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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FO 的使命是推動應用戲劇／戲劇教育的發展，凝聚和支持實踐者成為反思型的學習社群，

促進應用戲劇／戲劇教育於各領域實踐的專業成長，加強及鼓勵業界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拓

展海內外的連繫與交流；讓社會大眾參與不同形式的應用戲劇／戲劇教育活動，藉此接觸戲

劇藝術，培育對戲劇的興趣。務求令到實踐者與參與者透過戲劇藝術而得到充權，共同建構

一個重視人文價值的社會。 

 

統計概欖 
Ø 2017/18 年度 TEFO 舉辦了年度主題活動系列 6 項、恒常項目 16 項及特約和委約 4 個項目，總

共 26 個項目，分別以十二個類別多元的形式進行（見下圖）。 

 

 
 

TEFO 今年的工作繼續以恒常項目為經，以過往累積的經驗作骨架；年度主題以「參

與式劇場探索」，伙伴多個不同本地及外地單位及創作人，策劃系列活動，與恒常項

目交疊貫穿於整年舉行。此外，於年間，有見一些業界工作者從德國學習論壇劇場回

港，TEFO 主動發揮網絡平台功能，特約一場分享會；亦剛巧碰上世界享負盛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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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教育劇場」五十周年誌慶，我們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特別組織了一個訪問團

赴笈取經；新伙伴「不貧窮藝術節」的團隊誠意邀約，我們與大會共同組織了一場交

流會，在新的網絡聯繫裡，擴大 TEFO 的知名度。 
 
Ø TEFO 在 2017/18 年度中 積極在策劃項目中儘量水山水涵蓋不同的專題，讓有不同實踐

興趣的業界工作者及公眾人士都可以接觸到自己想進一步探討的主題及在相關的活動中

認識到同好的參加者。 

 

 
 
Ø TEFO 作為業界網絡平台及連繫組織，我們每年都會透過不同形式，在項目中介紹本地

及海外單位，採訪他們的近況及優秀實踐，向香港的公眾報導。另一方面，我們亦樂於

與不同團體結成伙伴，共同籌劃活動，擴展 TEFO 項目的廣度。 

 
2017/18 TEFO合作伙伴及曾分享和採訪報道單位： 

 
本地 海外 
一路青空 北京抓馬寶貝教育體驗中心 
三木劇作〈香港不貧窮藝術節〉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 
小不點製作 柏林 KURINGA 劇團 
好戲量 泰國油甘子劇團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菲律賓教育劇場 
香港藝術學院 澳門劇場文化學會 
德思戲劇教育工作室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JUST EDUCATION  



 

Ø TEFO 的項目工作目標有兩大方向，一個是想將應用劇場/戲劇教育向更多人士推廣；另

一個是要支持及培養業界的工作者，發展及精進他們的實踐。2017/18 全年項目的出席

率平均有 85%或以上。所有參加者當中逾三成是首次參與 TEFO 活動的新朋友，從收回

的問卷所見，91%的參加者對 TEFO 的活動感到滿意或以上，以及有 80%參加者表示TEFO
的活動對其生活/工作有幫助，接觸 TEFO 的人士明顯上升及感覺正面。本年度項目的參

加者的職業分佈如下：  

 
 
 

在支持應用劇場/戲劇教育實踐者及業界工作者方面，TEFO 作為一網絡及專業團體，

我們也注重以服務業界人士作為服務中介，以令更多人能因 TEFO 的活動而間接受惠。

在以上各個背景的參加者當中包括了本地、大陸及澳門不少業界的核心工作者及/或
創作人，他們表示 TEFO 項目的獨特性及提供業界資訊的多元，給予他們所需要的養

份，豐富他們實踐的反思、創作及交流。TEFO 從 2018 年 4月中旬至 6月底 5 個項目

引入的新調查所知，在 82 份收回的問卷中，參加者表示他們在過去一年以戲劇技巧

所服務的人次達 26,450 ，由此合理推斷 TEFO全年項目藉著支持及培養業界工作者所

能幅射的服務群眾人數其實更多。 
 
 
 
 



項目報告 
 
年度主題 2018：參與式劇場探索 
 

  
 
 
 

TEFO 自 2016/17 年度起，引入了「年度主題」，希望除了活動涵蓋的廣度以外，亦能就著不同的應

用戲劇專題策劃較為進階的討論項目，以針對不同模式進行深度的探索及對話交流，梳理實踐的經

驗與心得。 

 

2018 年度，我們揀選了「參與式劇場探索」為主題，焦點放在探討不同形式的應用劇場中，參與模

式所帶動及如何思考當中的考觀演關係。年度主題吸取了去年的經驗及檢討，不再以密集兩周的形

式舉行。改以將主題的探索貫穿散落整個年度，納入不同類型的應用劇場，包括：論壇劇場、教育

劇場、兒童劇場，邀請更多本地及外地的劇場單位與創作人參與交流分享，以多元活動形式如觀摩

演出、放映室、研習班、專業交流等，仔細聚焦地討論不同形式的特質及創作的反思。 

 
年度主題活動一覽表： 

2018 活動項目 

1 月 12 日 前奏活動：TEFO X 德思戲劇教育工作室《同•不同》論壇劇場觀摩演出 

3 月 14 日 參與式劇場放映室《巨人的擁抱》──與曹曦對話 
4 月 07 日 參與式劇場觀摩演出：TEFO X Just Education 《「睹」出我未來》 

