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臺北市第 13 屆中小學及幼稚園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活動  

高中組－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微電影開麥拉 

 

 

 

 

 

 

 

 

 

作者：王斐瑩  

 

服務機關：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1 

微電影開麥拉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王斐瑩 

摘要 

    路上常可看到人手一台手機或平板電腦聽音樂與觀看影片；網路臉書上學生

常討論最近看了哪些微電影？嘗試將微電影創作融入生命議題教學設計與學校

活動，讓學生由電影欣賞學習思考批判、價值澄清，進而與創作微電影發表結合，

為高三藝術生活課程與高中三年生活畫下完美句點。 

    藉由四大項課程設計與活動，帶領學生由具象引導到抽象觀念；平面攝影指

導到立面影像創作；聲音想像發表到文本創作與微電影拍攝。 

關鍵字：微電影  藝術生活  創作 

壹、 研究動機 

1.資訊化社會 

引導學生運用資訊能力，融入教學活動，將平面相片轉成音樂與影像；文本

發展成微電影，放在班網、Facebook與 youtube交流。 

2.文創產業 

創意是學生最寶貴的資產，也是最動人的力量！由文本轉成音樂影像，將想

像力注入總合多媒體藝術創作。 

3.多媒體藝術創作 

結合學生高一二的學習經驗，引導學生用眼與手去捕捉生命中的時刻，型塑

微電影的青春物語，也因為微電影門檻較低，包含時間、成本、演員等，使學生

易於上手。 

4.學校活動與議題結合 

   以電影欣賞融合生命議題，加入批判性思考與學生腦力激盪互動討論；結合

學校活動使學生感受一群人合作創作的樂趣，配合獎勵制度與獎金發放與創作發

表，提高誘因可能性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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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設計理念 

1.具象攝影到抽象音樂影像 

    無中生有最難，從具體的攝影使學生了解構圖等原理，再搭上抽象的音樂配

樂與音效，衍生微電影創作。 

2.文本寫作引導與議題結合 

    文本寫作形態十分多元，適當舉例引導是教師的責任，議題融入是希望學生

從欣賞_賞析_鑑賞_批判思考_創作_回饋的創作美學循環實踐。 

3.高中三年自我成長回顧 

    高三下學期申請入學資料，如火如荼進行中，引導學生用微電影拍一段與眾

不同的自傳，自我介紹爭取入學許可。 

4.微電影拍攝與畢業典禮結合 

    微電影在報章、雜誌、網路強烈放送中，使學生課堂中學習操作，放置網頁

上交流，在畢業典禮播放，為高中三年生活完美的註腳！ 

 

 

 

 

 

 

 

 

 

 

 

 

 

畢業典禮製作 

高中三年自我 

成長影片 

抽象_影像 

文本創作 

微電影類型探討 

具象_攝影 

融入生命議題 

聲音音樂魅力 

 

微電影開麥拉 



 3 

參、 課程設計 

 

 

 

 

 

 

 

 

 

 

 

 

 

 

 

 

 

 

 

 

 

 

 

 

 

他抓得住我 聲音的想像 我的微電影 

 

生命之旅 

●引導學生瞭
解照相機與攝
影的相關知
能，並加入配
樂。 

●學生運用 20
張場面調度照
片，以生命議題
為主說故事。                                                                                                                                                                                                                                                              

●用聲音與音
樂製作短片。或
沒有對話的故
事或動畫短片 

●啟發學生文
本創作，拍攝校
園微電影系列。 

 

 微電影開麥拉 

 

總計約需 24 週，每週上一節課 

 

1. 學生能掌握
相機的功能。 

2. 拍攝照片以
校園風景為
主。 

3. 延伸活動_用
校歌為背景
音樂，指導學
生將將相片
匯入 

 

 

 

 

1. 認識生命議
題的類型。 

2. 瞭解電影場
面調度的型
態。 

3. 延伸活動_以
生命議題為
主，用 20 張
場面調度照
片說故事。 

                                                                                                                                                                                                                                                            

