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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音樂與生活 課號 GE0210I /甲 

授課學期 1052/1061 授課班級 餐旅二甲/數媒二甲 

授課人數 55 必／選修 ■  必修  □選修 

一、課程策略及特色 

1. 本課群設計理念環繞在「藝術之美」，結合「音樂與生活」、「展場規劃與設計」與

「設計概論」課程，三個課程的串聯延伸學習可培養學生 5 大核心素養，達成「鑑賞

美感」以及「創新思維」。  

2. 3 班的協同教學和校內外的展場巡禮，更能開拓學生眼界，並與社會接軌。  

3. 以音樂與生活、設計概論以及展場規劃與設計為核心之三科目形成課群合作機制，有

相當之關聯性與必要性，亦能符合跨領域課群設計之核心理念。 

4. 希望讓通識教育中最冷門的藝術課程，透過課群的操作，彰顯其之於產業興衰和生命、

生活、生存意義的重要性；更讓沒有機會正式接受學院派藝術薰陶的學生擁有擁抱藝

術的權利和感動!! 

5. 音樂與生活的教學將跳脫傳統以鑑賞為主的模式，而是從生活實用的角度，引導學生

體驗音樂藝術的文創價值。因此計畫中擬以音樂為體，以展場規劃為用，同時以設計

思考(概論)做為體用之間的橋樑，使抽象的音樂之美，透過設計思考，由聽覺幻化成

視覺的宴饗，反之，展場的視覺效果亦能體現聽覺的韻律感，達到視覺與聽覺的合諧

互融。而在效益上，則是透過跨領域課群的運作，引導學生了解會展產業，並使體會

將台灣各類產業推向國際化的運作方法，並使之職涯發展面向更多元；明瞭整合性的

會展產業融入藝術人文與關懷萬物訴諸產業與公益的真義。為使確切達成上述教學理

念，適切的補助將更增進計畫推動的實質效能。 

 
二、欲達成的目標: 

(1) 藉由不同教學單元之協同教學與校內外展場的實場教學，開啟學生多元宏觀，了解創

意思考與發想的過程，發揮創見，刺激多元專長的延伸。(認知) 

(2) 藉由大協同教學單元的多向互動和展場規劃設計佈置，學習評估問題解決方法，克服

障礙，體驗不同專業以不同風貌整合相融後產出，藉此明瞭音樂與各類產業間相互依

存關係。(認知、技能) 

(3) 內外兼備、術德兼修的養成，統整、協調、溝通之訓練，從容面對人生與職場的不確

定性，懂得表達對於社群人道的關懷並運用於職場與生活。(情意) 

明瞭整合性的會展產業融入藝術人文與關懷萬物訴諸產業與公益的真義。(認知、情

意、技能的兼容並蓄) 

表格 2-4 



一、 教學計畫 

看音樂‧聽彩繪~~文創空間開展 

課程名稱：音樂與生活 

 

結合貿易、服務、資訊和科技的會展產業，其發展與國家經濟競爭力密切相關，被視

為國家經濟發達程度的指標之一。其合作者包括主辦單位、參展廠商和參觀者，業務範圍

涵蓋會議和活動場地、會展籌辦、公關行銷、活動企劃、廣告媒體、平面設計及印刷、觀

光旅遊、餐飲及住宿、保險、交通運輸、電腦工程、投影視訊、會場設計及裝潢、舞台布

置、音響工程、燈光設備等，範圍相當廣可以帶動週邊產業的繁榮，並可帶動龐大的經濟

效益，是附加價值相當高的服務產業，亦被認可為文創產業的周邊產業。隨全球經濟快速

成長，中國大陸也注意到本產業的潛力，近幾年在北京和上海興建大型展館，並成立會展

業協會，希望打造成為國際會展中心，同時也在各地興建超過 150 個會展場地。我國政府

也努力推動會展產業。2004 年行政院院會通過「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其定

為重點工作之一，隨後核定「會議展覽服務業發展計畫」，確立將會議展覽服務業列為新興

發展產業，並在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之下成立會議展覽產業發展專案小組，負責政

府各部會資源的協調和整合，積極推動發展會展產業有關之各項工作，並積極在各縣市推

動大型會展活動將台灣的特色產業推向國際。因應此產業的迅速發展，人力資源的需求是

非常龐大的，例如:專業人才必須包括業務、行銷企劃及網頁和平面設計、資訊、文書、行

政、創意、專案、設計、媒體、公關等人才。因此，對岸及其他各國的發展模式值得我們

借鏡，故本課所面對的核心問題便是如何使學生藉由課間的交互運作，重新省思、並開始

了解如何將音樂藝術的美學概念帶入台灣本土內容特色的會展產業和文創產業以提升其品

質。 

 

