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日教學活動資料 

班級：高二 201-221 科目：音樂 教科書版本：泰宇 藝術生活 音樂應用 

每週時數：1 小時 任課教師：翁成韻  莊蕙宇 

 

課程目標： 

1. 從臺灣音樂簡介讓學生了解各時代，以及本國的音樂風格。 

2. 從三大主題之特色音樂，帶領學生多方面接觸與生活相關之音樂欣賞。 

 

教學目標： 

1. 認知方面：培養學生對於音樂歷史基本概念，以及本土音樂特色了解。 

2. 情意方面：鼓勵學生多方面接觸不同音樂，對音樂產生終身興趣。 

3. 技能方面：藉由個人、分組報告，讓學生親身搜尋資料，了解各音樂網站。從期末才
藝表演練習音樂相關展演技巧，拓展藝術眼界。 

 

 

教學計畫與內容：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 8/30-9/2 

28祖父母節。29備課日、期初教務

會議、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圖書館

工作會議、學務會議暨導師會議、期

初校務會議、各科教學研究會。30

開學日、教科書發放、高一新生選社

開始、第 1學期午餐補助申請開始。

31跨班選修課程期初會議、公布跨班

選修選課結果。1高二跨班選修課開

始。2高三、高一跨班選修課開始、

社團博覽會。1-2班級幹部講習。 

課程介紹  

 

2 9/5-9/9 

5-30 北市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校

內初選。5-6 高三第一次學測模考。6

高一新生選社截止、高一二導師自主學

習社群共備研習。7 校內環境知識競

賽。9中秋節。 

流行音樂與產
業(一) 

 

 

3 9/12-9/16 

12全校防災演練(無預警)、國語文競

賽報名開始、高三班輔:多元入學方案

說明(社團)、高三班際籃球賽。14英

文作文比賽、校內環境知識研討講座。

16高一新生轉社申請開始。17學校

日。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流行音樂與產
業(二)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4 9/19-9/23 

19英文單字比賽初賽。20高一新生轉

社申請結束(12:30鐘聲響畢截止)。21

全校防災演練、字音字形比賽。22-28

敬師週。23大學多元入學家長說明會。

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流行音樂與產
業(三) 

 

 

5 9/26-9/30 

26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英文演

講比賽。28英文單字比賽複賽。1臺北

市環境知識競賽。 

流行音樂與產
業(四) 

填學習單 

 

6 10/3-10/7 

3高一新生 X光檢查(13:30-16:00)、

高二作文比賽、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施測。5高一新生心臟病篩檢。6高一

新生尿液初檢。十月生命教育月。 

報告方式介紹  

 

7 10/10-10/14 

10國慶日、閱讀心得寫作截止收件(中

午 12:00)。13-14全校第一次期中考。

14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開始。15代聯

會校慶舞會、小論文比賽截止收件(中

午 12:00)。 

報告方式介紹  

 

8 10/17-10/21 

17 校內科展開始報名、高一高三作文

比賽。20 閩南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

一新生尿液複檢。22大考英聽測驗(第

一次)。高一實施興趣量表測驗。 

小組報告(1~2)  

 

9 10/24-10/28 

26-28高一新生健檢。27客語、原住民

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一實施興趣量表

解釋。 

小組報告(3~4)  

 

10 10/31-11/4 

31高二法治教育講座、書法比賽。1-2

高三第二次學測模考。2高一國語朗讀

比賽。3高二國語朗讀比賽。4臺北市

學生音樂比賽結束。5-13 2022年第三

屆臺灣科學節。 

小組報告(5~6)  

 

11 11/7-11/11 

7高二班際籃球賽。10 國語演講比賽。

11第二外語朗讀暨日語演講比賽。高

一性向測驗解釋、甄選入學高三家長說

明會。 

小組報告(7~8)  

 

12 11/14-11/18 
14包高中。16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

共備研習。 
音樂與科技媒
體(一) 

 
 

13 11/21-11/25 21-22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烏克麗麗(一)   

14 11/28-12/2  烏克麗麗(二)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5 12/5-12/9 
5高一班際桌球賽。7教科書書評會。

10大考英聽測驗(第二次)。 
烏克麗麗(二) 填學習單 

 

16 12/12-12/16 
12期末教務會議、高一校園愛滋防治

講座。14-15高三第三次學測模考。 
音樂與科技媒
體(二) 

 
 

17 12/19-12/23 

19數學盃英雄榜競賽、期末轉社申請

開始。19-20高一、高二作業抽查。19-22

期末教學研究會。 

才藝表演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臺灣流行與獨
立音樂 (一) 

 
 

19 1/2-1/6 1元旦。2補假。7補班補課(補 1/20) 臺灣流行與獨
立音樂 (二) 

填學習單 
 

20 1/9-1/13 

9-13全校第二學期跨班選修選課。

12-13全校實施遠距教學（13高三參加

學測）。13-15大學學測。 

自習  

 

