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9
7 

 

年 度 終 期 報 告 

http://www.tefo.hk 

 



全年項目統計概覽 

 
2018/19 年度 TEFO 舉辦了年度主題活動系列 3 項、專業發展工作坊 2 個、研
究相關及出版項目 3 個、On The Move: 應用劇場社區推廣項目 7 個、2 個專題
發展小組活動及 3 個特約項目，共 20 個項目（見下圖）。其中，「TEFO 戲劇教
育研討會 2018 - 參與式劇場的社區實踐」以及與香港話劇團合辦的「應用劇場萬花筒」
是本年度重點的大型項目。 
 
 

 
 
TEFO 本年的工作以 2018 年的年度主題「參與式劇場探索」及 2019 年「參與
式劇場探索：協作的藝術」貫穿全年舉行，並繼續積極以恒常活動推廣應用劇場
在社區的實踐。2018/19 年度活動共吸引了 987 人次出席活動，當中有 85%參
加者對 TEFO 活動感到滿意。 
 
參加者的職業分佈主要有三大類，分別有 29%為藝術及劇場工作者，24%為學
校教師及校長，21%為社區工作者及社工，他們皆為 TEFO 主要服務對象；餘下
有 10%為學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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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FO 作為業界網絡平台及連繫組織，每年都會透過不同形式，積極地透過項目
介紹本地及海外相關單位，採訪他們的近況及實踐，向公眾報導，提供平台推介
藝團優秀作品及得獎計劃。18/19 年度，TEFO 先後與 9 個本地及海外藝團以合
辦、協辦或特邀藝術家形式合作。 
 
除此之外，我們亦樂於與不同界別團體跨域合作，特別是希望與本地的社福機構
結成伙伴，共同籌劃活動，擴展 TEFO 項目的廣度，藉此，拓闊應用戲劇業界的
觀眾及參與群眾數量，讓更多人得到體驗及受惠的機會。 
 
 

2018/19 TEFO 合作伙伴及特邀分享單位： 

本地社福機構 本地/海外藝術團體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香港紅十字會人道教育中心 斐劇場 ＠天比高創作伙伴 

Rolling Books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MaD Institute 創不同協作 香港話劇團外展及教育部 

香港浸會大學劇社 TheatreOPPZ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YOU CAN –  
潛能發展中心 

時刻劇場 

鄰舍輔導會：康齡劇社 新加坡戲劇盒 (新加坡) 

明愛專上學院 Cardboard Citizens (英國) 

Good Lab 好單位 見學國際教育及文化學院 (北京) 

香港樂施會「無窮世界」互動教育中心  

生命熱線  

 

 

 

 

 



藝發局 18/19 年度資助活動 
 
《特別專題發展小組﹕Edward Bond》 

Edward Bond 是當代劇壇最有影響力和啓發性的劇作家之一。他的劇本創作常

以極致的方式呈現出他所看見的現實世界，從而表達出自我與社會之間的張力

拉扯。他的作品被翻譯成 60 多種語言，在超過 65 個國家上演。 

 

Edward Bond 專題研習小組於 2017 年底成立，邀請了對研讀 Edward Bond 作品

有興趣的應用戲劇工作者參與。現有七名成員，定期聚會共讀 Bond 的作品，小

組一邊研讀劇本，一邊尋索 Bond 所撰寫的戲劇理論文章，希望從他的創作理念

及世界觀中剖析其作品的深意。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間，小組成員特別揀選研讀 Edward Bond 的短篇作

品，更重點分析及翻譯《椅子》（Chair），並將《椅子》劇本加入教育劇場的

元素，於 3 月「HKREP X TEFO 應用劇場萬花筒」節目中，透過讀劇向香港觀

眾介紹 Edward Bond 這位劇作家之餘，也向公眾推廣教育劇場的操作。 

 
 

 
 
