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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舞故我在— 

勇往舞者勝地追尋夢想舞台 

 

 

 

 

 

 

 

姓名：曾思潔 

出國期間：  101 年  05  月  05 日至  07  月  31  日 

出國目的地：美國紐約市 



一、 前言 

紐約是當今經貿與流行產業的重要都會，更是藝術文化發達的地方，許多人

們帶著自己的夢想從世界各地來到此地，多元的文化在衝突與融合的微妙互動之

間，激盪成一股異常旺盛的生命力，紐約市擁有世界第一的表演藝術中心—「林

肯中心」，市裡大、中、小型的舞團林立，因此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舞者匯聚在

此進修交流，紐約更因而被喻為

是「舞者勝地」，是許多舞者朝

聖逐夢的地方 。2012年 5月 5

日，我啟程飛往這個乘載許多夢

想的國度，一個人在候機室看見

自己的班機就在眼前時，才相信

是真的要出發了，雖然曾經累積

許多至國外演出的經驗，卻是第

一次隻身前往一個語言文化完

全不同的國家，從出關、轉機到

抵達紐約，再到順利入境美國，

一個人身處陌生環境時，感到些許孤單與焦慮，但一路上反而一步一步都更加堅

定，當我必須一個人面對一切時,就會強迫自己迅速成長,並且得到一股前所未有

的勇氣，就這樣我展開了屬於我的築夢旅程。 

 

二、 實際執行日程表： 

時間 地點 主要行程 

5/05 桃園國際機場啟程→紐約 

桃園國際機場出發，搭乘華航

CI0020班機，8AM啟程，紐約時

間 5/05 1:00PM抵達紐約。 

5/05~5/06 

 
紐約 

抵達紐約安頓住宿，熟悉當地環

境。 

5/07~5/08 紐約 

拜訪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及紐約華僑文教中心，了解相

關文化活動。 

5/07~/7/29 紐約 

1. 開始至紐約 Steps on 

Broadway展開舞蹈研習生

活。 

2. 至大紐約客家同鄉會進行

客家民俗舞蹈表演及教學。 

7/30~31 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臺灣  

搭乘華航 CI0019班機返臺，

2:30PM啟程，臺灣時間 7/31 

21:40PM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三、 實際執行內容： 

（一）5月 7日~7月 29日－展開舞蹈研習生活 

地點：Steps on Broadway 舞蹈中心 

執行概況： 

5/7號是正式報到開課的日子，因為擔心不熟悉環境，所以起了個

大早，研究好地鐵圖與教室地址，然後帶著一點探險的精神出發。紐約

的地鐵歷史悠久，加上沒有限制飲食，所以車站與車箱都不如我所熟悉

的台北捷運來的明亮、整潔更時常會看見流浪漢占據地鐵站一角，剛開

始總是非常不適應這樣的景象；搭上了通往 uptown的 1號地鐵前往位於

上西區的教室，車箱裡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因為搭到的是舊車廂沒有 Led

燈顯示到達站名，完全只能仰賴車子在每站停靠時，看外面牆上所寫的

站名，所以一路上都戰戰兢兢的，終於順利抵達我所要到達的站，出站

後，忽然不知到哪裡來的方向感，很快的就弄清楚了東西南北與街道名

稱，按照著地址找到了教室。題外話，靠著自己這樣摸索，很快的就熟

悉了曼哈頓地鐵的路線與街道規劃，時常有遊客會向我這個外國人問

路，很有趣也讓我很有成就感! 

