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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教育部 

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申請書【第一期／四期計畫】 

申請類別 

■A 類：前瞻人才跨領域課群發展計畫

□B 類：前瞻人才跨領域學習環境與課程發展計畫

計畫名稱 「音樂、科技與健康」跨領域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申請學校 國立清華大學 

主持人姓名 蘇郁惠 單位／職稱 
音樂系教授且兼電資院音樂、

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申請議題 

■「人口結構變遷」

■「科技變遷」與社會之交互影響

□「環境能資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

■「經濟型態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

□其他科技前瞻議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期期程：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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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摘要表 

學校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 

計畫名稱 「音樂、科技與健康」跨領域前瞻人才培育計畫 

計畫主持人 蘇郁惠 

主責單位 
音樂系 

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 
合作單位 

電機系、資工系、醫科系、服

務科學所等 

國立清華大

學「音樂、

科 技 與 健

康」跨領域

前瞻人才培

育計畫 

計畫目標 

        資訊科技帶動數位經濟轉型，並為高教音樂人才培育帶來新契機；數位

媒體產業相關之音樂科技跨領域人培，相較歐美自1990年代陸續成立的音樂

科技(Music Technology)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如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喬治亞

理工學院、紐約大學等)，國內相形見缺；本計劃仿效國外典範，整合音樂、

電機及資工三系師資，規畫「音樂與科技」學分學程，從大學端開啟「音樂

+科技」的跨領域人才培育。 眺望2030我國將進入超高齡社會，照護人力短

缺嚴峻，亟需培育能結合領域專業(如音樂)於長照服務創新的跨域人才。

「音樂治療」自1950年代發展至今，已被接納為一個正式的助人專業，也被

廣泛運用於早療、身心障礙、精神醫療、老年照護、重症醫療、安寧照護與

一般人之身心調適。國外已有音樂治療系所，但在國內尚未建立執業證照制

度、及兼顧清大研究型大學的特性，擬從規劃「音樂與健康科學」學分學程

著手，整合音樂、醫科及心資等系、鄰近醫事大學及部定教學醫院師資等，

共同合作培育「音樂+健康」的跨領域人才。 

計畫推動策略與作法 

一、以清大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整合資源。 

二、設立「音樂與科技」學分學程、「音樂與健康科學」學分學程，修畢兩

學程畢業證書加註第二專長：「音樂、科技與與健康」。 

三、經營特色課程「音樂與科技」5門、「音樂與健康科學」2門。 

四、強化體系支援：1.清華學院「拾穗計劃」有利大一跨域生招收；2.教發

中心<放心學>、核心通識課程支援學分學程；3. 培育跨域TA、改善軟硬

體以利教學；4.媒合「音樂跨域學碩社群」以凝聚跨域生向心力。 

五、產學攜手人培：1.清華學院「產業長期實習課程」提供半年實習；2. 清

大服科所「預見科技桃花源計劃」協助竹科資源導入；3.中心辦公室、

產學中心、台北松菸文創園區、行政院新創基地可為互動場域。 

預期效益與關鍵績效指標 

一、 課群教師及業師共30人、教學總時數300小時。 

二、 學分學程規劃書2份、音樂跨領域課程7門。 

三、 課群修習及活動參與學生數500人、教學助理6人。 

四、 跨域教法/教材/教案/教具7件、跨域教材單元數及創新處達70個。 

五、 沙龍及論壇等學風營造活動10場；教師研習及成果發表等活動4場。 

六、 前瞻議題教研社群共2組、教師10人、成果展現2次。 

七、 國際學者來訪2人、國際研討會1場、國外機構參訪1次。 

八、 業界參訪總人數達30人、見習或實習總時數達180小時。 

九、 計劃網頁專區1式、校內外公共訊息或電子媒體曝光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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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整體推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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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 

壹、申請單位概況 

一、 執行單位成立宗旨與發展概況、及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特色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Music, 

Technology and Health)設立於2016年5月，整合音樂、科技與健康之跨領域專業，推動「音

樂與科技」、「音樂與健康」、「音樂與健康科技」之學術研究與國際交流、教學與教

育推廣、產學合作等，以跨領域整合模式，致力於生活品質提升與身心靈健康促進。具

體任務如下： 

(一) 規劃暨執行音樂、科技與健康之各項研究計畫。 

(二) 規劃暨舉辦音樂、科技與健康之各項學術活動及國際交流。 

(三) 規劃暨推動音樂、科技與健康之跨領域人才培育、相關課程及學程支援、校內外

相關議題之教育推廣活動。 

(四)整合本校音樂、科技與健康相關系所單位之跨領域資源，作為一個與校外相關產、

官、學、研機構之聯繫窗口與合作平台。 

        「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扮演人文社會與科技跨領域整合的角色，目前已整 

合清大藝術學院音樂系、電資學院電機系及資工系、生命科學院醫科系、工學院動機系

等系教師、中研院資料科學所研究員、元培醫事科技大學醫學工程系等跨校師資，共組

「音樂、科技與健康跨領域教研團隊」；「音樂、科技與健康業師顧問群」包含具有部

定大專教師資格之教學醫院醫事人員及從業音樂治療師、流行音樂創作及數位音樂製作

一線業師、線上音樂串流業及音訊電子產業經理人等。 

        中心近三年投注於「音樂跨領域人才培育」的具體成果，包含跨領域課程開發、研

究計畫執行、學術會議及工作坊舉辦、學生創業輔導等。目前已著手規劃「音樂與科技」

學分學程(附錄 1 學程草案)、「音樂與健康科學」學分學程(附錄 2 學程草案)，並研議修

畢兩學程畢業證書加註第二專長：「音樂、科技與健康」。期待在本計劃支援下，開設

或深化以下音樂、科技與健康的跨領域課程： 

(一) 開發音樂、科技與健康的跨領域課程 

1. 音樂系課程：「聲音合成與MSP程式設計」/與電腦音樂業師合作、「流行音樂

應用」/與流行音樂業師合作；「音樂治療基礎」、「音樂治療理論與實務」。 

2. 資應所課程：「數位音樂實務與應用」/與數位音樂業師合作、「錄音及音樂製

作」/與錄音工程師合作。 

3. 醫科系課程：「生理量測與音樂健康照護」/音樂、醫科、醫工三領域教師合作。 

4. 電機系課程：「數位聲訊分析與合成」。 

5. 資工系課程：「人工智慧與音樂導論」、「音樂訊號分析與檢索」。 

6. 通識中心課程：「數位音樂與歌曲創作」、「虛擬音源操作與編曲」及「音樂、

生活與治療」等引導跨域興趣的基礎通識課程。 

附註：以上第1-5項課程已正式開設、第6項課程已提送通識中心審閱。 

(二)音樂跨領域研究計畫執行 

1. 文化部計畫-「清大流行音樂科技人才培育計畫」，執行單位為清大音樂、科技

與健康研究中心；合作單位為台北市音樂創作職業工會。 

2. 科技部智慧經濟計畫：「以深度機器學習輔助個人化音樂健康照護」三年計畫，

參與教師來自清大資工系、音樂系、元培醫工系；產業合作單位為KK Box、埔

里基督教醫院長照中心、蒲公英日照中心。 

3. 教育部高等教育創新轉型計劃：「音樂、科技與銀髮族健康照護-偏鄉發展創新

長照服務之教育實驗規畫」，合作單位為清大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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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心智科學中心；產業合作單位為埔里基督教醫院長照中心。 