 
《特別專題發展小組﹕劇場遊戲共學社》 

受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的創始人、巴西民眾戲劇工作大師 
Augusto Boal 的名著《演員和非演員的劇場遊戲》（Games for Actors and non-actors）
是其中一本在應用劇場界別具有影響力的書籍。本書的劇場遊戲不單對演員有
用，對非演員也有啓發生。TEFO 為進一步推廣戲劇在日常生活、社區的應用，
組織共學社，邀請不同背景的公眾來體驗書中的戲劇遊戲，與參加者重新反思
遊戲的意義。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間，共學社約每月進行兩次，每次試玩不同遊戲，
體驗後更共同討論戲劇遊戲在社區的應用。共學社以小組形式進行，每次約有
8 至 10 人出席，報名反應熱烈，大部份場次報名人數爆滿。18次共學社共吸引
了 157 人次參與。 



 
共學社吸引了一群對戲劇背景較淺，但對戲劇遊戲有興趣的公眾人士參與，包
括社工、老師、學生、長者等，當中更有來自內地的參加者。透過介紹戲劇遊
戲，參與者對戲劇藝術有新的理解，不少參加者均表示有興趣在工作場所中應
用所學到的戲劇遊戲，有助推動應用劇場／戲劇教育在社區的應用。 

 
參加者感言舉隅： 
 
「作爲帶領者，能按自己理解帶領遊戲活動，收到參加者反饋，很有啓發。」 
「覺得共學社的形式是很實踐的方法，從參與中得著更多，增加了對劇場活動的
認知。」 
「可親身帶領遊戲，及學習如何帶領劇場遊戲，比看書本更為直接，並不單在腦
中思考。」 
 

  
 
 
《劇場遊戲共學社延伸活動﹕劇場遊戲探索工作坊》 
 
劇場遊戲共學社的部份參加者，在 2018 年底(第二期共學社完結時)，表示有興趣
進一步將劇場遊戲向更多人推廣。在 TEFO 的協助下，四位共學社組員共同策劃
兩場公開「劇場遊戲探索工作坊」，於 2019 年 1 月舉行。是次活動更得到明愛
專上學院的場地贊助，並由社會科學院協助推廣活動，邀請該校學生出席。 
 
工作坊以互動形式進行，每場約 18 位參加者。本工作坊報名猶如共學社一樣反
應熱烈，兩個場次報名人數均迅速爆滿。部份參加者為初次接觸劇場遊戲人士，
他們均表示因著是次活動而有意進一步了解應用劇場，相信工作坊有效地作公眾
推廣。另外，由於是次工作坊由共學社的參加者主力推動，TEFO 也可以試驗透
過共學項目來培育新晉的工作者，壯大本地推廣應用劇場／戲劇教育的力量。 
 
參加者感言舉隅： 
 
「我覺得工作坊最值得欣賞的部份是除了可體驗感受外, 亦有一同帶領遊戲設
計的時間。」 
「工作坊的分享精神很好！很享受共創遊戲。」 
「我最欣賞開放式分享、而活動貼近實際應用。」 
 

   



TEFO 18/19 年度自負盈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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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活動除了涵蓋廣度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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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應用劇場工作者梳理實踐的經驗與心得。 
 
2018 年，我們選取了「參與式劇場探索」為主題，聚焦探討不同形式的應用劇場
中參與模式，及分析當中的思考觀演關係。年度主題的探索貫穿於整個年度不同
活動項目中有，納入不同類型的應用劇場形式，包括：論壇劇場、教育劇場、兒
童劇場，邀請多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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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創作的經驗。下表列出 2018 年度主題所有活動，內容著重報告 2018 年 7 月
1日至 12 月 31日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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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1 日 參與式劇場研習室《CATHY》 
11 月 24 日 TEFO X IATC 結合社區發展議題的參與式劇場 

 新加坡戲劇盒《一堂課》社區劇場體驗 
12 月 2 日 TEFO 戲劇教育研討會 2018 - 參與式劇場的社區實踐 

(*表中灰色部份為 17/18 年度的活動，活動報告已於 17/18 年度的報告內列出) 
 



參與式劇場放映室《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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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放映室介紹了英國劇團 Cardboard Citizens 的論壇劇場作品 《CATHY》。 
 
Cardboard Citizens 多年來一直關注無家者議題。《CATHY》論壇劇場鼓勵觀眾在
劇場舞台上的參與，取代角色以劇中無家者的處境。Cardboard Citizens 更以戲劇
結連社福機構的工作，將劇場的影響延伸至社會和立法的舞台。參與式劇場不止
在劇場中讓觀眾與演員互動，更能緊扣民眾現實生活的處境和需要，提昇劇場獨
有的力量，帶出生活的反思和社會的影響力。 
 
