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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才藝品格營 才藝教室課程內容 

選課重要公告：（1）每人（僅學員可以選課）選擇一門課程，兩天參加同一個課程、（2）若課程選課未達 15人 ，該課程將會予以取消 ，大會將通知並協助已選課者進行換課。 

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1 音樂素養 爵士鼓初階 
洪德耀 

蔣孟平 
男 約書亞樂團鼓手 

身體協調/律動、基本節奏、多種曲風節奏、

基本過門 

皆可，老少咸宜，

會打爵士鼓或有學

過。 

鼓棒、愛心、筆記本 

2 音樂素養 歌唱班 璽恩 女 歌手／廣播主持人 基本歌唱發聲，歌曲詮釋，問題解答 無 無 

3 音樂素養 鍵盤初階訓練 李宛叡 女 

 台藝專科學校畢業 /東吳

大學音樂系畢業 

 現任約書亞樂團鍵盤手

/CROSSMAN敬拜團 bass

手 

讓你不怕豆芽菜，可以簡單上手自彈自唱 會簡單的基礎樂理 筆記本和筆 

4 音樂素養 木吉他初階 林揚 男 

 現任 CROSSMAN 木吉他

手 

 第 4 屆超自然敬拜學院結

業 

1. C大調音階。 

2. 常用開放式和弦介紹。 

3. 基本指法與常用刷法練習。 

4. 學會歌曲彈奏 

完全新手或是學過

2-4個月的都可以 

每人需自備木吉他 1把(需要 6根弦都健在或是有備用的

弦)&調音器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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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歌手 

 約書亞樂團敬拜主領 

 超自然敬拜學院、台北靈

糧堂-現代詩歌創作教師 

 2012年發行個人專輯「一

億次重來」 

 參與十多張福音詩歌專輯

錄製，包含詞曲創作、演

唱、和聲、合聲編寫與編

曲。 

 KickOff 敬拜團團長 

 演唱與發表許多詩歌與流

行歌曲，如：重來的力量、

敬拜的心、空中失序、台

北的聖誕節....等，曾任佳

音電台主持人。 

 

 

 

 

 

 

 

流行歌曲創作該預備什麼想法工具來更完善

的進入創作，關於弦律與和弦、弦律的種類、

歌詞的創作方法、韻腳，以及創作人的創意

與心態提升。 

 

 

 

 

 

 

 

 

 

 

 

 

 

 

 

 

 

 

 

歡迎任何對音樂創

作有興趣的學員報

名，但會一項樂器

以上，或是已經開

始創作的人更好。 

 

 

 

 

 

 

 

 

 

 

 

 

 

 

 

 

 

 

 必備：筆記本、筆 

 選備（不一定要有）：自己的創作（放在雲端或網路）、

寫好的歌詞、吉他或任何可以幫助自己創作的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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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6 競速體能 品格籃球(初階) 
台灣品格籃球

團隊 
男 

自 2015 年 8 月 11 日創辦以

來，我們已於台灣 16城市、香

港和馬來西亞舉辦品格籃球

營，接觸超過 1100 名籃球員。

除了短期籃球營推廣，現在於

台中和高雄也有本團隊輔導例

行性之籃球隊。我們現在也有

9 位來自香港、馬來西亞和台

灣之夥伴教練，長期共思共創

和執行品格籃球，同時連結來

自西班牙、美國和塞爾維亞支

持本理念之教練，期待未來持

續在世界各地發揮影響力。我

們相信一顆籃球，可以改變整

個地球!Let's change the world! 

