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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計劃詳情

對計劃的需要及申請人的能力

I對計劃的需要

1.教師增值教學能力,刻不容緩

現今的教學方法日新月異,本港教師必須跟上世界的步伐’才能在這世代教育好下－代’為他們

迎接新世代的挑戰作好準備,體驗式的戲劇教學方法,能增進學與教的成果,也能促進師生關係。

因此,渲套方法應當滲人日常的教學當中’令教師與學生建立具有創意的互動,在課室內與學生

擦出創i苣性的火花。

Z.讓教師身心放鬆,全心投人創意教學工作

現今的教師要處理很多行政的工作,不但不能專心教書,工作的壓力亦令他們的腦筋被壓得死死

責責,身體狀態不能放鬆,個人的教學創意自然大減’甚至不能專O教學!因此本計劃為教師特

設「創造性文本敘事工作坊」’在圖固工作坊當中’教師學習如何放鬆身體和放下壓力,學會戲劇

模式的發聲及呼吸方法,以及具創意的敘事方法’令學生專心學習等教學技巧‧

3.教師真正踏人戲劇領域,無時無刻在課堂上與學生同享戲劇的學與教

以往教師參與戲劇教學活動’多較為被動,只是從旁協助教學藝人而已’對戲劇教學欠缺責戰經

驗,因此本計劃設有培訓教師成為演教員（Actor／Teacher﹚.’在教育劇場當中,擔當重要角色,

加強師生真正互動,增強教師戲教臨場力。

4.增強學生倉憶’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需要

「黑板敦學」的方法已經過時,新的教學應講求師生之互動‧「教育劇場」是世界教育界所肯定的
高成效教育模式’亦是體驗式教學方法的成功例子,因為它最能體現師生互動教學的精神。對╴

般學生而言’閱讀是沉悶的’但在本計畫Ⅱ中,本圈會以我國經典作品《西遊記》的故事為主要教

學文本’學生透撾「學生人戲」的形式及策略》代人孫悟空、唐僧及豬八戒等小說人物的戲劇處

境,激發自身的解難能力、運算能力及協作能力,並且在充滿戲劇性的張力中,開敔個人的創造

力。在教育濛暢中’學生成為參與者,身體力行成為「行動者」’發揮創意之餘,也能讓他們感受

到,學習是充滿趣味的l

5.本地戲劇教學成功證據的需要

在香港書局中雖然也可以找到有關戲濛燉學的書籍’但大部分都是翻譯自外國典籍。由本地人編

著及出版的戲劇教學書籍責在罕有。因此,本團提倡戲劇教育「本土化」l就本計劃會印製出版

《戲說西遊記》戲劇教學專集,憑著豐富的本地教學案例,讓更多本地的教育人員及學生能夠受

惠。

6.宣傳教學成果的需要

本圍認為’如果要令戲劇教學的工作發展得更好’宣儔活動是必要的’且更要極具創意。因此,

本計劃設立「戲劇藝術教育頻道」’善用現今科技’將計劃內容及成果能廣泛地推廣。內容包括專

家訪談、計劃紀錄、參與教師及學生經驗分享等等。透過渲個媒體’向相關界別及香港市民展示

戲劇教學的成效’亦讓計劃的核D思想流傳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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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申請人的能力

1.本團獲得本地業界的肯定及高度評價

本圉是本地-個重要的戲劇藝術表演團體’致力製作富責驗性的戲劇演出。作品不但獲得外問的

高度評價,更分別在香港舞台劇獎和香港小劇場獎獲多項提名及獎項,﹣同時亦被╴eN弭Go-評為本
flh弭﹛罔】爵!售向勺﹦鞋虔II圉→-。

Z.本團擁有豐富的內地交流經驗

本團近年亦到上海、北京及澳門演出及出席交流活動,廣受各地觀眾及文化人歡迎。本圄於26廿

年應出b宗抓馬賓貝﹣﹄莫國夫使館交（七教育處的邀請出席﹣E愿P英教育濛暢論壇」’﹣擔任講﹃﹣彊過演

說配以錄像回顧及解構劇團﹦﹜豌年來的教育歷程錙寸kb外亦參與論壇╴圓桌售議﹦訴日內地及外地的教

﹣育家交流教學y茴得﹣。╴

3.本團成員橢優良的教學履歷及經驗

本圍的成員均獲頒教育戲劇碩士及／或戲劇藝術學士（榮譽﹚學位,在戲劇教育工作方面均擁有

豐富的經驗。

4.本團擁有豐富的推行戲劇教育及與學校合作的經驗

本圍專注推行嶄新的戲劇教育方法’率先於Z000年在本地推動教育戲劇及戲劇科’由2002年開

始製作適合於本士舉行的教育劇場節目。到現在為止,舉行教育劇場節目的經驗已達十二年’多

年來都得到校長、教師及傳媒的肯定及讚賞。

S‧本團擁有豐富的出版戲劇教學文獻及光碟的經驗

本圄亦是香港至今編寫及出版最多戲劇教學書籍及文獻的專業戲劇圉體’在推動本地戲劇教育發

展方面不遣餘力。

6.本團擁有強大的教育及文化背景的董事局成員

本團的董事局成員裡,有資深的前考試局及香港教育學院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及小學校

