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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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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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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撰寫本現代舞各階段示例研編之前，先行簡述其歐美現代舞的起源以及台灣現代舞起源，

進而如何帶入台灣舞蹈的課程與教學現場。 

 

一、 現代舞歷史背景 

由於現代藝術的潮流自十九世紀初就在西歐各國如巨浪滾滾的興起，受到民主思潮的影響以

及個人主義之高漲，反叛傳統藝術形式的束縛是現代藝術家的共同點，一個人的生活經驗、

情感與思想逐漸成為藝術創作的原動力，他們都具有反叛傳統、崇尚自由與豐富的個人色

彩！在舞蹈方面，為反應現代藝術潮流，歐、美先後都出現現代舞的開拓者，在美國被譽為

「現代舞之母」的是依莎朵拉．鄧肯，而中歐的魯道夫．拉邦（Rudolf Laban 1879～

1958），則被譽為「表現主義之父」。其實早在鄧肯掘起之前現代舞即已經開始萌芽，而其

開拓者就是法國的德沙特(Francis Delsarte 1811-1871) 、瑞士的愛彌兒‧賈克─達克羅茲(Emil 

Jacques-Dalcroze 1845-1950) 與美國的洛依‧富勒(Loie Fuller1862-1928)，這三位先驅的理念與

當代思潮影響下，啟發了鄧肯與其他的美國現代舞蹈家的新觀念，在這背景之下，現代舞在

其核心精神與表現上是一種強調自由與創新精神的藝術教育。 

 

二、臺灣現代舞的發展初端探究 

    台灣在過去數百年間，歷經荷蘭人（1624－1661），鄭成功（1661－1683），清朝（1683－1895），

以及日本人（1895－1945）的統治，在這短短的三百七十三年間（1624－1997），台灣的歷史文化，

備受東、西方文化的衝擊，由於台灣具有海洋貿易背景，再加上長期多重文化之影響，因此台灣歷

史特性之一就是對外來文化之吸收非常的快速。這種特性在台灣近代舞蹈史的演進過程中仍有其

清晰的軌跡可尋。 

1936 年淡水商賈之後林明德赴日本東京大學藝術科攻讀，並師事崔承喜學習西洋古典舞蹈，

後來隨石井漠(1886-1962)研習現代舞，帶給台灣觀眾的舞蹈，是一種類似德國表現主義的新舞蹈

(New Dance)或奧國藝術家德兒寇司(Dalcroze)的韻律舞蹈(Eurhythmics)。 

    其後相繼赴日習舞的本土舞蹈家還有許清浩、林香芸、蔡瑞月、李彩娥、李淑芬等…，其中蔡

瑞月與李彩娥皆是石井漠的得意門生。1945 年台灣光復，早期的舞蹈家大多數是旅日歸國的年輕

人，他們個個幾乎都是“十項目全能”的舞蹈家，他們的創作範圍廣涉中國古典舞、西洋古典舞、現

代芭蕾舞、中國芭蕾舞、台灣原住民舞蹈、客家舞蹈與娛樂舞蹈。 

    在日據時代第一個出現在台灣的舞蹈團，是於 1936 年由韓國舞蹈家崔承喜領銜演出的崔承喜

舞蹈團，這位師承井漠的女舞蹈家所而這時期的日本舞蹈界正面臨著各種舞蹈潮流的衝擊：它們包

括來自俄國的古典芭蕾、來自法國的新古典芭蕾、來自美國的現代舞與來自德國的表現主義舞蹈，

所以當時的舞蹈演出是一種形式自由又夾雜各類舞蹈(芭蕾舞、現代舞與民族舞蹈)同台演出的情況。

這種既自由又混雜的演出形式對日後台灣的舞蹈文化與教育有深刻的影響，至今我們仍然能在私

人的舞蹈社中有跡可尋。 

 

三、台灣現行現代舞課程設計之內容與特色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由大陸遷台的舞蹈家大多數先任職於教育機構。1964 年由高棪 

創辦中國文化學院舞蹈專修科，並參考美國的教育制度與課程規劃 (張中煖 2016)。早期大學部在

建立前，各校的教育目標似乎與專科的時代大同小異，所以課程內容也相去無幾，延續至今隨臺灣

6 所各大專院校舞蹈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台灣體育運動大

學、文化大學與台南應用大學)各校之學制的改變與教育目標的擴展，就有較明顯的變化，而現今

這些培育出來的優秀學生大部分的現代舞技巧，都是隨著教師的個人習舞背景集大成後，轉變極具

個人風格的現代舞。這些人也分別進入臺灣各教育階段的學校擔任舞蹈藝術才能班或藝術才能 

資賦優異舞蹈班的現代舞教師，也造就了臺灣目前現在的教學多元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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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現代舞課程之教學示例，除分別以芭特妮芙(Irmgard Bartenieff)的動作發展（Motor 

Development）、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技巧、荷西李蒙(José Limón)技巧更融入舞蹈解剖

學、運動力學與運動生理學作基礎，在國高中課程示例中，亦加入跨學科或跨領域之相關理論並

融入各不同年段別的課程設計之中。在此說明本課程個階段之教學模式建構，並不是以西方現代

舞的派別為主要撰寫模式，僅將派別做為教學之基礎(Base)工具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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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撰寫者介紹/ 薛美良 

薛美良女士自 2016 年，前往英國倫敦進修並於英國

皇家芭蕾舞蹈學校擔任課程觀察員；返國後投入專業

藝術教育並籌畫多個國際性芭蕾甄選活動與擔任國際

賽事評委工作。目前致力於推展台灣及國際芭蕾教學

事務與教育；近幾年培育不少台灣優秀學子，足跡遍

及英、美、德、加…等國深造，並陸續返國投入藝術

教育工作。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舞蹈組副組長 

●國立竹北高中舞蹈班教師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舞蹈系芭蕾兼任講師 

●元培科技醫事大學光宇藝術中心藝術顧問 

●獲教育部<杏壇芬芳獎> 優良教師 

●獲中華民國舞蹈學會第 27 屆<飛鳳獎>  

經歷- 

2020-2022 擔任 TGP Young Stars 芭蕾大賽評審暨大師班教師 

2017-2020 擔任 SCDIBC 迦南之星國際芭蕾與當代舞蹈大賽評審委員 

2016-2022 擔任台灣福爾摩沙獨舞大賽統總監暨大師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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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110 學年度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示例研編實施計畫 
 

壹、課程主題：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離《WITH SPACE》 

貳、教學設計理念說明 

一、總體學習目標 

教育百科教育大辭書對「藝術」的名詞解釋－「在古希臘、羅馬與中世紀，甚至在近代的文

藝復興時期，都表示製作事物所需之技巧。由於凡是技巧都需以規則為其基礎，因此在這種概念

之下，藝術實指一種有規則的技巧。」而透過藝術教育，使學生在參與藝術相關活動中，除學習

表現技法外，更重要的是學習創作和表達其觀念與情感，分析、瞭解、批評、反省其作品所涵蓋

的感受與經驗所象徵的意義，進而認識藝術作品的文化背景與意涵；並使藝術學習能夠促進、連

結與整合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 

此單元課程結合本

校新課綱發展願景之一

「品藝生活」與舞蹈班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

領域-現代舞課程，以

單元課程《WITH 

SPACE》為主題，以及

藝術領域-美術課程跨

域融合，呈現出藝術的

創新多元運用，形塑出

跨界、實驗性的美感經

驗。並以教案的發想、

溝通、激盪、實踐，進

行創新的教與學並實踐

於課堂中，激發學生跨

域的生活、藝術與美感

串聯。期待能提供學生

更具生涯趨向之課程選

擇與豐富之學習歷程，

並連結到日常生活經驗

的提取與思考，運用更

多元表現方式，聚焦在

對生活有感的人事物，

進而形塑美感知識與素養。 

現代舞單元特色課程《WITH SPACE》學習目標： 

1.從認識並探索舞蹈基本動作要素中，啟發學生從內在感受動作，理解如何運用肢體，拓展肢體

動作之可能性，期待學生在這過程中，不僅只對舞者動作的了解、修正，表演藝術者觀察能力

的改進、技巧與表演性的提升等等有幫助，亦能對人類日常生活、隨時可見的動作行為有更深

的了解。透過本課程的練習，培養學生認識自己、探究自己能力，最終成為一個對生命充滿好

奇的觀察者。 

圖一：新北市立清水高中舞蹈班學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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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代舞技巧以開發肢體潛能為主要目標，技巧練習包括地板動作、站立動作及流動組合。站立

