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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界從事舞蹈藝術文化交流的前導者

註1	 林嘉安，面訪，臺北市寓所，2020年8月25日。訪

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

授。

壹、前言

臺灣的舞蹈高等教育，起步於新竹師

範學校、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專科學校及臺灣

省立師範學院之舞蹈課程中生發，高棪、劉

鳳學、李淑芬等為授課教授。伺1964年中國

文化學院成立舞蹈科，正式進入高等教育體

系。其中，畢業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體育學

系的林嘉安，學生時期即嶄露頭角演出多

齣高棪及劉鳳學等教授之舞作並曾於1956

年獲選世界道德重整大會「中華民國青年

訪問團」為百大國家青年代表，赴美國演

出。1964年高棪受邀成立中國文化學院舞蹈

科時，即延攬林嘉安專任助教擔任行政及教

學工作（註1）。為初萌發建構學院舞蹈教育

系統戮力，開啟其參與舞蹈教育新頁!

爾後隨著林嘉安老師任教的足跡，文

化學院體育學系（專任）、國立藝專舞蹈科

國樂科（兼任）、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     

（專任），彷如見證體育中舞蹈藝術教育的

成長！

另一方面擁有優秀外語能力與環境的林

嘉安，亦經歷參與多次文化外交，甚至受聘

參與非洲賴比瑞亞國慶編排，指導國慶大典

以及多國華僑文化教育工作，也為外籍教師

來臺授課時，擔任雙重的跨文化交流溝通的

橋樑，體現於其踢踏舞、鬥牛舞、方塊舞、

民族舞等課程，為體育、舞蹈、跨域、文化

外交的前導者。

2020年筆者受陳碧涵老師推薦，應身

體文化學會之邀，撰寫高棪教授之人物誌，

因而訪談了林嘉安，她是高棪在師大時的學

生，亦是高棪為首屆舞蹈科主任時，聘請的

助教，訪談中不僅了解了她們可貴的師生關

係與傳承，也在林老師珍藏的歷史資料中，

微觀時代中舞蹈教育場景的縮影，險峻的國

際關係，舞蹈人如何以其專業參與文化外

交，接軌國際表演藝術之際，亦反身戮力重

現探索自身傳統文化的努力。

本文得以撰寫，首要感謝林嘉安老師之

女歐陽珊之協助，提供相片、老師筆記，家

族回憶…等，老師第一手個人心得之資料。

今（2021）值林嘉安教授八十八歲之際，筆

者擬藉此文祈為舞蹈身體文化奉獻者之書寫

增頁。

圖1　林嘉安舞姿於臺灣電視演員訓練中心授課（1972）

（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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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平事略

1934年9月19日繁華現代化的上海，檢

察官林汝燦（註2）家的么女誕生了!取名

嘉安。林府的的祖籍為福建省林森縣人，繼

大哥嘉和、大姐嘉俊、二姐嘉寧，嘉安的誕

生，如同取名「俊、和、寧、安（註3）」，

祝福這個家庭。林汝燦法官留學於日本，日

本和上海市都是當時亞洲現代化思潮匯流之

都，林嘉安童年常隨著父親職務的調動而移

居，天津、北京和吉林等地，無形中成為她

擴張眼界，滋養她的成長，埋下日後林嘉安

悠遊於跨域、跨文化涵容的從容態度。

1947年值國共第二次內戰，政局丕變，

林嘉安隨母親林陳寶貞與兄姐來臺灣與父親

團聚，定居於新竹。青少年時期亦因隨父

親法院職務的調動，她的學校也隨之改變，

因此她的初中就讀於新竹女中，高中則讀過

一女中（北一女）、二女中（中山女中）以

及臺中女中三所學校，聰慧認真好學，不因

遷徙而延誤課業。報考大學時，原受二姐夫

時任師院英文系教授的影響，想報考英文學

系，卻因緣際會地考入當時強身救國的顯

學，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現稱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簡稱師大）體育學系公費生，正式

開啟林嘉安體育專業的大門!

一、承襲師業成為舞蹈教育人才

當時師範學院是提供中等學校師資以及

日後大學舞蹈師資的學校，師範學院體育學

系開設《韻律活動》（註4）課程（1962年

改名為舞蹈（註5）），課程從術科訓練—基

本動作開始，然後教授《土風舞》、《現代

舞》，到第四年時，教授理論課程，培養學

生創作（註6）。學院中的師資如高棪、劉鳳

學、李淑芬……，當時的教學方式是從基本

動作開始，以舞作為主的教學（註7）每一位

老師編一支舞，依自己詮釋的方法傳授給學

圖2　林嘉安獨照（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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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那建立初萌芽建構舞蹈學術於高等教

育的時代，嘉安習得教授們第一手的教學實

踐，開啟她舞蹈的身體智慧，例如:

高棪（註8）曾任上海市立體專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副教授，1949-1964年於師院授

