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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欣賞戲劇名著的法門

契訶夫之夜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的戲劇晚會 2022
錢德順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緣起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擁有深厚的戲劇傳統，學校設立戲劇科已有二十多年，是香港首間於中一至中六各
級都開設正規戲劇課程的津貼中學。
自 2017 年起，戲劇科讓學生學習經典名著，既認識名家的作品，亦藉戲劇製作讓學生反思人生。戲
劇科在中四級的課程中，指導學生把長篇的戲劇名著，撮寫為 30 分鐘的短篇獨幕劇。獨幕劇既要完
整，亦要保留原著的情節、人物和經典台詞。
中四級戲劇班的學生，按學社分作四組，各組撮寫一個名著，讓自己所屬的社，在戲劇晚會中演出。
2017-2019 連續三年的戲劇晚會，分別演出了莎士比亞的四齣喜劇、愛情劇和悲劇。2020 年的戲劇晚
會因新冠疫情而停了一年。2021 年則演出曹禺的四大悲劇。

契訶夫四齣戲劇
今年 2022 年的戲劇晚會，訂於 2022 年 8 月 12 日五旬節林漢光中學禮堂舉行，學校四社分別演出四
齣契訶夫的作品，分別由信社演出《櫻桃園》、望社演出《伊凡諾夫》、愛社演出《三姊妹》、恩社演
出《海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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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國著名劇作家，被認為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說之王」之一，一
生創作量豐富，對世界文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契訶夫也是俄國偉大的劇作家，擅長從平淡的日常
生活中透視世情，被稱為「日常生活中的現實主義」。
我們以為，就是到了今天，我們的學生和青少年人，仍可在契訶夫的作品中得到啟發。
櫻桃園
《櫻桃園》講述一對俄羅斯的貴族兄妹，加耶夫和柳鮑芙夫人，過着揮霍的生活，把祖業櫻桃園按了
給銀行。最後因無力償還銀行債務，銀行便要把他們的櫻桃園拍賣。柳鮑芙夫人飽受壓力，但只懂用
吃喝玩樂的方法，圖為自己減壓。
曾是櫻桃園農奴的羅巴辛，昔日曾受柳鮑芙夫人的恩情。爲了報恩，羅辛巴努力為柳鮑芙夫人提供保
存櫻桃園的方法，

櫻桃園中的貴族階層

柳鮑芙夫人有一兒子，多年前曾溺斃於櫻桃園附近的河中。為減觸景生情，柳鮑芙夫人便與女兒安尼
雅到巴黎生活，將櫻桃園交與養女瓦里雅及哥哥加耶夫打理。後來，柳鮑芙夫人在法國愛上了一位男
士，為他用盡金錢，最後更向銀行貸款，銀行則要求將櫻桃園作抵押。
羅巴辛曾為櫻桃園的農奴，靠着自己的努力成功贖身。羅巴辛不單陪伴柳鮑芙夫人面對困境，更為她
想出可行的解決辦法。他提議柳鮑芙夫人把櫻桃園賣掉，興建別墅收租。可是，生於貴族的柳鮑芙夫
人及加耶夫沉醉於幻想中，堅決反對於櫻桃園上興建別墅。
加耶夫拿着很少的錢前往拍賣會，希望買回櫻桃園。柳鮑芙夫人即使面對經濟問題，仍然過著奢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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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舉行舞會，並邀請樂隊到場，希望舞會能為她把煩惱忘掉。
然而，櫻桃園的危機是經濟危機，並不能以逃避現實的方法而解決。櫻桃園最終被賣掉，而買主竟是
曾於其中當農奴的羅巴辛。
櫻桃園給學生多方面的啟發。學生常面對學業所帶來的壓力，卻多少能積極面對？不少學生以不同的
方法為自己減壓，如找朋友傾訴、尋找娛樂、多做運動……這些都能為學生帶來短暫的減壓，然而，
學業的壓力，總要學生撥出時間發奮溫習，才能徹底解決。
伊凡諾夫
伊凡諾夫本對生命充滿熱誠，自以為是一個有天份的農業工作者。他曾積極嘗試各種科學種植法來經
營農莊。他遇上了猶太女子安娜，深愛對方，結為夫妻。安娜甘願為伊凡諾夫拋棄父母和自己的猶太
教信仰。伊凡諾夫自以爲嘗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

