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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談的是……

閱讀與戲劇

與教師共同探討童書閱讀與戲劇的關係，
幫助教師掌握如何運用童書進行戲劇活動，
以促進深度閱讀，提升語文學與教的效能，
培養品德情意及發展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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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內容

1. 童書閱讀與戲劇的關係

2. 融入童書課的戲劇策略介紹與體驗

3. 童書戲劇課教學規畫與實踐經驗分享

4. 總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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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童書閱讀與戲劇的關係

童書和戲劇是兩種不同的文學形式，
兩者有甚麼共通點？童書閱讀結合戲
劇活動有甚麼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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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閱讀結合戲劇活動，為甚麼？

增進閱讀興趣

提升閱讀記憶

體會內容情節

強化閱讀理解

掌握文本細節

品味文學意境

促進持續閱讀

童書閱讀 戲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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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閱讀與戲劇的關係

童書閱讀 戲劇

具備故
事特性

人物角色
場景情節
主題信息

學習者
的參與

開發感官 想像創造
理解欣賞 語言運用
感知情意 擴展視野

認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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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深度閱讀的戲劇活動

7

選取關鍵的場景：選取關鍵事件或重要場景，
讓學生通過戲劇活動更深入理解人物的情感/作
品傳達的情意

設計延展的處境：設想新的處境，請學生就對
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合理想像，建構文本/畫面
所無的內容，從多個角度/不同層面理解人物感
受/事件的影響



戲劇活動如何促進深度閱讀

提供開放、互動的空間，讓學生表達個人想法之
外，學會聆聽與故事密切相關的其他聲音，發掘
隱含的信息，明白閱讀詮釋可以有多元角度，並
不限於一種觀點

代入角色，從當事人的身分、角度思考，深入體
會人物的感受，了解人物行動與話語背後的原因

延展閱讀文本的處境，引發更廣泛的討論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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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戲劇策略介紹與體驗活動

 哪些戲劇策略可以融入童書課堂？

 參與戲劇體驗活動，我們將可以
學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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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猩猩和小星星》戲劇課體驗

教學目標

知識：認識不同動物的特徵
閱讀並複述兒童故事

技能：運用肢體動作模仿、創作故事情境
運用語言提問/為故事設計簡單對白

情意：培養同理心
珍視友情，互愛互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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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1. 熱身活動 停/動作 分辨動物/非動物。

2. 主題活動 教師入戲 扮演動物園園長講故事。

角色變變變 為大猩猩找朋友：創作3個定格動作表達。
(表演觀察、欣賞)

定格 扮演大猩猩和小星星會一起做的事情。
(展示定格互相欣賞)

坐針氈 教師請學生準備問題。
「大猩猩」坐在位置上被「審問」。(教師翻譯)

定格 +

思路追蹤
扮演大猩猩和小星星聽到懲罰後的表情。
說出大猩猩和小星星的想法。

3. 舒鬆活動 夢想氣球
飛行

聆聽輕音樂，教師說出故事的結局。
請學生寫一句話給大猩猩或小星星。

《大猩猩和小星星 》戲劇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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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規畫與實踐經驗分享

 童書戲劇課應如何選材、如何設計？

 童書戲劇課的真實面貌又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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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戲劇課規畫第一步

細讀文本，感知文字，觀察圖畫，把握細節，
感受人物的感受，細味作品傳達的情意

教師做個優秀的童書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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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戲劇課的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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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一：以戲劇活動結合童書閱讀

取向二：以戲劇活動帶動童書閱讀

選取關鍵環節進行戲劇活動

以戲劇活動貫串童書課堂



關鍵環節的選取

 主角面對困難、衝
突或挑戰

 主角需要解決問題、
作出選擇

 主角內心情感複雜，
充滿矛盾

 學生可以連結生活，
代入思考

 學生可以發揮想像，
創意解難

 學生可以各抒己見，
表達不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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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戲劇活動貫串的童書課堂

暖身遊戲 想像創作 角色扮演 身心放鬆

 停/動作
 空間漫步
 小籠包與大

pizza

 超級變變變  教師入戲
 定格
 思路追蹤
 坐針氈

 記憶相簿
 心中的臉
 夢想氣球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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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經驗分享：《背影》（小六）

步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1. 熱身活動 空間漫步 進入不同的角色，在特定情境下在指定空間中
慢慢步行。(上學途中的兒子、前往買水果的父
親、正替客人搬運行李的腳夫)

2. 主題活動 定格+

思路追蹤
分組閱讀的不同片段，以定格方式呈現以下四
個情境：奔喪、茶房、上車、買橘子。

牆上的角色 不同情境下的父親形象。

說故事 教師以代入兒子的角色說故事，述說兒子對父
親的感受。

坐針氈 教師請學生準備問題。(重點：表達愛的方式)

傳情達意 學生分享他們期望家人以怎樣的方式表達關愛。

3. 舒鬆活動 記憶相簿 教師引導學生為《背影》的故事選出五個記憶
片段，並想像自己把影像貼在相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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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戲劇課教學目標

知識：閱讀並理解故事內容

掌握關鍵語句在故事中所蘊含的情感

技能：運用肢體動作模仿、創作故事情境
運用語言提問，找出表達愛的不同方式

情意：體會父輩對子輩的關懷、體貼與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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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戲劇課的基本流程(雙教節)

熱身活動

(5-10分鐘)

•行為管理

•肢體伸展

•觀察模仿

•認識溝通

主題活動

(50-60分鐘)

•導入情境

•肢體表達

•想像創造

•說話溝通

•創作扮演

舒鬆活動

(5-10分鐘)

•放鬆身心

•釋放壓力

•發現自我

•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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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童書戲劇課的幾點建議

活動時間宜安排2節，每節時間在30-40分鐘內

安排連續課堂最為理想，如分開進行，要在第二
節開首花時間回喚學生的學習經驗

活動規畫要由淺入深

可通過重複、變奏深化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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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閱讀扣連的童書戲劇課

閱讀童書

進入文本，為理解主題
打好基礎

通過戲劇活動深化閱讀

以多元戲劇活動引發學生
深層思考

重讀童書

從學習經歷中反思，體味
文本的深層信息

學生書寫閱讀回應
以個人經驗回應文本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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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與討論

戲劇融入童書教學的真正意義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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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融入童書教學的意義
 創作性兒童戲劇不是訓練學生成為演員或磨練演
技，而是透過溝通讓他們了解自己和外在的環境

謝錫金、張張慧儀、羅嘉儀、呂慧蓮，2008

學生從戲劇活動中學習運用同
理心實地了解自己與他人的處
境，並學習如何使用創造性的
思考能力去解決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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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童書閱讀

戲劇活動

結合戲劇活動的童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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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策略 戲劇策略

演出來 說故事

心底話 儀式與典禮

傳情達意 牆上的角色

夢想氣球飛行 空間漫步

流言圈 靜像畫面

坐針氈 停/動作

專家外衣 角色變變變

重要時刻 定格

入戲會議 教師入戲

記憶相簿 思路追蹤

工作坊介紹融入童書教學的戲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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