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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蹈』：以中國武術為主題發展之創造性舞蹈教學研究

摘要

本研究旨在規劃及設計以中國武術為主題，同時運用主題教學模式與創造性舞蹈為教

學方法的創新教學課程，並藉由探討與分析此課程實施於國中表演藝術課程的教學歷程與

成效，進而促進教師自我反思與成長。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以研究者所任教之羅東國中七年級某一班 32名學生為實施

對象（男生 17人，女生 15人），實施時間以八週為一個階段，利用影音紀錄、教師觀察

暨省思札記、諍友意見、學生學習回饋單、專家建議等進行資料蒐集，針對課程主題的選

擇與設計、學生的表現、教師的角色與教學三方面進行探討與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中國武術非常適合作為表演藝術課程主題，並可藉著師生共構課程、

互動對話的方式組織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活動；創造性舞蹈是普及舞蹈教育的可行教學策

略，透過教師引導啟發式的教學方法，且以學生熟悉的素材切入，學生更能主動探索自己

身體的可能性；學生身體經驗的不足容易影響身體上的創新表現；而同儕合作可協助身體

的學習與表現；教師所規劃的創意教學需在有限的條件下提供足夠且開放的時空，給予學

生自主性的學習環境，以任務導向促使完成學習目標。

依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建議可將中國武術列為表演藝術課程之修習內容，並鼓勵教師

以創新教學方式開發擴展其教學應用層面；同時建議拓展教學實施對象至九年一貫所有階

段，讓學習真正從身體開始。另外，主題教學與創造性舞蹈教學以學生為中心，符合新時

代的教育潮流，應在師資培育過程中予以重視；最後呼籲各校重視表演藝術課程之意涵，

包括正常化的教學、完善的硬體空間、適切的授課時數、確實執行多元評量等相關配套；

亦期待本研究可作為九年一貫現場教師嘗試進行教學及相關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創造性舞蹈、表演藝術、主題教學、中國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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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Dao: Teaching Creative Dance Based on

Chinese Martial Art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as a theme to design a creative

dance curriculum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performing arts class , and then to survey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its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eachers’ self-reflection

and growth.

This study applied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and 32 students (17 male s and 15 females)

of a 7th grade class were selected as the taught targets at Luodong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where the researcher teaches.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were accomplished

through video/audio recordings, class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journal, peer review,

student evaluations and feedback, and suggestions from professionals. All collected

materials enables the researcher to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teaching effect from var ious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choice of theme,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the teacher’s

role, teaching methods and so on.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martial arts is a very suitable theme for physical

exploration in performing arts class  because students are familiar with it .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activit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and well organized to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 In addition, creative dance is

a feasible teaching strategy to popularize dance education  in the general school setting .

Through the material s that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 and with the use of a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 provided by the teacher, the students are willing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explore their own bodies. The research result also reveals when students do not

have enough body experiences, they are lack of confidence in creating their own body

movements; however, peer cooperation helped them learn and perform the movements

better.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teacher has to be very

open-minded an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more  self-motivated 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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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that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plete an assigned task .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it is expected that in the future t his study can be a

reference for related studies and for teachers , especially performing arts teachers who

may think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as theme to develop their curriculum. Both thematic

teaching and creative dance which are student-centered will be valued and could be

taken seriously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for arts teachers . Furthermore, performing

arts will become very important classes for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rough regular

schedules, appropriate credit hours , sound and safe environment, and multiple

assessments in nine-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in Taiwan.

Keywords: Creative Dance、Performing arts、Thematic teaching、Chinese marti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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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謝

一生能有多久的研究生生涯，辛苦、難捱，但我甘之如飴。

七百多個日子，彷如一趟奇妙旅程，走過這一回，我終生難忘。

論文的撰寫過程，首先感謝恩師－張中煖教授與余昕晏教授，於論文撰寫期間不厭其

煩地指導與督促，充分給予信任與包容，並細心指點我正確的學習方向。張老師、余老師

亦師亦友的關懷與指導，以及溫暖的笑容與眼神，讓我獲取寶貴知識的同時，更獲得了滿

滿的關愛與體諒，這是身為人師的最佳典範。我可愛的學生們，你們的熱情是我追求卓越

的動力，謝謝你們和我一同走過這段難忘的日子，未來，咱們還要一起加油。

本論文的完成，感謝協助審核課程的平珩教授與容淑華教授，更要感謝口試委員吳素

芬與吳怡瑢兩位教授在論文疏漏處上不吝地指導和細心地叮嚀，使得本論文更加完整。協

助擔任研究諍友的邱老師，您的參與讓我免去孤軍奮戰，您的建言讓我獲益良多。諸位我

敬愛的師長們，於此獻上我最深的敬意與謝意，謝謝您！

細想就讀北藝大藝教所的日子，宜蘭、台北驅車奔波的甘苦點滴縈繞心頭。謝謝藝教

所所有任課老師在教學上給予的指導；謝謝藝教所在職班同學的友善與溫情；謝謝助教細

心地協助行政上的流程；謝謝一起上研究指導的桂菱和 BOBO；謝謝摯友家怡相伴左右，

有妳在身邊，我的心總能勇敢且堅定。

特別感謝親愛的老公國強，孤枕的夜裡沒有抱怨、獨行的假期沒有哀嘆，因為有你相

知相守，我才能展翅飛翔。謝謝我的父母、謝謝公婆，謝謝你們讓我有機會、有空間，安

心地去完成學業；也謝謝姊姊的支持、謝謝弟弟幫我解決論文的疑難雜症。這本論文的成

就不只是研究歷程的呈現，更是包含了許多人對我的愛與關懷，萬分感謝在我求學歷程中

陪伴以及給予幫助的老師、同學、朋友及家人們。

最後，我要將『武蹈』獻給陪伴我多夜未眠、腸枯思竭的小寶貝，妳的到來，象徵著

媽媽研究所生涯的獨特與美麗，還有專屬我、和妳、和爸爸，無與倫比的未來。謝謝妳！

劉靖韻 謹致

中華民國 一百年 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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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舞蹈教育是一種全人的教育，希臘哲學家柏拉圖說過：「能歌善舞是健全的教育」（張

中煖，2008：19），可見舞蹈教育的重要性。「人人都跳舞」，讓每個人體驗肢體在空間舞

動的樂趣，為研究者與許多舞蹈教育工作者所秉持的信念，也是實施舞蹈教育的最高境

界。張中煖（2007）論及「創造性舞蹈」是透過引導方法，啟發學習者創意與身體經驗、

表達能力結合的一種舞蹈教學型態。並非專指一種舞蹈類型，而應視為一種針對舞蹈從事

探索、開發的教學方式之統稱。其所秉持以學生為主體，重視學生自動自發的學習，尊重

每個個體之獨特性與個別差異，以及其過程導向、引發創意思考和展現之教育方式，正適

合九年一貫課程所大力標榜推動之「教學創新」的理念與做法。

現今的時代潮流與發展講究創意與創新。陳龍安（2000）表示創造力需涉及「6P」

概念：要培養創造的人（Person），需要建構創造的環境（Place），給予創造歷程的引導

（Process），施加創造的壓力（Press），才能有源源不絕、具有創造說服力（persuasion）

之創造成品（Product）的產生。如何使舞蹈教育持續擴展、躍進，以達更高水準，符合

時代需求的創造性舞蹈是最佳的選擇（張中煖，2007），身為舞蹈教育工作者應該思考，

如何在有限條件下，創造無限的可能，以成就舞蹈存在於國民教育體制內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本研究旨在發展以中國武術為學習主題之創造性舞蹈國中表演藝術創新課程，基於

「教師即研究者」、「教師即課程設計者」、「教師即教材開發者」之理念，採用「行動研究

法」透過計畫、行動與反思三者間的相互循環，探討與分析研究者教師的教學歷程與成效。

本論文共五個章節，內容分別為：第壹章『緒論』，分為四小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

與動機」、第二節說明「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名詞界

定與釋義範圍」。第貳章『文獻探討』，分節說明「創造性舞蹈」、「主題教學」、「九年一貫

表演藝術課程與相關研究」三個部份。第參章為『研究方法』，有五小節；第一節介紹「行

動研究法」、第二節說明「研究設計與時程」、第三節為「研究場域及參與人員」、第四節

說明「研究工具」、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第肆章『行動歷程與分析』，分為三節；

第一節說明「武蹈課程發想」、第二節為「武蹈教學發展」、第三節「武蹈課程發現」。第

伍章『結論與建議』；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第三節為「反思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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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師路實錄（教學發現）

研究者從事國中表演藝術教學已有七年的時間，從學生的上課表現與課後回饋裡可看

出他們積極且熱情的學習態度與動力，而表演藝術在研究者所任教的校園內，也早已成為

一門被關注、受歡迎、且有期待的課程，這是從專業舞蹈教學改變成一般藝術教育教學後，

令人感到欣慰的小小成果。近年來，學生主動參與舞蹈的現象頻繁，無論是受社會活動、

媒體傳播、校園文化，抑或表演藝術課程的影響，舞蹈已存在於學生的生活與學習之中。

研究者從實際的教學課程與學校活動中有了以下的觀察：許多能大方展現、自由舞動身體

的學生，多半是先從偶像模仿、再努力自學後，即能練就一身好”舞” 功；但是也有不少

看似能跳個幾招的學生，在他們舞動肢體的同時，仍可見其生澀與不足；還有一種樂於欣

賞卻排斥自己登場的學生，他們總是說著：自己不會跳舞，自己是肢體障礙等等的負面話

語，偏偏當其熱情忘我時的肢體表現，總能引人看上幾眼。舞蹈教育逐漸普及化的同時，

學生的生活經驗也持續不斷地在進化，新時代的課程不再是被動地接收與灌輸，表演藝術

課程對學生的意義為何？學生想要學什麼？該讓學生學什麼？該如何教與授？研究者多

年來的教學觀察與發現，是本研究的動機之首。

二、師路思路（教師反思）

研究者早期透過肢體開發的方式從事普及舞蹈教育的表演藝術教學，直至三年前接觸

「創造性舞蹈」（Creative Dance）理論後，開始嘗試以其意涵與方法進行教學。其課程設

計與實際操作的過程，難免遭遇許多的困難與挫折，但當學生快樂、自主、主動學習，隨

之釋放的能力，往往高於我對他們的期待，看著學生熱情投入的神情，總能為自己的教學

理想注入一劑強心針。2009 年，研究者重返臺北藝術大學，成為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所

的在職研究生，希望透過進修與再學習，增長個人學識與充實自我教學。而一堂所外的選

修課程「舞蹈教學Ⅰ-創造性舞蹈的教學」，讓同時具備表演藝術教學與舞蹈專業能力的自

己，體悟到身為教師的角色定位，深受個人的教學理念、課程脈絡的思考面向、師生間的

互動方式等差異所影響，而惟有善用舞蹈與教學兩種專業角色的能力與優勢，才能對教學

產生實質的意義。張中煖（2007）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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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舞蹈是一種人人都能跳的舞蹈。它強調探索過程，不強調技巧的模仿、

訓練與養成，應符合生活化、簡單化、新奇化、趣味化、注重欣賞與群體互動

等原則；在教師引導下，學生以適合自己的方法，將個人內在潛能轉化為外在

身體的表述。這種舞蹈教育方式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學生的個別發展，允許學

生發揮想像力，藉由肢體動作自由表達，傳達內在思考。由於不給予動作對錯

標準評斷的壓力，使學生能夠勇敢地表現自我的想法與情緒感受，並自信大方

地拓展群己關係，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動作教育之ㄧ環（張中煖，2007：21）。

「舞蹈」正式置入一般藝術教育，是九年一貫教育改革中的重大突破，藝術與人文領

域中的表演藝術，其課程主軸包含戲劇與舞蹈兩部分，這使原本僅附屬於體育課程之下的

舞蹈，有了嶄露頭角的契機，舞蹈教育的普及化不再只是空談的口號（曾瑞媛，2010）。

但是，實際的表演藝術教學現場，戲劇與舞蹈兩者的比重與發展，仍受該校政策、教師專

長、教材來源等因素影響著（張文龍，2005）。而國立教育資料館（2006）出版發行的體

育單項系列教學影音光碟中，舞蹈是其教學的一部份，「創造性舞蹈」更是重點發展項目。

從九年一貫現場研究來看，黃淑蓮（2007）指出，以舞蹈做為一種教育的手段，對於身心

發展中的國中生來說，可改善肢體儀態、提升自信心、發揮創造力、培養合作精神、做為

宣洩情緒的表達與溝通工具，更可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等；粘珮瑩（2009）將創造性舞蹈

應用於表演藝術課程之中，其研究顯示創造性舞蹈教學技巧對國中班級團體動力有正面影

響，並能提升自我潛能與班級團體互動的能力；同時，江姍（2009）與鄭怡苹（2009）的

研究也証實，創造性舞蹈教學對學生自信心具有正向影響，可提升學生肢體表現能力和團

隊合作能力，使同學及師生之間達到尊重、愉快的平衡互動。

坊間專業的舞蹈老師與教學機構並不匱乏，技術取向的舞蹈教學課程可以留給專門的

舞蹈教育機構去進行；國民教育階段的孩子，需要的是偏重教育性、創造性、引導性的舞

蹈教學模式，藉由體驗、覺察並運用肢體展現動作的創意能力，使其快樂自主舞動肢體的

同時，還能延伸各個領域的學習，這才是此階段該著力的舞蹈教學重點。因此，身為教師

的研究者如何提升並扮演好自身角色，充分發揮專業能力，使普及舞蹈教育得以發展，也

為國中表演藝術課程開創更多的可能性。正是本研究的第二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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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路新路（教學創新）

根據研究者多年的教學觀察、對理論的認識與課程先驗的結果，可以肯定創造性舞蹈

應用於國中表演藝術課程的可行性與實用性，惟其運用於課程中，仍需適切的課程設計與

內容配搭，才能成就完美的教學。教育部預計於民國 100 年度實施新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藝術與人文領域所增列的教材編選原則：

應把握啟發各階段學生藝術美感的特質，配合教學策略讓學生能獲得美學的概

念和系統化的藝術學習。教材組織宜注意各階段藝術形式的個別特質，尤其基

本概念、藝術與社會文化、藝術與生活環境連貫性的統整，應由具備本學習領

域藝術專長教師指導學生學習。各校教師可自編或慎選教材及規劃精進教材。

而在教學設計中則指明教學活動設計以學生為中心，應符合學生的生活美感經

驗，宜生動活潑，具創意與創造性（教育部，2008：11-12）。

依據新的課程綱要可知，統整性、生活化、具創意與創造力的課程才是新時代的課程

潮流，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意涵，更是課程設計時應該考量且確實執行的重點。研究者思

索著建構課程的方法，並考量舞蹈教育橫跨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兩大領域的發展歷

程，試圖依據兩者的課程目標與教材內容，尋找相關主題以連結發展主題式的表演藝術創

新教學。而隸屬於健康與體育教材範疇的中國武術，代表著東方的、中國的身體精粹，是

文化脈絡的產物，是身體文化累積後的結晶，其與表演藝術教材中的戲曲武功本有文化上

的同源關係，而有其形體與規範的基本功法，若與重視個人獨特身體觀的創造性舞蹈加以

結合，或許能為身體教育找到某種發展方向；另外，觀察中國武術近年來風行全球的氣勢，

儼然與學生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期許透過橫向與縱向的教材研發或建構課

程的可能性，促成創造性舞蹈進入九年一貫教育的有效途徑。

陳浙雲（2001）指出主題教學能提供正向的學習情境，學習者處在一種被啟蒙、鼓勵

以及容許犯錯的情境下成長學習，使得學習者的任何經驗皆可被重新建構，並獲致最佳與

加速的學習。此論點說明了主題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意涵。據此動機，研究者以創新教

學的角度進行表演藝術課程的思考，發現以主題教學建構與組織課程活動的概念，同時運

用重視引導啟發的創造性舞蹈教學，可算首開先例結合兩者所進行之研究，故以中國武術

為主題發展，兼含主題教學與創造性舞蹈之教學研究，因應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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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三：

（一）規劃與設計『武蹈』創新課程。

（二）實施『武蹈』於國中表演藝術課程並檢視教學歷程。

（三）探討與分析『武蹈』教學成效。

本研究期能透過『武蹈』的課程規劃與設計，發展以中國武術為學習主題的創造性舞

蹈表演藝術課程，檢視教學歷程中的學生表現與教師角色，進而探討與分析『武蹈』之教

學成效。亦期盼本研究之歷程與成效能提供給其他表演藝術教師或他科教師實施創造性舞

蹈教學時之參考。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為達到上述研究目的，以中國武術為主題發展之創造性舞蹈教學研究，企圖探

討的問題如下：

（一）中國武術作為國中表演藝術課程發展主題的可能性為何？為什麼？

（二）創造性舞蹈運用於國中表演藝術課程的可行教學策略為何？學生有何學

習表現？

（三）探討師生以主題教學模式共同建構課程的可行性與發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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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實施對象之選擇

本研究參與者是宜蘭縣羅東國中七年級某一班的學生。研究者（即教學者）於『武蹈』

課程實施前，預先針對所任教的 8 個七年級班級進行主題興趣與研究參與的意願調查每班

學生人數約為 30~35 人，男女比例為男學生多於女學生約 2~4 人。班級挑選以對研究主

題有高度興趣且同意合作並配合完成研究者為優先考量，最後選定全班同意參與『武蹈』

的人數高達 30 位同學的班級作為研究對象，該班級人數共 32 人，男生 17 人，女人 15

人。

（二）實施場地之條件

『武蹈』課程的實施場地，包括實施對象的班級教室及表演藝術專科教室。班級教室

有黑板、講台、置物櫃、電腦桌、電腦設備、投影設備、數台電風扇、班級佈告欄、學生

課桌椅等硬體設備；表演藝術專科教室為地板教室，上課的學生和老師皆需脫鞋入內上

課，此教室比班級教室的空間大，足夠容納一班約 35~38位同學在此進行較大的肢體活動

課程。

（三）課程規劃之設定

由於目前國內並無以中國武術為主題發展之創造性舞蹈教學的相關著作可供研究者

參考；且本研究依據主題教學模式組織課程活動，故課程活動內容是透過師生共構、對話

的方式進行建構，師生間取得課程內容的共識後，研究者以教學對象為主體，並依照自身

教學經驗與整體課程的考量，完成教學活動設計，並於正式實施課程後，詳細記錄其發展

重點。『武蹈』課程設定實施於國中階段藝術與人文領域表演藝術課程中，內容探討以中

國武術為主題發展之創造性舞蹈教學。研究者設定「中國武術」作為課程發展主題，選擇

武術相關概念，包括【基本的功夫—武術基本手勢與腳位、模仿自然五禽戲】、【表演的功

夫—中國戲曲武功動作飛天十三響】、【想像的功夫—金庸小說輕功名稱】等面向；並著重

【身體】、【空間】、【關係】三個舞蹈動作元素的探索與學習。研究者自行研發主題概念網

與規劃課程模式；亦初步擬定教學活動設計，並經由課程專家審核課程、認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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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一）時間的限制

本研究依據課程再螺旋循環原則，原訂為首次進行八週共八堂的教學，並預定三週以

上的時間再次操作課程。但此課程循環計畫，因學校行事安排與臨時性的學校活動，致使

無法順利執行；所幸研究者每堂課皆歷經自我檢視過程，而研究資料的處理與分析後，也

可以肯定研究結果未因沒有操作循環課程而產生重大影響。

（二）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班級，由於本研究課程實施時間設定為下學期，故本研究對

象已具有基本的表演藝術概念和肢體運用經驗。因本研究強調以師生共構、對話的方式建

構課程內容，考量到師生的對話內容、各班學生特質的相異，學習風氣以及對課程接受度、

學習經驗、年齡層等所產生之差異，都將影響研究結果，故僅以一個班級做為研究實施對

象。而因行動研究本就不具廣泛性推論特質，且課程實施過程，學生的肢體經驗與創造表

現，實屬個人感知的學習，每位學生的學習反應與表現能力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僅針

對一個班級予以較深入地觀察、紀錄、描述、呈現和分析。

（三）其他的限制

本研究礙於人力、物力之不足，研究者將身兼教學者與攝影者，課程實施時的動態影

像紀錄，以架設兩台硬碟式數位攝影機在教室的前後對角線固定位置為主，靜態紀錄則由

教師本身、或諍友、或學生手持數位相機，協助拍攝活動中的畫面，部分活動畫面與學生

學習狀況仍可能因現場情形而無法全數掌握，所幸研究者仍可透過教師觀察日誌與省思札

記進行較完整的教學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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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界定與釋義範圍

一、創造性舞蹈（Creative Dance）

創造性舞蹈是一門動作教育舞蹈，非單一類型舞蹈，沒有固定單一死板的模式，在尊

重學生為獨特的個體下，活動過程中教學者不去評斷動作的對與錯，注重身體探索學習的

過程，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允許學生以獨特造型或動作方式表達動作意義，呈現個別化、

自發性表現，運用自由不設限的肢體動作表達個人自我經驗，傳達內在思考，是一種貼近

自我情緒感受的創造性藝術形式的表現，以肢體發展想像力，反映自己所處的環境的狀態

（張中煖，1997；劉淑英，2000；李宗芹，2002；黃淑蓮，2007）。

本研究所指的創造性舞蹈，是指研究者使用引導發現式的教學方法，由教師引導學生

進行動作元素的學習，催化學生主動學習與探索的意願。

二、主題教學（Thematic Teaching）

主題教學為開放教育的一種教學活動組織方式，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由一個中心主

題或論點出發，計畫性地組織學習活動，並統整主題的相關概念與學習者發展的各個層

面。主題的產生可由教師根據課程標準、教學經驗、學生興趣或師生共同選定與生活相關

且含涉多學科面向的議題或概念等方向訂定之；教師圍繞著所選的主題設計相關的學習內

容和活動形式，形成多個可讓學習者從做中學的課程單元，以統整該主題脈絡的相關知

識，達到課程目標。（高翠霞，1998；陳文典，2003；林季蓉，2004；林源娥，2009）。

本研究所採用的主題教學即為教師有計畫的選擇「中國武術」為課程發展主題，統整

與運用中國武術的相關概念為課程啟動的動機，結合創造性舞蹈的教學引導方式，切入舞

蹈動作元素的學習，使學生能以肢體為媒介，建立與探索中國武術相關概念的認知、進而

創新發展自我肢體語彙。

三、中國武術（Chinese Martial Arts）

中國武術博大精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一環，被視為中國文化之精粹。中國武術

由於歷史發展和地域分佈關係，衍生出不同門派；主要內容包括搏擊技巧、格鬥手法、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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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策略和武器使用等技術，當中又分為理論和實踐兩個範疇。從實踐中帶來了有關體育、

健身、和中國武術獨有之氣功及養生等重要功能。理論中帶來了不少前人之經驗和拳譜記

錄。因此，中國武術體現了中華民族對攻防技擊及策略上的理解；加上經驗積累，以自立、

自強、健體養生為目標的自我運作，練習套路時顯示出身體動作之優美姿態；中國武術同

時帶有思想冶鍊的文化特徵及人文哲學的特色與意義，對現今的大眾文化有著深遠影響。

（康戈武，2003；張世博、張育愷，2003；呂冠伯、唐人屏、黃建賓，2009）。

中國武術不僅是一種強身健體、自衛助人的運動，更與中國的傳統藝術互相融合，成

為富有娛樂性的表演活動。周代時，武術已經與舞蹈表演融合起來，其後舞劍、戲曲中的

武打表演，以及舞龍、舞獅等，都顯示出武術與傳統藝術融合的成果。當電影藝術傳入中

國之後，更不斷引入中國武打元素。時至今日，武打電影已成為深受海內外觀眾歡迎的片

種了。除了藝術之外，武術也跟中國的哲學和文學互相影響。明清以來，武術派系林立，

不少派別均應用了中國古代哲學作為理論指導，使武術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內涵，例如太極

拳、形意拳和八卦掌的編創思維，其實是來自《易經》的義理。此外，以武俠為題材的文

學作品也不斷湧現，其中，當代作家金庸的武俠小說，更是膾炙人口的佳作。（呂冠伯、

唐人屏、黃建賓，2009）。

本研究將中國武術作為國中表演藝術課程學習主題，藉由中國武術的相關概念啟動課

程、發展學習，課程中使用到的具體內容，包含基本的功夫「手勢與腳位」、模仿自然的

動物拳法「五禽戲」；文化藝術中所講究的表演功夫「中國戲曲武功動作」；「金庸小說文

字意涵」所展現的虛擬功夫等部分，界定範圍與選用內容如下：

（一）基本的功夫

手勢「拳、掌、勾手、爪手」與腳位「馬步、弓步、獨立步」；模仿自然「五禽戲」，

包括：虎、鹿、熊、猿、鳥五種動物。

（二）表演性的功夫

戲曲武功動作「跑圓場」、「飛天十三響」、「亮相」。

（三）想像的功夫

金庸文字意涵「輕功名稱」，如凌波微步、飛簷走壁、蜻蜓點水、輕功水上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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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依研究背景與動機可知，九年一貫國中表演藝術課程是研究者實現教學理念與創新教

學的戰場，本研究擬以「主題教學」課程概念組織學習活動，並採用「創造性舞蹈」的教

學方法，設計以中國武術為學習主題之國中表演藝術創新課程。本章將分節探討相關文獻

內容，第一節為「創造性舞蹈」，探討教育意涵、源起脈絡、國內發展與相關研究；第二

節說明「主題教學」的源起意涵、課程上的運用，以及與創造性舞蹈之相關性；第三節則

整理「九年一貫表演藝術課程與相關研究」，以進行結果的討論，並作為分析教材的依據。

第一節 創造性舞蹈(creative dance)

一、教育意涵

創造性舞蹈乃自英文 creative dance 翻譯而來，是舞蹈教育工作者將舞蹈－動作的身

心發展理論應用在教育情境中的一種方法（夏林清，1997）。國內學者張中煖（2007）表

示，英、美兩國將其實施於一般學校體系內的舞蹈課程之中，相關書籍與文章十分豐富。

2007 年張中煖教授出版了一本《創造性舞蹈寶典：打通九年一貫舞蹈教學之經脈》。以創

造性舞蹈為主題，從理論與實務二大部份分享她的觀點；其中的理論篇介紹理念、相關文

獻、課程設計及教學方法，實務篇則提供創造性舞蹈與其他藝術、學科、遊戲統整之舞蹈

活動實例。此一專書的出現著實開拓了台灣創造性舞蹈教學之路。

創造性舞蹈是一門動作教育舞蹈，非單一類型舞蹈，沒有固定單一的模式，在尊重學

生為獨特的個體下，活動過程中教學者不去評斷動作的對與錯，注重身體探索學習的過

程，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允許學生以獨特造型或動作方式表達動作意義，呈現個別化、自

發性表現，運用自由不設限的肢體動作表達個人自我經驗，傳達內在思考，是一種貼近自

我情緒感受的創造性藝術形式的表現，以肢體發展想像力，反映自己所處的環境的狀態（張

中煖，1997；劉淑英，2000；李宗芹，2002；黃淑蓮，2007）。學習者可以在輕鬆自然的

氣氛下，學習獨立自主、尊重別人，並且藉著肢體的律動，使群己的互動關係更為直接；

它更可以培養學習者積極進取的精神，在引導者安排的情境中，學生可以自由地去探索、

嘗試和發現，並且用自己的身體去表現情感和盡情地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因此，它比一般

強調技巧、重視節奏的舞蹈課程更具教育意義（楊智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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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索自我

追溯台灣創造性舞蹈相關文獻可知，創造性舞蹈一詞由李宗芹（1991）首先以書名《創

造性舞蹈：透過身體動作探索成長的自我》提出，「創造性舞蹈的優越性，在於它直接提

供個體感覺的自由抒發。個體不可忽視自由、自發、即興的創造性舞蹈能與個體之生活結

合，其價值與專業舞蹈藝術是並存的」(李宗芹，1991)。此說法開啟創造性舞蹈用於探索

自我之門。李宗芹(1998)認為，創造性舞蹈是一種無止盡的探索過程，以適合自己的方法，

將個人潛藏的內在資源，轉化為外在身體直接而清楚的陳述。舞蹈的語言是動作，人的身

體則是表達的工具，人們經由舞蹈的過程中，去發現身體及心靈的奧秘，創造性舞蹈最主

要意圖是希望經由不設限的動作表達出一個人經驗的全部，次而將注意力放在自我表達及

尋求新方法。

（二）學習者中心

劉淑英(2000)指出，創造性舞蹈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性舞蹈，學生從「做中學」

的無止境探索過程中體驗活動，它本質是獨一無二的，且注重學生學習過程觀察力、創造

力、表現力、合作力、鑑賞及評析能力的學習。此論點與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做中學」、「學

習者中心」的精神與理念不謀而合。舞蹈本身即具有統整的特質，教師應該相信舞蹈教育

對國中生是重要的學習經驗，尤其是對於擅長動覺學習及特殊的學生而言，表演藝術課程

提供他們許多開放學習的機會，動態的創造性舞蹈活動，可豐富表演藝術課程的形態。吳

靜吉（2008）提到，教學要能教得好，絕非紙上談兵就能辦到，從「做中學」是最實際的

道路。傳統教學方式以教師為中心，但近年來的教育趨勢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創造性

舞蹈允許學生的獨特性，透過肢體探索、認識並肯定自我，藉以激發個人內在潛能的理論

內涵，落實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理念。

創造性舞蹈是一種以學生為主體之啟發式教學法，鼓勵學生勇於嘗試，強調從身體出

發，利用音樂、舞蹈、戲劇等藝術人文的元素為媒介，透過身體來學習，並從生活的經驗

作為身心感知的出發點，融入邏輯與思考能力，做自我的肢體開發，以達全方位的多元智

能的學習。教學過程中著重的是學生的創意而非技巧，故不為訓練專業之舞者，教師應擔

任引導者之角色，透過情境或遊戲等策略讓學生自發性的探索自我身體的潛能。「綜言之，

創造性舞蹈，是一種以學生潛能的自我開發為考量前提所實施的舞蹈教學 」(張中煖，

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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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涵呼應十大指標

九年一貫教改浪潮是發展與推廣舞蹈教育的新契機，在世界上部份國家如美國、法國

與澳州的藝術教育政策中，皆將「舞蹈」列為義務教育藝術學習的重要課程之一 (教育部，

2005)。臺灣在九年一貫教改前，舞蹈是被納入在體育課程中，直至 1998 年 9 月教育部正

式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並於九十學年度起逐步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後，舞蹈便回歸到藝術教育的層面，並與戲劇合稱「表演藝術」。張中煖（2005）表示，

