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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10學年度舞原力計畫實施成果

一、實施情形

臺北市110學年度原住民族樂舞教學到校服務計畫(以下簡稱本活動)，此計畫分為樂舞教學到校服

務以及教師增能工作坊兩個模式進行，辦理期間開放本市公私立國中對原住民族樂舞文化有興趣者，

提供8-10所學校免費申請。

110學年度因面臨疫情，申請舞原力樂舞教學到校服務共兩場以及教師增能工作坊共三場，其中教

師增能工作坊參與教師共33位，樂舞到校教學參與師生共127位。教師增能工作坊分別在瑠公國中、

金華國中、內湖國中三所國中辦理，由陳明德主任及白紫．武賽亞納主任、巴奈老師擔任教學者，分別

教授排灣族與阿美族樂舞文化。

排灣族樂舞教學介紹原住民族小常識，說明原住民族樂舞特色，介紹排灣族古謠〈lja lja i〉歌曲，認識

排灣族書寫符號並指導唸讀歌詞，說明歌詞意義並範讀歌詞，學習排灣古謠，講師介紹八步舞的舞步

，教師學會牽手方式並熟悉腳步後，齊唱歌曲〈lja lja i〉。接著讓教師體驗排灣族的八步舞，教師播放串

聯音樂(多首歌曲合併)，讓學生依照歌曲速度快慢調整八步舞步。講師補充說明排灣族樂舞注意事項

，教師再次複習今天課堂上介紹和說明的原住民族樂舞。講師發下學習單，請同學根據今天上課聽到

或學到來填寫學習單，完成後交給講師。

阿美族樂舞教學由巴奈老師介紹美式部落舞宴，首先說明臺灣原住民族分佈、原住民族唱歌內容

包含祭典類、傳說類、工作類、生活情感類等，唱歌表現包含以歌合舞、以歌合呼喊、以歌合樂器、以

歌合母語，樂舞形式是手牽手走成圓形隊伍在圓周上行進，樂舞動作是走步/踏併步/曲步/左右交叉步/

跳併步等，起舞姿勢是牽手/交叉手/不牽手/搭臂/搭腰/行列等。

舞原力樂舞教學到校服務計畫分別到永吉國中和北政國中，由陳明德老師、巴奈老師擔任主要教學

者，洪艷玉老師、江秀英老師、孫秋香老師擔任助教，排灣族樂舞到校教學特色為有歌有舞、牽手方式

為左手在下、右手在上，原住民族多為團體舞蹈，主要是為了讓大家團聚。阿美族樂舞到校教學先講

解阿美族招呼語並請學生朗讀Ngaiay ho 你好嗎？(複音)Hoi yan~ Yi ya o hai yan~Hai yan~Hai yo

Wei ha hai。請學生站成兩排互相牽手，講師與助教指導學生阿美族豐年祭舞蹈與舞步，講師與助教

協助調整舞蹈動作，請學生圍成一圈練習阿美族舞蹈，最後複習阿美族招呼語以及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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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成效

(一)教師增能工作坊

原住民族樂舞教學到校服務暨教師增能工作坊到校服務回饋表統計結果(如下圖)， 教師普遍認

為研習主題能夠增進自我專業知識、研習主題淺顯易懂能夠輕易對課程有初步概念、主題與內容

相符且難易適中，課程內容意見中研習課程不至於太艱深難懂與偏離實際需求、講師講解清楚深

入淺出且生動有趣、課程內容能吸引教師注意且內容精采充實，自我成長意見中教師普遍認為自

己很用心參與此次研習且深入了解課程內容，上課期間教師能夠隨時掌握講師進度並適時提問，

教師表示會積極參與相關研習提升自我知能。

(二)樂舞到校教學

學生填寫樂舞到校教學學習單，普遍了解原住民族樂舞主題課程，主要是介紹排灣族，排灣族樂

舞特色為有歌有舞。原住民族跳舞時喜歡手牽著手跳舞，排灣族牽手的方式是左手下、右手上。

原住民族跳舞時，大多是以大會舞、舞圈、圍舞的方式，鮮少獨舞，主要是為了要讓大家團聚。透

過這次的原住民族樂舞課程，教師最大的收獲是學生的反應很好，教師教學生動活潑，能親自體

驗原住民族舞蹈是很特別的體驗；能了解原住民族文化也讓九年級學生在準備考試之餘，有凝聚

班級活力和精神的機會。本活動幫助教師學會阿美族傳統樂舞、服裝、祭儀和舞蹈為圈圈方式有

階級之分，且更深入了解原住民族的熱忱與活力，對生命的愛護及自然地人際互動。教師對於執

行舞原力計畫的建議是若有簡報或歌詞需要列印可事前提供，除了排灣族及阿美族，下次可介紹

其他族的舞蹈或傳統祭儀文化之類的知識，讓教師也能夠參與樂舞教學，若在七年級下學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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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更好，因為七年級上學期秩序尚未建立好。