動作以重心移轉、平衡及延展為主；流動組合以走、跑、跳、轉以及拍子的變化為主要的練習

訴求。期待學生在課堂中能表現出精準的記憶和更長之動作序列的再現外，還能覺察身體動覺

的意識，並定義、辨別舞蹈技巧。 

3.藉由美術課程，認識繪圖基本設計、表現技法與造型原理，如：筆觸力道、下筆速度、層次堆

疊、構圖、視覺的焦點、主題的定調、造型的表現能力..等，探索美術表現的動機與內涵，運用

平面、立體等表現媒材，以及色、面、線、空間等視覺元素思考舞蹈動作於空間的表現方式，

學習解讀動作中所隱含的意圖與情感。 

 

二、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 

課堂上基本動作練習於學生而言多為枯燥無變化，容易忽略動作練習背後的深意。此單元課

程針對一年級課程內容加深、持續開發個人的學習潛能，發展動作技能和知識外，透過藝術領域-

美術課程跨域融合提高學習興致，提供更多對動作詮釋掌握的方式，即使在平日課堂學習也要有

將基本動作當作演出舞碼來學習的認知。 

1.依據「12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需求領域－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課綱-舞蹈專長」設

計。 

2.以學生為主體，經由老師的教學與引導，提供學生循序漸進之專業藝術知能學習，落實藝術扎

根教育。 

3.教師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協助學生成為自發性的學習者，並提供學生

適性發展之機會。 

4.培育舞蹈藝術跨域創作人才，透過藝術觀賞/體驗教育，培植藝文美感素養與生活美學。 

 

三、課程發展策略與理論 

(一)課程發展策略： 

1.課程規劃依據教育部頒布舞蹈藝術才能班課程綱要為實施準則，以期課程之多樣態與多元化，

提供學生更具生涯趨向之課程選擇與豐富之學習歷程。 

2.引導學生確立藝術之專業學習方向，深化藝術實作、分析、應用、鑑賞與創造等多面向之學習

觸角，持續充實美感素養與藝術涵養，且能進行藝術專題研究，由中培養對藝術專業生涯之認

知，並形塑人文關懷與社會參與之公民責任，積極朝向藝術學門邁進。 

3.此單元課程結合本校新課綱發展願景之一「品藝生活」與舞蹈班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現

代舞課程，以單元課程《WITH SPACE》為主題，以及藝術領域-美術課程跨域整合，運用更多元

表現方式，提升學生對舞蹈基本技巧的認知與運用。 

 

(二)課程發展理論： 

運用智慧創客教育 KTAV (Knowledge/Technique/Ability/Value)模式，藉由「知識 Knowledge：

致用主題知識」，「技術 Technique：能操作學習技術」，「能力 Ability 實踐行為能力」，以

及「價值 Value人類群己教育價值」的學習歷程模式。並結合資賦優異藝術才能四大學習構面做

設計；預期目標幫助學生培養系統思考與後設認知能力，掌握系統性的藝術符號內涵與運用方

式，以藝術作品闡釋經驗、價值與觀點並與他人分享及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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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AV 模式 
知識 Knowledge 

致用主題知識 

技術 Technique 

能操作學習技術 

能力 Ability 

實踐行為能力 

價值 Value 

人類群己教育價值 

舞蹈藝術

才能資賦

優異班 

四大學習

構面之 

對應 

知識、脈絡與思考 創作、展演與發表 專題、應用與創意 美感、文化與評價 

1.能對舞蹈動作組

合的結構分析與探

討。 

2.認識美術繪圖基

本設計、表現技法

與造型原理。 

舞蹈基本動作組合

學習： 

（1）舞蹈技藝的仿

作、精緻化與再創

造。 

（2）覺察身體動覺

的意識，並定義、辨

別舞蹈技巧。 

1.舞作特有風格的

述說、比較與反思。 

2.內化身體感知，

表現不同舞蹈藝術

的技巧與文化。 

3.能整合並投射舞

作應有之情感表

現。 

4.結合、應用多元

媒材(跨域)呈現舞

作。 

1.經由課程引導其

對自我的價值，進

而投注於藝術專業

之學習。 

2.引導由生活中培

養藝術美感認知，

表現對於藝術學習

之熱忱。 

課程內容 

    

 

子單元 1 

美術課程 

認識繪圖基本設

計與造型原理 

《Find Space》 

 

1.空間分配（美

的形式原理） 

2.空間元素（設

計基本元素 點

線面） 

3.空間的視覺

表現 

4.藝術鑑賞與

分析（vts 教學

法、空間概念複

習運用、相關議

題延伸）。 

1.更長動作序列

組合的記憶。 

2.強調動作的正

確性、穩定度；動

作連貫的協調性

與流暢度。 

3. 以 重 心 轉 移

(位移)的基礎概

念加上發展動作

的延展、爆發力。 

子單元 2 

術科課程 

基本動作組合

《Sence Space》  

子單元 3 

術科課程 

舞蹈動作空間

感知 

《Space 

Between You 

And Me》 

子單元 4 

術科課程 

平面/3D舞作 

《2D/3D Dance 

Space》 

1.基本動作「表

演化」。 

2.舞者畫下的

自己對動作的

感受及所看到

空間畫面（平

面）。 

分享 

1.畫者眼中看

到舞蹈動作空

間構圖（三度空

間）。 

2. 兩人一組，

一人運用表演

性重新詮釋對

於動作組合的

感受，另一人運

用繪圖基本技

法，透過觀察舞

者舞動中，在空

間中做出的路

徑、層次、力量、

在圖紙上畫出

對於動作的感

知或速寫點、線

條、面等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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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素養展現 

類別 舞蹈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 

總綱

核心

素養

面向 

A自主行動：個人是學習的主體，學習者應選擇適當的學習方式，進行系統思考以解決

問題，並具備創造力與行動力。 

B溝通互動：學習者能廣泛且妥善運用各種工具，包括物質工具（如人造物、科技及資

訊等）和社會文化工具（如語言、文字及符號等），與他人及環境能有良好且有效的互

動，並具備藝術涵養與生活美感。 

總綱

核心

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

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

行表達、溝通及互動的能力，並能了解與同理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

活美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

能力。 

領綱

核心

素養 

藝優 U-A1 展現個人藝術專長，形塑自我價值，精進多元的藝術生涯。 

藝優 U-A2 培養藝術議題的系統思考與後設認知能力，有效解決生活中的藝術相關課

題。 

藝優 U-B1 掌握系統性的藝術符號內涵與運用方式，以藝術作品闡釋經驗、價值與觀點

並與他人分享及互動。 

藝優 U-B3 充實藝術鑑賞、創作與展演的多元經驗，省思藝術與族群、社會、歷史及文

化的關聯，體現個人的藝術品味。 

藝優 U-C2 兼備藝術表現所需的個人獨創力及與團隊合作所需的溝通力，發展與人溝通

協調、包容異己、社會參與及服務等良善的藝術氛圍。 

學習 

表現 

舞優 V-P1 詮釋舞作並表現個人的動作特色。 

舞優 V-P2 結合、應用多元媒材及方式編創舞蹈作品。 

舞優 V-K1 評析舞蹈作品的形式與風格。 

舞優 V-K2 善用動作元素、肢體調整等知識與技能，預防運動傷害。 

舞優 V-A1 內化身體感知，表現不同舞蹈藝術的技巧與文化。 

舞優 V-S3 自主探索並發表藝術相關課題。 

學習 

內容 

舞優 V-P1-1 舞蹈技藝的仿作、精緻化與再創造。 

舞優 V-P1-2 舞蹈即興的發展與舞蹈動作的體現、銜接及組合。 

舞優 V-P2-2 各類型舞蹈編創作品：含獨舞、雙人舞、小組編創等。 

舞優 V-K1-1 舞蹈作品的結構分析與探討：含主題、動作設計、音樂與視覺媒材的選擇

與應用等。 

舞優 V-K1-2 不同舞蹈相關作品特有風格的述說、比較與反思。（取材考量不同性別、

族群）。 

舞優 V-K2-1 動作分析、身心學相關技法的認識與應用。 

舞優 V-K2-2 運動傷害復健與生理學等知識內容的學習與實務操作：含核心訓練、肌力

訓練等。 

舞優 V-A1-1 各式舞蹈類型中不同派別動作技巧的體驗學習：含芭蕾、現代舞等。 

舞優 V-A1-2 國內外不同民族舞蹈的體驗學習：含臺灣原住民各族群等。 

舞優 V-S3-3 跨領域、多元性別議題與面對全球化發展衍生之相關藝術課題探究：含傳統

與創新、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多元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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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科/跨領域統整：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綱藝術領域-美術 