舞蹈與戲劇這兩門藝術各有其專業性，歸納兩者共通點則為肢體表現的部分，而舞蹈在肢

體動作的開發上優於戲劇的肢體開發訓練。由多位學者的論述可知，以培養肢體表達能力

而言，「創造性舞蹈」課程為教學首選，既可提供美的鑑賞，又能培養學生創造力、獨立

性、相互尊重、自我表達以及團隊溝通能力。研究者依據教育部（2003，2008）所頒布之

十大能力指標，以及舞蹈界學者所提及之創造性舞蹈課程學習內涵，歸納出兩者之關係如

下表 2-1-1：

表 2-1-1 十大能力指標與創造性舞蹈內涵對應表

十大基本能力指標 創造性舞蹈課程內涵

1.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允許學生的獨特性。

透過肢體探索認識自我，並肯定自我。

激發個人內在潛能。

2.欣賞、表現與創新 即興能力的開發。

同儕間相互欣賞的能力。

觀舞能力的開發。

創造力的開發。

3.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身體的自我察覺

創意運用自我身體的能力

4.表達、溝通與分享 學生自我選擇肢體動作表現內在思想。

說舞能力的開發。

學習與他人做有效、有意義的溝通。

學習分享個人經驗與感想。

5.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強調學生之間分工、合作、互助的關係。

培養學生相互尊重之態度。

重視自發性的群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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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十大能力指標與創造性舞蹈內涵對應表（續上頁）

十大基本能力指標 創造性舞蹈課程內涵

6.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重視舞蹈藝術的多元培養。

7.規劃、組織與實踐 透過探索、了解舞蹈元素後，學習規劃、組織、運用舞蹈

元素來編創舞蹈。

增加學生藝術統合能力。

8.運用科技與資訊 跨領域統整課程。

9.主動探索與研究 以學生自發性的肢體為中心。

學生的學習動機由內而外。

重視學生學習過程。

10.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教師使用創造思考策略，並鼓勵學生發問、討論、腦力激

盪，並運用觀察力、想像力、思考力及創造力解決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參考廖幼茹、劉淑英、陳心珍、楊明鳳(1999)所著之藝術教育教師手冊《國小舞蹈

篇》。

綜合上述文獻內容，研究者歸納創造性舞蹈所具備之教育意涵與特點如下：

 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主體的舞蹈教育形式

 重視學習者自動自發的學習過程

 尊重學習者的獨特性與個別差異

 強調學習者舞蹈元素的探索與展現

 仰賴教師引導學習、啟發創意的教學技巧

 利用多元評量檢視其學習成果及教學成效

 符合九年一貫「做中學」的學習內涵

 具統整性質，可融合、可輔助各學習領域的學習

二、源起脈絡

（一）創造力與舞蹈的關係

李宗芹（1991，1998）於著作中談及創造性舞蹈的溯源，可從自由舞蹈發展的軌跡談

起。十八世紀中期，芭蕾舞教師喬治•諾威爾（Jean George Noverre，1727-1809）發現當

時的農夫舞及宮廷舞並不適合一般人，於是捨棄形式化的動作，帶領學生走上街頭、市場

等各種不同的工作場合進行觀察，並學習人們工作中的動作，發展出較自由、豐富的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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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舞蹈是由步伐結合而成，並具有時間性。後來美國舞蹈家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1878-1927），認為回歸早期舞蹈形式才能從傳統舞蹈的束縛裡解脫出來，她捨棄

了舞鞋赤腳而舞，脫去了累贅的衣物，堅信動作是表達心靈的力量，喚醒人們注意動作內

在的詩情，以舞蹈表達自己內在的生命。由此新的舞蹈觀念－自由舞蹈，將人們從工業時

代單調的工作中解放出來，並改變了舞蹈的歷史 (李宗芹，1991)。

新式舞蹈在英語系國家被稱為現代舞（Modern Dance），創造性舞蹈的精神由此而來；

其兩大特色，一為姿勢舞步上更為豐富而自由；另一特點則是，日常生活動作與舞蹈之間

有了交流。張中煖（2007）提及德國舞蹈家魯道夫•拉邦（Rudolf Laban，1879-1958）於

1948 年《Modern Educational Dance》（現代教育性舞蹈）一書中，說明了舞蹈可以加強孩

子自然想動的驅力，隨著這種自然天性的保存，滋養藝術的表達，整合智能知識與創造力，

有助於終身生活的和諧發展。此論點連結了舞蹈與創造力的關係。1957 年 Laban 為舞蹈

做了新的詮釋：「無論在教育或娛樂方面，舞蹈和動作是分不開的，舞蹈的經驗建立在宇

宙基本的動作形式上。」（Dance and movement are inseparable in education and also in

recreation. We build up advance experience on universal basic forms of movement .）」（引自李

宗芹，1991：14-16）。因此，任何人皆須經驗過動作的探索才能將動作以不同的方式表達

出來，不同的表達即可呈現各種不同風格的舞蹈。

動作是肌肉的運動，社會性及功能性是主要做（doing）動作的目的，如帶動唱、手

語歌、體能活動等，動作的表現可呈現歡樂且共同參與的作用，亦可增進肢體美感與情緒

上的正面發展。但是，舞蹈是屬於心靈的，是心智層次較高的活動，包含想像力和組織力

的運用，並以身體語言來表達。因此，表達性的舞蹈揭示了創造性舞蹈的精隨，舞蹈具有

創造力，特別是創造性舞蹈；藉著「舞」（dancing），給予人們自我表達的機會，透過身

體舞動的表達經驗，每個人可以獨創自己的風格，不必學習或模仿任何固定的形式，可從

動作探索與學習舞動的過程中，激發與培育個人內在隱藏的資源，發掘更廣泛的新的美感。

（二）Laban與舞蹈元素

舞蹈是以身體為主要表達媒介的藝術活動。而創造性舞蹈的學習，包含著舞蹈元素的

認知與探索，且通常以 Laban 動作元素理論為基礎，舞蹈元素之分類又往往運用 Laban

弟子從 Laban 動作分析再歸納延伸發展的五大要素作為課程設計依據 (張中煖，2007)。而

探索舞蹈元素的目的是要讓我們在舞蹈之中，能夠同時察覺數種組成與接收身體感官的刺

激，並從千變萬化的舞蹈之中連結感覺管道之間的橋樑，展現我們的身體智慧 (李宗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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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綜合多位學者看法，從事創造性舞蹈教學首重認識身體與舞蹈的探索元素，以下

參考潘威麟（2002）所列，將創造性舞蹈探索要素之圖形架構及各要素內容分類 ，以圖

2-1-1 予以介紹：

圖 2-1-1 舞蹈探索要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參考潘威麟（2003）以「創造性舞蹈」為主體之國小教師電腦化輔助「教」「學」網站

平臺雛型設計與研究。

（三）教學創新與創造性舞蹈

教學本身是一種藝術活動。舞蹈教學以舞蹈為教學內容，是雙倍的藝術活動；創造性

舞蹈教學加上無限創意和藝術動能，就成為一種藝術的 N 次方活動了。這種舞蹈類型，

本身沒有窠臼，亦不同於芭蕾、現代舞、中國舞蹈或其他民族性的舞蹈課程，更沒有既定

的基本動作訓練。雖是如此，但課程也不是由教師輕鬆隨便、毫無章法地丟出一個主題就

讓學生自由即興，隨意亂動如此簡單  (張中煖，2007)。有心從事創造性舞蹈教學者可參

照下段研究者自文獻彙整而成的教學運用指引。

1.認識身體與運用要素

舞蹈是以身體為主要表達媒介的藝術活動。綜合多位學者看法，從事創造性舞蹈教學

首重認識身體與運用舞蹈動作元素，以進行探索式的學習。黃淑蓮（2007）指出課程設計

需以豐富、多樣的引導方式，提供學習者從覺察身心變化，探索動作經驗、了解身體能力、

學習動作意義及發展更多創意的課程學習。她建議教學者，可用自己身體熟悉的舞蹈元

創造性舞蹈

探索要素

身體

 身體部位

 肢體動作

時間
 節奏

 速度

 時間性

空間
 造形、層次

 方向、範圍

 焦點、軌跡

勁力
 力道、力度

 力流、動力

關係
 個體與個體

 個體與群體

 群體與群體

 不同要素相

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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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作為教導學生肢體探索與創作的教材；運用動作元素成為創造性舞蹈課程設計的探索

主體，以學習者最習慣的基本動作做為學習出發點，提供學習者覺察身心改變與發現自

我，透過身體探索瞭解動作。

人體動作的組成是複雜的，每個肢體動作皆由數個舞蹈動作元素所組成，若進一步將

這些日常生活動作分解，便可發現該動作中是以何種舞蹈動作元素為主，簡言之，設計單

元活動時，可以舞蹈動作元素為經緯，發展課程內涵。輔助媒材包含教師自製的教具，或

是應用生活中的物品為道具，使學生能透過各種感官經驗學習舞蹈。另外，建議教師以六

W 開放性問答引導策略，包括：what（做什麼）、how（如何去做）、 when（何時）、

where（哪個地方做）、who（何人）、why（為什麼），鼓勵學習者用不同角度思考身體

與舞蹈動作元素的關係。下表 2-1-2 為研究者參考潘威麟（2002）、張中煖（2007）所整

理出的「舞蹈動作探索要素表」，在此提供教學者作為設計課程時的參考。

表2-1-2 舞蹈動作探索要素表

身體部位 頭、頸、手、腳、軀幹、膝蓋、肩膀、腳跟…等身

體
身體造形 對稱∕不對稱、曲、直、扭、平衡……

身體所佔空間（個人空間）

身體外在空間（一般空間）

大、小、遠近

水平 高、中、低

方向 前後、左右、上下、斜向

空中軌跡軌跡

地面軌跡

包括曲、直以及曲直組合之線條

空

間

焦點 單一焦點、多重焦點

速度 快、慢時

間
節奏 韻律節拍型態、重拍

精力 斷續、連結、流暢力

量

重力 強、輕

關

係

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不同要素相互關係

移位動作 走、跑、跳、爬、滑、滾、轉等，以及這些動作的

組合

動

作

非移位動作 彎、扭、延伸、原地轉、搖擺、推、拉……

形

式

主題與變奏、ABA、輪跳、迴旋曲式、抽象、敘事、拼貼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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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瞭解對象與發展課程

張中煖（2007）表示，創造性舞蹈的課程設計和教學強調創造性，也講究章法，其課

程設計應該從暸解教學對象開始，並掌握以學習者為中心、符合教育宗旨、參照能力指標、

涉及各個舞蹈要素、由簡入繁規劃課程、教學內容兼具教育性、藝術性、社會性等原則，

並思考學生「做了什麼」及「如何做」才是學習的重點。她建議教師應積極主動參與課程

設計，經由個人或團隊一起思考研究，承擔課程研發的重任；她也認為建立創造性舞蹈的

課程模式有助於課程的規劃與實施，提供了幾個思考方向作為參考：（1）純動作要素探

索動作；（2）意向引導動作；（3）聲音引發動作；（4）語文轉化動作；（5）道具帶動

動作；（6）連結其他課程；（7）結合文化層面；（8）純從創作演出舞蹈角度；（9）多

元智能角度。上述各角度除了可交融運用外，還有極大的鑽研空間等待教學者依據自身專

長、學校環境特色、學生需求等因素，用心思考並建立出自己的課程模式。

研究者依據王煥琛、柯華葳（1999）、張春興（2001、2002）彙整青少年身心發展理

論等相關文獻，提供國中階段學生的身心發展特性以作為教師發展課程之參考。

青少年時期為人生中極重要的發展階段，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代表著兒童期的結

束，和邁入成年期的前奏 (黃文三，1994)。以發展的觀點來看，青少年時期乃指由青春期

開始到身心漸臻於成熟的發展階段，女性約自 12 歲到 21 歲之間，男性約自 13 歲到 22

歲之間（張春興，2002）。而九年一貫七至九年級學生的的年齡平均為 12 歲至 15 歲之間，

屬於青少年前期階段，其身心發展具有以下幾點特性：

（1）生理快速成長

一是「生理成熟年齡下降」，現代人注重營養衛生，物質供應充足，身高、體重迅速

增加，提早進入青春期。二為「性成熟與性好奇」，第一性徵、第二性徵逐漸發育接近成

熟狀態，為生育下一代作準備。

（2）認知發展進入新階段

一是「進入形式運思階段」，能思考事物的各種可能性，透過假設來思考，且不需透

過具體事物就能進行抽象性思考，邏輯推理能力增加；二為「青少年特有的自我中心現

象」，雖然了解別人和自己的想法可能不同，但常以自己的想法去推估別人想法，認為自

己是別人眼中的焦點，而產生了「想像的觀眾」和「個人神話」的特殊現象。「想像聽眾」

是指青少年往往覺得自己一舉一動都被人注目或批評，注意力多放在自我身體的變化，和

與別人比較，例如：美醜、肥瘦、高矮等，因此會花更多時間裝扮自己，增強吸引力或掩

飾自己的不足。「個人神話」是指青少年以為自己的經歷是獨特及唯一的，因此感覺到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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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明白他們，例如，青少年對自我的外表特別重視，他們會以為其他人也一樣重視外表，

所以，當青少年發覺成人與自己的想法不同，尤其是父母和師長，就會覺得不被理解，於

是堅持自己的看法及行為，寧願受罰亦不認錯，因此，在成人的眼中就是反叛、不成熟、

自我中心、行為怪異、不守規則、引人注意等等。

（3）情緒容易不穩定且易受外界影響

青少年期是不平衡的發展階段，對於快速的生理發展和性成熟未做好心理準備，個人

的情緒複雜性增加，對事物特別敏感，遇事容易激動及情緒化；加上成人對青少年的期望

與新要求與以往不同，令青少年需要重新調適，例如：有時候青少年會被視為成人，但有

時候又被認為是小孩，這會讓青少年無所適從，在情緒上使他們更容易焦慮、鬧弩扭、煩

躁不安；而他人的讚賞會加強他們的自信心，情緒不穩定且容易受受外界影響世青少年的

情緒特徵。

（4）社會發展有很大的變化

一是「親子關係緊張」，青少年追尋獨立自主，若父母的管教方式和期望不能配合青

少年發展而調整，很容易產生親子衝突。逐漸不再依賴父母，留在家庭時間減少；二為「參

加同儕團體」，重視友誼和建立異性關係，青少年希望被同儕團體肯定接納，重視親密的

友誼。為了同儕的認同，他們會放棄自己的不同，有時不顧父母的反對，例如：年青人追

逐衣着、髮型等潮流裝扮，與同儕一樣只為了被認同與接納，這對於培養青少年獨立自主

的能力或異性關係的建立等有所幫助。

（5）人格發展上的轉機

一是「不同的自我概念和自我發現」，很在乎發育中的身體長相，自尊的高低與身體

意象有關，自我意識高漲，對自己有不同於以往的看法，是客觀發現自我的時期；二為「自

我認同的轉機」，青少年面臨身心巨大變化的危機，若能克服，重新調適，建立統整且成

熟的自我，就是一個轉機，更能了解並接受自己和自己所屬的團體。

（6）行為表現的兩極化

青少年喜歡追求刺激、快速感，相當隨性，也很衝動，容易與人起衝突；常表現出過

度依賴與過度獨立、過分消極興過分積極，很熱心和很冷漠的極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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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欣戊（1999）表示，影響一個中學生行為的各種力量大約可歸納成為五個：個人特

質、家長、同儕友伴、師長及社會的風尚。這五種力量中，家長、師長和社會風尚，相對

學生的年齡而言，是相當穩定的。但是學生本身的特質和同儕友伴的影響在中學階段有明

顯的變化。李欣瑩（2001）研究發現，來自與同儕關係互動等人際關係間的壓力是青少年

時期的重大壓力來源，尤其是與班上同學不睦、被同學排斥等問題，是青少年最為重視且

困擾的事件。青少年時期的學生容易被情感左右自己的生活，甚至危害到社會人際關係的

發展，如果無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緒，便容易產生心理壓力。陳佳琪（2001）以中部地

區的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學業壓力」為現代青少年主要生活壓力來源，青少年

的生活壓力來源，前五名分別為：1.成績退步； 2. 學校考試很多；3.考試不及格；4.聽

不懂老師上課教的內容；5.很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前四名的生活壓力都與學校課業相

關，第五項生活壓力與「朋友相處」、「同儕關係」相關。值得關注的是，吳意玲（1993）

於研究中指出，師生間關係的好壞，亦是青少年十分在意的重點。這表示青少年社會發展

過程中所面臨的壓力，應該不只侷限於同儕團體，更可擴及至與之互動頻繁的學校師長。

綜上所述，建議教師應確實了解與尊重教學對象的身心發展特性，設計課程時應考量

其特性與需求，透過教師本身累積的教學經驗，運用各種教學方法，根據個別的教學環境

與對象做適度的規劃與變化，以發展具有教師個人風格的創新課程。

3.掌握原則與善用方法

創造性舞蹈教學過程中為使學生提高表現力、刺激創造力、培養自發性、表達地更具

體，教學者可從模仿與即興等教學法入門，經由引導啟發之方式，讓學生自在的運用想像

力和創造力。所謂即興(improvisation)是一種自發性的、沒有經過仔細安排和佈局，是創

作教學的引導方法之一，是創作成品前必經的引導過程。它只是一時而發的一些意念，可

訓練學生反應能力、聯想力、邏輯思考及對生活週遭事物的關心，教師可結合各種領域題

材靈活運用以引出學生對身體、情感與官能的體會與探索，進而表達創意(劉淑英，2000；

趙自強、徐琬瑩，2004)。張中煖（2007）指出創造性舞蹈冠以舞蹈之名，在教學方法上

需以體育教育家摩斯登（Mosston）所謂生產群集之「引導發現式」教學法（周宏室，2005）

為主，著重於教師如何引導、催化學習者主動學習與探索的意願。因此，教師應根據教學

需要，彈性運用、廣為發揮各種教學方法的優勢，協助激勵學習者的內在動機與學習興趣，

使他們能夠以多元的方式發現問題、回應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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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舞蹈家瑪莎•葛蘭姆曾說過，要有百分之一百的控制，才有百分之一百的自由（刁

筱華譯，1993）。創造性舞蹈課程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除教學需掌握原則與要點之外，

面對學習者的個別差異，了解多元化的教學方法與運用策略，亦是教師需自我提升的範

圍，經由實務經驗累積、虔心鑽研理論後，必能創造個人獨特的教學方法。於此，依據黃

淑蓮（2007）歸納 Joyce、張中煖及 Willis 三位學者的觀點，研究者認為創造性舞蹈的教

學原則與要點如下：

（1） 掌握主題

教學者必須清楚教學過程的每一探索要點，環繞著主題作發展與連貫，不宜同時納

入過多元素模糊焦點，失去原有主題與教學目標。

（2） 善用引導語

教學者在創造性舞蹈教學中扮演引導者而非教授者 ，故在引導學生探索舞蹈元素

時，需不斷使用詢問式引導用語幫助學生探索元素、發展潛能。

（3） 開放式心態與敏銳觀察力

創造性舞蹈不做對或錯的評量與規範標準動作，教學環境中，容許不同個體獨特肢

體表達與個人感受的呈現方式，因而教學者必須擁有寬廣的包容力，接收所有學生

的想法與意見，以敏銳觀察力，觀察學生學習反應與回饋，適時給予支持回應。

（4） 營造正向、不同學習情境

學習過程中教學者不斷給予學習者正向的鼓勵與肯定，創造不同情境引導幫助學習

者發揮想像，進入探索活動，使學生願意開放自己，接受刺激，從挑戰學習，獲得

自我認同與積極正向的態度。

（5） 善用多元輔具

教學者於活動設計中善用不同教具，輔助課程之進行，提供學生多樣想像空間與不

同感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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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煖（2007）表示創造性舞蹈的教師即使是非舞蹈科班出身也可能勝任，創造性舞

蹈不以動作技能為主軸，而是以學習者自發性的動作表現和能力的增進為教育宗旨，故教

師不需要自行示範技巧性動作，更不希望教師成為學生學習模仿的對象，所以教師的背景

不必然是舞蹈專業出身，但需有教育理念和教學熱忱。因此，欲從事創造性舞蹈教學者，

應扮演「創意十足」的引導者角色，摒除制式的教學模式，隨時「創造」不同情境與教學

方式，善用各種方法引導、刺激、誘發學習者的創造性，引發學生自在地運用想像力和創

造力，激盪其腦力與創造力。還有，透過教師擔任催化者的角色，花費心思、構思教學，

以教具或各種可行媒材作為引發學習者想像力的刺激，並善用口語引導發揮觸媒功效，促

使學習者將想像力灌注到身體之內，從不斷探索發現中創造出與眾不同獨一無二的舞蹈，

同時映照出教師所創造出的創造性舞蹈課程。

三、國內相關研究

近幾年來，創造性舞蹈廣泛地被應用於教育中，如學術研究、多元啟發、各式教學法

甚至跨領域的學習。藉由引導的教學方法，發覺學生內在的潛能，引發其創意思考及表達

自我的能力，除了在舞蹈上會有更多的形式表現之外，亦可透過此教學法學習其他的事

物，無形中讓每個人都能探索自我，對自己的身體有更深層的覺察，與他人亦有良好的人

際互動。也因為沒有固定的形式，重於學生當下的肢體開發，不強調技巧的展現也不拘泥

於舞步的記憶，所以每位學生所展現出來的肢體即是最獨特的，教師們不以動作的準確度

或技巧的熟練度來評量，而是注重學生是否勇於展現自己，探索自身的潛能、展現獨具的

創意，這已具備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領域中之課程綱要中（教育部，2008），希望學

生們達到的課程目標。

研究者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文獻資訊網」與

「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三個網站，彙整近年來國內與創造性舞蹈相關的期刊、碩博

士論文等文獻，期藉相關研究之探討，能為本研究之發展與可行性提供相關支持與啟發。

（一）期刊文章

研究者整理與創造性舞蹈相關之期刊文章，發現國中階段的論述比較少，多數研究集

中於學前教育、國小、大專院校等階段，研究者依時間順序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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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創造性舞蹈之相關期刊一覽表

編號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 年月

01 楊芬林

黃清雲

舞蹈創意教學課程設計及實施之研究 嘉大體育

健康休閒

2010/08

02 曾瑞媛 教他們跳舞：談視障學童之創造性舞蹈課程設計

理念

運動研究 2010/06

03 劉雅文 創作舞蹈基本元素應用於舞蹈教學之研究 北商學報 2009/07

04 蕭雅文 創造性舞蹈應用在道恩氏症學生教學之初探 臺東特教 2009/06

05 李翠玲 舞蹈融入啟智休閒教育課程之意義與應用 臺東特教 2008/12

06 劉雅文

盧淑雲

創造性舞蹈基本元素融入有氧舞蹈教學之初探 北商學報 2007/07

07 楊智強 創造性舞蹈教學探究 國立臺灣體

育學院學報
2002/01

08 劉淑英 重建幼兒的肢體觀--談創造性舞蹈教學 國教世紀 1999/10

09 葉素汝 Mosston體育教學形式在創造性舞蹈教學之應用--

從樂趣化體育教學談起

國民體育

季刊

1998/09

10 陳碧涵 談創造性舞蹈 舞蹈教育 1997/12

11 陳淑鈴 談創造性舞蹈教學法--以「即興」活動為例 屏師體育 1997/06

12 張中煖 創造性舞蹈教學與拉邦動作分析要素之運用 臺灣省學

校體育

1996/07

13 陳 湘 談大專創造性舞蹈教學 國民體育

季刊

1995/12

14 林麗芬 創造性舞蹈教學對國小學生創造力之影響 北體學報 1994/08

15 張惠如

林世澤

創造性舞蹈和肌肉知覺活動對國中智障生平衡能

力之影響

體育學報 1993/12

16 黃素雪 創造性舞蹈在藝術教育中的重要性之研究 臺南家專

學報

1991/06

17 楊綺儷 創造性舞蹈教學對學前幼兒創造力發展的影響 實踐學報 1990/06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上述期刊文獻，再次肯定了創造性舞蹈「探索自我」、「學習者中心」的教育意涵及教

學上的運用方法，同時也提供研究者進行創造性舞蹈課程設計時的思考與參考方向。

（二）國內碩博士論文

目前於九年一貫教育階段實施運用創性舞蹈教學的相關論文共有十一本 ，此分成國

中、國小兩階段，依時間順序整理如下表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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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創造性舞蹈運用於九年一貫教育階段之相關論文一覽表

編

號

研究

對象
研究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方法

01 粘珮瑩 2010 創造性舞蹈應用於表演藝術課程對班級團體動

力影響之研究

行動研究

02 江 珊 2009 在表演藝術課程進行創造性舞蹈教學對國民中

學學生自信心影響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

03

國

中

階

段

鄭怡苹 2009 創造性舞蹈教學對於提升國中肢體表現能力成

效之研究

行動研究

問卷調查

04 林家禎 2009 運用 Life Forms舞蹈軟體於兒童創造性舞蹈教

學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

05 馬嘉敏 2008 創造性舞蹈教學方案對於國小五年級學生創造

力與人際溝通影響之研究

實驗設計

06 邱玉貞 2007 創造性舞蹈應用於國小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之

研究

行動研究

07 邱秀春 2007 創造性舞蹈輔助國小四年級音樂欣賞教學之研

究

行動研究

08 黃淑蓮 2007 運用主題撰寫於兒童創造性舞蹈之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

09 朱沛思 2007 創造性舞蹈融入國小一年級生活課程之行動研

究-一個新手舞蹈教師的探索歷程

行動研究

10 呂宜靜 2006 音樂介入創造性舞蹈教學方案對國小學童語文

與圖形創造力影響之研究

行動研究

11

國

小

階

段

柯佩宜 2003 創造性舞蹈統整運用於生活及語文學習領域之研究 行動研究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從上述與創造性舞蹈相關之研究結果有二：一為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是具有優勢

的；二是進行類似研究具有提高學習動機、學習成就、增進人際智能、團體動力、提升創

造力與批判思考能力等優點。而國中階段有三本與研究者之研究對象年齡層相同，多加補

充說明如下：

第一位研究者粘珮瑩(2009)發現，應用創造性舞蹈教學對於班級團體動力有良性的

增強效果，可提升學生的自我潛能與班級團體互動的能力；第二位江姍(2009)提出，創

造性舞蹈對自信心具有正向影響，可使同學及師生之間達到尊重、愉快的平衡互動，而課

後教師在檢視、反思、修正、再教學的反覆循環中，亦能提升專業能力；第三位鄭怡苹(2009)

則認為，創造性舞蹈課程活動應提供足夠時間予以小組進行討論並鼓勵學生、提升學生自

信心，可提升學生肢體表現能力和團隊合作能力。三位的研究結果，顯示創造性舞蹈應用

於國中階段表演藝術課程之可行性無虞，且對學生有正面的助益。但根據文獻可知，國中

表演藝術課程尚無以主題教學設計課程，結合創造性舞蹈之相關研究，故研究者以創新教

學的角度進行課程的思考，發現以主題教學建構與組織課程活動的概念，同時運用重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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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啟發的創造性舞蹈教學，可算首開先例結合兩者所進行之研究，雖然因此可凸顯本研究

之特殊性，但也因無前例可供參考依循，深具挑戰性。

第二節 主題教學（thematic teaching）

研究者在主題教學的資料蒐集、閱讀和整理過程中發現，許多相關文章不是未針對「主

題教學」作定義，就是以「方案教學」（Project approach）來闡述其意涵與實施，例如：

林源娥（2002）的「與主題相遇-主題活動下教師之省思」；徐德成（2003）的「一個主題

中的創造性方案故事」；陳怡君（2003）的「主題課程的決定方向與起源」；林巧慧（2003a）

的「主題教學計畫」；林巧慧（2003b）的「主題教學實務與主題網」…等。甚至於名詞的

使用上也是中外文獻紛歧且多元，如「主題單元」、「單元主題活動」、「主題課程」、「主題

教學」、「主題活動」、「主題式課程」、「主題式教學」、「主題式教學課程」、「主題式統整課

程」、「統整主題教學」、「主題統整教學」、「主題方案教學」等等，究竟所指的是「單元」、

「主題」，還是「方案」，往往在閱讀後仍混雜難解。我國落實教育改革實施九年一貫課程

之後，許多中小學教師，（如陳淑惠、鄒秀惠、蔡維芬、蔡宜君、洪月芬，1999；陳芙蓉，

1999；蕭福生，2000；曾世君，2000；蔡福興，2001；楊馥綺，2002）亦開始以「課程統

整」的概念探討主題教學，使其概念意涵更加廣泛。

研究者時而混沌、時而頓悟於文獻中的諸多立論，持著做學問的積極態度，以下彙整

並陳述相關文獻中所指涉的「主題教學」。

一、源起意涵與理論脈絡

主題教學為開放教育的一種產物，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由一個中心主題或論點出

發，計畫性地組織學習活動，並統整主題的相關概念與學習者發展的各個層面。本節將陳

述主題教學之源起意涵、理論脈絡與課程的運用面，進而探討其與創造性舞蹈之相關性。

（一）源起意涵

「主題」（theme）是一種認知的結構，旨在協助認識各種觀念、理論和事物間的相

互關係。其形式有很多種，可以是一個大觀點（big idea）或統念，例如「團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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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合作」等；也可以是一個社會議題，例如環保教育、社會溫馨事件、兩性平等；

