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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我國學校舞蹈藝術才能班的現代舞課程將如何回應新課綱的期許。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即將於 108 學年正式施行，藝術才能班的專長領域也

將一併納入規劃實施，是為一大挑戰。藝術才能班的課程如何跳脫僅是身體技術

的訓練，而能與歷史、文化、藝術和美學等知能有著更強的連結，是本文探討的

重點。研究者身為現代舞教師，透過自身經驗以及舞蹈教育、現代舞教學、身心

學等相關文獻，重新勾勒對現代舞課程的思維與想像，並分享自己具體的教學實

例。本研究特別指出，在新課綱的領航之下，舞蹈專業人才養成不能僅在狹義的

動作技術面上追求，更要加強的是課程對身心適能之正向引導、創造力與美感的

涵養；透過動身經驗將美學、人文等面向帶進課程中。文末也從現代舞的教師角

色定位、課程與教學等面向，提出個人的觀點及建議。

關鍵詞：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現代舞技巧課、舞蹈藝術才能班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modern technique class of Talented Dance Class in Taiwan, as it 
is currently facing new curricula expectations.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is the most recent 
educational reform in Taiwan, and the Directions Governing for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a (the Direction, hereafter) is scheduled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first term of 2019 
school year. Under the Direction, there are also more specific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each 
field of study. The curriculum of Talented Dance Class is excepted to follow the direction that 
specifically created for the Arts-Talented Students. This curriculum reform has brought up new 
challenges to dance educators. Teaching dance in this sense is not merely training dancers’ 
physicality. It expects that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be taught are arranged with a stronger 
connection of history, culture, arts, and aesthetics. This is not an easy task for dance technique 
teachers, since in the past the curriculum of Talented Dance Class focuses are more technical 
and dance style orientated. Along with referencing articles in dance education, technique 
teaching, and somatics, the researcher also shares her own teaching rationales and approaches. 
Finally, this paper shows that becoming dance professionals takes far more than merely training 
the body or only work on the technical skills. Therefore, with the hope of re-envisioning the 
modern technique class for Talented Dance Class, the author gives advices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1)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2) re-defining the role of a technique teacher.

Keywords: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 modern technique class, Talented 
Danc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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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毛蟲問愛麗絲：「你是誰？」愛麗絲回答道：「我—我幾乎不知道這一剎那的我是

什麼人？先生—至少，我知道今天早晨起床的那個我是誰。可是，我想，從那時到

現在，我一定又改變了好幾回」。（S. J. Cohen，1966；引自林懷民，1993：99）

美國舞蹈史學家 S. J. Cohen（1966）慧黠地以上述這段「愛麗絲與毛蟲」的對話作為

譬喻，揭露了現代舞在一連串創新、傳承、再推翻的循環演變中，人人各執一詞、難以

界定的特性。而現代舞在觀點上的豐富性，也反映在其透過教學來傳承的內容上。總是

在教學的現場，被問到「妳教的是哪派？」、「教的現代還是當代技巧？」、「是放鬆的，

還是動作很多的？」等類似的詢問。身為舞蹈班現代舞教師，研究者也不禁提問，現代

舞的課程究竟要教什麼？又怎麼教？目前，隨著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預計在 108 學年度上

路，舞蹈班的專業術科課程也面臨著需改變的挑戰。舞蹈班這一個實行了近 40 年的教育

制度，在面臨新的教育政策之際，能否把握機會反思重整，將過往的摸索、嘗試提煉成

智慧，值得舞蹈人投入更多的研究與行動。

研究者自己在過去正是一路受學校舞蹈教育體制栽培的孩子。如今，以老師的身分

回到這塊曾經培育自己的園地，於國、高中舞蹈班及大學舞蹈系教授現代舞。過去的經

歷加上身分的轉換，使研究者個人對這個領域的課程、教學有更進一步的反省與再思。

回憶過往自己是學生時，現代舞的課程是以特定的風格技巧為中心，運用程式化的動作

語彙（codified movement）去訓練舞者的身體能力，以達到特定派別在動作技術上的要

求。反觀目前新課綱對舞蹈班課程的規劃，已跳脫長期以來用芭蕾、現代、中國舞等，

這樣以舞種來分類的學習內容。換言之，這代表舞蹈教師對課程目標與教材要有更靈活

規劃、運用的能力。

本文中所指涉之「新課綱」包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

2014）以及「藝術才能班相關之特殊需求—專長領域課程綱要（草案）」（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2017b），為求行文流暢，當提及時以「總綱」以及「藝才領綱」稱之。

簡而言之，新課綱強調素養導向的「教」與「學」，也就是課程不再僅提供「知識」，

而是要能將態度、技能、生活、文化等都容納進舞蹈學習的歷程與經驗中。這樣的理念

雖好，但不可否認，新課綱對課程的期待，就過去既有的師資、教學、評量等面向來看，

皆存在著許多挑戰，如何真正執行與落實，仍有待更多的溝通與嘗試。在接下來的篇幅

中，研究者將分下列幾個部分討論：首先概述舞蹈班的沿革發展、檢討專家學者所提出

的問題。接著，在「課程新思維」的段落，簡述十二年國教總綱之核心精神，以及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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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綱的課程構面；檢視新課綱對舞蹈藝才課程所帶來的期許與挑戰。為求對技巧課程的

