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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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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綜合劇場 Lyric Theatre Complex

Design: UNStudio / AD+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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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 Xiqu

當代表演藝術
(舞蹈，音樂及戶外，戲劇)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Dance, Music and Outdoor, 
Theatre)

教育及拓展
Learning and 
Participation



通過舉辦一系列社區參與及伙伴計劃，致力以藝術連繫社區，拓

展不同觀眾群及培育人才，於香港以及國際的多元社群中建立終

身藝術學習文化

表演藝術教育及拓展
Performing Arts Learning &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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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劇場教育專場
Tea House Student Matinees

✓為中學生帶來度身訂造的教育體驗及近距離欣賞戲曲演出的機會，
讓學生的學習興趣延伸至課堂以外，將不同學科的知識融會貫通

✓讓學生欣賞戲曲藝術、加深對粵劇特色及其文化價值的了解

✓了解戲曲故事闡明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如何與現代社會接軌

✓本計劃獲陳廷驊基金會慷慨支持



計劃對象：中一至中四學生

茶館演出

• 牌子演奏《得勝令》

• 古腔演唱《高平關取級》

• 粵劇折子戲《帝女花》之〈香夭〉

• 廣東音樂演奏《旱天雷》

• 粵劇折子戲《穆桂英招親》

活動內容



✓ 教學資源手冊 (分初、中、高階，可於計劃網站下載) 

✓ 以深入淺出的手法，介紹戲曲的知識、概念，

供教師備課時作參考

計劃網站：
https://www.westkowloon.hk/studentmatinees

教學資源 Learning Resources

https://www.westkowloon.hk/studentmatinees


✓ 教師專場將於2023年初舉行

教師專場 Teacher Matinees



✓ 30分鐘的網上節目版本，讓未
能安排學生來戲曲中心的同學
可於校園觀賞節目精華片段

計劃網站：
https://www.westkowloon.hk/studentmatinees-online

網上版節目 Online Programme

https://www.westkowloon.hk/studentmatinees-online


戲曲中心導賞團
Xiqu Centre Guided Tours

✓ 在導賞員的帶領下，參加者於一

小時內遊走戲曲中心主要設施，

了解中心的空間設計如何配合戲

曲獨特的藝術需要。輔以多媒體

元素，參加者能了解戲曲及相關

的中國文化內容

✓ 以粵語、英語或普通話進行

✓ 設為學校、註冊慈善及非牟利機

構而設的團體導賞團

計劃網站： https://www.westkowloon.hk/guidedtours

https://www.westkowloon.hk/guidedtours


粵劇故事《伯伯
的寶物》及手作
網上工作坊
(8/10/2022)

Cantonese Opera 
Storytime “Uncle Wu‘s 
Treasure” and Handicrafts 
Workshop (Online)

✓ 對象：油尖旺區居住或就讀的6至8歲小朋友及
其成年陪同者，歡迎區內學校報名

✓ 大人和小朋友一同觀看故事動畫《伯伯的寶
物》，然後跟著導師製作行當紙公仔，以生動
的方式認識「生」、「旦」、「淨」、「丑」
四個粵劇主要角色類別

計劃網站：https://www.westkowloon.hk/ytm-storytime

https://www.westkowloon.hk/ytm-storytime


✓ 今年小劇場戲曲節特設「傳薪創藝工作坊系
列」，包括萬壽菊刺繡、仿點翠胸針和版畫工
作坊，延續小劇場戲曲承傳創新的精神。小劇場戲曲節

2022工作坊系列
Black Box Chinese Opera 
Festival 2022 Workshop 
Series

計劃網站：https://www.westkowloon.hk/bbcof2022

https://www.westkowloon.hk/bbcof2022


戲曲跨代賞
Intergenerational Xiqu Journey

✓ 專為 60 歲或以上人士及年輕家庭成員而

設

✓ 透過欣賞及體驗粵劇藝術，促進不同世

代的家庭成員及參加者交流，適合不同

程度和背景的公眾參與

✓ 參加者於活動後，與家人共同創作一件

簡單作品，紀念這次藝術旅程，將於戲

曲中心的展覽中展示

計劃網站：
https://www.westkowloon.hk/intergenxiqujourney-individual

https://www.westkowloon.hk/intergenxiqujourney-individual


跨界別藝術
Cross Disciplinary



後台小職人(網上版) CrewKids 2.0 (Online)

✓ 2021年「後台小職人」：小朋友在技術員哥

哥姐姐的指導下探索表演場地「自由空間」

✓ 學習舞台知識，挑戰台前幕後各個工作崗位，

包括燈光、音效、舞台設計等，體現團隊合

作精神

✓ 為讓更多小朋友參與，現正籌備網上版活動

✓ 將於2023年2至3月進行，除公開售票外，亦

預留部分場次供小學報名

(詳情稍後公佈)



網上影片平台
West Kowloon 
Video Platform
✓ 西九文化區在推行數碼節目上亦

作出新嘗試，帶來多元化的網上

內容

✓ 觀眾可透過這個影片平台瀏覽最

新的網上內容，從完整的表演到

藝術家訪談、講座、工作坊及幕

後紀錄片都包括其中

計劃網站：https://digital.westkowloon.hk

https://digital.westkowloon.hk/


戲劇
Theatre



✓ 與Fevered Sleep 合作為期一年的研究，探討為香港兒
童創作切身及獨特的參與式劇場體驗，期望日後在西
九文化區上演，學校團體可報名參與

✓ 為協助藝術及研究團隊了解香港兒童對身邊事物的理
解及興趣，團隊將於2023年1月來港，探訪不同小學及
社區，並擬邀請小學生到西九參與創意工作坊，藉此
了解香港兒童生活的環境，為創作收集材料。

✓ 如有小學對此研究項目感到興趣，請聯絡：

電話：2200 0396(張小姐)，電郵：learning@wkcda.hk

與英國劇團Fevered Sleep 研究合作項目
R&D Project with Fevered Sleep



舞蹈 Dance



起舞＠西九
The Dance WE Made @ West Kowloon

✓ 「起舞@西九」為國際項目The Dance WE 

Made的香港版本

✓ 聯同英國舞蹈劇團Casson & Friends把活動帶

來香港，與眾同樂之餘，宣揚不分界限、以人

為本的藝術

✓ 於周末和假日在西九文化區不同角落，由舞者

組成的「起舞達人」團隊，即場與市民以輕鬆

對話引發靈感，然後一起設計舞蹈動作，並即

場排練和演出作品

計劃網站： https://www.westkowloon.hk/the-dance-we-made

https://www.westkowloon.hk/the-dance-we-made


音樂

Music



✓ 一連五日的大型戶外音樂節體驗

(26/10/2022 – 30/10/2022)

✓ 於自由空間、藝術公園及竹翠公園，由不

同音樂人帶來不同音樂體驗，包括戶外舞

台、特別設計的音樂會及即興實驗室等

✓ 爵士鼓手樊麗華 Anna 專為兒童策劃

「Amazing爵士星球」音樂劇，透過故事

滲入爵士小知識，例如認識不同樂器和節

拍、淺嚐各種音樂風格，引發兒童對音樂

的好奇和興趣

計劃網站： https://www.westkowloon.hk/jazzfest2022-musical

自由爵士音樂節 Freespace Jazz Fest

https://www.westkowloon.hk/jazzfest2022-musical


聯絡我們 Contact Us

教育及拓展組
Learning & Participation Team

電話：2200-0818 (林小姐)
電郵：learning@wkcda.hk 

Instagram: westkowloonlearning

www.westkowloon.hk

http://www.westkowloon.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