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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劇團

中英兒童戲劇課程SMILETM

中英劇團成立於1979年，初為英國文化協會附屬組織，現為註冊慈善機構，獲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資助，為本地九個主要藝團之一，現由藝術總監張可堅先生領導。中英

一直積極製作兼具本土特色與國際視野的優秀劇目，並以多元的戲劇教育活動，聯動

各界、服務社群，推廣舞台藝術至社會各個階層，提升人文素質。

42年來，中英公演超過360齣劇目，在過去29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中奪得96個

獎項，同時積極推動文化交流，足跡遍及世界各地。

中英乃香港首個引進教育劇場（Theatre-in-Education）

的專業劇團，曾獲香港舞台劇獎之戲劇教育推廣獎、

2012香港藝術發展獎之藝術教育獎（非學校組）優異表

現獎及第十四屆香港藝術發展獎之藝術教育獎（非學校

組）。中英製作的學校巡迴演出已逾5,770場，學生觀眾

近90萬人次。近年，中英除了於大專、中小學致力發展

教育戲劇（Drama-in-Education）之外，更於多個社區

展開口述歷史戲劇計劃，承傳本土文化與人情味。

為讓學員持續學習戲劇藝術，中英於2018年起舉辦

SMILETM+中英青少年劇團，為高小至中學學生提供

戲劇培訓，學習演藝技巧，參與專業製作，培育戲

劇新一代。

中英自2008年起舉辦兒童戲劇課程，從多年的戲劇教育經驗中，整理出SMILETM兒童

戲劇教育理念，透過戲劇讓兒童逐步認識自己，達致全面和均衡的發展，當中包括：

自理能力（Self-care）、身體協調（Motor skills）、智能開發（Intelligence）、語言與溝

通（Language）及社交與情緒發展（Emotion）。課程於不同地點舉辦，每年超過500位

兒童報讀。定期舉辦免費的「SMILETM中英兒童戲劇體

驗日」，讓更多家長了解中英的戲劇教育理念。



於二零一三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
院，獲頒藝術（榮譽）學位，主修表演。在
校期間曾獲得張國榮紀念獎學金（傑出獎
項）及匯豐銀行慈善基金─香港與內地學
生交流獎學金。

黃氏致力學習形體訓練，研習不同的舞蹈，
包括中國舞、現代舞、音樂劇舞蹈和街舞等，
亦進修默劇、葛羅托斯基訓練（Grotowski 
Method）、鈴木教學法（Suzuki Method）、
詠春、太極、泰拳、中國武術等。

張可堅
課程顧問

邱瑞雯

高級駐
團戲劇

導師

江倩瑩
課程總監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主修戲劇
教育，曾為多個教育機構策劃戲劇活動及
課程，主力發展青少年戲劇課程。邱氏
擔任多間中小學校慶音樂劇的導演，亦曾
導演多個青年劇場作品，包括：《功夫到
家》、《舊年華．新葵青》、賽馬會「獅子
山傳耆」口述歷史戲劇計劃《後來留下了
甚麼》及互動教育巡迴劇場《石硤尾大
火》、《媽媽生病了》、《尋找噴火龍》。

黃翰貞

戲劇導
師

中英劇團教育及外展經理，英國華威大學
戲劇教育碩士，資深戲劇教育工作者。
2000年考取香港大學國際交流獎學金，
前往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留學，選修表演藝
術。曾擔任幼兒園、中小學及大專院校的
戲劇導師，為超過十所中小學執導音樂劇，
擁有豐富的戲劇教育經驗，2008年合著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Drama 一書，更
被納入新高中英國語文課程教科書之一。

現任中英劇團藝術總監。資深戲劇工作
者，全方位參與演出、翻譯、監製、導
演、劇評及藝術行政等工作，曾替多個劇
團監製大小不同類型的話劇。在過去香港
舞台劇獎頒獎禮中，先後十一度獲提名
最佳導演，並分別憑《撞板風流》及《十
二怒漢》獲第三屆最佳導演（喜劇 ／
鬧劇）及第十三屆最佳導演（悲劇 ／
正劇），另憑《尋根姊妹花》獲提名最佳
男主角（喜劇／鬧劇）。2009年獲香港戲
劇協會頒發銀禧紀念獎傑出翻譯獎。

現為香港戲劇協會副會長及香港家庭計劃
指導會婦女會社區劇團名譽藝術總監。



1. 承接SMILETM五大發展範疇，進一步加強身體協調、
語言表達的訓練

2. 從劇場遊戲學習角色分析技巧，加強閱讀能力

3. 透過編作劇場，讓團員主導劇情發展，共同參與劇本創作，培育寫作興趣

4. 由專業團隊作技術支援，2022年暑假於葵青劇院作結業演出

5. 免費觀賞中英劇團或其他專業劇團演出，由導師作專業分析及導賞，培育藝術鑑賞

報名者將獲邀出席遴選工作坊，詳情如下：

*除第一期課程外，每期課程將邀現有學員優先報名，如逾期不報，學位將由候補學員補上，恕不作另行通知。
#演出費用包括：最少2節場地綵排、1場演出、演出證書及2張公開演出門票。

$3,200（共9堂）2021年9月11日第一期

$3,200（共9堂）2021年11月20日*第二期

$3,900（共11堂）2022年2月26日*第三期

$3,900（共11堂）
$1,800（#演出費用）

2022年5月28日*第四期

  逢星期六
  3:30p.m. – 5:30p.m.

  遊樂場協會
（旺角奶路臣街38號
     麥花臣匯3樓）

開課日期 時間 及 地點 費用

2021年9月4日第一期

2021年11月13日第二期

2022年2月19日第三期

2022年5月21日第四期

  星期六
  3:30p.m. – 5:30p.m.

