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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 推廣教育組 

    三峽校區 流行歌曲製作與人聲宅錄班 招生簡章 

     課 程 資 訊 與 內 容 

上課日期：民國 110年 05月 25日至 110 年 06月 29日 

上課時間：週二晚上 7:00~10:00，共 6週(每次上課 3 小時，共 18小時)。 

課程費用：6週課程 4,500 元， 200元報名費。 

上課地點：臺北大學三峽校區商學院(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課程簡介：以當代流行音樂為分析主軸，深入解析編曲素材與不同種類風格的差異，使用編

曲軟體實際操作，任何素人都能夠在家製作專業的歌曲與錄製乾淨的人聲，完成

屬於自己的流行歌曲創作。就算你不懂編曲與混音後製，只會彈奏鋼琴與吉他，

甚至你是喜歡唱歌的人，若想進一步學習如何創作音樂，只要上了這堂課，都能

製作出屬於自己的音樂作品，實踐自己的音樂夢想！也能把作品上傳到 Youtube

平台讓世界看見不平凡的你！ 

教學內容：課程從宅錄設備開始介紹，了解基本數位音樂工作站是如何建構，並認識流行音

樂之發展及編曲架構，也會帶領同學們認識當代流行音樂各種風格，如 R&B、Hip 

Hop 等等。除了透過風格解析與實作練習，也教導如何在家專業錄製人聲與後製

處理，最後融合自己的歌曲創作，製作出屬於自己的音樂作品！ 

 

課程大綱 

週次 課程內容 備註 

第一週 宅錄設備介紹  

第二週 編曲五大要素  

第三週 編曲軟體應用/基礎樂理/簡單和弦配置  

第四週 旋律寫作/鋼琴伴奏秘訣  

第五週 節奏編寫/人聲宅錄與後製秘訣  

第六週 混音後製/檢討與成果發表  

 

  注意事項：本課程在普通教室授課，請學員自備筆電、耳機， Windows 或 Mac 系統皆可，

上課主要以 Cubase軟體為主，會提供試用版給同學們使用。 

     

師 資 介 紹 

授課教師：何孟翰老師 

學歷 

輔仁大學音樂學系數位音樂組碩士 

經歷與作品 

現為夢幻音樂工作室 負責人（電影配樂/廣告配樂/歌曲製作/遊戲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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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大大學 講師（教授流行音樂編曲課程） 

明志科技大學 講師（教授影像配樂課程）  

 

2009 年   

●江亦帆數位音樂中心擔任駐校顧問 2 年 

 

2010 年 

●江亦帆數位音樂中心（指派前往中視的金曲超級星節目擔任觀眾評審團） 

 

2011 年 

●江亦帆數位音樂中心-擔任數位音樂教師 2 年 

 

2012 年 

●龍華科技大學與－中廣流行音樂網合作校園版技職教育節目（負責配樂與剪輯） 

●龍華科技大學應外系（第 11 屆畢業公展）配樂&音效執導 

●Angel 's Relieve APP 宣傳影片音效配樂 

●Party Magic 3 宣傳影片音效配樂 

●第六屆 myfone 行動創作獎 原創鈴聲-做自己 擔任編曲 獲得佳作 

●LifeRadio 生活網路電台（創作-就算我等待）擔任編曲 決賽十強（參賽 1500 隊） 

●LifeRadio 生活網路電台（創作-送給天國的妳）擔任編曲 獲得第三名 

   

♫App 遊戲團隊 （負責音效、配樂、錄音部分） 

●Imagine Cup 2012 手機遊戲開發組 全世界前 100 名 全台前 8 強  

●2012 GDC IGF China 第四屆中國獨立遊戲節 學生組『優秀學生獎』 

●4C 數位創作競賽－行動遊戲創作組 大會銀獎 

●4C 數位創作競賽－行動遊戲創作組 宇峻奧汀贊助獎 

●「天翼華為杯」華北五省（市、自治區）及港澳臺大學生電腦應用大賽一等獎 

●第三屆海峽兩岸互動數位內 容設計大賽 IMEA2012 移動應用金獎 遊戲學生組 

 

