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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達成一個完整呈現的歷程。

下列所提供之行政單位、社教館、教育單位、相關機關組織、圖書館、網

路資源、以及教學參考影帶／碟等，其目的是為教師在教學的資訊和資料上提

供資源。

◆ 行政單位

教育部   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02）2356-6051
教育部體育司  臺北市徐州路5號12樓（02）2356-5610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教股 臺中縣霧峰鄉大同路16號（04）2339-3101
臺北市政府文化司 臺北市市府路1號12樓（02）2759-8889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臺北市愛國東路102號（02）2322-2936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臺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202室（02）2754-1122

◆ 社教館 

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 臺北市八德路三段25號（02）2772-5989
國立新竹社會教育館 新竹市武昌街110號（03）526-3176
國立彰化社會教育館 彰化市掛山路3號 （04）722-2729
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5號（07）221-2472
國立臺東社會教育館 臺東市大同路254號（089）325-263
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 金門金城鎮民權路34號（082）325-643
連江縣立社會教育館 馬祖南竿鄉介壽村文化路256號（083）622-148

◆ 教育單位

臺北市教育大學    臺北市愛國西路1號（02）2311-304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34號（02）2732-11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02）2362-5105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新竹市南大路521號（03）521-313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臺中市民生路140號（04）226-318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04）7232105
國立嘉義大學    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05）274-3411
高雄師範大學          高雄市和平一路116號（07）7172-93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屏東市林森路1號（08）722-6141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花蓮市華西路123號（03）822-7106
國立臺東大學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089）318-855

◆ 各級學校戲劇、舞蹈科、系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臺北市北投區學園路1 號（02）2896-1000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臺北縣板橋市大觀路一段59號（02）2272-2181#2551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臺北市11192陽明山華岡路55號（02）2861-0511
國立臺北體育學院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5號（02）2577-4624#810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臺中市雙十路1段16號（04）2221-3108#2077
私立臺南女子技術學院 臺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06）25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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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02）3366-3366
國立成功大學         臺南市大學路1號（06）275-7575
國立臺南大學    臺南市中西區700樹林街二段33號（06）211-3111  
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177號（02）2796-2666
華岡藝術學校  臺北市士林區山仔后建業路73巷8號（02）2861-7231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77號（02）2823-4811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02）2891-4131
國立桃園高中  桃園市成功路三段38號（03）332-6244
啟英高中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 447 號（03）452-3036
國立竹北高中  新竹縣竹北市學園街3號（03）551-7330
國立蘭陽高中  宜蘭市女中路2號（039）333-821
私立大成高中  苗栗縣頭份鎮新華里下新店65號（037）670-087
國立文華高中  臺中市寧夏路240號（04）322-4310
私立青年高中  臺中縣大里鄉中興路一段173號（04）339-4081
國立嘉義女中  嘉義市垂陽路243號（05）223-2935
國立家齊女中  臺南市健康路一段342號（06）222-3265
高雄市立左營高中 高雄市左營區海功路55號（07）582-7825
私立中華藝術學校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9號（07）315-2685
私立樹德家商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16號（07）384-8622
臺北市私立喬治商工  臺北市基隆路二段172號（02）2736-6515
臺北縣私立南強商工  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42號（02）2915-5144
臺北縣私立莊敬商工  臺北縣新店市民生路45號（02）2218-8956
基隆市私立培德工商  基隆市培德路73號（02）2466-1237
桃園縣私立啟英工家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447號（03）4523036
臺中縣私立青年高中   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一段173號（04）2495-4181
臺南縣私立南英工商   臺南市永福路一段149號（06）213-2222  

