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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創作課程邁入第11年�
也堅持了11年�
每年量產將近�

50首的畢業歌曲�



九年級只有0.5節音樂課，
大家都在拼升學的情況之下�



如何用素養導向 
及運算思維的課程設計 

來進行有效教學�



十年磨一劍�
功到自然成�



靜心中學畢業生，從97學年度開始，
在畢業典禮中全體演唱學生自己創
作及票選出來的畢業歌，早已形成
了靜心中學部的特色以及校園文化。�



每位學生都有一張獨一無二 
自己設計的畢業歌專輯�





KNOW HOW 在哪裡？�



過  去�



歌曲創作的課程分配在三個年級
來實施，慢慢建立學生能力與概
念。�







困  境�



從100學年度開始接任學務主任，
課務只剩下九年級課程。在所有
的教學目標以及成果不變的情況
之下，筆者開始與時間賽跑�



過去九年級的學生，能使用電腦
的時間有限，而單調的範例並無
法有效的幫助學生�



早期自製教學資源工具示例�
自製和弦公式錄音檔放
在領域課程網頁提供學
生下載使用。但學生使
用不方便，缺點是需開
電腦操作，和弦公式調
性以及排列組合無法隨
時調整，以及伴奏型態
單調。�



早期自製教學資源工具示例�
自製Flash和弦按鈕，
只能在電腦上操作使用
上成效有限。�



這麼克難，那過去如何成功？�



那就是老師跟一組一組學生討
論，在鋼琴上彈奏和弦公式引
導創作，很笨，很辛苦。�



並且推廣到各校並不容易�



轉  機�



科技是教育未來的加速器 �



教師的角色不只是會使用電腦而
已，而是能夠使用電腦來有效地
達成教學目標。 �



老師是否能將資訊科技中可供教
與學所用的各項優勢資源與媒體，
平順的、適切的置入學科教與學
過程的各個環節中 �



透過數位載具，讓教師教學效能
提升，學生學習落差減到 低�



開始改變�



課程規劃重新調整�

  一、編寫創作引導講義建立模組化教學
步驟�

  二、即時投影行動教學提升授課速度以
及即時展示學生成果�

  三、運用APP簡化配樂製作流程，加快
創作效率�



一、編寫創作引導講義建立模組
化教學步驟（運算思維的開始）�

	 	 	



單元� 課程名稱� 單元� 課程名稱�

1� 畢業歌專輯製作時程規劃� 6� 和絃公式一  1-6-4-5 & 
1-3-4-5�

2� 優良畢業歌曲實例� 7� 和絃公式二 
1-5-6-3-4-1-4-5  卡農公式�

3� 歌曲架構公式與分析� 8� 和絃公式三 4-5-3-6-2-5-1  
蹺翹版公式�

4� 歌詞段落ABC與旋律性格
之差異� 9�

和絃公式四
1-5-6-3-4-5-3-6-2-5-1組合
公式�

5� 簡譜記譜法� 10� 文字音韻、節奏與音樂性�



單元� 課程名稱� 單元� 課程名稱�

11� 如何開始下筆創作音樂� 16� 畢業歌班際決選�

12� 錄音軟體與剪接�

13� 分組創作�

14� 專輯封面製作�

15� 小組作品呈現並班內初選�



課程設計與CT的對應分析表 �



課程設計與CT的對應分析表 �



進步在於： 
更具體化的單元操作及重點
目標！�



二、即時投影行動教學提升授課
速度以及即時展示學生成果�

經濟實惠買這種 

  影音棒：iOS/Android/
Windows 三大系統通吃 �



二、即時投影行動教學提升授課
速度以及即時展示學生成果�

預算夠的買這種�

  Apple TV�



進步在於： 
快速的進行課程講述以及課
堂分享！�



三、運用APP簡化配樂製作 
流程，加快創作效率�



教師不僅僅要在一個學期之內協助學生創
作出作品Demo版本，後續還要協助製作
樂曲配樂以及錄音剪輯混音等，耗費授課
教師大量的隱藏時間成本，容易澆熄授課
教師的熱情，這也是不容易複製推廣的地
方。�



編程和弦公式，個人化隨時使用�



取代專業伴奏，選擇各人喜好風格�



建模的概念類化到樂曲形式�



進步在於： 
音樂學習進入數位化的 
『編程』以及『建模』的概念�



進步在於： 
老師的工作可以被軟體分攤！
學生創作更無時空限制！�



項目�段落� 寫作條件� 編程介入�

1� 前奏� •  可以是一段與後面段落旋律相異的開頭。�
•  可以擷取B2旋律片段作為前奏的旋律。�

教師手動彈奏（運用數
位鋼琴錄製減少背景噪
音，也有豐富音色可以
選擇）�

2� A1�

•  歌詞通常為4句，要押韻為佳，句法要有對仗為佳。�
•  以4/4拍為主，通常 少要4小節共16拍， 多8小

節共32拍。�
•  歌詞節奏化必須要在小節數的時間之內合理通順的

分配完。�
•  從講話的語速出發，作為講話的延伸，重複音以及

音程的範圍起伏不大。�
•  通常第四句結尾音符會停留在V級的Re或Sol，回到I

級則樂曲在聽覺上會有所停止不往前進。�
•  低音不低於g，要考量多數人能演唱的範圍。�

運用App編程�

APP編程段落分析表�



項目�段落� 寫作條件� 編程介入�

3� A2�
•  可以重複A1前三句的旋律，第四句要做變化。�
•  第四句可以回到I級，或者停留在V級，保留情緒強烈

往B段發展。�
運用App編程�

4� B1�

•  歌詞通常為4句，要押韻為佳，句法要有對仗為佳。�
•  以4/4拍為主，通常 少要4小節共16拍， 多8小節

共32拍。�
•  本段落旋律的開展，音程開始擴大至6～8度的大跳

寫法。�
•  高音保持不超過高音e2，要考量多數人能演唱的

範圍。�
•  歌詞當中 強烈的情緒要保留給高音域，也會是本段

落 吸引人的地方。�
•  要注意母音在高音域的使用，開口母音A、E是好唱

的，I、O、U閉口母音是較困難演唱的。�

運用App編程�



項目�段落� 寫作條件� 編程介入�

5� B2� •  可以重複B1前三句的旋律，第四句要做變化。�
•  第四句必須回到I級作為段落的結束。�

運用App編程�
 �

6� 間奏� •  可以為4小節或8小節的一段旋律，之後接回A
段。�

運用App編程�
教師彈奏旋律錄製�

7� A1(3)� •  若樂曲太長，可以省略。�
•  可以替換歌詞。� 運用App編程�

8� A2(4)� •  不可省略。�
•  可以替換歌詞。� 運用App編程�



項目�段落� 寫作條件� 編程介入�

9� B1� •  不可替換歌詞。�
•  旋律與前一次出現B1相同。� 運用App編程�

10� B2� •  不可替換歌詞。�
•  旋律與前一次出現B2相同� 運用App編程�

11� C�

•  屬於過門結構，可以為4小節， 多至8小節。�
•  強烈的節奏感音型，旋律多伴隨重複音出現，

推升樂曲情緒。�
•  後面必然接回到B段落。�

運用App編程�



項目�段落� 寫作條件� 編程介入�

12� B1� •  非必要出現段落，可有可無。� 運用App編程�

13� B2� •  歌詞可換可不換。�
•  旋律與前一次出現B2相同� 運用App編程�

14� 尾奏� •  單獨一段結尾旋律結束。�
•  可採用A段的旋律片段來做結尾。� 教師手動彈奏�



（ ）�前
奏�

A1� A2� B1� B2�
間
奏�

A1� A2� B1� B2�（ ）�C� B1� B2� 尾
奏�

教師手動彈奏�

老師工作量減少，學生自學力提升�



再難的伴奏都不怕彈錯�



課程成效�



一、導入ＵbD的課程精神�
        課程全部設計活動以達成目標為出發點�

•  音樂創作是沒有範圍的�
•  『畢業歌詞曲創作』當作框架�
•  從元素去拆解後重組�
•  學習共同體常常提到的『Jump』在

課堂中不斷的出現�
•  作品 終呈現的是高層次思考結果�
•  觀察到學生在語言與音樂結合驚艷

的表現�



二、激發主動學習音樂的精神�
        成就未來之星�



歷屆作品分享，累積58000人次以上欣賞�



三、Google Classroom線上評分�
        有效整理及控管學習成效�

線上繳交及批閱有效掌握成果�



四、開創校本課程獨特性�
        無縫銜接108課綱素養導向�

高中音樂必修學習重點指標： 
  音 1-V-1能運用讀譜知能及唱奏技巧詮釋樂

曲，進行歌唱或演奏，提升生活美感。�
  音 1-V-2能即興、改編或創作樂曲，並表達

與溝通創作意念。�
  音 1-V-3 能關注社會議題，運用記譜方式或

影音軟體，記錄與分享作品。�



四、開創校本課程獨特性�
        無縫銜接108課綱素養導向�

藝術生活必修學習重點： 
  藝 E-V-3音樂與科技媒體�
  藝 E-V-4音樂與跨領域展演創作、實踐 �
  藝 P-V-3流行音樂與創意產業�
  藝 P-V-4 音樂與文化。�



五、共同記憶珍藏再進化�

專屬的創作結合學習歷程檔案�



六、有效減少學習落差，成效卓著�

虛擬樂器進步快速�



六、有效減少學習落差，成效卓著�
靜心樂團學生學音樂 久，但歷屆首獎作品分析 

屆數� 得獎人（代表）� 是否為樂團� 屆數� 得獎人（代表）� 是否為樂團�

1� 青春的笑顏
（莊家瑜）� 否� 6� 友情發酵�

（鄭萱）� 是�

2� 說完再見�
（沈亮欣）� 否� 7� 飛向未來�

（王碩德）� 否�

3� 彩�
（高偉家）� 否� 8� 第一人稱�

（景翔歆）� 是�

4� 曾經�
（陳珮禎）� 是� 9� 序言�

（戴士鈞）� 否�

5� 四季的風�
（吳邵琪）� 否� 10� 無情的轉動�

（呂碩恩）� 否�



1.  樂團學生音樂能力 紮實，佔班級數比
例的1/3，每年勝率應該要超過五成才
對。 

2.  11年來贏得首獎的比例只有3次。 
3.  本教學方案，非常有效地讓所有的學生

站在一個平等的立足點 。 

六、有效減少學習落差，成效卓著�



七、民主校園與正向引導管教�

畢業歌首獎畢業典禮
演出實例 �

優勝作品擔任回顧影
片配樂實例 �



改良式投票： 
 
•  一人一票真公平嗎？ 
•  改良式投票：每人投三票，不投本班

作品，三票只能投給另外10首別班
的決選作品。 

•  真實反應學生們的意見。�



八、魔法公式讓五音不全的學生 
       也有創作可能�

喚醒學生對於語韻音樂性的直覺�

歌詞一定要先寫！ �



九、全面性參與與全面性分享�

本方案 終是要每一位學生參與，所以從頭
到尾都是以這個理念來做設計。不同於其他
學校的做法，本校畢業生是全員參與，從歌
詞發想開始到錄製完成，都是筆者帶著學生
一步一腳印依序完成。當然不可諱言的，還
是有少數的學生無法完成，但這樣的比例極
低的。 �



結  語�



教學後的反思與創新 �

  藝能科不應該只是配菜，而是學生文化與氣
質涵養重要的科目。執行這些年，沒看到升
學率下降，卻是逐年提升。以106學年度升
學率來看，靜心中學升學率高居各公私立學
校之冠，畢業生267人，錄取第一志願79人
約30%、前三志願141人約53%。 �



教學後的反思與創新 �

  現在有很多現成套用的Loop、效果器等等軟
體，都可以教學生輕易的創作樂曲。但筆者
所希望的是，帶著孩子創做出非廉價的，而
是要有溫度的作品。全面性的教學，拆解與
參與，讓所有畢業的學生都經歷了這完整的
製作過程，應該是本方案 有價值之處。 �



教學後的反思與創新 �
  目前規劃第一步就是歷屆首獎以及優秀的作

品重新編曲，以及找這些畢業生回來學校重
新錄音。 

  發行『十年有成』的紀念專輯。 
  重新編曲的過程及步驟，則可作為未來高中

選修課程的教材，讓課程繼續延伸，並與大
學端結合，將更專業的想法以及做法與帶給
未來的高中生。�



感謝聆聽�



畢業歌創作2.0課程內容�



單元一：畢業歌專輯製作時程規劃 �

  1.課程架構及課程地圖介紹�
  2.創作經驗分享�
  3.班內初選以及班際決選投票方式
說明�



單元二：優良畢業歌曲實例 �

  1.分享歷屆特色創作作品風格�
  2.分析優勝作品共通特色、有遺珠之憾的作品缺點

在哪裡？（咬字不佳、音域範圍、段落感不連貫、
調性不一致、旋律抄襲或找專業人士代唱等等）�

  3.歸納成功作品應該要有特點（唱功咬字、旋律要
容易記住、音域選定要多數人能負擔、有Rap或是
自彈樂器節奏要穩固等等）�

  4.畢業歌創作小組職務分工與自評互評方式�



歷屆作品網路分享 
（搜尋關鍵字：靜心、畢業歌） �



單元三：歌曲架構公式與分析  �

  1.基本型態：前奏→A1 → A2 → B1 → B2→ 間奏→ 
A1(3) → A2(4) → B1 → B2 →尾奏�

  2.以實際流行歌曲作對照分析，瞭解各歌曲段落實際
的長度與重複段落之安排。�

  3.歌詞可以更換的段落說明。�

  4.C段旋律位階功能以及長度分析。 �



單元四：歌詞段落ABC與旋律性格
之差異 �

  1.以實際知名歌曲以及學長姐作品，搭
配譜例分析，歸納出各段落的語法、音
域使用、以及節奏特性。�

  2.A段：為講話的延伸，旋律音域通常
一個八度之內，同音重複方式高，結尾
通常停留在V級。 �



單元四：歌詞段落ABC與旋律性格
之差異 �

  3.B段：旋律的開展，音程開始往高音移動，
大跳音程出現，張力與音樂的高潮展現，旋
律以跳脫講話的束縛。�

  4.C段：非必要之樂段，若有出現，必定為
兩個B段的銜接，節奏型態大多為快速重複
音群，表達強烈情緒。�

  5.前奏、間奏與尾奏的安排。�



單元四：歌詞段落ABC與旋律性格
之差異 �

  6.分析出歌曲創作的音域範圍a-e2為合
適。�

  7.比較A2結尾和弦停留在I級與V級之聽
覺上感受。�

  8.B段高音與歌詞母音的搭配的技巧，
以及歌詞主旨的鋪陳引導與高潮樂句的
搭配。 �



單元五：簡譜記譜法 �

  1.介紹簡譜記譜的方式。�
  2.認識簡譜記譜法之優缺點。�
  3.實音記法以及首調記法的方法說明。�
  4.老師播放或演唱一段旋律，測驗學生

能否用簡譜記譜法記錄下來。 �



單元六：和絃公式-基本型 
1-6-4-5 & 1-3-4-5 �

  1.用筆者自創和聲環，定位和弦
之間從屬關係。�

  2.學習三和弦音符的組成模式，
並認識大三和弦與小三和弦的差
異。�

  3.瞭解和弦組合所被寫成的歌曲
應用。 �



單元七～九 
和絃公式二 1-5-6-3-4-1-4-5  卡農公式 
和絃公式三 4-5-3-6-2-5-1  蹺翹版公式 
和絃公式四 1-5-6-3-4-5-3-6-2-5-1 組合公式 �

  1.瞭解和弦組合所被寫成的歌曲應用。�
  2.透過大量譜例實際舉例流行歌曲之應

用。 �



單元十：文字音韻、節奏與音樂性 �

從文字的音韻以及節奏感發想搭配公式發想旋律  

  1.節奏化歌詞，在4或8小節之內，將A1歌詞在時
間內放入，並要具有語韻感練習。�

  2.選擇正起拍或弱起拍開始。�
  3.搭配節拍器完成歌詞節奏化。�
  4.套用和聲公式開始發想。�
  5.課堂歌詞發表。 �



單元十一：如何開始下筆創作音樂 �

  1.選用決定好和聲公式之後，開始套用。�
  2.配合公式播放邊開始節奏化唸誦A段

歌詞。�
  3.從和弦音開始發想：若第一小節為C 

maj，則可從Do或Mi或Sol開始起音出
發，想出第一句樂曲段落。 �



單元十一：如何開始下筆創作音樂 �

  4.第二句樂句可以使用與第一句一樣的
句法，從下一個和弦的和弦音開始，平
行延伸。�

  5.旋律寫作的七個技法介紹（1）反覆
（2）模仿（3）模進（4）反向（5）
增值（6）減值（7）倒影 �



單元十一：如何開始下筆創作音樂 �

  6.B段旋律發想：和弦音大跳開展，跳
脫語速的限制，以及公式套用。�

  7.C段在作品結構中之定位及功能�
  8.C段常用伴奏型態之作法分析。�
  9.小組討論與練習，並課堂發表。 �



單元十二：錄音軟體與剪接 �

Chordbot和弦伴奏編輯器：�
  插入和弦、移除和弦、更改和弦級數、

更改和弦大小、更改和弦拍號、新增專
案、全曲移調、段落移調、調整樂曲速
度、伴奏型態及配器調整、增加分頁分
段落編輯、輸出方式、實際創作應用。 �



CHORDBOT�

和弦自動伴奏編輯器�

軟體介紹：�
�
1. 可以用手機當吉他或伴奏老師，
隨性的來上一曲。�
2. Chordbot也是一套可以讓你演
奏功力大增的app，不僅可以聽到
和弦現場演奏出來的結果，並能
根據設定的彈奏形式、拍子、和
弦順序來進行演奏。�



單元十三：分組創作 �

  1.小組分組創作。�
  2.各段落指導以及提出和弦建議。�
  3.完成和弦編排或是配樂製作。�
  4.自行完成全曲演唱＋伴奏檔錄音上傳

Google Classroom。�
  5.自行完成歌詞PPT設計並繳交Google 

Classroom。 �



Google Classroom�

作業線上繳交 � 線上評分及評價 �



單元十四：專輯封面製作 �

  1.規格化畢業歌DVD封面尺寸。�
  2.學長姐作品欣賞。�
  3.手繪或電腦繪圖設計製作。�
  4.於美術課協同進行繪製。 �



單元十五：小組作品呈現班內初選 �

  編號班內作品，並於課堂播放PPT以及錄音
檔全班欣賞，並每人投票3票，選出 高的
兩組成為班級代表作品。 �



單元十六：畢業歌班際決選 �

  1.決選作品12首上網，並於班級課堂欣賞。�
  2.每位學生可投3票，但因為各班人數不同，而投自

己班若是集中投票，會造成另一作品被棄保。而平
均配票，也會變成必輸的結果。所以從101學年度之
後開始修正投票方式，修正為不能投自己班的作品，
只能投其他班作品。�

  3.首獎作品，於畢業典禮前訓練全體畢業生演唱，
並由創作團隊在畢業典禮時上台領唱。 �



單元十六：畢業歌班際決選 �

  4.二三名作品，製作回顧影片時當成配樂，
效果非常棒！�

  5.歌曲歷屆已經在Youtube累積資料庫，關
鍵字搜尋：『靜心』、『畢業歌』，就可以
欣賞到歷屆優秀作品。�

  6.畢業歌歌詞放入校刊，每屆所有畢業生作
品都在校刊上，也成為校史一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