長’他們亦會為計劃提供意見’擔當顧問。

目的及自標

I目的

1短期目的

1.1利用極具倉憶的「教育劇場」提升學生的創造力,讓學生感受及認同學習是－件賞D樂事

英國創造力研究專家、作家、研究員、教育諮詢師及大學教授肯‧羅賓森（KenRObinson）認為

人的生命具有與生俱來的創造力,而教育的其中－個偉大作用就是喚醒並開發人們的創造力。在

現今的社會,科技支配著－切,甚至令人麻木’失去了責貴的創意。我們的下－代正活在這樣的

一個無深度的時代裡,所有事物都傾向-式－樣’這就證責人的創意愈來愈低,人的見識愈來愈

廣淺。可是,在急速變化的現代社會,是十分需要創造力!據報導,最近有一項針對60多個國

家,30多個行業的l’500名CEO的抽樣調查顯示,腑胃創造力並非等同於智力’卻是渲個時代

最重要的能力’有創造力才可以建設╴個進步的社會。因此可見’富創造力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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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習,尤其是戲劇,能強化大腦的注意力系統’培養不同的思維方式,例如鍛鍊學生的認知

能力、好奇心、責驗精神、靈活性、隱喻式的思維方式及審美等等,這些都是常規課堂上往往缺

失的。本圄會將戲劇教育中’最互動及具創意的「教育劇場」模式’帶給參與是次計劃的學校’

並將之滲人常規課堂當中。教育劇場並非－般的學校巡迴戲劇,學生並不是坐著做一個普通的觀

眾’而是在「演教員」的弓I導下,與角色人物互動的「參與者」】他們會即時以角色的身分完成

任務,從中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及協作精神。讓學生「做中學」,在戲劇的情境中學習,加強學

習的趣味性,體驗學習的樂趣。

透過中國經典建立正面道德價值觀

《西遊記》是我國小說經典,書中有－個光怪陸離﹑神奇瑰麗的虛幻神話世界:有天堂地獄﹑天

宮神仙,還有－群妖怪’作者透過這些人物諷柬雌上不同性格的人,其中亦充滿了道德教化。本

圉希望以教育劇場的模式’配合《西遊記》的故事’創造不同的戲劇清境’讓學生能夠在互動中,

理解人物的行為,從中學習如何分辨是非,提升思考及解難能力,並建立正面的道德價值觀。

提高教師的教學創意及與學生的互動關係

教師是學生重要的創意守門人’因此在培育學生創造力的歷程中’教師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參與

本計劃的教師能夠在「創造性文本敘事工作坊」中,學習到戲劇教學的方法理論,不但從中喚醒

自身因沉重課擔而受到壓抑的創造力之外,亦能學習到如何與學生在教學撾程中’產生「對話」
及「互動」’激發創意的秘訣。

在完善的教育盧暢的運行撾程中,基本由「前置教學」、「藝圉造訪」及「後置教學」三部分組成。

「前置教學」及「後置教學」的課程以教育戲劇的形式設計及編寫’因此課堂不再是「黑板教學」。

參與計劃的教師在完成培訓後,將運用由本圉專為計劃撰寫的教案’與學生進行課堂’當中教師

需運用不同的戲劇教學策略,在渲些策略中’如「老師人戲」﹑「學生人戲」等,便需要教師與學

生進行「互動」》同時亦要作「即時對話」。

擬設例子

前設

孫悟空知曉屍魔三戲唐三藏’逐誅屍魔’唐僧卻遷怒悟空’要他離開。然而,悟空卻有保護

唐僧之心。

戲劇瓣策略:老師人戲＋學生人戲＋循環論証劇

著學生分成四至五組,扮演的孫居空徒子徒孫,教師則人戲扮演悟空。教師所扮演的悟空’

要分別走到各組的徒子徒孫討論「去與留」的問題。在正式開始渲個活動前’要先預設有些

組別是贊同悟空離開’而另外╴些組別是不贊同’每組的部下都要向悟空說出理由以支持自

己的意見。教師所扮演的悟空如走到認為要留下來的－組,就要說出離開的原因。當走到認

為要離開的組別時,.就要說出留下來的原因,繼而弓I發各組之間的辯論。

而教育劇場中「藝圄造訪」部分,之所以與－般的學校戲劇巡迴演出有所不同,重點亦在於其高

度的「互動」’因此才以－班－場的模式進行’而參與的學生不是觀眾,而需要代人特定的角色

參與其中。學生會在「演教員」的弓I導下’即時以角色的身分完成任務,他們有機會近距離與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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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戲劇人物’諸如唐三藏﹑孫悟空等會面’或與他們共商事宜j或為他們解決困難’在渲些撾程

當中「即時對話」是必然產生的。

設立「戲劇藝術教育頻道」’分享戲劇教學成果

透過現今科技,向相關界別及香港市民展示戲劇教學的成效,展示計割的推行過程及成果’讓大

眾感受戲劇教學的創造力之餘,亦讓計劃的核心思想流傳開去,讓計劃的力量得到延展。

長期目的

提升學生對我國文lb的欣賞能力,提高寫作的技巧

由於歷史已不被重視’學生學習我國文｛匕的機會可能愈來愈少!《西遊記》是中國著名小說之╴’