台灣品格籃球是發起於台灣推動品格籃球理

念之國際組織，期待將品格籃球推廣至世界

各地，提升全球籃球運動之道德水平。台灣

品格籃球的核心理念為透過籃球運動塑造品

格，並以品格為基礎幫助球員達成教育目

標，在教育過程中尋找己之價值，進而發揮

個人影響力。 

無 球鞋；運動服裝；水；可自備籃球 

7 競速體能 品格籃球(進階) 
台灣品格籃球

團隊 
男 

進階籃球：需會基

本上籃；三重威脅 
球鞋；運動服裝；水；可自備籃球 

8 競速體能 排球 陳銘鐘 男 逢甲大學排球老師 基本活動/ 基本傳接球/ 球戲 無 球鞋；運動服裝 

9 競速體能 桌球 盧廷峻 男 

 美國貝克大學-健康暨運

動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 

 桌球 C級教練 

 現職逢甲大學體育教師 

教導桌球的基本動作 ，並讓學生了解桌球運

動相關知識 ，享受打桌球的樂趣!！ 
無 球鞋；運動服裝 

10 競速體能 羽球 趙宸紳 男 
 羽球全國甲組球員 

 逢甲大學羽球授課老師 

 7月 10日(二)課程： 

1. 羽球基本介紹 

2. 羽球開球介紹 

3. 羽球網前小球介紹 

4. 羽球分組練習  

 7月 11日(三)課程： 

1. 羽球平擊球介紹 

2. 羽球網前挑球介紹 

3. 羽球兩側平擊球介紹 

4. 羽球分組練習  

無 
 羽球拍及羽球 

 裝著運球球衣及球鞋 

11 競速體能 網球 王亭文 女 

 六屆全國運動會臺北市女

子網球代表隊選手 

 三屆女子網球國家代表隊

選手  

 2005年臺北市優秀運動員 

 2008年行政院體委會赴美

網球種子教練代表 

 2011年臺北市優秀運動教

練 

 2012年教育部體育司赴美

網球種子教練代表 

網球體驗及基礎練習 無 運動服裝、球鞋、水、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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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12 競速體能 足球 廖俊淵 男 
在各式全國比賽中，帶隊成績

優異。 

透過足球場上的每個位置(前鋒、中場、後

衛、守門員)展現各自的特色，學習團隊合作

和永不放棄的精神。 

無 運動服裝，球鞋 

13 競速體能 飛輪有氧課程 汪在莒 男 

本人為逢甲大學體育教學中心

助理教授，授課項目為飛輪有

氧、健身運動、重量訓練等。

具有國家級健美教練資格、美

國運動醫學會(ACSM)運動教

練資格、國家拔河運動教練資

格等。 

在國內健美錦標賽獲得過全國

冠軍，曾經代表國家參加亞洲

盃與世界盃健美錦標賽；另指

導帶領國家拔河代表隊參加亞

洲盃與世界盃錦標賽，也獲得

世界盃金牌與銀牌及亞洲盃金

牌等獎項。 

飛輪有氧是一項團體訓練課程，結合動感性

音樂與室內健身車，在教練引領下盡情揮灑

汗水，達到強健心肺耐力、燃燒卡路里與紓

解生活壓力，讓大家在課程結束後，能體驗

到汗流浹背、神清氣爽、精神倍增的無限快

感~ 

能運動、想運動的

熱烈歡迎參與 
運動服裝、運動鞋、毛巾與水瓶 

14 競速體能 攀岩 張宜正 男 

 逢甲大學專任教師 

 中華民國山岳協會運動攀

登 A級教練 

 課程目標：激發潛能挑戰極限、增進攀

岩運動之技能與常識、培養運動精神與

團隊精神、養成正確運動觀念與休閒習

慣。 

 內容：攀岩概論、岩場守則、裝備導論、

上方確保攀登、雙繩垂降 

喜好冒險、樂於挑

戰自我極限 
穿著寬鬆有彈性衣服、球鞋、指甲不宜過長 

15 競速體能 健康心生活(健身) 張志彬 男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 

 一對一個人健身教練。 

 專長：重量訓練、HIIT、

綜合運動 

 內容：健身運動簡介、核心肌群訓練、

綜合訓練、戰勝體脂肪教學等。 

 學習目標：學習如何有效率的運動，並

且避免造成運動傷害。 

無 請務必穿著運動服裝、運動鞋。並請攜帶：毛巾和水。 

16 競速體能 輪風四起 柯婉儀(貝兒) 女 

 花蓮高商直排輪社社長 

 南台科技大學直排輪社社

長 

 台南魔力直排輪教練 

 台北 DSP直排輪教練 

直排輪運動可以訓練身體協調、腿部及腰部

肌肉及平衡感。課程會依照每為學員不同的

程度做分類教學，分為入門初階、進階及高

階。 

無 直排輪一雙、全套護具(安全帽、護掌、護膝、護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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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ing非常著重於身體的力量控制，在舞蹈

中需要適時的呈現舞蹈的 power，同時也需要

呈現輕鬆自在跳舞的樣子。跳舞不分男女及

年齡，給自己一個機會試試看，或許你會發

現，更不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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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適合跳舞的服裝、布鞋、運動鞋、毛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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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18 舞蹈律動 

Street Jazz 

 

（原：Girl's style） 

Shaddai 女 

 安心亞 「戀愛應援團」「呼

呼」「女孩站出來」MV.

