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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兒童戲劇課程
SMILE : CHUNG YING KIDS DRAMA COURSE 2021 / 22
TM

適合
K1至小三
粵語授課
In Cantonese
中英劇團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
中英劇團為葵青劇院場地伙伴
Chung Ying Theatre Company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hung Ying Theatre Company is a Venue Partner of the Kwai Tsing Theatre

中英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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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小學一至三年級學童報讀

SMILE

TM

初小

孩子將按特定主題注入戲劇元素，集體創作短劇劇
本，並加入音樂、形體動作等，學習不同表演技
巧。配合服裝及道具，營造劇場環境，自編自導自
演短劇，初嘗擁有自己的作品。
認識戲劇美學

建立團隊精神
初嘗編、導、演

適合幼稚園K3學童報讀
透 過 代 入 角 色 情 景 、 了 解 戲 劇 衝 突（Dramatic
Conflict）、提議案（Resolution）等戲劇元素，
孩子將為故事角色解決困難，從而喚醒同理心，
提高解難能力。孩子將學習不同的連接詞，幫助他
們編作故事，於課堂上分享匯報。
培養同理心

發展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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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開發智能

適合幼稚園K2學童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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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TM

透過聆聽和閱讀經典繪本，配合過程戲劇（Process
Drama），讓孩子學會易地而處、體諒他人；並利
用聲音和動作演繹角色。孩子會從排練中明白遵從
指令的重要性。在導師的幫助下，孩子將每期合演
不同故事及按特定主題作分享。
建立社交情緒能力
訓練語言和溝通技巧

加強自理能力

適合幼稚園K1學童報讀
孩子將透過劇場遊戲，如鏡像訓練、定格動作和
角色扮演活動，配合每期不同主題，合演簡單兒
歌及對白，並以第一人稱作出自我簡介及以簡單
對白演出。
訓練身體協調
聆聽和理解指示

學習自理能力

SMILE

K1

TM

教育啟航 從笑容開始
SMILE K1–小三
TM

課程特色：
一年制共3期恆常課程（每年9月至翌年8月）
按孩子程度分為4個年級組別
每期一次公開課，邀請家長一同分享學習成果
每期派發個人學習進度表，紀錄孩子成長
每年暑假於專業劇場作結業演出

我們給孩子更多！

讓孩子輕鬆愉快地建立成長必須的五大範疇：

孩子要遵守課堂規則，包括課
堂前清潔雙手、放置書包和鞋
子等，培養自立能力和整潔的
生活習慣。

學習演藝技巧可以改善孩子的
行動姿勢和平衡力，亦有助培
養節奏感，練習情感、表情和
動作的配合和運用。

透過發音和身體語言訓練，建
立孩子表達自己的信心，同時
學習聆聽別人的想法，提升理
解能力。

藝術學習著重於創作過程中提
高孩子學習興趣、記憶和專注
能力，亦能引導獨立思考，增
強解難能力。

在集體創作和學習活動中，孩
子可以體驗團隊精神，了解互
相尊重和合作的重要性，培育
同理心和情緒控制能力。

SMILE SUPERSHOW
TM

每年暑假於專業劇場作結業演出
除了為小演員帶來專業舞台初體驗、展現其戲劇學習成果，更讓
家長現場欣賞及支持孩子的演出，帶來不一樣的親子經歷！
與小演員一同創作劇本，運用過程戲劇共同創作一個屬於他
們的故事
由專業中英幕後團隊製作，於專業劇場內表演，助小演員發
揮潛能
按小演員的特質，度身訂造合適角色，不用死記硬背台詞，
提升學習戲劇的樂趣
結業演出： 2022年7月25日至8月7日@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SMILE Day:

SMILE 課程時間表（葵青/旺角/元朗區）
TM

2021年12月開課
收生形式：舊生優先，剩餘學位抽籤

2022年7 - 8月開課
收生形式：先到先得

SUMMER

第二期

(暑期特別班)

第一期

第三期

2021年9月中開課
收生形式：抽籤

2022年3月開課
收生形式：舊生優先，剩餘學位抽籤

親子講座:

張 可 堅（ 堅叔叔 ）
課程顧問 及
藝術總監
中英劇團藝術總監。資深戲劇工
作者，多年來積極參與監製、導
演、演員、翻譯及撰寫劇評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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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為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婦女會
社區劇團名譽藝術總監。

江 倩 瑩 （ 貓貓校長 ）
課程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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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後一直擔任幼兒園、中小學
和大專院校的戲劇導師，曾為超
過十所中小學執導音樂劇，擁有
豐富的戲劇教育經驗，亦曾擔任
不同機構教育總監和課程總監。

