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4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是藝術的多種表現形式之一，是文化發展與歷史傳承的基礎，創作者藉由表演

的媒材與觀賞者分享美的表現，同時也能夠提昇觀賞者對於美的感受、欣賞和判斷的作用。

表演藝術包括戲劇、舞蹈和音樂，因為音樂早已列為藝術教育中的課程，因而在高中的「藝

術生活」課程中只包括舞蹈與戲劇。這兩種藝術表現所包括的媒材甚多，如一齣舞劇除了包

括舞蹈外，還需要藉著戲劇、文學、音樂、繪畫（燈光與服裝）等元素達到完整的美感呈

現，而一齣戲則又包含了語言的表達，所以舞蹈和戲劇都被稱為綜合性的藝術。

觀眾於觀賞表演活動時，同時進行了體驗和理解作品的一個過程，在過程中往往會將個

人的生活經歷與作品中的某一部份做連結，進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鳴，或一連串的想像或聯

想，從而更能體會創作者透過作品所表達的創作理念。因此，對於各類表演作品的欣賞，如

果學生能夠具備一些基本的認知，除有助於欣賞活動的進行，也能夠強化自我知覺以及提高

對於美的體驗層次。

 「藝術生活」課程旨在透過對藝術的認知與欣賞，使學生將美的感受結合於日常生活

中，並能理解表演在媒體與社會文化中的應用。然而，這些有關藝術的課程，如果經過各科

教師們的相互討論協調，能夠達到課程的統整，或進行協同教學，必能促使課程更具趣味

性，而達到更好的學習效果。筆者認為「觀摩與賞析」這個單元更有必要進行課程的統合，

無論以表演藝術為主或為輔，都能延伸到其他學習領域。筆者將協助教師從幾個方面來暸解

表演藝術的發展、種類、表現形式、審美觀，協助教師規劃與設計課程內容，以及帶領學生

瞭解參與表演活動的態度以及分析作品的方法。

第三節　觀摩與賞析

張曉華、吳素芬、紀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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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導學生認識表演藝術的活動方式

   表演藝術活動具有多種型態，可依活動的需求做室外或室內的展演，室外的演出可以

是搭台做鏡框式的舞台演出，也可以在廣場上區隔出演出的範圍，進而與觀眾進行互動的活

動，或是運用自然環境的景象進行與環境接觸的表演節目等；而室內的演出包括甚廣，除了

大小劇場外，美術館、禮堂、醫院等也可進行表演藝術活動。通常較正式的演出則安排在劇

場內演出，此節將對劇場的型態以及進入劇場應注意的規則做介紹。

  （一）劇場的認識：

    劇場可以視為是一個表演空間的建築物，不過，唯有表演者與觀眾存在時才稱得上是

一個完整的劇場。

劇場的型態有許多種，大致上可分為大型、中型和實驗性的小型劇場，中大型的劇場通

常都有一個鏡框式舞台，觀眾是由下往上看，不過，後區的座位大部分是呈俯瞰的角度看舞

台上的演出，而小型劇場的表演區都低於觀眾席，因其表演形式不拘，所以舞台使用的方式

相當靈活，除了舞台和觀眾席外，劇場內還包括許多提供燈光、音響的設備。教師可安排學

生進行劇場的參觀活動，如國家戲劇院、藝術教育館或各縣市的文化中心，每個劇場的設備

雖不盡相同，但應有的基本配備與功能性應該是具備的，由劇場人員介紹並實際操作各種設

備，讓學生認識劇場的空間與各項設備的功能。當然，劇場內的各項安全需知，教師於進行

參觀活動之前應告知學生。

（二）觀賞的態度：

    教師於參觀活動之同時，提醒學生進入劇場觀賞表演活動應遵守劇場規定，並表現觀

眾基本態度。

1.　專心觀賞戲劇或舞蹈節目展演，並尊重創作者的表達方式。

2.　以一種支持與具建設性的方式進行討論，並能接納別人的觀點。

3.　 應有守時、自制、專注、尊重等正確觀念與態度，表現對藝術家和其他觀眾的基本

尊重。

4.　 穿著方面雖然不需著晚禮服，但也不宜太隨便，例如：穿著拖鞋、  短褲都不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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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導學生了解表演藝術的發展背景與社會功能

     所有藝術活動的產生，與社會的脈動，人們的生活有著很大的關連性，教師於進行

實際觀摩作品之創作過程或舞台上的演出之前，給予學生該項藝術發展過程的介紹，讓學生

瞭解藝術傳承與發展的脈絡，有助於課程的進行並且達到觀摩與欣賞的效果。

表演藝術的表現形式與內容，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更迭，其社會價值與功能也隨之

改變，而唯一不變的是模仿的衝動，而這個「模仿」至今仍可見於兒童的遊戲中如辦家

家酒—，也就是說「模仿」是每個人都曾經歷過的遊戲經驗。著名德國藝術史家格羅

塞（Ernst Grosse, 1862-1927）在《藝術的起源》中提到：

「原始民族耽溺於模擬舞，在我們的兒童之中也可看到這種同樣的模仿慾。」，「多數的

原始舞蹈運動是非常激烈的，我們只要追溯我們的童年時代，就會記起這樣用力和迅速的運

動。」，「在原始部落裡占重要地位的模擬式舞蹈，在逐漸的沒落，僅在兒童世界裡留得一席

之地，在這個世界裡原始人類是永遠在重生的。」 1

原始民族為了實際生活的需要，藉著模擬動物的動作節奏與聲音進行狩獵活動，於是象

徵性的姿態與動作被發明而有了狩獵舞蹈的產生，人們 求上蒼的庇佑，而有祭祀性的祈福

儀式，儀式中居領導地位的巫師帶著群眾進行有秩序的操練，使人們無形中產生一種相互的

感應力，使秩序和團結無形中進入了原始民族的生活中。隨著社會與生活型態的進步，人們

意識到利用大自然所賦予的條件，逐漸學會農耕和遊牧的生產活動，勞動性與慶豐收的舞蹈

也就出現在原始舞蹈的內容裡面，另一方面，遊牧民族為了適應季節改變和動物的遷徙，經

常要面對變化莫測的環境，在實際的生活中雖是艱辛的，但也為藝術創作提供豐富的題材與

表達情感的方式。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不僅不同目的的儀式在各種不同的時節發生，有一些完全是 了

讓大家紓解壓力、盡情玩樂的活動也產生出來了。戲劇、音樂、舞蹈的各種雛型就在這樣的

背景之下逐漸形成。2 

從綜合性的演出活動到自成體系的發展，這三種藝術也各自依其表現特色發展成獨立的

表演形式，不過，即使是以舞蹈或戲劇為主的表演，他種藝術仍是整場演出不可或缺的元

素。在舞蹈方面將從與原始藝術有直接關係的民族性舞蹈，與歷史傳承有關的古典舞蹈，以

1  蔡慕暉譯，2005，頁165.167
2  平珩，1995， 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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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近代思潮有關的現代舞蹈等三方面來介紹舞蹈的發展與功能 

