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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繪本〈紙袋公主〉結合教育戲劇

實踐批判閱讀教學之自我研究:陶

造與再陶造戲劇慣例的運用

譚寶芝*

摘要

本研究嘗試以繪本〈紙袋公主〉結合教育戲劇，先後在香港兩所小學實

踐批判閱讀教學，期望學生能藉著認識另類公主故事脫離迪士尼公主童話的宰

制。為瞭解及改善教育戲劇的教學效果，研究者陶造及再陶造這兩次教學中戲

劇慣例的選取與編排，並進行自我研究，以便反思、改進及革新自身對教育戲

劇和批判閱讀教學的認識和觀念。研究運用教學歷程檔案紀錄和分析教學過程

中所遇的變化、困頓，矛盾與得失，結果發現，第一次教學著力引導學生認同

男類公主，反而造成男一種權威與操控;到了第二次教學時，由方計|套改後的戲

劇慣例能為學生提供了層層深入的戲劇結構、變動的架構，以及中介角色，學

生的批判閱讀素養才逐漸萌生。是次研究揭示，教師若只要求學生以指定的批

判方式，叉或單一的角度來閱5賣，只會令教學無異於主流。此外，學生身分認

同的形成往往變動不居，運用教育戲劇來實踐批判閱讀教學須給予學生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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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多角度和不同層面的戲劇經歷，以多元開放來抵抗單一封閉的閱讀方

式。

關鍵詞: 自我研究、批判閱讀素養、性別議題、教育戲劇、戲劇慣例、繪

本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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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lf-Study of Using Paper Bag1皆rncess

and Drama-in-Education for Teaching
Critical Reading: Crafting and Re-Crafting

the Use of Drama Conventions

Po-Chi Tam*

Abstract

The better to understand and perfect the effect of teaching with drama-in

education, the author crafted and re-crafted the choices and arrangement of drama

conventions when employing critical reading teaching in two primary schools, and

later conducted a self-study from which she further reflected, advanced and renewed

her knowledge and belief in drama-in-education and critical reading teaching.

Coupled with drama-in-education , a pic仙re book, The Paper Bag Princess, was

used in these two teaching sessions in the hope that pupils would disconnect 企om

the hegemony of Disney Princess Craze by exploring the story of ‘alternative

princess'. In the self-study, teaching portfolio was employed to record, analyze and

examine the changes, worries, conflicts and results in the teaching. The author found

that, in the first session, directing the pupils to acknowledge the ‘alternative princess'

has led to another form of authority and contro l. Later in the second sess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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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re-crafted the drama conventions which offer drama structures in stages,

changing 企ames and bridging roles, and that critical reading literacy has then been

yielded. The self-study reveals that when a teacher requests pupils to read a text with

a prescribed critical approach or a particular angle, the teaching is nothing but main

stream education. In addition,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ies always remains volatile.

Thus, the critical reading teaching with drama-in-education should engage the pupils

to some drama experiences which are self-directed, in-depth and caηy various angles

and perspectives. It then allows these pupils, who are now eq山pped with openness

and multiple viewpoints, to defend against a single and closed way of reading.

Keywords: self-study, critical reading literacy, gender issues, drama-in
education, drama conventions, picture books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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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生須具備批判閱講素養

迪士尼主題樂園進駐香港已經六年，可情鮮有學者探討迪士尼文化對學

生的影響。身為教育工作者，研究者最關心的是迪士尼童話對孩子文化認同與

意識型態的影響。其實，不少歐美的文化研究及女性主義學者早就對迪士尼童

話頗不以為然，批評故事虛構理想世界、灌輸父權意識，以及塑造性別刻板形

象，當中尤以公主王子故事為甚(林佑聖、葉欣怡譯， 2001 ; Cranny-Francis,

1993)。試看〈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等女主角個個都美麗善良、

高貴溫婉，無論遇上怎麼樣的危難與厄運，總會得到勇敢英俊的王子來相救，

而故事的結局叉離不開與王子結婚，過著快快樂樂的生活。 Wasko以《白雪公

主〉為例具體指出:

結局的節奏相當快，王子出現後，他們一起離開森林量進入城盤

中。Cl=J於是3 拿去主期盼王子出現的美夢成真了，因此身為觀眾的我

們應該就假設在這之後也都是快樂的。(林佑聖、葉欣怡譯， 2001 :

188 )

這樣浪漫卻叉千篇一律的情節，加上刻板的女性形象，不但把兩性關係

變得公式化，更令童話故事變成了一種「權威話語 J (authoritarian

discourse)。根據Bakhtin ( 1981 )的對話理論，意義既不存在於說話人一方，

也不在受話人那方，而是產生在彼此的對話中。在這過程中，雙方會主動回

應，或認同、或否定、或質疑，或更改對方的表述，結果就催生出新的意義，

但不是所有表述都容許對話的，權威話語就是指那種語意穩定、結構封閉，只

要求讀者或受話人被動地接收，忠實地複製其語言、世界觀、文化價值和身分

認同的表述。試想，人物與情節這樣美好叉毫無疑問的童話，若與灌輸式的閱

讀教學配合起來，課堂豈不充斥著權威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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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研究者不是女性主義者，但頗認同上述學者的觀點，這與研究者在

女子中學畢業、受西方高等教育不無關係。但更重要的是，近年研究者在教育

現場或日常生活的種種觀察，對這些權威公主童話的影響感到憂慮，例如:在

幼稚園的生日會上，女孩都愛打扮成迪士尼公主;在家庭閱讀方面，迪士尼童

話的英語教材更成了流行品牌。是故，研究者希望孩子能真備批判閱讀素養

(critical reading literacy) 。批判閱讀的學者相信，閱讀應超越解讀文字與語文

應用的層次，讀者需主動地詮釋文本，就像作者一樣，有權參與文本意義的創

造。用Bakhtin的話來說，就是讀者與文本和作者展開對話，尋譯新意。再

者，批判閱讀素養也指讀者能以批判的角度和手法，揭露隱藏於文本中的意識

型態，諸如社會主流文化、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假設，以及所涉其中的權力

關係等，從而理解文本是如何塑造人們的思想、態度、行為、感受與價值觀，

亦是個主體覺識的過程 (Lankshear， 1994; Luke & Freebody, 1997)。談到批判

閱讀的教學模式及策略，可謂多元，有的把重點放在文本分析和討論上，主張

從文本的語言入手，對當中的意識型態提出質疑、剖析和反駁 (Hall ， 1998;

