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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內容首先闡述「多元智能」理論之發展、意涵及其教學應用；之後針對

國小音樂教學應用「多元智能」理論之教學設計與教學模式深入研究，並分析其

影響國小學童音樂能力發展的相關因素，最後綜合以上文獻資料作全面性之彙

整，以提供本研究之立論基礎與依據。 

 

第一節 「多元智能」之理論基礎與應用 

根據研究主題，本章將探究「多元智能」的發展脈絡、意涵、「多元智能」

的課程設計及其教學應用與評量，以瞭解音樂教學應用「多元智能」的可行性與

實施「多元智能」教學的理論依據。 

 

壹、「多元智能」理論之發展與意涵 

一、「多元智能」的源起 

當Gardner（李心瑩譯，2000）開始從事發展心理學研究時，當代的發展心

理學家均認同：認知能力充分發展人類的思考模式，且由於此種認定而造就現今

智力測驗內容的發展。但Gardner針對此現象卻有所質疑，進而開始認真思考「發

展」的意義為何。他認為藝術領域與科學界的能力同屬於認知方面的能力，故發

展心理學家應多關注藝文領域專家的技巧與能力，例如：畫家、作家、音樂家與

舞蹈家等等。因此，Gardner和其它專家學者於 1967 年由美國哈佛大學成立的

「哈佛零方案」（Harvard’s Project Zero）中著手實驗設計與觀察研究，以真正理

解藝術能力發展的舞台與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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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Gardner研究藝術家才能養成與技能發展的工作進展並不順利，直到 1969

年神經學家葛許溫（Norman Geschwind）的一場演講，讓「多元智能」理論的發

展邁向新契機。由於 Geschwind的啟發，促使Gardner開始學習神經心理學，並

將常人大腦的運作、受傷時的變化與受傷之神經系統的恢復訓練等研究融入藝術

才能的研究過程。於二十年的研究歲月中，Gardner以波士頓大學失語中心病患

與兒童為研究對象，而研究方向也從藝術能力拓展為多方面問題的解決能力。 

其所研究的兩種對象均傳達同樣訊息，即是人類心智是一系列彼此幾乎獨立

的能力，它們之間的關係相當鬆散且難以相互預測，Gardner的直覺觀點是：人

類大腦與心智具有所謂的調節性。經歷Gardner及其研究團隊長期努力後，證明

人類神經系統已逐漸演化形成不同種類的智能，傳統的狹隘心理測量以無法解析

人們的認知能力，於是Gardner藉由以上研究成果而逐步發展「多元智能」理論。

1983 年，他於著作「智力架構」中提出每個人都具備七大智能：語文、邏輯數

學、音樂、空間、肢體動覺、人際、與內省智能，此七大智能之主張，建立了「多

元智能」理論的雛形並成為多元智能發展的原動力（Gardner，1983）。 

二、「多元智能」的判定準則 

根據伍賢龍（2002）的研究表示，Gardner並非是提出「聰明有不同表現方

法」論點的第一人，在過去兩百年間，已經有許多理論支持並提倡此理論，例如： 

賽斯通（L. L. Thurstone）、基爾福（J. P. Guilford）等等也都認為智能並非只有一

種。但是他們對於智能的論點，並未脫離測驗與測驗係數之相關束縛，但這些概

念應需要接受挑戰，甚至必須以新概念取而代之。Gardner（1993）基於突破傳

統智商定義與其測驗的舊模式，並憑藉著神經心理學、發展心理學、認知心理學、

人類學、生物科學與邏輯分析等四類學理基礎，提出八項智能判定的準則，分別

說明如下（李心瑩譯，2000；莊安祺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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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科學方面 

1.腦傷之後發生分離現象的可能性 

在腦部受損時，特定的才能可能遭受破壞，也可能因受到隔離而免於破壞，

導致特定才能和其它人類才能相互隔離，且具有自主性。這種腦部傷害可以證明

人類智力核心獨特的能力或運算。 

2.人類進化的歷史和進化的合理性 

我們可追溯人類的智能和其它動物之具有能力有所關聯，這些特定智能包含

人類與其它動物共有的能力（如鳥類鳴唱或靈長類的社會組織），有些能力在其

它動物上是獨立運作，但在人類身上卻是相互結合。 

（二）邏輯分析方面 

1.一種可以辨識的核心作業（Intellectual Cores）或一套操作過程 

每種智能都有一種或多種基本的資訊處理作業或機制存在。人類的智能可定

義成神經機制或計算系統，可由某種內在或外在的資訊來啟動，例如：音樂智能

的核心包括對聲調關係、節奏、音質的敏感以及和聲的掌握。 

2.在符號系統下編碼的感受性 

人類以符號系統來表達、傳播訊息或知識，語言、圖像和數學是象徵系統中

舉世公認對人類生存和生產力很重要的系統。雖然智能可在沒有特殊象徵系統的

情況或無其它文化工具下進行，但人類智能的主要特色便是能將符號系統加以具

體化。換言之，也有可能符號系統的發展及其它相關智能早就具備相互依存的配

合關係。 

（三）發展心理學方面 

1.獨特的發展歷史與可詳細說明的專家「最終狀態」表現 

智能具有可以辨識的發展歷史。在智能的發展過程中辨識不同的專業程度，

且從一般性的開始，經由新手到專家的歷程後，才能擁有傑出的程度。故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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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上，有特別的關鍵期與可辨識的里程碑，此和訓練或生理成熟有關。 

2.白痴專家、神童和其它有特殊能力之人的存在 

白痴專家（Idiot Savants）及其它智障、自閉症或特殊的個人，是指一般表

現平庸甚至遲鈍，但在某一領域有特殊能力的人；神童（Prodigies）是在一項或

一項以上的才能領域極早熟的人，這些人的存在使我們注意到人類智能的隔絕。 

（四）傳統心理學研究 

1.來自實驗心理學工作的支持論點 

實驗心理學的方法可以瞭解語言或空間處理的細節，也可以調查智能之間的

相關性或自主性。這些實驗結果能提供可信的證據，來證明特殊的能力是否為同

一種智能。 

2.來自心理測驗結果的支持論點 

標準測驗（如智力測驗）的結果提供另一種線索。智力測驗其實並不能測出

它們號稱能測試的能力，許多作業實際過程之中所使用的能力是綜合的，而某種

作業也可以用另一種方法解決（例如運用語言邏輯和空間能力來解決某些類比或

矩陣問題）。此外，針對社會性智能的研究上，提供了有別於標準語文和邏輯數

學智能的一套新能力；在建立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研究上，已

有證據顯示情緒智能和傳統智力測驗的表現是毫無關連的。 

綜合以上所述，Gardner考慮認知能力、符號系統、與在不同文化與歷史之

中的重要技能變項後，提出人類認知不是一元的，而是還有其它獨立智能的存

在，並認為在當前教育環境中過度強調語文智能和數學邏輯智能，而忽略了其它

種類的智能。 

三、「多元智能」的意涵 

（一）「多元智能」的定義 

Campbell等人（郭俊賢、陳淑惠譯，1999）表示，Gardner提出智能不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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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且不可能只用紙筆測驗即可得知智能，當時他提倡每個人至少具有七種智

能，包括：語文、邏輯數學、音樂、空間、肢體動覺、人際、與內省等智能。於

1995年，Gardner根據其判定智能的準則，將原本的七種智能加以拓展而加入了

第八智能「自然觀察者智能」，之後又於 1999年提出神靈智能和道德智能。 

Gardner並對「智能」加以明確定義為：「解決實際生活問題的能力、產生

新問題的能力與對所屬文化創造有意義之產物或提供服務的能力。」之後於「再

建多元智慧」（Intelligence Reframed）（1999）此著作中，又對智能提出更精確的

定義：「智能是一種處理訊息的生理心理潛能（Biopsychological Potential），這種

潛能在某種文化環境之下，會被引發去解決問題或是創作該文化所重視的作品。」

此定義強調智能是一種潛在的能力，智能是否可被活化、運用取決於此文化的價

值觀、個人可獲得的機會，以及個人、家庭或教育人員所導致的個人決定。他也

認為智能可能是神經方面的潛能，此定義與傳統智能的定義有很大的不同，傳統

的心理測量所得到的人類智能意義只是反應出對統計學角度所認為的假設、統計

的處理資料方法和解釋結果的方式而已，並不能在文化脈絡中有效且正確地解釋

智能到底為何物。所以這也就是Gardner相當反對傳統心理測量中只以紙筆測驗

就來評量人類智能之主要原因（李心瑩譯，2000）。 

（二）「多元智能」的內涵 

Gardner透過針對開發智能的深入研究後，於「智力架構」中提出人類至少

具有七大智能，並於 1995年提出第八項智能「自然觀察者智能」，研究者分別簡

述如下（伍賢龍，2002；李心瑩譯，2000；林秀芬，2001；郭俊賢、陳淑惠譯，

1999；陳佩正譯，2001）： 

1.語文智能 

語文方面的智能牽涉到對口說與書寫語言的敏感度、學習多種語言的能力以

及使用語言達到某個特別目標的能力。具高度語文智能的人，擅長於用文字思

考、用語言表達和欣賞語言深奧含義，包括：律師、作家、詩人、演說家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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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報員均能展現異於常人的語文智能，如：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身為美國首位黑人女性國會議員芭芭拉（Barbara Jordan）均是語文智能的代表人

物。對教育方面而言，語文智能強的兒童具有敏銳的聽力，常用語言思考、埋頭

讀書或忙著寫故事與作詩，並喜歡文字遊戲、擅長背誦詩句、歌詞或各種零碎的

知識。他們適合透過說話、傾聽與閱讀文字來學習。 

2.邏輯數學智能 

一般學校教育最重視邏輯數學智能和語文智能的發展，其中邏輯數學智能即

是運用邏輯分析問題，執行數學操作和以科學方法探討問題之能力。具備邏輯數

學智能的人，擅長計算、量化與考慮命題及假設，並且能夠進行複雜的數學運算。

科學家、數學家、會計師、工程師和電腦程式設計師都有極強的邏輯數學智能，

此類型的代表人物為：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英國物理學家史蒂芬.

霍金（Stephen Hawking）。邏輯數學智能優異的學童，習慣抽象思考，青春期以

前，他們喜歡探索事物的模式、類別與相互關係，並會主動的、有計畫的、有秩

序的改變環境，實驗種種不同之可能性並會運用邏輯架構或演繹式思考、應用歸

納推理方式學習。 

3.音樂智能 

對於音階、旋律、韻律與音調有高度感受性之人，具備高度的音樂智能。此

項智能包括音樂演奏、創作與欣賞方面的能力。Gardner認為音樂智能在結構上

幾乎和語文智能相互平行，且於所有人類智能中音樂是最早出現的智能，而作曲

家與演奏家均於音樂智能方面具有優異表現。例如：匈牙利音樂家高大宜

（Kodaly）與爵士音樂家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均是音樂智能的代

表人物。音樂智能強的兒童，會察覺他人沒有聽到的聲音，對於非語言性的聲音

也很敏感，他們常會自顧自地哼唱曲調，當音樂響起時，會馬上隨著音樂擺動肢

體或一起歌唱。具音樂智能的兒童可透過學習樂器、參加音樂社團或音樂欣賞活

動來發揮音樂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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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間智能 

是指能夠確認與運作廣大空間方向的潛能以及較小範圍的空間模式之能

力、另指正確察覺世界的能力、根據個人最初的察覺進行變化與修正的能力、與

身處缺乏相關刺激的狀態下仍能重新創造個人視覺經驗的能力。此種智能使人能

知覺到外在與內在的影像，也能重現、轉變或修飾心像，而且不但可以在空間中

從容遊走，還可以隨心所欲地操弄物件的位置，更能產生或解讀圖形的訊息，就

如同航海家、飛行員、雕塑家、畫家、建築師的表現，美國著名建築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即是空間智能的代表人物。空間智能表現優異的兒童，似乎很清

楚空間中的物品擺設，也善於尋找東西，喜歡用影像思考，他們喜歡從事拼圖、

繪畫、設計、組合積木與模型等活動。Gardner 並認為，空間智能在不同文化下

被應用到各種廣泛的範圍，顯現一項生理心理潛能為達到不同目的，逐漸進化成

不同領域的例子。教師可運用海報圖片等環境附屬品的刺激、創造符號或塗鴉方

式、虛擬化練習以輔助學童學習。 

5.肢體動覺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包括聯合「身」和「心」來使身體表現完美的能力。從控制「自

動的」和「有意的」動作開始，此智能的運用是用高度分化與技巧化的方式來運

作我們的身體。所有才能的表現都需要一種能掌握時間點的敏銳感受，並能將意

向轉換為行動。高度發展的肢體動覺智能在演員、運動員和舞者身上就可輕易看

到，也可在發明家、技工和其它需要熟練使用雙手或物件的工作者身上獲得佐

證，例如：美國職籃名將麥可.喬登（Michael Jordan）、華裔花式溜冰好手關穎珊

均為此種智能的佼佼者。肢體動覺智能是人類認知的基礎，因為它是源自我們體

驗生活時所獲得的感官動作經驗。肢體動覺智能高度發展的兒童，可能較坐不

住，如果沒有適當的發洩管道，可能有時會被貼上過動的標籤。他們喜歡經由身

體感官學習、很會運用手勢或透過其它肢體動作與人溝通，考試時靠直覺作答。

這些兒童中可能擅長體育、舞蹈、表演或精於模仿；有的人在小肌肉控制上特別

優異，可經由身體感官學習、或參與角色扮演等活動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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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際智能 

是指一個人能夠瞭解別人的意圖、動機和期望，並且能夠依此而與其他人共

處的能力。在最初的層面包括了幼兒分辨周遭人群，並察覺其不同情緒的能力；

較高等的發展則是擁有人際智能技巧的個體，可以瞭解他人的意圖與慾望（即使

這些慾望經過刻意隱瞞），並且能利用這種能力影響一群不同的人依照自己的期

望做事。例如：推銷員、教師、醫師、宗教家、政治家與演員等等都具有相當敏

銳的人際智能，此類智能之代表人物為：黑人民權運動人士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 Jr.）、著名美國將領科林.包威爾（Colin Powell）。人際智能卓越的兒

童往往是學校或社區裡的孩子王，他們善於組織、溝通與操控，他們最清楚別人

的事，這些兒童常是解決衝突的協調高手，最適合以團隊合作或透過社會服務等

方式進行學習。 

7.內省智能 

是關於如何建構正確自我知覺的能力，並能加以善用來計畫和引導自己的人

生。就最原始的層面而言，內省智能就等於分辨快樂與痛苦的感受，而變得更為

投入或更退縮；就最高等的層次而言，是個人察覺複雜和高度分化的情緒，並提

出這些情感的符號。換言之，內省智能涉及一個人清楚瞭解自己，可有效地處理

自己的慾望、恐懼，並且有意義的運用這些訊息調適自己生活的能力。特別是神

學家、心理學家與哲學家均擁有高度的內省智能，而希臘哲人蘇格拉底（Socrates）

就是最佳例證。內省智能強的兒童，其個性可能很倔強，他們喜歡獨處而較不喜

歡團體活動，對於自己的內在情感、夢想和看法都十分清楚，其深沈的自我認知

顯得他們與眾不同，並驅使他們追求只有自身瞭解的目標，他們可運用自我批

判、反省等方式或透過獨立作業、個別化等方式學習。 

8.自然觀察者智能 

其核心能力包括能夠辨認一個團體或物種的成員、能區分同一物種中成員的

差異、能認識到其它物種或相似物種的存在，以及能正式或非正式的列出幾種物

種之間的關係。例如：在沒有正式科學文化的社會中，自然觀察者是指那些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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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運用「民俗分類學」的人；在有科學正式訓練的文化裡，則是指那些能夠使

用正式分類學知識去辨認與分類物種的生物學家。像獵人、漁夫、農夫、園丁、

藝術家、詩人、社會學家、自然學家與生物學家等都存有自然觀察者智能，而英

國自然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與生態保育學者珍 .古德（Jane 

Goodall）均為自然觀察者智能之代表者。自然觀察者智能高於常人的兒童，擅

於區別各種不同動植物或汽車、音響、彈珠等物品，甚至可以從引擎的聲音辨認

汽車、從科學實驗中發現新模式與辨識不同的藝術風格。他們可能從小就表現出

對自然界的興趣，也可能喜歡探索看不見的力量（如地心引力或電力）之有形表

現方式、或是與機械或化學系統有關的事物，他們可透過與自然現象有關之形式

學習或與自然界進行互動。 

綜合以上所述之智能內涵，研究者將各項智能之意義、表現特質與代表人物

等彙整如下表 2-1-1： 

 

表 2-1-1 多元智能分析表 

智能 核心能力 特 質 學習方式 代表人物 

語
文 

對口說與書寫語言

具敏感度，學習多

種語言的能力。 

擅長於用文字思

考、用語言表達，

欣賞語言深奧含

義。 

透過說話、傾聽與閱

讀文字學習。 

律 師 、 作

家 、 演 說

家、新聞播

報員。 

邏
輯
數
學 

運用邏輯分析問題

和以科學方法探討

問題之能力。 

擅長計算、量化與

考慮命題及假設，

能進行複雜的數學

運算。 

運用邏輯架構或演

繹式思考與應用歸

納推理方式學習。 

科學家、數

學家、會計

師 、 工 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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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多元智能分析表（續） 

