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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策略及特色 

在影音資訊蓬勃發展之際，人人都應具備影音資訊的製作與展示能力。本課程希望培育

學生，具備故事發想、創意思考、文字表達、口語表達、面對鏡頭等能力。換言之，希望

學生能發展其自編、自導、自演的能力。 

本課程希望學生拍攝的主題是「 OOO的滋味」，之所以希望學生拍攝此主題，是希望藉

由故事的撰寫、腳本的企劃，乃至於影片的拍攝，都能讓學生興起感念的心，珍惜身邊的

親人，也藉由影片中，與家人同框，拍出與道出對家人的感謝。 

在本課程中，學生將獨立完成其個人的故事撰寫、分鏡腳本企劃、影片拍攝、影片後製；

成果發表時，須說明其故事發想、分鏡腳本企劃、影片拍攝與後製的甘苦談；成果發表後，

透過回答同儕的提問，可更清楚說明故事撰寫與影片製作過程，學習與同儕互動能力，提

供同儕觀摩與學習的機會。 

2. 評量施實方法（學生學習成效說明） 

本課程的學生學習成效，展現在幾方面: 

(1) 培養學生對於故事撰寫、分鏡腳本企劃之文字表達能力 

在開學第一次上課，即就課程內容與課程期許，向學生說明。課程說明中強調，故事

內容希望是有關於學生的親人以及一道餐點的故事；這位親人，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或影響你深遠的人，或你最摯愛的人；也就是這道餐點，串起你跟親人之間的感情與連結；

日後，縱然在陌生城市的角落，偶然間看到或嘗到這味道，不禁讓你想起那遙遠的他

(她)……。 

雖然每周上課時間僅有兩小時，但同學了解期中考前須完成個人的故事撰寫，期末報

表格 2-4 



告需上台發表個人的故事影片及製作心得。因此，在期中考前，同學利用上課的第二節後

半段，持續撰寫其個人餐點故事；老師也會在這時間，了解所有學生的進度，回答學生有

關於故事撰寫的疑問。 

(2) 藉由學生邀請家人入鏡，培育學生的溝通能力，讓家長清楚學生在校所學 

對於資管系一年級的學生而言，「撰寫故事、拍攝影片、面對鏡頭」都是挑戰，但「邀

請家人入鏡，更是難上加難。大多數資管系學生是內斂、害羞的，學生習慣於面對電腦、

習慣於社群媒體上的溝通，羞於面對面的人際互動，更遑論要他們邀請家人一起入鏡。能

邀請到家長同框者，通常是能將課程與期末作品的要求，清楚地跟家長說明，且徵得家長

的同意，願意配合著學生的腳本企劃，進行影片拍攝。仍有多數的家長是害羞的，無法跟

同學一起入鏡，但願意在旁協助影片拍攝。其實，藉由邀請家人入鏡，可培育學生的溝通

能力；增進學生與家人感情，讓家長清楚學生在校所學。 

(3)藉由成果發表，培養學生的聆聽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 

課程進行中，多次安排學生上台分享其故事撰寫、腳本企劃與影片拍攝的點滴，一方

面訓練學生面對眾人的聆聽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另一方面，可收同儕相互觀摩、互動學