規劃、設計有進一步的討論，研究者引用舞蹈教育、現代舞教學、身心學等相關文章，

重新勾勒對現代舞課程的思維與想像；同時也分享自己在教學上所做的嘗試、運用的策

略。接著，研究者將討論延伸至舞蹈最初在高等教育中自立門戶、形成一專業學術領域

的情況，以助於釐清並凸顯舞蹈這一專業作為一獨立學門，其核心價值不僅是在技巧與

風格的推陳出新，更重要的是去肯認在傳承的過程中，以身體為知識體，舞蹈具有身體

教育、美感、創造力等的本質與特殊性。最後，研究者針對「課程與教學」、「教師角

色定位」面向提供建議，期待這樣拋磚引玉之舉，能帶來更多對舞蹈術科教學新思維的

討論與實際行動。

貳、舞蹈班的沿革與反思

在我國尚未成立舞蹈班之前，舞蹈在一般中小學學校教育體制內，是長期附屬在體

育這項科目中實施（張中煖，2011b）。1980 年配合「加強文化建設及育樂活動」方案之

頒布，開始於全國各地區設置「國民中、小學藝術教育特殊班」（唐璽惠，2004）。自此，

舞蹈課程有機會脫離體育之附屬，以培養藝術特殊才能學生之需，首次於國民教育體

制內設班。從國小三年級開始接受培訓，經由甄試可銜接至高中階段，至今已發展出一

套獨特的人才培育模式。初期，舞蹈與音樂、美術被同稱為實驗班（唐璽惠，2004）。

1984 年「特殊教育法」通過，明定「藝術才能」為資賦優異教育之一類，將各實驗班納

入特殊教育體制的範圍，「舞蹈實驗班」也就此改稱為「舞蹈才能資賦優異班」，並在

細則的陸續修訂中，有了更加詳盡的規範可依循（唐璽惠，2004）。2009年「特殊教育法」

修訂頒布國民中小學階段不得以集中式設置各類資優班，導致國中、小藝術才能班紛紛

轉而依據 1997 年訂頒之「藝術教育法」，以便維持現有之集中成班方式，統一以「藝術

才能班」稱之（張中煖，2016）。無論是遵循特教法的高中舞蹈班，亦或是改循藝教法

的國中、小舞蹈藝術才能班，皆需配合新課綱的推行與實施，也是本篇論文所欲探討的

對象，於此文中以「舞蹈班」涵括稱之。

從過去的發展沿革可見，我國學校對藝術方面表現優異之學生相當重視。卻也不可否

認地，這樣的教育體制仍存在著需重新檢視、革新之處。承上所言，學校專業舞蹈教育歷

經了實驗、資優、藝術才能班等幾個不同的階段。在舞蹈班還受資優教育規範之時期，針

對課程與教材就有時數、過度偏重技巧訓練、教材不連貫等問題（張中煖，1997）。另外，

相較於美國，我國舞蹈班的課程範圍較窄，就專業科目之內涵來看，「大半是在於提供考

更高一個學程必要的課程，為學生進入更高一學程準備」（唐璽惠，2004：85）。爾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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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中、小端的舞蹈班從特教轉往藝教發展，課程、教材究竟如何修正以因應這樣的轉向，

也未見具體研究或討論。舞蹈班對課程的思維與規劃需要「跳脫『技術』鍛鍊的傳統窠臼，

強化人文底蘊的紮實度，才能造就更多未來的舞蹈藝術家」（張中煖，2011b：242）。

舞蹈是透過「動作」做為主要表達媒介之藝術形式。因此很多時候，動作訓練理所當

然地成為了教學中最關注、最重要的目的，包含柔軟度、協調性、爆發力、肌耐力、平

衡感、協調性、敏捷度等都是訓練的範圍。然而，從卓子文（2002）、劉美珠（2002，

2005）、羅慶成（2003）幾位研究者的論文中可見，舞蹈專業教育長期過度偏重技術訓練，

帶來的現象是，多數舞者以及舞蹈教師對「身體」及「動作」皆容易執著於外在的表象，

而忽略了其深層意涵，及兩者間相互的關係。特別是針對體重、身形、線條等，這些絕大

部分與先天因素有關的條件，還是很容易在學舞的過程中形成迷思，而引發出不切實際追

求及過分執著的手段。研究者觀察到，舞者養成若缺乏正確、健康、有美感的態度，就容

易使學習者對身體產生負面的想法、作法，進而影響了動作表現與舞蹈專業的再提升。

研究者以自己在國、高中舞蹈班任教的經驗來看，不論從上課內容或時數看來，舞

蹈班的學習一直以來強調動作技術的訓練。儘管各學校、年級在安排上會有些微差異，

但大致都以芭蕾、現代、中國舞、即興這四大項為主；教學模式多以「指導、模仿」的

方式互動，較少「引導、探索」的機會。研究者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舞蹈專業能力的

培養，在教學的情境中，容易被框限在是什麼、做什麼的「動作訓練」上；而忽略了舞

蹈教育應該帶出的整體感，包括對身體、動作更深刻的認識和人文哲思。換言之，若以

「身體」為中心，其實舞蹈技巧課還有許多待開發的空間。

對於舞蹈課程過度偏重技術訓練，在 Green（2003）、Burnidge（2012）和 Barr、

Oliver（2016）等人的研究中有深刻的反思。認為過去的舞蹈術科授課模式，較是以「教

師為中心」，內容上直接對應到舞臺展演之技術、技能。強調以特定舞種的美學觀來建

構動作練習，舞者在這樣的上課模式中，學習依照單一的價值判准規訓自己的身體、動

作與行為，以求符合標準。Barr、Oliver 和 Burnidge 和 Green 的研究認為，這樣的教學

無助於學生從舞蹈的經驗中尋獲更深刻的意義，且學生在這樣的學習模式中經常失去了

身體的所有權，也缺乏主體性的思考。

研究者認為思考「舞者育成之道」，有必要從教育觀點的源頭重新省思。畢竟，技

術與實務層面會隨著時代潮流不斷地推陳出新，但是教學中的哲思啟發、對人的關懷卻

能歷久彌新。生命之育化，不能只靠「達標式」的訓練，更需要運用教育的專業，給出

潛在的、更寬廣的涵養。訓練出一名好舞者前，要先使其成為一個好的人。因此舞者的

養成之道，需要從更全面且整體的「身體教育」來思考（林怡棻，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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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新思維

綜觀上述對舞蹈班課程、教學等面向的觀察，再看到新課綱所強調的素養，以及藝

才領綱不再全然地用舞蹈種類來思考舞蹈班的課程，身為現代舞的授課教師，研究者思

索著：「技巧課的教與學，如何符應到學校教育之核心理念？」、「現代舞的精神與動

作元素能如何靈活運用，才能幫助學生對身體與動作有進一步的思考？」接下來的段落，

將進一步闡述新課綱的內涵，以及研究者對現代舞技巧的課程思維。

一、總綱與藝才新領綱

2011 年教育部發布「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黃金十年百年樹人」，基於「有教無類、

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等理念，開始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

計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5）。為完備此計畫，自 2014 年由國家教育研究院

陸續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指引」、「課程發展建議書」、「課程綱要總

綱」，而各學習領域綱要，在總綱發布後，也隨即展開制定的作業流程（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2017c）。在以總綱為首之前提下，舞蹈班之課程尚有藝才領綱作為指引，內容

秉持總綱之精神，進一步訂定出大原則的共通項次，以及各類專長之學習重點。此一藝才

領綱尚在審議階段，研究者於文中所引用之資料是目前公布於教育部網站上的草案版本。

總綱以「生活情境」作為基底（圖 1），將「終身學習者」置於圖像中心，再向外拓

展出九項目，包含：「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

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圖 1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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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總綱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核心精神，使各教育階段與領域科目間有

一貫的理念，期盼培養出學生「自發、互動、共好」的能力與態度（教育部，2014）。

考慮到藝術才能班學生之課程「僅在藝術專長領域與一般學生之需求不同，故不宜另立

課程綱要，仍應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7a：

2）。除此之外，儘管舞蹈班在不同階段有法源依據上的差異（國中、小依「藝術教育 

法」，高中為「特殊教育法」），然其個階段所需之專長領域課程「仍大致相同而須銜

接」，因此在國教署與國教院協商與合作下，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執行「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特教、藝教分組領綱擬訂計畫」，依據總綱實施要點第八點附則（四），

