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名稱

手機攝影拍拍拍

課程屬性 資訊與傳播

課程編號 1101-9078

授課老師 陳瑜芳(于淓)
最高學歷/ 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
相關學經歷/ 【學經歷專長】
●國立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
●地方根經濟(DeepEconomy)在地特色經濟模式研究
●MIC產業顧問學院講師證書
●MIC產業顧問學院策略分析師證書
●台灣品牌交流協會全方位品牌行銷經理人證書
●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全國創新創業種子師資證書
●2020台南社區大學遠距教學超前部署種子講師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職前訓練職能課程iCap認證委託計畫】－網路行銷實
戰班專家會議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職前訓練職能課程iCap認證委託計畫】－數位設計班(
網頁設計&網路工程)專家會議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職前訓練職能課程iCap認證委託計畫】－數位設計班(
網頁設計&網路工程)專家會議
●2017【嘉南藥理大學那一年@CNU】微電影競賽評審委員
●2016臺南市【新市政中心開放決策城鄉論壇】主持紀錄工作團隊
●2015勞動署雲嘉南分署社會企業創新競賽，參賽隊伍【#耍吉團】得獎佳作
●中華民國華語導遊人員證照
●102-110年度台南市政府米其林城市散步路線導覽老師
●中西區在地導覽員【在地人說在地故事】
【台南社區大學資訊與傳播學程講師】
●台南社區大學【台南社大跨媒體社群小編】
●台南社區大學【輕鬆直播玩轉自媒體】
●台南社區大學【手機攝影拍拍拍04-自媒體手機應用動靜皆美的人事物】
●台南社區大學【手機攝影拍拍拍03－手機記錄生活的攝影美學】
●台南社區大學【手機攝影拍拍拍02－獎勵使用者的社群網絡－取得秘銀幣】
●台南社區大學【手機攝影拍拍拍01－獎勵使用者的社群網絡取得秘銀幣】
●台南社區大學【帶者手機戶外拍01－走出戶外培養手機攝影的生活美學】
●台南社區大學【無所不在的手機應用02－Google生活的應用在手機實現】
●台南社區大學【無所不在的手機應用01－徹底了解手機這部小型電腦】
●台南社區大學【話與畫LINE貼圖03－指印畫也會說話篇】
●台南社區大學【話與畫LINE貼圖02－我的大頭貼篇】
●台南社區大學【話與畫LINE貼圖01－台南美食篇】
●台南社區大學【Facebook直播節目製作－製播專屬自媒體】
●台南社區大學【用Gimp來處理影像大小事－社群圖文與角色創作都可以】
●台南社區大學【小企業的大人氣－製作自己的網路自媒體(WeMedia)】
●台南社區大學【Google Blogger－用部落格記錄自己的城市學習觀察】
●台南社區大學【Google雲端工具應用－記錄我的城市學習】

●台南社區大學【平板共學數位化家鄉記錄史】
【勞動署雲嘉南分署】
●2021勞動部青年職涯發展中心Youth Salon【職場變化與就業趨勢 (講座)】
●2021產業新尖兵計畫課程【數位行銷實戰人才班】
●2021崑山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電商行銷與媒體製作實務班(產投班)】
●2021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一頁式購物電商實務班(產投班)】
●2021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電商導購媒體設計實務(產投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2期網路行銷與微電影製作班(職前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1期網路行銷與微電影製作班(職前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3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2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1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10-1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0德鍵職業訓練中心【【電商廣告投放培訓班(職前班)】
●2020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手機拍攝商品影片製作實務班(產投班)】
●109年度產業新尖兵計畫課程【全方位數位行銷實戰人才專班】
●109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實戰手機拍攝行銷商品媒體製作】
●109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品牌行銷與募捐者經營】
●109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創意文案寫作技巧】
●109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網路行銷平台介紹與應用】
●109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創意思考與應用】
●2020台灣產業職能發展協會【網路行銷實戰班(iCAP職能)】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9-3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9-2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9-1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20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Instagram動態影片實務與行銷班(產投班)】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9-2期網路行銷與微電影製作班(職前班)】
●2020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9-1期網路行銷與微電影製作班(職前班)】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8-1期網路行銷與微電影製作班(職前班)】
●2019德鍵職業訓練中心【青年專班美編視覺設計班(iCAP職能)】
●2019德鍵職業訓練中心【小編行銷企劃暨素材設計培訓班】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Facebook粉絲團整合行銷網路經營分享】
●2019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108-2手機微廣告製作行銷班(產投班)】
●2019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108-1手機微廣告製作行銷班(產投班)】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8-3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8-2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19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8-1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108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實戰手機拍攝行銷商品_拍攝吸睛商品自己
來】
●108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實戰LINE@生活圈行銷媒體製作_點讚力轉換
成購買力】
●108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Facebook直播節目製作_直播節目設計與直播
互動】
●108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實戰社群網路影片編輯軟體_自媒體的編輯
與發佈】

