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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社區大學以「知識解放、邁向公民社會」為主要辦學目標，亦即透過各類

課程協助學員從主觀經驗出發，認識自身與外在世界的意義與動態關聯，並反省各

類知識的合理性。為使藝能類課程能發揮知識解放的功能，本研究以 MV 流行熱舞

融入式課程為個案，透過非結構式訪談、撰寫學習單以及課堂攝影等方法蒐集資料，

瞭解學員從舞蹈學習初期到參與本次融入式課程結束的過程，以及學員對於舞蹈技

巧、身體意象、社會文化內涵及其關聯性的學習狀況。研究發現，單純舞蹈技巧操

練有助於學員掌控自己的身體，透過達成既定舞蹈標準能提升學員成就感；而五次

融入式課程的參與則可擴展學員對多元身體意象標準、學習歷程體驗及舞蹈風格的

認識，甚至進而反省自己的刻板印象。研究同時發現，在融入策略與教學方法的使

用上，講師若能善用反思性媒體素材，或足以引發學員感同身受的生命故事，藉以

傳遞多元社會文化議題，將有助提升學員舞蹈學習動機及反思學習成效。 

關鍵詞：成人舞蹈教育、社區大學、舞蹈課程、融入式課程 

Abstract 
Since the“liberation of knowledge and realization of civil society”are goals for 

community colleges in Taiwan, it is important for instructors to design curricula closely 

tied to social reality. This study takes a pedagogical perspective on knowledge liberation 

and its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types of infusion strategies that are embedded into the 

curriculum of a dance course as well as how those strategies relate to student learning. A 

course named “MV Popular Dance” at a community college in Taipei was selected as the 

target for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methods employed include the use of worksheets as well 

as un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he students and the instructor. Additionally, videos were 

made of classroom activities from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urse to its end. Thre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is study: (1) teaching styles that emphasize dancing skills 

helped students to practice how to control their bodies and to gain self-confidence; (2)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infusion curriculum expanded students’ ideas both about 

dancing styles and their own body image in addition to increasing their awareness of any 

stereotypes they may have; (3) opportunities for dialogue should be provided so that 

students can explore various styles of dancing and modes of thinking as well as allowing 

them to examine the frames of references they use to self-evaluate their dancing abilities. 

Keywords: dance education for adults, community college, dance curriculum, infus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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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鑑於社區大學（以下簡稱「社大」）發展至今，紛紛出現學術課程招生不易、藝能課

程比例偏高現象，亦即工作技能與休閒活動課程排擠強調批判思考能力培養之學術課程生

存空間，致使社大「知識解放、邁向公民社會」的辦學合理性受到挑戰（黃煌雄、黃勤鎮、

趙榮耀，2003）。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2009）遂提出「生活藝能課程公共化」理念，希

望在既有藝能課程中添加公共元素，使之產生知識本質轉化。但綜觀目前社大相關研究，

尚無「生活藝能課程公共化」之正式論文；與之相近者，要屬徐敏雄（2008，2009，2011）

的「融入式課程設計」論述與實徵分析。為瞭解「生活藝能課程公共化」實踐的可能性，

研究者乃鎖定社大藝能課程中數量和比例較高的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類課程（徐

敏雄，2007），並邀請臺北市萬華社大「MV 流行熱舞課程」的師生參與其中。再運用社

大融入式課程設計策略（徐敏雄，2008，2009，2011），嘗試在偏重身體技巧的舞蹈課程

（即「主軸課程」）中，融入包括身體意象（body image）在內的社會文化議題（即「融

入議題」），盼能引發學員對身體意象及其與社會文化之關連的合理性反思，並歸納出適合

臺灣社大的融入式課程操作策略。 

正如蔡適任（2009：95）的觀察，目前許多社大老師「僅重舞碼教學，將整學期課程

簡化為成果展的準備，學習一到數段制式舞碼，以期學期末成果展時能在臺上中規中矩、

整齊畫一地演練」。如此一來，身體活動不僅無法幫助學員反思公共議題，解放身體框架，

反倒可能淪為複製主流身體意象或文化刻板印象的工具。所以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法，透

過師生非結構訪談、學習單撰寫，以及課堂攝影記錄等方式蒐集資料，釐清融入社會文化

議題之 MV 流行熱舞課程能否引發學員對舞蹈相關之文化議題的覺察或反思？還是學員

僅能要求自己的身體做出符合主流社會標準的舞蹈技巧，甚至複製不合理的標準而不自

知？用 Giddens（1984）「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的邏輯來說，便是探究反思

舞蹈課程對學員身體可能產生的「使能」（enable）和「框限」（constrain）影響。因此，

本個案研究問題包括：（1）瞭解尚未參與融入式課程前 MV 流行熱舞課程設計對學員可能

產生的「使能」和「框限」為何？（2）瞭解 MV 流行熱舞融入式課程的參與對學員可能

產生的「使能」和「框限」為何？（3）瞭解參與本研究的講師如何於 MV 流行熱舞課程

中實際操作融入式課程設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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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評析 

一、融入式課程的緣起與基本概念 

根據社大重要創辦者黃武雄（2003）的看法，傳統學校教育沒有讓學習者參與知識選

取和編輯過程，而是要求其被動背誦高度抽象性與普遍性法則，或操作高度工具性技巧，

致使教師傳遞的套裝知識與真實世界間出現嚴重斷裂。為扭轉這個困局，他主張學校應協

助學習者運用同理心，將自己的經驗與不同時空脈絡下人們探索世界的客觀知識相連，甚

至歸納出人類經驗的普遍性，以發展出抽象思考能力。這種強調從學習者生活世界及主觀

經驗出發，運用同理心連結差異經驗與思維，培養抽象思考能力的理想實踐，與社區大學

「融入式課程設計」研究（徐敏雄，2008，2009，2011）精神相近。 

「融入式課程」在國外能源或科技教育中早已提及，各家論述中以 Laughlin、Engleson

（1982）提出的美國威斯康辛州（Wisconsin）能源教育融入式課程最負盛名。該文中，

Laughlin、Engleson 把融入式課程界定為將原本分屬不同類別，實際上卻相互關連的單元

（units）融合在一起教授。例如，看似與科技較有關連的能源主題，可融入能源政策決策

過程反思，讓學生同時從社會、經濟與政治面向思考能源議題。其後，在環境教育（楊冠

政，1997；Brinckerhoff，1985；Jarcho，1985）、能源教育（田振榮，1995）和生命教育

（蔡明昌、吳瓊如，2004）等各領域中，所談的融入式課程也幾乎採用類似 Laughlin、

Engleson 的定義，將之界定為把「融入議題」與「主軸課程」相互融合的一種課程設計方

法。箇中道理很像將巧克力粉傾倒入裝滿鮮奶的瓶罐裡，並使巧克力粉充分溶解在鮮奶

中，其中巧克力粉和鮮奶分別是融入議題和主軸課程，讓飲用者可同時攝取兩種養分（徐

敏雄，2008）。例如在 Brinckerhoff（1985）和 Jarcho（1985）的研究中，就是將「融入式

取向」定義為將某些小單元或議題「安插入」（insert into）既有課程的設計策略，其優點

是可以在最少擾動標準課程前提下，一併教授其他重要議題。 

1990 年代後，Ametrano、Callaway、Stickel（2002）從諮商教育的角度，以及 Cordero、

White、Park、Israel（2010）和 White、Park、Cordero（2010）從健康教育的角度所進行

的課程研究，其課程操作原則還是脫離不了 Laughlin、Engleson（1982）的課程論述，他

們都將融入式課程設計視為透過添加新議題到既有課程或學習活動中，使教師在不另開一

門新課的情況下，協助學生從多元角度反思同一議題，或將各種專業知能實踐於現實生

活。從國內融入式課程研究中（陳育淳，1996；楊馥如，2010）可看出將生命價值、性別

或生死議題設定為「融入議題」融入藝術教育等「主軸課程」的做法，有助於學生反思或

操作既有正式課程所欲傳達的知能，融入議題的核心精神也可展現在師生日常生活或學生

作品；特別是具行動研究色彩的融入式課程操作，更能強化教師專業知識和教學環境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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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能力。 

在健康教育研究中也發現，比起為特定主題規劃的課程，由於融入式課程能善用一般

教室內各學科對所有學生傳遞知能，所以可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其中，而不是每次的參與

