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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為中部地區唯一培育舞蹈專業人才之大專

學府，93年起成立碩士班，培養深具人文素養、本土認同與國際視野的舞蹈專業菁英。

此次與台灣舞蹈研究學會合辦 2013 年全國研究生舞蹈學術研討會，旨在提供國內廣大

舞蹈研究生發表與交流的機會，鼓勵更多未來新生代學者之培育與參與，讓近年來逐漸

成長且成果豐碩的舞蹈研究領域能有源源不絕的後起之秀。 

    此次大會有感於目前國內舞蹈學術研究多聚焦於舞蹈作為菁英精緻藝術之面相，研

究主題多半著重於舞蹈科班專業內的培訓、教育、編排與演出等舞台或教室層面，而舞

蹈相關活動長久以來在一般大眾生活中所扮演的多樣化功能與重要性，以及舞蹈專業的

生活面向，往往被低估或輕忽其影響力。因此提出以眾『身』起舞作為此次大會主題，

以正視與生活層面息息相關舞蹈活動之學術研究價值。 

     本次大會主題眾『身』起舞-舞蹈專業之眾『生』與眾『聲』，試圖將多種舞蹈相

關活動納入討論議題中，主題中的「眾」，除了意圖將舞蹈活動與一般大眾的生活進行

連結外，同時也意味著多樣化身體、多種生活體驗與多元詮釋的空間。探討舞蹈中的眾

『身』，重視無論是科班的、非科班的、各種年齡層、多種身材身形的身體，所能舞動

出的各式美感；檢視舞蹈中的眾『生』，思索舞者、舞蹈教師、舞蹈學生的各式生活經

驗，認可舞蹈所能帶來的挑戰、掙扎、傷害、成長與美好；聆聽舞蹈中的眾『聲』，反

省對各種身體相關活動既有的刻板印象與偏見，正視各類舞蹈活動對於身心成長、社

交、健康、與生命意義的貢獻。 

本次研討範圍包含(但不侷限於)以下幾個主題: 

1.民俗節慶祭儀與身體展演 

2.運動賽會中的身體展現 

3.休閒舞蹈或娛樂性舞蹈 

4.推廣參與取向的舞蹈教育與教學 

5.舞蹈工作者、參與者的生命經驗 

6.其他與流行文化、快閃行動、舞蹈影像、群眾舞蹈、多元族群身體經驗、肢體開發、

舞蹈在表演藝術之應用...等相關舞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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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成 果 
 

    本次會議為台灣舞蹈研究學會自 2005年之後，睽違 7年後再次於台中舉行的舞蹈

學術研討會，台灣北中南各舞蹈相關系所之碩士生與舞蹈學者皆踴躍參與此次盛會，激

盪出許多舞蹈學術研究之火花，此次會議有以下幾個重要成果: 

一、 提升舞蹈研究學術水準 

    此次研討會投稿率相當踴躍，國內各學校舞蹈相關碩士生皆努力研究與發表，經匿

名審查後被接受的稿件數目遠低於 50%，足見舞蹈研究領域之蓬勃發展。舞蹈研究是一

門學術新興領域，過往多半從事舞蹈實務創作或教育的舞蹈工作者，回到學校攻讀碩士

進行學術研究，在知識探求與研究方面的摸索資源較少，實屬不易，此次研討會提供碩

士生直接面對舞蹈研究學者之學術討論機會。 

二、 平衡南北學術資源 

    此次大會參與人員與發表者包含許多中南部舞蹈研究學者與碩士生，也帶來許多深

具在地舞蹈實務現況之研究與討論。同時間，集中在北部各校的舞蹈研究生皆踴躍前來

參與，藉此次舞蹈學術發表研討會，提供各校舞蹈研究生交流機會，平衡南北學術資源。 

三、 拓展舞蹈研究範疇 

    此次議題對於舞蹈這個概念，採取較為寬廣的定義，將涉及身體相關之活動，都視

為舞蹈研究領域之一環。大會演講以及各場次發表論文之研究方向，包含了民俗節慶藝

陣、原住民歌舞、身心學、舞蹈教育、舞蹈編創等，皆呈現出舞蹈研究的多樣性，足見

台灣舞蹈研究現況符合國際間舞蹈研究發展趨勢。 

四、 鼓勵實務與理論接軌 

    在理論必須與實務相互激盪才能引發不同身體思考的舞蹈研究領域，能包含身體

實踐之發表形式是重要的，同時此種發表形式也挑戰了獨尊文字的學術思維。此次大

會首度新增著重現場與觀眾互動的「講演示範」形式的論文投稿，雖為首次嘗試，此

場次三位發表者皆與觀眾現場互動良好，現場舞蹈實務之示範，激發出許多有趣的思

索討論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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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全國研究生舞蹈學術研討會議程 
 

時 間 6 月 16日(週日) 

8:30 - 9:00 報                到 

9:00 - 9:10 

- 開   幕   式 -  
地點:地下視聽會議中心 

許光麃  教務長 

主持人:潘莉君 主任、江映碧 理事長 

9:10–10:10 

- 大  會  演  講 - 
主講人:林茂賢 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台灣民俗藝陣》 

主持人:許光麃 教務長/運動教育學院院長 

10:10-10:30 茶               敘 

10:30-12:00 

(一)論文發表 
地點:地下視聽會議中心 

主持人:林茂賢  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1. 姚祥喆/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碩

士班 

多元舞蹈加入台灣跳鼓陣之行動研究 

 

2. 張雅琪/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碩

士班 

探究原住民劇場的表演實踐與身體經

驗─以花蓮縣「部落亮點」計劃為例 

 

(二)論文發表 
地點:404視聽教室 

主持人:張思菁  助理教授/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 

 

1. 張景淳/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碩

士班 

《浮夢》之美學理念與編創技法關聯

之分析 

2. 徐瑋瑩/東海大學社會所博士班 

舞蹈與反殖民抵抗：二戰中林明德中

國古典舞創作之緣起 

3. 劉宇桓/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 

科技媒材於舞蹈編創之影響研究:以

2013體相舞蹈劇場作品《Mr.R》為例 

12:00-13:00 Lunch 午餐時間 

13:00-14:30 

(三)論文發表 
地點: 地下視聽會議中心 

主持人:羅雅柔  博士/副教授/國立臺

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 

 

