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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師戲劇會 第 90期會訊（2022年 6月）內容 

 

友情廣播劇——小學中文科應用戲劇的實踐（頁 2） 

鍾世傑／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的中文科主任 

 

應用戲劇於融合教育（頁 6） 

佛山巿禪城區教育局項目——香港教師戲劇會參與／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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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巿禪城區教育局項目——香港教師戲劇會擔任指導項目／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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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劇創作獎勵計劃（2022 年 9 月） 

季度優秀劇評獎（2022 年 9 月） 

 

本會及友好機構消息／誠徵稿件（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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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廣播劇 
小學中文科應用戲劇的實踐 

 
鍾世傑老師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的中文科主任 

 

戲劇教育有很多可能性，也可透過不同策略，應用於不同學科，以達成不同的學習目標。世界龍岡

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的中文科主任鍾世傑老師，便在中文科中引入〈友情廣播劇〉活動，以提升學

生的語文能力。 

 
分組討論劇本 

 

活動簡介  

 

活動設於小五級，為篇章學習的延伸，以課文《一張便條》為內容，在教師指導下，學生把課文改

編成關於友情的廣播劇，並予以演出。 

 

活動的學習目標有三：知識方面，學生能認識廣播劇的寫作格式和特色；技能方面，學生能參與改

編創作及錄製廣播劇；態度方面，學生能反思友誼的可貴。 

 

活動除了讓學生認識廣播劇的寫作格式和特色外，也希望學生在實踐創作和錄製廣播劇的過程中，體

味到編劇、聲演的樂趣，以及友情的可貴。 

 

課程編排 

 

是次活動安排小五全級參與，分五節中文課進行，每節四十分鐘。首節主要教授學生廣播劇知識，第

二、三節將指導學生創作並修訂廣播劇，第四節錄製廣播劇，而第五節則是成果分享。 

 

首節：廣播劇知識。 

 

教師以全班模式上課，先用兩分鐘播放網上影片《廣播劇簡述》，接著用十分鐘向學生提問並講解廣

播劇特點，如表現方式、內容要素及角色類型等。其後按學生興趣，用十五分鐘播放小冊子清單內預

設的廣播劇選段，如《孫悟空》、《包公案智判金玉鐲》和《天龍八部》等，並向學生提問劇中資訊，

如主角名字、性格和經歷事件，以及聽劇的感受。另外，教師會提問學生：「在缺乏畫面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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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編寫可怎樣協助讀者辨清劇中角色？」並在回饋時逐步引導學生說出除了角色性格要鮮明，數量

要控制，亦要在對話前後加入對方的名字，以便讀者單憑聲音可辨清說話者的角色是甚麼。然後用十

分鐘邀請學生用口語讀出教師預設的框架，讓全班同學可概覽課文將要增改情節的部分，並要求學生

課後思考情節上留白的部分。最後教師給學生三分鐘，讓他們自行分三至五人一組，未能分組學生將

會由教師安排，例如上網課等。 

 

 
非華語學生對讀劇本 

 

第二節：初嘗創作廣播劇劇本 

 

教師安排學生先用十五分鐘分組討論劇本，過程中在課室巡視各組，並以提問引導學生說出自己的看

法。「如果好朋友弄丟了你最心愛的物品，你會有甚麼感受？會做甚麼？說甚麼？」之後教師給學生

二十分鐘創作劇本，過程允許學生用平板電腦作輔助，如搜集資料或使用語音輸入功能，希望盡量減

低詞語不足對學生的影響，又藉此以說帶寫，讓學生自行完成初稿。另外，為發揮學生的創意，增加

對組內作品的歸屬感，活動特意留白活動小冊子第一頁位置，讓學生自行設計屬於自己的封面。教師

用最後五分鐘作回饋，並展示其中一至兩組學生的作品，提示學生留意角色說話的內容是否與自己的

年紀、身份和處境相關，而角色面對這些情況出現反應又是否合乎情理，要求學生課後再思考劇本有

甚麼地方需要改動。 

 

第三節：修訂廣播劇劇本 

 

教師安排學生先用十分鐘交流劇本內容，過程中繼續在課室巡視各組，並瞭解學生的修改方向。然後

教師給學生二十五分鐘創作劇本，過程同樣為學生安排平板電腦作輔助。先完成的組別可在組內圍讀

劇本，甚至可試用平板電腦錄音。最後教師預留五分鐘時間，邀請一組學生嘗試用口語讀出自己創作

的劇本，並請其他學生回家熟讀劇本和對白，學生須特別留意自己的聲量、聲線和語氣是否清晰可聞。 

 

第四節：錄製廣播劇 

 

教師讓學生先用六分鐘分組圍讀劇本兩次，提醒學生錄音時聲量要充足，聲線要穩定，語氣要按情緒

產生變化等。然後安排已練好的學生，逐組經教學助理帶到隔壁課室錄音，每組會有兩次錄音機會。

一組錄完，接續另一組錄製，直至全班錄畢。如未能限時錄音，則安排於小息或網上補錄。教師最後

用二至三分鐘提問學生對錄製廣播劇的感受，並重申聲量、聲線和語氣對表達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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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成果分享 

 

