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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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演藝天份極高的學生 
 

錢德順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師 

 

1994-95 學年，學校因種種原因，對戲劇活動支持下降，至 1995-96 學年，我便停了下來，沒

有作賽。校長詢問原因，作為一個有十年年資的教師，我總有辦法處理，於是我便向全校學

生公開招募，有興趣前來的學生竟有一大批，我向他們陳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

道理，學生全被說服，都只在校內舉辦一些常規聚會便算了。 

 

帶動我校新一波戲劇的黃翠如 

 

1996-97 學年，校長召見我，表明再次支持戲劇活動，但我已決定續停一年。同樣，作為一個

資深教師，我也總有辦法處理，打算又如往年一樣，向全校學生公開招募作結。豈料，那年

來了個名叫黃翠如的中四女學生，她小息跑到教員室扣門，邀請我出來談談。 

 

黃翠如：「錢 Sir，今早聽說戲劇學會招募人員，我們一班同學都很有興趣，全都要參加。」 

我：「你們中四了。雖剛升上高中，別以為有好多時間，明年便要會考了。」 

黃翠如「錢 Sir，我們都明白，但我們都想參與。」 

「戲劇耗用很多時間，編劇、排戲、前台、後台⋯⋯你們應付得來嗎？」 

「錢 Sir，你不想我們參與嗎？」 

「很多事情，看來開心，要付出時間、精力、汗水⋯⋯便很嚇人了。」 

「⋯⋯」 

「你們有多少人？」 

「我們有十多人。」 

「叫他們 lunch 到物理室，可以麼？」（我當年是物理科主任。） 

「可以啊。」 

 

午膳時份，黃翠如和她的十多名好友齊集物理室，都是中四級的學生。我續以「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主張訓話一番，但竟然並不湊效。這批中四級學生便成了那年戲劇學會的骨幹。

就是黃翠如和她的一群同學，啟動了我校新一波的戲劇活動。 

 

黃翠如，對戲劇很執着、很認真。她的戲劇藝術生命，是其他熱愛戲劇學生的典型。中四投

入鍛鍊，中六漸趨成熟。 

 

中六時當了學會主席後，她對戲劇的要求更一絲不苟，常花上大量時間鑽研演技、選取服裝，

構思佈景。自中四時加入戲劇學會後，一直為我校戲劇活動的發展付出很多汗水，至中七畢

業為止。之後，她入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畢業後加入了有線電視，其後又加入了 T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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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黃翠如仍不時約我飲茶聊天，當然還有她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學生黎玉清。雖然已是

多年前的事了，但黃翠如現今的樣子和當年幾乎一樣，形態也一樣，對老師對朋友，也如以

往一樣，真是難能可貴。 

 

黎玉清及一批演藝天份極高的學生 

 

與黃翠如一起加入戲劇學會的，還有她的好友黎玉清。黎玉清中四時，由普通話科主任符玲

群老師介紹加入戲劇學會，中六時當學會副主席。她的聲音悅耳動聽，在台上可謂先聲奪人，

她和黃翠如情同姊妹，後來入讀演藝學院，表現得相當不錯。她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在自

己教會內推動宗教戲劇，亦協助其他教會的宗教話劇。 

 

在此期間，我校湧來一批極具表演藝術天份的學生，後來在戲劇藝術界也有傑出的表現，先

後畢業於演藝學院的有王君傑、朱栢康、黃家威等。當時，我聚集了這批學生，讓他們一起

演出很多戲劇，其中一個記憶尤深的，是從電視劇改編的福音劇《難兄難弟佈佳音》，此劇極

受歡迎，其後一直為循道衛理佈道團採用，總計在各個佈道場所演出近百次。 

 

早來的聖誕 

 

大學畢業後，神學和哲學一直是我的興趣。工餘時，修讀神學課程，先於 1978 年修畢崇基神

學組的文憑課程，再於 1989 年修畢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基督教研教文憑，後於 1995 年修畢羅

馬傳信大學的宗教學士。神哲學主要關乎生命問題，是戲劇創作很好的素材。 

 

自 1996 年起，我帶領學生創作談人生的劇，讓他們藉戲劇創作，進行生命反思。其時我是學

校的副宗教主任，亦是聖經科主任，負責推動學校的宗教工作。我帶領學生創作了不少宗教

劇，有原創的、有改編自基督教小說的，也有改編自電視劇的劇作。 

 