基於上述的觀察，設計ㄧ門讓理論與實務產生聯結，兼顧利他亦利己的學習模式，鼓

舞師生走出教室、離開座椅、集思廣益、集體創作的互動學習課程。所以本課程開設後必

須解決的次要問題便是透過音樂藝術的洗禮，與設計、展場規劃設計提升「文化再造」。並

透過課程的交互運作，體會知識整合的重要與運用方式，除嘉惠鄰里，促進在地產業的轉

型發展參考外，藉會展規劃，協助提振在地城市風情與促進文創產業繁榮的公共意識。 

 

智(知能)與德(做人處事)是邁向成功的巨輪，在處事中產生智慧，在智慧中體會問題

解決方法。是故，因應產業的多變與人力需求，企盼透過操作過程的體驗與問題解決的邏

輯思考，透過人文藝術的引導，培養學生拓展多元的知能，使之逐步達成「內外兼備」與

「術德兼修」的目標，是本課程第三項需解決的問題。 

 

二、教學問題之陳述與分析 

1. 『音樂與生活』的教學以音樂美學為核心，探討其內涵與運用範圍，將觸角延伸至八

大藝術和產業面的實作。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除教導傳統音樂的曲式結構和多元類

型外，亦透過數位成音軟體引導非音樂系學院派的學生創作展場情境音樂和混音編



曲。透過實作中的問題解決，傳承如何運用多層次的美學原料交融美化，進行創作，

進而提升其專業實作的品質水準。 

2. 為確切實踐跨領域課程計畫的精神，執行場域為本校音樂教室外，亦包含本校圖書館

二樓之健行藝廊來施行『設計概論』、和『展場規劃與設計』之協同教學，於此處進

行多元媒材的整合、交流與實作，並於期末將三班聯展會場實作公開展演，嘉惠師生

與周邊社區里民。突破傳統課室授課模式，讓未曾有創作經驗的學生於教學中展演、

企製、並學習製作方法，作為創作設計上的編製題材。 

3. 盼此整合性的教學計畫，突破只以專業為本位的侷限，讓充滿性靈歸宿的藝術柔性之

美融入專業―『設計概論』、和『展場規劃與設計』，突顯其優勢，更潛移默化的培

養學生「美學鑑賞」、及「創新思維」、「邏輯思辨」、「探索創造」、「溝通表達」

與「問題解決」等能力，進而自發性的參與公共事務，也藉此帶動關注在地文化，促

進會展產業與文創產業的創新。 

 

三、課程創意的策略 

    本計畫期待修課學生透過藝術領略「藝術之美」。因此除音樂藝術本體的學習外，更期

許藉由跨領域的整合經驗，習得以科技、媒體訴諸公共議題的概念。修課同學可憑藉課程

交互操作，學習多元知能。教學策略如下: 

a. 藉『音樂與生活』彰顯「藝文之美」。 

b. 藉『設計概論』課程之協同教學，引導學生從人心看人，人性看設計，並透過實務的

操作來驗證其設計成果；指導理解多媒體、多元媒材與多元藝術融合之技巧，以及佈

展空間的規劃設計。 

c. 藉與『展場規劃與設計』協同教學，瞭解新時代藝術整合的電子商務、行銷企劃與媒

體行銷人文的概念。 

d. 培育主動參與公共事務、關懷社會能力與動力。 

 

四、 特色: 

a. 『音樂與生活』的修課同學可藉由與『設計概論』的協同教學，學習引導學生從人性看

設計，並透過實務的操作來驗證其設計成果並明瞭多媒體、多元媒材和多元藝術的設計

技法、理念與和音樂藝術相輔相成的藝術設計美學。 

b. 『音樂與生活』的修課同學可藉由與『展場規劃與設計』的協同教學，學習電子商務、

行銷企劃實務、接待禮儀、職場溝通技巧與佈展能力。 

藉與『設計概論』、和『展場規劃與設計』，之協同教學，培育同學行政、文書、溝通、

接待、協調、統籌、設計、統計等等整合型的能力，間接促使其主動參與關懷社會議

題之能力與動力，突顯其職能優勢，更潛移默化的透過實務運作，培養學生關懷社會

議題，進而自發性的參與公共事務，貢獻所學。 

六、18 週課程設計邏輯 

「在做中學」、「知行合一」、「關懷社群」、「一體成形」與「跨界多元」的思考始終是課程



設計的終極目標，希冀學生透過課程不同屬性單元的協同教學與實作中，由淺入深，化繁

為簡的學習真正實業創生的過程，例如: 前端的創意發想，至中間端的生產、製作，延伸

至輸出端的行銷推廣。本課程設計重點有兩大部分，說明如下: 

 

(1)音樂與生活核心課程 

    主要讓學生透過音樂美學的運用、編寫、企製、創作與實作，領略「音樂與生活」之

課程內涵。課程重點在於使學生了解音樂藝術不僅止於鑑賞，即便不會樂器的演奏，透過

不同型式工具的排列的組合，亦可創作出不同類型的情境音樂。課程活動包含課堂授課、

校外展場巡禮及校內教師協同教學。 

 

