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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ADF成果報告與分享	
周新杰	

	
	 	舞蹈對我來說一直有一種吸引人的特質，可能因為它發生的時候就只在那個當
下；也可能因為是由許多人一起組成讓它有呼吸、也更有溫度。也不需要太多無

謂包裝的語言來溝通，我們用眼睛觀察、用腦袋思考、用身體去感受。在 ADF
這六週的時間讓我又再一次的感受到這股迷人的力量。	
	
	 	 6/12我們一行人搭著長榮的飛機來到紐約，在紐約轉機時差點因為沒有抓好
時間來不及搭上飛往北卡的班機。當我們到達杜克大學的時候其實距離 ADF的
開幕還有 4天，現在回過頭來想其實還蠻好的我們有時間調整時差適應一下杜克
大學校去附近的環境。	
	
	 	很快的 ADF美國舞蹈節開始了在第一週裡面我們除了一如往常的報到、和聽
講座以外最有趣的就是 audition和 preview	class。	 Audition又因應不同的演出有
不同的徵選大致上分為 Footprints、Repertory、ICR。	 Footprints其實就像在台灣
各大院校的每一學期對外公演有舞台、燈光、服裝甚至對外售票非常正式的演出；

Repertory顧名思義就是學舊作，在最後一周的時候在教室裡做一個大型的呈現；
至於 ICR則是 ADF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編舞者來創作，作品同樣也是在舞蹈節的
尾聲會有呈現；幸運的是我徵選上了 footprint的其中一支舞。Preview	class其實
就是試上課，把所有 adf常態課在兩天內讓我們全部體驗過一次好讓我們在接下
來可以確定自己的課表，最後我所選的課是 gaga	和 contect	improvisation。	
	
	 	經過了第一個禮拜的洗禮，我的課表也確定了下來，每個禮拜的一、二、四、
五的課程就是我選的 gaga	和 contect	improvisation；星期三、六、日則是 ADF安
排的大師課或是工作仿(又稱作WFSS)，所以由此可見其實課程相當豐富。有些
課可以因為是每個禮拜上四次可所以學到的東西比較深入，有些課程則是可以去

體驗一下不同運用身體的方式；再加上有許多看不完的演出，在這麼多的演出裡

面我隊以色列的演出團體最為之驚艷，每一個來自以色列的舞團我都非常喜歡不

管是敘述的形式或是使用身體方法，每一格環節都非常吸引。	
	 	 	
	 	在一開始上 gaga課的時候我其實不是聽得很懂，因為 gaga在這一個技巧裡面
其實有一些獨有的專業術語老師在一開始也沒多做解釋，讓我有一點不知所措每

當他提到一些詞彙的時候我都只好看看身邊的人或是老師怎麼做然後試著去揣

摩。讓我想起以前在 batsheva的李貞葳學姊有一次在一個演講上提到他剛在舞
團裡的時候也因為語言的問題常常當編舞者在做引導的時候聽不懂只好自己用

力的觀察並大膽的嘗試，來試試看是不是編舞者想要的身體。幸好到了課程的中

後期老師開始解釋一些動作的原則和想法之後我越來越能夠理解並好好享受這



一堂課。	
	
	 	另外一堂課是 contect	improvisation	起初在第一個禮拜的時候我其實覺得很煎
熬，因為以前在學校的時候其實已經有接接觸過接觸即興的相關課程，所以算是

有些基礎，而 ADF的接觸即興課裡老師想要一步一步慢慢的累積讓大家有比較
正確的觀念所以進度推的很慢。所以在整個課程的前半段我會覺得太過簡單，但

奇妙的事情是我發現在接觸即興裡其實許多看起來華麗而且有難度的技巧都必

續仰賴你有一個很好的基礎以及觀念，不然就只是盲目地在追求”招式”而沒有仔
細地在聆聽。老師也非常用心時常會傳一些關於接觸即興的文章給我們讓我們理

解或是跟我們講解關於接觸即興的由來，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一堂課。	
	 	這一次非常幸運的能夠徵選上一個 FOOTPRINTS的作品，編舞者叫做 Gregory	
Dolbashian	他是一位非常非常非常 NICE的一位編舞者，跟他工作真得很舒服，
他給舞者很多空間但又不會讓你覺得他沒做功課都只是要舞者即興，再加上他不

會擺所謂”編舞者的架子”，不會讓你覺得編舞者就是必較優越舞者就是應該要任
他擺布，因為以前有跟一些奇怪的人工作過所以我個人非常排斥也不欣賞那種工

作模式。而這一支有很大量的雙人技巧，而我也透過這一次的機會學習如何跟著

自己的夥伴”一起”跳舞而不是”陪著”他跳舞。	而我覺得我學到最重要的是我學
會去相信其他的夥伴以及去感受大家在台上的每一個動靜。	
	 	最後我非常感謝菁霖文化藝術基金會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可以參加 2017年的
美國舞蹈節，在這短短的六週我學到了很多關於舞蹈的事，也學到了更多關於生

活的事，而我相信這一切的一切都會成為我往下一個階段前進的動力以及養分	

	



Footprints與舞者們合影	

與 Gregory	Dolbashian合影	

和 Saar	Harari	(gaga老師)合影	



	
和	 Ray	Schwartz(contact	improvisation老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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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ADF Jun.15th, 2017 ~ July 29th, 2017                      林佳瑩                                           

        ⾶飛機拉著長長的⼀一條線，歷經了了15個⼩小時的⾶飛⾏行行時間後，抵達了了⽬目的地—北卡羅納州德罕，開
啟我們為期六週美國舞蹈節ADF的活動。

        六週都有固定的課表和排練，每週每週也會有特別課程或是⼤大師課，最棒的是～還有無數的演
出可以欣賞！當我將所有演出都填上⾏行行事曆時，才發現演出佔了了⾏行行事曆的⼀一半，每週晚上都有三到
四場的演出，是多麼幸福啊！你可以⾃自⼰己做很多的選擇，選擇你所好奇的，你想吸收的，⽽而所有的
學習都將是⾃自⼰己珍貴的收穫。課程上我選擇的是Sutton的芭蕾課以及Schwartz的接觸即興，並選擇
Footprints的audution，幸運的徵選上和來來⾃自紐約的Gregory Dolbashian⼯工作。早上⽤用⼀一堂非常舒服
的芭蕾課喚醒⾝身體，維持訓練基本，接著的接觸即興課舒展⾝身體，並發展⾝身體更更多的可能，下午則
是Footprints的排練，晚上就欣賞演出。

