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美麗人聲  

英文名稱： The singing methods--- a cappella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創造力、藝術心  

學習目標： 

1. 認識人聲 

2. 了解無伴奏合唱的形式 

3. 能與同儕共同演唱歌曲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認識人聲與發聲法  介紹人聲的種類與發聲的方法  

第二週 認識無伴奏合唱  介紹無伴奏合唱的歷史與發展  

第三週 
認識無伴奏合唱的形式

(一)  
介紹無伴奏合唱的組成形式及聲部  

第四週 分組及確認曲目  依照音色分組及確認本學期學習的樂曲  

第五週 分組練習(一)  小組練習  

第六週 分組練習(二)  小組練習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  第一次段考  

第八週 分組練習(三)  小組練習  

第九週 期中評量  評量學生練習成果  

第十週 
認識無伴奏合唱的形式

(二)  
介紹人聲打擊樂  

第十一週 分組練習(四)  小組練習  

第十二週 
認識無伴奏合唱的形式

(三)  
說明自編無伴奏合唱的方法  

第十三週 第二次段考  第二次段考  

第十四週 分組練習(五)  小組練習  

第十五週 分組練習(六)  小組練習  

第十六週 驗收  期末評量  

第十七週 回饋與檢討  檢討優缺點  

第十八週 第三次段考  第三次段考  

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1.平常練習態度（20%）  

2.期中評量（40%）  

3.期末評量（40%） 

 

對應學群： 資訊、藝術、大眾傳播、外語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創藝影音  

英文名稱： Video Creation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

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

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

理解  

學生圖像： 愛鄉情, 藝術心,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 藉由分析各類影片，了解影像創作的類型與相關社會議題 

(2) 藉由尋找拍攝主題，增進對自身與周遭人事物更深刻的感知與思考 

(3) 藉由拍攝與編輯影片，增進資訊能力與多媒體軟體實務操作 

(4) 藉由分組拍攝方式，激發學生團體合作精神及榮譽感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當代影片類型介紹與探討

(1)  
介紹各類型影片如微電影，MV  

第二週 
當代影片類型介紹與探討

(2)  
網路社群影音分析與探討  

第三週 
社群網路影音素養與道德

探討  
探討網路影片的議題與爭議  

第四週 影片創作流程介紹  
說明創作影片所需的器材與步驟，並實行

分組  

第五週 尋找拍攝主題  
複習前幾週的內容，將影片主題分類，找

出想創作的主題  

第六週 影片拍攝基礎(1)  構圖練習拍攝實作  

第七週 影片拍攝基礎(2)  鏡位角度與運鏡實作  

第八週 影片拍攝基礎(3)  分鏡拍攝與實作練習  

第九週 影片拍攝基礎(4)  分鏡拍攝與實作練習  

第十週 期中報告  拍攝主題分享與分鏡拍攝呈現  

第十一週 剪輯方法  剪輯軟體介紹與操作  

第十二週 剪輯軟體教學  介紹編輯軟體並試操作  

第十三週 拍攝實作(1)  分組拍攝並由教師確認進度  

第十四週 拍攝實作(2)  分組拍攝並由教師確認進度  

第十五週 拍攝實作(3)  分組拍攝並由教師確認進度  

第十六週 剪輯練習(1)  以剪輯軟體編輯拍攝的素材  

第十七週 剪輯練習(2)  以剪輯軟體編輯拍攝的素材  



第十八週 配樂與配音操作  以剪輯軟體編輯音效與音樂  

第十九週 配樂與配音操作  以剪輯軟體編輯音效與音樂  

第二十週 作品呈現與檢討  
分組說明影片創作概念與創作過程，播放

影片並討論之  

第二十一週 作品呈現與檢討  
分組說明影片創作概念與創作過程，播放

影片並討論之  

第二十二週 優秀作品成果展  票選出優秀作品，公開播放  

學習評量： 出席率，課堂表現，作品呈現  

對應學群： 資訊、藝術、社會心理、大眾傳播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動身體  

英文名稱： Move Your Body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創造力、藝術心  

學習目標： 藉由探索肢體語彙與創作，對生活空間多一些感受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學期課程大綱說明  (身體的獨白)只用身體自我介紹  