訂定藝才領綱：

本領綱立基國民教育課程，有鑑於藝術才能優異學生於藝術專長課程與普通教育

課程的雙重需求，以各領域學習重點為其全方位學習的必備基礎；針對藝術領域

的學習提供藝術專長課程，兼及學校藝文特色與地區發展，妥適建置藝術專長課

程目標與學習重點；此外，並重視藝術才能優異學生的個別輔導與藝術生涯認知，

落實核心素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7b：1）

藝才領綱中的共通項次包含：「基本理念」、「課程目標」、「適用對象」、「時間分配」、

「核心素養」與「實施要點」，同時明述了各專長領域之分殊學習重點。在符應到總綱

的精神下，課程目標包括：

1. 「創作與展演」揭示藝術專長學習首重實作表現，以此開發藝術潛質。

2.「知識與概念」強調認知歷程並完備藝術相關背景知識，建構藝術體系之整體

概念。

3.「藝術與文化」重視藝術歷史脈絡的體認與洞察，建立學生之審美能力。

4.「藝術與生活」兼及藝術親近群眾之人文特性，使創作展演與服務學習落實於

學生的生活應用之中。

5.「藝術專題」給予學生獨立學習、專題研討與批判思考能力的培養管道，並突顯

藝術才能專長課程之個別化與殊異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7c：5）

根據研修說明，上述藝術才能班之課程目標是延續自教育部於 2012 年公布之「國民

中小學藝術才能班課程基準」，並增納高中階段的課程內容，其基本理念包括「立基國

民教育課程、加深加廣藝術學習、重視藝才個別輔導、發展校本藝文特色」（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2017c：4）。從這樣的學習構面（圖 2）可看出，新課綱對舞蹈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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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是不把舞蹈局限在「舞步」裡，且更要透過舞蹈藝術的學習來強化、豐富個體的「核

心素養」。

第二
學習
階段
國小
中年級

第三
學習
階段
國小
高年級

第四
學習
階段
國中

第五
學習
階段
高中

圖 2　各類藝術專長學習重點。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7：7）。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

力與態度（教育部，2014）。學習不再只以強調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

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教育部，2014：3）。綜而觀之，

新課綱提供了得以較全面思考舞蹈人才培育的課程思維。然而要如何將舞蹈課程設計的

如此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的確非常有挑戰性。

在新課綱引領之下，研究者認為舞蹈藝術才能在強調素養導向的學習中，是期待課

程將各知識領域中的學習，連結到生活與舞蹈的學習當中，並在過程中強化個體的獨立

思考與特質展現，以此來適性揚才，使舞蹈人能帶著整全康健的身心終身學習，並擁有

以藝術回饋社會之行動力。若是如此，舞蹈的課程設計者就要能拉高視角，以開闊的眼

光去思考可能的新作法。接下來的篇章，研究者引用了幾篇對自己教學、思考課程深具

啟發性的文章，參照他人的經驗與論述，試圖重新勾勒出對現代舞課程的想法。

二、舞蹈技巧課程中的身體新思考

在 Moving from the membranes：Exploring the integumentary system through experi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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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tomy and dance 一文中，作者 Kirk（2017）以皮膚系統（integumentary system）來舉例，

提供了經驗解剖學（experiential anatomy）、身心平衡技巧（body mind centering）於技巧

課中的運用。Kirk 的課程，是綜合了解剖學、生物學、身心學的知識觀點來設計活動主題

與練習。學生在這樣子的舞蹈經驗當中，不僅更認識身體；這樣強調身心學觀點的動作探

索，改變了過去對身體動作有謬誤的、衝突的、限制性的假設，更豐富了舞者對身體的運

用和思考。Kirk 於文中分享了學生對這樣課程設計的回饋：

身體變得非常敏銳、充滿能量……感覺身與心、我與環境有了更緊密的連結，深

刻地感悟到儘管是非常微小的動作、細緻的改變或任何新發現，都是充滿意義

的，身體的每一處，與之相關的每一部分，皆是我不願意錯過的。

……不是被動、不是從外在模仿而是從內在覺知開始動身……透過這樣的身心

整合與內觀，感受到壯實的存在感，能以更大、更有分量的方式舞動。（Kirk，

2017：14）

Barr、Oliver（2016）、Clement（2007）和 Green（2003）的研究，著重在反省以西

方舞蹈展演形式（western concert dance forms）為主所發展出的舞蹈術科課程授課方式。

Barr、Oliver 指出，自 19 世紀有舞評以來，舞者的身體，特別是女性，就被標籤了應有

的體態和樣貌。儘管舞者的身體意象，從傳統芭蕾到美國後現代主義舞蹈，已有很大的

改變，但教師在教學場域中固有的「威權性」、以及視為理所當然的成見和行為還是讓

學習者容易陷入較單一狹隘的審美觀點。Green 更進一步地，以 Michel Foucault「被馴服

的身體」（docile bodies），來形容教師與其所存在之教育體制，如何透過特定的教學模

式與教學信念，潛移默化地形塑了所謂「好舞者」標準，並接著說明舞者如何自動地在

這樣的體制中規訓自己的身體、動作與行為以求符合標準。Green認為，這樣的授課模式，

無助於學生從舞蹈的經驗中尋獲深刻的意義，更無法將學生增能，拿回個人對身體的所

有權。

Barr、Oliver（2016）和 Burnidge（2012）建議舞蹈教師從女性主義教育觀點出發，

結合身心學的知識、技法，重新看待舞者的身體訓練與培育。身心學不僅包含了以解剖

學知識去理解人體生理構造、骨骼肌肉運動機制的理論基礎，也為舞者提供了覺知身心、

探索動作的機會。這樣重視過程、個人經驗的學習，能幫助學生培養出敏銳的身體覺察

力、更瞭解自己的動作特質，因此有助於強化身為表演者的獨特性。女性主義教育觀點

從對學生個體的尊重開始，改變了學習者與教學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並將性別和文化議

題帶進課堂討論，使學生在學習中探索個人特質同時擁抱不同觀點。是舞蹈研究者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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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課教師，Barr、Olive 及 Burnidge，皆提出以身心學、女性主義舞蹈教育觀點來重新

思考技巧課，其教學模式包括：同儕間的互相討論與回饋、個人學習之紀錄與反思、在

預設的課程架構中，保有給予學生創造發揮的空間等策略，讓學生勇於透過自己的身體

經驗來實驗、思考、探究等，如此才有可能創造「會思考的身體」。

Fitzgerald（2017）則是運用「以社群為中心教學法」（community-centered pedagogy），

重新打造術科課的課程架構及教學方法。身為舞蹈教育者，Fitzgerald 提及她個人在大學舞

蹈系專任授課的同時，也長期地致力於社群舞蹈（community dance）以及社會藝術（socially 

engaged art）之推動與教學。社群舞蹈的實踐經驗，漸漸改變了 Fitzgerald 對「課程內容」、

「教學風格」、「成績評量」的實踐方式。「以社群為中心」的教育精神趨向於「女性主

義教育觀點」（feminist pedagogy）以及「建構式主義教學概念」（constructivism），所希望

帶出的「平權式的教學實踐」（democratic teaching practice）（Fitzgerald，2017）。這樣的課

程思維，是希望改變過去在大多數舞蹈技巧課中較常使用，那種視教師為唯一知識（動作）

提供者的模式，致力於與學生共構課程，培養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負責、有獨立思辨之能力。

