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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鄧達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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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捐助，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策劃及推行。由 2016-17 學年開

始，至今已經三個年頭，本專集將這三年的點點滴滴彙整，

與所有熱心戲劇教育的工作者分享。

計劃對象分為高小及初中組，分別以古代及未來世界作背	

景，引領學生進入不同的情境，運用諸子百家的思想去討論、

思考，甚至解決問題。從背景故事的設計已可以看出戲劇教

育無窮的創造力及可能性，這樣的教育方法也可以讓教師和

學生了解到諸子百家思想的靈活性，也開拓了中文教育的另

一條路徑。

本專集輯錄了此計劃前置及後置戲劇工作坊的教案資料及戲

劇教學方法，全方位剖析教育劇場不一樣的教學方法。此外，

更收集了參與計劃的教師及學生在計劃開展後的回應，不少

學生和教師都表示計劃令他們在學習和教學上都產生了很大

的轉變，教師和學生都在這計劃中教學相長，大有裨益。專

集另收錄了多位專家及演教員的文章，從理論、專業以至實

踐的角度分析教育劇場的果效。各方面的意見都印證教育劇

場的正面影響，還有未來發展的潛力。

教育劇場跳出固有課堂的模式，打破被動接收的教學傳統，

要求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在戲劇當中。他們在教育劇場中走

進一個不一樣的世界，而在課堂過後，學生未必會得到一個

教科書中的參考答案，但從學生的反應中，我們知道他們已

經獲得更寶貴，更影響深遠的人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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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簡介

優化及推廣

60 場
教育劇場（高小）；

60 場
教育劇場（初中）

教育劇場實行與發展

60 場
教育劇場（高小）；

30 場
教育劇場（初中）

成立演教員團隊

60 場
教育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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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劇場講座
教育劇場年報

專集出版
網絡資源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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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劇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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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劇場專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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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由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捐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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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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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九大目標

1.	 抽取我國經典《論語》、《孟子》、《莊子》及《墨子》

等典籍中的故事作為戲劇及教學文本，透過劇場提

升高小學生及初中學生的創造能力及語文能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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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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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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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利用「教育戲劇」的教學策略，增進學生的互學與

協作精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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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施行前後置戲劇教學視導，全面協助提升教師的教

學素質。

8.	 編製文獻及設立「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網頁及頻道」，

令更多教師與學生能夠受惠，並把計劃的精髓延展

下去。

9.	 舉辦「密集式教育劇場工作坊」及「教育劇場講座」

等交流活動，不僅擴闊本地教育工作者的眼光，亦

能從中互相分享心得，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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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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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教

學」、「藝團造訪」及「後置教學」三部分組成。

前置
教學

藝團
造訪

後置
教學

在藝團造訪前後，演教員和教師將合力運用由本團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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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以角色身份完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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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教育劇場《姬明傳》簡介

故事圍繞戰國七雄爭霸時代燕國公主姬明抗秦的歷

程。其中學生以這個時代隱世知識分子的身份參與

演出與演教員互動，合力推進劇情。在故事的關鍵

時刻，一眾學生須為劇中角色出謀獻策，渡過難關。	

最後更要與以法家思想治國的秦始皇作終極辯論，憑

他們在此教育劇場計劃學到的儒、道、墨、法四家的

基本學說，游說秦始皇棄法家的嚴苛，而採納儒、道、

墨家的仁義大同兼愛的管治，以三寸不爛之舌退強秦

雄師。

初中教育劇場《3016》簡介

演出的故事設定於 3016 年，世界經歷兩次末日後，國

際秩序重新組織。學生以這個時代的尖子身份，被挑

選加入一間研發高科技的大型機構，成為實習生，參

與研發新產品。學生扮演的實習生，將遇到不同的困

難，運用「諸子百家」的學說，幫忙角色解決問題，

作出抉擇。孟子主張的「四善端」是否他們良知的依

靠？老子所說的「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

可會是他們的警惕？「諸子百家」的至理思想可能是

他們申述理據的最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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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Circle of Life）
主要用來建構人物及分析他的生活與人際關係。一
張大紙，分為五個部分，中間的部分為一小圈，寫
上角色名字及年齡，其餘的四個部分寫上住處、家
族、玩伴及工作日。

循環論証劇（Circular Drama）
將學生分成若干組，著他們扮演某些角色，老師自
己亦入戲成為某角色，而自己的角色要和學生所扮
演的角色存有關係，然後老師扮演的角色，要分別
走到各組，帶起富思考性的話題，引發辯論。

集體組「角」 
（Collective Character）

將學生集合起來組成一個角色，集合力量說出話	
語，和別人對峙或游說別人。主要用來加強學生的
合作能力，嘗試體驗別人的感受，用另外一個身份
與別人展開對話。

良心胡同（Conscience Alley）
適用於當主要角色人物處於進退維谷（dilemma）
不懂選擇及不能立下決定的時刻。一位同學扮演主
要角色，其他同學分為甲乙兩組，雙方抱持著正反
不同的意見，各自排成一行，並組成一個 V 字（胡
同），讓扮演主要角色的同學經過。扮演主要角色的
同學慢慢由胡同的開端走到尖端的位置。過程中，
甲乙兩組分別說出不同的理由，扮演主要角色的同
學會因應正反兩方的理由作出最後的決定。當扮演
主要角色的同學來到尖端的位置時，老師會問該角
色，經過一連串內心交戰後，最後他會有怎樣的選
擇。

講是講非（Conversations）
著學生二人一組扮演角色並創作談話的內容，加強
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以及為戲劇故事製造張力。

空間構成（Defining Space）
利用存在於空間裡的東西，組合成某個戲劇場景，
培養學生的想像能力及提升空間感知能力。

文字存檔（Diaries, Letters, 
Journals, Messages）

著學生以角色或自己的身份撰寫文字。目的是提高
寫作意願及加倍關注議題，從而進行反思。

夢境呈現（Dream Sequence）
著學生分組創作夢境的一連串景象，運用「符號」
及「隱喻」表達訊息，展現隱藏的意義，從中探索
危機及理解人物的心事。

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
選取一件戲劇性的遭遇，由若干同學進行「案件	
重 演 」， 而 其 他 同 學 則 進 行 觀 察。 當 觀 察 者
（Spectator）發現處境已偏離軌道，即戲劇變成不
真實，或者事件中人物需要幫助的時候，觀察者可
以終止過程，然後取代演員投入處境之中，成為該
角色，嘗試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問題。

人肉城牆（Great Wall）
著學生以身體逐一排成人牆，說出在戲劇故事中要
保護或防守的東西與地方是甚麼？守護的原因、恐
懼甚麼及敵人是誰？目的是要讓學生反思，甚麼是
寶貴的，甚麼應該珍惜？自己為甚麼要挺身而出去
守護某些東西及事情。

坐針氈（Hot-Seating）
由老師或學生扮演一個角色，與其他同學進行對話。
被訪者利用角色的態度和立場回答訪問者的問題，
從中探索人物的行為動機及對事件的態度立場。

訪問（Interview）
向角色人物提問問題，一方面收集資訊和情報，另
一方面揭示人物的態度、看法和動機。

「圖」示位置（Map Location）
引導學生在大紙上勾畫出戲劇故事發生地點的地
形，然後學生用小紙將地點的各個仔細的部分繪畫
出來，並張貼在大紙上，一起建構戲劇的主要發生
地點。

戲劇教學方法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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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Meetings）
老師及學生入戲成為某群角色，進行會議磋商某件
很要緊的事情。在會議中討論問題、表達自己及聆
聽別人的意見，然後一起立下決定。主要是提升學
生的合作能力及表達能力，另一方面，更能培養學
生的團隊精神，讓他們學習何謂公正與平等。

說故事（Narration）
利用敘述故事的形式去開展、交代及推進戲劇故事。
除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之外，亦能誘發學生的好
奇心，使他們更加投入戲劇活動情境當中。

失物待領（Objects of Character）
老師展示屬於某人物的失物，讓學生想像和建構這
個人物及發生在這人物身上的事情，從而引發學生
的想像力，以及加強他們的推理能力。

「紙」示位置（Paper Location）
引導學生繪畫與戲劇有關的圖像和符號，張貼在指
定的範圍內，呈現戲劇場景。

過程戲劇（Process Drama）
老師先從生活或學科中選取具爭議性的題材	

（亦可自行編作故事），設計一個「前設文本」（Pre-
text），配合不同的戲劇教學策略發展戲劇故事。透
過整個戲劇活動，幫助學生在「過程」中進行思考
和反思，引導他們發掘和探討問題，從而解決問題
及立下決定，並對要探討的課題建立個人的看法及
立場。

牆上的肖像（Role-on-the-Wall）
主要用來表達對某人物的看法及探索其內心世界。
在真人大小的圖畫紙上勾畫出人物的外形輪廓，讓
學生把他們對該人物的不同觀感，寫在小紙張上，
然後張貼在人物肖像之外與內（例如於肖像外張貼
個人對人物的觀感或看法，肖像內則張貼人物的內
心掙扎或心裡的秘密）。

雕塑（Sculpture）
集體引導某位參與者展示特定人物的身體姿態，反
映該人物在特定處境的狀態，從中一起探索人物的
處境及反應。

靜止視像／定格（Still Image）
學生集體運用肢體製作一個視像，將事件中最重要
的一個時刻停頓下來，成為一個「定格」，從中呈現
實際的意念或抽象的概念。

老師入戲（Teacher-in-Role）與 
學生入戲（Student-in-Role）

老師與學生一起扮演角色，進入虛擬的情境，在適
當時，老師會帶領學生「出戲」，進行反思和討論，
然後再一起「入戲」，繼續戲劇活動。學生在不同的
情境模擬不同的人物，學習感受別人的感受，了解
別人的想法及行為動機，對戲劇性的事件建立態度
及看法。

思路追蹤（Thought Tracking）
當學生做定格時，老師輕輕拍一拍學生所扮演的角
色的肩膀，然後學生要以角色的身份及角度，說出
戲劇當下的所思所想。

資料不全（Unfinished Materials）
利用一些不完整的東西，例如衣物或信件等，作為
刺激物來引發學生的注意力，從而揭開戲劇故事的
序幕，亦加強學生的創造力及邏輯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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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文章

為了入世而不為世所累 
談教育劇場的創作─由《姬明傳》到《3016》
陳恆輝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藝術總監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莊子》

學海無涯，但生命有限，我們應該怎樣在這世上平安地生活？我們都渴望自由，但甚麼是自由，我們怎樣才能

得到自由？我相信無論是宗教、藝術還是哲學，它們給予人類的最終目標，都是要「解放」人類，讓人類在「靈

性」上得到自由。那麼我們可以在何處直接找到自由的「秘方」？宗教場所？學校？

學校能夠讓我們了解自由是甚麼嗎？

學校是一個自由的地方嗎？

學生在學校自由嗎？

學生渴望自由嗎？

學生理解甚麼是自由嗎？

學校的課程具啟發性嗎？

學校老師的教學方法具啟發性嗎？

學校老師和學生互相擁有的是一個怎樣的「關係」？

當學校都只不過是一個樊籠的時候，學生又如何能得到自由？

我曾經由一個樊籠轉到另一個樊籠，慶幸遇上好的老師，開我眼界，令我覺醒，讓我知道遠處有一境地，等待

著我去尋找和發掘那「不可說」的終極真理。

那位老師說：「莊子的學說，是入世而不為世所累。」我相信當時四十位同學當中，有三十九位在老師說完這句

話後，兩秒鐘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只有我，把這句話一直記在心底裡，匆匆三十年。

它不是我的「心頭大石」，因為我一直相信，它是藏在我心中的寶石，只等待有朝一日，能夠發光發亮。一直到

了四年前的一個下午，我獲知得到一個難得的機會，於是我決定將這顆寶石釋放出來，雖然我知道這將會是一

個艱辛的旅程。

2016 年 11 月，「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開展。我團已有十多年舉辦教育劇場計劃的經驗，多年	

來，我認為最具挑戰性的部分，就是「藝團造訪」，因為不僅要演，還要跟學生互動！計劃中參與學校有小學也

有中學，兩個界別的故事內容應有不同，究竟故事應該如何下筆？但從無慢慢變成有，亦是令一個創作人津津

樂道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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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角色扮演、甚至審美距離等等特色、策略和觀念，都是來自德國詩人、劇作家和戲劇理論家貝托爾特·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布氏提倡史詩劇場（Epic Theatre），一種透過陌生化效果，令觀眾抽離地觀看舞

台上所發生的事件，並從思考當中得到「娛樂」的劇場美學模式。他認為觀眾在觀賞這種戲劇的過程中，不但

能夠享受娛樂，更能在批判舞台上角色的行為時進行思考，即時反思現今自身的生存狀況，從而作出改變。布

氏的劇團柏林人劇團曾到英國演出，當地的劇場界和教育界也一同希望在布氏的劇場理念中「取經」，因為要「改

革」的不僅是英國的戲劇，還有教育，於是「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 簡稱 TIE）便應運而生。英國

劇場學者 Margaret Eddershaw 在她所寫的 Performing Brecht 一書說：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ind of work created by TIE team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nd the 
theatre of Brecht is close in many ways. It was in the spirit of Brecht’s theatrical intentions that 
TIE programmes mostly set out to focus attention on and bring into sharp consciousness specific 
social issues and to provide an arena in which young people might work out their (sometimes active) 
responses to them. The work was (and is) seen as educational and innovatory, and to use a Brechtian 
term, ‘useful’. TIE programmes not only analyse(d) problems but invite(d) the pupil spectators to 
participate in solving them, both as part of the theatrical event and beyond that in their own social 
actions and attitudes outside school. All this equates closely with Brecht’s aims for his Lehrstücke, 
which were themselves presented in East German schools. (1996, p.67)

Lehrstücke 即「教育劇」。「教育劇」是二十年代尾至三十年代，由布萊希特與他的音樂家好友寇特．威爾（Kurt	
Weill）和漢斯．艾斯勒（Hanns Eisler）一起在馬克思主義思潮下所創製出來的戲劇「新品種」，觀眾被提升為

參與者，由被動的狀態轉變為主動思考及進行批判。因此，觀眾不再是旁觀者而已，而是合作者。

以下是「教育劇」的幾個主要特點：

1. 形式要加強敘述性

2. 事件呈現多觀點

3. 觀眾不可被動地接受在他們面前展現的戲劇事件

4. 讓「參與者」成為「劇中人」

5. 使「參與者」能參與戲劇中的討論

6. 安排主角各種不同結局的可能性

以上六點慢慢形成了教育劇場的基本理念，根據 Eddershaw 的說法，六十至七十年代的 TIE 還帶有社會主義的

理念和色彩，雖然發展到現在這種色彩亦已慢慢地褪去，但強調觀眾要成為參與者參與討論，以致控制事件的

結局的這種精神仍然存在。

我入讀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之前，已經很喜歡讀布萊希特的劇作和戲劇理論，因為我十分喜歡他的批判精神。

這也是為何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多年來專注研究和推行教育劇場，也反映了布萊希特對我團在公開演出的表演美

學上和建構教育策略方面有重要的影響。我團十多年都堅持舉辦教育劇場，是因為我們相信，批判性思考是人

不可以缺少的能力！但空談理論都是徒然，因為是戲劇，我們都需要一個又一個故事！故事要吸引人亦要讓人

看到事件中有改變的契機，讓參與者跟角色思考和辯論，然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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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明傳》和《3016》是「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中兩個藝團造訪的故事。一個發生在古代（秦朝），

而另一個發生在未來，兩次世界末日後的 3016 年。這兩個劇目都是用我團慣用的編作劇場（Devising Theatre）
方法創作，簡單來說，就是集體創作，每位演教員（在教育劇場中，演者有教的責任，所以稱為演教員（Actor/
Teacher））都要參與，都要為故事耗掉不少腦汁和心思。而引導演教員如何創作的人，就是我的主要工作。

身為演教員，必須要有創意，何謂創意？我極喜歡的美國電影導演大衛．連治（David Lynch）說：

創意就像魚。	

如果你想捉小魚，留在淺水即可。但若想捉大魚，就得潛入深淵。

但潛入深淵之前，必先做好準備。我把老子、孔子、莊子、列子、孟子和墨子的名字寫在小紙條上，然後請六

位演教員在我手上把字條抽出，並一起打開，知道誰是自己的「老師」之後，就要努力讀書，吸取該門學說理

論的要義，準備跟大家做詳盡的匯報（Presentation）。匯報有兩次，一次是文案式匯報，另一次是活動匯報，

兩者分別如下：

文案式匯報：用語言、文字和圖像向其他人展示出整理好的資料和內容，引導大家思考相關問題。

活動匯報：利用相關資料整合戲劇情境，以獨腳戲在大家面前演出，可有互動部分，讓大家對議題有更深一層

的了解。

雖然這些匯報並不是最後定案，但卻一定會對跟著的排練和創作有一定的影響。

兩次匯報之後，就要一起整合所有得來的資料，決定留下真正重要的素材，集中火力將它們進行「雕琢」。

如果「藝團造訪」部分是「戲肉」，那前置和後置部分就是「前戲」和「總結」。所以在排練「藝團造訪」這個

部分之前，就要構思好前置和後置的內容，還要想好「藝團造訪」的基本架構。

我想到用「山」、「水」、「樹」作為前置和後置工作坊的重點，「山」帶出列子《愚公移山》的故事，引導學生認

識古有諸子和他們充滿智慧的學說，再以「水」引入大禹治水、禪讓、世襲和分封諸侯的制度，再用戲劇教學

策略帶領學生研究春秋戰國時代人民生活的苦況。當學生投入活動之後，隨即介紹和講解孔子生平和學說，然

後進入七國爭雄的年代，以燕國公主姬明為主軸的虛構故事《姬明傳》就放在前置最尾部分，老師開始了故事

早段說書部分，然後在「藝團造訪」再讓演教員開展整個故事。

因緣際會，演教員團隊中以女性較多，直接刺激我創作一個有關「公主們」的故事。我先跟演教員一起構思故

事發生的地點，還有討論和決定「學生入戲」的角色是甚麼，然後就是每個人物的設定。每一天的排練，我們

都會腦撞擊一番，有很多時候會做即興練習，從中抽取可用的片段和想法，放入創作中的故事內。為了真的讓

學生能「做中學」，除了故事，每個場景都要設計一些任務和難題，讓他們去解決，最後透過跟秦始皇辯論，從

中理解儒、道、墨和法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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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資料搜集、緊密的排練、嘗試和實驗，《姬明傳》的故事和互動架構如下：

故事圍繞戰國七雄爭霸時代燕國公主姬明抗秦的歷程。小學生以這個時代隱世知識分子的身份參與演出與演教

員互動，合力推進劇情。在故事的關鍵時刻，一眾學生須為劇中角色出謀獻策，渡過難關。最後更要與以法家

思想治國的秦始皇作終極辯論，憑他們在此教育劇場計劃學到的儒、道、墨、法四家的基本學說，游說秦始皇

棄法家的嚴苛，而採納儒、道、墨家的仁義大同兼愛的管治，以三寸不爛之舌退強秦雄師。

小學組教育劇場的前置工作坊由列子開始，《姬明傳》亦由燕國公主姬明尋找疑似最上乘的武功「御風而行」展

開故事，在中學組的《3016》，故事完結在「御風而行」裡。最初，我想將中學組「藝團造訪」的故事地點設

定在現代的大公司中，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尤其是日本人）將先秦諸子的學說套用在現今的職場上。但我再

細想，這可能並非一個很好的選擇，因為太「接近」了，少了戲劇教學中常提及的「美學距離」（Aesthetic 
Distance），沒有這個「距離」，施教反而會變得困難，因此我放下這個想法，放空自己，坐禪冥想。

正如大衛．連治所說：「你必須心志清明才能創作。」

有一天我想到：小學的故事是古代，何不將中學的故事放在未來？

於是，我帶領演教員一起看多部例如《第五元素》、《2020》等科幻電影，也選讀了一些如《美麗新世界》等有

關未來的小說，擴闊大家的思路與想像力。我們還討論科幻的動畫，一起回顧當中的經典人物和場面，例如有

松本零士的作品和庵野秀明的《新世紀福音戰士》等等。

最後，我始終沒有放棄「職場」這個概念，只是把時間推到未來。至於「前置」和「後置」都以單元為主，例

如用一課堂講孟子，另一課堂集中講孫子，然後用道家「無用之用」的大樹引入「藝團造訪」的虛構故事。由

於故事的其中一個命題是「惻隱之心」，所以「後置」以相片「飢餓的蘇丹」和攝影師的生平事跡作為主要探討

的內容，最後以道家的宇宙觀作結。

前置的結尾是由明朝四個將領尋寶的故事開始，超越時空去到未來兩次末日，帶出主角阿明和信箱的故事，老

師在前置工作坊的最後部分，讀出阿明的信，讓學生理解故事背景，並透過「夢境呈現」這個戲劇教學策略代

入人物，感受阿明的感受。之後就是我團到學校作「藝團造訪」，《3016》的故事基本概念如下：

兩次末日後的世界，地球受到嚴重污染，人類只能在一個名為「數據盒」的地方生活。身處於 3016 年，學生成

為企業實習生，與角色人物一起面對重重難關。

編作時想起日本動畫《銀河鐵道 999》，想起人性貪念、地球污染、生態環境改變，還有主角歷盡艱辛去尋找機

械身體的情節等等，而這些兒時印象已經成為自己當今要面對的社會問題，我們都覺得天馬行空已不再天馬行

空，並已經成為現在和未來。因此我們在編作時很相信，學生一定會有一定的迴響，結果正如我們所料，有學

生認為「未來就是現在」，戲中面對的問題，就是當代人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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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故事發生在職場，所以中學的教育劇場亦加插了兵家《孫子兵法》的理論，好讓學生接觸到孫子的智慧，

尤其是《計篇》的：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以及《謀攻篇》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我深信諸子百家到了未來，仍有極大的影響力，因為無論科技如何進化，生活環境如何進步，人都會被自身的

慾望所迷惑，惡念亦由此不斷滋長。老子說得好：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常樂人人也知，但又有幾多人能夠做到？

在「藝團造訪」中，劇中人／演教員和實習生／學生，一起爭論應否接種「鐵心蘭」這個疫苗，帶出了在現今

世代，人是否還需要有「惻隱之心」這個問題，學生透過這個活動，之後再學習相關課文，就會更容易理解。

科技的時代是否需要去人性化？科技是幫助人類還是支配人類？

以上都是我們透過《3016》跟學生一起探討的問題。

上文提到，創意像魚，要想捉大魚，就得潛入深淵。但究竟要去到幾深？我認為這個深可堪玩味，「深」可深入

了解身邊的事物，包括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這些關係成為了密碼，隱藏在故事人物的每一個行動中。

參考書目：

a. Eddershaw, M. (1996) Performing Brecht, London: Routledge. 

b. 布萊希特著，丁揚忠等譯，《布萊希特論戲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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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教育劇場發展道路
陳瑞如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行政總監

二千年一個轉機

從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之後，我一直專注於舞台表演，經過五年的全職舞台演員生涯之後，我開

始思考這個問題：「戲劇的真諦是甚麼？」戲劇是否等於表演？戲劇和社會甚至和人有甚麼關係？戲劇的功能只

是娛樂嗎？戲劇在社會和文化上價值是甚麼？

想這些問題的時候正正是九十年代中期。那時候，本地的專業劇團不多，可是到了現在，劇團數目如雨後春筍，

有由民政事務局直接資助的九大藝團中的三個劇團，獲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度資助的中小型戲劇團體也超過十八

個，坊間還有不少接受其他資助的藝團，連同業餘劇團的話，保守估計，香港約有二百多個劇團。每個星期，

香港都有很多舞台劇演出，而戲劇教育方面，亦相當蓬勃，很多劇團進入學校舉辦活動，而學校收到的戲劇活

動宣傳單張多不勝數，大部分活動或計劃都是免費的。在那麼多選擇和學校課程又緊密的情況下，學校當然會

挑選有質素的活動來參與。

我是在二千年放下演員身份，專注投入戲劇教育的工作。當時正值教育改革，學校需要新的教學方法，藝術教

育開始盛行，戲劇是其中一個重點項目，普及戲劇教育、駐校藝術家的概念剛剛起步，藝術家有較多空間和機

會與學校合作，亦可以透過不同途徑和平台申請資源，開發具實驗和先導性的計劃。我們就是在一九九八年成

立愛麗絲教育工作室（後改名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由普及戲劇教育課程開始，設計常規戲劇課堂，主要是讓學

生透過參與戲劇創作，啟發想像力，提升自信心，培養他們的群體合作能力。起初，我以為戲劇教育就是教授

學生表演的技藝。在施教的過程中，我一方面感受到學生在排演戲劇和學習戲劇的課堂中，獲得歡愉和滿足感，

但另一方面，我亦發覺對一些沒有藝術天分的學生來說，在舞台上表演往往會令他們感到壓力，所以我經常在

想，戲劇是為一少撮人而設的嗎？推行所謂的普及戲劇教育是否正確？是否每一個學生都需要戲劇呢？過程重

要，還是成品重要？當然，一定是過程，但教好這個過程是一門學問，我極之需要尋求一個答案。

轉折點是，到了英國伯明翰中央英格蘭大學，修讀教育戲劇（Drama in Education）碩士課程。從 Professor 
David Davis 的教導，我認識了戲劇教育的功能和社會價值，亦得到另一位已故導師 Geoff Gillham 的啟發，我

團開始了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的探索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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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戲劇成為教育的工具

名不正，則言不順。為了讓業界對戲劇和劇場教育有基本的認識，我和恆輝先後出版了《戲劇教育》和《戲劇

教室》這兩部著作，主要是引述外國著名戲劇教育家的方法和理論，結集戲劇教學法引入本地學校課程的實踐

案例，最重要是探索戲劇和劇場教育在香港發展的可能性。

桃樂西．希芙閣（Dorothy Heathcote）可說是最影響我們對戲劇教育的看法，她的戲劇教學並非訓練演員和排

練演出，而是著重在戲劇活動中的過程（Process），戲劇作為學習的媒介，成為教學的工具。引導學生將已有

知識加以運用，從而達到「做中學」，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讓他們學會學習，她主張：「放慢步伐，讓學生進

行反思和察覺他們自己內在的意識。」(1)。她的戲劇目標是尋求經驗（Experience），從而帶來感覺（Feeling）及

意義（Meaning）。看過教學影像的檔案，我們會發現她最常用的開場白是「我們來做甚麼戲好呢？」希芙閣在

課堂的開始，透過發問問題，帶領學生塑造一個主題、文本及特定的動作，把參與者視為合作伙伴，開發一個

全體都有興趣的課題，加上張力（Tension）達到戲劇化的效果。「張力」可源自一個困境、疑惑、好奇心等等，

種種在劇場上引用到的「張力」要素都可以運用。戲劇情境是由一連串的片段（Episode）所組成，是片段形式

的，在合適的時段戲劇可以暫時停止。配合老師入戲（Teacher in Role）這個她常用的教學策略，由扮演角色

開始，在適當時段「出戲」與學生討論，再「入戲」去推進戲劇。帶領戲劇時所運用的語言十分精確，「起來，

我們去……」，即時有推動力，很快就令學生產生認同和相信，由班房進入一個虛構的情境之中。在進行的過程

中，身為引導者的她觸覺敏感，清楚地掌握每個甚至全體學生的情緒和需要。可能是希芙閣曾接受過專業的表

演訓練，亦有多年劇場工作的經驗，之後再專注任教戲劇，使她能成功引用戲劇和劇場的元素在教學上，她的

學說和理論，啟發了世界各地的戲劇教育工作者，包括了我團的戲劇教學的方法。

在《為學習而設的戲劇》（Drama for Learning）(2) 一書中，她說明了她的「專家的外衣」這種教學策略所要注

意的重點，這啟發了我們如何引用角色扮演，設計學生入戲的活動，亦成為我們一直帶領和創作戲劇的指引。

1. 老師／導師與學生協定將要扮演的角色，引導學生以特定的身份來看待即將要面對的困難和處境。

2. 分階段完成不同的短期任務，不一定要有任何製成品出現。

3. 由老師／導師發動任務，讓學生分成小組討論和完成任務，在適當的時機各組聚集一起去集體立下決定。

4. 在設計任務時，須要評估和釐定學生所需技能的程度、知識的種類、學習的範圍及班上的群體合作能力等等。

5. 每一個任務都須要小心選擇及逐步編排。

6. 在即時處理任務時，老師／導師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是無所不能，而是要依靠學生所扮演的角色給予意見和協

助。

7. 在戲劇活動的過程中，老師／導師要不時讓學生察覺他們所扮演角色的應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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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戲劇（Drama in Education），簡稱 DIE，強調在過程中學習，透過不同論題，包括學校課程裡的科目或者

有教育意義的主題，讓學生從中探索，從而得到反思和建立個人的看法。多年來，我們都是引用「教育戲劇」

的方法和理論，設計前後置戲劇活動，讓學生在參與教育劇場演出（即藝團造訪的部分）的前後，透過戲劇活

動對課題建立初步的概念，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透過不同的戲劇教學策略，讓學生表達他們的所思所想，建

立自己的看法和培養正面的價值觀。詳細的教學內容，可見〈前置及後置工作坊教案資料〉這個章節。根據多

年的經驗，我們引用「教育戲劇」的宗旨是令學生：

1. 學習有關戲劇的事。

2. 學習有關學習的事。

3. 學習如何思考和說話。

4. 通過戲劇活動來促進學生對其它學科的了解。

5. 學習與人合群相處。

6. 學習表達自己的意見。

7. 總括來說，建立健全的人格。

目的是達至白賴恩．威（Brian Way）在《從戲劇中成長》一書所指出的「整體個人發展」。我們認為在學校推

行的戲劇，可以是屬於每一個學生的，因為「學校的存在價值，不是去培育演員，而是去培育『人』。」(3)

當劇場是一個教育媒介

在英國進修的時候，上了關於教育劇場的課，也看過教育劇場的示範演出，我和恆輝都深感震撼，加上我們都

被教育劇場導演和老師 Geoff Gillham 感動，所以決定回到香港後，要研究如何將英國傳統的教育劇場，配合

香港的教育環境，發展成屬於我團的教育劇場模式。由 2002-2019 年間，共創作了十五部作品，一直以來，我

們都堅持著教育劇場的以下幾個重點：

1. 以節目（Programme）形式策劃，主要活動有前／後置作業（劇團事先設計教材於演出前後與同學進行相關

的戲劇活動）、藝團造訪及事後評估。

2. 讓參與者透過劇場進行學習。

3. 內容是從課程當中選擇題材或選取其他有教育意義的主題，例如有關社會、歷史及文化的議題。

4. 讓參與者透過角色扮演直接參與演出，而不只是坐著做一個普通的觀眾。

5. 參與人數是以一個班級或某一團體做為演出對象，人數多在三十至四十人之間。

6. 由演教員（Actor/Teacher）帶領活動，所謂演教員，從字面上就指出了帶領者的兩個身份與任務，這亦說明

了這類劇場必須要藝術、娛樂與教育並重。

7. 由輔助者（Facilitator）擔任演教員和參與者的橋樑，帶領參與者在戲劇進行期間與角色互動，在過程中分

析和討論，提出問題及立下決定。

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簡稱 TIE，是「強調以劇場媒介來製造學習機會」(4)，主要目的並不是提供

娛樂，或者是傳授有關劇場的知識，而是讓參與者從劇場經驗中進行「學習」。在多年來的探索，我們慢慢建立

屬於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教育劇場的風格和模式，例如運用編作劇場（Devising Theatre）來創作故事，引用布萊

希特的表演理論訓練演教員等等。

透過十多年不斷的實踐和探索，我們的團隊已經建立了一套說故事的風格模式，當然還有導演獨特的劇場風格

和美學，這是都不能模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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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與三頭理論

演教員顧名思義，必先以「演」為主，要演得真，學生才會相信，才能方便施教，在教學的過程中，必須要有

充分的理性才能駕馭「教學」這個任務。所以，除了史氏體系著重的真實感呈現之外，布氏理論的批判精神也

是我們的表演基礎。

在教育劇場中，演教員帶領參與者透過角色扮演直接參與演出。角色扮演是常用的戲劇教學策略，參與者模擬

不同情境中的人物，透過扮演他人，從而了解他人的想法和行為動機，並且達至關心他人、關心社會，建立個

人對社會和道德價值的觀念。角色扮演亦分「老師入戲」和「學生入戲」。老師入戲（Teacher in Role），是指

老師扮演角色與學生一起進入虛擬的情境，老師通過所扮演的角色傳達一種態度和意見，在適當時，帶領學生

跳出角色，進行討論和反思，然後再入角色，繼續戲劇活動。學生入戲（Student in Role）是學生在不同的情境

中模擬不同的人物，學習感受別人的感受，了解別人的想法及行為動機，對戲劇性的事件建立態度。

但要注意的是，角色扮演（Role Playing），有別於演繹角色（Character Building）。學生不是要沉溺和融入角

色裡面，重要的是在當時假設的情境中去展現態度（Attitude），因為重點在於解決困難，讓學生成長。所以在

戲劇課裡，學生要集體完成任務，把困難解決。在戲劇過程中，老師不斷作出干涉去引導學生作出反思，避免

他們沉溺於情感，要參與者意識到正在發生甚麼事情，以及需要發生甚麼事去推進戲劇，達至投入和抽離的效

果。有別於在演技方面的「演繹角色」，一般是指演員投入戲劇中體驗角色，引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

（Stanislavsky System）來說明，演員是必須生活在角色之中，與角色同哭同笑，為了尋找真實感，可以「通過

演員的有意識的心理技術達到天性的下意識的創作」(5)，達到真正地體驗角色，從而令觀眾也相信舞台上角色的

行為動機。

演教員在教育劇場演出中，是引用了「老師入戲」來帶領學生學習。「演」和「教」必須駕馭得當，所以是有三

個頭的！

第一個頭─角色的頭。清晰地表達出角色的姿態行動及態度。

第二個頭─演員的頭。這個頭在角色的頭上面，觀照自己的扮演及所做的行動與態度是否正確。

第三個頭─老師的頭。這個頭在角色的頭旁邊，觀察及評估著學生的一舉一動。

這三個頭的理論，只能通過實踐，才能掌握得到。

以推動教育劇場為己任，一定要傳承下去

一切在於你的心是善還是惡。

一堂好的戲劇課，等同一個優秀的創作，一件出色的藝術品。

編作一個好的教育劇場節目，媲美製作一個四小時的經典莎劇，是一件美事，也是一門學問。

謝謝 Professor David Davis，在第一年 Summer School 完結時，送給我一份珍貴的教育劇場資料，是重要的

SCYPT 剪報，當中記載了英國教育劇場全盛時期的概況，這對我團日後劇場教育的發展有莫大幫助。

謝謝 Geoff Gillham，記得唯一一次，亦是最後一次的會談，他那份對年輕人的關注及對社會事件的關愛，令人

拜服，在他離世前他寄給我的那一封信，更成為我推動劇場教育的動力。

我相信劇場是可以幫助人及令人快樂的。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教育劇場專集

31

註譯：

(1) Wagner, B. J. (1999) Dorothy Heathcote: Drama as a Learning Medium (rev. edn.), Portland, Maine: Calendar Islands 
Publishers, p.3.

(2) Heathcote, D. and Bolton, G. (1995) Drama for Learning: Dorothy Heathcote’s Mantle of the Expert Approach to 
Education,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pp.23-24.

(3) Way, B. (1967) Development through Drama, Harlow: Longman, p.15.

(4) 台南人劇團策劃，蔡奇璋、許瑞芳編著，《在那湧動的潮音中：教習劇場 TIE》（揚智文化，2001 年），第 2頁。

(5)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二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85 年），第 27 頁。

參考書目：

a. 陳恆輝、陳瑞如著，《戲劇教育：讓兒童在戲劇中學習和成長》（嘉昱，2001 年）。

b. 陳恆輝、陳瑞如著，《戲劇教室：高小戲劇教育指南》（熱文潮，2003 年）。



32

教育劇場《姬明傳》
黃婉萍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
副院長及戲劇學科 / 應用劇場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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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我有幸於 3月 24日及 4 月 26日，兩度到場觀看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捐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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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以甚麼身份介入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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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的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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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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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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身份，與他們平日慣用的必然有所不同，但這樣的身份和策略可以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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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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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看「諸子百家教育劇場」聯想到的
司徒秀薇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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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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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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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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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世村之危得以解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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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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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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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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7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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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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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的教育劇場─淺論持續入戲狀態
舒志義
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副教授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教育劇場享譽多年，直至 2016 年他們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策劃及推行賽馬

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我才正式有機會到校現場參觀演出和前置、後置戲劇教學課堂。記得多年前去

過他們一個教育劇場發佈會，好像是關於辛亥革命的，當時看了一些照片、錄像和介紹，就覺得那是我自己一

直都想做（但到今天都仍然未做！）的戲劇教育模式。

那是一種要求全場學生從頭至尾，都需要維持在角色扮演的狀態下進行觀賞和互動的劇場。戲劇教育的一個大

概念，就是透過角色扮演去學習。當一個學習者的腦袋和身體進入了某個角色的狀態時，他／她就會領略到這

個角色的需要，包括角色所關心的與避忌的東西，角色想發生與不欲發生的事情等。如果學習者的入戲狀態夠

全面，她／他還能依據角色的能力去採取行動，這些能力包括說話能力和思考能力。因此，能夠設計和呈現合

適的故事情境、角色及角色關係等，引導學習者進入角色，可說是一個成功的戲劇教育工作者首要的條件。

愛麗絲沿用「要求學生維持入戲狀態的理念」來製作教育劇場，證明他們深諳戲劇教育的核心大道理。這次	

他們獲得賽馬會的捐助開展一個大項目，在 2017 年做了小學巡演，2018 年再加入中學巡演。教的是中國文化中

的艱深哲學，實在不容易。記得小學巡迴的故事圍繞一班六國遺民為了保護燕國公主姬明，並且保護村莊，不

被秦始皇攻佔，於是就把所學的儒、道、墨各家思想向秦始皇一一道出。過程中嬴政的胞妹假扮好人，到了六

國遺民的避世桃園刺探村中寶物的來龍去脈，這班由學生扮演的六國遺民便群起質詢這個奸細，令她露出馬腳。

學生透過投入六國遺民的角色，感受到自衛的需要，向奸細提出尖銳的質詢；為了幫助一個有威嚴的皇帝治理

國家，他們在幾位演教員的落力協助下，亦能頗有條理地報告出儒、道、墨的做人理念。如果我沒有記錯，幫

助學生進入角色的重要道具是一個可以戴在頭上的頭飾，頭飾一到了頭上，村民的感覺油然而生！

小學組的演出做的是一部古裝劇《姬明傳》，以古裝思考古人道理，正是理所當然。中學組的表演卻出乎我意料

之外，看的戲名卻是《3016》！我由於工作繁忙，到校之前無暇細想甚麼是 3016。到場後，猛不防原來是一個發

生在 3016 年的故事，這個世界經歷過 2079 年和 3000 年兩次世界末日，到 3016 年，除了少部分有錢人生活在

雲端城市，絕大部分的平民百姓都生活在數據盒之中，人沒有姓名，只有一個號碼。今次幫助學生入戲的小道

具是一張「巴別時代未來科技公司」的實習生工作證，製作頗精美；實習生皆選自錢蘭清大學的優秀學生。互

動環節的戲劇情境是這間科技公司決定生產獨一無二的鞋子，實習生需要分組討論製作甚麼鞋子和如何用一句

口號為鞋子做宣傳。然後，劇情發展到賴主任要進行改革（劇情發展到後來才知道她曾經歷喪女之痛），研發了

一種鐵心蘭疫苗，注入人體後，可抽取人的惻隱之心，使人不再感情用事。互動時，學生紛紛提問該疫苗會否

讓親情、友情受損？研發過程中以甚麼動物進行測試？劇情再進一步發展，公司大老闆錢正要推行機械身體計

劃，命令新人 KW11143 進行實驗。尚賢會的辛狄乃秦始皇時代的兵馬俑，來到了 3016 年，希望實習生能分組討

論以諸子百家的學說準備一份意向書，建議老闆繼續放棄該項計劃。結果每組學生都給予錢正否定的意向書時，

賴主任殺出，把意向書搶走。

最後，大伙兒運用尚賢會議事的方法（良心胡同）來尋求解決方案，讓一半學生說出支持計劃的原由，另一半

學生道來反對計劃的理據，錢正在聽了兩邊的意見後，明白了做人「要有愛心！」；自然，《姬明傳》中的辛狄

也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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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3016》的劇情有許多創意，可想像創作團隊挖空心思，要設計一個戲劇情境讓學生把古代的理論應用在

今天，甚至未來的生活上。箇中理由想必是希望學生感受到中國文化之博大雋永，所說的都是千古不變的做

人道理。老實說，我覺得意念蠻好，不用先入為主地穿古裝講古話，陳腐地介紹二千多年前的之乎者也。現

在，學生在戲劇過程中，有機會重溫「惻隱之心」、「仁者愛人」、「兼愛」、「非攻」、「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	

不知足」、「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等這些在前置戲劇課堂學過的諸子百家理念，然後把理念運用於游說老闆取

消不仁的計劃，可說是體驗了把古人的智慧應用在生活之上。

話說回頭，要把學生帶進並維持入戲狀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許多張力才不致令學生的注意力渙散。愛

麗絲的演教員團隊透過明快的節奏，高能量演出製造的氣氛，務求讓學生一直追看下去之餘，還要持續入戲（即

入角色），負上實習生的責任（包括參與宣傳工作和向上司給予建議等），體驗戲中學習的樂趣。

要知道，教授中國文化本來已經不容易，透過戲劇來做，肯定有莫大好處，但也有一定難度。兵行險著，愛麗

絲這次進軍歷史文化教育的險要之境，為戲劇教育殺出另一條血路，我為他們拍掌之餘，屏息期待劇團明年再

下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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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百家的當代意義
張光裕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

2016 年，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下稱「愛麗絲」）邀請我擔任「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的學術顧問。

我從事中國古文字和古籍相關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將近半個世紀，深感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對當代社會十分重要。

當了解過愛麗絲這項計劃的理念和目標後，我發現它跟我一直抱持的理念甚為相近，因此我雖然對當代劇場所

知不多，但仍義不容辭，願與愛麗絲同人共同為弘揚中華文化和傳統思想而努力。

21 世紀的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每天都有新發明問世。既然新鮮事物如恆河沙數，為甚麼我們仍要鼓勵香港中小

學生去了解幾千年前中國先秦諸子的思想？我們值得花這樣的人力物力嗎？對我來說，答案當然是毋庸置疑的。

對當代香港學生來說，認識先秦諸子百家的意義是甚麼？我認為至少有兩點：一是提升文化素養和語文能力，

二是學習為學做人道理。

文化素養 語文能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知識結構，現在除了從事專門學術研究，已很少人會像科舉時代一樣，逐字研讀四書五經和

其他先秦典籍了。不過，我始終認為，多讀諸子百家的經典是非常有益的。如果無法全本讀完，選篇、選段，

甚至選句來讀也是好的。我輩講究「學養」、「素養」，這「養」字實有畫龍點精之妙。學問和修養都是「養」回

來的，需要長期浸淫，不能一蹴而就。若能從小開始點點滴滴地累積文化知識，長大後自然能夠「腹有詩書氣

自華」。

雖然現在我們日常一般都不寫文言文了，但中國古代典籍仍活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先秦諸子著作以說理為主，

