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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和聲學」之課程特色及音樂系一年級學生於「和聲學」反省思考

之程度與差異情形。研究採調查研究法，以問卷為主，訪談為輔，選取蔚藍大學、書林

大學及藝曲大學（化名）音樂系，以和聲學 3 位授課教師及 139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研

究者首先訪談授課教師以呈現「和聲學」課程特色，再以「大學音樂系學生『和聲學』

反省思考之調查問卷」瞭解學生的反省思考程度與差異情形，共回收 121 份有效問卷，

回收率為 87%。 

本研究獲致結果如下： 

一、和聲學授課教師的教學策略以課程目標為導向，各有不同的教學方法，主要學習教

材為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並大致以該書目錄作為課程大綱，學習概念包含

基礎音樂要素及各種和弦的配置，並強調音感的訓練。 

二、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在「理解」及「反省」較高，在「習慣性動作」及

「批判反省」較低。 

三、反省思考程度僅有「整體學習」與「習慣性動作」、「理解」、「反省」及「批判反省」

向度之間呈現正相關，尤在「整體學習」與「反省」呈現高度正相關。另外，不同

音樂班學習經驗的學生其反省思考之「理解」顯現差異。 

四、反省思考程度僅達到「習慣性動作」及「理解」，從訪談結果推測學生可能是態度

不佳或學習動機不足所造成。 

五、「和聲學」教師之教學策略以及學習概念之練習，可能使學生的反省思考程度提高，

但更細微的影響因素有待進一步探討。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對「和聲學」授課教師、音樂系學生及未來研究提出建

議。 

 

關鍵字：反省思考、和聲學、大學音樂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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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rmony, and the degree and difference of 

reflective thinking of music major freshmen. This is a survey study which the questionnaire 

was mainly method and the interview was applied as assist.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three 

teachers and 139 students from three different universities in music department. First of all,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s the three teachers to take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Harmony. The next,

“Questionnaire of reflective thinking of university music majors in Harmony” is taken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and difference of student’s reflective thinking, receiving a total of 121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hich rate of return is 87%.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ing: 

1.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teachers of Harmony is oriented towards course objectives, 

applying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The main teaching material is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using the catalogue of the book as the course outline. The learning concepts 

include basic music elemen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hords, emphasizing the training of 

pitch. 

2. The degree of reflective thinking of freshmen in Harmony is higher in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and lower in “habitual action”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3. The degree of reflective thinking is nothing bu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mension 

of “ensemble learning” and the dimensions of “habitual action,” “understanding,” 

“reflection, and “critical reflection.” Furthermore, the high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between 

“ensemble learning” and “reflection.” In addition,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music talented class 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in “understanding” in reflective thinking of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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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degree of reflective thinking is merely up to “habitual ac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 which speculated from the researcher may be caused by the bad 

attitude and lack of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5.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the teachers of Harmony and the practicing of learning concepts 

may make students enhance the degree of reflective thinking, but the more subtle 

influencing factors could be further studied.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study,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for teachers of 

Harmony, university music majors,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reflective thinking, Harmony, music maj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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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Socrates（470-399 B.C.）曾說：「不經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for a human being）。反省思考為個人運用省察與理解能力，藉由經

驗與知識以審慎思考及解決問題之過程，以獲得學習意義與提升思考力。大學為承接一

個人十二年教育之學習歷程，並為邁向未來職場與個人生涯的重要階段，反省思考於大

學學習過程相當重要，更是大學生應具備的能力之一。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音樂系一年級學生（以下簡稱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

思考之程度與差異情形。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

的，第三節為研究問題，第四節為名詞釋義，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多元與變動的思潮逐漸影響人們的思考方式，因此，學習

者應發展多元思考之能力，以省察所學之內容，而非照單全收（徐遐生，2011；鄭媄婛，

2003）。為提升教育品質與社會競爭力，各國政府皆致力透過教育增進學生的思考能力，

以因應教育思潮的變遷（張素貞、吳俊憲，2013）。自教育部（2001）推行九年一貫政

策以來，即強調學生應具備「帶得走的能力」，使學生成為學思並用的學習者；大學是

人生的關鍵階段，更是放下升學考試、將書本的理論加以實踐，及奠定未來生涯基礎的

時期（李開復，2016）；如同彭宗平（2008）與嚴長壽（2015）指出帶得走的能力是大

學生一輩子都受用，且於四年學習生涯中所獲得的能力，應在大學畢業後能夠繼續被使

用。更鑒於大學是培育創新知識與發展關鍵能力的重要場所，與社會進步及生活品質之

提升息息相關；PISA（2005）指出大學生必須適應現代生活以培養活用知識、人際關係、

自主學習等三項關鍵能力，其核心價值則在於反省思考能力；哈佛大學 William Kirby

教授亦認為反省思考在大學教育有重要意義，為大學生之必備能力（陳泰然，2002；趙

陽明，2013）；黃子容（2010）分析大學生人格特質與批判思考傾向之關聯，提出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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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是此關聯中必要的影響因素之一；陳維昭（2001）說明反省思考是影響大學生發展

自身人格特質與批判思考傾向之重要能力，因此反省思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議題之一。

誠如上述，大學生在其學習歷程中，獲得一輩子受用的學習能力相當重要，在這段歷程

所學到的能力將成為未來生涯的基石，而反省思考有助於大學生的學習，是大學生自我

成長的動力。 

反省思考一詞由 John Dewey（1859-1952）於 1910 年《我們如何思考》How we think

中提出，Dewey（1910）定義反省思考是一種主動持續且謹慎的思考，為了探尋知識而

進行假設、行動及解決的過程；林逢祺（2003）將反省思考定義為個人心中產生困惑，

決心面對疑難或轉變，經由深思熟慮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過程及結果；Sugerman、

Doherty、Garvey 與 Gass（2000）指出反省思考是個體分析、思考與評價自己的經驗，

從中獲得更深刻的意義；吳佩陵（2007）界定反省思考是經由個人深入認識問題與既有

知識，獲得更多的覺察與理解，並藉此重新建構、整合及調整自己的認知與行為，以增

進學習意義與思考力。由上述定義可知，反省思考具備經驗、思考、行動與解決的特質，

使個體得以在認知與實務層面有所收穫。吳木崑（2009）說明學習者在學習情境裡「做

中學」（learning by doing）即是一種反省思考，透過主動反省思考來領會學習概念之間

的關連，學習便得以水到渠成。Dewey 認為反省思考在實作中的運用，可藉由各類學習

活動引發學習者主動探索與反省思考，使其面對新的學習課程與環境時，能隨時重組舊

的學習經驗（許佳琪，2011）。Schon（1983）提出反省思考與實踐是專業工作所需的自

省能力；Mezirow（1978）提出反省思考須要倚靠行動（action）才能解決問題並得到新

知；Kolb（1984）與 Gibbs（1988）皆證實反省思考是在個體不斷思考與實踐的整合結

果。綜合上述學者之觀點，反省思考為個人運用省察與理解的能力，更在理論知識與實

務技術相互運用的過程，對個人的學習產生正向的助益。 

相關研究顯示，反省思考對學習具有正面效益，因此鼓勵學習者經常於課程中進行

反省思考。國內外相關研究之研究方向與設計不盡相同，首先，國內反省思考相關研究

（李啟讓，2001；周文君，2001；周裕欽，2010；張貴琳，2010；鄭國志，2005；鄭雅

文，2001；謝甫佩、洪振方，2003）多以小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設計多以質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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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質性研究工具紀錄反省思考並將個人反省思考的內容與過程描述清楚，表達個人思考

的獨特性，但若針對數量較多的研究對象，質性研究工具則不易觀察與描述。Grant、

Franklin 與 Langford（2002）、Kember, D., Leung, D., Jones, A., Loke, A. Y., Mckay, J., 

Sinclair, K., Tse, H., Webb, C., Wong F., Won, M., & Yeung, E.（2000）、Sobral（2001）、 

Song、Grabowski、Koszalka 與 Harkness（2006）等諸多國外學者以量表方式反映受試

者反省思考程度，助於學校教師在課程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情形，此外，Kember et al.

（2000）與 Sobral（2001）更指出量化方式有助於呈現反省思考之本質與結構，也可同

時觀察不同類型或特質的學生反省思考之情形，更在研究中發現反省思考量表有助於專

業知識課程之實測，亦適用於大學專業知識與技能之課程。Kember et al.（2000）說明

護理學院學生除了理論課程之外，常進行實務性的實習課程，研究發現護理學院學生達

到反省向度較高；另外，Mahasneh（2013）及 Ko 與 Aung（2015）使用 Kember et al.

（2000）之反省思考量表，皆發現學生在實務操作越熟習，反省思考程度越高。從上可

知，專業課程訓練涵蓋理論與實務之並用，有助於大學生反省思考之提升。 

在音樂方面， Phelps（2005）指出反省思考有助於學音樂的學生提升音樂理論及精

進演奏技巧。而音樂系之必修課程重視知識與實作之應用，如和聲學、音樂基礎訓練、

對位法及曲式分析等課程皆有此項特質，其中「和聲學」是音樂系必修課程之基礎，音

樂系學生在運用演奏、視唱、聽力、樂曲分析等專業能力中，和聲學時常與這些專業能

力相互搭配，在理論與實務的結合下，使樂曲的音樂性易於表現出來，本研究即以「和

聲學」作為研究主題。再者，「和聲學」的學習可增進學生對於音樂組織及和弦概念，

聽辨與思考能力之連結特別重要（羅世榮，1994）；「和聲學」是觀察及分析著名作曲家

之作品所得的系統理論，在聲部的旋律進行、樂曲的組織架構，及音樂風格的塑造等方

面都有所影響，其對於音樂走向有著重要的決定性（蕭而化，1980；康謳，1982）。綜

上所述，「和聲學」對於大學音樂系學生的學習相當重要，影響音樂系學生音樂發展之

導向，亦基於「和聲學」多開設於音樂系一年級之課程，故而研究者透過「和聲學」來

探討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情形。 

一門課程的設計所包含的面向相當多元，「和聲學」也不例外，在研究探討反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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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之前，應先瞭解「和聲學」課程設計要素。課程設計係指課程要素的選擇、組織與安

排（黃光雄、蔡清田，1999），並且以課程目標為導向的課程設計，將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與反省思考，其中課程設計之要素可從目標、方法、教材內容、經驗、有計畫的學

習機會加以探究，使學習者收穫更多（王文科，1992；吳木崑，2009；徐綺穗，2011），

另教學大綱、教學準備、教學風格、學生活動、學習困難和教學方法亦是影響課程設計

之相關要素（吳木崑，2009；McKeachie & Svinicki，2006）。重要的是，吳木崑（2009）

提出課程設計必須同時兼顧「實作中有思考」與「思考中有實作」之原則，方可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與反省思考；本研究欲探討音樂系學生「和聲學」反省思考情形，應先對

於「和聲學」課程設計要素有所瞭解，以呈現「和聲學」可引導反省思考之構面為何，

因此研究者綜合多位學者課程設計之觀點，並考量「和聲學」之課程性質，歸納出「課

程目標」、「學習教材」、「作業規劃」、「學習困難」、「教師風格」與「學習評量」等六個

構面進行訪談，以呈現「和聲學」之課程特色。 

目前國內大學音樂系學生相關研究並無針對反省思考所作的研究，因而研究者針對

音樂系學生之研究加以整理，並歸納出最常使用之個人背景變項（吳永怡，2010；李佳

蓉，2014；李青芸，2016；李錦雯，2009；林良玉，2009；林昕儒，2010；林郁蕙，2010；

施如芳，2012；張紅蘋，2012；陳又嘉，2009；陳若涵，2011；蔡文豪，2009；鍾佳容，

2012），以性別、年級、主修、音樂班學習經驗及學校類型等變項最常被使用，然而本

研究欲瞭解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情形，年級之變項並不影響本研究實施，

故予以刪除；此外，林郁蕙（2010）提出音樂系學生課外活動經驗與課程安排為正相關，

顯示音樂系學生修習課程確實受到課外活動影響，故而研究者納入本研究之個人背景變

項。最後研究者整理出「性別」、「主修」、「學校類型」、「音樂班學習經驗」、「課外活動

經驗」等五項個人背景變項，以探究音樂系大一生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反省思考差異情

形。 

研究者回憶就讀大學期間，從「和聲學」中獲得啟發，並深刻體會如何反省思考及

修正自己的所學，開啟音樂的視野並提升學習能力，使研究者獲益良多。基於前述之背

景與動機，本研究著眼於理論與實務之結合，探討音樂系大一生於「和聲學」反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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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度與差異情形。本研究以問卷為主，訪談為輔；首先，以訪談瞭解「和聲學」課程

特色，分為「教學策略」、「學習教材」與「學習概念」等三個構面，再藉由 Kember et al.