        ⼀一天兩兩堂課加⼀一個排練，不多，佔了了24⼩小時中的8個⼩小時，其實有很多的休息時間、⾃自⼰己的時
間，⼀一整天並不會被事情塞得滿滿的，但每天每天都有說不出來來的滿⾜足～⽽而在出發美國之前，其實
我的⾝身、⼼心狀狀態並不是很好，所以擔⼼心⾃自⼰己出國會不會被負⾯面給影響，但在ADF的⽣生活，發現⾃自⼰己
的⼼心越來來越平靜，沒有不安、沒有焦慮、沒有煩悶，每天每天都可以好好的思考我在台灣遇到的問
題，勇敢⾯面對那段時間⼼心裡排斥的壓⼒力力。六週，⼀一個半⽉月的⽣生活，簡簡單單，卻不枯燥，那時⼼心裡
有個聲⾳音說～「妳真的很幸福，要好好⽣生活」，於是我在我的筆記本寫下「越簡單的⼼心，獲得越多，
越有強⼤大的⼒力力量量」！

        這趟ADF的旅程，我的收穫並不是⾝身體能⼒力力變得多強、技巧多厲害，⽽而是內⼼心中得到了了勇氣去
⾯面對處理理事情，讓⾃自⼰己打開⼼心去接受、認識更更多的事物。最重要的是相信「 Believe in」這件事，我
不是在這才學會，⽽而是在這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將它烙印在⾝身上，時時刻刻體醒⾃自⼰己。跳舞讓我再
⼀一次的相信⾃自⼰己，在跳舞的當下能夠真真實實地感受到我，林林佳瑩的存在。⼀一趟不後悔悔的旅程，真



的非常謝謝菁霖⽂文化基⾦金金會給予的機會，讓我重新⼜又回到舞蹈這條路路上！在ADF所發⽣生的所有的⼀一
點⼀一滴，都是如此珍貴、美好的回憶與經驗！謝謝菁霖～～～

Duke University裡的健⾝身房～
有學⽣生證就能免費使⽤用啊！

住的apartment，
溫馨⼩小家～



六週的夥伴們：）

瑞瑜💛

立安💚

新杰💙

莹萱❤

薇伊💜

有⼩小廚房的幸福～❤  

第⼀一次下廚就獻給這兒了了！



ADF
的
美

麗
風

景

ADF Footprints “HiveMind”
My new FAMI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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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ADF 成果分享 

 

Find yourself  in dance 

簡莹萱 Lala 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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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 
在課程開始之前認識環境與同團夥伴 

住宿 
我們居住的地點位於Swiff  200，19和20號的宿舍，距離學校約莫10-15分
鐘的路程，環境良好，同時部分鄰居也都是ADF的成員，分別有來⾃韓國
各地的舞者與參與ICR的國際編舞家們。  
                                                                                                                   

宿舍內部的環境佳，⼀⼾有⼀間單
⼈房、⼀間雙⼈房含廁所、⼀間衛
浴、廚房、客廳，因為有前輩們留
下來的各式⽣活⽤品與⼯具，所以
銜接相當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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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左1 雙⼈房、右1 廚房、左下 客廳）



                       周圍環境 

在宿舍附近外，約莫八分鐘的路程能夠到達中型有機商家Whole 

Food，在學校側⾨對⾯，如果再⾛得更遠，⼤約15分鐘可以抵達第九
街，街上有較多的餐廳可以選擇，還有⼀家⼤型賣場Herris Te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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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前往Whole Food時會經過的鐵路正好有⽕⾞經過 

右上：前往Whole Food採購 

左下：九街傍晚時的景貌 

右下：Herris Teeter的正⾨ 



                         與夥伴的⽣活光景 

!4

左1：⼀起在後陽台玩比⼿畫腳 

右1：幫忙罩新杰剪頭髮！ 

左2：⼤家⼀起煮飯～ 

右2：吃早餐囉！ 

左3：⼀起從家⾨出發！



課程介紹 
在ADF有豐富的課程可以選擇，但⼀旦選
定，每週ㄧ、⼆、四、五，都會是⼀樣的課
程，持續六週，最多⼀天只能選擇三堂課，
最少⼀個B Class，包含Foodprints(等等介
紹），於是乎要慎選啊！ 

⽽週三、六、⽇是彈性課程，每週都會更新課程傳mail到信箱，要記得收
信以免錯過好課;另外⼤師課在活動⼀開始就確定⽇期了，可以⾃⼰先做
功課，再安排要上什麼，因為⼤師課是有名額控管，⼀⼈只能選五堂⼤師
克，確定了就去公佈欄登記，先搶先贏！
演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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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離⼿的選課！ 

正式開始上課前會有⼀連串的preview class，⼀堂15分鐘，會在兩天內把所
有課程試上⼀遍，可以在當中挑選出未來六週想上的課，接著會根據報名
ADF 的順序，到集合地點遞出選課表，晚報名者可能無法選到⼀些⼈氣
課程。 

我所挑選的課程分別是Counter Technique和 Contact improvisation  

覺得命中註定開⼼無比～不後悔！！！ 

右圖： 
Preview Class 
組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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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 Technique- 

授課⽼師有兩位，前三週是Kira，後三週是Joy。 

我喜歡Kira多⼀點～哈哈哈哈，上Kira的課很舒服，課程步調很溫順，⼗
分有教師魅⼒，雖然每天前⾯都會上⼀樣的套組，但是在這樣的累積下可
以很清楚感受身體的變化，可以感知各個身體部位的使⽤、連結，和動⼒
的發源、動向，到最後的⼤套組，做完會覺得這樣跳舞非常爽快，然後你
會⾃發性地想⼀⽽再再⽽三地排隊練套組，試圖理解各個細節，我想這樣
的⾃發性對我⽽⾔相當珍貴，跳舞跳久了很容易變成做⼯，常常忘了持續
認識⾃⼰的身體，很開⼼能透過這堂課找回跳舞很重要的感覺，不是什麼
偉⼤的初衷，⽽是很本能性想跳舞的欲望，雖然這堂課是在第⼀堂，卻讓
你⼼⽢情願的早起上課，我想這是這堂課成功再好不過的證明！ 

Joy因為銜接後三週，所以需要重新適應她的步調和邏輯，相較於Kira，
Joy的組合在動⼒上比較沒那麼順，動作解析重點也比較不精闢，關於數
拍⼦更是有趣，常常摸不著頭緒，但上到後⾯反倒是⼀種好訓練，讓⾃⼰
找到細節，讓⾃⼰跳得好看。(下圖與Kira⽼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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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improvisation- 

