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內容說明

教學目標/ 
活動階段  教學內容 教學

時間 學習評量

【第一節】甲仙地區農會分享

(一)引起動機

1.介紹本次演講人：甲仙農會行銷組長。

2.請問各位同學，你對農會的印象是什麼？

(二)發展活動

1.認識農會的功能與組織架構。

2.甲仙農會能會為我們做什麼？

3.甲仙農會推銷三大特色產品：梅子、芋頭、筍子。

(三)綜合活動

1.甲仙農會與其他地方農會的不同。

2.梅子工廠產業參訪的行前說明。

3.有獎徵答時間。

4.梅子工廠行前宣導事項。

【第二節】梅子工廠產業參訪與實作

(一)引起動機

1.梅宴芳工廠簡介。

(二)發展活動

1.廠房與製梅導覽，讓學生理解農產加工品製作流程。

2.DIY-好吃的梅 Q 餅。

(三)綜合活動

1.DIY-好吃的梅 Q 餅-冷卻時間。

2.DIY-切割、包裝與成品產出。

【第三、四節】甲仙地景踏查文史回顧 I+II 

(一)引起動機

 1.講解為何要踏查甲仙地景的緣由？

 2.請學生講解心目中對在地的感受與認識。

3.介紹本次踏查演講耆老-第44屆金鼎獎得主游永福老

師。

(二)發展活動

(景點踏查：甲仙紀念碑-甲仙分駐所-甲仙小奇芋冰城-甲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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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永福老師介紹甲仙紀念碑的前世今生。

2.游永福老師與警員介紹分駐所百年前事件與現今功能。

3.劉士賢店長介紹甲仙小奇芋產業發展與轉型的過程。

4.林德和店長介紹甲仙7-11發展史與貢獻在地之事蹟。

(三)綜合活動 

1.請各組成員於踏查後討論兩堂課參訪的主題與內容。

【第五、六、七節   (自然)】

(一)引起動機 

詢問學生：

1.為什麼甲仙的農特產是梅、芋、竹？

2.梅、芋、竹喜歡生長何種環境？

3.社區中的梅、芋、竹商品都是甲仙生產的嗎？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製作簡報，在班級教室以多媒體設備說明梅、芋、

竹的生物分類、特性及地理分布。

2.教師說明甲仙的地形、氣候、人文、交通、經濟與產業

發展概況。 

3.教師說明甲仙地區梅、芋、竹農產品來源及重要性。

4.教師與學生互動說明及討論慣行農法與永續農法。 

(1)教師說明農藥、化肥、除草劑的用途及危害。

(2)教師說明天然驅蟲藥、生物防治法、有機堆肥、草

生栽培。

5.教師帶領學生在學校花圃分組實際栽種芋頭，並以永續

農法照顧。

6.請學生幫忙澆水、施肥、防蟲害，並記錄芋頭生長狀況

(如葉高、葉寬等)，直到採收後秤重。

7.芋頭採收後，交由班級家政課分組進行創意料理。

(三)綜合活動

1.請同學填寫芋頭成長紀錄表及照顧日記。

2.請同學發表採用永續農法照顧芋頭的心得。

3.比較各組學生栽種芋頭的紀錄與成果，請學生猜測可能

原因及如何改進。

【第八、九節   (體育)】

準備活動

(一)介紹新興運動

1.  定向越野 運動介紹、歷史沿革

(二)引起動機

請各位同學思考「介紹了這麼有趣的活動，大家一定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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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同學思考「介紹了這麼有趣的活動，大家一定都想