跨年商演專屬舞者  

 自由發揮 「GYM」「ABC」

MV及商演舞者 

 吳建豪 C'est LA V音樂派

對演唱會、「小婚禮」mv 

及各校園演出 Dancer * 

黃鴻升 2012夜王 新加坡

及香港巡迴演唱會舞者 

 蕭雅軒「Super girl 」MV

及商演出 Dancer 

 潘緯柏 2014-2016 釋放自

己 及伊甸園 演唱會及商

業表演專屬舞者 

 A-Lin 2016-2018聲納世界

巡迴演場會專屬舞者 

 Kimberly 陳 芳 語 

「TagMe」跨年表演舞者 

 蔡雨恩 台北迷你演唱會

舞者  

Street Jazz融入了街頭自由奔放的風格，通常

會以 Hip Hop、R & B的音樂配合舞步。這種

舞蹈特別之處是並不會受傳統舞蹈追求表演

技巧難度和動作工整所限制，反而著重於演

繹出舞者對音樂的感覺，可以說是一種多元

化的舞蹈和極俱個人風格旳自由舞蹈。 

無 
寬鬆衣服，球鞋，水，毛巾，換洗衣服（禁穿緊身牛仔褲

及裙子） 

19 舞蹈律動 MV舞蹈 Lilian 女 

為資深舞蹈老師，參與眾多舞

蹈演出，並曾服務於眾教會。

目前於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參

與舞蹈敬拜服事。歷年來多次

擔任才藝品格營舞蹈老師，渴

望帶領年輕學子更多認識自

己，踏上築夢之路。 

舞蹈的面貌多樣，透過娛樂媒體的傳播，歌

手熱歌加上與舞者勁舞，往往迅速在全球掀

起風潮，此稱為 MTV 舞蹈。而因為曲風不

同，舞蹈內容也隨之變化。目前 MV 舞蹈，

多為新潮爵士(new jazz) ，嘻哈爵士（hip hop 

jazz), 或偶而有慢版的根據歌詞編創的抒情

舞蹈（Lyrical) ，甚至因全球不同民族的歌手

曲風，舞蹈風格五花八門，目前最引人注目

的則是韓版團體MV以及美國歌手的MV ，

本課程主要帶領大家體驗學習歌手 MV 裡的

快版舞蹈，讓大家享受熱歌勁舞的快樂。 

無 方便運動的衣服，建議攜帶水及毛巾 

20 舞蹈律動 HIP HOP 街舞 小慧 女 TBC 老師 
學習 hip hop 的基礎律動、身體表達和基礎

排舞。 
無 寬鬆衣服 

21 舞蹈律動 Girl's Hip hop KOKO 女 

TBC 舞蹈教室老師、NIKE 簽約舞

者、2016 新光盃亞軍、2016 ACDU

亞洲大學舞蹈錦標賽 冠軍代表台灣

前往上海、2016 新北市 FUN 街頭 

亞軍、2016 日本 HOOK UP DANCE 

BATTLE 8 強、2013 College High 

Vol.9 Girls Freestyle 3on3 冠軍 

用最易懂的方式學習舞蹈，讓學員在活動和

遊戲中學習，透過活動的練習可以開發平常

不會用到的肢體，增強音樂性與舞蹈的關

聯，並用舞蹈呈現音樂、愛上跳舞，可以自

由地用舞蹈敬拜神。 

有想學習舞蹈的心 方便跳舞的服裝及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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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22 舞蹈律動 機械舞 待定 待定 待定 
基本機械舞的：震點教學、腳步應用、電流