21 1/18-1/22 

18~20高一高二期末考。20休業式、全

校大掃除、轉社申請結束(中午 12:30

截止)。21寒假開始。22~23大學學科

能力測驗。 

期末考 / 

結業式 
 

 
本學期授課內容：流行音 

作業內容： 

「音樂五感回憶」小組音樂報告(30%)  每組 20 分鐘左右 
1. 依主題，選擇內容；組內選不同歌曲，但是必須切合主題。 

2. 個人表現 15%：資料蒐集統整 5%、影音圖文編撰 5%、台風口條呈現 5% 

3. 團體表現 15%：小組合作氣氛 7.5%、整體精神呈現 7.5% 

4. 投影片呈現   (一頁字不要太多，顏色無須太過雜亂，無須太多特效) 

5. 口頭報告     (每個人都必須上台發表) 可以有例外 

6. 務必撥放一小段影音資料 (若要使用 youtube 影片，請盡量先抓下來) 

7. 把相關的回憶利用影片或照片，甚至把實體帶來 

 聽 (帶領同學聆聽旋律，並詳細解釋風格特性) 

 味 (這段音樂讓你聯想到何種味覺的回憶，例如：小時候放學回家偷買的冰棒) 

 嗅 (…嗅覺的回憶，例如：同學剛上完體育課回到教室後…) 

 觸 (…觸覺的回憶，例如：一直以來不願意丟棄的小毯子) 

 視 (…視覺的回憶，例如：太陽下轉身而笑的那個身影) 
 

評量方法： 
 平時分數 學習單 表演 報告 



個

人 

個人平時上課表現─20% 

烏克麗麗、木箱鼓、學習誠意 

※每節課 1 分 

※遲到、缺席、擅用手機，該堂平

時成績為零 

※全勤(無遲到缺席)加總成績 3 分 

學習單─30% 

 

3 個單元 

3 張學習單 

每張 10 分 

個人或團體 

期末才藝表演 

 

加總成績 3 到 5 分 

 

※唱歌、樂器、手語、

舞蹈；與音樂配合的

短劇、影片 

個人音樂報告(12/31

前 email) 

加總成績 3 到 5 分 

※介紹一首喜歡的樂

曲、音樂人；演出(任

何音樂或表演)心得 

郵件主旨與檔名：

20101 王小明 

要有內文!!!! 

小

組 

小組平時成績─20% 

※每堂課 1 分 

※全組準時、著制服、態度 

 小組音樂報告─30% 

※個人、團體表現各占

15%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日教學活動資料 

班級：高三奇數班、偶數班 科目：多媒體音樂 教科書版本：泰宇補充教材  

Play! Bandlab 玩創作 

音樂創作實驗室 

音樂劇的誕生 

每週時數：2 小時 任課教師：翁成韻 

 

課程目標： 

Garage band / BandLab、嘻哈電子曲風、和聲與初階編曲、音樂與畫面搭配……等。 

 

教學目標： 

利用教室提供的 Ipad，使用軟體 Garage band / BandLab 進行音樂創作。 

 

教學計畫與內容：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 8/30-9/2 

28祖父母節。29備課日、期初教務

會議、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圖書館

工作會議、學務會議暨導師會議、期

初校務會議、各科教學研究會。30

開學日、教科書發放、高一新生選社

開始、第 1學期午餐補助申請開始。

31跨班選修課程期初會議、公布跨班

選修選課結果。1高二跨班選修課開

始。2高三、高一跨班選修課開始、

社團博覽會。1-2班級幹部講習。 

課程介紹  

 

2 9/5-9/9 

5-30 北市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校

內初選。5-6 高三第一次學測模考。6

高一新生選社截止、高一二導師自主學

習社群共備研習。7 校內環境知識競

賽。9中秋節。 

中秋節  

 

3 9/12-9/16 

12全校防災演練(無預警)、國語文競

賽報名開始、高三班輔:多元入學方案

說明(社團)、高三班際籃球賽。14英

文作文比賽、校內環境知識研討講座。

16高一新生轉社申請開始。17學校

日。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Play! Bandlab 玩創

作   
軟體介紹 

校歌新創(一)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4 9/19-9/23 

19英文單字比賽初賽。20高一新生轉

社申請結束(12:30鐘聲響畢截止)。21

全校防災演練、字音字形比賽。22-28

敬師週。23大學多元入學家長說明會。

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Play! Bandlab 玩創

作   
嘻哈曲風 

校歌新創(二)  

5 9/26-9/30 

26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英文演

講比賽。28英文單字比賽複賽。1臺北

市環境知識競賽。 

Play! Bandlab 玩創

作   
電子曲風 

錄音後製 

校歌新創(三)  

6 10/3-10/7 

3高一新生 X光檢查(13:30-16:00)、

高二作文比賽、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施測。5高一新生心臟病篩檢。6高一

新生尿液初檢。十月生命教育月。 

Play! Bandlab 玩創

作   

錄音後製 

校歌新創(四)+成

果發表 

<第一堂製作、第二

堂優秀成果發表> 

 