教師先展示學生設計的廣播劇封面，接住於課上播放學生製作的廣播劇，每段約兩至三分鐘。每段播

放完畢後，教師會用二至三分鐘提問學生劇中的內容和觀感，甚或是同學在聲演上有甚麼值得欣賞和

改善的地方。教師最後預留五分鐘讓學生以填色方式完成自評，並將活動小冊子繳交教師評核。 

 

學生反應 

 

絕大部分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是次廣播劇創作活動，可能原因有三：一是與選材有關，二是新鮮感，三

是有照顧學習差異。 

 

選材方面，因為內容為課文的延伸，連繫學生已有知識，而主題與友誼有關，貼近日常生活，易產生

共鳴，加上改編位置均為課文留白的部分，故有探索性。 

 

新鮮感方面，因為班上學生都是第一次參與創作和錄製廣播劇，活動形式為學生帶來新鮮感，所以整

個過程表現投入，尤其當學生第一次經課室音響聽到自己和同學演出的聲音時都感到格外興奮、雀躍，

不時會猜猜聲音屬於哪位同學。 

 

照顧學習差異方面，由於是次最終成品是錄製廣播劇，所以過程中鼓勵學生用口語創作，並容許用平

板電腦的語音功能作輔助，而且不會圈出學習小冊子的錯字，因而鼓勵學生書寫，尤其是讀障和非華

語學生。 

 

改進建議 

 

改進建議有五：一是廣播劇選材，二優化評核模式，三是擴展活動規模，四是提高學生成就感，五是

承傳活動。 

 

在廣播劇選材方面，示範片段要在短短幾分鐘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主題和演繹都需要特別小心，個人

建議先從四大名著引入，如《西遊記》、《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因為這些小說背景多為學生認

識，易引起共鳴，加上部分出版社將〈諸葛亮巧佈空城計〉、〈孫悟空，變變變！〉納入四年級課程之

內，可連繫過往所學篇章，而事前亦可考慮加入文本，甚至相關圖書作為前置，讓學生更深體驗閱讀

和聆聽篇章的分別。 

 

在評核模式方面，現時評核以自評和教師評為主，如果能加入同儕互評，讓學生在聆聽其他組別作品

時作出評鑑，可提升其鑑賞能力，並增加同學之間的互動，有助優化多方參與評估。 

 

在擴展活動規模方面，除了班內互評，可與其他班別交換聲帶，作級內互評，甚至可考慮將聲帶上載

至學校網站，或在學校開放日展示，供其他級別、家長或公眾作投票，將活動從級別擴展至全校、家

長，甚或公眾層面。 

 

在提高學生成就感方面，活動可在班內、級內投選出數個傑出封面、劇本和聲演等獎項，並將得獎消

息和作品連結以電郵、學校網站向全校學生、家長發佈，以表揚學生在活動中的付出，並提高其成就

感。 

 

最後在承傳活動方面，教師可於活動後寫下個人反思，並將是次佳作以電子檔案形式保存，如掃瞄封

面、劇本和聲帶，方便作範例，日後供其他科任老師教學時參考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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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友情廣播劇（改編自桃默《一張便條》） 

 

1. 旁白 

 

放學的時候，趙碧嘉竟然沒有跟林淑筠一起走，原來林淑筠弄失了趙碧嘉最喜愛

的原子筆，所以趙碧嘉很不開心。你知否為何趙碧嘉那麼喜愛那原子筆呢？原來

是她公公送給她的生日禮物，可以寫出五種顏色，所以趙碧嘉很珍惜這枝原子

筆，很少借給他人。如果不是林淑筠沒有帶筆盒，趙碧嘉便不會破例把這枝原子

筆俾她。不過，完全想不到，只上了幾節課，林淑筠便弄失了趙碧嘉的原子筆。

趙碧嘉當時嬲得説了一句話⋯⋯  

2. 趙碧嘉 你有沒有搞錯，借你幾堂，便弄失了，我枝原子筆是無價之寶，你說甚麼也得還

我，否則我們這段友情便一刀兩斷。 

3. 旁白 趙碧嘉很嬲怒地回家。她打開書包，拿出課本、筆記、功課。怎知…… 

4. 趙碧嘉 噫，是甚麼，這筆那麼熟口面，我知啦，今次死了！我竟然誤會了林淑筠呀。 

5. 旁白 原來趙碧嘉誤會了好朋友。今次真是大件事了，不知趙碧嘉會如何做呢？  

 （過場音樂） 

6. 旁白 第二日，趙碧嘉回到課室，就馬上把一張便條放在林淑筠的桌面。  

7. 趙碧嘉 對不起！是我怪錯了你！我之前太惱，所以沒有聽你的解釋。 

8. 林淑筠 不要緊！我當時也有錯，沒有親手把原子筆還你。 

9. 旁白 林淑筠看畢字條，在書包內拿了一張黃色的字條出來，然後走到趙碧嘉面前，遞

給她。  

10. 趙碧嘉 呢張字是是甚麼？字跡很熟口面。這不是我一年班時寫給你的字條麼。 

11. 林淑筠 本來我給你誤會，真的好惱，但我一回家，見到這字條，便已原諒了妳。因為這

字係是我倆那年到戶外燒烤時，你給我的友情卡，是我們友誼的象徵，希望我們

可以繼續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 

 

