍，

我只好自個兒閱讀，找機會向學生分享，也在日常培訓中讓學生嘗試《尊重表演藝術》中的

劇場練習。 

 

小結 

 

1992 年至 1995 年期間，我對戲劇教育有更深刻的認識，究其原因，乃因有五旬節林漢

光中學這個重要的實驗場所。作為該校的戲劇導師，我可把從各類培訓和書籍所學，實踐於

我所搞的學校戲劇中。我不斷讓學生演出，特別在每年的香港學校戲劇節的演出。其間，我

結識了好些前輩和同路人，他們給我指導的同時，也拓闊了我戲劇教育的視野。 

 

對香港學校戲劇教育貢獻良多的 

江葉秀娟督學 

 

1992 年至 1995 年期間，我結識了好些前輩和同路人，當中主要前輩之一，便是香港教

師戲劇會的創辦人教育署的江葉秀娟督學 (人稱江太) 了。 

 

我因《校園總是浪漫》認識了江太，她是教育署5 學校活動組的督學，也是一位資深的

戲劇工作者，對推動香港的學校戲劇教育不遺餘力。 

 

傾力為教師提供多類型的培訓 

 

江太為教師搞了很多訓練課程，最為教師津津樂道的有「基礎戲劇培訓班」，課程在

香港演藝學院進行，導師陣容鼎盛，皆為香港演藝學院的講師。課程共七個星期六早上， 

每次 4 小時。 

 

我參加了 1993 年那一屆，導師有林立三、陳敢權、崔婉芬等。導師們都給教師留下深

刻的印象，他們都充滿熱誠，全力以赴，務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教授教師們最豐富的戲劇

知識。基礎訓練班深受教師歡迎，並延伸到現在。 

 

江太計劃了連串深化而完整的課程與教師，也是每課程七次，每次 4 小時。1994 年推

出首個燈光訓練課程，在香港演藝學院進行，也是由學院的講師擔任導師。課程有理論部

份和實踐部份，主要由學院的講師崔婉芬(Phyche)負責，我的舞台燈光知識大多來自那個課

                                                      
4 胡茵夢譯(1987)。哈根著。《尊重表演藝術》。台北: 漢光文化。 
5 2003 年 1 月 1 日教統局及教育署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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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Phyche 帶教師們到學院歌劇院頂部的「貓道」(CAT WALK)上，指導教師在貓道上調校

燈具的角度, 從那高高的貓道上望下，現在回想起來也十分駭人。 

 

江太對教師們說，未來會繼續推出音響的進深課程，我們甚為嚮往。可惜她不久便和

丈夫江偉牧師移民紐西蘭，培訓計劃也告吹了。 

 

除培訓課程外，江太也連續數年暑假在香港中文大學為教師們搞了四日三夜的訓練營。

我參與了 1993 年那一屆，由赫懇坊的戲劇工作者團隊負責，讓教師經歷編導演各個環節， 

十分實用。記得我那一組是由陳一鳴先生負責，從他身上，我學習到很多培訓學生的技巧。 

 

我曾問江太會否搞一些訓練給學生，她說學生不會是教育署培訓的重點，教師才是。

她補充，教懂一名學生，他三兩年便從學校畢業了。把資源投放在教師培訓上，才合乎成

本效益。教懂一名教師，他便能生出很多戲劇的兒女們來。 

 

獨具慧眼------建立香港教師戲劇會 

 

透過一系列的教師培訓活動，江太結集了一班熱心學校戲劇活動的教師。她最終於 1994

年 11 月 23 日籌組了「香港教師戲劇會」。 

 

江大邀請了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鍾景輝先生和莫紉蘭校長擔任該會顧問，其後

鍾先生和莫校長相繼退休，顧問一職由新任院長蔣維國博士及五旬節林漢光中學創校校長

何權輝擔任。 

 

該會創會主席是賴雲潔老師，是江太的親密戰友，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戲劇導師。我