智能 核心能力 特 質 學習方式 代表人物 

音
樂 

對於音階、旋律、

韻律與音調具高度

感受性。 

會察覺他人沒有聽

到的聲音，常會哼

唱曲調或隨著音樂

擺動肢體、歌唱。 

透過學習樂器、參加

音樂社團或音樂欣

賞活動。 

作曲家、演

奏家。 

空
間 

能夠確認與運作廣

大空間方向與較小

範圍的空間模式。 

清楚空間中物品擺

設，喜用影像思

考。 

運用海報圖片等環

境附屬品的刺激、應

用創造符號或塗鴉

方式。 

航海家、飛

行 員 、 畫

家 、 建 築

師。 

肢
體
動
覺 

聯合「身」和「心」

使身體表現完美的

能力。 

善用手勢或透過其

它肢體動作與人溝

通，擅長體育、表

演、模仿。 

經 由 身 體 感 官 學

習、運用角色扮演的

活動。 

演員、運動

員、舞者、

發明家。 

人
際 

是指能瞭解別人的

意圖、動機和期

望，並能依此而與

他人共處。 

善於組織、溝通與

操控，常是解決衝

突的協調高手。 

以團隊合作方式進

行學習、透過社會服

務學習。 

推銷員、教

師、醫師、

政治家、演

員。 

內
省 

能建構正確自我知

覺的能力，並加以

善用來計畫和引導

自己人生。 

喜歡獨處而較不喜

歡團體活動；清楚

內在情感、夢想和

看法。 

運用自我批判、反省

等方式，透過獨立作

業、個別化的方式。 

神學家、心

理學家、哲

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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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多元智能分析表（續） 

智能 核心能力 特 質 學習方式 代表人物 

自
然
觀
察
者 

能辨認與區別一個

團體或物種的成

員，能列出物種之

間的關係。 

擅於區別各種不同

物品，從科學實驗

中發現新模式與辨

識不同藝術風格。 

透過與自然現象有

關之形式學習或與

自然互動。 

獵 人 、 農

夫 、 藝 術

家、詩人、

社會學家。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整理。 

 

貳、「多元智能」取向之課程設計 

Gardner的貢獻除了顛覆傳統智力測驗的智力一元論主張外，其「多元智能」

論更是對教育領域方面產生重大影響，Gardner 革新過去以語文、邏輯數學智能

為主的教學方式，倡導教師應拓展原有的教學技巧、工具及策略，設計結合不同

智能的創新課程以刺激學生各項智能的成長，進而培養學生運用不同智能解決問

題的能力。因此，研究者將「多元智能」的課程設計原則、課程設計步驟與課程

模式分述如下： 

一、「多元智能」的課程設計原則 

詹文娟（2001）提出「多元智能」取向的課程設計原則如下： 

（一）提供多元而恰當的活動（喚醒階段）： 

首先從觀察學生的興趣與現有能力著手，並採用其有興趣的主題或方式進行

活動，另一方面，檢核自己的課程設計是否涵蓋了所有智能領域中重要的核心能

力。之後藉由系統化的評量瞭解學童其各項智能是否皆有機會應用，以增加或修

改活動內容，進而喚醒學生未曾使用的能力並開始練習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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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進步的空間（擴展階段）： 

課程的設計應提供學童重複使用能力的機會，以達到精熟或加以變化的境

界，即是讓學生在任何教學活動中能依照自己的能力選擇起點，並經由重複練

習，漸進式地擴展並提升自我能力。 

（三）後設認知及自我肯定（教學階段）： 

當學生表現優異時，教師應設法製造讓學童擔任小老師的機會，在教授過程

中，學生必須回顧自己解決問題或製造成品的過程，思考同儕需要幫忙的地方，

經由後設認知其能力可獲得提升。更重要的是，學童可因此瞭解自己的長處或能

力所在，亦能得到同儕的認同與肯定。 

（四）利用優勢智能搭橋以發展其它智能（遷移階段）： 

當學生透過教授得到自我肯定後，則較可能對自身原本不擅長或缺乏興趣的

事物具有嘗試的意願。如此學童經由優勢智能的引導（搭橋），而進一步發展其

它智能。 

二、「多元智能」的課程設計步驟 

Thomas Armstrong（李平譯，2003）認為，設計「多元智能」課程計畫或課

程單元的步驟如下： 

（一）集中於某個特定目的或主題上 

教師應該要清楚說明所選擇的主題或目的。 

（二）提出各項智能的主要問題 

為發展特定目的或主題而提出的種種問題，可幫助下個步驟順利運作。 

（三）考慮所有的可能性 

教師可思考哪些教學方式與素材最適合應用於「多元智能」課程，並考慮其

它沒有列出但合適的教學方法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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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腦力激盪 

教師儘可能地在「多元智能」規劃表中詳列各項智能的教學方法，並具體說

明其想法為何。此腦力激盪的規則是：列出腦中的所有想法且每項智能至少有一

個想法，而與同事一起腦力激盪更有助於刺激思維的運轉。 

（五）選擇適當的活動 

在完成的「多元智能」規劃表中，尋找能配合現有教學環境而實施的活動。 

（六）訂定一個連續性計畫 

依據教師所選擇的教學方式來設計課程計畫或課程單元。 

（七）執行計畫 

蒐集所需要之教學材料並選擇適當的時間執行授課計畫，並配合實施過程中

的變化與需求而更改或修正課程計畫。 

Kagan等人（1998）說明「多元智能」的課程設計應依循下列步驟： 

（一）定義「多元智能」的課程目標 

可根據學生必須學習的學科內容、教師希望學生獲得的學科知識以及學生的

學習需求來設定課程目標。 

（二）設計「多元智能」的教學活動 

教師要安排許多不同智能的活動以達到課程目標，於此階段中，盡量用腦力

激盪的方式創造各種活動。但並不是每堂課的教學活動均要使用到八種智能，這

並非「多元智能」論的主張，而是任何主題或學科都能應用一種以上的方式進行

教學。 

（三）安排「多元智能」活動的順序 

安排活動順序時要能顧及邏輯順序、教學流暢與教學環境、檢核學生理解情

形、引導學生獨自實作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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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行「多元智能」之課程 

實施「多元智能」教學的過程中，隨時可依教學情況調整或修正課程計畫。 

（五）實施「多元智能」課程之評量 

教師需評鑑學生是否已學會主題之內容、了解學生應加強的地方並檢視教師

自己設定的教學目標是否達成。 

三、「多元智能」的課程模式 

美國很多學校與教師都以「多元智能」發展課程，但因每個人的解讀有所不

同，故「多元智能」課程之運用模式具相當的差異性。Gardner 表示，課程的差

異並無對錯之分，「多元智能」理論代表了一種教學模式，此模式除了需要智能

本身的認知成分外，沒有其它規則可循，教師可挑選與本身獨特教學風格及教育

理念相符的活動來貫徹此理論，如果大家都遵循單一模式來應用「多元智能」論，

就違反了該理論的基本原則。 

以下研究者將說明三種常用的「多元智能」課程模式（李平譯，2003；郭俊

賢、陳淑惠譯，1999；陳杰琦，1998；鄭博真，2000）： 

（一）主題式教學 

主題式教學打破了傳統學科的界限，將原本屬於生活的主題與技能加以融

合，以實際方式提供學生運用的機會。而「多元智能」論可建構一個主題式課程

的環境，藉由主題活動引導學生活用八項智能，並提供建立日常授課計畫、星期

單元、全月及全年主題和教學大綱的方法，讓所有學生的強勢智能均會在某段時

間中被涉及。 

（二）課程規劃矩陣 

此課程規劃模式即是以「多元智能」作為教學架構，運用此課程模式前，教

師必須先預設期望的教學目標，訂定目標後，教師可從每種智能中挑選一項方法

實施教學，抑或於每日教學中使用一種智能並加以深化，如此一來持續一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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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便已體驗過七種智能的模式。 

（三）「多元智能」單科統整課程 

此模式是指在單一學科內運用多項智能以進行教學，教師可以發展至少八種

方法教授課程內容，此種課程統整方式革新了傳統教學觀念，以為在語文課只是

教導學生語言智能，或只能運用語文的教學方式。然而在一般語文課程中，教師

便可運用八種智能輔助學生學習學科知識，抑或教導學生應用八種智能。 

 

參、「多元智能」之教學應用 

Gardner表示，「多元智能」理論如應用於教學，可提供學生多面向的刺激，

讓老師與學生進行課程選擇、教授方式及學生呈現教學成果時可加以發揮想像力

（李心瑩譯，2000）。而近年來經由大力推動下，學校教育亦廣泛運用「多元智

能」理論實施教學，故本文內容將分述「多元智能」之教學應用原則與方式。 

一、「多元智能」的教學原則 

陳杰琦（1998）表示，一線教師應用「多元智能」於教學現場時，需要注意

下列幾項教學原則： 

（一）「多元智能」論並不是教育目的 

教育的目的是由國家、社會、學校、教師與家長共同確立的，「多元智能」

理論只是讓我們實現教育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並幫助我們理解孩子認識世界的多

元性，為我們提供有效教育學生的理論指導框架。 

（二）勿將「多元智能」論當作唯一的教學指導依據 

「多元智能」理論只是眾多教學方法或指導思想中的一種，教師應依據自己

與學生的特質、社會文化的需求，並結合其它教育方式，進而創造出一套適合自

己的教學方法，切勿過於依賴「多元智能」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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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勿將此理論作為不盡力提升學童讀算能力的藉口 

雖然「多元智能」論主張應鑑別、欣賞並培育學童的優勢智能，但是當讀算

能力在當今社會中被視為基礎能力時，就應運用「多元智能」協助學生提升讀、

寫、算方面的技能。 

（四）勿將不同的智能名稱為孩子貼上標籤 

「多元智能」理論是用以證實兒童智力發展的多樣性，智力的特點並非一成

不變，目前尚未有任何長期追蹤實驗研究支持不同智力特點的延續性，因此，切

勿因為「多元智能」論而將學生區分為語言天才、數理天才、音樂天才。 

詹文娟（2001）並說明 David Lazear提出多元智能教學包含四個教學原則： 

（一）喚醒（Awaken）： 

教師應於教室中提供多元的學習環境，讓各個智能領域的能力均有機會被使

用。未經使用的潛能必須透過生活中的一些情境或事物，以激發孩子使用某種能

力去解決問題或製造作品的慾望，此潛能一但使用後便被喚醒，也讓孩子擁有發

展的機會。 

（二）擴展（Amplify）： 

教師應提供重複學習的機會，透過多次練習讓學生改進並提昇自己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重複學習並非一成不變的反覆練習，而是在多次相似的學

習情境中，讓學童自行嚐試以多元的方式解決問題或製造成品，使其能力透過重

複使用而達到精熟並增強。 

（三）教學（Teach）： 

兒童的多元能力在經歷了喚醒與擴展階段後，會在不同的領域展現其優勢智

能。教師應盡力讓每位學童都有機會在某種領域中扮演「教師」之角色，對同儕

教授其擅長的事物。因為在教授的過程中，他們必須更加熟練並運用後設認知，

如此一來，兒童的能力便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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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遷移（Transfer）： 

在教授過程中，學童除了使用其優勢智能外，可能還需伴隨使用其它能力而

使其它能力也有發展的機會。除此之外，教師也應利用學生的優勢智能去學習其

它領域的能力，使優勢能力可以遷移至其它領域。 

二、「多元智能」的應用方式 

根據王為國（1999）的研究指出，學者 Lazear 曾說明「多元智能」於教學

的應用方式有三種： 

（一）以智能本身為教學主題： 

為「多元智能」而實施教學（Teaching for Multiple Intelligence）。每一項智

能都可以當作是一門科目來進行教學，例如：音樂技巧、語言、藝術也可當成正

式的學科，而這些科目之教學必須配合每個智能的發展階段。 

（二）以智能為手段去獲取知識： 

利用「多元智能」實施教學（Teaching with Multiple Intelligence）。每一項智

能都是獲得知識的方法，例如：運用肢體運動學習字彙、用音樂教授數學概念等。 

（三）後設智能（Metaintelligence）： 

即是研討智能本身，針對學生認識「多元智能」而實施教學課程（Teaching 

about Multiple Intelligence）是教導後設智能的過程。此方式注重教導學生關於他

們的智能、如何瞭解智能、如何予以強化、以及如何應用於每日的學習。 

三、「多元智能」的教學策略 

多元智能中的八項智能有其特定的教學策略，以下將簡要說明各種智能之教

學方式與應用素材（李平譯，2003；郭俊賢、陳淑惠譯，1999）：  

（一）語文智能 

為協助學生發展語文智能，可運用書籍、字典、日記等材料，讓學生就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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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去閱讀各種書面材料、學習新字彙之意義、對他人進行語言型式的正式演

講、書寫追蹤自我思想的日記、創作文字作品、自創或欣賞他人的詩作、以令人

信服的態度進行某種議題的辯論、就任何研讀中的事物編造故事、就學術議題創

造打油詩或笑話等等，以上教學策略均可激勵學生開發語言智能。 

（二）邏輯數學智能 

與邏輯數學智能相關的教學策略包括：運用各種抽象符號與公式、對各項目

提出逐點論述的邏輯解釋、以邏輯思緒的圖解進行工作、就某種主題探究數量化

的事實（例如統計圖表）、使用特定步驟與運算過程解決問題、致力於解讀各種

符號語言並用以溝通、尋找不同想法之間的關連性，且發現其有意義的連結、以

蘇格拉底式問答進行邏輯推論、創造難題來挑戰他人，要求他人追尋隱含其中的

道理或型態。 

（三）音樂智能 

鼓勵學生探究周遭的各種聲響、音樂及節奏可幫助學生增進音樂智能，其教

學方式如：透過敲打節奏或解說震動型態、編寫或創作音樂以溝通某種概念或歷

程、運用饒舌歌來溝通或記憶某些觀念、運用研讀中或學習過的大自然聲響、運

用樂器為某課程製造聲音、為學業內容創作或哼唱曲調、發表一份以音樂與節奏

為主的報告、以及運用既有歌曲中的旋律或節奏為學習中的事物配樂。 

（四）空間智能 

教師可運用圖片、意象、符號、顏色、圖案與型態以輔助學生朝空間智能發

展。在設計課程時，可讓學生在心中創造各種圖片或意象、或將視覺圖案與先前

經驗或知識之間產生聯想或發現其關連、從事繪圖、雕塑或剪貼等活動以傳達概

念或過程的不同面向。 

（五）肢體動覺智能 

可利用下列活動以促使學生運用肢體參與學習並提供他們「做中學」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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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例如：用土風舞或創意舞蹈展現所學、透過角色扮演或默劇呈現對概念或觀

念的理解、創造肢體連續動作來教導他人事物、用身體動作具體表現某事件的意

義、說明或理解、製作或建造某樣東西以展示一種觀念或過程、根據某學科的特

定知識，設計一個競賽或遊戲、以某種立姿來傳達一個概念或歷程的的認同與理

解、將一群人排列組合以表達某個觀念或歷程。 

（六）人際智能 

為有效引領學生並教導人際智能，可嘗試以下教學策略：給予他人回饋、用

直覺獲悉別人的感受、在學術學習情境中進行合作學習、注重人際並強化關係、

對他人觀點或生活經驗展現同理心、著重於學習並辨認人際互動所需的社會技

巧、接受他人的回饋、在某種情境下，透過別人的動機來探討主題或探究他人的

決定、指定學生與他人組成團隊以進行學習。 

（七）內省智能 

為增進學生的內省智能，可要求學生在工作中撰寫反省日記，思考日記與學

習日記、運用一些技巧以提升學生自我思考的技巧、讓學生針對某一既定任務，

有意識地決定思考型態與歷程、教導學生正確的情緒處理、進行認識自己的內省

歷程、練習專注的技巧並持續此技能以完成任務、讓學生將思考從事實的記憶轉

向對事物的綜合統整與應用、提供學生獨立的研究與計畫。 

（八）自然觀察者智能 

教師們需秉持著「將自然帶入教室」的教學原則，並要求學生透過自然的隱

喻、明喻、類推來表達自身思想與感受。設計課程時，可融入下列策略：將自然

界物體融入報告、計畫或簡報之中、根據分類矩陣幫助學生認識自然物的特徵、

要學生參與照顧動物以學習愛護大自然、強化對大自然中各種型態與圖案的察覺

度與敏感度、到戶外與大自然進行第一線的接觸、種植或栽培植物、提供學生一

些賞鳥、地質之旅與分析、自然日誌活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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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研究者將各項智能之教學方式整理如下表 2-1-2所示：  

表 2-1-2 「多元智能」教學策略列表 

智能 教 學 策 略  教 學 素 材  

語
文 

閱讀、正式演講、進行辯論、編造故事、腦力激

盪、錄音、寫日記、出版發行作品、創作或欣賞

他人詩作、個別或集體朗誦。 

書籍、字典、日記、

錄音機、有聲書。 

邏
輯
數
學 

使用計算與定量、對事物進行分類與分等、蘇格

拉底式問答、啟發式教學法、運用科學思維、進

行批判式思考、運用抽象符號或公式。 

電腦程式語言、計算

機、科學儀器、抽象

符號與公式、數學習

題。 

音
樂 

歌曲或饒舌歌的吟唱、唱片分類目錄、超記憶音

樂、概念音樂化、心情音樂、為事物創作配樂、

探究周遭聲響、撰寫音樂為主的報告。 

CD、錄音帶、錄音

機、樂器、音響。 

 

空
間 

影像立體呈現、彩色記號、圖畫比喻、思維速寫、

圖解符號、運用概念構圖、繪畫、雕刻、攝影、

將視覺圖案與先前知識做聯想。 

積木、圖表、拼圖、

電腦繪圖軟體、地

圖、錄影帶、DVD、

相機。 

肢
體
動
覺 

使用肢體語言回答問題、課堂劇場、概念動作化、

動手操作的學習、肢體圖、角色扮演、用創意舞

蹈展現所學。 

運動器材、表演道

具、沙包。 

人
際 

角色扮演、與同儕分享、人群雕像、進行合作學

習、圖板遊戲、模擬情境、團體腦力激盪、體察

別人感受、給予回饋。 

圖板遊戲的道具、聚

會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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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多元智能」教學策略列表（續） 

智能 教 學 策 略  教 學 素 材  

內
省 

培養後設認知技巧、一分鐘內省期、個人經歷的

聯繫、讓學生選擇學習經歷、情緒調整時刻、讓

學生制訂目標、提供學生獨立研究。 

反省日記、自我檢核

表、鏡子。 

自
然
觀
察
者 

自然散步、觀看窗外學習、以植物為教具、生態

研究、在教室內飼養寵物或種植物、將自然界物

體融入報告、注意相似物的區別、提供野外求生

教育。 

顯微鏡、放大鏡、實

驗器材、觀察紀錄表

格、相機。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整理。 

 

