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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臺灣原住民部落族群在傳統歌謠、舞蹈、祭典、生活習俗等各方面皆具特色，本基金會

於 2003 年起，號召國內非營利事業組織、企業、個人、部落，以傳承原住民傳統文化藝術

為目的，成立以資源供需平衡為目標的策略聯盟-「驚嘆號-臺灣原住民族群永續教育計劃」，

展開支持原住民傳統樂舞的傳習工作，截至今日服務達十個族群，支持的部落或學校團隊超

過四十個以上。2005 年起每年提供各式展演的舞台，辦理「驚嘆樂舞-臺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讓傳習團隊可以透過展演的製作、排練、演出，內化傳統文化與淬鍊展演實力，對於「只有

語言但沒有文字的臺灣原住民族」深具傳承、發揚與永續的意義。 

 

   「驚嘆號」的成果來自於「傳習教育」的實施，傳習教育除了有助於族群的自我認同外，

也是家長與耆老參與支持的主要「引信」；而傳習教育成效展現的關鍵就是帶領與指導的教

師，本計畫也從傳習教師的教學檢討與建議中，發現無論是對族群文化的了解、田調採集、

古謠舞蹈的編創、教學，與數位典藏等相關專業技術、資源整合，抑或是團務行政能力，在

技術職能方面都必須持續精進。本計畫於 2011 起每年於暑期辦理，為驚嘆號上的 30 個樂舞

傳習團隊的傳習教師，及國內其他有志於相關傳習教育的老師，規劃實用而完整的課程。本

計畫並於 2018 年起改由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委託本會辦理，攜手為增進傳習教

師在田調、編創、教學、交流、製作、展演、團務及數位典藏等相關技術方面之專業職能的

精進，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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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理念 

2020 年的課程以「反璞歸真」為核心價值，邀請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毓娟副司

長、燈光設計師-簡立人教授、民族音樂學-吳榮順教授、原舞者藝術總監-懷劭．法努司、即

興舞蹈家黎美光率領舞蹈家張淑晶、林憶圻，及即興音樂製作-李宇鎔老師、「莊國鑫原住民

舞蹈劇場」與驚嘆樂舞演出的藝術總監-莊國鑫，以提升台灣原住民傳統樂舞祭儀的傳習能量

為目標，協力規劃課程與授課。 

一、感知即興 

   (一) 從有感到美感，生活與文化是身體感受浸潤而來，讓傳習者理解身體原委 

(二) 活化樂舞教師傳授樂舞的載體-身體，喚起老師們的五感，從有意識的由內覺察

生活，建立「傳播身體智能給學生」的教學職能

(三) 從聲音裡的呼吸與節奏中，將身體與耳朵融合

二、展演製作 

(一) 以劇場空間形式的發展與轉變為基礎，了解現代劇場與非劇場空間的可能性 

(二) 製作主題由敘事出發，對於場景空間、視覺與聽覺、技術需求等面向做綜合性的

討論與分析

(三) 透過「原舞者」田調到整理、編劇、排練和藝術家的技術合作的經驗，學習如何

將部落祭儀與樂舞在劇場與舞臺上展演

(四) 如何拾起部落遺失的文化資產，並在時代變遷下，仍能實踐尋根的腳步

三、原舞沿革 

(一) 探討原住民舞蹈與當代舞蹈身體的串聯與移轉 

(二) 淺談臺灣原住民樂舞的展演歷史與當代發展

四、大師講古 

    專業、實作與理論並重 

五、觀摩與實作 

    確實體驗與執行 

六、課程架構 

    課程＋實作+交流＋討論＋排練+演出 

七、參加對象 

傳習老師 78人，驚嘆號團隊示範團員33 人，執行演出老師33人，合計 1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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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日) 

(實踐大學) 

7/27 (一) 

(國父紀念館) 

7/28 (二) 

(國父紀念館) 

7/29 (三) 

國父紀念館 

12:00-13:00 

抵達報到 

09:00-09:05 驚嘆號簡介 

09:05-11:00 

從傳統舞蹈的展演與比賽,

探討原住民樂舞當代之身

體轉移  

莊國鑫 老師 

09:00-12:00 

舞臺、燈光與場景 

講師-簡立人 教授 

課程交流 

講師-簡立人 教授 

對話-傳習老師 

09:00-11:00 

技術彩排觀摩 

11:30-12:00 

謝幕大總彩觀摩 

11:10-12:10 

藝術教育政策的規劃 

師藝司/鄭淵全司長 

自理 午餐 12:00-13:30 午餐 12:00-13:30 午餐 12:00-14:00 

13:30-13:45 

課程說明 蘇玉枝 副執行長 

13:45-15:45 

A 班 

我們之間的微妙距離 

張淑晶、于明珠老師 

B 班 

「音聲繪形」感知即興 

黎美光、李宇鎔(音樂) 老師 

13:30-15:30 

追溯 30年前的臺灣部落聲

音與樣貌 

吳榮順 教授 

13:30-16:30 

彩排觀摩-驚嘆樂舞上半場 

1.草埔(上)

2.武陵

3.賓茂

4.莊團

彩排觀摩-驚嘆樂舞下半場 

5.長濱 6.山美 7.草埔(下)

14:30-16:50 

驚嘆樂舞- 

總彩排場演出 

(137mins) 

16:00-18:00 

A 班 

身體旅圖 

張淑晶、于明珠 老師 

B 班 

「被凝視的主體」即興創造 

黎美光、李宇鎔(音樂) 老師 

16:00-18:00 

原住民族樂舞田野採集與

舞台展演 

-有心、有新、有薪

-示範教學:移動的部落《年的跨越》 

懷劭‧法努司 老師 

16:30-18:00 

彩排觀摩-驚嘆樂舞謝幕 

自理 晚餐 18:00-19:00 晚餐 18:00-19:00 晚餐 17:00-19:00 

19:00-21:00 

A 班 

看見那當下的風景 

張淑晶、于明珠 老師 

B 班 

「持物漫舞」物件詩意 

  黎美光、李宇鎔(音樂)老師 

21:00-21:10 

住宿相關說明 林 盼 

19:00-21:00 

1.演出前的走位、定位

排練觀摩-草埔與長濱篇

2.深度對話

編劇、排練、藝術家技術

合作、展演、部落族人、

學校社團…

  懷劭與傳習老師 

19:00-21:00 

團隊整排觀摩 

1.山美

2.莊團

19:30-21:50 

驚嘆樂舞- 

晚上場正式演出 

(137mins) 

Dk4 課 程 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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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間的微妙距離」感知即興 【張淑晶、于明珠】 

人與人彼此之間存在的距離，好像述說著不同的關係和故事；在有聲無聲、有形無形、 具 

 象抽象的對話中，為彼此一再拉出 那條隱形的關係線！ 而這微妙的距離變化，夾伴著氣流 

 帶領我們進入不同的舞動對話！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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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聲繪形」感知即興 【黎美光、李宇鎔】 

 帶領學員藉由肢體與音樂開啟感官、認識自己，發掘身體內在語彙的無邊想像與對話空 

 間。透過身心的安置與釋放，學習如何從聲音、呼吸、節奏與肢體的自然流動中，活化 

 細胞與空間場域，讓愉悅的波動自然湧現，體驗即興藝術特有的神奇妙方。  

NOTES  

                                                                                                  

                                                                                                  

                                                                                                  

                                                                                                  

                                                                                                  

                                                                                                  

                                                                                                  

                                                                                                  

                                                                                                  

                                                                                                  

                                                                                                  

                                                                                                  

                                                                                                  

                                                                                                  

                                                                                                  

7



  

 

「身體旅圖」【張淑晶、于明珠】 

  每人都能在自我的身體的各角落中，找到舞蹈旅行的美好，和開啟自身肢體的舞動感知 

 樞紐！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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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凝視的主體」即興創造 【黎美光、李宇鎔】 

 表演者對觀眾與場域性的氛圍捕捉，是很重要的直覺鍛鍊，在每一刻聆聽彼此的對話中， 

 開創出屬於當下最有機的交流。而表演者自由的心靈與強大的感知能力，將透過與即興演 

 奏者之間的共創，完成最契合的編舞。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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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那當下的風景」【張淑晶、于明珠】 

讓我們在行走坐臥之間，品嚐那份意識上的留白；無為自然，真實感受並看見每個流動 

的美好。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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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物漫舞」物件詩意 【黎美光、李宇鎔】 

 從「聽」自然場域的聲、「觀」光影的承載、「持」物的直覺與力量當中搖漫舞動，揉 

 合繪形相聚的詩意場，共同激盪出最富有意涵的每一個當下。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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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舞蹈的展演與比賽，探討原住民樂舞當代之身體轉移【莊國鑫】 

直接從傳統舞蹈的展演與比賽的經驗與觀察中，提供實際從事樂舞教學的老師們多元的樂舞

教育視角。課程內容分別為: 

 1.淺析臺灣原住民樂舞展演沿革與當代發展 

 2.簡述臺灣舞蹈比賽之歷程與當代現況 

 3.探討原住民樂舞當代身體之轉移 

 4.臺灣原住民樂舞的當代身體為何?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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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政策的規劃【鄭淵全】 

以「藝術教育政策」為主軸分享師資藝教司現階段從法規、制度、師資培育、課程教學、藝

術教育等面向，如何研議藝術教育相關政策，強化藝術教育競賽交流觀摩，讓藝術教育競賽

回歸教育本質，更期藉由「美感即生活」為主要理念，積極推動全國美感教育計畫。 

NOTES  
                                                                                                  

                                                                                                  

                                                                                                  

                                                                                                  

                                                                                                  

                                                                                                  

                                                                                                  

                                                                                                  

                                                                                                  

                                                                                                  

                                                                                                  

                                                                                                  

                                                                                                  

                                                                                                  

                                                                                                  

13



  

 

