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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THINK and EXPRESS: Applying Drama in Education (D.I.E.) 

to Develop Teaching Literacy Reading 

Wang Zhe 

CHIJ Katong Convent Secondary School 

 

Abstract: The specializ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at Singapore is between first language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as a 1.5 language, DAP (Drama as Pedagogy) 

have considerable advantage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e 

thinking, substituting emotional, evocative, both experience (dramatis personae position) and 

narration (bystander position) different view.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more in-depth and 

effective in helping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literature: personality, circumstances 

and clues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understand literature. 

Drama in Education (D.I.E.) does not target the student to master the skills of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s, but the students should explorer the inside social meaning of the text. Drama in 

Education (D.I.E.) is often use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lassroom, aims to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hich means enhancing critical thinking, analysis 

and verbal presentation skills. 

Not only as one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Literacy Reading, DAP but also works a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model. The Thesis is exploring how to apply DAP to develop teaching 

literacy reading, and whether DAP could improve the literacy reading ability. 

Here is how does th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model run: With reading as the basis of 

learning, we used empathy as the core of drama in teaching;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act and express themselves; encourage them to self-explore, understand others and learn about 

the world. Finally, when they relook at themselves, they will realise that they are all-new, 

reinvigorated individuals. The literacy reading ability would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model. 

The author set own teaching experience as research resource. Higher Chinese Languag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experiment. The author chooses the literature works from secondary 

school Higher Chinese textbook and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s as teaching material, 

performed experiments comparing conven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s are 

combination of the surveys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s, targeting to explore the role of DA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literature. 

The author hopes to engage in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rational use of DAP to help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to stimul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acting force, to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in reading literature in general. 

Keywords: Singapore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Drama in Education, literary      

         reading, Empathy,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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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思考、表达——在阅读教学中应用教育戏剧 

王哲 

加东修道院女校 

 

摘要: 新加坡华语文教学的特殊性表现在它介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教学之间。对于

华文作为 1.5 语（既非第一语言，亦非第二语言）的新加坡学生，教育戏剧具备相当的

优势，例如：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意思维，代入情感、引发共鸣，兼有体验（剧中人

立场）与旁述（旁观者立场）的不同角度，因此，能够比较深入而且有效地帮助学生探

索文学作品中的人格、情节和线索，提高学生的文学阅读力。 

教育戏剧的目的不在于学生掌握专业的表演技能，而是基于文本，借助戏剧习式，

探索文本内在的社会意义。因此，教育戏剧适合新加坡中小学老师在课堂上运用，是语

文教学的教学策略之一，目的在于帮助学生的语言学习和文学学习，提升学生的思考、

分析和表达能力。 

教育戏剧不只是阅读教学的一种模式，而且能够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本论文所要

探索的，是在阅读教学中如何应用教育戏剧，以及教育戏剧是否能够提升学生的阅读能

力。 

本论文将会着重探讨教育戏剧的人格发展模式：以同理心的运用为核心，发展学生

的思考力；在思考力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学生进一步拓展表达力和行动力，展开 “探

索自我——了解他人——认识世界”的心灵旅程，最终回归到自我人格的重新塑造。基

于这一人格发展模式，学生的阅读能力也将会得到提升。 

本论文以作者自己的教学经验为起点，以高级华文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以中学高

级华文和中学华文文学课本中的文学作品为教学材料，进行戏剧教学策略和常规课堂教

学的对比教学实验。研究方式为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结合，希望借此展现教育戏剧对

于学生人格发展的作用。 

教育戏剧的人格发展模式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应用，将能为新加坡从事华文教育的

老师提供参考，帮助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合理地运用教育戏剧，激发学生的思考力、表达

力和行动力，在总体上提高学生在文学阅读方面的能力。 

关键词：新加坡华文教学；教育戏剧；阅读力；同理心；人格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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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人都爱听故事。但不是人人都爱说故事，也不是人人都能够深入探索故事。 

