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三民國小藝術亮點學校 
計畫成果簡報 

報告人：教務主任 官聖政 



主題 課程內容 融合課程 實施對象 

樂器體驗日 由專業教師及打擊樂團團員示範
教導樂器音色和正確使用方式 

生活與科技 
音樂 

二年級 

擊樂與舞獅 根據打擊樂團演奏的節慶音樂創
作傳統中創新的舞獅活動 

體育 
音樂 
表演 

五年級 

一較長短 自然老師指導學生以紙或塑膠製
作律音管，並利用律音管演奏歌
曲 

音樂 
自然 
  

五年級 

五月天的母親節 親子合作以廚房中的鍋碗瓢盆伴
隨歌聲演奏出搖滾的音樂，讓辛
苦的家長能在敲打中釋放壓力舒
展身心 

  四五年級打擊樂團 
家長 
學生 

進擊的小鼓手 結合閱讀課程進行爵士鼓與唐詩
的rap創作 

國語 
音樂 

五年級 

擊樂與嘻哈舞蹈及原住
民舞蹈 

透過各種音樂舞蹈型態的學習來
認識不同文化在藝術上的表現, 

音樂 
社會 
舞蹈社團 

六年級 

生命的蛻變 邀請朱宗慶樂團演奏家何鴻棋老
師分享從放牛班的打架高手到打
擊樂鼓王的心路歷程 

 生命教育 教師 
家長 

我打故我在 將擊樂的軌跡以美術的方式記錄
下來，發展全新的創作方式 

美術 
音樂 

四五年級打擊樂團 

音樂劇場 1改編或創作故事 
2配樂的選擇與練習 
3音樂劇場排練 
4道具佈景的製作 
5總彩排 
6演出 

語文 
音樂 
表演 
美術 

全校師生 

課程架構與規劃～擊樂、極樂、樂響、樂享 



  

課程架構與規劃 

• 打擊樂團上課時間： 

– 104年三月～十二月（每月4次每次3小時） 

• 全校配合課程(三月~七月) 

– 低年級課程(2小時)  

– 中高年級課程（8小時） 

• 第二階段104年八月～十二月 

– 擊樂夏令營(三天共18小時) 

– 教師研習（講座3小時） 

– 中高年級課程（12小時） 

 



樂器體驗日 

低年級小朋友 

對各種樂器充滿好奇心 

高年級學生 

耐心的指導學弟妹 



樂器體驗日學習單 



樂器體驗活動獲得 
低年級的熱烈迴響 



擊樂與舞獅 
音樂課時練習中國鑼鼓打法 

並熟悉醒獅鑼鼓的節奏 

學生分組依據節奏 

設計舞獅步伐 



擊樂與舞獅 

打擊樂團錄製羅漢戲獅 

讓各班可以搭配練習(點擊影音) 
音樂與創意舞獅的搭配 

(點擊影音) 

 



擊樂與嘻哈舞蹈及原住民舞蹈 

由很嘻哈的老師帶我們體驗 

嘻哈舞蹈的韻律（點擊影音） 

 

嘻哈舞蹈對我們來說有點難, 

不過我們喜歡嘻嘻哈哈跟著節奏跳舞 



擊樂與嘻哈舞蹈及原住民舞蹈 

練習山地情歌 

歡迎來訪的原住民小朋友 

(點擊影片） 

原住民舞蹈與我們的山地情歌 

(點擊影片） 



五月天的母親節 

今天孩子是我們的老師 

 

下回可以炒菜兼練打擊樂 

 



五月天的母親節 

五月天戀愛ing 

(點擊影音) 

 

採用爸爸媽媽都會唱的歌曲 

大家很認真的討論節奏 

 



