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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深研「藝」教其妙 

藝才課綱展新頁︰108 年 7 月，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暨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以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暨藝術 

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發布，啟動中小學藝才教育全方位

之課程發展，揭櫫藝術基礎人才於實作、認知、審美、普及與尊重

殊異之健全教育思維。 

藝才輔群創新路︰109 年 6 月，《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 

輔導群設置及運作要點》發布，9 月，藝才輔導群正式成立，15 位藝才班/藝才資優班優秀教師， 

通過輔導員遴選，成為我國首屆藝才教育教學與輔導體系之生力軍，兼含來自音樂、美術與舞蹈 

專業教授群的協力指導。 

藝才手冊建新例︰109 年 12 月，透過 5 位藝推主持人員策劃、34 位教師研編、20 位專家審查及 

2 位助理執編，達 560 頁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手冊》發行，提示 

藝才課程掌握課綱內涵，充實學習構面之施教效益，並以專業社群永續課程之研發。 

藝才教學交享閱第 1 屆首章︰110 年 8 月，集結示例研編、公開授課、社群運作等多面向輔導群 

精進策略 ，在主編及分組副主編週週耳提面命的督促下，與 15 位諮審委員面對面的溝通，15 位藝才 

輔導員展現無比的能量，產出兼具課程設計、教材綜整、教法務實，篇篇精采之藝才教學示例。 

藝才教學交享閱第 1 屆終章︰111 年 7 月，奠基於 109 學年度編撰經驗與團隊共識，透過歷次分組 

及全體研編會議的激盪討論，以及諮審會議的專業對話，藝才輔導員及教師們再次展現課程、教材、 

教法創新研發之成果，聚焦各教育階段卻能呈現系列整合之藝才教學示例，如期完竣。 

衷心感謝︰副主編陳沁紅、丘永福、曾瑞媛等 3 位教授之協力引領，黃新財、郭美女、徐玫玲、 

江淑君、黃芳吟、吳望如、蕭寶玲、羅美蘭、趙惠玲、鄭明憲、董述帆、戴君安、曾照薰等 13 位諮審 

委員之慧眼檢視，翁宗裕、柯逸凡、高瑀婕、桑慧芬、林怡君、陳怡蒨、鐘兆慧、莊浩志、簡俊成、 

鍾政岳、陳秋莉、楊芬林、葉宛芃、徐子晴、薛美良等 15 位輔導員及尤曉晴教師之熱情編撰[依冊別序]，

以及賴昱丞、李威廷等 2 位助理之奮發執編。 

此系列出版已為藝才輔導群每學年度具體成就之一，期能提供藝才教育多元思考，亦請各界不吝 

指教。          

吳舜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召集人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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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編序/ 現「舞」動其間 