  （一）民族舞蹈

世界各民族的演藝活動大都是由古代的巫術、祭祀儀式發展而來，因此，很多民族的表

演藝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以一種載歌載舞的形式表現出來，很難分離出以語言和動作為主

要表演手段的演出形式 。3

各族群所發展的表演活動，其形式和內容由於受到風俗習慣、氣候、地形、種族文化背

景的影響而有所區別。大體上，這類的活動都具有傳統性的民族色彩，或鮮明的地方特色，

其內容與該族的民情風俗、宗教信仰或歷史文化的傳承有相關聯，所表現的風貌也相當多

元。在舞蹈方面，從各形各色的族群傳統活動，發展出的民族舞蹈有台灣原住民舞蹈，中國

各民族中的蒙、藏或維吾爾族的舞蹈，亞洲地區的日本舞、韓國舞、印尼舞、印度舞，俄羅

斯舞、南歐的西班牙舞、東歐的波蘭舞等都是頗具代表性的民族舞蹈。然而，即使是屬同一

文化背景的族群，有可能因生存環境的差異而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進而導致思維與行為動

作的不同，因此，在民族舞蹈中還包括具濃厚地方色彩，與地理區域有關聯的文化現象，這

種民間活動所表現的內容，更貼近常民生活習俗與宗教信仰，如風行於台灣的車鼓陣、跑旱

船、八家將、舞龍舞獅，安徽的鳳陽花鼓，東北秧歌等都與地域文化的背景有緊密的關聯

性。

隨著科技傳媒的發達與交通的便利，促使文化交流頻繁，進而影響並改變原有的社會結

構與環境，人們受到這些與生活息息相關資訊的刺激與衝擊，也快速的改變了流行於民間的

舞蹈風格。目前在台灣一般大眾所盛行的舞蹈，可見於早晨在公園裡群眾所進行的各類中西

合併式的生活舞蹈，如有氧舞蹈、元極舞、西班牙舞、中東肚皮舞等，在社交場所中的社交

舞，各級學校所進行的教育舞蹈，結合體育項目如體操、溜冰的體育舞蹈，都是風行於現今

二十一世紀的群眾舞蹈。   

 （二）古典舞蹈

古典舞蹈的產生是建立在民族舞蹈的基礎上，民眾的各項節慶活動於發展一段時間之

後，便以各種方式被引進宮廷中，並且依貴族們的審美觀點進行改造精煉，將原有較活潑粗

3  黃躍華等譯，2005，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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獷質樸的民間舞蹈特質刪除，改以較適合於王公貴族的服裝和社交禮儀的動作為主，於是以

強調端莊和優雅姿態的宮廷舞蹈便產生了。由於是用來宣揚國家的文化層次或展現宮廷禮儀

與風度，因此，除了保有表現莊重優雅、雍容華貴的特色外，也具有一定的典範意義和古

典風格，如中國古代王朝的祭祀或饗宴典禮中的百戲與舞蹈，西方的古典舞蹈一般泛指芭

蕾（Ballet），都具有典雅、規範、輕盈以及高度技術性的技巧表現之古典特質。中國漢朝《盤

鼓舞》、唐朝《霓裳羽衣曲》，印度舞劇《卡塔卡利》，芭蕾《天鵝湖》、《睡美人》都是東西

方古典舞蹈的代表作品。

1. 中國古典舞蹈：擁有豐富文化資產的中華民族，是東方文化的中心，就舞蹈藝術而

言，中國古代的戲曲舞蹈對周邊的日本、韓國、越南以及東南亞國家都有極深遠的影響。中

國舞蹈是融舞樂詩為一體的古典風格，自周朝建立禮樂制度，並創立完整的舞蹈系列《大武》

等歌頌周武王伐紂滅商，漢代十分盛行結合雜技、戲劇、音樂和舞蹈的綜合性表演藝術「百

戲」。唐朝政治與經濟穩定，為中國樂舞發展的黃金時期，於南北朝傳入中原的「龜茲樂」，

對唐朝樂舞的影響甚大，創作演出相當蓬勃，出現許多風格迥異的舞蹈作品，宋代歌舞趨於

典雅而有規範，注重細節的描述，以及詩情畫意的浪漫風格，此時的舞蹈演出與文學、戲

劇、音樂、雜技等再度融合為戲曲藝術之中。宋元以後興起的戲曲是在繼承及融合前代多種

藝術形式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前代盛行的百戲樂舞民俗舞蹈等融入戲曲中形成一種新的綜

合性表演形態成為明清之際黎民百姓甚至皇室貴族的新寵，原來獨立存在的舞蹈藝術也融入

其中藉著戲曲流傳下來。4 

早期在台灣推展舞蹈的前輩，李淑芬、李天民、高棪、蔡瑞月等舞蹈家，都是從傳統戲

曲中探尋古典舞蹈的素材，經過轉化和再創造而整理出文、武兩種體系的舞蹈動作，逐漸

地，使之系統化而成為台灣舞蹈教育的教材內容。

2. 西方古典舞蹈—古希臘追求符合幾何構圖的健美身軀和具有「黃金比」的觀念，是

古希臘文化發展的原動力 5。舞蹈在當時是被視為訓練肢體與儀態的最佳途徑。這是長久以來

西方人對於人體審美的主要觀念，而「芭蕾」是最具代表這種審美觀的舞蹈。“Ballet”其意

「跳舞」；也是指一種在大舞廳表演的舞蹈或「舞劇」的意思，包括舞蹈、音樂、戲劇、詩歌

朗誦及遊行隊的演出，這種形式的舞蹈最早發生於義大利，之後，傳到法國。1581年於法

國宮廷中由凱薩琳皇后（Catherine de Medicis, 1519-1589）所主導的《皇后喜劇芭蕾》（Ballet 

4  林明美，頁165
5  于平，2002，頁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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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que de la Reine）發表於宮廷宴會中，其內容都以天神和帝王的故事為主要題材，這個

大型的表演活動奠立了日後舞劇與歌劇的雛形。芭蕾藝術啟於義大利，奠基於法國，發揚於

俄國，再經由俄國貴族狄亞格列夫（Sergei Diaghilev, 1827-1929）的傳播於歐洲，並且隨著

交通的便利，與文化交流的頻繁，芭蕾很快地為全世界愛好者的喜愛，而成為一種無國界的

舞蹈藝術。

芭蕾從產生到現今，是許許多多藝術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古典與現代並存，呈現多種不

同的風貌，並且是一種無國界的國際性藝術，在台灣的芭蕾創作者，也試著將中國舞蹈的身

段融入芭蕾舞作中，從東西方的舞蹈動作裡尋找出兩種技巧的相容之處，展現出一種具東方

韻味的「中國風芭蕾」6。如《孔雀東南飛》、《梨花淚》、《氣韻》和《廖添丁》等都是國人以

中國民間故事為題材的芭蕾作品。

 （三）現代舞蹈

產生於二十世紀初，有別於芭蕾的另一種創作性舞蹈。主要的特色是強調舞蹈家個人的

創作觀點，每個創作者都有他們個人的創作 “法典”，因此，有各種流派的存在，可以 「現

代舞」只是一個總括性的名稱，並不能代表任何一個流派的作品和觀點。在歐洲則以「當代

舞蹈」稱之，更早期也有被稱為「自由舞蹈」或「新舞蹈」。現代舞發展至今已超過一個世

紀，舞蹈家不斷嘗試著尋找新的表達方式，所以在動作的創造或舞作的呈現方式都非常具有

時代的獨特性，是兼具藝術表現與教育功能的舞蹈藝術。　　

被譽為「現代舞之母」的依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 1877-1927），生於美國加

