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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舞台——
從戲劇中學習語文，在舞台上展現創意
盧子謙／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於 2020-2021 年度，獲優質教育基金（QEF）資助三十多萬元，推行「星光舞台」
計劃，在禮堂增設橫跨十多米的大型 LED 屏幕，配合劇院級的燈光系統和音響設備，讓學生在星光
舞台進行戲劇演出。
短期而言，學校期望學生能通過戲劇課堂及表演，發揮多元智能和個人才藝；長期而言，學校期望學
生能通過參與舞台演出，提升自信心及表達能力。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推行「星光舞台」計劃

學生從戲劇中學習語文

從戲劇中學習語文，實踐課程的自然連繫和有機結合
「星光舞台」計劃其中一個主要項目，是通過建立校本的中文科及英文科戲劇課程，將戲劇的元素融
入日常語文教學之中，使兩者達至自然聯繫、有機結合。教師以原有的課程框架為本，在各單元的課
文讀本教學之中，加入戲劇教學的元素，推行校本戲劇課程。戲劇課堂先以課文內容作為導向，再以
漸進的方式，將戲劇的元素滲入讀本教學當中。教師通過互動的形式讓學生學習不同的戲劇習式，再
讓學生根據課文內容加添創意，自主創作劇本，從戲劇中學習語文。
通過語文學習和戲劇習式的連繫和結合，有效地令語文課堂突破原有以「講解和傳輸」為主的限
制，提升至「互動和自主」的層次，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主導者，同時通過加入戲劇的元素，發掘學
習語文另一面的有趣之處。
小小的舞台

無限的創意

在完成戲劇課堂後，學校安排學生按照自行創作的劇本，到禮堂的「星光舞台」進行戲劇演繹，讓學
生能學以致用，通過舞台演出展現所學，發揮個人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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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投入地演出

學生自主創作劇本在星光舞台進行演繹

教師團隊喜見學生在踏上「星光舞台」後，能善用所學的戲劇習式和語文知識，同時發揮個人創意，
盡情地進行戲劇演繹。尤甚令人驚喜的是，部份平日對語文學習不感興趣的學生，亦前所未有地投入
課堂及演繹的環節，實現語文課堂和戲劇教學的結合，同時讓學生在小小的舞台，展現無限創意。

小小的舞台，無限的創意

學生通過戲劇課堂中感受學習語文的樂趣

經過在「星光舞台」演出的經驗，學生無論在自信心和表達能力方面均有明顯的提升，有助其發揮潛
能，拓闊視野，積累經驗，確實是非常難得的學習經驗。我們希望能繼續推行戲劇課堂，讓學生從戲
劇中學習語文，踏上充滿無限可能性的「星光舞台」，感受學習語文的樂趣。
盧子謙老師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任教中文科，於 2020-21 學年，協助學校推行優質教育基金「星光舞台」計劃，通過推行戲劇課堂，
同時融入語文教學的元素，讓學生從戲劇中學習語文，發揮多元智能和個人才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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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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談推動藝術教育改革
錢德順／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師

我於 2000-2001 年度，統整了全校的藝術教育課程。作為首任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的領導人，有很大的
自由度。
對我個人來說，推動藝術教育改革的目的有三：其一是為學生提供更多可選擇的藝術教育課程；其二
是為各級開設藝術教育課程；其三是期盼能夠強化我們學校的藝術教育。為達致以上的三個目的，我
要引入戲劇和舞蹈這兩個新的藝術學科，也要推動優化視藝和音樂這兩個學科。
教育改革是當年的新生事物，倘若溝通不善，或向各科提出太多要求，隨時容易觸礁。對學校來說，
藝術教育始終是閒科，倘因藝術教育改革而令同事不快，是很不適宜的舉措。慶幸我校同事都隨和友
善，在推動藝術教育的過程中，一切還算暢順。
與視藝科教師的溝通
在 2000-2001 年度推行藝術教育改革時，我校的視藝科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未能專科專教。兩位視藝
科教師都要兼教主科，科主任兼教兩班中文科，另一位兼教兩班英文科。事實上，其他藝術科的教師
也要兼教主科。
視藝科的教師兼教主科，手頭上常有大量主科的批改工作，還有多少心力兼顧藝術教育改革？這令藝
術教育改革多了一重障礙。另一方面，繁重的兼教工作量，令藝術科教師對學校是否重視藝術教育存
疑。
我和視藝科老師溝通，仔細聆聽視藝科教師的意見。兩位視藝科老師指出，由於他們需要兼教大量語
文科，令他們藝術科教師的身份意識大為降低。他們對我說：「我不覺得自己像藝術科老師！我的課
擔是藝術教師嗎？學校重視藝術教育嗎？」
其時，在兩位視藝科教師堅持下，學校讓學生報考視藝會考課程。由於視藝科對學生升學的重要性，
不如其他學科，學校要求視藝科在課後上課。當時報考視藝科會考的學生約十人，都在課後上課，學
習效能很不理想。為此，我倡議於正規課程為視藝會考班引入三個教節，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
視藝會考課的三個教節從何而來呢？當時高中有一節音樂課和兩節體育課，我以為報考視藝會考班的
學生，可不上此三節，改由視藝科的教師上此三節。我向教務主任潘副校長提出建議，著他仔細思考。
潘副校聽了後，認為可行，但我和潘副校知道，音樂科主任大致同意，然而體育科科主任必大力反對。
潘副校長和我跟何校長商議，校長亦以為可行。體育科主任當然積極找校長理論，認為此十多位參與
視藝科會考的學生未能上體育課，實在很不理想，科主任更諮詢教育局相關單位，包括課程發展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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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發展處等。我們當然明白此十多位學生未能上高中的體育課，殊不理想，然而，要這十多位學生
在課後上一門正規的會考課，更不理想。可以說，我們的做法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我也和教育局的官員稔熟，諮詢了課程發展處和地區發展處官員的意見。他們明白我校的難處，皆認
為此十多名學生是否上高中體育課，屬校本決定，教育局是不會干預的。潘副校長由始至終認為教育
局會尊重校方決定，所以他在仔細權衡各方利弊後，最終同意視藝會考學生有三節課堂。這是我欣賞
潘副校之處，他對事物仔細推敲而作出慎密的決定，行事時又果斷英明。
對於藝術教育改革原本抱持懷疑和不信任的視藝科教師，因見到潘副校和我都很重視視藝科的發展，
他們也認同學校推動藝術教改，明白學校比以前更重視藝術教育了。視藝科主任更參與了教育局的種
子課程，把戲劇教學法引入到視藝科內。
與音樂科教師的溝通
我校的音樂科有一項優勢，就是時任何權輝校長很支持音樂科。自創校之初，中一至中五各級都有音
樂課。其時初中有兩節音樂課，高中有一節音樂課。在引入戲劇和舞蹈的同時，意味着要調節音樂科
的教節，也就涉及調節兩位音樂科教師的教擔。這不但須得到音樂科教師的認同，也要得到受干擾的
各科的認同，當然也要得到潘副校長兼教務主任的認同，其間需要大量的溝通工作，可想而知。
尤幸當時音樂科主任和另一音樂科老師，都是平和友善的人，不單如此，科主任對藝術教育改革都很
支持。時至今天，藝術教育改革仍在持續中，且有更多的跨科協作，這些跨科協作不單有藝術教育學
習領域以內的，更有領域以外的，音樂科主任一直大力支持，是我當預料不到的。
跟音樂科的溝通重要內容之一，是把合唱團引入正規課程。我校合唱團曾獲香港冠軍，奪李越鋌盃，
有光輝的一頁。合唱團面對最大的困難，是須集合數十名團員一起練歌；把合唱團引進正規課程內的
建議，獲教務主任和校長接納。
我們邀請了一位合唱團導師，那是一位很有心的合唱團教師，他的碩士是研究合唱教育的，曾在多間
學校帶領合唱團。他很細心向我們講及合唱團教育，提到合唱的質素有多項，包括音準、節奏、分段
等，不同評判的評分縱有主觀性(如各自會欣賞不同的演繹風格等)，但評論都有其一定的客觀基礎。
他又指出，合唱團只要按着一些基礎歌唱練習，練習得當，在香港學校音樂節裏取得優異的評級，實
在不難。那位合唱團導師又指出，獨唱和合唱的關係很大，尤其是學校的合唱團。聘用不同的導師時，
他們都給我們相類的意見。
引入正規舞蹈課程
在 2000-2001 年度着手在學校推行藝術教育改革之初，我已計劃把舞蹈引入中一至中五的正規課程。
1
我與黃麗萍老師約見了很多不同舞蹈團體，看看他們能否執教我校的正規舞蹈課。我校的舞蹈課是
選修課，各級只半班，約 15-20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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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中學分初中的中一至中三級，高中的中四至中五級，預科的中六至中七級。
5

