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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興南國中 綠林夏曲-音樂營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學務處        

107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活動名稱: 綠林夏曲-音樂營 

申請學校/單位名稱 興南國中/學務處 

活動名稱 綠林夏曲-音樂營 

活動性質(可複選) 

1.▓學生學習活動 

   □職業試探營▓社團入校服務學習□開放大學課程 

   □在地特色課程□英語學習▓學校特色活動 

2.□教師職能課程 

活動領域(七大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 

活動開始日期 107年 7月 4日 

活動結束日期 107年 7月 7日 

活動天數 4天 

活動時數 44小時 

活動內容簡介 以移地訓練方式藉由內灣尖石鄉自然人文生態，營造優質純

樸生活環境以團體合作生活教育探索與激發學生音樂潛能，

增進樂器吹奏技巧與自我生活管理、解決問題的能力。 

參加對象 七(新生)、八、九年級對樂器吹奏有興趣的學生(以清寒優先)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人次 人數：60人(20人一班) 人次：一梯次 

活動地點/場館 地點：尖石國中 場館：尖石國中教學資源區 

參與單位(大專院校 

/系所社團) 

大專校院： 

銘傳大學 

系所社團： 

布利歐管樂團 

參與單位(高國中小)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 

大專院校提供人力資源 老師人數：2 大專生人數：7 

預估經費 40,000元整 

活動聯絡人 陳雅妍主任 

聯絡電話 03-4629633 

郵件信箱 yu27522752@gmail.com 

學校/單位首頁 http://www.hnjh.t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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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學務處 

106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活動名稱: 綠林夏曲-音樂營 

一、依據：桃園市 107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有效整合社區大學社團資源，以典範學習促進學生學習效果。 

 (二)型塑自然生態人文環境，提供專注學習環境，引導學生自我潛能開發。 

 (三)陶養學生藝文氣息，淨化與寧靜成長環境，提供多元感官刺激學習。 

 (四)增進學生溝通與合作的能力，增加解決問題的能力，進而提昇個人品德素養。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 

  (三) 協辦單位:銘傳大學布利歐管樂團。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七年級~九年級學生約 60人，弱勢學生人數 40人，

占報名人數比例 67%。 

五、活動性質：以移地訓練方式藉由內灣自然人文生態，營造優質純樸生活環境以團

體合作生活教育探索與激發學生音樂潛能，增進吹奏技巧與自我管理、解決問題的能力。 

六、辦理方式： 

 (一)由導師及藝術與人文教師推薦具有音樂潛能或興趣的學生，取得家長同意後參

加。(以家庭結 構弱勢優先錄取) 

(二)以校外移地、分組活動、留宿等方式進行四天三夜之營隊進行樂理教學、樂器吹

奏訓練、團體動力、生活榮譽競賽等課程。 

(三)規劃學生於自然環境作息，遠離塵囂與電子 3C 產品，以團體生活浸潤人我關係

互動，培養獨立的行動力。 

(四)課程進行以小組合作學習方式進行，每日進行學習評估驗收，最後以共同演出為

團體學習目標。 

(五)每日安排團體動力、體能團康活動，讓學生於動、靜之間取得身心靈的平衡體驗；

在團體目標。演出結束後進行營隊晚會及烤肉，席間安排小組創意表演做為活動完美

句點。 

七、活動流程(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姓名) 課程提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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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4 
 
 
 
 

07:30-08:00 集合報到 
興南國中 

(學務主任陳雅姸) 
(訓育組長張志成) 

1. 點名 
2. 行前叮嚀 

08:00-09:00 上車出發 
興南國中 

(學務主任陳雅姸) 
(音樂老師王瓊翎) 

1. 逃生安全 
2. 急救防護教育 

09:00-10:00 
認識環境 
分組整裝 

相見團康歡活動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尖石國中環境認識 
2. 裝備整理與就位 
3. 團體解凍活動 

10:00-10:10 休息 
(訓育組長張志成) 
(音樂老師王瓊翎) 