亦可以是學生關心的生活事件，例如自我瞭解、人際關係（游家政，2000）。Harris & Katz

認為主題是一種廣泛的概念 (concept)或論題(topic)，像「四季」或「動物」、「植物」。採用

主題的教師會收集許多書籍、照片及相關的材料，所提供的經驗內容或發展的領域 (如語

言、數學或科學)亦大部分不脫離與主題的相關性（林育瑋、王怡云、鄭立俐譯，1997）。

2005 年 Loughan 指出主題教學（thematic approach）源起可追溯到 1930 年代，是進

步主義教育運動時代的核心教學法，它可視為一種統整課程。就國內主題教學發展過程而

言，可從文獻論述得知，主題教學早期在台灣幼兒教育有諸多發展，首先追溯到 1993 年，

國立新竹師院孫德珍老師即根據 Gardner 的多元智慧理論，於竹師實小幼稚園進行音樂

「概念中心」教學實驗課程(孫德珍、徐佳琳，1996)。接著是 1996 由竹師幼教系江麗莉

教授，指導三班率先進行主題教學（「水」的主題），以概念式達到幼兒園統整課程目標（引

自林季蓉，2004）。到了 1999 年，主題教學一詞出現於佳美、新佳美幼稚園的教學分享，

而後，主題教學逐漸成為國內幼稚園的課程設計方向 (劉玉燕，1999)。新佳美所採行的主

題教學加入了建構的理念，稱之為「主題建構教學模式」，強調「開放角落＋主題＋情境」

的完整課程，以及課程由教師和幼兒共同討論發展出來的建構精神。其課程強調從無到有

的生產創造過程，認為幼兒完整的學習歷程，應包含生產創造的完整過程。換言之，幼兒

先透過分享討論凝聚目標，再經由分組活動中生產創造，最後在開放的角落活動中，進行

現實世界的應用與修正，然後再分享討論、生產創造、再應用修正（劉玉燕，2003）。

研究者在閱讀相關文獻的諸多立論後發現，「主題教學」、「單元教學」（unit approach），

還是「方案教學」等名詞在使用上紛歧且多元，許多文獻甚至將主題、方案、單元混為一

談，惟其名稱和編寫目的，皆在於區分傳統的分科教學，強調統整性課程。陳淑琴（2007）

認為主題課程的意涵範圍較方案為廣，方案工作是學習者在進行主題課程時的一種探索方

式。她提出 Katz 和 Chard 對方案所下的定義：何謂方案？方案就是一位或多位兒童針對

一個特別主題所從事的深入研究。What is a project? A project is an in-depth study of a

particular topic that one or more children undertake.（陳淑琴，2007：36）。

因此，研究者認為方案是一種教與學的途徑，與主題課程互不衝突且相輔相成，學習

者的方案工作是進行主題活動時的一種探索方式。另外，簡楚瑛(1999)從課程名稱和課程

組織方法兩個向度，提出「單元」、「大單元」和「主題」並不是一種教學方法，只能表

示課程設計與教學的『範圍』所在，是一種組織、統整課程的方式，本身無法表達出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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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程及教學基本理念。綜合國內外多位學者的論點可知，無論是主題教學、單元教學或

方案教學，三者的意義都是相似的，皆是針對兒童感興趣之特定論點（topic）進行深入的

探討，其原始精神是以開放教育為核心，強調學習活動以學習者為中心，並非完全由教師

主導，課程乃是教師視兒童興趣或需要而來，注重兒童自主性，提供兒童合宜的遊戲與學

習情境（桂冠編輯室，1999；簡楚瑛，1994；許芷靈，2005）。

（二）理論脈絡

綜合文獻可知，主題教學受「杜威」（Dewey）、「學習者中心」、「建構式學習」、「開

放教育」等影響，研究者以表 2-2-1 彙整並說明其理論脈絡。

表2-2-1 主題教學之理論脈絡

理論

思想

主 題 教 學 理 論 脈 絡

以杜威哲學為教育思想之依據杜

威

教

育

觀

1. 尊重兒童，強調以兒童為中心及整合性的課程，兼顧學校與社會生活經驗的

結合，從做中學。

2. 教育即生活、生長、社會。不僅是課程組織與統整的形式，以及學習成果的

整合，還包括個體在社會中的互動與成長中的人格統整歷程。

3. 課程不只是學科互動的探究，師生共同參與與合作是必要的條件。

4. 課程統整不只是形式上打破學科界限，更是一種動態和創造的歷程，讓學生

應用學科知識去探討實際的問題。 (陳新轉，2002)。

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學

習

者

中

心

思

想

1.兒童為本位的學習

2.尊重個別差異

3.具體的教學

表2-2-1 主題教學之理論脈絡（續上頁）

理論

思想

主 題 教 學 理 論 脈 絡

建 學習的看法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觀點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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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學

習

1.學生是教學情境中的主角。

2.教學設計主要在安排具有啟發性的情境，教學策略是激發學生建構知識的過

程。

3.課程是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所建構的知識。

4.教學的發展活動以協商的對話方式進行，不是規範；教師是教學的輔助者、

詮釋者、經理者，而不是知識的傳授者。

5.教學評量要從學生建構知識的過程來看，宜採多元動態評量方式進行，學習

歷程重於學習的結果，而學習的結果不必也不可能相同。 （林生傳，1997；

楊龍立，1997；何俊青，1990）。

實踐開放教育之精神，應用於課程與教學上開

放

教

育

1.強調學生為學習的主體

2.教學採彈性、統整而沒有固定結構的課程

3.豐富的資源與學習環境

4.依學生興趣延伸的學習內容

5.個人化與自主化的學習過程

6.過程與成果並重的評量

7.教師為協助與引導的角色 (廖鳳瑞，1999)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同主題教學是開放教育的展現；是一種組織課程活動的方法。課

程的起點，可由教師有計畫性地選擇或與學習者共同討論決定發展一個主題或論點；課程

的規劃與設計，教師應秉持以學習者為主體，依其興趣或以師生共同建構課程的方式，環

繞此一主題，發展與統整各種活動以實施課程；課程進行中，教師應採協助與引導的角色

進行彈性化的教學，提供學習者個人化與自主性的學習歷程，並以多元動態評量，暸解與

評析其學習過程與成果。

以下將從課程設計的角度說明文獻中所指之主題教學於課程的運用 面。

二、課程的運用面

林季蓉（2004）提及「主題課程」是一種以主題為中心的課程統整教學。其課程理念，

包括強調課程中的重要 (主)概念與內容的相關性與統整性。課程內容範圍，需視學生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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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興趣、經驗而發展、教師透過觀察學習者所展現的興趣與特長，提供直接學習經驗及

相關做中學的活動，促進學習者身心的多元發展等。

（一）課程組織與安排

劉明芳（2005）表示主題教學課程設計是依據學習者的能力、需要與興趣編選，學習

的過程強調激發學習者主動探索與研究的精神，教師則以協助者、引導者與鷹架者的角色

自居，帶領學習者進入學習情境。這種用一個主題組織的課程活動，通常由班級內的學生，

以團體、小組或個人方式研討和主題相關的次主題，在教師的引導與討論中產生不同的問

題與興趣，學生透過搜集資料、分析資料，提出解決問題策略的活動，最後發展成完整作

品。（許芷靈，2004）。因此，進行主題教學時應有所學理依據，使學習具備邏輯連貫或因

果間的關係，其課程組織應注意到「關聯性」、「時間性」、「統整性」、「資源的累積」、

「關係性」、「計畫性」及「合作學習」等原則（林季蓉，2004）。研究者彙整高翠霞（1998：

253）的論述，分項說明如下：

1.關聯性

主題教學目的在激發學生自我學習動機。因此，教學時不僅要考慮到學生的特質、興

趣，甚至時間的安排及重要學習資源等，都要以學習者為中心加以考量。

2.時間性

主題教學允許學生針對某一主題或觀念作深入的探討。這些學習內容不見得是在既定

規劃的課程內容之中。因此，學習時間的彈性就很重要。

3.統整性

課程統整是指在學習者經驗範圍內提供一個組織的主題或概念，讓學習者能探索、解

釋與從事於涉及多學科領域目標的學習活動。

4.資源的累積

主題教學通常以「開放性問題」作為探究的開始。當學生扮演問題解決者、調查者及

研究者的角色時，教師即成為一位促進者。在大部分的主題教學中，資料蒐集的來源是多

元且日新月異。教師、來賓、媒體及書本展示都可以是課程的一部份，讓主題教學的內涵

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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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係性

真實生活中的知識很少是單一的概念，主題教學明顯地相當重視知識與知識間的關聯

統整。

6.計畫性

主題教學前，必須有縝密的事前規畫。由師生共同就主題的擇定、可取得的資源至學

習內容與結構等做系統性地討論與計畫。

7.合作學習

主題教學提供學生個別、小組和全班活動、討論與合作的機會。在主題教學中，透過

合作學習，能促進學生領導的才能、一起合作朝向共同目標和增進社交能力。

陳淑琴（2007）指出主題教學是教師對於課程的事先規劃，包括主題概念網的研擬建

構、可能探索資源的搜尋與彙整以及學習環境和材料的規劃與提供。進行主題教學課程組

織活動時，「主題概念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負責將所有與主題相關的資訊，分門別

類登錄在概念網中。是一種有系統的認知結構圖，以增加教學者建構有系統的知識，便於

教學時使用。同樣的在學習者的認知學習中，概念網具有檢查及修正的功能（余民寧，

1997）。因此，主題概念網的運用，在知識概念及教學活動的課程設計、與學習者自我修

正的學習上是非常重要的，故本研究將以此概念選擇一個具時代性且生活化的主題，引導

與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程設計。

主題是一個有計劃的設計或者是發展的方案，教師圍繞著所選的主題設計相關的學習

內容和活動形式，形成多個可讓學習者從做中學的課程單元，在一主題下，連結所有的學

習領域內容，以統整該主題脈絡的相關知識，達到課程目標。簡楚瑛（1994）談到計劃是

整體性的規劃，而設計則會涉及中心問題較細節的部分。設計屬靜態，發展屬於動態的，

課程的設計與發展，包括整個事件從頭到尾的過程及最後所形成的成品。課程發展端賴學

習者的主題探索與操作，主導課程的發展方向。教師的角色為提供引導和催化，不去主導

課程的發展和做過多的事前計劃與設計。因此，資料的蒐集、課程的紀錄、教學日誌的繕

寫都是主題教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項，據此可進行學習過程與成果的多元評量。

（二）課程流程與功能

依據相關文獻（林育瑋、王怡云、鄭立俐譯，1997；蔡慶賢譯，1997；陳浙雲，2001；

林香廷，2009）指出，主題教學的流程有四：首先要設定主題，再根據主題，畫出主題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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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網讓探討的範圍明確，主題課程可以是整個主題或聚焦在其中一個子題上，範圍大小端

視學生的發展而定，範圍決定之後整理並討論學童想要研究的問題。實際進行主題教學

時，透過多種方式探索主題，例如查閱相關書籍或詢問身邊的父母、師長或朋友，或以行

動的方式進行戶外參觀或旅行；或採取訪談對於主題有直接經驗的人，均能加深對主題的

認識及尋找研究問題的解答。最後舉辦主題成果發表會，讓學童有彼此分享及展示作品的

機會，在檢視自己的學習過程中同時學習別人的經驗，使知識在互動中獲得成長。

陳文典（2003）指出系列的主題教學可以形成課程，配合教學場域所設計之教學課程

教案，更容易發展為學校之本位課程。陳文典並闡釋主題教學的基本形態依其流程為：觀

察情境、察覺問題；引導討論、確定問題；分工合作、進行探究；分享經驗、整合成果；

綜合評鑑、推廣應用等五個階段，各階段在教學上具有不同的功能，彙整如下表 2-2-2 所

示。

表2-2-2 主題教學活動流程與功能

教學功能

活動流程

教學活動說明 教學上的功能

一、選擇主題 （一）喚起相關的經驗，以形成主題：以口語

描述、想像、回憶的方式，或藉助影片、故事、

參觀、訪談等方式，並就學生感到興趣或熱門

話題喚起相關經驗。

（二）開拓主題探討空間：針對事情發生的因

果關係、影響大小的權衡、可能採取的策略，

提出推論式的、批判式的或創發性的問題。

1.引發舊經驗

2.培養批判的能力

3.熱烈參與主題研討

二、引導討論

確定問題

（一）將問題加以整理歸類，成為可探究的問

題：例如探究主題其因果關係、發展順序、概

念架構等。

1.問題歸類，加強因果

關係的探討，提高學生

問問題的能力。

2.討論過程中去蕪存

菁，都可使學生體會到

「如何去處理問題」。

表2-2-2 主題教學活動流程與功能（續上頁）

教學功能

活動流程

教學活動說明 教學上的功能

三、分工合作 （一）讓學生自行判斷因果關係、詮釋現象的 1.養成處理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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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探究 機會。

（二）提供各項資源如圖書、資料庫、影片、

專家等，以便學生進行探究時使用。

（三）要求學生書寫、口語表達或作報告時要

條理清晰。

問題的能力。

2.各組獨立作業、養成

負責的工作態度。

3.培養分工合作的能

力。

四、分享經驗

整合成果

（一）進行成果發表活動：

可以透過發表、討論或閱讀的資料分享獲得完

整的學習。

（二）教師綜合各小組的報告，提出整合性的

階層圖或網狀圖示以形成結論。

1.養成溝通、發表、聆

聽及做理性思辨獲得學

習。

2.由不同的經驗之比

較，獲得綜合統整的理

論或見解。

3.培養自信並尊重及欣

賞別人成果的情懷。

五、綜合評鑑

推廣運用

（一）利用演講、辯論、寫報告、做作業、答

覆問題等方式，將新獲得的概念運用出來，這

樣可以使新獲得的概念融納入原有的知識體系

中。

1.穩定概念 ：利用練

習、問答、發表等活動，

使剛學習到的概念得以

內化。

2.拓展視野：培養創造

能力，推理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參考陳文典（2003）主題式教學活動設計，載於黃茂在（主編），九年一貫課程自

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主題式教學活動設計，7-14。

綜合文獻可知，主題教學以學生為中心，重視學生的生活經驗與興趣，強調從實際的

創作或學習過程中，得到完整的學習經驗。教師在整個教學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帶領學

生進入互動式的學習情境。因此，在教學上教師要有一定的專業水準，從主題的選擇、課

程的規劃、資料的搜集，甚至於不同學科領域專業知識的涉獵皆要有所考量，方能發展良

好的教學歷程，以激發學生主動的學習意願，進而達成完整的學習經驗。

三、與創造性舞蹈之相關性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主題教學與創造性舞蹈運用於課程的意涵有許多的共通點，研究

者參考詹文娟譯（1994）《瑞吉歐.愛迷里亞的一些基本精神》，彙整說明其相似之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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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 2-2-3：

表 2-2-3 主題教學與創造性舞蹈對應表

主題教學 創造性舞蹈

統整性 1.強調知識概念的統整性設計，並提供

完整的方案學習。

2.課程範圍廣泛，為顧及各個面向，需

歷時較長的時間或偏向某單一學習領

域發展。

3.概念與概念間的統整性較佳。

1.舞蹈本身具有統整性質。

2.創造性舞蹈從統整出發，可變化出千

變萬化的課程，是融合其他學科的理想

傳遞媒介。

3.以舞蹈為輔之統整，可成為其他學習

科目的輔助教材。

程序性 具模仿→創作、具體→抽象，自淺入

深、由簡漸繁的概念

由簡入繁規劃課程，累進式增加困難度

與複雜性。

均衡性 強調知情意並重的學習。師生共同合作，學習者主動學習、教師輔助學習。

生活性 顧及學習者生活的實用性，以課程統整

化、教材生活化、教學活動化為其教學

方式

1.兼具教育性、藝術性、社會性

2.教學目標掌握 SMART：Specific（明

確的 ）、 Measurable（ 可評估的 ）、

Achievable（可達成的）、Realistic（具體

實在的）、Time-bound（有時限的）四

個原則

遊戲性 利用角落探索和設計各種不同的興

趣，以分組或團體活動來進行

可透過遊戲引導教學，強調發現→探索

→表現→轉化→創造學習歷程

可行性 依其意涵可知兩者皆具備此原則，但會受大環境因素限制其發展

簡要性 1.運用主題概念網，指引教學方向

2.提供彈性的計畫：靈活運用或應變學

習者學習上的需要

1.明確掌握探索主題與要點，環繞主題

串聯發展，不拼湊過多元素。

異同性 透過觀察、記錄與學習檔案，瞭解學習

者的個別差異

1.尊重個別差異

2.鼓勵創新表現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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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九年一貫表演藝術課程與相關研究

一、九年一貫表演藝術課程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Arts and Humanities Learning Area)」意指

三至九年級的藝術學習課程，是以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等三方面作為藝術學習的主

要內容，教學必須經由藝術陶冶，涵育人文素養的整體領域課程實踐，主要培養每一位學

生藝術表現、審美與實踐學習之三主軸能力，以豐實生活，發展繼續學習的藝術基本能力，

鼓勵其積極參與藝文活動，提升藝術欣賞能力，陶冶生活情趣，並以啟發藝術潛能與人格

理性與感性均衡健全發展，達成「學校一般藝術教育」的價值與目的（教育部，2008）。

（一）課程發展沿革

國民教育階段，「表演藝術」是在九年一貫課程改革中首度納入國家課程標準的課程。

表演藝術在教育體系的發展，是由朝野協同、政府責承審藝教改方向及總統頒佈藝術教育

法而納入教育體制之中，由民國七十六年政府宣布解除戒嚴，由主權在民延伸為「以人為

本」的教育理念，對於傳統「一言堂」、「填鴨式」制式化的教育，由民眾力量所產生的教

育改革（李其昌，2004：77-78）。於 1997 年公布、2000 年修訂公布的「藝術教育法」

第一章第二條第一款明列藝術教育之類別為：「表演藝術教育、視覺藝術教育、音像藝術

教育、藝術行政教育、其他有關之藝術教育」確定表演藝術與音樂、視覺藝術一同列入藝

術教育的主要依據；同時，第四條闡明藝術教育之實施分為：「學校專業教育、學校一般

藝術教育、社會藝術教育」；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規定：「學校一般藝術教育以培養學生藝

術知能，提昇藝術鑑賞能力，陶冶生活情趣並啟發藝術潛能為目標；各級學校應貫徹藝術

科目之教學，開設有關藝術課程及有關藝術欣賞課程並強化教材教法；前項之藝術欣賞課

程應列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共同必修；並由教育部統一訂定課程標準，使其具一貫性；各

級學校應充實藝術教育設施、美化校園環境、辦理各種與生活有關之藝術活動，並鼓勵校

內藝術社團之發展；各級學校應善用地區藝術資源，加強與藝術機構之交流，提昇一般藝

術教育品質」（總統公佈法律令，2000）。藝術教育法的公佈，使表演藝術擁有正式的法源

基礎，進入學校一般藝術教育的教學體制中。同年 9 月 30 日教育部公布《國民中小學九

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七大領域「藝術與人文領域」中則包含音樂、視覺藝術、表演藝

術等課程，「表演藝術」首度納入國民中小學學校一般教學科目，成為國民義務教育的一

環，使的我國藝術教育正式迎向新的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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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精神與內涵

表演藝術課程涵蓋舞蹈與戲劇兩大範疇，其教育性質定位在學校一般藝術教育，是以

陶冶學生對藝術作品的感受、想像與創造的人文素養，並積極參與藝文活動為主要內涵。

其課程目標為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而表演藝術教材內容則包含肢體與

聲音的表達與藝術展演等範疇，教育部更在 92 年公佈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補充說明》中，清楚敘述關於表演藝術教學內容可以思考的方向如：身體的動作元素和技

巧、表演原則過程和結構、瞭解表演是一種創造和傳達意義的方式、透過表演展現批判和

創造性思考、展現和瞭解各種不同的文化和歷史時期的戲劇和舞蹈表演、表演和生活的關

係、表演連結其他學科等七項 (張曉華，2004)。

表演藝術基本學習內容包含：表演知識、聲音與肢體的表達、創作、展演與賞析等範

疇。在表演藝術教材內容出現肢體、舞蹈、地方戲曲、劇場、歌舞劇、戲劇等（教育部，

2008）。2000 年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時綱要」中所列出的表演藝術教材編

選內容為：「包含觀察、想像、模仿、創意等肢體與聲音的表達、聯想創意(編寫劇情、即

興創作、角色扮演、綜合表現等)、戲劇(話劇、兒童歌舞、皮影戲、鄉土戲曲、說故事劇

場等)、欣賞等」（教育部，2000）。2003 年在「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表演藝

術教材編選教材內容與範圍在文字上則簡化為：「包含─肢體與聲音的表達與藝術展演等

範疇」（教育部，2003）；而後，2008 年，在「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再次修

訂表演藝術教材編選基本學習內容要項為：「包含表演知識、聲音與肢體的表達、創作、

展演與賞析等範疇」，教材內容出現肢體、舞蹈、地方戲曲、劇場、歌舞劇、戲劇等等（教

育部，2008）。此課程發展歷程，釐清表演藝術的教學內容不應侷限在戲劇教學，而是包

含「表演知識」及以「聲音與肢體」為主要媒介進行表達、創作、展演與演出賞析等更寬

廣的表演藝術概念。

周淑卿（2004）提出，中小學教育階段中的表演藝術課程，本來就不是以專業技巧的

鍛鍊為目標，而是一方面要藉著「身體」來開發學生的想像與創造力，一方面引導學生認

識這豐富多采的表演藝術，激發對美的感受與愛好。廖順約（2006）認為，表演藝術是包

括人類運用身體和聲音所呈現的所有表演活動，是以戲劇綜合表現的特質，結合舞蹈教學

肢體和空間的創意，將肢體動作、節奏和韻律、創意即興、肢體造型等舞蹈教學的基礎課

程互為運用。廖順約（2007）也提及表演藝術不只侷限於一項學習科目，它應更加寬廣的

運用於生活中，將表演當成生活的一部份，以表演帶入其他學科學習，活化學習過程，讓

表演的探索更具廣度，這說明了表演藝術不同於其他學科的重要性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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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表演藝術在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統整的概念下，其教學內涵應回歸藝術本質，

發展直覺、感受、感覺、覺知、感性、感情、情境等特質，並且是藝術品及藝術活動中美

感智慧的分享性、感染性、傳達性等特性，有想像與創造之境界與感動；而學習內涵應遵

循藝術教育課程教學與學習準則：藝術形式內涵的認識（understanding）、藝術知識的學

習（knowledge）、技巧表現（skills）學習三大面向（呂燕卿，2002：388）。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表演教學要能教導學生透過本身的肢體、聲音，傳達情感、

思想與發展創意的特性，了解表演藝術的內涵，使學生產生自信、敏銳、專注，具有想像

力和創造力，對藝術演出有欣賞、感受與批判能力，且能夠與人合作，進而透過此能力去

探討學生內心與外在的世界。因此，表演藝術課程設計應依循學習領域內涵與目標，並應

提供學生完整的活動；課程目標除了審美藝術的培育之外，更應增加讓學生從做中學、時

濟透過身體經驗的學習機會，以呼應了九年一貫中所強調的「帶著走的能力」。

二、表演藝術課程相關研究

（一）國民教育階段，表演藝術課程相關論文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自九十學年度起實施，研究者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網站，彙整 2002 年至 2010 年表演藝術課程的相關論文，所得結果依研究對象分

成國中、國小兩階段，並依時間順序整理如下表 2-3-1：

表2-3-1 表演藝術課程之相關論文一覽表

編

號

研究

對象
研究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方法

01 張婉鈞 2010 合作學習融入表演藝術課程對學生人際關係影

響之研究---以八年級為例

行動研究

02 彭怡鈞 2010 九年一貫表演藝術科舞蹈課程對於國中生學習

成效之研究

問卷調查

量化研究

03 彭惠娟 2010 表演藝術課程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之研究－以

新北市七所國中為例

問卷調查

量化研究

04

國

中

階

段

黃韻伊 2010 臺北市國中生表演藝術課程學習滿意度之研究 問卷調查

量化研究



47

表2-3-1 表演藝術課程之相關論文一覽表（續上頁）

編

號

研究

對象
研究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方法

05 黃瀞瑩 2010 戲劇活動策略運用在國中表演藝術課程之行動

研究---以輔導慈暉班學生自我概念形成為例

行動研究

06 李旻蓉 2009 戲劇策略走入國中表演藝術課程之行動研究---

以性別議題為例

行動研究

07 林美宏 2009 舞蹈遊戲融入表演藝術課程之行動研究－以國

中一年級班級為例

行動研究

08 江 姍 2009 在表演藝術課中進行創造性舞蹈教學對國民中

學學生自信心影響之行動研究

行動研究

09 沈邑蓎 2009 「酷凌行動」計畫在國中表演藝術課程的實踐

－以校園衝突、霸凌為主軸

行動研究

10 洪秀芬 2009 高雄市表演藝術團體與國民中小學表演藝術課

程合作之探討

個案研究

輔以觀察

11 詹雅琇 2009 藝術教師專業背景與課程設計取向調查之相關

研究—以國中表演藝術教師為例

問卷調查

量化研究

12 陳憶如 2008 口述歷史劇場策略運用在國中表演藝術課程於

情感同理與分享之行動研究

行動研究

13 黃素玲 2008 生命教育融入表演藝術課程對國中生生命態度

及人際關係之影響

準實驗研

究

14 黎煥鵬 2008 苗栗縣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領域教師表演藝術

教學現況研究

問卷調查

訪查法

15 黃馨儀 2006 國民中學表演藝術課程實施現況調查研究 訪談法

16

國

中

階

段

劉淑惠 2004 戲劇教學之傳播溝通效果研究以高雄市某國中

表演藝術教學為例

問卷調查

實驗研究

17 林文鵬 2008 表演藝術在教學上之運用—以國小六年級為例 行動研究

18 陳怡雯 2005 表演藝術評分規範之發展與建立 --從國小五年

級戲劇教學出發

行動研究

19 林翠鈴 2002 國小一年級教師對表演藝術概念認知、實施活

動類型與實施困難之研究

問卷調查

訪談法

20

國

小

階

段

王文信 2002 國小教師實施表演藝術戲劇教學之個案研究 教師觀察、

訪談、文件

分析、問卷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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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文獻資料，可知近年來表演藝術課程的研究方向，可從幾個面向分析如下：

1.研究對象

國中階段有 16 篇相關論文，行動研究為方法的論文，多以七、八年級作為主要研究

對象；問卷調查的量化型研究，則較無年級之分別。國小階段有 4 篇，研究對象為小一、

小五、小六，沒有三、四年級的研究。

2.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以行動研究法被採用最多次，第二個為問卷調查法，輔以訪談法為多，另有

個案研究法、準實驗研究法等運用。

3.研究主題

多以介入、融入式的課程實施為研究方向，舞蹈遊戲、戲劇策略、酷凌行動、生命教

育、合作學習等皆有相關研究。另有許多探討學生表現部分的研究，如人際關係、學習成

效、學習動機及意願、自信心、個案表現、自我概念等研究。課程發展以運用策略進行課

程為主，如戲劇策略、舞蹈遊戲、口述歷史劇場策略等方式，進行課程設計與實施之研究。

4.其他

部分研究不以學生或課程為主，如高雄市表演藝術團體與國民中小學表演藝術課程合

作之探討、苗栗縣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領域教師表演藝術教學現況研究、國民中學表演藝

術課程實施現況調查研究等相關研究。

（二）國民教育階段，表演藝術課程相關期刊文獻

研究者透過「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文獻資訊網」與「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兩個

網站，查出 12 篇相關期刊文獻，依時間順序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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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 國民教育階段表演藝術課程之相關期刊一覽表

編號 作者 文章名稱 期刊名 年/月

01 林玫君 表演藝術評分規範之建立--以小學低年級「戲劇創作

能力之應用」為例

當代教育研

究

2010/06

02 林玫君 國小戲劇課程之實作評量研究--建立「戲劇基本能

力」之評分規範

教育學刊 2010/06

03 李傳玲

洪進隆

愛上表演--戲劇表演藝術的認識與初體驗 南投文教 2010/03

04 林幼萍 建構理論對藝術人文教學的影響與實踐--以表演藝

術賞析課程爲例

興大人文

學報

2009/09

05 黃寶靚 多元智慧應用於表演藝術課程與教學--以健康促進

短劇為例。

教師之友 2009/02

06 邱敏芳 從服裝秀淺談表演藝術統整課程中的美感教育 教師天地 2008/04

07 廖順約 表演藝術教學評量 教師天地 2008/04

08 林玫君 表演藝術之課程發展與行動實踐---從「戲劇課程」

出發

課程與教學 2006/10

09 廖順約 表演藝術教教看---三年級表演藝術教學實例 美育 2006/07

10 張中煖 我對表演藝術教育的看法 美育 2005/09

11 張文龍 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領域停看聽--從全國表演藝術

課程實施問卷調查看教學現況。

美育 2005/01

12 張文龍 表演藝術戲劇教學於九年一貫藝術人文領域之探索 課程與教學 2003/06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研究者根據相關論文、期刊彙整歸納，發現表演藝術課程的相關研究，多偏重於個案

研究、教學方法、行動研究、問卷調查量化研究，或是藝術與人文領域的實施現況調查等

方向；許多以課程設計為主的研究，如多元智慧、生命教育、性別議題、口述歷史劇場策

略、讀者劇場、酷凌行動、舞蹈遊戲等，顯示出表演藝術課程可融入各項議題且具有多樣

性的課程發展，同時，利用表演藝術生動活潑的教學方式，均可以有效達到教學目標。而

從文獻的探討中了解到表演藝術不論在教學內容的編排、多樣化教學方法、多元評量等方

面，都有其需要努力的方向，為迎接創新的未來，要有創新的表演藝術課程。不論在各方

面都要有創新改變，本研究期以『武蹈』課程進行表演藝術藝術在課程上的創新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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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了解以中國武術為主題發展之創造性舞蹈 教學實施於國中表演藝術課程

之設計與實施情形。探求師生以主題教學模式共構課程的可行性與其發展，並呈現學生經

由文化概念的啟發所展現的肢體表現。實際教學中研究者即教學者的角色，於教學場域發

掘問題、解決問題的循環歷程中，採質性取向的行動研究法以達解決實務問題之目的。行

動研究步驟包含行動規劃、行動與行動結果的事實發現與報告呈現，研究者彙整本身教學

經驗與文獻閱讀整理，規劃本研究主題概念網與課程模式架構，教學活動設計經由創造性

舞蹈與創造性戲劇之學者專家進行效度檢核，以利實際教學之行動發展。研究者於過程中

發現問題時，除尋求相關文獻外，同時和專家小組透過討論以解決問題。為呈現研究資料

可信度與結果真實性，研究策略上運用觀察法、訪談法以及多元資料蒐集與檢核，於蒐集

過程不斷反省自己收集方法使用上對研究對象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檢視研究者於整個研究

過程的所見所思。

本章包含與本研究有關研究方法之討論：第一節行動研究法、第二節研究設計與時

程、第三節研究場域及參與人員、第四節研究工具、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行動研究法

