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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郁玲專技副教授 
現    職：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專技副教授 

學    歷：中國文化大學舞蹈教育研究所畢業 

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畢業 

專　  長：舞蹈、舞蹈理論、身體文化研究、藝術理論、表演創作 

e-mail：ylchao35@uTeipei.edu.tw 
TEL：(02)2871-8288#7232 

 
教學與服務經歷 

行政經歷 
曾任教務處出版組組長(民 100/8/1~102/7) 
 
與專長、教學相關之服務/指導經歷： 
1. 臺灣舞蹈研究學會理事 
2. 國立藝術教育館藝術教育諮詢中心舞蹈諮詢委員（99~101 年） 
3. 臺北市中小學推展傳統藝術教育審查委員(101~102 年) 
4. 擔任中國文化大學舞蹈學系碩士班論文考試委員 
5. 擔任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理論研究所論文考試委員 
6. 擔任臺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論文考試委員 
7. 擔任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論文考試委員 
8. 擔任臺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獎助個人及團體推動原住民文化藝術創意展出

實施計劃」研商委員（民 100/7/8） 
9. 擔任台灣大百科舞蹈類專業版撰稿委員(99 年) 
10. 教育部體育運動大辭典撰述委員（民 99/3/16~103/8） 
11. 擔任 99、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決賽評審 
12. 擔任民視『台灣演義』「黑貓歌舞團」評論員（民 100/7/31） 
13. 擔任 100 年度全國矯正機關收容人教化活動「武藝高強」比賽決賽評審 
14. 擔任臺北體育學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99/8/1~100/7/31） 
15. 擔任臺北體育學院第三屆法規委員會委員（100/1/1~100/12/31） 
16. 擔任 [台北市學生舞蹈比賽]評審(97、100 學年度) 
17. 擔任 [台北縣學生舞蹈比賽]評審(97~101 學年度) 
18. 擔任 [桃園縣學生舞蹈比賽]評審(99、101 學年度) 
19. 擔任 [基隆市學生舞蹈比賽]評審(97 學年度) 
20. 擔任台灣舞蹈研究學會論文評審(98、99 年度) 
21. 擔任臺北市政府原民會辦理「原住民舞蹈比賽」評審（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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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工作:  

 

……….1.台灣體育大辭典臺灣傳統舞蹈類召集人及撰稿委員(教育部) 2010 ~2013 年 

       2.台灣大百科舞蹈類專業版撰稿委員(文建會委託遠流出版) 2008 年~2010 年 

       3.台灣網路大百科舞蹈類撰稿(文建會) 2006 年 

       4.舞蹈辭典名詞釋意委員(國立編譯館)2005 年 

5.舞蹈辭典視聽項目審核委員(文建會傳藝中心) 2005 年 

6.藝陣數位典藏資料庫詮釋委員(文建會傳藝中心) 2003 年 

7.台北市立療養院日間留院[舞蹈治療]課程舞蹈觀察員 

8.臺灣藝陣舞蹈。「認識臺灣民俗」成果報告書。社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2001) 

參與計劃: 

     台灣高蹺陣之調查計劃 研究員(2004) 

     台灣阿美族馬蘭部落之舞蹈研究 研究員(1998) 

     台灣跳鼓陣之舞蹈研究 研究員(1999) 

 

曾任教科目： 
學科： 

東方表演藝術、西方表演藝術、中西藝術通論、、身體文化、表演形式與風格、台灣文

化、課程活動設計舞蹈簡史、舞蹈概論 
術科： 
表演創作、演出實務、潛能開發、中國舞蹈、芭蕾、表演肢體訓練 
 

曾應邀發表專題： 
表表演演藝藝術術與與文文本本--以以羅羅密密歐歐與與茱茱麗麗葉葉((RRoommeeoo  aanndd  JJuulliieett  ))為為例例[陽明大學](2012.10.)    
蝴蝴蝶蝶夫夫人人中中的的文文化化與與肢肢體體運運用用[臺北靈糧堂](2012.9.) 
傳統陣頭與現代表演藝術[淡水社區大學](2012.5.)[淡水社區大學](2011.5.)表演藝

術………….[華岡藝校表演藝術科](2009.12.28) 
從臺灣民族舞蹈發展談跨領域現象[台藝大表演藝術研究所講座](2008.11.20) 
身體文化地圖…………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通識講座](2008.10.3) 
布馬陣肢體語彙之研究 [文建會傳統藝術中心藝陣之美] 

藝術,生活禮儀之運用   [草山樂坊] 

藝陣之美             [文建會、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臺灣鄉土藝術之美     [農委會文化教室] 

臺灣鄉土藝陣之美     [台中市圖書館] 

多元智能與藝術教學運用[臺灣藝術大學教育學程] 
臺灣的藝陣賞析        [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     
藝術與生活            [台北市立中醫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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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              [台北市立忠孝醫院、台北市立中醫醫院]  
藝術與人生            [台北市立忠孝醫院] 
肢體開發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於團體活動設計教學課程、亞東技術學院工

業設計系] 
舞蹈與治療…………….. [行政院衛生署八里療養院職能治療師進修課程] 
 

