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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美學初探 

An Exploration of Dance Aesthetics    
 

林伯賢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 

 
 
前言 

舞蹈藝術起源甚早，但是卻長期被忽略在藝術分類的主流之外。德裔著名藝術史學

家克里斯特勒 (Kristeller，1965) 在其＜現代藝術體系＞ （The Modern System of the 
Arts）一文中指出，對藝術進行分類是十八世紀以後的事，雖然舞蹈與戲劇也偶被提及，

但當時所謂五大藝術係指繪畫、雕塑、建築、音樂和詩。經過舞蹈界長年來的努力經營，

目前在所有藝術領域中，舞蹈藝術已佔有一席重要地位。如何引領觀眾登堂入室、一窺

舞蹈之美，實是當前舞蹈界與藝術理論界應共同努力的課題。 
要如何欣賞舞蹈藝術之美？自十八世紀中葉德國哲學家鮑姆嘉通（Alexander 

Baumgarten，1714-1762）提出美學（Aesthetics）這個術語，並將其定義為美的藝術的

理論之後，有關藝術與美的問題，似乎理所當然的要在美學中尋找答案。本文提出幾個

在美學中經常論及的對立命題，反映在實際參與舞蹈欣賞活動時，觀眾心中常有的迷

思。希望藉由理論的探索與實例的對照，引導觀賞者重新思索舞蹈藝術的本質，進而更

深入體會舞蹈藝術的價值。 

 

技術與藝術的對立 

舞者高水準的肢體技巧是構成舞蹈藝術的基礎。對觀眾而言，舞蹈欣賞的焦點究竟

是舞者的技術的展現，還是作品整體所傳達的藝術性？美國近代哲學家朗格（Langer，
1953）在《情感與形式》（Feeling and Form）一書中指出，當人類的情感藉由技術的極

致而得以展現時，藝術於焉產生。她認為技術是創造情感表現形式的媒介（Technique is 
the means to the creation of expressive form）；而藝術是人類情感符號的創造（Art is the 
creation of forms symbolic of human feeling）。朗格認為藝術是一種創造（create）而不是

製造（produce），而美的創造必需植基於人類的想像力。果真如此，那麼如圖一與圖二

所示民族舞蹈雙槍以及彩巾的演出，觀眾在乎的究竟是舞者精湛的舞槍耍巾技巧，還是

某種理念情感的傳達呢？而當編舞者或藝術總監在挑選舞者時，又會先考慮技術基礎紮

實的舞者，還是藝術表現能力較優的舞者呢？技術與藝術的分野是創作或欣賞舞蹈必然

面對的對立命題。 



 2 

 
 
 
 
 
 
 
 
 
 
 
 
 
 
 

 
情感激勵與情感表述的對立 

誠如朗格（1953）所言，技術與藝術最大的差別在於情感的表現。而所謂情感的表

現，又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藝術家的自我情感表達，二是藝術家觀念的表述或呈現。

Langer 認為後者類似於一種符號（sign）的功能，那才是藝術的價值所在。朗格（1957）
在另一本著作《藝術的問題》（Problems of Art）中特別強調舞蹈所展現的不是物質肉體

的，而是精神靈魂的力量。她指出舞蹈藝術的價值不在表達舞者偶發的情緒，而是在展

現編舞者的理念（idea），一種源自個人情感或生活經驗的理念，並用象徵性的意象轉換

成觀眾可以感知的表現形式。 
圖三是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2005 年現代舞公演「舞東舞西」的劇照。畫面中舞者

強烈的情緒表情，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挪威表現主義畫家孟克（Edvard Munch，1863-1944）
的名畫《吶喊》（The Scream，圖四）。Bohm-Duchen（2002）指出，孟克這幅畫是對個

人生命傷痛的一種反映；另一方面，孟克創作此畫的靈感很可能來自於巴黎人類博物館

中的印加木乃伊（圖五）。如果孟克的《吶喊》只是借用木乃伊死亡的面孔來做為生命

無常的一種象徵符號，那麼繪畫中人物空洞的五官就比舞者寫實的表情更接近朗格的藝

術性。但是如果舞者戴上面具（如圖六），不用面部表情直接表達情緒，而是藉由肢體

技巧作為傳達情感的象徵符號，是否比較接近孟克的表現手法呢？這也是伴隨技術與藝

術的對立命題所引發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舞蹈技巧的極致是在於激勵主觀的情感，

還是在表述客觀的情感？ 
 
 

