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吳明璋 授 課 項 目 二胡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具備演奏樂器及樂團合奏能力 

學生自備物品 二胡、松香、調音器、樂譜資料夾 

教 學 方 式 適才適性教學、個別指導、引導提升學習動機、分組競賽等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複習基礎演奏技巧 

第二週 9/15 歡樂頌、C、G 調音階練習（一個八度） 

第三週 9/22 歡樂頌、C、G、D 調音階練習（一個八度）、紅蓮華（A 段） 

第四週 9/29 歡樂的夜晚、C 調音階（兩個八度）、紅蓮華（A+B 段） 

第五週 10/6 歡樂的夜晚、G 調音階（兩個八度）、紅蓮華（C 段） 

第六週 10/13 歡樂的夜晚、D 調音階（兩個八度）、紅蓮華（C、D 段） 

第七週 10/20 紅蓮華（全曲）、音階綜合練習、歡樂頌 

第八週 10/27 紅蓮華（全曲）、歡樂的夜晚、歡樂頌 

第九週 11/3 換把、快弓練習、紅蓮華 

第十週 11/10 音階、節奏練習、歡樂的夜晚 

第十一週 11/17 跳把、換弦練習、紅蓮華 

第十二週 11/24 C 調內弦音階練習、紅蓮華 

第十三週 12/01 G 調內弦音階練習、歡樂的夜晚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D 調內弦音階練習、歡樂的夜晚 

第十五週 12/15 綜合節奏練習曲（1）、歡樂頌、紅蓮華 

第十六週 12/22 總複習與合奏練習 

第十七週 12/29 總複習與合奏練習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總複習與合奏練習 

第十九週 1/12 總複習與合奏練習 

第二十週 1/19 總複習與合奏練習 

第二一週 1/26 總複習與合奏練習 

 

時間戳記：  
8/15/2020 7:41:25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吳惟聖 授 課 項 目 流行歌唱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解決基本的歌唱問題、提升音域、了解如何正確歌唱、提升舞台魅力 

學生自備物品 無 

教 學 方 式 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學生們能夠輕鬆地理解歌唱的技術，及歌唱相關的

專業知識。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教授歌唱基本概念、解決歌唱上的疑問。 

第二週 9/15 拓展音域系列 1：正確地認識高音、該如何輕鬆唱高音？ 

第三週 9/22 拓展音域系列 2：改掉用喉嚨歌唱，腹式呼吸的加強運用 

第四週 9/29 拓展音域系列 3：歌唱九宮格，喉位之於聲帶閉合 

第五週 10/6 聲帶閉合的控制 1：改掉氣聲、習慣假音唱歌的壞習慣 

第六週 10/13 聲帶閉合的控制 2：利用「喊叫」感受「看不見的肌肉」 

第七週 10/20 聲帶閉合的控制 3：拿掉多餘的外部肌肉控制 

第八週 10/27 演出練習 1：舞台膽量訓練，從自我介紹及清唱開始消除緊張感！ 

第九週 11/3 氣息控制 1：彈唇放鬆歌唱 

第十週 11/10 氣息控制 2：腹式呼吸、胸式呼吸間的不同 

第十一週 11/17 氣息控制 3：利用氣息減少過多外部肌肉用力，進而放鬆歌曲詮釋 

第十二週 11/24 情感詮釋 1：歌詞意境探討、分析解讀 

第十三週 12/01 情感詮釋 2：讀詞練習，日常生活中的口吻應用到歌曲中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情感詮釋 3：以戲劇的角度切入歌詞及演唱 

第十五週 12/15 演出練習 2：準備兩首歌曲，約 2 分鐘，並加入伴奏表演，同學間互相評

分給建議 

第十六週 12/22 錄音訓練 1：介紹錄音基本設備、錄音須知項目 

第十七週 12/29 錄音訓練 2：集體錄音，並呈現作品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錄音訓練 2：集體錄音，並呈現作品 

第十九週 1/12 錄音訓練 2：集體錄音，並呈現作品 

第二十週 1/19 錄音訓練 2：集體錄音，並呈現作品 

第二一週 1/26 錄音訓練 2：集體錄音，並呈現作品 

 

時間戳記：  
8/16/2020 11:36:43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林禾翊 授 課 項 目 電吉他初階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伴奏歌曲、基礎樂理、現代流行音樂概述 

學生自備物品 電吉他、調音夾、吉他背帶 

教 學 方 式 樂理搭配樂句一併練習、非填鴨式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電吉他、構造原理、彈奏練習-暖指 

第二週 9/15 基礎樂理-C 調自然音階&音程、簡單樂句練習 

第三週 9/22 基礎樂理-節拍、進階樂句練習 

第四週 9/29 彈奏練習-歌曲樂句練習 

第五週 10/6 和弦練習-強力和弦 

第六週 10/13 彈奏練習-簡單和弦練習 

第七週 10/20 彈奏練習-進階和弦練習 

第八週 10/27 彈奏練習-歌曲綜合和弦練習 

第九週 11/3 彈奏練習-弦律與和弦合奏練習 1 

第十週 11/10 期中驗收 

第十一週 11/17 彈奏練習-弦律與和弦合奏練習 2 

第十二週 11/24 彈奏練習-節奏變化&右手悶音 

第十三週 12/01 基礎樂理-三和弦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彈奏練習-十六分節奏&左手悶音 

第十五週 12/15 彈奏練習-進階歌曲節奏練習 

第十六週 12/22 彈奏練習-進階歌曲節奏驗收 

第十七週 12/29 彈奏練習-單音獨奏(滑弦)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彈奏練習-單音獨奏(滑弦) 

第十九週 1/12 彈奏練習-單音獨奏(滑弦) 

第二十週 1/19 彈奏練習-單音獨奏(滑弦) 

第二一週 1/26 彈奏練習-單音獨奏(滑弦) 

 

時間戳記：  
8/17/2020 4:45:17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李深惟 授 課 項 目 民謠吉他初階 

課程所需材料 彈指之間 

課 程 目 標 可以自己完成自彈自唱 

學生自備物品 吉他 移調夾 

教 學 方 式 運用流行歌讓學生能更快融入其中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課程介紹/認識吉他 

第二週 9/15 演奏姿勢/讓學生了解如何輕鬆的演奏 

第三週 9/22 第一把位/介紹前三弦的音 

第四週 9/29 第一把位/介紹後三弦的音 

第五週 10/6 右手指法/右手的基礎指法練習 

第六週 10/13 簡單和弦/讓學生了解基礎和弦 

第七週 10/20 T1213121/運用五月天的讓學生更快上手 

第八週 10/27 T1213121/運用五月天的讓學生更快上手 

第九週 11/3 Coffin Dance/運用 Coffin Dance 讓學生加強左手的動作 

第十週 11/10 Coffin Dance/運用 Coffin Dance 讓學生加強左手的動作 

第十一週 11/17 Coffin Dance/運用 Coffin Dance 讓學生加強左手的動作 

第十二週 11/24 刷奏練習/練習和弦 

第十三週 12/01 刷奏練習/練習和弦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句號/運用句號這首歌讓學生練習刷奏的變化 

第十五週 12/15 句號/運用句號這首歌讓學生練習刷奏的變化 

第十六週 12/22 句號/運用句號這首歌讓學生練習刷奏的變化 

第十七週 12/29 吉他特殊技巧教學/讓學生了解一些 fingerstyle 的技巧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吉他特殊技巧教學/讓學生了解一些 fingerstyle 的技巧 

第十九週 1/12 吉他特殊技巧教學/讓學生了解一些 fingerstyle 的技巧 

第二十週 1/19 吉他特殊技巧教學/讓學生了解一些 fingerstyle 的技巧 

第二一週 1/26 吉他特殊技巧教學/讓學生了解一些 fingerstyle 的技巧 

 

時間戳記：  
8/18/2020 12:08:20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朱恆志 授 課 項 目 中國笛 

課程所需材料 自編教材 

課 程 目 標 演奏小型樂曲 

學生自備物品 樂器（中國笛） 

教 學 方 式 從樂理教學到樂器基本技術，輔以樂曲實務演練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樂器認識、讀譜訓練/樂器構造與操作簡易講解。基礎五線譜閱讀教學。 

第二週 9/15 讀譜訓練、發音練習/五線譜閱讀教學、樂器發音練習 

第三週 9/22 節奏特訓、發音練習 2/節奏感訓練與認識、強化發音練習 

第四週 9/29 節奏特訓 2、指法教學/強化節奏感訓練、指法與手指練習 

第五週 10/6 讀譜測驗、指法教學 2/歌曲樂譜實際測驗、指法與手指練習 

第六週 10/13 讀譜測驗 2、音階/強化閱讀樂譜速度、一個八度音階練習 

第七週 10/20 音階 2/強化一個八度音階熟悉 

第八週 10/27 樂曲實務/小曲子練習 

第九週 11/3 樂曲實務/小曲子練習 

第十週 11/10 樂曲實務/小曲子練習 

第十一週 11/17 音階 2/兩個八度音階練習 

第十二週 11/24 音階 3/強化兩個八度音階練習 

第十三週 12/01 技巧練習/連斷音練習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技巧練習 2/加強連斷音練習 

第十五週 12/15 樂曲實物/期末表演曲目 

第十六週 12/22 樂曲實物/期末表演曲目 

第十七週 12/29 樂曲實物/期末表演曲目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樂曲實物/期末表演曲目 

第十九週 1/12 樂曲實物/期末表演曲目 

第二十週 1/19 樂曲實物/期末表演曲目 

第二一週 1/26 樂曲實物/期末表演曲目 

 

時間戳記：  
8/18/2020 9:52:39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黃偉盛 授 課 項 目 Rock Band D 爵士鼓班 

課程所需材料 自製講義 

課 程 目 標 和其他類別的樂器一起演奏 

學生自備物品 鼓棒及講義 

教 學 方 式 美式風趣幽默的教學方式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爵士鼓, 音符, 拍子 

第二週 9/15 8 分音符節奏練習 1 

第三週 9/22 8 分音符節奏練習 2 

第四週 9/29 4 分音符節奏練習 1 

第五週 10/6 4 分音符節奏練習 2 

第六週 10/13 16 分音符節奏練習 1 

第七週 10/20 16 分音符節奏練習 2 

第八週 10/27 8 分音符節奏與過門練習 1 

第九週 11/3 8 分音符節奏與過門練習 2 

第十週 11/10 期中考 

第十一週 11/17 4 分音符節奏與過門練習 1 

第十二週 11/24 4 分音符節奏與過門練習 2 

第十三週 12/01 16 分音符節奏與過門練習 1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16 分音符節奏與過門練習 2 

第十五週 12/15 期末成發歌曲練習 1 

第十六週 12/22 期末成發歌曲練習 2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成發歌曲練習 3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期末成發歌曲練習 3 

第十九週 1/12 期末成發歌曲練習 3 

第二十週 1/19 期末成發歌曲練習 3 

第二一週 1/26 期末成發歌曲練習 3 

 

時間戳記：  
8/19/2020 8:30:59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黃彥勳 授 課 項 目 立體公仔 

課程所需材料 無、教師自編 

課 程 目 標 了解立體模型的製作流程、技術以及風格，並能夠獨立從骨架到上色完成

一尊自創的模型公仔。 

學生自備物品 無 

教 學 方 式 從物件素描、臨摹到自創，教師盡量漸少發想上的限制，讓學生能夠自由

發揮。以技術的教導、創作的討論與引導為教學核心。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教學主題：課程介紹課程內容：師生介紹交流、媒材說明、風格流派的介

紹 

第二週 9/15 教學主題：浮雕製作練習課程內容：浮雕作品說明與製作 

第三週 9/22 教學主題：浮雕製作練習課程內容：浮雕作品細節修整 

第四週 9/29 教學主題：浮雕製作練習課程內容：浮雕作品上色 

第五週 10/6 教學主題：臨摹公仔物件練習（木頭、金屬質感）課程內容：物件臨摹素

描、架構講解 

第六週 10/13 教學主題：臨摹公仔物件練習（木頭、金屬質感）課程內容：骨架製作、

肌肉製作 

第七週 10/20 教學主題：臨摹公仔物件練習（木頭、金屬質感）課程內容：肌肉製作、

表面刻畫 

第八週 10/27 教學主題：臨摹公仔物件練習（木頭、金屬質感）課程內容：臨摹作品上

色 

第九週 11/3 教學主題：臨摹公仔物件練習（人型、皮膚、皮革質感）課程內容：物件

臨摹素描、架構講解 

第十週 11/10 教學主題：臨摹公仔物件練習（人型、皮膚、皮革質感）課程內容：臨摹

作品骨架製作、肌肉製作 

第十一週 11/17 教學主題：臨摹公仔物件練習（人型、皮膚、皮革質感）課程內容：臨摹

作品肌肉製作、表面刻畫 

第十二週 11/24 教學主題：臨摹公仔物件練習（人型、皮膚、皮革質感）課程內容：臨摹

作品上色 

第十三週 12/01 教學主題：自創作品 1 課程內容：風格介紹、發想、討論、草圖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教學主題：自創作品 1 課程內容：素描三視圖 

第十五週 12/15 教學主題：自創作品 1 課程內容：骨架、肌肉堆疊 

第十六週 12/22 教學主題：自創作品 1 課程內容：肌肉堆疊、表面細節刻畫 

第十七週 12/29 教學主題 1：自創作品  課程內容：表面刻畫、上色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教學主題 1：自創作品  課程內容：表面刻畫、上色 

第十九週 1/12 教學主題 1：自創作品  課程內容：表面刻畫、上色 

第二十週 1/19 教學主題 1：自創作品  課程內容：表面刻畫、上色 

時間戳記：  
8/19/2020 9:04:40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許博淳 授 課 項 目 Portfolio Art 作品集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個人作品集 

學生自備物品 無 

教 學 方 式 實務設計流程與思維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作品集概述/作品集的用意及應具備之內容 

第二週 9/15 個別作品集進度/了解與指導 

第三週 9/22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四週 9/29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五週 10/6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六週 10/13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七週 10/20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八週 10/27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九週 11/3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十週 11/10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十一週 11/17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十二週 11/24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十三週 12/01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十五週 12/15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十六週 12/22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十七週 12/29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十九週 1/12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二十週 1/19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第二一週 1/26 個別作品集進度/追蹤與指導 

 

時間戳記：  
8/21/2020 10:23:17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李明翰 授 課 項 目 木箱鼓進階 

課程所需材料 自編教材 

課 程 目 標 目標達到合奏、木箱鼓獨奏、即興演奏屬於自已的創作內容！ 

學生自備物品 木箱鼓 

教 學 方 式 挑選大家喜愛的流行歌曲作為課程內容引導；並練習扎實的基本功、認識

不同風格的節奏，活用並達到二次創作及節奏編曲之目的。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教學主題：流行歌曲練習(1)課程內容：復習過去所學習的演奏方法，帶入