為了向更多社區組織推廣應用劇場，是次 TEFO 參與式劇場放映室，邀請了基
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慷慨提供場地，令放映室除了作為應用劇場工作者學習和探
究的平台外，也吸引社區工作者認識如何利用應用劇場結合社會議題作社區教育
工作。大部份的參加者均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本活動。 
 
參加者感言舉隅： 
 
「活動很好；能提供平台令不同範疇的工作者互相交流。」 
“This film screening helped me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now 
I want to know how to start a theatre that does participatory styles of theatre.” 
 
這個平台成功地結連社區工作者及應用劇場工作者，為他們促成日後合作的機會。
放映結束後，我們邀請了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的社工分享《CATHY》如何回應
本地無家者的處境。其中一位參加是次放映室的藝術家，藉這個活動認識了基督
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並於 2019 年初聯絡協會，探討合作進行社區藝術項目。 
 
相關活動報導： 

 
 

 

 

 



TEFO X IATC 結合社區發展議題的參與式劇場 

新加坡戲劇盒《一堂課》社區劇場體驗 

 

  
 
TEFO今年亦有幸與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合作邀請新加坡「戲劇盒」
藝術總監郭慶亮，帶領參加者進行於新加坡藝術節獲獎的作品《一堂課》互動戲
劇體驗活動。 
 
有別於一般的「劇場」設計，《一堂課》在一個虛擬的設定下，安排參加者化身
為某地的「居民代表」和「公眾」，於限時內協商討論，選擇放棄其中一個社區
設施，來迎接新建的地鐵站。 

  

在此劇場體驗中，參加者看似擁有選擇權，但他們的「選擇」，卻是建基於政府
決定興建地鐵站的前提之下。新加坡「戲劇盒」藝術總監郭慶亮，巧妙地安排所
有參加者化身「被壓迫者」的角色，開啟及放大了「被壓迫者」之間的對話，讓
參加者重新思考「共識／退讓」、「聆聽／發聲」的意義。TEFO藉著引介不同
地區的嶄新應用劇場形式，拓濶本地工作者的實踐體驗及反思。參加者均表示滿
意或非常滿意本活動。 

 

參加者感言舉隅： 

「是次活動讓我思考可以怎樣看土地應用，社區參與。」 
「參與活動後，我能夠思考如何組織內容/讓平時沒看戲的人參與及戲劇如何鼓
勵思考社會議題促進討論。」 
 



TEFO 戲劇教育研討會 2018：參與式劇場的社區實踐 

 
TEFO為了更好地承接歷年舉辦會議的專業經驗，由 2018 年開始，將會每年舉辦
本地研討會，為業界建立定期的交流聚會。「TEFO 戲劇教育研討會 2018」是
2018/19 年度重點工作，本年度研討會有逾百位參加者，除了吸引本地工作者外，
同時也吸引來自兩岸三地的藝術、戲劇、教育及社區工作者特地赴港參與。本屆
會議提供分享平台讓與會者了解本地社福機構，認識如何透過戲劇藝術的形式，
更有效地進行社區及教育工作。會議也同時促進了亞洲華語地區應用劇場工作者
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增進彼此的了解。 
 
TEFO 以十分有限的資源舉辦是次活動，獲香港紅十字會贊助場地，開拓了與社
福機構結成伙伴的新關係。本年度得到 4個藝團演出單位、4個社區組織，以及
一眾工作者為分享嘉賓、主持及場地義工，義務參與當中，令活動得以成功順利
進行。 
 
研討會內容包括﹕ 
 
1) 主題演講－社區實踐中的應用戲劇──辛辣的軟糖？ 

主講嘉賓﹕香港教育劇場論壇董事會主席/香港演藝學院高級講師 (表演藝  
術研究) 陳玉蘭博士 

2) 專題研討－應用戲劇於推動機構教育議題：兩個本地先鋒案例 
分享嘉賓﹕ 
   香港樂施會「無窮世界」互動教育中心─黃美瑛女士 
   香港紅十字會人道教育中心─司徒建達先生 