教師對於此次活動意見調查統計表以及舞原力成果檢核表如下：

項目

得分

糟透了 有待改進 還可以 相當滿意 好極了

1 2 3 4 5

中心準備之簡報內容清楚，師生

們更加認識原住民族文化

4 20

歌謠及舞步難度適中，學生參與

樂舞活動的意願很高

4 20

學習單內容難度頗高，學生作答

上頗有困難

9 8

您喜歡這次的樂舞教學活動嗎 4 20

舞原力計畫成果檢核表

(✓已完成、✕未完成)

舞原力樂舞到校教學 舞原力樂舞教學教師增能工

作坊

教師能依序講解樂舞步驟 ✓ ✓

學生能唸出原住民族問候語 ✓ ✕

學生能依照指示練習樂舞 ✓ ✕

110學年度舞原力計畫提供8-10所學校免費申請 ✕ ✕

教師能運用多元且適切的評量方式 ✓ ✓

110學年度舞原力計畫講師鐘點費核銷 ✓ ✓

學生能主動參與學習 ✓ ✕

教學方法創新與多元，足以在校內外進行分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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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建議與省思

(一)、臺北市110學年度原住民族舞原力樂舞教學到校服務

新學年度舞原力樂舞教學增加多元原住民族群，豐富舞原力樂舞教學內涵。可邀請其他原住民族群

樂舞教學講師及助教，豐富講師陣容。因應疫情申請學校數量較少，可改為線上講座辦理，並製作舞

原力樂舞到校教學海報宣傳教學活動。

(二)、臺北市110學年度原住民族舞原力教師增能工作坊

新學年度舞原力教師增能工作坊講師可增加多元原住民族群，增添教師增能工作坊師資。講師必須

製作教學簡報，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可提供簡報範例，並培養舞原力教師增能工作坊種子教

師，提升教學影片美感，教師增能可更注重藝術領域實際體驗。

四、舞原力樂舞教學及授課教師照片

陳明德主任介紹排灣族樂舞 教師手牽手練習排灣族樂舞

主要教學者示範排灣族樂舞牽手方式 教師聆聽排灣族樂舞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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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講解排灣族貴族木紋 教師增能工作坊排灣族樂舞講座

教師示範排灣族手牽手方式 教師練習排灣族樂舞舞步

講師示範阿美族樂舞手牽手方式 教師共同練習阿美族樂舞

教師圍圈練習阿美族樂舞 講師講解阿美族樂舞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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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與永吉國中師生合影 講師帶領學生練習排灣族樂舞舞步

師生圍圈共同練習排灣族樂舞 講師講解排灣族樂舞文化

講師請學生排列阿美族樂舞隊形 學生手牽手排列阿美族樂舞隊形

講師與北政國中師生合影 北政國中教師與學生排列樂舞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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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學者

Masegeseg陳明德
現職臺北市三興國小訓導主

任

Sukudi洪艷玉
現職遠距族語教學卑南族老

師

Paicux白紫˙武賽亞納
現職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

資源中心主任

蔡巴奈老師

現職出力創意行銷工作坊

教師

助理教師

Ciyuku孫秋香
現職臺北市部落大學

-樂齡到校服務講師

Tengo江秀英
現職臺北市部落大學

-樂齡到校服務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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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舞原力-教師增能工作坊 各校申請表
檔次 樂舞教學日期 各校申請表

1 09/29(三)

信義區瑠公國中

2 10/12(四)

大安區金華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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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舞原力-樂舞教學到校服務 各校申請表

檔次 樂舞教學日期 申請表

1 12/14(四)

內湖區內湖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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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舞原力-樂舞教學到校服務 各校申請表

檔次 樂舞教學日期 申請表

1 12/16(四)

信義區永吉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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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3/03(四)