追溯 30 年前的臺灣部落聲音與樣貌【吳榮順】 

1980 年代師事許常惠老師的民族音樂學家吳榮順

教授，有感於原住民文化在文明進步的衝擊下瀕臨

失傳，以克服萬難為台灣保存珍貴之文化資產的心

念，走訪部落，其大量採集部落音樂、祭典的成果

與經驗，再加上其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與素養，成為

台灣原住民朋友最希望可以請益的老師。吳教授與

傳習老師將追溯三十年前，甚至更久遠以前的部落

樂舞與生活樣貌與發聲的位置。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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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樂舞田野採集與舞台展演【懷劭．法努司】 

在有心、有新、有薪的特色中，尋找「心」的文化，搶救失落的資產。 

原舞者是人文尋根風潮的實踐者，忠實原汁原味的推廣者，從部落到劇場，課程中安排 

《年的跨越》示範教學演出。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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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視覺篇-舞臺、燈光與場景【簡立人】 

「劇場，一個看與被看的場所空間。表演空間由戶外走入市內，進而發展至無處不劇場的 

現代敘事空間」。 本課程將以劇場空間形式的發展與轉變為基礎，進而了解現代劇場與 

非劇場空間的可能性。引導學員在參與規劃展演活動時，可以嘗試建立獨特的舞台場景、 

建構特殊的觀賞形式，提供觀者獨特的參與經驗。選定製作主題由敘事出發，對於場景空 

間、視覺與聽覺、 技術需求等面向做綜合性的討論與分析。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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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與實作課程：2020 驚嘆樂舞－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 

      

     2005 年起，「驚嘆號－台灣原住民族群永續教育計劃」為鼓勵傳習團隊積極傳習與開拓 

     視野，每年辦理「成果展演」，讓長期接受培訓的孩子擁有挑戰大型舞台的機會。以明確 

     之目標激勵師生及族人的企圖心，天賦加上努力，傳習成效格外耀眼。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部 

二、主辦單位：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國立國父紀念館 

三、主要贊助：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Taipei Branch & BNP Paribas Foundation’s Dream Up  Program） 

四、贊助單位：李欣禧、洪  蘭、瑞室 RAISER TRAPEZOID、邱純枝、沈寶島、陳麗卿      

       曾戍戎、李志勳、中華電信(股)公司、南京資訊(股)公司、蘇勒德策略(股) 

       公司、耐特材料科技(股)公司、忠仕金屬(股)公司、成太建設(股)公司 

       萬國法律事務所、台灣宅配通、花仙子教育基金會、逢源教育基金會 

       志玲姊姊慈善基金會、光泉文教基金會 

 五、演出時間：2020 年 07 月 29 日（三） 

           下午場：14：30－16：50 ，座位 2568 席         

               晚上場：19：30－21：50 ，座位 2568 席 

 六、演出地點： 國立國父紀念館大會堂 

 七、演出程序與演出團隊： 

    紡織歌【灣聲樂團】 

    祈心樂動·頌祖恩【Supaw(草埔)青年會】 

    Huzas 布農之聲【武陵國小布谷拉夫兒童合唱團】 

    年 聚·情 圍【賓茂 VASA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阿美族太巴塱 ilisin 樂舞【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中場 

    homeyaya【灣聲樂團】 

    祭·聲【saviki 山美舞團】 

   歡喜慶豐收【長濱國中長鼓原舞】 

   舞耀 Supaw·慶豐收【Supaw(草埔)青年會】 

   謝幕-la la yi【全體】 

   節目單電子檔連結：ttp://tecofound.org.tw/amazing/2020/download/2020-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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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摩實作座位與工作動線圖 

         國父紀念館大會堂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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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驚嘆樂舞- 

        彩排＆演出之觀摩＆實作時間表 

一、觀摩時間：7月 27日晚上 19:00-20:50 

              7月 28日下午 13:30-20:30 

              7月 29日上午 9:00-12:00 

二、欣賞時間：7月 29日下午場 14:30-16:50，晚上場 19:30-21:50 
 

團隊名稱 
彩排時間 演出時間 

7/27(一) 7/28(二) 7/29(三) 7/29(三)下午 7/29(三)晚上 

灣聲樂團  12:00-18:30 

9:30-11:30 

著裝技排 

 

11:30-12:00 

謝幕彩排 

及大合照 

 

14:30-14:34 19:30-19:34 

Supaw(草埔)青年會 20:00-20:50 13:30-18:30 14:34-14:46 19:34-19:46 

轉場 1 14:46-14:47 19:46-19:47 

武陵國小布谷拉夫兒童合唱團  11:00-18:30 14:47-14:58 19:47-19:58 

轉場 2 14:58-14:59 19:58-19:59 

賓茂 VASA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10:00-18:30 14:59-15:13 19:59-20:13 

轉場 3 15:13-15:14 20:13-20:14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13:30-18:30 

19:00-20:30 
15:14-15:25 20:14-20:25 

中場休息 15:25-15:45 20:25-20:45 

灣聲樂團  12:00-18:30 15:45-15:51 20:45-20:51 

saviki 山美舞團  
13:30-18:30 

19:00-20:30 
15:51-16:05 20:51-21:06 

轉場 4 16:05-16:06 21:05-21:06 

長濱國中長鼓原舞 19:00-19:50 13:30-18:30 16:06-16:22 21:06-21:22 

轉場 5 16:22-16:23 21:22-21:23 

Supaw(草埔)青年會 20:00-20:50 13:30-18:30 16:23-16:38 21:23-21:38 

全體  13:30-18:30 
 

16:38-16:43 21:38-21:43 

  -以上地點皆在國父紀念館大會堂，並由工作人員引導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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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國鑫 

109.7.27 

從傳統樂舞的展演與比賽 
探討原住民樂舞當代之身體轉移 

原住民的形式表徵 
(1)盛大的各式年祭 

 

(2)齊揚的歌聲 

 

(3)華麗的服飾 

 

(4)踴躍跳浪的舞蹈身體 

賽戲 
 「每秋成，會同社之眾，名曰『做年』，男、婦盡
選服飾鮮華者，於廣場演賽。衣番飾，冠插鳥羽，
男子二、三人居前，其後婦女。連臂踏歌，踴躍跳
浪、聲韻抑揚，鳴金為節。」（六十七，《台灣內
山番地風俗考-賽戲》） 

 前所述，雖描述對象為西部平埔族，但是觀察今日
原住民部落樂舞景象，大致相當符合。 

 

 賽戲之紀錄者雖為漢人，卻也透過精練的文字，十
分意象化地呈現了部落年祭與身體的樂舞圖像。 

「....1917年,在御旅館東庭,為了殿下來台,蕃人承蒙天
皇的愛顧。阿美族,排灣族,雅美族,泰雅族,賽夏族,
布農族,鄒族的七族大約500名,阿美族男生29名跳五
分鐘的祈禱豐收歌曲與舞蹈。 

    

    隊形是圓的,號子與節拍非常有特色。他們的風格
很雄壯。接下來的阿美族女生21名,跳舞五分鐘,很
有女人味,並且又溫柔的歌唱與舞蹈。殿下賞賜蕃
人一千圓。」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1月1日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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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之景象更貼近近代原住民節慶式的豐年節的圖
象 

 

(1)皆有一面對的主要對象-天皇(政府) 

 

(2)殖民主義下的身體規訓 

 

(3)對象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身體意涵 

 賽戲的描述(版畫)以及伊藤麻里引述台灣日日新報
的報載(照片)不難看出 

 

(1)一個社會性的兼具空間的(地點) 

 

(2)物質性(服裝、頭飾等) 

 

(3)身體感官之舞蹈圖象 

 

 

 臺灣原住民舞蹈分析之刊物及文章截至目前為止大
部分集中在討論樂舞的形式內容與文化意義。 

 

 較少著墨於舞蹈的感官特性。 

 

 舞蹈身體具有的獨特本質：完全且唯獨藉由身體在
空間中的運動達成。 

 

 另外一方面，我們觀者則透過外顯的動作察覺舞蹈
的存在。 

動作 
 美國人類學者Brenda Farnell指出：動作是一種終端
的表徵。 

 

 如同人們的思考一樣，他必須透過語言或文字等符
號系統之終端象徵來完成。 

 

 驅動此一象徵的過程也就是動作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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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的從無到有，對大多數的人而言，仍是一個無
法理解的秘密 

 

(1)對象 

 

(2)指射的方位 

 

(3)文化的意涵 

 

(4)歌謠的對應等 

 因此，我們仍然只能透過可見的，來推敲那不可見
的。 

 

 也因此，原住民樂舞的展演、比賽與觀賞過程中，
我們能夠推敲出甚麼重要的理解？(歷史歷程至當
代) 

 

 有關於舞蹈那無法透過言說的體現本質？我們必須
先思考身體和感知的問題。 

身體和感知 
 我們有一樣的身體，但卻並不必然藉著相同的方式
感知、理解、 表達或運動。 

 

 外在環境與群體生活的差異，是形成差異的介入因
素(群體生活-平地與山地原住民樂舞身體的差異亦
然) 

 

 

 

 身體是個人在生存(living)的必然狀態下，面對存在
於身外的開放世界時，感覺(perception) 、認知
(cognition) 、反應(response)和行動(action)的主體。 

 

 而身體的感知與行動，有其不可忽視的生物基礎，
反映出人類共有的生物特質及框限。 

 然而身體感的意義必須透過語言、文字加以傳遞。 

 

 文化的介入，不同的人類社會，也會發展出不同的
內在結構身體感體系，反映出該社會獨特的結構、
表徵體系階層與歷史(舞蹈比賽及展演亦同) 

 

 人類行動時，接受外在世界刺激所誘發出不同的經
驗構造，因此發展出分殊化的表現。 

 

 然而由於身體的整全性，這些不同類屬的身體感，
彼此之間或可形成超越性的連結。 

 