學習構面 關鍵內涵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表現 

視覺探索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詮釋

生活經驗，並與他人溝通。 

美 E-V-1 色彩與造形應用、形式

原理、平面與立體構成原理、視覺

符號分析與詮釋。 

美 E-V-5 生活議題創作、跨領域

專題創作。 

創作展現 
美 1-V-5 能整合藝術知能與重要 

議題，進行跨領域藝術創作。 

鑑賞 

審美感知 
美 2-V-1 能使用分析藝術作品的方

法，並表達與溝通多元觀點。 美 A-V-1 藝術概念、藝術批評、

美感價值。 
審美理解 

美 2-V-2 能分析視覺符號與圖像的

意涵，並表達與溝通多元觀點。 

實踐 

藝術參與 

美 3-V-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動的 

主動參與，展現對在地及世界文化

的探索與關懷。 

美 P-V-3 文化創意、生活美學。 

美 P-V-4 藝術與社會、生態藝術、

藝術行動、藝術職涯。 
生活應用 

美 3-V-3 能應用設計思考及藝術 

知能，因應特定議題提出解決方案。 

 

六、學習重點(表現與內容)的概述與銜接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舞優 V-P1、舞優 V-P2、舞優 V-K1、舞優 V-K2、舞優 V-A1 

舞優 V-P1-1 

舞優 V-P1-2 

舞優 V-P2-2 

舞優 V-K1-1 

舞優 V-K2-1 

舞優 V-K2-2 

舞優 V-A1-1 

舞優 V-A1-2 

單元活動一：《Find Space》 
【藝優 U-A2】【美 E-V-1】【美 E-V-1】 

1.透過美術課程，認識繪圖基本設計與造型原理。 

單元活動二：《Sence Space》 
【藝優 U-A1】【藝優 U-A2】【藝優 U-B1】 

1.運用各類舞蹈專門動作術語體現舞蹈動作之關聯。 

2.掌握動作協調性與穩定性、連貫性，並表現其完整性。 

3.表現出精準的記憶和更長之動作序列的再現。 

4.在各種動作技能中，表現出動覺的意識、專注和焦點。 

單元活動三：《Space Between You And Me》 
【藝優 U-A1】【藝優 U-B1】【美 E-V-5】 

1.能將動作組合適切表現出來，並具應有之動作特色及風格。 

2.能覺察身體動覺的意識，並定義、辨別舞蹈技巧。 

3.從認識並探索舞蹈基本要素中，啟發學生有創意的運用繪圖技法，紀錄

自身對動作組合的感受及動作組合路徑。 

單元活動四：《2D/3D Dance Space》 
【藝優 U-B1】【藝優 U-B3】【藝優 U-C2】【美 A-V-1】【美 P-V-3】【美 P-V-4】 

1.能辨別與接納不同形式的舞蹈表演方式。 

2.能運用表演性重新詮釋對於動作組合的感受， 

3.運用繪圖基本技法，透過觀察舞者舞動中，在空間中做出的路徑、層

次、力量、在圖紙上畫出對於動作的感知或速寫點、線條、面等構圖。 

4.能發表與分享所思所學，並尊重與接納他人意見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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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習評量： 

(一)評量類別 

1.定期/總結評量:比例 50  % 

□口頭發表□書面報告□學習單□作品檔案■實作表現□試題測驗■課堂觀察■同儕互評

□學生自評□其他：       

2.平時/歷程評量:比例 50  % 

■口頭發表□書面報告■學習單□作品檔案■實作表現□試題測驗■課堂觀察□同儕互評

■學生自評□其他：       

 

(二)教學評量方式： 

參考藝術領綱視覺藝術科評量標準 SBASA，並依據資賦優異藝術才能班舞蹈班學習構面，研

發以學生學習成就素養為導向的標準本位評量標準，作為教師教學評量的參照依據。 

以主題《Sense Space》為例： 

學習

構面 
主題 A(優秀) B(良好) C(基礎) D(不足) E(加強) 學習表現 

創作

展演

與 

發表 

Sense 

Space 

能充分掌握

動作協調性

與穩定性、

連貫性，並

表現其完整

性。 

能掌握動作

協調性與穩

定性、連貫

性，並表現

其完整性。 

僅能掌握部

分動作協調

性 與 穩 定

性、連貫性。 

不擅掌握動

作協調性與

穩定性、連

貫性並表現

完整性。 

未達 D級 

舞優 V-P1

詮釋舞作

並表現個

人的動作

特色。 
舞優 V-P2

結合、應

用多元媒

材及方式

編創舞蹈

作品。 

在各種動作

技能中，能

充分地表現

出動覺的意

識、專注和

焦點。 

在各種動作

技能中，能

表現出動覺

的意識、專

注和焦點。 

在各種動作

技能中，有

時能表現出

動 覺 的 意

識、專注和

焦點。 

在各種動作

技能中，大

多時候不能

表現出動覺

的意識、專

注和焦點。 

未達 D級 

知識

脈絡

與 

思考 

能熟練地運

用各類舞蹈

專門動作術

語體現舞蹈

動 作 之 關

聯。 

能運用各類

舞蹈專門動

作術語體現

舞蹈動作之

關聯。 

僅能運用各

類部分舞蹈

專門動作術

語體現舞蹈

動 作 之 關

聯。 

不擅運用各

類舞蹈專門

動作術語體

現舞蹈動作

之關聯。 

未達 D級 

舞優 V-K1

評析舞蹈

作品的形

式與風

格。 

舞優 V-K2

善用動作

元素、肢

體調整等

知識與技

能，預防

運動傷

害。 

能精準地表

現出記憶和

更長之動作

序 列 的 再

現。 

能表現出記

憶和更長之

動作序列的

再現。 

對於表現出

記憶和更長

之動作序列

的再現不臻

完整。 

對於記憶和

更長之動作

序列的再現

有很大的困

難表現。 

未達 D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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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課程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現代舞 設計者 尤曉晴老師、顏子晉老師、黃尹冠老師 

實施年級 高中第五學習階段十一年級 總節數 12 節(一節 50 分鐘，共 600分鐘) 

單元名稱 部定必修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現代舞單元課程《WITH SPACE》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舞優 V-P1 詮釋舞作並表現個人的動作特色。 

舞優 V-P2 結合、應用多元媒材及方式編創舞蹈作品。 

舞優 V-K1 評析舞蹈作品的形式與風格。 

舞優 V-K2 善用動作元素、肢體調整等知識與技能，預

防運動傷害。 

舞優 V-A1 內化身體感知，表現不同舞蹈藝術的技巧與

文化。 

舞優 V-S3自主探索並發表藝術相關課題。 

課

綱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 

習 

內 

容 

舞優 V-P1-1 舞蹈技藝的仿作、精緻化與再創造。 

舞優 V-P1-2 舞蹈即興的發展與舞蹈動作的體現、銜接

及組合。 

舞優 V-P2-2 各類型舞蹈編創作品：含獨舞、雙人舞、

小組編創等。 

舞優 V-K1-1 舞蹈作品的結構分析與探討：含主題、動

作設計、音樂與視覺媒材的選擇與應用等。 

舞優 V-K1-2 不同舞蹈相關作品特有風格的述說、比較

與反思。（取材考量不同性別、族群）。 

舞優 V-K2-1 動作分析、身心學相關技法的認識與應

用。 

舞優 V-K2-2 運動傷害復健與生理學等知識內容的學

習與實務操作：含核心訓練、肌力訓練等。 

舞優 V-A1-1 各式舞蹈類型中不同派別動作技巧的體

驗學習：含芭蕾、現代舞等。 

舞優 V-A1-2 國內外不同民族舞蹈的體驗學習：含臺灣

原住民各族群等。 

舞優 V-S3-3跨領域、多元性別議題與面對全球化發 

展衍生之相關藝術課題探究：含傳統與創新、全球在地

化、在地全球化、多元文化等。 

與其他領

域/科目的

連結 

部定必修-藝術領域-美術 

教材來源 
自編及參考書目：《舞蹈應用生理解剖學》（五南出版）、《舞蹈欣賞》（五南出版）、

《當代舞蹈的心跳》 (原點出版)、《舞蹈欣賞》（三民書局出版） 

教學設備 ■投影機■布幕 ■手提音響 電腦■電鋼琴 樂器■PPT■白板■白板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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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透過跨域學習，增進對藝術領域及科目相關知識與技能之覺察、探究、理解，以及表達能力。 

