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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戲劇課程手冊編寫計劃  
~ 提供更多回應課改及提昇學生基本能力的參考策略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   
 
 經過一連串有關課程改革所倡議的學會學習、學生為主等學習導向；

加上全港系統性評估的實施，教育界正迫切尋覓更多的方法或策略，既可

在教授學科知識的同時，也能有效地培養和提昇學生的基本能力，包括：

創造力、協作能力、溝通能力、批判性思考力、自我管理能力等。「明日

藝術教育機構」基於對戲劇能達致全人發展的信念，及過去成功引入戲劇

作為《多感官教學策略 / 創作性戲劇教學法》和《Edu-Drama 教育戲劇綜

合藝術課程》的十年經驗，盼望能透過這次《小學戲劇課程手冊編寫計

劃》探討和總結當前戲劇以學科或課程在學校運作的模式，讓前線教師在

參與課程改革中得到多角度的刺激和支援。 

 
 《小學戲劇課程手冊編寫計劃》就是讓有志投身於戲劇教育的戲劇藝

術工作者成為計劃的「課程編寫員」，與參與計劃實踐的小學單位共同商

議，以編寫出一套適用於本地小學一至四年級的其中一個年級之戲劇課

程，供有關小學單位在零五年一至六月期間在校內進行試教實踐。完成

後，再由「明日機構」編輯及出版成《小學戲劇課程手冊 2006》。 

 
 經過一番的公開招募報名及遴選，計劃的評審委員最後選出了四名課

程編寫員及十一間計劃實踐小學參與計劃。於計劃開展前期，有關教師約

共二十多人被安排接受《三十小時編寫戲劇課程培訓》的教師專業發展，

以供其了解並掌握編寫和帶領戲劇課程的基礎知識及技巧。及後，有關的

學校以兩至三所組成一小組，每組由一名編寫員帶領及協作，在配合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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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課程發展方向下，共同探討及實踐不同模式的校園戲劇課程。 

 
 無獨有偶，在沒有規限編寫方針的前提下，四份戲劇課程的編寫成果

乃集中在小三及小四兩個級別。再深入點觀察，也不難發現當中所涉及的

課程取向、以至編寫信念均具代表性地分散在「戲劇在校園應用光譜 (The 

Continuum of Drama in Education / Educational Drama)」(註 1)* 的不同譜位上，

而是次手冊的編印亦將按照他們在光譜上的定位，由最接近戲劇製作及訓

練的一端、順序排列至另一端的創造性戲劇(Creative Drama)活動作刊印次序

安排。「明日機構」相信這些成果能為那些嘗試把戲劇引入成學科模式運

作的本地小學，提供多點不同取向的參考模式供選擇。有關各套戲劇課程

的特色、以至與其它學科相關聯的應用策略等，將於本書另文：「小學戲

劇課程特色概覽」加以詳細闡釋。 

 
 此外，計劃在學校完成實踐課程環節後，均分別向涉及的教師、學

生、及其家長等三方面派發問卷，以查詢有關課程的改善意見或其教學成

效。有關資料亦已整理在本書「戲劇課程實踐成效檢閱」一文及輯錄於每

套課程結尾的「教師試教課程後感/回應」等環節以作參考。 

 
 最後，「小學戲劇課程手冊編寫計劃」的推行實是聯同一個名為「戲

劇推廣計劃：校園戲劇小樹苗項目」一併推行的配套計劃，由明日藝術教

育機構策劃，獲香港藝術發展局戲劇推廣計劃委約資助。整項計劃也包括

了於零四至零五年間，邀請台灣業界到港主領兒童劇藝座談會、舉辦校園

短劇劇本創作比賽、及出版《校園短劇劇本精選 2006》等，以求全方位地

探討和推動兒童劇藝如何在正值進行課程改革的本土校園內紮根及發展。 

[*註 1：這裏所用“Drama in Education” 一字乃為廣義含意，泛指戲劇在教育界別內 /校園內的應
用，包括英式「教育戲劇 Drama-in-Education」和其他採用在教育內的戲劇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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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戲劇課程特色概覽 
~ 您也可為您的學生作出選擇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   

 
「戲劇，應該以什麼形式放入正規課程內進行方是合適呢？」這是

個用上十日十夜討論也沒有答案的問題。因為當戲劇被用作為教育手段

時，其形式與方法亦是五花八門。既因如此，我們倒不如探討一個根本

的問題，就是您在學校推行戲劇究竟是想達到什麼目的？當戲劇以正規

課程般在課堂內推行，我們的課程目標又是什麼？故此，這文章嘗試以

「戲劇在校園應用的光譜」定位為經；配以教育專業界別所採用的課程

編寫理論為緯，去分析四套來自不同背景的編寫員、偕同計劃實踐學校

所共同探究的《小學戲劇課程》。我們也嘗試在理論中，引申探討小學

參與戲劇節比賽的幾點現象。最後，我們將以這四套戲劇課程為例，建

議推行戲劇教育的長短期策略，供有意在小學課程內引進戲劇科的學校

和教師參考，並幫助他們為學生作出合適的選擇。 

 
戲劇在校園應用的光譜 

 在分析四套戲劇課程的特色以先，我們嘗試透過那個綜合自近年戲

劇界學術研究文獻所得的「戲劇在校園應用的光譜 (The Continuum of 

Drama in Education / Educational Drama)」(Somers, 1994; Scheurer, 1996; 

Hornbrook, 1998; Bolton, 1998; Tate, 2002; Mintz, 2003; 王添強 2002 及

2004) * [註 1]，概括地總覽現時戲劇在校園應用時所表現的模式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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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添強 2004)。光譜的座標是以戲劇在教育過程內所要達致的目標作歸納

