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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教育音樂劇計劃」由香港話劇團主辦，香港賽馬會慈善信托基金捐助。香港教育劇場論壇 

(TEFO)受香港話劇團委約，進行「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教育音樂劇計劃」研究計劃，此總結報告為研究計劃之終期

文字報告。所有作品內容均由主辦單位／創作團隊獨立製作，並不代表「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教育音樂劇計劃」及

捐助機構之立場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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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簡歷 

羅婉芬  

從事戲劇和教育的教研工作。羅氏接受戲劇教育、文化研究和批判教育學的跨學科

訓練，教研興趣包括：戲劇教育；教育與文化研究；以及英文教學、課程和教師發

展。其學術論文散見於戲劇教育領域和文化研究內的學刊。近期學術著作有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applying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Theatre i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2021, in Prentki, T., & Breed, A.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pplied Performance, Volume Two)。近期研究報告有《應用戲劇專題

研究：「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研究報告》（與歐怡雯、韋淑敏合撰，2018）。羅氏

現為《亞洲戲劇教育學刊》編輯。 

 

歐怡雯  

應用戲劇工作者、培訓導師及研究者。在兩岸三地從事有關應用戲劇教學、課程設

計、教師和工作者培訓、教育劇場演出及研究發展等工作。多次在不同地區及國際

應用劇場/戲劇教育學術會議上擔任不同崗位。研究興趣：應用劇場/戲劇、藝術教

育、戲劇課程設計、教師培訓、 成人教育、教學法、NGO 工作者能力建設。譯作

有《開始玩戲劇 11-14：中學戲劇課程教師手冊》、《酷淩行動：應用戲劇手法處

理校園霸淩與衝突》、《欲望彩虹：波瓦的劇場與治療手法》及《戲劇的世界：過

程戲劇設計手冊》。現為香港教育劇場論壇執行總監。  

 

吳泳鍶 

畢業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在學期間創辦由學生共同經營的獨立書店「虎地書

室」，策劃一系列文化推廣和知識傳遞的活動；亦曾以實習學徒身份加入社區組織

「流動架生房」，於社區推廣傳統工藝及升級再造。曾任職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

士課程任職課程為行政助理，並於 2019 年加入香港教育劇場論壇(TEFO)擔任研究

計劃項目統籌及《亞洲戲劇教育學刊》執行編輯。現為「十八有藝——社區演藝計

劃」《聽說大埔 II》項目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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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 年，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路向》1 課程改革文件，

藝術教育成為整體課程分類中八個學習領域之一，重點分為四大學習目標︰培育創

意及想像力、發展藝術創作技能與過程、培育評賞藝術能力、認識藝術的情境等。

學校課程中的藝術教育成了其中一個熱門討論的範疇，教育局分別資助了 2004-

2005 年「發展初中戲劇教育」、2005-2007 年「發展高中表演藝術（戲劇）教學」

種籽計劃及 2007-2009 年「發展小學戲劇藝術」先導研究項目，其時開始意見將戲

劇教育納入正規課程。 

2009 年香港教育劇場論壇（TEFO）聯同香港教育學院出版了《「香港學校戲劇教

育成果的研究與評鑑」研究報告》2，研究顯示大部份校長認同戲劇教育能為學生

發展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有助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提升學習動機和語文能力、增

進品德情意。可是，研究也提出囿於戲劇在課程中正規地位、資源及培訓配套等原

因，戲劇教育仍然在香港學校中的實踐狀況較處邊緣位置。 

在 TEFO主理的「香港中學戲劇活動統計報告 2012」3 中，紀錄當時全港有 81%中

學設有劇社或相關興趣小組。而音樂劇也逐漸成為學校中常見的演出活動，製作或

由校內藝術科老師，或由外聘導師協助完成。除了因著學校自發撥出資源讓學生在

校參與音樂劇之外，學生只能依靠校外組織為他們提供機會。2016-2017 年康樂文

化事務署觀眾拓展處委約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主辦的「經典故事大合奏——英語音

樂劇實踐計劃」，向全港招募七間中小學，於校內培訓學生演出指定經典音樂劇，

已算極少數的項目之一，而參與的學生人數亦相當有限。 

                                                

1 香港特別行政區課程發展議會（2001）。《學會學習—— 課程發展路向》。 

2 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教育論壇（2009）。《「香港學校戲劇教育成果的研究與評鑑」研究報

告》。 

3 https://www.iatc.com.hk/drama2012/uploads/iatc/201406/20140625_152705_evV9i8VZHK_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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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音樂劇的發展的轉捩點，就必須要提及 2013 年的《震動心弦》、2014 年的

《逆風》及 2017 年的《奮青樂與路》三個大型聯校中文音樂劇作品，引起了學界

莫大迴響，亦扣連了教育工作者關心的品格教育。催生了「賽馬會《奮青樂與路》

品格教育音樂劇計劃」，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歷時 3年，全港 30

間中學 996名學生，38名本地戲劇、舞蹈及音樂歌唱專長的藝術導師共同參與，這

寓「品格ｘ藝術」的長期校本／聯校音樂劇培訓項目是本地戲劇教育近二十年來絶

無僅有。 

這份報告研究期橫跨三個年度，近距離觀察及系統地紀錄這個難得的本地最大型學

校音樂劇培訓項目（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教育音樂劇計劃，下稱「本計

劃」），提供六個詳盡的校內工作坊個案，以及兩個聯校製作個案，配以各項量性

問卷調查，研究團隊期望能勾勒出當中不同持份者的經驗與思考。雖則，歷經疫情，

導致本計劃非依原訂規劃進行，但作為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學校音樂劇培訓項目，

亦無損其先行者的重要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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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摘要 

本報告為整個「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教育音樂劇計劃」項目的研究成果，內

容包括第 2期 6個校內培訓工作坊個案報告及問卷調查結果，和 2個聯校組別的個

案報告及相關問卷調查結果。8 個個案報告詳細記錄各個案的活動狀況和各持份者

箇中的經驗與思考，學生參與音樂劇培訓過程中的品格展現，持份者給予話劇團的

建議，以及研究員的整合的觀察和總結意見。 

 

八個研究個案總覽 

TEFO 研究團隊按兩大抽樣原則：參加學校於本計劃劃分的「聯校區」和各學校特

色，分別從第 2期 18間參加校內工作坊的學校中選出學校甲至學校己 6個研究個

案，以及 5個聯校演出中選出 2個個案。4  

學校甲至學校己 6個個案分別位於南區、深水埗區、離島區、北區、東區和葵青區；

聯校個案組合一和組合二分別位於九龍城區和沙田區。每個校內個案及聯校組合都

各有特色。 

學校甲：以藝術科見稱，在校內自行舉辦校慶音樂劇，負責王老師是戲劇愛好

者。 

學校乙：也舉辦校內社際英語音樂劇比賽，藉校慶機會公演，施老師負責校內

樂團，曾帶領學生參與校內音樂劇後台工作。 

學校丁：在區內屬第一組別學校，學生公開試成績優異，負責柳老師任教音樂

科。 

學校丙和學校戊的特色在於學生的組合。 

                                                
4 資料來源：TEFO研究團隊和話劇團 2019年 9月 12日第二次聯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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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丙：有多元文化的華語和非華語學生，康老師指校方負責校內朗誦活動。 

學校戊：主要取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歐陽老師負責校內劇社，有籌組學生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 

學校己：學校注重建立關愛文化，推動正向價值教育，負責傅老師主力帶領校

內劇社，以不同形式舉辦戲劇活動配合校方主題，學生未曾接觸音樂

劇。 

從這幾所學校的網頁資料和媒體報導能得悉學校視音樂和戲劇藝術活動為培育學生

全人發展、建立自信和熱誠等品格的一環。參加研究訪談的六位負責老師都相信音

樂和戲劇藝術的力量。其中三位負責老師於參加本計劃前都觀賞過何力高負責監製、

高世章作曲、岑偉宗填詞和莊梅岩編劇的原創《奮青樂與路》音樂劇，受該原創音

樂劇學生的專業表演水平以及戲劇對培養學生品格的力量，各人帶著期望參與是次

計劃，期待本校學生從中受惠。 

按本音樂劇原定計劃，校內工作坊階段完結，學生可以遴選參加所屬的聯校專業培

訓，分別演出高世章等創作的《奮青樂與路》音樂劇改編而成的 40 分鐘的版本

（簡稱短版）或 90 分鐘的版本（簡稱長版）。聯校演出環節，由話劇團負責整個

策劃、聯絡、推行至公演工作。研究團隊按抽樣選出兩個組合（長短版各一）成為

研究個案。因為本計劃進行期間碰上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下稱疫情），

兩個個案顯現以下特色： 

聯校個案一（短版）：由三所學校組成，其中一間是本研究個案學校乙。本

聯校活動原定於 2020年 9月開始音樂劇訓練和密集綵排後，並於 2020年 12 月

公開演出。但期間碰上疫情而延遲到 2021年 1月以網上音樂劇教學開始，到 4

月完成拍攝，到同年 7月「聯校音樂劇製作」放映會結束，歷時近 7個月。本

聯校個案有以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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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網上和實體混合模式製作而成音樂劇短片。主辦單位話劇團於 2020 

年 7月暑假期間評估疫情狀況發展，有感時年 9月學生能否回校實體

面授成疑，故啟動教學和演出模式，目標是製作「音樂劇短片」，並

於學校恢復半天面授課期間進行密集式排練、錄音和拍攝。 

ii) 學生喜歡音樂劇，實力不錯。聯校個案最初一總共有 19 名學生參與，

18 人曾參加校內工作坊。話劇團同事於疫情前實體校內工作坊階段

已觀察其中一些學生十分喜歡音樂劇。該批學生的歌唱導師曾於高世

章原創《奮青樂與路》音樂劇擔任歌唱指導，形容他們最貼近原創劇

那班演員的實力。5 

聯校個案二（長版）：由四所學校組成，其中一間是本研究個案學校己。由

2021年 4月開始在疫情變化充滿不確定下，進行實體排練到同年 8月公開演出

完結，歷時近 5個月，是整個計劃第一個實體公開演出。本聯校個案有不少特

點： 

i) 參與學生人數眾多，初中學生為主。本聯校是該階段 3個聯校長版製

作中最多人參與，最初共 66名學生，當中 38名是演員，28名是後台

工作人員。當時演員和後台人員以就讀初中（即中一至中三）為主，

佔演員總數 71.1%和後台人員總數 92.3%，其餘學生當時就讀高中

（即中四至中六）。參與前台幕後的學生主要來自提供公演場地的學

校，演員佔總數 50.0%，後台佔總人數 61.5%。 

ii) 學生的跳舞、戲劇、或音樂經驗不一。接受研究團隊邀約進行深度

訪談的 14位演員中，5人表示曾參與其學校自行製作或校外專業劇團

製作的音樂劇演出。另外 3人曾參加計劃上一階段的校內工作坊，但

                                                
5 資料來源：TEFO研究團隊和話劇團 2020年 7月 16日第三次聯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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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於以網課形式進行，表示體驗跟是次實體製作大不同，他們都視自