者都是已對該議題有相當瞭解或興趣的學生。比起與學生較不熟悉的行政或專業組織額外

推動之主題式方案，由學生們信任的老師透過融入式課程引發的議題思考，學習效果更佳

（Cordero 等，2010；White 等，2010）。此外，在 Ametrano 等（2002）的論文中也可以

看出，將多元文化要素融入諮商教育課程，十分有助於學生在學習諮商技巧時一併涵養性

別、種族、族群等社會差異的覺察力和同理心。 

二、社大融入式課程的課程型態與融入策略 

參考 Laughlin、Engleson（1982）融入式課程的定義與操作原則，並加入黃武雄（2003）

賦予社大之打開經驗世界、發展抽象能力的教育理想後，徐敏雄（2008）曾初步提出適用

於臺灣社大脈絡的四類融入式課程型態，和三種課程融入策略。之後再與國內推動融入式

課程較具特色的基隆社大、新竹市的青草湖社大、風城社大和香山社大（徐敏雄，2009），

以及南港社大（徐敏雄，2011）推動經驗進行對話，確立出本文之融入式課程論述。目前，

這套論述是國內較完整闡述並分析社大融入式課程的核心內涵、課程型態與融入策略的正

式研究。 

在「課程型態」部分，「單科附加單元」是由個別講師於 18 週課程中挑選一次到數次

課程，融入一個或數個議題；「單科徹底融合」是由個別講師將特定議題不著痕跡地分散

至 18 週課程內；「多學科附加單元」是同一學期內不同課程講師圍繞著相同融入議題進行

課程設計；相較之下，「多學科徹底融入」的操作方式與「多學科附加單元」相仿，只是

它強調 18 週的課程都要融入特定議題。至於融入策略的使用，其一是將「融入議題」視

為具體化或深化「主軸課程」的元素（以下簡稱「具體與深化策略」），此策略是在主軸課

程加入社區或社會實體的融入議題，使主軸課程的學習更貼近生活，甚至發現個人經驗與

社會實體的新關係。其二是將「融入議題」視為可透過「主軸課程」重新詮釋或建構的對

象（以下簡稱「詮釋與建構策略」），此一策略也是在主軸課程添加社會實體元素，不同的

是，它將主軸課程和融入議題均視為可由師生重新詮釋或建構的動態存在，講師重要任務

在引發學員將融入議題和主軸課程相互碰撞，發現兩者間多元的可能性。其三是將「融入

議題」視為可透過「主軸課程」培養師生反思能力的素材（以下簡稱「反思策略」），這種

策略與第二種融入策略相仿，也是在主軸課程中加入融入議題，並強調融入議題與主軸課

程的對話。但此策略更重視講師和學員一同於課程中反思自身價值預設和行動合理性，而

非如同第二種策略只將目光聚焦在學員身上。也因為這樣，講師可能在課程進行中隨時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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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師生互動狀況，調整課程內容與教學模式（徐敏雄，2008，2009，2011）。 

至於目前相關研究顯示，融入式課程不僅有助於學習者操作或反思既有課程知能，新

融入議題的核心精神還經常可展現在師生生活或學生作品上（徐敏雄，2009，2011；陳育

淳，1996；陳昭成，2011；楊馥如，2010）。在 Ametrano 等（2002）的論文中也提到，將

多元文化要素融入諮商教育課程，有助於學生在學習諮商技巧時，一併涵養性別、種族、

族群等社會差異的覺察力和同理心。直接針對社大舞蹈類融入式課程的研究僅陳昭成

（2011）一篇，該研究發現：學員參與融入身體意象議題之舞蹈課程前，對主流社會身體

意象多半是順從；參與身體意象融入舞蹈課程的經驗讓他們開始理解主流身體意象標準的

不合理性，進而有機會反思、形塑自己的正向身體認同。 

即使融入式課程可能帶來主軸課程外的收穫，但在徐敏雄（2009）的研究中還是發現，

有學員抱怨這種類似「置入性行銷」的作法稀釋了他們學習主軸課程的時間。特別是當講

師對主軸課程和融入議題之關聯性掌握較淺，更會讓學員覺得議題融入的過程十分突兀。

然而這些質疑並未明顯出現在其他非社大機制的藝術教育（陳育淳，1996；楊馥如，2010）、

諮商專業教育（Ametrano 等，2002），以及健康教育（Cordero 等，2010）的課程中。其

原因除與各研究者是否關注到這部分問題、任課教師對融入議題的掌握，以及融入策略操

作成熟度有關外；更深層去看，還是擺脫不了前面提到過的原因：由於社大學員參與休閒

運動或舞蹈類課程的動機，主要出於建立人際關係、培養休閒興趣和提升健康，而非社會

文化反思，在自由選課的市場機制下，講師為求生存自然只能將課程目標與內容設定在迎

合個人偏好的方向上。 

最後，鑑於前述各類融入式課程研究均尚未針對各類課程使用的配套融入策略深入分

析，以致無法從中掌握不同融入式課程與教學策略的使用，與學生學習成效的可能關聯。

因此，在本研究中也希望更進一步去釐清箇中的關聯。 

三、舞蹈學習所蘊含之身體文化及權力意涵 

「MV 流行熱舞」是流行歌手為宣傳新歌特地拍攝的音樂舞蹈影片（music video），

其中街舞是重要元素（林聖淵，2011；黃玉琳，2011）。街舞起源與發展不僅與主流文化

大異其趣，更蘊含濃厚種族、族群和階級不平等色彩，大致說來，它常被分為舊派（old 

school）和新派（new school）。其中，舊派強調腳步移動變化及誇張肢體動作，講究頓點

及強烈爆發力，舉凡 Wave、Popping、Electric Boogie、Locking 和 Breaking 均為代表舞風。

以 Michael Jackson 戰慄（Thriller）專輯的 MV 為例，就有許多透過身體移動讓自己看似

被一條隱形繩索牽引著，做出一些詭異、不合乎人體工學的舞蹈動作。相較之下，新派舞

蹈的音樂節奏較慢，著重身體協調性及手部與上半身動作，不僅舞風更多元，且可由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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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發揮創意將各類舞風（含舊派）混雜於同一支舞（如 Hip Hop）。以新派的 Reggae 為

例，便結合了 Hip Hop 的彈跳、Jazz 的性感、非洲舞的爆衝，以及女性腰部與臀部特點（王

瑩，2010；呂潔如，2000；黃玉琳，2011）。 

正由於 MV 熱門舞蹈的曲風多半是快節奏、辨識度高、動作酷炫，以致許多觀眾看

了 MV 後會被高度吸引，甚至希望跳出跟明星和舞群相同的舞步。為吸引這群熱舞愛好

者，坊間許多舞蹈教師便開始依流行 MV 內容編排舞步，設計出套裝熱門舞蹈課程（陳宛

琳，2008；黃玉琳，2011）。也由於 MV 流行熱舞並非只是酷炫肢體動作的堆砌，而是蘊

含濃厚的多元文化色彩與權力關係的藝術形式（王瑩，2010；呂潔如，2000），所以，如

果社大講師能在教學過程中引導學員體察自己身體的獨特性，並比較不同舞風背後的文化

與權力意涵，將有助於實踐前述「知識解放」的辦學理念。 

事實上，誠如許多學者（王瑩，2010；盧玉珍，2011；Banks，2010；Carr，2003∕

2007；Ottey，1996；Risner、Stinson，2010）所言，各類舞蹈本來就不應該被視為單純肢

體動作的偶然連結，而是蘊含社群生活象徵意義與權力關係；而所謂「社群文化」除了有

大型敘事的主流文化，也包含多元價值或差異文化，亦即承載了性別、族群、階級不平等

關係。所以舞蹈教師不該將舞蹈教育視為一系列身體動作的教學，認為只要做出預期動作

就算習得該套舞蹈（Carr，2003∕2007）。也因為這樣，Blumenthal-Jones（2004）和 Ottey

（1996）建議，舞蹈教師應幫助隸屬多元文化的學習者以其熟悉方式與主流舞風對話，敘

說自己的故事。舞蹈教師若能關注學習者「肢體－動覺智慧」（bodily-kinesthetic 

intelligence），在課程和教學設計上重視其主動參與，並對其獨特肢體表達方式予以肯定，

便有助其民主素養的培育。此外，林幼萍、陳盈吉（2009）和林聖淵（2011）也認為，為

增添學員對舞蹈延伸之社會文化議題反思，教學者必須跳脫傳統單一的教學模式，改採多

元課程設計（如開放式問題討論、看圖說故事、分組討論、影片欣賞評論等），從學生生

活世界中較常接觸的議題切入，如此強化學生的表達力、創造力、審美知能與問題解決

能力。藉由多元文舞蹈表達形式，學生們將有更多機會超越文字或語言的傳統形式，探索、

體驗或表達自身與他人的差異文化豐富內涵（Melchior，2011）。 

然而，在許多舞蹈學習研究中卻顯示（林雅麗、稅尚雪，2006；徐譽桓，2007；羅慶

成，2002；Freedman，1990；Rabinor、Bilich，2002），不少女性是因為受到傳媒「瘦即

是美」標準影響，為了符應主流身體意象，而非為了認識與發展自身獨特性才投入舞蹈運

動學習。至於男性，「尬舞的身體既是個人意志力的展現，也是臺灣男生透過文明的格鬥，

學習成為男子漢的過程。其所展現的存在價值，涉及了現代性的自身建構」（盧玉珍，2011：

47）。如此一來，舞蹈學習就很容易陷入刻板性別身體意象的框架。Shilling（2005）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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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特別是在消費社會中，許多舞蹈操練都搭配高度理性化和商品化的流行音樂，如此，

