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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我國高中音樂社團現況與發展趨勢之調查問卷 
                     指導教授：姚世澤博士        編號：______ 

親愛的同學： 
    您好！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答這份問卷，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這份問卷調查的目的，在於了解高中學生參與音樂社團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 
    您的寶貴意見相當重要且有價值，您的填答結果將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本研
究將根據調查結果提出整體分析與建議，作為教育行政機關與各高級中學成立與
發展音樂社團之參考。 
本問卷無須具名，請先詳閱填答說明，再依據實際狀況與個人感受填答。謝

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敬祝                  

               學業進步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
                                                 研究生：莊雅然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填答說明：請依據個人實際情形，在適當的□內打ˇ。未註明複選之題目，請只勾
選一個答案。若勾選「其他」，請於劃線處加以說明。 

（一）學校名稱：__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______（校名） 

（二）性    別：□（1）男  □（2）女 

（三）年    級：□（1）一年級   □（2）二年級   □（3）三年級 

（四）社團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社團參與時程（目前的社團）： 

      □一學期  □二學期  □三學期  □四學期以上   

（六）進入高中之前，課外的音樂學習經驗： 
      □未滿一年  □一年至五年  □六年至十年  □超過十年  □從未學過 

（七）加入目前社團前的樂器學習背景（可複選）： 
□（1）鋼琴  □（2）管絃樂器_______  □（3）傳統樂器_______ 
□（4）歌唱  □（5）吉他  □（6）熱門音樂_______  □（7）無 
□（8）其他___________ 

（八）除了音樂社團之外的其他社團經驗（可複選）： 

□（1）學術社團 □（2）藝文社團 □（3）體育社團 □（4）服務社團 
□（5）康樂社團 □（6）聯會組織 □（7）未曾參與  □（8）其他__ 

（九）音樂表演或音樂比賽經驗（可複選）： 
□（1）參與過國際音樂表演或比賽，約______次。 
□（2）參與過全國音樂表演或比賽，約______次。 
□（3）參與過地區音樂表演或比賽，約______次。 
□（4）參與過校內音樂表演或比賽，約______次。 
□（5）未曾參與 



 184

第二部份  音樂社團活動現況 

填答說明：本部份共十一題，想藉此暸解您參與高中音樂社團活動的情形，請依據

個人實際情形，在適當的□內打ˇ。未註明複選之題目，請只勾選一個

答案。若勾選「其他」，請於劃線處加以說明。 

（一）參加音樂社團的動機（可複選）： 

□（1）社團知名度與優良傳統 

□（2）社團師資陣容 

□（3）社團未來發展性 

□（4）學校要求 

□（5）家長要求 

□（6）同儕或學長姊邀請 

□（7）個人興趣 

□（8）其他____________   

（二）參加音樂社團的目的（可複選）： 

□（1）學習樂器（歌唱） 

□（2）滿足成就感 

□（3）發揮個人才華 

□（4）作升學準備 

□（5）獲得學校特殊待遇（如：獎學金、學雜費減免等） 

□（6）休閒 

□（7）其他_____________ 

（三）加入音樂社團的條件（可複選）： 

□（1）學業成績（參加標準為__________） 

□（2）音樂能力（參加標準為__________） 

□（3）教師推薦或遴選 

□（4）無條件自由參加 

□（5）其他____________ 

（四）社團師資來源（可複選）： 

□（1）校內教師兼任 

□（2）校方外聘教師 

□（3）學生自行找尋 

□（4）校友擔任 

□（5）無指導教師 

□（6）其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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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團指導教師專業背景： 

