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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程規劃內容 

一、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重點項目 
本系授課 

師資人數 

他系授課 

師資人數 
聘任業師人數 修課人數 

問題解決導向(PBL)課程     

教

學 

創

新 

實

驗 

通識課程革新 3 0 7 186 

程式設計課程     

創新創業課程     

推動教師專業社群 參與教師數  
教學或領域

主題 
 

 

 

二、 預期成果 

（一） 量化成效指標 

指標項目 量化績效 

教師

教學 

學生社團對美感課程

的參與數目 
結合 1 個本校音樂社團，參與課程 

舉辦講座數目 邀請 8 位專家學者進行課程內容之講授 

學生

學習 

學生組織社群數量 協助組成 1 個學生社群 

學生籌辦展演的數量 協助學生籌辦 2 次展演活動 

 

（二） 質化成效 

1.學生對音樂藝術美感教育的吸收程度 

2.學生對音樂藝文展的策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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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計畫執行與成果 

一、 具體作法 

（一） 教學目標與課程規劃 

1. 教學目標 

2016 的 紅 點 傳 達 設 計 大 獎 （ Red Dot Award ：

Communication Design），雲科大以楊秀卿傳統唸歌「哪吒鬧

海」製作的「唸啥咪歌」，在 46 個國家參賽之 7,838 項作品

中脫穎而出，獲得 6 面獎座。說明了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有

創新的無限可能。近年如三太子、八家將、宋江陣、考秋勤樂

團的新說唱（唸歌）、徐佳瑩的「身騎白馬」，這些傳統素材

所引發的社會迴響極大；而周杰倫的中國風音樂也是成功的範

例。 

本計畫結合業界(音樂界)共同授課，透過邀請業師協助指

導，以做中學模式，讓學生進行傳統音樂之操作與創作，並與

本校華笙國樂社社團活動結合，運用同儕學習的激勵，以加強

發展成為本校的特色文化。 

2. 課程大綱 

（1）文學與歌唱 

第 01 週 課程簡介 Introduction 

第 02 週 音樂是什麼 what is music 

第 03 週 音樂說什麼 what is music to tell 

第 04 週 歌聲怎麼形成的 how formed Singing? 

第 05 週 一千年前的歌謠 竹枝詞 Ballad for a thousand years 

第 06 週 20 世紀初的新歌曲 天倫歌 New so ngs of the 

beginning of 20 century 

第 07 週 歌謠與詩篇--由鹿鳴到陋室銘 Songs and Psalms 

第 08 週 戲曲與歌唱--崑曲牡丹亭 Drama in Singing 

第 09 週 期中考核 midterm evaluation 

第 10 週 器樂與聲樂的表現--二泉映月 The Performance of 

vocal and instrument 

第 11 週 西洋歌曲配上中譯歌詞--弘一大師 Foreign mel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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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Chinese 

第 12 週 中國旋律的變身—茉莉花 The incarnations of Chinese 

melody 

第 13 週 中西兩首深情之歌 歌劇魅影與夜半歌聲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and The Phantom Lover 

第 14 週 詞句與樂句的攜手 菊花台 The Combination of Lyrics 

and Melody 

第 15 週 林語堂與李泰祥的浮生之夢Lives in Dreams of Dr.Lin 

Yutang and Li Tai-hsiang 

第 16 週 期末報告 oral report 

第 17 週 期末報告 oral report 

第 18 週 總結 oral report 

（2）從唐山到台灣的音樂 

週數 課程內容 

一 課程介紹 

二 音樂的概念 

三 國慶日 

四 跨界音樂 

五 彈撥樂器之一「揚琴的家族」 

六 戲曲音樂之一「歌仔戲的家族」 

七 擦弦樂器「殼仔弦的家族 」 

八 彈撥樂器之二「月琴的家族」 

九 期中考 

十 吹管樂器之一「品仔的家族」 

十一 打擊樂器「車鼓弄的家族」 

十二 兩岸四地演奏中國音樂的樂團 

十三 吹管樂器之二「阿姆達啦的家族」 

十四 台灣民歌的家族 

十五 彈撥樂器之三「琴瑟和鳴」 

十六 戲曲音樂之二「布袋戲的家族」   

十七 期末考 

十八 期末考 

 