（2000）與 Sobral（2001）量表作為研究工具，探討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

之程度情形，量表向度為「習慣性動作」、「理解」、「反省」、「批判反省」及「整體學習」，

另以「性別」、「主修」、「學校類型」、「音樂班學習經驗」、「課外活動經驗」作為學生個

人背景變項，瞭解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的差異情形。研究者希冀此研究結

果能呈現反省思考在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學習的影響情形，同時提供對「和聲學」

授課教師、音樂系學生、未來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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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音樂系「和聲學」之課程特色，以及音樂系大一生於「和聲學」

反省思考之程度與差異情形。研究者擬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音樂系「和聲學」之課程特色。 

二、探討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之反省思考程度與差異情形。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音樂系「和聲學」之課程特色為何？ 

 1-1 三校音樂系「和聲學」之「教學策略」如何實施？ 

 1-2 三校音樂系「和聲學」之「學習教材」如何引導？ 

 1-3 三校音樂系「和聲學」之「學習概念」為何？ 

二、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之反省思考程度與差異情形為何？ 

 2-1 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習慣性動作」程度與差異情形為何？ 

 2-2 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理解」程度與差異情形為何？ 

 2-3 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反省」程度與差異情形為何？ 

 2-4 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批判反省」程度與差異情形為何？ 

 2-5 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之「整體學習」程度與差異情形為何？ 

 2-6 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在上述五個向度之整體程度與差異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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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四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涉及之重要名詞與研究主題意義明確，將其定義如下： 

 

一、反省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 

反省思考為個人運用省察與理解能力，藉由經驗與知識以審慎思考及解決問題之過

程；同時，反省思考具有連續性及有次序的連結功能，個體能將學習經驗與所接觸之事

物整合，以獲得新的學習意義（林逢祺，2003：4；Dewey，1910）。Kember et al.（2000）

及 Sobral（2001）認為每個人都有反省思考能力，僅在深淺程度有所不同，以Dewey（1910）

與 Mezirow（1978）理論進一步發展出較細微的反省思考向度，分別有習慣性動作、理

解、反省、批判反省、整體學習。 

本研究之反省思考意指音樂系大一生於「和聲學」中對於學習內容進行個人自我省

察、深思熟慮及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過程或結果，同時從中更深入認識問題與既有知識，

獲得覺察與理解的能力，藉此重新建構、整合及調整自己的認知與行為，以增進學習意

義與思考力。本研究之反省思考含五個向度：「習慣性動作」、「理解」、「反省」、「批判

反省」與「整體學習」。「習慣性動作」指個人以前學習過或經常應用，而能自動表現與

較不須思考的行為；「理解」指個人在學習中能夠深思熟慮，對課程知識內容可以清楚

明白；「反省」指個人回顧過去經驗，並獲取其中可延續及發展的學習意義；「批判反省」

個人具有理解力與判斷力之觀點，並瞭解自己的感知、思考、判斷、感覺與行動察覺力

之情形；「整體學習」指個人針對課程整體學習的反省思考能力，主要反應個人學習上

的自律能力。上述向度表示個人反省思考之深淺差異，「習慣性動作」、「理解」表示未

達到反省思考，從「反省」、「批判反省」向度則表示達到反省思考，由左至右為反省思

考由淺至深，另「整體學習」不同於其他四個向度，其表達個人於課程中自律能力的反

省思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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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聲學（Harmony） 

和聲為兩個以上不同的音按照排列組合所構成的音響，和聲學即是探討和聲的一門

學問，探討和聲理論之課程即稱為「和聲學」。國內大學音樂系設置「和聲學」作為必

修課程，以增進學生於音樂組織及和弦概念的提升，課程內容注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尤以聽辨與思考能力之連結為要（羅世榮，1994；蘇郁嵐，2013）。「和聲學」的功能與

應用在聲部組合、樂曲架構、音樂表情等方面都有所影響，其對於音樂走向有著重要的

決定性（康謳，1982；蕭而化，1980）。 

本研究「和聲學」係指以和聲之理論與實務所進行的音樂教學，為配合研究之實施，

「和聲學」開課時間設定為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本研究考量「和聲學」之課程性質，

歸納出「課程目標」、「學習教材」、「作業規劃」、「學習困難」、「教師風格」與「學習評

量」等六個構面進行訪談，以呈現「和聲學」之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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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蔚藍大學、書林大學及藝曲大學（化名）「和聲學」

之音樂系大一生為研究對象，以「性別」、「主修」、「學校類型」、「音樂班學習經驗」、「課

外活動經驗」作為學生個人背景變項，瞭解不同個人背景變項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差

異情形。「和聲學」之授課教師性別、主修、年資、學歷等個人背景，以及課程開課時

間、週次、節次、學分數等條件不納入本研究之範圍，並且研究結果不宜推論至其他年

級之音樂系學生。另「和聲學」開課時間考量本研究之實施，以及音樂系大一生已具有

一學期之先備知識，將時間設定為一○四學年度第二學期。 

本研究採方便取樣選取一般、師範與藝術類型之音樂系大學各一所，分別為蔚藍大

學、書林大學及藝曲大學，研究對象為三校音樂系之一年級學生。由於研究者從母群體

中，以方便取樣並依據學校類型各選取一間學校作為正式樣本，且依據 Kalk、Luik、

Taimalu 與 Taht（2014）提出反省思考程度並不會因人數多寡而影響，因此，研究結果

不宜推論至其他大學音樂系之研究對象，且每校人數多寡並不影響本研究之實施。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藝曲大學、書林大學及蔚藍大學之音樂系設置的「和聲學」為主要探討之

課程，參考「和聲學」相關文獻，歸納出「課程目標」、「學習教材」、「作業規劃」、「學

習困難」、「教師風格」與「學習評量」等六個構面，藉此訪談不同大學音樂系之和聲學

教師，以呈現「和聲學」之課程特色，故而無法推至其他學校之和聲課或其他課程設計

項目。 

研究結果以訪談大綱探討「和聲學」之課程設計要素，整理為「教學策略」、「學習

教材」、與「學習概念」等三個構面，呈現出「和聲學」課程特色，再以問卷探討探討

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程度與差異情形，量表向度為「習慣性動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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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反省」、「批判反省」及「整體學習」；其中，以「性別」、「主修」、「學校類型」、

「音樂班學習經驗」、「課外活動經驗」作為學生個人背景變項。因此，受訪者之言談範

圍，以研究者設計之訪談大綱及問卷為主，無法推論至研究對象其他面向之思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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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課程特色，以及反省思考程度與差異情形。

本章即針對研究目的進行文獻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反省思考理論意涵與相關研

究，依據 Dewey 經驗論中的反省思考意涵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整合其他反省思考

相關理論，並從反省思考相關研究整理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第二節為和聲學之內涵與

相關研究；第三節為以大學音樂系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反省思考理論意涵與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反省思考理論意涵與相關研究，分別從 Dewey 經驗論發展背景與意

涵、反省思考意涵與架構、反省思考相關理論、反省思考相關研究，以及綜合討論等五

個部分進行探討。 

 

一、Dewey 經驗論發展背景與意涵 

反省思考理論是由 Dewey（1910）的理論衍生而來，因此在探討反省思考之前，應

先瞭解 Dewey 經驗論發展背景與意涵。 

 

（一）Dewey 經驗論發展背景 

教育家 Dewey 擁有諸多個人獨到的教育哲理，歸因於他的自學生涯中研讀過歐洲

傳統哲學與近代哲學思想，且汲取前人的洞見，作為自身哲學的養分，所以 Dewey 一

生的哲學觀點可從歐洲傳統哲學與近代哲學脈絡探尋之。 

以歐洲哲學來看，經驗論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臘哲人 Aristotélēs（384-322 B.C.）之哲

學觀，Aristotélēs 認為人們學習之目的是為了追求幸福，所以後天的學習經驗與知識為

達成目的之過程（曾紀元，1981）。近代經驗論則以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為代表，其中又

以 John Locke（1632-1704）為首。Locke 主張經驗需依靠外在感覺而獲得，藉由內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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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而形成觀念，如同 Locke 著名的教育理念「人的心靈就像一張白紙一樣」（Mind as a 

tabula rasa.），人生的豐富與完美是仰賴經驗的累積而成（姜文閔，1992；曾紀元，1981）。

另外，德國哲學家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之唯心主義（Hegelianlism），

是 Dewey 就讀博士時最喜歡的哲學理論，當時 Dewey 的授課教師，George S. Merris

（1840-1889）教授即是研究德國哲學思想，將 Hegel 哲思中強調的統一性與連續性熱心

授予 Dewey，而 Dewey 將此性質運用在經驗論，成為 Dewey 經驗論重要特色之一（陳

峰津，2011）。 

美國實用主義受工業革命、民主運動、科學思潮與 Charles Darwin（1809-1882）進

化論的影響，強調哲學應契合人類生活需要，以及促進民主社會風氣。在此時代背景下，

Dewey 提倡其個人教育思想，主張教育即生活（Education as life）、教育即進步（Education 

as progress）、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等教育口號（林志穎，2005；楊國賜，1988）。

於美國實用主義背景下，影響 Dewey 的兩位學術巨擘是 Darwin 與 William James

（1842-1910）。Darwin 在 1859 年發表《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震撼全

球的學術思潮，至今仍是現代科學的支柱之一。Dewey 取其進化論中生物發展的觀點，

應用在自己經驗哲學裡，強調有機體（organism）、生物（living being）、環境（environment）、

成長、適應及效用，將 Darwin 進化論之生物學用以探討人與環境之關係（陳峰津，2011：

39-40；Stix，2009）。另外，美國心理學家 James 將 Darwin 生物學概念運用在心理學，

Dewey 仿其作法，以生物學探究人與經驗的關係，並觀其思考情形（王怡婷，2007；

Bernstein，1966）。 

以下進行希臘哲人與各專家學者經驗相關理論之分述，探究 Dewey 經驗論理念之

淵源。先以歐洲哲學思想敘述，分別為 Aristotélēs、Locke 與 Hegel： 

 

1. Aristotélēs 

約西元前 800 年前，古希臘先哲們在傳遞教育理想時已有一套對於「經驗」的說法。

「經驗」是過去技術上或能力上的累積，因為過去知識與資訊的堆疊成就個人現在所具

有的外在能力，將它應用在一般生活與個人習慣之中。以一位工匠為例，工匠之所以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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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湛的工藝技術，那是他長年付諸在工藝實踐上，獲得其技術的經驗而已，所以古希