◆ 文化中心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1號（02）3393-9888
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基隆市信一路181號（02）2422-4170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 桃園市縣府路21號（03）332-2592
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5巷1號（03）531-9756
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46號（03）555-5644
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苗栗市自治路50號（037）352-440
花蓮縣立文化中心 花蓮市文復路6號（03）822-7121
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039）322-440
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500號（04）725-0057
臺中市立文化中心 臺中市英財路600號（04）372-7311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臺中縣豐原是圓環東路782號（04）526-0136
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南投市建國路201號（049）231-191
雲林縣立文化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埤口路100號（05）532-5191
嘉義市立文化中心 嘉義市忠孝路275號（05）278-8225
嘉義縣立文化中心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1號（05）370-6024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臺南市中華東路三段332號（06）269-2864
臺南縣立文化中心 臺南縣新營市中正路230號（06）362-1047
澎湖縣立文化中心 澎湖馬公是中華路230號（06）926-1141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高雄市五福一路67號（07）626-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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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立文化中心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南路42號（07）626-2620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屏東市大連路69號（08）736-0331
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臺東市南京東路25號（089）320-378

◆ 相關機關組織/基金會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北市南海路47號（02）2311-755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臺北市北平東路30之1號（02）2343-4000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臺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202室（02）2754-1122
教育基金會  臺北市銅山街11巷6號1樓（02）2391-9394

◆ 重要表演藝術相關網站

國立國父紀念館全球資訊網  http://www.yatsen.gov.tw     
全國藝術教育網  http://www.icareasia.com.tw
全球藝術教育網  http://gnae.ntue.edu.tw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http://www.arts.nthu.edu.tw 
文建會網路劇院  http://www.cyberstage.com.tw 
表演藝術聯盟  http://www.paap.org.tw            
表演藝術雜誌  http://www.paol.ntch.edu.tw    
網路演藝廣場  http://www.cca.gov.tw
高雄市表演藝術花園  http://sub.khcc.gov.tw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網  http://teach.eje.edu.tw  

◆ 舞蹈團體

雲門舞集  臺北市復興北路231巷19號5樓（02）2712-2102
新古典舞團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24之3號4樓（02）2391-4202
舞蹈空間  臺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02）2716-8888
太古踏舞蹈團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22號3樓（02）2392-7805
蕭靜文舞蹈劇場  臺北市中山北路六段290巷7弄6號1樓（02）2511-3352
臺北芭蕾舞團  臺北市大安路二段55號5樓（02）2707-8003
臺北越界舞團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68號5樓（02）2773-0223
臺北首督芭蕾舞團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8巷9-1號1樓（02）2835-1491
古名伸舞團  臺北市中正路600號三樓（02）2816-9675
臺北民族舞團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78巷8弄15號（02）2533-2205
布拉＆芳宜舞團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233巷5弄2號6樓之4（09）28063040
光環舞集  臺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三段62號3樓（02）2985-3700
無垢舞蹈劇場  臺北縣永和市永貞路10巷4號1樓（02）8923-3888
三十舞蹈劇場  臺北縣永和市豫溪街128號 B1（02）2924-5475
谷慕特舞蹈劇場  臺北縣淡水鎮民族路50巷3號3F（02） 2808-1227
原舞者   臺北縣231新店市寶中路94號2樓之5（02）2917-3700
表演工作坊  臺北縣汐止市新臺五路一段81號5樓之7（02）2698-2323
組合語言  板橋市南雅西路二段2-2號5樓（02）2960-0965
竹塹舞集             新竹市信義街90號（03）522-2448
極至體能劇場  臺中市北區華中街 6 號 6F（04）2024-758
廖末喜舞蹈劇場  臺南市長榮路二段32巷163號（06）236-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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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城市芭蕾舞團 高雄市四維二路96號 3樓（07）771-5483
舞之雅集  高雄市中正三路182號5樓（07）261-1417
化踊舞輯  新竹縣橫山鄉興村興街46號（03）5931878
 

◆ 圖書館/書店/國外錄影帶公司

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     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02)23619132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表演藝術圖書館

誠品書店

博客來網路書店

amazon.com
Kultur International Film  LTD 121 Highway 36 W.Long Branch, NJ07764 USA  (908)229-2343