和分野，一端是傾向接近以戲劇專業訓練和製作為活動目標，表現形式

往往是著重戲劇製作、訓練以至舞台演出成果等(Cahill, 1989; Flynn and 

Carr, 1994)；光譜的另一端則是傾向於以創造性戲劇(Creative Drama)、

或是教育戲劇(Drama-in-Education)、甚至是創意教學為活動目標，表現

形式是著重參與者在活動過程中的個人成長及其學習過程的經歷，並學

生共通能力的建立等(Heathcote and Bolton, 1995; Siks, 1975; McCaslin, 

1996; Scheurer, 1996)。 [*註 1：這裏所用“Drama in Education” 一字乃為廣義含

意，泛指戲劇在教育界別內 /校園內的應用，包括英式「教育戲劇 Drama-in-Education」和其

他採用在教育內的戲劇教育模式。] 

 

光譜的歸類及分野並非是要抹殺或排斥戲劇在教育內可同時達致多

項及多層次的全人發展等功能概念 (Way, 1972)。相反，這更能突顯出當

戲劇以不同程度滲入在教育模式時所能產生出不同成效的全人發展 

(Scheurer, 1996; Hornbrook, 1998; Bolton, 1998; Tate, 2002; Mintz, 2003; 

王添強 2001 及 2004)。有關光譜兩端活動於推行時所表現的特質，將參

考過去於戲劇教育範疇所進行的學術文獻、分別以下列角度綜合總覽：

(a) 活動目標、(b) 活動涉及內容、(c) 推行活動要求(包括對參加者、對

教師/導師、對學校等)、(d) 成果表現形式、(e) 活動成效(包括對參加者

及教師/導師)。詳情另見兩端活動特質的分析比較 (表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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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同一概念，透過光譜定位作為分析四套小學戲劇課程，目的也是

要突出各套課程的特質及其預計成效，以讓教師及使用者更能掌握推行

戲劇課程的蹺門。但是，要留意的是這分類的定位只屬一種相對性的比

較而已，背後並不存在對個別課程作價值判斷，因為只要是能讓教師發

揮長處，並回應學生特定需要的課程便是一套好課程。如課程的目標能

配合校內其他學科的推行、甚至是學校較長遠的整體發展方向便更為理

想。 

 
四套戲劇課程與「光譜」 

故此，是次的課程分析和編印安排，將由較接近光譜以戲劇製作及

訓練為重心的一端開始，分別有 (1)黃嘉兒編寫的《以劇本排練為本》

的小四年級戲劇課程、繼而有 (2)庾春鳳編寫的《以演員訓練為本》的

小四年級戲劇課，再伸延至接近光譜的另一端，編寫重心偏向以創造性

戲劇(Creative Drama)、或教育戲劇(Drama-in-Education) 來處理兒童成

長及創意教育等事務，例子有 (3)招凱穎編寫的《以成長教育為本》的

小四年級戲劇課程，及 (4)林美儀編寫的《以公民教育為本》的小三年

級戲劇課程。有關各課程在光譜的定位詳情另見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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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以「戲劇在校園應用的光譜」定位為經，我們不難發現光譜

兩端活動的內容特質，也能直接或間接地與教育專業界別所一般採用來

自英國學者菲利普‧泰勒(Tyler, 1949) 的課程編寫理論作呼應。故此，

文章的如下部份便是以泰勒的課程編寫概念為緯，有機地把兩種不同系

統的觀點結合掛鈎，以更能突顯四套小學戲劇課程的應用性和可塑性，

讓教師及戲劇業界更能懂得為自己學校的學生選取適用的戲劇課程。有

關泰勒的課程編寫論述架構按序為：(a) 課程編寫目標/取向、(b) 課程

內容、(c) 課程組織、(d) 預計課程成果、及(e) 課程評估方法。詳情另

見四套戲劇課程比較及分析總覽 (表格二)。 

 

(a) 課程編寫目標/取向 ─ 戲劇演出對象與課程受惠對象 

猶如光譜定位一樣，課程編寫取向是指課程在推行時要達致或側重

什麼教學目標而論，這些目標背後均反映了課程編寫員對教育所持的不

同觀念取向，又或是反映他/她對該課程可達成的服務期望。剛巧在這

次的戲劇課程編寫計劃裏，四位編寫員的編寫取向，均多少能以四套教

育界對課程編寫所普遍採用的理論概念作一歸納，包括有：黃嘉兒以技

術理論取向撰寫課程、庾春鳳以學科理論作取向撰寫課程、招凱穎以學

生暨少量社會理論取向撰寫課程、及林美儀以社會暨學生理論取向撰寫

課程(表格二 a 項)。當然，各編寫員在編寫課程的時候，根本是沒有刻

意用什麼理論去規範自己的工作，往往只是以筆寫出心中理想的戲劇課

程而已，所以在同一套的課程內，可能亦會摻雜著不同的理論取向在一

起，就如招凱穎和林美儀所寫的課程便是一例。這也印證了廿一世紀的

教育是一個、也是需要一個多元發展的系統 (陳玉琨等著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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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應戲劇在校園光譜的活動特點(表格一)與戲劇課程編寫特色(表

格二)作分析時，我們留意到傾向戲劇專業訓練一端的活動，其課程目

標同樣也是傾向以技術及學科等理論取向來編寫課程；相反，當活動靠

近以創造性戲劇或教育戲劇一端為目標時，其課程編寫的理論取向則是

以學生和社會為編寫的關注點。這現象實在也能通過邏輯上的理解，因

為傾向戲劇專業訓練一端的活動目標是以劇目製作和演出為主，其課程

關注點當然是以戲劇學科知識及實務技術為編寫取向，相反亦是(表格

一及二)。 

 
值得一提的是人們容易把戲劇活動或課程的教學目標與劇目演出時

所帶出的訊息這兩者混為一談。他們或會認為劇目在舞台上演出時所帶

出的訊息，便會是相等於參與者(即學生演員)所能學會的東西。其實，

這兩者之間基本上並沒有必然的關連性，皆因兩者的目標對象原本就是

兩群不同的對象，戲劇活動或課程的目標對象是學生參與者，而劇目在

舞台演出所傳遞訊息的目標對象是觀眾，而非其製作參與者或學生演

員。 

 
我們可透過庾春鳳所編寫《以演員訓練為本的戲劇課程》作一例

子，說明這兩者沒有必然關係之說。該課程的教學目標是要讓學生經驗

成為演員的訓練，但其總結成果的舞台演出卻可以是向觀眾傳遞一個宣

揚環保公民的訊息。當中，學生在學習過程所掌握的是如何成為演員。

他們縱然在排練過程中已涉獵到劇目的環保訊息，但是，我們不得否

認，在有限和迫切的課堂空間內，如再加上參加學生是經甄選得來、劇

目需搬上舞台演出或參加戲劇比賽等要素，教師和學生所關注的目標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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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完成「演員」訓練和劇目演出，而並非環保訊息的深入討論和思