這堂課是由⼀位有著⽑躁長髮和圓⽽結實的啤酒肚的男⽼師引導，名字是
Ray! 
還記得第⼀堂課⼀直在地板上滾到我想退選，還好我有耐住性⼦繼續上下
去呀！因為在台灣有接觸過接觸即興，又是好⽼師古名伸、余彥芳的帶領，
剛開始上這堂課覺得有點無趣，但從第⼆堂開始，Ray開始加入其他教材
讓我回⼼轉意，我覺得在國外上即興很有趣的是，我們真的是在⽤身體交
流，礙於語⾔的關係反⽽能讓我們更純粹的⽤身體來感受彼此，⽽課程中
教授了⼀些“技巧”，讓我覺得最奇妙的是當它不知不覺發⽣在互動時，你
會覺得很驚喜與有⼩⼩成就感，因為你不是為做⽽做⽽是⾃然發⽣，即興
中常常會發⽣⼀些⽭盾情懷，雖然是“即興”但總是預想好下⼀步，讓左腦
領導決策，於是容易想要表現什麼，⽽在這六週的課程中，有好幾個即興
⽚刻都讓⾃⼰跟同伴意想不到，我稱為“魔幻時刻”，那是要雙⽅都很在當
下，可遇不可求的時空，⽽且不可逆呀～我很感謝有這個機會讓⾃⼰放在
⼀個⾃由⽽包容的平台感受、成長，誠實⾯對每⼀個當下，我會記得如何
“開始”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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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機會 

Foodprints-  
在⼀開始發送的資料夾就會分配你的徵選隊伍、順序、號碼，徵選共兩天，
是第⼀個開始的徵選，第⼀天結束記得查收後續訊息，如果有call back就
可以繼續隔⼀天的甄試，第⼆天結束要記得填線上表單，決定你想⼀起⼯
作的藝術家的志願順序，如果忘了填視同放棄。 

這是唯⼀會進劇場演出的表演，規格如同售票演出，舞者的服裝也是量身
定做，⼯作時間最長，週⼀至週五每⽇三⼩時，接近演出階段可能需要六
⽇進劇場，相當充實，也因為如此，無法再參與除此之外的演出，需深思。

Repertory-  
經典舊作重現，作品在徵選前亦會發送至信箱，可以先做功課再決定要不
要參與，⼀樣需要徵選，但和Foodprints不同的是可以參加其他演出。 

ICR-  
來⾃世界各地的編舞家到美創作，資歷不像Foodprints的編舞者⼀樣有歷
練，但運氣好的話可以和具潛⼒的藝術家⼯作，同樣需要徵選，但和
Foodprints不同的是可以參加其他演出。 

Student concert-  
學⽣可以⾃⼰創作的平台，如果參與了，每週⽇都需要固定和其他同樣有
參與的成員討論⾃⼰的想法、進度，最後會在ADF結束前兩天在教室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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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prints 
我最後所選擇的是來⾃加拿⼤的編舞者Shay Kuebler，由於他⾃身的
身體特質與所接觸過的訓練，如太極、少林功夫等，使他的作品有⼀
些技巧性動作需要⼀定程度的舞者才能完成，很榮幸能夠與他共事，
從他身上學到很多，他是⼀位⼼思縝密的編舞者，很清楚⾃⼰要的是
什麼，也很能“做到”⾃⼰想要的結果，所以最後的成果根據觀眾朋友
所⾔是⼀⽀不錯的作品，⽽在排練過程中，即便有非常艱⾟的時刻，
但還是抵不了認識朋友的美好，我們⼀共20位舞者，每⼀個⼈都身懷
絕技，我不得不說有經驗的編舞者挑⼈真是⼀絕，在短暫的徵選中精

準的挑選⽇後要⼀起⼯作的夥伴，我常常在排練過程中欣賞夥伴的
舞技～哈哈，我認為編舞者和舞者之間有⼀個隱形的連結，我們同時
都在冒險的將彼此交付對⽅，⽽能持續連結的能量是信任，因為信任，
我們對彼此負責。⽽在⽇複⼀⽇的朝⼣相處，感情也越來越好，更讓
我認識在美國最好的朋友Hannah! 

這是讓我覺得選擇跳這⾸舞最棒的原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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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時刻 

