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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戲劇節的目標
 鼓勵學校把戲劇發展為一項經常性學校聯課活動，讓戲劇活動在學校可

持續地發展

 發展全人教育和培育藝術修養

 創作具創意及值得探討的主題內容，藉此帶出正面訊息，令觀眾及參與

者有所反思

 請勿把戲劇節視作比賽 (獎項之設立，是為了認同參與者的努力與成就)

 並非語文水平測試

 重視啟發性、創意及反思：主題、具創意的資源運用、對藝術創作過程

及結果的反思等



時段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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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戲劇訓練班

(2021年11月至

12月)

學校演出期

(2022年2月14日至3

月19日)

公開演出期

(2022年4月至5月)

(待定)

傑出學生/演員

戲劇訓練班

(2022年暑假)

本簡報會主要集中講解學校演出期之安排



參與情況

廣東話： 74

普通話：16

英文：140

廣東話：142

普通話：8

英文：69 參與隊伍共 449 組

由於隊伍數目眾多，如非必要，

大會不會接納更改演出日期或

大幅度修改時間之要求。

小學

中學



有關戲劇節的安排

大會重要信息在網頁定期宣佈

https://www.hksdf-hkas.com/    

常見問題

https://is.gd/0hdBt3

https://www.hksdf-hkas.com/
https://is.gd/0hdBt3


學校演出期

注意事項



 戲劇演出的其中一種表演形式

 主要通過朗讀來呈現一套戲劇

 不等於廣播劇 ! 

 演員需要透過聲音、姿勢和面部表情來演繹劇本

 建議使用簡單的服裝、道具和化妝技巧來豐富整個表演

讀劇演出



學校演出
所有學校之演出均採用ZOOM平台實時演出 (ZOOM 帳號由大會提供)

演出長度
 中學：15－30 分鐘
 小學：10－20 分鐘

建議學生個別登入網上平台進行演出(即每視窗顯示一位學生；以多個視窗同時顯示在屏幕)

表演場地不限

根據教育局指引，星期一至五下午時段的小學組演出禁止於校内進行

建議安排在學生家中進行

不建議安排學生在舞台上演出，並且有肢體接觸



學校演出
 教職員及學生於在校演出時必須戴上口罩

演出者請確保演出時上網系統穩定

請預留充足時間進行綵排

老師或戲劇導師應該主動了解Zoom的各種功能

 例如：聯席主持人的角色、視訊版面（目前演講者/畫廊檢視）、變更背景

圖像、使用虛擬背景、分享熒幕/音效等

無須安排觀眾登入觀看演出！



提交文件
1. 故事大綱

2. 演員名單及製作人員名單 (請留意參與者名字的正確寫法)

3. 劇本

提交日期： 24/1/2022 或之前

 評判會向負責老師收集以下數據：

 參與學生總數（演員及製作人員）



溝通及聯絡
大會

主要以電郵聯絡負責老師

 請定時檢閱報名表上所提供的電郵地址，包括垃圾郵件匣

評判

在演出前最少3個工作天，請負責老師聯絡其中一位評判，以確定演出日

期、時間及是否已收到劇本、製作人員名單等

評判的手提電話號碼只用作確定學校演出之用



訪客

目的：了解學校演出期的運作情況

大會將於事前通知負責老師

訪客不會參與評判工作及討論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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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校戲劇節督導委員會委員
 教育局職員
 首席評判

 大會工作人員
有機會觀看部分學校演出。

Who?



演出流程
演出
參與團隊可於演出前30分鐘進入會議室，測試接收訊號、音效等效果
注意準時開始演出

演後分享會
約30-45分鐘
只供演員及製作人員參與
與評判直接交流，了解不同角度的意見

錄影
大會將進行錄影，以作評審之用
學校亦可自行錄影
請勿上載評判的相片及影片到互聯網 / 社交平台



外聘導師
若安排合宜，能夠增進學校的戲劇知識和技巧

確保聘任可信賴的機構/導師

所有獎項不會頒發給外聘導師/機構

為尊重知識產權，請在製作人員名單上列出真正負責創作的單位

請與外聘機構/導師釐清劇本版權（劇本可能會被其他學校使用）



共享資源
參與2021/22香港學校戲劇節的學校可借閱最近五年的公開演出錄影光碟

作參考之用

 https://www.hksdf-hkas.com/forms-%E8%A1%A8%E6%A0%BC

各學校亦可於教育局網頁下載過去五年的公開演出期的劇本作參考之用

 http://www.edb.gov.hk/dramafestival

https://www.hksdf-hkas.com/forms-%E8%A1%A8%E6%A0%BC
http://www.edb.gov.hk/dramafestival