學校當時的條件之一，是舞蹈團體願意作技術轉移，讓我校的教師參與舞蹈課，培訓他們於未來能執
教舞蹈。此外，舞蹈團也要跟我們的教師協作，為我校編寫正規的舞蹈課程。
我和黃老師到城市當代舞蹈團，跟負責課程的同工洽談，提出我們的目標和要求，他們也很認同。我
不太懂舞蹈教育，但覺得城巿當代舞蹈團提倡現代舞，而現代舞是最能發展成為輔助戲劇的舞種。我
們終於決定邀請城市當代舞蹈團。我選他們的原因，是由於他們是全港最大的機構，倘若一個到校舞
蹈教師因病或因事未能上課，他們可以安排另一位導師接任上課。
首年的正規舞蹈課程於中二級推行，共二十名學生選讀。那時我個人已有一個想法，就是逐步把正規
舞蹈課程拓展至高中各級，當然我沒有把此想法告訴同事，因為知道他們大多會反對。
我計劃把戲劇、舞蹈、音樂、視藝等藝術科目拓展至高中，因我以為藝術教育對學生很重要。藝術教
育是發展學生感性和創意思維的主要教育範疇，也能發展學生多項的共通能力，如溝通能力和協作能
力，尤勝於其他學科。其時，高中只有一節音樂科，然而，我以為很多學生有不同的藝術取向，為學
生提供不同藝術學科的選擇，是很可取的，也是藝術教改所倡議的方向。
我還有一項考量，是要建立學校的特色；建立一所重視藝術教育的學校，所引入的課程，能夠提供予
教育界作為參考。建立學校特色，對當時的同事來說，是一項很新鮮的想法。同事大都以為，教育便
是教育，建立學校特色是把學校商品化，與教育工作者身份不符。
首年上舞蹈課時，學校邀請了兩名老師一起上課，期望他們能學習舞蹈，以便將來能夠執教舞蹈。一
年過去，兩位老師以為不太適合，其實也難為了兩位老師，因為我們選的現代舞，必須有專業訓練才
能執教。舞蹈課其後一直由外聘老師執教，我們原校教師只負責處理行政上的事宜而已。
翌年，我們期望把舞蹈課程拓展至初中三級，大前提是有足夠學生選修，倘選擇舞蹈課程的學生不足，
這計劃便要告吹。幸而，在原任舞蹈教師和黃麗萍老師當中聯繫和推介，選擇舞蹈課程的學生人數足
夠，舞蹈課程得以順利推展。
翌年，我們向學校建議把正規舞蹈課程拓展至高中級。當然，這又要經過一番溝通，因為我們要在體
育科裏抽取課時，即選修舞蹈課的學生不用上體育課。教務主任潘副校長以為，舞蹈課的運動量很大，
事實上按教育局的的分野，舞蹈是體育學習領域一塊，給予學生在術科上有更多的選擇，是他一貫的
立場。然而，校長仍要考慮體育科老師的想法。
早於 1993 年香港學校戲劇節，看到協同書院一齣有關舞蹈的戲劇，勇奪全港冠軍。該劇要求演員能
舞能演，要求可算是非常之高。我致力於各級正規課程引入舞蹈，除了為推動藝術改革外，也希望提
升我校的戲劇水平。戲劇作為踪合藝術，要提升戲劇科的水平，必須要同時提升我校各藝術科的水平，
包括舞蹈、音樂、視藝等。不單如此，我還以為要加入如默劇、短片拍攝、燈光、音響等各戲劇重要
元素。其時，戲劇被列為我校的重點訓練項目。
經過學校多輪會議和溝通後，學校最終決定把舞蹈課程從中一拓展至中五。在外界，不少機構和團體，
對於我們作為一間津貼中學，能把舞蹈引入中一至中五的正規課程，都有與我們溝通及交流經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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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始終是全港第一間學校津貼學校有此舉措。
加建第二舞蹈室
談到舞蹈，就要說說當年教育局推出學校改善工程計劃。工程是把我校原為四層高的校舍，加建第五
層，當中多了五個教室，其中一間是學生活動室，面積為平常課室的三倍，該室舖上楓木地板，其中
一面牆身安裝了鏡，以供舞蹈課用。
為了保護楓木地板，負責的副校長決定以厚厚的地毯蓋著。後來，因為要上舞蹈課，副校長決定於每
課舞蹈課前，請工友們把地毯捲起，舞蹈課後舖回原位。不要以為捲起地毯的工序很簡單，那是很粗
重的工作，地毯很重，要數名工友才能完成，工友因此每周數次的捲地毯而感到吃不消。捲起地毯後，
才知有不少塵垢，工友更要清潔地板。
由於工友工作量大增，工友間便有微言，最終微言結集，由總務主任向負責的副校長反映。總務主任
建議移除地毯，副校長以為這會損害楓木地板。總務主任以為可為楓木地板打上較厚的地臘，然而副
校長以為造價太貴。最終，總務主同意與工友合力，自行為地板打上厚臘，副校長同意此安排。
為木板打地臘很不容易，先要打磨，是塵霧彌漫的工作，臘水的氣味也剌鼻，兩者很肯定對健康帶來
挑戰。為了免除那無止境的每周捲地毯的粗重工作，工友都樂意為活動室打地臘。總務主任身為教師，
技術水平很高，還有管工，都是技術與毅力不凡的搭檔，就是他倆領導着工友們，一起完成此項艱巨
任務，叫人萬分欣賞。
副校長本計劃以它用於演藝一室，我這個戲劇科主任當然十萬個不願意，因為地毯易生塵蟎，有害健
康。適其時沙士肆虐，尹副校長同意把地毯丟棄。
學生活動室的鏡只得 6 米，又為舞蹈課帶來另一問題。我與黃麗萍老師走訪城市當代舞蹈團時，已向
校方建議把舞蹈課一直開辦至高中，因此，不少舞蹈課要在此室上課。然而，舞蹈教師最大的考慮是
鏡，因活動室的鏡裝於較短的牆身，只有不過 6 米，不足以讓全班十多二十名同學同時上課。我向學
校建議於另一面牆身安裝鏡子，副校長覺得一則上舞蹈課的學生畢竟少數，而安裝鏡子於另一面牆身