他們的著作裡有精煉的警句和格言，亦有生動的比喻和有趣的寓言。我們日常運用的成語，不少均典出於此。

例如：「文質彬彬」、「過猶不及」出自《論語》的〈雍也〉和〈先進〉；「青出於藍」出自《荀子．勸學》；「扶搖

直上」、「鵬程萬里」出自《莊子．逍遙遊》；「兵不厭詐」出自《韓非子．難一》。時至今日，二千多年前中國先

賢的智慧，早已成為現代漢語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能花時間聽一聽原來的故事，讀一讀原來的片段，藉此理解

其本義和引申義，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當有助我們靈活運用成語和典故，使文字和語言表達更上

一層樓。

為學做人 精神營養

先秦是一個王綱解紐、百家爭鳴的時代。面對這樣的亂世，先秦諸子各自從不同角度出發，思考修身和治世的

良方。諸子學說雖是針對春秋戰國的歷史語境而發，但他們提出的哲理和道德思考─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

卻深深地影響了後世的文人和士大夫，成為了他們立身處世的憑借。到了當代，我們自不必死守已然僵化的道

德教條，但諸子百家於我們為學與做人，仍有許許多多的啟發。

這裡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都知道，做學問要打好基礎，也就是所謂「萬丈高樓從地起」。為甚麼穩固的基礎

如此重要？如果我們翻開《莊子．逍遙遊》，即能找到既有想像力，又富層次的說明：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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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由水談到風，寓說理於比喻之中。這裡莊子總結前段鵾鵬變化圖南之意，說明「深蓄厚養而可致用」的道	

理。水不深則無力負載大舟，風不厚則無法承托鵬鳥之翼。如果沒有深厚的積澱，就會如倒在坳堂上的一杯水，

只能承起一株小草，而無法托起杯子。換句話說，即使志向遠大，也需先深蓄厚養，等到時機成熟，才能厚積

薄發。當然，大小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況且「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水不是量多就好，還要看你是否駕馭得來。

由《莊子．逍遙遊》開始，我們可延伸到中國古書裡許多有關「水」的哲理思考。首先是水滴石穿，柔韌有恒
的道理。《荀子．勸學》說：「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學重實踐，持之有恒。只要有恒心，

鐵柱磨成針，而水滴石穿，正是恒毅和恒德的表現。只要努力不懈，即使柔弱如水，亦能無堅不摧。

其次是流水不腐，清廉開放的啟迪。《呂氏春秋．盡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流動的水不會發臭，

經常轉動的門軸不會遭到蟲蛀腐爛，文中以此比喻無論人的腦筋或財富，都要經常運作和運用，否則容易被	

淘汰。

再如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的警示。《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

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而《孟子．公孫丑上》亦說：「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故此，人應該保持清醒，經常反省自己，才不會墮入小人的深淵且不能自拔。

宋代朱熹《觀書有感》詩云：「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謂有源頭活水來。」先秦

諸子就好比源頭活水，澄明更新，如能多讀，當可汲取新知，使內心澄明，明白做人道理。而中華文化的傳承，

所需要的正是源源不絕的精神營養和動力的輸送。

放眼世界 平行連結

以上種種，均可見先秦古籍在文化素養和道德教育上的重大意義。自明清以來，中國傳統學術思想與西方的交

流漸多。雖說西學東漸，但中國經典亦以傳教士和翻譯家為中介，傳到西方世界。時至今日，我們談中國古籍，

不能僅停留在單一的漢族文化圈，而應注意到中國思想與世界其他思想體系平行連結的可能性。

只要把目光放遠，我們即能打開諸子百家的思想與世界其他思想體系對話的窗口。「忠恕」是孔子學說的核心，

以此為最重要的行事之宗旨：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

《論語．里仁》

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衛靈公》

朱熹《論語集注》裡對「忠恕」的解釋是：「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再簡單一點來說，忠可以解作盡心盡

力於他人之事，而恕則是推己及人。過去曾有人批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消極傾向，但當注意《論語．

雍也》裡其實亦有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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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就以上「忠恕之道」來說，我們已經能在世界不同宗教典籍中找到相近的想法。例如《聖經》上說：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
《馬太福音》7.12、《路加福音》6.31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被人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人論斷。
《馬太福音》7.1-2

而佛教、猶太教和印度教的經典也分別有類近的教訓：

在我為不喜不悅者，在人也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悅加諸他人？ 
《阿含經．相應部》

你不願施諸自己的，就不要施諸別人。
《塔木德．安息日》

人不應該以己所不欲的方式去對待人，這乃是道德的核心。
《摩柯婆羅多》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在現代商業社會，無論中外都講求誠信，勤儉亦被視為美德，近年社會人士也愈來愈注

重環保、公平貿易的議題。這些觀點都可以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找到相應的參照。

古為今用 批判實踐

學習先秦典籍不是要訓練同學鑽故紙堆，而是要同學培養博采眾說、批判實踐的能力。我們應當像先秦諸子一

樣，針對當下的形勢，提出自己的見解。我談「古為今用」，關鍵是「用」。換句話說，我們要站在現代人的	

立場，去理解古代人的思想文化，然後化為己用。我在恒大首推「《論語》與商道」、「《孫子兵法》與現代管理」

等課程，目的亦在於此。太史公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光靠背誦記憶的文字並非真正

的知識，我們要把典籍融會貫通，方能建立自己的觀點，實踐於當下。

去年我曾在沙田一所中學，跟該校的初中同學一起參與了愛麗絲劇場實驗室《3016》的教育劇場。當日同學變

身成故事中的角色，在演教員的帶領下「入戲」；然後隨著劇情，分成若干小組，學習活用儒、道、墨、法四家

的觀點，幫忙主角解決問題。過去的傳統課堂，多採取「老師說、學生聽」的單向模式，但當代劇場的演出則

為學習帶來了互動。當代教育強調學生為本、尊重差異，這些觀點其實也暗含著豐厚的儒家教育精神。翻開《論

語》，孔子不就是這樣對學生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麼？在此，寄望「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能繼續

發揚光大，引領莘莘學子進入中國先秦豐富多姿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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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和論辯─提問式教育的實踐
郭詩詠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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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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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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愈是完全接

受強加於他們的被動角色，就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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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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劇場在教學行動中的變革
容淑華
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所長

一、前言：教育劇場在臺灣

這篇文章的「教育劇場」指的是來自英國的 “Theatre in Education”。臺灣於 1993 年邀請史瓦茲夫婦（Nancy 
Swortzell & Lowell Swortzell）來臺主持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工作坊，截至今日在臺灣的教育劇

場發展相當蓬勃。在正規的高等教育體制中，也有戲劇與藝術教育相關科系開設教育劇場課程，例如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私立文化大

學戲劇系等。民間也陸續有不少劇團、基金會、公益組織等以教育劇場的形式與學校進行互動式劇場的議題探

討，也和一些特殊或相對弱勢的社群以教育劇場的方式引發討論和探究。

另外，全國各地高中以下的教師社群將於 2019下半年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提升核心素養。核心素養強調

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並與「自發、互動、共好」的基本理念相連結，提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

及「社會參與」等三大面向。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大項目：「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各地教師社群也開始涉略教育劇場，並規劃教

師輔導增能計劃，邀請專家學者開設教育劇場工作坊增進相關專業知能。教育劇場在台灣的發展，在許多人的

推動實作之下，確實帶來不小的影響力。

二、以劇場引導教與學

Coult 在 1980 年代持續實踐教育劇場計劃，他經常問：「在 80 年代以後，我們還可以如何描繪教育劇場的特

質？」，他的答案如下：

1.	 教育劇場解釋及表達物質世界的進程。這些進程可能是具體的，或歷史性和社會性。

2.	 教育劇場使用象徵性的劇場語言來描述這些進程，因為劇場藝術使抽象觀念具體化和個人化。

3.	 教育劇場非常重視觀眾參與在戲劇情境中的世界，其目的在於鼓勵他們從戲劇活動過程建構自己的意義。

4.	 教育劇場目的在培育年青人創意的思想、質疑和分析能力。

5.	 教育劇場是一種人性化的藝術形式。它假設人類天性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普遍性的，是由社會活動決定的，

因此，是可以改變的。(1)

作者自 1999 年 10月開始和 John Somers 邊研究邊學習，並在實作後反思，提出教育劇場四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新形式」的教學法。「新形式」是否意味著新的教育方法的典範轉移？為甚麼要改變教學方式呢？這牽

涉到教育的目的。教育是創造機會給學習者去想像、思考、溝通、分享，更重要的是認識自己，新形式的教學

法就如同 Freire 提到的「對話式教學法」，是師生雙向互動的方式，它的教學計劃是同時可以看見學生的想法。

傳統制式的教學很主觀地將知識單向傳授給學生，教師扮演知識授予的權威者。但是，教育劇場的教學方式則

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其教學過程也像劇場藝術的製作一樣，其作品是集體與合作行為的表現。教師和學

生兩者都是學習者，兩者都必須是認知的主體，不管他們有多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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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發性的創作與想像。教育劇場提供即興機會培育個人自發性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並實際操練。在學校，

教師們很容易顯露出他們的權力，即使有的教師可能擁有進步教育的觀念，仍無法避免在課堂上不自覺地採取

上對下的態度，可能是基於學校組織層次結構系統的慣性反應。

相較之下，教育劇場的教學現場是開放和自由的，過程非常靈活，主體與客體之間有高度合作關係；因此，	

心靈、感覺、形體動作的自由式逐漸產生。這個過程充滿觀看、協調、談判、談話、討論和溝通的經驗，通過

這些探索性經驗的交流，所有行動的表現都參雜著「複雜的現實與虛擬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中產生意涵」。(2)

當然，自由必須伴隨著規範和責任，教育劇場計劃的設計就必須十分嚴謹。

第三，跨領域的教育面向。教育劇場的課題是多元面向，並且是跨學科領域的。教育劇場的議題內容涵蓋極廣，

從自然學科到情緒管理皆可，結構包含清楚的目標與議題，可以有效地達成。每個階段都有主題，可藉著戲劇

遊戲和策略逐步完成議題的討論。議題的選擇和發展必定與參與者的生活經驗相連結。

當教育劇場涉入學校系統時，它不只是表現教育劇場計劃而已，還必需從行動和體驗過程中，與學生一起發展

出新的知識和學習領域的擴延。「實踐活動」意味著不僅體驗做中學和練習，同時也從感性與理性中學習。藝術

和教育透過劇場的學習，使人性、民主與教育之間進行連接。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Bruner 曾評論說，「學習主題似乎涉及三個幾乎同時進行的過程。第一是新資訊的構置，	

……第二個學習的面向可稱之為轉型……，第三個學習的面向是評價。」(3)，這三個過程很類似在進行角色與情境

即興，在一個情境事件中，必定有角色在其內，學生第一個步驟是選擇角色，收集角色的相關背景資料；第二

個步驟是扮演角色，進入情境進入角色，但還在揣摩，不斷地嘗試與改變；第三個步驟是創造角色，終於回應

情境，給予角色最後的定位。

第四，感知教育。教育劇場是以情感引導理性思維的行動教育，以議題引導學習，引導的方式讓參與者由被動

轉為主動的行為，藉由它讓參與者對著大家所處的世界建立起一種強烈的覺知和相互關連的過程，以及一種從

肢體動作開始到自我成長的學習歷程。

教育劇場連結情感教育與議題教學，將學習的權利回向到學習者本身，以學習者自身情感和生活世界為起點。

學習內容與學習過程是一樣重要的，如何透過別人的經驗，豐富自己的生命。教學議題內容的選擇在過程中讓

每個學習者有互動的機會，也是不同於傳統教學，它強調集體知識建構的重要性。

三、社會文化的建構理念

作者想運用 Vygotsky 的理論來解釋「教育劇場」在幫助學生認知發展上的實踐。Vygotsky 強調，每個人的

學習是在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的情境下進行的，也就是個體發展受到自身的文化、習俗、宗教信仰、以及社

會制度所影響。然而，社會同時也是個體學習發展過程很重要的支援和協助。尤其是「可能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的概念，Vygotsky 認為學生個體發展有兩種水平，一種實際發展水平即個體能

力可就的水平，另一種即潛能的發展水平，需經過成人或同儕給予協助之下所能達到的水平，這兩種水平之間

的區域就是「可能發展區」。依據 ZPD 概念，其目的在於瞭解學習者發展時的社會互動本質，學習者可透過他

人的幫助以建構知識，並內化延展到具有辨明事情的能力。以此立論來檢證教育劇場教學過程，其教學設計內

容是知識的源點，學生是自己知識的建構者，演教員和專家只是知識的中介平台，提供知識的訊息，三者是處

於一種等邊均勢的狀態。

學習者與其他人，包括演教員與同學們，彼此之間相互探索、相互詮釋、相互溝通、相互協調、與相互引用彼

此概念，在原有的經驗裡加入新的自覺意義，使得新知識的建構更自主與豐富。教學議題的選擇是從社會文化

中擷取而來，經由演教員的轉譯，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讓學習變得可以理解及深具意義，其歷程讓單一思考

模式改變為多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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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劇場和群、我觀念發展的關聯

我們是否可以從別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生活的影子？是否可以從別人的對話或獨白呼應自己內心的心聲？到底

劇場可以幫助學習者學習到甚麼？

在教改的口號裡，「帶好每一位學生」幾乎每次都琅琅上口，但是如何做？很少人提及。前文曾提及社會文化背

景對於學習者的影響，每個人都有自身文化制約後的行為表現，共同群聚在一個學習環境之內，彼此的行為如

何能找到一種適當關係的存在？作者認為如何在學習過程中讓學習者表現真實自我的一面，使得同學能夠觀察

到並接受每個人的差異性，這也是社會化行為的表現。

藉著藝術的形式將情感和意象聯結，透過別人的故事，經過探索與詢問來發現自己。從一個實在世界裡所選擇

的議題作為教學互動的軸心，例如，高中生有許多生活上的壓力，升學、考試、自己的志向與父母的意願等造

成他們情緒上的緊繃，如果沒有適當的情緒紓解，就會對生命存在意義產生誤解，這些現象是可以預防的。實

在世界之後，進入到意象世界，由演教員來陳述這個議題故事，這個過程被學習者知覺到，因為教學議題來自

於生活題材，經驗太相似，馬上得到角色的認同，反覆思考這些角色是誰？所以學習者能夠從角色及故事的認

同中認知。這種將社會化關係轉換成心理功能，使個人能在表達自己思想的同時，也能使人際關係維持在互動

狀態，從他人的故事回應到自己與其他同學（他人）的關係是否適當地存在。教育劇場教學提供一種三個面向

互動式的思考模式。

劇場、故事、經驗讓學習者參與其中，從活動開始，說故事，戲劇呈現到改變情節再現生命不同選擇的可能性

等，均是在一個開放空間進行著，透過學習社群的互動，經由探詢、討論、溝通、分享、合作帶動及影響個人

之學習意願與態度。讓學習者都從過去的記憶與生活環境，透過群體有效地互動，再次的體驗與呈現，以及和

別人經過理性的共同討論後，獲得一定程度的認知，重新整理出新的知識和新的人際關係，這種新知識與群

我關係均來自於「當下」的經驗世界，這種當下立即的學習是深刻且內化的過程，如此過程是傳統教學法所	

欠缺的。	

註釋：

(1) Coult, Tony. (1980) ‘Agents of the Future: Theatre-in-Education’, in Sandy Craig (ed.), Dreams and Deconstructions: 
Alternative theatre in Britain. Derbyshire: Amber Lane Press: 76-85.

(2) McAuley, Gay. (2000) Space in Performance: Making Meaning in the Theatr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3) Bruner, Jerome. (1974) ‘Readiness for Learning’ in Jeremy M Anglin (selected, ed. and Introduced) Beyond the 
Information Given: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Knowing.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41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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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 ─虛實共融的互動劇場
許瑞芳
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TiE（Theatre-in-Education）源於 1965 年英國，第一個 TiE 團隊 Belgrade Theatre 成立於英國的 Coventry，
他們邀請學校老師共同參與製作，建立一套結合教育與劇場的新型態戲劇演出，同時也將以往在舞台上只需負

責「演出」單一責任的「演員」，改造為兼具教師職責的「演教員」（Actor-teacher）。此一新型態的演出在發展

過程中不斷吸取相關的互動劇場理念，如戲劇教育前輩 Dorothy Heathcote 的「教師入戲」（Teacher-in-role）
與「專家外衣」（Mantle of the Expert Approach）等技巧，及巴西導演 Augusto Boal「被壓迫者劇場」中的劇

場策略，與後繼發展者 Jonothan Neelands 和 Tony Goode 所統整出來的戲劇教學「慣例習式」（Convention 
Approach）等，使得 TiE 的創作形式愈趨多元活潑。然而萬變不離其宗，無論其形式內容如何，TiE 演出必得

包含（1）專業劇場的演出（2）觀眾參與的元素／劇場互動策略的運用，以提供觀眾表達個人意見和想法的機會

（3）清楚的教育目標，以上缺一不可。早期 TiE 演出場域以校園為主，因此劇團會給老師們一份包含「前置作業」

與「後續追蹤」的教師手冊（Teachers’ Pack），內容除了提供演出相關資訊，也會針對演出議題設計相關的活

動，包含演出前於課堂所執行的前置工作坊，及演出後的問卷、學習單、工作坊等的「後續追蹤」內容。由於

TiE 不同於一般劇團只進行「演出」，而是包含前置教學與後續追蹤活動，因此我們通稱 TiE 的作品是「一套節

目」。近年來，TiE 已廣泛地運用在博物館，及一些特殊的社群單位（如家扶中心），演出場域已不限於校園，因

此 TiE 團隊不見得有機會進行前置工作坊與後續追蹤活動，但其演出仍需掌握教育目標與觀眾參與的機制，否

則就與一般演出無異了。

由於 TiE 演出包含許多台上、台下的互動場面，為達整體互動的演出效果，通常參與人數以一班（四十人以下）

為原則；演出長度則依劇團所規劃的形式而有不同，通常以 90 分鐘演出最為普遍，但也有包含工作坊，長達	

3 小時，甚至 6 小時的節目。活動時間愈長，需與學校或合作單位配合的細節就更多，組織也就更繁複。TiE 與

一般戲劇展演最大的分別，在於它承襲德國劇作家 Bertolt Brecht「疏離效果」（Alienation Effect）的概念，於

戲劇進行時透過引導者／主持人（Facilitator）的提問，打斷戲劇的進行，同時適切地織密戲劇演出與觀眾參

與間的節奏，創造情境，使 TiE 演出流暢愉悅，不會因觀眾的參與而有阻塞之感。TiE 的演出核心在於觀眾的	

參與，透過參與，觀眾成為兼具觀、演雙重身份的「觀 ‧ 演者」（Spect-actor）(1)，不再只是固定地坐在觀眾席	

看戲，他們會獲邀請上台和演教員一起互動，一起參與演出，從中獲得自我表達與自由創造的可能性，同時也

縮短了台上、台下的距離。英國 TiE 演員 Cora Williams更強調，TiE 的演出像一個不完整的球體，需邀請觀眾

以不同方式來「參與」，才能使之變得完整（C. Williams, 1993: 101-102）；英國戲劇教育學者 David Pammenter
則認為 TiE 最強的力量，始終來自於參與者化為劇中人，以「行動」來做決定的過程，透過此過程建立其多元

探索與自我對話的機會，並能自發性的學習與認知，達到教育的目的（D. Pammenter, 1993: 56-57）。

TiE 的發展深受 Brecht 的影響，其作品往往能反映經濟、社會與政治問題，並將議題放在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

透過情節的兩難困境，將問題具象化，啟發參與者對此議題的關注與瞭解，並升起一股想要扭轉困境的渴望，

以求生活的改善。TiE 的進行唯有互動劇場策略運用得宜，才能讓參與者透過戲劇來體驗生活裡的種種情境與

難題，進而有所學習，達到劇場與教育相互為用的理想。TiE 常用的互動劇場策略，包括：戲劇遊戲（Drama 
Games）、靜像（Still Image）、進入角色（Working in Role）、坐針氈（Hot-seating）、論壇（Forum）、儀式

（Ritual）、會議（Meetings）、凍結瞬間重要時刻（Marking the Moment）、選邊站（Taking	Sides）、思緒追蹤

（Thought-tracking）、百寶箱（Compound	Stimulus）等等，有關這些習式的操作方法，請參考 Neelands & 
Goode 合著的《建構戲劇：戲劇教學策略 70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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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 製作最迷人的地方始終來自於觀眾參與的時刻，因此演出中如何處理虛構情境與現實空間來回轉換的美學問

題遂成為 TiE 創作的關鍵；如何運用互動策略來規劃參與者「入戲」與「出戲」間的步調，由演教員催化進入

中介（Liminal）的過渡空間，讓觀眾能夠配合劇情所賦予劇中人身份，以實際行動做出挑戰，表達他們的意見

與看法。英國應用劇場學者 Tony Jackson 解釋，在此過渡空間裡，演教員與參與者有時是分別的個體，有時則

是觀‧演合一地共享此虛構世界；演教員是「此時此刻在我們眼前，但又同時離我們很遠，在另外的時空裡」；

同樣地，對參與者而言，「我們就在這裡，坐在這特別的房間裡」，但又同時親臨劇中所描繪的時空。這股虛實

相間的「雙重性」正是 TiE 創作的核心及其魅力之所在（T. Jackson, 2007: 153），亦是 TiE 導演最需掌握的元素。

Boal 更稱呼此空間為潛在性空間或遊戲空間（Métaxis）。TiE 動人的力量，即是來自這份因觀眾參與所匯聚出

的火花；當劇場隨著情節發展慢慢加溫，參與者針對劇中兩難困境做出真誠而熱情的回應，一股同心面對生命

困境的巨大力量在彼此間牽動著，這是其他劇場形式難以達到的共融境界。

然而近年為了因應不同環境的需求與合作單位的要求，許多 TiE 的演出觀眾常不限 50人以下，甚或有 500人以

上的；由於觀眾人數眾多，不易進行互動劇場，因此常只能在演出結束後，以提問方式，或者邀請少數觀眾上

台進行互動，或者進行演出後的戲劇教育工作坊；此舉雖非得已，但因應生存，也是不得不變通的做法。然而

少了演出中觀眾的直接互動參與，沒有機會點燃虛實相構的過渡空間，對於 TiE 的實踐還是憾事一件。

註釋：

(1) 「觀‧演者」（Spect-actor）為巴西導演 Augusto Boal 所提出。

參考書目：

a.	 許瑞芳。2011。《教習劇場與歷史的相遇─〈一八九五開城門〉與〈彩虹橋〉導演作品說明》。臺北：秀威。

b.	 蔡奇璋與許瑞芳編著。2001。《在那湧動的潮音中─教習劇場 TIE》。臺北：揚智文化。

c. Boal, Augusto. translated by Jackson, Adrian. 1993. Games for Actors and Non-Actor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d. Jackson, Tony. 1993. Learning through Theatre — New Perspective on Theatre in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e. --------------. 2007. “Audience Participation and Aesthetic Distance”. In J. Tony, Theatre, Edu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s. – Art or Instrument. UK: Manchester. 129-158.

f. Pammenter, David. 1993. “Devising for TIE”. In J. Tony (Ed.), Learning through Theatre — New Perspective on Theatre 
in Education. UK: Routledge. 53-70.

g. Williams, Cora. 1993. “The Theatre in Education actor”. In J. Tony (Ed.), Learning through Theatre — New Perspective 
on Theatre in Education. UK: Routledge. 91-107.

備註說明：

TiE 早期在華語地區被翻譯為「教育劇場」，也是目前多數戲劇教育人士通用的譯稱。1998 年台灣戲劇學者蔡奇璋將其改
譯為「教習劇場」，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的課程皆援用「教習劇場」譯稱，其重要概念乃是「教育劇場」容易與
Educational Theatre 混淆，非本領域的讀者，對於「教育劇場」的認知可能會同時包含與教育相關的戲劇演出、工作坊或課	
程，如兒童、青少年劇場、宣導劇等，是比較「廣」的概念，與教習劇場間並非等同關係，而是從屬關係；再者，TiE 最重要
的精神乃是期許觀眾「透過實際參與戲劇演出」的方式來做自發性的學習，教習中的「習」字即能隱含互動參與的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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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是教育劇場的起點
鄭黛瓊
台灣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副教授

我和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行政總監陳瑞如、藝術總監陳恆輝一起於 UCE 學習戲劇教育時，在 Geoff Gillham 的

課室裡，當時他論起創作 TIE 活動的取材，一再強調「你關心甚麼才是重點」，那熱情而激切的神情，讓我至今

難忘。TIE 原文是 Theatre in Education，華文地區對此種劇場有兩種譯名，分別是教育劇場和教習劇場。而「你

關心甚麼才是重點」的這句話，正體現了 TIE 劇團（Theatre in Education Company）的創作者，他們進行社

會參與行動時最核心的動力所在，以基進而熱情地展開對人、社會與社群的關懷行動。人類的行動與其自身的

歷史文化息息相關，1990 年冬我在 NYU 初識 TIE，1991 夏於倫敦見到 TIE 的製作，讓我震驚，腦中盤桓的幾個

問題一直揮之不去，究竟是甚麼力量可以帶來如此理性、深入與基進的劇場經驗？這劇場為甚麼這麼做？它對

我們人類究竟提供了甚麼樣的貢獻可能？

在戰爭歷史文化裡湧現教育與戲劇整合的動力─生存

筆者一直以為英國的教育戲劇（DIE）和教育劇場（TIE）是從屬於戲劇教育整體裡的一體兩面，是互為表裡	

的。從 Gavin Bolton 所陳述的英國戲劇教育的歷史脈絡裡，二十世紀初期，英國戲劇教育的濫觴階段，也就是

TIE 與 DIE 的前身，正是一種最原初的整合狀態─學校裡的戲劇（Drama in Schools）。在充滿實驗氣息的教

育氛圍裡，如同 Ken Robinson 所言「戲劇的主要價值在於社會教育的形式」（1980），而在 1980 年前後，隨著

關注戲劇教育的參與者與研究者的釐清而被區分為戲劇和劇場兩個方向，事實上，據 Robinson 所言（ibid），
1930-1940 年代的英國學校裡，戲劇已經區分為兩種學習目的：演講與表演，展現出戲劇教學裡兩種完全不同的

教學目標。

筆者以為這樣的背景是有意義的，這告訴我們英國 TIE 的湧現，並非偶然，它的出現正說明了一種整合演講

與表演的戲劇教學的可能，有別於傳統教育倚賴教科書與說教式的教學，它乃是基於歷史文化的產物，值得深

究。回顧英國的戲劇教育發展，與二十世紀初人們生存的焦慮、當時的戰爭與思潮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在充

滿生存危機的環境裡，人們深思著人性與生存的深沉問題，奇幻狂想不是人們關注所在，如同 Harriet Finlay-
Johnson 所思考的，在目睹自己的學生一個個死於戰爭，她反省「陽光的內容是否有助她的學生們生存？」這

樣的問題意識在二十世紀初的英國戲劇教育萌芽之初，就已經為英國的戲劇教育發展脈絡的思考、內容與形式，

擘畫出一道深刻求真求實的路徑，為 Drama in Education 奠基；而這樣的思考與努力，經過大戰與英國的戰後

重建，帶來了充滿生機的教育實驗與契機，期待透過教育為學生帶來生存與幸福。筆者以為二十世紀的英國戲

劇教育界，在大量的激辯與研發實驗，逐漸形成一股共識，生存乃是繫於對社會誠實的覺察與覺知，因此，寫

實的描述和誠實的討論，甚至破迷式的批判，成為戲劇教育者所認同的作法。Ken Robinson（1980）指出戲劇

與劇場都有一個核心特質，便是「社會現實」（Social Reality）。戲劇教育這樣的傾向與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合

流實在是再自然不過了，史詩劇場乃是一種以敘事詩來破人們意識形態之迷的劇場形式。

TIE 的湧現

TIE 出現於 1965 年英國的 Coventry，在教育工作者和劇場工作者的努力下，湧現出來，成為一種廣為人知專為

輔助學校教育而設的劇場形式（當然也可被應用在社區裡成為社會溝通的一種應用劇場的形式）。Coventry 與

Birmingham 相鄰，自十九世紀以來即以生產腳踏車為主，至二十世紀更成為中英格蘭的重要工業城，以汽車

製造工業著稱。由於 Coventry 的重要性，使得它在戰爭中，飽受德國納粹的嚴重轟炸與摧殘。1945 年後英國政

府開始重建其新市鎮，希望喚起當地社區居民對土地的情感，以建立居民們的社區意識與對地方的認同感。有

了來自地方市政府的支持，1957 年在當地成立了 Belgrade Theatre，這劇團獲派到當地的學校演出，提供學童

們的戲劇經驗；歷任幾位藝術總監將劇團朝向教育服務，除了演出外，更為學童在週末設計戲劇營，學習即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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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與劇本寫作。1962 年 Richardson 擔任此劇團領導者，意識到市民劇場（Civic Theatre）對其城市的責任，

他希望集社區、市民、工業、藝術與教育於劇場中，便責成 Gordon Vallins 規劃，希望發展一種能建立學童經

驗的劇場，因此發展成一個針對藝廊、工廠、辦公室與學校演出的劇場形式，其目標為「告訴每個人彼此的問

題」，Gordon Vallins 將此劇場命名為 Theatre in Education，1965 年 3月得到市政府的命令，TIE 展開 12 個月

的實驗（Redington, 1983）。

「告訴每個人彼此的問題」意味著真實的面對問題，面對問題的目的在看清事實真相並進而解決問題，這樣的劇

場動力實是非常布萊希特式的風格，不提供意識形態的催眠，而是以破迷式的行動，引起集體關注和論辯，分

辨出事實真相，進而討論出解決問題的可能性。Coventry 這個城市，曾經是最繁榮的城市，卻在戰爭中被徹底

摧毀，「他們曾是最好，這讓他們變成被摧毀的目標。」當時規劃專案的 Gordon	Vallins 如此解釋（ibid）。1965 
年，是英國工黨執政的年代，當時的藝術部長 Jennie Lee 發表官方白皮書「藝術政策」（A Policy for the 
Arts），明確指出藝術對教育與文化的價值，主張如果兒童在幼兒時就開始接觸藝術，那麼他們便可能在成人

對他們教養前就更成熟了（ibid），藝術成為學童學習與認識世界的先導媒介，提供了戲劇進入教育體制直接的	

條件。

起初 TIE 的題材傾向政治議題，而後逐漸發展討論青少年問題、社會問題，進入 1980 年代題材又漸漸發展討論

歷史、兒童、幼兒的問題，甚至向外流傳到美國、加拿大、澳洲、愛爾蘭、挪威、希臘、南美洲、肯亞、香港、

台灣……，演出地點非常有彈性，學校禮堂、教室、社區中心、博物館、教會皆可是劇場，可見 TIE 的演出風格，

有相當濃厚的社會參與特質。此後，TIE 的題材、層面更加寬廣，從最初的政治議題，逐漸褪去政治色彩，教

育性愈來愈濃厚，並發展出更多對認知等議題的探討，甚至與戲劇教學活動（DIE）、專家外衣（Mantle of the 
Expert）等方法結合，如劇團人員於演出前與學校討論，針對學校的需要設計，演出相關的歷史故事、行為劇、

社會劇……等。不僅如此，觀眾群亦向下延伸：一開始教育劇場是針對國高中等年紀較大的學生演出，後來年

齡逐步向下延伸至國小甚至幼稚園等階段。

TIE 是一種植基於社會真實以進行優質教育的劇場形式

TIE 的形式給予了創作者與參與者之間一種微妙的關係。筆者在 NYU 求學時，從 Mark Riherd 教授學習 TIE，
他曾提過 TIE 是一種「Programme」，參與演出的演員是演教員（Teacher-actor 或 Actor-teacher），而帶領觀

眾參與討論的引導者是「Facilitator」，受到布萊希特的劇場理念與實踐影響甚深。初次體驗時，筆者震驚於在

Facilitator 引導下觀眾與角色對話，一針見血地直指劇中人物所經歷的狀態與問題，理性與感性交織，劇場風

格明明白白地是由「理性領軍」，理性的力量衝破了所有情緒造成的迷霧狀態，結果讓劇中人與觀眾的心智提升

到一種破迷後的高昂而清澈的層次。格言式的意識型態是無法令人破迷，它只能催眠，只有理性與真相方能面

對問題進而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

理性導向是 TIE 的特徵，而這種理性是建立在集體社會溝通下所產生的集體思考共識，以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

《中國三部曲》之一的《教育劇場之鴉片戰爭》為例，表面上雖說是探討歷史事件─鴉片戰爭的作品，但更進

一步深究這作品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意義，直指人類普世的議題─生存，沒有甚麼可以比生存的議題更讓人熱

血的。TIE 的活動是理性帶領情感的，沒有理性與理解就沒有情感與認同，活動推進的動作建立在熱切的求真與

求知上，這也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一路行來堅持的所在。熱愛歷史與布萊希特的陳恆輝與熟稔 Heathcote 教學

與理念的陳瑞如，秉持這樣的視野與信念，創造了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教育劇場特徵，一個整合TIE與DIE的風格，

如果說 TIE 是外顯形式，DIE 則是這內在的核心內容，他們是一體的。這樣的探索與表現，呼應了人類最初的

努力，智人的進化，實是在求生存的動力中發展了語言智力與社交能力，翻身成為食物鏈的上層，憑藉的是理

性的帶領。據此，TIE 最裡層的動機，無疑又是呼應著人類學的內涵的，具有普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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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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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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文化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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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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教育劇場」後感想
林蘊華
草莓田藝術教育工作室理事長

自 2002 年開始在澳門斷斷續續接觸應用戲劇以來，期間已聽聞過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大名，知道他們在香

港推廣戲劇教育和教育劇場。第一次接觸他們，應該是 2011 年，當年我特意赴港取經，參加他們舉辦的「論本

地教育劇場的發展模式」錄像播放會；隨後於 2013年再出席他們的「戲劇應用在教育中︰教育劇場推行分享會」。

老實說，每一次去香港不論是聽他們的工作成果分享和演講，又或是觀看他們製作的教育劇場的錄影片段，我

都會獲得許多啟發和觸動，讓我更有動力在澳門推廣教育戲劇。當然，每次活動最令我期待就是他們出版的教

育劇場教育手冊和戲劇教學專輯光碟；因為有了這些參考資料，我就可以更加清楚知道每一次教育劇場計劃的

設計理念、內容、過程，以及部分參與者的回饋；這絕對是學習教育劇場的重要參考。

愈是閱讀他們出版的教育手冊和觀看錄影片段就愈想親身見證一次他們製作的教育劇場。終於在 2016-2018 年

期間，我有機會觀看了由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製作的教育劇場，分別是《戲說西遊記》、《姬明傳》（小學）及	

《3016》（中學）。能在他們的演出期間從旁觀察和感受氣氛，確實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學習機會；因此，我非常感

謝他們的慷慨大方，同時十分欣賞他們推動教育劇場時所抱持的知識共享和互相觀摩學習的開放態度。

十分讚嘆愛麗絲一直堅持把英國的教育劇場（整個計劃包括前置活動、藝團造訪及後置活動等三個部分）引進

香港，再結合多年來的實踐而創設出具有愛麗絲特色的教育劇場。其次，演教員的表現十分專業，不但能恰到

好處地帶領學生進入戲劇情境，又能以啟發和引導的方式協助學生完成每一項任務；演教員有良好的默契和提

問技巧，相信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專業和嚴格的演教員訓練。然而，能夠令學生親歷其境和投入故事中，現場大

型佈景的設置所帶來的劇場效果也應記一功。除此之外，他們十分重視每一個演教員和學生的入戲和出戲儀式，

令學生清楚演教員的角色之餘，又能掌握到自己的身份，從而有助他們自信地執行和完成每一項任務。

從旁觀察，發現中學生的表現是比較慢熱的，雖然他們不及小學生一樣的投入和積極，但在過程中看著他們隨

著一個又一個任務的出現而產生改變，尤其在最具爭議性的環節和討論時，他們的參與度會大大提升。此種改

變，完全是因為教育劇場是不一樣的上課形式，學生可以一邊觀看戲劇演出之餘又可以參與其中，一邊跟同儕

合作解決問題，又可以表達自己個人的想法和意見，這種互動式的學習為學生帶來真實的情感互動和知識運用

的機會，真是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最後，再次感謝愛麗絲讓我有機會見識到他們的教育劇場和見證到香港小學生和中學生的不同反應，希望日後

我可以利用這些得著嘗試在澳門實踐，把教育劇場帶進澳門不同的校園，讓更多的學生和老師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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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教員如何實踐三頭理論
梁智聰

前言

演教員（Actor/Teacher），顧名思義有著雙重身份，既是演者，亦是教者，話說「1965 年第一個教習劇場 (1) 

團隊，貝爾格瑞劇團（Belgrade Theatre）在英國卡芬特里（Coventry）成立，劇團隨即邀請學校老師共同參與

製作，建立一套結合教育與劇場新型態戲劇演出，同時也將以往在舞台上只需要負責『演出』單一任務的『演

員』，改造為兼具教師職責的『演教員』（Actor/Teacher）。」(2)

教育劇場的演教員團隊需兼備表演、教育，乃至劇場的專業知識、態度和技能。他們在這套「結合教育與劇場

新型態戲劇演出」肩負著舉足輕重的使命。一般來說，整個教育劇場配套的執行，包括前及後置工作坊的流暢性、

參與者的投入程度、議題討論的深入和廣闊程度，以及戲劇氛圍的營造等，全都與演教員團隊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

教育劇場最終目的是讓學生／參與者在過程中有所學習和成長，其中演教員是關鍵的實踐者，他們能如何善用

特有的演者和教者身份？如何能在這雙重身份之間變通遊走？題目所及的「三頭理論」與他們又有甚麼關係？

現在，容我們逐步破解一下吧。

三頭理論

在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陳恆輝及行政總監陳瑞如合著的《戲劇教室：高小戲劇教育指南》曾提及一個戲

劇導師在「老師入戲」（Teacher in Role）時要有「三個頭」(3)：

第一個頭─ 角色的頭。清晰地表達角色的姿態行動及態度。

第二個頭─ 檢視自己的頭（演員的頭）(4)。這個頭在角色的頭上面，觀照自己的扮演及所做的行動與態
度是否正確。

第三個頭─ 觀察學生的頭（教師的頭）(5)。這個頭在角色的頭旁邊，觀察及評估著學生的一舉一動。

這「三頭理論」必須套用到演教員身上，尤其在教育劇場的藝團造訪部分，他們更需要靈活運用，不時兼顧，

並作出即時應變。重要一提的是這三個頭非各自為政，而是互相牽引，亦須互相關切合作才能成事。

在教育劇場中，演教員首要的任務，就是要透過角色展現戲劇情境和營造戲劇氛圍，致使參與者能置身其中，

體驗戲劇衝突，繼而為不同的角色和自己解決難題。簡單而言，演教員於角色的頭要運用恰當的形體動作、	

聲線、語言（獨白及對白）、舞蹈、功架、情感流露等，把所扮演的人物清晰地呈現在學生／參與者眼前。

就此，在角色的頭之上，我們需要演教員的本體，即演員的頭來操作角色，順著不同的情況，諸如學生／參與

者的回應，從而調整符合角色需要的行動和處理事件的態度。

演教員有著教育的任務，因此教師的頭是必不可少的。演教員透過教師的身份給學生／參與者傳授知識和技能，

一方面須維持他們進行活動時應有的態度，另一方面亦須指示、提點及引導他們進行各項活動。然而在過程中，

這個身份並不顯露真身，他最常運用的是眼睛和耳朵，在角色的頭旁邊，觀察和聆聽學生／參與者一舉一動，

從而評估他們的動機，把訊息傳給演員的頭，並透過角色的頭作出相應的態度和行動回應學生／參與者。

演教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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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教育劇場《姬明傳》說明演教員實踐三頭理論情況

筆者透過自我檢視和訪問同儕的方式，組織及闡述演教員扮演的角色（辛狄）在教育劇場《姬明傳》進行時，

實踐三頭理論的情況。

教育劇場《姬明傳》簡介：故事圍繞戰國七雄爭霸時代，燕國公主姬明抗秦的歷程。當中學生會入戲成為那個時

代的隱世知識分子（隱世村村民）與演教員互動，合力推進劇情。在關鍵時刻，一眾村民須為劇中角色出謀獻

策，渡過難關。最後更要與以法家思想治國的秦始皇作終極辯論，憑他們在過程中學到的儒、道、墨、法四家

的基本學說，游說秦始皇棄法家的嚴苛，而採納儒、道、墨家的仁義大同兼愛的管治，以三寸不爛之舌退強秦	

雄師。

辛狄

辛狄是筆者在《姬明傳》裡扮演的其中一個角色，這個角色除了有交代和推進劇情的作用，還得與其中一組村

民在有限時間內，一起研習、討論及綜合墨家學說的內容，並協助村民選出一名代表與秦始皇辯論，以攻破法

家治國的不足之處。

話說秦始皇收到奸細（田殷／嬴殷）的消息，得知隱世村內藏有寶箱，於是帶同軍隊入村，並在村裡的尚賢館

迫令村民把寶箱交出來，五娘（楚國公主，自幼習武，精通醫術，在村中教授村民武功，亦為大家治病）為了

保護村民的安全便把寶箱呈上。秦始皇發現箱內並非如他所想，有讓他成為天下第一的絕世秘笈，而只有數卷

分別刻有儒、道、墨家學說的竹簡。秦始皇暴跳如雷，五娘見狀立刻勸道：

五娘：皇上，請息怒，我們的祖先沒有欺騙你的，請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的村民一定會好好跟你解釋清
楚的！

始皇：你們真的認為儒、道、墨三家比用法家治國來得好？我就給你們時間，能說服我的話，我們便立即
離開，否則，你們知道後果會如何的吧！

五娘：我們明白。誰可帶領大家討論呢？

羋兒（五娘侄女）：我吧。我是尚賢館的館主，一向也是由我教導大家的。這個責任就交給我吧。辛狄你
可以幫忙嗎？

辛狄：可以。我們待會分回平時學習的四組。

羋兒：這組由五娘和副手帶領，你們學習的是儒家學說；這組，墨家，由辛狄帶領；最後這兩組由姬明和
我帶領，而你們學習的是道家學說。

辛狄：待會我們分別學習不同派別的學說，跟秦始皇辯論，以攻破法家治國的不足之處。

羋兒：你們必須仔細閱讀竹簡的內容，專心聆聽我們的教導，把所學到思想融會貫通，最後選出一位代表
綜合大家的論點，出來跟秦始皇對話。大家明白嗎？（學生反應）

辛狄：事不宜遲，皇上我們有多少時間預備呢？

（始皇示意）

嬴殷：五分鐘。

羋兒：我們開始討論。



54

演教員以角色的頭（辛狄）帶領組內村民到適當的位置進行討論。教師的頭即時觀察村民的行動和狀態，如果

村民行動緩慢，又或左顧右盼別組的情況，便會把事情的嚴重性、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任務等資訊傳給演員的