 將原本的身體感的生物性元素，轉化成漸趨抽象性
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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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在世界中的種種活動和經驗，其實有賴這個整
全性的身體感系統發揮的功能，舞蹈也是如此。 

 

 舞蹈在所有身體運動當中，可說是十分特別的一項。 

 

 它既非本能或工具性的(例如喝水、吃飯) 

 舞蹈也不是固定意義的符號(如手語) 

 

 若干舞蹈類型和運動相似，有其展技的特性，舞蹈
的定義和目的會持續演化，如原本屬於宗教活動的
舞蹈，日後可能成為舞臺上的一種演出(舞蹈比賽
及展演皆有) 。 

 

 因此舞蹈雖立基於身體的生物性，卻是朝向身體的
精神性運動。 

 舞蹈的生成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集體對個人的
影響 

 

 舞蹈身體的技術，受到不同時空下社會和文化慣習
的影響(法國人類學家Marcel Mauss)，舞蹈也是如此。 

 因此，社會性、物質性與其身體動覺，共同塑造了
臺灣原住民舞蹈的感知內涵。 

社會性 
 臺灣原住民舞蹈，尤其是祭儀的情境中，頃向把個
人的身體聚攏並賦予一個集體的結構，最終使其成
為「一」 。(如賽戲所言) 

 

 如此透過舞蹈所呈現出的理想社會範式，可以說是
原住民舞蹈最根本的感知基礎。 

 每位舞者，在場中放眼所及，除了他/她本身之外，
就是一個透過秩序架構起來的集體。 

 

 舞蹈秩序與理想的社會秩序相合，個體的舞動也融
入了集體的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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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性 
 舞蹈或祭儀發生的時間點 

 

 自然節期的社會循環節奏進入到現代社會後受到干
擾(如阿美族ilisin為因應暑假而重新安排節期) 

 

 集體舞蹈的共同節奏，以及牽手齊舞的動力，如何
形成一個外在的支撐，使得舞蹈可以長時間持續地
進行(鍾明德)。 

 個體也正是在這樣長時間急緩相間的舞蹈活動中，
切身經歷了集體的超越性力量，而選擇或被迫委身
於集體。 

 

 集體性的感官歡愉所帶來的是個人行動所難以經歷
到的，也使得社會的神聖可以被感受、理解甚至尊
崇。 

 身體的齊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k8-
hhWMpQ4 

 

 路吶https://reurl.cc/O1ZzzD 

 

 

空間性 
 原住民的祭儀舞蹈，在具體的空間上，往往發生在
部落(或社區)最中心、最遼闊的廣場。 

 

 此看似一個簡單的事實，卻隱含了社會生活中我們
透過行動構築空間的常模。 

 舞者的個別社會關係，也決定了彼此的空間關係。 

 

 以阿美族的ilisin中，男性、女性的分界是嚴明的，
僅唯獨在palimu的當天，此空間界線才會鬆動。 

 

 個別身體串聯後所構築的集體空間。 

 在不同的臺灣原住民族群中，當眾人牽起手圍起圓
圈，對內形成一體的感知之外，對旁人而言，一道
視覺上的屏障油然而生。 

 

 舞蹈的動態空間，賦予其一個隱然開放的性格，以
致於當外人不明就理地想要介入時，這個以圓心為
中心的內向空間性往往就受到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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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能理解此內向空間性的祭儀舞蹈本質，做為觀
察者或觀眾的主流社會或外來群眾，即有可能僭越
部落的價值，進而引發衝突。 

 https://reurl.cc/nzayR6 

 

 身體的力度 

 

 隊形的反覆 

 

 歌謠的領答 

 

 深層文化的意涵 

 

 

物質性 
 文化的接觸，相當程度地涵化了原住民的衣飾。 

 

 原住民對自然物的美感知覺之外，更重要的，這些
裝飾必須戴在適當的人身上、適當的階級、適當的
成就(當代展演及比賽已影響之致) 

 

 

 

 在祭儀的傳承中，感受到這些物件統合的部署之美。 

 

 因此當原住民晉身到穿戴華服的年歲時，常年累積
的美感也強化了他們的自我知覺與個人評價。 

動覺 
 上述的特質最終必須統整到並且表現於一個個的舞
蹈身體。 

 

 就舞者(族人)而言，他/她必須在社會中找到自我定
位，穿戴合宜的服飾在適當的時間點及空間集結，
歌謠再由口中唱出，再一起「連臂踏歌，踴躍跳浪」 

 經年累月的浸透在這樣的文化中，反覆祭儀感知洗
禮的成員，結合了意志、精神和文化技能於一身的
表現。 

 

 對觀者而言，縱使有著文化距離，但透過聲響、視
覺影像的吸收，在原住民祭儀樂舞中被激發的動覺
同理經驗，以成強烈的記憶印象。 

莊國鑫 
https://reurl.cc/j7zo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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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政策的規劃 

Art education policy planning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鄭淵全司長 
109.07.27 

1 

大綱 

     背景與問題 壹 
WHY 

為什麼要做 

     推動組織 貳 HOW 
如何做 

WHAT 
什麼內容 

     政策規劃 參 

     結語 肆 

2 

壹、背景與問題 

藝術教育的成效，攸關國家整體品質、人才培育與競爭力的發展 

3 

專業藝術教育 一般藝術教育 社會藝術教育 
實 
施 
現
況 

• 藝術才能 (資賦優

異)班 

• 大專院校的藝術相

關系所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藝術領域(科)課程，

以及非正式課程 

• 大學相關藝術課程 

 

• 於學校場域以外實

施之藝術相關課程

或活動 

 

問
題 

• 相關法規未及時因應社會變遷予以修正 

• 藝術才能班之招生困境 

• 藝術的學習不如其他學科受重視 

• 藝術教育競賽脫離教育本質 

貳、推動組織 

98年重新啟動 

藝術教育會 

廣泛收集
建言，針
對問題，
提出解決
策略 組成(25名委員)： 

部長、主管次長
為當然委員，23
名為外聘專家學
者與教育現場工
作者 

更名 

108年修正 

藝術教育「推動」會 

組成(25名委員)： 
 除部、次長外，增列

師資藝教司司長為當
然委員，外聘委員為
22名。 

 視議題分設法規、制
度、師資培育及課程
教學任務小組 

 定期開會 

依各議題再

邀集本會委

員以外之專

家學者參與 

4 

教育部師資
培育及藝術
教育司 

• 藝術教育政

策擬定與相

關法規修正 

• 督導藝術才

能 ( 資賦優

異)班 

• 藝術 (美感 )

教育相關課

程、活動推

廣與補助 

• 師資培育 

參、政策規劃 

制度 法規 

• 藝術教育

類型之國

際分析 

• 藝術教育

法修正 

• 藝才班與藝

才資賦優異

兩類班別設

班目的與適

用法規之合

宜性 

• 藝術教育館

的定位、任

務、功能 

師資培育 

• 國小表演藝

術教師培育

任用 

課程教學 

• 國民中小學

藝術領域教

科書 

• 學習環境營

造 

5 

藝術教育
競賽 

• 回歸教育本

質 

• 強化推廣交

流 

一、法規 最基礎的工程：藝術教育類別 

•社會變遷與教育思潮 

• 12年國教課綱藝術領域學習重

點實施 

•他山之石 

 

 

背景 

•透過藝術教育類型國際比較分析

重新進行藝術教育之分類 

•目前的分類 

1.表演藝術教育。 

2.視覺藝術教育。 

3.音像藝術教育。 

4.藝術行政教育。 

5.其他有關之藝術與美感教育 

如何分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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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國際類型比較分析 

 

中華民國 
(Taiwan) 

1.  表演藝術教育 
2. 視覺藝術教育 
3. 音像藝術教育 
4. 藝術行政教育 
5. 其他 

日本 
(Japan) 

韓國 
(Korea) 

中國 
(China) 

新加坡 
(Singapore) 

1. 小學：音樂、圖畫工作 
2.初中：音樂、美術 
3.高中：藝術 
(含音樂、美術與工藝、書法) 

1.  音樂      5. 影視 
2.  美術      6. 書法 
3.  舞蹈       7. 篆刻 
4. 戲劇     (8. 戲曲) 

1.  小學：藝術、音樂 
2. 初中：音樂、視覺藝術 
3. 高中：音樂、視覺藝術、戲劇 
4. 大學先修：劇場研究與戲劇 

英國 
(UK) 

歐盟 
(UN) 

芬蘭 
(Finland) 

1.  視聽技術與媒體製作 
2. 時裝、室內和工業設計 
3. 美術 
4. 手工藝 
5. 音樂與表演藝術 

1.  設計與科技 
2. 藝術與設計 
3. 音樂 

1.  建築         6. 詞彙 
2. 視覺藝術  7. 馬戲團 
3. 手工藝品  8. 舞蹈 
4. 媒體         9. 戲劇 
5. 音樂 

美國 
(US) 

澳洲 
(Australia) 

WAAE 

1.  舞蹈 
2. 戲劇 
3. 音樂 
4. 視覺藝術 

1. 舞蹈     
2. 媒體 
3. 音樂  
4. 戲劇  
5. 視覺藝術 

1.  舞蹈      4. 音樂 
2.  戲劇       5.  視覺藝術 
3. 媒體藝術 

1.  音樂 
2.  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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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統計圖 
屬性 類型/命名 次數 國家 