考。所以劇目所帶出的訊息與戲劇活動的教學目標基本上是沒有關連

的。 

 
 

當然，有人會提出學生是具有反思能力，可在排練和演出過程中對

劇目訊息有所體會；或提問為何在同一活動/課程內，不可同時達致多

層或多項目標？是的，這些情況在理論上是可存在的。但是，在執教的

過程中，對年紀越小的學生便越需要多點時間引導，方能深切理解抽象

訊息之義。而且，教育工作者也不得不承認在一定時間的限制內、某一

項目標的實現相對地說要比實現其他目標更為重要  (陳玉琨等著

2001)，這也解釋了為何每套戲劇課程背後均會隱藏著不同的編寫取

向。 

 
(b) 課程內容 ─ 戲劇的精英教育與普及教育 

我們在這環節內，所關注的是戲劇課程的內容適用於哪類別的學生

需要，是個別學生群？還是普遍學生群？在過去的工作經驗內，我們發

現戲劇活動越是傾向創造性戲劇/教育戲劇的一端，越是能適用於普遍

性的學生、或年紀較小的學生學習需要，例如：招凱穎所編寫《以成長

教育為本的戲劇課程》及林美儀所編寫《以公民教育為本的戲劇課程》

(見表格一 ci 項；表格二 b 項)。相反，對象的年齡越是年長、對戲劇興

趣越是濃烈，便越適合採用偏重於戲劇專業訓練一端的課程。畢竟，不

是每個學生都喜歡及必要地經驗演員和演出的訓練吧！ 

 
有教師或會擔心不採用以戲劇專業訓練為重的課程，學生便是會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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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說話技巧、在人前表達自己的能力和建立自信等的戲劇訓練呢？這固

然不會。其實，這類型的「訓練」在創造性戲劇/教育戲劇為重的課程

內，亦被轉化成不同的遊戲、創作及討論活動等讓學生經驗，因為這些

訓練本就是戲劇語言的元素(Pascoe, 2005) (見表格一 b 項)。不同的是，

在戲劇專業的演員訓練內，所談論的訓練其實是一個由認識自己、進而

學習演員表現的技巧、再繼而是探討劇本中，角色間的關係與演繹等的

訓練過程 (Moore, 1960) (見表格一 b 項)。這訓練模式在庾春鳳所編寫

的《以演員訓練為本的戲劇課程》內有清晰的表現。 

 
現以庾氏所寫的課程第五課節為例，解說目標對象的個別性與普遍

性、年紀大小、與採用哪類為重的戲劇課程之關係。該課節的主題是

「地位與關係」，內容是透過兩個戲劇遊戲，讓同學明白不同的角色，

因著他/她的身份或社會地位高低之別，會產生出不同的身體語言，從

而嘗試運用這些身體語言去表達出該身份和地位的特質。這類形的訓練

對演員來說是非常重要，因為涉及到角色的理解及其身體語言的掌握及

表達。但是，在那群對戲劇沒有多大興趣的普遍學生來說，其教育性的

用處則相對地不大，因為在該課節內只引出社會地位與其身體語言有著

密切關係的現象，而並沒有空間引導學生為此現象作深入探討及分析。

另外，就目標對象的年紀關係來說，這類課題實在需要較年長及成熟的

學生方能較易了解，就是庾氏本人也在其使用課程指引中提出，該課程

是較為適合高小年級、甚或中學生所使用。這亦說明了偏重戲劇專業訓

練的課程，是較為適合那群對戲劇熱愛、年紀較成長的學生使用 (見表

格一 ci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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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課程組織 ─ 「先易後難」與「先難後易」的課程執行者 

戲劇，本身已是一門包含了音樂、視覺藝術、舞蹈等藝術元素的綜

合藝術，而戲劇教育就是一種綜合藝術教育的學科。在課程的運作上，

戲劇可以獨立的學科進行 (Somers, 1994; 王添強 2004)，形式好像本書

的四套戲劇課程在部份學校的實踐試驗，於正規課堂的音/體/美的節數

中，抽撥出十六節每節約五十至七十分鐘來完成。如此同時，因戲劇重

心也是蘊含了「人」面對「環境」而產生的「衝突」，而環境的出現必

然包括歷史、地理、社會文化等探討，所以，戲劇科也可作為整合其他

學科的統整工具 (Somers, 1994; 王添強, 2004)。例如招凱穎所編寫《以

成長教育為本的戲劇課程》及林美儀所編寫《以公民教育為本的戲劇課

程》便可與個人、社會及人民教育範疇的不同課題結合，例如成長及德

育課、或是環保教育課等，成為綜合學科的模式來運作 (見表格二 c

項)。 

 
另外，在討論課程組織的同時，我們需特別指出不同側重點的戲劇

課程對教師資歷及其對戲劇認知和經驗的不同要求 (見表格一 c 項)。

一般而言，教師如有曾擔任導演、戲劇製作、甚或具有演出訓練及經驗

者，便會越容易掌握那些傾向戲劇專業訓練一端的戲劇課程，也較能夠

帶領學生把舞台演出的效果表現出來(Baldwin, 2002)。在光譜另一端，

創造性戲劇/教育戲劇的課程則需要求教師擁有較多帶領遊戲活動及處

理活動教學的經驗 (McCaslin, 1996)。這樣看來，對一個於兩者均毫無

經驗的教師來說，那類型的戲劇課程會是較易掌握呢？按不同的戲劇教

育範疇文獻及明日機構過去的工作經驗為例，創造性戲劇/教育戲劇一

端的起步會是較為「艱難」，但於掌握後則能引發教師教學技巧的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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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昇、也使教師對學生的觀感和認知有所啟發，以達致教師整體的教