1. 楊維真/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碩

士班 

身心遊戲應用於表演藝術課程對國

中七年級學生自我覺察能力之影響 

2. 葉宛婷/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

舞蹈學系碩士班 

運用舞蹈遊戲於表演藝術課程之行

動研究-大雅國中二年級為例 

3. 林韋岑/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碩

士班 

啦啦舞蹈對教學中運用身心技法改

善僵下肢動作僵硬問題之探究 

 (四)講演示範 
地點:第一舞蹈教室 

主持人:潘莉君  副教授/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 

 

1. 田函玉/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

舞蹈學系碩士班 

   舞作《俯月窺視》之舞蹈詮釋與分析 

2. 李翊禎/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 

創造舞蹈新面貌‧教育生「身」不息 

3. 余展輝/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

舞蹈學系碩士班 

原住民共同舞步之研究─以研究者

編製的四支太魯閣族舞蹈作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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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50 茶            敘 

14:50-16:20 

(五)論文發表 
地點: 地下視聽會議中心 

主持人: 劉淑英 副教授/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幼教系 

 

1. 胡馨尹/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學系

碩士班 

聽覺障礙兒童舞蹈學習之行動研究 

2. 陳信君/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 

舊比賽新嘗試：「熱歌勁舞在校園」

行動方案探討 

3. 蔡姵緹/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

舞蹈學系碩士班 

戶外踢踏舞蹈教學之教學歷程 

(六)論文發表 
地點:404視聽教室 

主持人: 葉景雯 助理教授/國立臺灣體

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 

 

1. 廖珊妮/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 

北京跨藝之編舞家的教學法 

2. 簡喬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 

危機與轉機：探討台灣國民中小學舞

蹈班法源演變之影響 

 

16:30-17:00 

-  碩士論文菁霖獎頒獎 - 
地點:地下視聽會議中心 

主持人:江映碧 理事長/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副教授 

得獎人:曾慶瓏/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小教師 

《從模仿學習到創意編舞之國小土風舞課程設計與實施》 

17:00-17:40 

- 圓 桌 論 壇 - 
地點:地下視聽會議中心 

主持人: 江映碧 理事長 

與談人: 張中煖副校長、王雲幼教授、曾瑞媛主任、羅雅柔副教授 

暨全體論文發表者 

17:40-17:50 
- 閉   幕   式 - 

主持人:江映碧 理事長、潘莉君 主任 

17:50-18:00 賦               歸 

※議事規則 

一、 論文發表每場次為 90分鐘，主持人介紹發表者後，每位發表者時間為 20 分鐘，

其餘為開放現場討論時間。 

二、 發表時間 20分鐘，15分鐘時將舉牌提醒發表者;18分鐘時(截止前 2 分鐘)按一

聲短鈴;時間到時按一聲長鈴。(講演示範亦同) 

三、 每一場次開始前 20 分鐘，請發表者到發表場地測試電腦與檔案。 

四、 茶敘與午餐時間，師長貴賓可至貴賓室休息用餐，會議參與人員可至地下 101

及 103休息教室，及中庭咖啡迴廊等座椅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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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 

(ㄧ)大會演講講題與講者簡介 
 

- 大會專題演講 - 

《台灣民俗藝陣》 

林茂賢 副教授 

 

主講者簡介 

林茂賢 副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一九六○年生於宜蘭縣羅東鎮。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碩士，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民族學

博士班研究。 

曾任職務：《民俗曲藝》雜誌編輯、「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執行秘書、「國立中正

文化中心」戲劇組評議委員、「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蘭陽戲劇團副團長、「廖瓊

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表演藝術聯盟」常務理事。現任文化部中央審議委員，

及各縣市文化局傳統民俗類之審議委員。目前專任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兼任靜宜大學、中興大學、臺北藝術大學兼任副教授。 

圖書著作：《臺灣民俗記事》、《福爾摩沙之美——臺灣傳統戲劇風華》、《臺灣傳統

戲曲》、《台灣傳統戲曲》、《歌仔戲表演型態研究》、《台灣民俗采風》。有聲資料著作：《本

地歌仔：山伯英台》、《宜蘭的北管戲曲音樂》、《歌仔戲曲調卡拉 OK》、《臺灣俗語有聲

書》、《傀儡戲拜天公儀式》。主持研究計畫：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展演節目規劃案、歌仔

戲重要辭彙編纂計畫、臺中市傳統戲曲資源普查計畫、雲林、屏東、南投、彰化、臺中

縣市《民俗資源普查計畫》、文建會《民俗大百科》編撰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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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碩士論文菁霖獎受獎者演講摘要與簡介 

《從模仿學習到創意編舞之國小土風舞課程設計與實施》 

得獎人:曾慶瓏 

 
摘  要 

一般教師在進行土風舞教學時，均以「模仿學習」的方式帶領學生學習，在現今講究創意
思考教學且舞蹈教學時間有限的情況下，研究者希望能在進行土風舞教學時亦能同時激發學生
創意思維。本研究以「俄羅斯快樂圓環舞」、「斯洛伐克拍掌舞」、「馬來西亞搖擺樂」為例，設
計一個符合九年一貫課程目標的國小土風舞統整課程，除融入舞蹈服裝、音樂、風俗民情解說
之外，並指導學生從模仿學習基本舞步到進行創意編舞。研究方法採用行動研究，以臺中縣(現
為「大臺中市」)快樂國小(化名)五年級 35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利用 15節課進行教學。透過
分析質性資料，探討融入創意編舞概念的土風舞課程之實施歷程，並做適切的修正。 
研究結果顯示： 
一、在課程設計部分： 
(一)融入創意編舞教學的土風舞課程設計架構與內涵 
第一節、相關國家之地理、文化、風俗民情等背景資料之介紹及基本舞步教學；第二節、基本
步教學與小品舞蹈教學；第三節、精熟基本步動作，引導小組創作；第四節、回顧、確認、精
熟所編創的舞蹈；第五節、小組呈現。 
(二)土風舞中「創意編舞」之教學內容  
1.融入創意編舞的土風舞教材適合選擇「搭配道具」或「擁有即興創作成份」的舞曲。 
2.編創元素可以涵蓋「自編動作」、「基本步組合」與「隊形變化」三種，編創內容不適合超過
兩種，宜採漸進式加入。。 
二、在教學歷程部分 
(一)文化背景介紹可豐富學生的學習，學生「主動」查詢資料的能力尚待提升。 
(二)俄羅斯「快樂圓環舞」的基本步有較多細膩的動作，較不易掌握其風格。而「斯洛伐克拍
掌舞」及馬來西亞「搖擺樂」的舞蹈動作，初學者比較容易掌握。 
(三)運用道具、適度融入遊戲、動作簡單與精熟練習都能提昇學生學習興趣。 
(四)教學輔助工具能協助教師與學生進行舞蹈編創： 
1.「創作學習單」能引導學生編創舞蹈動作，但老師必須帶領學生檢視、確認、練習自己的
創作結果。 
2.「投影片的應用」方便提示各組表演動作，也方便教師帶領全班同學一同檢視、學習各組的
創作動作。 
3.運用「海報」進行創作教學，方便各組組長帶領同學共同參與編創討論活動。 