書內文字精練’描繪人物栩栩如生,孫悟空﹑豬八戒等對於中國人來說幾乎都是家喻戶曉的人物。

而且本書意境深遠’意象豐富’絕對能夠開發學生的想像力及創意思維。因此’本圄選擇以《西

遊記》作戲劇教學文本’配合互動的濛暢活動,培養學生閱讀我國文學及認識我國文化的興趣,

甚至從各項戲劇活動中’提升中文髻寫的能力及寫作技巧。

保留及延績計劃的精粹,將荊隴糙力的戲劇教學方法滲人各間參與學校

參與本計劃的教師能夠在「創造性文本敘事工作坊」中,學習到戲劇性的敘事技巧,以及與學生

作即興互動的秘訣之外’教師更能成為教育劇場中的演教員,真正與學生進行互動教學。另一方

面’他們回到自已任教的學校時’透過自行舉辦的工作坊與校內其他教師分享及示範責行戲劇教

學的方法,讓更多同工受惠,並將這種充滿創造力的戲濛燉學方法’滲人至全校。

出版戲劇教學專集,讓充滿倉臆的戲劇教學方法,能夠不斷延展及流傳

本計劃會製作《戲說西遊記》戲劇教學專集’專集內容包括利用過程戲劇（ProcessDrama）的教

案及「創造性文本敘事工作坊」的課堂筆記等。本圉希望專集能夠讓教育和戲劇界提供有用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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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目標

l

2.

3.

4

5.

6.

7.

8.

9.

10

抽取我國經典《西遊記》-書中的故事作為戲劇及教學文本,透過劇場提高小學生的想像能力、

創造能力及語文能力

利用「角色扮演」讓學生培養創意及判斷能力

透過教育虔暢及戲劇教學策略加強學生認識我國著名文學作品的意願’培養闔讀我國經典的興趣

透過配台主題的戲劇活動,培養學生在聽、寫、請、講方面的能力

利用「教育戲劇」（DIamamEducation﹚的教學策略,增進學生的互學與協作精神

透過教師培訓’讓教師學習及掌握戲劇教學的方法’增強他們的創意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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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擔當「演敦員」╴職,真正責踐戲劇教學互動綺申

施行前後萱戲劇教學視導,全面協助提升教師的教學素質

編製文獻及設立「戲濛懂術教育頻道」’令更多教師與學生能夠受惠’並把計劃的精髓延展下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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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及預期受惠人數

本計劃選擇高小學生（小四至小六﹚為對象’每間參與學校須選擇其中-｛固年級參與計劃,每級約4﹣5

班,每班學生約40人。同時,每間參與學校須派出2-3位教師接受培訓及視導,教師亦將參與戲劇

排練並於巡迴演出部分,擔任演教員’帶領學生參與人戲活動。以30場教育劇場來計算,將會有6﹦8

間學校參與是次計劃。

預期受惠人數

每間學校6﹣8問

2﹣3人l2﹣24人

約20-40人約l20﹣320人

約l60﹣200人約l’200人

約2﹣10人約12﹣80人

約160巳00人約1’200人

2﹣3人l2-2￠人

約800單位

全港

約l0,000人

項目 對象 直接受惠 間接受惠

參與教師

校內其他教師

學生

教師

學生

教師

•

創造性文本敘事工作坊 ••••
∕
∕
γ
-
↙
↙
↙

教育濛暢《戲說西遊記》

巡迴演出

前後萱戲劇教學視導

《戲說西遊記》

戲劇敦學專集
教育／藝術機構

∣戲劇藝術教育頻道∣公奉

創意

I教師高階戲劇教學培訓,繃師首次擔任演教員

參與教師均需接受戲劇教學培訓,學習多種不同的戲劇教學策略（DramaTbachingStIate田﹚之

餘,計劃亦加強教師於說書、角色扮演、互動及即時對話、教學與美學等的訓練’為他們於藝團
造訪部分能擔任演敦三作準備。是次教師培訓,不僅要讓教師能靈活運用戲劇教學策略於曰常課

堂之中,亦要推動教師往前踏步’於藝團造訪擔任演教員一職’帶領學生置身戲劇情境外’亦要
以重要身分人戲扮演角色’與學生互動交流’作即時對話。

Ⅱ拓展推廣計劃媒介,倉位「戲劇藝術教育頻道」

為了進-步推廣計劃’讓更多不同階層人士獲得計劃的資訊和成果’我們將雙管齊下’一方面以

文字記錄,出版戲劇敦學專集;另－方面創立「戲劇藝術教育頻道」’專為戲劇教育而設計及開

發的╴個最新網上平台,以專家訪談、計畫價行紀錄﹑參與學校教師／學生經驗分享等為素材,

製作視像檔案’並透過此平台發放。此舉,不僅能有助推廣計劃資訊’亦能弓∣起更廣泛的關注﹚

有助把計劃帶到更遼闊的層面。與此同時’亦能透過網絡留言專案﹚持績跟進和討論戲劇藝術教
育的發展和責踐倩況。

m以教育劇場帶動參與教師和學生的倉臆﹑組織和論證的多元思維

因應學習環境﹑學生能力和學習需求,配合教育劇場架構﹚編寫前後置教材、編作藝團造訪戲劇

部分及互動教學設計。讓參與教育劇場計劃的學生’除了透撾富趣味的戲劇情節學習知識之外’

還能透過角色扮演完成多個任務。在參與教師的帶領下’學生亦需構思角色人物形象、角色人物

的說話及以人物的心態撰寫文字、發表言論、創作漫畫’又或如透過靜止視像,學生需要運用身

體動作／姿態’重新創造及呈現故事情境。再者,過程中參與教師就著計劃所提供的資訊,設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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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跨學科學習,在以往的計劃中’便有教師讓學生進行角色人物的面譜設計。凡此種種,目

的是務求讓學生能在行動中學習’同時在構思、設計及思考的過程中,發揮每位學生的獨特創意。

理念架構

整個計劃主要架構於以下四個理念之上

理念 主要內容 特點及形式

教育戲劇（DramainEducation）簡稱D正’