學能力有所提昇 (Gallas, 1991; Mintz, 2003; Cheng, 2006)。 

 
我們所說教師在帶領創造性戲劇/教育戲劇起步的艱難，並非指遊

戲技巧的複雜以致難於掌握，而是教師難於轉化他們對遊戲教學成效的

觀念；同時亦難於解除他們對學生在遊戲中所產生的紀律問題之擔憂 

(Cheng, 2006)。礙於我們教師的成長和學習經驗，多接受傳統單向式學

習的結構性教學模式，當要求他們在課堂裏帶領遊戲時，他們立時的反

應便是憂心「一放即亂」的學生秩序、跟著便會懷疑學生能否自發地在

組內進行故事創作和演繹、繼而懷疑活動所能達至的教學成效。要解除

這些疑惑，最見效的方法莫過於讓教師先在專業發展的培訓活動中，經

驗戲劇遊戲學習的樂趣、功效、及秩序管理等要點。有關培訓大綱見本

書附件：三十小時編寫戲劇課程培訓大綱 (王添強及洪進華, 2004)。 

 
相反，對於新上手要帶領戲劇課程的教師而言，去處理那類偏向於

戲劇專業訓練的課程，起步點或許會是較為容易，因為我們在日常的電

視、電影等媒介均能對「演出」有所經驗和了解。但是，要具演出水準

地處理這類課程將會是越走越艱難、越走越趨向戲劇專業，這是因為要

製作出有水準的戲劇舞台演出，所涉及的知識和技巧、以至對戲劇藝術

的經驗和觸角倒真是一門專科學問 (Baldwin, 2002) (見表格一 b 項)。 

 
(d) 預計課程成果 ─ 一齣「兒戲」與「欺兒」的演出 

在泰勒的課程編寫概念內，課程成果本應是與課程編寫目標一致，

不用分列討論。但是，當我們把課程編寫掛上戲劇在校園應用的光譜一

併討論，其成果表現的形式則需特別一談。我們從不否認戲劇課程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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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要演出，也鼓勵以此為課堂的「完成目標」，讓學生對戲劇課堂有

一明確或具體的期望。但是，學生的演出應在什麼環境、用什麼形式、

對什麼觀眾等問題則值得我們反思。 

 
在那些越是傾向於創造性戲劇/教育戲劇一端的課程，其「演出」

效果越是給人「兒戲」或粗糙的感覺，也越是不能照顧到舞台觀眾的視

覺享受 (見表格一 d 項)。這是因為這類課程的總結成果是以課室戲劇

形室作演練分享，其目的並非是作舞台演出，觀眾對象往往也只是參與

演出者之一，與參與者也共同經歷了相近的創作過程，情形就好像是不

同組別的參與演出者輪流演出其成果作互相觀摩 (McCaslin, 1996)。 

 
在光譜的另一端，那些靠近戲劇專業訓練的課程成果，將會是較為

完整的戲劇舞台演出，一般均可符合我們作為觀眾對戲劇演出的期望。

不過，正因為這些一般觀眾的期望，往往會給參與學生、甚至是教師都

帶來一定的演出壓力。特別是當演出規模越大、或涉及了比賽成份，壓

力的來源往往是由負責教師在排練過程中，不自覺地把他/她自身對演

出成敗的著急直接轉嫁給演出的學生。在此，我們不是說學生不宜承受

這些壓力，又或是要責難教師的不是。相反，我們十分理解負責教師以

至學校在這個競爭劇烈的教育改革過程中，所要面對的沉重負擔和挑

戰。但是，我們也要反思，戲劇課程的演出成果是否一定要用作為公

演、甚或比賽的用途？如果參與課程的學生對戲劇演出不太熱衷，他們

又是否需要面對如斯的壓力？有關演出壓力與課程成效的討論，請見本

書另文：戲劇課程實踐成效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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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課程評估方法 ─ 學生的總結性演出與教師進展性的評估 

考核學生方式及課程成效評估一直是戲劇教育、甚至是藝術教育為

人詬病之事，也是被認為不容易以傳統、「客觀性」、或「具科學化」

的方法進行考核與評估。我們過去一直多以總結性評估模式(Summative 

Assessment)，於學習完結後，以紙筆書寫和運算作答來量度學生的成績

表現，並藉此反映課程的教學成效。而在戲劇教育裏，教師一般以學生

在完成課程後的總結演出作為總結性評估的基礎。考核的方法可以從學

生個人層面的演出作表現評分，範疇主要著眼於學生的演員技巧表現，

例如：聲音大小、咬字準確、表情配合、身體語言合適、與對手交流等

項目。另一個總結性考核角度則以組別層面評分，按該組別所演出的劇

目為基礎給予組別整體表現的評分，打分範疇包括：劇本及故事改編、

演員表現(不論主角及配角)、故事演繹、佈景及道具的設計與運用、服

裝與角色的配合、整體演出及合作等。這個評估取向也是那些靠近戲劇

專業訓練的課程所慣以採用的，如黃嘉兒所編寫的《以劇本排練為本的

戲劇課程》和庾春鳳所編寫的《以演員訓練為本的戲劇課程》便是一

例。 

 
此外，亦有編寫員採用較重科學性評估成效的方法作課程評核。以

招凱穎的《以成長教育為本的戲劇課程》為例，當中設立了前測及後測

的問卷調查，要求學生自我評估其在不同範疇的共通能力(Generic Skill) 

