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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習舞者訪談大綱一覽表 

 

 1 個人基本資料的詢問 

研究問題一： 
芭蕾習舞者的

經驗歷程 

2 請問您什麼時候開始學芭蕾？學了多久？之前有學過其他舞

蹈嗎？ 
3 為什麼會想要學芭蕾？ 
4 做決定的過程？有沒有一些考量？對您那時候的身材有什麼

樣的看法？ 
5 那時候來學芭蕾時，周邊親朋好友的態度與反應？ 
6 跟別人說到自己在學芭蕾時候，自己的心情？ 
7 在學芭蕾之前，您所認為的芭蕾是什麼樣子？ 
8 有看過傳統芭蕾舞劇？對傳統芭蕾舞劇的看法？ 
9 什麼是美麗的女芭蕾舞者？ 這樣的舞者形象會不會影響您

學芭蕾的決定？ 
10 那您之前，您是不是覺得芭蕾要從小學起？ 

研究問題二： 
學習芭蕾的身

體經驗 

11 第一次上課時的穿著？ 
12 第一次穿舞衣的感覺？家人丈夫對您穿舞衣的想法？ 
13 第一次穿舞衣有什麼樣的顧忌？ 
14 您現在去跳舞的時候，服裝上有什麼改變嗎？ 
15 上第一堂課的感覺是什麼？可以敘述一下您剛開始學芭蕾時

的狀況嗎？（作芭蕾基本動作、拉筋或劈腿、肌力） 
15.1 那時候的心路歷程？ 
15.2 當時最難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動作？ 
15.3 那時候繼續學下去的理由？ 

16 那您現在做這些動作的感覺呢？（芭蕾基本動作、拉筋或劈

腿、肌力）、覺得自己的身體條件有什麼樣的改變（肌力、軟

度、舞蹈美感）？ 
17 對自己舞姿的看法？過去和現在的差異？ 
18 剛開始跳舞的時候，如何使用鏡子？與現在有什麼差異？ 
19 剛跳舞時，別人眼光的影響有什麼影響？和現在有什麼差

異？ 
20 跳舞的時候，會做些想像嗎？會做什麼樣的想像？ 
21 平常會欣賞同學的動作嗎？看到同學的表現，對您有什麼影

響？ 
22 第一次公開表演的經驗？對那時自己表演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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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習舞者訪談大綱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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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那現在的舞台表演經驗為何？有什麼樣的改變？ 
24 在舞姿的部分，剛開始怎麼樣揣摩、學習舞蹈動作？ 
25 有沒有覺得現在比較可以抓到跳芭蕾的感覺？前後有什麼差

異？ 
26 是否可以跳出自己芭蕾的風格？ 

研究問題三： 
芭蕾經驗對於

身體關係和生

活的影響？ 

27 您現在有在教室以外的地方跳舞嗎？做公開表演嗎（公司尾

牙、戶外活動）？ 
28 自己平常會把一些舞蹈姿態放入生活中？ 
29 學舞前後，身體姿態有什麼改變？ 
30 學芭蕾對您的個人生活有什麼樣的影響？或是對您的生活態

度有什麼影響？ 
31 您覺得跳芭蕾之後，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是什麼？ 
32 現在對自己身材和舞姿的看法？ 
33 您有沒有發現其他同學的改變，比方說：比較敢穿，或是舞

跳的很不錯，還在外面教別人、表演？（服裝、技巧、神韻）

34 您學芭蕾之後，朋友、親人有沒有說您有什麼改變？ 
35 她們成年人學芭蕾的觀感有沒有改變？ 
36 您覺得您最喜歡跳芭蕾的那些部分？動作部分有哪些？身體

感覺或是體驗部分又有哪些？ 
37 您會向別人（同年齡層的女性）推薦學芭蕾嗎？ 如何推薦？

38 您現在對成年人學芭蕾的看法？（身材、年齡、優美的芭蕾

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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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儲老師訪談大綱一覽表 

個人教學經驗 
 

1 個人教學經驗（教學經歷?學生對象？） 
2 跟其他的舞蹈比起來，您認為芭蕾是怎樣的舞蹈？ 

成年女性學芭

蕾的一般觀感 
3 您覺得現在成年人學芭蕾的風氣如何？過去和現在有什麼差異？

4 就您瞭解，一般人對於成人芭蕾的觀感是什麼？ 
5 您的成人班學生來源？ 
6 您覺得芭蕾適合什麼樣的人跳？（就「身體條件」、「心理條件」、

「舞感」、「音感」、「節奏感」而言） 
7 您覺得成年婦女學芭蕾有什麼優勢嗎？ 
8 您覺得成年婦女學芭蕾有什麼限制或是困難的地方？ 
9 您覺得就舞蹈教室的立場而言，要推「成人芭蕾」這樣的班別，