自 1996-97 學年，因黃翠如帶來了一群熱心的中四學生，我便再帶領我校的戲劇學會上路。

自那年起，我較傾向以生命教育為內涵的戲劇。 

 

1996-97 年度，我和學生們把杏林子短編小說《早來的聖誕》改編為戲劇。故事講述一個患了

血癌的小女孩，因着基督教信仰，在面對自身的困境時仍充滿喜樂。相反，住在同一醫院的

一位富裕男士，境況比小女孩幸福得多，卻整天抱怨。小女孩的樂觀態度影響了那位男士，

男士想：為何小女孩在逆境下仍能能如此快樂呢？小女孩只想別人得到快樂，為此，小女孩

要和男士慶祝聖誕。然而，小女孩的健康狀況不容她讓那男士快樂，她的健康急轉直下，已

待不到聖誕了。為了完成子女孩的願望，男士提早為小女孩慶祝聖誕。在那早來的聖誕中，

女孩子安然離世。 

 

那群熱心的中四學生，並沒有演出經驗，但很用心排練。我們在物理室搭建了病房，病房有

窗口，其上有窗簾。我們在窗外放了燈，令觀眾感到日與夜，還有聖誕燈飾，美極了。在服

裝方面，也很講究，我也忘了從那裏借來男女護士的服飾，醫生袍則較簡單，因為修讀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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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學生都有醫生袍。 

 

《早來的聖誕》於 1996-97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演出，順利進入決賽，並在決賽中獲全港中

學組季軍。 

 

雷雨 

 

由於黃翠如的好友黎玉清也參與了戲劇學會，她是普通話高手，普通話科主任符玲群老師的

愛徒。我便參與了普通話組的比賽。因時間太趕，來不及創作，便用了《雷雨》選段。那是魯

媽得知自己女兒四鳳愛上了自己的兒子周萍後，迫四鳳發毒誓，要四鳳離開周萍。只有中四

的黎玉清，飾演年紀較大的魯媽；另一位中四學生李敏，飾演魯媽的女兒四鳳。兩名中四學

生演得真好，他們本是普通話朗誦的冠軍人馬，聲音的情感非常豐富，感染力極強，可謂先

聲奪人。飾演魯媽丈夫魯貴的演員，是中四級的黃嘉威，他拿着酒瓶，醉話連篇，維肖維妙。 

 

場景是魯媽的貧民窟，時間是晚上。我們把物理室化作一個黑盒，搬了禮堂的舞台射燈到物

理室，又以物理室的變壓器來調節射燈的光暗，效果真的不錯。 

 

到校看《雷雨》的評判是潘惠森，他盛讚演出，卻不給我們進入決賽。潘惠森認為我們只是

把《雷雨》的一段戲重現出來，並沒有加入自己的詮釋。我當然不太贊成潘惠森的看法，中

學的戲劇教育，本來應有很多可能的方向，其中一個方向，便是教學生認識文本。讓學生聚

焦文本，回到原作者欲表達的意念，已經是很好的教學策略。無論如何，那次演出，使師生

對曹禺有更深的認識，也更尊敬這位著名的中國劇作家。 

 

得到廣泛的認同 

 

那些年，五旬節林漢光的戲劇已漸為外界認識，港台《鏗鏘集》亦找我，要為學生拍攝一集，

把黃翠如和黎玉清參與戲劇的經驗拍下，我當然樂於協助。該集名為《青春萬歲》，那集給予

戲劇教育很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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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培訓課程 (語言及戲劇)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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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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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詳情可參閱網頁 http://www.hk-tda.com。 

 

  教師如欲對本課程或戲劇教師專業資格試有進一步了解，可致電本會黃小姐 (9629 

7020)，她將向個別教師詳盡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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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t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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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Training Course on Speech and Drama (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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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 from Oct, 2020 to May, 2021.  