1. 瞭解聲音、音
效、音樂、配
樂的概念。 

2. 以短劇故事
(一分鐘)用所
有聲音元素
創作。 

3. 延伸活動_用
動畫短片輔
佐故事想像
配樂。 

 

1.指導學生不
同風格的文
本創作。 

2.交流討論文
本轉換影像
的創作可能
與回饋。 

3. 延伸活動_
申請入學自
傳與畢業典
禮影片與高
中生涯回顧 

四節課 

 

四節課 

 

十節課 

 

六節課 

 

1. 學生─準備
攝影器材與
相關周邊物
品。 

2. 教師─準備
講解學習單
及相關多媒
體圖片與投
影片。 

 

 

1. 學生─生命
議題場面調
度學習單 

2. 教師─生命
議題講述、電
影場面調度
術語與影片
欣賞討論議
題整理。                                                                                                                                                                                                                                                      

1. 學生─學習
單並小組發
表。 

2. 教師─網路
音效示範。 

1. 學生─文本
創作學習單
與微電影發
表 

2. 教師─評量
表與影片指
導。網路影片
文本歸納整
理 1. 教師以相

關物圖片
導入講解。 

2. 討論相機
操作與融
入配樂。 

3. 學生展示
作品分享
經驗。 

●校園攝影
比賽暨校慶
展 

1. 教師講解
生命議題
與場面調
度內容。 

2. 學生拍照
生命議題
創作故事。 

3. 教師總結。    
● 台北市生
命議題攝影
比賽                                                                                                                                                                                                                                                       

1. 教師以聲
音與音效
配樂運用
作說明。 

2. 學生設計
短片音效
與配樂。 

3. 學生展示
作品分享
經驗。 

● 

1. 學生展示
個人作品。 

2. 教師協助
畫面拍攝
指導。 

3. 教師總結
與同儕回
饋。 

●申請入學
自傳與畢業
典禮 學習態度、參與討論，小組合作，內容與發表，各式學習單之撰寫 

 

主題 

目標 

總時數 

子題 

目標 

時間 

教學
資源 

主要 
教學
活動 
與配
合學
校活
動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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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案 1 

教學單元：他抓得住我 

 

教材來源：自編 

教學時間：      200     分鐘 

學                    習                     目                   標 

1.能了解照像相關的基本知識。       2.能處理校園數位影像的拍照方法。 

3.以校歌當背景音樂，插入適當校園圖片，形成影片檔，用於畢業典禮播放。 

學         生         的         先         備         知         識 

1.數位相機拍照經驗      2.校園風景基礎認識 

3.音樂與電腦課的創作與影像處理經驗 

教    學    方    式 準   備   教  材  教  具 

講述法、欣賞法、問答法、創作 電腦、單槍投影機、自製 ppt、數位相機 

教                    學                     內                   容 

單         元         目         標 

【一】認知分面：介紹構成一幅影像的基本條件： 

1.想要表達的意念想法，景框位置配置 

2.畫面的構圖與取景的角度 

3.光線的選擇與色調氛圍營造 

【二】技能方面： 

1.能拍出符合構圖的作品 

2.能以校歌為背景音樂，創作影像檔或 ppt 檔 

【三】情意方面： 

1.能領略校園的美 

2.體會照片音樂的總體複合媒體創作(畢業典禮動態與校慶靜態展出) 

教          學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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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起動機： 

先播放上屆畢業典禮校園 CD 與照片 ppt 與影片檔 

 

二、發展過程：  

A.講述拍照片特色 

B.請同學利用相機與手機在校園取景拍攝 

C.從同學作品中歸納照片的特色與作法 

D.請同學挑選適當相片，結合本校校歌，引導學生用照片配合校歌，做校歌 ppt

影音檔創作 

 

三、結束活動： 

預告下次要以生命議題為主的場面調度故事，並作生涯經驗發表 

 

教學單元：他抓得住我      活動剪影 

  

校慶攝影展海報 攝影展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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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攝影展場實況 攝影展抽獎活動實況 

  

校長與蒞臨指導長官 得獎作品: 

