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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育工作者的故事 

本會顧問陳韻文博士 
陳韻文口述 

香港教師戲劇會幹事團訪問/錢德順筆錄 

 

香港教師戲劇會一行五人於 2019 年 8 月底赴臺灣，此行目的有二。 

 

其一是參觀臺灣一年一度的盛事 — 臺北藝穗節。臺北藝穗節是一個另類的、非主流的、

具體驗性的平台，以開放自主的理念，廣納演出團隊，將藝術從劇場空間釋放出來，在畫

廊、公園、咖啡廳等生活場域，發生各式各樣小型的表演或是裝置藝術行動。 

 

其二是向本會的海外顧問陳韻文博士報告本會現況，聽取她的意見，又聽取她新近的動向，

以豐富本會在香港所推動的藝術教育。藉着是次專誠訪問，我們得悉了陳韻文博士走上戲

劇教育道路的故事，並在此與大家分享。 

 

 

 

香港教師戲劇會一行六人赴臺訪問顧問陳韻文教授  



3 
 

陳韻文博士為香港教師戲劇會顧問、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兼任副教授、國立臺南大學戲劇

創作與應用學系兼任副教授。以下為陳博士接受本會訪問時的論述，文中的「我」是陳博士

的自稱。 

 

幼兒時參與演出 

 

我在幼兒階段便接觸戲劇。在幼兒院和小學時，我在教會學校唸書。教會學校屬私立學校，

能照顧學生一整天。媽媽為方便工作，便把我放到教會學校裏。 

 

在我就讀幼兒院時，媽媽於周日便帶我到教堂參與彌撒，並上主日學。導師會用一些戲劇手

法讓小朋友明白聖經故事，那雖算不上是正式的演出，但從中也讓我經驗了戲劇。到了聖誕

節，教堂內會安排兒童演出聖經故事，我演的是站在聖母馬利亞旁邊沒有台詞的小角色，那

時，我很羨慕飾演聖母馬利亞的同學。 

 

除了成人編排的戲劇，我最享受的是跟姊姊天馬行空編寫故事。我們找來一些床單，鋪在書

桌上，下方的空間就成了家；披在身上，就化身成了騎士；圍在腰上，又成了公主。我們還

會自製紙娃娃，設計不同的人物和配件，手持作品說演；兩人也曾運用聲音變化和自製音效，

編創錄製廣播劇。 

 

國中二時當上編導 

 

到國中時1，媽媽把我轉回公立學校。國中二時，學校要求各班表演給國中三的畢業班看，表

演形式不限。當時我自覺創作能量很豐富，便擔任編導，把一些童話故事，造一些拼貼。 

 

班上有二十人參與，各有不同的崗位，有的在舞台上演出，有的造道具，有的造佈景。劇中

有舞會的場景，我們便租借了好些戲服。演出時，我擔任說書人敘事，也在人物登場時在側

台吹泡泡營造氣氛。當時同學們都到了青少年時期，全都很興奮，很想演戲給別人看！ 

 

高中一時便愛上表演藝術 

 

高中一時，臺灣剛解除戒嚴，出現了好些藝術經紀公司，他們辦了很多表演節目。一次偶爾

遇上經紀公司的人員，他們見我穿校服，知我是學生，叫住我：「同學，你好！你願意擔任駐

校代表嗎？」我回：「駐校代表要做甚麼的？」 他們說：「我們有演出時，便給你海報。你回

校張貼，可以麼？我們演出時，你如有空，便可來為我們當驗票。我們請你吃便當，開場時

你替我們在門口撕票，開演後十至十五分鐘，你便可進場看。」我便答應了。 

                                                      
1
 臺灣的國中，即香港的初中，有三級，與國內的學制相似，國中是一所獨立學校。學生在國中畢業後，便升

讀高中。高中也是一所獨立學校，設三級。學生於高中畢業後，升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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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從高一階段起，我便有機會欣賞了很多不同類型的表演，也希望未來能參與舞臺上的

演出。 

 

李國修對我的影響 

 

高三時，臺灣一位表演者叫李國修，他創辦了一個叫「屏風表演班」的劇團，那年正是創團

五周年，演出編舞家林懷民小說改編的作品《蟬》，這是李國修較特別的作品。在此以前，他

的作品以喜劇為基調，而《蟬》則嚴肅地探討年青人的問題。作品內容聚焦於 1960 年代末期，

政治戒嚴與美軍協防下臺灣年青人對未來的惘然，不曉得何去何從。那劇叫我看到熱血沸騰，

非常感動。 

 