習之效。期中考前，每周會邀請 2-4位同學，上台說說自己的餐點故事，這故事可能是初

步的發想。期末成果發表時，同學則須上台展示成果影片，影片展示後，則須面對攝影機，

說明其故事發想、分鏡腳本企劃、影片拍攝與後製的甘苦談；個人心得發表後，須聆聽同

學的提問，思考後回答問題。透過回答同學的提問，可更清楚表達故事撰寫與影片製作過

程，學習與同儕的互動，提供同儕觀摩與學習的機會。 

3. 具體成果 

本課程希望學生，藉由拍攝「 OOO的滋味」，培育故事發想、創意思考、文字表達、口

語表達、面對鏡頭等能力。具體成果為: 1培養學生對於故事撰寫、分鏡腳本企劃之文字

表達能力；2.藉由學生邀請家人入鏡，培育學生的溝通能力，讓家長清楚學生在校所學；

3.藉由成果發表，培養學生的聆聽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 

學生於期末所呈現的具體成果為: (一) 學生的「 OOO的滋味」的故事撰寫(二) 學生

的「 OOO的滋味」的影片製作 (三) 學生期末回饋意見。在此，呈現部分同學的故事撰寫

及學生期末回饋意見，部分同學的影片製作成果，則燒錄於光碟中。 

(一)學生的「 OOO的滋味」的故事撰寫 



蛋炒飯的滋味 

高三生，六成以上的學生都會騎摩托車，不管有照還無照，學校無時無刻都在宣導「不

要無照駕駛，不要騎太快。」，因為現在機車車禍中導致死亡的人，大多都是高中生，光是

我所就讀的高中就有幾例了。曾經我不以為意，以為車禍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或身

邊…。然而在高中要升三年級的那年暑假，事發當天，還記得那時的我穿著黃色的短 T和

白色的短褲去國中朋友家玩，朋友騎著摩托車載我回家的路上，發生了車禍。雖然在發生

事情的當下記憶不太清楚，但我依稀知道事發當天天色很暗，還下著毛毛細雨。 

事發隔天，我慢慢的睜開雙眼，模糊的視線讓我看不清眼前的景象。早晨的陽光從窗

戶滲透進來，映照在我所在的病房中，鼻尖嗅到都是刺鼻的消毒水味，這時的我還不清楚

發生什麼事情。直到守著我的媽媽發現我醒了，告訴我她接到路人的電話，趕來事發現場

後的景象時，我才知道我發生了車禍，而且差一點就去逝了。媽媽和我說，由於衝撞力度

太大，導致我的大腿骨一小段碎裂，內出血，葉頷骨骨折。因為車門被我的身體撞凹，玻

璃也被我的手撞碎，四處飛散，劃傷了我的身體以及車上的乘客。雖然當時急診室的醫生

幫我輸了血，縫合了所有撕裂傷口，以及幫我的大腿擺正固定。但由於那天是星期天，沒

有能做手術的醫生，所以拖到我恢復意識的當天，星期一的早上做手術。 

隔天做手術時，由於未滿 18歲，所以打的是全身麻醉。導致退麻藥時，我的副作用出

現的後果，就是喝水都吐，加上葉頷骨骨折，沒辦法張嘴吃任何東西，所以都吐不出東西。

等副作用結束後，我開始進食，但由於下巴無法張開，所以只能吃清粥或是湯，味道都淡