4. 清華大學跨領域計劃：「以音樂輔助銀髮族運動與復健之智慧科技創新應用-銀

髮族智能保健之音樂科技研發與應用」，參與教師來自清大音樂系、電機系、

資工系、動機系。 

 (三)音樂跨領域學術會議及工作坊舉辦 

1. 主辦「鄉村醫療及創新長照服務國際研討會」(2017/9/15-16)、「第十三屆國

際電腦音樂與音訊技術研討會」(2017/12/8-9)、「第三屆音樂與健康促進國際

研討會」(2018/10/19-20)等國際學術會議。 

2. 舉辦「音樂 X 健康週-澳洲雪梨大學醫學院教授暨表演藝術家健康照護協會主

席Bronwen Ackermann訪台學術交流」(2018/10/16-20)、籌辦「音樂X科技週-

智利音樂科技學者De la Cuadra訪台學術交流」(暫定2019/07/1-14)、「音樂X

醫學跨校論壇-德國漢諾威音樂、戲劇及媒體大學副校長暨音樂生理學及演奏家

醫學中心主任Eckart Altenmüller」(2019/8/19-24)等區域學術巡迴交流及工

作坊。 

(四)輔導學生進行音樂科技創新創業 

1. 由清大國際產學聯盟推薦，與淇譽電子科技公司業師合作輔導音樂系音樂工

程組學生，成立新創公司-樂意創，核心技術為AI音樂生成技術開發與營運，

甫獲選進駐行政院新創基地(台北市仁愛路三段55號)。 

二、目前人才培育問題與困境、現行人才培育模式及院系學科發展之問題與目標 

        藝術教育工作者對於自身角色、地位以及政府經費補助，常覺得被誤解、被低估及充

滿無力感；當今藝術教育領域內所謂的藝術，只佔今日世界藝術的一小部份，藝術教育誠

然無法改變當今藝術的走向，但仍然可以站在對公共教育的社會責任上有所作為。制高點

決定視野，當高等音樂教育工作者能從公共教育的制高點，清晰判斷重要性、利弊得失及

詮釋眼前所見，當能體認音樂人才培育面臨的困境，為高等教育音樂人才擘畫出跨領域發

展的新藍海。 

        國內高等教育的音樂人才培育，面臨著大學前端的高中音樂藝術才能班學生來源萎縮、

優秀學生提早出國深造等危機，衝擊著以古典音樂為主力的大專院校音樂人才培育；流行

音樂專業人才不足也是另一個問題，文化部已挹注經費增設相關系所以解決此困境，但是

由 70 年代華語歌曲帶動蓬勃發展的台灣流行音樂市場，正隨著數位時代串流音樂的盛行，

使得流行音樂產值大幅萎縮。危機就是轉機，資訊科技帶動數位經濟型態變遷，也為我國

高等教育帶來音樂人才培育新契機，我國社會極需能結合數位科技，以帶動音樂產業突破

的音樂跨領域人才。「音樂科技」（Music Technology）是現代學術領域的一門，主要研究

及開發工程與科技在音樂上的各種技術與應用，如各類電子硬體配備及電腦軟體在現代音

樂製作上的使用，以生成、錄製、播放、混音、存儲和演奏音樂等。「音樂科技」也涵蓋

了音樂較技術性的另一面如聲學、程式設計、音樂心理學、神經科學、社會學以及種種音

樂產業的經營手法等。相較於歐美先進國家長達數十年的豐碩整合研究成果，長久以來國

內的教研環境，相對缺乏音樂與電機資訊的整合，特別是在音樂科技與數位媒體產業相關

的跨領域人才培育，亟需重視解決。 

        再者，台灣高齡化社會及少子女化的人口結構變遷，社會高度需求能夠服務於高齡社

會長期照護、特殊兒童早期療育及身心障礙青少年轉銜教育、成人精神心理衛生保健的音

樂治療人才。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在國外已有數十年發展歷史，目前台灣亦有音樂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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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的市場需求，但我國的音樂治療人才培育進展相較於歐美顯得遲滯，且音樂治療專業

人才的證照配套與考用制度亦未完備。本計畫主持人曾赴美國參訪西雅圖太平洋大學的音

樂治療學士後學位學程，該學程召集人 Dr.Brown 指出有兩件事情必須同步進行：其一、建

議大學端成立音樂治療課程及臨床實習輔導機制；其二、建議推動成立音樂治療認證機構

或協會，規畫筆試考試與證照授予，例如美國的音樂治治療師執業時，身上皆須配戴該國

音樂治療協會核發的檢定合格證照 MT-BC (Music Therapy-Board Certification)。在我國尚缺

乏人才考用及證照制度的現實環境下，筆者認為直接設立以音樂治療為名的系所，時機尚

未成熟，但可先從建立學分學程開始，並建議該學程在清大定位為「音樂與健康科學」，

其一是符合清大研究型大學的定位，其二是較易整合音樂、醫科、心資等系師生參與，及

與鄰近醫事大學攜手，活化音樂治療人才培育的管道。 

        清大以理工起家，民國 106年底清大與竹教大併校後新增藝術學院、教育學院。清大藝

術學院以成為台灣「藝術領航者」與「藝術跨域工作者」為目標，併校後的清大音樂學系

大幅度修正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架構，推動適性分組教學，逐步增加與音樂工業及產學合

作之相關課程，例如學士班開設的音樂治療、數位音樂在產業上的應用、跨領域表演技巧、

音樂戲劇與劇場實務、電影配樂、流行/爵士音樂概論等課程。音樂系碩士班除原有「演奏

組」及「台灣音樂組」外，新設「音樂工程與應用音樂組」，並嘗試跨域「音樂、科技與

健康」之研究、教學與產學合作。「應用音樂與音樂工程組」成立至今 3年平均錄取約 14%，

顯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方向受到肯定。目前清大的音樂跨域人才培育放在音樂系碩士班階

段，尚未有大學部名額，整體而言，可供跨域的招生名額不多、不利發展。為解決此困境，

本計畫主持人已著手規劃全校性的「音樂與科技學分學程」(18學分)、「音樂與健康科學學

分學程」(18學分)，並研議修畢兩學程者，提供畢業證書加註第二專長：「音樂、科技與健

康」，以自大學端向下扎根培育更多元化的音樂跨領域人才。 

三、教研能量及現行行政與教務體制配合方式 

        跨領域是清華大學的基因，清大校方除積極推動成立各類跨領域研究團隊外，更在體

制內建立各類創新跨領域教學機制，例如清大已設立跨院國際碩博士學位學程、大學部大

一不分系院學士班、教務處成立各種特色學分學程。本計畫之人才培育，可呼應清華藝術

學院學士班「科技藝術人才培育」的宗旨，亦可支援清華學院學士班「跨領域創新人才培

育」所需課程；清華學院「拾穗計畫」特色招生，提供學生彈性選系、專長輔導、適性發

展、跨領域學習、實驗教育等方式打破傳統制式化教育思維，招收跨域特色人才，在國內

極具特色，「拾穗計畫」規畫有音樂專長的跨域學生養成機制，本計劃亦可支援所需課程。 

       本計畫主持人於 106 年創設音樂系碩士班音樂工程及應用音樂組，積極推動音樂科技跨

領域人才培育；於 107年及 108年擔任清大招生策略中心「拾穗計畫」特殊選才招生委員，

協助甄選兼具音樂專長及跨域潛質的高中考生、特殊選材錄取考生入學前的親師懇談，並

擔任「拾穗計畫」導師，輔導音樂跨域人才的專業發展及企業實習。由於擔任清大音樂系

教授兼電資院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與跨領域團隊已建立合作默契，基於音樂跨

領域人才培育經驗，綜合擬訂以下兩項體制內發展的規劃: 

(一)規劃「音樂與科技」「音樂與健康科學」學分學程，修畢兩學程可加註第二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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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主持人經過多年觀察發現，「音樂與科技」、「音樂與健康」是具備跨域潛質

音樂專長學生最感興趣的範疇，為引導學生學習，「音樂與科技學分學程」將定位歸屬於

清大「創新創業創意領域」的學分學程，「音樂與健康科學學分學程」將定位歸屬於清大

「跨領域應用科學領域」學分學程。學分學程規劃草案詳附件 2 

 (二) 「音樂科技與健康科學」跨領域人才培育的國內轉銜規畫 

      未來本校可供音樂、科技與健康跨領域人才培育的管道，清大跨院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為

未來發展機會。目前除清大音樂系碩士班音樂工程及應用音樂組可供進修外，本計劃已提

案並獲得鈞長支持，可望於跨院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再增設一組-音樂科技與健康科學組。附

註：目前清大跨院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設有兩組：華語教學組、藝術與創新科技組，本計畫

執行單位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爭取於 109學年度增設音樂科技與健康科學組，以利

音樂跨領域人才的轉銜培育。 

貳、計畫目標 

一、問題意識-數位科技造成人類生活型態變遷，對音樂產業帶來的衝擊與機會 

        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發布《2017 全球音樂報告》，顯示全球錄製音樂市場規模在

2016 年增長了 5.9%，這些音樂前製、後製等都極需「音樂科技」協助 (資料來源：

https://kknews.cc/zh-tw/finance/nm8zjag.html)；來自高盛發布的一份預估研究，全球錄製與

音樂科技產業的產值至 2030 年將增長約 5 倍，其中串流媒體貢獻了相當大收入，其中 82%

產值將來自串流媒體付費訂閱收入、18%將來自串流媒體免費服務的廣告收入(資料來源：

https://kknews.cc/zh-tw/finance/65nmmxm.html)。近年來「實體唱片」銷售量下滑，由「音樂

科技」透過「串流音樂」(Steaming Music) 興起的發展趨勢取代，2017 年全球音樂產業大幅

成長 8.1%，拜串流服務大受歡迎之賜，數位音樂占唱片業總營收比例首度過半(資料來源：

http://m.cna.com.tw/news/amov/201804240396.aspx)。 

        「音樂科技」配合近年來新興 AI 多媒體音樂、音訊與音樂大數據分析與評估、自動作

曲 (Algorithmic Composition) 技術、音訊合成 (Sound Synthesis)，串流音樂 (Streaming Music)、

音樂感知 (Music Cognition)、音樂健康 (Music Health)、音樂區塊鏈 (Music Blockchain) 與音

樂版權執行，以及與電腦音樂所融合之各類型研究，需要使用專業之音樂科技人才共同發

展。目前大陸已有超過 20 個以上的音樂科技系所，但仍以「展演」、「製作」為主，卻少

了歐美最重要的音樂科技「火車頭工業」-「音樂科技研究」。在「科技藝術」領域方面，

清大藝術學院已有不錯的起步，依循世界標準的「設計」領域發展，而清大「音樂科技跨

領域人才培育」，可望成為領先對岸音樂科技研究發展的契機，提供有志以新興音樂媒體

從事跨領域的學習機會，為我國培育出所需之優秀人才。 

二、音樂產業及教育須正視倒金字塔人口結構隱憂，開發熟齡及分眾客製化的音樂服務 

        少子女化時代，學習古典音樂的孩子似乎變少了，但相對的，熟齡、母嬰、宅經濟所

需的客製化音樂服務時代來臨。Alan P. Merriam(1923-1980)指出音樂具有十項功能 1. 表達情

緒 (Emotional expression )2. 享受美感 (Aesthetic enjoyment)3. 娛樂 ( Entertainment)4. 溝通

