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戲劇支援自閉症兒童的經驗
黎瑞英博士
近年，滿道創作陋室 (以下簡稱「創作室」) 嘗試從三個層面以戲劇服務自閉症
兒童，這三個層面包括倡導層面：使用戲劇提高公眾或一般學生對自閉症的認知；
賦權層面：使用戲劇幫助同行者 (care givers) 與自閉症兒童進行更有效的互動和
溝通，及介入層面：使用戲劇提升自閉症兒童的社交技巧。本文主要分享創作室
在介入層面以戲劇支援自閉症兒童的經驗：以演員訓練班去提升自閉症兒童社交
能力。
自閉症兒童的能力差異
自閉症兒童在社交方面的障礙，加上他們在多個方面的能力差異，均影響人際關
係的建立。他們會：


因不了解別人的想法和感覺，出現不恰當的應對方式；



因精細或大肌肉動作技巧困難，導致難以精通一些兒童期的活動技巧而
逃避社交活動，或者在社交活動的處境變得焦慮；及
因增強或扭曲的感覺經驗而在社交活動的處境變得焦慮。



一直以來，專家都嘗試找出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協助自閉症兒童改善他們的社交
技巧。創作室的自閉症兒童演員訓練班採用以關係為本的戲劇介入模式，強調能
幫助自閉症兒童發展人際關係的社交技巧 (即人際關係技巧)，並使用戲劇活動
協助他們發展這個類型的社交技巧。
戲劇與自閉症
在 1940 年代，西方已經有人運用戲劇活動教導亞氏保加症兒童社交技巧。而創
作室使用戲劇活動去提升自閉症兒童社交技巧的原因包括：
(1) 受關於戲劇與自閉症的文獻啟發，包括 Davies (2004)、Wolf (2005) 及
Schneider (2007) 的著作；及
(2) 參 考 Gutstein (2007) 的 人 際 發 展 介 入 模 式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及戲劇活動可發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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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為本
創作室使用戲劇去提升自閉症兒童社交能力的經驗，始於 2008 至 2009 年一項由
香港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的先導計劃。先導計劃舉辦了四班演員訓練班 (以下簡稱
「訓練班」)，主要的受眾為就讀於主流學校的亞氏保加症，或具有中等或以上
功能的自閉症兒童。綜合各方面的論述和實踐，加上在是次先導計劃中得到的實
證，創作室提出了一個以關係為本的模式，作為使用戲劇幫助自閉症兒童的基本
概念。
在關係為本的理念下，我們把戲劇作為與自閉症兒童發展他們人際關係的工具。
透過相對長期戲劇活動的互動，建立我們與自閉症兒童的關係，也建立他們和其
他人發展社交關係的基礎。
在發展人際關係上，我們重視三個重要的能力：
(1) 情緒；
(2) 注意力；及
(3) 交流能力
先導計劃便是利用戲劇活動去活化自閉症兒童這些能力，為他們發展基本的人際
關係技巧奠定基礎。
先導計劃的經驗
訓練班的受益者
自閉症兒童與其他人建立關係的困難，會導致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結交朋友以致
就學及就業上的種種困難。演員訓練班的目的，是提升自閉症兒童的社交能力。
參加者除了包括自閉症兒童，還包括義務助理。相對於自閉症兒童，義務助理肩
負著協助各自閉症兒童有效地參與訓練班的任務，但他們亦是訓練班的學員，會
參與訓練班的活動、學習演技及參與演出。因此，訓練班的受惠人既包括自閉症
兒童，亦包括義務助理。
此外，我們也在先導計劃中，目睹家長、社工及老師的正向轉變，他們也應列為
2