到像在喝水一樣，這樣的生活持續到我出院，回到家靜養。這時候我已經可以咀嚼一些主

食，像是飯、麵。 

因為家人工作繁忙，大多時候都是弟弟買東西給我吃。然而有一天，媽媽提前回到家，

在廚房煮飯、炒菜、熬湯。但當媽媽聽到”叮”的一聲，她放下手上拿著的菜板，拿起手

邊乾淨的盤子，邁著急促的腳步，走向角落裡散發出飯香的電飯鍋。當媽媽打開電飯鍋的

蓋子時，一股白煙從電飯鍋冒出來，但隨著白煙一起冒出來的，是米飯獨有的香甜氣味。

媽媽拿起放在電飯鍋旁潔白的飯匙，將一碗分量的飯盛至盤子裡，拿起放置在爐火旁的蛋，

放入鍋中，將兩者混合在一起，形成蛋炒飯。媽媽將做好的蛋炒飯，拿到我所在的房間中，



就走下樓梯，到達一樓的廚房，繼續做晚飯給我的家人們吃。 

我坐在床上，看著媽媽剛端上來熱騰騰的蛋炒飯，抬起手，拿起湯匙，挖了一小口，

湯匙上的炒飯顏色金黃、粒粒分明，看著就令我唾連不以，將炒飯放入口中咀嚼時，除了

感受到醬油的鹹味外，還有胡椒特有的辣味，好吃的讓我一口接著一口吃，恨不的挖一大

口，將嘴巴塞得滿滿的。後來我邊吃邊想著，明明之前常吃、聞的時候，都覺得味道一般，

為什麼現在會覺得它這麼美味呢？我想了很久，始終想不出個所以然，但我認為，應該是

那種失而復得的滋味吧！ 

暖暖湯圓的滋味 

每年冬至，家家戶戶慶團圓，都會煮上一鍋暖暖的湯圓，閩南人煮甜湯圓，客家人煮

鹹湯圓，而傳統的客家人做湯圓，通常會用到，油蔥酥、韭菜、香菇、蝦米、豬肉來煮鹹

湯。 

每次在吃湯圓的時候，都一定會想到媽媽煮的鹹湯圓，媽媽煮的鹹湯圓是不加韭菜的，

而是加入當季的菜代替，像是萵苣、青江菜、春菊、生菜等，豬肉也改為雞肉，每次煮的

湯圓都有不同的風味。而湯圓就是我和姐姐一起幫忙搓的，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搓的湯圓

就是比別人家的好吃，特別的 Q，又不會太黏，配上媽媽心中的鹹湯圓食譜，又香又美味，

讓人垂涎三尺。 

小時候，經常會有親友送韭菜來，媽媽總是用這些韭菜，做傳統的客家湯圓，不知道

為什麼？媽媽每次吃湯圓時，總是吃的比較少。我說:「媽媽，湯圓很好吃！多吃一點啊！」

媽媽說:「有，我有在吃，乖！你吃飽就好了。」我心裡想：「難道這個湯圓裡面，有什麼

不可告人的祕密嗎？」於是再隔幾天，我又任性的說：「媽媽我還想吃湯圓。」媽媽還是說

好，於是媽媽又做了一鍋好吃的湯圓，我咕嚕咕嚕的一下子，就吃掉四五碗，媽媽還是一

樣吃的比較少，我還是問媽媽同樣的問題，結果還是一樣，這時一旁的姐姐，正好聽到我

和媽媽的對話，竊竊的說：「你不知道媽媽最不喜歡吃的，就是韭菜嗎？」 

我恍然大悟，原來媽媽怕我們吃不習慣她煮的食譜，所以就煮我們最常吃到的客家鹹



湯圓，而她自己根本就不喜歡吃，我捫心自問，這樣的湯圓還好吃嗎？顯然的，這樣的湯

圓對於我們這一家，好吃是沾不上邊的，因為這一鍋暖暖的湯圓，缺了媽媽的味道。 

 

