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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劇場年報 2016-17

主辦機構 Presented by:

捐助機構 Funded by:

優化及推廣

60 場
（高小）；

60 場
（初中）

教育劇場實行與發展

60 場
（高小）；

30 場
（初中）

成立演教員團隊

60 場
（高小）

第三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教育劇場年報

密集式教育劇場工作坊
座談會

教育劇場年報

專集出版
網絡資源發佈

計劃簡介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資助，愛麗

絲劇場實驗室策劃及推行，是一個為期三年的小學及中學「教育劇場」計劃。

第一階段　2016 年至 2017 年

計劃首先於高小級別進行。同時培植一支能專注發展及研習教育劇場的專業演教員團隊，為日後計劃深化推行

作穩健根基。

第二階段　2017 年至 2018 年

吸取第一階段經驗，完善教育劇場於小學實行方案，並以相同命題跨步推展中學教育劇場。同時在階段尾聲，

邀請海外專家分別為演教員舉辦「密集式教育劇場工作坊」以提升自身的技巧及能力，亦會舉行「座談會」予

對戲劇教育／教育劇場有興趣人士到場參與，共同分享心得，集思廣益。

第三階段　2018 年至 2019 年

優化第一及二階段的經驗和成果，全面於本港中、小學推行教育劇場計劃，同時推動計劃延展及建立教育劇場

的資源庫。

在第一、二階段完成後，將分別整理及出版《教育劇場年報》作成果的文案紀錄。第三階段完成後，我們便會

集結三年經驗，編輯及出版《諸子百家戲劇教學策略》專集。有關年報及專集將免費發放予全港中、小學及藝

術教育機構，為教育和戲劇界人士提供有用的參考素材，讓這種充滿創意的戲劇教學法，不斷延展及流傳下去，

令更多教師與學生能夠受惠。

於計劃進行期間亦會以錄像記錄精華內容及每場表現優秀的學生訪問，有關資訊將上載到「諸子百家教育劇場

網頁及頻道」（www.jc-atl-tie.com），以供各界別人士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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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劇場 (Theatre-in-Education)

從2002年開始至今，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共製作了十三個適合於本土舉行的教育劇場節目。我們致力改革傳統英國「教育劇場」（Theatre-in-Education）的實行方法，配合「教

育戲劇／戲劇教學法」（Drama-in-Education）的教學策略，彙集國際劇場教育模式而自行發展出一套富香港特色的教育劇場。

在完善的教育劇場的運行過程中，基本由「前置戲劇教學」、「藝團造訪」及「後置戲劇教學」三部分組成。

在藝團造訪前後，演教員和教師運用由本團專為計劃撰寫的教案與學生進行課堂。至於在教育劇場中「藝團造訪」部分，則並非一般的學校巡迴戲劇，學生不會坐著做一

個普通的觀眾，而會在「演教員」（Actor/teacher）的引導下，即時以角色身分完成任務，他們有機會近距離與不同的戲劇人物會面，或與他們共商事宜，或為他們解決困

難。讓學生在戲劇的情境中學習，充分發揮「做中學」的體驗旅程，並從中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及協作精神。

教育劇場《姬明傳》
黃婉萍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 
戲劇學科及應用劇場系主任 
戲劇碩士課程統籌

「在活動中，我學會墨家、道家、儒家、法家的知識。每一家的法規和知識都很

值得我們學習。在活動中，最有趣是跟秦始皇對話時的感覺。雖然覺得很緊張，

但是可以表達到我們自己的感覺和心態。我覺得很開心，如果每天上課都能這樣

就好了。」

樂善堂小學 5A 呂宣妮

為甚麼我們要用劇場去進行教育？如果要舉出學者們的文獻和相關的學術論文以論

之，我們當然可以列出很多涉及教育、劇場美學、戲劇教育、心理學等等的理論；

但就算我們暫時忘卻那些，只透過一名小五學生參與後的第一身感想，我們都可以

一窺當中的奧妙！就舉以上的學生回饋為例，在參與活動後喜孜孜的告訴大家她今

天學到些新知識了，而且是「很值得學習」的，她學得很愉快，希望以後能繼續以

這方式學習。我們看到了教育最成功的一面，即學習的過程是愉快而積極的！當

學生的學習動機一旦被啟動，他們的學習之路便能超越教室，延續到任何時間和空

間──「學習的眼睛」能不分時空地發掘探索的機會，因為他們已領略到學習的樂

趣！而更理想的下一步是當「學習是樂趣」成為習慣時，教育的最高任務：「終生

學習」能力和精神，便不再是空談，而是實實在在的落實在我們的生活中。

今年我有幸於三月二十四日及四月二十六日，兩度到場觀看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撥款資助，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策劃及推行的「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

劃」藝團造訪部分《姬明傳》。雖然多年來一直有到場觀看由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製

作的「教育劇場」節目，但每次仍會給予我新的驚喜和啟發！以是次的主題為例，

要與小學生談中國文化中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談何容易？作為戲劇教育工作者，我

深明當中的曲折，若是我要去設計這樣的一個戲劇學習過程，我會選擇一個怎樣的

切入點？會設定怎樣的活動目標？學生以甚麼身分介入故事？情境如何提供具吸引

力的探索空間？對我而言，戲劇的教學方法最獨特的地方在於「想像」！「想像」

讓我們進入另一世界，在這世界之中我們擺脫了各種框框和顧慮，進入了我們平日

未曾想過的角度進行思考，改變了我們既有與知識的關係。在《姬明傳》的參與式

演出之中，學生在演教員的帶領下一步一步地進入古代隱世知識分子的身分，積極

同理故事中的主角，並幫助她渡過難關。最後更運用對儒、道、墨、法四家基本學

說的知識與秦始皇辯論，從而深化對新知識的理解。就現場所見，同學們從開始至

結束都懷著極高的學習熱情，戲劇的張力牽引著他們的參與動機。這種投入了感情

的學習方式，正如教育戲劇大師蓋文伯頓（Gavin Bolton）所指，是我們的學生在每

日充滿了冷冰冰的分析和操練的課堂時間表中，最為缺乏的！利用戲劇的教學策

略，正好能補足和平衡參與者對情感和理性的拿捏，為將來能成為成熟的、情理兼

備的社會公民作好準備。

根據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設計，是次的「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具有

九大目標，而觀乎參與者的回應和我現場觀察，部分與這階段相關的目標已明顯達

到很不錯的效果，當中包括：

1) 利用「角色扮演」培養學生創意、判斷能力及仁孝思想，從而提升個人品質修養。

在同學們的反饋中，我們可以看見這樣的回應：「……因為儒家有仁愛之心，我

會跟同學們分享，平日我都會以仁愛之心對待同學們。」；「墨家的兼愛很重要，

因為兼愛──愛護國家和愛護國民是一樣的。」；「儒家思想是用比較平靜的心態

去應對困難的事情。」；「欣賞墨家的兼愛，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別人打自己時不

用還擊，可以跟他說不要這樣做。這樣不但可以教導他，更可以避免正面衝突。」

這些思考和判斷，並不是由老師灌輸，而是他們通過富感受性的理解而自我總結

出來，這種「自覺性」對追求和提升自我品格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2) 透過教育劇場及戲劇教學策略加強學生認識我國經典作品的意願，培養閱讀的興

趣。

「以前不喜歡中國歷史，因為有很多東西要記，壓力很大。透過今次活動，雖然

同樣有很多東西要記住，但是用另一個方式，這樣更實在地接收知識，效果會更

好，亦令我開始喜歡中國歷史及到圖書館找尋相關資料。」如前所述，教育劇場

做了最難，亦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開啟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我特別欣