第二週 活靈活現  
利用身體個關節的使用，找出不同於日常

使用的特殊身體語彙  

第三週 發聲機  
藉由手.腳.聲音…等，在現有的空間中創作

有節奏的身體語彙。  

第四週 扭轉空間 1  
利用空間的低中高水平呈現不同的肢體運

用。  

第五週 比手劃腳  利用抽題方式呈現題目分組競賽。  

第六週 扭轉空間  利用空間的方向呈現不同的肢體運用  

第七週 你拉我扯  
主動與被動的關係，不同身體部位主動與

被動的練習  

第八週 抽抽樂  藉由抽題進行學期中小考測驗  

第九週 想入飛飛  
藉由學生自備的圖像照片，進行聯想與創

造  

第十週 話中有畫  藉由學生口訴的情境進而用肢體呈現  

第十一週 穿腦魔奏  
利用樂器組成的聲音律動，讓學生使用身

體語彙逐一過關  

第十二週 愛麗絲魔境  
小團體分組，分享最近的夢，進而連結成

光怪陸離的真假情境  

第十三週 獨立作業  
使用固定大小的綠波墊，進行加人式的單

腳平衡遊戲  

第十四週 背包包  
由此到彼的距離，進行 2 人~6 人的人體搬

運，限制要件如腳/手不著地  

第十五週 抽抽樂  藉由抽題進行學期中小考測驗  

第十六週 登高望遠  
以團體合作為主的推疊，產生高低層次的

空間架構  

第十七週 雕塑家  分組進行肢體塑型，以不失去平衡者為勝  

第十八週 自然的律動  多人一組的模仿自然界生物的律動，如毛



蟲.蛇.水波紋…等  

第十九週 雕塑家 2.0  
分組進行情境設計，如教室日常.海灘…

等。並有學員進入其境去體驗  

第二十週 1.2.3 木頭人  
藉由節奏及肢體限定(手.腳.頭..等部位)，進

行由此到彼的小競賽  

第二十一週 溫故知新  學期末的總回饋與分享  

第二十二週 
  

學習評量： 出席率 20% 作業報告 30% 態度 20% 期中小考 10% 期末小考 20%  

對應學群： 藝術、遊憩運動  

備註：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實用手繪 POP 設計  

英文名稱： Practical hand drawn POP  

授課年段： 三上  學分總數： 2  

課程屬性： 通識性課程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課綱核心素

養： 

A 自主行動：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生圖像： 創造力  

學習目標： 

1.引領同學認識 POP 海報設計與字體設計。 

2.讓同學透過 POP 字體的練習，提升相關美工能力。 

3.讓同學透過海報編排與布局，提升此範疇鑑賞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POP 海報設計意涵與功能

認識  
POP 手繪海報的概念意涵與源流  

第二週 
POP 海報設計版面編排與

布局  
海報設計的版面編排  

第三週 工具與媒材的介紹與應用  POP 常用軟硬筆媒材介紹  

第四週 硬筆字帖臨摹練習  硬筆字體練習(臨摹)  

第五週 麥克筆筆劃練習  
麥克筆橫、豎、緊密、穩定度、斜直線等

筆劃練習  

第六週 
手工 POP字體認識與練習-

風格 1.2  
手繪 POP 字體風格 1.2 認識與練習  

第七週 
手工 POP字體認識與練習-

風格 3.4  
手繪 POP 字體風格 3.4 認識與練習  

第八週 
POP 軟筆字體認識與練習-

風格 1  

軟筆字體(水彩尖筆、平筆)風格認識與練習

1  

第九週 
POP 軟筆字體認識與練習-

風格 2  

軟筆字體(水彩尖筆、平筆)風格認識與練習

2  

第十週 
POP 字體綜合練習與評量

1  
綜合練習與評量(布局與配置)  

第十一週 
POP 字體綜合練習與評量

2  
綜合練習與評量(配色與插圖)  

第十二週 海報設計分組拼貼練習 1  海報設計分組練習(標題設計)  

第十三週 海報設計分組拼貼練習 2  海報設計分組練習(內文字型安排)  

第十四週 海報設計分組拼貼練習 3  海報設計分組練習(完整度)  

第十五週 
海報設計應用-商家 MENU

海報設計 1  
商家 MENU 海報設計(張貼式菜單)創作 1  



第十六週 
海報設計應用-商家 MENU

海報設計 2  
商家 MENU 海報設計(張貼式菜單)創作 2  

第十七週 
海報設計應用-商家 MENU

海報設計 3  
商家 MENU 海報設計(張貼式菜單)創作 3  

第十八週 期末成果展示與總結  各組成果上傳 PPT 展示與分享  

第十九週 無  無  

第二十週 無  無  

第二十一週 無  無  

第二十二週 無  無  

學習評量： 練習單、觀察評量、作品(個人、組)  

對應學群： 藝術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