为什么？在听故事的时候，我们有代入感，但又可以保持适度的疏离， “若即若

离”的感受，让我们享受听故事的过程。好故事之所以打动我们，最重要的，是引起我

们的“同理心”。作为教师，在利用绘本和小说教学时，我问自己：是否能够将同理心

更加推进一层？让学生“感同身受” ，而且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甚至更

进一步，用自己的身体语言把它展示出来（演故事）？从那以后，我开始探索教育戏剧

的运用。 

我们知道：基于同理心，人类才能探索自我的内在，感知他人的眼泪与欢笑、痛苦

与快乐、积极与消极的情绪，并且以自己的行为对周围的世界作出回应。 

而这正是我的教学设计和课题研究的核心：在中学华文的阅读教学中应用教育戏剧，

能如何发展学生的行动力、思考力、表达力？ 

 

二、研究背景 

 

阅读教学是一个涵盖面很大的领域。许多学校和教师都在自觉或者不在觉地开展阅

读教学。广义地说，阅读教学当然是指教导学生如何有效地阅读文本，准确地把握文本

的主要意义。在这里，阅读的材料可以是任何文字材料，举凡课本、试卷、新闻报章、

网络资料，甚至于社交媒体上的任何一段文字都可以是阅读教学的阅读材料。但是，这

样解读的话，在新加坡现有的教育格局下，不免会落入这样的现实：课堂内的阅读教学

很容易演变成为了应对考试中的阅读理解答题策略的教学，或者说，成为纯粹的“阅读

技能”的教学。这样一来，阅读教学的美学功用和人文关怀的意义就被剥夺了。 

因此，我们会不免产生困惑：阅读教学是不是字词教学的附庸？“阅读教学”与“阅

读理解教学”是否在范围上应当有所区别？在“读懂课文”之外，阅读教学是不是应该

有更加丰富的意涵？我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有效的阅读教学策略？ 

目前，在新加坡的邻里中学，仍然存在着以下的一些现象：教学过于注重字词理解

而变得枯燥；教学中过于重视技能而无法顾及文本的内在意义；教师以应付考试为教学

的终极目标；学生不但很少阅读课外读物，连《早报 逗号》的阅读也是一种奢侈的课

外阅读；有一定比例的学生修读高级华文，可能只是为了进入初级学院，或者是进入初

级学院之后不再修读华文，等等。 

另一方面，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缺乏具体的教学策略引领，只是依靠零碎的教

学微技来指导学生；对于有心实施戏剧教育的教师，也感到缺乏完整的体系和成熟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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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范例；对于如何将戏剧教育和阅读活动联系在一起，教师其实无所依循。 

基于这些问题，我认为：戏剧教育的架构如何在新加坡的教育环境中建构起来，是

非常迫切的。同样地，如何将戏剧教育在阅读教学的框架下建立起来，也是极其迫切的

任务。 

三、研究意义 

 

首先，完善教育戏剧与学生阅读能力的研究，将能协助推进阅读教学的理论。 

我认为，在教育戏剧领域的持续实证研究，至少可以在阅读教学的教学策略这个大

框架下，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教学策略。阅读教学的教学策略之内涵，目前尚无完整而

清晰的定义，许多教师和专家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是，这些观念多数

集中在具体的“教学法”，而非更高层面的整体教学策略，而且，戏剧教育和学生阅读

能力相关性的研究，将会得到比较深入的开掘。 

其次，对教育戏剧模式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戏剧虽然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它的应用并

不广泛。而且，很多教学的实例侧重在低龄学童和“演戏剧”的方面，缺乏将戏剧用作

“教育”的广泛例证。因此，我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将对教育戏剧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做