臘所談的「經驗」，是注重個人外在行為的實踐層面（Bernstein，1966）。 

古希臘哲人 Plato（427-347 B.C.）將此「經驗」形容為正確的觀點（right opinion），

這是個人以回憶與學習來發現已存在知識，雖然沒有明確證據可解釋回憶與學習如何構

成知識，但 Plato 認為個人經驗仍可作為正確的觀點，成為個人生活必備的知識（Bernstein，

1966）。另一方面，Plato 認為「經驗」不具有連結之概念，經驗若與理想不一致，則須

全部拋棄，然後重新開始，並且提倡個人經驗應向上追求至高至遠的理想目標（黃光雄，

1998）。 

Plato 的弟子 Aristotélēs 跟隨他二十多年，受其影響非常深，也認同「經驗」觀點，

認為「經驗」是後天訓練而來，人們因為有了經驗而充實心靈，更因此感到快樂。但

Aristotélēs 與 Plato 的「經驗」說，想法不太一致。不同於 Plato 所認為經驗不具連結的

想法，Aristotélēs 說明「經驗」能適時修正，根據過去與現在情況，適切改造並努力達

到理想，在經驗時間軸上強調連結的效用（黃光雄，1998）。進一步，Aristotélēs 提出經

驗富有感知（sense-perception）層次之看法，他認為人們之所以持續不斷地累積自我經

驗是因為感知的啟發，促使人們可以達成自己想要的目標，無論每個人目標差異為何，

達到目標將會獲得真正的快樂（the highest good）。因此，有感知的人會從生活與環境深

思體會，由內在感受或感覺的觸動，進而體悟及內化，開發一個強而有力的人生方向，

以豐富自我的經驗（林永喜，1985；Bernstein，1966）。 

由上可知，古希臘先哲從 Plato 到 Aristotélēs 之「經驗」觀點，是從外在進入內在，

由技術實踐層面深入具有感知的能力與涵養，目的在於藉由深思體悟以自我實現，獲得

人生幸福與快樂之泉源。 

 

2. John Locke 

最為著名的近代發展經驗論，首要提及英國經驗主義（British Empiricism），堪稱為

英國哲學的主幹（黃光雄，1998）。其中，以三大教育哲學家為代表，分別是 Locke、

George Berkeley（1685-1707）與 David Hume（1711-1734），三人共同的哲學主張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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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知識來自於經驗」，而經驗之構成有兩個要素，其一為感覺（sensation），其二為反省

（internal sense），經驗則是由個人感覺與反省不斷組織與交互作用而成（林玉体，

2005）。 

三人之中，Locke 的經驗哲學主張影響了 Dewey，他認為人心最初如同一張白紙一

樣，純真且無物，經由感官經驗將一切事物烙印在心裡。Locke 進一步提出兩種獲得經

驗的管道，一是感覺（sensation），感覺可製造人們的外在經驗（external experience），

並獲得各種感覺素材；二是內在熟思（inner inflection），此為藉由記憶、思考與反省成

為內在的經驗，並認為反省思考可瞭解自我心靈的運作過程（吳佩陵，2007）。個人感

覺將外在經驗的刺激滲入心裡，內外在感官刺激的交互作用，構成人們的日常經驗（林

永喜，1985：50-53；林玉体，2005；姜文閔，1992）。 

Locke 的經驗論觀點較偏向知識與心理認知的探究，對於經驗的時間性僅提出過去

與現在的連結，認為過去經驗僅能影響到現在經驗。這方面，Dewey 則認為經驗具有指

向未來的功能，所以過去與現在經驗都有導向未來理想的連結效用（王怡婷，2007）。 

以上說明，雖然Dewey不全然接受Locke經驗觀點，但是Locke經驗論已啟發Dewey

對經驗有了新看法，將 Locke 主張經驗擁有外在與內在感官之概念，以及對過去經驗具

備久遠影響力之想法加以應用，並且強調經驗可藉由感覺與反省能力，從自身的日常生

活獲取而得。 

 

3.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882 年，Dewey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就讀研究所時，

修讀 Merris 教授之歐洲哲學課程，Merris 為 Hegel 學派大將之一，其個人信奉 Hegel 觀

念論學派，影響 Dewey 哲學思想。雖不久後 Dewey 從 Hegel 轉至 Darwin 學說，甚至自

稱為 Darwin 學派（陳津峰，2011），但在 Dewey 至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任教後，仍運

用 Hegel 觀念論的辯證思維，探討人與自然、主體與物質、自然與行為、經驗與自然等

議題，至 Dewey 晚年的著作中也看出 Hegel 思想的足跡，顯示 Dewey 一生哲學並未與

Hegel 脫離關係（溫明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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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gel 著名學說為《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其中，「發展」

（Entwickelung）概念強調「全體至部份的過程」，由完整到不完整的進行，說明全體與

部分的關係，以及發展具有相同、差異與互動的意義，此觀點被應用在 Dewey 經驗哲

學的連續性（continuity）與交互作用（interaction）之概念，也是支持 Dewey 經驗哲學

的骨架（陳峰津，2011）。另外，Hegel《精神現象學》的經驗觀強調個人觀點不能直接

構成經驗，需要認識個人的經驗主體，確認實然具有經驗，以及修正原本概念，以辯證

與演繹方式建立新觀念，才得以形成經驗（史偉民，2006）。在 Dewey 經驗哲學也強調

類似概念，提出真正的經驗是個人觀點與環境的不斷互動與調整而成，並非只有個人觀

點就能促成經驗。 

以上為歐洲哲學家所持之概念。然而，Dewey 身處美國實用主義盛行的年代，實用

主義由哲學家 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首創，當時的美國在社會與經濟皆處

於蓬勃發展時期，實用主義是當時文化背景下的產物，植基於英國經驗主義與 Darwin

進化論，甚至在古希臘哲學有相同觀點可循（高廣孚，1992）。 

Dewey 提倡實用主義，主張社會進步必須靠學習的進步來完成（林志穎，2005），

此理念源自 Darwin 與 James 給予他重要學術資糧，並為美國學術界帶來新思潮。以下

進行分述： 

 

1. Charles Darwin 

1859 年，Darwin 提出《物種起源》，致使美國學術思想產生重大變化，當時美國的

社會背景充斥著移民冒險精神與工商業自由競爭，Darwin 進化論被認為是最容易被接受

的學說，而後引起民主與科學思潮（徐南號，1983：12-13）。Dewey 出生於 1859 年，

恰好與 Darwin 發表學說同一年，其幼年學習受 Darwin 影響，尤其是進化論的生物演化

說，讓 Dewey 開始探究生物演進的脈絡。 

Darwin 於《物種起源》加入個人對演化的睿見，且擴充遺傳學的知識，使用進化

（Evolution）詮釋生物演進與生長，認為生物為了適應環境，必須尋找更好的生存機會

（Stix，2009）。其中，生物與環境依存的關係，Dewey 應用至人與生活環境的思考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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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津峰，2011）。另外，在 Dewey 經驗哲學中提及許多生物演進之論點，如：生活是

經驗持續不斷的重組和改造，而經驗又是有機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並強調有機體、

生物、環境、成長、適應及效用等概念，從中看出 Dewey 將 Darwin 進化論內涵，套用

在經驗哲學觀點之中（姜文閔，1992；徐南號，1983：13；陳津峰，2011：39-40）。 

 

2. William James 

美國心理學家 James 於 1890 年發表《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一書，被視為心理學的經典著作，公認是美國實用學派興起的里程碑。James 將 Darwin

進化論觀點映入當時美國的文化背景之下，認為人類的生命與心理會不斷成長，並非永

恆不變，此觀點即進化論機能主義的心理學基礎。 

James 的《心理學原理》提倡意識流理論，認為人們的意識非靜止的，是因人因時

因地不斷流動，稱為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如果將流動意識以切斷分析，勢

必會扭曲意識的本質。同時，意識流可能成為經驗的一部分，經驗包括所有一切個人的

全部事物，即個人就是一個整體經驗（高廣孚，1992）。以上觀點，使 Dewey 在經驗論

中談及個人與經驗之間的關係，將實用主義觀念應用至學術領域與社會研究層次並加以

探討。 

綜合上述可知，Dewey 的經驗哲學涵蓋 Aristotélēs、Locke、Hegel、Darwin 及 James

學理之精神與內涵，他並非推翻任何一種學說，而是視美國當時社會與教育之需求，及

對傳統哲學的反動提出新觀點，以此為發展自身哲學的一條康莊大道。以下歸納上述討

論所啟發 Dewey 的思考面向之觀點： 

1.「經驗」是深思體悟以自我實現，並由外在與內在相互作用。 

2. 外在刺激與內在感官感受之互動的橋樑為個人的反省思考。 

3.「經驗」的本質有兩種要素，一是連續性，二是交互作用。 

4.「經驗」不只是個人活動而形成，環境亦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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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ewey 經驗論意涵 

Dewey 因傳統哲學與時代背景文化之影響，結合其中之精華，發展個人學說理念，

出發點雖然是反對傳統哲學，但並非全盤否定，而是基於傳統哲學之上，提出創新想法

與思維（徐宗林、周愚文，1997）。本段探究 Dewey 如何賦予經驗論嶄新意涵，分別從

經驗論之相關著作，以及經驗之意涵與構成因素，以及判斷原則與價值闡述之。其中，

經驗論以 Dewey 晚年著作為主，提出主要之內涵，並以其他學者論述輔證，最後統整

Dewey 經驗論之觀點。 

 

1.經驗之意涵與構成因素 

Dewey 一生哲學以經驗貫穿其思想脈絡，但是他的經驗論是在晚年才浮出檯面。

1906 年發表《經驗與唯心論》（Experience and Objective Idealism）論文，首度提及經驗

論觀點，將經驗概念完整描述，當時，Dewey 已 48 歲，顯然 Dewey 發表論文時，其學

術生涯已累積不少哲學理論，經驗論則是奠基於他所學的哲學理論之上。接續 1906 年

《經驗與唯心論》，Dewey 在 1925 年出版《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是第

一本談及經驗論之著作。第一章即開宗明義說明他將自己畢生哲學稱為「經驗自然主義」

（Experiential naturalism），或稱「自然經驗主義」（Naturalistic empiricism），此書旨在說

明經驗、自然與藝術三者為共同體，相互影響，亦互相填補彼此之間的特性（Dewey，

1929）。其中，1910 年出版《我們如何思考》，以及 1916 年《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甚至到 1934 年出版《藝術即經驗》（Art as experience）之中，皆含有經

驗論的篇章，探討經驗在人與環境中的影響情形。 

Dewey 在 1916 年《民主與教育》一書中，定義經驗為有機體（organism）與環境

（environment）之間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於 1938 年《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說明有機體與環境的關係包含直接與間接交互影響。其中，經驗本身具有

可變動（change）與嘗試（trying）的性質，就因為經驗涵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才擁

有許多嘗試機會與空間，加上有機體或環境的抑阻、推進與平衡，或有機體為了適應

（adaptation）環境以求生存，經驗會處於不斷轉變或改變的狀態，進而造成變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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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ey，1916 & 1938）。另外，在變動情形之下，有機體能運用主動特質以發展經驗，

並調整所處之環境，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吳木崑，2009）。由此可見，Dewey 給予經驗

一詞非常宏觀的解釋，將經驗詮釋的範圍增廣，運用生物學概念給予全新意涵，最後，

簡述經驗之定義，即是人們與環境之間互動的結果（Dewey，1916 & 1938）。 

Dewey 以有機體詮釋一切生物，其概念來自生物學，畢竟在人們生存環境之中，並

非只有人類一種生物。當然，人類也包含在有機體的一部分，一併涵蓋影響個人經驗之

其他生物，Dewey 都將它稱作有機體。Dewey 認為環境與有機體有所互動，所以環境的

意義不只侷限於外在周遭事物，而是廣泛地涵蓋自然、社會、文化、心理等條件所影響

的活動與行為（引自李常井，1985）。 

將上述經驗互動加以分析，即是有機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此作用是指做（do）與

承受（suffering）或經歷（undergo）不斷地組織而產生的變化過程（李常井，1985；林

寶山，2013）。Dewey 進一步提出交互作用具有教育功能，可增強學習動力，因為做與

受的關係，學習的吸收力將更加迅速（Dewey，1934 & 1938）。交互作用是有機體一切

經驗來源，因為有機體於環境中有所行動，環境也會對此行動有所回應，是雙向的持續

互動，並且需要累積才能豐富經驗，所以持續與累績是經驗交互作用的兩大構成要素。

同時，交互作用涵蓋有機體或人類（human being）全部的文化活動，因為互動的產生造

就經驗的持續與累積，促使人類文化的形成（吳木崑，2009；徐宗林，1985）。 

另一方面，Dewey 提出經驗包含「主動」與「被動」兩個要素，以「主動」層面來

說，經驗是一種嘗試（trying）的結果；就「被動」而言，經驗是經歷（undergoing）的

過程。人們主動經驗事物，必承受事物的結果，而事物也會反過來給予迴響，「主動」

與「被動」兩要素結合在一起，即經驗的做與受產生互動，個人的生活經驗充滿著做與

受，Dewey 提出唯有反省思考能使個人深思做與受的存在（Dewey，1916：114；林寶

山，2013：159）。 

Dewey 在 1934 年《藝術即經驗》中提出形成經驗之觀點，即並非全部有機體與環

境條件都能構成一個經驗（an experience）。舉例說明，一個不小心觸碰火源的小孩，這

個觸碰火源的動作並不能構成一個經驗，而是當這名小孩進一步將觸碰火源聯想到燒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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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的人時，才真正構成一個經驗。因為經驗具有個人內在情感之因素，與外在情境相互