 

10:10-12:00 團體樂理教學 
(外聘講師)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基礎樂理前測與教學 
2. 樂器認識 
3. 演奏演出介紹 

12:00-13:10 午餐/午休 
(訓育組長張志成) 
(音樂老師王瓊翎) 

 

13:10-15:00 小組學習 
(外聘講師)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樂器初體驗 
2. 基本指法認識 

15:10-16:00 小組團康活動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基本團隊動作教練 
2. 小組闖關活動 

16:00-16:10 休息 
(訓育組長張志成) 
(音樂老師王瓊翎) 

 

16:10-17:00 團體藝文賞析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音樂老師王瓊翎) 

1. 演奏欣賞 
2. 樂曲教唱 

17:00-17:30 晚餐準備期 (訓育組長張志成)  

17:30-18:30 晚餐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18:30-19:30 小組學習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樂器選配 
2. 基礎吹奏技巧 

 
 

107.07.04 

19:30-20:30 小組團康活動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創意演出設計 
2. 節奏呼吸訓練 

20:30-21:30 團體紀律訓練 

(音樂老師王瓊翎)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內聘助教) 

1. 團隊信任遊戲 
2. 行進隊伍訓練 
3. 口號、紀律發展 

21:30-22:00 星空夜語呢喃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1. 今日活動檢討 
2. 小組分享 
3. 第二日活動須知說明 

22:00-23:00 個人盥洗與整理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23:00~ 就寢/巡房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查房、夜哨 

 
 
 
 
 
 
 
 
 

107.07.05 
 
 
 
 
 
 

07:00-07:30 晨喚/盥洗 (內聘助教)  

07:30-08:00 團體晨間活動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晨間操 

08:00-08:30 早餐/小組時間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08:30-09:00 樂理與熱嘴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小組樂理複習 
2. 個人樂器熱嘴 

09:00-09:10 休息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09:10-11:00 小組分部練習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內聘助教) 

1. 以樂器分類，學生跑站練
習 

2. 樂器分部練習合音 

11:00-11:10 休息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11:10-12:00 團體欣賞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表演台風示範。 
2.各組代表即席演出。 

12:00-13:10 午餐/午休 
(訓育組長張志成) 
(音樂老師王瓊翎) 

 

13:10-14:00 肢體律動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身體節拍 
2. 肢體打擊 

14:00-15:00 韻律呼吸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表演行進步伐練習 
2. 寧靜呼吸深、淺調節 

 
107.07.05 

15:00-15:10 休息 
(訓育組長張志成) 
(音樂老師王瓊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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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7:00 小組分部練習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個人吹奏練習。 
2. 小組第一階段檢定(個

人)。 

17:00-17:30 環境整理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17:30-18:30 晚餐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18:30-19:30 小組學習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第二階段檢定(個人)。 
2.吹奏技巧加深練習 

19:30-20:30 小組團康活動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創意演出設計 
2.節奏呼吸訓練 

20:30-21:30 團體音準表現 

(音樂老師王瓊翎)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內聘助教) 

1. 樂理常識後測 
2. 團體分布音準調節 

21:30-22:00 星空夜語呢喃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1.今日活動檢討 
2.小組分享 
3.第三日活動須知說明 

22:00-23:00 個人盥洗與整理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22:30~ 就寢/巡房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查房、夜哨 

 
 
107.07.06 
 
 
 
 
 
 
 

 

07:00-07:30 晨喚/盥洗 (內聘助教)  

07:30-08:00 團體晨間活動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晨間操 

08:00-08:30 早餐/小組時間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08:30-09:00 樂理與肢體節奏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小組樂理複習 
2.小組肢體節奏遊戲 

09:00-09:10 休息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09:10-11:00 大分部練習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同樂器不同分部，二合一練
習 

 
 
 
 
 
 
 
 
 

107.07.06 

  (內聘助教) 2.音質、音量訓練 

11:00-11:10 休息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11:10-12:00 團體合奏走位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舞台走位訓練，表演 
舞台情境模擬 
2.樂器設備定位與撤場練習 
3.小組檢定(第三階段) 