亦被譯為「戲劇教學法」。意思是利用戲劇

（Drama﹚作為學習（Leaming﹚的媒介’

成為教學（Education﹚的工具（Tbols）。

教育戲劇強調在過程（Process﹚中學習’並

透過不同論題,讓學生學習:

l﹚有關戲劇的事

2﹚有關學習的事

3﹚如何思考和說話

4﹚表達自已的意見,從而建立健全的人格

〒
融
人
﹁
教
育
戲
劇
﹂
的
理
念
及
策
略

本計劃的前後置教材將會由戲嚎做事加上

適當的戲劇教學策略建構而成,透過引人

人勝的故事及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及動機。

桃樂西‧希芙閣（Dom↑hyHeathcote）為英

國戲劇教育專家。她充分利用戲劇元素精

確地帶出學生已知卻又未察覺的事。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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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要學生

去演戲’並不是要灌輸資訊（infbrmation﹚,

而是弓∣導學生發掘他們已有的知識’並加

以運用。

希芙閣的戲劇目標:

l）尋求經驗（expenence）’從而帶來感覺

（feeling）及意義（meaning）

2）課程取材於學習範疇’著重解決問題

3）經歷特定的瞬間’透撾戲劇,獲取經驗

來學習

二
‧
桃
樂
西
三
墾
大
閣
的
戲
劇
教
學
概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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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

布萊希特認為’╴切熟知的事情,人們就

會因為覺得是理所當然而放棄深人理解’

因此他提倡以陌生化效果的藝術技巧’向

觀眾呈現普通的東西或事件,弓l人求解’

從而提升觀眾關注及思考。

形式要加強敘述性

事件呈現多個觀點

觀眾不可被動地接受在他們面前展現的

戲劇事件

讓「參與者」成為「劇中人」

使「參與者」能參與戲劇中的討論

安排主角各種不同結局的可能性

l)

2)

3)

三
’
布
萊
希
特
的
﹁
陌
生
化
效
果
﹂
與
﹁
教
育
劇
﹂
理
念

4)

5)

6)布氏亦將觀眾轍b為理性的「觀察者」,甚

至是以「審查員」和「參與者」的身分參

與戲劇,籍由被動狀態轉變為主動思考﹑

進行批判。這是敘述體戲劇（Episches

Theater﹚的雛型’布氏把它名為教育劇

（Lehrstiicke）’教育劇的基本理念是「觀

眾不再僅僅是旁觀者,而是合作者。」l

教育濛陽（TheatreinEducation﹚簡稱T正’

產源於英國。它「強調以濛暢媒介來製造

學習機會」。2讓參與者透過劇場經驗來進

行「學習」有關社會及歷史方面的議題;

鼓勵參與者透過角色扮演直接參與演出’

而不只是坐著做－個普通的觀眾;在演教

員的弓I導下’參與者可以自然地在戲劇進

行期間與角色互動’提出問題及立下決定。

1﹚參與人數是以-個班級或某╴團體做為

演出對象’人數多在二十至四十人之間

2﹚演出後有跟進的工作’以針對演出所延

伸的話題作進-步的討論

3﹚由演教員（ActoI∕teacher﹚帶領活動。所

謂演教員’從字面上就指出了帶領者的

兩個身分與任務,渲亦說明丁這類劇場

必須要藝術、娛樂與教育並重

斗﹚內容從課程當中選擇題材或選取其他有

教育意義的主題

5﹚在足夠的資源下’活動可包括前／後置

作業（劇圄享先設計教材於演出前後與

同學進行相關的戲劇活動﹚、藝圄造訪

（藝圉到訪學校並提供高度互動的演

出）及事後評估等

四
.
教
育
劇
場
的
運
作
模
式
建
構

令

| |

I2

佛克爾著,李健嗚譯;《布萊希特傳》﹙台北:人間出版社,l987年﹚,第166頁。
台南人劇圉策劃’蔡奇璋﹑許瑞芳編著’《在那湧動的潮音中;教習劇場T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

7



••

C
s℃hedu!遇i盪↑囂

2014／0265（修訂本）

推行方案及時問表

推行方案

創造性文本敘事工作坊

內容:

l﹚教授富創意的戲劇教學方法（DramainEducation﹚

2﹚加強教師說書、角色扮演、互動及即時對話、教學與美學等訓練

3﹚擴展教師的創意思維’增強他們建構有效教學情境的能力

￠﹚訓練教師正確的發聲、呼吸技巧及肢體運用’提升表達能力及教學效能

5）為教師提供前後置戲劇教材,示範教學,讓教師掌握如何帶領前後置戲劇活動

6﹚讓教師參與排練j為於藝團造訪階段擔任演教員作準備

工作坊安排:

l﹚分三個階段進行’共6課:

l.l首階段為教學培訓,3課（每課2.5小時）

1.2第二階段為排練部分,2課（每課3小時）

l.3最後階段為檢討會’1課（每課2‧5小時﹚

2）日期:

2.l首3課在2015年ll-12月期間進行

2.2其後2課於2016年1﹣2月期間進行

2.3最後－課於2016年7月進行

3）時間:共l6小時

4）人數:共6﹣8間參與學校,每所參與學校委派2-3位教師接受培訓’共約12﹣2‘

•

I1

4）人數:共6﹣8間參與學校,每所參與學校委派2-3位教師接受培訓’共約12﹣24位教師

前後置戲劇教學視導

內容:

l）為每位參與教師提供至少一次教學視導（整個計劃合共30次）

2）本圄派出專業的戲劇教學藝術家,到訪學校觀察參與教師帶領前後置戲劇教學活動的情況

3）於課後即時提供專業教學意見,從而提升參與教師的教學素質

教育劇場《戲說西遊記》巡迴演出

內容:

1）巡迴演出30場教育劇場《戲說西遊記》

文本章節取材建議（責際排練時或有增減／改動﹚;

-第七回∕﹨卦爐中逃大聖五行山下定心猿

-第二十七回屍魔三戲唐三藏聖僧恨逐美猴王

﹣第五十七回真行者落伽山訴苦假猴王水簾洞謄文

-第五十∕﹨回二心攪亂大乾坤－體難修真寂滅

-第五十九回唐三藏路阻火燄山孫行者一調芭蕉扇

﹣第六十回牛魔王罷戰赴華筵孫行者二調芭蕉扇

﹣第六十╴回豬八戒助力破魔王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Z.

﹃

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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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讓參與教師親身體驗和責踐擔任演教員的任務

3）讓學生認識及瞭解《西遊記》的主要人物及情節

4）讓學生理解及思考故事背後的寓意

5﹚透過劇場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及文化修養

6﹚讓學生萱身戲劇倩境,體驗當中的戲劇衝突,為角色人物解決困難

7﹚增強判斷能力及建立正面的道德價值觀

演出安排:

l）日期:20l6年3﹣6月期間進行

2）時間:每場約90分鐘

3﹚對象:小四至小六級（每問學校選擇其中-個年級推行）

4﹚場次:30場（每班╴場）

出版《戲說西遊記》戲劇教學專集

內容:

l﹚編輯及出版800份《戲說西遊記》戲劇教學專集

2﹚專集內容包括戲劇教學方法的理念、教學策略及個案分享等等

發放安排:

全港小學及藝術教育機構

設立「戲劇藝術教育頻道」

內容:

l）開設「戲劇藝術教育頻道」,專為戲劇教育而設計及開發的╴個最慈

2）以專家訪談﹑計畫』責行紀錄、參與學校教師／擘生經驗分享為素材

「戲劇藝術教育頻道」’專為戲劇教育而設計及開發的╴個最新網上平台

2﹚以專家訪談﹑計劃責行紀錄、參與學校教師／學生經驗分享為素材,製作視像檔案,並發放

於網上頻道

3﹚拓展交流渠道,透過網絡留言專案’持績跟進和討論戲盧囈術教育的發展和責踐情況

推行時間表

項目

計劃籌備

教師培訂I∣

教育劇場

《戲說西遊記》

巡迥演出

工作描述

∣構思宣傳策略、初步發送電郵及傳真
∣發邀請信﹑學校查詢及報名
擬定參與學校名單

工作會議:與參與教師商討計畫阬程

編寫教材:設計及編訂前置及後置教材

教師培訂∣∣:為參與教師提供戲濛燉學培訓及排練

教學視導:到校觀察前置及後置戲劇活動

i檢討會議:與參與教師研究計劃的成效

評估研究:回收問卷及整理數據

製作籌備:組織圄隊及討論製作流程各項重點

演出製作:排練、完成佈景﹑服裝及音響等

技術支援:與學校確定出人景及演出等安排

巡迥演出:造訪學校作30場教育劇場演出

9

日期

09C015

09﹣10肛015

09﹣11旭015

l1/2015

10-11厄015

11/2015-02E016

12E015-07/20I6

07n016

07﹣08〃016

|11-12/2015

0l-03/20l6

02-03I016

03-0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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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專集:撰稿﹑編輯及修訂

出版專集:校對、排版及印刷

宣傳推廣:擬定名單﹑郵寄／速遞專集

設立平台:設計及建構頻道及發放宣儔資料

素材拍攝:拍攝及上載專家訪談、推行情況及訪問等

宣傳推廣:向教育／藝術機構及公眾推介頻道資料

撰寫報告書;整理及分析資料

01-07/20l6

07﹣0g〃0l6

09E016

11/20l5-0ln016

12I0l5-07/2016

08I016

0gI016

出版

戲劇教學專集

設立

戲劇藝術教育頻道

計劃完結

﹄
﹦ \

=

教師 校長

l﹚參與l6小時的戲劇教學培訓’於培訓完

成後接受教學評估

2﹚參與藝圍造訪前期排練,為擔任演教員

作準備

3）定期與本圄會晤檢討計劃進度,負責藝

團造訪學校的活動安排.

4﹚在藝團造訪前後為學生提供前後置戲劇

教學

1）幫助參與教師解決課節問題

Z﹚安排教育劇場的演出時間及空問等行政

事宜

3）為是次計劃提供賓責意見
前期

1﹚接受前後置戲劇教學視導’提升自身的

戲劇教學質素

2）在教育劇場的演出中,親身體驗及責踐

擔任演教員的任務,帶領學生討論和研

究課題

3﹚閱讀、分析及收集學生的作品’作評估

研究之用

4）接受攝製人員的拍攝及訪問,分享教學

心得

5）接受報章及傳媒訪問

l）對外宣傳本計劃的理念及形式

2﹚於教育劇場進行期間親身觀察及檢討教

學成效

3）接受報章及傳媒訪問,分享計劃成杲

中期

1）協助宣儔及推廣「戲劇藝術教育頻道」

2﹚對外分享學校參與本計畫!的經驗和成果

與校內其他教師分享戲劇教學的理念及

方法’並╴起進行跨學科學習活動

以簡報形式於檢討會上與其他學校的參

與教師分享戲劇教學經驗

協助宣傳及推廣「戲劇藝術教育頻道」

l)