出有力的证明。尤其是对于新加坡中学的华文教学，将能够为教师们起到有效的示范作

用，让我们的教师能够依据已有的教学范本，有信心地实践戏剧教育。 

再次，由于针对具体文本研究所适合的教学方案，将能拓展戏剧教学在不同文体中

应用的可能性。 

在教育戏剧的领域本身，很多教师也仅仅是采用一两个“戏剧习式”，作为常规教学

手段的补充。我认为，完善戏剧教育的整体教学策略，将使戏剧教育成为阅读教学的重

要形式之一，开拓戏剧教育对于学生人格塑造的可能。戏剧教育不仅仅对于学生的文学

阅读有帮助，而且，能够有效地建立学生人格发展的模式。在外延方面，戏剧教育则可

以跨越学科的障碍，形成人文学科的综合教学策略。或者，更进一步，有可能综合文学、

音乐、美术、形体艺术，发展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 

 

四、如何定义教育戏剧？ 

 

首先，什么是教育戏剧？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问自己：我们教学的目的，是要训练我们的学生成为戏

剧演员吗？还是透过戏剧来引导学生理解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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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教育戏剧的大师 Gavin Bolton和 David Hornbrook就这个话题已经展开

过辩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教育戏剧还是戏剧教育？现代教育戏剧影响最大的实践者是

桃乐丝·希思考特。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她倡导进一步以 “身历其境” 来学习的戏

剧教学。她认为：“戏剧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是一种扩展经验的手段，即使我们未曾表

演一出戏剧或站在台上作表演，在戏剧中的历程就算是学习了。戏剧化的学习是让学生

在未发生的人、时、地、物与经验情况中，针对单一的事件或比较其他的事件中自然地

了解。。这种学习的过程很安全，因为事情未曾发生，却能让学生在似真的环境中，真

正地感觉认知它的内涵。”1 她强调戏剧教学是一种体验当下（living-through）的扮演

或者练习的学习，因此，以“教师入戏（teacher-in-role）”来导引教学的历程是她所

看重的。她的理论与实践深深影响了教育戏剧研究的大师盖文伯顿。 

Gavin Bolton 赞成 Dorothy Heathcote 的观点，甚至以非常尖刻的反讽语调撰写

了一篇长长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反驳宏恩布鲁克： “若他看不到儿童为自己做戏和在

台上表演之间的任何分别，若他不能确定台上和教室中的具体戏剧行动可有不同层面的

意义，若他拒绝确认戏剧艺术拥有例如透过空间运用制造张力等内在形式，他如何可能

准备就绪，考虑戏剧艺术的评估问题？”2 

这场争论其实从未在真正意义上结束，但是，根据我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我更倾向

于 Gavin Bolton 的观点。运用教育戏剧，意味着：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已经成为了

戏剧中的一部分，他们既是演员，也是观众，更是学习者！我们不需要学生演出一场戏

剧给别人观看！ 

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 (DIE),意指教育中运用模仿戏剧的教学策略，引

导学生在体验当下（living-through）的扮演和练习中学习，帮助学生探索自我、了解

他人、建立与世界的关系。在学习一种语文的课程中，教师运用教育戏剧，应用各种戏

剧习式，在认知层面的目的是：探索自我、理解他人、认识世界。 

    教育戏剧的运用，基于通过戏剧来学习（learning through Drama）的教育理念,

采用戏剧习式（dramatic conventions）作为教学工具，结合适合学生语言程度的文学

作品，目的在于激起学生的参与，引发学生的思考，从而诱发学生思考人物的行为、人

物的内心、人物的命运，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要传达的情绪、主题等等。这不是专业的

戏剧表演课，学生毋需具备专业的表演能力，因为，他们是演员也是观众，但是，我们

一定要透过戏剧教学的过程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并且能够以合适的口头语言，和

准确的书面语言将自己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 

在“教育戏剧”中，“戏剧”和“表演”只是思维外在表现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其次，阅读能力与教育戏剧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在<PISA 2015 DRAFT READING LITERACY FRAMEWORK>中，针对

