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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創意戲劇於「論語故事」學習
─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進度報告

本計劃引入「論語故事」於校本國民教
育課程，讓學生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並培訓教師團隊以「創意戲劇」概念應用於
課程編寫和施教中。
從年初開始，專家先後到十間學校(四核
心學校及六網絡學校)舉辦「培訓研討會」，
向老師簡介「創意戲劇」教學策略，其後更
為四核心學校之師生進行數次進深培訓與體
驗日營，讓老師進一步體驗戲劇教學法的學
習成效，學生亦初嘗以創意戲劇模式學習「論
語故事」，一方面了解中國文化，另一方面
透過戲劇發揮創意。計劃同時邀得藝術家與
教師進行協作教學，並由專家指導，為課程
作調適及評估。
在六月時，老師們更參與了「香港教師
戲劇會周年公演2014」
，四校老師投入演出，
不單以實戰方式學習到初階編、導、演的知
識，更深深體會到戲劇表演之樂趣。
計劃內容極之豐富，經過一整年的時間，
現已進入最後階段，教師嘗試應用所學得之
「創意戲劇」教學策略，編寫及施教校本論

 教師賣力演出，深深體會戲劇之樂趣

語單元。專家已先後與四校老師開會，並將
會到校觀課，就教案及課程給予回饋意見。
教案及是次計劃的成果將會結集成書，稍後
對外發佈，與教學同工分享。
有關整個計劃的詳情及活動回顧，可瀏
覽計劃網頁：http://hk-tda.com/tc/node/513。

應用戲劇教學法於「初中生涯規劃教育」
─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進度報告
本計劃活動內容分為六個階段，目前已

計劃並於 2014 年 10 月舉行了 10 小時

經順利完成。

的教師培訓課程，讓教師透過培訓工作坊，
體驗戲劇教學技巧，以運用於成長課/生活

生涯規劃教育劇場團隊於 2014 年 2 月

教育課等，協助學生學習生涯規劃。一整日

至 3 月期間，到九間參與中學演出教育劇場

之培訓工作坊共有 60 多名教師及教育學院

《可否再演一次》，並進行 20-30 分鐘的演

之學生出席，參與教師投入參與並互相交流

後工作坊，加深同學對生涯規劃的反思。而

教學心得，非常熱鬧。

於 2014 年 2 月至 5 月期間，戲劇導師到九
間參與中學進行「初中生涯規劃課程」，促

在整合一整年的教學經驗後，本會於

進學生自我發展，從而訂立目標，規劃自己

2014 年 10 月 24 日舉行「初中生涯規劃教

的路向。九間中學受惠人數共 90 名教師及

育」成果分享研討會，演出生涯規劃教育劇

1200 名學生。

場，推廣是次經驗，並向同工分享參與學校
之成果。是次計劃中的教案、教學過程並劇

 學生投入欣賞演出，加深對生涯規劃的了解

場教育理論將結集成書，派發予參與計劃之
中學，讓教師了解如何以戲劇教學，協助學
生學習生涯規劃。學校如欲了解及索取教材
套，可瀏覽 http://hk-tda.com/tc/node/385#TIE。

《戲劇．人生 － 應用戲劇於生涯規劃教育》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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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最新動向
生涯規劃教育劇場
在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下，本會於 2013-14 年度推出由專業戲劇工作者製作及演出之「生
涯規劃教育劇場」，於中學巡迴演出，反應熱烈。為滿足學校要求，本會於 2014-15 年度再推
出是類劇場，讓學生察覺到生涯規劃的重要性，以及早為將來作好準備。
自九月開課後，本會已先後在聖傑靈女子中學、嶺南衡怡紀念中學、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惠僑英文中學及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共五間學校進行演出，以輕鬆戲劇引導學生思
考，學生投入觀賞，反應積極。來年本會將繼續到六間學校作巡迴演出，通過有趣的戲劇活
動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前路，提升對個人能力和興趣的了解。有關劇場詳情及報名，可瀏覽
http://hk-tda.com/tc/node/526。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5
由「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與學中心」及「香港戲劇教師會」合辦、朱裕倫伉儷和李兆麟
伉儷贊助的創意戲劇節，今年已踏入第五屆。本年比賽將以「健康人生」為主題，繼續鼓勵
中小及大專學生探索周遭社會議題，並發揮創意，透過戲劇表達個人意見。除匯演部份，大
會亦設培訓工作坊，以加深參與者對創意戲劇的了解。本年的香港創意戲劇節已於 12 月 19
日截止報名，報名反應一如以往般熱烈，本年共有近四十間中小學、七十隊參賽隊伍參加。
有關之教師及學生工作坊將於 2 月 7 日假香港浸會大學舉行，而匯演及優勝演出暨頒獎
禮將分別於 3 月 22 日及 5 月 23 日舉行。有關詳情可登入《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5》網頁瀏覽：
http://www.hk-tda.com/tc/node/536