己跟其餘 6位同學一樣完全沒有接觸過音樂劇。 

iii) 唯一能組成學生後台班組的聯校製作。根據話劇團同事，按原本計

劃的構想，第二期每一個聯校製作都招募 30 名學生組成後台工作班

組，然而只有本聯校個案能招募 28名學生人數接近如預期成事。 

話劇團提供為期兩周的後台訓練，教授基本劇場後台知識概念、崗位

工作，學生再按喜好定出兩個希望擔當的後台崗位，於演出時協助執

行工作。整個後台訓練包括課程到入台工作由舞台監督和不同後台負

責人共同設計和教授。負責舞台監督和行政同事都視計劃中這首個後

台訓練屬試驗性質。 

 

當計劃碰上疫情 

按原先計劃，參加第 2期第 1階段的 18間校內音樂劇工作坊的學校於 2019年 9月

至 2020年 2月陸續加入計劃，並於同年 5月至 6月於各自校內做 20分鐘的成果展

現。參加學生會接受 20 節，每節 2 小時的音樂劇訓練課程，包括建立團隊、圍讀

劇本、學習唱歌跳舞戲劇、排戲、串排和演出。6預計第 2 階段的聯校環節會隨後

開始，現場演出 40分鐘或 90分鐘音樂劇。 

然而，推展過程中碰上疫情帶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令計劃的推行時間表、訓練課

程的模式、成品形式和成果展演方式都有極大變動。2020年 1月底，教育局宣佈於

全港中小學、幼稚園延長當時的農曆年假期至 2月中；其後因疫情嚴峻而多次宣佈

                                                
6 資料來源：香港話劇團行政同事排練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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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停止面授課並提前學校暑假，期待同年 9月新學年疫情改善可以重新復課面授。

7在此期間，計劃因為疫情學校停止面授亦告暫停。 

研究團隊這邊，按原定計劃，研究員參考話劇團的提議到訪個案學校實地考察 4次，

觀察各校內工作坊的選角環節、舞蹈排戲和歌唱、串排和工作坊成果展現 4個課節，

即校內工作坊課程的第 2、10、16和 18／19／20節。8礙於疫情而停課，研究員的

田野實地考察亦要暫停。六個校內工作坊個案的音樂劇課程和研究田野實地考察進

度如下： 

表 1：2020年 1月學校停課前的進度 

個案 音樂劇課程進度 研究進度 

學校甲 較早加入此階段，停課前學生已完成學習唱歌和

跳舞的課堂，期望復課後會開始上戲劇課，接著

進行綵排。 

完成了 2次

田野考察 

學校乙 停課前差不多完成所有唱歌、跳舞課堂，期望復

課後可以上戲劇課。 

完成了 2次

田野考察 

學校丙 停課前只上了兩節唱歌課，未有遴選結果。 完成了 1次

田野考察 

學校丁 停課前只上了兩課，剛進行了遴選，尚未開始任

何歌唱、舞蹈等學習。  

完成了 1次

田野考察 

學校戊 停課前只上了兩節唱歌課，未有遴選結果。 完成了 1次

田野考察 

學校己 原本編排了較後加入此階段，因停課原故未開始

工作坊。 

未有田野考

察 

                                                

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0年 1月 25日。〈教育局局長抗疫記者會開場發言〉，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25/P2020012500499.htm 

8 資料來源：TEFO研究團隊和話劇團 2019年 9月 12日第二次聯合會議。最後一次到訪觀課安排

視乎個案學校工作坊個別編訂情況而定。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25/P20200125004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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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團行政同事認為以學校丙、丁和戊停課前的進度，預計復課後形同重新開始無

異。9 疫情停課除了暫停了預計進度，亦帶來另一變動就是有部份學生退出工作坊，

主要因為新學年學開始，本來的高中學生考慮到學業，自己決定或受學校家長建議

而退出；另外有跨境學生因疫情離港回鄉而退出（學校丁）。事實上，到計劃以網

課重啟已是 9 個月後的新學年，5 個個案學校負責老師都重新招募學生參加校內工

作坊。 

 

計劃的應變措施和研究田野工作的調整 

當其時，話劇團行政同事不斷評估疫情發展，估計暑假後學校能全面復課和面授的

機會渺茫，最終決定於 2020年 9月以網上形式重啟第 1期校內工作坊課程，以應

對日後因疫情而來的上學變動。事實上，該個 9月份新學年開始，教育局曾宣佈學

校可安排學生分級回校上課半天；但未幾，再度停止面授課至 2021 年 4 月才恢復

半日面授。10 計劃第 2期校內工作坊以及隨後聯校音樂劇遴選工作一直以網上形式

進行。及至 2021 年 4 月期間學校恢復半日面授，聯校個案一就以線上線下混合模

式進行。聯校個案二網上遴選後，亦隨之恢復實體排練，並於 2021 年 8 月中於其

中一間參加學校的禮堂現場公演 4場，是整個計劃第一個實體演出的音樂劇作品。 

研究工作方面，隨著 2020年 9月第 2期第１階段校內工作坊以網上音樂劇課程進

行，研究團隊重新開始各個案 4次網上田野考察。聯校活動方面，研究團隊按話劇

團的最新安排編排田野和訪談活動。  

                                                

9 資料來源：TEFO研究團隊和話劇團第三次聯合會議 2020年 7月 16日。 

1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0年 12月 21日。〈全港學校延長暫停面授課堂〉，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2/21/P2020122100669.htm?fontSize=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1年 3月 26日。〈政府宣布復活節假期後的上課安排〉，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26/P2021032600369.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2/21/P2020122100669.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26/P20210326003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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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項目三種音樂劇教學模式和成品 

計劃項目因應疫情的大環境作出改動，而衍生了以下三種音樂劇教學模式和成品。 

表 2：計劃項目三種音樂劇教學模式和成品 

個案 音樂劇教學模式 成品 

6個校內工

作坊個案 

以全網課形式做音

樂劇培訓 

一個約 10分鐘的音樂劇短片，

由專業攝錄團隊整合剪輯學生個

人的唱歌跳舞錄影片段而成 

聯校個案一 網上培訓混合密集

式實體拍攝和錄音 

一個約 30-40分鐘的音樂劇影

片，由專業攝錄團隊，負責收音

和拍攝後，加上後期製作而成 

聯校個案二 網上遴選，實體音

樂劇培訓、排練和

演出 

一個現場 90分鐘的音樂劇演出 

此三種衍生出來的音樂劇教學模式，其過程和成品是疫情大環境下的產物，是話劇

團在 2020年 7、8月疫情依然反覆，學校未知能否順利復課情況下，以網上形式重

啟音樂劇活動的自然結果。 

綜觀本研究的 8個個案，有 7個個案都依靠網絡科技平台完成全部（6個個案校內

工作坊）或部份（聯校個案一，下稱聯校一）音樂劇教學。這 7個個案的成品製作

也得力於專業製作團隊提供後期剪輯（6 個個案校內工作坊），或者由計劃戲劇導

演和執行導演兼拍攝指導共同錄製成品（聯校一）。網絡平台和影音製成品讓本計

劃的藝術教育在疫情下可以繼續，不至停頓；同時令參與其中的學生和導師從中體

驗音樂劇教學與網絡科技的關連。7 個個案跟聯校個案二（下稱聯校二）的全實體

排練和公演互相參照，展現本計劃音樂劇藝術的一些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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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藝術、藝術教育與網絡科技 

對於以網課進行音樂劇計劃，校內工作坊個案和聯校一的受訪者包括學生、藝術導

師和學校老師一般認為學生上網課較易分心，出現掛機。11 網絡接收不穩定；在家

人身邊唱歌和跳舞感到非常尷尬、或打擾家人作息生活、或被家人打擾網課等情況

或問題，不同個案的受訪學生也有同感。網課進入了學生家居的私人空間，加上網

課時間表安排，學生的期望與學習動機令本研究其中一些個案的網上校內工作坊教

學尤其困難（學校甲、學校丙）。網絡平台視訊鏡頭框限了身體活動於上半身、唱

歌會因網絡而延誤等，對歌唱導師需要透過觀察學生腹部郁動來教運氣、聲線、音

準、拍子、音色等做成困難；舞蹈和戲劇活動需要空間、觸感和營造群體共同努力

的經驗等也帶來侷限。 

而研究顯示，網絡平台也不完全是掣肘，也為導師開啟一些音樂劇教學的空間。導

師使用多了外國音樂劇片段輔助教學（學校乙、學校戊、學校己）；也藉機教學生

音樂欣賞，如怎樣聆聽一首歌曲與旋律、音樂的編排、歌詞歌曲和劇情的關係，這

些都是音樂劇所強調（學校丙、學校丁）；戲劇導師做台詞和角色劇本分析，讓學

生做人物小傳（聯校一）。此外，網課的虛擬空間令藝術導師之間較實體課時更容

易同場出現指導學生（學校乙）。歌唱導師會在網課做隔空傳東西、學生輪流開口

講話、為一首歌畫圖等遊戲建立團隊感（聯校一）。 

從學生角度看，於校內工作坊初接觸音樂劇的學生，只用上半身跳舞較用全身手腳

協調簡單（學校甲）；有學生說參加一個網課可以學拍片技巧、控制面部表情、運

用鏡頭的知識是獨特學習經驗，覺得很開心（學校丁、學校己）；有戲劇經驗的學

生提到網絡平台的視訊鏡頭猶如一面鏡子反照自己的影像，而最後一堂再看錄影片

時可以看到自己扮演的角色人物的效果，兩者對藝術上發揮培養學生表演技巧有用

                                                
11 「掛機」是網絡潮語，意思是：由頭到尾沒聲沒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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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戊）。聯校一就有學生欣然接受音樂劇短片模式，期待嘗試新媒體。喜愛唱

歌的學生會網課以外電聯同學一齊練歌，自行補足網課未能見面的侷限（學校 A）。 

研究發現，這些個案中的學生和導師是網絡科技的使用者（user），把網絡科技為

己所用，科技和藝術教育或創作之間並非互不干涉或互相排拒。 

 

音樂劇的獨特性  

6 個校內工作坊個案和聯校一參與其中的學生和導師體驗到音樂劇教學與網絡科技

的關連，跟聯校個案二的全實體排練和公演互相參照，展現音樂劇藝術的一些獨特

性。 

1. 音樂劇不是什麼 

聯校一混合網上培訓密集式實體並拍攝成「音樂劇影片」。該個案受訪藝術導師都

認為這不是正式的，而是「變了型態」的音樂劇培訓。短片的形式與舞台上做的音

樂劇有許多本質上的分別，拍攝的音樂劇模式把戲劇、唱歌、跳舞的場景分開斷裂

處理，並不是舞台上融合一起的演出。受訪學生從某一範疇來描述自己的藝術學習，

例如學生說學了一些舞蹈技巧，有學生會欣賞自己可以演戲，喜歡上唱歌，但是沒

有學生提及對學習音樂劇的體會，也不太能說出音樂劇是什麼。影片攝錄的製作模

式帶來割裂的音樂劇體驗，這情況也見於校內工作坊個案，以學校甲，學校乙尤為

明顯。有學校乙學生直言受限於網課形式，根本不認識何謂音樂劇。（詳見本報告

學校甲、學校乙和聯校一相關個案報告章節）。 

話劇團行政同事均認同網課教學成效不及實體課，對衍生的音樂劇影片成品的藝術

教育成效不佳，感到無可奈何，但網課和錄製影片實在是當時疫情下能作出的最可

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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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樂劇是什麼 