意味着要封上牆身上的窗戶，大大減低該室的通風和採光，工程費用也是一項難題，否決了我的建議。
舞蹈教師感到越是困難，問題越見明顯。倘你到場觀課，便會發覺因為沒有足夠長度的鏡，學生看不
清楚老師的示範，老師要在不同位置重覆示範，花的時間夠多，嚴重影響教學進度。我向校長直接反
映，他明白舞蹈課的難處，但指工程需要數萬元，財政暫未許可，未能答允。
我轉和潘副校長兼教務主任商議，因舞蹈課是正規課程，他有責任確保正規課堂學習的效能。潘副校
長知道學校欠缺資金，便建議運用家教會每年的籌款，但要看看家教會的經費會否早已被學校動用了，
若用了，也就無能為力。經潘副校查實，剛好是年家教會的籌款尚未確定用途。在取得校長和家教會
同意後，便以當年的籌款用於改建學生活動室用途。那工程是我計劃的，把一面 12 米的牆身封了，
室內裝上鏡，室外裝上櫉窗式的展板，很是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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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的新星
那些年，我校藝術教育組出現了一名熱衷藝術教育的教師，黃麗萍老師。他以中文教師的身份加入我
校，執教三班中文。在我好友經濟科主任陳訓基老師引薦下，黃老師加入了我校的戲劇學會，擔任香
港學校戲劇節的導師，並協助領導大部分戲劇活動。
黃老師對我校的藝術教育改革作出的貢獻，比我還要大。我校很多改革的念頭，都是來自她的。我也
很有貢獻，因我能思考而接納黃老師的建議，並為黃老師的建議與各人溝通。
黃老師基本上不計較付出多少，承擔驚人的工作量，然而，這龐大的工作量或影響了她的健康。黃老
師主動參與很多研討會，也邀約好些同事如視藝科主任蔡老師和好些同事一起出席研討會。她亦被邀
請主講好些研討會。可以說，黃老師自始帶動着我校的藝術教育改革，很多改革的概念，由黃老師向
我作出建議，我則向潘副校轉達，潘副校再把建議向校長提出。
我一直很清楚向校長和眾人澄清，哪些是黃老師的主意，哪些是我的主意。我有責任讓校長知道每一
位同工的貢獻。我為時任的表演藝術科主任，統籌戲劇課程和舞蹈課程，也是時任的藝術教育學習領
域的領導。我高興有黃老師加入學校的團隊，我已認定她有能力接掌我這兩項工作。黃老師最終於數
年後接掌了我這兩個崗位。
小結
作為時任的藝術教育學習領域領導，我期望我校在各個藝術學科都能有優秀的表現。我高興能聆聽不
同範疇教師的意見，為自己長知識。要讓各藝術科努力提升學與教效能，加強溝通和分享是不二法門。
學校應建立自己的特色，然後強化這些特色。教與學是鮮花，特色是綠葉。我明白其時很多教師都
不認同創建學校特色這個概念。建立學校特色的同時，我認為要規劃好藝術教育於各級的課程，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使學生從中得到更大的裨益，尤其是戲劇和舞蹈。
錢德順老師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師，於 1986 年代起在該校籌劃戲劇活動，帶領學生參與學界戲劇演出，指導學生編、導、
演活動。至 2000 年，為學校引入戲劇於正規課程中，為首任戲劇科主任，並兼任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統籌。自 2003 年
起，與校內多個科組合作，把戲劇作為教學法，引入多個科組。錢老師於 1996 年加入香港教師戲劇會，於 1998 年擔
任第二任主席，又於 2002 年加入香港教育劇場論壇(TEFO)，為創會副主席，至 2006 年擔任 TEFO 主席。2011 年籌
辦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任創會副主席。同年籌辦香港創意戲劇議會，任聯合主席，主辦創意戲劇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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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劇創作獎勵計劃
Short Play Writing Award Scheme
主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協辦：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
戲劇活動深受學生喜愛，然而，能編寫好的劇本的學生不多，原因之一，乃可供學生參考的劇本
不多。現時學生可讀到的劇本，以長劇居多，實在不適合作為參考，尤其是小學生。本會以為有
必要為學生引入 3-10 分鐘的短編劇本，讓學生閱讀，並作為創作短劇的參考。正如創作文章，
應從短篇文章為起步點，待學生掌握寫作短文的技巧後，方可要求學生創作更長篇的文章。創作
文章如是，創作劇本亦如是。
教師組（優異獎）
劇目：默書 100 分 --- 教育劇場
編劇：周麗華老師
學校：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1.