(Communication)5.符號象徵( Symbolic representation)6.身體反應(Physical response) 7. 強化社

會規範(Enforcement of conformity to social norms ) 8. 有益社會組成及宗教儀式(Validation of 

https://kknews.cc/zh-tw/finance/nm8zjag.html
https://kknews.cc/zh-tw/finance/65nmmxm.html
http://m.cna.com.tw/news/amov/20180424039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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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nstitutions and religious rituals)9. 有助文化傳承(Contribution to the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of culture)10.有助社會整合(Contribu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society)。音樂產業及教育界須正

視倒金字塔人口結構的隱憂，充分利用音樂的這 10 項功能，讓音樂產品相關之技術開發、

產品定位、行銷推廣等，都能符合熟齡、母嬰、宅經濟等客製化音樂服務的時代需求；大

專教師若能與業師合作，攜手培育跨領域人才，為年輕學子創造未來發展機會，讓產業界

與學界得以雙贏(參見附錄 3-音樂 X 科技工作坊  學界與業師交流大合照)。 

        據此，本計畫希望能培養下列三種音樂跨領域人才： 

☀培育能技術實作及創新應用之音樂科技及健康產業人才。 

☀培育具跨域整合力之音樂科技研發與音樂醫學研究人才。 

☀培育具跨域協調及可創新服務價值之音樂應用管理人才。 

 三、議題形成過程之描述-於清大本中心辦公室及實驗室、清大產學中心、松菸文創園區、 

         行政院新創基地等，進行跨域融入議題的討論 

        本中心跨領域議題之決定，皆採取師生與業師討論之機制，且音樂工程組學生中，即

有學生身分是新竹科學園區電子產業的資深經理人、原任職於竹科電子產業並立志音樂科

技創業的音樂工程師兼業餘 DJ、文化部培植的獨立樂團電吉他手等等多元化跨域人才，有

利於跨域議題形成。例如本中心曾舉辦音樂 x 科技工作坊(2018/9/2)，透過清大國際產學聯

盟，邀請對音樂科技有興趣之產業界人士參加，並於當天中午餐敘，業界亦對將音樂科技

與健康服務連結，寄予厚望。當天參加業師包含遠傳(Omusic)陳昱鼎(Ivan)先生、台灣數據

智慧發展協會劉志鴻先生；和鑫光電馬維欣董事長、劉佩玉副處長、邱博興處長、吳致遠

處長、江連翔協理、何煒軒處長、王昱朝處長、劉奎一經理等；光寶科技吳清沂技術總監；

產學中心徐慧蘭執行長、張益祥資深協理等人(附件:工作坊參與師生與業者的大合照)。  

        除清大校內場地外，本團隊已輔導學生創新創業，成功進駐台北市仁愛路三段的「行

政院新創基地」，並與台北市音樂創作職業工會於松菸文創園區亦有密切交流。 

四、深化跨領域教師社群對關鍵議題之教學與研究，對前瞻議題之討論 

        本計畫以研究中心為平台，媒合相關教師、學生與業界，進行定期討論，平時則以信

件、Skype 或 line 等社群媒體溝通，以決定關鍵議題。例如目前進行「音樂治療研究相關之

音訊分析及生理訊號分析」於資電館 6311 研究中心辦公室，共同指導電機系印度籍博士生，

參加者為電機系、音樂系、中研院資科所及元培醫工等系教師。另以學生創業為例，本中

心輔導學生即將上架營運的公司-樂易創，則是經過長達一年以上不斷的溝通、技術開發、

運營提案、試用、反覆修正等機制，其中業師參與深度及持續度，是學生成功創業的關鍵。 

五、 2030 年超高齡社會的照護問題，使智能科技研發更具挑戰與價值；除了傳統的音樂照 

         護服務外，結合人工智慧的音樂應用可望帶來新機會 

        音樂與健康的整合，並不侷限在音樂治療疾病，而在提升整體生活品質與健康狀態，

即身體、心理、社會及靈性的全人健康。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而音樂正是人性化科技的

絕佳黏著劑。近年來台灣社會高齡化的趨勢急遽的加速，少子化也帶來是照護人力嚴重的

不足。都市老年人被困在水泥叢林寸步難行，而鄉村老人不是獨居就是只有年幼的孫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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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隨著老化帶來的衰弱與失能對生活品質與健康形成很大的威脅，結合人工智慧的音

樂應用可以有效提升生活品質與促進全人健康照護。 

        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領域策略長張淮杞在「2030 年台灣未來形貌及其重要

議題」中，指出台灣在 2026 年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失智照護、高齡健康照護與老人獨居等，

是未來關鍵議題。開發具有實證依據的延緩失智音樂治療方案，或是開發音樂陪伴機器人

或機器寵物所需軟硬體、音樂服務內容與週邊產品，皆具有重要商機，首要需培育人才。 

六、需要什麼樣的人才解決這些問題，並迎接機會與挑戰 

         2030 年，數位化將成為產業常態，未來人才需有跨域整合力，正如  世界經濟論壇

（WEF）指出:「科技應用與設計規劃」、「系統化思維」及「分析邏輯與評估」這幾項能

力未將更為重要，人才需求已從 20 年前一技之長的「I型人」、10 年前學得多學得廣的「T

型、Ⅱ型、π型人」，進階到雙核心的「跨域整合型人才」。本計劃期待培育能跨音樂、

電機資訊、健康科學之跨域整合型人才，國外音樂科技跨域人才培育已行之多年，如卡內

基美隆大學於 2009 年即由音樂學院、電腦科學學院和電機工程系三個單位聯合發起培育音

樂科技跨領域人才，學生能夠在跨學科環境中磨練技能，並專注於個人選定研究領域如錄

音技術(Recording Technology)、音訊工程(Audio Engineering)、電腦音樂(Computer Music)、

音樂作曲(Music Composition)、音樂表演(Music Performance)和音樂理論(Music Theory)等。

藉由跨系所的團隊教師及業師合作，使學生能夠獲得音樂科技的專業知識和廣泛技能。國

外音樂治療系所已發展成熟，我國更需即起直追、啟動音樂及健康科學的跨領域溝通整合。 

七、如何透過議題導向之教學，培育這類人才的知識(Knowledge)、技術(Skills)、能力 

        (Abilities) 及態度(Attitudes) 

         跨領域前瞻人培團隊須由跨領域學者、一線執業及創業業師、具跨域經驗的學生組成，

加上校方行政配套活化、研究單位能量支持，以進行體制內課程改革。清大教務處招生策

略中心負責的拾穗計劃，於前端甄選跨域人才；清華學院提供的產業長期實習制度及住宿

書院氛圍，活化了產業人培環境；清大產學中心豐富的產學輔導經驗及企業資源等，皆是

清大跨域人培的基石。清大與竹教大併校後增加的藝術學院，使國外行之有年的「音樂＋

科技」、「音樂＋健康」雙核心人培，甚或「音樂＋科技＋健康」的複合型人培更為可行。 

        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融合經驗主義、行為主義及進化論提出的實驗主義，

提出了「作中學」(Learning by Doing)及問題解決的教學觀點，可作為跨領域人才培育的參

考：眺望 2030，我們正面臨高齡少子化、科技變革、經濟型態帶來社會變遷與衝擊等問題，

跨領域課程應強調如何面對及解決以上問題，發展各類專題討論與實作，例如失智症音樂

療法、母嬰安撫音樂產品研發、AI 音樂科技應用、AI 區塊鏈技術與音樂智財分潤、科技變

革下的資安與道德議題等，皆值得課程導入。大學是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培養的開端、

也是關鍵時期，若能讓學子在校方體制活化、教師及業師合作引導鋪路的氛圍下，逐步了

解未來產業需求，將可望培育出一群能帶動未來學術研究及音樂產業發展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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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外發展範例-音樂科技跨領域人才培育之國際趨勢、課程規劃與職業前景分析 

 (一)音樂科技跨領域人才培育之國際趨勢與課程規劃 

       觀諸當今國際高等教育的音樂跨領域人才培育，整合音樂、電機及資工等三領域課程師

資，組成跨領域的音樂科技學位學程(Music Technology Program)，已是人才培育新趨勢，國

外已設有音樂科技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例如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結合該校理工起家特色，於音樂學院設立音樂科技理學士、音樂科技理學碩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Music Technology 、Master of Science in Music Technology) ；又如美國

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音樂學院亦設音樂與科技理學士、音樂與科技理

學碩士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 in Music and Technology 、Master of Science in Music and 

Technology)；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則授予音樂科技音樂學士、音樂科技音樂

碩士、音樂科技哲學博士(Bachelor of Music in Music Technology 、Master of Music in Music 

Technology、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usic Technology)。 

    “音樂科技”一詞來源於英文“Music Technology”，音樂科技是音樂家用來輔助音樂製

作的技術，包括使用電子設備和計算機軟體來輔助回放、錄音、存儲分析和演奏等，音樂

科技學(music technology)發展於二十世紀末，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1986年約克大學設立

英國第一個將藝術學和科學兩種學術背景融合的“音樂科技碩士”學位，“音樂科技學”

涵蓋聲音藝術領域、聲音工程領域、科學工程領域等多領域融合發展、專業混和交叉的特

色，並以科學技術藝術表現、音樂理念引領潮流方式發展，是一門整合音樂類學科、電腦

科學、聲音工程、數位科學融合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潘溯源，2013)。 

        音樂科技的聲音藝術表現，打破以往以音符為創作元素的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以聲

音和聲波作為創作素材的表現方式，例如波普音樂(sonic music)、電子原聲音樂，電子音樂。

聲音工程探討聲音的物理性質和聲音採集及重現的技術，例如約克大學 2012 年音樂科技學

碩士開設「錄音機計算機程序技術」  ( Recording Studio and Computer Programming 

Techniques) 和「聲學信號保持技術」 ( Audio Signal Preservation) 兩門基礎課程，教導物理

聲學知識、拾音技巧、聲音處理技巧等，並進行空間聲學研究。科學工程領域的音樂科技，

主要研究計算音樂學、電子音頻和音樂技術工程、音樂數字化、音樂科技軟體硬體研發、

數字音樂開發等方向。約克大學音樂科技碩士必修  「數字音頻編碼」  ( Digital Audio 

Programming) 及「音樂交互式技術」 (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for Music)等科目，該技術當