當時，臺灣已可透過人造衛星接收到世界各地的訊息。我透過人造衛星，在日本電視台上看

到好些著名的音樂劇，魔幻的舞台美術和動人的故事與音樂，加深了我對表演藝術的認識和

興趣。其中，李國修給我的印象尤深，他是集編導演於一身的藝術家，我當時亦希望自己能

結合所喜愛的故事、音樂和美術，將來跟李國修一樣，成為集編導演於一身的藝術家。 

 

臺大外文系的演出 

 

高中時，我已想以戲劇為自己的終身事業。我往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北藝大)，也考上了，

可是在面試時，我有種感覺，北藝大的戲劇似為藝術而藝術，與李國修感動我的情況並不相

同。我以為不應為藝術而藝術，不應因為好像讓人看不懂便感到自己很厲害的樣子。我心裏

想，我應認識更多不同的人，這才能幫助我創造出更好的戲劇。 

 

我最終選了入讀國立臺灣大學 (臺大)，我念的是外文系，主修英文。臺大是一所綜合大學，

我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不同的領域。我在課餘時自行到「鞋子兒童劇團」接受培訓。培訓

由「紙風車劇團」的創團人李永豐先生負責，他邀請了很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年青藝術家為我

們上課。 

 

臺大外文系每年都有英語戲劇演出，那歷程不像戲劇系，戲劇系經常與同系的人集體共事、

一同作息，而臺大的外文系讓我接觸更多不同的人，我比較喜歡這樣的模式。 

 

在大學四年級時，即畢業那年，我一如以往，參與了外文系的公演。那年，我發現了自己的

限制。我被安排演出「情婦」的角色，飾演情夫的，是班上的同學。導演指出我和男同學的

身體距離無法說服觀眾劇中的角色設定。理論上，演員應能進入任何角色，好好的扮演，我

卻發現自己對於與異性有身體接觸具先天障礙，再加上當時已有男朋友，心中難免有所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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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演出五場「情婦」。演出第二場時，男朋友來捧場，知他坐在觀眾席，更是渾身不自然。

後來的三場，知道男朋友不會再來觀賞，卸下了心中的顧慮，才終於演得較為自在。  

 

臺大戲劇研究所 

 

大學畢業前夕，臺大剛好成立戲劇研究所，我自覺演不好「情婦」這一類的角色，但仍深愛

戲劇和劇場，決定以學術的方式，讓自己與戲劇取得聯繫，畢竟劇場也養不起這麼多人。 

 

我在臺大的戲劇研究所唸了兩年，主修戲劇與劇場 (Drama and Theatre)，課程包括中西戲劇

史、劇本研讀、戲劇理論、表演、燈光技術等。此時，我已打消了在舞台演出的念頭。 

 

可是，上天又戲劇性地把我拉回表演的道路去。研究所的同學自主發起劇場編創製作。一開

始，我並沒有參演，而是當導演助理。可是，其中一位同學突然休學，結果，我這個導演助

理還是要頂上，承擔劇中極盡誇張能事的女丑角色。扮演這樣一個與現實我形象迥異的角色，

我再一次經驗到克服心中魔障而後贏來觀眾掌聲的歷程。 

 

負笈英國 - 戲劇教育之旅 

 

研究所期間，男友計畫出國深造，我因為不想未來聽不懂他描繪的事，便也想出國拓闊眼界。

由於經濟上不算富裕，我只好著眼臺灣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試。當時，見到有戲劇教育這項

目可取得公費，便去參加考試，幸運地給我考上了。 

 

當時並不認識和不了解戲劇教育。說實話，直到在臺大研究所畢業為止，我從來沒有想過戲

劇教育這一領域。那時我總覺得臺灣的教師很保守，不大喜歡教育界，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

進入這個界別。 

 

我於 1999 年 8 月負笈英國，修讀哲學碩士(Mphil)，主修戲劇教育(Drama Education)。我當時

真不知何謂戲劇教育(drama education)、教育劇劇(drama in education)、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我本以為戲劇教育便是把戲劇和劇場知識等學科教得更好，我這個想法當然錯

了。 

 

然而，很快，我便覺得這個範疇很有趣。這是應用戲劇於教育的一個全新領域，我發現我可

以用教師的身份，同時集編導演於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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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承戲劇教育大師 Jonothan Neelands 

 

