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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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99） 

戲劇天才學生雲集的一年 
 

錢德順／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師 

 

    1998-99 學年，學校共演出了近十齣戲劇，先是性教育戲劇比賽中奪冠的《校園男女》。

香港學校戲劇節有三齣作品，分別為廣東話組的《我歌華夏情濃》，此劇也參與了沙田戲劇滙

演；英語組的《Karen’s Doubt》，此劇是《校園男女》的英語版；普通話組的《我們買口紅去》。

此三劇在香港學校戲劇節中，成績驕人，奪全香港最佳表現中學的獎項 - 李越挺杯。 

 

在年終試後，學生會於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辦了戲劇晚會，學生會四社分別演出短劇。

信社的《劇場信念背後》，望社的《凝望校園多浪漫》，愛社的《我愛昔日情濃》和恩社的《千

里恩緣兜錯圈》，此劇的故事框架來自法國莫里哀的《戇病夫妙計試真情》。 

 

 
當年的學生很多至今仍參與表演藝術 

 

那些年戲劇學會學生領袖雲集 

 

那年，是具戲劇藝術潛質的學生特別多的一年，學生以中六為骨幹。那些中六學生，多

在中四時已參與戲劇活動，到中六時對戲劇已相當認真。中六學生思想和行事都較為成熟，

是學校帶領活動重要的一群，尤其是戲劇藝術活動。中四時，學生參與戲劇，得到初步的鍛

鍊，到中六時便可發揮出來。 

 

    中六的黃翠如擔任該年戲劇學會的主席，與中六的李卓杰共同領導粵語組；中六馬茵婷

領導英語組；中六黎玉清領導普通話組。此四名學生對戲劇特別熱愛，他們早在中四時便主

動參與香港學校戲劇節。記得兩年前某一天的小息，當天是學校戲劇節報名限期的最後一天，

我懷著「暗爽」之情向校長報告沒有學生參與之際，教員室外竟來了一個中四級的黃翠如叩

門，她說代表一群中四學生來報名參與戲劇節。我忙告誡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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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叫她和那一群人三思，但她堅持，我便只好報名。 

 

    學校的戲劇得了四名中六學生為骨幹，他們又以熱誠和友情，帶動了不少其他的中六學

生參與，當中有學生會的、四社的、領袖生的、團契的……中六學生既是學生領袖，其他各

級都唯他們馬首是瞻，加入了學校戲劇的洪流中。其時，戲劇學會便有逾八十名學員，學生

會又籌辦社際戲劇比賽，學年終假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戲劇晚會，在學生會和那個龐大的

戲劇學會推動下，1400 座位座無虛設。 

 

    為應付香港學校戲劇節，師生經常很晚才離校，再一起吃宵夜。用了那麼多時間，主要

是優化劇本和演出。戲劇節須安排一個三十分鐘的演出，時間很短，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如

何能把故事說得好，人物描寫要鮮明，實在不容易。當年的學校戲劇節，是一個極高水平的

比賽，學校要在初賽中，擊敗十多間學校脫穎而出，已十分困難。決賽中又遇上十多間學校，

但全都是初賽中的冠軍，故在決賽中爭冠軍，其實是爭奪冠中之冠，談何容易。 

 

 

粵語演出《我歌華夏情濃》 

 

黃翠如任戲劇學會主席 

 

能奪全港之冠，學生領袖很重要，當中又以全校戲劇的領軍人物 —「戲劇學會主席」最

為重要。主席黃翠如是一個對戲劇很認真的人，其認真程度令導師稍感吃力。她對演技要求

細緻，記得一次排練後，與副主席兼男主角李卓杰吃宵夜，在大家期望閒話家常時，黃翠如

仍不斷思考、抓著我不放，問我：「阿 Sir，這句台詞應如何處理？我不明白你的要求……」

李卓杰便說：「算吧，『不明白』並不是一定能『明白』的，那是資質的問題。」黃翠如瞪了

李卓杰一眼，笑了一笑，便繼續要大家回到她的話題上，要求我仔細分析不同身體語言帶給

觀眾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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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翠如對服裝、佈景、道具也一絲不苟。在香港買不到，便率領師生浩浩蕩蕩到深圳購

買。一次，我在家吃晚飯時，她忽然致電給我，說她與副主席黎玉清在旺角，找到一件很合

用的連身裙，叫我馬上到旺角看，認真程度令人折服。她當年獲香港學校戲劇節獎學金並被

挑選到英國倫敦 Mountview 進行暑期進修課程，全港中學生中只有四人當選，她是其中一位。

後來她在浸大傳理系畢業，然後加入有線電視，再轉到無線電視工作。 

 