今應用於 ios 系統下的數字音樂軟體開發、互動式音樂演藝裝置的搭建，研發者的已跳脫純

音樂藝術家角色、更接近於工程師身分 (潘溯源，2013)。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卡內基美隆大學及紐約大學等校的音樂科技跨領域人才培育，

主要由音樂、電機、資工等三個學院/學系開設，相關課程：A.音樂系課程包含音樂基礎、

音樂理論、音樂科技、音樂知覺與認知、作曲、演奏、其他音樂相關課程等 8類；B.電機系

課程包含電子工程、訊號處理等 2 類； C.資工系課程包含電腦科學、程式設計、音樂訊號

檢索等 3 類；D.其他課程包含英文寫作、數學(微積分及微分)、物理學概論、社會科學、解

釋與論證、世界歷史概論等 (詳細課程名稱參見 附錄 4:國外音樂科技學位課程表，整理自各

校課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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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音樂系開設課程 

1.音樂基礎：大學部的視唱及聽力訓練、音樂律動等。 

2.音樂理論：大學部包含和聲學、對位法原理、曲式與分析、20 與 21 世紀音樂技術、   

                       曲目及聆聽、配器法等；研究所包含十九世紀音樂分析、進階分析技術、 

                       宣克分析法、後調性理論與分析等。 

3.音樂歷史：大學部包含西方音樂史；研究所包含東方音樂(如伊朗音樂)、披頭四及搖 

                       滾音樂探源、音樂科技史和曲目。 

4.音樂科技：大學部包含電腦/電子音樂導論、音樂技術/聲音科技導論、錄音及混音、 

                       編輯及製作、音樂科技專案分析、數位和模擬電路等；研究所包含電腦音 

                       樂系統與訊息處理、計算音樂和音頻分析、電聲、網路音樂、多軌錄音、 

                       編輯及專輯製作、聲響與照明、混音樂器建置、音樂的數位音頻處理、音 

                       樂技術專案與實驗、人機互動等。 

5.音樂知覺與認知：多設於研究所的進階課程，包含音樂心理學、聲音的認知神經科學、 

                                   聽覺與認知等課程。 

6.作曲：大學部；包含研究所包含進階電腦音樂作曲 

7.演奏：大學部包含鍵盤和聲和即興、合奏、筆電樂團合奏；研究所包含進階讀譜及鍵 

               盤和聲、科技樂團合奏、技術輔助的表演獨立研究。 

      8.其他音樂相關課程：研究所的音樂治療、音樂教育科技、音樂產業行銷策略、音樂及 

                                                     音樂教育研究法等。 

B.電機系開設課程 

1.電子工程：大學部包含電子設備和模擬電路、數位系統的結構和設計、聲學/錄音和樂 

                       器設計。 

2.訊號處理：大學部包含數位訊號理論基礎、數位訊號實驗；研究所包含訊號和系統、 

                       數位訊號理論、數位訊號處理、數位通訊與訊號處理系統設計、高級數位 

                       訊號處理、圖像/視頻和多媒體等。 

C.資工系開設課程 

1.電腦科學：大學部包含計算機概論、計算機系統概論、電機與電腦工程簡介；研究所 

                       包含科學計算、數學和計算機科學基礎、電腦音樂系統和訊息處理、平行 

                        演算和排序演算的數據結構及演算法、機器學習等。 

2.程式設計：大學部包含程式設計原理、指令式程式設計原理、程式設計及問題解決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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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音樂訊息檢索：研究所開設的課程，包含訊號處理的機器學習、多媒體數據庫和數據挖 

                                 掘、音樂訊息檢索、3D 音頻或音樂訊習檢索。 

D 其他系所相關課程 

包含大學部的英文寫作、數學概論、微積分、微分、物理學導論、社會科學、健康、解 

釋與論證、世界歷史概論等。 

(二)  音樂科技跨領域人才的職業前景分析   

        音樂科技畢業生可望成為音樂產業創新發展的明日之星，進入下列職場： 

1.音訊工程：設計和分析用於音訊的電子、算法、傳感器，包括研究數位音訊效果，以 

                        及開發新的樂器和介面 

2.互動式音樂軟體：開發可使用電腦於即時演奏的音樂軟體 

3.音樂作曲：專注於使用最先進的工具和技術的電子聲學音樂創作 

4.音樂訊息檢索科學：開發音樂數據庫、數據挖掘，以及內容導向的大量搜索 

5.音樂表演：強調結合現場電子和互動系統的音樂表演 

6.音樂程式設計：探索有效的方法來製作音樂應用程式，包括編程系統和編碼 

7.音樂機器人研發：開發由電腦演奏的機電樂器 

8.音樂理論科學：特別有關電腦模型和實現、演算法作曲、音色模型和頻譜模型 

9.錄音技術工程：錄音音樂的藝術及科學 

10.聲音合成：聲音產生和控制的模型，包括對傳統樂器和全新聲音的真實模擬 

(三)音樂科技融合第二學科-健康科學 

        音樂科技的學士學位以理學學士為最大宗超過五成 (195 個/55%) 、文學學士次之( 137

個/占 39%)、工程學士較少( 10 個/3%)。此外，也大量出現了一種極其特殊的學科結構，例

如天體物理學與音樂科技學理學學士( BSc in Astrophysics and music technology)、計算機工

程音樂科技學理學學士( BSc in Computing and music technology) 、劇院/電視與音樂科技學

( Bsc in Theatre /TV and music technology) 等，此類學位結合音樂科技、第二融合學科，進行

跨系合作，教學過程中需有高度的學科知識融合使用，是課程設計的必備要素。 

        國外大學的音樂科技跨領域人才培育，也重視和與健康照護的需求鏈結，例如美國紐

約大學音樂科技學位，同時為學生規畫音樂心理學、音樂認知、音樂治療等音樂健康類的

共同選修課程；又如喬治亞理工學院的音樂科技學位，包含聲音的認知神經科學、聽覺音

樂心理學等，以培養能發展健康應用的音樂科技研發人才。本計畫將推動「音樂、科技與

健康」的跨領域學習環境與課程發展，同時規劃「音樂與科技」及「音樂與健康科學」兩

個學分學程，修畢學分者可獲得學分學程證明。本計畫亦參考西雅圖太平洋大學音樂治療

學位學程的課程規劃(附錄 5)，並已與該學程簽立合作意向書，該學程召集人 Dr.Brown 將協

助本學程在音樂治療方面的課程開發、見習或臨床實習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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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整合藝術、電資、工程、生科等四學院的教師主軸，及新竹、桃園及台北地區

在智慧科技、長照、大數據及物聯網等產業發展趨勢，呼應音樂科技融合第二學科的國際

趨勢，選擇健康科學為音樂科技專長的第二融合學科，研議讓同時修畢兩個學程的學生，

畢業證書加註第二專長：「音樂、科技與健康」，成為能將音樂科技專長延伸至健康照護

科技研發或服務模式創新的跨域人才的「音樂+科技+健康」複合型人才。 

參、計畫推動重點、策略與方法 

一、 課程結構調整 

 

1. 推動「音樂與科技」「音樂與健康科學」學分學程，以落實「音樂、科技與健康

跨領域人才培育」所需之模組化課程與教學。 

2. 模組化課程之師資聘任單位說明： 

(1) 「音樂與科技」以音樂、電機、資工、動機等系課程為核心，「音樂與健康科

學」以音樂、醫科、心諮、運動科學等系課程為核心。 

(2) 擬由通識中心開設「音樂與科技」「音樂與健康科學」產業應用之初階課程，

開課教師分別為數位音樂產業國際接單一線業師、具博士學位及大專教師資格

之執業音樂治療師。 

(3) 本學程擬認列台聯大系統之相關課程，例如交大音樂所:科技音樂導論，又如中

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所:音樂與聽覺認知，以補足部分師資缺口。  

3. 「音樂與科技」、「音樂與健康科學」跨院系學分學程推動辦法： 

(1) 召集相關教學單位研擬學程規劃書：設置宗旨、課程規劃、應修之科目與學

分、修讀規定、學分學程委員(含召集人)、負責之行政同仁。 

(2) 經學程會議通過後，送召集之學系課委會→所屬學院課委會→校課程委員會→

教務會議。 

(3) 「音樂與科技」相關教學單位為音樂、電機、資工、動機等系；「音樂與健康

科學」相關教學單位為為音樂、醫科、心諮及運動科學等系。 

(4) 「音樂與科技」(共 18 學分)歸屬創新創意創業領域、「音樂與健康科學」(共 18

學分)歸屬於跨領域應用科學領域。 

(5) 學程修畢由學校授予學分證明，研議提供同時修畢兩學程者，畢業證書加註第

二專長：「音樂、科技與健康」。 

二、 場域與學習風氣營造 

 

