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資源學習推廣計畫」－日據時期的臺灣舞蹈教案
單元名稱

日據時期的臺灣舞蹈

課綱主題

適學對象

七年級下學期學生

先備知識

預計教學時間
單元簡介

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七下
臺灣的歷史─日治時期的社會與文化
關於「臺灣的歷史」相關概念，可請學生先複
習教科書內容

40 分鐘
臺灣的舞蹈種類多元，與臺灣的族群組合與歷史背景息息相關。而日據時期，由日本間接引進西方文化，也使得臺灣
的舞蹈藝術開始萌芽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瞭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期、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瞭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了解日據時期的舞蹈藝術發展
 認識日據時期臺灣第一代舞蹈藝術家
 指出舞蹈藝術的背景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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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元件
編號

準備活動

2_1

元件名稱

教學
說明重點

舞蹈藝術的 介紹日據時期由於日
發展
本殖民現代化的過程
而造就了舞蹈藝術的
發展

元件
類型
動畫

元件
時間

教師
教學時間

3.5 分
鐘

8 分鐘

內容說明




發展活動

2_2

2_3

舞蹈發展的 說明日據時期教育政
學習單
背景政策
策中，對臺人身體解
放，而開始有體操、體
鍊課等，對後來舞蹈發
展產生的影響

3 分鐘

臺灣舞蹈家 介紹日據時期所萌發

6.5 分
鐘

的第一代臺灣舞蹈藝

動畫

5 分鐘




術家的背景與發展

1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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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利用動畫來介紹日據時期有哪些
文化的刺激與政策變革讓臺灣的舞蹈藝術發
展走向現代化舞蹈藝術表演。藉此引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
教學指引：
1. 教師播放動畫，說明日據時期有哪些文化
的刺激與政策變革讓臺灣的舞蹈藝術發
展走向現代化舞蹈藝術表演。
2. 可分段再細講內容。
設計理念：教師可利用學習單，引發學生對
於日據時期的政策對舞蹈發展的深遠影響
教學指引：
1. 教師可先讓同學們討論一下發表自己的
想法
2. 討論完畢之後再把自己與同學們討論後
得到的結論寫下來
設計理念：利用動畫來介紹日據時期所萌發
的第一代臺灣舞蹈藝術家們的背景與發展及
過程，藉此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教學指引：
1. 教師播放動畫，說明日據時期開始萌發的

教學流程

元件
編號

2_4

元件名稱

「中西交
流」─臺灣
舞蹈藝術作
品的演變

教學
說明重點

元件
類型

說明日據時期舞蹈作
簡報
品所受到的留日風
潮、大東亞共榮圈等背
景風氣影響

元件
時間

6 分鐘

教師
教學時間

10 分鐘

內容說明





第一代舞蹈藝術家們的背景與求學及發
展舞蹈之路的過程
2. 可分段再討論內容
設計理念：教師可利用簡報介紹舞蹈家創作
的舞蹈，受到日據時期不同時間、不同風氣
的影響，也影響第一代舞蹈家的舞風。從留
日的西化、現代化，也從舞蹈從芭蕾、現代
舞開始，至光復後返臺，舞作開始解放，產
生了民族舞蹈與芭蕾、現代舞的融合
教學指引：
1. 教師透過簡報講解當時代的背景風氣，並
與當時間的背景政策結合，帶出舞蹈家們
舞蹈創作所遭受的影響
2. 以舞作圖片或相關舞蹈創作影片給學生
觀看，提起學生的興趣，並讓學生發表心
得感想

綜合活動

2_5

跳舞風氣的 日據時期除了政策影
學習單
盛行
響了舞蹈發展外，民間
也開始進入舞蹈流行
的時代。課程中將複習
日據時期的舞蹈盛行
的背景，並介紹民間跳

3 分鐘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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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引導學生討論民間舞蹈的發展時
期，並讓學生複習日據時期背景、發展。
教學指引：
1. 教師可以藉由劇場的舊照片，引導學生思
考當時代的娛樂項目有哪些，帶出舞蹈娛
樂