後期 2)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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濺

∣∣項目 賣用（HK＄）

行政／統籌人員

統籌（兼職12個月’工作時數50小時﹚

監製（兼職1Z個月’工作時數斗0小時）

藝術／創作人員

導演（構思及排練30場教肓劇場演出及活動﹚

編劇（構思及編訂30場教育劇場演出的文本）

演教員（排練及演出30場’每場90分鐘,＄800x30場x5人﹚

技術／設計／製作人員

舞台監督（排練及演出30場’每場90分鐘’＄800x30場）

助理舞台監督（彩排、起景及卸景,每小時＄80x300小時）

佈景設計（構思及設計30場教育盧暢演出的舞台設施﹚

服裝設計（構思及設計5位演教員的戲服及化妝造型）

創造性文本敘事工作坊

戲劇教學培訓（＄600∕小時xl6小時x2人﹚

前後置戲劇教學視霉

戲劇教學視導（＄500／次x30次）

出版戲劇教學專集

設計、編寫及整理﹙﹩250／小時xl00小時﹚

評估研究

編製評估表、設計問卷及分析數據（﹩100／小時x80小時）

平面設計

單張設計、專書封面設計及排版（＄100／小時xl80小時﹚

戲劇藝術教育頻道

網頁設計及寄存

錄像拍攝及宣傳片製作等

服
務

30’000

24,000

|
24,000

25’000

120’000

24’000

24,000

l2,000

12,000

l9,200

l5,000

25’000

I

8,000

l8,000

20’000

50,000

合計:∣450,200

∣鑾隹萱
∣布幕、倉租及其它場景設施等

佈景及道具

服裝（製作﹑租賃及清理等）

器材（音響／錄像／燈光﹚購買及租賃30場

交通運輸

保險（導演、舞台監督、助理舞台監督及演教員﹚

場地簧

教師培訓（每小時＄150xl6小時）

演出排練（每小時﹩l50x100小時）

般
開
支

25,000

10,000

15’000

6’000

12’000

5,000

2,400

15’000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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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責

單張／海報（2’000張﹚

資料紀錄（攝影、錄影、網頁等﹚

印製戲劇教學專集

印刷、出稿及運輸（800份）

審計賬目、資料搜集、課程設計、評估研究

核數師費

雜項（邀請信、教具、文具、郵寄及參考害等等）

2,000

6,000

20,000

5’000

7,000

餅
-
附

130,』00

580,600

職位 職責 資歷

統籌 籌劃計劃及活動,設計和跟進戲劇教學課程及

管理教育盧暢演出。監督計劃進度及安打咯項

教學及行政事務

（l）持有香港身份證或有效的工

作許可證

騁製 （Z）曾接受專業戲劇訓練及／或

專業舞台管理訓練及／或專

業設言筒l∣練及／或相關舞台

製作經驗

策劃宣傳及推廣方案。提供行政支援,管理及

監督教育嚎腸演出製作

導演 帶領演教員排練,統╴演出風格’與設計師溝

通,協調、提升教育劇場演出的藝術水平

編劇 構思及編訂教育劇場文本

（3﹚曾製作或參與同類型教育劇

場計劃優先

演教員 出席排練,配合導演的指導,進行教育劇場演

出及帶領相關戲劇教學活動

舞台監督 定期出席排練,監督後台運作及管理後台事

務。配合導演、演教員和設計師,協調教育劇

場演出流程及進度。提供技術指霉,確保整個

演出I∣頂利進行

助理舞台監督 出席排練,輔助舞台監督﹑導演和演教員’確

保排練過瀏偵利。負責起景及卸景’在演出進

行期問處理後台事務,確保演出I∣頂利

佈景設計

服裝設計

評估研究

平面設計

設計佈景,協助呈現戲劇場景

設計服裝,協助呈現角色形象

編製評估表、設計問卷及分析數據

單張設計、專集封面設計及排版

計劃的預期成果

是次教育劇場計劃對學生而言,在於提高閱讀我國文學的興趣及寫作能力,並培訓他們的創意思維,

使能霎活地以多角度思考。對教師而言,在教育劇場中擔任演教員,令他們的戲劇教學能力得以增值,

並透過學習如何帶領前後置戲劇活動、正確的發聲技巧及肢體運用’使任教其他科目時能活用創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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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弓l人人勝的教學情境’令這種充滿創意的教學法,深人及延績於每間參與學校之中‧要於活動後