間接的受益者。
訓練班包括兩個階段的課程：
(1) 演員訓練；及
(2) 戲劇排練及演出。
演員訓練
我們強調給自閉症兒童和一般演員訓練基本相同的內容，先導計劃在演員訓練階
段的課程同樣包括戲劇遊戲、身體語言、臉部表情等練習，但我們同時強調自閉
症兒童人際關係能力的發展。
對於上述提及對人際關係能力發展重要的三種能力，訓練班採用的活動基本上是
一般的戲劇活動，但會配合自閉症兒童的特性，例如以視覺提示協助他們了解各
項活動的形式、重點，及須作出的反應、運用的技巧。
在先導計劃中，我們清楚觀察到，這些一般的戲劇活動，本身已潛藏能發揮活化
自閉症兒童的情緒、注意力及交流能力的功能。我想舉一些例子，以說明戲劇活
動這種潛藏其中的功能：

例子一：活動「人肉積木」
內容：兒童們分成小組，每組的成員按導師指定的主題，一起利用他們的身體去
拼砌出主題涉及的物品，並透過各成員的肢體動作，把該物品的特徵及主
題內容呈現出來。
功能：這是一個需要控制個人肢體，並透過小組合作去發揮創意的活動。要達致
合作，小組成員須運用交流能力；要成功完成活動，小組成員須不斷注意
彼此的動作。而在合作下完成具創意的活動所帶來的喜悅，能協助小組成
員培養出更有意義的情感關係，令他們喜歡跟小組成員一起、有與小組成
員交往的動機。因此，「人肉積木」活動既提供予參加者練習控制個人肢
體的機會，亦有利於活化他們的情緒、注意力及交流能力。

例子二：活動「偷鑽石」
內容：兒童們排成一列站在指定的橫線後，「鑽石」看守者（即導師）站在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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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對面並背著他們，而「鑽石」（一個球）則放在他的雙腳之間，兒童
們可以趁「鑽石」看守者背著他們（看不到他們）時向前移動，但當「鑽
石」看守者面向他們（看到他們）時必須停下來，否則便須返回指定的橫
線後重新開始，而最快取得「鑽石」者為勝利者。
功能：這是一個需要控制個人肢體，並作出敏銳反應的活動。要取得「鑽石」，
參加者須不斷注意「鑽石」看守者的舉動，才能作出敏銳且恰當的反應。
能取得「鑽石」當然十分興奮，但這些喜悅的來源不只限於能取得「鑽石」，
還包括一起參與活動的人。因此，「偷鑽石」活動既提供予參加者練習控
制個人肢體的機會，亦有利於活化他們的情緒、注意力及交流能力。
活動「人肉積木」或「偷鑽石」只是兩個例子，在整個訓練班的過程，類似的例
子多不勝舉。這些活動的主要特色是：它們都是「遊戲」──而不是一些自閉症
兒童深惡痛絕的「訓練」，可以讓自閉症兒童透過參與其中，不知不覺地活化了
對人際關係能力發展重要的三種能力。這些遊戲活動，在「演員訓練」階段的前
期尤其重要。
戲劇活動的功能

戲劇活動能活化、啟動參加者的情緒表達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戲劇活動能在「演員訓練」階段的前期活化、啟動自閉症
兒童喜悅的情緒表達，因為這些遊戲活動的確能帶給他們很多喜悅，部份遊戲活
動涉及的喜悅甚至一直留存在他們的腦海，令他們在整個先導計劃結束後仍然會
提及這些遊戲活動。
另一方面，由於遊戲容許失敗，能建立一個安全而「好玩」的人際關係發展基礎。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這些遊戲活動對建立自閉症兒童和導師之間的關係尤其明
顯，部份自閉症兒童能在「演員訓練」階段的前期，利用這些遊戲涉及的肢體動
作主動與導師溝通和互動。
隨著「演員訓練」階段的推展，訓練班的活動設計會逐漸加入以情境、角色為主
要特色的活動。