啟程   倪嘉晨 

得獎作品: 

團結     魏傳駿 

學生影音檔: 

30544 林詠平 

校歌 

 

 

學生影音檔: 

30135 黃瑋柔 

菁桐遊記 

 

學生影音檔: 

30132 陳妍欣 

我的成長(自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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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案 2 

教學單元：生命之旅 教材來源：自編 

教學時間：      300     分鐘 

學                   習                     目                   標 

1.認識生命議題的類型。      2.瞭解電影場面調度的型態。 

3.以電影欣賞佐以議題融入與價值澄清與批判。 

4.延伸活動_以生命議題為主，用 20 張場面調度照片說故事。 

學         生         的         先         備         知        識 

1.數位照相的經驗         

2.故事與相片的結構認知 

教     學      方    式 準    備    教    材    教    具 

講述法、欣賞法、問答法 圖片、電腦、單槍投影機 

單         元         目         標 

一 認知分面： 

1.生命議題的類型      2.場面調度的型態 

二 技能方面： 

能以 20 張場面調度照片說故事。 

三 情意方面： 

能欣賞電影中的生命議題與生命中的影像，並作價值澄清討論 

教          學          活          動 

1.教師先就電影中場面調度術語及內容作講述： 

Ａ燈光＿位置   顏色  質感 

Ｂ攝影＿鏡位＿全  中 近景或特寫       角度＿水平 仰角 俯角 

焦距＿廣角 標準 望遠          特質＿負片效果 

Ｃ景框＿位置＿中央 上 中 下 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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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場景 _服裝 化裝  表演（肢體動作）剪接 聲音 

2.根據高中課綱中所提到的生命議題作闡述 

單元一 

生與死的生命議題_電影(127 小時) 

1.用電影欣賞說明構圖，場面調度與探討生命議題 

2.電影中生命議題討論 

出門前是否有來不及對親人說的話? 

A.若在一個動彈不得的時空中，腦中浮現的是什麼? 

B.如果死亡與斷臂，你的決擇? 

單元二 

我是誰的生命議題_電影(魔境幻遊) 

1.電影中的場面調度照片 

2.電影中生命議題討論 

A.愛麗絲否定自己屬於異世界的一份子，你會用否定句形容自己? 

B.如何順從心裡的聲音（follow your heart），你會用肯定句形容自己?肯定自我? 

C.你的人生藍圖為何? 

單元三 

生涯規劃的生命議題_電影(三個傻瓜) 

1.電影簡介與電影手法分析     

2.生命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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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傻瓜學習單 

A.生命議題 

1.片中有三段自殺場景，第一段:Joy 因未達到教授要求，牆上寫 I quit，上吊自

殺結束人生；第二段:Raja 因為不願供出同夥，從系主任辦公室跳樓重傷；第三

段:Farhan 回家與父母攤牌希望當攝影家，不以自殺為威脅手段，請問當你生活

遇到低潮，如何避開自殺的念頭? 

2.片中教授說:人一出生就是賽跑，妳(你)的看法? 

3.片中定義{機械}，教授要求{標準答案}；請問妳對{高中三年生活}的定義? 

4.ALL  IS  WELL 此句話是蘭丘的座右銘，你的座右銘? 

5.片中學生為了通過考試去偷考卷，你如何看待此事? 

6.未來大學你會選擇那一科系?是你喜歡的?會以它為未來工作的選項? 

7.教育程度代表收入，你同意嗎?覺得台灣現今社會此現象嚴重嗎? 

8;訂下一個十年後的約定，你覺得十年你會是怎樣的生活? 

 

B.電影手法 

1.片中病毒教授的主題曲是： 

2.電影敘述方式是： 

3.黑白電影的處理出現場景： 

4.主題曲的場景調度特色： 

5.電影中愛情象徵的畫面： 

6.本片的音樂特色與畫面結合： 

7.醫院場景如何運鏡與配樂： 

8.電影中雙線發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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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生命之旅      1. 三個傻瓜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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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生命之旅      2.場面調度與學習單 

劇情大綱：讀書到底是為了甚麼?(舉例) 

照片 畫面 燈光 攝影 景框 場景 

1 

以解決未來在社會上的困難?

