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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跳舞吧! 

 

一、 請依照下列舞蹈的風格說明，選出正確的圖片代號，並試著 

填入舞蹈類型的名稱。 

 

 

1.( B現代舞 ): 此類型的舞蹈先驅伊莎多拉·鄧肯覺得舞蹈應該是

隨意的活動表現，並且能夠表達出人類最深奧的思想與感情。她從古

希臘的舞蹈中吸取靈感，拋棄了亮麗的舞服及舞鞋，改穿古希臘寬鬆

的衣服與赤著雙腳，在舞台上跳出了自然奔放。 

2.( A芭蕾舞 ): 這是一種輕盈，舒緩，優雅的舞蹈。起源於義大利，

興盛於法國，早期是禁止女性參與演出的，時常搭配古典音樂伴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8%8E%8E%E5%A4%9A%E6%8B%89%C2%B7%E9%82%93%E8%82%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E%E8%B9%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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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華麗的戲服及舞台布景。 

3.( D爵士舞 ): 這是一種非洲舞蹈的延伸，但是流行於美國。是充

滿動感的多元化節奏型舞蹈，舞步揉合著剛與柔的特性，節奏本身比

較強勁、是充滿動感、靈活、和富趣味的肢體活動，可以表達表演者

的熱情奔放、充滿青春躍動感受。 

4.( C國際標準舞 ): 常以社交形式和比賽形式出現在世界各地，可

以一邊跳舞，一邊認識新朋友，舞步具高難度、伸展度、柔軟度、旋

轉度、高張度，非常耗費體力。 

 

 

 

 

二、 以下有幾場今年的舞蹈表演宣傳海報，請挑選一場你可能有興 

趣的表演，你覺得這可能是一場什麼類型的舞蹈? 並說明吸引你想前

往觀賞的理由? 請試著進一步查詢這場演出的細節，舞團的背景以及

曾經演出過的舞劇名稱，並且試著找機會前往欣賞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E%E8%B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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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覺得你「會」跳舞嗎? 你覺得你「喜歡」跳舞嗎? 跳舞不一定

是一場表演，不一定要經由他人評斷。請根據下面提供的三個線索，

試著搜尋出下面這首歌曲名稱，並了解其中的歌詞意義，試著讓自己

「隨意地」跟著音樂擺動，並且觀察自己的身體與心情有什麼變化? 

 

答: 歌曲為《Better when I’m dancing.》，是由美國流行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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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Meghan Trainor 為 2015 年 3D 電影《史努比 The Peanuts 

Movie》所演唱的電影主題曲，試試看，來跳舞吧!能讓你覺得心

情好點。 

Don't think about it 

別想太複雜了 

Just move your body 

就搖擺你的身體吧 

Listen to the music 

聆聽那音樂 

Sing, oh, ey, oh 

跟著唱吧 

Just move those left feet 

就移動你們的左腳 

Go ahead, get crazy 

瘋狂地踏步向前 

Anyone can do it 

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Sing, oh, ey, oh 

跟著唱吧 

Show the world you've got that fire 

向這世界證明你的熱情 

Feel the rhythm getting louder 

跟著感受那旋律並開口高唱 

Show the room what you can do 

向這地方證明你的能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ghan_Traino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Peanuts_Movi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Peanuts_Mov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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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 to them you got the moves 

向他們證明你能夠掌握節奏 

I don't know about you, 

而他們只是不了解妳 

I feel better when I'm dancing, yeah, yeah 

每當我跳舞時就感到歡樂無比 

Better when I'm dancing, yeah, yeah 

跳舞時感到快活無比 

And we can do this together 

而我們都能夠一起跳舞 

I bet you feel better when you're dancing, yeah, yeah 

我保證當你跳舞時會感到歡樂無比 

When you finally let go 

當你終於開始舞動 

And you slay that solo 

並且獨自高歌 

Cause you listen to the music 

是因為你已感受到那節奏 

Sing, oh, ey, oh 

跟著唱吧 

'Cause you're confident, babe 

寶貝因為你找到了自己的自信 

And you make your hips sway 

讓你的身子跟著搖擺 

We knew that you could do it 

我們已知道你能掌握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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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身體跟著輕快的音樂擺動後,你有覺得自己的精神與心情不一樣

了嗎? 當你在運動的時候,身體會分泌一種讓我們產生幸福感的賀爾

蒙,而舞蹈也是一種運動,請試想「舞蹈」跟「普通的運動」差別在哪

裡?因而舞蹈可能會讓我們產生更大的幸福感。而這種賀爾蒙叫做什

麼呢? 