◆ 戲劇與舞蹈相關書籍

鄔塔哈根著、胡茵夢譯，《尊重表演藝術》，臺北市：漢光文化，1987。
Jonothan Neelands & Tony Goode合著，舒至義、李慧心譯，《建構戲劇》，臺北市：成長基
金會，2005.3 

Brad Haseman & John O’Toole合著，黃婉萍、陳玉蘭譯，《戲劇實驗室》，臺北市：成長基
金會，2005.4 

John O’Toole & Julie Dunn合著，劉純芬編譯，《假戲真作，做中學》，臺北市：成長基金
會，2005.4

Augusto Boal著，賴淑雅譯，《被壓迫者劇場》，臺北市：揚智，2000.10
Joss Bennathan著，張幼玫譯，《少年愛演戲》，臺北市：遠流，2005.8
Robert L. Lee著、葉子啟譯，《劇場概論與欣賞》，臺北市：揚智，2001。
邱坤良、詹惠登主編，《臺灣劇場資訊與工作方法2：劇場空間概說》，臺北市：文建會，

1998.6
邱坤良、詹惠登主編，《臺灣劇場資訊與工作方法3：劇場製作手冊》，臺北市：文建會，

1998.6
邱坤良主編，《臺灣劇場資訊與工作方法4：導演手冊》，臺北市：文建會，1998.6
邱坤良主編，《臺灣劇場資訊與工作方法5：表演手冊》，臺北市：文建會，1998.6
邱坤良、詹惠登主編，《臺灣劇場資訊與工作方法6：舞台監督手冊》，臺北市：文建會，

1998.6
邱坤良主編，《臺灣劇場資訊與工作方法7：舞台設計手冊》，臺北市：文建會，1998.6
邱坤良、黃文英主編，《臺灣劇場資訊與工作方法8：舞台服裝設計與製作手冊》，臺北市：
文建會，1998.6

邱坤良、簡立人主編，《臺灣劇場資訊與工作方法9：燈光設計與操作手冊》，臺北市：文
建會，1998.6

邱坤良、施舜晟主編，《臺灣劇場資訊與工作方法10：技術指導手冊》，臺北市：文建會，
1998.6

邱坤良主編，《臺灣劇場資訊與工作方法12：青少年教育劇場工作手冊》，臺北市：文建會，
1998.6

蘇桂枝著，《繽紛青春躍舞臺─製作觀念與技巧》，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容淑華著，《奇妙世界─劇場》，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楊雲玉著，《角色人物的創造─如何表演》，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陳正熙著，《想像的空間─如何賞析一齣戲》，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蔣    勳著，《美的沉思─中國藝術思想芻論》，臺北市：雄獅美術，1987.3三版
馬德程著，《清代京劇百年史》，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9.8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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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祈著《國劇之藝術與欣賞》，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9.2初版
曾永義著，《臺灣傳統戲曲》，台北東華書局兒童部，1998.2一版二刷。
王安祈著，《戲裡乾坤大─平劇世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策劃，台北漢光，

1998.7.31初版。
張德林主編，《京劇藝術教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11初版。
余漢東編著，《中國戲曲表演藝術辭典》，臺北國家出版社，2001.10初版。
馮翊綱、宋少卿，《這一本瓦舍說相聲》，臺北市：揚智，2000.3.1。
馮翊綱、宋少卿，《第二本，瓦舍說相聲》，臺北市：揚智，2004.12.10。
馮翊綱、相聲瓦舍，《影劇六村惡傳》，臺北市：天行文化，2002.1.15。
馮翊綱，《相聲世界走透透》，臺北市：幼獅文化，2000.1.15。
周思芸，《戲劇》，臺北市：小天下，2002。
傻呼嚕同盟企劃，《COSPLAY·同人誌之秘密花園》，臺北市：大塊文化，2005。
蔡奇璋、許瑞芳編著，《在那湧動的潮音中：教習劇場TIE》，臺北市：揚智，2001.2.14。
Michelle Chow，《輕瑜珈》動作指導。
熊衛，《練氣養生入門：太極導引》，臺北市：聯經出版。