對我⽽⾔這⼀趟ADF 之旅收穫最⼤的莫過於觀看豐富的演出內容以

及認識新的朋友。每⼀週至少有兩檔演出的洗禮，可以在短短兩個

鐘頭內的演出中看⾒⼀位藝術家的理念和堅持的美學，可以選擇欣

賞也可以擁有無語置評的空間，但都要尊重這樣⼀個想法的存在，

看著⼀個又⼀個的演出，會迫使你思考很多事情，可以⼤到“美什

麼”，也可以⼩到“舞台妝容要多誇張”，更可以歪到在舞蹈中“直男

和同志的差異”，因為我們同時也是舞台⼈，所以在擔綱觀眾的角⾊

時，我們更可以站在更多的角度來解讀作品本身，以舞者的視角會

延伸出如何使⽤身體、“如果我是他我會怎麼處理那個組合”的提

問，亦會討論舞者魅⼒的產⽣是先天還後天，以及如何產⽣;以創作

者觀點來切入，你會注意整體結構的組成，⾳樂的選⽤與剪接、是

否和作品有加成作⽤，⼈數的調配和空間的配置、燈光的使⽤以及

服裝的剪裁，諸如此類的龐⼤資訊⼀股腦地迎向新腦，來不及吸收

就準備消化另⼀個訊息，進⽽引伸出更多的提問：作品有完成的⼀

天嗎︖什麼是好看的作品︖ “做⾃⼰”的創作曲⾼和寡，通俗親民的

作品又可能過於流俗的迎合，平衡如何拿捏︖叫座不叫好和叫好不

叫座的取捨，何為創意創新︖以及建⽴在什麼基底下︖藝術真的無

國界︖關於這點，觀賞完六週內的眾多演出，很明顯的可以從“笑

點”來探討，因為在不同的⽂化和教育下，國家本身還是有該國獨有

的語彙，曾經⼀位旅英語⾔博⼠跟我說過：母語⼈⼠和語⾔學習者

最⼤的差異是使⽤⽂字的精準度，無論後天學習的再精闢還是會有

!11



細微的差異，⽽其中的緣由便是成長背景，由此可知，連個體之間

對於藝術的理解都能天差地遠，何況浸浴在不同⽂化染缸的他國，

反之，還是有藝術家打破國界，表達出超越語⾔隔閡的信念，例如

法國藝術家JR創作了《Face2Face》系列，在以巴的邊境牆上，張貼

兩地從事相同⼯作的市民肖像，讓觀者分辨肖像主角的身份，間接

諷刺在政權操弄的背後其實⼈無差異，當然影像和表演藝術的呈現

⽅式⼤相徑庭，但就藝術⽽⾔，還是有不少的成功案例;單就觀眾視

野，在觀看演出的同時也會思考為何⾃⼰會喜歡這個作品、為什麼

不︖我期待看到什麼︖期待被娛樂︖ 

我喜歡⾃⼰和⾃⼰的問答時間，更喜歡和同伴討論的過程，無論最

後是否有所結論，在交流時思緒碰撞的每個瞬間都讓我覺得很珍貴，

他們總是能給我驚喜，在此帶出了另⼀個重⼤收穫：朋友。 

暫且將朋友分為國內和國外，同團的國內朋友之於我，除了認識很

罩的罩新杰，其他幾乎是完全不認識，透過這週六的密切相處，從

彼此的身上受益良多，就算來⾃同⼀個國家也因為不同的環境孕育

出各⾃的思維，在交談的過程中很⾃然地就能交換彼此的想法，因

為沒有語⾔的阻礙，可以很精確地表達想說的話，同時互相幫忙打

理⽣活，對我來說也是件甜蜜的事，也能夠透過認識不同個體，進

⽽了解⾃我，知道⾃⼰喜歡什麼、不習慣什麼、害怕什麼，關係是

累積同時⾃然⽽然的，緣分很重要，⽽我們能同期拿到獎助⾦⼀起

出發學習，除了個⾃的努⼒和運氣之外，就是⽼掉牙的緣份了，在

這邊不免俗的說聲謝謝⼤家的照顧和包容～;來國外當然要交⼀下國

外的朋友～哈哈哈，透過課程和排練的連結，終於在後三週交到真

!12



⼼不騙、不會只說how are you就句點的善良朋友，因為⽂化差異，

雖然美國⼈看似好客但多半其實都是在social，也不是說他們做⼈表

⾯⽽是這就是⽂化本身，沒有好壞只有適不適應，可以吸取他們⾒

⼈開⼜的膽識，也可以保留台灣以誠待⼈的淳樸，更何況多數並不

等於全部，跳脫⾃身⽂化的⼤有⼈在，所以就感受每個個體吧！合

不合你⼀定知道～ 

如果說多樣的課程內容和活動讓我在ADF過得充實豐富，那麼朋友

們則是讓它精彩美好，我可以斬釘截鐵的說，如果這趟旅⾏沒有朋

友們會黯然失⾊許多，所以很多的謝謝again～

!13



	

	

	

	

羅立安	

	

	

	

	

	

	 	



2017	ADF美國舞蹈節心得	
	 	非常感謝有這次的機會讓我能去 ADF看看，這是我個人有生以來出國最長久
的一次，也因此在出國前把許多的種種準備到極致，雖然在國外還是很多的小插

曲，然而我們就在清晨 5點離開台灣了。	
	 	對於第一次在國外生活，只能說不知所措，來到一個新的環境對於周遭環境及
文化都不熟悉，同時也明白自己的英文其實只是皮毛，但是對於已經跳進火坑的

我當然就是只能硬著頭皮撐下去，還好美國人其實比我想像中的友善很多。很快

地來到了第一天，在第一次的大聚會中我們抽籤分小組，很不幸的我抽到的那組

我是唯一的亞洲人，不過就還好當天的精神狀況還不錯所以能大多聽得懂老師的

問題，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們小組的老師要求我們每個人反思:(為甚麼來到 ADF?
為了什麼而來?期待得到甚麼改變)	這三個問題其實當下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然而到最後我也還是無解，只能說自己是為了來看看不同

的舞蹈視野而來。經過了第一次聚會後，緊接著就是 FOOTPRINT的徵選和課程
的試上，我個人最後是選擇了 COUNTER	TECH、CONTECT	IMPRO和 SHAY的
FOOTPRINT。COUNTER	TECH是一堂早上 8:30的課，說真的如果要我在選擇一次
我不會選的，因為在自己還沒準備好的狀態下就要開始跳舞其實是很痛苦的，不

過這堂課的老師真的很好，在課堂裡他會把動作講解得非常細膩，讓你可以了解

身體的運作方式，他所要求的技巧不是動作的完成度，而動動作的動機及過程，

這也讓我重新檢視了已經定型的身體，把舊有的習慣打亂並重新拼接找到新的使

用方法，到了最後其實是滿有收穫的。第二堂課 CONTECT	IMPROVE其實就是我
們最熟悉不過的一堂課了(接觸即興)，雖說熟悉不過也已經有兩年沒又接觸了，
在前幾堂課還真的是覺得很對不起以前教我的老師，接觸變得很陌生甚至有點害

怕，不過在 RAY老師一層一層的引導後，總算有找回一些，並且也玩出了更甚
以往的可能性，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堂放鬆舒服但又有收穫的課。	

	

	 	 	



	 	 FOOTPRINT的排練室每天最減肥的課程，課程本身 FLOORWORK很累就算了，
剛好還發配到唯一一間沒有冷氣的教室，每次的排練結束就是虛脫跟脫水，不過

這樣的環境及累度也將我們推到另一個檔次。對於 FOOTPRINT的排練，老闆是
SHAY他是一個工作狂人，說了不會晚結束於是早開始，在排練中老師自己也很
認真對於每個動作的示範都不馬虎，這樣的排練態度也讓我們大家戰戰兢兢全力

以赴，也讓我們最後的演出圓滿結束。雖然當初選擇 SHAY是因為 FLOORWORK
但是好像在排練過程中很多人會做不到於是最後的演出就沒有太多的

FLOORWORK這是為一的小遺憾。

	
é很高興一起工作的夥伴和老闆。	
	 	除了每天這些固定的課程之外，ADF很細心的安排了在禮拜三跟六日有一些大
師課程，先說我個人對於大多數的大師課程其實滿失望的，他們所上的東西基本

上都是一些很常見的課程，對於質地的要求其實也沒有特別的不一樣或是細膩，

不過像是 HEALING	TECH跟 HIPPOP的課程就讓我滿喜歡的，HEALING	TECH是在
教如何找到受傷的根部以及如何放鬆患部及重新啟動那些沒被使用到的肌肉，老