Luke & Freebody, 1997; Wallace, 2003) 0 Jones (2006: 3) 認為，這樣可以把文

本所塑造的世界與學生的真實生活「分離J (disconnect) 開來;有的則把焦點

放在那些遭受壓迫或被邊緣的學生身上，主張給他們發聲的機會，藉此揭露社

會與文化中的權力關係如何主宰其處境和狀況(Giro眠， 1983; Shor, 1992) ;還

有的集中在教學法方面，除採納上述原則，還提出以開放及平等的教學策略來

讓學生參與知識製作的過程。由是，除了學生自身的經驗、語言和文化，其他

各式各樣的經驗、語言和文化也可以是學習資源，如流行文化和關於「他者」

(others) 的故事等。這些資源有別於官方知識，不但可用做抵抗權威話語的

操控，還能為學生開拓另一個世界(Comber， 1994; Leland & Hartse, 2004;

Quintero, 2009) 。研究者注意到上述批判閱讀理論及其教學模式大多應用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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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大學，但這並不表示年紀小的讀者不需要或沒能力掌握批判閱讀素養，來

抵抗權威話語的控制和複製別人意義的閱讀。事實上，批判閱讀教學在小學及

幼稚園階段的發展，近年廣受關注 (O'Brien & Comber, 2000; Quintero, 2009;

Vasquez, 2004) 。本研究考慮到教學的對象是小學生，上述強調深入仔細的語

言分析，把學生定位為語言及文本研究者的教學法，不甚適切 (Comber， 1994;

O'Brien & Comber, 2000) ，反而是教材及教法起關鍵作用。有鑑於此，研究者

選用另類公主王子故事一一〈紙袋公主>(蔡欣坪譯， 2001 )做教材，並採用

教育戲劇( drama-in-education) ·為教學法，務求把學生與權威的公主王子故

事分離開來，讓他們重新思考公主形象與故事大凰圓結局的各種可能性。

貳、批判閱讀教學方法:穿梭戲劇世界內外探索批判文本

《紙袋公主》打破公主王子的刻板形象，推翻了典型公主王子故事的浪

漫情節和結局，正是男類、批判或他者文本的範例。故事講述公主依莉莎一心

要嫁給王子雷諾，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可是，有一天噴火龍突然出現，破壞

了她的美夢，不但摧毀了依莉莎的城堡、燒光她的珠寶美服，更將雷諾擴走，

弄得依莉莎只剩下一個僅可蔽體的紙袋。為了爭取幸福，她決心拯救王子，憑

著智慧和勇氣，依莉莎最終制服了火龍，拯救了雷諾。可是，一身蓬頭垢面和

穿著個爛紙袋的依莉莎，卻遭到雷諾的數落與嫌棄，依莉莎看穿了所謂「真正

的王子」是如此膚淺，於是決定拒婚，一個人過幸福快樂的生活。這樣的男類

公主童話，其特點和意義在於:一、角色的自我價值並不取決於外衰，而是能

自主地決定個人命運;二、沒有簡單和浪漫的內容與情節，所述接近現實情況

@教育戲劇是一種以戲劇元素融入教學當中的教學法。教習劇場(theatre-in
education) 則是讓學生欣賞參與戲劇演出，從而促進他們思考和白發學習的方法，

兩者不應、被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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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land & Hartse, 2004) ，是故能引發讀者比照權威的公主童話，繼而反省主

流社會文化中的兩性形象與關係，以及一己的想法與立場。不過，中外研究均

揭示學生並不容易理解和認同這些另類的公主故事。O'Brien跟孩子分享抵抗

性別刻板形象的故事發現，他們並不明白角色的顛覆意義和作用(Comber,

1994)。至於《紙袋公主》的教學研究，也有類似的情況。 Davies (2003) 與4

'"'-'5歲的幼兒討論故事，發現他們既不察覺公主的女英雄個性，也不認為故事

結局合情合理。洪淑敏 (2003 )也採用《紙袋公主》與國中小學生討論當中的

性別議題，發現男孩並不接受女英雄式的女主角，而女孩的回應則集中在女主

角嚮往愛情的一面。鑑於這些教學和研究，以至其他的批判閱讀課，一般都以

提問與討論之類的教學方式進行 (Leland & Hartse, 2004; Luke & Freebody,

1997) ，本研究的教學實踐即嘗試採用富批判和開放等特質的教育戲劇來解決

上述學者所遭遇的問題，期望年幼的學生能與權威的公主童話分離，表現批判

閱讀素養。

教育戲劇是一種結合文本與戲劇手法的教學方法，教師會以文本為起

點，設計及安排一連串的戲劇慣例(也."ama convention '或譯做戲劇習式，以

下簡稱慣例)來構築戲劇世界，常見的有定鏡(stiU-image )、教師入戲

( teacher-in-role) 、焦點人物 (hot-seating) 等。這些都是劇場慣用的表演形式

和手法，作用是指示時間、空間與人物關係等元素的意義(舒志義、李慧心

譯， 2005) 。學生藉著慣例投入到故事世界中，一起經歷和探索當中的人物、

情節和議題，過程中必須主動想像、感受、思考和溝通，並以戲劇形式來回

應。因此，教育戲劇結合閱讀教學有助學生擺脫作者與原文的操控，尋譯及產

生個人對文本的見解與詮釋，這無疑是個重寫文本的過程，也是批判閱讀素養

的必要條件。若進一步解釋其連作原理，關鍵是教育戲劇中各式各樣的扮演慣

例。扮演要求學生運用想像投入到另一個世界裡，當他們置身於不同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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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的角色與視點去學習，就容易跨越自己熟悉的世界，脫離固有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這種「蚓象式J (as-if) (Neelands, 2001 )的教學真有開放、批判

和創新的特質，不同於那些只要求學生被動地背誦劇本或操練演出的戲劇教學

模式。慣例雖然給予學生人物、 f背景與主題等基本的戲劇元素，但卻儼如開放

的學習任務。因此，學生須主動而即興地以自身的想法、經驗與感受去想像、

探索與閻釋戲劇。從閱讀角度言，慣例就是把學生置於作者的地位，協助他們

一起參與創作。結果，課堂不僅有作者和教師的聲音，還有學生的聲音，當不

同的聲音碰撞與交織起來，權威話語便會變得無從操控 (Tam ， 2008) 。從戲劇

角度說，慣例叉可讓扮演者同時處於戲劇/角色與現實/自身兩個世界中，

Boal (1995: 43) 形容這種的狀態為“metaxis" 。據此，扮演者既能與角色生出

一種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關係，並能在當中觀照現實、觀照自己

(Hertzberg, 2003; O'Toole, 1992) 。此外，慣例的選用與編排往往不是單獨割

裂的，也不能胡亂拼湊，而是有目的、有機地組合在一起的 (Holland， 2009;

eelands, 1998)' 其用處是開拓較大的想像空間和延展戲劇經歷，以便增加學

生移情的體驗和探索的機會，並讓他們在連串慣例之間穿稜戲裡戲外，一方面

全情投入，另一方面抽身自省。其過程和方式正如Bakh仙( 1990) 所指，一

切富有創意並具有批判和革新作用的美學活動，每每涉及兩個階段:先是易地

而處，即對審美對象產生認同;然後是置身事外，抽離審美對象回到自身世界

的位置來理解。回到本研究男類公主童話的教學問題，研究者相信，教育戲劇

能引領學生投入他者的世界，以不一樣的身分與視野來思考，並在metaxls中

審視自身早被塑造的想法與觀念。當學生返回現實後，就應能批判地回應權威

公主童話中的人物、情節與主題，產生前述所謂分離的目的。本研究中《紙袋

公主〉的課堂就是基於上述理論而設計。不過，研究者深深明白到理論與實踐

往往存在鴻溝，加上慣例種類繁多， ~P以Neelands與Goode (2000) 所結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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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就多達 70款，其選取、編排與施行既是千頭萬緒，叉是千變萬化。有鑑

於此，研究者決定展開教學自我研究，目的是探究上述理論能否付諸實行，以

及改善相關的教學技巧，特別是慣例運用方面，並藉此深入反思及革新自身對

有關理論的認識。

參、為什麼採用自我研究?