□（1）合格音樂教師 

□（2）音樂科系或相關科系畢（肄）業，無音樂教師證書 

□（3）樂團團員，非音樂科系畢業 

□（5）有相關得獎紀錄或通過相關認證考試之非音樂科系畢業教師 

□（6）無指導教師 

□（7）不知道 

□（8）其他_____________ 

（六）社團共同上課情形： 

□（1）固定時間上課，每月_____次   

□（2）上課時間不固定，一學期____次 

□（3）其他_____________ 

□（4）無 

（七）社團上課學費支付情形（可複選）： 

□（1）學校支付   

□（2）社費支付   

□（3）學生支付   

□（4）其他________ 

（八）社團上課基礎教材之運用： 

□（1）學校或社團選用固定教材 

□（2）教師選用固定教材 

□（3）學生自備固定教材 

□（4）無固定教材 

□（5）其他____________ 

（九）學校提供的社團上課及練習場地： 

□（1）學校提供足夠且適合之場地 

□（2）學校提供場地，但並不適合，理由為__________________ 

□（3）無固定場地上課與練習 

（十）學校對於社團上課及練習時間的安排： 

□（1）學校安排充裕時間供社團上課及練習 

□（2）學校限制課餘練習時間 

□（3）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學校是否提供社團樂器與相關用具（如譜架等）之購買與保養經費： 

□（1）完全提供，足夠使用 

□（2）部份提供，足夠使用 

□（3）部份提供，不敷使用，理由________________ 

□（4）學校不提供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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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音樂社團學習概況 

填答說明：本部份共十二題，用以暸解您在社團中音樂學習的情形，請依據個人實

際情形，在適當的□內打ˇ。未註明複選之題目，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若勾選「其他」，請於劃線處加以說明。此外，第十一題有12個子題，

第十二題有8個子題，每一子題有1-5共5個選項，請依照符合程度勾

選，數字越大，代表符合度越高。 

（一）每週平均練習次數： 

□（1）一∼二次   

□（2）三∼四次 

□（3）五∼六次 

□（4）七次（含）以上   

□（5）無 

（二）每週平均練習時數： 

□（1）三小時（含）以下 

□（2）四∼六小時 

□（3）七∼九小時 

□（4）十小時（含）以上 

□（5）無 

（三）每月平均分組或個別上課次數： 

□（1）一∼二次，每次______小時 

□（2）三∼四次，每次______小時   

□（3）五∼六次，每次______小時 

□（4）七次（含）以上，每次______小時 

□（5）無 

（四）課餘曾參與的音樂活動（可複選）： 

□（1）音樂會欣賞（平均一學期__________次） 

□（2）音樂表演活動（平均一學期__________次） 

□（3）校外音樂團體練習或音樂營（平均一學期__________次） 

□（4）音樂檢定或考試（平均一學期__________次） 

□（5）無 

□（6）其他_____________（平均一學期__________次） 

（五）社員評量項目： 

□（1）個人技能 

□（2）合奏（唱）技能 

□（3）出勤狀況 

□（4）社務工作 

□（5）個人檔案的建立 

□（6）與他人合作之態度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8）無評量（選此選項者，跳至第九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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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員學習評量之評量者（可複選）： 

□（1）社員自評   

□（2）學長姊   

□（3）社團指導教師   

□（4）學校其他教師或外聘教師 

□（5）其他_______________ 

（七）社團評量結果對個人的影響（可複選）： 

□（1）無影響 

□（2）影響是否繼續參與社團 

□（3）影響團內分級或團內地位 

□（4）影響演出次數 

□（5）其他_______________ 

（八）目前社團的評量方式是否恰當： 

□（1）非常好 

□（2）尚可 

□（3）不恰當，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 

□（4）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 

（九）參加音樂社團後曾購置的音樂用品（可複選）： 

□（1）樂器等相關用品 

□（2）樂譜等書面資料 

□（3）CD等音樂媒材 

□（4）音響等硬體設備 

□（5）無 

□（6）其他____________ 

（十）個人參與音樂社團的經費開銷項目（可複選）： 

□（1）購置相關音樂用品（_______________元） 

□（2）團費（_______________元） 

□（3）上課費用（_______________元） 

□（4）參與音樂活動費用（_______________元） 

□（5）無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十一）個人參與音樂社團的熱衷程度： 

        請依照下列各項之符合程度勾選（5分代表非常符合，1分代表非常不符合） 

編號 項       目 5 4 3 2 1 

1. 你每次都出席社團上課。      

2. 你認為目前個人練習的時間很足夠。      

3. 每學期你參加很多課外的音樂活動。      

4. 透過社團活動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5. 你認為社團中的音樂學習，對於提升個人音樂
素養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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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你對音樂社團的投入程度，比學業及其他活動
來得多。 