結合，並且經驗是一個整體，帶有獲取（take up）功能，能將過去與現在經驗連結，甚

至應用過去與現在經驗，啟發未來經驗（Dewey，1934）。 

綜合上述所知，經驗是有機體與環境交互作用之結果，具有可變動與嘗試的性質，

以及持續與累積的兩種要素，推動有機體不斷組織經驗。其中，經驗的構成還需要個人

內在情感與外在情境之結合，可以連結過去、現在與未來經驗。因為以上的經驗特質，

造成有機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故經驗因此產生。 

 

2.經驗之判斷原則與價值 

Dewey 認為個人經驗與教育所產生的連結能夠釐清全部不明確事件，提出教育的一

切來自於經驗，個人成長過程會附帶教育功能。當個人成長遇上阻礙時，會有負向的教

育作用；反之，則帶來正向且豐富的教育作用，所以，非全部經驗皆具有真正的教育性

質，不能將經驗直接與教育劃上等號（Dewey，1938：25-27）。Dewey 進一步指出經驗

與教育的關係，認為教育是「在經驗中」與「為了經驗」的發展過程，意指教育目的在

開發每個人的經驗價值，無論是經驗之中，或僅是因為經驗而有所影響，教育與經驗皆

離不開關係（Dewey，1938：33-34）。單文經（2015）說明人類的生長與成長，從始至

終都與教育相互聯結著。既然經驗具有教育作用，勢必需要一個判斷原則，區分有教育

性質的經驗與非教育性質的經驗，突顯經驗的教育意義。 

經驗判斷原則有兩項，一是連續性原則，二是交互作用原則。經驗的連續性原則，

意味著每一段經驗從過去事物獲取值得持續的部分，同時進行調整以符合想要的未來目

標（Dewey，1938）。如同上段說明，經驗擁有變動性，它並非靜止不動的，也不是單

一的，而是一個大整體。它能串聯過去、現在與未來經驗，同時帶領有機體前往更好的

方向前進，建立有意義的經驗。個人成長包含身體的成長與智慧及道德的成長，成長過

程即證明經驗的連續性（Dewey，1938），故經驗的連續不只在於建立意義性，還具有

個人內外在條件的成長，延展與提高生命價值。第二個原則，經驗的交互作用，指經驗

的每一種交互作用都具有教育性及影響力，諸如主觀與客觀、主動與被動、外在與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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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環境條件，皆能製造一個情境使有機體吸收及獲取可發展之觀點。Dewey 甚至將任何

經驗都視為環境條件的交互作用（Dewey，1938）。由此來看，經驗的兩項原則實際上

是密不可分，Dewey 將此關係詮釋為經驗的「經」與「緯」（longitudinal and lateral aspects 

of experience），並視為衡量經驗是否具有教育價值之標準（吳木崑，2009：40-41）。 

再談教育價值的定位，經驗的教育性質在於它能夠導向未來目標，或為了未來需要

作準備與努力，這即是連續性原則的教育意涵；另外，經驗能夠獲取過去與現在經驗可

應用的觀點或意義，即交互作用原則的教育特質，Dewey 指出此兩項原則是形成未來經

驗的所需教材，更是人生更美好的滋養（Dewey，1938）。由此可見，經驗的價值所在

即具有教育意義，而 Dewey 在《我們如何思考》中，說明反省思考為經驗連續性與交

互作用之中，應具備之較好的思考能力（Dewey，1910）。 

 

二、反省思考內涵與架構 

經驗是有機體在環境中嘗試與經歷的結果，因此，Dewey 提出「做中學」的教育主

張，認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嘗試與經歷非常重要，在不斷「做」的情形下，「學」

必然伴隨之。經驗提供有機體積極嘗試的機會，也讓有機體消極地經歷任何事物，兩者

皆視為行動的一種，一旦行動必定有其結果，行動與結果等同於做與受，意指交互作用。

其中，交互作用的行動與結果該如何連結，以及「做中學」如何展現，關鍵在於「反省

思考」的進行（林秀珍，2007）。以下就反省思考的定義、與經驗之關係、重要性等方

面作詳細說明： 

 

（一）反省思考意涵 

Dewey（1910）定義反省思考是一個主動持續且謹慎思考，為知識假設、行動及解

決的過程；林逢祺（2003）將反省思考定義為個人心中產生困惑，決心面對疑難或轉變，

經由深思熟慮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過程及結果；Sugerman、Doherty、Garvey 與 Gass

（2000）指出反省思考是個體分析、思考與評價自己的經驗，從中獲得更深刻的意義；

吳佩陵（2007）界定反省思考是經由個人深入認識問題與既有知識，獲得更多的覺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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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並藉此重新建構、整合及調整自己的認知與行為，以增進學習意義與思考力。楊

國賜（1988）指出反省思考是一種解除疑惑的行動，可作為科學知識的一種模式與程序，

也就是說，反省思考進行解決問題之過程，藉著形成假設、演繹結果、證明結果，且修

正或假設以得到結論。 

反省思考是針對某個疑惑進行不斷反覆的深思（Dewey，1910），也是個人心中產

生疑惑，決心面對疑難，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過程及結果（林逢祺，2003：4）。反省

思考能夠引導個人的行動，並提供明確的目的與方向，使行動具有深思熟慮與自覺的特

性，能順利導向目的而執行，所以反省思考具有目的性與方向性。 

綜上所述，反省思考具備經驗、思考、行動與解決的特質，使個體得以從理論與實

務層面有所收穫，故而研究者定義反省思考為為個人運用省察與理解能力，藉由過去經

驗與既有知識以審慎思考及解決問題之過程。 

 

（二）反省思考與經驗之關係 

Dewey 於 1916 年《民主主義與教育》闡述經驗與反省思考的關係，正是反省思考

價值所在。經驗因為反省思考而調整方向，在於經驗是由個人的行動組成，因為行動產

生結果。反省思考與行動是相互連結的，所以個體的行動與結果之間，反省思考是最佳

的橋樑，並使行動與結果持續運作下去。 

Dewey（1910）曾說具有特色的思考型態就是反省思考，因為反省思考在經驗中會

產生自我覺察、探索、推理、假設及評估，並連結過去與現在經驗中的種種觀點，其目

的是為了解決問題或疑惑帶來的衝突，引導出一個明確的方向，人們對於未來的生涯發

展將更有信心。 

反省思考不僅讓人們瞭解自己的經驗與經驗之間的關係，更加深一層明白關係中的

內涵，體察兩者間的關鍵所在。當個人尋求、選擇或決定行為時，或面對任何疑惑與問

題時，無論時間點在過去、現在或未來，個人接受內外在的刺激而有反省思考的開始，

做出深思、判斷、抉擇等動作，對未知的情境提出預想及假設，規劃實際行動以達成目

標。由上可知，反省思考在經驗中進行的順序為發現問題、觀察情境、審慎思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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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假設、以實際行動驗證假設，最後獲得反省思考的成果（Dewey，1916）。 

Costa 與 Kallick（2000）認為個體能從經驗中獲得個人的獨到見解，故而提出個體

在經驗學習時所運行的反省思考，應具有下列心理過程： 

(1)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和觸覺，描繪認知與情緒所發出的訊息； 

(2) 與先前的學習經驗產生連結； 

(3) 比較預期結果與已完成之結果，兩者之間的落差； 

(4) 尋找影響因素與效用之間的關係； 

(5) 透過分析、綜合與評估以處理訊息，並採取行動； 

(6) 指引反省思考過程中的內在對話，並完整地呈現。 

再進一步說明，反省思考的價值在於讓經驗不斷地累積，使之豐富，能夠提高個體

的智慧，幫助個體運用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加以利用而達到目的。個體獲得之反省思考

成果亦反映其興趣與喜好，不過，最有意義的價值在於經驗具有教育性質，個體因為進

行反省思考，不斷鼓勵自己的心智，與增強自己的能力，故反省思考強調統整與善用的

概念，並增強經驗之間的「連結」，是個體生命增長的一大利器。 

由上可知，「連結」即是反省思考價值所在，因反省思考將經驗不斷地累積與豐富，

增進個體自我成長，也使個體信心與能力增強。 

 

（四）反省思考之重要性 

反省思考目的在於個體藉由經驗的豐富與累績，能夠自我成長（self-development）、

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以及將個人思想解放與增強（Dewey，1938；Moon，2004），

自我成長與自我覺察會促使個體改善、調整不足與不理想之處，Moon（2004）將反省

思考目的加以整理，共有八項目的，呈現如下： 

(1) 反省思考促進學習並獲得學習素材 

反省思考是最接近學習的一種感知，包含學習中所獲得的物質與感受； 

(2) 反省思考促進學習的實踐與轉化 

反省思考是一種內在學習表現，反應個體過去經驗中學習的意義，藉由反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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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轉變意義價值，改變學習型態； 

(3) 反省思考增強學習過程中的反省 

反省思考讓個體的學習過程獲得學習的快樂，進而更加認識與肯定自我； 

(4) 反省思考能夠建立在理論之上並產生意義 

反省思考的進行過程是建立在理論之上，且在不同學習階段，發展更深層的意

義； 

(5) 反省思考促使個體自我成長 

反省思考使個體內外在更加成長與提升，個體學習的吸收力也會增加； 

(6) 反省思考能解決個體不確定之問題與疑惑 

反省思考能處理個體所擁有的問題與疑惑，由個體內在學習過程發展解決問題

的方法； 

(7) 反省思考促使個體的思考力增強與釋放 

反省思考使個體增強思考力，並經由思考激盪出新觀點與想法； 

(8) 反省思考可延伸至其他不預期的結果 

反省思考使個體不斷深思熟慮，延伸發展不同的可能性。 

學習便是產生反省思考的過程之一。學習者並非能夠時時反省思考，或是主動反省

思考，不具自發性的學習者並不能自然地反省思考，所以需要擁有良好的學習，及培養

時常反省思考的習慣（賈馥茗，1992）。Rodgers（2002）說明反省思考對於學習者深具

意義性，學習者能因反省思考加深經驗關係的理解，擴及個人、多人到社會的連結，並

提出每個人都是反省思考的學習者，能影響學習者之間的互動。 

Dewey 認為過往的教育忽略學習者的思考方式、興趣與需要，加上學科的人為區分

造成教育與生活的分離。因此，Dewey 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之改造」、「一

切真正的教育來自於經驗」等理念，強調學習必須以學習者為中心，內容必須是切合學

習者的生活經驗（白亦方、楊雅惠，2003）。並且，Dewey 曾說過，任何學習者皆具有

反省思考的能力，他也認為學習者需透過反省思考的過程，才能將原本未經反省的經驗

轉化為更深一層的反省經驗（吳木崑，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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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反省思考的意義在於加深對學習的理解，瞭解自身學習目的並能完成理想。

國外學者 Scharle 與 Szabo（2009）指出有三項特點是學習者需要發展的特質，分別是提

昇自覺、改變態度，及轉換角色，目的是從中瞭解學習內容之差異，並增強學習者的責

任態度。Bard（2014）說明反省思考能提升自覺，加深學習品質，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