受「教師為研究者 J (teacher as researcher) 與反，粵、實踐研究( reflective

practice inquiry) 的影響，教師自我研究( self-study) 於 1990年代在北美興

起。 1993 年，美國教育研究組織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成立了「特別興趣小組J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 ，專

門探討教師教育自我研究(self也tudy of teacher education practices) 的理論與

方法。自始，小組每年舉辦研討會，而自我研究也逐漸獨立成派，在北美及澳

洲等地普及起來 (Samaras & Freese, 2006) 。自我研究、教師為研究者與反思

實踐研究均強調，教師才是教育改革的主人和核心，主張教師應採用系統而適

切的研究方法來改進教學，從而促進專業發展。

自我研究不同之處在於研究是由教師發起，爵的是自我完善。更重要的

是，其研究對象與重心不單只是教學實務的狀況，而是各種影響教學的個人因

素，例如:一己的知識、假設、信念、價值觀，以至個人背景、經歷與感受等

(Hamilton & Pinnegar, 1998) 。自我研究學者認為要「拆解J (unpack) (Berry

& Loughran, 2002: 15) 這些因素，才能批判地瞭解和反省教學。由於這些個人

因素不但隱而不顯、複雜而多變，且每每存有偏見與錯誤。學者反對研究者

(也即教師)在舊有的架構或用既定的觀點去解決難題;相反地，他們主張研

究者應與一己保持距離，抱持著反躬自省與忠實誠懇的態度， r 退一步」

( stepback) (Loughran, 2004: 20-21) 去發掘矛盾、覺識變化、提出問題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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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義。因此，自我研究屬質性研究方法，也具有多元多樣的特質，諸如行動

研究、自傳研究、敘事研究、教學檔案研究與個案分析等(Ezer， 2009;

LaBosk句， 2004; Samaras & Freese, 2006) ，大抵能配合上述原則的研究方法都

可採納。這些方法均不離描述、剖析、討論與反思教師的種種如何影響教學的

各個方面。總的來說，凡是涉及教與學雙方都是資料蒐集的對象。正如

LaBoskey (2004: 818) 形容，自我研究乃「聚焦在群體與個人、理論與實

踐、研究與教學、自我與他者的連結之上J 。研究者就是在這些二元對話的過

程中，經歷架構(含aming) 與再架構(refrarning) 的轉變。而本研究將以教

學歷程檔案的方法進行。

教學歷程檔案 (teaching portfoljo) 就是把教學過程記錄下來，以及保存

和積累相關的文件，為的就是捕捉整個過程的轉變、發現與發展，以便做批判

的反思 (LaBosk句， 2004; Lyons, 1998; Samaras & Freese, 2006) 。這次《紙袋公

主〉的教學會先後在兩所小學的戲劇活動課中實行(以下分別簡稱為A校及B

校) ，而研究者則是課程的客席導師。第一次教學的對象是一班二至三年級的

學生，為期兩天，共兩小時，人數約20人;而第二次教學的對象則是二至四年

級的學生，為期三天，共三小時，同樣有20人左右參加。雖然參與的學生年齡

有所差別，但由於他們都缺乏另類公主童話的閱讀經驗(教師訪談) ，加上此

次研究並不是以見童發展觀的角度去評估學生的閱讀能力，學生的年齡差別與

研究目的和方法關係不大。在教學內容方面，第一次教學的實驗性質較重，而

第二次教學則修訂、尪續與改善了第一次的教學。兩次教學研究者都建立了教

學歷程檔案，包括課堂錄像、教學筆記、反思日誌、教案和學生習作等資料。

此外，兩所學校負責戲劇活動課的教師均是研究者的詩友( critical 台iend) (蔡

清田， 2000: 175)' 她們的意見有助於肯定、放下及改變一己舊有的想法和固

有的觀點與角度。很多時候，我們把教學比喻為工藝的陶造 (teaching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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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ft) ，本研究藉著兩次教學，在循環實踐中總結經驗和積累知識，反覆而系

統地尋求變革之道，正是陶造的raft )的過程。就陶造的要旨，Sennett

(2008: 273) 提醒我們，工藝師之所以能夠磨練出複雜精巧的造藝，都是因

為不斷探索手上的工具與物料，尋譯各式各樣的變化和可能性，不侷限於「適

得其用 J (fit-far-purpose) 的目的，而是抱著突破自己、精益求精的態度。這

次自我研究，研究者反覆斟酌戲劇慣例的運用，陶造與再陶造其選取與編排之

技巧與理論，同樣抱著超越在實踐中取得應有教學成效的目的，冀能藉此改變

習慣、革新方法和轉化思維。

在資料分析方面，研究者主要採用Samaras與Freese (2006) 的建議來比

較兩次教學。 Samaras與Freese讓研究者「閱讀與再閱讀(你的)資料。特別留

意任何重複地在各組資料中出現的陳述、表現與行動」。此外，研究者也會揀

選過程中的關鍵事件的ritical incident) 做切入。 Tripp (1994) 認為，關鍵事

件之所以關鍵，正是研究者(教師)認為如此，諸如那些叫他們最印象深刻、

最觸動反省或最惹起好奇的事情。這些事情不但跟研究者(教師)矛盾、困

惑、挑戰、得失的感受互為表裡，背後更反映教學的目的、理念、動機和結

構。而這個研究方法也為戲劇教育學者所採納，用以鎖定研究焦點，並藉著描

述、解釋和討論事件來深入剖析其本質，反思當中所涉的種種教學問題

(Gallagher, 2000; Vasquez, 2004) 。當然，影響教學成敗得失的因素有許多，

但正如前述，慣例乃教育戲劇的骨架，其設計與編排正是研究者興趣所在，於

是研究者根據教學檔案所載的主要關鍵事件，把研究問題擬定為:一、探討兩

次教學戲劇慣例的選取與安排對學生批判閱讀素養的作用;二、從中改善及革

新作者自身有關的教學知識、技巧與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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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的角色