仍能持績提高學生相關能力及協助其他教師推行戲劇教學法,硬件及軟件配套都是不可或缺。因此,

於本計劃進行期間開設「戲劇藝術教育頻道」’及於本計劃末段印製戲劇教學專集,給予教育及相關

機構參考使用。此舉不但能夠令教育界人士深人理解戲劇教學及教育劇場等模式’也為學者們提供有

價值的研究素材’透過研究交流使教育界廣泛認知及採用,更能幫助加強其他教師使用戲盧燉學的意

願。

預期產品

《戲說西遊記》戲劇教學專集（800份）

渲本專集內容包括本計劃的架構、戲劇教學方法的理念、教學策略及﹛固案分享等。本圉更會邀請

相關的專家作顧問,聽取他們的意見,令專集製作更加嚴謹及更具教育性。參與教師可利用專集

內的教材帶領學生進行「前置」和「後萱」戲劇活動,而他們日後亦可將教材重組運用或改編成

不同的教案,既能把本計劃延績’亦能幫助教師拓展不同教學方法的思維空間。

設立「戲劇藝術教育頻道」

專為戲劇教育而設計及開發的－個最新網上平台。網上頻道中,有專家訪談、計劃責行紀錄﹑參

與學校教師／學生經驗分享、藝圄造訪,亦拍攝參與教師的戲劇教學流程’展示教師學習戲劇教

學及責際應用的情況。運用網上平台的網絡留言進行討論’拓展了藝術團體與學校》以及學校之

間的交流渠道’可持績跟進和討論戲劇藝術教育的發展和責踐情況。渲「戲劇藝術教育頻道」將

會是參與教師在戲劇教學上成功的重要證明。

預期成果

創造敝本敘事工作坊（16小時）

預期全港6﹣8間小學參與,每間參與學校委派2﹣3位教師接受培訓,共約1224位教師。參與教

師將會學到;

﹥戲劇教學的方法

﹥帶領前後置戲劇活動的技巧

﹥掌握擔任演教員的技巧

﹥正確的發聲及呼吸技巧

﹥利用肢體幫助表達的方法

﹥怎樣建構具創意的教學情境

﹥與學生作即時對話及回應的秘訣

參與教師亦會與校內同工分享戲劇教育的經驗及技巧﹚提高學校整體的教學質素。同時’本計劃

可以增加不同學校教師們溝通的機會,從而增加校與校之間的交流。

戲劇鵝視導（30次）

本團派出專業的戲劇教學藝術家’到訪學校觀察參與教師帶領前後置戲劇教學活動的情況,於課

後即時提供專業的教學意見,以提升教師的教學素質,讓他們更有信心發揮自身創意’把戲濛惻
人日常教學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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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劇場《戲說西遊記》巡迴演出（30場’每場90分鐘）

在完成計劃後,受惠的學生能夠;

﹥認識我國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

﹥提升閱讀中國文學作品的興趣

﹥提升創意及想像空間

﹥增加同理心

﹥增強表達及溝通能力

﹥提高組織及寫作能力

﹥提高判斷能力

﹥提升解難能力及信心

﹥建立正面的道德價值觀

出版《戲說西遊記》戲劇教學專集（800份）

相關人士可以根據專集為教學藍本,結合自身創意編寫厲於自己的新教案。此外’亦可讓耒來有

意發展戲劇教學的教師及學校,釐清戲劇教育的理念及責際應用的方法’為戲劇融人語文科及常

識科作賓貴的參考。

設立「戲劇藝術教育頻道」

「戲劇藝術教育頻道」’不僅發放參與學校師生的「教與學」經驗分享為素材’還有一系列專家

訪談和計劃責行紀錄。亦透過網絡留言專案,加強交流’與業界-同研習﹑探索及推動新的教學

形式’可持績跟進和討論戲劇藝術教育的發展和賣踐情況。

﹃

O·

4.

S·

計劃評鑑

I有關評估參與「創造性文本敘事工作坊」教師的方案

參與教師在整個計劃中要經過評估,才合資格成為運用戲劇教學法的教師,評估指標包括知識、

技能及態度。

評估方法與工具:

l）參與教師需達至80％或以上出席率‧

2）筆試或撰寫教案／文章評估

筆試評估,測試教師對戲劇教學原理、戲劇教學策略運用方法及不同戲劇教學形式特性的

認知性;撰寫教案／文章,讓教師能應用工作坊所學】用以反思和總結。

3）前後置戲劇教學視導評估

戲劇教學藝術家到校觀察教師帶領戲劇課,視導內容包括教學策略應用、給學生在戲劇活

動中的正面評價和回績、管理學生在戲劇活動中的突發性行為及戲劇教學流程的管理等。

每次視導後,戲劇教學藝術家與教師即時召開回績會議,－起檢討教師的教學表現。

4﹚教師戲劇教學評估表

由視導的戲劇教學藝術家填寫’表上記錄丁參與教師的教學表現,讓教師對自己的戲劇教

學成效作參考,從而了解自己需要作改進的地方’探索自身新的戲劇教學路向‧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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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有關評估學生在計蠻l中的學習成效的方案

應用促進學習的評估模式,選取合適的素材,設計和編訂「前置」和「後置」教材’讓學生在藝

團造訪前後完成不同的任務和習作,如代人角色人物的身分辯論遊說,又或是撰寫文章或評論

等’鼓勵他們從多角度說出或書寫自身對事件的看法。在計劃完結後’教師可以通過學生的習作’

評估他們的學習狀況,以作跟進及延績施教之用。

m監督整個計劃的評估方案

自我監察團隊

由本團行政總監、計劃繕、參與學校教師’定期召開工作會議’監督整個計劃的進度和成效‧

董事局

本團董事局由教育文化界、戲劇界、大學教授及學校校長等資深及傑出人員所組成。本團董事局

負責監管劇團的－切事務。本計劃的整體運作亦將由董事局作最高監督,以確保計劃l∣價利進行。

藝術顧問

本圉藝術顧間包括有鍾景輝博士（香港戲劇協會會長）、傅月美女士（香港戲劇協會幹事（學術﹚﹚

及鄭振初先生（香港教育學院高級講師）。他們會以義務性質就合適範疇提供專業意見。

IV問卷調查

因應個別活動的性質、內容及目的’設計問卷的形式和內容,由該項活動的參與者填寫,收集數

據、意見及回應,進-步評鑑每個活動的成效。

1）教師問卷-分前設和後設問卷兩種’由參與教師在培訓展開前填寫前設問卷,再在工作坊

完結後填寫後設問卷,比較和分析教師在培訓前後的轉變。

2）學生問卷-學生參與所有活動後填寫,從問卷中的資料可評估教育濛暢的推行成效,例如

他們有否在「前置教學活動」、「教育劇場」及「後置教學活動」等吸取教育養份等。

計劃成果的延續

本計劃對學生、教師及教育界所帶來的持績發展和整體增值;