黎玉清任戲劇學會主席 

 

戲劇學會的副主席黎玉清，很有個性，中四時由普通話科主任符玲群老師介紹她加入戲

劇學會，中六時擔任學會副主席。符玲群老師介紹了數位極具潛質的女生加入戲劇學會，這

些女生單以說話便能感動聽眾，這實在很了不起。當年接觸了中四的黎玉清，她的聲音悅耳

動聽，吐字咬詞非常清晰，情感非常豐富。在台上可謂先聲奪人，故他曾多次在校內校外拿

下不少演員獎項。 

  

黎玉清說要寫一個破碎家庭的劇，靈感取自白先勇的《我們買菊花去》，原故事描寫弟弟

哄他的姊姊入精神病院，黎玉清則寫了《我們買口紅去》，故事講述媽媽因失婚而精神錯亂，

女兒則以「買口紅」來哄媽媽入精神病院。中學畢業後，她入了演藝學院，現時藝術水平相

當了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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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五旬節林漢光中學的戲劇已漸漸得到外界認同，港台《鏗鏘集》亦邀請我的學生

拍攝一集，把黃翠如、黎玉清和李卓杰參與戲劇的經驗拍攝下來，我當然樂意協助。該集名

為《青春萬歲》，那集給予了戲劇教育很高的評價。 

 

 

普通話演出《我們買口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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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會導師團 

 

負責指導校內戲劇藝術範疇的，便只有我一人。在香港學校戲劇節中，我要同時兼顧三

個語言組別的台前幕後工作，很是吃力。事實上，當年我對戲劇認知不足，加上我正在香港

大學修讀教育碩士，畢業論文毫無寸進，焦急萬分。但身邊仍有很多好同事幫忙，他們不專

研戲劇，但常在關鍵時刻給予支援和意見。 

 

科技及設計科主任關偉強老師，是我校戲劇活動的重要支柱。我校很多佈景和道具，都

是由他設計和製作的。在《我歌華夏情濃》一劇，我說佈景要四枝高十二呎直徑二呎的圓柱，

上下有柱木。他二話不說，鬼斧神工，冒著被太座責罵的危險，為我們完成。雖然不是每一

件道具都如此刁鑽，但對很多學校來說也不簡單，例如設置一個三呎高四呎寬的平台連梯級，

可供接駁不同面積的平台，讓多個演員在上面行走；裝了轆可推動的八呎高四呎寬的木架等，

各類佈景都能像砌積木般，在不同演出的場景中組裝，大大節省了各次演出的預算。這樣的

同儕兼好友，說來也羨煞旁人。 

 

 

教師團隊的支持 

 

經濟科主任陳訓基老師，我總會請他在正式演出前，作「生普眼」劇評人。記得他在《我

們買口紅去》，建議加入同樣父母離異的孩子作對比。編劇便按此方向，加強描寫兩個同樣遭

受父母離異的孩子的態度，一人積極面對，一人消極放任，形成更強烈的對比，效果很好。

多年後，我拜讀英國著名導演 Peter Brook 的文章，原來他也用此「生普眼」劇評人的法門。 

 

資深英文科陳蟬珠老師，協助專責指導學生英文。學生把劇本翻譯後，她總是於兩天內

校對回來。我問她：「你這麼快便交回來，你怕不怕校對不好，人家笑話你？」這位在英國已

住了九年的英文老師，總是笑著回答：「我對自己的英文很有信心。少錯是有的，錯了便改。

你不妨到英國和英國人對話，便知他們甚麼錯都有，串字錯、文法錯、讀音錯……錯，沒有

甚麼大不了，改了便可以。」 

 

除上述三位外，當年學校還有很多支持戲劇教育的老師，沒有這些老師的支持，學校的

戲劇教育實在沒有那麼多姿多采。最重要的當然是何權輝校長，他在人力和財力上，都撥出

很可觀的資源，由我們每年都有兩次的戲劇培訓營，可見一斑。令人難忘的還有潘永邦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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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他名義上沒有擔任任何角色，但總在我們左右支援。宗教主任兼資深中文科溫紹武老師，

在國學上支援著我們，還有為我們製作各類音效的馮耀宗老師。好些老師是我們初賽中的重

要座上客，腦中閃過的還有梁燕媚老師、鄧佩芬老師等，他們的回饋對我們在決賽中起了關

鍵作用。 

 