@定鏡與討論

@說故事

@教師入戲與焦

點人物

肆、第回〈紙袋公主〉的關造

在第一次規劃《紙袋公主〉的教學時，研究者假設學生愈瞭解紙袋公主

的經歷，就會愈理解其個性與行為，並愈能體會其處境與感受。換言之，即假

設學生能投入及認同女英雄一角，藉此創作出另類的故事結局。是故，研究者

將教學分為五個部分:一、說故事 (story telling) ;二、牆上的角色(role-on

the-wall) ;三、定鏡(still-image) ;四、教師入戲(teacher-in-role)與焦點人

物( hot-seating) ;五、演出自創故事結局。其體方法及理念如表1 '各款慣例

定義見下文。

表 1 «紙袋公主》第一;欠教學設計

戲劇慣例 教學步腰、目的和理念

。說故事 ﹒劇場及集體遊戲

﹒教師說故事以建立戲劇情景，介紹人物和情節，令學生初步

理解及投入戲劇世界

﹒故事說到公主奮勇地打敗火龍處就停下來

﹒教師協助學生分析紙袋公主的個性與經歷，過程中讓學生比

就紙袋公主與他們熟悉的公主有何不同

﹒讓學生把故事中最能代表紙袋公主的一幕/片段以定鏡慣例

呈現出來，並從中比較及言有侖公主的個性與角色關係

﹒教師品質說故事，交代公主被王子數落一段

﹒教師扮演公主一角，表達被王子數落後的心情，讓學生自由

回應，替公主想辦法

﹒假設學生藉此能更暸解公主處境，並在不同的意見和聲音激

發下，想出男類的王子公主故事的結局，為自創結局做準備

@自創結局與片 ﹒教師交代故事結局

段演繹 ﹒讓學生自創結局，並以小組形式演出來，並繼而討論。當不

同想法同時呈現，學生就可察知不同的王子公主關係和故事

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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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教學設計假設了價例若能帶領學生逐步層層深入地走進另類公主

的童話世界，並於其後返回現實，給予他們理性詮釋故事的機會，就能促成學

生metaixs的想像，以及與權威公主童話分離的效果，這正合乎Neelands與

Goode (2000) 所說:

當劇場活動展開，其創作者(即學生)將逐漸辨認出書中虛構的處

境與人物，重找出戲劇中正在發生的事情與真實世界中所發生的事

情的關係。(舒志義、李慧心諱，2005 : 37 )

不過，教學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令人挫敗的是，學生在認同紙袋公

主女英雄形象方面的表現，差強人意。而在教師入戲中，研究者致力於打破大

團圓的成規，卻遭到詩友質疑引導過了頭。這兩則關鍵事件無疑挑戰研究者的

假設，驅使研究者認真地檢討慣例的連用和相關的教育戲劇理論。

關鍵事件一:高貴大方的紙袋公主一一身體與認知相悍

在牆上的角色活動中，教師將關鍵角色畫在黑板上，提問角色性格、背

景等問題，讓學生根據戲劇內容和一己所知，分析與討論畫下來的圖像(舒志

義、李慧心譯， 2005 : 75) 。在這次教學中，學生不但以勇敢、機智、善良、

聰明、好人等來形容紙袋公主，還能恰當地引述故事內容解釋答案(教學筆

記)。但是，到了定鏡活動時，學生的肢體、表情和動作卻未能配合得上。定

鏡的戲劇慣例要求學員分組運用靜止的肢體動作創造一個情景畫面，就如同拍

照一樣，用來表現一個片段、意念或主題(舒志義、李慧心譯， 2005 : 78) 。

根據課堂所見，全班共有五組，其中四組裡扮演公主的學生不是拉著裙擺(如

圖 1 ) ，就是行著屈膝禮(如圖2) ，甚或做著如拍照一樣可愛逗趣的姿勢。顯

然，他們對紙袋公主的認知與肢體表達是缺乏統合的。據Morgaan與Saxton

「戲劇參與的類型」來看，學生雖然在戲劇的框架中嘗試投入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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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l

研: 定鏡中誰是公主?

A生1 :穿裙子那個。

研: 為什麼你會覺得她是公主?

A生1 :因為她的姿勢。

研: 她這個是什麼姿勢，表現出

她是什麼性格?

A生1 :高貴。

A生2: 好美、好高貴，還有嗎?

A生3: 大方得體。

圓 l 大方得體的紙袋公主

摘錄2

研: 這組誰是公主呢?那個定鏡叉想表達公

主什麼個性呢?

A生1 :善良。

研: 你想想同學說得對不對?

A生2 (扮演公主) :少許對。還有嗎?

A生3: 可愛。她這樣做即是好喜歡王子啦!

(模仿扮演同學低頭微笑)

A生2 (扮演公主) : ......我好喜歡王子的呀!
研: 那麼你這樣做是代表什麼? (模擬扮演

公主的同學行屈膝禮)

A生4: 她覺得自己很高貴。

A生5 :她覺得自己很漂亮。

圖 2 行著屈膝禮的紙袋公主

戲劇演出角色，但未能在情感上產生認同，而達至內化( internalizing) 的參

與，結果就影響外在的表現形式(鄭黛瓊譯， 1999 : 37-41) 。

為確定學生對角色個性的理解，研究者訪問了扮演紙袋公主的學生。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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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的是，他們回應公主勇敢機智之餘，亦同時指出她高貴大方、善解人意。正

如摘錄所見，在定鏡討論時，學生的理解也不離高貴美麗、大方得體(詳見摘

錄l和摘錄2) 。研究者認為，出現這種另類與傳統公主的「混合體J '似乎與學

生的肢體表達無關，亦不是他們的認知和記憶出了問題。Davies (2003) 的研

究指出，權威的公主童話每每阻礙新的敘事形式，幼兒對《紙袋公主〉的回應

因而夾雜了兩種童話的元素。要是權威的公主童話的影響如此根深抵固，而他

者故事叉與學生距離遙遠，研究者不禁反思，要怎樣才能有效地設計戲劇慣例

來令學生全情投入、內化角色?(反思日誌)

關鍵事件二:另類竟變成了另一種權威

為了讓學生走進紙袋公主的內心世界，研究者在公主被王子數落與決定

一走了之這兩個情節之間的空隙，安排了教師入戲與焦點人物的戲劇慣例。教

師入戲是指教師扮演故事中某指定角色，與學生一起演出，以推動劇惰的發

展。當中，教師會以提問等方法做引導，目的是掌控戲劇活動，達到教學目的

(舒志義、李慧心譯，2005 : 95) 。而焦點人物則是就著某一問題或議題，讓

學生和教師扮演劇中人，讓其他學生以自己或者某特定角色做提問，目的是為

深入瞭解劇中人的內心世界(舒志義、李慧心譯， 2005 : 75) 。在第二天教學

中，研究者混合了這兩種慣例，即由教師扮演戲中人，入戲與學生展開對話。

在教師入戲中，研究者扮演剛被王子數落的紙袋公主，讓學生提供意見。研究

者刻意表現得既失落叉氣憤、既委屈叉矛盾，估計這樣複雜、不確定而叉含糊

不清的態度與心情較接近真實情況。再者，當教師的權力變得較弱小時，課堂

就有更大的空間讓學生根據其想法、經驗與感知來發聲、參與戲劇世界的創

造。研究者認為，當眾人發聲時，之前遇上的權威公主童話的阻礙就不容易發

生。結果，有例證顯示，學生另類情節的想像開始萌生。以摘錄3為例，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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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3

LI 研: 我應該怎樣做呢?應不應該嫁給他?