4 月 26 日 參與式劇場放映室《尋找露西亞》－－與賴淑雅對話 
5 月 14 日 參與式劇場專業交流：論壇劇場──以 Just Education 《「睹」出我未來》為例 

5 月 29 日 

6 月 12 日 

參與式劇場研習室：TEFO X 小不點創作 兒童劇場《碼頭爸爸》 

 
 
 



 

前奏活動：TEFO X 德思戲劇教育工作室《同・不同》論壇劇場觀摩演出 
 

 
2018 年 1月 12日《同 • 不同》論壇劇場

為 TEFO 年度主題《參與式劇場探索》展

開序幕。當日我們帶領參加者觀摩及演出

及論壇劇場的互動、介入部份。演後的討

論分享由執行總監歐怡雯博士主持，利用

演出作為切入點，深入剖析論壇劇場作為

「參與式劇場」的獨特形式和功能，並借

用英國學者 Jonothan Neelands提出的 6種
「觀眾參與和劇場之關係」作為理論框架，

與參加者一起討論參與式劇場中不同層次

的觀眾參與，以及反思以參與式劇場探討各類議題的實踐特色及注意事項。 
 
活動共有 32 名參加者，超出我們預期的人數，當中，逾四成參加者表示自己首次參與劇場

相關的活動，感覺正面，是次活動能開展了新的潛在應用劇場觀眾。參加者背景多元，兩成

半參加者是劇場工作者，五成是老師或社工，其他參加者來自各行各業。不少參加者都是因

為活動關心的社會議題而出席戲劇活動，有非劇場背景的參加者表示「希望再了解及繼續參

與任何話題的劇場活動」，反映活動有助拓展公眾對劇場應用於社區／社會議題的可能性的

興趣。而有劇場工作者則反映是次活動能引發更深入的專業思考：「希望再深入理解（論壇
劇場）以及尋找應用的可能」、「會思考多點如何讓觀眾參與及觀眾參與如何達致
PLAYER」、「如何 alert to 不同形式參與(公開, private), design 不同方式引發參與」。 
 

 

 
 

   

 
 
 
 
 



 

參與式劇場放映室：《巨人的擁抱》——與曹曦對話 
 

 
 

TEFO 的放映室理念是希望能把更多非本土

的應用劇場作品介紹給本地工作者及對應用

劇場有興趣的朋友，讓參加者可以超越地理

限制，與創作人直接對話，交流實踐中的思

考，擴闊對參與式劇場實踐的想像。 

 

這次放映室我們介紹了北京抓馬寶貝教育體

驗中心一個翻譯自英國的兒童教育劇場作品，

作品引導幼兒思考「慾望和需求」、「對自

我和他人的責任」等問題。放映結束後，

「抓馬寶貝」創意總監曹曦先生以視像形式，

與一眾參加者分享其創作理念及心得，談及參與式劇場的教育目標、執行的考量，如何框定

觀眾與演教員的互動設計。參加者均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本活動。其中一些參加者感言舉隅： 

 
「是次活動讓我思考孩子與故事的關係，及如何擴闊孩子的想像空間。」 
「思考如何令幼兒明白甚麼是『巨人』，和如何面對自己生命中的『巨人』。」 
「了解如何透過參與式劇場進行道德教育。」 
「掌握如何帶領孩子參與討論。」 
 
 



 

參與式劇場觀摩演出及專業交流對

談：TEFO X JUST EDUCATION
《「睹」出我未來》  
 
演出觀摩 
這是年度計劃的第二次觀摩演出，本項目

介紹了本地 JUST EDUCATION 製作的中學

巡迴論壇劇場演出《「睹」出我未來》。

JUST EDUCATION 的負責人鄭鳳玲（Grace）

是香港少數多年來持續實踐及製作論壇劇

場的工作者，她對此參與式劇場的實踐手

法擁有豐富經驗及細緻的思考。TEFO 公開招募了 22 位對論壇劇場實踐有興趣的人士，於

2018 年 4 月 7 日觀摩試演，演出後針對論壇設計及互動參與的觀察與 GRACE 和演員們一起

討論，交流意見。 

 

專業交流對談 
我們為了更深入地討論論壇劇場的觀演關係，特邀幾名本地對論壇劇場有研究及／或實踐的

業界工作者和研究學者，安排他們到訪觀摩中學巡迴場次的《「睹」出我未來》，以此劇作

為例子及起點，於 2018 年 5 月 14 日假 TEFO 辦公室進行兩小時的專業交流對談。對談探討

的問題如下：  

Ø 創作論壇劇場有甚麼要注意？（觀眾興趣、演員空間與能力、編導視野）  

Ø 論壇劇場對演員和觀眾有甚麼衝擊？（演員心態、觀眾介入） 

Ø Joker如何與觀眾互動？（時間控制、分析與梳理、挑選和引導介入者、訪問與解話）  

Ø 演教員如何與介入的觀眾互動及當中有什麼需要考量？（敏感度、挑戰和引導介入者） 

對談的內容紀錄將會寫成文字，於年底的 TEFO 會議中分享。當天出席的嘉賓均表示對談的

質素高，而且加深各人對論壇實踐的反思，都認為這種平台及對談機會難得，鼓勵 TEFO 應

該考慮日後舉辦更多這類專業交流。 

 