Fitzgerald 認為舞蹈人帶著這樣的身體能力與行動力，才能具備社會實踐之素養，成為替社

群福祉做出貢獻的健全公民。

另外，Enghauser（2008）觀察到現代舞的學習者，容易受限於教師的專長，導致

在課堂中僅接觸到現代舞片面的內容，而無法有較全面性的瞭解。因此將下列五項現代

舞的核心理念作為主題，來設計課程，並提供操作的實例與方法（Enghauser，2008：

36），包括：

1. 發明∕革新（invention∕revolution）

2. 個人性（individuality）

3. 實驗∕步驟過程（experimentation∕process）

4. 社群∕合作（community∕collaboration）

5. 個人的∕對文化的探究（personal∕cultural inquiry）

以「invention∕revolution」舉例，Enghauser 先闡明自己對「發明、革新」在現代舞發展

脈絡中的定義，以及這樣的概念為何成為現代舞具代表性的精神。進入到課程示例的分

享時，作者建議教師可以先從大範圍討論「發明、革新」開始，例如：人類為何有這樣

的行為？在什麼樣的情境下發生？生活中有什麼樣的例子？接著，再將討論聚焦在現代

舞的範疇，並讓學生從實際動身體的經驗去體會「發明、革新」。從基礎的動作元素出發，

讓學生「發明」屬於自己移動的方式，甚至鼓勵他們為此動作「命名」。除了動作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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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配搭影片賞析，觀看具代表性編舞家的作品，再輔以閱讀、文字反思等作業來引導課

堂討論。

Enghauser（2008）強調這樣的課程設計是希望透過動作的探索與體驗，讓學生對現

代舞的核心精神與發展脈絡有更全面的瞭解。儘管這樣的課程較是針對一般生或初學者

而設計，不過作者也提出對進階舞者，教師在內容及教法上可加以調整的地方。研究者

認為要以這樣的方式來教「現代舞」其實更挑戰舞蹈教師專業的廣度與深度。況且，學

生能精熟地再現特定風格派別之動作組合，其實只體現了舞蹈訓練中的一部分。如何能

將所學融合、反芻出自己的觀點，在理解脈絡習得規範後，跳脫框架展現創造力，則才

是真正專業能力的提升。

除了舞蹈課程的內容與教學方法，Rafferty、Stanton（2017）的文章也在提醒教育者，

針對每個學習階段的課程安排要有更全盤性的思考。對不同術科課程的選用或刪除，都

不應依個人喜好、或隨波逐流地以市場趨勢做判定。而是要將所有訓練內容並置來看，

從目的、身體使用原則原理、教學形式等面向仔細地思量規劃。以飲食作為譬喻，我們

都知道過度偏向單一區塊的食物攝取，會造成營養不均衡；相同地，即便努力吃了很多

道菜，卻沒有就實際攝取的內容（課程）仔細分析，究竟比例是否調和得宜？烹調（教學）

方法是否有助於消化，那麼營養也一樣進不來。當不同的技巧被規劃進課表裡，那它們

之間的相異處為何？是否在相異之中還有某種共通性？更重要的是，課程安排者與教師

們是否重視上述的討論，細緻地安排每一門課？因此在迥異的動作語彙及觀點中，還是

能有共識地在各自課堂中，創造出直指核心目標的教學。如果在某一學年給予學生某幾

種特定的技巧派別，有無可能因為這幾種技巧之間太相似、亦或是太相斥，因而造成學

習上的衝突與矛盾？以芭蕾（ballet）和釋放技巧（release technique）來舉例，這兩種課

程對身體的訓練究竟是「背道而馳」亦或是「互補長短」？研究者認為答案並非絕對。

如果課程規劃者與教師群之間能透過意見的交流溝通，協力譜出教育上共同的目標願景，

回到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持續修正，便能提升整體教與學之效益。另外，整體的訓練量

之規劃，需化約至每個月、每週、每日去看次數、質量，才能創造健康、積極正向的學

習心態。技巧不是只有在「技巧課」才能培養訓練，在即興、創作、排練都應該以不同

的方式存在、彼此互補。Rafferty、Stanton 提醒我們，唯有體制中的每一分子，特別是課

程設計者與教學者，能真心欣賞每一項課程擁有的特質、能帶來的益處，並願意花時間

心力彼此討論溝通，才有可能為舞者培育譜出更細緻而整全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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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發的新嘗試