肆、「多元智能」之教學評量 

一、「多元智能」評量的理念 

Gardner（1993）主持「哈佛零方案」時發展許多新評量方式的研究方案，

目前在運用情境化方式評量學生智能方面具有卓越成果，他認為「多元智能」取

向評量的特點為： 

（一）重視評量（Assessment）而非測驗（Test） 

Gardner 指出，評量是獲得個人技能與潛在資訊的工具及在表現過程中汲取

資訊的技術，它可達成雙重目標，一方面為個人提供有用的回饋，另方面則為周

圍社區提供資訊。教師應該設計定期的、系統化之評量方法而非重視測驗的實施。 

（二）簡單、自然和定期發生的評量 

評量應成為自然學習情境的一部份，教師與學生會於此情境下進行評量，雙

方並不需要明確注意或標示自己正在進行評量。評量原本就是教學中的一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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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應隨時存在，教師也不用「為評量而教學」。 

（三）多元智能評量具有生態效度 

大部分正式測驗都有「效度」的問題，是指與一些標準的相關程度。當評量

是在和「實際工作情境」相似的狀態下進行時，對個人的最終表現就能做出較好

的預測，也就是具備生態效度。 

（四）設計「智能公平」的測驗工具 

由於傳統測驗較偏重語文智能及邏輯數學智能，為避免此種偏頗現象，教師

就必須設計出「智能公平」式的評量工具，以便直接觀察操作中的智能、而不必

透過語言和邏輯能力。 

（五）需使用多種評量工具 

Gardner 表示單一測驗是教育措施中最違反自然的作法，較合理的方式是同

時考量一系列分別探討各種能力的評量，例如：評量學生已完成的作品、與同儕

合作的表現等等。 

（六）對個別差異、發展階段與專業知識具敏感度 

評量方式應考慮學生的個別差異、發展階段與專業知識的多樣化以符合時代

的需求。當教師或評量人員將學生個別差異列入考慮時，就會應用多樣性的教學

方式增進教學成效。 

（七）為了學生的利益而評量 

評量主要是用於幫助學生，而不是用來打等第或排名次。因此，評量人員有

義務提供對學生有益的回饋，例如：辨識學生的長處與缺點、提供學生未來就業

方向的建議、指出平日習慣是否具備生產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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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王為國（2002）表示，「多元智能」評量的理念包括： 

（一）以多元方式與工具來評量學生能力 

「多元智能」的評量是要探究每項智能之不同面向，故各個學科應採多元方

式評量，以提升具備不同能力或特質之學生的表現，同時也讓他們重拾學習的信

心與樂趣。 

（二）重視實際生活情境 

傳統標準化測驗脫離生活情境，而「多元智能」評量則將測驗場景拓展至實

際情境中，例如：「光譜計畫」（Spectrum Project）是將評量工具帶到兒童面前，

而不同於一般心理測驗學家是將兒童帶到測驗情境下施測。 

（三）教學與評量相互依存、且是連續不斷的過程 

「多元智能」之教學與評量是一體兩面的，不應嚴格區分兩者界線，教師根

據評量結果改進教學，而學生將評量視為另一種學習機會。 

（四）評量學生的優勢與弱勢領域以協助其發展 

一旦學生於某項優勢領域中被鑑定，教師則可提供協助以增進此領域的發

展，或依據學生的優勢與弱勢智能給予未來發展的相關意見。 

（五）評量是師生的共同責任  

教師的職責在於規劃適合各種學生的評量方法及工具；而學生則是依自己的

能力和興趣選擇適用的評量方式，並完成評量過程。 

二、「多元智能」評量之原則 

田耐青（1999）認為，符合「多元智能」評量的原則有下列五項： 

（一）評量應是長期的 

例如學習成長檔案（Portfolio）可對學生作品進行長期連續觀察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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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鼓勵學生對學習作持續性的反省。 

（二）評量應是多向度的 

評量應包含內容與技巧的評量，由同儕或家長取得人際評量及學生負責對自

己作品所做的自我評量。 

（三）評量為教學提供情報 

評量結果的呈現應能為教學提供指引，讓學生、教師與家長確實瞭解此學生

的表現與需加強之處。 

（四）非正式評量也很重要 

如學生在日常班級互動中的參與程度與表現。 

（五）學生是主動的自我評量者 

學生應有能力評估自己的長處與弱點，也能清楚說出他們所學的知識或概

念，並確認自己如何應用適當的思考與學習歷程。 

柯份（1999）認為「多元智能」導向的評量策略應掌握下列要點： 

（一）依據教學科目決定不同的評量方式 

每個科目應容許教師有不同的考試方式及量與質的百分比，讓教師自由調整

以能測出真實的學習成果為最終目的。 

（二）評量人員 

評量人員可擴大至家人、同學與其他教師互評，根據各種不同觀點評量會較

具真實性。 

（三）評量不易評量的部分 

潛在課程的學習評量如情意、技能、價值判斷等方面，較容易被教師忽略或

放棄，如學習到不好的部分，未經由師長賦予評價，久而久之經自我意識的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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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形成自我意識的一部份，日後會影響一生。 

（四）評量範圍 

評量範圍可大可小，可依一個主題為單位進行評量，或以數個單位為主，如

要實施多元評量，應以一個單位為單位，此範圍較小、較具真實性。 

（五）評量內容可以不必相同。 

（六）評量必須質與量並重 

必須重視質量並重的評量，教師可依教學上的需要決定之。 

三、「多元智能」評量方式 

Armstrong（李平譯，2003）認為，以「多元智能」實施評量的方式有三種： 

（一）一次給予學生這八種評量方式，以發掘對他們最成功的方法。 

（二）教師依據對學生優勢智能的理解來指定評量方式。 

（三）學生可自行選擇喜歡的評量方式。 

以下列表 2-1-3將呈現「多元智能」評量之方式與評量工具（郭俊賢、陳淑

惠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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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多元智能」評量方式列表 

智能 評 量 方 式  評 量 工 具  

語
文 

評量方式以語文技巧為基

礎，要求學生應用有效的語文

溝通展現所學。 

書面論文、字彙問答比賽、傾聽與報告、

錄製聲音記錄、詩詞創作、語文訊息的

回憶、認知性辯論、學習日誌與日記。 

邏
輯
數
學 

以認知型態為基礎的評量，要

求學生以邏輯分析的思考歷

程表現所學知識。 

摘述重點、邏輯與推理遊戲、演繹推理、

歸納推理、高層次推理、邏輯分析與批

判、心靈清單與公式、計算過程。 

音
樂 

以聽覺為基礎的評量，要求學

生以聆聽和製造聲音的方式

呈現所學知識。 

用聲音解說、編寫管弦樂曲、創作打擊

樂型態、分析音樂架構、創作概念歌曲

與饒舌歌、辨認旋律型態、運用概念連

結音樂與節奏、認識音調的型態與音質。 

空
間 

此評量以運用想像為基礎，要

求學生創作視覺的展示與心

像，藉此來評量他們的學習狀

態與知識。 

圖像表徵與視覺圖解、閱讀及理解與製

作地圖、流程圖與圖表、錄影與照相、

壁畫與混合畫、雕塑與建築。 

肢
體
動
覺 

多以實作方式來評量，要求學

生以實地演練的方式或行動

來展現所學。 

原創與古典的舞蹈、透過肢體語言與姿

勢來解說、戲劇扮演、比手劃腳與模仿、

體操與遊戲、技巧示範、活人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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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多元智能」評量方式列表（續） 

智能 評 量 方 式  評 量 工 具  

人
際 

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評量，要

求學生以身為團體成員或分

工合作以表現所學知識。 

向別人解說或教導、提供和接受回饋、

訪談與問卷調查、小組分工合作、隨機

的小組問答、評量同儕、「思考－配對－

分享」。 

內
省 

此評量方式則以內心歷程為

基礎，學生必須表達對教材的

感受，以及教材如何啟發或改

變他們的自我理解、個人信念

或價值觀，以展現所學。 

後設認知的調查與問卷、自傳式的報

告、心情日記與日誌、自我認同報告、

個人的偏好與目標、較高層次的問答、

個人應用的腳本。 

自
然
觀
察
者 

以自然觀察為基礎的評量，要

求學生穿梭於自然界與自然

環境中，來呈現他們的學習狀

態與知識理解程度。 

大自然的觀察、照顧動物與植物、與大

自然邂逅與田野旅行、動手做的實驗或

示範、種族或自然型態的分類、自然世

界的模仿、感官刺激運動、力行自然保

育。 

資料來源：出自郭俊賢、陳淑惠譯（1999：117-141）。 

 

綜合以上所述，教師或評量編制人員在設計「多元智能」取向的評量時，需

涵蓋至少八種認知、理解、知覺與學習的方法，而測驗本身應運用其所要評量之

智能的語言和符號系統來呈現，另外，教師還必須考量學生的優勢智能以選擇評

量方式。如此一來，學生就有機會使用多樣化方式展現其學習成果，且測驗工具

方能達成真正的「智能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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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 

根據以上專家學者之說明，研究者將本節摘述如下： 

一、智能的意涵 

所謂智能（Intelligence）即是一種處理訊息的生理心理潛能，人類至少蘊含

八項智能。智能是否可被活化、運用取決於此文化的價值觀、個人可獲得的機會、

以及個人、家庭或教育人員所導致的個人決定。 

二、「多元智能」的課程設計原則 

教師應根據學生的興趣與現有能力設計課程，且採用其有興趣的主題或方式

進行活動，此外，必須檢核此課程設計是否涵蓋了所有智能領域中重要的核心能

力，並透過系統化的評量瞭解學童之各項智能是否皆獲得應用以修改教學內容。 

三、「多元智能」之教學應用 

「多元智能」理論代表了一種教學模式，教師可挑選與本身獨特教學風格與

教育理念相符的活動來貫徹此理論。「多元智能」於教學的應用方式包括：以智

能本身為教學主題、利用「多元智能」實施教學及後設智能的教導。 

四、「多元智能」的教學評量 

教師應在真實情境下、以多元方式與工具來評量學生能力並設計「智能公平」

式的評量工具，以便直接觀察操作中的智能。其評量方式可包括：要求學生以邏

輯分析方式表現音樂學習的內容（邏輯數學智能）、引導學生以聆聽和製造聲音

的方式呈現所學知識（音樂智能）、讓學生以實作演練的方式展現所學（肢體動

覺智能）等多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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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小音樂科教學之相關理論 

本節首先針對我國國小音樂科課程之理念、教學目標與課程內容逐一說明，

之後依據國小音樂教學之相關文獻分析，探究音樂教學結合「多元智能」理論的

應用模式。 

 

壹、八十二年國小「音樂科」學科課程 

一、課程理念 

八十二年國小新課程標準是依據下列六項價值理念而修訂（張煌熙，1997）： 

（一）未來化－應具前瞻導向： 

考量學生未來發展，要以前膽性理念規劃課程，擺脫以過去的教材教導現在

的學生，去適應未來生活的弊病。 

（二）國際化－應有世界胸懷： 

培養兒童的世界胸懷，以適應及參與「地球村」或「國際社區」的新環境。 

（三）統整化－應求周延完整： 

應注重各科與國中、小之銜接性與統整性，課程規劃應力求周延有效，並兼

顧人文、科技、正式與潛在之統整化課程。 

（四）生活化－應符合生活需求： 

課程內涵應與生活結合，並符合學生的興趣、能力與需求。 

（五）人性化－應以學生為中心： 

強調情意與審美教育之人文陶冶，激發潛能與自我實現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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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彈性化－應尊重師生自主： 

容許學校擁有課程之彈性自主權，教師擁有教育專業自主權以尊重教師專業

能力，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與激發其潛能。 

綜合以上所述，八十二年國小新課程課標準的基本理念重視學生的學習需求

且課程設計應以學生本位為主、充實課程目標之內涵、擴展學生宏觀的國際視

野、強調課程彈性化、多元化與鼓勵學校自主發展。 

二、音樂教學目標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公布的「音樂科」新課程標準（詳附錄三）之課

程目標，包括總目標與各階段之分段目標，以下將逐一分述之（教育部，1993）： 

（一）總目標 

1.培養兒童感覺音樂、理解音樂及表現音樂的興趣與能力。 

2.輔導兒童認識、欣賞並學習傳統音樂。 

3.培養兒童在日常生活中愛好音樂、主動參與及學習音樂的態度。 

4.啟發兒童智慧，涵養審美能力，陶冶生活情趣，養成快樂活潑、奮發進取 

的精神。 

5.培養兒童增進群己和諧、服務社會的熱忱及愛家、愛鄉、愛國、愛世界的

情操。 

（二）分段目標 

1.低年級目標 

(1)培養兒童音感能力，著重聽力感覺與反應。 

(2)培養兒童由耳聽到目視的學習興趣與能力。 

(3)培養兒童輕聲歌唱的興趣與態度。 

(4)培養兒童以簡易節奏樂器配合歌唱的興趣與能力。 

(5)培養兒童節奏創作的興趣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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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培養兒童聆聽音樂的興趣與態度。 

2.中年級目標 

(1)培養兒童音感能力，著重節奏、曲調與和聲的聽辨與表現。 

(2)培養兒童認譜的興趣與能力。 

(3)培養兒童頭聲發聲的歌唱能力。 

(4)培養兒童演奏節奏樂器的技能，並學習簡易曲調樂器。 

(5)培養兒童創作簡短曲調的興趣。 

(6)培養兒童聆賞音樂的音色、節奏及曲調美。 

3.高年級目標 

(1)培養兒童音感能力，著重節奏、曲調與和聲的綜合表現。 

(2)發展兒童認譜的能力與應用。 

(3)增進兒童演唱的技能並能唱出明亮的歌聲。 

(4)培養兒童節奏樂器與曲調樂器的合奏能力。 

(5)發展兒童創作的興趣與能力。 

(6)擴展兒童欣賞領域並著重樂曲結構及風格的認識。 

依據上述內容得知，八十二年「音樂科」之課程分段目標分成三個年級來訂

定，每個年級分別列有六項，此六項目標分別對應於教材綱要之音感、認譜、演

奏、演唱、創作與欣賞等六大項目。縱觀不同年級之各項目標均有連貫性和層次

性，對於未來各年級教學目標、教材選擇與安排方面具有引導作用（劉英淑，

1995）。 

姚世澤（2003）對課程目標亦有進一步說明：國小音樂科教學目標是培養學

童感覺音樂、理解音樂與表現音樂的興趣與能力，進而培養兒童愛好音樂，參與

音樂學習的精神，而陶冶兒童具有高尚情操為另一重要教學目標；其教學目標內

容是從認知、技能、情意三大領域來訂各階段的教學目標，最後再綜合三大領域

的目標作成一統整指標，亦即陶冶高尚情操，愛家、愛鄉、愛國之博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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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內容 

國小音樂教學涵蓋了音感、認譜、演唱、演奏、創作與欣賞此六個面向， 

此種教學規劃相當重視學童全方位的音樂能力與音樂素養之建構，以下將針對此

六大教學項目之內容說明之（姚世澤，2003；張統星，2001；劉英淑，1995）： 

（一）音感教學 

所謂音感（Tonal Sensibility），即是對聲音的感受、感覺和反應能力，音感

教學包含了節奏感、曲調感與和聲感等訓練。音感教學重視聽覺感應能力的培

養，藉由聽、辨的音感訓練導入節奏、視譜、聽音的感覺影像，進而理解音樂的

基本要素。八十二年音樂課程標準之音感內容相當明確，編排具有邏輯層次性，

於低年級方面，注重節奏與單音聽辨練習；中年級則導入音階與曲調教學；至於

和聲感的建立與和弦聽辨則為高年級之教學重點。 

（二）認譜教學 

認譜教學內容包括：認識五線譜的位置、基本拍子、五聲音階的認知、音高

關係以及三連音與六八拍子的辨識與常用術語記號，調性方面則介紹 C、F、G

大調與 a小調。認譜教學之重點為建立學童對音樂的讀寫能力，教師可運用熟悉

的教材，將聲音的意象透過具體的視覺表徵轉化為音樂的抽象符號，基於上述理

念，認譜教學之編排特色如下： 

1.認譜教學與音感教學需彼此聯絡、密切配合。 

2.教學內容需依考量兒童身心發展的特性及歌曲特質，由淺入深、有少漸多

之次序編排。 

3.教學法要把握先聽覺再視覺、從具體的身體動作作感應、歌曲習唱的體驗

來建立概念，接著以具體實物、圖形線條、唱名來表達聲音的意象，最後

才導入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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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唱教學 

國小演唱教學以仿唱（習唱）進階到歌唱技巧為主，除了培養個人歌唱的基

本能力外，培養與人合唱的興趣與能力亦是不可忽視的目標。歌唱曲目從三年級

開始規定習唱輪唱曲，目的是經驗和聲效果，為未來的合唱能力作準備。就歌曲

的分配比例而言，本國歌曲佔 60%，外國歌曲為 40%，二部輪唱曲目佔有 10到

20%。歌曲的選擇與認譜的進度可以配合，但不一定要按照認譜教學的順序，而

要從兒童身心的發展來考慮音樂在音域、節奏、曲調、曲趣、歌詞等方面的是否

適合兒童。 

（四）演奏教學 

演奏教學之目的是培養兒童的樂器演奏技能、並具備和他人合奏之能力。低

年級是練習一般簡易的節奏樂器；中年級則加入直笛此種曲調樂器的習奏課程。

直笛攜帶方便、易學易吹，富有人聲般柔美的音色，適合獨奏、重奏和合奏，所

以被定為入門的曲調樂器。到了高年級，曲調樂器方面則增加口風琴的習奏，因

為口風琴具有鍵盤的功能，可以表現和聲，有益於音感和認譜的教學。除了西方

樂器的習奏外，到高年級還加入我國傳統打擊樂器的演奏訓練，並配合傳統音樂

的欣賞教學。 

（五）創作教學 

八十二年新課程標準的創作教學課程編排分成兩個層次：即興創作和創作。

即興創作是創作的預備歷程。這段歷程經驗的感受與基礎對於兒童在音樂以及個

人整體創造思考的潛能發展均具有重要的影響。低年級創作教學偏重自發性的即

興反應，激發兒童創作的樂趣及表達的意願，主要以語言遊戲、身體韻律模仿節

奏為主；中年級則引導兒童在某種形式或既有的材料上做即興的組合、變化，其

教學內容包括依簡短歌詞創作新曲調；高年級需進入較嚴謹的創作活動，如：集

體創作一段式或二段式曲調的練習。教師在進行創作教學時需考量下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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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機械的排列à模仿à創作 

