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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粵劇的傳承模式倡議：從師徒制和社區訓練到學院制 

梁寶華 

香港教育大學 

粵劇傳承研究中心 

摘要 

香港粵劇面臨一個青黃不接的危機。自上世紀中期，香港粵劇界以師徒制作為主

要傳承模式，學習粵劇主要透過學徒的主動和不正規的學習方式，包括觀察、模

仿和詢問。到了八十年代以後，有些藝人面對粵劇的式微，開始投身教學，成立

一些社區粵劇訓練學校培養一些年齡較小的學生。九十年代香港粵劇獲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確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香港政府大力支持，粵劇漸見蓬勃發展，可惜

優秀藝人漸漸離開舞台，新一代演員卻有待磨練。本文旨在審視、分析和比較粵

劇師徒制、社區訓練和學院制的傳承模式和特質，擇長捨短，提出一個可行性高

和包容性強的一個全新的粵劇傳承模式，以供有關人士和機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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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劇作為一種中國地方戲曲，早在清代便已形成並流行於廣東、廣西一帶，並傳

至香港和澳門。香港粵劇在二十世紀初便蓬勃發展。所謂「省港班」的大型戲班

都會到廣州香港等大城市演出（黎鍵，2010），著名伶人代代相承，以師徒制的方

式傳承其藝術。然而，到了七十年代，粵劇面對其他的大眾娛樂，包括電影和流

行音樂的競爭，開始漸漸成為小眾藝術，只有較年長觀眾才會欣賞；而年青一代

更少參與學習和傳承這種傳統藝術，我們面對的是傳承的問題。本文報告一項以

粵劇的傳承模式為焦點的研究，分析香港粵劇的師徒制、社區訓練和學院制之間

之異同，並嘗試歸納以上不同的傳承方式，為未來香港粵劇表演人才培訓提出一

個新的模式，供有關機構和人士參考。 

 

香港粵劇傳承所面對的問題 

粵劇現正面臨著青黃不接、傳承的危機 (葉世雄，2008; 阮兆輝, 2008)。傳承危機

分別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傳承問題漸顯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中國

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香港粵劇界亦受到影響，本地名伶因生活困難而轉行，導

致戲班演員人數不夠，迫使聘用表演能力不及或欠佳者，直接致使表演質素下降；

粵劇學校或培訓班已不再教授粵劇傳統劇目，昔日的專業演員培訓方式也不復存

在；粵劇專業的畢業生較少繼續從事粵劇演員。葉世雄（2008）則把焦點關注到

粵劇演員的培訓上。他發現香港並非沒有培訓粵劇專業人才的機構，但是傳承問

題仍不斷惡化，主要是因為來自戲曲課程的畢業生在學院學的主要是表演和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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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演出模式，不熟習傳統戲班的運作和規矩，所以有老倌說，戲曲課程的畢業

生連「企位」也不懂。不僅在培訓專業演員時往往很難找到適合的接班人，而且

現今大多別具風格的粵劇名伶已步入晚年。儘管現在也有不少機構在訓練新一代

演員，然而據報導，這些學生畢業後都難以加入專業劇團 (葉世雄, 2008)，主要原

因是現代的演員訓練模式和傳統劇團以表演為訓練的模式無法銜接。另外，有關

這兩種粵劇教學模式的研究和文獻甚少。 

二十世紀以來，隨著教育的全球化，粵劇演員的訓練受到西方學院制模式的

影響，學科分門別類，各由不同的專科老師在規限的時間內教授。然而，它僅限

於知識和技能的學習，而難以進行社會文化的實踐及培養技藝的創造能力，因為

後者往往需要更多的時間及特定環境去浸淫。此外，這種學院制模式就像一間知

識和技能的工廠，畢業生則是他們製造出來的產品。雖然這一種教學方式能保證

學生在畢業時達到一定的知識和技能指標，但是個人的技藝創意未必能夠得到充

分發展，畢業生所學到的技藝較整齊劃一，沒有各自的獨特風格。另外，在社區

中有很多團體成立兒童和青少年的粵劇培訓班，成為粵劇傳承的另一重要的持份

者。 

 本研究旨在收集並記錄師徒制、社區訓練和學院制的教學模式，歸納和對比

三者特點，在現今學院制訓練基礎上，向師徒制和社區培訓借鑒，試圖提出一個

培養新一代粵劇演員的新方案。對於建立一套新的培養專業粵劇演員的教育系

統，這些研究發現將具啓發性，不僅利於塑造個人風格，還可能有助培養技藝的

創意。這個新的教學模式將為學生提供多一個就業的選擇，有利鼓勵學生從事粵

劇專業，同時也促使教師反思現行的教學實踐。而專業演員的培訓重心也將轉移

到個人風格和創意的培養之上。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混合研究方法，包括半結構式訪問、實地考察和觀察。本研究分三個