3) 《戰區 90》及演後討論 
演出單位﹕香港紅十字會人道教育中心 

4) 《同．不同 2 》論壇劇場及演後討論 
演出單位﹕德思戲劇教育工作室 

5) 《誰又缺席了？》生命教育劇場演出片段及創作分享 
演出單位﹕導演羅靜雯、斐劇場＠天比高創作伙伴、生命熱線 

6) 應用戲劇於青少年及長者議題個案分享 
分享單位一﹕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YOU CAN - 潛能發展中心 
分享單位二：鄰舍輔導會康齡劇社 

7) 開放空間伙伴對話 – 開放討論藝團與社區組織之間的協作 



 

  

  
 
參加者感言舉隅： 

「整個活動促進工作者之間的了解及交流心得，帶來更多希望。」 
「研討會增加我對應用劇場認識，從而對我義工服務有幫助。」 
「研討會能開拓視野，看見力量與希望，增強了繼續下去的信心。」 
 
 
 
TEFO 特邀當日的場地義工，撰文分享是此研討會的焦點內容，請瀏覽以下網頁
以參考相關活動報導文章： 

  

 

 

 

  



應用戲劇研究相關項目 

 應用戲劇專題研究-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研究報告 
 

 
TEFO銳意利用我們的專業知識，擔當整理及紀錄分析香港應用劇場/戲教育的角

色。我們每年都會進行至少一個研究項目，於 2018/19 年度，TEFO 與國際演藝評

論家協會（香港分會）聯合策劃是項研究，以「2016 年社區文化大使計劃」戲劇

類別的項目為焦點。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觀眾拓展辦事處策劃，自 1999 年推

行至今近 20 年，資助藝團／藝術工作者到不同社區推廣多元類型的藝術項目、

接觸不同社群，政府在新一年財政預算案亦強調以二千萬元擴展這計劃。但 20

年來的外展經驗如何？社區觀眾到底是誰？大使是否清楚其目標觀眾？政府以

藝術作為凝聚社區的工具是否可能？社區藝術發展可能跟勞工政策相關？文化

藝術政策與解決巡演場地問題也有關？點人頭的成效指標對大使有甚麼影響？

以上問題，身為藝術工作者、策劃人、研究者、藝術行政人員、藝評人或觀眾的

你都會關心。 

 

是次研究採用歷史脈絡回顧分析和深度訪談兩種策略，從政府官員、計劃甄選委

員和參與劇團等不同人士對計劃推行的見解，分析政策推行的現況，藉此識別現

時「社區文化大使計劃」於政策策劃和實施方面可供改變和行動的餘地。首席研

究員羅婉芬博士及 TEFO執行總監歐怡雯博士，在研究完成後，特別就文化大使

計劃的推行現況及成效，約見康文署方代表總經理朱靜嫻女士、高級經理方雅雯



女士及經理盧俊文先生親自講解研究結果，提出以下重點建議： 

 

1) 擺脫「藝術供應者」的思維，轉而了解觀眾的需求、提升社區生活的質量 
2) 以「觀眾研究」作為拓展觀眾的進路，識別社區觀眾的特質及興趣 
3) 鼓勵藝團接觸社區負責人，了解當區的活動情況，並評量觀眾體驗 
4) 安排藝團再次到訪特定社區，藉由藝術媒介回應社區的需要 
5) 招募觀察員到訪藝團活動，並給予深度全面的回饋 
6) 建立資料庫，妥善管理計劃資料，支援評審工作和社區藝術的發展 
 
署方代表在席上細心聆聽，認為這個研究甚有參考價值，歡迎任何建議，及願意
接受我們邀請，出席與業界及公眾會面的發佈會。 

 
外展社區藝術再思：為誰演出，為誰忙？── 

「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研究發佈暨討論會 
 
為與更多業內人士及公眾分享研究成果，TEFO 與 IATC 於 2018 年 9 月 10 日，

邀請負責本計劃的研究人員，特邀回應嘉賓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司庫、恆生管

理學院助理教授莫健偉博士作為研究發佈暨討論會的回應嘉賓。是次發佈暨討論

會吸引了不少曾經及現屆參與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的藝團代表出席，連同康文署觀

眾拓展、藝術節及娛樂節目總經理及其同事列席，讓政府、參與藝團代表藉著本

研究提出的問題及發現，熱烈交流及對話。 

 