第一首流行歌曲練習。 

第二週 9/15 教學主題：流行歌曲練習(2)課程內容：第一首流行歌曲練習，加強練習重

點、並帶入打擊基本功練習打擊時所需的肌耐力及柔軟度。 

第三週 9/22 教學主題：TAP 技巧的應用練習課程內容：利用手指打擊裝飾音，來營造

更豐富的節奏過門 

第四週 9/29 教學主題：HIP-HOP 音樂風格的編曲應用課程內容：談如何創造強而有力

的嘻哈節奏，並引導帶入輕重音的控制、演奏時 Dynamic 應有的表現 

第五週 10/6 教學主題：流行歌曲練習(3)課程內容：開始練習本學期成果展預定的演出

歌曲、加入合奏分部的講解 

第六週 10/13 教學主題：32beat 概念課程內容：將 32beat 快速連音加入節奏編曲；並引

導大家自創節奏 

第七週 10/20 教學主題：流行歌曲練習(4)課程內容：練習本學期成果展預定的演出歌曲；

並針對較困難的部份一起加強、個別指導 

第八週 10/27 教學主題：演奏曲練習(1)課程內容：練習本學期成果展預定的 SOLO 節目，

一起討論編曲並分部 

第九週 11/3 教學主題：演奏曲練習(2)課程內容：練習本學期成果展預定的 SOLO 節目，

一起討論編曲並分部 

第十週 11/10 教學主題：木箱鼓鼓棒的使用課程內容：講解木箱鼓特製鼓棒的使用時機、

並且讓大家輪流體驗使用 

第十一週 11/17 教學主題：節拍器協調訓練課程內容：練習用腳來算拍，並在節拍器上穩

定自已的演奏 

第十二週 11/24 教學主題：發表會演奏曲目練習課程內容：加強熟練本學期發表會表演曲 

第十三週 12/01 教學主題：發表會演奏曲目練習課程內容：加強熟練本學期所選定的發表

會表演曲、針對練習較不熟的段落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教學主題：合奏及綵排課程內容：與木吉他班合奏 

第十五週 12/15 教學主題：合奏及綵排課程內容：與木吉他班一起合奏綵排，進場及退場 

第十六週 12/22 教學主題：準備發表會曲目課程內容：綵排發表會內容 

第十七週 12/29 綵排發表會曲目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綵排發表會曲目 

時間戳記：  
8/21/2020 1:56:20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蕭宛畇 授 課 項 目 古箏初階班 

課程所需材料 《箏之藝》魏德棟、魏德樑、少許自編教材 

課 程 目 標 能與其他樂器合奏（背譜、完整演奏） 

學生自備物品 古箏、箏架、譜架、筆、資料夾 

教 學 方 式 活潑不失專業、一對一指導，多人互動式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自我介紹、選任班長、上課規則、古箏構造介紹、指甲黏綁。 

第二週 9/15 《基礎大指、中指運用》；認識指法、套入樂曲中加以練習 

第三週 9/22 《基礎大指、食指運用》；認識指法、套入樂曲中加以練習 

第四週 9/29 《基礎撮音運用》、《左手吟音練習》；認識指法、套入樂曲中加以練習 

第五週 10/6 《基礎間弦運用》、《左手猱音練習》；認識指法、套入樂曲中加以練習 

第六週 10/13 《週間小測驗》；將所有練習的曲目總複習，分成小組，每組分配一位能力

較佳同學帶領，以接力遊戲的型態，檢驗每位同學的學習狀況。 

第七週 10/20 《左右手複合練習 1》；增加左、右手協調的熟練度，綜合的指法代入流行

曲目。 

第八週 10/27 《左右手複合練習 2》；增加左、右手協調的熟練度，綜合的指法代入流行

曲目。 

第九週 11/3 《演出曲目練習》；與其他樂器老師確認演出曲目、型態，學生進入高質量

練習狀態。 

第十週 11/10 《演出曲目練習》；依照曲目難易度分成 3-4 次教學，學生於課堂中發問、

練習。 

第十一週 11/17 《演出曲目練習》；演出曲目教學、練習。 

第十二週 11/24 《演出曲目練習》；演出曲目教學練習、背譜。 

第十三週 12/01 《演出曲目練習》；分組練習、背譜。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演出曲目週間驗收》；分組練習、背譜、課堂檢驗。 

第十五週 12/15 《演出曲目驗收》；全體練習、驗收。 

第十六週 12/22 《演出曲目驗收》；加入其他樂器合奏練習（包括敬禮、走位）。 

第十七週 12/29 《演出曲目驗收》；加入其他樂器合奏練習（包括敬禮、走位）。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演出曲目驗收》；加入其他樂器合奏練習（包括敬禮、走位）。 

第十九週 1/12 《演出曲目驗收》；加入其他樂器合奏練習（包括敬禮、走位）。 

第二十週 1/19 《演出曲目驗收》；加入其他樂器合奏練習（包括敬禮、走位）。 

第二一週 1/26 《演出曲目驗收》；加入其他樂器合奏練習（包括敬禮、走位）。 

 

時間戳記：  
8/21/2020 4:31:34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呂志文 授 課 項 目 進階水彩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以臨摹與創作並行，素描為基底建立結構及構圖，再以光影結構去創造顏

色，以水彩技術為輔助，創造紮實的作品 

學生自備物品 水彩筆  小紅豆  水彩紙  水彩顏料  調色盤  筆洗  吸水布  鉛筆  橡

皮擦 

教 學 方 式 以音樂結合上課方式，讓學生享受藝術家創作時的心情，學習用藝術家的

情境去享受創作。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靜物系列：單色系練習石膏 

第二週 9/15 靜物系列：黑白檸檬 

第三週 9/22 靜物系列：單色水瓶 

第四週 9/29 靜物系列：鐵珠 

第五週 10/6 靜物系列：貝殼 

第六週 10/13 人物系列：眼睛 

第七週 10/20 人物系列：鼻子 

第八週 10/27 人物系列：耳朵 

第九週 11/3 人物系列：嘴巴 

第十週 11/10 人物系列：臉 

第十一週 11/17 肢體系列：握拳的手 

第十二週 11/24 肢體系列：張開的手 

第十三週 12/01 肢體系列：ＯＫ的手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肢體系列：交叉的手 

第十五週 12/15 肢體系列：禱告的手 

第十六週 12/22 植物系列：向日葵 

第十七週 12/29 植物系列：玫瑰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植物系列：玫瑰 

第十九週 1/12 植物系列：玫瑰 

第二十週 1/19 植物系列：玫瑰 

第二一週 1/26 植物系列：玫瑰 

 

時間戳記：  
8/24/2020 4:55:31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張婷雅 授 課 項 目 版畫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學習版畫的原理與技法，透過實作經驗理解版畫的間接性與複製性。透過

名作賞析，增進學生的版畫知識。 

學生自備物品 鉛筆、橡皮擦 

教 學 方 式 以名家作品引導學生認識版畫，進一步學習版畫的製作流程，創作出自己

的作品。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什麼是版畫／版畫的種類介紹與名家作品賞析 

第二週 9/15 凸版／新樹脂版示範 

第三週 9/22 凸版／新樹脂版刻版 

第四週 9/29 凸版／新樹脂版刻版 

第五週 10/6 凸版／新樹脂版印製 

第六週 10/13 凸版／新樹脂版印製 

第七週 10/20 孔版／絹印示範 

第八週 10/27 孔版／絹印圖稿準備 

第九週 11/3 孔版／絹印印紙練習 

第十週 11/10 孔版／絹印印紙練習 

第十一週 11/17 孔版／絹印印布練習 

第十二週 11/24 孔版／絹印印布練習 

第十三週 12/01 平版／木平版示範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平版／木平版圖稿準備 

第十五週 12/15 平版／木平版製作 

第十六週 12/22 平版／木平版印製 

第十七週 12/29 平版／木平版印製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平版／木平版印製 

第十九週 1/12 平版／木平版印製 

第二十週 1/19 平版／木平版印製 

第二一週 1/26 平版／木平版印製 

 

時間戳記：  
8/24/2020 5:22:53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張巧欣 授 課 項 目 初階攝影課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學生可獨立完成攝影作品並上台分享拍攝想法 

學生自備物品 相機.電腦.Adobe lightroom+photoshop 

教 學 方 式 理論實作並行，室內戶外拍攝兼具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相機/找到自己相機的數值調整方式 

第二週 9/15 構圖美學概念/戶外拍攝實作 

第三週 9/22 基礎自然光人像 1  

人像引導/動態抓拍/拍攝實作 

第四週 9/29 基礎自然光人像 2 

人像引導/動態抓拍/拍攝實作 

第五週 10/6 Lr 攝影調色/色彩搭配 

第六週 10/13 攝影錯視構圖/錯視實作 

第七週 10/20 期中發表/分小組報告拍攝理念 

第八週 10/27 造型人像拍攝/微光拍攝 

第九週 11/3 Photoshop 人像修膚/修膚實作 

第十週 11/10 古風人像拍攝準備/ 

主題拍攝從企劃到拍攝執行 

第十一週 11/17 古風人像造型/拍攝實作 

第十二週 11/24 古風人像修圖/Ps 圖層應用-修膚+特效合成 

第十三週 12/01 主題人像拍攝/造型+分組拍攝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主題人像修圖/Ps 修圖 

第十五週 12/15 主題人像拍攝/造型+分組拍攝 

第十六週 12/22 主題人像修圖/Ps 修圖 

第十七週 12/29 主題人像拍攝/造型+分組拍攝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主題人像拍攝/造型+分組拍攝 

第十九週 1/12 主題人像拍攝/造型+分組拍攝 

第二十週 1/19 主題人像拍攝/造型+分組拍攝 

第二一週 1/26 主題人像拍攝/造型+分組拍攝 

 

時間戳記：  
8/24/2020 7:47:10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劉柏廷 授 課 項 目 室內設計進階 

課程所需材料 有時需要影印教材 

課 程 目 標 獨力完成兩點透視室內空間表現圖 

學生自備物品 鉛筆 色鉛筆 麥克筆 針筆 三角板 

教 學 方 式 希望能有即時攝影轉播投影，一步步帶領繪畫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傢飾繪製(一)   /   植栽_抱枕_裝飾畫_吊燈_藝術品 

第二週 9/15 傢飾繪製(二)   /   植栽_抱枕_裝飾畫_吊燈_藝術品 

第三週 9/22 麥克筆材質(一)   /   木紋_玻璃_不銹鋼_大理石_磚 

第四週 9/29 麥克筆材質(二)   /   木紋_玻璃_不銹鋼_大理石_磚 

第五週 10/6 一點透視圖(一)   /   主臥室_草圖 A 

第六週 10/13 一點透視圖(二)   /   主臥室_草圖 B 

第七週 10/20 一點透視圖(三)   /   主臥室_完稿 A 

第八週 10/27 一點透視圖(四)   /   主臥室_完稿 B 

第九週 11/3 一點透視圖(五)   /   主臥室_上色 A 

第十週 11/10 一點透視圖(六)   /   主臥室)上色 B 

第十一週 11/17 線性(一)   /   人體工學_一號線_二號線_三號線_四號線_門窗 

第十二週 11/24 線性(二)   /   人體工學_傢俱_床_櫃_桌_椅_沙發 

第十三週 12/01 平面圖  /   15-18 坪空間設計切割 A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平面圖   /   15-18 坪空間設計切割 B 

第十五週 12/15 平面圖   /   15-18 坪空間設計切割 C 

第十六週 12/22 平面圖   /   15-18 坪空間設計上色 A 

第十七週 12/29 平面圖   /   15-18 坪空間設計上色 B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平面圖   /   15-18 坪空間設計上色 B 

第十九週 1/12 平面圖   /   15-18 坪空間設計上色 B 

第二十週 1/19 平面圖   /   15-18 坪空間設計上色 B 

第二一週 1/26 平面圖   /   15-18 坪空間設計上色 B 

 

時間戳記：  
8/25/2020 11:51:20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紀凱鐘 授 課 項 目 二胡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演奏一個八度至兩個八度的樂曲，並且擁有優良的基本技巧與發音。 

學生自備物品 譜夾、筆 

教 學 方 式 專業的演奏指導，配合與學生們的互相了解、傾聽、溝通，培養學生團隊

合作的精神，讓課程裡的師生間、學生間，都能因為這個課程產生共同的

美好價值。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樂器介紹與基本操作 

透過樂器介紹，讓學生們能夠認識樂器各個部件的功能，進而使操作樂器

時能夠更有邏輯的去控制樂器。 

 

第二週 9/15 持琴與持弓 1.左手持琴的基本狀態。2.右手持弓角度與肌肉運用。 

第三週 9/22 內外弦發音練習 1.掌握弓桿與弓毛之關係。2.弓與弦之關係。 

3.手指力點與發音之關係。 

第四週 9/29 內外弦長弓練習與簡易樂理 1.穩定的長弓。2.五線譜的基本認知。 

第五週 10/6 內外弦長弓練習與左手按弦 1.長弓的音質再提升。2.左手按弦技巧。 

第六週 10/13 左手按弦與音準認識 1.按弦穩定度。2.音階與音程。 

第七週 10/20 三個手指的按弦與音準訓練 1.手指的獨立性。2.聽力之音準開發。 

第八週 10/27 樂曲-瑪麗的小綿羊為基礎練習後之第一首樂曲演奏。 

第九週 11/3 一個八度的音階透過音階的上行與下行訓練，擴充演奏音域，能大幅度的

提升二胡第一把位的演奏能力。 

第十週 11/10 換弦技術之建立掌握右手換弦之技巧，使其流暢自然。 

第十一週 11/17 樂曲-小星星透過樂曲小星星的演奏融合目前能掌握之技巧，使樂曲能夠演

奏動聽。 

第十二週 11/24 第二把位之建構經過十一堂的第一把位練習，進入了二胡第二把位的掌

握，擴充了更多的音域，為樂曲做準備。 

第十三週 12/01 換把練習此練習為二胡演奏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技巧，左手骨架與肌肉的

流暢配合之建立。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合奏曲-歡樂的夜晚樂團合奏曲二胡分部練習，養成樂

曲之熟練度。 

第十五週 12/15 合奏曲-歡樂的夜晚培養二胡聲部之合奏意識，節奏音準之掌握。 

第十六週 12/22 樂團合奏訓練基礎國樂合奏的建立與訓練。 

第十七週 12/29 樂團合奏訓練-樂器間的互相合作與聆聽。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樂團合奏訓練-樂器間的互相合作與聆聽。 

第十九週 1/12 樂團合奏訓練-樂器間的互相合作與聆聽。 

第二十週 1/19 樂團合奏訓練-樂器間的互相合作與聆聽。 

時間戳記：  
8/25/2020 9:09:20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林佳瑩 授 課 項 目 一才水彩進階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培養水彩創作多元表現手法之內容與風格 

學生自備物品 製圖用具（鉛筆、橡皮擦、紙膠帶、尺）﹑上色用具（水彩用具（水彩顏料、

水彩筆、調色盤、筆洗））、（色鉛筆、蠟筆等輔助用具）﹑水彩紙﹑畫板 

教 學 方 式 主題式的課程講述、學生實作、創作鑑賞與討論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人物頭部比例的基礎概論，再到臉型與五官的分析技法，並透過實作練習，

掌握繪製人物頭像的要領，畫出具有自己特色的人物頭像創作！ 

第二週 9/15 分析照片介紹不同狀態的頭型繪製方式，五官的擺放位置，將不同的臉型

搭配五官構造，快速分析、捕捉每個人長相特色，再轉化為人像繪製。 

第三週 9/22 從人物頭像創作課程延伸，畫出心目中的人物角色創作！ 

第四週 9/29 介紹人物角色與環境加入氛圍的營造後，光源下產生不同狀態的光影繪製。 

第五週 10/6 人物角色創作課程延伸喜歡的穿搭，將穿搭的照片轉化為插畫，栩栩如生

的人物插畫既不失真又讓人對於衣著駕馭起來的樣貌更具想像空間。 

第六週 10/13 人物穿搭創作的繪製介紹穿搭，不僅可以作為個人的日常紀錄，也可以讓

其他人得到更多日常穿搭造型上的參考。 

第七週 10/20 不同的人物穿搭造型為主題，平易近人的畫風與高實用性的衣著指南，讓

自己人物穿搭創作成為大家每天最期待的搭配指標吧！ 

第八週 10/27 人物穿搭創作課程延伸，透過時尚單品的選擇，更了解自己喜歡的造型穿

搭，屬於自己元素營造出屬於自己時尚舞台吧！ 

第九週 11/3 透過觀察不同材質的各項單品，搭配不同技法等來一一完成各個時尚造型。 

第十週 11/10 設計主題式的時裝週舞台，融入配色手法讓這個舞台有著鮮明的形象風格。 

第十一週 11/17 以手繪設計圖方式來表現在設計真人彩妝及髮型與整體造型前重點，到臉

形、五官修飾及造型上，使最後成果可以更加完美打造出亮麗的設計作品。 

第十二週 11/24 結合時尚流行與設計，應用色彩搭配等，以線條構圖以及掌握色彩與光線

等要素，繪製出具有真實感的時尚彩妝創作。 

第十三週 12/01 技巧畫觸及應用流行色彩，搭配各項繪畫著色工具融合加以運用。透過人

物時尚彩妝畫創作，將時尚造型與自己的設計理念如實的展現在創作上！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第十五週 12/15 賦予角色靈魂，讓設計的角色在故事中活起來；賦予角色具有真實的情緒、

