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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文章中，透過拉邦動作分析的視角，以敘事探究的研究方法，分析過去練習偶像流行舞的經驗，
探討舞動中所建構的身體意象，藉此與身體意象、偶像榜樣化的相關文獻對話。身體意象乃是指身體的
自我概念，研究者將用拉邦動作分析的方式，具體化標示其動作質地，回答研究問題：我迷戀偶像流行
舞的經驗為何？透過拉邦動作分析，了解我在舞動中建構的身體意象為何？迷戀偶像流行舞對我的用處
為何？在「敘說」與「重新述說」的過程進行分析探究。
研究結果在「身體意象」中有兩項發現: 1.)偶像流行舞蹈的模仿與練習，有形塑自我概念之功能，人
們可藉由模仿性的舞動，來建構身體意象；2.)身體意象的建構可藉由拉邦動作分析，具體地標示，幫助
助人者從外在動作推敲其內在動機，以及欲建構之內在特質。

關鍵字：偶像榜樣化、拉邦動作分析、身體意象、敘說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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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迷偶像流行舞有什麼用？
我是一個國小輔導老師，實不相瞞，我經常感覺自己需要在導師與學生之間的愛恨
糾葛中求生存；腦波弱的我，也時常自己跳入導師與學生的價值信念挖掘出來的亂葬坑
中，久久無法攀爬出來。
我的學生小 Y 它非常著迷 TFBOYS，雖然她作業本常不知道塞到哪裡，平常在學校總
迷迷糊糊地忘記這已經是第幾節下課，但只要講到她心愛的 TFBOYS，她總是精神抖擻的
講到口沫橫飛，讓人忘卻是那位在學校如同遊魂一般存在的人物，如果當她聽到有
TFBOYS 的音樂響起來，她會從原本呆滯的神情、散漫的步伐，轉而像散發奇蹟似的，從
瞳孔發散出光芒地，站起來跟著音樂的律動晃動著。我可以強烈感受到偶像在她身上的
作用力，當我將這樣的觀察稍微透露給導師時，我聽見導師從口中嘆了一口深長的氣，
說：
「唉~迷這三個男孩有什麼用……」語氣夾雜著深層的無奈、擔心與否定。
「唉~迷這
三個男孩有什麼用？」這句話好熟悉，上一次耳邊繚繞這句話的時候，也感受到了相同
的氛圍，只是角色不一樣，我不是輔導老師，而是那個同樣迷戀著三個男孩的小女孩。
如果我是不曾著迷偶像的人，或許不會對這句話有那麼大的反應；如果我不曾踏入
學校擔任教職，也感受不到老師那股說不上來的擔憂，正因為我經歷了兩個角色，所以
更能了解到的這兩者之間，還存有著我尚未釐清的頭緒，以至於我還不知道以什麼樣角
度的去跟導師討論瘋迷偶像學生的應對策略。因此，在這個階段，我希望能先釐清對於
學生來說，練習偶像流行舞有什麼功用，也許單方面看待學生練習流行舞的好，忽略教
師視角，並不能有效提出引導學生的方法，但本文試圖將重點聚焦在學生視角的範圍內，
以我過去的舞動故事作為資料，再用我本身的經驗作為分析工具，了解過去經驗的建構
脈絡，進而探討練習偶像流行舞蹈的功能。因為資料蒐集受限於我的自身經驗，難免會
有記憶清晰度、主觀揀取故事素材，以及因篇幅受限而刪除內容的情況，這些侷限性都
需要事先跟各位讀者做說明。研究結果嘗試回答下列問題：1）我迷戀偶像流行舞的經
驗為何？2）透過拉邦動作分析（Laban movement analysis,LMA）
，了解我在舞動中建
構的身體意象為何？ 3）迷戀偶像流行舞對我的用處為何？接下來，我將依序介紹偶像
榜樣教育方法、拉邦動作分析、身體意象，以及我的敘事探究方法，為後續資料分析
提供理解的基礎。
貳、

重新框架的知識系統

一. 偶像 榜樣教育方法
在討論教育方法之前，需要先了解偶像和榜樣的意涵，所謂的偶像（idol），
古代是指「泥塑或木刻神像」，具有神聖不凡的意義，後來引申為「盲目崇拜之對
象」
；榜樣（role model）是指「值得學習或模仿的人」
，不包含神聖的意義，通常
使用上多表述其正面性。岳曉東（2007）認為對青少年來說，當有崇拜的對象，往
往是偶像崇拜與榜樣學習兩種類型共同存在，密不可分，它們之間的共通之處，在
於都起始於對崇拜對象的心理認同（identification）
、行為模仿（imitation）和
情感依戀（attachment），而後卻因關注的焦點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形成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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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模式，以下引用岳曉東（2007）的青少年偶像崇拜與榜樣學習差異流程圖（圖
2-1）
，來為大家作說明：
榜樣學習（Model Learning）

偶像崇拜（Idol Worship）

崇拜對象的敬仰與認同
（Admi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心理認同（Identification）
行為模仿（Imitation）
情感依戀（Attachment）

-

以「人物」為核心的敬仰
（Person-focused Admiration）
直接性榜樣學習（Direct modeling）
全盤性接受（Total acceptance）
沉緬式依戀（Preoccupied attachment）