  遊樂場協會
（旺角奶路臣街38號
     麥花臣匯3樓）

$280/節

遴選日期 時間 及 地點 費用



$3,650（共9堂）2021年9月11日第一期

$3,650（共9堂）2021年11月20日*第二期

$4,460（共11堂）2022年2月26日*第三期

$4,460（共11堂）
$1,800（#演出費用）2022年5月28日*第四期

  逢星期六
  10:15a.m. – 12:45p.m.

  遊樂場協會
（旺角奶路臣街38號
     麥花臣匯5樓）

開課日期 時間 及 地點 費用

1. 由中英劇團專業導師進行培訓，包括聲線技巧、形體訓練

2. 深入淺出學習劇本及角色分析，了解不同的劇作家，全面增加戲劇知識

3. 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張可堅作課程顧問，並邀請中英專業演員作客席教授

4. 排練經典劇目選段，由專業團隊作技術支援，2022年暑假於葵青劇院作結業演出

5. 免費觀賞中英劇團或其他專業劇團演出，由導師作專業分析及導賞，讓團員了解
劇場工作

 

報名者將獲邀出席遴選工作坊，詳情如下：

2021年9月4日第一期

2021年11月13日第二期

2022年2月19日第三期

2022年5月21日第四期

$280/節

遴選日期 時間 及 地點 費用

*除第一期課程外，每期課程將邀現有學員優先報名，如逾期不報，學位將由候補學員補上，恕不作另行通知。
#演出費用包括：最少2節場地綵排、1場演出、演出證書及2張公開演出門票。

  星期六
  10:15a.m. – 12:45p.m.

  遊樂場協會
（旺角奶路臣街38號
     麥花臣匯5樓）



報名詳情：
1. 申請者必須透過網上報名（網上報名表格：https://bit.ly/2UoU75M）或填寫實體報名表格，並郵寄
至香港波老道十號地下中英劇團教育及外展部收，註明：<SMILETM+中英青少年劇團報名>，郵遞申
請以郵戳日期為準。

2. 本團不接受以其他形式，包括以電郵或傳真遞交表格或以電話留位報名。
3. 為免影響行政程序，申請者切勿重覆遞交申請表格。
4. 每期的截止報名日期為＃遴選工作坊前一星期。
5. 合適之申請者將於截止報名後3個工作天內獲電郵通知出席遴選工作坊。

＃有關遴選工作坊日期，請參閱前頁。

遴選安排：
1.  獲邀出席遴選工作坊之參加者，需以「轉數快」繳付遴選費用（$280），繳費詳情將以電郵通知。
2. 如申請者未能於指定日期前繳交遴選費用，申請者之名額將自動取消並由其他申請者取代，而不作另
行通知。

取錄安排：
1. 獲取錄之申請者將獲電郵通知，申請者請於確認取錄後3個工作天內以「轉數快」繳付學費，繳費
詳情將以電郵通知。

2. 如申請者未能於指定日期前繳交學費，申請者之名額將自動取消並由其他申請者取代，而不作另行
通知。

條款及細則：
1.  授課語言以粵語為主。
2. 學員必須於開課首日就讀指定年級。
3. 學員如因病假或事假缺席課堂，將不獲退款或補課，並一律當缺席計算。
4.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八號或更高風球懸掛時，所有課堂一律停課。中午12時前除下警告，3小時後開
始的課堂將回復正常；中午12時後，警告仍然生效，當日課堂將全部取消。

5. 因惡劣天氣或教育局宣布停課而取消的課堂，將不獲退款或補課。
6. 一切已繳費用，概不退還。所有已報讀的課程不能更改，學費及學額不得轉讓他人或留待下期課程
使用。

7. 獲取錄的學員必須如實填寫「學員健康狀況申報表」，並於開課前遞交予本團。如有隱瞞，本團將保
留取消其入讀課程資格之權利。

8. 所有人士包括導師、助教、家長、學員及職員等進入課堂範圍，必須以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自備及
配戴口罩和檢測體溫。若體溫高於37.4°C不得進入課室。

9. 本團將於課堂期間進行拍照及錄影，作日後教學及宣傳之用。相片及錄像版權將歸本團擁有。
10. 本團保留取消任何課程或更改上課時間、地點的權利，並會盡快通知受影響的學員。若有任何異議，
本團擁有最後之決定權。

11. 除第一期課程外，每期課程將邀現有學員優先報名，如逾期不報，學位將由候補學生補上，恕不作另
行通知。

個人資料：
報名表內之個人資料將供中英劇團處理報讀課程之申請、學術研究、統計、市場分析、課程推廣及一切
行政用途。
倘申請者不欲收取課程推廣等資料，可聯絡本劇團刪除個人資料。



本人已詳閱及明白刊物內申請者報名須知事項及課程資料，並同意遵守中英劇團所訂下之
條款及指引。

本人願意收取中英劇團發送的電子通訊，讓本人能掌握劇場、教育及外展活動的最新資訊。
本人同意中英劇團按照個人資料政策與本人聯絡，包括提供戲劇活動資訊及節目推介等。

中英劇團非常尊重及致力保障您的個人私隱資料。根據我們的私隱政策，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處理您的
報讀戲劇課程之必要程序、個別會員通訊及慈善推廣用途等。

中英劇團私隱政策（教育及外展部）

聲明（必須“      ”）

高小團

參加者姓名：

性別：男/女 年齡： 出生日期：

電郵地址：就讀年級：

通訊地址：

就讀學校：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您曾參與戲劇或演出之經驗（可另行書寫）：

與參加者關係：

日間聯絡電話：流動電話：

年 月 日

（中文） （ENG）

中學團



8106 8337
www.chungying.com
smile@chungy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