透過對上述文獻的爬梳，研究者觀察到「身體」可視為現代舞課程的核心。因為從「身

體」出發，向外可以連結到對人體生理的、體能的、社會文化的、及藝術性的認知與運用。

同時，研究者看到許多同是舞蹈術科課的老師，試圖跳脫目的性的動作訓練，轉而朝著

培養「會思考的身體」之方向邁進，透過論文發表之形式，積極地提出看法並大方分享

個人實際經驗，值得效法。接下來研究者將自己教學上的嘗試與心得稍加整理，從下列

幾個面向做分享。

（一）以新的眼光看待身體與動作

有鑒於舞者如看待自己身體對其舞蹈學習有深遠的影響，研究者希望透過課程能帶

領學生去看到並欣賞每個人獨一無二的身體。當自己在教學上有意識地帶入對「完美身

形迷思」的討論，研究者觀察到學習者開始能分辨，身材的線條、外型並非為決定一個

舞者優劣、好壞的關鍵。有些學生體悟到他們過去對自己的身體投以許多負面想法，成

了學舞過程中的阻礙，如今心念一轉彷彿獲得新生。這樣觀念上的調整，研究者看到學

生在跳舞時，開始接納一個更完整的自己，這樣坦然與正向的態度也強化了他們學習的

成效與進度。

研究者在教學中也觀察到，身體的實踐需要搭配更深刻的自省與反思，才能使動作

的學習超越表象。例如，「蹲」（plié）是舞者在各種不同的課堂上都會練習的動作。研

究者曾經在練習完「plié 組合」時問學生：「在做 plié 這個動作的時候你在想什麼？腦

海中有什麼樣的畫面？或是有什麼樣的感受？」，研究者發現大部分學生會覺得這是一

個從小做到大、很早就「學會了」的一個動作，因此不太有「感覺」。一部分學生會說

出「膝蓋向外」、「腳跟不能太快起來」、「脊椎往上下兩個方向」等這些常常被「糾正」

的事項。先姑且不追究學生回答時用字的精準度；常常研究者再進一步追問「膝蓋為什

麼要向外、腳跟為什麼不能太快起、脊椎往上下是什麼意思」等，大部分都支支吾吾答

不上來。從這樣的例子，研究者發現對於動作學習，在課堂中應該從原則原理、意象、

動作經驗的感受等面向給予更多的引導，幫助學習者以新的角度（approach）看待練習，

如此「重複」才能累積出新的意義。

受到身心學的啟發，研究者嘗試讓課堂中的一些練習，是建立在對身體生理「事實」

（facts）的認知上，再延伸至動作表達、感受的面向，比如將「觸覺」這樣的主題帶進

課堂。在技巧課中，很常被提及的是骨骼、肌肉，卻往往忽略了身體其他器官、部位的

探索和運用。觸覺是分布於全身皮膚上的神經細胞，接受來自外界的溫度、濕度、疼痛、

壓力、振動等方面的感覺。皮膚將我們從頭到腳包覆，是人體面積最大的器官，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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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觸覺的最大界面。以觸覺為課程主題，是希望提供舞者不同角度來理解身體、豐富

舞動的經驗。

在研究者設計的課程中，許多練習都是從「閉眼」開始，練習傾聽其他感覺器官傳

來的訊息，在接收與給予的探索中讓身體「有感的」跳舞。舞者養成的過程中，常常接

收到來自對身形、身材、長相、動作外觀的評語，所以舞者常常依靠鏡中的影像、他人

的批評在修正和定義自己。從觸覺出發，便是希望舞者能在練習中回歸到與自我對話，

「以第一人稱」地去傾聽舞動時的身體經驗、感受動作質地的豐富性。暫時放下那種訓

練式的、有標準答案動作複製，而是從覺知覺察中重新認識身體、探索動作，重新體會

感動與舞動。

（二）透過主題發展課程

若以上述「觸覺」為主題，課程目標可設定為透過觸碰強化身體的感知能力與敏銳度；

藉由活動設計，將觸覺的練習轉譯成舞蹈的表達；最後，透過觸覺探索，豐富動作經驗

與表演能力。觸碰在身體上可以經驗、探索的現象包括：質感（粗∕細∕滑∕澀）、溫

度、濕度、震動、力道（強度大小）、被動與主動性。而「觸覺」延伸出來的議題包括：

情感的連結與意義、社會現象與文化意義（老化、膚色、黥面、刺青等）。透過各子單

元中的練習、活動、討論、閱讀等，可延伸至即興或創作上的練習。

再舉另一個例子，研究者平常在課堂中講解動作的時候，就常使用「水」這個意象，

水的特性作為意象（浮力、阻力），幫助學生理解不同的動作質地。而「水」這項物質

本就真實存於人體體內，像是「身心平衡技巧」就對於如何從體液系統（fluid system）

去探索動身經驗有很深入的研究。另外，可以看到在表演藝術和文學中，「水」也成為

許多創作者的靈感或主題，因此有許多相關的作品可帶進課堂的討論中。對應到藝才領

綱對舞蹈班課程的規劃，研究者認為「水」這一主題，從身體、人文、鑑賞等面向的確

有很豐富的可能性。

比如說，從「動身經驗」來說，可以先從解剖學的角度認識「水」如何存在於人類

的身體中。也就是說「水」如何透過生物機制的轉化流通到身體不同的管道，各司其

職地帶來不同的功能，例如：「細胞液、血液、淋巴液、關節液」等（B. B. Cohen、

Nelson、Smith，1993：3）。接著，再從身心學的角度去探索以「體液系統」來啟動時，

動作在「動能」、「質地」、「感受」上的變化及差異。B. B. Cohen 等（1993）認為，

Fluid system 可譬喻為人體的運輸系統，為動作以及心智帶來流動性（liquidity）；扮演

了「休止」與「發動」這兩種狀態轉換的能量調節；他們同時也認為 Fluid system 是促使

身體與動作「轉化」（transformation）的基礎。以實際在動作練習中的運用來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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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液」為主題的動作探索，可以分為「動脈的」：離心的、向外放射的、短促而有

規律節奏的、動感的、清晰穩定的；「靜脈的」：向心的、循環如波浪般的、起落交替

的（B. B. Cohen 等，1993）。研究者以舞蹈教師的視角來看，上述的這些形容詞，包含

了空間的、時間的、節奏的、動作質感的開發與學習，其實培養了即興、創作、與表演

時皆所需要的能力。

從許多的舞蹈創作中能發現有的藝術家以水為靈感，有的試圖創造出具水感的身體、

有的直接在水中起舞。例如：被譽為現代舞之母的 Isadora Duncan 視水為她創作靈感的

主要來源，於自傳中表示對傍水而居的嚮往（Duncan，1996）。享有盛名的黑人編舞

家 Alvin Ailey 1960 年作品 Revelations，在 “Wade in the Water” 這一段落中，以布幔、道

具、服裝等，營造出水帶來的喜悅與生命力。日本舞蹈大師永子與高麗的作品River，演

出便是表演者身處於真實的河水中完成。我國編舞家林懷民其享譽國際的水月，便是以

太極、明鏡、流水，淋漓地表現出「水月」虛實相映的主題。德國舞蹈劇場的代表 Pina 

Bausch 也曾讓舞臺上布滿水，或以水作為主題發表作品。是舞者也是自由潛水家的 Julie 

Gautier，在 2018 年發表了短片AMA，透過影像展現出舞動的身體在深水處，展現出那

如夢似幻、極度寧靜的視覺效果。以水為主題在東方、西方的舞臺上，皆有許多不勝枚

舉的好作品，礙於篇幅限制，無法一一舉出，也未能將觸角延伸至其他藝術創作、表演

之領域，教師可視教學之目的性以及教學對象的需求，找尋適合的作品帶進課堂中。

最後，還可從文學經典中找出諸子論水的篇章，從文字開始，探詢各家各派的學者

如何描繪水、形容水。還能從文學的角度，討論人們對自然的理解、觀察，如何引發美

感、審美的意識，進而轉化成文字創作，體現出人與水、生命與水的共鳴共感。文化面

向的關照，可藉由活動設計，引導學習者討論不同傳統文化對水的思考。上述所提出的

以「水」為主題的課程，在教學上可以融入在同一門課程，也可以與其他學習領域之教

師共同合作，並從這樣的討論中去引導學生思考，使這一主題學習衍生出更多對水在自

然生態、文化價值、身心修煉等多面向的關懷與行動，讓這樣以「水」為主題的學習，

以身體為中心，同時向外擴展有更真實而統整的經驗。

（三）動身經驗書寫作增加評量方式

美國知名舞評家 John Martin 曾說：「現代舞是一種觀點」（S. J. Cohen，1966：4）。

這樣的說法呼應了現代舞這門藝術的強調個體主體性的這一本質，而這所謂的主體性正

是透過對身體和動作的思考來體現。以此觀之，在現代舞的課程中幫助學習者對自己身

體有更深刻的瞭解、對身體經驗、動作、舞蹈有獨立思辨的能力，似乎比起能夠複製刻

印出特定的動作來的更重要。當然，這不是指在技巧課當中，不去運用既有的元素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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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畢竟，為求身體能力的精煉與卓越，在訓練時，練習的內容有重複的必要性；但是，