州，然而卻發展其個人獨特的舞蹈觀於歐洲，所影響的層面相當廣泛。她崇尚自然，認為舞

蹈創作應該從大自然中去尋找，不要拘泥於古典芭蕾的制規中，她也從古希臘人的生活文化

及雕塑得到啟示，主張人們應該脫掉舞鞋和緊身的馬甲，改著寬鬆的衣服，打著赤腳，自在

的舞動以開啟身體自由的精神，才能達到身與心的合一。而在鄧肯到歐洲之前，已經有一

些音樂家和舞蹈家開始思考以別種肢體動作來傳達他們的觀點。法國音樂家佛朗西斯．德

爾薩特（Francois Delsarte, 1811-1871）為了便利於音樂教師的教學，創造了肢體動作配合

音樂節奏來進行活動。另一位瑞士的音樂教育家愛彌兒．賈克．達爾克羅茲（Emile Jaques-

Dalcroze, 1865-1950）嘗試用人體活動的力量來增強學生的節奏感和藝術表現性而創的「節

6  吳素芬，2000，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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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訓練體系」，對於日後致力於開創現代舞的先驅如聖．丹尼絲（Ruth Denis, 1878-1968）、

魯道夫．拉邦（Rudolf von Laban, 1879-1958）、瑪麗．魏格曼（Mary Wigman, 1886-1973）

等都具有深遠的影響。美國現代舞先驅之一的洛依．富勒（Loie Fuller, 1862-1928）是當時

懂得運用道具結合舞台燈光，製造視覺效果喚起觀眾想像力的表演者，是第一位在歐洲的舞

台表演「新舞蹈」形式的美國人，她的創作除了影響鄧肯和聖．丹尼絲對肢體表現的看法，

還影響到日後舞台燈光與電影的發展。

1. 歐洲現代舞發展簡介

    現代舞的發展可從歐洲與美國兩個體系來瞭解，以拉邦以及其學生魏格曼與庫特．尤

斯（Kurt Joose, 1901-1979）為首的德國舞蹈在二次大戰之前已主張結合舞蹈、音樂和戲劇

元素於一體的舞蹈新形式 ---「舞蹈劇場」。生於匈亞利的拉邦，到巴黎學習繪畫、舞蹈和戲

劇，也曾受教於達爾克羅茲，又有興趣於觀察和記錄人們日常生活的動作，這些都為他日後

從事於人體動作分析及舞蹈記錄的基礎，拉邦舞譜和拉邦動作分析的提出除了有助於現代舞

從理論到實踐的執行，對於醫學、心理學和教育等領域也提供了研究的理論基礎。魏格曼的

動作是建立在「緊張—放鬆」的原理，而創作方面則強調並非只有如芭蕾的「優雅」才能表

現舞蹈，其著名舞作《巫舞》是表達人心邪惡與恐懼的心理狀態。同樣都是強調結合戲劇元

素於舞作中的尤斯，認為舞蹈劇場的演出除了關注社會議題，於動作表現方面是可將芭蕾動

作融合於現代舞作中，如《綠桌》就是一齣現代舞與芭蕾動作相融的作品。目前是歐洲舞

蹈界龍頭的碧娜．鮑許（Pina Bausch, ），除了延續綜合舞蹈與劇場藝術的觀念外，並且更強

調和凸顯其他劇場元素與舞蹈並重的觀念，建構了更具豐富性的「舞蹈劇場」，其所建立的

「烏帕塔舞蹈劇場」已是歐洲後現代舞蹈的發展中心，她的作品《康乃馨》、《交際場》、《熱

情馬祖卡》於 1997、2000和 200陸續來台演出。歐洲另一個由依利．季里安（Jiri Kylian, 

1947- ）所領導的「荷蘭舞蹈劇場」以及被稱是現代舞蹈王國的國王的威廉．佛塞（William 

Forsythe,1949-）都各自發展出獨特的舞蹈風格，以芭蕾技巧為主要的動作語彙運用於現代

創作理念中，是他們兩位的共通處。近代更有編舞家以現代精神重新詮釋傳統的古典舞劇，

馬茲艾克（Mats EK, 1945-）所編的《吉賽兒》、《天鵝湖》、《睡美人》在傳統的架構上注入

特有的戲劇或幽默手法是他獨特的創作風格。事實上，許多歐洲的現代舞蹈創作是以芭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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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為「體」，再加上現代舞或後現代舞的觀念為「用」 。7

2. 美國現代舞發展簡介

美國現代舞的發展與歐洲不同的是，沒有古典舞蹈的深遠影響，開創現代舞的先鋒，積

極宣揚美國精神及關注本土文化，且在政策的協助推展下，美國現代舞團經常到世界各地演

出，除了展現美國風格的舞作外，將這股潮流帶到全世界，並且帶動現代舞的發展。

雖然鄧肯自由舞蹈的精神是在歐洲燃起的，但她的理念仍然在美國開花結果，與她同時

期的聖．丹尼絲則選擇在祖國發展她的舞蹈生涯，天生麗質的她早期參加當時流行《裙子

舞蹈》的巡迴演出，在其所見所聞的多種文化中，她最為東方文化所吸引，創作了一系列

與東方有關的舞作如《白玉》、《拉達》、《埃及頌》等。1914年她與美國另一位現代舞先驅

泰德．蕭恩（Ted Shawn, 1891-1972）結婚並於第二年成立「丹尼蕭恩（Denishawn）舞蹈學

校及舞團」，該校所設的課程非常廣泛：德薩爾特體系、達克羅茲訓練、東方舞蹈、芭蕾、

創作舞蹈、埃及舞蹈等都包括在內 8。日後成為發展美國現代舞的兩個重要人物瑪莎．葛蘭

姆（Martha Graham, 1894-1991）和杜麗絲．韓福瑞（Doris Humphrey, 1895-1958）都是出自

於該校的訓練。於相繼離開舞團的巡演後，這兩位美國現代舞先鋒各自發展自己的舞蹈動作

理念。葛蘭姆開始從人體呼吸去研究吸氣和吐氣與肢體動作之關係，由此建立了呼與吸的節

奏感，進而發展出收縮與舒展（Contraction and release）的動作理念，由此發展出她獨特的

創作風格。1926年創立「瑪莎．葛蘭姆舞團」，作品主題多以美國精神如西部拓荒者或印地

安人的祭儀為題材；也有部分靈感取自於希臘神話中的故事。葛蘭姆創作力相當旺盛，其一

生的作品將近兩百支作品，直至 97歲高齡去世的前一年，還持續 舞團編創新作，1999年

美國時代雜誌選出葛蘭姆為「世紀舞蹈家」，尊稱她為「20世紀最重要的舞者之一」。

韓福瑞在其早期作品《水之研究》探討了漲潮與退潮的自然定律，稱自己的舞蹈理

論為「兩個死點之間的擺盪」9，並以呼吸為原動力發展出人體「傾倒與回復」（Falling and 

recovery）的技巧。於此同時，美國還有另一個體系是來自德國的韓亞．霍姆（Hanya Holm, 

1898-1992）於 1931年到美國創辦魏格曼舞蹈技巧學校，傳播魏格曼的舞蹈理念，1936年

改為韓亞．霍姆舞蹈學校，這期間她以魏格曼的理論為體，發展出更適於美國風格的舞蹈表

7  李立亨，2000，頁95
8  平珩，1995，頁65
9  平珩，1995，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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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美國早期現代舞蹈家，深受歐洲舞蹈觀念的啟發，不過，很快發展出各具特色的舞