課，將她1940年經古籍研究古代舞蹈，以及

於1940-1945年前往西藏，研究當地舞蹈，

正是集上述經驗形成為體育舞蹈教材，教導

師院學生，林嘉安因此學習高老師教學法，

並獲選參與高棪的舞作《宮燈舞》、《凱歌

歸》、《巴安弦子》、《迎賓舞》、《海盜

舞》、《洗衣舞》演出。

劉鳳學（註9）國立長白師範學院體育

系畢業主修舞蹈，1954-1985年任教於師

院，在教學中引領學生「中國舞蹈的傳統與

創新」、「中國現代舞的思維理論」進行教

學與探究（註10），從李德安訪談劉鳳學

文中（註11）我們可以得知，「劉老師的教

學，不僅努力為學生建設優美的身心，也強

調舞者必須有藝術修養，有含蓄的性格，有

豐富的情感，而且對歴史及風土民情有基本

認識，才能學好舞蹈」。林嘉安承襲老師的

為學態度，耳濡目染地不僅是追求技巧的舞

者，亦朝對歴史及風土民情有基本認識，發

揮舞蹈的高度意境，充份顯示藝術性方向前

行。她也參與劉老師所創作《奔向自由》、

《蒙古祝捷舞》、《菩提舞》、《凌波舞》

等作品的演出……。

註2	 林汝燦，民國前10/9/7國立北京法政大學法律系畢

業，曾任臺北地方法院、新竹地方法院、臺中地

方法院、高雄地方法院檢察官。

註3	 歐陽珊，電訪，google	 meeting，2021年8月25日。

訪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

教授。

註4	 廖幼芽，電訪，2021年9月18日。廖幼芽為林嘉安

同班同學。訪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

藝術學系副教授。

註5	 張麗珠，〈烙印在半世紀軌道上的舞跡:記中國近

代舞蹈巨擘劉鳳學〉，《臺灣舞蹈史研討會論文

集》，臺北：國立藝術學院，1995，35-44。

註6	 李德安，〈宏揚傳統的民族藝術-專訪舞蹈教育

家劉鳳學女士〉，《民族舞蹈月刊》，2.11（臺

北，1959）：8-9。

註7	 甘玉虹，〈流過汗的聲音〉，1987.5.4，臺大舞研

社，03版。

註8	 高棪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體育系，曾任

上海市立體專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副教授。1940

年經古籍研究古代舞蹈，完成文舞：《宮燈舞》

、《拂舞》，武舞：《干舞》、《劍舞》，並

1940-1945年前往西藏，研究當地舞蹈，據此經驗

編作《巴安弦子》、《瑤舞》、《苗舞》、《凱

歌歸》、《迎賓舞》，作為學校之舞蹈教材、來

臺任教1946年時編著《小學韻律活動》，國民學

校補充教材《體育》之舞蹈篇（1952）。

註9	 李小華，〈劉鳳學〉，《舞蹈辭典》，〈http://

terms.naer.edu.tw/detail/1294505/〉，2021.8.4檢索。

劉鳳學1942年進入「長春女子師道大學」音樂體

育系。1946年進入「國立長白師範學院」，主修

舞蹈，輔修音樂，跟隨戴愛蓮學習。1949年獲得

教育學士學位，同年移居臺灣。1950-1952年間，

任教於「臺中師範學校」。1953年，轉往「臺北

市立二女中」任教，並開始研究臺灣原住民舞

蹈。1954-1985年，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開始研究中國傳統舞蹈，實驗中國現代舞。

註10	 張麗珠，〈烙印在半世紀軌道上的舞跡:記中國近

代舞蹈巨擘劉鳳學〉，《臺灣舞蹈史研討會論文

集》，臺北：國立藝術學院，1995，35-44。

註11	 李德安，〈宏揚傳統的民族藝術-專訪舞蹈教育

家劉鳳學女士〉，《民族舞蹈月刊》，2.11（臺

北，19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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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老師是李淑芬（註12），留日之

臺籍舞蹈菁英，1952-1955年任教於師院，

擅長編作大會舞與小品，她強調：「教育性

舞蹈是一種對身體美育的訓練，身體在前進

後退中應有如何的調整，必須先有韻律的訓

練，除了是對學生身體的訓練外，教育性的

舞蹈也要引導學生思想上的健康。」這理念

影響了林嘉安，使得她在教育性舞蹈的訓練

和身心培育打下扎實的根基。

林嘉安大學二年級時，由於品學兼優，

外型亮麗，氣質優雅，以及良好的外語能

力，獲選中華民國文化藝術訪問團，此團以

省立臺灣師範學院體育系學生為團員，1956

年隨高棪、李淑芬、蔡瑞月、辜雅棽赴泰國

參加該國慶憲典禮—中華民國之夜演出（註

13），又1957年獲選為國家青年代表，隨何

應欽將軍，「中華民國青年訪問團（註14）

」赴美國參加道德重整大會與演出。不僅增

強她對舞蹈的熱愛亦開啟她的國際視野。

林嘉安的學生時期，受大師們的教導，

也因和老師們出國演出有著師徒的情感，   

「做中學」中，得到師者第一手的真傳。爾

後林嘉安嚴謹認真、循循善誘的教學態度，

對美感與藝術性的堅持，以及不間斷多元化

進修學習，應是深受學院教授們的影響。

優良的學校教育環境，加上認真優秀的

師資以及國家提供的國際文化視野，林嘉安即

是在此特殊且豐富沃土下成長，師院培育她和

學姐妹們成為臺灣的學院之舞蹈教育人才，例

如：廖幼茹、甘玉虹、廖幼芽、莊美玲、蔡麗

華、麥秀英、黃素雪等菁英（註15）

圖3　林嘉安於師院時期，演出《洗衣舞》之舞姿（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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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	 李淑芬民國二十八年留日，入日本京古典芭蕾教

師貝谷八百子舞蹈學院習芭蕾，再入篠原塾學習

日本古典舞蹈、插花及茶道；東京舞蹈學校學習

東方舞蹈，擅長編作大會舞與小品，並為民族

舞蹈月刊編寫唱遊教材。陳玉秀，〈臺灣的表演

舞蹈-光復前後〉，《臺灣舞蹈史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國立藝術學院，1995，1-13。盧健英，

〈為中國文化而跳的臺灣舞蹈家李淑芬〉，《臺

灣舞蹈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藝術學

院，1995，84-96。

註13	 2021年口述訪談中林嘉安及廖幼芽在其榮退紀念

專輯的記憶是民國43年，然報章中高棪、蔡瑞

月、李淑芬、辜雅棽的紀錄皆是民國45年，甚

至蔡麗華老師的訪談林嘉安也是1956年（民國45

年），2021年電訪廖幼芽時，因老師年事已高，

並未能確定是哪一年出國，筆者推想的可能性是

大二時已著手甄選與排練，1956年（民國45）出

訪。

圖4　林嘉安和廖幼芽，擔綱高棪之《海盜舞》（1956）（照片來源：林嘉安提供）

註14	 〈中華青年訪問團拜訪洛杉磯〉，《泰晤士報》

，1957.9.30，7版；張若流，〈一次成功的演出

中國青年訪問團享譽麥金諾〉，《中央日報》

，1957.8.，版次不詳。當時中國係中華民國之簡

稱，該團另有「世界道德重整中華民國一百青年

訪問團」之別稱；滕永康，〈何應欽與世界道德

重整會〉，〈https://www.mra.org.tw/mainmenu-31/

tale-of-iofc/323-ho-ying-chin-and-the-world-will-be-the-

moral-re.html〉，2021.1.4檢索。

註15	 廖幼茹為林嘉安大三屆的學姐，是廖幼芽的姐

姐，為嘉義師範學院退休教授。甘玉虹為林嘉安

大一屆的學姐，臺灣大學退休教授，曾為婦女委

員會體育主任委員。莊美玲1957年入學，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退休教授，曾任臺灣身心教

育學會理事長。蔡麗華，1964入學，臺北體育學

院退休教授，臺北民族舞團團長。麥秀英，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退休副教授，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委員、全國學生舞蹈比賽諮詢委員、總幹

事、臺灣身體文化學會理事。黃素雪，臺南應用

科技大學舞蹈系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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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家立業，投身舞蹈教育

1957年林嘉安自師院畢業。學生時期，

在親友的推波助瀾下，認識了曾任聯合國美軍

韓戰翻譯官的同鄉歐陽新（註16），自由戀愛

萌生的深厚情感，1958年元月2日兩人攜手步

入禮堂，婚禮由何應欽將軍證婚。

年長嘉安11歲的歐陽新對妻子呵護備

至，不僅支持成就妻子的教學，甚至林老師從

事文化外交，接待外籍教師，或備課（註17）

或與學生互動，皆看見夫婿相隨的身影，羨煞

眾人，成為極美的佳話（註18）。 

1958年10月長子歐陽超出生，升格為母

親，隔年受聘任教於省立臺北商專，1960年次

子歐陽奇也加入這幸福的家庭，相夫教子的林

嘉安，在夫婿支持下仍然不間斷地進修成長，

參與Rickey Holden（李凱荷頓）二度來臺教

授土風舞研習會，也受邀於鄧禹平導演《萬象

更新》舞臺劇中演出，從體育舞蹈跨足至戲劇

領域。

圖5　林嘉安老師於台北商專（1957年）

（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圖6　1960年Rickey Holden（李凱荷頓）來台