     

7. 你已經達到參與音樂社團之預期目的。      

8. 你非常願意繼續參與音樂社團。      

9. 家長贊成你繼續參與音樂社團活動。      

10. 參加音樂社團後你的學業成績未受影響。      

11. 學業成績不影響你繼續參與音樂社團的意願。      

12. 社團畢業生升學情形良好。（無畢業生免填）      

（十二）音樂學習成效 

        請依照下列各項之提升程度勾選（5分代表進步很多，1分代表沒有進步）： 

編號 項       目 5 4 3 2 1 

1. 樂理與音樂常識      

2. 視譜能力      

3. 節奏感      

4. 音感      

5. 演奏（唱）技巧      

6. 詮釋音樂能力      

7. 音樂創作能力      

8. 音樂學習興趣      

第四部份  相關問題 

填答說明: 此部份為排序題，請依先後順序挑選1、2、3。若勾選其他，請於劃線
處說明。（數字標於選項前的橫線上，可少於三項，最多不超過三項） 

範例：目前社團能夠運用的最大資源是： 

        2  （1）學校硬體  _____（2）校內師長    1  （3）校友  ____（4）家長 

      _____（5）社區資源    3  （6）企業贊助  _____（7）其他____________ 

（一）參與社團過程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____（1）音樂學習   ____（2）學科課業   ____（3）父母師長反對 
____（4）人際關係   ____（5）演奏焦慮   ____（6）經濟問題 
____（7）時間分配   ____（8）其他____________ 

（二）透過哪些管道解決面臨的問題： 
____（1）同儕       ____（2）學長姊     ____（3）校友       
____（4）師長       ____（5）校方       ____（6）家人      
____（7）自行解決   ____（8）未解決     ____（9）其他_____________ 

（三）參與音樂社團後哪方面的學習最有收獲： 
____（1）音樂常識   ____（2）音樂技巧    ____（3）觀念態度 
____（4）社團團務   ____（5）表演事務    ____（6）人際關係 
____（7）其他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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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吸引你持續參與音樂社團的原因為何： 
____（1）擔任幹部                ____（2）有表演或參與活動的機會 
____（3）社團的知名度與成就      ____（4）社團師資或學習方式   
____（5）個人興趣                ____（6）好友 
____（7）社團設備                ____（8）父母師長   
____（9）社團未來的發展性        ____（10）其他______________ 

（五）社團中影響你最深的人是誰： 
____（1）同儕       ____（2）在校學長姊   ____（3）畢業校友 
____（4）指導教師   ____（5）無           ____（6）其他____________ 

（六）社團最大的特色為何（可複選）： 
____（1）優良傳統____________    ____（2）師資良好 
____（3）校友的參與和贊助        ____（4）表演活動 
____（5）設備齊全                ____（6）其他_________________ 

第五部份  音樂社團學生之未來發展與建議 

請依照下列各項之符合程度勾選（5分代表非常符合，1分代表非常不符合）： 

編號 項       目 5 4 3 2 1 

（一） 畢業後會持續學習音樂。      

（二） 未來可能報考音樂系所。      

（三） 未來可能參與其他音樂團體。      

（四） 未來可能從事音樂相關工作。      

（五） 未來願意持續參與音樂活動。      

（六） 畢業後願意回校協助社團學弟妹。      

（七） 未來願意贊助音樂社團的發展。      

（八） 你認為高中音樂社團有其存在之必要性。      

（九） 目前高中音樂社團已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十） 你對於未來高中音樂社團發展有哪些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謝您用心提供意見，請將問卷裝入回郵信封，並儘速寄回，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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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我國高中音樂社團現況與發展趨勢之調查研究」訪談大綱 
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年    月     日 

