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北門區北門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跨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戰鼓社 34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2 直笛社 34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3 在地文化社 34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北門區北門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跨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戰鼓社 實施年級 7-9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4   )節 社團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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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力，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了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

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 落實學校一人一樂器的目標，推動藝術社團實現藝術教育。 

2. 延續傳承北門區戰鼓文化經驗，延續發揚傳統民間技藝。 

3. 提供學生多元化藝術學習活動，擴展視野並培養學生自信心與團隊合作精神，建立健全人格。 

4. 配合本市傳統藝術比賽項目以及本區或本校學區運動會及慶典活動演出。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2週 4 戰鼓基礎技法 

1.戰鼓介紹 

2.鼓譜介紹 

3.基本鼓術擊法 

4.各項鼓術技巧(重音、連音、側鼓、落雨) 

5.站姿與動作調整 

認識戰鼓的基礎技法並

能分辨各項不同的鼓術

擊法與術語應用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第 3~11週 14 比賽曲目練習 

1.前奏、A、B、E段 

2.隊形安排 

3.走位練習 

4.動作口號 

1.能熟記鼓譜並完整團

隊打擊 

2.參加傳統藝術比賽 

上課態度 

團隊精神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2~20週 16 曲目練習-天地人 

譜段：前奏、A~E 段、大鼓段、三音鼓段、

天鼓段、尾聲 

鼓陣：花式拋槌 

團隊：鈸段、鑼段 

運用各項技能與肢體表

現，完整呈現曲目展演 

上課態度 

團隊精神 

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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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社團務必寫一份。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直笛社 實施年級 7-9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4   )節 社團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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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力，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了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

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 推動藝才社團，落實藝術教育。 

2. 透過學生學習成果之展出及對外比賽，讓社區及外界人士發現藝術之美。 

3. 參與競賽及表演增加團隊默契、合作、榮譽及信心。 

4. 以三年為一個循環打穩基礎，持續提升孩子自信與勇氣、透過藝術豐富心靈、培養興趣、多元展能及增加適性

發展的機會。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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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週 6 直笛入門 

1.基礎樂理入門 

2.腹式呼吸法練習 

3.運舌與運指練習 

4.直笛維護與保養 

1.學會基礎樂理知識 

2.能吹出八度音階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第 4~10週 10 長音吹奏 

1.節奏運氣 

2.認譜練習 

3.高音笛指法練習 

1.認識高音直笛指法 

2.C大調音階、琶音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第 11~15週 8 中音指法 

1.中音笛指法練習 

2.次中音笛指法練習 

3.連音與節奏練習 

1.認識中音直笛與次中

音直笛指法 

2.F大調音階、琶音 

3.附點音符節奏吹奏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第 16~20週 10 視奏練習 
1.獨奏視奏練習 

2.二部視奏練習 

1.認識樂譜與指法，完

成簡單旋律吹奏 

2.能與他人合奏二分部

曲目 

上課態度 

團隊精神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在地文化社 實施年級 7-9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4   )節 社團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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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 推動藝才社團，落實藝術教育。 

2. 透過在地文化學習，善用地區特色媒材設計多元文創作品，開拓學生創造美學能力，培養對地區文化認同。 

3. 利用課程激發學生創造力，藉由觀察生活中美景與生態，培養做中學正向態度，提升學生多元智慧。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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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6週 10 蚵殼創作 

1.認識蚵殼應用 

2.蚵殼剪型 

3.蚵殼黏貼 

4.虱目魚蚵灰板製作 

認識在地特色物產，並

應用於藝術創作。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成果展現 

 

第 7~12週 10 陶藝製作 

1.陶土組成概論 

2.窯燒認識與作品欣賞 

3.花跳魚製作 

利用在地文化結合藝術

創作，認識不同的藝術

媒材與做法應用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成果展現 

 

第 13~20週 14 黑腹燕鷗泥塑 

1.黑腹燕鷗介紹 

2.遷徙與在地生態 

3.構圖打底 

4.泥塑造型 

5.上色彩繪 

認識在地候鳥習性，搭

配紀錄片撥放介紹與本

校環境教育，應用於藝

術創作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成果展現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北門區北門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跨年級社團辦理一覽總表 

社團編號 社團活動名稱 社團教學總節數 是否跨年級實施 預計實施方式 

1 戰鼓社 3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2 直笛社 3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3 在地文化社 30 是■   否□ 
■每週【 2 】節 