2013 年 

●台灣農業旅遊發展協會之《移動教室》（配樂） 

●桃園航空城紀錄片－陳康之秋 第二名（配樂） 

 

2014 年 

●iCD 銀河愛音樂數位專輯－如果我是一張卡片-編曲者 

●第八屆 myfone 行動創作獎 原創鈴聲－快接啦～人氣獎 

 

2015 年 

●iCD 銀河愛音樂數位專輯－甜蜜失控-編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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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至尊娛樂城－動物黑幫&阿拉丁的拉霸機台（部分配樂） 

●寶島鐘錶 60 周年【 傳愛時分 愛相傳 】 20 秒（配樂錄音製作）  

●寶島鐘錶【愛永遠，LINE 表現】母親節 20 秒（廣告配樂） 

●Hahow 線上平台，開設「流行歌曲製作秘訣 Cubase 8 編曲軟體應用」數位音樂課程 

●精靈奇蹟 Pure 3S 形象影片配樂  

●AIDATA 平板架宣傳片（配樂） 

 

2017 年 

●「包融」數位藝術展 1/19 （影像配樂作品參展） 

●會雙房屋-阿惠與阿雙 （廣告配樂編曲） 

●獲得德國官方 Cubase101 數位音樂國際認證 

●太平洋電線電纜（廣告配樂） 

●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廉政歷史故事（有聲書部分配樂） 

●妖子－漫畫 Love Again_重新再愛？【第 75 話－配樂】 

●「106 年度普及藝術活動參與計畫」教師研習營講師 

●「106 年度教學增能計畫」課程認證輔導、研習」教師研習營講師 

●「106 年度精進計畫藝術與人文學習「增藝之眼」系列：數位流行音樂編曲研習 

－教師研習營講師 

●電影《飆風老爹》電影預告片－音效&配樂成音工程 

●21 做公益，心情好美麗 完整版 （廣告配樂編曲） 

 

2018 年 

●天工開物－互動裝置－熊貓奇幻劇場 （音效&配樂執行製作） 

  

2019 年 

●擔任第四屆【陸韻獎】歌唱比賽評審  

●ERGOCHIEF® | Original Snap™ (廣告配樂) 

●Hahow 線上平台，開設「電音製作入門：EDM 編曲攻略！」數位音樂課程 

 

更多作品   

古風歌曲製作 

https://youtu.be/O6_w0ZAUDFM 

廣告宣傳-電音類風格 

https://youtu.be/81wBChP4oPk 

史詩配樂 

https://youtu.be/zbh_pAIMWlw 

專長 

作曲、編曲、混音、音效、吉他、鋼琴、多媒體影像處理、電腦軟硬體維修 

 

https://youtu.be/O6_w0ZAUDFM
https://youtu.be/81wBChP4oPk
https://youtu.be/zbh_pAIMW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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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資格 

Cubase101 數位音樂國際認證 

 

1.報名期間：即日起至各班開課日前，額滿為止。 

2.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至推廣組網站 https://dce.ntpu.edu.tw/線上查詢課程並線上報名登錄個人資料。 

 E-mail報名：至本組網站查詢課程並下載報名表填寫，E-mail至 eahonlin@mail.ntpu.edu.tw  

 傳真報名：下載報名表，填寫後傳真至 02-2674-8066(註明：流行歌曲製作與人聲宅錄班報名  

  林先生收) 

  現場報名：請於辦公時間（週一～週五，13:30~21:30。）至三峽校區推廣教育組辦公室填寫報 

            名表。(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商學院 1樓 1F-07) 

※相關於課程之通知均以電子郵件 E-MAIL 寄發為優先，報名時請務必提供正確有效之電子郵件帳號。 

 