-

偶像神話
（Idol Mystification）
理想化（Idealism）
浪漫化（Romanticism）
絕對化（Absolutism）
光環效應（Halo effect）

-

偶像迷戀模式
（An Idolization Model）
浪漫式依戀（Romantic attachment）
高明星消費（High investment）
低自我信念（Low self-efficacy）
浪漫幻想（Illusory romance）
虛榮滿足（Vain glory）
自我迷茫（Identity diffusion）

-

以「特質」為核心的敬仰
（Attributes-focused Admiration）
綜合性榜樣學習（Synthesized modeling）
選擇性接受（Selective acceptance）
穩固性依戀（Secure attachment）

-

榜樣認同
（Model Identification）
現實化（Realism）
理性化（Rationalism）
相對化（Relativism）
聚焦效應（Focused effect）

-

自我成長模式
（An Actualization Model）
認同式依戀（Identificatory attachment）
低明星消費（Low investment）
高自我信念（High self-efficacy）
自我激勵（Self-inspiration）
自我成長（Personal growth）
自我達成（Identity achievement）

圖 2-1 青少年偶像崇拜與榜樣學習差異流程圖
資料來源：岳曉東（2007）
。追星與偶像崇拜 青少年偶像崇拜探析（頁 61）
。香港: 香
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偶像崇拜（idol worship）是以「人物」為核心，對偶像不管優點、缺點都全
盤接受，甚至排斥其他可以效仿對象的可能性；完全複製其髮型或使用其代言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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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未深入考慮是否適合而直接模仿；對偶像無條件的敬仰，但越抬高理想對方，
越感到自己的渺小。通常這樣的情況會將偶像神話（idol mystification）
，認為
那個他完美無缺、可以絕對信任、不管對方什麼行為表現都極其愛護與效仿，如神
明般的朝拜，不可玷汙其神聖性。這樣的信念形成了偶像迷戀模式（an idolization
model）會出現有花大錢購買周邊商品、將崇拜對象視為夢中情人的浪漫式幻想、
因過度專注於偶像而忽略覺察自身成長性的情況（岳曉東，2007）
。
榜樣學習則是以「特質」為核心，從崇拜的對象身上，挑選出對個人重要的特
質，加以效仿，以達到自我成長的功能。這樣認知路徑將導入榜樣認同（model
identification）的層面，開始將崇拜對象的正向特質做現實性的評估，針對自身
的志願做適當的內化。這樣的價值觀將形成自我成長模式（an actualization
model）
，平常心看待他人成就，並踏實地自我努力，以激勵自己，完成設定的人生
目標。
在偶像 楷模教育方法中提出了三個自主性、批判性、多元性的引導策略來協
助瘋迷偶像的青少年。1）自主性：不將偶像視為洪水猛獸，而是大使用大禹治水
的疏通概念，大膽接受青少年自主選擇其崇拜對象，借助偶像對他們的吸引力，來
觸發他們內在欲求改變的動力，做為榜樣教育的基石；2）批判性：學會將所有喜
愛的偶像都加以榜樣化，認同其成功經驗與人格特質，把偶像當平常人看待，不將
偶像過度浪漫化、理想化，忽略其負向行為或缺點，而是能有效辨識出可學習的優
點，將其特質轉化到現實生活中自己可應用的範疇內，以幫助其塑造成理想自我；
3）多元性：建議能選擇不同類型之偶像，包括影視明星、傑出人士，以及周遭的
親朋好友，促使青少年能夠從不同偶像身上汲取多元的自我成長養分（岳曉東，
2007）
。
二. 拉邦動作分析
Laban Ludof Von（1879-1958）認為動作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用來回應我們自
己的內在世界。他發現我們的世界可藉由做（doing）
、演（acting）
、舞（dancing）
的人類動作的基本元素，來表達內在想法，每一個動作都有它的質地，這些動作質
地與個人特質、人格、內在動機息息相關。
拉邦動作分析是一套觀察與分析動作的系統，許多領域的專業人士將此原理應
用於其專業領域中；在舞蹈領域中，這套系統被拿來作為舞蹈作品紀錄工具；在舞
蹈治療領域中，則成為探索心理意涵的分析工具（洪瑩慧，2014）
。
這套系統分為五大類，除了基本概念在 Body、Effort、Shape 及 Space 四大項
外，再延伸出 Relationship。每一個類別可蒐集到個人動作的模式與意義面向不同：
Body 是在觀察身體本身彼此的連結關係；Effort 是探討動作與內在動機的關聯性；
Shape 是了解身體創造出來的形的意義；Spaceharmony 是探討個人內在空間與外在
空間的使用狀況；Relationship 是觀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Bartenieff，1980）
。
在本篇研究，將使用拉邦動作方析中，與觀察內在動機最基本關聯的 Effort 作為
觀察工具，因此在接下來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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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ffort 的類別中，主要由四種 motor factors 所組成，包含：Flow Effort、
Time Effort、Weight Effort 和 SpaceEffort，它們分別描述不同心理面向：Flow
Effort 是描述流暢樣態，屬於流動向度；Time Effort 是描述節奏律動，屬於時間
向度；Weight Effort 是描述重力與力道表現，是重量向度；SpaceEffort 則是描
述動機與意願，屬於空間的向度。這四種面向又依 indulging quality 和 fighting
quality 的兩個端點，將動作勁力依據上述順序分為八個 Effort elements，包括：
Bound、Free；Quick、Sustain；Strong、Light；Direct、Indirect（Bartenieff,
1980；Hackney, 2001）。以下用 Effort 動作歸納表（表 2-1）和 Effort 動作分析
圖（圖 2-1）來作說明：
表 2-1 Effort 動作歸納表
質地