所得分數值，並比較兩者結果作推算課程的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的得

益。我們雖十分欣賞這項嘗試，但是要檢定學生的共通能力就是該套戲

劇課程的依賴變量 (dependent variable)，實在是需要更嚴謹、更有系統

的研究控制，方能定下結論。參考香港浸會大學兒童發展研究中心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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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等人對戲劇課程成效的類近文獻研究(Hui, et. al., 1999)，這類研究需

要加入控制組的測試，向數量相約、來自同校同級、甚至是同班但沒有

接受該戲劇課程的學生採用同樣的前測後測問卷調查，以了解學生的共

通能力改變是否會由其他非戲劇課程變量/因素所衍生而來的。另外，

按 Tawney 的三角測量理論(Triangulation)建議(1975)，有關的調查亦需

增設多個不同來源的考核點，例如是：學生的戲劇習作、課堂觀察等，

以增加驗證結論的可靠性。 

 
隨著進展性評估(Formative Assessment) 的引入，教育界已逐漸關注

學生在學習過程的進展評估也是不能忽視，這也為戲劇教育加入多種較

被藝術業界所接納、較為公道地反映藝術特質的評估學生學習及課程成

效的方式。有關方式好像是透過同學間的互評，於每課節的完結前進行

總結分享及討論環節；也有以學習歷程檔案 / 功課樣本匣(Portfolio 

Assessment) 的概念，以撰寫《戲劇日誌》來記錄學生的學習進度及對

學習反思等，這些均是以創造性戲劇/ 教育戲劇一端的戲劇課程經常採

用的評估手法(見表格二 e 項)。值得一提的是，從四套戲劇課程的評估

設計裏，我們可以看到「總結性評估」與「進展性評估」兩者是混合採

用的，這也是課程改革所強調學習過程與成果同樣也是值得被看重。 

 
 
選擇一套適合您學生的戲劇課程和推行策略 

總結四套戲劇課程在小學的應用可謂各有特點 (見表格二)，上述

的評論也絕不是要對哪類戲劇課程作道德判斷，而是希望以一幅較宏

觀的圖像，把不同取向的戲劇課程整合及展示出來，讓教師可以選擇

一套適合自己學生的戲劇課程。我們相信教師只要如實地回答下列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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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問題，要選擇那套戲劇課程的答案便會自然而出。 

(1) 你/你學校為什麼要選用戲劇作為正規課堂？ 

(2) 你/你學校期望/預計在推行戲劇課程後，有什麼有形及無形的

結果？即時及長遠結果？ 

(3) 戲劇課程的受惠對象是何人？他們對戲劇的興趣和經驗又如

何？ 

(4) 你對戲劇的興趣、有關訓練及經驗又如何？有其他人選協助

嗎？(包括校內/校外) 

(5) 如果計劃推行失敗，你/你學校會遇到什麼後果？ 

 
說到這裏，你心裡或許會出現陣陣的矛盾，一方面既想學生在戲

劇課程中有所成長，另一方面又面對著要為學校爭取表現的壓力。驟

眼看來，光譜的兩端活動好像是兩個各走極端、不能共存的戲劇取

向，其實答案不盡是已，而當中的平衡關鍵在於「時間空間」。不

錯，在同一時空、有限的課堂時間下，光譜兩端的活動不是輕這端，

便是重那端。但是，不要忘記學生的戲劇能力是會隨著他們接觸戲劇

的經驗而有所累積和增加，直至有朝一日，學生們是會自然而已地渴

求要把這些具演出水準的戲劇經驗與觀眾分享(Somers, 1994)。情況有

如我們看到一些充滿戲劇文化的學校，學生會嚮往在舞台上與人分享

自己努力的成果。在追查何以建立這些戲劇文化，我們會發現他們的

起步往往並不是要想爭取什麼戲劇獎項，而是因為要為學生的學習差

異這問題尋求出路。這樣，就是在探索過程中、一點一滴地孕育出學

校的戲劇文化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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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這理想情況尚未發生以先，我們或可參考以下推行戲劇

活動/課程的策略，既讓上述的矛盾取點平衡，也讓戲劇課程潛移默化

地融入學校的正規課程內。以較長遠的策略思考，如情況及資源許

可，我們不妨為學校制定一個推行戲劇課程的三至五年發展計劃。首

一至兩年先以興趣小組所提供的空間，進行非參賽性質的創造性戲劇

課程活動，讓參與教師與學生都來點熱身；隨後的一兩年嘗試把戲劇

課程與某一級別的音/體/美學科或常識/成長科作整合，以在正規課堂

內騰出空間試行戲劇綜合科；最後，在正規課堂繼續推行戲劇綜合科

之餘，也可以戲劇增潤/精英培訓班的形式，甄選對戲劇有興趣及天賦

的同學參與戲劇比賽等活動。當然，這類長遠策略所需動用的資源並

非單靠一人便可獨自承擔，亦要配合學校整體課程發展方向、教師專

業發展培訓、以至是覓得合適的同工及戲劇業界支援等方能成事。 

 
短期策略方面，我們也可嘗試在進行以戲劇演出排練的戲劇培訓

班之先，加入八至十六節以創造性戲劇/教育戲劇一端的課程活動，先

讓學生經驗故事創作、即興表演的技巧和樂趣後，方進入戲劇排練。

如教師能在戲劇排練內結合學生的故事創作成果，效果會更為理想。

例如：教師先採用招凱穎所編寫《以成長教育為本的戲劇課程》的其

中八至十二次課節，即涉及兩至三個故事單元，隨後便把學生的創作

成果編排成一個完整故事藍本，再利用黃嘉兒所編寫《以劇本排練為

本的戲劇課程》模式，以分場分段地把故事細緻地排練出來。又例

如：教師先完成庾春鳳所編寫《以演員訓練為本的戲劇課程》的十六

節課堂，再加長八至十二課節，以分場分段模式把學生創作初形細緻

地排練至演出效果。不過，無論是怎樣調動課程內容，這策略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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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資源仍舊是「時間空間」。 