2. 從局部à整體 

3.從節奏à曲調à和弦 

4.從先寫後唱（奏）à即興唱奏 

5.從照譜唱奏à變唱變奏 

（六）欣賞教學 

所謂欣賞是吸收他人的精髓，而表現則是展示自己的技能。在學習的次序性

上必須先吸收，然後才能有所表現，所以演唱、演奏與創作等音樂活動都必須建

築在欣賞之上，才能有穩固表現的根基。欣賞教學主要是重視學生的鑑賞能力，

培養學生喜愛音樂的習慣與態度。低年級先從分辨各種聲音的音色開始，欣賞曲

目是以傳統兒歌童謠和一般器樂小品為主；中年級則對不同形式、不同音色的

中、外聲樂曲和器樂曲有更深入的聆賞；高年級欣賞教學的內容包括：大型規模

的聲樂曲、器樂合奏與二者綜合的作品，例如：西方歌劇或我國的歌劇、歌仔戲。 

 

貳、「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 

民國八十七年所公布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大幅革新以

往課程修訂之內容，將以往採分科形式的音樂科、美勞科等，合併為「藝術與人

文」學習領域課程，此學習領域涵蓋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三大類別。以下

研究者將逐一說明「藝術人文」學習領域之課程理念、課程目標與課程內容。 

一、「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理念 

「藝術與人文」的基本課程理念是以生活為中心、以人文素養為核心，透過

多元化的藝術學習培養學生的藝術知能。此課程領域是一種涵蓋生活、學校、社

會的整體性教育，所以首要重視藝術基本素養、生活藝術以及人文素養的教育內

涵。因此，「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必須從生活中取材來激發學習的興趣，並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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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學生積極參與藝術文化活動、拓展視野以及對社會、自然環境的認知等等，如

此才能真正增進個人的人文素養，培養出具備十項基本能力指標的現代國民。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包含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等方面的學習，以

培養學生藝術知能，提昇藝術鑑賞能力，陶冶生活情趣，並啟發藝術潛能為目的。

藝術教育應提供學生機會探索生活環境中的人、事、景物，觀賞與談論環境中各

類藝術品、器物及自然景物；運用感官、知覺和情感，辨識藝術的特質並建構意

義；訪問、觀摩藝術工作者；知曉時代、文化、社會、生活與藝術的關係；也要

讓學生親身參與探究各類藝術的表現技巧，鼓勵他們依據個人經驗及想像發展創

作靈感，再加以推敲和練習進而學習創作發表、回歸創造力及生活中的感動（教

育部，2003）。 

二、「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目標 

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主張教師應運用多元化的藝術教學，以建

立學生基本藝術素養，可透過探索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瞭解藝術與社會文

化之關連、鼓勵學生深究藝術的表現技法等方式，將藝術學習與生活經驗加以融

合。因此，依據上述「藝術與人文」基本理念而發展之課程目標如下（教育部，

2003）： 

1.探索與表現： 

使每位學生能自我探索、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係，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

表現，以豐富生活與心靈。 

2.審美與理解： 

使每位學生能透過審美及文化活動，體認各種藝術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

絡，珍視藝術文物與作品，並熱忱參與多元文化的藝術活動。 

3.實踐與應用： 

使每位學生能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連，透過藝術活動增強對環境的知覺；認

識藝術行業，擴展藝術的視野，尊重與了解藝術創作，並能身體力行實踐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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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依據上述之三項課程目標，在「藝術與人文」領域中對於視覺藝術、音樂、

表演藝術等又列有分段能力指標，以作為教師在課程設計之參考重點，關於分段

能力指標之詳細內容請參見第三節（P.98-101）。 

三、「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內容 

（一）「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課程規劃要點 

1.各校應成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研究小組」，由藝術教育專業人員

妥善加以設計課程組織及內容。 

2.課程設計應依據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並考量學生的需要、

興趣與能力，結合社會文化的期望與教改理想，以設計多元的學習內容與

活動。 

3.把握「由簡單到複雜、具體到抽象、由近而遠、由整體到部分或由部分到

整體」的原則，並注意各領域與經驗的統整。 

4.課程設計要以學習主題統整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各方面的學習及其

它學習領域的統整，如下所示： 

(1)於一、二年級階段，將音樂融入「生活」課程領域，與社會、自然及科

技課程進行合科教學，透過生活取材、配合單元與核心課程並以音樂元

素為基礎設計主題教學。 

(2)三至九年級是結合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三者為「藝術與人文」學

習領域。 

5.課程統整教學可運用主題軸教學設計、行動研究教學設計、獨立研究教學

設計、方案教學設計與大單元教學設計。 

6.在符合基本教學節數之下，節數可彈性調整，以打破學習領域界線實施統

整教學。音樂課程的教學節數大致如下： 

(1)一、二年級為每週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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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四年級每週約一至二節。 

(3)五、六年級每週約二節。 

7.藝術課程應幫助學生溝通觀念和表達情感，協助學生發展美感、情緒、心

智和身體等方面的成長﹔促進自我概念、自我尊重、紀律及理解人際關係

的發展。 

8.鼓勵學生應用資訊科技，以學習、研究或創作藝術（姚世澤，2003；教育

部，2003；湯碧美，1999）。 

（二）「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課程特色 

本課程領域的特色在於透過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的學習，培養學生獲

得基本的藝術知能，摒除以往以藝術認知為主軸的課程規劃，成為一種能兼顧生

活藝術、人文素養的學養教育。為了達到「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目標，教

師實施教學時必須掌握以下課程領域特色： 

1.重視課程組織架構的統整性，大單元與小單元活動間的連貫性、相關性。 

2.對於能力指標的培養，若要激勵學生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在教學方面就

不能忽略體驗與觀察的思考教學模式。 

3. 強調與生活經驗結合的適性教育，以充實人文素養、培養健全人格。 

4.應用科技增進藝術教學成果，並加強自我學習與創造思考能力。 

5.培養適應社會變遷所需的終身學習能力，使學生具有生存、競爭及實踐的

能力。 

6.強化學生的法治道德觀念及回饋社會的責任感。 

7.教材要兼重鄉土與國際意識，培養學生具有宏觀視野的世界村觀念。 

8.重視網際網路資訊的未來化，教師應不斷力求教學創新，才能因應時代潮

流與社會變遷所帶來的挑戰（姚世澤，2003）。 

四、「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音樂課程 

湯碧美（1999）依據課程實施、教材內容與教學評量三方面，說明「藝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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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習領域之音樂課程內容： 

（一）課程實施原則 

1.音樂課程發展注重統整性、銜接性、延續性及兼顧實施之可行性。 

2.課程綱要目標須保留教師專業自主權與課程設計的彈性空間，而教師應落

實教室本位層次課程設計。 

3.學年音樂課程實施計畫之內容要包含：教學目標、教學進度、教材、教學

活動設計、教學評量與教學資源。 

4.音樂課程可配合其它領域與節令實施大單元教學或主題式教學。 

5.教師可運用學校與社區資源蒐集音樂相關資訊並建檔存用，以豐富其教學

內涵。 

（二）教材編輯與選用 

1.教材需依據課程綱要編輯，以統整精神發展課程內容。 

2.教材編輯應橫向結合各學習領域，打破各領域之界線。 

3.教材選用與編輯應配合學生之身心發展，並就生活經驗取材。 

4.教科書僅供教師參考，教師必須因應地區特性與學生需求，選擇或自編適

當的教材。 

5.音感與認譜教學可運用語言、童謠或生活體驗為素材，更可配合本國語

言、外語實施教學。 

6.演奏與演唱曲目應以大單元、核心課程為選取依據，並考量曲目之教育性

與藝術性。 

7.創作教材應著重生活化與趣味化，提供學生主動探索的機會並自我應驗，

進而完成音樂創作。 

8.編擬欣賞教材時，應讓學生能直接聆聽、感受，並以音樂故事輔助，誘發

學生想像、創造的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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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評量 

音樂教學評量可採用自評、同儕互評等方式，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而

評量方式應多元化與彈性化，兼顧動態評量與靜態評量。 

五、「音樂科」學科課程與「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之綜合分析 

依據薛純真（2002）的研究指出，八十二年新課程標準是將美勞、音樂等藝

能科分科實施教學，而九年一貫課程則將藝術領域中的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

術三大類別合併為「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使得藝術學科要兼顧統整與協同教

學，而音樂與美術老師都統稱為「藝術與人文」教師，彼此可以運用交換教學或

協同教學等模式實施課程。在教學目標取向方面，過去較偏重於認知與技能，但

「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卻將舊課程取向拓展至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

與應用三大課程目標，除了重視藝術學習外，還需要經由內化的過程以提升人文

素養。 

林朱彥（2002）認為，「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中的音樂教學目標趨勢從以

往重視「認知與技能學習」，轉變為以「探索創作與情意人文涵養」(藝術生活鑑

賞行為之實踐與應用)為主要教學內涵。 

下表 2-2-1的內容，為研究者就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與「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課程的課程編制、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評量、教學節數等方面進

行比較、分析（林炎旦，2001；教育部，1993，2003）： 

 

表 2-2-1 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與「藝術與人文」課程比較 

「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 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 

課
程
編
制 

包括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

術三大類別，採統整、合科原

則。 

在藝能科下分設音樂、體育、美勞三

科，採分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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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與「藝術與人文」課程比較（續） 

「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 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 

教
學
目
標 

1.探索與表現 

2.審美與理解 

3.實踐與應用 

1.培養兒童感覺音樂、理解音樂及表現

音樂的興趣與能力。 

2.輔導兒童認識、欣賞並學習傳統音樂。 

3.培養兒童在日常生活中愛好音樂、主

動參與及學習音樂的態度。 

4.啟發兒童智慧，涵養審美能力，陶冶

生活情趣，養成快樂活潑、奮發進取 

的精神。 

5.培養兒童增進群己和諧、服務社會的

熱忱及愛家、愛鄉、愛國、愛世界的

情操。 

教
學
內
容 

1.強調十大基本能力與分段能

力的培養，以主題式教學為

核心。 

2.保留地方政府、學校教師的

專業自主與課程設計的彈

性空間。 

3.將資訊、環境、兩性、家政、

人權、生涯發展等六大議題

與教學內容結合。 

依據各年級教材綱要之中的音感、認

譜、演奏、演唱、創作、欣賞等六大項

目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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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與「藝術與人文」課程比較（續） 

「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 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 

教
學
評
量 

「藝術與人文」領域之教學評

量應「質」、「量」並重，可視

教學目標、教學範圍、教學方

法、教學流程之需要，採用教

師評量、學生互評、學生自評

等方式，並應用觀察、問答、

晤談、問卷調查、軼事記錄、

測驗、自陳法、評定表、檢核

表、討論等方式評量，且可酌

採相對解釋法與自我比較法

等彈性評量措施。 

1.認知部分：為音樂知識考查，佔總成

績 20%，此項考核以音樂科課程標準中

音感、認譜、創作、欣賞等項目為基礎，

於學期末實施紙筆測驗。 

2.技能部分：為唱奏技能考查，佔總成

績 50%，根據客觀標準分別以演唱、演

奏、實際表演等方式評定之。 

3.情意部分：為學習精神與學習態度考

查，佔總成績 30%。學習精神評量是根

據學生在音樂學習「活動」的表現精

神；學習態度評量則隨時觀察、紀錄學

生於教學「過程」中的參與態度及學習

興趣。 

教
學
節
數 

「藝術與人文」領域基本教學

節數佔所有領域總教學節數

的 10 到 15%，每週約 3 到 4

節，每節課為 40 分鐘。音樂

課程的教學節數如下所示： 

1.一、二年級為每週一節。 

2.三、四年級每週一至二節。 

3.五、六年級每週約二節。 

音樂科每週的教學節數共兩節，一節課

為 40分鐘。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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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內容可得知，就課程編制方面而言，「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實施

統整教學，較重視學生全方位的藝術學習；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之教學目標

較為明確，教師進行教學時較能與實務結合且具可行性；「藝術與人文」領域課

程的教學內容重視學生的生活經驗，進而培養其適應生活的基本能力；「藝術與

人文」領域教學評量的多元取向使教學更為活化、彈性化；但「藝術與人文」領

域教學節數較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明顯減少，恐會影響教師的教學效能，使

得學生的學習不夠深化。 

 

參、四大音樂教學法之理論基礎 

奧福教學法、鈴木教學法、高大宜教學法與達克羅茲教學法為近年盛行於國

際間的音樂教學法（賴美鈴，1996）。此四大教學法於我國國小音樂科教學中廣

被應用，以下內容將就此四種音樂教學法之教學理念及教學方式作一深入探討與

比較，以探究「多元智能」融入四大音樂教學法之教學模式。 

一、教學理念概述 

（一）奧福教學法之理念 

鄭方靖（1993）說明，奧福教學法的形成始於 1924 年，奧福（Carl Orff）

的好友 Dorothee Guntherschule於其創辦的舞蹈體育學校課程中採用 Orff為舞者

所寫的音樂。1926年，Orff請其學生 Gunlid Keetman協助研究其新改造的片樂

器技巧，並合作為Guntherschule寫作舞蹈的教學及表演用曲。之後，Orff於 1936

年在柏林奧運時為兒童表演所寫作的樂曲大受歡迎，奧福教學法才於兒童音樂教

育中受到推廣。 

姚世澤（2000）指出，Orff的教學理念深受達克羅茲（Dalcroze）韻律節奏

理論的影響，他強調以節奏（Rhythm）與即興創作（Improvisation）為主的教學

觀念，將兒童熟悉的民謠、十九世紀流行的音樂、舞蹈、戲曲、語言、說白、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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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歌唱融入各種節奏訓練模式中，並以即興式的創作教學法，啟發兒童對音樂

產生豐富的想像力與感受力。為了達到他的教學理念，在 Curt Sachs 和 Karl 

Maendler 協助下，Orff 設計出一套適合兒童程度的節奏樂器合奏（Instrumental 

Ensemble）教學法，對於兒童學習音樂的興趣與效果有非常大的影響。 

（二）鈴木教學法之理念 

鄭方靖（1993）表示，因”愛”的信念，奠定了鈴木慎一（Shinichi Suzuki）

音樂教育的根基。他主張才能教育，而才能是指深藏在每個孩子內在的潛能。

Suzuki 強調人的才能需要靠教育，也就是教育的目的是要人學會發揮潛在的能

力。由於他領悟到每個孩子都自然而然會講母語，兒童學習母語的方式、過程及

效果都十分令人驚訝，因此他進一步將這樣的原理運用在音樂教育上，成為舉世

聞名的「才能教育哲學」。才能教育有五項原則，即是更早的時期、更好的環境、

更好的指導方法、更多的訓練及更高的指導者。 

姚世澤（2000）歸納鈴木教學法後提出，兒童學習母語的能力透過模仿

（Imitation）與反覆（Repetition）的練習就可以發展到很高的程度，Suzuki認為，

利用這種所謂「母語教學法」（Mother-Tongue Method）之教育哲學觀於兒童音樂

能力訓練上，則是最佳的音樂教學法。此「母語教學法」之理念，認為每個兒童

從小就能發揮學習語言的能力，並進而擴及其它方面的學習能力。此母語的學習

能力應用在音樂學習上，加上適當的學習環境、以及父母親的熱誠參與、妥善安

排練習時間，則兒童的音樂學習能力就可達到成人的水準。他也強調才能教育不

在於培育專業人才，而是在啟發兒童學習音樂的潛力，發展兒童音樂的感受性及

培養兒童具有完美人格的特質。 

（三）高大宜教學法之理念 

Kodaly 認為音樂教育可促進其它方面的才藝發展，不僅會影響音樂方面的

才能，也會提升兒童聽力、反應力，增加其敏銳度、集中注意力與身心的平衡發

展，故音樂教育是國民應享的權利，亦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而音樂教育應盡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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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最好於幼稚園階段就開始啟發兒童的音樂能力，因為三到六歲是培養聽力的

最佳時期，兒童於此階段的模仿力最強。高大宜更進一步指出，學童尚未學會讀

譜前，不應該學習樂器，而要先透過人垂手可得的樂器－人聲啟蒙其音樂學習，

因為歌唱是我們最自然的語言，越小的孩子更需要歌唱與身體律動結合的音樂教

學，如果音樂學習過程中，一直依賴樂器歌唱，則會破壞音樂的單純美感與學童

對單一旋律的感應力（徐天輝，1996；鄭方靖，1993）。 

（四）達克羅茲教學法之理念 

在達克羅茲教學法中，音樂內在的感受性相當重要，音樂教學不僅僅是演

奏、演唱技能的訓練，更要重視學童藉由音樂學習而體會音樂知性與感性的融合

之美。故 Dalcroze 認為以肢體動作去感受與表達音樂便能提升學生對音樂的內

在感受性，因此，律動教學為達氏的教學中心。Dalcroze主張的律動教學是以具

體動作幫助兒童音樂抽象概念的理解，任何音樂理念都可以轉化為身體律動，而

某種身體律動也可轉化成音樂，透過律動教學的活動，可逐步達成音樂教學的目

標－讓兒童懂得如何表達音樂並理解音樂之美（姚世澤，2000；楊艾琳，1996；

鄭方靖，1993）。 

綜合以上音樂教學法之教學理念，均主張音樂學習必須融入日常生活經驗、

透過計畫性、順序性與邏輯性的漸進式教學，並應用由易到難、簡單至複雜、具

體進入抽象的教學步驟帶領學生進入音樂的殿堂，進而發展學童的音樂潛能、陶

冶高尚情操，以達成健全人格之目標。 

二、教學方式之探討 

（一）奧福教學法 

鄭方靖（1993）提出，律動、歌唱說白、樂器合奏與即興創作是奧福音樂教

學法的主要方式，透過這些方式引導學生經驗、探索音樂，並幫助學生發展出潛

在的音樂性，以下將逐一說明此教學方式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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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動： 