   

 

 

活動報導： 

 

下載「社區文化大使計劃」研究全文： 

 
 

 



《亞洲戲劇教育學刊》第 8 期 
 

《亞洲戲劇教育學刊》（DaTEAsia）第 8 期在 2018 年 12 月出版，印刷 300 本。
本期以《戲劇和語言》為特設主題，五篇文稿探討不帶領讀者到當代亞太區及其
他地區，理解當地利用戲劇教育教授第一及第二語言的應用戲劇從業員的關注。
論文入跨學科的資源和見解，為讀者打開一扇窗戶，得以一探語言教育的應用戲
劇方法的轉化潛力，以及在教學方式上深化這些潛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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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EAsia 網上公開版本: 

 

 
本學刊的印刷版亦寄送到以下主要本地及海外學術單位/機構，包括﹕ 
 
本地學術單位／機構﹕ 
1）香港樹仁大學 7）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2）香港演藝學院 8）嶺南大學英文系 
3）香港大學英國語文教育部 9）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 
4）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10）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5）香港教育大學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 11）香港公開大學 
6）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 12）書泉圖書貿易公司 

 
海外學術單位／機構﹕ 
1) 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台灣） 
2)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台灣）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台灣） 
4) 上海戲劇學院（中國） 
5) Warwick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Warwick (United Kingdom) 
6) University of Chester (United Kingdom) 
7)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8)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9) Miyazaki University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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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階平台，尤其旨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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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FO X Chris Cooper 教育戲劇實驗室 
 

 
 
為了優化本地應用劇場的實踐，TEFO 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期間邀

請「見學國際教育文化院」國際總監、英國 Accident Time 及 Play Lab 總監 Chris 

Cooper，為 TEFO 帶領一連四天的教育戲劇工作坊，利用應用劇場中常用的手法，

包括: 進入經歴 (Living Through Approach), 習式手法(Conventions Approach) 及教

育劇場(Theatre-in-Education Approach)，反思如何有效善用戲劇藝術的特性來進行

有深度的教育工作。 

 

  

 

是次工作坊吸引了不少經驗豐富的應用劇場工作者參與，包括香港演藝學院戲 

劇學院及戲劇教育學科/應用劇場系負責人、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學者及香

港話劇團外展及教育部負責人，同時亦有不少對應用劇場有興趣的人參與。 



 
參加者感言舉隅： 

 

“I work with children, and this workshop created a platform for me to explore creativity 
with them.” 
“This workshop gave me the correct reason, theory and terms to support what I'm 
doing.” 
“I now know how to make the audience think more critically by using the actor’s action.” 
 
 
 
相關活動報導： 

 
 

 

  



TEFO x 李志強 多元引導技巧工作坊 

 

 

為回應 TEFO2019 年的年度主題，2019 年 5 月 31日至 6 月 2日期間邀請了台灣

導師李志強帶領大家進行了一連三天的工作坊，他向參加者分享他了不同界別的

引導方法，擴闊應用戲劇工作者對「協作者（Facilitator）」 角色的想像之餘，也

提供許多不同的引導工具和活動設計方法，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引導工具包。 

 

     
 

參加者背景也十分多元，有劇場工作者、老師、社區教育工作者、社工、引導教

練等，大部份參加者均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是次工作坊。TEFO藉著此工作坊一

來以探討協作的技巧來提昇工作者的能力，二來也希望如此跨領域的聚首交流，

鼓勵在應用戲劇上的協作。 

 

 

 



 

 

參加者感言舉隅： 
 
「老師有很多實戰經驗，開了很多眼界。」 

「活動的內容很實用，且即時因應提問可提供具體建議，即時回應；有講解有

活動，理論與實踐並存；很有用處，凡接觸有主題及小活動也有啓發，在職場

上很有用處，且實用；能學到不少知識、技巧、態度也改變，收穫豐富。」 
「過程中我很享受或重視的經驗：同學間的共學氣氛；老師的真誠及人性化；

工具的分享及使用。」 

 

