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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第 57屆校際朗誦節，鄧肇堅維多利亞
官立中學(下稱維官)的同學可謂滿載而歸，各級

同學於英文戲劇組別共奪得冠軍 20名、亞軍 2
名及季軍 4 名；同年亦於校際戲劇節奪得多個
演員獎和評判專業推介演出獎*。同學有這麼優
秀的表現當然不得不歸功於他們的英文老師劉

小佩。 
 
劉小佩老師由 2000年開始，於維官率先倡議將
戲劇融入英語教學，利用戲劇藝術鼓勵語文學

習，並於同年嘗試向優質教育基金爭取資源，

可惜申請被拒。但她並沒因此放棄，相反在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她也堅持試行戲劇教學，她為

同科的老師舉辦工作坊，分享教學經驗，有系

統地進行內部培訓。她語氣肯定地說：「我知道

要別人明白將戲劇融入語文教學的好處，必須

先做出成績，才能說服別人。」 
 
憑著鍥而不捨的努力，劉小佩老師倡議的戲劇

教學手法不單得到校長、其他老師及同學的認

同，也為她帶來「2004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的榮譽。 
 
劉小佩老師屬早期香港話劇團之全職演員，移

民加拿大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獲當地志願

機構邀請，籌劃一個舞台劇演出以作籌款，結

果她比迪士尼更早將「美女與野獸」這個家喻

戶曉的故事搬上舞台。1994 獲市政局邀請回港
發展，1997 年開始任教維官至今。對戲劇藝術
有深厚根底當然有助她發展戲劇教學手法，但

孜孜不倦的進修也能夠反映出她做事和教學的

認真態度。近幾年暑假，她都遊走歐美，進行

觀摩及實習，為她正攻讀的紐約大學教育劇場

碩士課程作資料搜集。 
 
「如果想嘗試將戲劇融入課堂學習，不需要很

強的製作經驗，最重要是教學計劃 (Lesson 
Plan)。利用最基本的元素，包括時、地、人，
再加上主動和開放的思維模式，便可以發展出

很有趣的課堂學習流程。」劉小佩老師將她的

經驗娓娓道來：「譬如，我會利用一些戲劇元素

作教學工具，如面具製作表達情緒、抽字咭然

後做動作等等，這些『小把戲』都很容易與學

科知識結合。」她還叮囑各位老師：「戲劇是個

豐厚的資源，如果想從中有所得著便要不只空

談，而要接受轉變，不斷實踐。過程中也不要

怕學生犯錯誤，犯錯誤是學生學習的必經階

段。」她還強調，如果老師能夠在教與學的過

程中將自己變成學生的一份子，必然事半功倍。 
 
除了課堂的教學，劉小佩老師也擔任維官劇社

的負責老師，於課外活動中推動藝術教育。而

一個真善美的工程 — 專訪劉小佩老師 

                                          文：周昭倫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演出活動當然就是她為慶 
祝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七十周年所籌辦

的校慶音樂劇《美女與野獸》。那次演出除了

劉小佩老師擔崗統籌外，其他工作幾乎都是由

學生負責，籌備過程長達一年。「那次演出，

我擔任助導，是小佩老師的助手⋯⋯可以說是

將整整一年的光陰奉獻給這個演出了。」馬卓

忠阿 Joel談起當年維官的「搞戲生涯」便眉飛
色舞。「辦這個演出令我的自信心大增，整個

人也變得更主動活躍。」阿 Joel中六開始轉讀
維官，經同學介紹參加劇社，認識小佩老師，

接觸戲劇。「當初小佩老師帶我進劇場看戲，

然後更有機會參與，發現劇場就是讓我跟人分

享的好地方。原來我也可以透過生活進行創

作，使觀眾重新發現很多給他們遺忘了的事

情⋯⋯過程讓我很感動。」阿 Joel完成了大學
課程後便進入演藝學院進修，現正修讀音響專

業。另一位維官畢業生劉健生 Jacky也侃侃而
談起來：「我認識小佩老師已經九年多，我人

生第一齣看的音樂劇《愛麗詩夢遊仙境》是她

領著我去看的。她透過戲劇還教曉我，人如果

能不放低自己，便沒可能欣賞到別人的優點。

相反，如果人人都懂得從別人身上學習，世界

必定更美。」Jacky 和 Joel 都不若而同地非常
懷念那次一起奮鬥的舞台經驗。「當我站在台

上，我便立刻感覺到所有人的呼吸是一致的，

全心全力為演出做到最好的感覺是令人難忘

的。」「大家同心協力為演出犧牲，過程無論

怎樣辛苦都叫我欣賞。」「以後我有什麼計劃

都會立刻付諸實行，只是空談而不做就最失

敗；只要肯付出必有得著。」深信劉小佩老師

除了利用戲劇於課堂幫助同學學習外，也讓學

生體驗了不少寶貴的人生課題。 

 