本研究採質性取向的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進行以中國武術為主題發展之創

造性舞蹈教學實施於國中表演藝術課程之研究，透過計畫、行動與觀察三者間的相互循

環，探討與分析其教學歷程；透過教學實務與批判性思考兩者間的持續對話，期能促進教

師的專業成長。本節研究者將針對行動研究的意義、理論基礎、實施程序與課程改革及教

師成長之關係進行整理與說明。

一、行動研究的意義

行動研究要如何賦予意義？答案就在研究的參與者身上。不管誰是發動者，當共同關

心的問題產生的同時，行動研究就會悄悄的開始了。1991 年，Elliott 明確指出，行動研究

目的在改善實務，而不只是產生知識而已。1998 年，Kemmis＆McTaggart 認為，行動研

究是藉由參與者透過集體反思的探究形式，目的是為了改進自身所處的社會或教育實踐中

的合理性及公平正義，以及對這些實踐的理解。2001 年，McNiff、Lomax、Whitehead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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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動研究是實務工作者研究的型態，用以改善工作中的專業實務問題（張鈿富，1986）。

因此，行動研究的概念是一個慎思熟慮的行動，參與者加深了彼此的參與度，行動過程中，

除了個人的實踐之外，應加入一份對社會或教育環境的關懷。

行動研究是一種結合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方法，就字面上來解讀有「行動」與「研究」

雙重意義，可一面研究一面改進，並可隨時修正是其特點，故行動研究法又稱為「實踐研

究法」（蔡清田，2000）。對一個實務工作者而言，光有理論基礎是不夠應對職場上種種挑

戰的，因此，透過行動研究可以改善與面對更多實務工作上的問題，縮短理論與實務上的

差距。行動研究是一種有系統的、深度的反思歷程，將其運用於教學現場時，有助於教師

進行教室情境的探究與試驗；欲嘗試改進本身教學之教師，可透過實驗性的教學來檢驗教

育理論的各種假設，或解決教學現場所遭遇的種種問題（蔡清田，2000）。行動研究的焦

點著重於及時性的應用，而不在理論的發展；強調教室當下情境中的問題，而不具普遍性

的應用原則（王文科，2002）；它是一種知、行、思的教師專業成長方式；是一種從經驗

獲取知識的過程；是一種學習與成長的歷程；教師可透過行動時的反省與探究，建構自己

的專業基礎，並從中獲取更多的專業知識與成長（蔡清田，2000；甄曉嵐，2003）。

行動研究實施程序可以「螺旋循環」的模式進行研究的歷程。1952 年，行動研究之

父 Kurt Lewin 描述螺旋式循環過程包括計畫、執行和探索。1986 年，Kemmis 創立行動研

究「螺旋」表徵，納入 Lewin 模式的特徵，其模式包括探查、計畫、首次行動步驟、調

整、反省、再思考與評鑑。另有多位學者，如 1994 年 Emily Calhoun、Gordon Wells、1996

年 Emest Stringer、2000 年 Richard Sagor、2002 年 John Crewell 提及行動研究的參考模式，

其關鍵概念皆顯示：根據「問題」或「焦點領域」的目標感（確認焦點領域）、觀察或調

控實務（資料蒐集）、綜合蒐集到的資訊（資料分析與詮釋），以及某種不變的「行動」，

使研究者「循螺旋方式」重複回到所進入的過程（發展行動計畫）。此四個步驟可稱之為

「辯證的行動研究螺旋」（Dialectic Action Research Spiral），如圖 3-1-1 所示，提供教師研

究者實用的指引，以及解說如何進行探究（蔡美華譯，2003：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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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辯證的行動研究螺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行動研究是動態的研究，也是專業發展的歷程。因此，教師從事行動研究，每一個人

都是一個行動源，行動過程中，從發現問題到彼此觀點的協商，行動計畫的擬定到問題的

解決，每一個環節都不是固定不動的。因此，行動研究是一種持續的、創造性的活動。而

研究者的研究概念即是如此。

二、教育應用理論基礎

陳炳男（2005）認為行動研究的目的不在於增加理論知識，而在於改善實務工作環境、

解決立即性的實務問題。行動研究的應用領域極為廣泛，而教育行動研究特別指在教育情

境中，由教育專業工作者（通常指教師）進行，用以改善教育專業實踐，並獲至專業理想

的行動研究。

柯雷在 1953 年出版《改進學校設施的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to Improve School

Practice)一書，將行動研究廣泛介紹到教育界。此後行動研究在教育上逐漸成為對行政、

課程、教學各方面之實際問題謀求革新的一種重要方法 (張鈿富，1986：103-104)。自 1978

年 John Elliott 出版的《什麼是學校中的行動研究》（What is action research in school？）

一書，重新界定教學專業的意義，強調「探究」為教師對其日常生活反省的歷程。英國「教

師即研究者」運動在 1960-1970 年間，隨著學校本位課程改革（School-based curriculum

reform）而興起，經 Stenhouse、Elliott 等主持者的提倡，政府、相關機構支持，與學校、

教師的參與而迅速擴展。而 Winter 是首位致力於教育行動研究理論探討的學者，以「辯

證」的精神統整研究與行動的關係，以「反省」的功能代替實證主義的自然科學探究模式

（引自夏林清譯，1997：57-64）。陳惠邦（1998）指出行動研究的理論基礎係在發展過程

中，從實證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等研究典範互動而逐步醞釀發展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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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研究實施步驟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有其一定的程序或步驟，行動研究亦然。根據多位對行動研究探討

者(呂廷和，1971：94-108；楊紹旦，1981：42-44；張鈿富，1986：112-113；李祖壽，1979：

267-269)的看法，行動研究應有七個主要的實施步驟。茲概述如下：

（一）發現問題

行動研究的問題通常就是實際工作中所遭遇的問題。行動研究由此開始。

（二）分析問題

即對問題予以界定，並診斷其原因，確定問題的範圍。對問題予以縝密的界說，並在

問題界定的同時，要能獲得問題範圍內的證據，以期對問題的本質具有較為清晰的認識。

然後據以研究問題的基本因子和原因，以期能順利的進行次一步驟的活動。

（三）擬定計畫

在計畫中應包括研究的目標，研究人員的任務分配，研究的假設及蒐集資料的方法。

如果有必要，可包括一項參與研究的人員的基本研究技術的講習。

（四）蒐集資料

應用有關的方法，如直接觀察、問卷、調查、測驗等，有系統的來蒐集所需的資料。

（五）批判與修正

藉著情境中提供的事實資料，來批判修正原計畫內容之缺失。

（六）試行與考驗

著手試行，並且在試行之後仍要不斷的蒐集各種資料或證據，以考驗假設；改進現況，

直到能有效的消除困難或解決問題為止。

（七）提出報告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完整的報告，但須注意本身研究資料的特殊性，以免類推應用到其

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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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行動研究的實施步驟，與一般實證研究的差異並不很大。最主要的不同，也可說

是行動研究的特色，在於其問題的發生多在工作的實際情境之中，以及行動研究的發展

性，其計畫的內容並非在決定之後就一成不變的直到研究完成 ，而是容許也必須隨時檢

討，不斷修正以符合實際情境的需要，也因而顯示了行動研究中「行動」的意義。

四、與課程改革及教師成長之關係

秦麗花（2002）表示行動研究是教師專業自主的利器，可將教師的教學、自我評鑑、

教學改進，以及教學專業發展等工作緊密地產生聯結，使教學者成為專業發展的主人。吳

怡瑢（2007）歸納出「理論的意義在於行動」、「教師即研究者」、「對意識形態的反思、覺

察與批判」、「知行一體的教學本質」四個觀點來說明行動研究與教師成長的關係。因此，

行動研究是一種有系統的、深度的反思歷程，將其運用於教學現場時，有助於教師進行教

室情境的探究與試驗，欲嘗試改進本身教學之教師，可透過實驗性的教學來檢驗教育理論

的各種假設，或解決教學現場所遭遇的種種問題。此行動的焦點著重於及時性的應用，而

不在理論的發展；強調教室當下情境中的問題，而不具普遍性的應用原則；它是一種知、

行、思的教師專業成長方式，是一種從經驗獲取知識的過程，是一種學習與成長的歷程，

教師可透過行動時的反省與探究，建構自己的專業基礎，並從中獲取更多的專業知識與成

長（陳惠邦，1998）。

綜上論述可知，行動研究法是一種教師自我反省探究的形式，用以改善學生在教學情

境中的表現，檢討學習成果，增進教師對實務的瞭解。而課程發展確實考驗著教師的專業

能力，是一種教師透過設計、實施、反思與評鑑的專業成長歷程。蔡清田（2000）指出：

教師是課程的運作者，對於課程的實際問題、困難以及成效最為清楚，因此教師即研究者，

而且是一個課程的行動研究者。「教師即研究者」、「教師即課程設計者」、「教師即教材開

發者」之理念伴隨著行動研究的行動力，將更符合且具說服力。

研究者實施表演藝術教學近八年的時間，累積了不少實務經驗，同時間也透過自修與

在職進修研讀了許多與表演藝術教學相關的理論，但是隨著研究者在教學中有系統的實施

後，逐漸發現更多新的問題，於是又回到文獻中尋找更精闢的理論以為解決。最終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將理論與實務作更適切的配搭，並和大家一起分享教學的心得與經驗，提供相

關的教學活動歷程給同為表演藝術教師作為參考及自我提升的專業成長。因此，研究者認

為「行動研究」是本研究最適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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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時程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進行以中國武術為主題發展之創造性舞蹈教學實施於國中表演

藝術課程之研究，其作法係依據「主題教學」組織課程模式架構，並選擇「創造性舞蹈」

作為教學方法；兩者結合的目的：一為探討師生以主題教學模式共同建構課程的可行性與

發展情形；透過教學者的引導與催化，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想之外，教師還需要透過

實際的師生對話，挑戰教與學的不確定性，並以正確的思考與視野，決定課程的進行方式

與活動內容；另一目的則為透過創造性舞蹈引導發現式的教學方法，提供學習者「發現→

探索→表現→轉化→創造」等進程式的學習歷程，促使學習真正從身體開始。本研究期待

學習者能藉由中國武術的引動與啟發，從身體開始學習並探索舞蹈的動作元素，以肢體為

媒介，連結武術、武功概念的認知、進而展現自我肢體能力。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的螺旋循環模式，實施評估和檢討，接著修正執行，再獲取結果探

討分析。教師藉由教學過程中學生的反應、教師的省思與諍友的回饋等課程紀錄，進行檢

討與修正，並調整課程內容詳細紀錄之；同時於教學行動進行中，發現與了解課程進行時

所遭遇到的問題與困難，利用課程紀錄與課後反思，評估整體課程成效，並提出具體內容

與結論，期待作為未來現場教師嘗試進行此課程計畫的參考。

二、研究時程

研究者將整個研究時程分為：準備期、發展期、實施期、整理期四期。研究時間自

2009 年 9 月開始，預計於 2011 年 7 月完成，為期兩年的時間；各階段的工作內容，說明

如下：

（一）準備期（2009.09~2010.02）

主要是發展研究問題，針對舞蹈教育、創造性舞蹈、中國武術文化、九年一貫藝術與

人文等文獻進行初步探討後，聚焦研究問題。

（二）發展期（2010.03~2011.02）

主要工作為確定研究方向，深入文獻蒐集與探究，形成研究計畫之擬定，並在 9 月開

始利用四週四節課的時間內實施試驗性研究，確認研究的可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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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期（2011.03~2011.05）

本研究課程預計從九十九學年度的下學期（2011.03~2011.04）開始實施，行動方式為

選定七年級某個班級，一週進行一次表演藝術課程，共八週八堂課。研究者於進行課程實

作後，利用教學日誌、省思札記、諍友與學生回饋及其他文件資料進行課程分析，發現問

題、修正調整並詳細記錄。八週課程結束之後，再次以師生對話的方式，討論學生較感興

趣或操作過程較不完善的課程，若有必要，亦可重新實施該課程，如此循環以符合行動研

究之歷程。

（四）整理期 （2011.05~2011.07）

此階段主要工作為整理分析實施階段的研究結果，透過蒐集到的資料進一步探討研究

歷程，完成論文之撰寫。

茲將研究時程進度表整理如下：

表 3-2-1 研究進度時程表

階

段

時

間

時程安排

工作內容

2009.9~

2010.2

2010.3~

2011.2

2011.3~

2011.5

2011.5~

2011.7

醞釀研究問題

文獻閱讀與蒐集

關注問題焦點

準

備

期

六

個

月

確定研究方向

深入文獻探討

擬定研究計畫

發展課程計畫

發

展

期

十

二

個

月 檢核課程設計

實施課程與課程評估實

施

期

三

個

月
以行動策略循環運作

整理分析研究歷程

歸納撰寫研究結果

參與口試評鑑

整

理

期

三

個

月

正式發表論文計畫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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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場域及參與人員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課程實施對象為宜蘭縣立羅東國中七年 A 班之全體同學，上課地點在該校

的表演藝術專科地板教室，教學者即研究者本人。以下簡介說明研究場域中的對象及參與

人員。

（一）學校

▓ 羅東國中

本研究之教學場域為研究者所任教之宜蘭縣立羅東國中，學校座落於羅東鎮市區，校

地面積約五‧六公煩，校園寬廣完整，環境幽雅。目前全校現有普通班六十班、資優舞蹈

班三班、啟智班三班，潛能開發班二班，共六十八班；教職員工一百七十九人，學生二千

三百餘人，為宜蘭縣內指標型的中大型學校。

羅東國中創設於民國三十三年，至今已有 67年，由於歷史悠久、學風良好，備受地方

支持，在歷任校長卓越領導、師生共同努力，校務不斷研究創新成長茁壯，教學成果廣被

認同。該校頗受學生喜愛的藝術與人文領域，擁有全縣最完整之師資陣容與正常化、優質

化的課程教學，其設有專任音樂教師三名、視覺藝術教師三名、表演藝術教師三名，另聘

任表演藝術代課教師一名、音樂兼任教師一名，計有 11名教師。普通班每班每週皆有三

堂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程，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課各為一節課，每節時間 45分鐘。

表演藝術的上課地點，除一般班級教室之外，另有表演藝術專科地板教室，需脫鞋上課。

研究者為該校專任表演藝術老師，每學年依教務處排定教授七至九年級的表演藝術課程，

任教班級共有 18個班，九十九學年度授課班級配置為九年級 6個班、八年級 4個班、七

年級 8個班。

（二）實施班級

▓ 七年某一班

研究者經由事前的意願調查，從任教學校選取七年某一班作為實施班級。以下以七年

A 班代表該班並進行背景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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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某一班的班級人數，女生 15 人，男生 17 人，全班共 32 人；該班導師為數學領

域的女教師，在校年資已有十年以上。研究者依上學期的教學觀察得知，該班導師的帶班

方式較為嚴格，班級幹部及班務處理等班級制度完善嚴謹，研究者於該班的表演藝術課程

中，很少有課室規則等問題需要耽誤時間進行處理。該班級的 32 號男同學，因個人學習

問題，歸屬本校資源班學生，需配合課程安排脫離原班級至資源班上課，因此未能全程參

與上學期的表演藝術課程活動；但該生對表演藝術課程的學習興趣濃厚，主動要求參與此

次的『武蹈』課程。

七年某一班的學習情形良好，與教師的互動關係極佳；預先的意願調查情形，全班

30 位同學對『武蹈』課程表示有興趣，僅一位女生和一位男生表示對『武蹈』沒有太大

興趣。研究者在學習意願高與課室使用無虞的考量下，選擇該班作為課程實施對象以進行

研究。

（三）研究場所

研究者實施本研究課程之地點為該校表演藝術專科地板教室，上課的學生和老師皆需

脫鞋入內上課。此教室原為舞蹈班的舞蹈教室，空間比一般班級教室大，足夠容納一班約

35~38 位同學在此進行較大的肢體活動課程。該教室備有電腦、投影設備、DVD PLAYER

及音響設備，教室有兩個出入口和一整排的窗戶，天花板上掛有兩支吊扇和投影機一台，

其中一面牆壁有懸掛式的白板及可升降的投影布幕，另有電腦桌一張擺放電腦設備、置物

櫃一座及課桌椅數張。其餘空出的場地即為表演藝術教學時的主要空間。行動課程實施

中，以對角方式擺放兩台攝影機進行定點式錄影，以便詳實紀錄上課狀況，教室空間如圖

3-3-1 所示。

圖 3-3-1 羅東國中表演藝術專科教室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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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人員

（一）教師研究者

行動研究中，研究者即教師者，研究者進行教學，同時觀察自己的教學成果，依據學

生反應，據以調整教學方式（蔡美華譯，2003）。本研究進行中，研究者具備「教學者及

研究者」，同是也是「完全參與者」的雙重角色。從事教學現場的教學工作之外，也是觀

察、記錄並進行問題解決的研究者。

研究者從舞蹈專業教學者正式成為一般藝術教育領域的工作者，已有近八年的時間。

2003 年從臺北藝術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順利結業之後，很幸運地考進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擔任藝術與人文領域表演藝術專任教師。當時，九年一貫教育正逢實施初期，該校在很短

的時間內就聘足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各科教師，使該領域可以在國民教育的變動時期，實施

正常且專業化的教學。特別是表演藝術的部份，研究者進入該校以前，已有一位戲劇專長

的專任表演藝術教師和一位同時於舞蹈資優班教授芭蕾課程的舞蹈 專長教師，這確實是縣

內少見且完整的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團隊。除此之外，該校經常性地舉辦藝術相關活動，

如七年級的英語聖誕歌曲表演和青春 LIVE 秀；八年級的話劇演出；全校性的藝文講座與

歲末聯歡才藝表演等，皆為學生提供了許多藝術參與及學習的機會。而這些現有條件皆是

研究者在教學路上的強力後盾。

教學對象的改變，為原先教授舞蹈專業課程的自己帶來許多的挑戰。「不同角色的專

業能力如何運用於教學上？」、「如何為學生創造更多實質的舞蹈經驗？」、「如何為普及舞

蹈教育盡一份力？」這些思索，成就了以中國武術為主題發展之創造性舞蹈教學研究，這

也是研究者為實現教學理想所跨出的一小步。

（二）研究諍友

本研究設有研究諍友一名，為研究者任教學校的同儕教師。她具有專業舞蹈背景，目

前教授舞蹈資優班的現代舞與國劇武功動作，協助研究者於實際教學時觀察教師授課、學

生反應等課堂情形。每堂課實施之前，研究者與她一同確認今日觀察重點，並請其填寫觀

察意見表，課後與研究者共同討論及給予建議。另外，也協助錄影、攝影等記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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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家小組

包括指導教授兩位，與共同參與研究指導Ⅰ、Ⅱ的舞蹈理論研究所教育主修組研究生。

（四）課程檢核專家

經指導教授推薦，邀請創造性舞蹈與創造性戲劇課程專家進行課程審核，並於 2011

年 1~3 月間執行完成。

（五）七年某一班導師

即研究對象的該班導師，於研究期間協助告知該班級的學習情形。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課程影像記錄、教師觀察暨省思札記、研究諍友意見、

學生學習回饋單、專家建議、其他文件資料等 6 種，說明如下：

一、課程影像記錄

本研究之課程影像記錄，包含錄影和攝影兩個部分：每次上課過程以兩台  DV 攝影

機進行全程錄影，兩台皆為定點式攝影，擺放在教室的斜對角位置，鏡頭鎖定在教師及全

體學生的活動範圍；攝影部分則由研究者或諍友依上課情形移動式彈性拍攝。此影音記錄

資料，作為教學省思與問題探討使用，為事後反思回顧之重要依據紀錄。

二、教師觀察暨省思札記

教師觀察暨省思札記分為兩部份：一為研究者依據影音資料詳細填寫每堂上課過程的

記錄，其中包含了課程操作情形、時間的分配、學生參與情形、發言狀況、肢體行為表現

等學習歷程與發生的問題；二為研究者自我對話的省思記錄，透過每堂行動日誌澄清個人

觀點與概念分析，以定期檢視行動歷程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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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諍友意見

研究者邀請任教學校之舞蹈專長同儕教師邱老師擔任研究諍友，共同參與『武蹈』的

上課過程，並於每節課後填寫諍友意見表，以第三者觀點給予建議。

四、學生學習回饋單

研究者將針對『武蹈』設計符合學習內容之學習回饋單，此回饋單可協助研究者瞭解

學生的學習狀況，及提供研究者課程設計難易度上的修正等。

五、專家建議

（一）專家小組對話

本研究行動歷程期間，研究者定期與兩位指導教授討論，同時，也藉由研究指導課程

與其他同學交換意見，形成小組討論形式；研究者將上述情形歸為專家小組，所共同討論

之內容的確有助於本研究之完善。

（二）課程審核的專家效度檢核

將本研究八堂『武蹈』教學活動設計、主題概念網及課程模式架構等文字記錄，請國

內知名學者專家進行課程效度檢核，相關兒童舞蹈專長領域上遴請兩位專家檢核，分別是

平珩老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副教授）、吳怡瑢老師（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

研究所助理教授）；創造性戲劇專長領域遴請容淑華老師（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育

所副教授）進行檢核，研究者參照專家效度檢核表中的建議內容進行課程內容與設計上的

修正與微調，以利課程實施。因本研究之課程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師生共構對話的方式

進行課程內容之建構與確定，故實際操作之課程內容，除參考專家建議之外，仍會依教學

現場彈性調整。

六、其他文件資料

本研究的其他文件資料，包含學生的單元學習單、相關教學資料等，做為研究者觀察

教學紀錄、省思教學目標及課程回饋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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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以行動研究質化取徑的資料蒐集方式，將文字資料與非文字資料蒐集彙整後，

採質性研究「歸納法」將資料整理分類後編碼呈現；本研究資料經由編號、分析後，採用

資料分析之多元檢核方式，以「比對法」不斷交叉、比對驗證，確認本研究信效度之準確

性。

本節資料處裡與分析分為三項陳述：一、資料分析步驟；二、資料編號；三、可信度

檢核。

一、資料分析步驟

本行動研究的資料分析有五個步驟，首先將本研究最大量的課程影像紀錄轉譯成文字

資料，再者彙集所有研究相關資料進行校正比對，確認資料的正確性後，將研究資料予以

分類處理，接著，依據研究之面向進一步探討與分析資料，最後則將資料呈現出來。五個

步驟分述如下圖 3-5-1 所示：

圖3-5-1資料分析步驟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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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編號

將資料清楚分類以利於本研究不同資料的分析與比對，因此研究者將分類後的各項研

究資料，依日期、不同類型與性質逐一分類編號。例如，影像紀錄於 2011 年 3 月 22 日

的教學活動，其編號為「教 0322」，作為資料上有效管理方式，資料編號分類如範例表

3-5-1 所示。

表3-5-1資料編號分類表

資料類別 編號方式說明 編號名稱

影像紀錄 研究者將教室內攝影機之影像紀錄轉譯成文字資料，代碼

為「教」，並以上課日期（0322）進行編碼

教 0322

照片紀錄 課程照片紀錄為「P」，以上課日期（0322）及張數編碼 0322P01

教師省思札記 教師所記錄的省思札記內容為「T省」，以填寫日期（0316）

編碼

T省 0316

諍友意見表 諍友所提供的回饋與意見為「諍」，以上課日期（0322）

編碼

諍 0322

學習回饋單 以學生號碼（S1、S37）分類編碼 S1學單

專家建議 依專家姓氏（「平」、「容」、「陳」）分類編碼 平建議

專家小組對話 專家小組對話為「專對」，依紀錄日期（0409）分類編碼 專對 0409

訪談班導師 與該班導師的訪談紀錄，以訪談日期（0409）編碼 班導訪 0409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三、 可信任度檢核

研究者持續注意自己觀點的前後一致性，並留意第三者的建議與不同的詮釋觀點，對

於教學現場所蒐集到的資料，研究者會參照當時的影像記錄，回憶當時互動的場景並轉譯

成文字記錄，再與諍友和專家小組進行對話之後，進行課程目標、教學方法的調整或其他

補充說明。

本研究的評估標準，參考蔡美華譯（2003）與甄曉蘭(2003)所提出的觀點，以提升本

研究的可信度。檢核的面向包括：「參與者檢核」、「研究者省思」、「三角檢核」、「對

現象忠實描述」四個部分，採取的方法與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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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與者檢核（member checks）

利用不同的工具與方法，多方的蒐集現場資料，並對所蒐集到的資料做詳盡而真實的

描述。

（二） 研究者省思（reflexivity）

藉由每日持續的觀察記錄，持續的檢閱並徹底的省思，以做為下一次行動的依據。

（三） 實施三角檢驗（triangulation）

藉由多重資料來源進行三角檢核，包括課堂影音紀錄、教學紀錄、省思札記等，藉由

不同的資料來源進行交叉檢驗，可提高研究結果的統整性、效度和準確性。

（四） 對忠實現象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

將現場遭遇的瓶頸或疑惑提出，和學生、研究諍友與專家討論，藉由不同觀點的審視，

協助澄清觀念並發現問題。

圖 3-5-2 信度檢核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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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行動歷程與分析

『武蹈』行動研究中關鍵性的環節與研究報告核心在於呈現「教學歷程」的敘述與分

析。本章研究者將於『武蹈』教學後，詳加檢視課程本身與實際教學歷程，全章分成三小

節：第一節武蹈課程發想、第二節武蹈教學發展、第三節武蹈課程發現，說明本研究之行

動歷程發展。

第一節 武蹈課程發想

一、課程設計

本研究規劃與設計的『武蹈』，係依據主題教學模式發展創造性舞蹈表演藝術創新教

學課程，藉由中國武術文化概念啟動身體的學習，並透過創造性舞蹈的教學方法引導探索

舞蹈動作元素，提供進程式的身體學習經驗。

主題教學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主題與課程內容可經由師生共構的方式產生，藉由統

整主題的相關概念，發展多個從做中學的課程單元。研究者考量舞蹈教育橫跨健康與體

育、藝術與人文兩大領域的發展歷程，試圖依據兩者的課程目標與教材內容，尋找相關主

題以連結發展主題式的表演藝術教學；再者，體認到在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只有回歸自

己文化傳統，從傳統再出發，才能創造特色，獨樹一格；因此，選擇「中國武術」作為課

程發展主題。

中國武術文化代表著中國的、東方的身體精粹，以此做為創造性舞蹈教學的發展主

題，旨在運用當代與生活化的傳統文化素材，透過創造性舞蹈的身體學習經驗，引領學習

者於舞動身體的同時，認識傳統、再創傳統，進而發展獨樹一格的創新傳統文化。教學活

動設計的編排方式，採用階段性的規劃和貫穿式的內容，藉以完整身體的學習、深化學生

的身體經驗，期許透過教材研發與課程建構，促成創造性舞蹈進入九年一貫教育的有效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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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述「主題概念網」、「課程模式與脈絡」、「教學活動說明」。

（一）主題概念網

根據主題教學模式，研究者有計畫地選定「中國武術」為課程發展主題，「創造性舞

蹈」為教學方法，並命名為『武蹈』，發展藝術與人文領域國中表演藝術創新教學課程。

教師選用中國武術的相關概念啟動課程、發展學習，內容包括：

1.基本的功夫：【手勢與腳位】、【模仿自然五禽戲】

2.表演性的功夫：戲曲武功動作【飛天十三響】

3.想像的功夫：金庸文字意涵【輕功名稱】

運用創造性舞蹈引導發現式的教學方法，強調【身體】、【空間】、【關係】三個動

作元素的探索與學習，並藉由「發現→探索→表現→轉化→創造」等進程式的學習歷程，

促使學習真正從身體開始。透過師生對話、共構課程的方式來確定教學內容是『武蹈』課

程的主要精神。因此，『武蹈』課程是結合了教師與學生兩者的想法，故在課程發展中保

留一個空間，鼓勵學生發表意見、提供想法，以落實學習者為主體、開放自主、生活化等

的教育意涵。另外，實際教學時，加入學生回饋、諍友觀察意見、專家審查課程建議、與

專家小組之對話，使整體課程更趨完整。『武蹈』主題概念網之設計概念與發展脈絡，以

圖 4-1-1、圖 4-1-2 分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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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武蹈』主題概念網之設計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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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武蹈』主題概念網之發展脈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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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結構與脈絡

『武蹈』課程實施於每週一堂的表演藝術課程當中，考量學校學期行事曆時間，為符

合行動研究螺旋循環的原則，首次的教學行動決定以八週為一個階段，並預留三週可再次

循環操作課程的時間。根據主題教學流程，將『武蹈』課程模式分為「師生對話共構課程

→實施課程→成果檢視回顧課程」三個進程實施現場教學行動。

武蹈課程結構與脈絡的執行過程與重點，分為三部份說明如下：

1.第一週，師生對話共構課程

此單課名稱為【武蹈總覽】，教學內容為教師介紹『武蹈』課程並說明主題概念網（一）

（二），藉此引發學習興趣並建立課程共識，透過師生雙向互動性的對話，以具體可行的

角度，討論並共同擬定『武蹈』課程的學習範圍與實施內容。

2.第二週至第七週，實施課程

實施課程部分又分為 A、B兩階段，每階段各三堂課。以武術概念啟動身體的學習、

以創造性舞蹈教學方法引導探索武術中的動作元素，為實施課程的重點，思考脈絡為：武

術基本動作的引導→武術相關圖片或文字的動作探索轉化→個人或群體肢體語彙的創新

表現；每單堂課程內容皆涵蓋武術概念與動作元素，每單堂課的分享活動中給予學生機

會，呈現該堂課程的學習內容。

A 段為第二週到第四週，單課名稱順序為【架勢十足】、【動物拳法】、【神龍大俠】，

武術概念著重在基本的功夫，包括「基本的手勢與腳位」、「模仿自然的五禽戲」兩部分，

強調的動作元素為「身體」與「關係」。B 段為第五週到第七週，單課名稱順序為【功夫

小子】、【見招拆招】、【神乎奇功】，武術概念包含表演的功夫－戲曲武功動作「飛天十三

響」和想像的功夫－金庸小說中的「輕功名稱」；動作元素著重於「空間」與「關係」。特

別說明第七週的【神乎奇功】，為整個武蹈課程的整合呈現，學生須將前幾週所學習到的

內容（動物拳法、飛天十三響、輕功名稱）加以討論、組合、排練，進行整合性的小組表

演活動；藉此堂課累積學生身體的學習經驗，亦可評量武蹈的學習成果。

3.第八週，成果檢視回顧課程

此單課名稱為【武蹈大觀】，內容為師生共同檢視與回顧『武蹈』課程的實施情形；

藉由師生互動討論與學生填寫學習回饋單（附錄十三）的方式，瞭解學生對自我表現與整

體課程的想法，並從中思索再次循環操作課程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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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蹈』課程結構，如圖 4-1-3 所示。

圖 4-1-3 『武蹈』課程結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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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神龍大俠

五 功夫小子

六 見招拆招

七 神乎其功

一 武蹈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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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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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禽戲、動物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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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像的功夫

金庸輕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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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設計說明

