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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競爭為合作」~百齡高中「高二英文話劇」轉型經驗分享 

摘要 

百齡高中高二的「英文話劇比賽」行之有年，但每次比賽完總是「幾家歡

樂幾家愁」，我們希望以「翻轉競爭，求合作」作為思考主軸，思考引發對話，

對話帶出行動策略。 

落實「活動課程化」的精神，希望學生能夠善用課堂學習時間完成音樂劇

的準備工作，我們以「協同合作模式」將本活動「高二英文音樂劇」作為課程

的一部分，跨英文、音樂領域來作跨領域的合作，實施過程採 ADDIE 模式，參

考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原理，訂定期望的學習成果，以學生為中心來做創新教

學。 

從學生在問卷上的回饋、領域教師、導師、行政團隊的對話中得知，這次

嘗試性的演出深獲好評，提升了老師對自己專業的肯定，也增加學生對學校的

認同。未來，我們將努力經營本課程活動，希望成為百齡的傳統，啟動 105 學

年度的新戲碼！ 

 

 

關鍵字：創新教學 音樂劇 跨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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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翻轉競爭，求合作 

百齡高中高二的「英文話劇比賽」行之有年，這活動屬於英文科課程的一

環，也是展現教學成果的機會。過去幾年英文話劇經過滾動式的微調，但基本

不脫「競賽」的精神。不過，透過教師團隊的合作，英文話劇在本學年度做了

一個非常勇敢與創新的嘗試。 

105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高二的學生為學校締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紀

錄：8 個班級以合作接力的方式演出一齣音樂劇。活動結束，在場所有的觀眾

給予最熱烈的掌聲，全部的學生共享榮耀，指導的老師留下感動的眼淚。 

回想一年前，高二例行的英文話劇比賽宣佈名次後，校內擔任評審的老師

承受無比的壓力，8 個班級「幾家歡樂幾家愁」，受競爭帶來的得失心影響， 4

位授課老師還必須對不同的任教班級進行輔導。傳統上，班級競賽是凝聚學生

向心力的絕佳機會，但是一場活動辦下來，師生的挫折大於成就，讓老師們開

始反思英文話劇這個活動的核心價值與意義。 

「翻轉競爭，求合作」成為思考主軸，思考引發對話，對話帶出行動策

略。雖然英文話劇「協同合作模式」只是初體驗，卻意外引發許多正向迴響，

所以我們想藉著參與行動研究分享百齡英文話劇蛻變的歷程與結果，與讀者交

流，希望獲得更多回饋。 

 

貳、 實施過程 

本活動為課程的一部分，實施過程採 ADDIE 模式：「分析(Analysis)、設

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建置(Implementation)、評鑑(Evaluation)」來說

明整個活動的實施歷程。 

 

一、 分析 Analysis 

103 學年度高中英文科除了整個學科的專業發展社群之外，任教高一的四

位老師另外用更密切的合作模式，共同備課與對話。當學年度(104 年 3 月)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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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比賽後，餘波盪漾的情況不減，高二師生心情的確受到不少影響。四位高

一老師就開始討論「明年的高二英文話劇比賽是否可以有所突破呢？」探究突

破框架的可行性，也獲得行政大力支持。老師們從分析英文話劇這個活動的利

弊得失著手，也加以反思其核心價值與意義，隨後展開一段自我突破的歷程。 

10409 英文科社群期初討論 10501 英文科社群期末討論 

104 學年度高二共備社群 104 學年度高二共備社群 

老師們先從編制分析，本校高中部規模小，長年以競爭的方式舉行話劇比

賽，造成班級和任課老師間不愉快時有所聞，所以建議改變模式。其次，老師

們認為因教師人力受到學校規模的限制，必須採取跨科合作的模式，邀請相關

學科進場，形成社群，分工合作完成課程活動。再者，老師們認知，我們的教

育文化過於強調競爭，學校常常舉辦班際比賽，然而從培養學生 21 世紀的能力

著眼，教育現場也應該努力引導學生化 competition 為 collaboration，並且從跨

般合作開始。最後考量每學年上學期在校慶時已舉辦過凝聚班級向心力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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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所以用「合作模式」來精緻化原先的作法成為大家的共識。 

 

二、 設計 Design 

課程設計以「合作」為基調，作法乃參考其他學校的成功經驗，同時也尋

求校內跨科的對話與合作。 

103 及 104 學年度，透過專案計畫的挹注，百齡安排了幾次校外參訪，雖

然並非完全針對高二英文話劇轉型之故，但幾次跨校學習無意間讓老師們在

「改變英文話劇的模式」上有些靈感。首先是在 103 學年度下學期，教師團隊

參訪新竹建功高中。恰巧建功有開設「英文話劇選修」以及「莎士比亞話劇比

賽」，推動課程與活動的丘吉富老師親自說明，老師們頗有收穫。104 年 7 月中

旬，百中教師團隊有機會到新加坡參訪學習，英文科文莉老師和音樂科斐瑩老

師在旅程中開始蘊釀合作的可行性，而國外參訪的刺激讓老師有更多的想法。

最直接一次的收穫是 104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一）國高中英文科 15 位老師一起