1. 前期引導具備音樂跨域潛質的大學生 

(1) 主持人擔任清華學院拾穗計劃音樂特殊才能組之招生委員及拾穗導師，將持續

參與跨域人才的招生甄選、入學前親師懇談及大一入學後學習輔導，期許這些

學子作為校方為跨領域學習播下的種子，帶動未來校園跨域學習氛圍。 

(2) 主持人正執行清大產學中心產業創新人才培育計畫-TIX 產業學者計劃，本計畫

並將洽尋「音樂、科技與健康跨領域前瞻人才培育-企業拾穗導師」，舉辦相見

歡活動，引導大一至大三學生提早進行跨領域創新創意創業的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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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媒合跨年級「音樂跨域學習社群」凝聚學生向心力及傳承學習經驗 

(1) 具備跨領域特質的學生，在學校仍屬少數，擬媒合成立跨年級的「音樂跨域學

習社群」，以凝聚學生學習向心力及傳承學習經驗。 

(2) 本計畫初期選擇清華學院拾穗計劃大一不分系音樂特殊才能入學學生，及清大

音樂系音樂工程及應用音樂組碩班生為媒合對象；後續再延伸邀請至電資院、

藝術學院、生科院等院，有志於音樂跨域的學生加入。 

3. 爭取及改良音樂跨域學習校內空間、營造校外學習場域 

(1) 改良研究中心辦公室及隔壁的音樂科技實驗室-清大校本部資電館 6311、 6312

室，增購附加小型會議功能的辦公室簡易隔間層板等設備、增購教學所需軟硬

體設備、改善電子音訊設備的空間品質如防潮、隔音等設備。 

(2) 向校方爭取另提供一間專業的音樂科技大教室空間(含一個團體教學空間、數個

小組實作室)，以利錄音及音樂製作等業界專業人才培育之技術課程教學，教室

建置費用擬向本計劃申請。目前資電館資 6312 室僅可容納 12 位學生實作及小

班教學使用，目前數位音樂實務與應用、錄音及音樂製作等團體式課程，暫用

電腦教室教學，所需桌上型電子琴由中心購置、儲放、提供學生整學期借用。 

(3) 短期租用學習成果發表及工作坊所需校外空間。 

三、 產學合作教學與實習 

 

1. 產學合作持續深化實作/實習類課程: 

(1) 邀請音樂科技軟硬體研發或應用之一線業師，與清大教師合作開課；目前已開

設的課程包含數位音樂實務與應用、流行音樂與數位應用、錄音與音樂製作、

聲音互動及 MSP 程式設計等。由學者規畫課程與購置教具、業師到課手把手帶

領實作教學；利用清大 iLMS 平台，課前一週放上教材，以供學生練習。 

(2) 與具部定大專教師資格的音樂治療師及教學型醫院醫事人員合作，研議本土模

式的音樂治療實習(practicum)課程，國外模式為在輔導者(mentor)輔導下完成

180 小時實習，及半年的音樂治療臨床實習課程；可考慮結合清華學院「產業

長期實習計畫」為期半年的實習為方案。 

2. 邀請創業家到校分享 

(1) 「音樂產業創新與營運」課程，歸屬「音樂與科技」創新創意創業領域學分學

程，擬邀請應用音樂科技的創業家或經理人到課演講，本課程可穩定提供創業

家到校演講的時間、學生來源。 

(2) 課前一周公告演講訊息於研究中心「音樂、科技與健康跨領域前瞻人才培育」

計畫專區，並副知產學中心協助佈達，以開放校內外旁聽。 

(3) 課前一週於清大 iLMS 平台放上演講 ppt，並規劃 Q & A，由助教蒐集學生提

問，供創業家參考，於上課前先準備。 

(4) 課後當天中午 12-13pm，於資電館 6311 研究中心辦公室，進行 1 小時學界與業

師座談，了解產業人才需求、洽商可供實習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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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導大四以上學生參加清華學院載物書院之「產業長期實習」課程 

(1) 推薦甄選清華載物學院與清華產學營運總中心共同規畫的「產業長期實習計

畫」(本計畫為 2020 年二月中至八月中實習)，甄選大四以上（含研究生，若干

項目供大三生參加）的音樂產業長期實習生。 

i. 授與學分數相關辦法：依照實習天數而定，如每週實習五天，給予九學

分，五天以下三天以上者，給予六學分。 

ii. 課程成績計算方式：企業成績佔 70%、課程老師成績佔 30%；企業成績於

實習結束後由實習企業評分後將成績寄回學校（成績包括：出勤狀況、學

習態度、儀容禮節、工作表現、專業成長等）；成績由課程輔導老師評分

（成績包括：出勤狀況、學習態度、參與討論分享、作業繳交質量）。 

(2) 招募「產業長期實習」合作意向廠商，如風潮唱片、KK Box、強力錄音室、大

禾音樂製作、淇譽電子、瑪麗亞音樂治療研究中心等中心合作對象；透過產學

中心持續爭取合作意向廠商作為實習場域。 

(3) 整理「音樂創新創意創業-產業長期實習心得分享」，置於研究中心「音樂、科

技與健康跨領域前瞻人才培育」計劃專區，提供同儕分享。 

(4) 推動「清大音樂、科技與健康跨領域前瞻人才培育-實習學生訪視」，由本計劃

教師團隊成員及專任助理，以出差方式進行實習訪視；完成訪視紀錄表，留存

計劃內部存查；基於個資保護、去個資辨識後，提供本計劃指導單位查閱。 

 

四、 如何招募教師參與？經營教師社群？如何養成研、教合一之跨域師資？ 

1. 招募教師參與 

(1) 清大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本就有一群跨音樂、電資、健康領域學者與業

師，已執行研究計畫及跨領域人才培養的合作基礎；本計畫將更專注於學生創

新創意創業輔導，可望吸納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教師參與。 

(2) 中心網頁設計「與我們聯絡」表單(學者版、企業版)，提供校內外學者有興趣

教師填寫回覆，以利中心助理主動聯繫；企業版亦提供企業需求人才類型說明，

媒合學生就業或創業管道。以上連絡訊息將轉知中心團隊教師參考。 

2. 跨域教師社群、多重網絡發展 

(1) 建立「音樂、科技與健康前瞻人培」line 群組，活絡溝通管道。 

(2) 舉辦「音樂跨領域前瞻議題聚會沙龍」一小時專題演講分享、一小時自由討論。 

3. 養成研、教合一之跨域師資 

(1) 推舉資深導師(Mentor)主持「音樂跨領域教學工作坊」，並邀請教學發展中心協

辦，邀請專研跨領域教學之教育學者到工作坊分享。 

(2) 舉辦「音樂跨領域教學-分享交流會」，落實“可視教學法”(Visible Teaching)概念，

邀請團隊教師進行教學演示，以供交流及跨校分享。 

 



19 
 

五、 如何研發前瞻議題之教學模組(包含教法/教材/教案/教具等) ？如何與教

學發展中心、通識中心等單位合作？ 

 

1. 培養具音樂專長及跨域潛質的教學助理，協助教師開發跨域之教材教法教案教具 

(1) 甄選有音樂跨域潛質清大研究生或大學高年級生，參加教學發展中心教學助理

（TA）培訓課程。 

(2) 每月 1 次<音樂跨域-TA 書報討論會>。由教學助理報告 Coursera 線上課程之上

課心得，例如 Music Business foundations/Berklee Music College ；Music and 

Social Action/Yale University；Online Jamming and Concert Technology/Stanford 

University；Music as Biology: What We Like to Hear and Why/Duke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s；Audio Signal Processing for Music Applications/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of Barcelon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CCRMA。 

2. 配合清大教學發展中心、通識中心相關活動 

(1) 「音樂與科技學分學程」所屬課程 TA，須利用清大教學發展中心建置的「清華 

磨課師」課程，或清大教學發展中心的「放心學」付費線上課程，完成微積分、

普通物理、程式設計導論、計算機概論等音樂科技之理工基礎課程；或提供相

關能力證明以抵免上課。 

(2) 「音樂跨領域教學工作坊」，邀請教學發展中心協辦、合作規畫活動形式。 

(3) 中心網頁設計「與我們聯絡」表單(學生版)，提供有意願音樂跨域的學生(低年

級為宜)使用，配合清大通識中心推動的「自主學習」課程試行辦法，主動發展

並自行規劃一套學習計畫，以「學生本位」學習，自選學習領域，以進行「在

地連結」及「產業創新」。 

六、 如何與同期其他人才培育計畫搭配？規劃與國外機構及學者交流與合作？ 

1. 與同期其他人力培養計畫搭配 

(1) 配合清華住宿型載物學院及產學中心共同規劃的「產業長期實習計畫」，合作

進行音樂創意創新的產業實習，以利人才培育。 

(2) 搭配目前執行的「TIX 產業學者計劃」，與創業業師共同輔導音樂創業人才。 

(3) 與清大「預見科技桃花源」合作，參加新竹地區的科技創新沙龍及展覽活動。 

2. 與國外機構及學者交流合作 

(1) 邀請柏克里音樂院、紐約大學、喬治亞理工學院或卡內基美隆大學的音樂科技

學位學程(Music Technology Program)主持教師來台交流(暫定 2019 年 11 月)；邀

請美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音樂治療學士後學位學程(Music Therapy Program)主持

教師 Dr.Brown 暨音樂治療師團隊、美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護理學院心理社會與

社區健康學系(Department of Psychosocial and Community Health) 高階專科護理

研究所主任 Dr. Jean Tang，來台交流(暫定 2020 年 4 月) 

(2) 協辦第十五屆國際電腦音樂與音訊技術研討會議程/主辦單位清大資工系，擬負

責分組論壇-主題「人工智慧與音樂產業」 (暫定 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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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組隊參訪國外音樂跨域研究中心或機構，可參訪單位包含德國漢諾威音樂