    到達

STEPS樓下，很

難相信自己真

的已經來到這

個夢想已久的

地方，從窗戶

就可以看見正

在上課舞動的

身影，我站在

對面街角欣賞

了好一陣子，

然後帶著一點

期待與緊張的

心情上樓報到，原本還很擔心聽不懂老師跟我講解的注意事項，但找到

了負責國際學生業務的 Claire 報到後，發現一切都沒有那麼困難,很多事

不要擔心在前頭，面對了就知道了!我所申請的是以芭蕾為主要訓練的學

程，每個月必須完成 48堂的課程才能如期於三個月結業。完成報到手續

後，走到了最大的一間教室外頭靜靜的看著，寬敞的舞蹈教室，還有專

業的鋼琴伴奏，正在進行的課堂是 Intermediate Advanced Professional 

Ballet，所以課堂裡大多數都是職業芭蕾舞者，眼尖的我馬上看到了

American Ballet Theater 的獨舞者 Daniil Simkin，我很欣賞的男舞者之

一，之後也常見到幾位 American Ballet Theater 首席舞者 Polina 



Semionova、Irina Dvorovenko、Julie Kent、Paloma Herrera，大概是因為

時常會有知名舞者蒞臨上課的緣故，所以教室是嚴禁拍照的。每次站在

外面看著教室裡的舞者跳舞真的有一種頭暈的感覺，不禁會想我怎麼會

有這種福氣站在這裡看著我的偶像們活生生在我眼前跳舞，他們不是舞

台上的人，不是節目本更不是網站上影片裡的明星，就只是很平實的一

群舞者!我知道我一定會很享受在紐約跳舞的感覺，也暗自立下一個目

標，有機會我要和他們在同一個課堂裡上課! 