用詞

動作狀態

形容動作內涵

描述面向：動作流暢樣態
Flow

Bound

動作受控制的，呈現可以隨時停 控制地、緊繃地、可適
止的運動狀態。
時停止地、拘謹地

Free

動作不受拘束，具有自由度及流 自由地、流水般地、流
暢性。
動地

描述面向：節奏、律動
Time

Quick

動作具有「驚奇」的特性，可用 緊急地、驚訝地、急促
於動作發生前一秒之對比。
地

Sustain

動作有持續不斷、綿延不絕的特 持續地、延續地、不打
性。
算停止地

描述面向：動作的重力、力道表現狀態
Strong

動作強而有力，且較容易出現在 強而有力地抵抗某些
出力抵抗外在。
東西似的、力道很強
的、通常是下沉的動作

Light

大部分是在抵抗地心引力，使得 輕盈地、輕如空氣般
動作看起來輕盈，具有飄浮感， 地、上升地、纖細地
譬如飄動的雲和煙。

Weight

描述面向：動機、意願
Direct

在動作上是直接的、非拐彎抹角 明確指出、瞄準地、目
的、動作的路徑相當單純、同時 標清楚地
具有清楚的開始與結束點。

Indirect

動作迂迴、動作路徑上出現多轉 不明確地、不定向地、
折點特性、動作意圖不清楚且多 間接地、摸索地
焦點。

Space

資料來源：修改自洪瑩慧（2014）。身體敘事治療團體之敘說研究 以毒癮戒治治療性
社區居民為例。（博士論文）（頁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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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
Light
Flow

Space

Direct

Free

Bound

Sustain
Time

Indirect

Quick
Strong

圖 2-2 Effort 動作分析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洪瑩慧（2014）。身體敘事治療團體之敘說研究 以毒癮戒治治療性
社區居民為例。（博士論文）（頁 72）
。
三. 身體意象（body image）
首先將身體意象（body image）的概念帶入心理學和社會學領域的人是 Paul
Schilder，他認為身體意象是「個體心中對身體的描繪」
（黎士鳴譯，2001）
，顧名
思義就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帶有主觀經驗（subjective experience）去
評估自我身體。在張春興（1989）的解釋中，定義為「身體的自我概念(physical
self-concept)」
，如果說以自我概念的角度去理解身體意象，那就不難聯想到
Cooley 提出的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這個概念強調「自我」
，是由自我
反省與他人互動建構的，會受到重要他人所影響。Cooley 曾說過一段名言：
「我不
是『我想像中的我』
；我也不是『你想像中的我』
；我是『我想像中，你認為我是怎
樣的那個人』
」
（引自 JunyiAcademy，2019）
，如果把這段話推演到身體意象的架構
上的話，那就是「我認為別人是怎麼樣看待我的身體」
，重點是這句話最前面的「我
認為」別人怎麼評價我，而不是別人怎麼評價我，最後自我評價（self-evaluation）
的關鍵還是落在「我」身上。
從如何建構負面身體意象來看，紫嚴導師的一個比擬我覺得很貼切：
「當我們

聽到別人的負面評論時，就像是對方在我們面前亮出鋒利刀刃，一旦聽進去了，便
等於親手拿起這把利刃狠狠刺入心中……第一刀是『施』，第二刀則是最為致命的
『受』」
（引自 AmOngMOng，2019）
，他人的回饋雖然有關聯，但往往最核心的源頭，
還是自己對自己的評價；相反的，如果要建構正向的身體意象，別人對我們的身體
給予正向的肯定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部分，還是自己願意接受他人的讚許，轉化
為對自己的認可，就像別人送了一朵花，要自個兒湊近聞，才能感受到它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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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我的敘事探究（narrative research）方法
在方法的層次上面，我取徑敘事探究方法。敘事探究（narrative research）廣義
來說就是利用「表述（discourse）」的方式，來呈現一連串情境事件，經由詮釋與意義
化的整理，重構過去生命經驗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透過故事的方式，讓一個人「展現」
他是誰（Simmons, 2006;鈕文英，2018）
。敘事探究經常被用來探討身分認定（personal
identity）
、生活風格（lifestyle）
、文化（culture）以及敘說者的歷史事件（historical
world of the narrator）（吳芝儀譯，2008，頁 4）。在本篇的研究上因為要探討的是我
過去的舞動生命經驗，並且試圖從中理解練習流行舞蹈的身體意象建構歷程，故選用自
我敘事方法來幫我釐清研究問題。
使用這個方法之前，必須先讓大家瞭解一下我所使用的敘事探究脈絡，這個派典認
為的真實乃屬於「建構的真實」，主要有四個觀點：1）認為真實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
自我也是多元情境脈絡的產物（Jones 和 McEwen，2002；鈕文英，2018）
，所以我的故
事，不可避免的也是受到周遭文化所塑造而成；2)真實是透過語言再次呈現，但既然是
建構性的語言，不可忽視的本身便有其表述的極限，所以我的文本中，雖是儘可能的真
實呈現，但仍然是有限的真實；3）真實是藉由敘事而維持的，透過對過去經驗的詮釋，
人們可以從中了解其意義（White &Epston, 1990；鈕文英，2018）
；4）建構論的真實
乃主觀的真實，亦即接下來講的故事，或許並不客觀，但這仍是我主觀角度所經歷的真
實。
閱讀後修改「分析後的敘事文本」
，以回答
研究問題