圖一 雙槍。攝影：吳維平 

 
圖二 彩巾。攝影：吳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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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是後期印象派畫家梵谷（Vincent Van Gogh，1853-90）的靜物畫《一雙鞋》，沒

有激烈的情感表現，一雙寂寥破舊的皮鞋卻是一種象徵符號。根據美國當代藝術史學家

夏皮洛（Schapiro，1998）的考證，這雙鞋子的主人正是梵谷，畫中的鞋子是個人身份

的投射。靜態的畫面中實際上蘊含了藝術家懷舊的思緒，闡述著梵谷個人遠從荷蘭離鄉

背井來到法國，只為了實現一生對於繪畫藝術的執著。對照圖八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2005 年現代舞公演中的另一個作品《懷念》，一對舞者從來處來，一位舞者自去處去，

當三人在舞台中心慢步交會，天幕中老者的幻影遙眺遠方，舞者不必依賴口述或表情來

傳達對於消失歲月的追念，所有的想法與感動已經藉由編舞者所經營的意象中悄悄傳

來。 
 

圖四 孟克，《吶喊》，1893 

 

圖五 秘魯印加人木乃伊，巴黎人類博物館 

資料來源：出自 Bohm-Duchen（2002） 

 

圖三 《百合》，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2005 年現

代舞公演。編舞者：楊桂娟。攝影：陳長志 

 

圖六 《心的呢喃》，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2005

年現代舞公演。編舞者：王倩盈。攝影：陳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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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與感性的對立 

藝術欣賞究竟是一種知性的瞭解還是感性的領會，這是在美學中經常被討論的另一

個對立觀點。十八世紀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博克（Burke，1958）認為審美趣味不應受

理智干預。事實上觀眾在欣賞藝術品時很難避免知性判斷的介入。圖九是十六世紀義大

利畫家帕米賈尼諾（Francesco Parmigianino，1503 ~ 1540）的作品，圖中聖母優雅慈善

的神情令人動容，然而卻擺脫不掉後人對於作者未能正確掌握軀幹與頸部比例的批判。

Gombrich（1995）指出帕米賈尼諾是有意藉由過度延伸的人體，來挑戰傳統對於正確比

例的要求。如果真實與準確不是藝術追求的目標，那麼當我們觀賞印象派畫家竇加

（Edgar Degas，1834-1917）美麗的芭蕾明星（如圖十），或是真實舞台上舞者的演出時

（如圖十一），是應該把焦點放在芭蕾舞者肢體延伸的準確性與連廂「探海」身段動作

的平衡感，還是只需要擷取整體的視覺印象與氣氛？  

 
 

圖八 《懷念》，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2005 年現代

舞公演。編舞者：朱美玲。攝影：陳長志 

 

圖七 梵谷，《一雙鞋》，1885 

 

圖九 帕米賈尼諾，《長頸

聖母像》，1534-40 

 

圖十 竇加，《明星》，1878 

 
圖十一 連廂。攝影：吳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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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形式的對立 

十八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Kant，1790/2000）主張美是一種不涉及利害計較，亦即

不帶任何慾念與概念的單純快感或滿足感。在康德的觀念裡，美只涉及觀賞對象的外在

形式，例如大自然單純的景色、不涉及主題性的紋飾或素描等。美國當代美學家丹托

（Danto，1997）指出，現代藝術理論家葛林柏格（Clement Greenberg，1909-94）即以

康德的美學為基礎，強調藝術的純粹化、抽象化，成為二十世紀上半期現代藝術的主導。

葛林柏格的理論造就了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帕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56），圖十二

是帕洛克的《聚合》。這種只有色彩線條，沒有具體主題情節的繪畫，正是康德美學的

具體呈現。在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2005 年現代舞公演中的作品中，Robert 的《退》（如