頭，演員的頭就會調整角色的頭的身體動作、說話節奏和語氣。以下是筆者曾採用的方法（當下應對，並不是

既定台詞和指示）：

辛狄：（一手拿著墨家卷軸，一手拿著討論桌。）第三組村民，到後方位置等我！（以快步跟上，放下討論
桌，以手示意村民可圍著並靠近坐下；確認村民都能看到卷軸；上身向前傾，聲線稍降，節奏急速，視
線遊走於每一位村民）各位村民，我們立刻看看墨家卷軸當中，究竟說的是甚麼學說。（打開卷軸）啊！ 
原來是……（以手指示「兼愛」二字）。

角色的頭先用言語聚合村民，當放下討論桌，村民都會習以為常地坐在討論桌前的位置：

					

討論桌 三角形為學生／參與者；

圓形為演教員

	

這樣的位置分佈有只作聆聽和受教的意味，當教師的頭看到這情況，便知道要打破這個習慣，於是請演員的頭	

透過角色的頭出手幫忙，拍地示意村民靠近，尤其是討論桌左右的位置，營造一起討論的氛圍，並確認每一位

村民都能看到卷軸，並參與研習和討論當中：

討論桌 三角形為學生／參與者；

圓形為演教員

然後，鑑於演員的頭收到教師的頭告知村民分心觀看別組情況，於是便請角色的頭改變身體動作、說話節奏及

語氣，乃至視線，好讓村民能聚焦回我們組別需要學習的墨學卷軸上。打開卷軸後，亦不先說出學說名稱，而

只說：「啊！原來是……」留有空間讓村民回答，一來促使村民定睛觀看卷軸文字，二來亦能把村民的思緒拉攏

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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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村民都能繼續投入當下情境，學習和討論跟秦始皇辯論的內容和理據。奈何有一回，一位村民（以

下稱村民甲）坐下來便小聲開玩笑地說著要殺了秦始皇，以下是當時的大概情況：

村民甲：（面帶笑容）殺了他。

辛狄：（以手示意）村民，請謹慎言行，你這樣說，會讓皇上動怒，亦會連累其他村民的。

（辛狄與組內村民研習墨家兼愛學說，並說到以嚴法治國的命題。）

村民甲：殺了他！。

辛狄：（稍加強語氣）這位村民，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我們現在要想方法游說皇上，要不然，全村的
村民也不知會有甚麼後果的。

（最後選出了代表，組內村民正組織跟始皇對話的言辭。）

村民甲：出去有機會便近距離殺了他！

辛狄：（喝斥，聲線提高）村民，你說要殺了皇上，這樣做有顧及其他村民嗎？現在不是玩耍的時候，全
村村民的性命也在我們手上，你這樣說不但幫不了事情，也會讓其他人受到牽連，猜不到你是個無情無義
的人啊！

（村民甲不揚聲）

過程中，教師的頭一直認為村民甲並不認真，只滿足自己的興致，於是在第一次聽到村民甲說出「殺了他」時，

便有著制止他這個想法的意願，請演員的頭讓角色的頭先以「會讓皇上動怒，亦會連累其他村民的」為由，勸

導他不要這樣想。然而，討論下來，村民甲依然堅持這樣的念頭，更鼓勵別人（代表）前去完成它。教師的頭

認為這個念頭已經是沒有同理心的想法，現在還要把這個歪念推卻他人完成，不負責之餘，亦是不理別人死活

的處事方式，於是便把這些「不可為」的訊息告知演員的頭，然後讓角色的頭提高聲線，指責村民甲，目的是

讓村民甲知道「不可為」的原因，亦要讓他知道說話不能輕率，是要負責任的。另一方面，提高聲線亦為了向

其他演教員通報，尤其是正扮演秦始皇的知道村民甲有這樣想法，好讓大家早一點預備應對方法。

事情過去，彷彿能退回村民甲偏頗的想法，亦能讓事情繼續推進下去。當下教師的頭為了顧全大局，不讓村民

甲擾亂其他村民的想法，於是作出了一定要制止村民甲的念頭，並向演員的頭上達意願，致使角色的頭以不同

理由說服，甚至大聲指責，以制止村民甲要殺了秦始皇的想法。現在檢視下來，當下教師的頭比例或許重了一	

點，略有偏頗，演員的頭也稍欠冷靜，因而忽略了一個步驟，放下成見，並瞭解村民甲為何有這樣的想法，再

由他的想法出發勸導，那樣可能會比由辛狄直接說教他要顧及其他人來得更有說服力。這樣，亦能透過村民甲

的回應，進一步確定他是事出有因，還是只顧一己私慾，致使演教員在三個頭之間能作出更有效的判斷和應對。

有一回情況恰巧相反，學生（以下稱村民乙）的扮演非常投入，在討論過程中，對奸細（田殷／嬴殷）的一舉

一動也非常注視，每每當她經過時也予以提點：

（扮演嬴殷的演教員以角色經過各組，察查討論進程）

村民乙：她又走過來了，我剛才看到她的眼神不懷好意，我們不要讓她聽到我們的討論內容。

辛狄：（看看嬴殷，再回向村民乙，同時讓各村民聚首）我們就不要讓她聽到我們所談論的。（為顧及村民
能聽到我所說的內容，也要有相當的聲線）剛才我們所談及如果皇上真的能做到兼愛的話，就能做到「國
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是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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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乙：（抬頭張望四周，向辛狄）你說得太大聲了……

辛狄：（繼續聚首）再說小聲一點好了……

（繼續討論，期間重複了以上近似的情況兩至三回）

這是一趟很有趣的經驗，作為演教員，看到學生能相信所身處的戲劇情境，又能以角色的角度來看事物，並與

我們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交流，這是十分高興和雀躍的事。當下，面對村民乙的回應，演員的頭率先跑了出來，

並且十分樂意與村民乙繼續營造秘密的氣氛，於是便讓角色的頭以相同的語氣神態與村民乙交流，奈何卻要花

更多時間與村民討論，才能綜合討論內容，並選出代表。

營造戲劇氛圍當然要緊，但顧及時間的急切性也是重要的，同時讓村民學習到所需的知識內容，並能做到游說

更是首要做到的事情。回顧情況，該下教師的頭忽略了評估村民的學習進度，演員的頭只指示角色的頭與村民

一同置身情境。要是教師的頭能適時傳遞必須在有限時間討論內容，便能讓演員的頭下達角色的頭更好的應對

方法，如：

村民乙：她又走過來了，我剛才看到她的眼神不懷好意，我們不要讓她聽到我們的討論內容。

辛狄：（看看嬴殷，再回向村民乙，同時讓各村民聚首）讓她聽到也不妨，我們正討論的是國家大事，以
國事為重，我們必須在有限時間學習卷軸內容……

或

辛狄：（看看嬴殷，再回向村民乙，同時讓各村民聚首）我們正討論的就是要讓皇上知道的，讓她聽到也
不是壞事。時間無多，我們要加快討論了……

「看看嬴殷，再回向村民乙，同時讓各村民聚首」即時以行動回應村民乙的提議，然後再以說話告知他，其實我

們也不用那麼秘密，做著的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就算讓奸細聽到，也不會對我們不利，好解決村民乙的顧慮。

其後提點我們要在有限時間討論，那樣一來便能兩全其美，不失戲劇氛圍，亦能有效討論學習了。

劇情推進，各組代表輪流面見皇上，述說己見。在過程中，教師的頭觀察到村民很容易會只顧著自己剛才學習

的諸子學說，而忽視其他組別代表游說皇上的內容。面對這個情況，教師的頭便會馬上通報給演員的頭，從而

讓演員的頭以眼神、面向、行動、說話等，讓村民回過神來，如：

辛狄：各位村民，我們也要幫助其他各組代表，看看有甚麼可以即時補充。

或

辛狄：（在皇上向代表發問後，代表一時未能回應；面向村民，作思考狀）對於皇上剛才提及的問題，大
家有甚麼意見？（聽／看到村民意欲發表，向著村民）請舉手，把你想到的，告訴皇上。

這樣便能告知村民不能只顧著自己的組別，亦須聆聽其他組別所發表的意見，才能通過考驗。另一方面，亦可

讓未能作為代表的村民知道他們還是有與皇上談論的空間，免除了他們任由代表完成任務，而事不關己的心態。

然後在代表與皇上對話之時，找尋適當時機，面向村民，以姿態呈現該如何回應皇上的問題，然後再向村民提

問，並鼓勵他們主動舉手發表意見。這一來能更有效營造整個討論研習的氛圍，二來能給予在座村民述說己見，

一舉兩得。要做到這樣的效果，三頭必須時刻替換，教師的頭要細心觀察村民的一舉一動；角色的頭要以符合

角色的態度語氣表露於村民眼前；演員的頭亦要不斷檢視當下情況，提供應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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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語

在教育劇場當中，演教員「角色的頭」、「演員的頭」和「教師的頭」缺一不可。「角色的頭」是演教員與參與

者最前線接觸的面貌，因此角色扮演的姿態、言辭和態度均需讓參與者信服，才能讓他們投入。「演員的頭」	

就是要因應不同情況調整「角色的頭」，或因應參與者的應對而作出恰當的回應。「教師的頭」時刻穿插其中，

觀察參與者的狀態和一舉一動，並與「演員的頭」有良好溝通和配合，好讓「角色的頭」能跟參與者達至最佳

的互動效能和教學效果。演教員三個頭的工作就是這樣一直運轉，在角色的頭以新的行動面對學生時，教師的

頭仍需要檢視學生的反應，再把新的訊息傳給演員的頭，然後再讓角色的頭作出下一步的行動。

三頭理論的目的是為了與參與者有效地進行互動，這同時兼備了演員與觀眾和教師與學生的交流情況，兩者同

樣重要。前者讓教育劇場的參與者更能相信戲劇情境，投入參與；後者需要瞭解參與者行動和說話的原因，予

以體諒、予以挑戰、予以引導，讓他們能真正回應當下，解決難題，完成任務。交流互動的目的在於讓參與者

在教育劇場的模式（一個讓參與者感覺安全的環境）中，以行動和語言就著命題表達所要傳遞的訊息，並促進

更有效的學習和思考。演教員的三個頭也須為此服務，有著這個目的為後盾，便不難找出為何演教員要兼顧三

頭並行，也不怕繼續尋找更有效的實踐方法。

在教育劇場的過程中，筆者愈加發現「這個『三頭理論』，只能透過實踐，才能掌握得到。」(6) 理論在手，要是得

不到當下與參與者即時應對的實踐，也只會落得空談。透過即時的應對累積經驗，反思在不同的處境和情況下，

調整三頭的比例，從而讓學生／參與者更能在戲劇情境裡學習更多，更能真正在學與教之中，做到體驗式學習

的「做中學」理念。

註釋：

(1) 教習劇場多出現於台灣譯本，本文則作教育劇場，意為 Theatre in Education (TIE)。

(2) 許瑞芳著，《教習劇場與歷史的相遇：〈一八九五開城門〉與〈彩虹橋〉導演作品説說明》（秀威資訊科技，2011 年），	
第 10頁。

(3) 陳恆輝、陳瑞如著，《戲劇教室：高小戲劇教育指南》（熱文潮，2003 年），第 35頁。

(4) 據著者所述，把「檢視自己的頭」修訂為「演員的頭」。

(5) 據著者所述，把「觀察自己的頭」修訂為「教師的頭」。

(6) 同 (3)。

參考書目：

a. Morgan, N. & Saxton, J. 著，鄭黛瓊譯，《戲劇教學：啟動多彩的心》（心理出版社，1999 年）。

b. 陳恆輝、陳瑞如著，《戲劇教室：高小戲劇教育指南》（熱文潮，2003 年）。

c. 容淑華著，《另類的教育：教育劇場實踐》（臺北藝術大學，2013 年）。

d. 許瑞芳著，《教習劇場與歷史的相遇：〈一八九五開城門〉與〈彩虹橋〉導演作品說明》（秀威資訊科技，2011 年）。

e. 于善祿著，《波瓦軍械庫：預演革命的受壓迫者美學》（黑眼睛文化，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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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劇場中，輔助者（Facilitator）如何引導學生作
出更深層次的思考並勇於表達意見
簡立強

教育劇場的簡介

教育劇場（Theatre-in-Education, TIE）在六十年代中期於英國興起，理念是來自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的「史

詩劇場」及「教育劇」的形式及精神。(1) 由專業的演教員團隊，以特定的學習目標為題材，走進學校或不同的地

方進行演出，從而令參與者探討並反思德育、文化、生命教育等不同的議題。因為在教育劇場中，參與演出的

表演者既是演員，亦是教者，所以稱為演教員。演教員需具備精湛的演技，因為最理想的教育劇場，參與人數

大約為一班 30-40 位學生，在非常近的距離下與演教員共同思考、互動，並且幫助角色解決問題，若演教員在

表演技巧上不夠熟練，絕對會影響學生的投入感。另外，演教員亦要以教者的身份引導學生作出思考，並且勇

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若採用太過說教的形式或者扼殺學生的思考空間，則會令學生覺得與平時上堂毫無分別，

這亦會令他們不願投入參與。所以在整個教育劇場，演教員要在表演者與教者的身份上不斷轉換，目的就是要

令參與學生十分投入之餘，同時亦要不停思考及表達意見。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教育劇場的特色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宗旨是：劇場是一個實驗室，戲劇是浮世的模型。你與我相遇在劇場，一起睹察眾生、觀

照世界。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兩位主腦人物藝術總監陳恆輝和行政總監陳瑞如曾在英國修讀戲劇教學，他們認為

人需要用想像力來呈現世界，用行動去改變世界。再加上受到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及「教育劇」的形式及

精神影響，於是他們回到香港後，決心將傳統的教育劇場本土化，透過經驗的累積和嘗試，慢慢發展出具愛麗

絲劇場實驗室特色的教育劇場：運用戲劇氛圍，佈景、服裝、燈光、音響等劇場元素，令學生能代入教育劇場

中的故事角色。令學生與演教員們作出交流的入戲道具同樣重要，因為有著一個具體實在的入戲道具，例如古

代人的頭飾，甚至簡單如一個現代的工作證件，對學生來說，尤其是現今的學生已是非常新奇。透過一個簡單

的入戲道具，亦可以激發他們的想像力。他們知道這並非一般上課的模式，自然能提起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但要令他們真的去思考及敢於表達自己意見，就要透過輔助者（Facilitator）的引導和幫助。本篇文章會從教育

劇場中輔助者的身份出發，分享引導學生作出更深層次的思考並勇於表達自己意見的方法。

甚麼是教育劇場中的輔助者

“According to the Oxford Dictionary, to facilitate is ‘to make easy or less difficult or more easily achieved’.” (2) 

輔助的意思就是使容易，或較少困難，或更容易實現。而根據《劍橋詞典》，“facilitator” 的意思是 “someone 
who helps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do something more easily or find the answer to a problem, by 
discussing things and suggesting ways of doing things.” (3) 即是透過討論或給予意見，替人物或組織找出解決

問題的方法。

至於在教育劇場中，「輔助者」（Facilitator）的定義雖然各有不同，但意義也是相近的。例如著名的戲劇教育家

Jonothan	Neelands 曾說過 “All teachers play the facilitator role: wanting to make it easier or less difficult 
for pupils to achieve their potential in a positive climate.” (4) 意思是所有老師也扮演輔助者的角色，希望

令學生更容易或在較少困難下，於積極氣氛中發展自己的潛力。而另一位教育家 Christine Hogan 亦曾提及

“Facilitation is concerned with encouraging open dialogue among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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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at diverse assumptions and options may be explored.” (5) 意思是輔助的工作涉及鼓勵具有不同觀點的個

人之間的公開對話，以便探索各種假設和選擇。所以在教育劇場中的輔助者就是令擁有不同意見的參與者，能

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並且從中探索出各種可能的解決問題方法。

而我自己從參與愛麗絲劇場實驗室過去十多個教育劇場計劃的經驗中，亦對輔助者的角色有自己的看法：就是

通過與參與者討論，鼓勵他們作出深層次的思考和反思，然後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從而共同尋找方法去幫助

不同角色解決問題。輔助者是作為參與者與表演者（角色）之間的溝通橋樑，他需要幫助及引導參與者思考問	

題，還要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的意見，同時更要協助表演者清楚精準地回應參與者，確保整個交流順暢並能共同

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輔助者的工作

“It is the actor-facilitator’s responsibility to help the audience understand when they are in role as 
audience-observers, audience-participants, or characters in the drama themselves, and exactly what is 
expected of them in each frame: to brainstorm ideas, offer advice, join a conversation with characters, 
make a decision, reflect on the situation, or stop the action in a scene, for example.”  (6)

作為教育劇場中的輔助者確要身兼數職。既要令參與者清楚自己是觀演者的身份，即不只是觀賞，而是要參與

其中與角色並行，更要幫助他們在特定的框架下積極討論，透過鼓勵參與者們思考問題，勇於表達意見，然後

通過與角色對話，共同找出解決的方法。因為輔助者與參與者素未謀面，所以輔助者須創造及提供一個能讓參

與者自由思考和討論的空間。故此在短時間內必須與參與者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而這互信的關係更可以幫助

輔助者不只是給予參與者思考和討論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給予他們適當的挑戰，從而令他們作出更深層次的思

考，亦可以提高他們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引導參與者作出更深層次的思考並勇於表達意見

我認為第一步必須和參與者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這是作為輔助者最困難但是必須要完成的任務。試想像若果

不能與參與者保持互信的關係，遑論令他們思考，連最基本的與輔助者交談也不可能做到。但是輔助者與參與

者如何從陌生人的關係開始，在短時間內建立這種互信的關係呢？

“active listening, awareness of non-verbal cues,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gramme goals and 
objectives, knowledge of various tools for engagement including questioning strategies and dramatic 
techniques, a sense of timing, a capacity to improvise and gauge the next appropriate question, and the 
aptitude to read the dynamics of a group and guide the audience.”  (7)

積極傾聽參與者的說話；留意他們無論是語言或身體語言（站姿和坐姿）所提示的意識；衡量每一個適當的問

與答；閱讀群體的動態（他們是否只會在朋友堆中私下交談）；引導他們的能力等等，這些技巧可以幫助輔助者

與參與者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當然與他們有眼神交流亦很重要。

至於第二步就是緊記教學目的。輔助者必須記住：不要為了與參與者保持良好關係而作出取悅他們的事情。輕

鬆的氣氛當然有助參與者表達意見，但過於輕鬆而忘記了計劃的教學目的，便會令參與者與輔助者之間的溝通

流於片面之談，而非幫助他們作出深層次的思考，所以在嚴肅與輕鬆之間要找到平衡。在教育劇場計劃中，輔

助者也會有自己的角色，因此只要熟練角色背景和教學目的，這便能幫助輔助者找出當中的平衡點。輔助者必

須緊記教學目的，因為這絕對影響輔助者如何用提問去引導參與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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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must they be attuned to programme objectives and understand how to deliver content through 
the theatrical framework, but facilitators often ne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content 
beyond the specific goals of the programme in order to handle confidently open-ended conversations and 
questions.”  (8)

輔助者若對教學目的不清楚，如何引導參與者向著既有方向思考呢？所以輔助者不單要清楚教學目的，更要運

用提問的技巧去引導參與者作出深層次思考。

然後就是運用增加互動意圖的提問技巧。教育劇場的參與者、角色（表演者）及輔助者之間的交流十分重要。

試想像，若參與者面對角色時大家也啞口無言，一邊不知怎樣去問問題，另一邊亦因無人提出問題而不能作出

回應，是何等尷尬的事。於是作為輔助者，很容易便會以 “yes” or “no”（是或非）的問題去打破這尷尬場面，但

其實這對參與者的思考起不了甚麼作用，所以輔助者應掌握如何運用提問的技巧。很多時候，尤其參與者是現

今的中小學生，他們在各種環境因素影響下，一般自信心也較弱，亦不善於表達意見，所以輔助者與他們建立

一定程度的信任後，再次強調這信任並不只是建基於「攪笑」的層面，而是令他們可以放心表達自己意見的層面。

但若輔助者只想學生答出標準答案，那麼與他們平時上堂，老師一問一答的提問方式有甚説分別？學生很快便會

知道，於是便不再回應。所以輔助者一定要有開明的態度，對於學生的說話甚至身體動作亦要非常敏感。因為

很多時候，學生的身體語言其實表達了他們害怕、緊張或是心不在焉。當輔助者察覺學生這些反應時，可以嘗

試用簡單的提問，例如：「你認為我們可以怎樣做？你認同他的想法嗎？為甚麼呢？」從而令他們放鬆下來。若

他們過於緊張，亦不妨給予他們思考的空間，轉移向其他同學作出提問後，再問他的意見。這樣做可以令身邊

的學生知道自己有空間去思考，面前這位輔助者更會接受自己提出的意見，於是他們便可以放膽發表自己的意

見，使愈來愈多學生勇於表達意見。當然為了令討論氣氛更熱烈，輔助者可能會選擇以輕鬆攪笑方法與學生打

開話題，但輔助者必須堅守整個教育劇場的教學目的，不要有所偏離。因為學生可能會反客為主地偏離討論的

重點，所以輔助者一定要一邊討論，一邊引導學生向著教學目的作出反思及思考。

最後需要善用 “I’ve often wondered…” 的提問技巧。當學生開始勇於表達意見後，如何用方法引導他們出作深

層次的思考呢？現在的學生非常被動或者只往單一方向思考，作為輔助者可以怎樣提問呢？輔助者在此情況下

可以運用著名戲劇教育家Dorothy Heathcote經常運用的一種提問技巧 “I’ve often wondered…” （我懷疑……），

這方法作為提問的開始是有極大好處。

“A freeing ques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one to which the teacher clearly signals there is no one right 
answer… In this way the teacher takes rank and status out of the question and frees the child to wonder, 
too: ‘I just can’t imagine…’; ‘I’ve often wondered…’” (9)

學生不想回應老師的提問，很多時是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老師心目中想要的答案，根本沒有趣味，於是便會選擇

沉默不語。所以輔助者作出提問時，需要令學生知道問題沒有標準的答案，同時與學生共同研究問題，這樣便

可以提升他們對問題的興趣，繼而積極思考，並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當學生的回應有所偏差時，若直接否定

他們，很容易令他們自尊心受損，之後便不敢再次回應。同樣地，若學生滔滔不絕地表達自己意見時，沒有作

出適當提問，亦只會使討論方向走向一面倒的情况，令他們缺少了多角度思考的機會。輔助者在這個時候可以

先贊同他們的意見，但同時拋出一個疑問：「我懷疑這是否可行呢？我懷疑這樣做可能帶出另一個後果……」這

絕對可以幫助他們作出多角度思考，亦有助鼓勵他們發言，因為他們接受到的訊息是：「我的意見是會被接納的，

不過我又好像未能想到最準確最全面之處」於是便提升了他們的思考動機，亦正如前文所說，其他學生見到這

個可以表達意見的機會，便會敢於將自己的所思所想表達出來。討論的氣氛愈是熱烈，愈能提高團隊合作精神，

在近側發展區的影響下，能力較弱的學生亦能從討論中有所得益。這對學生來說，必定獲益良多。「一個孩子所

提供的貢獻往往能促進另一個孩子的想法，這自然會鼓勵那位最先提出想法的孩子，不只對自己所說的感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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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同時也會轉移到更高層次的思考上。當孩子了解班上其他人很歡迎他們的貢獻，他們就會開始看待自己是

被同伴看重的能幹的學習者。最後，孩子都有高度動機去重視這個活動，不管是高成就或低成就的學生，都感

覺到勝利和成功的快樂。」(10)

綜合而言，教育劇場中的輔助者必須抱持開明的態度，接受參與者所作出的任何回應。為參與者創造一個自由

討論和發表意見的空間，與參與者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在明確的教學目的下，給予清楚的討論方向。運用適

當的提問技巧鼓勵他們表達意見並且適量地挑戰他們的想法，從而引導他們作出更深層次思考和提升他們表達

自己的意願。

本人過往從事十多個教育劇場的經驗分享

我在 2003 年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畢業後第二年，即由 2005 年開始至今，參與過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十多個教

育劇場節目，另外亦參與了其他團體的教育劇場。我發現到每年所接觸的中、小學生所遇到的問題愈來愈複雜。

不過，當每完成一場教育劇場，他們的表現令我覺得現今學生十分需要一個平台去表達意見，以及需要別人聆

聽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以，作為演教員團隊的一分子，以輔助者的身份去引導學生表達意見，與角色交流甚至

與同學共同商討解決方法非常重要。前文提及的技巧和方法，必須透過實踐才可以有更確切的體會。所以我便

與大家分享過往從事教育劇場中，其中三個作為教育劇場中輔助者的重要經歷和經驗。

新手探長上任

2005 年是我從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畢業後的第二年，有幸得到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陳恆輝和行政總監

陳瑞如的邀請，為一個教育劇場出任演教員的崗位。作為剛畢業的畢業生，雖然不太清楚甚麼是教育劇場，甚

麼是演教員，有工作機會當然一口答應，於是便參與了當年的教育劇場《以眼還眼？》。那次的經歷為我的戲劇

經驗開了另一個大門，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教育劇場的影響力如此強大。恆輝和瑞如曾在英國修讀戲劇教學，

他們回到香港後，將傳統的教育劇場本土化，所以仍然保留著傳統教育劇場的特色，就是以小班學生形式進行，

在禮堂設置場景，學生不再只是觀賞者而是參與者，與角色在近距離下交流和互動。對我這新手而言，我只能

盡好本份演好角色，但恆輝和瑞如經常提醒我，不要只作好演員的責任，還要留意如何與學生交流。當時瑞如

擔當輔助者的身份，所以在她的幫忙下，慢慢掌握了演教員與一般演員的分別─不是一問一答，而是透過你的

回應，牽引學生思考並作出下一步行動。

然後到了他們另一個教育劇場《罪與罰》，恆輝和瑞如問我有否興趣出任輔助者的崗位，亦即是瑞如之前擔當的

崗位，當刻我也不記得是初生之犢的膽量，還是從哪裡來的勇氣，我答應了。而這亦是我首次成為輔助者，我

的角色是一名探長，而參與學生的角色是少年偵探團的團員，我要帶領他們追查一件命案，透過在案發現場尋

找線索和與三位可疑人物對話，找出誰是兇手。在排練過程中，全靠恆輝和瑞如的提點，我開始稍為放鬆下來，

因為當時我面對最大的恐懼就是害怕學生沒有回應，或是作出我不知如何應對的回應。此時恆輝和瑞如提醒	

我，不要當學生是小朋友，他們的想法是很獨到和有趣的，你的身份是探長，帶領一班年輕偵探查案，從而幫

助他們思考和表達意見。這一番話如當頭棒喝，對，我們也是在扮演，我們也有自己的角色，我們之間的對話

是探長與少年偵探的對話，我為何要恐懼他們呢？再者，更重要的就是教學目的，幫助他們思考，有邏輯地推論，

然後發表意見。於是我開始放鬆下來，開始放膽嘗試擔任輔助者的崗位。

當然，新手上任的我絕對有不足的地方。但透過每一場面對不同的學生，我發現在整個教育劇場中，不只學生，

連我也在共同成長。因為學生的反應每次也是充滿驚喜，而我亦慢慢探索到作為輔助者，必須一眼關七，思想

開明之餘亦須要靈活變通，因為輔助者一個不謹慎的回應，絕對會破壞整個氣氛。我記得有一次與學生討論時，

我稍一放鬆便被聰明的學生反客為主地討論了與本案無關的事，我需要多花點時間才可令他們重回重點，所以

緊記教學目的相當重要。在《罪與罰》開始後，我開始探索另一個重要的方向─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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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知全能的山神

自從《罪與罰》後，有幸能繼續參與愛麗絲劇場實驗的教育劇場節目，亦能從不同劇目中繼續探索和實踐演教

員和輔助者的技巧。由開初不敢與學生真正交流，直至慢慢打破彼此的隔膜，真正去聽、感受、回應及嘗試用

“I’ve often wondered…”（我懷疑……）等提問方法，同時亦開始掌握作為演教員和輔助者的技巧。此時，我參

與了《戲說西遊記》，我又再次全程擔任輔助者的身份，以山神的角色帶領扮演孫悟空猴子猴孫的學生，解決唐

三藏、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幾師徒之間的矛盾。有了先前的經驗，所以今次演出我除了比以前有信心，我亦

嘗試了在提問時，選擇用適合的字詞作出回應。因為我發現當時香港的學生好像愈來愈少發表意見的機會，而

且他們好像很難清楚用詞語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而當中我須要引導他們向唐三藏發問問題，在開始時，我很

好奇為甚麼學生沒有問題想問呢？他們很專心去觀察和聽指示，但為何總是不敢去問問題呢？於是，我便更留

意他們，若一秒後沒有回應，我便以示範的身份先問唐三藏一次，讓他們可以有方向問下去，使用此方法後，

他們真的夠膽跟著問下去。但是我又發現，他們的提問總是問不到重點，於是我便轉用另一種方式去鼓勵或者

挑戰他們的想法，就是選擇我所用的詞語了。我發現作為輔助者，為免令討論氣氛冷卻下來，我總會不斷地說	

話，但其實學生能接收到多少？於是我嘗試簡單直接地問：為甚麼唐三藏會在此，孫悟空又去了哪裡呢？莫非

他們發生了甚麼事？（引起學生好奇心）作為孫悟空的猴子猴孫，難道你們不關心他們發生了甚麼事？（動之

以情）那麼我們可以怎樣幫忙呢？（打開與角色溝通的橋樑）然後學生們開始懂得如何去問，而往後場次的學

生亦因此愈問愈多，而且不止是一問一答，更加能夠將自己的感受告訴唐三藏，希望唐三藏能原諒孫悟空。

這次經驗亦令我明白到作為輔助者，適當運用字詞相當重要，因為學生的能力各有不同，他們絕對需要輔助

者給予更多更大的引導，才可更進一步。另外，因為他們能用的字詞愈來愈少，所以我亦嘗試幫助他們重整	

句子，例如：你的意思是豬八戒不應該這樣做？（慢慢建立自信心）要講孫悟空壞話？（故意說錯令他或者其

他同學更積極發言）但我懷疑孫悟空不會接受這方法……（挑戰他們的想法，令他們從多角度思考）因為我能

在短時間內理解、明白和重組同學的意見，並且讓角色與學生能順利交流，所以其他演教員便稱呼我為全知全

能的山神。

隱世村的村長

在教育劇場的路上一直走著走著，到了今次「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正好是一個機會讓我重整過

去的經驗，再加上有機會參與其他國家戲劇教育專家的工作坊，令我有更深刻的得著。在諸子百家教育劇場高

小篇《姬明傳》中，我的角色是隱世村的村長，帶領扮演穩世村年輕村民的學生去將燕國滅亡的事告訴並安慰

姬明公主。其後我扮演秦始皇與村民辯論諸子百家學說。這次的經驗就如將以前修練過的武功，全數盡出。除

了謹慎用字、運用提問技巧等，這次最觸動我的就是回歸基本，動之以情令村民能好好為姬明公主設想，勸她

不要衝動並留在村內繼續生活。我發現這一年參與的學生無論在專注力和用詞方面均比以往提升了。但是他們

同樣缺乏表達意見的平台，所以今次我探索的就是如何建立互信的關係，從而令他們更深層次思考，勇於表達

意見。而我發現到令學生動之以情，去理解姬明公主的狀況是非常重要。所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當我懇切

地問村民如何將燕國滅亡之事告訴姬明，然後問他們為麼不可欺騙姬明公主時，我發現我表現得愈不知如何是

好，他們幫助我和姬明之心就愈熱切。相信是除了演技真實外，就是真正令村民感受到我需要他們的幫助。再

加上我以欺騙姬明公主的想法挑戰他們，他們往往能夠說出欺騙人的壞處及欺騙姬明公主的嚴重後果。

而當中有一個小枝節想分享一下。我記得有一場當我與他們討論如何幫助姬明公主時，有一位村民不停叫「公

主自殺吧！」相信很多人聽到此話必定嚴厲處罰那位學生，但那一刻我觀察到他不是開玩笑，所以我冷靜地問

他為何有這個想法，他答我「因為姬明公主無人無物，死掉更好啦！」於是我認真地回應他，「難道無人無物就

要了結自己的生命？」他聽完我的回應後呆了一下，好像從沒有想過有人會這樣回應自己，此時其他村民回應，

「有我們做她的朋友！」於是我再回應那位村民，「你有我們、有朋友，而姬明公主最需要的亦是我們，只要生

存下去就有方法，最緊要是生存下去。」然後，在整個過程，他很認真地看，就算身邊的同學想與他一起搗蛋，

他也沒有理會，認真地看下去，其後雖然他沒有主動作出回應，但我從他的眼神知道，他成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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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教育劇場中的輔助者身負重任，我們要認真看待和回應參與者的所有回應。因為以參與教育劇場中的學生為例，

他們真的需要輔助者和演教員團隊為他們創造一個自由發表意見的機會，而作為輔助者更加要好好掌握和運用

各種提問技巧，以開明的角度去引導他們作出更深層次的思考，勇於表達意見，這樣年輕的新世代才能為我們

帶來更美好的將來。

“Heathcote’s questions are real, and she does not reject the responses she gets. Whenever she asks a 
question, she is prepared to take in and deal with whatever the students say.”  (11)

各位同行者，共勉之！

註釋：

(1) http://www.tefo.hk/load.php?id=270478&plid=210737

(2) Neelands, J. (2005) Beginning Drama 11-14 (2nd edn.), Routledge, p.44.

(3)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facilitator

(4) 同（2）, p.44.

(5) Jackson, A. and Vine, C. (ed.) (2013) Learning Through Theatre: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atre in Education (3r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144.

(6) 同上 , p.145.

(7) 同上 , pp.146-147.

(8) 同上 , p.149.

(9) Wagner, B. J. (1999) Dorothy Heathcote: Drama as a Learning Medium (rev. edn.) Portland, Maine: Calendar Islands 
Publishers, pp.55-56.

(10) Lisbeth Dixon-Krauss 編著，谷瑞勉譯，《教室中的維高斯基》（心理出版社，2001 年），第 134 頁。

(11) 同（9）,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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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劇場中，演教員如何運用「角色扮演」在互動中
建立學習的橋樑
梁佩儀

前言

「從做中學」是教育劇場的學習方式，所謂的「做」是在擬定的戲劇情境內，透過「角色扮演」以戲劇情境中人

物的角度、眼光、感覺及心態代入情境，置身於戲劇衝突之中，設身處地的去處理問題，解決困難，通過參與

戲劇的歷程而產生教學與學習。在教育劇場「強調以劇場媒介來製造學習機會」(1)，藉著演教員以不同的身份說

故事，或演繹戲劇情境中的情節，把參與者帶進故事情境，相信這個被創造出來的虛構世界。同時，透過運用

合適的戲劇策略引導學習者與劇中人物一起面對困難，藉此創造在情境中學習的平台。

俗語有謂當我們「穿上別人的鞋子」才會明白別人的處境和感受，或許這句說話最能概括地形容角色扮演。雙

腳承托著我們整個身軀，一步一步踏出生命旅程，透過想像穿上別人的鞋子，彷如踏進別人的生命，嘗試體驗

別人的經歷，了解別人的處境和感受。「讓學生的生命經驗和演出故事做連結，讓他們用『感覺』去『思考』，

學會同理別人的感受。」(2) 教育劇場正是藉著建構戲劇情境，提供了這雙別人的鞋子（角色），讓參加者穿上（扮

演），通過行動（戲劇）去學習，得到有形或無形的知識。

「角色」與「扮演」

在戲劇情境中的人物被稱説角色，當提到「角色」一詞，很容易便會聯想到有關表演、演繹角色的技巧，那麼角

色扮演是關乎演戲技巧嗎？首先我們試從理解「角色」一詞的意思開始。角色是一個名詞，有兩個解釋，其一

是戲劇中演員所扮演的劇中人物；其二是指一個人在社會或團體中的崗位或地位、其肩擔的責任、功能或所表

現的行為。以上兩個層面的解釋或許有助我們窺探演繹角色與角色扮演的異同。前者已直接描述了「角色」在

戲劇表演藝術範疇中，是演員的崗位和負責的職務─「演繹角色」，使劇中「人物」呈現於舞台上。後者則廣

義地描述「角色」的社會性─「身份和崗位」，就是說社會上一般對某類、某種、不同階層的人之既有形象、

期望、權利和義務。

至於演繹和扮演，它們可以說是同出一轍，因為無論演繹或扮演他者（角色）的過程正是穿上別人的鞋子（角

色）。在建構戲劇情境中，了解人物身處的環境，面對的人和事，並以人物第一身的角度嘗試設身處地回應問題

和解決困難。以表演性為中心的戲劇活動，演員與觀眾的關係簡單直接─傳遞（演）與接收（觀）。當中的角

色扮演由演員透過聲音、情感、肢體傳遞劇本內容，使劇本所描寫的既定情境和人物在當下於觀眾面前重現，

觀眾則安坐（或站著）在觀眾位置以第三者察看別人的故事。在這過程中，演員及觀眾無法改變劇中任何事情

或影響發展，即使當刻被劇中事件及人物衝擊思想、觸動情感，也只能在説心或腦海激盪不散，卻無法即時把自

己的想法表達出來或以行動參與其中，在情境中作出改變。

角色扮演作為戲劇策略

在以教學行為為中心的角色扮演性質則不一樣，不單由演員執行角色扮演，觀眾也會置身劇中參與，在一同進

行角色扮演的當下，參與者能擁有自主性，即投放自己的意志，發表自己的思考和見解。研究台灣教育劇場學

者容淑華曾提到這個過程是「自我個體經驗，讓學生的主體性出現。賦予學生掌握和改變故事發展的權利，從

扮演過程中嘗試改變的可能……	學生有機會用自己的方式述說……	引導者運用互動的方式，讓學生的生命經驗

和演出故事做連結，讓他們用『感覺』去『思考』，學會同理別人的感受。」(3) 運用角色扮演作為戲劇策略，利用

戲劇情境中的人物角色，以及需要面對的事件和解決困難的迫切性，讓學習者以「假設」（as if）的狀態／身份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教育劇場專集

65

進入戲劇情境，由觀者變為既觀且演的觀演者，透過不同的戲劇策略隨著劇情變化置身其中為劇中的他人或自

己（角色）解難。在演教員的崗位中，我深刻地體會到學生透過角色扮演與劇中人物（角色）交流時的微妙轉化：

由慵慵懶懶兼東張西望躺臥在地，變成積極行動的村民；情感強烈激動，投入到要刺殺秦始皇的村民，變成願

意冷靜，而且情理兼備地游說秦始皇的村代表；內斂含蓄較被動的年輕人漸漸累積勇氣，在關鍵時刻願意挺身

而出游說説國家企業行政總裁等等。參與者透過角色扮演進入戲劇情境，亦在戲劇情境中透過角色扮演與劇中的

人和事產生共鳴，這份共鳴為參與者提供了動機在特定的戲劇情境下作出行動和回應，亦藉此產生了教學與學

習的機會，正如戲劇教育家 Dorothy Heathcote	所說：

“With the assumption of attitude and belief comes identification. Once a class identifies with the people 
in a drama, their drive is released, and the situation becomes what Heathcote terms ‘educationally 
explosive’.” (4)

在假設的情境用信以為真的態度去相信，以及透過角色扮演經歷情境，他們不是以既定的劇本作回應，而是

自發地（Spontaneity）運用思考與感情，運用自己已有的知識和經驗，甚至發揮創意解困一起推進劇情，使	

「學習」一觸即發。

以教育劇場作媒介製造學習機會，運用「角色扮演」既是演教員進行老師入戲的教學載體，亦是參與者進行學

生入戲的學習載體。演教員透過演員的方式，達到教師的目的，在假設的戲劇情境中進行互動，產生教與學。

接著將會以在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的《姬明傳》和《3016》中，擔任演教

員的經驗來探討如何運用「角色扮演」在互動中建立學習的橋樑。

老師入戲

演教員是演者也是教者，執行角色扮演可謂肩負重任。“...must genereate interest and arrest attention... 
must stimulate student involvement... It is through their response to the person-in-role that the students 
learn, not through what the person-in-role does.” (5) 在教育劇場中執行「角色扮演」並不單是重現人物，而

是透過角色去展示和了解人物的處境，以角色的角度去面對當時當刻的事情或困難，並投入其中，給予意見甚

至採取適當行動為角色解決困難，改變處境。透過演教員不斷進出其所扮演的角色，帶領參與者展開觀看、分析、

討論和行動，貫穿整個教育劇場旅程。透過與學生（觀眾）雙向的互動，引導學生對於問題進行思辯，帶動學

生把思想化作行動，透過實踐去學習。

（1）真實感

戲劇情境是擬定的、是假設的，以願意「相信」的態度踏進戲劇情境，才可誘發信以為「真」的想像力，引導

學生進行戲劇任務，展開學習之旅，引導學生進行戲劇任務。

“The first thing Heathcote goes for in starting a drama is belief... Everyone  involved must at least try to 
accept ‘the one Big Lie’: that we are at this moment living at life rate in an agreed-upon place, time, and 
circumstance and are together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6)

真實感是刺激學生的想像力之起點，演教員具真實感地把人物呈現於學生面前，誘使他們積極地觀看和聆聽戲

劇片段，掌握規定情境，明白角色的處境及需要，並了解自己的任務，帶領學生進入情境和人物所發生的事。

這個部分不是單單給予資訊，更是以角色的角度，從第一身揭開故事，以「創造」真實（Authentic）情境的體驗，

並互相以角色身份對話，從而得到更多資訊或給予意見。演教員與參與者透過角色直接和親近的「交流」，透過

肢體、聲音、語言和態度等，進一步幫助參與者投入及認同（Identification）當下的人、事和處境，引領他們

進到情境之中，欲伸出援手一同解決危機，催化學習動機（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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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姬明傳》中，將經常躺臥在地或總是笑不停未能很快投入情境的小學生，變成積極行動的隱世村村民。	

當時，學生已入戲成為隱世村村民，並且已看了一場戲，先認識了兩位劇中人物。而我是劇中的角色─五娘，

是隱世村中的長輩，有高明的醫術和在村內教授村民武術，保護村民。我出場後便正式置身劇情之中，接受任

務與挑戰。當我發現有學生並未集中於場內時，我嘗試以五娘的眼光看看他，與他眼神接觸建立溝通表示關心，

觀察他會有甚麼反應，而他繼續旁若無人地在地上躺著或滾來滾去，我便嘗試找機會走到他旁，提出問候與關

心：「你點呀？有無事？需要幫忙嗎？」或許他會轉轉姿勢坐好一點。如果情況許可，我更會輕搭著他表示關心

和支持，並告訴他：「如果需要幫忙，不妨告訴我，我會幫助你。」藉以建立角色之間的關係，幫助他投入情境，

然後再將他帶回劇中焦點「來，我們一起看看可以如何幫助姬明。」這時候他會坐得更直，眼睛明亮地看著我點

點頭，這刻確定了他已入戲，同意自己的角色參與在情境中。

這些簡單的對話並非既定的劇本，而是在當下從觀察發生的互動對話。演教員按人物角色和環境，選擇合適的

語言及說話態度，配合肢體、眼神的接觸、距離及聆聽與學生打開一扇窗─運用想像力，用真誠的心相信當下

的戲劇情境，自然地亦自由地作出回應，交流變成即時真實經驗（Authentic Experience），讓學習者知道他們

被聆聽被接納，推動學生由觀眾的身份轉化為情境中的一份子共同學習。

（2）即時性、必要性

老師入戲透過角色貫穿整個戲劇學習過程，更具彈性應變空間，有助即時利用學生每一個反應引導他們到戲劇

焦點，令戲劇持續演出，有助學生學習。在《姬明傳》中，最後面對秦始皇的一幕，村民為解決危機而非常	

緊張，分組教授諸子百家學說並商量如何以諸子百家學說的治國之道游說秦始皇。曾經有學生非常激動一意孤

行提議刺殺秦始皇，組員一時不知如何反應，作為老師亦暗暗在心裡流一把汗，生怕這樣會擾亂劇情的發展！

但這正是好好利用學生作為村民的投入感，把衝動的情緒轉化成思考及選擇如何行動的好時機。我（五娘）先

冷靜地聆聽他的原因，並與其他組員一同討論此舉的利弊，並表達我對全村人安危的擔心。

“They copy what they have seen others to do. They also select from all their experience that which seems 
applicable to the present time. They use their observation, power to select and power to imitate.” (7)