關鍵字：土風舞、模仿、創造性、編舞、課程設計、行動研究 

==================== 

曾慶瓏簡介 
1973年出生於新竹。畢業於國立臺中師範學院數理教育學系(自然科學組)、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舞蹈理論研究所(舞蹈教育組)。曾任臺中縣太平市新光國小、大里市永隆國小
教師、國立臺中師院土風舞社指導老師、新北市「中小學國際民俗舞蹈兒童教材研習」
講師，並曾參與 2004~2006年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國際民俗舞蹈資料蒐集」采風工作。
現職為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小教師。 
論文發表經歷： 
1. 2012年 DaCi國際兒童舞蹈研討會(地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題目：From Mimicking to Creating：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Fifth-Grade 

Folk Dance Curriculum 
2. 2011年舞蹈百年風華學術研討會(地點：國立臺北體育大學) 
題目：從模仿學習到創意編舞之國小土風舞課程設計與實施 
3. 2007年說文蹈舞~舞蹈的多元風貌(二)( (地點：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題目：從模仿學習到創意編舞之國小土風舞課程設計與實施~以「俄羅斯湯匙舞」為例 
4. 2006年創新與傳承學術研討會所(地點：私立臺南科技大學) 
題目：舞蹈比賽對推展國小舞蹈教育之影響初探~以 94學年度臺中縣初賽參賽師生之訪
談與問卷調查為例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0346045721243.347318.183444041242&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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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場次發表者摘要與簡介 

 

1.多元舞蹈加入台灣跳鼓陣之行動研究 

姚祥喆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多元舞蹈表演加入臺灣跳鼓陣中對臺灣民俗藝陣之影響。近年

來，臺灣民俗藝陣以多采多姿的樣貌在節日慶典中表演，但隨著新潮流時代的演進也改

變了許多民俗藝陣的發展與走向，本研究以高雄某舞蹈團跳鼓陣為行動研究團體，提出

以多元舞蹈加入傳統跳鼓藝陣中，包裝該陣頭的表演多元性，敞開臺灣民俗藝陣其一的

新表演形式風格。本研究以下列數種方式蒐集所需資料，來自田野調查採現場攝影、撰

寫實地札記、觀察員回饋、反思日記、訪談等。進行研究時間為 102年 3月~5月，共

計 8場廟會表演。透過上述各項行動過程，發展臺灣民俗藝陣新表演形式與風格，並分

別由表演模式、社會環境、舞團人員條件等面向進行描述與詮釋，記錄高雄某舞蹈團跳

鼓陣結合民俗舞蹈的內涵，加入時下流行舞蹈的元素，活化傳統、樹立清新活潑現代感，

且不媚俗的視覺形象表演，結果顯示高雄某舞蹈團跳鼓陣雖是大眾藝術但能以專業多元

化的表演模式，讓跳鼓陣在傳統與創新的兩者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開創出一條嶄新的表

演道路。 

 

關鍵詞：臺灣民俗藝陣、跳鼓陣、行動研究、舞蹈、表演模式 

==================== 

姚祥喆簡介 

目前就讀於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研所一年級，同時也是高雄冠麗舞蹈團的副團長、臺南

善化國中藝術與人文(表演藝術)的老師。 

2013台北民族舞團《香火》舞者 

2012台北民族舞團-25週年鉅獻《經典綻放》舞者 

2011榮獲文建會 我行我秀全台青年精彩大匯演民俗文化類(最優金賞獎) 

2010神色舞形舞團公演《落‧腳‧聲》舞者，冠麗舞蹈團年度巡迴公演《鍾馗嫁妹》

飾鍾馗 

2009馬林斯基芭蕾舞團《睡美人》臺灣舞者 

2008兩廳院旗艦歌劇《福爾摩沙信簡-黑鬚馬偕》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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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究原住民劇場的表演實踐與身體經驗 

─以花蓮縣「部落亮點」計劃為例 

張雅琪 

 

摘 要 

    「部落亮點計劃」，在花蓮縣的年度計劃中佔有重要的角色，更是相關原住民文創

產業的旗艦計劃，其展演模式是以臺灣近年推行的「定目劇」形式來呈現觀光化與編創

型的原住民樂舞。 

   本文藉由內部參與「部落亮點計劃」的排練過程不斷檢視並反思自己在表演觀念上

的慣有模式，不只專業的表演技巧，尚包括心靈與身體層面的樂舞感受。畢竟，與大部

份表演者相異的部分為，我本身並非原住民身份，因此在原住民傳統樂舞的部分（肢體

與歌唱）會因未曾受過訓練而顯得與大眾格格不入，不管是原住民樂舞的祭儀身體亦或

是和歌而舞的身體呈現，都難以像大部份的表演著散發出自然不造作的吸引力。 

   總結而言，原住民樂舞的表現是一種身心靈覺的「感受」，體會身體與大地及當下

空間的接觸，呈現一種回歸原始的脈動，透過特殊的形式渲染著每一位願意牽起手來跳

舞的靈魂，也使參與者回歸自我，找到另一種內在的安靜，除了聆聽周圍的歌聲外，也

傾聽自身的生命吶喊，即便踩著的是前人的腳步，卻也是在建構另一個舞動空間。 

   對於習於顛著腳尖旋轉的研究者本身而言，踏實的踩下每一個腳步，誠實面對每一

次表演時的自覺，即是另一種內觀的修行，更是本文研究成果的額外體驗。 

 