 
非華語與本地學生合作讀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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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戲劇於融合教育 
佛山巿禪城區項目——香港教師戲劇會參與 

編輯室 

 

2022 年 4 月 2 日，廣東省融合教育精品課程《戲樂融融》第四階段專題培訓，在培立

實驗學校開展。是次培訓，由禪城區教育發展中心學校發展服務室主任、特殊教育教

研員梁巧華，禪城區德育（心理）專幹、教研員羅志敏、禪城區特殊教育支援服務中

心副主任梁昭儀等專家，對 16 所參與融合教育戲劇專案學校的 33 名教師進行指導，

旨在提升他們開發和實施融合教育戲劇宣導課程的專業能力和水準。  

 

 
梁巧華主任 

 

會上，梁巧華以 “戲劇教育的理論基礎與應用技巧 ”為題，向參與培訓的老師作專題

講座。她從教育戲劇的育人功能、理論基礎和運用技巧三個方面進行講解，育人功

能包括促進學生的認知發展、社會性發展和審美發展；理論基礎包括自身認知理論

和符號互動理論。梁巧華主任指出：「開展教育戲劇過程中，要注意調動學生的身體；引

導學生探究符號與角色背後的意義，讓學生在參與戲劇過程中感受美與創造美。」  

 

 
參與老師們作現場及網上會議  

 

  



 
 

7 

本次培訓還邀請到香港戲劇專家錢德順博士和黃麗萍博士通過網路連線的方式對第

一階段課程實施情況進行指導和點評，為老師們答疑解惑，包括在開展融合教育戲

劇課程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如何引導學生參與小組合作、教師如何發出指令等。  
 

  
錢德順開展線上專題講座 黃麗萍在會上答疑解惑 

 
為更好地提升教師自身融合教育水準，培訓會上，禪城區專職資源教師何子豪和禪

城區特殊教育支援服務中心副主任梁昭儀，分別向老師講解融合教育戲劇線上教研

工作的注意事項，以及如何規範地收集資料和撰寫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能力分析

等。  

 
經過本次培訓，參會教師們紛紛表示對教育戲劇有了進一步認識，將利用小組合作、

制定課程等方式增強教育成效，通過體驗、碰撞、合作，豐富學生的情感體驗，提升

創造力，豐富教育成效。  

 
接下來，禪城將持續開展融合教育戲劇宣導課程的培訓與實踐，説明學生認識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面臨的校園生活與學習困難，讓學生在戲劇中學會如何更好地合作交流，

用正向的態度接納和支援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課堂 

  



 
 

8 

親子教育劇場 

圖書館探索之旅 Journey of exploring the Library 
編輯室 

 

 
圖書舘的閱動推廣室坐滿了家長和小孩子 

 

為慶祝香港公共圖書館向公眾開放六十周年，香港教師戲劇會應康文署的邀請，於香港 42 所公共圖

書館，演出「親子教育劇場 - 圖書館探索之旅」。活動原定於上半年舉行，由於疫情嚴峻，部份場次

取消。 

 

香港教師戲劇會邀請了錢德順博士編寫劇本，故事內容主要依據由康文署的計劃負責人所選擇的三冊

兒童繪本《圖書館獅子》、《愛吃青菜的鱷魚》和《圖書館老鼠》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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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勞作 

 

是次參演主要有四位演員，分別是鄧子豐（十郎）、黎嘉欣（Tiffany）、張妙妙（妙妙）和嚴嘉儀（小

曼）。演員們除有出色的演繹外，也充當專業教師的角色。在演出過程中，演員都與在場的家長和兒

童不斷地互動，詢問兒童問題、解答兒童的疑問、帶領兒童遊戲、教導兒童健康知識等。 

 

演出後，演員又與家長和兒童一起製作手偶。手偶是故事繪本的動物，包括老鼠、鱷魚和獅子。此環

節深受家長和兒童歡迎，有兒童甚至參與三場演出，為集得全部三隻手偶，其吸引力可想而知。演員

又鼓勵家長和兒童把繪本借回家，用手偶說故事，真是饒有意義的活動。 

 

 
演員演出維肖維妙  演出後與兒童一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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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解焦慮，重拾自信 
應用教育劇場於初中三學生的團體輔導 

香港教師戲劇會擔任指導項目 

編輯室 

轉戴佛山日報 2022 年 5 月 30 日 

 

 

一邊“喝奶茶”一邊“煲劇”，中考在即，他們這樣緩解考前焦慮...... 