（3）中國音樂欣賞導聆 

週次 教學進度及內容 

1 課程名稱與內容說明 

2 音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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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樂的聲音  發聲原理 

4 漢語言語聲的表演 

5 聽歌欣賞什麼 

6 替歌者打分數 

7 用音樂組織活動的表演 

8 用音樂組織活動的表演  中國傳統的表演藝術 

9 期中心得寫作 

10 古琴文化、古琴音樂欣賞導聆 

11 古箏音樂欣賞導聆 

12 琵琶音樂欣賞導聆 

13 三弦、揚琴、柳葉琴、月琴、阮等彈撥樂器音樂欣賞導聆 

14 胡琴音樂欣賞導聆 

15 嗩吶、管子、笙音樂欣賞導聆 

16 笛、簫音樂欣賞導聆 

17 絲竹、吹打、國樂團音樂欣賞導聆 

18 期末總結 

 

3. 現有可教授課程師資清冊 

項次 教師姓名 教師所屬系科 

1 耿慧玲 通識教育中心 

2 郭玉茹 通識教育中心 

3 吳志凱 通識教育中心 

   

（二） 課程教學創新作法 

2016 的紅點傳達設計大獎（Red Dot Award：Communication 

Design），雲科大以楊秀卿傳統唸歌「哪吒鬧海」製作的「唸啥

咪歌」，在 46 個國家參賽之 7,838 項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 6 面

獎座。說明了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有創新的無限可能。近年如

三太子、八家將、宋江陣、考秋勤樂團的新說唱（唸歌）、徐佳

瑩的「身騎白馬」，這些傳統素材所引發的社會迴響極大；而周

杰倫的中國風音樂也是成功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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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結合業界(音樂界)共同授課，透過邀請業師協助指導，以

做中學模式，讓學生進行傳統音樂之操作與創作，並與本校華笙

國樂社社團活動結合，運用同儕學習的激勵，以加強發展成為本

校的特色文化。 

本課程主要以「文學與歌唱」為主，另於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中

國傳統音樂導聆」3 門課、「從唐山到台灣的音樂」2 門課，共計

6 門課。 

1.開設文學與歌唱、中國傳統音樂導聆、從唐山到台灣的音樂等

傳統音樂課程，分別從不同之角度探討傳統音樂。 

2.邀請 4 人次音樂專業人員進行課程講座，其餘課程由任課教師

及華笙國樂社依課程內容進行實務示範。 

3.邀請傳統音樂團體或著名演奏家蒞校舉辦 2 場次以上之音樂

會，由同學進行活動之執行與規劃。 

（三） 學生學習評量方式 

學習成果由學生自行檢核（互相），老師管控品質。學生的成

績與其參與的程度有密切的關係。 

1.每週心得撰寫。代替點名，考核學生出席狀況及學習態度，分

成 ABCD 等級給分，並根據到課次數給予出席成績。 

2.期末報告。（1）團體口頭報告。由教師與各組對於報告進行評

分；（2）ILMS 教學平台參與小組討論之統計，及內容評分。

由助教、老師負責，以區別個別同學學習狀況；（3）除口頭報

告之成績外，各組必須安排一位司儀、一位評論人，各占總成

績之 15％。 

3.作業。（1）團體作業。團體作業必須全組討論後給予一個整合

性的答案；但每一位同學必須書寫個別心得；（2）個別作業。

由教師根據作業設計要求給分。 

4.期末加分。（1）由於課程為通識教育，同學可以在學期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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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各類通識活動，持證明及簡短心得作為加分憑據。（2）

每週將安排課程體驗活動，凡參與課程體驗或互動活動者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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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情形與成果 