賞在是次《姬明傳》的互動活動中，加插了要學生閱讀「竹簡」的一環，學生都

興趣盎然的去閱讀這些他們平日感到艱澀非常的材料。通過這樣的過程，他們發

現古人的智慧及哲理，大大減少了抗拒的心理，甚至如以上同學所言，希望進一

步閱讀有關中國古代文化的材料。

3) 透過配合主題的戲劇活動，培養學生在聽、寫、讀、講方面的能力；及 

4) 利用「教育戲劇」的教學策略，增進學生的互學與協作精神。

我把第三和第四點合起來一起討論，因為於我而言，在教育劇場中這兩點是分不

開的！在一個設計良好的教育劇場中，以《姬明傳》為例，有效的劇場元素諸如

戲劇情節的建立、人物的塑造、演員的技巧、舞美（服裝／燈光／音響／佈景設

計等）對氣氛的營造、演教員的互動能力等，都是為學生的學習創造著有利的條

件──在想像的環境中，他們的角色需要互相合作，通過彼此的腦震盪和交流，

設想出合適的方案。當中必須具備的，是高效溝通和表達能力，它超越一般生

活上可以馬馬虎虎地混過去的水準！因為那些特定的角色，在那些特定的時候，

必須急切地解決那些特定的難題；而這種急切性將強烈地引發學生們合作解難的

動機。正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發展心理學家維谷斯基（Vygotsky）所提出的「近

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理論，學生在演教員和同伴角色的

刺激之下，發揮著提升個體能力的鷹架作用。以下的學生回饋，正是反映了以上

提及的教育作用和過程：

「今次活動除了討論，還有專員們逼真的演技，令自己特別專注去聽，入神地欣

賞。」；「最深刻是和秦始皇對話，因自己保護了隱世村，防止秦始皇侵佔隱世

村。」；「我的自信心都是來自我的同學給我的支持，才可以有勇氣站出來與秦始

皇對話。」；「在活動過程中亦感到非常刺激、興奮，與同學討論時，我們都積極

發表意見，可以增強說話能力，同時學了許多知識。」

5) 透過教師培訓中的戲劇活動，重新開發教師的創意，豐富他們的教學技巧。

我並不認識那兩間到訪過的學校老師，但當我看見他們頭頭是道地在劇場中扮演

一角時，我都不禁感到相當有趣，更何況是認識他們的學生呢！可以想像當學生

看見老師們拋開平日嚴肅的一面，穿戴起古代服飾，運用著古代人的語言和動

作，與他們一起進入想像世界時的興奮感！可以肯定，老師們在教育劇場中所

運用的教學身分，與他們平日慣用的必然有所不同，但這樣的身分和策略可以

嗎？在教育劇場中他們都見證到是絕對可以的！雖然教師們在教室中難以自製

一齣「教育劇場」（Theatre-in-Education）來供學生學習，但在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周詳的演前教師戲劇教學工作坊中，已向教師們傳授了不少能在教室中獨立使用

的「教育戲劇／戲劇教學法」（Drama-in-Education）技巧，從中教師得以發揮他

們已有的藝術創意，透過新的教學技巧為教室注入更靈活多變的氣息！

總的而言，是次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策劃及推行的「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

劃」藝團造訪部分《姬明傳》維持著該團一貫認真製作的水準，而且在藝術和教育

的平衡上同樣出色，讓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們能領略透過戲劇進行學習的動人之處。

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言，當學生們「學習的眼睛」得以開啟，那麼不論何時何

地，環境都會變成了他們學習的天地！這難道不就是我們最想達到的長遠教育目的

嗎？

 

專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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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和論辯 ── 提問式教育的實踐
郭詩詠

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先秦是中國學術思想高度活躍的時期。在那個紛亂的時代裡，先秦諸子運用一己智

慧，結合其對世道人心的觀察，分別提出各種撥亂反正的對策。這些智者不滿足於

坐而論道，更想將學說付諸實行，於是他們周遊列國，嘗試說服君主採納自己的建

議，期望一展抱負，實踐治國安民的理想。

從這個角度來看，先秦諸子就不僅僅是載於典籍的抽象哲學，更是針對特定情境、

專門用來解決問題的實際建議。進一步來說，先秦諸子並不在自說自話的學說，而

是在同一場域裡彼此競爭、甚至互相對立的思想流派。百家爭鳴的直接結果，一方

面是使學說更趨精密完善，另方面是促進了散文文體的發展。翻開先秦諸子散文，

我們除了看到思想義理，更看到了許多生動的比喻和故事，以及各式各樣的雄辯技

巧。從唐宋古文到清代桐城散文，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從先秦典籍中汲取養份、再

作轉化，形成了中國古文的悠久傳統。

回溯先秦諸子的生成過程和歷史脈絡，我們可以發現，「解難」和「論辯」，其實是

進入先秦諸子世界的鎖匙。

「針對這個（社會或人生）問題，我們有何解決方法？」

「這些方法具體來說是怎樣的？」

「這些方法有何好處？」

「它們為何比另一些方法好？」

這些問題不只與先秦諸子有關，更與現代社會的每一個人有關。這些問題不但引導

我們思考人生、道德、社會制度等相關課題，更可鍛鍊我們的邏輯思維和語文能力。

如何簡潔和生動地說明你的看法？如何在辯論中佔上風？如何說服別人採納你的建

議？這些並非單純的語文技巧，更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技能。雖然我們這個時代已少

見策士和說客，也甚少以古文書寫，但掌握上述能力，當有助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

人。

投入與解難

由此看來，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下稱「愛麗絲」）於 2016 年起動的「賽馬會諸子百

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無疑是一次很好的嘗試。過去十多年來，愛麗絲一直致力

推動教育劇場，透過與學校合作，引入獨特和活潑的教學活動（前置戲劇教學、藝

團造訪、後置戲劇教學），藉此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學習能力。在過去《戲說三

國》、《始皇帝的最後一夜》等歷史改編的基礎上，愛麗絲進一步發揮創意，在計劃

第一階段為高小級別設計了《姬明傳》這個作品。在我看來，《姬明傳》的優點在

於能恰當地抓住先秦諸子「解難」、「論辯」的特點，活用戲劇情境，讓對話教學自

然地發生。

《姬明傳》的有趣之處，是透過姬明公主的逃難故事，將同學集體置入一個暫時性

的虛構歷史情境。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姬明公主這個人物，故事裡六國遺民一起隱居