教學，林嘉安（左一）Rickey Holden 

（中）（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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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學院時期

1964年當高棪應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

其昀之邀，擔任系主任創立首屆舞蹈科系時，

即邀請她在師大有著優秀成績表現的學生林嘉

安來文化襄助工作專任助教（註19）一職。

中國文化學院由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

博士私人興學，高棪應張其昀邀請為中國文

化學院舞蹈專修科（註20）（1966年更名為中

國文化學院舞蹈音樂專修科，現稱中國文化大

學舞蹈學系）首位主任。由於在臺灣無前例

可循，籌備工作極為艱辛；高棪乃在長姐高梓

協助下建立教學行政及舞蹈教學環境設備，參

酌當時美國教育與課程制度，以發揚中國文化

的精神為前提，培育舞蹈專門人才為目的，建

註16	 歐陽新（1923-2016），福建福州人，基督徒，

曾就讀於教會辦學之私立之江大學，後因抗戰期

間隨校內遷，而轉入國立暨南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畢，戰亂時期，因著之前教會學校環境與家學，

刻苦向學，擁有優異的外語能力，曾任聯合國東

京盟軍總部美軍韓戰翻譯官、交通部公路局專門

委員兼任法規小組主任。

註17	 歐陽珊，google	 meeting線上訪談，2021年8月17

日。訪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

系副教授。歐陽珊為林嘉安之女兒，回憶爸爸對

母親的呵護，小時候家裡就有8厘米攝影機、放映

機，她和爸爸常常為在家的院子、客廳為媽媽備

課設計教材，編排舞蹈攝影紀錄。埋下歐陽珊對

攝影的興趣。

註18	 訪談林老師的學生們，張琍、李英秀、蔣嘯琴、

陳秀華都不約而同，談到師丈對老師的疼愛。

註19	 當時的助教並非今日僅行政職務，當時是教學

者，是大學教師升等的第一階教師，大專聘任級

等依序為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舊制尚

未有助理教授之職等），助教工作內容涵蓋行

政、教學、表演。筆者1987留任文大助教時，工

作內容也是如此，且唯有擔任助教級等才能擔任

舞團之獨舞者、主要舞者。

註20	 中國文化大學，簡稱文大。

圖7　1960年歐陽新、林嘉安夫婦與Rickey Holden合影（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1 2 4

構舞蹈專業課程與科目，設立舞蹈、音樂、

體育、教育、藝術理論等分項領域課程（註

21），值此歷史新頁，聰慧的林嘉安是此一

藍圖的執行者之一，與他的恩師高棪主任一起

為系務及教務戮力，也一起參與了國家慶典等

盛事，例如，1968年參與墨西哥世運會開幕演

出、1970年赴日本參加大阪萬國博覽會「中國

日」演出。

教學方面，文化學院舞蹈科網羅當時國

內舞蹈界菁英來校授課，師資皆為一時之選  

（註22），1964年高棪禮聘美籍史里宛（又稱

莎麗文）（Mrs. Marilyn Sullivan）來校教

授踢踏舞蹈時，助教為林嘉安及黃華雄。他們

掌握老師在臺一年授課時間努力習舞，成為臺

灣早期踢踏舞師資，莎麗文老師返美後，林嘉

安和黃華雄一起研發踢踏舞教材並錄製唱片，

內含9首舞曲，使初學者可依此教材深入淺出

學習踢踏舞蹈，1968年林嘉安更在女青年會

(Y.W.C.A.)開授首例踢踏舞研習班，推廣踢踏

舞社會舞蹈教育（註23）。另一方面承襲自師

大及Rickey Holden（李凱荷頓）所學之土風

舞也是她授課科目，李凱荷頓教授之土風舞教

材，盛行於師範體系與各級學校體育課程，老

師們承襲此一旋風，也發展教材，開啟世界之

窗。林嘉安因擅長編排大型大會舞因此應邀於

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註24）編作《春

滿大地》，1971年更因此受邀中國文化學院校

刊《華夏導報》專訪，〈韻律操的編排美與力

的結合—專訪林嘉安〉（註25），足見其專業

受到矚目及信賴。

林嘉安在1964-1972年在中國文化學院任

教於舞蹈音樂專修科經歷助教、講師等職，亦

於改組時升任體育系副教授，若師大學生時期

是她成長滋養的沃土，那麼在文化學院則是專

業歷練成形之所！

又林氏因與李天民老師同在文化學院任

職，以及赴墨西哥世運演出等機緣，因其嚴謹

認真的工作態度，1970年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

校（簡稱藝專，現稱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

科成立時，即應李天民主任之邀，兼任教授

韻律及土風舞課程，同時也回應學生時期同

為中華民國青年訪問團員的藝專國樂科董榕森

主任之邀，於該科教授舞蹈，並在1979年獲邀

與董榕森主任及陳裕剛指揮，攜手重現唐樂舞

《柘枝舞》，參與該科國樂團為中華民國68年

臺北市音樂祭，「中國古今樂舞欣賞會」展

演；1982年也受邀以蒙古民歌為該團編作《沙

漠英豪》，舞者由國樂科同學擔綱皆為創舉。

除學院教學外，1971年起跨足大眾流行領域，

受邀於臺灣電視訓練中心教授舞蹈，訓練演

員。

註21	 趙郁玲，〈奉獻舞蹈一生之愛	 高棪〉，《體育

百年人物誌第15輯》，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

會，2020，6-31。

註22	 高棪廣納當年的優秀師資，細節請詳見，〈奉獻

舞蹈一生之愛	 高棪〉，《體育百年人物誌第15

輯》，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20，6-31。

註23	 〈踢躂舞老少咸宜	 林嘉安創設研習班〉，《經濟

日報》，1968.07.22，08版。

註24	 後稱臺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簡稱區中運。

註25	 邱宜寧，《華夏導報》，1971.4.15，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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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與史里宛（Mrs. Marilyn Sullivan）學習踢

踏舞蹈之背影（照片來源：林嘉安提供）

圖9　師事美籍史里宛（又稱莎麗文）（Mrs. Marilyn 

Sullivan）學習踢踏舞，並擔任助教（1964）  

（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圖8　林嘉安右一與恩師高棪（1968）

（照片來源：林嘉安提供）

圖11　1968年林嘉安於女青年會（Y.W.C.A）開授踢

躂（踏）舞研習班（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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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時期