    第一週嘗試了許多不同老師、不同程度的課堂，一開始也許還帶有

一點興奮與俗稱的「憨膽」，腎上腺素的刺激下所以覺得身體的狀況還不

錯，但漸漸的觀察到自己身邊總是充滿著許多腿比我長、個頭比我高、

模特兒般的身材比例、像芭比娃娃並且帶著一點傲氣與自信的舞者或是

學生們，自己開始會有一種妄自菲薄的心理作祟，因為會很在意自己非

得要做到跟身邊那些從小接受專業芭蕾訓練的舞者們做到一樣的程度，

很容易被這樣的比較而影響思緒，所以覺得自己不夠好,這樣反而更加綁

手綁腳,然後就會覺得自己更不好，一直惡性循環，反而忽略要專注面對

自己的身體,每天下課回家總是很沮喪，開始反省著，如果才第一週就處

在低潮的狀態下，如何進行接下來三個月的訓練呢？於是我告訴自己應

該學著相信自己，不要看見別人好就急著否定自己，每天都學著歸零，

把心靜下來，好好面對自己的身體，不要太在意周遭的眼光,不同的學習

背景總是會有不同的特質與優勢，不必要氣餒，也才恍然大悟想把舞跳

好最難的其實是心理素質！ 

結束前一週的低潮提醒自己用新的態度開始第二週，我開始接觸到

Elena Kunikova 所教授的 Advanced Intermediate Ballet，Ms. Kunikova 來

自蘇俄，畢業於世界知名的基洛夫芭蕾舞蹈學校，時常擔任許多舞團與

舞者的私人指導，是一位很有經驗且對教學充滿熱忱的老師，雖然已經

有些年紀了，但示範動作仍不馬虎，常在老師示範後課堂響起一片掌聲，

上課氣氛總是很高昂，更有不少世界各地的舞者、學生慕名而來，而不

管課堂裡是鼎鼎有名的芭蕾明星或只是把芭蕾當休閒的婆婆媽媽，老師

一樣給予最直接最真誠的指導，做不好他會耐心提點，做好了，或是她

看到你努力的的嘗試，她也不吝給你回饋。第一次上她的課時，她似乎

察覺到我對自己的不確定感，於是我正在做流動組合準備轉圈時，她對

著我說 Just trust yourself！那一瞬間沒有多想，選擇相信自己，果然狀況

就改善很多，下課後她很親切的問我的名字，我告訴她我的中文名字

SIH-JIE，對不懂中文的人而言，中文名字很難發音也很難記，但從那次

之後，Ms. Kunikova 沒有一次叫不出我的名字，而她也時常在課後針對

我當天的狀況，給予我一些指導，Ms. Kunikova 對於動作細緻度與穩定

性的要求嚴格，雖然要做到是很難很辛苦的訓練，但確實會讓基本功更

加紮實，有一次美國芭蕾舞團首席男舞者 David Hallberg也來上同一堂



課，我趁分組練習時在一旁仔細觀摩他處理每個動作的細節，當他做完

組合走到旁邊時，聽見他自己嘟噥著：「It’s so hard」，才知道原來不管對

任何人而言，看似越基本越簡單的要求其實是最難的，就連已經成為首

席的舞者都不例外，於是這堂課成為三個月來我每天固定的課程，從把

杆的基本訓練,她就非常重視根基，並尊重每個學生天生的身體條件，給

予最適切的要求，告訴學生用最大的耐心去把組合的最後一個動作，甚

至只是一個呼吸都要堅持完成，每次才開始第一套基本練習我早已經汗

如雨下，每一天在她的課堂總會發現今天的身體比昨天的有了一些不

同，前六週的芭蕾課程都是以這堂課為主，每一個課堂裡都要求自己做

到老師叮嚀的細節，希望這些細節與新的觀念透過一次次的訓練與自我

要求，累積到自己的身體裡並改掉身體過去已習慣的缺點。每天的第二

堂課有時還是會接觸不同老師的芭蕾課；有時候會選擇教室在暑期所舉

辦 Master class，透過這樣的大師課讓我可以接觸紐約當代舞蹈家不同風

格的肢體刺激，也更能了解其舞團的風貌與走向，有時候則會上一點

Pilates或瑜珈增強自己核心肌群與脊椎的延展，透過不同方式的訓練

輔助身體的成長。曾經參與舞蹈家 Jacqulyn Buglisi 的 Master class，當她

看到每一位學生很想把動作做到跟她所帶來擔任示範的舞團舞者一樣完

美，而感到緊張不敢嘗試時她便勉勵大家：「Make a chance for yourself. 

Every times you do your best, everyday is a new day!」當她說完這句話每個

學生都露出了如釋重負的笑容，當下我很感動，後來每天準備上課前都

會拿這句話為自己打氣。 

如果永遠都不敢嘗試只敢選擇最安全的模式學習，那這一趟下來我

便一點成長也沒有，於是接下來的六週我開始加強訓練的課程，開始勇

敢的嘗試由美國資深的芭蕾大師 David Howard 教授的 Intermediate 

Advanced Professional Ballet，剛開始走進課堂裡總是很緊張、壓力很大，

身邊高手雲集，加上老師年紀很大已經無法親自示範，所以在出動作組

合時幾乎都只以術語講解，常常我腦袋還無法將老師所說的動作組合串

聯起來就要開始做了，起初因為不適應上課的節奏與組合，都只敢躲在

角落跳，但仍然逼著自己努力跟上，也想檢視自己在每一堂不同的芭蕾

課裡是否依然能做到 Ms.Kunikova 平常叮嚀那些細膩的要求與態度，當

我面對更進階程度的課程，依然能做到時，才代表著這些功確實紮在我

身上了，漸漸的越來越能掌握 Mr. Howard 上課的節奏，在他一套組合接

著一套組合的課堂上，每一回都努力將肌肉、重心的控制與動作細節做

到自己最好的程度，分組練習第一次做不好，就跟著別組多練習幾次，

希望自己每一天都能比前一天進步一點；除了早上的 Intermediate 

Advanced Professional Ballet 的課程外，下午也持續的會上 Ms. Kunikova

的課，但在這堂課裡，要求自己穿著硬鞋上課，從大學畢業後自己只有

偶爾至坊間舞蹈教室上硬鞋課程，不太有機會與時間維持像大學時的訓



練比重，而顯得有點生疏，穿硬鞋和軟鞋的重心不太相同,得要讓身體拔

得更高站得更直才能站在正確的重心上保持平衡，因為如此更能體會到

穿軟鞋時必須花費更多力氣才能讓身體重心與肌肉的訓練更加正確與紮

實，一開始穿硬鞋上課，踮著腳尖的重心總是不太穩定，動作控制無法

掌握自如，尤其轉圈總是容易恐懼在前，但越是自己的弱點越要誠實面

對並勇敢克服，每天上課練習下，已經逐漸掌握到重心，也更有膽量轉

完兩圈穩穩落地，有時候就會因為在課堂裡一點點小小的進步感到很滿

足，覺得那天流的汗很香很甜! 

雖然每天持續進行著體力消耗的課程有些疲憊，但卻也不時會出現

一些激勵自己的事情發生在每日的課堂裡；終於有一天我美夢成真，很

幸運的和我的偶像 Daniil Simkin 及 Paloma Herrera 一起上課，在一旁看

他們跳舞也學習到了許多，看著他們嚴謹處理每個細節與呼吸，換自己

做時也不斷要求與提醒自己，真的就覺得好很多，有時候拼了命做一百

次，不如靜下心來觀察一次，身體不能只是不斷給予操練,舞蹈也是要思

考的。舞星之所以能在舞台上有那麼出色的表現，是因為擁有過於常人

的穩定性，而動作的穩定性還是來自於「心」的穩定，不管身邊的環境

有多躁動，他們始終不為所動，每次看到這些舞者練習時的專注與堅持

的態度，總是發自內心的讚嘆，舞台上雖然光鮮亮麗，但下了舞台還是

得要勤奮的與自己身體工作，而越是有地位的舞者越是謙遜，讓我體會

到一個人的價值不是取決自外在的美好，而是背後曾經努力付出了多少!