個性、以及心中的夢想等元素串連，使角色的舉手投足都是故事！ 

第十六週 12/22 角色設計創作／學習如何尋找真實世界的事物當參考，畫出活的角色，練

習創造角色，讓角色存在就是說出故事的媒介。 

第十七週 12/29 用專業的角度分析角色，並將學到的技巧應用於自己原有的專業領域上，

甚至是延伸應用在遊戲設計、公仔設計，或是將文字的概念圖像化。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時間戳記：  
8/26/2020 5:06:22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陳淑玉 授 課 項 目 2D 平面繪圖 A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製作簡單海報 

學生自備物品 手繪板 

教 學 方 式 工具介紹與實作並進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PhotoShop 環境設定與影像格式介紹 

第二週 9/15 PhotoShop 基本選取工具與圖層(帶繪圖板) 

第三週 9/22 PhotoShop 筆刷工具與遮色片 

第四週 9/29 PhotoShop 影像調整 

第五週 10/6 PhotoShop 瑕疵處理 

第六週 10/13 PhotoShop 色版處理 

第七週 10/20 PhotoShop 特殊去背 

第八週 10/27 期中考(作品製作) 

第九週 11/3 期中考(作品製作) 

第十週 11/10 Illustrator 環境設定與基本繪圖工具 

第十一週 11/17 Illustrator 變形 

第十二週 11/24 Illustrator 鋼筆工具 

第十三週 12/01 Illustrator 上色方式、漸層、漸變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Illustrator 影像描圖、剪裁遮色片 

第十五週 12/15 Illustrator 色票 

第十六週 12/22 Illustrator 筆刷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考(作品製作)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期末考(作品製作) 

第十九週 1/12 期末考(作品製作) 

第二十週 1/19 期末考(作品製作) 

第二一週 1/26 期末考(作品製作) 

 

時間戳記：  
8/26/2020 10:48:23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馬璨筠 授 課 項 目 踢踏舞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讓學生們學會踢踏舞的六種腳法及簡單小品舞曲 

學生自備物品 踢踏舞鞋 

教 學 方 式 與學生互動，會講解動作的運用,清楚分析，示範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美式踢踏舞介紹，入門腳法 train step, ball,hell 

第二週 9/15 暖身，複習 train step, ball,hell 練習，新腳法練習 toe, ball change 

第三週 9/22 暖身，複習 train step, ball,helltoe, ball change，新腳法練習 shuffle 

第四週 9/29 暖身，複習 train step, ball,helltoe, ball change，shuffle。六種腳法綜合練習 

第五週 10/6 暖身，六種腳法綜合練習（ ball,hell,toe, ball change，shuffle）舞曲 1 

第六週 10/13 暖身，腳法綜合練習（ ball,hell ,toe, ball change，shuffle）舞曲 2 

第七週 10/20 暖身，腳法綜合練習（ ball,hell ,toe, ball change，shuffle 每週都會有不同的

組和練習）舞曲 3 

第八週 10/27 暖身，腳法綜合練習（ ball,hell ,toe, ball change，shuffle 每週都會有不同的

組和練習）舞曲 4 

第九週 11/3 暖身，腳法綜合練習（ ball,hell ,toe, ball change，shuffle 每週都會有不同的

組和練習）舞曲 5 

第十週 11/10 暖身，腳法綜合練習（ ball,hell ,toe, ball change，shuffle 每週都會有不同的

組和練習）舞曲 6 

第十一週 11/17 暖身，ball,hell R,L 變化練習 shuffle 組合練習，新腳法 flap ,舞曲 7 

第十二週 11/24 暖身，step hell  R,L 變化練習 flap 組合練習，舞曲 8 

第十三週 12/01 暖身，shuffle  R,L 變化練習 flap 組合練習，舞曲 9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暖身，shuffle flap R,L 變化練習 1，舞曲 10 

第十五週 12/15 暖身，shuffle flap R,L 變化練習 2，舞曲 11 

第十六週 12/22 暖身，shuffle flap R,L 變化練習 2，舞曲 12 

第十七週 12/29 暖身，ball,hell R,L 變化練習 shuffle flap R,L 變化練習 3，舞曲 13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暖身，ball,hell R,L 變化練習 shuffle flap R,L 變化練習 3，舞曲 13 

第十九週 1/12 暖身，ball,hell R,L 變化練習 shuffle flap R,L 變化練習 3，舞曲 13 

第二十週 1/19 暖身，ball,hell R,L 變化練習 shuffle flap R,L 變化練習 3，舞曲 13 

第二一週 1/26 暖身，ball,hell R,L 變化練習 shuffle flap R,L 變化練習 3，舞曲 13 

 

時間戳記：  
8/26/2020 11:52:00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王萬沂 授 課 項 目 木箱鼓 

課程所需材料 自編教材 

課 程 目 標 希望上課期間可以幫助學生找到最理想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模式，能夠學會

10 種節奏組合以上，學會三首自選歌曲以上，學會音樂律動算拍子。 

學生自備物品 木箱鼓 

教 學 方 式 我會先熟悉每一位學生的個性習慣上課模式，因材施教，通常每一位學生

想法都不太一樣，所以我可能一開始會先把基本功交給大家，然後讓每一

位學生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節奏律動以及打擊的方法，讓每一位學生都可以

與眾不同！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大家、基本功、概念分享、節奏組成、音樂律動 

第二週 9/15 節奏組合練習、帶入音樂、學習算拍子 

第三週 9/22 節奏組合運用、應用歌曲、身體律動 

第四週 9/29 手指運動熱身、尋找音色、節奏練習驗收 

第五週 10/6 找到對的音色、帶入音樂、節奏組合複雜化 

第六週 10/13 完整版歌曲練習、自然律動、音色控制 

第七週 10/20 輕重音、節奏進階 

第八週 10/27 輕重音、節奏進階、綜合練習 

第九週 11/3 應用歌曲帶入前八週練習內容 

第十週 11/10 感受音樂內容層次、找到對的感覺 

第十一週 11/17 輕重音進階、節奏組合練習 

第十二週 11/24 切分音練習 

第十三週 12/01 切分音進階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輕重音、切分音 綜合練習 

第十五週 12/15 節奏型態種類理解 

第十六週 12/22 理解曲風、音色控制驗收 

第十七週 12/29 輕重音驗收、力道控制、尋找音色驗收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輕重音驗收、力道控制、尋找音色驗收 

第十九週 1/12 輕重音驗收、力道控制、尋找音色驗收 

第二十週 1/19 輕重音驗收、力道控制、尋找音色驗收 

第二一週 1/26 輕重音驗收、力道控制、尋找音色驗收 

 

時間戳記：  
8/27/2020 9:44:15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張潔瑩 授 課 項 目 Rock band BC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開新的樂曲時，能馬上看譜彈出樂曲中所要呈現的技巧及和弦 

學生自備物品 樂器、麥克風、筆電 

教 學 方 式 與學生多互動，多讓學生有自由發揮的空間，但不影響樂曲本質為前提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樂團的編制，訂定團規，介紹這學期課程的規劃，可以練習配團的感

覺 

第二週 9/15 徵選 

第三週 9/22 討論這學期的歌單，搖滾及流行的歌，了解各項樂器在團內的角色 

第四週 9/29 70 搖滾+流行 

第五週 10/6 70 搖滾+流行（上週樂曲修整，看配團狀況是否加入新歌曲） 

第六週 10/13 70 搖滾+流行 

第七週 10/20 80 搖滾+流行 

第八週 10/27 80 搖滾+流行 

第九週 11/3 80 搖滾+流行 

第十週 11/10 90 搖滾+流行 

第十一週 11/17 90 搖滾+流行 

第十二週 11/24 90 搖滾+流行 

第十三週 12/01 複習這學期的所有歌單，討論成發或快閃活動歌曲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複習這學期所有歌單，加強表演歌曲 

第十五週 12/15 加強表演歌曲，看配團情況是否加入新歌單 

第十六週 12/22 加強表演歌曲，看配團情況是否加入新歌單 

第十七週 12/29 表演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表演 

第十九週 1/12 表演 

第二十週 1/19 表演 

第二一週 1/26 表演 

 

時間戳記：  
8/28/2020 11:24:54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陳珮瑋 授 課 項 目 麥克筆插畫 

課程所需材料 影印資料 

課 程 目 標 完成整張插畫作品 

學生自備物品 麥克筆、碳精筆、牛奶筆、代針筆、鉛筆 

教 學 方 式 一步一步發想與技法學習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課程介紹，工具的基本使用方式 

第二週 9/15 萬聖節插畫發想 

第三週 9/22 萬聖節插畫-資料收集與草圖 

第四週 9/29 萬聖節插畫-定稿與上色 

第五週 10/6 萬聖節插畫-上色與示範色彩應用 

第六週 10/13 萬聖節插畫-完成作品 

第七週 10/20 聖誕節插畫酷卡-發想與設計 

第八週 10/27 聖誕節插畫酷卡-A4 草圖完成 

第九週 11/3 聖誕節插畫酷卡-上色示範與個別指導 

第十週 11/10 聖誕節插畫酷卡--上色 

第十一週 11/17 聖誕節插畫酷卡-完成插畫作品 

第十二週 11/24 奇幻異世界插畫主題發想、資料收集 

第十三週 12/01 奇幻異世界插畫-上色與個別指導進度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奇幻異世界插畫-上色與個別指導進度 

第十五週 12/15 奇幻異世界插畫-上色與個別指導進度 

第十六週 12/22 奇幻異世界插畫-上色與個別指導進度 

第十七週 12/29 奇幻異世界插畫-完成 A3 創作及分享創作理念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奇幻異世界插畫-完成 A3 創作及分享創作理念 

第十九週 1/12 奇幻異世界插畫-完成 A3 創作及分享創作理念 

第二十週 1/19 奇幻異世界插畫-完成 A3 創作及分享創作理念 

第二一週 1/26 奇幻異世界插畫-完成 A3 創作及分享創作理念 

 

時間戳記：  
8/28/2020 3:16:21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何佳樺 授 課 項 目 古箏課 

課程所需材料 一、琹韻箏曲選（二） 古箏初級教程 民謠兒歌篇 莊國年 鍾嘉鳳編  生

韻出版社   二、搭配課堂講義（每週印） 

課 程 目 標 學會古箏常用基礎指法，可以演奏古箏獨奏曲與合奏曲之音樂能力。 

學生自備物品 古箏 箏架 譜架 義甲 古箏膠帶 調音器 

教 學 方 式 營造學生獨立思考、主動發問、師生互動良好的學習空間，教學方式由簡

入繁、用簡易節奏的歌曲練習讓學生學會彈奏古箏音樂。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教學主題：古箏課程介紹課程內容：認識同學、古箏課程教學方式、認識

古箏的構造、歷史、義甲配戴、彈琴坐姿等。 

第二週 9/15 教學主題：食指彈法、古箏調音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三週 9/22 教學主題：中指彈法、古箏調音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四週 9/29 教學主題：食指、中指複習課程內容：練習曲、獨奏曲 

第五週 10/6 教學主題：大指彈法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六週 10/13 教學主題：大指複習課程內容：練習曲、獨奏曲 

第七週 10/20 教學主題：食、中、大指複習課程內容：完整獨奏曲演奏 

第八週 10/27 教學主題：左手按音-吟音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九週 11/3 教學主題：左手按音-飛吟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十週 11/10 教學主題：左手按音-揉音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十一週 11/17 教學主題：大撮音、小撮音彈法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十二週 11/24 教學主題：拂音彈法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十三週 12/01 教學主題：綜合指法複習課程內容：綜合指法練習曲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教學主題：左手按音-上滑音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十五週 12/15 教學主題：左手按音-下滑音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十六週 12/22 教學主題：左手按音-上下滑音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十七週 12/29 教學主題：簡易左手伴奏    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教學主題：簡易左手伴奏    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十九週 1/12 教學主題：簡易左手伴奏    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二十週 1/19 教學主題：簡易左手伴奏    課程內容：練習曲 

第二一週 1/26 教學主題：簡易左手伴奏    課程內容：練習曲 

 

時間戳記：  
8/28/2020 6:04:41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喻敏婷 授 課 項 目 國標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能將國標舞的律動和節奏感帶給學生，建立好基本功和身體的軸心。訓練

身體協調和重心的轉移，及身體美感的認知。 

學生自備物品 國標鞋 

教 學 方 式 引導式的方式帶入課程，會依學生情況做調整。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cha cha / 簡單自我介紹、認識學生、暖身、close basic 。 

第二週 9/15 cha cha/暖身、shoulder to shoulder、hand to hand。 

第三週 9/22 cha cha/暖身、spot turn、check from open C.P.P.。 

第四週 9/29 cha cha/暖身、複習基本步、細節的動作和音樂分析。 

第五週 10/6 cha cha/暖身、time step、compact chasse。 

第六週 10/13 cha cha/暖身、spot turn、rounde chasse 。 

第七週 10/20 cha cha/暖身、hip twist chasse、slip close chasse。 

第八週 10/27 cha cha/暖身、複習基本步、流動。 

第九週 11/3 cha cha/暖身、複習基本步、流動。 

第十週 11/10 cha cha/暖身、spot turn、cuban break。 

第十一週 11/17 cha cha/暖身、slip cuban break from open C.C.P. 