五娘雖然與眾人一樣非常擔心隱世村及村民的命運，但卻以認真冷靜的態度面對當下處境，為大局著想，不被

情緒主導。非以語言的方式傳遞資訊，還利用人物形象及處事態度給予學生參考，正如 Heathcote 所說 “...a 
role seems to be to give a prodigious amount of information nonverbally but to actually say very little, 
giving each word weight and importance.” (8) 經過一番討論之後，該位提議刺殺秦始皇的學生不但留心聆聽學

說內容，提出意見，甚至在最後放下己見，自薦成為代表運用諸子百家學說情理兼備地與秦始皇討論。

（3）推動戲劇行動

學生需要按著劇情的發展應付不同的任務，這些任務正是戲劇行動，從中營造戲劇張力。Brad Haseman and 
John O’Toole 如此闡述由任務引發的張力：

「劇中人物為要解決劇情所引發的難題，總要去『做』或去『講』很多東西，甚至作出一些改變─可能令情況

好轉，亦可能令它轉壞。這些就是他們的『任務』，不同的『任務』集合起來就形成戲劇的行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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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16》中，學生的任務層層遞進，學生需要入戲成為巴別時代未來科技公司的實習生，得知公司正進行一

個極具爭議性及影響人類未來的計劃，他們要學習諸子百家學說來游說説行政總裁擱置計劃。當學生參與任務

時，演教員就是以角色扮演使他們向前行的推動者。在劇中我扮演的角色是姚主任，是巴別時代未來科技公司

的高層職員，亦是地下組織「尚賢會」的主席，致力承傳各學派的學說，以諸子百家的思想及智慧，建設更美

好的社會。姚主任先要面對一個難題：阻止另一部門主管賴主任推行鐵心蘭疫苗計劃，與賴主任一起接受各實

習生的質詢，好讓他們了解鐵心蘭疫苗使人失去惻隱之心的利弊，對人類的影響。在這段互動中，兩位演教員

必須合力揭示處境中之矛盾，製造焦點，以鮮明的態度和立場引導他們思考並向我們提出質詢。首先由姚主任

和賴主任爭論開始，後來姚主任按捺不住，在一眾實習生面前阻止賴主任企圖利誘他們接受鐵心蘭疫苗的行為，	

把實習生牽進角力中，製造出他們參與事件的必要性。兩位演教員推波助瀾，必須仔細聆聽，接受提問時表

達立場，釋出更多資料，提出更尖銳的問題引發更深的思考，正如上述引用 Heathcote 所言 “give each word 
weight and important”使每句說話發揮作用。演教員亦要在對方回應時把握時機以非語言（Nonverbal）的方

式，用肢體動作和情感反應表達憂慮或鼓勵，動之以情並以理據爭取他們的支持，一同提升張力迫使學生思考，

尋找並整理自己（實習生）的立場，凝聚共識帶動更進一步的戲劇行動，朝向教學目標的焦點。正如容淑華指出：

「學習者與角色之間藉由討論，讓學習者漸漸認同故事，將於故事矛盾之處會提出異議，這些行動改變自己和別

人的想法、情緒、觀念及內心自我的疑慮，慢慢釐清觀念。」(10)

然後步入戲劇焦點：與行政總裁直接發表意見，游說他擱置計劃。這個戲劇焦點亦是是次教育劇場的教學目標：

讓學生能初步掌握諸子百家學說並能實踐。由角色之間的衝突引發戲劇行動，然後產生張力。結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想辦法阻止機械身體計劃。分組學習諸子百家中的儒家、道家、兵家學說，並以所學習的內容和見解作論

據以情以理解決問題。

學生入戲

在教育劇場中運用角色扮演是雙向互動的，不但老師「入戲」，學生也「入戲」，以特定的角色人物在特定的戲

劇情境中一同面對特定的人和事，一起應付及解決問題。前文提到作為演教員擔任角色扮演的重任和必須發揮

的功能，這可以同樣放諸於學生入戲的角色扮演嗎？ Heathcote 提示了很重要的方向：

“Children should not be required to perform the tasks of actors, which is to convince other people who are 
called watchers or onlookers, that what they see is authentic as to action and spontaneity.”	(11)

透過角色扮演，讓學生擁有「角色經驗」，不是追求扮演角色的能力和品質，而是通過置身角色的處境，讓學生

以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了解和感受事物，並且透過互動在戲劇行動中吸收知識，這種體驗式的學習旅程，不單

讓學生吸取知識，亦能令他們運用已有的知識和生活經驗，感受和理解知識中更深層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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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陳恆輝及行政總監陳瑞如認為「教育劇場以劇場媒介來製造學習機會」(12)，那麼「角

色扮演」便是教育劇場的互動中之學習橋樑，演教員及觀演者在角色的設定（處境、目的、態度立場等），運用

自己的想法和行動，在規定情境中一同進行即興及互動，達到教學目標。教育劇場的演出會因應每次的對象、

目標和空間，運用不同的劇場元素來引導觀眾參與及互動，並提供空間及機會予演員和觀眾一同「情境即興與

角色扮演」。根據教學的主題、參與者的特性及年齡來度身訂造，並應用各種劇場及教學技巧以達到教育的功能。

「教育劇場不是一般觀眾所觀賞舞台劇的縮影版，它可以說是基層藝術和基礎教育的播種者，對目標對象與特定

的議題進行互動式教學，以達到教育的目的。」(13) 教育劇場的主要目的，不是提供娛樂，也不是傳授有關劇場的

知識，而是讓參加者從劇場體驗中去進行學習，利用劇場形式呈現經過藝術處理的事件─「戲劇情境」，利用

戲劇行動教人思考，通過角色扮演，學生透過角色來觀察世界，了解角色如何思考和感覺，體驗生活的可能性，

擴闊自己的視野。

註釋：

(1) 陳恆輝、陳瑞如著，《戲劇教育：讓兒童在戲劇中學習和成長》（嘉昱，2001 年），第 115頁。

(2) 容淑華著，《另類的教育：教育劇場實踐》（臺北藝術大學，2013 年），第 37-38 頁。

(3) 同 (2)。

(4) Wagner, B. J. (1999) Dorothy Heathcote: Drama as a Learning Medium (rev. edn.), Portland, Maine: Calendar Islands 
Publishers, p.66.

(5) 同 (4), pp. 146-147.

(6) 同 (4), p.63.

(7) Heathcote, D. (1984) Collected writings on Education and Drama, Lond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126.

(8) 同 (4), p.130.

(9) Haseman, B. & O’Toole, J. 著，黃婉萍、陳玉蘭譯，《戲劇實驗室：學與教的實踐》（財團法人成長文化基金會，	
2005 年），第 26 頁。

(10) 同 (2)，第 43頁。

(11) 同 (7)。

(12) 同 (1)，第 114 頁。

(13) 同 (2)，第 43頁。

參考書目：

a. Stanislavski, C. (2004) An Actor's Handbook: An Alphabetical Arrangement of Concise Statements on Aspects of Acting 
(rev. edn.), Hapgood, E. R.,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Inc.

b. Bundy, P. (1999) Dramatic Tension: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ension of Intimacy' (PhD), Griffith University, 
Queensland,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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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演教員如何營造戲劇氛圍，促進學生積極行動
徐靈芝

引言

教育劇場中學生在「角色扮演」下進入戲劇情境，由演教員引領及帶領，期間會用到不同的戲劇策略、角色對

話等。過程中演教員營造當下的戲劇氛圍，能有效地讓學生入信後作出行動。演教員如何適當地帶領討論及介

入對話來促進學生積極地行動，製造戲劇氛圍是教育劇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研究者檢視教育劇場《姬明傳》，

發現不同場次的學生參與討論和作出行動的程度各有不同，某些學生被精心設計的戲劇情境吸引，並認真思考

且以真誠的態度來幫助劇中不同角色解決問題；但也有部分學生，過程中未能跟從演教員引導逐漸展開思考和

行動。其主要因素在於演教員如何營造戲劇氛圍，令學生能否產生「相信」並「投入」有極大關係和重要性。

因此筆者希望探討演教員如何以角色透過任務引發張力來營造戲劇氛圍，並引領學生促進其行動性。用《姬明傳》

第二場中村民（學生）幫助姬明公主接受亡國和家人離世的事實之任務為例，探討演教員如何營造戲劇氛圍，

分析如下。

一、戲劇氛圍中演教員的重要性

教育劇場是「強調以劇場媒介製造學習機會」。(1)「所謂演教員是從字面上就指出了帶領者的兩個身份與任務，

這亦說明了這類劇場必須要藝術、娛樂與教育並重。」(2) 教育劇場中演教員把學校的禮堂、課室或活動室變成劇

場，其目的不是提供娛樂，也不是傳授有關劇場的知識，而是讓學生從劇場經驗中「學習」。

在教育劇場的實作現場，除了具備基本的表演能力，亦須如教師一般引導學生學習，掌控實作現場的秩序，

在角色的進出之間，與學生進行互動的教學。(3)

演教員基本上都必須具備專業的戲劇知識和經驗，透過演教員的精心設計及安排，學生被引入各種戲劇情境中，

體驗不同角色與人生經歷。故演教員除了具備演員的能力，同時必須扮演「老師」的角色，利用問話的技巧，

達到引發學生思考的目的。學生在演教員的引導下，他們隨著情節的發展與情境的轉換，進行角色扮演與問題

討論。過程中，學生必須對劇中角色所設定的議題即場做出反應或決定。

「『陌生化效果』是布萊希特首先採用的美學概念。在布萊希特心中，它既是一種戲劇表演的技巧、一種舞台綜

合的呈現方式，也是一種觀察生活、表現生活的方法。」(4) 使學生在過程中產生「情感上的距離」而能客觀地針

對劇中所發生的戲劇情境進行分析、反思與批判；情節上必須製造具戲劇張力的內容，令學生不只是抱著欣賞

演出的態度，還要讓他們履行任務，將戲劇事件變得有意義和作用，因此演教員在過程中帶領學生一起進入真

實與虛擬之間，建立戲劇情境，製造戲劇氛圍，讓學生相信及動之以情，從而作出行動。

根據《中華新詞典》指出「氛圍」意思是，籠罩著某個特定場合的特殊氣氛或情景。(5) 教育劇場的戲劇氛圍可以

理解為藉由當中戲劇活動所產生的氣氛，它是演教員在演出過程中，通過感情的相互作用及連結構成的心理環

境之綜合反映，是一種顯著潛在的劇場影響因素，劇場是一種當下的藝術形式，過程一直在變化與進行，它直

接影響著演教員的行為動作、教學品質以及學生的發展，它由演教員主導，受學生及外部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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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劇場演出期間，要營造戲劇氛圍，絕對離不開戲劇元素（如張力、衝突、關係、情節、動作、語言、象

徵符號、焦點等）和劇場元素（如服裝、音樂、音效、燈光、佈景、道具、化妝等）。構成戲劇氛圍必須要有不

同方面的配合，如前期創作必須由創作人員一同創作，如演教員、導演、編劇、設計師等建構具劇場性和教育

性的文本。戲劇教授 John O’Toole 提出氣氛是由戲劇行動所形成或引發的感覺或情緒，當戲劇的張力增加時，

氣氛也同樣提升。所謂「張力」乃是指人與人之間呈現一種緊張的力量，一種相互拉扯較勁的狀態。(6) 演教員以

編作方式，從資料搜集到建構角色，編作時導演抽取具有張力的片段，設計及注入戲劇策略，讓學生在過程中

作出批判思考及解難。導演根據編作的文本適當地加入劇場元素來增強戲劇氛圍，讓學生在虛擬的環境中能真

實地體驗。

從學生一進入教學活動現場開始，就已經進入教育劇場的文本情境，接著一連串事件的發生，連續不斷地顯現

張力。首先，學生觀看演出，接著參與現場的戲劇活動、團體討論，並且可以質疑和試探角色的動機，他們	

與角色直接對話，互相牽引和挑戰。教育劇場創造「人與人」交流空間來「做中學」的時候，演教員是重要的

靈魂。前期的文本創作設計到排練，導演精心的安排，最終要靠演教員當下的呈現。其必須掌握身體的能量、

空間調動、語調、聲線、動作及象徵符號來把這故事中的張力接二連三地營造戲劇氛圍令學生積極行動。當中

戲劇氛圍，以及演教員與學生參與的關係和重要性，絕不能輕視。

二、《姬明傳》戲劇氛圍和表現形式

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教育劇場《姬明傳》，是按諸子百家的議題進行創作，對象為香港高小學生。教育

劇場藉由劇場作為中介，引發學生學習。所以，劇場特性不能忽視。(7) 教育劇場和一般戲劇表演不同，其形

式受布萊希特陌生化效果影響，於戲劇進行期間，邀請學生入戲，扮演角色，透過引導者的提問，打斷戲劇

進行，深入思考其議題，或者由演教員扮演陷入困境的角色，邀請學生針對角色所面臨的困境給予意見及協

助，營造一個開放、互動與引導的學習環境。過程中，學生不知不覺對角色的困境作了很深入且多面性的思

考。學生由「觀賞者」變成「觀演者」，學生從觀眾的角色改變，亦意味著劇場空間的改變。舞台打破第四面	

牆，參與者不再只是坐著看戲，他們與演教員一起互動和介入劇場，直接和角色對話，發展內在自我到人際之

間的理解，並從中引發他們思考後作出行動。

《姬明傳》演出圍繞戰國七雄爭霸時代燕國公主姬明抗秦的歷程。其中學生以這個時代隱世知識分子的身份參與

演出與演教員互動，合力推進劇情。在故事的關鍵時刻，一眾學生須為劇中角色出謀獻策，渡過難關。最後更

要與以法家思想治國的秦始皇作終極辯論，憑他們在此教育劇場計劃學到的儒、道、墨、法四家之基本學說，

游說秦始皇棄法家的嚴苛，採納儒、道、墨家之仁義大同兼愛的管治，以三寸不爛之舌退強秦雄師。

以第二場安慰姬明公主為例，村民（學生）的任務是幫助姬明接受亡國和家人離世的事。這場次的文本已鋪墊

姬明公主其救國心切及危機，但還要身體虛弱的姬明公主接受亡國事實和勇敢面對以後的生活，暫時放下報仇

雪恨的衝動念頭。

演教員在前期創作和準備中，運用了不少戲劇和劇場元素來建立戲劇氛圍。例如把學校禮堂或活動室變成劇場，

搭建巨型佈景，把空間內原有的燈光調暗，安裝燈光和音響設備，演教員穿上主題服裝，戴上頭飾，配合化妝

飾演不同的角色，如專員、村長、五娘、姬明、羋兒、嬴殷、秦始皇等人物。在文本上鋪排不少事件及矛盾來

製造張力。第一場村長向村民細說村規，強調村民須互助互愛，之後第二場所發生的村長受傷到姬明蘇醒，村

民都在戲劇推進下，促使他們作出行動。而辛狄在第一場離開天命堂時，憂心苦惱地說：「一旦姬明公主蘇醒後

應如何和她說燕國已滅亡呢？」讓村民把這個擔憂植入他們腦海中，引發他們思考。此時加入劇場元素（音效），

緊急的哨子聲音，大大提升張力，情節牽引著他們，直到看見慌張的羋兒抱著暈倒的姬明入養生園時，解釋姬

明曾蘇醒並再次暈倒，並察覺到村內有危機，故緊急抱姬明回養生園，也擔心地說出：「佢真係可憐，當佢醒番

之後，我哋應該點同佢講燕國滅亡嘅事實呢？」延伸到分組討論，村民的首要任務是幫助姬明接受亡國和家人

離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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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可忽略任務引發的張力來營造戲劇氛圍

《姬明傳》演出過程中，我以羋兒這個角色引領村民幫助姬明接受亡國和家人離世的事實。帶領村民解決戲劇情

境所引發的難題，思考應如何行動才能幫助姬明。每一個學生都已進入了角色，但絕不需要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的人物準備。他們只需要利用其自身與這個角色的經驗和所知來建立一個與戲劇中其他角色的信任關係。研究

者發現在早期的場次中，學生除了討論時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和想法，更不能促使他們積極行動。

根據 Brad Haseman & John O’Toole 提出：

劇中人物為要解決戲劇情境所引發的難題，總要去「做」或去「講」很多東西，甚至作出一些改變─可能令

情況好轉，亦可能令它轉壞。這些就是他們的「任務」，不同的「任務」集合起來就形成戲劇的行動。為了令

這些戲劇行動緊湊起來，我們必須：

1.	令任務具挑戰性：否則，這齣劇就會過份平淡，沒有人會關心它的結果如何。

2.	令任務具重要性：能解決困難與否，必須對這劇的發展有所影響。某個難題所以那麼重要，當中總有原因。

3.	令任務具趣味性：最好的戲劇通常也是最好玩的─但要玩得夠認真。讓我們盡情享受當中的樂趣吧！ (8)

教育劇場中，讓學生通過扮演一個角色，跟自己不一樣的活動，和不同的人一同相信、想像、投入、協作、	

分享、解難，以及探索他人及其自身的價值觀，從中轉化為自己所得。當中任務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因為學生

需要在任務中解決問題，並將自身的價值觀和個人經驗結合。讓學生可以發揮洞察力，關注姬明的情緒，思考

如何說出事實，不讓她受到刺激再次暈倒或讓她立刻衝出去行動。各演教員逐漸加強張力，已產生了一定的戲

劇氛圍。即時和互動地牽引著學生，我們可看出學生都投入和相信，但當中仍然有些學生未被帶動，主要原因

是研究者忽略任務中的三個重要元素來凸顯張力，以下利用某場出現的情況做例子說明。

‧發現與調整─令任務具挑戰性 

小學四至六年級的學生一般都能在過程中相信自己是劇中的一員，按我們設計的事件幫忙一同解決每個難題。

但在演出初期之場次，我們發現帶領村民一起討論如何幫助姬明接受亡國的事實時，需要較長時間進入討論和

想出用甚麼語句告訴姬明事實，學生要在過程中學習想出不同方法去幫助姬明。故此，我用了大部分時間去引

領他們思考，以提問的方式來激發他們的同理心和想像力，從不同角度想像姬明得知有關消息後激動和傷心的

情緒。但戰爭和死亡對他們來說距離甚遠，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和家人離世等情況，難以對當下的任務有所	

行動。

故進入討論時，我會以生活的瑣事入手，例如：「當佢知道自己的國家和家人都被秦國所滅，佢一定好傷心。	

你哋好唔開心，好傷心嘅時候，你希望你嘅朋友點安慰你？」基本上，學生都能說：「請佢食嘢」、「叫佢唔好咁

傷心」但是當和角色直接對話時，就會呆呆地站著，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說出事實和安慰姬明公主，此時

演教員就會介入對話並引領學生說：「現在姬明的身體情況都無大礙，不如我們直接和姬明公主說。」學生們就

會直接說出燕國被秦始皇所滅，其後回組就坐。

羋兒是楚國公主，喜歡閱讀經典，在姿態上要成為角色，必須對學生準確地展示姿態，要讓他們在最短時間能

透過我了解事件的嚴重和緊急性。「戲劇演員如果也懂得在台詞之外運用姿態這樣一種身體的語彙，會大大增

強舞台的表現力。」(9) 演教員營造戲劇氛圍，除了讓學生思考，也要促使學生動起來。但現今社會人與人之間

變得疏離，在日常生活中和別人溝通合作的機會愈來愈少，在街頭不少青年人都拿著手機，不會理會身邊的人

和事，甚至和鄰居見面也不會打招呼，所以今次的任務還要學生學習動之以情。除了用語言告訴姬明，還鼓勵

他們嘗試多用身體表達關懷之情。例如：在討論中，我們用語言之餘，還可以用行動來安慰姬明，例如用手輕

輕地安撫姬明，甚至給她一個擁抱。我必須要主動地示範或讓他們嘗試安慰別人的動作，透過我在互動中的姿

態改變，令學生的觀察力有所提升，因他們必須敏銳地觀察姬明的一舉一動，並作出合適的姿態和動作來安慰	

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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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與調整─令任務具重要性

帶領討論時，必須運用羋兒的角色身份階級。此角在劇中屬於和平主義者、崇尚自然、和平共處，擔心打仗會

導致民不聊生。她不希望姬明蘇醒後發動戰爭，一不小心就會牽連其他村民。故我必須表現迫切、緊張的態度，

在引領討論時要按他們的即時回應作出對答。例如當他們說：「我和姬明外出報仇。」我抱著角色的態度和目的，

無論遇到怎樣的對話，我都能即時對應，要給學生知道我對打仗、報仇的態度。我明確表明最緊急的任務是讓

姬明知道事實及隨時察覺她有任何情緒，並立刻安慰她。在姬明蘇醒前短短的討論時間，製造緊張的氣氛，能

有效地激發事情的衝突和張力，提升戲劇氛圍，學生的思考因此變得積極和主動。

「掌握和調整自身的表演，而非沉溺其中，是演員必要的內在的修養。」(10) 在過程中，我必須自我觀照，充分運

用角色的狀態、肢體、節奏等。「除了獨角戲之外，大部分時間演員在舞台上均是透過和其他對手演員的交流與

互動，完成一個又一個的場景，讓情節在你來我往之間發展和堆疊。因此，演員和同台的對手演員之間的交流

益顯重要，不僅牽動著觀眾的感受，更牽動著演員自己本身的表演。」(11) 在表演的過程中，有效地營造戲劇氛圍，

不單靠一個演教員，必須要和其他演教員一同合作和交流，建立默契。因這是一門當下的藝術，也是教育劇場

的演教員在營造這門藝術的魅力所在。

‧發現與調整─令任務具趣味性

我發現自己忽略了運用角色的特質來帶領討論和與他們對話，相反，以老師的狀態去引領討論，沒有促進學生

的行動性。他們（學生）具備一定的能力，但在我帶領下出現了我主導整個討論的情況，由於討論時間有限制，

故想以最安全、最可靠的方法去帶領討論，就會不知不覺間把角色的狀態變成了他們的老師，安排好如何去和

姬明公主說亡國的事。提問的態度和語氣，甚至主導權都以我做中心，因這樣便知道哪個學生做代表和姬明對

話會是好的決定和選擇，但這樣的討論並沒有為學生帶來任何益處，學生進入戲劇情境，應要由戲劇氛圍牽引，

再動之以情去行動。

經過和同儕的討論後，才在盲點中醒過來。我必須檢視自身在當下應如何調整才能讓學生以村民的身份來安慰

姬明，在討論時也有迫切性，透過角色讓他們感受當下的戲劇氛圍，主動思考、組織、討論並給予建議姬明，

用語言去安慰她之外，還可以採取實質的行動來安慰和支持她。當我進入組內討論時，我必須調整角色當下的

狀態、態度、節奏的變化及姿態的運用，在過程中利用羋兒的特質來進行即時的對話，而不要以說教的形式與

村民對話，否則戲劇氛圍就不能建立起來。

四、總結

戲劇氛圍的建立除了在前期創作，由演教員和導演一起創作具有張力的文本，還需要設計師們根據文本設計相

應的服裝、音樂、道具、燈光等。演出當下演教員是呈現戲劇氛圍的靈魂人物，在不同的場次中參與學生都有

不同的特點和狀態，過程中演教員必須具備檢視當下所發生的事並同步分析、調整角色並引領和啟發他們的思

考和行動，這樣有助提升當下戲劇氛圍，學生在過程中自然會相信和投入。

教育劇場的理念是引領和開發學生原有的思維模式，進而引導參與者，使之深入思考與切身有關的議題，因在

香港的教育體制下，大多數人缺乏對身邊事物保持關心或質疑的能力。教育劇場中演教員與學生即時對話，除

了要具備思辯能力，還必須對該演出議題搜集更多資料與研究，充實自己角色的內在動機。在過程中，演教員

必須透過提問刺激及挑戰學生的思維，並要釐清其想法、鼓勵他們向問題挑戰和解難，並引導他們面對實際問

題的重要性，提供思考及參與體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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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演出實踐期間，演教員必須以角色來建立戲劇情境，進行戲劇行動來推進情節，突出各個時刻的焦點，張

力才得以發展，繼而牽引觀演者情緒。同時，角色與學生一同經歷和解決困難，引伸至其自身價值觀及人生經

驗後，產生思維上的化學作用。營造了良好的戲劇氛圍，才能使學生積極行動。通過由被動參與到積極行動的	

「做中學」過程，給予表達和思辯的空間，建立賦權力量。

註釋：

(1) 陳恆輝、陳瑞如著，《戲劇教育：讓兒童在戲劇中學習和成長》（嘉昱，2001 年），第 115頁。

(2) 陳恆輝、陳瑞如編，《幼兒戲劇教學體系發展計劃：幼兒戲劇教學文獻》（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聯合保良局幼兒服務部，2005
年），第 27 頁。

(3) 涂繼方著，〈我演，故我在：教育劇場演教員的轉化歷程〉，《戲劇教育與劇場研究》，2013 年第 4 期（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
應用學系，2013 年 9月），第 62頁。

(4) 林克歡著，《戲劇表現論》（書林出版，2015 年），第 163頁。

(5) 劉扳盛著，《中華新詞典（第四版）》（中華書局，2016 年），第 357 頁。

(6) 容淑華著，《另類的教育：教育劇場實踐》（臺北藝術大學，2013 年），第 9 頁。

(7) 同 (6)，第 25頁。

(8) Haseman, B. & O’Toole, J. 著，黃婉萍、陳玉蘭譯，《戲劇實驗室：學與教的實踐》（財團法人成長文化基金會，2005 年），
第 26-27 頁。

(9) 高行健、方梓勳著，《論戲劇》（聯經出版，2010 年），第 181頁。

(10) 同 (9)，第 178 頁。

(11) 姚坤君著，《表演必修課：穿梭於角色與演員之間的探索》（書林出版，2015 年），第 48 頁。

參考書目：

a. Jackson, A. and Vine, C. (ed.) (2013) Learning Through Theatre: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atre in Education (3r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21-40.

b. 姚坤君著，《表演必修課：穿梭於角色與演員之間的探索》（書林出版，2015 年）。

c. 高行健、方梓勳著，《論戲劇》（聯經出版，2010 年）。

d. 林克歡著，《戲劇表現論》（書林出版，2015 年）。

e. 陳恆輝、陳瑞如著，《戲劇教育：讓兒童在戲劇中學習和成長》（嘉昱，2001 年）。

f. 容淑華著，《另類的教育：教育劇場實踐》（臺北藝術大學，2013 年）。

g. 柏拉圖等著，廖運範譯，《教育的藝術》（志文出版社，2000 年）。

h. Neelands, J. 著，陳仁富、黃國倫譯，《透視戲劇：戲劇教學實作指南》（心理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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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教員如何利用「坐針氈」引導學生發問與思考
賴曉珊

作為一個演員，我畢業後參與學校教育劇場的機會相當多，經常要與學生「互動」。然而，「互動」對我	

而言，只要經過排練，通常都會出現一貫套路。只要說出指定對白，學生回答是或非，能推動情節，作為表演

者（演員）已經相當滿意。參與「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後，從演員身份轉變成為演教員，由表

演轉化為引領學生思考，當中有甚麼不同體驗？

在計劃中，我參與高小組《姬明傳》與初中組《3016》的互動教育劇場演出。根據過往參與學校巡迴劇場的經	

驗，一般收到劇本後，心態上就會很想把演出「演」好，希望能吸引學生與劇中人物同喜同悲。俄國戲劇大師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示：「這是劇本的情節，劇本的事實、事件，時代，劇情發生的時間和地點，生活環境，我

們演員和導演對劇本的理解，自己對它所作的補充，動作設計，演出，美術設計的佈景和服裝，道具，照明，

音響及其他在創作時演員要注意到的一切。」(1)「我們和它融成一體，在心理和形體上都生活於其中……」(2) 為了

令學生入信我的角色，我必須把演員的功課做好。我先從角色規定情境開始，尋找角色在每一場戲內要達到的

目的，再化為行動，配以真摯的情感演繹，透過戲劇令學生產生想像力，投入演出，畢竟這是演員的責任。

不過現在作為演教員，除了演員的身份，還有教師的責任，引導學生思考也是我們必須做到的事。與學生互

動的形式，以往認為只要在排練時熟習對答方法，令學生行走在預設的軌道上，學生只需回答是與否，再加

上一個小原因，不理原因是否成立，演員自會替學生美化。情況就像與學生互動對答其實是有一定的「標準	

答案」，互動環節只需達到「幫助推進劇情為主」，令學生明白劇中要帶出的主題，教學目的已經達到。可是，

當成為演教員後，純粹帶出劇中主題是否已足夠？

現代戲劇家布萊希特認為戲劇「由娛樂為主變成可以啟發思考、關注社會及身邊的事物、對世上事物進行探究、

釐清價值觀念，從而達成一個改造世界及教育人群的『工具』。」(3) 從布氏對戲劇目的之理解，使我們的目的轉變

為「利用戲劇去教人思考」(4)，從而發展成現時的教育劇場。「通常備有一個完整的學習框架，藉以整合參與者在

思維、情緒與行為三者間的脈絡連結。」(5) 而演教員的工作可謂責無旁貸，計劃正正給予我一次實踐的經驗。當

中我主要負責與學生在面談的活動便是「坐針氈」。

坐針氈（Hot-Seating）簡單而言是「在看過一段表演（不論是戲劇演出、說故事或是角色呈現）之後，觀眾可

以直接與扮演者對話，問一些與劇中人物有關的問題。」(6) 然而，坐針氈也是「由導師或者學生扮演一個角色，

與其他同學進行對話。其他同學可以扮演特定的角色，或者保持學生的身份。被訪者坐在一個特定的位置上，

利用角色的態度和立場回答訪問者的問題。在答與問的過程中，探索人物的行為動機、思想模式，及對特定事

件的看法、態度和立場。」(7) 它是教育劇場中經常運用的戲劇策略。是次教育劇場中，我們利用「坐針氈」引發

學生自我思考能力與發問技巧，作為活動的教學目的。

高小組《姬明傳》

先從演繹角色開始，《姬明傳》中，我的角色「嬴殷」是秦始皇嬴政的妹妹。假扮齊國公主改名為「田殷」，利

用間諜身份希望得到隱世村內有關寶物的情報。故事講述，村民於隱世村的上善河發現田殷，角色五娘告知村

民田殷身份「有可疑」。現在村民面對田殷，需向她提問來獲取線索再決定是否信任其為人，考慮會否把隱世村

的寶物一事告知田殷。角色創造時，規定情境為田殷身在上善河，是個間諜，要騙取村民的信任。為了得到村

民的信任，田殷經常保持親切友善的微笑。想進一步得到寶物的資訊，每當提起齊國父王與齊國的人與事，田

殷也會變得悲傷，表現出可憐懦弱的狀況。配合古代背景，我亦會做出古代女子造手姿態。以上內容我配以真

實情感去演繹，在排練階段慢慢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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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就是問與答。於坐針氈的活動中，村民（學生）觀察田殷，並整理及思考角色辛狄與角色五娘（輔助者）

所提供的資料，向田殷發問，從而了解田殷的身世之真偽，再決定信任還是不信任眼前這個人物。若只根據以

前為了幫助劇情發展，而引導村民回應「是」與「否」，互動效果並不足夠。坐針氈中田殷將面對村民的自由發問，

在排練期間，團隊與我進行了不止一百次模仿村民問與答的練習，以訓練面對村民時回應的要點，我亦一直從

劇本內容上發掘有用的回應。建基於故事情節推進的設定，令我在排練時已經設計出一個完整而又合邏輯的小

故事，作為預先準備好的回應：

田殷： 我是齊國的公主田殷，現在仍記得那一晚，當我在齊國王宮休息的時候，我父王齊王突然命人將
我弄醒，替我換上我國士兵衣服，然後就把我拉上馬車。

 當時，他對我說了最後一番說話，我相信他已經不在人世，他說：「萬事小心，如果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找到寶箱。」接著，馬車就開動了。於馬車開動期間，我聽到我國士兵與秦兵打鬥的聲音。
突然間，我眼前一黑。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見到五娘，是五娘告訴我於崖底發現我，相信是父王在天之靈，我才只受 
輕傷。

 五娘還告訴我發現我的時候有很多秦兵屍體於我身邊，我憎恨秦國，我覺得有秦兵的血在我身上
令我非常討厭，令我更想為父報仇。

 我記得我父王曾經告訴過我，他說隱世村裡有一件寶物，只要得到它便可以幫助六國去對付秦王。
我一定要得到這一件寶物，去完成他的遺願。

有了以上的回應，內容極為細緻詳盡，估計學生的提問大致會有：「為甚麼會來到隱世村？你為何經常在上善

河？」我可以因應問題去選擇回答。不過，始終學生可以隨便發問，總會有機會向我發問一些我不懂回應的問	

題，因此我還準備了不懂回答時所用到的回應：

田殷： 齊國現在已經不再存在，我現在最重要是為父報仇……

我認為演教員的準備工作─角色設定與回應方法已在合乎情理的基礎下齊全，接著就是正式演出時實際面對學

生的情況。

事實上，演出時學生的確能代入村民身份，投入在團隊的戲劇氛圍中。因此，亦出現令我預料不到的情況。原

定為了要「騙取村民的信任」而出現的田殷友善微笑，在實踐活動之後，竟然有一位小學五年級學生於訪問時

表示：「我認為田殷的態度幾有問題，說話一直在笑，她擺明是奸細。」從他這番解釋下，可見在他心中田殷這

個角色明明已經國破家亡，只是短短一個月時間，這個人物卻能展現笑容？除非是奸細，否則沒可能笑出來。

在他已有知識中，田殷的表現是不能接受的。透過戲劇情節，其批判思維，顯而易見。早在他以村民身份進入

隱世村時，他便投入演出，令他觀察和思考。

另外，在演出中，當角色五娘作為輔助者去研究田殷的來龍去脈時，我往往會以近乎定格的方法背向觀眾，好

讓五娘有足夠空間與學生先進行簡單的說明才開始發問活動。有一次，當我等待五娘與村民對話時，我悄悄的

深呼吸了一下，當時我感受坐在我身邊的村民（學生）望了我一下，我不以為意。到了發問時間，五娘詢問哪

位村民有勇氣第一位發問，當時全場鴉雀無聲，那位學生主動發問：「為甚麼你那麼憂愁？」這是一條首次出現

的問題。我心想：「是與我那一個深呼吸有關！」我反思到作為演教員時的選擇，之前我著重把角色的內在精神

確立而忽略學生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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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所要堅持的是人物客觀地要做甚麼，這是要讓別人感知的。」(8) 演員的表演要達到「即使對一個不善於思考

的人來說，也是值得一看的。」(9) 回想排練時，導演帶領我從布萊希特的劇本開始練習，討論我們要考慮到除了

使用對白，還有甚麼的選擇更能令學生好奇，從而誘發「引起發問」的行動。一個簡單的深呼吸，足以令學生

好奇田殷當時的所思所想，因主動想知道，便出口發問。作為演教員一舉手，一投足，每一個細節對他們而言

也非常重要，作為演教員有責任每一分每一秒也向學生提供發問的平台，讓他們增加學習的動機。對於表演者

的行動選擇，我得到一個新的理解。

自那次之後，在輔助者五娘與村民討論時，我把「背向村民等待五娘與他們討論完成」改為面向村民展現「沉

思」，不時還會「向遠方望」，期間展現出憂愁的樣子，有時還悄悄的深呼吸，漸漸地把以上這些化為戲劇符號，

讓學生們邊聽取五娘所提供有關田殷資料的同時，還可即時觀察田殷的狀態，每一刻也提供線索，也可以作為

材料去思考，提供許多讓他們發問的素材，發問時便更有信心，這個讓他們自由發問的活動就更富意義了。

透過《姬明傳》的經驗，我明白到我需要在戲劇成分上不斷提供符號，配合真情演繹，提供足夠空間，學生便

會願意探索、思考與發現。但是「活動中有標準答案」的想法仍然存在，因為我仍可利用排練時準備的答案去

回應村民問題。可是，當教育劇場進入初中組，我就有截然不同的想法。

初中組《3016》

《3016》是一個關於未來的故事。作為演教員，根據《姬明傳》的經驗，令我刻意從劇本中尋找能表達角色的符

號作為我的選擇。

「賴昕」是錢蘭清帝國醫療衛生中心藥品研發部主任。女兒因病早逝，認為只有血肉之驅要面對生離死別，於是

決定支持帝國總裁研發機械身體計劃。計劃的第一步是推行全國注射鐵心蘭疫苗。鐵心蘭疫苗將會抽走人類的

惻隱之心，即同情心。從這些規定情境中，我選擇經常保持虛偽笑容去扮演一個偽善的人，為了增加學生對疫

苗的懷疑，每當有人對疫苗有異議我便表現得不友善或皺著眉頭。

活動中，學生扮演實習生，因在醫療衛生中心藥品研發部門外聽到賴昕主任與另一主任姚瑤爭論有關疫苗的推

行，初步得知這支疫苗「有問題」。之後，實習生透過向兩位主任發問，再以投票去決定是否支持推行鐵心蘭疫

苗。以戲劇內容借意討論疫苗，實際教學目的是借活動去討論「人是否一定要有惻隱之心」，從而訓練學生說話

能力與思維能力。

賴昕主任須要回應許多有關疫苗的問題，面對中學生，我設定的答案不能像小學組般整合成一個完整而又合邏

輯的小故事。我首要的工作是預計學生將會發問的問題，接近全部都是基於學生的已有知識與能力，以及探求

有關疫苗事實真相的慾望而提出。鐵心蘭的實際成分？有沒有副作用？疫苗對於人類發展的好壞處？這些都是

前期團隊相信學生會關心的內容。藝團造訪時，這些問題亦有出現。排練後，我整理出有關鐵心蘭疫苗的功效、

成分等詳細內容，再按照各個重點設定對答。

關於疫苗成分，我預計學生會就著鐵心蘭的成分、副作用與疫苗測試上提出疑問：

賴昕： 鐵心蘭疫苗的主要成分是鐵心蘭，這是一種很珍貴的「植物」，在中醫研究中主治順血，護腦與強
心，因此相當珍貴。疫苗會令我們有輕微副作用，令胃部有輕微損傷，情況就像服用感冒藥，請
各位市民放心，只是很輕微，配合胃藥服用便可。由於第二次末日之後動物已經滅絕，研究中心
只能以複製動物作疫苗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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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疫苗成效及好處方面，我從身體的反應上預設了回應。

賴昕： 注射疫苗後，可以幫助我們身體變得強壯。現在每年都有很多市民因感染超級細菌而失去生命，
注射新疫苗，我們不用擔心生命受威脅。注射後，也會令我們心理變得更專注、更理性，幫助我
們處事更有效率。

除了以上對於疫苗的理解，我們的主題為「諸子百家」，在疫苗推行上將會推向「諸子百家」的討論。因此，我

亦準備了與諸子百家思想的扣連，例如：諸子百家所說的惻隱之心其實是甚麼？是同情心。我們要學生分辨到

注射疫苗後人類將失去同情心，即四善端中的惻隱之心。這涉及「情感」與「理性」的矛盾，四善端中「惻隱

之心」與「是非之心」的比較，演教員將要幫助學生分辨及反思失去惻隱之心後的利弊，當中我準備了擁有惻

隱之心的缺點作為回應：

賴昕： 明白市民對惻隱之心的看法，亦明白有惻隱之心的好處。但擁有惻隱之心，即同情心，同時會令
人變得太懦弱，太感情用事。

 各位實習生有否聽聞生活上曾出現一些有人利用別人同情心的罪案？這些事件，令我們市民受到
不必要的傷害及損失，我們很愛市民，不想市民受到不必要的傷害。

 其實人之所以為人，我們應該最需要「明辨是非」，只要夠理智，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其實「同
情心」反而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絆腳石，去除「同情心」更能幫助帝國發展。

當然，我仍然會準備遇到有關疫苗問題，但我不懂回應時的情況：

賴昕： 我們下星期將有鐵心蘭新疫苗計劃發佈會，相信你一定會準時出席。

《3016》首輪演出共三十場。我作為演教員，面對學生時的表現經歷過反覆的試驗，透過與學生對答討論增加經

驗，增進自己的帶領技巧。過程中，我曾經只著重回應的答案，經過多番反思及修正，我學會先聆聽清楚學生

問題背後的需要。我將整個進程分成三個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在這個階段，我常抱著「要成功正確地回答學生問題」的心態。這正是以往參與巡迴劇場的習慣，我希望以一

個合情合理的答案去滿足學生的提問。學生一發問我便急於回應，問答過程往往只處於一問一答的關係。不經

不覺間，「能夠回答正確答案」成為我於活動中的目標。這樣，不能達到「提高學生說話能力與思維能力」的教

學目的，回答學生問題除了滿足學生在知識上的探究，我們還要學生進行多角度思考，以及發展其發問問題的

能力。因此，如果學生未能就我們回答的答案追問下去，證明是不足夠的。奈何在演出初期，我只能夠達到這

個程度的回應。

第二學習階段

後來，我發現問答時的一些要點，「答與問的技巧：避免是非題，避免選擇題，發問一些能夠引起思考的	

問題。」(10) 這階段我故意避免是非題，我嘗試向學生回應多方面的答案，增加不同層面的回應，好讓學生在同一

條問題上得到多一點資訊去產生思考：

學生： 注射疫苗之後我們變得「冷冰冰」還有甚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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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接收到「冷冰冰」一字詞時，立即把已準備的回應說出來，我選擇了回答「注射疫苗的反應」：

賴昕： 注射疫苗後，我們會變得強壯。現在有很多超級細菌，每年有很多市民因不夠強壯而失去生命，
有新疫苗的話，市民不用擔心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脅。而且我們做事變得專注、理性。令每
位市民工作更有效率，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那麼，因大家多了時間，便可以增加溝通，令人
與人之間關係變得融洽。市民做事更有效率，帝國便能發展得更為強大。