情境活動
情境活動能讓參加者有機會留意自己的溝通和互動模式，亦能強化參加者建立人
際關係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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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情境活動能活化、啟動自閉症兒童的注意力，因為他們必
須在參與這些活動的過程，按相關的情境因素作出反應。由於情境活動能提供自
閉症兒童注意身處的環境及相關的人的機會，即使本來不喜歡與人有目光接觸的
自閉症兒童，也出現經常「四處觀察」的情況，而這些變化將為他們基本的人際
關係技巧奠定基礎。

角色活動
角色活動能幫助參加者把焦點專注於不同的虛構人物、主題和情境上，既能讓他
們表達內在思考和情緒，或表達對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物或事情的感受，亦能讓他
們發揮個人創意，且提供他們一個認知、體會的學習模式。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角色活動既能活化、啟動自閉症兒童的注意力，亦能擴闊
他們的情緒表達能力，因為他們必須在參與這些活動的過程，按角色及其他相關
因素作出反應。由於角色活動能提供自閉症兒童注意不同角色特性的機會，亦能
提供他們不同情緒表達的機會，即使本來臉上沒有表情、不與人互動的自閉症兒
童，也出現與同學互動，且表現很開心的情況。這些變化將為他們基本的人際關
係技巧奠定基礎，亦為他們在下一個階段的戲劇排練及演出奠定基礎。
人際關係技巧是用來開創或深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分享興奮與喜悅。對於
自閉症兒童，遊戲、情境及角色活動「活化」、「啟動」了的情緒表達能力及注
意力能推動他們與其他人交流，而涉及情感交流、分享興奮與喜悅的交流能推動
更多自閉症兒童之間的交流。
在整個先導計劃的過程中，我們從來不會在活動的過程刻意「教導」他們社交技
巧。自閉症兒童在「演員訓練」階段出現的變化，先導計劃是利用戲劇活動去「活
化」、「啟動」而非「教導」自閉症兒童情緒表達能力、注意力及交流能力。
人際關係是一種自我主動且與生俱來的天性，即自閉症兒童本身是具備這些能力，
但在自閉症或亞氏保加症的影響下，這些能力變得如同「睡火山」般沒有顯現出
來，而戲劇活動卻可以把這些能力變得如同「活火山」般顯現出來。
戲劇排練及演出
先導計劃另一個階段的課程是戲劇排練及演出，相對於一般的演員訓練，戲劇演
出也是整個先導計劃的最後一項活動。戲劇演出可以發揮兩個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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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戲劇排練提供明確的目標；及
(2) 為參加者提供「站在舞台上」的機會。
創作室十分重視讓自閉症兒童「站在舞台上」，並會為他們的戲劇演出提供專業
的舞台技術支援，但不會要求他們完成一個十分專業的戲劇演出，因為先導計劃
的目的並非是戲劇演出，而是提升自閉症兒童的社交能力。當戲劇排練有著明確
的目標──演出，參加者便會為了一起達成共識目標而攜手同心想辦法解決問
題。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戲劇排練的過程能讓自閉症兒童體會，要完成一個排練或
演出，每一個站在舞台上的演員須「做好自己的本份」，亦須「顧及舞台上每一
個人」。因此，戲劇排練的過程能「活化」、「啟動」自閉症兒童的合作性。
至於在戲劇演出方面所提供的專業舞台技術支援，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隨著道
具、服裝、佈景、音樂、化妝及燈光等元素於戲劇排練過程的陸續出現，自閉症
兒童會因感受到其他人對他們「站在舞台上」的重視，而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及
其他人對他們的反應。因此，為自閉症兒童的戲劇演出提供專業的舞台技術支援，
能進一步提升他們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道具、服裝、佈景、音樂、化妝及燈光等元素的陸續出現，會令自閉
症兒童因感受到要「站在舞台上」的逐步迫近而帶來壓力。創作室十分重視協助
自閉症兒童減低壓力，對於劇本涉及的台詞，為了避免給予他們背台詞的壓力，
會於戲劇排練甚至演出時提示他們台詞。這些做法既可協助他們減低壓力，亦可
讓他們體會與人共同排練戲劇的樂趣、專注於情感上的交流和分享。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站在舞台上」──在觀眾面前演出，始終為參加者帶來
很大的壓力。避免給予他們背誦台詞的壓力的做法，除了可讓他們體會與人共同
排練戲劇的樂趣、專注於情感上的交流和分享，亦可增加他們「站在舞台上」的
意願，而當他們能夠在觀眾面前完成整個演出，他們所體會的成功感能大大提升
他們的自信。因此，「站在舞台上」會為自閉症兒童帶來壓力，亦會提升他們的
自信，而透過「站在舞台上」所提升的自信，對增加他們與人溝通及交往的自信
心是不容忽視的。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戲劇活動既有利於活化情緒表達能力、注意力及交流能力，
亦有利於提升自信及培養合作性。透過先導計劃的經驗累積，創作室發展了一個
不論在香港以至海外都屬於先創性的「以關係為本」工作模式，而戲劇亦成為創
作室繼續考慮用來幫助自閉症兒童成長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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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關係為本」工作模式分為五個階段，包括：
(1)