主持

各位同學好，今天老師要跟同學說一故事，是關於一位名叫嘉豪同學的。大家細
心欣賞。
第一場（課室中。人物：老師，嘉豪，班長，及另一位學生。）

2.

老師

3.

老師

4.

老師

5.

老師

6.

眾同學

7.
8.

老師
眾同學

9. 班長
10. 嘉豪

所有同學已收到默書成績，今次大家非常努力，全班合格，掌聲！
（眾同學拍掌。）
得到八十五分的同學，請舉手。（好些同學舉手）掌聲！
（眾同學拍掌。）
得到九十分的同學，請舉手。（另一些同學舉手）掌聲！
（眾同學拍掌。）
今次默書，只有家豪得到 100 分。（家豪起身。）我們一同指着他向他說﹕「你
真厲害呀！」
（指着家豪）你真厲害呀!
（鐘響。）
好啦！放學啦！各位同學再見！
老師再見。
（老師和同學散去，只剩下班長和嘉豪。）
嘉豪，我真羨慕你呀！默書得到 100 分！
班長，告訴你一個秘密，其實我不是 100 分！老師沒看到我有一個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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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持

各位同學，故事在這裡暫時停一停。要是你是嘉豪，你會怎麼處理？(學生發言) 各
位同學，要是你是班長，你會怎麼處理？(學生發言) 好了，故事要發展下去了。
嘉豪回到家中，媽媽正在看書。
第二場（家中。人物：嘉豪，及嘉豪的媽媽）

12.
13.
14.
15.
16.

嘉豪
媽媽
嘉豪
媽媽
嘉豪

17. 媽媽
18. 主持

（媽坐在看書，嘉豪回家。）
媽媽，我回來了！（走近媽媽身旁坐下）
你派了默書嗎？
（在功課袋取出默書）派了！不過⋯⋯
不過甚麼呢？
我得到 100 分！但老師沒看到我有一個錯字！
（嘉豪遞默書給媽媽看。）
（看着默書）對呀！你會如何處理這件事呢？
各位同學，故事在這裡暫時停一停。要是你是嘉豪的媽媽，你會怎麼處理？（學
生發言。）各位同學，要是你是嘉豪，你會怎麼與媽媽溝通？（學生發言）好了，
故事要發展下去了。那是第二天的早上，嘉豪回到學校。
第三場（第二天早上課室。人物：老師，嘉豪，班長，及另一位學生。）

19. 嘉豪
20. 老師
21. 嘉豪

（眾同學在交功課和看書，老師在看書。）
（交功課後取默書給老師）老師，昨日派的默書，我
真的？
你沒看到我寫錯了一個字！

不是 100 分呢！

22. 老師
23. 班長
24. 眾同學

（看住默書，點點頭）各位同學，掌聲！（好些同學拍掌。）
老師，為甚麼要拍掌？
對呀！為甚麼要拍掌？
（眾同學繼續拍掌。）

25. 主持

各位同學，故事在這裡完結了。為何老師請同學鼓掌？你是同學，你會用力鼓掌
嗎？為甚麼？(學生發言) 在日常生活中，誠實是否很重要？同學有沒有一些誠實
的事例可分享一下？(學生發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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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組（優異獎）
劇目：神奇變身水（改編自[美]傑克‧肯特的繪本《神奇變身水》）
編劇：鍾世傑老師
學校：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第一場（早上，哇啦嗶哇囉鎮上巫師家）
1.

旁白

2.

旁白

3.

旁白

4.

旁白

5.
6.
7.
8.
9.

旁白
巫師
旁白
巫師
旁白

（站在臺前，向臺下的觀眾發問）你有沒有曾經羨慕過有些人出生、天賦、外貌等
等都比你好？如果有日，你意外得到一枝神奇變身水，可以變成任何一個人，你會
想變成誰呢？
（觀眾自由回應。）
不如現在我們看看哇啦嗶哇囉鎮上的神奇變身水到底有甚麼功效。
（巫師手提紙板，盤點神奇變身水數目。）
哇啦嗶哇囉鎮的巫師有好多好多的神奇變身水，可以把你變成各式各樣的東西……
譬如，一隻野豬。
（野豬從舞台左邊走到右邊。）
甚至一隻恐龍。
（恐龍從舞台左邊走到右邊。）
今日巫師在家盤點神奇變身水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咦？這瓶是甚麼呢？
巫師盯着一瓶他剛從地上撿起來的神奇變身水，自言自語。
這一瓶的標籤掉了！
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聽到敲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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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巫師

（生氣地罵着）噢，真煩人！甚麼時候，我才能安安靜靜地做好一件事？（打開
門）走開，我很忙，去，去，去！
（門外站着三隻老鼠。）

11. 旁白

因為老鼠們習慣人家對着他喊「去，去，去」了，所以對巫師的不禮貌，一點兒也
不在意。
我要買一瓶神奇變身水。我討厭做一隻老鼠。因為沒有人喜歡老鼠。
人們不僅養貓來吃我們，而且裝捕器來抓我們，還拿掃帚來追打我們，每次都對着
我們叫『去、去、去』。
對啊，當老鼠一點兒也不快樂。我想變成其他東西。
（巫師問老鼠）譬如甚麼呢？
（小老鼠們齊聲說）我們還沒想好！
我們想先來看看你有甚麼神奇變身水再做決定。
現在，所有的東西都亂糟糟的，小老鼠明天來再……等一下！
巫師忽然想起他手上的那瓶神奇變身水。

12. 老鼠 A
13. 老鼠 B
14.
15.
16.
17.
18.
19.