以上回應包含了身體機能上、心理上、社會發展及政府理念等方向。內容相當豐富，導致每當有學生問問題，

便要花很多時間回答。面對學生五花八門的問題，我發現其實「回應」每天都會因出現不同的方向而增加，回

應問題時所花費的時間與篇幅愈來愈多，我開始理解到，我的資料庫永遠也不足夠。當一個學生提問時，我以

大海撈針的方法去回答，因此未能以準確精煉的字詞回應，往往出現我用字太多，語句過長的情況。加上對學

生的觀察，令我認為我的長篇大論仍未能令學生滿足。

第三學習階段

「在戲劇進行中，老師很少站在一個『知道』的地位。」(11) 為了解決我未了解清楚學生問題的方向便立即回應，

變得長篇大論之情況，我開始提醒自己面對發問，先不要當一個先知，作為角色我應嘗試以問題來了解清楚學

生實際想知道些甚麼。演教員要好好聆聽學生提問的背後用意，也要讓學生清晰地表達他們的疑問。因此，我

嘗試以反問作為回應：

學生：注射疫苗之後我們變得「冷冰冰」有甚麼好處？

參考第二學習階段同一條問題，若我先了解清楚「冷冰冰」是甚麼，可能會給予我們回應學生的方向及線索：

賴昕： 你所指的「冷冰冰」是甚麼意思？

學生： 如果我們變得「冷冰冰」那麼我們對身邊的人與事會沒有反應，變得冷血。例如：一個老婆婆跌 
 倒了，我們會因為同情之心而按捺不住去扶起她。那麼，沒有了同情心是不可以的。

原來，學生關注的並不是我之前所注意到有關「注射疫苗後的反應」，而是關心失去同情心，即惻隱之心的問	

題。向學生了解清楚，反而令學生所問的更貼近「諸子百家」主題，亦令他提問時，嘗試以例子說明。看回我

們最初的教學目標─提高學生說話能力與思維能力，現在終於有初步發展。由於這個對答由學生而來，我運用

關於惻隱之心的回應，圍繞著「諸子百家」學說作更深入的探討與研究。面對已有更多知識的學生，甚至可誘

發出連繫到其他學說的思考及討論，從他們的表現亦明顯觀察到學生滿足於我的回應。在短短的十分鐘坐針氈

活動，能夠説引發學生思考，作為演教員也更具意義。

從不同階段的反覆試驗，我於藝團造訪後期發現，作為同時身兼「演員」及「教師」的演教員，需要進一步因

應學生的表現作出鼓勵，以增加其個人自信。就如我以反派角色的身份去給予學生非語言的鼓勵，只需一個呼

吸、一個皺眉便可表達出反派角色「被學生挑戰到了」的意思。這個非語言讚賞的方法讓學生知道「他問得好」，

提高與學生對答的樂趣，自信種子亦得以繼續生長。

「教習劇場的目的並不提供一個正確的答案，而是提供不同的思考方向，讓參與者深入思考並做出自認為合理的

決定。」(12) 正所謂「因材施教」，從「諸子百家」教育劇場中，作為演教員的我明白到與學生互動，重點並不是

回答一個無懈可擊的「標準答案」，而是令學生就著他們已有知識，配合戲劇氛圍追問想去探討的內容。演教員

的演繹，並不是要令學生們沉醉於戲劇情節，而是協助學生理解內容，透過思考，發展自己的批判能力及說話

技巧。於《姬明傳》中如果田殷能騙倒學生，並不代表成功，最重要的是他們鼓起勇氣測試田殷的過程。《3016》
中能令學生贊成發展疫苗並不值得我們快樂，我們快樂在於能讓我們了解學生為何作出如此選擇。教育劇場的

存在意義，在這個體驗上，給我一個新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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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林陵、史敏徒譯，《演員自我修養（第一部）》（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 年），第 90頁。

(2) 同 (1)，第 92頁。

(3) 陳恆輝、陳瑞如著，《戲劇教育：讓兒童在戲劇中學習和成長》（嘉昱，2001 年），第 68 頁。

(4)	 同 (3)。

(5) 台南人劇團策劃，蔡奇璋、許瑞芳編著，《在那湧動的潮音中：教習劇場 TIE》（揚智文化，2001 年），第 36 頁。

(6) 同 (5)，第 40頁。

(7) 陳恆輝、陳瑞如著，《戲劇教室：高小戲劇教育指南》（熱文潮，2003 年），第 42頁。

(8) 布萊希特著，丁揚忠等譯，《布萊希特論戲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年），第 235頁。

(9) 同 (8)，第 195頁。

(10) 同 (3)，第 155頁。

(11)	Morgan, N., & Saxton, J. 著，鄭黛瓊譯：《戲劇教學：啟動多彩的心》（心理出版社，1999 年），第 105頁。

(12) 同 (5)，第 2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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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布萊希特著，丁揚忠等譯，《布萊希特論戲劇》（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年）。

c.	 台南人劇團策劃，蔡奇璋、許瑞芳編著，《在那湧動的潮音中：教習劇場 TIE》（揚智文化，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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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陳恆輝、陳瑞如著，《戲劇教室：高小戲劇教育指南》（熱文潮，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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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引導學生成為觀演者，共同解決劇中難題？ 
─以教育劇場《姬明傳》為例
張家瑋

一、引言

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以下簡稱為TIE）的核心在於觀眾的參與，觀眾是兼具觀、演雙重身份的「觀‧

演者」（Spect-actor），他們是劇中的重要元素，因為 TIE 的演出需要觀演者的參與才能完整。英國戲劇教育學

者 David Pammenter 認為教育劇場「最強的力量，始終來自於參與者化為劇中人，以『行動』來做決定的過	

程。」(1)

戲劇結構中，「戲劇衝突」是最重要的元素，隨著情節發展，劇中人物面對衝突時是否能引發觀者的持續關注。

在教育劇場中，面對劇中衝突的不只是劇中人物，也包括觀演者；所以演教員必須帶領學生投入戲劇情境，進

入角色，共同面對衝突，以及共同解決劇中難題。觀演者的參與，是情節發展的關鍵。

此文會先簡述觀演者的來源和歷史，以及學生成為觀演者及解決劇中難題的重要性；並以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

《姬明傳》為例，說明在 TIE 的編排中，以及在演教員的引導下，學生成為觀演者的過程，以及與劇中人物共同

解決劇中難題的方法。

二、觀演者的源起

教育劇場中的觀演者理念，除了受戲劇教育家的影響，亦受到兩位戲劇家的思想影響，其中一位是德國戲劇家

布萊希特。布氏摒棄傳統的三幕劇形式，打破了第四面牆。他不認同強調移情作用的傳統劇場，提倡以「陌生

化效果」讓觀眾從劇情中抽離，將他們提升為參與者，由被動的狀態轉變為主動思考，並對舞台上發生的事情

進行批判。

其後，布氏為了提高觀眾的參與，不讓他們只是被動的坐著觀看，他提出了「教育劇」，想把戲劇的社會功能，

轉化成「教育學科」。「教育劇是為社會主義國家未來的劇院而寫的。在這樣的劇院裡，觀眾不再僅僅是旁觀	

者，而是合作者。」(2) 布萊希特相信劇場是雙向的、互動的交流，於教育劇中，不但打破了第四面牆，更是模糊

了觀眾與舞台的界線，觀眾實際參與演出，由觀眾蛻變成為參與者。

觀演者這名稱，源自巴西劇場導演─波瓦（Augusto Boal），他於 70 年代更進一步發展布萊希特的理念。在被

壓迫者劇場的理論中，他將 Spectator（觀賞者），拆解成 Spect-actor（觀．演者），強調觀眾是主動參與戲劇

演出的。波瓦創發的論壇劇場，便印證了觀演者的思想，觀演者有機會上台取代原有角色，甚至有權利暫停整

齣戲，並以觀演者的角度改變劇中狀況。

布萊希特與波瓦改變了傳統的觀演關係，觀眾不再被動，而是一個有力量去改變的人，藉此鼓勵民眾有改變社

會現狀的力量。教育劇場在思潮湧動的 60 年代起，把兩人所提倡的理念帶進校園，學生不再只接受「儲蓄式教

學」（即單向的教學與接收，學生接受到後不會運用知識），也不是乖乖坐著看戲劇演出的觀眾，而是有理智思

考及有機會表達自己的「觀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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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何學生要成為觀演者投入戲劇情境，解決劇中難題？

Dorothy Heathcote 是英國重要的戲劇教育家，主張以戲劇為媒介及工具，引導學生更有效地學習校本課程內

的學科知識而著稱。她提出的劇劇教育（Drama in Education）理論，至今還影響著世界各地的教師。

她認為要建立「信以為真」（Make-believe）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夠身歷其境，從而引起討論與深入思考，能

擴闊學生處理不同問題的經驗之餘，也能以生動入心的方式學習學科知識。

教育劇場吸收了她的學說理論加以發展，透過劇場模式，加入劇場元素：經過設計的佈景、服裝、燈光等，再

由專業的演教員扮演角色人物，把她所說的 Make-believe 做到極致，這樣學生能更容易地「信以為真」並身歷

其境。

她認為，使用戲劇化的原因是：

‧	 戲劇化學習是由學生自願歷經另一個時空，在自己相信的世界中，作完整的事件紀錄。

‧	 戲劇化學習使學習者有安全的感覺。如：會談、就醫等假設的情況扮演，用玩具、偶戲等作演練，其學習

結果常有意想不到的觀點產生。

‧	 戲劇化學習使學生在經歷事件後，有再敘述（Retell）的樂趣，並自其中調整，補充不足的部分，使之更

客觀地檢視不同角色的情況。

‧	 看戲劇化的表演、電影和電視，我們往往身歷其境了故事的內容。(3)

在戲劇結構中，必然包含了衝突。當人物意志實現遭到阻礙，產生衝突時，都會引發人了解和探究結果的動機，

使人持續關注事件，直到衝突解決為止。

戲劇本質包含的衝突與矛盾，是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關鍵因素。法國戲劇理論學家 Ferdinand Brunetiere 曾於

《戲劇律》中提過：

「戲劇的通用法則可以從動作意識的本身來界定之，一個戲劇形式就是靠此意志遭到阻礙的本質所建立的。」(4)

上文提到，在教育劇場中學生是觀演者，而觀演者不只是觀眾，更是劇中人物，所以觀演者必定會隨著戲劇情

節的發展面對衝突，並與戲劇人物（演教員）共同解決難題。在戲劇化的情況下，引起學生的情緒反應，以戲

劇張力維持學生的興趣，使他們不由自主地投入，從而提起他們的學習動機。透過成為「角色」，讓學生有另一

雙眼睛去理解事情，嘗試有別於自己的方法與態度解決問題。一旦學生成功地入戲，便能達到教學目標，更能

引發討論，而且自主地思考學習內容。

四、以《姬明傳》為例，解構學生成為觀演者的過程

如要達到上文所說的學習成效，如何讓學生成為投入且配合的觀演者呢？下文以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諸子百家

教育劇場《姬明傳》為例。

《姬明傳》以學生學習到中國的哲學思想─諸子百家的智慧為主要教學目標。劇情是燕國公主姬明在與秦軍打

鬥的過程中遇難，被隱世村的人救起，昏迷五年醒來後才知道國破家亡，所以希盼能學會最強的武功報仇，姬

明不聽勸告獨自尋找武功的時候，秦始皇突入隱世村，全體村民一起以諸子百家的智慧勸退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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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方法，並不是一開始便讓學生入角，進入古代時空。以下是《姬明傳》開場的劇本節錄：

專員一：第一組的同學請舉手。眼望前，手放旁邊。老師，我們現在要檢查同學的儀表。（檢查）

專員二：非常好。我們是「中國文化研究特別行動組」的成員。我姓梁，大家可以叫我梁專員，各位同學
早安！（同學回應）

專員一：今天我們會帶領大家進行一個活動，待會我們會進去裡面，裡面有一個設施。請大家小心，不要
撞到或者推倒我們的設施。

專員二：在整個活動過程裡面，請同學遵從專員和老師的指示。明不明白！

‧演教員成為「專員」整頓學習狀態

學生在一開始並不知道這是一個教育劇場的演出，他們可能經歷完漫長的課堂或剛放完午膳，未預備好學習的

狀態。所以演出的開場，演教員成為「專員」的角色，以威嚴式的指示，透過排隊與檢查儀表來整頓學生的	

秩序，讓學生感受到接下來進行的是嚴肅的活動。開首的權威式領導，是為了讓學生投入戲劇情境作好準備。

因為觀演者需要有嚴肅、專注的狀態，亦要主動投入。惟有提高學生的專注力，預備好學習狀態，才能令戲劇

情節順利展開，但若權威式的領導維持過久，也會失去學生的興趣與信任，所以需適時説除下權威的外衣。整頓

好秩序與狀態，當學生專注好後，便可正式進入諸子百家的部分。

‧建立主動學習氛圍

專員先以說書及肢體語言的手法概述戲劇情節，是學生少見的教學模式，能快速的吸引到他們的注意力，引起

興趣。然後專員會用投影片簡要地介紹諸子百家，透過非常多的互動問答來建立主動學習氛圍，讓他們溫故知

新諸子百家學說之餘，同時鼓勵學生表達自己，令他們得到認同感，從而引起他們的學習動機。亦能讓學生感

受到教育劇場並不是傳統課堂的單向式學習，而是演教員與學生密集且雙向的交流。

‧入戲儀式

演教員成為「劇中人物」，觀演者成為「説隱世村村民」。

調整好學習狀態，讓學生一步一步地進入戲劇情境後，他們便會經歷入戲儀式。《姬明傳》的入戲儀式，是讓觀

演者戴上古代頭飾，成為「隱世村村民」。老師也會戴上頭飾，成為村長的副手，身為輔助者的專員在學生面前

穿上古裝，從專員轉換為古代人物，然後與對方打招呼。

學生通常在收到頭飾後，會急不及待想戴上，所以專員會慎重提醒全部人要在同一時間戴上。這個設定，是讓

學生能認知到戴頭包這個簡單的動作，是很特別與非常重要的。學生戴上古代頭飾後，或是每一個演教員出現

時，都會有打招呼的儀式，此舉雖然簡單，但其實是入戲儀式的重要部分。透過一句打招呼說話來讓學生清楚

地意識到，自己不再只是學生，專員不再只是專員。

‧製造緊張氣氛，面對懸疑未知事件

村長：如果你是辛狄，你會怎樣做？如果你們知道公主醒來，會怕公主受不住刺激，而隱瞞燕國滅亡的事
實嗎？還是應該把燕國滅亡的事實直接跟她說？

（哨子聲）

大家聽聽，當聽到這個特別的聲音，即是代表村裡會有大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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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演者入角成為隱世村村民後不久，便立刻聽到角色人物所遭遇的兩難局面，而且村長指出「條村會有大事發

生！」製造出緊張氣氛，面對懸疑未知事件，是可令學生快速投入到戲劇情境的策略，能快速地引導他們把注

意力、情緒、認知融入在情境之中，逐步向難題挑戰。

‧觀演者需以角色身份（村民）告知姬明現實情況

姬明：（追問羋兒）我父王呢？我王兄呢？

羋兒：妳先冷靜下來。（姬明暈倒）

（五娘和羋兒扶姬明坐下。）

羋兒：（取定心丸）定心丸。姬明，吞下去。

村長： 姬明公主，冷靜一下，不要太激動，我們村民會好好跟妳解釋清楚的。羋兒，交給妳。（羋兒去邀
請第一組村代表）

五娘：姬明，先不用激動，冷靜一點，聽我們慢慢說。

此部分讓觀演者直接面對劇中人物的矛盾，而且更清楚地了解到自己「觀看」之餘，亦是「演員」，需要以村民

的角色去勸服公主。這戲劇情節讓學生了解到自己作為觀演者（村民身份）的重要性，以及作為説隱世村村民的

責任。學生嘗試以他者的身份來表達意見，以各種方法和態度去解決問題，該如何告知姬明公主事實？

上述是《姬明傳》循序漸進地引導學生投入成為觀演者之過程，惟有學生入戲，成為投入的觀演者，在事關己

的基礎下，才能產生互動的效能，整個教育劇場作品得以完整，達到教育劇場最獨特的學習成效。亦因以上基

礎建立好，觀演者便有能力面對接下來的劇中難題，演教員能更順暢地帶領觀演者解決劇中難題。

五、以《姬明傳》作例子，探討如何讓觀演者共同解決劇中難題

「教師要以解決問題來推動戲劇活動的進行；允許學生嘗試各種方法態度去解決問題，以擴展學生處理面臨各種

不同問題的經驗。教師引導學生們專注焦點是在如何克服問題之上。」(5)

- “Drama and Education: Subject or System?” Dorothy Heathcote

「由此可知，Heathcote 的『信以為真』教學環境是建立在教師引導的過程中，不斷激發學生的想像力所產生的

興趣，由學習者不斷追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因而產生之動力。」(6)

–張曉華《教育戲劇理論與發展》

以建立好「信以為真」（Make-believe）的學習環境，激發學生解難動力的前提下，如何引導觀演者投入並共同

解難？如何持續深入問題？下文以《姬明傳》為例，探討編排的設計，以及演教員的帶領是如何引導觀演者共

同解決劇中難題。

‧ 建立緊急、逼切的氛圍
在戲劇情境中，當人物遭到阻礙產生衝突時，不論成功與否，都會吸引人持續關注事件，直到問題解決為止。

提升觀演者的解難動力，需透過戲劇張力，營造衝突及迫切的氛圍，引起他們的興趣與注意力，讓他們認知

到面對衝突的不只是劇中人物，亦是觀演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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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觀演者引導到某個絕境（A state of desperation），給予觀演者極大的責任

人在面臨限制與絕境時，會激發他們的潛能。

以「游說秦始皇」部分為例，這戲劇情境是《姬明傳》的高潮，即最具迫切性氛圍的部分。秦始皇攻入隱世村，

取得寶物，全村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因為他不相信儒道墨家是能得天下的學說，懷疑村民欺騙他，村民需要以儒、

道、墨的學說說服皇上，否則全部村民可能都會有殺身之禍。

秦始皇只給村民五分鐘的時間學習竹簡上的內容。秦始皇的突然出現，與他給的時間限制，把觀演者引導到某

個絕境，觀演者只有極少時間去理解竹簡上的內容，並運用內容去解決難題。

此部分是全劇最大難題，而解難的責任，安排在隱世村村民，即觀演者的身上。此編排讓觀演者不得不負上很

大的責任，引發了他們學習諸子百家學說的動機。

‧ 引起學生的同理心

上文曾提及，觀演者面對的其中一個難題：告知姬明公主國破家亡的事實並安撫她。解難的責任，放在觀演者

村民身上。

筆者作為飾演姬明的演教員，需要在表演上引起觀演者的同理心，讓觀演者感覺到國破家亡的悲痛，引導觀演

者安撫激動的她，也讓他們感覺到姬明的憤怒和想復仇的衝動，提高戲劇張力，刺激觀演者的情緒反應，使他

們有衝勁來勸阻想立刻去報仇的姬明。

在超過 120 場的經驗中，曾遇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學生，演教員必須順應學生的情況而作出適當的調整。若遇上

不投入、嬉皮笑臉的學生，也須要引導學生解決姬明的難題。即使他不入信，作為飾演姬明的演教員，也要保

持誠懇且真切的態度與他們對話，例如說：「你們笑著說出亡國事實，其實是說真話嗎？還是說，你們在開玩

笑？」透過以悲痛的情緒反問，加上其他演教員的互動協助，以動之以情的方式與觀演者對話，引起學生的同

理心，引導不夠入信的學生也嘗試理解別人的感受，協助解決姬明的難題。

‧ 建立與促進團結的氛圍

學生們的知識層面、專注能力與學習動力都有所不同，每一場次都因不同的學生而影響著教學氣氛，演教員需

因應不同學生去調整與維持良好的學習環境。

若要保持穩定的戲劇學習環境，需建立與促進團結的氛圍。《姬明傳》強調合作精神，在面對挑戰的過程中，學

生須同心合作解決難題。

不少參與學生也曾向我們表達，有同儕之間的合作，是他們解難的動力。

聖安多尼學校學生表示：「我要感謝第三、四組及其他同學，因為有好多靈感是源於他們。當我在準備時，回想

起之前那三組，我才會知道如何和秦始皇對話，使我更容易綜合大家的意見，所以我才會得到這個獎。所以如

果只有我一人的話，一定沒有可能得到這個獎項。」

宏信書院學生表示：「自信心來自同學的支持，因為同學的鼓勵，我才有勇氣與秦始皇對話。」

心理學家利維．維谷斯基（Lev Vygotsky）曾提出近側發展區的學習理論，他認為學童經由成人協助，或比較

有能力的同儕合作之下，所表現出的解決問題能力，將超越單獨時所表現出的問題解決能力。學生本身的能力

與潛在的發展能力，這兩種層次之間的差距，稱為近側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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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生的程度不一樣，若遇到已有知識較多，或平常較習慣表達意見的人，演教員會給那些學生多一些的認

同與鼓勵，讓全體學生能感覺到，這是一個開放、著重自主學習、鼓勵主動表達意見的平台，從而帶動平常較

少發言、較被動的學生主動學習和表達自己。因此，在超過 120 場的巡演中，我們能看到許多學生有著截然不

同的表現。

聖安多尼學校學生表示：「過程中，我也發現了我的同學都好活躍舉手發言，也留意到班上某同學平時在上課時

是睡覺的，但今天看到他非常投入，並勇於發言。」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學生表示：「平時我不夠膽出來人前說話，因為我太膽小，好多事情都會好驚。有同

學和有老師支持我，使我可以克服困難。」

白田天主教小學學生表示：「平時我在課堂上不會太主動回答問題，因為老師在課堂上很少與學生互動。今次的

活動很有戲劇性，亦需要團隊精神，充滿了真實的畫面和需要自我發表意見，令我更投入和表達意見。」

六、結語

教育劇場把學生帶離平日在課室上課的慣性，若學生能投入地成為觀演者，進入戲劇情境，他們便能以有別於

自己常用的角度去思考，若能直接面對難題，在學習解決難題的過程中，便可激發他們的潛力。我們在超過 120

場的巡演裡，看到許多學生在短短兩小時的教育劇場中的表現與平常大相逕庭，因為他們在教育劇場找到一個

開放的平台，一個鼓勵思考的空間，能安心自在地表達意見的場所。教育是人類升沉的樞紐，願香港能容納更

多提倡自主學習、表達意見，以及批判性思維的教育模式。

註釋：

(1) 許瑞芳著，《教習劇場與歷史的相遇：〈一八九五開城門〉與〈彩虹橋〉導演作品説明》（秀威資訊科技，2011 年），第 16 頁。

(2) 佛克爾著，李健鳴譯，《布萊希特傳》（人間出版社，1987 年），第 166 頁。

(3) 張曉華著，《教育戲劇理論與發展》（心理出版社，2004 年 )，第 76 頁。

(4) 同 (3)，第 106 頁。

(5) 同 (3)，第 74-75頁。

(6) 同 (3)，第 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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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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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教師文章

「老師！甚麼時候再有戲劇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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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so lucky to part icipate in the drama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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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 l ls acquired in this programme 
cult ivate language-rich context ,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language teachers to join this 
workshop. It is bel ieved that more inspiring 
teaching strategies discovered here enrich your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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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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以重要身份入戲扮演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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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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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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吳家康老師

觀乎近世名人如甘地、羅斯福、孫中山和金庸，他們

無不重視自己國家的文化。他們明白國家和民族均需

要「知興替，明得失」的人才，他們知道歷史文化不

但能訓練年輕人的批判思考，還能啟迪智慧。認識中

國歷史文化是重要的，是必須的，是迫切的，因為中

國文化有其不可取代之處，尤其是先秦諸子的思想。

誠如饒宗頤所言：「中國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

中斷過的古老文明。」一個文明能歷數千年而不衰，

自有其過人之處，既然先賢，尤其是先秦諸子給我們

留下一份如此值得引以為傲的遺產，何以我們視若無

睹？本校參與這個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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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始於這個想

法。教育劇場對老師和學生來說，都是一個前所未有

的體驗。

歷史和文化教育不能只由老師單方面講述，否則一切

只是水過鴨背，同學根本不能對歷史和文化有真切的

認識和反思。這次讓學生參與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製作

的《姬明傳》，同學恍如親身走到歷史現場，在演教員

的講述和親身的接觸下，發點點思古之幽情，拉近他

們跟春秋戰國，先秦諸子的距離，告訴他們文化、歷

史，甚至哲學就在身邊，就在生活。

《姬明傳》不但讓學生更了解先秦的歷史文化，更讓學

生初步認識儒、道、墨、法四家重要的哲學思想，部

分學生把這些思想聯繫到現實生活，明白到大自然的

威力無可抵擋，大自然不是殘忍，而是有其規律，深

刻體會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背後的真正意

義，知道自然不會因人的呼天搶地而改變，微不足道

的人類只可順應自然，在其中找一個安身立命點。

總而言之，《姬明傳》雖以趣味為先，但背後卻蘊含

深意。透過前置和後置戲劇課的深化與鞏固，演教員

的忘我演出，學生的即場入戲，兩者的緊密互動，學

生從中獲益良多。儘管學生年紀尚小，涉世未深，但

當聽到春秋戰國時代的悲壯事跡，都會不由自主為之

嘆息；當看到先秦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盛況，都不

禁悠然神往，學生因歷史時而不快，時而雀躍，慢慢

對古人有情，對自己的祖先有情，找回自己的「根」，

這就是最具意義的歷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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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李潔明主任、 張結儀老師、 王妙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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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置戲劇教學」、「藝團造訪」及	

「後置戲劇教學」活動，讓同學發展創造力、溝通能

力、明辨思考能力及協作能力。在劇團專業的帶領	

下，讓老師和同學經歷了一場不一樣的學習體驗旅

程，這實是老師和同學在本年中所取得最寶貴的學習

經驗。

一連三星期的工作坊，劇團為老師建構了許多前備知

識，協助老師開展「前置」和「後置」戲劇課。工作

坊的培訓活動十分實用、有趣，從最基本的「定格」、

「思路追蹤」……到思考性較高的「良心胡同」，不但

讓我們了解到教育戲場計劃中每個活動的目的，更提

升了老師在授課時的技巧。

是次劇場教學設計循序漸進，環環相扣，讓老師先在

課堂上有系統地教授同學認識中國歷史、地理以至諸

子百家思想，使同學易於投入其後的教育劇場活動。

透過戲劇教學與校內德育教學配合，讓同學及老師

「雙雙入戲」的表演課形式，不但令同學學習到諸子

百家的不同思想，亦能令同學從中學習到各學派的品

德情意，如孔孟的「仁」、墨子的「兼愛非攻」等等。

整個學習設計使同學從聆聽者變成參與者，使大道理

變成自己創作的台詞，使德育教學也變成富趣味的學

習材料。此外，同學在教育劇場中既要安慰姬明公主，

還要面對暴君，更要利用學過的諸子百家學說來勸說

秦始皇，指出其他學派思想的弱點，以彰顯自身優勝

之處以說服秦始皇取用自己的學說。這教學形式促使

同學從多角度思考，運用例證，訓練他們能夠更嚴密

地組織自己的想法，從而提升批判思維能力。

整個計劃，劇團給予了本校專業的協助與支援。演教

員對教學內容有充分的掌握，講解清晰，亦善於設計

有創意的解難情境，讓同學站在不同的立場表達意

見。於前置方面，劇團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料予老	

師，並透過前置觀課，進一步提點老師的「演教」技

巧。演教員於劇場演出結束後，會親身到各班級觀看

後置教學，並在課後給予老師寶貴的專業意見及具體

建議，使我們可以再一步優化教學，提高教學效能與

質素。

藝團造訪期間，劇團安排專業演教員到本校作演出，

真實的場景和豐富的人物對白都令同學忘我投入故事

情節中。演教員既專業，態度亦友善，認真細心，事

前亦與老師有充分溝通。他們一開始以專業身份出現

在同學面前，要求同學聆聽注意事項，為每個同學分

發道具頭飾，帶動同學預備身、心，投入活動。透過

活潑生動的演繹、豐富的表情、抑揚的聲線，讓同學

恍如置身春秋戰國時代，帶領同學融入角色，助其「入

戲」。而演教員在教學過程中，經常鼓勵和提示同學，

讓同學敢於與劇中人物互動，提高參與度，豐富了同

學的學習經驗，這一切一切實是讓同學經歷了一個難

忘而愉快的學習之旅。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劉穎老師

「眾卿家，你們覺得應該如何對付秦國呢？」

「稟大王，微臣認為……」

一位有著王者風範的老師坐在前面，一班學生猶如穿

越了時空，以臣子的跪拜形式整齊列隊，積極回應著

面前這位「大王」提出的問題，為國家出謀獻策	─	這

個莊嚴而奇妙的情境竟然出現在中文課上，這是我去

年看過的最有趣、最驚喜的一節課。

原來這就是戲劇教學。

今年，我有幸能夠加入戲劇教學的隊伍，參與了「賽

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提供的培訓課程，

這著實令我獲益匪淺！

猶記得第一次去上課，我拖著疲累的身軀離開學校，

踏入培訓教室。萬萬沒想到，在教室竟然能渡過了身

心放鬆，精神為之振奮的一晚。雖然在場參與的老師

互不認識，但在導師的精心準備下，我們用了各種有

趣的方式與彼此打招呼，整個過程充滿歡聲笑語，一

天的疲勞也因而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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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的每一節課，專業、敬業的導師又慢慢地引導我

們學習觀察、思考、想像、定格、角色扮演、良心胡

同……漸漸地，我們開始領會到何謂戲劇教學，開始

明白如何在學校實行諸子百家教育劇場，更讓我開

始思索：未來，如何把戲劇元素融入在自己的教學

中……這個學習及探索的過程，沒有絲毫枯燥和煎

熬，反而令我更期待每一節培訓課的到來，因為又能

增進對戲劇教學的認識。

在培訓結束後，我和學校的同事要正式開始嘗試戲劇

教學了，內心是緊張的，卻也是興奮的。擔心自己

扮演的角色不夠逼真，擔心學生的反應不理想，擔

心……而在嘗試進行教學後，我才發現學生們給了我

最好的答案─這是他們喜歡的課堂！當他們上戲劇

課時，會格外興奮，舉手分外積極，表演也特別投入；

要他們寫下對歷史人物的說話時，他們也會非常認

真，一絲不苟地完成；每上完一節課，學生就會追問：

「老師，下一次戲劇課是甚麼時候？」……這些反應，

肯定了我對戲劇教學的努力，也是我們未來在戲劇教

學路上前行的動力。

當然，還有一個對學生受益頗大的環節不可不說	─	那

就是藝團造訪了。劇團演教員的專業，讓學生們全情

投入，跟隨著劇團人員生動的演繹，一同穿梭時空隧

道，回到戰國時期，成為村民。小村民積極思考、發

言、學習各家學說，甚至和秦始皇對話，為國家出謀

獻策。而導師最後還嘉獎表現優異的學生，讓他們獲

得充分的肯定和自信。整個過程，學生必然是獲益良

多，也成為了他們在小學生涯中一個特別的回憶。

最後，想再一次感謝劇團的每一位導師，為我和學生

開啟了一道奇妙的戲劇之門！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王巧笑老師

為故事人物設計內心獨白，與燕王、秦王、燕國公主

等人物對話，用說書的方式認識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的

歷史，化身隱世村居民入戲演出……看似是奇幻的電

影情節，在「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中，

本校的五年級同學和老師都能一一經歷。

計劃的開展由培訓老師開始。在兩節密集的訓練課

中，老師從做中學，認識了不同的劇場技巧。在接受

訓練的初期，我和同事們都顯得拘謹，似乎拋不開一

本正經的樣子。在演教員的投入演出及悉心指導下，

我們漸漸能突破形象的框框，嘗試投入角色，享受互

動的樂趣，並初步掌握帶領學生進行戲劇課堂的竅門。

回到學校，老師要透過兩次戲劇前置活動，讓學生也

經歷劇場活動，如：扮演愚公的鄰居評論其移山的決

定、以定格方式感受諸子百家時代的人民生活、用大

臣的身份勸諫燕王等，為同學參與互動劇場作準備。

前置活動的設計加深同學對先秦時代歷史的認識，本

校老師同時設置了網上閱讀課業，讓同學透過不同媒

介認識諸子百家的學說，並表達個人看法。起初，大

家也認為先秦歷史對小五同學來說過於艱深，但由於

前置活動已成功引發學生的興趣，他們都樂此不疲地

在學習平台表達意見。

到了「重頭戲」教育劇場，同學有機會走進歷史的現

場，設身處地為故事裡的主人翁出謀獻策。同學在觀

賞演教員演出的同時，自己也成了劇中一員，這種互

動演出令同學們興奮不已。只要戴上簡單的頭飾道

具，同學馬上能忘我地演出。連平日較內向的同學也

變得雀躍起來，投入在自己的角色中，發表獨到的見

解。教育劇場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同學培養思維能力

及提升思維質素。在一個個真實的場景中，學生能充

分發揮明辨性思考能力和創造力。每次鋪陳個人見解

時，都運用不同角度理據作支持；再按角色的需要運

用得體的措辭游說對方，表現令人欣喜。

「這次參與教育劇場的經歷真棒」、「甚麼時候再有機

會參與教育劇場」、「用戲劇活動認識歷史真有趣啊」	

以上都是同學參與活動後的想法，可見活動十分成

功，並值得繼續推廣。在此衷心感謝互動劇場中各演

教員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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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余慧群老師

一直期待與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合作，素仰他們多年來

全心全意做教育劇場，利用戲劇的感染力讓學生及教

師走進歷史世界，在互動情境下激發學生的創意、溝

通及解難能力。幸好趕及最後一年參與「賽馬會諸子

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我們兩位參與老師從一收

到接納申請那刻已十分雀躍，期待與學生一同經歷學

習。本身是英文老師的我對中國文化一知半解，懷著

戰戰兢兢的心情與學生一同成長，同學們的表現令我

刮目相看，就算平日較文靜的同學也全情投入每一個

環節，熱烈參與討論，發表出人意表的見解，同時亦

使出渾身解數去完成任務。

記得藝團造訪當天，同學們都被嚴肅緊湊的情節及氣

氛懾住了，不少同學表示當時真的很擔心姬明公主及

自己的安危。教育劇場之後，他們每次遇見老師就會

追問何時上戲劇課，充分感受到那份熱切的期待，那

份對學習的熱情正正就是我們一眾教師們追求的目

標。敝校校長參與了其中一節藝團造訪，她喜見學生

熱烈回應演教員的提問，也十分欣賞演教員的提問技

巧及應變能力，學生能在有意義的情境下思考、討

論、分析、組織並即場匯報，把看似艱深的諸子百家

學說活學活用。學生在延伸活動「給燕王的信」及「保

留大樹的信」能運用有關學說作論據去說明自己的論

點，為我們帶來不少驚喜，讚嘆學生的出色表現。劇

場活動為學生播下種子，劇場之後，學生主動閱讀有

關諸子百家的書籍，寫作時亦會嘗試引用百家學說。

說實話，很多時候我們苦苦經營的課堂都沒有如此成

功，教育劇場令我們重見這份久違了的熱忱，激發了

我們反省平日的教學策略。我們往往在教學設計上提

供太多資料及扶助，扼殺了學生的思考及討論空間。

再者，在設計學習活動時應避免公式化，學習任務需

與學生生活環環緊扣，以生動的故事情節活化刻板的

學習材料，提供空間活用所學，強化知識的內化過程，

學生也會因此愛上學習，真正培養他們「終身學習」

的態度。

藉此感激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各藝術人員，由構思、資

料蒐集及整理、創作、設計課程、排練、演出、教師

培訓以至推行整個計劃都一絲不苟，盡顯專業精神及

藝術水準！

聖公會主風小學
鍾佩芝老師

還記得第一次接觸教育劇場，是在讀初中的時候，內

容好像是關於禁煙的。當時作為一名學生，我覺得整

個活動都很新鮮、有趣，跟老師平常的課堂有很大的

不同，這是我對教育劇場的初步感覺。

今年，校方安排了我參與「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

發展計劃」，讓我對教育劇場有更多了解。兩日的教師

培訓，透過有趣的活動，展示了劇場教育的元素給我

們教師去認識。劇場的演教員用心指導我們，讓我拋

下了作為教師的包袱，投入在活動中，變為小小的學

生，用心學習。

先秦時期是中國思想史最發達的年代，從前讀中國歷

史時，我對思想史已有興趣。但是，如果將諸子百家

思想，滲入在四年級的中文課堂，效果如何的呢？四

年級的學生的領悟能力有多高呢？儒、道、墨、法四

家思想，又可以怎樣與戲劇教育連結呢？

在前置教學階段，我和同級老師商量如何幫助學生學

習諸子百家的思想，於是搜集資料讓學生上網觀看影

片與閱讀電子資料。然後，才進行前置教學。教學過

程真的是一個新體驗，因説之前未曾進行過「靜止視像」

及「思路追蹤」的活動，所以對學生來說很是新奇，

他們都表現得躍躍欲試，並投入在課堂之中。特意來

觀課的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陳恆輝，給予了很

多有意義的建議，使我獲益良多。

其後，在劇團造訪階段，各位演教員認真投入於戲劇

表演及教學中，令我和學生都大開眼界。我校校舍較

小，感謝劇團能善用這小小的空間為學生創造更多體

驗戲劇教學的經驗。

再者，在後置教學階段，幸運地我可以跟演教員簡立

強協教，在協教前演教員與我細心商討教學事宜，在

課堂中能引導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對諸子百家的思

想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如能安排每班也有演教員入班

協教，相信老師們的得著會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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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參與此計劃後，參與培訓的老師也把學會的戲

劇教學元素滲透在平日的課堂中，如我們跟學生進行

創意寫作《孫悟空大戰二郎神（主風篇）》時，跟學生

進行了「靜止視像」及「思路追蹤」，學生們在寫作時

頓時寫得栩栩如生。

期望來年也能繼續參與這教育劇場發展計劃，在劇團

的專業人員帶領下，為學生創造更多不一樣的學習空

間，讓我們能教學相長，在教育的事工上一起努力！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吳子文主任

今年，是本校第二次參與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賽馬

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下稱「教育劇場」）。

有別於去年的「新丁」，我們今年為配合教育劇場，作

了更多的準備，希望把我們校本的 STAR 演閱課程，

與教育劇場作更多的結合。

在六年級同學參與教育劇場後，我們設計了一個歷史

探究課程，以「穿越」的方式，由同學去引證秦始皇

是否一名暴君。同學藉著不同的資料，對「秦始皇的

功與過」進行分析、理解與評價。以「時空法庭」作

基礎，讓同學以檢控官、辯護律師、証人（村民、士

兵等）不同的身份作供，讓同學更立體地思考「秦始

皇的功與過」。

其後，老師再把整個「時空法庭」的課堂流程及同學

的最終判決，轉換成劇本，讓六年級同學在周會中向

其他同學演繹整個故事，作公民教育推廣。此外，我

們又繼續以這理念，探討《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何

以被稱為智慧的化身。

在二、三年級，我們嘗試運用校本創作的故事，以「童

趣劇場」、「偵探劇場」的模式，讓同學以戲劇手法，

探究故事中的人物思緒。學生通過定格影像（Still 
Image）、思路追蹤（Thought Tracking）、老師入戲

（Teacher-in-Role）、 學 生 入 戲（Student-in-Role）
等不同戲劇教學法，讓同學投入故事的世界中。在

一年級，我們亦嘗試把中文科其中一個繪本單元，

引入戲劇教學，使學生能增強角色取替能力（Role-
taking），多代入角色的想法，增強學生自我表達的能力。

最近香港教育大學與英國劍橋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

本港兒童的心智解讀能力（Theory of Mind）較英國

兒童滯後，即代入別人想法、設身處地理解他人行為

和心理的能力較遜色。

我們相信透過戲劇教育，學生能從不同角度思考不

同人物的身份，思考同一件事情，學生在互動中產

生不同的「戲劇衝突」，正是令學生在角色取替能力	

（Role-taking）提升的契機。從語文角度看，戲劇教

學法既能從閱讀層面誘發學生對文本，進行深層及多

角度閱讀，亦能從說話層面，訓練學生如何有自信、

有組織地表達自己的思維和情感。

來年，我們計劃在 STAR 演閱課程，更多的將中國語

文及常識科結合，嘗試加入更多中華文化與歷史元

素，使學生在「Play」的過程中，不單建構各種能力，

亦協助中國語文及常識科老師，把一些「艱澀」的古

文和「沉悶」的歷史，有機、有趣地結合在戲劇世界，

讓同學愉快地重新認識中華文化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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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廖靜茵老師、 楊培紅老師

首先很感謝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籌劃了是次活動，一洗

傳統課堂的氛圍，以非常互動的方式講授諸子百家的

學說，相信能讓參與的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事實上，我非常欣賞是次教育劇場的理念。所謂「時

髦凌人甚於暴君」，現今學生生活於折舊觀念很重的社

會中，總覺得愈新愈好，把舊的視為沒用，例如在中

文課中經常會討論的課題：「文言文是否不合時宜」，

學生總是難以明白古人智慧傳承下來的重要，又慚愧

地換句話說，老師也很難向學生說清楚當中的價值。

歸根究底，是學生未能把古人的說話與自己的日常生

活連結，又或者，老師也未有讓學生好好地思考自己

的生活。故此，這劇場正正提供了這種連結的契機，

學生參與度高，便很容易代入不同的情境中，然後	

必須運用分析、歸納、表達等等能力來完成自己的任

務。這些情境貼近現今生活的時候，正正讓學生明白

到古時諸子百家的學說與主張也一直影響著現代人的

價值觀，「舊的」也並非不合時宜，這點當然是這個教

育劇場的成功之處。

教師與演教員的分別在哪？為何學生能夠如此投入整

個工作坊？這兩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海盤旋。在藝團

造訪的環節，我親眼看見學生的認真，小組之間的緊

密合作，可以說他們的表現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如

果不是這個活動，我可能不知道我的學生是如此優

秀！但是背後推動他們的究竟是甚麼呢？我想這就是

戲劇本身及演教員的魅力。

學生平時在課堂上學習知識，都是循規蹈矩地寫筆

記、做練習，他們已經習慣了固定的教學模式。因此，

每一堂中文課對他們來說是熟悉的，是平常的，他們

的心境應該已修煉成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然而，

戲劇教學的出現，為他們帶來了無限的驚喜，我看到

他們的眼神是期待的，笑容是快樂的。這就是戲劇及

演教員的魅力，學生可以透過肢體行為表現內心的想

法，無論是「靜止視像」或是「良心胡同」，對他們來

說都是新鮮的、好玩的，加上演教員落力的表演令學

生完全入戲。或許，教師多次的授課講解，我們會自

以為他們掌握了，但或許比不上一次的深刻體驗，能

令他們銘記於心。

然而遺憾的是，要在學校使用如此互動的方法來授

課，實在有太多的限制，其包括時間、人手、場地、

課程、考試等等方面，要實行起來誠不容易。唯當中

的教學小策略，如「良心胡同」等卻是比較可行，能

應用於課堂之中，讓學生對於某些課題能有更深入的

思考，學習成效也能得以提升。

總括而言，學生都很享受是次活動，盼望劇團能繼續

籌劃更多同類型的活動，惠及更多老師與學生。

基督書院
賴彩紅老師

《3016》，一趟知性、理性又感性的奇妙之旅。

學生穿梭時空，成為巴別時代未來科技公司的實習

生，運用儒家、道家、墨家和兵家主張的思想，於巴

別時代未來科技公司通過一道道難關。過程中，學生

猶如置身科幻故事之中，每一刻的經歷與劇情的發展

都讓他們感到不可思議，嘖嘖稱奇。

鬼斧神工的編導令人驚嘆不已，竟能將艱深難明的諸

子百家思想及經典名句，以獨特生動的戲劇形式表現

出來。編導既有良好的語文素養，清楚理解文言經典

的內容，深入了解各家各說的思想價值；又極有創意，

以 3016 年的未來世界作為背景，令「鐵心蘭」疫苗、

機械身體計劃應運而生，傳統文化與未來科技因而相

遇，擦出不一樣的火花。編劇匠心獨運，「巴別」公司

令人聯想到巴別塔，「鐵心蘭」化用武俠小說角色名

稱，機械身體則令人想到日本漫畫的故事。我想起以

色列史學家哈拉瑞預言人類將會和機械結合，演化成

新的不死人種「Homo Deus」，在新人種與舊人種之

間，將會出現階級化。《3016》的雲端城市與數據盒的

分隔，以機械身體計劃這樣聳人聽聞的未來想像作為

劇情藍本，雖虛構科幻，卻具真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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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串的任務激發學生的創意與獨立思考能力，演教