 
在考慮到《中、小學校際戲劇節》乃於每年一、二月期間進行初

賽，經倒數後，其排練及製作期往往需於每年九、十月間便告開始，

這實在是容不下既要處理學生成長、又要符合比賽演出要求的活動目

標。如作為教師的您真的仍想有所堅持，我們建議仍然採用上述短期

策略的模式，唯把籌備時間推前至上一個學年的一、二月開始招募及

甄選學生，二至六月期間乃進行「先關注學生成長需要」的戲劇課

程，七至八月則留待教師把學生創作雛形整合成一個完整故事藍本，

至九、十月間便開始進行「以劇目演出」的排練及製作。然而，這策

略的假設點是活動全程也採用同一批的學生為服務對象。相信這又給

教師添了點行政難題要去處理了。 

 
最後，經選定了戲劇課程及推行策略後，教師不妨先花點時間概

覽課程大綱表及各課節內容，以能具體掌握課程的內容重心，遇有不

明白也可預早準備或向外界查詢以取支援。待授課前約數個工作天，

請就該課節的教學目的、活動細節、以至課堂總結等要點預備一趟。

因為戲劇課程往往涉及大量的遊戲及活動，而同一個遊戲可包含和發

展出多個或多層次的演繹及理解。所以，教師如能在備課期間已清楚

掌握個別課節與整套課程間的關連性及編寫重心時，便可用自己的語

言演繹該課節重點，並不時加上分享自己對該課節主題的體會、學

習、過往經驗等，以協助學生把每課節所學到的經驗與該套課程目標

聯繫在一起，組織成一段段有意義的學習歷程，亦避免了他們在眾多

遊戲或活動中迷失學習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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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戲劇在校園應用的光譜兩端活動特質比較 
比較導向 \ 

特質 傾向戲劇專業訓練的一端 傾向創造性戲劇 /教育戲劇的一端 

(a) 活動目標 - 著重訓練學生掌握戲劇知識，並

  製作劇目及舞台演出成果，以 
  觀眾為主要服務對象 (Somers, 
  1994; Scheurer, 1996; Hornbrook, 
  1998; Bolton, 1998; Tate, 2002; 

Mintz, 2003; 王添強 2002 及

2004)。 

- 著重參與者在活動過程中的個人成長及 
  其學習過程的經歷，並學生共通能力的

  建立等，以參與者為主要服務對象  
  (Somers, 1994; Scheurer, 1996;  
  Hornbrook, 1998; Bolton, 1998; Tate, 

2002; Mintz, 2003; 王添強 2002 及

2004)。 

(b) 活動內容 - 演繹由其他人所寫的劇本。 
- 涉及演員訓練、劇本分析、製作

  技術(如：佈景/服裝/音響等舞台

  工藝)、片段排演等元素的訓練 
  (Moore, 1960; Hornbrook,  
  1998)。 
- 演員訓練元素包括：面部表情、

  身體的姿勢及形狀、姿態 
  (Gesture)、空間及物件與身體關

  係、聲音與語言、戲劇性的張 
  力(如時間、空間與能量運用)等
  (Curriculum Corporation, 1994)。
 

- 以美式的創造性戲劇(Creative Drama)手 
  法創作自己的戲劇；或以英式的教育戲

  劇(Drama-in-Education)手法，以戲劇來 
  探討及反思問題的本質。 
- 創造性戲劇內容涉及了大量戲劇遊戲及 
  即興創作與表達的活動，包括：戲劇、

  肢體律動及想像遊戲；角色及扮演活 
  動；即興創作、故事創作；木偶、道具

  及簡樸的舞台工藝製作及運用等  
  (McCaslin, 1996)。 
- 教育戲劇的內容元素則包括有：教師入 
  戲(Teacher in Role)；坐針氈(Hot  
  Seating)、專家外衣(Mantle of the Expert)
  、訪談(Inquiry)、思路追蹤(Thought  
  Tracking)、過程戲劇(Process Drama)、 
  論壇劇場(Forum Theatre)等(Heathcote  
  and Bolton, 1995; O’Neill, 1995)。 

(c i) 推行活 
動要求  
─ 適用目標  
對象範疇 

- 精英戲劇教育 (對一群於戲劇有

  趣及天賦的學生進行專業栽 
  培。) 
 

- 普及戲劇教育 (以戲劇藝術作為媒介， 
  予一般學生進行創意教育。) 

(c ii) 推行活 
動要求   
─ 執行者(即 
教師)經驗 

- 一般而言，教師有如擔任導演的

  職責，越是具有戲劇製作知識 
  及演出經驗者，越能帶領學生 
  達到具質素的舞台演出效果  
  (Baldwin, 2002)。 
 

- 教師需擁有較多帶領遊戲活動及所需之 
  課堂管理技巧和經驗(王添強, 2004)。 
- 教師如能擁有以下品性和態度將更能帶 
  出課堂效果，包括：對不同意見的尊 
  重、同理心、想像力、具彈性及幽默感

  處理學生失敗等 (McCaslin, 1996)。 

(c iii) 推行活 
動要求  
─ 學校需提

供資源 

- 課程前期只需在一般活動室排 
  練；於活動後期則需在學校禮 
  堂的舞台上排練，以讓學生熟 
  習演出環境及有關舞台美工等 
  運作。 
- 需涉及較多資源以支援舞台美工

  製作，包括：佈景、服裝、道 
  具、燈光、音響等預備。 

- 提供一般活動室或較為寬敞、可供學生 
  自由走動的課室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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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導向 \ 
特質 傾向戲劇專業訓練的一端 傾向創造性戲劇 /教育戲劇的一端 