伊凡諾夫與病重的太太安娜

可是，科學種植法失敗，農莊入不敷出，欠下了友人列別夫巨債。社會上滿是關於伊凡諾夫的流言蜚
語，並惡意中傷。尤幸親戚鮑爾金，為他出謀劃策，卻未能擺脫困境。
伊凡諾夫撐了好一段日子。突然，他對生活失去了熱情，變得意志消沉，見不到生命中有任何曙光。
他深陷精神苦痛之中，無心也無力眷顧妻子，任其受肺癆的折磨，終日鬱鬱寡歡，在死亡的邊緣中。
友人列別夫的女兒莎莎，一直深愛著伊凡諾夫。莎莎渴望用愛情來喚醒她所深愛的伊凡諾夫。伊凡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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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也希望藉着莎莎的愛情，重新振作起來。
莎莎不顧家庭的反對，誓要嫁給伊凡諾夫。就在舉行婚禮的前一刻，絕望迷茫的伊凡諾夫受不了良心
的譴責，又突然失去了活着的熱情，最後自盡，結束一切的荒謬。
伊凡諾夫的遭遇，對同學來說並不陌生。不少同學在初中時，很是積極，對學業和校園生活，充滿信
心。一上到高中時，功課全不是初中的模式，很多科都難以掌握，一個接一個的測驗，儼如一個接一
個的打擊。突然，同學對學習失去熱情，見不到生命中有任何曙光，深陷精神苦痛之中。
同學或以為沒有人會理解他們的困境，其實不然，我相信不少同學升上高中時，或多或少在學業上會
遇上如此困境，最少伊凡諾夫能明白你們。在伊凡諾夫身邊，沒有多少人能重振他生命的熱情。同學
則不同，同學身邊還有很多天使，父母、老師、同學、社工……可以傾訴的人多的是。
三姊妹
三姐妺生於俄羅斯一個家庭中，三人都滿有理想、抱負、並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渴望。
故事開始的十一年前，三姊妹隨着父親普洛夫上校由莫斯科到彼爾姆鎮生活。在彼爾姆鎮的十一年間，
大姐奧加成為一間學校的教師，二姐瑪莎有一段並不圓滿的婚姻，三妹伊蓮娜仍然尋找着如意郎君。