2、發展善用多元/媒介與形式，累積美感經驗，豐富創作和展現的素養，以傳達思想與情感。 

3、能運用元素、形式、技巧與肢體語彙表現想法，發展多元能力，並在課堂學習及表演中呈現。 

4、能透過觀察與多元的回饋方式，論述對表演者或作品的看法。 

5、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增進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能力，以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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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單元活動一：美術課程認識繪圖基本設計與造型原理 

《Find Space》 

授課時間 共 1 堂課 100分鐘 
（一節 50 分鐘，一大堂 2節課 100 分鐘) 

使用教具 電腦、投影機、畫紙、鉛筆 

活動流程及內容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擬訂單元教學目標及設計教材並製成多媒體教材。 

（二）學生準備：美術課程所需畫紙及各式畫筆。 

二、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從欣賞世界名畫認識藝術與「美」之間的關係 

2.說明本單元內容要點。 

（二）展開活動 

1.認識美術繪圖基本設計與造型原理： 

(1)空間分配（美的形式原理） 

(2)空間元素（設計基本元素 點線面） 

(3)空間的視覺表現 

(4)藝術鑑賞與分析（vts教學法、空間概念複習運用、相關議題延伸） 

2.繪圖表現技法：如筆觸力道、下筆速度、層次堆疊、構圖、視覺的焦點、主題的定調、造型的表

現能力..等。 

3.賞析作品，供後續融入舞蹈基本動作課程的參考。 

 

三、結束活動；發下「WITH SPACE」學習單，老師複習教學重點並給予鼓勵，分享上課後心得。 

 

課程照片說明：美術老師授課 課程照片說明：美術老師授課 課程照片說明：美術老師授課 

引起動機： 

欣賞世界名畫認識藝

術與美之間的關係。 

1.認識美術繪圖基

本設計與造型原理 

2.繪圖表現技法 

賞析作品： 

供後續融入舞蹈基本動作

課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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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照片說明：學生筆記 課程照片說明：學生筆記 課程照片說明：學生筆記 

   

師生回饋 

美術老師：顏子晉老師 

課程規劃前與舞蹈老師互相討論，希望以美術視覺的角度切入，並藉由舞蹈的相關性讓學生可以將

所學互相融合。以美的原理原則、點線面、再到空間表現，運用美感、設計、視覺等方面，引導將

舞蹈中的相關概念交互用佐證。 

因舞蹈班學生的學習經驗與普通班學生不同，因此除了做了這些調整外，也發現舞蹈班學生在美術

的平面視覺表現上，更能與現實結合。也從學生的角度、想法，刺激教師能把這些現實生活或是舞

蹈表演上的想法，帶給普通班學生，讓學生的思考、眼界等更廣更多元。 

舞蹈老師：黃尹冠老師 

美感與創意無不環繞在藝術生活當中，從街頭塗鴉文化、裝置藝術、街頭藝人表演、甚至將日常用

品結合藝術家思維所產出的文創產品，一直到正式走入劇場觀賞演出，都是一種品味生活的態度。

若我們能深入探討何謂美感，一件事物是循著什麼樣的構思或是依據來讓我們感受到美的氛圍，未

來我們不僅止於走馬看花，更能實踐「品藝生活」。 

子晉老師開門見山引導學生熟悉十種「美的形式原則」，透過圖例解說深入淺出，並以點、線、面

的概念讓學生發想實際畫出來。對於我們莘莘學子而言，有時口頭引導任憑空想像的確有些困難，

若能有些法則可參照，依循著脈絡添入自己的創意，方向會更加明確！ 

學生 1： 

我一直以來都知道在藝術中舞蹈跟美術是息息相關的，但卻都只是一些淺層的了解，和那些最基本

的用法，直到今天這堂美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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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紹「空間分配」時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才發現原來我所知道的空間概念只是那淺淺的 10分

之幾，這 10種不同的空間分配，用同樣的圖形也可以做出 10種不同特質的設計風格，甚至可以加

以利用和融合，做出屬於自己的獨特性，這跟我們在舞蹈編排上就有很大的關聯性，就像我們在排

舞時老師會利用隊形來表現出舞蹈的性質，也可以讓觀眾有更多情緒的感受，所以千萬別小看這些

視覺的改變，「視覺會騙人」這句話就非常的真實，未來我們在編排隊形時，好好地利用這一句

話，說不定會讓我們的舞作達到一個更完美的效果。 

另外「點、線、面」的用法也非同小可，我們利用了不同的形容詞讓點、線、面這三種基本的空間

元素展現出無限多種可能，有趣的是，我發現當我們只能用這三種簡單的元素來構成這些複雜的形

容詞時，會很自然的使用到空間分配的 10種原則，例如「跳躍的」我就會使用到空間分配的第二

原則「律動 Rhythm」，不僅提升了美感、增加了畫面的趣味性也完整的詮釋了形容詞。 

「美感」是我們舞者，甚至每個藝術專業人，一直所求的，所以對我們這種正在學程當中的學生

們，了解了這些美的形式原理是必須的，要知道所謂「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未來的路需要我們

一次次的累積跟鋪墊，藉由這次的學習歷程，更加的深入藝術的世界，拼湊出屬於我們自己的可

能。 

學生 2： 

今天的美術課學到了美感的十個原則，而我覺得這十個原則非常有趣，因為我們在平時看見許多不

同的作品時，並不會特別去分析作者是運用了什麼方式使得作品變得豐富而讓觀賞者更有記憶點，

在今天上了這十個原則才發現，一個作品之所以美，是因為當中是經由這十個原理拼湊出來的。而

我覺得這個原理就跟我們跳舞是一樣的，只是一個屬於靜態，一個屬於動態，但同樣都是一種藝術

的呈現。其中，我覺得均衡就很像是在舞台上的隊形，一個好看的舞碼，並不是所有人整整齊齊的

在舞台中央跳完一整首舞，這樣看起來也許很壯觀，但是會讓觀眾覺得乏味，但如果在舞台上讓舞

者呈現不規律的隊形，或是讓舞者四散在舞台的各個角落，這樣就能看見舞碼的隊形的豐富性，也

能將舞台運用的淋漓盡致。 

而後半堂的點線面感覺也很神奇，單單的看這三個元素，感覺沒那麼有趣，但如果一次很多個

「點」，再加上很多「條線」，經過排列組合，就能形成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面」，而「點線面」

也很像是舞者的動作，「點」對我來說就像是 Frape'，給人一種快速又乾脆的表現，「線」就像

Adagio 或是 Saute'，運用不同的力道或速度會帶給別人截然不同的感受，也許是不斷延伸的線也

可能是一條撇出來的線，「面」感覺可以是個 Pirouette ，也可以是一套組合，由不同質感的動作

拼湊，就能呈現出不同凡響的畫面。 

學生 3： 

這次的美術課讓我能用更理性的方式分析藝術與美的定義，老師利用美的十大原則讓我們一點ㄧ點

的體會從藝術作品乃至生活周遭出現在我們身邊所構成美的因素和共通點，這些原則除了用在美術

和設計，其實和舞蹈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像第一個原則「均衡」其實對於隊形畫面的處理就有相當