翌年，我申請升格為博士學位(PhD)，過程有點不順利，但最終都成功了。博士課時，是和導

師一對一的會面。我的老師是 Jonothan Neelands，我也上 Joe Winston 的課。因緣際會之下，

我的視野拓闊了，我發現戲劇教育太趣了。 

 

 

Neelands 教授（左 2）與陳韻文教授（中）合照 

 

在負笈英國期間，有約半年的時間，讓我返回臺灣，進入桃園和新竹的學校以實踐所學。我

聯繫了兩所國小，進入教室。一所是中年級，一所是高年級，三十多個學生一個班，教的是

藝術與人文。學校的音樂老師和視藝老師，容許我到他們的課堂中教授戲劇。那時，臺灣課

綱已有表演藝術課，然而我沒能聯繫到表演藝術課的老師。因表演藝術師資培訓追不上，很

多學校仍只有音樂科和視藝科。因此，我只聯繫到音樂和視藝老師，請他們讓我在他們的課

堂中，試試我的戲劇課程。 

 

我的論文題目是：In Search of the Cultural, Theatrical and Educational Paradigms for Taiwan’s 

Drama Education。在英國，我們實習戲劇協同教學的班級都是十來人，英國學校的文化和學

生質素也與臺灣的很不一樣。基於兩地文化不同、教育模式不同、戲劇和劇場傳統都不同，

戲劇教育和所發展出來的課程自然也很不一樣。我要把國外所學的東西，調節到在臺灣也有

效用，且必須在理論上及脈絡上加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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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作戰學校任教戲劇 

 

我於 2003 年 1 月回到臺灣，在臺灣的學校執教。我在一間學校的應用外語科任教，擔任部份

時間教師，指導學生排演畢業的英語劇。 

 

之後，我到政治作戰學校2 擔任全時間教師，那是一所軍校，屬大專階段的學校，男女生都

有，畢業後當軍官。我在軍校任教戲劇專業課程，大一教戲劇概論，大二教西洋戲劇劇場史，

大三教戲劇原理，大四教名劇分析。在準備這些課程的過程中，我深感劇場研究和戲劇教育

彼此會通和啟發。此外，我也和其他老師協同教學，指導學生排演。演出的劇目包含西方經

典和臺灣現代劇場作品。當時每個年級約十人，有演出時，便要跨年級一起做。學生除了當

演員外，也要兼顧後台工作。 

 

在軍校任教時，難免有些挫折。我見到大一新生因為階級制度常感挫折，鼓勵他們在自我調

適的同時，要保有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可是，到了他們大四時，我發現他們對學弟妹的管教

並不合理，他們卻對我說：「軍中本該如此。我們要訓練他們服從；如不懂服從，我們怎能管

理？」聽他們的說話，我甚難過。 

 

我在軍校教戲劇到 2010 年為止，其間誕下兩名小孩。 

 

在南大任教 

 

2010 年，我轉到國立臺南大學任教 (南大)， 至 2015 年為止。 

 

我能到南大任教，因高鐵通了，否則我也不能答應。我家在臺北，乘高鐵從臺北到臺南，只

100 分鐘，比以前快多了。 

 

在南大首兩年，我帶着我的大兒子(老大)一起。在臺南租了地方住，平日在南大教書，南大

把我的課都集中在一起，周四下午，我便可離開南大，帶着老大乘高鐵回新竹娘家，接過老

二，駕車回臺北一家團聚。在南大任教的後三年，我與老大和老二一起住在臺南，先生於周

末到臺南找我們一家團聚。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可謂華語地區大專院校中推動戲劇教育和應用劇場的重鎮。我

在那兒的大學部和研究所任教西洋戲劇與劇場史、教育戲劇、戲劇教育方案設計與實習、戲

劇與輔導、教育戲劇專題研究和當代教育論述與戲劇專題研究。系中的同事信念相近，互相

激發，工作很愉快。我們一起籌辦了幾次國際研討會，也組織學會和發行刊物，在教學和研

究中持續精進和推廣。 

 

                                                      
2
 2006 年易名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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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之外，南大戲劇系非常積極發展與機構、學校、社區的合作。我督導學生實習的場域和

項目包括文化中心前台工作和到校進班戲劇教學，也曾擔任系上製作親子劇的戲劇教育總監

暨行政總監，指導學生研發與節目相應的教育活動，並爭取成為藝術季節目。課餘亦曾率學

生為楊逵文學紀念館開發戲劇導覽專案，培訓國中生和志工成為戲劇導覽員。 

 