師是韓國人對於課程的講解很辛苦，不過對我這種英文普普的人其實聽起來反而

是更容易懂的相對的在課堂自然也收益良多，另外 HIPPOP
對我來說是認識一種全新的舞蹈，其實沒有太多的感觸就是

覺得不一樣的動動身體，而且跳完心情很開心這樣就足夠了。

在結束了六個禮拜的生活後就前往紐約啦~	
	
	
	
	



	 	對於這次的旅程分享，我自己認為我還沒有準備好跟想清楚就去了，對於心態
的轉換也沒有轉換好，我們都知道難得有機會要出國去看看，但是要出國看什麼

以及那個的有你想要看的東西嗎，自己是否做足了功課知道有那些東西可吸收呢?
我反思是沒有。雖然說對於舞蹈技巧及演出上並沒有太多令我驚奇的，不過讓我

意外收穫最多的是朋友和老師，在那邊的人我們年紀其實算是數一數二的大了，

但是那邊的朋友說出來的話卻格外的有自己的想法及主見，對於排練也不死板編

舞者能主動跟舞者溝通，這是我一直很嚮往的工作模式，而在教課上面也給予很

多的細心講解及提問，透過溝通互動及快樂是最有效續的學習方法。還是很感謝

這次的機會讓我們可以出國看看，認知到國外的舞蹈藝術發展到了哪裡，也讓孤

身在外的自己學習到了些許的求生技能，更能藉著觀看很多的演出及上的課程發

現自己還能夠補強的部分，有了這些新的認知也就不枉此行了。	
	



	

	

	

	

林瑞瑜	

	

	

	

	

	

	 	



⼤大幕升起 

	 今年年我們六⼈人出發與歸國的時間幾乎相同，從台灣桃園機場⾶飛往紐約 JFK，再轉接國內線到

德罕(Durham)，這是經過精打細算後比較省錢的⽅方式。也因為有先開通美國⼿手機，因此抵達 JFK 時

便便與 Alyssa 連絡上，她是舞蹈節主要與我們聯聯繫的窗⼝口，到德罕機場後沒有太長時間的等待就看到

舉著 ADF⼩小牌⼦子的 Alex。現在回想起來來這些畫⾯面依然鮮明，還記得他在⾞車車上邊打著⽑毛線邊與我們嘻

嘻哈哈的聊著，說去年年在 Ark Jam ⼤大

家跳得忘我、揮汗如雨，依偎、分享

彼此的重量量，他清晰記得彼此肌膚溼

滑炙熱的感受，興奮地描述著舞蹈節

的種種。頓時我長途⾶飛⾏行行的疲憊全消，

對即將來來臨臨的6週課程充滿期待。


圖⼀一：到德罕機場時接機的 

	    Alex(左) 與 Ｍarsell(右)


	 其實我非常慶提早幾天先到，對我來來說調時差不是⼀一件太輕鬆的事情，還能有⼀一點餘裕熟悉

附近環境趁機採買⽣生活所需。舞蹈節的⼯工作⼈人員們對於我們這群東⻄西南北搞不清楚況狀狀的國際學⽣生

非常友善，基本⽣生活上所需要的他們都已為⼤大家準備好，打開菁霖基⾦金金會的箱⼦子更更像是打開藏寶箱

⼀一樣，被這樣照顧著實在太幸福。Duck University 校園很美很⼤大，“耐走”成為⼀一種必須的技能，趁

著課程開始前的空擋我們去了了學校的 Gym 結果隔天醒來來⼤大家都全⾝身痠痛，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今年年是ADF第40個年年頭，開幕晚會演出中很幸遇的能再看到由 Charlotte Ballet 演出 Ohad 

Naharin 的作品 Minus 16. ，第⼀一次看到這

作品時是2010年年的舞蹈秋天，多年年後再看

依然喜歡的不得了了，起立⿎鼓掌尖叫、熱⾎血

沸騰。


圖⼆二：Minus 16. 劇照  




	 院長在開幕致詞中說 “This is not competition” 讓我印象深刻，憶起我的學習過程中總免不

了了比較，藉由他⼈人來來達成⾃自我的優越感與成就感，忽然覺得羞愧。能好好享受跳舞的過程、在種種

挑戰與艱難中與⾃自⼰己相處，學習本不是就該如此嗎？但在我的記憶中卻將這樣簡單的道理理放在那樣

模糊的位置， 感謝有她溫柔的提醒，我們

需要的是相互分享開⼼心與幫助彼此，無論年年

紀、外貌或是能⼒力力，我在這之中感受到平等。

圖三：舞蹈學院院長


	 在⼀一連串串的致詞之後，我們分成幾個⼩小組互相熟悉老師與同學，老師請⼤大家把對於⾃自⼰己參參加

這次舞蹈節的想法、期待或是想看到的改變寫下來來，我寫下『做⾃自⼰己不拿⼿手的、學習⾃自⾝身所沒有

的，要勇敢挑戰⾃自⼰己的能與不能。讓⾃自⼰己開⼼心，好好跳舞、好好過⽣生活。』也在⼼心中提醒⾃自⼰己，若若

真有什什麼不盡理理想，要的是改變⾃自已，⾄至少做點什什麼，⽽而不是⼀一味的抱怨。這個⼩小組到期中、期末

都會再碰⾯面，追溯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雖然我之後再也沒去過，但覺得這是件很棒的事，像是

為這段旅程訂下⼀一個⽬目標或給予⼀一個⽅方向，不盲⽬目追尋未知的期待。直到收拾拾⾏行行李時我才⼜又重新打

開那張字跡潦草、⼜又塗⼜又改的紙條，笑著閱讀當時初來來乍到的忐忑，⼼心裡覺得暖也有些感傷，部份

⽬目標有達成，有些願望則還需要⼀一些機緣跟努⼒力力，我到現在依然不想放棄寫下的這些願望。


	 


