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ovie 滑出精彩的回憶
●撰寫者:

謝憶茹(兔子)

●APP 名稱

iMovie

●APP 平台網址

http://appgo.ntpc.edu.tw/Apicontent.aspx?id=1242

●適用領域

各科, 以英文和班級經營為例

●適用年級

五年級到十二年級(國小五年級~高中三年級)

●使用載具

iPad, iPhone

●使用緣由●
不可否認, 考試引導教學方向。台灣很多學生學英語是為了應付考試, 卻很少用在實際生活中。為了
能建立使用英文的情境, 在校長的鼓勵下, 我們「英文 APP 遊學團」教師專業社群辦了 iPad 行動學習
營隊: Eco-Traveler 平溪背包客之旅。這個營隊規定同學 3-4 人一組報名, 跨班但不可跨年級, 每組至
少自備一台 iPad 及手機熱點。其中一項成果發表, 就是用 iMovie 製做活動影片。

●功用簡介●
拍一部精彩的預告片或影片只要用你的指尖, 在平板或手機上, 點選要用照片就可以放入,影片剪輯
也是一樣,輕輕地左右滑動就可以截取想要的片段,選擇內建的配樂, 彈指間就影片就殺青了。

●拍攝預告片●
進入 iMovie 後, 點選右上方的「+」(黃色圓圈標示), 然後選擇預告片(黃色箭頭), 就可以開始製作效
果不輸好萊塢的預告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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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選擇風格
螢幕下方有 14 種風格任君點選, 例如「獨立」
、
「童話故事」
、
「寶萊塢」
、
「驚悚」等等, 可依自己規劃
的主題來決定風格。右下方則會顯示預告秒數, 每部預告片最短是 59 秒, 最長是 1 分 24 秒。
以學生的 Eco-Traveler 平溪背包客之旅為例, 各組有的選擇「遠征探險」, 有的選「超級英雄」, 有的
選「復古」。而身為老師的我, 製作家長日影片, 就選擇「青少年」。

2.修改大綱文字
左圖為 iMovie 大綱的預設文字, 可修改片名及人名, 右圖為修改後的片名及製作團隊。

3.點選照片或影片及修改劇本文字
點選故事畫板(紅色框線), 修改左方藍底的文字, 點選載具內的適當的照片或影片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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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點選照片
Step 1. 顯示來源

點選正下方的「照片」(綠色框), 右下方
顯示載具中的照片或包含拍攝的照片及
經由其他 APP(如 Skitch, 拼貼趣, 海報工
廠等)處理過的照片(黃色框)。

Step 2. 選擇來源
點選其中一個來源, 左圖是選擇「最近加
入」的照片。

Step 3. 放入照片
點選一張照片後, 照片就會立即飛入左
邊的框架內, 就完成了放入照片。
接著可以繼續點選下一張照片, 或點選
正下方的「照片」(綠色框), 回到 Step 1.
顯示來源, 重新選擇照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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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點選影片
Step 1. 顯示來源

點選正下方的「影片」(綠色框), 右下方
會顯示載具中的影片或之前已完成的
iMovie 影片(黃色框)。

Step 2. 選擇來源
點選其中一個來源, 左圖是選擇「全部」
的影片。黃色部分是預設截取的片段, 但
可以移動, 選擇影片中其他的片段。

Step 3. 放入影片
點選片段後, 所截取的影片會立架飛入
左邊的框架內, 這樣就完成了剪輯。
接著可以繼續點選下一段影片, 或點選
正下方的「影片」(綠色框), 回到 Step 1.
顯示來源, 重新選擇影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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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照片影片交替選用
一部成功的預告片, 就是能藉由照片和影片交替放入, 讓靜態與動態合奏出完美的交響曲。

●預告片使用時機●
1.微電影輕旅行…造英文句子
在前面提到的 Eco-Traveler 平溪背包客之旅後, 各組學生使用簡單的英文, 輕鬆地將照片及影片組合
成生動的預告片。
1.Focus

2. Death Horizon

3. Courage

4. Amazing Four

5. Dangerous Zone

http://ppt.cc/JGE4P

http://ppt.cc/caSob

http://ppt.cc/RXkwr

http://ppt.cc/D4igE

http://ppt.cc/x2BMN

2.家長日/班親會影片…親師溝通橋樑
家長日時, 將學生在學校生活的影片, 以聲光效果俱佳的大量影片製做成預告片, 取代只有播放靜態
照片的 PPT, 呈現教學活動, 現場瞬間活起來, 更具有說服力。
★國二勇敢走下去★
http://ppt.cc/symLh