關鍵字：部落亮點計劃，定目劇，原住民樂舞，身體經驗 

==================== 

張雅琪簡介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碩士班 

2010 參與臺北體育學院舞蹈系年度公演-「坐看雲起時」 

2010 參與 University of Madison-Wisconsin Dance Department Summer Dance 

Institute & WORLD DANCE ALLIANCE GLOBAL DANCE EVENT 

2010 參與臺北體院舞蹈學系第十屆畢業公演-「拼湊」 

2011-2012 參與花蓮縣北區觀光定目劇演出-「希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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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浮夢》之美學理念與編創技法關聯之分析 

張景淳 

 

摘要 

近年臺灣民族舞蹈的現況發展討論風氣頗盛，許多致力於民族舞蹈的舞蹈人嘗試探

索民族舞蹈更多的可能性。然筆者回顧過去文獻，發現目前民族舞蹈作品的相關論述在

舞蹈研究中仍為少數，這些著作所涉層面有：美學理念、舞蹈技法、形式與風格、編創

技法幾個層面，而其中探討美學理念與編創技法之研究是少之又少。  

筆者以《浮夢》為研究對象，以美學理念之「勁律、虛實」觀點，連結唐代舞蹈形象美

學、街頭舞蹈及接觸即興等動作元素，探討編舞家蕭君玲如何將美學理念與動作元素透

過轉化而運用到編創技法上。  

本文之研究方法包括美學及編創分析兩部分。本文透過美學方法，擬釐清與民族舞

蹈相關之美學內涵，並在透過編創分析，擬檢討編創過程中之諸般考量。本文之參考資

料來源範圍包含：中國美學理論專書、中國舞蹈審美專書、民族舞蹈專書與研究文獻、

編舞者創作手稿、編舞者訪談紀錄。所蒐集之資料將經過篩選、分類、歸納等步驟，並

進行作品編創技法分析，將其置於美學理念之脈絡中，以期能清楚審視此作品之理論與

實務之結合。  

本研究目的為釐清舞蹈作品《浮夢》之美學理念、剖析舞蹈作品《浮夢》之編創技法，

進而探討舞蹈作品《浮夢》之美學理念如何轉化而運用於舞蹈編創中。 

  

關鍵詞：民族舞蹈、當代民族舞蹈、蕭君玲、中國舞蹈審美、舞蹈分析  

==================== 

張景淳簡介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碩士班 

2012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 畢業 

2011於班級畢業公演－《奏效》發表作品：《滄》、《曼珠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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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舞蹈與反殖民抵抗：二戰中林明德中國古典舞創作之緣起 

徐瑋瑩 

 

摘要 

在臺灣的舞蹈藝術界，討論中國民族舞蹈的創發通常聚焦於 1950年代在兩岸對峙

的準戰狀態下，於 1952年由官方組織的「民族舞蹈推行委員會」帶動的民族舞蹈運動。

然則，如果把台灣舞蹈史往前延伸到日治時期，聚焦於 1914年生的臺灣舞蹈藝術前輩

－林明德，那麼我們將會發現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太平洋戰爭之際，林明德於東京日

比谷公會堂舉辦的首次臺人個人舞展時所擅長的正是中國古典舞。顯然，林氏當時展演

中國古典舞的脈絡與 1950 年代因民族舞蹈運動而蓬勃的中國古典舞脈絡迥異。本研究

的好奇在於林明德為何在日治時期創作現代形式的中國古典舞，其背後的推力為何？透

過林明德寫於 1955年〈歷盡滄桑話舞蹈〉一文，本研究嘗試從日本殖民臺灣的政治文

化現象，推測林明德以中國古典舞為主要創作類型的原因：以藝文作為反殖民運動之一

環。  

      

關鍵字：林明德、日治臺灣、反殖民運動、臺灣文化協會、廈門集美中學 

==================== 

徐瑋瑩簡介 

於高雄左營高中舞蹈實驗班畢業後，大學與碩士就讀於英國城市大學拉邦舞蹈學院。

2003年之前從事編舞、表演與術科教學工作，目前重心轉移到現代形式的臺灣舞蹈發

展的歷史社會學研究。現階段為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動作分析與舞譜、南華大學通

識中心美學學門兼任講師，並就讀於東海大學社會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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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技媒材於舞蹈編創之影響研究 

︰以 2013體相舞蹈劇場作品《Mr.R》為例 

劉宇桓 

 

摘要 

臺灣舞蹈發展當中運用科技元素至今有數十年的歷史，早期媒材多以燈光或者是投

影技術為主。而科技媒材的技術門檻，讓許多有意發展科技舞蹈的創作人望之卻步，因

此在先期，臺灣雖在科技產業有高度發展，與表演藝術結合的作品仍屬小眾。而近年來

在政府相關的輔助與科技藝術的發展等多方支援，表演與科技藝術跨領域的結合開始蓬

勃發展，其中又以舞蹈與科技的結合為甚。 

 

《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中所提到每一個新的要求新的期望出現，在尋求未來出路

時，往往會超越原來的意圖，而在舞蹈中結合科技媒材的表演藝術，最後在這跨領域的

合作中超越了什麼 。而筆者認為解決的方案應由創作者整體作品上來討論，無論是科

技或是舞蹈，當兩者共同置放於表演舞臺的場域中時，科技媒材的角色如同音樂、燈光

或者是舞蹈等元素，彼此間必須產生意義上的連結。在這樣的過程中，於是筆者產生了

多個疑問，在編創過程裡，編舞者是如何看待科技媒材？而科技藝術家又如何去找到與

編舞家的平行點？ 

 

關鍵字：科技舞蹈、科技、舞蹈分析、編舞 

==================== 

劉宇桓簡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舞蹈研究所 主修舞蹈文化研究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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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身心遊戲應用於表演藝術課程對國中七年級 

學生自我覺察能力之影響 

楊維真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身心遊戲的教學策略應用於國中表演藝術課程中之可行性及對學