出席對談人士： 

舒志義博士   （香港公開大學） 

鄭鳳玲女士  （JUST EDUCATION《「睹」出我未來》導演及主持人） 

陳楚鍵先生 （戲劇工作者、THEATRE OPPZ 成員） 

羅婉芬博士 （獨立研究工作者） 

歐怡雯博士  （香港教育劇場論壇） 

譚文晶女士 （香港教育劇場論壇） 

 
對談參考文章：Jack Shu (2018) Forum theatre by ex-gambling addicts – the Chinese 
family, NJ, DOI: 10.1080/14452294.2018.1443752 
 
 



 

參與式劇場放映室：《尋找露西亞》——與賴淑雅對話 
 

 
 
這是年度主題的第二場放映會，播放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的教育劇場作品，並有幸得導演

賴淑雅自費親身來港分享創作心得。由於活動報名人數超出預期，TEFO 會址空間未能容納

眾多參加者，故此我們與一個支持藝術發展的咖啡店合作，借用他們的場地進行是次放映活

動，除了有足夠空間外，亦可以為 TEFO開發新的場地合作伙伴。當天有 24位參加者出席，

他們的背景多元，不但有戲劇教育工作者和演員，更有不少參加者是本地關心社區工作的朋

友。活動亦吸引了來自澳門的社區工作者到場交流學習。 

 

嘉賓分享了作品的源起、議題內涵和創作過程，亦有分享當中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參加者的

回應反映出，欣賞海外作品除了有助擴闊視野之餘，與創作人的對談、交流亦可深化工作者

對教育劇場技巧的反思，並優化他們實踐的經驗。 

 
參加者回應和反思﹕ 

「放映會的形式可以令參加者欣賞在外地的

應用劇場作品，並有機會與創作者交流，是

十分好的活動形式」 

「反思設計參與式劇場所使用的策略及其關

注點」 

「令我思考戲劇生命教育的可能性」 

 

 

 

 

 

 

 

 

 

 

 



 

參與式劇場研習班：TEFO X 小不點創作《碼頭爸爸》 
導師：譚寶芝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本研習室的焦點放在參與式兒童劇場，我們主動邀

請近年來積極製作的《小不點創作》結成伙伴，以

他們的互動兒童劇《碼頭爸爸》為研習個案，深入

探討參與式兒童劇的觀演關係、互動手法和意義。

研究室更請來對幼兒發展及兒童戲劇甚有研究的香

港教育大學譚寶芝博士主持討論。 

 

研習室首節導師譚寶芝博士先以「為何參與？」

「兒童觀」「為何需要兒童劇？」等方向帶領參加

者討論。然後安排參加者觀賞演出，記錄自己的觀

察。在研習室的最後一課，除了譚博士帶領參加者分析演出中兒童觀眾的回應及其外不同種

類的觀演關係，我們也請來創作團隊的成員來分享他們的創作心得與思考，並與參加者一同

探討兒童劇場故事的設計理念。譚博士指出一個劇場可以同時包含。 
 

研習室有 10 位參加者出席，大部份是有兒童戲劇／教育背景的工作者、演員或老師，亦有

不少參加者沒有戲劇演出經驗但對兒童劇有興趣。研習室幫助參加者深入地反思兒童劇為什

麼及如何讓孩子參與、兒童劇的美學和教育目標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反思什麼程度及手法的

互動會更適合幼兒/兒童劇場，讓參加者對「如何深化孩童劇場經驗」有更深度的反思。 

 

 
 
 
 



 

恒常項目 

 
 [出版] 
 
《TEFOzine 應用劇場/戲劇雜誌》第 18 期 
 

 
 
《TEFOzine》第 18期在 2017 年 9月出版，以 TEFO 年度主題 2017「社區劇場」為今期專

題，記錄了期間的不同活動, 採訪了台灣兩位特邀資深劇場工作者，分享了她們對官方政策

與組織社區的視野，以及工作者與民眾工作的關係。文章中亦探討了戲劇/劇場工作者對戲

劇/劇場的認知、覺察與目的自省的必要，牽涉到的形式選擇、美學與民眾的關聯、過程中

涉 及 的 權 力 關 係 亦 不 容 忽 視 ， 帶 出 對 於 民 眾 生 活 與 公 民 參 與 的 討 論 。   
 
我們亦採訪了好戲量及其參與的荷蘭國際社區藝術節，期望這期專題能讓我們端量社區劇場

的種種盤算「爭取資金投放以外......我們對社區戲劇/劇場的理念，當中對人的重視與著重過

程的信念要能夠清晰闡述，往往這些清晰闡述能夠打開『演出是硬道理』之外的其他想像，

這亦是一種社區戲劇/劇場的推動工作......」另外，我們也走訪了由澳門劇場文化學會主辦的

研討會，主題為「藝評與教育」，會中談到對「專業與業餘」的迷思，並提到無知教師的重

要，呼應著我們對社區戲劇/劇場的思考脈絡。 
 
《TEFOzine》每期印製 1,000 本，寄送給本會會員、各大專院校、訂閱中小學、三十一個擺

放點，以及五個演出前台。此外，雜誌也會上載至 TEFO 網頁，供更多各地讀者瀏覧。 



 