大的關聯，就像在古典芭蕾舞劇《天鵝湖》群舞者以對稱的方式讓排場看起來更盛大，是舞劇中不

可獲缺的一部份。不一定是追求實際重量的平衡，是著重在材質、大小等更多因素。 

而在十大原則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韻律」，在我原本的認知，韻律這個詞是動感的，就像舞

者用身體隨著音樂舞出強弱、速度、表現陰陽頓挫，但它出現在靜態空間竟然能透過「讓欣賞者隨

著視線的路徑創造出動態感」表現出二度空間的韻律。 

點、線、面，在美術與舞蹈也占了重要的地位，我們常用身體表現出「點、線、面」對我來說，它

就是一個個小工具，當拼湊起來，再加上「潤滑油」一套順暢的小組合就得以成形，可以是下墜

的、滑行的、瞬間的……，但是這次讓我們體驗在平面畫出點、線、面，當下完全無法轉化，把自

己的想法用筆「畫」出來。 

隔行如隔山，術業有專攻，敬佩用自己的方式將故事、理想及理念清楚傳達出來的藝術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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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二：舞蹈課程基本動作組合 

《Sense Space》 

授課時間 共 3堂課 300分鐘 
（一節 50 分鐘，一堂 2 節課 100分鐘) 

使用教具 藍芽音響、電子鋼琴、鼓 

活動流程及內容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擬訂單元教學目標及設計教材。 

（二）學生準備：準備上課器材及暖身。  

 

二、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延續上堂美術課程，運用「點、線、面」變化與結合，引導學生產生多種動作形

象及空間表現方式。 

（二）基本動作組合練習： 

1.更長動作序列組合的記憶。 

2.著重動作的正確性、穩定度。 

3.以重心轉移(位移)的基礎概念加上發展動作的延展、爆發力。 

(1)第一套中板Center+流動動作組合：重心轉移(位移)+動作延展性。 

(2)第二套快板流動動作組合：重心轉移(位移)+動作爆發力。 

 

三、結束活動 

1.分享與討論課堂上遇到的困難與值得鼓勵之處。 

2.於「WITH SPACE」學習單紀錄課堂上所思所得。 

 

備註： 

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第三堂課： 

 

 

 

課程照片說明：基本動作練習 課程照片說明：基本動作練習 課程照片說明：基本動作練習 

引起動機：空間點線面(Point 

and Line to Plane)的運用 
第 1套中板 Center+

流動動作組合 
分享與回饋 

複習 2套 

動作組合 
分組練習 分享與回饋 

複習第 1套

動作組合 
第 2套快板流動動作組合： 

重心轉移(位移)+動作爆發
分享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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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照片說明：基本動作練習 課程照片說明：基本動作練習 課程照片說明：基本動作練習 

   

課程照片說明：基本動作紀錄 課程照片說明：基本動作紀錄 

 

 

課程照片說明：基本動作紀錄 課程照片說明：基本動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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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回饋 

舞蹈老師：黃尹冠老師 

舞蹈技法是一項必須透過自身由內而外學習的歷程，對於肢體動作的掌握程度因人而異，其差別在

於肢體柔軟度、動能的精準度以及表演性的詮釋等。上述這些部分皆可以透過後天努力學習而來，

而我在教學與學習的過程中，深刻明瞭有些事情是天生所帶來的恩惠，那即是對動作的“感受能

力”！舞者欲表達意識與情感的媒介即是肢體動作，倘若沒有深刻體會很容易流於外在炫技形式，

也因此我們通常較能在資深的舞者身上感受到內斂而濃厚的展現力。 

平日我們在課堂上所練習的純粹是現代基本動作組合，注重的是學生動作的準確性，提點著張力的

延展與爆發，同時透過舉例的方式，讓學生將其連結到生活經驗之所看、所聽、所想，讓腦海中的

畫面引領著肢體做到位，不難發現這與子晉老師上一堂所教學的美術課程內容息息相關，在舞者身

上所謂的畫面，無論是肢體的線條、劃過的路徑、位移的空間皆都是由點、線、面的元素不斷的堆

疊而形成，對學生而言，將原本想像的樣貌化為具象的線條，便能使動作更精準的做到位，如此一

來更能提升在團隊裡不可或缺的“整齊度”，此外也會減少學生過度依賴鏡子的情況，專注自身才

能夠將表演性自然而然融入課堂中的基本動作組合。 

學生 1： 

第一套的重點就是要不斷的延伸及拉長，感覺在做這套組合時必須要創造出許多假想線，在做第一

個 tendu時主立腳往下蹲到最深，而工作腿想著有條隱形線把腳不斷往外拖到最極限，上手則是往

斜上方無限延伸，整套組合的感覺都跟這個動作一樣，讓自己填滿整個空間，想像四肢的末端就是

畫筆，在空間中畫下許多不同的線，而在做不同的動作時，畫出來的長短及質感也會隨之改變。 

第二套組合則是有許多點的表現，相對有更多彈跳及重拍，但在其中同時也有一些重在表現線條的

動作，感覺把這套組合當作當作是一幅畫作時，這副作品感覺會更加的豐富，因為不只是質感有很

大的不同，就連重拍也是一項重點，對我來說，加上了重拍就很像是把黑白的畫點上了不同的顏

色，像是前面的跑步就會讓我聯想到橘色或黃色，給人一種很活潑的感覺，組合中也有許多一瞬間

爆發性的動作，就會讓我想到橘紅色這種相對較強烈的顏色來表現，使得這副作品在形狀.畫面.色

彩，都呈現出了強烈的風格。 

以前在學習「點」.「線」.「面」之前都會覺得自己雖然沒有跳錯動作，但看起來卻沒有質感，感

覺只有用四肢在跳舞 ，手手腳腳的，但透過學習了「點」.「線」.「面」，感覺在跳舞時就能更

加清楚組合的質地及路線，也能使自己呈現出來的更有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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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2： 

第一套組合是慢板組合，是非常注重動作的延展性的，我當天在做動作時，就想到，如果我可以融

入點、線、面的元素會變得如何，所以我嘗試在做動作時，想像出空間中的點，並利用動作將點連

起來，很明顯我下腳變得比較穩，而且我更清楚我手腳的位置，以及動作的路線，也剛好可以克服

我的一個壞習慣，就是一直想看鏡子裡的自己，以前會想瞄鏡子是因為想確認我的舞姿是否完美，

但既然我清楚了身體的動向，就能專注的做出組合裡的舞姿，在外人眼裡，我的狀態只會看起來更

自信、更漂亮。 

第二套組合的快板流動對我來說最需要克服的就是體力以及瞬間的爆發力，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套，

卻需要掌握著瞬間的爆發力，也就是因為是瞬間的動作所以需要更多的專注和控制，才不會看起來

像在亂甩，這也讓我聯想的點、線、面的「點」，畫紙上的點一直以來都給我一個，很乾淨的印

象，做動作也一樣，快板的流動對我來說就是，乾淨、有力且輕巧的，掌握著這幾項重點，動作也

很難做的難看了，像是在動作開頭的跑步時，我們經常會被老師唸說，跑起來！跑起來！我想，導

致我們沒有做好的最大因素就是因為我們跑到太重，不夠輕巧，手的擺動又不做大，也缺乏活潑

感，才讓觀看者沒有很好的感受，雖然只是很單純的跑步，也要注入些許的靈魂，應能讓動作活過

來，並增加了表演性最後就是體力要加強，不能因為累就放棄，老師們最常說的話就是「堅持到最

後就會變你自己的。」，意志力和專注力共存，就是一位好舞者必備的能力，好好努力吧！ 

學生 3： 

我們這次主要的核心是放在美術上的點線面，所以很多動作都是和那些元素有關。 

第一套：我覺得跟「線」的元素比較多有連結，像是第一個動作路線和動作都是走直線跟橫線的，

之前上的課有說到線是由兩個點連在一起的，可以由頭頂到腳底連成一條線，或者是用動作來表

現，這套組合也有用到「面」，像是轉圈就有用到面的元素，這一套動作裡就有旁腿帶轉，因為腳

在 90 度的位子，所以轉起來就像是一個平圓，所以腳在旁邊就能穩穩地轉不會上上下下晃來晃

去。 

第二套：從剛開始就能看得出來是有「點」的元素在，因為一開始是跑，跑在地面上的感覺就很明

顯是點，一步一步踏在地面上，第二套動作的流暢性也要比地一套強，但因為是流動的組合所以很

多動作也會帶有弧線感的感覺，比較少有直線，雖然還是有線但是是有更多種變化的線。我認為舞

蹈跟美術其實很相似，美術上所呈現的點線面，在舞蹈上也可以表現出來，而且說不定可以用更不

一樣的方式呈現，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妙的點，這一次跳的時候有把口罩拿下來，拿下來就會忘了