 

2022 年 5 月 30 日下午，一家特別的“奶茶店”在張槎中學開張，3 名各有煩惱的“初三考生”在這

裡喝上特調的“解憂”奶茶後找到了心靈慰藉。原來，這是今年禪城區將教育戲劇應用於中考考前

心理團輔的一場成果展示。 

 

中考即將來臨，為了引導初三學子們緩解焦慮，積極尋求資源應對困境，以自信的姿態參加中考，

今年禪城區教育局引進了教育戲劇，以“戲劇”元素為手段和媒介的教育方式開創新穎的心理團體

輔導形式。 

 

近段時間以來，在香港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戲劇教育專家錢德順博士和黃麗萍博士的指導下，這種

教育戲劇形式的考前心理團輔活動，在佛山市第四中學教育集團，包括張槎中學，六中，吉利中

學等，及佛山市外國語學校陸續開展。 

 

 
教育劇場應用於中考考前心理團體輔導活動  在禪城區張槎中學進行成果彙報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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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劇場的主題為「緩解焦慮，重拾自信」，把戲劇應用於初中三學生於公開考試前的心理團體

輔導活動。現場的展示課上，張槎中學初中三學生體驗了這種新穎的考前團輔活動形式。 

 

故事的第一段中，三位劇中主要人物，小張、敏婷和芷晴，各自擁有的苦惱，比如，“學霸”小張

給自己過大學習壓力；敏婷的家庭關係緊張讓她難以集中精力；芷晴則是苦於成績不好被身邊同

學嘲笑而愈發沮喪，3 名同學聚集在了奶茶店裡訴說了自己的苦惱後，老師詢問在場觀賞的學生

有何建議，學生們紛紛寫下了，比如“找朋友傾訴”、“聽音樂緩解心情”等，調製出一杯杯“解憂奶

茶”。在説明故事裡的主角尋找解決方式的同時，學生也對如何運用身邊的資源和方法進行緩解，

有了進一步的思考。 

 

 
佛山市外國語學校也進行了戲劇形式的中考考前心理團體輔導活動  

 

“禪城區教育局引進教育戲劇豐富教學形式，已探索多年，而應用於中考考前心理團體輔導活動

尚屬首次。”禪城區教育發展中心學校發展指導室主任梁巧華告訴記者：「禪城區教育局一直以

來積極開展教育戲劇的研究與探索，《禪城區為中小學引入戲劇教學法三年行動計畫項目》曾獲

佛山市教育教學成果獎，本次活動是此項目的傳承與發展。」 

 

禪城區教育發展中心學生發展指導室心理教研員羅志敏表示： 「本次活動設計的劇碼，由參與

學校的心理老師利用 2 個月時間打磨而成，劇本內容來自于心理老師日常接觸到的學生個案，抽

取了有共性的內容。戲劇的衝突性有天然吸引能力，現場劇場的形式儘量讓觀眾跟演員能量暢通。

這種活動性強、突破單方說教，同時更大程度引發學生共鳴的形式，獲得了學生們的點贊。」 

本次來聽課的老師為禪城區全區初、高中心理老師。未來禪城區將把教育戲劇應用到更多學科教

學中，認真貫徹新課標中讓學生能充分享受體驗式的學習方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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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評 

大象陰謀：無權者的荒謬牢籠 
 

洪美芝 

香港教師戲劇會劇 

季度評獎勵計劃召集人 

場次 

2022 年 5 月 28 日 下午三時 

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 

 

《大象陰謀》是由韓國編劇李美慶編寫的，2012 年於韓國首演，獲得第 49 屆東亞戲劇獎的最佳作品、

導演及演員獎；第 5 屆韓國戲劇獎的大獎、最佳導演及演員獎，同時亦獲韓國戲劇評論家協會評選為

「年度三大最佳劇作」之一。 

 

香港話劇團的版本是由咸瓔恩中文翻譯和岑偉宗粵語翻譯的，並由方俊傑執導，於黑盒劇場演出。故

事講述數隻大象從動物園逃走，破壞城鎮設施及影響了政客的競選活動。大象飼養員（陳嬌飾）被不

同的人物包括：精神科醫生（周志輝飾）、刑警（吳家良飾）和飼養員母親（文瑞興飾）斷定為放走

大象的人，各人對飼養員放走大象的動機各有不同的解讀，而飼養員則表示事情是意外。 

 

此劇是一齣黑色喜劇，編劇以喜劇的形式，包括誇張的手法和詼諧的台詞去呈現出人性的醜陋和無權

者荒謬的人生和命運。故事的開展，是精神科醫生和飼養員的對話，讓觀眾從精神科醫生的角度去瞭

解事件，認為飼養員是因為對大象產生心理投射和愛意而放走牠們，同時亦拿出了不少證據以支持自

己的論點。把大象投射為女性並產生性幻想是何其荒謬，專家口中以不同的學術名詞、疾病名稱解釋

著，令觀眾相信這個荒謬的「真相」。然後，刑警出場並審問飼養員時，卻出現另一「真相」，他認為

飼養員是被人收買而作出此行動，目標是為了破壞政客的競選而導致失利。有暴力傾向的刑警以失常

的方式去審問飼養員，逼令飼養員承認刑警所認為的犯案動機，飼養員只能在狹小的審訊室四處躲避。

刑警與精神科醫生各執一詞，同時亦互相對抗，飼養員被挾逼著，他的觀點沒有被聆聽和接納，充分

感受到一位無權者的無奈與委屈。後來飼養員的母親出場，彷彿她是飼養員最親和最信任的人，但她

也以自己的觀點來解讀飼養員的行為，認為他從小已經喜愛放走不同的動物，甚至放走家中的爸爸。

事件成了羅生門，每個人物搜證或舉例，就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而彼此亦沒有打算思考

其他人或飼養員的論點，大家都活在自己的世界內，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情。故事發展到這裡，事情

的「真相」已經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這位無權者 – 飼養員能怎樣自處及如何回應他們呢？佈景是