甚至認為反省思考將帶來學習上真正的快樂。故反省思考讓學習者外在能力增強，也提

升學習內涵，促進學習興趣與喜好程度。 

吳木崑（2009）說明生活化與活動化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與反省思考，但必須緊扣住教學目標來進行才可，而依據 Dewey 的經驗學習理論，

設計課程與安排教學情境時，必須同時兼顧「實作中有思考」與「思考中有實作」之原

則；故而學校的課程設計和教師的教學，應著重在引發學生思考的情境，並注重思考與

實作連結之重要。Norton 認為反省思考是一種原則的探索，對教育實務中動機、方法、

教材內容、結果的探究，並檢視各種有利於學生學習的情境和態度（徐綺穗，2011）；

Schon 說明反省是由感官所引發，由學生對整體學習情境的認識與瞭解，或探索後得以

產生新的學習意義（Taggart and Wilson，1998：18）。 

進一步，吳木崑（2009）提出學習者在學習情境裡「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即是一種反省思考，透過主動地反省思考來領會學習概念之間的關連，學習便得以水到

渠成。Dewey 認為反省思考在實作中的運用，可藉由各類學習活動引發學習者主動探索

與反省思考，使其面對新的學習課程與環境時，能隨時重組舊的學習經驗（許佳琪，2011）。

於課程中，學生對於學習內容進行個人自我省察，深思熟慮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過程

及結果；個人從中更深入認識問題與既有知識，獲得更多的覺察與理解，並藉此重新建

構、整合及調整自己的認知與行為，以增進學習意義與思考力。 

承如上述，反省思考的重要性在於個體從反省思考之過程中獲得學習意義、增強思

考力、認識與肯定自我、自我成長，以及獲得其他結果，對於學習過程有助於個人到多

人的轉變，兼具內在涵養與外在能力的提升，以及涵蓋理論與實務之結合。並且，學習

者在個人學習歷程中，欲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果，須具備的能力之一即是反省思考，透過

多項反省思考方法亦能增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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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省思考相關理論 

反省思考理論源自於 Dewey，他的經驗論與反省思考哲思影響深遠，許多後輩學者

開始在教育理論上探討學習經驗中的反省思考（Sugerman，2000）。然而，後輩學者認

同 Dewey 的反省思考學說，但對於反省思考程序各自有不同的視角，並且以其反省思

考程序為基礎，加以補充、調整與修正，以期符合現代社會、科學、文化與教育之趨勢，

以下羅列此六位學者提出的反省思考進行模式： 

 

 （一）Donald Schön 

Schön（1983）的博士論文〈實踐決策過程中的理性〉（Rationality in the Practical 

Decision-Process）是一篇研究 Dewey 哲學的論著，受其經驗學習理論影響，認同 Dewey

「做中學」的觀點，認為學習應該從實踐獲得，並且在實踐中需反省思考建立新觀點，

以回應個人實踐的情境，此具有反省思考的實踐稱為「反省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

（Schön，1983）。 

Schön（1983）定義反省實踐是專業工作所需的自省能力，由個人內在觀點建立，

反省實踐可分為兩種型態，一是行動前反省（reflection-on-action），二是行動中反省

（reflection-in-action）（引自吳佩陵，2007），促使行動後反省之養成。提出反省實踐之

目的是為了人們在學習和實踐中，可以不斷地改進工作品質，並提出反省是為了改善未

來的所有實踐行為，而實踐的目的在於能終身學習，讓人們持續從學習中成長（Finlay，

2008）。 

Schön 認為實踐者在情境中反應「行動中反省」之前，事實上均含有「行動前知識」

（reflection-in-knowledge）之成分，亦即它是潛隱的、無須深思熟慮的，在累積適當的

因應經驗，個人在行動中意識到行動結果是非預期或困惑時，實踐者就會進行「行動中

反省」，大力闡揚實踐者需要此反省思考能力。當進行「行動中反省」時，實踐者可以

將行動的理論表現出來，針對自我的理論、實踐及情境中的互動關係，加以檢討與批判，

增加對情境更加理解，而後根據自己的想法產生新的行動策略（郭木山、陳慧芬，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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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圖 2-1-1。 

 

 

 

 

圖 2-1-1 Schön 反省實踐圖 

參考資源：翻譯自 Bengtson, E., Airola, D., Peer, D., & Davis. D.(2012).Using Peer Learning 

Support Networks and Reflective Practice: The Arkansas Leadership Academy Master 

Principal Progr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Preparation, 7(3), 1-17. 

 

 （二）Jack Mezirow 

Mezirow（1978）認為反省思考是一種批判式地評量個人所努力的內容、過程或假

設，強調學習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形式，同樣的觀點源自於 Dewey 主張假說演繹法的解

決問題脈絡，幫助個人在內容與問題的描述中得以反省，有時須以課程實踐，有時須檢

視個人做的決定，當個人試圖解決問題時，需要停下來思考，並從先前的經驗中，反省

及找出相同或不同素材，以確認與建立概念，再選擇合適的方法來傳達我們的觀點，最

後決定下一步如何解決問題。 

Mezirow（1978）亦指出反省思考就是個人經驗中的察覺能力，在察覺的過程中，

反省思考涉及個人對感知、思考、判斷、感覺與行動的評論，Mezirow 依據此概念將反

省思考分為三種，(1)內容反省（content reflection）：感知什麼、思考什麼、感覺什麼以

及行動什麼。(2)過程反省（Process reflection）：如何展現感知的功能、思考功能、感覺

功能、行動功能，以及在展現中評斷自己的效能。(3)假設反省（Premise reflection）：引

導個人明白理解力與判斷力之觀點，並且評估好與壞，此引導涉及感知、思考、判斷、

感覺與行動的察覺力，可說是一種理論式的反思，使個人瞭解為何而做的過程。 

Mezirow（1978）說明無反省思考行動（nonreflective action）是一種出自於個人的

習慣性動作，如同個人騎腳踏車，行動已經形成一種習慣，當個人正在做騎腳踏車的動

行動中知識 

1. 建構 

2. 先前的準備與練習 

成果 

1. 個人有意義的轉變 

2. 有組織性的規劃 

行動中反省 

1. 開始反省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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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意念可自由地發揮，說明此動作並不需要反省思考的運作便可執行。反省行動

（Reflective action）是一個從提出問題到實際行動並解決問題的過程，結合逆向反省思

考行動（retroactive action）與深思熟慮行動（thoughtful action），如圖 2-1-2。深思熟慮

行動需要高度的認知過程，引導個體分析、表現、討論與判斷。深思熟慮的行動有助於

將個人過去經驗中的資料提取以進行一系列的行動，並在理解後不畏困難的進入下一個

新的經驗，也是整合與解決個人問題的行動過程，整合過程中個體必須自我評量，此時

正是進行內容反省的時刻；或者，在個體行動有所阻礙時，反省思考會產生追溯功能，

評量過程反省與假設反省。逆向反省思考行動則是在深思熟慮行動之過程中，增強理解

力與判斷力。個體的學習是依賴反省思考以回溯過去的所學，而反省思考的結果會使個

體增強自信心，更勇於挑戰，對於個人也學習新層面的知識。 

 

 

 

 

 

 

 

 

 

 

 

 

 

 

 

 

逆向反省思考行動 

假設 

內容 過程 

深思熟慮的行動 

內容 過程 

有意義的觀點 

解釋 

（提出問題） 

審視 

提出建設性的分析 

具想像的洞察力 

詮釋 

記憶 

行動 

有意義的構想 

反省思考學習 轉變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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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Mezirow 反省行動圖 

資料來源：翻譯自 Mezirow, J. (1991). A transformation theory of adult learning.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三）David Kolb 

Kolb（1984）總結 Dewey、Kurt Lewin（1890-1947）與 Jean Piaget（1896-1980）經

驗學習理論基礎，提出自己的經驗學習理論（Experiential learning）。他認為經驗學習過

程由四個學習階段組成一個循環結構，稱為「經驗學習圈」（Experiential learning circle），

包含具體經驗、反省與觀察、形成結論，以及主動實踐（Kolb，1984），因為個人在經

驗中擁有反省思考的能力而學習，故而累積個體學習經驗，故反省思考在個體學習過程

中是不可或缺的關鍵能力。詳見圖 2-1-3。 

Kolb（1984）認為任何學習過程都應遵循「學習圈」。學習的起點或知識的獲取首

先來自經驗，這種經驗即人們通過做某種事物獲得感知。有了經驗，學習的下一步驟便

是對已獲經驗進行反省思考，對經驗中知識碎片進行回憶、梳理、整合與分享，將有限

的經驗進行歸納與整理，讓個體在學習圈不斷循環而成長。 

 

 

 

 

 

 

 

 

 

圖 2-1-3 Kolb 經驗學習圈 

體驗：具體經驗 

反思內省：反省與觀察 

歸納：形成結論 

應用：主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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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翻譯自 Kolb, D.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四）Graham Gibbs 

Gibbs（1988）運用庫伯的學習圈發展之反省思考循環（reflective cycle），提出敘述

（description）、感覺（feelings）、評估（evaluation）、分析（analysis）、結論（conclusion）、

行動計畫（action plan）等六項步驟（Gibbs，1988）。首先，在敘述階段，個體詢問自

己發生何事，盡可能描述清楚，將細節部分敘述出來，初步探索自己，不需要任何結語；

第二，感覺階段，個體詢問自己在這段經驗之中，感覺與感受為何，這部分為敘述個人

對事物的感覺，而非表達自己的情緒；第三，評估階段，個體開始評估下一階段如何執

行，或哪些可執行；第四，分析階段，個體分析第三階段的各種可能，再仔細考慮與審

思，判斷最具有影響的要素，構成下一段經驗之可行性；第五，個體經由評估與分析後，

所得出之結論，在此階段，個體仍可再詢問一次自己，確認決心；第六，個體將提出改

變的計畫，使其進行順利。詳見圖 2-1-4。 

Gibbs（1988）認為反省思考循環能夠挑戰個人預先設定的假說，使之明確，進而

發展不同的或新的觀點與方法，以實踐個人想要的下一段經驗，而反省思考的目的在於

自我發展，不僅個體對自我的認知增強，心胸會更加開闊，個人視野也會增加。其中的

心中因素即是胸襟開闊，Gibbs（1988）認為個體具有較為寬廣的胸襟，能夠促成經驗

不斷累積，亦能使個體自己成長提升。 

 

 

 

 

 

 

 

敘述：發生什麼問題？ 

感覺：感覺是什麼？ 

評估：經驗中的好事與壞事？ 

分析：這個情境的意義是什麼？ 

總結：接下來可以做什麼？ 

行動：問題再次出現你會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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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Gibbs 反省思考循環圖 

資料來源：翻譯自 Park, J. Y. & Son J. B. (2011). Expression and Connec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flective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Public Writing Process into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Online Learning and Teaching, 7(1). Retrieved from http://jolt.merlot.org/vol7no1/ 

park_0311.htm 

 

 （五）Priest 與 Naismith 

Priest 與 Naismith（1994）發展一個「漏斗型」取向的問題解決方法，目的在達到

反省的學習，藉由「漏斗型」由寬至窄、由廣至深的原理，以六個思考項目進行反省思

考，並適用於團體諮詢（引自 Sugerman et al.，2000）。從個體擁有一個經驗後，先回顧

（review）過往的經驗，使個人描述及回溯以前的記憶，再回想（recall）與回憶（remember），

思考問題發生的片刻，找回過去經驗的歸屬感，並確實掌握反省思考的情境；下一步，

影響（affect）與作用（effect）是為了歸納導致問題的影響因素，聚焦引起問題的起因；

再者，總結（summation）強調個體需要開始新的學習，經由上一步的歸納，瞭解獲得

的成果，亦即 Dewey 主張經驗中值得再利用的價值與意義；最後，個體以此總結加以

應用（application），完成反省思考歷程，證實個體反省思考過程的決心（commitment），

而決心也代表個體在整個經驗轉變中反省思考的支持點，是支撐個體繼續反省思考的媒

介（Sugerman et al.，2000）。詳見圖 2-1-5。 

 

 

 

 

 

 

 

 

回顧 

回想與回憶 

影響與作用 

總結 

應用 

決心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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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漏斗型」團體反省思考圖 

資料來源：翻譯自 Priest, S. & Gass, M. A. (1997). Effective leadership in adventure planning.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六）Montie、York-Barr、Kronberg、Stevenson、Vallejo 與 Lunders 

  Montie、York-Barr、Kronberg、Stevenson、Vallejo 與 Lunders 等人（1998）認為反

省思考可引導個體產生新的想法或加深理解力，並在反省思考過程中，察覺力與理解力

是運作思考持續轉變的因素。Montie 等人將反省思考進行過程定義為一段持續且有層次

推進的實踐，也可稱作反省實踐（Montie et al.，1998；Schön，1983）。反省思考進行過

程有五個步驟：第一，個體需要開放的視角（open perspective）；第二，停下來慎思

（deliberate pause）；第三，檢視原有的信念、目標與作為（examination of beliefs, goals, and 

practices）；第四，個體需要進行理解（understanding），明白前三步驟的思考情形，並得

到理解後的結論；第五，進行改善的行動（ations that improve the lives），最後達成目標

及完成反省實踐。下圖以 Montie 等人的反省思考進行過程繪製而成，詳見圖 2-1-6。 

 

 

 

 

 

 

 

 

圖 2-1-6 反省實踐架構圖 

參考資料：翻譯自 Montie, J., York-Barr, J., Kronberg, R., Stevenson, J., Vallejo, B. & 

Lunders, C. (1998). Reflective practice: Creating capacities for school improvement, p.11. 