與戲劇大學音樂生理學及演奏家醫學中心(Instituts für Musikphysiologie und 

Musikermedizin)、盧森堡人工智慧音樂創作公司 AivaTechnologies。 

(4) 本計畫共同主持人電機系劉奕汶老師，曾獲清大 105 學年度傑出教學獎，劉老

師教授的「數位音訊分析與合成」，目前正規劃智利天主教大學(Patricio de la 

Cuadra of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 Santiago)音樂系 de la Cuadra 教授

合作，研議該課程合作事宜，de la Cuadra 將於 2019 年 7 月來訪。 

目標與執行內容摘要表 

發展目標 執行項目 執行策略 具體執行方法 

1. 發展能培養瞻

遠融整人文社

會與科技人才

的環境機制 

（B 類必填） 

課程結構

調整 

1. 推動「音樂與科

技」及「音樂與

健康科學」學分

學 程 ， 以 落 實

「音樂、科技與

健康跨域人才培

育」所需之模組

化課程與教學。 

2. 邀集模組課程師

資單位，組成學

程規畫委員會。 

3. 提供學程證明及

研議畢業證書第

二專長加註。 

1. 召集音樂、電機、資工、動機等系

教師研擬「音樂與科技」學分學程

規劃書；召集音樂、醫科、心諮、

運動科學等系教師，研擬「音樂與

健康科學」學分學程規劃書。 

2. 經學程會議通過後，送召集之學系

課委會→所屬學院課委會→校課程

委員會→教務會議。 

3. 申請「音樂與科技學分學程」(共

18 學分)歸屬於清大創新創意創業

領域、「音樂與健康科學學分學

程」(共 18 學分)歸屬於清大跨領域

應用科學領域。 

4. 研議同時修畢兩學程，畢業證書加

註第二專長：音樂、科技與健康。 

場域與學

習風氣營

造 

1. 前期引導具備音

樂跨域潛質的大

學生，辦理徵選

活 動 、 入 學 輔

導、師生懇談。 

2. 媒合跨年級「音

樂 跨 域 學 習 社

群」強化學生向

心力及傳承學習

經驗。 

3. 爭取及改良音樂

跨域學習校內空

間、營造校外學

習場域。 

 

1. 持續參與校方的特殊人才招生甄

選、入學親師懇談、大一入學後輔

導，期許學子作為跨領域學習種

子，帶動未來校園跨域學習氛圍。 

2. 舉辦「音樂、科技與健康跨領域前

瞻人才培育-企業拾穗導師」相見

歡，引導大一至大三學生提早跨領

域創新創意創業的生涯規劃。 

3. 媒合跨學、碩班的音樂跨域學習社

群-「音樂、科技與健康前瞻人

培」line 群組，活絡溝通管道，凝

聚向心力及經驗傳承。 

4. 改良研究中心辦公室及音樂科技實

驗室，以利計畫推動及學生學習。 

5. 爭取校內一間大教室，由數位音樂

業師協助規劃，含一個團體講授空

間、數個小組實作室以利實作教學 

6. 運用或短期租用學習成果發表及工

作坊所需校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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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

教學與實

習 

1. 產學合作持續深

化 實 作/實 習 課

程。 

2. 邀請創業家到校

分享。 

3. 輔導大四以上學

生參加清華學院

載物書院之「產

業長期實習」課

程。 

 

1. 持續邀請一線業師與清大教師合作

開授實作類課程；學者規畫課程及

購置教具、業師手把手帶領實作。 

2. 課前一週教材放 iLMS 平台供預習 

3. 與教學型醫院部定教師資格之醫事

人員合作，研議本土模式的音樂治

療實習課程，擬結合清華學院「產

業長期實習計畫」半年實習方案。 

4. 研究中心網頁規畫「音樂、科技與

健康跨領域前瞻人才培育」計劃專

區，佈達「音樂產業創新與營運」

課程邀請的創業家或經理人演講訊

息，課前一周公告並副知產學中心

佈達，開放校內外旁聽。 

5. 「音樂產業創新與營運」課前一週

於清大 iLMS平台放上演講 ppt，規

劃 Q & A，由助教蒐集學生提問，

供創業家參考及準備。 

6. 「音樂產業創新與營運」課後當天

中午進行 1 小時學界與業師座談。 

7. 招募「產業長期實習」合作廠商；

媒合並甄選「產業長期實習計畫」

大四以上的音樂產業實習生。 

8. 實習生於計劃專區「音樂產業長期

實習心得分享」提供同儕分享。 

9. 進行「清大音樂、科技與健康跨領

域前瞻人才培育-實習學生訪視」。 

產業人培

攜手 

1. 清華學院、產學

中心的產業人培

計劃 

2. 清大服務科學研

究所執行、工研

院院友會支持的

「TechTHY 預見

科技桃花源」 

1. 配合清華「產業長期實習計畫」，

合作進行音樂創意創新的產業實

習，以利人才培育。 

2. 搭配「TIX 產業學者計劃」，與創

業業師共同輔導音樂創業人才。 

3. 與「預見科技桃花源」合作，參加

新竹地區科技創新沙龍及展覽。 

2. 養成研教合一

之跨域師資 

（A、B 類必填） 

教師專業

增能 

1. 研究中心跨領域

團隊為人力基礎 

2. 透過中心網頁招

募教師參與 

 

1. 以清大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

跨音樂、電資、健康領域學者/業

師為人培基礎，更專注於學生創新

創意創業輔導，吸納參與人員。 

2. 中心網頁設計「與我們聯絡」表

單，招募校內外教師(學者版、企

業版)；學者版可供招募教師、企

業版亦提供企業需求人才說明，媒

合學生就業或創業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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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教師

社群、多

重網絡發

展 

1. 利用社群軟體營

運教師網絡 

2. 連結產官學資源 

1. 建立「音樂、科技與健康前瞻人培

line 群組」，活絡溝通管道。 

2. 連結校外產官學管道，例如台北市

音樂創作職業工會、經濟部資策

會、各教學醫院及長照機構等，邀

請合適業師加入 line 群組。 

前瞻議題

共學研究 

1. 以跨領域教學工

作坊、成果交流

會等，養成研、

教合一的跨領域

師資。 

2. 以 聚 會 沙 龍 形

式，凝聚前瞻議

題。 

1. 推舉資深導師(Mentor)主持「音樂

跨領域教學工作坊」，邀請專研跨

領域教學之教育學者前來分享。 

2. 舉辦「音樂跨領域教學-分享交流

會」，落實“可視教學法”(Visible 

Teaching)概念，邀請團隊教師進行

教學演示，以供交流及跨校分享。 

3. 舉辦「音樂跨域前瞻議題聚會沙

龍」一小時演講、一小時自由討論 

3. 研發跨域教法

/教材/教案/教

具 

（A、B 類必填） 

開發前瞻

議題教學

模組 

1. 培養具音樂專長

及跨域潛質的教

學助理，協助教

師開發跨域之教

材教法教案教具: 

2. 配合清大教學發

展中心、通識中

心之相關活動。 

 

1. 甄選數名音樂跨域清大研究生或大

學高年級生，完成教學發展中心教

學助理（TA）培訓課程。 

2. 「音樂與科技學分學程」TA，必

須利用清大教學發展中心建置的

「清華磨課師」課程，或清大教學

發展中心的「放心學」付費線上課

程，完成相關理工基礎課程，或提

供抵免上課的相關能力證明。 

3. 每月 1次<音樂跨域-TA書報討論會

>報告 Coursera 線上課程心得。 

4. 邀請教發中心協辦「音樂跨領域教

學工作坊」，規畫活動形式。 

5. 中心網頁設計「與我們聯絡」表單

(學生版)，提供有意音樂跨域的學

生，申請清大通識中心「自主學

習」課程試行辦法，強調「在地連

結」及「產業創新」。 

4. 促進國際教學

交 流 

（選填） 

與國外跨

域教學單

位或教師

社群經驗

交流 

1. 國外跨領域教學

單位教師邀訪。 

2. 舉辦音樂跨領域

研究之學術研討

或工作坊。 

3. 爭取團隊國外參

訪 機 會(經 費 自

籌)。 

1. 邀請國外音樂科技學位學程主持教

師來台交流(暫定 2019 年 11 月)。 

2. 邀請國外音樂治療學位學程主持教

師團隊來台交流(暫定 2020 年 4 月) 

3. 協辦第十五屆國際電腦音樂與音訊

技術研討會(主辦單位清大資工

系)，分組論壇-主題「人工智慧與

音樂產業」 (暫定 2019 年 11 月)。 

4. 教師組隊參訪，暫定參訪德國漢諾

威音樂與戲劇大學音樂生理學及演

奏家醫學中心、或盧森堡人工智慧

音樂創作公司 Aiva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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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計畫電機系劉奕汶老師「數位音

訊分析與合成」擬與智利天主教大

學音樂系教師 de la Cuadra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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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屬性與特色摘要表 

序號 課群名稱 課程名稱 課程屬性 
修課

年級 
課程與教學特色 

1 音樂與科技 數位音樂與歌

曲創作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一

以上 

1.本課程介紹古典音樂的錄音

與後製，及流行音樂產業、電

玩遊戲、微電影、廣告、音樂

錄影帶、偶像劇、舞台劇及有

聲書等所需的數位音樂製作與

歌曲創作。2.學習操作數位成

音軟體與數位工作站，引導

midi 編曲、錄音、後製混音

以及影片剪輯；外加數位鍵盤

及簡易錄音設備，可有效結合

音樂、影片與影像，提供學生

多媒體創作；3.安排學生作品

發表與觀摩、校外專業錄音室

參訪、不定期安排業界人士到

課堂分享；4.輔導軟體的國際

原廠三級證照考試；5.分析國

內合作廠商實習機會與數位成

音就業機會。 

流行音樂與數

位應用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二

以上 

本課程與華語流行音樂產業一

線創作型製作人合作，課程中

融入數位音樂經濟內容，包含

流行音樂產業商業模式、表演

身心狀態、流行音樂產業製作

模式，並從詞曲創作銜接數位

編曲與混音方式完成歌曲，因

應時下自媒體與網路影音社群

發展，培養學生個人完成數位

流行音樂基本能力，促進進入

華語流行音樂相關產業的基本

素養。合作業師為第 28 屆金

曲獎流行音樂最佳作曲人得獎

者、第 18 屆金曲獎最佳新人

得主黃建為。 

數位音樂實務

與應用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三

以上 

1.本課程透過實務的音樂工程

理論與軟硬體實際操作，學習

如何讓音樂經由數位技術以及

聲音處理科技轉化為當代多媒

體產業中的數位音樂產品。2.

