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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廣宗旨 

 促進家庭的熱情與活力。家庭是國家的支柱，有健康溫暖的多數，社會必安樂與

進步。 

 提升全民的藝術文化素養。讓年輕ㄧ代的父母，ㄧ起參與藝文活動，更能體會與

運用，達到家庭藝術化的功能。 

 扎根嬰幼兒的藝術教育。0~6 歲是種下創意種子的時機，給予愈多的機會，激發

想像力、協調性，成果會愈好。培育更優質的新一代，提升臺灣的國際競爭力。 

 

貳、樂團特色 

 透過大量的親子音樂英文活動（我們稱之為「遊戲」），讓學齡前孩子藉著與環

境互動，發展出協調性的動作，並由大人預備「好」的環境、刺激「動」的動

機。活動強調尋找、探討、啟發、誘導、互動、趣味，讓音樂英文自然地進入孩

子的生活，發揮潛移默化的功能。 

 隨音樂的韻律與節奏，帶領孩子做肢體伸展，強化大、小肌肉發展，促進骨骼肌

肉平衡，進而培養手指靈活度和手、眼、腦的協調能力。 

 運用生活中隨手可見的素材，自己動手做樂器，不僅可以啟發孩子去探索聲音的

奇妙，在操作小樂器的過程，也提升了孩子對於事物的專注力、加強感官知覺的

敏銳度，並啟發孩子的創意與想像力，同時也在玩樂中培養合作與協調的能力。 

 



2 

参、課程主題 

 音感教育愈早實施 效果愈好 

 人類知覺感官最早期發展的是聽覺。聽覺是個體對聲波刺激物理特性的感

覺，而音樂則是聽覺的藝術。在音樂中長大的孩子，格外具有敏銳的感受

力，善於表達，性格也較為穩定。幼兒早期接觸音樂，其中的高低、快慢、

強弱元素，更能刺激幼兒感官知覺之發展。 

 遊戲音樂：Good Morning 早安歌、I Have A Hammer、Choo Choo Train 等 

 童謠是學習語言和音樂最好的媒介 

 著名語言學家 Patricia Kuhl 教授認為，嬰幼兒要讓先天語言系統更迅速、有

效率的運作，必須靠後天環境中適當的語言刺激輸入來支持。透過生活中的

聲音（音樂）與語言（英文）刺激，在遊戲玩樂中，刺激寶寶的身體感官、

神經系統，讓親子關係更緊密、歡樂。 

 遊戲音樂：Cute Baby、Where Are You 找到了、Yummy 水果歌等 

 踏著音樂節奏 走進和諧人生 

 藉由聲音與動作相互結合的體驗（我們稱之為「律動」），和孩子一起發

現、體會節奏的美好，培養良好的節奏感，滿足孩子感官與心靈的需求，更

利於日後身心統合與協調發展。 

 遊戲音樂：進行曲、動物狂歡節、康康舞、妖精之舞、小步舞曲、獵人合唱

等 

 

肆、課程規劃 

一期 2 個月，每週一次，共 8 次課程。 

每期第 8 次課程為小小成果發表會暨招生活動。 

每半年舉辦一次大型聯合演出，地點為台北市政府親子劇場。 

 

参、課程教材 

《Singing Mommy, Happy Baby》（定價新台幣$990） 

《音樂．節奏．動起來》（定價新台幣$990） 

幼兒樂器組 A（定價新台幣$1,600）及自製小樂器 

 

肆、招生對象 

萌芽班，滿額 12 對親子，孩子設定年齡為 0~1.5 歲幼兒。 

新芽班，滿額 12 對親子，孩子設定年齡為 1.5~3 歲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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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樂團地點 

各大音樂教室 

 

陸、執行團隊師資 

吳玉霞（創意總監暨首席講師） 

深耕親子音樂教育逾 40 年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音樂學院進修 

爆米花親子樂團指導顧問暨爆米花創意音樂工作室創辦人 

黃鐘弦樂團團長 

國小課外活動弦樂社指導老師 

親子音樂教育師資班指導老師 

前台北愛樂管弦樂團音樂教育推廣部主任 

前致凡音樂院音樂教育推廣部主任 

前台北市立古亭國小音樂班主任 

前台北市保母協會嬰幼兒音樂課程指導老師 

前《巧連智》兒歌創作與音樂編寫 

前《學前教育雜誌》「生活樂章」主筆 

前《中國時報》「親子音樂教室」主筆 

前《兒童日報》「音樂教育」主筆 

Sheena Wong（執行企畫） 

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校區（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新聞所、國

