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1 學年度第 一 學期 九 年級 

表演藝術科教學計畫暨教學進度表 

教師姓名：徐雅琪                 教材來源：自編或    康軒版  任教班級：九年級 

 

學習

目標 
生活有藝術,藝術有生活 節數 每週  2 節 

週次 日期 教學單元/主題 作業/評量方式 
重要議題融入 

（請刪除不要的！） 
備註 

一 8/26～9/1 

 

開學準備週 

   

情意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8/30開學 

二 9/2～9/8 

 

     總體課程介紹 

 

     認知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三 9/9～9/15 

我是大導演 

-李安的徒弟- (舞篇) 

 

  肢體技能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四 9/16～9/22 

我是大導演 

-李安的徒弟- (舞篇) 

 

  肢體技能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五 9/23～9/29 

我是大導演 

-李安的徒弟- (舞篇) 

 

肢體技能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六 9/30～10/6 

我是大導演 

-李安的徒弟- (舞篇) 

 

肢體技能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七 10/7～10/13 

見證愛情的劇本 

-仲夏夜之孟- (動篇) 

 

  讀劇功力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八 10/14～10/20 

見證愛情的劇本 

-暗戀桃花園- (動篇) 

 

讀劇功力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10/16.17（二.三）第一次

定評 

九 10/21～10/27 

見證愛情的劇本 

-羅密歐與朱麗葉-        

            (動篇) 

 

  讀劇功力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 10/28～11/3 

見證愛情的劇本 

-鐘樓怪人-   (動篇) 

 

  讀劇功力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週次 日期 教學單元/主題 作業/評量方式 
重要議題融入 

（請刪除不要的！） 
備註 

十一 11/4～11/10 
影劇世界中的人與神 

-希臘-     (聲篇) 

    腦力激盪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二 11/11～11/17 
影劇世界中的人與神 

-中國-    (聲篇) 

腦力激盪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三 11/18～11/24 
影劇世界中的人與神 

-臺戲-    (聲篇) 

腦力激盪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四 11/25～12/1 
影劇世界中的人與神 

-日本-     (聲篇) 

腦力激盪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11/29.30（四.五）第二次定

評 

十五 12/2～12/8 

 

電影玩家--  (色篇) 

唇舌大戰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十六 12/9～12/15 

 

電影玩家--  (色篇) 

唇舌大戰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十七 12/16～12/22 

 

電影玩家--  (色篇) 

唇舌大戰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十八 12/23～12/29 

 

電影玩家--  (色篇) 

唇舌大戰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十九 12/30～1/5 

大觀園 

影評傳奇 

認知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十九 1/6～1/12 

大觀園 

影評傳奇 

認知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能源教育  法治教育  人權教育 

家庭教育  交通安全  人口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十九 1/13～1/19 
課程結束週 態度 生命教育  性別教育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多元文化  生涯發展 

品德教育 

1/16.17（三.四）第

三次定評 

請家長 

配合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