●108年度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平台購物廣告設計_免費軟體設計優質的商
品廣告】
●2018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107-2手機微廣告製作行銷班(產投班)】
●2018勞動部雲嘉南分署職業訓練【107-3社群行銷暨多媒體影音製作班(職前
班)】
●2018社團法人台南市資訊軟體協會【107-1手機微廣告製作行銷班(產投班)】
●2018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7-2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18勞動署雲嘉南分署【107-1網路行銷實務班(在職班)】
●2017勞動部雲嘉南分署職業訓練【106-3網路行銷實務(在職班)】
●2017勞動部雲嘉南分署職業訓練【106-3社群行銷暨多媒體影音製作班(職前
班)】
●勞動部雲嘉南分署職業訓練青年就業讚【CG微電影製作專班】
●勞動部雲嘉南分署職業訓練【文創影片採訪後製】
【中小企業行銷實戰】
●2020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晴天創意築夢坊【自我品牌創立】講座
●2020台南市政府勞工局晴天創意築夢坊【社群平台行銷】講座
●2020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滿埶藝術能量字畫坊】
●2020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9號鉤坊】
●2019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呂梯無患子天然手手皂】
●2019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愛寶倪皮革創意手工坊】
●2019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創業個案輔導【艾布布-布的魔法師】
●2019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企業製播微課超簡單】
●2019得升企業有限公司【網路行銷|SEO優化|企業轉型】
●2019得升企業有限公司【WordPresss網站架構流程】
●2019輕鬆購善化/安順有限公司【Line@生活圈大解構】
●2019辛辛納提企業有限公司【實戰動態燈廣告特效製作】
●2018台南安平劍獅埕【實戰社群平台人氣行銷課程】
●2018富樂夢股份有限公司【富樂夢品牌形象實戰社群平台】
【樂齡自主學習活動設計】
●2020臺南市安平圖書館【阿公阿嬤E起來學會用Google小工具讓生活更便利】
●2020臺南市永康圖書館【高年級網紅直播主】
●2020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LINE拍貼設計大頭貼圖與上架申請】
●2020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LINE在樂齡家族設計美美問候圖】
●2020台南市立圖書館【樂齡e學堂(問卷調查表－Google表單實作)】
●2020台南市立圖書館【樂齡e學堂(手機設計線上遊戲－Kahoot大家來搶答)】
●2019台南市立圖書館【樂齡好時光(手機檔案管理)】
●2019台南市鹽埕圖書館【樂齡好時光(手機檔案管理)】
●2019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E自慢必修課－樂齡Facebook直播】
●2019台南市市立總圖書館【一起LINE一下_樂齡智慧手機LINE通訊軟體應用】
●2018慈聯社福基金會【手機媒體生活應用班】
●2017台南市私立南中扶社會福利基金會【銀髮手機取材、app下載、分享】實
作課程
●2016城市廣播網97.1台南知音【我要你很好】專訪_高齡長輩電腦入門學習與
應用