的村子也屬子虛烏有。可是，當同學戴上了古代髮髻，一旦進入了村子的範圍，一

次古代旅程隨即展開。《姬明傳》劇本和道具雖無可避免地夾雜了古裝電視劇熟見

的元素，但《姬明傳》的重點並不在於歷史考究，而在於解難的設置。隨著場景的

轉換，高小學生在是次教育劇場內面對了各種不同的難題。例如，應否／如何把國

破家亡的消息告訴姬明公主？如何安慰悲痛欲絕的她？如何試探另一位形跡可疑的

失憶公主？應該向她透露寶物所在地嗎？最後，當然也是最重要的難題，就是如何

說服秦始皇，法家並非唯一的治國良方。在演教員的指導和帶領下，同學需要在限

時內完成討論，並推舉代表陳述意見，完成這項終極任務。

活用中國文化知識

循此，《姬明傳》採用了教育劇場的模式，透過戲劇活動和角色扮演，將中國先秦

的「歷史情境」變得「生活化」。過往我們對先秦典籍的學習，或強調道德教誨，

或要求背誦強記，因距離同學的生活經驗太遠，而且過於枯燥，不少同學都感到興

趣缺缺。如今，在小組討論和對話活動的過程中，同學得以應用前置戲劇教學中習

得的文化知識，分析儒、道、墨、法各家思想的長短，並思考如何使它們互補不足。

而在與秦始皇的對話過程中，同學代表需面對權威的質詢，並靈活地運用各種議論

及游說技巧。這對高小同學來說，真可謂一次嚴格的語文能力測試。

另一方面，小組集體解難的同儕學習方式，也造就了集思廣益、互相觀摩的機會。

因受到演教員的出色表現所帶動，整個劇場由始至終帶著幾分緊張。既然有情感投

入，同學的學習興趣自然大大提高。劇場的世界原本就天馬行空，劇場情境產生了

類似充權（empowerment）的作用，讓同學更放膽、更自由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因

討論在劇場中發生，解除了課堂的壓力和負擔，同學有更多的自發參與。

《姬明傳》的「解難」和「論辯」設置，在一定程度來說，是一種戲劇化的「情境

還原」。正如上文所指出，先秦諸子本是為了解決現實社會問題而提出的學說，而

它們彼此之間亦出現互相競逐主導地位的情況。在王綱解紐的時代，諸子百家思想

得以自由馳騁、互相對話，由此孕育出燦爛多彩的文化思想。參照這一段歷史，我

們應該相信，在沒有標準答案、自由開放的劇場空間裡，同學亦能通過各種形式的

討論和實踐，鍛鍊其思維能力、創造能力和語言能力。

從儲蓄式教學邁向提問式教育

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之父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認為，傳統儲蓄

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並不是教育的有效方法，提問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才是真正的出路。所謂儲蓄式教育，是指像辦銀行一樣實施教育，教師

是知識的儲戶，學生則是存儲的機器。弗雷勒指出，學生越是完全接受強加於他們

的被動角色，就越傾向於僅僅適應世界本來的樣子。

當代社會瞬息萬變，這種保守的教育方式，已不足以培養出能促進社會進步的

人才。知識必須透過運用（包括言說和行動），才能作創造性轉化，成為未來

的資源。而提問式教育，正是主張所有人都是生成過程中的存有，是一種尚未

臻於完美的、未完成的存有，而人所處的現實也是未臻於完美的現實。因此，

教育的根基在於對這種未完成性的知覺──人是未完成的，現實是可被改造的， 

於是教育必然是一種持續不斷的活動。在提問式教育中，人們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去

覺察其存在於這個世界的方式；他們不再將世界視為靜態的現實，而是視為過程與

轉化中的現實。

同樣道理，先秦諸子思想的認識和接受，其實也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必須在持續

不斷的對話中展開。先秦時代雖然早已過去，但歷史畢竟是人類書寫的產物，可以

被質疑、被不斷重寫。先秦諸子的思想並不是死板嚴肅、必須背誦的文獻，而是眾

多等待再詮釋、再討論的文本。

如能明白這一點，我們亦將發現愛麗絲「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深具

潛力之處。它打開了一個神奇的時空，讓同學在不真實的歷史情境裡，以現代為立

足點，與三千年前的古人對話。他們不必像漢人般獨尊儒術，也不必如魏晉士人一

樣沉醉於老莊世界。墨家與極簡主義可以互通，法家與西方現代法治也不妨對話。

只要對話和創造不斷進行，我們終有一天，會通往諸子當年所嚮往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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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看「諸子百家教育劇場」聯想到的
司徒秀薇

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在 2000 年後推行的課程改革，提出多項學與教的原則，強調以學生為主體，

讓學生愉快有效地學習 (1)。在語文教學中運用角色扮演或戲劇教學等教學策略成為

新的趨勢，很多討論戲劇教學的著作和教學活動設計湧現。

一般學校戲劇活動的形式可以分兩大類：一是以提供學生欣賞、理解為主的兒童

劇場（Children’s Theatre）及教育劇場（Theatre-in-Education），通常是由專業的表

演團體演出；另一類是由教師作領導，提供學生實作探索的創作性戲劇（Creative 
Drama）及教育戲劇（Drama-in-Education），目的在應用戲劇的手段，作為教學的方

法。教育局推動全方位學習，建議把課堂由教室延展至校外，又鼓勵學生發展其他

學習經歷，讓學生多欣賞不同的藝術形式，使兒童戲劇和教育劇場興旺起來。很多

劇團的常規演出，都有學生專場，政府部門或非牟利機構，要向學生宣傳某些訊息，

也採用了戲劇的方式，事實上效果也很好。

經過有心人積極提倡，很多教師參加了由教育局或相關團體主辦的培訓課程，在課

堂應用戲劇教學法的技巧日趨純熟，戲劇教學法也普及起來。事實上這種教學法很

受學生歡迎，也很有成效。黃顯華和李玉蓉（2006）在新課程實施幾年後進行的學

生意見調查，較多受訪學生指出的難忘學習經驗，是來自話劇演出或角色扮演等活

動，這些活動除了讓課堂充滿歡樂外，也令學生對有關作品的印象非常深刻。經由

學生演繹後，有關故事或文章片段便以具體的形象和聲音儲存於學生的記憶中，成

為學生腦海中的視像經驗。(2)

將觀賞性的教育劇場（Theatre-in-Education）和作為教學手段的教育戲劇（Drama-in-
Education）結合起來的活動不多，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教育劇場一向很有特色。筆

者觀看過很多劇團主辦的教育劇場，由於資源所限，每場有百多二百位觀眾，只能

讓學生坐下來靜心觀賞，其間或穿插互動活動，營造氣氛，或事後有一些問題讓老

師跟進，讓學生討論思考，已是一個成功的製作。在學校組織參與下，學生的態度

有時不太積極，不乏左顧右盼，私下聊天的，而且都只能單向接收訊息。但愛麗絲

劇場實驗室的表現手法不同，由於每場只安排一班學生，大概不超過四十人，可以

有更多的互動，讓學生參與其中，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更能發揮其協作能力、思辯

能力及表達能力。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戲劇活動的安排，大抵是以一個故事為核心（孩子都是喜歡聽故

事的），其中情節豐富，劇情峰迴路轉，起承轉合兼備。主角面對很多難題需要解

決，學生不單只是觀眾，還要協助解難；劇團成員同時擔任演員和教師的角色，即

所謂「演教員」，從旁引導學生思考，協助劇中人物解決問題，而且還會擔任某些

角色，直接向主角獻策，發揮其語言表達能力，簡直是多元智能的充分體現。

就以筆者最近觀看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資助的「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