(一)教學歷程記錄 

1.文學與歌唱 

週數 日期 課程內容 

一 9/27（三） 課程簡介 

二 10/4（三） 中秋節放假 

三 10/11（三） 音樂是什麼 

四 10/18（三） 音樂與語言--鮑伯迪倫 

五 10/25（三） 聽歌欣賞什麼 

六 11/1（三） 參觀原住民樂器展 

七 11/8（三） 一千年前的歌謠--竹枝詞 

八 11/15（三） 20 世紀初的新歌曲--天倫歌 

九 11/22（三） 期中報告 

十 11/29（三） 歌詩與音樂—中國歌唱音樂的特色 

十一 12/6（三） 影視插曲與記憶 

十二 12/13（三） 說唱音樂—楊秀卿的哪吒鬧海 

十三 12/20（三） 流行歌曲分享 

十四 12/27（三） 戲曲與歌唱—崑曲牡丹亭 

十五 1/3（三） 中西音樂的融合--學堂樂歌 

十六 1/10（三） 期末報告 

十七 1/17（三） 期末報告 

十八 1/24（三） 結論 

2.從唐山到台灣的音樂 

週數 日期 課程內容 

一 9/26（二） 課程介紹 

二 10/3（二） 音樂的概念 

三 10/10（二） 國慶日 

四 10/17（二） 跨界音樂 

五 10/24（二） 彈撥樂器之一「揚琴的家族」 

六 10/31（二） 戲曲音樂之一「歌仔戲的家族」 

七 11/7（二） 擦弦樂器「殼仔弦的家族 」 

八 11/14（二） 彈撥樂器之二「月琴的家族」 

九 11/21（二） 期中考 

十 11/28（二） 吹管樂器之一「品仔的家族」 

十一 12/5（二） 打擊樂器「車鼓弄的家族」 

十二 12/2（二） 兩岸四地演奏中國音樂的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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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2/19（二） 吹管樂器之二「阿姆達啦的家族」 

十四 12/26（二） 台灣民歌的家族 

十五 1/2（二） 彈撥樂器之三「琴瑟和鳴」 

十六 1/9（二） 戲曲音樂之二「布袋戲的家族」   

十七 1/16（二） 期末考 

十八 1/23（二） 期末考 

 

3.中國傳統音樂賞聆 

週數 日期 課程內容 

一 9/27（三） 課程名稱與內容說明 

二 10/4（三） 音樂是什麼 

三 10/11（三） 音樂的聲音  發聲原理 

四 10/18（三） 漢語言語聲的表演 

五 10/25（三） 聽歌欣賞什麼 

六 11/1（三） 替歌者打分數 

七 11/8（三） 用音樂組織活動的表演 

八 11/15（三） 用音樂組織活動的表演  中國傳統的表演

藝術 

九 11/22（三） 期中心得寫作 

十 11/29（三） 古琴文化、古琴音樂欣賞導聆 

十一 12/6（三） 古箏音樂欣賞導聆 

十二 12/13（三） 琵琶音樂欣賞導聆 

十三 12/20（三） 三弦、揚琴、柳葉琴、月琴、阮等彈撥樂器

音樂欣賞導聆 

十四 12/27（三） 胡琴音樂欣賞導聆 

十五 1/3（三） 嗩吶、管子、笙音樂欣賞導聆 

十六 1/10（三） 笛、簫音樂欣賞導聆 

十七 1/17（三） 絲竹、吹打、國樂團音樂欣賞導聆 

十八 1/24（三） 期末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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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具、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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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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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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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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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學習成效  

1.學生期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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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回饋或學習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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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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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執行前後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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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 
量化績效 

預估數 實際數 

教師

教學 

學生社團對美感課程

的參與數目 

結合 1 個本校社

團，參與課程 

結合本校華笙國

樂社、原青社 2 個

社團 

舉辦講座數目 邀請 8 人次專家學

者進行課程內容之

講授 

邀請 9人次之專家

學者進行講座 

學生

學習 

學生組織社群數量 協助組成 1 個學生

社群 

組成 1 個學生社

群—琴簫研究社 

學生籌辦展演的數量 協助學生籌辦 2 次

展演活動 

學生共籌辦「陰陽

眼--音樂評書」及

「鳳鳴朝陽吹笛

簫」2 場次展演活

動 

二、質化指標 

1.共產出 42 組學生成果報告，對於傳統音樂與創新及音樂美感

的接受與賞析有相當的回應。 

2.共舉辦 9 場次音樂講座，並舉辦 2 次展演活動。 

 