音樂劇不是「音樂劇影片」，也不是割裂地湊合唱歌、跳舞、戲劇三種形式而成。

那麼，音樂劇是什麼？聯校二組合的藝術導師和執行音樂總監就指出音樂劇藝術的

獨特性是音樂先行，通過掌控節奏、時間、編曲和聲部的處理來編排戲劇的高潮起

伏，牽繫觀眾的情緒。導師指這有別於一般舞台劇由演員在舞台上角色之間的交流

的形式。 

聯校二受訪前後台學生從實踐中認識音樂劇的兩個層面的特點。其一是它講求合作

的群體藝術活動，其次是音樂於音樂劇中的力量。學生作為表演者和後台工作人員

體會到音樂、節拍旋律、歌曲和歌詞是音樂劇說故事的獨特形式。學生對音樂劇藝

術獨特性的體驗跟該組合的執行音樂總監的理解一致。執行音樂總監從他的崗位觀

察到藝術導師之間對歌曲於音樂劇中作用的理解不大一樣，以致排練過程中陸續出

現一些不同的演繹，藝術取向和決定遲遲未能達成一致，令原來已緊迫的製作日程

更加趕急。他理解製作團隊包括藝術導師和行政同事對音樂劇特色未有清晰和一致

的認知，原因除了導師自己對藝術形式和藝術教育各有做法和堅持之外，更因為香

港現時沒有專門培養音樂劇藝術人才的課程；現有唱歌，跳舞和戲劇學士學位的藝

術課程範疇分門別類，直接影響到藝術導師的教學取向和方法。 

 

實踐過程中學生所展現的 4D 

本計劃旨在透過專業的音樂劇訓練和演出，讓學生從中經歷和發展以下態度和品格：

奉獻（Dedication）指「對藝術一絲不苟的態度和全情投入」；紀律（Discipline）

指「排練音樂劇講求高度的團隊精神和嚴謹紀律」；自我發現（Self-Discovery）

指「青少年經過無數次艱苦的綵排最終踏舞台，過程中經歷自我追尋和發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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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喜悅（Delight）是「因團隊彼此朝夕共對，最終得到友誼、人情味和無窮快樂」，

簡稱 4D。12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藝術導師一致相信藝術領域上此 4D 是相輔相成產生。不少藝

術導師認為令學生對音樂劇感興趣，愉快學習享受其中，為自己做，就會吸引他們

奉獻上時間練習，準時上課。導師觀察學校戊學生的喜悅最顯而易見。學校甲學生

則較欠喜悅。至於紀律，有導師指除了乖巧、準時上課和完成工作坊的功課之外，

也包括有責任心，在困難中會堅持下去。這些方面學校丙學生最需要努力。有導師

認為紀律從訓練學生專注和集中力開始，學懂適當時做適當的事，練習時練習，休

息時休息，不分心。 

藝術導師對自我發現的理解頗豐富。有導師認為自我發現來自完成有挑戰性和艱鉅

藝術任務。也有導師認為學生的自我發現要視乎作品能夠提供多少探索空間令他們

知道往那裡拓展自己。另有導師認為導師要協助學生事後整理經驗（debrief），而

沉澱經驗需要時間，自我發現較難於短期內出現。亦有導師認為有些學生經歷到自

我發現的時刻，卻未必容易用說話表達出來，大概是情緒上領略到跳到一隻舞或者

一齊輕鬆愉快的上堂便是。導師觀察學校戊學生就是例子。 

受訪學生方面，研究發現 8個研究個案中，即使個案情況和學生藝術背景和對計劃

活動的期望都不一樣，學生都體驗和流露不同程度和形式的 4D。 

i) 由喜悅帶動的音樂劇之旅 

有些學生熱愛唱歌或戲劇或跟朋友一起感到愉快，帶動他們投入奉獻、紀

律和帶來自我發現，散見於學校乙、學校戊、學校丁、學校己、聯校一、

聯校二。（見圖 1） 

                                                
12 話劇團編製的《奮青樂與路教育資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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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上，這些受訪學生的喜悅來自不同途徑。喜歡唱歌享受課堂帶來的喜

悅（學校乙、學校戊）；對音樂劇的不同藝術形式（舞蹈、音樂及戲劇）

感興趣獲得新知識、找到自己真正聲音等感到喜悅（學校丁）；看見最後

成品效果不錯，感到努力得到成果而快樂（學校甲）；跟導師聊天得到鼓

勵（學校丙）；疫情下仍能參與表演活動感到愉快；感到被接納尋回自信

而喜悅（聯校一）；受藝術導師的專業知識和態度，見到專業劇場級別的

器材儀器感動（學校乙、聯校一、）。 

聯校二是計劃首個成功公演的組合，對受訪學生來說，在鍾愛的音樂路上

發揮自己；找到舒展心靈的空間；與人結連協力完成的艱巨任務等等都是

喜悅來源，從而發掘到自己的藝術潛能，認清自己的演藝夢想。受訪學生

的分享展現本計劃音樂劇既是流汗水的藝術製作，又是各人尋覓自我，發

揮發光的機遇，同時也是學生群體生活的場所。引領他們持續奉獻時間投

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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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由他律帶動的音樂劇之旅 

此外，也有些學生為了對他人負責而完成計劃活動，到最後觀看成品受感

動得到一些愉快、喜悅（以學校甲、學校丙的受訪學生最明顯）（見圖

2）。 

 

有校內工作坊個案的受訪學生原本喜歡唱歌跳舞，但因在家上網課形式的

侷限出現期望落差不感興趣或中途退出，留下的同學主要因為朋友、老師

或自己想完成一件事的想法而待到計劃完結（學校甲、學校丙）。受訪高

中學生因為網課形式加上學業壓力而感勉強和不開心，其中一些學生的情

況直至計劃接近到尾聲錄製個人影片及最後課堂看音樂劇短片成品才有改

變。藝術導師見學生由開始表現抽離、不大合作到後段變得投入，見學生

轉變感到驚喜（學校甲）。這些學生因不想失信於老師或自己或令工作坊

其他人失望，某程度堅持了下去。當中展現的紀律來自他律多於自律，即

是以行為會帶來的結果做判斷原則；帶來的喜悅較多是淡淡然的，自我發

現跟音樂劇藝術相關和不相關都有。（詳見本報告相關校內工作坊個案章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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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由專業投入帶動的音樂劇之旅 

還有學生因為專業地投入自己的崗位而自律和得喜悅（聯校二受訪後台學

生）（見圖 3）。 

 

聯校二個案的後台學生加入後台工作崗位時已經有種好強烈原動力，負責

這批學生的舞台總監視之為投入與奉獻，紀律就是慢慢出來。學生每次工

作得會自動做事後檢討。這種投入和專注包括自己主動花時間在網上找資

料認識更多音樂劇是什麼，自發買潤喉糖放在台側位置供演員用。喜悅和

自我發現來自專業地緊守崗位。（詳見本報告聯校二相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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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對計劃的總體觀察和建議 

1. 音樂劇與品格教育的實踐 

研究發現，是項計劃為本來就喜歡唱歌和戲劇的學生，提供自我發現的機會，從中

認識自己音樂、戲劇和舞蹈方面的能力和喜好，甚至開始思考或探索自己未來的演

藝發展方向。從網課形式的侷限中也能得到喜悅，奉獻上時間和紀律等個人情操和

心理的品格。 

而一些本來對工作坊興趣不大的學生，會因為考慮他人對自己的期望而花上時間熬

了下去。他們從結果來決定行動是他律的展現。這些學生的喜悅是遲來的，到看到

成果才出現。另外，亦有部份學生熱心緊守自己的工作崗位，發揮團隊精神，展現

自律。奉獻和紀律除了是個人心理的品格，也是與人相處道德的品格，而上面這兩

類學生各自展現了對是項計劃不同程度的奉獻和不同形式的紀律（他律和自律）。 

音樂劇藝術是團體活動，學生紀律如遲到、竊竊私語和精神不集中等尤其在聯校個

案二實體排練時間緊迫的情況下，成為話劇團行政同事特別關注的地方。然而，行

政同事具體執行紀律規訓的方法包括與學生檢討的時機和用語，則引起藝術導師和

學校老師的反響，帶來何謂「紀律」？紀律能以「正面管教」方式進行嗎？這些思

考。關於「品格」、「品格教育」和「紀律」、「正面管教」這些概念的理解和實

踐，詳見本報告第一章文獻回顧。 

那麼，音樂劇藝術能夠轉化學生從「他律」到「自律」嗎？本研究結果顯示，有學

生會因為滿足他人為動機而完成工作都是會衍生出紀律的道德品格。研究團隊建

議，在音樂劇培訓過程中善用暖身活動如遊戲、即興戲劇創作盡早讓學生發揮團體

精神（team spirit），例子可見於學校丁、學校戊、學校己和聯校個案一的藝術導

師的網課嘗試。又或縮短遴選帶來的競爭狀態，讓學生盡快透過排練活動建立團體

動力（group dynamics ），情況見聯校個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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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藝術行政的重要性和反思 

2.1 藝術行政的範疇 

任何表演藝術活動由創作到成品都是前台演員和後台製作團隊通力合作的結果，是

項音樂劇計劃也沒有例外。計劃不論是疫情前或後的實體課或其間的網上校內工作

坊或其後的聯校製作，從統籌到成果展演都得力於話劇團行政同事的工作。在活動

統籌階段，即音樂劇課程開課前，行政同事都會與學校老師及藝術導師分別召開會

議，收集學生資料及對藝術的興趣等交給藝術導師，召開會議商討教學內容，並製

作教學手冊和工具，舉行導師工作坊。 

到執行階段，行政同事會出席課堂，確保課堂運作順暢，聯絡學校老師及導師跟進

學生學習，按學生的能力與計劃藝術指導及計劃顧問商討如何調整難度，例如將劇

本中英文對白改為廣東話、英語或普通話；四部音樂改為兩部等。網課期間出席每

一節做即場支援，具體包括準備網上會議室、進行課堂錄影、提前收集缺席名單、

與老師了解同學未能準時出席／不能開鏡頭／不能上課原因；將課堂錄影透過老師

分享給缺席的同學。並按導師要求，在不同階段收集並處理同學的聲音檔案及錄影

片段。到網課成品製作階段，同事會視乎學生情況或交來的錄影片段是否理想，與

導師協商後嘗試用不同方法，例如安排錄音師到學校為學生錄音、在課堂錄影中截

取片段，再加入最後成品；同時監督混音及剪接的後期製作，以確保成果能如期完

成，並於最後一個課堂上播放13。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藝術導師對行政同事上述的工作尤其在疫情下的應變和支援讚

不絕口。大部份導師欣賞教學手冊內容很豐富和專業，兩次導師工作坊除了提供一

個架構和建議教學方向達到工作坊目的。學校丙的藝術導師就特別感謝話劇團行政

                                                
13 資料來源：話劇團行政同事跟究團隊的電郵通訊，2022年 3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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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因應學生出席和投入欠佳，經常於網課後檢討並跟進該校學生的情況。（詳見

