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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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奪香港學校戲劇節香港中學組冠軍 
 

錢德順／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師 

 

1997-98年度，我帶着學生創作了三齣劇，廣東話劇為《他方的時鐘》，英語劇為《That’s why 

you go away》，普通話劇為《小清再見》。我也不知從何來的精力，在同一時間指導三組戲，

三個不同的劇本，三批不同的學生。這一年，我們憑着三齣劇，首次奪得香港學校戲劇節香

港中學組冠軍，獲頒教育署署長盃。 

 

 
戲劇學會每年都近百成員加入 

他方的時鐘 

 

此劇構思的概念來自我的教會 —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那年，我是教會青年事工委員會的主

席，知道教會不同堂會內有很多年青信徒很有戲劇天份，便搞了一個匯演，讓不同堂會的年

青信徒走在一起，以戲劇交流對信仰的看法。 

 

其中的一個劇，給我的印象極之深刻。劇中講到一位叫「傻錶」的人，他的錶永遠與其他人

的錶不一致，令他無所適從。他明明提早回到辦公室，上司卻說他遲到；他約了女友在餐廳

見面遲到了，正當怕得要死衝入餐廳時，侍應卻說仍未夠鐘。不同人對時間的不同標準，令

男主角傻錶感到沮喪。他被女友責備，被上司欺凌……儘管他盡責、樂於幫助同事，卻不獲

分發年終花紅和雙糧。他盡力滿足身邊人的不同標準，但始終不能叫身邊的人滿意。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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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天使啟發了傻錶，原來人世間的標準都是虛惘的，人人望着自己的錶，以自己的錶

為唯一標準，誰大、誰惡、誰正確。世情既然如此，傻錶如何自處呢？天使告訴他，天地間

是有真正的時鐘，但不在人世間，而在上帝手中。人不要看自己的時鐘，而要看上帝的時鐘。 

 

此劇帶給我很多思考。二十世紀，被認為是一個荒謬的年代，也是一個沒有標準的時代。在

嘲笑傳統標準的同時，人卻未能建立起一套切合現代的標準。個人主義泛濫，自己就是自己

的標準。或許太多、太多不同的標準，多得令人覺得已沒有了標準。人變得迷惘，變得無所

適從。惡人將自身的標準強加於別人身上，造成連場悲劇。獨裁、戰爭、暴力……何日方止

呢？人何時才肯放下自己獨有的標準呢？ 

 

這是一個宗教劇，個人當時戲劇理論根柢不深，未能把它修飾得更好。現在回頭察看，類比

太直接，畫公仔畫出腸，削弱了美感。其實，全劇終結時，令傻錶無所適從，效果會更好，讓

觀眾開心笑一場吧，全然是一齣荒誕喜劇，效果更美。笑聲過後，觀眾自有智慧去發挖劇中

的意義。 

 

源於收音機的故事 

 

一次聽收音機，主持人講了一個故事，述說一社工悉心照顧一個盲孩，唯身患惡疾，死前把

眼角膜捐給盲孩。盲孩重見光明後，要向社工道謝，才知社工已辭世。聽後甚為感動，遂把

故事記下，與學生一起編成戲劇演出。我們以此故事編了兩劇，一為英文劇《That’s why you 

go away》，一為普通話劇《小清再見》。 

 

為配合參演的學生，我們把英文劇《That’s why you go away》編為愛情劇。劇中女主角 Christine，

因眼角膜遭感染而瞎了，她等待著一個眼角膜捐贈者。在黑暗的歲月中，她遇上了 Vincent。

Vincent 是一個音樂唱作人，其音樂早為 Christine所心愛。Vincent了解 Christine的痛苦，因

為他也曾受過癌病的折磨，尤幸已戰勝了病魔。他倆墮入愛河。但一天，Vincent要跟 Christine

話別，Vincent說要到英國深造，實則癌病復發。死前，Vincent把眼角膜捐了給 Christine。恨

透 Vincent的 Christine，喜遇眼角膜捐贈者，復明後，接到一信，竟是 Vincent的遺書。Vincent

祝福 Christine，並叮囑她要努力活下去。 

 

同樣地也是為配合參演的學生，我們把普通話劇《小清再見》編為正劇。故事女主角小清，

因細菌感染，暫時失去視力，等候別人捐贈眼角膜。社工李敏，悉心輔導心灰意冷的小清。

李敏曾患癌症，痊癒後，又再復發。死前，李敏把眼角膜捐贈予小清。小清重見光明後，要

向李敏道謝，才知李敏已辭世。 

 