12:00-13:10 午餐/午休 
(訓育組長張志成) 
(音樂老師王瓊翎) 

 

13:10-15:00 合奏 

(音樂老師王瓊翎)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內聘助教) 

1. 表演與結訓曲目練習 
2. 團體演出體驗 
3. 總指揮相見歡 

15:00-15:10 休息 
(訓育組長張志成) 
(音樂老師王瓊翎) 

 

15:10-17:00 合奏 

(音樂老師王瓊翎)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內聘助教) 

1.表演與結訓曲目練習 
2.結合指揮練習合奏 

17:00-17:30 環境整理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17:30-18:30 晚餐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18:30-21:00 晚會團康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 團體合奏演出(最後檢
定) 

2. 小組表演 
3. 團體體驗德國方方舞 

21:00-21:30 星空夜語呢喃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1. 今日活動檢討 
2. 小組分享 
3.第四日活動須知說明 

21:30-22:30 個人盥洗與整理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22:30~ 就寢/巡房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查房、夜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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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07 

07:00-07:30 晨喚/盥洗 (內聘助教)  

07:30-08:00 團體晨間活動 
(音樂老師王瓊翎) 

(內聘助教) 
晨間操 

08:00-08:30 早餐/小組時間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08:30-09:30 活動回顧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1.小組拍照 
2.團體合照 

09:30-10:30 環境整理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1. 教學區與活動區、休息區
與盥洗區環境整理 

2. 個人裝備整理 

10:30-11:00 烤肉野炊準備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內聘助教) 

1. 分組 
2. 裝備配置 

11:00-14:30 烤肉野炊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1.升火與野炊 

14:30-15:30 所有場地清潔 
銘傳大學布利歐 

管樂團員 
場地復原、設備清查 

15:30-16:30 回程返校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16:30-17:30 
裝備歸位 
活動回顧 

(音樂老師王瓊翎) 
(訓育組長張志成) 

(內聘助教) 
 

備註：1.於課餘時間辦理：□朝(集、週)會 □社團時間□教師研習時間(學生未上課)  

                       □̌非上課時間(如放學後、例假日、暑假...等) 

      2.於上課時間辦理活動之特殊原因：(說明)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107 年 7月 4日至 7月 7日於新竹縣尖石國中辦理。 

九、組織與職掌： 

十、其他： 

     1.結合服務學習，協助尖石國中期間環境整理與清潔打掃志願服務，由尖石國中協

助認證。 

     2.活動結束後，安排於 107學年度新生訓練時進行表演。 

     3.結訓表演錄製成影片，並加以剪輯製作於校內公開播放，提供全校師生音樂欣賞。 

     4.小組需完成半開海報成果報告(內含活動相片、心得分享)，於學校藝文櫥窗公開

展示。 

     5.參加本活動之學員於開學後選入音樂社團，持續培養訓練。 

十一、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3）。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校長 蘇彥瑜 綜合音樂營各項工作與進度之督導 
學務主任 陳雅姸 規劃音樂營活動與聯繫 

訓育組長 張志成 
辦理學生報名組隊與訓練各項事宜並協助團康與發
音教學 

衛生組長   王瓊翎 辦理活動課程內容設計與協調並協助基礎樂理教學 
生教組長   鍾兆炫 負責活動安全管理與巡視 
體育組長   吳宗翰 協助活動紀錄與機動事宜 
護理師 朱美惠 負責活動醫護與傷病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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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市府依規定辦理敘獎。 

十三、本案奉 市府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學務處 

107年度「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07年 7月 4日（星期三）至 107 年 7月 7日(六) 

活動名稱： 綠林夏曲-音樂營 

  

夜光-進行團隊信任遊戲時間 就寢-團體外宿情形 

  

小組創意演出設計時間 午餐-團膳時間-小組互動 

  

創意音階體驗與聽力訓練 烤肉野炊-童軍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