繼去年的示例研編後，感謝舞蹈界師長給予的建議，今年的

示例，舞蹈組特別將主軸訂定在術科教學，以「來去之間 in-

between 的距離」的概念發展，編寫從小學到高中階段的現代舞

課程。此次的成員除了輔導群的五位輔導員之外，還特別邀請其

他舞蹈班的教師加入編寫的行列，一同為舞蹈藝才班的課程發展

努力。 

現代舞要教些什麼？要怎樣教？各階段之學生適合學習何種

派別的現代舞？是最常被提及的核心問題。經過輔導員們不斷的

辯論與修正，所產生的共識則是要產出讓學生能夠正確使用身體的現代舞課程，藉著融合理論與實

踐，回歸「身體」的基本主軸，讓學生理解身體與動作的關聯。 

示例由簡述現代舞發展史拉開序幕，進而說明臺灣現代舞教育的發展，此部分是由國立竹北高

中薛美良輔導員主筆。之後，便展開從國小到高中的現代舞課程示例。國小部分有嘉義崇文國小楊

芬林輔導員協同該校的何維貞老師共同設計的「游於藝」，以李蒙技巧為主軸，強調重心轉換並能

快速找到身體平衡的練習，使學生在時間、空間以及動力間做多元的探索。苗栗建功國小的陳秋莉

輔導員的「藝」窺究竟，強調身體結構與防護應有的基本概念，輔以動作發展模式的練習，深化呼

吸與動作間的關聯。桃園復旦國小葉宛芃輔導員與謝宛霖兩位老師共同發展的「藝起遊現代舞」其

重點在於加強核心肌群訓練時亦強化脊椎周邊的肌力，輔助收縮、伸展、跳躍、位移等動作組合。 

在國中部分，有建德國中徐子晴輔導員設計的「藝象」，課程以肌動學的理論建構設計，學習

葛蘭姆技巧的收縮與延展等動作組合；透過生活物件作為媒材講解動作質感的差異。高中的示例方

面，此次邀請新北市清水高中的尤曉晴老師以「With Space」結合視覺藝術中的點、線與面發展出

跨界與實驗性的現代舞課程。 

五個示例能順利的完成，感謝張中煖教授、劉美珠教授與陳雅琳教授在歷程中的悉心引導，協

助書寫方向的訂定。曾照薰教授、戴君安教授以及董述帆老師的指導，始能完善各個示例。衷心期

待舞蹈界的老師們也能不吝指正，使輔導群的工作推動更加順利！ 

曾瑞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教授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副召集人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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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110 學年度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示例研編 
 

壹、課程主題：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離『藝象』   

貳、教學設計理念： 

一、學習目標                                                  

現代舞的生成是為反抗傳統芭蕾僵硬、刻板的模式，以及解放舞者受到禁錮的雙足而起。技

巧以開發肢體潛能為主要目標，講求的是以身體傳達各式各樣信息的工具。由於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的興起，現代舞技巧的教學分界逐漸模糊，也不如往昔講求獨門專攻，反而是

交替琢磨各門各派的動作技巧，更是當代的學習趨勢。 

因此，本校七年級舞蹈班的學生，對於現代舞技法的吸收有來自各種的教學樣態，磨練一年

後身體確實至臻成熟。但在葛萊姆技巧（Graham’s Technique）從地板、中間到流動組合，尤以身

體重心轉換到位移流動掌握較爲不好，同時對於位移中『動力的出發控制』及『精力的延續』也

是較為缺乏的部分。 

課程將藉用葛蘭姆技巧中骨盆移動之地板組合、重心變換的中間組合、三拍子變化的走步組

合，同時融合生活中媒材的實際操作，輔以肌動學的理論來建構設計，讓學生即便在自由形式的

教學方法內，同樣有深刻的理解與融會貫通，並在應用在未來學習之路。 

二、教材分析： 

「脊椎是人類的生命之樹」，瑪莎葛蘭姆強調舞者們必須經常鍛鍊自己從『脊椎』和『呼

吸』出發，運用肢體來詮釋舞作中的豐富情感。因而訓練的同時，從地板的核心開始建立，連動

脊椎的延伸，再到腹部收縮。 

本課程教學挑選三套組合加深加廣，實際對應學生經驗所缺乏的重心轉換、位移流動能力來

設計，從地板組合的『骨盆位移/脊椎延伸訓練』、中間組合『Tendu、Jete、Grand Battement』單

腳站立之重心變換』、『Triplets 三拍子流動』層層遞進，三套組合即以 Triplets 動作所涉及的流

動性、機動性作貫穿。 

此對應也將帶領學生重新探討如何透過操作媒材工具，來刺激學習經驗，比如由各種工具製

造輕輾、重壓、延續、頓點等發力及張力的擴展，再服膺三套技巧的動作本質，並藉用英國學者

Roger Greenway 提出的「動態回顧循環」（Active Reviewing Cycle）引導技巧中的 Facts（事

實）、Feeling（感受）、Finding（發現）、Future（未來）來澄清動作學習前、後所帶來的轉

變。學生必須了解動作發生、實際感受、發現改變及未來如何因應，練習歸納重點，最後解決問

題並且實踐，期待學生從經驗獲得新的剖析，將其結合所學把動作淋漓盡致地發揮，以達到現代

舞不斷挑戰、革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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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發展策略與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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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重點(表現與內容)的概述與銜接 ：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舞才 IV -P2 

運用多元媒材呈現舞蹈小品 

舞才 IV -K1 

分析動作原理原則，並掌握不同舞蹈類型技法 

舞才 IV -P2-1 

媒材的應用與意象探索：含

道具、音樂等 

舞才 IV -K1-2 

作品分析概念：含動作分析等 

 

單元一：組合前測 

1.學生從葛萊姆技巧地板組合-骨盆的前進與後退、脊椎的延伸彎曲、

中間組合-半與全腳掌的訓練、支撐腳的重心轉移、流動組合『Triplets』，

由基本組合動作的轉換練習，建構對力量的控制及精力延續。 

 