 
李志強具有跨界的實務背景，並參與許多輔導計劃。常常運用應用劇場和會議引

導手法和參與者共創與想像。擅長於運用參與式戲劇方法、非暴力溝通、探索教

育與會議引導方式，協助社群進行探索、對話與變革。服務對象包括企業，政府

部門，非營利組織與民間社團，社會企業與社區機構，創業者團隊，銀髮族，志

願者，教師團隊，新住民，原住民，青少年等。他的跨界實踐經驗擴闊了本地應

用劇場工作者的眼界和思考。 

 
 
相關活動報導： 

 

 

 

 

 

 

 



 

On The Move: 應用劇場社區推廣計劃 

於 2018 年起，TEFO 透過 On The Move 計劃，與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機構合作或

提供服務，以此方式擴濶社區伙伴及公眾對應用戲劇／戲劇教育的認識，藉此結

交新的潛在合作伙伴，拓展 TEFO 的服務市場。我們收到有興趣的社福機構聯絡，

就約見了解機構的需要，想應用戲劇的服務範疇，共同策劃協作內容和方向目標。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6 月，我們曾為以下四個單位，以應用劇場為主題或手法，

策劃及執行了共七次工作坊／講座。七次活動共服務了 128 位公眾人士。 

 

日期 合作單位 題目及內容 

2018 年 12

月 8 日 

斐劇場＠天比高創作伙

伴 

 

《誰又缺席了？》演後工作坊 

內容﹕兩場演後工作坊利用互動藝術及形體手法，為《誰又

缺席了？》的觀眾反思青少年自殺的社會議題。 

 

2019 年 2 月

24 日 

Rolling Books 

 

《我是麵飽師傅》親子戲劇工作坊 

內容﹕利用過程劇的手法，與 Rolling Books 推廣兒童閱讀，

並介紹非主流職業。 

 

2019 年 3 月

18 及 19 日 

香港浸會大學劇社 《開幕禮及應用劇場分享會》及 

《應用劇場遊戲探索工作坊》 

 

內容﹕為香港浸會大學劇社《應用劇場節 2019》的開幕禮簡

介應用劇場，並提供一場互動劇場遊戲工作坊，示範應用劇

場的應用性。 

 

2019 年 6 月

5 及 29 日 

創不同協作 – 社會創

新實驗室 

街巿實驗室 《團隊培訓工作坊》

及《街坊理想街巿戲劇工作坊》 

 

內容﹕以戲劇手法為「創不同協作 – 社會創新實驗室」的

團隊提供工作坊，以反思與街坊有效溝通的方法。另外，又

利用戲劇手法，與街坊進行一場工作坊，刺激他們對街巿的

想像，並從中為實驗室團隊收集有用街坊意見。 

 

 

 

 

 



 

 

《誰又缺席了？》演後工作坊 

 
 

《我是麵飽師傅》親子戲劇工作坊 

 
相片由 Rolling Books 提供 

《開幕禮及應用劇場分享會》及 

《應用劇場遊戲探索工作坊》 

 

 
相片由香港浸會大學劇社提供  

街巿實驗室 《義工培訓工作坊》及

《街坊理想街巿戲劇工作坊》 

 

 
相片由創不同協作者提供 

 
除此之外，本年度 TEFO 亦曾為以下單位提供免費專業諮詢服務，期望透過這

些接觸可以豐富社區組織對應用劇場的認識，支援他們設計相關計劃。 

 

日期 諮詢單位 諮詢內容 

2018 年 12 月 同根社 討論如何利用戲劇形式為新來港

婦女充權及想像生活的多樣可能

性，並提供可行方案。 



2019 年 4 月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

計劃 

探討為計劃員工進行初階應用劇

場培訓的可行性，以更新現有的

導賞模式，並提供可行方案。 

 

其他項目活動 

為加強及促進業界連繫與交流，TEFO 本年度積極與本地劇團及工作者合作，進

行推廣及交流活動，今年的特約／交流／合辦活動包括﹕ 

 