教學、埃及手舞套路 

1. 聽得懂中文 

2. 肢體可正常移

動 

穿好跳舞的鞋子 

23 舞蹈律動 breaking 鐘貴龍 男 

 2006  韓國青少年國際街舞

大賽 優勝獎                         

 2008  BOTY International 

世界第三 

 2009  韓國  R-16  World 

B-boy Championship Top 8 

2010  Outbreak Asia Final 

crew battle 冠軍 

 2011  R-16 東南亞區 crew 

balle 冠軍 & Best Show 

 2012  BOTY International 

世界第六  

 2013  BOTY  Taiwan (1 on 

1) 冠軍 

 2014  BOTY 台灣區 (Crew 

Battle) 冠軍 

 2015  徐 州  炸 舞 陣 線 

Bomb Jam vol. 7 國際街舞

大賽  PowerMove (1 on 1) 

冠軍 

 2016  日本 Body Carnival 

10th Anniversary PowerMove 

(1 on 1) 準優勝 

 2016  ASIA Battle Ground 

亞洲舞極限 亞洲總冠軍 

此次課程以基本地板舞蹈及基本支撐做學習

~讓各為同學對已往跳舞觀感有不同的體驗~ 
無 好延展身體的衣物鞋子即可 

24 藝術創作 創意動漫角色設計 廖近妤 女 

 KIMU。2D 原畫師│宣傳

圖│角色概念設計 

 任職於傳奇網路遊戲，擔

任專案主設定，擅長華麗

且具個性的角色設計。 

 參與過的專案有《幻想神

域 Online》、《幻想神域：

啟源女神》等。 

 

 

 

 

 

你喜歡畫漫畫嗎？是否曾自行創作故事與角

色呢？本堂課將帶大家從基礎開始設計動漫

角色與故事唷！歡迎來上課！ 

只要你喜歡畫畫，

都可以來選課哦！ 

請攜帶 鉛筆/自動鉛筆、橡皮擦、畫本/白紙、彩色鉛筆，

及其他自己慣用的繪畫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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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25 藝術創作 動手做鋼彈 江榕濤 男 

 鋼彈模型教學講師 

 鋼彈模型博覽會模型製做

示範講師 

 東海大學推廣部冬夏營隊

模型製做講師 

 中興大學小貓頭鷹營隊模

型製做講師 

透過專業講師的講解，讓您認識模型的每一

部分和說明製作流程；最後，讓您自己動手

製作，藉由助教從旁指導，能學習到基礎模

型組裝知識和理解說明書之技能，進而能自

行組裝模型。 

有興趣即可 【需自備：材料費 399元/人】 

26 藝術創作 

輕鬆來插畫 

 