L2 A生 1 :他不是好人。

L3 研: 對呀!他不是好人。

L4 (眾學生吵嚕地交談)

L5 A生2: 他忘恩負義。

L6 研: 忘恩負義?為什麼呀?

L7 A生2: 因為你救了他，他還在罵你。

L8 A生3: 不如你不理會這個王子，找第二個王子還不更好。

L9 (眾學生吵嚕地交談)

LlO 研: 你們安靜點吧!是想幫我嗎?

Ll l A生4: 你解釋給他聽啦!

Ll 2 數名學生說「沒用的」。

Ll 3 研: 究竟有沒有用?

Ll4 有些學生認為「有用 J' 有些則說「沒用」。

Ll 5 研: 怎麼解釋呀?

Ll 6 A生5 :你用愛來感動他。

Ll 7 研: 用愛感動他!你教我怎樣做?有沒有具體方法?

Ll 8 A生5 :講我愛你。

Ll 9 (累學生大笑)

L20 研: 他看我的外表，還是內心?如果我說我愛他行嗎?

L21 A生6: 不行，他沒有看你的內心，只看你的外表。

L22 研: 那麼我叉應不應該只看他的外表?他內心是怎樣的呢?

L23 幾個學生指王子「好衰、好黑心」。

L24 研: 好黑心?

L25 A生7: 他喜歡美。

L26 研: 他喜歡美?你剛剛說我美?那不就對了?

L27 A生7: 他喜歡外在美、美的衣服、美的珠寶。

L28 A生8: 你換一件美麗衣服去見他吧!

有學生提議公主改變自己跟王子結婚，如解釋(Ll 5 )、示愛 (LI8) ，甚至變

回高貴美麗的公主 (L28) 等，但同時也有找其他王子 (L8) 和拒絕嫁給王子

(L2 ' L5) 的回應。這樣看來，富有延展性叉開放的戲劇體驗，的確有助於

學生據其生活經驗與所知所感投入他者的故事中，出現metaxlS的效果，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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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的公主童話分離。

正當研究者在教師入戲後，一心期待有更多不同的故事結局出現時，教

學的挑戰叉找上門。靜友李老師(教師/靜友名字以匿名方式處理)質疑道:

你的問起有引導成分，答案呼之欲出。你想學生想出另一種結局。

但這種做法是否跟平日上壹一樣?即是我已有預設答案，然後就排

斥「嘻哈聽 J (編按:不中聽，意即不合乎預設答案)和選擇「。岩

聽 J (編按:中聽，意即合乎預設答案)的。醒目的學生總能揣摩到

手。迎合你，這還是他們真正的想法. . . . .. ((紙袋 A 主》會否成了唯一

答案? (教學日誌)

李老師這樣一問確是當頭棒喝。事實上，進行教師入戲和焦點人物時，

學生期待大團圓的聲音主導著討論，很多回應都想盡辦法要公主討好王子。有

鑑於此，研究者總得平衡意見，激發另類想像(L20 ' L21 )。可是，當研究者

著力平衡之時，卻沒有察覺的民袋公主〉是否已成了「唯一答案」。更矛盾的

是，如果沒有引導，是否就連那些另類的聲音都聽不到? r沒錯，教師的角色

正是引導啊!正是因為引導，才出現抵抗大團圓的想像 J (教學日誌) ，那一刻

研究者確是這樣想。不過，當研究者認真地檢視學生自創結局的內容時，不由

得再次感到挫敗。四組結局中有兩組運用魔法來改變公主的心意，有兩組則分

別要公主把衣服洗乾淨和做拾破爛的工作來把華衣美服買回來，然後嫁給王

子。學生的表現不是已經清清楚楚地顯示，課堂選用的慣例甚或教育戲劇不敵

權威的公主童話嗎?由此推論，部分學生在焦點人物中提出來的另類想像確有

揣摩和迎合之嫌，其回應反映他們並沒有內化紙袋公主的感受。教學的問題似

乎已跟過分引導無關。再三細嚼李老師的一番話與學生前後矛盾的表現，研究

者不斷思考:教育戲劇帶來開放的課堂，強調學生據其知識、身分與文化來參

與製造知識，但若學生的想法早被主流的意識型態塑造，教育戲劇如何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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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轉變?文或促成批判閱讀?慣例應如何選擇和編排來達到這些目的?

第一次教學中，學生表裡不一、前後矛盾的回應，說明教學設計無法解

決傳統與另類公主的角力，這結果令人既失望叉疑惑。不過，自我研究的要旨

就是向自己的教學問責，忠誠地正視問題，勇敢地實踐改變。於是，研究者檢

討和修正了慣例的選擇和編排，嘗試再以《紙袋公主〉結合教育戲劇跟小學生

進行批判閱讀教學，務求實踐LaBoskey (2004: 854) 所指，在探究的循環中

獲得轉變的自我研究。在修訂和準備第二次教學時，由於考慮到紙袋公主這個

第三者對於學生來說實在遙遠，於是研究者參考Neelands r ，情感距離J (陳仁

富、黃國倫譯， 2010: 135) 的意念來變換學生扮演的「架構J (frame) ，以便

調整他們與公主的距離。「架構」一詞源自社會學家Go伽an ( 1974) 的架構

分析理論 (frame analysis) ，意謂人們在社會交際活動中，賴以理解、分析和

回應事件與他人的詮釋圖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 0 Heathcote (1991) 借

用了這概念來解釋教育戲劇中如何藉由角色扮演等方法，令學生運用某種觀

點、立場和態度進入或構築戲劇世界。由此推論，當學生有更多機會以第一人

稱直接體會角色的經歷、感受與衝突，他們就愈能認同及內化角色。再者，若

能豐富戲劇角色，學生就能以不同的架構來思考，這樣應有助於化解傳統與另

類公主童話的角力，從而扭轉結局單一以及引導和迎合等問題。因此，研究者

再三斟酌慣例的選擇與布置。

伍、〈紙袋公主〉的再陶造:聽見多元而真切的聲音

為了令學生對紙袋公主有基本的理解與體會，加上研究者仍然相信層層

深入的慣例安排有助於學生認同與內化角色，第二次教學的改動因而集中在第

二部分。首先，教學保留了第一次教學的上半部分，即說故事、牆上的角色與

定鏡這三個慣例及相關活動，這樣的安排也有助於比較不同學生對同一慣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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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至於第二部分，研究者做了以下的修改:一、故事說到公主被王子數落