老鼠 C
巫師
眾老鼠
老鼠 A
巫師
旁白

20. 巫師
21. 老鼠 B

（巫師把瓶子拿給小老鼠）來，這瓶送你，免費的！
這上面沒有貼標籤嘛！

22. 老鼠 C
23. 巫師
24. 旁白

我們會變成甚麼呢？
別的東西呀！你不是說要變成別的東西嗎？
巫師說完，便「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又回去整理那堆瓶子了。
第二場（下午，地點：哇啦嗶哇囉鎮上老鼠家）

25. 旁白
26. 老鼠 A
27. 老鼠 B
28. 老鼠 C
29. 老鼠 A
30. 老鼠 B
31. 老鼠 C
32. 老鼠 A
33. 老鼠 B
34. 老鼠 C
35. 老鼠 A
36. 老鼠 B
37. 老鼠 A
38. 老鼠 B

老鼠們回到家，試猜想那瓶神奇變身水會把他們變成甚麼東西。
也許是一隻蝴蝶？
（蝴蝶從台上左邊慢慢拍翼飛到右邊。）
蝴蝶很漂亮，但是他們活不久。
我不想變成一隻蝴蝶。
烏龜可以活很久。
（烏龜從台上左邊慢慢爬到右邊。）
但是他們不漂亮，而且動作慢吞吞的。
我希望自己不會變成一隻烏龜。
蜜蜂飛得很快。
（蜜蜂從台上左邊慢慢拍翼飛到右邊。）
但是得辛勤地工作。
工作可不是老鼠喜歡做的事。
螞蟻可以去野餐。
（螞蟻從台上左邊慢慢爬到右邊。）
可是他們常常被踩到。
鳥兒可以快樂地唱歌。
（鳥兒從台上左邊慢慢拍翼飛到右邊。）
但是鳥兒得吃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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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旁白
40. 老鼠 A
41. 老鼠 B
42. 旁白
43. 老鼠 A
44.
45.
46.
47.
48.
49.

老鼠 B
老鼠 C
旁白
老鼠 A
老鼠 B
老鼠 C

（眾老鼠一齊吐舌。）
想到這裏，就讓小老鼠覺得一點噁心。
如果我是一隻貓呢？
（貓從台上左邊慢慢走到右邊。）
貓吃老鼠！
老鼠們想了就要昏倒。
好吧，如果我變成一隻大象，倒還不錯。
（大象從台上左邊慢慢走到右邊。）
但是，大象住不進我的家。
我好喜歡自己的屋，我希望自己不會變成一頭大象。
他們實在想不出他自己到底喜歡變成甚麼東西。
當老鼠是有很多問題。
但是，至少我知道當老鼠是怎麼一回事。變成別的東西，說不定問題會更大呢！
還是把那瓶神奇變身水拿去還給巫師。
第三場（晚上，哇啦嗶哇囉鎮上巫師家）

50.
51.
52.
53.
54.
55.
56.

旁白
巫師
老鼠 A
巫師
老鼠
巫師
老鼠 B

57. 老鼠 C
58. 旁白
59. 旁白
60. 眾動物

老鼠們把那瓶神奇變身水拿去還給巫師。
（驚訝地說）你變了！
我想我是變了。
是神奇變身水的功勞嗎？
我想是吧！
（興奮地說）這是我的神奇變身水第一次有效。
看起來，它有雙重效果。
它讓我們都變快樂了。神奇變身水真是奇妙啊！
（站在臺前，向臺下的觀眾笑說）這故事讓我們明白甚麼道理？（觀眾自由回
應。）
我們不用羨慕任何人，做自己才是最快樂的事！
（眾動物合唱《問我》黃霑）

問我歡呼聲有幾多？問我悲哭聲有幾多？
我如何，能夠一一去數清楚。
問我點解會高興？究竟點解要苦楚？
我笑住回答，講一聲，我係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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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變身水》編演學習活動後感
鍾世傑老師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學校在試後活動期間，安排各級學生參與班際戲劇比賽，目的讓學生體驗戲劇活動的樂趣，並達致教
化作用。演出者為小四學生，他們過往都沒有正式接受過任何戲劇訓練。當中融合着讀寫困難、插班
生、以普通話為母語的新移民、學業成績未能取得成就感等學生，所以藉改編繪本《神奇變身水》除
了讓學生在排練和演出過程中得到鼓勵，更希望讓觀賞的學生帶來正能量。
教師按學生的能力和個性，編排角色戲份方面有所輕重，但演出時，則要求全級學生都在舞台上或
站立或席地而坐，除了演出自己的部分外，也不時以群體的身份作回應，甚或合唱，讓每位學生都
有機會參與，並表達自己。
是次戲劇活動有不少限制，預算亦十分有限，因此在服裝和道具方面，都以簡約為主。又因學生大
多初次踏足舞台，在形體或口語表達，亦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但以戲劇演出作為教育之用來說，已
達到如期的目標。
演出後，學生在行為方面有多項改變。其一是充權，學生因為台下的掌聲而表現興奮，並從中建立
自信和成功感；其二是提高自我形象，學生演出後不斷向老師詢問自己的演出表現，反映他們開始
對自己有要求；其三是凝聚班級向心力，演出促進班上學生互補不足，令彼此產生團隊的觀念，更
加團結。
有若干學生在完成比賽後，或借閱《神奇變身水》的繪本，或反復背誦劇本的對白，可見戲劇演出
讓學生們在學習動機和態度上，都產生正面的效果。
這次活動共用了五節中文課來排練，每節四十分鐘，在如此短速的排練時間下，得到如此成果，實
在叫人鼓舞。如未來再有機會舉辦同類的戲劇活動，可以增設時間與學生共同創作劇本。雖然用的
時間多了，但能更讓學生互相交流，彼此啟發思考，激發想像，這更是戲劇教育最珍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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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優異獎）
劇目：温迪汀（Vendytine）魔法學院之 VR 隔離體驗
編劇：P6 熊悅馨、P6 譚思言、P6 羅元嶽
學校：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第一場（温迪汀魔法學院
26. 旁白