『武蹈』為國中階段表演藝術創新教學課程，在擬定主題、架構與內容之初，研究者

並未特別依據教科書來設計課程，但因有多年教學經驗，熟悉藝術與人文課程目標主軸，

完成教學活動設計之後，研究者發現『武蹈』的課程目標仍然符合課程綱要之意涵，故於

教學活動說明中，選擇以「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來呈現課程目標，

並列出主要分段能力指標項目，藉此呼應『武蹈』符合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綱要，

亦顯示教師具備自編教材、創新教學之能力。

教學活動設計的思考，將每單堂課的教學流程分為「啟動→發展→分享」三個階段。

實施課程時運用武術概念，從基本動作的引導，到圖片或文字的探索轉化，進而激發學生

創新表現的能力；每堂課中以動作元素貫穿整個學習過程，透過創造性舞蹈教學方法啟發

身體的學習、深化學生的身體經驗，促使個人與同儕的創意表現。因應師生共構課程的不

確定性與未知性，教師於『武蹈』實施前已初步擬定【實施課程】的教學內容，包括每週

次的單課名稱、欲達成的核心目標，以及每堂課相對應的武術概念與動作元素。

研究者據此概念，將課程目標的呼應分為三部份說明如下：

1.「探索與表現」

每一堂課程設計皆運用武術概念、動作元素、感官媒材，引導學習者肢體暖身與探索，

讓每位學生能在課堂中探索自我，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係，表現個人或團體藝術。

2.「審美與理解」

能透過個人或小組分享、欣賞的活動，從中體認武術、舞蹈的風格及其文化脈絡。

3.「實踐與應用」

從學習武術與舞蹈元素的過程中，能了解其與生活的關連，透過創造性舞蹈活動增強

對環境的覺知，從活動中認識武術、舞蹈，擴展視野，尊重與了解創作活動。

研究者視教學現場情形與專家審查意見，修正原訂課程設計，實際操作的教學內容有

詳盡的紀錄與撰寫；最初編寫的單課教學活動設計可參見附錄一至八。『武蹈』教學活動

設計說明如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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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武蹈』教學活動說明

主題名稱 『武蹈』

教學對象與人數 國中七年級，某班 32位學生（男 17人、女 15人）

教學時間與時數 每週一堂 45分鐘，共八週 360分鐘

教學方法 創造性舞蹈教學法、討論教學法、欣賞教學法

教學資源 鈴鼓、圖片、音樂、學習單

課程目標 1.探索與表現：每一堂課程設計皆運用武術概念、動作元素、感官媒

材，引導學習者肢體暖身與探索，讓每位學生能在課堂中探索自我，

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係，表現個人或團體藝術。

2.審美與理解：能透過個人或小組分享、欣賞的活動，從中體認武術、

舞蹈的風格及其文化脈絡。

3.實踐與應用：從學習武術與舞蹈元素的過程中，能了解其與生活的

關連，透過創造性舞蹈活動增強對環境的覺知，從活動中認識武術、

舞蹈，擴展視野，尊重與了解創作活動。

分段能力指標 1-4-1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

元的藝術創作

2-4-7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週次 單課名稱 核心目標/評量重點 武術概念 動作元素

一 武蹈總覽 師生對話、共構課程；透過師生雙向互動性的對話，以具體可行的角度，

討論並共同擬定『武蹈』課程的學習範圍與實施內容

二 架勢十足

（基本引導）

透過武術基本動作的學習，身體能夠掌

握並表現出動作的造形

拳、掌、勾手、

爪；馬步、弓箭

步、獨立步

身體

關係

三 動物拳法

（探索轉化）

能夠認識五禽戲的動物，並運用身體動

作表現出該組的動物特點

五禽戲-虎、熊、

猿、鹿、鳥
身體

關係

四 神龍大俠

（創新表現）

能夠與同儕共同創作一套該組的動物拳

法並表現出來

武術基本動作

＋模仿自然【動

物拳法】

身體

關係

五 功夫小子

（基本引導）

能夠學會【飛天十三響】的動作並表現

出來

戲曲武功動作

【飛天十三響】
空間

關係

六 見招拆招

（探索轉化）

能夠想像金庸的文字意涵【輕功名稱】，

用身體表現出空間移動的動作

金庸文字意涵

【輕功名稱】
空間

關係

七 神乎奇功

（創新表現）

能夠運用所學（動物拳法＋飛天十三響

＋輕功動作）並與同儕合作，整合性的

表現出該組的一套動作

整合性表現

【動物拳法】＋

【飛天十三響】

＋【輕功名稱】

空間

關係

八 武蹈大觀 檢視與回顧『武蹈』課程；藉由師生互動討論與學生填寫學習回饋單

的方式，瞭解學生對自我表現與整體課程的想法，並從中思索再次循環

操作課程的具體內容。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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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修正

『武蹈』教學活動設計，係研究者以學生為主體，選擇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中國武術

概念作為啟動身體學習的媒介，重視師生互動對話的情形，建構與安排課程的實施內容；

為求課程設計之專業效度，經由指導教授推薦，邀請三位專家學者進行課程檢核，分別為

平珩教授、吳怡瑢教授、容淑華教授（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另外，藉由固定的研究指

導時間，與兩位指導教授與同儕進行持續性的專業對話，促使『武蹈』課程的專業呈現。

據此，研究者嘗試依照原定的教學活動設計，進行前四堂課的現場教學，試圖從中發

掘課程設計與現場教學所遭遇的問題與盲點後，著手進行課程修正；同時，加入專家課程

審核意見，針對整體課程進行修正與調整。為符合行動研究螺旋循環原則，事前已預留循

環操作課程的時間，因此，修正後的前四堂課，預計可於循環操作時再次實施，以填補未

盡完善之處。研究者考量教學現場情形與綜合專家學者意見之後，將原訂的課程內容做了

修正與調整，其考量因素與對應方式，分述如下：

（一）教學現場

主題教學精神強調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意涵，教師應依據現場教學情形彈性調整課程內

容，考量原因包括：學生表現、教師的思考（課程目標與流暢度）以及時間等外在因素三

個部分。

1.學生表現

教師預設的教學內容常因學生表現需要調整，包括：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理解、學生的

表現狀況未達教學目標、學生的突發狀況、學生的臨時動議、學生的表現影響課程的發展

等因素。因此，教師需就學生表現，彈性調整實施的教學內容。

2.教師的思考

教學活動設計是教師的課前準備，實際的教學狀況是教師呈現教學專業的時機。基於

考慮課程目標的完成度與課程流暢性等問題，課程設計不一定能讓教師按表操課，理論與

實務總有需要磨合的地方。因此，教師需就現場教學情形，彈性調整實施的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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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時間等外在因素

每週一堂 45 分鐘的表演藝術課程，時間因素是教師操作課程時很大的挑戰，有限的

時間、不完整的時間、被中斷的時間，皆會大大影響課程的進度與發展。啟動課程前的意

外狀況、學生是否受到上一堂課的耽誤而延遲進教室、發展課程時的突發狀況等因素皆會

導致課程時間的不足，相對影響教學的流暢性、課程內容無法全數操作完成。因此，教師

需就時間等課程的外在影響因素，彈性調整實施的教學內容。

（二）專家意見

三位專家學者為『武蹈』課程提供許多精闢見解與建議，也為研究者提供許多需要省

思、修正及可延伸發展的方向；每週與專家小組的深度對話，亦促使研究者在『武蹈』上

的持續性思考與進步。整合課程審查與專家小組的意見，綜合如下：

1.課程內容元素太多

三位專家學者皆表示『武蹈』課程設計的內容太多，已可預知會有很多無法確實執行

的部份；建議讓課程發展更聚焦，可從單堂課的教學目標進行內容的縮減，避免實際教學

時無法完成的內容太多。另外，各週的課程安排與評量應做更詳盡的說明，使觀者能夠清

楚地接收欲傳達的訊息。

2.主題概念網的呈現

吳老師、容老師與指導教授皆指出，主題概念網的圖形設計應更清楚明瞭，內容說明

應呈現出課程規劃的邏輯、課程的脈絡發展、武術與動作元素的對應關係、整體概念的呈

現方式等；容老師特別提出整體性的建議，包括圖形的關聯、各個項目的連結性、是否加

入能力指標呼應評量方式等。

3.啟動與發展活動的關聯性

指導教授表示，各單課的暖身活動應與課程的核心目標作適切的連結 ；平老師也指

出，針對主題有個暖身，可不知不覺引導學生進入狀況，使學習更為理想；或是針對前一

週的發展設計暖身活動，讓學生複習所學以增加身體的記憶。以【動物拳法】的發展活動

為例，平老師表示「武術之剪刀石頭布」很有創意，但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完成此項活動，

未進行活動的同學也可能會無事可做，因而分心影響課程秩序等；特別提醒研究者：「創

意之外，勿忘教學目標，如何讓學生確實地動起來，應是創造性舞蹈課程著力的重點」。

4.評量依據

吳老師指出教學活動設計說明表中的評量重點，有部分文字含糊不清的現象，整體課

程的評量依據應做更詳細的說明。容老師也指出，課程內容與目標應確實呼應，建議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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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說明欲使學生達成的能力指向；又或者整套課程結束後，學生可以達成的能力指

標，是否要對應到每單堂課的具體目標等。專家學者皆提醒，『武蹈』整體的教學目標需

更明確地呈現出來。

5.教學技巧

指導教授指出，教師應多運用引導語，啟動學生的學習；結合生活經驗與視覺化引導，

皆是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的教學技巧。平老師對整體課程提供了許多建議，包括隊形的安

排、考慮加入音樂、給學生太大的發揮空間是否會失焦、避免戲劇性過程影響舞蹈樂趣、

如何構思更多讓學生都動起來的課程等意見。

6.其他建議

吳老師建議，應整合學習促使學生身體經驗的累積；同時指正許多細節的缺失等。指

導教授亦提醒，貫穿式的學習有助於深化學生的身體經驗，進而拓展學習範圍。

依據上述專家意見，研究者努力於課程設計以及教學中的調整與改進，以力求課程之

完善，其因應方式說明如表 4-1-2：

表 4-1-2 專家意見與因應方式對照表

專家意見 因應方式

課程內容

元素太多

研究者依據教學目標調整課程活動，可參照表 4-1-3『武蹈』課程實施的

重點說明。

啟動與發展

活動的關聯

性

研究者將上一堂做過的活動發展成下一堂課的暖身活動；或從當週的教學

目標出發，以其中的基本概念或能力設計暖身活動，使暖身與發展活動互

有關聯、貫穿學習。

主題概念網

的呈現方式

考量清楚呈現出『武蹈』課程的整體思考，研究者將主題概念網修正成兩

張圖來呈現，圖 4-1-1 說明『武蹈』設計概念；圖 4-1-2 呈現『武蹈』課程

的發展脈絡。

評量依據 研究者參考專家意見，在表 4-1-1 教學活動說明中，列出課程目標與主要

分段能力指標項目，藉此呼應此課程設計符合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

程綱要之意涵。

教學技巧

與其他建議

教學技巧的建議，促使研究者在武蹈研究中加強檢視自我教學技巧，並對

整體課程做更深入的思考；研究者將於實際教學時進行自我檢視，並於第

四章第二節教學發展中提出說明。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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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修正

『武蹈』修正後的教學內容，依照教學現場情形擷取課程實施重點，說明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武蹈』課程實施的重點說明

週

次

單課

名稱

課程

階段

實際實施的重點內容

啟

動

１.T說明『武蹈』意涵與特點

２.T說明課程時間安排

３.建立課室規則

發

展

４. 師生共構課程

５. 師生互動對話

６. 確認課程實施順序與內容

一 武

蹈

總

覽

分

享

７. S 臨時動議

８. T 告知下週課程安排，下課。

啟

動

１. T 運用圖片與示範，說明「武術基本手勢與腳位」

２. 暖身—鬆身四法、踢腿

３. T 教授「武術基本手勢與腳位」

發

展

４. S 發展一個單人架勢

５. S 單人架勢輪流呈現

６. S 兩人一組發展一個雙人架勢組合

７. S 雙人架勢組合，輪流呈現

二 架

勢

十

足

分

享

８. T 邀請四位同學和 T ㄧ起將單人架勢組合成一個群體架勢組

合，S 小組示範表演

９. T 說明個人動作與群體組合動作的發展方式

１０. T 強調此單元的教學重點，下課

啟

動

１. T 運用圖片，說明「華陀五禽戲」模仿自然的概念

２. 暖身—武術剪刀石頭布

發

展

３. S「武術之剪刀石頭布」分組競賽

４. S 依競賽結果，各組選擇動物

５. S 分組討論動物拳法，T 從旁指導

三 動

物

拳

法

分

享

６. T 交代作業（蒐集該組動物的相關資訊）

７. T 告知下週課程目標，下課。

啟

動

１. T 說明動物拳法/神龍大俠的表演方式

２. 暖身—鬆身四法

發

展

３. S 分組討論動物拳法（小組討論隊形）

４. S 分組排練

四 神

龍

大

俠

分

享

５. S 各組輪流呈現動物拳法

６. T 回饋與.S 分享時間

７. T 告知下週課程規劃，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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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武蹈』課程實施的重點說明（續上頁）

週

次

單課

名稱

課程

階段

實際實施的重點內容

啟

動

１. T 說明戲曲武功的表演性與武術動作的關係

２. 暖身—山膀手＋跑圓場（大圓形，雙圓）

發

展

３. T 教授「飛天十三響」（長方形，單一面向）

４. S 分組練習（小組討論隊形）

五 功

夫

小

子

分

享

５. S 各組輪流呈現「飛天十三響」

６. T 說明與示範「飛天十三響」的表現重點與變化方式，下課。

啟

動

１. T 引導思考武俠小說中想像的功夫

２. T 引導討論金庸小說裡的輕功名稱並寫下來

３. T 引導思考移動式的動作對應輕功名稱

４. 暖身—複習「飛天十三響」

發

展

５. 見招拆招，S 依 T 指示的「輕功名稱」，想像對應的移動式動

作並表現

６. S 輪流表現（移位隊形，一來一回）

７. S 各組取得武林秘笈一份（小組討論隊形）

８. S 小組討論「輕功名稱」的表現方式與隊形變化

六 見

招

拆

招

分

享

９. T 說明下週表演的整合方式，下課。

啟

動

１. T 說明神乎奇功的表演方式（整合表演：動物拳法＋飛天十

三響＋輕功名稱）

發

展

２. S 小組討論與排練

七 神

乎

奇

功

分

享

３. S 各組輪流呈現神乎奇功

４. T 回饋與.S 分享時間

５. T 告知下週課程規劃，下課。

啟

動

１.T口頭說明武蹈的整體教學情形與學生表現

２.S口頭分享舞蹈的學習心得

發

展

３.T發給 S學習回饋表並說明填寫重點

４.T播放【實施階段】的上課記錄影像給 S欣賞

５.S分享觀看心得

八 武

蹈

大

觀

分

享

６.感謝諍友協助

７.T告知下次課程安排，下課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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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武蹈教學發展

為了呼應研究目的與問題，了解運用主題教學與創造性舞蹈為教學方法的創新教學課

程，實施於國中表演藝術課程的教學歷程與成效，進而促進教師自我反思與成長。此節將

依據「共構與回顧」、「實施課程階段」、「綜合分析」三部份，分別說明現場教學行動，並

將教學歷程中的課程微調狀況進行描述；在行動研究之現場教學活動中，主要以說明研究

者自身而非他人思考的行動改變歷程，因此，以下歷程運用「T」代表「教師暨研究者」

來敘寫。

一、共構與回顧

『武蹈』課程係依據主題教學模式進行八週課程規劃，第一週為【師生共構課程】，

單課名稱<武蹈總覽>，以師生互動對話的方式，共構【實施課程】的具體活動內容；第

八週為【成果檢視與回顧】，單課名稱<武蹈大觀>，透過課程影像紀錄檢視與回顧實施階

段的六堂課。兩堂課實施後的重點發展，分述如下：

（一）以對話建立共識、以回顧檢視學習

共構階段，藉由師生對話互動的教學方式，T 講述自己的課程安排，學生發表個人的

想法，從持續性的對話中，教師與學生彼此聆聽各自的想法，尋找共識並建立課程的發展

方向。回顧階段，透過課程中的影像畫面，T 分享所見所思，促進學生思考自我與同儕的

表現；學生很專心地觀賞課程影像，並能從中發表個人感受或發現問題；T 讓學生以填寫

學習回饋單的方式，確實表達個人意見，T 再從學生的回饋單，進一步檢視與分析『武蹈』

課程，並從中找到循環操作課程的方向。依據高翠霞（2000）論述得知：

主題教學課程重視關聯性、時間性、統整性、資源的累積、關係性、計畫性、

合作學習等要點；因此，主題教學必須有縝密的事前規畫，再由師生共同就主

題的擇定、可取得的資源至學習內容與結構等做系統性地討論與計畫 ；確實以

學習者為中心加以考量教學內容；以「開放性問題」作為探究的開始，讓學生

扮演問題解決者、調查者及研究者的角色，教師則以促進者身份從旁協助學習；

同時透過合作學習，促進學生領導才能，一起合作朝向共同目標和增進社交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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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師生共構課程 五 功夫小子

二 架勢十足 六 見招拆招

三 動物拳法 七 神乎奇功

四 神龍大俠 八 成果檢視與檢視

由此可知，互動對話的教學方式，須由教師建立規則並創造此種教學情境，學生的反

應會因為教師的引導方式而有所差異，師生互動對話的情形越好，學生的回饋也會越多越

真實。

（二）課堂秩序良好無虞、時間掌握恰到好處

兩堂課程的實施地點皆為班級教室，學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進行課程，T 則站在講台

上、或立於電腦桌邊、或在學生座位之間走動授課。規範性的座位安排，學生沒有發生任

何脫序行為，課程秩序良好。回顧課程實作之前，T 已預想到一堂 45 分鐘的課程無法完

成六週的課程檢視與學習單的填寫，所以事先與該班導師商量，借用下一堂課以兩堂連堂

90 分鐘的方式完成課程檢視。因 T 有充足的課前準備與時間上的規劃，且共構與回顧課

程在進行中皆沒有突發狀況的發生，因此，課程時間掌握得恰到好處。

（三）教師扮演提問、計劃、引導與問題解決者的多重角色

T 以提問方式啟動課程，以鼓勵、開放的態度允許學生發表個人意見。共構階段，T

重視學生對『武蹈』課程的理解情形，利用黑板將課程架構寫下來，一方面顯示八週課程

的時間規劃，一方面呈現每週的單課名稱，讓學生能從文字中想像活動內容，進而提出個

人對課程活動的建議。週次與單課名稱示意圖，如下圖 4-2-1 所示。

圖 4-2-1 週次與單課名稱示意圖

T 是課程的計畫者，同時需將課程計畫詳細傳達給學生知道，包括時間安排、上課地

點與上課規則、循環操作課程等事項。在 T 講解計畫中，會不定時穿插問題以了解學生

的理解情形。共構階段，T 以需要協助的態度催化學生對『武蹈』課程的使命感；回顧階

段，T 以個人的所見所思促使學生回顧「武蹈」課程的發展情形，同時，T 以任務取向引

導學生完成學習回饋單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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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提供一個開放自主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發揮同理心、以使命在身的態度參與課

程，當學生清楚地知道『武蹈』的計畫時，課程的共識已建立起來；T 須適時地扮演問題

的解決者，協助解決課堂中的問題，以專業引導學生，強化師生的共識與默契，學生即可

在有限的條件下展現自我、發展創意。劉明芳（2005）表示，主題教學課程設計是依據學

習者的能力、需要及興趣編選，學習的過程強調激發學習者主動探索與研究的精神，教師

則以協助者、引導者與鷹架者的角色自居，帶領學習者進入學習情境。

分享課堂小事例：

S37 同學表示「架勢十足好像很無聊…？」原因是「就擺 POSE 而已又沒什麼…。」

其餘 S 帶著疑惑的眼神等待 T 回答。於是，T 邀請 S37 上台擺一個 POSE，讓同

學評斷擺 POSE 是難？還是簡單？S37 不畏縮的上台但無法立刻想一個 POSE 並

擺出來，因此 T 請 S37 和 T 擺一樣的 POSE（雙手握拳在身體兩側＋蹲馬步）。

此時，教室氣氛高漲，學生很專注地看著教師的動作，更滿臉笑容的看著 S37

的動作表現；T 提問：「我們兩個人的動作一樣嗎？有沒有什麼差別？」T 請 S

幫忙評斷動作的相似度與差異。「S5：他的身體往前傾了。」、「S23：他蹲得不

夠低。」S37 試著往下蹲低但身體依然前傾，T 請 S37 轉成側面，並指導動作的

準確度，讓 S 從觀察中發現錯誤。T 協助調整 S37 的身體姿態，讓他知道正確

的動作位置，並詢問他的感覺；S37 說「好痠喔!真的不太簡單 ...」。於是，在多

數人沒有意見、多數人表示同意 T 安排的情況下，六週的課程內容確定了。T

加強告知 S 越基本的動作越需要扎根學習，基本動作做得漂亮，才可以發展更

多難度高的、或個人的創意動作（教 0308）。

（四）從熟悉的素材入手，學生參與學習意願高

『武蹈』選擇中國武術作為課程發展主題，主要原因是隸屬於健康與體育教材範疇的

中國武術，代表著東方的、中國的身體精粹，是文化脈絡的產物，是身體文化累積後的結

晶，其與表演藝術教材中的戲曲武功本有文化上的同源關係 。且其形體與規範的基本功

法，若與重視個人獨特身體表現的創造性舞蹈加以結合，或許能為身體教育找到某種發展

方向。另外，T 觀察中國武術近年來風行全球的氣勢，相關內容常見於電影、動畫、漫畫、

小說之中，以學生熟悉的素材入手，勢必能有所共鳴。林季蓉（2004）提及，主題課程是

一種以主題為中心的課程統整教學，其課程理念，包括強調課程中的重要 (主)概念與內容

的相關性與統整性；課程內容範圍，需視學生的年齡、興趣、經驗而發展，教師透過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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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所展現的興趣與特長，可提供直接學習經驗及相關做中學的活動，促進學習者身心

的多元發展。武蹈課程進行中，T 只要提到學生較為熟知的內容，如葉問、動物拳、對打

等題材，學生皆可以維持很高的專注力聆聽 T 的課程介紹，同時也有很多熱絡的反應，

顯示著他們對主題的喜好與熱烈參與的學習表現。

二、實施課程階段

實施課程階段共六堂課，分成 A、B兩段，A 段單課名稱分別為<架勢十足>、<動物

拳法>、<神龍大俠>；B段為<功夫小子>、<見招拆招>、<神乎奇功>。此階段運用武術概

念，從基本動作的引導（武術基本手勢與腳位、飛天十三響），到圖片或文字的探索轉化

（五禽戲、輕功名稱），進而激發學生創新表現（神龍大俠、神乎奇功）的能力；每堂課

中加入強調的動作元素將其貫穿整個學習過程，透過創造性舞蹈教學方法完整身體的學

習、深化學生的身體經驗，促使個人與同儕的創意表現。以下從課程設計脈絡「基本動作

引導→圖片文字探索轉化→創新表現」三個部份，分別陳述教學現場情形。

（一）基本動作的引導

A 段課程，T 以武術基本動作來引導學生對身體動作的認識，期待有形有樣的武術動

作，可以建立學生的身體質感；從最基本的拳、掌、勾手、爪的動作到扎實的馬步、弓箭

步和講究平衡的獨立步等動作的學習，了解身體部位的表現方式，並以定格架勢訓練學生

的動作外形。T 藉著親自的動作示範，讓學生從動作的仿作中探索自己的身體；同時，T

透過口語引導的方式，說明或指示動作的要領，刺激學生的理解與身體上的展現。

課堂紀實：

T 講解並示範武術的基本手勢與腳位，請 S 跟隨學習並記憶動作；手勢動作的

難度不高，絕大部分的 S 都可以立刻學會，但感覺上沒有使力，拳沒有握緊、

掌沒有併攏；T 口頭引導「拳要握緊，掌是四指併攏，大拇指撐開，有一個虎

口，勾手手腕要提起來…」腳位教授時，S 模擬的馬步都沒有蹲低，T 口頭引導

「馬步要蹲低，背挺直，屁股收起來，不要翹在後面，不是在蹲馬桶…」S 覺得

很好笑，有人會跟著 T 指令調整，有人還是沒有改變；此時，T 看到 S26 和旁

邊同學在說話，動作也很不正確，因此找 S26 站到圓心，請大家一起幫忙指出

錯誤與調整的方式；有人說「他屁股翹起來了」、「他蹲不夠低」、「他的背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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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T 跟著同學的指正協助調整 S26 的動作，S26 本來邊做邊笑，T 說要大家

確認他的動作無誤才讓他回到原先的位置，他才專心地調整自己的動作（教

0315）。

B 段課程，T 以具有表演性的戲曲武功動作作為引導，期待培養學生對動作的想像力

之外，透過飛天十三響的整套動作，讓學生練習記憶整段動作的同時，還能展現動作的表

演性。T 教授飛天十三響時，將動作分成上半身與下半身兩部份，經由多次的動作示範與

口語引導，讓學生邊聽邊學動作，並以多次反覆練習的方式協助學生記憶動作。

課堂紀實：

T 配合數數教授上半身的拍打動作，S 跟著邊數數、邊做動作，有的 S，特別是

男生，故意拍得很大聲，力度表現上也比較強烈；有的 S，特別是女生，拍的感

覺是用摸的，沒有聲音也沒有力氣；反覆教授數次之後，詢問 S 有無問題並讓

大家自己完成動作。接著，加入下半身的拍打，因為加上腿部動作又有轉身的

變化，S 直說：「好難喔！再一次！看不懂！我不會！」T 解釋：「複雜的動作慢

慢學就會記得起來，請大家注意聽指令，把動作和指令加起來記憶。」T 配合

口語引導：「左手在上，右手拍右腳，轉到背面，右手拍左腳，轉回正面，雙手

雙腳打開，右腳從左邊到右邊畫過去，左手拍大腿外側，右手拍小腿外側…。」

最後的跨腿亮相，很多 S 看不懂手的運作，跨腿會抬錯腳，也做不出亮相的力

度，更不用說眼睛看的位置；T 口語引導「左上右下，右手穿手，左腳跨腿，

左手握拳在胸口，右手手掌亮相時同時往上翻，眼睛從右後方看到左前方，一

拍轉過來….」，S 試圖模仿動作，但仍表示「很難、或聽不太懂、或學不會等」；

T 一步一步教授，有時改變面向，有時改變位置，大多數 S 都可以專心地自己

跟隨學習；但少數 S 必須要 T 走靠進他才會積極地做動作；多數 S 在動作表現

上，很多細節仍無法單從模仿中自己觀察到或表現出來（教 0412）。

就基本動作引導，學生的學習表現而言，多數學生可以透過觀察模仿出的動作外形；

多數學生無法單從模仿中關注到動作的細節；在 T 的口頭引導下，主動且專注學習的女

生較多，且能與同儕互相練習；多數男生比較沒有耐性反覆練習動作，需要 T 陪同練習

並協助指導動作的正確性；T 沒有特別指導與要求的情況下，很多男生已經可以自己展現

出動作的力量來，女生則較少有此部分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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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片與文字的探索轉化

A 段課程，T 選擇「華陀的五禽戲」模仿自然的概念作為啟動身體的文化概念，課程

開始時先以口頭講述的方式讓學生了解五禽戲的意涵，並提供相關圖片以圖像刺激學生的

理解與想像力；武蹈研究開始前，T 曾以電影《功夫熊貓》作為引起學習動機的教材，電

影中的蓋世五俠（虎、蛇、鶴、猴、螳螂）即是武術中的動物拳法的概念，因此，多數學

生皆已具備武術中模仿自然的基本概念，可以很熱烈地與 T 或同儕討論著動物拳的相關

話題。

分組討論活動前，T 說明要依據啟動活動「武術之剪刀石頭布」的勝負結果，讓各組

自行選擇有興趣的動物作為動物拳法的表現重點，因為全班會成六小組，故動物的選擇除

五禽戲中的虎、猿、鳥、熊、鹿之外，另有一個自行決定的選項；勝負決定後，由一組表

現安靜乖巧的女生獲勝，他們選擇”豹”作為自己表現的重點，原因是喜歡豹的勇猛與力

量；其餘組別也依序選擇出自己有興趣的動物，唯一有表示不滿意的是最輸一組的 S37

男同學，由於各組挑選到最後只剩下 ”鳥”，S37 卻很情緒化的表示不喜歡鳥，因而影響到

後續的學習表現；T 一開始對此事件的處理是採取犧牲小我的方式，直到發現 S37 因而不

願投入討論活動，導致該組討論狀況不甚理想時，T 改以小組指導與私下輔導的方式解決

S37 的情緒問題。各組分配好動物之後，T 發給各組事先準備好的五禽戲圖片，請各組先

討論出該動物的特性與動作特點後，再運用武術的基本動作表現出創新的動物拳法來。

B 段課程，T 以武俠小說作為開頭，引導學生發表所知的相關內容；學生很快地提出

金庸及其所創造的武功招式或武俠人物，T 繼續引導出輕功的概念，並將學生發表的輕功

招式名稱寫在白板上；接著 T 說明要將文字透過想像力轉化成動作的活動內容，請學生

將文字上的想像功夫藉著移動式的動作加以表現出來（該班學生具有移位動作的基本概念

與先備經驗）。學生在分享自己所知的輕功招式時，情緒很亢奮激昂，同儕們對他們的分

享也有很熱烈的反應或回饋，再次顯示出熟悉的題材對學習意願與參與度的影響；T 針對

白板所寫下的輕功名稱（如凌波微步、飛簷走壁）進行討論，引導學生從文字意涵中找出

可對應的動作表現；此時討論情形變得較為沉靜，多數學生不再發表或與人討論，而是安

靜聽著 T 或發表同學的想法。

課堂紀實：

T：「我們要將金庸的輕功名稱利用走跑跳滾轉爬等移位式的動作表現出來 ，例

如：凌波微步，你會用什麼方式或動作表現？」S33 答：「小小步的移動」：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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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是輕功水上飄呢？」S2：「老師，我們要在水上飄嗎？這裡沒有水