報告第二章學校丙個案） 

受訪學生中對藝術導師和錄音師到學校為他們錄音十分深刻，一方面能見到藝術導

師得到提點，嘗試了在錄音室如何錄音，又見識到話劇團的專業器材（學校丁、學

校戊、學校己）。學校戊的藝術導師指這安排對學生來說尤其重要，因為要學生難

以處理一人在家中錄製自己的影片，也實在不可能。他們同時感謝行政同事協助追

學生交功課，令學生專心愉快上音樂劇同時不忘交功課的責任（詳見報告第二章學

校戊個案）。 

 

計劃的靈魂人物，有誰？ 

話劇團幾位行政同事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兩位在網課或排戲現場直接接觸

所有人包括學生、導師和學校老師的同事。不論性別，兩人都曾被學生暱稱做「媽

咪」；亦有受訪個案學生訪談時表達欣賞其中一人（詳見本報告第三章聯校二報

告）。由此可見兩人跟學生的關係緊密，隨計劃慢慢演變成為本音樂劇計劃的靈魂

人物。 

研究亦發現，以網課形式進行校內工作坊的 6個個案，推展情況各有不同。其中一

些個案的參加學生某些程度上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些學生中有受到學校老師

委託負責點名或聯絡遲到同學的班務，甚至研究訪談期間協助同場的同學理解如何

使用 Padlet14 上載圖片（學校戊）；亦有學生自己一直穩定出席網課，主動協助藝

術導師搜尋缺席的同學（學校丙）；也有學生因為想精進自己唱歌的音準而約同其

他同學在網課以外用電話一齊練歌（學校乙）。這些學生有意或無意地擔當了所屬

校內工作坊的小領袖，負責班務和溝通聯絡行政工作；或／和成為工作坊內部動員

                                                
14 Padlet是一個網絡應用程式，提供「壁佈板」給使用者貼上圖片、網頁、文件、錄音等，向其他

人分享個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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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帶起線下排練。他們令網上工作坊得以在自己所屬校內順利推行至結束

（學校戊、學校乙），或令網上工作坊運作到最後一節未至因極大的阻力而中途腰

斬（學校丙），堪稱計劃的靈魂人物。 

研究顯示，學校老師和藝術導師見到這些學生本身都是盡責的同學，能盡力完成學

校老師交付的工作。而推動他們無意之間擔起了校內工作坊的關鍵角色則來自各人

對戲劇和音樂的興趣。（詳見本報告相關的個案報告）。 

至於學校老師方面，受訪的老師都談到招募學生和登入網課（6 個校內工作坊個

案）、和在排練現場觀察學生、或陪伴他們或協助場地運作（聯校一和聯校二個

案）。聯校二的各學校老師特別期待自己在上述職責以外能更多參與學生的日常排

練，以便更有效發揮老師輔導學生的專職。由此來看，學校老師在此計劃中的崗位

有待更大發揮。 

 

3. 音樂劇計劃的啟發 

本研究發現，是次音樂劇計劃展開了下面工作和挑戰，對培育學生專業音樂劇訓練

及品格教育，藝團與伙伴學校的有效模式和導師的能力建設幾方面帶來啟發。 

放上時間，著重過程 

有說 “All good things take time.”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需要放上時間。）藝術創作

以至藝術體驗都是美好的事物，以藝術教育形式對青年人品格教育，也得放上時間。

是項音樂劇計劃在疫情下以網課模式進行，尤其突顯放時間於建立學生與導師和學

生之間默契和團體感的重要性。本研究各個案受訪導師一致認同在培育學生專業音

樂劇訓練及品格教育需要放上時間，以不至於由成果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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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導師專業同行 

本研究不同個案顯示，學生之所以能投入音樂劇學習除了來他們對音樂戲劇的興趣

之外，還有藝術導師的專業指導，成為學生的榜樣（role model）。反過來，對於

不少受訪藝術導師來說，是項藝術計劃是他們與學生結伴同行的過程。而藝術導師

打從心底欣賞學生學習態度和高情商，在緊迫的排練日程中堅持和盡力。在一些藝

術導師眼中即使上網課掛機不太參與的學生都是有能者，以鼓勵代替怪責，總有機

會吸引他們喜歡多一點音樂劇。 

是項音樂劇計劃讓一些受訪學校老師透過參與網課，了解到學生的家居狀況，發現

與學生關係親密了。亦有學校老師受感動於到藝術導師對學生的信任和正面肯定，

受到啟發重新回想自己對學生的管教方式。而另有學校老師則提議音樂劇製作可以

讓老師從專業輔導的身份參與學生的排練日常。 

藝團與伙伴學校的有效模式大概在於對青少年人的想法與尊重，並且以藝術專業與

學生和老師緊密同行。 

表演藝術的學與教的挑戰 

整個音樂劇計劃的推展不無挑戰，其中肯定是網課取代實體課，對所有受訪藝術導

師都帶來自己不同程度的 4D 體驗，包括從學生現場錄音有些學生能夠吸收得到網

上所學的而減低了對網課的抗拒；重新釐定教學重點，找尋網課可用的空間教相關

的知識。另一個相關的挑戰是以音樂劇短片為學習製作成品。部份有舞台劇表演系

背景的導師對鏡頭前表演（camera acting）的製作模式，指導學生鏡頭，拍攝技巧

等感到陌生。 

面對上述挑戰，受訪的藝術導師提議話劇團可以更積極地建設導師的能力，包括話

劇團繼續舉辦導師工作坊，邀請經驗豐富的講者幫助導師溫故知新，了解音樂劇／

戲劇、跳舞、唱歌及音樂劇中的重要元素。導師之間也分享不同的教學方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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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和失敗的經驗，互相取長補短。另外，有導師從不同參與計劃學校的教學中經

驗發現不同導師對於音樂劇的看法不一，他建議話劇團可以透過工作坊和教材協助

導師建立對音樂劇的理解和共識，可以避免學生感到模稜兩可。 

 

研究團隊的建議 

研究團隊同意參與音樂劇計劃的藝術導師以至行政同事能夠對音樂劇是什麼有一致

理解十分重要。團隊建議話劇團可以憑藉是次計劃聯校經驗，繼續舉辦和推動校園

音樂劇活動，於學生層面推動音樂劇藝術；又為業內培訓人材，提供具體項目讓藝

術導師從製作過程中掌握音樂劇藝術及其教育特色，以惠及莘莘學子和香港多元藝

術文化發展。 

至於以網上平台進行藝術教育，研究團隊建議話劇團以是項計劃的校內工作坊和聯

校一個案的經驗為以後開拓線上或線上線下混合活動模式的藝術教育項目和實踐者

研究工作。藝術上，可從不藝術界別以及不同能力的藝術家取經，發展能善用網上

平台進行的表演藝術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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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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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香港話劇團（下稱話劇團）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於 2019 年舉辦

「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教育音樂劇計劃」（下稱本計劃）。以高世章作

曲、岑偉宗填詞和莊梅岩編劇的原創《奮青樂與路》音樂劇為藍本15，設計專

業的音樂劇訓練和演出，期望更多青年人於自己的校園能受惠於音樂劇的學習，

配合各學校的輔導方針，讓學生經歷「品格教育 x 藝術之旅」。計劃以兩年為

期分兩期進行，先後為總共 30間本港中學提供兩階段的音樂劇培訓和成果展演，

首階段是校內音樂劇工作坊，學生經過校內培訓後，可以遴選進入下階段的聯

校音樂劇演出。  

香港教育劇場論壇（TEFO）受話劇團委約為研究伙伴，用個案研究方法為本計

劃作實證記錄。經雙方商討，研究範疇涵蓋計劃第 2 期校內及聯校音樂劇培訓

兩個階段的音樂劇培訓和成果展演。研究團隊藉由蒐集研究個案中各持份者參

與過程的總體經驗，反映和檢視計劃的預期目標。並且就藝術教育形式對青年

人品格教育的展現；藝團與伙伴學校合作模式；以及藝術導師於學校進行教學

的能力建設等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16 

本報告為整個研究計劃的研究成果，涵蓋了 8 個個案報告及相關的問卷調查結

果，當中詳錄各個案的活動狀況和各持份者箇中的經驗與思考，學生參與音樂

劇培訓過程中的品格展現，持份者給予話劇團的建議，以及研究員的整合的觀

察和總結意見。 

                                                

15 原創《奮青樂與路》音樂劇於 2017年首演，由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香港培正中

學、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及心光盲人院暨學校主辦、利希慎基金及各界熱心人士贊助

製作演出。該 2017音樂劇於年首演及 2018年重演，前後共演出 9場。 

16 資料來源：TEFO研究團隊和話劇團 2019年 9月 12日第二次聯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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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問題、設計及方法 

2.1 研究範疇 

話劇團舉辦的「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教育音樂劇計劃」為總共 30間本港

中學提供校內及聯校音樂劇培訓。計劃分為兩期進行，第 1期有 12間中學參與，

第 2期有 18間中學。每期都包括兩個階段，首階段是校內音樂劇工作坊，學生

經過校內培訓後，可以遴選進入下階段的聯校音樂劇演出。 

經話劇團和 TEFO 研究團隊雙方同意下，研究涵蓋計劃第 2 期的校內音樂劇工

作坊和聯校音樂劇演出兩個階段。旨在記錄計劃中不同持份者在過程中的回應

和轉變，深入評估計劃推展情況以及其預期目標。 

 

2.2 研究問題和抽樣原則 

研究問題如下： 

音樂劇是個獨特的劇場形式。學生和導師身在其中，經歷的是怎樣一個過程？

音樂劇排演的過程中，他們如何經歷 4D：Dedication （奉獻），Discipline（紀

律），Self-Discovery（自我發現）和 Delight（喜悅）？ 

研究結果旨在對以下三方面提出相關建議： 

i) 探究參與計劃的學生的轉變，以評估本計劃所提倡的藝術教育形式對

青年人品格教育的影響； 

ii) 探究藝團與伙伴學校合作的有效模式； 

iii) 探究計劃導師的能力建設，如何協助藝術家有效地在學校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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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與話劇團協商，研究團隊按兩大抽樣原則—參加學校所屬的計劃聯校區和

學校／組合特色—從參加第 2期 18間學校中分別選出 6個校內工作坊和 2個聯

校演出組合總共 8個研究個案。研究團隊以抽樣方法從計劃第 2期 18間學校中

選出 6 間學校做個案研究；另外，在五個聯校公開演出組合中抽樣選出 2 個演

出組合作為個案，搜集參與音樂劇計劃的不同持份者的體驗和思考。研究對象

涵蓋： 

i) 參與不同階段的學生 

ii) 參與學校負責老師 

iii) 藝術導師 

iv) 負責聯校組合的話劇團行政同事 

 

2.3 研究過程 

研究團隊由 9 人組成，定期舉行研究會議，釐訂工作範疇、分配及時間表；匯

報和討論田野觀察和個案報告的書寫工作。整個研究項目由籌備工作到書寫文

字報告歷時接近 3年。研究過程如下： 

2019 年 5 月中：研究團隊約見話劇團籌備研究工作。其後進行了五次聯合會議，

商討的工作包括共同釐訂抽樣原則，確認抽樣個案名單；互相匯報計劃進展和

田野工作安排和進度；話劇團同事就本研究各個個案的文字報告內容給予回饋。 

2019年 10月至 2021年 8月：研究員到訪各個案學校及聯校組合進行田野考察，

撰寫田野觀察筆記。田野考察橫跨接近兩年時間，因為計劃碰上疫情，學校於

2020年 1月底開始停止面授課而暫停，田野考察亦暫停，至 2020年 10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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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網上進行，田野考察再恢復。兩組聯校個案的田野工作分別延後到 2021年