我們藉此兩劇，探討愛和被愛。愛與被愛，是人心底深處的渴求。但，能道出愛的真諦的人，

世間又有幾人呢？愛是友誼？是欣賞？是禮物？是浪漫？⋯⋯聖經為愛作過這樣的詮釋：「愛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

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

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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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十月戲劇學會都會為近百會員舉辦訓練營 

 

優秀的學生 

 

這年，三組的主要演員都沒有太多演出經驗，以中四為主，中六的只有一位，但全都有很高

的表演天份。 

 

粵語組的學生較活潑，演主角傻錶的是中四學生朱栢康，聲音很悅耳，在校內數次演出都很

了得，後來入讀演藝學院，至今已是出色的專業演員和歌手；女主角是中四的王詩麗，對戲

劇很認真，極具組織才能，中六時擔任了戲劇學會的主席，帶領近百人的戲劇學會蟬聯香港

學校戲劇節中學組冠軍，至今已是專業戲劇教育工作者；劇中還有一位極具演戲細胞的王君

傑，很多老師都很喜歡他，後來也入讀了演藝學院，如今是出色的專業演員和司儀。 

 

粵語組有此三人，使得全劇很高的水平。記得他們三人走在一起時，便玩過不亦樂乎。其實

這是優勢，戲本來就是 Play，好的演員必須有 Playful Mind，可惜我當年對戲劇認知仍淺，不

懂疏導，還指責學生不認真排練。時至今天，才覺得遇上這類有天份的學生，實能如虎添翼。 

 

英語組的女主角，是擔任 Head Girl的中四級的方詠恩，她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成績優異，

排練時很認真。Head Girl當然品學兼優，對校園生活投入，她參演戲劇節，真叫我開心。男

主角是中四級的鄺永祥，成績平平，在老師心目中並不起眼。自他答應參演戲劇節後，我便

開始留意他。他很用心練習，努力練習英語，其後英語水平大大提升，更是戲劇學會的重要

成員呢。鄺永祥這類學生，開拓了我對戲劇教育功能的認識，一些看似平平的學生，其實可

能極具潛質，他在參演了戲劇後，在各方面都能自我提升，尤其對於自信心和口語訓練方面。 

普通話組的女主角是中二的何鶴和中四的李敏。何鶴在中一時已參演了粵語組戲劇節，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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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人，名字和為人都很 cutie，深得眾老師的喜愛。由於何鶴普通話了得，中二時便邀請她

加入了普通話組，她一口便答應。另一女主角李敏，是當年的 Head Girl，是個品學兼優及很

大體的女生。她是經普通話科主任符玲群老師介紹參演戲劇節的。符老師介紹了很多普通話

演員給戲劇學會，全都是聲演能力極高的學生。這個李敏，聲線美極了，單聽她唸台詞，便

很能被觸動了。 

 

當時的戲劇學會，有很多群眾演員及幕後英雄，全都很認真的。幕後英雄多是中六的學生，

都能照顧學弟學妹。排練小休時，常圍在一起，有說有笑有吃。吃當然重要，因為排練的日

子，很多時都已很晚，晚上八九時仍在校園，稀鬆平常，由我請客，買了各類小吃回校開餐，

吃後又再排練。 

 

象徵性佈景 

 

要談談這三齣劇的佈景。我把 36呎見方的物理實驗室改為黑盒劇場，表演空間所限，我要在

佈景上花心思。粵語劇《他方的時鐘》，我設計了一個多變的佈景，用於不同場景，可作餐桌、

可作小販檔攤等，又造了一盞街燈。 

 

英語劇《That’s why you go away》和普通話劇《小清再見》，兩劇其實相同情節，只是一為愛

情劇，一為友情劇，舞台空間運用相同。我放棄了寫實設計，改以象徵景物定義場景。那年

看了香港話劇團的一齣劇，佈景全用木箱堆砌，以為很好。回校照版煮碗，請工友為我造了

十來廿個木箱，全劇十三景，由演員自行搬箱轉景便可，既有美感，又可叫全劇推進順暢。 

 

結語 

 

我至今仍很懷念戲劇學會每一屆的學生，想起當年日與夜的排練，真是享受。師生堆在一起，

有說有笑，談苦說樂，教戲劇，也教他們讀書做人。誰說教書沉悶？誰說教書是日復日如是？

每年的課程雖是大同小異，學生卻年年不同，情誼也是永遠的。 

 

