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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star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Korea’s international
status,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world stage has also increased greatly in importance,
and new research topics have been put forward. That is to say, the need for Korean education as a
foreign language has increas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Korean culture
and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unified education model, it is increasingly necessary to develop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schools. At present, we need to develop a more efficient educational method based on the
widely used education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we need to change from training of a
single Korean language application ability to a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both Korean language
and Korean cultu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Korean literary works in educational dramas. It is better to let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works tha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It is bett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eative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storyline of the works, and then to dramatize the works by means of performance through group activities. Students will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in Korean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work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practice of drama. After the
activity, they can use the words they have mastered to better express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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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中韩两国受交以来，韩国语教育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随着韩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韩国
语教育也备受重视，并提出了新的课题研究。即：作为外语的韩语教育所需的增大，需要加强对韩国文
学及文化方面的研究及专业人才的培养。比起传统的统一教育模式来，更需要发展符合地区学校特性的
韩国语教育，当下我们需要以被广泛运用的教育模式为基础来研发更具效率性的新型教育方法，教育过
程中要从单一的韩国语运用能力培养上转变为全面培养韩国语及其文化。本论文的主旨是以教育戏剧进
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方法研究，比起传统的说教方式让学生们理解作品，不如根据作品的故事情节，
培养学生的创作创新能力，通过小组活动，把作品以表演的方式进而戏剧化。学生们会通过戏剧的转化
及练习过程以达到韩语的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以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并且活动结束以后，可以用已经
掌握的词汇来写出自己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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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戏剧和韩国语·文学教育的相关性
教育戏剧最初是由英国和美国学者发起并实行的，在西方被用于教育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首先，
概念上我们需要把教育戏剧和戏剧教育进行区分。戏剧教育是以舞台演出为目的，是培养专业表演人才
的一个过程；而教育戏剧则恰恰相反，一般是以学习者为对象，是用于教育现场来帮助学生提高自己、
开发自己的一个过程。因此，教育戏剧是属于教学上的方法之一，不属于表演及娱乐的范畴，它是教育
与学习之间的一类新型关系。整个活动过程中不需教师指导，学生们需要自我主导学习并掌握所学内容，
可以让参与到戏剧游戏里的所有学生在创意性、表现力、想象力等方面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1]。因此，
教育戏剧作为教育的一种新型手段，其目的简而言之为：在任一教育过程中用来极大化提高教育成果。
教育戏剧是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想象自己“就像~一样(as if)”来进行活动。因为戏剧本身就是根据某一种
假定的情况来想象并设计符合该情况下所要进行的对话及动作。这种虚拟的戏剧要素很适用于学生在学习外
语的情况下，就像小孩最初不具备表述能力的时候是靠模仿成人说话及行为进而习得并理解周边的世界。我
们在学习韩语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教育戏剧可以假设一个实际性的语言环境，学生在这个环境里自由的不
受任何限制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表述，像韩国小孩学习母语一样学习韩语的话一定会很有效果。

1.1. 教育戏剧应用于韩国语教育方面
教育戏剧方法应用于韩语的学习中会综合提高韩语口语交流的能力。通常发音是外语学习者的一个
短板，而通过戏剧对话方式来练习口语，会在音调、节奏、声音的高低或抒发内心情感等方面上得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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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训练。除了语言能力上的提高外还有非语言能力上的，例如手语、肢体语、表情等要素也是我们在
交流时重要的组成因素，通过戏剧方式的动作练习也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下面首先看一下教育戏剧会带
来的语调上的变化：
오......(아프다)
오......(얼마나 사랑스러운가?)
오......(그래서)
오......(글쎄，아마도)
오......(저기 봐라)
오......(너무 버릇없이 굴지마)
오......(나보고 그것을 믿으라고)
我们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根据一个词的不同语调所传递的信息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学生不会使
用语调那么在韩语交流中会很难传达想要表述的意思。不仅是语调上，在声量的分配上也有很大的区别。
철수가 집에 가고 있니?↗(네가 그렇게 말했지만 정말 그런가?)
철수가 집에 가고 있니?↗(그래, 그렇구나)
철수가 집에 가고 있니? (집에 오는 게 아니란 말이지?)
철수가 집에 가고 있니? (집 아닌 다른 곳에 가는 것은 아니지?)
철수가 집에 가고 있니? (수철이 아니라 철수란 말이지?)
我们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同样的一句话‘있니’的声量增加或减少的时候整句话的意思会发
生变化，甚至同一句话里面某一个短语的声量高低都会让整句话的意思产生极大的变化。因此，语调的
变化及声量的分配是直接影响到交流的前提，这些要素我们通过教育戏剧可以学习并掌握，这些应用在
韩语教育里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戏剧下假设的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语言交流训练。
教育戏剧不仅只是在语言机能方面可以实现统合的练习，还可以把想法、语言、感觉、行为综合起
来，根据沟通的环境变化来练习会更有效果。因为想法和感觉想要用语言来表述的时候，说话的声音、
表情及言语之外的因素都在整个沟通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交流时，
这些因素可以促进目标语言能力的提高来进一步理解其文化环境。因此教育戏剧应用在韩语教学上会是
一个很有效果的方法。