試試看、玩玩看。但如果我們結合了前面課程的重點―甲

仙歷史文化的變遷，那我們在玩的時候，還可以做那些事

幫忙家鄉永續發展呢？」

主要活動

(一)甲仙闖關趣

1.採定向越野運動計時循線制，到每個記錄點時需回答問

題，並利用拍照的方式進行打卡，關主審核通過後，方

可前往下個紀錄點。

※備註：體醒學生活動過程中，須隨時以拍照、錄影或錄

音的方式做記錄，以利後續課程銜接。

綜合活動

1.邀請學生發表自己對於在活動中探索家鄉的感受，並分

享活動過程中拍攝照片的理念、構想及聲音，以及思考

如何製作屬於自己的甲仙綠色休閒旅遊地圖。

2.預告下次上課內容，與音樂及資訊結合，進行跨領域教

學。

【第十節(資訊 X 音樂)】

錄音實作基礎、影像敘事及攝影技巧 1

(一)引起動機 

1.(資訊)使人感動的事就是好故事

(1)請學生依照組別就座。

(2)此課程活動名稱為「影像敘事」，顧名思義就是利

用影像來敘述故事。前幾堂課探訪了許多甲仙名聞

遐邇的場所，請問同學看過哪些讓人印象深刻的景

點介紹短片呢？

2.(音樂)聲響品質解析

(1)問題解析：為何有些錄製環境音響可以符合需求？

但為何某些錄製聲響卻不能使用？

(二)學習活動

1. (資訊)

(1)播放各組學生推薦之短片(若無，由教師播放預備好

之短片)。

2. (音樂) 思維與手法

(1)規劃思維：引導學生思考錄製聲響之緣由，並引導

學生快速掌握取得之地景聲響。

(2)取材手法：教師示範聲響取材相手法，如：實地

50分

15分

口頭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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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性 、 對 比 性 、 聯 想 式 ， 學 生 實 驗 操

作。

(三)綜合活動

1.(資訊)

(1)觀看短片後，請各組討論這些短片印象深刻的片段

有哪些。

歸納出動人心弦的成分：

1.美好的畫面。

2.充滿愛的感覺。

3.獨一無二的瞬間。

2. (音樂) 校內場域錄音

(1)實作評量：以校內場域為例，讓學生運用取材手法

錄聲響，並於錄製後播放與解釋音檔給教師檢核。

【第十一節(資訊 X 音樂)】

編曲風格、影像敘事及攝影技巧 2

(一)引起動機 

1. (資訊)

(1)同學們現在了解一部使人印象深刻的短片應該要具

備那些成分了嗎？我們這次的專題，便是利用之前

「甲仙地景踏查」課程中蒐集到的資料，製作各組

的景點介紹短片。

2. (音樂) 地景配樂

(1)問題解析：為何知名聲景地圖聲響與配樂的搭配如

此合適？

(二)學習活動

1. (資訊)

(1)請各組利用之前「甲仙地景踏查」課程中蒐集到的

資料，在「影像敘事(一)」學習單中，設計你的劇情

主軸。

(2)「影像敘事(一」學習單中，時間軸上的四個方格，

就像是寫作文時的起、承、轉、合，各位可以依照

開場、介紹特色一、介紹特色二、總結的順序設計

你的主軸，當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創意進行設計

喔！

(3)別忘了在短片中加入觸動心弦的元素喔！

2. (音樂) 編曲風格與軟體介紹

(1)軟體介紹：紹數位音樂APP-Bandlab內鍵功能(如：

錄音、多元曲風與編曲)

3分

3分

9分

10分

小組討論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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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樂風格：教師介紹國際線上知名曲風，如：jazz, 

funk, bossa nova, EDM,日式和風, classical 等等。

(三)綜合活動

1.(資訊)

(1)請各組介紹自己的劇情主軸。

(2)教師進行講評。

(3)介紹影像編輯軟體。

2.(音樂) 分組合作討論地景與曲風

(1)小組討論：以踏查過地點聲響為例，配上何種風格

較佳，並於討論後將小組決定解釋給老

師聽。

(2)教師回饋：聆聽各組決定後，分享各組曲風，如果

曲風合適會提供相關尋找該風格之方法

與建議。

【第十二、十三節(體育 X 資訊 X 音樂)】

搜集素材

(一)引起動機 

1.(體育)

(1)利用提問的方式，引起學生主動思考、討論：

在進行定向越野活動時，一定都會有地圖這項裝備。

平時生活中地圖的種類繁多，功能都大有不同。結合

前面關於永續經營的課程，我們也做一個只屬於我們

甲仙的綠色休閒旅遊地圖吧！

2.(資訊)