舞者肢體創造力將到受制式化音樂更嚴重的限制。 

至於舞蹈課程之所以能影響舞者的主因，從 Giddens（1984，1991）的理論來看，舞

者得先接受舞蹈社群既有身體論述與舞蹈技巧後才能進入一個充滿秩序的舞蹈世界，並透

過「反身式監控」（reflexive monitoring），遵循理性化標準持續鍛鍊自己肌肉、骨骼和儀

態動作，將內在情緒想法外化至生活世界，形塑自我認同。過程中，舞者將有機會超越當

下身體限制，體認舞蹈承載超越時空的文化符號意涵，並使這套舞蹈技巧及其文化意涵跨

越時空獲得延續，此即舞蹈學習「使能」的部分。當舞者依循既有舞蹈標準鍛鍊身體時，

也等於是讓自己的獨特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框限」在此套標準內，並在一次次表演過程中

不斷複製該舞蹈的文化意涵。以王維銘（2004）長達 24 年的舞蹈經驗為例，其論文一個

身體的旅程說明舞者必先知道舞蹈規準才能循序學習；只是一旦依照標準鍛鍊，身體移動

的可能性與表演型態也隨之受限。對王維銘而言，舞蹈學習的重點是發現、覺察自己身上

的束縛，而非單純身體技巧訓練，類似的經驗也出現在羅慶成（2002：114）的研究中： 

在一段群舞中，所要求的畫面是整齊畫一的美感經驗，或是完美無缺的組合搭

配，它是不准有異議份子的。編舞者安排給你的角色、動作、時間空間，甚至

心境和感情，舞者都必須一一消化下去，身體是在一種被格式化的條件下塑造

的。 

回到社大教學現場，蔡適任（2009）也曾對標準化與商業化舞蹈課程提出批判，她認

為過度強調成果展演與亮麗服裝配件的學習風氣，無助於學員自主性與反思力的提升。在

其他社大學員參與休閒運動或舞蹈類課程的研究中（林昌國、余幸秀，2007；林昌國、武

為瓊、余幸秀，2007；林昕翰、畢璐鑾，2010；黃貞玲，2010）也可看到，學員主要學習

動機是為了建立人際關係、培養休閒興趣和提升健康與體能狀況，而非社會文化反思，以

致當前社大舞蹈課程多偏重動作學習，甚少觸及身體美學或文化賞析（黃貞玲，2010）。

如果操作舞蹈技巧的師生們無法辨識或反思舞蹈承載之歷史文化或權力意涵，各類學習與

表演就可能是在複製與灌輸各種價值偏見或權威慣例，進而框限而非提升學習者的獨特性

和創造力。 

話雖如此，Elias、Dunning（1986，引自於 Shilling，2005）還是認為，具濃厚商品化

和標準化的舞蹈演練可提供人們一個全心投入、追尋刺激的場域，使之釋放被科層體制積

壓已久的情緒，激發平時無法產生的快感。當舞者努力達成目標時更可產生極度興奮感，

發展出正向自我認同。此外，Pruzinsky（1990）與 Rabinor、Bilich（2002）的研究也發現，

舞蹈及運動過程中的新身體經驗，對運動者覺察、掌控身體和情緒，釋放緊張壓力均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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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幫助。甚至有些女性正是透過運動過程中反覆觀看自己的學習錄影紀錄，才逐漸精進自

己的體能和肢體表現，認識自己的身體，重建新的身體意象（卓子文，2002；Rodin、Larson，

1992）。 

再者，Grogan（1999）和 Rodin、Larson（1992）也指出，比起一般民眾，由於運動

員要透過鍛鍊身體方能自主地掌控每一部份骨骼肌肉，所以他們對自己身體的「主控性」

（contingency）和滿意度普遍比一般人高。甚至 Turner（2008）還提到，舞蹈表演強調的

身體自主與美學創作自由，能提供民眾打破刻板身體框架、擴展身體美學、激發內在潛能

的平等化空間。當人們能具批判意識與審美能力時，就更可自主地擺脫具箝制性的美體工

業神話，發現生命的美好，而不至盲目追逐流行（蔡適任，2009）。 

綜合以上文獻，舞蹈教學與學習似乎呈現三個層次。其一是架空於舞蹈蘊含之社會文

化屬性直接學習、操練舞蹈動作，即便如此，舞者還是能習焉不察地不斷透過操練舞蹈技

巧複製該舞蹈的身體意象標準，延續該標準承載的社會文化偏見與權威。其二是舞者能從

語言或文字上清楚瞭解、表達舞蹈技巧背後的文化蘊意。相較之下，第三種舞蹈學習者是

能更深入地辨識、批判，而非僅能瞭解或表達所學習舞蹈之多元文化偏見或權力關係。至

於 Turner（2008）和蔡適任（2009）所謂釋放資本主義標準化生活環境中壓力的功效，表

面上似乎止於第三個層次的學習，但若就 Giddens（1984）「共同在場」（co-presence）的

邏輯來看，只要舞蹈技巧與班級規則能讓學員暫時跳脫職場僵化人際關係與身體移動方

式，釋放壓力的學習效果就有可能在任一層次發生。甚至從 Giddens（1984，1991）結構

化理論來看，三者也無法截然分割，而是處於一種流動、連續、對彰的共生關係，後一層

次的學習也經常必須奠基於前一層次基礎。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場域與研究參與者 

本研究場域為臺北市萬華社大 2011 年第一學期「MV 流行熱舞」課程。雖然本研究

進行前，基隆社大、新竹青草湖、風城及香山等社大就已推動融入式課程，但與各類課程

師生自行於期末成果展時融入指定議題（如基隆社大），或結合專業團體與志工設計各類

融入議題教學單元，再安插入相關課程（如新竹三所社大）的操作方法不同（徐敏雄，

2009）。由於萬華社大融入式課程推動奠基於同類科講師的「社會文化與身體意象」主題

讀書會、教案分享會及成果發表會等系列活動的培力之上，因此更能引導講師檢視自己身

體意象認知與舞蹈教學理念，以及其與社會文化的可能關聯，縫合黃武雄（2003）所批評

存在於傳統教育中「套裝知識」與「主觀經驗」之斷裂問題，避免仰賴專業團體提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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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進而從共學團體內初步實踐社大之「知識解放」的辦學理想。 

至於參與本研究的 J 老師就是萬華社大培力方案孕育出的種子教師，她是一位女性職

業舞者，曾擔任國內知名影視舞團團員，在社大開授 MV 流行熱舞課程已有五年。J 老師

表示，過去她學習和教授 MV 舞蹈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能跟媒體一樣做出完整的舞蹈表

演，所以在 J 老師的授課大綱中便將課程目標設定在：「學習歌手 MV 中的舞步，包含了

Hip Hop、New Jazz、Reggae 等多種 Style，可培養身體的律動協調和美好的體態、活氧紓

壓」（2010 課程大綱）。但參與融入式課程系列培力活動後，她開始意識到：「原來文化、

社會及媒體等等外在環境都會影響到我們對自己的觀感，一些普遍共有的審美觀也是會改

變的」（J 學習單）。因此，在參與完「社會文化與身體意象」主題讀書會後，J 老師便積

極表達希望將這段成長經驗實踐在下學期課程裡的意願。 

至於參與本學期課程的學員共 30 人，其中男、女學員各五人和 25 人，平均每次課堂

出席者約 22 人左右。為瞭解本次融入式課程的實踐與過去純粹舞蹈技巧演練課程之關聯

和異同性，因此研究者邀請其中八位跟隨 J 老師學習熱門舞蹈超過一年，且出席狀況較為

穩定的學員（其中男性三人，女性五人）參與本次研究訪談，所有師生資料如表 1。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料 

代號 性別 舞齡 學歷 

A 女 3 大學 

B 男 2 大專 

C 女 2 大學 

D 女 4 專科 

E 男 1.5 大學 

F 女 5 專科 

G 男 1 大學 

H 女 2 高職 

J 老師 女 26 高職 

二、融入式課程設計與執行 

為讓 J 老師從此次操作經驗中激發出有別於以往的創意，透過嘗試錯誤過程親自印

證、修正、批判所使用之融入式課程知能，而非單方面聽從學者套裝知識或專家意見，藉

以實踐「知識解放」的社大辦學理想（黃武雄，2003）。所以在教案設計過程中，研究者

僅持續向 J 老師表達支持與關懷，並於課程初稿完成後針對課程與教學設計與其預定目標

間的邏輯性、可行性和重要性交換意見，未曾干預其教案構思；也因為這樣，研究者既未

將其方案交由其他專家學者進行「專家效度」審查，討論教案初稿時若與 J 老師意見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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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僅向其表達利弊分析意見，最後由其自行決定是否修改。因為誠如黃武雄（2003：76-77）