阅读力的定义改变做了如下陈述： 

                                                             
1 张晓华（2015）《教育戏剧理论与发展》，台湾：心理出版社，页 76。 

2 David Davis 著，黄婉萍、舒志义译（2014）《盖文伯顿教育戏剧精选文集》，台湾：心理出版社，页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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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s of reading and reading literacy have changed over time in parallel with 

changes in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and particularly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learning, have expanded the perception of reading literacy. Literacy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an ability acquired only in childhood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schooling. Instead it 

is viewed as an expanding set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strategies that individuals build on 

throughout life in various contexts,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their peers and the wider 

community。 

在这个文本中提到的阅读能力，是可以终身发展的能力，我们透过与他人或社群的

互动来建构、发展、深化对于文本的理解。可见，阅读力是以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知识建

构为基础，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发展的。 

这符合我们针对戏剧教学所建立的心理模式，即“探索自我——了解他人——认识

世界”的模式。 

五、教学实践背景 

 

和戏剧类似，教育戏剧注重三个元素：情境、人物、冲突。因此，记叙文、小说、

散文和诗歌（叙事性的或包含场景描写、心理描写的现代诗或古诗）的教学都能够应用

教育戏剧。 

在新加坡中学华文课程中，目前的新教材（普通课程/快捷课程/高级华文课程/华

文文学）依据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小说、散文、诗歌六种文体来建构。其中，记

叙文、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比例相当高。（参见表 1-1） 

以中一高级华文为例，除了《多一些许哲，多一份温暖》可以算是新闻报道、单元

七是说明文以外，其他 20 篇课文都属于记叙文或者散文，约占总篇目的 83%；中二高

级华文的篇章中，第一单元的《沙斯使新加坡更坚强》、《奔赴救灾第一线》属于新闻报

道，单元五、单元六为说明文，单元七为议论文，其他 13 篇属于记叙文、短篇小说和

散文，约占总篇目的 54%；中三高级华文的篇章中，单元二为说明文，单元三、单元四、

单元五为议论文，单元六为寓言（介乎于记事性和说理性之间），其他 6 篇属于记叙文

和诗歌，约占总篇目的 43%；中四高级华文的篇目中，单元一、单元二为议论文，单元

四为哲理散文，其它 9篇为散文、小说和诗歌，约占总篇目的 50%。总体计算，记叙文、

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比例占到了总篇目的 58.6%。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比例，也说明：

教育戏剧在中学高级华文教学中发展和推广的空间很大。 

 

表 1-1 

 中一高华 中二高华 中三高华 中四高华 华文文学 

记叙文 14 2 3   

小说  8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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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4 3 3 6  

诗歌 2  3 3 6 

寓言   3   

说明文 3 6 3   

议论文  3 6 6  

新闻 1 2    

 

六、教学实践过程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对中学高级华文新教材的文体构成做了统计分析。根据统计，

记叙文、小说、散文和诗歌的比例占到了总篇目的 58.6%。如何有效地运用教育戏剧来

配合教材，是教师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6.1 确定教学对象 

从 2010-2015年，我在高级华文班尝试过使用不同的戏剧教学习式。使用过的文本，

包括《獾的礼物》《小王子》《向左走、向右走》《孔乙己》《无声告白》等等。 

在课堂上，我鼓励学生利用声音、形体和自己的思考力等为原作创造自己的版本，

并且在每个角色的不同之处展开自己的演绎。毫无疑问地，他们最终并不能达成完全一

致的理解，但是，这种多元化的解释与创作，正是戏剧教学带给我们的乐趣。 

6.2 选择合适的篇目 

在中学高年级的高级华文课本中，议论文所占的篇幅比较多，而小说所占的篇幅比

较少，如何选择适合的篇目？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课文都需要大量运用戏剧教学习式来展开教学，我们应当专注

于那些人物面对多种选择、故事可能引发不同观点、映射现实生活的困境、能够让学生

深入思考的作品。对于故事的意义和故事指向性明确的作品，则可以使用其他的教学方

式作简单的处理。 

其次，以一个有代表性的场景或者人物作为核心内容，运用教育戏剧引导学生从核

心发散到其他部分的内容，有助于协助学生快速地理解文本，甚至可以从一个常见的场

景延伸到对于场景背后的社会现象的讨论。如：中学高级华文二上第一单元第二课（导

读课）《幸福的黄丝带》，笔者在教学时，以中年男子忧心忡忡坐在巴士上的这一幕为核

心，展开戏剧教学，引导学生思考并表达“你对于此人的观感”，由此引申出如何看待

“前囚犯”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引导学生从文本走到社会现实，最终走回文本时，学