(d) 成果表現

形式 
- 較為完整及具欣賞水平的戲劇舞

  台演出 (Hornbrook, 1998)。 
- 較為課室戲劇的演練分享 [*註 1]。一般

  來說，觀眾往往也是參與演出者，亦與

  參與者共同經歷了相近的創作過程，情

  形就像是不同組別的參與者輪流演出成

  果予互相觀摩 (McCaslin, 1996)。 

(e i) 活動成

效：參與者在

過程中的行為

表現 

- 能享受和喜歡活動過程 (另見實

  踐成效檢閱文章)。唯其表現往 
  往因需要參與公開演出而產生 
  壓力，情緒變得較為焦慮、不 
  安、甚或對戲劇產生惡感等。 

- 能享受和喜歡活動過程 (另見實踐成效 
  檢閱文章)。唯教師如未能突出每教節目

  標與課程主題的相連性，學生容易在遊

  戲中迷失學習目標 (Cheng, 2006)。 

(e ii) 活動成

效：執行者/
教師在過程中

的行為表現 

- 教師因受到公開演出及學校對演

  出期望等壓力，直接/間接把壓 
  力施加於參與學生身上。 

- 教師的教學技巧能被引發變通、對學

  生的觀感和認知亦有新啟發，並達致

  提昇教師整體的教學能力 (Gallas,  
  1991; Mintz, 2003; Cheng, 2006)。 

 
*註 (1)：演練分享泛指非正式或非排練成熟的戲劇演出。在觀眾角度而言，演練就像是一些

        在排練階段進行的戲劇練習，舞台感雖然較弱，但是參與演出者和觀眾卻共同享受

        其在過程上所達致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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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小學戲劇課程手冊：四套戲劇課程內容分析及比較總覽 
比較導向 / 

課程 
 

課程(1) [以劇本排
練為本的戲劇課程] 
黃嘉兒 (小四) 

課程(2) [以演員訓
練為本的戲劇課程]
庾春鳳 (小四) 

課程(3) [以成長教
育為本的戲劇課程] 
招凱穎 (小四) 

課程(4) [以公民教
育為本的戲劇課
程] 林美儀 (小三)

(a) 課程編寫目

標取向 (即教

學目標) 

技術理論取向 
- 以劇本排練及演  
  出製作為課程目 
  標。 
 

學科理論取向 
- 集中於戲劇科 
  內，演員的專業 
  訓練為課程目 
  標。 
 

學生暨少量社會

理論取向 
- 以學生成長所面 
  對的德育課題 
  為編寫重心。 

社會暨學生理論

取向 
- 引導學生反思及

  深化其環保價 
  值，並探討回 
  應行動。 

(b) 課程內容 
(即選取學習經

驗，或所包含的

戲劇知識/元素 
~ Subject  
Knowledge) 

- 介紹戲劇等資料 
- 排練前熱身練習 
- 配以小量戲劇遊 
  戲啟發排練活動 
- 劇本增潤創作及 
  戲劇排練 
- 舞台演出 

- 訓練演員的戲劇 
  遊戲及有關資料 
- 故事及劇本創作 
- 小量舞台工藝製 
  作(如佈景, 服裝 
  等) 
- 戲劇排練 
- 舞台演出 

- 整套課程以戲劇 
  遊戲組成，啟 
  發學生對主題 
  反思 
- 課室戲劇情境創 
  作及演練 
- 小組討論及分享 

- 運用大量戲劇遊

  戲以啟發學生 
  對主題反思  
- 課室戲劇情境創

  作及演練 
- 小組辯論、討論

  及分享 

(c) 課程組織 
(即組織學習經

驗的策略)  
 
[註：右述每套
課程均以十六
節課，每課節
約 50-70 分鐘為
設計基礎。] 

垂直學習  
- 設計者以《十二 
  生肖》故事大綱 
  或劇本為例子， 
  引導學生經驗一 
  整次由劇本及角 
  色分析、至對白 
  設計、至故事分 
  場創造、至戲劇 
  串排等過程、最 
  後是舞台演出。

[註：排練劇目可由
其他劇本替代。] 

垂直學習  
- 於十六堂課節 
  內，順序引導學 
  生涉獵演員訓練 
  的基本元素，包 
  括：由認識自己 
  身體開始、至角 
  色表現及交流、 
  至故事及劇本創 
  作、至舞台工藝 
  製作、至戲劇綵 
  排及舞台演出 
  等。 

螺旋式深化學習 
- 每四節課為一個 
  故事單元，整  
  套課程共四單 
  元。每單元均 
  重複包含創意 
  及想像練習、 
  表達及溝通訓 
  練等元素，並 
  配以德育/成長 
  訊息雙軌進行 
  課程。 
[註：課程可同時用
作為成長/德育課] 

螺旋式深化學習 
- 每八節課為一個

  故事單元，整 
  套課程共兩單 
  元。每單元均 
  重複包含創意 
  及想像練習、 
  表達及溝通訓 
  練等元素，並 
  配以環保訊息 
  雙軌進行課 
  程。 
[註：課程可同時用
作為環保教育課] 

(d) 預計課程成

果 (與課程目

標相呼應) 

- 把現成劇本排練 
  成戲劇舞台演 
  出，過程中亦邀 
  請學生豐富和潤 
  飾故事內容。 

- 把取材自學生即 
  興創作的故事， 
  製作成戲劇舞台 
  演出。 
- 激發學生對舞台 
  演出或成為演員 
  的了解和興趣。 

- 每課節完結前皆 
  以演練滙報課 
  室戲劇的創作 
  成果。 
- 學生能在每節的 
  戲劇活動、討 
  論及分享過程 
  中對自己成長 
  有所反思和學 
  習。 

- 於每單元完成後

  能深化學生對 
  環保價值的反 
  思、討論和分 
  享，並設計行 
  動以回應其反 
  思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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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導向 / 
課程 

 

課程(1) [以劇本排
練為本的戲劇課程] 
黃嘉兒 (小四) 

課程(2) [以演員訓
練為本的戲劇課程]
庾春鳳 (小四) 

課程(3) [以成長教
育為本的戲劇課程] 
招凱穎 (小四) 