所言： 

知識不過是不同時空下的人的經驗，這些無法，無法依靠單向的輸入而學習得

來，只有學習者充分意識到自己主體經驗的存在，以自己主體經驗去印證、去

批判客體經驗，才能發生新的知識，所以說知識只有發生，無法只憑學習得來。 

透過 J 老師設計出五次「融入議題」，並依次安插入以 MV 舞碼鍛鍊為主 18 週的「主

軸課程」內後，便形成徐敏雄（2008，2009，2011）的「單科附加單元」融入式課程。各

次課程主題安排與關聯，先從與第一週告知學員本學期將介紹多元舞風之「課程簡介」，

及觀摩學長姊過去學習與表演紀錄片為起點。透過第二次融入式課程中街舞影片蘊含之多

元文化議題，引導學員思考主流身體意象與舞蹈學習的關聯。第三、四次融入式課程時，

再回到學員自己身上，藉由深入分享彼此舞蹈經驗，為彼此進行彩妝練習的方式，認識自

己身體和容貌的獨特性，並反思其與主流身體意象的落差。最後一次融入式課程，J 老師

更以超越學員或同儕的公眾人物被刻板印象化或污名化的故事，提供學員檢視自身與社會

文化中刻板印象形成原因與殺傷力的機會。整體而言，五次融入課程均圍繞「社會文化與

身體意象」議題，並從與學員切身相關的舞蹈學習經驗、困境克服，向外擴展到與舞蹈相

關之主流身體標準及社會文化中污名化歷程反思。 

從五次課程使用的融入策略，不僅可看出徐敏雄（2008，2009，2011）提到「具體化

與深化」、「詮釋與建構」及「反思」策略的痕跡，亦可發現三大類融入策略似乎有循序漸

進的層級關係。換言之，「詮釋與建構」及「反思策略」需建立在「具體化與深化」基礎

上，而「詮釋與建構」亦為「反思策略」前提，但能達成「具體化與深化」或「詮釋與建

構」者未必能深入「詮釋與建構」或「反思」。若進一步從 Giddens（1984）關於「使能」

和「框限」的論述分析三種融入策略，由於它們均採借既有舞蹈社群或 MV 的主流舞碼供

學員進入流行熱舞，所以都扮演著「使能」角色。但更細緻去分析，則又可發現由於「詮

釋與建構」及「反思策略」對既有舞碼和身體框架進行較多反省與討論，所以比「具體化

與深化」策略更不易淪為單向「框限」。 

本課程的執行共分五次（週），每次三小時。為強化尚未了解融入式課程豐富性之學

員參與動機，不僅社大提供學員學分費折扣卷作為誘因，每次課程最後 30 分鐘 J 老師也

會盡可能帶學員操練一些舞碼，讓想學技巧的學員不致刻意逃避五次課程。前四次執行完

畢後，研究者均與 J 老師進行檢討，以作為下次課程與教學調整之重要參考。至於各次課

程目標、進行方式與融入策略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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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課程教案與實施歷程 

日期 課程目標 進行方式 融入策略 

3∕11 

認識不同類型舞蹈 
播放歐美、日韓及港臺藝人經典 MV 並說明其

時代背景與舞風演化，並分享、討論心得。 

具體化與深化策略

為主 

舊生回顧習舞歷程，

新生看見學習目標 

播放本班上學期成果表演、2010 花博會場演出

及各類課堂花絮，並分享、討論心得。 

涵蓋「具體化與深

化」及「詮釋與建

構」策略 

4∕15 

認識街舞精神，挑戰

「瘦與白即是美」的

主流價值 

 

1. 以團體繪畫、小組討論及推派代表方式認識 

並分享街舞文化。 

2. 播放 Popping、Breaking、Free style、Hip hop 

等各種街舞影片。 

以「具體化與深化」

及「詮釋與建構」

策略為主，「反思策

略」為輔 

5∕6 
激勵同學遭遇挫折時

的堅毅精神 

1. 請學員輪流朗讀王維銘（2004）的一個身 

體的旅程一文，有特別想法或共鳴者可停下

討論。 

2. 講師與學員分享各自舞蹈學習與表演經驗。 

以「具體化與深化」

及「詮釋與建構」

策略為主，「反思策

略」為輔 

6∕10 

認清自己與主流文化

的身體意象標準 

運用 ppt 介紹國內外藝人、模特兒和 DM 上身

體與容貌照片，引導學員以小組討論與推派代

表方式分享各自審美標準 

兼具「詮釋與建構」

及「反思策略」 

藉由互相化妝過程體

驗他人感受、學習讓

自己變美的方法 

基本化妝技巧及頭髮造型解說示範，透過臺

步，舞蹈，擺 pose 展示成果，並透過小組討論

與推派代表方式分享各自審美標準。 

以「具體化與深化

策略」為主，「詮釋

與建構策略」為輔

6∕24 

反思生活中刻板印象

的成因與避免負面傷

害策略 

播放小說家 Chimamanda Adichie「單一故事」

的演說影片，並分享、討論心得。 

以「具體化與深化」

策略為主，「反思策

略」為輔 

播放 Michael Jackson 的電影、經典 MV、葛萊

美傳奇獎感言、不為人知的慈善事業及其皮膚

問題影片，並分享、討論心得。 

以「具體化與深化」

策略為主，「反思策

略」為輔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瞭解學員從參與「單純舞蹈技巧」到「融入社會文化議題」之 MV 流行

熱舞課程經驗中，可能產生之「使能」和「框限」，以及講師於融入式課程實踐中實際運

用之融入策略。也就是關切特定團體（即本研究中的「個案」—「MV 流行熱舞課程」師

生）長時間投入某些活動之整體經驗的蒐集與分析，故採取「個案研究方法」進行考察

（Bogdan、Biklen，2007）。至於具體的資料蒐集方法，包括師生非結構式訪談、師生填

寫學習單，以及課堂錄影記錄。由於整個研究方法涵蓋講師與學員的經驗訪談、心得筆記

及課堂攝影，並關照到不同階段學員經驗的連結及改變，故能符合多重資料來源及串連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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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鏈（a chain of evidence）之研究原則，以提升研究效度與信度。至於實際的資料蒐集方

法如下所述。  

（一）非結構式訪談 

研究者於融入式課程開始前及結束後，均以非結構式訪談紀錄 J 老師和學員的參與經

驗各一次，各次融入式課程執行完畢後，也與 J 老師共同檢討執行狀況共計五次。講師訪

談主要目的在瞭解其參與融入式課程前及執行過程中，對課程目標、內容與教學設計的構

思，以及其對學員參與狀況的觀察與反思，藉以補充說明或對照學員參與狀況。至於學員

訪談主要目的，在瞭解參與融入式課程前及執行過程中的主要學習動機、成就感、參與經

驗及其反思建議，藉以梳理其從「非融入課程」到「融入式課程」的參與經驗歷程。 

（二）撰寫學習單 

課程開始前，J 老師與研究者、社大教務專員及一位資深學員會先根據各次主題設計

學員學習單，並於每次融入式課程進行過程中發放，讓學員寫下參與心得。 

（三）課堂錄影記錄 

徵得所有師生同意後，研究者將五次融入式課程進行過程以攝影機拍攝下來，以補充

前述非結構式訪談和學習單心得書寫的不足。 

至於資料編碼方式主要立基於主題分析方法，研究者首先將上述訪談和課堂錄影資料

繕打成逐字稿，再連同各次課程填寫之學習單，根據各類文本涉及之主題類別、相互關連，

進行開放編碼、主軸編碼、選擇編碼及歷程編碼（Strauss、Corbin，1998∕2001），以建構

出學員參與融入式課程歷程中對身體意象與社會文化反的核心主題∕類別和次主題∕類

別之描述性、解釋性和發展性論述。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上述研究方法，研究者發現融入式課程實踐讓學員的學習動機從偶像崇拜、符應

主流身體意象，一點一滴地擴及認識自己身體。學習的目光也從對明星光環的羨慕，延伸

到教師與同儕學習歷程的借鏡。所熟悉的舞蹈風格，也從原本 J 老師較熟悉的韓國藝人，

擴大至更多國家的多元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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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動機從偶像崇拜和符應主流身體意象到認識自己 

（一）期待自己也能成為鎂光燈下的明星 

幾乎所有學員學習流行熱舞的初衷，都是被螢光幕上絢爛的燈光舞臺和明星，以及舞

臺下熱情觀眾的掌聲所吸引，期盼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躍上舞臺成為亮麗明星。就像學員 C