網上讀劇演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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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ksdf.hkas.edu.hk/photos-ch.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il0OfFqf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i3EtuhIhEc 

ZOOM的設定、使用的介紹
 https://youtu.be/yteYyyR1f6o

 https://youtu.be/6nOkyKgIQkg

 https://youtu.be/WUhqyDZSr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ABW3ddZkc

http://hksdf.hkas.edu.hk/photos-ch.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yil0OfFqf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i3EtuhIhEc
https://youtu.be/yteYyyR1f6o
https://youtu.be/6nOkyKgIQkg
https://youtu.be/WUhqyDZSrl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ABW3ddZkc


獎項（所有獎項只頒予學校成員）

 傑出劇本獎 (學生/教師) 
 傑出導演獎 (學生/教師)
 傑出演員獎 (學生)
 傑出影音效果獎 (學校/學生)
 傑出合作獎 (學校/學生)

 傑出整體演出獎 (學校)

 評判推介演出獎 (學校)

獎盃和證書

獎盃和證書
(有機會邀請參與公開演出)

證書



評審準則

可參考以下連結
https://www.hksdf-hkas.com/faq-%E5%95%8F%E9%A1%8C

（第31題，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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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sdf-hkas.com/faq-%E5%95%8F%E9%A1%8C


演出津貼
教育局會為參與學校演出期的學校（就每個組別）提供津貼

 小學：港幣 3,250元；

 中學：港幣 3,600元

 發放日期：12月下旬

公開演出期（暫定）

每組港幣 4,200元

發放途徑：見網頁「常見問題」

請學校保留支出帳目，作內部紀錄及核數之用。



注意事項

主辦單位有權將學校參與戲劇節的視像資料，例如圖片、影片、文字、

活動照片、海報、圖像或音訊等作活動記錄及宣傳之用；宣傳媒介包

括但不限於刊物、網頁及宣傳品。參與學校於學校通告中亦宜加上此

附註。

有關戲劇節的日程，請參閱較早前發出的「參與學校之暫定行動時間

表」，亦可於以下網頁下載：http://hksdf.hkas.edu.hk/index-

ch.html

http://hksdf.hkas.edu.hk/index-ch.html


問答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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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沒有背景音樂的限制？

沒有。

2. 可否使用自製影片？/ 可以在演出時加插影片或音效嗎？/能否加入預先錄製的短片？/接不接受表演有部分是預
先錄製的，例如背景聲音？/演出是以錄影或直播形式進行?

整體而言，演出必須是實時進行。然而，就劇本或導演需要，可適量加入預先製作的短片。

3. 如何解決播放音效時會延遲的問題？

穩定的網絡能夠解決延遲的問題。假如是網絡問題，評判們是會明白及體諒的。

4. 可否使用虛擬背景或濾鏡？

可以。

5. 可否加入旁白？

可以。

6. 有沒有影片作參考？

戲劇節網頁已上載去年得獎表演的片段。

7. 上年有些評判傾向運用虛擬背景，有些又持相反意見，怎樣做較好？

導演只需盡力將心中想呈現的效果展現出來就可以了。評判的視點，純以演出的內容提出建議。沒有對錯，只有適合與否。

已整理的問題與回應(供參考之用)



