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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創意

培養追求美的夢想家

▲ 馮老師善用自己的作品作為教
材，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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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惠敏老師在校任教多年，致力規劃及

發展校本視覺藝術科課程，對提升學生的藝

術素養和營造學校的藝術氛圍，更是不遺餘

力。她好學不倦，累積了豐富的學科知識和

教學經驗，不斷改良校本課程及教學設計。

馮老師所設計的校本課程能緊密配合中

央課程的精神和理念，內容多元化，評賞與創作並重，

能充分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其中， 「視覺藝術高階思維
資優課程」 ，讓資優學生體驗聚斂性思考和擴散性思考
的學習任務，鞏固他們解決問題、獨立探究的能力及發

展他們的創造力； 「社區導向課程」 則由教師作定點導
賞，讓學生了解藝術在社會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至

於 「單元為本課程」 及 「科本統整課程」 ，既能全面整
合各級視藝科的學習內容，也加強了評賞和美學教學，

使課程更為連貫和均衡，學習內容更加豐富。

馮老師藝術造詣高，熱愛創作，並把握個人參展和

參賽機會，從創作實踐中追求進步，為學生樹立良好的

榜樣。馮老師每年都為學生籌辦多樣化的藝術活動，例

如設立 「校園藝術導賞展區」 ，舉辦 「親子設計及製作
比賽」 ，努力發掘學生的藝術潛能，讓學生從小喜歡藝
術，用豐富的創意體現生活的美善。馮老師能以個人的

藝術創作和創作為她帶來的愉悅感染學生，並鼓勵他們

不斷嘗試創作，積極參與校內外的視藝比賽和作品展，

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審美情趣，並成為追求美的夢想家。

從觀課所見，馮老師的教學重點明確，組織嚴密，

步驟清晰，教學流程流暢，提問技巧高，並能因應學生

的反應作出適當的回饋；她善用自己的作品作為教材，

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學生積極投入學習，能掌握課堂

的學習內容，整體教學極具成效。

馮老師每年都策劃 「視覺藝術科獎勵計劃」 ，鼓勵
學生以個人作品集記錄自己在本科的學習歷程，把寫生、

速寫、意念草稿、筆記、自我反思、搜集資料等創作過

程展示人前，與人分享創作的喜悅。馮老師重視評賞教

學和提問技巧，帶動校內其他視藝科教師共同研究評賞

的教學方法，聚焦優化提問技巧，有效發揮課程領導的

角色。

馮老師熱愛藝術，她長期與校內其他視藝科老師合

作出版《視藝全接觸》藝術半年刊，向學生、家長和社

區人士推廣藝術教育，為學校和社區營造濃厚的藝術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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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音樂藝術教育，提升

學生的自信心，培養他們

對真、善、美的追求，並

且拓寬個人視野，長大後

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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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念

譜出真善美

悠揚樂韻悠揚樂韻

獲嘉許狀教師獲嘉許狀教師
鄭加略老鄭加略老師師

所屬學校所屬學校
聖貞德中聖貞德中學學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六中一至中六

（音樂科）（音樂科）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薈萃20162016//20172017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說： 「我教學生作曲之餘，還要教他們樂器演奏，了解
各種樂器的特色，才能創作出優美的樂曲。」 鄭老師有
一顆好學不倦的心，為配合新高中音樂科課程的粵劇藝