進擊的小鼓手 

老師的觀察 

對於高年級的學生來說，爵士鼓是很
多人覺得很炫的樂器，但是一般學生
並不容易接觸到，因此這個活動的剛
開始計劃時就設定為讓學生學習爵士
鼓的一些基礎打法，同時以rap節奏創
作來讀唐詩增加背誦的趣味性，不但
能將唐詩背熟，另一方面也藉著小組
成員的不斷討論直接練習了各種不同
的節奏型態，有些小朋友一直弄不懂
節奏的組合方式，有些小朋友不喜歡
背唐詩，卻在這次的活動中都很投入，
雖然還尚未形成饒舌歌的風格，但已
經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 

配合本校閱讀課程 

選取詩目 

詩名 作者 背誦日期 

嫦娥 唐．李商隱 9月17日 

水調歌頭 北宋．蘇軾 10月3日 

客至 唐．杜  甫 10月17日 

清平調(其一) 唐．李  白 10月31日 

清平調(其二、三) 唐．李  白 11月21日 

蜀相 唐．杜  甫 12月5日 

蒹葭 詩經．佚名 12月19日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唐．杜  甫 1月2日 



進擊的小鼓手1 

節奏創作學習單 

李商隱~嫦娥 

(點擊影音) 



進擊的小鼓手2 

節奏創作學習單 

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 

(點擊影音) 



進擊的小鼓手3 

節奏創作學習單 

請聽聽我們的饒舌唐詩 



打擊樂中生命的蛻變 

朱宗慶打擊樂團校園示範講座 講師何鴻棋老師唱作俱佳 



一較長短(自然課自製律音管) 

先用公式算一算才能做出 

正確的音高 

塑膠管做出來聲音比較大聲 

也比較耐用 



一較長短～自製律音管演奏 

紙管演奏小蜜蜂 
(點擊影音) 

膠管演奏甜蜜的家庭 
(點擊影音) 



我打故我在(美術創作) 

凡打過必留下足跡 
這是用羅漢戲獅打出來的抽象畫 

猜猜看 

這是什麼樂器留下的軌跡 



我打故我在(美術創作) 

誰的黑眼圈呢? 

原來是銅鈸！你猜到了嗎 

 

馬林巴木琴和琴槌創作 

印象派的點描法 



音樂劇場(胡桃鉗) 

經過老師們的討論選出下列的曲子
做為音樂劇貫穿的主軸 劇組小朋友舞台排演 

音樂劇中共採用12首音樂及多種音效： 

1. Oh!  Christmas Tree 

2. 紅鼻子馴鹿 

3. 聽天使之音 

4. 平安夜 

5. 愛跳舞的人快來跳 

6. Deck the Hall 

7. Carol of the Bell 

8. 糖梅仙子 

9. 郵遞馬車 

10. 鐘聲 

11. Trepak 

12. 耶誕鈴聲(群舞) 

 



音樂劇場排演 

客串老鼠王的楊老師 

揮汗排演、賣力演出 

扮演胡桃鉗的小朋友 

正在揣摩舞台上的動作 



音樂劇場(部分劇本) 

•                           幕二 

音4: 平安夜 

*瑪:可憐的胡桃鉗 你的手都斷了 一定很痛
吧!今天晚上是平安夜 我們一起做個好夢 明
天請諸羅斯叔叔幫你修好 你就不會痛了 

 

*旁:瑪麗把胡桃鉗放在床頭的櫃子上 對著胡
桃鉗及克拉拉小姐說著話  不知不覺的越來
越睏 終於進入了夢鄉 

 

鐘聲12響(煙霧)(鼠第六聲出場) 

音5: 愛跳舞的人快來跳 

        (鼠王出現 演唱 ) 

  

*瑪:(驚醒尖叫) 啊 老鼠 你這可怕的怪物 離
我的胡桃鉗遠一點(向鼠王丟鞋然後昏倒) 

音10:鐘聲 

佳儀 妍運 (舞蹈) 

*旁:瑪莉跟著胡桃鉗走進城堡 看見用薑餅做
成的房子 小精靈和糖果人跳著有趣的舞蹈 

柔珺(舞蹈)  

 

瑪麗: 哇 我是在做夢嗎?克拉拉小姐好美啊 

旁:克拉拉小姐也化身成俄羅斯娃娃跳 

音11:Trepak 

  