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主要側重在訪問五位專業演員，而第二階段則為多案例研究，

探究兩間香港社區兒童粵劇團的粵劇教學，第三階段為實地考察佛山的廣東粵劇

學校。參與者包括傳統出身的粵劇名伶、學院制訓練出身的新進演員、受訪社區

兒童粵劇團和廣東粵劇學校的學生和老師。以上三階段研究均在其他研討會和期

刊發表詳細的研究結果，本文集中把三個研究的結果歸納並提出一個培養新一代

粵劇演員的新教學模式。 

 

師徒制的承傳模式 

有關「師徒制」的研究或文字記錄甚少，近年陸續出版一批資深粵劇藝人的訪問

及口述史資料，間或提及五十年代或以前粵劇的訓練情況，從中可初步了解當時

師徒制及各種粵劇訓練的內容和形式。本研究計劃第一階段集中訪問五位資深粵

劇演員，透過訪問進一步了解他們在五、六十年代有關師徒制的親身經歷、所見

所聞，藉以探究當時師徒制的傳承方式。以下為師徒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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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師徒關係的訂立 

傳統師徒制需先行訂立師約，一般需簽約六年以上。學徒拜師後與師傅同住，由

師傅負責一切日常生活開銷，而學徒則需要照顧師傅起居。透過師傅的關係，學

徒可向其他資深的叔父輩演員請益，而參與拜師儀式的各位叔父亦有義務教導

他。師徒關係是終身的，即便師約只簽訂六年或七年，但「一日為師，終身為師」。

傳統社會重視師徒倫理，師傅甚至把學徒視作兒子。故此在師徒制這種體系下，

理想的師傅和學徒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不僅言傳身教，更以親密的家族關係維

繫。除傳授技藝之外，還教導行內的規矩與人情。 

 

二、 開山、拜師與練功師傅 

即使沒有師約，沒有拜師儀式，沒有名義上的師徒關係，粵劇行內亦會尊稱跟隨

學習的對象為「師傅」。即除正式拜師或簽師約的師傅外，傳授者皆可尊稱「師傅」。

師傅包括「開山師傅」、「拜師師傅」、「練功師傅」及「練唱師傅」。「開山師傅」

即帶入行的啟蒙師傅，因應不同階段的學習需要，學徒即使有拜師師傅，亦會同

時跟隨個別練唱師傅學習唱功或特別唱腔。而除「開山師傅」及「拜師師傅」外，

學徒亦會長期跟隨其他師傅專門練功或練唱。 

 

三、 師徒制的教學方式 

在昔日師徒制下，無論學徒是否寄居在師傅家中，或是跟從師傅練功學唱，學徒

接受訓練或上課時間並沒有特別規定，相當自由寬鬆。師徒制雖沒有特定的訓練

時間、計劃和教學方式，但都必定包含長時間的刻苦訓練，紮穩學徒基本功的根

底。學徒不僅受長時間的刻苦訓練，且師傅要求嚴格，常常責備學徒，甚至責打

他們。 

 

四、 教學內容──學習規矩與基本知識 

除傳授演戲的知識外，師傅亦需教導學徒演戲外的一切重要事項，如「行頭」規

矩、師徒倫理等，有助學徒適應戲班生活。師傅對學徒的「身教」，即所謂教「做

人」：戲行裏甚為注重倫理，學徒須遵行「萬事以和為貴」及「尊師重道」等道理。

例如所謂「行頭」、「規矩」有兩種意思：一是整個劇團一起行動的事，譬如戲班

有時會問「幾時行頭？」；蓋因昔日戲班是全部人集體行動和生活，沒有人會離群

回家；「行頭」又指個人或行內的規矩，如出台和入台的方式，這都是由師傅傳授

的知識。 

五、 師徒制的優勢—師傅的關係網絡 

隨時代變遷及社會環境改變，現今學院制盛行，師徒關係鳳毛麟角，然而師徒制

亦有其不可或缺的優勢。首先，資深或知名師老倌作為師傅，可較易提携學徒進

入戲行；而學徒亦可借助師傅與粵劇界中人的聯繫，進入粵劇圈內，由低層做起。

前文提及「開山師傅」，正是指負責帶學徒入行的師傅，為學徒提供第一次落班踏

台板的機會。師傅與學徒的行當並不一定相同，但透過師傅的個人人際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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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徒能跟隨師傅「出道」。 