蹈理念，在這幾位舞蹈家的耕耘之下，第二代的舞蹈家也很快地嶄露頭角，推出頗具個人

色彩與風格的作品，如在美國西岸受到勒斯特．何頓（Lester Horton, 1906-1953）影響的艾

文．艾利（Alvin Ailey, 1931-1989）結合爵士、芭蕾、非洲舞蹈等動作語彙於作品中，如《啟

示錄》以多個段落描述黑人在美國的奮鬥史。擅長製造舞台效果的艾文．尼可萊斯（Alwin 

Nikolas, 1912-1992）曾經跟隨霍姆習舞，作品的特色是運用服裝道具的裝扮，在視覺上跳

脫「人」的體態，所呈現的是抽象畫面的舞台效果。荷西．李蒙（Jose Limon, 1908-1972）

創立的「李蒙舞團」邀請韓福瑞擔任藝術總監，並以韓福瑞的動作理念為本，發展出自己

的「李蒙技巧」，目前與「葛蘭姆技巧」是台灣現代舞技巧教學的兩大體系。葛蘭姆舞團早

期的兩名男舞者，有「編舞界變色龍」外號的保羅．泰勒（Paul Taylor, 1930-）和以純粹動

作觀點出發的模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 1919-）離開舞團之後，創出自己獨特的風

格。康寧漢除了提出「動作就是動作」的理念外，他從中國的「易經」得到啟發，而採用

「隨機」類似卜卦的方式，來決定演出段落之順序或與音樂的搭配，1989年後，康寧漢開

始以電腦輔助他的創作，他的試驗促使他打破原有的舞蹈創作邏輯，不但是 後現代舞蹈打

頭陣的人，同時也是以後現代觀念躋身舞蹈主流的第一人 10。曾經是康寧漢的學生或舞團舞

者—伊凡．瑞娜（Yvonne Rainer, 1934-）、史提夫．派克斯頓（Steve Paxton, 1939-）、戴伯

拉．黑（Deborah Hay, 1941- ）、露辛達．卻爾茲（Lucinda Childs, 1940- ）、崔莎．布朗（Trisha 

Brown, 1936- ）都是後現代舞蹈的代表人物，1962年紐約傑德生教堂的舞蹈發表，奠立了

美國「後現代舞蹈」的基石，站在這塊基石上，每個獨立的創作者開始有了自己的主張和風

格，於是各種藝術形式的表現，在多元的時代裡找到彼此相互共存的方式。雖是各有獨到之

處，然而這群年輕的藝術工作者仍共同秉持著，表演可以利用美術館、建築物或廣場等非劇

場形式的空間、脫離特定的舞蹈技巧、表演者不一定是訓練有素的舞者以及在創作上融入爭

論性的問題，而且也較先前的編舞家更重視創作的過程，他們所發展出的新哲理是「過程即

目的」。然而，發展於 80-90年代的「後後現代舞蹈」打著反「後現代舞蹈」的旗幟，於 21

世紀的今日以「通俗不庸俗，流行卻很嚴肅」的方式，實現他們的藝術理想，開創他們的社

會價值。

西方現代舞觀念於 60年代傳入台灣，70年代林懷民、劉鳳學和游好彥幾位現代舞前輩

10  平珩，1995， 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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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成立現代舞團，促使台灣的現代舞蹈發展得相當蓬勃。關於台灣本土的舞團介紹於第二

節台灣當代劇場已作詳細介紹，本節不再詳述。

三、引導學生欣賞表演藝術的型態與特色

表演藝術的演出在台灣相當蓬勃，教師可以引導學生透過對節目內容的認識，了解各類

表演的型態與特色，筆者從近幾年在台灣各劇場演出的節目中選取一些具代表性的表演節目

做介紹，可做為教師在選擇資料的參考。本文介紹節目概要之文字敘述，部份摘錄自表演藝

術圖書館館藏以及表演單位的節目簡介內容。 

（一）戲劇類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劇團：表演工作坊

導演：賴聲川

首演：1985年

臺灣相聲劇的起始演出劇目。以華都西餐廳場景中的兩位主持人為開始，帶出了王地

寶、舜天嘯另兩位國寶相聲大師。全劇依序為：序曲華都西餐廳、電視與我、防空記、記性

與忘性、終點站五個部分。首演時的內容從抗戰時期，到涵蓋臺灣 50至 60年代的生活內容

與時事，之後重演時有作部分內容的修改。演出時娛樂效果極佳，是將傳統相聲及戲劇表演

的元素相結合呈現的典範。

《暗戀桃花源》

劇團：表演工作坊

導演：賴聲川

首演：1986年

表演工作坊的代表劇目之一。全劇發生在現代劇場內，述說一個準備演出《暗戀》與另

一個《桃花源》的劇團，同時被安排在一個劇場內，為爭奪舞臺排演而發生不斷衝突的故

事；本劇特色是現實與排練的情境相互交錯與影響，悲劇與喜劇情節同時在舞臺上並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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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透過戲劇達到真實生活與表演的混亂效果，也因戲劇最終歸於和諧。《暗戀》以話劇的

形式排演，述說一位垂死老人江濱柳在醫院時，利用報上刊登尋人啟事，希望能見到 30年

前因戰亂而在上海失散的女友，最後終於見到面，但是時間已改變了一切，能夠陪在身旁的

還是只有來臺後結婚 30年的臺籍妻子。原版《桃花源》以風格化表演為主軸，2006年的新

版《桃花源》，則是與明華園歌仔戲團合作，利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為故事基本情節，