（原：心靈療癒創

作） 

品客黛兒 女 

2011 年 成 立 品 客 黛 兒

PINKDALE 手繪館，2012年完

成「飛翔吧！啾啾」故事繪本，

贊助數間機構或分享，花蓮縣

兒童暨家庭關懷協會、台北勵

馨基金會、花蓮飛揚少年成長

中心、台北文山學生中心、屏

東伊屯部落、安康家庭服務中

心、大安婦女中心、萬華福民

平民中心、體惠育幼院、夢想

之家青年發展協會、蘇澳芥菜

種靈糧堂、新北市家扶中心、

雲林西螺家庭式工中心、廣播

電台分享...等。 

目前工作內容：除創作品牌作

品之外，在各邀請單位或學校

擔任親子創作課程講師、兩性

關係講師等。 

創作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天賦之一，但你知道

我們還能夠透過創作來療癒心靈嗎！？心靈

療癒創作，帶領你在創作的海洋中認識自己

的情緒、發現不一樣的自己喔！不要擔心自

己是否有足夠的繪畫技巧，只要你渴望更認

識自己，渴望更加自由，那就不要猶豫，加

入我們吧！ 

渴望認識自己，發

現自己的潛能 

6F 畫布、八開圖畫紙 5 張、壓克力用具、各種繪圖用具

畫筆、刀片、鉛筆 

27 藝術創作 皮革好好玩 詹寧 女 

Shekinah手工皮革 創辦人 

2014年開始在北部市集走跳 

2017年進駐新板誠品 

2018年進駐西門紅樓 16工坊 

這幾年除了經營品牌，同時也

從事個別、團體或企業的教學。 

 第一堂：玩染三角形零錢包：用雲彩染

的技法自由揮灑創意在皮革上，創作出

屬於自己，獨ㄧ無二的作品！（三角形

零錢包大約可裝 20個 10元） 

 第二堂：動物鑰匙圈創作（關節可動）：

運用可愛的小熊基底來創作，換上長長

的耳朵就是兔寶寶，想要狗狗或貓咪只

要動手剪剪釘釘，完成後還可以把可愛

的它帶回家。 

無 剪刀（剪皮）、小鉗子、【需自備：材料費 250 元/人】 

28 藝術創作 魔幻旅程 蔡侑霖 男 

在臺師大魔術社擔任教學的職

務，曾擔任仁愛國中魔術社指

導老師，以及參與多項活動演

出 

課程中包含了最常見的撲克牌魔術，也有魔

術道具的介紹，當然少不了隨時隨地可表演

的生活魔術，教學的過程中，不僅有魔術原

理的教學更包含了表演的觀念，如何將一個

簡單的魔術完美的呈現，那才是一門深奧的

學問。想知道更多嗎?那就讓我們一起進入魔

術的殿堂，發掘其中的奧妙吧!! 

魔術學習中有比較

細膩的動作，年齡

國小三年級以上 

自備撲克牌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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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教師性別 個人自我簡介 課程簡介 學員資格限制 學員攜帶物品 或 服裝要求 

29 藝術創作 看懂導演這回事 張正杰 男 

 擎光媒體工作室導演、台

北基督學院博雅學系大傳

主修約聘講師，執導約書

亞樂團多隻音樂演出影片

與 Asia for JESUS多隻宣

傳紀錄影片。 

 專長為劇本文本分析、影

像場面調度、演出執行企

劃統籌 

世界上每一件演出的發生，都有順著某一些

人的意志而去實現，其實這個過程就是導

演，我們將會從影像、音樂、現場演出、幕

前、幕後等等的角度，讓你發現人生四處充

滿著導演，而你也是你生命當中的導演！ 

會思考，願意一起

欣賞影像音樂，並

期待未來能夠參與

類似工作 

無特殊需求 

30 藝術創作 
花之圓舞曲 

（乾燥花） 
蔡佩真 女 

身為藝術工作者。最大的夢想

就是透過各樣美善的事物。音

樂.花藝.陶土.繪畫.編織.....多

元的創作。各樣的創意來呈現

表達神的愛。在過程中體會神

的心意。使自己能成為去成為

祝福的出口。 

利用不同的媒材與花材。創作出屬於自己的

創意。過程中學習認識花材 /處理乾燥花材

的技巧。設計與構圖。培養專注力與執行力

的細膩度和美感。 

對手作有興趣的同

學。喜歡設計。 

剪刀、紙袋（底部有寬度的約 10cm即可將作品帶回家）、

鉗子（可以剪斷鐵絲）、保麗溶膠、【需自備：材料費 200

元/人】 

31 造型時尚 

減脂飲食 

＋ 

徒手健身 

Jessica Lin 女 

 台 灣  享 吃 吧  Foodie 

Fitness 創辦人/營養教練 

 各產業企業內訓受邀講

師，學校受邀營養專題講

師，多位藝人御用營養教

練，健身房合作營養顧問。 

生活忙碌，運動量不足，該如何從飲食下手，

讓身體回歸健康的軌道呢？本課程教導如何

在每天日常生活的飲食該調整，補充足夠的

營養，可以使體脂下降並增加肌肉的生活飲

食小撇步。同時，我們也準備了不用器材便

能有效率的居家健身，讓大家體驗體態雕

塑，在家就可做得到！自己的健康，自己顧！ 

健康。有氣喘/心臟

疾病 /其他外傷與

慢性疾病可能影響

運動表現者，請提

先說明。 

運動衣服、運動/慢跑鞋、瑜珈墊、毛巾、水 

32 造型時尚 時尚問大咖 Alice 女 

藝術造型師 x 畫家 

相信上帝是世界上第一個藝術

家 喜歡用美、書、畫、文字代

表不善言辭的自己，喜歡用創

作與人溝通。 

在演藝圈十幾年從事造型/美

術指導，從廣告、微電影、偶

像劇到演唱會、頒獎典禮、時

尚秀等等，電影作品則於坎城

影展與金馬獎皆有得獎。近年

也在各大專院校、企業等授課。 

一起來聊造型吧！造型，是來自於對自己的

認識。造型，不是讓你變成別人，而是讓人

看見最真實的你！ 

無 平常穿的服裝、飾品、造型品 

33 造型時尚 瘋狂頭髮節 潘怡秀 女 
伊薇婚禮顧問造型總監 .沐藍

時尚沙龍彩妝師 

在國外有個《瘋狂頭髮節》！運用團隊各種

古怪想法，激發每個人的無限創意，頂著最

怪異、最有創意的髮型，在這裡可以使用髮

膠、不同的髮色髮泥，甚至玩具道具，來裝

飾出自認為最潮的髮型。 

 