一個審訊室，由三幅高牆組成，每次角色的出入均會聽到巨大的鐵閘聲，感受到飼養員就是處於重重

包圍的牢籠中，被威權壓迫著。而劇場的第四面牆於劇中成為了審訊室的單面玻璃，我們看得到裡面，

而裡面的人看不見我們。作為觀眾的我們亦彷如站在單面玻璃的背後，看著無權者如何被壓逼著。 

 

充滿韓國色彩的《大象陰謀》，除了對白內容和人物造型外，製作團隊連道具報紙也是印有韓文的報

紙，製作非常細心和認真，彷彿是一齣廣東話配音的韓劇於香港劇場上演，讓人看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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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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劇創作獎勵計劃／教師組（優異） 

劇目：循環 

編劇：黃穎儀老師 

學校：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張槎中學 

 

 第一場 （學校校道 現在） 

 

 （放學鈴打響，校園一片歡呼打鬧聲） 

1. 勇仔 1 （憂愁，）志庭和阿旭已經第三天沒理我了，他們究竟幹嘛？ 

2. 時間之神 VO 你忘記了嗎？ 

3. 勇仔 1 你……你是誰？ 

 （時間之神閃出） 

4. 時間之神 我是時間之神，我可以帶著迷茫的人類，穿梭時間，尋找問題的答案。 

5. 勇仔 1 你是時間之神？你剛說我忘記了什麼？ 

6. 時間之神 看來你真的是忘了。三天前，你搶了阿旭的水壺，因衝動在拉扯中打了起

來 

7. 勇仔 1 我很後悔。我想回到過去，我不想再衝動。 

 

 第二場 陷入循環 

 

 （運動場 三天前） 

8. 體育老師 （舞右）（吹哨）同學們，自由活動。 

9. 時間之神 （手指舞右）你忘記了的事，就是這麼發生的。（勇仔和時間之神定格） 

10. 勇仔 2 （看看手裡的水壺、周圍環境）我真的穿越了？……志庭，我沒帶水壺，

借我點水喝。（一手搶過志庭水壺） 

11. 志庭 2 （水剛到嘴邊想喝，結果被勇仔 2 號搶走）勇仔，你幹嘛，我還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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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水壺搶了回來） 

12. 勇仔 2 這麼小氣幹嘛，就喝一點而已。（再次搶回來） 

13. 志庭 2 （生氣，動手，想搶水壺，）你自己經常不帶水壺而已，我沒說給你喝。 

14. 勇仔 2 不好意思，志庭，還給你。 

15. 志庭 2 經常不問一下，就拿別人的東西。 

16. 勇仔 2 不好意思，志庭。 

17. 志庭 2 你就總是這樣，以為自己叫勇仔就真的可以這麼勇嗎？ 

18. 勇仔 2 你不要太過分，我已經跟你說了兩次不好意思了，把水壺還給你了，你還

想我怎樣？ 

19. 志庭 2 說不好意思就很了不起嗎？ 

20. 勇仔 2 （搶過水壺，摔在地）不就是一口水嗎？我都跟你道歉了，你不要得寸進

尺。 

21. 志庭 2 （沖上前，推勇仔）是你太過分了，別人不發威就當別人是傻子嗎？  

 （勇仔 2 和志庭 2 打架定格） 

 （台左，學校校道，現在） 

22. 時間之神 你看到了嗎？這就是整件事情的經過。 

23. 勇仔 1 原來是我的衝動，讓我沒有了這段友誼。 

24. 時間之神 你有什麼打算？ 

25. 勇仔 1 我可以回到過去這個時間裡嗎？我想再來一次。我不能再衝動了，時間之

神，你可以幫我嗎？ 

26. 時間之神 可以，但是你需要付出一點代價。 

27. 勇仔 1 什麼代價？ 

28. 時間之神 時間會告訴你的。 

29. 勇仔 1 （時間穿越聲音）啊~~~ 

 （台右 運動場 三天前） 

30. 體育老師 （舞右）（吹哨）同學們，自由活動。 

31. 勇仔 3 （看看手裡的水壺、周圍環境）我真的穿越了？ 

32. 志庭 3 勇仔，你幹嘛，我還沒喝。（把水壺搶了回來） 

33. 勇仔 3 不好意思，志庭，還給你。 

34. 志庭 3 你自己經常不帶水壺而已，我沒說給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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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勇仔 3 不好意思，志庭。 