客體化

閱讀中的「重建自我」

保留有關偶像流行舞相關的舞動經驗，形成
「替代文本」
，與文獻進行對話後，形成「分
析後的敘事文本」

閱讀經驗

詮釋中的「反思自我」
分析經驗

文本中的「記憶自我」

將敘說的經驗謄寫成「敘事文本」
敘說自我舞動生命經驗

敘事中的「感知自我」
敘述經驗

利用（1）生命故事自我對談表格、
（2）舞
蹈相關照片、影片、
（3）舞蹈日記作為觸發
的物件

經驗中的「歷史自我」
專注於經驗

主體化

原始經驗

我的研究過程

鈕文英的自我敘事探究過程

圖 3-1 自我敘事探究的過程
資料來源：修改自鈕文英（2018）
。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二版）
（頁 435）
。臺北市：
雙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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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操作方面，我運用鈕文英（2018）的自我敘事探究過程，來協助我進行本研
究（圖 3-1）
。研究準備階段，我修改 Lieblich 的生命故事訪談大綱（吳芝儀譯, 2008,
p.32-34）
，變成自我對談的表格，再整理過去和我有相關的舞動照片、影片與日記，作
為觸發我回顧過往歷程的物件。當研究開始後，我將準備的相關資料重新觀看，並將感
知的歷程，謄寫成第一手的「敘事文本」。正式分析之前，我將該「敘事文本」進行分
類，揀取與偶像流行舞、身體意像建構相關的內容，彙整成一份「替代文本（subtext）
」
，
之後的第肆章內容，便是擷取我的「替代文本」
，以協助讀者理解我的故事脈絡。第伍
章的部分則是經過「偶像 榜樣教育方法」
、
「拉邦動作質地分析工具」
、
「建構正向身體
意像」的文獻對話後，形成的「分析後的敘事文本」。最終透過教授和同儕的閱讀與回
饋進行修改，以幫助我從過去的經驗統整與歸納分析中，找到問題的解答。
肆、
我與偶像交織的舞動生命故事
一、
W-inds.的帥氣時代
我記得班上有好幾個女生都跟我喜歡 W-inds.，其中有一個瘋狂分子阿瑩同學，
她的鉛筆盒、資料夾、書包、皮夾、桌墊下到處都有偶像的照片，擺放的角度都是
經過她嚴密的管控，是那種下課經過不小心撞到桌角，害她桌墊下偶像照片歪掉，
都會被她的火眼金星發掘，並引發她惱怒的程度。
每次課堂中，我都會從後方 45 度角，看到阿瑩把她冒汗的雙臉頰湊近鉛筆盒
的偶像前，與偶像自言自語，無視台上揮汗賣力講課的老師；把歷史課當作與偶像
的午後約會時光來過。這樣陷入對偶像的狂愛堪稱一絕，我想班上也只有阿瑩能有
這樣的膽量，冒著可能會被老師斥責的勇氣，一無反顧地浸濡在對偶像的愛之中。
阿瑩平常講話有點兒大嗓門，若當她發現有人在談論 W-inds.的時候，她一定
會伺機插入話題，講到口沫橫飛，至上課鐘響起方休；若是有人有一丁點兒批評
W-inds.，她會立刻從教室的斜對角，殺到同學面前來捍衛她的偶像；假如在同樣
喜歡 W-inds.的其中一位同學，表示她也喜歡 W-inds.中阿瑩最鍾愛的慶太，阿瑩
則會用顫抖的雙臉頰，與發白的雙唇跟那位同學說：
「她才是最喜歡慶太的人！」
從阿瑩身上偶像吊飾的照片數目、周邊商品蒐集的完整度，以及對偶像義無反
顧付出的決心，我沒有一項是可以擊潰阿瑩的，似乎，在與阿瑩爭奪偶像的角力之
中，我一路呈現挨打的狀態，始終沒有辦法站上寶座向班上的世人們宣稱「我才是
最喜歡 W-inds.的人！」直到某一次的下課表演，整個局勢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
逆轉……。
在那個 256K 網速的時代，偶像 MV 舞蹈不像現在容易取得，往往需要耗費一、
兩天的時間才能獲得一首 MV 影片，但我還是窮盡一切所能地，努力下載喜愛的影
片。原本我只是坐在電腦前面看著偶像們跳舞，但看著看著，忽然覺得那些動作好
像也不困難。有一個聲音出現從內心冒出來：
「說不定我也會跳！」
，於是我便起身
面對著電腦跟著偶像一起舞動。沒想到這一跳，被路過的二姊大肆讚揚，不斷跟我
還有爸媽說：
「哇~真的跳得好像喔！」「爸爸媽媽你們知道嗎，她看著影片就會跳
了耶！」
「哇~好帥喔，你就跟 W 男子團體一樣呀~」
，哇~這個「一樣呀~」真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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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馬上戳中了我的偶像崇拜神經，當時我想「天呀~原來我可以跟偶像這麼像」、
「原來美好的事物不是只有透過螢幕才會看到，而是會在我真實生活中出現，或者
根本就是會發生在我身上。」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振奮的事情！原來我可以和心目中
美好的事物那麼靠近，甚至，我就會是那個繼承偶像特質，成為那美好事物的一部
份的人。
當我知道自己可以繼承偶像靈魂，用我的身體再現偶像風采時，我便毫不猶豫
地，立刻召集並慫恿班上同學，在下課時間來看我表演，不為什麼，就為了博得同
學的尖叫聲與一句「你好厲害喔！真的跟 W-inds.跳得一樣耶~」聽到這些話，我都
會很得意，開心得像是全身細胞都活了過來一樣。而就在我舞動的這些時刻，阿瑩
永遠是擠在觀眾群的第一排位置，用著崇拜的眼神，對著我嘶吼與尖叫，甚至在我
跳完的時候，用她的厚實的掌心不斷擊打著我的肩膀說：
「你太強了~我好崇拜你喔！
你好帥喔~」然後開始喊著 W-inds.出現時，迷妹會喊的標準口號「W-i-n-d-s W-inds！
W-inds！」來歡呼我的表演。這時候的我，不只是迷妹，更是偶像，我活成了我心
目中的帥氣狀態。
當我跳著偶像的舞時，我感覺我的偶像正跟我合而為一，我比那些拿著偶像照
片臉貼臉的同學還要更靠近我的偶像。因為在練舞的時刻，偶像的靈魂不僅僅只是
在腦海中偶之閃過的虛身倩影，更是把偶像的生命力，扎扎實實地轉變為我身體脈
搏跳動的泉源。那一瞬間我是偶像，偶像亦是我；偶像帥，我亦帥！
二、