述說春花、老陶這對夫妻與袁老闆三人之間的三角關係。一日老陶在受到春花與袁老闆的刺

激後，到河的上游去打魚，本想進入急流漩渦後一死了之，卻意外沒死而誤闖桃花源，同時

又碰到二位貌似春花與袁老闆的鄉民，在受到規勸後於桃花源住了下來，但是因為思念家中

妻子想接來桃花源一起渡日，因此離開桃花源回到武陵，回鄉後發現春花與袁老闆已育有一

子，心想無法改變現況決定離開，然而桃花源卻也已尋找不著。戲中在現實情境中同時不斷

穿插一位現代女子在尋找與〈桃花源記〉中同名的劉子冀，使全劇又有一種現實與虛幻的疏

離感。

《淡水小鎮》

劇團：果陀劇場

改編 /導演：梁志民

首演：1989年

劇情改編自英國著名劇作家王爾德所寫的《小鎮》。原版的《小鎮》為敘說美國一個平

凡小鎮內一天發生的故事，非常平凡的一日，卻又是那麼的不平凡；平凡的是它就像劇中人

生活時的每一天，生、死、悲傷、歡笑都可能發生，平淡無奇，卻是生命中的每一天。不平

凡的是當劇中人失去生命，還沒察覺要珍惜每一天的每一段時光時，才知道生命及生活時的

美好與重要。全劇利用了舞臺上的現實環境，甚至是幽靈空間與過去時空錯置及舞臺監督敘

述情節的方式進行表演，不斷堆砌出劇中人懊悔不懂珍惜美好一日的情愫，終至無法承受，

要求舞臺監督停止她希望回顧活著時 12歲生日的那一天，讓她回到墓園安息。《淡水小鎮》

以同樣的手法將故事時空背景改至臺灣五○年代淡水小鎮平淡的一天，男女主角的戀情也從

原著的冰淇淋店改至冰果店為開始。舞臺監督則改為說書人以第三者的立場，敘述淡水那一

日發生的點點滴滴，告訴劇中人與觀眾應要珍惜當下的每一刻不要浪費生命的美好。

《相聲說垮鬼子們》

劇團：相聲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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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馮翊綱、宋少卿

首演：1997

本劇為相聲瓦舍創團原創相聲劇作品，內容是說在 1940年代末期，抗日戰爭已如火如

荼在全中國進行，在日本鬼子成天轟炸的大後方重慶，有兩位知名的文學家梁小秋與蘇大

春，為了抗戰晚會的表演節目，正在準備著他們一輩子都沒搭檔幹過的活兒：「說相聲」。

全劇共分成六各段子：《吐痰論》、《如果我是委員長》、《煎餅果子》、《押寶》、《演講比賽》、

《小放牛》。透過兩個角色對排演及演出過程的回憶，以傳統相聲獨有的談笑與幽默諷刺語

言，配合戲劇表演形式，道出當年或是時下中國人無法逃離的積習，與面對過往歷史的深刻

命題 11，極富劇場的喜劇效果與笑果。

《雲豹森林》

劇團：如果兒童劇團

編劇 /導演：趙自強

首演：2003年

全劇利用原創歌舞劇的方式作呈現。敘述生長在現代社會的小男孩，一天到晚都聽到老

爺爺口中唸著一個雲豹森林的部落傳說，勇敢的原住民獵人都會有雲豹在守護著他們，而獵

人們同時也會保護代表雲豹森林的尼古拉陶壺。小男孩有一天突然從老爺爺手上拿到了陶

11  參考相聲瓦舍網站。資料來源：http://www.ngng.com.tw/ourshow/show_01.asp

圖 3-41   《蔣先生你幹什麼》。資料來源：相聲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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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並從陶壺傳來的音樂聲中回到了傳說中的部落，且化身為原住民的傳奇小獵人奇里乖，

展開了一段對自己身份與勇氣，以及邪惡與正義互相鬥爭的奇幻旅程。在最後邪惡將要以玉

石俱焚的方式燒毀一切的時候，由過往神聖族人化身的雲豹出現了，與奇里乖一同挽救了森

林，也使奇里乖獲得對自我的認同。

《跑路天使》重演後改名為《跑路救天使》

劇團：果陀劇場

編劇 /導演：梁志民

首演：2004年

劇情改編自美國好萊塢電影《修女也瘋狂》，述說一位夜總會黑人女歌手狄樂絲（琥碧

戈德柏所飾演），因目擊一件兇殺案，警方為了保護女歌手，特地安排狄樂絲進入修道院假

扮成修女等待出庭作證，以避免被黑道殺手追殺，沒想到修道院因狄樂絲的加入，展現出前

所未有的活力，且因為狄樂絲在音樂上的專業，使得修道院內的聖歌合唱團，發展出完全不

同以往死氣沈沈的風貌，成為此修道院的特色，最後甚至獲得在教宗面前表演的機會；而他

被刺殺的危機，也在眾人及警方的協助下因此獲得化解並有了重生的機會。

臺灣舞臺劇版的《跑路天使》，則以歌舞劇為表現手法，述說澳門夜總會歌女戴安娜（國

內知名女歌手蔡琴扮演），因為目賭了一樁槍擊案，被警方安排到臺灣的修道院中假扮成修

女藏身，不料這自由慣了的歌女，竟搞得修道院天翻地覆，並與修道院院長產生多次理念上

的衝突。戴安娜因此進入唱詩班練唱，但是由於她在歌唱上的天分，意外地被拱成唱詩班指

揮，且將唱詩班成功地改造。在唱詩班得到成功和戴安娜積極的帶領修道院與社區互動後，

修道院一改新貌，變成吸引人民聚集的場地。而就在所有人準備要為教宗獻唱的前夕，戴安

娜因為行跡敗露遭黑道抓回澳門，眾修女就在院長的領導下，全員出動營救戴安娜。最末，

警方終於趕到將黑道制伏，眾修女也順利演唱出新風格的聖詩 12。

《如夢之夢》

首演：2005年

劇團：表演工作坊

12  參考果陀劇團《跑路救天使》網站。http://www.godot.org.tw/2005angel/index_flas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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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賴聲川