日期 合辦伙伴/嘉賓 活動主題 

2018 年 10 月

25 日 

本地藝評人陳瑋鑫先生 TEFO 特約：我在貝爾格萊德的日子

－從留學、實習到參與國際戲劇研究

聯盟年度研討會 

2019 年 3 月 2

日 

社區文化發展中心、社區

藝術家莫昭如先生、香港

浸會大學學者楊慧儀女士 

《香港的第三條道路：莫昭如的安那

其民眾戲劇》 新書分享會 

2019 年 3 月

22 至 24 日 

香港話劇團 TEFO x HKREP 應用劇場萬花筒 

 

TEFO 特約：我在貝爾格萊德的日子－從留學、實習到參與國際戲

劇研究聯盟年度研討會 

 

 



TEFO 一向積極關注世界各地會議及本地工作者的動向，作為交流平台，不會錯

過任何讓本地業界窺看世界的機會。2018 年 10 月 25日我們特約請來剛參加完國

際戲劇研究聯盟年會並於會上發表了陳瑋鑫，分享會議點滴，以及對本港鮮為人

知的會議當地貝爾格萊德的戲劇現況的介紹。 

 

TEFO X CCCD  

《香港的第三條道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眾戲劇》新書分享會 

本地學者楊慧儀追溯莫昭如的藝術社會行動的歷史，撰書記錄他以民眾戲劇為
手段實踐社會行動的經驗，為本地應用劇場其中一本重要的著作。是次分享會
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合辦，邀請書中主角莫昭如先生及作者楊慧儀女士，分享
民眾戲劇在本地發展的歷史，及他們的心得與觀察。 
 

  

 

參加者感想舉隅： 
“This event inspired me to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archiving; the part where Ms. Yang 
shared her experience of doing research left the deepest impression in me. This is great 
work and should be seen by more people.” 

 

HKREP x TEFO 應用劇場萬花筒  



 
 
2019 年 3 月 22 至 24日期間，TEFO 與香港話劇團合作，舉辦了「HKREP X TEFO 
應用劇場萬花筒」，邀請不同本地應用劇場單位與工作者來分享他們的作品和實
踐經驗。本次策劃分享活動有別於會議形式，採取實踐演出為主，藉著不同類型
的應用劇場作品呈現，讓公眾進一步對這獨特的戲劇形式有一直觀的了解及體驗。 
 
 
參與應用劇場的演出及分享單位包括﹕ 
 

演出/分享單位 內容簡介 
TEFO Edward 
Bond 專題研習
小組 

小組選讀 Edward Bond 其中一個劇本–《椅子》。故事探討
現今人類危機、國家和意識形態， Bond稱之為「第三危機」。 
除讀劇外，演出的設計加入教育劇場的元素。演員在演出前
後邀請觀眾參與在劇場過程中。透過互動讓觀眾對劇場的主
題作出多角度及深入的反思。 
 

Theatre OPPZ  論壇劇場是參與式的劇場。演出團隊以論壇劇場形式演繹《動
物農莊》的經典故事。演出後，丑客(劇場的主持)邀請觀眾取
代故事中被壓迫的角色，一同探索改變故事結局的可能性。 
 

時刻劇場 《時刻劇場》是一種分享式互動即興劇場；演出團隊即興以
意象的圖畫、形體，配合音樂，呈現觀眾故事，以藝術的形
式與觀眾作生命的對話。 
 

香港話劇團外
展及教育 

《應用劇場專題分享與對談》 
從實踐博物館及古蹟劇場說起，到參與式互動嬰幼兒劇場，
以及近年開始流行的潛入式劇場等內容。專題分享會邀請到
四位業內的講者，與大眾討論和分享各自的實踐經驗，以至
本港發展應用劇場的展望等。 

香港五感感知
教育劇場 
Banana Effect 
岑幸富 
香港話劇團 -
外展及教育部 

親子劇場公開課 
公開課開放香港話劇團兒童團「論壇劇場」的課程。公開課
能夠讓參加者了解由兒童親身演繹及帶領論壇劇場的操作情
況，了解將劇場應用於建立親子關係中的困難與挑戰。 
 



 
參加者感言舉隅： 

 

 

 

 

「參與者可以從戲劇中豐富了戲劇而真正成

就了戲劇本身的意義。」 

 
「是次分享會對家庭/教育/藝術共融有啟發

有得着。」 

 

