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萬里國民中學 107 年度擂鼓發展計畫 
  

壹、 主旨 

本校之擂鼓，已成為本校特色本位課程。除了能增進學生多元學習之興趣及

能力，期使學生能於音樂教育上，有充分認知及使用之技能，促進其情意之和諧，

以均衡其身心之發展。然而，隨著擂鼓隊的成形，在器材與訓練經費的限制下，

實有礙爾後對外演出與比賽之發展，期望能申請本計畫案，能在器材與訓練經費

得到補助，幫助學校擂鼓隊能朝向更永續、多元、完善之發展。 

貳、 目的 

由於萬里區地處邊陲，而且夾在臺北市和基隆市等大都會與中型城鎮金山之

間，其區域、經濟與文化等力量乃被這三大城鎮所肢解，社會資源貧乏，造成了

為數不少的貧困家庭，萬里國中孩子們的家長，大多為中低階層的勞力工作者，

家庭經濟來源不穩定，也無法發揮應有的家庭照顧功能，萬里的孩子在文化刺激

上，與市區的孩子相較起來，有天壤之別。 

所幸的是，萬里的孩子生性純樸、體能良好，在這些優勢條件下，學校積極

推動各類活動，以擂鼓團隊的生活規範，培養孩子們的品格與態度，一方面藉由

擂鼓技藝的訓練發洩孩子們多餘的精力，也藉由此團隊的成立，讓萬里的孩子有

更多元的發展與學習甚至是找到自己的舞臺。 

參、 參與對象 

一、本校全校學生：人數共 165 人，於聽藝課均會學習擂鼓基礎課程。 



二、本校擂鼓隊隊員：徵選數十名鼓隊隊員對外參賽與演出。 

三、本校全體教職同仁：人數共 25 人，於教師研習時體驗傳統鼓藝。 

肆、 行政組織表 

 詳如附件一。 

伍、 實施日期及時間 

    自 107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於聽藝課進行授課，

對象為全校學生，除培養孩子們的品格與態度外，亦藉此徵選對擂鼓有興趣之學

生，並於課後時間培訓成為正式擂鼓隊隊員。 

擂鼓隊隊員之集訓時間則避開現行課程之授課時數與課後輔導時間，利用週

五社團時間、放學時間及寒暑假實施之。詳細實施之日期、時間，參看集訓時間

暨課程表（附件二）。 

 

陸、 實施方式 

    以擂鼓社團為主，全校性特色發展為輔之方式實施，請學校聽藝老師教導學

生識譜之能力與基本打擊技巧，並聘請專業教練，教導擂鼓之技巧及團隊之演出，

再由學校內聘教師訓練整合演出。 

柒、 預計效益 

    一、使每位學生均能學習擂鼓之基本技能。 

    二、使每位學生皆能有識譜之能力。 



    三、使每位學生了解傳統鼓藝之歷史背景及源流，並予以學習跟傳承。 

    四、融入一般鼓與獅鼓的結合，使表演性更多元。 

    五、培養每位學生音樂欣賞的能力。 

    六、培養學生以音樂抒發情緒並調和其生活之壓力。 

    七、透過公開之發表，使學生獲得自信與成就感。 

捌、 歷年績效 

一、92 學年度台北縣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特優 

二、93 學年度台北縣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特優 

三、94 學年度台北縣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優等 

四、95 學年度台北縣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特優 

五、96 學年度台北縣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特優 

六、97 學年度台北縣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特優  

七、97 學年度全國新光三越盃擂鼓比賽第一名 

八、98 學年度台北縣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一般鼓特優、獅鼓優等 

九、99 學年度新北市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一般鼓特優、獅鼓特優 

十、100 學年度新北市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一般鼓特優、獅鼓特優 

十一、101 學年度新北市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一般鼓特優、獅鼓特優 

  十二、102 學年度新北市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一般鼓特優、獅鼓特優 

  十三、103 學年度新北市主委盃擂鼓比賽青少年組一般鼓特優、獅鼓特優 



 十四、104～107 年新北市野柳神明進港文化季開幕表演 

 十五、104～107 年新北市萬里蟹觀光活動表演 

十六、107 年新北市藝術月-草地音樂節活動表演 

十七、107 年新北市藝術月-藝術嘉年華市民廣場活動表演 

玖、 活動經費： 

 詳如附件三。 

 

附件一 

本校 106 學年度擂鼓隊隊職員名單 

領隊 羅國誠  校長 

行政管理 劉偉君、李政達 

行政祕書 李慧芳 

聽藝教師 李鴻林 

外聘教練 林玉龍 

助理教練 施盈汝 

隊員 

901 羅彥歆 801 何慶福 701 蔡喆宇 

901 張詩柔 801 楊智桀 701 林嘉愷 

902 鄧開陽 801 黃妤姍 701 吳宇誠 



902 陳翃宇 801 蕭紫楓 701 吳羽柔 

902 鄧丞喨 801 蕭芷晴 701 蔡幸君 

902 薛欣妤 802 林彥儒 701 俞彥宇 

  802 羅采薇 702 鄧搖光 

  802 蕭紫榆 702 邱宛琪 

  802 林羿萱 702 鄭仲庭 

  803 宋維哲 703 張宏維 

  803 林子恆 703 呂佳欣 

  803 簡林謚 703 郭哲智 

  803 魏筱婕 703 沈琬筑 

  803 林孟萱 703 李文玲 

  803 林惠珊 703 簡廷喆 

  803 郭鳳禪   

  803 李安茹   

 

 

 

 

 



 

附件二 

課程實施內容 

 

一、 基礎課程學習時間 

利用每學年上學期之班級聽藝課時間進行基礎課程教學。 

二、 外聘教練指導時間 

 

 

項次 課程內容 日期 時間 

1 寒假集訓(一) 1 月底 5 小時 

2 寒假集訓(二) 1 月底 5 小時 

3 寒假集訓(三) 2 月初 5 小時 

4 主委盃賽前集訓(一) 4 月中 5 小時 

5 主委盃賽前集訓(二) 4 月底 5 小時 

6 暑假集訓(一) 7 月初 5 小時 

7 暑假集訓(二) 7 月中 5 小時 

8 暑假集訓(三) 7 月底 5 小時 

9 暑假集訓(四) 8 月初 5 小時 

10 暑假集訓(五) 8 月中 5 小時 



 

 

 

 

 

 

 

 

 

 

 

附件三 

107 年度擂鼓發展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合計 備註 

1 鋼製鼓架 個 5  3,600  18,000  

擂鼓耗材 

2 木製鼓架 個 5  4,100  20,500  

3 樂器車車資 臺 6  7,350  44,100  擂鼓表演及

比賽所需 4 遊覽車車資 臺 6  5,000  30,000  

5 外聘鐘點 小時 50  400  20,000   

6 集訓團練誤餐費 人 180  80  14,400   

7 保險雜支 式 1  3,000  3,000   

總計 150,000 

共計 新臺幣 壹拾伍萬元 整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