 
「戲劇維生 vgs DramaHolics」是維官畢業生
組成的劇社，並剛於 06 年 4 月首次於上環
文娛中心劇院作兩場公開演出，而 Joel 和
Jacky 分別是該劇社主席及宣傳幹事。「起
初，我們組織劇社只希望可以讓畢業的同學

仍有個聚腳搞戲的地方，但經過深入探索

後，配合小佩老師繼續在學校推行戲劇教育

的目標已成為劇社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我

們會回校舉辦工作坊給低年班的同學參

加，且透過活動分享我們對戲劇的觀點，期

望他們也從中得益。」他們繼續介紹：「我

們的劇社是有理念的，就是要將戲劇承傳下

去，既然戲劇令我們成長，我們也希望利用

戲劇讓學弟妹成長。」 

 
Jacky與 Joel訴說與小佩老師亦師亦友的關係 

 

採訪至此，赫然發現劉小佩老師在校推行的

又豈只是純技術性的教學方法或陶冶性情

的課外活動，她真的將戲劇藝術的特質發揮

到淋漓盡至，在莘莘學子間啟動了承傳人性

「真、善、美」的偉大工程。 

 

 劉小佩老師介紹 
畢業於加拿大薀莎大學主修戲劇及傳理系，現為紐約大學教育劇場

碩士生。劉氏積極發展戲劇教育，早於 2001年運用戲劇教授英語，
成效顯著。並因此獲取首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英文領域)。 
劉氏好學不倦，05年暑假遠赴美個 Province Town Playhouse、英國
Globe Theatre及愛爾蘭 Abbey Theatre等地，進行觀摩及實習。並分
別跟隨著名戲劇教育先驅及學者 Dorothy Heathcote、Gavin Bolton、



 

 活動重溫 

 拉丁熱舞與「Transformance」舞蹈教育工作坊
主持人：Mano Souza - 巴西舞蹈家／巴西全國藝
術教育協會會長                  小叻 Blog 

自由自在                        2006/7/24 
分類：Mano’s workshop 
 
各人有自己的生活，卻可以把不同的生活融合在舞蹈中，

各人所面對的困難、煩惱，就讓我們一同來分擔。 
回應( 1 )  引用( 0 )

 

 

回應 (1)  Gayle Fung 2006/7/24 
 The part of creating some postures and movement to express our feeling is 
interesting.   Linking up these postures and movements to form a dance is totally new 
experience to me but  I do enjoy it. 

個人與整體       2006/7/25 
分類：Mano’s workshop 
 
一件個人的衣物卻能聚合成我們的

集體回憶。 
回應( 0 )  引用( 0 ) 

 

 
趣怪的非洲舞蹈與對話式舞蹈 Capoeira   2006/7/26
分類：Mano’s workshop 
 

聽著節奏明怏的非洲音樂，首次跳著非洲舞，感覺就像卡通人

物，好搞笑。Capoeira 由武術衍生的舞蹈，既是鍛鍊體魄的
運動亦是對話的媒介。 

回應( 1 )  引用( 0 )

  

回應 (1)  Gary  2006/7/24 
短短三天，認識甚麼是因才施教，導師能夠和學生打成一片。 
雖然未必完全明白老師教的東西(因為太多東西要教，內容也較抽象)， 
但你會體會那份大同世界的精神，也能從往日中回味。 

劉小佩老師介紹 (續) 
Jonathan Neelands、Cecily O’Neil、David Booth及 Philip Taylor學
習理論及實踐技巧。亦於 06年暑假前往英國著名 Unicorn Theatre
兒童劇團考察及實習。 
劉氏現職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英文教師、戲劇維生藝術總

監、香港學校戲劇節委員會會員、香港藝術發展局戲劇組評審員

及審批員、香港作曲及作詞家協會會員。 
*資料來自鄧肇堅維多利亞中學網頁 



 

 
 

 