36. 志庭 3 你就總是這樣，沒問過別人就拿別人東西，以為自己叫勇仔就真的可以這

麼勇嗎？ 

37. 勇仔 3 你不要太過分，我已經跟你說了兩次對不起了，也把水壺還給你了，你還

想我怎樣？ 

38. 勇仔 3 （搶過水壺，摔在地）不就是一口水嗎？我都跟你道歉了，你不要得寸進

尺。為什麼還那麼陰陽怪氣說話。 

39. 志庭 3 我陰陽怪氣？那也比你“欺人太甚”好啊。 

40. 勇仔 3 你夠了！ 

 （勇仔 3 和志庭 3 打架定格 2 號） 

41. 勇仔 VO 一個水壺而已，你也太小氣了吧？ 

42. 志庭 VO 這是一個水壺的問題嗎？這是你的態度問題。 

43. 勇仔 VO 我已經對你忍無可忍了。 

44. 志庭 VO 你以為我就能忍你了嗎？ 

 （隨著 VO 的播放，兩對勇仔和志庭上臺做打架定格，舞臺共展示 4 對勇

仔和志庭的打架定格） 

 （台左，學校校道，現在） 

45. 時間之神 你好像又失敗了，這已經是第 4 次穿越了。 

46. 勇仔 1 （台左定格解除，看向臺上 4 對打架定格）我好像掉進了迴圈，我永遠也

走不出“衝動”的迴圈了。我再怎麼努力穿越回去，都是徒勞，阿旭不會再

和我做朋友的了。（頹廢地坐在地上） 

47. 時間之神 看來，代價已經出現了。 

48. 勇仔 1 代價已經出現？代價是我的快樂，我的積極心態？ 

49. 時間之神 是的，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你已經陷入了不想再努力的消極情緒中，

陷入了自我否定的狀態裡。 

50. 勇仔 1 時間之神，那我該如何突破迴圈？ 

51. 時間之神 你看到那蘋果樹了嗎？你把上面的蘋果摘下來，我就告訴你答案。 

52. 勇仔 1 （嘗試一次，失敗，氣喘吁吁）時間之神，這蘋果長的好像很高似的…… 

53. 時間之神 那你試一試那一棵蘋果樹吧。 

54. 勇仔 1 （試跳第一次，失敗。）時間之神，我差一點點便可達到了。（蓄力試跳

第二次，成功）時間之神，我成功了。這個蘋果長得雖高，還是可以摘到

的。 

55. 時間之神 蘋果的高度太高，對你來說不可能完成，你便不會嘗試。如蘋果樹的高度

雖高，但仍在你能願意嘗試的範圍，你才會願意嘗試不斷的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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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勇仔 1 要為自己定出一個具體而可以達成的目標。 

57. 時間之神 對了。一個目標不夠具體，不可操作，就像一個蘋果在遙不可及的位置，

怎麼跳都摘不下來，嘗試了數次後便失去再嘗試的動力了。在多次穿越

後，你會覺得自己永遠都沒辦法成功，從而失去想要努力的動力， 

58. 勇仔 1 打破迴圈的關鍵是，我的目標要具體，可操作，跳一跳就能實現。 

59. 時間之神 但如何為自己設定一個較容易達至能忍耐別人的目標，也要下一番功夫

啊！  

60. 勇仔 1 時間之神，我想到了，我要在罵志庭前，先要求自己由 1 數到 10。 

61. 時間之神 對，這方法較具體和較能操控。 

62. 勇仔 1 請給我最後一次穿越的機會。 

 

 第三場 打破循環 

 

 （台右 運動場 三天前） 

63. 勇仔 5 （看看手裡的水壺、周圍環境，自言自語）我又穿越回來了，這次，我的

目標是，我要在說話做事前，握拳倒數十秒，想清楚後果才行動。 

64. 志庭 5 勇仔，你幹嘛，我還沒喝。（把水壺搶了回來） 

65. 勇仔 5 不好意思，志庭，還給你。 

66. 志庭 5 經常不問一下，就拿別人的東西。 

67. 勇仔 5 不好意思，志庭。 

68. 志庭 5 你就總是這樣，以為自己叫勇仔就真的可以這麼勇嗎？ 

69. 勇仔 5 （自言自語）忍住。10、9、8 

 （PPT ）7、6、5、4、3、2、1 

70. 勇仔 5 （自言自語）勇仔，深呼吸，冷靜，畢竟確實是我在沒有經過別人的同意

下動了別人的東西。 

71. 勇仔 5 阿旭，真的很不好意思，原諒我剛剛真的太渴了。 

72. 志庭 5 下次記得先問一下我。我又不是不講理的人，給你。（把水壺遞給勇仔） 

73. 勇仔 1 （感動）謝…謝謝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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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劇創作獎勵計劃／中學組（榮譽獎） 

劇目：提醒·2019 

編劇：S5 夏伊 

學校：寧波公學 

 

 （2019 手機鈴聲響起） 

1. 2022 一心 喂！喂！喂！聽得到嗎？ 

2. 2019 一心 喂，聽得到？你是誰？ 

3. 2022 一心 我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我是三年後的你。我知道你喜歡吃榴槤、喜歡吃      