單元二：媒材介入 

舞才 IV -P2、舞才 IV -P2-1 

1.藉以多元媒材的探索，來協助學生理解動作的學習。 

2.透過媒材的探索，將其應用於所學動作的詮釋。 

 

單元二：組合後測 

舞才 IV -K1、舞才 IV-K1-2 

1.期待由媒材操作的力道觸發，對應並展現於葛萊姆技巧三大組合中。 

2.輔以肌動學的『側線』、『樞軸關節』清楚詮釋動作的起始與精力的

延展。 

3.課程結束後，以動態回顧循環中的 4F引導反思來進行學生回饋。 

 

 

五、學習評量 
（一）評量類別:  

1.定期/總結評量:比例 40 % 

□書面報告 v 學習單 v 實作表現 v 課堂觀察 □同儕互評 □其他:自評表/ 互評表  

2.平時/歷程評量:比例 60 %  

v 口頭發表 □學習單 □作品檔案 v 實作表現 v 課堂觀察 □同儕互評 □其他:自評表/互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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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教學內涵 

 

課程活動一 

一、主題：葛萊姆技巧-前測 

二、時間：90 分鐘 

三、課程重點：核心肌群與骨盆的連帶關係、支撐腳『樞軸關節』的連貫 

四、教學內容 

（一）葛萊姆技巧地板動作-骨盆的前進與後退、脊椎的延伸彎曲  

（二）葛萊姆技巧中間動作-半與全腳掌的訓練、支撐腳的重心轉移 

（三）葛萊姆技巧位移流動動作-基本走路 

五、教學省思與學生回饋 

a.學生對於葛萊姆動作的組合串連掌握不熟悉，尤其脊椎背部的延伸彎曲、小跳反應、走路重

心轉換 

 

 

課程活動二 

一、主題：葛萊姆技巧-前測 

二、時間：90 分鐘 

三、課程重點： 

    核心肌群與骨盆的連帶關係、支撐腳『樞軸關節』的排列對應：重心轉換、位移速度的控制 

四、教學內容 

 （一）葛萊姆技巧地板動作-骨盆的前進與後退、脊椎的延伸彎曲 

（二）葛萊姆技巧中間動作-半與全腳掌的訓練、支撐腳的重心轉移：從平行腳到一位站立並 

加入節奏變化 

（三）葛萊姆技巧中間動作-Tendu 擦地的延伸變化 

（四）葛萊姆技巧位移流動動作-Triplets：低高高三拍變化 

五、教學省思與學生回饋 

a.學生對於動作稍微進入狀況，理解單一動作針對某肌群的發力使用 

b.第二堂課的流動從走路推進到低高高組合，第一次大部分學生還無法確切分配每步間距，

第二次漸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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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三 

一、主題：媒材介入-油漆刷、水彩筆 

二、時間：90 分鐘 

三、課程重點：使用媒材的力量控制如何回應葛萊姆技巧中的地板組合 

四、教學內容： 

（一）借用油漆刷與水彩筆的操作，體驗力量的控制

 

上述三個問題學生分別經過媒材實驗後，立即進行動作練習並直接給予回應，如下： 

 

Q1. 715 林 o微：4 種。（刷子）用力點、往上慢慢刷（畫筆）畫圈圈、往旁快速拖移 

715 陸 o彤：7 種。（刷子）點、左右用力刷、托甩（畫筆）點、戳、左右來回擰、托甩 

Q2. 715 彭 o甄：某些筆觸與現代動作有關聯，比如手往外延伸連續不斷的精力、脊椎一節一節 

往上延展 

715 林 o微：用力刷點如同小跳、往旁快速拖移如同葛萊姆技巧骨盆的前進後退、畫筆刷子

的慢慢延伸如同芭蕾手姿的變換 

715 林 o霆：Tendu 收回時很像畫筆拖移，踢腿很像筆觸用力撇 

 

五、教學省思與學生回饋 

a.有試圖想將筆觸的力道發展，對應在身體嗎？ A：有三人為對應 

b.承上題，這樣的對應想像確實有幫助嗎？     A：多數有幫助 

c.精力是否有改變？                         A：多數有幫助 

 
 
 