 

正光 水平角度 

標準 

方塊置

於中央

偏上 

桌上

的魔

術方

塊 

學生作品與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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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案 3 

教學單元：聲音的想像 教材來源：自編 

學                    習                     目                   

標 

瞭解聲音、音效、音樂、配樂的概念。 

以短劇故事(一分鐘)用所有聲音元素創作。 

延伸活動_用動畫短片輔佐故事想像，加以配樂。 

學        生         的         先         備        知         識 

1.高一節奏的故事創作經驗        2.高二音樂劇的創作經驗 

3.動畫配樂的概念 

教      學       方       式 準   備   教   材   教   具 

講述法、欣賞法、問答法、創作 電腦、單槍投影機、自製 ppt 

教          學          活          動 

一 認知分面：                                                 

電影(聽見天堂)中的配樂分析 

在電影『聽見天堂』中有三段精彩配樂，課堂中提到配樂可以 

1.直接錄製於自然。例如：鳥叫聲。 

2.用現實中物品產生，例如：用鐵盤做打雷聲。 

3.利用各種音色作戲劇演出。例如：片尾學校活動日的戲劇演出 

 

二 技能分面 

1.日常音效製造 

綠豆放在容器內搖動，也可以製造下雨聲。 

紙張揉一揉，火燒的聲音。 

木板敲桌子，切菜聲。 

http://www6.flash8.net/sou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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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笛類也可以仿效一些拋物聲。 

用手敲桌子，像馬蹄聲。 

 

2.電子音效 

http://www6.flash8.net/sound.shtml/ 

http://www.bbc.co.uk/radio1/onemusic/sample/index.shtml  

http://www.freegroup.org/category/free-sounds/ 

http://www.findsounds.com/ISAPI/search.dll  

 

三 情意方面： 

1.電影中生命議題討論 

A.如果你眼睛瞎了，要如何善用其他的感官呢？  

B.日常生活中如何協助眼盲或肢障同學？ 

2.能欣賞同學影像中的音效創作與分享 

 

音效學習單 

1.用現成影片配上音效 

動畫『監獄兔』兩段影片挑一段，做音效設計與演出 

例如：喇叭聲＿用手擠出空氣 

 

2.寫一段故事，並且配上音效 

題目：老師暴走 

例如：上課鐘響，老師踩著高跟鞋走進教室，同學們正亂丟東西，大聲吵鬧，

老師很生氣的將課本摔在講桌上罵人。 

作法：上課鐘響＿預錄音效     踩著高跟鞋＿用手敲講桌 

 

http://www.freegroup.org/category/free-sounds/
http://www6.flash8.net/sound.shtml/
http://www.bbc.co.uk/radio1/onemusic/sample/index.shtml
http://www.bbc.co.uk/radio1/onemusic/sample/index.shtml
http://www.freegroup.org/category/free-sounds/
http://www.freegroup.org/category/free-s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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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聲音的想像   短劇音效學習單 

  

  

 
 

 

樂高積木短片 

 

 

微電影的影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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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案 4 

活動名稱 我的微電影 教學節數 500 分鐘 

教學目標 

 

1.指導學生不同風格的文本創作。 

2.交流討論文本轉換影像的創作可能與回饋。 

3.延伸活動_申請入學自傳與畢業典禮影片與高中生涯回顧。 

           教 學 活 動 流 程 

單元 1.微電影的分析 

包含掘起歷史與特色，製作成本與流程，課程之外的延伸活動，以 youtube 三月

底之前徵求全世界最會說故事的人，有高額獎金激發學生的興趣。 

 

單元 2.置入性行銷的文本 

大陸_胡戈系列作品   胡戈在 2005 年以陳凱歌導演的電影《無極》，和中央電

視台社會與法頻道的《中國法治報導》節目，搭配自編口白拍成《一個饅頭引

發的血案》被視為大陸微電影之祖。 

後來因為資金不足，開始接商業廣告，以咆嘯體與強烈置入性行銷，風格獨特。

作品有: 