(1)教師分析拍攝位置與運鏡技巧。

(2)當我們在一個場景拍攝時，可能需要使用數個機位

的鏡頭。為了在拍攝時不手忙腳亂，並方便與演員

溝通排練，會先製做好分鏡表，讓演員、攝影師、

道具組等人員知道在現場該做哪些事。

3.(音樂) 聲響實地取材

(1)錄音前行提要：請學生回想第一次試錄所遇到問

題，並請各組組內務必溝通本次踏

查景點所欲錄製聲響。

(二)學習活動

1.(體育)

(1)決定目標：綠色休閒旅遊地圖

(2)討論：完成地圖尚須哪些素材？如何透過既有裝備

取得？如何在符合永續經營，及綠色旅遊的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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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

10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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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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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前提下完成地圖？

(3)執行：前往搜集素材時，分配工作需考量同儕間的

不同，尊重、友善及包容，互相幫忙以完成

任務。

※備註：提醒學生，活動過程中須注意交通安全，嚴禁

於馬路邊嬉戲。

2.(資訊)

(1)現在，就請各組討論並完成「影像敘事(二)」的學習

單，分鏡表吧！

(2)教師開始巡視各組，並適時提供協助。 

3.(音樂) 實地聲響錄音與採樣

(1) 實地錄音：運用音樂 APP-Bandlab 內鍵錄音功能至

規劃地點採樣，取樣前再次提醒學生相

關知能與手法(如：實地性、對比性、聯

想式)，並由教師示範，再由學生錄製環

境聲響。

(三)綜合活動

1.各組分享搜集資料的構想及預想成果。

2.各組分享錄製環境聲響，並解釋採集聲響緣由，同時檢

視本次錄製聲響是否符合各組地景聲音需求。

3.請各組介紹自己的分鏡表。

【第十四節(體育)】

1.甲仙闖關趣打卡成果製作

(1)透過回想甲仙闖關趣，在與組員合作闖關的過程中，最

讓你印象深刻的是什麼？

(2)對於每個關卡問題，請結合對關卡背景的瞭解，分享自

己的想法。

2.甲仙休閒旅遊地圖製作

(1)請利用上一節課蒐集的素材，每一組針對指定關卡製作

地圖。

(2)小組成果報告、分享製作理念及合作上遇到的困難。

【第十五  、十六節  (雙語音樂) 】音樂成果

主題:-甲等好聲音

※前行提要:

因音樂軟體 Bandlab 內鍵功能多為英語，故課堂上以雙語

施行能幫助學生快速學習軟體功能，並同時打造沉浸式英

語學習環境。

15分

30分

真實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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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

甲仙地景特色

篇 - 甲 等 仙 境

飄 樂 音 ( 跨 域

協同教學)

(一)引起動機

播放影音(如：導演 齊柏林- 看見台灣)，請同學運用手機

登入IRS系統，並回答片中配樂對拍攝畫面的氛圍處理是

屬於何種手法(正向、反向、平行)？

(二)學習活動

音樂相關專有名詞：

Input(輸入),Track(音軌), Record(音)

Mute(消音)Solo(獨奏), Mono(單軌聲),

Stereo(立體聲),Pan(聲道位置)

Volume(音量), Fade in(漸入),

Fade out(漸出), crossover(混合音檔)。

1.引導學生運用音樂軟體Bandlab將所錄聲響Input(輸入)

至Track(音軌)中。

2.各組再次確認聲響配樂風格：

如：EDM電子音樂的Trap風格、日本音樂的演歌/和

風、休閒音樂的BossaNova風格、都會音樂Funk

曲風。

3.教師示範剪輯音檔步驟：

如：Fade in(漸入),Fade out(漸出),crossover(混合音

檔)