場發展計劃」《姬明傳》為例，一個虛構的燕國公主姬明（燕太子丹的妹妹，苦大

仇深，本身已有傳奇成分），被秦兵襲擊受傷後獲隱世村村民所救，隱世村類似桃

花源，是為逃避秦國侵略的六國遺民所建立的村落，秦始皇知悉後派兵滅村，並要

獲取村民收藏的御風而行秘笈 (3)。村民為自救，要向秦始皇解釋儒、道、墨三家的

主張，勸諫他不要只信服法家作為統治人民的手段。其中穿插了可歌可泣的公主復

仇，勇武的將軍和陰險的女臥底，情節緊湊，學生看得全神灌注。全劇用了多種戲

劇手法，開始後，演教員讓學生戴上頭飾，表示他們是隱世村的村民，這是學生入

戲的方式，演教員不斷出入於解說老師與劇中人物的身分，向學生介紹春秋戰國紛

亂的背景、諸子百家爭鳴的思想、各自的救世的主張與理想，順著劇情的發展，引

導學生在短時間內分組研讀儒、道、墨的思想，向秦始皇匯報，最後始皇欣然接受，

隱世村之危可以解決（當然正史不是這樣）。短短九十分鐘的演出，學生未必能完

全明白與消化，但至少對這些先秦學說有粗淺的認識，以後如有機緣，可能會有興

趣進一步探究。

筆者一邊看，一邊思考這些戲劇手段，哪些可以讓教師應用於日常教學中。當然專

業演員的演技、身體語言與口頭語言運用，一般教師難望項背。但在語文教學中不

乏故事的教材，簡單的角色扮演，讓學生代入人物角色思考，其他的習式如定格 (4)、

思路追蹤 (5)，可讓教師仿效，或者可以論壇劇場 (6) 的方式，讓學生分析討論人物應

如何抉擇。例如常見的小學課文〈父子和驢〉的故事，學生扮演父子帶著驢子進城，

無論如何處理，都被旁觀的人批評，旁觀者所思所想，為甚麼會有這些觀點，背後

有沒有隱藏的價值觀，都可以用定格和思路追蹤分析；父子被別人批評時，有甚麼

感受，最後不知如何是好時，教師喊停，讓同學討論應如何解決，再請同學按討論

結果扮演一次，這可有助學生更深入理解課文，同時亦是批判思維訓練，更可發展

學生的同理心。

聯想多了，只是觀摩專業劇團的演出，對教師專業發展，實在大有裨益，外國發展

教育劇場的，有邀請專業劇團駐校，香港少有學校能有這些資源，但劇團能到校

演出，也是聊勝於無的做法，學校不要放過這些難得的機會！事實上「賽馬會諸子

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是以專題的方式進行劇場教育，校方可以在課程上加以配

合，發展成一個中國文化的單元，如中文科事前進行先秦諸子的專題閱讀，按參與

學生的程度，閱讀先秦諸子的故事，如孔孟老莊，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的政治改革。

其他如戰國版圖、長城、或眾多戰國爭雄的故事，老師都可選取發揮。戰國時期是

中國歷史上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可用的教學資源實在太多了。

註釋

(1) 課程發展議會（2002）：《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政府
印務局，頁 47-50。

(2) 黃顯華、李玉蓉（2006）：《新修訂中學中國語文課程下的學生學習經驗》，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教育研究所，頁 27。

(3) 這是道家列子的秘技啊！《莊子 ‧ 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
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4) 定格（Tableaux/Still Image）：以小組合作的方式，把故事或情境中的某個片段，用肢體營
造出此停格畫面。

(5) 思路追蹤（Thought Tracking）：在靜止動作或雕塑等活動中，帶領者輕碰一位參與者的肩
膀，請他說出所揣摩角色的內心想法與感受。

(6) 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演出戲劇的過程中，在某個轉折點或衝突點停下來，詢問觀
眾的意見和想法，再由演員演出，嘗試各種可能性。

 

教育劇場《姬明傳》觀後感
賴淑雅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負責人

今年三月底，趁著在香港工作的空檔，幸運地在上水惠州公立學校觀賞了從事教育

劇場多年有成的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最新作品《姬明傳》。雖然因為語言隔閡的關係，

我對劇情和互動對話的理解並非百分之百，但這齣精彩作品仍在幾個面向上開啟了

我的視野及思考。

首先，《姬明傳》以古裝扮相演繹中國歷史故事，透過文本設計、互動策略的運用，

提高小學生觀眾對中國歷史及儒、道、墨、法四大家思想的認識，意圖清楚地將來

自西方的「教育劇場」形式與中國傳統文化接軌，這是我第一次看古裝教育劇場的

最大衝擊，這樣的創作態度是有思考性的，也是不容易執行的，然而已經不是第一

次製作中國古裝教育劇場的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卻非常嫻熟地透過編劇和表演，在

西方的骨架上長出了中國文化特色的血肉。

從應用劇場本土化的角度上來說，兩岸三地近十多年來，有非常多優秀人才投入各

式各樣的「應用劇場」工作上，舉凡教育劇場、教育戲劇、社區劇場、論壇劇場……

等等皆是，既然是「應用」的劇場／戲劇，所應用的對象是什麼文化背景、身處在

怎樣的社會脈絡裡、面對怎樣的社會處境就非常重要，也就是說，我們從事應用劇

場工作的朋友都應該面對及思考，這些多數來自外國（尤其在西方國家發揚光大的）

的應用劇場模式，來到本地後如何本土化？如何與本地的社會情境和文化脈絡連

結，才能發揮「應用」的效果？

我從《姬明傳》看到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創作者正在試圖透過演出作品回答上述問

題，並建立他們自己的教育劇場主體性。而這項不容易的工作，關鍵因素之一便是

他們擁有專業的劇場執行能力。

《姬明傳》的編劇、導演、演教員、服裝道具、燈光等等劇場元素都非常到位，是

以專業小劇場的演出規格在製作教育劇場，這是我認識的兩岸三地其他華人團隊比

較少見的！不少教育劇場工作者都擁有很好的教育理念和熱情，也熟知 TIE、DIE
的各種互動策略和習式，但基本的戲劇能力、美學訓練不足，無法透過專業的戲劇

編排和表演承載教育理念，因而作品顯得議題／理念先行、劇場美學薄弱者不在少

數。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多年來的專業劇場、實驗劇場演出經驗非常豐富，劇場底子深厚

的優勢下，《姬明傳》的劇場表現顯得特別優異，一方面透過引人入勝的好故事及

戲劇張力製造了與觀眾之間的情感連結、使觀眾產生共鳴移情，為教育劇場強調的

觀眾互動參與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二方面觀眾也在參與和體驗的過程中完成了劇場

美學教育。這種將應用劇場的美學層面專業化、或說以專業劇場的規格製作應用劇

場作品的做法，正好與我們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製作論壇劇場、教育劇場作品的

理念不謀而合，也是我希望與應用劇場工作者互勉、不斷自我提升之處。

總體而言《姬明傳》作為諸子百家教育劇場計劃中的第一部作品，我認為是相當成

功的，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以他們專業的劇場能力，建立了古裝歷史特色的教育劇

場，對於也在進行教育劇場創作的我無疑開啟了新視野和新啟發，也更讓我期待明

年他們為中學生做的教育劇場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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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戲」洋洋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周家駿老師