關於課程：主要課程、WFSS 

	 舞蹈節對於課程的規劃有非常明確的說明與

規定，主要課程固定是每週的⼀一、⼆二、四、五，以

課程強度分為Ａ與Ｂ兩兩種，⼀一天之內不得選超過兩兩

個Ａ並以三堂課為限。三、五晚、六、⽇日稱為 

WFSS，⼤大師課、開放課程、演出及其他相關活動

皆會安排在這，每週更更新，以電⼦子信的⽅方式通知，

在學⽣生資訊的房間中也可以拿到紙本的週⾏行行程表，

⼤大師課的相關時程在⼀一開始時便便已經公佈。
 圖四：學⽣生資訊房



	 課程選擇絕對是⼀一⼤大障礙，舞蹈節安排預上課程讓我們能體驗及理理解課程內容，每位老師各

有其風格特⾊色，⼗十分精彩讓⼈人貪⼼心的不想錯過任何。最後我選擇了了由 Kira Blazek 與 Joy Davis 共同

教授的 Counter Technique 以及由 Jesse Zaritt 帶領的 Modern Technique 兩兩堂當代技巧課。


	 Counter Technique 著重在移動於空間時⾝身體重⼼心的轉換以及⾝身體的協調感，動作之間找尋

兩兩個或兩兩個以上不同⽅方向的抗衡，想像將⾝身體關節拆開、放⼤大對於關節可動性的想像， Kira 把上課

較常使⽤用的形容詞（形容動作）轉換成實際的⽂文字，時不時的帶我們回顧與更更新，加深我們對動作

質地的想像，牆上的紙張也隨著課程的推進⽇日益豐滿，她在課堂中也常常說些有趣的引導來來幫助我

們想像，例例如：your arm is not your nipple, stand above your leg… 等等。 讓我最有感的⼤大概是關

於⼒力力度的收放，經由⾝身體連動帶來來的⼒力力量量讓有離⼼心⼒力力的作⽤用，加上⾳音樂家的催化，往往在處理理組合

動作時太過興奮，⽽而使控制⼒力力與穩定度降低，要同時抗衡外放與內斂尋求⼀一種協調與平衡，游移在

⾃自由與控制之間。⽽而 Joy 則是非常熟練的將不同技巧動作與 Counter Technique 做結合，是對於⾃自

我能⼒力力的挑戰也幫助我們更更靈活的運⽤用該技巧，相同的課程由不同的老師帶領，雖然組合動作是相

似的，但對於⾝身體使⽤用的細節及動作卻有不同的要求， 帶來來不同的⾝身體感受，也讓我體驗到了了該技

巧不同的⾯面向。


	 Jesse 的 Modern Technique 以 Gaga 技巧為底，融合了了⾃自⼰己對⾝身體的理理解與想法，發展出

特有的13條線：⼿手與腿的內側、外側與中間各是⼀一條，最後⼀一條是⾝身體，以⾝身體的線條成為動作發

展的起點。除了了對⾃自⾝身動作的探索之外，Jesse 也給上課組合，他擅長將同⼀一套動作組合，以不同

的⽅方式、⽅方向引導，並給予空間與時間任其長成特有的樣貌。現在回想起來來，在課堂之中 Jesse 沒

有刻意強調對於動作質地的改變，他以不同情境作為引導，像是在舞蹈中放入故事劇情，在情境之

圖五：與 Jesse 合影 圖六：與 Kira 合影



中我們嘗試如何透過肢體呈現情緒的樣貌，或是在⼒力力量量的使⽤用上給予提醒，⾯面對相同組合與使⽤用完

全不同的⼒力力量量態度去處理理，感受情緒也會隨著⼒力力度起伏，在⼀一次⼜又⼀一次的重複之中找尋不同 “不讓⾃自

⼰己對⾃自⼰己感到無趣” 其實在重複千百回之後這也是⼀一種挑戰。


	 我的第三堂課是 footprints 的排練，這次的 footprints 

總共有四位編舞者，分別來來⾃自美國（兩兩位）法國及加拿⼤大，我

幸運地徵選上加拿⼤大編舞者 Shay kuebler 的作品。整天的徵

選感覺像是在跑⾺馬拉松，卻⼜又要時不時的衝刺刺，到最後⼀一場體

⼒力力成了了關鍵，明⽩白這是徵選所以也清楚知道被挑選的過程有太

多的個⼈人喜好，沒有所謂好壞但這件事就是如此運⾏行行，提醒⾃自

⼰己在過程中盡⼒力力然後放下結果。footpints 的甄選分初選及 

callback 兩兩天，舞蹈節初選過後會寄 Google 表單到通過徵

選的舞者信箱內，要在時間內回覆你的舞作志願排序，讓他們可

以決定舞作卡司以利利隔⽇日 Rapertore 及 ICR 的徵選。有趣的是，

其中⼀一位美國編舞家 Gregory Maosn 說，甄選的過程不單單只是

編舞者選舞者，舞者們同時也在選擇感興趣的舞作，這是⼀一個相

互的選擇結果。


	 	 Shay 的作品 Annex 7-25-17 在講述⼀一種來來⾃自群

體、經濟社會的擠壓與孤獨。他是⼀一個非常講究細節的⼈人，不願

意因為動作的速度較快⽽而犧牲畫⾯面該有的乾淨與整⿑齊，由於他之

前已經做過相似的議題，因此對於舞作的架構及畫⾯面的安排已有

基本的樣貌，基本上他是⼀一位給動作的編舞家，留留有部分空間

讓舞者⾃自⾏行行發展動作，發展成型之後他也會希望能盡量量將動作

固定，反覆練習⾄至熟練。⾝身為⼀一位男性編舞家，以及他曾經到

過少林林寺修⾏行行的經驗，Shay 的動作風格對我⽽而⾔言其實是非常

吃⼒力力與挑戰的，但這也是我最後選擇與他⼯工作的原因『挑戰⾃自

⼰己的能與不能』，雖然中間過程我極度焦慮，擔⼼心⾃自⼰己因為能

⼒力力不⾜足⽽而拖累⼤大家，但他總是會哈哈哈的⼤大笑，然後說不擔⼼心

我們還有時間練習，上台時⼀一定會很棒的。給動作的過程中他

也總是⾝身體⼒力力⾏行行，如果對於動作有任何疑問，他也⼀一定會親⾃自

⽰示範直到我們理理解為⽌止。最美好的是認識這⼀一群暖⼼心開懷的舞

圖七：伴我作戰的 Audition 號碼

圖八：舞作志願表


圖九：Shay kuebler




者們，累到⽩白眼時會⼀一起抱怨然後互相打氣，演出結束後⼤大家也成為好友，相約出遊並說好保持聯聯

繫，未來來總會在世界某⼀一端再相遇。


編舞者：Shay Kuebler


 

舞   名：Annex 7-25-17


演出地點： 

Reynolds Industries Theater


演出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1GKe9qdEqfw

	