術教學，他跟隨粵劇老師學習粵曲及拍和。他認為對粵

劇有進一步的認識，有助教學。

創新手法 激發創作

作曲及編曲能夠激發學生創意，但如何能夠寫出一

首動人心弦的歌曲？鄭老師有一套獨特的教學方法， 「若
從美學角度作曲，音符之間或令人感到堆砌，缺乏內涵，

因此我教學生根據標題創作音樂，學生事前需要構思一

個故事，舖排好整首樂曲的結構，然後恍如蓋房子般，

逐段逐段創作出來。」 他表示，採用這個方式作曲，學
生無須憑空想像，更容易引發創作靈感，有助提升作曲

的技巧，漸漸對作曲產生濃厚興趣。 「我曾遇上一位學
生，為了兩個音符，願意重寫樂譜及重錄音樂作品。學

生對音樂的熱誠，以及具有精益求精

的態度，令我十分鼓舞。」
現代科技發達，利用音樂軟件創

作比以前方便得多。鄭老師早在2000

年已把音樂科技創作引入課堂，教導

學生運用電腦作曲和編曲，培養學生

創作意欲， 「我鼓勵學生善用假期創
作音樂，由於互聯網及雲端科技的普

及，學生作了一首歌曲後，可即時放

上雲端，然後我利用手機或電腦下

載，品評學生作品，非常方便。」

聯校協作 發展高中課程
鄭老師認為，高中課程內容廣泛，教學時間緊迫，

加上學生需要花很多工夫提交作品，或許會減低學生修

讀的意欲，但假如學生想投考大學音樂系，高中音樂選

修科有助打好根基。為使高中音樂選修科的學生有更多

時間學習音樂，聖貞德中學聯同全港五所中學組成跨校

教學聯網，學生逢星期六早上到聖貞德中學上課，鄭老

師負責教授內容廣泛的甲部及乙部音

樂聆聽課程， 「透過跨校教學聯網，
學生能夠互相分享學習經驗，獲益良

多，同時彼此建立友誼，互勵互

勉。」
展望未來，鄭老師計劃持續進

修，提升個人的教學專業水平，並希

望能夠薪火相傳，為音樂界及教育界

培育更多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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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當天，聖貞德中學的音樂室傳來悠揚笛聲，委

婉清亮，感人心脾。在音樂科鄭加略老師的細心指導下，

數十位學生以自製的環保笛子進行吹奏練習，藉此提升

聆聽、演奏和欣賞能力。熱愛音樂教育的鄭老師，常常

鼓勵學生投入學習樂器，努力作曲，從音符和樂章之中

發掘真、善、美。

走進聖貞德中學的音樂室，會被一台電腦管風琴所

吸引，室內附設一間小型錄音室，學生既能為個人原創

歌曲進行錄音，也可以練習電結他和其他樂器。另外，

還有多部電腦供學生作曲及輔助教學之用。這間設備齊

全的音樂室，是由該校音樂科科主任鄭老師負責統籌建

設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各種樂器的特色，燃起學習興

趣，營造出一個自由的創作空間。

音樂教育 培養品格

鄭加略老師多才多藝，作曲、編曲、演唱，樣樣皆

能，堪稱 「全能音樂教育工作者」 ；對中西各種樂器的
演奏，例如鋼琴、薩克管、笛子、二胡等，都非常嫻熟，

同時懂得利用環保物料，教導學生自行製作二胡、笛子

等樂器。他從小愛上音樂，他的音樂藝術氣質，主要是

受到慈幼會教學及天主教聖樂所薰陶， 「我從樂曲中感
受到音樂的美，希望透過音樂創作及教育，創造一個真

善美的世界。能為別人帶來歡樂，很有滿足感。」 他相
信音樂藝術能培養學生樂觀的態度，讓他們常常保持心

境開朗，在創作音樂的過程中，拓寬視野，並勇於嘗試

新事物。

鄭老師的父親是中文科教師，唸電子工程出身的他

受父親的薰陶而執起教鞭，1986年開始在聖貞德中學任

教，轉眼逾三十年。因為醉心音樂教育，先後修讀音樂

學學士及碩士課程，提升個人專業水平，之後主力任教

音樂科，致力推動普及音樂教育，發掘學生的音樂才能。

與聲樂比較，鄭老師對演奏樂器更為鍾愛， 「或許
聲樂包含歌詞，感情較外露，但演奏樂器則能含蓄委婉

地表達作品的意境。」 為甚麼要學習多種樂器？鄭老師

◀學生在上課時全神貫注，
投入音樂世界。

▲鄭老師善用多媒體輔助音樂教學

◀師生共同參與校慶音樂
劇，展現學習成果。

◀鄭老師於校慶音樂
會中指揮中西聯奏
樂團

▲鄭老師好學不倦，
精通多種樂器演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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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同時擔任音樂科及設計與科技科的科主