以遊戲作為切入點；

(2)

以情境作為切入點；

(3)

以角色作為切入點；

(4)

以第一身作為切入點，及

(5)

以戲劇排練及演出作為切入點。

這個五階段的「以關係為本」工作模式，並未在先導計劃有意識和系統化地試驗，
尤其是第四階段「以第一身作為切入點」，基本上在整個先導計劃中並未試行。
創作室曾於 2009 年 5 月在台灣主持一個自閉症同行者1工作坊，有限度地使用「以
第一身作為切入點」，證實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
推動學校及機構使用戲劇幫助自閉症兒童成長
完成先導計劃之後，創作室繼續參與多個自閉症兒童演員訓練班，並在訓練班中
繼續試驗和發展這個五階段的模式。此外，創作室亦參與「連導師培訓的自閉症
兒童演員訓練班」，並在訓練班之後安排「同行者使用戲劇與自閉症兒童互動工
作坊」，以推動學校及機構使用戲劇來幫助自閉症兒童成長。
對學校及機構舉辦自閉症兒童演員訓練班的建議
自閉症兒童需要一般人及環境的支持，加上較長期與人相處的機會，才能在人際
關係方面展示較明顯的成長。創作室推動的自閉症兒童演員訓練班，其實是充滿
挑戰的做法，包括集合多名自閉症兒童於同一課室內進行活動，無論在人數方面，
及兒童之間的差異 (跨級別、跨校)，都甚具挑戰。
對於有興趣考慮採用戲劇方式來幫助自閉症兒童成長的學校或機構，創作室謹作
出以下各項建議：
(1) 兒童人數及年齡差異：每一個訓練班的自閉症兒童數目
1

同行者 (Care givers) 包括教師、社工、家長、服務 ASD 學童的其他工作人員、義工以至 ASD
學童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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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不應少於 6 名：由於戲劇班本身也是一個社交的群體，在創作室參
與的多個訓練班中，我們見證了各班由一盤散沙開始，到最後形成
一個團隊。因此，我們不建議每班的人數太少；
乙、不應多於 8 名：由於每一自閉症兒童的行為特徵都是單一的，創作
室的經驗是如自閉症兒童數目太多，導師和義務助理會較難兼顧；
及
丙、同一訓練班的自閉症兒童應避免跨越多級，建議年齡差異最好不超
過三級。
(2) 導師：對戲劇藝術工作者及非戲劇藝術工作者的要求
甲、戲劇藝術工作者
i.
戲劇藝術：具備專業演員訓練資格，例如香港演藝學院或外國
大學相關學系的畢業生，或具備足夠的舞台工作經驗；及
ii.
對自閉症的認識：對自閉症及如何與自閉症兒童相處有基本的
認識，由於具備這點要求的戲劇藝術工作者不多，主辦機構可
自行提供培訓。
乙、非戲劇藝術工作者
i.
對自閉症的認識：由於他們主要是自閉症兒童的同行者，一般
對自閉症及如何與自閉症兒童相處有基本的認識；及
ii.