圖⼗十、⼗十⼀一：Annex 7-25-17 照片


圖⼗十⼆二：後台合影
 圖⼗十三：全員到⿑齊


https://youtu.be/1GKe9qdEqfw


	 在 WFSS 的課程中，我覺得受惠最多的是由 Kim 所教導的 Healing Techniques，她擅長使

⽤用彈⼒力力帶與練⽤用棒球來來協助肌⾁肉達到有效的的延展與放鬆，以及如何透過某些簡單的⽅方法能在第⼀一

時間內判斷部位的疼痛是來來⾃自過度緊繃的肌⾁肉還是挫傷或其他運動傷害，並以肌貼作為輔助與⽀支撐，

讓我們可以減緩在排練及演出受傷部位時帶來來的不適。第⼆二個則是 Talk it out ⼀一堂以討論為主的課，

每次的講師與主題皆不同，⽤用不同的⾓角度、⾯面向、理理場來來討論舞蹈，內容囊括舞蹈與舞蹈技巧的認

知、舞團經營或是商業舞蹈。令我覺得有趣的是，在這樣的場域中可以遇⾒見見其它課堂教師的參參與，


討論的過程中不會感受師⽣生之間的⾼高低差距，彼此以名相稱相

對等的距離與姿態。因為這堂課，讓我覺得在舞蹈這條路路上有

許多同伴並不孤單，或許我們各⾃自在處理理屬於⾃自⼰己的煩惱，或

許我們在⾯面對相似的問題，透過討論及經驗的分享，讓我看到

更更多的可能也找到⼀一種認同感。


	 ⼤大師課通常有名額限制需要另外登記，以5堂為上限

（雖然說他們好像也沒有認真算到底每個⼈人上了了幾堂），看著

洋洋灑灑⼀一⼤大張⼤大師的名字認識的卻沒幾個，對我們來來說較容

易易選擇的⽅方法是⽤用 youtube 查詢該老師的風格美學，再決定

要上哪堂課。最後我上了了Liz Lerman, Oilvia, Roy Assaf, Bill T 

Jones 四堂，⼤大師課的內容較為多元，創作、動作探索、當代

技巧、Floor work、雙⼈人技巧、名作研習... 任由⼤大師們發揮所

長，我們也能從規律律的課程之外探索舞蹈不同的⾯面向與樣貌。	 


⽣生活在 ADF 

實⽤用APP推薦：在校區中，無論是宿舍或是教室，網路路是非常⽅方便便的，善⽤用

你的聰明⼿手機


1. Lift：計程⾞車車，使⽤用⽅方式與 uber 相同，⾞車車資較低


2. Reminder：舞蹈節建議⼤大家下載，如果臨臨時有課程、教室更更動除了了發電 

    ⼦子信之外也會在這邊公怖


3. What'sapp：在台灣⼤大家習慣⽤用line聯聯絡，在美國則是 what'sapp 或是⼿手 

    機訊息，但我個⼈人覺得臉書訊息就非常好⽤用了了


圖⼗十五：推薦ＡＰＰ


圖⼗十四：Bill T Jones ⼤大師課




好好的吃 

	 想省餐費的話建議⾃自⼰己煮，除了了宿舍有很棒的廚房之外，Epworth 裡也有個⼩小廚房，最常⽤用

到的是冰箱跟微波爐，另外也有烤箱跟瓦斯爐。食材的話在 whole foods market, Harris Teeter 就非

常的好買，剛到德罕的前兩兩、三週舞蹈節也會⽤用週末空堂時間安排 vin 戴學⽣生到附近比較⼤大的超市

如 Walmart, Target，另外有⼀一間中國超市在 Target 附近，如果⼤大家對亞洲食物想唸得不得了了，也可

以去那邊逛逛。


	 如果想偶爾犒賞⼀一下⾃自⼰己，附近幾間餐廳是可以去試試的，如東校區附近的 Panera Bread, 

Burger Bach, Alpaca，或是 DPAC 附近的 Ｍ Kokko, The Parlour, Pie Pushers。





免費巴⼠士好⽅方便便 

1. 東校區到⻄西校區之間有杜克⼤大學的免費接駁巴⼠士 CXX，雖然網

站上有時刻表但不⼀一定準時，看 Live Map 比較準， 

附上連結：https://duke.transloc.com/m/route/4009768，途中就

會經過杜克花園。 

2. 往市區的話也有免費公⾞車車 BCC 可以使⽤用，公⾞車車站牌有電話與

該站代碼，輸入之後就可以之後下⼀一班公⾞車車何時抵達。


玩樂之必要 

1. South Point，德罕附近的⼤大型購物中⼼心，距離校區⾞車車程約15分鐘左右，連當地⼈人都推薦的逛街

好去處。


2. Durham Bulls Athletic Park，德罕棒球場。今年年剛好遇上中華隊來來比賽，於是獻出了了我⼈人⾝身第⼀一

場 LIVE棒球比賽。美國獨立紀念念⽇日時這邊也有煙火演出，可以在下⾯面連結中裡⾯面找到國慶煙火

的訊息 https://durhamnc.gov/1008/Independence-Day-Celebration


圖⼗十六～⼗十八：轉⾝身變成⼩小廚娘


圖⼗十九：CXX Live Map


https://durhamnc.gov/1008/Independence-Day-Celebration


3. Shooters II Inc，翻譯是夜總會可以 party 跳舞、喝酒，但其實舞蹈安排的學⽣生 party 次數也不算

太少，個⼈人覺得來來體驗過這樣就很⾜足夠了了。


4. 杜克花園，是⼀一個搭學校免費接駁巴⼠士就可以到的地⽅方，夏⽇日⼾戶外溫度較⾼高，怕曬⼜又怕熱的我們

選了了⼀一個近黃昏的下午6點多去，公園直到傍晚才開放⼾戶近住⼾戶遛狗，於是恰恰好的我們⼀一路路上

跟狗狗們玩的開⼼心，唯⼀一缺點是天⼀一⿊黑蚊⼦子就出來來了了，以及夜晚的公園治安不佳，建議天⿊黑就不

要在此逗留留。


5. 秘境⼩小湖，這真是⼀一個不容易易到達的地⽅方，也是因為來來過這的 Hanna 跟 Samuel 帶我們來來，才

有機會來來到這裡享受⼀一個上午的清涼，從 duck 搭 lyft 過來來約10元美⾦金金，就算沒⾞車車開也可以輕鬆

到達， 唯⼀一要注意的是，湖在森林林之中周邊沒有任何衛浴盥洗的空間，湖⽔水深不⾒見見底，⽽而這邊

並沒有任何救⽣生員，所以務必注意⾃自⾝身安全。


圖⼆二⼗十：South Point
圖⼆二⼗十⼀一：德罕棒球場

圖⼆二⼗十⼆二：秘境⼩小湖 圖⼆二⼗十三：杜克花園



費⽤用


結語


	 初期選課時我非常想要上創作課，或是趁著這難得的機會做⼀一個簡單的⼩小作品，但這件事⾄至

終都沒有發⽣生，⼀一來來是因為排練過後已覺得疲憊不堪，⼆二來來是在家煮飯東聊⻄西扯的時間太過愉快，

總是能輕易易找出太多理理由與原因，其實說穿了了是⾃自⼰己不夠積極。舞蹈節提供場地讓學⽣生⾃自由排練，

在這段時間中有這麼多的舞者任你挑選使⽤用，⼤大家都是抱持著對舞蹈的熱誠從各地來來到此，真的是