有一次在 Mr. Howard 的課堂上，男生的流動跳躍組合,右邊結束後老師

馬上要求左邊，所有人不管是職業舞者或舞蹈學校學生都在一旁喘氣，

只有一個男生，他才剛做完右邊組合，老師口令一下，音樂響起，他馬

上接上左邊，雖然一大間教室裡所有眼光都看著他，雖然他並非專業舞

者，動作並不完美，但那時候他所散發的自信與想堅持把動作完成的認

真的神情讓我很感動，在他跳完那一刻很想為他鼓掌，很多時候我們漸

漸缺乏了這種不顧一切的衝勁與做自己的勇氣與態度；偶爾也會遇到幾

個肢體障礙的人士一起上課，不管是芭蕾,現代等課程，輪椅不會成為他

們無法跳舞的理由，更多的反而是自在與自信，再看看自己是非常幸福

且幸運的，卻還常因為某些動作做不好或是舊傷就沮喪老半天，我應該

是要很珍惜每一次跳舞的當下，做不好多練習就是了，一點也沒有沮喪

的權利。 



當課程進入到最後一週，心裡面有一點捨不得，很享受紐約的藝術

環境與舞蹈風氣，其實很想多留在紐約學習一段時間，但並不想刻意倒

數還有多少天，只是更享受每一次舞蹈呼吸的當下，而總是在那樣的當

下特別能夠感受到自己存在。結束了最後一堂 Ms. Kunikova 的課程後，

和她道別時，她仍然悉心的叮嚀我許多細節，要我回臺灣後繼續努力，

我準備

了一張

印有臺

灣圖片

的小卡

片送給

她，表達

謝意，老

師親切

合影留

念，也相

約很快

再見

面，更期

許自己下次在回到她的課堂裡時，我已是一個更加成熟的舞者，能夠遇

到一位好的老師把身體和態度練好真的是很幸運又很幸福的事，從 Elena 

Kunikova 老師身上學習到的不只有舞蹈的技巧，還有成為一名舞者面對

專業應該具備的態度，老師面對教學的熱忱與對舞蹈的熱愛更是我該學

習的，三個月下來除了舞蹈技巧與心態的成長外,更學會誠實、專注的觀

照自己的身體，不輕易受外在因素左右，與每一天的自己比較而不是別

人，期許自己能不斷蛻變而成為一個更加沉穩的舞者。 

 

（二）5月 7日~7月 29日－客家舞蹈表演與教學 

地點：大紐約客家同鄉會 

執行概況： 

    原本計畫在紐約街頭進行客家舞蹈演出，在拜會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時向台北文化中心游主任與文化組張組長請教相關的問題，但游主任