《鴉片戰爭》、《走向共和》、《五四運動》、《始皇帝的最

後一夜》、《戲說三國》……原來今年的《姬明傳》已

經是我第六年參與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教育劇場計劃

了，而運用戲劇的元素進行教學，大約已有十年時間

了。自從 2006 年第一次參與戲劇教學開始，就被這

種教學模式深深吸引了。雖然有些時間因各種原因未

能參與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計劃，但參與了教師工作

坊和跟劇團演教員、導師合作後，一直也有嘗試在日

常的教學中滲入一些戲劇元素，目的是為了讓學生獲

益。所以，今次的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

我希望可以讓更多的學生獲益。

最初接觸戲劇教學，我的角色比較被動，主要是負責

在前置戲劇教學、劇團造訪與後置戲劇教學中教導學

生。今年我嘗試主動在行政方面著手，由於教育劇場

的教師戲劇教學工作坊只能讓兩位老師參與，所以我

先跟鄭健音老師參與工作坊。完成後，再跟參與活動

的各班中文科任老師進行集體備課，調動課程進度，

希望讓未曾接觸過戲劇教學的老師有初步的認識。然

後，我和鄭老師以協作的形式，跟各班的中文老師合

作，去完成前置、後置的教學，相信可以令老師們對

教學過程和模式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更具體，更深刻。

最後，得到了黃永強校長的支持，我們更在後置戲劇

工作坊時安排了中文科的觀課活動，讓全體的中文老

師參與其中。最後，在中文科的會議中，參與計劃的

老師向其他老師分享參與是次計劃的經驗和成果。

本年度參與計劃中，我得到的收穫就是以下幾句說

話︰

「做得不錯，學生相當投入，帶領戲劇活動的技巧比以

前有進步。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在老師入戲時，可

留意一下入場和出場的位置，嘗試加入角色的喜怒哀

樂，相信效果可以更好。」

「老師！什麼時候再有戲劇課？姬明後來怎樣？」

「原來戲劇教學不是叫老師做戲，好像頗有趣，活動十

分吸引。下一年度，可以試試參加。」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是一個三年計

劃，希望透過本年度的安排提升老師們對戲劇教學的

興趣。假如有幸來年可繼續參與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

教育劇場計劃，希望老師們會更積極主動去參與其中。

最後要再次感激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導師和演教員，

他們讓我們的老師、同學有機會在劇場中學習，得到

知識，得到趣味，得到一次難忘的經驗。

 

Single Experience 
Multiple Achievements

Pak Tin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Philip Wai and Fanny Lo

We a re so luck y to pa r t icipate in t he d ra ma t ra in ing 
programme. Throughout the programme, we have tried 
Theatre-in-Education which includes various interactive and 
effective drama activities in learning. Among these, “thought 
tracking” and “still image” Drama-in-Education strategies 
can be adapted in different subjects. Students are highly 
engaged in the lessons.

The most impressive aspect is that students have roles during 
the visit. Being villagers of Otherworldly Village, students 

put their feet into others’ shoes. Hence, they are more able 
to give instant responses to the actor/teachers. Assigning 
roles to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 classroom management 
too. Students can be well-behaved throughout the TIE 
performance.

Since the sk i l ls acquired in this prog ra mme cu lt ivate 
language-rich context,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language 
teachers to join this workshop. It is believed that more 
inspiring teaching strategies discovered here enrich your 
lessons.

 

戲劇教育感言
大坑東宣道小學 
蘇美媚老師

藝術教育是教育局八大學習領域之一，而其中的戲劇

教育對學生的想像力、創造力、合作及溝通能力等發

展都很有幫助，透過戲劇教育還可以建立學生正確的

價值觀，因此，戲劇教育是一種很值得推廣的教學方

法。

本年度本校有幸參加了由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舉辦的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這個計劃共分

四部分，包括向參與學校老師教授戲劇教學技巧，並

學習如何在藝團造訪前後，運用劇團所提供的戲劇教

材，進行「前置」及「後置」戲劇活動。此外，在教

育劇場演出期間，演教員會帶領學生置身戲劇情境，

並以重要身分入戲扮演角色，與學生互動交流，加深

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以及發展多角度思維和批判思

考的能力。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對本校學生來

說，是一個新奇而有趣的學習體驗，學生參與其中，

並不單單是一個觀眾，相反，他們是參與者，在「演

教員」或老師的引導下，他們參與其中，感受故事中

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並藉著不同的戲劇活動，如「定

格」、「思路追蹤」、「良心胡同」、「教師入戲」等，讓

學生在戲劇的情境中學習，經歷劇中人的心路歷程，

發展高層次的思維。

在這次學習活動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學生在前

置活動進行時，都十分投入，如在「靜止視像」和「思

路追蹤」的環節中，他們都十分喜歡，把自己投入角

色之中，並在短時間之內設計出符合劇中人的對白，

並配以合適的表情和動作，毫不怯場，令人讚歎。在

活動的過程中，雖然部分同學還是不大習慣這種學習

方式，有點不知所措，但是在其他同學幫助和鼓勵之

下，也能夠完成自己的任務，可見戲劇教育不但可以

體現學生的合作精神，也有效提升了他們的溝通、說

話和應變能力，因此，筆者覺得如果這種學習元素可

以帶進中文課堂之中，對提升學生們學習中文的果效，

必有很大的裨益。

而在教育劇場演出的過程中，更是整個活動的高潮所

在，學生既是觀眾，又是參與者，當他們戴上特製的

頭飾後，便立刻成為戲中的一分子，當他們進入各個

佈景後，與劇中角色會面、交談，與他們一起安慰落

難的姬明公主，一起經歷困難，一起找出誰是奸細……

到最後與秦始皇會面並辯論治國的大計，每一個環節，

學生都十分投入參與其中，而他們的表現亦令筆者十

分欣慰。

作為老師的我，觀察到學生對這種上課形式十分喜愛，

因此十分投入，即使平常有點頑皮的孩子，都被這次

的戲劇活動所吸引，他們在課堂上只做一件事──就

參與教師文章
是依從演教員的指示進行活動；此外，有些平常比較

文靜的、不大喜歡表達自己意見的孩子，也在其他同

學的鼓勵之下，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此外，由於內

容涉及很多諸子百家的學說，平日我們會在常識課或

中文課教授，學生會覺得這些學說離自己很遠，覺得

這些學說很沉悶、很難學，但經過這次活動之後，他

們不再視學習這些學說為畏途了，反而掀起了他們對

學習中華文化的興趣，這也是他們參加這個活動的一

大收穫吧！

 