4.分組合作學習音檔製作 I：

(1)各組按照步驟嘗試剪輯錄音檔。

(2)各組決定地景聲響確切播放時間。

(三)綜合活動

1.教師示範運用軟體Bandlab融入配樂風格於景點音檔。

(1)選擇相關適用風格，並聆聽相關Loop(樂音)後，將所

欲 loop(樂音)選至 track(音軌)中。

(2)運用耳機調整錄音音檔與配樂音檔之Pan(聲道位

置)。

2. 分組合作學習音檔製作 I

(1)依照教師示範步驟將各組選定之配樂風格融入至錄音

音檔中。

(2)調整各組作品中音檔聲道位置，並用耳機監聽成果。

【第十七  、十八節(資訊)】   實地拍攝與後製編輯

專題：甲等好所在

(一)引起動機

1.經過前面一連串的練習，終於要出外景啦！各位同學在

戶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喔！

2.請學生攜帶分鏡稿與所需器材移動至拍攝地點。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小組合作

口頭評量

5分

10分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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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活動

實地拍攝

1.請學生依照分鏡表進行走位與對稿排練。

2.開始拍攝前，須注意環境噪音與安全，再行拍攝。

3.教師協助確認拍攝成果，並提出改善建議。

4.完成拍攝後，請學生將檔案彙整於教師指定處。

(三)綜合活動

後製編輯

1.請各組以影像編輯軟體剪輯實地拍攝之影片。

2.編輯完成後，進行小組發表與教師講評。

3.請各小組進行專題反思。

【第十九節(成果發表)】   小組互評與教師回饋

(一)引起動機

1.播放本次踏查成果影片與地景音檔，讓孩子們欣賞這段

時間小組合作完成的甲等仙境。

(二)發展活動

1.藉由專家小組方式(如：文稿組/音樂製作組/影像組/探

查組)，引導各組專家人員互相討論與交流這段時間之

心得收穫與所遇困境。

2.各組學生欣賞彼此地景踏查作品。

(三)綜合活動 

1.小組發表本次課程各組呈現成果之回饋。

2.四大領域教師給予各組回饋與讚賞。

【第二十、二十一節】

大田社區：長青世代與Z 世代的交流

(一)引起動機

1.播放本次教學成果影片，讓長輩欣賞Z世代心中的甲

仙。

2.由本校校長楊桂林校長介紹本次教學成果架構。

3.由音樂教師丞宇老師帶來跨世代二胡歌曲演奏，由長青

世代與本校學生現場點歌(如：四季紅vs.想見你想見

你)。

(二)發展活動 

1.本校四大領域教師分享課程設計與教學過程花絮。

2.本校學生發表聲景地圖各組景點成果影音、音檔與文

稿。

3.長青世代與Z世代學生的甲仙地景交流。(分組活動進

行)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成果發表

小組回饋

真實評量

35分

45分

35分

45分

15分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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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參考資料

A.自然：

學生學過甲仙梅芋竹的課程後，能了解甲仙的人文、地理、農特產與社區定位，並了解慣

行農法可能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危害，並進而採行永續農法，使人與自然能和諧共存。也希

望學生在實際操作芋頭栽培時，能深切體悟”所食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心境，並思索如

何以友善農法，創造更多的農產與價值。

B.資訊：

各小組於此課程活動中，學習了拍攝短片的技巧，並體會到不斷NG重拍與背台詞的辛

苦。於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學生將分鏡表轉換成拍攝成果的過程是否順利，以結果而言，大

部分的學生都能夠設計並完成自己組別的作品。

C.音樂：

透過本次跨域協同教學，過程中學生不僅學習到正確錄音與編曲技巧，更學會如何從網路

上找尋多元音樂風格；在製作上，為了讓學生無痛上手音樂軟體Bandlab，更運用雙語教

學融入課程，讓學生製作樂曲時能夠理解軟體功能，同時也沉浸在英語學習環境當中。

D.體育：

學生在定向越野的過程，充分利用所學進行識圖、判別、追蹤，及運用體適能完成各項任

務，留下各種深刻的體驗與回憶。

1.維基百科 

2.老爺兩茗茶官網

lyoldtea.com

(三)綜合活動

1.長青世代給予本次課程成果的心得回饋。

2.長青世代給予Z世代學子的人生經驗傳授與鼓勵。

長輩回饋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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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課程附件內容

附件內容活動階段名稱

大田社區：

長青世代與

Z世代的交流

甲仙

梅芋竹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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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好聲音

影像敘事(一)

影像敘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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