一心要遠赴莫斯科過新生活的三姊妹

三姐妺一直對莫斯科的生活抱着憧憬，希望能有天返回莫斯科。三姊妹有一位大哥安德烈。安德烈也
夢想着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大學當教授。
大哥安德烈娶了兇悍的娜達莎，娜達莎討厭三姊妹，恨不得將三姊妹逐出家庭。三姊妹也同樣討厭娜
達莎。這個家，在娜達莎加入後，便不再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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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紥在彼爾姆鎮的軍旅，為這個地方增添了一份熱鬧。二姐戀上了一位連長威申寧，三姐則要嫁給另
一位已離軍隊的屠森巴中尉。隨着彼爾姆鎮上的軍隊撤出，彼爾姆鎮回歸冷清。大姐當了校長；二姐
的戀人威申寧連長隨軍旅離開彼爾姆鎮，二姐只好重返丈夫身邊；三姐的未婚夫屠森巴，在與情敵決
鬥時被殺。三姊妹的理想、抱負、期望一一落空。然而，她們知道，她們仍要努力生活下去。
同學們也有自己的渴求和夢想。沒有夢想的人生，是沒有動力的，是不愉快的。要達至夢想，自己當
然要努力爭取。然而，也不能單靠自己的努力，而要視乎各式各樣的因素，例如個人的健康狀況、身
邊人士的流徙、社會的客觀環境等。
夢想最終沒有落實，正是我們人生的寫照。然而，我們應如何看待我們自身夢想沒有落實的生命呢？
三姊姐在劇終時，相互勉勵的說，我們還是要努力活下去啊。
夢想如能落實，我們當然很高興，並要道賀一番。夢想如不能落實，或繼續努力，或調節夢想。總之，
要保持積極，要努力積極的生活下去。
海鷗
故事圍繞一位鄉村少女妮娜對夢想、舞台、榮譽等的追求，以及一位青年作家卓別夫嘗試在傳統戲劇
中突圍而出。
年青作家卓別夫反對主流戲劇，而自己的母親伊琳娜卻是戲劇界當紅的演員。伊琳娜又與著名小說家
特果林相戀，令卓別夫感到羞恥。
卓別夫渴望自己的戲劇能夠闖出一片天，希望得到他人認同。全劇之始便是他的首部演出，他確認他
的母親並不賞識他的戲劇，他甚至以為在場的人都不賞識他的戲劇，包括他心愛的妮娜。那簡直是一
次失敗之作，他大受打擊，鬱鬱不得志。
少女妮娜覺得自己就像一隻被湖水吸引的海鷗，喜愛演戲，渴望自己能夠站在舞台上，成為一位出色
的演員。即使遭到家人的反對，她依然堅持追尋自己的夢想，選擇到莫斯科當演員。
妮娜一直未能成為出色的演員，但她卻享受在舞台上當一個演員。卓別夫最終在劇作上闖出了名堂，
但他卻未能從中得到快樂，也不明白創作對他的生命有何真正的意義。卓別夫最終選擇了結束自己的
生命。

6

妮娜在離別卓別夫前再演出卓別夫的作品

海鷗讓人看到應如何當一個藝術家。卓別夫是反面角色，他當藝術家，只為別人的讚賞，他並不享受
藝術。妮娜則不同，她最終並沒有太多人的讚賞，然而她享受她的藝術，並在藝術中獲得快樂。
其實不單是藝術家，做人也如是。倘我們整天都為得到別人的讚賞而生活，便會終日誠惶誠恐，毫無
樂趣。倘我們能自行在生活中找得樂趣，只求問心無愧，縱得不到人家讚賞也不介懷，自由自在，便
有真快樂了。
結語
契訶夫的作品適合所有年齡層，無論是青少年或是成年，都會在契訶夫的戲劇裏，找到許多重要的事
情。契訶夫的戲劇，為全球的戲劇帶來了重大突破。其中的情節，並不同於那個時代的傳統戲劇，而
是更重視人物的內心想法。
契訶夫生活的時代，和我們生活的時代共通，就是充滿了不安和壓抑。他對當時時代的心理感受與我
們所感受相類似。契訶夫這四齣戲劇都很沉重，卻讓我們對人生有更細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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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評

最後禮物
種種對比和反差 成就戲劇張力和衝突
洪美芝 (戲劇教育工作者、劇評人)