●2016城市廣播網97.1台南知音【我要你很好】專訪_高齡長輩創業與網路經營
準備
●2016城市廣播網97.1台南知音【我要你很好】專訪_高齡手持裝置學習與應用
●2019台灣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發展協會
●2018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第一案【強強滾樂學團】帶領人
●2017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第二案【強強滾樂學團】帶領人
●2017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第一案【強強滾樂學團】帶領人
●2016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第二案【強強滾樂學團】帶領人
●2016教育部高齡自主學習團體第一案【強強滾樂活團】帶領人
●2016教育部推動高齡自主學習團體計劃帶領人證書
【單位委訓與演講經驗】
●2021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職場新鮮人面試技巧與履歷撰寫】工作
坊
●2020南臺科技大學流行音樂產業系【手機創作音樂微電影風格業師課程】
●2020台南市立總圖【創E工具新生活e起來學google】
●2020中西區圖書館/成功國小人文與數位資源推廣【回耍赤嵌城動畫設計】
●2020中西區圖書館/忠義國小人文與數位資源推廣【武德殿劍道動畫設計】
●2020中西區圖書館/進學國小人文與數位資源推廣【大南門偶戲動畫設計】
●2020中西區圖書館/協進國小人文與數位資源推廣【五條港童工動畫設計】
●2020中西區圖書館/永福國小人文與數位資源推廣【關帝殿陣頭動畫設計】
●2020臺南巿善化區圖書館【數位行銷一指通－小編是如何做行銷圖文】
●2020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網購支付嗶經濟】
●2020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逐格動畫輕鬆玩】
●2020雲林縣大埤圖書館【LINE拍貼設計大頭貼圖與上架申請】
●2020雲林縣大埤圖書館【手機問答遊戲設計】
●2020雲林縣大埤圖書館【用手機使用Google搜尋】
●2020臺南市安平圖書館【蝦米！手機也能剪接影片】
●2020臺南市裕文圖書館【Play Kahoot!手機益智問答遊戲設計】
●2020臺南市裕文圖書館【LINE Camera風格海報設計】
●2020臺南市安定圖書館【LINE拍貼設計大頭貼圖與上架申請】
●2019嘉南藥理大學【手機攝影與教學成長社群_2教職員工健康促進攝影學】
●2019嘉南藥理大學【手機攝影與教學成長社群_1手機攝影技巧】
●2019雲林大埤仁和國小【平板原創動畫影片製作】
●2019嘉義文創園區|嘉酒學堂【原創LINE貼圖 (靜態與動態貼圖實作上架)】
●2019嘉義文創園區|嘉酒學堂【手機實作文創風格產品行銷圖文】
●2019嘉義文創園區|嘉酒學堂【文創角色繪製與海報製作】
●2019台南市永康圖書館【LINE原創貼圖與後台上架審核】
●2019台南市永康區社會福利中心【自媒體編輯應用】
●2019台南市歸仁圖書館【讓自己變成LINE貼圖的主角】
●2019台南市立圖書館總館【平板輕鬆學－圖書館也有數位平板】
●2019家扶基金會北台南家扶中心【自媒體編輯與節目錄影實作】
●2019嘉南藥理大學應用外語系【直播教學範例與直播技巧】業師課程
●2019台南市中西區圖書館【一張貼圖勝過千言萬語－LINE貼圖創意發想】
●2019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E自慢必修課－常用google速成班(手機雲端行動

辦公室)】
●2019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E自慢必修課－與琪花瑤草的相遇(古蹟導覽與手
機APP認識戶外植物)】
●2019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E自慢必修課－萌萌噠之我家也有大明星(手機AP
P攝影與後製)】
●2019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E自慢必修課－微電影自造(手機APP影片與後製)
】
●2019嘉南藥理大學應用外語系【未來科技趨勢與嶄新經濟模式】業師課程
●2019台南市立總圖書館【數位FUN生活— 數位好好玩】
●2019台南市中西區圖書館【SHOW TIME我的數位生活_讓我們「LINE」在一起】
●2018台南市南區鹽埕圖書館【數位生活E起學│Google
Blogger手機無所不在的寫作】
●2018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知識E觸可及│Google
Blogger_手機無所不在的寫作】
●2018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知識E觸可及│Line Camera應用教學】
●2018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知識E觸可及│Line原創貼圖】
●2018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知識E觸可及│快樂學習Line問候圖】
●2018台南市東區林森圖書館【知識E觸可及│前進大學：輕鬆搞定備審資料】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互動媒體電子書製作班】
●嘉南藥理大學應用外語系【數位多媒體業師學程】
●看西街教會導覽人員培訓【導覽實務與解說技巧】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品牌形象商業創意設計實務班】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Q版形象人物創意設計實務班】
●嘉南藥理大學【數位多媒體業師學程】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新媒體與電影行銷應用】課程
●台南高工【Gimp影像處理實務應用教師研習】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Gimp影像處理實務應用】
●台南高工【高三前進大學:大學簡報實務講座】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多媒體輔助英語教學業師學程】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Acrobat PDF文件處理應用】
●產業人才培訓專班【Line@社群行銷】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網路行銷業師學程】
●台南高工教師研習課程【PowerPoint 2016簡報應用】
●台南高工教師研習課程【Libre Office文書處理】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Google雲端工具應用實務班】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多媒體動畫業師學程】
●台南政大書城【來一趟在地小旅行，聽社區說故事】社區觀察學習分享
●台南市議會【影像處理應用與海報設計實務】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視覺化媒體簡報製作應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YouTube平台影片處理與上傳】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Libre Office文書處理】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Libre Office文書處理】
●台灣糖業人力資源訓練中心【自由軟體應用】
●南區氣象中心【平板APP應用】
●南區國稅局【Google 平台應用】