第十二週 11/24 cha cha/暖身、spot turn。 

第十三週 12/01 cha cha/暖身、動作和音樂的講解、基本步複習。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cha cha/暖身、動作和音樂的講解、基本步複習。 

第十五週 12/15 cha cha/暖身、調整身體姿勢、總複習。 

第十六週 12/22 cha cha/暖身、調整身體姿勢、總複習。 

第十七週 12/29 cha cha/暖身、模擬期末評量。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cha cha/暖身、模擬期末評量。 

第十九週 1/12 cha cha/暖身、模擬期末評量。 

第二十週 1/19 cha cha/暖身、模擬期末評量。 

第二一週 1/26 cha cha/暖身、模擬期末評量。 

 

時間戳記：  
8/28/2020 6:45:01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陳俞臻 授 課 項 目 現代舞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讓孩子體驗不同風格的現代舞外，透過分組呈現的方式，訓練自我展現、

團體溝通以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學生自備物品 長水褲 

教 學 方 式 每三堂課教授一首風格小品，在第三堂課時分組呈現，老師給予建議後，

並讓小組消化建議後，在呈現一次。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9/8 現代舞介紹介紹現代舞的歷史脈絡至後期的當代舞蹈，老師親自示範幾

個具有自我特色強烈的舞團所使用的技巧，讓學生了解現代舞的多元性。 

第二週 9/15 9/15 肢體開發 1 肢體開發的團體訓練遊戲，先從認識學生以及學生認識彼

此為出發，並透過遊戲訓練學生記憶力及身體反應能力。 

第三週 9/22 9/22 肢體開發 2 肢體開發的雙人及個人訓練遊戲，透過認識別人身體開始，

加深對身體各部位的認識，在回到個人的自我察覺。 

第四週 9/29 9/29 風格小品 A（8 個 8 拍）學 A 第一套 8 個 8 拍的動作，情境或情緒變化。 

第五週 10/6 10/6 風格小品 A（8 個 8 拍）學 A 第二套 8 個 8 拍的動作，情境或情緒變化。 

第六週 10/13 10/13 風格小品整合 A（16 個 8 拍）整合 A 第一套加第二套的動作，分小組

練習並分組呈現。 

第七週 10/20 10/20 風格小品 B(8 個 8 拍）學 B 第一套 8 個 8 拍的動作，情境或情緒變化。 

第八週 10/27 10/27 期中評量、風格小品 B(8 個 8 拍）學 B 第二套 8 個 8 拍的動作，情境

或情緒變化。 

第九週 11/3 11/3 風格小品整合 B(16 個 8 拍）整合 B 第一套加第二套的動作，熟練動作

後，分小組練習並分組呈現。 

第十週 11/10 11/10 風格小品 C(8 個 8 拍）學 C 第一套 8 個 8 拍的動作，情境或情緒變化。 

第十一週 11/17 11/17 風格小品 C(8 個 8 拍）學 C 第二套 8 個 8 拍的動作，情境或情緒變化。 

第十二週 11/24 11/24 風格小品整合 C(16 個 8 拍）整合 C 第一套加第二套的動作，小組練

習並分組呈現。 

第十三週 12/01 12/1 風格小品 D(8 個 8 拍）學 D 第一套 8 個 8 拍的動作，情境或情緒變化。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12/15 風格小品 D(8 個 8 拍）學 D 第二套 8 個 8 拍的

動作，熟練動作後，加上情境或情緒變化。 

第十五週 12/15 12/22 風格小品整合 D(16 個 8 拍）整合 D 第一套加第二套的動作，熟練動

作後，分小組練習並分組呈現。 

第十六週 12/22 12/29 總複習分組討論，整合四組風格小品順序自由排列，加上隊形變化或

情緒等，使每一組呈現的方式都有自己獨特的味道。 

第十七週 12/29 1/5 期末評量 肢體開發遊戲，信任遊戲，有群體，雙人及個人的訓練。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1/5 期末評量 肢體開發 肢體開發遊戲，信任遊戲，有群

體，雙人及個人的訓練。 

時間戳記：  
8/28/2020 8:04:10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邱威龍 授 課 項 目 電腦繪圖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熟習軟體工具後，完成自己創作發想的人物或擬人化角色 

學生自備物品 無 

教 學 方 式 先讓學生探索工具功能，老師輔助使學生熟悉操作技巧，反覆練習後得以

靈活應用完成自己想畫的主題與風格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工具尋寶、設計自己喜歡的工作區 

第二週 9/15 幾何圖形繪製、好玩的組合鍵 

第三週 9/22 認識色彩，馬上學會明暗深淺光影表現 

第四週 9/29 上色工具。平塗、漸層瞬間變高手 

第五週 10/6 選取、安排與群組，簡易海報自己做 

第六週 10/13 變形功能。隨心所欲地控制畫面元素 

第七週 10/20 形狀塑造，進入筆隨意走的境界 

第八週 10/27 筆刷設計，隨心所欲玩塗鴉 

第九週 11/3 透明效果，深度探索色彩表現 

第十週 11/10 期中作品發想 

第十一週 11/17 期中作品繪製 

第十二週 11/24 路徑功能，了解電繪基本功 

第十三週 12/01 圖樣設計，超快速背景創造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五官元素繪製 

第十五週 12/15 表情組合與排列 

第十六週 12/22 喜怒哀樂表現 

第十七週 12/29 角色創造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角色創造 

第十九週 1/12 角色創造 

第二十週 1/19 角色創造 

第二一週 1/26 角色創造 

 

時間戳記：  
8/28/2020 9:58:16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翁士涵 授 課 項 目 烏克麗麗進階 

課程所需材料 神奇烏克 by 董運昌 ISBN 978-986-87707-1-3 

課 程 目 標 1）烏克麗麗演奏曲 2）合奏 

學生自備物品 烏克麗麗，教材、教本，筆。 

教 學 方 式 使用節奏軟體讓學生配合練習，訓練節奏感。分組演練。個別重點指導。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刷奏練習/3 種實用刷奏練習，歌曲演練。 

第二週 9/15 撥奏練習/5 種實用撥奏練習，歌曲演練。 

第三週 9/22 基礎樂理/調號，推算大調。 

第四週 9/29 演奏曲練習/“神奇烏克”中級曲目。大調與關係小調。 

第五週 10/6 順階和弦/“神奇烏克”中級曲目。C、G key 順階和弦。 

第六週 10/13 期中準備/“神奇烏克”中級曲目。F key 順階和弦。 

第七週 10/20 期中評量/演奏曲一首。 

第八週 10/27 Waltz 節奏/ 3/4 拍號伴奏變化，歌曲演練。 

第九週 11/3 複拍子/ 12/8 拍號伴奏變化，歌曲演練。 

第十週 11/10 和弦推算/封閉和弦推算。基礎練習。 

第十一週 11/17 編曲練習/編演奏曲，旋律與和弦的搭配 I。基礎練習。 

第十二週 11/24 編曲練習/編演奏曲，旋律與和弦的搭配 II。基礎練習。 

第十三週 12/01 編曲練習/編演奏曲，旋律與和弦的搭配 III。基礎練習。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Bossa Nova 節奏/Fly Me To The Moon 伴奏。 

第十五週 12/15 Fly Me To The Moon/旋律練習。 

第十六週 12/22 Fly Me To The Moon/合奏練習。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評量/Fly Me To The Moon 合奏，自編演奏曲驗收。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期末評量/Fly Me To The Moon 合奏，自編演奏曲驗收。 

第十九週 1/12 期末評量/Fly Me To The Moon 合奏，自編演奏曲驗收。 

第二十週 1/19 期末評量/Fly Me To The Moon 合奏，自編演奏曲驗收。 

第二一週 1/26 期末評量/Fly Me To The Moon 合奏，自編演奏曲驗收。 

 

時間戳記：  
8/29/2020 12:29:02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邱馨儀 授 課 項 目 街舞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熟悉身體律動、可隨著音樂舞動身體 

學生自備物品 無 

教 學 方 式 熱身融合基礎律動、細講排舞動作之後可隨音樂舞動身體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二週 9/15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三週 9/22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四週 9/29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五週 10/6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六週 10/13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七週 10/20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八週 10/27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九週 11/3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十週 11/10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十一週 11/17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十二週 11/24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十三週 12/01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十五週 12/15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十六週 12/22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十七週 12/29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十九週 1/12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二十週 1/19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第二一週 1/26 熱身、身體律動、體能、柔軟度、排舞練習 

 

時間戳記：  
8/29/2020 3:43:54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張瑞欽 授 課 項 目 平面設計（動畫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完成角色設計 

學生自備物品 繪圖版 

教 學 方 式 電腦範例教學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基礎介面 

第二週 9/15 基礎介面 

第三週 9/22 遮罩與選取 

第四週 9/29 遮罩與選取 

第五週 10/6 z 球身體製作 

第六週 10/13 z 球身體製作 

第七週 10/20 人頭製作 

第八週 10/27 人頭製作 

第九週 11/3 頭髮製作 

第十週 11/10 頭髮製作 

第十一週 11/17 衣服製作 

第十二週 11/24 衣服製作 

第十三週 12/01 配件製作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配件製作 

第十五週 12/15 細節雕刻 

第十六週 12/22 細節雕刻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作品整理與繳交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期末作品整理與繳交 

第十九週 1/12 期末作品整理與繳交 

第二十週 1/19 期末作品整理與繳交 

第二一週 1/26 期末作品整理與繳交 

 

時間戳記：  
8/30/2020 2:29:54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黃立穎 授 課 項 目 素描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能夠獨立完成一件作品 

學生自備物品 素描鉛筆一盒、軟橡皮、普通橡皮擦、衛生紙、削鉛筆機 (可以整間課堂

用 一 ~ 二台即可) 

教 學 方 式 以圖稿和親自示範的方式進行教學、在同學們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將會一

一地進行個別問題解決與討論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材料介紹、素描概念 1. 鉛筆深淺介紹 2H-8B 的差異，炭精筆等特殊鉛筆介

紹 2. 軟橡皮運用介紹、硬橡皮擦運用介紹介紹什麼是素描 

第二週 9/15 圓球體、光影、色階漸層 1. 素描明度的介紹 2. 素描彩度的營造(運用明度

對應彩度)3. 光影的相對關係(透過圓球體來介紹)  

第三週 9/22 透視 1. 介紹透視手法(單點透視、雙點透視)2. 對應過去西方藝術史中

的相關作品 3. 方體構圖方式介紹 4. 影子的做法介紹 

第四週 9/29 幾何造型組合 1. 練習球體、方體、圓柱體、六角柱體等多邊形的幾何造

型 2. 整張構圖的示範與教學 3. 示範整張上色方式與畫面空間氛圍營造 

第五週 10/6 幾何造型組合 1. 接續完成上週作品 2. 介紹西方藝術史中運用幾何造型

練習以及創作的藝術家 3. 完成作品與同學分享會 

第六週 10/13 幾何造型組合 1. 接續完成上週作品 2. 介紹西方藝術史中運用幾何造型

練習以及創作的藝術家 3. 完成作品與同學分享會 

第七週 10/20 水果、類幾合體 1. 示範蘋果畫法 2. 兩到三顆的水果個體練習 

第八週 10/27 水果、類幾合體 1. 將練習的水果進行整張作品創作 2. 講解筆觸的不同與

處理水果質感的方法 3. 講解運用不同明度來表現出水果的彩度 

第九週 11/3 水果、類幾合體 1. 完成未完成的作品介紹以鉛筆為創作的藝術家 

第十週 11/10 玻璃 1. 示範玻璃的處理手法 2. 觀察實體的變化 3. 玻璃個體練習 

第十一週 11/17 玻璃 1. 進行兩個靜物加玻璃的整張畫作 2. 觀察靜物與透明物體的特性  

第十二週 11/24 玻璃、金屬 1. 完成上週作品 2. 介紹金屬個體的特性 3. 金屬個體的練習 

第十三週 12/01 金屬 1. 金屬與其他靜物搭配的練習 2. 金屬反射特性與靜物關係 

3. 介紹藝術史中有處理到金屬物質的名畫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金屬 1. 完成上週作品 2. 同學分享會以及作品討論 

第十五週 12/15 複合 1. 進行五件靜物的畫作創作(幾合體、水果靜物 2 個、玻璃 1 個、金

屬 1 個)2. 畫作重點提示，將過去曾提到過的素描觀念再次提醒 

第十六週 12/22 複合 1. 完成上週未完成作品 2. 進行每位同學的作品討論，與疑惑解決 

3. 介紹各種素描的創作，例如：精細素描、炭筆素描……等 

第十七週 12/29 複合 / 1.已經完成的在個別進行更細緻的創作 2. 第二堂課同學分享會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複合 / 1. 完成最後的作品，已經完成的在個別進行更細

緻的創作 2. 第二堂課進行同學分享會 

時間戳記：  
8/31/2020 12:09:40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劉佳瑩 授 課 項 目 國樂琵琶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學會使用彈挑演奏琵琶一至三把位的音階彈奏，並能夠看譜彈奏旋律 

學生自備物品 琵琶、琵琶指甲、琵琶指甲專用膠布、小剪刀、止滑墊、上課講義樂譜（後

續會發）、小盒子（可黏指甲及收納剪刀膠布即可） 

教 學 方 式 以輕鬆風趣的方式講解上課時嚴格但不嚴厲斥責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樂器及講解彈挑/介紹琵琶及彈奏法、解說彈挑之重要性 

第二週 9/15 認識彈挑/講解彈與挑演奏方式，並練習彈、挑 

第三週 9/22 認識彈挑/講解彈與挑演奏方式，並練習彈、挑進階合併彈挑演奏法 

第四週 9/29 認識彈挑與節奏拍子/講解彈與挑演奏方式，演奏認識樂理、節奏拍子 

第五週 10/6 練習節奏彈挑、學習二把位按弦/彈挑演奏並加入節奏拍子二把位一指按弦 

第六週 10/13 練習節奏彈挑、學習二把位按弦/練習彈挑演奏並加入節奏拍子 

並學習二把位一指按弦加上過弦彈挑 

第七週 10/20 練習節奏彈挑、學習二把位按弦/練習彈挑演奏並加入節奏拍子 

並學習二把位一、二指按弦加上過弦彈挑 

第八週 10/27 練習節奏彈挑、學習二把位按弦/練習彈挑演奏並加入節奏拍子 

並學習二把位一、二、三指按弦加上過弦彈挑 

第九週 11/3 練習節奏彈挑、學習二把位按弦/練習彈挑演奏並加入節奏拍子 

並學習二把位一、二、三、四指按弦加上過弦彈挑 

第十週 11/10 練習左手按弦加上節奏彈挑/練習左手二把位按弦、右手彈挑節奏拍子 

第十一週 11/17 練習左手按弦、節奏彈挑、認識一把位/練習左手二把位按弦右手彈挑並加

入節奏拍子認識一把位按弦 

第十二週 11/24 練習左手按弦、節奏彈挑、練習一把位/練習左手二把位按弦右手彈挑並加

入節奏拍子認識一把位按弦 

第十三週 12/01 練習左手按弦、節奏彈挑、練習一把位/練習左手二把位按弦右手彈挑並加

入節奏拍子認識一把位按弦並練習一把位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練習左手按弦、節奏彈挑、練習換把/練習左手一、二

把位按弦右手彈挑並加入節奏拍子 

第十五週 12/15 左手按弦節奏彈挑、換把、樂曲練習/練習左手一、二把位按弦 

右手彈挑並加入節奏拍子樂曲練習 

第十六週 12/22 左手按弦節奏彈挑、換把、樂曲練習、認識三把位/左手一、二把位按弦 

右手彈挑並加入節奏拍子樂曲練習認識三把位按弦 

第十七週 12/29 左手按弦節奏彈挑、換把、樂曲練習、練習三把位/  練習左手一、二把位

按弦 右手彈挑並加入節奏拍子 樂曲練習 練習三把位按弦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左手按弦節奏彈挑、換把、樂曲練習三把位/  練習左手

一、二把位按弦 右手彈挑並加入節奏拍子 樂曲練習 練習三把位按弦 

時間戳記：  
8/31/2020 12:24:06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許恒瑞 授 課 項 目 戲劇基礎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學生能夠課堂分組呈現簡單的雙人對戲 

學生自備物品 請學生穿著好運動的服裝 

教 學 方 式 教學與示範表演方式，鼓勵同學創作與表達，課堂分組練習呈現與分享討

論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舞台夥伴&舞台時間/認識與熟悉接下來班上的同學，體驗舞台上與現實的