具質素的課外活動，在校園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它本身便能讓學生學到很多課外知識，

培育學生共通能力和多元智能。更能讓學生獲益的是：它讓學生的學習生活不至單調乏味，

建立師生深厚的情誼，促進不同級別學生的交流，為校園生活添上無限姿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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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哈姆雷特感想 

刁塑／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校友 

 

 
霍拉旭(左)告訴哈姆雷特(右)先王鬼魂出現 

 

一個晚上，正在家中休息的我，手機忽然傳來訊息，是母校的撰文邀請，請我撰寫「演出哈

姆雷特的感想」。我第一個反應是驚喜，使我興奮得來不及想到有沒有甚麼感受，便答應

了。答應過後，我卻有點擔心。由於演出哈姆雷特已是一年多前的事，擔心自己對於排練或

台上表演，或已淡忘，未能寫好自身的感想。然而很快地，我便發現自己的擔心實屬杞人憂

天，回想當天的經歷，一幕幕瞬間便呈現在眼前。 

 

說話能力得以提升 

 

記得第一次圍讀時，我只是抱着成為幕後一員，或頂多參演配角之類。我真的不太想參與，

只是礙於社長的「淫威」，才無奈出席圍讀。誰知圍讀過後，我竟被選演出哈姆雷特一角，

那就是主角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問社長為何選我當主角，須知我並沒有舞台劇演出的經

驗，頂多只有一次班際演出，還只是當個小配角而已，我真的沒有信心能擔當主角。社長

說，我的形象最貼合哈姆雷特。我的名字已被填在演出名單上，我沒有任何反抗的機會，而

是被迫參與演出，真叫我無奈。然而我再想，畢竟能擔任舞台劇主角的機會不多，對於得到

這次擔當主角的機會，內心仍是有點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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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排練後，種種困難開始浮現了，不論是背台詞、形體表達、團隊配合或是對於即將表演

所帶來的壓力等等，都使我察覺到自己的不足。在排練時，對我來說，最大的困難必然是說

話技巧。我向來不善於以說話來表現自己，然而在戲劇表演當中，卻是要放大我這方面的不

足。戲劇表演十分重視演員向觀眾傳達信息，每一句台詞的處理都很有要求，需要很清晰，

不能偷工減料。可是，我一向說話都有懶音，咬字不清，在讀台詞時，出現不少的困難，需

要不斷重複練習同一句台詞，才使我能夠讀得清晰、響亮。整個劇本有多達一半以上的台詞

由我演繹，舞台演出除了需要注重台詞清晰與否，還要兼顧感情、形體動作、舞台調度等事

情，在排練的初期，我常感分身不暇。 

 

 
哈姆雷特深愛着奧菲莉 

 

演技得以提升 

 

隨着不斷研究劇本，我開始熟讀台詞，便將更多心思放在其他表演技巧上，終於可以將戲劇

內容做得純熟。在排練的途中，並不只我單身一人，還有身邊台前幕後的社員，同心合力。

大家投入的氣氛感染了我，使我越來越享受每天的排練，不再視之為折磨，而是共同為建立

最好的演出而奮鬥。經過每天的排練，我們逐漸將各部份的戲劇內容串連在一起，變成一個

整體。慢慢地，我對演出充滿信心，因為我知道不再是我個人的演出，而是大家一同的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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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熱心地排練，不知不覺間，兩個多月的時間過去了。戲劇晚會來臨了，當天，大家都信

心十足，都相信這個表演已經預備充足，我們定能在舞台上發揮水準，做好這個戲。我已不

再懼怕，反而對表演充滿期待。 

         

演出前的廣播終於來臨了：「請將您的手提電話或其他響鬧……」。廣播完畢後，燈光熄滅、

演員入場，音樂響起，燈光逐漸亮起，打在演員身上。那一刻始，我就是哈姆雷特！每一句

台詞，每一個動作，不再是僅僅扮演出來，而是以內心去呈現哈姆雷特的人性：他的憤世嫉

俗，他的熱情，他的感慨，他的瘋狂…… 

 

從哈姆雷特中學到人生道理 

 