到復興實中觀賞英文成果展，學生們的表現讓百中老師對於「合作」有了更具

體圖像。 

雖然建功、新加坡學校和復興實中的經驗值得借鏡，然而畢竟每校條件文

化不一，對我們而言，翻轉英文話劇比賽的模式仍是一件起頭難的新經驗。除

了學科老師的共識之外，讓學生合作之前，英文老師也開始尋求與其他學科協

同合作的機會。為了能夠落實「活動課程化」的精神，希望學生能夠善用課堂

學習時間完成音樂劇的準備工作，變革的作法乃朝向跨科協同，由英文老師專

責語言元素，音樂老師於課程教學中指導音樂元素，製作道具及服裝則希望能

讓美術、家政老師指導。在 104 年 08 年 28 日（104 學年開學前全校共備日），

英文科主席文莉老師主動邀請下，音樂科、教務處教學組與高二英文社群組成

音樂劇社群，首次討論「化競賽為合作」來改變英文話劇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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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8.28 全校共備 高中英文科 105.08.28 全校共備 國高中藝文領域 

 

課程既定目標為全年級將以 8 個班級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一齣音樂劇「歌

劇魅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我們參考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原理，訂定

期望的學習成果、評量及如下學習計畫簡述如下表：  

階段一：期望的學習結果 

既有目標 

1. 聆賞經典之音樂戲劇作品。 

2. 培養音樂評析與演唱奏之能力。 

3. 成果發表舉辦音樂欣賞相關活動，展現學生策劃、推展活動之能力。 

理解事項【Understand 大概念】 

1. 錯綜複雜的「多元人性」根源於生命

背景 

2. 「捨」也是「愛」的真諦之一 

3. 「合作」與「競爭」對於團體動能的

影響深遠 

主要問題【Questions】 

1. 何以「貓」、「歌劇魅影」、「獅子

王」等音樂劇深受歡迎？ 

2. 成功的音樂劇幕後秘辛可能有哪

些？ 

3. 如何展演英文音樂劇？ 

4. 將競賽改成合作的型式操作如何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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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知道【Know】 

1. 故事文本及歌曲中的英文字彙、文法

2. 故事發展的元素 

3. 音樂劇製作的排演流程與工作內容 

學生將能夠【Skills】 

1. 能夠用 Graphic Organizer 的原理畫

出故事地圖（story map） 

2. 能排定流程，分配工作，順利合作 

3. 能發揮創意與想像，配合劇情呈現

舞台效果 

4. 演唱詮釋音樂劇並評析音樂劇的展

演 

階段二：評量證據 

實作任務【Tasks】 

學校的英文教學成果展決定讓全年級接力

共同演出一齣音樂劇。每個班級是一個劇

團，負責演出音樂劇中的一部份。你就是

劇團成員，必須依照專長與興趣選擇一個

適合你的工作，如導演、演唱、道具、服

裝、配樂、燈光、文書、總務等，然後與

你的團員合作完成指定的表演，最後還必

須與其他 7 個劇團合作，在全校師生前演

出完整的劇目，並由平日課堂準備、同儕

互評及觀眾的回應來檢視音樂劇的成果。

其他證據【Other Evidence】 

1. 音樂劇學習單 

2. 同儕的回饋單與互評表 

3. 問卷的質與量統計 

階段三：學習計畫 

學習活動【Learning actives】 

1. 一月初： 

(1) 確定文本 

(2) 音樂課作影片欣賞 

3. 二月中(開學) 

(1) 驗收練唱成果加以指導 

(2) 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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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文課作劇本導讀 

(4) 提供 youtube 音樂網址與樂譜

2. 寒假 

(1) 學生練唱 

(2) 製作音樂卡拉版 

(3) 用 line 群組和學生溝通與解

決問題 

(3) 製作道具與服裝 

4. 三月初 

(1) 確定道具、服裝 

(2) 彩排走位、預演 

(3) 燈光、音控進場 

5. 三月中 正式演出 

 

 

三、 發展 Development 

音樂劇社群在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可以聚集討論的時間並不多，所以期末

教學研究會重要討論議題乃是從話劇到音樂劇的實施行動，老師們花了很多時

間確認如何讓 8 個班級共同合作演出「歌劇魅影」，其中一個重要關鍵為該劇

「主要角色」是否要經由「選角」來貫穿全劇，亦或每一段劇情的角色都交由

每班自行決定。最後我們決定用第二個模式，一來減輕時間壓力、二來簡化作

業程序，更重要的事讓每班都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時間在大家摸索冒險中流逝，直到 104 年 1 月學期結束前，高二 4 位英文