劇富宗教導向 

 

    自進入大學後，受到大學同學的影響，我對宗教產生了興趣。任職教師初期，便修讀崇

基神學組的文憑課程，之後在前輩成偉邦老師的介紹下，我修讀中國神學研究院基督教研教

文憑。越修讀便越渴望得知更全面的知識，在何權輝校長的鼓勵下，我在 1991-95 年間修讀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的課程，那是天主教羅馬傳信大學的宗教學士課程，作為一個基督教徒修

讀天主教的課程，乃因為其時基督教甚少為平信徒開設具規模的課程，而我教會主任劉麗詩

牧師亦推薦我修讀。 

 

    對宗教反思的熱愛，使我在帶領學生創作戲劇時，把很多宗教元素引入戲劇中，讓學生

藉戲劇創作進行信仰反思。宗教是關乎人生的，是戲劇創作很好的素材。其時，我恰巧是學

校宗教處副主任，同時是聖經科主任，與我一起推動學校宗教工作的，當然要數宗教主任溫

紹武老師和同是副主任的陳訓基老師，我們三人經常走在一起商討推動學校宗教教育的大計。

其時學校演出的宗教劇，有原創的，有改編自基督教小說，有改編自街知巷聞的電視劇。 

 

 

參與香港教師戲劇會的演出 

 

《難兄難弟報佳音》為其時最受校內師生歡迎的宗教劇，是改編自電視劇《難兄難弟》

的音樂劇，描述一名游手好閒的青年李奇，如何誤打誤撞入了教會，認織了寶珠，最終被寶

珠感化，加入教會。在宗教處和戲劇學會的策動下，我們於聖誕假前一次午膳時間演出，地

點是排球場。其時，全校擠滿了師生，反應異常熱烈。此劇其後交予循道衛理佈道團演出，

在香港、國內、新加坡、加拿大等城巿演出，所到之處，深受各階層觀眾歡迎，總計演出逾

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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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宗教劇是《我歌華夏情濃》，也是音樂劇，改編自《仙樂飄飄處處聞》。故事以中國

五四運動為背景，其時中國軍閥割據，又受日本人欺壓，可謂內憂外患。故事講述一位本土

女宣教士，由倫敦回到中國，在傳揚基督教同時，亦參與反段祺瑞出賣中國土地以換取武器

的鬥爭。按我的認知，基督教提倡仁愛、平等、公義，其價值觀無可避免地對政權作出批判，

自耶穌以降，基督徒都自覺要監督著政權是否合乎信仰的準繩。倘政權超逾了信仰的準繩，

信徒便要發聲，甚或進行非暴力的抗爭，其目的乃要政權回到信仰的準繩中。溫老師為該劇

撰寫了對聯，由我校的書法家兼工友卿姐大筆一揮，至今記憶尤深。其後，我們師生把劇作

改為兩小時的長劇，讓全港的教師和學生，在香港教師戲劇會周年公演中演出。 

 

 
英語演出《Karen’s Doubt》 

 

總結 

 

    1989-99 這一學年是我校戲劇第三波發展的重要一站，在此之前，我校已有兩波的發展。

在第三波的發展中，老師和學生對戲劇藝術的認知深入了，大部份學生不會把「好的戲」和

「好笑的戲」混為一談，師生都明白戲劇教育有更大的可塑性。《我歌華夏情濃》可以讓我們

認識歷史，反思信仰；《Karen’s Doubt》可讓我們解構我們的價值觀，如反思文化及各層面中

有否充斥著很多男女不平等的現實，反思我們如何看待兩性平等；《我們買口紅去》可讓我們

認識社會問題，如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單親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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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白帶給我的反思 

林梓鋒／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校友 

城大創意媒體系學生 

 

 

馬克白(左)與班戈(右)在森林中遇上女巫 

 

    中五那年，是我最後一年參加五旬節林漢光中學的周年戲劇晚會，是我第三年在台上演

出莎劇，是我第一次擔任主角。我這年擔演的，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馬克白》的主角：

馬克白。 

 

馬克白在劇中，為了得到更多，不論用什麼方法，總要爭取，逐漸失去理智，走上瘋狂

之路。 

 

莎士比亞四大悲劇的所有主角，都各自步入瘋狂。哈姆雷特為要實行復仇計劃，拋下一

切去假裝瘋狂；李爾王因錯信親女兒，斷送了一切而變得瘋狂；奧賽羅因愛聽讒言，愈來愈

猜忌終因抑壓不了而發狂；馬克白無止境的慾望，令他墮入恐懼的深淵而變得瘋狂。以上四

人之中，馬克白是唯一至臨終一刻仍未省悟過來的。直到最後一刻，馬克白仍不認輸，即使

毫無勝算，即使孤身一人，他仍要堅持戰鬥，為的就是那因恐懼而生的自大。 

 