美食餐廳—聖誕假期後）

在二次元時空中，有三位有趣的魔法師，他們分別是小嵐、羅白和熊啤啤。有一
天，小嵐穿越到人類世界後，和羅白與熊啤啤分享了一些人類世界的東西。

27. 小嵐

羅白，熊啤啤，大家快來看看！我從人類世界帶回了一些新奇的東西！

28. 羅、熊

（興奮）哇！小嵐，是甚麼啊？
（小嵐神神秘秘地從行李箱中拿出一部 VR 眼鏡。）

29. 小嵐

登登登登！就是 VR 眼鏡！

30. 羅白

（雀躍）VR 眼鏡？真是神奇！小嵐，我要第一個試用它！

31. 熊啤啤

（激動）羅白，你在說甚麼胡話？我熊啤啤那麼聰明，由我第一個試用 VR 眼鏡
才對！
（羅白和熊啤啤爭執起來。）

32. 羅白

VR 眼鏡掉了在地上了。

33. 小嵐

怎麼 VR 眼鏡發出一陣綠光。

34. 熊啤啤

是個黑洞。

35. 羅白

我們被吸進黑洞了。

36. 所有人

（害怕）啊！啊！啊！

第二場（郊外）
（羅白醒來時，
37. 羅白

熊啤啤、小嵐，快醒醒！我怎麼在海邊？熊啤啤？小嵐？他們在那邊。
（輕輕地拍打著二人臉頰，試圖把他們喚醒。）

38. 小嵐

（驚醒）啊！羅白，這是哪兒？為甚麼我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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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熊啤啤

（疑惑，四處張望）
這不是荒島嗎？快看，這兒有一條小路，不如去看看吧！

40. 嵐、羅

（擊掌，心有靈犀）好！
（然後，他們三人小心翼翼地往那條小路走去，緊握著對方的雙手。）

41. 熊啤啤

（恐懼）這⋯⋯這條小路怎麼格外的寧靜和陰森？難道⋯⋯

42. 羅白

難道甚麼？難道你怕了？哈哈！你這熊啤啤真是個膽小鬼！

43. 熊啤啤

（低語）我⋯⋯我才不怕呢！……還是以咒語召噢出守護神！守護法現身！守護法
現身！

44. 小嵐

（東張西望）咦？我發現了一份報紙！快看！原來現在人類世界有一種命名為「新
型冠狀病毒」的傳染病，它令百萬人喪生，更可怕的是，近來竟然還出現了變種病
毒！幸好，為了隔離那些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政府創建了專屬的隔離營。

45. 羅白

（驚訝）疫情？甚麼是疫情？

46. 熊啤啤

走吧，別問那麼多了……

47. 羅白

好像走到了盡頭。
（帶著疑惑，他們走啊走，走啊走，終於走到了盡頭。）

48. 熊啤啤

這裡怎麼有一所叫做「糟糕灣」的隔離營？

49. 羅白

（不耐煩）不是「糟糕灣」啊！是竹嵩灣。
（兩「糟糕灣」的醫護人員出！）

50. 醫護甲

喂！這三人為何擅自離營？

51. 醫護乙

快返進營地。
（「糟糕灣」的醫護人員抓了三人進營！）

52. 羅白

喂！你抓錯人了，你幹嘛把我抓進去啊？

53. 熊啤啤

（憤怒）你們快點把我們放出去，不然我把你們變成老鼠！

54. 小嵐

好了，別吵了，待會我再跟你們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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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55. 小嵐

（ 隔離營內）

其實這就是我剛才所說隔離營！那些醫護人員可能覺得我們身上㩦帶有新冠病毒，
因此將我們關了起來，我們可能要七天後才能再回到温迪汀了。

56. 羅白

那我們怎樣才可以逃出去呢？

57. 熊啤啤

對了！我們可以用瞬間轉移啊！我可真是聰明絕頂！

58. 羅白

（質疑）我和小嵐倒是沒問題，可你呢？

59. 小嵐

（質疑）上次瞬間轉移的時候你還忘了轉移你的眉毛。

60. 熊啤啤

行了，反正先離開這個鬼地方，都已經火燒眉毛了，你們還在說這無聊的事情，其
他的回到温迪汀再算吧。
（醫護甲送餐來。）

61. 醫護甲

晚餐三份。

62. 小嵐

（生氣）這到底是什麼？ 這個粟米午餐肉居然發霉了，還硬的像塊磚！

63. 羅白

（憤怒）我不吃了！這些垃圾根本放不進口。

64. 熊啤啤

（沉默）雖然這些食物確實無法下口，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65. 羅、嵐

甚麼問題？

66. 熊啤啤

（忿忿不平）你們試想想，如果當初人們講究衛生，在疫情下減少聚會，不隨地丟
棄使用過的口罩，以及跟隨政府的衛生防護指示，現時的新冠變種病毒，就不會在
香港肆虐和大爆發，也不會導致眾多市民感染，進入「糟糕灣」的隔離營，更不會
辛苦醫護人員照顧感染者和進行核酸檢測，浪費大量人力資源！

67. 小嵐

你說得對！我們沒有遵守好衛生防護指示，導致自己進入隔離營受苦。不過一切都
晚了……

68. 羅白

沒錯，在這個非常時期，其實對於各行各業都著巨大的影響⋯⋯雖然事情已經發生，
我們已經無法改變過去，但是我們卻可以改變自己，不是嗎？只要我們積極地去接
種疫苗、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少出門、並且聽從政府安排，不就能成功渡過「危
機」了嗎？

69. 小嵐

所有市民都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相信若果市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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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齊心協力，對抗新冠病毒，人類世界便能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了。對了，時間不
早了，我們趕快回到温迪汀吧！
70. 羅、熊