的情節後，加入角色寫作(writing-in-role )。角色寫作來自「日記信札」

(diaries, letters, journal, messages) 這一類戲劇慣例，學生要代入角色或以自

己的身分來書寫和表達(舒志義、李慧心譯， 2005 : 69) ，亦即讓學生投入公

主心情，撰寫日記。二、以論壇劇場(forum thea悅)取代教師入戲與焦點人

物。論壇劇場是一個給予或蒐集意見的過程，真體方法是讓學生演出一個情

境，其他學生先當觀眾，當他們看到不認同的情節與人物時，就可以走到演

區，當上演員，親自演出自己的看法(舒志義、李慧心譯，2005 : 15) 。在這

次論壇中，學生會輪流扮演王子或公主。當王子的學生，會演出數落紙袋公主

的情節;而當公主的學生，則可自由和即興地做回應。由於這片段是故事的高

潮所在，活動中，研究者盡量安排所有同學參與扮演，感受數落與被數落的心

情，以便一同討論和回應。三、在說完故事結局後，研究者創作了電視台報導

公主和王子結婚不成的情節，並加入了父皇、母后、朋友、國民等角色，讓學

生入戲接受訪問( interview) 。訪問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在互動中有焦點地構

想及創造角色，如提出角色的資料、態度、動機等(舒志義、李慧心譯，

2005 : 88) ，期望藉著訪問，學生能創造故事以外的角色，並在創造中催生更

多對公主和王子的看法。最後，在自創的新故事結局方面，研究者以畫畫方式

取代演出，可讓學生以敘事者身分與戲劇保持距離，提出一己對公主和王子關

係的想法。

雖然在第二次教學中，有關認識紙袋公主部分，學生的表現與第一次的

教學大同小異。但當戲劇世界逐步展開，學生有更多機會設身處地體會紙袋公

主時，他們投入的狀況逐漸表現出Morgan與Saxton所指「詮釋」的層次，亦即

學生回應能「表達對角色的思想與情感」、「想用其他點子」、「想經驗到故事本

身以外的可能性J '以及「願意透過說或寫、圖案、肢體動作或內在反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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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反應情緒 J (鄭黛瓊譯， 1999 : 41 )。研究者追蹤了這詮釋層次如何在連串

慣f9V-角色寫作、論壇劇場及自創結局中形成與變化的軌跡(如表 2)' 結

果顯示，學生與權威公主童話分離的表現較第一次理想，但這不表示角色寫作

所慣例比教師入戲等更勝一籌，而是應該集中反思慣例設計和編排的通則，找

出第二次教學成效相對顯著的因由。

表 2 «紙袋公主》第二;欠教學設計

戲劇慣例 教學步驟及方法

保留了第一次教學上半部分說故事、牆上的角色與定鏡這三個慣例及相關活動

(詳見表 l中。至@的設計與內容)

@角色寫作 ﹒讓學生想像公主的處境和心情，投入地撰寫日記

@論壇劇場 ﹒學生會輪流扮演王子或公主。當王子的學生會演出數落紙袋

公主的情節;而當公主的學生，則可自由和即興地回應

﹒教師引導討論演出公主的同學的回應

@訪問 ﹒加入電視台報導公主和王子結婚不成的情節，安排了父皇、

母后、朋友、國民等角色，讓學生入戲接受訪問

.把學生分成四組，並預先給他們提供問題:你對他們結不成

婚有何感受?你見到公主/王子會跟她/他說什麼?有沒有

更好的結局?等

@繪畫自創故事﹒交代故事結局

結局 ﹒讓學生以敘事者身分自創結局，並以畫畫方式表達出來

關鍵事件三:吵架後，王子知錯 7

在這一次教學中，角色寫作與論壇劇場這兩個慣例可讓學生有更多機會

以第一人稱投入角色，這種近的情感距離的確有助於學生內化角色。不過，研

究者覺察到，如果慣例未能找到現實與戲劇之間的聯繫，所謂「詮釋」的層

次、真切的回應與分離的效果未必能夠出現。觀察學生在這兩個慣例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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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角色寫作中，學生以公主角度抒發、解釋、闡述被王子數落後複雜的心

情，當中不少是既氣憤叉傷心，甚至想到一走了之(B生 l 、 B生2 、 B生4 、 B

生5)' 其語調措辭均流露出孩子真切和直接的情感。至於論壇劇場，雖然有學

生維持以討好王子的方法來做回應(B生7)，但同時有學生跟王子吵起架來，

甚或假裝大打出手(課堂筆記)。研究者注意到，無論是扮演的或是觀看的，

對吵鬧打架的場面都表現得特別興奮和投入。任教該班的黃老師(B校的詩

友)解釋學生平日就是這樣子鬥嘴(譯友談話_B) 。這現象與研究者在另一個

研究的觀察相似:學生在開放而玩樂的戲劇中，往往會把操場的遊戲文化搬到

課堂中 (Tam， 2008) 。由此可見，當學生與劇中人有相似的經歷和體會，就容

易把情感投入到故事裡，然後生出metaxis的想像。在第二次教學中，學生整

體較能體會公主(叉或自己)被數落的心情和處境，並據其自身的經驗、想

法、感受，以及文化與身分認同來回應戲劇。到了自創結局時(如表3) ，他們

這方面的表現更為顯著。當然，學生能夠走進紙袋公主委屈不平的內心世界，

並不等於認同她女英雄的個性與行為。因此，對於所謂分離的目的，教學似乎

未竟全功，這亦意昧著，若要學生再走近紙袋公主一些，必須抓住他們與女英

雄的情感聯繫。不過，當研究者看完學生創造的大團圓結局時，這個想法卻變

得動搖。

學生的自創結局寫得真切、曲折而叉富有變化，當中，雖然離不開大圓

圓的想像，但這些想像乃基於公主和王子雙方都有悔意而出發的(如圖3 'B

生4) 、根據王子知錯的處境來構思的(B生 1 )、從國王的立場著眼的(如圖

4'B生5 'B生2) 、就公主的角度提出條件的(如圖5 'B生6) ，叉或是接近原

著的觀點的 (B生3) 。這些想像縱然不減父權意識和無法符合紙袋公主的女英

雄形象，但起碼學生不是一味地要求公主改變自己去遷就王子。若仔細分析其

內容，當中知錯而能改、互相諒解和大方寬恕等都是從孩子的目光出發，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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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角色寫作與自創結局之內容

角色寫作

(公主的內心世界 *撮錄)

「我生氣地走了! J

自創結局

(自己想法 *撮錄)

王子後悔，體會公主的辛酸，找回公

主求婚，兩人快樂士的吉婚

兩國打起仗來，國王受傷，公主和王

子受規勸，兩人成婚

傷心得哭了起來，噴咽不平地公主投靠好朋友，與她一起開開心，心

說 :r你不多謝我，還罵我.. .... J 地生活

自詔行為英勇，對王子生氣極了 雙方都有悔意，兩人互相道歉，快樂

地結婚(如固3)