生的理解会更加深刻，也能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文本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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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散文和诗歌同样可以应用教育戏剧来展开教学，也有助于学生了解作者为何

投注如此强烈的情感。中三高级华文下册第五单元第十四课（讲读课）《坦然走过乞丐》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章的核心场景是作者与朋友如何面对地铁里的乞丐，这个场景在

教师的安排下，引发学生对于乞丐的种种不同观点，在彼此交锋、思考、演示之后，学

生们对于自己一开始的态度作了反思，对于如何看待境遇比自己差的人也具备了自己的

观点。带着这样的理解再去阅读文本，文本本身就不会给学生造成阅读和理解上的障碍。 

简而言之，概括为三个原则： 

首先，是否可供学生深入探索社会意义，或者人自身的处境； 

其次，是否具有一定的冲突性，即：是否存在戏剧的“张力”； 

另外，是否能够从作品中概括出一个场景，能将教室内的学生全部包括进去，以推

动大家在场景内共同探索。 

基于以上原则，我采用的文本，包括绘本故事《獾的礼物》《向左走、向右走》，小

说《小王子》《孔乙己》《无声告白》，诗歌《她和他》等等。 

6.3 选择合适的戏剧习式： 

决定了篇目之后，当然需要拟出清晰的教学方案。过程如下： 

A 设定戏剧教学的学习目标（例如：通过参与戏剧教学，能够深入体会人物的性格

与命运； 

B 通过对自己创设的情境的讨论，理解故事情节发展的合理性）； 

C 根据这一学习目标，选择合适的戏剧习式； 

D 透过一系列的戏剧习式的应用，引发学生在 “做” 戏剧、进行 “展示” 的同

时，深入思考； 

E将以上 “展示” 中的思考，延续到戏剧教学的 “后讨论” ，即对自己所参与

的戏剧教学过程进行内在的反思； 

F 引导学生将反思转化为文字书写的表达，写成研究报告。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戏剧习式！ 

我们需要透过一系列的戏剧习式的应用，引发学生在“做”戏剧、进行“展示”的

同时，深入思考；之后，将以上“展示”中的思考，延续到戏剧教学的“后讨论”，即

对自己所参与的戏剧教学过程进行内在的反思；最后，我们将会引导学生将反思转化为

文字书写的表达，写成研究报告。 

根据 Jonothan Neelands & Tony Goode 的著作《建构戏剧——教育戏剧 100式》，

我们规划教学过程的时候，应当遵循以下的顺序： 

建立情境活动 Context-Building Action  （例如：墙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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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性活动 Narrative Action           （例如：生命中的一天） 

诗化活动 Poetry Action                （例如：声音合奏） 

反思活动 Reflection Action            （例如：请你听我说） 

但是，根据我的教学实践，在学生尚未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为了迅速建立学生的

集体感知，我将会以一个强而有力的戏剧教学习式——教师入戏——作为开头。这将会

起到我称之为“催眠” 的效果。并且，当教师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再做一遍同样的习

式，将会起到 “唤醒记忆” 的作用，犹如催眠的铃声一样，迅速地将学习者再次带入

同样的情境。 

6.4 教育戏剧的应用范例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在 1-1.5小时内，根据事先拟定的教学方案，以“教师

入戏”作为先导，完成四个到五个戏剧教学习式的教学过程，在不同的层次上引导学生

逐渐地聚焦于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举个例子说，《孔乙己》的教学过程，我是这样安排的： 

第一部分教学活动： 

习式 1：教师入戏 (叙事性活动 Narrative Action) 

1. 教师入戏，扮演孔乙己，学生扮演酒店掌柜，二人对话，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