 

無 各式髮品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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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造型時尚 彩妝課 Eva姿琳 女 

新娘化妝 .MV 拍攝妝髮造

型.GOODTV節目化妝.髮型.彩

妝教導 

不需要有高超的化妝技術，只要你對化妝及

如何變漂亮有興趣，都歡迎你來報名 2018年

才藝教室-彩妝課。教您如何挑選適合自己膚

色的百元彩妝品就能化個屬於你自己的妝

容，成為神創造最美好的妳(你)。 

無 鏡子、平常使用的彩妝品及用具 

35 語言學習 敢秀哈韓班 楊曉蕙 女 

 在韓國出生，自 18歲回台灣

念書到定居。 

 專業韓文口譯師（領域：藝

術文化旅遊媒體、商務談

判、員工訓練、美妝課程） 

 補習界》圭閒 UPI補習班、

趨勢語言中心、HI-TUTOR、

內湖企業內教課、桃園語言

中心、101景觀台 

 各學校》泰山高中、士林高

中、馬偕護理專校 

 夏令營活動》台中東海大

學、台中逢甲大學、大坪林

教會 

由於老師個性隨和活潑，絕不

允許課程太枯燥，自言自語的

教課，最重要的是讓學生一起

參與互動，全體一起動起來！ 

 第一天：教基本的子、母音。 

 第二天：根據學生喜歡唱或演來分組，

每組在幾分鐘內玩出成果發表會的方

式。 

無 請帶筆記本、筆 

36 語言學習 
Mucho Gusto 

(西文) 
尹庭庭 女 

西文名字是 Jessica，南美洲長

大，居住十三年，從小就接觸

這個語言所以是我的母語。這

次精心準備了課程跟遊戲，希

望我們在活動裡可以互相認識

一起留下美好回憶呦～ 

在這兩天的課程裡，我希望把簡單的西文自

我介紹交給學生因為自我介紹是我們人生很

重要的一個形式希望至少這個能夠讓大家帶

回去。兩天裡會介紹一些簡單單字像是數

字、顏色、水果等。兩天都會有豐富的遊戲

時間讓大家邊學習邊玩樂，希望能給大家營

造出歡樂的學習氣氛。每天離開前都會有成

果發表的時間，也會讓大家有 Q&A的時候。

期待看到參與的大家，我們到時候見！ 

有基礎西文程度可

接受但中級以上就

不用選這堂課了 

筆記本、筆、有參與以及學習的心 

37 電腦操作 數位平面攝影 熊昔麒 男 

 國際組織 APEC、政府單

位特約攝影師 

 博士級講師，多年教學與

實戰經驗 

 教學生動活潑、強調理論

與實務並重 

 『數位平面攝影』未來攝影大師的啟蒙

之旅 

 光影的魔法秀：數位攝影理論與實務 

 課程內容包含： 

1. 正統攝影觀念傳達 

2. 進階構圖法則研析 

3. 分組實做 1：攝影棚內靜物與人像拍攝 

4. 分組實做 2：戶外風景與人像拍攝秘訣 

5. 進階照片後製技巧 

 對拍照有熱情，未

來想從事職業攝影

師者 

自備數位相機或單眼相機。 

預備三張攝影作品，主題：人像、風景、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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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電腦操作 APP程式設計 黃勵仁 男 

大仁老師 - 師大物理系、台大

光電所，自小熱衷探索最新科

技,，擅長用簡單的話語講解艱

深難懂的科學技術。目前在

ACTC 亞洲兒童程式教育協會

研發 Arduino程式機器人課程 

並在南陽國小創了兩個社團：

Scratch 程 式 設 計 社 團 和

Arduino程式機器人社團。 

A:你知道嗎? 雖然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是怎

麼發生的，但這件事我知道他都知道 

 

B:當然! 我早就知道你知道他知道了。那他

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他知道嗎？ 

 

A:你不要問我，因為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他知道。 

 

看得懂上面的對話嗎?  