時間感差別與認知 

第二週 9/15 打開感官訓練/藉由劇場遊戲，帶領同學在舞台上打開感官 

第三週 9/22 默契訓練/藉由劇場遊戲，帶領同學體驗舞台上演員之間的默契 

第四週 9/29 舞台上的語言與說話情緒/如何在舞台上說話與用語言表達情緒 

第五週 10/6 舞台上的肢體與情緒肢體/如何在舞台上使用肢體與使用肢體表達情緒 

第六週 10/13 舞台上的肢體與情緒肢體/如何在舞台上使用肢體與使用肢體表達情緒 

第七週 10/20 舞台表情&綜合練習/綜合語言與肢體，再加上表情來練習完整舞台表演的

表達 

第八週 10/27 舞台表情&綜合練習/綜合語言與肢體，再加上表情來練習完整舞台表演的

表達 

第九週 11/3 舞台角色功課練習/引導同學如何表演角色與塑造角色 

第十週 11/10 舞台角色功課練習/引導同學如何表演角色與塑造角色 

第十一週 11/17 舞台角色功課練習/引導同學如何表演角色與塑造角色 

第十二週 11/24 分組綜合練習/綜合語言、肢體、表情與角色，分組完成一段表演 

第十三週 12/01 分組綜合練習/綜合語言、肢體、表情與角色，分組完成一段表演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分組綜合練習/綜合語言、肢體、表情與角色，分組完成一段表演 

第十五週 12/15 分組綜合練習/綜合語言、肢體、表情與角色，分組完成一段表演 

第十六週 12/22 期末課堂呈現/各組課堂表演分組完成之作品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課堂呈現/各組課堂表演分組完成之作品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期末課堂呈現/各組課堂表演分組完成之作品 

第十九週 1/12 期末課堂呈現/各組課堂表演分組完成之作品 

第二十週 1/19 期末課堂呈現/各組課堂表演分組完成之作品 

第二一週 1/26 期末課堂呈現/各組課堂表演分組完成之作品 

 

時間戳記：  
8/31/2020 1:40:51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王威盛 授 課 項 目 電吉他進階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1.強力和弦（8、16bit）2.搥弦、勾弦、推弦、滑弦等常用技巧 

3.效果器音色選擇 4.拍子速度提昇 5.歌曲中獨奏吉他手舞台知識與合奏概

念：1.歌曲橋段判別 2.音色選擇與調整 3.如何搭配其他樂器 

學生自備物品 電吉他、小音箱、導線、Pick、調音器 

教 學 方 式 樂器演奏者不能只是著重技術上的練習，引導學生對歌曲、器材的認識度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初期課程重視基本功的姿勢與練習，中期以輕鬆互

動的方式與學生討論喜愛的歌曲，並介紹各個音樂曲風在該樂器上的伴奏

及音色差異為何，並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彈奏喜愛的歌曲，後期將著重在舞

台認知以及各個演出器材的作用。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吉他 / 1.吉他種類介紹 2.基礎樂理  3.調音 

第二週 9/15 手指練習 A / 1.左右手協調訓練  2.拍子練習 

第三週 9/22 手指練習 B / 1.C 大調音階推算  2.音階樂句練習 

第四週 9/29 和弦練習 A / 1.C 大調和弦認識  2. 簡易歌曲練習 

第五週 10/6 和弦練習 B / 1.G 大調和弦認識  2. 簡易歌曲練習 

第六週 10/13 搖滾樂常用節奏 / 1.開放強力和弦練習  2.悶音強力和弦練習 

第七週 10/20 歌曲練習 A / 1.彈奏 C、G 大調和弦伴奏的歌曲 

第八週 10/27 五聲音階 A / 1.五聲音階認識  2.五聲音階樂句練習 

第九週 11/3 五聲音階 B / 1.五聲音階把位轉換  2.五聲音階樂句練習 

第十週 11/10 獨奏技巧 A / 1. 搥音 2.勾音 

第十一週 11/17 獨奏技巧 B / 1. 滑音 2.推弦 

第十二週 11/24 搖滾樂句練習 / 1.樂句練習 

第十三週 12/01 分散和弦彈奏 / 1.分散和弦練習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曲風介紹與歌曲講解 / 1.介紹各個曲風以及挑選歌曲 

第十五週 12/15 歌曲實戰 A / 1.歌曲各段落講解 2.音色選擇 

第十六週 12/22 歌曲實戰 B / 1.歌曲各段落講解 2.音色選擇 

第十七週 12/29 歌曲實戰 C / 1.歌曲各段落講解 2.音色選擇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歌曲實戰 C / 1.歌曲各段落講解 2.音色選擇 

第十九週 1/12 歌曲實戰 C / 1.歌曲各段落講解 2.音色選擇 

第二十週 1/19 歌曲實戰 C / 1.歌曲各段落講解 2.音色選擇 

第二一週 1/26 歌曲實戰 C / 1.歌曲各段落講解 2.音色選擇 

 

時間戳記：  
8/31/2020 9:56:34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梁育瑄 授 課 項 目 水彩初階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使學生具備各種水彩基本技法的表現能力，能適當地安排畫面佈局，並熟

悉色彩原理以及水彩的調色概念。 

學生自備物品 無 

教 學 方 式 分享多元的水彩作品，搭配實際示範，引導學生練習與實作。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水彩 / 畫材介紹、水彩調色概念、水彩作品分享與解說 

第二週 9/15 帶水平塗法 / 帶水平塗法示範與練習，隨課堂完成一張小品 

第三週 9/22 縫合法 / 縫合法示範與練習，隨課堂完成一張小品 

第四週 9/29 複合媒材應用練習 / 利用鹽、酒精、保鮮膜等日常材料嘗試特殊效果之技

法 

第五週 10/6 複合媒材應用練習二 / 滴流、潑灑等特殊效果之技法 

第六週 10/13 期中作品 / 個人期中作品構圖與討論 

第七週 10/20 期中作品二 / 指導學生運用前幾週之技法繪製個人期中作品 

第八週 10/27 期中作品三 / 完成個人期中作品並檢討評鑑 

第九週 11/3 重疊法 / 重疊法示範與練習 

第十週 11/10 渲染法 / 渲染法示範與練習 

第十一週 11/17 單色水彩臨摹練習 / 以單色色階臨摹水彩靜物或風景主題 

第十二週 11/24 單色水彩臨摹練習二 / 單色水彩臨摹練習完成與檢討 

第十三週 12/01 彩色靜物臨摹 / 運用寒暖色的搭配等色彩原理臨摹靜物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彩色靜物臨摹二 / 指導完成作品並檢討 

第十五週 12/15 期末作品 / 期末作品構圖與討論 

第十六週 12/22 期末作品二 / 指導學生進行期末作品繪製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作品三 / 完成期末作品並檢討鑑賞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期末作品三 / 完成期末作品並檢討鑑賞 

第十九週 1/12 期末作品三 / 完成期末作品並檢討鑑賞 

第二十週 1/19 期末作品三 / 完成期末作品並檢討鑑賞 

第二一週 1/26 期末作品三 / 完成期末作品並檢討鑑賞 

 

時間戳記：  
8/31/2020 1:53:59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呂浩維 授 課 項 目 素描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讓學生學會基礎形體、基礎靜物描寫、基礎構圖美感與透視、光影原則。

從中訓練學生的觀察能力、鑑賞能力、學習的自我檢視與激發學生創作動

機。 

學生自備物品 素描鉛筆、素描繪本、軟橡皮、美工刀 

教 學 方 式 針對學生不同學習狀況與程度調整課程內容，循序漸進式引導學生觀察靜

物個體表現，從零基礎慢慢學習到能夠獨立作畫的能力，從中學習各位同

學的學習進度與成果，發現彼此的優缺點與自我檢視，進一步得到不同學

習領悟與學習經驗。視學生學習狀況，將安排名家素描作品的簡介讓學生

認識不同素描形式風格、啟發學生的創作動機與訓練鑑賞能力。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1.課程大綱與期中、期末評量時間提醒。 

2.素描鉛筆媒材特性介紹、使用方法、注意事項。 

3.基本線條演練─排線。 

第二週 9/15 立方體素描演練(上)─認識「三大面亮灰暗」素描概念與透視、光影原理。 

第三週 9/22 立方體素描演練(下)─認識「三大面亮灰暗」素描概念與透視、光影原理。 

第四週 9/29 圓柱體素描演練(上)─圓柱體分析與作畫步驟與立方體素描作品檢討。 

第五週 10/6 圓柱體素描演練(下)─圓柱體分析與作畫步驟。 

第六週 10/13 圓球體素描演練(上)─球體分析與圓柱體素描作品檢討。 

第七週 10/20 圓球體素描演練(下)─球體分析與作畫步驟。 

第八週 10/27 1.美術類期中成果收件(靜物個體練習一張)。2.素描靜物構圖的認識─畫面

聚散美感與畫面重心平衡感。3.立方體靜物轉換(上)─紙盒描繪。 

第九週 11/3 立方體靜物轉換(下)─紙盒描繪。 

第十週 11/10 原球體靜物轉換(上)─蘋果描繪。 

第十一週 11/17 原球體靜物轉換(下)─蘋果描繪。 

第十二週 11/24 圓柱體靜物轉換(上)─瓶子描繪。 

第十三週 12/01 圓柱體靜物轉換(下)─瓶子描繪。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立方體、圓柱體、圓球體靜物轉換(上)─書本、杯子、

水果組合構圖與步驟分析。 

第十五週 12/15 立方體、圓柱體、圓球體靜物轉換(中)─檢查構圖進度、分布三大面與基本

色調。 

第十六週 12/22 立方體、圓柱體、圓球體靜物轉換(下)─檢查上色進度、整理畫面漸層整理。 

第十七週 12/29 1.檢查作品進度、作品細節修改、作品講評。2.期末評量收件。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1.檢查作品進度、作品細節修改、講評。2.期末評量收件。 

 

時間戳記：  
8/31/2020 3:22:04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何正良 授 課 項 目 書法(進階) 

課程所需材料 自編教材(需提前影印) 

課 程 目 標 能對字臨帖，瞭解字體結構原理，加強基本筆法運筆技巧。在老師指導下

完成對開至全開作品。 

學生自備物品 毛筆、墨汁、墨碟、4 開墊布、書法練習紙。 

教 學 方 式 口述、板書、示範教學及相關教材提供。缺點指正及批改鼓勵。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各類字體介紹、基本運筆姿勢講解。臨帖要領提示。 

第二週 9/15 楷書獨體字形，丁、七、上、下... 

第三週 9/22 楷書獨體字形，中、丹、乃、之... 

第四週 9/29  

楷書獨體字形，予、事、乎、乖... 

第五週 10/6 楷書獨體字形，公、光、內、典... 

第六週 10/13 楷書獨體字形，刀、又、司... 

第七週 10/20 楷書獨體字形，尤、川、右、巾... 

第八週 10/27 楷書獨體字形，年、弗、弓、彥... 

第九週 11/3 楷書獨體字形，易、心、戶、非... 

第十週 11/10 楷書獨體字形，水、求、瓜、手、才... 

第十一週 11/17 楷書獨體練習，斤、方、有、木、東、少 

第十二週 11/24 楷書獨體練習，骨、高、麥、黃、玉、片... 

第十三週 12/01 楷書獨體練習，用、甫、由、癸、矢、石...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楷書獨體練習，立、竹、米、老、良、舟... 

第十五週 12/15 楷書獨體練習，角、言、豆、赤、走、釆... 

第十六週 12/22 楷書獨體練習，金、長、門、雨車、革... 

第十七週 12/29 書法期末作品製作(一)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書法期末作品製作(一) 

第十九週 1/12 書法期末作品製作(一) 

第二十週 1/19 書法期末作品製作(一) 

第二一週 1/26 書法期末作品製作(一) 

 

時間戳記：  
8/31/2020 4:02:16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王永龍 授 課 項 目 素描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提升學生對造型的準確與觀察能力，對複雜物件化繁為簡的概括能力，由

簡入繁的細節掌握。 

學生自備物品 素描鉛筆 HB-4B(建議牌子 OHTO 或 Staedtler）、軟橡皮、美工刀 

教 學 方 式 藉由直接教學法講解配合步驟示範，再由學生實際演練，過程再予以調整

改正，使學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教學主題：前置與基本觀念複習課程內容：發用具、本學期課程解說、基

本重要的素描觀念複習。 

第二週 9/15 教學主題：關於「樹」-構圖課程內容：介紹樹的型態與示範講解構圖 

第三週 9/22 教學主題：關於「樹」-大體課程內容：樹立體感的解說與講解示範 

第四週 9/29 教學主題：關於「樹」-細節課程內容：樹題材的細節刻畫說明與講解 

第五週 10/6 教學主題：關於「樹」-整理課程內容： 說明示範整理畫面與完成作品 

第六週 10/13 教學主題：關於「透視 」-一點透視與應用 課程內容：講解基礎透視概念，

一點透視的說明與應用 

第七週 10/20 教學主題：關於「透視 」-兩點透視與應用  

課程內容：講解兩點透視的觀念與差異，兩點透視的說明與應用 

第八週 10/27 教學主題：關於「透視 」-三點透視與應用 

課程內容：講解三點透視的觀念與差異，兩點透視的說明與應用 

第九週 11/3 教學主題：關於「透視 」-綜合課程內容：講解透視的進階與綜合運用 

第十週 11/10 教學主題：臨摹風景-構圖 臨摹名家的風景作品，從中學習風景畫面布局 

第十一週 11/17 教學主題：臨摹風景-大體課程內容：教學示範結構與空間色調 

第十二週 11/24 教學主題：臨摹風景-細節課程內容：教學示範細節與紋理刻劃 

第十三週 12/01 教學主題：臨摹風景-整理課程內容：教學示範畫面整理與統一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教學主題：臨摹風景完成、期末美展討論與挑選 

課程內容：完成臨摹練習，進行期末美展的前置作業 

第十五週 12/15 教學主題：期末美展構圖課程內容：進行期末美展作品布局構成 

第十六週 12/22 教學主題：期末美展構圖完成課程內容：將期末美展作品構圖完成 

第十七週 12/29 教學主題：期末美展大體 課程內容：進行期末美展作品大體結構與空間立

體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教學主題：期末美展大體 課程內容：進行期末美展作品

大體結構與空間立體 

 

時間戳記：  
8/31/2020 10:26:31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何孟翰 授 課 項 目 流行編曲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透過 17 週的課程，可以獲得基礎樂理以及初階編曲程度，完成屬於自己的

配樂或流行歌曲。 

學生自備物品 電腦、耳機、Cubase 編曲軟體 

教 學 方 式 主要都是編曲軟體操作為主，會帶同學們了解數位音樂的基本概論與設備

串接，並且學習基礎樂理。課程能夠了解可使用的音色與樂器與節奏鼓組，

並且分析流行歌曲配器與架構。也會了解近年來最流行的嘻哈風格，如何

去寫入 Rap 等等技巧，讓同學們自由發揮自己的創意，最後發表屬於同學

們自己的流行歌曲或配樂作品。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數位音樂概論/教學數位音樂工作站的設備與串接方式 

第二週 9/15 旋律寫作與基本樂理【大調】/教學基礎樂理大調音階，認識鍵盤上的黑白

鍵如何辨識 

第三週 9/22 和弦配置【大調】/教學大調基礎和弦如何去配置，並且把五線譜的小星星

寫入編曲軟體 

第四週 9/29 旋律寫作與基本樂理【小調】/教學基礎樂理小調音階，認識鍵盤上的黑白

鍵如何辨識 

第五週 10/6 和弦配置【小調】/依照同學程度教學大調基礎和弦配置與寫作 

第六週 10/13 音色與樂器介紹/介紹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鋼琴等等音色 

第七週 10/20 流行音樂和弦配置/線上流行歌曲都使用什麼樣的配置方式 

第八週 10/27 期中考核週/利用前七週的課程知識，製作一小段旋律配樂 

第九週 11/3 節奏設計/教學虛擬爵士鼓如何使用 

第十週 11/10 流行音樂配器與段落分析/分析線上流行歌曲的配器與段落編排方式 

第十一週 11/17 Hip hop 風格分析/介紹線上流行歌曲嘻哈風格，如何去聆聽與分析，並且

嘗試製作 Rap 節奏 

第十二週 11/24 吉他音源使用技巧/教學如何使用虛擬吉他音色，並且寫入各種技巧 

第十三週 12/01 弦樂音源使用技巧/教學如何使用虛擬弦樂音色，並且寫入各種技巧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效果器介紹與運用/介紹壓縮器、殘響、頻率調整之運