受訪者：            （受訪者代號    ）訪談時間：    時   分至    時   分 

訪談地點： 訪談方式： 

受訪者基本資料 
學校： 
社團名稱： 
最高學歷： 
目前職業或職稱： 

壹、目前指導或參與之音樂社團的特色與所面臨的問題。 
一、 音樂社團的特色 
二、 音樂社團經營運作上可能面臨的問題。 

1. 學生人數與學生素質 
2. 師資遴聘 
3. 場地安排 
4. 時間安排 
5. 經費運用 
6. 硬體設備 
7. 教學方面 
8. 學習評量 
9. 學校行政配合 
10. 資源運用（校內、社區、家長、其他） 

貳、音樂社團參與比賽、活動方面。 
一、參與比賽 
二、舉辦活動 
三、學生參與活動與獎勵辦法 

叁、對高中音樂社團未來發展的建議 
一、行政方面 
二、組訓與教學方面 
三、師資方面 
四、經費預算與設備 
五、與社區的結合 
六、社團評鑑與獎勵 
七、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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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我國高中音樂社團現況與發展趨勢之調查研究」訪談逐字稿【範例】 

指導教授：姚世澤  博士 
研究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  莊雅然 
訪談對象：台中市○○高級中學 訪談日期：2003年2月3日 

受訪者：○○社長（受訪者代號S03） 訪談時間：18時00分至21時00分 

訪談地點：異人館咖啡館 訪談方式：當面晤談 

受訪者基本資料 
學校：台中市○○高級中學 
社團名稱：管樂社 
最高學歷：高中 
目前職業或職稱：社長 

壹、目前指導或參與之音樂社團的特色與所面臨的問題。 

一、音樂社團的特色 

早期台中一中學生進入管樂社前須經遴選，各班學業成績前三名學生方得

加入，而被選上的社員可以享有學雜費減免的福利，因此在當時社會經濟條件

不高的情況之下，能夠進入管樂社對台中一中的學生而言，可說是一大殊榮。

1990年前後學校曾嘗試將管樂、國樂、合唱等社團各集中為一班，然而實施成

效不佳，該制度並未持續很久，即告取消。 

此外台中一中管樂隊自創社實施嚴格的「學長制」，初期採軍事管理，社

內學長在生活常規、樂器學習、待人處事，全方位的關懷學弟，並盡力給予生

活上的協助，學弟也必須尊稱長一級的學長為「師父」，見到學長一定要問好，

與學長交談時亦須必恭必敬。「學長制」的實施讓社團的優良傳統得以順利延

續，凝聚強大的向心力，也讓初入高中的管樂社新生在樂器學習上有人引領，

在生活適應上有人照料，協助克服學習困境，進而提升管樂隊整體素質。同時

學長制也培養了樂隊團員守法重禮的態度與刻苦耐勞的精神，以期新生在成長

蛻變之後，能夠肩負起擔任校內外慶典儀式樂隊與代表學校榮譽的重責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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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社團經營運作上可能面臨的問題。 