*胡桃鉗 麋鹿 小精靈(樂團小朋友):瑪莉小姐 
請加入我們快樂的舞會吧 

 

*瑪:我的好朋友也都在這裡呢!我覺得這真
是最有趣的聖誕節了 

音12:耶誕鈴聲(群舞) 



胡桃鉗音樂劇排演 

(點擊影音) (點擊影音) 



打擊樂團課程 
編號 日期 課程內容 

1 03/28(三) 
各種打擊樂器基本演奏方式教

學 

2 04/01(三) 
小鼓板練習 

節奏與身體律動 
3 04/08(三) 木琴與邦哥鼓練習 

4 04/15(三) 
山地情歌各分部練習 

樂曲合奏 

5 04/22(三) 
山地情歌各分部練習 

樂曲合奏 

6 05/06(三) 
望春風分部練習 
吊鈸與康加鼓練習 

7 05/13(三) 
認識爵士鼓 

爵士鼓基本打法教學 

8 05/20(三) 
爵士鼓練習 
樂曲欣賞 

9 05/27(三) 戀愛ing分部練習 
10 06/03(三) 分部練戀愛ing練習 

11 06/10(三) 
與爸媽們的鍋碗瓢盆 

樂曲合奏 

12 06/17(三) 
羅漢戲獅分部練習 

樂曲合奏 

13 07/01~02(三四) 
羅漢戲獅分部練習 

樂曲合奏 

14 08/19~21(三四五) 
擊樂夏令營 

音樂劇劇本討論 

15 09/09(三) 
Technology 
分部練習 

16 09/16(三) 
Technology 

分部練習及合奏 

17 09/23(三) 
神鬼奇航 
分部練習 

18 09/30(三) 
神鬼奇航 

分部練習及合奏 

編號 日期 課程內容 

19 10/07(三) 
擊樂極樂樂響樂享 
音樂會曲目練習 

20 10/14(三) 
擊樂極樂樂響樂享 

音樂會彩排 
21 10/21(三) 音樂會心得分享 

22 10/28(三) 
The Entertainer合奏練習 

杯子鼓教學 

23 11/11(三) 
音樂劇場曲目練習 

共12首小品 
24 11/18(三) 音樂劇場劇組練習 

25 11/25(三) 
音樂劇場劇組與 
樂團搭配練習 

26 12/02(三) 音樂劇場總彩排 
27 12/25(暫定) 成果發表 

課程由本校廖培怡老師 
與巫欣璇博士共同指導 

音樂劇場由全體藝術與人文教師 
以及本校資訊組長楊祥旻老師. 
圖書教師劉穎穎老師共同指導 



擊樂夏令營 

肢體開發 課程心得 



小鼓板練習 

大家互相觀察同學的姿勢 
一起來練習看看 

（點擊影音） 



樂曲練習 

分部練習中 讀譜以及寫學習單的時間 



何鴻祺教授蒞臨指導 
放鬆的肢體才能打出 

好聽的音色 教授示範 



音樂會 
今年的星光音樂會 

打擊樂是主角 
樂團小朋友同時擔任主持人 

（點擊影片） 



音樂會 

雖然有點緊張但我們還是想把我們
最好的表現呈現給大家 

爵士鼓表演 

（點擊影音） 



音樂比賽 

辛苦的志工家長抬著借來的馬林巴
木琴小心搬上會場 

老師的賽前叮嚀 

右邊那位小朋友記得要縮小腹啊 



音樂比賽 

打擊樂團成立後第一次參加比賽 

得到優等的好成績 

（點擊影音） 

不曾打過這麼高大的琴 

小朋友幾乎是墊著腳尖撐完 

評審老師給了我們許多鼓勵 



校際交流～音樂是最美的語言 

泰興國小的小朋友 

開心學打杯子鼓 

一起來合奏 

我們也把我們藝術亮點的光 

帶給偏鄉的小朋友（點擊影音） 



The End 
感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