教育劇場計劃後的感想

聖公會基恩小學 
麥佩欣老師、孔雪瑩老師

最初知道我校能參與今年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策劃及推

行的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真是憂喜參

半。喜的是可以嘗試一種往常較少運用的戲劇教學法，

為自己的教學帶來新的衝擊；憂的是擔心在四個課節

內未能掌握所需的技巧，導致課堂出現混亂，未能達

至預期效果。感恩的是，在各位演教員的專業指導下，

我們不但能順利完成課堂，更從中獲益良多，完全能

親身體會到戲劇教學的魅力。最想像不到，以戲劇教

學深入淺出地把諸子百家思想帶進小學課堂，完全呈

現不一樣的中文課堂。

中國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對小學生來說是沉悶、艱澀

的課題，老師在這些課題上的教學亦一向刻板、了無

趣味，學生在課堂上豈不是瞌睡連連？香港的小學生

生於太平，生活安逸，難以掌握孔子當年所處兵荒馬

亂的憂患年代。孔子是三千多年前的人物，學生只聞

其名，不知其事，對孔子非常陌生，更不知他的思想

學說。幸好，這次把戲劇帶進教室，完全打破了中文

課固有的模式。在前置課堂中，老師與同學利用定格、

思路追蹤等戲劇教學策略進行活動，學生可投入角色，

換位思考，從別人的眼睛窺探世界，感受戰亂下人民

生活的苦況。

另外，在平日的課堂中，學生活動極其量也是討論、

在座位發表意見或出來作匯報，甚少讓學生有肢體上

的表現機會，限制了其表達方式，而在戲劇教學中則

可發掘學生潛能。在每次的定格活動中，學生以身體

姿態與頭腦思考結合才能做出動作，這些動作需要有

明確的意義，表現出角色的人物動作與舉止，這激發

了學生平時隱藏著的創造力，運用其肢體動作立體地

展示情感與思想。這不但生動有趣，更能使同學投入

當中的情境。

藝團造訪的演出亦相當成功，參與的同學都經歷了一

場中國文化之旅。學生一踏入禮堂，就被整個場景、

氣氛所震懾，同學的臉上都充滿著好奇與緊張，大家

都熱切渴望即將進行的活動。無論是化身成隱世村的

村民，拯救與安慰姬明公主，抑或是在河邊質問奸細

（秦國公主），這一系列的活動都使學生設身處地、完

全投入村民的角色。當天使我們最驚訝的，是學生竟

然在短短兩節課內可以對儒、道、墨、法四家學說有

了基本的認識，在游說秦始皇時，竟然可以說得頭頭

是道，表現顯自信，連平日較為內斂寡言的同學，亦

毫無怯場，實在值得讚賞。

在藝團造訪、後置戲劇教學後，切實引起了同學對中

國文化與歷史的興趣，雖然香港受現代西方文化影響，

但我國的儒、道、墨、法亦有其處世智慧，「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透過本次戲劇

教學把抽象的中國文化思想變得更具體化、更生活化、

更能植根於學生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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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教師回應選錄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劉悅芬老師

當教師培訓正式展開，從一個又一個的環節，我漸漸

發現自己的不一樣，甚或有更多的可能性。在「思路

追蹤」的環節，向來有輕微潔癖的我，竟自動請纓躺

在地上，裝成死狀恐怖的屍體，被一眾同學圍觀，對

我而言也是一次「空前的寶貴經驗」。我想，在教學培

訓中能有所習得，再在課堂上把它實踐出來。除了要

學會當中的技巧外，最重要的還是要放下，放下教師

的身分、擺脫固有的形象，最終在學生面前，剩下的

只是自己的力量、想像以及情緒的投入。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吳佩雯老師、駱曉恩老師

當我們留意到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即將舉辦「賽馬會諸

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便毫不猶豫地參加了這個

令人畢生難忘的計劃。想不到只是在最初參與幾節的

教師培訓工作坊，已經讓我們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後

來，我們將所學到的帶回學校，和學生一起經歷了三

次戲劇課。雖然只有短短的三節課，沒想到學生的表

現超乎我們想像。學生在呈現定格十分投入之餘，亦

善於利用肢體表達角色。另外，從學生在牆上的肖像

所寫的字句中，可見學生能有創意、有條理地思考。

這些體會令我們感到意外之餘，亦感受到戲劇教育的

可取之處。到了課後，演教員更會積極地與我們檢討

整個教學流程，提示我們應該怎樣引導學生思考的技

巧，以及如何去評賞同學的表現等。在演教員的耐心

指導下，我倆才能有自信地去進行各類型的戲劇活動，

並大膽嘗試不同的教學策略。經過教師工作坊及課堂

教學後，我們期待將這次的經驗，與校內的同事分享，

並將戲劇教育的策略融入中文科課程中，讓更多的學

生能夠透過戲劇教育得到多元智能的發展。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張敏英老師、許志珊老師

劇團精心到校的安排實在令人讚嘆不已，讓本人的學

習獲益良多。劇團到校的安排由出場到結束，整個故

事環環相扣，實在讓人佩服。最讓人記憶猶新的是村

民進入「隱世村」的「道具」，這個恰到好處的道具雖

是簡單，但確是帶學生進入「隱世村」的工具之一，

相信劇團在這一方面也考慮得很仔細。

 

石籬天主教小學

在參與計劃之始，覺得學生或會不解甚麼「忠君愛

國」、「父慈子孝」等中國文化思想，往往因為時代久

遠，又「離地」，學生定當覺得很沉悶。然而教育劇場

似乎可打破古人與年輕一代間的蔽障──因著劇場的

感染力，學生可通過置身場境及與古人對話等，激發

其對諸子百家的興趣，了解古今同樣吵吵鬧鬧社會背

後的精神及思想。

 

英華小學

藝團造訪是整個計劃中最精彩的一環，內容設計不光

只是讓學生初步理解諸子百家的歷史背景、學說概要，

還在過程中培養了學生的思辯、解難、創意等各種能

力，符合現代學習的需要。劇本的內容設計非常有條

理，學習步驟和學習目標非常清晰。過程中嘗試以故

事形式串聯諸子百家的重點內容，靈活的學習形式能

把艱深的內容淺化，既新奇又有趣，讓學生易於吸收。

此外，透過簡單的表演活動，能讓學生鞏固重點的學

習內容，過程自然流暢，學生學習動機提升之餘，更

願意積極參與，和演教員互動，在不知不覺中掌握相

關的知識。其中有一場，在演教員的引導下，有一位

學生非常投入，在「危急」關頭建議時哽咽，需要演

教員和老師輕拍肩膀安撫，但此狀況並沒有妨礙戲劇

繼續進行，不得不佩服演教員高超的應變能力及課室

管理能力。此外，演教員在過程中能掌握學生各種學

習反應及預測其答案，即時給予適當的引導，輔助學

生把答案說完整，交流充足，深化學習內容。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透過「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讓學生對

中國歷史，尤其是春秋戰國時代有初步的認識。從人

物身上認識人物背後做人處事的道理，加強學生多角

度思考、批判的能力。並讓學生投入劇情體會當時的

生活，對學生的學習更有幫助，推動學習動機。此外，

學生能透過這次的戲劇活動，引發他們思考中國哲學

的問題，訓練他們的表達能力。學生對戲劇教學十分

感興趣，又能積極投入。而學生亦非常認真學習，效

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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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生回應選錄
石籬天主教小學　5A 周靜欣

平時上課與今次活動有點不同，平時上課只是坐著聽，

不太生動。但今次活動除了討論，還有專員們逼真的

演技，令自己特別專注去聽，入神地欣賞。在討論中

亦掌握到討論的技巧。以前不喜歡中國歷史，因為有

很多東西要記，壓力很大。透過今次活動，雖然同樣

有很多東西要記住，但是用另一個方式，這樣更實在

地接收知識，效果會更好，亦令我開始喜歡中國歷史

及到圖書館找尋相關資料。

 

聖公會基恩小學　5C 鄭弘朗

今天學到很多歷史故事和知識，還體驗到非一般的感

受，因為今天可以扮演隱世村村民，了解當地的情況

和故事，更學習到墨家的思想。墨家的兼愛很重要，

因為兼愛──愛護國家和愛護國民是一樣的。今天的

活動比平日的課堂更非一般，感受亦然。今天能夠來

到禮堂，覺得很好玩，很開心，希望下次再有機會。

我日後也會令大家好好學習古代文化，不會只是沉迷

於電子遊戲。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5E 侯霈融

透過今次活動，我學懂了很多平常課堂學不到的東西，

甚至是平常不太了解的知識和文化。這次活動使我深

入了解得更多。在四種思想中，我最喜歡的是儒家，

因為其思想跟其他學說不同，儒家思想是用比較平靜

的心態去應對困難的事情。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4B 黃柏仁

令我感到自信的活動，讓我可以做到代表。因為平常

很少能夠成為代表或是得獎。我覺得這個中國文化活

動真的非常好，可以介紹中國文化歷史有多重要。

 