文山區北政國中

附件三

110學年度舞原力-教師增能工作坊 人數統計表
檔次 樂舞教學日期 參與教師人數

1 110.09.29(三)信義區瑠公國中 10

2 110.10.12(四)大安區金華國中 17

3 110.12.14(二)內湖區內湖國中 6

總計 33

110學年度舞原力-樂舞教學到校服務 人數統計表
檔次 樂舞教學日期 參與班級數 參與師生人數

1 110.12.16(四)信義區永吉國中 4 94
2 111.03.03(四)文山區北政國中 4 106

總計 127

15



附件四

110學年度舞原力樂舞到校教學-阿美族樂舞教學方案
領域/科目 表演藝術 設計者 蔡巴奈

實施年級 九年級 教學節次 共4節
單元名稱 阿美族樂舞教學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表1-Ⅳ-1能運用特定元素、形式、技
巧與肢體語彙表現想法，發展多元

能力，並在劇場中呈現。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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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表E-Ⅳ-1 聲音、身體、情感、時間、
空間、勁力、即興、動作等戲劇或舞

蹈元素。

表E-Ⅳ-2 肢體動作與語彙、角色建
立與表演、各類型文本分析與創

作。

表E-Ⅳ-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術元
素的結合演出。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原J8學習原住民族音樂、舞蹈、服飾、建築與各種工藝技藝並區分各族之差
異。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藝術與人文

教材來源 一、「舞原力」教學推廣活動-認識原住民族樂舞學習單
二、阿美族歌謠-豐年祭歌曲介紹

教學設備/資源 白板、學習單

學習目標

1、 本樂舞教育推動，係期望結合學校藝術與人文領域或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配合校內

教學空間，推展原住民族樂舞文化，並充實學校教學資源活動。

2、 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協助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以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

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瞭解及尊重。

3、 透過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提昇教師具有原住民族語課程發展、教學研究與設計、多元

評量及教材製作能力，並建構無間隙、優質的原住民族語教學服務環境。

4、 協助每位學生能透過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活動，體認原住民族文化、風格及其脈絡，進

而欣賞原住民文化藝術並珍視原住民文物與作品。

5、 善用現有原住民族教育資源，藉由原住民族樂舞到校教學服務，落實多元文化於學校

教育，培養學生具有跨文化能力，瞭解台灣是個多元文化豐富之社會。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備註

● 一、引起動機：

● (一)講解阿美族招呼語：請學生朗讀
● Ngaiay ho 你好嗎？複音
● Hoi yan~
● Yi ya o hai yan
● Hai yan
● Hai yo Wei ha hai
● (二)發展活動：
● 1.請學生站成兩排互相牽手
● 2.講師與助教指導學生阿美族豐年祭舞蹈與舞步

5’

20’

能唸出阿美族招呼語

能練習阿美族豐年祭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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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講師與助教協助調整舞蹈動作
● (三)總結活動：

1.請學生圍成一圈練習阿美族舞蹈
2.複習阿美族招呼語以及舞步

15’ 能練習舞蹈與阿美族

招呼語

試教成果：（非必要項目）

試教成果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可包括學習歷程案

例、教師教學心得、觀課者心得、學習者心得等。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若有參考資料請列出。

附錄：

列出與此示案有關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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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臺北市110學年度原住民族樂舞教學到校服務計畫

前言
臺灣是個多族群的社會，多元文化豐富了這塊美麗土地，其中原住民族文化屬南島民族文化

，有別於台灣大多數的漢文化，其獨特的傳統服飾、嘹亮的歌聲及結合生活習俗的舞蹈，已然成

為台灣在國際上受人矚目的焦點之一。本計畫係希望透過「到校教學服務」的歷程，讓每位學生能

親自體驗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活動，體認原住民族文化、風格及其脈絡，培養學生具有跨文化能力；

同時，透過資源引進與合作，解決教學現場中有關原住民族主題單元專業師資及教材不足之窘

境。

壹、依據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

三、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實施計畫。

四、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推廣計畫。

貳、目標

一、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協助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以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族各

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瞭解及尊重。

二、透過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提昇教師具有原住民族語課程發展、教學研究與設計、多元評量

及教材製作能力，並建構無間隙、優質的原住民族語教學服務環境。

三、協助每位學生能透過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活動，體認原住民族文化、風格及其脈絡，進而欣

賞原住民族文化藝術並珍視原住民文物與作品。

四、善用現有原住民族教育資源，藉由原住民族樂舞到校教學服務，落實多元文化於學校教育

，培養學生具有跨文化能力，瞭解台灣是個多元文化豐富之社會。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東新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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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本土語言輔導小組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各國民中學

3、 辦理時間： 110年09月29日至111年06月30日。

伍、實施方式

一、活動目的：本樂舞教育推動，係期望結合學校藝術與人文領域或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配