員精湛的演出讓他們投入其中，代入不同角色的處

境，繼而表達意見及作出抉擇。演教員不斷與學生互

動，提出追問，引導他們更深入思考，提高思辯能力。

演教員預備充足，清楚理解諸子百家思想，能即時歸

納及回饋學生的意見，令參與老師與學生都獲益良

多。是次活動，啟發了學生不同的潛能，部分學生平

日學習能力稍遜，但在劇場活動宣傳產品時，卻極具

創意，思慮周詳。有些學生於報告意向書及在良心胡

同游說總裁時，能背誦各家經典文句加以說理，頭頭

是道，令人讚賞。他們以諸子百家的思想成功游說總

裁擱置機械身體計劃，加上代入後置教材所述的卡特

經歷，更能令他們深思惻隱之心的重要。

這次親身體驗，除了讓學生愉快地學習諸子百家的智

慧，也為中三同學奠定基礎，待升上高中學習中國語

文科十二篇指定文言經典時能有更深體會。平日的常

規教學，不可能如此精彩，讓學生有這麼多表達想法

的機會。這次活動也讓我反思平日的語文教學，任教

諸子百家的名篇時可設計不同處境，讓學生評論及作

出抉擇，增加互動與追問環節，令教學更有成效。

最後，感謝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讓師生一同經歷難忘

的學習旅程。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陳慧明老師

一次穿梭古今中外的思辯之旅

接觸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已是幾年前的事，當時學生有

幸「經歷」魯迅，加深了對《孔乙己》這類人物及那

一個時代的中國的了解。今次有機會讓一群中二同學

穿梭古今中外，認識中國古代哲學的意涵，並據此建

立個人立身處世的方向，更是難忘。

從過去開始
或許不少老師都有教授諸子哲學的機會，但所用方式

離不開傳統講授，又或是多加入小組討論，但除此之

外，還有甚麼工具，可以讓同學在學習上有更新的體

驗呢？戲劇教育就是答案。

首先，學生得益前老師們先受益：兩日的教師工作坊

讓老師們先有機會體驗戲劇活動的內容，可以從學生

角度參與，為將來親身帶領作預演之用。這對未懂戲

劇教育的同工，又多了可使用的工具：定格、思路追

蹤、牆上肖像等，不少課題也可讓學生代入角色從而

表達自己，成為語文老師一個不錯的教學工具。

從現在起首
由老師負責的前置及後置教學，讓我們看到學生們在

知識、態度及技能上的改變。我們的學生對戲劇並不

陌生，但以戲劇作為學習工具，還是第一次。觀乎他

們的表現令人看到他們無限的潛能：他們能代入成為

人物，讓我們在過程中了解到他們怎樣看孟子與卡

特；他們創意無限，四班展現同一定格卻有不同的畫

面，動作及表情一絲不苟，再加入思路追蹤，學生們

繪形繪聲地展現人物的內心及所處時代的掙扎。特別

在處理卡特事件時，學生所取的角度廣及諸子百家教

育劇場提到的儒道墨各家，各有理據：惻隱、無用之

用、兼愛，多角度而又合理的叮囑。結束後，我跟學

生說：「如果剛才是卡特走過那一條良心小巷，我想他

一定不會選擇自殺這一條路。」

從未來反思
當然學生們（包括老師）最被這個計劃觸動的是「藝

團造訪」的環節，開場一段諸子百家的形體表現，不

但令學生們對各家學說有溫故知新之效；用藝術手法

展現，學生們嘆為觀止，也開啟了他們以戲劇進入

《3016》未來世界的心。藝團的專業亦加速學生進入情

境，在設定的虛擬環境中，引導學生運用諸子百家學

說解決類近現今我們常遇到的道德抉擇，在思辯與創

意中，學生不忘傳統學說對現今社會的意義，即使演

員如何入戲逼迫，學生對自己所選的立場亦堅定不移。

繼古知今往未來走
如何讓學生願意認識看似食古不化，實充滿時代意義

的中國古代哲學？我們有必要使用生動活潑的工具，

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確能達到：既跳出課室固有的學習

框框，亦讓學生情理兼備、滿有信心地直抒己見。我

們實要為新一代年輕人建立一套為善的價值觀，才能

令他們在扭曲悖謬的世代中站立得穩、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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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黃俊英老師

不一樣的教育，以學生為本的劇場

教育劇場由申請至籌備，以至事前的訓練、前後置課

程及正式劇場，過程雖然只有寥寥數個月，但已足以

令參與其中的老師和學生大有裨益。

啟發老師嘗試另類教學法

起初我們是帶著疑惑和期待參與是次計劃的。因為我

們很好奇，教育劇場到底是甚麼葫蘆賣甚麼藥，能解

決在教育界周旋多年仍難以令學生感興趣的諸子百家

問題？又如何能透過參與教育劇場計劃，用充滿現代

感的劇場模式，將古典學說帶到學生跟前？直至參與

工作坊後，我才明白，原來劇場花上心思，將昔日諸

子百家所面對的問題帶到現代，甚至利用諸子百家的

學說，為現代人解決問題。這種「貼地」的教育，令

我心生敬佩。

另外，我亦十分欣賞劇場的創意，一來是因為所呈現

的內容能穿越古今中外，二來是因為劇場的演教員十

分專業。我所指的專業不只是在演技上，也同樣在臨

場中對學生的回應上。我多少認同老師在課堂上難免

活像演教員，因為要帶動學生投入課堂，就如在教育

劇場令學生入戲般，另外，亦需要透過回饋，引導學

生繼續學習。劇場的演教員不但能透過不同的演技令

學生入戲，同時又能抓緊學生的心理，在臨場的回饋

上為學生上演精彩的一課。此舉更令我明白教育不必

只局限於書本，甚至是課堂的形式，亦可透過戲劇的

元素增加學習趣味。我們都希望日後有機會能將文本

知識，透過新的教學法去呈現。

引發學生對知識的追求和興趣

學生是是次教育劇場中的最大得益者，學習動機和效

能亦有所提升。透過問卷，我們了解到超過九成的學

生在是次劇場中增強了表達意見的信心，並對諸子百

家有進一步認識和了解，最重要是提升了學生對中國

文化思想的興趣。相信以上的成效都是每一位教育工

作者渴望見到的，但事實是，在日常的課堂並不是經

常可以做到。大概是這樣的關係，有超過八成的學生

希望能再次參與同類型的劇場活動，透過與演教員的

互動，學習不同的諸子學說。

此外，有不少同學均表達十分喜歡劇場中的故事，而

且自己是演員之一，感到十分真實，同時慶幸自己可

以參與游說「總裁」的活動中，為地球和人們出一分

力。這些不同的回應，都讓我們見到學生在教育劇場

中的投入，以及對於所學習的知識給予高度的肯定，

並建立了興趣。

教育劇場雖然有固定的情節，有特定的演教員，有預

設的對白，但卻沒有限制學生的無窮的創意及無盡的

想法，反而以學生為本，激發學生的自主學習及批判

思維，這確是教育界不可缺少的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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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樂善堂小學

教師：張晨、楊秀儀

課題：廉頗藺相如列傳

科目：中文科

單元：第三單元《歷史的舞臺》

年級：六年級

教節：兩教節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對戲劇教學活動有所瞭解；

2. 學生對戰國時期歷史有所瞭解。

參與教師戲劇教案範例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夠學會如何根據人物行為歸納人物性格；

2. 學生能夠學會在討論中有條理地表達意見並回應他

人；

3. 學生能夠欣賞有勇有謀，知錯能改，忠心愛國的美

好品德；

4. 學生能夠掌握成語「完璧歸趙」、「負荊請罪」、「價

值連城」的涵義

教學流程：

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物資

5 分鐘 教師說書：

戰國末期，秦國的野心愈來愈大，對趙國更加虎視眈眈。聽說趙國得到了天下至寶─和氏璧，

秦王便來信請求以十五座城池換取和氏璧。

戰國時期地圖

15 分鐘 良心胡同：

1. 邀請一位同學扮演趙王，其他同學扮演大臣並分為兩組：

	 甲組─主張答應秦王請求

	 乙組─主張拒絕秦王請求

2. 安排兩組同學各自排列成一行。兩行再組成一個V字，形成一條V形小巷。

3. 講解「良心胡同」的進行方式，請兩方輪流說出自己的理由。

4. 趙王慢慢由小巷的開端走到尖端的位置。

5. 若同意甲組的話，便朝下一位甲組的同學踏前一步。

6. 若同意乙組的話，便朝下一位乙組的同學踏前一步。

7. 若兩組同學所說的理由都不認同，便不傾左也不傾右，保持在中間向前踏一步。

8. 如此類推，一直走到巷的尖端，把最終的決定公佈出來。

9. 帶領同學放鬆下來，一起進行思考和討論：	

剛剛哪個理由最能影響趙王的決定？為甚麼？

教學簡報

5 分鐘 教師說書：

在群臣爭執不休的時候，宦官繆賢舉薦藺相如，打破僵局。藺相如主張由他親自護送和氏璧到秦

國。

到了秦王的大殿上，藺相如看出秦王並無換璧誠意，使計騙回和氏璧，表示與和氏璧共存亡。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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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教學活動 教具物資

15 分鐘 靜止視像＋思路追蹤＋牆上的肖像：

1. 將學生分為五至六人一組，逐組呈現藺相如在秦王大殿上的一幕：

1)	藺相如初到秦王大殿，雙手呈上和氏璧。

2)	秦王將和氏璧交給左右大臣及嬪妃賞玩。

3)	藺相如使計騙回和氏璧。

4)	藺相如舉起和氏璧準備撞柱。

2. 配合思路追蹤探索人物的所思所想。

3. 選出形態最像藺相如的同學，在紙上勾畫出他的輪廓。

4. 派發小紙條，請同學代入藺相如的身份，思考他在秦王大殿上的心理活動。

5. 再派發小紙條，請同學代入當時秦王、嬪妃、秦國大臣的身份，思考他們怎麼看待藺相如。

大圖畫紙

貼紙

筆

5 分鐘 教師說書：

藺相如派屬下沿小路將和氏璧送回趙國，自己獨自面對秦王，最後憑藉勇氣全身而退，這就是完

璧歸趙的故事。

教學簡報

15 分鐘 教師說書：

過了幾年，秦國向趙國發出舉行盟會的邀請，表示希望兩國藉此修好，和平共處。

講是講非＋思路追蹤：

1. 二至三人一組，扮演趙王、趙國大臣或趙國百姓。

2. 設計對白，內容是從自己的身份出發，對趙王是否應該接受邀請一事提出看法。

3. 教師叫停的時候，每組都「定格」下來。

4. 配合思路追蹤探索人物的所思所想。

教學簡報

5 分鐘 教師說書：

藺相如支持趙王赴會，並決定陪同參與；留在國內的大將軍廉頗則派遣軍隊埋伏在盟會地點附近，

以防萬一，並與趙王商議，如果趙王在盟會中遭遇暗算，將立太子為王。

澠池之會上，藺相如憑藉口才和勇氣使趙國沒有喪失大國風範，趙王也安全地回到國內。

15 分鐘 牆上的肖像：

1. 將之前已勾畫好的藺相如肖像貼在牆上。準備一張空白的圖畫紙，請另一位同學扮演廉頗，也

畫出其輪廓。

2. 派發小紙條，請同學寫出澠池盟會歸來後廉頗的心理活動，並把小紙條貼在廉頗的肖像輪廓內。

3. 教師說出廉頗故意阻攔藺相如，藺相如避讓廉頗的故事，再次派發小紙條，請同學代入廉頗、

平民和藺相如屬下的身份，將他們看待此事的看法寫在紙條上，貼在兩張肖像輪廓的外側。

4. 教師說出藺相如避讓廉頗的真正用意，以及負荊請罪的故事。請同學再次修訂剛剛的看法，將

對廉頗和藺相如的看法寫在較深顏色的小紙條上，貼在肖像輪廓的外側。

大圖畫紙

貼紙

筆

5 分鐘 教師說書：

廉頗向藺相如負荊請罪後，兩人盡釋前嫌，一起輔佐趙王，趙國被秦國所滅的時間又向後推了

五十多年。

5 分鐘 總結思考：

通過廉頗和藺相如在幾次事件中的行為表現，他們兩人分別具有甚麼樣的性格特徵？你最欣賞哪

種特質？

教師總結：

每個人的身上都可能同時具有多種品性，要用更加全面的視角看待他人，不能片面評價。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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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彩雲聖若瑟小學

教師：李舜筠、葉佩雯

課題：孫中山的少年時代

科目：中文科

單元：單元四	愛國楷模

年級：五年級

教節：五教節

教學目標：

1. 學生認識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跡。

2. 學生能夠用時間線分析法理清課文的層次。

3. 學生能夠用「靜止視像」、「思路追蹤」及「牆上的

肖像」追蹤人物的所思所想。

4. 學生能夠學習欣賞孫中山先生的性格及汲取其生活

經驗。

教學流程：

時間 活動 物資

35 分鐘 第一教節

引起動機：

1. 影片欣賞：《十月圍城》

2. 影片中誰被追殺又被保護呢？（孫中山先生）

3. 為何他要被追殺呢﹖

4. 說故事：

清朝晚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第一次鴉片戰

爭（1840 年）開啟了晚清時期，清朝統治力量開始衰落，西方列強迫使清廷簽訂不平等條約，

以武力獲得在華利益。第二次鴉片戰爭使得清朝統治危機進一步加深。因此，可以說晚清可以

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慘淡的時候，那生活在晚清時期的人們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今天我就帶大

家看看晚清生活的情況吧！

5. 靜止視像 +思路追蹤 +「紙」示位置

(1) 著學生分成四組，每組 4-8人

(2)	利用靜止視像及「紙」示位置呈現百姓在清末時期艱苦的生活

(3)	逐組呈現，配合思路追蹤人物的所思所想（在戲劇進行時把角色的動作「凝固」下來，或

當學生創作「定格」後，再運用「思路追蹤」。教師拍拍學生的肩膀，讓他們以角色身份，

就當時心情說出一句對白；這樣可以放慢戲劇節奏，讓學生聽見不同角色的思路和感覺，

反思戲中所發生的事情）

6. 總結：孫中山先生的出現令晚清政府翻天覆地的改變

7. 延續：學生自己閱讀有關介紹孫中山先生的書籍及網址

YouTube 影片

原文網址：

https://
kknews.
cc/zh-hk/
history/
xm9349q.
html

紙	

每組 3 張

箱頭筆	

每組 1 支

35 分鐘 第二教節

8. 老師先示範朗讀課文，著學生留意不懂、不明白的字詞。

9. 聽過老師範讀，再著學生輕聲分段朗讀課文，把句子讀通順。分段朗讀，老師找出重點跟學生

解釋。

10. 出示兩組詞語，讓學生分組讀，體會詞語的色彩感情。（貶義詞：艱難、艱深、死背、欺負、

霸佔、困苦、恨之入骨、愚昧；褒義詞：求知慾強、正義感、不平凡、打抱不平、不尋常、挺

身而出、領袖、理直氣壯）

11. 老師提問以下問題：

(1)	 本文的體裁是甚麼？（傳記）

(2)	甚麼是傳記？（傳記是記述名人事跡的文章，但傳記不可能把名人的大小事全部記錄下來。

傳記以獨特角度記述名人的事：有的記述名人的成長經歷，有的結集名人的重要講話，有

的比較名人的功績和過失，有的甚至記述別人對他的印象。）

(3)	怎樣描寫人物，才能突出人物性格特徵？（我們可以從人物的外貌、神態、言語、行為、

心理等各方面進行描寫；記述事情有詳略，選擇適當的材料，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

自讀文章：	

《孫中山先生

軼事、趣聞、

雜事》

網址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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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 物資

70 分鐘 第三、四教節

12. 說故事︰

	 孫中山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將中國道統和西洋歐美各家學說綜合整理而來，但是也有少部分見解

是其所獨創。

(1)	 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2)	人民之權又稱為政權，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

(3)	政府之能又稱為治權，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為「五權憲法」。

(4)	在經濟思想方面，提倡社會互助理論，曾說「人類進化之原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

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

(5)	孫中山的遺言：「……生死本不足念，但所抱定的主義，還沒有完全實現，總是遺憾。希望

你們努力奮鬥，使國民會議早日開成，達成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目的，我在九泉之

下也安心了。」

13. 運用時間線分析法了解孫中山的生平事跡

(1)	 童年時代的孫中山

(2)	少年時代的孫中山

(3)	發動革命的孫中山

(4)	臨終時的孫中山

14. 靜止視像 +思路追蹤 +牆上的肖像

(1)	 著學生分成四組，分別組成以時間線分析法的一個靜止視像逐組呈現，配合思路追蹤探索

人物的所思所想

(2)	選出形態最似孫中山的同學，在一張大紙上勾畫出「孫中山」的輪廓

(3)	派發小紙條，著同學代入「孫中山」的身份，思考孫中山在亂世中的想法

(4)	再派發小紙條，著同學代入其他人物，例如滿清帝王、大臣、人民等，寫出他們對孫中山

的看法，然後貼在肖像的外面，最後分享同學們不同的看法

大圖畫紙

展示紙條

35 分鐘 第五教節

15. 提問：你覺得孫中山成功嗎？為甚麼？

16. 運用「全面因素分析法」（探究造成一個現象或促使一件事件發生的所有因素）分析孫中山性

格、背景、困難和克服困難的經過，分析他成功的因素。

17. 人物心事

(1)	 著每位學生代入孫中山先生的身份，把他們認為孫中山先生成功推翻滿清政府的原因寫在

紙上，勉勵後世的人學習

(2)	著同學逐一朗讀紙的內容，然後貼在孫中山先生的塑像上

18. 總結︰

 晚清時期，政治混亂，人民生活困苦，孫中山先生憑藉自身的條件和努力，加上能號召其他人

民的幫忙，使他能夠成功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現在呢﹖

 我們身處繁榮的香港社會，表面生活富足，但是否完全沒有危機呢﹖

 我們從孫中山先生的身上學習了甚麼寶貴的成功條件去幫助自己取得成功呢﹖

展示紙條

家課─給孫中山先生的一封信

著學生寫一封信給孫中山先生，寫出自己欣賞孫中山先生的地方，並反思自己不足之處，或對孫

中山先生的建議。在經歷戲劇後作為反思方式。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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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教師：林炳益

課題：杜甫《登樓》

科目：中國語文

年級：中二

目標：

1. 認識杜甫其人及其思想（受儒家思想影響）

2. 掌握杜甫《登樓》的寫作背景跟作品內容的關係

3. 體會杜甫《登樓》所抒發的感受

時間 活動 所需物資

上課前

預習
1. 完成《登樓》語譯工作紙，初步了解作品的內容；

2. 閱讀資料，認識杜甫的生平。

《登樓》語譯	

工作紙、杜甫

生平資料

15 分鐘 說故事：邊講杜甫的生平，邊提問：

1. 杜甫先祖及祖父赫赫有名，你認為對杜甫有甚麼影響？

	 引導學生說出中國人有承繼先人抱負的傳統

2. 杜甫小時候有甚麼表現？自小有甚麼理想？

	 引導學生說出自小有詩才，用心學習，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

3.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跟孟子思想中哪句話很相近？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4. 杜甫年青時長期遊山玩水，他的心情怎樣？

	 無憂無慮／壯志驕陽

5. 杜甫客居長安十年，都未能找到一官半職，心情怎樣？

	 失意落寞

6. 杜甫求得官職回鄉接回妻小時發生甚麼事？他的心情怎樣？

	 小兒子已經餓死／傷心

7. 安史之亂發生後，杜甫的作品內容多寫甚麼東西？

	 反映時代，描繪了兵災禍亂；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情懷

8. 杜甫有甚麼稱號？

	 詩聖；詩史

20 分鐘 靜止視像＋紙示位置＋思路追蹤

1. 著同學分成四組（七至八人一組）。自行設定及分配角色，提示各人要代入角色，構思其內心

獨白，飾演杜甫者要詳細思考其心情及其原因。

2. 利用「靜止視像」，呈現杜甫不同階段的情況：

(1)	 早年：杜甫小時聰明而又有志向（家人）。

(2)	出遊：杜甫年青時跟大詩人李白遊山玩水。

(3)	入仕：杜甫求得官職回鄉接回妻小時的情況。

(4)	流離：杜甫在安史之亂發生後的情況。

3. 利用「紙」示位置建構情境。（每組限用一張紙）

4. 配合「思路追蹤」引導學生表達當時人物的所思所想。	

（導師：逐組指導學生描述所見，由客觀到滲入個人判斷；並依適當次序展示人物內心世界，

尤其要集中杜甫內心的剖析）

A5 廢紙 4 張及

粗筆 4 枝

13 分鐘 說故事：邊講解《登樓》，邊提問：

掌握杜甫《登樓》的寫作背景跟作品內容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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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 所需物資

20 分鐘 雕塑＋牆上的肖像

1. 著剛才扮演過杜甫的同學，再一起出來呈現杜甫的定格，然後表演出杜甫登樓時的樣子。

2. 著同學一起選出最佳杜甫。

3. 用「雕塑」這策略，帶領同學把飾演「最佳杜甫」的同學塑造成「詩聖」的形象。

4. 用一張大紙勾畫出杜甫的輪廓。	

5. 派發小紙條，著同學代入杜甫的身份，寫出他的所思所想。

6. 把小紙條貼在杜甫的肖像輪廓內。	

7. 再派發小紙條，著同學代入當時其他人的身份，對杜甫的為人和詩作想法寫在紙條上，並貼在

肖像的外面。

8. 與同學分享紙條上的字句。

雙色紙條各一

疊

2 分鐘 布置課業

提示學生回去完成課文工作紙

課文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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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教師：宋翠雲

課題：人物傳記─「岳飛之少年時代」

科目：中國語文

年級：中一

教節：4（每節 35 分鐘，建議用兩個連堂）

教學目標：

透過戲劇互動手法：

1.	 帶出岳飛少年時代的事跡，並預示他日後會以身報

國的義舉

2.	 通過事件刻畫人物形象和性格

3.	 反思為國犧牲的意義

教學步驟：

1. 提問

1) 你知道父母為何改你的名字叫 ______	

（學生的名字）？

2) 你又知否岳飛為何叫「飛」？

2. 說故事　岳飛名字的由來及嬰孩時大難不死

岳飛，

字鵬舉，

是相州湯陰人。

他出生的時候，

有一隻像天鵝的大鳥，

飛到屋頂鳴叫，

就以「飛」為名。

出生未滿一個月，

黃河沖壞了內黃縣境內的河堤，

洪水突然湧至，

母親姚氏抱著岳飛坐在一口大瓦缸中，

順著波濤激流向下游沖去，

飄流到岸邊，

才保存了性命。

3. 策略：靜止視像＋思路追蹤

1) 著同學分成四説（每組四至六人）。

2) 利用「靜止視像」，呈現

情境一：岳飛父母看見大鳥飛過天空時為子命

名的情况。

情境二：洪水掩至，岳母抱子坐大瓦缸，逃過

一説情況。

3) 配合「思路追蹤」引導學生表達當時人物的所

思所想。

4. 說故事	 勤奮好學，青出於藍

岳飛少年時已具有志氣與節操，

性格沉實忠厚，

很少說話。

他天資敏悟，

能牢記所讀的經典史籍，

尤其喜歡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

岳飛家裡窮困，

於是拾柴枝為燭火，

通宵達旦地讀書而不睡覺。

岳飛天生力氣過人，

尚未成年，

就能拉開重三百斤的弓。

他跟隨周同學習射箭。

周同射三箭，

三箭都中了靶心，

以此為岳飛作示範；

岳飛拉弓射出一箭，

擊破周同的箭尾；

再發一箭，又射中了。

周同大為驚訝，

把他心愛的良弓贈予岳飛。

岳飛從此更加努力自行練習，

把周同的技術全都學會了。

5. 策略：雕塑＋牆上的肖像

1) 著同學分成四組。

2) 利用「雕塑」的策略，帶領同學將岳飛勤奮好

學及箭術了得的少年英雄形象帶出來。

3) 在組內推舉一位同學扮演

肖像一：岳飛通宵達旦地讀書；或

肖像二：岳飛拉弓射出一箭，擊破周同的箭尾。

4) 從中選舉最傑出的雕塑，在一張大紙上勾畫出

岳飛的輪廓。

5) 派發小紙張，著同學代入岳飛的身份，寫出他

的所思所想。

6) 將小紙張貼在岳飛的肖像輪廓內。

7) 再派發另一小紙張，著同學代入岳飛的父母、

兄弟姊妹、鄰居、老師周同及師兄弟，寫下對

岳飛為人及他的言行看法，再將小紙張貼在岳

飛的肖像輪廓外。

8) 老師帶領同學分享紙張上的字句，整理出岳飛

勤奮好學，青出於藍的少年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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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說故事	 尊師重道，以身報國

不久，

周同去世，

岳飛悲哀得不能自制。

每逢初一和十五，

他必定帶上酒肉，

前往周同的墓流著淚拜祭；

並拉開周同贈送的弓，射出三箭，

然後把酒灑在地上以示敬意。

岳飛的父親知道後稱讚他，

撫著他的背說：

「假使你將來能夠順應時勢而施展抱負，

你會為國捐軀、為正義而死嗎？」

7. 策略：靜止視像＋思路追蹤

1) 著同學二人一組。

2) 利用靜止視像呈現岳飛回應父親：「假使你將來

能夠順應時勢而施展抱負，你會為國捐軀、為

正義而死嗎？」的問題。

3) 配合「思路追蹤」引導學生以岳飛身份說出回

應父親的說話。

4) 把對話片段排練出來。

8. 續說故事	 尊師重道，以身報國

岳飛回答道：

「只要父親大人允許我以身報答國家，還有甚麼事

不可做呢？」

9. 反思回饋

提問：	假設岳飛還未死，仍然生存在現今世界，但

已是一位徹頭徹尾這個世代的少年人，假設

國家處於危急存亡的戰爭邊緣，你覺得岳飛

仍然會有為國捐軀、為正義而死的準備嗎？

10. 策略：良心胡同

1) 推舉一位同學扮演現代版岳飛，其他同學分成

甲乙兩組。

2) 分組討論贊成及反對為國犧牲的理據：

甲組─勸岳飛在國家危急存亡之時，須以身報

國，每人想一個理由。

乙組─勸岳飛在國家危急存亡之時，不須以身

報國，每人想一個理由。

3) 甲乙兩組同學佈陣，每組排列成一行，兩組再

組成一個 V 字母，形成一個 V 形小巷。

4) 扮演岳飛的同學慢慢由小巷的開端，走到尖端

的位置。

5) 甲乙兩組同學分別說出，須和不須以身報國的

理由。

6) 扮演現代版岳飛的同學會因應正反兩方的理由

而作出決定。

11. 反思回饋

1) 先讓扮演岳飛的同學，分享為甚麼有這個決定？

哪一個理由最能影響他的決定？

2) 讓同學再一次反思剛才贊成及反對的理據及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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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校 / 教師回應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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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通過置身情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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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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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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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佩雯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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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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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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田天主教小學
白臻誠主任、葉曉豐老師

戲劇教育讓我們反思學習應以學生為主導。課堂中，

很多空間讓同學創作，分配工作，組織……教師在旁

主要是給予意見或提示，讓同學盡量自行發揮。教師

甚少批評同學的對與錯，都以引導思考為主。這樣能

提供同學更多及更廣闊的學習機會……靜止視像及思

路追蹤，也讓學生把以往平面化的學習變得立體。

從前老師形容艱苦生活，可能口述「苦不堪言」、「好

慘」，學生未必能從字義中理解和感受，但於前置教學

課堂中，學生發揮他們的小宇宙：有些大搖大擺扮演

皇帝；有些飲泣嘆生亂世；有些磨刀霍霍，不是向豬，

是向人，當中可見學生的創作力量和幻想，會嚇你一

跳！而學生學習的過程，正正是把「苦不堪言」、「好

慘」活生生地演出來，這更易於使他們理解當時的生

活。

聖公會主風小學
岑銘恩老師、蘇嘉俊老師

戲劇教學並不是指單單要求學生排練話劇和指導學生

排練一部完整的話劇，而是應在日常的課堂中注入戲

劇的元素，從而提升課堂的趣味性、加強學生在課堂

的參與和互動，讓學生建構課堂，從而加深他們所學

的知識。作為語文老師，我們不應擔心自己不擅長話

劇或學生不精於或不喜歡話劇的因素，而不敢在課堂

運用戲劇教學的策略。相反，我們深信只要我們敢於

嘗試，適當地在平日的語文課堂中加入戲劇教學的元

素，學生便能慢慢掌握和喜歡戲劇課堂，提升他們在

語文課的學習興趣和動機，從而有助提升本科的學與

教。這便是我們在這一年參加這個教育劇場的戲劇教

學培訓後的一些得著和改變。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吳娜玲主任

劇團精心設計的到校安排實在令人讚嘆不已，讓本人

獲益良多。劇團由出場到結束，整個故事結構環環相

扣，實在讓人佩服。此外，劇團準確的入戲技巧，亦

讓人欽佩，整個學習過程沒有「空置」的問題，每一

場的人、事、物、燈光配合得淋漓盡致，從不間斷，

讓人十分敬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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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劇團在這方面

考慮得很細膩。整個藝團造訪讓學生認識了儒家、道

家、法家，以及墨家十分豐富的思想與內容，使學生

能夠從中學習各家學派的處事和學習態度，成為學生

的成長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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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洪雅文老師、溫美儀老師

戲劇教學令我們深深感受到一個課堂是可以很精彩，

也可以令學生全情投入去學習。在演教員來到本校的

協作教學，我們看見學生的臉上充滿喜悅和期待。學

生們在學習過程中投入得面露緊張的神情，隨著戲劇

的節奏，把學生們帶入全新角度去學習新事物。戲劇

教學更令學生能代入角色，反思道理和深思知識。在

一個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學習動機甚為重要，而戲劇

教學正正照顧不同特質的學生，在戲劇學習面前，學

生不須要坐好，也可拋開保持安靜的枷鎖。學生須要

的是學習表達自己的想法，戲劇教學正正增加學生的

自信去表達自己，令他們更有興趣去學習。以戲劇教

學配合課題的方法十分成功，我們深信戲劇教學為學

生的學習和未來人生的歷程帶來莫大裨益。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秦震宇老師

在演教員的視導課亦讓我獲益良多，他敏銳地指出座

位安排與課堂的節奏如何可以改善學生的專注力與課

堂的效能，都令我在其後的課堂中更有自覺。演出當

日，演教團隊到校的教育劇場中讓學生與老師進入角

色的時間都恰到好處。心中多羨慕可以有一個團隊去

製作一個如此精彩又有意義的課程。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學生對這種新穎的教學方式亦非常喜歡，他們不再是

坐著的普通觀眾，或者拿著劇本的小演員，而會在「演

教員」的引導下，學習諸子百家的理論，即時以角色

身份完成任務，他們有機會近距離與不同的戲劇人物

會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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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基恩小學
葉敬恩老師、吳德齡老師、謝詠琪老師

藝團造訪前夕，我們擔心「老師入戲」會被學生取	

笑，甚至喪失老師的「威嚴」，豈料當天學生看到我

們演出後，竟然意外地投入，令我們始料不及。記得

當天學生起初表現得比較害羞及被動，故此氣氛不太

好，但經過演教員的專業指導下，很快便把同學帶進

他們的戲劇世界。同學們非常積極參與及投入活動，

就算平日一些坐不定的學生，當天也能乖乖坐定，留

心聽講，這點真的令我們刮目相看。

英華小學
陳麗娟老師、譚玉蘭老師

在一個輕鬆愉快的學習環境中，讓學生暢所欲為，訓

練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以體驗故事中人物的情感。

平時說話能力較弱的學生在其他學生的帶領下，也積

極投入其中，享受其中。在活動中，學生代入角色，

發揮想像力，加入定格和思路追蹤，對不同的情境進

行多角度和全面的思考，運用諸子百家理論進行辯

論，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有些學生更能發揮批判思

維。在戲劇學習中，任何角色都是在扮演別人，學生

在扮演角色的過程中，能從別人的角度看事情，換位

思考，進而學會關懷和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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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榮街官立小學

感謝劇團在演出當天用心地布置場景，在演教員的帶

領下，學生戴上頭飾，跟演教員投入角色，他們既是

學生，也是村民角色，充分體驗戲劇教學以「學生為

主導」的教學精神。演教員的演出生動，學生與秦始

皇及姬明公主進行對話，所有學生在劇中傾力演出，

沒有一位同學做「旁觀者」，這是以「學生為本」的教

學體驗。教育劇場的教學模式能提高學生的專注力，

演教員引導學生運用儒、墨、道思想，他們一起參與説

說服秦始皇的過程。我最欣賞演教員不斷向學生發

問，鼓勵學生回應，並即時加以回饋，點撥學生，大

大提升學生的分析能力。

聖公會基恩小學
黃禮灝老師、黃轉弟老師

從不曾想過教學可以在這個情況發生。既是老師，也

是村長副手的我們，兩小時的課堂眨眼而過，即使在

進行「前置」和「後置」課堂的時候，學生也投入角

色，措詞想法也與平日大不相同，無疑是一堂成功的

戲劇教育課。衷心感謝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帶來了如此

精彩的一課，有說人生如戲，更是戲劇人生，中國歷

史故事所蘊含的哲理，經過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仝人的

雕琢重造，成功轉化成合乎現代孩子的學習素材！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對於「諸子百家」這課題，我覺得陌生，擔心教授時

如何能令學生明白這艱深的課題，然而此計劃讓學生

專注投入於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演教員的專業、神

似的扮演，以及逼真的情境令學生能投入其中。在活

動的過程中，引導學生思考、發表意見，也讓我和學

生都深刻反思，明白古代思想家的處事和學習態度放

之於現在也能適用，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中學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黃江霖老師

整個教育劇場的設計可謂構思縝密，跳出傳統教學的

框架。前置教學、藝團造訪及後置教學，一環緊扣一

環，以輕鬆的手法，穿越時空的佈局，不同場景的設

計，讓初中學生從不同角度去理解、思考及應用先秦

儒家、兵家及道家三大家的思想。在前置教學方面，

主要是以「講故事」形式來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

趣，洗脫同學總是認為先秦諸子之學非常艱深的固有

思維。然後以不同的教學活動，例如「靜止視像」、	

「思路追蹤」及「良心胡同」等，逐步加深同學對	

孟子、孫子及老莊等思想的認識，這種教學方式既有

趣，又具啟發性，值得我們教育同工參考及借鏡。簡

言之，前置教學能充份發揮熱身的作用，為日後藝團

造訪作出理想的鋪墊。於教育劇場方面，最令同學及

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穿梭時空的構思，以未來實際

生活的挑戰來驗證儒家、兵家及道家等先賢智慧是絕

對經得起不同時代的考驗，讓同學能夠透過討論和各

種互動活動，親身體驗先秦諸子之學是解決問題的良

方妙藥，鞏固同學對課題的認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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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吳藝華老師、鄧文翎老師

完成了這系列「特別的中文課」心情興奮久久未能平

復，不是因為繁重的工作即將結束，而是作為教師，

我覺得這是專業生涯中一次嶄新而刺激的體驗。傳統

的教學，著重紙筆的表達，這樣對於富有想像力，而

文字天賦不強的同學，總有壓力。這次體驗，讓我們

都明白到，說故事的方法有很多，聽故事的方法也有

很多。環環相扣的前置課堂、劇團造訪和後置教學，

讓人不得不佩服團隊巧思的策劃。每次認真的課後檢

討，和演教員協教的備課，也讓我獲益良多……看到

演教員的專業、對整個流程編排的細緻，讓學生很快

便投入戲中。當我看到他們眼目的專注和討論的投

入，我才發現原來我對自己的學生不大有信心，但其

實他們是可以達到他人的要求，而且做得比想像中好

太多。他們對演教員演出的投入、對諸子百家教訓的

認真令我知道這個戲劇課程真的令學生活學活用，課

程對學生的創意和思維亦是有莫大裨益，盼望往後有

更多學生能夠從計劃受惠！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陳靜岩老師

以戲劇活動方式進行教學，對維持課堂秩序有一定的

難度，但聽到學生的提問和回應，則讓我感到相當驚

喜。記得其中一班在藝團造訪的分組活動時，同學自

己主動舉手發問，因著一位同學的主動，其他同學都

被渲染，一同主動提問，主動參與，課堂互動氣氛令

人感動，誰說中學生不愛發問？另外，看到平常較被

動的同學，在分組活動的參與程度，也令我刮目相

看……雖然要顧及進度和秩序，又要用新的方式試

教，這確實有一定程度的壓力，但是我覺得這幾節的

課堂經歷，豐富了我的教學經驗。提醒了我，學生要

親身經歷，動手做，他們才會有所感悟。

廖寶珊紀念書院
羅梅老師、符茵老師

我們著學生體會人民所求，更加深入地理解孟子心中

的焦慮，以至他為民請命的熱切期望、誠摯的心極其

值得敬佩。讀書為了甚麼？為了成為這樣的君子、這

樣的人才、這樣的知識分子，這樣有承擔、有脊樑的

知識分子。至於講到莊子的思想，我們能夠利用現有

材料，迅速造出一棵樹，學生也能很快判斷那是一棵

樹。我們請學生指出樹的用途，他們都能全面及合理

地回答。當然，學生未必會從樹木本身考慮，但是我

們都能引導學生作出多方向的思考。學生認為有所收

穫，由此我們引申下去，指出「齊物論」，作出簡單點

撥，使得學生有了簡單的概念。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教育劇場專集

109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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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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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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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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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學生回應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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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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中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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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6E 廖家翹

我最喜歡儒家的學說，因為它主張仁義治天下，這是

很好的想法。在現在的社會，人的思想很發達，學識

多了，所以人會貪心，變得利慾薰心，用很多不當的

手法取得自己沒有的東西。儒家的思想，用「仁」是

很好的，因為現在的人缺乏「仁」的想法，我們應好

好學習……我覺得這活動除了生動有趣之外，也有很

多可以思考的空間，例如跟秦始皇對話需要好好思

考，在其他環節，也需要我動腦筋。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5E 徐暟檍

隨著現代的發展，現在很多小朋友也沉迷玩遊戲機，

很少學生閱讀這些學說。我希望大家也要多多閱讀這

些書本，學更多的知識。就算你覺得自己是一條「廢

柴」，但也可以像我一樣成為一條有用的柴。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5E 謝鐓紹

我認為世界上需要墨家學說，在香港有很多人都是自

私自利的，不顧別人的感受，他們會不擇手段去獲得

金錢和利益，所以我認為要推廣墨家的兼愛。

聖公會主風小學
4A 桂晧嘉

我最喜歡道家，因為道家有關水的道理是很好的，現

今世界非常發達，我們都要懂得隨機應變。我覺得誰

當皇帝和總統也不重要，只要他們是愛人民，愛自己

國家，能提拔有能力的人擔任官職，讓人民過好的生

活，那便十分好了。這次活動能讓我們學習到很多歷

史的東西，現在的課堂很少接觸歷史的課題，而這次

我發現這四家（儒道墨法）原來有那麼多秘密和道理。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5B 陳兆鋒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其實每一個地方，每

一個物件其實都有它自己的作用……我發現上課用的

木椅和木桌常有損壞，現在我會好好的愛惜它們，不

會刻意破壞這些物件。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4E 郭子瑤

我喜歡墨家，因為他們不會想辦法攻擊別人，而是抵

擋別人。在生活上，我經常會跟弟弟打架，但經過今

次的活動後，我便不會再跟他打架了，如果他出手的

話，我會告訴他：我們不要再這樣了，我們該和平相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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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5B 尹駿然

我認為這個世界最需要是儒家學說。因為世界有許多

露宿者住在天橋底下面，他們沒地方居住沒有東西

吃，只可以在街頭露宿，經濟來源只有路人給予的幾

十塊錢。然而，許多總統和政府沒有處理這個議題，

所以我認為這個世界需要儒家的惻隱之心。政府有了

惻隱之心，便可以給予他們支援幫助，例如提早入住

公屋，免費住宿之類。

聖公會靈愛小學
五仁  鍾文熙

墨家是我最喜歡的，因為現在社會的人缺乏關愛，關

注別人，有迫害別人的感覺，應該寬容少少，比如見

到一位老婆婆跌倒，應該親自上前扶她，並非叫其他

人去做才對。很深刻的是，各位演教員很認真給我們

歷史的知識。這個活動比較有趣，每位同學都很喜	

歡。設計得特別，同樣是課本上面的（內容），在課堂

上只是講課沒有親身感受，我比較喜歡這個形式。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4D 倪綺彤

這個活動使我親歷其境，我最喜歡墨家，因為兼愛和

非攻可以教人怎樣與人相處。近來社會上非常混亂，

如果可以學習墨家思想的話，便沒有那麼多罪惡了。

我平時上學都不會很積極，甚至連走路也是聳聳的，

但今天自己不經不覺在活動中積極起來，很想發言，

可能是因為有其他同學會發表意見給我參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5KT 林袓熙

我最深刻部分是向秦始皇講解貪心和變通，還有要安

慰他人，當別人跌倒受傷或不開心時，問問他發生甚

麼事。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4D 施恩喬

參加這個活動令我很開心，我學到很多歷史的東西。

另外，我最深刻的是與秦始皇對話的時候，因為我平

常很少與人交談，以前我上中英文課都不會太積極，

只會答一兩條問題。不過參加了這個活動後，我積極

了很多去問問題。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4E 曾希妍

在這次學習中，我覺得很充實。因為我可以學到很多

以前的知識，學到不同家的道理，教授我們平等，互

助互愛的知識。今次讓我有更多機會與故事中人物	

直接表達意見，不像平時書本裡只是看文字讀文字一

般。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5A 謝栢睿

我最深刻的就是與秦始皇對話。因為可以訓練說話技

巧與及需要隨機應變。這次我的隨機應變能力可以得

到提升。

慈航學校
5A 鄺羿文

諸子百家很有用，但因為太難理解，所以人們沒去	

學。諸子百家說做人的道理，因為這次活動，我就	

知道諸子百家不難，只要你好好理解，也能變得很	

有趣。

聖公會主風小學
4A 鄭彥博

參加這次教育劇場，我覺得很開心，我不用像平時

上課那樣，老師只會在黑板寫，亦不會有很多互動，	

而今次我可以體驗到戰後時的生活，能嘗試做故事當

中的人物，我最深刻的是，用諸子百家學說游說秦始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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褔榮街官立小學
4D 張佩盈