有其困難處？困難處有哪些？你們怎麼克服？ 

教學動作 10 課堂上的動作安排？有什麼樣的需求與目的？ 
11 可以解釋芭蕾基本動作的特質？（肌力、軟度、身體條件。） 
12 以其條件，她們的學習狀況大致如何？ 
13 學生做這些動作的反應？ 
14 您的上課要求？ 
15 整個上課的氣氛？ 

成年女性學舞

前後心情與身

體技術的差異 

16 就您而言，成年女性在學舞前後，對學芭蕾的觀感有什麼樣的改

變？ 
17 在肌力、軟度、舞蹈技術和美感方面的進步狀況？ 

成年女性和一

般學童學芭蕾

的比較 

18 從芭蕾教育的專業上來看，您認為成年婦女和一般學童，在學芭

蕾上，身體條件有什麼差異？ 
19 成年婦女和一般學童之間的教學內容，您在安排上有什麼樣的異

同？基於什麼樣的考量？（肌力、軟度、技術、美感） 
20 您的要求有什麼樣的差異？ 

 21 可以分享您自己學芭蕾的經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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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參與訪談同意書（受訪者存） 

 

＿＿＿＿＿＿＿小姐您好：我是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杜綺

文。很高興您願意接受這一次的訪談。這次的訪談內容主要關於研究者

碩士論文：「Let＇s all dance Ballet.---芭蕾舞與成年女性的身體實

踐」的一些相關問題。您的經驗與分享將有助於本研究的分析與瞭解。

為了顧及您的權益，在訪談之前，有幾件事情必須事先請您留意： 

 

 有關訪談過程，可能會藉由錄音器材的輔助，協助研究者記錄資料，

若在過程中，受訪者有感到不適之處，可立即告訴研究者終止錄音。 

 

 在訪談資料部分，為了在論文中得以完整無誤的表達受訪者的想法

與意見，於本次訪談後，研究者可能會針對記錄不足之處，向訪談者進

行電話或是當面的確認。 

 

 本次的訪談資料，僅供本研究使用，研究者會謹守研究倫理，嚴禁

資料外流，所有資料皆予以保密，不會有外流的機會。 

 

 另外，基於保護受訪人的立場，在論文的書寫中，如果會引用到訪

談者的名字，皆以匿名的方式呈現，以免造成受訪人訪後生活上的困擾。 

 

 最後，在訪談之後，研究者會獻上整理好的訪談逐字稿以及一份小

禮物，以感謝受訪者參與這一次的訪談。有關逐字稿的部分，受訪者有

權更正逐字稿中的內容。 

 

受訪者＿＿＿＿＿＿＿＿同意接受以上內容 

訪問者＿＿＿＿＿＿＿＿同意接受以上內容 

 

訪問者聯絡方式： 

聯絡電話 ＿＿＿＿＿＿＿＿ 

電子信箱 （或住址）＿＿＿＿＿＿＿＿＿＿＿＿＿＿＿＿＿＿＿＿＿＿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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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參與訪談同意書（研究者存） 

 

＿＿＿＿＿＿＿小姐您好：我是國立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研究生杜綺

文。很高興您願意接受這一次的訪談。這次的訪談內容主要關於研究者

碩士論文：「Let＇s all dance Ballet.---芭蕾舞與成年女性的身體實

踐」的一些相關問題。您的經驗與分享將有助於本研究的分析與瞭解。

為了顧及您的權益，在訪談之前，有幾件事情必須事先請您留意： 

 

 有關訪談過程，可能會藉由錄音器材的輔助，協助研究者記錄資料，

若在過程中，受訪者有感到不適之處，可立即告訴研究者終止錄音。 

 

 在訪談資料部分，為了在論文中得以完整無誤的表達受訪者的想法

與意見，於本次訪談後，研究者可能會針對記錄不足之處，向訪談者進

行電話或是當面的確認。 

 

 本次的訪談資料，僅供本研究使用，研究者會謹守研究倫理，嚴禁

資料外流，所有資料皆予以保密，不會有外流的機會。 

 

 另外，基於保護受訪人的立場，在論文的書寫中，如果會引用到訪

談者的名字，皆以匿名的方式呈現，以免造成受訪人訪後生活上的困擾。 

 

 最後，在訪談之後，研究者會獻上整理好的訪談逐字稿以及一份小

禮物，以感謝受訪者參與這一次的訪談。有關逐字稿的部分，受訪者有

權更正逐字稿中的內容。 

 

受訪者＿＿＿＿＿＿＿＿同意接受以上內容 

訪問者＿＿＿＿＿＿＿＿同意接受以上內容 

 

受訪者聯絡方式： 

聯絡電話 ＿＿＿＿＿＿＿＿ 

電子信箱 （或住址）＿＿＿＿＿＿＿＿＿＿＿＿＿＿＿＿＿＿＿＿＿＿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