《亞洲戲劇教育學刊》第 7 期 
 
《亞洲戲劇教育學刊》（DaTEAsia）第 7期在 2017 年 9月出版，

共印刷 300 本。本期四篇文稿探討不同的劇場和應用戲劇模式，包

括即興戲劇、互動兒童劇場、人種誌劇場，以及過程戲劇，當中研

究範圍和議題涉及觀眾審美經驗、兒童聲音和語言學習。題材眾多，

但都關乎兒童的戲劇參與，作用是通過戲劇╱劇場的探索、表達和

創作來促進和加強兒童主體發展和行動力。在西方，互動劇場及過

程為本的戲劇之所勃蓬發展，因素很多，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第 31 條（1989），可算是其中一大推手。該條約確認，兒童應享

有參與遊戲、娛樂、文化和藝術活動的權利。在民主國家，所謂參

與不單純指「我參加了」、或「我在看」等，而是視兒童為獨立自

主的個體，並以公民參與決定為目的。本期篇章作者探討各式各樣的參與在兒童劇場和應用

戲劇中又是怎樣？ 
 
訂閱期刊除了個人外，還會派送給各本地及部份亞洲區的大專院校，以增加讀者數量及覆蓋

面。學刊同時會以網上「開放期刊」(OPEN JOURNAL)的形式上載，TEFO 主動積極把亞洲

的實踐紀錄傳播得更遠。 
 
 
[專業發展工作坊] 
 
TEFO 舉辦工作坊的目的是為業內外人士提供專業發展培訓平台，尤其是想提升劇場受訓背

景的工作者對應用戲劇手法的了解，以及應用戲劇工作者對劇場創作技術的認識。 
 
應用劇場工作坊：美學的潛能  
導師: 林燕 
 

2018 年 4月 14-15日 TEFO 邀請了應用劇場及編作導演劇場的資深工作者林燕（Krissy）為

我們主持今年的工作坊，與參加者一起探索如何在應用劇場作品中發揮藝術性與表演美學，

以加深應用劇場的潛能及藝術轉化的力量。 



 

在兩天的工作坊中， Krissy帶領 12 位參加者透過一系列的練習及即興創作，讓參加者編作

一個簡單的劇本，然後以此作為基礎，逐步加入重覆的形體動作、虛實並用的演繹手法、及

一些與劇本情節無直接關聯，卻能開拓觀眾想像空間的道具，讓參加者循序漸進地豐富戲劇

的敘事形式和表演風格，使應用戲劇的藝術性和應用性得以兼備。 
 
應用劇場的實用性及社會性固然重要，但一個重視藝術性及美學的應用戲劇作品，更能提昇

和深化戲劇帶來的影響力。Krissy 分享「美」或許有很多定義，但創作者／表演者如何理解

劇場作品之「美」，才是最重要的一環。參加者都欣喜有此機會及平台共同研習這個對實踐

應用劇場重要的主題。 
 

參加者回應﹕ 
「反思：要令戲劇教育的影響力更大，美學的元素必須被重視」 
「認識『風格化』與『寫實』的處理的不同特質，在處理不同材料可靈活運用」 
「導師對此題目熟悉，帶領的安排恰當，一步步地令我對運用非寫實處理的認識加深」 

 
 
[交流] 
 
泰國應用戲劇交流團 
 
TEFO 每年舉辦交流團的目的是希望擴濶工作者的視野、了解世界上不同地域的應用戲劇發

展及搭建國際聯繫與合作平台。本年度我們與來自不同地區及背景（包括香港、澳門、廣州、

北京及台灣）的應用戲劇工作者於 2018 年 3月 30至 4月 3日期間前往泰國清邁，進行五天

的交流活動，形式包括工作坊、講座、參觀、觀看演出、對談等。認識當地的社區戲劇發展

歷史及參與油柑子劇團近年重點推動的 Dialogue Theatre 體驗工作坊。 

 
交流團行程中，探訪/交流的單位包括： 

l Wandering Moon Puppet Troupe 
l Laan Yim Theatre  



 

l Green Beauty Scented 
l Lanna Wisdoms School 
l Makhampom Theatre Group (油甘子劇團) 
l Faculty of Fine Arts, Chiang Mai University (Community Theatre class) 
l Pateung Ngam Village & La Ter Poh Youth Group 
l Pang Daeng Nok Village & Pang Daeng Circus Troupe 
l Underground Gam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Team 
l Northern Thai Homeschooling Network 



 

今年的交流團參加者背景多元，交流團除了到泰國清邁考察外，也成為一個平台讓來自不同

地區的應用戲劇工作者交換心得和實踐經驗。參加者有北京中央戲劇學院應用劇場的教授、

澳門草莓田藝術教育負責人、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負責人，以及香港城巿大學學生就業輔