答: 當你在聽一段音樂時就是在訓練你的大腦，當大腦接收到旋律之

後，再轉換成身體的律動，感受到音樂之後又更進一步「學習」透過

身體表達自己的情感，可以讓心靈富足，可以讓創意流動，也可以讓

關係疏通，啟動身體的自癒能力。所以，跳舞就是一件幸福感加倍的

事情，「學習」就是「運動我們的大腦」，讓我們原來「柔軟」的大腦

越來越「精壯」。而當我們運動的時候，身體會分泌一種令你感到幸

福的賀爾蒙－號稱「快樂激素」的「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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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果你覺得你並不擅長跳舞或是舞姿不夠好看,動作不夠協調,

是不是就不能跳舞了呢?  

「當動作簡單且必然發生時,不要改變,無論這是多麼滯礙、不完整；

他會變為 

我所說的『真實』－這可是真正屬於那個人的。」 

(引自舞蹈治療師 Mary 

Whitehouse) 

下面的文章節錄自《故事奇想樹系列》的《月光下的舞蹈家》，請閱

讀後發揮你的想像力，讓故事照著你的想法繼續進行… 

《月光下的舞蹈家》 

大家都知道，樹懶的動作慢吞吞的，這個叫做樹懶的舞者動作也 

很慢，有多慢呢？小丑的氣球送光了，魔術師的百靈鳥已經變出七隻

了，扯鈴人的打賞箱裝滿了錢，霓虹噴泉的燈光都熄了、泉水不噴了，

這時，他終於熱好身，準備開始跳舞。 

    一陣晚風吹來。 

    四周沒人了。   

    這種情形，樹懶從小就常常遇到。 

    寫考卷全班最慢，跑操場永遠倒數，掃地要掃到上課鐘響，交作

業是老師最痛苦的時候：「樹懶你作業寫好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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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嘴角緩緩拉出一道向上的弧線，「快好了。」 

    樹懶不懶，他只是慢，但一筆一畫都很用心。面對這麼用心的孩

子，老師只能嘆口氣說：「你慢慢來吧！」 

    他真的慢慢來，不管是跑步、寫字、做體操，還是跳舞。 

當樹懶還是小男孩的時候，他就喜歡擺弄肢體，隨著音樂，不，

沒有音樂的時候，他也能隨意擺動，從腳趾一直往上到每一根頭髮，

那種感覺就像在水裡游。 

啊，他把自己想像成一條在河裡悠游自在的魚。 

老師發現了，搖了搖頭，「樹懶小朋友，請專心上課。」 

樹懶看著老師，眨了眨眼，「現在是一條游泳的魚在專心上課啊！」 

魚在上課？ 

老師摸摸自己的額頭，幾乎快昏倒，決定打電話給樹媽媽。樹媽

媽聽了苦笑說：「在家裡，還會說他是隻兔子到處跳！」 

又是兔子，又是游魚？ 

樹媽媽是個好媽媽，帶樹懶參加舞蹈社的甄選。 

愛跳舞的孩子非常多，他們排成長長一列，一個一個上臺跳給老

師看。 

這家舞蹈社有光榮的歷史，得過很多金牌，所以人人都想來。 

每個參加甄選的孩子都胸有成竹，小女孩穿粉紅色的芭蕾舞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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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師面前旋轉；小男孩穿著豹紋緊身衣，化身成獵豹，跳上舞臺伸

出利爪，試著攀爬與出擊。 

大家的表現都很出色，老師們幾乎拍紅了手掌。 

直到最後，上台的是一個身材瘦小的男孩。啊！是樹懶小朋友。 

 

你覺得樹懶小朋友接下來會怎麼樣呢？請你試著繼續寫出下面

的故事，完成後可以去看看原作者王文華筆下的樹懶小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