 
趙郁玲學術發表著作目錄 

 
一、 期刊論文 
1. 趙郁玲 (2012)。文化沖積與舞蹈發展 -以 1949-1987 年之舞蹈現象為例。臺北體育

學院動態藝術學刊。VOL.4。 

2. 趙郁玲 (2012)。記憶、跨界、共舞－素描臺灣舞蹈家康嘉福及其芭蕾舞蹈社會教育

之圖像。2010 國際學術研討會『身體記憶與社區的交織：在地觀點』論文研討會。。

文化舞蹈，2012，46-54。 

3. 趙郁玲(2009)。素描臺灣爵士~舞流(2009)。臺北體育學院動態藝術學刊。VOL.2。 

4. 趙郁玲(2007)。從台灣舞蹈研究學會 CORPS 模式-探討其知識分享之運用。康寧學報。

第九期。 

 

二、專書及專書論文 
1. 趙郁玲。(2007)。凝視與回眸－－台灣舞蹈書寫。五南圖書公司。臺北。 
2. 趙郁玲。(2007)。台灣舞蹈素描〈輯一〉。五南圖書公司。臺北。 
3. 趙郁玲。(2007)。車鼓。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4. 趙郁玲。(2007)。華岡藝術學校舞蹈科。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

北市。 
5. 趙郁玲。(2007)。伍曼麗。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6. 趙郁玲。(2007)。車鼓陣。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7. 趙郁玲。(2007)。跳鼓陣。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8. 趙郁玲。(2007)。何麗美。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9. 趙郁玲。(2007)。布馬陣。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10. 趙郁玲。(2007)。老背少。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11. 趙郁玲。(2007)。沈仁智。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12. 趙郁玲。(2007)。蔡星輝。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13. 趙郁玲。(2007)。婆姐陣。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14. 趙郁玲。(2007)。黃秀峯。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15. 趙郁玲。(2009)。姚明麗。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16. 趙郁玲。(2009)。林明德。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17. 趙郁玲。(2009)。中華民國舞蹈學會。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

市。 
18. 趙郁玲。(2009)。台灣的爵士舞。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19. 趙郁玲。(2009)。蘭陽民族舞團。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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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趙郁玲。(2009)。台北民族舞團。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21. 趙郁玲。(2009)。舞蹈社。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22. 趙郁玲。(2009)。漢族舞蹈 。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23. 趙郁玲。(2009)。余能盛。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24. 趙郁玲。(2009)。賴秀峰。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25. 趙郁玲。(2009)。康嘉福。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26. 趙郁玲。(2009)。許清誥。臺灣大百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北市。 
 
三、國內研討會論文 
1. 趙郁玲。2010 年 11 月。記憶、跨界、共舞－素描臺灣舞蹈家康嘉福及其芭蕾舞蹈社

會教育之圖像。2010 國際學術研討會『身體記憶與社區的交織：在地觀點』論文研

討會。 
 
四、技術報告及其他 
1. 趙郁玲。2010。許仁上。臺灣大百科網路版。智慧藏。台北：文建會。 
2. 趙郁玲。2010。賴秀峰。臺灣大百科網路版。智慧藏。台北：文建會。 
3. 趙郁玲。2010。中華民國舞蹈學會。臺灣大百科網路版。智慧藏。台北：文建會。 
4. 趙郁玲。2010。余能盛。臺灣大百科網路版。智慧藏。台北：文建會。 
5. 趙郁玲。2010。漢族舞蹈。臺灣大百科網路版。智慧藏。台北：文建會。 
6. 趙郁玲。2010。黑貓歌舞團。臺灣大百科網路版。智慧藏。台北：文建會。 
 
五、創作作品展演活動 

1. 2000 飛翔 (音樂劇) 救世傳播協會天韻合唱團 
2. 2005 生命讚歌 (音樂劇) 台北靈糧堂藝術部 
3. 2006「恩愛永不斷」(受難日音樂會) 台北靈糧堂/有情天地 
4. 2006「茶花夢圓」(音樂劇) 台北靈糧堂媒體中心 
1. 2007「巧克力‧情濃‧踢」(音樂劇) 台北靈糧堂媒體中心 
2. 2007「讓愛亮起來」 (音樂劇) 台北靈糧堂媒體中心 
5. 2008「天堂之鼠」(音樂劇) 台北靈糧堂媒體中心 
3. 2009「茉莉公主」(舞台劇) 台北靈糧堂媒體中心 
4. 2010 年 4 月。喜樂泉源。復活節演出（臺北靈糧堂）。 
5. 2010 年 6 月。天父的花園。週末派（臺北靈糧堂）。 
6. 2010 年 10 月。恩典之路。千人受洗典禮（臺北靈糧堂）。 
7. 2010 年 12 月。聽我們呼求。跨年之夜（臺北靈糧堂）。 
8. 2011 年 2 月。新天新地。中華之夜（美 ISU 大學）。 
9. 2011 年 7 月 24 日。耶和華為我們行了大事。合一轉化委身傳承感恩會（臺北靈糧

堂）。 
10. 父親之子(戲劇)。2012 年 4 月。臺北靈糧堂台北。 
11. 蝴蝶 永恆的香頌(音樂劇)。2012 年 12 月。臺北靈糧堂台北 
12. 活著為要敬拜祢(舞蹈)。2013 年 1 月台北靈糧堂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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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展演活動： 

1.「必修」動態藝術學系第二屆 畢業公演（2011）擔任演出執行 
2. 『動藝學概論』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動態藝術系教學成果展行政組及編導組（2012） 
3. 大專運動會台北市宣傳 2017 世大運演出（2013） 
4. 『臺北市忠誠路二段 101 號 4F 19:30』動態藝術學系二年級班級展演藝術總監（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