導主任等。因著參加者的不同文化及工作背景，各人對考察內容都有不同及獨到的見解，令

團友之間的交流分享更有意思及廣濶的面向。亦因為參加者來自不同地區背景，在 TEFO 交

流團的所學所思更能幅射到更遠。 

 
參加者回應﹕ 
l 「TEFO最有前瞻性的覺察力，每次都能令參加者得到最新，最真，最核心價值的啟發」 
l 「應用戲劇的對象和帶領者之間的關係建立是關鍵，此次行程讓我對此加深了許多理解，因為

透過不同的探訪和跟不同的劇團交流中他們都特別強調要慢慢地，柔軟地，自然地打開彼此的

關係，然後才開始談劇場，談改變」 
l 「整個行程設計上有體驗感,層次多元,機構也非常多揮化,體驗的一些環節希望更貼近劇場,生活

體驗最好分享連接的位置,教師怎樣在社區開展劇場活動？效果怎樣？等話題」 
l 「了解了 4家以上泰國清邁及清佬的社區劇場機構,發現他們在營造社區氛圍,投入社區,支持社

區發展上的手段及方法,打開了視野,達到期望的目標」 

 
 

 
泰國應用戲劇交流團分享會 
 
為令交流團的學習不只受惠於團友，TEFO 於交流

團後設有分享會，透過分享會擴大交流團的影響力，

分享共學成果。分享會於 2018 年 4月 19日舉行，

先由參加交流團的成員分享他們在途上的觀察和反

思，他們特別提及 Wandering Moon Puppet Troupe 
如何利用 戲偶進 行 社 區 教 育 ， 以 及 Laan Yim 
Theatre 當中的年青人如何運用戲劇及藝術改變社會。

TEFO 同事亦簡介Makhampom Theatre Group 的歷

史脈絡背景及其最新發展，劇團如何利用社區戲劇進行社區發展推動工作；提出戲劇工作者

與社區議題的相互關係；另外，也簡介了關於 Dialogue Theatre 的理念和手法。 
 
當日有 10 位參加者出席，有一半參加者都是首次參加 TEFO 活動。除了戲劇及藝術工作者

外，也有社工及其他行業的朋友參加。不少參加者表示分享會擴闊了他們對劇場的理解，幫

助他們思考在社區中實踐戲劇的可能性，借鏡泰國實踐如何能與議題扣連，又能在社區中發

揮持續的影響力。 
 
參加者回應﹕ 
「雖然我的工作予劇場沒有甚麼關連，但這次活動亦令我眼界大開。了解到劇場與社會及民

眾的互動和更多可能性」 



 

 [研究及紀錄] 
 
從 2014年起，TEFO 作為本港極少數的民間戲劇研究機構，每年均策劃及進行一項有關本地

的應用劇場／戲劇教育的專題研究，以深入探討在地實踐，為行業生產知識，為本地實踐紀

錄提升水平及學術質素。 
 
《香港學校戲劇節劇本故事大綱內容分析 2008-

2016》(TEFO x IATCHK x 香港藝術學院) 
 
此研究由 IATC 資助，配合其一年一度的劇場年鑑發佈。

TEFO 與香港藝術學院聯合策劃及執行。研究採用「內容分

析」方法，分析 2008-2016八個年度共 1173個中學廣東話和

普通話組別已存的劇本大綱的內容訊息，探討這時段的中

學生劇本的創作取向及關心議題，分析其與香港不同時期

社會發展脈絡的關係。這項研究為首個以香港學校戲劇節

為題材的系統整理探究。 

 

相關專文分享：《從劇本大綱透視香港學校青少年劇目中的

「情」》羅婉芬博士撰 

Feature article by Dr. Muriel Law. "Representations of Qíng in the 

Synopses of Hong Kong Young People's Plays" 

www.iatc.com.hk/theatre2015/ 

 

完整的研究報告可在此下載： http://www.iatc.com.hk/theatre2015/?a=doc&id=100884 

 
青少年工作坊：《世道情 teen：青少年劇目中的「情」、「自己」與「社會」》 

2017年 7月 3 日活動以戲劇工作坊形式進行，利用本研究結果中呈現的故事取材、頻現的字

詞和主題等內容，跟參與工作坊的 16 位青年人探討相關主題和以研究的結果與他們進行關

於創作主題的對話。逾九成的參加者表示滿意此活動，認為有機會與不同學校的創作人一起

討論機會難得，有啟發性之餘又可以幫助思考和認識自己。 

 
青年的聲音與我：《香港學校戲劇節劇本故事大綱內容分析，2008-2016》簡報暨硏討會 

這 2017 年 7 月 5 日簡報暨硏討會向公眾發佈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當天有 25 人出席，邀請

到以下回應嘉賓，一同討論和前瞻香港青少年戲劇可待開展的實務和學術研究工作。 
 

回應嘉賓（按姓氏筆劃排序）： 

1. 何敏儀女士（戲劇導師） 

2. 胡海輝先生（香港學校戲劇節 首席評判） 

3. 陳智達博士（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 助理教授） 

4. 劉儀女士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教師） 

 
 



 

《應用劇場專題研究：社區文化大使計劃》 
(TEFO x IATCHK) 
 