1996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
修舞台表演，2016年於同校戲劇
教育碩士畢業。多年來曾參與不
少舞台、電視、電影、舞蹈及默
劇工作，同時亦為多間大、中、
小學及社福機構擔任編劇、導演
及導師，包括香港青年協會、香
港小童群益會、東華三院、香港
國際社會服務社、耆康會及鄰舍
輔導會等。於2000年至2009年間
多次擔任香港學校戲劇節評判。

江氏積極參與兒童戲劇教育及
推 廣工作，曾參與籌備「國際
戲劇 / 劇場與教育聯盟第六屆世
界會議」（IDEA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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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瑞雯
Ms. Sharon
高級駐團戲劇導師

劉穎璇
Vince老師
戲劇導師

黃 振 輝（Mr. Wong）
首席駐團戲劇導師

葉君博
Uncle Mic Mic
駐團戲劇導師

陳慧瑩
Amanda老師
戲劇導師

蕭俊傑
Mr. Ice-cream
駐團戲劇導師

黃幗婷
朱古力姐姐
戲劇導師

黃翰貞
貞貞姐姐
戲劇導師

SMILE 已經進駐校園！
TM

截至2021年SMILE 團隊為全港幼稚園及幼兒園老師作專業培訓：
TM

SMILE 戲劇課程
教師工作坊
示範教學
觀課及評估
家長講座
學校聯會教學顧問
TM

21間
受惠人數已超過：12,500人
受惠學校超過：

2021/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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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英劇團專業導師進行培訓：
包括聲線技巧、形體訓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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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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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6 8337
www.chungying.com
smile@chungying.com
中英劇團戲劇教育專頁

SMILE 中英兒童戲劇課程上課地點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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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劇院（葵芳港鐵站C出口）

SMILE

九龍旺角奶路臣街38號麥花臣匯2樓
（旺角港鐵站E2出口）

TM

元朗宏業南街22號虹坊地下3號舖
（朗屏西鐵站F出口）

常見問題

Q1 SMILE TM 中英兒童戲劇課程為什麼與別不同？
綜合多年兒童戲劇教育經驗，我們明白學習戲劇不只為了表演，而是讓孩子全方位發展，在群體生活中健康成長。
所以，SMILE TM 中英兒童戲劇課程針對孩子的五大發展範疇：Self-care（自理能力）、Motor skills（身體協調）、
Intelligence（智能開發）、Language（語言與溝通）及 Emotion（社交與情緒發展），持之以恆地啟發孩子的潛能和創
意，與朋輩建立友誼，互相鼓勵和學習。

Q2 課程如何配合孩子的發展需要？
SMILE TM 中英兒童戲劇課程特設「學習進度表」，讓戲劇導師記錄每個孩子的五大發展範疇表現，在每個學期末派
發，加強師生溝通。每個學期均設公開課，總結課堂內容，加深印象及成效。為了營造完整的學習經歷，孩子將在
暑假期間於葵青劇院黑盒劇場表演，展示全年學習成果，提升藝術天分和學習興趣。

Q3 如何遞交報名表格？
TM
SMILExx中英兒童戲劇課程於每年8月正式收生，閣下可於指定的報名日期內填妥報名表格，郵寄至中環波老道十號地
下中英劇團教育及外展部收或透過網上報名，我們將於截止報名後進行抽籤及確認報名結果。第二至第三期課程，
舊生可獲優先取錄，剩餘學位將每期公開招生，如報名人數超出課堂名額，將以抽籤決定取錄與否。
課程詳情請瀏覽 www.chungying.com

Q4 為什麼安排小一至小三的孩子一同上課？
SMILE TM 中英兒童戲劇課程分組安排全面地顧及孩子在不同成長階段的學習需要，當孩子踏入小學已可以開始與其他
年齡層的孩子一同學習，混齡學習提供不同年齡的孩子相處機會，有助他們的社交與情緒發展，例如小三的孩子在課
堂時需學習照顧小一及小二的同學。

Q5 如果在學年中途加入，孩子的學習進度會否受影響？
SMILE TM中英兒童戲劇課程以小班形式授課，師生比例有嚴謹的標準，讓導師得以照顧每個孩子的學習需要。導師亦
會按學生的潛能，調節課堂程度，讓孩子有更好的發揮。

中英劇團教育及外展部
Chung Ying Theatre Company Education & Outreach Department
電話 Tel
：(852) 8106 8337
電郵 Email
：smile@chungying.com
Tel

中英劇團戲劇教育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