你使用哪些筆觸做出這些線條？ 你的筆觸跟舞蹈的組合有哪些

連結？

透過兩項媒材的感受，進行想

像連結，並實際應用在地板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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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四 

一、主題：媒材介入-手指頭、報紙、小刷子、菜瓜布 

二、時間：90 分鐘 

三、課程重點：使用其他媒材，經驗不同力量掌握 

四、教學內容

 

五、教學省思與學生回饋 

經上述課程中的提問與作答記錄，教師整理出針對學生訓練的三套動作組合，回饋對應如下： 

 

 
 
 

最喜歡哪個媒材？

為什麼？

對於前次與本次使

用的媒材有什麼感

受？

與上次的媒材相比

有何異同？

力量和顏料之間的

關聯為？

• Contraction：像是被揉捏後的報紙重重地壓點

• Pelvis的前進後退：如同圓頭刷左右來回擺盪
地板組合

• Tendu：像是手指腹輕輕地拖曳延伸

•腳趾頭抓地：如同菜瓜布小小面積地輕刮
Center 組合

•三拍走步中的Releve：像手指腹於紙上的點綴

•任何工具的滑拖都可以對應三拍走步位移
Trip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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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五 

一、主題：檢視瑪莎葛萊姆技巧 

二、時間：90 分鐘 

三、課程重點：接續媒材的使用後，再次檢視身體力量的掌握與應用 

四、教學內容： 

（一）葛萊姆技巧地板暖身：（雙手延伸往天花板反推） 

      1.腳尖、腳趾、腳勾、腳尖的轉換共八次 

      2.踝關節的 circle，正與反邊各八次 

（二）葛萊姆技巧地板動作： 

      1.Diamond 腳的練習共四次 

      2.Pelivs 的前進後退（手往前延伸）：前進後退各一個八，分別做兩次 

     3.Contraction & Release（雙腳交叉雙手搭在膝蓋上方）:延伸吐氣每個動作四拍，做四

次，後兩次加上 High release 

      4.承接第三點加上 Spiral：由胯開始扭轉再到脊椎，接著擺回正位再吐氣放鬆。做四次

之後，節奏變化從兩拍一動作改成一拍一動作 

（三）葛萊姆技巧中間動作： 

1.半與全腳掌的訓練、支撐腳的重心轉移：結合 tendu、jete、grandbattement、saute 及 

方向移轉 

（四）葛萊姆技巧位移流動動作： 

1.Triplets：低高高三拍位移的變化 

 

五、教學省思與學生回饋 

 

   a.使用媒材後學生實際感受到，力道的掌握『明確地』對應到現代及芭蕾動作的學習，尤其

葛萊姆技巧的『三拍位移走步』 

   b.從媒材的使用後，再次進入動作的檢視，學生還能『新鮮且精確地』控制動作組合 

   c.身體扭轉 Spiral 的部分，學生還較不能協調於動作 

d.身體技法的教導如換一種形式切入，即提昇學生學習動機及身體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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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六 

一、主題：從肌動學來談 Triplets 

二、時間：90 分鐘 

三、課程重點：明確聚焦位移流動時肌肉地控制 

四、教學內容： 

        係根據葛萊姆技巧的地板、中間、流動組合練習來說明，本課堂由肌動學的觀點來 

談論肌肉層次的應用，促使學生明確地在身體使用上，透過累積並連貫的模式，精準掌握 

葛萊姆技巧的脊椎收張、重心轉移、位移流暢。 

（一）肌動學之行走： 

如回歸單純人類『行走』的動作本質，我們便能清楚理解手與腳的協調擺盪，而當

我們操作 Triplets 時上半身的身體扭轉與下半身腳的關係，似乎無法協調呈現反而阻礙

動作，如此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解套？ 

除了核心肌群的控制，也許我們可以從筋膜線的角度理解。腿的擺動不是從髖部開

始，而是從第 12 肋骨和第 12 胸椎啟動，上至腰肌和腰方肌的連動，包含骨盆同時在水

平面圍繞垂直軸旋轉、兩側的無名骨在冠狀面繞前後軸抬起，以及在矢狀面繞左右軸傾

斜(如圖 10.23)，其中無名骨的屈曲、伸直對照行走的股骨，則步行的啟動即需依賴『深

前線』的協調性，和活動範圍最廣、提供最大調整性穩定性的『側線』(如圖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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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動作啟動與精力的延續 