●台南市教育網路中心【電子書媒體應用】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數位典藏媒體應用】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簡報設計與影像資源應用】
●南區健保局多媒體課程【雲端影片編輯平台應用】
●台南大學【平面設計軟體應用課程】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英文繪本電子書媒體應用】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雲端數位內容業師學程】
●南台科技大學【網路創業行銷課程】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簡報多媒體設計課程】
現職/ 于淓數位微課 | 台南社區大學資訊與傳播學程講師 |
勞動部勞動署雲嘉南分署講師 | 巨匠電腦台南認證中心講師
英格廣告公司行銷企劃 | CountryPlay在地體驗小旅行

|

上課時間 每週四上午09:00-11:50 第一次上課日期 2021年03月11日（星期四）
課程理念

關於這一門課：
1.為什麼想開這門課？希望帶領學員共同學習甚麼
手機功能有非常大的比例是應用在生活記錄，拍攝活動或是旅程中照片以及影片。但是，拍攝不
能只是記錄，我們通常會期待畫面拍攝時更專業，拍攝的畫面能夠再更唯美，讓親朋好友看到或
者是PO到社群平台分享時，得到更多羨慕稱讚的迴響。這個課程我們期待同學能夠參與到不同的
學習，從取材的角度就注入了您個人的觀點，並且在攝影的過程中，了解手機取鏡與拍攝的技巧
。在課程中亦實際了解手機APP如何處理一般後製應用的過程，並且安排戶外走讀活動實際取材
拍攝，同學一般都玩得非常開心，您也要一起來喔！

2.修此門課需具備什麼條件？
1.請具備可拍攝照片與影片智慧型手機
2.課程有四堂戶外拍攝課程，請斟酌本身體力。

3.上課的方式是怎麼進行的？學生可以有什麼收穫？
1.室內課程實際講解與實作
2.室外依現場講解拍攝應用
3.分組彼此互拍增進拍攝技巧
4.課程直接帶領手機APP操作步驟
5.成果分享大家都超厲害

4.如何取得學分？（評量方式）
1.作品分享60%
2.課程參與40%

5.備註&推薦書目
台南社大手機攝影拍拍拍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225087641057347

招生人數|

30 人（若非課程特殊需求，每班招收人數至少 35 人。）

學分收費|

3 學分 3000 元（18 週課程/一次上課 3 小時）

週次

上課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1

2021-03-11
上午09:00～11:50

認識手機拍拍拍
的夥伴，認識您
的手機攝影

2

2021-03-18
上午09:00～11:50

Google助理與Google Google助理是藏在智慧型手機的小秘書，其實就是大家進入AI人
Lens智慧搜尋
工智慧的入門，剛開始小秘書不太了解您對他下的指令，因此
我們要像學語言一樣，說他聽得懂的話！另外，Google搜尋真是
不簡單，要開始進入拍照搜尋的應用了！

3

2021-03-25
上午09:00～11:50

LINE
PAY行動支付應用

行動支付是現在支付金流的一種通用模式，但是如何安裝與使
用，確是大家無法確定而且比較擔心的部份。請準備好您的帳
號與信用卡，並且期待您開始跨進行動支付的生活中喔！

4

2021-04-01
上午09:00～11:50

手機攝影－遠中
近景構圖練習

遠景用在主要是為了記錄全部的景物，介紹環境特點，地景面
貌；中景可用來呈現主題景物的規模和鄰近的互動關係；而近
景像是特寫與大特寫，能夠進一步的呈現拍攝者的特質。實際
用範例來拍，就會有心得喔！

5

2021-04-08
上午09:00～11:50

手機攝影－靜物
構圖練習

有別於遠中近景構圖練習，我們想利用靜物構圖，來練習景深
重點呈現與景框中主題的對話！好的攝影師會找到好的角度，
並且利用適當的高中低角度讓景框中的主題就像是在說話，讓
人心領神會。

6

2021-04-15
上午09:00～11:50

【戶外課程】：
安平巷弄的秘境
故事

時間：上午九點集合，集合地點：安平妙壽宮(台南市安平區古
堡街1號)。
安平小巷弄的房子間距都不大，光線會因各種角度的不同，是
非常適合取材的地方，利用走讀來安平巷弄探索，每一個作品
都要能包含遠、中、近景，這樣回來分享時，大家也都會很有
心得喔！

7

2021-04-22
上午09:00～11:50

手機攝影－人像
拍攝

人像拍攝的練習的首要條件就是讓自己的打扮有層次，要如何
有層次那就要有來上課您才會知道了。模特兒先讓自己有特寫
，拍攝者能適當的調整模特兒的姿態，再加上幾招網美拍攝的
技巧，自然的神韻會讓人像拍攝超加分的！