當我演繹馬克白這人物時，我反覆揣摩馬克白的內心，他是可悲卻值得可憐的人物。在

他第一次痛下殺手弒君奪位前，他的理智與感性仍有一番爭鬥，正確來說，應是恐懼與慾望

爭持不下。沾上第一滴血後，他便開始習以為常，其後手上染的血不斷增加，要洗也洗不乾

淨了。 

 

馬克白淪落到如此結局，看似是因誤信女巫們的預言以及妻子野心的誘導，然而更重要

的是馬克白自己。由一開始，他便未肯安於現況。當女巫的預言逐一實現後，他獲得各種名

譽時，他仍不安於「僅此而已」，而是期待有天成為國君。 

 

當他坐上藉不正當手段得來的王位後，便害怕別人會奪走他的王座。他隨即殺掉好些人，

繼而又再殺掉更多的人。當他看見班戈的鬼魂時，他一直把責任推卸給別人，不肯承認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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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殺了最好的戰友。 

 

這個演出的版本，將妻子抵受不住罪惡感而夢遊的情節，轉至馬克白身上。在夢遊的情

節，我更能感受到馬克白的瘋狂。他害怕手上因弒殺而抹不掉的血，告訴自己要殺更多的人，

才可以保存現今的權位。 

 

馬克白不斷重複自己是最強的、是不會敗陣的。弱小因而恐懼、恐懼導致自大、自大引

致貪婪。即使在白天清醒時，他也只是想著自己是最強的，別人說他敗局已定的事實時，他

也不能面對現實，更一刀了結了那些聲音。他以為身邊的人都要謀害他，因為他要謀害身邊

一切的人。他手上了結的，是數不盡的性命，這也令他產生自己無人能敵的錯覺。 

 

 
馬克白於家中宴請國王鄧肯 

 

馬克白夫人是馬克白唯一信任的人，是一直給他指引的人，也是他深愛的人。當馬克白

夫人離他而去，從此不再在馬克白身邊出現時，馬克白便發現自己的生命，包括名利和自大，

已沒有甚麼價值了。當他的仇人邁克特及其軍隊兵臨城下之際，他便以那疲憊不堪的身軀來

應戰。 

 

馬克白能夠成為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的原因，對我來說，是因此劇能深刻地描述了「人

因恐懼與貪婪而釀成悲劇」。在排練馬克白的多段獨白時，我以為最難亦是最重要的是「如何

在一段獨白中去轉換不同的感情」，不單是轉換情感的掙扎，而是如何「從罪惡感中不斷抽離」，

就是「努力讓馬克白忘記自己的罪惡感，但那份罪惡感卻周而復始地湧上心頭」。 

 

馬克白要從自己的罪惡感中抽離，因為那份罪惡感叫他難受極了。然而，這是沒有可能

的。他叫自己從罪惡感中抽離的方法，就是以另一罪惡來蓋過之前的罪惡。因此，馬克白最

終並沒有從罪惡感中抽離出來，相反，他讓自己變得瘋癲，而且逐漸演變成更為瘋癲。 

 

馬克白叫我感到恐怖，莎劇讓我看到理智被自己的「慾望和恐懼」不斷削弱着的馬克白，

最終走上了瘋癲之路。但總的來說，能夠演繹莎劇中的主角馬克白，令我欣喜及難忘。 

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21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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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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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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免費 

備註：因應疫情，活動或轉用 Zoom 平台  

查詢：余小姐（5133 1189，可 whatsapp 或電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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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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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教學策略介紹 有效的創意教學策略，能提升學生創意及學

習動機，也能提升學習效能。講員從理論以

至實踐層面，介紹二十個創意教學策略，包

括其背景、定義、特色、示例、及參考資料。

示例則來自各個學習領域。 

吳翠珊教授、許明輝教

授、黃麗萍博士、錢德

順博士 

討論、總結及展望  許明輝教授 

 

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 (2021 夏季) 報名 

 

 

 

請掃描 QR Code，填妥電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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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及友好機構消息 
 

 
網頁更新 歡迎瀏覽 

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網址：hk-ceo.org。 

 

 

 

 
網頁更新 歡迎瀏覽 

戲劇教育發展基金網址：the-faf.c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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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