哈姆雷特是一位丹麥王子，他本身為太子，受國民愛戴，與一位美麗的女子相愛，擁有一

切。即使父王死後，母親再嫁叔父，他仍擁有很大的民望，繼續擁有嗣位之權。然而，他因

為發現叔父殺害了父親，他心裏便很希望為父親復仇。因為他雖有名利，卻對能成功復仇的

信心不大，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不夠決斷，只好裝作瘋癲，苟且偷生。他經歷過多次的內

心掙扎後，最終發現，與其裝瘋過活，只會徒添痛苦，毫無意義，不如奮起反抗不義，那即

使最終失去性命，卻仍感喜樂！ 

 

「人要奮起反抗，死亡雖然臨近，內心卻是充滿喜樂！」跪在地上的哈姆雷特，釋懷地說出

最後的這句獨白。最後的燈光終於熄滅，再開啟時，觀眾傳來熱烈的掌聲。我引導身邊的演

員一同前來牽手鞠躬，觀眾的掌聲依舊如雷，整套劇圓滿結束。 

 

獲益良多 

 

回想當初的種種經歷，發現自己真的獲益良多。透過飾演哈姆雷特，我體會了對善惡的抉

擇，對於我的價值觀有很大的正面影響。人需要擇善固執，勇敢面對困難，偷生是空虛的。

飾演哈姆雷特，對我來說，是很好的人生歷練，讓我在人生路途上，少走了很多歪路。在戲

劇排練中，經過不斷的對白練習，我在本來不擅長的說話表達上，取得很大的進步。我學會

了說話的技巧，讓別人更願意聆聽我說話，與別人的溝通更加良好，幫助我建立很多關係及

工作應對等，對我的未來生活也有所裨益。從整個排練到演出的過程中，我認識了一班很好

的朋友，在過程中彼此鼓勵，亦有玩樂的時候，帶給我很多歡樂，使我更加投入排練。我們

在演出後，可以繼續成為朋友，互相關心對方，成為大家的「避難所」。 

 

我要感謝信社，讓我演出這個經典的角色。當初我仍沒有多少自信時，大家看得起我，讓我

能有所經歷，使我獲益良多。並且要感謝從排練到演出過程中，用心教導我們的導師，以及

每一位參與台前幕後的社員。無論少了任何一位，整個演出都不可能這麼好。 

 

再一次感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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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20年秋季)記要  

應用戲劇教學法於小學課程 
                                         黃慕晴／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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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0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2:15 至 4:30，在 Zoom網上平台舉辦

「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 2020 年秋季會議。現記要如下:  

 

主題(1)：將戲劇教學融入小學常識科 

羅俊傑老師／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戲劇教學就像一座橋樑，讓小學學生也能體會學習的趣味，學得開心。羅俊傑老師就將戲劇

教育帶入小學常識科，在課堂上嘗試了不同戲劇習式。由於校方有中華文化的教學，會安排

同學於小一百日宴上進行奉茶儀式，羅老師便於平日課堂上讓學生排練奉茶儀式。學生二人

一組，一位扮演父母，一位扮演子女，三至五組同學到黑板前重演奉茶一事，然後同學互相

調換角色，從活動中體會到尊敬長輩的重要性。 

 

此外，羅老師在教授小一學生「公園裡的植物」時，則嘗試運用戲劇教學法，配合自主學習

活動，讓學生認識香港的稀有植物。學生需要預先觀看稀有植物的短片，了解香港的稀有植

物，如巴豆、葛亮洪茶等。在課堂上，學生二人一組，一人扮演香港拖鞋蘭，另一人則扮演

採摘拖鞋蘭的人，二人完成定格。學生需要加入一些對白，老師也會透過思路追蹤訪問他們

的內心感受。透過扮演植物，學生可以深刻體會到被人採摘的感受，從而明白保護植物的重

要性。羅老師還會融合「高階思維十三式」（兩面思考）及「4F思考法」（Facts, Findings, 

Feelings, Future)，幫助學生釐清思路，思考拖鞋蘭快要在郊野消失的原因，以及未來如何令

拖鞋蘭保留下來，加深學生對課題的理解。 

 

同時，羅老師也會在四年級的課堂上運用戲劇教學法。羅老師教授四年級「你來我往」的常

識課題時，便會要求學生在課前搜集資料，了解不同地區的文化特色，然後與鄰座同學分

享。分享過後，學生需以定格展示該地區的文化特色，讓其他同學可以了解不同地區的文

化。接著，教師會播放阿美族的生活片段，讓學生代入當地人的生活。假設學生都是台灣原

居民阿文，老師則入戲化身成為阿文的好朋友，慫恿他們到城市居住，接著又會扮演村落的

太公，勸他們留下來。羅老師還加入了良心胡同活動，先挑選一個學生扮演阿文，一半學生

思考搬去城市居住的正面影響，勸阿文搬去城市，一半學生則思考負面影響，勸阿文留下。

這個方式可以訓練學生思維，讓學生深入思考兩方面的理據。不知不覺中，學生自然而然就

明白保留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加強品德情意教育。 

 