音樂
( 9） 

音樂 9 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
英國、芬蘭、美國、澳洲、
WAAE 

表演
藝術 
( 13） 

音樂與表演
藝術 

1 歐盟 

戲劇/劇場 6 新加坡、中國、芬蘭、美國、
澳洲、WAAE 

舞蹈 5 中國大陸、芬蘭、美國、澳
洲、WAAE 

戲曲 1 中國 

視覺
藝術 
( 15） 

視覺藝術 5 新加坡、芬蘭、美國、澳洲、
WAAE 

美術/藝術 5 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
大陸、歐盟 

手工藝/工藝 3 歐盟、芬蘭、日本 

圖畫工作 1 日本 

篆刻 1 中國 

屬性 類型/命名 次數 國家 

媒體/
科技 
（5） 

媒體 3 芬蘭、美國、澳洲 

影視 1 中國 

視聽技術與
媒體製作 

1 歐盟 

設計 
（3） 

設計與科技 1 英國 

藝術與設計 1 英國 

時裝、室內
與工業設計 

1 歐盟 

其他 
（5） 

書法 2 日本、中國 

建築 1 芬蘭 

詞彙 1 芬蘭 

民俗技藝 1 芬蘭 

8 

 

為提昇全民藝術涵養與美

感素養，藝術教育實施類

別包括音樂、戲劇、舞蹈、

視覺藝術、設計與跨領域

藝術，以及其他各類傳統

與當代之藝術與美感教育。 

 

 

目前研議修訂之條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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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分析 

 

日本、韓國、新

加坡、中國大陸、

美國、澳洲、歐

盟、英國、芬蘭

以及WAAE等國

家與國際組織，

蒐集有關藝術教

育類型資料 

 

我國藝
術教育
現況需
求 

藝術才能班 背景說明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 

民國
86年 

民國
88年 

民國
86年 

民國
99年 

民國
98年 

公布藝教法 

民國
73年 

公布特教法 特教法修法： 
將「藝術才能」新
增為資賦優異項目 

公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 

民國
52年 實驗教育階段 

(52年)光仁小學首設集中式音樂班 
(62年)臺中光復國小、雙十國中 
及臺北福星國小首設公校音樂班 

特教法修法： 
規範資賦優異教育在國
民教育階段採分散式資
源班、巡迴輔導班、特
殊教育方案辦理 

修正設立標準： 
刪除有關資賦優異之相
關文字 

 自特教法98年修法後，
國中小原預設為藝才資
優班者，改依循藝術教
育法成班 

• 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藝術才能班
課程實施規範 

• 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藝術才能專
領域課程綱要 

• 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特殊教育課
程實施規範 

• 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藝術才能資
賦優異專領域課
程綱要 

108課綱 

藝術才能班 V.S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 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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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別 
差異項目 

藝術才能班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 

1 設班依據 
藝術教育法第7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 

特殊教育法第11、35條。 

3 班級型態 集中式 
國中小：分散式。 
高中：集中式。 

4 成班人數 

國小：不得超過29人。 
國中、高中：不得超過30人。 
(註：修正草案研擬國中小每班不得超過26人，
高中不得超過25人。) 

國中小：依各級主管機關之規定。 
高中：每班不得超過30人。 

5 學生鑑定基準 

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1. 各該藝術類科術科測驗表現優異，並具有

藝術才能傑出表現之具體資料。 
2. 參加政府機關（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

性各該藝術類科競賽表現優異，獲前三等
獎項。 

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1. 任一領域藝術性向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

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或
術科測驗表現優異，並經專家學者、指
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藝術才
能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2.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
際性或全國性各該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
異，獲前三等獎項。 

差異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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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解決問題與因應作為 

1 高中藝術才能班與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班，兩類班級如何落實入學鑑定基準? 

目前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入學管道包
括術科測驗及競賽表現，但如何瞭解學
生是否具備藝術才能學習潛能?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如何因應少子女
化及環境變革等衝擊? 

改善入學鑑定機制，檢討現行鑑定程序及
方式。 

研議新增藝術性向測驗工具，以發掘具
藝術才能之學生，並啟發其學習潛能。 

• 於設立標準修正草案下修藝術才能班人
數(國中小26人，高中25人)，新增設
班人數下限10人，並增訂將定期會同
相關單位推估學生及教師人數。 

• 規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少子女化
調整藝術才能班班級人數處理原則。」 

2 

3 

4 
如何協助學校落實108藝才課綱之課程
與教學? 

• 規劃109學年度成立藝術才能專長領域
輔導群，提升教師教學及輔導效能。 

• 研議課程評鑑機制，以評估課程實施與
相關推動措施成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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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1 

設有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師培大學校內藝術領域系所學生修習師培課程情形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330名(14.7%) 325名(14.8%) 369名(16.4%) 

• 106學年度至108學年度間各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師培大學共計有1,024名藝術
相關科系學生修習國小師培教育學程。各學年度之學生數及佔整體國小師培名
額之比率詳如下表：。 

• 如以藝術類別分類，近三年各校招收之師資生人數與佔整體藝術背景師資生比
率分別為： 
音樂應用藝術類系所：464名(45%)。 
視覺藝術類系所：484(47%)名。 
表演藝術類系所：68(6%)名。 
其他(如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等)：8名(2%)。 

三、師資培育 國民小學藝術領域師資培育精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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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2 

公立國民小學在職教師具備藝術相關學系學歷情形 

•  106學年度至108學年度在職教師具藝術相關學系比率為8.9%至9.04% 

 項目 
在職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藝術相關學系 7,461 7,407 7,482 
非藝術相關學系 76,287 75,071 75,283 
總計 83,748 82,478 82,765 
在職教師具藝術相關
學系百分比% 

8.9% 8.98% 9.04% 

設有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師培大學與藝術領域系所鼓勵措施： 
• 受調查之15校中，有6校校內有規劃相關措施，且多以保障藝術科系學生佔固定
比率/數量師資生名額、藝術競賽成績可用於師資生甄試加分或結合藝術相關系
所為師培學系之方式鼓勵學生修習師培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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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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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師資培育

之 大 學 針 對

「藝術領域」

系所提供師資

生甄選保障名

額與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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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國民小學

師資培育制度4

加1或4加2年師

資培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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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合作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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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崇德國小 宜蘭縣金岳國小 臺中市立梨山中小學 桃園市霄裡國小 

• 針對全國國小、國中、高中職三個教育階段，由教學場域出發，透過設計與創意
的巧思力量，營造兼顧自然環境、在地文化、學校需求及整體視覺美感之校園。 

105年至107年總計補助69校 

四、美感學習環境與空間(一)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16 

「梨山國中小」位於梨山風景區內，地處群山之中，卻像平地小學一樣看不到周邊的自然
環境。106年獲得補助後，便拆除教室外破壞空間與視覺動線的圍牆，打開學校景觀視野讓
師生與對映的山色對話，形塑一處內外一體的美學教學場域。107年再度獲得補助，解決舊
有阻擋視野的佈告欄，讓空間轉變成光與影的遊戲場，成為孩子喜歡停留的休憩區。 

透過設計導入，保留或再造具意義之物件，營造美的校園環境，讓「美學」融入校
園生活，也讓學生從中「學美」。 

新北市北港國小 

(二)-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畫 

108年度核定9所合作改造學校，改造標的物包含指標系統、餐廳、司令臺等； 
109年度起納入美感學習空間（教室）改造，將傳統教室改造成「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未來教室。 

17 

建構美感生活學習地圖之方案實踐實施計畫：鼓勵學校透過「學習地圖」之系統思
維，運用設計思考進行課程教學，引導學生以「美感」解決問題。 

見美 踐美 漸美 臺中市大元國小 

(三)見美．踐美．漸美 

108學年度遴選全國北中南東24校參與美感實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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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全國藝術教育競賽 

•各類藝術教育競賽不應是另一種升

學考試的模板 

•競賽過程偶發生代筆、抄襲等情事，

背離藝術競賽辦理目的 

•功利主義v.s.教育本質 

 

問題 

•比賽要點明訂獎懲抄襲相關責任 

•團體項目成績公布等第，不公布分數 

• 109學年度起每年擇抽類組-現場比

賽 

•辦理競賽後續推廣活動，全臺巡展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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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名稱 競賽規模(約計) 近年變革 

全國學生音樂
比賽 

12萬人次 • 新增行進管樂人氣獎，鼓勵更多民眾至現場觀
賞競賽，推動賽後推廣活動 

• 團體組成績改採僅公布等第。 
• 重新定義音樂班及非音樂班參賽資格。 

全國學生美術
比賽 

5萬人次 • 107學年度起規定，違規抄襲者停賽2年 
• 108學年度試辦繪畫類國小高年級普通班現場

創作 

全國師生鄉土
歌謠 

2萬人次 • 104學年度增列東南亞語系 
• 107學年度開始施行各縣市決賽輪辦機制 

全國學生舞蹈
比賽 

1萬人次 無 

全國學生創意
戲劇 

5,300人次 • 103年名稱由偶戲比賽改為創意戲劇比賽 
• 104年增列舞臺劇類國中小組 

全國學生圖畫
書 

1,200人次 無 

規模
最大 

全國藝術教育競賽-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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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 
菁英培育
功能 

回歸 
藝術教育 
競賽本質 

推動藝術 
競賽加值 

全國藝術教育競賽-推廣作為 

 
• 鼓勵縣市廣邀學校參與競賽觀摩，除給予公假外，

另補助各承辦縣市觀摩學校交通費及餐費 
 

• 持續辦理賽後推廣活動，以提升藝術教育效益 
 
• 拍攝製作宣傳短及富含藝術知識內涵之文創品，

深化藝術教育推廣效益 
 
• 辦理「108學年度全國學生表演藝術類展演活動

實施計畫」，結合各縣市政府當地資源，辦理學
習成果觀摩活動，加強藝術競賽後續推廣交流，
為學生提供展演舞臺，豐富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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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 

跨單

位 

公部

門 

國教署 

 戶外教育結合「文化美感體驗教育」 
 老舊廁所改造、建置學校社區共讀站 

高教司、技職司 

 鼓勵推動具前瞻性藝術與美感領域研究、
及美感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 

臺中市安和國中 花蓮縣銅門國小 

文化部、國私立藝文館所 

 藝起來尋美-文化美感體驗課程 

高雄市立美術館等 

 補助偏鄉學子藝文館所體驗 

故宮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臺中國家歌劇院)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藝企學─南臺灣校園美感教育推
廣計畫 