啊？」。S39 搶著說：「要用假裝的啊？可以跑很快就像飄了…」（教 0419）。

實際進行輕功招式與移動式動作的探索轉化時，學生可以很積極地聽從 T 所給的輕

功名稱，但表現狀況卻不太積極；一開始 T 以為是學生沒聽清楚輕功名稱，所以很多人

表現出來的移動動作都一樣；後來發現好多人都用同樣的動作在表現不同的輕功名稱時 ，

T 改用一定要做出某種動作的指令，讓學生展現出不同的移位動作；而這種有規定動作的

教學指令，確實幫助到學生的動作表現；T 也運用文字意涵的指令，如很快、慢慢地、輕

盈地，讓學生在移位動作的表現上可以呈現出不同的動作質地，少數學生在這部份做得很

好，多數學生則無法將文字意涵藉由身體展現出來。

課堂紀實：

T：「下一個名稱是－飛簷走壁。」S24 問：「老師，我們要去牆壁上走嗎？」T：

「當然不是，大家可以利用地板完成動作，把地板當成牆壁或屋簷，你們在地

板上飛簷走壁…。」S23：「那不就要趴著…？」T：「都可以喔!大家試試看!」（教

0419）。

就圖片與文字的探索轉化而言，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其理解和喜愛的程度有關，只要是

自己有興趣的內容，就會想盡辦法完成表現；對於內容理解得越清楚，探索與轉化的過程

就越順利；相反的，當遇上自己不感興趣的內容，個人的情緒或同儕的表現皆影響著探索

轉化的過程；對文字的理解狀況不佳，相對無法有想像力與創造力的展現，身體的表現自

然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或創新。就全班的表現來看，女生比較沒有個人情緒上的問題，對

於圖片或文字的探索轉化，身體上的表現差異不大；男生在圖片或文字的分享比較多，從

身體表現來看，男生的理解力似乎比女生來得好，但也可能是男生的身體表現比較大方的

緣故。

（三）創新表現

A 段課程，T 讓學生將各組動物拳法的討論，改到＜神龍大俠＞來進行創新表現，原

因是要減少原定的課程內容及增加各組探索討論的時間。＜動物拳法＞討論時，T 告知表

現方式為每人設計一個該動物拳法的架勢動作，5 人一組即有五個動作，再將五個動作串

聯成一組動作即可。討論過程中，T 發現各組對此說明的理解程度不一，因此在分別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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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時都再次強調，學生當時也表示已經理解，但到了各組輪流呈現時，仍有兩組女生沒

有完成此種表現方式，這讓 T 感到相當疑惑。

B 段課程，T 請學生將「動物拳法」、「飛天十三響」、「輕功招式」三者合為一套表演，

表現順序由各組自行組合，其重點在於整合『武蹈』的所有學習。因為先前的課程已有安

排學生做小組呈現，此階段各組只需要將「動物拳法」和「飛天十三響」的動作加以回憶

並練習，較困難的部份是要加入輕功名稱，由於移位動作的特性，各組除了要將輕功名稱

的動作設計出來之外，還有隊形安排的問題，因此Ｔ也將課程內容做了調整，提前於＜見

招拆招＞時傳達指令，讓討論與練習時間增長一些。

就創新表現而言，全數學生皆可依循教師所規劃的教學內容與同儕合作共同完成學習

目標，但即使透過同儕合作有助於學習，各組或個人的創新表現仍有許多個別差異的問

題。此外，同儕意見可能會影響個人的創意表現，而個人過度的表現也可能阻礙了同儕的

創意發展。就各組呈現的結果而言，練習不足的組別普遍有呈現得不夠完整的情形，然而，

討論情形良好，態度認真的組別，卻不一定能在呈現時展現出小組的默契；較明顯的情形

是，經過Ｔ較長時間指導的組別，呈現情形會比其他組來得完整些；主動發問問題並嘗試

解決問題的組別，呈現情形也會不錯。

三、綜合分析

（一）啟動活動具備暖身、暖心、暖意之成效

『武蹈』課程所安排的啟動活動共有四個，A 段課程有兩個，分別是「鬆身四法」和

「武術之剪刀石頭布」；B 段課程也有兩個，分別是「跑圓場」和「輕功名稱」。

1.仿作性的暖身動作

A 段課程的開始，T 先以武術的暖身動作引導學生活動身體，以達動身體與暖身的目

標，選擇的動作有「擰腰、甩手、壓腿、弓步拉筋」和踢腿五段。T 將此歸類為「仿作性

的暖身動作－鬆身四法」，由 T 先示範說明每個動作，再請學生跟著 T 的鈴鼓節奏完成動

作，多數學生能跟隨教師指令作出動作，且能依樣畫葫蘆模擬出動作的外形；剛開始會邊

說話邊做動作，且覺得動作很好笑，但經由 T 以口頭引導或親自再示範的方式，告知動

作的正確性，並請學生要專心做動作，不要嘻笑講話，多數學生可以在 T 的引導下改正

並調整自己的嘻笑行為，動作表現上則無法跟隨 T 的口頭引導就做出正確的動作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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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少數學生能從 T 的示範或口頭引導中，自行模擬出動作的質地，特別是有幾個男

生，可以從動作中表現出不同的力量來。

2.遊戲性的暖身動作

T 依據學生在第二週<架勢十足>所學習到的基本手勢與腳位，加以發展組合出「剪刀

（獨立步＋雙勾手）、石頭（馬步＋雙手握拳）、布（弓箭步＋雙手掌）」三個動作，並以

猜拳遊戲讓學生進行分組團體競賽，各組排序輪流上場猜拳，輸拳即換人上場，贏拳人數

存留最多者為勝方，最後，各組依勝負次序選擇<動物拳法>的動物。T 將此歸類為「遊戲

性的暖身動作－武術之剪刀石頭布」，T 運用學生熟悉的遊戲創造出動作，一來引導學生

了解動作具有無限的發展性，二可複習基本動作的精準度並強化學習動機，三則連結所學

以發展下一階段（動物拳法）的活動。多數學生可以很快學會並記憶剪刀石頭布的動作，

輪流出場猜拳可讓 T 更清楚看到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學生也能透過遊戲觀摩同儕的表

現，整體學習狀況不錯，喜好與參與度成正比。雖然遊戲成功地讓學習從心開始，但是學

生處於亢奮狀態，從分組到隊形安排，規則說明到秩序管理，整個過程花費許多與動作無

關的時間，特別是少數沒有投入在遊戲中的學生，沒有動到身體的時間很多，沒有用心參

與此段課程的時間也很多。

3.表演性的暖身動作

B 段課程的開始，T 首先說明戲曲武功表演性的功夫，藉由「雲手、亮相、鷂子翻身、

射雁」等武功招式名稱，輔以 T 親自示範動作的方式，帶領學生體會戲曲武功的表演性

與想像性。T 安排「跑圓場」作為第三個啟動活動，先由 T 示範與講解「拉山膀、亮相、

跑圓場」的動作特點後，請 S 跟隨完成拉山膀和亮相的動作，接著由 T 拍打鈴鼓，讓 S

跟隨節奏跑圓場。

T 將此歸類為「表演性的暖身動作－拉山膀、亮相、跑圓場」，學生模擬動作外形仍

然沒有太大的問題，但無法顧及到細節，如手心向上、握拳的緊度、手臂的圓弧性等，相

對影響動作的精緻度。很多 S 覺得亮相動作很好笑，剛開始掌握不到亮相的力度，T 加強

說明其意涵並輔以節奏指令後，部份 S 可以展現出力度，但仍有不少 S，特別是女生，仍

以原來的速度和力氣完成亮相動作。開始跑圓場時，因為 T 的節奏較慢，S 沒有下蹲只是

用走路的方式移動，原先應該擺在順風旗位置的手勢也慢慢的滑落或不成形 …；T 將節奏

慢慢加快，提醒要蹲下用弓箭步跑，並讓 S 將雙手改背在背後，部份 S 跟著 T 指令調整

了自己的動作，部份 S 只用一般跑步試圖跟上節奏移動…；跑不到一圈，圓的隊形就已經

不成形了，節奏加快，S 的心情好像飛快起來，很多 S 邊笑邊跑，確實依照 T 指令的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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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少…。因為有兩位 S 表示腳不舒服無法跑步，因此 T 請他們站在教室兩側，並告知 S

要跑在他們之外以維持圓的大小，犯規者要自己留下來繼續跑；有了上述規定，S 跑圓場

的隊形總算比較成形，動作部分僅看得到少數 S 很努力地依照 T 指令表現，多數 S 只是

跟著節奏、跟著隊形跑步移動。

4.想像性的暖身動作

第四個「輕功招式」，是較具想像性的動作表現，Ｔ於課程開始即引導金庸小說的認

識與討論，簡單說明輕功是屬於空間中移動性的動作之後，便請學生分享所知道的輕功名

稱，學生說出「輕功水上漂、飛簷走壁、凌波微步、乾坤大挪移、蜻蜓點水」等名稱後，

Ｔ指示要依據這些名稱做出自己透過文字所想像的動作來。T 將此歸類為「想像性的暖身

動作－輕功名稱對應移位動作」，學生表現出高度的學習興趣，很多學生會主動且好奇的

詢問 T 所指示的輕功名稱其文字的意涵為何，也可以很專注地欣賞同儕的表現，但是，

此階段學生的身體表現看不出學習的熱忱，多數學生慣用單一且少變化的移動動作，即使

變了輕功名稱，身體的動作仍沒有改變；特別是女生，礙於自身的心理因素與同儕的目光，

少有創新動作的表現；但仍有少數學生很自在地展現自己所想像的輕功動作。

（二）隊形安排會影響學習的情形

實施課程階段，T 依據活動需求所安排的隊形共有四種，每一種隊形均考量到教師與

所有學生的互動關係，設計概念有的注重團體間的互動關係、有的強調動作學習的面向、

有的為提供各小組有足夠的空間進行討論、有的依據活動需要而設計；惟實際操作時，部

分隊形仍無法顧及到教師所思考的面向，學生在學習回饋時，也有因為學習受到影響而提

出他們所期待的隊形。

第一種「啟動隊形」，由全班學生排成大圓形，如下圖 4-2-2 所示，實心為男生，空

心為女生，一前一後交錯形成雙圓，T 站在中心點以笑臉表示。此隊形注重團體間的互動

關係，教師站於圓心，或示範動作、或給予指令，以不時變換方向的方式關注學生的學習

情形；S5表示老師如果可以常常站在中間（大家排成圓形），這樣說不定會更了解老師的

動作，（因為一排一排，前面也可能擋到後面的人）。因此，Ｔ認為學生於啟動隊形可觀察

到同儕的表現，具有彼此督促、相互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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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啟動隊形示意圖

第二種「小組隊形」，意指分組討論的隊形，全班分成六小組，每組 5-6 人，以圓形

方式分散於教室內，如圖 4-2-3。各小組在專心合作的狀況下，皆能遵守教師規定在安排

的位置上進行討論。此隊形的安排，主要是提供各小組足夠的空間進行討論與練習，教師

應走動到各組空間中給予指導，並適時地指示各組調整自己的位置，以免影響到其他組的

討論空間。

圖 4-2-3 小組隊形示意圖

第三種「橫排隊形」，Ｔ為讓學生方便學習飛天十三響的動作，將隊形變換成四橫排，

每排八個人面向 T 的方向，T 站於最前方，面向或背對 S 示範動作，如圖 4-2-4。動作學

習過程中，Ｔ除了會站在最前方之外，也會移動到各排之間示範動作，主要是因為排排站

的隊形會有視野受阻的問題；Ｔ也會讓各排輪流往第一排移動，減少學生在此隊形動作學

習上的困擾。

虎

鹿

熊 猿

豹

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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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橫排隊形示意圖

第四種「移動隊形」，將所有學生集中到教室一方，以 4 人為一直排的方式排列成八

排，依據活動各排輪流移動至教室另一方，左右來回進行活動，如圖 4-2-5。此隊形讓很

多學生產生害怕或羞於表現的問題，一次一排輪流表現，除了第一排是背對其他人完成動

作之外，其餘同學都要在別人的目光中完成自己的動作，這讓國中階段的學生產生不少抗

拒的心理，因而造成知行不一的身體表現；但也有學生表示，這樣的編排提供了個人表現

的機會，同時也能清楚地欣賞同儕的表現。

圖 4-2-5 移動隊形示意圖

整體而言，教師所安排的隊形應以教學活動設計能達成學生最佳學習狀況之方式來思

考；可設計多種隊形於不同活動中採用，讓學生熟悉各種隊形的排法與學習的面向，一方

面減少排隊所浪費的時間，一方面建立學習的模式，強化課程的規範性與流暢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來回移動）

男四排、女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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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的評量方向與諍友的看法不甚一致

武蹈研究過程，邀請一位舞蹈專業背景的教師作為諍友，視教學現場情形給予個人意

見與建議；研究者與諍友同時具備舞蹈教育的專業背景，但是兩人的教學對象與專業能力

皆不相同，故此將兩人較不一致的看法加以整理並進行分析。分別從課堂秩序、學生的學

習態度、學生的創意表現三方面說明。

就課堂秩序而言，諍友認為武蹈在班級教室實施時的秩序良好，因此，教師在時間的

掌握與學生的學習情形上相對良好；但是，當武蹈進入到活動教室開始實施課程階段時，

諍友提出：「分組討論活動的時候，可能要多注意一下各組的討論狀況」、「個別指導時需

找適當的方法維持課堂秩序」（諍 0321）。研究者檢視課堂影像紀錄時發現，教師在每一

次的分組討論活動中，皆會各別走入每一組給予指導，指導時間與各組的自治狀況成反

比、與問題的多寡成正比；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教師各別指導的方式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但美中不足的是，教師往往有分身乏術的困擾，經常會無法顧及整個教室的討論狀況；所

以，教師會將討論情形的評量標準，設定在各小組只要將注意力維持在課程主題的討論上

即可，許多熱烈討論導致聲音較大、情緒激昂所造成的各種行為，皆不會被列入脫序的範

圍。

就學生的學習態度而言，諍友提及：分組討論的時間有限，學生確實執行指令的動力

似乎也稍嫌薄弱，但是因為學生太被動，亦或不知如何討論與執行等問題，則需要再探討。

如果課程不以「武蹈」，而以”生活中的動作”為出發，學生對於動作的創造性及參與的積

極度是否會提高？教材中動作的難易是否影響其學習意願？（諍 0329）

研究者自課程影像、學習回饋、教師省思等資料中發現，中國武術的選擇已是一個貼

近學生生活經驗的題材，學生的學習意願很高，參與度也不差，只是難免會有少數學生因

為個人因素而有學習態度比較不好的情形發生。但就此次研究而言，該班整體的學習態度

已是研究者任教班級中數一數二表現優良的班級。而”以生活中的動作為出發”確實是一個

很好的教材思考點，但對頗具教學經驗的教師而言，也是較容易且較缺乏挑戰性的題材，

研究者通常會將它運用在七年級剛入學時的創造性舞蹈課程中。此次研究的目標在於運用

中國武術、武功啟動身體學習，或許是教學活動的安排仍不夠適用於每一個學生，當學生

對教材內容不夠了解或無法將想法透過身體表現出來時，學習態度相對會顯得被動或不夠

積極，研究者認為這是教師應該檢討反省並加以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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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生的創意表現而言，研究者檢視每單堂課所設定的教學目標，並與課程影像加以

比對進行分析，研究者認為此次武蹈的教學目標符合學生的起點行為，而教師的教學也在

盡心盡力的範圍之內；諍友提出：「教師態度（有無 PUSH 學生）與學生學習成就的關連

性到底為何？（諍 0329）」研究者認為教師的引導著重在教學目標的完成，同時也會視教

學現場有許多即時性或當下的指導重點；此研究中教師不加以 PUSH 的範圍，包括動作的

精緻度和學生能力之外的身體表現，這是因為學生的學習成就會有個別差異的情形：有些

人可以遵循教師的引導完成學習目標、有些人甚至無法完成最基本的學習；有些人可以因

為教師的引導啟發，自行發展出個人的特殊表現、有些人則是受到同儕影響有各種正面或

負面的學習表現，同時，基於創造性舞蹈教學理念，仍希望留給學生一些自由發揮之空間。

回應諍友所提及的幾個問題：

1.對於未上過任何動作分析課程的學生來說，連模仿的能力都可能有問題，尤其是動

作的細節、方位、質感等，教師的動作已是做得相當標準，但在學生自認為已「依樣畫葫

蘆」下，差異性仍非常大（諍 0412）。

2.學生對於文字的理解力與想像力可能不足，也許不夠勇敢呈現真正的想法，更或許

雖有創造力，但身體迫於未訓練，所以無法完成想像中的畫面，總之，未看到文字被轉化

成動作的成果（諍 0419）」。

3.或因學生身體基礎認知缺乏，或因學生對於 Present 的基本態度未建立，或因誤解

教師的指令…；總之，在成果演出時，各組無法確實地完成教師之課程目標（諍 0426）。

研究者檢視影像紀錄、學習回饋單發現，學生的創意表現有個別差異的情形，仿作性

的動作學習，大部分學生能模擬出動作的外形，卻不能顧及到動作的細節；想像性的動作

表現，大方的學生會比較勇敢表達個人的想法與創意，且男生優於女生；害羞的學生會隱

藏想法並封閉自己的身體表現，且以女生居多。

整體而言，學生的創意想法的確會受限於身體經驗的不足而無法表現出來；學生也會

因為在意同儕的看法而畏懼表現，進而隱藏自己的想法與創意；大多數的學生表示喜歡有

創意的教學活動，喜歡老師給機會讓大家可以表現個人特色，誠如諍友所言，身體迫於未

受訓練，學習往往依樣畫葫蘆，無法掌握動作的細節與質感，理解力、想像力、勇敢與否

皆影響了學生的創意表現；從各組的表演中，研究者仍要肯定學生的創意表現，或許看不

到精緻的動作呈現，看不到太多細節與質感的掌握，但教師看見的是，學習的熱情和身體

的改變，學習成果沒有不好，只是可以更好；教學目標做到了，但還需要更多的精進。此

部分將於下節「後續課程計畫」中提出具體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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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武蹈課程發現

呈現『武蹈』之教學歷程後，此節將進一步分析與探討教學活動，檢視運用主題教學

模式進行創造性舞蹈表演藝術創新教學課程，以期達到本研究之目的與探討之問題。從資

料檢核、敘述與檢視等方面做探討分析，其中包括依據每單堂課程的影像紀錄所撰寫的教

師觀察暨省思札記、專家與諍友的意見，最主要的發現驗證則來自於學生的學習回饋，畢

竟以學習者為中心設計，教師有必要多了解他們的看法以作為自我評量之依據。此部份之

論述，將從「主題的選擇」、「學生的表現」、「教師的角色」三個面向進行分析探討，研究

者於下列資料檢視中，會先提出歷程所得發現，再以「引述方式」提出資料內容加以說明

印證。

一、主題的選擇

中國武術運用於創造性舞蹈課程時，研究者嘗試以武術概念啟動身體的學習，包括「基

本的手勢與腳位」、「模仿自然的五禽戲」、「表演性的戲曲武功動作飛天十三響」、「想像性

的金庸文字輕功名稱」；運用武術概念，從基本動作的引導，到圖片或文字的探索，從中

了解武術概念的認知對於學生動作轉化、表現與創新的歷程。

（一）親近卻又陌生

就學生認知層面而言，中國武術確實是一個他們生活中常見、熟悉且有興趣的主題；

諍友的意見表中在學生參與度上 6 次勾選”良好”一項（諍 0315；諍 0322；諍 0329；諍 0412；

諍 0419；諍 0503）；一次勾選”優良”一項（諍 0503），顯示學生參與度的情形良好。依據

學生回饋可統計出全班對中國武術的喜愛程度，32 位填答的學生中，有 12 位表示「非常

喜歡」、20 位表示「喜歡」、沒有人表示不喜歡和非常不喜歡。就學生身體表現而言，「知

道不一定做得到」是常見的現象，學生身體的表現往往與內心想法不甚一致；對身體美感

的理解程度而言，教師的期望與學生實質表現稍有落差；但從學生回饋可知，學生具有自

我要求的反省能力；學生對自己的動作表現滿意度，32 位填答的學生中，有 18 位表示「應

該可以更好」、8 位表示「還算滿意」、「非常不滿意」和「不太滿意」各有一位、沒有人

勾選「非常滿意」。上了這門「武蹈」的課，我似乎更了解中國武術的美了（S33 回單）；

「武術與 Dance 加起來，這個構想十分不錯」（S24 回單）；「武蹈課是一個很好的課程，

這班上的同學有了團結心，所以我們都很喜歡武蹈。」（S11 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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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教學而言，選擇中國武術作為主題教學，從學生熟知喜愛的素材切入，確實

是明智的選擇，學生可以很快地進入學習情境，並且樂於學習與表現。中國武術代表著

東方的、中國的身體精粹，有其形體與規範的基本法，對學生的身體姿態具有正面的助

益；或許只是短短八週的學習未必能改變學生什麼，但研究者發現，未能自小接受正確

身體觀的學生，只要提供更多的時間與更多的方法，就能從武術動作的引導下獲得實質

的幫助。

『武蹈』所使用的武術概念，在基本動作的引導學習中，多數學生可以跟隨教師依

樣畫葫蘆模擬出動作的形貌，雖然他們無法模擬出力度或精緻度。在圖片或文字的探索

轉化上，很多學生沒有辦法將視覺意象認知轉化到身體動作上，特別是認知也模糊不清

的時候；我知道鹿的特性是什麼，可是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動作耶（S6 訪 0322）。我了解

老師所說的話，但是想不到要做什麼動作（S2 回單）。部分學生還會因個人喜好或內在

因素影響外在的動作轉化或表現；例如：學生想不到動作時，常會這樣說：「老師妳教我

們…；老師妳做給我看…；老師妳幫我們想…」（教 0322；教 0329）。或是，「我不喜歡

鶴，所以不想做」（S37 回單）。想像與創新的部份，多數學生可透過與同儕的合作下完

成該組的創新表現，惟就各小組的表現的情形來看，創新與動作上的表現仍有很大的進

步空間。

統計全班的認知情形，全數學生表示知道「武術基本手勢與腳位」；27 位表示明白「模

仿自然五禽戲」；「表演性的戲曲武功動作飛天十三響」也有 21 位同學表示知道；「想像性

的輕功名稱」則有 20 位同學表示知道。較具表演性與想像性的概念，10 位學生表示比較

難，但未提及喜好程度、8 位學生表示很喜歡，原因是有個人發揮的空間，或者是可以看

到同儕的創新表現。

因此，即使教師於課前已依據學生起點行為做出完善的課程計畫，但實際教學時仍會

發生計畫無法掌握的情形；教師與每一位學生，從家庭背景、身份、生活經驗、個人學識

等條件上皆大不相同，所有的課程計畫都應依據教學現場、學生學習與理解等情形彈性地

進行調整；而教師在課程概念的選擇與難易度上的斟酌，也應適時地調整或改變，以符合

學生中心的教育意涵，也讓親近卻又陌生的學習情形獲得較好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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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構不等於真實對話

師生共構課程的意涵，不同於傳統的單向教授，而是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師生透過互

動對話，建構與發展課程，學習內容依照學生興趣加以發展。

武蹈所實施的師生共構，顯示出沒有確實對話的情形。「雖然是共構課程，教師未必

能從學生身上獲得太多意見，特別是七年級的學生，A 段課程已經結束了，主動針對課程

內容提出問題的同學少之又少」（T 省 0329）。

深入探討共構不等於真實對話的原因如下：

1.研究對象的背景因素

此次課程的實施對象為國中七年級的學生，他們剛從國小走入國中，其年齡、生理、

心智皆處於正要成長的階段，此班學生有半數以上的表演藝術學習經驗都是從國中階段才

正式開始，部分學生國小階段的表演藝術課程也不是由專任表演藝術老師所教授的 ，因

此，國中階段的表演藝術課程，有許多學習經驗對他們而言都是既新鮮卻也陌生的。教師

觀察學生的課堂表現，可以感受到他們對表演藝術課程的興趣與期待，但多數學生並不勇

於表現自我，更不擅於言詞上的表達。

此次對象至少都有一個學期的表演藝術課程經驗，和教師也有某種程度的熟悉和默

契，可是僅有一個學期的學習經驗並不算豐富，加上未曾有過的共構學習，學生仍處於未

完全熟悉且摸索性的學習環境中，主動發表意見的學生，多數是個人喜惡的表達，針對課

程內容提出意見的學生，少之又少，即使有也不是真的能使用的具體內容，這些都是課程

共構不等於真實對話的形成原因。

2.教師的角色因素

教師對自我角色的認知與定位，也是影響共構課程的一大因素。師生間的互動對話，

需要足夠的時間，可教師常會因為課程進度的壓力，而未能給予足夠的時間讓學生表達意

見。多次課程的分享階段，教師與學生並未進行互動對話，大多由教師分享當日課程重點

後，教師問一句：「今天上課有沒有問題？」，學生回答：「沒有」，就結束課程（教 0322、

教 0412、教 0419）。再者，教師的引導方式與提問技巧，也是共構課程能不能等於對話的

重要原因。學生是否處於真正開放、鼓勵表達的學習環境中，關係到教師的教學引導方式，

這也同時決定了課堂的氣氛；而教師的提問技巧，也影響著學生的表達意願，教師必須明



95

白：運用提問方式，聽取學生想法，有時候不能代表師生間的真實對話，因為許多時候學

生的回答只是在附和老師的問題，例如：教師常問：「有沒有問題？」，學生常常回答：「沒

有。」這問答間的背後，往往隱含很多問題，包括：多數學生不習慣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

教師沒有給予足夠回答問題的時間等。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很少針對課程內容提出個人意

見，因此整個教學內容主要仍是教師ㄧ手掌控（T 省 0329）。還有很多時候，教師常常選

擇重視多數人的聲音，而忽略或選擇不處理少數學生的需求。我不喜歡鶴拳，我想換動物。

T 表示這是小組決定好的，不能換（教 0322/0503）。上述各點因素，皆是教師角色影響共

構不等於對話的原因。

因此，師生共構課程需靠教師與學生相互合作，台灣的教育環境偏向教師對學生單向

傳授的教學方式，或說是一種教師和學生都比較習慣的模式。教師選擇主題並以共構方式

決定課程內容的做法，在一般的教學環境中，並不普遍且不易操作，既然已有心啟動此種

教學方式，如何確實執行並建立起師生較佳的對話模式，便是教師須自我省思並加強的部

份。師生對話與互動關係，應克服兩者角色、課堂時間、教材內容等外在壓力，確實尊重

他人的看法、傾聽不同的聲音，讓共構課程成為師生間教學相長的學習過程。

二、學生的表現

檢視學習者的面向，將從「個別差異」、「男女表現」、「同儕互動」三個部份檢視學生

肢體的表現狀況。

（一）個別差異

創造性舞蹈鼓勵學生勇於表現，展現個人獨特風格，但學生卻因為許多內、外在因素

無法展現其肢體，或說不願真實地展現，這些內在影響因素，包括參與感、專注力、情緒、

興趣、自信心等；外在因素則包括同儕眼光、小組組成、課室氣氛等。「平時對動物沒什

麼觀察，又缺乏想像力，所以在動物拳法的表現上有點弱掉了」（S3 回單）；「我覺得我做

的每一個輕功招式的動作都差不多，所以不太滿意自己的表現」（S6 回單）；「我覺得表現

輕功招式是最最最難的一個課程了…，要想動作~又要面對那麼多人~好緊張唷」（S9 回

單）；「我覺得可能因為會怕丟臉，所以有一些想法就沒有真正表演，而且當大家都隨便帶

過時，一個人獨自做得很認真就顯得很奇怪。當小組成員都在玩時，就會覺得也要玩一下」

（S10 回單）；「我覺得很好玩，不過我發現我們班有些人會害羞，所以不能完全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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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回單）；「希望分組可以男女分在一組，不然都男生容易完成一片，就沒有好好做動

作」（S27 回單）；「飛天十三響最後要亮相的動作，我一直做不出來，很討厭」（S33 回單）；

「飛天十三響要打很多次，一開始很好玩但久了會覺得很煩」（S37 回單）。而依據學生回

饋統計表看來，有 24 位同學認為主動、認真學動作的人動作也會做得比較好，可見內在

學習動機強者，學習成效較高。

從學生的動作表現來看，多數學生因身體語彙的不足，相對影響創意動作的發展；「我

做起來怪怪的」（S6 回單）；「嗯嗯嗯~上課情形，我覺得我們都很認真在想動作欸…但是，

我們有時都很害羞…不敢做那個動作。下次會比較大方一點」（S7 回單）。多數學生自發

性的動作表現較少，但仍有少數學生可產生各種創意動作，如 S24、S37，除具有創新的

個人特質外，也可看見舊經驗跨越到新經驗的創造。當有高度的學習熱忱也會影響動作表

現，如 S3、S23、S35，「飛天十三響的每一個動作都要拍出聲響，所以感覺有種力與美的

展現，我很喜歡也覺得自己做得不錯」（S3 回單）；「我喜歡用武功動作做剪刀石頭布，很

好玩，我也很投入」（S23 回單）。學生受限於身體語彙的不足，也就常有想表達卻表現不

出來的窘境，「鹿的特性我們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有什麼動作可以表達」（S5 回單）；「做

輕功動作時，我有時候會突然想不到下一個動作」（S12 回單）。而依據學生回饋單可知，

27 位同學認為男生的動作表現比較有力氣；動作創意的部份，有 19 位同學認為女生的創

意表現比較好，16 位同學則表示男生的創意比較好。

研究者也發現學生對自己身體的陌生程度，與從未有人指導過正確的身體姿態有關：

老師告訴 S3 不要駝背，S3 面露疑惑地看著老師且沒有調整姿勢…，老師用手輕拍小涵的

背並協助調整正確的姿勢，小涵面露痛苦地說：「這樣好奇怪喔！不太舒服…」（教 0315）；

「謝謝老師將武術和 Dance 結合起來，武蹈很好玩，我現在才知道原來身體動作有那麼多

知識學」（S24 回單）。再者，同儕的壓力，礙於羞怯，也礙於不擅長面對人群展現自我肢

體特色或想法，S23 就表示：「在做輕功時，我很想做出我想做的動作，但因為害羞而沒

有做出我要的動作，所以動作才會一樣」（S23 回單）。S10 也說：「有些人因害羞所以動作

不大。我覺得我沒有很認真的做，動作不大，會害羞。然後，有一些老師講得都聽得懂，

可是我覺得可能因為會怕丟臉，所以有一些想法就沒有真正表演，而且當大家都隨便帶過

時，一個人獨自做得很認真就顯得很奇怪」（S10 回單）。

因此，無法知行合一的身體表現，往往因為學生的個別情形顯示出差異。而研究者

以為，另一個身體表現的阻力，則來自於整個教育環境的通病，特立獨行者往往招來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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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笑或謾罵，所以，學生會畏懼表現自己的身體，常常隱藏個人的真實想法，壓抑自己可