Jolin 的舞孃時期
我的朋友愛嘴巴是 Jolin 的超級粉絲，一般來說，扣掉必要的上廁所還有教室
移動時間，我們兩個可以二分鼎立，瓜分掉下課的表演時間，我跳 W-inds.的舞步，
他跳 Jolin 天后的舞曲，我對 Jolin 一直都保持著她是我朋友偶像的範疇，不覺得
她是我崇拜的對象，一直到她出了《舞孃》這張專輯，MV 的畫面中看到 Jolin 用了
瑜珈動作帶入有點陰柔的舞蹈，煞是好看；還從一些電視專訪和幕後花絮，看到
Jolin 為了要呈現完美作品，每天努力拉筋，儘管已經二十幾歲，筋骨已經不像小
孩那樣柔軟，她也從不放棄；看到她獨自面對一些酸民的攻擊，還可以化痛苦為力
量，讓自己好中更好。這樣的精神，深深吸引著我，我突然覺得自己也被圈粉，跟
著愛嘴巴一起成為 Jolin 麾下的鐵粉絲。
那一年剛考完學測，我跟愛嘴巴他們也已經各自上了不同高中，在沒有網路的
時代裡，我們想到還是會用電話大聊特聊一翻，其中不乏討論最新的偶像動向與新
MV 舞曲的練習心得。愛嘴巴跟我說他在練習的過程中，遭遇到了一些瓶頸，覺得
Jolin 的進化實在太快，他有必要「去外面進修一下」
，我不明所以，繼續探究下去，
才發現原來愛嘴巴把這一切「跟不上動作」
，以及「跳出來的舞步沒有質感」……
等等失誤，歸咎於「沒有學過瑜珈！」，所以打這通電話主要是要拉著我一起去上
「瑜珈課」
，找回他與 Jolin 之間的連結。於是，我們就在 Jolin 無形的催化之下，
踏進了未知的瑜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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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第一天上完課後，瑜珈老師來到身邊關心大家的學習狀況，聽到這是第
一次上瑜珈課，給予極高的讚賞，說：
「很有潛力要繼續加油喔~」，我們聽了很是
開心，一方面是來自瑜珈老師的肯定，使我們對瑜珈更有興趣之外；另外一方面是
對於「好像又更接近 Jolin 一些了」感到雀躍無比，就像找對門的鑰匙一般，開啟
了與偶像還有自我理想的一扇重要心扉。
一開始練習的時候，我連下犬式都會做得氣喘吁吁，樹式的時候也會晃動不已，
在這種痛苦邊緣，隨時可以放棄的時刻，我總會想著：「不行，我要努力！如果可
以撐下去的話，就可以像 Jolin 那樣進步，跳出更有質感的舞步」
，每次想到這樣，
我都會再多堅持一下，不輕言放棄。雖然我們一開始是因為要跳出更好的舞蹈而學
習瑜珈，但說實在的，最後舞蹈是不是有進步，我們也不是很在意，也沒有仔細追
究，能夠肯定的是，在那些做瑜珈動作的時刻，我每次都像 Jolin 一樣認真、一樣
有毅力、一樣不畏艱難，在那個可以放棄但不放棄的瞬間中，我成為了我心目中欣
賞的 Jolin，我成為了那個持續進步的女孩兒，在練習的過程中，我看見了自己擁
有那些勤奮、努力的內在特質。
三、

