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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課程影片製作

中國文化大學

鬍子拉拉鄒忠毅老師



大綱：
1. 前言：吐吐數位教學時代的苦水

2. 幻想一下又何妨：虛實課堂教學的理想
與實踐

3. 超簡單教學影片製作

4. 稍微難一點的教學影片製作

5. 稍微說說線上平台

6. 取暖時間：講完了，請大家發問。



1.
前言：

吐吐數位教學時代
的苦水



前言：吐吐數位教學時代的苦水

我和我的寶貝學生：談談教學現場的樣態

以下哪個是好學生？

1. 上課睡覺的同學

2. 上課划手機的同學

3. 上課聊天的同學



教什麼和怎麼教：數位教育的趨勢

• 利用手機進行課堂即時互動：Zuvio 的使
用

• 教學資料的雲端分享與傳播

• 利用手機進行課堂開放式意見調查：
Mentimeter 的使用

• 利用手機進行簡報：Nearpod 的使用

• 將教師或同學手機投影到大螢幕上：以
Apowersoft 為例

• 手機投影於大螢幕有什麼用？

• Teams～ Google Meet ~ ZOOM ~

前言：吐吐數位教學時代的苦水



時間是最寶貴的資源：老師教學成本與學生
學習成本

• 老師的責任

•教學、研究、服務

• 讓我想到

前言：吐吐數位教學時代的苦水



九華山千手觀音浮雕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其實我是天主教徒
所以要平衡一下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時間是最寶貴的資源：老師教學成本與學生
學習成本

•學生也很忙。

•老師只要會一種

•可是學生有很多老師

前言：吐吐數位教學時代的苦水



偷懶是人類進步的動力：有沒有CP值最高的
方法？

•最簡單的

•品質也還過的去

前言：吐吐數位教學時代的苦水



我和我的團隊（其實也只有兩個人）的成果

前言：吐吐數位教學時代的苦水

Youtube 關鍵字：

物理學與創意思考
課程簡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pMbEqayCJE&t=29s


2. 
幻想一下又何妨：虛實課堂

教學的理想與實踐



影片是有用的

物理系跨域專長推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Dsyp-uY7o


如果我的課有一萬個學生：純線上課程
（MOOCs）

MOOCs

磨課師

幻想一下又何妨：虛實課堂教學的理想與實踐



MOOCs 與大學教育的前景

期刊網址：https://www.ps-taiwan.org/bimonth2/detail.php?year=2014&vol=36&no=1&cpid=201
直接下載：https://www.ps-taiwan.org/bimonth2/download.php?d=1&cpid=201&did=7

Google
關鍵字：

鬍子拉拉
教學網站

https://www.ps-taiwan.org/bimonth2/detail.php?year=2014&vol=36&no=1&cpid=201
https://www.ps-taiwan.org/bimonth2/download.php?d=1&cpid=201&did=7
https://www.moustachelala.com/classroom
https://www.moustachelala.com/classroom


發展重點：

• 課程亮點

• 大規模開課生源

•校內

•校外

• 未來發展

•趨勢掌握

•實用性



在混合課程的運用
在通識課用手機學寫程式：虛實混合課程
（SPOCs 加實體課的實施）

幻想一下又何妨：虛實課堂教學的理想與實踐



在混合課程的運用
幻想一下又何妨：虛實課堂教學的理想與實踐



在混合課程的運用
幻想一下又何妨：虛實課堂教學的理想與實踐



有些同學就是要反覆學很多次：數位教材輔
助使用在實體課程上

MS Teams

幻想一下又何妨：虛實課堂教學的理想與實踐



3.
超簡單教學影片製作



基本原則：影片每段要短，準備工作要做好。

我們去看看範例吧

超簡單教學影片製作

Python物理_碰撞篇_第3週



無後製但是可嚇人的影片製作法：
power point 加螢幕錄影軟體

Power Point 錄影

超簡單教學影片製作

Power Point 影片製作示範











無後製但是可嚇人的影片製作法：
power point 加螢幕錄影軟體

螢幕錄影軟體

推薦：ApowerREC

免費：RecordScreen

超簡單教學影片製作

Python物理_波動篇_第3週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1kshHTvmg&t=2s


無後製但是可嚇人的影片製作法：
power point 加螢幕錄影軟體

配樂

Youtube 工作室

超簡單教學影片製作

Power Point 影片製作示範



雅婷超厲害：超簡單的字幕製作法

雅婷逐字稿

Youtube 工作室字幕

超簡單教學影片製作

Power Point 影片製作示範



4. 
稍微難一點的
教學影片製作



一兩個人就可完成的雙機作業：簡單雙機拍攝

一台腳架，正前方

一台手持，機動

手機配麥克風錄音

稍微難一點的教學影片製作



收音與後製小技巧

拍攝前先拍手

以聲音為主的多軌剪接

崁入圖片與影片

適當的背景音樂

稍微難一點的教學影片製作



更多的技巧

Youtube
關鍵字：

公民新聞

線上學堂

稍微難一點的教學影片製作

https://www.peopo.org/events/2014Training/index.htm


5. 
稍微說說
線上平台



心情複雜的說說 MS Teams

#讓我們一起跑步進入線上教學新時代

#雖然我想慢慢走

#突然想到二戰美軍雪曼戰車組員的故事

#雖然虎式戰車更好但是我們只有雪曼

#只好拼命想辦法發揮雪曼優點

#缺點我們就忍耐了

#反正我們老師絕對不退學費要把學生教好

稍微說說線上平台



心情複雜的說說 MS Teams

如果大家需要

稍微說說線上平台

Youtube 關鍵字：

老師如何用 MS 

Teams 進行教學

鬍子拉拉 Teams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XyMIp_Ph__iX5fxfL-Us__jxenzlQO-P


大推 Ewant 平台

•免費

•門檻較低

•全國跨校通識

•高中端運用

稍微說說線上平台

https://www.ewant.org/

https://www.ewant.org/


如果你想用 youtube

•直播

•工作室

•潛在客源多

•說不定可賺錢

稍微說說線上平台



6. 
取暖時間：

謝謝
講完了，
請大家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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