如果看不懂，寫 APP的訓練讓你頭腦邏輯變

得超清楚。 

如果看得懂，你真是一塊寫 APP的料，相信

你講的話電腦也都聽得懂。 

電腦就是個聽程式命令的機器腦，你叫他往

東他絕對不敢往西；你叫他走樓梯他絕對不

敢搭電梯；你叫他點必勝客他絕對不敢點達

美樂…… 

有人說 ”老師～可是我打字超慢，英文也不

好” 別擔心！這次才藝教室全新的”APP 程

式設計課”會帶大家用 AppInventor2 中文化

的介面，不用打字就可以輕鬆開發自己想要

的 APP。 

要有自己的或其他

能登入的 google帳

戶 

Android系統手機一支，請先在 Play商店下載好”MIT App 

Inventor 2”，數據傳輸線，確保上課時手機電量充足 

39 

 

 

 

 

 

 

 

其他 

 

 

 

 

 

 

 

手機影片製作 

 

 

 

 

 

 

 

郭世宣 

 

 

 

 

 

 

 

男 

 

 

 

 

 

 

 

 對於影像創作，有說不完

的熱誠。剛畢業已累積無

數的影像作品。從劇情短

片紀錄片到網路廣告或

MV，每支影片背後都是一

個值得訴說的故事。 

 代表作品： 

1. 劇情短片  夢遊海灘-入圍

BSFF柏林學生影展 

2. 劇情短片  珍味人生-入圍

39屆金穗獎學生組 

 

 

 

 

 

 

 

從學習基本構圖、分鏡、運鏡及剪接技巧，

搭配手機影片剪輯軟體，讓學員們能在短時

間內獨立完成手機影片創作。 

 

 

 

 

 

 

 

 

 

 

 

 

 

 

 

無 

 

 

 

 

 

 

 

 

 

 

 

 

 

 

 

 

 

智慧型手機 (須事先下載"小影"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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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其他 網紅的誕生 周書丞 (Mu) 男 

 工程師 x 策展人 x 斜槓

中年 

 10年工程師野生阿宅，邁

入中年後投入媒體圈，參

與電影、廣告、社群策展、

群眾募資。與藝人、

YouTuber、網紅合作，擅

長操作社群議題。現在過

著台北/上海的兩地人生。 

 2015~2018 演唱會「高雄

大港開唱音樂祭」 

 2017 微電影「承諾」(台

北市立聯合醫院) 

 2017 微電影「追囚」(基

隆市政府) 

 2017 網路節目「未來有問

題」 

 2016 輔導金電影「幸福城

市」 

 2016 微電影「我沒事謝謝

你」(國防部) 

 2016 網路節目「深夜柯文

哲。夜問新國會」 

 2015 演唱會「鎮魂護國」 

 2015 戲劇「一把⻘」(公

視) 

 2015 紀錄片電影「世界公

民島」 

 

當直播不再有門檻，當剪接不再是問題，一

切又回到內容的本身，在成為網紅之前，先

問問你自己『我是哪一種網紅』？ 

從網紅的誕生聊起，讓你知道怎麼找到自己

的定位？該怎麼開始第一支影片？社群平台

跟流量該怎麼操作？如何讓自己的影片更有

趣？直播該怎麼做才好玩？網紅怎麼成為一

個職業？ 

484 有很多問題想問？我們課程一次解決

RRRRRR！ 

無 智慧型手機一支 

41 其他 理財達人 ABC 劉錫軒 男 

興趣是研究財經、投資與時代

趨勢的資訊，體會到財商

（ Financial Intelligence 

Quotient，FQ)的重要性。現職

是 中 學 專 任 教 師 ， 也 是

YouTuber，開設有八千多訂閱

的「Nemo的生物教室」，下一

步是考取理財規畫人員的證

照。 

「大學畢業只賺 22K，錢都不夠花了，怎麼

理財？」…。不懂理財，賺再多也是月光族，

但是想要富足，就必須學習理財知識。本課

程能提升你的財務智商，透過現金流的遊戲

活動，認識資產與負債的差異。使你成為神

國的「福二代」，豐富自己，也成為別人的

祝福。 

無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