六、公部門-跨單位、跨部會合作 

22 

廣達文教基
金會- 

游於藝計畫 

畫廊協會-臺

北國際藝術

博覽會之藝

術教育日 

學學文創- 

藝起來學學 

東元科技-原

住民傳統樂

舞祭藝傳習

計畫 

兒童美術教

育學會-世界

兒童畫展 

七、私部門-民間合作 

23 

肆、結語 

藝術教育是一輩子的學習 
讓孩子體驗美感生活，培養未來競爭力！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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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樂舞師資成長計畫課程 

 
舞台、燈光與場景 

  

簡立人  2020/7/28 

劇場 Theatre 

• 劇場，意指特定的、永久性的建築體構成的表演
場所，亦可作為表演場所的總稱。劇場適用於戶
外廣場及室內建築。 

• 中文裡本無劇場一詞，係借用日文的日製漢語而
來，用以對應英文的theatre（或作theater）一字；
theatre一字原為theatron，乃是古希臘劇場的階梯
觀眾席區域，意為「看的場所」  “a place for 
viewing”，後來轉變為整個表演場所的意思。 

 

• 劇場空間的基本要素就是表演空間與觀看
空間，即舞台與觀眾席， 

• 一種看與被看的關係。 

 

New York State Theater by David Shankbone.jpg 
 

劇場空間的組成 

• 前台空間 

• 觀賞空間 

• 舞台空間 

• 後台空間 

劇場空間發展的幾個重要時期 

• 古希臘劇場 500BC 

• 古羅馬劇場 100AD 

• 英國伊莉莎白時期劇場1558AD 

•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劇場 1580AD 

• 現代劇場 

 

http://www.whitman.edu/theatre/theatretour/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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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形式 Forms of Stage   

• 鏡框式舞台 Proscenium Stage 
• 延伸式舞台 Trust Stage (三面式) 
• 中心式舞台 Arena Stage 
• 黑盒子空間 Black Box 
• 可變式舞台 Flexible Stage 

 

 

設計師坐在第一排觀眾席的左中右席
位，確認所有舞台布幕、佈景及燈光
吊桿都在正確的高度及位置，避免穿
幫。 

劇場裡每一個觀眾席位都必須事先規劃測試觀
看舞台的視線分析，以決定票價 

劇場裡的聲響反射 

劇場燈光照明的發展沿革 

• General Illumination:  

 Candle - Oil Lamp - Gas - Electric  
 

 

 

一般照明General Illumination 

• 一般照明乃是提供整個舞台區域一種柔和，無陰
影且均勻的照明  

• 蠟燭光Candle  
– Italy - 1580-1618: Candles are introduced in both the 

academic (Teatro Olimpico) and court (Teatro Farnese) 
theatres.  

– England - 1600s: Used in the private (indoor) theatres and 
Ingo Jones' (1573-1652) Court Masques .  

– 1660s: Reintroduced during the English Restoration. 

– 安裝位置: 在舞台上方和觀眾席上方皆有一大型枝形燭
台吊燈，舞台前沿的腳燈 (footlights)，以及側台翼幕之
間的梯形燈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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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燈 Oil Lamp  

 

– 1780s: 瑞士化學家Aime Argand 發展出現代化的
油燈，迅速地取代了蠟燭成為主要的光源  

 

– 安裝位置: 和蠟燭燈相同 —枝形吊燈Chandeliers, 
腳燈Foot lights, and 側台梯形燈架Ladders in the 

wings.  

• 瓦斯燈 Gas  

– 1816: The world's first gas stage-lighting system is 
installed at the Chestnut Street Theatre in 
Philadelphia (US).  

 

– 1817: Gas-lighting systems are installed in 
London's two legitimate houses: Drury Lane and 
Covent Garden.  

 

– 1820s: Gas light is in experimental use in most 
countries of the Western World.  

 

– 1840s: Gas lighting is widely adapted and the gas 
table (control board) makes its appearance.  

瓦斯燈 Gas  
– 1880s: The incandescent mantle (the Auer burner) 

is introduced producing a much brighter and safer 
light.  

 

– Mounting Positions: Footlights, Border Lights 
(between each pair of scenic borders), and Wing 
Lights (between each pair of scenic wings). For 
example in the late 1850s, the stage of the Royal 
Theatre in Stockholm was illuminated with 562 
burners:  
• 66 in the Foot Lights,  
• 8 sets of Wing Lights with 9 gas jets each, and 

   8 Border Lights with 44 burners per position.  
 

• 電燈 Electric  
 

– 1879: Thomas Edison perfects the first practical 
incandescent electric lamp.  
 

– 1881: London's Savoy Theatre installs the world's 
first electric lighting system-- 824- 16 candle 
power lamps were used to light the stage and an 
additional 334 lights illuminated the auditorium.  
 

– 1882: The first American installation of electric 
lights is at Boston's Bijou's Theatre.  

– 1890s: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most 
"modern" theatres have switched from gas lights 
to the much safer electric lights.  
 

– 1903: Kliegl Brothers installs an electrical lighting 
system with 96 resistance dimmers (and 20 
additional dimmers for house lights) at the 
Metropolitan Opera House in New York City.  

 

– Mounting Positions:  

– The same as with gas-lighting: Footlights, 
Borderlights and Winglights. When the new 
Stockholm Opera House opened in 1898, the stage 
was illuminated with a three color (white, red, and 
green) lighting system using 544- 25 candle power 
lamps per color-- a total of 1632 lights.  

• 40/color in the Foot Lights,  

• 9 Border Lights with 40 lights/color.  

– 9 sets of Wing Lights with 8 lamps/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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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燈光發展過程中的二三事 

• 1879年10月21日，愛迪生/發明碳絲燈泡原型 

• 1896年KLIEGL BROTHERS 燈光公司成立 

• 1903年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安裝電力調光系統 

• 1907 年鎢絲燈泡發明TUNGSTEN FILAMENT LAMP 

• 1910年ROSCO LABORATORIES 開始製造燈光色紙 

• 1917年STRAND LIGHTING燈光公司在倫敦成立 

• 1920年ADB LIGHTING比利時的燈光公司成立  

 

 

• 1920 FIRST - FRESNEL LENS SPOTLIGHT  

• 1926 CENTURY LIGHTING燈光公司成立 

• 1929 UNION CONNECTOR CO., INC.  

• 1933 ELLIPSOIDAL REFLECTOR SPOTLIGHT(ERS) -KLIEGL BROTHERS  

• 1933 ‘LEKO’ (also LEKOLITE) -CENTURY LIGHTING Joseph [LEVE] 
and Edward F. Kook were founders of Century Lighting 

• 1947，George Charles Izenour (1912~2007 )發明了第一代的
SCR矽控半導體調光器，改變了燈光控制上的可能性 

• 1950 UNITED SCENIC ARTISTS 美國劇場設計師工會成立 

• 1955 ALTMAN STAGE LIGHTING 燈光公司成立 

 

 

 
 

 

 

 

 

– 1955 COLORTRAN 燈光公司成立 

– 1958 SCR DIMMER - 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量
產 

– 1960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THEATRE 
TECHNOLOGY (USITT) 美國技術劇場協會成立 

• 1960  LIGHTING TEMPLATE 燈光繪圖板上市 

• 1961 ASSOCIATION OF BRITISH THEATRE 
TECHNICIANS (A.B.T.T.)英國技術劇場協會成立 

• 1965 LIGHT EMITTING DIODE (LED) 

• 1967 ‘LEE’ COLOR FILTERS 色紙公司成立 

• 1969 HMI LAMP 上市 

 

• 1970 GREAT AMERICAN MARKET / GAM燈光公司成立 

• 1975 ELECTRONIC THEATRE CONTROLS INC.燈光公司成立 

• 1975 JULIAT, ROBERT 燈光公司成立(法) 

• 1975 AMX192通訊協定 

• 1978 ‘ROSCOLUX’ COLOR FILTERS 生產上市 

• 1980 雲門實驗劇場成立 

• 1981 VARI-LITE 電腦燈公司成立 

• 1986 DMX512 通訊協定 

• 1988 周凱劇場基金會成立 

• 1998台灣技術劇場協會(原中華技術劇場協會)成立 

 

燈光系統  Lighting System 

燈光控制器 

調光器 

迴路插座 

燈具 

DMX512 

電纜線 

電纜線 

舞台畫面 

如何分辨燈具種類 

• 泛光燈與聚光燈的差別在哪裡 

    

聚光燈 

光源+集光裝置+成像裝置 

光源+集光裝置 

泛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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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重要的燈光設計師 

• Adolphia Appia (1862-1928) 

• Robert Edmond Jones (1887-1954) 

• McCandless, Stanley - (c 1897 - 1967) 
– 1928 ,"A method of lighting the Stage" 1st published 

– A Syllabus of Stage Lighting 

• MIELZINER, JO - (1901 - 1976) 

• Abe Feder (1909-1997) 

• ROSENTHAL, JEAN - (1912 - 1968) 

• Tharon Musser (1925-2009)  

 

 

百老匯知名燈光設計師 
Jules Fisher曾說： 

 
「如果你所需要的技術並不存在， 

那就發明它! 」 
(If the technology you need doesn’t 

exist, then invent it!) 
 

不論多偉大的視覺創意 
都必須回歸到 

燈光最根本的元素 

燈光可被控制的本質 

• 亮度  Intensity 

• 色彩  Color 

• 形狀  Form 

• 運動  Movement 

• 方向  Direction 

• 模糊  Diffusion 

• 頻率  Frequency 

• 透光率  Luminousness 

 

基本訓練 

• 一、人文與設計輔助方面 

– 中西劇場史，中西藝術史，建築史及各種雜書，
閱覽大量視覺資料….. 