我覺得最深刻的是與大家一起說墨子的道理，墨子有

一句說話，國與國不相戰，家與家不相亂，這句說話

我覺得生活上會用到。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5B 黃文希

讓我印象最深刻，我獨自向秦始皇表達意見時非常緊

張，因為那個情況就只有我一個人。不過，隨後我也

放鬆下來，因為我知道有台下坐著的同學也幫助我；

當我忘記的時候，他們也會幫助我回答相關問題。令

我知道我並不是自己一個，而是還有其他人一起幫助

我。

我最喜歡墨家，我們不會向外發動戰爭，如遇到攻擊

都只是防守，不攻打對方。這樣的話，人民就會安全，

不會死傷慘重。我認為現在的人要學習墨家學說，如

政府愛我們，我們就會愛政府，那就不會有現今世代

那麼多抗議事情發生。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5A 陳榮錄

經過今次的教育劇場後，我覺得有好多我們不知情	

的歷史，讓我們更清楚了解。我最喜歡的是道家的思

想，如果你是很貪心的話，就會留一個禍根給自己；

要學懂如何愛護大自然。

如果沒有學習諸子百家的話，世界就會有戰爭，導致

世界好混亂。如果現今的人都學習諸子百家，世界變

得好平安、好安全、好快樂。

我在整個過程中都非常專心，我平日時也很喜歡歷

史，而且對於不認識的歷史，我也很樂於在網上尋找

答案。

聖公會基恩小學
5C 李宏峻

這個活動讓我學習到很多諸子百家的學說，我覺得最

重要的是道家的平等，不論是高、矮、肥、瘦等，都

有被公平對待的權利。我想把這個道理推廣給別人，

去影響別人，因為影響別人內心才是最有用。

在過程中，我最深刻是和秦始皇對話。因為我好少和

別人單獨對話，所以我有少少緊張。因為我有同學的

鼓勵，令我有勇氣把大家的意見融會貫通，就可以有

勇氣和秦始皇對話。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6C 蕭芷琳

我最深刻的環節是向秦始皇表達意見的時候……我能

成為智慧覺醒大使，不是因為我表達得好，也不是我

的言行舉止十分出眾，而是我夠勇敢，能代表天下人

跟秦始皇說一些有道理的說話，他便會變成一個民主

有愛的好皇帝。日常上課的時候，我們回答問題都會

用到最簡化的語句，但今天我們要詳細地向別人說明

道理，要不然別人便會不清楚。以教育劇場的方式學

習，同學會比較輕鬆，不會感到上課時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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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5B 胡皓辰

要治好國家得用四家，包括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

當中我最喜歡道家，因為道家的思想都很正確，例如

我們人要有關懷的精神，沒有這些，就沒有人關心流

落街頭的人。在過程中，最困難的是要出來表達，因

為我自己是從深圳過來的，對廣東話也不是太有信

心，但是經過同學的鼓勵，自己也有心裡的突破，做

起來也不是太困難，只要踏出第一步就好。在我身邊

的組員同學，如果沒有他們，我根本不想出來當代表

跟秦始皇對話，如果沒有他們的好點子，我不可能拿

到獎牌（智慧覺醒獎章），沒有他們的幫助，也可能

直接被淘汰了。教育劇場可以讓新一代的孩子們認識

中國歷史，免得他們長期沉迷在電子世界裡，連一點

中國歷史也不知道，身為中國人一定要了解中國的歷

史，這樣的話可以增加孩子表達意見的機會。

彩雲聖若瑟小學
4A 吳嘉熙

我認為不一定要只用法家來補救世界的缺憾，而要用

幾個道理合在一起，才能填補不足。這次教育劇場十

分有趣，我也很高興，能與同學一起討論辯論，便能

得到不同意見再綜合起來，增加了我的自信再表達出

來。我最深刻的是墨家的學說，當中的兼愛，在現今

世界很少人能做到，我覺得這個學說很重要，人應該

少做一點傷害別人的事，要多點幫助別人。

中學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3C 簡偉鵬

我覺得將人類變成機械是最有可能發生的，畢竟現在

已有機械手臂、機械義肢等各種運用機械輔助人體的

東西，所以我認為隨著現在技術的發展，雖然會令人

類變得更好，但我不建議這一種令人類徹底變成機械

的極端方法，因為它扼殺了人性，根據我剛才所學，

靈魂是令「生物」能稱得上為「生物」而不是「死物」

的東西，所以我認為將人類徹底變成機械，人類的生

存便會變得毫無意義。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2E 陳錦鵬

角色扮演及辯論讓我最深刻。辯論時運用紙筆記下

（要點）後，便要把全部內容說出來，還需要考驗即時

變通，對我是一個挑戰。我之前從未試過，亦不夠膽

去試。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2A 羅樂遙

對我來說平時在課室上課，就好像是一個框架，每天

只可以在這裡讀書，能夠離開課室到操場或者在禮堂

學習，已經是一件不同的事情。我們的學校經常要我

們突破自己，跳出自己的安全區。如果可以好像今次

以戲劇形式令不同同學明白諸子百家學說，便能比平

時在課室聽老師講書會有更深刻的印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3A 吳宜棕

諸子百家其實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我覺得在這世紀

的年輕人，即是我們，相當缺乏多角度思考和對傳統

中國文化特色的認識。不同思想家的思想，非常值得

我們學習，例如墨子與孔子的思想對我們很有用。道

家亦說到，人犯錯是因為我們的慾望。在現今社會，

非常多青少年犯罪，我覺得透過諸子百家，學習到孔

子的語句和思想，真的可以令到我們反思自己，從不

同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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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3S 施穎晉

我最深刻的是演教員非常入戲，讓我置身在故事當

中。我最喜歡兵家，它教曉我們日常如何行事。兵家

有一句重要學說可以應用於日常複習作業，就是不要

只用一種方法，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自己的難

題。我以前會覺得古代的東西是非常沉悶，現在我對

古代的諸子百家有更深的認識。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2C 鄺洹汧

這個活動可以讓大家進步，也可以讓我進步，今次活

動非常有意義。日常只坐在課室聽老師講課覺得很無

聊，會沒耐性上課，但透過今次的（戲劇）課堂活動

方式，會讓人精神一點。可以運用這種方式學習，不

是有趣很多嗎？如此，我便會更用心上課，可以學習

更多知識，獲益良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1F 羅樂軒

兵家說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即先要了解別人，

才可以知道別人的好處和壞處。現在的人缺乏這些想

法，例如網上的熱門話題，很多人未了解事件的真相

便開始評論事件中的人是好是壞……我們要先了解事

情的真相，才可以分析到人和事情的事實是怎樣的。

兵家思想對我的啟發是先要了解別人多點，才可以判

斷好壞，不要只是看表面，也要看內在……

基督書院
3C 劉靜琳

我平時是文靜的，讀書不出色，也沒有過人之處，因

此也不敢在課堂舉手說話，但今天有一班同學和老師

跟我一起討論，讓我更加有自信站出來發表意見，相

信未來的我會爭取更多站出來發表意見的機會……之

前覺得兵家一定是要打仗的，但今天瞭解到兵家當中

有一句話，是關於國家的繁榮一定要在乎人民的生

死，兵家不是我們所以為的打打殺殺。有些事情，我

們要作出反抗，但我們做任何事都需要細心思考，不

能魯莽行動。人不能只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情，人同時

也要學懂瞭解身邊的事物。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1A 李天垂 

這個活動讓我學到很多東西，思考了很多，例如將來

我自己要做些甚麼，或者令其他人都可以學習到很多

東西。印象最深刻是在最後一部分，要與其他人爭論，

更能表達自己。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2C 陳傲正

兵家裡面有一句「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可以促使兩

邊人民不斷努力競爭，這個競爭是在和平方面，而不

是暴力的競爭，打仗是不需要的。競爭是在學習上，

知識上，用辯論去競爭，人類思想便不斷進化，集思

廣益，一個人是想不到那麼多，這次我能講出很多的

思想出來，是因為我的組員們提出了很多意見，我很

感激他們。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5D 李頌祺

整個過程很刺激，令我十分投入。加上演教員的衣著、

動作、每一個細節位都可以令到我們置身其中，讓我

們更投入地思考每一件事。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2C 陳蔚淇

教育劇場教諸子，親身參與合你意。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2A 洪詩詠

我在這次活動中，明白到社會上有好多不同的人和

事，有些人會暴躁，有些人開心，有些人會爭執，所

以我們要學會理解別人的意見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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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何南金中學
4B 黃建萊

今次活動我覺得非常好，令大家學到儒家思想，平時

上課我很難這麼專心。平時課堂不會有這麼多討論，

體驗這次活動後，有很深的理解。

基督教香港信義心誠中學
3D 余子輝

溝通是這一代年青人十分缺乏的東西。經過今次教育

劇場，令我學會如何與人溝通，互相交換意見。在我

們接納別人時，亦要非常虛心，謙虛地去聆聽別人的

說法。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每個人也不同，

如果我們一味堅持自己的決定，就會像德國二戰時希

特拉般，每個人也反對他，只是權力的鎮壓，而沒有

真正較為有人性的方法去說服人們。

基督書院
3D 趙祉程

這次改變了我對活動教學的看法，以往我覺得活動教

學都只有活動，學習的收成不多，但今次卻能讓同學

更加自發地學習，更加主動地跟別的同學討論，探索

課題的內容。教育劇場透過情境故事帶給我們所需的

知識，這樣的趣味很大……如果只是刻板地跟我們說

各家學說，我們會覺得很無聊，而不想聽下去，但用

一個比較有趣的劇場方式來表達的話，我見同學也願

意聆聽、願意討論、願意學習，這是一個很深刻的情

境。在剛才的討論中，我們討論過墨家提倡要愛人如

己，不能主動攻擊別人。在現在的社會之中，雖然我

們不會有意地攻擊別人身體，但有很多物質的東西，

產生了妒忌心，因而說了一些傷害別人心靈的說話。

我認為這也是主動攻擊的一種……教育劇場不是無聊

的普通教學，而是一個以劇場方式引導你思考的教

學，所以是很有意義的。我覺得自己思考出來的看法，

相比只是老師單向教授的，來得更深刻，在往後的日

子裡，也能運用出來。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1A 蔡世霖

今次感受十分深刻，平常的我不會主動站出來表達意

見，今次我卻發現當你第一次站出來的時候，可能會

覺得尷尬，但幾次過後，習慣了，便不會感到尷尬，

反而會自覺地站出來討論。在今次的活動中，我認識

了古代的言論和道理，讓我能再思考他們所寫下來的

思想，為何會留到現在。我也十分感謝各位讓我有這

次的體驗。我最深刻的學說是墨子的兼愛，要我們愛

人如己；非攻是你不要主動撩起戰事，因為會造成兩

敗俱傷，自己也會受到傷害。我們一定要了解，在這

個階段，我們已不是嬰孩了，我們要主動悟解這些道

理，從而在現代社會中應用出來。

中聖書院
1A 楊凱雯

如果現今的人不學習（諸子百家）的話，只顧著自己

的發展，無顧及到他人的想法。最深刻是辯論的環節，

運用日常的知識和口才，以及腦筋的變通，才能在辯

論作出反應。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4C 羅志堅

教育劇場活動後，探討現今 2019 年國際外交大事件，

香港的政治事件，以及社會事件，讓我反思人偏重個

人利益，令社會不和諧。如果現今的人不學習諸子百

家，他們的思想會腐敗，愈來愈自私自利。現今處世

必須要溝通，這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橋樑，人如果沒

有合作，只孤立自己，那這個世界不會進步。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1D 賴祟銘

我會想再次參與。因為我覺得這個活動特別有意思，

它可以讓我們專心投入這個劇場，還能透過劇場學到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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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文晶 香港教育劇場論壇 經理

今次有幸到現場觀摩《姬明傳》，最令我驚訝的是年

紀輕輕的小學生，竟然能在一小時內簡單地理解儒、	

道、墨、法四家的基本學說。

學生在演教員的引導下，在戲劇框架內為不同的角色

提出意見。這個過程讓學生不單單是被動的知識接收

者，更可以透過對談、討論、應用和分享想法，令學

習過程更互動、有趣。

我最欣賞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不單單視學生為服務對

象，也視老師為教育對象。據我理解，愛麗絲團隊會

在演出前為老師提供培訓。所以在劇團到校演出時，

老師並非在旁觀察維持秩序而已，而是與學生一起走

進戲劇世界，代入角色。這個過程，老師體驗了另一

種教學模式。老師不是單向的知識傳遞者，而是引發

學生討論、表達想法，使教學過程更互動，從而達致

教學相長的效果。

陳楚鍵 英國海外註冊心理劇心理治療師

走到一所千禧小學校舍，沿途看到孩子們於小息中自

由地蹦蹦跳，他們在清涼的早上點綴了青蔥的氣息。

大步踏入學校禮堂，發現當中的氣氛跟操場的喧鬧

聲截然不同。這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多年來累積的	

心血。

他們帶領整隊團隊於校園禮堂建構不同的戲劇空間。

我從當下看到的是戲劇性的參與空間。這個空間有經

過調整的燈光，配合古代戰國的佈景及道具和於近距

離看仍覺仔細的戲服，我相信這是他們對工作的熱誠

及對教育的憧憬！

演教員於孩子進入劇場之前已用角色身份讓他們感到

這個參與式教育劇場所需的專注及認真。演教員時為

說書人，時為故事中的角色，令參與的孩子再不只是

從平面的書本或電腦中學習，而是從眼前的具體呈現

中感受。從演教員的一揮手，一句話，一停頓之中，

參與的孩子漸漸進入戲劇情境。儒家、法家、墨家、

道家及戰國時代概覽於短短 30 分鐘在孩子的眼前跳

動，團隊亦刻意讓孩子們戴上村民的飾物增加他們在

這個旅程的投入感。後台對演教員的技術配合亦十分

準確，燈光的強弱、聲效的大小及道具的設計令孩子

們都跟著劇情的氣氛進入戲劇世界。

……令我最有印象的是他們如何建構劇場的戲劇張力

及關於演教員的能力。劇情中姬明公主於國破家亡後

終於醒來，面對重大改變的她不知如何是好，而戲劇

張力亦因此提升加強孩子參與的動力。演教員以村長

角色帶領村民，思考如何好好回應姬明公主歇斯底里

的狀態。另外的演教員以不同角色推波助瀾誘發孩子

們友愛互助的精神，一同想出回應姬明公主的方式。

有孩子說：「我們要說真相。」亦有孩子說：「先輕輕拍

她的膊頭，讓她感到安全再慢慢說。」過程似乎十分順

利，孩子們亦以村民身份溫柔地坐在姬明公主的旁邊

開解她。忽然有一位較為活躍的孩子大叫：「你的父母

已死！」在他旁邊的孩子立即把這位孩子按在地上。

演教員於當下以另一亡國後裔的身份介入孩子突如其

來的戲中戲。梁姓演教員讚賞那位活躍孩子的幫助，

表示衝動不能解決問題。但是鼓勵孩子轉變方式共同

協作，當中亦保持著角色的身段令人入信。最後孩子

沒有受傷，亦沒有爭拗，繼續以村民身份回應故事發

展，而這亦是學習思考及實踐人際溝通的旅程。

……不得不提的是那位較為活躍的小孩，他在劇場完

結的時候被團隊讚賞他的高度參與表現，看他的樣子

好像連自己也不能相信。我想像他多是在班內被老師

命名多動頑皮的孩子。然後我再看見有演教員在他的

身旁，輕輕地解釋他被讚賞的原因。他微笑了。這也

正好強化了他的正面行為模式，這樣的「微」行動，

讓知識及美好的事慢慢累積下來。

希望這樣高質素及具有教育性的計劃能夠得以持續發

展，造福我們的下一代！

區崇基 戲劇教育工作者 

有幸欣賞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教育劇場─《姬明傳》，

絕對是一個份量十足的「腦衝擊」體驗，對我來說簡

直大開眼界，未有想到教育劇場能在香港教育體制中

走到這個層面，對於課堂（或者可以說是演出）節奏

明快；所提供的教學資訊「簡而精」；呈現的方法一鼓

作氣、水銀瀉地，既簡單又直接的說明了「儒道墨法」

四家學說的總要綱領，實有賴一眾創作團隊對課題的

理解，深入淺出的整理，才有這個精彩絕倫的教育劇

場，眼看學生在兩個小時的課堂，可以學習到課本知

識、情意教育、待人接物的智慧，以至表達技巧等均

有涉獵，個人而言，論成效《姬明傳》無容置疑。

業界回應選錄



「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教育劇場專集

117

……「儒道墨法」的學說也包含個別發展歷史，演教

員有效利用劇場故事表演，猶如一本「有聲書」明快

地將需要學習的資訊向學生提供，一些艱澀難明的內

容，演教員則運用「數白欖」簡便易明的訴說諸子百

家學說，重點的理論則以投影文字清楚闡述，又要

求學生用指定行禮動作加深印象，再配以學生成為

隱世村村民，使用了桃樂思 ‧ 希思考特（Dorothy 
Heathcote）「專家的外衣」（Mantle of the expert 
approach），令學生不再是資訊的接收者，而是具有

思考及行動的能力，加上隱世村出現奸細、洩密等戲

劇情節，考慮是否向姬明公主說明真相的兩難局面，

這些都充份利用劇場的節奏、形體、故事衝突的元素

融入教育課堂當中，而且做到滴水不漏，可見課堂的

成效……

Wai Wai Actor-Teacher from Strawberry 

Fields Arts Education Workshop, Macau

Prior to the outset of the play, actor-teachers 
took the role of modern specialists to make a 
verbal contract with the students. The contract 
must be tangible including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students’ disciplines and code of behaviour, 
the reason i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learning, 
and offer a safe and fair place for participants. 
(Neelands, 2006, p.89) After the contract was made, 
actor-teachers started to introduce the sequence 
of today’s activities, the task of students,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tory. Fostering 
students’ interest of learning history, the team as 
narrators delivered the information in doggerel 
verses, associated with appealing body movement. 
Several computer images displaying the sites of the 
seven states and their philosophies assist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etting of the story. 
This preparatory process lasts around half an 
hour, which is similar to a mini pre-performance 
workshop. ‘The Legend of Princess Kei Ming’ is a 
fictional story based on a real historical event of 
the conquest of six states by Qin states in the late 
third century B.C.  The invention of the treasure 
box, which contains the best solution to rule a 
country, is a hook to catch students’ attention. 
Students are endowed with the roles of villagers, 

who are the remnants of the defeated states. In 
TIE,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students] a measure of 
power and agency within the dramatic structure, 
as well as find some kind of protective fictional 
frame which would distance the action from 
their lives” (O’Toole, 2009, p.484). Students are 
empowered and protected by the frame of villagers 
to take action and to alienate themselves from real 
lives. An ancient hat with a greeting gesture is a 
sign of the role of villagers, together with O’Toole’s 
(1976) analysis of integral audience participation, 
s t udent s “ca n i nvolve spea k i ng d i rect ly t o 
characters as they engage with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Prendergast & Saxton, 2009, 
p.21). In the first scene, the imagined fourth wall 
between actors and audience has been broken; 
students as villagers are not just by-standers, they 
are invited to interact with Princess Kei Ming, 
and inform her that Yan State is destroyed by Qin 
States. It is the first scaffolding structure to allure 
students into the dramatic context. While in the 
second scene, students are given a task to observe 
a princess, who actually is a spy assigned by King 
Qin to steal the box and wipe out the village. 
Kitson and Spiby (1997) assert that educational 
drama provides learne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operate in both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states, 
sometimes simultaneously. (McNaughton, 2010, 
p.291) Here, students are engaging in two dramatic 
situations: they operate their affective states to 
empathize the fortune of Princess Kei Ming; they 
cognitively preclude disclosing the hiding place 
of the box to the dubious princess. In the final 
scene, students have another task, which was to 
convince King Qin to embrace the merits of the 
other philosophies instead of Legalism to rule 
the country. In this particular period of China, 
a broad range of Chinese phi losophies were 
simultaneously developed, in which Legalism was 
the doctrine of Qin states. The idea of Legalism 
was rigid enforcing strict laws to rule people; 
whereas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Mohism 
valued the ideas of virtue, harmony, and collective 
love. In order to survive, students as the rem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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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 about what kind of ideas King Qin would 
use to rule the unified country.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nd each group were 
assigned one kind of philosophies. Actor-teachers 
as characters scatter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theories. The aim of the participants w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heories and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ourage to encounter King Qin.

I  a m honou red t o have t he oppor t u n it y t o 
a c c o m p a n y  a  g r o u p  o f  p r i m a r y  s t u d e n t s 
experiencing a well-structured TIE performance. 
Unquestionably, ATL has made a tremendous 
achievement in fostering Theatre in Education 
(TIE) into schools of Hong Kong all these years. 
Strawberry Fields from Macau has just started the 
journey, but it is better late than never following 
the footprint of ATL to develop a TIE with Macau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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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麗 戲劇工作者

當知道是次劇場對象為高小學生時，一方面在擔心學

生們會不會不明白這些艱深的思想，另一方面非常好

奇團隊如何將各家思想，從古到今顯淺地帶給學生

們。這些的一切，現在想起來真顯得有點過慮。

個人尤其欣賞演教員們對學生們給予的引導和指示。

過程期間演教員們會在一開始便告訴學生，他們需要

在指定的時間內與角色們一起解決問題。讓學生有更

具體的時間觀念並藉以加強劇中故事遞進的迫切性。

清晰的提出問題，拋出如何解決問題的選擇，用顯淺

的例子令學生更容易把學習內容代入日常生活的例子

中。讓這種中國傳統的學派思想，可以更容易的融入

現代及學生的認知中。

課堂教授各家思想內容，常會只流於空泛之談或只須

要求學生背誦各家思想的中心內容。但經過此次演

出，相信學生們會對內容有更清晰的理解，初步認識

儒、道、墨、法四家的思想，為他們日後中學更深入

的學習墊好基石。觀賞演出當天，亦留意到有些學生

由一開始的害羞不敢言，逐漸變得積極參與，勇敢地

表達自己意見或勇於成為小隊代表。能在短時間內便

有這種改變，的確令人驚奇。

精細的場設，簡單的道具，演教員的投入，場景的轉

換，片段的選取，教授內容的精簡，日常生活的融

入……觀看後不禁令我反思到，我們現今的教育其實

可以做得更好並更有趣。要讓學生真的學以致用，這

才是真的教育。感謝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團隊為真正理

想的教育帶來了一點點小衝擊。

蘇淑穎 戲劇工作者

《姬明傳》除了讓學生吸收歷史知識外，還擴闊了看事

物的視野。戲內所講述的四大主張，是根據學派代表

人物如何去看待人、自然和社會而定立的。學說是沒

有對與錯之分，只是適合與不適合而言。面對不同的

人民和社會時勢，是需要靈活的採納恰當的學派。傳

統教育的特點就是只提供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

這不但沒有讓學生思考推論的過程，更妨礙了去思考

更多的可能性。戲劇教育的特點是故事裡面所發生的

事沒有對或錯，重要的是代入這個人物和處境去思

考，而參與這個過程卻是最要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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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我們能多角度去看事物外，透過戲劇，更能提

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在華人的社會裡，我們常常被提

醒著社會競爭激烈，要贏在起跑線上，因此，家長在

學生入讀幼稚園前，已不斷的安排報讀各類型的課

程，目的是能有充份的知識和裝備，在面試考獲高分

數，入讀心儀的學校。在還未進入社會前，環境已給

予學生高度壓力，讓他們只記得一樣事情，就是求學

就是為了求分數 説，這狹窄的觀念不但沒法讓學生享受

學習，更可怕的事情是忘了學習如何做一個「好人」

─一個有品德、關心身邊人和事及了解社會的人。

知識是可以慢慢累積和吸收，人的質素是需要從小就

培養，是透過家人、學校，以及學生的生長環境所薰

陶的。而戲劇的學習，就是讓我們補充現今教育的不

足，讓我們能明白為何和如何去做一個「好人」。

陳得永 戲劇工作者

場地裡共搭建了兩個圍帳，一開始並未能進入。演教

員所飾演的教育專員先在圍帳之外向學生講解是次活

動的目的，並向學生展示與學校的聯絡書信，一開始

便已為整個活動立下「認真」的基調；演教員又運用

了簡報介紹、說書等手段，向學生簡約講述劇中的時

代背景，以及儒、道、墨、法等學派的代表人物及思

想理論，使學生能迅速地對劇中的背景資料有所認

識，增加投入感……場地中的圍帳亦很有效地為參與

者提供了一個能更放心地互動的空間，因為傳統舞台

不再存在，演員與觀眾之間的空間阻隔消除了，彼此

身處在同一個特定空間（圍帳／隱世村）之中，近距

離地分享彼此的愛恨、痛苦和難題。故此當劇中角色

陷入一個又一個突如其來的難題時，一直伴隨著一同

面對的參與者／劇中人便不能不一同去面對，藉著討

論、發表自身的意見來協助解決問題。而當中很令人

讚嘆的是，劇團並沒有滿足於單向地向參與者灌輸知

識，而是精心設計了一些戲劇情境（秦始皇奪寶），鼓

勵學生活用書本上的知識去解決當下所遇到的切身問

題（用諸子百家學說勸退秦始皇）。

岑淑燕 草莓田藝術教育工作室（澳門）演教員

最開始的說書非常吸引，將有關歷史以專員身份重述

一遍，使學生對該段歷史又加深記憶，而我亦從中瞭

解到這個故事的背景。讓我最深刻的是以四種學說說

服秦始皇的部分，演教員利用了有限時間讓學生瞭解

學說的主要內容，並利用學說要點向秦始皇進諫，學

生的表現非常投入，感受到他們都帶有使命感去說服

秦始皇。

黎乃鏗 草莓田藝術教育工作室（澳門）演教員

本人非常欣賞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姬明傳》教育劇

場的演出，因為結構緊密而且具有張力，令觀眾不其

然投入和專注其中。一開始時，專員的出現能即時營

造出一種具有挑戰和任務的氛圍，確實提高了學生的

參與度。

接著演教員透過一連串既熟練又精彩的說書，一層層

地把故事中的歷史背景逐一揭開。這一個環節的設計

十分精緻巧妙，把文字資料和演教員的出色表現配合

得淋漓盡致；不但能達至娛樂性的效果，同時又能在

不知不覺間把故事中的關鍵文字及訊息傳送到學生的

腦海中，令其留下深刻的印象。

過程中，本人十分欣賞演教員的能力和表現，因為他

們除了演出之外，還會以角色的身份入組帶領學生進

行討論，並協助他們完成每一項任務。能夠即時令到

學生相信自己是故事中的人物及置身其中，全因為演

教員能透過角色身份跟學生進行互動與交流，同時又

懂得運用不同的提問技巧去啟發學生思考和分析形勢。

吳少萍 草莓田藝術教育工作室（澳門）演教員

每一步都好清晰及細緻地引導同學進行，讓同學可以

一步一步地進入角色、故事及情境中，令他們相信。

「相信」是十分重要的，只要相信就可以投入，設身處

地去進行思辯和討論。空間的安排非常好，可以營造

穿越時空的效果，瞬間讓同學進入情境，幫助他們相

信這個空間就是二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統一天下那

個時期所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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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慧 戲劇工作者

在演出內看到學生的反應、老師的配合，演教員在相

關資料灌輸上的準繩，同時兼顧戲劇的張力，賦予學

生知識後，再給他們向劇中最高權力的秦始皇進諫的

機會，讓他們能整理所學，用自己的方法表達出來，

成效的到達不是親眼見證，還不太敢相信。

當主題式教學成為世界趨勢，在過渡、適應的期間，

有這麼一種方式能讓學校、老師、學生進行體驗，提

醒他們改革的可行性，以及成效，真的很珍貴；在傳

統的課程式教育上，有太多的議題被忽略，「高分低

能」是我們教育出來的，但面對急速變化的時代，我

們不能再墨守成規，主題式的教學無疑能幫助孩子串

連不同學科的知識，而最重要的是鼓勵他們思考，在

小小的《姬明傳》裡，也看到這個可貴的部分。感謝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創造了很多的可能性，讓孩子得到

更好的學習方式！

丘嘉熙 戲劇教育工作者

這次演出混合了講解、學生入戲及演出的部分，這個

整體融會貫通，特別欣賞演教員如何在角色裡，同時

間也擔當老師的角色，處理課堂秩序，讓整個活動在

戲劇的框架內能夠以「安全」及有條理地完成。另外，

戲劇活動也涉及學校老師的參與，讓整個戲劇更完

整、更戲劇化。

楊子琦 小學教師

各個時空場景轉換流暢如行雲流水，很欣賞他們以太

極形式撮要介紹百家思想。簡潔而流暢。而在演出中

加插說明規則、戴帽及最後的智慧覺醒大使頒授儀式

為此增添了儀式感。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除了設教育劇場外，也為教師提供

教師戲劇工作坊及前後置教學視導，實在很值得教育

界的老師去觀摩他們是如何設計這些教案的。

李頴兒 劇場演員丶戲劇導師

服裝、佈景、道具，演教員演出認真出色，說話字正

腔圓，加上髮髻包包、打招呼動作儀式，令學生入	

信，親歷其境，進入角色。

整體來說我覺得非常好，學生投入，積極討論，	能啟

發他們對中史興趣！

趙鷺燕 劇場演員 

在空間上，原本只是學校禮堂的地方，竟然能變成諸

子百家的搖籃地。這全靠製作團隊善用空間，在禮堂

中心的部分搭建了一個以布架陣圍起的裝置，重新建

構一個空間叫隱世村，把現代與古代分開。隱世村的

設定是秦國以外的六國遺民所居住的地方，這裡是互

動討論的重點空間。當你站在裝置外面是完全看不到

裡面的世界，唯有你真正踏進裡面，才知道何謂隱世

村。

除了空間的運用可以幫助同學投入劇情，另外在進入

隱世村之前，同學必須佩戴古代頭飾，成為了隱世村

村民，而其中一位演教員也直接在同學面前轉換衣

服，成為了隱世村村長。這些行為也能提醒同學現在

是時候要進入角色扮演了。在有限的空間竟然能夠營

造出不同的地理環境，增強神秘氣氛，這不得不佩服

導演和演員的細膩編排。

進入到隱世村，隨著劇情的發展，同學需要討論的環

節也愈來愈多。因為裡面的空間不大，所以能夠使同

學不拘束地發表意見。場內同學人數不多，每次演出

大概有二十人一共分成四組，而每組也起碼有一位演

教員帶領討論相關議題，這樣的安排讓每位同學也有

機會發言。其中一部分是與秦始皇對話，每組同學通

過討論後要派各代表去說服秦始皇以該學說施政。使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同學請示秦始皇應該集四家

的優點，再融會貫通地運用在施政上。

現時科技發達，網絡上有很多社交媒體和不同的文

章，但當中有很多也與事實不符。所以培養獨立思考

能力和多角度的思考是很重要。戲的最後留下了一條

問題讓同學帶走，到底秦始皇是昏君還是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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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志恒 戲劇工作者／學校輔導員

有時候校內的老師也跟我分享學生的問題，特別是在

課堂內學習動力低下的狀況。學生會問：「大部分知識

幾乎可以在網絡世界裡找得到，輕輕一觸手機上的屏

幕，想要的問題和答案都唾手可得。為甚麼還要在課

堂裡學習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在觀賞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教育劇

場《姬明傳》後得到了答案。

當日有幸能夠以旁觀者的身份去觀賞《姬明傳》，令我

大開眼界。大至整體演出的佈景、服裝及道具（也是

教具），小至各個演教員對待學生的態度，全部是能夠

看得到團體的用心安排。

這次的觀賞經驗讓我獲益良多，不論是教學或是培養

德育工作，明白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要達到最具效

率的教學，並不是簡單用手指頭輕輕按下搜尋鍵，由

電子屏幕彈出來的知識，又或單單只用說話的方式進

行授課，而是必要設法讓他們投入，經歷再體會。而

此等方式不單能讓學生主動學習，所學到的知識更經

過情境的演練，融會貫通的使用，大大加深學生的記

憶。而且，此工作必需要由老師或教育工作者帶領著

學生，用最基本的人與人之間的耐心交流，自由的思

想碰撞，使學生有機地成長。

愛麗絲的教育劇場方式便是我看過最專業的教育方

式，希望日後我也能在學校環境中，也能朝著教育劇

場的方向，帶給學生們更加豐富的學習體驗。

陳安琪 大老鼠兒童戲劇團會長

……真的非常佩服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下稱：愛麗絲）

挑戰了這一個題材，總在想，如果以前的學校也這樣

教，相信我一定會愛上中文歷史課，而不是停留在抄

寫背默古人的名言名句的恐懼當中。「到底該如何讓

孩子懂得諸子百家的理念呢？」愛麗絲並不是以讚嘆

我國中華文化的思想有多重要開始切入，他們選擇以

「人」開始。整個故事研究的是人，人應該遵從甚麼依

據來做選擇？人的選擇是如何影響著社會，我們到底

該做一個怎樣的人？

……在整個《姬明傳》的演出當中，愛麗絲巧妙地把

諸子百家與歷史事件連結在一起，並把學習動機與化

解故事中角色的危機完美結合，讓同學在不知不覺中

學習到人的信念思想是會影響他的行為選擇，而人的

行為選擇將會影響著社會的結構面貌。

在觀摩的過程當中，我很訝異為甚麼小學生都能跟上

歷史背景及情節，並能在短時間內作出回應，給予角

色建議，甚至向秦始皇進諫呢？回去反覆思量，正是

因為愛麗絲並沒有把學生當成「小孩子」，而是把他們

當成可以討論及值得信賴的對象，而這正正是引起學

生學習動機的重要元素之一。在現今的教育裡，很多

的老師，為了看到教學的「效果」，把抄寫背默當成最

直接快捷的方法，但卻忽略掉如何説動潛藏在學生體內

那個「主動學習」的按鈕才是教育的真正意義，愛麗

絲真正的做到了！

在幫助姬明公主的過程當中，學生會分成不同的

「家」，他們需要在自己所認知的學說裡進行思考、討

論並發表自己的意見，演教員則會在不同的組別中帶

領學生進行討論。當中一位演教員與學生討論的過

程，深深的打動了我。他所帶領的組別中，同學們都

比較害羞，他們分組後都比較安靜，雖能看出他們有

自己的意見，但卻有點不敢發表。演教員立刻注意	

到，他對團體進行了鼓勵，「你們的意見對於皇上來

說是很重要的。」這時候，一位同學開始慢慢的用短

句表達自己的意見，演教員循循善誘地幫同學們組織

他們的意見。最後，每個組別需要派一位代表上台向

皇上進諫，剛才第一個開口的同學有點猶疑。演教員

注意到他，問說：「你願意代表其他人上去向皇上進諫

嗎？」「我願意。」演教員隨即問組別中其他同學，「你

們同意讓這位同學代表你們向皇上進諫嗎？」同學們

紛紛點頭。然後那位同學認真的把在討論中所記下的

集體意見在台上逐一發表，還面帶笑容地回來了。

演教員那幾句看似簡單的話，卻能看到他們是如何貫

徹「尊重人」的信念。所謂「你怎麼看待孩子，孩子

將會是怎麼樣。」演教員十分尊重同學的感受，他讓

他們知道自己的意見是被接納的。鼓勵學生表態，尊

重個體及團體意見，而不是為了演出「效果」，直接

告訴他們答案；演教員的耐心傾聽、細心洞察同學的	

反應、鼓勵引導他們突破自己的安全區，都成了説學生

主動學習按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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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故事裡最後所表達的一樣，今天我們學習前人的

思想，思考學習該如何應用到今天的社會境況上，而

今日的孩子，就是社會未來的楝樑。我絕對相信這個

教育劇場不單單是講了姬明公主的故事，它絕對能改

變學生對於「學習」的既定印象，找出不一樣的適合

自己的切入點去探求知識。

最後，我很喜歡的是愛麗絲堅持要完善教育劇場的運

行過程，每次到校都包含「前置戲劇教學」、「藝團造

訪」及「後置戲劇教學」三個部分。這不僅讓學生能

從不同的方面去累積一個學習成果，也讓教師能從中

學習，以甚麼方式去「教」，還是「誘發學生主動學

習」，這微妙的差別卻能帶來很不一樣的收穫。

這次的觀摩學習的機會，讓我反思到教育題材本身並

沒有「有趣」、「沒趣」之分，關鍵在於能否挖掘出題

材的趣味性，應該把眼睛聚焦在哪個點進行探究，我

們關注的點是否能與參與者連結等等。感謝愛麗絲為

學生製作出那麼出色的教育劇場，望將來能有更多機

會來訪學習。

王剛 深圳紅線球工作室　

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一直久負盛名。在香港的教

育戲劇領域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績。一直非常嚮往，希

望有機會參觀交流。而且，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方向

也是紅線球工作室非常想前進方向。專注於做教育劇

場，而不只是技巧或習式的使用及培訓。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這次的演出，是關於「諸子百家」

主題的瞭解與學習，非常適合學校的目標和期望，並

且這個項目也是多年拿到了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的捐助，到今年已經是第三年在做。通觀下來，我的

最大感受是把「諸子百家」的精髓和當下社會的議題

結合起來，讓參與者有著極強的代入感，並通過實際

的討論與行動，讓學生們對「諸子百家」精神的體會，

不僅僅停留在嘴上，腦子裡，更能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實踐出來。這是這部教育劇場最大的成功。尤其是在

我看到學生為了一個兩難的議題，須要集體投票，表

達出自己的意見時，能熟練的使用「諸子百家」裡的

觀點，非常的感動。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教育劇場會和我在國內看過的教

育劇場相比有這麼幾個特點，第一卡司強大，表演犀

利。每個人都是有不同的表演獎項加身，在表演上有

著個人的特點，角色感強，很容易就能把觀眾帶入情

境。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演教員應該是我目前看到的

最強的演教員，內地大部分的演教員並沒有太多的表

演背景，所以在角色把控，情緒表達上都會有不少的

欠缺。他們不光表演上要下功夫，功底深厚，在準備

上也花了大心思，其中一個演教員告訴我，為了演好

這部戲，所有的演員都提前一年去通讀「諸子百家」

的書籍，力求能更好的理解「諸子百家」的精髓，從

而傳達的更加精准；

第二更關注社會的議題和權利，這個是非常重要，也

非常難得。之前看到的教育劇場會去探討個人的境

遇、選擇、思考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人與社會

的關係，這方面的內容應該是內地非常的缺乏，一個

是知識的儲備，二是思維的角度都很難把這個問題進

行深入淺出的表達。國內的教育劇場會有一些飄渺的

感覺，因為注重個人的感受，會太個人化；

第三劇情的結構設置複雜豐富，從公司實習生的身份

代入，到為公司去做設計，到發現爭論，進行抉擇，

一步一步都是緊密相連，非常完整。

最後，非常感謝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提供是次機會，讓

我能夠完整的，原汁原味的去看一場教育劇場。不禁

羨慕起學生們，能夠在人生的這個階段，有這樣美妙

的經歷，非常的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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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家駒 劇場工作者

早前去了觀察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教育劇場《姬明

傳》。總的來說這實在是一個節奏流暢，技巧圓熟的演

出，而且中間更有很多有心思的設計，讓我有一個很

享受的觀賞經驗。

在剛開始時，一眾演教員化身為「中國文化研究特別

行動組專員」，先在學校的禮堂外迎接前來參與是次教

育劇場的學生，再詢問帶領的老師：「是否全部人都

到齊了？」然後迎接的專員板著面孔向學生講解要注

意的事項，再以說書的形式向學生講解春秋戰國時代

百家爭鳴的情況和每一家的思想。演員們講解時節奏

明快，並且善用說書的形式和技巧讓演員們在角色之

中作轉換，這樣一來以較「現代」的設定先為之後的	

「古裝」劇場作暖身，也幫助學生打開想像力。傳統

的教育讓學生們都習慣正襟危坐著接受老師的課程教

授，而在現今科技發達，每個人都可以輕易接觸到電

腦或智能電話，學生在生活中也習慣了直接在螢幕上

接收到一系列已經「完成」的資訊，而無需再作串連

思考。現在各位演員在以一個角色說完一段台詞後，

藉著走位以及一些形體動作及做手，從一個角色流暢

地變換成另一個角色，刺激學生的思考及串連能力，

這對學生吸收之後劇中要傳達的知識有很大的幫助。

在演教員和老師引導下，學生作分組討論如何安慰得

知祖國被滅的姬明公主。原本感覺比較抽離的學生都

開始參與討論，而在這個教育劇場的設定下，強調了

學生要站在公主的角度去思考，例如有學生說可以和

公主「玩遊戲」來讓公主不覺得那麼的孤單，演教員

就再引導問學生進一步思考玩甚麼遊戲才能夠讓公主

平復過來，於是學生發現這未必是最好的安慰方法。

當之後分組出去向公主解釋燕國的情況時，有學生主

動伸手拍拍公主的膊頭來安慰公主。現在很多人都說

社會大眾缺乏了同理心，以及對大家的關心。而這個

短短的環節和在演員的引導下，年少的學生就領會到

有時要安慰別人，並不需要甚麼特別的方法，只要肯

在當下陪伴，聆聽對方的說話，已經是最好的安慰。

在之後的環節中，講述秦始皇揮軍包圍隱世村，學生

要分組討論及派出代表以不同的學說來說服秦始皇甚

麼才是正確治國的方法。在游說過程中，其中一位的

代表在秦始皇詢問為甚麼她不畏懼向他表達意見時，

她回答道她無所畏懼，因為「只要說的話有道理，就

可以放心發聲。」以及每位代表都是在同伴的互相補足

下完善自己對秦始皇的說辭，由此可見在整個《姬明

傳》的教育劇場過程中讓學生在學習諸子學說和中國

傳統文化思想以外，也能學習到互相合作、勇於表達

意見的公民教育成效。以當天的觀察所見，整個教育

劇場的確成果豐碩。

但從觀察過程所見，我會認為或許教師才是更需要這

類教育劇場「教化」的人。在游說秦始皇的環節中，

秦始皇問學生代表甚麼人可以把諸子思想教導給人

民，以及如何「教化」人民。學生代表說任何人只要

實行諸子思想，藉著身教就能夠把這些教導宣揚給身

邊的人。如果我們認為獨立思考、創意思維是學生需

要學習的能力，那麼我們有否提供一個合適的環境去

培育他們這些能力呢？而在教育劇場過程中，原本一

直嚴肅地板著面、以下令的語氣和字眼去指示學生和

維持秩序的老師，在某些瞬間因為要代入角色或者看

到學生們對劇情的可愛反應而會面容鬆一鬆，笑了

起來。當她輕鬆過來，隨後她和學生的溝通和鼓勵才

變得順理成章，讓學生由開始時的戰戰兢兢，害怕	

犯錯，變得敢於盡情討論，甚至主動自薦要擔任代表

和角色表達意見。當老師回復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時，學生的眼神也由原本的目光閃爍變得有了神彩。

我想如果可以讓教師們從旁觀者的角度走出來，	

多點親身參與藝術，或許能夠為學生營造更好的學習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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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熙鏞 劇場工作者／演員