任，學校的同事常打趣地問我為何能左右腦並用。我自

工商師範學院畢業後，便於聖貞德中學任教設計與科技

科，其時還是念念不忘我的 「音樂夢」 ，於是我利用公
餘時間去進修，而成為合資格的音樂教師。能同時任教

及管理兩個截然不同的科目，關鍵是要找出感性與理性

之間的微妙關係。我是個完美主義者，經常對審美有一

種執着，亦因此發現了音樂及設計與科技本質上的共通

點—─就是對美的追求。多年來，我在教學上特別重視

美學的培育，而在同時任教兩科的特殊條件下，讓我有

很多機會帶領學生進行跨科學習，讓他們綜合運用各科

所學，以體驗生活的真、善、美。

推行多媒體音樂教學

我認為學習音樂對青少年腦部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因此一直致力發展初中音樂科。我在編寫校本課程時，

很重視運用多媒體教材，多年前已率先運用於初中音樂

課堂，同時引入音樂科技及電腦作曲，運用電子教學，

把學習由課堂延伸至家中。當中最具規模的普及音樂學

習活動，就是成立校園電視台，製作音樂特輯。由2000

年至今，我擔任電視台音樂總監，拍攝及製作了一系列

《音樂全方位》的特輯，向全校播放，讓音樂教育普及

到各個班級。我用輕鬆幽默的方式介紹古今中外不同類

型的音樂，以深入淺出的手法讓學生認識古典、爵士、

搖滾、流行、中樂、音樂劇等等。該系列亦成為音樂課

堂的輔助教材，大大提升了課堂的教學效能，更證實多

媒體教材對教學有極大的幫助。

發展中西樂聯奏

童年的校園生活，讓我有機會涉獵多種樂器。開始

音樂教學生涯後，我更不斷學習樂器，以獲得教授鋼琴、

單簧管、薩克管、二胡、結他等樂器的資歷。由於對樂

器的痴愛，令我深信音樂教育應由學習樂器開始，因此，

課堂上我常以演奏樂器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有時，

真人示範的視聽效果，更勝多媒體教材呢！學生對樂器

認識加深的同時，也產生了親自演奏樂器的衝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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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動接觸老師，渴望學習樂器。學習樂器的幼苗需要