棉花糖的滋味 

對於很多人來說小時候最大的心願莫非只是一隻甜甜的棉花糖，甜甜的棉花糖外表像

白雲一樣，看似無害，沒想到吃了第一口後就停不下來。記憶中，那種像雲朵一樣輕柔的

感覺、甜蜜蜜的滋味，輕飄飄的，讓人好想伸手輕輕的撕一片下來，我最愛的棉花糖，那

是我不曾遺忘的滋味。 

小時候的我很少出去玩，但是媽媽只要一有空就會帶我們去虎頭山的公園玩，而我第

一次遇見棉花糖就是在公園裡，在公園裡有小商店，小商店裡的一處角落有一台自助棉花

糖機，投 2個 10 塊錢就可以自己做棉花糖。每次都會有一大堆小朋友在排隊，看著他們

吃著棉花糖開心的笑容，讓我也忍不住慾望，硬拉著姊姊排隊。 

第一次看見機中間冒出來的棉花糖，聞著棉花糖中的獨特甜味，我的口水都快從嘴巴

流出來，姊姊看到我止不住的口水，便拿出了 10塊錢，投進了機器裡，再將店家給我們的

白色糖粉倒進機器裡，拿著竹籤一直繞一直繞，棉花糖一層又一層的覆蓋著竹籤，慢慢的

棉花糖逐漸膨脹了起來，越來越大，姊姊大喊一聲─完成了！就將手中的棉花糖遞給我，

當時的我看著手上的棉花糖，彷彿得到了全世界，在我的小小世界裡我姊姊就像是救世主，

帶給我許多的快樂。我張開嘴，大口咬下，棉花糖甜甜的滋味在我嘴中化開，讓我不自覺

的一口接著一口品嘗，不一會兒，我就把棉花糖吃的精光。 

長大後，再次看到路邊賣的棉花糖，棉花糖多了很多顏色，有些甚至還有造型，而我

還是選擇了當初那最單純的白色棉花糖，一口咬下，棉花糖的甜，馬上從嘴巴蔓延開來，

讓我忍不住大喊了一聲—好甜! 



原來我小時候吃的棉花糖這麼的甜，當初的我還吃的津津有味，現在回想起小時候的

快樂往往是那麼簡單，然而長大後再次品嘗棉花糖時，雖然還是一樣香甜，但不知道為什

麼，明明味道和小時候品嘗到的一樣，但總覺得，少了當初那樣單純快樂。這時想起了在

台北工作的姊姊，有點想念，下次她回家時一定要好好的跟她一起吃棉花糖！ 

 
(二)學生的期末回饋意見 

本課程在期初的問卷調查，希望了解學生對互動媒體腳本企劃這門課的認知與期許，

在期末進行期末問卷調查，則希望了解學生對這門課及期末作品的省思。問卷題目有四題，

第一題，為何選擇這道食物；第二題，請寫出你的故事中，起承轉合中「轉」的部分；第

三題，自己拍攝的影片中，值得稱許的部分；第四題，自己拍攝的影片中，可改進的地方。 

學生的期末回饋意見，彙整如下: 

1. 為何選擇這道食物 

A. 因為從小就喜歡媽媽做的鬆餅，且媽媽的鬆餅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就將鬆餅當作

影片題材 

B. 我選擇樹葡萄的滋味，是因為只要假日，我就會想起過去我們家人在樹葡萄園子

下，相聚的時光。 

C. 我選擇湯圓的滋味，因為從小到大，對我付出最多、影響最大的就是我的媽媽，

而媽媽所煮的湯圓跟別人不一樣，湯圓隨著她的心情，時而有趣、奇怪、精彩，

每次煮的湯圓都讓人猜不透。 

D. 我選擇蛋炒飯的滋味，因為那記載著我人生中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改變自己的起

點。 

E. 我之所以選擇湯圓的滋味，是因為小時候唯有搓湯圓是可以讓小孩子幫忙的事，

湯圓的滋味就有著我和奶奶一起搓湯圓的美好回憶。 

F. 我選擇棉花糖的滋味，因為棉花糖是我小時候最愛吃的糖，而想到棉花糖，就想

到在台北工作的姐姐。 

G. 我選擇肉鬆麵包的滋味，因為小時候有做過麵包，這也是我從小到大常吃的食物 

 

2. 故事中，起承轉合中「轉」的部分  

A. 上了國中後，常和媽媽頂嘴，某次因重傷媽媽的心，回想起小時候，那個天真無

邪，喜歡和媽媽一起做鬆餅的我。 



B. 我會想起我們一家人無法常聚在一起，也會常跟爸爸吵架 

C. 媽媽總是用親友送的韭菜做湯圓，小時候任性的我，並不知道媽媽不喜歡吃韭菜，

經過姐姐的提醒，我才知道原來媽媽不喜歡韭菜 

D. 若不是發生那場事故，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常到這種滋味，那種感覺可能人生只有

這一次 

E. 奶奶住院到離世，製作麵糰的功夫沒傳下去，之後就不再搓湯圓了 

F. 轉的部分，應該是長大後，再次看到路上賣的棉花糖，想起了姐姐 

G. 在過程中，因外婆生重病，家裡經濟變差，媽媽去找工作，我也去找工讀，之後

就沒機會一起做肉鬆麵包了 

 