國內難得的史詩化劇作，全劇總長 7小時，打破臺灣舞臺劇演出時間最長以及使用 360

度環形劇場的紀錄。全劇從追蹤一位被判斷得到絕症的病人為追尋的起始，中心主題環繞著

生命的追尋、死亡與輪迴的意義。整齣戲像在述說一次龐大旅行的過程，從主角的生命末端

開始，從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從亞洲到歐洲，從生到死，從痛苦到解脫的可能性。

故事的開始是《西藏生死書》的第 269頁，一位醫學院剛畢業的學生，第一天到大醫院上

班，結果病房中五位病人當天死掉四位。當醫術無效時，這位醫生才絕望的發現，她多年來

學校的訓練，完全沒有教她如何真正幫助這些瀕臨死亡的病人。她只能站在一邊，當一個無

助的旁觀者，看著這些病人在沒有任何的慰藉或開導下，懷著驚懼和不安而死亡。於是醫

生開始花很多精神慫恿瀕臨死亡的「五號病人」，希望他能夠說出他一生的故事，從他的故

事，也才得以開始進入其他角色的故事，以及他們的夢。於是主角們的生命，甚至於過去的

生命及死亡有了交集，形成這次史詩般的旅程 13。

《半里長城》1989年、1992年《莎姆雷特》、1996年《京戲啟示錄》

風屏劇團三部曲

劇團：屏風表演班

編劇及導演：李國修

「風屏三部曲」系列作品主要是敘述一個叫風屏劇團的三流劇團，團長叫李修國（李國

修飾演），在舞臺上以劇團編導的身份帶領演員排練及演出三齣戲《萬里長城》、《哈姆雷

特》、《梁家班》時，所發生以戲中戲呈現故事情節的演出。前二次在準備演出時，由於團員

間複雜的人際關係、衝突以及情愛糾葛、金錢債務等因素，因此把私人情緒搬入演出中，藉

扮演的角色報復對方，不幸的是當又有演員忘詞、帶錯道具、佈景品質太差而崩壞劇場等意

外接連發生後，即使終於演完了，卻是幾近失敗且一部比一部還差的作品，但是，奇異的

是，團員們仍沒放棄劇團，反抱著We Shall Return！的信念，為他們日後的舞臺演出準備

著。第三部《京戲啟示錄》就是繼《半里長城》、《莎姆雷特》之後「風屏三部曲」的完結篇，

劇情內容為延續先前這個三流劇團，有鑑於前兩次在演出上慘敗的經驗，在李修國對團員的

真情告白後，終將李修國影射對父親追思的《梁家班》演出完成，雖然在排練中還是風雨不

13  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如夢之夢》內容介紹。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5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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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卻意外的完美落幕，而歷經這一切的「風屏劇團」，也就在觀眾的笑聲與掌聲中解散了。

《人間條件 1》

綠光劇團人間條件系列

劇團：綠光劇團

編劇及導演：吳念真

首演：2001年

綠光劇團的人間條件系列演出，素有「國民戲劇」的美稱。主要是因為編劇及導演為國

內知名本土作家吳念真，此系列作品以本土元素及一般人民生活為題材及故事環境的基調，

劇中所觸及的情節時空從光復初期、二二八事件、五、六○年代一路到當代的臺灣，非常貼

切本土人民的日常生活點滴與記憶，因此往往能引起觀眾的共鳴。

人間條件系列中的敘事觀點，往往以臺灣傳統女性的觀點出發，或是在情節中佔有決定

性的發展地位為特色；《人間條件 1》中的年輕的阿美與年老的阿嬤，《她與她生命中的男人

們》中從年輕到年老的優子阿嬤，《臺北上午零時》雖然是以三個男子的觀點為情節的主要

敘事線，但是麵攤女孩阿玲的決定與際遇，卻是造成這三個從南部上來臺北學習鐵工技能的

男孩們，日後不同人生的轉捩點。這種充滿濃濃臺灣女性生命歷程的情節，在前三部作品中

形成了特殊的風格，似乎也不斷的在對觀眾述說臺灣女性的韌性、偉大與不屈不撓的精神。

圖 3-42   2004年《三人行不行 III－ OH！三岔口》演出劇照
資料來源：屏風表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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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舞蹈類

《鄒族祭儀樂舞》

演出人：阿里山鄒族特富野社頭目、長老

鄒族的祭儀歌舞兼備和諧、優美、沉穩而內斂的色彩與表現特質，呈現出這個民族獨特

的生命樣態和美感經驗，是文化生活和美學交織匯集的一個饗宴。鄒族舞蹈以足部重踏的舞

步為主，跳躍的舞步包括雙腿屈膝做前後左右的跳步，或以單腿坐跳躍的動作。基本上以

歌聲調節舞步，領唱者起句後，眾人和之。歌曲重複時，舞步並不間斷。14（趙綺芳）

臺灣原住民舞蹈除了鄒族外還包括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邵族、魯凱族、阿美族、

卑南族、達悟族，各族的舞蹈因生活方式或習俗的不同而各有特色，不過，歌舞的表現是原

住民生活的一部分，表現男性的剛猛性格和女性的柔美，是他們表現的共同之處。

《慶神醮》

演出：臺北民族舞團

編舞者：蔡麗華

舞作從臺灣民間之建醮謝神的祭儀起始到各式各樣的陣頭展現，展現臺灣在地廟會的精

華，包括「家將」、「七響」、「婆姐」、「車鼓」、「跳鼓」等民間習俗的舞蹈形態來呈現。

「家將」即民俗習慣稱的「八家將」以八個角色為主，所表現的內容以擒拿、圍捕罪犯

為主，為產生威嚇之感，在行進時多以虎步（八字步）為主，上半身則雙臂做大弧度的前後

擺動，在尾補的陣法方面則包括「踏四門」、「走七星」和「八卦陣」等。

「車鼓」又稱「花鼓」、「車鼓弄」、「弄車鼓」、「車鼓陣」。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是屬民間

的歌舞小戲，以地方性的音樂作為表演的配樂。車鼓舞蹈以上身擺動，下身進退為其動作的

主要語彙，身體重心前進後退不斷交替進行，形成「晃動」的韻律感是舞蹈韻律的特點。車

鼓陣的表演可分為前場和後場，前場即歌舞表演，後場則為樂器的伴奏，演出成員多以三對

為一組，角色分為丑角與旦角，丑角多以滑稽扮相，手持四寶，隨劇情節奏敲擊，旦角則作

裝扮得較為華麗，左拿絲巾，右執摺扇，與丑角搭配做左右搖擺或前進退後，一邊歌唱，一

邊舞動肢體前進。

14  臺灣原住民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網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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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玉》

演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編舞者：林秀貞 

《水中玉》舞中所描述的玉即是聞名遐邇的和闐之玉。編舞者從雪花飄飄的景象入舞，

整個舞臺佈滿轉圈的舞者，霎那間舞者們以斜躺於地面上，有如春天來臨，大地的白雪融化

成玉龍喀什河的流水，沖刷著玉龍喀什河的羊脂玉，猶如維族美麗動人風姿綽約的姑娘。

 

《八佾舞》

「佾」的意思就是「行列」，「佾舞」就是一種排列整齊的祭祀舞蹈，左傳曰：「天子舞行

人佾，諸侯舞行六佾，大夫舞行四佾，士舞行二佾。」按規矩，皇帝太廟才能使用八佾舞

制，但因自唐封孔子為文宣王，至清光緒三十二年，八佾舞乃成為每年教師節各縣市舉行祭

孔大典的項目之一。八佾舞次序及動作如下：1.八佾，六十四人，每列八人，八列，直為

列，橫為行。2.東西佾均向北面，為正立。3.樂舞生，左手執籲，右手執雉翟。4.樂依樂章

之字，每字一動，八音齊奏。從八佾舞的觀賞中，學生或許可感受古代中華文化在教育上師

道的傳承及儒學思想。

圖 3-4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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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開絲綢路》

演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編舞者：張珮瑜

敦煌石窟中飛天及彩塑的形象引發創作的理念。舞姿以「三道彎」肢體的曲度表現最為

特殊，由於敦煌石窟中的「飛天」是屬飛翔於空中演奏樂器或撒香氣舞動於空中的仙子，因

此，在動作表現上也運用相當多的旋轉和跳躍的動作。道具方面則運用許多中國的樂器，如

琵琶、笙、笛、簫等，其他荷花、彩帶也經常被用於這類舞蹈中。

《天鵝湖》

演出：基洛夫芭蕾舞團及交響樂團

編舞者：馬里斯．裴堤帕

是一齣四幕的古典派芭蕾，1877年首演於莫斯科， 但慘遭滑鐵盧，不過，作曲家柴可

夫斯基的音樂卻相當成功，大受群眾的歡迎。於 1895年在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劇院重新發