本研究為「TEFO 年度主題 2017：社區劇場」的延伸，承

接著了解台灣的經驗後，TEFO希望能夠進一步探究本地的

社區戲劇的實踐現況；有鑑於由香港政府持續投入資源舉

辦的「社區文化大使計劃」推行了將近 20 年，參與的藝團

／藝術家每年在各個社區為大眾提供多元類型的藝術項目，

當中有不少由劇團策劃的活動；然而，該計劃卻一直欠缺

專題立項研究，以了解其對發展社區藝術及觀眾的推展情

況與成效。所以，TEFO希望藉著本研究聚焦檢視計劃中的

戲劇項目與社區文化發展的關係，拆解分析其在觀眾拓展

領域現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意義，對計劃的發展進行前瞻

評估及提供建議，為本港在社區進行藝術活動，尤其是戲

劇，提供更深層次的討論基礎與方向。 
 
相關專文分享：《歷史文化視角下的「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羅婉芬博士撰 

Feature article by Dr. Muriel Law. "A Historical-cul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Community Cultural Ambassador 

Scheme" 
http://www.iatc.com.hk/theatre2016/?a=doc&id=104880 
 
完整的研究報告可在此下載：

http://www.iatc.com.hk/theatre2016/uploads/iatc/201806/20180613_120108_uVWAOGDxN7_f.pdf 
 
 
[特別專題小組] 
 

鑑於應用戲劇的範疇廣闊，TEFO 觀察到香港眾多應用戲劇人士在各自的工作團體中往往是

少數，缺乏支援。所以，我們在 2016 年開始嘗試建立平台，鼓勵及協助工作者／有興趣人

士自組不同專題應用範疇的學習社群，定期到 TEFO 聚會，分享實踐心得與資源，更重要是

互相支援，共同探究關心的議題。 
 
小學戲劇教育 
2016/17 年度開始成立的小學戲劇教育小組由五位以不同身份為小學生創設戲劇課程及活動

的教師及工作者組成。會議成員在聚會中互相分享最近的實踐，共同反思實踐及對由其產生

的疑問，一起聚焦地討論應用於小學的專題，探討改善方案及互相提出建議，交換心得及看

法。成員均反映小組的專業支援對實踐上及精神上都很有幫助，不用一個人在單位內/坊間

「單打獨鬥」。 
 
 
 
 



 

應用戲劇於社會工作 
2017/18 年度，我們有見越來越多社福界的工作者有興趣實踐應用劇場，他們散落於不同機

構或私人進行，TEFO 主動提出成立此新的專題小組，讓想應用戲劇於社會工作的人士能有

一平台共同策劃試驗項目。小組現時有 10 名成員。 
 
Edward Bond 劇本研讀 
TEFO歡迎不同有專題興趣的工作者利用我們的平台成立小組，Edward Bond 是英國有名的

的劇作家，他除了主流劇場的作品外，還有撰寫不少給青年人及教育劇場的作品；2017/18
年度，9 位業界工作者成立了 Bond 的劇本研習小組，定期聚會，研讀他的作品，討會劇本

的背景及創作意念。 
 
 
TEFO 應用戲劇資源角 
 
為補足坊間鮮有集中的應用劇場/戲劇教育的資源，TEFO 多年來合共收藏逾 500 項參考資料，

類型包括書籍、期刊、教案、錄像，涉獵戲劇、社會、文藝、教育等不同範疇，供會員借閱。

本年度我們繼續購買新書及收集國外的戲劇教育專業雜誌和期刊，希望更能利用 TEFO 的國

際網絡為本地的工作者及研究學者提無更多元的資訊及專業參考資料與文獻。 

 
讀書會 
 
TEFO 由 2015 年開始定期開辦讀書會。利用讀書會活動，吸引更多人到訪 TEFO 資源閣，善

用資源。本年度 TEFO 舉辦了三場讀書會，本年讀書會的方向除了著重介紹 TEFO資源閣外，

亦十分重視觀眾拓展，透過不同的形式（包括﹕工作坊、共學社、分享等）來吸引不同類型

的參加者，向不同界別推廣應用劇場及戲劇教育。讀書會是 TEFO 應用戲劇資源角的延伸，

項目從書本出發，有別於論壇及工作坊，沒有主講者及導師，而是由 TEFO 與參加者互動，

建立關係及分享知識，讓大家一起互相推介好書與學習、共同建構以閱讀作為交流應用劇場

／戲劇教育相關專題的平台。本年度 TEFO 舉辦了以下三場讀書會： 
 
TEFO 讀書會 暨 親子戲劇分享工作坊 
《遊「戲」童年：扮戲 × 看戲 × 陪孩子玩出潛實力》 

是次活動反應熱烈，共有 62 位非會員報名參加，只是

由於當日天氣惡劣，影響到出席率只有一半。我們首次

在公共圖書館進行，吸引了一班從不認識 TEFO 的家長

帶同子女來參加。嘉賓呂健邦與一眾參加者進行互動遊

戲，並分享書中介紹的親子戲劇遊戲如何操作，向家長

展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利用戲劇元素來發揮兒童的潛

能。參加者回應﹕ 
「明白到日常生活可加入多些戲劇元素」 
「會更加留意戲劇可以在家應用」 
 



 