3. 自己拍攝的影片中，值得稱許的部分 

A. 我有請媽媽入鏡、有適當的配樂、有外景取材、有媽媽對話鏡頭、有片尾 

B. 影片中，我很勇敢入鏡，有很多自己的鏡頭，配樂聲音也夠 

C. 故事的部分有起承轉合，影片在開場、轉場、收尾的部分，我覺得做得很好，不

會卡卡的，也有將煮湯圓的聲音融入影片中 

D. 有拍出自己想表達的感覺，有帶入自己的心情、家人的擔憂、家人的關心及自己

的轉變 

E. 第一次使用威力導演，還不熟悉，會上網自學 

F. 片頭跟片尾設計，我覺得很滿意，雖然很多是手機 APP內建的，但完成後還是很

有成就感 

G. 覺得自己的內容還不錯，也嘗試面對鏡頭講話，雖然途中拍了很多次，但很為自

己的努力感到驕傲 

4. 自己拍攝的影片中，可改進的地方 

A. 可改進之處是可以多點自己的鏡頭、多點跟家人相處畫面、少點買菜做菜的畫面、

鏡頭穩一點、多點自己的旁白、可以上字幕 

B. 可以多加字幕，影片中講話的聲音可調大聲一點，影片的畫質可以再提高點 

C. 美中不足的是視覺的部分，影片的畫質有點差，缺乏字幕，聲音跟影片有點無法

同步 

D. 自認為場景還不夠豐富、轉場也不太熟練，自己跟家人入鏡或對話的秒數，並不



多 

E. 影片需要改進的地方是，攝影師拍我搓湯圓時，鏡頭不穩，一直抖；還有可多做

些特效 

F. 沒有麥克風，所以聲音較小；還有須要多練習面對鏡頭 

G. 希望能改進的地方是，說話可以更通順些，面對鏡頭時，眼神不要飄來飄去 

 

4. 本教學創新課程之後續影響 

經過一學期的創新教學法之實施，本課程之教學省思與對未來課程之建議如下: 

(一)培養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本課程的要求，須發想影片的主題外，還須撰寫故事、分鏡腳本，說服家人一起入鏡，

在影片中分享這道餐點的意義，也須安排其他人力協助拍攝，後續還有影片的後製。對學

生而言，這些工作需具備企劃能力、聆聽能力、文字表達能力、口語表達能力、說服能力、

執行力與問題解決能力。 

有些同學能排除萬難，邀請家人一起入鏡，面對鏡頭，一起說著這道餐點的故事，及

這道菜對彼此的意義；有些同學，無法邀請到家人，或家人在遠地工作，甚至家人已經不

在人世，則同學會自己面對著鏡頭，獨自講述這道餐點的點滴回憶；也有些同學是害羞的，

不敢面對鏡頭，也沒有家人的協助，僅以網路上的圖片，拼湊出一段影片，說著這道菜的

料理方式。 

相信同學對於課業要求的處理態度，也是問題解決能力的展現；現在對於課業是認真

的，相信未來對於工作挑戰，也將是敬業。 

(二)訓練學生的同儕學習能力 

本課程上課時，會在課程結束前的三十分鐘，讓同學繼續上周的故事撰寫進度，也會

邀請幾位同學，上台分享其故事進度，同學也可針對不清楚之處，予以提問。期末成果發

表時，同學須先上台展示成果影片，影片展示後，則須面對攝影機，說明其故事發想、分

鏡腳本企劃、影片拍攝與後製的甘苦談；個人心得發表後，同學可以提問，報告的同學可

再次說明故事撰寫與影片製作過程，未報告的同學可填寫作品回饋表，此回饋表將寫下聆

聽者的個人建議，提供給報告同學參考。藉此，可提供同儕觀摩與學習的機會。 

相對於老師在課堂直接給意見，此種「彼此觀摩」、「提出建議」、「回應建議」的同儕

學習方式，會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發揮其聆聽能力、思考能力、表達能力與執行力，也達