合校內教學空間，推展原住民族樂舞文化，並充實學校教學資源活動。

2、 參與對象：本活動辦理期間，將開放本市公私立國中對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有興趣者，每學期提

供8-10所學校免費申請，以未申請過的學校優先遴選。

3、 課程內容：以介紹並體驗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內容為主，如生活運用、創作理念及背後文化

意涵等。此課程完整內容每班共一堂課1主題，由淺入深安排。

4、 進行方式：本計畫申請以每週的週四或週五到校教學服務，請申請學校或教師安排上課時

程為9:00-15:00共4至5節課，每節安排1個班級上課。如有相關問題，請洽東新

國小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課程教學組。

5、 師資來源：由本市原住民族教學資源中心或本土語言輔導小組提供，必要時外聘專家學者協助

辦理。

6、 配合事項：
(一)學校安排適宜場地(能播放簡報、影音、團體舞蹈)，並由校內老師協助上課秩序維護。

(二)活動後由參與學生撰寫心得(可參考中心提供之學習單)，格式與字數不拘，擇優致贈紀念

品且有機會刊登本中心網站分享。

7、 申請方式：請有意願申請之學校，填寫申請表(附件1)。利用電子郵件寄至以下信箱：

tpiercenter@mail.thes.tp.edu.tw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課程教學組組長)。

電話：(02)2783-7577轉1603  (鄧文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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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申請日期:每學期提供8-10所學校申請，申請日從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陸、經費來源：由本市教育局與教育部本土語言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柒、預期效益

一、提升本市師生對原住民族樂舞文化之認識，進一步了解與促進多元文化發展。

二、豐富本市教學資源，促進多元族群交流機會。

三、發揮本中心諮詢輔導功能，增益原住民族教育發展，促進多族群文化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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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110學年度原住民樂舞教學-排灣族篇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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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110學年度原住民樂舞教學-山海舞宴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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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110學年度原住民樂舞教學-美式部落舞宴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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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110學年度原住民樂舞教學-美式部落舞宴 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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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110學年度舞原力教學推廣活動-認識原住民族樂舞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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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舞原力樂舞到校教學與教師增能工作坊彙整學員回饋

一、研習內容中，印象最深刻或最有趣的部分

(一)歌舞平易近人，教師親身示範歌唱與八步舞歌舞活潑有趣。
(二)唱排灣族兒歌以及牽手的動作重點感覺很有趣。
(三)文物展示介紹階級、衣服與服裝上的圖案意義。
(四)排灣族的服飾、器具、音樂、舞蹈介紹皆有趣。
(五)圖騰與視覺藝術有關，原住民族專業知識更多了些認識。
(六)服飾慶典與部落信仰故事，可看見不同的文化。
(七)部落的文化、故事、領唱可以隨時換人，是跟漢人的文化很不一樣的地方。
(八)學員共同唱歌和跳舞，歌舞平易近人，能夠應用到生活中。
(九)說明原住民族歷史源流。
(十)從巴奈老師的介紹到阿美族的樂舞教學都十分精彩，最後的呈現很棒。
(十一)學生的學習表現很好，生動活潑。

二、研習的整體活動安排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一)看到實體的藝術品更認識各個原住民族文化。
(二)了解排灣族的歷史文化及習俗，對於排灣族背景文化有更深的認識。
(三)如何將原住民族文化的小活動帶領大家深入認識臺灣多元文化之美。
(四)了解臺灣在地文化、排灣族的文化特色與原住民族舞蹈。
(五)原住民族議題融入領域教學十分受用。
(六)對傳統舞蹈的知識釐清及校正，發現未全盤了解文化是不尊重的事。
(七)發現有些教學內容未來可以教學生，讓學生也認識原住民族文化。
(八)能了解原住民族文化，讓九年級學生在準備考試之餘，有凝聚班級活力和精神的機會。
(九)學會阿美族傳統樂舞、服裝、祭儀和舞蹈圍圈圈牽手方式等有階級之分。
(十)更深入了解原住民族文化以及原住民族的熱忱和活力，對生命的愛護以及對人際互動的自然。
(十一)快速掌握樂舞動作的教學重點與實際舞步操練。
(十二)原住民族有極豐富的資產待我們學習與傳遞。
(十三)能親自體驗原住民族舞蹈是很特別的體驗。