觀賞場次：
2022 年 9 月 15 日 下午八時
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最後禮物》劇本集寫上「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言十五章 17 節）素
菜比喻著簡單平淡的生活，而肥牛則是比喻為富裕的生活。在簡單平淡中沒有貪婪、妒忌，大家能換
來彼此的相愛；反之，富裕卻造成相爭和相恨。這段經文正好回應了《最後禮物》這個爭產故事內容，
而素菜和肥牛、相愛和相恨的對比，就是我看這套劇的最大特色。《最後禮物》是由莊梅岩編寫和陳
焯威執導，原訂於本年一月份公演，但因疫情而延期至八月上演。故事講述哥哥歐陽晴（黃子華飾）
離家出走十多年，弟弟歐陽曦（潘燦良飾）一直擔當照顧父母的角色。父母相繼離世留下一筆遺產予
兩名兒子，如今因為承繼遺產而再次相聚及展開一連串的衝突。編劇莊梅岩五度獲得香港舞台劇獎最
佳劇本獎，她的作品多是寫實和具社會性的，描寫人物性格細膩而立體，他們在實而不華的故事情節
中，展露出各種人性和關係，以逐步揭示人物內心深處的心理狀態。這個劇本也不例外，爭產的故事
情節簡單平實，但內裏種種的對比和反差，卻令劇情充滿張力。
在人物描寫方面，普遍傳統華人社會裏的長子，理應有較多的家庭責任和背負父母更高的期望，但在
這個家，哥哥是一個讀書不成的學渣，而弟弟是處事冷靜和有條理的學霸。除了他們成長背景的不同
外，他們的性格和遭遇亦有著鮮明的對比。哥哥當初因闖禍而離家出走，生活拮据；弟弟則平步青雲、
事業有成、經濟無憂。但哥哥歐陽晴的性格並不討厭，從他與太太 Sofia（韋羅莎飾）以及西裝店老
伙計嫻嬸（區嘉雯飾）的互動中，可見他真誠、善良和風趣幽默。而弟弟與哥哥的性格相比卻是嚴肅、
冷漠和無情的。此外，他們二人連情緒的表達上亦有著強烈的對比。哥哥在傷心時會留下眼淚、在生
氣時會發脾氣、講粗口；弟弟卻一直抑壓情緒，言行上也盡力保持冷靜和理性。鮮明的對比不止於對
人物的描寫，還有對環境的描寫。兩兄弟成長的唐樓，沒有換的門鎖、嫻嬸的辛康納利相片、全家幅、
窗外「愛」字的霓虹燈等等，都象徵著懷舊、念舊和不變的情懷，而律師樓辦公室就成了唐樓的對比，
律師樓的佈景設計簡約新潮，冷色系及用色單一，散發著冰冷的感覺，突顯了律師樓這個地方是以執
行任務為主，同時律師們會保持中立持平的態度，與唐樓舊居相比，簡直是兩個世界。
悲劇就是看著主角在情節佈局中不能脫離命運而遭遇不幸。在《最後禮物》中，在多個位置上，若角
色有另一選擇便能扭轉結局，例如：太太 Sofia 勸歐陽晴回阿根廷，不要和弟弟打官司爭奪遺產；律
師 Mandy（黎玉清飾）早點通知歐陽晴關於弟弟歐陽曦決定分錢給他，觀眾明白歐陽晴本已脫離原生
家庭為他帶來的悲劇，自己已組織一個新的幸福家庭，但最後卻因衝動而殺害弟弟，脫離不了悲劇的
結局。在劇本集另寫了一個結局，標題為「甜點」，它可沒我想像中那麼甜，我原以為是冰釋前嫌、
重新相愛，但只是歐陽晴沒有成功用剪刀插中歐陽曦。在歐陽晴說不會在自己的家庭比較兩個子女時，
就已經是寄寓了悲劇的終結，上一代製造出來的苦，有機會在歐陽晴的下一代停止。當所有人的心靈
已經千瘡百孔，根本不能如此輕易和解和相愛，所以身體沒有受傷，相信在編劇而言，已經是大團員
結局了。
洪美芝，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專業會員，2017 年開始為不同機構撰寫戲劇評論。部分
評論文章被收入《2018-2020 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及香港話劇團《劇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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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劇創作獎勵計劃／教師組（優異獎）

情緒調色板（心理教育劇場）
謝海燕老師／廣東省佛山市元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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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省佛山巿元甲學校演出心理教育劇場