到同儕學習的功效。 

(三) 提供舞台，讓學生展現實作能力與表達能力 

在本學期的這門課中，很期待學生們能更參與課程，為完成期末成果作品，努力於故

事撰寫、腳本企畫與影片拍攝；也很期待學生能更勇敢點，拋開對自我的束縛與他人的眼

光，勇敢面對鏡頭，好好地說自己那道餐點的故事。 

因此課程進行中，對於學生的作品，老師只會提供適度的資訊，盡量不影響同學的構

想或既定方向，畢竟，任何表現都是比沒有表現，還好。對於學生的任何表現，都盡量給

予鼓勵與肯定，學生才是課堂的主角。 

資管系的學生大多是靦腆、少話。藉由這門選修課，學生在課堂中需要思考，需要撰

寫故事，期末需要剪輯成果影片、上台展示成果影片，需要面對鏡頭與班上同學，因此對

資管人而言，是個大挑戰。但在期末成果發表，大一的學生已盡力透過作品，展現他們的

實作能力與表達能力。 

活動照片 

 

圖 1：故事撰寫與討論 

 

圖 2：故事撰寫與討論 

圖 3: 期中成果分享 圖 4：期中成果分享 



 

圖 5：期末成果發表 圖 6：期末成果發表 

1. 附件檢核 

□ 申請表                            ■課程回饋意見表 

■ 成果報告（書面）                  ■回饋意見分析 

■ 成果報告（影音）                  □其他 

□ 課程教材：講義、投影片 



 

課程回饋意見表 

各位同學大家好： 

    為使學生得到最大效益的學習成果，老師們在本次課程融入最適切的教學創新策

略。希望透過此問卷瞭解創新課程對您的實質協助，以及您對課程的看法，請各位協助

填寫此份問卷。問卷分析結果僅作為教師分析教學成效及未來規劃課務改進依據，請您

安心填寫，感謝您的參與！ 

 

一、 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學    期：               

班    級：                             學生姓名：               

授課教師：                             性    別：□ 男    □ 女 

二、 教學創新課程回饋調查表 

三、 其他意見： 

    優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缺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    目 

同意程度分為五個級距，以 5 分代表非常同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5 4 3 2 1 

這門課的上課方式有激發我很多想法 □ □ □ □ □ 

這門課提升我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 □ □ □ □ 

這門課對於我的學習有顯著幫助 □ □ □ □ □ 

這門課的教學內容有達到我的預期 □ □ □ □ □ 

認為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學生動活潑 □ □ □ □ □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類似創新創意課程 □ □ □ □ □ 

表格 2-5 



 

                課程回饋意見調查結果統計表 

課程名稱 互動媒體腳本企劃 

學    期 108-2 

授課教師 曾斐金老師 

應收份數 （  62  ）份 

實收份數 （  54 ）份 

有效份數 （  54 ）份 

回饋結果 

激發更多想法 4.48 

提升學習興趣和動機 4.52 

對於學習有顯著幫助 4.32 

教學內容有達到預期 4.46 

創新教學比傳統式教學生動活潑 4.44 

希望能有更多類似創新創意課程 4.52 

上述結果整體平均 4.46 

（5 級距，5 分為非常滿意，1 分為極不滿意） 

課程意見 

優  點 

1. 這門課需要自己面對鏡頭，可培養個人勇氣 

2. 期末作品，邀請家人一起拍攝，家人知道我在學

校所學的東西 

3. 我嘗試面對鏡頭講話，雖然拍了很多次，但很為

自己的努力感到驕傲 

缺  點 

1. 需要事前溝通或拜託家人，家人才願意配合入鏡 

2. 我的家人害羞，不願意入鏡，我自己也 NG很多次 

3. 影片的後製，聲音與字幕，都需要多加練習 

其他建議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