7 10/10-10/14 

10國慶日、閱讀心得寫作截止收件(中

午 12:00)。13-14全校第一次期中考。

14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開始。15代聯

會校慶舞會、小論文比賽截止收件(中

午 12:00)。 

全校期中考(一)  

 

8 10/17-10/21 

17 校內科展開始報名、高一高三作文

比賽。20 閩南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

一新生尿液複檢。22大考英聽測驗(第

一次)。高一實施興趣量表測驗。 

音樂創作實驗室   

p.5~8 和聲、編曲 
Beat 創作(一) 

 

9 10/24-10/28 

26-28高一新生健檢。27客語、原住民

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一實施興趣量表

解釋。 

音樂創作實驗室   

p.5~8 和聲、編曲 

2Beat 創作(二)  

10 10/31-11/4 

31高二法治教育講座、書法比賽。1-2

高三第二次學測模考。2高一國語朗讀

比賽。3高二國語朗讀比賽。4臺北市

學生音樂比賽結束。5-13 2022年第三

屆臺灣科學節。 

音樂創作實驗室   

p.14~20 Bandlab 

Beat 創作(三)  

11 11/7-11/11 

7高二班際籃球賽。10 國語演講比賽。

11第二外語朗讀暨日語演講比賽。高

一性向測驗解釋、甄選入學高三家長說

明會。 

音樂創作實驗室   

p.14~20 Bandlab 

Beat 創作(四)   

12 11/14-11/18 
14包高中。16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

共備研習。 

音樂創作實驗室   

p.14~20 Bandlab 

Beat 創作(五) +成

果發表 

<第一堂製作、第二

堂優秀成果發表>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3 11/21-11/25 21-22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音樂劇的誕生    
Chapter 2 (ｐ.12~31) 

音樂篇 

音樂劇類型 

Cover 製作(一)  

14 11/28-12/2  

音樂劇的誕生    
Chapter 2 (ｐ.12~31) 

音樂篇 

樂曲類與功能 

Cover 製作(二)  

15 12/5-12/9 
5高一班際桌球賽。7教科書書評會。

10大考英聽測驗(第二次)。 

音樂劇的誕生    
Chapter 2 (ｐ.12~31) 

音樂篇 

歌詞改編 

Cover 製作(三)  

16 12/12-12/16 
12期末教務會議、高一校園愛滋防治

講座。14-15高三第三次學測模考。 

音樂劇的誕生    
Chapter 2 (ｐ.12~31) 

音樂篇 

背景音樂選擇 

Cover 製作(四)  

17 12/19-12/23 

19數學盃英雄榜競賽、期末轉社申請

開始。19-20高一、高二作業抽查。19-22

期末教學研究會。 

音樂劇的誕生    
Chapter 2 (ｐ.12~31) 

音樂篇 

背景音樂選擇 

Cover 製作(五) +

成果發表 

<第一堂製作、第二

堂優秀成果發表>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高三 

期末考 

 

19 1/2-1/6 1元旦。2補假。7補班補課(補 1/20) 

1/6  本學期課程補充

(一) 

1/7  本學期課程補充

(二) 

 

 

20 1/9-1/13 

9-13全校第二學期跨班選修選課。

12-13全校實施遠距教學（13高三參加

學測）。13-15大學學測。 

高三學測  

 

21 1/16-1/20 

17-18高一高二期末考。19休業式、期

末大掃除、期末轉社申請結束(12:30

鐘聲響畢截止)。20調整放假(7補班補

課)、寒假開始。21-29春節連假。 

寒假開始  

 

 

作業內容： 

教材、上課內容<每次第一堂為授課>、搭配作業<每次第二堂為學生實作> 
1. Play! Bandlab 玩創作   搭配作業 校歌新創   20% 

軟體介紹 

嘻哈曲風 

電子曲風 

錄音後製 

2. 音樂創作實驗室   搭配作業 Beat 創作  30% 

p.5~8 和聲、編曲 

p.14~20 Bandlab 



3. 音樂劇的誕生   搭配作業 Cover 製作 30% 
 Chapter 2 (ｐ.12~31) 音樂篇 

 音樂劇類型 

 樂曲類與功能 

歌詞改編 

背景音樂選擇 

評量方法： 

 平時分數 作業 

個

人 

個人平時上課表現 ─  10% 

學習誠意 

※每節課 1 分 

※遲到、缺席、擅用手機，該堂平時成績為零 

※全勤(無遲到缺席)加總成績 3 分 

作業 ─ 80% 

1. 校歌新創   20% 

2. Beat 創作  30% 

3. Cover 製作 30% 

 

作業評分依據 : (每次第二堂課皆為製作、繳交、評分、加分) 

16 小節  C (65) 

32 小節  B (80) 

完整     A (95) 

超乎想像 A+(99，並呈給業界學長，彼此交流) 

小

組 

小組平時成績 ─ 10% 

※每堂課 1 分 

※全組準時、著制服、態度 

 


	40-111(上)高二音樂教學活動資料表
	41-111(上)高三多媒體音樂教學活動資料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