老師文莉、久倫、舒芬、玉玫老師以及高三的鍬鳯老師才有時間共同備課，大

家拿著劇本，參考音樂老師的建議，討論劇情切割。放假前，各班抽籤決定演

出的內容，並依照老師們擬定的規則，各班決定導演、選角、編劇、練唱。 

雖然我們期望學生在寒假中可以自主練習，但實質的排練仍在開學後才展

開。發展的過程中，英文老師們在課程進度中加上音樂劇語言內容的指導（學

習單如附件一）和協助學生準備演出時的簡報檔案、音樂老師斐瑩則指導各班

歌唱及音樂部分，高二導師團隊都成為協力單位，支援道具製作、化妝。驚喜

的是，「聽聞」部分班級主動加上樂器表演，管樂社也有意願在現場演奏序曲。

學生的動力讓整齣音樂劇更讓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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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準備戲劇及音樂，行政單位運用專案計畫的經費支持學生購買道具、

租用服裝，也安排期程讓每班到活動中心二樓彩排預演。離演出剩下不到幾天

的時間的預演期，狀況不少，有時爆破的音量還會「驚嚇」了在同一場地上羽

球課的師生，也看出學生們對於飾演的角色還在磨合階段。不過，老師們肯定

學生的認真努力「哇！原先擔心沒有競賽，他們會不來勁，沒想到所有班級仍

為此成果展盡心盡力！」看到學生的投入，老師們鬆了一口氣。 

 

四、 建置 Implementation 

105 年 03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百齡首創接力式音樂劇正式演出。 

上午，高二導師在校長辦公室開會時，雖然認為「高二下活動太多」，但

是好幾位老師都說，「校長，今年音樂劇這個活動太棒了！」喔！還沒演出呢，

老師已經如此捧場！讓大家既好奇又期待。 

活動中心二樓，演出的二年級蓄勢待發，觀摩的一年級和國高中各學科老

師坐滿會場。整個演出在管樂社的演奏開始時，觀眾們就已經感動滿滿！接著

一班一班接力的表演，觀眾心情隨著劇情起伏，也被所有角色牽動。8 個

Phantom、8 個 Christine、8 個 Raoul，各有特色卻也掌握了共同性。綠葉演員

扮演稱職，能歌善舞。加上樂器演奏班級讓我們見識更多才華，有些平日表現

文靜的學生，在台上用著字正腔圓的英文，運用大方的肢體語言，享受在舞台

上的演出，令人驚豔1（學生演出劇照如附件二）。 

今年演出結束，老師們含著感動的淚，學生們互相擁抱，大家都好開心。

這場演出，證明了老師的力量和學生的能量！  

「感謝學校給我們這個機會留下如此好的回憶！」這是學生當下給學校的

回饋。 

英文老師的驚艷與感動：「學生的整體表現大大超過我們的預期！」不只

                                                 
1 實況錄影（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6hqm2jWhfM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uXSQ0-B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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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師這樣說!  

「這是我們第一次可以好好欣賞學生的演出！」不再扮演裁判的老師們如

此說！ 

導師們討論著學生可愛之處：「各班因為這活動還互相支援，借將指導，

真是太好的!」 

 

五、 評鑑 Evaluation 

第一次，不是完美，但已是超棒的開始。我們用以下的回饋作為評鑑此次

活動註腳，並且成為未來行動的參考。 

(一) 老師們的反思：合作改變風景 

1. 教師間的分工合作：不同領域老師加入合作可以提供不同視野與

詮釋，也可以為 107 課綱特色課程開啟合作契機，增加對話的機

會。 

2. 班級間的分工合作：班級間的合作可以節省一些服裝與道具費的

支出，並且相同場景互相挪用支援不用閉門造車，讓道具組製作

時間太長。 

3. 學生間的分工合作：依照學生專長與興趣任務分組--演唱、道具、

服裝、配樂、燈光、文書、總務等，讓學生的亮點在班上被看

見，使他們更有成就感樂於貢獻自己的專長。 

(二) 學生們的回饋 

在活動結束後，斐瑩老師請各班寫下感謝與建議，整理班級問卷結

果如附件三。 

在這份回饋中，每班學生們肯定與感謝用心付出的同儕；在建議的

部分則呈現許多面向：準備期間的諸多挑戰、經費分配的合理性、分工合

作中的爭執、演出中硬體不夠專業造成延遲等待、演出後的感受等等。雖

然「感謝」的部分比「建議」部分精簡，但我們非常高興學生真實反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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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期待，而這也將是未來精進的重要參考值。我們將學生的建議用主題