1月和 4月展開至同年 8月。 

2020年 3月至 2021年 4月：研究團隊做文獻回顧，把計劃坐落於青少年音樂劇

的領域，同時透過文獻理解跟計劃相關重要理念包括品格教育、紀律及藝術教

育的價值。 

2021年 2月至 6月：進行研究訪談，於演出活動後發放網上學生問卷，蒐集，

進行分析。 

2021年 6月至 2022年 3月：陸續撰寫各個案的研究報告，輯錄成最終的文字報

告。 

 

2.4 研究方法 

本項目採用混合研究方法（mixed-methods），結合個案研究法17和問卷調查。

透過與話劇團協商，研究團隊以抽樣方法從第 2期 18間學校中選出 6間學校做

個案研究；另外，在五個聯校公開演出組合中抽樣選出 2 個演出組合作為個案，

搜集參與本計劃的不同持份者的體驗和思考。研究對象涵蓋： 

 參與不同階段的學生 

 參與學校負責老師 

 藝術導師 

研究團隊採用以下方法資料蒐集資料數據： 

                                                
17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是其中一種以經驗為主體的質性研究法，以針對個人、團體或組織

進行嚴謹深入的探究，藉由多元數據的蒐集及比較分析，了解研究對象在當中的經驗、關

係，從而發現其特質、規律、現象及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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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田野觀察18： 

研究員於校內培訓工作坊（實體及網課）進行期間進行觀察，記錄上課情形，

各參與者的互動狀況及反應。本計劃之校內培訓及後全面改為網上教學及拍攝

歌曲短片，研究團隊為著能對整體有較全面的了解，於每個案的網課期間，抽

取第 5或 6節、第 7節、第 8節或／和第 9節、第 11或 12節，合共每個案作 4

次觀課記錄。所有個案均會安排非負責該個案的研究員特別觀課一節，以收三

角互證19 之效度20。 

研究員分別出席聯校演出組別的培訓、綵排、演出/分享會，記錄各個階段的進

行情況（詳細觀課時段可參閱個案報告內文），兩個個案均會安排非負責該個

案的研究員特別觀課 1至 2次，以收三角互證之效度。 

 

B. 深度訪談： 

所有訪談採用半開放式結構設計，研究團隊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先釐定各組問

題作指引，訪談時按受訪者回應彈性調整提問順序，並開放地聆聽受訪者的重

點想法，予以記錄；期間亦運用電子軟件 Padlet21為工具蒐集圖像和文字作為研

究之用 。所有訪談依持份者類別進行小組訪談，但有個別學校負責老師只有一

人，其訪談就以個人訪談形式進行。（各持份者訪談題目請參閱附錄 5-7）。 

 

                                                
18 田野觀察 （field observation），這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常用的蒐集數據方法，透過實

地進入研究對象所在的現場，對其及其所在環境進行觀察，以了解、認識當中的關係。 

 

19 三角互證（triangulation），意指從多個角度或立場蒐集有關研究現場的觀察和詮釋，並將不

同數據進行比較，來得到充份的資訊與互相驗證，盡力排除主觀偏見的干擾。 

 

20 效度（validity），即有效性，意指使用多種工具蒐集數據後，讓分析與結論能被各種不同工

具所蒐集到的數據支持下，具有一致性，讓該結論的效度有所提升。 

 

21 Padlet是一個網絡應用程式，提供「壁佈板」給使用者貼上圖片、網頁、文件、錄

音等，向其他人分享個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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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學生網上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以網上 Weblink 形式進行，於校內培訓工作坊和展演完成後，以及聯

校演出結束後，團隊會將問卷連結發給所有參與學生（前台及後台），讓學生

自行填寫並發回。 （各問卷範本請參閱附錄 1-4）。 

數據分析分三個部份進行： 

 問卷數據經由網上系統處理，整理成圖表，並加以分析。 

 訪談數據由謄錄員逐字謄錄成文字，各個案負責研究員細閱內容、把

其分析歸類，得出不同主題。 

 研究員在整個過程中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和分析各項數據的內容和涵

義，以及進行三角互證來確認數據的效度。 

以下第二及三章，分別為「校內培訓工作坊」及「聯校製作」各個個案報告問

卷調查結果及質性數據分析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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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獻回顧 

計劃其中一個核心目標是透過專業音樂劇訓練和演出，培育學生的品格

（character），進行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研究團隊回顧一些品格教

育的文獻，整理品格教育的哲學源流、歷史脈絡和面向，旨在把計劃及本研究

放置在具體的教育領域和教育實踐上，為往後的討論提供分析角度。此外，4D

中「紀律」在本研究計劃期間，遠較其他 3D的呈現內涵被不同主要持份者頻繁

地提及討論，研究團隊為了能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此概念的各個面向及發展情況，

也特別為此回顧文獻。本章的最後部份，將會就「藝術教育對青少年的價值」

來作一探討，以此作為對研究項目的計劃平衡對照。 

 

3.1品格教育 

3.1.1「品格」是甚麼？ 

「品格」可以理解為『個人情感、思想與行動整體表現之一致而獨特的現象』。

22 涉及內在即個人心理的品格，和外在即道德的品格兩個面向。心理的品格常

作相對的描述如急躁與溫和、堅韌與柔弱、喜樂與憂悶、細緻與魯莽等等。道

德的品格就涉及與人相處的行為準則和規範，常作對／錯、善／惡的描述，往

往指涉謀求美好人生所需的「美德」和「德行」（virtues），例如誠實可靠、

見義勇為、尊重不同意見等都是被視為正確和美好的品格。23  

 

 

                                                
22  賈馥茗、但昭偉，2000。 

23  參閱賈馥茗、但昭偉，2000；李奉儒，2000；黃藿、朱啟華，2000；Wr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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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品格教育：「德行為本」與「道德判斷」 

在教育學領域中，品格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一部份。世界各地的道德教育都源遠

流長。現今，歐美以至亞洲地區的各教育當局都將道德／品格教育納入學校課

程、聯課或／和課後活動 （co-curricular o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這些地區

因為歷史脈絡，承襲的哲學思潮，學術領域發展方向和具體的社會處境各異，

道德／品格教育的目標、內容重點和實踐方式也有不同。一般而言，道德／品

格教育的目標在於發展和型塑學生的價值觀、道德判斷及行為等。往個人內看，

為學生提供是一種與自己相處的方式；從外面看，提供了一種與人相處的方式。

24 

過去二三百年間，影響和主導學校體制內品格教育發展和實踐的主要有兩個思

潮：一個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倫理學，另一個是基督新

教的宗教傳統。前者的影響早見於英國的品格教育發展，後者則對美國十八至

十九世紀殖民地時期至獨立後的影響最明顯。25 

英國方面的品格教育主要受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的薰陶。亞里斯

多德關注一個好人應該如何生活，以及社會應該如何構建以達到美好生活。他

認為一個擁有或形成良好品格的人，就會成為一個充分、全面發展的人，能達

到人類的至善。26 亞里斯多德在其著作中強調，品格不是透過學校課程內容逐

點去教授，是孩子通過練習得出好行為，發展出某種行事方式。隨著時間的推

移，孩子就培育出一致和卓越的行為模式，就是「德行」（virtues）。亞里斯

多德認為正確的德行是讓人自由，變得自主，而非受控於人。他的倫理教育理

念以「德行為本」 （virtues-based），視品德如技能一樣，是經由後天訓練，靠

                                                

24  Wren， 2014，頁 11。 

25 參閱 Nucci、Narvaez、Krettenauer ，2014。 

26  參閱 Arthu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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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習慣而獲得，而團體對於孩子發展道德品質、洞察力、理性判斷和做深思

熟慮的選擇扮演重要角色。 

學校的道德教育在美國也歷史悠久，跟美國歷史、宗教和心理學的發展密切相

關。十八至十九世紀英國殖民地時期，美國社會受基督新教影響，教義中的利

他主義和自我犧牲根植於各種生活方式和思考、決策模式和行動。27 及至美國

獨立後，大舉興建學校提升國民的知識能力和社會的道德品格。早期學校遵循

嚴格的基督新教傳統，以嚴厲的紀律，脅迫 （coercion）和勸誡 （exhortation） 

兩種手段向學生教授道德品質。 28  1950 年代起，認知心理學  （cognitive 

psychology）  於美國漸漸成為一門學科，心理學家科爾伯格  （Lawrence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理論備受重視。受皮亞傑 （Jean Piaget） 學說的啟發，

科爾伯格認為，人是通過邏輯和認知去認識什麼是善／美好 （good）。人的道

德發展就是道德思維／判斷的發展，分別由六個發展階段構建而來。每個階段

都代表著一種性質不同的道德思維方式，發展在任何階段都可能停滯不前。科

爾伯格的道德發展理論以道德判斷為重心，符合當時美國社會批判性思維的傳

統，重點在於價值教育，而不在發展品格。道德的品格從「價值澄清」、「批

判思維」和「道德判斷」等方面出發，以知性 （cognitive）向度為本，教師採

取認知發展的觀點來培育學生品格的話，會著重刺激他們的道德判斷與能力，

做法包括提供道德兩難式的困境給學生討論和思辨，從而幫助他們晉升到較高

的道德發展層次。以科爾伯格道德發展理論為基礎的道德教育，被批評忽略了

行為模式，就是德行的重要性。29  

「德行為本」與「道德判斷」成為兩個道德／品格教育的傳統，分別影響英美

兩地早期的學校道德教育的實踐。其中，英式的道德品格教育影響香港 1950至

                                                

27  參閱 Cunningham 2005；Arthur 2014。 

28  參閱 Cunningham 2005，頁 168-69。 

29  參閱 Lapsley & Power，2005；賈馥茗、但昭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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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殖民地時期的相關學校課程。30 至 2002年，香港政府在當時教育改革

文件31中將「德育及公民教育」納為四個關項目之一，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和培養積極的態度，首要培育五項價值觀和態度包括國民身分的認同、積

極、堅毅、尊重 他人及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於 2008年修訂版加入「關愛」和

「誠信」兩項。 

 

3.1.3品格教育的另一進路與正向心理學 

當代影響道德／品格教育推行的思路，除「德行為本」與「道德判斷」之外，

還有來自神經科學 （neuroscience） 和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學術

領域的發展。這兩門學科主要突顯「情緒」（emotions） 在塑造個人品格的作

用。這方面為對道德／品格教育注入新視點、方向和元素。32  

1990 年代末，美國心理學家沙尼文（Martin Seligman）對於主流心理學界作出

學術反思。他指出長久以來，主流心理學界以病理學角度看事主為病人，偏重

協助他／她修補傷害、預防和解決問題等的補救任務。然而，他指出一個人活

得好，不只在於預防和解決疾病、沒有苦難；更在於能追求和經營美好人生，

感到幸福。33 故此，沙尼文提出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把心理學

探究和任務重新聚焦於正向特質 （positive traits） 與德行 （virtues） 於促進真

實的幸福（authentic happiness）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正向心理學對正向情緒和幸福論的推展得力於神經科學 （neuroscience） 的發展。