繳 費 資 訊 

1.收費標準：報名費：200元 

             學費：6週課程 4,500元 

 2.繳費方式：預定開課前七日左右個別 E-mail通知報名學員繳費，學員可至金融機構臨櫃匯款 

   或使用 ATM轉帳。 

 3.學費優惠方案： 

學費與報名費之優惠，僅能擇一使用。報名時需主動告知優惠身分，並出示有效證明文件，

若未事先告知或證明文件不全者，恕不折扣，亦不得在報名繳費後申請退差額 

報名費優惠資格： 

符合下列條件者，可享本課程(非學分班)減免報名費 200 元 

(1) 臺北大學在校學生或校友本人。 

(2) 曾經參加過本校推廣教育組課程之學員(需完成繳費)。 

(3) 身心障礙人士(需出示身心障礙證明/鑑輔會證明)。 

(4) 低收入戶(需檢附低收入戶證明)。 

(5) 65歲以上長者(需檢附身分證件影本)。 

(6) 本校在職教職員工眷屬（限父母、配偶、子女）。 

(7) 本校退休教職員工本人。 

(8) 持有榮民證或第二類退除役官兵權益卡。 

學費優惠資格： 

符合下列條件者，可享本課程(非學分班)學費優惠方式如下 

(1) 本校現職教職員工本人：學費 75折。 

(2) 本校在校學生本人：學費 9折。 

(3) 五人(含)以上團體報名繳費者：學費 85折。 

(4) 三人(含)以上團體報名繳費者：學費 9折。 

報 名 資 訊 

https://dce.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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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人同時報名兩個以上課程者：學費 95折 

     請於報名時主動告知優惠身分並出示有效證明文件（網路報名者，請於「備註」處說明；紙

本報名者，請於「優惠身分」處說明）。 

4.本組將於各班開課日前 2 天，統一以 E–mail方式通知已繳費同學「開課須知暨注意事項」，

學員完成繳費後若無特殊狀況，則不再個別通知與確認，敬請同學耐心等候。 

 

   其 他 事 項 

1.開課日後報名者，缺課時數照常計算，且不得要求補課或學費之折扣，若無法同意請勿報名。 

2.為維護繳費上課學員之權益，嚴禁試聽、冒名頂替，違者照相存證，循法律途徑解決。  

3.本課程如遇颱風、地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課標準依據當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佈

之新北市停課公告，補課事宜將於停課日後下次上課時通知。  

4.本組保留審核學員報名資格之權利，及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5.學員在修習期間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他學員之學習，經本組通知仍未改善者，得取

銷其修讀資格，且不予退費。  

6.患有或疑似患有 COVID-19、 SARS 或其他法定傳染病者，本組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7.本簡章為預定課程、師資，本組保有變動權，必要時將依實際開課情形作適當調整。  

8.本課程為非學分班，學員出席率達一定標準者將發給結業證書或證明，不授予學位證書。  

9.請確定您已詳閱各注意事項，再進行報名手續，報名即表示同意遵守本組一切規定。本課程 

 內容若有未盡事宜，本組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並公告於本組網站，恕不另行通知。 

 

退 費 規 定 

退費辦法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不含開課日當天）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除未開班外，報名費 200元概不退還。 

單一班級人數未滿 12 人時，本組得延期開課或停辦；如停辦該班次，本組悉數退還所繳費用，

並請於原訂開課日後一週內辦理退費，逾期恕不受理。 

辦理退費時需繳附學費收據正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學員本人之郵局或土地銀行存摺封面影

本，並填寫退費申請表。 

辦理退費程序：自收件退費申請表完整文件始，至退費完成入帳銀行戶頭，需耗費約一個月時間，

敬請耐心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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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與本校各大樓位置圖（三峽校區） 

 

地址：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 

請查閱本校交通與地圖資訊 

https://new.ntpu.edu.tw/about/map-directions 

請查閱本校三峽校區校園平面圖 

https://www.ntpu.edu.tw/chinese/about/newimgs/maps_all_2018.png 

 

 

 

※若有任何疑問，敬請與本組聯繫！ 

 

國立臺北大學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電話：(02)8674-1111  

分機： #66467（林先生） 

傳真： (02)26748066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商學院 1F-07 
Email：eahonlin@mail.ntpu.edu.tw 

網址：https://dce.ntpu.edu.tw/ 

https://new.ntpu.edu.tw/about/map-directions
https://www.ntpu.edu.tw/chinese/about/newimgs/maps_all_2018.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