將介紹音樂工程之基礎相關理

論及軟硬體必備知識，並搭配

實務操作，讓學生了解如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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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音樂數位介面(MIDI)操控電

腦內部之音訊素材，以輸出完

整聲音之片段，再透過多種音

訊處理技術讓聲音做優化與轉

變，最後綜合整學期所學之知

識與技術進行演練，運用各種

音訊素材進行處理，從無到有

製作出當代多媒體產業中的數

位音樂產品。3.課程中除了學

習數位音樂軟體的使用與操

作，了解音樂創作前、中、後

端之錄音、編曲與混音技術之

外，更引導學生以跨科系、跨

領域的分組實作，完成音樂作

品，體驗音樂創作場域作品的

產出過程，了解跨域職場所必

須具備的數位與多元能力。合

作業師為歧響音樂創辦人、製

作人兼音樂工程師賴彥合。 

錄音與音樂製

作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四

以上 

本課程以循序漸進由淺至深的

方式，讓同學快速的認識聲

音，錄音工作與製作流程，並

透過應用與實作練習，讓同學

學習到職場上最常用到的音樂

製作基本技術（數位聲音檔案

解析，麥克風概念即運用，

Foley 音效 Sound effects， 

loop 素材運用，聲音處理與

混音插件，音色合成、混音之

基本概念與技巧），在最有效

的時間內具備聲音設計的基礎

概念，以培植未來從事音響導

演或相關研究之潛能。本課程

由音樂系教師負責課程大綱、

教學環境與設備規劃，並與錄

音工程師合作授課。  

聲音合成與 MSP

程式設計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四

以上 

1.本課程以音樂科技互動應

用，探討聲學概論、生成式音

樂、基礎聲音合成等方法，運

用 Max/Msp 軟體的基本操作，

實際將音訊理論以視覺化程式

運算呈現出來，進一步了解當

代合成器、取樣器基本聲訊原

理，在基礎上延伸相關應用知

識，如音樂介面設計、基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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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互動、效果器、取樣器、

MIR、遠端溝通等應用，未來

可用於展演、即時音訊處理、

影音表演與互動、新型態樂

器、演算或生成式音樂、自動

作曲等音樂科技應用。2.透過

學習 max/msp 跨域整合之軟硬

體介面，將聲音合成與聲波元

素各種變化組合的創意發想，

引導學生構思運用於音樂跨域

展演，或與聽眾互動的互動多

媒體專案。3.有十次回家作業

為與「音樂 x科技 x藝術」相

關之專題報告。課程結束後，

學生需要以作曲、互動或表演

形式，發展至少一件作品。本

課程合作業師為融聲創意創辦

人、藝術家紀柏豪。 

音樂產業創新

與營運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四

以上 

本課程邀請音樂創業家，進行

創業歷程分享，包含 1.電影

或劇場配樂製作、電子音樂應

用於影視配樂；器材設定、創

作與技術、台灣音源插件製作

等。2.聲音設計與新媒體藝術

展演，包括互動設計與新媒體

藝術、聲音創作與裝置藝術、 

聲音藝術結合新媒體創作、擴

增實境應用於聲音互動時間與

空間的互動設計；音樂遊戲設

計；駐村計畫經驗分享等。3.

音樂科技研發及應用，包含音

源及音效開發、音樂資訊檢索

技術產業應用、 AI 自動作

曲、結合 VR/AR、區塊鏈與音

樂智財分潤等。 

2 音樂與健康

科學 

音樂、生活與

治療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一

以上 

音樂是人類重要的文化傳承之

一，除了審美與娛樂之外，音

樂還具備了影響人類生理、心

理與社會的功能。「音樂治

療」自 1950 年代發展至今，

已被接納為一個正式的助人專

業，也被廣泛運用於早期療

育、各類身心障礙族群、精神

醫療、老年照護、重症醫療、

安寧照護、與一般人之身心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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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1.本課程帶領同學認識音

樂，了解音樂如何在生理層面

影響人體的運作，譬如音樂與

大腦、神經、內分泌…等功

能，進而運用音樂促進自身與

特殊需求族群之健康。2.在心

理層面，了解音樂作為心理治

療的基礎，透過檢視自身成長

與音樂的關聯，認識音樂的語

言，並探索、瞭解自我，調解

自身情緒與壓力。 3.本課堂

亦透過課堂討論與報告激發同

學跨領域之思維，整合音樂與

自身專業領域之學習。 

生理量測與音

樂健康照護 

□校必修 

□院系必修 

■選修 

大三

以上 

本課程在介紹音樂健康照護中

使用或具開發潛力的科技，分

為基礎、核心及應用等三類主

題，將交錯安排於整學期，邀

請醫護學者、研發廠商業師到

課演講，並安排分組的學生專

題及應用情境發表、校外參訪

等學習活動。本課程由清大醫

科系陳令儀老師、音樂系蘇郁

惠老師共同開課，並邀請元培

醫工系蘇美如老師共同設計。

(一)基礎課程:疾病概論與預

防醫學、預防保健醫療與長照

整合的健康資訊系統、穿戴式

裝置與生理量測；(二)核心課

程:生理量測應用於音樂情緒

與大腦研究、音樂與認知實

驗、建置音樂相關的生理量測

系統、人工智慧與音樂推薦

(三)應用課程:蕉香寶寶科技

產品研發(音樂製作與聲音科

學)、改善睡眠及耳鳴的音樂

科技、智慧科技於長者照護的

應用、智能音箱與照護應用、

生理檢測應用及生物回饋法應

用於演奏傷害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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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期成果及效益評估 

項目 數量 
質性說明及 

社會影響 

課程 開設創新或前瞻課程門數 7  

師資 參與課群授課教師總人數與教學時

數 

10 100  

業界師資總人數與教學時數 20 210  

國際師資總人數與教學時數 2 20  

學生 群課修習學生總人次 250  

參與教學助理總人數 6  

選修音樂與科技跨領域學分學程人

數 

10 1.為利培育跨域潛

質的學生，相關

課程選修人數。 

2.. 培養具音樂專

長及跨域潛質的

TA，協助教師開

發跨域教材教法

教案教具。 

3.舉辦跨域教研、 

產業媒合、跨年

級學習社群等活

動的學生參加人

數，以證明人才

紮根的成效。 

選修音樂與健康科學跨領域學分學

程人數 

10 

展現音樂跨領域研究潛能的學生數 10 

證明具備線上課程自學力學生數 7 

跨域師生座談會之學生參與人數 20 

業師交流沙龍之學生參與人數 40 

跨域教材教法研習之學生參與人數 10 

研討會之學生參與人數 50 

工作坊之學生參與人數 50 

產業參訪、見習或實習學生參與數 50 

跨域教法/教

材/教 案/教

具 

開發跨域教法/教材/教案/教具: 

對應課程名稱: 

 

1.「音樂、生活與治療」(通識) 

2.「生理量測與健康音樂照護」

(醫科系) 

3. 數位音樂與歌曲創作 (通識) 

2.流行音樂應用(音樂系) 

6.音樂產業創新與營運(音樂系) 

4.聲音合成與 MSP 程式設計(音樂

系) 

3.數位音樂實務與應用(資應所) 

5.錄音與音樂製作(資應所) 

 

7 1.融合高齡少子化

前瞻議題之兩門

課 程 ， 歸 屬 於:

「音樂與健康科

學學分學程」。 

2. 融合科技變遷、

經濟型態變遷前

瞻議題之 5 門課

程，歸屬於「音

樂與科技」學分

學程。 

研發跨域教材單元數及創新處 70 依各週單元教材 

研發跨域教案單元數及創新處 7 7 門課共 7 筆教案 

研發跨域教具單元數及創新處 7 7 門課共 7 份教案 

場域與學習

風氣營造 

創造跨域前瞻人才體制內培育機制 3 1.學分學程證明單 

2.第二專長加註 

3.產業實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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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數量 
質性說明及 

社會影響 

（請依計畫

內容自行訂

定） 

， 結 合 產 業 資

源，體制內培育

跨域前瞻人才，  

活化跨年級的音樂跨域共學機會 9 社群數合計： 

1. 「音樂跨域學

習」Line 社群 

2.臉書 

3.課程群組-ilms線

上平台課程數 

改良音樂跨域學習的校內場域 3 計劃辦公室、教

室及實作室改良 

開發音樂跨域學習的校外場域 3 學習成果發表、

推廣及產學互動

校外場域開發 

學習成效評

估方法 

參展、參賽、表演及成果發表 3 計畫相關參展、

參賽、表演及成

果發表次數。 

學術及論文發表 3 計畫相關學術研

討會或期刊論文

數發表次數 

媒體曝光 1 計畫相關新聞之

媒體曝光 1 則 

業界合作 業界參訪次數與總人數 30  

業界見習總人次與總時數 5 人/180 小時  

教師社群 前瞻及跨領域教學研究團隊數 2  

參與前瞻及跨領域教學研究團隊教

師總人數(次) 