第一部分

前置部分

一、導語
自 2020 年初春以來，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影響著全世界，無論是我們的學習，還是我們的生
活，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面對這樣的轉變，我們要應具備堅強的內心，要有一定的心理調節
能力以及面對挫折的勇氣。
學會調整情緒，學會應對生活突發的事件、應對困難和挫折，是新世紀每一位小學生的必修
課。我的情緒，我做主。
二、遊戲引入
同學們，每個人總有情緒低落的時候，而每個人的感受卻有不同。現在我們來玩一個遊戲「百變自
己」。現在全體同學跟着螢幕上的不同表情，加以模仿。
（模仿後）想一想：在這麼多的不同面部表情中，選擇自己最喜歡的一個，並說一說為什麼？（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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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3 個台下同學）
三、教師小結
同學們，我們都喜歡笑臉而不喜歡哭臉、憂愁的臉，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好消極的情緒呢？請欣賞話
劇《心理調色板》，看看劇中的人物是怎樣調整自己的情緒的。

學生投入參與前置活動

第二部份 劇本部分

第一場

我不是故意的

（課室，各同學收拾書包準備離開）
（放學鈴聲響起）
1.

學生丁

（抱籃球，高興地衝出課室）返校上課就是好！週末了，可以和夥伴打球了。喂，
兄弟等等我。

2.

學生甲

終於迎來週末，小可，你有什麼計畫？

3.

小可

可以有什麼計畫？我的週末我媽做主。她安排了各科的練習題給我，說是讓我鞏固
一周的學習成果，我也不喜歡週末。不說了，我得趕緊走，今晚還有網課。
（小可急匆匆離開。書包太大，桌子間距太小，書包碰到前面同學筆盒，筆散落一
地）

4.

小可

對不起，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
（小可轉身想收拾落地的筆盒時，書包又碰了另外一個同學的水壺，水倒得到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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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5.

同學乙

（埋怨）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就不清楚了。

6.

同學丙

（譏諷）搞個一箭雙雕，你倒真是個惡作劇高手。

7.

小可

（亂成一團，不知如何是好）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想去收拾）

8.

同學乙

走開走開。

9.

同學丙

有你在，又不知道又會發生多少意外。

10. 小可

對不起，對不起呀（灰溜溜地回家）
———

11. 主持

（現場提問環節）同學們，你有被同學誤會的經歷嗎？你當時的感受是怎樣的？
具體操作：
請各小組同學圍圈而坐，各人先在組內分享被別人誤會的經歷和感受。
請 2-3 個同學在班內分享。
———

小學生們傾力演出

第二場：委屈到極點

（地點：小可家）
（小可垂頭喪氣地回到家）
12. 媽媽

（正在做飯，冷言）不是一早提醒你，今晚有網課，讓你提早一點回家。又不知道
去哪兒玩？

13. 小可

媽，我沒有去哪裡玩，不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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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媽媽

（翻白眼，嫌棄）不是這樣會是怎樣，總之一提到學習，你就一百萬個不願意。

15. 小可

（欲言又止，灰溜溜地入房間。突然大叫，拿著試卷衝出房間）媽媽，你看看。妹
妹又把我的試卷塗了個大花臉。上周在家上網課，她已經塗改過一次了，這是第二
次了。老師說過，我再這樣，就要重新把試卷抄一次的。妹妹在哪？我要她賠我試
卷。

16. 媽媽

（冷冷）你活該，重要的東西不放好。怪得了誰？妹妹才兩歲，她懂個啥？

17. 小可

媽媽，你總是護著妹妹，你偏心。（哭著衝進房間）

18. 媽媽

你這孩子就只懂哭。
———

19. 主持

（現場提問環節）
同學們，看到此刻的小可，你有什麼話想對她說的？
具體操作：
1、請各小組同學圍圈而坐，圈內放一張椅子。
2、各人把椅子想像成劇中的小可，向著椅子說出安慰的說話。
3、請 2-3 個同學在班內分享。
———
第三場：黑白相爭