我現在雖然離開南大，但仍很掛念南大，與南大保持很好的聯繫。我現身在臺灣北部，仍致

力推廣南大的戲劇系所，他們實在做得很好，很努力，質素也很高。 

 

我喜歡臺南，臺南生活節奏較慢，人與人之間有較多的關懷，也較親切。若要我比較臺南和

臺北嘛，年青時，我真的愛比較，但到現在，身處何地，便會想着此地的優點，讓自己喜愛

此地。但我可以告訴你，我認為新竹最能給我家的感覺，因為我的娘家在新竹。 

 

推動美感教育 

 

過去數年，我一直參與一項臺灣教育部支持的「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它的

概念是藝術與其他領域合作進行跨科學習。由 2014 年起，只有少量學校參與，到 2019 年已

擴至全臺灣數百所學校。它不是傳統的學科，而是把藝術滲入各個學科。 

藝術領域往往不易成為學校教育的核心，此計畫很重要的目的，是探索藝術作為核心課程開

發的可能，鼓勵學校讓學科老師去理解學科與藝術之間的關係，藝術老師深掘其中共同的原

則，應用藝術的元素、策略，與學科結合，提供學科老師教學上所需要的協助。 

計畫讓藝術結合主科。用甚麼來結合呢？是用美感。例如數學中的黃金比例，便是美感。我

們要讓一些從來沒有經驗過設計這樣的跨學科課程的老師，懂得進行跨學科設計。學科的老

師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作共同備課，但他們會發現，學生學習時會覺得更有趣。發展此課程，

因學校而異，不同地區的學校有不同的特色，學校自身也有不同的傳統。 

 

計畫一直面對各種挑戰，學科老師各自有教學進度的壓力，家長也對藝術融入學科課程有疑

慮。然而，我深信計畫能拓闊藝術與學科教師的視野，藝術課程與學科的結合，可幫助學科

老師解決教學上的問題，提供創新的教學策略。 

未來期望 

此計畫已進從學校到社區，發展出渲染力，一步一步綿密推展跨領域的理想。未來，跨領域

是教育界很重要的教學策略。我期待經由此計畫，大家對社會有更多的信心。我看到許多老

師非常認真嘗試此項新的教學策略，從而解決學生的問題，為了更好的社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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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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德順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師 

 

仍是喜劇 

 

我天生愛搞喜劇，我指的喜劇，是能讓觀眾抱腹大笑的那一類。 

 

1992-1993 年搞了一齣很搞笑的喜劇《校園總是浪漫》，30 分鐘的劇目因不停的笑聲而拖至 40

分鐘，不太費力，卻奪得了全港冠軍。 

 

我誤以為搞喜劇很容易，翌年便再接再厲，搞了另一齣喜劇《一夜夫妻》，並以該劇同時參與

粵語組、英語組和普通話組演出。 

 

《一夜夫妻》描述一對情人 Franky 和 Alice3，他們輕看美滿婚姻將面對的困難，兩人於婚前

並沒有充份的準備，卻嘲笑友人婚姻失敗。就在 Franky 和 Alice 結婚的第一夜，兩人因生活

上的細節激辯起來，Alice 憤而跑回娘家。 

 

當年的演出並不如去年順利，三組劇中只有粵語組能進入決賽，最終也只能奪個季軍。然而，

現在看回來，那年收穫其實相當大。那年的失敗，我才對喜劇有更深入的認識，自此我也很

尊重能搞喜劇的藝術家。 

 

十周年演出給我的啟發 

 

當年適逢十周年校慶，學校安排我們於沙田大會堂演湊廳首演該劇，觀眾反應很好。然而，

我看該劇並不理想。主要是演員未能把笑位（punch lines）演好，好些笑位實是手到拿來，我

也示範了多次，但學生卻始終做不來。另外，我以為此戲的節奏不夠緊湊，很多枝節未被刪

去。 

 

  

                                                      
3 Franky 和 Alice 是我的好同事，前者是經濟科主任，後者是英文教師，Franky 的太太。Franky 是當年戲劇學

會導師之一，專責學會的行政工作。Franky 與我在戲劇學會並肩作戰多年，對推動學校的戲劇教育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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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年演出讓我領悟了很多至今我仍視為很重要的原則。第一，原來觀眾是戲劇演出的一個

重要元素。你的戲就是不好，如在某場合下遇上某類觀眾群，你的戲可能被視為佳作。創作

必須把觀眾計算在內，我是自那年起才把此顯淺的道理放進意識中。第二，原來創作一齣戲，

是可以透過演出經驗的累積，不斷豐富。就在十周年演出後，我修訂了《一夜夫妻》，豐富了

其內容和結構。 

 