「觀眾參與部份引發更多思考，多

角度思考事情。」 
「受到施壓者的威力！激發 anti 

oppression 的動力；透過行動激

發服務受眾的反思。」 

「有令人反思的空間，不算太難理
解，小孩也能明白。」 
 

 

 

  

 

相關活動報導： 

 

合作單位–香港話劇團也對是次活動感到滿意，以下是他們的回饋摘錄﹕ 



「是次香港教育劇場論壇推介演出的戲劇有啟發性及趣味，亦令公眾對應用劇
場有所認識，並能參與其中。期望日後與香港教育劇場論壇 繼續合作，吸收是
次經驗，探討發展的可行性，為公眾再帶來應用劇場活動。」 

 

 

《TEFO 應用戲劇資源角暨讀書會》 
 
TEFO 深知道服務業界，共享資源的重要性，我們積極探索與各持份者分享資源
的形式。過往一直運作的資源閣今年仍然進行良好，今年新增藏書２０項。 
 
除此之外，本年度起，我們為了擴大支援面向，決定開放辦公室場地，於閑置的
時段供會員及其團體使用。第一年的反應不錯，全年共有 70 人使用過共享空間。
他們利用空間進行團體討論場地、排練及創作空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FO 共享空間@藝術家駐場（以下摘錄為 TEFO FACEBOOK 帖子舉隅） 
 

個人會員 Tracy借用 TEFO共享空間，製作戲偶！
我們忍不住分享她的創作概念給大家，也歡迎大
家善用 TEFO 的共享間來進行創作。 
 
老了，日子怎過？ 
曾經風光、庸碌半生 
身累，都不及心累 
 
老了，怎能不認命？ 
別人風光，與我何干 
尊嚴，都不及飯盒 
和一個床位。 
 
《老日子》是我個人剛開始的新創作。去年到宜蘭
學習半身偶製作之後，今年我帶著在港的觀察、了

解和想像，以偶呈現和實驗，最後再帶回宜蘭 #利澤國際偶戲藝術村 展示和帶領
工作坊作結。 
 
 
《TEFO 網站及電子通訊》 
 

TEFO 網上資訊*：受惠人次 
（包括網站、電子通訊及社交媒體） 



 

24100 人 +  
TEFO 網站  6000 受眾人數 (每月有約 500 活躍使用者) 

 

TEFO 網誌 2018/2019 年度上載 5 篇網誌專欄 2500 受眾人數 

本年度網上專欄的文章總覽： 
 作者 欄目 篇名 

1 譚文晶 從身體感受生活 想像力都有的練？！ 

2 羅婉芬 匠藝。研。遊 觀眾與補白 

3 羅婉芬 匠藝。研。遊 行動研究始於推進民主進程的信念 

4 羅婉芬 匠藝。研。遊 戲劇和提問：開啟思考「黑箱」的鑰匙 

5 譚文晶 從身體感受生活 從文字到遊戲的創意 

機構自評 
藝術方向 

深化行業樞紐聯繫平台 

TEFO積極地擔當作為一個地區及行業網絡組織這個角色，我們本年度主要以交

流及實踐方面著手深化此部份的工作。 

 

交流方面，TEFO繼續主動連繫本地及海外同業單位及相關資深藝術家，透過與

他們的雙邊關係，互通專業資訊和對話。研討會的恒常化就正為此成為一年一度

的在地平台，讓不同工作者能在此聚會碰面交流。 

 

實踐方面，年度主題系列活動在整年分佈舉行，讓同業可以更加聚焦深入地就著

年度主題來分享實踐及創作新思。本年新嘗試，以演出作為基調的「應用劇場萬

花筒」，在研究會以發表報告為主以外，利用實作分享的形式來作深化推廣，提

供一個類似應用劇場藝術節的形式，讓同業可以作交流演出，集中在一周內互相

觀摩，為 TEFO累積了新的深化交流組織經驗。 

 

展望來年，TEFO 將計劃嘗試邀請海外優秀戲劇工作者結成長期伙伴，共同鑽研

實踐的深度及不同可能性的計劃。希望能藉著我們的平台不只有短暫駐足的分享，

而能更長時間地作駐場駐地的進深專業交流。 

Valerie Jane Kw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