Minneapolis: Institute on Community Integr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開放的視角 

停下來慎思 

檢視原有的信念、目標與作為 

理解 

改善的行動 

反省實踐 

 



34 

 

四、反省思考之相關研究 

根據「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資源整合查詢

系統」蒐集反省思考之相關文獻，中文以反省思考、反思、省思等詞彙作為關鍵字，外

文以 reflective thinking等詞彙作為關鍵字，並選取以課程為研究主題之文獻，及設定2000

至 2015 年之文獻，有中文 8 篇，外文 11 篇，總計 19 篇。反省思考之相關研究統整為

表 2-1-1，茲呈現如下： 

 

表 2-1-1 

國內外反省思考相關研究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資料蒐集方法 研究對象 

鄭雅文 2001 網路化反省思考學習歷

程檔案的設計與應用 

實驗研究

法 

自編問卷 大學生 

周文君 2001 「多元智能統整-合作-反

省思考」寫作教學對國小

學童寫作態度與寫作表

之影響 

準實驗研

究 

訪談、錄影、紀

錄單、回饋表 

國小生 

李啟讓 2001 高二學生對氣體性質概

念改變的反省思考之研

究 

調查研究

法 

晤談 高中生 

謝甫佩 

洪振方 

2003 運用反思的學習策略促

進電磁概念學習遷移之

研究 

準實驗研

究 

日誌、晤談 國小生 

鄭國志 2005 提供反思機制於網路學

習歷程檔案中對學習行

為影響之研究 

實驗研究 日誌 國小生 

賴怡如 2007 工業設計系學生的學習

風格與自我反思能力之

關係 

質量並重 問卷、訪談 大學生 

張貴琳 2010 讀寫檔案省思評量活動

對提升國小學生讀寫省

思能力及讀寫能力之成

效 

實驗研究 閱讀日記自評

表、記敘文寫作

自評表、學習單 

國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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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資料蒐集方法 研究對象 

周裕欽 2010 反省探究學習模式之建

立及其應用 

實驗研究 心理賦權量

表、日誌 

國小生 

Kember et 

al. 

2000 Development of a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Reflective 

Thinking. 

調查研究 反省思考量表 大學生 

Sobral 2001 Medical students' 

reflection in learning in 

relation to approaches to 

stud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調查研究 反省學習量表 大學生 

Koszalka et 

al.  

2002 Examining Learning 

Environm ental Design 

Issues for 

PromptingReflective 

Thinking in 

Web-Enhanced PBL 

調查研究 反省思考量表 國小

生、國中

生 

Grant、 

Franklin & 

Langford 

2002 The Self-Reflection and 

Insight Scale: A New 

Measure of Private 

Self-Consciousness. 

調查研究 自我反省與內

省量表 

碩士生 

Song, H. D., 

Grabowski, 

B., 

Koszalka, T. 

A., & W. L. 

Harkness 

2006 Patterns of 

instructional-design factors 

prompting reflective 

thinking in middle-school 

and college level 

problem-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s 

調查研究 反省思考量表 國中

生、高中

生 

Ying Xie & 

Priya 

Sharma 

2011 Exploring evidence of 

reflective thinking in 

student artifacts of 

blogging-mapping tool: a 

design-based research 

質性研究 觀察、部落格日

誌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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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資料蒐集方法 研究對象 

approach 

Hani A. 

Weshah 

2012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structional Program on 

Reflective Thinking 

Development 

實驗研究 反省思考測驗 高中生 

Schaaf, M. 

V., 

Baartman, 

L., Prins, F.,  

Oosterbaan 

A., & 

Schaap, H. 

2013 Feedback Dialogues That 

Stimulate Students’ 

Reflective Thinking 

準實驗研

究 

評量問卷、紙本

回饋單、晤談 

高中生 

Ying Xie & 

Priya 

Sharma 

2013 Examining students’ 

reflective thinking from 

keywords tagged to blogs: 

using map analysis as a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質性研究 觀察、部落格日

誌 

碩士生 

Ho, Y. M., 

& Manaf, L. 

A. 

2014 Assessing learning 

outcomes through students' 

reflective thinking 

質性研究 寫作 大學生 

Canniford, 

L. J., & 

Fox-Young, 

S. 

2015 Learning and assessing 

competence in reflective 

practice: Student 

evaluation of the relative 

value of aspects of an 

integrated, interactive 

reflective practice syllabus 

質性研究 部落格日誌、線

上回饋 

大學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承上所述，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之論文有 4 篇，中文 2 篇，外文 2 篇。以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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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文（2001）、賴怡如（2007）、Canniford 與 Fox-Young（2015）、Ho 與 Manaf（2014）、

Kember et al.（2000）以及 Sobral（2001）的研究探討之。 

  鄭雅文（2001）以反省思考為焦點的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web-based reflective 

portfolio）系統，探討學生在學習歷程檔案中，觀摩、評比及學習筆記等學習活動的自

我反思表現，以及這些反思活動對學習效果的影響。以臺灣師範大學選修資訊教育 80

位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有：（一）在網路化的學習歷程檔案系統中加入適當

的機制和活動，如學習日誌或自我/同儕評量活動，可以建立以反省思考為焦點的學習歷

程檔案。（二）學生在學習歷程檔案的環境，可以表現出中等程度的反省思考，但並未

表現出最高層次的反省思考。（三）有採用學習日誌或自我/同儕評量活動的實驗組，其

反省思考程度比未採用學習日誌或自我/同儕評量活動的控制組來得高，學習總成績也表

現較佳。 

  賴怡如（2007）利用 Kolb 學習風格量表及 Kember et al.所編制的反思量表以瞭解

工業設計系大學生學習風格與反思層次之關係，並以訪談法調查學生於設計教學結束後

其反思之方式。研究結果發現，工業設計系學生以反思層次以「批判反思」為主，而不

同學習風格學生在反思層次與作品的反思項目上呈現出異同之特徵。「調適型」學生屬

於反思層次以「理解」及「反思」中的內容與過程的反思為主；「分散型」屬於「批判

反思」及「反思」中的內容的反思為主；「聚斂型」屬於「反思」中的內容的反思為主；

「同化型」屬於「反思」中的內容的反思及內容與過程的反思為主。 

Canniford與Fox-Young（2015）使用「自我導向學習包」（self directed learning package）

瞭解澳洲國立大學修習護理課程的學生，並搭配 Tanner 臨床評判模型（Tanner's Clinical 

Judgement Model）及 Lasater 臨床判斷（Lasater's Clinical Judgement），利用多元的學習

策略可立即獲得學生的學習回饋，呈現反省思考情形。研究結果發現，超過 60%的學生

認為課程的學習目標相當清晰，並且能透過課程內容可以達成此目標；有 76.3%的學生

使用此系統時可體會到護士與自己角色的連結。 

Ho 與 Manaf（2014）使用反思寫作方式探討修習經營管理課程的大學生，瞭解其

修課學習成果之反省思考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的學習成果屬於低程度，大多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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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認為課程能給予他們未來職業生涯一個明確方向，甚至從課程中學習到團隊合作的重

要性，但是僅 12.5%的學生認為從課程中學習到反省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因而影響學

習成果較低。 

Kember et al.（2000）為得知大學生在課程學習中的反省思考程度情形，採用 Mezirow

（1977）的反思層次，參考許多反省日誌與學生訪談資料，建立一個可測量反省思考程

度的研究工具，稱為「反省思考量表」（Reflective thinking scale），分為習慣性動作、理

解、反省、批判性反省等向度，並以香港大學護理學院之碩士生與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蒐集 9 堂課程的反省思考量表資料，期盼以此量表加強學生在課程上有所反思。研究結

果發現，護理學院之碩士生與大學生反省思考程度之理解與反省向度較高，習慣性動作

與批判反省向度較低，Kember 認為批判反省向度必須在學生具備宏觀視野與較深層次

的信念，然而，對於學生是較為困難的，而護理學院之碩士生與大學生在課程與年級的

不同兩項，反省思考並無顯著差異。此外，量表也相當適合測試修習專業課程的學生，

亦可使用在不同學習領域的學生。 

Sobral（2001）為瞭解大學生對於學習方向、課程價值與學習成果的反省思考，設

計「反省學習量表」（The scale of reflective in learning）讓醫學系二年級學生受試，由此

量表證明學生在學習過程與結果之反省思考情形，以課程中的整體學習來測試學生反省

思考。研究結果發現醫學系學生若具有較高的自我效能，在反省學習量表的分數也會比

較高，同時也表示學生的自律能力較好，以及學生可以在學習過程中自我控制與調整。

此外，Sobral 發現學生在學習過程、進階學習與自我評量容易反省思考。 

 

五、Kember 與 Sobral 反省思考量表向度及相關研究 

 （一）反省思考量表向度 

1.習慣性動作（habitual action） 

以前所學習的知識，經由現在不斷地實作而產生的自動化或些微感知的想法，並認

為是理所當然的想法，當學生需要執行創作力相關作業或題材時，他們不用太多的思考

便可完成，這是因為不斷反覆出現的知識，已在學生腦中長久被記憶，成為個人的習慣。 

 



39 

 

 

2.理解（understanding） 

Kember 將它稱為「思慮後的行動」（thoughtful action），這行動需要運用過往所學

習的知識，但不進行任何評斷，因此學習中並無保留先前的學習意義與觀點，僅能描述

個體的認知過程。對於個體的認知學習，Bloom（引自 Kember et al.，2000）提出六種

認知技能的目標分類法（Bloom's Taxonomy），包括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

價，屬於 Mezirow 的「思慮後的行動」其中一類。 

 

3.反省（reflection） 

反省已經涉及解決問題中的批判性假設，反省的過程會使個體對於習以為常的事物

感到疑惑或提出問題，也是個體在理解後付諸行動，主動針對疑惑與問題進行深思熟慮

的思考，提出有意義的想法。 

 

4.批判反省（critical reflecction） 

批判反省是解決問題過程中的批判性假設，Mezirow 稱為「轉化學習」（transformative 

learning），困境是轉化學習的啟動機制，也是心智模式改變的起始點。在轉化學習的過

程中，個體會經歷某個事件或經驗，開始對本來已習以為常的基本假定或觀點抱持懷疑

態度，轉而提出批判性的評估，並逐漸地探索另外的可能性的解答，因此，個體經由批

判反省過程會產生新的作法。 

 