非常傷心，痛罵王子，表示不想國王痛罵王子，告誡他重新做人，改

再見 過後的王子與公主結婚(如圓的

表示不會再救王子 王子向公主認錯，公主反過來要王子

聽話(如圓5)

答應每天給王子煮飯，希望修補公主向王子說: rl love YOUJ '兩人快

關係 樂地結婚

B生2 一走了之

B生3

B生4

B生5

B生6

B生7

圖 3 雙方都有悔意，兩人互相道歉，快樂地結婚 (B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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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痛罵王子，告誡他重新做人，改過後的王子與公主結婚 (B 生 5 )圖 4

1

J斜
眼

7

王子向公主認錯，公主反過來要王子聽話 (B 生的圓 5

身的生活經驗做為藍本，流露出他們的聲音、文化與價值觀。這樣的結果，不

但說明7改動後的慣例及其編排一方面有助於學生易地而處，持續地體驗故事

主人翁或其他角色的處境與心情，另一方面則抽身而退，表達個人對故事的詮

。就教學目的言，這些版本內容隨個紙袋公主故事的版釋，最終創造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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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戲劇世界的開展而不斷豐富和變化，也體現了學生主動參與文本創作的閱讀

方式。凡此種種，皆令研究者重新思考:認同紙袋公主女英雄的一面，是否就

走所謂「分離」或批判閱讀的惟一準則?如果不是，這次教學叉算不算未竟全

功?

關鍵事件囚:中介角色的發現

說到底，拉近情感的距離難以一步到位。在訪問的慣例中，研究者發覺

在課堂加入了父皇、母后、朋友、國民等與公主和王子有關的角色後，反而催

生出多元的結局。研究者推想，這也是因為新角色帶來新情境、議題和人物關

{系，從而刺激了新思考和想像。此外，所選角色源自學生的生活世界，也能夠

在他們與紙袋公主之間發揮搭橋或中介的作用。研究者在訪問的慣例中扮演記

者這一中性角色，於活動開始時，先介紹一則標題為「依莉莎與雷諾婚事止

吹」的新聞，其後，便根據父皇、母后、國民與朋友同學等幾種角色把學生分

成四組，並預先給他們訪談的問題(如表2)' 讓他們準備受訪內容。研究者在

訪問時盡力鼓勵發言，協助整理意見，令人意外的是，各個角色都能採用不同

的立場發表意見，包括扮演雙方父母所提出的教訓和規勸、朋友的幫忙和支持

等。當這些不同的立場匯集在一起，帶來的是公主和王子的複雜關係，以及兩

人結婚與不結婚之間許許多多的可能性。有關結果意昧著學生己打破了權威公

主童話的宰制。

試著進一步瞭解學生在這些中介角色的創造，可以更明白這些複雜關係

與多元結局是如何形成的。如圓6所示，王子朋友一句「你要好好珍情公主

啊 J '為王子的悔悟與公主的寬恕埋下伏筆。對學生來說，朋友是日常生活中

最熟悉不過的人物，學生就是按照他們最熟悉的人物來創造角色。而這些角色

既可把學生從一己固有的或公主和王子的架構抽離出來，叉同時與公主和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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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6 訪問慣例工作紙一一王子的朋友如何看

有著密切的關係。學生就是在這變動的架構中不斷出入戲劇，從中探索、調整

及表達他們對故事的詮釋。這過程可說是一種曲線的投入，同樣有助於拉近學

生與公主的情感距離，促成metaxis的想像。由此推斷，假使研究者堅持學生

必須認同紙袋公主的女英雄個性與行為，才算得上具備批判閱讀素養，就該設

計適當的中介角色。但正如前文所指，在這次教學中，什麼才算是與權威童話

分離，叉或批判閱讀素養?還是研究者應該放下或改變教師的想法和要求?

綜合來說，第二次教學的學生能以自身的語言、想法、感受與經驗來解

讀、演繹和重新創作《紙袋公主>'不但表現出「詮釋」的投入層次，也明顯

地與權威公主童話分離開來，意味著再經陶造後的慣例更有助於學生掌握批判

閱讀素養。在整個過程中，若要發揮教育戲劇的效用，慣例的選取與編排，除

了要貫徹文獻部分所提及的原則外，亦需考慮到如何運用架構(角色或其他戲

劇元素)來加強及變動學生投入戲劇世界的方法，並找出架構與學生共通的情

感和生活經歷，具體方法如設計中介角色來把學生熟知的現實世界與戲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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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除7對慣例運用的方法與原則有更多的認識外，這次學生所創作的公主

和王子的複雜關係以及多個曲折的大團圓版本，也刺激研究者質疑和反思「能

認同紙袋公主女英雄一面」這個教學目的，以及其隱藏的教師假設、要求與意

圖。研究者體察到教學戲劇成功與否，並不單靠慣例運用叉或教材的選取等技

術問題，教師對於批判閱讀及教育戲劇的價值判斷、觀點角度也是教學的關

鍵。在陶造與再陶造兩次教學的過程中，研究者得以拆解、重構以及質問一己

的教學實踐、教育戲劇的本質、批判閱讀的目的等問題，進而從中尋譯到改善

教學的原理、方向和技法。

陸、綜合討論

在這次自我研究中，研究者運用教學檔案捕捉了教學的轉變與發展，藉

著瞭解關鍵事件的情況與因由，探討和反思一己的教學。而教學檔案所記錄的

學生聲音、靜友的意見，以及自身在教學過程中的理念與想法，對研究尤為重

要。這些資料如同一面鏡子，讓研究者與自己既定而慣常的觀點保持距離，經

爬梳、比照、分析與反思後，補 rr陣將頁悟到當中經歷的失望、矛盾、意外、疑惑

與欣喜，不但與教學技巧與策略有闕，更和教師的信念、觀點與價值觀互為表

裡。這次《紙袋公主〉的教學中，研究者對批判閱讀、戲劇做批判教學法，以

及學生性別與身分認同的知識與理論，主導著教學過程中各個關鍵，以及自己

對教學效果的判斷與感受。

在第二次教學中，學生重寫《紙袋公主〉的大團圓結局，當中悔改、寬

恕等聲音令研究者明白，批判閱讀並非只有一種閱讀方法與結果。若再三回顧

這兩次教學的設計和實施，將能更清楚掌握到出現種種問題的緣由。首先，研

究者一開始就把權威與另類公主二元地對立起來，並早已預設了批判閱讀素養

就是學生認同紙袋公主的女英雄個性與行為，並能推斷一走了之的情節。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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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無疑把《紙袋公主〉變成像傳統或迫士尼公主童話一樣的權威話語。正如前