∣學生 |>

>

>

教師 >

透過角色扮演’代人《西遊記》裡面的不同人物’在充滿戲劇性的張力中’開敔個

人的創造能力。

置身於《西遊記》的戲劇情境中’認識及瞭解故事人物及重要情節’體驗戲劇衝突’

反思問題及為角色人物解決困難。從而對故事有更深刻的印象,還進╴步理解及思

考故事背後的寓意,有助提高閱讀我國文學的興趣及寫作能力。

透過參與教育劇場》理解《西遊記》主要人物的心態及行為動機’藉以培訓他們的

判斷能力﹞建立正面的道德價值觀‧

透過「創造性文本敘事工作坊」’學習如何帶領前後置戲劇活動之外,亦會學到正確

的發聲技巧及肢體運用,在任教其他科目時,能增強創意’建構弓I人人勝的教學情
境.。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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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創造性文本敘事工作坊」,丁解不同的戲濛燉學策略’並因應不同的學科內容

重新組合﹚靈活運用在不同的學科上,從而令教學更多元化。

在擔任《戲說西遊記》演教員的任務中,將「工作坊」及「排練」時學習到的戲劇

教學策略責踐。親身體驗教育劇場,跟藝團專業的演教員的交流過程中’得到賓貴

的戲劇教學策略運用心得作回績,加強教師日後在學校延展推行戲濛燉學法時的信

心。

將學習及責踐到的戲劇教學理念、戲劇教學策略、編寫教案的方法及提問與回答的

秘訣等’帶回學校與同工分享及責行戲劇教學的方法’使這種充滿創意的教學法,

得以深人及延績於每問參與學校之中。

出版《戲說西遊記》戲劇教學專集,不但能夠令教育界人士深人地理解戲劇教學及

教育劇場等理念﹑模式、教學策略等’還記錄了參與學校的個案分享,為學者們提

供有價值的研究素材’更能幫助加強其他教師使用戲劇教學的意願。

透過更具滲透力的網上平台’將專家訪談、計劃責行紀錄等錄像片段在「戲劇藝術

教育頻道」分享,從而建立更廣闊的交流平台,更能有效地鼓勵教育界人士及有興

趣人士研習、探索及推動新的教學形式,延績創意教學的方法與精神。

拓展交流渠道,透過網絡留言專案,持績跟進和討論戲劇藝術教育的發展和責踐情

況,令非參與計劃的教師、學生及公眾人士思考並探索更新的教學形式。

>

>

>

教育界 >

>

>

推廣／宣傳計劃成臬

印製《戲說西遊記》戲劇教學專集

於本計劃圓滿結束前,本團將會印製800份戲劇教學專集,並且分發給全港小學及藝術教育機

構。戲劇教學專集主要是宣揚創新教學的理念,內容包括計畫』的架構、探討如何透過戲劇和劇場

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及文﹛b修養﹑增強判斷能力及建立正面的道德價值觀,以及融合戲劇教育的

方法理念等等。渲部專集不但會豐富香港的教育劇場檔案,亦讓有志推行戲劇教學的人士參考及

運用。

I

II設立「戲劇藝術教育頻道」

拓展宣傳及交流渠道’透過專家訪談、計劃片段等視像紀錄與網絡留言專案,加強公眾對本計劃

的認識,更讓圍隊可持績地以多種宣傳媒體宣傳及推廣戲劇藝術教育的發展和責踐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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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團劇用運
m

本圉會利用網頁作為計劃的主力宣傳工具。網頁由專業人士製作’含高度藝術性及可觀性,加上

資料經常更新,不但吸弓∣到很多瀏覽者,亦得到各界人士讚許,因此,必能達到宣傳之效。

『建立群組’提升關注本計劃的人數IV

在「愛麗絲劇場責驗室『戲劇教育／教育劇場』專頁」,定

期上載有關資訊﹚亦會建立群組,緊密與群組成員保持聯繫,提供最新消息’讓成員轉發訊息’

以增加關注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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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雞﹢劃的資料及消息以最快速度獲得

一

P︼0伊︾﹑0︼

－一

Ⅵ廣泛派發單張及宣傳駟!’吸納更多學校參與

製作設計精美的單張及宣傳電郵發放到全港的小學j讓學校的教師及校長獲得本計劃的基本概念

及資訊’從而致電查詢本計劃的事宜及調配負貢教師參與計劃。

ⅥI於報刊﹑雜誌、網上電台及電視台宣傳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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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Ⅱ透過不同種類的報章和雜誌弓I領教育及文｛匕界關注

一

資產運用計劃

現階段不適用

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機構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報告至嘶日

計劃進度報告 31B/20I6

1/9/2015-2gE/2016

計劃進度報告 30/9/2016

l/3/2016-3l/8/2016

計劃總結報告 3l/I2n0l6

l/9/2015-30/g/20l6

一-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報告到期日

中期財政報告 3lB/20l6

l/g/2015-29E/20l6

中期財政報告 30/g/2016

l∕3／20l6﹣31／8但0l6

財政總結報告 3l/l2E016

l/gC0l5-30/g/2016

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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