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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小音樂教學應用「多元智能」以增進音樂能力之可行性研

究，以文獻探討、問卷調查與訪談調查作為主要研究方法。本章內容分為五節，

第一節主要呈現研究架構，為研究者依據研研究目的與文獻資料所擬定；第二節

主要為取樣對象的說明；第三節說明研究工具的編製；第四節呈現研究的實施步

驟；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問卷調查、訪談調查三方面為主要研究架構。在文獻探

討方面，主要蒐集「多元智能」相關理論、我國國小音樂科課程內容與現況以及

兒童音樂能力等相關文獻資料進行統整與分析，以作為本研究之重要參考與研擬

問卷和訪談大綱之依據。 

有關問卷調查與訪談調查方面，主要依據研究問題、研究目的並參考文獻資

料以研擬問卷題目，並以我國公立國小音樂教師為調查對象，旨在瞭解教師對「多

元智能」理論的認知與「多元智能」教學的應用情形；訪談調查則專訪相關專家

學者與國小音樂教師，以深入探討教師之相關專業認知、實施「多元智能」音樂

教學之可行性與相關配套措施等議題。最後，依據問卷與訪談調查的內容加以分

析、討論。以下圖示 3-1-1將呈現本研究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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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圖 

國小音樂教學應用「多元智能」以提升音樂能力之研究 

文獻探討 

一、「多元智能」之理論基礎與應用 

二、國小音樂科教學之相關理論 

三、兒童認知發展與音樂能力相關理論

文獻資料之彙整與分析 

問卷調查 

一、教師對「多元智能」的認知 
二、「多元智能」的音樂教學原則 
三、「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模式 
四、「多元智能」的應用方式 

訪談調查 

一、「多元智能」的相關認知 
二、「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應用 
三、其它建議 

問卷、訪談調查結果之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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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樣本 

壹、問卷調查 

一、取樣對象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是以我國公立國小音樂教師為取樣對象，調查地區包括台

灣地區二十三個縣市以及台北市與高雄市。 

樣本選取方面採「分層隨機抽樣」法（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以區

域為分層標準，依地理區域劃分為北區（基隆市、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新

竹市、新竹縣）、中區（苗栗縣、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南區（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與東區及

離島（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四個地區。研究

者參考教育部統計處公告之九十二年度縣市別各級學校校數統計資料得知，台灣

地區公立國民小學總計共 2609所，其中北區有 671所、中區有 817所、南區有

782所、東區包含離島地區共 339所。根據簡單隨機方式進行分層比例之抽樣而

所得樣本數為：北區 43所、中區 51所、南區 49所、東區含離島 21所，樣本總

數共 164所，有關樣本分配情形，如表 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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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調查學校樣本分配表 

地區 縣市名稱 
學校總數

（所） 

總數比例 

（％） 

樣本數

（所） 

北區 
基隆市、台北市、台北縣、桃園

縣、新竹市、新竹縣 
671 26 43 

中區 
苗栗縣、台中市、台中縣、彰化

縣、南投縣、雲林縣 
817 31 51 

南區 
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台南

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 
782 30 49 

東區（包

含離島） 

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澎湖

縣、金門縣、連江縣 
339 13 21 

總計 23個縣市與 2個直轄市 2609 100 164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縣市別各級學校校數— 公立國小部分。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user1/location.htm?open 

 

二、問卷回收情形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於九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共寄發 164份，於二月二十八日總

計回收問卷為 139 份，回收率達 84.8％，扣除無效問卷 1 份後，有效問卷共計

138份，問卷可用率為 84.1％。其各個地區之問卷回收情形如下表 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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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問卷回收統計表 

地區 
發出問卷

（份） 

回收問卷

（份） 

回收率(%) 有效問卷

（份） 

可用率(%) 

北區 43 41 95.3 40 93.0 

中區 51 42 82.4 42 82.4 

南區 49 37 75.5 37 75.5 

東區（包含

離島） 
21 19 90.5 19 90.5 

總計 164 139 84.8 138 84.1 

 

三、取樣對象之基本資料 

依據回收的有效問卷中，樣本所填答的基本資料如下表所示： 

表 3-2-3 基本資料統計表 

題項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男 14 10.1 
性別 

女 124 89.9 

5年以下 71 51.8 

6到 10年 27 19.7 

11到 20年 30 21.9 

21到 30年 9 6.6 

教學年資 

31年以上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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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基本資料統計表（續） 