灌溉才能茁壯生長，中一級的 「一人一樂器班」 就在這
前提下成立，而學校的管樂團及中樂團就是幼苗的溫室。

為此，我竭盡全力推動管樂團及中樂團的發展，不斷從

校外團體、舊生會、家長會各處尋求資助去增添樂器，

兩個樂團的學生人數在高峰期曾達150人。為了讓中西

樂的團員互相認識對方的音樂，我特意為兩個樂團編曲

聯奏，先讓中西樂器的聯奏出現於學校舞台，再為中西

聯奏樂團爭取於不同場合，例如大型主題樂園、文娛中

心及演奏廳演出作品。最後，更把研究中西聯奏於中學

應用的經驗寫成論文，並與同工分享自編的聯奏樂譜和

實踐的經驗。

製作和研習樂器 師生同樂

樂器的結構及發展，向來與音樂的發展歷史有着莫

大的關係，因此，三十多年從事音樂教育生涯中，我亦

同時從事製作樂器的研究，並把製作樂器的知識與技巧

貢獻於音樂教學。近年也積極接觸不同領域的音樂人，

例如利用假期，與上海的音樂學院一起推廣電腦管風琴

製作，遠赴山東學習製作二胡，到台灣拜訪國樂製琴師，

充實自己對樂器的認識，從而向學生推介。學生特別喜

愛把玩自己親手製作的東西，製作樂器也不例外。為此，

我曾指導學生製作環保二胡及成立環保中樂團，近年又

在中二及中三級的課堂上教導學生以立體打印技術製作

牧童笛，以木工技巧製作夏威夷小結他，藉此提升他們

對研習樂器的興趣。

開設聯校高中音樂課程
我積極發展普及音樂教育及樂器教學，收穫之一就

是發掘了一批有天份、肯努力的學生。耕耘多年後，樂

團成就了一群有志從事音樂事業的學生，期望繼續進修

音樂。當年我盡力游說學校開辦新高中音樂課程，新學

科開辦成功後，有了第一批音樂選修生應考新高中音樂

科，為學校在高中音樂科發展開創了先河，此後數屆考

生成績不俗，喚起了友校開辦此科的興趣。我更為數間

中學組成了音樂選修科聯網，並擔任作曲及聆聽導師。

為了培養來自不同學校有志繼續進修音樂的高中學生，

只能於周六上課，花上六至九小時教學，至於花在指導

及備課的時間更是不可估量，但想到能惠及多間學校的

學生，我還是覺得非常值得。

推動教學相長 共譜樂章

音樂的領域何其廣闊！學如逆水行舟，教如砥柱中

流，然而學與教能相長，又哪怕前路難行？雖然學習音

樂並非社會的主流，多年來，師生於課堂及樂團共同成

長，凝聚了一群對音樂有熱誠的青年。今天，畢業多年

的舊生仍熱衷回校擔任樂器導師，指導學弟學妹，並鼓

勵他們參加學校的樂團。展望將來，期望師生齊心協力，

為音樂教育譜出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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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老師善用《音樂全方位》特輯在課堂上進行教學

▲精通多種樂器的鄭老師
與學生一起練習中西樂
聯奏

▶鄭老師與學生合奏二胡

▲鄭老師為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上高中音樂課

▲中二級學生吹奏自製的牧童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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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音樂教育

盡展藝術才華

▲鄭老師善用多媒體教材，並透過
演奏各種樂器和歌唱活動，

訓練學生的聆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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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度

學校網址：
http://www.sja.edu.hk

聯絡方法

聯絡人：鄭加略老師

學校電話：2578 5984

學校傳真：2578 5725

電郵：carlos_tchiang@yahoo.com.hk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鄭加略老師是一位才華橫溢、別具音樂藝術

氣質、對音樂教育充滿熱誠、積極能幹的教師。

鄭老師熱愛音樂教育，非常投入學習各類中

西樂器。他身兼音樂家和音樂教師，培養學生欣

賞和表演音樂藝術。鄭老師曾任教設計與工藝科

和電腦科，對電腦作曲亦甚有研究及心得，並善

於設計多媒體教材輔助教學。

鄭老師的音樂成就遍及天主教的聖樂創作、中西樂

編曲與樂團指揮、電腦作曲、校本課程設計等。他曾經

參與課程發展議會新高中音樂科課程的發展工作，充分

掌握新課程的理念和發展方向，並有多年自編教材的經

驗。他所設計的校本音樂課程，能賦予學生聆聽、演奏、

欣賞及創作各方面的學習機會，並輔以大量多媒體教材

及多種樂器演奏，內容豐富，緊密配合藝術教育學習領

域的四個學習目標。

從觀課所見，鄭老師的課堂組織嚴密，教學步驟清

晰。他善用多媒體教材，並透過演奏各種樂器和歌唱活

動，訓練學生的聆聽能力，讓他們感受轉調所表達的音

樂氣氛。鄭老師能純熟而有效運用各種多媒體教材輔助

教學，並且靈活運用各式樂器示範，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

除了任教初中音樂科，鄭老師成功爭取在學校開設

新高中音樂選修科，並與其他中學組成教學聯網，積極

參與校本及聯校音樂課程的策劃，更在周六為來自不同

學校的學生上課，為少數對音樂有興趣的學生提供學習

機會。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鄭老師申請撥款，為

學校成立校園電視台，歷年為校園電視台監製及拍攝多

輯音樂節目，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不同時期、不同種

類的音樂，將學生的學習延伸到課堂以外。

鄭老師醉心音樂教育，好學不倦，不斷進修，先後

取得多個專業資歷。他曾任駐校藝術家，進駐兩所中學

擔任作曲、填詞導師，亦曾多次為學校創作原創歌曲，

向學生傳授作曲的竅門。他擔任中西聯奏樂團的指揮，

參與社區演出及交流，積極參與不同機構的科本與校本

的音樂科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與教育同工分享高中課程

設計與教學和電子作曲的心得。

鄭老師曾任教多個科目，在校內負責統籌不同科目

推動STEAM（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教育。

近年，鄭老師在校內成立環保樂團，與科學科、設計與

工藝科和電腦科合作，利用環保物料、電腦科技、3D打

印技術等，製作樂器，以支持學校在STEAM教育上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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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創意