能可以展現的創意，這些都使身體教育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大。

（二）男女有別

從『武蹈』課程中，可看出男女生在動作表現與情意表現上大不相同。依據 30 位學

生的回饋統計來看，從以下幾點就可看出男女差異：

1. 27 位同學認為男生對武術的主題比較感興趣；10 位同學認為女生對武術的主題比

較感興趣。

2. 27 位同學認為男生的動作表現比較有力氣；7 位同學認為女生的動作表現比較有力

氣。

3. 16 位同學認為男生的動作表現比較有創意；19 位同學認為女生的動作表現比較有

創意。

4. 8 位同學認為男生的整個節目完整度比較好；23 位同學認為女生的整個節目完整度

比較好。

5. 4 位同學認為男生比較認真在上課（學動作）；27 位同學認為女生比較認真在上課

(學動作)。

6. 26 位同學認為男生容易不專心而影響學習；3 位同學認為女生容易不專心而影響學

習。

7. 13 位同學認為男生的分組討論狀況比較好；29 位同學認為女生的分組討論狀況比

較好。

8. S3 表示男生的動作較大方直接；S6 說女生動作較不大。

9. S31 說男生一直講話，而女生相反。

研究者也記載著：「今日的課程共構情形，可以從學生眼中看到濃厚的學習興趣，但

實際的對話情形，男生的發言多於女生」（教 0308）。「開始進行武術基本動作的學習，

女生可以很安靜地聆聽老師的教學指令；部分男生則是喋喋不休討論著對動作的看法」（教

0315）。「S26 很活躍地移動位置到活動隊形，同時會用手去拍打隔壁的 S25；S25 不甘示

弱的回手拍打，於是，兩人玩鬧在一起，直到老師制止才停下來」（教 0315）。教師根據

教學觀察與學生回饋，彙整比較男女生的學習情形，如表 4-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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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男女生學習情形比較表

學生性別

學習表現

男生 女生

參與的程度 高，比較會主動發表個人意見 高，但較少公開發表意見

認真的態度 少數男生很認真，多數男生不太

穩定

多數女生都很認真地聽從教學

指令並盡力完成

專心的程度 不太穩定 多數女生都很專心

同儕的合作情形 不穩定，各組表現不同 良好積極

分組討論的情形 不穩定，各組表現不同 大致良好，會主動找老師問問題

呈現的表現 比較勇於表現，節目完整度較好 常羞於表現，呈現不出討論時欲

表現的情形

動作的力量 比較能表現出動作的力量 動作力量的表現較不明顯

動作的創意 動作表現比較有創意 對動作的想法比較有創意

其他表現 多數男生的外顯行為是容易分

心在其他的外在刺激上，如與他

人打鬧、在意諍友的動靜等等

動作的表現較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三）同儕互動

教師在『武蹈』課程中除第二堂【架勢十足】有強調單人架勢動作表現與第六堂【見

招拆招】的輕功名稱暖身練習之外，其他課程的表現機會，均以 2 人或 5-6 人小組進行討

論與表演呈現。以下從小組討論模式與組合類型進行研究發現的分析討論。

1. 小組討論模式

動物拳法的討論情形，女生三組中，豹和熊兩組很快進入討論狀態並且主動開始排練

動作，鹿組因為對動物形態轉換成動作有很大的疑惑，討論的時間比較久；男生組別中，

虎組有領導特質的人在小組之內，整組氣氛和諧，很快進入討論與練習狀態；猿組中的

S22 一直對 S24 的行為表現不滿，S25 保持靜默，S32 獨自在旁練習動作，該組直到教師

介入引導討論與協助排練後，合作氣氛才熱絡起來；鶴組從分組討論活動開始，所有人就

癱躺或懶坐在地板上；教師因小組人數的考量，將 S34 加入該組，此舉動令 S37、不滿，

嚴重影響整組的討論氣氛（教 0322，教 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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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小組討論需要提供足夠的時間，讓學生可以藉由小組對話分享彼此的想

法；進而學習從相異的觀點中找到小組共識，而建立共識後如何把想法轉化成動作，又是

另一個小組磨合運作的過程，此過程牽涉到學生對討論主題的了解程度，相對影響轉化動

作的時間；而動作的轉化又與學生的動作經驗有關。因此，可歸納出各小組的討論模式，

皆會經歷「分享討論→動作轉化→起身排練」三個過程，此過程的時間長度又與小組組合

類型有關。

2.小組組合類型：

教師觀察各小組的組合類型，可分成自主型、領導型、排斥或衝突型、懶散或狀況外

型四種，每個類型皆有各自的組合特點與討論方式，不同的組合和討論方式皆影響著小組

的運作與呈現時的表現，如教師所記載：「同儕的合作有助於肢體動作的創新表現，相對

也會有負面的影響，特別是同儕意見相左不合群的時候，相對影響討論狀況或小組表演」

（T 省 0329）。學生也表示：「希望分組可以男女分在一組，不然都男生容易完成一片。

這裡跟老師說一聲謝謝，謝老師給我們這機會。下次我想上一些分組活動的課」（S27 回

單）。

依據學生回饋統計結果來看，有 23 位同學認為合作討論狀況比較好的組別，小組呈

現時的表現也比較好；也有學生表示認真的人很辛苦，但表現狀態總是被小組拖累：「當

小組成員都在玩時，就會覺得也要玩一下」（S10 回單）；「在做討論的時候，我的意見會

常常被否決，通常都只有一個人在編排動作，但是沒有結合其他組員的意見，所以動作並

沒有表現所有組員的想法，動作也沒有比之前的討論好」（S2 回單）；「好像只有我們這組

表現不太好」（S28 回單）；「下次還有機會不要把我跟 S24 排在一起，因為他會欺負我」

（S23 回單）。

因此，教師應審慎運用分組技巧，促使同儕互動與合作關係能有正向的發展。下面分

述各類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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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主型：小組合作狀況良好，T 僅須適時詢問有無問題需要協助，多數時間此

類型小組可獨立完成討論內容。

圖4-3-1 熊組排練情形 圖4-3-2 豹組排練情形

（2）領導型：小組中有明顯領導型人物，可帶領全組進入有系統的討論，領導型 S

的責任感強、理解力也不錯，遇到問題會主動找 T解答，因此，T通常不必特別督促其討

論狀況。

圖4-3-3 虎組排練情形 圖4-3-4 鹿組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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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斥或衝突型：小組成員的組合有相互排斥或易引起衝突的情形，此類型小組

的討論情形通常不甚理想，’T一定要介入協調處理排斥或衝突情形，該小組才辦法慢慢

運作起來；通常會出現兩種討論情形，一是所需的討論時間要給得比其他組多，運作情形

就能趨於改善；二是需要強行限制討論時間，T需採任務導向來迫使每個 S不得不配合小

組進行討論與排練。

圖4-3-5 猿組討論情形 圖4-3-6 猿組排練情形

（4）懶散或狀況外型：此類型並沒有出現於此次的研究過程中，但研究者在其他的

任教班級發現此類型，故於此提出討論。此類型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不想討論，原因包括個

人情緒影響小組運作狀況；小組討論話題偏離課程主題；無法理解 T 指令，無法進行討

論，可能的行為是不在乎、不討論，又或者自行玩鬧、干擾別人等。

圖4-3-7 鶴組討論情形 圖4-3-8 鶴組排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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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的角色

教學者在武蹈課程的每堂課中，加入強調的舞蹈動作元素並貫穿整個學習過程，透過

創造性舞蹈教學方法完整身體的學習、深化學生的身體經驗，促使個人與同儕的創意表

現。創造性舞蹈著重學習者自身動作語彙及能力的引發，身體技術不是培育重點，透過教

師引導啟發，鼓勵學生探索並創新表現，才是其教育意涵；而中國武術有其講究的動作語

彙型態，學生在受限的框架下如何創新表現，是『武蹈』的一大特色，這也考驗教師如何

在既有的框架規範與自由發揮創意中找到平衡，拿捏得當。

（一）計畫趕不上變化

教學目標的完成與否，與教師的課程設計有極大的關係。與專家小組進行課程設計的

討論對話時，指導教授提及：

「課程設計應著重思考的幾個重點，包括：課程安排的邏輯規劃、教師的思考與變化

方式、核心目標&暖身的聯結等；另對主題概念網的呈現提出建議，提供研究者進一步思

考的方向」（專組 0315）。

武蹈實施後發現，教材設計過多或過於複雜，容易導致預設的教學進度無法完成。

「課程內容是不是太多導致無法全部上完？」（諍訪 0315）；「第二週架勢十足課程結

束後，已發現原先設計的課程內容太多，迫於時間與整體課程目標的考量，T 必須有計畫

地針對課程內容進行修正」（T 省 0315）；「時間應增加，但課程要減少」（S33 回單）；「我

認為課程時間再長一點，同學比較能發揮出來」（S13 回單）。

教師的教學指令上若不夠清楚明暸，容易造成學生不明白要做什麼或怎麼完成教師指

令，也會導致無法達成教學目標。

「老師~這些課都超好玩的，但有時候會不知道要做什麼，也會聽不懂你在說啥」（S15

回單）；「我覺得有一些動作很多，不要那麼難，而且做得很快（S21 回單）；希望老師在

教動作的時候可以慢一點」（S12 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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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背景與起點各不相同，教師不可以用單一標準或過度的期待，去看待學生表現

與教學目標的完成度。

「T 在實施課程的過程中，已經發現 S 的肢體表現有精緻度的問題，但因不在課程目

標的著重點上，所以並未進行調整」（T 省 0503）；「如果早一點讓學生看到影像紀錄，是

否在課堂中的自己會更盡力完成課程計畫？」（諍 0503）；「我看了我們的影片後，深感懊

悔，因為我有許多不會的動作都做不出來，應該要多練習的」（S33 回單）。

因此，教師應隨時依據教學現場，施予正確的教學指令，衡量學生的起點與教材難易

度的關連性，選擇適切的內容施教；也應依據學生的表現情形，適時地調整教學目標，讓

受教者的學習能跟得上教學計劃。尤其這是以學生為主體之課程設計，課程專家也已事先

提醒內容是否太多及難易度等問題。

此外，教師不能過度期待學生本身能力之外的表現，特別是自小從未接受過身體教育

的學生，對於展現肢體的心態和自小接觸身體教育的學生，特別是舞蹈科班學生，兩者大

不相同，因此，教學目標的設定應確實以學生為中心，而不是教師個人預設的期待；尤其

是身為舞蹈背景出身的教師，應調整教師本身的心態，轉化自身的專業，設計規劃以學生

起點為思考的舞蹈教育課程，以開放的態度看待未經身體訓練的學生，開發普及舞蹈教育

的創新教學路。

（二）班級經營再思考

一堂完整的表演藝術課程，包含教師的班級經營能力。課堂秩序、分組技巧、隊形安

排、時間掌握、班級氣氛、師生互動、教學人數/場地等皆是班級經營需要注重的事項，

好的班級經營影響著課程進度與教學發展。研究發現，課堂秩序與分組技巧可加以探討分

析。

就課室秩序而言，教師於實施教學後，思考著開放、自主的學習環境中，什麼樣的課

堂秩序是合理的？什麼樣的課堂秩序有助於教學？什麼樣的課堂秩序影響教學？諍友表

示在班級教室的課堂秩序良好，在活動教室的課室問題較多，包括學生的專注力較差、脫

序行為較多、討論情形不夠主動等等。

「分組討論活動的時候，可能要多注意一下各組的討論狀況，鶴組的男生不是賴在地

上，就是沒在討論，剛剛 S37 還被我罵」（諍訪 0321）；「在活動教室上課就比較多課室問

題需要處理了」（諍訪 0315）；「個別指導時需找適當的方法維持課堂秩序」（諍回 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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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從自身多年的教學經驗中發現，開放的環境有助於刺激學生的表現，舉凡想像

力、創造力、同儕合作關係、解決問題的能力等，皆需要一個開放自主的學習空間，也需

要足夠的時間，讓學生確實從做中學。依據鄭怡苹（2009）的研究可知，

「創造性舞蹈課程活動應提供足夠時間予以小組進行討論並鼓勵學生、提升學生自信

心，可提升學生肢體表現能力和團隊合作能力。」

教師從課堂觀察發現，部分學生的脫序行為往往來自於對課程的不了解或因為無法完

成教師的指令。

「因為有些人不太了解老師的動作，才會聊天的」（S5 回單）。

如前所述，教師於課堂中所運用的分組技巧，也會影響課堂的進行節奏。

「希望分組可以男女分在一組，不然都男生容易完成一片」（S27 回單）。

至於小組的組合方式，可有以下考量：先決定由 T 主導或 S 自主，再來可設定條件，

例如小組人數、男女生分開或合併分組、其他限制等。

「分組討論時的課堂秩序，T 向來採開放自主的方式，讓 S 在與主題相關的討論下各

小組自由運作；T 會從旁協助討論與指導，指導時間往往偏重於自主性較低或問題較多的

組別」（T 省 0503）。

而此次研究的分組，以男女分開的方式進行小組討論與呈現，主要的原因來自於研究

班級的學生組合形態，無論是教師主導或學生自主分組，教師都應依教學對象的特性彈性

選擇最適切的方法。

教師以為，課堂秩序的良善不是以嚴厲的態度管教或解決不當行為就好，而是需要教

師敏銳地察覺問題並適時適當地給予指導；只要沒有影響教學進度，沒有模糊教學目標，

每個教室就可以擁有屬於那堂課的課堂秩序。而教師若能採用有技巧的分組方式，不但可

以讓課堂節奏順暢進行，也可幫助各小組討論與排練活動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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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技巧再琢磨

依據黃淑蓮（2007）歸納學者論述時表示，掌握主題、善用引導語、開放式心態與敏

銳觀察力、營造正向、不同學習情境、善用多元輔具等各點皆為創造性舞蹈教學的原則與

要點。武蹈教學中，Ｔ所運用的幾點教學技巧，分析如下：

1.引導語的運用

T 在引導語的運用上，應多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與視覺化的概念或多用動作詞彙的方

式，豐富動作探索的可能性，例如：功夫熊貓中的蓋世五俠的形象、熊貓的動作特點、葉

問的招牌架式等等，都是可以引發學生聯想架勢動作的概念。而使用詢問式的引導用語，

也能協助學生探索元素、發展潛能，例如：「凌波微步」可以對應什麼樣的移位動作？「蜻

蜓點水」會用什麼移位動作表示？「輕功水上飄」的關鍵字是什麼？

2.清楚的指令傳達

T 指令的傳達強調清晰、簡單扼要，以重點說明、歸納整理的方式協助學生的理解，

例如：教師於第一堂課時便已歸納說明下一週進入表演教室時需注意的課室規則，事先的

預告有助於課程的流暢性。因此，教學指令是教師應確實練習與掌握的教學技巧，可課前

模擬練習，再依教學現場調整最合適的教學指令並傳達予學生。另外，教師亦可善用不同

教具，輔助課程之進行，提供學生多樣想像空間與不同感官體驗，例如：圖片、影像、音

樂等輔助教具。

3.鼓勵團隊合作

T 會鼓勵團隊合作，共同發展屬於該組的身體表現與創意；鼓勵該小組維持(某一種)

動作質感，展現群舞的魅力，以各組合作狀態，提升整體的動感與舞動的層次。粘珮瑩

（2009）表示：「應用創造性舞蹈教學對於表演藝術課程的班級團體動力有良性的增強效

果，並能提升自我潛能與班級團體互動的能力。」

而從學生的回饋中，也可以看出團隊合作的教學成效：

「武蹈課是一個很好的課程，這班上的同學有了團結心，所以我們都很喜歡武蹈。」

（S11 回單）；「我喜歡<見招拆招>那堂課，因為我們可以分組發揮創意，展現出學生的活

動能力及反應力。」（S33 回單）；「我很喜歡<動物拳法>。因為我們在討論拳法時，每個

人都十分盡力，而且我覺得我們都很快樂，大家都有出意見，我也覺得很好玩。」（S24

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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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讓學習從觀察中進步

無法關注到全部學生的表現，故教師須運用方法來達成教學目標目，例如希望學生了

解正確的動作時，除教師親自示範之外，也會找一兩位學生在全班面前調整其動作，讓學

習從觀察中進步。劉淑英(2000)指出：「創造性舞蹈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性舞蹈，學

生從「做中學」的無止境探索過程中體驗活動，它本質是獨一無二的，且注重學生學習過

程觀察力、創造力、表現力、合作力、鑑賞及評析能力的學習」；吳靜吉（2008）也提到：

「教學要能教得好，絕非紙上談兵就能辦到，從「做中學」是最實際的道路」。

『武蹈』第八週課程【武蹈大觀】，讓學生觀看自己過去六週的課程影像，藉由影像

回顧讓學生自己觀察自己和同儕的課堂表現，引導思考學習與表現的相互關係：「我看了

我們的影片後，深感懊悔，因為我有許多不會的動作都做不出來，應該要多練習的。」（S33

回單）；「我喜歡<武蹈大觀>，因為可以看到大家過去的表現，不認真的人會被錄進去，

也可以看到別人出醜的樣子，很好笑」（S10 回單）；「我喜歡<見招拆招>，可以和別人比

較，也可以看到好多不一樣的動作和組合。」（S11 回單）；

5.確實掌握課程時間

T 有責掌握課程的時間，以利課程節奏的流暢性。課程時間的安排，須從課程設計、

隊形分配、分組討論活動等面向加強規劃，以確保時間在教師的掌控之內。「懂啊！可是

討論時間不夠」（S32 訪 0322）；「我認為課程時間再長一點，同學比較能發揮出來。」（S13

回單）；「分組討論的時間有限，學生確實執行指令的動力似乎也稍嫌薄弱，但是因為學生

太被動，亦或不知如何討論與執行等問題，則需要再探討」（諍 0329）。

6.開放態度看待學生表現

動作的創意和動作的精緻表現很需要時間去討論、練習和精進，T 是否有對動作技能

完成度提出要求，與所設定的教學目標有關；學生的起點能力也是考量重點，T 應以開放

的態度看待學生在動作完整性的不同表現或改變。教師的教學態度影響著學生的感知與學

習：「老師安排的課程，我很喜歡，因為老師給了我們很多發表的空間。我很喜歡創造一

些東西，什麼東西都有。所以我喜歡這堂課，謝謝老師。」（S13回單）。李宗芹(1998)認

為：「創造性舞蹈是一種無止盡的探索過程，以適合自己的方法，將個人潛藏的內在資源，

轉化為外在身體直接而清楚的陳述。」；張中煖（2007）表示：「學習過程中教學者不斷給

予學習者正向的鼓勵與肯定，創造不同情境引導幫助學習者發揮想像，進入探索活動，使

學生願意開放自己，接受刺激，從挑戰學習，獲得自我認同與積極正向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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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確實執行實作評量

武蹈課程以「實作評量」作為學習評量的標準；教師運用教學觀察、同儕互評、學習

回饋等資料進行多元評量；同時因應研究工具的採用，教師可依據課程影像紀錄，再次回

溯學生的學習與表現情形，確實執行公平、客觀的實作評量。張中煖（2007）提出：「創

造性舞蹈不做對或錯的評量與規範標準動作，教學環境中，容許不同個體獨特肢體表達與

個人感受的呈現方式，因而教學者必須擁有寬廣的包容力，接收所有學生的想法與意見，

以敏銳觀察力，觀察學生學習反應與回饋，適時給予支持回應」。

四、後續課程計畫

『武蹈』研究的課程循環計畫無法於本學期確實執行，原因來自於研究者任教學校的

行事安排；一是統一性的期末藝文紙筆評量，致使研究者不得不為研究班級教授欲考試的

單元內容；二是原定研究班級的表演藝術課程，受臨時性的學校活動所影響，課程計畫因

為課程時間的減少而無法執行；這兩個原因造成原先所預定的三週循環課程無法依照原計

畫執行，所幸研究者依據研究資料的處理與分析後，可以肯定研究結果未因沒有操作循環

課程而有所影響；但從教師的角色加以思考這個問題，研究者認為應提出後續的研究或課

程計畫來面對與解決這個小小缺憾，且從學生的回饋中，也能得知學生具有繼續參與『武

蹈』課程的學習意願，同時還提出不少課程上的建議，甚至是他們所喜愛的、想繼續上的

課程內容。因此，研究者整合教師省思與學生意見，說明後續的課程計畫。

（一）精進學習經驗，建立學習方式

研究者所任教之班級都是從七年級入學一路帶至九年級畢 業，因此教師可於該班的表

演藝術課程進行一貫式、系統性的學習安排。研究者預計將武蹈的循環課程挪至八年級上

學期進行，除根據學生已具備的舊有經驗加以精進之外，亦期待從舊經驗與新經驗的學習

過程中，建立起『武蹈』模式化的學習方式，例如師生共構對話、同儕合作、創意學習等

方式，彌補未及時循環課程的缺憾。依據學生的回饋意見與教師的思索，可能進行的循環

課程內容，有以下幾個方向：

1.紮實基本功夫

此部分將以「紮實基本的功夫」作為課程設計的重點，計畫利用教授過的基本手勢與

腳位和武術之剪刀石頭布兩部分的內容，加強要求動作的精準度與力度，藉以紮實學生基

本動作的表現能力；另外，預計以組合、連貫式的動作來增強身體運用與控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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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強化表演功夫

此部分將繼續以飛天十三響作為課程的主要內容，首先是要讓每一位學生都能記住整

套動作，唯有讓學生將動作記憶到自己的身體上，才能讓他們進一步去探索動作的表演方

式；再來，教師將運用動作元素中的時間要素，讓學生理解與探索動作和時間的關係，進

而展現具有個人特色的表演功夫。

3.活化想像功夫

此部分仍會運用文字進行想像性的動作探索與轉化，課程內容會繼續採用金庸文字作

為引導，計畫運用學生熟悉的招式名稱，如降龍十八掌、佛山無影腳等，以小組合作的方

式，進行單一名稱、單一部位或動作元素的想像與創造。期待學生能對自己熟悉的文字有

更深的理解與想像，並能透過與同儕腦力激盪的學習過程，運用身體展現出他們的想像力

與創造力。

（二）簡化學習內容，深化學習過程

依據本次研究可知，教師所安排的學習內容有難易度與教材多寡的問題需要加以衡量

調整；因此，教師將觀察學生於八年級時的身心成長、生活經驗的累積等現象，加以檢視

課程計畫，思索出簡化卻不含糊的學習內容，透過更精準的教學引導，讓學生的學習過程

可以更加深入且能內化至整體的學習中。

（三）開發學習潛能，拓展學習方向

藉由更深入的學習，教師期待能開發更多的學習潛能，發展精緻的學習內容，拓展學

習的方向；除了本身表演藝術課程之外，期待能讓學生的學習有機會於學校的活動中展

現；更期待與同儕教師的教學合作或觀摩學習，使武蹈的精華得以傳承、建立風範。

研究者雖未照原訂計畫再進行三堂由學生選擇有興趣的內容予以施教，深化他們的學

習經驗，但在研究期程所實施的每一堂課，皆歷經自我不斷檢視、修正之過程。而基於現

場教師的身分，歷此行動研究，亦使自己深刻體認：「教師即行動者、研究者的角色」，應

該將此研究精神及作法，持續於職場上，這也是現任教師採用行動研究之優勢，以及行動

研究帶給我的啟示、成長與後續教學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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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一行動研究，旨在透過『武蹈』的課程規劃與設計，發展以中國武術為主題

的創造性舞蹈表演藝術課程，檢視教學歷程中的學生表現與教師角色，進而探討與分析『武

蹈』之教學成效。基於「教師即研究者」、「教師即課程設計者」、「教師即教材開發者」之

理念，採用「行動研究法」透過計畫、行動與觀察三者間的相互循環，探討與分析其教學

歷程與成效。在整合影音紀錄、教師觀察暨省思札記、諍友意見、學生學習回饋單、專家

建議等資料後，歸納研究發現。本章根據研究發現提出結論與建議，共分為三節，第一節

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第三節為反思與成長作為本研究總結。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為質性取向研究，歷經課程實作、專家建議、諍友意見、學生回饋與文件分析

等資料蒐集方法，針對學生學習歷程與教學，從多元檢核與資料分析所得結論如下：

一、 中國武術可作為表演藝術課程主題

中國武術因是時下流行內容，其概念符合以學生為主體之教育意涵，可作為身體學習

與創新表現的主題之外，還可增進身體姿態的正確性，並有助於美育與群育教育之養成。

依據本研究所選擇使用的武術概念可加以印證：

（一）基本的功夫---武術基本動作

武術的基本動作有助於學生身體姿態的矯正與身體美感的養成 。

（二）探索、想像的功夫---動物拳法、輕功名稱

探索性的動物拳法，可使學生於探索、轉化的學習過程中，將個人的舊經驗與新經驗

加以整合，進而展現出自發性、創造性的身體動作；而想像性的輕功名稱，透過文字的探

索與理解，促使學生思考文字與身體的連結性，且能嘗試將自身對文字的想像，透過身體

加以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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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演的功夫---戲曲武功動作

表演性的戲曲武功動作，帶領學生了解舞台表演的要領，進而探索自我身體的表現方

式。

據上所述，中國武術適合作為表演藝術課程主題，並可藉著師生共構課程、互動對話

的方式組織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活動。

二、 創造性舞蹈可作為普及舞蹈教育的可行教學策略

創造性舞蹈作為普及舞蹈教育的可行教學策略，需仰賴教師運用引導啟發式的教學，

提供機會進行身體的學習。透過教師引導啟發式的教學方法，可引導身體的動作學習與探

索表現；以學生熟悉的素材切入，可鼓勵學生勇於展現與創新自我肢體語彙，使學生更能

主動探索自己身體的可能性；配合教學活動選擇身體、空間、關係三大要素促進身體的探

索與學習。

就身體而言，學生在肢體動作上有了明顯的改變，例如可以端正地擺出一個架勢，或

者可以運用與武術相關的基本動作表現動物的形象；就空間而言，與同儕的合作，探索了

兩人一組完成動作的可能性，學生可以自行發掘動作組合的各種方式，如相互對稱、一前

一後、一上一下、相對、背對、對比表現等；移動式動作對應輕功名稱的想像與表現，學

生能在空間中改變自己行進的方式，也能將想像與動作加以結合，發展具有個人特色的身

體表現；多個小組討論並呈現的教學活動，鼓勵學生面對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無論是

身體或想法或表達，學生均能在同儕合作的關係中，體會到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群

體與群體的各種關係。

三、 學生身體經驗的不足容易影響身體上的創新表現

學生身體經驗的不足，造成知行無法合一的學習表現，相對影響身體上的創新表現；

許多想法往往無法透過身體忠實地呈現出來，即使腦袋理解了學習目標，身體也會有力不

從心的無奈。不存在的經驗無法成就新的表現，身體經驗的不足相對造成許多身體教育上

的問題，包括：不夠認識與了解自己的身體；無法善加運用身體；對身體美感的認知有限；

無法用正確的態度看待身體；無法尊重他人的身體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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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儕可協助激發彼此身體的學習與表現

在自主開放的學習環境中，學生可以與同儕分享個人的想法，透過討論與互助的方

式，藉由各自的經驗共同合作以完成教師所指定的學習目標 ；同儕的相異想法能刺激成

長，也能協助改變原定的思維與作法；同儕正向的力量可讓學生從合作學習中一起達成任

務，體現群育的重要；但同儕負面的影響力，相對造成學習上與教學上的困擾，教師須能

善用同儕特性，引導正面的學習能量，使同儕的合作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功能。

五、創意教學需在有限的條件下提供足夠且開放的時空

創意教學須提供學習者足夠的時間與開放的空間，唯有讓學生盡情地、自主地探索與

討論，想像力與創造力才能真正地被激發出來。教師引導啟發式的教學是創新教學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因素，口語引導可運用意像式、經驗取向、熟悉素材等方式加以引導學習，而

啟發式的帶領，更是促進學生勇於創新的關鍵方式；每一個學生都有自己學習的方式與問

題，教師不能過度期待學生本身能力之外的表現，而是必須依照教學現場轉換自身的角

色，適切適時地引導啟發，尊重個別差異，讓每個人有足夠的發展時空。框架下的學習才

能激發更多的創意表現，教師從學生的起點開始，設計難易度適切的教學活動，除能激發

學習意願與高度的參與感之外，學生也能更自在地的將舊經驗加以連結新經驗，進而展現

創新的想法與做法，使學習成為樂事，既有趣也有序。

六、教師成長從「心」開始

豐富的教學經驗可以增強教師的專業能力，但教師真正的成長需從「心」開始，有

「心」，才能為教學、為學生、為教職累積源源不絕的能量，進步再進步。教師應該善用

自身的專業能力，在有限的教學環境中，深入地了解教學對象，用心規劃課程以進行教學。

從每一次的教學活動中，觀察、反思、修正，累積經驗，為下一次教學行動的起點與目標

作更多的準備。學生如果對課程有所期待，表示教師的用心足以引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學

生如果能對課程提出想法，表示他們也有心與教師一起讓課程更加完整；學生如果能於課

程之後，表達他們的感覺好惡，表示他們對教師所規劃的課程有所感知與獲得。因此，當

你有心為學生創造學習機會與環境時，這股動力也將使你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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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文依研究發現與所得結論提出以下建議，作為後續教學及研究之參考：

一、讓學習從身體開始

身體教育一直是國內不夠注重的教育取向，這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教育問題，自小缺乏