我在Mostar的一個星期          文：莫昭如 
在Mostar待了一個星期。 
三天是「戲劇的力量」研討會／工作坊／演

出。三天是 IDEA的會員大會。 
 
六天裡共有三個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活動： 
第一個是英國教授 Tim Prentki 的演講──＜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1。他的主題是當今世上的選擇，並不只是新自

由主義的全球化和阿爾蓋達。咦，為什麼一個

戲劇教育的演講跟全球化和阿爾蓋達有關，這

樣說吧：若非如此，怎可稱上「戲劇的力量」？

 
第二個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活動是一個在晚

上舉行的「Mostar mon Amour」的活動。地點
是在一家外牆佈滿了子彈孔的中學裡，在偌大

的課室中，主持人一邊把＜廣島之戀＞電影投

映到牆的高處(沒有聲音的)，另一邊請我們喝
當地釀製的紅酒。然後讓我們表達對 Mostar
這地方的感覺，他不時追問，不時也挑戰我們

的想法。電影放完了，討論會也就結束。我心

裡想，這位主持人，也算得上是好老師的模範。

第三個活動是 Mostar 青年劇團演出他們著名
的劇目＜Pax Bosnensis 1992＞。這演出是在一
九九二年戰亂風腥血雨的黑暗日子中排演，到

一九九五年正式公演，往後再到海外巡迴演

出。每到一處，觀眾看到年青演員親歷的壓

制、殘暴、血淚、殺戮，無不動容，在座位上

久久而不能離去或說話。據說，年青的演員也

是這樣得到情感淨化和解脫，由是也獲得療傷

的效果。對我來說，在 2006年的Mostar看＜
Pax Bosnensis 1992＞，仍是相當震撼的。 
 
三天 IDEA的會員大會雖然不是我那杯茶，但
作為 TEFO代表、2007年 IDEA會議聯合總 

 監，差不多每分鐘都要出席。通過執委會報

告及各種議程，順利融洽。不像十多年前

Brisbane的第二屆大會，當時的氣氛惡劣，
令人沮喪。如今世界各地代表雖然仍有投

訴，譬如非洲代表不夠，但我看到的是集體

的意願：在新的世紀透過戲劇為教育帶來新

的方法、意義和氣象。 
 
噢，一個星期中還抽空去了鄰國克羅地亞的

名城 Dubrovnik，他媽的，滿街滿城都是像
自己的遊客，所有的店鋪和活動都是為遊客

的消費而設。難怪當地的會議參加者說：

「Dubrovnik 的今天，只是另一個迪士尼娛
樂場。」 

 

「Mostar mon Amour」的活動在一家外牆
佈滿了子彈孔的中學舉行。 

 

                                                 
1 如任何會員對 Tim Prentki教授的講詞有興趣，請聯絡 TEFO (info@tefo.hk)，可電郵予閣下。 

戲劇的力量            波斯尼亞國際劇場會議多面睇 



 

波斯尼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文：歐怡雯 

認識「薩拉熱窩」這個名字，是從鄭秀文當年

的熱門歌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歌曲描述於 1993 年一則由波斯尼亞首都傳
來，轟動國際的新聞。那年春天，為了得到安

全保障的回教少女 Admira Ismic 和塞爾維亞
青年 Bosko Brckic由薩拉熱窩市中心，波斯尼
亞政府的前線，穿過佈滿槍砲的建築物，徒步

往塞爾維亞控制下的 Grbavica時，被一陣砲火
將他們射倒在無人地帶，Admira 匍匐地爬向
Bosko，以手臂摟抱他，然後一起死亡。在當
年「各有信仰，混亂大地上，戰爭把各個民族

劃開。」這對無分種族、宗教，堅執愛情的戀

人最終仍是敵不過殘酷的戰火，悲劇收場。聽

者無不嘆息感慨。 

不曾想到於 2006年，我竟然有機會踏足這片
土地。還認識到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中另一對

「羅密歐與茱麗葉」──Joha 及 Hristina。
這對戀人再不是莎士比亞劇中的悲劇人物，他

們同是在 Mostar Teatar Mladih (MTM)工作的
演員。Joha是在 Mostar土生土長的回教徒，
Hristina 是 Joha 的女朋友，希臘人，於五年
前與 Joha 於一個戲劇會議中邂逅，三年前決
定搬到 Mostar，與 Joha並肩，運用劇場，為
這片土地的民族融和貢獻綿力。他們二人在這

