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興大學 通識課程 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Podcast 數位實戰攻略
Tips for Recording Digital Podcasts

開課系所班級
(dept. & year)

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
(credits)

2

規劃教師
(teacher)

中文系解昆樺

課程類別
(course type)

必修

授課語言
(language)

中文或英文

開課學期
(semester)

上或下

課程屬性
(course
classification)

109 學年度前入學新生適用

社會領域－資訊與傳播學群

110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統合領域－專業實作

Podcast 是結合 MP3 播放器與廣播，在網路上供他人下載的數位媒體文本，其
錄製成本較低，甚至只要手機就能進行較低聲音品質的錄製，因此，許多素人
紛紛投入製作，內容遍及時事新聞、財經、政治、運動等。
課程簡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將帶領學生擬定屬於自己的 Podcast 企劃，並進行實務拍攝，由此探索
自我的可能，並與世界進行溝通交流，建構自己的聲音品牌形象。
Podcast combines MP3 players and broadcast. The recording costs are lower than
a program from a radio station. You can download or record a podcast with your
cellphone anytime. The boundary between an audience and a broadcaster is
getting blurry. This course will tell you how to make your own podcast.

教學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1. 學生能理解自我的知識喜好取向、個人氣質與聲音特質優勢，定位自我的
Podcast 頻道的類型。
2. 學生能建構 Podcast 節目企劃，以及拍攝流程。
3. 學生能運用簡單以致於高階的錄音器材錄製 Podcast 節目，並進行頻道經
營。
1. Students can analyze their temperament, voice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te their
own types of podcasts.
2. Students can make their podcast programs.
3. Students can use simple or advanced recording equipment.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s)

無

核心能力配比 (六項加總 100%)
(core learning outcomes)
人文素養 25%

科學素養 0%

溝通能力 25% 創新能力 30% 國際視野 10% 社會關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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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法 (teaching methods)
原理講述
文本範例分析討論
口說訓練
聲音錄製與頻道經營實務操作

1.
2.
3.
4.

學習評量方式 (evaluation)
1. 課程試題檢測 20%
2. 實作聲音檔案評量 60%
3. 課程討論參與 20%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 / 考試進度、備註）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 / tests schedule)
1

課程介紹

2

錄 Podcast 最基本的五大步驟

3

我是誰，就做什麼頻道：捏出你的個人 Podcast 頻道形式風格

4

Podcast 錄製實務分享（1）
：阮劇團「這聲好啊」與米薩小姐談頻道類型與個人特質設定

5

實務指導學生建構個人 Podcast 頻道形式風格

6

我手寫我口：Podcast 錄製腳本編寫

7

Podcast 錄製實務分享（2）：阮劇團「這聲好啊」與米薩小姐談影音腳本編寫

8

實務指導學生建構個人 Podcast 錄製腳本

9

生產你的聲音：錄製器材操作與 Podcast 頻道平台設置

10

Podcast 錄製實務分享（3）：阮劇團「這聲好啊」談錄製器材操作與錄製臨場狀況

11

實務指導學生操作各類型錄音器材

12

從清楚到優化：聲音與對談的訓練錄製

13

Podcast 錄製實務分享（4）：米薩小姐談影視口條鍛鍊

14

聲音的後製流程：錄製聲音剪輯 Podcast 檔案處理

15

栽培你聲音的花園：Podcast 上線與頻道經營

16

學生 Podcast 成果展示與老師指導（1）

17

學生 Podcast 成果展示與老師指導（2）

18

學生 Podcast 成果展示與老師指導（3）

教科書與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1. 克莉絲汀．梅因澤（Kristen Meinzer）
《開始 Podcast：千萬收聽製作人教你內容規劃、主持、
上架指南》，臺北：高寶，2020。
2. 艾瑞克．纽朱姆（Eric Nuzum）《如何做出爆紅 Podcast？新手、節目沒人聽？美國王牌製作
人教你頻道定位 X 提升故事力 X 經營行銷，掌握圈粉 7 大關鍵》，臺北：墨刻，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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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老師自編講義與講授影片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另行公告
※本課程如符合下列主題項目，請一併勾選（可複選，無則免填）：
□ 臺灣文學
□ 生命教育
□ 性別平等
□ 情緒管理
□ 智慧財產權
□ 資訊安全
□ 健康
■ 永續發展
凡勾選「永續發展」者，請繼續勾選下列 17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1. 消除貧窮
□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 2. 終止飢餓
□ 11. 永續發展的市政規劃
□ 3. 良好健康與社會福利
□ 12. 確保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
■ 4. 良質教育
□ 13. 氣候行動
□ 5. 性別平等
□ 14. 保育及維護海洋資源
□ 6. 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
□ 15. 保育及維護生態領地
□ 7. 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
□ 16. 和平、正義與健全的司法
□ 8. 體面工作(尊嚴勞動)和經濟增長
□ 17. 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 9. 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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