述，這權威話語只要求學生被動地閱讀 (Bakb仙， 1981)' 複製教師的立場與

詮釋 (Boler， 1999) 。情況就如Kramer-Dahl (1996) 所指，是打著賦權的旗

幟，把所謂批判的語言、另類的詮釋觀點與邊緣的經驗當成是正確答案或教學

的中心，加諾在學生身上，結果就造成男類的排斥與操控。例如:研究者在教

師入戲中對那些未能切合故事情節及觀點的回應，或否定，或充耳不聞，文或

刻意引導。結果，學生不但未能據其知識、想法、感受與文化進入戲劇，更出

現揣摩答案的問題，妨礙了真正的聲音出現。叉如:研究者對於學生未能認同

紙袋公主女英雄的一面，一直耿耿於懷，卻叉充滿疑問。現在回顧起來，這些

「角力」、「挫敗」與「疑問 J '無疑是自己製造出來的。 Nicholson (1995) 反

對那些把差異融為一體的戲劇形式。 Styslinger (2000) 更進一步揭露，教育

戲劇批判、解放、多元、均權的特質未能得以發揮，許多時候都是受制於文本

的約束、教師的操控，以及欠缺對話的機會。這些批評都在警惕著研究者日後

應以真正開放的態度來進行有關批判閱讀和教育戲劇的教息。

叉，第二次教學的學生回應，同樣驅使研究者反省兒童主體和身分認同

形成的問題。事實上，不少兒童研究的學者早就指出，見童的主體或身分認同

是從紛雜多元的話語中形成的，其過程變動不居，既非一蹦而就，叉非理性協

調 (Davies， 2003; Dyson, 2003; Nodeiman, 1996) 。由此看來，在第一次教學

中， A校學生所謂「混合體」及前後矛盾的表現，似乎是正常現象。而到了第

二次教學時 'B校學生隨著角色架構或戲裡戲外情境的轉換，而改變了對紙袋

公主的認同和戲劇情節發展的想像(如表3 'B生 1'"'-' 7) ，也是合理的。正因他

們還在摸索、揣摩著紙袋公主這另類女性形象的涵義，而批判的閱讀亦一直在

進行和發生。一如Nicholson (1995) 指出，把戲劇應用於性別教學，其作用

在於讓學生以戲劇形式來解釋和驗證意念、探索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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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紛雜的文本與敘事的相互影響中尋譯新意。本研究運用的《紙袋公

主}故事本身就能讓學生體驗和想像另類公主，豐富他們閱讀經驗中的公主

國譜，從而提供批判閱讀的機會和條件。研究者認為，教學真正的問題是批判

閱讀不應偏執於對抗的角度與方式，而應以擁抱多元聲音為手段和目的，並著

力轉變和革新學生舊有的知識、語言、感受、文化和價值觀。這對年紀小的讀

者來說，尤為重要。正如Davies所提出，不要限制孩子的角度、經驗與視野，

才可把他們從權威話語中解脫出來。而想像的世界可謂不二法門，因為「那裡

有新的比喻、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的權力和慾望，等待他們去探索和發掘出來」

(Davies, 2003: 167-168) 。所以，在第二次教學中，慣例的設計能給予學生更

多、更深入、更富變化的戲劇角色、議題與情境，有效地協助他們脫離權威話

語的宰制。若談到加強學生對紙袋公主女英雄一面的理解與認同，課堂亦應該

有更多自由摸索、體驗與創造相關個性與行為的戲劇經歷，而不應園於複製筒

中語言、觀點與身分認同這封閉而單一的教學目的，抑或壓抑他們對其他公主

的想像。簡言之，多元的閱讀經驗、變動的閱讀觀點和自由的想像機會，對學

生批判閱讀素養及主體發展都是相當重要的，而教育戲劇正能配合這些教學理

念與目的。

這次自我研究證明7架構的構想與慣例的運用息息相關。事實上，縱然

慣例的選取及組織沒有固定的公式 (Holland ， 2009; Neelands, 1984; Neelands &

Goode, 2000) ，但無論如何，都必須讓學生獲得持續、深入而叉多元的戲劇體

驗。在第一次教學中，學生大都以學生的身分來參與課堂(聽故事、牆上的角

色、焦點人物、自創故事)，很少需要超越個人界限或挑戰自身既有的想法與

態度。相反地，第二次教學的扮演機會不僅較多，方式也更主動。雖然學生回

應避免不了陳套、主流、{里俗的想法，但當他們愈能走進紙袋公主的世界，就

愈能轉化、挑戰與離開權威的公主童話。到了訪問的慣例，不同的角色叉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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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思考架構，這時，教學效果益見明顯。活動中，學生不再侷限在個人與紙

袋公主的時空，而是想像與故事千絲萬縷的故事時空，例如:兩人在家中都是

聽話的孩子、國王在打仗後身受重傷 (B生2) 、公主得到有情有義的朋友收留

(B生3) 等。錯綜複雜的關係與時空交織並置一起，令學生尋找出悔悟與寬

恕等普遍道理，繼而重寫了大團圓的內容。當然，這並不表示任何教育戲劇結

合批判閱讀的課堂，只要有即興開放的扮演、多元角色的布置，以及自由的創

造空間等就能夠成事。歸納這次自我研究可以發現，在教授另類公主的批判閱

讀課中，層層深入的戲劇結構、變動的架構，以及中介角色都有助於學生萌發

詮釋層次的投入學習與抵抗權威公主童話的閱讀表現。不過，本研究只是以

《紙袋公主》為例，有其侷限和不足，上述的研究結果仍需要更多的教學實踐

和研究來驗證。例如:選用其他另類公主王子童話，配合類似的教育戲劇的編

封結尾設計，叉或治用《紙袋公主》及本文的教案，應用在不同教學情境及對象

中，甚或運用權威公主王子童話，發掘更多教育戲劇與批判閱讀教學的策略和

潛質等。

渠、結語

這次自我研究猶如一次充滿變數的旅程。旅程開始的時候，研究者提出

採用男類的公主童話結合教育戲劇來抵抗迪士尼公主王子童話的宰制，縱然得

到許多理論的支持，但卻想得太理所當然。過程中，自我研究讓研究者與自己

保持距離，並在教學實務中得以聽到靜友尖刻的評論、看到學生真切的表現，

以及多番地剖析過去的自己和認真反省他人的理論。結果，歷經兩次教學，陶

造與再陶造教育戲劇價例的運用，得以摸索到實踐架構理論的方法，即以層層

深入的戲劇結構、變動的架構，以及中介角色來促成學生的批判閱讀。而這個

過程也讓研究者對批判閱讀教學與教育戲劇兩者的教法、理論和本質有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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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革新的認識。簡言之，研究者尋求教師自我認識和完善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至於對繪本教學、批判閱讀教學及教育戲劇，抑或三者結合的教學實踐與研

究，本研究所採用的自我研究方式以及當中的觀點與發現，應對有關專家與教

育工作者有啟發借鏡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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