1973年於林鴻坦任職校長時期，林嘉安

受聘專任於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註26） 

，在體育班中教授舞蹈，如同在文化學院體

育系般，增強運動國手身體教育中的節奏感、

難度、美感及創新力。在當時小而美的學校，

不僅教授舞蹈甚至帶領學生畢業舞展無論體育

選手或是後來才有的舞蹈專長組，總是盡心盡

力。從現存的節目單中看見她所指導的舞蹈涵

括民族舞、土風舞、踢踏舞、西班牙舞《鬥牛

士之歌》，將多年所累積的舞蹈智慧資產，集

大成般投注學校教育之中。1975年她集結自身

團體舞蹈多年之經驗，出版著作《團體舞理

論與實例》（註27），此教科書深受歡迎，於

1979年再版。

除了教學，1996-1997年教育部倚重林嘉

安的專業，委任其擔任新式健身操小學組發

展製作研發編輯者之一（註28）、全國第二屆

大專杯啦啦隊競賽擔任臺北體專教練，獲得冠

軍、全國大專舞蹈觀摩展（1987）臺北體專主

辦，林嘉安任籌備委員、1987年臺灣區運動會

指導開幕大會舞《花樣年華》（臺北體專）、

閉幕典禮編創《鯉躍鳶翔》大會舞，由莊敬高

中1200名舞者演出。1981年已是教授的林嘉安

代表國家赴菲律賓參與第二十四屆國際體健休

會議（INTERNATIONAL DANCE PRESENTATION）

，同行代表包含師大教授吳文忠、中國文化大

學體育系舞蹈組主任高棪、師大副教授林清和

等。1974年及1976年兩度為外交部派往非洲賴

比瑞亞國慶編排，指導國慶大典500人舞蹈演

出駐外教學……。返國後於1976年在《華崗體

壇》第十二期期刊發表〈旅非見聞〉。其重要

事蹟貢獻容後詳述。

註26	 「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另有「台北市立體育

專科學校」書寫方式；簡稱也有臺北體專/台北體

專兩種書寫方式見學校網頁〈https://www.utaipei.

edu.tw/p/412-1000-2692.php〉及節目單。

註27	 林嘉安，《團體舞理論與實例》，臺北：歐

語，1975。

註28	 王秉泰，Line	meeting線上訪談，2021年9月8日。訪

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

授。小學組編輯委員:張麗珠、林嘉安、郭志輝、

胡玲玉、吳芝華。王秉泰時為新式健身操小學組

發展製作之執行秘書，現任為臺北市立大學球類

系教授。

圖12　1970年元月演出踢踏舞。左

起林嘉安、黃華雄和黃麗珍

（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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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1987年臺灣區運動會，指導開幕大會舞《花樣年華》（臺北體專）（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圖14　1987年台灣區運動會大會舞，林嘉安編《花樣年華》之

手稿，從手稿中得見大會舞中以舞者排出字之精算圖稿

（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圖15　林嘉安著作「團體舞理論與實例」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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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是林嘉安的後盾，家人是林嘉安的

榮耀

1958年與歐陽新成家以來，夫婿支持與

呵護是林嘉安最堅強的後盾，繼長子歐陽超、

次子歐陽奇，1967年么女歐陽珊也加入這幸福

家庭的行列。

教學及待人皆親和的林老師，在母親的

角色上卻是律己甚嚴，她的兒女也承襲了父母

優秀的基因與治學態度，三位兒女分別於工業

工程領域、建築領域、舞蹈領域皆有不小的成

就，成為國家優秀專家學者，是父母的榮耀；

長子歐陽超（註29）現任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

業工程系教授，次子歐陽奇（註30）現任國立

聯合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么女歐陽珊，承繼

母親舞蹈的專長，從小就向母親的老師劉鳳

學老師的新古典舞團習舞，及長，也到李淑芬

老師的高足許惠美處習民族舞蹈，五專時考入

國立藝專舞蹈科並插班入中國文化大學舞蹈

學系，一路跟隨母親的腳步成長。從小就看到

母親在院子裡練舞、備課，自律甚嚴，林老

師對學生很親切豪氣，但對自己女兒如同律己

嚴厲，因此身為舞蹈老師之女壓力也倍增。大

學時，歐陽珊的體育課，選修到林嘉安老師的

土風舞課程，第一次上到母親的課，歐陽珊才

驚覺，母親的教學嚴謹熱忱，非常有條理有系

統，深感佩服。

由於歐陽珊從小和爸爸是媽媽備課錄影

的大小幫手，對於家中的攝錄影器材及播放設

備（註31）信手捻來，不僅耳濡目染且具熟練

的使用技巧，發展出另類的「家學淵源」，也

成就出她舞蹈專才之外另一「藍海」，在父母

全力支持下，歐陽珊負笈紐約視覺藝術學校攝

影系進修，現已成為臺灣首屈一指的表演藝術

專業攝影師!

除了優秀的子女，配偶的支持是重要的

支柱，師丈歐陽新不僅常常接待學生來家用

餐，也歡迎林老師的學妹及同好，來家裡討論

及切磋舞藝，在許多外籍老師及外賓來華的場

合都有師丈「婦唱夫隨」的身影，不僅擔任接

待翻譯工作也擔任攝影紀錄……羨煞眾人。

繼夫婿自交通部公路局專門委員兼任法

規小組主任職退休後，1998年林嘉安教授也自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現稱臺北市立大學）退

休。夫婦倆即於1998年至2009年旅居於美國夏

威夷10年。林嘉安退休後仍不忘情於休閒舞

蹈，如美國方塊舞、踢踏舞等，生活因舞蹈變

得多彩多姿，也更國際化，夫婦倆常與國際友

人切磋舞藝，甚至一同演出（註32）。2009年

返臺，夫婦相愛相教，2016年師丈逝世，神仙

美眷的相處扶持傳為詩篇佳話。

林嘉安希望舞蹈能伴隨人生，讓更多的

朋友參與，以舞會友，使社會更和諧更健康，

林老師終身習舞不輟，直到生病才稍停歇。而

今（2021），林嘉安教授正值88歲，仍然關心

舞蹈界之事，同學門生故舊都常往來，見證第

二代體育舞蹈人，用舞蹈實踐身體文化書寫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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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事蹟

一、體育界從事舞蹈藝術文化交流的前行者

臺灣當時的時空背景，正值越戰，韓

戰，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劇烈變動的時期，世

界所有目光轉向民主的臺灣，於是產生了許多

倡導中國意識以及以呼應美國自由意識的歌舞

形式。藝術展演常是作為文化外交的一環，作

為國與國增進雙邊認識，增進人民情感關係的

潛影響力。

1956年「中華民國赴泰藝術演出團」，

代表國家赴泰國參與慶憲，此團以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體育系學生為團員，林嘉安即為其中一

員。1957年獲選為國家青年代表，隨何應欽將

軍，「世界道德重整中華民國青年訪問團」赴

美國參加道德重整大會與演出。不僅增強她對

舞蹈的熱愛亦開啟她的國際視野。

註29	 歐陽超，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現任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工程系教授，曾任管

理學院副院長、所長。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工

程系網頁〈https://www.im.ntust.edu.tw/p/412-1014-

174.php?Lang=zh-tw〉，2021.8.4檢索。

註30	 歐陽奇，為法國巴黎建築學院第三階段最高文

憑	（CEAA，ENSA	 Paris-	 Belleville）博士，現任國

立聯合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

業工程系網頁〈http://www.arch.nuu.edu.tw/?cat=77〉

，2021.8.4檢索。

註31	 林老師使用的8釐米的攝影器材，在當時，臺灣技

術不足，底片得送到日本或香港沖洗，可見，在

那資訊不充足，經濟才起飛的時代，林老師對昂

貴器材的投資及使用，足見她對新知收集學習的

渴慕，亦見證夫婿對她無比的疼愛與支持。

註32	 林老師終身習舞不輟，直到生病才稍停歇。

圖16　1956年林嘉安獲選中華民國藝術訪問團，赴泰國參加該國慶憲典禮-林嘉安（左十）高棪（左十三）

（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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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到中國文化學院任職時，即1968年