開拓戲劇教育開拓戲劇教育

創意人皆有之，透過戲劇

教育，能教導學生如何學

習創作，培養他們對戲劇

和事物的個人看法，幫助

他們個人成長。

教學理念
獲嘉許狀教師獲嘉許狀教師
杜一選老杜一選老師師

所屬學校所屬學校
浸信會呂明才中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學

教學對象教學對象
中一至中三中一至中三

（戲劇藝術教育）（戲劇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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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向來被視為中學生的課外活動，把戲劇發
展為校本課程的學校少之又少。杜一選老師熱愛戲劇教

學，他甘願扮演 「開荒牛」 ，由零開始，開辦初中戲劇
科課程，在跌跌碰碰的過程中累積寶貴教學經驗，最終

以 「過程戲劇」 （Process Drama）作為戲劇科的核心元

素，培養學生創意，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杜老師春風化雨二十六載，他回想自己的成長過程，

可謂充滿戲劇性。 「我本身修讀理科，從小沒有接觸過
戲劇藝術，在大學修讀工程學期間，首次參與綜藝表演，

令我愛上戲劇，之後我嘗試自編、自導、自演，享受創

作的樂趣。」 杜老師畢業後，以作育英才為己任，在一
所中學任教數學科，並為該校學生創辦戲劇學會，引領

學生走進多姿多采的戲劇世界，為日後開拓戲劇教育這

個嶄新領域埋下伏筆。

「過程戲劇」 建立正確價值觀

杜老師在二十年前轉到浸信會呂明才中學任教，並

出任戲劇學會導師，他開始思考 「戲劇」 獨立成科的可
能性。適逢當年教育局鼓勵學校發展校本戲劇課程，加

上校方管理層重視戲劇的教育功能，杜老師樂於接受新

挑戰，為學校開展戲劇科課程。 「香港有些學校以考試
為主導，並不鼓勵學生創作，但其實學生充滿創意，而

戲劇教育正是個平台，幫助他們發掘創作潛能，對事物

表達個人看法，因此我經常鼓勵學生多些觀察身邊事物，

培養社會觸覺，並將這些元素放入自己創作的劇本內。」

開辦戲劇科的初期，杜老師面對不少挑戰，例如校

本課程是由不同來源的教材拼湊而成，對學生未必適切；

進行跨學科學習時，不知如何與其他老師互相配合。 「我
還要思考四大難題：為何學？教甚麼？如何教？如何評

估？」 杜老師有感自己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戲劇訓練，為
提升個人專業水平，他抽空報讀戲劇教育碩士課程，透

過課堂學習、與導師及藝術家交流，令他對戲劇教育有

更深入的認識，對日後設計全面的戲劇課程有很大的幫

助。

為使戲劇教育不純粹流於表演的層次，杜老師以 「過
程戲劇」 作為教學策略。 「其實戲劇的中間過程最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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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離》一劇由中六級畢業班學生擔綱
演出，表達他們對分離的感受。