□隔週【  】節 

◎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上列全部社團請如實一一撰寫社團個別之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實施如有跨年級實施也請敘明，實施週次如有與其他類課程對開也請於最右一欄如實說明。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臺南市立北門區北門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跨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戰鼓社 實施年級 7-9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0 )節 社團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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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力，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了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

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 落實學校一人一樂器的目標，推動藝術社團實現藝術教育。 

2. 延續傳承北門區戰鼓文化經驗，延續發揚傳統民間技藝。 

3. 提供學生多元化藝術學習活動，擴展視野並培養學生自信心與團隊合作精神，建立健全人格。 

4. 配合本市傳統藝術比賽項目以及本區或本校學區運動會及慶典活動演出。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節數 單元或課程名稱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評量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2~13週 20 
曲目練習-醒獅、大破

連環 

醒獅譜段：醒獅主旋、三音鼓段。 

大破譜段：大破連環引子、大破連環主旋 

鼓陣：隊形走位、花式拋槌 

團隊：鑼鼓經、宋江陣、合奏 

運用各項技能與肢體表

現，完整呈現曲目展演 

上課態度 

團隊精神 

實際操作 

 

第 14~19週 8 畢業典禮曲目練習 

1.曲目：天地人接醒獅與大破連環 

2.進場走位練習、口號設計、串場三音鼓

獨奏、退場祝賀語 

運用各項技能與肢體表

現，完整呈現曲目展演 

上課態度 

團隊精神 

實際操作 

 

第 20週 2 社團成果展演 鼓術曲目大會串 成果展演 

上課態度 

團隊精神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直笛社 實施年級 7-9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0   )節 社團編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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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般知能及表現能力，欣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值，並了解美感的特質、認知與表現方式，增

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感體驗。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 推動藝才社團，落實藝術教育。 

2. 透過學生學習成果之展出及對外比賽，讓社區及外界人士發現藝術之美。 

3. 參與競賽及表演增加團隊默契、合作、榮譽及信心。 

4. 以三年為一個循環打穩基礎，持續提升孩子自信與勇氣、透過藝術豐富心靈、培養興趣、多元展能及增加適性

發展的機會。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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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週 6 升音階調性練習 
1.升降音符認識 

2.升降音階指法練習 

1.能完成升降音符視譜 

2. bB、bE 大調音階、琶

音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第 5~12週 12 長曲練習：破曉 

1.高音笛二重奏 

2.分部練習合奏 

3.曲目合奏練習 

運用各項技能與表情肢

體表現，完整呈現曲目

展演 

上課態度 

團隊精神 

實際操作 

 

第 13~21週 12 
長曲練習：誇張的小

步舞曲 

1.高音笛二重奏 

2.分部練習合奏 

3.曲目合奏練習 

運用各項技能與表情肢

體表現，完整呈現曲目

展演 

上課態度 

團隊精神 

實際操作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第二類) 

社團活動或技藝課程名稱 在地文化社 實施年級 7-9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  30   )節 社團編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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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1 具備良好的身心發展知能與態度，並展現自我潛能、探索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積極實踐。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課程目標 

1. 推動藝才社團，落實藝術教育。 

2. 透過在地文化學習，善用地區特色媒材設計多元文創作品，開拓學生創造美學能力，培養對地區文化認同。 

3. 利用課程激發學生創造力，藉由觀察生活中美景與生態，培養做中學正向態度，提升學生多元智慧。 

課程架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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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6週 10 文蛤創作-年年有魚 

1.利用文蛤殼特殊形狀做

造型延伸創作 

2.搭配節慶與祝福語，特

製卡片或吊飾 

利用生活周遭的物品發想創

意，實踐生活即藝術的融入

教育。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成果展現 

 

第 2~13週 10 蚵灰應用-清淨包 

1.廢棄蚵殼大變身 

2.蚵殼粉再利用 

3.蚵殼粉清淨包製作 

介紹在地物產特性，讓學生

理解蚵殼的化學特性，並分

享成功的再利用實例，達到

環境永續經營的良善循環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成果展現 

 

第 2~13週 10 粗鹽創作-洋香瓜 

1.在地農作物探討與植物

土地關聯分析 

2.藉由鹽地特色物產結合

粗鹽染色彩繪，提供藝術

創作更深層意涵。 

讓學生理解在地土壤特質與

相符合植栽與農作，並結合

文創設計，推銷在地物產。 

上課態度 

實際操作 

成果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