– 多讀劇本，並要了解如何分析劇本 

– 了解劇場各創作部門的特質，舞台服裝表演等 

– 觀察自然的季節與光影變化 

– 繪圖表達能力，素描，水彩，彩繪等基本訓練
是非常必要的 

– 口語表達能力的提升能幫助溝通 

 

戲劇演出/劇本分析  The Script 

• 情節與結構 Plot & Structure 

• 將文字轉化為視覺意象 Visual Image 

• 找出最重要的戲劇性問題 

–Major Dramatic Question (MDQ) 

• 主題 Theme 

• 象徵 Symbols 

• 戲劇時空的情境氛圍 Given Circumstances 

• 風格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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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分析 The Script 

• 角色性格分析 

–劇中每個角色的功能為何? 

–劇中角色間的重要關係為何? 

–劇中每個場景中誰是焦點? 

–劇中角色的企圖為何? 

–劇中角色的遭遇為何? 

–劇中角色在觀眾眼中的印象為何? 

舞蹈演出/音樂及動作分析 

• 編舞者的想法或概念 

• 音樂的節奏變化 

• 舞蹈動作與流動空間的使用 

• 服裝樣式與色彩 

• 地板及背景色彩 

 

 

表演者 The Performer 

• 角色的照明 

–演員的臉部 

–演員的身體 

• 髮色及膚色 

• 化妝 

• 表演者要在舞台上呈現何種體態? 

了解劇場設備 

– 舞台大小及高度 
– 舞台與觀眾席的關係 
– 有多少的燈光架設裝置，外區貓道，包

廂等 
– 有多少燈桿可供使用  
– 有多少燈具可供使用 
– 有多少調光器可供使用 
– 燈光控制器的功能 
– 所有設備是否都能正常工作 
  

參加排練 

 

• 了解導演/編舞者如何運用舞台  

• 確認主要表演區的分布位置  

• 確認轉場與音樂或台詞動作的關係  

• 特殊光或效果燈的需求及定位 

• 紀錄每個場景的基本走位及構圖  

舞台佈景的燈光處理 

• 寫實佈景的光影效果 

• 佈景的色調 

• 佈景的明度 

• 佈景的結構 

• 佈景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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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服裝與燈光 

• 服裝的色調 

• 服裝的明度與彩度 

• 服裝的質感與形式 

• 角色的性格 

基本訓練 

• 二、技術與資訊更新方面 

–電學與物理的基本概念建立 

–光學原理與燈具構造 

–調光系統與控制系統 

–色彩學----如何以色光來改變被照物的色彩 

–燈光硬體設備的發展能為設計帶來何種可
能性 

 

模擬訓練 I 

• 由名畫著手 

– 分析光源角度 

– 分析光的色彩 

– 分析環境氛圍 

– 找出焦點 

– 分出層次 

– If….. 

Key 

Fill Neutral 

模擬訓練 II 

• 由攝影作品著手 

– 分析構圖 

– 光與影的互動關係 

– 不同燈光角度的變化 

– 太陽能教我什麼? 

 

 

 

 

Key 

Fill 

模擬訓練 III 

• 由生活觀察著手 

– 分析構圖 

– 光與影的互動關係 

– 不同燈光角度的變化 

– 太陽能教我什麼? 

 

 

 

 

Key 

Fill 

模擬訓練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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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色彩與色光的變化 

利用色光來改變被照物的色彩是舞台燈光最強而有利的工具 

色光的混色變化 

• 色光三原色紅、藍、綠的
加色法混色變化 

• 三原色光相加產生白光      

• 任一個一次色(原色) 與二
次色相加亦會產生白光 

• 任二個二次色相加也會產
生白光  

• Red + Blue = Magenta 

• Blue + Green = Cyan  

• Red + Green = Yellow 

一次色 

二次色 

單一光源法則（Single source method） 多重光源法則（Multi-source method）  

麥肯德利司法則（McCandless Method） 

• 麥氏在其所著的《舞台照明的一種方法》 

   ”An Approach to Stage Lighting“一書中所提出的方法     
包含四個部分： 

•    表演區內對演員的照明（Lighting The Acting Area） 

•    舞台氛圍的製造（Blending and Toning） 

•    背景及背幕的照明（Lighting Background Surfaces） 

•    製造特殊燈光效果（Creating Special Effects） 

燈光設計流程 

– 分析劇本或表演內容如舞蹈音樂等 
– 分析舞台區位 Acting Area 

– 設定場景基本氛圍 Mood 
– 建立一套光源配置表 Color Key 
– 將表演區轉化為燈光分布的光區  
 Acting Area into Lighting Area 
– 將光源配置的基本規則套入每個表演區 
– 決定燈桿高度及沿翼幕位置 
– 列出場景所需之各種燈光功能 
– 決定染色及混色用的燈具 Toning & W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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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設計流程 

–加入特殊燈光及背景燈 Specials & Cyc 

–角度分析並擇定燈具，將燈光草圖轉成
燈光配置圖 Working Drawing /Section 
Study into Light Plot 

–編排燈光技術資料，迴路及控制的號碼
與燈圖一致                                        Arrange 
lighting technical information 

–撰寫燈光變化點清單 Lighting cue list 

角度分析 

Acting Plan 

Stage Floor 

燈具 

入射角度 

平面距離 D 

燈
桿
高
度
H 

實際投射距離  

True Throw Distance 

角度分析 

100% 100% 100% 

50% 

10% 

Beam Angle 

Field Angle 

燈光裝台流程 

– 依照燈圖配置將燈具掛到燈桿上 Hang Lights 

– 上色紙 Coloring 

– 配線 Cabling 

– 進迴路 Circuiting & Patching 

– 調燈 Focus 

– 作畫面 Set Cue  

– 技術排練 Technical Rehearsal 

– Q to Q  

– 彩排 Dress Rehearsal 

燈光技術資料 

• 技術資料 

• 燈光平面配置圖   Light Plot 

• 控制迴路配置表   Magic Sheet 

• 燈光迴路配置表   Channel Hook Up 

• 燈光器材配置表   Instrument Schedule 

• 燈光變化點清單   Lighting Cue List 

• 燈光變化內容表   Lighting Track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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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之人生三境界  

•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晏殊 

 確立志向 

•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 

 全力以赴 

• “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 

         燈火闌珊處。” 辛棄疾 

 終有所成 
 

                   清 王國維1876-1927 “人間詞話 ” 

• 確立志向 

 

 

• 全力以赴 

 

 

• 終有所成 

 

 

• 製作概念 

• 設計概念 

• 資料搜集 

• 排練 

• 試演 

• 技術整合與排練 

• 彩排 

• 正式演出 

 

 

 

走進劇場（表演藝術） 

• 透過實務工作  

• 透過學校教育訓練 

• 透過師徒制的培養 

• 透過自學 

 

透過技能的練習培養自律的思考與眼力 

• 閱讀 Reading 

• 書法 Calligraphy 

• 素描 Sketches 

• 繪畫 Painting 

• 運動 Sports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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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是最好的解答 

• 不斷的練習 

• 學習看到「大」畫面 

• 確認做出的決定是最佳選擇而非第二選項  

• 處理好人際關係是一個製作成功的基礎  

如夢之夢 
“A Dream Like a Dream” 
2000 TNUA 

創意 

藉由技術 

轉化 

成為藝術 

如夢之夢 
“A Dream Like a Dream” 2013 想法和創意必須 

先行於技術之前 
 

The idea  
needs to go  

one step ahead  
than the technical solution 

溝通的方法 

• 口語   Verbal 

• 圖像 Graphic 

• 素描 Sketch 

• 各種組合方式 Combination 

• 豐富的形容詞彙 Truckload of adjective 
vocabulary 

如何找出設計的想法 
How to find a design idea? 

• Think like a director 

• Read the text, listen to the music, feel the 
movement. 

• Attending rehearsals  

• Research 

• What would be a good metaphor 

• Support the show with poetic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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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易經 
Using Yi-Ching in creative work 

• John Cage- using I-Ching(Yi-Jing) as a software, 
to create music, paintings, prints, etc.   

• Cage’s idea was to ask question instead of 
making decision 

I-Ching is not a Lighting Bible 
By asking question, we  
see the different faces of an object 
what will stay unchanged 
what will constantly changing 
 
Basic principle can help to 
 Set the lighting angle 
 Making Color choices 

借用易經思考燈光 I-Ching in lighting 

Yin 陰 
   
negative 
zero 
tails 
female 
receptive 
dark 
night 
cold 
soft 
wet 
 

Yang 陽 
 
positive 
One 
heads 
male 
creative 
light 
day 
heat 
hard 
dry 

Grey area in between 

物極必反 
As soon as a thing reaches its extremity,  
it reverses its course 
 
循序漸進 
to make steady progress incrementally 

Using the I-Ching point of view 
Apply in theatrical design 

A

A’

陰

陽

Move and Still 

Disappearing , Growing 

Changes 
And 
Transforming  

Action and Orbit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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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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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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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實之光

虛之光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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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虛』與『實』 

75 

體之光

形之光

0 °
22.5°

45°

67.5°

90 °

112.5°

135°

157.5°

180 °

-22.5°

-45°

-67.5°

-90 °

-112.5°

-135°

-157.5°

光的形體表現 體 

形 

半形體 半形體 

內容與形式 Content and Form 

• Content 

– Inner meaning,  

– More abstract, 

– Core of the creative work 

 

• Form 

– Outer appearance 

– Vocabulary 

 

 

 

Questions about life 
Emotion 
Conflict 
Social issues 
…etc… 
 
 