▶學生透過戲劇晚會，展現學習成果。

▲杜老師與學生玩戲劇遊戲，提升他們的表演能力。

育性，因此學生需要學習完整的創作戲劇過程，包括組

織及創作、認識戲劇的元素和應用，然後透過公演呈現

出來，訓練演技，最後加以反思，建立自己對戲劇和事

物的觀點和看法。」 在學習過程中，可提升學生的溝通、
協作、創造力及明辨性思考等共通能力，建立正確的價

值觀，同時培養責任感和團體合作精神。

即興演出 發揮無限創意

杜老師重視集體創作，故此為初中各級設計小組創

作研習，包括：中一級 「真人SHOW」 要求學生將歷史
人物，例如秦始皇的生平，改編成為一個故事；中二級

「新聞劇場」 要求學生將新聞事件改編成為故事，例如
根據一宗兇殺案分析犯罪動機，從而設計人物角色；中

三級英語戲劇創意寫作，學生須編寫長約五至八分鐘的

劇本，以小組形式在課堂上演繹。另外，杜老師十分喜

歡在課堂上與學生進行角色互動，在學習過程中師生共

同創作和探索，一起成長。 「例如我會飾演一名疑犯，
扮演警察的學生需要有技巧地盤問，而取得破案的線

索。」
除了發展校本戲劇課程，杜老師亦為戲劇學會注入

新元素，以 「編作劇場」 為創作方法，用集體創作取代
編、導、演的分工，演員以即興方式演出，發揮無限創

意，在舞台展示學習成果。

喜見學生變得自信開朗

戲劇教育為杜老師帶來很多難忘回憶， 「記得某年

暑假，學生在沙田大會堂公演完畢，有一個即將負笈海

外的中二級女生，專程帶同父母跟我告別及拍照。其父

親說，修讀戲劇科令女兒變得既開朗又有自信。那一刻，

我真的很感動，看到戲劇教育的成果，不是獲得多少掌

聲或獎項，而是幫助學生提升自信，肯定自我，找到學

習樂趣。」
另外，杜老師喜見戲劇教育從學校伸延至社區，例

如有學生畢業後當上社工，將戲劇教育融入輔導工作中；

亦有學生在教會推廣應用劇場，幫助有需要的人，讓更

多人認識戲劇教育的功能。

對於獲頒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杜老師表示，

獎項對其教學工作予以肯定，他特別感謝校長及教師同

工的鼓勵和支持。未來，除了繼續推廣戲劇教育，他更

期盼戲劇科能成為高中的一個選修科目，與視覺藝術科

及音樂科看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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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學生除了學習以英語編寫劇本外，更獲
安排在台上演繹作品。

▶戲劇學會成員享受每一次演出的機會

▲學生有機會參與舞台製作，掌握幕後工作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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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師扮演偵
探，刺激學生熱
烈討論，尋求事
情的真相。