用，讓音樂變得更豐富與立體 

第十五週 12/15 基礎混音(一)/介紹各種樂器之音量平衡調整，如同指揮的角色 

第十六週 12/22 基礎混音(二)/介紹各種效果器之運用，如 EQ、Reverb、Delay，並且把音樂

成品輸出 MP3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發表/音樂輸出後，讓同學們各自發表屬於自己風格的音樂作品。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期末發表/音樂輸出後，讓同學們各自發表屬於自己風格

的音樂作品。 

第十九週 1/12 期末發表/音樂輸出後，讓同學們各自發表屬於自己風格的音樂作品。 

時間戳記：  
8/31/2020 11:09:55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楊崇廉 授 課 項 目 基礎書法 

課程所需材料 自編教材 

課 程 目 標 期望學生將書法的基礎功先扎實起來，將基本筆畫練熟，並希望大家在整

個學期可以完成兩幅自己擁有成就感的作品。 

學生自備物品 毛筆 墨汁 墨盤 墊布 筆鎮 

教 學 方 式 嚴謹筆法要求與態度都是很重要的，將原本會寫書法的與基礎尚需加強的

學生分開，因材施教。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書法基礎須知 / 執筆方法與暖身「織布」練習 基本筆畫「短橫、長橫」

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二週 9/15 基本筆畫 / 「短豎、長豎」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三週 9/22 基本筆畫 /「折法」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四週 9/29 基本筆畫 / 「捺法、撇法」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五週 10/6 基本筆畫 /  「橫折撇」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六週 10/13 基本筆畫 / 「挺腰鈎、豎鈎」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準備期中內容 

第七週 10/20 基本筆畫 / 「弧鈎」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練習期中內容 

第八週 10/27 基本筆畫 / 「直曲鈎」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期中成果收件 

第九週 11/3 基本筆畫 / 「心形鈎」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十週 11/10 基本筆畫 / 「挑點、點法」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十一週 11/17 基本部首 / 部首「人」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十二週 11/24 基本部首 / 部首「口、囗」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十三週 12/01 基本部首 / 部首「提手旁」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基本部首 / 部首「玉、心」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第十五週 12/15 基本部首 / 部首「火、ㄔ」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準備期中內容 

第十六週 12/22 基本部首 / 部首「門、言」練習 以及延伸字的練習 練習期中內容 

第十七週 12/29 美術類期中成果收件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美術類期中成果收件 

第十九週 1/12 美術類期中成果收件 

第二十週 1/19 美術類期中成果收件 

第二一週 1/26 美術類期中成果收件 

 

時間戳記：  
8/31/2020 11:19:46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林若琪 授 課 項 目 芭蕾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獨立完成舞碼呈現 

學生自備物品 舞衣 舞襪 舞鞋 

教 學 方 式 引導學生達到動作完整度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芭蕾 舞姿介紹 上課規則 

第二週 9/15 Warm up、plie、手姿和腳位、柔軟度訓練 

第三週 9/22 Warm up、plie、手姿和腳位、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 

第四週 9/29 Warm up、plie、手姿和腳位、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排舞 

第五週 10/6 Warm up、plie、手姿和腳位、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排舞 

第六週 10/13 Warm up、plie、tendu 組合、手姿和腳位、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排舞 

第七週 10/20 Warm up、plie、tendu 組合、port de bras 運用、手姿和腳位、柔軟度訓練、

肌力訓練、排舞 

第八週 10/27 Warm up、plie、tendu 組合、port de bras 運用、手姿和腳位、柔軟度訓練、

肌力訓練、排舞 

第九週 11/3 Warm up、plie、tendu 組合、port de bras 運用、腳踝力量訓練、手姿和腳位、

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排舞 

第十週 11/10 Warm up、plie、tendu 組合、saute、port de bras 運用、腳踝力量訓練、手姿

和腳位、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排舞 

第十一週 11/17 Warm up、plie、tendu 組合、saute、port de bras 運用、腳踝力量訓練、手姿

和腳位、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流動 chase、排舞 

第十二週 11/24 Warm up、plie、tendu 組合、saute、port de bras 運用、腳踝力量訓練、手姿

和腳位、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流動 chase、中跳、排舞 

第十三週 12/01 Warm up、plie、tendu 組合、saute、port de bras 運用、腳踝力量訓練、手姿

和腳位、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流動 chase、中跳、轉圈預備、排舞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Warm up、plie、tendu 組合、saute、port de bras 運用、腳踝力量訓練、手姿

和腳位、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流動組合、中跳、轉圈預備、排舞 

第十五週 12/15 Warm up、plie、tendu 組合、saute、port de bras 運用、腳踝力量訓練、手姿

和腳位、柔軟度訓練、肌力訓練、流動組合、中跳、轉圈組合、排舞 

第十六週 12/22 演出 

第十七週 12/29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第十九週 1/12  

第二十週 1/19  

時間戳記：  
8/31/2020 11:47:47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謝家齊 授 課 項 目 進階素描課 

課程所需材料 自編教材 

課 程 目 標 教導結構、立體、線條、明暗，並了解工具的使用及美感的培養，以 8K

的紙張大小授課，一學期至少完成 5 張圖。 

學生自備物品 校方已團購相關用具 

教 學 方 式 課堂中先行圖片前導約 5 分鐘，之後示範每堂控制在 20 分鐘左右，之後進

行各人的指導、改圖，最後貼圖並做檢討。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講述上課規矩、發放用具、了解一學期課程進度並稍作示範講解。 

第二週 9/15 陶瓷類/利用中軸線的概念，把柱體均勻地描繪出來，且上下的透視須符合

弧度的變化。 

第三週 9/22 陶瓷類/記住亮暗次序，從暗面至亮面漸層上色並注意圖片固有色，完成立

體感。 

第四週 9/29 透明類/以基礎柱體的方式構圖，完成後再仔細描繪字與圖案，由立體至細

節。 

第五週 10/6 透明類/善用軟橡皮擦出透明感，切勿畫太深導致質感表現不出。 

第六週 10/13 期中測驗/挑選前次課程教導之質感表現題材作為期中照片選擇，影印帶來

課堂。 

第七週 10/20 期中測驗/構圖且上色，注意透視及控制時間，在三堂課之間完成測驗。 

第八週 10/27 期中測驗/期中檢討及改善，大家投票選出最好之圖面，頒獎及檢討畫面 

第九週 11/3 金屬/金屬材質的明暗極強，很好表現材質，尤其暗面要處理的透氣需要 

第十週 11/10 金屬/注意金屬反光的灰階表現，處理好能更進一步表現豐富性。 

第十一週 11/17 動物/示範羽毛、龜裂、光滑的質感表現，理解鉛筆素描如何運用線條和色

塊達到寫實能力。 

第十二週 11/24 動物/依據動物的種類，給予合適的背景，講解紙筆、衛生紙、手指抹勻的

差別。 

第十三週 12/01 動物/講述圖面完成度之必備要點，提升畫面精緻度和往後自主練習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花卉靜物瓶子/基礎靜物及花朵組合，講解 3 角型構圖

及 s 曲線構圖、立體感的建立。 

第十五週 12/15 花卉靜物瓶子/刻畫花朵及其他靜物的質感，區分賓主的氣氛，修飾形狀，

擦亮主題區塊及整理畫面。 

第十六週 12/22 期末測驗/考試及驗收，本學期教授過的課程隨機抽考，時間為 70 分鐘，

大家投票選出最好之圖面，頒獎及檢討畫面之問題。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檢討/課程回顧並補完這學期所有的圖畫，並檢討這學期的優缺點，頒

獎。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期末檢討/課程回顧並補完這學期所有的圖畫，並檢討這

學期的優缺點，頒獎。 

時間戳記：  
9/1/2020 12:53:10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黃鉦元 授 課 項 目 吉他 

課程所需材料 自編教材，但是可以用 PPT 播給學生看 

課 程 目 標 課程使學生能更貼近理解學吉他的好處以及未來可以的發展。並在課堂上

能學會彈吉他甚至是用吉他彈唱，在學期結束前能學習至少 3 首歌以上。 

學生自備物品 吉他、調音器、移調夾、筆記本跟筆 

教 學 方 式 前期會使用好上手的歌曲來教導學生學習最基本的彈奏技巧以及帶入基本

的彈唱方法，中後期會教基本樂理，以及讓學生挑選歌曲，從歌曲中延伸

一些稍微進階的節奏與技巧。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前言/ 

自我介紹，與同學互相認識(破冰)，介紹吉他相關的知識與出路。 

第二週 9/15 吉他彈奏方式介紹(撥弦)/基本撥弦技巧，以及相關對應的樂理。 

第三週 9/22 吉他彈奏方式介紹(刷弦)/基本刷弦技巧，加上上堂課的撥弦技巧，開始帶

入歌曲(ex:想見你)。 

第四週 9/29 吉他彈奏複習/加強練習刷弦以及撥弦的應用，並開始練習歌曲。 

第五週 10/6 歌曲完成/將歌曲帶入簡單的前奏與尾奏。 

第六週 10/13 進階吉他撥弦技巧/ 

將原本簡單的撥弦技巧提升為較困難的撥弦技巧(T1213121)。 

第七週 10/20 期中總複習/主要為複習樂理以及較難的 T1213121 

第八週 10/27 期中考試/基礎樂理、吉他節奏流暢程度 

第九週 11/3 新的刷弦節奏/簡單介紹節奏與曲風，開始教授新的節奏(Folk rock) 

第十週 11/10 Folk rock 運用/ 

運用 folk rock 練習新的歌曲 

第十一週 11/17 複習 Folk rock/ 

Folk rock 節奏的複習 

第十二週 11/24 新的刷弦節奏/ 

簡單介紹節奏與曲風，開始教授新的節奏(slow soul) 

第十三週 12/01 Slow soul 運用/ 

運用 slow soul 練習新的歌曲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第十五週 12/15 複習 Slow soul/Slow soul 節奏的複習 

第十六週 12/22 期末總複習/ 

樂理以及節奏的總複習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考試/ 

樂理以及節奏的總測驗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時間戳記：  
9/1/2020 2:17:45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張文易 授 課 項 目 英語戲劇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本學期設計課程旨在於學生能夠對演員的技能有相較基礎戲劇更近一步的

理解與應用，包括肢體表達、聲音運用、情境表現等，使學生在舞台上能

有更成熟的表現。 

學生自備物品 著運動服、備水瓶 

教 學 方 式 教學風格獎逞分明。控班原則為活動安全與互相尊重，以大量的鼓勵建立

自信心，引導學生往更好的表現發展。教學方法每一單元搭配大量活動練

習與上台表演呈現。每堂課程皆由三階段組成：一、全班團體活動：動態

活動 20min，暖身與收攏學生的專注力，完成共同目標培養團體合作能力。 

二、主題活動引導與練習 40min：由全體共同進行開始初嘗基礎觀念，再

進入小組練習加深進階練習。三、主題呈現練習 30min：兩人或單人上台

應用表演，驗收當日課程內容。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教學主題」無語言的肢體表達速度、節奏與停頓 I.「課程內容」上課規

則與評分說明認識全班的破冰活動、姓名與動作節奏變化與停頓的訊息意

涵『 回家功課 』生活中節奏變化的觀察 

第二週 9/15 「教學主題」聲音的質感 I.速度、節奏與停頓 II.「課程內容」想像感受對

聲音變化的練習事件搭配節奏變化與停頓小組呈現『 回家功課 』日常生

活的觀察與重置 

第三週 9/22 「教學主題」聲音的質感 II.日常動作的觀察與重置 I.「課程內容」聲音發

展與想像活動日常動作的觀察與重置驗收分組練習：日常動作＋節奏停頓 

『 回家功課 』場景觀察 

第四週 9/29 「教學主題」日常動作的觀察與重置 II.場景重建 I. 「課程內容」聲音運

用總複習場景練習分組練習：日常動作＋節奏停頓＋聲音『 回家功課 』

生活事件中的轉折觀察 

第五週 10/6 「教學主題」事件中的轉折 I.「課程內容」轉折的可能性表達轉折的方法 

分組練習：場景＋事件＋節奏＋聲音『 回家功課 』設計自己的 solo 表演 

第六週 10/13 「教學主題」事件中的轉折 II.故事結構 I.「課程內容」轉折後的發展故事

結構練習個人 solo 呈現：場景＋事件＋節奏＋聲音＋轉折『 回家功課 』

準備期中 solo 表演的服裝道具＆為 solo 選一首歌 

第七週 10/20 * 10/20 代課老師「教學主題」綜合前半學期所學運用於個人表演當中「課

程內容」呈現準備與上台表演，老師修戲 

第八週 10/27 「教學主題」1.  使表演具有完整故事結構 2.  音樂氛圍的運用「課程內容」

呈現準備與上台表演＋歌曲，老師修戲 

第九週 11/3 「教學主題」期中考 : 輔助學生有獨自上台表演的能力「課程內容」個人

表演評分考試 

時間戳記：  
9/1/2020 4:02:22 PM 



第十週 11/10 「教學主題」潛台詞練習 I.動物特質與角色運用 I.「課程內容」聲音與語

言以外的表達動物特質分析『 回家功課 』人物觀察筆記 1. （服裝與肢

體） 

第十一週 11/17 「教學主題」潛台詞練習 II.動物特質與角色運用 II.「課程內容」1. 替代

語言的溝通 2. 動物特質與想像的肢體 3. 課程呈現：動物角色即興練習 

『 回家功課 』人物關係觀察筆記 2. （服裝、肢體、語言） 

第十二週 11/24 「教學主題」潛台詞練習 III.角色特質與語言 3.   角色關係 I.「課程內容」 

1. 語言與角色關係 2. 空間、肢體與角色關係 3. 課堂呈現：動物角色的語

言練習『 回家功課 』人物關係語言觀察筆記  

第十三週 12/01 「教學主題」語言、角色關係 II. 與情境練習「課程內容」中性場景練習 

分組討論與排演中性場性『 回家功課 』 中性場景劇本 1.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教學主題」1. 故事場景設定與故事結構 2. 氛圍、轉

折與音樂「課程內容」分組討論與排演課堂呈現：各組劇本呈現『 回家功

課 』中性場景劇本  

第十五週 12/15 「教學主題」期末考劇本定稿劇本創作、音樂氛圍、角色服裝「課程內容」 

故事配樂服裝與小道具課堂呈現：各組劇本呈現，老師修戲『 回家功課 』

劇本分析、台詞分析、角色分析、服裝分析 

第十六週 12/22 期末考 1-3 組「教學主題」：各組獨立演出完整片段「課程內容」分組排練、

演出、修戲、復呈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考 4-7 組 「教學主題」：各組獨立演出完整片段  「課程內容」 分組

排練、演出、修戲、復呈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期末考 4-7 組 「教學主題」：各組獨立演出完整片段  「課

程內容」 分組排練、演出、修戲、復呈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林思偉 授 課 項 目 民謠吉他進階班 

課程所需材料 彈指之間 

課 程 目 標 稻香 自彈自唱 

學生自備物品 吉他、移調夾 

教 學 方 式 由淺入深，讓學生學習沒挫折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分班&上課規則 