隨高棪率領「華岡舞蹈團」為班底的「中華民

國舞蹈團」任管理一職，代表國家赴墨西哥參

加奧運會「世界文化展」展演，她在相簿中寫

道:「1965年參加在墨西哥所舉辦的奧林匹克

運動會的文化節目，由私立文化學院舞蹈音樂

專修科学生所組成的舞蹈團參加，表現優異深

受各國歡迎由周中勛主任担任團長，高棪主任

擔任副團長我擔任管理一職，不僅見到各類人

種更見到不同的場面，更增加了不少人生經

驗（註33）」。1970年也參與「中華民國舞蹈

團」赴日本參加大阪舉辦之萬國博覽會「中國

日」演出，代表國家參與國際盛典，是當時極

其榮譽之盛事。

註33	 林嘉安老師目前雖有中度阿茲海默症狀，幸多年

來老師有整理照片成立相簿並書寫心得的習慣，

筆者得其女歐陽珊之協助，得以有第一手個人心

得之資料，是幸!

圖17　1956年赴泰國演出銀盤舞，左起林嘉安、蔡

突飛、廖幼芽（照片來源：林嘉安提供）

圖18　1957年中華青年訪問團拜訪洛杉磯，林嘉安（右一）

，泰晤士報第7版（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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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林嘉安老師1968年參與墨西哥奧運演出，寫於

相簿中的心得手稿（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圖19　1968年林嘉安隨「中華民國舞蹈團」代表國家參與墨西哥奧運會文化節目演出，擔任管理一職

（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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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體專時，1974年為外交部首位派

往非洲賴比瑞亞，為國慶編排國慶大典500人

之舞蹈演出並駐外教學（註34），1976年又

受外交部邀派往非洲賴比瑞亞國慶編排並指

導總統就職大典大會舞演出，為文化外交作

出貢獻。

1976年美國新聞處林肯中心舉辦現代舞

教師研習班，林嘉安擔任Evelyn Lockman老

師之教學聯絡（註35）及翻譯。

1981年代表國家赴菲律賓參與第二十

四屆國際體健休會議INTERNATIONAL DANCE 

PRESENTATION（1981.7.8）同行代表:吳文忠

（師大教授）、高棪（文化大學體育系舞蹈

組主任）、林嘉安（臺北體專教授），林清

和（師大副教授）。參與全國舞蹈協會的創

始主席伊芙琳•伊麗莎白•洛克曼（Evelyn 

Elizabeth Lockman）主持之國際會議。

1984年參與中華民國教育舞蹈訪察團

（註36），應邀參加日本女子體育學會成立

三十週年大會，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亞洲文

化》節目之中國舞蹈演出，並參觀日、韓各

級學校舞蹈教學觀摩，促進中、日、韓舞蹈

學術交流。

1990年2月16日至4月5日應僑務委員會遴

派，赴紐西蘭及澳洲，從事僑教推廣中華文

化，教授民族舞蹈參與推動僑務文化活動。

分別於紐西蘭應Oamaru市政府之邀，編排舉

行《歷代服裝演示》大會，「中國之夜」演

出《羽扇舞》、《巾舞》、《山地舞》。於

澳洲墨爾本華僑教文化中心教授《霓裳羽衣

舞》、《劍舞》、《瑤池仙子》、《巾幗英

雄》、《山地舞》、《新疆舞》，於仁愛中

小學、中華中小學及聖心中小學（啟明）等

三所僑校演講《中華民族舞蹈》、青年會教

授《旗舞》與劍穗基本動作（請酌參年表）

。

前述林嘉安擔任1976年現代舞教師研習

班之教學聯絡（註37）及翻譯，她在活動照

片後寫上：「學習是永無修止的，畢業近二

十年的後期同學居然有此勁，聚在一起再學

習現代舞，想想，真該彼此鼓勵鼓勵!教師

Lockman年近70歲，由於她豐富教學經驗使我

有老而不廢之感，內心對她感到無比敬意」

。因著這份「看見」，林老師也是終身學習

不僅隨時進修，甚至退休定居夏威夷時也受

邀演出夏威夷舞及踢踏舞、應邀為夏威夷杜

臺齡舞團（註38）演出《刀舞》獨舞，並於

夏威夷茶會退休人員教授民族舞，編排《旗

袍演示》、《鬥牛舞》、《海派秧歌》演

出。她是體育界從事舞蹈藝術文化交流的前

行者。

註34	 她在該國的教學也培養出了三位助教，她寫道:			

「雖然身在異邦，而在教學時，能遇到幾位得力

的助手也是此行最值得欣慰的事」請參附圖。

註35	 Evelyn	 Lockman，應是伊芙琳•伊麗莎白•洛克曼

（Evelyn	 Elizabeth	 Lockman）之簡稱，（1910-1991

），她是全國舞蹈協會的創始主席。她曾在1986

年亞運會舞蹈委員會和	 1988	 年韓國首爾奧運會

的韓國奧委會任職。〈https://ens.sdsu.edu/people/

emeritus-memoriam/evelyn-lockman/〉，2021.9.4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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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1976年擔任Evelyn Lockman現代舞教師研習班教學聯

絡及翻譯，林嘉安（右二），參與者：甘玉虹、江映

碧、房子葦、陳克寧、高澄湘、李頤、齊玉城、莊美

玲、林嘉安、廖幼芽、李玉蘭。攝影：歐陽新（照片

來源：歐陽珊提供）

圖21　林嘉安為非洲賴比瑞亞編排指

導國慶大典，駐外教學時的的

三位助教，她寫道:「雖然身

在異邦，而在教學時，能遇到

幾位得力的助手也是此行最值

得欣慰的事」（照片來源：歐

陽珊提供）

圖23　林嘉安參與Erelyn Lockman現代舞

教學研習後，書寫心得之手稿

註36	 黃素雪提供，由中華民國體育學會主辦，中華民

國體育學會舞蹈研究委員會承辦，該行34成員，

為舞蹈研究委員會現職教師。團長為甘玉虹，副

團長為張麗珠。

註37	 伊芙琳•伊麗莎白•洛克曼（Evelyn Elizabeth	

Lockman），（1910-1991），她是全國舞蹈協會的

創始主席。她曾在1986年亞運會舞蹈委員會和1988

年韓國首爾奧運會的韓國奧委會任職。〈https://

ens.sdsu.edu/people/emeritus-memoriam/evelyn-

lockman/〉，2021.9.4檢索。

註38	 杜臺齡，Line	meeting線上訪談，2021年9月8日。訪

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

授。杜臺齡為林嘉安在文化的導生，老師定居夏

威夷時，不僅進修也在她的舞團教課並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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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身教從事舞蹈教育