過去近六七十年間，神經科學從大腦機制來研究人類的認知和情感，認識到大

腦具有可塑性 （neuroplasticity）。1980 年代末，神經科學家戴維森 （Richard 

                                                

30  1950年代的公民科和 1970至 80年代的經濟與公共事務科。參閱 LAW ，2006。 

31 參閱香港特別行政區課程發展議會，2001，頁 74-81。 

32 參閱 Nucci，Narvaez，Krettenauer，2014。 

33 參閱 Seligma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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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son）從研究中發現每個人獨特的大腦活動形態，會影響我們如何感覺、

思考和生活。因為大腦的個體差異，你或我可能經歷相同事件將帶來不同的情

緒反應（emotional responses），就構成個人大腦的不同「情感形態」（affective 

styles）。 

正向情緒 （positive emotions） 是正向心理學所關注的首要環節。正向情緒是正

向心理學的第一個元素，是幸福理論的基石。一如傳統心理學，正向心理學對

「情緒」（emotions） 和「心情」（mood） 有以下的區分。「心情」是自由浮

動，不集中於特定事件或情況，持久的，出現時不自覺的。而「情緒」則是一

種『心理狀態，由主觀感覺 （subjective feelings） 所界定，也可以由生理喚醒

思想和行為的特徵模式所定義。』34。情緒往往集中在過去，現在或將來的特

定事件或情況上，可能是短暫的，在出現情感時我們已經意識到。35 

正向心理學對情緒的研究關心『個人經歷正面和負面情緒的程度』。36 正面或

正向情緒程度意指一個人經歷快樂、滿足等的程度，而負面情緒程度意指一個

人經歷悲傷或恐懼等感覺的程度。我們一般熟悉負面的情感引發「打或逃」反

應 （fight-or-flight response），發揮保護自己的作用。正向心理學的研究發現正

向情緒具備「擴展與建構」的作用（broaden-and-build）。可以幫助個體擴展自

己的思考與行動，並且能夠建構且拓展個體的資源。37  

至於品格，正向心理學尤其強調個人的「品格強項」（character strengths） 跟

追求幸福亦有密切關係。品格是人們思想、感覺和行為的交集，它並不是固定

而是可以變動及發展的。正向心理學家從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倫理學和

青少年研究領域中抽取元素，提出六種跨越不同傳統與文化的「德行」：智慧

                                                

34 Peterson，2006，頁 73。 

35 參閱 Hefferon & Boniwell，2011。 

36 Peterson，2006，頁 62。 

37 參閱 Fredrickson，2011；PosEdH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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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知識、勇氣、仁愛／人道、公義、修養、靈性與超越，羅列出 24個「品格強

項」（character strengths） 作為個人自我檢視和發展德行的指標和清單38，幫助

人們提升和強化品格，以維持身心健康 （well-being）。  

 

3.1.4品格教育的實施 

品格教育的具體實踐上，由含義、施行的方針、策略和終極目的，在不同範疇

沒有統一的方法，它會根據所在社會／地方的文化反映出不同側重及爭議。不

過，在教育方面，這些爭議相對較少，反而品格教育教學的實施理念甚至比較

接近，大抵從教授、模範、氛圍、經驗實踐及鼓勵來構成，以下列舉兩個常見

的模型協助在不同教學處境作為課程設計參考： 

1. 7E品格特質教學 （Lickona，2004）  

 解說 （Explain it）：介紹、定義及討論不同品格的重要性。 

 檢視 （Examine it）：在生活不同範疇提出例子作參考反思。 

 展現 （Exhibit it）：透過示範作則。 

 期許 （Expect it）：通過規則、契約及後果來讓學習者遵循。 

 經歷 （Experience it）：提供機會使學習者直接體驗。 

 鼓勵 （Encourage it）：讓學習者設定目標、練習及自評。 

 評估 （Evaluate it）：對學習者給予反饋。 

2. 品德教育之 6E （Ryan, 2002）  

 典範學習 （Example）：以身作則，介紹典範楷模。 

                                                
38 參閱陳伊琳，2018；Peterson & Seligma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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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發思辯解說 （Explanation）：用對話讓學習者了解箇中價值與意義。 

 勸勉鼓勵 （Exhortation）：從情感上激勵學生的良善動機及鼓勵表現

良善行為。 

 氛圍環境 （Ethos）：營造一個讓學習感受到彼此尊重及重視倫理的環

境。 

 體驗 （Experience）：提供實際參與的機會，在經驗中學習品格的重

要性。 

 正向期許 （Expectations of excellence）：鼓勵學習者為自己設定目標

並完成。 

 

3.1.5小結 

綜觀歷史，「德行為本」、「道德判斷」為道德／品格教育的兩個哲學源頭。

而時至今天，心理學門派和神經科學領域的發展，把情緒的作用為注入道德／

品格教育的方向，重新德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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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紀律 

3.2.1字義 

中文「紀律」一詞早見於先秦文獻，有「綱紀法規」的意思。「紀」意為法度

準則，用來管理／監察百官，以符合禮制，不違規犯紀。39 其後，紀律多指軍

法的意思。40 

英文 “Discipline” 一字，現時一般翻譯為「紀律」，實有兩個字源。一個來自拉

丁語 disciplina，字面上有「指導」、「教學」的意思，後來延伸到大學學術專

業中的一種知識體系，可以翻譯為「學科」，跟 disciple「門徒／門生」同一字

源。Discipline 另一字義來自古法語 descepline，有「體罰」，「教學」，「苦

難」，「殉教」等意思，由此引申「紀律」、「磨練」、「管教」、「軍紀」

等含義，41 亦接近今天一般理解 discipline作為「紀律」的字義。 

從字源看，中外語言也有把「紀律」“discipline” 一詞連上「軍紀」的概念，視

之為軍事訓練或演習的一種形式，其關鍵在於控制身體，令身體順服，通過自

我約束訓練出適當的舉止和行為和狀態。相對之下，英文 “discipline”字面上

「學習」的詞義就變輕了、被隱沒或甚至忽略。42 約束方式的紀律訓練往往著

眼於機構或組織的需要、利益、秩序等，而非個體的需要和自我實現；強調遵

循他律的約束，而非鼓勵個體從學習和自我實現中獲得自律。 

                                                
39  《辭海：合訂本》和《辭源：縮印合訂本》兩本辭書皆有記錄「紀律」一詞最早的出處為

《春秋左傳》〈左傳•桓二年〉：『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此文記載魯桓公從宋國取得原屬郜國的傳國大鼎，放進太廟，為不合

禮儀之舉，並告諫做國君的，應當發揚德行，以更好地管理和監察百官，以致百官不敢違反

法度。〈左傳•桓二年〉全文、語譯和評析可瀏覽下面連結：

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proses/71562/prose_translations/4105  

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proses/71562/prose_appreciations/5950 

40  參閱廣東辭源修訂組等編，(1987)。《辭源：縮印合訂本》，頁 1303，香港：商務。 

41  參閱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和 Bennett, T., et al. ，2005，頁 89-91。 

42  參閱 Bennett, T., et al.，2005，頁 89-91。 

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proses/71562/prose_translations/4105
https://fanti.dugushici.com/ancient_proses/71562/prose_appreciations/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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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學校訓導紀律情況 

現代中外地區的學校教育，也不乏通過約束學生身體的紀律政策措施。例如，

對學生欠交家課作業、騷擾課堂教與學進程、欺凌打架等行為，懲罰方式由罰

企、取消他們的小息時間、留堂、到停課不等，務求令學生身體順服，守規的

言行，把校規這「他律」演化成學生的「自律」。有必要的話，最後或會勒令

學生退學，維持校內秩序。這種處罰除了是約束更是排拒式的 （exclusionary 

discipline），例子可見於香港和一些西方地區的中小學校。  

近三、四十年，不同地區的教育工作者開始關注學校排拒式懲處學生的做法，

對政策理念作出根本的革新。以近期美國為例，排拒式的懲處加上種族偏見

（racial bias），對學生帶來深遠影響。前新澤西洲紐瓦克市督學 Cami Anderson 

（2011-2015）43 從教育數據發現，即使美藉非裔學生只佔該校區學童人口 15%，

但在學校犯事而被警方拘捕的卻佔總被捕學生的一半；身體殘障和不同性取向

的學生犯事會受到不成比例的懲處。這些數據反映出學校紀律處分普遍出現對

學生的偏見和刻板印象。Anderson 指出這種懲罰方式除了不公之外，也帶來長

遠的影響：被停學的學生輟學的可能性比同輩高出三倍，而被監禁的可能性是

三倍。懲罰性的紀律處分 （punitive discipline） 往往強化而非消弭社會上既有

的種族偏見和成見，剝奪青少年人學習的基本公民權利。更甚者，減少他們面

前和未來生活上的選擇，隨之增加他們墮入法網的機會。44 

 

 

 

                                                
43  有關 Cami Anderson的背景資料可參閱 Barnum，2017。 

44  Kocon，2017，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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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重新定義「何謂紀律？」  

此因，Anderson 離任督學之後成立機構，發展學校訓導紀律改革的工作。她聯

同該校區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學校協作的伙伴機構，推動學校紀律方針上的變革。

創建了一個 『紀律公平框架』，建立一個反種族殘障偏見的紀律政策，重塑支

援學生成長的校園文化。45 她重申紀律的真義： 

我們希望轉向將紀律視為一種練習事物的方式，猶似訓練有素的運動員或

藝術家，練習到你掌握為止。在這種情況下，「有紀律的人」是指那些有

條理、專注、表現出毅力和承諾的人。46 

她指出紀律的革新不僅僅是改變紀律政策，其目標更是增強和激勵年輕人養成

健康的習慣，成為他們最好的自己；富有同理心、能與成年人建立聯繫。而擺

脫懲罰性紀律做法對成年人來說，意味著要深入了解青少年人，能善於激勵他

們改變和成長。 

香港方面，Anderson 對紀律的理解正好跟香港學校訓導人員協會 （下稱該會）

的理念相近。2005至 2007年期間，該會與香港城市大學青年研究室合作一個支

援訓育工作者項目，並聯合出版《訓輔人員專業手朋：以正面紀律為取向》，

當中提出「紀律」絕不等同校規，其本質應是『協助孩子發展一套自我控制的

內在機制，從而達致社會大眾認可的態度和行為』，並倡議本港學校採取「正

面紀律」（positive discipline） 作為一種處理青少年越軌及犯罪行為的新思維和

方法。「正面紀律」的意思是透過各種政策、程序和措施，促成老師積極教學，

讓學生愉快學習；在校園建立一套促進師生和諧及鼓勵自強不息的文化，創造

有利孩子成長的環境，促進學生發展與人親密的感覺、自控生命的感覺；透過

聆聽而認識自己的情緒及行為；學習解決問題的技巧；及能理解錯誤並從錯誤

                                                

45  有關該紀律改革的工作詳情，可瀏覽 Discipline Revolution Project網頁。 

46  Kocon，201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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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習。藉由啟發學生，提升動機邁向自律，從而取代一貫以來以阻嚇和『殺