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教學分享

戲劇，在一般人而言，只會聯想到電視劇或舞台劇；

有表演經驗的會想到演技、劇本、台詞、道具；有文學

底子的會想到曹禺、莎士比亞等。不同人對戲劇會有不

同的看法，那麼，在學校推動戲劇教育，究竟應教什麼

內容？應如何教，如何學，如何評估呢？

校本戲劇課程 着重全人發展

戲劇是一種綜合的表演藝術，它的強項在於能綜合

運用各個學習領域的知識，將一些表面不相關的內容融

合在一起。例如：《文化村》單元，先幫助學生運用地

理的知識建構一條村子，再建立村民的獨特文化，繼而

創作相關的故事。在課堂上，戲劇課程除了讓學生學習

表演及掌握戲劇知識外，同時幫助學生在思維發展、處

事態度和溝通表達方面都有所成長。

我的校本課程設計參考Bowell & Heap的理論，訂

定戲劇課堂的三個學習目標：第一、戲劇作為藝術形式

的學習，讓學生經歷完整的戲劇創作過程，包括組織或

創作（forming / creating）、呈現（presenting）和回應

（responding）；第二、個人成長及社交的學習，讓學

生掌握一些與戲劇相關的共通能力，例如：溝通能力、

協作能力、創造力、明辨性思考能力等；第三、跨學科

和語文科的學習，讓學生透過戲劇學習綜合運用其他學

科的學習內容和提升他們的語文能力，因為所有戲劇必

定有其知識內容，也需要透過語言文字表達。

以不斷創作為主體的教學

在訂立課程的目標後，我採納了以 「過程戲劇」
（Process Drama）為主體的課程設計，當中強調學生在

創作戲劇過程中的反思，讓他們建立個人對戲劇及對世

界的看法。 「過程戲劇」 就像即興練習一樣，不以劇本
為依歸去發展劇情，由一些重要片段（episodes）組成，

需要創作、排練，像傳統戲劇一般，由一連串的片段或

場景組成，構成一個蘊藏深厚意義的情境網。在教學設

計上，我將每個學習目標變成細小的教學環節，讓學生

按自己的能力去演繹，同時又不失整個戲劇的完整性，

讓學生探索和創作更有意義、更感人的主題。在課堂上，

我的學生可以全情投入其中。

以小組創作研習鞏固所學

「過程戲劇」 作為教學法，亦有其不足之處，就是
太像一齣戲了。觀賞之後，各人有不一樣的領受。應該

如何幫助學生聚焦和深化學習呢？我設計了階段性的小

▶杜老師在與
學生共同經
歷戲劇的創
作過程

組創作練習，透過研習，學生在較長的時間內，應用課

堂所學，將戲劇技巧和其他知識融合，並作反思。中一

級的 「真人SHOW」 、中二級的 「新聞劇場」 及中三級
的英語劇本創作，讓學生經歷多次的戲劇創作，循序漸

進地鞏固學習。完成初中的戲劇課程後，學生就能運用

人物的資料或新聞故事的素材進行戲劇情境的創作。戲

劇學會的成立，是另一個小組研習平台，學生可以在更

大的舞台上，與更多人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感。

以多元化評估促進學習

戲劇學習的評估往往予人主觀的印象，如何訂立一

套客觀的評分標準，確是發展戲劇課程的一大難題。其

實評估戲劇某些學習內容可以有客觀標準，如戲劇元素、

演技、編劇技巧。因此，我運用了真實評估的策略，訂

立扣緊學習目標的評分標準，制定清楚的等級描述，如

中一級的演技和中三級的編劇都涵蓋了不同的戲劇元素

和語文運用的等級描述。為了促進評估者與評估對象的

互動關係，我亦綵納了同儕評估和自我評估的策略，學

生既為同學打分，又能解釋給予分數的理由，建立評賞

戲劇的能力。學生透過評估，更清楚自己進步的方向，

做到以評估促進學習。

促進戲劇教育普及化

推動戲劇課程並不是訓練一小撮對戲劇有興趣的精

英學生，而是引導每個學生認識戲劇的基本概念與功能

和戲劇的特性。十多年來，我努力爭取戲劇成為學校的

重要傳統，例如：每年的班際戲劇比賽都全校動員，由

中三級同學擔任演員及後台的工作人員，中四級同學擔

任導演和舞台監督，中五級同學擔任統籌。我們已經建

立了一道中學生成長的階梯，令戲劇文化能在學校一代

一代傳承下去。

讓戲劇藝術融於生活

我認為戲劇課程的目標不是訓練演員或發掘明星，

而是鼓勵學生將戲劇的元素融入生活，將戲劇藝術作為

自己終身的興趣。有些學生選擇戲劇作為職業，有些從

事社會福利、新聞傳播等工作，他們都會帶着一份使命

感，希望為世界帶來一些改變。我相信，這與他們在學

習戲劇的過程中，能認識自己、確立志向和建立對社會

的觸覺，不無關係。

結語

有人說：藝術創作是 「教」 不來的，但是可以
「學」 得到，因此，戲劇教師的工作就是幫助學生
「如何去學」 。
又有人會說： 「我沒有創作天分，如何能演、能創

作呢？」 雖然有時見到學生在學習上顯得消極，但我仍
然相信：創意人皆有之。有哪個孩子不是充滿創意的呢？

戲劇教師的工作就是幫助學生發掘被埋沒了的寶貴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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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演 「戲劇之夜」 台前幕後的學生與杜老師合照。

▲中三級學生演繹小組創作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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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戲劇課程

促進全人發展

▲杜老師運用過程戲劇
的手法，帶領學生經歷

由 「做」 到 「演」 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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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一選老師對戲劇與戲劇教育充滿熱誠，

