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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2-24 年度﹔202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項目
1. 課程名稱

內容
舞出新機－舞蹈藝術

2. 課程提供機構

香港演藝學院

3. 學習範疇／課程組別

創意學習／表演藝術

4. 教學語言

中文

5. 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程後，學生應能：
(1)

透過表演、創作和觀賞舞蹈，掌握不同舞蹈風格的特
色和明白舞蹈動作的基本原理，如身體姿態、空間結
構、肢體動覺、動作動力和質量等；

(2)

從歷史、文化和個人角度，展示對舞蹈藝術、表演禮
儀和舞台術語的理解及認識；

(3)

在舞蹈創作、組織和編排過程中，運用決策、分析和
解難能力，以展示清楚的舞蹈形式或結構，並能透過
舞蹈傳遞意念、情緒、感覺和主題；

(4)

透過舞蹈表演、創作和欣賞，培養判斷、賞析能力及
創作能力；

(5)

從舞蹈編排及創作過程中，展示小組合作的能力、個
人責任和正面價值觀；及

(6)

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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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課程圖 - 組織與結構
第一階段 (77 小時)
舞蹈技巧 (一)
(48 小時)

相關學科 (一)
(29 小時)







芭蕾舞
 現代舞
 爵士舞

舞蹈安全知識
動作分析
舞蹈即興
透視舞蹈 - 歷史的發展
舞蹈賞評
舞蹈欣賞



第二階段 (54 小時)
密集舞蹈日營
相關學科 (二)
(24 小時)






舞蹈科技
雙人舞
舞蹈音樂
劇場術語及
製作過程淺談
與藝術家會面

舞蹈技巧及研習(二)
(17 小時)
舞蹈技巧 (二)
(19 小時)
 現代舞
爵士舞
 現代舞
雙人舞
 爵士舞

舞蹈製作
(11 小時)


排練及演出

第三階段 (49 小時)
相關學科 (三)
(11 小時)




舞蹈創作及創意動作
舞蹈展望講座
舞蹈欣賞

舞蹈風格
(38 小時)



中國舞
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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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情境


有關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的資訊有助提升學生對應用學習課程相關行業及發展機會的了解。在升學及就業方面，成功完成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仍須符合有關機構的入學或入職要求。



應用學習課程在升學及就業的資歷認可，由個別院校及機構自行決定。教育局和應用學習課程提供機構將繼續尋求有關的資歷認可，以便完成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為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

升學


例如：舞蹈、戲劇、舞台及製作藝術、媒體藝術及設計和音樂劇

職業發展
 例如：舞蹈員、編舞家、舞台監督、製作經理、藝術總監、藝術行政人員、舞蹈教師或舞蹈評論員

與核心科目及其他選修科目的關係
與課程相關的專業／行業／工業群

提升及增益，例如：
 透過應用有關音樂風格、歷史及文

化背景的知識，增強音樂科學習的
廣度和深度
 透過應用體能、人體、動作分析、
傷患處理及預防、健康社會及個人
生活方面的知識，增強體育科學習
的廣度和深度

跨域互惠，例如：
 透過應用有關歷史、社會與文化的

舞蹈人文學科的知識，鞏固及加強
歷史科的學習

開拓空間，例如：
 修讀理科或人文學科的學生，可藉

修讀此課程擴闊他們於表演藝術的
知識

協同及整固學生的學習，例如：
 學生可透過編舞、製作舞蹈錄像、

主持演前／演後舞蹈講座或研討
會、及／或籌辦表演藝術計劃，整
合於課程內所學到的知識和技巧

與應用學習其他學習範疇／
課程的關係

創意工業方面（舞台製作／音樂電視節目／舞蹈錄像）
 例如：創作專業包括監製、編舞家、導演、舞蹈員、導師

創意學習

文職行業方面

 修讀由戲開始．劇藝縱橫戲劇藝術

 例如：具備表演藝術基礎知識的藝術管理人員

基礎及戲劇製作能應用並轉化當中
所學到的知識於舞蹈所需的表演技
巧中
 學生能將表演技巧轉化於時裝形象
設計的模特兒及時裝表演中，以展
示時裝及形象設計

教學方面
 例如：教師、舞蹈教育家

環球及本地前景






本地創意及文化工業在海外的推廣鞏固香港作為具獨特文化氣息的亞洲國際城市及國際文化都會的地位，而香港對藝
術教育價值認可的提升，促進對藝術教育人才的需要
西九文化區及東九龍文化中心地成為文化地標，為表演藝術家、技術專業人員和藝術管理人員創造大量機會
粵港澳大灣區及內地其他城市的文化發展、娛樂工業及國際表演團體，對表演者、技術專業人員及管理人才有巨大的
需求；一帶一路是一個讓表演藝術及創意產業加強沿路國家之間文化交流及合作的機會
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中小型舞團、電視台為表演藝術家及技術專業人員提供了更多工作機會
環球及本地社會及文化發展影響表演的內容和風格，經濟和科技發展改變了表演藝術作為溝通的媒體
促進未來升學及就業的入門技能







了解舞蹈表演行業的職業操守及業界未來的發展，透過在舞蹈活動中的自我表達，展示自信
掌握可應用於不同表演藝術的知識，並表現出從文學及人文角度欣賞舞蹈的能力
了解舞蹈製作的程序，展示利用創意和想像力向觀眾傳遞訊息的能力
展示舞蹈表演的基本技巧
探索表演藝術行業的性向和能力要求，並計劃個人發展路向以銜接不同程度的舞蹈相關專業資格