掌柜逼视孔乙己，表示不收偷来的钱……定格。 

2. 确定定格的场景让所有人看见。这个场景的意义在于所有的学生在观看的同时已

经被包括在场景中了，他们已经从观看者转变成了参与者。 

3. 教师选择数位学生，提问：看见了这一幕，你有什么感受？（这个提问的意义在

于实质上把学生包括入咸亨酒店的场景）。教师简单点评，但是不给予对错的评

价。 

习式 2：见物知人 (建立情境活动 Context-Building Action) 

1. 请大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道具（你认为会出现在这个场景中的）。 

2. 教师交代情况：孔乙己在掌柜的逼视之下，不敢再继续坐下去，于是匆匆离去。    

   可是，在他离开之后，你作为一名酒客，在现场发现了一件本该属于他的物品。     

   现在，请你拿起这件物品，或者你也可以采用在纸上描写或者图画的方式，展示 

   它。 

3. 请你凝视着这件物品，描绘这件物品的样子，根据它来猜想主人的性格，主人的 

   生活状况，主人为什么会遗忘了它。 

4. 这件物品可以是属于孔乙己的，也可以是属于酒店掌柜的。 

5. 部分学生描述，教师稍加点评，但是不给予评价。 

习式 3：接力角色  (叙事性活动 Narrative Action) 

1. 很显然地，孔乙己离开了酒店之后，一定会去什么地方，至少他会有一个栖身之

所……请大家站成一个圆圈,我们一起来虚构: 孔乙己离开了咸亨酒店之后,他

又去了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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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动的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的想象力,在不脱离时空背景的情况下,以故事讲述者

的身份,感受孔乙己所遭遇到的不公(以孔乙己断了腿回到咸亨酒店为终点,强调

出他的宿命式的悲剧)  

习式 4：声音合奏 (反思活动 Reflection Action) 

1. 交代背景,时间过渡到孔乙己长久不出现之后,酒店里传言：孔乙己死了。 

2. 请在 1 分钟之内，在课室内寻找一个可以令你觉得舒适的位置，摆出一个你感

觉舒适的姿势，坐、靠或者躺。（学生已经内化为酒店内的酒客） 

3. 选择姿势或者位置特别的学生，请解释你采取这个姿势，选择这个位置的理由。 

4. 进一步请这些学生以自己认为合理的声调或者语气，大声说出“孔乙己死了！”，

并且简单地解释为何采用这样的语气。 

5. 教师示范并且解释“声音合奏”的意涵。 

6. 请全体同学一起，以自己认为最有理由、最有表现力的声调，一起大声呼喊“孔

乙己死了！” 

习式 5：请你听我说  (反思活动 Reflection Action) 

根据之前的环节设想：你想对孔乙己说些什么？写在小纸条上，和大家分享。 

这一部分的教学活动完成，并不意味着整体教学已经完成。下一部分，我们需要从

“反思活动 Reflection Action”延伸出去，以深入讨论和反思为核心，引导学生思考

“一切是否进行得太快了？有没有需要停下来，做一些思考的活动？有没有需要看清楚

参与者对戏剧的反应？”由此引发学生的“后讨论”，对于之前戏剧活动进行深层次思

考和拓展。 

七、教育戏剧运用的反思 

 

在决定以教育戏剧为研究方向之前，事实上我已经进行了 5 年的教育戏剧的实验。

但是，直到真正开始系统化的研究，我才确立了这样两个假设： 

1 针对新加坡中学高级华文的学生，在学生的语文程度有所差异的情况下，教育戏

剧能够明显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文学阅读能力，帮助学生更加深

入地理解文学作品。 

2 对于高级华文的学生，教育戏剧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并且进一步

推动学生的分析、写作，从而使得学生有更高的学习绩效。 

目前看来，这两个假设在教学实践中初步地得到一些印证，但是，还有很多值得继

续探讨的空间。在具体的教学技术环节，也有很多可以提升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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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戏剧教育的认知模型 