⼀一個非常好的機會，⽽而我卻沒有好好把握去執⾏行行⼼心中的想法，我思考著如果能夠再來來⼀一次，那我⼜又

會如何規劃、安排我的⾏行行程？於是，我也在想若若真有下次，或許能嘗試以 ICR ⾝身份來來再來來，善⽤用這

次的經驗，並做點不⼀一樣的事情。


	 之前的交換⽣生活與這次研習經驗，讓我更更明確的感受到，那種讓⼈人感覺⾃自⼰己能恣意⾶飛翔的想

像與信⼼心，在我之前的學習過程中是較少出現的。我常質疑⾃自⼰己⽽而且覺得才能不⾜足，即便便接受到肯

定也懷疑這是否只是美國教育⽂文化中的常態？或許肯定⾃自我與原諒⾃自我⼀一樣的難，究竟是我們都 

被⽂文化綁架，習慣看著不⾜足並覺得⾃自⼰己什什麼都不能，坦然的接受沮喪在⼼心中盤旋。我也反思在與他



⼈人對談、評論或是教學時，是否也使⽤用正⾯面的話語給予⿎鼓勵，委婉且忠肯的表達我的想法？有時我

會迷失在那片太美好的天空，忘了了腳要踏著實地才能前⾏行行，我期許⾃自⼰己要帶著熱前⾏行行，在火熄滅之

前或許能做點什什麼，⾄至少為⾃自⼰己。


	 書寫回憶對我來來說總是困難，太容易易讓情緒掉入⼀一層⼜又⼀一層的迷霧之中，總是期盼著能⼀一切

更更容易易⼀一些，或許是這段⽇日⼦子過得太愉快，讓⼈人想阻攔⾶飛逝的時光，無不散的筵席，之所以美好或

許是因為短暫。非常感激菁霖⽂文化藝術基⾦金金會讓我有機會能這樣豐富炙熱的夏天，將這份熱讓在⼼心

⼝口上，收穫堆疊微笑，無比滿⾜足。

Ｅ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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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ADF	
陳薇伊 

	 	 	 	感謝菁霖文化藝術基金會提供獎學金，讓我首次踏上夢

想般的長途旅程。六週豐富的課程，是我最特別的暑假。 

Ø 第一次長途旅程   

	

    六週的課程我選了 Sutton 的 Ballet、Anderson 的

Modern Technique以及 Shay Kuebler的 Footprints。 

    Anderson 上課活潑幽默，課程內容帶著非洲舞感，擁有

黑人的熱情以及爆發力。在台灣沒有接觸過此類型的風格，

對我來說十分特別及有趣！花了一兩週的時間才適應上課

組合的步伐，非常有挑戰性！舞動的過程非常快樂和享受。 

Ø Anderson課堂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FGm751J9NP4 

https://youtu.be/8HogbOmhs5s 

https://youtu.be/5Mi73xGPqQ8 

https://youtu.be/eYHLGUtqwJ0 

https://youtu.be/FYQha4ml8_M 

! 2017ADF 成員	



	

	

Shay Kuebler是 Footprints 編舞者之一，很開心並幸運的徵選上

他的舞作。舞作內容需要強大的肌耐力、持久力及意志力。Shay 像

忍者龜似的訓練過程，竟然在沒有冷氣的 Ark 中排練，絕對是 ADF 最

精彩難忘的回憶之一！ 

Ø Shay Kuebler Footprints演出連結 

   https://youtu.be/d0HOrG2J3PU 

Ø 6weeks the last class by Anderson 

Ø 像忍者龜的 Shay Kuebler

! 像花生般可愛的 Anderson	

! Footprint	by	Shay’s	team	



	

	

  ADF 提供多種課程及大師課的選項，除了平日固定課程

外，還有每週都會更換的 WFSS 課表。六週 WFSS 課程

裡最喜歡的是 Otto Vazquez的 Hiphop以及每週六晚上

的 Improv Jam。 

     Otto Vazquez 的課程教的是 locking和 popping兩種

舞風。也是我不曾嘗試的舞蹈風格，過程非常有趣。老師課

堂上會深入分享街舞的文化，讓我了解每個動作的文化由來。

因為不同的生活習慣及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舞蹈肢體。課程

最後都會圍圓並進行 solo freestyle，也是我最愛的部分。 

Ø Otto Vazquez WFSS 課堂連結 

   https://youtu.be/bdVKI8BwzFQ 

   https://youtu.be/t_zLdzPAMcc 

    在 Inprov Jam的過程，享受與不同外國人一起舞蹈。

每週來的人不盡相同，藉由 Jam 認識對方，是一個非常棒的

經驗！ 

Ø 最後一次的 Inprov Jam 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fZgY9JMssVI 

 

Ø 第一次參予 Improv      

Jam認識的朋友。也是 

六週中最好玩、最特別的

一次 

  



	

	

    除了課程外還有許多免費的演出能觀賞。每天都過得十

分充實愉悅！ 

Ø 六週裡看了許多演出，

其中最愛的兩場表演 

Ø Pilobolus大師課 

 

  

! 這場演出還幸運的從舞者手上得到棒棒糖	

! 最常看演出、最美麗的 Reynolds	Theater	
Footprint 演出也是在這裡	



	

	

回憶錄 

Ø 日常走路的景色 

Ø Duke 校園 

  

! 日常廚房的景色 



	

	

Ø ADF 認識的外國朋友們 

 



	

	

 

 

Ø ADF closing day

影片 

https://youtu.be/

7zklmy3WFew 



	

	

Ø ADF Footprints party 

https://youtu.be/5vApu7bnnRU 

Ø ADF Musicans night 

https://youtu.be/KegmsDFq77c 

 

2017.6.12 ~ 2017.7.30  
謝謝 2017ADF 最棒 最美好的暑

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