(六)活動規劃與教學品質相關性 

1.邀請音樂家現場進行課程相關內容之講演並親自示範演出，透

過非音樂會的輕鬆方式，讓學生能夠近距離接觸傳統音樂。 

2.邀請專家學者對學生在傳統音樂及學理上的輔導，增進學生對

於傳統音樂的瞭解。 

3. 舉辦 1 場次正式的音樂演出，讓同學能夠感受現場演出的魅

力，並瞭解參與正式音樂演出的各種禮儀。 

4.舉辦工作坊或座談會，邀請學生、授課教師與校內外專家學者

對於課程進行分享與討論，以裨精進課程內容。 

5.邀請專家學者對於有興趣的學生進行技術或學術之輔導，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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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傳統音樂的操作能力及學理。 

6.結合本校華笙國樂社資源，如樂團、樂器、社員進行課程之配

合展演，可將社團活動之非正式課程與正式課程結合，增加課

程的活潑性，並透過同儕教學，增進學生對於課程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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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錄 

一、 產出作品 

(一)學生撰寫活動計畫書 

音樂評書“陰陽眼” 
【活動計劃書】 

 

一、 計劃緣起 

    侯廣宇是台灣著名的笛子演奏家，葉怡均是台北曲藝團的現任團長，音樂評書是葉

怡均的獨創，在傳統曲藝的原汁原味之下﹐加上笛子演奏家侯廣宇的現場演奏，樹立起

新的評書樣式，此次演出的音樂評書“陰陽眼”，曾經在台北市、新北市、花蓮、台東、

苗栗、台中等很多地方演出過，每次都獲得觀眾的好評。 

    音樂評書“陰陽眼”首次進入台中的校園朝陽科技大學演出，由於音樂的加入，強

化了評書的戲劇性，時而烘托人物內心、時而鋪陳情節的氣氛渲染，使得評書藝術有了

更豐富的想像空間與更立體多變的樣貌。 

 

二、主辦： 

          朝陽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朝陽科技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三、協辦： 

          朝陽科技大學華笙國樂社 

 

四、演出時間： 

           第一場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4 日 10：25 至 12：15 

          第二場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4 日 13：30 至 15：20 

 

五、演出地點 

              朝陽科技大學波錠廳 

 

六、演出內容 

    《陰陽眼》是音樂評書中極具代表性的一出劇目，演出時，葉怡均站在舞台中央，

而侯廣宇就坐在左側的后台區域，一邊全神貫注地對著用熒光筆標注得五顏六色的台

本，一邊利索地更換著手裡的樂器。在這部長約半個小時的書目中，侯廣宇一共換了七

次樂器，其中既有種類不同、長短不一的笛子，還有一種古老的樂器塤。《陰陽眼》的

故事乍聽起來有一些靈異的色彩，侯廣宇在挑選樂器時用了很長時間，而“不管演什麼

都陰森森的”塤的效果是他最為滿意的，侯廣宇時而歡快活潑、時而如陰風陣陣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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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引人入勝。 

  

七、演出者簡介 

（一）笛子演奏家：侯廣宇 

    臺南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中國竹笛協會理事，上海笛子藝術協會會員。侯氏七

歲由父親侯名久先生啟蒙學習笛子演奏，八歲即以登臺演奏。1983 年以最小年齡的身

份參加了在北京舉辦的「馮子存作品演奏會」，並得到馮老前輩的讚賞，其後隨馮子存

先生學習了《黃鶯亮翅》、《放風箏》、《五梆子》等代表品。1985 年被北京文化部評選

為中國青年藝術家代表團，參加在南斯拉夫所舉辦的『國際青年音樂節』。1988 年音樂

學院畢業後即考入北京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又繼續隨笛子演奏家曾永清先生系統的學習

了：劉管樂先生的演奏風格、京劇唱腔的演奏法，以及曾永清先生對自己代表作品的詮

釋和多年的演奏經驗，因而精進了自己的演奏藝術經驗。 

    自 1988 年加入北京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十多年間，不斷在實踐中學習，也演奏了大