 

未来的学习将会侧重于“能力”的学习，因应这样的趋势，未来的语言教学也将要

更加重视学生的思考力、理解力和表达力。 

在新加坡，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创新的教学方法正在被实践、被创造或者推广，

比如翻转课室的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教师所接受。总地来看，我们正在试着顺应世界

的潮流，顺应 Z世代不同以往的学习习惯，顺应当代的社会交际的新模式来改变我们的

教学思维和教学方式。 

教育戏剧发展至今，我们已经透过许多专家的研究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戏剧习式，也

有很多的教学范例可以借鉴，但能否努力地开始实施，勇敢而积极地踏出第一步，仍然

是对于老师的一种挑战。因此，我期待我的研究能够帮助老师懂得如何选择合适的作品，

以及如何在作品中截取合适的场景来引导学生展开“探险之旅”。但是，要掌握这些，

必须对戏剧教育的认知过程有清楚的理解。因此，我设计了如下模型，展示在戏剧教育

的过程中，学习者的认知过程是如何发展的： 

 

 

在实施教育戏剧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藉由模拟实境来体会人物所处的情况，这

种模拟建立了“信以为真”的感受，从而引发我们的同理心。若是没有同理心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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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教育戏剧也无法运作。因此，我将同理心看作是教育戏剧的核心。当教师在选择

合适的文本或者值得探讨的话题时，以及选择合适的戏剧习式时，我们的首要考量是

是否能够引发参与者的同理心。 

当教师在设计一个教育戏剧的实践方案时，运用什么戏剧习式、选择什么角度来

展开讨论，我们应当将发展学生的思考力放在优先顺序来考虑。最终是否展现出一出

戏剧，或是站上舞台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我们需要先提供学生思考的角度、

思考的深度，这直接影响到学生将会如何呈现他们的观点。 

学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之后，他们对于故事情节和人物的理解将从肢体语言

（动作）和口头语言（对白）表现出来。相对应地，也就是：思考力的发展推动了学

生的行动力和表达力。我们鼓励学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以口头表达

的方式、以传统的书面写作的方式、或是以肢体移动的方式，这样，学生的思考力、

表达力、行动力都将围绕着同理心而运作。 

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将会以作品作为镜子，借以观照自我的内在、探索自我的

内在；当我们对自我有了一定的了解，将会把感知的触角延伸到周围的社会环境中，

我们能够感知并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他人的眼泪与欢笑、痛苦与快乐、积极与消极

的情绪，并且进而探索更为广阔的世界，了解不同的人格与处境，同时，以自己的行

为对周围的世界作出回应。不过，我们了解世界的旅程最终还是会回到自我，观察周

围世界的最终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加以解释。经由这样的循环，我们更加明白自己为何

会针对这样那样的情境做出某种反应。 

如前所述，教育戏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教师与学生一起合作，借由文本的阅读

（广义上的阅读），完成“探索自我——理解他人——认识世界”的循环。而这一切教

学行为，都应当归属于“阅读教学”的整体框架。教育戏剧是为阅读而服务的，教育

戏剧的目的并不是演出一个剧本，或是培养一批演员，而是让每一个学习者（甚至包

括教师自己）都能体会这样的阅读过程，从而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同理心。 

 

九、结语 

在阅读教学的大框架下，我们以同理心为教育戏剧的核心，发展学生的思考力、

行动力与表达力，鼓励他们探索自我、理解他人、认识世界，最后，当他们再度回到

自我的时候，将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 

这正如我最爱的故事人物”小王子”的旅程：起初，在小而孤独的星球上，他试

着了解自己的心，但是，玫瑰花的出现，使他必须去学着理解他人，当他不能发现答

案，他就踏上漫游世界的旅程，这旅程漫长而艰难……幸好，他遇到了狐狸，教会他

关于“驯服”的道理，最后，他怀着善良和宽容，走上回家的路。 

我想：只要我们愿意，也可以在这戏剧教学的探索中，最终发现你的和我的真实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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