個曾被人稱作受了詛咒的地方，透過戲劇，生

存下來；透過戲劇，為下一代開拓新路。 

 連續當了317天演員的Joha 

這位演員朋友殊不簡單，他曾被關進集中

營，也當過軍人，在漫天戰火，每天外出都

不曉得是否有命回家的 Mostar，還堅持時
常排練，與劇團中的伙伴創作了著名的《Pax 
Bosnensis 1992》。「那個時期，如果你不
想坐以待斃，你只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是冒

險離開這個國家，二是加入軍隊保衛家園。

我的家族世代以 Mostar 為家，我絶不會離

她而去。就這樣我成為了軍人。」在休戰時，

他與 MTM 的藝術總監 Sejo 約會演員在地
庫、公園、市集、甚至山洞中，只有稍覺「安

全」的地方都會成為他們的排練室。利用身

歷戰火的個人經驗出發，演員們在槍林彈雨

的日子一起透過劇場探討戰鬥、庇護、失

去、死亡這些重要的議題。他們堅強地面對

歷史，以劇場為自己「療傷」，為同胞「療

傷」。          

戲劇不只撫慰了受創的同胞，戲劇還拯救了

他的性命。「還記得在 1993年五月九日清
晨，Croat軍隊正式進駐 Mostar。士兵走到
我家，查核我的身份。我有一個回教名字，

縱使我的家族在 Mostar有四百年的歷史，
早已混有回教及 Croat的血統。他們仍然把
我帶走，關進集中營。在營中，我們超過 

   

 

 



 

200人住在一個教室裡，非常艱辛。」Joha尚
算幸運，沒有被派往前線工作，只是當後勤。

在營裡的日子，從前當演員學過的技巧與練

習，變成了讓他自己及幫助別人生存下去的關

鍵。在休息的時間，Joha會帶領其他人一起做
一些集中及放鬆的練習，讓身體及心靈能鬆弛

下來，減輕現實生活的壓力及恐懼感。這些他

以往在每次演出前都會做的練習，成為了他及

伙伴們的身心治療良藥。在營中，每天要跟敵

人相處，稍一不慎，隨時都要面對死亡。Joha
說守衛最喜歡欺負及選擇一些易於受控的

人。而他卻時而裝傻扮懵，時而信心十足，時

而恭敬從命，讓守衛們沒他法子。這樣的彈性

是由演員訓練培養而來。就這樣，在集中營

裡，Joha演出 317天的戲──這個可能是戲劇
有史以來最長的一個角色。         

戲劇教育與創作是民族融和的新力量 

 
Hristina住在 Mostar經已有三年了，這裡已成
為她的第二個家鄉。兩年前，在 University of 
Mostar參與開設首個四年制的戲劇學院，她任
教基本演技課、形體劇場、編作劇場及受壓迫

者劇場。「你們不可以想像，在幾年的戰亂中，

這個國家失去了大部分的導演、演員、音樂

家、作家、學者，他們或死於戰火，或逃亡到

異邦。」戰後百廢待興，文化產業凋零。戰 

 後成立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共和國，可是

實質上是一個行政、教育、文化分裂的國

家。不同民族，分治不同的區域；不同民族

進不同學校，學習不同的課程；不同民族進

不同劇院，看不同演出。Hristina說：「MTM
不以民族分隔，我們主張民族融和。我們常

常會邀請不同民族的表演者來參與製作，可

是，我們往往因此而不獲政府資助，甚至受

到攻擊及批評。」所以，她認為團結、統一、

融和是對這個國家的盼望。她作為劇場工作

者，面對不太穩定的國情，實在不能說可以

為這個地方帶來什麼巨大的改變。但是，她

深信藝術的力量，期望能協助培訓更多劇場

工作者，參與教育與創作，宣揚平等融和訊

息，才是社會的新出路。 
 
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中的「羅密歐與茱麗

葉」，這對戀人，掌握著自己的命運，清楚

自己的路向，道別時，看到他們堅定的眼

神，但願福賜這片風光明媚的土地。身為一

個戲劇教育工作者，我在 2006年，在
Mostar，一個仍充滿戰火傷痕的城市，深深
體會了在兩位劇場工作者身上散發出的「戲

劇力量」。 

 

 



 

仰天望地學語文  戲劇課室樂趣多     文：黃玉明 

大家先替詩歌做做填充 
 

BANKER’S WIFE’S BLUES 
Where _______ John live? 
He _______ at the bank. 