Lesson Date Lesson Date Lesson Date 

1 Oct 20, 2020 7 Jan 5, 2021 13 Mar 23, 2021 

2 Oct 27, 2020 8 Jan 19, 2021 14 Apr 13, 2021 

3 Nov 10, 2020 9 Feb 9, 2021 15 Apr 20, 2021 

4 Nov 24, 2020 10 Feb 23, 2021 16 May 4, 2021 

5 Dec 8, 2020 11 Mar 9, 2021   

6 Dec 15, 2020 12 Mar 16, 2021   

Other learning activities will be arranged on other days from Oct, 2020 to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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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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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Deadline for early bird: Aug 31, 2020) 

Enquiry:  9629 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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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m 

for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on Speech and Drama (2020-21) 
Fill out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mail it with a cheque at HK$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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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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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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戲劇編寫 - 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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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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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參演和欣賞的學生來說，都是極具效能的學習經歷。 

 

如何編寫好的學校戲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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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如下： 

 

日期：2020 年 10 月 8, 15, 22, 29 日；11 月 12, 19, 26 日；12 月 3 日（星期四，共 8 節） 

時間：下午 7:30-9:00 （每節 90 分鐘） 

地點：五旬節林漢光中學（如疫情不穩，則以 ZOOM 上課） 

內容：一. 學校戲劇編寫導論／「故事改編為戲劇」與「原創劇」的異同 

二. 主題／戲劇事件／故事性節 

三. 大綱／衝突及其發展 

四. 人物／性格描寫／台詞的功能 

五. 關鍵台詞／戲劇符號 

六. 老師作品聲演／評論 

收費：$1800（支票或傳入銀行戶口，參閱報名表格） 

備註：歡迎不同經驗的教師參與，學員的劇本將用於香港教師戲劇會公演 2021。 

查詢：致電或 WhatsApp 本會康小姐 6899 7664。 

 

香港教師戲劇會 「學校戲劇編寫 - 教師培訓」報名表格 

將費用存入本會戶口（中銀／香港教師戲劇會有限公司：012-565-0-008702-2），再把入數

記錄連同填妥的報名表格，WhatsApp 本會康小姐 6899 7664；或填妥報名表格，連同支票

（抬頭：香港教師戲劇會有限公司）寄回香港教師戲劇會 康小姐收（地址：香港新界沙

田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教師姓名： 手提： 電郵： 

 

 

 

錢德順博士簡介：Fellow Trinity College London (Speech and Drama)。現職中學戲劇教師，前

香港教師戲劇會主席，曾主持多類型戲劇教育教師培訓。於香港學校戲劇節中，奪得多個

香港學校戲劇節最佳編劇獎。作品於 2012 年倫敦三一學院主辦的國際劇本創作賽中，奪

傑出劇本獎。錢博士現時正編撰多本學校戲劇劇本集，已出版的包括《青少年戲劇欣賞-

卷四》、《青少年戲劇欣賞-卷五》、《青少年名著欣賞卷一 - 莎士比亞的喜劇》、《青

少年名著欣賞卷一 - 莎士比亞的愛情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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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20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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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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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錢德順 (9780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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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應用於小學科目 

 

程序： 

題目  內容 負責人 

介紹 座談會目的 吳翠珊教授 

將戲劇教學融入小學

常識科 

利用戲劇教學，照顧學生個別差異，藉以建

構良好價值觀及加強品德情意教育。 

羅俊傑老師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運用戲劇教育法推廣

中國經典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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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凱妮老師 

馬鞍山循衛理小學 

運用體驗學習於常識

科 

貧富宴：抽籤決定學生窮富。窮人早餐不

足，富人豐富。小結：應珍惜食物。 

廖瑞珍老師 

寶血會嘉靈學校 

評論 / 討論 評論三位講者的教學策略 許明輝教授 

答問 / 分享 向講者及評論嘉賓提問，分享已見 黃麗萍博士 

展望 / 總結 HKCEO 近期及長遠動向 吳翠珊教授 

 

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 (2020秋季) 報名回條 

填妥下列表格，傳真或電郵回本會(傳真 3544 8304／電郵 info.hktda@gmail.com) 

 

教師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出席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_ 

 

任教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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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及友好機構消息 
 

1. 網頁更新 歡迎瀏覽 

2. 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網址：hk-ceo.org。 

3.  

4. 網頁更新 歡迎瀏覽 

5. 戲劇教育發展基金網址：the-faf.com。 

6.  

 

 

 

香港教師戲劇會會訊編輯室 
司徒美儀  康少娜  洪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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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賜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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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稿件形式不限、字數不限，以「戲劇／教育」為題即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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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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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來稿必須具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惟刊登時可用筆名。 

7. 來稿刊登與否，編輯室有最終決定權。 

8. 惠賜稿件請電郵：info.hktda@gmail.com。 

9. 本刊將同時上載網頁：hk-tda.com。 

10. 本刊每年四期，出版日期約為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 

11. 截稿日期分別為二月底、五月底、八月底和十一月底。 

 

 

mailto:info.hktd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