對於人們對音樂感應力的提升，律動具有正面效果，透過律動的教學方式，

可讓學生體驗音樂元素與探索空間。且教師更應鼓勵學生去感受種種自然的動

作，使律動更具音樂性。 

2.說白與歌唱： 

在兒童音樂教育之中，說白與歌唱的教學活動十分重要，是孩子學習音樂最

自然的起點。姚世澤（2000）表示，運用兒童生活中所接觸且耳熟能詳的說白、

童謠、遊戲、吟誦、民間戲劇、傳統舞蹈或民間故事做為歌唱教材，由單字到詞

彙甚至到句子，經由模仿、一再重複的練習讓學生體會音樂的感受，進而瞭解音

樂的基本要素。而歌曲的教唱要先由節奏語言的帶動，就如同我們吟唱式的語調

（讀譜類型），依字彙順著節奏，延伸到樂句型的練習方式進行，以下行小三度

開始，再進到五聲音階調式，並加上肢體的韻律，創作出舞蹈的動作。 

3.樂器合奏： 

鄭方靖（1993）說明，Orff最初的樂器是為舞者所設計，但發展至今，其樂

器合奏已包含天然樂器、自製樂器與身體樂器等等各種聲源。 

4.即興創作： 

在奧福教學法中，即興創作是探索音樂形式的主要方式。因為曲式提供許多

即興創作的素材，無論教師或學生均不受形式的限制，盡量發揮想像力來喚醒潛

在的創造力，這也是奧福教學法的特色之一。 

（二）鈴木教學法 

洪萬隆（1994）於著作中提及，才能教育系統的創始人 Suzuki 秉持著母語

式的教育、教育從零歲開始等理念，他主張母語教學法，並重視聽”及”模仿”的

教學，Suzuki認為聆聽音樂必須在正式學習前就先開始，聆聽不但可以建立將要

學習之材料的印象，而且無形中養成審美的態度。他更認為聆聽是音樂訓練中最

重要的基本要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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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方靖（1993）並進一步說明以下鈴木教學法之方式： 

1.父母要為孩子製造學音樂的環境。 

2.鼓勵孩子反覆的練習。 

3.允許孩子自然的進度。孩子要能自發且專心的練習，讓孩子在能力範圍內

做自己喜愛的事。 

4.讓孩子享受音樂中的美與喜樂。 

5.肯定孩子的優點並隨時讚美。孩子的音樂學習需要信心與快樂，而它們來

自於外界的肯定，因此信心與快樂則是學習的原動力。 

6.由聽覺來引導孩子的學習，在鈴木教學法中是很重要的一部份，聽其它學

生演奏、老師演奏或唱片錄音都是必須的。 

7.正確且熟練的背譜能力是應具備的。 

8.家長必須參與上課和幫助子女練習。 

9.充分掌握上課的時間及充實上課內容。 

10.提供高品質的學習素材及注意音色的品質。 

11.製造相互觀摩的機會並鼓勵學生上台。 

（三）高大宜教學法 

徐天輝（1996）表示，Kodaly 是以歌唱及比較方式培養兒童音感，並以首

調唱名法、節奏教學法及手號教學法等教導兒童歌唱，其主要教學方式如下所述

（姚世澤，2000；徐天輝）： 

1.以歌唱教學為主： 

高大宜教學法不先教兒童認識五線譜，而是透過聽唱、模唱、默唱等活動實

施歌唱教學。且以小三度音程開始學習歌唱，歌曲以八小節的長度較適當。 

2.以不同名稱為不同拍子命名： 

將長短不同的節奏給予不同口語化之名稱，即是採用音節念法（Syllable 

Rhythmic System）實施節奏教學，以協助節奏的學習與記憶。此外，教學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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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應從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組合之兩拍子的節奏開始。 

3.以手號輔助音程教學、協助讀譜訓練： 

Kodaly 主張用手號協助初學者瞭解音符之間的音程關係，透過視覺與手號

動作感受到曲調的高低走向，進而增進視唱的準確性。在手號教學階段，每個音

所代表的手勢動作都有其特點，一般教學都從 sol開始，因為這是兒童最易唱準

的音。 

4.使用首調唱名法： 

Kodaly 認為初學者不用五線譜，而用唱名的第一個字母表示音高，可以更

容易學習視唱。 

5.以五聲音階歌曲為歌唱學習的開端： 

基於兒童的生理發展與教學實務，兒童不易唱半音與變化半音，故歌曲教唱

應該從五聲音階開始較為恰當。 

6.以小三度開始音程教學： 

兒童初學唱歌的素材應以小三度、大二度、大三度的音程循序教學，透過此

過程的練習，音樂學習的基礎較為紮實。 

7.強調母語法的教學： 

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母語，兒童也同樣有屬於自己的音樂母語，即是童謠和

具民族風格的兒歌。經由民謠或兒歌教授音樂概念與技巧，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效並建立民族意識。 

8.以歌唱遊戲訓練學童的音感： 

運用歌唱遊戲的方式訓練兒童音感能力，使其辨認不同的音高、音色與節奏。 

9.強調創造思考的音樂教學： 

即是以即興創作培養、提升兒童的創作能力。於歌唱遊戲中，兒童以不同的

動作、表情，表現旋律的高低起伏、節奏的長短輕重、音色的變化與歌詞的意境，

進而發展學童的創造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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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達克羅茲教學法 

楊艾琳（1996）指出，達克羅茲教學法通常是以某個音樂要素（Element）

為教學中心，並以螺旋式的發展深化課程內容。例如：以漸慢（Rit.）的音樂概

念而言，教師先讓學生思考日常生活中哪些事物的動作具備漸慢的表現，之後讓

學生做出其熟習的漸慢動作，而教師則在一旁觀察學生活動中的速度與力度，然

後用鋼琴即興演奏曲調配合學生的動作。教學的下一步驟則是教師繼續運用漸慢

的概念，並在樂曲的速度、力度上稍加變化而即興彈出新曲調，此時學生需專注

聆聽音樂，然後調整自己的動作以配合音樂的改變。在教學過程之中，學生對於

音感的敏銳度隨之提升，而肌肉協調的控制力也因此增進，當他們演奏樂器時就

不會有節奏不準確的狀況發生。等到學生肢體動作都能對漸慢表現駕馭自如時，

教師才會帶入漸慢此符號的認知。 

達克羅茲教學法的主要教學方式包括：律動教學（Eurhythmics）、即興創作

（Improvisation）和音感訓練（Solfege），以下將個別說明此三種教學方法的內

容（姚世澤，2000；楊艾琳，1996；鄭方靖，1993）： 

1.律動教學： 

律動教學主要以節奏訓練為主，因為節奏的學習必須用到肌肉的感覺，當教

師歌唱或彈奏時，學生以自然的走步代表一拍、跑步代表兩拍、而走步加上彎腰

動作表示兩拍，透過肢體的應用以訓練學生對音樂節奏的理解。或是藉著遊戲的

規律節奏以認識拍號，並延長旋律讓學生跟著拍打節奏，以使學生感受樂句的段

落位置。 

2.即興創作： 

Dalcroze認為即興創作是音樂學習集大成的表現，且透過即興可以發展學生

快速、明確地表達某種音樂的思想與感覺，也幫助學生獲得綜合想像、自然與感

性地運用節奏及旋律素材以創造音樂的能力。即興創作的教學工具包含：說白、

歌唱故事與樂器演奏，而教師本身必須兼具身體、樂器、聲音的即興創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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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有效運用這些教學工具。其教學模式可藉由樂器彈奏或歌唱，讓學生跟隨音

樂來創作舞蹈動作，以臆測音樂的動機或表達旋律的意境。而學生經過一段時間

的學習後，教師也可鼓勵學生嘗試和聲與旋律方面的音樂創作。 

3.音感訓練： 

音感訓練包含了聽音及視唱兩大部分，Dalcroze主張於音感教學過程中運用

律動輔助學生的學習，以培養學童的內在聽覺感受力（ Inner Hearing）。在教學方

式方面， Dalcroze偏愛固定調唱法的使用並強調培養絕對音感（Perfect Pitch）

的重要性，但他並不排斥首調唱法，故樂譜上會一併標示固定唱名與首調唱名，

以讓學生瞭解某個音在此調中的位置。而在音程與調性的教學中，音階學習的音

域範圍只限制在中央到高八度的 C 兩音之間，不僅讓兒童易於歌唱，還可突顯

各調調性與級進音程之間的差異性。 

根據上述四大教學法教學方式之論述，其教學方式的共同特色為：均重視多

面向的綜合音樂教學，教學方法融合了語言說白、遊戲、舞蹈、肢體律動、歌唱、

樂器演奏、即興創作的內容；這四大教學法都強調肢體節奏的訓練，藉由音樂活

動的參與進而感受音樂、表達音樂。 

 

肆、「多元智能」融入國小音樂教學之應用模式 

一、音樂智能之教學模式 

Campbell 等人（郭俊賢、陳淑惠譯，1999）提出應用音樂智能的教學模式

包括： 

（一）建立一個音樂性的學習環境 

可於教室中播放背景音樂以提昇教室中的教學氣氛，但首先應增加學生對音

樂運用在日常生活各層面的認識。為了提昇對音樂的認識、瞭解音樂對生活的影

響，教師可引導班上同學討論平時如何聽音樂及何時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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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聆聽音樂活動 

學生在經歷傾聽的經驗時，不應只有單純的聆聽活動，教師必須先預備數個

討論問題，給予學生腦力激盪與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而一般學生如透過歌唱方

式則較易記憶課程的內容，教育工作者可試圖找出與教學內容相關的影音資料並

運用其音樂編寫歌詞，藉此鼓勵學童配合歌唱。 

（三）唱歌前的暖身 

學生一般都會對唱歌感到害羞，為了減緩對個人聲音的關注，師生可先從吟

唱無意義的音調開始。這類活動強調發聲的趣味性，減少不能唱出完美聲音的恐

懼。隨著時間的進展，教師可從吟唱開始進行，以一種「誇大的發音」來強調這

些字，之後就改用歌唱的方式。一旦學生在無意義的發音上體驗成功，他們就可

進展到集體朗誦，教師可尋找短詩、文學名著的段落、或著名的嘉言為教學素材。 

（四）音樂符號 

抽象的音樂符號系統對學生而言只是陌生的異國語言，為了降低樂譜的神秘

感，學生可從創造自己的符號系統開始，以提供學生開始解讀音樂的有效方式，

然後就能精確理解樂譜中的音樂符號。例如：教師挑選一段令人興奮的音樂，並

要求學生在聆聽的同時，將聽到的音樂畫成簡單的符號，如：線條、幾何圖形。 

（五）用音樂激發創造力 

可引領學生進入由音樂產生的影像及意念，讓他們假想自己是電影製作人，

必須創造出適合下列樂曲任何片段的故事情節，如：「彼得與狼」（Peter and the 

Wolf）、德布西（Debussy）的「雲」（Clouds）等音樂。教師並可設計連續數段

不同的音樂，讓學生聆聽後，發展出短篇故事以激發其想像力與創造力，並要求

學生根據對音樂的回應，形成描述用語的字庫，之後用這些語彙寫詩來形容音樂。 

（六）在教室裡製作樂器 

如果學生有機會動手製作自己的樂器，除了可增進學習樂趣外，也能增加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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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本身的瞭解，一般可利用日常生活的用品製作簡易樂器，當樂器製作完成，

可以個別演奏樂器、欣賞與討論，並使用音樂術語例如：強弱、高低、混濁或清

亮、低沈或激昂融入討論活動，接著就可組成小型的班級樂團。 

二、應用智能策略實施音樂教學之相關研究 

Lazear曾說明「多元智能」的課程設計型態之一，是利用智能作為一種教學

工具或取得知識的方法，例如：使用空間智能教導數學概念。以下內容將呈現應

用智能策略作為音樂教學工具之相關研究。 

Lazear提出「多元智能」在一般音樂教學的運用方式如下： 

（一）音樂智能： 

加深加廣音樂的情意層面學習，創造屬於自己、表達自我的音樂。 

（二）語文智能： 

可將音樂的節奏型以語言音節代替，運用語句的音調起伏來理解曲調的抑

揚，或由文學、故事、戲劇得到音樂的感動或靈感。 

（三）邏輯數學智能： 

討論樂器的製造調律所使用的數學方式或音級、和聲、對位用到的數理規則。 

（四）空間智能： 

可探討各種樂團的座位分配、音樂廳的設計、樂曲的結構或樂器的視覺形象。 

（五）肢體動覺智能： 

讓學生瞭解唱歌時的身體運用，觀察演奏動作與聲音的關係、演奏技巧中身

體力量的平衡、協調，或引導學生聽音樂時以身體感應。 

（六）人際智能： 

如何參與、組織兩人以上的音樂活動（齊唱、合唱、合奏等），和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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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對音樂的體驗與才能等方式均是應用人際智能的教學方式。 

（七）內省智能： 

內省智能之教學方式包括：由所喜歡或討厭的音樂反映自己的特質、了解自

己，思考自己選擇音樂的主動性或能恰當使用音樂作自我治療與提升。 

（八）自然觀察者智能： 

引導學生探究自然音樂、討論大自然的聲音與人造聲音，作曲家與自然的關

係，藉音樂得到人與自然的協調（吳舜文，2002）。 

 

陳建安（2003）分析四大音樂教學法之內容發現，此四種教學法之律動遊戲

教學均有應用到「多元智能」概念，下表 2-2-2將逐一說明其教學模式： 

 

表 2-2-2 四大音樂教學法應用「多元智能」模式列表 

應用之智能 律 動 遊 戲 之 教 學 模 式  

語文 模聲詞，歌詞創作，語言說白節奏，童謠音韻，母語學習 

邏輯數學 比較速度、力度與音高，聲音創作，即興律動呼應，節奏模仿 

肢體動覺 口令反應，依節奏快慢走或跑，身體樂器，以手號表現音高，律動

空間 圖形與音感訓練，手號的運用，視譜活動 

人際 樂器合奏，卡農，和聲練習 

內省 感情的模仿與表現，故事扮演 

自然觀察者 模仿大自然及動物叫聲或動作，模仿父母的音樂行為 

資料來源：出自陳建安（20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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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政達（2002）表示，藝術學習可以運用視覺、聽覺與觸覺等感官統合以表

現「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而「多元智能」理論中的音樂智能、空間智能與肢

體動覺智能亦是與藝術學習息息相關，教師進行「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時，可

應用「多元智能」論的概念與感官統合活動實施統整教學（參見圖 2-2-1），以提

升學生之學習成效與學習興趣。 

 

 

(視覺藝術) 

空間智能 
視覺 

(音樂) 

音樂智能 
聽覺 

(表演藝術) 

肢體動覺智能 

體觸覺 

學習者為中心 

 
 

圖 2-2-1 以感覺統合發展的「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謝政達（2002：90）。 

 

謝政達並依據上述之課程統整模式，發展「創意性戲劇」（Creative Drama）

的教學活動，以下為其教學活動設計之步驟說明： 

（一）教師要先決定教學目標，並確認學生要學習的視覺、音樂、表演藝術

內容。 

（二）目標決定後，便著手規劃劇情故事，可讓學生自行編製或蒐集故事情  

節、或於課堂上進行討論劇情內容。 

（三）布景舞台設計屬於視覺藝術的一環，可讓學生自行設計場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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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演活動（表演藝術－肢體動覺智能）則採分組方式以分配角色，各

組以分幕演出來串連劇情，並選出一位同學負責旁白與幕起幕落的工

作和計算表演所需時間。 

（五）當某小組進行演出時，未演出的組別可擔任音樂伴奏或配樂（聽覺－

音樂藝術－音樂智能）。 

（六）在劇情中穿插安排視覺藝術（空間智能）的製作時間，例如：平面繪

畫（視覺）、立體雕塑（觸覺）、複合媒材等製作，可由學生獨立或合

作完成作品。 

（七）當完成後需安排展示作品的劇情，以提供學生彼此觀摩的機會。 

（八）演出結束後，要規劃一段時間讓學生進行會後檢討與分享演出心得。 

因此，透過以上教學活動結合了各感覺系統的學習，並融入音樂、視覺藝術

與表演藝術三大主軸的課程內容。 

 

郭木山（2001）依據「多元智能」論之理念為教學設計架構，且參考八十二

年音樂科課程標準與南一書局編印之第六冊音樂課本，針對國小三年級共 30名

學生實施行動研究，以探討「多元智能」融入音樂教學對國小學童音感與認譜能

力的影響。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多元智能」的教學方法可增進學生的音感、認

譜能力，另方面，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參與度也因此大幅提昇。以下研究者將以 

表 2-2-3說明此研究所建構的「多元智能」音樂教學模式： 

 

 

 

 

 



 60

表 2-2-3 「多元智能」融入音樂教學之應用模式列表 

應用

智能 
教 學 模 式  教 學 項 目  

音
樂 

利用默數拍子、默唱、靜聽的方式強化學生音感，訓練

學生內在音感的能力。當學生學會歌曲後可經常使用此

方式練習。 

音感教學 

認譜教學 

說白對應節奏 音感教學 

語
文 將教學活動設計成故事情境呈現，以串連教學活動，此

舉可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增進其學習效果。 

音感教學 

認譜教學 

肢
體
動
覺 

透過具體的動作體驗，感應拍子的規律及節奏，以瞭解

與感覺抽象的音樂，培養內在音感與表達音樂之能力。 

 