七喜汽水廣告(蝴蝶效應、許願篇、白雪公主、史上最強的手機廣告、上吊篇 、

家安清潔劑) 。 

 

單元 3.產品象徵物與符號的轉換(企業微電影) 

2012 年百事可樂廣告《把樂帶回家》_將百事可樂汽水與樂事洋芋片的符號轉成

父親從小到大對孩子無私的感情，提醒兒女記得回家過年。 

三星手機廣告《縱身一躍》_ 蔡康永第一部微電影，用(小王子)的故事作口白，

用手機各種功能來描寫追愛的方式，影片中也有用蘋果暗喻對手 iphone4。 

吳彥祖《一觸即發》一凱迪拉克汽車廣告，排場不輸警匪動作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5%87%AF%E6%AD%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6%9E%81_(%E7%94%B5%E5%B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7%94%B5%E8%A7%86%E5%8F%B0%E7%A4%BE%E4%BC%9A%E4%B8%8E%E6%B3%95%E9%A2%91%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7%94%B5%E8%A7%86%E5%8F%B0%E7%A4%BE%E4%BC%9A%E4%B8%8E%E6%B3%95%E9%A2%91%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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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打綠 sodagreen 《畢業典禮》一汽歐朗微電影   

林依晨 《代課老師》_lative 微電影 

單元 4.歌手 MV 廣告 

謝佳見_《謝謝寂寞 MV》   

羅志祥 楊丞琳《再一次心跳》 

ELVA 蕭亞軒《一百分的吻》  

單元 5.歐美微電影的文本創作 

《調音師》_法文，在片頭就已經用聲音暗示片子結束的場景，許多學生被此片

氛圍所吸引，也強烈感受到微電影的文本特殊性。 

《我會等待著下一個》 _法文，劇中劇的形態，結局也是讓人欷噓不已，發人省

思笑不出來。 

《Leave Me 讓我留下》_canon 相機的廣告，但有別於一直強調機器有多好的行

銷，用照相可以留住時間讓其停止，很感人的愛情故事。 

單元 6.用一種現象或定理為主軸，加以闡述事件本質 

這一刻愛吧！ 之第一象限：愛是天使還是惡魔？ 

這一刻愛吧！ 之第二象限：愛一斤多少錢？ 

這一刻愛吧！ 之第三象限：真愛要靠魔法師？ 

這一刻愛吧！ 之第四象限 愛，現在 98 度 

此文本用四個象限說明愛情的四個象度，勇敢追求愛與被動追求愛，相信愛情

與不相信愛情，形成發生在四個象限的故事。 

 

教學單元：我的微電影   學習單 

A.範例 

題目:                           主題: 

符號:                           象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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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方式:直述 倒述 插述 

時間軸: 

場景:                             

人物: 

故事: 

 

腳色 父親 路人 姐 弟 妹 

職業      

地點 老家 車站    

轉景物 電話  柳橙(笑臉)   

口號或符號

過去故事 

    過年去雜貨店 

現代故事  

 

 

    

B.你的故事 

題目:                           主題: 

符號:                           象徵物: 

敘述方式:直述 倒述 插述 

時間軸: 

場景: 

人物: 

故事:(寫不下可以翻面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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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業剪影 

  

A.範例分析_把樂帶回家 B.完整學習單全貌 

  

C.學生自行創作故事 D.模仿範例自創故事(含時間軸) 

 

學生微電影文本創作作品 

扒手 

                              305 朱炳融 

一個陰暗的房間,看起來像是儲藏室。一名男子蹲坐在角落,臉上充滿了驚恐,一直盯著

門外閃動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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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將頭埋在兩腿間,非常絕望的說:「他們怎麼還不走阿…早知道就聽她的話了…」

(鏡頭移到男子身旁的棕色袋子)(畫面黑掉,開始播放手機鈴聲)(顯示標題) 

(時間點移至中午) 

