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
2009 著：
【主動學習&#25934;學策略之合作學習在
體育課程的運用】，靜宜體育，第三期。
2005 著：
【Perceptions of Dance
Instructors Regarding General Dance Education Curricula】,UMI Company,
072699
1999 著：學校藝術教育叢書【藝術欣賞課程
教師手冊-中學舞蹈篇】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出版。
1997 著：
【Differences Perceive Value in Dance between Performing Art
Participants and Communal Dance Participants
Unpublished master'sthesis.The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舞蹈創作及演出作品（包含學生時期及校內外）◆◆◆

林春梅
助理教授
學歷

2008：創作舞劇【陸少爺的一生 Opening 及
Ending 舞】
，於慈濟沙鹿分會發表。
2005：創作大會舞【飛躍的時代】
，於東海大
學體育場發表。

■2005：獲 The University 0f South Dakot 教育
研究所成人暨高等教育博士學位。
■1997：獲 The University 0f South Dakota 體
育、健康、休閒研究所碩士學位。。
■1985：私立輔仁大學體育學系畢。
■1982：台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舞蹈專長組
畢。

2002：創作中國舞【巾舞】於美國 The
University 0fSouth Dakota 劇場發表。

專長

1996：創作中國舞【客家歌謠】於國內、大陸、美加、及亞太地區巡
演發表。

2000：重現【客家舞鄉情】，於台中市中山堂發表。
1999：創作爵士舞【On your birthday】於東海大學中正堂發表。

舞蹈、排球、舞蹈教育
1993：獲選重現【霓聲四繞】
，於國內、大陸、美加、歐洲巡演發表。

經歷
◆◆◆（包含學生時期及校內外）◆◆◆

1992：創作中國舞【殿堂之美】，於國內、美
加、歐洲、及亞太地區巡演發表。

■2007：《2007 Tunghai in Washington
■1991：
D.C.University Of Maryland 海外榮譽課程研習》
◇創作中國舞【客家歌謠－瓜子仁、正月調】於台北市社教館發表。
領隊。
◇參演『北縣文化中心藝術季－舞蹈週』
，舞作【公婆弄】
、【雅美飛
魚祭】
，台北民族舞團，於北縣文化中心演出。
■2005 迄今：擔任東海大學體育室專任助理
◇參演『篷萊舞新篇』，舞作【客家調】
、【馬蘭阿美之舞】、
【雅美飛
教
魚祭】
、【宋江陣】、
【跳鼓】
、【公婆弄】，台北民族舞團，於香港澳門
授、衛生保健組主任、女子排球隊教練。
巡迴演出。
◇參演『中國民歌演唱、舞蹈之夜』，舞作【百
■2002-2003：
家春】
、
【正月調】
、
【農家樂】
、
【今夜春色多美好】
、
【跳鼓】
、
【公婆弄】
，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USD 台灣同
台北民族舞團，於台北市社教館演出。
學會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TSA）活
動組長。
◇USD「Brookman Hall」ResidentialAssistant
（RA）
。

■1989：創作大會舞【飛躍青春】
，於台北市體
育場發表。

■1998-2005：東海大學體育室專任講師、女
子排球隊教練。

■1988：創作大會舞【中華兒女】
，於台北市體
育場發表。

■1997-2001：北市立體育學院兼任舞蹈講師。

■1986－1987：
◇創作中國舞【妙像】，於基隆文化中心演藝廳、國立藝術館發表。
◇創作啦啦舞【展】
，於基隆市及苗栗市參賽、北縣文化中心發表。

■1992-1996：東海大學體育室專任助教、女
子排球隊教練。
■1990-1991：台北民族舞團團員。
■1988-1992：稻江高職美容科導師、舞蹈、

■1986：參演『台北文藝季-七五舞展』
，舞作【化塵】
、
【三的變奏】，
新古典舞團，於國父紀念館演出。
■1985：
◇參演『美哉中華-LOVE from Taiwan R.O.C 』，舞作【美哉中華】【旗