訪談林嘉安的學生、同事、學妹，常得

到一個答案，「林老師教學嚴謹認真」!林嘉

安老師在文化學院舞蹈音樂專修科除了行政

工作外，也從該科第一屆的班級開始授課，

為第三屆的班導師，當時的學院是集結了全

國的舞蹈菁英的科系；其中，伍曼麗（註39）

是舞蹈科第一屆學生，也是林老師後來的同

事，她憶:「林老師上課嚴格堅持，是高棪主

任得力的助手」；第三屆的學生李英秀（註

40），回憶她的班導師：「林老師是位認真

教學在意傳統，遵守傳統，規規矩矩，教授

的基本動作扎實!」；張琍（註41）是李英

秀同班同學，林老師旅居夏威夷時，她因兒

子也於夏威夷就學，因而與老師及師丈私交

甚篤，她憶道:「同學們記得老師認真教學

態度，我們是老師普通體育課土風舞的小老

師，當時流行的土風舞為《真善美》中雙人

舞，為了讓我們更能了解舞蹈的正確姿勢和

動作，特別帶領我們去看電影（註42）中舞

蹈細節，讓我們可以學到最真實的呈現。」

（註43）、「當時林老師為我們的班導師為

了同學有機會參與墨西哥奧運國際盛會，特

別精選了本班四位同學參與演出.非常感恩老

師選擇了我，給予了見識國外風光.也於出國

前給予參加的同學們集體訓練，除了表演的

舞碼，也教導我們國際禮儀和英文加強，林

老師均為我們的表率標竿!」她們在墨西哥演

出訪問時，張琍看到老師的應變能力以及使

命必達的態度與身教!

林嘉安1970年在國立藝專的學生蔣嘯琴

（註44）和老師十分親近，她說到老師對她

的影響，不僅止於課堂的學習，蔣嘯琴畢業

後，常隨林老師參與各式的研習會，她說:

「老師使我開闊眼界，因著老師的帶領，

廣泛的學習中接觸更多的專業，例如向留

學並旅居西班牙的陳珠卿（註45）老師，

習《佛朗明哥舞》、《鬥牛舞》；也接觸

到瑪莎葛蘭姆等不同的現代舞蹈技巧……

」。伺1998年蔣嘯琴時任臺灣藝術大學舞

蹈系主任時，特聘請林嘉安老師來校教授

《方塊舞》及《韻律》課程，延續此師生的

傳承。終身學習的態度是林嘉安給學生們最

好的身教及禮物!

三、體育中的舞蹈教育貢獻者

林嘉安在師大體育系的學妹，為臺南

科技應用大學舞蹈系（前身為臺南家專）退

休教授黃素雪（註46），常與老師一同切磋

舞藝，也常在林老師家研習《西班牙舞》、

《踢踏舞》、《方塊舞》……。時任系主任

時更延聘林嘉安赴家專授課，黃主任認為林

嘉安不爭、不談人是非，對前輩非常崇敬，

是位有質感的人，雅緻有高度!由於同為體育

及舞蹈人，她認為體育的身體教育是功能性

的，舞蹈除了功能性還注入情感及藝術性，

舞蹈的動作是表現性是情緒情感的表達，她

認為:「林嘉安是體育界裡的特色者!教育舞

蹈的教育者不僅知其然更是知其所以然，林

嘉安是體育教育中舞蹈教育的貢獻者」。以

下的訪談，增添佐證了黃素雪教授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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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安在中國文化學院的教學，除了舞