生身體覺察能力的影響，並記錄研究者兼教學者的研究歷程。 

本研究之課程以身心學理論下所發展出的身心動作教育為基礎，設計透過自然動作

與身心對話的身心遊戲融入於表演藝術課程。研究對象為臺北市某國中七年級某班共

23名，進行為期五週，每週一節，每節 45分鐘之教學。再根據教學省思日誌、課堂觀

察記錄、學生學習單、影像記錄及學生訪談等資料，作深入歸納提出研究發現。 

    研究結果如下； 

一、身心遊戲融入於表演藝術課程內能有效的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參與度。 

二、透過身心遊戲學生更瞭解自己身體的構造，並能運用更多的身體部位來創造動作。 

三、經由呼吸課程安排，學生能對自己身體內部運轉有更細微的體察與發現。 

四、活動實施中可觀察到學生漸次增加自信。 

因此身心遊戲應用於表演藝術課程內是可行，而且是值得推行的，因為它能有效提

升學生對自己身體的認知與覺察能力，並開發肢體動作。研究者兼教學者在行動研究的

歷程中，藉由觀察員、學生及影像等回饋逐步修正教學時間、教學態度、教學內容的掌

控及加強教學技巧，並獲得正面的成長與精進，為往後的教學與研究奠定專業知識及實

務經驗的基礎。 

 

關鍵詞：身心遊戲  身體覺察  表演藝術課程  行動研究 

==================== 

楊維真簡介 

目前任職於士林國中代理表演藝術課程教職, 2001年畢業於 Amsterdam Hoges school 

van de kunsten 戲劇舞蹈學系。目前就讀於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學系研究所。同時

為『舞法 表達』藝術總監，並將於 21013年 6月底兩廳院新點子舞展發表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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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運用舞蹈遊戲於表演藝術課程之行動研究-大雅國中二年級為例 

葉宛婷 

 

摘要 

本文以行動研究法，針對「遊戲」運用於國中「藝術與人文」課程之表演藝術領域

時，能否透過遊戲與舞蹈兩者的融合。使學生對舞蹈產生積極正向之學習及提高參與效

能，進而達成自我於舞蹈領域之認同之議題進行研究。本文透過研究者的教學經驗與文

獻彙整，針對大雅國中二年七班學生三十人設計融合遊戲之表演藝術課程，進行十週的

行動研究藉由觀察、學習回饋單等來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本研究發現，舞蹈遊戲融合

課程確實能協助國中生克服初接觸舞蹈課程之抗拒，達成舞蹈學習效能，並激發學生於

舞蹈中創造力。同時，學生藉由舞蹈遊戲更能發揮團隊精神，達成同儕互助學習之效果。 

 

關鍵字：舞蹈遊戲、表演藝術課程、行動研究 

==================== 

葉宛婷簡介 

201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舞蹈學系暨研究所(肄業) 

2012 畢業於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舞蹈學系 

2012 參加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第十三屆必畢業班巡迴公演【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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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啦啦舞蹈隊教學中運用身心技法改善僵下肢動作僵硬問題之探究 

林韋岑 

 

摘要 

    本文旨在擷取身心技法（somatic approach）融入啦啦舞蹈隊學生的技巧課程中，

以發展一套能提昇自我察覺力與改善學生下肢動作僵硬問題的啦啦舞技巧教學課程及

適用的教學策略，啦啦舞蹈技巧指的是如芭蕾技巧般的轉圈(Pirouettes)、大跳(Grand 

jeté)等動作，但在節奏韻律感的使用上與芭蕾有些許的不同。透過行動研究的過程，

找出其下肢動作僵硬，導致技巧學習困難或表現不佳的原因，並透過不斷的反思教學歷

程，運用身心技法融入課程中，提昇學生的自我感知能力，協助其反省本體動作經驗，

並重新認知身體使用的觀念及方式，同時增進教師自我專業提昇，更進一步提供從事相

關領域教學者參考。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為主軸，採質性資料蒐集，透過教師課堂中隨堂筆記、課後教學

日誌、課堂錄影的間接觀察，以及十位高中學生的學習日誌、課堂後的訪談記錄，探究

出學生下肢動作僵硬的原因並隨時修正教學內容。藉由釐清技巧動作與身心技法的特

性，設計教學內容，根據實務操作過程，進一步提出身心技法應用於技巧動作之練習步

驟，以發展出具身心動作教育觀之啦啦舞技巧課程及適用的教學策略。 

關鍵詞：身心學、身心技法、啦啦舞蹈、芭蕾技巧、舞蹈。 

==================== 

林韋岑簡介 

2012年畢業於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現為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碩士班研究生，

目前為育達商職啦啦舞蹈隊擔任技巧教練，以及受采苑基金會聘僱為夜光天使計畫第一

線教師，在碧華國小進行舞蹈教學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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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舞作《俯月窺視》之舞蹈詮釋與分析 

田函玉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筆者之舞蹈作品《俯月窺視》。創作理念為以人的角度窺探月，此

舞作以中國少數民族彝、苗兩族舞蹈為創作藍圖，以中國民族性象徵的「圓」為創作元

素，除展現月的形體，更加以詮釋月的盈缺兩面與明暗不明，舞作道具為結合長紅巾的

金色鈴鐺，強烈鮮明的色彩是為反襯月的陰柔之美，藉由肢體的動靜之間，使舞者探索

與反思身體的可能性，將舞作內容、創作背景和舞者詮釋歷程作為資料蒐集，並加以探

討舞者與編舞者在排練及演出當中的體悟，輔以觀察法和文獻蒐集法，透過文字描述和

紀載，可幫助筆者以新的角度思索舞作。 

 

中文關鍵字；舞蹈、舞蹈創作 

==================== 

田函玉簡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碩士一年級 

教育學程二年級 

2011年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舞蹈創作比賽《飛舞獎》佳作 

2010年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舞蹈創作比賽《飛舞獎》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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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創造舞蹈新面貌．教育生「身」不息 

李翊禎 

 

摘要 

    作為舞蹈教育工作者，如何於國中普及教育發揮專長以創造舞蹈新面貌，是責任也

是使命。本文設計以《天鵝湖》為主題架構的六堂芭蕾課程，實際於國中表演藝術課程

中進行教學，從研究中發現問題、修正課程、自我教學省思以及專業成長。 

    期望透過本教學活動，傳遞給學生芭蕾身體實作經驗、芭蕾美學、歷史文化與舞作

評論等多元教學觀點，使普及教育的學生也能舞動芭蕾，享受舞蹈所帶來的樂趣。任何

舞動的身體都能創造出律動的美，教師須放下對芭蕾的限制與設定，用開放的角度賞識

學生的想法與成長，讓舞蹈深耕於每位學子的身體經驗之中。 

    建議其他背景的表演教師，可尋找其他的教學重點，例如美術背景的教師也可以運

用報紙等材料製作芭蕾服裝，相信都是很好的嘗試，不要因為擔心芭蕾的動作教學，而

錯失有關歷史、美學與評論的部份。期待舞蹈教育所展現的新風貌，讓生命能生「身」

不息。 

 