音感教學 

空
間 

此策略是運用結合聽覺與視覺的原則進行，可利用抽象

聲音與實物、圖形、符號的連結，如：音樂作畫、視唱

曲譜等方式。 

音感教學 

認譜教學 

為增進學生的互動學習，可經由說白卡農、節奏卡農與

歌曲輪唱等方式，養成學生的節奏感及分部唱奏能力。 

音感教學 

 
人
際 

運用小組合作學習方式，實施異質性自然分組，透過小

組成員彼此的互動支持，減輕學習低成就者之焦慮。 

音感教學 

認譜教學 

內
省 

透過課堂覺知活動，讓學生回顧及反芻上課的重點，評

估自己的學習成效並發表感受。此策略可建立學生反思

的習慣，加深學習印象。 

音感教學 

認譜教學 

資料來源:：出自郭木山（200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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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安（2003）應用「多元智能」理論發展低年級音樂教學策略，以解決九

年一貫課程實施後低年級音樂教學之困境。首先運用問卷調查瞭解低年級音樂教

學的相關問題，之後擬定「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策略以實施行動研究，探究策

略實施之可行性。此方案教學是以國小二年級共 54名學生為對象，實施十六週

的多元化音樂教學活動。以下將說明此研究所規劃的「多元智能」音樂教學策略： 

（一）語文智能： 

1.可運用語文智能增進學生的認譜、演奏、演唱、創作等音樂能力。 

2.教學策略：以各種語詞及文字的自然音韻，學習音樂節奏及曲調。主要方

式包括：說白、或是以模聲詞為歌曲創作或做頑固伴奏。 

（二）邏輯數學智能： 

1.教師可於音感、認譜、創作教學之中，應用邏輯數學智能策略輔助學生對

學習內容的理解。 

2.教學策略：藉由各種圖片、節奏卡之排列組合，瞭解各種樂曲的組織型態，

例如：旋律線條、曲式、樂句、節奏型。另可使用創作、接龍、聽音模仿、

配對遊戲等方式。 

（三）空間智能： 

1.音樂課程中可應用空間智能策略結合聽覺與視覺，以建立學生的音感、認

譜、鑑賞與創作能力。 

2.教學策略：使用線條、圖畫、音符卡、節奏卡、譜表等素材於教學過程中，

以幫助學生理解並學習抽象的音樂符號；或是經由影片瞭解多元藝術文

化，主要方式包含：創作、接龍、影片欣賞、聽音作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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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體動覺智能： 

1.透過肢體律動感受音樂脈動的肢體動覺智能策略，可輔助學生在音感、認

譜、演奏與欣賞方面的學習。 

2.教學策略：利用身體動作及聲音，感受並表現音樂的概念，如：聲音的高

低強弱、節奏快慢等。此策略可運用律動、舞蹈、動作反應等教學方法。 

（五）人際智能： 

1.教師可運用人際智能策略，從事音感、認譜、演奏、欣賞及創作教學。 

2.教學策略：透過合作創作、競爭遊戲等活動，增進與同儕一起學習音樂的

樂趣。主要方式可包括：遊戲、合唱、合奏、舞蹈、律動或集體創作等等。 

（六）內省智能： 

1.音感、認譜、演唱、欣賞方面的教學可融入內省智能策略，以提升學生相

關的音樂能力。 

2.教學策略：以說話、創作或肢體等方式表達對音樂的感受，根據各種遊戲

結果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效並激發音樂創造力，可利用陳述、發表等方式。 

（七）自然觀察者智能： 

1.教師可應用自然觀察者智能之學習策略於音感、演奏、演唱、創作、欣賞

教學中，以增進學生之學習效能。 

2.教學策略：觀察周遭生活與自然環境，模擬風雨雷電、動植物生長等情形，

以利用生活經驗學習音樂概念，主要教學策略可運用操作、模仿等方式。 

依據以上研究之結果發現，應用多元智能教學之可行方式，包括：營造音樂

學習情境、充分把握教學時機、結合教學內容與其它智能學習、利用各種遊戲進

行創意教學、彈性選擇教學素材等；另一方面，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策略均適合

實施於低年級，且能解決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低年級音樂教學之內容窄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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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舜文（2000）表示，為滿足音樂欣賞教學之需求與生活化價值，故音樂欣

賞課程有其必要結合其它藝術領域，以提升教學效能與豐富教學內涵，並符合藝

術欣賞教學之未來趨勢，下表 2-2-4將呈現欣賞教學結合「繪畫」、「律動」、「戲

劇」與「文學」的教學方式： 

 

表 2-2-4 以非音樂因素輔助之欣賞教學法 

 內 涵  實 施 要 點  

以
繪
畫
輔
助
欣
賞 

1.音樂是「聽覺藝術」，與「視覺

藝術」中的繪畫卻息息相關。許

多作曲家的靈感皆來自對畫作的

體會與認知，例如俄國作曲家穆

索斯基（Modest Mussorgsky）著

名的「展覽會之畫」即為一例。 

2.善用音樂與繪畫之間原本存在

的共通性與內在呼應之藝術本

質，使其相得益彰，讓學生對藝

術的兩大根基－「聽覺」與「視

覺」產生有意義的連結。 

1.讓學生以自由的方式，運用色彩、線條、圖形、造

型等繪畫之手法來表現所聆聽之音樂聲響。這樣的作

法主要讓學生於聆賞過程中，藉由多類型的活動保持

相當之「專注力」，並達到「反覆聆聽」之效果。另外，

也可讓學生藉由「具象」意味較濃厚的繪畫元素表達

「抽象」的音樂體驗。 

2.讓學生以「圖形」來協助對樂曲的理解與音樂的分

析，此屬於較高層次的音樂欣賞，對於中學生或音樂

素養較高的學生而言，會是極有趣的方式。甚至可將

一首完整樂曲以圖形表達曲調、節奏、形式、配器等

音樂要素，以此提高對聲響的想像力，並進入更具體

之欣賞境界。教師也可依據此理念，預製「樂曲提示

卡」，以作為輔助教材之用。 

3.讓學生實際比較音樂與畫作，例如：當聆賞法國作

曲家德布西（Claude Debussy）的「棕髮少女」時，便

可將畫家雷諾瓦（Auguste Renoir）的畫作介紹學生欣

賞。如此便可協助學生體會此兩種藝術作品間的關聯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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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以非音樂因素輔助之欣賞教學法（續） 

 內 涵  實 施 要 點  

以
律
動
輔
助
欣
賞 

1.以實際肢體動作方式感觸與建

立音樂美感經驗，是最直接也最

富想像力的欣賞方法，甚至「即

興」意味濃厚。 

2.須視學生的心理年齡發展做適

當的規劃，避免過於簡單或複

雜，以提升學習興趣。 

1.針對肢體律動與音樂欣賞之結合，可以運用達克羅

茲教學法及奧福教學法所採行之「節奏」與「動作」

創造方式，例如：用身體表現音的高低、曲調變化與

樂曲形式，或隨著音樂進行以肢體語言呼應音樂，以

上都能有效反應學生對音樂的感受力。 

2.例如在欣賞德國作曲家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的「圓舞曲」（Waltzer）時，如果能以「指揮」

或「拍打節奏」等方式配合，則學生更能領略三拍子

舞曲的特殊美感，並感受其律動。 

以
戲
劇
輔
助
欣
賞 

藉由戲劇的「多樣性」與「綜合

性」，使學生將音樂欣賞單純的

「聽覺」，拓展至統合「視覺」與

「律動」之層次。 

 

 

 

1.將音樂活動「遊戲化」與「故事化」，以聆賞法國作

曲家聖桑（Camille Saint-Saens）的標題音樂『動物狂

歡節』為例，可將每一段音樂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串

連成一段有趣、具意義性之故事內容。 

2.與「創作」教學結合，可以輔導學生運用適當的欣

賞素材，編列一齣有趣的「音樂劇」，從劇本蒐集、編

劇、選曲、配樂、編舞、臺步、燈光、音效、服裝、

道具、布景的設計，到彩排與正式演出，都是讓學生

聆聽音樂、解析音樂，進而運用音樂的學習歷程，最

終並能培養其對聲響的創造力與進入生活化的音樂欣

賞境界。 

以
文
學
輔
助
欣
賞 

以文學方式輔助音樂欣賞教學，

具有某些「歷史探源」的意味。 

 

 

 

例如：欣賞義大利作曲家韋瓦第（Antonio Vivaldi）的

「四季」時，可以引導學生認識並欣賞其相關的「十

四行詩」，此為作曲家將聲響與文學做一良性結合之方

式，並為音樂留下極佳的註解。 

資料來源：出自吳舜文（2000：31）。 

 

上述所呈現之結合「繪畫」、「律動」、「戲劇」與「文學」的欣賞教學法，即

是屬於音樂欣賞結合其它智能之教學策略，例如：「繪畫」方面即是空間智能的

運用；「律動」融合了音樂智能與肢體動覺智能；以「文學」輔助欣賞教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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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應用語文智能策略的成功典範；而「戲劇」整合了音樂智能、空間智能、肢體

動覺智能及語文智能，即屬於綜合所有藝術形式的極致表現。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相關研究可得知，「多元智能」理論適用於不同面向的

音樂教學之中，由於「多元智能」教學模式相當具有彈性、也沒有固定模式，而

讓教師有更寬廣的發揮空間。以下研究者將彙整上述內容之「多元智能」教學模

式如表 2-2-5所示： 

 

表 2-2-5 運用「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模式表 

應用 

智能 
教 學 模 式  教 學 項 目  

音

樂 

利用默數拍子、默唱、靜聽的方式；加深加廣音樂的情

意層面學習；為戲劇製作配樂或伴奏。 

音感教學、認譜

教學、律動教學 

語

文

 

說白對應節奏；運用語句的音調起伏來理解曲調的抑

揚；將課程內容以文學、故事、戲劇的方式呈現；歌詞

創作；運用童謠的音韻學習，用母語學習音樂；以模聲

詞為歌曲創作或做頑固伴奏；欣賞樂曲時可一併介紹相

關的文學作品。 

音感教學、認譜

教學、律動教

學、演奏教學、

演唱教學、創作

教學 

邏

輯

數

學 

討論樂器製造調律所使用的數學公式；探討音級、和聲、

對位用到的數理規則；比較樂曲速度、力度與音高；即

興律動呼應；藉由各種圖片、節奏卡之排列組合，瞭解

各種樂曲的組織型態，可使用創作、接龍、聽音模仿、

配對遊戲等方式。 

律動教學、音感

教學、認譜教

學、創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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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運用「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模式（續） 

應用 

智能 
教 學 模 式  教 學 項 目  

肢

體

動

覺 

透過具體的動作體驗，感應內在脈動、拍子的規律、節

奏與音的高低強弱；瞭解唱歌時的身體運用、觀察演奏

動作與聲音的關係、演奏技巧中身體力量的平衡、協調；

聽老師的口令反應動作；利用身體樂器表現音樂；以手

號引導學生認識音高位置；戲劇活動的演出；欣賞音樂

時，以「指揮」或「拍打節奏」方式配合樂曲進行。 

音感教學、律動

教學、認譜教

學、演奏教學、

欣賞教學 

空

間

 

可利用抽象聲音與實物、圖形、符號的連結，如：音樂

作畫、視唱曲譜等方式；可探討各種樂團的座位分配、

音樂廳的設計、樂曲的結構或樂器的視覺形象；運用手

號以理解音的高低；視譜活動；為戲劇活動設計舞台、

布景、服裝或道具；運用創作、接龍、影片欣賞等方式；

可將一首完整樂曲以圖形表達曲調、節奏、形式、配器

等音樂要素；讓學生實際比較音樂與畫作以體會此兩種

藝術作品間的關聯性。 

音感教學、認譜

教學、律動教

學、欣賞教學、

創作教學 

人

際

 

可經由說白卡農、節奏卡農與歌曲輪唱的方式；運用小

組合作學習的方式，實施異質性自然分組；和他人分享

自己對音樂的體驗與才能；多部的和聲練習；競賽遊戲；

與同儕一起舞蹈或律動。 

音感教學、認譜

教學、演奏教

學、欣賞教學、

創作教學、律動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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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運用「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模式（續） 

應用 

智能 
教 學 模 式  教 學 項 目  

內

省

 

透過課堂覺知活動回顧及反芻上課的重點，評估自己的

學習成效並發表感受；由所喜歡或討厭的音樂了解自

己；思考自己選擇音樂的主動性；能恰當使用音樂作自

我治療與提升；感情的模仿與表現；故事扮演。 

音感教學、認譜

教學、演唱教

學、欣賞教學、

律動教學 

自
然
觀
察
者 

探究自然音樂；討論大自然的聲音與人造聲音；探究作

曲家與自然的關係；模仿父母的音樂行為；模擬風雨雷

電、動植物生長情形。 

 

 

音感教學、演奏

教學、演唱教

學、創作教學、

欣賞教學、律動

教學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整理。 



 68

伍、總結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之論述，本節內容將做如下摘要說明： 

一、國小音樂課程之理念 

八十二年音樂課程標準之理念為國際化、未來化、統整化、人性化、彈性化

與生活化，而九年一貫之教改理念為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

鄉土與國際意識及終身學習能力之健全國民，較強調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能力的

培養與民主素養的建立及資訊科技的運用。 

二、課程目標 

八十二年音樂課程標準較偏重認知與技能等教學目標，但「藝術與人文」領

域課程卻將舊課程取向拓展至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實踐與應用三大課程目

標，即是重視學生的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的提升。 

三、教學內容 

八十二年課程標準是依據各年級教材綱要的音感、認譜、演奏、演唱、創作、

欣賞等項目實施教學，較偏重認知、技能方面之教學目標；而九年一貫課程是以

情意導向為主，強調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及人與環境之互動關係培養學生應

獲得之十大基本能力，主張人性化、生活化、彈性化及統整化之課程設計。 

四、「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模式 

「多元智能」理論適用於不同教學項目的音樂教學之中，由於「多元智能」

教學的模式相當具有彈性、也沒有固定模式，而會讓教師有更寬廣的發揮空間，

關於「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模式請參見表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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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兒童認知發展與音樂能力之相關理論 

兒童的認知能力是依階段性而逐步建構、發展的，本節內容將探討兒童認知

能力與音樂能力發展的關連性及國小學童應具備之音樂能力，以做為教師設計教

學之參考。 

 

壹、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經過對自己三個孩子的長期追蹤研究後，

逐步建立起兒童認知發展的重要理論，而 Piaget的認知發展論亦對教育領域產生

深遠的影響，故本段內容將闡述 Piaget的重要觀點。 

一、認知發展論之概念 

（一）「智力」（Intelligence）具有動態特徵： 

張雨霖（無日期）認為，Piaget的認知發展論是來自於他對兒童智力研究的

成果，主要是探究人類的智力發展。而皮亞傑對於智力的看法，有別於以往的心

理學者，過去心理學者認為智力乃是心理結構的一部份，具有固定的成分或是結

構，因此，必須先分析、研究智力的組成才能了解人類的智力。然而皮亞傑卻根

據生物發生學的觀點，認為智力是一種生物適應環境的結果，故智力是生命為了

因應環境變化，發展而出的一種適應形式，是一種有機的、動態的、具發展性的

結構。 

智力表現是有機體對環境的有效反應，並具備動態性的特徵，因為智力的運

作會隨著有機體生理上的成熟和過去經驗而改變，以為有機體的生存創造最理想

的狀況（王文科譯，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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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模」（Schema）與「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 

所謂「基模」是指以特定方式表現一些反射動作的潛能，例如：抓握物體的

能力就稱為「抓握基模」。「基模」被視為有機體「認知結構」中的要素，有機體

藉由「基模」決定如何對環境作反應，而「基模」的表現方式可以是外顯行為或

內隱的認知（王文科譯，1989）。 

張春興（1989）指出，「認知結構」是指個人對人、事、物或社會現象的看

法，其中包括客觀的事實、主觀的知覺與兩者組合而成的概念、觀點等。換言之，

「認知結構」即是個人對事物的認識或經驗。 

（三）「同化」（Assimilation）與「調適」（Accommodation）的平衡 

詹棟樑（1994）曾說明「同化」與「調適」的意義：「同化」是指將外界元

素整合於一個正在形成或已形成的結構中，「同化」的概念不僅適用於有機生活

也適用於行為方面；當「認知結構」受到「同化」的刺激而產生變化，此為了適

應現實的改變即屬於「調適」。 

每個人的所有經驗均涉及「同化」和「調適」的歷程，與有機體現有認知結

構的對應事件將會被「同化」，而認知就相當於「同化」的過程；而有機體既有

認知結構所缺乏的事件便需加以「調適」，此過程會修正原有認知結構，約略相

當於學習（王文科譯，1989）。 

（四）「組織」（Organization）與「適應」（Adaptation） 

「同化」與「調適」之間的平衡過程就是認識上的「適應」，「適應」是因為

個體因環境限制而不斷改變「認知結構」，以達成其內在認知與外在環境經常保

持平衡的歷程（詹棟樑，1994）。 

李宜賢（2002）對「組織」一詞提出下列說明：「組織」即是一個人對外界

知識加以系統化的能力，透過「組織」的運作，可主動將許多獨立個別的「基模」

組成一個較為龐大又具次序性的複雜「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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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體的「組織」與「適應」機能緊密聯繫，兩者皆為發展的不變法則、亦

是智慧的重要特徵，「認知結構」的生長及變化就是「組織」與「適應」的結果

（劉金花主編，1999）。 

二、認知發展階段 

Piaget認為兒童的認知發展是一連串獲得簡單到複雜知識的歷程，而此歷程

是一階段性的連續發展，兒童在每個階段會發展不同的認知能力，思考方式也大

相迥異（李宜賢等主編，2002）。他依據兒童認知發展過程將零歲至十五歲兒童

區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張春興主編，1989）： 

（一）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 Stage）：從出生到兩歲之兒童。 

（二）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 Stage）：從兩歲到七歲之兒童。 

（三）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從七歲到十一歲之兒童。 

（四）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從十一歲到十五歲之兒童。 

綜合歸納各階段的年齡層、基模功能特徵，下表 2-3-1將對此做簡單說明（王

文科譯，1989；張雨霖，無日期；張春興主編，1989；詹棟樑，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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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兒童認知發展歷程表 