三、提供中心建議

(一)舉辦類似各族的研習，整體課程活潑易懂非常棒。
(二)謝謝老師帶了這麼多傳統生活物品來分享，提供有趣的研習。
(三)期待未來更多族的認識，不論是視覺、音樂、表藝都很吸引人。
(四)教學影片美感可再提升，以藝術領域而言教師增能可更注重實際「體驗」部分。
(五)現講求的是國際地球村之概念，許多優秀的原民藝術家也站在世界的舞台展露頭角，日後課程
若能帶入更多當代原民藝術家結合自身文化與世界科技的跨界作品歷程，也許是不錯的發想。

(六)若有簡報或歌詞需要列印可以事先提供。
(七)除了排灣族和阿美族，下次可以介紹其他原住民族的舞蹈或傳統祭儀文化之類的知識。
(八)除了學生之外老師也能參與樂舞教學。
(九)培養種子教師對於教學會更有效率。
(十)若能在七年級下學期舉行會更好，因為七年級上學期的秩序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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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110學年度原住民族樂舞教學到校服務暨教師增能工作坊 到校服務 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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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110學年度原住民族樂舞教學到校服務計畫 舞原力-教師增能工作坊 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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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原住民族樂舞教學到校服務計畫 舞原力-教師增能工作坊 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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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臺北市110學年度原住民族樂舞教學到校服務計畫

前言
臺灣是個多族群的社會，多元文化豐富了這塊美麗土地，其中原住民族文化屬南島民族文化

，有別於台灣大多數的漢文化，其獨特的傳統服飾、嘹亮的歌聲及結合生活習俗的舞蹈，已然成

為台灣在國際上受人矚目的焦點之一。本計畫係希望透過「到校教學服務」的歷程，讓每位學生能

親自體驗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活動，體認原住民族文化、風格及其脈絡，培養學生具有跨文化能力；

同時，透過資源引進與合作，解決教學現場中有關原住民族主題單元專業師資及教材不足之窘

境。

壹、依據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

三、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實施計畫。

四、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推廣計畫。

貳、目標

一、落實原住民族教育法，協助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以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族各

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瞭解及尊重。

二、透過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提昇教師具有原住民族語課程發展、教學研究與設計、多元評量

及教材製作能力，並建構無間隙、優質的原住民族語教學服務環境。

三、協助每位學生能透過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活動，體認原住民族文化、風格及其脈絡，進而欣

賞原住民族文化藝術並珍視原住民文物與作品。

四、善用現有原住民族教育資源，藉由原住民族樂舞到校教學服務，落實多元文化於學校教育

，培養學生具有跨文化能力，瞭解台灣是個多元文化豐富之社會。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東新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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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本土語言輔導小組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各國民中學

肆、辦理時間： 110年09月29日至111年06月30日。

4、 實施方式

1、 活動目的：本樂舞教育推動，係期望結合學校藝術與人文領域或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配

合校內教學空間，推展原住民族樂舞文化，並充實學校教學資源活動。

2、 參與對象：本活動辦理期間，將開放本市公私立國中對原住民族樂舞教學有興趣者，每學

期提供8-10所學校免費申請，以未申請過的學校優先遴選。

3、 課程內容：以介紹並體驗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內容為主，如生活運用、創作理念及背後文化

意涵等。此課程完整內容每班共一堂課1主題，由淺入深安排。

4、 進行方式：本計畫申請以每週的週四或週五到校教學服務，請申請學校或教師安排上課時

程為9:00-15:00共4至5節課，每節安排1個班級上課。如有相關問題，

請洽東新國小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課程教學組。

5、 師資來源：由本市原住民族教學資源中心或本土語言輔導小組提供，必要時外聘專家學者

協助辦理。

6、 配合事項：
(一)學校安排適宜場地(能播放簡報、影音、團體舞蹈)，並由校內老師協助上課秩序維護。

(二)活動後由參與學生撰寫心得(可參考中心提供之學習單)，格式與字數不拘，擇優致贈

紀念品且有機會刊登本中心網站分享。

9、 申請方式：請有意願申請之學校，填寫申請表(附件1)。利用電子郵件寄至以下信箱：

tpiercenter@mail.thes.tp.edu.tw (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課程教學組組長)。

電話：(02)2783-7577轉1603  (鄧文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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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申請日期:每學期提供8-10所學校申請，申請日從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陸、經費來源：由本市教育局與教育部本土語言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柒、預期效益

一、提升本市師生對原住民族樂舞文化之認識，進一步了解與促進多元文化發展。

二、豐富本市教學資源，促進多元族群交流機會。

三、發揮本中心諮詢輔導功能，增益原住民族教育發展，促進多族群文化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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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信箱: tpiercenter@gmail.com
電話: 02-2783-7577  #1603
地址: 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街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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