隨著時代的變遷，學長制的推動如今遭遇了許多難題，嚴格的學長制度與

入社後諸多的考驗磨練，讓許多韌性不夠的團員自然淘汰，雖然達到了去蕪存

菁的目的，卻也使管樂隊的人數有減無增，目前每屆人數大約只有八至十八

人，許多聲部長期懸缺，演奏曲目因而大受限制，部份大型演出活動亦無法參

與。人數上的弱勢也加重了團員的負擔，人人皆為幹部，甚至有一人身兼數職

的情形出現，成為目前社團極待改善的一大問題。然則這樣的制度推動，卻也

使管樂隊成為全校參與度最高的社團，老制度去留之間的矛盾，實是一大難題。 

音樂比賽方面，則因近年來人數不足，聲部不齊，編制不全之故，無法年

年參加，許多大型表演活動，也囿於人數上的限制，只得放棄。 

在社團空間規劃方面，台中一中管樂隊的社團教室位於學校一隅，為獨棟

樓層，練習時的聲響不致影響其他學生作息。團部分為兩部份，一為合奏練習

教室，依室內管樂團坐席擺置樂器與譜架，一為行政事務處理教室，設有音響

一套與鐵櫃數個，收納樂譜與社產等物品。平日練習由於團部回聲大，多半分

散至學校空地空曠處練習，空間分配上尚稱足夠。 

由於管樂社歷史悠久，歷年來累積的軟硬體設備雖然齊全，多數卻已老舊

不堪，但是因為經費不足，無法即時更新，學生也只能勉強使用。 

社團各分部教師的師資均來自職業或半職業性的樂團團員，由各聲部自己

規劃，定期上課。而學生因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在樂器練習之上，有時會出現功

課難以兼顧的情形，但若學業成績明顯下滑，校方也會高度關切。不過這些自

我要求高、受過管樂隊訓練的團員，多半能夠妥善運用時間，秉著「毋負今日」

的校訓與「吾臺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的榮譽使命，在精采耀眼的演出

之餘，締造相當優秀的升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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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音樂社團參與比賽、活動方面。 

目前台中一中管樂隊以室內樂隊為主，兼顧室外行進樂隊。幹部群由二年級

學生擔任，設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室內樂隊指揮一人、室外樂隊指揮一人，

其餘幹部有公關、譜務、場務、衛生、文書、美宣、樂管、財務等。室內樂隊指

揮與室外樂隊指揮的選拔通常在幹部選舉前二個月，各由二位有意願的同學參與

訓練。接受訓練之後，再透過檢定考試，由學長和老師決定人選。 

其餘幹部則透過選舉遴選一年級有意願之學生。選舉之前，參選學生必須先

行了解職務的工作內容，在政見發表會中，說明自己的政見與理念並接受學長的

測試。這項制度使管樂隊新任幹交接之前，即已對自己的職務有了相當的認識，

完成幹部訓練。 

管樂隊除了擔任學校升降旗樂隊之外，每遇校內大型活動（如運動會等）、

外賓來訪或校外邀請，亦須擔綱演出，負有象徵學校精神與榮耀的重責大任。因

此在每週社團時間固定合奏之外，每天早上七點二十分前便需到團報到，嚴格執

行點名，十一點時統一在團部用膳完畢，以方便中午練習。放學後視情況留校練

習，若遇比賽或表演之前則增加練習時間。學期末舉辦社內獨奏會，讓新生逐一

上台演奏，作為學習評量。由於每日皆安排固定時間練習，練習時間充足，再加

上學長的帶領，因此學習效率高，樂隊的素質因而隨之提升。 

樂隊並於每年的寒暑假間舉行集訓，寒訓為期較短，常與外校合辦，以達到

校際社團交流的目的。暑訓通常於校內舉行，為期兩週，一方面透過暑訓的練習，

作為每年暑假舉辦之巡迴演出音樂會前的準備，並且在集訓當中聘請大師擔任講

師，拓展音樂視野。而校友亦常在暑訓時返校參與排練及音樂會的演出，因此集

訓和演出經費通常能夠爭取校友會的贊助。 

叁、對高中音樂社團未來發展的建議 

參與管樂社的經驗，不但使我習得樂器的技能，對於待人處事、人際關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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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方面的成長，也有重大的影響，並且提升了個人的音樂素養，使我在聆賞音

樂時，懂得如何欣賞。而社團中的學長制，不但讓我能夠從學長處獲得許多生活

上、學業上的協助，也學習了如何對學弟們付出。學長學弟之間的情誼往往能夠

維繫至畢業以後，許多十年前畢業的學長們至今仍時常回社團照顧學弟妹，使社

團能夠薪火相傳。 

對於社團發展的建議方面，由於目前社團種類日趨多元，新社團不斷成立，

但校內學生總數並未大幅改變，加上樂隊的要求十分嚴格，練習相當辛苦，許多

學生無法持之以恆而紛紛退社，導致目前社團的人數不足，許多的比賽無法參

與，演出品質也大打折扣，期待學校對此能有因應的方案，解決這當務之急。 

而目前能夠留在社團中的學生，其參與度與學習意願皆相當高，希望學校能

給予學生足夠的空間，良好的設備，讓有心學習的學生能夠獲得更好的學習成

效。也希望國內音樂社團的發展能夠越來越蓬勃，推廣音樂教育，也帶動整體音

樂素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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