 

社區訓練的承傳模式 

除了大專院校設立的專業課程、中小學逐漸推行的粵劇課外活動外，坊間亦有很

多團體提供粵劇培訓課程，或以興趣班的方式讓學生學習粵劇。這些劇團經過多

年的發展，逐漸形成各自獨有的課程模式、教學內容及教學方式。本節選取其中

一間兒童粵劇團作為個案研究，從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學生反饋以及老師背景

等方面進一步了解這類型團體的整體教學狀況，並探討其在培訓未來專業演員及

推廣粵劇上之可能。 

 

課程設置與安排 

課程設有三種內容，分別為「粵劇曲藝班」、「基功班」和「靶子、毯子及排演班」，

其中「粵劇曲藝班」又分「集唱」和「個唱」。據課程介紹，「粵劇曲藝班」主要

「教授拍子、音符、正確發聲、運氣丹田，更選擇一些粵曲為教學藍本，其中包

括一些經典粵曲」；「基功班」則教授基本粵劇工架、做手、身段等；「靶子、毯子

及排演班」主要排演演出劇目，如做武場時的耍槍、水袖等，或者一段折子戲的

排練。 

 

課堂內容 

一、 唱唸：「粵劇曲藝班」分集唱課和個唱課 

二、 基功科：採用京劇基功訓練 

三、 靶子、毯子及排演班 

  

教學方式 

依據不同的教學內容，導師採用不同的教學方式。經分類可歸納以下六點： 

 

一、 口頭指導 

二、 闡釋性教學 

三、 親手指導 

四、 示範與模仿 

五、 重複練習 

六、 互動教學 

 

學院制的承傳模式 

廣東粵劇學校 

廣東粵劇學校成立於 1958年。該粵劇課程原為中專程度，2012年與廣東舞蹈學校

合併，升格為大專院校，並更名為廣東舞蹈戲劇職業學院。該校招生面向全國、

港澳地區及海外中小學生。廣東粵劇學校實行隔年招生，每年收生近一百人。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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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專業開設的主要有粵劇表演及粵劇音樂伴奏。學校主要按程度編排班級，一班

有近十名的學生。每年招收的新生多為零基礎，因此皆從一年班開始接受訓練。

雖然收生主要面向中小學生，但同一班的學生年齡差異甚大。 

 

課程特點 

一、 教學內容包括專業課及文化課 

二、 嚴格規定的上課時間  

三、 住宿制以確保學生有充分時間浸淫在學習中 

四、 教學進程從淺到深 

五、 規範的教學以達到唱做唸打的各種標準 

六、 學生參與匯演與實習以累積經驗 

 