（小可的房間）
20. 小可

（扔試卷，大聲喊）為什麼，大家都不理解我，誤會我，為什麼呀？
（小可抱頭痛哭，誇張表達出自己的不滿）
（魔鬼從小可身邊閃出來）

21. 魔鬼

（故作親近）小可。

22. 小可

（吃驚）你是誰？

23. 魔鬼

我是住在你心裏的小魔，你說得對，世界上沒人理解你。你的媽媽，你的同學都誤
解你。沒有人跟你好。你是孤獨的、寂寞的。
（天使從小可身邊閃出來）

24. 天使

不是，不是。小可，你別聽他胡言亂語。

25. 小可

（吃驚）你又是誰？

26. 天使

我是住在你心裏的小天使。被同學誤解，你覺得難受，是嗎？被媽媽強迫去學習，
你也不情願，是嗎？

27. 小可

(邊聽、邊哭、邊說) 是的，小天使，我覺得大家都不理解我。（繼續痛哭）

28. 天使

試試從他們的角度去看問題，試試與他們多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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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魔鬼

別自欺欺人了，你的同學都是小氣鬼，斤斤計較，你也只是不小心把筆盒和水杯弄
倒，就遭人罵了，煩死人。

30. 小可

對對對，我確實不是故意的。

31. 天使

你碰到別人的東西，抱怨幾句是正常的。難道你不喜歡到學校與同學一起學習嗎？

32. 小可

我願意！在學校裏，可以與老師、同學一起學，一起玩，是很開心的事。我享受校
園裏的快樂生活。

33. 天使

在與同學相處的過程中，偶然有小誤會是很正常的。只要你以後多為大家做好事，
同學們就不會再計較。畢竟我們每個人都有糊塗的時候。

34. 魔鬼

你辛辛苦苦做的練習紙，變成了妹妹的塗鴉紙，媽媽一點都不體諒你，反而幫著妹
妹。

35. 天使

媽媽說的也是實話。看看平時的你吧！（魔法變變變，重播平時的小可）
———

36. 主持

（現場提問環節）
同學們，若你是小可，你更認同誰（天使或惡魔）的觀點呢？為什麼？
具體操作：
1、請劇中魔鬼和天使分別站在課室的兩個位置（距離拉開）。
2、各人認同哪位（天使或魔鬼）的觀點，就走到哪位的周圍後坐下。
3、採訪 2-3 個同學其選擇原因。
———
插入曾經的一場
地點：課室

37. 老師

小可，你今天又沒有交作業？

38. 小可

（慌慌張張地找，書包亂得不得了）老師，作業我有做，但我暫時找不到。

39. 老師

小可，你就是不懂收拾，作業經常丟三落四，提醒你多少次了？還是這樣！
（大課間鈴聲響了）

40. 同學甲

（手拿太極扇）今天是星期三，請同學帶好武術扇排隊出操啦！
（同學們都拿著太極扇準備排隊出操）

41. 小可

（突然省悟，找太極扇）（抽屜亂七八糟，怎樣都找不到）啊？武術扇？我的武術扇
呢？在哪？在哪裏？

42. 老師

小可，你看你，什麼東西都是隨手亂放，要用起來，哪裡都找不到。你再不改掉這
個壞習慣，它將影響你的一生。
（回到現實）

43. 天使

你看到了嗎？你丟三落四的壞習慣什麼時候才改啊？你現在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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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44. 小可