做表情，我覺得只要是在跳舞都應該把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不管是在課堂還是正式演出，自己的

情緒有了，在表情上及動作呈現的變化也就會豐富起來；我還得好好加強自己的臉部表情，不能只

是呈現舞蹈動作。 

 

單元活動三：跨域課程舞蹈動作空間感知 

《Space Between You And Me》 

授課時間 共 1堂課 100分鐘 
（一節 50 分鐘，一大堂 2節課 100 分鐘) 

使用教具 藍芽音響、電子鋼琴、鼓、畫紙、畫筆 

活動流程及內容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擬訂單元教學目標及設計教材。 

（二）學生準備：準備繪圖所需用具、上課器材及暖身。  

二、發展活動 

 

 

 

 

引起動機： 

動作詮釋與想像 
基本動作「表演化」 

運用繪圖基本技法畫下

自己對動作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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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起動機： 

複習2套舞蹈基本動作組合課程，並帶入更多對動作的詮釋與想像。 

（二）複習 2套基本動作組合： 

1.著重動作連貫的協調性與流暢度。 

2.強調「將基本動作表演化」－將基本動作組合作為舞碼演出練習。 

（三）舞者畫下的自己對動作的感受及動作組合空間路徑。 

三、結束活動 

分享與討論課堂上遇到的困難與值得鼓勵之處。 

 

課程照片說明： 

學生對動作的感受與想像 

課程照片說明： 

學生對動作的感受與想像 

課程照片說明： 

學生對動作的感受與想像 

 

 

 

課程照片說明： 

學生對動作的感受與想像 

課程照片說明： 

學生對動作的感受與想像 

課程照片說明： 

學生對動作的感受與想像 

 

  

師生回饋 

舞蹈老師：黃尹冠老師 

在熟悉組合動作後，舞者要將自己對動作的感受及空間畫面呈現於畫作上，於理性面，學生需要將

動作組合的重點及路徑描繪清楚，於感性面，可以將其投入學生的個人情感，也因此特別讓孩子們

加入色彩的點綴，來發揮更多的可能性。特別的是，在學生們的畫作中可以看到，無論是從落筆的

程度、色彩的濃淡或是個人創意的視角呈現，你完全能連結到學生在上課的學習狀態，是大膽的、

細心的還是輕描淡寫的。 

我想動作組合是一種引起動機，當真正要落筆揮灑時，是一種按著心裡走的感受，也因此身為觀看

者的我，並不會去計較或審判，更沒有所謂的對與錯，只要用心透過視覺的感受去連結到動作本身

的重點，這部分是相當有意思的！ 

學生 1： 

今天運用點線面搭配色彩畫出自己看自己的動作，一開始不知道如何下手，後來想到老師說：「藝

術沒有對錯！」還記得在《with color》時有學過顏色，冷色系暖色系，不同色系下筆的輕重都給

人不同的感覺，今天下筆後發現自己在畫自己時搭配上了色彩，更明顯的知道質地、狀態還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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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情緒的感覺，例如：天藍色給我輕快活潑的感覺像泡泡一樣，輕快的一個點一個點的就像跑步在

泡泡上被彈起來一樣的感覺。而有力量的向外移動形成了短促紅色的線 

條，重心轉移讓我覺得像在草地上滑行所以用綠色，一開始下沉蹲是深綠色，到上提就是青綠色，

低的畫圓給我在泥地裡的感覺所以我用咖啡色去表示，因為動力的不同所以深淺也有所不同，開始

的動力大下筆重一些，慢慢的就只剩淡淡的咖啡色！而 handstand 的踹腿我覺得他像太一樣所以

使用溫暖的橘色，帶有活力力氣的粗水滴形，像太陽發出來的光一樣，核心最用力而末梢只負責延

伸延長，在一些沒有位移的地方我運用老師說的重疊法就能分出遠近深淺了，其中還有近大遠小的

運用在動作從遠跑近或是位移上都能很好的表現出空間狀態和質地。 

顏色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也能最直觀的給予我們感受，能將動作轉為畫作更添加上顏色讓觀眾

將抽象轉為具象也多了自己的想像力，在畫的時候我就在想如果有機會用同一張圖來排一套動作也

許拿到的人不同會有不一樣的作品呈現出來，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將不同領域結合起來可以擦

出很多不一樣的火花！ 

學生 2： 

今天我們要嘗試把前幾次美術課以及術科課學習到的所有元素，不管是點、線、面還是美感的十大

元素結合在一張圖畫紙上。開始老師先簡單的引導我們該如何運用畫筆來描繪出舞者的舞姿，比如

慢板中間組合的第一個動作是轉移中心，質地是要一直不斷延伸出去的，如果要以美術的方式呈

現，我覺得就可以用一條直線來表示，其中老師也有提到可以利用下筆的力道來區分出動作的輕重

快慢。不過我覺得畫出來的效果好像沒有比預期來的好…… 

第一次練習就直接用色鉛筆，所以可以利用自己的創意去聯想這個動作應該搭配哪個顏色，透過這

次的練習我又再一次的認知到自己毫無創造能力可言，聽完老師講解後，大家都立馬開始作畫，而

我遲遲都沒有下筆，思考許久才畫了中間慢板一開始的四個轉換中心，我覺得我是害怕和別人的想

法不一樣，所以才一直沒有動筆，完成後回頭去看才發現作品感覺非常小氣，都一點點、一點點

的，畫面看起來很空。 

這套組合的張力非常飽滿，是要往外擴散的，所以畫出來的線條也應該是要向外擴張的，而不是擠

在一坨。藝術可以是主觀也是客觀的，但它絕對沒有對錯之分，所以可以盡情的自由發揮，不要去

管別人怎麼看待你的作品，做自己！想到什麼就畫什麼。從作品上就看得出來我很沒有自信，希望

我能改善這個壞習慣，展現自己的特色給大家看吧！ 

學生 3： 

這堂課的內容是用畫筆呈現動作的質地和線條。在畫的過程中，我一直思考動作的質感如何用筆呈

現出來? 

之前上的美術課點線面的質地有輕重快慢，包括靜止的、連續的、跳躍的等等，這些要用畫筆呈現

出抽象的藝術，感覺要花很多腦力思考。之前畫畫僅用鉛筆，這次畫畫使用多色的色鉛筆，讓畫作

更加鮮明。舉例來說:最後一次 tendu 接旁腿帶轉，類似畫一條很長的弧線接著螺旋線條。旁腿帶轉

完接著二方位打勾的姿勢，畫出一個 360 度的面，讓我覺得是飽滿、豐腴的。Fondu 繞 8 字，速度

有快有慢，我就立刻畫 8 字圓，一開始是畫慢的，隨即加快速度。若是質感是慢的，我會使用藍

色;質感是快的，我會使用紅色，因為紅色是爆發力強的顏色。若是點的話，我會使用靜止感覺的

黑色呈現。 

第二套點的比例佔很多，流動性和重心轉移的動作也不少，更要注意彈跳的爆發力。一開始的跑步

就像踩泡泡一樣，呈現出輕盈的點。High stand 完後轉向正面接頭帶著身體，路線呈現出慢的曲

線。這套動作有很多快速的過程和銜接，銜接的部分讓我思考許久，一直猶豫要使用面的表現或是

線條的質感的呈現，最後我使用線條螺旋的方式快速帶過。 

原來，動作與點線面關係是這麼密切，藝術的美感真是息息相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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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四：跨域課程 

《2D/3D Dance Work》 

授課時間 共 1堂課 100分鐘 
（一節 50 分鐘，一大堂 2節課 100 分鐘) 