（C 參與融入式課程前學習單）分享道： 

自己對跳舞有莫名興趣，該歸功於許多舞蹈表演與比賽節目，黑澀會棒棒堂、

舞林大道、捷運盃舞蹈大賽的宣傳廣告等等……覺得它好有趣、很酷、很帥，

可以很幽默詼諧、很美、很性感，也可以很極限、很技巧性。 

至於習舞過程，參與融入式課程前學員們主要是跟著 J 老師一步步訓練自己每一塊肌

肉和骨骼，使之能在特定時間與空間中做出最大伸展和移動。例如學員 C 分享：「我不只

是學習如何跳一支舞，我認識了自己的肢體，不斷發覺人體動作無限可能的美感，學會用

眼睛觀察、再去模仿，學習控制身體的力量」（C 參與融入式課程前學習單）。透過 J 老師

引導，學員們從對舞蹈完全陌生到逐漸熟悉，甚至可以做出類似明星或專業舞群的動作，

整個過程讓他們獲得自信（B、C、H 前訪談及參與融入式課程前學習單）。就如同學員 B

所說的：「直到表演結束的那一剎那，臺下響起的掌聲，就是給我們最大的鼓勵」（B 參與

融入式課程前學習單）。 

（二）為改善或提升身體意象以符合主流社會標準 

除了偶像崇拜，有些學員習舞的初衷是要降低自己與主流身體標準的落差，舉凡身體

律動感差（E 前訪談）、女人味不足（A 前訪談）、不夠活潑（C 前訪談）、體型太胖（E、

G 和 H 前訪談）、體能不佳（G 前訪談）等，都是可能原因。也因為某些性別刻板印象或

年齡標準影響，當學員們接觸到與自己理解或期待之合宜身體標準落差較大的舞風時，便

容易感到不自在（A、D、H 和 G 前訪談）。就像學員 A 覺得，「我不喜歡 Breaking，在

地上轉那種，因為那大多是年輕人在練，我們年紀大了不可能這樣轉……Popping 多是給

男生跳，女生跳起來會很累」（A 前訪談）。 

此外，也因為班上女學員遠多過男性，加上 J 老師也是女性，所以「當老師教比較偏

向女生動作的時候，可能像是扭腰、擺臀」（G 前訪談），男學員就會尷尬。但也有男學員

E 認為：「一開始學女生的動作會有點排斥，會覺得為什麼要扭到這種程度，但當你學到

後面可能是膽子越來越大，表演也多了，你會覺得這些東西沒什麼，它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E 前訪談）。深究此一觀點，可能因為 E 學員認為自己做出某些與生理性別相異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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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為了因應表演需要，此舉並未改變其性別認同的本質。但根據王瑩（2010）的研究，

Breaking 和 Popping 的優秀舞者經常都是以多年累積的經驗來超越年齡和性別限制。 

（三）融入街舞元素擴展學員身體意象標準 

進入融入式課程階段後，藉由課堂街舞表演影片與小組討論的融入策略引導，學員們

有機會看到、聽見不同膚色和體型的人都可能跳出自信的舞步，並開始思考諸如膚色、身

高、胖瘦等身體意象議題，及其與舞蹈表演的關連。如學員 C 就提到，「原本自己的審美

觀認為瘦的和白的是比較美的，自己也會去追求，以致忽略內在的部分」（C 後訪談）。可

是經過這次融入式課程，她發現「如果你表現的落落大方，給人的觀感也可以加分很多」

（C 後訪談）。在小組討論（課堂錄影 2）時，也有其他學員分享到： 

我們這組覺得美有分內在美和外在美，內在美有散發出來的信念，像是很認真

的美，還有個人的創意，敢秀的那種感覺，還有每個人的活力和獨特性，還舞

臺魅力。這些都是外在美無法給你的自信美。 

特別是依序看完爵士舞和街舞影片對比後，某些學員（C、E、F、H 學習單 2）也覺

得舞蹈表演與外表關係不大，自信才是精髓；但很矛盾的是，他們當中還是有些人（A、

C、F 學習單 2）認為不同身材應有其適合的舞風：如爵士舞適合性感和身材火辣苗條的

女性，街舞不論高矮胖瘦都可以跳，學員 A 和 E（A、E 後訪談）更將黑人舞者的優異表

現歸因於種族遺傳。就此來看，融入多元舞蹈風格的課程設計雖擴大學員舞風視野，但多

數學員對特定舞風與特定身體型態或族群印象的連結，似乎還是沒有打破既有框架。甚至

根據 J 老師對第二次課程執行狀況的檢討，學員們對舞蹈與外貌和身材之關連性的分享內

容頗為單一，好像每個人看到的東西都一樣。深究原因，她判定可能是學員們「認為老師

有標準答案，其實我的目的是想說不一定要怎樣才是漂亮」（J 訪談 2）。 

（四）融入化妝練習讓學員確認自己身體特色 

參與融入式課程前，學員 A、C、F（A、C、F 學習單 5）及 E（E 後訪談）表示對自

己的美醜標準並不十分瞭解；因著這次融入式課程所安排的化妝技巧練習，才讓他們開始

意識到自己身體特徵及其好壞判準，甚至開始用妝來凸顯優勢、遮住缺點。就像學員 C

提到：「如果沒上過這堂課，我都會覺得自己臉上有痘疤什麼的，會去專注在這些部分，

不會去欣賞自己的五官哪裡比較優點的地方」（C 後訪談）。由此看來，因著融入化妝技巧

課程提出了「優質」五官標準，學員才有更明確的參照標準來認識自己，並以此確立自身

臉部美醜特徵，努力透過妝扮讓自己更接近該標準。但也有學員 B 先前就已將化妝視為

「禮貌」或「氣色比較好」的代名詞，所以化妝只是增添其實踐力，並未增損其美醜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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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後訪談）。 

在練習化妝的融入式課程中，學員 D 因為很喜歡自己「大眼睛」的特徵，所以就竭

力將他的夥伴眼睛畫得很大（D 學習單 5），之後還開心地聊道：「他完全沒有化妝概念，

是我告訴他有這樣的效果」（D 後訪談）。但也有學員在為夥伴化妝的過程中感受溝通的重

要性，因為他們發現必須先瞭解彼此的感受，才能根據對方喜好畫出適合對方的妝，而非

強加自己的美學標準於對方身上（C、F、H 學習單 5）。 

綜合前述學員參與融入式課程前習舞經驗，如同陳宛琳（2008）和黃玉琳（2011）觀

察，多數學員學習 MV 流行熱舞的初衷確實是受到媒體鎂光燈吸引，或如同許多研究（林

雅麗、稅尚雪，2006；徐譽桓，2007；羅慶成，2002；Freedman，1990；Rabinor、Bilich，

2002）指出，是希望自己的身體意象能更符合主流社會標準，或是培養休閒興趣和提升身

心健康與體能狀況（林昌國、余幸秀，2007；林昌國、武為瓊、余幸秀，2007；林昕翰、

畢璐鑾，2010）。但也是藉由這些課程，讓學員開始感受到自己更懂得如何操控骨骼和肌

肉去達到預期肢體標準，以建立自信心，這項發現與 Grogan（1999）和 Rodin、Larson（1992）

的研究相似。 

若就教學面來看，進行融入式課程前 J 老師主要以主流身體意象標準供學員激發學習

動機、建立學習目標、形構實踐策略。就像 H 學員說的：「學了跳舞後就會發現自己有很

多重心在這裡，所以會把每次的表演都視為很重要的安排，會希望自己能越來越投入」（H

前訪談）。也就是在不斷實踐自己的明星夢或舞蹈目標的同時，主流身體意象和舞蹈社群

舞碼就如 Giddens（1984，1991）所言，一方面讓學員得以進入「舞蹈世界」（即「使能」

作用），同時也將學員本然的差異性「框限」到該舞蹈論述中；甚至在舞蹈操練的過程中，

持續複製主流社會的身體意象及性別框架（盧玉珍，2011）。 

進入融入式課程階段，藉由街舞影片觀賞、團體繪畫創作、小團體討論和化妝練習，

部分學員身體意象標準逐漸向外開展，甚至開始注意舞者自信美及自己身體特徵，而非如

同先前只見影視明星「瘦、白、高」的單一美學特徵。就此來看，將社會文化議題融入純

舞蹈技巧操練的課程設計，等於是 Giddens（1984，1991）所說在既有舞蹈論述之外添加

入另外一種可能性，讓師生們有機會重新詮釋並擴展既有論述框架，因而產生新的「使能」

作用。如此也等於是發揮黃武雄（2003）所說「知識連結」力量，因為學員開始將自身主

觀經驗與他人特殊經驗連結，或發揮徐敏雄（2011）所謂詮釋與建構策略融入策略功效，

亦即擴展了學員多元價值與知識寬度。 

但若更深一層分析，依然可見學員們並未完全脫離特定舞風等同於某個族群、年齡和

性別特徵的分類習慣，以致出現 Banks（2010）、Ottey（1996）與 Risner、Stins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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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批判之舞蹈、族群與身體特徵之刻板印象，或 Giddens（1984，1991）所言「框限」問

