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國中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1.2 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

名稱 
舞蹈社 實施年級 七八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總綱 

A1 身心 素質 與 自我 精進 

A2 系統 思考 與 解決 問題 

B3 藝術 涵養 與 美感 素養 

C2 人際 關係 與 團隊 合作 

C3 多元 文化 與 國際 理解 

校訂學生圖像 

1-2-1能了解生活中的美感要素 

1-2-2能積極參與藝術活動，並建立美感觀點 

2-2-1能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法 

2-3-1能將想法或意見，有條理的或有脈絡的呈現 

課程目標 

一、理解現代舞起源與脈絡、派別技巧與人物 

二、建立表演藝術國際觀 

三、以積極正面的思考建構流暢的肢體動作 

四、理解暖身部位排列順序重要性、合理性 

五、透過舞蹈日記與課齁思考釐清概念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新知識) 學習目標(預期成效)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 前導課程 課程概況介紹 
認識舞蹈具代表人物與

技巧要點 

舞蹈日記 

實作評量 
 

第二週 1 

Warm up的要點 

暖身的要點 

理解暖身的重要性，暖

身的目的與部位暖身的

順序合理性 

舞蹈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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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舞蹈是什麼？- 

舞蹈的認知 
舞蹈的起源發展介紹 理解舞蹈的起源與脈絡 

實作評量 
 

第四週  腹部運作 

1.腹部的收縮與舒張

(Martha Graham技

巧-contraction＆ 

realease) 

2.核心控制能力 

3.身體姿態調整 

1.能夠於接收指令正確

反應並呈現正確的

動作 

2.了解肢體各部位的運

行方式 

3.能夠運用想像力與其

他媒介引導肢體動

作 

4.能夠建構流暢的舞

句、 

5.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參與學習 

 

舞蹈日記 

 

第五週  腹部運作 

1.腹部的收縮與舒張

(Martha Graham技

巧-contraction＆ 

realease) 

2.核心控制能力 

3.身體姿態調整 

1.能夠於接收指令正確

反應並呈現正確的

動作 

2.了解肢體各部位的運

行方式 

3.能夠運用想像力與其

他媒介引導肢體動

作 

4.能夠建構流暢的舞

句、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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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參與學習 

 

第六週  脊椎旅行 Rolling up and down 
1.能夠於接收指令正確

反應並呈現正確的動作 

舞蹈日記 
 

第七週  脊椎旅行 Rolling up and down 
2.了解肢體各部位的運

行方式 

實作評量 
 

第八週  呼吸的哲學 
contraction ＆ 

realease 

3.能夠運用想像力與其

他媒介引導肢體動作 

舞蹈日記 
 

第九週  呼吸的哲學 
contraction ＆ 

realease 

4.能夠建構流暢的舞

句、 

實作評量 
 

第十週  收縮與舒張 
contraction＆ 

realease 

5.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參與學習 

舞蹈日記 
 

第十一週  跌落與復起 Full ＆recovery 
1.能夠於接收指令正確

反應並呈現正確的動作 

實作評量 
 

第十二週  跌落與復起 Full ＆recovery 
2.了解肢體各部位的運

行方式 

舞蹈日記 
 

第十三週  震動與震盪 bounce 
3.能夠運用想像力與其

他媒介引導肢體動作 

實作評量 
 

第十四週  震動與震盪 bounce 
4.能夠建構流暢的舞

句、 

舞蹈日記 
 

第十五週  Swing 與 sway 弧線的肢體 
5.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參與學習 

實作評量 
 

第十六週  Swing 與 sway 弧線的肢體 
1.能夠於接收指令正確

反應並呈現正確的動作 

舞蹈日記 
 

第十七週  小品創作 主題創作 
2.了解肢體各部位的運

行方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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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小品創作 主題創作 
3.能夠運用想像力與其

他媒介引導肢體動作 

舞蹈日記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備註可加註說明各社團以年段或班群實施現況、議題融入或教材設計說明，無則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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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永仁高中國中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1.2 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