蹈科也在體育系及日夜間部普通體育課程中

任課，教授《韻律》及《土風舞》，體育系

第五屆學生馬樹秀（註47）是位女籃國手，

回憶:「老師教授我們舞蹈，是位嚴謹認真的

老師」；繼文化學院之後，1973年林老師為

林鴻坦校長延聘至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專

任，1973-1998年二十五年來，她在體育教

育中教授舞蹈，培育體育選手的肢體美感、

節奏感，增進其流暢性並增強其創造力，除

了扎實的舞蹈基本動作，也強化其中華民族

舞蹈的認知與掌握，曾教授《刀舞》、《槍

舞》、《劍舞》、《棍舞》、《彩帶舞》、

《馬鞭》、《連廂舞》、《旗舞》、《鳳陽

花鼓》（註48），也教授當代舞蹈系列：  

《現代舞》基本動作、《土風舞》、《踢踏

舞》、《方塊舞》，使得體育國手在國際競

技場合外，更添文化涵養。

註39	 伍曼麗，Line	 meeting線上訪談，2021年9月27日。

訪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

教授。伍曼麗為文化首屆校友，也曾是林老師在

文化時期的同事，為前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主任

退休教授。

註40	 李英秀，Line meeting線上訪談，2021年8月14

日、2021年8月23日。訪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立

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授。李英秀為林嘉安老師

的導生，曾是林老師在藝專時期的助教及同事，

為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退休教授，曾任臺藝大學

務長。

註41	 張琍，曾任中國文化大學系友會長，Line	 meeting

線上訪談，2021年8月13日。訪問人為趙郁玲，臺

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授。

註42	 張琍，李英秀也提及此事，可見當時的印象深

刻。林嘉安從第一屆三年級時即授舞蹈課程，她

帶領的導生班人才濟濟，張琍、李英秀、陳隆蘭

（文大舞蹈系退休教授）、陳玉秀（文大體育系

退休教授）、朱秀華（曾任文大舞蹈系專任講

師）、杜臺齡…。

註43	 張琍，面訪，臺北市兔馬舞蹈教室，2021年4月14

日。訪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

系副教授。

註44	 蔣嘯琴，面訪，林嘉安臺北市寓所，2020年8月25

日、zoom	 meeting線上訪談，2021年8月21日、Line	

meeting線上訪談8月25日。訪問人為趙郁玲，臺

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授。蔣嘯琴為臺灣

藝術大學舞蹈系退休教授，曾任臺藝大舞蹈系主

任。本文感謝蔣教授多方的襄助，許多歷史場景

多由她所建立，多次提供資料，回答研究者提

問。

註45	 陳珠卿，留學並旅居西班牙，也曾客席文化學

院。

註46	 黃素雪，電訪，2021年8月19日、line	 meeting線上

訪談，2021年8月25日。訪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

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授。此次研究很感謝黃

教授的相助，多次提供資料，回答研究者提問。

註47	 馬樹秀，電訪，2021年8月20日。訪問人為趙郁

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授。馬樹秀

為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教授。

註48	 陳秀華，電訪，2021年8月19日。訪問人為趙郁

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授。陳秀華

為臺北市立大學水上系退休教授。



1 3 6

林嘉安老師的身教及氣質也是北體師

生共同的回憶:臺北市立大學水上系退休教

授是當時是體操隊的陳秀華，是林嘉安舞蹈

課的小老師，她說:「林老師長髮美人!五官

端莊，很美麗溫柔，又很浪漫」、「我們當

時覺得老師好時髦，林老師和師丈每年一定

出國旅行，好浪漫，老師的身體語言優雅兼

具中外之美……」。臺北市立大學技擊系謝

富秀主任（註49），也是體專時期林老師的

學生，她上的是民族舞蹈課程：「老師溫和

有氣質，不太罵學生，是位氣質很好的老

師」；1977年上過林老師土風舞課程的王秉

泰，曾擔任老師課室的助教，後來也和老師

同事，除了協辦畢業舞展也是前述新式健身

操小學組發展製作的執行秘書，他談起林老

師：「一直是位學者，優雅而有內涵親切，

脾氣好」；另一位曾和舞蹈組張麗珠老師、

林嘉安老師、林麗芬老師一起執行大專舞

展，辦理大專啦啦隊競賽，時任課指組組

長，後為臺北體育學院校長及臺北市立大學

副校長的鄭芳梵（註50）談及林老師：「是

位做人很客氣，做事敬業的老師」。

1981年北體設立舞蹈組，1996年五專

第二屆舞蹈組的張記嘉（註51），為現任雲

門舞蹈教室專任教師，她回憶著：「嘉安老

師，常覺得她是飄進教室來，非常的優雅，

親切、身形優雅，是位有修養跟修煉的老

師」，「老師教的是中國舞及身段那類型的

舞蹈，上課口條不疾不徐」、談及嘉安老師

的教學法，她道：「嘉安老師的教學架構脈

絡清晰，按部就班一點一滴地建構，不花

俏，嚴謹而純粹」、「當時我們雖是舞蹈專

長，卻是需要舞蹈及體育課程等多元的學

習，上課的強度很強，像是競技有氧、啦啦

隊……，有力量，power很重的舞蹈，身體負

荷很重，現在回想起來，上老師的課有一種

使人緩下來的呼吸感，那像是一種注入的養

分，使得極速速度感下，得以有了可以轉換

的機會，當時年紀小不了解，只覺得可以緩

下來，現在回想起來，緩下來感覺身體，真

的很重要……」、「嘉安老師不僅是教舞蹈

也是身教，當她一進教室，就讓人有緩下來

的感受」。

走筆至此，在我訪談18位訪問者並迫不

及待寫出時，亦因此深呼吸地緩了下來，林

嘉安老師的身教在體育人中的影響，是內化

的，如樂聲之雋永……。

註49	 謝富秀，電訪，2021年8月13日。訪問人為趙郁

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授。謝富秀

為臺北市立大學技擊系教授兼系主任。

註50	 鄭芳梵，電訪，2021年8月16日。訪問人為趙郁

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教授。鄭芳梵

為臺北市立大學退休教授，曾為該校副校長、臺

北市體育局局長。

註51	 張記嘉，zoom	 meeting線上訪談，2021年9月8日。

訪問人為趙郁玲，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副

教授。張記嘉現任雲門舞蹈教室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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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1982年參與大專舞蹈研習會，左起吳明月、林嘉安、

黃素雪（照片來源：黃素雪提供）

圖25　體育節帶領臺北市立體專於中山堂表演「槍

舞」（1974）（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圖26　林嘉安夫婦於夏威夷與友人跳方塊舞（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圖27　林嘉安於夏威夷跳鬥牛舞之舞姿

（照片來源：歐陽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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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林嘉安承襲師業，在體育學術體系建構

舞蹈教育的第一代如高棪、劉鳳學等教授，

而林嘉安是承襲老師們為學態度、教材教法

並傳承的第二代。

她的教學身影在舞蹈及體育專業領域茁

根，更為體育之身體教育，注入美感、文化

性與藝術性！使得國手在國際競技場合外，

更添了以文化力會友的文化涵養。

在國家外交日益艱困之境，林嘉安也將

自身之專業奉獻與邦交國家從事舞蹈教育，

甚至為賴比瑞亞國慶編排大會慶典舞蹈，

因著良好的英語能力，她也在臺灣舞蹈國際

化上戮力，輸出中華民族舞蹈，也輸入歐美

的舞蹈，茁根於臺，如《CONTRA DANCE》

、《ROUND DANCE（圓舞）》、《SQUARE 

DANCE（方塊舞）》、《踢踏舞》、《西班

牙舞》……。

林嘉安老師家學教養優質，為人謙和，

做事態度認真嚴謹，具有極佳的人緣及信任

感，深受師長肯定，因而多方受邀授課，跨

校跨域教學經歷豐富:她在文化舞蹈科教授

「踢踏舞」，在體育系教授《韻律》，在普

通體育課教導「土風舞」。在女青年會教授

《踢踏舞》，在電視中心教授舞蹈，訓練演

員，在國立藝專舞蹈科教導《韻律》及《土

風舞》，在國樂科教授《舞蹈》，並受邀為

運動會編排訓練百人至千人的大會舞。在體

專教授《民族舞蹈》、《土風舞》、《踢踏

舞》。

整理老師授課的足跡及影響，她從體

育領域進入舞蹈專業領域，也在體育領域持

續舞蹈訓練，增強身體教育中的節奏感、美

感、流暢性及創新力。她更在體育通識教育

中除了增強各系所同學的肢體能力、節奏

感、美感及創新力外，增添其欣賞自己與藝

術的能力，在土風舞的教育中也增進體現了

學生們的世界各文化的認識能力；在大眾流

行領域中訓練演員；同樣地在國樂領域的舞

蹈訓練，除了增強其美感更使得音樂人用身

體「演奏」出舞蹈，外顯出中國文化的底

蘊。她也是體育中從事舞蹈教育之播種者，

上述經歷，豐富了她的教學閱歷也增強其教

學的寬度與深度!

初寫林嘉安老師人物誌時，一度因為老

師並未任行政職，而感到撰寫的難度，因此

也使得筆者有了反思之機：一位終身奉獻舞

蹈學術者，回顧她在舞蹈教學的行旅，我見

到的是她的身教，如前述她在體育人中的影

響，是內化的，深刻地，如樂聲之雋永……

。

林嘉安是體育教育中舞蹈教育的貢獻

者、體育界從事舞蹈藝術文化交流的前行

者，是集體育、舞蹈、文化外交，跨域的教

育者，回眸老師的身影，看見前輩為學的態

度與身教，也微觀了近代體育舞蹈教育的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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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得以完成，要感謝18位訪

談對象的玉成，係因林老師的為人，當筆者

邀約訪談時，師長及朋友們都很願意受訪襄

助；年來嘉安老師的身體欠安，許多記憶是

片段的，幸多年來老師有整理照片成立相簿

並書寫心得的習慣，加上受訪者的口述歷

史，使得本研究得以深入立體，為歷史補充

增頁，特此深深致謝。

圖28　筆者於林嘉安老師寓所（2020），林嘉安老師

（前右一）、蔣嘯琴（前右二）、歐陽珊（後

左一）與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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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林嘉安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4 23 9月19日生於上海（祖籍福建省林森縣）。

1947 36 13 隨母親與兄姐來台與父親團聚，定居於新竹。

1953 42 19 考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體育學系，師事高棪、劉鳳學。

1956 45 22
獲選中華民國藝術訪問團，隨高棪團長李淑芬、蔡瑞月、辜雅棽赴泰國參加該國慶憲典
禮-中華民國之夜演出。

1957 46 23

獲選隨何應欽將軍，「中華民國青年訪問團」為國家青年代表赴美國參加道德重整大會與
演出。

畢業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體育系。

1958 47 24
元月2日結婚，適歐陽新，婚禮由何應欽將軍證婚。

10月長子歐陽超出生。（現任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工程系教授） 。

1959 48 25
任教於省立臺北商專。

參與《萬象更新》舞台劇演出。趙王素珍編劇。導演鄧禹平。

1960 49 26

11月次子歐陽奇出生。（現任國立聯合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

參與Rickey Holden（李凱荷頓）來教授土風舞研習會（1957、1960與Rickey Holden合
影）。

1961-1962 50-51 27-28
參與《龍劇》－Dragon演出；《龍》劇在歐美各國共演出一百八十七場，觀眾約三十五萬
人，電視觀眾 （西、德、法語）則估達二千萬人。趙王素珍編劇