要創造的是「會思考的身體」，在重複中累積新的經驗與意義。因此，除了引導學生更

細緻地去覺察、感受動作，研究者發現以文字記錄、反思動身經驗，也是很必要的練習，

才能培養舞者能將身體經驗、感受化為清晰的思考與文字表達。評量與作業都是「課程」

的一部分，研究者發現善用線上教學平臺，給予閱讀與文字反思作業，不僅增加課程主

題的討論，還可作為技巧課多元評量的一種方式。

研究者曾經在課堂上給出的題目包括：「我」，請學生以文字表達不同意象、狀態

時的自己，例如：閉眼睛時、在鏡子中、在跳舞時的「我」；「皮膚著色練習」，請學

生書寫閉著眼睛從皮膚開始跳舞的感受（林怡棻，2018a）；「走出教室的技巧課」，請

學生紀錄、反思走到戶外尋找各式各樣「舞臺」跳舞的過程與感受（林怡棻，2018b）。

在「走出教室的技巧課」的作業中，一位學生寫下：

……從老師跟我們說今天的題目之後，我心裡第一個戶外地點的想法就是，我想

要到高處，我很喜歡看風景，我也很喜歡站在高處，每當我站在一個新的高處，

我就會有不一樣的領悟，……走出教室跳舞，有種親切感，對於天空，大自然，

身邊的物品，平常跳舞都只能在一成不變的教室裡，但出了教室之後，自由度變

高了……在戶外跳舞我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一抬頭就是天空，一望眼就是

美景，一閉眼就是自己，在戶外有其他的因素要克服，但我覺得這是一種挑戰，

人本該隸屬於大自然的一環，與大地共舞……我覺得很有趣，摸不著頭緒的風

向，奇形怪狀的地形，一望無際的視野，我不知道怎麼用言語形容這樣子的一種

美的型態……。（摘錄自學生作業，2016）

在這樣的作業中，研究者看到文字反思為身體學習和舞動經驗帶來相當正向的回饋

（林怡棻，2018b）。有學生在分享中寫下，「當那些抽象的感覺被文字記錄下來後，原

本微小的就變得好真實、好重要！」歷經一整學年的書寫練習，文字見證、也保存了學

生們成長的蛻變。

研究者認為舞者能力養成不需陷落在既定的框架。以群舞能力來舉例，與他人共舞

的能力不是只有在排練時才培養。研究者曾在課堂中，運用大家熟悉的組合，請學生圍

圓做一樣的練習。在圓的隊形上，每個人的面向都不一樣，學生需要更專注才不至使動

作方向錯亂，同時還要打開感知才能保持與他人的間距、維持圓的完整性，兼顧動作的

整齊、同步。換言之，同樣一套動作組合，只是改變了隊形，卻能培養不同的能力，群

舞的能力在平時上課就能開始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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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改變空間方向，「圓」的運用也能改變共舞時的氛圍。研究者自己曾在學生時

期修習過原住民舞蹈，好幾次被那種牽手跳舞、群聚的能量所震撼。那樣凝聚的力量有

著一種「美」和「震懾感」，在那樣的情境中感覺個人能夠放下所謂的「私我」，在圓

圈中的每個人都同等重要，大家互望著彼此，每個人的聲音都被聽見；舞動的腳步不是

為了吸引目光，是為了延續這樣集體式的能量。研究者認為這樣的經驗很重要。然而，

當一個舞者只看得到教室中鏡子裡的自己、以此追求所謂的「進步」，那麼舞蹈的學習

是也僅剩下孤單和競爭。有一次學生們正在進行暖身的肌力訓練，大家都拼命地埋頭苦

幹，研究者靈機一動請學生面向圓心來做，練習的氛圍馬上改變了。看得到彼此的視野、

大家頻率相近的呼吸，彷彿將每個人身上的動能都串連起來，這樣的支持感延續至排練，

讓大家默契和狀況都特別的好。

最後，對技巧課的課程安排不僅須考量到單堂課的節奏與分量的分配，也應該放大

至一週、一個月、一學期來考量，如果以展演周圍中心，之前的準備期、衝刺期，到展

演期間的維持與展演後的復原期，都需要更仔細的預先規劃。以衝刺期和恢復期這兩個

極端來看，就研究者的經驗，並不一定代表課程內容或動作元素有迥異的差別，比較重

要的反而是在動作時轉換「意圖」（intention）與「方法」（approach）。以「踢腿」（grand 

battement）這個動作來舉例，如果強調時間與動作到位的敏捷度，就會訓練到肌力與爆

發力；若改為強調關節與骨骼的運動關係，輔以意象的引導，把焦點放在尋找身體的空

間感，踢腿也可以運用鬆柔的勁力來完成。綜合上述的討論，研究者認為教師應該要能

夠用更開闊、有創造性的視野重新定義術科的教學理念；也要能秉持研究和實驗的精神，

靈活地運用策略來達到課程的目標，以符應到學習者，和當前大環境的需求。

肆、舞蹈作為一專業之啟示

研究者認為探討舞蹈高等教育的起源更與發展，有助於凸顯這一學術領域在成立之

初，其實更看重習舞者對身體與動作深入探究的那份精神。舞蹈高等教育之濫觴，始於

1926 年 Margaret H’Doubler 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體育

系創立之第一個舞蹈主修。H’Doubler 女士原是該校體育系教師，1916 年前往哥倫比亞

大學教師學院（Teachers 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攻讀研究所時，奉當時系主任

Blanch Trilling 的囑託，在紐約修業期間，同時一邊找尋適合女大學生學習的舞蹈課程。

在此之前 H’Doubler 本身並無接受過舞蹈訓練，甚至稱不上舞蹈愛好者，唯一確信的是，

從她個人的體育教學信念來看，以動作、身體活動為媒介之「身體教育」都不是為了專

業技術的追求，而更應該去在乎過程中，個人對身體的認識瞭解，促使智能、品格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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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體育如此，舞蹈亦然（Hagood，2008）。執此認知，當 H’Doubler 在紐約尋找教