題。再者，雖然化妝課程讓學員有機會更瞭解自己臉部特徵，並提供化妝技巧來修飾臉部，

使之更有能力實踐 Turner（2008）所說擴展身體美學、激發內在潛能理想，但由於課程內

容對容貌標準之合理性討論較少，課程實施結果還是比較在複製而非擴突破 Giddens

（1984，1991）所說社會結構中的刻板身體框架。 

二、從明星光環的羨慕擴展到專業舞者和師生學習歷程敘說 

（一）融入練舞記錄片觀賞幫助學員監控自身與同儕學習歷程 

在第一次融入式課程中，透過觀賞 J 老師為學員錄製的學習歷程影片，學員（B、C、

G 學習單 1 及後訪談）紛紛表示雖然剛開始不易跟上老師或學長姊步調，但只要多練習便

可趕上。因為「跳舞是一種習慣，如果平常就養成這種習慣，味道就會慢慢散發出來」（B

後訪談）。也有學員眼見與自己學習時間相近的同學都已達某種程度，自己卻依然無法完

成，就開始懷疑自己天份是否較差（D 後訪談）。受訪學員都表示只要自己努力一段時間

後可以更貼近 J 老師或 MV 舞步，都能以此形塑正向自我認同。甚至 F 學員還認為，鍛鍊

舞蹈技巧雖然辛苦，但整個過程還是幫助許多學員宣洩了長期處於職場標準環境下的壓力

與情緒，並且突破以往身體在生活世界中的僵化移動模式（F 前訪談）。 

（二）融入舞歷程生命故事增進學員同理心和困境突破勇氣 

透過融入式課程開始前的訪談可發現每位學員都有習舞困境，例如對學員 E 而言要

記住舞步十分辛苦（E 前訪談）；學員 H 甚至看出「MV 舞最困難的就是很好看的舞都不

是在你的反射動作上，它們都是和人體工學成反比的」（H 前訪談）。至於學員 C 的困境則

是容易停留在習慣舞風，缺乏嘗試新舞風的勇氣，但是她又「喜歡給人驚喜的感覺……如

果可以做很多變化，別人就不會覺得你是很淺的人」（C 前訪談）。整體而言，無論遭逢的

困境為何，多練習、多觀摩幾乎是學員們因應困境的普遍策略（C、E、H 前訪談）。 

除了這種多看多練的原則，在這次融入式課程中 J 老師希望透過專業舞者突破舞蹈瓶

頸的生命故事分享，激發學員們超越舞蹈困境的毅力（J 訪談 2）。只是沒想到這番用心在

學員 D 看來不僅無法引發共鳴，還覺得故事中有太多挫折、自我質疑，因此感到心情相

當沈重（D 後訪談）。事實上 J 老師在與研究者共同檢討課程執行狀況時也坦言，自己錯

估了學員的經驗，因為當她詢問「有沒有看過類似的表演，像大陸的舞團或是臺灣的雲門

舞集，結果他們的回答是沒有看過」（J 訪談 3）。 

相較之下，當 J 老師和學員們以自己學舞的經歷彼此分享時，多數學員（B、C、E、

G、H 後訪談和 A 學習單 3）都覺得得到很大的安慰，因為他們赫然發現原來每個人習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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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遇到瓶頸，都是一步一腳印慢慢走過來的，心情上也就較能坦然面對，甚至可以從克

服困難中找到學習樂趣。例如學員 H 就說到：「連老師都經歷故這麼多挫折、努力，才有

今天的成就，我們學到的挫折其實只是一小部分」（H 學習單 3）。透過這種習舞故事分享，

不僅能讓學員們看到長期學舞的具體改變，J 老師也感覺到這種生命故事敘說的融入議題

操作模式，甚至能讓整個課堂產生類似團體心理療育的功能，因為許多學員內心深藏許久

的疑慮、自責與挫敗感，都可以從學員們的經驗分享與相互鼓勵中得到慰藉；而當她能從

學員們的回饋中聽到一些因為舞蹈學習帶來的生命改變時，就更強化她舞蹈教師的自我認

同（J 訪談 3） 

（三）融入明星被污名化的生命故事體會「單一故事」危機 

在第五次融入式課程開始時，J 老師詢問學員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名字會最先想到

什麼？多數學員們的反應是：自我要求很高、舞蹈影響全世界、戀童癖、謎一般地死亡、

關懷地球生態、月球漫步的舞步等（課堂錄影 5）。之後，經由觀賞 J 老師播放關於 Michael

的死因、皮膚漂白、戀童癖等污名化的澄清另類影片後，許多學員才赫然發現原來 Michael

的故事與形象有如此多不同的詮釋角度（A、D、E、F、G、H 學習單 4；B 後訪談）。學

員 H 甚至分享：「如果沒有透過融入式課程，也許我對麥克傑克森這個人仍是把他看成如

怪物般奇異的癖好，或過度對外型可怕的要求」（H 學習單 4）。 

接續 Michael 死因與污名化影片後，J 老師又透過一則「單一故事」的網路影片，引

導學員瞭解多數人對特定件事或某一群人的認識，經常蘊含刻板印象。經過影片觀賞與討

論活動，部分學員（B、D、G 學習單 4）在分享活動中坦承自己很容易聽到什麼八卦就不

加思考地相信，或將它當成娛樂來傳遞。對這種「單一故事」的負面影響，學員 A、D 和

F 認為它會增添人際間的誤會和不信任（A、D、F 學習單 4）。學員 C 則提到謠言散播和

毀謗會產生不公平的問題（C 學習單 4）。至於避免「單一故事」危機的方法，小組討論

後派學員 H 歸結道（課堂錄影 5）： 

最好的當然就是求證啦！……我們應該要培養剛開始聽到一個消息的時候，就

要保持一個懷疑的態度，等我們自己確認過後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再把它放在

心理。 

與前一次閱讀臺灣專業舞者王維銘（2004）所撰寫的一個身體的旅程一文之融入式課

程相比較，學員 B 和 F 都覺得 Michael 的故事給他們帶來的啟發較多，因為他是家喻戶曉

的明星，較能引發興趣（B、F 後訪談）。此外，由於多數學員的舞蹈體驗還沒有進入臺灣

舞者的反思或情感創作境界，較無法同理該名舞者的成長心情。事實上，J 老師也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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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維銘（2004）生命故事閱讀相比，Michael 故事「討論的狀況還蠻起勁的，每個人就

是會講很多，不會是發呆；昨天在寫心得單的時候也是很難得可以寫那麼久、寫很多」（J

訪談 5）。 

綜合本段研究發現，在參與融入式課程前，舞蹈學習便已發揮 Elias、Dunning（1986，

引自於 Shilling，2005），提供學員們全心投入、追尋刺激、釋放情緒，發展正向自我認同

的機會。但藉由融入式課程設計的師生習舞經驗分享，才讓他們有機會更深入反覆觀看彼

此身體與心理改變過程，進而產生卓子文（2002）和 Rodin、Larson（1992）所謂重新認

識自己身體、建構新身體意象的效果。特別是當學員們有機會聆聽老師和同儕的學舞歷程

時，不僅可以從他人成功經驗中建立更高遠的學習目標，目睹其他人如何從挫敗中站起的

經驗，更可激發突破困境的鬥志。但也有學員眼見自己的進步不若他人時會心生焦慮，反

倒開始懷疑自己。 

就此來看，由於流行熱舞的特質本來就與職場或制式化的生活形態相去甚遠（王瑩，

2010；呂潔如，2000；黃玉琳，2011），所以即便沒有融入特定議題，操練舞蹈的肢體運

動亦能幫助學員突破標準化生活模式對其情緒與身體的禁錮；而融入式課程中生命故事的

分享，則有助引導學員看清自己與他人的改變歷程。但如果同儕間的觀摩沒有伴隨僵化學

習目標或身體標準的反省，「鬥志」的引發反倒可能加重學員對自身的傷害。就像 Giddens

（1984，1991）的邏輯，當舞者以不合理的舞蹈目標作為自己理想的「身體風格」（bodily 

demeanor），並透過「反身式監控」鞭策自己的肌肉、骨骼和儀態達到目標時，自我實現

的動力反倒會助長自主性被不合理標準「框限」的程度，並在實踐過程中不斷複製舞蹈承

載超越時空的不平等意涵。 

最後，透過在課堂上播放奈及利亞女性小說家 Adichie 如何經歷並回應白人世界刻板

印象的幽默演說，以及不同於主流媒體對 Michael 各種負面報導之「反污名化」澄清的兩

則影片，再輔以小組討論、分派代表的分享方式，J 老師讓學員有機會從公眾人物被污名

化過程中，借鏡到刻板印象或流言蜚語可能的殺傷力，甚至具體討論出避免陷入此一危機

的策略，這等於是實踐了徐敏雄（2011）所說「反思策略」的課程目標。但如果將此研究

結果與前述學員對特定舞蹈與身體特徵的刻板分類習慣相對照，又可發現學員們似乎還未

參透「單一故事」的危機與身體刻板印象間的邏輯親近性，這部分的連結是 J 老師未來可

進一步使力之處（J 訪談 5）。也就是在該次課程實施過程中，J 老師和研究者深刻體認到：

與學員熟識或家喻戶曉明星的生命故事，顯然更能引發各類價值與經驗碰撞，進而產生社

會文化偏見的反思。這種課程設計的精神也等於是在體現黃武雄（2003）價值思辨的社大

課程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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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特定 MV 舞步的鍛鍊到多元化舞蹈風格的開展 