比較三者之異同 

對師徒制、社區訓練和學院制三種粵劇的傳承方式作出審視後，現在讓我們來分

析三者在進入途徑、教學模式、文化規範和就業等各方面的異同。 

首先，現在進入粵劇界的途徑跟以前大為不同。以往一般人沒有太多途徑入

行，多是由有親屬或朋友關係的人介紹，或者認識某位伶人，透過拜師進入粵劇

界，而學生未必對粵劇有興趣和認識才選擇學習粵劇；今天入行的途徑較公開，

一般年青人可報考社區的訓練班或投考粵劇學校，因此現代的學院制可說是較為

開放，讓有潛質的青少年入行，這無疑比師徒制優勝。師徒制並無一定年齡限制，

但在社區訓練和學院制，一般要在年紀小的時候開始，錯過了便不容易入學，因

此師徒制可能較有彈性，但學員須負上較多的學習責任；而學院制和社區訓練的

學生在學習常較為被動，只要完成所有課程便可以畢業。另外，師徒制的學生的

入學多與社會和家庭經濟環境有關。二戰前後的香港經濟環境欠佳，亦無所謂免

費教育，一般家庭未必能夠負擔學校的學費，而拜師學戲不但可以學習一門技能

以謀生，而且不用學費，兼且師父提供食宿，絕對是清貧家庭的較佳選擇。而社

區訓練方面與香港家長有關。參與粵劇社區訓練的學生家長多是對粵劇有濃厚興

趣的，或者他們希望孩子能夠學習一些中國文化等，目的是加強他們的全面發展，

家長多數不期望孩子將來會正式入行，所以把粵劇當為一種課外活動，而學生亦

要有興趣學習才能成功；粵劇學院方面，現在小學畢業生多不會選擇進入粵劇學

院，因為入學代表正式進入這個行業，多數家長希望孩子能在正常途徑升學，發

展的機會較大，因此現在粵劇學院的招生較難，而學生入學的原因較多元化，包

括家庭環境欠佳、對讀書升學缺乏興趣和能力，或是真正對粵劇產生濃厚的興趣。 

三者在教與學方面亦存在異同。首先，三種傳承方法的學習模式不同。學習

模式可分為正規學習（formal learning）、不正規學習（informal learning）和非正規

學習（non-formal learning）。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s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定義，正規學習擁有明確組織和結構，並含學習

目標。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它是有意識的學習，即學習者的明確目標是獲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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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技能和/或能力。不正規學習是沒有組織的，對學習成果而言，欠缺固定的目

標；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是沒有意識的學習；通常它被稱為透過經驗或只是作

為經驗中學習，例如家庭教育。非正規學習可說是正規學習與不正規學習之間的

折衷，非正規學習是有組織的，可以有學習目標，它提供正規和不正規學習之間

的靈活性，但是它必須被嚴格定義，以免相互排斥及重疊。1 

根據以上的定義，學院制可說是以正規學習模式教學之一，它有詳盡的課程、

明確的教學目標和學習年期、入學和畢業的具體要求、規定的學習時間表等，學

生要在規定的年期完成所有的課程並達到一定的水平方可畢業，而畢業後學院和

教師再無任何教學或帶學員入行等責任。課程除了日常的正規課堂外，還包括在

學院和粵劇從業員的指導下在戲班實習，讓學生有實際的演出經驗。學習內容方

面，學生並無特定的師傅，而且教學以專科專教的模式，即把粵劇的技能分為唱

功、基本功、毯子功、把子功和演科等，再由專門的導師教習。除了粵劇技能的

教習，學院還會把其他有關知識包含在課程中，包括語文及文學、歷史、地理等，

讓學生有較全面的文化修養。 

師徒制的學習與學院制頗有分別，可說是不正規學習的最佳例子。首先，學

徒以一位開山師傅為主要學習對象，透過各種不同的不正規學習方式，包括觀察、

模仿、詢問、自習等，在所有不同的環境中把握機會，例如與師傅和其他伶人同

台演出便是最有效的學習途徑。師徒制欠缺一個完整的課程，所有學習內容均由

師傅決定，當師傅認為有需要時，會著學徒跟隨其他老師學習專門的技能以補師

傅的不足，包括時間、體能和技能等方面。所以這與學院制的專科專教有點接近，

但學習模式仍較自由，沒有規定的學習年期，只有約六至七年的師約。師徒制始

終是傳統的學習模式，它強調尊師重道，師徒的關係為終身的，儼如父子關係，

因此打罵是常見的，教學亦見嚴厲，師傅嚴厲的原因除了希望「嚴師出高徒」外，

有時是因為面子問題，所謂「教不嚴，師之墮」，學徒的一切成就均被認為是師傅

的責任。 

社區訓練的教學模式可算是師徒制和學院制之間的折衷，它也是非正規學習

的代表。首先，它跟學院制在專科專教的情況接近，但由於資源所限，未必有很

多的專門導師，但亦沒有一位師傅作為主要學習對象，亦談不上有如師徒制的師

徒密切的終身關係。由此場地和資源所限，教學以練功為主，文化和知識方面的

學習則欠奉。但是，社區訓練欠缺學院制的正規訓練模式，沒有正式的課程和考

核，教學以導師的要求為依據，它有規定的學習時間表，卻沒有一定的升班的學

習年期，彈性地分配學生的學習進度和年級。導師的要求亦高，但沒有師徒制的

打罵方式。 

在文化規範方面，除學習和表演外，師徒制內的學徒須了解和學習文化環境

與人際關係；因為粵劇的圈子內有著各種微妙的人際關係，包括競爭等敏感元素，

                                                        
1 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網站：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kills-beyond-school/recognitionofnon-formalandinformallearning-home.

htm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kills-beyond-school/recognitionofnon-formalandinformallearning-home.htm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kills-beyond-school/recognitionofnon-formalandinformallearning-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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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行的學徒須與不同的從業員建立良好關係，虛心求教，並能貢獻粵劇行業，

