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2 校訂跨領域協同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立中西區中山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 九 年級校訂課程跨領域協同學習課程計畫 

超學科跨領域 

課程類別 

1.彈性學習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芭蕾、現代、民族、即興 
2.領域學習課程： 

■藝術(□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協同教學節數

說明 

(1) 彈性學習課程主題，每週  9  節，實施 21週，共      

189 節。 

 

授課教師姓名 

   藝術專長  領域 蕭秋雲 老師、方士允 老師 

                  李柏金 老師、王心蓓 老師 

                  林宜頻 老師、楊靜媚 老師 

                  卓宛蓁 老師 

設計理念 
舞蹈班學生依專長發展所需，安排專業術科課程，並針對訓

練過程以分組教學達到可能的目標。 

本教育階段 

總綱核心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A3 規

劃執行與創新應變、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B2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C1 道德實踐與公民

意識、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課程主題名稱 舞蹈專業課程 課程目標 

培育藝術才能優異的學生，養成藝術與文化發展之人才。 

1.啟發具有舞蹈優異潛能之學生，施予適性之系統化教

育。 

2.透過分組教學，提昇表演、賞析與創造力。 

3.結合社群資源，進行多元藝術交流，拓展文化視野。 

可符合之 

領域核心素養 

(或能力指標)  

藝才 J-A1開展藝術潛能，展現個人特質，培養良好

藝術學習習慣。 

藝才 J-A3精進藝術展演相關知能，拓增跨領域的藝

術學習經驗，強化創造力與應變力。 

藝才 J-C2 在藝術相關環境、團隊與人際互動中，具

備同理心與觀察力，積極與人協調和合作。 

融入相關議題 

【人權教育】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3 覺察自己的能力與興趣。 

涯 J4 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質與價值觀。 

涯 J5 探索性別與生涯規劃的關係。 

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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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教學與學習活動內容(需敘明教師授課分工) 節數 教材來源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授課師資 
備註 

(申請鐘點費計算) 
授課教師

姓名 

協同教師 

姓名 

採計

節數 

第一週~第五

週 

即興創作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方士允，B組蕭秋雲)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方士允 蕭秋雲 10 10*360 

第一週~第五

週 

民族舞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蕭秋雲，B組卓宛蓁，C組楊靜媚)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蕭秋雲 楊靜媚 

卓宛蓁 

12 12*360 

第一週~第五

週 

現代舞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林宜頻，B組李柏金)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林宜頻 李柏金 8 8*360 

第一週~第五

週 

芭蕾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李柏金，B組林宜頻)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李柏金 林宜頻 8 8*360 

第一週~第五

週 

舞蹈編制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蕭秋雲，B組王心蓓) 

5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蕭秋雲 王心蓓 4 4*360 

第六週~第九

週 

即興創作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方士允，B組蕭秋雲)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方士允 蕭秋雲 10 10*360 

第六週~第九

週 

民族舞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蕭秋雲，B組卓宛蓁，C組楊靜媚)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蕭秋雲 楊靜媚 

卓宛蓁 

12 12*360 

第六週~第九

週 

現代舞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林宜頻，B組李柏金)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林宜頻 李柏金 8 8*360 

第六週~第九

週 

芭蕾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李柏金，B組林宜頻)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李柏金 林宜頻 8 8*360 

第六週~第九

週 

舞蹈編制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蕭秋雲，B組王心蓓) 

5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蕭秋雲 王心蓓 4 4*360 

第十週~第十

三週 

即興創作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方士允，B組蕭秋雲)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方士允 蕭秋雲 10 10*360 

第十週~第十

三週 

民族舞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蕭秋雲，B組卓宛蓁，C組楊靜媚)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蕭秋雲 楊靜媚 

卓宛蓁 

12 12*360 

第十週~第十 現代舞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10 自編 實作、觀 林宜頻 李柏金 8 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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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週 (A組林宜頻，B組李柏金) 察、問答 

第十週~第十

三週 

芭蕾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李柏金，B組林宜頻)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李柏金 林宜頻 8 8*360 

第十週~第十

三週 

舞蹈編制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蕭秋雲，B組王心蓓) 

5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蕭秋雲 王心蓓 4 4*360 

第十四週~第

十八週 

即興創作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方士允，B組蕭秋雲)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方士允 蕭秋雲 10 10*360 

第十四週~第

十八週 

民族舞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蕭秋雲，B組卓宛蓁，C組楊靜媚)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蕭秋雲 楊靜媚 

卓宛蓁 

12 12*360 

第十四週~第

十八週 

現代舞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林宜頻，B組李柏金)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林宜頻 李柏金 8 8*360 

第十四週~第

十八週 

芭蕾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李柏金，B組林宜頻)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李柏金 林宜頻 8 8*360 

第十四週~第

十八週 

舞蹈編制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蕭秋雲，B組王心蓓) 

5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蕭秋雲 王心蓓 4 4*360 

第十九週~第

二十一週 

即興創作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方士允，B組蕭秋雲)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方士允 蕭秋雲 4 4*360 

第十九週~第

二十一週 

民族舞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蕭秋雲，B組卓宛蓁，C組楊靜媚)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蕭秋雲 楊靜媚 

卓宛蓁 

6 6*360 

第十九週~第

二十一週 

現代舞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林宜頻，B組李柏金)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林宜頻 李柏金 4 4*360 

第十九週~第

二十一週 

芭蕾專長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李柏金，B組林宜頻) 

10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李柏金 林宜頻 4 4*360 

第十九週~第

二十一週 

舞蹈編制課程依特質分組 

(A組蕭秋雲，B組王心蓓) 

5 自編 實作、觀

察、問答 

蕭秋雲 王心蓓 2 2*360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