表，而大獲成功。古典派芭蕾主要特色是壯觀的、氣勢宏偉的，其結構較為複雜有如交響樂

般的磅礡壯麗。本齣舞劇的內容以發生在宮闈中的愛情悲劇為主軸，第一幕的場景設置於宮

中的花園，齊弗雷特王子生日前夕的慶祝舞會，接著王子與侍從到郊外打獵，王子看見一群

天鵝掠過，拿起十字弓正要發箭，天鵝忽然變成了人形。舞劇轉入第二幕，是一場由白色天

鵝舞出的白色芭蕾，這一幕主要表現芭蕾中純靜優雅的的天鵝舞群以及天鵝公主與齊弗雷特

圖 3-44   引用自臺中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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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的愛情誓約，其中男女主角的雙人舞是整齣舞劇的經典舞碼，另一支舞碼《四隻小天鵝》

也是相當受歡迎的舞碼。第三幕回到宮廷的場景，是以齊弗雷特王子的選妃為劇情發展為主

軸，這一幕的主要特色是於劇中編排許多已經芭蕾化的各地方的民間舞蹈，包括西班牙舞、

匈牙利舞、馬厝卡、拿坡里舞蹈以及最受矚目的黑天鵝雙人舞，著名的 32個單腿轉圈是整

幕的最高潮。第四幕又回到湖邊的場景，天鵝們等待著天鵝公主的回來，雖然，它們仍優雅

的舞動著雙翅，但焦急的情緒在樂聲中隱隱表露，舞蹈動作與隊形變化顯現處出天鵝們哀傷

的心情，這一幕的舞蹈除了群舞、雙人舞外，還有王子與惡魔對抗的舞蹈，是一幕劇情與舞

蹈達到最崇高精神表現的菁華。

《仙女》

演出：高雄城市芭蕾舞團

編舞者：菲利浦．塔格里歐尼

創於 1832年的第一齣浪漫派舞劇，因受到浪漫主義之影響，十八世紀末，芭蕾的創作

多以浪漫文學為主題，其主要特點是以人間與神界或靈界的交織，為劇情的發展主線。浪漫

芭蕾的動作特色是強調兩種完全對比的著地性動作與飄逸性動作，表現人間的部份都用歐洲

的民間舞蹈來表達民情，而表現仙子或幽靈的動作特質則展現離心力的高超舞技，「足尖踮

立」的舞蹈技巧在這個階段被西方編舞家用來表達精靈肢體靈巧輕盈的舞態，由於仙女們所

穿的服裝都是以白色的紗製成的，因此，也有「白色芭蕾」（Ballet Blanc）之稱。

《柯碧莉亞》

演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編舞者：亞瑟．聖．里昂

創於 1870年浪漫芭蕾時期的末期，由編舞家亞瑟．聖．里昂（Arthur Saint-Leon, 1815-

1870）和編劇家查里斯．紐伊特（Charles Nuitter）根據德國詩人赫夫曼所寫的《睡魔》（Der 

Sandmann）作為創作的主題，並邀請音樂家里歐．德利伯（Leo Delibes, 1836-1819）為這齣

舞劇作曲，是一齣膾炙人口的喜劇芭蕾。於普法戰爭爆發前夕首演於巴黎皇家歌劇院，即現

今的巴黎歌劇院。是一齣喜劇型芭蕾，以詼諧逗趣的舞蹈，舞出青年男女打情罵俏的愛情故

事。劇中安排多種歐洲地方性的舞蹈，增加了劇中的舞蹈型態，也大量運用啞劇動作以豐富

了舞劇的表現內容。舞劇名稱《柯碧莉亞》是以劇中木偶的名字為題，木偶柯碧莉亞牽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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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情節的發生，而在背後操控木偶的是一位自認為可以借用魔法，將木偶柯碧莉亞變成具

有生命的少女的神秘木匠柯伯留斯。偶戲部分是被安排於第一、二幕，第一幕狡猾的木匠將

擺出看書姿態的木偶柯碧莉亞推至陽臺，並且偷偷觀察街上過往的青年男女對木偶的反應，

他暗自高興又得意他的傑作騙過了所有的人，但是，他萬萬沒想到，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這

些年輕的少年男女，卻趁他不在的時候進入他家一探究竟，於是，拉出了令人又驚又喜的第

二幕，在密閉陰暗的工作室裡，一群又好奇又害怕的少女在暗中摸索，不經意觸動木偶的機

關，使整屋子所有與人一般高的木偶，全都動了起來，於是，舞臺上表演出一幕木偶與少女

的舞蹈場面，而更甚的是，由女主角假扮木偶，與木偶製作者柯伯留斯玩起操控與被操控的

遊戲，是整齣舞劇最精彩的部份。

《柴可夫斯基—生死之謎》

演出：聖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團

編舞者：波利斯．艾夫曼

描述柴可夫斯基戲劇性的一生以及不朽芭蕾音樂《天鵝湖》的創作歷程。

整齣舞劇以倒敘的方式進行，情節的主軸建立在柴可夫斯基因多重性格的矛盾與衝突。

舞劇分上下兩幕，由各種不同型態的舞蹈雙人舞、獨舞、群舞和小組舞等串連出舞劇的情

節，其架構起於柴可夫斯基正處於彌留狀態，之後所呈現的是他一生的幾個重要創作歷程和

重要關係人物如妻子、梅克夫人還有他最親密也最難擺脫的多重自我之間的對話，最後這位

圖 3-45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柯碧莉亞》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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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受精神上折磨的偉大音樂家得到了解脫—死亡。編舞技法上有些部份相當細膩，吸引著

觀眾的注意力，編舞者善於運用角色內心與外在的矛盾衝突，來醞釀舞劇的張力，所採用的

舞蹈動作是結合現代舞與芭蕾的肢體語彙。二十世紀的芭蕾創作受到現代藝術的衝擊與影

響，經過一整個世紀的創新與改革，多位芭蕾編舞家突破古典形式的表現法，而創造出具有

多重表現性的現代芭蕾，在美國發展的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 1904-1983）、德國

的約翰．柯蘭可（John Cranko, 1927-1973）、法國的羅蘭．培提（Roland Petit, 1924-）等都

是現代芭蕾的代表性人物。

《熱情馬祖卡》

演出：烏帕塔舞蹈劇場

編舞者：碧娜．鮑許

本作品是被譽為歐洲舞蹈劇場最高女祭司的碧娜．鮑許為 1998年里斯本世界博覽會所

創作的，取材自曾經被葡萄牙統治的西非島國維德群島的一支「馬祖卡」，作品感情豐富且

清新動人，是一部視覺與聽覺兼具的饗宴。

  