辣、不喜歡吃蔥和芫茜⋯⋯ 

4. 2019 一心 那你喜歡吃番茄嗎？ 

5. 2022 一心 喜歡吃番茄醬，不喜歡吃番茄。還有，還有喜歡吃香蕉，可是永遠都不會吃香

蕉味的東西。 

6. 2019 一心 真的是你！你怎麼有辦法打電話回來？三年的時間科技進步這麼快的       

嗎？ 

7. 2022 一心 不不不，不說這些了！我的時間有限，我現在有幾句話想跟你說，你要      

牢記。 

8. 2019 一心 可以，是六合彩的號碼嗎？ 

9. 2022 一心 不是不是，我有三樣事情想交代。一、爸媽叫你去爬山，一定要去。二、要珍

惜校園生活，要多參加課外活動。三、要常去老人院探望外婆。 

10. 2019 一心 為什麼？難道你不喜歡待在家嗎？爬山又曬又熱、上學又要天天早起、      

外婆天天嘮嘮叨叨很煩人誒⋯⋯ 

11. 2022 一心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現在的我多渴望能邁出家門。 

12. 2019 一心 怎麼了？怎麼聽著好像世界末日似的？ 

13. 2022 一心 你會在幾個月後引來巨大的挑戰——疫情。你的生活方式，所有所有的      

一切都會被打亂、被整改。 

14. 2019 一心 嗯？ 

15. 2022 一心 你每次出門必須配戴口罩、吃飯也會限人數。最重要的是，你每天都擔      

驚受怕，害怕哪天自己也會染疫。 

16. 2019 一心 這真的嗎？聽著好像世界末日似的。口罩這麼悶熱，在夏天怎麼受得了。 

17. 2022 一心 沒事，習慣就好。所以你要珍惜時間，爸爸媽媽叫你一起去爬山，你就      

去吧。看看大自然、吸一下新鮮的空氣，我也好想摘下口罩呼吸新鮮的空氣。 

18. 2019 一心 那好吧。可是我真的不想上學，好累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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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22 一心 好好享受吧，幾個月後你要是再想上學就難了。我現在快畢業了，可是      

過得很茫然。上網課的感覺真的很不踏實，現在連畢業典禮也不知道能不能參

加⋯⋯ 

20. 2019 一心 上網課嗎？不用回學校，不是挺好的嗎？ 

21. 2022 一心 一開始我也這樣想的，你多去幾次籃球訓練吧！ 

22. 2019 一心 盡量吧。 

23. 2022 一心 最重要的是去看看外婆，外婆這幾年身體變得很差。我們也不能去探望，只能

打打電話。她很愛我們的，有很多事她都忘了，可是我們小時候的事，她都記

得一清二楚。……對，我最近跟媽媽聊起些往事，外婆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

小時候我們很喜歡抱著柳丁啃，外婆覺得我們天生就喜歡柳丁。哈哈哈哈。 

24. 2019 一心 這麼說，我好像想起來了一點。 

25. 2022 一心 所以啊，要多陪陪外婆。外婆現在說話聲音也小了不少，你到時候要耐      

心陪她聊聊天，還要偷偷帶幾顆她喜歡吃的杏仁巧克力。現在我們去不了探

望，她好久沒吃了，饞得不得了。 

26. 2019 一心 好的，我會的！你也要加油，總有一天，一切都會回復正軌！可是我還是      

想知道六合彩的頭獎號碼。 

27. 2022 一心 有一期最大的，號碼是 10⋯⋯3⋯⋯20⋯⋯ 

 （嘟嘟⋯） 

28. 2019 一心 唉，怎麼到這就斷線了！ 

 （2022 一心手機響起） 

29. 2022 一心 喂？你是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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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Play Writing Award Scheme / Secondary Division (Merit) 

Play: Easy Money 

Writers: Ann Jason Adrian (Grade 7) & Wong Shun Lok (Grade 7) 

School: Diocesan Boys’ School 

 

1. Robber (to himself, rehearsing) Hands up! This is a holdup! Hold up your hands, this is a 

stickup - stick up your hands, this is a holdup! Gimme the money. Ooh, I gotta get that 

right! Hands up, this is a stickup, gimme the money - hands up, this is a stickup, gimme 

the money… Oh, that's it! Hands up, this is a stickup, gimme the money 

 ( Robber runs into the shop.)  

2. Robber Hold your hands! This is an upstick! Up sticks, this is hand-held! 

3. Shopkeeper Excuse me? 

4. Robber I mean this is a stickup - a hold-stick. I mean a hand-stick... 

5. Shopkeeper Oh, you mean this is a holdup. 

6. Robber Yeah, that's right, it's a holdup. Up with your hands and give me your money! 

7. Shopkeeper How do I give you the money with my hands up? 

8. Robber Well, you put your hands up and give me the m... no, you give me the money and then 

put your ha... Oh, I don't know, figure it out yourself - but give me the money. 

9. Shopkeeper Well why should I? 

10. Robber I've got a gun, stupid. 

11. Shopkeeper Mhm... 

12. Robber And it's loaded… With real bullets... and if I fire it, you'll be dead - lying on the floor - 

dead! 

13. Shopkeeper Well, go on then - shoot me. 

14. Robber Do you mean that? 

15. Shopkeeper Yes. 

16. Robber Oh - stop messing around! Gimme the money. 

17. Shopkeeper No. 

18. Robber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 I don't want to shoot you. 

19. Shopkeeper I know that. 

20. Robber You see, you're supposed to be terrified of my threats. 

21. Shopkeeper I see. 

22. Robber ...and I waggle the gun, and you give me the money. And then I run out with the bag. 



 
 

20 

23. Shopkeeper Of course. 

24. Robber Alright then, shall we do it again? 

25. Shopkeeper Right. 

26. Robber Right, I won't go all the way out - just halfway... Footsteps away and return, 

quickly …Stick up your hands, and gimme your money! An alarm bell starts to ring… 

Ooh! What d'you press that for? It's the alarm!  