圖十三）可以和帕洛克的《聚合》產生聯想。在將近二十分鐘的演出中，沒有安排音樂、

沒有刻畫情節，舞者以近乎冷漠的表情在舞台上快速穿梭舞動。彷彿存在某種週期，卻

又寓變化於規律。偶爾夾雜幕後傳來的口哨或舞者無意義的囈語，沒有明顯的段落，率

性而起、嘎然而止。然而這種幾乎抽離所有慾念與概念的純粹形式，真能如康德所言引

發快樂與滿足的美感嗎？還是會像大多數的觀眾對於抽象畫的感覺一樣，認為這是一種

看不懂的藝術表現風格呢？ 
 

 
 
 

演出者詮釋與觀眾詮釋的對立 

相較於不容易看懂的《退》，另一個舞蹈作品《失物》（如圖十四、十五）似乎能夠

獲得觀眾較多的共鳴。男、女兩位獨舞者纏綿的形影中，揮之不去群舞團交互衝擊所帶

來的疏離感，在強烈的電子音樂節奏下，配樂歌聲冷峻而急促的細數著自己的各種失落

物，隱喻現代人熱衷追求物質情慾，卻又輕忽身旁所擁有的人、事、物。編舞者 Cynthia 
（2005）陳述她創作這件作品的動機，正是在表達當下社會男、女對夢想慾望的渴求，

卻又擺脫不掉世俗規範的宿命。 
Cynthia 是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短期交換教授，於 2005 年三月間在台灣教學並參加

排練。但是當十一月她的作品在台北公演時，她無法參與之前的集訓彩排與當日的演

圖十二 帕洛克，《聚合》，1952 圖十三 《退》，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2005 年現代

舞公演。編舞者：Robert Regala。攝影：陳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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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究竟舞者是否很精準地詮釋了編舞者的原創動機？對於這個問題，觀眾的解讀和編

舞者的反應恐怕不盡相同，事實上這也是表演藝術中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在表演藝術

領域理的原創作者，不論是作曲、編劇、或編舞，和觀眾之間都隔著演奏家、演員、以

及舞者等演出者。不可諱言，演出者對於原作的詮釋會直接影響作品呈現的風貌。那麼，

究竟演出者有多大的自由空間？演出者是獨立的藝術家，或僅是編創者用來展現其作品

的媒介？當代音樂美學學者基維（Kivy，2002，238）認為作曲家與演奏者之間有一種

無形的「合約」；允許演奏家有自己對於作品的詮釋權是表演藝術的一種慣例。問題在

於：如果我們接受大多數美學理論的看法，認為藝術是一種「創造」的活動，那麼舞者

利用肢體語彙對原創作品所做的詮釋算不算是「創造」？再者，觀眾對舞蹈作品的詮釋，

究竟是反映在編舞者的創作理念上，或僅是對於舞者的「詮釋」所做的再詮釋？舞者的

詮釋與觀眾的詮釋之間所產生的誤差，是舞蹈藝術應力求避免的缺點？還是值得鼓勵的

特色？ 

 
結語 

當西方美學長期把藝術理論的重點放在對繪畫、雕塑、建築、音樂和詩等藝術形式

的討論時，有關舞蹈美學的部分，仍有待舞蹈界投入更多的支持。本文提出四個在美學

上極為根本而具爭議性的對立命題，目的不在歸納出結論性的定見，而是希望藉由理論

著手，重新深入探索舞蹈藝術的本質，進而擴大發掘舞蹈藝術的價值。在探討各個對立

命題的過程中，本文嘗試利用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2005 年現代舞公演的作品，結合視

覺藝術名作提供實例的對照，避免長久以來美學所帶給人們過於理論、抽象而不務實的

觀感。也期待以研究藝術與美為主體的美學理論，能藉由舞蹈藝術所創造的美感經驗，

而得以做更有效而具體的傳達。 

 

圖十四 《失物》（一），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2005 年現代舞公演。編舞者：Cynthia Pratt。

攝影：陳長志 

 

圖十五《失物》（二），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

2005 年現代舞公演。編舞者：Cynthia Pratt。

攝影：陳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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