又不威脅同儕的地位，才能贏得同儕的接受。在師徒制內的師傅便是教授這方面

的主要老師，所謂「帶學徒入行」，便是訓練學徒了解這行業的複雜性，希望學徒

將來能夠在行內生存並發展。在這方面，社區訓練和學院制便較少提及，兩者的

老師只在一般的做人處事和道德操守方面，如尊師重道等教導學生。 

在演出與就業方面，師徒制徹底把學習和演出放在同一位置，學徒邊做邊學，

除了練功外，有非常多的機會參與表演，雖然多扮演次要的角色，但日積月累的

演出經驗把學徒訓練成為能夠演出不同行當和任何劇目的專業演員。社區訓練課

程裡，只有一些公開表演，就業並非導師的考慮因素，因為社區訓練著力提供一

種課外活動，並非職業訓練；學院制模式則包括實習部分與就業有關，學員可能

在實習中與業界建立一定的關係，以便畢業後可以進入劇團作職業演出。表一展

示師徒制、社區訓練和學院制的異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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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師徒制、社區訓練和學院制的異同分析 

 

 師徒制 社區訓練 學院制 

入行 由師傅帶入行，有限的入行途

徑 

公開招生 公開招生 

從小學習（無規定年齡） 從小學習 (無規定年齡) 招收少年學生（約 11歲）

為主 

不完全自願學習（與經濟環境

有關） 

自願學習 （與家長有關） 自願學習 （與經濟環境和個

人因素有關） 

入學便是入行 學習作為興趣 入學便是入行 

教學 

模式 

不正規學習 (informal learning) 非正規學習 (non-formal 

learning) 

正規學習 (formal learning) 

從參與中學習 從參與中學習 從參與中學習 / 亦設理論

文化課程 

以一位師傅為主要學習對象，

輔以其他專科師傅 

無特定師傅，專科專教 無特定師傅，專科專教 

教學嚴厲，較傳統 教學要求高 教學要求高 

無規定學習年限 學習進度具彈性 有一定學習年限 

文化 

規範 

師徒關係密切 師徒關係較淡薄 師生關係較淡薄 

除學習和表演外，須了解文化

環境與人際關係 

集中於學習和表演，亦強

調尊師重道 

集中於學習和表演 

演出與

就業 

直接參與業界演出，邊做邊學 有公開演出，但無關就業 與業界有聯繫，有實習，未

必負責學員就業 

 

一個結合師徒制和社區教育的粵劇承傳模式 

今天，香港粵劇的傳承模式以學院制為主，並輔以社區訓練模式，而師徒制已漸

漸消失。因此，粵劇的傳承主要依靠一個有效的學院制教學模式，並以社區訓練

作為先導，以培養未來的粵劇專業藝術家。以下我將提出一個結合師徒制、社區

訓練和現今學院制優點的傳承模式，以供有關機構和人士參考。 

 粵劇傳承應以大專學院為重心。大專學院可包括獨立的粵劇學院或隸屬大學

之下的藝術學院，其中應以一個基本演員訓練的本科課程為整個模式的核心，其

中包含四項關鍵元素，包括：學生、教師、課程和實習。首先，學院的收生為極

重要的一環，收生直接影響學生的質素和水平。要培養德藝雙全的戲曲藝術家，

訓練必須從小開始。學生在進入粵劇學院之前，必須先在小學時期已經接受粵劇

訓練，因此社區的兒童粵劇學校便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粵劇學院可以與社區的

兒童粵劇學校緊密聯繫和合作，向它們提供有關的專門知識，提升兒童粵劇學校

的教學水平，從而確保有一定質素的中學畢業生報考；另一方面，粵劇學院亦可

建立其青少年訓練班，從中選拔有潛質的中小學生投考本科課程。這樣的雙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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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當可保證有優質的生源支持本科課程的教學和培訓。另外，為了確保有天分和