使用教具 藍芽音響、電子鋼琴、鼓、畫紙、畫筆 

活動流程及內容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準備：擬訂單元教學目標及設計教材。 

（二）學生準備：準備繪圖所需用具、上課器材及暖身。  

二、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運用「點、線、面」變化與結合，刺激學生產生更豐富的動作形象及空間表現方式。 

（二）複習 2套基本動作組合： 

1. 教師講解動作組合序列過程。 

2. 由學生分析動作重點及感受。 

（三）兩人一組，一人運用表演性重新詮釋對於動作組合的感受，另一人運用繪圖基本技法，透過

觀察舞者舞動中，在空間中做出的路徑、層次、力量、在圖紙上畫出對於動作的感知或速寫

點、線條、面等構圖。 

三、結束活動：老師與學生分享所有課程單元過程所思及收穫。 

 

 

 

 

課程照片說明： 

暖身 

課程照片說明： 

教師講解動作組合序列過程 

課程照片說明： 

學生分析動作重點及感受 

 

 

 

課程照片說明： 

舞蹈班學生詮釋動作組合 

課程照片說明： 

普通班速畫所見畫面或感受 

課程照片說明： 

師生分享上課心得 

引起動機：空間點

線面更流暢地運用 

複習兩套基本

動作組合 

1.動作的表演性詮釋 

2.運用繪圖基本技法觀察同伴舞動時，

速寫所見畫面或感受 

對動作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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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照片說明： 

普通班學生速寫對所見舞蹈畫面

的感受與想像 

課程照片說明： 

普通班學生速寫對所見舞蹈畫面 

的感受與想像 

課程照片說明： 

普通班學生速寫對所見舞蹈畫面

的感受與想像 

  

 

課程照片說明： 

舞蹈班學生速寫對同學舞蹈畫面

的感受與想像 

課程照片說明： 

舞蹈班學生速寫對同學舞蹈畫面

的感受與想像 

課程照片說明： 

舞蹈班學生速寫對同學舞蹈畫面

的感受與想像 

   

師生回饋 

美術老師：顏子晉老師 

藉由普通班與舞蹈班，兩個一直性的班級融合上課，除了讓我本身對於原本基本設計的教材有所突

破外，也讓我能對於跨科甚至跨領域的教學所有見解。要突破舒適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像這

兩個不同屬性的學生一樣，也因為不容易突破，而顯得這次的課程有多珍貴，讓學生在高中的學習

中能打開自己的眼界，也激發他們多元的想像。藉由這個公開觀課，眾多師長前輩的建議，讓我也

能再次思考跨科教學的意涵與如何將不同的想法，帶領學生去思辨。 



 

24 
 

舞蹈老師：黃尹冠老師 

教學的現場是非常直觀且緊湊的，從普通班學生的視角觀看舞蹈動作，要在短時間內畫出感受及速

寫點線面等構圖，起先我認為是相當不容易的，做為老師的角色總是會有多一些的擔憂，但打從一

剛開始的暖身活動，普通班孩子們給予的回饋，無論是肢體語彙或是溝通互動，我便知道是沒有問

題的！ 

在課程的尾聲，彼此探討分享回饋，我非常感動學生們都很熱情地舉手發言，想要與大家分享自己

的畫作，其中有位普通班孩子在講解的過程中，同時也將其動作表現出來，當下真是讓大家驚呼！

我想這樣的跨域課程，對於我們學藝術的孩子來說更是相當有意義的，學習著傾聽、接納來自不同

領域的聲音，學習著分享、展現舞蹈教育的美好，如此的碰撞才會激盪出更多的火花！ 

舞蹈班學生 1： 

今天這一堂課對我而言是很特殊的一堂課，因為可以跟普通班的同學們一起上課，讓他們體驗看看

舞蹈班學生的生活，也可以帶著他們認識生活中的瑣事處處皆可舞蹈化。一開始當普通班的學生進

來舞蹈教室時，我心裡出現的第一句話就是：「哇！尷尬的開始。」，但沒想到，尷尬的好像是我

自己，在課堂的開始我們延用上一節美術課學到的點、線、面來融入舞蹈，從最簡單的舞姿到身體

的流動，我觀察到很有趣的是，那些普通班的學生真的有在跟我們學習或者說是模仿，從第一個舞

姿，大家不是站直就是坐著，到後來有高低水平，有動作變化，默默的就學會了肢體的運用，我還

記得在「線」的部分時，有一位同學被叫出來示範用腳帶動作，我看著他就這麼做出了武功課的和

弄豆汁，真的意外的有趣跟和諧。 

過程中我們會進行到觀察別人以及對自身的感受，我自己在做動作時很多動作我會給予我自己想

像，例如第二套的 hand stand 我都想像是爆炸一樣，要瞬間並滯留，後面的動作又像爆炸後氣體

擴散一樣，要有 slow motion 的感覺，也會在腦中有點、線、面的概念，但在看別人做的時候都會

有些許的差別，可能是別人腦中的想像與我不相關，所以做出來的動作質感也會有所變化，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一個用腳畫圓的動作，我在做時經常會想像重拍在上，圓的最高點，但有些人在做時，

更讓我覺得，他們腦中在思考的是要畫一個完整的圓，這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而且線跟面只

有一點之差，所以容易分辨錯誤或是做的比較模糊，觀摩別人時，有些我自己在做動作時覺得是線

的動作，在我眼中他人又好像做的是面，但我覺得藝術沒有對錯，只是我們理解動作的方式不同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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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班學生 2： 

終於到了公開觀課這天，我的皮扒的比任何時候都還要緊，教授們就坐在我的正後方，緊張度直接

飆升，所以腳站的比平常穩、動作細節再做的更仔細。經過上次練習畫點線面的經驗，現在跳到這

些動作時就能更容易清楚掌握到動作質地應該是延長的，還是停留然後再繼續舞動的，這次是要幫

另外一組畫出他們的線條，透過觀察別人發現到自己也有同樣不足的地方，利用交換組別的方式，

剛完成的點線面還在腦海裡，立即修正在上一組看到沒有做好的部分，呈現出來的動作就比以往更

流暢了！ 

開始老師帶動的暖身我們四散在各處，本以為普通班會害羞或者害怕都躲在後面，結果他們意外的

還蠻踴躍表現，不過在走路的過程當中他們還是會習慣性成群結對的走在一起，這時我就故意逆向

走到他們中間，然後用手示意他們分開。普通班的同學反應也是非常迅速，當老師的鼓點開始有了

不同變化，他們也能馬上反應過來然後跟上拍子，在老師連續敲響兩次邊鼓時就停留不同高、中、

低水平的動作，通常對於普通班來說低水平的動作比較容易，所以兩次鼓聲響起，幾乎全部人都在

地板上，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可以做的更好，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帶到下個環節點、線、面中的

「面」時，有位普通班的女同學展示了他所想像的曲面，身為一個普通班，她是完全沒有舞蹈底子

的，居然可以舞出如此流暢的線條，展示完後全體熱烈的為她鼓掌，她不只勇敢的站出來表現自

己，還向大眾展示了普通班也能輕鬆做到這些技巧。 

非常慶幸有這次公開觀課的機會，有了這次的經驗我更了解了自己身體線條的各種走向，以及之前

在美術課學到的種種元素，也感受到自己身體能力有提升了不少，像是流動組合就變得很流暢，請

謹記這次寶貴的經驗，往後再跳任何一種舞蹈時也都要想著今天所學的「點、線、面」。 

舞蹈班學生 3： 

今天跟非專業的學生一起上課，有點緊張。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很奇怪，會不會都不聽老師的指

示……等等的，但很顯然我多慮了。就像我不是美術生，但在上美術課的時候也會全神貫注的，吸

收老師講的知識，面對這種新的事物會覺得新奇、有趣；他們也一樣！跟他們互動的時候他們會有

些害羞，但不會排斥，就很像我們任何一個人剛開始學舞蹈的樣子！跟他們一起暖身的時候，做得

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練習，但是他們跟我的想法很不一樣，就停 pose來說，我停的都是一些在舞蹈