式呈現於下表： 

主題 學生反映 備註 

時間 

時間不夠多借課（幾乎每班都提到） 

不用上課  

段考逼近 段考在即 不要在段考前 

提早準備要有備案 

還有師長的壓力  

時間分配要注意 

早點練習時間太少 

提早準備 （有許多班級建議） 

 

換幕可以快一點 

換幕要在短一點  

班與班之間的間隔可以再縮短 

控制時間不要拖到第八節 

1. 因為開學後才正式啟

動，所以時間看來是

最大的壓力。 

 

 

 

 

 

 

2. 演出當天因為麥克風

組數不足以及音效問

題造成換場時間過長

經費 

採買若沒統編要由班費支出 

經費分配不均不足 

經費太少 

經費3750不夠還透支 

衣服尺寸布幅調整花許多時間  

而且經費不能先預支 

經費希望早點下來才能報帳 

服裝要慎選店家 

買布要比價 

1. 經費乃次於時間學生

關注的重要焦點。 

2. 有一班表示隔壁班太

小氣不借東西，可見

資源確有短缺之實。

3. 學生在這活動當中以

體會到貨比三家不吃

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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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 

分工 效率 

人員分配要考慮  多練演技 

工作分配不均 不要加入道具組 

可以做的先做 

工作分配  早點準備 

工作分配要清楚 

盡量分工合作 

工作分配要考量  才不會缺人 

 

道具 

道具要堅固 

大道具要在好搬的地方做 

道具搬運 假人難做沒地方掛 

道具太過複雜 

道具很花時間 

佈景道具花時間請及早準備 

有班級建議道具可以八

個班一起合作分工 

音響 

麥克風品質 

硬體不足麥克風太爛 

音樂的播放很重要 

音效要試撥 

麥克風效果不好 

音樂不要忽大忽小聲 

麥克風效果不好 常被關麥 

 

燈光 

燈光的掌握 

燈光太刺眼 

燈光與幕可以使用與變化得太少   

硬體要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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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詞 

英文歌詞難背 又要邊跳邊唱 

台詞太多 

法文不會念 

詞要背熟 

背詞要早點準備 

台詞先背  法文很難 

 

歌唱 

歌曲KEY太高 

合唱部分太少 本班只有 3+3 

有助於英文的提升 

用唱的講話很困難 

 

舞蹈 

舞的拍點很難捉 

動作編排可以先設計 

舞蹈編舞很困難 

這部分大多是學生應用

社團所學，老師指導較

少。 

角色 

男女主角每班不同人容易錯亂 

主角太少 

全年級可以一起租服裝 同一個角色穿

同一套衣服方便辨識 

 

人事 

組長很重要 

組長管太多愛指揮 

男主角常遲到缺席要慎選演員 

組長的角色在此次活動

中扮演關鍵角色。 

簡報 
字幕要放大可以先劇情介紹 

字幕格式要事前統一 

 

班級氛圍 

201 我們班很團結 很棒 

202 全班一起被誇讚的感覺 享受一起

完成一件事情 

多數班級表示共同完成

一件事很好。雖然只有

一個班級提到整個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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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全班統籌 規劃 討論 爭吵是一段

合作的過程 

203 整個年級團結感  美好回憶 

203 全班舞跳得好棒 

204 沒有全班一起的感覺 

205 我們班常吵架很難練，但可以增加

團結 

206 盡量大家參與 

207 全班同心協力是美好的回憶很感動

208 掌聲很感動，全班合力凝聚向心力

團結感是個美好回憶，

但事後仍有許多學生表

示整個年級是難能可貴

的合作經驗。 

報酬 

希望有報酬 要有獎項 

PA 希望被表揚 幕後的獎賞 

謝幕時拍賣官沒有謝幕  

第一幕只有拍賣官太少 

1. 本次活動完全沒有任

何獎勵機制 

2. 謝幕時沒有彩排故有

遺漏 

其他 

成為百齡傳統 

本活動有連貫性 

比以前每個班一齣更容易懂 

1. 有一張寫希望一班一

劇 

2. 205建議可以混班演

出  

 

(三) 其他困難與對策 

有些心聲是透過老師轉達，如學生表示音樂部分在進行中遇到許多

困難，如何將人聲從音樂中去乾淨，讓卡拉帶不會有重疊的聲音，有些

midi 要補錄；如何詮釋歌曲？要獨唱、重唱還是合唱，有時有幕後代唱或

和聲加強？練習時間不足；有些歌要降 key；同學抱怨勞役不均；還有學

生期待訂定更明確的評分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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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透過過程看到學生「解決問題」能力也讓我們對學生刮目相