（一）學習標準舞步一段時間後才開始重視舞蹈風格 

在參與融入式課程前，當被問及舞蹈學習是否有標準動作時，舞齡較淺的學員 C 與 G

都指出，由於他們的舞蹈是依循 MV 中舞者動作，所以課程本身應該是有標準動作（C、

G 前訪談）；舞齡較長的學員 D 也認為，自己「是以老師教授的舞碼為標準」（D 前訪談）。

但對 A、B、E、F 等學員而言，標準舞步卻只是一些基本動作，操練它們的目的是為了學

習控制身體的肌肉骨骼（A、B、E、F 前訪談）。「剛開始比較像是在記舞步……我們和老

師一起去表演時會發現表演少了一些東西，而那些東西就是要從 MV 去抓的，那就是味道」

（E 前訪談）。 

即便如此，當他們被問到是否覺得自己或團隊應該要盡可能跳得跟 MV 裡的動作一

樣時，每位學員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就算無法要求每個人都一樣，學員們也會認為這是個

人無法達到所致（B、E 前訪談），「因為能搬上螢幕一定是最好的」（B 前訪談）；學員 C

甚至還指出，每一個獨特的舞者能跳出整齊的舞步才是最困難（C 前訪談）。但是當研究

者詢問 C 學員個別舞者如何從團體一致的舞步中找到獨特性， C 則坦白說：「這個是一個

很矛盾的問題，我還沒有想過」（C 前訪談）。舞齡更深的學員 A 甚至還會拿 J 老師或職業

舞者來衡量自己，她說：「如果要和老師比，她還是比較厲害，如果和職業舞者比那又差

了一截」（A 前訪談）。所以她一直覺得同班學員的程度還不夠上臺表演，她以先前沒有參

與一場表演的經驗說道： 

因為我準備還不夠，因為我是很認真看待我的表演…….可是我會覺得他們看待

表演的方式有點輕率……那種東西拿出去跳，我會覺得很丟人，即便是一個小

社區的表演……說不定裡面會藏一些星探或是懂舞蹈的人。 

（二）融入多元舞風影片擴展學員舞蹈視野 

在參與融入式課程前，J 老師教授的舞蹈以韓國藝人比例較高，多數受訪學員對寶兒

等韓國藝人的歌舞也較欣賞（B、C、D、 F、G、H 前訪談）。學員喜歡寶兒的原因是「她

每張專輯風格都不同，有的有街舞的感覺，有些是 Hip Hop、Free Style、甚至中性的部分」

（H 前訪談）；或是「看過她很多現場 Live 演場會，發現臺下觀眾全場是滿的，會覺得應

該蠻多人喜歡他的；而且他的歌曲在臺灣也很流行」（D 前訪談）。 

不同於以往偏重韓國舞蹈的取向，從進入融入式課程第一週起，J 老師就讓學員們觀

賞歐美和臺灣舞者的表演，這讓學員們不僅有機會認識多元舞風，也不再只是單純地去模

仿 MV 中的明星的舞步，而是能更進一步瞭解舞蹈展現的象徵意涵。就像學員 E 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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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不太知道我在跳什麼……因為我以前比較沒接觸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把身體律動練

好而已」（E 後訪談）。此外，學員 B 也分享到：「有堂課說街舞，會討論街舞的認知、起

源等等，我會想知道我們在學的是什麼舞步、是誰發明的、演化史是什麼」（B 後訪談）。

但整體而言，學員們似乎還是比較鍾愛日韓藝人。小組討論（課堂錄影 1）時就有學員代

表提到： 

因為他們的身材跟臺灣人比較像，所以我們在學習他們的舞蹈的時候感覺比較

可以做得到。那你說歐美那種動作比較大，一下子跳上一下子跳下，對我們就

比較沒有辦法。 

綜合本段分析，與王維銘（2004）的舞蹈學習歷程及 Giddens（1984，1991）的理論

邏輯相仿，幾乎所有學員都是先接受既有舞蹈社群標準舞碼與學習目標，才慢慢進入具秩

序的舞蹈世界，並習得運用肢體動作表達情緒的方法。其次，在參與融入式課程之前，多

數學員們對舞蹈的理解一定程度也被限縮在 J 老師偏好的韓國舞風裡。進入融入式課程階

段，透過融入多元舞風影片觀賞、團體繪畫創作及小團體討論，J 老師開始帶領學員認識

自己所學各類舞碼之社會文化意涵，亦即實現了 Carr（2003∕2007）期待之舞蹈教育理想，

甚至初步引導他們看見 Banks（2010）、Ottey（1996）和 Risner、Stinson（2010）所強調

多元舞蹈風格蘊含之族群與性別特徵。由此亦可印證林幼萍、陳盈吉（2009）、林聖淵（2011）

和 Melchior（2011）提到，講師若能善用媒體影片、開放式與小組討論等活潑生動的教學

技巧，讓引導學員接觸甚至操作多元舞蹈風貌，便可提供他們更多機會去探索、體驗或瞭

解差異文化的豐富內涵；甚至如同 Giddens（1984，1991）的結構化理論邏輯所言，讓各

類舞蹈技巧及其承載的文化內涵得以跨越時空脈絡被延續、複製下去的力量。 

但與前段有關「身體風格」的爭議相似，J 老師設計的融入式課程能否開闊學員多元

視野，關鍵在於課程內容是否真能如同蔡適任（2009）期許的，發揮涵養學員的批判意識

與審美能力，使其不至盲目追逐流行的功效。在本研究中，雖然多數學員均已藉由融入式

課程擴展了多元視野，亦即發揮徐敏雄（2011）所說「詮釋與建構策略」的融入式課程功

效，但深究學員的認知狀況似乎較多還是停留在主流舞風分類，以及各類舞風與特定身體

形象之間高度關聯的理解上，尚未對箇中的權力關係進行反思。 

事實上，在第二次課程執行檢討時 J 老師也不諱言：學員們對舞蹈與外貌和身材之關

連性的分享頗為單一，好像每個人看到的東西都一樣。深究其原因，除了與講師過去甚少

使用團體討論技巧，以致對如何引導學員進行多元思考較為生疏外；也可能是學員們在小

組討論與回答問題時預先猜到老師心中的「標準答案」，以致出現觀點聚合現象。對此 J

老師認為，日後進行類似討論前最好能先由講師向學員說明「激盪享差異觀點與分享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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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課程目標，並鼓勵學員發表自己的想法或不同意見，甚至讓他們以辯論會的方式

進行討論（J 訪談 2）。但如此一來，J 老師又擔心礙於課堂時間有限，所能討論的議題數

量就將隨之減少，以致降低課程的豐富度。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論 

（一）學員參與未融入特殊議題課程時以操練舞碼和符應主流身體意象

為主 

本研究發現學員於舞蹈學習初期（即尚未參與融入式課程前），幾乎都是先接受教師

舞風偏好與標準舞蹈技巧，才能藉由模仿、鍛鍊與修正，漸次掌控自己的肌肉、骨骼與體

態，接近老師示範動作，透過目標實踐建立自信與自我認同。又因舞蹈課程諸多要素脫離

不了主流社會身體意象和媒體文化，所以習舞過程不單只是模仿教師和 MV 的身體技巧，

更是透過雕塑自己的身體儀態符應、複製主流社會期待。一段時間後，部分學員會開始想

要超越單純的肢體動作鍛鍊，進入舞蹈風格模仿，使舞蹈表演更貼近教師或 MV 標準，其

自我滿足感也會隨之提升。 

特別是流行熱舞蘊含之多元文化及差異肢體語言表達方式，即使未融入特定身體意象

或社會文化議題，依然能讓學員暫時跳脫僵化職場與人際規則，透過多元身體移動方式獲

得職場不易取得的刺激和成就感，並釋放內在情緒壓力。只是在以身體技巧為主的課程

裡，由於缺乏對多元舞風及其蘊含社會文化意涵的討論，所以學員們多半是藉由多看、多

練揣摩 MV 或老師的體態和風格，對各類舞風的異同及其文化意涵只有模糊概念。換言

之，學舞初始階段或未涉及社會文化融入議題之課程設計，雖然提供學員一套新的身體表

達規則，使其有機會超越傳統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開始運用超越常規的肢體語言展現內