體育教師、舞蹈社指導教師。
■1987-1988：開明高職美容科導師、舞蹈教
師、體育教師。
■1986-1987：培德高職訓育組長、美容科導
師、影視科舞蹈組教師、體育教師。

正飄飄】
、
【苗家歡】
、
【牧野雄風】
、
【新疆組曲】
、
【閩南組曲】
、
【青春
的禮讚】、
【友誼的歡唱】，中華民國青年友好訪問團，美國巡演。
◇創作及參演『全國大專舞展』舞作【大漠之 歌】
，輔大現代舞蹈社，
於國父紀念館演出。
■1984：創作【序曲－啦啦舞】
，參演『輔仁大學體育系-體育發表會』
，
舞作【序曲-啦啦舞】
、
【巾舞】
、
【爵士舞】
、
【雙人舞--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於輔大中美堂演出。

■1985-1986：國小代課教師。
■1983~1984：擔任輔仁大學『現代舞蹈社』
社長及教學。
■1985-1986：新古典舞團團員。

■1983：
◇參演『輔仁大學體育系舞展《蛻》』
，舞作【練習舞】
、
【心刑】
、
【歸
帆】、
【與我同行】，於台北中山堂演出。
◇創作及參演創作舞《棒打薄情郎》，輔仁大學現代舞創作比賽，於
輔大中美堂發表。

■1980~1985：擔任救國團北區大專社團服中
心服務員、多次擔任全國大專社團負責人研習
會活動執秘助理。

■1982：參演『全國學生舞蹈創作發表會』，舞
作【結】，輔仁大學體育系舞蹈專長組，於國父紀念館演出。

◆◆◆ 舞蹈演出、創作、及其他經歷（包含
學生時期及校內外）◆◆◆

■1981：參演『全國大專舞展』，舞作【盲】，台北體專舞蹈專長組，
於國父紀念館演出。

■2010：
◇自 1992 年起，多次擔任『全國學生舞蹈比
賽』縣市初賽、全國決賽評審委員。
◇自 1992 年起，多次擔任他校（大專院校）
年度啦啦舞蹈比賽評審委員。
◇自 2006 年起，擔任東海大學『啦啦隊社』
創社指導老師。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室外管樂合奏』台北市
評審委員。

◆◆◆得獎事跡◆◆◆
■2008：獲頒台北市立體育學院創校 40 週年【傑出校友】獎。
■2006：獲頒苗栗縣政府【藝術教育推廣】獎狀。府教社字第
0950147893 號。
■2003：
◇獲頒 USD「Brookman Hall」
【Year of Residential Assistant（RA）】年
度 RA 獎牌。
◇獲頒 USD 【Year of Rookie Residential Assistant（RA）】年度新血 RA
獎牌。

■2009：
◇篤行國小『舞蹈藝術才能資優班學生鑑定』
術科委員。
◇自 2005 年起，擔任東海大學『啦啦隊比賽』
評審委員。
■2000：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室外管樂合奏』全國決 ◇指導東海大學女排隊，參加台中市議長盃排球錦標賽，獲大專女子
賽評審委員。
組【冠軍】。
◇指導東海大學女排隊，參加全國府城盃排球錦標賽，獲大專女子組
■2008：
【冠軍】，獲頒【教練】獎。
◇慈濟功德會『兒童人文成長營』舞劇《陸少
爺的一生》序幕及 Ending 舞，編舞、排練。
■1999：指導東海大學女排隊，參加台中市議長盃排球錦標賽，獲大
◇財團法人向上社會福利基金會『兒童與青少 專女子組【第 4 名】。
年的創造性舞蹈設計與呈現』教育講座演講
者。
■1995：指導東海大學女排隊，參加全國大專盃排球聯賽，獲大學學
◇中區縣市政府教師甄選策略聯盟，中學教師 院女子組【第二級第 6 名】，獲頒【教練】獎。
甄試《藝術與人文》考科審題委員。
■2007：
◇教育部《2007 藝術與人文學習成效評量》
評審委員。
◇財團法人向上兒童福利基金會「舞之!樂之!
談兒童的創造性舞蹈」教育講座。
■2005：東海大學創校五十週年校慶運動會
『開幕表演節目總策劃』
『大學部表演』編舞、
舞蹈排練。
■2004 ~ 2006：慈濟功德會台中龍井區『歲末
祝福』
『手語歌表演』藝術指導、舞蹈排練。
■2002：美國南達科達洲《The Fourteen
AnnualPublic Performance Of The South Dakota
Ambassadors of Excellence》中國舞講座、編
舞、舞蹈排練。
■2000：國立文華高中舞蹈班年度公演編舞