題項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博士 0 0 

碩士 13 9.4 

四十學分班結業 8 5.8 

師大/師院 87 63.0 

一般大學（學院） 17 12.3 

學士後師資班 10 7.3 

專科 3 2.2 

最高學歷 

其它 0 0 

音樂相關科系 91 65.9 
畢業科系 

非音樂相關科系 47 34.1 

北區 40 29.0 

中區 42 30.4 

南區 37 26.8 

任教地區 

東區（包含離島） 19 13.8 

級任老師 49 35.5 

音樂專任教師 61 44.2 

代課老師 5 3.6 

擔任職務 

實習老師 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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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基本資料統計表（續） 

題項 選項 次數（人） 百分比（%） 

擔任職務 其它 18 13.1 

音樂 99 71.7 

視覺藝術 17 12.3 

表演藝術 23 16.7 

生活領域（藝術與人文） 53 38.4 

任教科目 

其它 32 23.2 

一年級 32 23.2 

二年級 31 22.5 

三年級 50 36.2 

四年級 55 39.9 

五年級 58 42 

授課年級 

六年級 50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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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調查 

訪談對象以任職大專院校之專家學者與公立國小的音樂教師為主，專家學者

部分包括對「多元智能」理論與國小音樂教學之理論基礎、課程設計與教學法學

有專精者共計三位；另方面，則訪談填答問卷者中熟知「多元智能」理論、且具

備實施「多元智能」教學之相關經驗等九位教師，此訪談對象分別任教於不同年

級、不同畢業科系與不同年資。專家學者之編號以英文大寫 P表示；國小音樂教

師之編號則以英文大寫 T代表，訪談對象之基本資料如表 3-2-4、表 3-2-5所示： 

表 3-2-4 受訪學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性別 任教學校 職稱 

P1 女 國立大學音樂系 副教授 

P2 女 師院音樂教育系 副教授 

P3 女 師院音樂教育系 副教授 

 

表 3-2-5 受訪教師基本資料表 

編號 性別 授課年級 任教地區 教學年資 畢業科系 

T1 女 低年級 北區 15年 音樂教育系 

T2 男 低年級 南區 4年 社會教育系 

T3 女 中年級 北區 2年 音樂教育系 

T4 男 中年級 東區 12年 數學系 

T5 女 高年級 南區 10年 音樂系 

T6 女 高年級 中區 3年 應用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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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國小音樂教學應用多元智能以提升音樂能力之

研究」調查問卷並輔以專家學者及國小音樂教師個別訪談的訪談大綱，茲將說明

如下： 

壹、問卷編製 

「國小音樂教學應用多元智能以提升音樂能力之研究」調查問卷是依據研究

動機、研究目的、並參考「多元智能」及兒童音樂能力之相關理論、國小音樂課

程內容與現行教學之實施現況等文獻資料而擬定問卷題目（參見附錄一）。本問

卷內容共分為基本資料及問卷內容兩部分。以下將逐一分述其內容： 

 

一、基本資料 

本問卷第一部份為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其內容包含填答者之「性別」、「教學

年資」、「最高學歷」、「畢業科系」、「服務學校名稱」、「擔任職務」、「任教科目」

與「授課年級」共八大題，其中第一、二、三、四、六題為單選題，第五題是開

放性填答，第七、八題則為複選題目。以下將說明題目內容： 

（一）性別：依填答者性別分為(1)男  (2)女。 

（二）教學年資：依據填答者之教學年資分為(1)5年以下 (2)6-10年 

(3)11-20年 (4)21-30年 (5)31年以上。 

（三）最高學歷：根據填答者的最高學歷區分為(1)博士 (2)碩士 (3)四十學

分班結業 (4)師大/師院 (5)一般大學（學院） (6)學士後師資班 (7)

專科 (8)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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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科系：依填答者之畢業科系分為(1)音樂相關科系 (2)非音樂相關

科系，非音樂科系畢業者需填寫其畢業科系。 

（五）服務學校名稱：就填答者之任教學校，填寫其所在位置的縣市名稱與

校名。 

（六）擔任職務：根據填答者於任職學校的相關職務可分為(1)級任老師 (2)

音樂專任教師 (3)代課老師 (4)實習老師 (5)其它。 

（七）任教科目：就填答者的任教科目可分為(1)音樂 (2)視覺藝術 (3)表演

藝術 (4)生活領域（藝術與人文） (5)其它。 

（八）授課年級：依填答者所任教的年級分為(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

級 (4)四年級 (5)五年級 (6)六年級。 

 

二、問卷內容 

本問卷內容包括「教師對多元智能的認知」、「多元智能的音樂教學原則」、「多

元智能之音樂教學模式」與「多元智能的應用方式」等四個量表，共計 41題。

問卷之題數分配情形與題目性質請參見表 3-3-1： 

 

表 3-3-1問卷題目分配表 

量 表 類 別  題 數  題目性質 

壹、教師對「多元智能」的認知 6題 單選題 

貳、「多元智能」的音樂教學原則 4題 複選題 

參、「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模式 6題 複選題 

肆、「多元智能」的應用方式 25題 複選題 

總題數 41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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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之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效度 