看，比方說，為了將人聲從音樂中去乾淨，他們藉由找電腦較強的同學請

教並嘗試不同軟體去背；用數位鋼琴錄 midi 缺的部分；學生也在老師的

建議下依照班級特色調配演唱方式。此外，彌補時間不足的對策最常見的

就是「借課練習」或「課後加強」。然而，借課勢必影響其他學科學習，

這問題也出現於上述的學生問卷回答中，所以這點將是未來實施亟需協助

師生解決的事項。 

 

參、 推廣活動創意與價值 

教學于婷組長（英文科）分享，全國舉辦話劇或音樂劇的高中不在少數，

不過讓一個年級用合作的方式接力演出應該算是創新。而談到活動的價值，藝

術總監~王斐瑩老師這樣說： 

「我們英文與音樂領域以經典文本{歌劇魅影}作合作的劇碼，將活動融入

課程，藉由全年級合作，讓學生留下美好回憶，並體會音樂劇製作的幕後秘

辛。最近帶著孩子在作 DFC( Design for Change Challenge) 全球孩童創意行動挑

戰，我想用這個方案來說明這次{歌劇魅影}演出分享感受！」 

這段話可以看出，老師導入 DFC 的精神與概念，已經帶著學生開始分享

和推廣此次英文話劇轉型的經驗。而談到 Change，老師設計了兩個題目，學生

的回答如下： 

(一) 你們用了哪些方式，將這次的改變故事分享出去呢？ 

我們用全校公演的形式，並用學校首頁將影片放置（youtube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5h_rsmUVds 于婷組長製作），讓無法前

來的家長可以藉由影片觀賞得知活動內容，並寫成行動研究專案。  

(二) 詢問受到本次改變行動影響的人們，有什麼回饋與心得？  

他們覺得可以增加班級與年級的向心力與團結感，並可以成為百齡

的傳統與符合學生自我實現的期待；老師們藉由活動融入課程產生學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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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聯結與情感的歸屬感，但希望經費與麥克風品質進步的空間。 

肆、 結語：以精進合作，再展翅 

演出後隔一周，校長邀請英文、音樂科團隊一起慶功，同時交換反思與建

議。雖然這次活動經過大家討論、形成共識，但是「時間不足」讓準備階段仍

顯倉促，幸而「天時、地利、人和」，加上教學于婷組長在大學時正是此劇導

演，學生們的賣力受到所有老師的支持，讓這次嘗試性的演出深獲好評。提升

了老師對自己專業的肯定，也增加學生對學校的認同。 

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大家也開始思考後續要如何銜接。「每年都看老師們

的意願來辦理活動嗎？或者可以年年精進讓這個受到肯定的課程活動成為百齡

的一個傳統與亮點？」在校長的探詢之下，慢慢地大家分享想法，漸漸釐清這

次創新體驗的優點和缺點，做出以下的建議： 

(一) 確定起始點：老師們決定 105 學年度上學期就啟動音樂劇的準備工

作，並且再邀請更多的學科協同教學。 

(二) 強化橫連結：雖是分段接力演出，但我們深知 8 個班級良好的橫向

聯繫將有助於提升全面呈現的品質。 

(三) 培養小專家：為了強化演出整體感，下學年的課程中將採小講座培

養每個班級的導演、道具人員、服裝人員、燈光人員、音效人員和

舞者。 

(四) 引進大專家：當然，引進音樂、劇場專家擔任大場講座，一方面深

化師生在製作音樂劇的專業知能，再者亦可提升學習效果。 

(五) 系統化活動：另一個我們關心層面是高二下學期的活動非常頻繁，

我們希望學校行政端可以協助統整學生活動，以免造成排擠效應，

學生分身乏術。 

秉持將此活動成為百齡的傳統，我們已經展開 105 學年度的音樂劇社群運

作籌備，希望在充裕的時間下汲取今年的經驗加以強化補足不足的部分，能再

創百齡英文音樂劇的另一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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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歌劇魅影學習單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Before You Read  
Read the descriptions below and try to put them in the correct order (1, 
2, …). Then, make up a story based on these descriptions.  
 
______ a. A man wearing a mask sings as a young woman listens, and 

then she starts to sing, too.  
______ b. The woman performs onstage; the phantom appears and takes 

her away. A handsome man tries to catch up.  
______ c. The woman and the handsome man leave. The Phantom 

watches them leave.  
______ d. Two managers gather in a room, reading a note with this 

message written on it: “Let Christine play the lead, or bad 
things will happen.” The men laugh as they read the note.  

______ e. A large chandelier falls from the ceiling, and everyone in the 
theater is horrified.  

______ f. The handsome man is tied up. The woman kisses the Phantom 
on the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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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Reading Task: Find out what makes the characters (角色) in the story 
change.  