能在資源和課時有限的條件下發揮一己所長，令

戲劇教育得以在學校生根。杜老師具備豐富的戲

劇教育知識，掌握戲劇教育的理念、戲劇教學與

評估的策略。他根據校情，把 「過程戲劇」 、 「應
用劇場」 和 「編作劇場」 綜合發展成為校本初中
戲劇課程，透過課堂學習、創作劇本、演繹角色、

參加校內外戲劇比賽等活動，培養學生的各種共

通能力，促進他們的全人發展。

杜老師採用三種學習模式設計戲劇課程，包括以戲

劇作為藝術形式的學習、個人成長及社交的學習和跨學

科的語文學習，並以四個漸進式的小組創作研習策略進

行：中一級為 「真人SHOW」 ，是全體學生的必修科，
以小班教學形式，教授戲劇的原理，並讓學生享受參與

戲劇的過程；中二級是 「新聞劇場」 ，讓部分對戲劇有
興趣的學生透過課後增潤選修課程拓寬學習面；中三級

設英語戲劇創意寫作課程，在英文科推行 「透過戲劇學
習英語」 單元，指導學生撰寫英語劇本、製作短劇，並
進行班際話劇比賽，以深化對戲劇的學習。杜老師亦為

學生組織戲劇學會，鼓勵對戲劇有濃厚興趣的學生，以

編作劇場的形式進行集體創作和演出，以豐富他們的學

習經歷，並將學校的戲劇藝術訓練推向更高的水平。杜

老師根據學生的多樣性，靈活推動普及戲劇教育，讓全

體學生在初中階段都有機會參與戲劇的創作、製作和演

出。

從觀課所見，杜老師在課堂上能有效地運用過程戲

劇的手法，帶領學生經歷由 「做」 到 「演」 的過程。他
能利用 「教師入戲」 ，感染學生參與和投入情境，令課
堂充滿戲劇氛圍，互動性很強。他重視引導學生從不同

的層面去探索戲劇藝術，提供多種體驗式的學習經歷去

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成功透過戲

劇教育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杜老師醉心戲劇教育，教學成果非常豐富，例如

編寫過程戲劇教案、輯錄小組創作研習成果和編作劇

場實例等。他多次出任教師戲劇會執行委員，於周年

公演中執導和擔任舞台監督，與其他教師一同進行集

體創作，並積極向友校教師分享其戲劇教學心得。多

年來，他積極參與教育局、劇團、教會和大學舉辦的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有系統地推動戲劇教育的教師專

業發展，撰寫文章分享集體創作的心得，向教育同工

分享實踐經驗，貢獻良多。

學校網址：
http://www.blmcss.edu.hk/

聯絡方法

聯絡人：杜一選老師

學校電話：2692 2161

學校傳真：2691 5406

電郵：ih.du@blmcss.edu.hk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杜老師在中一級課堂
的 「入戲」 過程，流
暢自然。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索取
有關
教學實

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fagps.edu.hk

聯絡方法

聯絡人：馮惠敏老師

學校電話：2947 9966

學校傳真：2947 9922

電郵（聯絡人）：infung@yahoo.com.hk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scs.edu.hk

聯絡方法

賴志榮老師

電話：2408 6373

傳真：2407 7180

電郵：lcw@scs.edu.hk

-3度

共通卓越之處共通卓越之處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專業能力範疇

•能發展以學生為本、具特色的校本課程。
•經常反思及調適課程，檢討課程的成效、可行性和適切性。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全面規劃課堂內外的藝術學與教活動，透過全方位學習及經驗學
習，適切地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

•善用學校及社區資源，豐富學生的藝術學習經歷。
•提供富有藝術氣息、愉快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的學習效能。
•能根據學生的多樣性，靈活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和學與教材料，為學生營造互動而具
啟發性的學習環境，讓其發揮創意、展現潛能。

•善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設計多元化及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學習活動。
•靈活運用電子學習，以加強師生和生生互動。
•熱愛藝術，具有探求精神，並能感染學生。
培育學生範疇

•鼓勵學生從多角度觀察和思考，積極主動學習，追求卓越。
•培養學生彼此欣賞和分工合作的精神，樂於分享學習心得和成果。
•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積極參與藝術活動，並享受藝術的樂趣。
•幫助學生通過學習多元化的藝術表現形式，發展多元智能，豐富美感經驗，並提高藝術
素養。

專業精神和對社區的承擔範疇

•持續自我改進和追求專業發展。
•製作可作示例的教材，策劃或組織具成效的藝術活動、聯課活動等。
•掌握藝術課程和教育政策的最新發展，並能積極配合新措施，推動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的
發展。

•主動支持和積極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建立學習社群。
學校發展範疇

•積極參與設計、推行和檢討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的校本活動。
•為學校營造濃厚的藝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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