（傷心地點了點頭）謝謝你，小天使。我確實不太懂得收拾。

45. 魔鬼

小可，你看你媽沒有經過你的同意，把你的週末安排得滿滿的，她根本就不尊重
你。

46. 小可

（點頭回應）

47. 天使

其實你不明白媽媽的做法，媽媽也對你的做法產生誤解。小可，你這樣吧，把你心
裏想對媽媽說的話都說出來吧！

48. 天使

你跟媽媽確實在溝通方面出現了問題。你不明白媽媽的做法，媽媽也對你的做法產
生誤解。小可，你這樣吧，把你心裡對媽媽想說的話都說出來吧！

49. 魔鬼

這有用嗎?大人永遠都是對的。

50. 天使

小可你試試看，媽媽正在客廳打瞌睡，我把你帶到媽媽的夢境，在夢境裡你就放心
說吧！

51. 小可

可以嗎？真的可以嗎？（在天使的鼓勵下，擦乾眼淚，站起來，重燃希望）

52. 天使

可以的，來，跟我來（帶著小可靜悄悄地來到客廳）

53. 媽媽

（累得在沙發上打瞌睡）

54. 天使

（變變變，進入小可媽媽的夢境）

55. 小可

媽媽，我知道我的學習成績不算優秀，我也知道您為了我的學習已經十分操心了。
但您覺得沒有週末的學習會快樂、會有效果嗎？
疫情時的居家學習，我們幾乎天天在家了。好不容易重返校園，我多想週末時像其
他同學一樣，和家人一起親近大自然，開心地去做運動，享受天倫之樂呀！
而我只有學習，再學習！我討厭，我不情願！媽媽，您知道我真的需要什麼嗎？
媽媽，我希望週末時，您和爸爸帶上我和妹妹一起去公園放放風箏，餵餵小魚，那
該多好呀! 媽媽，您明白我的想法嗎？（抽泣起來）

56. 媽媽

（低下頭，沉思片刻）寶貝，不哭不哭。（撫摸著小可的頭，傷心地落淚了）

57. 天使

（安慰）小可，你說得很好。你放心，你的話一定會留在媽媽的心裏。（變變變，走
出夢境回到房間裏）

58. 媽媽

（話外音）小可，你在裏面嗎？剛才媽媽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一個與你有關的
夢，你有時間與媽媽聊聊天嗎？

59. 小可

（驚喜，緊張）小天使，謝謝你的幫助，媽媽主動來找我聊天啦，原來跟媽媽溝通
並不困難，只有自己先勇敢地把想法說出來，別人才會有機會瞭解我，理解我。現
在我的心情好多了。

60. 天使

小可你終於明白了。

61. 小可

嗯，我懂了，當以後再遇到不開心的事情時，我要先調節自己的情緒，學會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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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位思考，另外最重要的是多溝通交流，這樣矛盾誤解自然就會減少。
62. 天使

你說得對極了，每個人都有情緒，遇到被誤解時我們難受；遇到不情願時我們傷
心；學會控制情緒，就要學會不斷地改變自我，調整自我。

63. 小可

謝謝小天使，我懂了，我要做情緒管理的小主人，開心過好每一天！耶！

學生於互動環節中與老師對答

第三部分

後置部分

一、導語
剛才，劇中小可遇到種種導致她情緒低落的問題，經大家齊心合力，為她出謀獻策，使得她開心起
來了。謝謝同學們！現在，我們來把剛才的意見整理一下。
二、活動
以下請大家以四人為一小組，做一個小遊戲，名為「心向陽光，一路芬芳」。
同學們，我們都知道有了燦爛的陽光、充足的水分和空氣，世間萬物才能健康快樂成長。陽光照耀
到的地方到處一片生機盎然。我們一起來為太陽公公裝飾上七彩光線，讓它為地球上更多的動植物
送去光明和溫暖，好嗎？
方法：1. 小組內總結調節消極情緒的小妙招
2. 用簡短精煉的詞句記錄下來
3. 為太陽公公送上七彩的光線
4. 限時五分鐘
三、分享小組總結的調節情緒小妙招
（完成的小組放到黑板前面）邀請 1-2 個小組來分享，同學們歸納的小妙招真好，很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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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把其他組的小妙招歸納成以下五句話，請大家一起來讀一讀。（全體學生看 PPT 讀）
看來這節課大家都收穫滿滿哦。真棒！同學們，這節課，你上得開心嗎？嗯，這就是快樂的情緒。
快樂，我們做事情能事半功倍。
四、總結
同學們，人的一生總不能一帆風順，當你遇到不如意的事，當你和別人發生矛盾，當你被誤解受委
屈時，用上咱們的金點子去調節情緒，做生活的主人，開心快樂每一天。
五、劇組謝幕
（音樂響起）劇組全體成員出場，拍手唱《感受不同情緒，感受不同顏色》。台下一同合唱。
今天的心理教育劇場《情緒調色板》到此結束，希望同學們能做情緒的主人，「心向陽光，一路芬
芳」，努力去尋找自己美好的明天！