Where _______ John work? 
He _______ at the bank. 
Why _______ he work 

All day all _______ 
At the _______ 
At the _______ 

At the great big bank? 
Because he _______ his bank 

More than his wife 
And he _______ his money 

More _______ his wife. 
 

於波斯尼亞第八屆國際劇場會議「The 
Power Of Drama」最後一天下午，分享的範
疇為「戲劇在課室」，其中有位年長的女士

Pauline Steele的講題為「Power of drama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並即席邀請與會者
共同參與起動環節，體驗箇中歷程及樂趣。

 
Pauline 選取的短詩＜Banker’s Wife’s Blues
＞簡短易明，她首先著各人靜下來，填上空

格字眼，因會場座位安排狹窄，不宜多走

動，大家便與鄰座交換意見，非常投入。這

些閱讀及對談可提升學生閱讀的理解力及

自信心；最後，Pauline更引導我們去感覺字
裡行間的不同情感，例如文中銀行家妻子的

無奈、丈夫的當權等，接著，儼如指揮家般

帶領我們指手劃腳唱讀。短短的十數分鐘，

時靜時動，趣味盎然。 Pauline 繼續介紹，
導師可根據參與者的能力，以「新鮮」 

 
 
 

 

  (最近發生)的主題、值得學習的素材及有趣
的圖書等，建造課室內運用戲劇作教育的文

本。導師亦可訂立一些語文「硬件」作學習

的目標，例如辨識近音的音標、一字多義(如
文中的 blues)、雙單數等，透過設計不同的
角色關係、場地及境況、營造富張力的情節

(dramatic text)，引導學生參與，將文字的意
義活起來，比純然的「看」和「讀」，學習

成效自會事半功倍。再者，輔以小組或個人

編作的電話對話、信函等，則學生的讀、拼、

寫能力均得發展。 
 
最後，講者更分享其觀察，以戲劇手法進行

語文學習的好處：一、參與者向合作伙伴解

釋其個人設計的過程中，這些閱讀及對談可

提升學生閱讀的理解力及自信心；二、與傳

統的單向教授形式比較，戲劇手法提升了參

與者學習的意義及興趣，推進學習的動機；

三、能引發參加者的回應，營造主動及愉快

的學習氣氛。 



 

波斯尼亞               文：余桂玉 
往日對「和平、不要戰爭」，這個口號，天真

地認為每個人也應明白，但從波斯尼亞親身感

受，近距離接觸這個飽受戰火洗禮，近半世紀

充滿「歷史」的國家，建築物滿佈子彈孔的地

方，宗教的衝突，種族的滅絕，導致超過１０

萬人被殺，人民遠走，離開家園。我發現原來

這個世界會有許多人為了各種利益而殺戮。 

我們開會的地方在 Mostar，戰火十年，這裡
很多地方仍然滿目瘡痍。其中著名的 Old 
Bridge 也被炸掉，我們看到的只是重建後的
「舊」橋。 

在其中一天的休息時段，我在舊橋附近喝咖啡

時，認識了一位在大學任教的老人，他向我細

說多年前戰亂的情況。當中幾句說話，令我很

感觸，他說：「這裡是我出生的地方，看到自

出娘胎已有的舊橋被炸，更看到周遭認識的朋

友互相仇恨、敵視、殘殺。縱使這樣，我寧死

也不會離開這個出生地。」 

會議中最獲捧場及支持的環節當然是香港代

表的演講及報告，亞莫及 YI-MAN兩位像講述
足球比賽，左右雙翼傳球的配搭，透過影像來

介紹香港 2007 IDEA 大會的籌備情況和特
色，令在場而未曾到過香港的外國朋友發出嘩

嘩的笑聲，相信他們也為之而心動，真的會在

2007年到香港來哩！ 

 

會議還需要表決 2010 IDEA 大會的主辦單
位。東道主波斯尼亞也加入申請，其他還有法

國和巴西。最後經投票奪得 2010年主辦的為 

 
巴西 IDE A分會。主辦機構安排周到，幾個
晚上除了看戲外，我們還有機會參與其中一

節的演出。演出後，我們還與其他國家的朋

友及當地一班年青劇場小伙子到附近的士

高聽音樂和跳舞呢！ 

 