關鍵字：以學科為基礎的藝術教育、藝術與人文、天鵝湖、芭蕾 

==================== 

李翊禎簡介 

就讀學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研究所 

任職機構：高雄市鹽埕國中表演藝術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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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原住民共同舞步之研究 

─以研究者編製的四支太魯閣族舞蹈作品為例 

余展輝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研究者近幾年編出來的太魯閣族舞蹈作品中的舞蹈動作為例，探討原

住民共同舞步的運用及改編的研究。研究者參與多年舞蹈比賽或各項表演活動時，偶而

會聽到觀眾說出，編出的舞蹈動作中融入了很多不同族群的各式舞步，發現很多人不知

道(包括在跳原住民舞蹈的原住民也是) 臺灣原住民除了有自己本族的特殊舞步之外，

其實還有原住民共同舞步的類別，而且還達 23種可以去運用和改編。研究者是臺灣原

住民的太魯閣族族群，因為本族傳統的基本舞步不多，為了編出更好看更精彩的舞蹈作

品，以原住民共同舞步去創造並融合了太魯閣族民族個性的舞步編入舞蹈的動作裡。本

篇期刊以研究者編出來的四支舞蹈作品，解析使用原住民共同舞步的例子，說明改編的

想法和創意，分享給在原住民舞蹈領域編舞和教學的同好者。 

 

關鍵詞：原住民共同舞步、太魯閣族、太魯閣族舞蹈 

==================== 

余展輝簡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碩士班 

(1)花蓮縣水源國小老師、主任，富源國小主任，北濱國小主任，明里國小校長，現任

銅蘭國小校長。 

(2)歷年帶的原住民舞蹈隊(團)：水源國小舞蹈隊，吉安國中舞蹈隊，明里國小兒童舞

蹈隊，現在還在帶水源部落青少年舞團、水源部落媽媽有氧舞蹈團，銅蘭國小舞蹈隊。 

(3)花蓮縣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領域輔導團副領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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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聽覺障礙兒童舞蹈學習之行動研究 

胡馨尹 

 

摘要 

本研究旨從教學者的角度，以行動研究的方式，探討如何使聽覺障礙兒童在跳舞歷

程中，展現自信。由於天生聽力的缺陷，增加了聽覺障礙兒童學習舞蹈的困難性，並因

此降低了聽覺障礙兒童學習舞蹈之意願。然而，舞動是人的天性，雖然聽不到的小孩，

對舞蹈仍具有興趣。研究者在教學歷程中透過計畫、實施、反思、修正不斷的循環研究，

使用有效的教學方法來引導一位聽覺障礙兒童，再度找回她那美麗充滿自信的笑容。本

研究使用觀察、訪談、文件蒐集資料，並運用敘說分析與主題分析來分析資料，在研究

的信實度部分，除了使用三角檢核、參與者檢核、同儕檢核之外，也邀請觀察員針對研

究者的教學提出專業批判， 以便研究者不斷改善教學。希翼聽覺障礙兒童，能藉以舞蹈

找出表達自己的另一種方式，並能走出一條聽障兒童在舞蹈上的康莊大道。 

 

關鍵字：行動研究、聽覺障礙兒童、舞蹈教學、身心障礙兒童、舞蹈 

==================== 

胡馨尹簡介 

現為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研究生，私立中國文化大學畢業。 

曾擔任高雄市索拉舞蹈空間舞團教師與舞者 

高雄市麥米倫、夏綠蒂、長春藤幼稚園舞蹈老師 

臺中市豐原區瓊瑢舞蹈團專任教師 

臺中市土牛國小增置老師 

苗栗縣建中國小增置老師 

臺中市內埔國小、月眉國小舞蹈社團教師 

中華民國兒童瑜珈協會兒童瑜珈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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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舊比賽新嘗試：「熱歌勁舞在校園」行動方案探討 

陳信君 

 

摘要 

    「熱歌勁舞在校園」比賽已在苗栗縣連續舉辦多年，是縣內的一大特色，也是各校

的年度盛事。研究者連兩年於陽光國小（化名）擔任舞蹈教學及編創，過去是以自編自

教、學生學習模仿的方式實施，今年則嘗試以學生為中心，運用引導為主、指導為輔的

教學方法，組織學生的創作產出，變成參賽的成品，再加以訓練，仍得到特優。 

    本研究透過課程設計、觀察紀錄及訪談回饋，主要探討參與比賽之舞作的創造和不

斷選擇、抉擇的過程。同時，研究者將依據從學生端得到的回饋及自身的教學歷程與對

比賽的看法進行檢討與反思。本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創造性舞蹈可以促進學習者對舞蹈元素的認識及肢體的展現。 

二、創造性舞蹈提供學習者一個發揮創意、表現自我的機會，有助於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與興趣，促進學生主動自發的學習。 

三、創造性舞蹈課程的實施能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並增進人際間的互動。 

 

關鍵字：舞蹈比賽、舞蹈教學、創造性舞蹈 

==================== 

陳信君簡介 

研究者畢業於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目前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主修舞

蹈教育。大學畢業後進入國民小學擔任代課老師，現為苗栗縣多所國小及國中舞蹈老

師，一直以來對舞蹈教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而創造性舞蹈則是研究者最喜愛於課堂上實

施的一種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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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戶外踢踏舞蹈教學之教學歷程 

蔡姵緹 

 

摘要 

本研究探討在不同於室內舞蹈教室的戶外場地進行踢踏舞蹈教學之教學歷程。研究

對象為彰化縣大城鄉西港國小三、四、五年級中有參與踢踏舞蹈課程的學生，採用行動

研究法，自 101年 10月至 102年 5月，每週上課一次，每堂課為 120分鐘，教學地點

在校內搭建之戶外舞台。本研究透過教學者的教學反思日誌來分析學生對於在戶外場地

學習之成效，以及改進教學方式，另外藉由拍攝為學員在課堂表現及演出時作記錄。 

此研究目的在於： 

一、探討運用戶外場所教學踢踏舞蹈之學生學習成效。 

二、透過影片教學讓學生了解且能分辨不同風格之踢踏舞蹈。 

三、提升孩童在戶外場所學習之專注力。 

四、透過運動會校內表演及戶外展演提升學生自我表現能力。 

本研究發現，透過教學日誌與教師省思的觀察得知：戶外教學能提升注意力且重視運動

安全、影片教學能了解踢踏舞蹈、戶外展演能增加學生自信心，達到研究者之預期學習

成效。 

 

