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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YIA 503 
 
 
課程簡介 
 
戲曲是一門糅合歌、唱、表演的綜合藝術，與歷史和文化有密切的關係。而粵劇，則

與香港流行文化關係密切。眼下，粵劇成為香港政府在文化政策上重要的推廣及保育

項目，但從根本而言，什麼是劇曲？作為眾多劇曲的一員，粵劇又有何特色？更重要

的是，在「中國文化」的論述下，粵劇在香港又有什麼文化意義？離開作為傳統戲曲

的粵劇，在當代語境裡，戲曲往往成為象徵符號，被不同的媒體任意挪用。在種種追

本、重塑、革新及改編當中，戲曲在文化中又佔有何等位置，或是被何種意識形態所

運用？本課程旨在介紹戲曲的藝術特色及表演文化，並且集中於在粵劇與本地文化的

碰撞與流轉，延伸文化討論，例如性別展現、電影改編、文化評論及戲迷文化等。本

課程亦會探討香港文化政策視野下的戲曲保育，思考戲曲中心、戲曲文物展覽、劇院

戲場，甚至科技發展下的粵曲保存問題。 
 
學習期望： 
 

1. 了解戲曲的藝術特色 
2. 認識並掌握戲曲欣賞及評論的方法 
3. 瞭解戲曲與表演文化、香港文化之關係 
4. 瞭解戲曲與文化保育政策的關係 

 
教學活動： 

一、大課 
二、導修 
三、觀影及課堂討論 

 
課程大綱： 
 

一、戲曲的表演藝術與特色 
二、舞臺、砌末與表演的關係 
三、行當與角色 
四、乾旦坤生的性別展現 
五、神功戲 
六、樣板戲 
七、戲曲與電影改編 
八、班社營運 



九、戲曲的傳承與革新 
十、戲曲評論與文化社群 
十一、 戲曲保育與文化政策 
十二、 導修報告與討論（一） 
十三、 導修報告與討論（二） 

 
評分標準：  

1. 出席及討論：10%  
課堂討論與導修報告發言。 

2. 導修報告：30%  
3. 短文：20%：挑選一套表演錄像／觀賞一次表演，撰寫 1000-1500 字的觀後感

或評論。 
4. 期末文章：40% ：撰寫一篇與課程內容相關的文章，3500-5000 字。請閱讀相

關文章和表演錄像，仔細擬定題目（選取與戲曲相關的題目），留意可行性。 
 
閱讀材料： 

1. 篇章： 
 
張庚：〈漫談戲曲的表演體系問題〉，見《戲曲美學論文集》（台北：丹青圖

書有 限公司，1986），頁 131-155。 
黃克保：〈戲曲舞台風格〉，見《戲曲美學論文集》（台北：丹青圖書有限公

司， 1986），頁 156-189。  
趙英勉主編：《戲曲舞台設計》（北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頁 39-120。  
Li, Siu Leung,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of the Performing Body: Female Scholar and 
Male Queen＂. In Cross-Dressing in Chinese Opera. Hong Kong: HKU Press, 2003, 
p. 173-190.  
Wichmann, Elizabeth. “Traditional theat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Mackerras, 
Colin(ed.). Chinese Theater :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黃泉鋒編：《中國音樂導賞》（香港：商務出版社，2010），第五至七章。  
 
2. 專書： 

 
Siu Wang-Ngai & Peter Lovrick, Chinese Opera: Stories and Imag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蘇國榮：《戲曲美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傅謹：《戲班》（原名：《草根的力量》）（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10）。  
齊如山：《國劇藝術匯考》（瀋陽：遼寧敎育出版社，1998）。  
陳守仁：《香港粵劇導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粵劇研究計劃，1999） 
蘇國榮：《戲曲美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盧瑋鑾、張敏慧（主編）：《武生王靚次伯——千斤力萬縷情》（香港，三聯

書店，2006 年） 
陳守仁：《儀式、信仰、演劇﹕神功粵劇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8） 
周仕深、鄭寧恩（編）：《粵劇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下）》（香港，香

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2008 年） 



Siu Wang-Ngai & Peter Lovrick, Chinese Opera: The Actor’s Craft, Hong Kong: HKU 
Press, 2013.  
張敏慧：《開鑼》（香港：中和出版，2014 年） 

3. 導修： 

一、梅蘭芳《霸王別姬》 （參考：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 ） 
二、仙鳳鳴劇團《帝女花》 （參考：盧瑋鑾：《辛苦種成花錦繡──品味唐滌

生帝女花》 ） 
三、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 （參考：白先勇：《牡丹還魂》）  
四、余麗珍演《山東扎腳穆桂英》 （參考：黃育馥:《京劇、蹺和中國的性別關

係》） 
五、河北梆子戲《哪吒》（參考：蔡欣欣:《雜技與戲曲》） 
六、杜煥《霸王別姬》（參考：李潔嫦:《香港地水南音初探》 ） 

Honesty in Academic Work: A Guide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laces very high importance on honesty in academic 
work submitted by students, and adopts a policy of zero tolerance on cheating and plagiarism. 
Any related offence will lead to disciplinary action including termination of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All student assignments in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programmes should be 
submitted via VeriGuide with effect from September 2008: 
https://veriguide2.cse.cuhk.edu.hk/cuhk/  

Although cases of cheating or plagiarism are rare at the University, everyone should make 
himself/herself familiar with the content of this website and thereby help avoid any practice 
that would not be acceptable.  

 
請注意大學有關學術著作誠信的政策和規則，及適用於犯規事例的紀律指引和程序。

詳情可瀏覽網址： https://veriguide2.cse.cuhk.edu.hk/cuhk/。學生遞交 作業時，必須連同

已簽署的聲明一併提交，表示他們知道有關政策、規則、指引及程序。如屬小組作業，

則組內各學生均須簽署聲明。如作業以電腦製作、內容以文字為主，並經由大學的抄

襲偵測系統「維誠」（VeriGuide）提交者，學生將作業的電子檔案上載到系統後，便

會獲得收據，收據上已 列明有關聲明。未有夾附該收 據的作業，老師將不予批閱。 學
生只須提交作業的最終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