第二週 9/15 封閉和弦解析&教學 

第三週 9/22 封閉和弦教學，曲子 shape of you 

第四週 9/29 曲子 shape of you 封閉和弦指導 

第五週 10/6 曲子 shape of you 封閉和弦&右手悶音教學 

第六週 10/13 曲子 shape of you 右手悶音教學 

第七週 10/20 曲子 shape of you 右手悶音&刷法教學 

第八週 10/27 曲子 shape of you 左右手&前奏教學 

第九週 11/3 曲子 shape of you 分組驗收 

第十週 11/10 曲子 shape of you 各人驗收 

第十一週 11/17 A 調和弦解析 

第十二週 11/24 A 調和弦教學運用，曲子 稻香 

第十三週 12/01 曲子 稻香和弦教學&練習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曲子 稻香和弦教學&練習，右手三指法教學 

第十五週 12/15 曲子 稻香 右手教學 

第十六週 12/22 曲子 稻香 右手教學 

第十七週 12/29 曲子 稻香 左右手彈奏練習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曲子 稻香 左右手彈奏練習 

第十九週 1/12 曲子 稻香 左右手彈奏練習 

第二十週 1/19 曲子 稻香 左右手彈奏練習 

第二一週 1/26 曲子 稻香 左右手彈奏練習 

 

時間戳記：  
9/1/2020 8:37:40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胡雅茹 授 課 項 目 中阮 

課程所需材料 自編教材（會依進度自行印給學生） 

課 程 目 標 希望第一學期能學生良好的演奏姿勢、基本功 

每人至少會演奏兩首完整樂曲 

學生自備物品 中阮、彈片、調音器 

教 學 方 式 以活潑、引導的方式建立學生良好的基本功、視譜觀念 

讓學生喜歡中阮這樣樂器，在將來有興趣能自主練習、長期培養成為他們

生活中重要的興趣之一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教學主題：認識樂器、演奏法課程內容：樂器構造、初階調音整理、左右

手演奏法介紹 

第二週 9/15 教學主題：C 大調音階、基本功建立課程內容：右手「彈」練習，左手按

弦練習樂曲-瑪莉的小綿羊 

第三週 9/22 教學主題：C 大調音階、五線譜、節奏課程內容：五線譜、四分音符、二

分音符樂曲-瑪莉的小綿羊 

第四週 9/29 教學主題：五線譜、節奏、右手彈挑課程內容：「彈」、「挑」練習，八分音

符樂曲-小蜜蜂 

第五週 10/6 教學主題：五線譜、節奏、右手彈挑課程內容：「彈」、「挑」練習，附點四

分音符樂曲-Do Re Mi  

第六週 10/13 教學主題：右手基本功練習、複習三首樂曲、課程內容：瑪莉的小綿羊、

小蜜蜂、Do Re Mi 

第七週 10/20 教學主題：期中評量課程內容：三首曲子選一首獨奏 

第八週 10/27 教學主題：節奏、小輪練習課程內容：16 分音符樂曲-雪落下的聲音 

第九週 11/3 教學主題：小輪練習、輪音課程內容：樂曲-雪落下的聲音 

第十週 11/10 教學主題：小輪練習、輪音課程內容：樂曲-雪落下的聲音 

第十一週 11/17 教學主題：小輪練習、綸音課程內容：樂曲-雪落下的聲音 

第十二週 11/24 教學主題：琶音、掃弦課程內容：樂曲－邱振哲-太陽 

第十三週 12/01 教學主題：琶音、掃弦課程內容：樂曲－邱振哲-太陽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教學主題：琶音、掃弦課程內容：樂曲－邱振哲-太陽 

第十五週 12/15 教學主題：琶音、掃弦課程內容：樂曲－邱振哲-太陽 

第十六週 12/22 教學主題：期末複習課程內容：個別、團體加強 

第十七週 12/29 教學主題： 期末評量  課程內容：兩首樂曲合奏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教學主題： 期末評量  課程內容：兩首樂曲合奏 

 

時間戳記：  
9/1/2020 9:54:41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邱士航 授 課 項 目 RockBand A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現場樂團 LIVE 演出 

學生自備物品 樂器  導線  效果器  麥克風  筆電或手機 

教 學 方 式 專業自主 品格為上 因材施教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中學部樂團成員選拔 

第二週 9/15 留學部樂團成員選拔 

第三週 9/22 樂手及樂團分配, 指定曲目團配練習/分組配團指導，並配團演奏指定曲目 

第四週 9/29 80 年代西洋經典搖滾曲目介紹及選曲練習指導/做配團講解與練習 

第五週 10/6 團配驗收搖滾指定曲及自選曲,舞台表演指導/驗收各團指定曲自選曲，並指

導學生於表演時的舞台動作，肢體語言，互動……等 

第六週 10/13 90 年代西洋經典搖滾曲目介紹及選曲練習指導/介紹賞析多首經典搖滾曲

目,各團將討論分配第二指定曲並擇一或二做配團講解與練習 

第七週 10/20 團體樂理課及自選曲討論練習/學習專用於樂團必備之樂理級數，轉調……

等概念，並於課堂中由老師與各團再討論選出任一風格自選曲做為練習 

第八週 10/27 中文搖滾曲目介紹及選曲練習指導/介紹賞析多首中文搖滾曲目,各團將討

論分配第三中文指定曲並擇一或二做配團講解與練習 

第九週 11/3 團配驗收指導與自選曲討論練習/驗收前一堂所選取之曲目，並於課堂中由

老師與各團再討論選出任一風格自選曲做為練習曲目 

第十週 11/10 團配驗收指導與視譜即演奏指導/驗收第二指定與自選曲練習 

第十一週 11/17 中文搖滾曲目介紹及選曲練習指導/介紹賞析多首中文搖滾曲目,各團將討

論分配第三中文指定曲並擇一或二做配團講解與練習 

第十二週 11/24 團配驗收指導與流行歌曲立即配團演奏指導/驗收第三中文指定曲與兩首

自選曲, 並由老師任選當紅流行歌曲立即快速團配指導 

第十三週 12/01 團配驗收指導與世界知名樂手樂團介紹/驗收三首指定曲與兩首自選曲，介

紹賞析世界知名樂手及樂團並可挑選任一曲目做個人自我能力練習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團配驗收指導與自創曲目指導與講解/驗收三首指定曲

與兩首自選曲,並解析講解創作曲目基礎方針鼓勵各樂團嘗試自我創作 

第十五週 12/15 創作曲編曲解析譜詞與自選曲討論練習自創曲編曲解析與譜詞指導,並於

課堂中由老師與各團再討論選出任一風格自選曲做為練習曲目 

第十六週 12/22 團配驗收指導與即興概念/複習已練習過之所有曲目與上週指定曲驗收，依

照各團進度討論是否增加自選曲目，並淺談樂團即興演奏概念 

第十七週 12/29 團配驗收指導與各樂手於表演間自介 solo演奏指導/  複習並驗收各團所有

已完成之所有曲目，並指導如何於表演中介紹團員時呈現一段獨奏 Solo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團配驗收指導與各樂手於表演間自介 solo 演奏指導/  複

習並驗收各團所有已完成之所有曲目，介紹團員時呈現一段獨奏 Solo 

時間戳記：  
9/2/2020 1:41:36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何真真 授 課 項 目 流行編曲 

課程所需材料 何真真，爵士和聲樂理/自行出版 

課 程 目 標 學生能夠完成以電腦作編曲 

學生自備物品 空白五線譜筆記本 

教 學 方 式 授課與電腦實作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數位音樂概論 

第二週 9/15 樂理：音高、拍子，音色與樂器介紹、實作：在軟體輸入旋律 

第三週 9/22 樂理：認識 12【大調】、【小調】，實作：在軟體輸入節奏 

第四週 9/29 樂理：認識音程、三和絃，實作：在軟體輸入三和絃 

第五週 10/6 樂理：認識 12 種七和絃，實作：何在軟體輸入七和絃 

第六週 10/13 樂理：音色與樂器介紹，流行歌的應用分析，實作：探索軟體音色 

第七週 10/20 樂理：流行音樂的和絃應用，實作：輸入鋼琴和絃伴奏 

第八週 10/27 期中考核週 

第九週 11/3 樂理：流行音樂段落解說，實作：音樂資料庫的應用 

第十週 11/10 樂理：節奏組與各種風格分析，實作：音樂資料庫的應用 

第十一週 11/17 各種風格節奏、配器的設計概念 

第十二週 11/24 吉他音源使用技巧、弦樂音源使用技巧 

第十三週 12/01 歌唱錄音技巧與剪輯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效果器介紹與運用 

第十五週 12/15 基礎混音(一) 

第十六週 12/22 基礎混音(二)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發表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期末發表 

第十九週 1/12 期末發表 

第二十週 1/19 期末發表 

第二一週 1/26 期末發表 

 

時間戳記：  
9/2/2020 4:17:32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陳暐婷 授 課 項 目 作品集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依同學狀況不同延續製作作品集、新同學完成作品集架構與封面與內頁排

版設計 

學生自備物品 筆電、依個人狀況準備繪圖用具 

教 學 方 式 一對一輔導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學期課程解說/介紹本學期上課概要 

第二週 9/15 如何製作作品集/作品集是什麼？如何開始準備作品集。個別討論、討論進

度表 

第三週 9/22 作品集架構編排與製作/利用現有作品做架構安排與規劃、新作品製作 

第四週 9/29 風格設定與作品集製作/如何呈現個人風格與排版概要 

第五週 10/6 異材質探索與運用/探索材質之可能，變化作品的樣貌 

第六週 10/13 異材質探索與運用/探索材質之可能，變化作品的樣貌 

第七週 10/20 空間構成與透視/兩點透視與三點透視概論、作品集製作 

第八週 10/27 排版軟體使用與介紹/排版軟體功能介紹與封面設計 

第九週 11/3 排版軟體使用與作品集製作/作品集製作與討論 1 

第十週 11/10 排版軟體使用與作品集製作/作品集製作與討論 2 

第十一週 11/17 排版軟體使用與作品集製作/作品集製作與討論 3 

第十二週 11/24 作品集製作/排版方法與應注意事項 

第十三週 12/01 作品集製作/攝影作品拍攝與呈現方法 1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作品集製作/攝影作品拍攝與呈現方法 2 

第十五週 12/15 作品集製作/個別討論與作品製作 1 

第十六週 12/22 作品集製作/個別討論與作品製作 2 

第十七週 12/29 作品集製作/個別討論與作品製作 3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作品集製作/個別討論與作品製作 3 

第十九週 1/12 作品集製作/個別討論與作品製作 3 

第二十週 1/19 作品集製作/個別討論與作品製作 3 

第二一週 1/26 作品集製作/個別討論與作品製作 3 

 

時間戳記：  
9/2/2020 11:13:31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楊靖輝 授 課 項 目 烏克麗麗初階班 

課程所需材料 烏克麗麗完全入門 24 課 （陳律廷著） 

課 程 目 標 建立基本彈奏能力、音樂觀念後，學生能自行看和絃譜彈唱。 

學生自備物品 課本、烏克麗麗 

教 學 方 式 輕鬆活潑的以歌曲示範，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彈奏技巧分步驟講解，再輔

以個別指導。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烏克麗麗 

第二週 9/15 視譜、調音 

第三週 9/22 基本樂理/C 調音階/單音練習 

第四週 9/29 四大和絃 

第五週 10/6 Soul 刷法 

第六週 10/13 soul 指法 

第七週 10/20 Folk Rock 刷法 

第八週 10/27 Folk rock 刷法 

第九週 11/3 Slow Rock 

第十週 11/10 Slow Rock 

第十一週 11/17 Soul 指法 

第十二週 11/24 Soul 指法 

第十三週 12/01 切音技巧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三指法 

第十五週 12/15 March 跑馬 

第十六週 12/22 打板技巧 

第十七週 12/29 移調、轉調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移調、轉調 

第十九週 1/12 移調、轉調 

第二十週 1/19 移調、轉調 

第二一週 1/26 移調、轉調 

 

時間戳記：  
9/3/2020 10:45:19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許芷婷 授 課 項 目 素描 

課程所需材料 自編教材 

課 程 目 標 同學能夠掌握靜物素描的基礎：比例、構圖、明暗、材質與氣氛的表現。

在時間的藝術裡，培養自己的觀察能力，也能透過素描的方法，靜下心來

抒發自己的心情。 

學生自備物品 八開空白素描畫本、繪圖鉛筆一組(2H~8B 不同色階)、軟橡皮 

教 學 方 式 素描基礎課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從正確而輕鬆的握筆姿勢開始，進入

點、線面、比例大小、幾何造型、畫面結構、空間透視、明度變化...等素

描的理解與習作，搭配靜物石膏與同學自己的生活用品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鉛筆筆觸練習/何謂素描，素描的應用範疇。筆觸練習，如何使用工具。 

第二週 9/15 素描程序與技法『立方體』示範與習作/幾何造型，石膏靜物觀察與習作 

第三週 9/22 素描程序與技法『圓球體』示範與習作/幾何造型，石膏靜物觀察與習作 

第四週 9/29 素描程序與技法『柱體』示範與習作/幾何造型，石膏靜物觀察與習作 

第五週 10/6 素描程序與技法『角錐』示範與習作/幾何造型，石膏靜物觀察與習作 

第六週 10/13 素描的質感表現『禮物盒與鉛筆盒』示範與習作（上）/同學攜帶自己的鉛

筆盒，與老師提供的禮物盒一同入畫。素描構圖：空間透視、輪廓線條。 

第七週 10/20 素描的質感表現『禮物盒與鉛筆盒』示範與習作（中），與老師提供的禮物

盒一同入畫。素描質地表現：明暗、肌理、材質。 

第八週 10/27 素描的質感表現『禮物盒與鉛筆盒』示範與習作（下），與老師提供的禮物

盒一同入畫。素描質地表現：焦點與細節。 

第九週 11/3 素描的質感表現『鋼杯與玻璃杯』示範與習作（上），與老師提供不同材質

的杯子一同入畫。素描構圖：空間透視、比例大小、輪廓線條。 

第十週 11/10 素描的質感表現『鋼杯與玻璃杯』示範與習作（中），與老師提供不同材質

的杯子一同入畫。素描質地表現：明暗、肌理、材質。 

第十一週 11/17 素描的質感表現『鋼杯與玻璃杯』示範與習作（下），與老師提供不同材質

的杯子一同入畫。素描質地表現：焦點與細節。 

第十二週 11/24 素描的質感表現『水梨、蘋果與西洋梨』示範與習作（上）水果靜物素描。

素描構圖：空間透視、比例大小、輪廓線條。 

第十三週 12/01 素描的質感表現『水梨、蘋果與西洋梨』示範與習作（中）肌理、材質。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12/8 學校停課日 

第十五週 12/15 素描的質感表現『水梨、蘋果與西洋梨』示範與習作（下）焦點與細節。 

第十六週 12/22 素描綜合練習『我的寶物』示範與習作（上）/同學描繪自己的生活物品。

素描構圖或描圖：空間透視、比例大小、輪廓線條。 

第十七週 12/29 素描綜合練習『我的寶物』示範與習作（中）明暗、紋飾與細節。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素描綜合練習『我的寶物』示範與習作（中）/同學描繪

自己的生活物品。素描質地表現：明暗、紋飾與細節。 

時間戳記：  
9/5/2020 12:18:19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彭尚文 授 課 項 目 素描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能有光影判斷及造型描繪之能力 

學生自備物品 無 

教 學 方 式 教師講述及繪圖示範，學生模仿操作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基本繪圖及素描定義與目的、鉛筆素描工具介紹(練習線條) 