5.整體學習 

Sobral 指稱整體學習中個人會針對課程整體學習進行反省思考，間接影響個人的自

律能力，產生主動規劃、整合、連結、調整、省思與評估等動作。 

 

 （二）使用 Kember 及 Sobral 反省思考量表之相關研究 

Mahasneh（2013）研究在於檢視反省思考與學習型態之間的關係，以隨機取樣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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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hemite 大學男女都有的研究對象共有 476 位，研究結果指出在深層的學習型態與習

慣性動作及批判反省向度有高度顯著，表示對於熟習階段的學生們，有可能會產生無反

省思考情形或高度反省思考情形。 

Ko 與 Aung（2015）研究在調查五所大學共 400 位學生的反省思考，其中四間大學

屬於專業技能領域大學，一間則是普通大學，藉由 Kember et al.(2000)製作的反省思考

量表之四個向度來測驗，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反省思考程度高低順序為反省、批判反省、

習慣性動作、理解，而性別並沒有太大的顯著性差異，不過男生在反省思考程度上表現

較好，而在專業技能領域的學生則顯著高於非專業的學生。 

Khalid、Ahmad、Karim、Daud 與 Din（2015）研究在於檢視 35 位大學一年級學生

修習電腦教育的反思能力，在這堂課程中，他們必須使用學習檔案來反映自己的反省思

考情形，研究結果分析大部分學生皆為非反省狀態，這樣的發現代表課程設計需要一些

方法來調整，當反省並不是自發的，則需要一個可支持反省能力的環境、實際的操作與

團體討論，但需要謹慎引導。 

 

六、綜合討論 

反省思考為個人運用省察與理解能力，藉由經驗與知識以審慎思考及解決問題之過

程，其重要性在於個體從反省思考之過程中獲得學習意義及增強思考力，並兼具內在涵

養與外在能力的提升，以及涵蓋理論與實務之結合。從課程方面來看，吳木崑（2009）

提出課程設計必須同時兼顧「實作中有思考」與「思考中有實作」之原則，方可增加學

生的學習動機與反省思考。 

從反省思考相關理論可看出學者們的觀點皆源自個人內在的覺察、感覺、回想、深

思熟慮等心理層面，再到解決問題、行動、應用等行為層面，與 Dewey（1910）最初的

反省思考觀點相互呼應，也顯示無論學者們提出因應時代需求的新理論，皆需要「做」

與「學」的配合，個體的反省思考才得以提升。 

總結反省思考相關研究之發現，多以不同的學習策略或研究工具來探討，所獲得之

研究結果皆為正向，然而探究反省思考之工具種類繁多，研究者從相關研究選取適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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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系學生並兼具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研究工具。先從質性研究工具來看，日誌、晤談、自

評表、學習單是國內外文獻常使用的質性研究工具（李啟讓，2001；周文君，2001；周

裕欽，2010；張貴琳，2010；鄭國志，2005；鄭雅文，2001；謝甫佩、洪振方，2003；

Schaaf、Baartman、Prins、Oosterbaan 與 Schaap，2013；Weshah，2012；Xie 與 Sharma，

2011；Xie 與 Sharma，2013）。質性研究工具紀錄反省思考，能將個人反省思考的內容

與過程描述清楚，表達個人思考的獨特性，然而，若針對多族群的研究對象來看，質性

研究工具則不易觀察與描述。量化研究工具方面，Grant、Franklin 與 Langford（2002）、

Kember et al.（2000）、Koszalka et al.（2002）、Sobral（2001）、Song、Grabowski、Koszalka

與 Harkness（2006）等諸多外國學者以量表方式反映受試者反省思考程度，更指出量化

方式有助於呈現反省思考本質與結構，也可同時觀察多數學生之反省思考情形，其中，

Kember et al.（2000）與 Sobral（2001）兩位學者提出的反省思考量表有助於專業知識課

程之實測。 

從先前學者到近代學者所探討的反省思考意涵與相關理論，皆強調反省思考須從個

體的「做」與「學」相互結合，意即實務與理論之並用，因此，研究者依據此原則以

Kember et al.（2000）與 Sobral（2001）之量表作為研究工具，探究大學音樂系大一生「和

聲學」之反省思考情形，瞭解其反省思考之程度與差異情形，分別為「習慣性動作」、「理

解」、「反省」、「批判反省」及「整體學習」等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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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和聲學之內涵與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和聲學之內涵與相關研究，首先說明和聲學之內涵，其次探討和聲學

之重要性，再瞭解「和聲學」之課程設計，最後列舉國內和聲學相關研究。 

 

壹、和聲學之內涵 

和聲是許多音組合而成的音響，然而並非任何音都可隨意的組合。以人類聽覺容易

記憶的音響為先決條件，這些能夠被組合的音響則稱之為和弦，同時也是和聲的最小單

位（張邦彥，1973），而和弦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音程所組合而成（康謳，1979）。因

此和聲可定義為兩個以上同時發聲而構成的音響組合，其功能為在調性或非調性內具有

不同的穩定性，以及聲部與和聲之進行。和聲色彩是指各種和弦結構、和聲位置、織體

寫法與和聲進行等所產生的音響效果，是和聲表現作用的主要因素，無論在調性或非調

性中，都具有重要意義（桑桐，2002）。 

「和聲學」是一門研究和聲進行的專業學問，英文為 Theory of Harmony，德文為

Harmonielehre，法文為 Theorie Harmonique，義大利文為 Lezione Dellarmonia。和聲學

最早的文獻可追溯至 Zarlino Gioseffo（1517-1590）的《和聲課程》（Istitutioni Harmoniche），

而現今常用之「和聲學」是以 Jean Philippe Rameau（1683-1764）的著作《和聲概論》（Trait

é de l'harmonie）作為近代和聲學之基礎（中華百科全書，1983；羅世榮，1994）。「和

聲學」的研究範疇從和弦的結構、和弦的連接法則，至和弦在樂曲上的功能屬性皆是，

探究樂曲直向的組成部分，創造樂曲濃、淡、厚、薄的音樂風貌。 

 

貳、和聲學之重要性 

學習「和聲學」可增進學生對於音樂組織及和弦概念的提升，對聽辨與思考能力之

連結特別重要，強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羅世榮，1994）。康謳（1982）認為「和聲學」

是觀察及分析著名作曲家作品所得的系統理論，是學習音樂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音樂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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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和聲學的功能與應用，在聲部的組合、樂曲的組織架構、音樂表情的展現等方面

都有所影響，其在音樂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蕭而化（1980）認為「和聲學」對於

音樂走向有著重要的決定性，學習和聲學有助於明確理解音樂方向之進行。胡巧芬（1990）

說明「和聲學」為音樂學習者必備之基本知識，亦為各音樂科系中必設之入門課程，「和

聲學」影響學生的音樂發展與創作之導向，因此「和聲學」教學之目標、方法、內容，

必須審慎的規劃周詳。關於「和聲學」的學習重點，康謳（1982）更提出三項要點：1.

和弦構成的原理研究，及研究音程結合之關係；2.適當和弦的互相連接之探討；3.聲部

進行的穩妥性與音響效果之分析。由上可知，「和聲學」影響音樂的脈絡與方向，若能

深入探討「和聲學」之架構與概念，例如：和聲進行、聲部組織、音樂線條流動等概念，

在演奏、創作與分析樂曲上必定有所助益。 

 

 

參、和聲學之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指課程要素的選擇、組織與安排（黃光雄、蔡清田，1999），「和聲學」既

是音樂系課程中的一門必修學科，其課程設計應當詳盡規劃，而課程設計之要素繁多，

各學者所提出之觀點亦有所不同。吳木崑（2009）說明以課程目標為導向的課程設計，

將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反省思考；王文科（1992）指出課程設計須有課程目標，同時

教材、經驗、有計畫的學習機會亦是重要的課程要素；Norton 認為課程設計可從教育實

務中的目標、方法、教材內容、結果加以探究，皆能使學習者收穫更多（徐綺穗，2011）。

由此可見，課程目標為課程設計之核心，並影響教材、方法、學習經驗等課程要素。 

關於其他的課程相關要素，郭靜姿等人（2015）提出課程與教學之特性、品質、教

學資源、學生學習差異須要多加關注，特別在資優學生的學習，應瞭解課程是否具備適

當性；McKeachie 與 Svinicki（2006）亦指出課程目標、教科書、教學大綱、教學準備、

教學風格、學生活動和教學方法等七種要素；吳木崑（2009）說明學生的學習困難必須

作為課程設計之考量，以使學生達成課程預定之目標。從上述觀點，統整「課程目標」、

「學習教材」、「練習活動」與「學習評量」為課程設計必要之要素，並考量「和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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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和聲授課教師教學與引導，學生將面臨不同和聲試題之挑戰，故而「學習困難」及

「教師風格」皆是「和聲學」重要的課程要素，研究者再將「課程目標」、「學習教材」、

「練習活動」、「學習困難」、「教師風格」與「學習評量」精簡為「教學策略」、「學習教

材」、「學習概念」，並作為本研究探討「和聲學」之三項構面，以呈現「和聲學」課程

設計之特色。 

 

肆、相關研究 

研究者透過「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整理國內和聲學之相關學位論文，

截至 2016 年 8 月，共計 3 筆。 

 

表 2-2-1 

國內和聲學相關研究列表 

No. 研究者 年份 論文名稱 

01 胡巧芬 1990 常用和聲學教科書之比較研究 

02 羅世榮 1994 高級中學音樂班和聲課程實施現況之調查研究 

03 蘇郁嵐 2013 音樂教師對於國小和聲教學的認知與實踐 

 

胡巧芬（1990）認為「和聲學」對任何一位音樂學習者而言，有直接影響其音樂表

現、理解與欣賞等能力，故視「和聲學」為音樂學習者的基本素養之一。採用內容分析

法探討國內外音樂學系常使用的外文教科書，加以比較分析各書之異同與優缺點以供參

考。研究結果發現各個版本之和聲學教科書因為各音樂學者所憑藉之觀點不同，使各教

科書的和弦名稱、解釋及用法亦有所不同，經由比對分析，以康謳譯（1983）、繆天瑞

譯（1948）與 Piston（1978）三者之和聲學教科書內容最為清晰完整。 

羅世榮（1994）發現過半數高中音樂班教師認為奠定調性功能和聲基礎、學習音樂

理論、增進樂曲分析能力、增進演奏作品的詮釋與表達能力、探討音樂知識領域、增進

音樂欣賞能力、增進聽音能力等教學目標對於「和聲學」的學習有所助益。另外，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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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高中音樂班學生雖認為「和聲學」是音樂課程的重要項目之一，但亦認同學習「和聲

學」的過程受大學聯考影響很大。 

蘇郁嵐（2013）旨在了解臺南市國小音樂教師對於和聲教學價值的認知與實踐狀況，

使用問卷調查，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教師在和聲教學價值的認知與實踐狀況上的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臺南市國小音樂教師大多肯定和聲教學的價值，並著重於透過演唱與演

奏培養學生的和聲感，然而，純粹音程及和弦的認識與聽唱教學則較少實施。此外，對

和聲教學的認知與實際教學情形會因不同職務、年資及學校規模而有顯著差異。再者，

於國小和聲教學所遇到的困難中比例最高的項目為「學生缺乏學習興趣」與「學生音樂

學習能力不足」，並認為「和聲教學相關的有聲資料」、「操作性音樂軟體」以及「舉辦

與和聲相關的教學研習」是最需要支援的部分。 

 