中文關鍵字：踢踏、戶外教學 

==================== 

蔡姵緹簡介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畢業，現今就讀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

系碩士班(理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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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北京跨藝之編舞家的教學法 

廖珊妮 

 

摘要 

    筆者以觀察員身份參加“跨藝計劃---舞蹈無界”（Artcross/Dancecross），此項

跨國計畫創辦人是克里斯多夫．班納曼  (Christopher Bannerman) 主任，

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英國米德賽克斯大學 (Middlesex 

University) ResCen 研究中心與北京舞蹈學院共同策劃主辦，這項計畫的

主要用意是期望東西方不同的舞蹈藝術創作者、舞者及學者能夠藉此合作

活動，藉著欣賞彼此尊敬不同文化，發展出突破性的交流，以豐富舞蹈創

作、舞蹈教育、舞蹈史等方方面面的學術研究。  

    延續 2011 年跨藝在臺北藝術大學舉辦， 2012 年跨藝活動在北京舞蹈

學院舉行，有來自臺灣、英國、北京三地的編舞家以及臺灣和北京的舞者

在此進行創作、排練即最後舞蹈作品的演出。本文著重在編舞家對舞者進

行編舞時所使用的教學法，借此瞭解舞作的編創過程及編舞家與舞者互動

的氛圍，進而探討不同教學對舞作的影響。  

 

關鍵字：跨藝 編舞 編舞家 教學 教學法 

==================== 

廖珊妮簡介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 

 

 



22 

16.危機與轉機：探討台灣國民中小學舞蹈班法源演變之影響 

簡喬芸 

 

摘要 

    研究者為國民中小學舞蹈資優班畢業的學生，也曾於國民中學教學實習；而 2009

年 10月 23日特殊教育法修訂三讀立法通過，明定現行國民中小學資優班改採分散式教

學；目前國民中小學舞蹈班多依據藝術教育法集中成班，但教學環境與施行現場已不同

以往。 

    本研究主要透過舞蹈班相關文獻及特教法與藝教法之彙整分析，將國民中小學舞蹈

班分為：創立時期(1979～1983)、特殊教育法時期(1984～2008)、藝術教育法時期(1997

～)、特殊教育法修法(2009.10)等，四個階段作時間上的區隔，從舞蹈班定位、入學方

式、師資、課程設計、評鑑機制深入探究；並提出目前舞蹈班所面臨法源雙軌不明，導

致經費、設班、甄試、課程實施等問題。最後從政策、立法及學校三方面提出具體建議

供參。 

 

關鍵字：舞蹈班、特殊教育法、藝術教育法、藝術才能舞蹈班 

=================== 

簡喬芸簡介 

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畢業後曾於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實習，目前就讀國

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教育主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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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持人簡介 

 

許光麃 教務長/運動教育學院院長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博士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學系   學士   

   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   專士   

經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學系(所)主任兼所長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委員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理事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 常務理事 

現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教育學院 教授兼院長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教務長 

研究領域及學術專長  

運動賽會與環境保護 

運動賽會理論與實務 

運動賽會與節慶活動 

運動社會學 

 

江映碧  理事長 

1973年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科，1979年至 1981年進羅馬國立舞蹈學院主修古

典芭蕾，1992年獲英國拉邦舞蹈學院舞蹈碩士。現任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專任副教授；

臺灣舞蹈研究學會理事長。曾擔任於國光藝校、華岡藝校藝術教師與臺灣藝術大學舞蹈

系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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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著作包括：《舞蹈教學策略之研究》（2012）、《探討二十一世紀台灣高等舞蹈教

育在地化與全球化之課程模式》（2012）、《沈緩流轉不斷 舞動一念悠長〈觀〉的身體意

象》（2009）、《李天民教授在自創私人舞蹈補習班時期的教學理念、課程內容與教學特

色》（2007）、《林懷民對台灣舞蹈教育的影響》（2005）、《從學習模式與課程設計探討藝

術與人文之教育問題》（2005）、《國家文藝獎藝術家描述－林麗珍》（2005）、《舞蹈辭典》

（芭蕾組召集人與撰寫者）（2004）、《舞動春風一甲子－高棪》（2004）、《二十一世紀舞

蹈教育新趨勢》（2003）、《舞蹈欣賞與評論的罩門》（2002）、《藝術欣賞教師手冊中學篇》

（2000）、《拉邦動作分析之研究》（1997）、《中西藝術通論》（西洋舞蹈）（1997）…等。 

 

潘莉君  主任 

現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暨碩士班主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學系專任副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科畢業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畢業 

創作作品： 

1. 蛇郎君第一幕-返家、第三幕-慶功、第五幕-蛇王之死(臺灣體院舞團

/2010/11/13.14.18.28、12/14） 

2. 鼓宴(臺灣體院舞蹈系/2011/3月） 

3. 雙身菩提(臺灣體院舞蹈碩士班/2011/5月） 

4. 發現觀音媽祖婆(發現舞蹈劇場 2012/2/7、18) 

5. 思凝妝(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舞蹈系/2012/3月/14、17、22） 

6. 三岔口外傳(臺灣體院舞蹈碩士班/2013/5月 21日） 

7. 映水月(臺灣體院舞蹈碩士班/2013/5月 28日） 

學術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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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麗華、許光麃、潘莉君(2013)。臺南七夕做十六歲活動源起、儀式內涵及

轉變之研究－以 2011年活動為例。身體文化學報。(ISSN:1817-6690)。 

2. 潘莉君(2012)。盤鼓。2012世界舞蹈論壇 Showcase。 

3. 潘莉君(2012)。漢畫像磚復活的舞姬-盤鼓。美育雜誌,189，p10-17。

(ISSN:1021-4550)。 

4. 葛如婷、黃建彪、潘莉君、王建興(2012)。海報發表-芭蕾甄試評分系統之

研製。2012休閒與體育產業發展國際研討會。 

 

羅雅柔  博士 /副教授 

現任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體育舞蹈學系副教授 

學歷    美國 La Sierra University 教育博士 Ed.D 

        美國愛荷華大學表演藝術碩士 M.F.A 

創作作品 

2013 碩士班表演組畢製-微光角落「愛情流程(上)」、「愛情流程(下)」 

2012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舞團-悅「躍躍欲夏」、「春天的擁抱」、「仲夏的聯想」、「E 

LADIES」 

2010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舞團-蛇郎君「第二幕-邂逅」 

2008 「伴」 

2007 「The Youth」part2 

2006 改編「園丁的女兒」 

論文著作 

著作專書:『高等教育芭蕾教學法研究』2006/8 

博士論文： Career Perceptions and Personality Profiles: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profiles on professional Career choices among Ballet 

Graduates.  