          透過肌動學的解釋，我們便能清楚知道動作的起始點，而不是手手腳腳。尤其在三 

拍 Triplets 我們就能明確說明由骨盆帶動，但精力的延續也需要從動作原理、身體結構 

給學生提點。 

   流動組合同時需要實際的位移，又必須在走步之間有等步的間距（如圖 10.22），每 

步都透過四個『樞軸關節』進行才能有效步行，同理可證 Triplets 然而加入 spiral 上下 

半身的延伸線也是值得探討的，如同上述談及的『側線』在行走時輪流收縮，尤其斜對 

角的延伸張力，更是呈現動作時需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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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活動七 

一、主題：系統思考整理回饋 

二、時間：90 分鐘 

三、課程重點：將連續課程的體察，從前測、媒材介入、後測、應用與其討論 

四、教學內容： 

        經過幾週葛萊姆技巧的學習，同時經歷多樣媒材帶領，學生身體感受有所不同，其中

的認知也有所轉變。本課堂將依循英國學者所提出的『動態回顧循環』中 4F 引導技巧，

從學生自身的改變回饋進行整理歸納，亦針對未來之課堂學習做相關的對應。 

（一）藉以英國學者羅貴榮（Roger Greenway）提出『動態回顧循環』Active Reviewing 

Cycle 的引導技巧，歸納出 4F的提問重點。並以『撲克牌的花色』說明反思的內

涵，並依照撲克牌的次序，發展出學生從體驗中學習的模式。如下所示： 

1.Facts(事實)：以撲克牌的♦️表示『經驗最初的面貌』，以方塊的多面性 

來說明，發生的事實與不同角度的觀察 

2.Feeling（感受）：以撲克牌的♥️表示『個人感覺和情緒』，以紅心的感受性 

來說明，陳述個人感受與直覺 

3.Finding（發現）：以撲克牌的♠️表示『解釋判斷或意義』，以撲克牌的『黑 

桃』表示『解釋判斷或意義』 

4.Future（未來）：以撲克牌的♣️表示『轉化思考與應用』，以梅花的多瓣來 

代表多向度的前瞻思考 

      （二）教師親自示範系統思考之爬梳： 

第一次看到葛萊姆技巧，非常驚豔怎麼有如此紮實的身體。

但看起來身體很僵硬、緊繃。

自己實際開始接受訓練，有點抓不到所謂核心肌群、脊椎

吸吐連動、重心轉換、流動位移。

直至高中身體漸成熟、多次琢磨，才明白葛萊姆技巧的身

體不是用力緊繃，而是各動作組合有使用肌群的不同。

原來『現代不是只有現代，芭蕾不單是芭蕾』東西方舞蹈

身體元素有相通、異曲同工之妙，練習時能夠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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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透過 4F 學習單的填寫，如下所示： 

 

 

 

 

 

 

 

 

 

 

 

 

 

 

 

 

 

 

 

 

 

 

肆、教師回饋 

現代舞技巧的多元學習是非常好的，但如能將其中的派別摸熟，那其他舞蹈類項的學習會更

快上手。課程所使用的葛萊姆技巧適合做訓練，當明確理解每個動作的肌肉原理，在動作的呈現

會更流暢，也不會有過多不當的肌肉使用。本課程設計輔以肌動學的角度談及動作原理，但國中

階段的小孩尚未對骨骼、筋膜熟習，因此建議先帶入簡易的說明再加以解釋說明。媒材的介入教

學者認為是一種新的感官刺激，再力道的觸發對應是良好的媒介，教師需要比較多耐心在引導、

             現代舞學習單-The M om ent  班級  座號  姓名            

 

 

 

 

 

 

 

 

 

 

 

 

 

 

回顧課堂所學， 依照上述四個步驟進行系統思考：  

Q 第一次接收瑪莎葛萊姆技巧訓練時發生甚麼事？ 

A：  

 

Q： 經過動作組合訓練後你自身的感受是？ 

A：  

 

Q： 歷經各種媒材使用與接觸， 有跟過去的經驗有所結合嗎？或帶給你新的認識？ 

A：  

 

Q： 對你在未來舞蹈課程的學習， 提供甚麼樣的新想法或有不一樣的期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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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身體使用，也許可以再嘗試更多樣化的媒材，協助學生藝術的探索，同時有不同視野的開

拓。 

 

伍、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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