學生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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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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quiry:

Sep 30, 2022
9780 1760

(Deadline for early bird: Aug 3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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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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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師戲劇會
藝術文本及表演獎勵計劃
主辦：香港教師戲劇會

協辦：戲劇教育發展基金

本會全年辧與戲劇相關的獎勵計劃，旨在鼓勵學生在多項藝術活動中，發揮藝術天賦，培育創意、
建立自信心和表達能力。內容包括
1. 戲劇評賞（文本 WORD）
2. 短劇創作（文本 WORD）
3. 聲演故事（mp3 / mp4）
4. 廣播劇（mp3 / mp4）
5. 演出錄像（mp3 / mp4）
6. 短片(mp4)
7. 唱歌及舞蹈（mp3 / mp4）

表演藝術獎勵計劃詳情如下：
活動：劇評／分享參演經驗／劇本創作／聲演故事／廣播劇／表演戲劇／表演唱歌
題材：題材不限
對像：小學生、中學生、教師
人數：各類作品以 8 人為限
語言：廣東話、普通話、英文均可
長度：各類作品以 15 分鐘為限
版權：參與本活動人士，須同意本會把作品、錄音、錄像載於會訊或本會網頁
評審：資深藝術教育工作者
獎狀：參與人士可獲「榮譽獎狀」、「優異獎狀」、「良好獎狀」、「嘉許獎狀」
遞交：全年接受作品遞交
公佈：於每期會訊出版前公佈（全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出版）
費用：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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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文本以 word 檔；「聲音」演繹以 mp3 檔；「影片」演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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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二維碼

https://forms.gle/wDXN9fHXGFyhj7y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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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2022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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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來，本會每年籌辦三次座談會，邀請不同學習領域中具創意的教育同工，分享他們在學校中
所運用的創意教學策略，從而激發出席的教育同工，把相關經驗帶回學校，以培育更具創意的下一
代，又同時分享自身的創意教學策略經驗。新一次座談會於 10 月舉行，詳情如下：
主題：創意教學策略應用於提升學生的情緒社交智慧、培訓資優生的創意和高階思維
日期：2022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15 至 4:15
地點：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501 室)
費用：免費
查詢：錢先生（whatsAapp 9780 1760）
程序：
題目

內容

負責人

座談會簡介

凝聚創意教師，結集創意教學策略
HKCEO 會長：吳翠珊教授（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運用創意教學
策略提升學生
情緒社交智慧

小朋友在小學階段成長過程當中，除了學習知識和技能，
心理健康同樣重要。在過往兩年多的日子當中，由於疫情
緣故，小朋友正常回校上課的時間有限，社交生活大受影
響。學校關注到學生的情緒及社交需要，為他們設計了一
星期的情緒及社交學習活動，運用創意教學策略幫助同學
認識情緒，加強表達、溝通及社交能力。

嶺南大學香港同
學會小學

抽離式培訓資
優學生的創意
思維和高階思
維能力

面對未來人工智能的年代，人們更需要具備邏輯思考、解難、
創意思維等能力，所以該校一向重視培訓學生的創意思維和
高階思維能力。講座將分享學校如何有效推動三層模式，以培
訓資優學生的創意思維和高階思維能力，包括簡介整體課程
規劃。講者特別分享抽離式培訓資優學生，當中有很多實踐分享。

馬鞍山循道衛理
小學

回饋及討論

回饋、討論、總結、展望

吳曉靈署任校長
李育珍助理校長

譚凱妮助理校長
陳嘉琪老師

HKCEO 副會長：錢德順博士（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HKCEO 幹事：黃麗萍博士（香港都會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
創意教學策略座談會 (2022 秋季) 報名
登入以下連結，再填妥電子表格

或

請掃描 QR Code，填妥電子表格

https://forms.gle/3VVbsS52qyXqyGG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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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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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