戲劇藝術：主辦機構可先讓他們參與連導師培訓的自閉症兒童
演員訓練班，並在訓練班之後安排他們參與「同行者使用戲劇
與自閉症兒童互動」工作坊，以協助他們掌握使用戲劇與自閉
症兒童溝通的理念及方法。

(3) 義務助理：每班中最好包括下列的義務助理
甲、兩名同齡義務助理；
乙、兩名成人義務助理，包括一名主辦機構職員作為全班的統籌；
丙、在訓練班開始時，應提供予各義務助理適當的介紹或培訓；
丁、各義務助理應盡量恆常地出席訓練班的活動，並避免缺席、遲到及
早退；
戊、主辦機構職員統籌應準時出席所有訓練班的活動，負責協助管理秩
序、導師與學校或機構的溝通、家長的聯絡等；及
己、義務助理的主要職務為
i.
協助導師進行活動；
ii.
當自閉症兒童反應較為慢熱時，幫忙搞活氣氛；及
iii.
當個別自閉症兒童出現情緒、不順從、反抗、攻擊或其他問題
行為時，作出適當的處理。在必要時將出現問題的兒童抽離，
以減低對訓練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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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頻率及長度：訓練班的頻率及長度須注意下列各點：
甲、長度：由於戲劇活動有必要有熱身的過程，加上自閉症兒童較為慢
熱，亦往往需要有很大的空間讓他們處理好情緒、相互間的「恩仇」
問題等，故訓練班不應短於一個半小時，對於一些年紀較大的兒童，
每節長度可視情況長達三小時。亦可透過觀察，採用逐步加長或減
短訓練班的長度；
i. 由於我們的理念是以關係為本，從與自閉症兒童發展關係的角
度看，訓練班應不短於 40 小時及 20 次聚會；及
ii. 如由學校主辦的訓練班，我們建議應考慮以一整學年進行訓練
班。每週進行一次訓練班，扣除假期及學校其他活動，應有二
十多次的訓練班。
乙、演出：對於自閉症兒童，劇場及觀眾是提升他們自信及社交能力的
重要元素。建議訓練班必須有演出的環節，並須注意下列各點：
i. 專業支援：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應聘用適當和適量的專業舞
台工作人員，支援製作的工作；
ii. 服裝、佈景及道具：配合劇情而較為隆重的服裝及製作較專業
的佈景及道具，有利於自閉症兒童感受演出臨近的氣氛及進入
演出的狀態，應撥用適量的資源，令演出的服裝、佈景及道具
較有看頭；
iii. 父母及親朋戚友的參與：父母及親朋戚友出席觀看演出，不但
對自閉症兒童有極大的心理支持，亦對父母及親朋戚友是一項
很有意義的教育，讓他們見證戲劇活動對自閉症兒童的奇蹟式
的改變。在可能情況下，應讓父母及親朋戚友和自閉症兒童於
演出後進行座談和交流；
iv. 同儕觀眾：讓自閉症兒童的同儕觀看演出，也是令自閉症兒童
增強自信，令演出以至整體戲劇活動的效用發揮至最大的重要
v.

安排；及
演出只是手段：訓練班的目的是提升他們的社交能力，戲劇演
出只是其中一個進入自閉症兒童心靈的切入點，而非訓練班的
主要目的。

丙、活動環境：訓練班的活動環境須注意下列各點：
i. 面積的大小須可讓參加者 (包括自閉症兒童、義務助理) 有充
足的活動空間；
ii. 須避免對自閉症兒童的感官做成干擾；及
iii. 須以簡單、明亮為主，以令自閉症兒童能專注在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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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其他：各自閉症兒童在訓練班中參與各項活動──包括演出在內，
須採用邀請式、不強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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