TEFO 讀書會﹕劇場遊戲共學社 
 
其中一個參加者在活動期間分享「坊間很多工作坊只是玩完遊戲便算，很難得有一個這樣探

入研習劇場遊戲的平台！」2018 年 5月開始，TEFO嘗試加設每月一次並以共學模式進行的

讀書會，實踐戲劇教育理論中「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概念。我們以應用劇場界別中，常用的

劇場遊戲參考書《Games for Actors and Non-actors》來研習。讀書會當中，每個參加者都

是老師，同時又是學生。參加者需要擔當不同角色，包括「遊戲帶領者」和「討論紀錄員」，

我們按著書本的順序，逐個遊戲進行探究，遊戲過後回顧過程中的發現和感受，並討論每個

遊戲的獨特之處及相關應用。 
 

 
 
 

活動本來只計劃推出晚間場次，但報名比預期更早爆滿，反映坊間對這共學平台的需求。可

惜，由於空間限制，我們不能容納更多參加者（每場最多 10 位），亦沒有額外資金外租場

地，而小組形式亦有助進行深入討論。所以，我們加開日間場，讓日間有空閒時間的自由工

作者也可以參與其中。是次活動有不少參加者都是第一次參與 TEFO 活動，他們來自不同界

別，包括教育劇場工作者、演員、社工、老師及其他行業。共學社締造了一個共學平台，讓

多元背景的參加者交流、學習，拓展更多人從不同角度探究、認識劇場遊戲與社會及生活的

關係。 
 

 
想像力的應用： 
《To The Actor – Michael 
Chekhov》 
 
應用劇場往往予人一個戲劇界的分支，兩者的

交流並不多。是讀書會嘗試結合演戲技巧當中

關於「想像力」理論及戲劇教育的應用，將兩

者拉近。讀書會以互動討論開始，討論大家對

想像力的看法，然後簡述作者背景及文章內容，

再進行一系列關於想像力的練習。最後以應用



 

劇場的角度，分析戲劇中的「想像力」如何應用在社區或教育層面。 
 
當日有 12 位參加者出席，有一半參加者都是第一次參加 TEFO 活動。他們來自不同背景，

包括演員、編劇、戲劇教育工作者、老師、社工及其他對此題目有興趣的朋友。從參加者的

回應可以看出，讀書會幫助他們進一步或有系統地認識「想像力」這個課題。讀書會亦提昇

了部份參加者對「想像力」或 Michael Chekhov 的興趣，有部份參加者表示會繼續閱讀該書，

又建議 TEFO再就書中的其他內容加以討論，有朋友更希望 TEFO開辦關於「想像力練習」

的工作坊。是次活動亦吸引一些對應用劇場或戲劇教育完全不認識的朋友，是次讀書會成為

一個平台，向戲劇界別的朋友初步認識 TEFO 的工作、並推廣戲劇教育。 
 
參加者回應﹕ 
「（啓發我）對於想像力的應用，藝術與社會的反思」 
「Realize that imagination of actor is an empowerment」 
 
 
 [推廣及聯繫] 
 
TEFO 網站/Facebook 專頁 
TEFO 電子通訊 （每月） 
 
TEFO著重訊息流通與傳播，本年度我們續以 FACEBOOK 專頁及電子通訊作為即時及每月

定期發放機構、本地團體報導和消息外，亦會積極收集海外應用戲劇相關資訊及個案分享。

TEFO 網站現時載有本會的各項活動紀錄，研究及出版物的網上版；但長遠的網站經營是想

要摸索一條網上檔案庫的方法，把整理及紀錄得來的應用戲劇數據更好地載於網上，成為了

解及研究的重要資料提供平台。  
 

 
 
 
 
 
 
 
 
 
 
 
 
 
 

 
 
 



 

恒常項目 
 
[推廣及聯繫] 
 
TEFO 網上專欄 
 
本年度「TEFO 網上專欄」，邀請及公開招募行內工作者以專欄散文形式，分享實踐經驗及

思考點滴，鼓勵同行紀錄實踐及互相分享的習慣。 

 
TEFO 網上專欄 2017/18 年度上載的文章總覽： 

 作者 欄目 篇名 
1 胡寶秀 胡思胡說 我的研究生活之 

向戲劇教育大師學習 
2 謝偉倫 一小步 從零開始 
3 羅婉芬 匠藝。研。遊 研究下先 
4 陳楚鍵 戲由心生 戲由心生 
5 鄭鳳玲 玲想篇 「論壇劇場」隨想篇 ── 

《披著狼皮的羊》的過來人士 
6 譚文晶 從身體感受生活 劇場中的種族 
7 陳膺國（翻車魚） 一再兒戲 一切從「小」開始 
8 謝偉倫 一小步 為什麼社工要辦青年劇團？ 
9 羅婉芬 匠藝。研。遊 希望和絕望： 

一個研究匠人的生命故事 
10 陳膺國（翻車魚） 一再兒戲 在看完演出之後…… 

還有甚麼？ 
11 譚文晶 從身體感受生活 應用劇場中的 

安全空間 (Safe Space) 
12 謝偉倫 一小步 一人一故事劇場青年場：瀨嘢 
13 陳楚鍵 戲由心生 寵物小精靈 vs 內在小精靈 
14 譚文晶 從身體感受生活 融合藝術教育(一之三) 