身體教育，導致不正確的身體姿態；現今的教育及少子化的社會趨勢，使得身體越來越孤

單，少了大自然間的打滾玩樂，少了兄弟姐妹間的打鬧嬉戲，身體沒有同伴，也沒有接觸，

這個人類展開學習的重要基礎，儼然受到太多時空的壓制，使得學習自然也跟著限於一個

框架裡。人各種能力的根基，皆是從「身體」發展而來。「體」的簡體字「体」，就是人本

的教育，也是本人的教育，了解「動身體」有其必要之外，更應該提供「動身體」的機會，

唯有回到人的根本，從身體出發，建立自我，才能使學習真正從身體開始。

無法表現或沒有自信的身體，常起因於對自己身體的不熟悉。如果，可以自小學扎根

教育的時期，就開始身體教育的培育，認識身體、了解身體，進而懂得運用身體，這樣每

個學生獨有的身體潛能才可能得到鼓勵、獲得肯定與自信，不需要因為在意別人的眼光而

畏懼表現、不需要因為同儕而害怕展現獨有的身體語言。有鑑於此，研究者建議九年一貫

國民教育階段，應該注重學習者的身體教育，讓學習從身體開始。

二、從基礎扎根到創新應用

瑪莎．葛蘭姆說：一個人真正跳舞之前，要花上十年的時間學習基本功，真正的創意

其實需要技巧、紀律和訓練（引自嚴長壽，2011：113）。也就是說身體的基礎必須先扎實

了，才可談轉化創新的個人表現。中國武術代表著東方的、中國的身體精粹，是文化脈絡

的產物，是身體文化累積後的結晶，有其形體與規範的基本功法，對學生的身體姿態具有

正面的助益。

武術的基本功包含了生理學、力學、心理學等層面，除能強身自保、鍛鍊體魄之外，

還能教育子弟們莫忘原生文化的價值與美德。武術不只是肢體鍛鍊或搏擊技術與格鬥手具

的學習，更重要的是人格與品性的養成，透過修習武術達成身心健全平衡的個人目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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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為團體奉獻心力的群體情操。所謂「武道」，意指以武入「道」，追求人生自我的道路；

又指「群體關係之道」，講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自我的關係，是一種良性的相敬相

助關係。

運用當代與生活化的傳統文化素材，透過中國武術的身體學習經驗，引領學習者認識

自己的身體，學習中國武術的身體精隨，扎實身體的基本運用，進而舞動身體、創新發展。

因此，建議可將中國武術列為表演藝術課程之修習內容，同時鼓勵教師以創新教學方式開

發擴展其教學應用層面。

三、「如何教」的挑戰大於「教什麼」

此次研究主題內容的選擇，學生接受度高，但如何達到教學成效，需善用各種可能方

法：

（一）當學生的伯樂

新時代的教師角色，應具備啟發式的教學理念和應用能力；教育現場是學生受教的第

一個場域，也是所有教育改革的起點，教師若只採用武斷、權威的教學態度，面對總是突

發奇想或是個人風格強烈的學生，扼殺的不只是學生的創意，恐怕連基本問問題的能力都

會被連根拔起。啟發式的教學或許不能立竿見影，教師很可能會遇到很多難題，但是，當

教師和學生站在同一陣線時，你要學習成為學生的教練，或是他們的啦啦隊，真實地去了

解每一個學生，很多時候學生不是不願意學習，而是教師沒有運用激起他們學習慾望的方

法，如何激起學生渴望知識、追求知識的慾望，幫助他們挖掘興趣並找到自己的天賦，是

身為一個教師最重要的工作。教育不是裝滿一壺水，而是點亮每個學生心中的蠟燭，讓他

們發光、發亮。因此，建議教師認清自己的角色及時代的趨勢，讓教學方式從威權到啟發，

惟有當學生的伯樂，師生才會都快樂。

（二）把舞台留給學生

面對知識爆炸、講求創新的時代，學習不再只是照本宣科、一成不變，鼓勵學生勇於

表達，發問問題，即是開發他們的創意能力。一個好的問題，往往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會

有一段探索答案的過程。老師在解答問題的過程中，應扮演陪著學生一起冒險的角色，找

尋如寶藏般的珍貴答案。身為藝術領域教師，有責提供更多創意學習的環境，教師應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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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地變換自身角色，依照學生的學習情形給予適時適切的引導；建議可從例行性的活動中

改變以激勵學生學習，教師應善用引導語，以意像引導、以經驗引導、以貼近學生語言的

方式；可多鼓勵相異的想法促進發展想像力（鼓勵發言、運用同儕力量）；提供足夠的時

空讓學生從經驗中學習（做中學），進而發展與累積自身的經驗（從生活經驗或先備知識

出發）；可培養學生一種任務在身的心態（呈現、評量），以增強學習的動機；教師應努力

讓學習成為樂事，有條理、有順序、有規範，學習可以既有趣也有序。

四、表演藝術課程實施困境待突破

（一）尊重學生受教權與教師施教權，實施正常化表演藝術教學

研究者任教學校的藝術與人文領域師資頗為完整，每個班級也有完整的藝文學習節

數，但仍有不少學科教師抱持著表演藝術課或其他藝術科目非考試科目的想法，經常性地

向任課教師借課考試或執行班級活動。完整的師資專業背景，是實施正常化表演藝術教學

的第一步，而以正確的心態尊重學生受教權與教師施教權，更是實施正常化表演藝術教學

不可缺的因素。

（二）彈性調配表演藝術課程

每週一堂 45 分鐘的表演藝術課程，挑戰著教師在課程規劃與時間掌握的能力；但根

據實際的教學現場情況，可知教師在時間的運用上總是過於緊繃，課程活動往往受限於時

間無法順暢地執行；因此，建議表演藝術課程在配課上可採彈性調配，單元性課程可安排

為兩堂連堂的方式進行，增加授課時間，有利於教師在教學引導、活動進行與分享欣賞的

時間調度上較為充裕，同時也能顧及一班人數過多而產生的相關學習問題，使教師的課程

規劃更易操作、教學節奏更順暢完整。

（三）提供「動身體」的硬體空間，使學習更完善無礙

表演藝術是實作的藝術，重視「做中學」的學習歷程，學習者需要在適當、安全、舒

適的場地做肢體探索與表現，且學生也總是滿心期待著離開班級教室的上課機會；建議各

校都應該提供可活動身體的學習空間，專業舞蹈教室的建設，或許有技術性的問題，但可

以利用學科教室的改建，裝置安全適宜的地板和設備；若是有舞蹈班的舞蹈教室亦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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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共享，提供全校「表演藝術」課程的使用，讓表演藝術教學能夠更全面性地深入校園，

除讓學習真正從身體開始，也讓表演藝術的學習，確實執行「從做中學」、「從動中理解」。

（四）兼顧個別差異，確實執行多元評量

研究者所任教之學校，為配合教育部免試升學一案，於九十八學年第二學期開始實施

藝文領域期末紙筆評量，評量內容由各科教師討論訂定，多半設定為歷史性或知識性的考

題，以標準答案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研究者並不認同此做法，看似公平公正公開的紙筆

考試，使藝術教育遭到曲解，也抹煞了學生的個別想法。但是，個人意見往往無法改變整

個環境的決定，教育制度造成諸多的無奈，基層教師只能默默遵從學校的統一做法。

本研究就是礙於統一性的期末紙筆評量與時間上的不足，致使循環課程無法依照原計

畫順利操作，所幸研究者從學習回饋單獲取許多學生的寶貴想法，同時解決了研究上的部

分問題，研究結果與武蹈課程的後續發展皆沒有因而未受到太大影響。基於此，建議各校

應依據學生個別表現鼓勵其學習發展，兼顧個別差異，確實執行多元評量；藝術教育的發

展，尤其需要上級的支持與家長的認同，每個孩子才有更多機會找尋專屬自己的一片天。

第三節 反思與成長

為期近兩年的『武蹈』行動研究，終於進入檢討與反思階段，歷經教學內容設計過程

的腦汁耗竭，還有戰戰兢兢地實際操作課程，最後總算能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化成文字呈現

出來，期待有共鳴者能和研究者一起朝創造性舞蹈教學研究與實務之路大步邁進，為普及

舞蹈教育盡一份心力。以下研究者將從舞蹈專業背景、表演藝術教師、研究者暨教學者的

多重角色提出個人的省思與成長。

一、舞蹈專業背景

Stinson（2010：14）提及 Not just for easy fun, but to challenge themselves, to feel proud

of their accomplishments. 創造性舞蹈提供給教師和學生一個創造的機會，從學生的起點行

為開始，教師必須展開一連串的摸索與創造活動，了解並相信自己的學生，給他們做得到

的目標，不過度設限，多嘗試、不放棄，保持學習的心態，挑戰用不同的方法教授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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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用教師的熱情強化學生的學習動力，用專業的教學建立創意的學習。多年的舞蹈教

育之於筆者，莫大的啟迪是扮誰要像誰，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在給學生一

杯水之前，必先裝滿自己的桶。教學好比一場演出，教師即表演者，學生即觀眾，兩者或

明或暗地介入彼此生活中最為密切的教學活動，每一個相互激盪出的火花，皆可連結成彼

此接收刺激、不斷創新、進而成長的動力。舞蹈教育絕不是只為栽培舞者，而是為社會培

養更多舞蹈參與人才，特別是舞蹈教育的推廣人才。具備舞蹈專業背景的研究者，應更加

肯定自己的定位，善用自身專長，多花心力去設計適合一般學生的舞蹈教育課程，讓學習，

真正從身體開始。

二、表演藝術教師

藝術課程是右腦的啟發，右腦的訓練著創造力與想像力，亦可讓情緒有抒發的管道與

空間。現今的環境仍存在著國小包班制，國中重視升學的問題，使藝術教育成了祭品，往

往不為學校教育所重視；但是，研究者以為身為藝術教師的自己，自身的觀念、課程的安

排及對從事藝術教育的理念等，仍是藝術教育發展的重要契機。研究者的表演藝術教學之

路已有近八年的時間，一路信守著自我的教育理念：專業態度、行思兼具、堅守信念。透

過此次的『武蹈』研究，更加確信創造性舞蹈是培育身體、智能、情感和心靈成長的強效

良方。期許日後繼續以「為學生創造更多舞蹈實質經驗」為己任，落實身體教育於自身的

教學之中，以己微薄之力為普及舞蹈教育盡最大的心力。

「新的不斷湧現，舊的從來不死」。表演藝術創新教學活動設計與開發的同時，如何

深入文化意涵，擇其經典以傳承？如何因應潮流趨勢時，還能從善如流？如何讓傳統不只

是傳統，還可兼顧潮流再造新氣象？以上這些提問，研究者以為是身為表演藝術教師在花

時間充實自我，勇於嘗試並深刻思考之後，可以著手計劃的方向。以中國武術文化為主題

的創造性舞蹈教學，本意已符合學生為中心、生活內容為素材的理論意涵，其教學活動設

計更期待學生能透過並運用自身的身體經驗，加以連結中國武術文化的學習。在此提醒自

己，啟動學習者身體的當下，文化精神的傳達亦是教學時的重要項目，身為教學者有責引

領學習者正確的動作學習、良善的常規與口語表現，進而拓展更高層次的心靈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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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與教學者

回顧整個行動歷程，身為線上教師的自己能藉著研究者的身分，深入瞭解與探討自身

的教學，從中發現問題、找到問題並解決問題，直到研究論文的撰寫完成，這一路辛苦卻

也甜蜜，每一步都記載著成長與進步，是人生路上極其寶貴的學習經驗。在行動教學歷程

中，學習者的回饋與反應，讓研究者明白了「教學相長」的意義；課程專家、諍友、指導

教授與同儕研究生的協助與建議，幫助了研究者改善自身的教學問題，並提升了專業能

力，更體驗到理論與實務工作兩者結合的可貴意義。經此行動研究，研究者從反思自我教

學與學習中，獲得觀念的釐清與改變，促使著自我的成長與進步；期待本研究能分享予羅

東國中的同儕舞蹈教師們，舞蹈班的專業舞蹈學習值得普通班的學生進一步的了解與認

識，而普通班的表演藝術課程亦有許多發展面向可以提供給專業舞蹈教師另一種身體教育

的思索，倘能藉此研究促進兩者的資源共享、教學觀摩、教材分享等活動，相信身體教育

能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於此論文最後，研究者要再次感謝研究過程中所有學生、導師、

學校單位、諍友與教授們，在歷程中給予研究者全面性配合與無限的幫助，方能順利完成

此研究工作。

一句「莫忘初衷」，勉勵自己，也鼓勵每位欲從事創造性舞蹈教學的人，課程的設計

與實際操作的過程，必然有許多不可預期的困難與挫折，謹記投入教學時的熱情，勇於接

受挑戰，才能突破層層關卡，為創造性舞蹈開創新「視」界。實際操作教學活動時，以遊

戲著手引發學習興趣；以動作教授磨練身體技能；以創意角度鼓勵個人風格；每一種思考

過後被設計與運用的教學策略都非常值得嘉許。時間換取經驗、經驗累積品質、品質證實

信念，研究者期許自己保有不歇的熱情、不停的腳步，重視每一位學生的主體性與價值，

協助他們進入創造性舞蹈之門。更期待表演藝術教學可以走出更多不同的路、創造更多不

同的風範，透過『武蹈』，期待有你，一同啟動創造性舞蹈舞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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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武蹈總覽】

第一週 武蹈總覽

核心目標 『武蹈』課程介紹與主題概念網說明

具體目標 建立與發展『武蹈』課程的共識與具體的活動內容

教材教法 影片欣賞、PPT 講述與討論

分組方式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組數 人數

啟

動

『武蹈』課程概念說明

訂定課室規則（含上課規則、分組方式與隊形規劃）

『武蹈』主題概念網說明

5 1 全班

發

展

『武蹈』課程內容說明

※第一週為『武蹈』總覽，屬主題教學師生共構課程的階段；

第八週為『武蹈』大觀，屬回顧與檢視『武蹈』課程的階段。

第二、三、四週為『武蹈』實作第一階段；第五、六、七週

為『武蹈』實作第二階段。實作階段的各週次課程內容與安

排，將透過師生討論後確定。

二、三、四 單課 A 單課 B 單課 C
基本功

五禽戲

模仿自然

架

勢

十

足

動

物

拳

法

神

龍

大

俠

五、六、七 單課甲 單課乙 單課丙

虛擬的、想

像的、表演

性功夫

功

夫

小

子

見

招

拆

招

神

乎

奇

功

學生的

想法意見

註：學生的意見與想法屬未知部分，空白部分將於正式實施

課程後補上內容。

20 1 全班

分

享

納入學生的意見或選擇，調整與確認『武蹈』的課程內容，

並按照實施週次排列如下：

課程概念 二 三 四

課程概念 五 六 七

20 1 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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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架勢十足】

第二週 架勢十足

核心概念 透過武術基本動作的學習，身體能夠掌握並表現出動作的造形

具體目標 能夠了解武術中的基本手法與步伐。

能夠學會武術中的基本手法與步伐並運用發展個人動作

能夠運用武術中的基本手法與步伐與他人合作完成一個以上的組合動作

訓練勇於表達與相互欣賞的能力

武術概念 武術基本動作（手法與步伐）

舞蹈要素 身體（肢體動作）、空間（造形、層次）、關係（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

分組方式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組數 人數

啟

動

【隊形安排】全班排成一個大圓形

1.教師教授武術基本動作，並驗收學生學習狀況

基本手法 基本步伐

拳 ：立拳、平拳 馬 步

掌：立掌、平掌 弓箭步

勾手 獨立步

2.請學生利用武術基本動作發展一個單人造形，並以定

格四拍的方式輪流呈現

5

5

1

1

全班

全班

發

展

3.兩人一組，請學生利用武術基本動作發展一個雙人組

合造形，並以定格八拍的方式呈現輪流

4.五至六人一組，請學生將各自的造形組合起來，各造

形之間需利用四拍動作串聯，呈現方式為「定格造型四

拍、轉換動作四拍」，依序完成整組人的造形動作

5.各組輪流呈現（教師以鈴鼓敲打拍子）

10

10

10

18

6

6

2

5-6

5-6

分

享

6.教師總結學生【架勢十足】的表現，並強調此單元的

教學重點及對學生的期許。

7.請學生分享今日課程的想法

5 1 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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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動物拳法】

第三週 動物拳法

核心概念 能夠運用不同的身體動作表現出動物的造形、形象特點與運動方式

具體目標 能夠透過遊戲，確實掌握並表現指定的動作項目

能夠認識、模擬並想像出一種以上的動物造形與形象特點

能夠以肢體動作表現出一種以上的動物造形與運動方式

透過相互分享與回饋，培養同儕間的合作能力

武術概念 武術基本動作、五禽戲

舞蹈要素 身體（肢體動作）、關係（個體與群體）

分組方式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組數 人數

啟

動

【隊形安排】

教師利用武術的基本動作組合出「武術之剪刀、石頭、

布」，讓學生模擬記憶或自行發展動作

剪刀 獨立步＋勾手

石頭 馬步＋拳頭

布 弓箭步＋掌

讓學生利用「武術之剪刀石頭布」分組對戰，勝者可獲

得下階段課程的優先選擇權

遊戲規則※

小組競賽，各組輪流派代表上場，全組最先輪過一回者

為輸家；首位先猜拳決定組別順序，開始依序出拳，與

出拳者動作相同者淘汰（類似黑白猜）

5

10

1

6

全班

5-6

發

展

教師說明五禽戲（虎戲、鹿戲、熊戲、猿戲、鳥戲），

並展示其圖片，引導學生從動物造形、形象特點與動作

方式進一步思考動物拳法的發展方式，讓學生討論與表

現

5~6 人一組，各組從五禽戲的動物中選擇一種動物，依

其造形、形象特點與動作方式填寫學習單，並依討論結

果編排該動物的拳法動作，動作設計需以武術的基本動

作為根本，再加以創新表現

分組呈現動物拳法

10

10

5

6

6

6

5-6

5-6

5-6

分

享

教師總結學生【動物拳法】的表現，並強調此單元的教

學重點及對學生的期許。

請學生分享今日課程的想法

5 1 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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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神龍大俠】

第四週 神龍大俠

核心概念 能與同儕合作運用身體動作表現出動物的造形、形象特點與運動方式

具體目標 能夠分辨並說出不同動物的特徵，並用動作表現之

能夠認識、模擬並想像出各種動物的造形、形像特點與運動方式

能與同儕合作以肢體動作完成一種以動物為主的神龍大俠

武術概念 武術基本動作、模仿自然

舞蹈要素 身體（肢體動作）、空間（造形、層次）、關係（個體與群體）

分組方式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組數 人數

啟

動

【隊形安排】全班排成一個大圓形

教師利用<功夫熊貓>中的蓋世五俠進行動物拳法的討

論，並請學生以肢體動作模擬表現動物的形象

舉例說明※

虎—飛越敏捷。可以雙腳跳遠，表現爆發力

鶴—直立挺拔。可用單腳站立，表現平衡感

蛇—扭動柔軟。可扭動身體，表現柔軟度

螳螂--快速出拳或碎步移動。表現速度感

猴子--翻滾跳躍。可以跳躍動作，表現靈活

5 1 全班

發

展

教師說明神龍大俠的發展方式

發展方式※

定格姿勢 多人完成一種動物形象做為神龍大俠

動態動作 多人表現此神龍大俠的運動方式

創新發展 多人表現此神龍大俠的武功招式

小組討論，各組共同創造一種以動物為發展的神龍大俠

分組呈現其神龍大俠

5

15

15

6

6

6

5-6

5-6

5-6
分

享

教師總結學生【神龍大俠】的表現，並強調此單元的教

學重點及對學生的期許。

請學生分享今日課程的想法

教師預告下一階段課程內容

5 1 全班



137

附錄五

【功夫小子】

第五週 功夫小子

核心概念 藉由戲曲武功動作的學習，了解、探索與展現表演性的功夫

具體目標 能夠跟著老師學習戲曲武功的基本動作

能夠學會飛天十三響並表現之

能夠透過戲曲武功基本動作的學習，認識與了解表演性的功夫

武術概念 戲曲武功基本動作（山膀、跑圓場、踢腿、雲手、穿手、亮相、飛天十三響）

舞蹈要素 身體（身體部位）、時間（節奏、時間性）、空間（造形、方向）

分組方式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組數 人數

啟

動

【隊形安排】全班排成一個大圓形

教師簡介戲曲武功動作與武術動作的關係並說明戲曲

武功動作的表演功夫

教師帶領做戲曲武功基本動作（山膀手和跑圓場）

4 人一組排成橫排移動隊形，練習踢腿動作（正踢、旁

踢、偏腿、跨腿等依學習情形彈性調整）

5

5

5

1

1

8

全班

全班

4

發

展

【隊形安排】4 人為一直排，排成 8 列

教師帶領做戲曲武功基本動作（雲手、穿手、亮相）

教師教授戲曲武功動作「飛天十三響」，讓學生記憶並

熟練動作

驗收學生學習狀況與分組呈現

5

10

10

1

6

8

全班

5-6

4

分

享

教師總結學生【功夫小子】的表現，並強調此單元的教

學重點及對學生的期許。

請學生分享今日課程的想法

5 1 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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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見招拆招】

第六週 見招拆招

核心概念 利用個人與空間動作的學習，了解動作與空間的關係

具體目標 透過輕功概念，讓學生進行各種移位動作的練習。

能將文字轉化成走、跑、跳、滾、轉、爬、滑等移位動作。

能表達對文字的想像並以動作表現

武術概念 輕功、金庸小說文字意涵（凌波微步、飛簷走壁等）

舞蹈要素 空間（造形、方向）、時間（節奏、時間性）

分組方式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組數 人數

啟

動

【隊形安排】4 人為一直排，排成 8 列

1. 教師說明輕功的概念，請學生發表所知道的輕功招

式並記錄下來（教師亦有備案）

2. 教師運用輕功的招式名稱，如：凌波微步、上天梯、

瞬息千里、飛簷走壁等；將招式名稱與走、跑、跳、

滾、轉、爬、滑等移位動作連結，讓學生想像並嘗

試表現（一去一回重複數次，以達暖身作用）

5

10

1

8

全班

4

發

展

3. 教師說明「隔空對打」的意涵與重點

4. 2 人一組，練習與發展「隔空對打」

5. 分組呈現與觀賞

5

10

10

1

16

16

全班

2

2

分

享

6. 教師總結學生【見招拆招】的表現，並強調此單元

的教學重點及對學生的期許。

7. 請學生分享今日課程的想法

5 1 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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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神乎其功】

第七週 神乎奇功

核心概念 藉由金庸小說的文字引導，發現、轉化與創造想像性的功夫

具體目標 透過金庸小說中的武功招式，刺激學生創新武功的想法

能夠創造獨一無二的武 /舞功招式

能夠與同儕合作、勇於表現並欣賞他人的表演

武術概念 想像的功夫、金庸小說文字意涵

舞蹈要素 空間、關係

分組方式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組數 人數

啟

動

1. 教師準備○1 金庸小說一本○2 海報紙○3 彩色筆各六份

並發給各組

2. 請各組以先備知識或自行查閱小說的方式，寫出 6
個以上的金庸小說中的武功招式名稱

5 6 5-6

發

展

3. 請各組分享所寫下的招式名稱並擇一招式做為動作

發展

4. 請各組將所選擇的招式動作化，發揮想像的功夫，

創新武/舞功，發展「神乎奇功」

5. 各組呈現其「神乎奇功」

5

15

15

6

6

6

5-6

5-6

5-6

分

享

6. 教師總結學生【神乎奇功】的表現，並強調此單元

的教學重點及對學生的期許。

7. 請學生分享今日課程的想法

5 1 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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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武蹈大觀】

第八週 『武蹈』大觀

核心目標 『武蹈』課程的回顧與檢視

具體目標 透過師生共同討論、學生填寫學習單的方式，回顧與檢視『武蹈』課程的

發展狀況

教材教法 PPT 分享與討論、課程影片欣賞、填寫學習回饋單

分組方式教學流程 教學內容 時

間 組數 人數

啟

動

1. 教師口頭分享前幾週的教學情形

2. 請學生分享前幾週的學習情形

5 1 全班

發

展

3. 教師播放『武蹈』實作課程的影片

4. 請學生從影片內容分享個人感受

5. 教師提問，並請學生填寫學習回饋單以了解其學習

成果

>武術概念的認知情形

>個人與小組的表現

>課程內容的安排與建議

15

5

15

1

1

1

全班

全班

全班

分

享

6. 其他

7. 感謝參與人員

5 1 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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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攝影/錄音同意書】

研究題目：『武蹈』---以中國武術為主題發展之創造性舞蹈教學研究

研 究 者：劉靖韻（羅東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 表演藝術專任教師）

研究機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藝術與人文教育所

課程日期：2011年 3月 8日至 5月 3日 (共八次)，

課程時間：每週二 上午 10時 10分至 10時 55分（每次45分鐘）

上課地點：羅東國中班級教室、表演藝術專科教室

請以正楷填寫

班級：＿＿＿＿＿＿

學生姓名：＿＿＿＿＿＿＿＿＿

父母或監護人姓名：＿＿＿＿＿＿＿＿＿

填寫日期：＿＿＿＿＿＿＿＿＿

學生因未滿法定年齡，故由父母或監護人代為簽署同意書。但學生已口

頭同意在上述條件下接受錄音、錄影。

學生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日期：＿＿＿＿＿＿＿＿＿

與學生的關係：＿＿＿＿＿＿＿＿＿

＿＿＿＿＿＿＿＿＿ ＿＿＿＿＿＿＿＿＿

研究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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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教學紀錄暨教師省思札記】

壹、基本資料

授課教師 劉靖韻 觀察日期 2011 年__月__日，第三節

授課班級 羅東國中七年某班 出席人數 共__人；男__女__

單元名稱 紀 錄 者

貳、教學紀錄暨省思札記
課堂

流程
教學紀錄 省思札記

啟

動

發

展

分

享

課

程

教

師

綜

觀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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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諍友意見表】

參、基本資料

授課教師 劉靖韻 觀察日期 2011 年___月___日，第三節

授課班級 羅東國中七年某班 出席人數 共____人，男____女____

單元名稱 觀 察 者

肆、教學觀察表

觀察

項目

觀察內容 優 良 尚 加 改

良 好 可 強 進

回饋與建議

課

程

與

教

學

課程內容難易度

教學目標的掌握

教學目標的完成度

引起動機

教學指令

課程節奏

適切引導

教具的選擇與分配運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

級

經

營

課堂秩序

分組技巧

隊形安排

師生互動情形

班級氣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

生

表

現

肢體展現

認知表現

學習態度

專注力

參與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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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課程審核【 專家效度檢核表 】

論 文 名 稱 『武蹈』：以中國武術為主題發展之創造性舞蹈教學研究

課 程 領 域 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表演藝術」課程

指 導 教 授 張中煖教授、余昕晏教授

研 究 生 劉靖韻

課程審查委員 平 珩教授、容淑華教授、吳怡瑢教授

課 程 審 查 專 家 學 者 意 見

平 珩教授

容淑華教授

吳怡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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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武蹈學習回饋單】

班級_______座號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

1.以”中國武術”為主題發展的表演藝術課，請勾選喜愛程度。

□非常喜歡 □喜歡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

2.以”創造性舞蹈”的方式所進行的表演藝術課，請勾選喜愛程度。

□非常喜歡 □喜歡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

3.是否理解師生共構課程的意思？請勾選理解程度。

□非常明白 □應該懂 □不是很清楚 □一點都不懂 □其他_____________

4.『武蹈』課程進行中，是否有表達個人意見給老師知道？請勾選自己做到的程度。

□常常表達 □有時候會 □好像沒有 □完全沒有 □其他__________

5.請勾選你所知道的中國武術概念。（可複選）

□基本拳法與腳位 □五禽戲＆模仿自然（動物拳法）

□戲曲武功動作＆表演性的功夫 □金庸小說招式名稱＆想像的功夫

6.在『武蹈』課程中，對於自己的動作表現，請勾選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應該可以更好 □不太滿意 □其他___________

7.請以數字 1到 4依序排出自己認為做得比較好的動作。（數字填入□內，1表示做得最好）

□基本拳法與腳位 □動物拳法 □飛天十三響 □輕功招式動作

8.請說明排在第一位 1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請說明排在第四位 4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請以數字 1到 8依序排出喜愛的單堂課程。（數字填入□內，1表示最喜歡）

□武蹈總覽 □架勢十足 □動物拳法 □神龍大俠

□功夫小子 □見招拆招 □神乎其功 □武蹈大觀

11.請說明排在第一位 1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請說明排在第八位 8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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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分組討論時，是否有提供個人意見給同一組的同學，請勾選做到的程度。

□每次都有 □有時候有 □常常沒有 □完全沒有 □其他_______________

14.分組討論時，能否與同一組的同學共同合作完成小組表演？請勾選自己做到的程

度。□每次都有 □有時候有 □常常沒有 □完全沒有 □其他________

15.在『武蹈』課程中，對於自己那一組的動作表現，請勾選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還算滿意 □應該可以更好 □不太滿意 □其他___________

16.請以數字 1到 6依序排出對各小組表現的喜愛程度（1表示最喜歡）

□豹拳＋凌波微步 □熊拳＋飛簷走壁 □鹿拳＋平飛倒躍

□虎拳＋旱地拔蔥 □猿/猴拳＋蜻蜓點水 □鶴/鳥拳＋輕功水上飄

17.請說明排在第一位 1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請說明排在第八位 6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關於大部分男生和女生在『武蹈』的表現，請在你認同的項目□上打勾。

□ 男生對武術的主題比較感興趣 □女生對武術的主題比較感興趣

□ 男生的動作表現比較有力氣 □女生的動作表現比較有力氣

□ 男生的動作表現比較有創意 □女生的動作表現比較有創意

□ 男生的整個節目完整度比較好 □女生的整個節目完整度比較好

□ 男生比較認真在上課（學動作）□女生比較認真在上課(學動作)

□ 男生容易不專心而影響學習 □女生容易不專心而影響學習

□ 男生的分組討論狀況比較好 □女生的分組討論狀況比較好

□ 合作討論狀況比較好的組別表現也比較好

□ 主動、認真學動作的人動作也會做得比較好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你看到的事情）

20.『武蹈』課程進行中，對班上哪位同學的表現最有印象，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後，關於『武蹈』課程，有沒有想跟老師說的話，請寫下來。什麼都可以寫，請努

力回想上課情形，把想說的話寫下來，老師很需要你的意見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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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武術基本動作教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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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五

【五禽戲教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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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

【武蹈課程剪影】

第 二 週：架勢十足

發展活動：單人架勢＆雙人組合架勢

照片說明：○1 學生利用武術基本手勢與腳位，設計出的單人架勢

○2 兩人一組，設計出的雙人組合架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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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週：動物拳法

啟動活動：武術之剪刀石頭布

照片說明：小組競賽過程，每組派一人上場比賽，其餘同學從旁觀戰

第 三 週：動物拳法

發展活動：各組依自己所選擇的動物進行動物特性的討論與動作的探索

照片說明：各小組<動物拳法>討論過程

<熊>                                <豹>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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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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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週：功夫小子

發展活動：分組練習戲曲武功動作<飛天十三響>
照片說明：各小組<飛天十三響>練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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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週：神乎奇功

發展活動：整合練習各小組的<神乎奇功>
照片說明：各組的練習內容分別有<輕功招式移位式動作>、<動物拳法>和<飛天十三

響>三套動作

<虎＋旱地拔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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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輕功水上飄>

<豹＋乾坤大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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