最後一天尾聲環節，香港的代表團泡製中國

茗茶伴以傳統的食品，更教授製作花燈。所

有與會者一起隨著羅大佑的音樂，提燈共

舞，好不興奮。離別前，我們更向每人送上

中國式小茶杯作為紀念，愉快地結束這幾天

的會議。  

Old Beidge於1993年被炸毁。新橋於2004

年7月重開並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近年戲劇以教學法形式進入課程，雖然這

種模式已廣為中、小學歡迎，但根據筆者在香

港戲劇教育界多年的觀察，中學以全校參與的

模式推行戲劇科：即由中一至中五所有學生，

加上一年制中五後證書課程的形式，匯知中學

可能是唯一一間。這除了反映匯知對戲劇的信

念外，也明顯反映香港學校普遍對開辦戲劇科

的信心不足。 
 

希望這本小書的出現，可以讓學校對引進常

規戲劇教育有一個思考的開端，為學生的個人

成長共同作出關鍵性的努力。 

 

 

書評網介                             文：舒志義

眾聲對談                      http://www.tefo.hk/php/ 

這是一個有關戲劇教育的論壇 

這是一個集思廣益、展開教育戲劇對話的媒介…… 

今期討論問題： 

香港推行戲劇教育 / 教育戲劇，還欠缺甚麼？ 

硬件配套、師資訓練、靈活的教育制度，還是甚麼甚麼？ 
主題 回覆 發表人 觀看 

眾「聲」對談: 香港推行戲劇
教育 / 教育戲劇，還欠缺甚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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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的⋯⋯，可能是你的聲音、你的回應⋯⋯ 



 

 
 
 
過去多年，我主要是一個戲劇老師，爭取將戲

劇引進常規課程。早幾年在教統局搞種子計

劃，搞來搞去，願意開辦戲劇科的中學還是寥

寥十家八家。從去年開始，我走進將軍澳一家

有戲劇科的直資中學當常規教師，為的是要看

看這家學校有甚麼條件可以開辦戲劇科，結果

發現我校在這方面的確得天獨厚，不是因為她

資源比其他學校特別充足，而是學校的校訓使

然──「匯知創藝」，原來搞戲劇教育是學校

管理層的精明信念。於是我想，要搞得成戲劇

教育，就得在意識型態上有一套「戲劇主義」。

（純屬個人演繹，與校政無關。）我想說的是，

學校大多資源充足，搞甚麼不搞甚麼，始終還

是一個「信」字。  

 
 香港現在大行其道的是「通識主義」。不是

嗎？只要不是中英數，就是通識。但無巧不成

話，我看過新高中通識科諮詢文件第一稿後，

赫然發覺教統局的通識科差不多就是我所認識

的戲劇教育──訓練整合思維、批判思考、創

意（和藝術修養）、溝通能力，建立價值觀。  

 
  因此我想在這裡拾拾沙特的牙慧：戲劇主義
是一種通識主義，戲劇與通識既沒有矛盾，就

應相親相愛，裡外合一。  

 
  所以我投進了通識大軍。我不知道戲劇能否
成功地跟通識相愛，但至少在中六的人際關係

單元裡，我已經感受到公開試的壓力。我不敢

把學生的考試成績來「教非」，所以我不知道，

這個中六的通識科，會不會最終跟傳統教育一

樣，把情意教育和思考訓練變成另一次殘酷的

考試遊戲。課程發展與評核制度分家，是香港

教育的荒謬歷史事實。  

 （原載於教協報第 512期，2006年 9月 25
日） 

 
 
 
「 Transformance 1」Workshop 
日期：2006年 11月 1 - 3日 (星期三至五) 
時間：10 am－1pm及 2.30pm－5.30pm 
香港灣仔洛克道 3號香港小童群益會總部 
參加費用：會員＄400，非會員＄600 

展望劇場：初介及探索工作坊 
日期：2006年 10月 23 - 25日(星期一至三) 
時間：2.30pm－5.30pm及 6.30pm –9.30pm 
香港灣仔洛克道 3號香港小童群益會總部 
參加費用：會員＄400，非會員＄600 

 
如欲報名及查詢，請致電負責人莫昭如先生(電話 9800 7169)或丁羽先生(電話 9016 0860)聯絡。

「香港戲劇教育回顧 2006」座談會 暨

TEFO週年會員大會 

約定你 

日期： 11月 18日 (六) 
時間： 下午 5時 30分 座談會(備自助美食) 

下午 7時 30分 週年會員大會 
地點： 灣仔 合和中心 19樓 香港藝術學院 1907A

參加者請電郵至 info@tefo.hk 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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