8. 有沒有一個理想的方式在zoom上呈現一個音樂劇？

去年有學校嘗試過，是可行的。

9. 大會會期望有道具和戲服嗎？/是否必須有道具、戲服、佈景？/讀劇演出形式可否有舞台及服裝設計? /上年來説，
主要強調朗讀對白，角色的肢體和服裝方面又如何？

使用虛擬背景、道具和簡單戲服能豐富整體演出的視覺效果。演員朗讀對白時配合適當的肢體活動，令觀眾更容易投入演出。導
演/ 導師可自行決定。

10. 有沒有限制整個演出使用一個zoom賬號，還是每位演員各自使用一個？/可以容許幾位小朋友在同一個視窗出現
嗎？

為保持安全社交距離，強烈建議每個演員各自登入大會提供的ZOOM賬號，以一人一鏡頭的畫面呈現在屏幕上演出。

11. 評判會用哪個檢視模式看表演？(圖庫/演講者)

由學校決定。負責老師或同學可於演出前，要求評判採用學校建議的檢視模式。

12. 需要有走台位的部分嗎？

在一人一鏡頭的讀劇演出模式下，不需要走台位。

13. 如表演涉及敏感的政治話題，評判會如何處理？

評判會以中立、藝術角度評價演出。

14. 學生可否在禮堂舞台上戴著口罩實體演出，在比賽時段即時拍著直播？

本年度戲劇節以「讀劇演出」模式進行。從感染風險和視覺效果來説不建議這個做法。

15. 若想做一些視覺效果，演出時能邀請評判先移動每個視窗格的位置嗎？

評判會儘量配合學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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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校園及家中以外，演員能否在其他地方進行網上演出?

可以，表演場地不限，但請留意演員身處地方的安全及網絡的穩定性。

17. 如果我們保持社交距離，使用隔離板分開課室兩端，可以不戴口罩進行演出嗎？/如學生在家中或不在同一個
房間進行演出，就不需要戴口罩？

根據教育局的規定，只要在學校任何範圍内，老師和學生都必須佩戴口罩。

18. 讀劇演出是指學生可以拿著劇本進行表演嗎？

可以。如演員可以熟讀劇本，演出時不用依賴劇本就更為理想了。

19. 演後分享會也是在網上進行嗎？演出後學生和老師只需留在會議室就可以了？

是。

20. 津貼可以用於購買耳機/麥克風嗎？

學校可以使用津貼來支付一切與戲劇節有關的開支。

21.學生可以佩戴透明口罩嗎？

大會並無這方面的規定，請向校方查詢師生在學校範圍內時，可接納的口罩類型或牌子。

22.學校可以進行錄影嗎？

可以。

23.如果演出是在舞台上進行，評判會到訪學校看嗎？

所有在本年度「學校演出期」的演出，評判只會在Zoom平台上觀看演出。不會到訪學校。

24



24. 可否安排小學生下午在校進行演出？

根據教育局規定，小學在「全校半天面授課堂安排」下：“不可在另一個半天安排任何個別級別學生的學習或其他活動”。

25.何時才知道演出日期?如獲取日期沒有空如何處理?

根據參與學校之”暫定行動時間表”，所有學校的演出日期、時間，將於12月20日發放。演出日期是按申請表填選的時段編
排；如必須更改時間，請與大會聯絡。

26. 戴口罩演出會的效果會不理想嗎？

評判會明白和理解，因此不會成爲影響演出的主要因素。

27.請問讀劇演出需不需要讀出舞台提示的文字？

這是導演的藝術取向，請導演自行決定。

28. Zoom的基本設置是什麼？如果HKSDF是主持人，我們（參與學校和劇組）可以更改Zoom的設置嗎？

必須有一位老師成爲聯席主持人，聯席主持人有權更改會議的設置。

29. 演出開始前是否有時間讓聯席主持人調整設置？例如改變名字，背景。

在正式演出前，學校可利用30分鐘的彩排時間調整設置。

30.劇本會先作審查？有沒有違國安法?

「香港學校戲劇節」不會對演出劇本作預先審查。違法與否不在戲劇節的可控範圍内。

31. 學生需要在Zoom更改演員名?

建議演員在所屬視窗格內輸入角色名稱及學生姓名，讓評判容易分辨各參與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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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發佈

謝謝參與！
祝一切順利！

 戲劇節網頁
 Instagram : hksdf.official
 Facebook : 香港學校戲劇節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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