一儆百』方式來控制學生行為的「嚴厲紀律」（harsh discipline）。兩種紀律方

式對照可參閱下圖。47  

 

 

3.2.4兒童心理學領域的「正面管教」 

上文提到「正面紀律」或稱「正面管教」（positive discipline） 的概念，早見於

1930 年代末歐美兒童心理學領域的理念和實務工作上，可追溯到 Rudolf 

Dreikurs （德瑞庫斯，1897-1972） 及其伙伴和 Alfred Adler （阿德勒） 的教研

工作。Dreikurs 和 Adler 均是奧地利維也納出生的美國精神病學家和教育家。

Dreikurs從Alfred的個體心理學體系中發展出的理論來理解兒童做出應受譴責的

行為背後的動機。48 Dreikurs的理論認為兒童和學生總想獲得認可，並流露於行

                                                
47  有關「正面紀律」的資料可參閱香港學校訓輔人員協會，2007，第二章。 

48 沈六，2000德瑞庫斯模式。Dreikurs Model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13725/；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22). Rudolf Dreikurs.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Rudolf- 

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13725/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Rudolf-Dreik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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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現上。當追求認可卻不能獲得時，學生會產生一些不當行為

（misbehaviours），如偏激的批評、反駁、爭論、公然反抗家長或老師、有攻

擊傾向、欺騙、毀壞物件等等。他們會錯誤以為這些行為能夠令他們達到 4 種

目標，包括尋求別人注意；尋求證明自己有權力才能；尋求報復受傷或不公平

的對待，以及以自暴自棄的方式來避免任何可能失利的狀況。他的理論指出當

學生得到鼓勵和注意時，負面行為就不會再出現。此外， Dreikurs 主張教師必

須認識孩子行為動機及其背後錯誤的訴求目標，教導他們行為會引來後果／結

果 （consequence），培養學生自我約束，又激發團體合作，用以取代懲處。49 

Jane Nelsen以 Dreikurs和 Alder的理論和實務為基礎發展出「正面管教」，推廣

家長和教師培訓育課程。Nelsen 指作有效的正面管教有 5 大特點，施教者不論

是教師或家長必須要：1）態度和善而堅定 （kind and firm），以表示對孩子的

尊重和鼓勵 （respectful and encouraging）；2）協助學生建立歸屬感和價值感，

與人結連 （connection）；3）追求長期效果，而不是效用短暫又負面的懲罰；

4）教給孩子有價值的社會技能和生活技能，包括尊重，關愛他人，解難、承擔

責任、合作等；5）培養學童「我可以的！」（I can do it.） 的信念和善用個人

力量。50 正面管教的目的是和善而堅定地發展互相尊重的關係，教導成年人如

何不懲罰又嬌縱地有效地管教學生和孩子。  

 

 

3.2.5小結：由懲罰到自我約束 

上面的文獻整理了歐美兒童心理學家 Driekurs 和 Nelsen等人的工作，以及美國

一個州分其中一校區的紀律政策改革。在這些脈絡下，「紀律」重新取回英文 

                                                

Dreikurs 

49 參閱 Dreikur & Grey，1968；Dreikurs & Cassel，1985；Dreikurs, Cassel, & Ferguson 2004.。 

50 詳閱 Nelsen，2009；瀏覽：https://www.positivediscipline.com/about-positive-discipline 

https://www.positivediscipline.com/about-positive-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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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一字「學習」方面的詞義，著眼於學生個體的需要和自我實現；著

重學生從學習和自我實現中獲得自律。紀律的革新對 Anderson 和香港學校訓導

人員協會而言，都不僅僅是紀律上要求學生順服，更是激發他們建立有益的習

慣和發揮所長。紀律政策方針由懲罰和排拒違規者轉向以協助他們得到全人發

展。歐美兒童心理學家 Driekurs 和 Nelsen 的正面管教實務工作就提醒家長和教

育工作者與子女和師生的互動可以和善與堅定並行，既有規矩也有自由，在尊

重別人的前提下可以選擇，培養自我約制力量。 

綜觀文獻整理顯示，對「紀律」的重新定義，同時也是對「青少年是什麼人？」

「青少年跟成人有何關係？」這些觀念上的革新。教師和家長必須承認一點：

就是青少年是會挑戰權威。若學生因此而犯事，教師必須採取合適和有意義的

行動做出回應，以幫助學生學習和成長的方式來令他們承擔責任，而不是僅僅

利用處罰來令學生不斷地推翻權威，又或者令他們誤以為跟成年人相處的就只

得順從或屈從兩種方式。51  

簡而言之，重新定義紀律以帶動紀律改革的工作，是引發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

教育的全人發展本質，以及建立師生之間互信和同理關係的重要性的一個過程。 

 

                                                
51  Kocon，2007；Nelsen，2009。 



 

 

3.3藝術教育的價值與青少年 

藝術在社會中的價值在歷來中外舉凡大量研究探證，McCarthy及其團隊在 2005為美國

Wallace Foundation 發表報告中，指出美國在九十年代初，一般較常言及重視藝術的

「工具效益」（Instrumental benefits），例如：有助經濟增長及學生學習成效，而往往

忽視了藝術也可以豐沛人們生活的「內在效益」（Intrinsic benefits）。McCarthy 與同

事們廣泛地檢視不同人文範疇的文獻及相關實證研究，整理出一個呈現藝術在公私領

域價值產生效益關聯的連續體（Continuum）框架 （見圖 5），說明藝術本身首先使人

在私密的領域獲益（private benefits），豐沛個人的生活，然後漸漸外溢（spillover），

擴展影響至公共領域的獲益（public benefits），雙互不割裂的關係。 

 
圖 5 :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Benefits of the Arts 

（McCarthy, et al. ，2005，頁 4） 

 

McCarthy 與同事們強調，透過此研究並非只是為了確認參與藝術中會產生內在及工具

效益，更重要的肯定「內在效益」作為所有由藝術引致的效益的中心角色。研究提及，

人們參與藝術並未首先為了想獲得「工具效益」，更多時候藝術直接地為人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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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pleasure）」，有意義的藝術體驗產生深刻的滿足感；及「情感刺激

（emotional stimulation）」，令人「著迷（captivation）」，開放了觀看世界的方式，

使投入參與的人離開個人慣性的日常，聯繫別人。藝術先從個人感官經驗（ felt 

experience）出發，主觀的反應引發「內在效益」。由此，這些內在效益持續增長，擴

展了個人對於不熟悉的人與文化的同理共感能力，及創作的意義嵌入在經驗中讓人產

生對世界的新視角的知性成長。然後，如果在公共領域中大量結集個體的內在效益的

外溢，人們在談論或集體參與藝術的經驗中，將可能創造社會的紐帶（social bonds）

使人們連結在一起，甚至通過共同參與的藝術事件中讓社群發聲，透過公共表達轉變

固有觀念，使社會不同程度上獲益。 

McCarthy 的研究團隊提出三個因素協助個體接觸藝術從而獲取以上提及的效益，首先，

人們越年少能開始接觸藝術，就會越有利於培養人們在日後的藝術參與；第二，藝術

體驗的質素要高，能在情感上、精神上及社際上令參與者全心投入；第三，人們如能

持續地參與就會增加藝術帶給他們的內在價值。如是說，在世界各地不難發現有大量

針對青少年而設計的藝術教育計劃，當中申明的成效發現，除了普遍地表述這些計劃

能增加青少年對藝術的興趣及技巧外，實證研究還特別地指出青少年參與不同類型的

藝術活動會對個人及社際產生不同程度和範疇的正面影響與連結。這些論述與

McCarthy 及其同事發表的「內在效益」論應用於青少年參與藝術活動案例的具體的闡

釋。 

 

3.3.1 青少年參與劇場的個人與社際成長  

2003 年英國青少青劇場協會委約曼徹斯特大學應用劇場研究中心，進行一項有關英國

青少年劇場的研究，接觸了 300 名參與青少年劇場活動／計劃的青少年，以及檢視了

全英國超過 700家青少年劇院，Hughes & Wilson（2004）針對劇場對青少年的個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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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發展的影響作實證研究，過程結合量性及質性研究方法，特別引用參與為本的創

意工作坊來蒐集數據，邀請 250名來自全國 21家劇院的青年人和青少年劇場領袖參與。 

在問卷調查中，青少年持份者頻繁地提及參與劇場能幫助他們增強信心、增加表演技

巧、結識更多朋友或增加結友能力、提高成為自己的能力、更加開放思想、增加理解

別人和與人合作的能力、提高表達自己能力、提升幸福感、避免陷入麻煩及增加處理

困境和負面情況的能力52 。 

Hughes & Wilson53在研究中透過質性數據整理出青少年在劇場中習得及轉移至其他生

活應用的四個範疇： 

1. 劇場協助青少年發展出一系的技巧和資源 

 自發工作的能力——創作活動的自由自主過程中，讓青少年發展及運用到自

發力及目睹自己的想像能夠得以實踐； 

 參與類似工作模式、紀律嚴明和投入承諾的過程——專業的劇場參與，能夠

為青少年提供一種架構，讓他們持續地投入付出、出席、預備、表現、與不

同人合作、參與、接收及給出想法、回應挑戰、作決定； 

 願意冒險——好的青少年劇場為參與者提供一個「安全空間」去作出挑戰嘗

試； 

 參與劇場的過程能讓青少年擁有日常生活中，未必有機會去探索感受、想法、

表達自己經驗的機會。 

2. 劇場給予青少年個人及社際發展的非正式及充滿支持的環境 

                                                
52 Hughes & Wilson，2004，頁 66-67。 

53Hughes & Wilson，2004，頁 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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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強調在參與劇場的過程中感受到被接納、包容、被平等對待及在團隊工作中

感到支持，建立與同儕和成人的正向關係。而且，青少年表示在離開學校或熟悉的

活動環境，可以更放膽地「做自己」，建立自己的身份。 

3. 參與劇場鼓勵青少年更充份地在社區中參與 

劇場能夠擴闊青少年人的眼界，擴大他們對自、對社區、對世界的參考框架及知識。

青少年在戲劇中可以直面地探討不同個人、道德、政治及社會議題，過程中協助他

們建立自己的觀點，提高覺察能力，去連接自己和社區。 

4. 表演和創作過程的重要性 

劇場活動能提供青少年一個正向的社際環境，參與一個成功的表演能幫助青少年在

體驗多種情感中，建立信心、技巧及個人資源，學習情緒管理，可以轉移用於其他

生活層面。 

此項研究強調劇場提供一個支持青少年的活動環境，它協助青少年人的個人及社際成

長，讓青少年能在當中建設要成功地過渡至成年階段所需要的技巧、素質、能力和資

源。青少年在此類藝術活動中，建立個人經驗產生屬於各自的「內在效益」，從中慢

慢地擴大自我發展的能力。 

 