熊衛，《太極心法》，臺北市：聯經出版。

Nellie McCaslin著、馮光宇譯，《鞋帶劇場》，臺北市：成長文教。
N. Morgan & J. Saxton著，鄭黛瓊譯，《戲劇教學》，臺北市：心理，1999。
Irene Dowd，《Taking Root To Fly》。
Joan Schlaich & Betty Dupont，《�e Art of Teaching Dance Technique》。
Linda Hartley，《Wisdom of the Body》。
李宗芹著，《創造性舞蹈：透過身體動作探索成長的自我》，臺北市：遠流，1994.12.1。
李宗芹，《非常愛跳舞：創造性舞蹈的心體驗》，臺北市：遠流，2002.10.1。
伍曼麗主編，《舞蹈欣賞》，臺北市：五南，2001.9。
平珩主編，《舞蹈欣賞》，臺北市：三民，1998.9。
于平，《舞蹈欣賞》，臺北市：五南，2002。
何恭上編著，《芭蕾舞劇欣賞》，臺北市：藝術圖書，1998。
林懷民，《說舞》，臺北市：遠流，1993.6。
林懷民，《擦肩而過》，臺北市：遠流，1993.6。
楊孟瑜，《飆舞：林懷雲與雲門傳奇》，臺北市：天下文化，1998.10。
李小華，《劉鳳學訪談》，臺北市：時報出版，1998.9.15。
歐建平，《舞蹈美學鑑賞》，臺北市：洪葉，1996。
藍凡文化工作室，《足尖上的精靈—芭蕾的故事》，上海：上海文化，2002。
陳靜芳譯，《鄧肯回憶錄》。

李天民、余國芳著，《世界舞蹈史》。

莊修田編譯，《現代舞蹈》。

何恭上編譯，《世界傑出芭蕾舞星》。

何恭上編譯，《芭蕾舞的舞與畫》。

黃麒，葉蓉，《現代芭蕾—20世紀的彌撒》。
徐開塵，《羅曼菲—紅塵舞者》。

伊莎朵拉．鄧肯，《鄧肯自傳》。 
依莎朵拉．鄧肯，《舞者之歌》。

李立亨，《Dance：我的看舞隨身書》，臺北市：天下文化，2000.10.25。
李立亨，《�eatre：我的看戲隨身書》，臺北市：天下文化，2000.10.25。
歐建平，《世界頂尖舞團及其歷史》，臺北市：高談，2005.9.15。
李天民、余國芳著，《臺灣傳統舞蹈》。

舞蹈辭典編審委員會《舞蹈辭典》，，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4.12。
Joan Schlaich & Betty Dupont，《�e Art of Teaching Dance Technique Linda Har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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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Hartley，《Wisdom of the Body》。
Irene Dowd，《Taking Root To Fly》。
《表演藝術雜誌》臺北市中山南路21-1號（02）33939871
《藝術教育研究》臺北市文山區溪洲街23巷23號2樓  （02）2934-0876　
《現代戲劇》：表演工作坊系列演出DVD。

◆ 芭蕾舞劇

〈La Fille Mal Gardee〉園丁的女兒 
〈Les Sylphides〉仙女們 
〈La Bayadere〉神廟舞妓 
〈�e Sleeping Beauty〉睡美人 
〈Swan Lake〉天鵝湖 
〈Cinderelia〉灰姑娘
〈Coppella〉柯碧莉亞
〈Romedo and Juliet〉羅蜜歐與茱莉葉
〈Carmen〉卡門 
〈Giselle〉吉賽兒
〈Don Quixote〉唐吉科德
〈Firebird〉火鳥
〈Le Corsaire〉海盜
蘭陵芭蕾舞團／小王子

鐘樓怪人／現代芭蕾舞劇

〈TCHAIKOVSKY： Swan Lake〉天鵝湖/紐瑞耶夫、瑪歌芳婷
〈EXPLOSIVE DANCE〉火焰之舞II—昂揚舞風 DVD
〈Spirit〉神舞
英國柯芬園皇家芭蕾劇院 柴可夫斯基 芭蕾舞劇《胡桃鉗》