樂善堂小學　5B 黃婉澄

好處是可以接觸到古代人。古代人很著重禮貌，不像

現代人，把喝完的瓶子、罐子胡亂丟棄，我覺得這樣

很沒禮貌，也很不尊重大自然，因為大自然是環環相

扣的，其中一環掉了，我們全部東西都沒了。我們應

該愛護、保護和尊重大自然。

 

白田天主教小學　4C 吳敏晴

我剛剛認識了一些中國歷史。最深刻的就是與秦始皇

說出關於道家的道理，而我最喜歡道家，因為可以認

識大自然有多強大，當中水是最強大的，因為水可以

淹沒很多東西。

 

彩雲聖若瑟小學　4B 林金弘

我從這次活動中學會了很多中國歷史文化，學到要善

良，要待人親切。我會將學到的東西告訴家人。我學

習了「上善若水」，我們要好像水那般溫柔和親切。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5D 蔡得富

我在活動中，最深刻是與秦始皇對話，因在對話期間

感到非常緊張，感到恐懼。但在過程中和同學一起討

論，讓我加強了自信心……透過今次活動，我對中國

歷史更加感興趣，很想閱讀多一點中國歷史及文化。

 

英華小學　5E 尹建業

這次感受很難忘，今次的課堂比平日的更有趣味性，

更加多互動。平日中文課（老師）不會解說太多，因

為要切合課文和進度，但今天我會較在平日上課，甚

至在書本裡學得更快，亦更有興趣去學，因為我們不

只是讀著一本又長又沉悶的書，慢慢學習。我亦學會

了說話技巧，例如在安慰姬明公主並將事實道出之時，

學懂了要用婉轉的方法，不要單刀直入，因為太直接

會傷害到別人。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6D 施智熙

我喜歡道家的寓言故事，它用平常生活有的物件表達

深刻的道理，這個活動給了我很好的經驗，亦增長了

知識。我感到非常開心，在活動過程中亦感到非常刺

激、興奮，與同學討論時，我們都積極發表意見，增

強了說話能力，同時也學了許多知識。

 

大坑東宣道小學　5C 丁今榮

這活動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平日上課要用很長的時間

才可學到重要的知識，但今次的活動令我在很短時間

便學到很多知識，我學習到儒家的學說，所以很喜歡

這活動，希望下次可以再參與。

 

秀明小學　5E 周穎茵

這次活動讓我更加深入地認識中國文化，平常課堂不

會有這種活動，只能表面地知道相關的知識，但今次

活動有很多小組討論，又能與秦始皇對話，可讓我們

知道更多中國歷史。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5C 李浚霖

我覺得今次很真實很刺激，我個人認為今次最刺激的

部分是最後要見秦始皇，因為我們無法估計最終會發

生甚麼事……我覺得四家學說都很好，但必須用四家

互相補足，彌補各家不足之處，只得一家會有所欠缺，

所以需要互相彌補，這樣才可以達致完美……若果有

空餘時間，我很有興趣去圖書館，或透過互聯網查看

相關資料。

 

聖安多尼學校　5C 陳梓妍

在禮堂學習和課室學習很不同。在課室學習只能在狹

小的空間，而且沒有真實的佈置，讓我們投入學習。

在禮堂學習的特別之處是能讓我們融入場境之中來學

習……道家的主張是人人平等，萬物都是一樣。我覺

得富有的人不一定比貧窮的人高貴；有職位的人不可

濫用職權欺負平民。我就在這個活動當中學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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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學年 藝團造訪演出資料
高 小 教 育 劇 場 《 姬 明 傳 》  
製 作 團 隊 | 導 演 陳 恆 輝 | 概 念 陳 恆 輝、 集 體 編 作 | 劇 本 整 理 陳 瑞 如 | 監 製 陳 瑞 如、 黃 穎 文 | 統 籌 葉 萬 茵、 謝 文 俊 * | 
佈景及服裝設計 巫嘉敏 | 舞台監督 莊曉庭、袁建雯、梁雅慈 | 助理舞台監督 鄭志偉、謝民權、歐陽慧玲、周以衡 | 演教員 梁智聰、簡立強、梁佩儀、蒙潔、徐靈芝、李文諾
* 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參與學校及教師資料 優秀表現學生名單
學校 推行年級 負責教師 參與教師

樂善堂小學 四、五、六 楊秀儀 張晨

聖公會基恩小學 五 麥佩欣 孔雪瑩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五 周家駿 鄭健音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四 陳麗冰 劉悅芬、陳凱賢

白田天主教小學 四 鍾兆權 衛鎮國、盧楚銳

彩雲聖若瑟小學 四 朱碧怡 陳皓雯

石籬天主教小學 五 何秀慧 白娜蓉、胡凱欣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五 鄧秉業 謝志穎、梁鳳屏

英華小學 五 黃秀芬 蕭敏儀、陳穎儀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六 何綺慧 許志珊、張敏英

大坑東宣道小學 五 蘇美媚 李燕輝

秀明小學 五、六 葉煒婷 梁育美、張佩怡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五 吳佩雯 駱曉恩

聖安多尼學校 五 陳美華 鍾麗琼、賴曉雯

學校 姓名

樂善堂小學 湯廣基、黃婉澄、符積遠、呂宣妮、楊劍帆

聖公會基恩小學 姜皓天、鄭弘朗、曾俊熹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吳紫敏、葉兆輝、侯霈融、周世文、 

趙家俊、鄧熙哲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胡靖詩、黃柏仁、黎善兒、梁瑋浩、陳浩霖

白田天主教小學 吳敏晴、李柏延、司徒子猷、許綺婷、勞泳霖

彩雲聖若瑟小學 林浩譽、鄧梓濠、林金弘、黃念卓

石籬天主教小學 李傑城、周靜欣、方婧欣、陳崇澤

天主教石鐘山紀念小學 李寶琦、鄭康喬、劉宜佳、潘世羲、蔡得富

英華小學 尹建業、何俊寬、尹思皓、黃俊霖、何子正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廖天輝、何綽琦、高緯霖、施智熙

大坑東宣道小學 李承鋒、甄嘉美、陳明健、丁今榮

秀明小學 梁政傲、司徒國強、許怡彤、李首男、周穎茵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李浚霖、吳傲軒

聖安多尼學校 鄭漪、潘倬軒、陳梓妍

角色表

梁智聰 飾 辛狄

簡立強 飾 村長、秦始皇

梁佩儀 飾 五娘

蒙潔 飾 姬明

徐靈芝 飾 羋兒

李文諾 飾 田／嬴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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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張靜嫺校長

鄭思思校長

黃永強校長

張昌明校長

謝至美校長

陳燕芬校長

鄧烈文校長

葉介君校長

林浣心校長

葉春燕校長

潘恩慈校長

陳俊敏校長

余忠權校長

馬嘉健校長

黃婉萍女士

郭詩詠博士

司徒秀薇博士

賴淑雅女士

《香港 01》

《大公報》

《星島日報》

計劃顧問：

張光裕教授

協助單位：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

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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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及編者簡介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Alice Theatre Laboratory）