量的管樂作品，從而熟練的掌握了塤、簫、十一孔新笛等樂器，在音樂上充分理解演奏

員與樂隊的關係、音樂與文學的連帶等。任職於樂團期間曾在許多國內外重大音樂會中

擔任獨奏、重奏、領奏的演出，演奏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其演奏理念著重傳統樂曲風格

細膩表現手法現代派音樂作品張力表現的完美結合。 

【重要演出經歷】 

2012 年 05 月應臺北市立國樂團之邀請，參加『忍將神韻斷瑯琊』俞遜發紀念音樂會，

演出《珠廉寨》、《妝台秋思》。 

2011 年 應苗栗縣立國樂團之邀請，於臺中、苗栗等地演出笛子協奏曲《陜北四章》。 

11 月應臺北柳琴室內樂團之邀，與琵琶演奏家楊惟先生舉辦音樂會。 

2010 年 與佛光山梵樂團巡迴全省演出。 

2009 年 錄製十一孔笛樂曲《菩提樹》。 

2008 年 02 月應新竹縣立國樂團之邀請，於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演出。 

        04 月隨梵音樂團於臺灣各地巡迴演出笛子協奏曲《秦川情》。 

2007 年 09 月應邀參加北京『第一屆管樂節』演出。 

        10 月赴香港演出。 

    侯氏除了演奏之外，亦曾於【北市國樂】期刊發表「淺談笛子協奏曲～旋舞女～之

演奏」、「從笛子協奏曲～天龍引～所想到的」、「音樂中的時光隧道～臺北笛管藝術節手

扎」、「現代國樂新方向的推手～有感於藝術季閉幕音樂會」；【新絲路】月刊發表「長笛

謬斯胡旋舞」等文章。 

 

（二）台北曲藝團團長：葉怡均 

    台灣中生代相聲主力演員及編導，她在相聲界被冠以「常怡君」外號的葉怡均，是

台灣首位女性相聲表演者，在國際間被譽為「廿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女相聲演員」，師事

相聲大師陳逸安，也是中國評書表演名家田連元的唯一在台女弟子。 

現為台北曲藝團團長、台灣佛光大學和台灣藝術大學兼職講師，曾獲得台灣省廣播綜藝

節目最佳主持人「金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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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氏除了演出之外，對於推廣說唱藝術更是盡心盡力，曾經出版專書與ＣＤ多種，

目錄如下： 

2000，《有趣的說唱－大陸系說唱在台灣》，台北：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  

2005，《說相聲》，台北：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2007，《語文變聲 show》，台北：幼獅出版社。 

      《我把相聲變小了》（附 CD），台北：幼獅出版社。 

2010，《說唱玩國》，台北：幼獅出版社。 

2016，音樂評書 CD 專輯《鬼不語》，好有感覺音樂製作有限公司。 

 

八、經費預算： 

    侯廣宇：7,300 元 x2 場＝14,600 元（每場次 60 分鐘） 

    葉怡均：7,300 元 x2 場＝14,600 元（每場次 60 分鐘） 

 

演出經費計算表 

每場次 40 分鐘： 3,000 元-5,000 元 

每場次 50 分鐘： 5,000 元-7,000 元 

每場次 60 分鐘： 7,000 元-9,000 元 

每場次 70 分鐘： 9,000 元-11,000 元 

每場次 80 分鐘：11,000 元-13,000 元 

每場次 90 分鐘：13,000 元-1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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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鳴朝陽吹笛簫 

--- 陳中申的笛子世界 

  

(計劃案) 
一.主辦：朝陽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朝陽科技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承辦：朝陽科技大學華笙國樂社 

二.時間：2017 年 11 月 15 日(三) 19:00 

三.地點：朝陽科技大學波錠廳 

四.演出人員：陳中申(笛簫等吹管樂器，導聆)  

            鳳鳴齋國樂團 

五.演出曲目： 

一.笛子獨奏：狀元調(顧冠仁編曲)  

            秀才騎馬弄弄來(施福珍作曲 陳揚編曲)   

            鹿谷山上採茶忙(黃石作曲)  

            萬年紅 (馮子存編曲) 4 

            揚鞭催馬運糧忙(魏顯忠作曲)  