課程(4) [以公民教
育為本的戲劇課
程] 林美儀 (小三)

(e) 課程評估方  
   法 
[註：種類包括
(1)「總結性評估
(summative 
assessment)」 
目的為量度成
績；及(2)「進展
性評估
(formative 
assessment)」 
目的在於回饋
學與教的進度] 

- 以劇目製作及演 
  出成果作課程總  
  結性評估。  

- 以課程最後演出 
  成果及演員表現 
  作課程的總結性 
  評估。 
- 透過學生於課後 
  所寫下的課堂日 
  誌及所預備的家 
  課(例如製作小道

  具, 服裝等) 作 
  為課程進展性評 
  估。 
 

- 以課堂觀察、及 
  每課節完結前 
  與學生進行的 
  小組檢討及分 
  享作進展性評 
  估，此亦為課 
  程著重的一 
  環。 
- 以問卷調查作前 
  測及後測，紀 
  錄及分析學生 
  對其成長改變 
  的自我評估， 
  作課程的總結 
  性評估。 

- 以每課節完結前

  與學生進行的 
  小組檢討及分 
  享、課堂內的 
  紙筆紀錄和畫 
  圖、回應行動 
  的設計等，用 
  作為課程進展 
  性評估。 
- 該等進展性的成

  果，例如觀察 
  學生怎樣於反 
  思後作轉變， 
  將用作為課程 
  的總結性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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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團介紹 
(姓名按中文筆劃排序) 

 
王添強 總監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總監。自一九八三年起，先後任職香港話

劇團、香港演藝學院科藝學院及「舞台工作間」的舞台設計及

技術等工作。從事兒童劇藝製作多年，期間帶領機構由業餘

劇社發展成全職專業化的兒童劇團；亦按社會需求，成功地

把機構轉形成本地首間專注發展戲劇藝術與教育結合的機

構。王氏曾任課程發展議會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西區區

議會文化康樂及社會事務委員增選委員等公職。現為香港藝

術發展局藝術教育組顧問、國際木偶及皮影學會中國分會董

事、中國木偶皮影學會常務理事。 

 

 

陳婉華 副校長 

現任協恩中學附屬小學副校長。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課程

設計與發展)，其畢業論文題目為「小學高年級戲劇教育課程

設計」。陳氏從事小學教育工作多年，在校內積極推行戲劇教

育，帶領學生參與戲劇工作坊、學校戲劇及交流活動。自一

九八七年參與《朱古力大王》演出後，與兒童劇結下不解之

緣。近年參與力行劇社《滿天星》及《搞笑博士》系列兒童音

樂劇製作及演出，並擔任由明日機構與幼聯策劃的

「Edu-drama 教育戲劇發展計劃」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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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敏儀 博士 

現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附屬學院英語與戲劇課程講師，其博

士論文以比較文學為研究範疇。劉氏早於八零年代已參與劇

場創作活動，除了協助成立實驗劇場  ── 「Mask Theatre 

Group 面譜劇團」外，她更是「Theatre Action 劇場行動」的

創會成員。過去，她一直參與劇場行動的多個演出，近年的

作品包括：1997《Metamorphosis 變形記》、1998《Baal 巴

奧》、2000《No Exit 無路可出》及 2004《Hamlet 哈姆雷特》。

此外，劉氏現亦為文化及劇場評論的自由撰稿人。 

 

 

劉潔玲 博士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教師，畢業於香

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學士）及教育心理學系（哲學碩士及博

士）。曾任課程發展署中學校本課程發展及語文教學支援組計

劃主任、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導師、中學中文科教師及編

輯。主要研究興趣為中國語文教學、閱讀策略、青少年心

理、學習動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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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導師介紹 
(姓名按中文筆劃排序) 

 
王添強 總監 

(資料見前頁) 

 

 

 

洪進華  先生 

現職浸會大學教育學系，畢業香港中文大學數學系，後於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取得教育文憑及教育碩士，主修課程與教學。

從事教育工作十數年，曾擔任教科書編輯及作者、教育及專

業人員協會教學講座負責人、課程發展議會基本學習範疇委

員、課程發展處教科書評審委員及中文大學在職中學教師進

修訓練課程講師等職務。著有「數學教學實例研究」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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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實踐戲劇課程學校名單 
(按學校中文名稱筆劃排序)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謹此向下列學校之校長及教師致謝， 

於 2005 年 1-6 月期間參與《戲劇課程編寫計劃》之實踐試驗， 
以使計劃能圓滿完成。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下午校) * 

 
九龍塘宣道小學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佛教榮茵學校(上午校) 

 
北角循道學校(下午校) 

 
慈幼葉漢小學(上午校) # 

 
秀明小學 

 
葛量洪校友會將軍澳學校 

 
青松侯寶垣小學 

 
香港布廠商會公學 

 
香港道教聯合會圓玄小學校 

 
 
 

*該校現已轉名為：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龍塘)  
#該校現已轉名為：慈幼葉漢小學 

 
[註：上述參與計劃實踐的學校均以公開招募方式申請。有關學校需先呈交戲劇課程發展計
劃書，以闡述其校對參與計劃之期望及如何透過戲劇課程以助其推行校本課程發展，並獲評
審委員同意參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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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課程版權聲明 
 
  在「校園戲劇小樹苗計劃」與課程編寫員的協議前提下，

本書所刊載之戲劇課程均可公開供有興趣人士作免費使用，

唯使用範圍只限於非涉及商業利益的教學活動內。如對使用

情況有疑問，可致電明日藝術教育機構查詢。 

 
  凡未經授權而在上述以外範圍使用課程之主要部份或全

部內容之人士，均屬侵害版權行為。一經發現，有關人士將

有機會被課程編寫員、明日藝術教育機構有限公司、香港藝

術發展局等機構提出法律追究的可能。 

 
  明日藝術教育機構將盡力協助原作者執行及監察其作品

所應享有的權利，亦使公眾人士獲得一個合法的渠道使用有

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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