在情緒感受與想法；但由於此時學員僅能被動依循講師示範客觀舞蹈動作，少有機會從肯

定個人主觀經驗的角度出發，以正向價值去認識、評判自己身體特徵與客觀舞蹈標準間的

落差，更遑論解釋所參照之客觀舞蹈標準的社會文化意涵，致使該階段對學員之主體性和

文化視野所能產生的「框限」顯然還是多於「使能」效果。 

（二）融入式課程開啟學員反思身體意象界線、開闊舞蹈風格視野、認

識自身獨特性的可能性 

進入融入式課程階段，學員開始從師生舞蹈學習歷程故事、多元舞蹈風格影片觀賞與

討論、彩妝練習等活動，體驗到多元文化經驗。就個人角度來看，它拓展了學員對舞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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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歷程和身體意象的寬度，並從相互借鏡中建立起自己的中長程學習目標，及其可行實

踐策略和瓶頸突破之道。就「打開經驗世界」而言，融入式課程確實有達到社大辦學理想。

但若以整體來看，學員們依然未能建立自主的身體意象標準、舞風和學習歷程評判能力，

而是從「單一」或「少數」標準擴及到「較多」層次。此外，在舞蹈學習歷程的故事分享

中也可看到學員對熟悉的人較感興趣，換言之，融入式課程雖開展了學員的同理心觸角，

但其連結範圍還是止於熟識對象。再者，在化妝課裡也有學員是依循自己的容貌特徵為對

方化妝，而忽略對方主觀感受；或是藉由化妝技巧來達成主流社會的臉部美貌標準，而非

為另類容貌標準發聲。 

從課程面反思，當中原因可能與講師設計師生習舞歷程分享及認識多元舞風議題時，

未從「肯定個人經驗獨特性」出發就直接引入差異或多元經驗，以致學員在揣摩講師「鼓

勵多元包容」教學動機前提下，無法繼續朝向黃武雄（2003）所謂「知識解放」的社大教

育理想跨前進。也因為這樣，多數學員目睹他人如何從挫敗中奮起的故事時，自然傾向鞭

策自己「趕上」，而非思索如何從僵化的身體框架中「解放」；雖然體認到多元身體意象和

舞蹈風格存在的事實，並且應該予以尊重，但眼見夥伴沒有達到主流社會身體標準時，還

是會希望「幫助」他們符合期待。如果用 Giddens（1984，1991）的理論來說，融入式課

程雖在經驗與視野伸展上發揮了「使能」作用，但它為學員開展的新空間由於依然有其界

限，也因此等於是重新「框限」了學員的可能性。 

若將目光延伸到結構性因素，由於社大並非強制性教育機構，各類課程能否成課端賴

學員選課機制；而多數學員選課時，幾乎又會以成本效益原決定是否參與某課程。所以過

去各社大在推動融入式課程時，經常會聽見學員抱怨融入式課程稀釋了他們學習主軸課程

的時間。在本研究中包括 A、D 和 G（後訪談）學員也提到，融入五次特殊議題的課程

設計已排擠他們舞蹈技巧學習的時間，建議未來可降到三次以下。講師也覺得五次融

入式課程設計過多，影響學員出席動機。在此情況下，如果寄望課程能從「肯定個人經驗

獨特性」出發，甚至實踐「洞悉經驗的普遍性」與「反思主觀經驗的衝突性」（黃武雄，

2003），或反思「個人特徵—集體標準」（Giddens，1984，1991）之二元性教育目標，勢

必得要花費更多時間去規劃、操作更深入的自我探索與社會文化反思融入議題。但這樣一

來，將可能嚴重影響學員選修意願，講師本身也得先行進修相關知識；而這些都是當前偏

向個人興趣和市場取向的社大運作機制必需因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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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講師融入策略運用以具體化和詮釋知能為主再漸次導入反思 

本研究操作的融入式課程形式是「單科附加單元」，也就將五次與舞蹈學習或表演相

關之差異經驗或多元文化議題設定為「融入議題」，分別安插入原來以舞蹈技巧操練為主

的 18 週社大 MV 流行熱舞「主軸課程」中。換言之，授課教師是將 18 週課程再區分為五

次融入式課程和 13 次舞蹈技巧操練，並運用前類課堂中的知識與後一類課堂的舞蹈技巧

對話。在融入策略使用上，雖然每一堂課都使用到兩種以上策略，但教師較常使用的還是

透過影片觀賞、團體繪畫創作與小團體討論，「具體化與深化」學員對某些舞蹈風格的認

識，或引導其對多元舞風與身體意象之間關連性進行「詮釋與建構」。至於「反思策略」

使用較為明顯者，要屬 Michael 被污名化過程以及「單一故事」刻板印象的反思，該次課

程設計是徵引「被污名化」或「被刻板印象化」之受害者的另類聲音，與學員們平日視為

理所當然的價值觀碰撞，藉以凸顯出看似絕對無誤的說法其實背後可能蘊含的多重可能性

與偏見，進而引發學員對自身價值觀之合理性的反省。 

更詳細地說，講師操作融入策略時如果使用與學員習慣價值或生活方式「同向」的議

題與素材，則較可能發揮「具體化與深化」成效；倘若希望更進一步邁向「詮釋與建構」

或「反思學習」的層次，則需進一步規劃與學員日常生活迥異，甚至是足以衝擊學員既有

認知基模的「逆向」元素，方有可能撼動、擴展甚至修正學員既有知識與經驗框架。但無

論是何種融入策略，從本研究操作經驗都可看出，講師若能善用活潑生動的媒體媒材，或

是能夠引發學員感同身受的生命故事分享，承載、傳遞較複雜或難以透過言語和肢體示範

的融入議題，都將有助於具體化抽象的情感與價值元素，提升學員對的舞蹈學習動機及多

元文化學習成效。 

二、建議 

（一）由個別課程形式與具體化教學朝向複雜的經驗文化碰撞 

建議在傳統舞碼操練課程外，有意引導學員從認識自身獨特性開始，擴展社會文化視

野、培養反思能力的社大講師，可先從獨自運作、課程形式較為單純的「單科附加單元」

開始。將學員的身體意象及其所屬社會文化背景、與所教授之舞蹈技巧的歷史文化脈絡，

及國內外與流行音樂和熱門舞蹈相關之新聞事件轉為「融入議題」，並以各次課程之舞蹈

技巧為「主軸課程」，搭配諸如媒體素材、團體繪畫創作、小團體討論或辯論、角色扮演

與實作等多元教學技巧，使學員有機會藉由「同向」或「逆向」之融入議題與主軸課程的

相互增強或碰撞，一步步肯定自己經驗的獨特性，或開始洞悉差異經驗的普遍性和衝突

性。如此，方能在學員習得表達情感與價值之舞蹈技巧規則後，開始反省各類舞蹈風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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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社會文化框限，進而繼續朝向社大「知識解放」的教育目標前進。 

（二）組織講師共學社群持續提升專業知能 

鑑於推動舞蹈類融入式課程的教師不僅得親身先行體悟舞蹈藝術與學習，對認識、肯

定自身獨特性的重要及其內在道理，還必需具備寬闊的社會文化視野與反思力，並將這些

元素透過活潑多元的課程與教學設計落實到課堂，以免陷入以往各社大推動融入式課程

時，講師自身對融入議題與主軸課程之間可能關聯性與重要性的瞭解較為淺薄的困境（徐

敏雄，2009，2011）。建議未來各社大可仿效萬華社大的教師培力模式，透過例行化的同

類科教師社群陪伴講師整理自己的舞蹈學習與表演經驗，再於課程操作完畢後藉由共同檢

討、相互回饋的方式，持續提升彼此舞蹈和成人教育專業知能。如此，方能讓鼓勵講師在

具信任感及創造性的支持系統中，於融入課程推動的嘗試錯誤中逐漸形構扣連其主觀經驗

與客觀世界的動態知識觀，使藝能類課程更貼近社大的辦學理想。 

（三）透過經費獎助和榮譽賦予提升師生參與動機 

為實質提升師生參與意願，在學員尚未瞭解、體認到融入式課程可能帶來的豐富成長

經驗之前，除了學分費折扣及講師鐘點費加權等物質誘因外，研究者建議社大還可透過將

融入式課程推動班級標記為「示範推動班」，或公開舉辦成果分享會等方式，讓師生們感

受到自己的獨特性及榮譽感。唯有如此，師生們才可能因實質獎勵的緣故萌生跨出教與學

框架的動力，進而接觸、理解、體悟融入式課程的豐富性與魅力，否則再好的課程論述與

教師專業培力都難有實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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