（興奮地點頭）好！好！

71. 熊啤啤

我們還是回到溫迪汀魔法學院吧！

72. 羅白

好主意！

73. 小嵐

我們一起揮魔杖，唸咒語，再次進入那個深不可測的黑洞吧。

74. 眾人

好！
（三人一起揮魔杖，唸咒語。）

第四場（温迪汀魔法學院）
75. 小嵐

太好了！羅白，熊啤啤，我們終於回來了！但我總是感覺，我們還有一個任務沒有
完成呢！

76. 羅白

雖然我們成功回到温迪汀，但新冠疫情仍然纏繞著人類，不如我們利用魔法，把新
冠肺炎消滅，令讓世界回復原狀吧！

77. 小嵐

好，讓我們唸咒語，一起大力地揮動魔杖。
（三人唸出咒語。）

78. 熊啤啤

成功了！我們已成功將人類世界的新冠肺炎一舉消滅了。

79. 羅白

（高興）這真是一次有意義的二次元穿越！

80. 熊啤啤

我們不但成功逃離「糟糕灣」……

81. 小嵐

……還成功拯救了人類世界！

82. 眾人

真是意義非凡！

83. 旁白

小嵐、羅白和熊啤啤再次回到了美食餐廳，他們拾起掉在地上的 VR 眼鏡，不禁
相視而笑。這次奇妙的經歷，令他們明白到「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道理，也
相信今後他們也會繼續在温迪汀魔法學院行善。
（完）

備註：更多師生的得獎短編劇本，可參閱本會網頁 http://www.hk-tda.com/tc/node/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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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優秀劇評獎
Play Review Award
主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協辦：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戲劇活動深受學生喜愛，然而，能編寫好的劇本的學生不多，原因之一，乃可供學生參考的劇本
不多。現時學生可讀到的劇本，以長劇居多，實在不適合作為參考，尤其是小學生。本會以為有
必要為學生引入 3-10 分鐘的短編劇本，讓學生閱讀，並作為創作短劇的參考。正如創作文章，應
從短篇文章為起步點，待學生掌握寫作短文的技巧後，方可要求學生創作更長篇的文章。創作文
章如是，創作劇本亦如是。
Secondary school division: Certificate of Honor

Play: #1314 - A Theatrical Poem
G7 Eddie Yang Lijia
Diocesan Boys’ School
Concept, Director and Adapter: Ata Wong 黃俊達
Performers: Théâtre De La Feuille 綠葉劇團
Date of Performance: 26 December 2021, 15:00 (approximately 70 minutes long)
Venue of Performance: Auditorium, Sha Tin Town Hall
Poems, as everyone knows, is a form of literary expression put in simple, expressive lines, but this play gives
us a completely new perspective to poetry through its adaptation of Shakespeare’s famous Sonnets into a full
play, adding a whole other level to the striking story told in the Sonnets.
The story of William, a man torn between the romantic choice of a middle-aged Mandarin-speaking woman
madly in love with him, and a young woman who he pursues after and has returned slight feelings. Is it better
to accept someone devoted to you, or someone that you desire? Through the simple, impressive words of the
Sonnets, an emotional roller-coaster is told which embodies the complexity of love.
Most of the scenes were of simple (yet meaningful) dialogue, accompanied by graceful dance routines and
steps. In some particular scenes, the acrobatic skills of the 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artistic level of the play.
However, one of the scenes breaks away from this convention, highlighting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lay’s theme:
decision-making. Every decision you make can have an impact on your life, large or small.
The scene mentioned suddenly changes from a peaceful and artistic mood to, more or less, a violent scuffle.
William has a sudden change of heart and pushes away the middle-aged woman, who declares her open and
unwavering love for him, tries to go back to him every time he pushes her away, finally culminating in 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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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ging her to the back of the stage, leaving her laughing maniacally.
Another scene, in which the chorus members form a circle around the middle-aged woman and William
reverses his decision, desperately trying to send the chorus spinning away as two men, symbolizing obstacles
and men fighting for her love, engage in a (rather noticeably) fake fight, leaving William the victor as he
finally claims his love.
At the end of the play, several iron bars were lowered. As confusing as they seemed, the bars symbolized the
gradual building of a brick wall standing in the way of William, which was demolished through his strong
feelings and passion, evidenced by the eventual raising of the bars. What does this tell us? Nothing can stop
love, not even metal, symbolizing a hard, cold barrier between William and his lovers.
Finally, William chooses the middle-aged woman,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should all follow his choice.
After all, no one can set the conventions of love, a feeling embedded in the human heart - they can only oppress
it like a spring forced to bend down, but in the end, the spring will always jump back up, one way or another
- true resistance to the brutal ravages of reality.

備註：更多師生的得獎劇評，可參閱本會網頁 http://www.hk-tda.com/tc/node/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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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劇創作獎勵計劃」（2022 年 6 月）
Short Play Writing Award Scheme (June, 2022)
主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協辦：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引言
戲劇活動深受學生喜愛，然而，能編寫好的劇本的學生不多，原因之一，乃可供學生參考的劇本不
多。現時學生可讀到的劇本，以長劇居多，實在不適合作為參考，尤其是小學生。本會以為有必要
為學生引入 3-10 分鐘的短編劇本，讓學生閱讀，並作為創作短劇的參考。正如創作文章，應從短篇
文章為起步點，待學生掌握寫作短文的技巧後，方可要求學生創作更長篇的文章。創作文章如是，
創作劇本亦如是。
目的
1. 提升教師及中小學生編寫短劇的興趣。
2. 收集優秀的劇篇劇本，予以出版，或實體，或網上，好作為中小學生的閱讀材料。

計劃詳情
題材：題材不限，健康即可
類型：不限，適合中小學學生閱讀
參加者：教師、中學生或小學生均可
語文：中文（必須為書面語）或英文均可
長度：演出時間 3-10 分鐘（約 300-1300 字，15-40 句台詞）
刊登：大會將選出佳作刊登於本會會訊或／及網頁，如數量足夠，將出版實體劇本集
版權：必須為未曾發表的評論，參與本活動者，須同意本會刊登於會訊／及網頁及出版
評審：資深戲劇教育工作者
獎狀：獲選學生將獲「榮譽劇本獎狀」或「優異劇本獎狀」
提交：把劇本的 WORD 檔電郵本會 (info.hktda@gmail.com )
截止日期：2022 年 5 月 31 日
公佈獎項日期：2022 年 6 月 15 日
費用：全免
過往得獎作品：參本會網頁 http://www.hk-tda.com/tc/node/669
查詢：本會會訊主編錢老師 9780 1760
劇本提交
登入連結：