1.2. 教育戏剧应用于文学教育方面
教育戏剧与文学教育的关联是因为文学作品里存在着许多戏剧的要素。文学作品具备情况的具体性，
包含人物、背景、事件、矛盾的解决过程来构成整个叙事构造。情况的具体性可以看作是与和没有剧本
的即兴剧相关，学生可以读完作品之后，为了理解人物的行为及心理可以即兴表演一段戏剧。叙事构造
是以行为为中心，有故事情节，学生可以根据具体的矛盾情节参与到戏剧中去解决，这种情景再现可以
更进一步的理解作品。整个过程是学生在假设的情景里，把自己想象为作品里的人物，去体验一个不一
样的人生，通过这个过程还可以与自身及周边的生活进行比较，达到自我反省并且可以对周边世界产生
新的理解，从而形成一个可以重塑自我的契机。因此，教育戏剧的作用不仅可以传达信息实现交流沟通，
也可以令学生在想象力、组织力、理解力、表演力等方面都能得到充分的提高。

2. 教育戏剧应用于韩国语·文学教育
2.1. 活用教育戏剧分析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语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们在实际状况下能够流畅的运用韩国语进行沟通交流[2]。英国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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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应用语言学者曾在语言的机能及交流方面强调说：“语言教育比起单纯框架式的学习应该更注重于赋
予情感的交流。”教育戏剧就是给参与到戏剧活动里的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互动交流的平台。那么如何
去通过这个方法进而学习韩国文学作品的同时又能达到很好的语言交流运用的目的？
众所周知学习一部文学作品要从分析其人物、背景、事件开始，这里我们可以结合教育戏剧脱离枯
燥的书面分析及传统教学让学生走进戏剧活动去接触并理解作品。
首先，教育戏剧应用于人物理解方面，阅读作品时学生要全身心的站在人物的立场，经历其心理变
化从而可以真正的理解并把握作中的人物。针对作中人物的掌握首先需要了解其现实的背景，然后去了
解作品中的人物及作用，进而在人物行为和心理的深入理解是通过戏剧活动的各个场景中人物的表情、
肢体语言、对话等方式进行。为了理解作中人物的现实背景，需要先通过资料及文献调查，整理出与作
中人物相关的各种因素，之后学生可以运用教育戏剧方式进行讨论发表或互相提问采访等。其次对作中
人物之间的关系、位置和角色的理解也很重要，角色分配上学生们可以通过各自想要扮演的角色进行即
兴的对话，选择合适的人员来扮演，学生也可以利用互换角色的方法来进一步了解作中其他的人物，从
而更好的去理解作品。最后也可以通过一个场景的对话设计，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对场景具体化描述或在设
计的场景里通过动作或对话来反应所扮演的角色在传输某种信息及心理，来增加对人物的更进一步理解。
其次，教育戏剧应用于背景理解方面，一部作品的背景理解不仅是在自然背景还包括社会背景、文
化背景、甚至是一个小的情景下的背景也需要去理解。这里学生可以通过创意性逻辑去发挥想象，结合
可以描述背景的物品、声音、肢体动作等来进行教育戏剧活动。这种创造出的假定背景可以让学生先进
行配对后，运用物品、声音、肢体动作去描述背景里的要素，以达到对作品背景的深入理解，学生之间
也可以对作品的社会背景或历史背景采用互相采访或陈述的手段进行理解。
再次，教育戏剧应用于事件理解方面，一部作品的事件是与作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始于他们之间的
矛盾与其解决过程相关。因此，根据作品的叙事展开可以区分出与适当人物相关的几个不同的故事情节，
根据每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可以提取出几个主要的事件。把各个情节的核心事件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提供
一个戏剧的主线支架。然后，把各个事件里的人物让学生赋予角色去扮演，用行为展现出来就可以实现
戏剧活动。但是学生们自主的去理解作品的事件会存在一定的难度，教师需要在过程中进行准确的引导，
并针对作中人物的解释，必要的时候需提供丰富的资料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例如，目标作品的读者
或比评家对作品的评价以及对作品的各种解释等相关资料，学生需要通过学习并掌握这些内容。当然，
对这些解说的学习并不是为了去对作品的结尾进行续编或改作，而是让学生在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历史背
景下对作中的人物、背景、事件能够有一个系统的了解，进而对以后整部作品的改编及剧本创作上会有
很大的帮助。