 

15 羅婉芬 匠藝。研。遊 與數據共舞 
16 陳膺國（翻車魚） 一再兒戲 再一次，小不點的故事 
17 譚文晶 從身體感受生活 輕省的關鍵﹕ 

有被取笑和失敗的大志 
18 謝偉倫 一小步 我覺得，要自殺 
19 陳膺國（翻車魚） 一再兒戲 從天、地、人看韓國兒童劇 
20 譚文晶 從身體感受生活 融合藝術教育(二之三) 
21 羅婉芬 匠藝。研。遊 等等，我們都需要時間…… 
22 譚文晶 從身體感受生活 劇場參與 X 社區參與理論 
23 謝偉倫 一小步 社工 x 戲劇 = ？ 
24 羅婉芬 匠藝。研。遊 從研究劇本大綱到研究

STEM，可能嗎？ 
25 羅婉芬 匠藝。研。遊 說放「A」進去， 

指的是甚麼？ 
 
 
 
特約項目 
 
「菲律賓教育劇場五十年」誌慶訪問團（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合辦） 
 

 
 
菲律賓教育劇場（PETA），成立於 1967 年，是世界知名的民眾戲劇團體。半世紀以來，一

直在社會不同層面以戲劇推動社區發展，甚至於七十年代親身站在社會最前綫，對抗獨裁的

馬可斯政權。PETA 帶動了菲律賓當代應用及社區藝術的發展，其開創的 Basic Integrated 

Theatre Arts Workshop（BITAW），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廣泛研討及應用。2017年 10月 24至 29

日，PETA 慶祝成立五十周年，將半世紀以來的不同經驗透過工作坊、演出、研討會等方式，

分享關於兒童權利、女性及性別、青年、健康及性教育、環境和救災議題的歷年項目，加以

總結及分享。訪問團由 TEFO 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共同組織自香港、澳門與内地的教育、社

區、藝術、戲劇工作者 12人，前往 PETA位於馬尼拉的藝術中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戲劇工

作者交流實踐，建立連繫。 

 

 

 
 
 



 

 

 
 
 



 

CCCD X TEFO 藝術充權教室 
菲律賓教育劇場五十年 

 
2018 年 1月 25日 TEFO 與 CCCD 舉行了

關於 PETA 五十周年訪問團的分享會，向

香港的朋友介紹這個在我們業界的重要藝

團。當晚共有 17 人出席，CCCD總幹事莫
昭如為參加者介紹 PETA 在民眾劇場的發

展歷史及多個膾炙人口的項目。資深社區

藝術工作者吳文基是香港少數曾在 PETA
實習的工作者，他當晚以工作坊形式帶領

參加者體驗 BITAW工作坊的理念及框架。

CCCD 的呂家祺和 TEFO執行總監歐怡雯就分別分享了 PETA如何支持青年成立社區劇團及

一個關於實踐民主體驗的青年劇場項目。 
參加者回應﹕ 
「認識了一個新世界，對劇場有更多想像」 
「反思香港社會環境下劇場可扮演之角色」 
 
 
TEFO 特約：「被壓迫者劇場」德國 KURINGA 學習之旅分享會 

 
 

TEFO 積極為不同業界工作者搭建平台，讓不同學習及專業反思得以共同交流對話。2017 年

8 月香港的四名應用戲劇工作者蔡迅彥、區崇基、丘嘉熙、劉卓瑩遠赴位於德國 KURINGA
劇團在柏林舉辦為期 12 天的「被壓迫者劇場資格認證項目」第一期工作坊，探討「被壓迫

者美學」根植的三個元素－「圖像（Image）」、「文字（Word）」和「聲音（Sound）」

的三個元素如何在「被壓迫者劇場」中組成鏗鏘有力的組合，促進討論與對話。TEFO 主動

邀約四位工作者，請他們與香港的工作者分享對有關學習的啟悟與反思。分享會於 2017 年



 

10月 14日舉行，有 16 位朋友出席，四位工作者講解基本理念之餘，亦以工作坊的形式讓參

加者體驗他們從德國帶回來的劇場活動，參加者表示分享會的經驗十分有趣，而且吸引。

TEFO 將會繼續預留空間舉行這類的特約項目，讓更多同業可以使用我們的平台來互相交流

心得。 
 

 

TEFO  X  不貧窮藝術節 
 

 
 
 
TEFO 獲三木劇作邀請於其製作的第一屆《不貧窮藝術節》中策劃其中一個活動「與藝術家

來一場約會吧！」。活動於 2018年 5月 6日舉行，共有 26位參加者，參加者背景非常多元，

有視藝、戲劇、音樂等來自不同藝術形式的藝術家及觀眾。 

 

貫徹 TEFO 的年度主題，是次合辦活動也非常重視「參與」元素。有別於以往由藝術家或嘉

賓分享的形式，每個參加者都有機會單對單與藝術家／觀眾分享他們對藝術活動的經驗和期

望。是次合辦機會亦讓 TEFO 有機會接觸戲劇教育以外的公眾人士，是一個難得的推廣機會。

三木劇作計劃往後每年都辦《不貧窮藝術節》，並積極邀請 TEFO 參與其中，成為結連應用

戲劇的伙伴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