羅老師指出，戲劇教學以學生為主導，也無分對錯，最重要的是讓學生可以投入課堂，主動

探索與學習。羅老師形容這是一個「貼地」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學得開心之餘，老師也教得

開心，達致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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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2)：運用戲劇教學法推廣中國經典文學作品 

譚凱妮老師／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推動學生閱讀一直是語文科的一大挑戰，譚老師便分享了在學校以戲劇教學法推動閱

讀風氣的經驗。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嘗試於小五中文科課程中加入《西遊記》及《聊

齋》的篇章。老師先著學生在假期時閱讀《西遊記》的某些篇章，然後在 Power 

Lesson 完成一些簡單問題，學生也需要選擇其中一個書中人物，例如鐵扇公主、唐

僧等，完成書中人物診斷書，分析其年紀、性別、外表特徵、優點及缺點等。回到學

校以後，老師就會開始讀書會，把選擇同一人物的學生分在一組，其他組的同學則負

責猜出他們的角色。 

 

接著，老師會正式開始講授「三打白骨精」的課文。在課堂上，譚老師會先講授故事

背景，然後提供幾個相關情境給學生，讓學生完成定格。老師走到學生面前，拍拍他

們的肩膊，這時候，學生就會說出自己的對白，其他同學就憑著其動作及對白猜想他

的角色。當全組學生都講完對白以後，大家就會一起想像這到底是故事中的哪個情

境。經過定格創作以後，學生就會更了解書中的情節，也更能投入到情境中。 

 

此外，學生還可以兩人一組，一人扮演孫悟空，一人扮演唐僧，孫悟空需要向師傅求

情，讓師傅原諒他並容許他繼續留下。除了學生可以進入書中情境外，老師也可以一

起入戲，扮演書中的白骨精，學生則扮演白骨精的手下，大家獻計吃掉唐僧。全組需

要完成一份「吃唐僧計劃書」。完成以後，學生可以按照內容，把吃掉唐僧的計劃演

繹出來，例如白骨精可以化身為美女，帶備食物去引誘唐僧。在完成課堂活動以後，

老師可以進行延伸活動，著學生分組寫作書信，以孫悟空的身分，向師傅訴說內心的

想法，例如勸說師傅以後要小心沿途的妖魔鬼怪。活動後，老師可以把學生的作品張

貼在課室外，讓同學互相觀摩。 

 

在中文課堂上運用戲劇教學法，既可以讓學生發揮創意，還可以增加學生對閱讀書籍

的興趣，引領他們進入中國經典文學的世界，培養中國文化素養。 

 

主題(3)：運用體驗學習於常識科 

廖瑞珍老師／寶血會嘉靈學校 

 

廖老師期望學生可以在真實情境中學習，她在一次童軍活動中得到靈感，於是在六年級常識

課上進行了一個迷你版貧富宴。老師提前告知學生帶備早餐，但在活動開始前不要進食，然

後以抽籤形式決定學生扮演的是窮人還是富人。富人有巧克力奶及果醬麵包，窮人則只有餅

乾及水，讓學生體會窮人餓肚子的感覺，從而學會珍惜食物，讓學生對常識科「貧窮與飢

餓」這個課題有更深刻的體會。 

  

運用體驗學習法有不少好處，不但老師處理起來更有彈性，學生學起來也更覺有趣，自然課

堂上就會更加投入。學生能夠切身處地了解問題成因，也可以在學生間製造共同經歷。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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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提醒同工，如果要試行這個小型活動，需要重視事前準備，例如了解學生會不會對某些食

物敏感。另外，整個活動宜在首三節進行，而且事先與班主任溝通，於活動後也會讓學生吃

自己帶來的早餐，以免讓學生餓得太久。活動完結後，老師也要跟學生進行事後延伸討論及

總結，讓他們了解意義所在，而不是玩過就算。如果學校有空間，也可以將這個課堂活動發

展為一整天的大型活動。 

 