            蔭中鳥(劉管樂作曲)  

            梅花三弄(古曲) 

二.洞簫獨奏：風的想念(陳中申作曲)  

三.把烏獨奏：蟾蜍囉(客家民歌)  

四.排簫獨奏：遠方的思念(俞遜發作曲)  

五.壎獨奏：望春風(鄧雨賢作曲)  

六.葫蘆絲獨奏：金色的孔雀  

七.口笛獨奏：遊子吟( 作曲)  

八.絲竹合奏：農村酒歌(陳中申編曲)  

             勸世調(陳中申編曲)   

六.內容簡介： 

   陳中申為台灣最著名笛簫演奏家，國際上享有盛名，也多次獲得金曲獎肯定。今年 8

月再度以其笛子作品專輯中的《扮仙》一曲，獲得最佳作曲獎。本次演出除了有膾炙人

口的笛簫獨奏曲外，還將為大家介紹及示範笛簫家族的其他好玩的吹管樂器。 

   鳳鳴齋國樂團為雲林縣傑出國樂團隊，以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畢業校友組成，水準

整齊，活躍於中部地區。除了擔任伴奏，也將演出富有台灣特色的絲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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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演出人員簡介： 

   1. 笛簫等吹管樂器獨奏、導聆 / 陳中申 

    台中師專及東吳音樂系作曲組畢業。 

    師承陳澄雄習長笛，賴德和、馬水龍、盧炎習作曲，徐頌仁、黃曉同習指揮。   

    1992-2004任台北市立國樂團指揮，2004-2011轉任教南藝大。 

    2011後至今為自由音樂人，活躍於創作、笛簫演奏及笛簫改良。  

 

    1979獲台視五燈獎五度五關。 

    1985以《笛篇》獲金鼎獎「最佳演奏獎」。 

    2005指揮北市國《絲竹傳奇》，獲金曲獎「最佳演奏獎」。 

    2012「秀才騎馬弄弄來」獲金曲獎「最佳民族音樂獎」。 

    2017笛子獨奏曲《扮仙》，獲金曲獎「最佳作曲獎」 

 

    作品”雞同鴨講”、”數蛤蟆”，被選入台灣及香港國小音樂課本。 

    台語兒歌《紅田嬰》獲 1999金曲獎「最佳兒童音樂」及「最佳演唱」。 

    合唱曲”春天在哪兒呀”入圍 2006金曲獎「最佳作曲」。 

    國語兒歌《外婆橋》獲 2009金曲獎「最佳兒童音樂」。 

    1992榮獲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現致力於笛簫教學及創作，研發陳氏半音笛，募款出版臺灣笛簫作品及絲竹 

    樂 CD及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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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鳳鳴齋國樂團 簡介 

  2016 年於雲林縣成立的傑出藝術團隊，由台南藝術大學國樂系校友組成。因為是以女

生為主，所以取名"鳳鳴齋”，有”鳳鳴九霄、聲聞千里”勉勵之意。演出內容橫跨傳

統及現代國樂、流行音樂及爵士樂。該團在中南部的宮廟節慶演出享有盛名，也常於音

樂廳演出藝術音樂，回歸國樂本色。目前致力結合宫廟的宗教色彩於台灣絲竹樂中，發

展為本土特色的絲竹樂團。 

 

 

 

 

八.經費預算 

  1.獨奏 1 人 20000 元 

  2.鋼琴伴奏 1 人 4000 元 

  3.鳳鳴齋伴奏 6 人 4000 元  6 -  24000 元 

  4.行政費 1 筆 2000 元(交通、餐飲、影印費) 

共計  50000 元  

 

˙聯絡人：˙鳳鳴齋 何珮琪 0988-820-662 

            鳳鳴齋演藝團體立案登記證字號： 

            雲林縣政府府文表演(餘樂)證字第 083號             

            (證件影本如附件) 

          ˙陳中申  0972-538-863  bamboof.chen@gmail.com 

mailto:bamboof.ch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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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會議記錄 

民國 106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5:00-17:00 胡明光（越南藝術文化） 藝文中心 

民國 106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二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0:25-12:15 