與張組長皆不建議我進行街頭演出，一來是在紐約進行街頭表演最好還

是需要有街頭藝人執照，二來是因為我們不熟悉紐約當地街頭的文化，

擔心讓已長期在該地從事表演的街頭藝人覺得有地盤搶奪的意味，引起

紛爭，更擔心我一個女孩子單獨在街頭演出更容易引來一些不良份子關

注而造成危險，在與主任與組長討論後，我想起在大學時期曾經參與北

美傳統週的演出，北美傳統週的活動時間正好也是在五月，或許我可以



和僑社活動連結進行演出，她們也認為這是較好的方案，於是我在隔天

拜訪僑教中心張主任與大紐約客家同鄉會時提出了這樣的想法，大紐約

客家會的黃會長開心的表示，同鄉會與台灣會館即將舉辦母親節及 26

週年的活動，7月也有大紐約客家同鄉會的大型聯歡活動，便邀請我參

與活動並演出，也會嘗試幫我安排北美傳統週於 Union square 市集時演

出，但後來因詢問主辦方已有活動流程安排，不好臨時要求穿插演出而

作罷，便以參與大紐約客家會的活動演出為主。在拜訪客家會的當天還

因為鄉親的熱情歡迎，現場即興表演了一小段客家舞蹈，表演完還有一

個小女孩對我說：「I like your dance」，身在異鄉感受到客家人好客的

性格也分外溫暖，因為這樣的演出客家會更詢問我能否為他們的小朋友

編一支客家的舞蹈於 7月時一起表演，將客家舞蹈介紹給在國外的客家

小朋友認識也是我原訂的計畫之一，便欣然答應，在與自己進修課程不

衝突的時間下，於六月每周六下午進行兩小時的客家採茶舞的教學。第

一次上課時，我想這些孩子應該都不知道臺灣的茶園長的是甚麼樣子，

於是事先準備了一些茶山與採茶的照片，以說故事的方式讓他們知道客

家人於茶山工昨時的情況與閒暇時的樂趣，並將「摘茶細妹」這首歌的

歌詞逐句講解其傳達的意境，好讓他們對客家採茶文化先有一些認識與

興趣才開始進行舞蹈的教學，這些孩子有些是學過街舞，有些有國標舞

背景，有些則從來沒有舞蹈經驗，其中還有一對小姊妹是混血兒喔！一

開始我將手部動作與腳的步伐分開練習，等到熟練後才將手腳的動作合

起來同步進行，待手腳動作都更加熟練了，才加上隊形變化，只有五次

的課程就要學會一首採茶舞，對這些從小在國外長大的孩子而言，是有

些為難，但她們卻也不會因為對客家文化的陌生而缺乏對舞蹈的興趣，

一開始跳起來身體總是有些僵硬不協調，看起來反而比較像在跳街舞，

有時候還會腦袋打結控制不了手腳，反覆練習下也越來越有客家姑娘的

韻味，還會互相指導不熟悉的動作，7/8初登場的演出很成功，有小朋

友在演出結束後跟我說，很謝謝我的指導，她覺得學習採茶舞非常有趣，

也有客家會的鄉親奶奶們告訴我，看到我們這些年輕一代的小孩願意跳

客家採茶舞覺得很感動，聽見這些回饋心裡面很滿足，終於自己好像也

能用自己擅長的事為客家文化盡力！ 

 

 

 

 

 

 

 

 



活動照片： 

1. 在僑教中心李副主任帶領下，拜會大紐約客家會，與鄉親分享我的築夢計畫。 

 
2. 5/19參與臺灣會館 26週年暨母親節活動演出。 

 



3. 至大紐約客家會進行採茶舞教學。 

 

4. 7/8與小朋友一起將採茶舞教學成果於客家會活動演出。 

 



5. 於紐約進修期間正好為美國芭蕾舞團表演季，至林肯中心大都會歌劇院觀賞

芭蕾舞劇 Swan Lake與 La Bayadere。 

 

6. 於林肯中心 David 

H.Koch Theater 觀賞紐

約市立芭蕾舞團演出 ，

劇場的燈光總監 Mark 

Stanly是我一位表姊在

波士頓攻讀燈光設計的

老師，當日演出結束後

Mark老師知道了我的背

景與所行目的便帶我參

觀舞臺，更請舞台總監將

大幕開啟讓我過癮，能夠

踏上夢想中的舞臺很興

奮，感謝 Mark老師讓我

看了一場難忘的演出。 

 

 

 

 



四、 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 

美金與臺幣匯率表： 

 

(資料來源:臺灣銀行

http://rate.bot.com.tw/Pages/UIP004/UIP0042.aspx?lang=zh-TW&whom1=USD

&whom2=&entity=1&year=2012&month=05&term=7&afterOrNot=0&view=1) 

 

 

 

 

 

 

 

 

 

 

 



曾思潔 受補助參加 101年度築夢計畫經費支出明細表 

費   用   別 
金  額 (台幣) 說   明 

項 目 名  稱 

一  學雜費 

7,0401 

1. 申請 Steps舞蹈中心 ISVP學程費用為

USD 2404，必須於確定申請時先匯款一

半，再於所有申請手續完成後，開課前

付清剩餘款項。單據 1為學校開立之收

正式收據。 

2. 單據 1-2為兩次匯款後，學校收到款項

的證明。 

 

二  交通費 41,200 
由旅行社代購台北-紐約來回學生機票。 

三  生活費 
104,160 

出發當日與返回日在飛機上過夜生活費以

四折計算，其餘天數依照客委會日支標準

1200。 

 

合   計 
215,761 

 

 

 

學雜費單據明細 

單據

編號 

單據日期 支出項目 美金 臺幣 

（匯率:29.285） 

備註(請說明與

計畫之關聯性) 

此欄位必填 

1 7月24日 學費 

2404 70,401 

申請Steps舞蹈中心

ISVP學程費用，必須

於確定申請時先匯

款一半，再於所有申

請手續完成後，開課

前付清剩餘款項。單

據1為學校開立之收

正式收據，單據1-2

為兩次匯款後，學校

收到款項的證明。 

合計    70,401  

 

 

 



交通費單據明細 

單據

編號 

單據日期 支出項目 美金 臺幣 備註 

1 4月24日 機票款 

 41,200 

由旅行社購買台

北-紐約來回學生

機票收據 

2  機票款   電子機票 

合計    41,200  

 