1964 53 30

受高棪主任之邀，擔任中國文化學院舞蹈科助教，體育系副教授（民國53.8-民國61.7歷
助教、講師、副教授） 。

師事美籍史里宛（又稱莎麗文）（Mrs. Marilyn Sullivan） 學習踢踏舞蹈，並擔任助
教，同期同學向華雄、許仁上（19歲）。

1967 56 33 6月么女歐陽珊出生（現任專業表演藝術攝影師）。

1968 57 34
隨「中華民國舞蹈團」代表國家參與墨西哥奧運會文化節目演出，擔任管理一職。

林嘉安於女青年會Y.W.C.A開授踢躂舞研習班

1969 58 35
應邀於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會（後稱臺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簡稱區中運））編作
《春滿大地》。

1970 59 36
兼任國立藝專舞蹈科國樂科教師（民國59-66年） 。

3月校慶為中國文化學院編作韻律操，由大一女學生擔綱。

1971 60 37

中國文化學院校刊《華夏導報》專訪林嘉安，發表〈韻律操的編排美與力的結合-專訪林
嘉安〉一文。民60.4.15，二版。

中國文化學院全校運動會編作韻律操，由大一520名女學生擔綱之大會舞（4月17日）。

擔任台灣電視訓練中心舞蹈班教師 教授三期之踢躂舞課程。

1973 62 39
文化全校運動會指導舞蹈專修科及體育系男女生120名表演「山地舞」。

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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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63 40

於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升任教授。

體育節，帶領臺北市立體專於中山堂表演《槍舞》。

外交部派往非洲賴比瑞亞國慶編排，指導國慶大典500人舞蹈演出駐外教學。

1975 64 41 著作：《團體舞理論與實例》，台北:歐語（民國68年再版）。

1976 65 42

7月6日擔任Evelyn Lockman現代舞教師研習班擔任教學聯絡及翻譯，地點:美國新聞處林
肯中心。

外交部派往非洲賴比瑞亞國慶編排並指導總統就職大典大會舞演出。

撰〈旅非見聞〉，《華崗體壇 》，第十二期。

1979 68 45
應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國樂團邀，為中華民國68年台北市音樂祭，「中國古今樂舞欣
賞會」，重現唐樂舞《柘枝舞》。演出執行/指揮：陳裕剛、演出指導：董榕森、舞蹈指
導：林嘉安（民國68.9.10）。

1981 70 47
代表國家赴菲律賓參與第二十四屆國際體健休會議INTERNATIONAL DANCE PRESENTATION
（1981.7.8）同行代表:吳文忠（師大教授）、高棪（文化大學體育系舞蹈組主任）、林
嘉安（台北體專教授），林清和（師大副教授）。

1982 71 48
應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國樂團邀以蒙古民歌編作《沙漠英豪》。

參與大專院校舞蹈教學研究會，民國71年7月3O日。

1984 73 50

全國第二屆大專杯啦啦隊競賽，擔任臺北體專教練獲得冠軍。

參與1984年中華民國教育舞蹈訪察團。
1應邀參加日本女子體育學會成立三十週年大會 。
2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亞洲文化》節目之中國舞蹈演出。
3參觀日、韓各級學校舞蹈教學觀摩。
4..促進中、日、韓舞蹈學術交流。

1986 75 52 新竹市啦啦隊教師研習指導老師（民國75.3.22） 。

1987 76 53

全國大專舞蹈觀摩展（民國76.4.22）台北體專主辦 林嘉安任籌備委員。

七十六年臺灣區運動會指導開幕大會舞《花樣年華》（臺北體專）。

應邀為臺灣區運動會閉幕典禮編創《鯉躍鳶翔》大會舞，由莊敬高中1200名舞者演出。

1990 79 56

應僑務委員會遴派，1990年2月16日至4月5日赴紐西蘭及澳洲，從事僑教推廣中華文化，
教授民族舞蹈參與推動僑務文化活動。

2月26日至3月9日於紐西蘭威靈頓聖公會華僑中心，教授民族舞蹈課程。

3月2日至3月13日於紐西蘭應Oamaru市政府之邀，編排舉行《歷代服裝演示》大會，「中
國之夜」演出《羽扇舞》、《巾舞》、《山地舞》。

3月14日至4月1日於澳洲墨爾本華僑教文化中心，教授內容：《霓裳羽衣舞》、《劍
舞》、《瑤池仙子》、《巾幗英雄》、《山地舞》、《新疆舞」》。

3月15日至3月16日於史賓威爾，教授《拂舞》。

3月17日擔任舞蹈顧問指導墨爾華僑演出青年節《歷代服裝演示》。

3月24日於仁愛中小學、中華中小學及聖心中小學（啟明）等三所僑校演講《中華民族舞
蹈》。

3月25日於青年會教授「旗舞」與劍穗基本動作。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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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83 60 獲邀為83年度臺灣區運動會編作大會舞《玉女嬉春》（大理國中）。

1996 85 62
6月16日台北市立體育學院畢業舞展擔任指導老師及編舞者。指導作品《ROUND DANCE（圓
舞）》、《SQUARE DANCE（方塊舞）》、《CONTRA DANCE》、《鬥牛士之歌》、《舞影奔
騰》，地點：臺北市政府3樓禮堂。

1997 86 63

6月17日台北市立體育學院八十五年度附設 三專第十六屆、五專第二十五屆畢業典禮暨舞
蹈教學成果展編舞，指導作品《舞影奔騰》。

應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蔣嘯琴主任邀，教授《韻律》及《方塊舞》。

1996-1997 85-86 62-63 教育部新式健身操小學組發展製作研發編輯者之一。

1965-1998 54-87 31-64 受邀擔任臺灣區中華民族舞蹈競賽評審。

1998 87 64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現稱臺北市立大學）退休。

1998-2009 87-98 64-75

定居夏威夷。進修研習踢踏舞、美國方塊舞（SQUARE DANCE）、夏威夷呼拉舞（HULA 
DANCE）於Ala Wai - Hawaii Ballroom Dance Association）；並受邀演出夏威夷舞及踢
踏舞、應邀為夏威夷杜台齡舞團-演出《刀舞》獨舞，並於夏威夷茶會退休人員教授民族
舞，編排《旗袍演示》、《鬥牛舞》、《海派秧歌》演出。

2004 93 70
〈林嘉安與歐陽珊-母女美麗佳話〉，《開拓與傳承:中華民國舞蹈學會50年誌》，台北: 
中華民國舞蹈學會，2004。

2016 105 82 夫婿 歐陽新逝世。

2021 110 88 林老師終身習舞不輟，直到生病才稍停歇。9月19日，老師88歲生日。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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