或二維碼：

https://forms.gle/P4uy6ThYK7cyTm3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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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演劇本獎勵計劃」（2022 年 6 月）
合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引言
戲劇活動深受學生喜愛，然因為疫情的緣故，學生鮮能在舞台上演出。有見及此，戲劇教育工作者
舉辦「聲演劇獎勵計劃」
，以鼓勵學生聲演劇本。
目的
1. 於疫情期間，提升教師及中小學生對聲演戲劇的能力和興趣。
2. 結集優秀的劇本聲演，予以出版，或實體，或網上，好作為中小學生的閱讀材料。

計劃詳情
劇選：（一）原創劇本（請同時提交劇本），或（二）選用任何得獎劇作者同意的短劇
參加者：教師、中學生或小學生均可（人物數量不限）
語言：粵語或英文劇本均可
長度：演出時間不多於 10 分鐘
出版：大會將選出佳作刊登於本會會訊或／及網頁，如數量足夠，將出版實體劇本集
版權：聲音檔必須為未經發表，參與者須同意本會把聲音檔刊登於會訊／及網頁及出版
評審：資深戲劇教育工作者
獎狀：獲選學生將獲「榮譽聲演」或「優異聲演」或「良好聲演」獎狀
組別：（一）純聲演 mp3 或（二）Zoom 平台錄製 mp4
截止日期：2022 年 5 月 31 日
公佈獎項日期：2022 年 6 月 15 日
費用：全免
製作 Zoom mp4 參考及範例：參本會網頁 http://www.hk-tda.com/tc/node/666
查詢：本會會訊主編錢老師 9780 1760
劇本及聲演錄製提交
登入連結：

或二維碼：

https://forms.gle/VSQ4rfqkLUFMAtc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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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教師及學生撰寫劇評

「季度優秀劇評獎」（2022 年 6 月）
主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協辦：戲劇教育發展基金、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
目的
戲劇活動深受中小學教師及學生喜愛，香港的中小學教師及學生常在校內或校外欣賞各類型的戲劇
演出。為提升教師和學生對戲劇的欣賞能力，本會每季舉辦戲劇評賞寫作活動，以鼓勵教師及中小
學生，能從更多和更細緻的角度，以欣賞各類型的戲劇。然而，評審仝人以為，我們的評賞活動，
對像既包含了初中和小學生，便應在專業劇評導向以外，開闢更廣闊的道路，以鼓勵初中學生和小
學生，關注校園內外的戲劇藝術活動，分享此等戲劇藝術活動對他們的意義。此活動也鼓勵教師和
中小學生，參與各類劇場活動，並以參與者的身份，評賞自身所參與戲劇演出，又或分享參與是類
演出的感想心得。
劇評詳情
戲劇類型：專業劇團於公開劇場的演出或到校演出、校內學生於校內或校外的演出
演出時間：不限，近年為佳
格式：不限
內容：可評論戲劇主題的啟發性、導演手法、演技、舞台效果等，亦可分享其他心得
對像：香港中小學教師及各級學生
語文：「中文」或「英文」均可
字數：200-1000 字（WORD 檔）
刊登：本會選出佳作，刊登於本會會訊或／及網頁，以鼓勵學界對戲劇欣賞作交流分享
版權：必須為未曾發表的評論，參與本活動教師和學生同意本會刊登於會訊／及網頁中
評審：本會邀請資深戲劇教育工作者及專業劇評人員，選出優秀劇評分享文章
獎狀：獲選學生將獲「季度優秀劇評獎狀」
截止日期：2022 年 5 月 31 日
公佈獎項日期：2022 年 6 月 15 日
參考：上季獲獎作品 http://www.hk-tda.com/tc/node/667
查詢：本會會訊主編錢老師 9780 1760
提交
登入連結：

二維碼：

https://forms.gle/XudRGhS1yUW34PV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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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22年夏季)
主辦：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
協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與 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為慶祝香港創意教育工作者協會(HKCEO)成立十周年，HKCEO 特舉行跨境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
誠邀杭州、佛山、及香港三地參與。
主題：杭港佛三地創意教學策略在中小學的實踐
日期：2022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 下午 2:15-4:30
地點：騰訊會議平台
費用：免費
語言：普通話 (視屏為中文)
對像：教育工作者 (各地統籌員負責邀請區內的教育工作者出席)
網頁：https://www.hk-ceo.org/symposium
杭州分享：張彬老師統籌
題目：「華東中小學校教育戲劇聯盟」發展案例分享
內容：在華東地區教育戲劇專家張彬老師的組織和引領下，杭州、上海、蘇州三地 13 所先行並且具
有地區影響力的中小學校，在 2018 年共同組建了「華東中小學校教育戲劇聯盟」。聯盟發展至今，
已舉辦了多個的教育主題劇比賽展演、教育戲劇論壇、國際教育教育論壇、線上戲劇節、區域教師
培訓等，在運行聯盟的同時，也在不斷的發展和協助新學校的教育戲劇特色課程的在校內的發展，
以及在雙減背景下的戲劇化研學類教育課程，和生涯課程的實踐發展。
佛山分享：梁巧華主任統籌
題目：應用戲劇於融合教學計劃
內容：由佛山巿禪城區教育局推行的融合教育計劃。參與計劃共來自 16 所學校的 30 名各學科教
師，在專家指導下，共同編寫課程，於課後時段進行。課程共 21 教案，分成 6 個單元，旨在應用戲
劇教學法，透過故事，讓學生了解並接納自己和他人，包括接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香港分享：黃麗萍博士統籌
題目：應用戲劇於初中級中文教學計劃
內容：這是一個自 2018-19 學年起推行的校本計劃，由黃麗萍老師主導，於香港的五旬節林漢光中
學的中文科推行。計劃包括編寫教案，培訓科內多位中文科教師，於初中級教授多課課文，旨在提
升學與教效能，包括讀寫聽說的多重能力、共通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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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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美芝

潘燕芳

錢德順

誠徵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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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界人士賜稿，投稿人身處地域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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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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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稿必須具真實姓名及聯絡電話；惟刊登時可用筆名。





來稿刊登與否，編輯室有最終決定權。
惠賜稿件請電郵：info.hktda@gmail.com。
本刊將同時上載網頁：hk-t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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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和十一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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