在初中教育及中四發展的基礎知識
本課程建基於學生在下列學習領域所獲得的基礎知識上，例如﹕
 中國語文教育及英國語文教育–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溝通能力
 藝術教育–創意及想像力、發展技能與過程、判斷、認識藝術的情境、評賞藝術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道德及社會價值
 體育–人體、動作分析

媒體及傳意
 舞台表演與電影及超媒體的電影及

跨媒體製作均有不少相近之處。學
生可運用舞蹈科技於舞蹈或音樂影
片的電影及影片製作中，亦可用來
拍攝表演及編排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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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2-24 年度；202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與教
課程名稱
學習範疇
課程提供機構

：
：
：

舞出新機－舞蹈藝術
創意學習
香港演藝學院

舞出新機－舞蹈藝術課程學與教活動的設計以學生為本，讓學生認識有關的基礎理論和概
念，從而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並建立他們對舞蹈藝術的就業期望。

學生在不同形式的活動有系統地認識不同的情境（例如：相關學科、舞蹈技巧、舞蹈製作
及舞蹈風格的舞蹈排練）及體驗情境的複雜性以拓闊視野（例如：由本地及海外藝術家主
持的大師班／工作坊、實地考察和觀賞香港演藝學院舞蹈學院的綵排／課堂及其他專業表
演，以加深學生對舞蹈專業的認識）。

學生從實踐中學習，在真實或模擬的工作環境中認識相關的要求，掌握基礎知識和技能，
以便日後在相關的範疇內繼續升學（例如：運用舞蹈技巧和探索動作的可能性，在舞台表
演環境下創作和表演舞蹈）。

學與教活動亦鼓勵學生培養正確的概念、應用及反思能力，並透過實踐，表現出企業家精
神與創新精神（例如：撰寫評論以展示識別舞蹈製作元素、比較設計元素成效和討論編舞
風格的能力，以及提出改善編舞和創作嶄新的舞蹈製作的建議）。學生有機會整合所獲得
的知識和技能，並鞏固他們的學習（例如：密集舞蹈日營讓學生對舞蹈行業有更深入的理
解，並學習享受及欣賞以舞蹈作為職業所帶來的挑戰及體驗。學生除了有機會繼續接受技
巧訓練外，亦能在導師指導下共同創作及綵排，並展現舞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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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2-24 年度﹔2024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應用學習課程支柱的情境化描述–舞出新機－舞蹈藝術
完成本課程後，學生應能：
- 透過表演、創作和觀賞舞蹈，掌握不同舞蹈風格的特色和明白舞蹈動作的基本原理，
如身體姿態、空間結構、肢體動覺、動作動力和質量等；
- 從歷史、文化和個人角度，展示對舞蹈藝術、表演禮儀和舞台術語的理解及認識；
- 在舞蹈創作、組織和編排過程中，運用決策、分析和解難能力，以展示清楚的舞蹈形
式或結構，並能透過舞蹈傳遞意念、情緒、感覺和主題；
- 透過舞蹈表演、創作和欣賞，培養判斷、賞析能力及創作能力；
- 從舞蹈編排及創作過程中，展示小組合作的能力、個人責任和正面價值觀；及
- 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知。
透過與課程相關的特定情境，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機會（舉例如下）：
1.

與職業相關的能力
- 遵守表演藝術行業的職業操守；
- 展示不同舞蹈風格的基本動作技巧；
- 識別編舞家的角色及編舞技巧；
- 運用對舞蹈的知識及理解欣賞並賞析舞蹈；
- 在舞蹈製作的過程中展示積極的態度；
- 分辨技術團隊的角色及所提供的支援，並應用舞台及劇場術語；及
- 計劃個人發展路向以銜接不同程度的舞蹈相關專業資格。

2. 基礎技能
- 透過身體動作和表演一系列的舞蹈組合及舞蹈名目展示溝通技巧；
- 以口語及文字描述和賞析舞蹈，演示有效的溝通技巧；
- 在舞蹈創作中，以設計、挑選、組織及改進舞蹈動作表達意念及想像力；
- 於舞蹈創作和編舞中應用資訊科技能力；及
- 運用有效的溝通技巧於小組討論及集體創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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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思考能力
- 在即興創作、舞蹈創作及舞蹈科技的過程中，展示解難及決策能力；
- 於綵排、表演及舞蹈欣賞中應用課堂內所學習的知識（例如：基本舞步、動作動力
或質量）；及
- 應用分析技巧於舞蹈分析、表演欣賞及創作過程中的小組討論。

4.

人際關係
- 從綵排、表演及舞蹈創作過程中，展示自我反思及自我管理的能力；
- 在編舞過程及表演中，運用人際技巧和協作能力；及
- 在分組的舞蹈活動中，演示團隊合作的能力。

5.

價值觀和態度
- 展示對舞蹈專業中職業操守的重要性及所需的表演禮儀有基礎的認識；
- 展示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以及表現對舞蹈的興趣；
- 透過認識舞蹈為一種專業，如舞者、編舞家、導師及舞評家等，表現對自身的了
解；
- 在創作過程、綵排、表演及觀賞舞蹈時，展示責任心、尊重別人、自信心和自尊
心；及
- 在了解舞蹈及相關領域的最新發展時，表現積極的態度及樂於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