二胡演奏家：張惟珽（殼仔弦與

京胡的對話） 

導聆：郭玉茹老師 

T1-207 

教室 

13:30-15:20 

二胡演奏家：張惟珽（殼仔弦與

京胡的對話） 

導聆：郭玉茹老師 

T1-207 

教室 

19:00-21:00 

揚琴藝術:何采樺（揚琴的演奏技

巧與欣賞） 

導聆:郭玉茹老師 

AC-130 

民國 106 年 12 月 05 日星期二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9:00-21:00 

林怡璇（傳統音樂社團的管理與

實務） 

導聆:郭玉茹老師 

AC-130 

民國 10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7:30-19:30 戴舒屏（笙的傳統與創新） AC-130 

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7:30-19:30 

笛子演奏家：陳中申（中國竹笛

北派演奏技巧分析） 

導聆：耿慧玲老師 

T2-時選廳 

民國 106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7:30-19:30 

笛子演奏家：陳中申（中國竹笛

南派演奏技巧分析） 

導聆：耿慧玲老師 

T2-時選廳 

民國 107 年 01 月 02 日星期二 

17:30-19:30 

郭玉茹：（兩岸四地國樂團的變

革） 

導聆：耿慧玲老師 

AC-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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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照片 

 
 

相片說明：胡明光老師講越南的藝術 相片說明：張惟珽（殼仔弦與京胡的對話） 

 

 
相片說明：張惟珽（殼仔弦與京胡的對話） 

相片說明：何采樺（揚琴的演奏技巧與欣

賞） 

  
相片說明：林怡璇（傳統音樂社團的管理與

實務） 
相片說明：戴舒屏（笙的傳統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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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陳中申（中國竹笛南派演奏技巧

分析） 

相片說明：郭玉茹（兩岸四地國樂團的變

革） 

  

相片說明： 胡琴示範教學一 相片說明： 胡琴示範教學二 

 

 

相片說明： 陰陽眼音樂評書演出者與海報 相片說明： 陰陽眼音樂評書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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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陰陽眼音樂評書演出 相片說明：陰陽眼音樂評書演出 

 
 

相片說明：陰陽眼音樂評書演出 相片說明：陰陽眼音樂評書的講解 

  

相片說明： 陰陽眼音樂評書演出總結 相片說明：陰陽眼音樂評書演出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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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 鳳鳴朝陽吹笛笙彩排 相片說明： 鳳鳴朝陽吹笛笙入場 

  

相片說明： 鳳鳴朝陽吹笛笙開幕 相片說明： 鳳鳴朝陽吹笛笙剪影 

  

相片說明：鳳鳴朝陽吹笛笙剪影 相片說明：鳳鳴朝陽吹笛笙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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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教學座談會通識中心主任致詞 相片說明： 教學座談會參會的人員 

  
相片說明： 期前座談中的孫于涵老師 相片說明： 期前座談的郭玉茹老師 

  

相片說明： 期前座談主人人介紹計畫 相片說明：期前座談會的參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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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問卷調查 

1、內容規劃符合我的需求與期待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93 53 35 5 0 

百分比% 50% 28% 19% 3% 0% 

2、課程安排有助於提升我的教學品質與內容(教師) 

課程有助於作品或作業的展示與呈現(同學)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97 47 35 7 0 

百分比% 52% 25% 19% 4% 0% 

3、內容規劃符合我的需求與期待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104 60 20 2 0 

百分比% 56% 32% 11% 1% 0% 

4、對本次課程整體滿意度為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111 69 4 2 0 

百分比% 60% 37% 2% 1% 0% 

5、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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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經費 

 

計畫經費總額：348,300 元，自籌款 31,500 元，教補款 316,800 元 

經費項目 自籌款 教補款 

人 

事 

費 

   

   

   

   

   

小計 0 0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32,000  

交通費 7,800  

材料費 20,000  

諮詢費 10,000  

出席費 60,000  

工讀費 83,790  

臨時人員勞保及

勞工退休金 
 8,946 

全民健康保險補

充保費(2 代健保) 
 3,548 

膳費 40,000  

印刷費 63,210  

   

雜支  19,006 

小計 316,800 31,500 

合計 348,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