Underneath the huge Paris Opera House was a dark lake. In the 
middle of the lake was an island, and on the island lived the lonely 
Phantom.  

The Phantom had a face that looked horrible and ugly, so he wore a 
mask all the time and hid himself away from the world. However, under 
the mask was a lonely soul with a great love of music.  

Late at night, the Phantom often stood behind a secret wall and sang 
to a beautiful opera singer, Christine, with his magical voice. Since 
Christine couldn’t see him, she thought that he was an angel.  

One day, the managers of the opera house found a note from the 
Phantom. He asked them to give Christine the leading role in an 
upcoming opera. The managers thought that the note was a joke, because 
they had never seen the Phantom. They didn’t even believe he was real.  

However, on the night of the opera, strange things started to happen. 
First, one of the best opera singers lost her voice during the performance. 
Then, a man was killed. Before the opera ended, a large chandelier 
suddenly fell from the ceiling. Everyone in the opera house was 
horrified, including the managers. They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Phantom 
was not joking. They gave in, letting Christine play the lead in another 
opera.  

Although the Phantom loved Christine deeply, she was already in 
love with a handsome young man named Raoul. During Christine’s 
performance, the Phantom suddenly took her off the stage so that he 
could have her all to himself. As Christine struggled to escape from the 
Phantom, she pulled off his mask and his face was finally seen in public. 
The Phantom’s eyes were yellow, and his nose was missing. He did not 
look like an angel at all!  

Raoul quickly followed the Phantom to save Christine. The 
Phantom, unfortunately, captured Raoul and tried to kill him. Christine 
then begged for Raoul’s life. She told the Phantom that she was horrified 
not by his face, but by his evil heart. However, the loneliness in his eyes 
made her feel sad for him. Much to the Phantom’s surprise, Christine 
kissed his face. Tears of joy rolled down the Phantom’s cheeks, and the 
loneliness he had experienced over the years was all washed away. In the 
end, the Phantom let Raoul and Christine go. The Phantom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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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ppeared, and his magical voice was never heard in the Paris Opera 
House again.  

― Adapted from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from Oxford Junior English 3, 3rd  
edition, by P. Etherton & G. McArthur,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1999  

 
After You Read  
Comprehension Check  
I. In the reading, what caused the two main characters, the Phantom and 

Christine, to change? As for the managers, what was the reason that 
they gave in and let Christine play the lead? Write your answers in the 
table below.  

      
Changes 
Characters 

Before After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The Phantom 

He tried to kill 
Raoul so that he 
could have 
Christine all to 
himself.  

He let Raoul 
and Christine 
go.  

1 

Christine 
She was horrified 
by the Phantom’s 
evil heart.  

She felt sad for 
the Phantom.  

2 

The managers 

They didn’t believe 
the Phantom was 
real and refused to 
give Christine the 
leading role.  

They gave in 
and let 
Christine play 
the lead in 
another opera. 

3 

II. Match the items in Box B with those in Box A. The first one has been 
done for you.  

A  B 
1. The Phantom . . . 
 
2. Christine . . .  
 
3. Raoul . . .  

 a. . . . often sang to Christine with his magical voice.  
b. . . . thought the Phantom was an angel at first.  
c. . . . followed the Phantom and tried to save Christine. 
d. . . . kissed the Phantom on his face.  
e. . . . lived underneath the Paris Opera House.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I. If you were Christine,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loved by such a 

horrible-looking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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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Where do you think the Phantom would go after he let Raoul and 
Christine leave? Share your ideas with the class.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Before You Read 
1 4 6 2 3 5 
After You Read 
Comprehension Check 
I.  
1. Christine kissed the Phantom’s face. 
2. Christine saw the loneliness in the Phantom’s eyes. 
3. First, one of the best opera singers lost her voice during a performance. Then, a 

man was killed. Finally, a large chandelier suddenly fell from the ceiling. 
II.  
1. e  2. b, d  3. c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I 1  I would feel sorry for the Phantom. After all, he had lived all alone under the 

Paris Opera House for such a long time, and he had never had anyone to talk 
to. Worst of all, no one cared about him. Not being good-looking was not his 
fault. He must have suffered a lot. After seeing his ugly face, I would kiss him, 
because I would understand why he had treated people in such a cruel way—
he didn’t know how to love people, as he himself had never been loved by 
others. 

 
I 2  I think I would be too frightened to get close to him. In addition to that, I 

wouldn’t be able to forgive him for trying to kidnap me. His ugly face would 
horrify me, and his evil deeds would make him even more unbearable. I would 
run away if I had a chance, and I would never want to see him again. 