2.2. 教育现场的教育戏剧活动
教育现场运用的教育戏剧活动种类繁多，以下是本人认为能够适用于韩国语·文学教育的活动并整
理如下[3]。
2.2.1. 人物理解
1) 采访(interview)
小组活动里运用互相采访的手段对作中登场人物的性格及其社会背景等进行记者采访方式的提问，
受访者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被提问的作中人物，然后采访者需把采访内容整理下来班级以组为单位进行发
表，发表过程中其他组员可以随时进行追加提问。
2) 角色扮演(role play)
在一个主题下，依照某种事件，由小组讨论或教师选派赋予不同的角色进行戏剧活动，学生通过经
DOI: 10.12677/ces.2018.66086

525

创新教育研究

胡辰洋 等

历不同的情景来扩大对作品事物的感觉和认知。
3) 互换角色(role reversal)
在前一轮的角色扮演后，学生们可通过互换角色来感受对方角色的立场，进而更深入的了解作品情节。
4) 静止的画面(still picture)
像活体照片一样学生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肢体动作来展现一个人物或故事情节的小组活动，小组成员
分为造型师和造型材料，造型师可以发挥想象把需要呈现的人物或画面用其他同学的身体摆出来，其他
组的学生根据所呈现的造型去解释作品中对应的人物或相关情节。
2.2.2. 背景理解
1) 想象(imagination)
以物体、声音、身体动作与思考结合起来的创造性活动，用于激发学生的经验与想象。帮助理解作
品中的自然背景的地理、时节等，社会背景的职业、身份等。
2) 戏剧游戏(dramatic game)
学生配对后根据所指定的背景即兴的进行表演，对一个背景用目标语进行对话从而培养学生的互相
信任和提高自我驾驭的能力。
2.2.3. 事件理解
1)讲故事(storytelling)
把文学作品由教师引导借由讨论，表演构建属于自己的故事，以激励想象，逻辑发展与组织表达能力。
2) 墙上的角色(role on the wall)
用投影荧幕的画面来展现作品的某一个情景，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解进行解释或者发挥想象把作
品改编然后用短剧呈现出来。
3) 即兴表演(improvisation)
依照简单的情况、目标、主旨、人物、线索等基本数据，即兴地表现或发展出适宜的故事、动作与
对话，以培养学生机智反应、组织、合作的能力。
以上活动全部用于课堂上时间会不足，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教育目标自由选择。这些活动运
用在韩国文学教育上会使枯燥无味的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并会提高学生对文学的亲近感，经过一段时间
的学习也可以提升对文学的兴趣。现下我们所进行的文学教育多数都是以课后练习为主导，以应对考试
为目的的教师单方面说教方式进行的，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对作品理解的兴趣就会下降，从而感到枯燥。
然而教育戏剧可以把原本枯燥的文字戏剧化，可以在假设的情景下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去感受作品会更容
易更有趣，在戏剧练习的过程中，学生还可以批判作品里出现的问题并加以创新改造。因此，教育戏剧
可以让学生直观感受作者的写作精神及其精华，同时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产生共鸣以达到自我反省。
在韩语的表述能力方面来看，首先，教育戏剧方法的应用可以提高交流沟通的能力，交流沟通能力
是不仅包含语言形式上的知识层面的内容，还根据实际的各种情况，包含是否能在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妥
当运用的能力。戏剧是通过表演者之间交流沟通来进行的，在韩国语的教育现场，通过角色扮演戏剧的
活动，能让学生充分认识沟通交流的重要性，可以让学生产生学习的动机，这样才能提高语言的水平。
学生之间和平常对话一样进行台词练习，口语习惯也会得到改善，并能够在指定的环境里把想表述的内
容正确的表达出来，通过这样的训练，熟练正确的发音以及在实际应用里可以自然的运用已有词汇达到
流畅的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的训练不仅能让学生进行正确的交流沟通还能培养学生在说韩国语时的信
心，因为很多学生的共性是和韩国人直面交流时底气不足，自信心缺乏，我们通过这个过程的学习可以
得到一定的改善。并且在台词里也可以加入部分自己的创意元素并记录整理下来，使得内容更丰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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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培养学生之间的互相分享及相互协调的能力，整理记录过程也可以达到写作的训练。