★國二仁人進步中★
http://ppt.cc/JH1qU

3.活動記錄…增加師生互動
用簡單的文字, 照片, 影片, 記錄師生活動或分享教學活動。
★金山騎士團★
http://ppt.cc/evrD0

★桌遊英雄★
http://ppt.cc/9efKT

由此可知, 預告片提供固定的格式, 只要做文字上的修改, 加入照片和活動, 人人都可以當導演, 是
個非常容易上手, 用途多多的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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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影片●
和預告片一樣, 進入 iMovie 後, 點選右上方的「+」(黃色圓圈標示), 但要選擇影片(黃色箭頭)。

影片和預告片的比較如下:
預告片

影片

1.套用格式

有, 14 種格式

無

2.配樂

有, 14 種格式有固定的配樂

有, 提供 8 種風格配樂

3.劇本台詞

有, 可修改

無, 必須自己編寫

4.影片長度

有限制, 59 秒到 1 分 24 秒

無限制

5.點選照片

點選即可放入, 但播放時間受限於格式

點選即可放入, 可決定播放時間

6.點選影片

點選即可放入, 但播放時間受限於格式

點選即可放入, 可決定播放時間

7.錄製旁白

無

可錄音

因此, 製做影片比製做預告片費時, 主要是
因為沒有現成的格式可套用, 但也因為不必
受限於格式, 可選取更多照片, 剪輯更多段
影片, 反而更能拍出一個故事完整的影片。
因為兩者在點選照片及影片剪輯相似度甚高,
所以當學生會使用預告片後, 不需要老師指
導, 就可以舉一反三製做影片了。去年暑假,
學生們就把 Eco-Traveler 平溪背包客之旅 5
組的照片和影片, 以 iMovie 剪輯成一部 2 分
鐘的微電影, 參加國家教育研究院愛學網微
電影徵選, 榮獲入圍。入選作品中, 僅我們團隊是用照片及 iPad 內建音樂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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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省思●
製做一部吸引人的預告片或微電影, 需要結合語言(旁白及台詞)及組織(選擇照片及剪輯影片)的能力,
是能讓學生經由團隊合作, 學以致用, 發揮創意的好工具。以下是我教學省思及使用心得:
1.教學省思
首次辦理全校性的 iPad 行動學習營隊: Eco-Traveler 平溪背包客之旅, 限額 5 組。活動結束後, 辦理作
品發表會, 作品參差不齊, 主要有兩大缺點:
(1) 句子少, 單片多:
有些作品的台詞只用單字片語表達, 而不是用整句英文, 未達到基本要求。可能是第一次辦, 同學
無前例可循, 老師應先做範本, 讓同學參考。現在有作品, 可以提供下次參加營隊學生的改進。
(2) 影片少, 照片多:
僅一件作品有放影片, 其餘都忘了要拍影片, 只有靜態而無動態。改進方式和前面一樣, 老師應先
給示範影片, 讓學生有例可循, 一定可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2.使用心得
今年 9 月初的家長日, 我初次用 iMovie, 將學生的學習活動製做預告片(國二仁人進步中, 國二勇敢走
下去),震憾的聲效及強烈的節奏感, 迅速地擄獲全場家長的目光。然後, 我以不斷暫停的方式, 解說照
片及教學活動。因為我有把全班同學放入, 所以每個家長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 達到親師交流的目
的。這裡有個小撇步分享, 如果老師們有點選上方「國二仁人進步中」和「國二勇敢走下去」超連接
影片, 就可以看到過場文字的相似度高達 90%, 因為同一年級, 當然會進行同樣的教學活動, 可是照
片影片部分相似度就會是 0%了, 因為兩班是不同的學生, 當然要放該班的照片及影片。所以, 這部影
片的過場台詞可以用在新的班級上, 只要換照片和影片即可。
另外, 我會另外製作班上活動 iMovie(桌遊英雄, 金山騎士團)在班上播放, 也會播放同學或學長製做
的影片(徐匯三劍客, 平溪背包客之旅), 當看到自己或同學入鏡時大家都很 high。期待學校能給我們社
群再辦 iPad 微電影營隊的機會, 讓全校同學有機會創作自己的影片。
因此, iMovie 是不僅可以運用在英文教學和班級經營, 更是親師生交流的好工具。利用 iMovie, 用手指
滑出那些年我們精彩的回憶。

●英文 APP 遊學團教師專業社群●
謝憶茹,蔡桂華,程美芳,陳鈺婷,吳秋慧,王采玉,謝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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