修訂一齣戲，對創作人來說並不容易。創作人常因深愛着某一個片段，捨不得把它刪掉，硬

把它留在劇中，結果害了全劇的節奏，留不住觀眾的注意力。就是職業劇團的編劇也常如此，

勉強保留着一棵樹，而毀掉了整個森林。 

 

找能編喜劇的人，難！ 

 

《一夜夫妻》演得不好，是因我當年不太了解喜劇。找能編喜劇的人有難度，找能演喜劇的

演員，則更難！ 

 

先談編。要編喜劇，不單要懂喜劇理論，也要懂演喜劇的技巧。 

 

為何觀眾在看到喜劇時會捧腹大笑呢？當然要具備有笑位的台詞 (punch lines)。我編喜劇時，

常會計算笑位的數量。全劇之始，每三四句台詞便一笑位，到觀眾笑得暢順了，笑位可隔疏

少許。 

 

能令觀眾發笑的台詞，約可歸納為兩類。其一屬低級趣味，其二屬反映人性的弱點。 

 

低級趣味，主要以色情粗俗為元素。教育界並不認同低級趣味，故一般學校的創作不會混入

得太多。把低級趣味笑位加入戲劇中存在着一定的風險，在中小學生或草根階層仍可湊效，

但對具文化基礎的觀眾來說，可能半點笑聲也沒有，演員像在自討沒趣似的。 

 

反映人性弱點類，是歷久常新的笑位，湊效率極高。人性有那些共同的弱點？如愛佔小便宜、

自私、虛偽、貪財、好色等，其中虛偽是喜劇最重要的元素。明明是自私，卻虛偽地扮作大

方；明明好色，卻虛偽地居於道德高地；明明愛佔人家小便宜，卻要扮作毫不在乎；明明怕

死得要命，卻虛偽地以勇者示於人前；明明是低能，卻自以為英明神武等。 

 

反映人性弱點，又可分為幽默與諷刺兩類。幽默，是以自己為取笑對象，一般當然是取笑自

己的性格缺點。諷剌的對象，是別人，因此，要小心運用諷剌，以免傷害別人，或造成仇恨。 

 

諷刺的對象一般都是權貴，例如高官、財主、機構主管等。在學校來說，權貴是校長、老師

等。觀眾平日不會亦不敢諷刺權貴，難得舞台工作者敢說他們的心底話，當然以捧腹大笑來

發洩心內的鬱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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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是否便能成為笑位？政治環境因素是關鍵，一個民主社會，人民享有言論自由，諷刺政

府類的喜劇才可能存在，例如現時香港電台的《頭條新聞》，劇中的領導人明明低能，卻自以

為英明神武。試想想，在一個獨裁的政權下，你敢諷刺領導人嗎？如果當真有這樣的舞台劇，

觀眾才不敢開懷大笑，而是帶着恐懼，馬上跟劇場畫清界線，飛奔離場，以免惹禍上身。 

 

可以說，喜劇常是社會政治環境的探熱針。 

 

找能演喜劇的人，更難！ 

 

找能編喜劇的人，難！找能演喜劇的人，則更難！ 

 

喜劇與正劇對演員的要求很不同，喜劇要求演員能掌握笑位，把笑位演出。 

 

演技無論多好，也未必能演好喜劇。演正劇的演技可以磨練，演喜劇需要喜劇感，而喜劇感

較難磨練出來。有喜劇感的人，說話和動作總能引人發笑，這是天份。 

 

演員要演繹笑位，常要以「突如其來」來處理，突如其來的停頓、突如其來的轉換音調、突

如其來由不認真轉為認真、突如其來由睿智轉為低能、突如其來由偉大轉為怕死⋯⋯等。 

 

演繹「突如其來」，演員台詞發放的時間要掌握得準確，面向和眼神要與台詞配合得好，這是

能否把笑位演好的關鍵。對有喜劇感的演員，不用訓練，也能做得很好。 

 

「突如其來」，就是不按眾人的期望而偏離了軌跡，來個「你估我唔到」，那是極強的創意。

創意其中一個特徵，是越軌的思路（thinking outside the box）及越軌的行徑（acting outside the 

box）。 

 