教學流程

元件
編號

元件名稱

教學
說明重點

元件
類型

元件
時間

教師
教學時間

內容說明
2. 說明民間舞蹈娛樂的發展與盛行

舞會館的興起

3. 複習日據時期的上課內容，讓學生運用典
藏舊報紙資料，分析政策與舞蹈娛樂的關
連，進行分組的分析報告。
合計元件數：5 個

元件合計時間：24 分鐘

教學合計時間：40 分鐘

學習資源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典藏服務網
http://das.nlpi.edu.tw
舊報紙_臺灣民聲日報社，出版日期：1958 年 2 月 23 日。題名：日舞蹈團過台飛越。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1321706&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舊報紙_正氣中華報社，出版日期：1953 年 7 月 4 日。題名：民族舞蹈加緊研究。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700793&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日文舊籍_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會《六士先生略傳》，出版日期：昭和 15 年(1940 年)。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586669&ctNode=213&dt
dname=+%3A+%E6%97%A5%E6%96%87%E8%88%8A%E7%B1%8D
老照片_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林孟兒提供〈臺灣留日同學會〉，拍攝時間：不詳。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247277&ctNode=213&dt
dname=+%3A+%E8%80%81%E7%85%A7%E7%89%87
舊報紙_攝影新聞社，出版日期：1957 年 8 月 3 日。題名：名舞蹈家蔡瑞月率中華兒童舞蹈團由臺北來臺南，由臺南扶輪社主辦表演會，一
日晚演出一場，節目十八項，均博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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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584426&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舊報紙_攝影新聞報社，出版日期：1956 年 3 月 31 日。題名：舞蹈家李彩姬在高雄開設的創作芭蕾研究所，自今日起在高市勝利 1956 年 3
月 31 日。戲院舉行民族舞蹈欣賞會。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577755&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舊報紙_攝影新聞社，出版日期：1956 年 6 月 18 日。題名：古裝舞流行海外。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579611&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舊報紙_攝影新聞社，出版日期：1956 年 12 月 27 日。題名：我國藝術舞蹈在曼谷演出，大受僑胞歡迎，圖為洗衣舞一鏡頭。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582612&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舊報紙_商工日報社，出版日期：1955 月 1 月 28 日。題名：蔡瑞月昨表演舞蹈。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322747&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日文舊籍_早川喜代須著《小公學校國語講習所體育の特殊的指導と實際》，出版日期：昭和 12 年(1937 年)。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587760&ctNode=213&dt
dname=+%3A+%E6%97%A5%E6%96%87%E8%88%8A%E7%B1%8D
日文舊籍_臺灣總督府《國民學校體鍊科教授要項竝同實施細目》，出版日期：出版年不詳。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1810418&ctNode=213&dt
dname=+%3A+%E6%97%A5%E6%96%87%E8%88%8A%E7%B1%8D
老照片_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賴元良提供〈日據時期的咖啡第一會館外景〉，拍攝時間：昭和 12 年(1937 年)。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245728&ctNode=213&dt
dname=+%3A+%E8%80%81%E7%85%A7%E7%89%87
老照片_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楊建章提供〈日據時期的台中座外景〉，拍攝時間：大正初期年。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245656&ctNode=213&dt
dname=+%3A+%E8%80%81%E7%85%A7%E7%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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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老照片_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陳惠聲提供〈南屯公學校運動會團體舞〉，拍攝時間：昭和 14 年(1939 年)。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247106&ctNode=213&dt
dname=+%3A+%E8%80%81%E7%85%A7%E7%89%87
日文舊籍_林進發編纂《臺灣發達史》，出版日期：昭和 11 年(1936 年)。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1810418&ctNode=213&dt
dname=+%3A+%E6%97%A5%E6%96%87%E8%88%8A%E7%B1%8D
老照片_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林柏琮提供〈昭和國民學校舞蹈學生〉，拍攝時間：1946 年 3 月 27 日。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245843&ctNode=213&dt
dname=+%3A+%E8%80%81%E7%85%A7%E7%89%87
老照片_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林柏琮提供〈昭和國民學校舞蹈學生〉，拍攝時間：昭和 19 年(1944 年)。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245845&ctNode=213&dt
dname=+%3A+%E8%80%81%E7%85%A7%E7%89%87
老照片_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趙水木提供〈臺中公園集體舞會〉，拍攝時間：不詳。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246107&ctNode=213&dt
dname=+%3A+%E8%80%81%E7%85%A7%E7%89%87
舊報紙_內外タイムス社，出版日期：1955 年 4 月 2 日。題名：崔承喜さん来日か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039175&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舊報紙_民報社，出版日期：1945 年 11 月 13 日。題名：舞踊家林明德訂十七、八兩天在公會堂公演。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101060&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舊報紙_臺灣民聲日報社，出版日期：1949 年 4 月 5 日。題名：蔡瑞月女士在新竹表演。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839592&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舊報紙_臺灣民聲日報社，出版日期：1951 年 10 月 3 日。題名：屏記者公會舉辦李彩娥舞蹈公演。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920629&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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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舊報紙_商工日報社，出版日期：1956 年 3 月 26 日。題名：舞蹈家李彩娥 將舉行民族舞蹈欣賞會。
http://das.ntl.gov.tw/sp.asp?xdurl=BrowseTopic/gipControler.asp&uid=topic_result_detail&cur_do_index=1&xml_id=0000354811&ctNode=213&dt
dname=+%3A+%E8%88%8A%E5%A0%B1%E7%B4%99
教材編審團隊
審查顧問

教材開發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位科技學系 楊孟哲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盧胡彬 教授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 許惠晴 老師
新北市八里區米倉國小 彭紹翔 老師
苗栗縣竹南國民中學 胡培堉 老師
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 黃世宇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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