Realism 
Non-realism 
Collage 
…etc… 
 

導演口中“精彩”的燈光變化 
Great lighting ideas from the director  

• 時間在跳躍的流動感  

• 全世界瞬間消失的毀滅感 

• 你看，你沒有影子！ 

• 非寫實且虛無的畫面 

• 特殊的燈光變化 

• 超現實又詭異的燈光變化 

• …… 

回歸到燈光的基本元素思考 
Back to the basic 

• 亮度   Intensity 

• 焦點  Focus 

• 角度  Angle 

• 顏色  Color 

• 速度  Time (speed) 

• 加法  Addition 

• 減法  Sub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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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24 

14 

由現代繪畫轉化的構圖 
Idea from modern paintings 

如影隨行 Like Shadows 

共和國掌櫃 light block study 找到每個演出或場景所特有的構圖 
Find the unique composition for each 

production 

• 創造一種境界 Creating a state of mind 

• 製造一種寧靜 Creating a stillness of beauty 

• 堆疊一種動感 Stacking a complex motion 

• 支撐知覺反應 Support the reaction of senses 

大型活動 Large Scale Event 

• 由想法轉換為實際畫面 

Transform the idea into reality 

• 集體創作 

Collaboration 

• 龐大過頭的各種系統 

     All kinds of oversized system 

• 天總是亮得太早 

The sun always rise up too early 

台灣劇場的新風貌 
The new shape of newly build 

theatre in Taiwan 

•幾何 geometry 

•有機 org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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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Taipei Performing Art Center by Rem Koolhaas 

台中國家歌劇院 
National Taichung Theater by Toyo 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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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新空間帶來不同視野與可能 
New Space bring us new possibility?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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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淑晶 

    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主修舞蹈創作。 

現為古舞團舞者、即興表演者、接觸即興與親子接觸即

興教師、舞蹈教育、親子空中浮力瑜珈&瑜珈輪美國瑜

珈聯盟合格師資。創作作品曾獲舞躍大地銅牌獎，新加

坡藝術節受邀演出藝術家；於澳洲【Mirramu Arts 

Centre】就地創作發表作品；舞蹈影像即時互動作品曾

獲台灣世安美學表演藝術類獎助。曾與旅法錄像藝術家

吳尚霖、旅澳聲音藝術家張惠笙於台北藝術村共同合作演出『吵鬧計劃』。 

2008年加入【古舞團】至今，隨團赴澳洲、馬來西亞等即興室內外演出；多次參與古舞團主辦

【i-dance Taipei國際愛跳舞即興節】即興舞蹈光譜演出。2014年於韓國Mullea 駐村，與

On&Off Dance Company 共同合作演出、2017 年隨【古舞團】赴北京工作坊授課與演出、2019

代表故宮參與世界博物館年會赴京都演出；同月應邀赴日本 I Dance Japan國際即興舞蹈節授課

及演出。 

     

二、于明珠 

    古舞團 Ku &Dancers 團員，跟隨古名伸老師學習與接觸 

    即興舞蹈研究及演出 : I Dance Taipei《等身流》、《亂碼 2018》、《獵景》、《這一天、那些

事》《亂碼詩巫》《月光即興曲》、《回來》，並受邀參

與國際接觸即興舞蹈藝術節 : I Dance Japan、Korea

「 Asian Improvisation Art Exchange 」、 Contact  

Festival Kuala lumpur 及各地工作坊教學。 

 

 

 

 

三、黎美光 

【黎美光。創意/心理。工作站】創意總監，「兩廳院」 TIFA 引路

人，「舞蹈空間舞團」即興老師，「古舞團」資深團員，「長青木

心理諮商所」創意總監；法國巴黎國際藝術村駐村藝術家；義大利

及希臘「國際即興舞蹈紀錄片」拍攝。並曾受邀英國、美國、奧地

利、馬達加斯加、印度、日本等之「國際舞蹈節」演出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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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宇鎔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作曲系學士，主修電影配樂編曲創 

   作和鋼琴， Columbia University音樂藝術教育研究所碩士。 

   回國後首先投入電影音樂製作，並常與舞蹈表演者合作。 

   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鋼琴 

   伴奏老師、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講師、南投民族舞團音樂顧 

   問、【黎美光。創意/心理。工作站】即興音樂家，並常擔任各舞團演出之客席鋼琴家。 

 

 

五、鄭淵全 

  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 

  務長。 

 

 

 

 

 

六、莊國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具多年的傳統舞蹈教學及比賽經驗，在國際當代藝 

  術節樂舞展演方面經歷豐富，既是第一線原住民 

  樂舞教學者，也是具有深厚舞蹈理論基礎的專 

  業老師。現任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藝術總監 

    花蓮縣北埔國小教師  

    2020驚嘆樂舞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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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吳榮順 

花蓮縣玉里鎮客家人。1986 年師大音樂系畢業，主修聲樂，副修鋼琴，師事戴緒倫及曾

道雄教授。1988 年師大音樂研究所畢業，主修民族音樂學，師事許常惠教授。1990 年

獲教育部公費留考獎學金赴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攻讀民族音樂學，1996 年取得法國巴黎第

十大學民族音樂學博士。回國後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任教，專事南島語族音樂、

客家語族音樂、福佬語族音樂、亞太地區音樂，及中國西南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出版

及教學工作。曾任立臺北藝術大學學務長（2003-2005），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

音樂學系主任，及音樂系暨音樂學研究所專任教授。1991 年起，為台灣風潮唱片 Wind 

Records 策劃、主持、製作一系列「台灣原住民音樂紀實」、「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大全」、

「客家音樂紀實」、「平埔族音樂紀實」、「恆春半島民歌紀實」、「高雄縣六大族群

傳統音樂系列」、「南部鄒族民歌」等之 CD 出版。 

 

八、懷劭．法努司 

    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屏東》藝術總監、金山高中 

  原住民藝能專班–樂舞老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原住民樂舞專任指導。 

 

 

九、簡立人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劇場設計系專任教授，從事劇場工作、

舞台燈光設計及教學三十年，燈光設計作品涵括戲劇、舞蹈、歌

劇及大型活動。與國內外重要演出團體與藝術家合作，如表演工

作坊、全民大劇團、果陀劇場、綠光劇團、香港話劇團等，設計

作品《如影隨行》獲 WSD2009 (世界劇場設計大賽) 燈光設計

類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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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課程時間：2020 年 7 月 26-29 日(日-三) 

二、報到時間與地點:  

    (一) 搭乘接駁車: 7/26(日)12:30 松山火車站西出口(捷運松山站 A4 出口) 

    (二) 自行前往實踐大學體育館一樓:7/26（日）13:00-13:20 

    (三) 7/27-29 日每天早上 9:00(國父紀念館西側門) 

    註:請攜帶口罩、量測體溫及配合其他所有防疫措施 

三、課程地點: (實踐大學與國父紀念館交通方式如附件二)    

課程類別 時間 地點 教室 

肢體課程 7/26 下午與晚上 

(報到時確認班別) 

實踐大學 A 班 舞蹈教室 

B班 多功能訓練室 

講座課程 7/27-28 中午 國父紀念館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 505 號) 

演講廳 

觀摩課程 7/28下午-7/29中午 大會堂 

實作課程 7/29 下午-晚上 大會堂 

 四、餐飲安排      

 餐別 7/26 (日) 7/27 (一) 7/28 (二) 7/29 (三) 

 早餐 自理 自理 自理 自理 

午餐   自理 

主餐 : 蜜汁烤雞堡 

       杏鮑菇珍珠堡(素) 

副餐 : 小薯 

飲料 : 冰紅茶&綠茶 

水果:一盒 

主餐 : 薑燒珍珠堡 

       夏威夷沙拉(素)  

副餐 : 北海道可樂餅+? 

飲料 : 蘋果汁 

晉來便當 

晚餐 自理 

主餐 : 燻雞可頌 

       蛋沙拉可頌(素)  

飲料 : 柑橘汁 

主餐 : 人氣原味燒肉 

       印度咖哩雞丁 

       港式蜜汁叉燒 

       穀米牛蒡絲(素) 

       三杯杏鮑菇(素) 

主餐 : 牛肉可頌 

       鮪魚可頌 

       松露香菇可頌(素)  

飲料 : 柑橘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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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宿地點：新驛旅店復興北路店(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338 號) 

六、住宿安排： 7/26-28 或 29 

七、住宿須知： 

（一）住宿日期 ：7/26-7/28 共三晚(或續住)，需增減或取消者，仍以表列費用計費。 

（二）check in ：7/26(日)21:00-21:30，房卡由新驛的櫃台人員發放  

  （三）check out：7/29(三)上午 9:00 前自行將鑰匙繳回櫃檯 (房卡遺失需自行賠償) 

（四）房費標準 

 

 

 

 

 (五) 付款方式： 

      1.7/26 check in 時繳交房費者請自備現金(不受理信用卡) 

   2.欲開立統一編號者請告知櫃台 

    (六)新驛旅店:報名時有回覆車號者，直接開入飯店停車場(免費停車)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 驚嘆號上的傳習團隊老師之食、宿、交通費用(7/26-29 日)，可以在驚嘆號支 

       持貴團隊的傳習經費中核銷 

  (二) 霧鹿國小、北葉國小、莿桐書屋由洪蘭教授支持的學校團隊老師 

       1.交通與住宿費用由本基金會支付 

       2.7/26(一)報到時提供去程車票票根及回程車票掃描檔，裨利交通費發放作業 

        (回程票根請於 8/5 前寄回基金會)。 

      (三) 第一天課程服裝以寬鬆為主，配戴眼鏡者，建議改戴隱形眼鏡上課； 

           第二天課程不限   

      (四)  7/29(日)一律穿著黑色 T 恤、黑襪與黑鞋參與工作。 

  九、課程參考資料： 

  （一）驚嘆號簡介影片: 