除了在六年級推行貧富宴以外，廖老師和同級科任老師還在一年級舉辦「城市裡的時裝」活

動，讓學生認識不同職業的人所穿的圍裙有何不同。在學生有所了解後，就會推行 STEM

課程，為不同職業人士，設計一條合適的圍裙。老師以抽籤形式決定學生負責的職業，有豬

肉檔店主、花店店員、魚店店員、理髮師及畫家。以魚店店員為例，學生因看見街市濕漉漉

的環境，所以在圍裙上加了一層透明塑膠，不僅質地柔軟，而且還能防水，切合魚店店員的

需要。學生還在正中間畫上了一條魚，表明魚店店員的身分，也使圍裙更美觀。至於豬肉檔

店主，學生則選用可以吸油的棉布，配合檔主的需求。由此可見，學生在以五感體驗不同職

業的需要後，就會設計出相應的圍裙作品。 

 

如果學生從沒有去過市場，老師也可以拍攝影片，讓學生看到不同行業的圍裙。如果學校允

許，老師可以帶學生出外參觀，或者由家長帶學生出去。這個活動宜在長假期以親子形式進

行，由家長協助，尤其是縫線等工作，學生難以獨力完成。待回校後，則在課室舉行一個時

裝展覽，同學們會很樂意展示自己的作品。 

 

從以上兩個活動，可見廖老師嘗試讓學生進行體驗學習，有機會用手觸摸、用眼細

察、用耳傾聽、用鼻細聞、用腦深思、用整個身體去感覺，體會生活中各種各樣的事

物，從中得到最真實的學習經歷。 

 

總結：錢德順博士 

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副會長 

三位老師的分享並不只是著眼於知識，而是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培養他們的價值觀。以

廖老師的分享為例，學生學的不僅是知識，還學會了尊重社會各行各業，這樣完整而

全面的目標是每一學科都需要顧及的。正如老師的分享所言。戲劇教學不是「為做而

做」，而是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讓學生有機會發揮想像力，自己創作對話、定

格、動作等。 

 

今天幾位老師都提及不少戲劇習式，尤其是老師入戲，十分難能可貴，顛覆了老師以

往在課堂的角色，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從今天的分享可見，老師為了學生可以愉快學

習，都勇於嘗試，值得各位同工學習。從老師的嘗試中，我們也看見了課堂建立常規

的重要性，這些常規可以讓學生有心理預備，在活動中馬上配合老師的指示。除此以

外，老師還需要花費不少心力在準備功夫上，例如自己實地考察、拍攝影片，又或是

讓學生預先閱讀文章等。由此可見，使用戲劇教學法，的確需要花費不少時間心力。

老師嘗試後，又可以積極與其他同工分享自己的經驗，同時聆聽其他老師的經驗，為

未來的課堂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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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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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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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因應疫情，活動或轉用 Zoom平台  

 

讓不同學習領域中而具創意教育同工，分享他們在教學中所運用的創意策略，以激發出席的

教育同工，既分享自身的經驗，又把他人的經驗帶回學校，以培育具創意的下一代。我們期

望此活動能恒常每四月進行一次，從中凝聚具創意的教師群體，在互相支持下，結集多個創

意教學策略，並出版成書。   

 

主題：創意教學策略應用於小學科目 

 

程序： 

題目  內容 負責人 

目的介紹 凝聚創意教師，結集創意教學策略  吳翠珊教授 

校本 STEAM 教

育分享 

正規課程、跨科課程、課外活動  陳廣明老師(五旬節林漢光

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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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學習目標，以小組形式展示學習成品，是真正的自主

學習。課程結合戶外考察，旨在提升其溝通能力、創意能

力和與人合作的能力。  

李雅琴老師(青年會書院中

文科主任) 

 

 討論、總結及展望 許明輝教授 

 

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 (2021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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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教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席人數：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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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e Youtube頻度[AB Hi-Tea] 

 

本會創辦人 Annie 江太，與她的拍檔 BenBen 定於 2021年 1月 5日(二) 開始，逢星期二，在 youtube

跟大家見面！ [AB Hi-Tea]是一個輕鬆的消閒節目，您可以從 Annie的親身示範中，得到一些簡易的廚

藝創作靈感。透過輕鬆的暢談內容，您亦可得到心靈的滋潤和啟發。  

Annie 與 BenBen 約定您，2021年 1月 5日(二)，不見不散！ 

https://youtu.be/73xu3G_YJ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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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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