材時，那種刻板、強調模仿式的內容與教法便不受她採用（Ross，2012）。爾後透過系

主任推薦，去到了 Alys Bentley 設計給特教孩童的音樂課堂上，透過在地板上探索動作，

以及跟隨教師引導，創造性地以身體表達，啟發了 H’Doubler 對舞蹈教學的想法，在回

到威斯康辛大學任教期間，於體育系建立起舞蹈主修應涵蓋的知識內容與課程架構。由

規劃的內容可看出其呼應到 H’Doubler 本身在學理、教育方面的專業背景，包括從解剖

學的角度認識身體、藉由創造性的舞蹈經驗啟迪個體的思考與肢體表達，以及對舞動身

體要具有哲思與論述的能力。H’Doubler 並不以培養專業展演之舞者、編舞家為目的，而

是致力於培養能以舞蹈作為教育媒介的師資育成與及術研究。

成立於 20 世紀初的舞蹈主修，正好與美國現代舞的蓬勃發展齊頭並進。隨著更多教

育者的加入與努力，舞蹈主修的設置也逐漸增加。1962 年 Alma Hawkins 於美國加州大

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成立舞蹈系，這是舞蹈首次脫離體育，前所未

見地定位於藝術的領域中（Hagood，2008）。在當時，儘管舞蹈教育的大方向看似確立

了，各界卻也陸續提出許多不同的質疑與挑戰，包括了技巧課教學的內容、要培養學生

什麼樣的能力、用何種方法等。1965 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也成立舞蹈系，不同的是其強調「舞蹈展演專業人才培養」，當時美國舞蹈雜誌

（Dance Magazine）還以「學院爭議」（college controversy）作為標題，透過這一事件凸

顯當時舞蹈學界與業界之間理念上的差距（Hagood，2008）。Hawkins 體認到這樣的現

況並不能使舞蹈界整體有良好發展，相信唯有舞蹈人能放下成見及利益的考量，透過對

話達成共識，才能幫助舞蹈這個領域向前邁進。這份「共識」包括大家需對於舞蹈何以

能自成為一獨立學門（discipline）立足於高等教育中，擁有共同的信念與努力方向。也

就是說，舞蹈的教學實踐必定要回應高等教育中「文化傳承」與「拓展知識」之核心理念，

讓這個專業在教育中走出更寬廣的道路。Hawkins 曾以「舞蹈作為一個專業」（dance as 

a discipline）為題發表演說，提出舞蹈的理論基礎可建構在「動作」（movement）、「創

造力」（creativity）、「經驗」（experiencing）、「表達」（expressing）這四個關鍵字上，

並根據這些面向提出許多她認為值得舞蹈人研究的課題，包括舞蹈在文史哲領域之研究、

舞蹈與錄像、舞蹈治療等（Hagood，2008）。

從歷史的發展脈絡中可以看到，舞蹈這一獨立的專業學術體，在過去有體育發跡而

後定位於藝術領域的轉向（Hagood，2008）。基於這樣的發展歷程，舞蹈教育也有了從

原先較以「身體、動作教育為中心點」的理念，轉往培養「展演技能與精緻藝術」的改變，

並且從教育信念以及課程安排皆可看到對舞臺展演實務之偏重（Hagood，2008）。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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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舞蹈高教初期的發展來看，更可以確信的是，能使舞蹈這個專業向前推進的是理論與

實作的並重與並進。舞蹈這一專業包含了與人體、動作動力相關之智識與技能，透過實

踐展現對人性與社會的關懷，也造就了其藝術性與文化的價值。

回到學校一般課程來看，舞蹈在「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內仍保留了附屬於體育的

傳統，但也同時於「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張中煖，2011a）。那麼回

看舞蹈班的課程，針對所謂舞蹈才能方面有優異天分或特質者，所施予的「專業教育」

若僅只強調動作技巧與展演能力，而忽略了身體就是舞蹈「知識體」的核心，那麼實在

愧對了這項藝術的本質與潛力。另外，雖說大學端的舞蹈課程不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所涵蓋之範圍，然而就課程思維的引領、師資培育、招生考試等立場觀之，舞蹈高教如

何實踐其教育理念與課程規劃，對新課綱發展與落實確實有著影響力，應多加瞭解及關

注相關議題。

伍、展望未來

Davenport（2017）認為，在舞蹈教育中大多數人對「努力」（hard work）、「挑戰」

（challenge）的認知仍然停留在「技術的困難度、極致的肢體柔軟度、大量的排練時數」，

對所謂專業和嚴謹度的定義，還是相對狹隘的限縮在技術與特定風格的範疇中來談。

Davenport 進一步提醒，二元對立思考模式所帶來的危機，就是舞蹈人選邊站的去看所謂

的「理論課」與「術科課」。只有當舞蹈人認清舞動的身體本就該結合理論與實踐之知，

並以這兩者的結合精進專業，才可能壯實舞蹈之所以為一學術領域的分量。的確，進入

21 世紀，研究者看到有越來越多的舞蹈技巧課的老師也將自己視為研究者，並透過論

文發表他們對課程、教學的想法（Barr、Oliver，2016；Davenport，2017；Enghauser，

2008；Fitzgerald，2017；Kirk，2014，2017）。透過對上述這些文獻的整理，可看到技

巧課開始跳脫過去講究對特定舞蹈形式技能的追求，轉往朝向一種以原則原理來發展練

習組合的方式；強調讓學習者以第一人稱出發、重視覺察與探索，以此培養出更全面的

（well-rounded）舞蹈學習者。

未來，在新課綱施行後，舞蹈班新的課程構面就包括了，「創作與展演」、「知識

與概念」、「藝術與文化」、「藝術與生活」、「藝術專題」這幾個面向。在研究者看

來新課綱這樣的課程思維要強調的是舞蹈這個領域整體的專業素養，與目前研究者在文

獻中看到的趨勢有著呼應。職是之故，研究者在這篇文章中分享了自己對現代舞課程的

思考與教學上的嘗試，並在此提出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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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與教學面向

對舞蹈術科課程的新思考，研究者認為可將身體置於課程發想的核心，主題式的規

劃，使舞蹈的學習經驗能含括對身體、生活、人文、美學等面向的探索與探討。在教學

上可以先從幾堂課為一個單元形式開始嘗試，等熟悉施作後可以發展成整學期的課程。

這樣主題式的學習可以發生在單一的課程中，也可以是由不同專長之教師充分討論與共

備課程後將主題帶入各自的課堂中發展。針對主題，教師可配搭適合的閱讀內容，並引

導學生進行身體動作經驗的書寫，藉由文字記錄與整理，使個體對動身經驗有更深刻的

反思。上述練習的內容，一來會更加豐富對特定主題的討論，二來也可以增加技巧課評

量的面向。

除此之外，研究者認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觀點，是培養學生對身體、動作議題有

獨立思考能力的關鍵因素。在訓練上，首先檢視學生個體的差異與需求，接下來建議善

用動作訓練相關理論來幫助舞者身體基礎能力的建構，避免不適當或是無意義的重複練

習，例如過長的延展時間、盲目地追求數量與強度的迷思等。身心學技法於舞蹈課程中

的運用，有助於開放動作探索的空間、引導對舞者對自己身體更敏銳的覺知覺察，使學

生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認識、探索身體與動作。如此觀念上的調整，能幫助舞者在跳舞時