第二週 9/15 基本技法練習 

1.明度階練習 

第三週 9/22 基本技法練習 

2.漸層練習 

第四週 9/29 立體物件灰階表現 

-基礎石膏造型 1 

第五週 10/6 立體物件灰階表現 

-基礎石膏造型 2 

第六週 10/13 藉由簡化與輔助工具觀察與描繪形體 

第七週 10/20 光影明暗的觀察及表現 

生活中的立方體、圓柱體光影明暗的繪製 1 

第八週 10/27 光影明暗的觀察及表現 

生活中的立方體、圓柱體光影明暗的繪製 2 

第九週 11/3 光影明暗的觀察及表現 

生活中的圓柱與角錐、球體繪製 1 

第十週 11/10 光影明暗的觀察及表現 

生活中的圓柱與角錐、球體繪製 2 

第十一週 11/17 構圖與測量 1 

第十二週 11/24 光影明暗的觀察及表現 

構圖與測量 2 

第十三週 12/01 肌理質感的觀察與表現 1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肌理質感的觀察與表現 2 

第十五週 12/15 光影明暗的觀察及表現 

綜合物體繪製-書桌一角 1 

第十六週 12/22 光影明暗的觀察及表現 

綜合物體繪製-書桌一角 2 

第十七週 12/29 成果展示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成果展示 

時間戳記：  
9/5/2020 11:09:06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洪采緹 授 課 項 目 室內設計繪畫與模型 

課程所需材料 自編 ppt 教材 

課 程 目 標 具備平面圖識圖能力、一點透視表現能力、基礎單元模型製作 

學生自備物品 代針筆 0.3---0.8---1.0、2B 黑 0.7 粗自動鉛筆、裝有 30 度刀片 有煞車的美工

刀、A3 大小切割墊、2cm 寬版雙面膠、小瓶保麗龍膠、指定色麥克筆、30CM

鋼直尺或單邊帶鋼條直尺 

教 學 方 式 自編 PPT 教材，搭配即時投影操作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室內設計介紹/從事室內設計行業須具備之能力及風格介紹 

第二週 9/15 設計風格定調/色彩為何影響風格、色相環引導協調色 

第三週 9/22 人體工學及模型基本手法&固定 

第四週 9/29 平面圖例識別&裁切/平面家具  及製成模型圖塊 

第五週 10/6 動線配置/延續上周已完成家具模型圖塊，在平面圖板上演練動線 

第六週 10/13 地面材質介紹及高程變化/以上週平面圖板，做材質變化，延續第 4 週完成

的平面圖塊演練 

第七週 10/20 期中評量/製作平面家具圖塊模型，於平面圖板中作動線配置 

第八週 10/27 期中成果收件/延續上周，增加地板材質(無高程變化)，及固定平面家具模

型圖塊 

第九週 11/3 一點透視構成/一點透視繪製概念說明，及基礎練習 

第十週 11/10 一點透視操作/空間架構繪製操作 

第十一週 11/17 一點透視繪製/單元空間繪製及增加 2 種軟件技巧 

第十二週 11/24 模型製作/立體模型製作及組成-COFFEE SHOP 吧檯為例 

第十三週 12/01 模型製作/COFFEE SHOP 吧檯及增加材質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停課一周 

第十五週 12/15 模型製作/COFFEE SHOP 空間(牆)壁板製作 

第十六週 12/22 模型製作/COFFEE SHOP 空間-將已製作完成的壁板與吧檯組合 

第十七週 12/29 期末評量/COFFEE SHOP 一點透視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期末評量/COFFEE SHOP 一點透視 

第十九週 1/12 期末評量/COFFEE SHOP 一點透視 

第二十週 1/19 期末評量/COFFEE SHOP 一點透視 

第二一週 1/26 期末評量/COFFEE SHOP 一點透視 

 

時間戳記：  
9/5/2020 5:33:42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熊思婷 授 課 項 目 揚琴班 

課程所需材料 書名：揚琴演奏基礎六講  張毅宏編著 

ISBN:978-957-41-7953-4 

課 程 目 標 達成揚琴合奏之能力 

學生自備物品 鉛筆、橡皮擦、筆記本、樂譜、琴竹、調音器 

教 學 方 式 輕鬆之氛圍嚴謹之態度因材施教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1.了解學生程度與需求 2.手腕運動 3.持竹與擊弦方法 

第二週 9/15 1.手腕運動 2.持竹與擊弦方法 3.兩手運竹原則與運用 

第三週 9/22 1.手腕運動 2.單手單音擊弦 3.兩手運竹擊弦 

第四週 9/29 1.手腕運動 2.單手單音擊弦 3.兩手運竹擊弦 4.C 大調音階 5.音區練習一 

第五週 10/6 1.手腕運動 2.單手單音擊弦 3.兩手運竹擊弦 4.C 大調音階 5.音區練習一、二 

第六週 10/13 1.手腕運動 2.單手單音擊弦 3.兩手運竹擊弦 4.C 大調音階 5.音區練習一、

二、三 

第七週 10/20 1.手腕運動 2.單手單音擊弦 3.兩手運竹擊弦 4.C 大調音階 5.音區練習四 6.

節奏練習ㄧ 

第八週 10/27 1.手腕運動 2.單手單音擊弦 3.兩手運竹擊弦 4.C 大調音階 5.音區練習四、五 

6.節奏練習ㄧ 

第九週 11/3 1.手腕運動 2.單手單音擊弦 3.兩手運竹擊弦 4.C 大調音階 5.音區練習四、

五、六 6.節奏練習ㄧ、二 

第十週 11/10 1.手腕運動 2.單手單音擊弦 3.兩手運竹擊弦 4.C 大調音階 5.音區練習七 6.

節奏練習ㄧ、二、三 

第十一週 11/17 1.手腕運動 2.C 大調音階 3.音區練習七、八 4.重音練習ㄧ 5.C 大調七聲音階 

第十二週 11/24 1.手腕運動 2.C 大調音階 3.音區練習八、九 4.重音練習ㄧ、二 5.C 大調七聲

音階、五聲音階 

第十三週 12/01 1.手腕運動 2.C 大調音階 3.音區練習八、九 4.重音練習ㄧ、二 5.C 大調七聲

音階、五聲音階 6.小星星 莫札特曲 張毅宏編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1.手腕運動 2.C 大調音階 3.音區練習八、九 4.重音練習

ㄧ、二 5.C 大調七聲音階、五聲音階 6.小星星 莫札特曲 張毅宏編 

第十五週 12/15 1.手腕運動 2.C 大調音階 3.音區練習八、九 4.重音練習ㄧ、二 5.C 大調七聲

音階 6.小星星 莫札特曲 張毅宏編 7.流行音樂：學貓叫（揚琴合奏） 

第十六週 12/22 1.手腕運動 2.C 大調音階 3.音區練習八、九 4.重音練習ㄧ、二 5.C 大調七聲

音階、五聲音階 6.流行音樂：學貓叫（揚琴合奏） 

第十七週 12/29 1.手腕運動 2.C 大調音階 3.音區練習八、九 4.重音練習ㄧ、二 5.C 大調七

聲音階 6.小星星 莫札特曲 張毅宏編 7.流行音樂：學貓叫（揚琴合奏）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時間戳記：  
9/6/2020 11:50:53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蘇慶峰 授 課 項 目 麥克筆班 

課程所需材料 需影印 

課 程 目 標 以麥克筆完成插畫作品 

學生自備物品 自動筆、橡皮擦、紙、麥克筆 

教 學 方 式 以電腦講解課程內容，並以插畫部分的內容給於同學參考創意繪製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麥克筆、插畫作品介紹 

第二週 9/15 麥克筆漸層教學 

第三週 9/22 水果房屋  構圖(1) 

第四週 9/29 水果房屋  構圖(2) 

第五週 10/6 水果房屋  麥克筆上色(3) 

第六週 10/13 水果房屋  麥克筆上色(3) 

第七週 10/20 人物插畫 背包客人物構圖 (1) 

第八週 10/27 人物插畫 背包客人物 (2) 

第九週 11/3 人物插畫 背包客人物 (3) 

第十週 11/10 創意怪獸 構圖 (1) 

第十一週 11/17 創意怪獸 構圖 (2) 

第十二週 11/24 創意怪獸 上色 (3) 

第十三週 12/01 創意怪獸 上色 (4)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賽車動物擬人化 構圖 (1) 

第十五週 12/15 賽車動物擬人化 構圖 (2) 

第十六週 12/22 賽車動物擬人化 上色 (3) 

第十七週 12/29 賽車動物擬人化 上色 (4)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賽車動物擬人化 上色 (4) 

第十九週 1/12 賽車動物擬人化 上色 (4) 

第二十週 1/19 賽車動物擬人化 上色 (4) 

第二一週 1/26 賽車動物擬人化 上色 (4) 

 

時間戳記：  
9/7/2020 12:24:08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邱鉦耀 授 課 項 目 吉他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彈完整的歌 

學生自備物品 樂器 筆記本 

教 學 方 式 因材施教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音程 

第二週 9/15 和弦 

第三週 9/22 旋律 

第四週 9/29 和弦搭配旋律 

第五週 10/6 節奏練習 8beat 

第六週 10/13 節奏練習 16beat 

第七週 10/20 和弦進行 

第八週 10/27 七和弦 

第九週 11/3 九和弦 

第十週 11/10 減七和弦運用 

第十一週 11/17 爵士四級進行 

第十二週 11/24 Riff 練習 

第十三週 12/01 大調音階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小調練習 

第十五週 12/15 和聲小調 

第十六週 12/22 旋律小調 

第十七週 12/29 曲風介紹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曲風介紹 

第十九週 1/12 曲風介紹 

第二十週 1/19 曲風介紹 

第二一週 1/26 曲風介紹 

 

時間戳記：  
9/7/2020 3:14:40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郭祖光 授 課 項 目 民謠吉他初階 A 班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C 大調順利彈奏 

學生自備物品 鉛筆、擦布 

教 學 方 式 與學生互相了解，上課可以輕鬆但是態度不可以隨便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吉他基本結構介紹、左右手基本姿勢 

第二週 9/15 基礎撥弦練習、C 大調音階 

第三週 9/22 C 大調音階、C 調單音 

第四週 9/29 C 調單音、C 調和弦 

第五週 10/6 C 調單音、C 調和弦 

第六週 10/13 C 調單音、C 調和弦 

第七週 10/20 期中考試 

第八週 10/27 期中考試 

第九週 11/3 C 調樂曲刷弦 

第十週 11/10 C 調樂曲刷弦 

第十一週 11/17 C 調樂曲刷弦 

第十二週 11/24 C 調樂曲刷弦 

第十三週 12/01 C 調樂曲刷弦（第二首）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 

C 調樂曲刷弦（第二首） 

第十五週 12/15 C 調樂曲刷弦（第二首） 

第十六週 12/22 C 調樂曲刷弦（第二首） 

第十七週 12/29 樂理課程（調性）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樂理課程（調性） 

第十九週 1/12 樂理課程（調性） 

第二十週 1/19 樂理課程（調性） 

第二一週 1/26 樂理課程（調性） 

 

時間戳記：  
9/7/2020 10:30:56 A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高世銘 授 課 項 目 素描 C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領略到素描的美 欣賞  可以簡略的表達 

學生自備物品 紙膠帶貼紙筆 

教 學 方 式 示範 欣賞範例 觀察寫生 臨摹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認識素描    什麼是素描     了解你的工具     使用的方法 

 

第二週 9/15 認識線條    線條的語彙    線條的呈現 

 

第三週 9/22 認識線條    線條的美感    線條的結構 

第四週 9/29 什麼是比例    測量的方法    如何觀察形體 

第五週 10/6 圓的形體    圓 橢圓 在方形中的圓 

第六週 10/13 圓的形體    圓柱 水平與垂直的觀察 

第七週 10/20 圓的形體    圓形物體—綜合的運用    杯 瓶 

第八週 10/27 圓的形體    圓形物體 — 綜合的運用    瓶罐 

第九週 11/3 圓的形體 — 綜合運用    器皿 

第十週 11/10 認識角度    如何定位    如何觀察       立方體 

第十一週 11/17 認識角度     立方體 — 堆疊 

第十二週 11/24 認識角度     立方體 — 斜面 

第十三週 12/01 認識角度    三角錐 

第十四週 12/08 【因職涯講座停課】認識光影    如何觀察 — 光的媚力    呈現的方式 

     

第十五週 12/15 光影的表現 

    受光面 反射面 暗面 

第十六週 12/22 光影的表現 

     圓形體的光影 

第十七週 12/29 光影的表現 綜合的練習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光影的表現 綜合的練習 

第十九週 1/12 光影的表現 綜合的練習 

第二十週 1/19 光影的表現 綜合的練習 

第二一週 1/26 光影的表現 綜合的練習 

 

 

時間戳記：  
9/7/2020 12:41:17 PM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劉士堉 授 課 項 目 吉他合奏團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於學年結束，可公開發表成果展。 

學生自備物品 學生自備: 吉他+腳踏板 

教 學 方 式 由老師彈奏示範各分部，以掌握學習重點。 

再將各部合而為一，呈現合奏之美。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聲部分配/瞭解各個學生演奏程度及特色，以便做最適度的安排 

第二週 9/15 基本合奏技巧/月光 

第三週 9/22 基本合奏技巧/月光 

第四週 9/29 基本合奏技巧/波卡舞曲 

第五週 10/6 基本合奏技巧/波卡舞曲 

第六週 10/13 G 弦之歌 

第七週 10/20 G 弦之歌 

第八週 10/27 委內瑞拉舞曲 

第九週 11/3 委內瑞拉舞曲 

第十週 11/10 委內瑞拉舞曲 

第十一週 11/17 小步舞曲 

第十二週 11/24 小步舞曲 

第十三週 12/01 小步舞曲 

第十四週 12/08 卡農 

第十五週 12/15 卡農 

第十六週 12/22 卡農 

第十七週 12/29 探戈舞曲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探戈舞曲成果發表 

第十九週 1/12 西班牙舞曲 

第二十週 1/19 西班牙舞曲 

第二一週 1/26 西班牙舞曲 

 
 
 
 
 
 
 
 

時間戳記：  
2020/9/7 下午 10:29:17 



林口康橋推廣中心 109-1【一人一才藝】課程大綱 
授 課 教 師 祁仲麟 授 課 項 目 民謠吉他 

課程所需材料 無 

課 程 目 標 理解樂理、彈唱三首 

學生自備物品 調音器、移調夾 

教 學 方 式 從同學喜歡的歌曲中分析樂理及如何運用 

教學大綱 

週次 教學主題 課程內容 

第一週 9/8 大調自然音階 

第二週 9/15 和弦解析，三和弦、五和弦 

第三週 9/22 歌曲練習 

第四週 9/29 歌曲中樂理分析，探討 

第五週 10/6 分解和弦運用 

第六週 10/13 推音、滑音、搥勾音 

第七週 10/20 歌曲練習 

第八週 10/27 樂理/七和弦 

第九週 11/3 順階和弦 

第十週 11/10 打板、切音 

第十一週 11/17 拍子的結構 

第十二週 11/24 移調與移調夾的運用 

第十三週 12/01 節奏吉他、旋律吉他合奏練習 

第十四週 12/08 強力和弦、封閉和弦介紹與練習 

第十五週 12/15 和弦的動線 

第十六週 12/22 歌曲練習 

第十七週 12/29 歌曲練習，探討與解析 期末考驗收 

第十八週 1/5 【最後一次上課】 

現場演出彩排、彈唱練習、探討 

第十九週 1/12 西班牙舞曲 

第二十週 1/19 西班牙舞曲 

第二一週 1/26 西班牙舞曲 

 
 

時間戳記：  
2020/9/10 上午 9:5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