一位白領快步走在人行道上,將口袋裡正放著鈴聲的手機拿出並接聽(鈴聲結束)貌似

沒發現站在遠處的志明正對自己露出陰邪的笑。白領:「我快開會了,你晚上 9 點再打

給我好嗎。」沒想到剛把手機放回口袋,就被志明撞個正着。白領還沒來得及看清撞

自己人的長相,那人卻消失了。一摸自己口袋,發現手機不翼而飛。 

志明一臉滿足的看著手上的智慧型手機:「終於摸到個高級貨,爽!」順手丟入背著的棕

色袋子。 

志明來到他的住所,打開門說道:「春嬌我回來啦!」邊說邊走進臥室中。眼前是張床,

上面躺著個女孩,大約國中年紀,原本應該要有朝氣的臉龐卻是蒼白沒有血色,顯然是

患了大病。女孩無力的向志明笑了笑,隨即變成滿臉憂愁的臉。 

志明蹲下並握住女孩的手:「春嬌,我快湊到足夠的錢了。馬上就能帶你去看醫生了。」

春嬌似乎想說些什麼,志明便把頭低下去,春嬌拉住志明的袖子說:「爸爸…不要再去做

些危險的工作了…答應我…好嗎?」「只要錢足夠付醫藥費後,爸爸立刻換回從前的工

作,我保證!」春嬌似乎還想說什麼,卻連咳了好幾聲。「好了,別想這麼多了,爸爸不會食

言的。」邊說邊幫春嬌將被子拉好。便出門了 

隨著天色漸漸變暗,街上的人越來越多,志明的棕色袋子也越來越重了。「好,等等就是

最後一個了,得趕快回去照顧春嬌。」在人群中志明找到了目標,一個年輕人,肩背著提

袋,裡面是台平板電腦,因為袋子過小而露出一截。  

志明看準時機後即閃電般的撞過去並順勢抽走了平板電腦,又隱入人群之中。離開了

人潮擁擠的區域,志明端詳著剛得手的貨並皺著眉頭,螢幕上顯示:「百齡高中併購案。」

檔案中充斥著許多的陰謀和黑暗的不法手段,志明越看越心驚,摸了 3 年竟然摸到個大

白鯊了! 

在猶豫要不扔掉之際,剛剛的年輕人出現了,身旁多了幾位黑衣男子。年輕人說道:「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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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你知道了我們西西幫的機密資料,只好把你幹掉了」語音未落,身旁的黑衣男子一擁

上前。志明反應得快,將平板扔出砸中對方一人,馬上開溜。 

志明邊跑邊為自己澄清:「吁…吁…你們大概是誤會了,我什麼西西都不知道!」身後的

黑衣人似乎習慣了這種公式的對白,一點也沒有減速。 

志明感到自己體力快透支了,便衝進一棟公寓裡。公寓已經有了些年代,走廊上的日光

燈不停閃爍,還有很多燈是壞掉的,在夜晚根本沒有照明作用。 

志明在恐懼和極度勞累之下,只想找地方躲起來,在微弱的燈光中摸到了門把,馬上推

開門進去。志明一邊喘著氣一邊細聽外面的動靜,聽見個男聲說:「老大,這裡都住戶,

要怎麼把他找出來啊?乾脆把每戶人都殺光了比較省事」那名年輕人說:「白癡啊,一聽

到槍聲就會有人去報警了,到時候要做掉他更難哩。」 

志明聽到門外怵目驚心的對話,不禁冷汗直流。隨著門外腳步聲越來越近,志明越不能

控制身體的顫抖,當腳步聲到門前時,一名男聲說:「老大,這應該只是一條普通的走廊,

不能躲人的」「他應該跑不遠,前面樓梯間找找看!」 

志明聽到這句話鬆了口氣,對著自己說:「只要我不發出聲音,他們就不會發現我…別出

聲…別出聲…」(鏡頭移向志明的手錶,顯示從 8:59 變成 9:00)(結束) 

 

 

肆、 成果與經驗分享 

1.廣泛的資料蒐集有助於學生經驗連結 

教師可結合學生特質，對於文本寫作指導，喜歡搞笑的，可以佐以胡戈型態

作品，喜歡深度哲理或感人心情抒發，佐以歐美微電影。 

       學生回饋 

303 懷恩 我的微電影模仿胡戈的七喜廣告的梗_中獎率是 100%，所以我拍

一部送給參加指考同學的微電影中，用的梗是_你不知道大學的

錄取率是 100%，祝大家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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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炳融 我的劇本是摹仿老師介紹的調音師寫作，我的劇本{扒手}沒想到

開放式的結局寫作，得到同學的熱烈迴響! 