作為戲劇導師，如果我真想搞喜劇，與其全力培訓學生，不如在校園裏逛逛找找，如上天憐

憫你，或會給你遇上一個有喜劇感的學生。1992-1993 年度，我校有一位極具喜劇感的中六生

馮振權，到 1993-1994 年度，他已是中七生了，未能參演演出。好的喜劇演員可遇不可求，他

會帶動其他演員的節奏，如有一位，上天已待你不薄。 

 

應把喜劇提升至它應有的地位 

 

多年的比賽，看到戲劇評判都把喜劇看低一線。評判看內容多於技巧，本無可厚非，但以喜

劇來傳遞某類訊息，尤其是政治議題、社會議題等，效果絕不比其他劇種遜色。 

 

期望未來學界和專業界別，能湧現更多具質素的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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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評：《有料呻吟》- 從讀劇到聆聽再到與被聆聽的故事 

 

洪美芝 

自由身戲劇教育工作者 

觀賞場次：2020年 1月 18日 19:45 

演出地點：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疫情期間眾多本地表演節目相繼取消，筆者趕上尾班車於一月欣賞了由風車草劇團主辦

的讀戲劇場。一連四場，每場讀出不同的編劇作品。前幾年風車草劇團選讀一些外國的經典

及新晉作品，而本年則以香港本土劇本為主題。筆者觀賞了編劇阮韻珊的作品《有料呻吟》。

此劇講述一間酒吧為客人提供收費的「聆聽」服務，故事中不論老闆、四位員工及客人們，

均有著不同的故事，透過聆聽與被聆聽去互相尋找慰藉。 

 

「聆聽」與「被聆聽」這兩個老生常談的詞語，編劇阮韻珊以黑色幽默的手法刺激觀眾

的思考。一位自稱老闆娘的男士為他營運的酒吧招募了四位牛郎，老闆和四位牛郎有著不同

的背景和故事，透過他們輕鬆幽默的交流，慢慢道出他們的經歷和內心的鬱結。對白內容富

有香港特色，亦有一些集體回憶，容易引起觀眾共鳴。「有料」是日本的用語，即收費的意思，

酒吧向客人提供收費的聆聽服務，故員工需要練習他們的聆聽及回應技巧，讓客人感到稱心

滿意。這個寓意實在意味深長，聆聽別人是關心身邊人的行為，本應是出自真心並且無條件

付出，於現實生活上，大家因著繁忙的生活及種種不同的原因，以至大家都忽略了聆聽和被

聆聽的需要，亦將之變作一種很奢侈的行為。 

 

「讀劇」是一種戲劇表演的形式，演員拿著劇本，主要運用聲音或加以少量的肢體動作

去演繹劇本中的台詞，讓觀眾在沒有道具、佈景、舞台效果等的情況下，更專注於文本上。「讀

劇」可貴之處，在於觀眾們都朝著相同目標，就是認識文本、聆聽故事。恰巧《有料呻吟》

的故事主旨與「讀劇」這個表演形式互相反照，一齣戲劇的演出，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戲劇元

素和效果，觀眾會被不同的元素所吸引，有時反而會忽略了故事本身和故事中的信息。所以

觀賞讀戲劇場，能更專注留意文本，聆聽故事。伴隨著「聆聽」與「被聆聽」這個主旨，編

劇希望觀眾聆聽社會上被邊緣、被壓迫的不同組群的吶喊，走進他們的生活及內心世界。劇

中的角色都是社會上不被關注的人，例如：「老闆娘」（梁祖堯飾）是一位喜歡以女性打扮的

易服人士，他多以獨白的形式敘述自己和父親的關係及內心的感受。另外亦有拾荒者、失業

的大學生、宅男等等，透過他們從初相識至慢慢打開心窗，尋找心靈的歸宿。各個角色的故

事和內心世界均十分豐富，但於約兩小時的演出中去聆聽他們的故事，是有點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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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及友好機構消息 
 

1. 因疫情嚴峻，多項由由本會主辦或協辦的活動取消。 

- 本會主辦的「香港小學英語故事演說 2020」，活動已取消。 

- 本會主辦的「教師戲劇匯演 2020」，活動已取消。 

- 本會協辦的「創意戲劇節 2020」的教師培訓及匯演活動，已取消。 

2. 本會主辦的「戲劇教師培訓課程」，由實體課程改為視像課程。 

3. 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網頁已誕生，網址為 hk-ceo.org。 

 

 

 

 

香港教師戲劇會會訊第 81期編輯室 
司徒美儀  康少娜  洪美芝  錢德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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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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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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刊將同時上載網頁：hk-t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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