表演隨處可見的動作，他們的更像是把生活舞蹈化的姿勢，一開始我很不習慣，會覺得他們很不像

在「跳舞」，但後來我漸漸覺得他們的動作很特別、很有創意，說不定對他們而言，這就是他們眼

中的「舞蹈」。畢竟藝術是很主觀的事情，觀點不同是非常正常的！ 

老師常常說：動作要在放大，你現在做的在舞台上都看不到！但我發現，就算在教室裡面，把動作

都做得到最滿，把張力充滿整個空間，雖然會很累，但跳完會很有成就感！像是在做第一套組合的

前四步走時，老師都會要求我們要有「位移」，對我而言就是高的那隻手和腳尖對拉，加上擰轉和

下沉，做到沒有對拉、擰轉和下沉的空間時，放掉在大步往方向邁出步伐。在練習的時候，老師都

會把質地講的非常清楚，確保我們能用身體呈現出來。第二套動作有很多跳躍，老師最常給到的一

組形容詞就是：輕巧而有爆發力。對我而言每一個跳在我心中都像是一場小爆炸，今天或許是因為

腎上腺素的激發，我在做每一個跳躍時，更能感受到他們「爆炸的感覺」。例如：拉蹦給我的感覺

就是像爆炸後的碎片噴射出去，在空中畫過長長的弧線的樣子！ 

其實我很喜歡在跳舞的時候有觀眾，這會讓我想要做到更好；但平常的表演中因為劇場的燈光關

係，我其實是看不太到台下的觀眾，而今天的公開觀課就像是一場小小的發表會一樣，可以立刻得

到觀眾表情的反饋。而當台下的觀眾都是全神貫注的投入在我們所呈現的舞蹈時，會緊張，但也會

很有動力，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現給觀眾，不讓他們白白期待！ 

普通班學生 1： 

看到很多之前沒學過也沒看過的東西，像是學如何用身體表現出點線面，真的如果沒有這堂課是不

會碰到的，而且我覺得一開始我們班都很害羞，就是都會聚集在一起而且不敢大膽地做動作會尷尬

跟害羞，像我自己就是會覺得自己做的很奇怪然後不敢做，很想要跟同學黏在一起，但第二次的上



 

26 
 

課老師就有教我們更多不同的動作，雖然也只是叫我們自己想像，但這樣我們更清楚要如果作，而

且相處過程變多之後也比較不會那麼不熟。然後用點線面如何表現出畫面，一開始覺得超級抽象就

是因為沒有一定的主角變得有點難不知道要怎麼下筆，但漸漸的真的就畫出一幅其實我覺得我畫的

蠻好的，哈哈哈收穫滿滿～ 

普通班學生 2： 

我看到了舞蹈班認真準備的表演，也感受到他們對這場表演的用心以及重視。我從這堂課程當中學

到每項藝術都是可以產生關聯的，就像舞蹈以及美術，性質有很大的不同，但卻可以透過創作將兩

者結合，而我們一起體驗舞蹈的過程中，我認為我們可以更放得開，不要在意別人的眼光。這一次

的課程讓我們親自下場體驗，讓我覺得很難得也很珍貴，因為這樣的經驗以往機乎沒有過，這個課

程也使我加深了對藝術的體會。 
 

教學省思 

好的學習成效是被設計出來的 

非常感動學生在這段時間打開心房，用心投入學習。此次課程單元的實施，不管是學生於學習現場

的表現，或者學習單的回饋，可以看到我們期待學生在完成課程後，知道與理解什麼，以及運用所

知將能夠做些什麼，讓學習的起點跟結果連結一起；也發現學生於學習其他課程的投入度也跟著提

升，是最大的收穫。  

學生學習成效能推動的重要關鍵之一在於教師成長。教師是學生學習的重要推手，教學設計、評估

實務、預定學習成效的連結，是其成功與否的關鍵。三位老師於課程設計針對學習前，以學生的學

習需求(舞蹈術科技能提升)及學習問題(學習心態)為考量，延伸出相應的學習目標。也因為有共

識，花費相當多的時間與心力進行討論備課；願意跳脫原本已經習慣的「舒適圈」，透過學習其他

老師不同的經驗，開啟更多元的觀點去完成教師個人無法完成的課程與教學設計任務，幫助教師教

學專業的發展與突破，更帶給教師們勇氣，願意面對與嘗試新的教學挑戰。 

學生在此課程實施前，被告知會有公開觀課的活動，知道自己被賦予期望，基於榮譽心與責任感，

間接提升學習慾望與企圖心。小小印證學生對學習的內在動機愈高、自我期望就愈高，學業的表現

也會愈好。另外學習單的設計讓學生有機會整合所學知識與學習經驗，而非僅是每門課片斷學問的

吸收。學習單的撰寫記錄學生的所有學習活動與經驗，也做為學生展現如分析、理解、應用等自我

能力的證據。 

總結 

1.舞蹈班課程之省思： 

(1)本校舞蹈班之創新課程設計以校務發展為主體，除針對舞蹈班學生提供藝術專長課程，兼顧學校

藝文特色發展願景與舞蹈班課綱課程發展，妥適建置課程目標與學習重點，建立舞蹈班的課程體

系。 

(2)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教學實踐，努力於教師專業社群之省思與精進能力，如辦理/參加相關知

能講座或研習；並於每學年進行跨領域/科目的課程統整、教師間的協同教學辦理社群共同備課，討

論並發展課程落實教師共備、觀課、議課，以提昇教學品質，進而提昇學生學習成果。 

2.舞蹈班教師教學之省思： 

(1)學生術科技巧之提升：藉由引導、增進學生身體的經驗，感知肢體舞動時的情感張力；增進自我

表演性外，亦加強對生活動態的觀察敏銳度，以啟發創作的靈感。 

(2)引導學生確立藝術之專業學習方向，深化藝術實作、分析、應用、鑑賞與創造等多面向之學習觸

角，持續充實美感素養與藝術涵養，且能進行藝術專題研究，由中培養對藝術專業生涯之認知，

並形塑人文關懷與社會參與之公民責任，積極朝向藝術學門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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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錄：學生學習單(如附件)。 

四、參考資料： 

1.教育百科線上詞典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8%97%9D%E8%A1%93 

2.點線面思考很重要?讓我告訴你德國包浩斯設計學校教的點線面 

https://creativemini.com/point-to-line-and-plane-to-volume/ 

3.泰宇版高中美術課本(上冊）第一單元美術學習旅程 p4-28 

4.華興版高中美術課本（上冊）第二章美麗新視界 p30-59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8%97%9D%E8%A1%93
https://creativemini.com/point-to-line-and-plane-to-volume/


編著者簡介/尤曉晴

經歷： 

⚫現任新北市立清水高中舞蹈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專任教師兼學校秘書

⚫教育部 111-112「藝術才能鑑定及課程評鑑訪視指引」編撰小組組員

⚫教育部 109-110 年度中小學藝術才能班課程發展前瞻計畫研編小組組員

⚫教育部藝術才能相關課綱宣導種子教師

⚫教育部第七屆藝術教育貢獻獎-教學傑出

⚫ 104-109 學年度教育部「中小學舞蹈藝才班優質發展-課程與教學精進計畫」課程

發表(海報發表)。

⚫教育部 104-108 中小學舞蹈藝才班優質發展中程計畫-課程與教學精進計畫規劃小

組

⚫教育部 108 學年中央暨地方宣導種子講師培訓共識營高中參考示例與融入議題說明分享

⚫教育部 104-105 中小學舞蹈藝才班優質發展中程計畫課綱規劃小組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學示例：來去之間 in-between 的距離⑤ WITH SPACE 

主 編  吳舜文 

副 主 編  曾瑞媛 

編 著 者  尤曉晴 

執行編輯  李威廷、賴昱丞 

出 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 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電 話  02-77496519

指 導  教育部 

執 行 教育部 111 至 112 年度藝術才能 

專長領域輔導群工作計畫 

官方網站  https://artistic.finearts.ntnu.edu.tw/   

粉絲專頁  FB 搜尋-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初 版  2022 年 8 月 

I S B N  9786267048481 (PDF)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電子版本可至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網址下載，歡迎

各界參考利用，引用時請註明出處。 

本書所刊載之作品、文字或圖片，僅為說明輔助之用，

非做為商標之使用。 

如相關作品或圖片內含他人之著作或商標者，該著作 

或商標皆屬原權利人所有，特此說明



教育部 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領域輔導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