期別 認 知 發 展 特 徵  

感
覺
動
作
期 

1.憑感覺與動作發揮基模功能，即是透過動作進行思考。 

2.由本能性的反射動作到目的性的活動。 

3.末期已漸發展物體恆存的概念。 

4.反應是由外界所引起或引導。 

5.後期已具備方向感。 

前
運
思
期 

1.常用直覺判斷事物，有自我中心傾向。 

2.能藉單字、符號或象徵來說明對外在世界與內在自我的感覺。 

3.能思維但不能做周密的邏輯推理，採用直覺式思考。 

4.觀察事物只集中在某一顯著特徵，不能見及事物全面。 

具
體
運
思
期 

1.能根據具體經驗思維以解決問題。 

2.能理解可逆性的道理。 

3.於七、八歲時已經具有保留概念。 

形
式
運
思
期 

1.能作概念性的、抽象的思維。 

2.能按假設驗證的科學法則解決問題。 

3.能按形式邏輯的法則思維問題。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整理。 

 

Piaget劃分認知發展階段的具體標準與定義可歸納出以下幾點（張雨霖，無

日期；詹棟樑，1994）： 

1.每個階段都具有獨特的「認知結構」： 

在每個認知階段中都具備與其它階段不同的「認知結構」，這些相對穩定的

「認知結構」會決定兒童的行為。故兒童到達某一階段時，就會從事相同水平的



 73

活動。 

2.兒童發展階段的先後順序是固定不變的： 

個體認知發展的成熟速度，或許因社會文化、遺傳等因素有著年齡上的差

異，然而每個人的發展順序卻是不變的，此次序不能跨越、也無法顛倒，故認知

發展階段有其普遍性。 

3.所有發展階段都可以歸入其它階段中： 

在某一個特定階段中形成的智力結構，可以被併到下一個發展階段的智力結

構中。例如：在感覺動作期所形成的「認知結構」、思維能力也都會在前運思期

中出現，並且以更高層次的形式出現。 

4.每個階段都同時包括了一個準備期和一個完成期： 

例如：在形式運思期中，從十二歲至十三歲到十四至十五歲（亦即約當國中

生的年齡）這個時期被稱為準備期，而十五歲以後形成的平衡狀態則稱為完成期。 

5.每個階段都含有最終平衡形式： 

每一個發展階段當中，乃是朝著一個最終的平衡（「同化」與「調適」的平

衡）結構發展，當發展成這個最終的平衡結構後，才會完全顯現出此一發展階段

的整體特徵。而在達到此一平衡狀態前的過程，則表現出這一完整結構的一系列

分化現象。 

 

根據以上專家學者所論述，Piaget以「認知結構」形式作為兒童能力劃分的

標準，「認知結構」的不同，表現在求知方式或思維過程質化的改變。雖然認知

發展的階段與年齡增長有關，但認知改變的根本原因是在於「認知結構」的變化。

故教師於實際教學中，應常檢視課程的安排是否符合學生的思維歷程，而教材的

難易程度也應配合學生的心智發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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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兒童音樂能力相關理論基礎 

一、音樂能力之意涵 

Boyle與 Radocy等學者表示，音樂潛能（Musical Capacity）是因個人的遺

傳天賦或透過個體的成熟而擁有；而音樂能力（Musical Ability）則必須涵蓋了

音樂潛能、非正式的環境因素與透過正式的學習而獲得（Abeles, Hoffer, & 

Klotman, 1995）。 

所謂音樂能力是指個人對音樂技能的表現程度與經過一段時間後所達到的

音樂成就（徐佩瑜，2004；引自《新葛羅夫音樂與音樂家字典》，2001）。 

美國於 1994年首度制訂國家藝術教育課程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其目的是為了確保兒童在學校能得到基本的知識和技能，使其具備

藝術領域的基本能力（MENC,1994）。 

此藝術教育課程標準將學習階段區分為：幼稚園至四年級（K-4）、五到八年

級（5-8）、九至十二年級（9-12）共三階段。於每一階段中，舞蹈、音樂 、戲

劇和視覺藝術等四項藝術領域各自分別有其該領域的標準綱要，不同領域的藝術

課程雖各自有獨立的標準綱要，但領域彼此之間卻是密切相關的，而在教學上亦

是以統整為主軸（劉英淑，1998）。  

謝苑玫（2002）並指出，音樂領域的課程標準包括內容標準（Content Standard）

與成就標準（Achievement Standard），其中內容標準主張學生應具備不同特質之

音樂能力，共包括九項能力：  

（一）演唱方面：能獨唱以及與他人一起唱各種不同的曲目。 

（二）演奏樂器方面：能獨奏及與他人合奏各式各樣的曲目。 

（三）能即興創作曲調、變奏和伴奏。 

（四）根據特定的引導能作曲與編曲。 

（五）能讀譜與寫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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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能欣賞、分析及敘述音樂。 

（七）能評鑑音樂作品與音樂表演。 

（八）能瞭解音樂與其它藝術、音樂與其它非藝術學門的關係。  

（九）能瞭解音樂與歷史、文化的關係。 

 

因此，綜合以上所述，所謂音樂能力是指依據課程的安排、課程標準內容與

到達某一學習階段後，學生所應具備的基本音樂知識與表現能力，且此能力需涵

蓋不同特質的音樂面向。 

 

二、兒童音樂能力發展之順序 

美國音樂教育學者 Jean Sinor曾依據 Piaget的論點，於 1979年 4月在加州

奧克蘭高大宜教學法研習會中提出「兒童音樂能力發展分析表」（如表 2-3-2）。

根據表 2-3-2顯示，兒童在早期便已開始具備「學習」能力，但多半是以「模仿」

的方式學習事物，並以感官的運動如聽覺及視覺等來學習與認識事物的特徵，進

而反應及表現。故在兒童早期發展中，音樂與聽覺結合的學習方式具備相當之重

要性（吳舜文，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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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兒童音樂能力發展分析表 

Mus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兒童音樂能力發展 

Age年齡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智力發展 

Sensorimotor 
感覺動作期 

Preoperational 
前運思期 

Concrete Operational 
具體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al 
形式運思期 

Musical Development音樂能力發展 
Perception知覺 

Dynamic力度 
Timbre音色 
Tempo速度 

Duration音值 
Pitch音高 

Harmony和聲 

 
--------------------------------- 
  ------------------------------------- 
                 ------------------------------------------- 
                    ----------------------------------------- 
                       ----------------------------------------- 
                                 --------------------------------------------- 

Response反應 
Listening聆聽 
Moving律動 
Singing歌唱 
Creating創作 

Manipulating操作 

 
  --------------------------------------------------------------------------------- 
    ---------------------------------------------------------------------------------- 
         ------------------------------------------------------------------------------ 
            --------------------------------------------------------------------------- 
                           --------------------------------------------------------------- 

Concept概念 
Expression表情 
Duration音值 

Pitch音高 
Form曲式 

Harmony和聲 
Style風格 

 
                 ---------------------------------------------- 
                       -------------------------------------------------- 
                         ------------------------------------------------------- 
                           --------------------------------------------------------- 
                                    ------------------------------------------------------ 
                                               
------------------------------------------------- 

資料來源：出自吳舜文（2002：277-278）。 

 

黃靖雅（1994）於研究中指出，學者 Warrener 也以 Piaget的認知發展論為

架構，提出兒童音樂能力發展之研究如下： 

（一）感覺動作期： 

此期正是兒童音樂性向紮根階段，兒童開始發出聲音與節奏律動以及哼唱等

音樂行為的學習，兒童在此階段的表現分別為： 

1.二個月大的胎兒能對聲音有所反應。 

2.三個月半時即能分辨出母親的聲音。 

3.五個月大時已能感受到熟悉旋律中曲調或節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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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個月大時若經過訓練，於其音域之內（中央 C到 A）能跟唱正確的音高。 

（二）前運思期： 

兒童各項音樂能力逐漸發展，至前運思期後期更為加速發展，兒童於此階段

的音樂表現特徵是： 

1.只對於所聽到的音樂當中最明顯的部分，表現集中注意力。 

2.由只能唱出簡單的音程，進展到能夠唱出整個樂句，到了此期後段，逐漸

能夠完整地唱完一首歌，並且從頭到尾保持不變的音調。 

3.六至八歲期間，音調能力迅速發展。 

（三）具體運思期： 

兒童的音樂能力在具體運思期進步快速，音調和節奏觀念成熟，認知性欣賞

能力萌芽。想採取任何措施以啟發個人音樂潛力，此時期是關鍵性的決定時期。

其重要表現如下所示： 

1.從只注意旋律和節奏的外貌，進展到能將聽到的音樂詮釋說明與分析。 

2.能夠瞭解人聲和樂器聲音各有特色，並聽辨哪種聲音是那個人或樂器所發

出來的。 

3.能夠認出調性（Tonality）的轉換。 

4.此階段末期，隨著調性轉換的辨識，兒童開始理解曲調的趨向（Melodic 

Direction）與節奏的特性。 

5.兒童在這時期能夠建立一個穩固的曲調感，不只可以音高準確地唱完一首

歌，而且能將曲調記在心裡，不受其它外界干擾而改變。輪唱時聲部穩定，

甚至還能配合二聲部歌曲的演唱。 

6.能夠辨認一段音調（Tune），不會因為旋律上的增值減值、不同的和聲、

新的調式形式（Modality）、部分音符轉位、節奏改變、或者其它變奏而受

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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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兒童歌唱潛力隨著音域增廣而更能發揮，一般說來三年級學生平均都能唱

兩個八度的音域。 

8.具有分散性（Decentralization）特徵。由於能夠同時兼顧音樂的主要與附

屬的各個刺激，兒童對於他所聽見的音樂能夠獲得較廣泛的認識。 

9.由於較熟悉和聲色彩、旋律、力度處理、或樂器形狀，兒童能夠對於樂曲

各種不同的要素能作整體性欣賞，體會音樂的美妙。 

10.注意力的廣度擴大，使學生能夠充分發展讀譜能力。 

11.兒童具有潛力，能同時轉換音樂符號、連結肢體活動，並分析聲音。 

（四）形式運思期： 

音樂能力方面，已能運用推理演繹能力來邏輯分析音樂。 

吳世玲（2000）於研究中進一步說明，我國國小階段學童其音樂能力的發展

技巧內容： 

（一）低年級階段 

1.節奏方面： 

(1)能分辨出音的快、慢、長、短。 

(2)能唱出較快或較慢的歌曲。 

(3)能讀、寫、唱出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的組合節奏。 

2.曲調方面： 

具備音的高低概念及曲調的上、下行概念。 

3.和聲方面： 

(1)能感受曲調與和聲之間的關係，少數兒童開始注意到和聲的縱向發展。 

(2)在認知上能結合兩個同時發出的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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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年級階段 

1.節奏方面： 

(1)能讀、寫、唱出附點四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及切分音節奏。 

(2)能分辨並指揮單拍子（例如：2/4、4/4、3/4、6/8拍子）與複拍子（如：

9/8、12/8拍子）的音樂，並能給預備拍。 

2.曲調方面： 

能夠感受不同音程的音色差異。 

3.和聲方面： 

(1)能夠同時注意數個和聲之縱向發展。 

(2)能夠感受密集和弦、開離和弦的配置與終止式。 

（三）高年級階段 

1.節奏方面： 

(1)能讀、寫、唱出附點八分音符的節奏。 

(2)能分辨並指揮不對稱拍子（如：5/8、7/8拍子）。 

2.曲調方面： 

(1)能夠區辨音程的級進、跳進與同音反覆等方向。 

(2)能建立音階與調式概念。 

3.和聲方面： 

(1)能夠正確地確認幾個同時發生音符的縱向發展 

(2)能夠感受完全終止與不完全終止。 

(3)聆聽某個特定曲調後，就能配上正確的和聲。 

 

湯碧美（1999）綜合溫世頓、張蕙慧等學者的研究與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標

準內容，列出國小學童的身心發展情形與音樂教育重點（參見表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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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國小階段兒童身心發展與音樂教育重點 

 身心發展歷程 音樂才能發展歷程 音樂教育重點 

一

至

二

年

級

 

1.聽力已完全發育成熟，喜歡

歌唱、跳舞。 

2.語言能力已很強，部分兼通

母語、國語，喜讀童話故事，

詩歌。 

3.、大、小肌肉漸發達，喜歡

跑步、跳躍、畫圖、遊戲。 

4.富有想像力、好奇心、創造

力，但注意力不夠集中。 

5.能使用符號代表實物。 

6.能思惟但不合邏輯，不能見

及事物的全貌。 

1.喜歡聽音樂，能區辨音

高、音色、人聲、簡易樂器

等聲響。 

2.愛邊跳邊唱，自編舞姿，

自我悅納。 

3.喜好模仿他人動作，並能

掌握簡易節奏。 

4.能憑記憶或指示，正確的

演奏樂器。 

5.能了解手號代表音高之意

義（高大宜教學手號）。 

6.能欣賞與哼唱鄉土歌謠。 

1.教學取材包括日常生活、

自然現象所聽到的各種聲

音，孩子會因熟悉而喜悅。 

2.透過語言、樂器，歌唱、

及身體體驗音樂的元素。 

3.遊戲是音樂教學的手段，

不但增進音樂能力，也豐富

社會化的歷程。 

4.課程的設計宜循序漸進、

各領域之學習均衡發展。 

三

至

四

年

級

 

1.大腦發育逐漸成熟，身體每

以百分之十的速度成長。 

2.智力發展達百分之八十，開

始過渡到抽象思考，能思維、

記憶、想像、與創造。 

3.能理解可逆性的道理。 

4.具有分類能力與類包含能

力。 

5.經過社會化的過程比低年級

較不敢自我表現，但團體表現

則樂於參與。 

1.漸能掌握拍子與曲調，愉

快歌唱。歌唱的音域為 C ~D

的大九度。 

2.聽音能力因訓練而提升，

可辨識音階的音高、和弦聽

辨。 

3.能透過肢體動作模仿節

奏。 

4.對音樂的符號與記號能理

解與應用。 

5.喜歡與同學輪唱或齊唱，

能為同學頑固伴奏。 

6.可以完成改變簡短曲調的

創作遊戲。 

7.能專心耹聽簡短的中、西

樂曲。 

1.逐漸脫離以遊戲為主的時

期，進入以學習為主的階

段。 

2.透過律動體驗不同音樂節

奏的感受，漸而認識與應用

音樂符號，創作或演奏。 

3.打破音樂學習領域界線，

探索樂器之來源與構造，培

養主動學習之能力與興趣。 

4.透過音樂社團的成立，讓

學生有機會從事合唱、合奏

的體驗，培養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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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國小階段兒童身心發展與音樂教育重點（續） 

 身心發展歷程 音樂才能發展歷程 音樂教育重點 

五

至

六

年

級

 

1.思維能力發展漸入成熟階

段，以後再增加者，只是從生

活經驗中增加知識，而不是再

提昇他的思維方式。 

2.具演繹推理能力、命題推理

能力、組合推理能力。 

3.具有尋求認同與遵守法規的

取向。 

4.性向趨於穩定，情感不斷豐

富，對美好事物有審美意識。 

1.音感能力具備基礎，開始

能區辨 CD 唱片的器樂種

類，如：合奏、獨奏、鋼琴、

小提琴等。 

2.具認譜能力，並參與學校

音樂團隊。 

3.能有簡易樂器合奏與獨奏

能力。 

4.歌唱技巧如有好的引導應

較能掌握。 

5.思維能力的成熟，致使已

能創作簡易歌曲。 

6.能自己蒐集喜愛的音樂，

並耹聽音樂會。 

1.提供創造思考的環境與機

會，鼓勵學生創作與發表。 

2.培育生活應用的音樂能

力，能善用音樂自我管理情

緒。 

3.音樂理解課程的加強，提

升欣賞能力。 

4.師生共同設計課程，更能

腦力激盪，培養具變通力、

流暢性、獨創力的兒童。 

5.生活音樂化，音樂生活

化，營造音樂校園。 

資料來源：出自湯碧美（1999：28）。 

 

因此，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說明可瞭解，一般兒童的音樂能力於幼兒時期就

開始萌芽，到達國小階段如加以師長、環境的培育，則可加速其發展。故音樂教

師必須按照學生音樂能力的發展順序安排適當的教材，並隨著認知發展而深化、

廣化其課程內容以配合學生的學習進度、進而激發其音樂學習的樂趣。 

 

參、國小階段學童之音樂能力分析 

一、八十二年國小「音樂科」學科課程 

姚世澤等人（1996）於「中小學音樂科基本學力指標之規劃」研究中，根據八

十二年「音樂科」課程標準所提出國小學童應達到的音樂能力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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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感方面 

藉由聽辨音感練習，讓學生具備節奏、視譜、聽音等音感能力，以進一步理

解音樂的基本素材。 

（二）認譜方面 

從五線譜的位置、基本拍子、音符、音高的認識，培養音樂符號的認知能力。 

（三）演奏方面 

低年級著重於節奏樂器的演奏能力，中年級則以直笛、高年級以口風琴吹奏

之訓練為主要教學活動，讓學生有接觸各種樂器的機會，並進行重奏或合奏練習。 

（四）演唱方面 

演唱教材以齊唱歌曲為主，從仿唱到歌唱技能的訓練，讓學生有合唱、二部

輪唱等多種演唱方式的能力。 

（五）創作方面 

能夠用身體律動、語言遊戲來模仿節奏，或用簡短歌詞創作新曲，並以集體

創作方式創作一段式或二段式之曲調。 

（六）欣賞方面 

從分辨各種聲音的音色開始，進而具備聽辨各類樂器的能力。欣賞曲目包括

童謠、兒歌、民歌、舞曲、歌仔戲、國劇、歌劇等曲種。 

以下研究者將根據上述之八十二年課程標準之音樂能力內容，進一步分析國

小各階段學童應具備之音樂能力，表 2-3-4、2-3-5與 2-3-6各為低、中、高年級

學童之音樂能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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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國小低年級學童之音樂能力 