香港藝術發展局三年資助團體，已註冊為慈善團體，致力製作富實驗性的戲劇演出。在過往的製作中，《卡夫卡

的七個箱子》（香港、上海、北京、澳門及台北演出）、《第三帝國的恐懼和苦難》（香港及北京演出）、《貝克特

的迴光與足跡》、《侍女》、《巴索里尼的一千零一個夜晚》、《百年孤寂》（香港及北京演出）、《終局》（香港及上

海演出）、《囈十話》、《十方一念》（香港、上海、台北及北京演出）及《哈姆萊特機器》（香港及烏鎮演出）等

皆取得外間高度的評價，亦在香港舞台劇獎和香港小劇場獎獲多項提名及獎項。劇團更被 CNNGo 評為本地五個

獨特的香港劇團之一。

本團亦專注於推行嶄新戲劇教育方法。率先於 2000 年在本地推動教育戲劇及戲劇科，並從 2002 年開始製作適

合於本土舉行的教育劇場節目。2017 年憑「戲說《西遊記》：透過劇場提高教師教學能力及學生創意」獲「2016
香港藝術發展獎」之「藝術教育獎」（非學校組）優異表現獎。此外，由計劃所衍生出版及製作的教育劇場手冊

及戲劇教學專輯，皆獲得同業的高度評價。

董事局／顧問

董事局主席： 馮祿德先生

董事局成員： 張歷君教授、 
 張華慶先生、 
 張昌明校長、 
 鄭政恆先生、 
 鄧惠玲女士、 
 陳慧明女士

顧問： 鍾景輝博士、 
 傅月美女士、 
 鄭振初博士

名譽法律顧問： 伍宇鍔先生

成員

藝術總監︰ 陳恆輝

行政總監︰ 陳瑞如

教育及外展經理／演教員︰ 梁智聰

行政經理︰ 葉萬茵

行政主任： 謝文俊（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演教員︰ 簡立強、梁佩儀、蒙潔、徐靈芝、李文諾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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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恆輝 藝術總監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導演，獲頒藝術學士（榮譽）

學位，憑畢業作品《浮石傳》獲校內傑出導演獎。2009 年憑《卡

夫卡的七個箱子》獲得「第十八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獎（悲

劇／正劇）及「第一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導演獎。2011 年憑《巴索里尼的一千零

一個夜晚》提名「第三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導演獎。2013 年憑《終局》獲得「第

五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導演獎。

 

陳瑞如 行政總監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演，獲頒專業文憑。2007

年獲英國伯明翰中央英格蘭大學教育戲劇碩士學位。在演藝學院

修讀演技期間憑兩次獲得校內傑出演員獎。與陳恆輝合著以戲劇

教育／教育劇場為主題的戲劇書籍，出版作品超過二十部。2009 年憑《卡夫卡的

七個箱子》於「第一屆香港小劇場獎」榮獲最佳女主角獎。

 

梁智聰 教育及外展經理／演教員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演，獲頒藝術學士（榮譽）

學位。2002 年修畢香港教育學院（中學教育證書），並獲檢定教

員證明書，成為註冊教師。曾獲頒發演藝學院友誼社獎學金及成

龍慈善基金獎學金，亦獲香港佛教聯合會頒發弘法使者獎學金。2013 年憑《終局》

獲「第二十二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悲劇／正劇）提名及「第五屆香港小

劇場獎」優秀男演員獎。導演作品有「魯迅的吶喊」《阿 Q 正傳》（劇場版）；聯導

作品有「先鋒青年劇場計劃」《囈十話》及《禁忌之詩》。

 

葉萬茵 行政經理

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英文系，獲頒語文及商業學士（榮

譽）學位。近期參與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製作的執行監製及票務。

曾任戲劇導師，為中小學編制及任教中英文戲劇課程；為展覽及

公眾藝術導賞團擔任導賞員；為多個社福機構編制戲劇課程及排練演出，亦參與演

出及編導工作。

 

謝文俊 行政主任（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系。主要參與愛麗絲劇場實

驗室製作的助理監製。曾為「科大劇社」幹事會成員，處理劇社

話劇隊行政工作，為科大劇社及陶戲多項製作擔任舞台監督。

 

簡立強 演教員

2003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演，獲頒藝術學士

（榮譽）學位。畢業後參與本港不同劇團的舞台劇演出。最近的舞

台劇演出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卡夫卡的七個箱子》（台灣關渡藝

術節）。除專注戲劇演出外，亦分別為本港大專、中學及小學擔任

戲劇教育課程及劇社戲劇導師。此外，亦參與不同劇團的學校巡迴演出以及多個愛

麗絲劇場實驗室教育劇場的製作及演出，如《戲說三國》、《香港日佔時期》、《孝感

動天》及《戲說西遊記》等。

 

梁佩儀 演教員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演，獲頒藝術學士（榮譽）

學位。曾獲校內傑出演員獎，曾分別憑《綠野仙縱》、《今夜芳華

正茂》及《馬克白》獲提名第八屆、第十三屆及第二十六屆香港

舞台劇獎最佳女配角。於 2008 年獲得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研究生

獎學金，修讀澳洲格里菲斯大學戲劇教育課程，2010 獲頒碩士學位。近作包括鄧

樹榮戲劇工作室《馬克白》（2016 香港藝術節及倫敦首演）；劇場空間《喜靈洲……

分享夜》（2015 重演）；演戲家族《遇上 1941 的女孩》（2014）。除演出外，亦導演

多個兒童音樂劇，近作《奇妙王國》流通管子教育劇場 x 荒原創作。也為中、小學、

幼稚園擔任戲劇導師和師資培訓。

 

蒙潔 演教員

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主修表演，獲頒藝術學士（榮

譽）學位及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工作高級文憑。除參與香港話劇團、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劇場工作室、7A 班戲劇組、創典舞台、同流、

方外無式、夢飛行合家歡劇團、焦媛實驗劇團、致群劇社、斷片

劇場、中英劇團及三角關係的戲劇製作，亦曾為香港話劇團、中英劇團、劇場工作

室、香港藝術節、種子藝術劇團及春天實驗劇團之學校或博物館巡迴演出。

 

徐靈芝 演教員

現修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主修戲劇教育。在學期間獲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文化藝術學習資助計劃修讀課程。2011 年

修畢國立華僑大學美術學院，主修視覺傳達設計方向，獲頒優秀

畢業生。其後修畢華南師範大學（中學教師）師範專業文憑課程

及澳門演藝學院戲劇學校表演基礎課程。熱衷表演藝術及兒童藝術教育，多年來除

演員外亦曾任台前幕後不同崗位。

 

李文諾 演教員

畢業於英國華威大學，獲頒戲劇教育碩士學位，畢業於香港公開

大學語文研究學士（英文）及教育學士（英文專科）雙學位，並

獲檢定教員證明書，成為註冊教師。最近參與丁劇坊、翼東製作、

香港演藝學院、中英劇團、觀塘劇團、South Island School 及香港電台的製作；海

外劇場作品包括：《Speakeasy 2015》（Cardboard Citizens 倫敦，英國）;《Carmen》
（Warwick Opera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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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預告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於 2017-18 學年將分別進駐小學及

中學推行。

2016-17 學年，教育劇場《姬明傳》已先於 14 間小學進行，並獲得了學

校及師生們的高度評價，亦受到業界及報界的熱切關注。2017-18 學年，

我們再接再厲，誠意邀請能與我們並肩同行的學校參與計劃。

計劃於 2017-18 學年進駐中學推行，並以《論語》、《孟子》、《莊子》及《墨子》

等典籍中的故事為藍本，古為今用，製作適合初中學生參與的教育劇場節目。

歡迎有興趣的學校參與計劃。

計劃詳情及下載報名表格，請瀏覽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網頁及頻道： 

www.jc-atl-tie.com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查詢請電郵至 info@alicetheatre.com 或 致電 2784 7938。

如欲進一步了解本團，請瀏覽網頁 www.alicetheatre.com

 「戲劇教育／教育劇場」專頁

愛麗絲演藝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