名稱 
舞蹈社 實施年級 七八年級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18    )節 

彈性學習課程規範 2.□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社團活動□技藝課程) 

總綱或領綱核心素養 

總綱 

A1 身心 素質 與 自我 精進 

A2 系統 思考 與 解決 問題 

B3 藝術 涵養 與 美感 素養 

C2 人際 關係 與 團隊 合作 

C3 多元 文化 與 國際 理解 

校訂學生圖像 

1-2-1能了解生活中的美感要素 

1-2-2能積極參與藝術活動，並建立美感觀點 

2-2-1能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法 

2-3-1能將想法或意見，有條理的或有脈絡的呈現 

課程目標 

一、理解現代舞起源與脈絡、派別技巧與人物 

二、建立表演藝術國際觀 

三、以積極正面的思考建構流暢的肢體動作 

四、理解暖身部位排列順序重要性、合理性 

五、透過舞蹈日記與課齁思考釐清概念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新知識) 學習目標(預期成效) 學習評量(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 前導課程 
喚醒肢體 

複習重點與動作 

具有國際觀，認識國際

團隊，增廣視野 

舞蹈日記 
 

第二週 1 

身體中樞 
1.腹部的能量 

2.脊椎的運行 

 

1.能夠於接收指令正確

反應並呈現正確的

動作 

實作評量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新課綱版-社團與技藝類) 

2.了解肢體各部位的運

行方式 

3.能夠運用想像力與其

他媒介引導肢體動

作 

4.能夠建構流暢的舞句 

5.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參與學習 

 

第三週  

身體中樞 1.腹部的能量 

2.脊椎的運行 

 

1.能夠於接收指令正確

反應並呈現正確的動作 

舞蹈日記 

 

第四週  靈敏的末梢 
彈跳組合 2.了解肢體各部位的運

行方式 

實作評量 
 

第五週  靈敏的末梢 
彈跳組合 3.能夠運用想像力與其

他媒介引導肢體動作 

舞蹈日記 
 

第六週  地板的溫度與力量 
1.上身的平衡控制 

2.肌耐力訓練組合 

4.能夠建構流暢的舞句 實作評量 
 

第七週  地板的溫度與力量 
1.上身的平衡控制 

2.肌耐力訓練組合 

5.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參與學習 

舞蹈日記 
 

第八週  舞蹈交際場 

1.中間擦地與重心轉

換小品 

2.流動步伐與彈跳小

品 

1.能夠於接收指令正確

反應並呈現正確的動作 

實作評量 

 

第九週  舞蹈交際場 

1.中間擦地與重心轉

換小品 

2.流動步伐與彈跳小

2.了解肢體各部位的運

行方式 

舞蹈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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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第十週  走步的練習 
位移的種類探討 3.能夠運用想像力與其

他媒介引導肢體動作 

實作評量 
 

第十一週  走步的練習 
位移的種類探討 4.能夠建構流暢的舞句 舞蹈日記 

 

第十二週  滑步的練習 
位移的質感探討 5.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參與學習 

實作評量 
 

第十三週  滑步的練習 
位移的質感探討 1.能夠於接收指令正確

反應並呈現正確的動作 

舞蹈日記 
 

第十四週  快樂腳組合 
流動與步伐小品 2.了解肢體各部位的運

行方式 

實作評量 
 

第十五週  快樂腳組合 
流動與步伐小品 3.能夠運用想像力與其

他媒介引導肢體動作 

舞蹈日記 
 

第十六週  小品創作 
主題式創作 4.能夠建構流暢的舞句 實作評量 

 

第十七週  小品創作 
主題式創作 5.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參與學習 

舞蹈日記 
 

第十八週  小品呈現 
作品與概念統整呈現 1.能夠於接收指令正確

反應並呈現正確的動作 

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備註可加註說明各社團以年段或班群實施現況、議題融入或教材設計說明，無則免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