 
II  I think that the Phantom would probably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He would 

probably feel sorry for those he had killed, and decide to help those in need. 
Perhaps he would become a doctor, and learn how to save lives and care for 
people who needed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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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Class_________ No.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 
 
 

 
 

“ Plot ”是一個文學術語，指在故事中一連串的情節，大致可分成五個部分： 

1 故事開場 ( Exposition)： 

旨在引起讀者對故事的興趣，同時交代角色和場景發生的時間和地點。 

2 衝突情節發展 (Development of Conflict – Rising Action)： 

指發生在主角身上的內、外在衝突。這衝突可能是在主角自己本身、兩個主

角之間、或是主角與介入的外力之間。 

3 高潮 (Climax)： 

為整個故事最精采的地方，也點出了故事的轉捩點。在此之後，讀者也可開

始預測故事的結局。 

4 衝突情節結束 (End of conflict – Falling Action)： 

在故事高潮點之後發生的事件解決了故事的衝突。 

5 故事結局 (Resolution)： 

最後的事件，結束整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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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Class_________ No.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 
 
Paragraph  Climax  
Christine was already in love with a handsome young man named Raoul. She was 
taken away by the Phantom in the middle of the performance. When Christine 
struggled to escape, she pulled off the Phantom’s mask and saw his horrible, ugly 
face. 

 
Paragraph  Rising Action  
Several horrible events happened 
in the opera house, and the 
managers finally gave in and let 
Christine play the lead. 

 
Paragraph  Falling Action 
The Phantom caught Raoul 
and tried to kill him. Christine 
felt sad for the Phantom and 
kissed him on his face. 

 
Paragraph  Development of 
Conflict 
Because the Phantom fell in love 
with Christine, he wrote a note to 
the managers of the opera house 
and asked them to let her play 
the lead. The managers thought 
of it as a joke. 

 

 
Paragraph ～  Exposition 
Under the Paris Opera House lives the 
lonely Phantom. He had to wear a 
mask to hide his horrible face. 
However, he had a great love of 
music. Christine, a beautiful opera 
singer, heard the Phantom’s magical 
voice and thought that he was an 
angel. 

Paragraph  Resolution  
The Phantom’s loneliness over the 
years was washed away. In the end, he 
let Christine and Raoul go. The 
Phantom then disappeared, and his 
voice was no longer heard in the Paris 
Opera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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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Class_________ No.________ Name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Christine was already in love with a handsome young man named Raoul. She was 
taken away by the Phantom in the middle of the performance. When Christine 
struggled to escape, she pulled off the Phantom’s mask and saw his horrible, ugly 
fa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everal horrible events happened 
in the opera house, and the 
managers finally gave in and let 
Christine play the lead. 

 
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Phantom caught Raoul 
and tried to kill him. Christine 
felt sad for the Phantom and 
kissed him on his fa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ecause the Phantom fell in love 
with Christine, he wrote a note to 
the managers of the opera house 
and asked them to let her play the 
lead. The managers thought of it 
as a jok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nder the Paris Opera House lives the 
lonely Phantom. He had to wear a 
mask to hide his horrible face. 
However, he had a great love of 
music. Christine, a beautiful opera 
singer, heard the Phantom’s magical 
voice and thought that he was an 
ange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Phantom’s loneliness over the 
years was washed away. In the end, he 
let Christine and Raoul go. The 
Phantom then disappeared, and his 
voice was no longer heard in the Paris 
Opera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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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Worksheet  Class______ No.______ Name_________ 

1. The title of the musical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The setting (when & where) of the musical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The character who impressed me most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like/don’t like him/her becau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The scene which impressed me most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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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like/don’t like it becau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The song which impressed me most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like/don’t like it becau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The song I am / we are going to perform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I would like to be a member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ext semester.   
(cast 演戲組、song & dance troupe 歌唱舞蹈組、lighting & sound effect 燈光

音效組、costume & props 服裝道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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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歌劇魅影劇照 

205 的 Raoul 與 Christine 204 的 Phantom 與 Christine 

202 的 Raoul 與 Christine 206 的 Phantom 與 Christine 

203 的 Phantom 與 Christine 207 的 Chri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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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的 Phantom 203 假面舞會的大場面 

201 的舞蹈場面 203 的舞蹈場面 

202 的劇中劇三重唱 207 的精彩墓園道具與化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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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4 學年度高二英文話劇（音樂劇）學生回饋、感謝與建議 