(2)群核心課程 

    課程的重點在於跨領域協同教學及期末的三班聯合成果展。透過三門課程交叉授

課和真情的對話交流互動，讓同學從不同面向進行多元專業實務領域的運作。課間透

過溝通、合作與實踐方式，於期末舉行共同教學成果發表，檢驗聯合授課後的成效。

因此除情境音樂美學的創造外，更期許藉由跨領域的整合經驗，將設計美學與展場實

務的經驗灌注其中。 

二、 評量施實方法（學生學習成效說明） 

1. 創意期中作業:廣告音樂繳交分為純音樂 MP3 及整體廣告作品。 

2. 協同教學心得回饋單撰寫:為強化書寫創作能力而實施，列入作業計分。 

3. 隋堂筆記本: 為緞練學生化繁為簡與規劃整合的能力而實施之。期中與期末收回，列

入平時成績計算，平時上課不定期抽驗。 

4. 小組會議記錄:訓練正式會議進行的節奏掌控。 

5. 期末實作: 各組依據企劃書內容製作展場情境音樂(含開、閉幕音樂，各展售 

產品專屬特色展示音樂等)，藉由課群網站推廣行銷，並於期末成果發表會中發表，收

錄成創作專輯與成果報告書，所有設計與剪接等後製，由各組自行設計完成。繳交作

品分兩部分，成績平均後作為得分，說明如下: 

(1) 第一部分: PPT40 張，內含小組成員學號姓名、照片、需撰寫創作動機目的、創

作方法、學理基礎(以何概念激勵創作等)、製作過程(創作過程草稿照片等)、作

品實體照片或截圖，結論。設定自動播放，含原創音樂的配置。 

(2) 第二部分: 在會場展示作品實體與各組自行設計的成果報告書，包括各組全開海

報至少一張等。 

6. 除任課老師、協同教師與 TA 評分外，讓全班同學參與投票評分，以期公平，並分析

當前消費者與創作者的習性，其結果亦供作教學改進，和幫助學生了解產業生態與能

力需求。 

所有作品與展示將放置於總計畫網站上供流覽，並開放網路投票。 

前測與後測:測驗學生修課前的狀態，以便與學期結束後的後測結果做學習成效的評估指

標。 

7. 創意期中作業 20％ 

8. 期末實作 30％ 

9. 作業 20％ 



10. 出席 20％ 

11. 平時成績 10% 

(4) 具體成果 

期末三班聯展獲得好評，作品充分達到宣揚本校名望和招生的目標 

(5) 本教學創新課程之後續影響 

學生學習到「事必躬親」、「知行合ㄧ」、「在做中學」、「身體力行」為實踐的主軸，融合各

課程的主體架構，化身為執行者、創作者、表演者、製造者、研發者等多元角色，深入各

產業環節實作，讓修課學生體會愛、關懷與付出的可貴，並從中學習凡事要感恩並尊重。 

活動照片 

 

圖 1：教師授課 

 

圖 2：和工管系陳叔君老師協同教學 

 

圖 3：三班跨系院協同教學 

 

圖 4：和資工系吳匡時老師協同教學 



 

說明: 本課程問卷紙本已於 10月底繳回教卓中心。 

 

圖 5：期末三班聯展開幕 創藝中心 

 

圖 6：期末三班聯展 喝茶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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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學期 PBL反思分享與回饋-活動滿意度調查結果統計表 

活動名稱 106-1學期 PBL反思分享與回饋 

課程名稱 人文藝術音樂與生活 

授課教師 林玲光 

應收份數 （50）份 

實收份數 （50）份 

有效份數 （50）份 

基本資料 

性別 男性    （31）人、女性   （19）人 

滿意度調查 

主題和內容的適切性 4.46分 

主講者的整體表現 4.40分 

活動的流程與掌控 4.40分 

地點與環境的安排 4.42分 

對專業成長有所助益 4.40分 

舉辦單位行政支援效率 4.48分 

 （5級距，5 分為非常滿意，1分為極不滿意） 

意見調查 

優點 

1. 老師會分享很多經驗很棒，上課感覺與以往不同 

2. 讓大家能聽到有名作家的音樂，增加我們音樂領域 

3. 用不同的課題來講出很多例子，像是上次的 VR、AR等 

4. 上課內容跟時事有關幫助我們對未來有方向 

缺點 

1. 介紹如何思考與如何成為好設計師，有點乏味，比較

枯燥 

2. 課程和本科系之關聯性稍有疑慮 

建議 
1. 多辦一些這種課程 

2. 希望可以邀請更多教師來受課 



 
106.1學期 PBL反思分享與回饋 

             課程名稱:人文藝術音樂與生活                授課教師:林玲光 

基本資料 

性別 

 
問卷內容 

1.主題和內容的適切性

 

2.主講者的表現

 

3.活動的流程與掌控

 

4.地點與環境的安排

 

5.對專業成長有所助益

 

6.舉辦單位行政支援效率

 
整體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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