10  

跨校教學研究團隊數 2  

參與跨校教學研究團隊教師總人數 10  

教師社群成果及影響力 2  

交流研習 辦理教師研習會/工作坊總場次數 4  

參與教師研習會/ 

工作坊總人數及比例 

4 80  

交流研習成果及影響力 10 交流研習活動團

隊外教師參加數 

國際教學合

作 

（請依計畫

內容自行訂

定） 

邀請國外跨領域師資來訪交流人數 2 音樂科技、音樂

治療國外學者 

舉辦音樂跨領域研究之學術研討

會、演講/論壇或專家座談會 

2 

 
音樂、科技與健

康相關研討會含

「2019 電腦音樂

與音訊技術國際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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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數量 
質性說明及 

社會影響 

組隊國外參訪次數 1 參訪日、美、法

或德等音樂跨領

域教研機構 

媒體曝光度 計畫網頁專區建置 1 建置本計畫網頁

專區 

校內外公共訊息或電子媒體曝光次 2 人培特色、相關

活動或成果之媒

體曝光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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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當期計畫推動進度規劃 

月次 

工作項目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備註 

跨領域學習環境的營造及改良 ■ ■ ■ ■         

跨領域教學助理的培訓 ■ ■ ■ ■ ■        

辦理產學攜手的媒合會議與沙龍 ■ ■ ■ ■         

邀請國外跨領域學者來訪及洽談合作    ■    ■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工作坊等活動    ■    ■     

完成學分學程規劃書及行政審查 ■ ■ ■ ■ ■ ■       

（期中考核）     ■ ■ ■      

開設及實施特色課程      
■ ■ ■ ■ ■   

經營跨領域共學的學碩社群 ■ ■ ■ ■ ■ ■ ■ ■ ■ ■ ■  

辦理跨領域教研增能的活動     ■ ■ ■ ■ ■    

規劃及實施產業參訪、見習或實習      ■ ■ ■ ■ ■ ■  

（期末考核）          ■ ■  

工作項目               

月次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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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執行團隊成員分工情形 

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

級單位/職

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計畫主持人 蘇郁惠 清華大學音

樂系教授兼

電 資 院 音

樂、科技與

健康研究中

心主任 

計畫書撰寫 

計畫進度管控 

成果達標規畫 

結案報告書撰寫 

1.師大音樂學士碩士、政大

教育學博士。2.專長:音樂

教育、音樂社會心理學、演

奏者健康促進、音樂與科技

整合、鋼琴、樂團指揮。3.

專書「一看就知道（含

CD)」(「音樂，不一樣？」

套書系列，獲新聞局優良讀

物小太陽獎 )。 4.竹教大

100、102、103、104 年特

殊優秀人才獎勵。5.科技部

101-104「銀髮族肢體能促

進與科技活用」 105-108

「以深度機器學習輔助個人

化音樂健康照護」等跨工

程、生物及人文領域整合型

計畫共同主持人。6.曾任高

等教育通識教育暨系所「藝

術學門」評鑑委員。7.近三

年曾主持高教轉型計畫「音

樂、科技與銀髮族健康照護

-偏鄉發展創新長照服務之

教育實驗規畫」、文化部

「流行音樂科技人才培育」 

共同主持人 劉奕汶 清華大學電

機系副教授

兼全球事務

處國際學生

組組長 

協助推動音樂與

科技學分學程並

開設「數位聲訊

分析與合成」及

跨國教研合作。 

1.美國史丹佛大學電機博士

2.專長聲音語言信號處理、 

聽覺科學，3.曾獲清大 105

學年校傑出教學獎；4.兼任

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副

主任 

共同主持人 陳令儀 清華大學醫

學科學系教

授兼系主任 

協助音樂與健康

科學學分學程規

劃與設立；與主

持人合作開設特

色課程-生理量

1.美國韋恩州立大學藥學博

士 2.專長細胞生物、分子

生物、基因調控 3.清大 99

學年校傑出教學獎、102 學

年度校傑出導師獎。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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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

級單位/職

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測與音樂健康照

護 

學年推動 VR 虛擬實境人體

解剖課程創意教學。 

共同主持人 王俊程 清華大學服

務科學研究

所教授兼所

長 

協助本計劃產業

沙龍等媒合活動

舉辦、協助導入

資源。 

1.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

校區資訊管理博士。2.專

長:網路社群、社會網絡、

電子商務、專利分析。3.曾

獲清大 97 學年院傑出教學

獎 4.推動「社會創新 X服務

設計工作」5.現主持「預見

科技討花源」等產學媒合計

劃。 

專任助理 陳姿秀 音樂科技與

健康研究中

心專任助理 

計劃行政總協調 1.中華醫事學院幼保系學

士、銘傳大學商品設計系碩

士 2.曾任統一星巴克店副

理 9 年、台灣大學學術副校

長室行政助理 2 年、天虹科

技業務員 2 年 

團隊成員 蘇美如 元培醫事科

技大學生物

醫學工程系

助理教授 

協助音樂與健康

科學學程規劃、

產業實習規畫；

合作開設生理量

測與音樂健康照

護特色課程。 

1.台大電子工程博士。2.專

長領域：健康照護系統研

發、生理訊號量測與訊號處

理、嵌入式系統設計；3.曾

擔任工研院生醫所工程師。

4.近年與醫院合作開發智慧

型矯正背架、無線監控尿溼

顯示系統。5.現任台灣遠距

照護產業服務協會秘書長。 

團隊成員 李天健 清大人社院

學士班助理

教授兼創新

育成中心主

任 

協助計畫所需產

業課程開發及產

業實習規畫。 

1.台大機械碩士、政大教育

學博士；2.專長教育批判

學、教育哲學；4.曾開設：

社會探究–環境體驗學習、

生涯探索、產業創新與生涯

探索、環境與社會、當代科

技爭議、NGO 實習、綠色科

技與黑色科技、食品安全與

生活等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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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

級單位/職

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團隊成員 彭心儀 清華大學教

務處招生策

略中心助理

研究員 

協助開發跨域人

才培育輔導機制 

曾任交大師培中心專任助理

教授、清大招生策略中心博

士後研究員 

團隊成員 黃建為 金勾維創辦

人 

流行音樂與數位

應用課程-合作

業師 

1.成大職能治療學士。2.第

28 屆金曲獎流行音樂最佳

作曲人得獎者、第 28 屆金

曲獎單曲最佳製作人入圍

者、第 18 屆金曲獎最佳新

人得主。3.已出版五張個人

專輯、三張 EP，持續位歌

手創作詞曲、在各網路音樂

平台、音樂節、音樂展演空

間及公益活動發表創作音

樂。 

團隊成員 賴彥合 歧響音樂創

辦人兼音樂

製作人 

數位音樂實務與

應用-合作業師 

1. 清華大學物理學士、 

東吳大學音樂所作曲組碩

士、並赴日本 Tokyo school 

of music & Dance 留學。2.

專長遊戲音樂製程及混音後

製 

團隊成員 紀柏豪 融聲創意創

辦人 

聲音合成與 MSP

程式設計-合作

業師 

1.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倫

敦大學金匠學院音樂碩士

2.專長電聲作曲與裝置互動

展演。3.曾參與荷蘭 V2 動

態媒體中心、巴黎西帖國際

藝術村駐留，曾於台灣、倫

敦、曼徹斯特、威爾斯、荷

蘭、巴黎、北京、銀川、蘭

州、深圳與香港等地發表。 

團隊成員 陳麗安 陳麗安雙鋼

琴音樂工作

室主持人 

數位音樂與歌曲

創作-合作業師 

1.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音樂院

鋼琴演奏博士。2.專長:獨

奏、室內樂、協奏曲演出、 

樂曲改編與數位後製成音軟

體教學。4.建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暨媒體與遊

戲設計碩士班「聲音工程設

計」課程教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B3%E6%A8%82%E5%B1%95%E6%BC%94%E7%A9%BA%E9%9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B3%E6%A8%82%E5%B1%95%E6%BC%94%E7%A9%BA%E9%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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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

級單位/職

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團隊成員 薛衣珊 「 E3 包

包」部落客 

數位音樂與歌曲

創作-合作業師 

1.交大音樂碩士2.專長:音

樂理論、歌曲創作、音樂賞

析。3.曾獲美國百克里音樂

院獎學金赴美進修一年4.  

2003「美麗茉莉花」獲「星

願」全國大專盃創作歌曲演

唱大賽總冠軍；2016旺旺孝

親獎－微電影組佳作，為獲

獎作品「小老爸的平安符」

配樂；2013天下雜誌「微笑

台灣」短片徵選競賽－微電

影組佳作，為獲獎作品「菜

市場」配樂；2017 「世界

最美麗海灣－澎湖」影片徵

選銅獎，為獲獎作品「蝴蝶

飛飛」編劇、製片和配樂。 

團隊成員 吳佳慧  音樂、生活與治

療-合作業師 

1.輔大音樂學士、美國音樂

治療碩士、彰師大諮商與輔

導博士；2.育達科大幼保系

兼任助理教授、3.曾任苗栗

為恭醫院精神科音樂治療師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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