   (二) 2018 驚嘆樂舞影片：https://tinyurl.com/yc5k4g7j 

   (三)2019 驚嘆樂舞影片 

        上半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UCU9bpJc4 

        下半場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JehfN4_LE4   

   (四)課程介紹網頁：http://tecofound.org.tw/indigene/teacher.pdf         

   (五)報到通知: 

  十、研習時數：共計 30 小時，請務必準時報到並於簽到時領取上課證，每日下課請確 

  房型 單人房 雙床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房價  1,500 元   1,600 元 2,100 元 2,500 元 

單價/人 1,500 元 800 元 700 元 6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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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簽退，研習時數依據簽到記錄認證。 

  十、專案管理：林  盼 02-25422338#16，0972-162-764，pan.lin@teco.com.tw 

  十一、研習群組：敬請在研習期間加入，以利隨時取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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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驛旅店來回國父紀念館交通方式與路線圖 

 

中山國中站搭棕線(文湖線)往動物園站方向 

於忠孝復興站換乘藍線(板南線)往南港展覽館方向 

於國父紀念館站下車，4 號出口前行約 1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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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超過一甲子，用馬達轉動台灣的「東元」，在二十七年前，以設立基金會的方式，支持科技

研發創新，推動建置科技時代的人文社會，落實厚實競爭力的創造力教育，同時以「驚嘆號-

原民族群永續教育計畫」，協助原民族群展開永續的紮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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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驚嘆號 

原民族群永續教育－驚嘆號 

讓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台灣原住民族 

可以蓬勃發展源遠流長 

2003 年起，基金會號召 NPO‧企業‧個人組織策略聯盟，建置「傳習教育」的資源供需平台，

說服各界以「認養」傳習經費的方式，攜手支持原住民傳統樂舞祭儀的文化傳承價值，同時

督促與扶持部落以「文化」為根，以「教育」為樁，以「人」為本，以「族群」為體，發展

適情適性的教育方案，並持續提供延伸學習活動，確保原住民新世代天賦長才的培養發展，

族群文化藝術的傳承發揚，知識技藝的成長，競爭力的提昇。 

截至 2020 年，「驚嘆號」召集的民間團體、企業、學校、個人及政府部門，超過數百個單位。

透過整合、互助、合作與尊重，為被認養扶持的團隊，籌措田調、採集、編創、教學、傳習、

國內外展演等相關經費與資源。並為十個族群約 23,134 名兒童，提供長期的支持與服務，扶

持歌謠‧舞蹈‧技藝‧才藝‧體能等 40 個團隊，產出令人驚艷的，「傳統文化藝術、教育成果、族

群永續的能量」是以定名為「驚嘆號」。 

 

計畫工作重點： 

一、扶持傳統歌謠舞蹈團隊，發展傳統歌謠舞蹈教育 

二、扶持傳統技藝團隊，發展傳統技藝教育 

三、扶持體能競技團隊，發展體能長才訓練 

四、扶持才藝學習團隊，發展天賦潛能教育 

五、實施傳習教師學習成長課程 

六、成果展演與跨界展演 

七、數位典藏:發行專輯、Youtube分享、痞客邦 

八、推動青少年科學教育計畫 

九、推動青少年藝術賞析學習計畫 

十、強化聯盟及行銷作業：促進參與、國際交流與學習、即時報導、搜尋連結 

 

計畫網頁：http://www.tecofound.org.tw/indigene/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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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樂舞傳習教育 

台灣的原住民傳統歌謠舞蹈祭典技藝等，兼具深沉、悠遠、精緻、剽悍等各種特色，但這些

部落傳統文化藝術之美，卻瀕臨失傳，因此以發揮族群特質及長才為策略，協助其在長期弱

勢的「情境」中，藉由原住民傳統歌謠舞蹈祭儀的學習重建信心，同時達到族群尋根溯源、

自我認同，與永續發展的目的。計畫的背後，也以支持孩子們挑戰國內外展演舞台，及國外

如法國外亞維儂藝術節、英國蘇格蘭國家舞蹈中心、北歐冰島藝術節、印度孟買

Ruhaniyat-Sufi & Mystic Music Festival」、澳大利亞、紐西蘭「2019WOMAD 世界音樂節」 

巡迴等展演，達到增廣見聞與國際文化交流的目的。 

■ 傳習重點：採集、編創、傳習、展演、數位典藏 

■ 傳習團隊：古謠、舞蹈、祭儀、技藝等四大類，共 33 個團隊，傳習人數達 1,400 人以上 

■ 活動網頁：http://www.tecofound.org.tw/indigene/main.html 

驚嘆樂舞 

2005 年起，「驚嘆號」為鼓勵傳習團隊積極傳習與開拓視野，每年辦理「成果展演」，讓長期

接受培訓的孩子擁有挑戰大型舞台的機會。以明確之目標激勵師生及族人的企圖心，天賦加

上努力，讓傳習成效格外耀眼。各團獲得認養支持後，因資源到位，越來越多師資願意返回

部落傳習傳統藝術，也促進懷抱偏鄉教育使命的老師提高留在部落教學的意願。 

■ 指導單位: 教育部、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 主辦單位: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國立國父紀念館 

■ 演出時間: 2020 年 07 月 29 日（三） 

         下午場：14：30－16：50 ，座位 2516 席         

             晚上場：19：30－21：50 ，座位 2516 席 

■ 演出地點: 國立國父紀念館大會堂（110 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 505 號） 

■ 演出內容: 

‧紡織歌【灣聲樂團】 

 ‧祈心樂動·頌祖恩【Supaw(草埔)青年會】 

 ‧Huzas 布農之聲【武陵國小布谷拉夫兒童合唱團】 

 ‧年 聚·情 圍【賓茂 VASA 東排灣傳統樂舞團】 

‧阿美族太巴塱 ilisin 樂舞【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 

‧homeyaya【灣聲樂團】 

‧祭·聲【saviki 山美舞團】 

 ‧歡喜慶豐收【長濱國中長鼓原舞】 

 ‧舞耀 Supaw·慶豐收【Supaw(草埔)青年會】 

 ‧謝幕-la la yi【全體】 

■ 活動網頁: http://www.tecofound.org.tw/amazing/2020/index.html 

驚嘆號領航計畫-傳習師資成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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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持台灣原住民傳習傳統歌謠舞蹈祭典儀式的「驚嘆號」計畫，至今已經持續運作達十八

年以上，參與的樂舞傳習團隊達 33 隊，傳習老師超過百人。為增進傳習教師在田調、編創、

教學、交流、製作、展演、團務及數位典藏等相關技術方面之專業職能，教育部「師資培育

與藝術教育司」項下「教育部產官學三合一推動藝術與美感教育」計畫，委託本會辦理「傳

習師資成長」課程。 

■ 指導單位: 教育部 

■ 活動時間: 7 月 26 日-29 日(日-三) 

■ 活動地點: 實踐大學、國父紀念館演講廳 

■ 活動形式: 課程＋實作+交流＋討論＋排練+演出 

■ 參加對象: 傳習老師 83 人，驚嘆號團隊示範團員 35 人，合計 118 人 

■ 課程設計理念:  

2020 年的課程以「反璞歸真」為核心價值，邀請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毓娟副

司長、民族音樂學-吳榮順教授、劇場設計-簡立人教授、原舞者藝術總監-懷劭．法努司、

莊國鑫原住民舞蹈劇場藝術總監-莊國鑫、即興舞蹈家黎美光率領舞蹈家張淑晶、于明珠，

及舞蹈音樂製作-李宇鎔老師，以提升台灣原住民傳統樂舞祭儀的傳習能量為目標，協力

規劃課程與授課。 

■ 活動網頁: http://tecofound.org.tw/indigene/teacher.pdf 

  

驚嘆號數位典藏 

2005 年起，「驚嘆號」為了提供傳習團隊隆重專業的展演舞台，每年持續辦理「驚嘆樂舞-

台灣原住民樂舞饗宴」以及歲末展演，讓孩子的傳習擁有努力的目標，各族群的傳習成效豐

碩，深具教學、傳習、發揚等教育的價值，且「驚嘆號」持續藉各式展演進行影音蒐錄。 

2016 年發行的「塔山之歌～來吉鄒族古謠傳唱」與「百合禮讚～青葉魯凱古謠傳唱」以展現

古謠特色的「清唱版」、融合古謠與弦樂的「跨界版」及純音樂的「弦樂版」等三種型式製作

專輯。2017 年「VASA‧東‧排灣」專輯的第三張，更以流行音樂的形式編曲與演唱，展現原住

民音樂無窮無盡的可能性；在影音方面，更肩負著數位典藏的使命，2005 年起，每年自「驚

嘆號」的樂舞技藝傳習團隊中擇 6-8 個團隊，由本基金會在國父紀念館以專業劇場規格製作

演出，並委請專業的音控工程師與影音錄製剪輯團隊，以最高規格後製影音實錄 DVD，十餘

年來，共為十個原民族群保留傳統樂舞影像紀錄， 2016 年與 2017 年的【驚嘆樂舞實錄】、

2016 的詠百合、2017 年的 VASA‧日出東聲等四件作品入圍傳藝金曲獎更證明傳習教育成果

獲得各界的肯定。各式跨界演出之外，將傳統古調與舞蹈藝術以最精緻的品質呈現，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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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沒有譜曲」的原住民古謠流通、傳承與發揚。為深具數位典藏價值

的原住民樂舞饗宴，亦足以作為台灣原住民各族群傳習教學的珍貴教材。 

 

■ 發行單位: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 製作人: 蘇玉枝 

■ 影像後製: 藝聖音樂工程 

■ 錄音後製工程: 白龍 

■ DVD 規格:  Full HD Video；1920ⅹ1080(共五機錄影) 

■ 蒐錄族群: 排灣族、布農族、鄒族、阿美族 

■ 蒐錄曲目舞碼數量: 41 首 

■ 發行時間: 109 年 12 月 5 日 

■ 網址：http://www.tecofound.org.tw/indigene/albu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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