問卷內容之編製是依據本研究之相關理論與學者、專家的文獻資料，故研究

問卷已具備內容效度；另方面為建立問卷之專家效度，於問卷初稿完成後，研究

者敬請指導教授逐題審核其問卷題目之適當性並給予建議，並邀請三位不同教學

年資之國小音樂教師進行預試，針對問卷內容之不當用詞提出修正及增補、刪除

問卷題項以符合專家效度。 

（二）信度 

為求得問卷測量方式之穩定性與一致性，研究者根據正式問卷的填答情形，

以問卷第一量表「教師對多元智能的認知」進行 Cronbach a 量表信度分析。經

由分析結果發現，本問卷的 a 係數 0.8344，數值明顯高於 0.7，顯示本研究之問

卷內容具備高信度。 

 

貳、訪談內容 

為更深度瞭解「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實施可行性，研究者以自編之「國小

音樂教學應用多元智能以提升音樂能力」訪談大綱（參見附錄二）為研究工具，

其內容主要是參照本研究之相關文獻、國小音樂教學現況與「國小音樂教學應用

多元智能以提升音樂能力之研究」調查問卷。 

本訪談實施方式採用半結構性訪談，研究者於正式訪談前先寄發訪談大綱給

專家學者及音樂教師等受訪者，以讓訪談對象事先瞭解訪談流程與訪談內容，之

後則採用電話訪談或當面訪談方式進行。透過訪談調查的實施，進而深入瞭解「多

元智能」的相關認知與「多元智能」在國小音樂教學的應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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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施步驟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包括準備階段、調查階段、資料處理與分析及撰寫研究報

告等五項步驟，其說明如下所示： 

壹、準備階段 

一、文獻資料之蒐集： 

此階段主要是依據研究主題，蒐集相關之國內外專家著作、期刊資料、學位

論文與網站資訊，並進一步針對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整理以作為研究之參考依據。 

二、問卷之研擬： 

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並參考彙整後的文獻內容，編製本研究問卷之初

稿。經過學者專家修正問卷內容與任職國小之教師預試後，確定正式問卷的內容。 

三、訪談大綱之擬定： 

訪談大綱是參考本國小音樂教學現況、相關文獻、「國小音樂教學應用多元

智能以提升音樂能力之研究」調查問卷而擬定草稿，經由指導教授給予修正意見

後才正式實施訪談調查。 

貳、調查階段 

本階段工作包括確認問卷取樣對象與訪談調查實施對象、寄發問卷、回收問

卷並同時以電訪、面訪等方式進行訪談工作。 

參、資料處理與分析 

將回收問卷進行人工編碼以登錄問卷資料，之後使用 SPSS統計軟體進行資

料處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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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撰寫研究報告 

依據文獻探討之資料與問卷調查、訪談調查提出研究結果。最後，根據研究

結果撰寫研究報告初稿，待指導教授予以修正後，完成正式研究報告。 

 

 

 

表 3-4-1 研究進度表 

 
93年 

12月 

94年 

1月 

94年 

2月 

94年 

3月 

94年 

4月 

94年 

5月 

94年 

6月 

蒐集文獻        

研擬問卷        

擬定訪談大綱        

實施調查        

資料處理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109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將回收問卷共 138份經過人工編碼、於電腦中登錄資料後，使用 SPSS

統計軟體做進一步處理，並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卷內容，以百分比、次數

分配、平均值、標準差、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 Cronbach a 量表信度分析

等統計方式進行分析，茲將說明如下： 

 

壹、百分比、次數分配分析 

以百分比與次數分配分析問卷第一部份「基本資料」與第二部分「教師對多

元智能的認知」、「多元智能的音樂教學原則」、「多元智能之音樂教學模式」、「多

元智能的應用方式」等量表的填答情形並輔以長條圖呈現其統計結果。 

 

貳、平均值、標準差 

問卷第一量表「教師對多元智能的認知」使用平均值與標準差分析填答者對

「多元智能」理論的認知程度。 

 

參、T考驗分析 

研究者以 T 考驗檢測不同畢業科系之國小音樂教師對於「多元智能」的相

關認知是否具差異性，若有顯著差異則進行事後多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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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主要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教學年資、不同學歷之國小音樂教師對於

「多元智能」認知的差異情形，若有顯著差異則進行事後多重比較。 

 

伍、Cronbach α 量表信度分析 

為檢測本研究測量方式之內部一致性，研究者採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

Cronbach a 係數之檢測，以作為建構信度之依據。一般來說，Cronbach a 係數之

數值若等於或大於 0.7，則此問卷工具之信度是屬於可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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