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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  

之 

中國歷史跨世代劇場 

活動報告 

 

贊助機構: 勵進教育中心 

統籌老師: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中史科統籌-趙美儀老師 

導師: 具話劇編劇及導演經驗的兼職導師 

演員: 李國寶中學的中一至中三學生約 10-12 人 

幕後工作人員: 8-10 人 

觀看劇場的學生: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約 460 人 

 

進行時期:  

招募導師及參與學生 2019 年 2 月至 3 月 

劇本創作及培訓 2019 年 4 月至 5 月 

綵排及演出 2019 年 6 月考試後至 7 月 

 

主題內容:  

挑選一些不同朝代的中國歷史人物，(選擇一些學生熟悉、個性獨特、性格鮮明的中國歷

史人物)，透個不同歷史人物在某獨特場景內的出現、穿插、互動、對話，從而帶出一些

關於歷史人物的真相或剖白其內心思想。 

配合元素: 武術、中國舞、謝霆鋒 MV –黃種人 

 

目標:  

透過籌辦中國歷史人物互動劇場，讓初中學生在專業導師和本校中史科老師的帶領下集

體研習中國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心路歷程，師生共同集體撰寫劇本，綵排，從而啟

發學生對研習中國歷史的興趣，並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增強學生的表達能力、溝通能

力。此劇亦會加入各項中國文化的元素，如武術、中國舞、中國傳統樂器等，以增加學

生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推廣方式及對象:  

本劇將於七月份試後活動於校內禮堂作全校公開演出，亦會錄製影片放在本校網頁，向

家長及學生推廣。 

 

綵排時間及日期: 

集體編劇及劇場培訓班: 共 8 小時  

綵排導演及演出: 共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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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 之 

中國歷史跨世代劇場 

 工作分配 

日期: 2019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 

地點: 禮堂   時間: 約 10:45 -12:00 

綵排時間: 早上 8:30-10:30  綵排地點: 206 室  

話劇導師: 蕭新泉老師  總負責老師: 趙美儀老師 

綵排協助老師: 

8:30-9:30am   Win Shum      9:30-10:30am  Dorothy Kwong 

演出時間: 約 11:00 -11: 40am 

頒獎時間及分享感受: 11:40-11:50am 

散場時間: 約 11:50am 

演出時拍照老師: Win Shum 拍攝影片老師: Yuki Tsui  

演出時協助頒證書、參與獎: Celia Tung, Dejay WONG 

維持秩序: Mr Li Wai Shing, , YM Chan 

 

  

   中文名 角色 

1J 19 Henry 盧得中 學生一 

1E 7 Maxwell 張澤瑋 學生二 

1J 9 Casey 鐘芷欣 孟姜女 

1B 4 Rain 張琨苓 秦始皇 

2I 26 Eric 王梓豪 秦檜 

2C 33 Trevor 王澤鋒 岳飛 

2R 8 Angus 諸泓叡 唐太宗 

2I 25 Sophie 彭心悅 文成公主 

2I 2 Cyrus 陳灝澄 孔子 

2C 24 Yohan 李潤軒 玄奘 

2R 40 Phoebe 余恩兒 中國舞 

2I 35 Eunis 丘悅瑤 中國舞 

2R 18 Giann 劉芷因 中國舞 

2R 20 Scarlett 李芷霖 中國舞 

1C 19 戴嘉晉 後台指揮 

2I 7 鐘至言 後台指揮 

2P 41 袁萬雄 音響影像指揮 

2R 17 何宇豐 武術 

1E 3 陳希旻 書記/助導/後台服裝 

1E 20 鮑森蕾 書記/助導/後台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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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中國歷史科 

「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 之 

中國歷史人物跨世代劇場 

勵進教育中心  贊助 

日期: 2019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 

地點: 禮堂   時間: 約 10:45 -12:00 

班別：              

觀賞今日的中國歷史人物跨世代劇場的表演後，請回答以下問題:  

 非常 

同意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我認為「中國歷史人物跨世代劇場」的內容十

分精彩。 

     

我認為「中國歷史人物跨世代劇場」各同學的

演出十分出色。 

     

「中國歷史人物跨世代劇場」加深了我對中國

歷史的了解和認識。 

     

「中國歷史人物跨世代劇場」加強了我對學習

中國歷史的興趣。 

     

我支持中史科於下學年度繼續舉辦「中國歷史

人物跨世代劇場」。 

     

我希望有機會參與新學年「中國歷史人物跨世

代劇場」的演出。 

     

「中國歷史人物跨世代劇場」中我最喜愛的 

歷史人物角色是:  

 

孟姜女   秦始皇 秦檜 岳飛  

文成 

公主 

唐太宗 孔子 
玄奘 

 

 

     謝謝你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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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 

「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 之 

中國歷史跨世代劇場 

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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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報告 

 

檢討: 

1. 編劇時間不足，初中學生對歷史的知識不夠，高中學生太忙未能參與，須依賴導師指

導及編劇，學生只能就個別對白提出意見。 

 

2. 綵排時間可以增加，因考試後學生只須上半天學，時間頗多，但礙於導師費所限，未

能安排太多綵排時間，如增加 6-8 小時，學生可一邊綵排一邊參與劇本改寫，學生對歷

史人物的體會可更深，演出亦會更精彩。 

 

3. 演出時的反應十分熱烈，效果不俗，學生看得十分投入，整體演出令人滿意。 

 

4. 由於沒有提示學生帶手機到禮堂觀賞，所以很多學生未能以手機作完結時的問卷調

查。 

5. 參與台前幕後的學生均表示今次演出獲益良多。詳情可參考附件。 

 

建議:  

1. 建議每學年各籌備一次演出，讓更多學生由初中開始就親身參與此演出，認識歷史，

學習歷史。 

 

上學期:  

參與者: 中一至中三 

題材: 上古至明朝歷史人物 

 

下學期: 中二至中三 

清至近代歷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