8

2021-04-29
上午09:00～11:50

手機攝影－主觀
鏡頭拍攝

主觀鏡頭就是一樣相同的攝影，但是您帶給人家不同的視角；
一樣的攝影鏡位，但是您帶給人家不一樣的角度。一樣都在拍
攝，但是您觀察到了與眾不同的人、事、物，所以主觀鏡頭通
帶會帶給人家不同的想像力！

9

2021-05-06
上午09:00～11:50

【戶外課程】：
原臺南廳長官邸
與臺南知事官邸

時間：上午九點集合，集合地點：原臺南廳長官(台南市東區育
樂街197巷1號)。
這兩個景點都是日治時期的建築，日式風格與造景都非常適合
人像拍攝，所以這個戶外課程希望大家可以依人像拍攝及主觀
鏡頭拍攝為練習主題，大家一定都會有意想不到的作品。

10

2021-05-13
上午09:00～11:50

影片拍攝技巧與
構圖

前面幾堂攝影課如果有用心練習與觀察，已經有非常好的攝影
構圖基礎。因為目前影片在生活記錄的應用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想藉由這個課堂中再加強大家對於拍攝影片的技巧，如
何運鏡以及穩住各位的手持鏡頭。

11

2021-05-20
上午09:00～11:50

不用腳本分鏡的
短影片紀錄

在很多的場合，馬上開啟手機就要開始記錄。老師想要分享自
己拍攝的影片，拍攝時第一瞬間的想法，模擬記錄場景中可能

歡迎手機拍拍拍的夥伴們，手機攝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常紀
錄工具，課程也希望透過這個課程來累積對於智慧型手機的使
用習慣，所以第一堂課我們就來認識手機拍拍拍的夥伴，認識
您的手機攝影！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值得記錄。能夠占到什麼樣的鏡位優勢，以
及攝影者應有的禮貌。
鎮北坊文化園區大約在清朝時期是官署與軍事部署，像大銃街(
現自強街)，總爺街(今崇安街)等較為軍事背景的命名。區域開
基玉皇宮、大觀音亭、開基天后宮是廟宇藝術記錄的題材，鴨
母寮市場也可以是記錄市井小民生活點滴的好地方。

12

2021-05-27
上午09:00～11:50

【戶外課程】：
鎮北坊文化園區

13

2021-06-03
上午09:00～11:50

用表達方式的網
路社群短片

網路社群短片不是年輕人的專利，而是一種生活創意的來源。
同學間熟絡之後，拍起影片來更有趣。嚐試以網路短影音的拍
攝練習，熟悉一般網友觀賞網路影片的節奏，試拍看看您也會
覺得非常有趣喔！

14

2021-06-10
上午09:00～11:50

拍攝商品特色與
使用者經驗短片

現場用您自己慣用的商品來拍攝短片，從鏡頭中學習如何表達
出喜愛的程度，使用者經驗的推薦模式。您馬上會意會到原來
廣告影片都這樣拍出來喔！

15

2021-06-17
上午09:00～11:50

【戶外課程】：
氣象博物館與古
蹟測候所

參觀台南特有的氣象博物館，裏面告訴我們非常多的氣象知識
，我們來學習現場採訪記者一樣錄製一段參訪者的體驗影片，
同時熟悉被拍攝者的專業口語表達與眼神連結鏡位，讓觀眾知
道您正在對他們說話喔！

16

2021-06-24
上午09:00～11:50

手機APP靜態影像
創意

利用手機APP來後製圖片，可進行影像調整，並加上一些濾鏡效
果讓圖片有層次。學習如何編排像網路的海報型錄樣版，最後
利用貼飾來修飾內容的重點。

17

2021-07-01
上午09:00～11:50

手機APP動態影像
創意

拍攝完影片後，利用影片後製APP進行編輯，影片剪輯、視訊軌
素材編輯，背景音樂設定，有趣的轉場與速度設定，再加上重
點說明字幕，先能夠產出短影片再要求變化技巧，後製都可以
做出來！

18

2021-07-08
上午09:00～11:50

跟大家分享您帶
回來的紀錄有多
麼厲害！

本學習最後一堂，希望大家來練習直播。拍好再錄與臨場應變
效果不同，但是應該是充滿樂趣的。媒體互動是一種交朋友的
樂趣，沒有世代的差異，不同題材反而更能彼此相互學習喔！
下學期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