■1994：指導東海大學女子排球隊，參加全國大專盃排球聯賽，獲大
學學院女生組【第 6 名】獲頒【教練】獎。
■1991：參加教育部主辦，台北民族舞團赴歐非參加國際舞蹈節比賽
及巡演，獲頒【教育部】獎牌。
■1987：編排開明高職啦啦隊，獲台灣區高中啦啦隊比賽北縣【冠
軍】。
■1986：編排培德高職啦啦隊《展》
，獲基隆市【冠軍】
、台灣區北區
7 縣市啦啦隊比賽高中組
【冠軍】。
■1985：當選中華民國青年友好訪問團赴美巡演，獲頒【教育部】獎
牌。
■1983：
◇參加輔仁大學現代舞創作比賽獲【冠軍】 (編舞、演出)。
◇代表輔仁大學參加第一屆『全國大專盃啦啦隊錦標賽』獲【季軍】。

者。
■1997-2000：東海大學熱舞社指導老師。
■1994、1995：台灣區中小學教師康輔人員研
習營《啦啦隊教學與研究》指導老師。
■1994：台中縣文建會《藝術獎助申請》審查
委員。
■1992、1993、1996：『中華民國青年友好訪
問團』赴美、歐、非、亞等團編舞者。
■1992、1996：中華民國青年友好訪問團才藝
研習營、團員甄選營《歌舞小品》指導老師。
■1992：台灣區中學運動會，誠正國中『閉幕
大會舞表演』編舞及排練。
■1990 ~1991：
◇台灣區運動會，稻江護家、大安高工、永樂
國小等五校聯演『開幕大會舞表演』編舞及舞
蹈排練。
◇參加台北民族舞團《民俗之夜》編舞及演
出、
《蓬萊舞新姿》
，及赴香港、澳門參加藝術
節《台灣風土情》等演出及節目行政。
■1987：編排開明高職啦啦隊，開明高職美容
科成果展舞台藝術指導。
■1986：
◇參加新古典舞團《台北市文藝季，七五舞展》
演出。
◇培德高職《影視科舞蹈組成果展》編舞及指
導老師、培德高職啦啦隊《展》編舞及排練。
■1985：
◇擔任台北師專輔導區『資賦優異兒童冬令藝
術營』指導教授。
◇獲選『中華民國青年友好訪問團』，赴美巡
迴演出。
■1983：
◇輔仁大學體育系『體育發表會』活動策劃，
編舞、排練、及演出。
◇參加輔仁大學體育系舞展《悅》演出、舞蹈
排練、及節目行政。
■1983 ~1988：於新古典舞團習舞。
■1982：輔仁大學參加第一屆『全國大專盃啦
啦隊錦標賽』舞蹈排練及隊員。
■1979 ~1985：多次代表北體及輔大參加《全
國大專舞展》
、《全國學生舞蹈創作發表會》、
《全國民族舞蹈比賽》及國家慶典晚會演出。

指導課程
◆基礎舞蹈、基礎爵士舞、排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