3. 教育戏剧的教学方法介绍
教育戏剧大致可分为导入阶段，演出前阶段，演出后阶段[3]，主要是让学生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
转变为要学习的资料人物，进行角色扮演的活动。我们可以以韩国神话故事为例，让学习者在作品剧化
扮演活动中，提倡创新意识，进行积极的对话活动。准备阶段：主要以揭示学习目的和阅读作品基本资
料为主，教师明示学习目的后，进行分组对作品及其文化背景自行学习并讨论、探究以培养学生的自主
阅读能力；演出阶段：熟练台词以后进入角色扮演活动，以提高学习者的听力，口语能力；演出后阶段：
学生需要把教育戏剧的过程用现有词汇记录下来，并自我检讨或提出其他意见也可以发表感想，此过程
主要用于写作训练。同时，整个过程结束以后，教师也需要进行综合评价及自我检讨并及时发现问题，
改正问题。
一般在教育戏剧课程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热身。这个热身活动可以是一些小游
戏也可以是简单的即兴表演等，主要是用于活跃课堂的气氛，以达到学生在进入学习后可以随心所欲的
表述自己的想法及感受，同时也可以培养和同伴之间的默契。
导入阶段主要是以掌握作品的叙事构造及人物、背景、事件。教师可以按照叙事结构的开始、展开、
矛盾、高潮、结尾的顺序说明作品的故事概要，然后，将作中人物的性格、特征、职业等情报进行具体
的分析，特别是主人公的历史方面的解析及近代对作品评论的解析要向学生说明或提供有用的阅读资料，
以便于辅助学生把文学作品戏剧化。当作品的知识点都介绍完毕以后学生们需要进行分组，然后选择组
长，组长的作用是监督组员完成各项活动，及时的把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馈给老师。
演出前阶段主要是学生在分组讨论学习中，掌握作品主旨，作品文化背景，及作品故事情节。这个
过程不仅要求学生完全掌握作品的内容，同时要求学生们互相沟通学习，其对话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
语习惯，在不能脱离整体故事情节前提下，也可以进行创意改作，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意性思维。通
过这个过程，学生们可以在听说读三各方面得到统合的练习。同时，教师在这个过程需要帮助学习者理
解教授资料内容，并诱导学习者，最大限度的独立完成整个学习过程。教育戏剧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剧本
和剧本的练习，剧本的创作是通过教师的指导，首先完成剧本摘要后根据摘要，小组成员赋予适当的台
词，然后进行剧本台词的练习，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学生的对话，尤其是发音的准确性及流畅性，
并把对话中，好的表述方式及错误的表述方式记录下来，活动结束后，对全班进行综合分析及纠正其问
题。对话过程中，由于失误会影响整体的意思传达，小的失误但是不影响大致内容意思转达的，为了让
学生们自由灵活的沟通，可以暂且忽略，但是大的失误直接影响内容主旨转达的情况，教师必须当场纠
正，以避免学生们形成错误习惯，导致口语化。
最后是演出后阶段，学生们各自认为有不足的地方或对教育戏剧方法有新的倡议，或者有其他问题
不明白的，集中针对这些进行讨论及整理。教师需要在这个过程，对参与到教育戏剧活动的学生进行个
别采访或问卷调查以判断这期间的学习对韩国语能力的提高及文学理解上有无效果并留存记录。当然也
可以将整个教育戏剧活动过程用摄像进行记录，以便辅助日后的教学方案个别案例的分析及改善。学生
们则在结课后将教育戏剧的参与感受或学习经验或个人有哪些提高等为题材用韩语写出一篇结课报告。

4. 结论
本论文的主旨是以教育戏剧的方法进行韩语文学作品的教育。教育戏剧是以过程为中心，它的重点
是如何去让学生通过把作品戏剧化，在作品的戏剧转换过程中去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及对文学的理解。
教育戏剧和专业戏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教育戏剧的观众可以是同学、老师，在一个假定的空间通过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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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编剧，最后展现出来，整个过程是学生为主导，教师的任务是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并在最后表演结
束给学生们提出意见，而专业的戏剧是以艺术表演为目的，对服装道具以及场景、背景、灯光等戏剧要
素要求很高，教育戏剧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些要素，学生可以发挥想象利用身边一切可以使用的东西作为
道具进行表演。
前面也论及了教育戏剧应用于韩国的文化教育对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外语学
习过程中，其目标语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是不可分开的，因此文学作品在韩国语学习中，是相当有效的资
料，学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促使语言能力的提高之外还能体验并了解到韩国人民的文化底蕴及其
价值观。通过教育戏剧的剧本制作及剧化练习会对韩语的听说读写有一个综合性的提高，学生不仅在语
言能力上，在日常交流的一些非语言性的因素如手语、肢体语言等也会得到明显的改善，从而让学生在
和韩国人交流时，不会感到手足无措，因为教育戏剧会经常提供口语及听力上的训练以及即兴发挥也会
触及学生的语言思维反应，而得到有效的提高，并且以通过教育戏剧接触的韩国文化和其它非语言的行
为能够更好地促进和韩国人交流理解的能力。
教育戏剧在我国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理念，虽然已经有部分学者去研究关注，但是成果都不是很突
出，希望以后能够被更多人认识，被更广泛的应用于各种教育行业，同时，本人也会进一步去学习并继
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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