 

曾思潔 受補助參加 101年度築夢計畫生活費明細表 

起迄日期 

天數 停留國家 

生   活  費 

說   明 
月 日 

日支標準(1

人) 
合  計 

5 5 1 臺北—紐約 480 480 

搭飛機至紐約，在飛機上

過夜，故生活費以四折計。 

5/6 7/30 86 紐約 1,200×86 103,200 依客委會日支標準 1200。 

7 31 1 
紐約—臺北 

480 480 
搭飛機返臺，生活費以四

折計。 

合  計    104,160  

 

 

 

 

 

 

 

 

 

 

 

 



五、 成效評估暨檢討與建議  

此行事先對紐約街頭表演文化認識不深，而無法順利進行街頭演出，但藉

由與客家鄉親活動連結，用演出的形式，讓他們看見來自臺灣客家青年的活力，

也很謝謝這些熱情的客家同鄉會叔叔阿姨們，雖然在海外的生活忙碌辛苦，仍盡

力的在保存客家人之間的情感與文化，而透過客家舞蹈的教學與更年輕的下一代

交流，雖然稱不上傳承，但能夠讓這些從小接受西方教育的小孩，有更多機會接

觸到屬於臺灣的客家文化，並且展現小小的成果，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與客家

會鄉親相處時，也能感受到他們也很重視對下一代客家文化的教育與傳承；如我

所提到的，發現自己用自己擅長的事，也能為客家文化盡一點力，更幫助我對自

己客家人的身分多了一份自我認同與存在感，有時候臺灣新一代的客家年輕人並

不是不重視客家文化的發展，只是不知道用甚麼樣的方式可以更有參與感，在此

也提出一點小小的建議，未來客委會也許可以招募臺灣不同專長的客家青年，像

是客家音樂、文學、美食、戲曲、說唱藝術、舞蹈等領域的客家青年，在寒暑假

時至海外進行教學，或是在臺灣舉辦客家藝術營，鼓勵海外的鄉親與小孩們於寒

暑假時回台共襄盛舉，讓在臺灣與海外的客家年輕人都能夠更認識、更熱愛我們

自己的文化。 

三個月在異鄉築夢的旅程雖然有些孤單，但也因為這樣孤單的情況下，所

以強迫自己必須更加的獨立，很多時候抱怨訴苦也沒有幫助，只能靠自己，很多

事就會自己硬著頭皮去解決，學習上也是如此，每當遇到了挫敗瓶頸時，只能自

我沉澱，思考過後給自己鼓勵，然後一覺睡醒後又是精神奕奕的一天，所以當看

見自己的累積有了一點點的成果時，感動與滿足也是特別的深刻；常在舞蹈中心

遇見許多來自各地的舞者，發現每一個國家的舞者都有屬於自己的身體文化，每

個舞者來到此地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夢想，上課時學著欣賞不同舞者的優點，課

後偶爾會互相交談幾句，著實很羨慕歐美國家政府與民間企業對舞蹈藝術的支

持，國內的藝術環境雖然仍有進步的空間，但「MIT」的舞者能力並不差，也很

認真，而國外舞者除了擁有先天與環境的優勢外，從小即要面對強大競爭的他

們，更是勇於表達自我，追求自己想要的，在她們身上看見的那股企圖心與堅持，

我也知道我還必須更加努力才能迎頭趕上，所以不要浪費時間自怨自艾，勇敢往

前衝就是了!此次因計畫延後也錯過了紐約舞團甄選的季節，雖然仍有零星小舞

團進行甄選，卻都限制要為美國居民或擁有合法工作權才具有應試資格，也有一

些是初成立的舞團，在不熟悉該舞團資料的情況下也不敢貿然行動，雖然錯過

了，這次的經驗與各式各樣的資訊也提供給我做為將來的參考，回到臺灣後很多

人問我這一趟收穫最多的是什麼？我想除了舞蹈技巧與心境上的成長以及更加

寬闊的視野外，最重要的是我獲得了勇氣—繼續堅持所選所愛的勇氣，並且不再

害怕未來勇氣！有了這樣的勇氣與信心相伴，未來不管在哪裡我都會大步向前！ 

最後，感謝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給我此次的機會，以及駐紐約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台北文化中心、華僑文教中心以及大紐約客家會的照顧與協助，讓我

的築夢計畫的進行圓滿順利，再次表達誠摯的感謝！ 



 

Ms.Kunikova於課程結束後給予我的學習回饋： 

 

 

 

 



 

結業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