Natalie 的抒情爵士世界
不同於前兩段著迷偶像流行舞的記憶那般璀璨光明，大學時期著迷的偶像與戀
情觸礁的傷痛，有著深深的牽絆……。老實說，在我大學時期的戀情十分不明朗，
我識人的眼光實在很差，好的都不挑，盡挑一些爛的，我到最後才知道有些人嘴巴
說喜歡，但根本不喜歡你；有人嘴巴不說喜歡你，其實是真心想呵護你，沒辦法，
當時的我實在太水腦，不懂這其中的道理，也至於活該必須要經歷那些沒必要的痛
苦。現在講起來好像很灑脫，但我依舊不會忘記那種陷入無底深淵的感受，那是一
種對自我深層自信的詆毀：
「我好像沒有辦法相信自己的判斷」
。當我跟別人講一次
對方有多不好，就再一次證明我的眼光有多差，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段時日
我總是呈現一種鬼打牆的狀態，朋友聽一次我的遭遇會認真幫我分析，聽十次會安
慰我，聽一百次就會想落跑。我也明白一直講這些負面的東西，不但讓自己看起來
很衰，也會把這樣的負面情緒傳染給大家，當時的我「決定不講話了！」這樣的情
況實在很糟糕，問題依舊徬徨未果，雪上加霜的是，有些同學還誤以為我討厭他們。
正常的我通常都會試著修補關係，但記憶中當時的我一點力氣也沒有，只想找地方
躲起來。
「我比誰都討厭自己呢！」那是當時我對自己最大的印象。
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還是不會停止對舞蹈的喜愛，當時網速已經相當快速，
youtube 也興起了一段時間，許多舞蹈編創藝術家會將自己的舞蹈小品放在網路上
面供大家瀏覽。雖然我都躲起來，但獨自一個人的時候，還是有力氣去上網看一些
有的沒的，我想大概是到人際網絡中，因為自我評價很低落，所以光是預想自己可
能會怎麼被看，就感覺壓力四起，舉步維艱；相對的，看別人就容易得多，不但不
需要想自己可能怎麼被看，還能夠躲在電腦螢幕後面，觀看別人的展演，讓我安心、
放鬆許多。在我搜尋的舞蹈影片中，我最喜歡一個編舞老師 Natalie 所編創的抒情
爵士(Lyrical Jazz)，這一種舞蹈風格是以「情緒」為出發的編舞方式，配上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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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的流行音樂，透過歌詞勾動故事畫面，再加上融合芭蕾、現代、爵士、體操……
等技巧而形成的小品。通常一段小品的時間落在一分鐘左右，所以每一段小品並不
會讓人知道前後的故事劇情，只能從短短的幾分鐘去感受編舞者對該音樂的詮釋。
這種共鳴感，讓我發現自己真正欣賞娜塔莉的地方，並不是她跳舞的技巧或是跳出
來的樣子，而是她整理自身情緒之後，用身體隱晦地展現出她所要表達東西的能
力。
人總是會去抓取自己最需要生存下去的東西吧！或許是因為想要療傷，想要找
到可以處理自己負面情緒的方式，所以 Natalie 就這樣跳進我的生命之中。我開始
大量觀看她的舞蹈影片，研究如何將自己的情緒與故事昇華為一個舞蹈作品；我開
始接觸芭蕾、現代，練舞的過程，我不再關注在自己的瑕疵，而是把專注力放回身
體，肌肉的痠痛提醒著我去感受此時此刻自身的存在，那是一種看見自己身體還擁
有的，並相信在過程中看到進步的希望，對應到我遭遇到的問題，那是一種暗示：
「如果身體的肌肉會變強壯，那麼我這個人也可以，儘管過去不是很好，但我相信
一切會變好，一股由內長出來『我會變更堅強』的信念」
；我開始花心思在如何將
自身的故事外化，舞蹈編創除了表達自己的東西以外，更要從觀者的角度來試想自
己表演的作品，帶給別人什麼樣的感覺，當我反覆在第一人稱的「我」創作，在第
三人稱的「他」觀賞，這中間的心理位移，讓我多了一點空間去看待自己的問題，
站在第三人稱「他」的綜觀理性觀者角度，讓我情緒淡了一些，不再將自己拉進情
緒的黑暗漩渦，反而多了一點重構舞蹈和故事元素的玩味性。我從陷入情緒牢籠，
到把玩情緒牢籠，整個權力關係的逆轉，讓我不再是以一個受害者的角色現身，而
是以一個創造者，用不同意義轉化自我的樣貌，再度絢麗登場。
伍、
動作分析後的舞動新視野
從文本中「當我跳著偶像的舞時，我感覺我的偶像正跟我合而為一」
，舞步是否完
全一樣，並不是身體意像建構的重點，而是我知道怎麼樣運用我的身體做到類似偶像的
「帥氣」
，以至於推演至我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我也會如同偶像那般帥氣的生活著。這
裡的「帥氣」非常抽象，所以我借用了可以較具體描述的 Effort 這項分析工具，來協
助我再次觀看 W-inds.舞步，發現大部分的動作多是由 Free、Quick、Strong、Direct
這四種 Effort elements 組合而成（表 5-1）
。有了這項觀察，再回頭看我國中下課時所
呈現的舞蹈，我並非是真的做到百分之百和偶像一致的動作，W-inds.的生理性別是男
生，而我卻是女生，光是力道和外型就有很大的差異，要跨越生理性別的阻礙，來達到
同學認同帥氣的程度，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當時的我卻能夠做到，我認為是因為
掌握到了 W-inds.跳舞時重要 Effort elements，配上音樂再搭配上相似的動作，才能
夠受到同學的青睞與認可。
從這樣的推估來看，當我想要學習某一個偶像的動作時，如果可以抓到它的 Effort，
並且反覆練習，就如同練習舞蹈那般，那我就可以某一部份的將某部分偶像的特質，建
構到我的身體動作之中，於是乎在我每一個動作之中，都像有偶像靈魂活在我的內心一
樣，藉由偶像流行舞的練習，將偶像的帥氣變成我對自己的身體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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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Effort 動作分析表
W-inds.的
帥氣時代