27. Shopkeeper I know. 

28. Robber Oh - the police'll be round here any minute! They'll take me away and put me in 

prison… 

29. Shopkeeper Well hurry up and go away then! 

30. Robber What - without the money? No. I won't go! 

31. Shopkeeper Get outta here, you idiot - I don't want you to go to prison! 

32. Robber I know you don't. 

33. Shopkeeper Well go away, then. 

34. Robber No - I'm not going. 

35. Shopkeeper Get out! 

36. Robber Nope. 

37. Shopkeeper Get out of here! 

38. Robber Won’t. 

39. Shopkeeper Oh all right then. Take the money 

40. Robber Thank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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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r Training Course on Speech and Drama (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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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 Diploma of Associate 

Trinity College London (ATCL) - Speech and Drama) 

 

Course Details 

Lessons: A total of 26 lesson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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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9:00pm , from Oct, 2022 to May, 2023.  

Lesson Date Lesson Date Lesson Date 

1 Oct 18, 2022 7 Jan 03, 2023 13 Mar 21, 2023 

2 Nov 01, 2022 8 Jan 17, 2023 14 Apr 04, 2023 

3 Nov 08, 2022 9 Jan 31, 2023 15 Apr 11, 2023 

4 Nov 22, 2022 10 Feb 07, 2023 16 Apr 18, 2023 

5 Nov 29, 2022 11 Feb 21, 2023 17 Apr 25, 2023 

6 Dec 13, 2022 12 Mar 07, 2023 18 May 02, 2023 

Other learning activities will be arranged on other days from Oct, 2022 to May,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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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arly bird discount ($18,810) is offered for applying on or before Aug 31, 2022. A 25% 

discount ($14,850) is offered for full time students. 

Application: Clink into the Google form with link  https://forms.gle/e5vUZGcZnEo72g2V7     

    
Deadline:  Sep 30, 2022  (Deadline for early bird: Aug 31, 2022) 

Enquiry:   9780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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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e5vUZGcZnEo72g2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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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及劇本演繹獎勵計劃（2022年 9月） 
主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協辦：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表達能力，是學生極重要的能力。讓學生演繹故事或劇本，是培養學生表達能力的良好方法。為

此，本會籌辦「故事及劇本演繹獎勵計劃」，以鼓勵培養學生創意及表達的能力。學生可獨自或以小

組形式，創作/選取一故事或劇本，以「聲音」或「影片」演繹。 

 

計劃詳情 

活動：以聲音或影片演繹故事或劇本 

題材：故事或劇本，可原創或現成，可演繹整個作品或選段，題材不限 

對像：小學生、中學生、教師 

人數：創作故事或劇本人數以 4 人為限，演繹故事或劇本以 8 人為限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英文均可 

長度：演繹時間，不少於 2 分鐘，不多於 10 分鐘 

版權：參與本活動人士，須同意本會把作品、錄音、錄像戴於會訊或本會網頁 

評審：資深戲劇教育工作者 

獎狀：參與人士可獲「榮譽獎狀」、「優異獎狀」、「良好獎狀」、「嘉許獎狀」 

截止：2022 年 9 月 5 日 

公佈：2022 年 9 月 15 日 

費用：$120 （參與者須把款項存入本會中國銀行戶口，戶口名稱：香港教師戲劇會有限公司，賬

號：012 565 0008 7022， 並上傳入數紙致以下連結） 

檔案：如以「聲音」演繹，須提交 mp3 檔；如以「影片」演繹，須提交 mp4 檔 

提交：登入以下連結或二維碼，填妥相關資料，並提交故事或劇作文本 WORD 檔 

查詢：錢老師 9780 1760 

 

提交： 

登入連結 

https://forms.gle/wDXN9fHXGFyhj7yX7 

 

  或  二維碼 

 

 

  

https://forms.gle/wDXN9fHXGFyhj7y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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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劇創作獎勵計劃（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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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5 日 

公佈獎項日期：2022 年 9 月 15 日 

費用：$120 （參與者須把款項存入本會中國銀行戶口，戶口名稱：香港教師戲劇會有限公司，賬

號：012 565 0008 7022， 並上傳入數紙致以下連結） 

提交：登入以下連結或二維碼，填妥相關資料，並提交故事或劇作文本 WORD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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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P4uy6ThYK7cyTm3y6     

或二維碼： 

 

 

mailto:info.hktda@gmail.com
http://www.hk-tda.com/tc/node/669
https://forms.gle/P4uy6ThYK7cyTm3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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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優秀劇評獎（2022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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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者：可個人，或小組（4 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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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戲劇教育工作者及專業劇評人士 

獎狀：參與人士可獲「榮譽獎狀」、「優異獎狀」、「良好獎狀」、「嘉許獎狀」 

費用：$120 （參與者須把款項存入本會中國銀行戶口，戶口名稱：香港教師戲劇會有限公司，賬

號：012 565 0008 7022， 並上傳入數紙致以下連結） 

截止日期：2022 年 9 月 5 日 

公佈獎項日期：2022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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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XudRGhS1yUW34PVd7 

 

二維碼：  

 

 

 

  

http://www.hk-tda.com/tc/node/667
https://forms.gle/XudRGhS1yUW34PV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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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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交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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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nfo.hktd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