斐瑩老師整理 

201 的感謝 201 的建議 

峰哥的膠帶 

禹潔的道具 都留到9點 重作 

宛霓的道具採買還要唱 

祈璇的音樂與字幕 比別班讚 

思穎的服裝親手縫 

芷庭、俊翔、威豪、明賢、家齊、萱容 

道具的小黑、 剛果小姐 

燈光的壯壯 

租衣服 

拆道具很累人 

麥克風品質 

道具要堅固 組長很重要 

大道具要在好搬的地方做 

字幕要放大 可以先劇情介紹 

分工 效率 

多借課 

買布要比價 

我們班很團結 很棒 

202 的感謝 202 的建議 

思瑀的導演 

芸安的道具 膠帶紙箱永遠不夠 

服裝組本來做好 後來被取代 

汧柰的字幕中英對照 

嘉萱 顗倫 羿廷 家亨 

麥克風品質   燈光的掌握 

道具搬運 假人難做沒地方掛 

採買若沒統編要由班費支出 

希望有報酬 要有獎項 

PA 希望被表揚 幕後的獎賞 

人員分配要考慮  多練演技 

工作分配不均 不要加入道具組 

全班一起被誇讚的感覺 享受一起

完成一件事情 

不用上課 

可以做的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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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的感謝 203 的建議 

冠穎的導演 

偉大的道具組 經費不夠 班費透支 

冠穎的編舞 

承謙的犧牲 

經費分配不均不足 

時間不夠 段考逼近 借課 

採買若沒統編要由班費支出 

希望有報酬 要有獎項 

英文歌詞難背 又要邊跳邊唱 

舞的拍點很難捉 

工作分配   早點準備 

全班統籌 規劃 討論 爭吵是一段

合作的過程 

整個年級團結感  美好回憶 

全班舞跳得好棒 

204 的感謝 204 的建議 

姿璇的導演 

道具組 精緻手工的苡薇  

道具組宇呈 哲源 

雅甄的PPT 

于安的臉妝化得很好 

益弘的猴子 

咸安、奕誠的音樂 

主角唱到最後聲音都啞了 

幕後的合音們 

隔壁班太小氣不借東西 

時間不夠、借課、段考在即 

經費太少 

硬體不足 

麥克風太爛 

道具太過複雜 

台詞太多 

換幕可以快一點 

提早準備要有備案 

歌曲 KEY 太高 

控制時間不要拖到第八節 

道具可以八個班一起合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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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部分太少 本班只有 3+3 

沒有全班一起的感覺 

205 的感謝 205 的建議 

導演士偉  一人身兼數職 那天表演完

下大雨還去還衣服 

道具的品辰 

燈光的哲綸 

孝儀 貞佑  某經理很帥 

音樂的播放很重要  

音效要試撥 

法文不會念  

服裝要慎選店家 

字幕格式要事前統一 

換幕要在短一點 

借課 

提早準備   詞要背熟 

早點練習時間太少 

比以前每個班一齣更容易懂 

可以混班演出 

成為百齡傳統 

我們班常吵架 很難練  但可以增

加團結 

男女主角每班不同人容易錯亂 

206 的感謝 206 的建議 

後臺總指揮志軒 規劃得宜 

偉大的柏辰(大雄)(小葉子)  包辦道具與

導演 

冠銘的備份音樂與幫忙道具 

燈光組 光很難確定 

編舞與跳舞的人 

工作分配要清楚 

借課 

組長管太多愛指揮 

早點練習時間太少 

主角太少 

有助於英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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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吾(演魅影的) 定遠(我) 

 

盡量大家參與 

用唱的講話很困難 

燈光太刺眼 

道具很花時間 

背詞要早點準備 

有連貫性(有一張寫希望一班一劇) 

207 的感謝 207 的建議 

品甄導演好棒 規劃得宜 

偉大的道具組  很難做卻用心 

服裝組的澎澎裙復古風難尋 

化妝組的妝品用盡 

雕像_吉賢 柏奕 俊彥 萬泉 

消防隊員 

宗霖  詩媛 

經費3750不夠還透支 

動作編排可以先設計 

衣服尺寸布幅調整花許多時間 而

且經費不能先預支 

麥克風效果不好 

班與班之間的間隔可以再縮短 

全班同心協力是美好的回憶 很感

動 

男主角常遲到缺席要慎選演員 

208 的感謝 208 的建議 

浩宇一人身兼數角 很辛苦 

詣忻領導的道具組吊燈令人驚艷 

租服裝 

禮林的化妝與編舞 

大象_丁友的付出 

燈光宇俊和奕彥的操作 

字幕打得辛苦  

昱維的管樂隊 

經費希望早點下來才能報帳 

全年級可以一起租服裝 同一個角

色穿同一套衣服方便辨識 

音樂不要忽大忽小聲 

麥克風效果不好 常被關麥 

掌聲很感動 全班合力凝聚向心力 

謝幕時拍賣官沒有謝幕 第一幕只

有拍賣官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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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與幕可以使用與變化得太少  

硬體要再加強 

時間分配要注意 

盡量分工合作 

工作分配要考量  才不會缺人 

不要在段考前 

台詞先背  法文很難 

舞蹈編舞很困難 

佈景道具花時間請及早準備 

借課 還有師長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