舞動生命階段

Jolin 的
舞孃時期

Natalie 的
抒情爵士世界

動作勁力分析圖
（effort）

動作勁力元素
（effort
elements）

Free
Quick
Strong
Direct

Bound
Sustain
Light
Direct

Bound
Free
Quick
Sustain
Strong
Light
Direct
Indirect

帥氣的

陰柔的、柔軟的、勤
奮的、勤勉的、努力
的、認真的、有毅力
的、堅持的、不放棄
的、不畏艱難的、持
續進步的

（彈性的）

從練習 w-inds.舞蹈
動作中抓到「帥氣的」
的動作元素包含：
Free、Quick、Strong
和 Direct。將此
Effort elements 重
複練習，形成自我的
動作風格，於日常生
活中展露出來，形成
一種「偶像靈魂再現」
之感。

當完成有 Bound、
Sustain、Light 和
Direct 的瑜珈動作，
間接也增強了內在希
望變得「有毅力」
、
「持
續進步」的特質。

從 Effort 中，可以觀
察到動作元素的多元
性，在嘗試動作的過
程中，同時也象徵著
自己的故事也能有
「彈性」處理方式，
試著解構、再建構，
創造新的故事腳本。

替代文本
中的文字形容詞

分析替代文本後
觀察到可能的
內在動機

資料來源：陳怡合繪製

不同於上一個階段，高中時期學習的瑜珈動作勁力轉變為 Bound、Sustain、Light
和 Direct（表 5-1）
，在我的身體意像建構中也開展了不同的動作特性，很明顯的看到
我藉由學習瑜珈這個外顯的具體動作，來連接 Jolin 的內在特質，如同偶像榜樣化（idol
emulation）所提到的，將對偶像僅專注在外貌上面的崇拜，轉移到對其內在特質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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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將有助於我們類化到現實生活中
將有助於我們類化到現實生活中，利用這樣的特質自我成長。在文中看到我曾敘述
在文中看到我曾敘述
「在這種痛苦邊緣隨時可以放棄的時刻
在這種痛苦邊緣隨時可以放棄的時刻，我總會想著：『不行，我要努力
我要努力！如果可以撐
下去的話，就可以像 Jolin 那樣進步
那樣進步，跳出更有質感的舞步』
，每次想到這樣
每次想到這樣，我都會
再多堅持一下，不輕言放棄。」
。」這一個歷程就是將對偶像的崇拜轉化為成長動力的最佳
這一個歷程就是將對偶像的崇拜轉化為成長動力的最佳
寫照。我沒有辦法什麼都不做就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勤奮
麼都不做就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勤奮、努力、堅持的人
堅持的人，但透過瑜
珈的練習過程，我可以想像自己就是
我可以想像自己就是 Jolin，可以藉由不放棄瑜珈動作的過程中
可以藉由不放棄瑜珈動作的過程中，來讓
我認同自己是一位有毅力、認真的人
認真的人，或許這樣的自我評價在離開瑜珈教室之後
或許這樣的自我評價在離開瑜珈教室之後，會持
續發酵，讓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讓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都可以感覺自己是那個心目中堅持到最後的
都可以感覺自己是那個心目中堅持到最後的
Jolin。
表 5-2 偶像崇拜與榜樣學習歸納表
偶像崇拜

W-inds.
inds.

Jolin

Natalie

國中

高中

大學

◎

◎

人
物
敬
仰

直接榜樣學習

◎

全盤性接受

◎

沉緬式依戀

◎

偶
像
神
話

理想化

◎

浪漫化

◎

光環效應

◎

偶
像
迷
戀
模
式

浪漫式依戀

◎

高明星消費

◎

低自我信念

◎

浪漫幻想

◎

虛榮滿足

◎

W-inds.
inds.