立交通大學外文系畢 

爆米花親子樂團團長 

前快樂瑪麗安美語教學機構校區事業部經理、編輯 

前美國《The Oklahoman》編輯 

前美國《The Washington Times》記者 

梁馨云（教育推廣） 

美國 UC Berkeley Extension 授證之 TESL 教師 

爆米花親子樂團教師 

吳沂家（媒體公關） 

漢聲電台及教育電台節目製作主持人（七次金鐘獎得主） 

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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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內容大綱 

第一個月親子樂團 
課程大綱（參考） 

主 題：我的身體 設 計 者：爆米花創意音樂工作室 

主題音樂：五個好朋友 環境佈置：手指五線譜 

    主題 

 

堂次 

音感與語感 節奏與律動 歌唱與遊戲 
繪本故事與 

音樂情境 

第一堂 音感的建立 
拍子的感覺 

（走路） 
中文ㄚ的發音 歡樂慶典 

音 樂 圍一個圈 進行曲 我愛家人 進行曲 

第二堂 音階的建立 
拍子的感覺 

（拍手） 

英文母音[a] 

的發音 
音樂嘉年華 

音 樂 五個好朋友 動物狂歡節 Good Morning 動物狂歡節 

第三堂 唱名的認識  的敲打 中文ㄧ的發音 蜜蜂家族 

音 樂 小蜜蜂 
I Have A 

Hammer 
挖土機 小蜜蜂 

第四堂 音效的喜悅 語言節奏 
英文母音[i] 

的發音 
趣味森林 

音 樂 獵人合唱 水果歌 
Rain, Rain Go 

Away 
獵人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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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月親子樂團 
課程大綱（參考） 

主 題：我的玩具 設 計 者：爆米花創意音樂工作室 

主題音樂：Choo Cho Train 環境佈置：積木火車 

    主題 

堂次 
音感與語感 節奏與律動 歌唱與遊戲 

繪本故事與 

音樂情境 

第五堂 音感的建立 強與弱的對比 中文ㄚ的發音 
突來聲響的 

喜悅 

音 樂 圍一個圈 驚愕交響曲 伊比呀呀 驚愕交響曲 

第六堂 音階的建立 三拍子搖擺 
英文母音[u] 

的發音 
親子共舞 

音 樂 五個好朋友 小步舞曲 Choo Choo Train 小步舞曲 

第七堂 唱名的認識  的敲打 中文ㄧ的發音 神氣的腳步 

音 樂 Cute Baby 進行曲 
王老先生 

有塊地 
進行曲 

第八堂 

總復習暨小小成果發表會 

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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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小小成果發表會暨招生活動流程 

每期第 8 次課程為小小成果發表會暨招生活動。流程說明範例如下： 

主 題 活 動 重 點（舉例） 

相見歡－ 

請你跟我這樣做 
老師引導親子跟著 Good Morning 早安歌的節奏一同

「拍拍手、踏踏腳、轉個圓圈坐下來」。 
節奏遊戲  走路－－進行曲（兩拍子） 

親子手牽手，跟著音樂節拍走路。走到桌子旁看

到漂亮的小紅鼓，一人一個，坐下來用手拍鼓。 

 拍手－－動物狂歡節（兩拍子） 

親子一邊哼唱旋律、一邊拍手（或演奏自製樂

器），學森林裡的動物叫，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音樂嘉年華。 

 親子共舞－－小步舞曲（三拍子） 

小小孩由媽媽抱著，隨音樂搖過來、擺過去。大

孩子自己拿棒棒糖鼓，一邊隨音樂敲打第一拍，

一邊左右搖擺跳舞。 

ABC 音樂遊戲  Cute Baby 

親子一起伸出手指頭，跟著歌詞學習 one、

two、three、four、five。再一起看大圖裡五線譜

的創意音符，跟著音樂唱 do、re、mi、fa、sol。 

 I Have A Hammer 

認識連音。學習英文的連音重點。親子一起模仿

圖畫，雙手握拳自己做 hammer。小小孩需要多

一點幫忙。也可以親子雙手互疊，變成一個

hammer。 

 Choo Choo Train 

藉由模仿火車預備出發的 choo choo，及行進間

的 chugga chugga，激發孩子的想像力及創造

力，並學習英文裡的母音。火車遊戲也能讓孩子

在玩樂中培養合作與協調的能力。 

親子 Q&A 有任何關於學音樂學英文的問題，都可以跟現場老師

們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