則於 1996 年加入該會擔任執行委員，又於 1998 年當選該會執委會主席。江太不單促成香

港教師戲劇會的誕生，她的學校活動組於往後數年更全面支持該會。江太促使該會定期聚

會，以及出版會訊。自 1996 年起，定期籌辦公演，讓更多教師有踏上台板的機會。最終，

江太把眾多戲劇教師團結於香港教師戲劇會中，又藉該會培訓了大批現職教師，讓他們於

學校體制中推動戲劇。 

 

香港教師戲劇會創會之初，教師們主要針對戲劇作為一種課外活動。到了 2000 年，戲

劇作為課程已是一種趨勢，該會的教師亦為推動戲劇正規課程作出了很大的供獻。由 2003-

2007，該會的教師共協助近二十所中小學把戲劇引入正規課程內。 

 

論香港學校戲劇教育的發展，江太肯定是關鍵人物。我們亦可從江太身上看到，教育

局主事官員的職能，絕非一般教師或民間組織所能比擬。作為當時的主事官員，正是江太

對戲劇教育的熱誠和本身的藝術修養，便揭開了香港學校戲劇教育壯觀的一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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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評：富有香港味道的《四川好人》 

洪美芝 

自由身戲劇教育工作者 

觀賞場次：2019年 12月 29日 14:45 

演出地點：香港演藝學院 

 

 

《四川好人》是德國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的經典作品，演戲家族把此劇目改篇成音樂

劇，於 2003 年的首演大獲好評，並獲得多個香港舞台劇獎項。此音樂劇亦於 2004 和 2011 年

兩度重演，2019 年與香港話劇團聯合製作，為第四度公演。《四川好人》故事講述三個神仙來

到人間尋訪好人，沿途經過貧窮的四川，遇上僅有的好人沈德。神仙賜沈德金錢以報答她的

招待，她除了藉此改善自己的生活外，並積極行善，可惜她善良的性格卻被人多番利用，令

她的生活陷入困境。沈德面對人性道德與現實生存兩者之間的矛盾，顯露出各種善與惡的行

為。 

 

間離效果（defamiliarization effect／alienation effect）是布萊希特的特色，他主張觀眾

於觀劇時不應過分投入劇場當中，透過間離效果讓觀眾的情緒抽離，保留思辯及理性的判斷，

思考劇中的故事和角色與自身和社會的關係。於《四川好人》中，角色會直接與觀眾對話，

剖析角色的想法或心情；另外，老王（劉守正飾）此角色擔當說書人以交代劇情，這些都是

劇中間離效果的例子。間離效果不限於表演的層面，在面具運用、音樂處理、戲劇結構和文

本等各層面上都能呈現出來。善良的沈德（邵美君飾）於劇中裝扮成邪惡的表哥水大，兩個

角色的性格互相對立，這亦是間離效果之一。布萊希特的作品大多是反映社會的陰暗面，《四

川好人》是探討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存之道，透視人性邪惡的一面，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利益

衝突，角色充滿自我矛盾、內心掙扎。布萊希特筆下有各種各樣的經典人物，讓觀眾看到不

同年齡或不同階層的行為表現，除了主角沈德呈現善與惡，其他角色也同時顯露正邪兩面，

例如：有錢理髮師石富（周志輝飾）溫柔對待沈德，對她癡心一片，但同時又無情粗暴對待

老王；邢大嫂膽小怕事，但於沈德有需要時卻照顧她。透過戲劇中對與錯、是與非的二元對

立，帶領觀眾進行一場道德的思辯，思考種種的矛盾。 

 

由著名作曲家高世章、填詞人岑偉宗及導演彭鎮南所製作的《四川好人》音樂劇，除了

能保留前段提及布萊希特的精神外，亦富有香港本土特色，其粵語歌詞令筆者產生出一種親

切感。這種親切感有助拉近觀眾與經典作品的距離，能讓大家輕鬆認識經典巨著，這種製作

實在值得大力推薦給身邊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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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編劇班 2019 - 完滿的學習成果 
編輯室 

 

學校戲劇，是指由教師或學生編寫，由學生演出的戲劇。一般來說，製作成本較有限，

長度只為 15-25 分鐘。學校戲劇活動深受中小學生歡迎，每年香港學校戲節名額供不應求，其

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好的學校戲劇，對參演和觀賞的學生來說，都是極具效能的學習經歷；因此，如何編寫