舞蹈評論(表演藝術雜誌)  

舞蹈評論(尚品雜誌)  

芭蕾教學與創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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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英  副教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第一屆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舞蹈藝術碩

士(MFA)主修編舞，英國羅漢普頓大學(Roehampton University)福祿貝爾學院舞蹈教育

學哲學博士(Ph.D.)。現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幼教系專任副教授，以及為 2012 年

daCi/WDA世界舞蹈論壇籌備委員與論文集中文主編，以及第七期台灣舞蹈研究期刊主

編。 

曾於美國、英國、葡萄牙與澳門各地教學，亦曾為「台灣舞蹈雜誌」專題企畫與特

約撰稿，「新幼教雜誌」執行編輯，「雲門舞集」獨舞者與編舞者，「流浪舞者工作群」

創辦人與藝術總監，五度入選於國家劇院實驗劇場演出，三支作品榮獲文建會編舞首

獎、連續三年代表 UCLA赴美國學院舞蹈節發表、並獲美國舞蹈節（ADF）青年藝術家獎

學金、教育部公費留學碩士後留歐「舞蹈教育」獎學金以及英國 Roehampton University

國際學者獎學金，首屆亞洲青年編舞家工作營臺灣代表，以及參與公益團體慈善演出；

另於台北民族舞團、羅曼菲舞展、風動舞蹈劇場、青訪團、魔奇兒童劇團、鞋子兒童劇

團、美國舞蹈節、香港以及英國、加拿大等地發表舞蹈創作逾二十五年。著有多本中英

舞蹈教育專書。 

 

葉景雯  助理教授 

學歷  博士, 美國 紐約大學人文與表演藝術研究所  

碩士, 英國協理大學研究所 

主要經歷   2009- 迄今 專任助理教授，國立臺灣體育大學體育舞蹈系  

著作專書  

2001, Yeh, Chingwen., The Applications of Taoistic Thought and Practice in 

American Modern Choreograph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2004，Yeh, Chingwen, 《飆焊.跨界-2004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出版 ISBN: 986-000-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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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Periodical Articles 

2012，Chingwen Yeh, Li-Yun Lai, Tsong-Rong Jang, Jasson Chiang, Yu Yawn Che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 based on mathematical 

estimation model for fat free mass of multiple segments in Taiwan elder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CI 期刊，第一作者，ISSN：18739598  

2011, Yeh, C. W.《Appling six sigma to promot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in health 

clubs》，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SSCI 期刊，第一作者，ISSN： 

1990-3839 

研討會論文  

2012.08葉景雯, Chingwen Yeh “NYC Dance Parades: A Way of Dance Education”2012 

International Sport Science Congress, pp.238-241 

 

張思菁助理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 Riverside)舞蹈博士(Critical Dance Studies, 

Ph.D.)，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舞蹈碩士，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學士。現任臺灣

體育運動大學體育舞蹈系助理教授，臺灣舞蹈研究期刊第六期與第七期執行編輯，曾任

玄奘大學影劇系助理教授。 

 

曾榮獲「南加州菲貝卡會員組織傑出國際學生獎」與「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獎學

金」。博士論文《與懷舊鄉愁共舞: 臺灣當代“傳統”舞作》關注舞蹈與文化記憶之相

互交織，該研究獲得「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研究院博士論文寫作獎學金」、「加州大學人

文研究博士論文寫作獎學金」及其他獎助學金支持。學術專長為質性研究方法、舞蹈與

文化、舞蹈史學研究、世界舞蹈與全球化、性別展演、國族認同與現代性、身體覺察與

肢體開發等。曾受邀於加州大學大灣爾分校戲劇系、加州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及臺北藝

術大學等校進行課堂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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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會來賓概況 

 

此次研討會讓各大專院校舞蹈相關學者齊聚一堂，聆聽碩士學生發表並給與直接回

饋與討論。以下列出部分學者: 大會講者林茂賢老師、舞蹈研究學會理事長江映碧、菁

霖獎得主曾慶瓏、蔡麗華退休教授、蔣嘯琴退休教授、臺北藝術大學張中煖副校長、臺

北藝術大學王雲幼教授、陳雅萍副教授、林亞婷助理教授，臺北體育學院曾瑞媛教授、

吳怡瑢助理教授、新竹教育大學劉淑英副教授、東華大學盧玉珍副教授、臺南應用科技

大學戴君安副教授、臺北體院趙郁玲副教授、文化大學舞蹈系講師鄭維怜、暨南大學人

類學助理教授洪秀錦、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林秀貞教授、魏沛霖老師、徐瑋瑩老師…等

人。 

 同時，舞蹈相關碩士生也從各大專院校舞蹈相關系所前來參與，包括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舞蹈系碩士班、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研究所、國

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碩士班、臺北體育學院舞蹈研究所、東海大學社會所…等。亦有

從事舞蹈實務工作的相關社會人士前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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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一)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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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開幕式                                     

  

 

(三)大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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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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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講演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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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術討論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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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菁霖獎頒獎及演講 

  

  

 

(八)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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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閉幕式 

  

  

  

 



36 

(十)研討會參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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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團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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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籌備委員暨工作小組 

 

職 稱 負責老師 研究生工作小組 

總策劃 潘莉君 陳曉昀 

顧問 江映碧 舞蹈研究學會助理葉伊倫 

執行秘書 張思菁 洪瑄苹、郭齡雅 

議事組 羅雅柔 陳思婷、廖婉琳、田函玉 

文書組 葉景雯 吳亞臻、葉宛婷、周彌真、黃雅玲、林昱君 

場地器材組 
吳雅珍 

黃鈞偉 
曾志浩 

接待服務組 
詹佳惠 

黃建彪 
林芷羽、毛王向  恩  

總務組 
葛如婷 

吳姝瑾 
蔡姵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