◆ 現代舞蹈

1.〈Denishawn-Birth of Modern Dance〉，丹尼蕭恩—現代舞的誕生

2. 〈Martha Graham〉，瑪莎．葛蘭姆 
3. 〈Alvin Ailey American Dance �eater〉，艾文‧艾利之夜
4. 〈Baryshnikov at Twyla �arp〉巴瑞新尼可夫與崔拉莎普

◆ 雲門舞集25週年精選

1. 〈薪傳〉1卷／77分鐘 
2. 〈我的鄉愁，我的歌〉1卷／50分鐘 
3. 〈涅盤〉1卷／32分鐘 
4. 〈犁歌·輓歌·明牌與換牌〉1卷／40分鐘 
5. 〈射日〉／卷／38分鐘 
6. 〈九歌〉1卷／40分鐘
7. 〈紅樓夢〉1卷／88分鐘
8. 〈流浪者之歌〉1卷／90分鐘
9. 〈人間孤兒1992年枝葉版—舞臺劇〉2卷／148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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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電視

 臺灣視角／60分鐘／第5集／身體語言：臺灣的小劇場
臺灣視角／60分鐘／第10集／射日
臺灣視角／60分鐘／第11集／我的伙伴在那裡：原舞者的故事
公視新聞雜誌／6分40秒／第6集／舞蹈精靈羅曼菲
公視新聞雜誌／13分18秒／第22集／何曉玫
公視新聞雜誌／12分33秒／第24集／劉淑英
與世界共舞／60分鐘／第33集／舞蹈與兒童
與世界共舞／60分鐘／第34集／舞蹈與青少年
與世界共舞／60分鐘／第35集／舞蹈與成人
與世界共舞／60分鐘／第36集／舞蹈與老人
與世界共舞／60分鐘／第37集／大地之舞
與世界共舞／60分鐘／第38集／心靈之舞
與世界共舞／60分鐘／第39集／百花齊放的舞蹈
人間舞者／30分鐘／1-13
《Dancing》Programma1 〈�e Power of Dance〉
《Dancing》Programma 2 〈Lord of the Dance〉
《Dancing》Programma 3 〈Sex and Social Dance〉
《Dancing》Programma 4 〈Dance at Court〉
《Dancing》Programma 5 〈New Worlds, New Forms〉
《Dancing》Programma 6 〈Dance Centerstage〉
《Dancing》Programma 7 〈�e Individual and Tradition〉
《Dancing》Programma 8 〈Dance in One world〉
《這是記的舞蹈》Programma9  〈Dance of the Century〉
香港教育學院持續專業教育學部「劇場遊戲」 http：//www.cpe.ied.edu.hk/version1/en/
programmes-programmeDetail.asp?id=361&categoryID=16
表演一下  http：//arts.edu.tw/plog/index.php?blogId=25
勇氣即興劇場  http：//gutsimprov.blogspot.com/2005_11_01_gutsimprov_archive.html
Improv Encyclopedia  http：//www.humanpingpongball.com/
運動生理學  http：//www.epsport.idv.tw/epsport/week/show.asp?repno=2
學科參考指南  http：//www.lib.ied.edu.hk/mss/pathfinder/creativity.html#callno
臺灣藝術教育網  http：//ed.arte.gov.tw/index.aspx
霹靂網站  http：//www.pili.com.tw/
臺北曲藝團  http：//qiuyi.cyberstage.com.tw/
舞在臺灣  http：//www.arte.gov.tw/tdance/
原舞者  http：//fasdt.yam.org.tw/
九族文化村網站  http：//www.nine.com.tw/index.htm
雲門舞集  http：//www.cloudgate.org.tw
臺北民族舞團網站  http：//www.tdance.org.tw/
蘭陽民族舞蹈團網站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2/C0218260224/
新古典舞團  http：//www.neo.org.tw
文建會網路劇院  http：//theater.cca.gov.tw/index.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