潛質的學生能夠進入學院，收生的途徑一定要公開。除了從社區劇團等吸納學生

外，亦可在鄰近地區等招生，總之擇優而收，以客觀的收生準則招慕所有學生。 

 教師及其專業教學能力和素質是另一關鍵。教師必須是有經驗的粵劇演員，

德藝雙全，並與粵劇界保持緊密的人脈關係，最好同時是在職的藝術家，他們一

邊教學，一邊與學生同台演出，當可提高教學效果，並且保持和提升自身的藝術

水平。這種做法其實與一般大學音樂系的要求相近，音樂表演教授從事專業表演

作為其研究和專業發展，從而展示其音樂修養和地位。而且在職表演的藝術家對

業界的日常運作會較明白，不會與業界脫節，從而可以與時並進。這樣的安排亦

可以代替師徒制內師傅在業界運作的本質，亦可促進學院教師的專業發展。 

 課程是第三項重要元素。本科課程內容當由有關的粵劇專業藝術家和學者制

訂並進行定期的檢討以保證質素，其中除了有關粵劇的知識和技能訓練外，學員

應學習其他的知識，包括語文、文化、歷史等，以達到現代高等教育強調的博文

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想，以培養全人發展，亦有利畢業生從事表演以外的

其他職業，包括藝術推廣和教育等。 

除了學習內容外，課程亦包括學習模式。根據分析，三種不同的傳承模式均

強調專科專教，即把課程內容分門別類，由具有專門知識的導師教授，並在規定

的時間和空間（如課室）教習。雖然這種正規學習模式不可避免，但卻存在一定

的缺失，包括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較被動，學習被時間和空間限制而變得不足；

而不正規學習模式可有助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自主，並可鼓勵學生隨時隨地學

習，不會被時間表和課室限制（Jenkins, 2011）。學者 Beckett 和 Hager (2002)指出，

不正規學習有六項特質，包括：全面有組織地學習，與環境有密切聯繫，以活動

和經驗為本，以解決實際問題為主要目的，有學員主導，及具協作性。因此，課

程應盡可能強調不正規學習，例如強調小組和個別的研習，為所有學生提供個人

指導老師，建立較密切的師生關係，提供較大的自由和彈性，讓學生有較多機會

自主學習。 

 第四項元素是實習。師徒制的一大優勢是學徒可以長期在劇團中參與各種的

工作和演出，這種不正規學習其實延長了整個學習的時間，讓學徒長時間浸淫在

學習和演出中，很多問題，例如熟讀劇本和怯場等都能不知不覺地解決。在學院

制度下，實習是一個折衷方案。無論實習期多長，均不能與師徒制的邊做邊學相

提並論。但是學員在戲班的浸淫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堅實和充分的實習經驗是

必需的，學員不單在實習過程中能夠累積經驗，而且在畢業前已經與業界聯繫並

建立關係，認識業界內部的日常運作，當會有助他們日後的表演工作更為順暢。

另外，每位學生可分配一位有經驗的演員（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實習期間負責

督導學生實習和評核其實習成績，學生完成實習後，其成績得到業界伶人肯定，

當有助他們進入劇團工作。 

以上四項元素其實與香港粵劇界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學生應該從考入學院

時便與業界聯繫，透過各種渠道認識劇團的運作；教師則定期在劇團演出，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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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界的緊密接觸；課程的設計和教學均應與業界互相呼應，例如業界需要哪種

行當的演員，或是有哪些需要，學院均應在課程和教學中反映出來，以回應業界

的需求；實習更是在業界發生的教學過程，學院當與業界緊密合作，例如教師作

為學生的實習導師要參與學生的實習，在劇團中與學生協作，並與劇團的演員和

行政人員合作教學，共同培訓學生。 

學生完成了整個本科課程，當可進入劇團擔任一些次要的角色，以累積經驗。

然而學院亦應提供研究院課程，讓有志深造的畢業生進修有關演出或研究，讓他

們可以達到更高的藝術水平，並可為本港粵劇作研究並加入訓練演員的行列。研

究生院亦應負起戲曲研究的責任，為學院的課程和教學法等提供最新的研究，從

而不斷改善教學質素。圖一展示一個歸納以上各點的香港粵劇傳承模式概念圖。 

 

 

 

 

 

 

 

 

 

 

 

 

圖一：香港粵劇傳承模式概念圖 

粵劇界 

研究生院 

理論                         表演 

社區兒童劇團 

中學及小學普及教育 

學院預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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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研究旨在審視及分析現今香港粵劇的傳承模式，歸納了師徒制模式、社區訓練

模式和學院模式，並以取長捨短的方法，提出一個包容性強和可行性高的粵劇學

院傳承模式。總括來說，粵劇的傳承有賴四項關鍵元素，包括課程、教師、學生

和實習，及其與粵劇界的密切伙伴關係。有效的粵劇傳承才能保證有足夠的富潛

質的人才投身學習粵劇，令這門獲得國際承認的中國傳統藝術得以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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