好的學校劇本，便是有志從事學校戲劇工作的教師需要研習的。 

 

有見及此，本會邀請前會長錢德順博士為教師主持編劇班，課程共八課，於 2019 年 10 月

17 日至 12 月 12 日逢周四晚假沙田五旬節林漢光中學舉行。 

 

課程共有 11 位老師參與。內容分兩部份，首四課以理論為主，學員須分組編寫劇本。後

四課則以評賞學員的作品為主，導師亦以學員作品為基礎，為學員提供修訂妥當的作品，讓

學員從比較中學習。 

 

在老師們的努力下，共編寫了四齣短劇。我們期望於 2020 年 7 月份香港教師戲劇會周年

公演中，把這些短劇搬上舞台，由教師們擔崗演出自己的作品。 

 

學員分享 -- 尋找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龐卓輝老師 

 

「劇本」即一劇之本，它對於一部戲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要寫出一個好劇本，除了要具

備天馬行空的創意外，更需要經過不斷的實踐與磨練，親身踏進現實世界中尋找答案，搜

尋故事，尋覓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透過參加「香港教師戲劇會」的編劇課程，幸運地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老師。透過錢

Sir 深入淺出的指導，很快便掌握了基本的寫劇要訣，把主題、人物角式的塑造、故事意

念及結構等不同元素，透過台詞對白，活現於舞台上。 

 

每次課堂實在樂此不疲，老師以小組創作故事及演繹，老師們臨場發揮，導師即時回饋，

我們討論後再作修正。當中最難得的是錢 Sir 從旁給予寶貴的意見及指導，讓我們真正體

驗到劇本從無到有、從零碎到片段的寶貴過程，令喜愛創作的我們，把正規劇本創作的舞

曲活生生的留於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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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分享 -- 匆匆數節，獲益良多 

文秀霞老師 

 

回想起 2017 年周年公演時，我問：「錢 Sir，幾時開班教我們寫劇本呀?」 

錢 Sir 當時只是默不作聲。 

 

我也明白，大家平日工作繁重，怎可能再抽空教我們寫劇本？原以為建議必定已經泡湯了，

沒想到，今年真的開辦了編劇課程，我即毫不猶豫報名參與。 

 

編劇是戲劇藝術創作重要的一環。 

 

我們可以撰寫賺人熱淚的故事，撰寫悲天憫人的故事，撰寫奇幻無比的故事，但要撰寫出

可於舞台演出的劇本，卻不是一件易事。因為劇本受制於表演的時間ヽ場地ヽ演員的表達

力等，編劇要善用事件，以事件顯示人物的性格，要善用演員的每一句對白…… 

 

凡此種種，在此編劇課程中，錢 Sir 都樂此不疲與我們分享寫作心得，並引導我們從閱讀劇

本中學習，讓我們有機會創作劇本，透過試演ヽ撰寫劇本ヽ修改劇本，讓我們經歷一個劇

本誕生的過程，殊不簡單！ 

 

此課程有助教師推行校本戲劇創作，如何營造戲劇事件以加深對主題的描述，實在需要經

驗的累積。雖然只是匆匆數節，卻令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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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20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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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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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經驗帶回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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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題目1：校本STEAM教育分享  

內    容：校本課程於正規課程、跨科課程、課外活動等各範疇的推動 

分享嘉賓：陳廣明老師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STEAM核心教師) 

 

題目2：學習妙思行，自主學習 — 專題研習 

內    容： 課程參考了芬蘭主題學習的模式，讓學生尋找自己喜歡的題目，自訂

學習目的與進度，並以小組形式展示學習成品，是真正的自主學習。

課程結合戶外學習，旨在訓練學生的溝通能力、合作能力和創造力。 

分享嘉賓： 李雅琴老師 (青年會書院 中文科科主任) 

3. 討論、回應、總結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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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師戲劇會會訊第 80期編輯室 
司徒美儀  康少娜  洪美芝  羅俊傑  譚凱妮  錢德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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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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