保良局創意戲劇節 2015
過去兩年，本會為保良局屬下小學教師及學生提供創意戲劇培訓，並連續兩年籌辦了《保
良局創意戲劇節》，獲得良好評價。今年本會再獲保良局邀請，籌辦《保良局創意戲劇
節2015》
。有關之學生工作坊將於2015年2月28日舉行，而匯演亦將於2015年3月7日舉行。詳情
請留意本會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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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交流團
本會正計劃兩年一度之暑期交流團，本年獲墨爾本大學教授之邀請，誠邀本會到訪當地
與戲劇教育學者和工作者交流，彼此了解對方於戲劇教育之發展。本會現正就交流團作籌備，
交流團暫定於 7 月 27 日至 8 月 2 日舉行，其他詳情將於稍後公佈。交流團名額有限，先到先
得，有興趣之教育同工敬請密切留意。

出版《獅子大王兒童劇場》
《獅子大王兒童劇場》是一本中英對照的
兒童劇本集，書中收錄的十二個兒童廣播劇，
乃作者江葉秀娟女士於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三
年間在紐西蘭製作的廣東話兒童節目，節目在
當地廣受華人聽眾歡迎。書中所有劇本均以生
命教育為題材，通過生動有趣的故事，教導兒
童正確的價值觀，具極高的教育意義，十分適
合作小學生之教材。劇本中英對照，對增強兒
童的語文能力亦非常有幫助。
此外，作者亦在書中分享了她三十年多來
創作的心得，從靈感、技巧以至製作等多方面，
深入淺出解說劇本的創作，並闡述理論的實踐
方法，以她豐富的創作經驗，啟發讀者的創作
能力。
香港一向鮮有兒童劇本，
《獅》一書實在是
難得之作。教育同工如欲訂購，可登入本會網頁：http://hk-tda.com/tc/node/94 下載訂購表格
並傳真至本會。全書近二百頁，定價為港幣 98 元正，會員優惠價為 90 元，郵寄費用另加 20
元；凡訂購 10 本以上或於 3 月 27 日前訂購，可享優惠價 75 元，歡迎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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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師戲劇會二十週年晚宴聚餐
2014-15 年度為本會成立二十周年，為讓各教育界朋友能聚首一堂，了解本會及彼此的近
況，本會藉著這大日子，特意籌辦「二十周年聚餐」，回顧本會二十年來於推動戲劇教育的
工作點滴，並促進彼此交流。現特此函邀請 閣下出席晚宴聚餐。各位教育界朋友，萬勿錯
過，請從速報名。聚餐詳情如下：
日期：2015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6 時恭候，7 時入席
地點：翠園（九龍灣德福廣場第 1 期）
費用：每位 $300，大小同價
報名：請填妥以下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教師戲劇會有限公司」)，於

三月十三日或以前寄回香港教師戲劇會（沙田愉田苑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查詢：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劉小姐（6123 5602）

香港教師戲劇會二十周年聚餐

報名表
姓

名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人數

(費用每位$300，大小同價)

支票號碼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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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師戲劇會周年公演 2015
為提升同工對戲劇製作的認識，培訓他們編、導、演的能力，本會每年舉辦「周年公演」，
邀請專業人士，指導教師擔任台前幕後工作。
今年公演將於 2015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 假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舉行，演出午場 3:00pm
及晚場 8:00pm，每場短劇三齣。遴選時間見下：
遴選日期：2015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五)
地點：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新界沙田愉田苑。倘乘搭馬鞍山鐵路，可於第一城站下車。)
時間：7:30-9:00pm
查詢：黃小姐 9629 7020
參與「台前演出」的教師，須負責銷售晚場門券 25 張（每張 $60）
，費用全用作聘用專業
導師及製作費。同工如有興趣參與台前幕後工作，請填妥回條傳真或電郵至本會。
有關本會過往周年公演詳情，可參考本會網頁 www.hk-tda.com。凡有意參演的教師，本會
將儘量為之安排演出機會，倘名額所限，以先到先得為原則。

致︰香港教師戲劇會

(傳真 3544 8304；電郵 info.hktda@gmail.com)
參與「周年公演 2015」遴選
回條

學校名稱：

老師名稱：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欲參與崗位 (請)：

演員

幕後工作

宣傳出版部

印刷品（Printed Matter）

香港教師戲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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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司徒美儀(寶血女子中學)

沙田愉田苑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執行編輯：劉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