個人相當喜歡這趟旅程。

從禮堂外排隊開始，演教員分外紀律嚴明，要求學生

們列隊，認真迎接任務。進場後，亦見演教員純熟地

將學生分隊分組，將高矮遠近等細節通通考慮在內，

指令清晰。如此表現令學生一開首就有「嚴陣以待」

的態度，亦為眾演教員建立起可信可靠的形象。在此

基調之上，學生成為了一群「有素質的觀眾」，準備接

受挑戰，令學習的過程更為順暢。

「授權 / 充權 /	Empowerment」：「授人以魚，不如授

人以漁。」Empowerment 是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學

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比起硬背書的能耐更重要，《姬明

傳》亦以多種方式鼓勵學生主動學習。整個演出約兩

小時，有個半小時都有著學生參與，學生在情節之中

扮演重要角色，為主人翁們出謀獻計，努力學習並即

時應用諸子百家的學說應對情況，過程中由演教員作

少量誘導，避免「教得愈多，學得愈呆」。情節之外，

「文化大使獎章」的比賽制度亦為學生們訂立了一個清

晰目標，努力參與獲得分數，同時亦為演教員們製造

機會去多多欣賞學生，其中一個令我印象深刻：情節

提到村長受傷倒地，需要攙扶，一眾學生群起助之。

事後，扮演村長的演教員表揚一眾熱心扶助的學生，

同時亦欣賞那些意欲扶助村長，但見熱心人眾便坐下

來的其他學生：「何時幫助人，如何幫助人也是一種智

慧。」集體教育中，學生容易被分等，有些學生較出

眾、較頑劣、某方面才華洋溢等，但亦有一大部分學

生較平庸，才能未有被發現，而變得在班級中可有可

無，不受重視。因此，我認為演教員的這份賞識學生

的心和能力是可貴的。

「學習氛圍的營造」：觀賞學校巡演只是對《姬明傳》

計劃管中窺豹，因為是次計劃是橫跨一年的項目，對

象不只是學生，亦是老師；聚焦的不只是兩小時演	

出，更是學校的長遠教學計劃。早在《姬明傳》演出

前，每間參與學校會派出老師到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為

教學內容做準備，並利用劇團準備的教案先教導學

生有關諸子百家的基礎知識，而至於老師的演出時

的「入戲」令我印象深刻。演出後，榮獲「文化獎章」

的學生需要肩負起為老師推廣中華文化的責任，換言

之，學生仍然會在後設的活動中學習諸子百家，亦回

應了我當初心內對於《姬明傳》的質疑：只有廿多個

精挑細選出來的學生才能體驗到的活動能有多大教育

意義？事實上，配合適當的後置活動，我相信當日參

與的廿多個學生，能帶著當日的熱情在其學校繼續協

助老師推廣文化，影響更多的學生。

感謝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給我上的一堂課，令我見到更

多劇場和教育的可能。

岑君宜 劇場工作者

如果要用一個詞語去形容，我會說「精準」。

劇本每個點也是精要，整個過程的流暢度非常高，演

教員們的表現沒有多餘的力度，合作無間，看到某些

孩子快要分心之時，立即就有演員不慌不忙的處理了

孩子的需要了。我不是每一位演教員都認識，但在演

出我看到這必然是很用心、互相包容互相照顧的一個

團隊。

這種交流性的教學方式比單向的「我演給你看」更能

發揮效用。我做過一些學校巡迴演出，通常也不能照

顧所有學生的需要，除了因為太多人，時間有限外，

也被劇情需要控制著，沒太多互動能做到，但我覺得

最有效用的教學很多時還是需要直接溝通。這樣的

「小班教學」，比單向式教一大班孩子能有更實際更深

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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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開始時，演教員建立故事背景，「專員們」嚴肅認

真的態度令我在想，會不會太嚴肅會嚇怕小孩令他們

不敢投入去「玩」呢？但後來看著一步一步的放鬆下

來，我發現原來開始時這嚴肅是必須的，因為他們實

在太容易就會想自己玩而沒聆聽了。看來我低估了孩

子們的膽量。

另一個我看到的重點，是老師跟他們一起經歷整個過

程。當老師也跟隨演教員的指令，孩子們會更願意更

安心去跟隨和投入，也會更開心，我代入如果我是孩

子們，應該會有一種，「跟老師和同學們一起坐船到荒

島去探險」的感覺，要互相幫忙互相扶持的感覺。

一個人要有情感上的投入，才會有深刻的記憶。記得

我看的那一場，有很多孩子的反應讓我很感動。有一

幕村長不小心透露隱世村的秘密，有一個孩子很緊張

的跟同學小聲說，「哎呀！咪講咗唔好講！做咩村長

又講咗！」又有一個孩子在向秦始皇匯報墨家主張時

說到「兼愛非攻」時，我聽到他真的明白那道理；還

有安慰姬明時的溫柔、同學走錯隊伍時因為怕同學

被罵立即把他拉回來告訴他要到那一隊。這些都很	

可愛，孩子們都很單純善良，他們都很樂意去幫助別

人。

謝謝讓我欣賞到這演出，開啟了我一些教學上的思

維。孩子需要成年人引導著，在正軌上成長。真正由

心的明白和理解很重要，香港教育都是不斷「餵飼」

孩子們，有時他們根本不明白為甚麼，總之就是因為

「標準答案」是這樣，那就可以拿到高分。另外就是

「合作」，現在的小孩子都不太懂得跟別人合作、一起

玩，很「自己」，還是「明白理解」的問題，重點是，

要引發他們的「同理心」，明白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想

法，要互相尊重。

要時間跟他們慢慢溝通這環節好像很困難，但這卻是

必須的。不一定是用語言去表達，總之就是一種「交

流」。這種溝通，我想這就是戲劇教育可以做到的事。

洪迎喜 劇場工作者

一個令人感到活潑生動的教育劇場，小朋友一同認真

探索學習，這是很重要的開始；而且看見他們在整個

活動中也很容易融入不同的角色主動去思考討論問題。

四家思想，尤其對小朋友，裡面的哲學思想本來就不

是容易被深入理解，所以難得可以用戲劇手法及人物

角色的特性，加深同學們對儒道墨法的基本認識和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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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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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監督團隊 

莊曉庭、袁建雯、梁雅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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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教育劇場《姬明傳》

角色表

梁智聰	 飾	 辛狄

簡立強	 飾	 公孫岳、嬴政

梁佩儀	 飾	 五娘

蒙潔	 飾	 姬明

徐靈芝	 飾	 羋兒

李文諾	 飾	 田殷／嬴殷

藝團造訪演出資料

2017-18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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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及推廣 

張馨芳 *
佈景及服裝設計 

巫嘉敏
舞台監督團隊 

莊曉庭、梁雅慈、袁建雯、盧子晴、范文恩、鄭志偉
演教員		

陳瑞如、梁智聰、簡立強、梁佩儀、	
賴曉珊、徐靈芝、張家瑋

* 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高小教育劇場《姬明傳》

角色表

梁智聰	 飾	 辛狄

簡立強	 飾	 公孫岳、嬴政

梁佩儀	 飾	 五娘

賴曉珊	 飾	 田殷／嬴殷

徐靈芝	 飾	 羋兒

張家瑋	 飾	 姬明

初中教育劇場《3016》

角色表

陳瑞如	 飾	 陳穎

梁智聰	 飾	 辛狄

簡立強	 飾	 錢正

梁佩儀	 飾	 姚哲

賴曉珊	 飾	 賴昕

徐靈芝	 飾	 姚瑤

張家瑋	 飾	 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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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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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馨芳 *、李翠茵
佈景及服裝設計  

巫嘉敏
舞台監督團隊  

莊曉庭、梁雅慈、范文恩、鄭志偉、周文鏗、	
張偉珊、盧子晴、謝民權
演教員  

梁智聰、簡立強、梁佩儀、賴曉珊、徐靈芝、張家瑋

* 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高小教育劇場《姬明傳》

角色表

梁智聰	 飾	 辛狄

簡立強	 飾	 公孫岳、嬴政

梁佩儀	 飾	 五娘

賴曉珊	 飾	 田殷／嬴殷

徐靈芝	 飾	 羋兒

張家瑋	 飾	 姬明

初中教育劇場《3016》

角色表

梁智聰	 飾	 辛狄／唐哲

簡立強	 飾	 簡正

梁佩儀	 飾	 錢穎

賴曉珊	 飾	 賴昕

徐靈芝	 飾	 姚瑤

張家瑋	 飾	 曾明



136

2016-17 學年
參與學校及教師資料

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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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學校及教師資料

2017-18 學年
參與學校及教師資料

小學
推行
年級 負責教師 參與教師

英華小學 四 黃秀芬 陳麗娟 
譚玉蘭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四 陳麗冰

何曉晴  
郭寶瑩  
黃麗萍  
陳凱賢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五 六 何綺慧 吳娜玲  
蔡文聰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四 李潔明 張結儀 
王妙娟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五 周家駿 劉穎  
鄭惠華

聖公會基恩小學 五 麥佩欣 
謝詠琪

吳德齡 
葉敬恩

彩雲聖若瑟小學 四 朱碧怡 李舜筠 
葉佩雯

白田天主教小學 四 六 鍾兆權 白臻誠 
葉曉豐

聖公會主風小學 四 鄭秀明 蘇嘉俊 
岑銘恩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四 吳子文
石安琪 
蘇芷欣 
林菀萸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五 吳佩雯 駱曉恩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六 吳家康

聖安多尼學校 四 陳美華 楊善婷 
吳玉儀

中學
推行
年級 負責教師 參與教師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三 黃江霖 林雄兒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二 鄧文翎 吳藝華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二 林炳益 鄭義峰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一 二 
三 梁東源 陳韻婷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一 三 溫剛 楊培紅 
廖靜茵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二 陳靜岩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一 宋翠雲
基督書院 三 賴彩紅 黎家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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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學年
參與學校及教師資料

小學
推行
年級 負責教師 參與教師

慈航學校 四 五 羅俊傑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五 劉玉容
焦正君  
張達明  
陳雪嫣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四 賴穎慧 楊玉華  
孫鳳芝 

聖公會靈愛小學 五 六 劉穎 曾雅琪 

白田天主教小學 四 鍾兆權 洪雅文  
温美儀

彩雲聖若瑟小學 四 朱碧怡 關桂容  
杜昭明

福榮街官立小學 四 朱慧珍 莫耀華  
王樂文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五 劉苓 張晶敏  
李雪瑩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四 李潔明 劉秀敏  
陳權鋒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五 何綺慧 吳彬麗  
巢浩敏

聖公會基恩小學 五 麥佩欣 黃禮灝  
黃轉弟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四 陳麗冰

黃尚瑜  
譚錦儀  
倪苑彤  
郭嘉麗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五 王巧笑

吳冰菱  
凌凱珊  
李淑嫻  
鍾婉華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五 余慧群 韓天恩
聖公會主風小學 四 鍾佩芝 伍惠嫦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六 吳子文 何清如  
汪詠恩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五 秦震宇
黃藝鵬  
李逸紅 
葉酉芳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五 周家駿
黃紫紅  
馬淑英  
張曉蕾

中學
推行
年級 負責教師 參與教師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二 范婕妤 林純一
中聖書院 一 莊藝勝
基督書院 三 賴彩紅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五 黃江霖 鍾佩麗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一 二 李澤超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二 陳慧明 陳慧珊  
袁明蕙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一 黃俊英 簡文輝

佛教何南金中學 一 四 
五 顏光貴

梁穎怡  
劉芷蕙  
姚鍾乾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二 四 林炳益  
鄭義峰

池玉迎  
黃筱瑜  
鄭謹群  
梁雅媛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二 李天慧 黃少發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三 宋翠雲 羅顯霆
廖寶珊紀念書院 一 羅梅 符茵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黃楚標中學 一 二 王益鈞  

曾慧嫻 張偉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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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學年
優秀表現學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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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秀表現學生名單

2017-18 學年
優秀表現學生名單

小學 姓名

英華小學 魏兆澧 胡進曦 馬朗善 
姜水山 葉喜匡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鄧子  馮曉朗 劉俊麟  
顧芫而 林智華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周琳昊 談啟浚 陳兆鋒  
崔樂曦 陳鎮南 黃愷楠  

吳致嘉 謝振宇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林雨軒 郭子瑤 楊光  
楊庭將 孫灼維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屈智城 徐暟檍 涂浩天  
黎芷楹 劉岳奇 郭海淇

聖公會基恩小學 周子健 劉俊軒 林晞樂

彩雲聖若瑟小學 余兆聰 劉子熙 
梁嚴尹 梁卓瑩

白田天主教小學 雷育全 楊澤庭 范華生  
黃芷欣 鄧世業 盧智正

聖公會主風小學 雷皓竣 黎樂堯  
桂晧嘉 李嘉怡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梁奧宸 汪悅佳  
趙耀彬 細野真尋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謝鐓紹 張嘉雯  
劉家榿 莊耀凱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廖家翹 李晞裴 周縉延
聖安多尼學校 于川清 徐閬 張蘊芯
中學 姓名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黃卓霖 黃采盈	

張皓弘 簡偉鵬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陳錦鵬 梁寶儀 洪仕宏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羅樂遙 陳可欣	

胡艷陽 謝靖航

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周俊賢 劉俊輝		

張家俊 吳宜棕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陳嘉樂 施穎晉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陳敘成 鄺浩民		

劉頌欣 鄺洹汧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陳智謙 溫俊傑 楊逸		

陳表聰 莫炤榮 羅樂軒

基督書院 劉靜琳 李茗達 陳誼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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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學年
優秀表現學生名單

小學 姓名
慈航學校 鄺羿文 譚澄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葉駿皓 謝劻祐 黃文希

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 袁翾 施恩喬 廖芯澄  
楊周祥 賴易俊

聖公會靈愛小學 鍾文熙 何倩儀

白田天主教小學 梁德文 駱芷晴  
呂諾言 鄭文琨

彩雲聖若瑟小學 陳昱寧 吳嘉熙 朱安琪

福榮街官立小學 馬梓珩 張佩盈  
郭映彤 黃心怡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曾俊權 任曉晴 陳榮錄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高明一 鍾珅澄 曾希妍  
余晉賢 莊從明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許嘉熙 尹駿然  
譚楊泓 李政燁

聖公會基恩小學 温昊正 李宏峻 黃敬謙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李卓軒 周楚霖 
倪綺彤 彭子欣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周航賓 黃恩灝 張嘉烑  
謝栢睿 徐鈺瑩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馮麗琳 胡皓辰 
陳瀚林 楊心悅

聖公會主風小學 鄭彥博 譚家薇  
孫慧嵐 陳朗

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 方浩昇 張寶盈  
蕭芷琳 文俊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林祖熙  黃樂天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蘇玳榕 沈健豪 馮子瑄  
鄺力臻 張佩蓉

中學 姓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黎嘉怡 伍映曈  
黃子俊 陳傲正

中聖書院 楊凱雯 余咏軒
基督書院 張珈瑜 李權泰 趙祉程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呂傑軒 李頌祺  
高梓鉉 馮景欣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黃曉婷 凃蕊琳  
陳子澄 蔡世霖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鄧淑如 陳蔚淇  
鍾睿然 彭朗謙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李天垂 黃家維

佛教何南金中學

賈澤齡 邱朗傑 王進禧  
劉佩佩 黃建萊 張嘉彥  
賴家希 鄭皓澤 董浚傑  

高德發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曾薪華 杜家惠 鄧志宏  
朱駿凱 羅志堅 盧浩軒 
關芷澄 丘子宇 賴鈞豪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洪詩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黃舜謙 金科 余子輝  
李熙文 葉治峰

廖寶珊紀念書院 黃珀瑋 施宏駿 
洪柏翹 朱嘉敏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黃楚標中學

侯艾娜 賴崇銘 
李耀華 丁松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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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式教育劇場工作坊資料

海外專家（台灣）： 許瑞芳（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日期及時間： 2018 年 8 月 9-11 日 12:00-18:00
  2018 年 8 月 13 日 12:00-13:30
地點：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內容：  以台灣 228 事件為命題，以教育戲劇方式發掘事件乃至與香港社會狀況的聯繫，

並探索把命題發展成教育劇場的可能性。

參與者回應摘錄

陳栩炘　演員、戲劇教育工作者

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個戲劇教育工作者，眼光和視野是

很重要的。邀請不同地域的工作者有利於了解其他國

家戲劇教育的發展進程，從而有助提升香港的教育質

素。而且這種相互交流能夠有效直接地探討戲劇教育

的核心，雙方都各有增長。

這次工作坊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切入點給我去重新思考

自己在戲劇教育裡所遇到的問題，給予一個思考空間

去尋求更多的可能性，擴闊了人生的寶庫。

盧惠儀　草莓田藝術教育工作室團員、 

　　　　柏林聖三一學院戲劇教育碩士課程學生

感謝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讓我有機會參與是次教育劇場

工作坊。邀請不同地域的戲劇教育專家前來與前線工

作者進行工作坊，本人的看法如下：

(1) 對本地前線工作者是一次沉澱和找回初心的機會；

因戲劇教育一直以來在世界各地都是被忽略的一

塊，爭取認同空間也是同工不斷努力的方向。前線

工作者會因應實際需要而調整可行的計劃以達致推

廣及實踐的可能性，以致有機會在過程中失卻戲劇

教育最寶貴的價值和精神。

(2) 戲劇教育在不同地域的起步時間不同，本地前線工

作者可借鏡專家過往的經驗檢視團隊正進行的工作

模式和所面對的困難，還可參考他們賴以持續運作

的策略。

(3) 因本地的前線的工作者已共同運作了一段時間，較

容易在慣常的框架下工作，而思想模式也會愈見接

近，較難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及操作，所以專家另類

的思維模式為團隊帶來新衝擊和注入新元素。

(4) 知道自己不是孤軍作戰，知道有同儕在某某角度也

在一同努力推動此神聖的事情。

我可以說是戲劇教育的幼稚園生，你們已是大學生

了。當然在知識和操作層面上跟你們還是有一段距

離，但是次工作坊令我思考如何增強團隊的力量和改

善慣用的工作模式。從你們身上我看見團隊的精神和

魄力、團員的獨特性和合作性，一個動力強的團體以

上條件必然具備。如抱有對下一代的關懷，我團需效

法貴團的衝勁，加大力度在澳門推廣戲劇教育，特別

是教育劇場。雖然曾有人說教育劇場在很多地方已開

始消失，但看見你們多年的努力和成就，證明你們沒

有被那重重的困難打敗。所以，我也希望為我認為有

價值的教育劇場努力，集結草莓田團員的力量，多加

強這方面的培訓和多作實踐工作，在不久將來可以在

澳門的教育領域佔據一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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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專家（英國）： Chris Cooper（見學國際教育文化院國際總監、 

英國 Accident Time 及 Play Lab 總監）

日期及時間： 2018 年 10 月 6-8 日 12:00-18:00
地點：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內容：  以社會議題劇本 “Barefaced” 為藍本，透析 Edward Bond 創作教育劇場文本的

特色和方法，並以參與式方法和親身示範，分享其三十年來如何結構和帶領教育

劇場節目的經驗。

參與者回應摘錄

簡立強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教員

經歷了連續三日的工作坊，不但可以讓我重整過去

在 TIE 所學所做，更讓我有新的動力繼續進行和推動

TIE。

透過極具 TIE 經驗的導師 Chris Cooper 帶領下，不但

能學到如何由一個文本演化成一個 TIE programme，
從他的分享中，更可以確定自己對 TIE 的信念。由他

所講解的理論，然後一齊參與嘗試，最後再一起討論。

這種體驗式學習，令我更能理解並掌握當中的要點。

還有在工作坊中，無論導師或是所有參與者也無私地

互相分享，這也令大家共同成長並且獲益良多。

當然，若工作坊的時間愈長，我們定能得著更多，相

對地，若只是一天的工作坊，相信只能水過鴨背，成

效絕對不大。所以希望能有更多這種形式的工作坊，

讓同業或者對 TIE 有興趣的朋友，也有機會去認識，

體會並且深化，從而讓更多人受惠。

梁佩儀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教員

參與由 Chris Cooper 帶領的 3 天密集式教育劇場工

作坊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能讓我好好整理及反思自

己過往帶領及創作教育劇場的經驗。透過他精準的提

問和回應，有系統地帶領我們從概念到創作教育劇

場的中心，「Sign」的選取和運用，「Centre」的設定

和重要性，「Connection」的建立和產生。並且能從

Chris 現場帶領實踐教案過程中觀摩學習成為更好的

輔助者（Facilitator），由淺入深討論和分析，引發深

層思考。這工作坊對香港教育劇場工作者來說是非常

珍貴的，不但可以從極富教育劇場專業實踐經驗的導

師身上學習，而且能夠有如此平台與教育劇場背景相

若的同儕一同學習，觀摩及分享經驗，非常難能可貴。

盼望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能夠繼續定期邀請更多大師舉

辦工作坊，支持香港教育劇場的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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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靈芝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教員

在是次工作坊中，Chris Cooper 帶領港澳的教育劇場

工作者一起經歷以文本建構教育劇場。我被他的扎實

學術理論和三十多年實踐戲劇教育的經歷所震撼。

透過工作坊，反思自身帶領技巧不足及學術基礎不牢

固，作為演教員如何把相關理論運用於教育劇場及

戲劇教育的工作上，當中對「Making meaning」和

「Frame」兩部分作出反思。

凡事起頭難，作為一個活動／戲劇的開始，往往作為

教者都想參與者快速地吸收和理解當下，從而應用於

生活上，但帶領時常出現因過急而把答案說出／提供

給參與者，變成灌入式教學，過程因此變得沒有趣

味和被動學習。作為演教員，如果以教者的身份把

「Frame」建立得清晰，就能讓參與者在過程中不會以

嬉戲的心態進入情境。這正就是我在以往教的第一堂

課。創作教育劇場及過程戲劇中，常會忽略一些「詞

彙」的運用，以學生的角度出發去思考，那些指令及

步驟更能讓他們在框架下參與活動，從中也可以更準

確地連結教學目的和成效。

「Making meaning」是當下從每個參與者身上即時提

鍊並一同建構出來，這些意思和意義並不是教者一人

所說，而是透過教者提取參與者所思所想一同建構，

達到共鳴，這能讓參與者在過程中自主探索，相信不

但能提升參與者的思辯能力，更能培養反思的習慣，

並從中把學習的東西應用於生活上。

感謝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提供這專業學術和實踐的平

台，也感謝 Chris Cooper 無私的分享和教導。在工

作坊的過程中，讓我不斷反思以往在帶領時常會忽略

的要點，也更能明確地繼續帶著「改變」的使命。由

自己出發，透過劇場，教育身邊的年輕一代，「改變」

當下，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並為自己作為演教員從事

教育劇場工作打下一支強心針。

賴曉珊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教員

對我而言，這個工作坊實在珍貴。

老師 Chris 就像一本活的戲劇教學教科書。他累積了

三十年的經驗，並把它好好消化，在短短的三天中，

充實了所有參與者。不論在理論傳授以至教學實踐，

他也能給予參與者啟發。

作為演教員，我自覺需要多了解更多在教學上的思考

模式，從 Chris 的傳授中，打開了我對戲劇教育的視

野，以前我只是滿足於教授戲劇技巧的戲劇導師，現

在我更想成為有能力與學生同行，懂得引導學生的輔

助者。

工作坊的同學在戲劇與戲劇教育範疇上已有認識，所

以課堂更能專注於如何利用素材創作以及戲劇策略的

實踐上，加上良好的英文翻譯，與同學之間的慷慨交

流，令課堂更有得著。

總結而言，三天時間不夠！ Chris 能與我們傳授的豈

能用三天時間完全分享？期望能夠再次參與 Chris 和
其他優秀戲劇家的工作坊，令本港的戲劇教育能夠更

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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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瑋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教員

是次工作坊，Chris Cooper 的教導，讓我不但學習到

教育劇場的理論，還能學習如何把理論實踐。

他示範了如何做一個成熟的輔助者（Facilitator），觀

察他做輔助者，是很寶貴的觀摩經驗，他能順利地把

學生引領到戲劇的場景，進入角色，同時，能在既定

框架下引領學生思考，解決戲中的難題。「沒有是非對

錯，沒有固定答案」是人人皆知的教條，但在教育時

能有效地實踐並非易事，這關乎老師的造詣。從他身

上，我看到如何做一個 open-minded 的老師，一件

事，學生能有不同觀點角度，重點在於老師有沒有發

掘的眼睛，聆聽學生的心。

最深刻的，是他提出的 Centre 理論。尋找每一齣戲

都有 Central question，做輔助者或演教員的時候，

心裡抓緊這條 Central question 去做，便不會迷失，

有清晰的方向。

這與表演的理論相近，讓我能把演員的技巧引進演教

員的實踐上。面對五湖四海的學生，總會有難以處理

的時候，尋找一個 Central question 去面對每一個當

下，對我而言是很有用的方法。同時，這堂課，不只

是學習戲劇，也不只是學習教育，Chris 也強調戲劇

教育與社會的連結，與戲劇的影響力。在他身上，我

實在地看到教育劇場的宗旨與精神─擴闊學生的思

維，引發他們的批判思考能力。

這個工作坊，聚集了優秀的教育劇場 / 戲劇教育工作

者，造就了一起學習，互相交流的平台，引發了很多

思考的空間，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經驗，願這個學習平

台能延續下去。

林蘊華　草莓田藝術教育工作室理事長

本人非常感謝香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讓我有機會參

加由國際知名教育劇場工作者 Chris Cooper 主持的	

密集式教育劇場工作坊，真的令我大開眼界，獲益良

多。

是次工作坊的焦點清晰、內容豐富及完整。讓參與者

在短短三天 18 小時裡，能夠親身體驗到如何把一個平

面、空泛而抽象的劇本演變成具體有內涵，又能令參

與者投入和產生連結的教育劇場。

整個過程中，Chris 能夠一步步地引領參與者見證和

體驗到他受英國重要當代劇作家 Edward Bond 影響

的一種戲劇手法和劇場模式。從基本的劇本分析開

始，再到即興探索和創作，最後建構出整個教育劇場

節目，當中包括參與者介入的戲劇互動環節。以上種

種都是透過 Chris 的一邊示範和一邊帶領下發生的，

令我能在專注、投入及不知不覺中體驗到一次十分完

整的教育劇場的學習之旅。

當然，能夠令我安心學習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減

少了語言上的壓力。這次十分感激主辦單位的細心考

量，特意為此工作坊安排了一位翻譯員，為參與者適

時提供協助，這一點實在令我受惠不少。除此之外，

本人尤其喜歡過程中的「廣東話講解時刻」，因為這部

分通常都是由具有專業經驗和學識的陳瑞如小姐和陳

恆輝先生負責的，他們懂得用我們熟識的詞彙和字眼

來講解，而且非常到位。奇妙的是，我覺得他們在講

解工作坊的內容的同時，好像還在散發一種感染力；

他們不單只協助我去梳理一些理論概念和了解專業術

語的意涵，同時也激發了我對教育劇場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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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覺得整個工作坊的過程中，同儕之間的

交流和互動又是另一種學習的關鍵。今次工作坊的參

與者大部分都是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成員和一些在香

港從事應用劇場的同業，彼此之間已有了一定共同的

背景，所以在小組互動時十分順利。再者，因為愛麗

絲團隊一直以來都在香港堅持推廣和發展教育劇場，

經過差不多 20 年的經驗和累積，他們確實培養了一

群優秀的演教員；跟他們一起上課時，整個學習氛圍

都是充滿著主動、投入及自在的，他們勇於表達和嘗

試的態度，經常帶動同儕之間的互動和刺激，令到工

作坊能順利進行，同時又能不斷推進和發展，使學習

層面更加多更加廣。老實說，在工作坊期間，我本人

特別喜愛聆聽愛麗絲演教員的發言，因為他們懂得提

問，同時又能結合理論和他們的工作經驗來分析，

令到沒經驗的我獲益良多，深受啟發。最後，再次

感恩愛麗絲開放這次大師班的工作坊名額給澳門的

朋友。因為他們的慷慨大方，讓我們有機會跟 Chris	
Cooper，愛麗絲的演教員及香港的同業一起學習和交

流。謝謝！

陳楚鍵　應用劇場工作者

今次工作坊能夠深化及引入一個思考模式，令我們這

一班應用戲劇從業員能夠具體地嘗試及整理香港的工

作經驗。

這位經驗豐富的導師能夠具體呈現當中所教的內容，

亦能夠以理論輔助，以社會性，哲學性及心理層面進

入主題，令我能夠了解人本價值的理念對教學的重要

性，亦更放膽嘗試處理未來應用戲劇的本土工作，期

望可再有一次這樣的深化旅程，令本港的應用戲劇從

業員能夠與時並進，透過與大師接觸的這個平台，和

一班有關的本土從業員一起探索、了解、深化這個交

流及學習的機會。

黃詠芝　應用劇場工作者

首先，真心感謝「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的無私，讓該

團外的朋友也能夠有機會參與這個項目，全心感謝！

完成三天工作坊後，有以下幾點想簡單分享一下：

(1) 1+1>2：
能讓戲劇教育工作者實踐及相聚一起學習是極為難得

的體驗。這讓參與者獲得的不只是導師向我們分享的

知識，更多的是同伴們在老師提出的概念上，再一同

激盪出來的討論。就好像導師提供了蛋糕的基底，而

實踐著的激盪就是上層的水果奶油，互相結合大大增

加了整體的味道，使 1+1>2。

(2) 運用極端與故事的真實性：

戲劇教育，既是戲，也是教育。而 Cooper 就是強調

戲劇的力量，著重物件與聲音運用，營造細節。這種

著重在細節的戲劇教育很為重要，也很容易被忽略，

當營運劇場時，很容易就為了趕進度而只管大規模，

跳過細節。而且 Cooper 讓我們不只看到整個戲劇教

育流程與展示方式，更能直接成為當中的一員，感受

其中，甚至體會到英國是如何實踐，這樣實際的操作

與理論並重的分享，理念與行動齊全並置，使學員能

有説實際的理論掌握之外，也能增加實踐與操作的慾望。

(3) 集大成：

對本人來說，這次工作坊邀來的導師，其部分理念與

想法和我之前所學習的派別稍為不同，但對於作為學

習者的我，這更是一個優點。因為能使我從中增加認

識各家之說，嘗試取各家之長來補自己之短。

完成此課程後，不單激發了自己，更期待能與夥伴一

同建立更多具有前瞻性的戲劇教育，尋找一個真正貼

合孩子需要，而不是宣傳口號的教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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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汶欣　小學中文老師

我是一名小學中文老師。這次 TIE 工作坊非常「震撼

心靈」，令我「學以致用」。

首先，講者深入淺出講述自己對於建構文本的時候，

有幾個核心的概念：Centre、Site。這些概念中跟戲

劇有密切的關係，包括怎樣用台詞、畫面、動作、象

徵物（或者是物件道具）、聲音來建構一個戲劇情境，

從而帶領參與者進入狀況，並一同思考一個核心的命

題。

進入戲劇情境之後，接下來就是引導參與者一起思考

並回應。Cooper 同時帶給我們教育學裡面一個重要

的概念：近側發展區─透過不同背景經驗的參與者一

起討論，能力強的能帶動能力弱的一起進步。這個也

啟發了我，以後當我作為演教員的時候，要把觀察的

主動權交給參與者，尤其可以借助能力較強的，帶領

較弱的參與。

在第三天，Cooper 帶領我們經歷一次怎樣建構

“Barefaced”，利用一個 Task，綜合前兩天提及過的概

念。其中最深刻的是，劇中人物 Shannon 的行為，

到底是實踐公義？還是在報復？這個探討的過程讓我

反思我們日常的行為，我懷著善良的動機出發，人家

可能以為我是立壞心腸去做事。反之亦然，當中自主

的探索，加上演教員的推動，讓我不但反思戲劇情境

中的命題，更將其延伸到日常經驗當中。如果我能把

這領導的技巧帶到中文教學上，相信不但能提升學生

的思辯能力，培養反思的習慣，更可以建立這個時代

稀有的同理心。

在最近的一節中文課中，我簡單將兩個技巧活用。是

次課文主題是透過討論老公公和老婆婆分家一事，帶

出我們可以用心平氣和的態度與家人溝通，甚至其他

人之間的紛爭。第一個用到的技巧就是「角色扮演」，

讓他們演繹人物的台詞，感受人物之間因不滿對方而

產生的怒氣，「進入角色」，然後再邀請同學分享一件

他跟家人吵架的事情，「老師入戲」讓同學有機會再一

次跟家人對話，化解怒氣之餘，讓同學及其他在座位

的同學，可以在另外的一個角度，思考解決的方法。

雖為小試牛刀，但是學生反應甚為熱烈，將是次課程

內容延伸到教學上，於我而言，實在驚喜。

短短 3 天的工作坊學習，由震撼自己的心靈，再落實

到工作層面上，學以致用，實在感謝 Chris Cooper
及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讓在香港的無論是戲劇工作

者，教育工作者，戲劇教育的同工們，精進自己的能

力之餘，把智慧的成果可以分享出去，感謝有這個機

會參與！

蒙潔　演員、戲劇教育工作者

是次工作坊實在獲益良多！導師 Chris 從概念、設計

策劃到實踐均解釋得非常清晰而且具有系統，並配以

很多實際例子和經驗分享。在最後一天的模擬課堂，

更可見之前所提到的各點各項如何運用在實踐當中。

希望日後能繼續參加同類型工作坊，更深入認知更多

TIE 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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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海暉　演員、戲劇教育工作者

工作坊理論與實踐並重，導師透過精煉的解說及滿腔

的熱誠，給我們分享了他三十年來在教育劇場方面的

心得，讓我們不單在戲劇習式上有所體會，更能了解

到他從創作劇本、解拆劇作主題、設計教學流程、評

估參與者所得等方法的種種策略。

工作坊以導師的其中一個劇作為研習例子，但導師拒

絕照本宣科，反而能靈活地應用及歸納我們的意見，

一起尋找透過作品可用於教學或探討的主題。期間，

導師會適時停下，給我們討論及總結體驗，同時，我

們也能透過提問，釐清問題的癥結。這時，導師總能

給出發人深省的答案。他的回應、他開放討論的態度、

他應付改變與挑戰的能力，是他三十年來實戰經驗的

累積。

誠然，理論與實踐是重要的，然而，最讓我感受深刻

的，是導師對教育、對如何成就未來一代的熱忱及不

畏挑戰的魄力。他對教育戲劇的信念，令我看見更多

的可能性；他的堅持，令我明白「路」一直都在；他

的無私分享，讓我看見學海無涯。是次工作坊，令未

能出國學習的戲劇工作者如我，有機會接通國際，窺

視一下外邊的世界有多大，開闊了我對教育的想像。

可以預想，工作坊中導師引進的好些概念，無論在策

劃、帶領及反思的層面上，將要深深影響我未來的教

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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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起動禮及新聞發佈會

日期：2016 年 11 月 5 日（六）

時間：14:30-16:30
地點：香港藝術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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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戲劇教學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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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及後置戲劇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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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團造訪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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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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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式教育劇場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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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劇場講座

日期： 2019 年 8 月 13 日（一）

時間： 19:30
地點：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展覽廳

題目／主題： 改變的契機

粵語、國語主講

主講： 許瑞芳（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陳恆輝（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

主持： 陳瑞如（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行政總監）

演教員經驗分享： 梁智聰、簡立強、梁佩儀、賴曉珊、徐靈芝、張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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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推廣

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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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劇場年報》

www.jc-atl-t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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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團隊、劇團及編者簡介

陳恆輝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藝術總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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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憑畢業作品《浮石傳》獲得校內傑出導演獎。導演作

品包括《卡夫卡的七個箱子》、布萊希特《第三帝國的

恐懼和苦難》、《伽利略傳》、惹內《侍女》、《巴索里

尼的一千零一個夜晚》、《百年孤寂》、貝克特《終局》

及漢德克《觸怒觀眾》等。最新導演作品有穆勒《哈

姆萊特機器》、《四情旅店》〈三生三世〉、《香港三姊

妹》及《平庸的邪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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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參與愛丁堡國

際藝穗節、兩岸小劇場藝術節、台北關渡藝術節及烏

鎮戲劇節等世界性藝術節。

2002 至 2018 年創作、導演及製作了十五個「教

育劇場」節目，包括《理想之國「卡比利亞」》	

（2002 年）、《月宮寶盒》（2004 年）、《以眼還眼？》

（2005 年）、《野孩子》（2006 年）、《罪與罰》（2006
年）、《鴉片戰爭》（2007 年）、教育劇場版《走向共

和》（2008 年）、《五四運動》（2009 年）、《始皇帝的

最後一夜》（2010 年）、《戲說三國》（2011 年）、《香港

日佔時期》（2013 年）、《孝感動天》（2016 年）、《戲說

西遊記》（2016 年）、《姬明傳》（2017 年）和《3016》	
（2018 年）。以上作品都能夠成功地發揚布萊希特的

「教育劇」理念。

早於 2001 年，已經開始編寫及出版戲劇書籍，	

與陳瑞如合著的作品超過二十部，其中包括《戲劇教

育》（嘉昱，2001 年）及《戲劇教室》（熱文潮，2003
年）等。

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藝術評論、藝術教育、

戲劇）。

陳瑞如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行政總監。1994 年畢業於香港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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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教育戲劇碩士學位。

在香港演藝學院修讀演技期間憑《聖女貞德》及《創

奇者》兩次獲得校內傑出演員獎。曾為中英劇團全職

舞台演員，演出多部舞台劇。2009 年憑《卡夫卡的七

個箱子》於第一屆香港小劇場獎獲最佳女主角獎。

2003 年成立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前身為 1998 年成立

的愛麗絲教育工作室），專注劇場演出之餘，亦分別為

本港的學前、小學、中學及大學機構設計、編寫、開

設及任教富先導性質的戲劇課，同時擔任戲劇師資培

訓班導師和進行戲劇教學視導的工作。曾任香港藝術

發展局藝術教育組顧問、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教育獎

（非學校組）評審。

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藝術教育、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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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文俊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節目經理。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

土木及環境工程系。主要為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任監

製／執行監製工作。曾監製多個教育劇場《孝感動

天》（2016 年）、《戲說西遊記》（2016 年）、《姬明傳》	

（2017 年）和《3016》（2018 年）。

張馨芳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市場策劃主任（藝術行政人員實習

計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畢業於嶺南大學翻譯

系。主要為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任執行監製／宣傳及

推廣工作。曾統籌教育劇場《姬明傳》（2017 年）和

《3016》（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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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聰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教育及外展經理及演教員。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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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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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演藝學院修讀期間，參演了多部中外名劇，包括契訶

夫《櫻桃園》、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及《哈姆雷

特》、賴聲川《暗戀桃花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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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除專注戲劇演出

外，亦分別為本港大專、中學及小學擔任課程設計、

師資培訓、教學視導及編舞等工作。

簡立強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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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劇演出有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卡夫卡的七個箱子》

（台北關渡藝術節）。除專注戲劇演出外，亦分別為本

港大專、中學與小學擔任戲劇教育課程與劇社戲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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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演出，如《戲說

三國》、《香港日佔時期》、《孝感動天》與《戲說西遊

記》等。

梁佩儀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教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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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三度獲提名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

配角：《綠野仙蹤》（第 8 屆）、《今夜芳華正茂》（第 13
屆）及《馬克白》（第 26 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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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獲頒碩士學位。梁氏集演員、

導演及導師的專長於一身，表演近作：鄧樹榮戲劇工

作室《馬克白》。除演出外，亦擔任導演執導多個音樂

劇，近作：合家歡音樂劇《奇妙王國》流通管子教育

劇場 × 荒原創作。同時亦為中、小學、幼稚園擔任

戲劇導師，師資培訓和策劃戲劇説育計劃，曾任香港藝

術發展局幼兒藝術説育倡導計劃的駐校藝術家。於 2009
年創辦「流通管子説劇場」，盼望藉著戲劇祝福孩子，認

識上帝和得著喜樂的生命。

賴曉珊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教員。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

學院，獲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表演。校內曾

獲獎學金。2008 年憑劇場工作室《反面情侶》獲提

名第十七屆舞台劇獎「最佳女配角（喜劇／鬧劇）」。

2010 年至 2012 年間為中英劇團全職演員。曾任校際

戲劇節評判及戲劇導師。

徐靈芝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教員。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

士（優異），主修戲劇及劇場教育。學位受澳門特別行

政區文化局文	化藝術學習計劃資助，在校期間，榮獲

「黃婉萍戲劇教育獎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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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期間榮獲多項學院獎學金及一等獎學金。其後修

畢華南師範大學（中學教師）師範專業文憑課程，曾

任中學及小學全職教師；曾於澳門演藝學院戲劇學校

表演基礎課程、編導課程、戲劇語言課程等。徐氏活

躍於港澳戲劇界，除演員外曾任台前幕後不同崗位。

近年推廣「親子互動劇場」應用於圖書館、博物館及

各社區中心等。為不同機構設計戲劇課程，並為中、

小學、幼稚園擔任戲劇導師和師資培訓。

張家瑋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演教員。2016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戲劇學系，修讀表演及導演，獲頒藝術學士學

位。高中畢業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修讀多媒體表演

藝術。曾説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部（戲劇）全職實

習生。

近期參與演出：兩廳院國際劇場藝術節《夢外之境》；

凝動劇場《少年一心的煩惱》；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

《跟著沙彌 moonwalk 去》、《2012─黃金之門》；進

念 ‧ 二十面體《百年孤寂 10.0 ─文化大革命》；香

港兆基創意書院《最後一個工廠讀報人》。近期導演演

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製作《愛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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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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與台北演

出）、《第三帝國的恐懼和苦難》（香港與北京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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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北京演出）、《終局》

（香港與上海演出）、《囈十話》、《十方一念》（香港、

上海、台北與北京演出）、《哈姆萊特機器》（香港與	

烏鎮演出）及《香港三姊妹》（香港、愛丁堡與台北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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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慧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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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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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恆輝先生

行政總監：	 陳瑞如女士

教育及外展經理︰	梁智聰先生

節目經理：	 謝文俊先生

市場策劃主任：	 張馨芳女士	
（藝術行政人員實習計劃由	
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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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秀儀校長

陳錦輝校長

李文傑校長

鄭恩恩校長

李小寶校長

陳家偉校長

黃連鳳校長

梁冠芬校長

夏文亮校長

李世基校長

陳榮光校長

鄭德富校長

麥沃華校長

馮志德校長

楊冬梅校長

侯麗珊校長

馮立榮校長

謝仕泉校長

黃翠嫻校長

黃悅明校長

李綺琼校長

王寶音校長

封華冑校長

鄭風校長

曹美娟校長

游美斯校長

黃堯姬校長

余大偉校長

黃子正校長

沈立平校長

羅靈芝校長

許振隆校長

許瑞芳教授

容淑華教授

鄭黛瓊博士

舒志義博士

林蘊華女士

黃婉萍女士

郭詩詠博士

司徒秀薇博士

賴淑雅女士

《號外》

《香港 01》
《字花》

《星島日報》

《明報》

《Milk Magazine》
《東周刊》

《大公報》

台灣《美育雙月刊》

計劃顧問：	

張光裕教授	

研究伙伴：	

香港教育劇場論壇

協助單位：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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