2.相關活動配合，讓學生有目標達成 

因為活動會有一些獎勵誘因，吸引同學參與；加上一起比賽會激發出更多火

花與創意。 

         學生回饋 

301 傳駿 沒想到課堂上的照片，會得到校內攝影比賽的佳作，這是我意外

的收穫，在自傳中又可多一張獎狀! 

3.結合學生學習經驗，循序漸進 

高一、二的各學科學習，累積許多可觀的無形資產，使學生微電影創作呈現

百家爭鳴的現象。 

          學生回饋 

301 妍欣 我利用美術課的動畫作品，加以延伸與配上配樂編輯，想不到別

有效果。 

304 亭儀 寫小說劇本是我的專長，高二音樂劇我拿去作大學申請入學的作

品，微電影是我打算在推甄時的秘密武器。 

308 毓萱 要把作弊的影像用音樂描述出來，在音效配樂上我花了很多心

思，後來影片{瞞天過海_之風雲變色}被票選為最佳影片，一切

辛苦都代價，記得要放給學弟妹看。 

4.成果置於網頁，提供學生討論與觀摩 

            學生回饋 

301 劭詠 我在臉書上看到 XXX 這週末要拍微電影 

302 翔凱 

308 庭毅 

304 明德 

老師我推薦你 XXX 微電影不錯。 

學生這學期提供很多影片建議給我，讓我在備課上是材料多到

用不完，恨不得有更多時間來分享各類型的文本，謝謝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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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省思與展望 

1.大量文創發表，活化學生創作與思辨 

以後課程可以嘗試除了藝文領域的結合，可以跨領域合作與交流，觀看不同

面向的觀點，激發學生更多想像創作。 

2.議題融入與活動結合，使學生樂於展現實力 

但過多的活動也會讓學生招架不住與家長的介入，所以循序漸近是重要的，

一學期設定一個大活動配合即可，不然學生會抱怨有做不完的事情與作業。 

3.微電影文本多元，選片須謹慎 

    第一、二週介紹微電影時，學生會覺得就是{置入性行銷}與{廣告}或歌手{打

歌}的 MV，但之後導入不同文本，讓學生在型態上有不同的領悟與回饋，所以

選片的引導很重要。 

 

陸、 結論 

微電影創作對高三藝術課程而言，提供另一個新的創作視窗，結合高一高二

的藝術能量(音樂高一的節奏與曲調創作、高二音樂劇創作；高一電腦課的多媒

體剪輯軟體；美術課程累積的各種媒材創作與美感鑑賞經驗) ，加上高三上音像

藝術的攝影與配樂課程，使微電影創作得以產生。 

文本的編寫是拍片的基石之一，藉由將生命議題融入音像藝術創作與思考批

判從價值澄清中，讓學生對於題材有更多元的理解與開創，除了在技能部分，情

意上也有潛移默化的效果。 

希冀學生由此活動中，將自己高三生活完美的開麥拉，那一年，在百齡拍微

電影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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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Nigel%20Morris&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shizhou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AAL%AAY%A9%C9&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cat=F01&key=Screenplay%20by%20Dis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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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JdWC1xLf72k&feature=fvs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zFKJz8v98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TIcyPYAKK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pbT7r4Uf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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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dvrmjjNlB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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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XXww-cHsAV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0v-zCIVfR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uDvBkUI4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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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fYZx5LHeEP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z1jlNBpy6o&feature=relat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_cvaPQ7Xm4&feature=related 

四個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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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lfsQFIqlX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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