 音 樂 能 力 要 項  

音

感

 

1.能聽辨自然界聲響與樂器聲音的高、低、強、弱。 
2.能聽唱五聲音階（Do、Re、Mi、Sol、La）及其曲調。 
3.能以肢體動作表現 2/4、3/4與 4/4拍子的律動感。 
4.能聽辨節奏的快、慢、長、短。 
5.能模唱二分音符、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等節奏。 
6能注意到和聲的縱向發展。 

認

譜

 

1.能以實物或圖形表現聲音的高、低、強、弱。 
2.能以實物或圖形表現節奏的快、慢、長、短。 
3.能指出五聲音階（Do、Re、Mi、Sol、La）在五線譜上的位置。 
4.具備 2/4、3/4與 4/4拍子的認知。 
5.能瞭解二分音符、附點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四分休止符與八分音符的
意義。 

演

唱

 

1.能以準確音高與節奏輕聲歌唱。 
2.能以正確的發聲技巧演唱。 
3.能夠運用正確的歌唱姿勢演唱。 
4.能聽唱或模唱簡短歌曲。 

演

奏

 
1.具備簡易節奏樂器（如：響板、三角鐵）的演奏能力。 
2.能以節奏樂器配合歌曲做頑固伴奏。 
3.能以肢體律動或節奏樂器正確表現節奏。 

創

作

 

1.能正確模仿簡短節奏。  
2.能運用肢體動作或節奏樂器表現各種節奏。 
3.能應用兩種以上節奏樂器合奏簡易的節奏。 

欣

賞

 

1.能區別人聲與器樂的差異性。 
2.能聽辨獨唱與合唱的不同。 
3.能聽辨獨奏與合奏的不同。 
4.能正確認識並欣賞中西民歌、童謠與器樂小品。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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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國小中年級學童之音樂能力 

 音 樂 能 力 要 項  

音

感

 

1.能聽唱並視唱 C大調與 G大調音階與曲調。 
2.能分辨 2/4、3/4與 4/4拍子的音樂。 
3.能聽辨並正確表現十六分音符的節奏。 
4.能聽辨並正確表現附點節奏與切分音節奏。 
5.能區別級進、跳進等音程。 
6.能聽辨並分解唱出 C大調與 G大調的 I、IV、V級和弦。 

認

譜

 

1.能認識 C大調與 G大調。 
2.能指出 C大調與 G大調音階在高音譜表的位置。 
3.能瞭解 2/4、3/4、4/4與 3/8拍子的意義 。 
4.能瞭解全音符、全音休止符、二分休止符、附點四分音符與十六分音符
的意義。 

5.能分辨圓滑線與連結線的不同。 
6.具備停留記號、反覆記號、升記號、還原記號等常用記號的認知。  
7.能讀譜視唱簡短曲調。 

演

唱
 

1.具備頭聲發聲技巧的基本認知。 
2.能以正確的演唱呼吸方式輕聲歌唱。 
3.具備起唱、換氣、圓滑與斷音等演唱基本技能。 
4能夠正確視譜演唱簡易曲調。 
5.具備二部輪唱的能力並能表現聲部的均衡和諧。 
6.具備二部合唱的能力並能注意聲部的協調性。 

演

奏

 

1.能強化節奏樂器的習奏能力。 
2.具備直笛的基本演奏能力。 
3.具備節奏樂器與直笛的基本合奏能力。 

創

作

 

1.能依據簡短節奏創作新曲調。 
2.能運用簡易歌曲改編其曲調。 
3.能運用簡易歌曲進行改編節奏的創作。 

欣

賞

 

1.能聽辨人聲的不同音色。 
2.能瞭解管絃樂器與鍵盤樂器的外形、音色與演奏方式。 
3.能辨別管樂合奏與弦樂合奏之不同。 
4.能深入聆賞不同音色之中西樂曲。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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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6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音樂能力 

 音 樂 能 力 要 項  

音

感

 

1.能聽唱並視唱 F大調音階與曲調。 
2.能聽寫簡短曲調。 
3.能感受 6/8拍子的律動並正確表現其節奏。 
4.能正確表現三連音的節奏。 
5.能進行 C大調、G大調與 F大調的終止式合唱。 

認

譜

 

1.能認識 F大調音階並指出其在五線譜上的位置。 
2.具備 a小調的認知。  
3.能瞭解 6/8拍子的意義。 
4.能瞭解三連音的意義 
5.具備斷奏與圓滑奏的認知。  
6.具備常用速度術語的認知。 
7.能瞭解常用力度記號的意義。 

演

唱

 

1.能夠正確運用頭聲發聲技巧演唱。 
2.能強化歌唱呼吸技巧的應用。 
3.能增進表情、儀態、音色等演唱技能表現。 
4.能夠提升二部輪唱的演唱能力。 
5.能夠提升二部合唱的演唱能力。 

演

奏

 
1.具備傳統打擊樂器（如：堂鼓、鐃、鈸）的演奏能力。 
2.能提升直笛的演奏能力並拓展多元化的曲目。  
3.具備口風琴的基本演奏能力。 
4.能增進節奏樂器與曲調樂器（直笛、口風琴）的合奏能力。 

創

作

 

1.能依據簡短歌詞創作簡易曲調。 
2.能依據二至四小節之簡易曲調創作歌詞。 
3.能以身體樂器或節奏樂器為指定曲調即興伴奏。 

欣

賞

 

1.能聽辨與比較中外樂器的外形、音色與演奏方式。  
2.能認識並欣賞我國古代與當代樂曲。 
3.能理解並賞析西方各樂派之代表樂曲。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整理。 

 

根據上述內容得知，八十二年國小「音樂科」教材綱要較重視學生綜合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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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養成，教材內容廣泛並注重本土藝術，對教師而言，具有參考性的指標意

義（薛純真，2002）。 

然而謝苑玫（1992）指出，二十世紀音樂教學法蓬勃發展，國際上有高大宜、

達克羅茲、鈴木教學法等廣受肯定，它們各有其課程發展體系，教學邏輯也有差

異，如：調的認識方面，達克羅茲教學系統是以固定調方式展開、高大宜教學法

則以首調方式開始，但我國細部訂定教材綱要，會讓這些已受肯定的教學方式難

以在學校音樂課中應用。 

因此，八十二年國小「音樂科」課程重視培養學生全方位的完整音樂能力，

尤其是對於認知層面與技能層面的音樂能力有所強調，而於國小各階段學童的音

樂能力說明也很鉅細靡遺，但如此細目式的訂定反而會限制教師教學的彈性空

間，不易拓展學生的學習層面。 

二、「藝術與人文」領域之音樂課程 

（一）十大基本能力 

薛純真（2002）在研究中說明教師如何透過「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課程協

助學生十大基本能力的養成，如下表 2-3-7所示： 

 

表 2-3-7 「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課程與十大基本能力對應表 

十大基本能力 「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課程 

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依據八十二年「音樂科」新課程標準，培養學生音感、認

譜、演奏、演唱、創作與欣賞等能力，從音樂學習中讓學

生瞭解自我、發揮長處。 

欣賞表現與創新 

培養學生欣賞他人表演並能夠展現自己的學習成果，從欣

賞、表現的感受來激發靈感。可依據已學過的曲目從事模

仿創作，或鼓勵學生創作新曲調，以培養其創造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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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課程與十大基本能力對應表（續） 

十大基本能力 「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課程 

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透過演唱與欣賞歌曲，培養學生喜愛音樂的態度，進而

將音樂融入生活、終生熱愛音樂並主動參與音樂活動。

表達、溝通與分享 

於音樂課程中讓學生認識不同類型音樂，以體驗音樂並

表達感受。透過教學培養學生針對樂曲表達感受、相互

討論與學習溝通、分享之能力。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於即興創作或表演之教學活動中，教師可利用小組活

動，提供學生合作學習的機會，以培養尊重關懷與團隊

合作的能力。 

文化學習與國際理解 

教師可先從本土音樂的介紹開始，之後透過多元文化的

學習而接觸其它地區的音樂或戲劇，並進一步比較不同

文化的音樂特質。 

規劃、組織與實踐 

從各種音樂能力的學習方面，做相互的結合與創作，統

整組織成群體音樂表演活動，例如：音樂會表演、班級

合奏，以實踐「藝術生活化」的理念、培養學生規劃、

組織與實踐的能力。 

運用科技與資訊 

引導學生運用現代科技快速獲得音樂相關之資訊，以輔

助音樂學習或創作，並培養學生參與音樂活動的興趣，

例如：上網搜尋資訊、運用電腦軟體作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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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 「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課程與十大基本能力對應表（續） 

十大基本能力 「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課程 

主動探索與研究 

讓學生應用速度、音色、力度、樂句等音樂素材嘗試不同

變化，以達到自我創作能力；亦可從欣賞不同種類音樂的

活動中，探究自我、社會及自然環境中音樂與人生的關

係，或瞭解不同時期音樂作品的風格與內涵。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從音樂學習中瞭解音樂與社會文化的關係，進而培養獨立

思考的能力、養成思辨、評估解決音樂問題的方法。 

資料來源：出自薛純真（2002：59-61）。 

 

（二）「藝術與人文」領域分段能力指標 

民國八十二年「音樂科」課程標準中的六大教材綱要於九年一貫課程中有重

大變革，「藝術人文」領域課程以分段能力指標取代了教材綱要的音感、認譜、

演奏、演唱、欣賞創作等項目，下表 2-3-8將呈現第一、二、三階段之「藝術人

文」領域分段能力指標（教育部，2003），關於第四階段分段能力指標請參見附

錄四： 

編號說明：在下列「a-b-c」的編號中，a代表目標主軸序號；b代表學習階段序號，第一階

段為小學一∼二年級(融入生活領域)，第二階段為小學三∼四年級，第三階段為小學五∼六年

級；c代表流水號，依序為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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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藝術與人文」領域分段能力指標 

探
索
與
表
現 

1-1-1 嘗試各種媒體，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以從事視覺、聽覺、動覺的

藝術活動，感受創作的喜樂與滿足。 

1-1-2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1-1-3 使用媒體與藝術形式的結合，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1-4 正確、安全、有效的使用工具或道具，從事藝術創作及展演活動。

審
美
與
理
解 

2-1-5 接觸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建立初步的審美經驗。 

2-1-6 體驗各種色彩、圖像、聲音、旋律、姿態、表情動作的美感， 

      並表達出自己的感受。           

2-1-7 參與社區藝術活動，認識自己生活環境的藝術文化，體會藝術與

生活的關係。 

2-1-8 欣賞生活周遭與不同族群之藝術創作，感受多樣文化的特質，並

尊重藝術創作者的表達方式。 

第

一

階

段

 
實
踐
與
應
用 

3-1-9 透過藝術創作，感覺自己與別人、自己與自然及環境間的相互關

連。 

3-1-10養成觀賞藝術活動或展演時應有的秩序與態度。 

3-1-11運用藝術創作形式或作品，增加生活趣味，美化自己或與自己有

關的生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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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藝術與人文」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續） 

探
索
與
表
現 

1-2-1 探索各種媒體、技法與形式，了解不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差異，

以方便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

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動，能用自己的符號記錄所獲得的知識、技法的

特性及心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

受與想法。 

1-2-5 嘗試與同學分工、規劃、合作，從事藝術創作活動。 

審
美
與
理
解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述個人

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2-2-8 經由參與地方性藝文活動，了解自己社區、家鄉內的藝術文化內

涵。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鄉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藝術等藝文資料，

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第

二

階

段

 

實
踐
與
應
用 

3-2-10認識社區內的生活藝術，並選擇自己喜愛的方式，在生活中實行。

3-2-11運用藝術創作活動及作品，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3-2-12透過觀賞與討論，認識本國藝術，尊重先人所締造的各種藝術成

果。 

3-2-13觀賞藝術展演活動時，能表現應有的禮貌與態度，並透過欣賞轉

化個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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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8 「藝術與人文」領域分段能力指標（續） 

探
索
與
表
現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新的創作經驗與方向。 

審
美
與
理
解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品的

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

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

與見解。 

2-3-10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第

三

階

段

 

實
踐
與
應
用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3-3-12運用科技及各種方式蒐集、分類不同之藝文資訊，並養成習慣。

3-3-13運用學習累積的藝術知能，設計、規劃並進行美化或改造生活空

間。 

3-3-14選擇主題，探求並收藏一、二種生活環境中喜愛的藝術小品：如

純藝術、商業藝術、生活藝術、民俗藝術、傳統藝術等作為日

常生活的愛好。 

資料來源：出自教育部（2003：20-22）。 

 

 



 92

「藝術與人文」領域能力指標除了重視音樂能力的養成外，還強調與生活經

驗結合的重要性及學生的學習態度（張惠雯，2002）。 

謝苑玫（1992）表示，「藝術與人文」領域能力指標依主題軸再細分成小學

低、中、高年級與國中四個階段，並融合不同藝術型態以訂立能力指標，但能力

指標之內容需要更具體性的說明，以界定不同階段的學習表現，例如：就演奏方

面而言，可列出演奏型態與演奏時要注意的重點如：運舌、指法等效標，會較有

助於教師規劃教學重點和設計評量策略。另方面，部分分段能力指標的敘述涵蓋

了態度、情緒與學習表現，此將學習態度、情緒作為能力指標陳述，其適切性將

有待商榷。 

陳建安（2003）認為九年一貫正式綱要將「藝術與人文」領域中音樂、視覺

藝術、表演藝術三種類別的能力指標完全融合一起，導致只注重音樂和其它藝術

學習的統整而模糊音樂基本能力的描述，讓教師無法瞭解音樂教學的目標何在。

由於音樂能力目標的缺乏，會容易形成教科書出版社與教師各自表述教學目標的

紊亂情形，使學生的音樂學習流於空洞化、趣味化。 

綜合以上「藝術與人文」領域能力指標之內容分析，其能力指標內容不僅注

重音樂教學的認知、技能目標，亦重視學生情意層面的態度、表現，另外，生活

經驗與音樂教學的結合與過去課程相較而言，更獲重視。但能力指標的說明過於

空泛、讓一般教師不易解讀，則會導致音樂課程內容無法更加深化。 

 

研究者根據上述之八十二年國小音樂科課程標準及「藝術與人文」領域能力

指標之音樂能力說明，歸納我國國小階段學童所應具備的音樂能力共二十五項及

其對應之智能項目，下表 2-3-9將逐一說明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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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 國小階段學童之音樂能力列表 

 音 樂 能 力  對應之智能 

1.能聽辨自然界與樂器聲音的聲響變化和節奏律動。 
肢體動覺、 

自然觀察者 

2.能聽唱簡易曲調。 音樂、語文 

3.能聽辨單拍子與複拍子曲調的音樂。 語文、邏輯數學 

音
樂
感
知 

4.能聽辨並分解唱出簡單和弦。 語文、邏輯數學 

1.能以實物或圖形表現聲音的高低變化和節奏律動。 空間、肢體動覺 

2.能瞭解單拍子與複拍子的意義。 語文、邏輯數學 

3.具備常用記號與音樂術語的認知。 音樂、邏輯數學 

讀
譜
能
力 

4.能讀譜視唱或視奏簡短曲調。 音樂、語文 

1.能以肢體律動或身體樂器正確表現節奏。 
肢體動覺、 

自然觀察者 

2.具備簡易節奏樂器的演奏能力。 空間、肢體動覺 

3.能演奏簡易的曲調樂器。 音樂、內省 

演
奏
能
力 

4.具備節奏樂器與曲調樂器的合奏能力。 音樂、人際 

1.能以準確音高與節奏演唱簡易曲調。 空間、肢體動覺 

2.能夠運用正確的歌唱姿勢演唱。 空間、肢體動覺 

3.具備正確的基本演唱技巧。 音樂、語文 

演
唱
能
力 

4.具備二部輪唱或合唱的能力。 音樂、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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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 國小階段學童之音樂能力列表（續） 

 音 樂 能 力  對應之智能 

1.能運用身體樂器或節奏樂器創作簡易節奏。 語文、肢體動覺 

2.能配合簡短歌詞創作簡易曲調。 語文、人際 

3.能依據簡易曲調創作歌詞。 音樂、語文 

創
作
能
力 

4.能使用傳統或非傳統聲音素材與電子媒材進行創作。 空間、自然觀察者

1.能聽辨人聲與器樂的不同音色。 音樂、自然觀察者

2.能瞭解中外樂器的外形、音色與演奏方式。 空間、自然觀察者

3.能認識並欣賞我國與西方之代表樂曲。 語文、邏輯數學 

4.能應用適當的音樂術語分析與評判中西文化之樂曲。 語文、人際 

鑑
賞
能
力 

5.能表達聆聽樂曲的內心感受。 語文、內省 

資料來源：本表由研究者整理。 



 95

 

肆、總結 

研究者歸納以上文獻內容，將本節重點摘述如下： 

一、認知發展階段 

Piaget 依據兒童認知發展過程將零歲至十五歲之兒童區分為四個發展階

段，分別為：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及形式運思期。在實際教學中，

教師必須常檢視課程規劃與教學內容是否符合學生的心智發展程度。 

二、音樂能力之發展 

一般兒童的音樂能力於幼兒時期就開始萌芽，到達國小階段如加以師長、環

境的培育，則可加速其發展。故音樂教師必須按照學生音樂能力的發展順序安排

適當的教材，並隨著認知發展而深化、廣化其課程內容。 

三、國小學童之音樂能力 

根據八十二年國小音樂課程標準及「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能力指標得知，

國小音樂教學應涵蓋音樂感知、讀譜、樂器演奏、演唱、音樂創作與音樂鑑賞等

六大面向。又依據上述教學內容與學生音樂能力發展階段的次序，本研究更進一

步歸納出二十五項國小學童應具備之音樂能力（參見表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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