3.3.2 藝術活動為青少年創造連結  

Hughes & Wilson （2004）的英國調查研究從廣度來探究全國青少年在劇場活動中的獲

益與成長普遍成效，於 2016-2018 澳洲昆士蘭政府支持一個重要青少年研究「Y 

Connect Project（Y 連結計劃）」從深度為我們更進一步地描繪藝術活動對青少年的價

值。該計劃在一所高中內全方位地進行，歷時兩年半，研究團隊與學生、教師、學校

領導、藝術家及藝術機構伙伴協作，透過以一般藝術及戲劇作為教學模式應用至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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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課程及課外活動範疇的六個個案，結合量性及質性數據，探究一系列研究問題54，

其中一個核心研究問題是探討青少年在參與「Y 連結計劃」的成效影響。研究發現青

年人透過持續參與這些藝術課程及活動，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建立起以下六種重要連結： 

1. 連結自己——增加自信心、歸屬感、毅力及自主、自我動力、身份、自我效能感、

愉悅及願意冒險、自我價值感、信任感及想像力； 

2. 連結他人——能夠正面地與跟自己很不一樣的人（不同年紀、不同文化背景、不

同性別）一起投入參與； 

3. 連結學習——提升對學習的投入感及正面態度；提升藝術、創意及表演、思維解

難技能；提升對學習的理解力及成績； 

4. 連結社群——提升在共同參與社群的歸屬感及連繫感； 

5. 連結藝術、藝術家及藝術機構——在參與過程中建立與藝術家和藝術機構的聯繫，

青少年能有機會親身看到藝術家的工作及其工作環境，成為學生的學習模範，增

加青少年對藝術的了解、興趣和欣賞力。 

6. 連結潛在的自己——透過參與藝術，青少年看到不一樣潛能的自己，支持他們對

未來感到信心，減少對未來的焦慮、恐懼和自我設限，讓他們有更遠大的夢想。 

 

研究發現藝術／戲劇為本的活動建造了有效的平台媒介，在獲得支持的群體中生活及

合作、為目標共同努力、建立不同技能與關係、培養自制及毅力，使到青少年發展出

與內在及外在的連結，轉化成 McCarthy及其同事研究中提及藝術為人們帶來的不同效

益。 

 

3.3.3 有效組織給予青少年參與的藝術活動  

                                                
54 Dunn et al.，2019，頁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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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在眾多相關研究中強調，青少年在參與藝術／劇場活動時總有效益及正面影響但

程度不一，在不同文化環境、人際組成的情況之下都會帶來不同效果。Hughes & 

Wilson（2004）的研究中，他們特別邀請青少年形容一個有效地協助他們發展的青少

年劇場的特質如下： 

 能容讓不同能力或背景的青少年參與； 

 在學校和家庭以外的非正式場合發生； 

 非正式但有紀律的過程，對青少年人要有著高期望； 

 提供可讓青少年進行冒險的安全環境； 

 提供可讓青少年參與表演的機會； 

 提供可讓青少年承擔維持組織所必需的責任； 

 參與過程包含逼切感，及使人有對努力工作和按時完成的承諾。55 

在另一份 2005年澳洲藝術委員會委約的全國藝術教育調查，研究了兩個全國性藝術計

劃及四個州本計劃，涵蓋不同層面及持份者，該研究在檢視六個計劃的大量數據，發

展藝術活動對青少年的發展在社際和個人、學習態度、語文及數學學習、共通能力、

藝術技巧和知識……方面的正面影響，還綜合整理出對「有效的藝術計劃」的 13項原

則建議56，這對於所有提供藝術教育的機構都甚有參考： 

 以學生為本的學習設計 

- 導師注意學生的程度及需要；表示關懷及理解；課程根據學生的經驗而設計；

鼓勵學生運用感官而非傳統的邏輯演繹；鼓勵學生為自己設定目標；利用小組

學習。 

 行政支持 

                                                
55 Hughes & Wilson，2004，頁 62。 

56 Hunter，2005，頁 34-36。 



 

52 

 

- 具備來自包括學校管理層、行政人員、及個別教師對項目的實質和道德支持；

行政人員及教師積極地支援協作的藝術家。 

 結合專業發展 

- 給合作學校所有教師（包括沒有直接參與到藝術計劃的）進行專業發展培訓，

提升他們對計劃的關注；向教師提供導師作指導及支持； 

 正向的學習環境 

- 所有學員的付出都會被受價值肯定；充滿信任、鼓勵冒險的安全學習環境，而

非帶有懲罰性的；鼓勵學生嘗試，發揮能量做自己；鼓勵學生發展自我控制及

包容能力。 

 統整項目計劃 

- 並非附加於教師或學生，而是全校統整模式；教師及學生的藝術學習被納入學

校課程和時間表內。 

 真實的學習 

- 學生必須有「真實」的任務，如表演或展示；讓學生負責展示的各個部份包括

宣傳及預算；組織在學校以外的藝術欣賞活動，連接「真實」的世界； 

 探索多元的藝術機會 

- 學生能接觸到一系列藝術和每種藝術形式的多樣性。 

 正面的學習榜樣 

- 給予學生正面的學習榜樣，如教師、藝術家或社區成員。 

 項目的透明度及彈性 

- 清晰和穩定的組織架構；教師和藝術家合作或緊密地在計劃和會議中概述學生

學習目標，及評估和檢視每節課的效果；在項目過程中含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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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文化差異的認知 

- 承認文化差異，以及它可能對程序產生的影響。 

 連續性及可持續性 

- 教師人員連續性；基礎設施支持的持續性，特別是容讓教師和藝術家有足夠的

規劃與反思時段。 

 藝術家作為有效的伙伴 

- 學生感到藝術家是有效的伙伴；藝術家有能力將藝術學習連接課程；藝術家為

教師提供清晰的教學程序或過程讓他們能夠理解及跟從；藝術家參與設計工作

計劃及解說；藝術家能融入學校環境；教師欣賞與專業藝術家一起工作。 

 足夠的資源及經費支持 

 

3.3.4結語 

富效能的藝術教育活動為青少年帶來重要的「內在效益」，「個體價值」透過參與過

程中獲得的「愉悅」及在過程中產生的「著迷」感，讓內在及外在得以連結，從而將

青少年潛在的效益擴展外溢至社群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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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教育音樂劇計劃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香港話劇團主辦，「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教育音樂劇

計劃」以原創廣東話音樂劇《奮青樂與路》作教材，透過專業音樂劇訓練和演出，讓同學在接

受音樂劇訓練及演出同時經歷「品格教育×藝術之旅」，從中學習品格教育中的「4D」： 

 Dedication（奉獻）：全情投入對藝術一絲不苟的態度 
 Discipline（紀律）：具有團體精神和嚴謹的紀律 
 Self-Discovery（自我發現）：過程中經歷自我發現和追尋 
 Delight（喜悅）：結交志同道合的好友，樂趣無窮 

 

香港話劇團 

藝術總監：陳敢權 

 

背景 

· 香港話劇團是香港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專業劇團。1977年創團，2001年公司化，受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由理事會領導及監察運作，聘有藝術總監、助理藝術總監、駐團導演、

演員、舞台技術及行政人員等八十多位全職專才。 

· 四十四年來，劇團積極發展，製作劇目超過四百個，為本地劇壇創造不少經典劇場作品。 

使命 

· 製作和發展優質、具創意兼多元化的中外古今經典劇目及本地原創戲劇作品。 

· 提升觀眾的戲劇鑑賞力，豐富市民文化生活，及發揮旗艦劇團的領導地位。 

業務 

· 平衡劇季 — 選演本地原創劇，翻譯、改編外國及內地經典或現代戲劇作品。匯集劇團內外的

編、導、演與舞美人才，創造主流劇場藝術精品。 

· 黑盒劇場 — 以靈活的運作手法，探索、發展和製研新素材及表演模式，拓展戲劇藝術的新領

域。 

· 戲劇教育 — 開設課程及工作坊，把戲劇融入生活，利用劇藝多元空間為成人及學童提供戲劇

教育及技能培訓。也透過學生專場及社區巡迴演出，加強觀眾對劇藝的認知。 

· 對外交流 — 加强國際及內地交流，進行外訪演出，向外推廣本土戲劇文化，並發展雙向合作，

拓展境外市場。 

· 戲劇文學 — 透過劇本創作、讀戲劇場、研討會、戲劇評論及戲劇文學叢書出版等平台，記錄、

保存及深化戲劇藝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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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劇場論壇 

香港教育劇場論壇（TEFO）成立於 2002年，一直致力推動戲劇教育及應用劇場的發展，連繫

業界與國際同業交流及對話。TEFO 是本港唯一一個國際戲劇/劇場與教育聯盟（IDEA）的註

冊會員，代表香港向海外分享本地實踐。從 2008年起，TEFO註冊為慈善團體，並獲得香港藝

術發展局年度資助，現為戲劇小組資助藝團。 

 

TEFO 相信戲劇是多元藝術媒體，能夠應用於社會不同界別、不同範疇，應用劇場／戲劇教育

將藝術、文化與生活結合，藉由參與不同形式的應用戲劇活動，除了培育人們對戲劇藝術的

興趣外，TEFO 更重視在過程中人們對自己、他人、社會，以至世界有更深入的連結及理解，

提升人文精神及藝術素養，令應用戲劇成為個人及社會轉化的力量。 

 

自成立以來，TEFO 專注於建立網絡平台、出版、先導計劃實踐及籌辦國際應用戲劇會議。在

建立網絡平台方面，我們積極聯繫在地的教學藝人、劇場工作者、教師、學者、社工，以及

所有關心應用劇場／戲劇教育的人士及機構，定期為他們舉辦論壇、專業講座、工作坊、交

流團、錄像播放會等活動，促進實踐經驗的交流及引進新觀點與視野。出版方面，TEFO 出版

本港唯一的業界學術期刊《亞洲戲劇學刊》及專業雜誌《TEFOZINE》，整存與記錄香港的應

用劇場／戲劇教育的發展，亦藉此鼓勵對話及建構理論，促進業界追求卓越。除此之外，

TEFO 亦積極進行先導計劃實踐，希望藉以積累經驗為業界參考，例如一系列的「古蹟劇場」

製作，計劃探索本地的歷史與古蹟保育的應用戲劇實踐的可能性。另外，TEFO 亦多次主辦國

際及地區應用戲劇會議，如「兩岸三地戲劇與教育會議 2005」、「國際戲劇/劇場與教聯盟」

世界大會（IDEA 2007）、「世界華人戲劇教育會議 2009」及「戲劇教育會議 2015」，藉此

平台，分享及推廣香港與世界各地應用劇場／戲劇教育的實踐經驗和專業研究成果，促進交

流、對話及相互接軌。 

TEFO的研究 

於 2006至 2021年間，已經策劃及執行了 9個本地研究計劃，仔細探究及檢視香港在不同範疇

中的應用劇場與戲劇教育之實踐，近年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香港學校戲劇教育：成果的研

究與評鑒》(2011)、《〈1894 香港鼠疫〉教育劇場計劃研究》(2014)、《香港學校戲劇節中學

組別劇本故事大綱分析 2008-2016》(2017)、《「社區文化大使計劃」專題研究》(2018)、《愛

麗絲劇場實驗室教育劇場研究計劃》(2019)，及《「香港話劇團 X 賽馬會《奮青樂與路》品格

教育音樂劇計劃」研究》(2022)。 

 

http://www.tefo.hk/load.php?id=234345&plid=182741
http://www.tefo.hk/load.php?id=234345&plid=1827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