學習接納一個更完整的自己，以健康、有美感的態度跟身體工作。擁有坦然與正向的態

度，相信更能強化學習的成效與進度。

另外，研究者鼓勵教師設計情境，促成教學相長以及同儕共好的互動經驗，在課程

中以提問開啟更多師生和同儕間的對話與討論。教師也可以給予設計好的架構與原則，

再賦予學生「設計練習」的任務，引導他們思考練習的目的性與方法。當學生有機會站

到同儕面前實際帶領練習或講解動作，他們在嘗試「如何教」的過程中，也能相對地獲

得個人對於如何「學」的新見解。

二、教師角色定位

研究者認為，在新課綱的領航之下，教師不僅是教學者，更要有研究者的角色，學

習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達到教學目的。研究者深知要一位教師不受過往經驗束縛，以新

的眼光去翻轉課程內容、翻新教學方法，過程中的確會遇到許多質疑與困難。研究者自

己在這樣經驗中體會到，要跳脫既有的課程模式極具挑戰性，需要專業增能、跨域學習，

卻也非不可能的任務。想要達到目的，老師必須要有很強的思考連結力，並且要對自己

的舞蹈的專業有更廣的認識、更深的鑽研，還要能發揮創造性思考，把動作能力與身體

文化做出引人入勝、富含教育意義的扣連，過程如同打造藝術品那般，千錘百鍊、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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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反覆修改。若是把課程當藝術作品般打造，舞蹈老師天天都在創作，是名符其實

的藝術家。「終身學習」不僅是新課綱之最終目標，更是所有舞蹈人可以加以發揮的最

大優勢，從身體展開探索，於人生中永無止境的學習。

林蒼生近期曾於專欄中呼籲，不以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作為一個國家經濟

發展的排行榜，而改以GCP（culture）做為「一個國家精神富足的努力方向……C是文化。

以文化的廣度與深度來促使我們的社會，在物質與精神的富足之間能有個奇妙的平衡」

（林蒼生，2017：版 A12），並期勉臺灣在 21 世紀要帶著所有華人往文化的方向走，創

造心靈之富足，研究者讀來深有同感。舞蹈在發生與傳承的循環中，正是以多元的樣貌、

形形色色的身體賦予了文化生命力與能動性。舞動的經驗如此獨特，向內有對身心之關

照、向外有互動時的情感交流，滿足了人類表達的渴望與美感經驗之需求。舞蹈教育，

不應以窄化而過於強調技術的「專業」之名框架了其可能性，而是要以更深更廣的「舞

蹈專業」去創造新的可能、帶來善與美力量。教師是教室中的靈魂人物，更是課程運作、

教育政策順利推展與落實之關鍵人物，教師自己須先成為「終身學習」的實踐者，才會

願意不斷地自我增能，使專業不斷精進，以此翻新課程、題升教學品質。改革，可能意

味著變動與爭端，卻也是充滿契機與無限可能，期盼舞蹈人能在新課綱上路之際以開闊

的心胸、共好的態度從教育上凝聚出方法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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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sioning New Possibilities: Teaching Modern Dance 
Technique for Talented Dance Class Based on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

I-Fen Lin1

Summa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aching of modern dance technique of Talented Dance Class in 

Taiwan since its curriculum is currently facing new expectations. The researcher star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the latest educational reform in Taiwan.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aims to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transitions from elementary up to high school. 

The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a are scheduled to be implemented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2019.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tudent’s initiative for self-learning as well as lifelong learning, the 

new curricular goals are designed to diminish test-oriented education and put empha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learned knowledge to real-life scenarios. Furthermore, the concept of “essential 

literacies” was emphasized in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o ensure learners well-

rounded developments.

The curriculum of Talented Dance Class is expected to follow guidelines especially created 

for the arts-talented students. At this stage, these guidelines created for the arts (dance)-talented 

students are still unsettled. That is, they are still on a draft bill. However, the researcher thinks it 

is important to start a more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because this reformed direction not 

only echoes to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trend but also manifests that dance talented students need 

a holistic approach in education 

Talented Dance Class is a very unique educational design in Taiwan. It offers extra curriculum 

within the school setting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who are talented in dance. As a former 

student of Talented Dance Class, the researcher used to pursue dance training in this educational 

1 Lecturer / School of Danc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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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Back in the days, taking a modern technique class usually meant one will be learning 

specific western dance techniques. Therefore, the curriculum’s objectives focused more on the 

ability of being able to perform movement skills of certain modern dance styles. Learning dance 

in this regard was more likely to lead to the following:

1. Students pay attention only to performance-oriented course.

2. Learners tend to focus merely on technical skills and exquisite physicality. 

3. Dancers treat their bodies as tools, which results in a lack of deeper understanding towards 

body and movement. 

The phenomena above infer: to truly enrich and nurture students,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of Talented Dance Class has much to improve. With guidelines of the New Curriculum, new 

possibilities arise; it is a crucial moment that technique teachers rethink about their course designs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The New Curriculum implies that teaching dance is not merely asking learners to do movement 

exercise. It expects that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be taught and arranged with a stronger connection 

with history, culture, arts and aesthetics. This is not an easy task for dance technique teachers 

since the curriculum of Talented Dance Class was more physical training oriented in the past. 

In this article, the research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he Talented Dance Class and 

reviews some literature concerning dance education, dance technique teaching and somatic 

education. The researcher also shares her teaching rationales and approaches such as: 

1. Apply knowledge of kinesiology and somatic principles in lessons to help student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her own body; thus, to gain one’s ownership in dancing. 

2. Promote student-centered pedagogy to help students tak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ir own learning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nurture students to become independent thinkers.

3. Design and organize courses through topics to add imagination and flexibility.

4. Build dance learning experience with cultural context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By doing so,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learned from the dance experience will be able to connect with other 

fields of study.

Finally, this research also examines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d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By 

tracing why and how dance became a major program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researcher re-

acknowledges the core values of dance. In thi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the researcher finds that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dance are “movement, creativity, experiencing, and expressing.” These 

are the keys that make dance, the discipline, so essential and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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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Dance for Talented Dance Class (Summary)

In the conclusion, the researcher gives suggestions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1)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nd (2) re-defining the role of a dance technique teacher. To sum up,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a dancing body also needs to be a thinking body. Educating and cultivating an 

excellent dance artist takes more than just technique training. The researcher believes that to make 

dance-learning experience meaningful, students need to be more positive and thoughtful about 

their bodies and movements. Also, integrating other topics such as aesthetics and humanities 

into dance-learning experience enables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views on dancing bodies. The 

researcher believes that the nature of modern dance has great potentials to embody the vision and 

goals of the New Curriculum. Dance educators are therefore encouraged to invest and tak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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