Jolin

Natalie

國中

高中

大學

特 綜合榜樣學習
質 選擇性接受
敬
穩固性依戀
仰

◎

◎

◎

◎

◎

◎

◎

◎

◎

榜
樣
認
同

現實化

◎

◎

◎

理性化

◎

◎

相對化

◎

◎

聚焦效應

◎

◎

自
我
成
長
模
式

認同式依戀

◎

◎

榜樣學習

◎

絕對化
◎
◎

自我迷茫

◎

低明星消費

◎

高自我信念

◎

◎

◎

自我激勵

◎

◎

◎

自我成長

◎

◎

◎

自我達成

◎

◎

◎

資料來源：陳怡合繪製

Natalie大學
Jolin高中

楷模學習

w-inds.國中

偶像崇拜
0

5

10

15

圖 5-1 偶像崇拜與楷模學習統計圖
資料來源：陳怡合繪製

到第三個大學階段，Natalie 編舞的動作勁力相當多元，包含八種 Effort
E
elements，
包含：Bound、Free、Quick、
、Sustain、Strong、Light、Direct 和 Indirect，嘗試不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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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動作特性的過程中，也象徵著自己的故事也能有「彈性」處理方式，更重要的是，
因為我關注的是編創的能力，也就是這樣多元的動作特性，還能夠因為「我」的決定，
能有更不同的變化，在解構、再建構，創造新的故事腳本的歷程下，我感受的了自我充
權的力量。
因為情緒的昇華（sublimation）
，我將原本充滿負向攻擊的本能，轉化為能受社會
所接受的表演藝術形式（Freud, 1894；Corey, 2016）
；當我將自己的故事視為一種展
演的作品，便會從觀者的角度來重新觀看自己的故事，這樣心理位移（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的過程，從「我」位格的強烈情緒，到「他」位格的客觀角度觀看發生
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就顯得平靜許多，更能從更寬廣的視野來理解事件對我的意義（金
樹人，2005）
；同時藉由舞蹈藝術的方式，也讓我更安心的呈現自己的感受，不用擔心
過度曝光，害怕面對自己的愚蠢而停止自我重整。這一整個過程，讓我感受到藝術的療
癒性。
總和三段歷程來看，我過去的舞動生命故事，同時伴隨的偶像崇拜與榜樣學習的兩
種特性（表 5-2；圖 5-1）
，雖然隨年齡漸漸增長，榜樣學習的部分增多，偶像崇拜的成
分減少，但兩者之間仍然密不可分。有趣的是，雖然我過去有偶像崇拜的現象：會和阿
瑩同學一樣買偶像同名款衣服、對偶像出現浪漫式的戀愛幻想、花大錢凌晨出門購買 CD，
但當我自述性回憶那些與我身體建構有相關聯的部分，被回憶的盡是榜樣學習的層面，
在我身體留下的影響，而非去計算書架上的 CD 數量、不知已經回收到哪裡去的衣服。
從我的經驗來看，真正能夠對我產生久遠的影響，還是那些內化後能帶著走的特質。
陸、
結論
在我的偶想舞動生命經驗中，主要有三段重要的階段，第一階段是瘋迷 W-inds.男
子團體，我突破生理的阻礙，將男性帥氣的 Effort elements，包含 Free、Quick、Strong、
Direct，涵容到我的舞動中，雖不能百分百的一樣，卻可以透過 Effort 的重現，來捕
捉到偶像帥氣的精隨，雖然我的外觀不像男生一樣、我的身型也無法變成男生，但我能
在跳舞時，展現我想被他人看見的偶像風采，我了解到流行舞蹈動作的學習，某部分如
果可以從 Effort 上面去窺探，大致可以感受到一個人在那個時期，希望在別人面前呈
現什麼樣的自己；第二段是對於 Jolin 內在特質的敬佩，我很明白的了解到自己真正希
望的是，學到偶像的勤勉、有毅力的內在特質，但這樣的特質抽象，不易在認知上面去
獲得，如果是藉由身體上面的舞動，則可以更具體的將偶像的內在特質過渡到自己的身
上，例如練習瑜珈，必須要有延續的的特性才能完成其動作，當完成瑜珈動作的時候，
其實某部分也是內在特質持續的、有毅力的展現；第三部分是 Natalie 藉由編舞而昇華
情緒的能力，我藉由觀察偶像對舞蹈素材的解構與重構，看見處理負向情緒的技巧，了
解自己如何運用藝術編創的新視框看待舊經驗，也看見一個人有建構、解構與再建構的
可能性，儘管外在環境不變，我們也可以運用自身力量進行轉化。
迷偶像有什麼用？偶像是我們人生的指引，它揭露了我們對未來的人生藍圖，如果
可以引導一個人深入探究對偶像的著迷，也可藉此了解一個人對自我的期許；練習偶像
舞蹈有什麼用？若從拉邦動作分析來理解，可看到每一類型的舞蹈風格有其明顯的
14

Effort elements，如果長期練習該偶像所跳的舞蹈，將可以建構其動作風格。
我將這篇研究視一個起點，幫助我了解自己身體建構的經驗，同時也開啟了另一個
契機，期許能在助人工作的這條路，藉由拉邦動作分析的工具，來幫助我增加一個了解
個案非語言內在動機的機會，拓展更多解構與建構身體意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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