《狂草》

演出： 雲門舞集

編舞者：林懷民 

創作靈感來自中國書法美學的極致—草書，追求書不限於法，身不拘於形的肢體美

學。舞臺上隨時可見到由舞者肢體展現出書法中的蒼勁與柔美的對比或在空間中高低起伏展

現抑揚頓挫的意象。時而如潺潺流水，時而又似氣勢磅礡的飛瀑。從舞者的肢體可見到動作

與動作相連結的流動感，以及結合書法後的極致美感。

《沉默的飛魚》

演出：新古典舞團

編舞者：劉鳳學

以原住民舞蹈為創作之素材來源，舞作透過三個舞段：＜善靈．惡靈＞，＜落霞．飛鯨＞，

＜墨雲．生命之歌＞，表現在外來文化衝擊下，那遠眺落霞、凝視飛鯨的歲月一去不回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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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光》

演出：組合語言舞團

編舞者：David Grenke

創作的源頭來自於相信人類的心靈經驗和對世界的了解，透過感光的交錯，拼貼而緊密

連結以及對人性光輝的顯揚和超越。

《野柳綺想曲》

演出：華岡舞蹈團

編舞者：伍曼麗、張永勝、魏沛霖

是一齣以臺灣民間故事為主題的芭蕾作品，舞劇描述住在野柳附近的（原住民）部落族

人，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祭拜海神儀式， 祈求漁獲豐收，當晚， 青年卡魯與阿蘭這對男女朋

友也歡欣鼓舞的參與儀式盛會，鄰村少女阿雅更是打扮的非常美麗，深深吸引卡魯這群年輕

人的目光。遭到冷落的阿蘭只好神情落寞的獨自到海邊撿拾貝殼。在寂靜的海邊阿蘭與海神

相遇，海神送給阿蘭漂亮珍珠項鍊，恍惚中阿蘭開玩笑的對海神許下愛的誓言，並承諾如果

背棄誓言將變成石頭。卡魯與阿蘭在一個皎潔的月光下，倆人在海邊翩翩起舞互吐情意。適

時海神出現，震怒阿蘭的背信，欲強行將她帶走。慌亂中卡魯及村中青年與海神大打出手，

海神不敵眾人圍毆因而落敗而逃。心有不甘的海神於是在海中興風作浪，引起海嘯欲淹滅群

圖 3-46   組合語言舞團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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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阿蘭為顧及族人安危，願依誓言變為石頭，只求海神息怒。在驚濤駭浪中，族人安然度

過海嘯侵襲，而阿蘭早已化身為野柳岸邊女王頭石像，徒留卡魯及村人對他無限感懷，而海

神則懊悔自己的魯莽。

《氣韻》

演出：臺北芭蕾舞團

編舞者：吳素芬

「笛聲因氣而生，身形因氣而舞」舞作採用馬水龍先生的《梆笛協奏曲》做為舞蹈配樂，

是一支融合東西方舞蹈技巧的「中國風芭蕾」。舞作分為兩段，第一段藉著音樂節奏的和

諧，山水畫作中的線條，虛實互映融入中國舞蹈的身韻中，再轉化為芭蕾動作的表現，以迴

旋的舞動呈現出虛空中的動盪之氣。第二段藉著笛聲展現出的跳動感，帶出了洋溢朝氣的臺

灣農村景象。

以上近年來在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臺北城市舞臺或其他縣市文化中心演出的作品，

教師於教學時需要，可親至或以電話、電子信件向國家戲劇院表演藝術圖書館或表演單位查

詢。

圖 3-47   臺北芭蕾舞團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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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導學生分析與描述表演藝術作品

於觀賞演出活動之後，教師在課堂上可進行作品的討論，藉著對作品   

的分析與描述可協助學生整理思緒，並以討論方式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同時也學習

接納他人的觀點，以達到產生與他人互動的能力。另一方面，教師也可引導學生依演出的內

容與呈現方式，用紀錄或撰述的方式表達出自己的觀點。

  （一）描述：

  1. 節目的主題、藝術家或編舞家。

  2. 作品於何時、何地創作的。

  3. 描述舞碼的內容包括動作元素、燈光、佈景、道具等的使用作品的主題如何。

  4. 描述和比較展演作品與視覺藝術的互動情形 

  （二）分析：

1. 作品的架構包括內容的起承轉合、動作、路線、造型

2. 角色或舞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3. 分析與演出內容相關的社會議題。

4. 比較和對照兩種作品的創作背景。

5. 比較不同作品之美感。

  （三）說明：

1.　陳述在作品中發現到何種表現特質，以何種字彙來描繪出

2.　 整個作品的內容，依觀賞者觀點或個人體驗，覺得作品的主題可以和那一種社會現

象或事件做連結。

  （四）判斷與評論：

1. 作品的何種表現讓觀賞者認為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

2. 是否曾經看過類似的作品？

3. 觀察和比照同樣作品以現場觀賞和錄影之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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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依上述的步驟帶領學生嘗試著分析個人對於作品的看法，能表達自己參與戲劇或

舞蹈活動後的感受，並且以文字記錄呈現出來，也可以在課堂中進行討論或與同學分享自己

的想法，以達到藝術欣賞的目的。

五、引導學生連結表演藝術與現實生活之情境

高中「藝術生活」的課程除了延續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的概念，

並透過課程的學習，提高文化素養與藝術審美能力，進而培養生活情趣，因此，教師可

引導學生運用週遭環境或資訊，連結於課程中所學習的藝術活動。

 （一） 從社區中的戲劇或舞蹈活動，瞭解藝術活動與生活的關係，瞭解社區相關藝文活動

之特質，鼓勵學生於課餘時間實際參與幕前的表演或幕後的協助工作，一方面檢視

劇場與其他藝術彼此間之關係，也從工作中體會藝術活動，帶給予生活上的樂趣與

各種特殊的經驗。

 （二）  透過網路或報章雜誌，蒐集各種表演藝術活動相關的藝文活動資料，並且發現生活

中和藝術相關的人事物，同時瞭解藝術創作與時代潮流的關係。

 （三） 對於表演藝術的參與或互動，發現故事中不同角色的觀點和感受與自己生活經驗的

連結，進而了解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概念。

 （四） 觀賞過表演的劇目或舞碼，可於課堂中運用想像力進行模擬的演出。並使用錄影、

語音、電腦科技，在演出前製、中程和後製，做網路傳輸之發佈及資料的儲存。

 （五） 參訪創作者的工作室並了解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從中體驗和應用於自己的生活

中。

 （六） 和家人分享自己學習過程中的成果與經驗，並鼓勵家人參與相關的活動，將表演藝

術在實際生活中實踐。

 （七） 以舞蹈或戲劇的形式，呈現不同的環境議題，引導學生討論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將

所學習和累積的藝術知能運用於日常生活的規劃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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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語

學生於接受「觀摩與賞析」的課程之後，能夠拓廣表演藝術的新視野，同時也能夠從賞

析或分析各知名編導的作品，而激發各種創作的可能性。高中「藝術生活」課程中的表演藝

術雖屬專業的科目，但其課程內容的設計與安排絕不同於專業科系的課程要求，授課的教師

並非一定是專修表演藝術的教師才可任教，筆者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協助學校現有的師資進行

相關的學習，教師定可勝任「觀摩與賞析」的課程。另一方面，與其他科目進行協同教學，

讓課程能夠進行橫向的統整，學生也能夠連結不同科目的知識，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得以

融會貫通並與實際的日常生活產生關連，以達到「藝術生活」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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