肆、綜合討論 

「和聲學」的學習可增進學生對於音樂組織及和弦概念，聽辨與思考能力之連結特

別重要，更是觀察及分析著名作曲家之作品所得的系統理論，是學習音樂中不可或缺的

音樂理論。而「和聲學」在聲部的旋律進行、樂曲的組織架構，及音樂風格的塑造等方

面都有所影響，其對於音樂走向有著重要的決定性。 

以研究主題來看，胡巧芬（1990）以國內常用之中文和聲學教科書進行比較分析，

羅世榮（1994）與蘇郁嵐（2013）則是於高中及國小教學現場之音樂教師進行問卷調查，

瞭解「和聲學」之實施情形，其中，羅世榮（1994）發現多數高中音樂教師認為和聲學

能幫助演奏音樂作品的詮釋及表達能力，以及聽音能力，而蘇郁嵐（2013）則發現國小

學生在音樂課學習和聲有學習能力不足之情形，亦有缺乏學習興趣之傾向，以此兩篇研

究分析，雖然年代相差甚遠，但仍可得知學習和聲學的理論與實作層面須互相搭配，其

學習效果才能彰顯。另外，國內針對「和聲學」之相關研究鮮少，更無研究以音樂系學

生作為研究對象，此研究主題有待多加探討。 

由反省思考文獻來看，吳木崑（2009）提出課程設計須兼顧「實作中有思考」與「思

考中有實作」之原則，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反省思考。「和聲學」也是一門具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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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實務運作之課程，實作與思考於「和聲學」的學習相當重要，因此研究者以「教學

策略」、「學習教材」、「學習概念」等三項構面，統整歸納「和聲學」之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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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大學音樂系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相關研究 

 

本節旨在探討以大學音樂系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相關研究，透過「臺灣碩博士論文知

識加值系統」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以「大學音樂系學生」

與「音樂系學生」作為關鍵字，截至 2016 年 8 月，共計 27 筆。研究者整理大學音樂系

學生相關研究之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發現與個人背景變項，以瞭解國內大學音樂

系學生相關研究之發展情形，並整理相關研究中個人背景變項，作為本研究對象個人背

景變項之參考依據。如表 2-3-1。 

 

表 2-3-1 

大學音樂系學生之相關研究列表 

No. 研究者 年份 論文名稱 背景變項 

01 林靜芸 1987 音樂系學生可以參加校外演出嗎？ 無 

02 
陳怨 

林宗賢 
1997 音樂系學生彈奏傷害調查研究 

年齡、主修、彈奏樂器時

間、每日練習時數 

03 黃久玲 1998 音樂系學生聽力損失的調查研究 年齡、彈奏樂器年數 

04 

陳文玲 

王君仙 

劉培鈴 

程琡敏 

2001 
大專音樂系學生肩頸疼痛之形成－音樂系與非音

樂系女大學生之比較 

主修、生活型態 

05 陳惠卿 2001 音樂系學生聽閾與聽力保健之研究 性別、修習音樂年數 

06 黃琡珺 2005 音樂系學生之演奏焦慮 

性別、修習音樂的背景、

主修、現在年齡、開始學

習主修的年齡 

07 林良玉 2009 大學音樂系學生學習類型之調查研究 

性別、年級、主修組別、

就讀學校體系、音樂班就

讀背景 

08 陳又嘉 2009 大台北地區大學音樂系學生音樂偏好之研究 

主修樂器類別、樂器學習

時間、性別、家庭社經地

位 

09 蔡文豪 2009 
師院體系改制後之音樂系學生自我生涯發展與生

涯阻隔之研究 

性別、年級、主修、地區、

是否修習教育學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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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錦雯 2009 大學音樂系學生「音樂人」角色認同探討 無 

11 林昕儒 2010 音樂系師培生教育專業信念與任教意願之研究 

性別、年級、音樂班學習

經驗、地區、修習教程類

別 

12 林郁蕙 2010 
音樂系大學生人格特質、工作價值觀與生涯導向之

研究 

性別、年級、學校類型與

課外活動 

13 吳永怡 2010 
大學音樂才能優異學生家庭教養、音樂學習環境與

音樂成就之相關研究 

性別、家庭社經地位、過

去就讀情形 

14 陳若涵 2011 
大學音樂系學生生涯阻隔與內外控人格特質─以

臺北地區為例 

性別、年級、學校體系、

主修組別、有無修習學程 

15 楊于萱 2011 台灣地區大學音樂系學生鋼琴練習狀況之研究 
性別、年級、主修、高中

音樂班 

16 鄭筱軒 2011 
音樂系學生演奏傷害之調查研究及疼痛緩解策略

之成效探究 

性別、年級、演奏傷害罹

患經驗 

17 鍾佳容 2012 大學音樂系學生知識信念與自我調整學習之研究 
性別、主修樂器、家庭社

經地位背景 

18 吳雨瑤 2012 
北部大學音樂系學生之演奏焦慮及其因應策略探

討 

性別、教育程度、主修 

19 張祐甄 2012 
音樂學院學生表演焦慮舒緩策略與表演焦慮程度

之關係研究─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為例 

性別、父母職業、教育程

度、主修、父母支持度、

父母管教態度、表演成功

經驗、主修老師教學態度 

20 施如芳 2012 
我一定要當個音樂老師嗎？—三位師範院校音樂

系男性畢業生生涯抉擇之研究 

無 

21 張紅蘋 2012 音樂系學生音樂學習成長於學習經驗之觀點 
主修、學校類型、音樂班

就讀背景 

22 蘇貞菱 2013 
臺灣地區大學音樂系管樂主修學生練習與自我調

整學習情況之探究 

性別、年級、高中音樂班

背景 

23 黃雯雯 2014 
臺灣地區大學音樂系弦樂主修學生練習與自我調

整學習狀況之研究 

性別、年級、修習樂器 

24 李佳蓉 2014 
音樂系學生噪音型聽力損失與聽力保健調查研究:

以南部某大學為例 

性別、樂器類型 

25 傅文惠 2014 
檔案評量應用於大學音樂系雙簧管個別教學課之

個案研究 

無 

26 
劉士瑜 

施以諾 
2015 

臺灣音樂系學生與未受過正式音樂訓練之大學生

注意力之比較研究 

專業音樂訓練背景 

27 李青芸 2016 南部地區之大學音樂系學生職涯規劃研究 
性別、年級、主修類別、

音樂班就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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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壹、以大學音樂系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相關研究討論 

由於本研究欲探討音樂系大一生於「和聲學」之反省思考程度與差異情形，考量「和

聲學」屬於集體授課方式進行，故而與個別課相關之研究不列入討論。以下選取表 2-3-1

中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相關研究進行說明： 

林良玉（2009）探討音樂系學生學習類型的分布狀況與相關因素。採用問卷調查法，

參考 Kolb 學習類型理論，編製學習類型量表作為研究工具，並從性別、年級、主修組

別、就讀學校體系、以及音樂班就讀背景來檢視音樂系學生學習類型的分布狀況。研究

結果發現，性別會影響音樂系學生抽象概念與省思觀察構面，而男性比女性表現更為明

顯；並且，藝術專業體系的學生在學習類型表現屬於擴散型，喜歡觀察事物，且會蒐集

不同資訊，具有追求創新的性格。此外，主修成績與具體經驗、省思觀察與主動實驗的

分數有關，故主修成績越高，學習類型越偏向擴散型或適應型。 

陳又嘉（2009）針對臺北地區大學音樂系一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藉以了解音樂

系學生其主修樂器類別、樂器學習時間、性別、家庭社經地位背景變項等對音樂偏好之

影響。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研究結果發現：臺北地區大學音樂系一年級不同性別學生其

音樂偏好有顯著差異。主修類別方面，主修打擊樂學生對「爵士與藍調音樂」之偏好高

於其他主修樂器學生，主修聲樂學生對「流行音樂」之偏好高於其他主修樂器學生；主

修樂器為撥弦類、應用音樂組、傳統樂器類者，對「民謠音樂」之偏好高於其他主修樂

器學生。 

蔡文豪（2009）探討師院體系改制後之音樂系學生自我生涯發展與生涯阻隔之情形，

以問卷調查國內九所師院體系改制後之大三與大四音樂系學生自我生涯發展與生涯阻

隔的差異及相關情形，所涉及之背景變項有性別、年級、主修、地區、是否修習教育學

程。研究結果發現師院體系改制後之音樂系學生整體生涯發展與生涯阻隔皆趨於中等，

在不同性別、年級的師院體系改制後之音樂系學生在整體生涯發展上沒有顯著差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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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不同主修類別，以及是否修習教育學程的音樂系學生在生涯發展與生涯阻隔上皆有

顯著差異。 

李錦雯（2009）以質性研究探討大學音樂系學生對於「音樂人」角色之認同，並從

深度訪談蒐集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大學音樂系學生「音樂人」角色認同的因素有

人格特質、「音樂人」與音樂的關係、對理想「音樂人」的定義、對未來生涯的看法、

課程學習、課外活動、父母、老師、同儕及學習環境，並且大學音樂系學生若對上述因

素抱持正向看法，對自身「音樂人」角色較能感到認同。 

林郁蕙（2010）探討音樂系大學生人格特質、工作價值觀與生涯導向之現況、相關

與預測情形，並以性別、年級、學校類型與課外活動作為背景變項，探討音樂系大學生

生涯導向之差異情形。研究結果顯示音樂系大學生之人格特質、工作價值觀與生涯導向

呈現正向相關，其中，音樂系大學生的學習經驗中，不同的體驗將對未來的生涯選擇與

個人價值觀有所影響，學校課程與課外活動是影響滿大的因素。 

吳永怡（2010）旨在瞭解大學音樂才能優異學生家庭教養、音樂學習環境與音樂成

就之關係，並探討影響音樂成就之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在音樂學習環境

向度有顯著差異，且女生均優於男生，而不同社經地位在音樂學習環境向度亦達顯著差

異，且高社經均優於低社經與中社經；另外，家庭教養與音樂學習環境呈現高度相關。

再者，不同過去就讀情況在音樂學習環境向度之差異達顯著水準，持續就讀優於曾經就

讀的學生。 

林昕儒（2010）以問卷調查音樂系師培生教育專業信念與任教意願之現況及相關情

形，研究結果顯示音樂系師培生皆具有正向積極的教育專業信念與任教意願，但不同背

景變項間略有差異；於教育專業信念部分，三年級學生高於二年級學生，無音樂教學經

驗學生高於有經驗學生，修習中等教程學生高於修習初等教程學生；於任教意願部分，

三年級學生高於二年級學生，有音樂班學習經驗學生高於無經驗學生。 

陳若涵（2011）旨在瞭解臺北地區大學音樂系學生生涯阻隔情形與內外控人格特質

傾向，並以不同性別、年級、學校體系、主修組別與有無修習教育學程為個體背景變項，

檢視並分析其差異情形，同時探討不同內外控人格特質傾向之大學音樂系學生對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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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是否具有差異。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研究結果發現：大學音樂系學生於不同學校體

系具有差異情形，以科系選擇遭遇生涯阻隔較多，學習困擾遭遇生涯阻隔較少。大學音

樂系學生人格特質以不同個體與背景變項檢視，女性、師範體系、有修習學程之學生較

傾向外控，男性則傾向內控，然而，一年級學生較傾向內控；且在性別、學校體系、有

無修習學程具有顯著差異。 

鍾佳容（2012）探討臺灣的大學音樂系學生知識信念與自我調整學習的現況，並且

比較不同性別、主修樂器與家庭社經地位之大學音樂系學生在知識信念與自我調整學習

的差異，以及瞭解大學音樂系學生知識信念與自我調整學習的相關程度。不同個人背景

變項之主要發現如下：不同性別、不同主修樂器與不同家庭社經地位背景之大學音樂系

學生在自我調整學習策略的使用方面並無顯著差異。 

施如芳（2012）探討三位就讀師範院校音樂系之個案男性學習音樂之歷程，研究結

果發現三位個案學習音樂的主要原因皆來自父母親的啟蒙，並在面臨進入為生涯準備的

高中階段，則是源自個案自我效能感的啟動而決定就讀音樂班；另一方面，在學習的過

程中，同儕與主修教師會影響個案對音樂生涯的肯定與認同；最後，個案會為自己的主

修而努力。個案就讀師範院校的主要原因是在升學管道的優勢、學校的校風與排名，以

及主修樂器的師資。此外，三位個案皆認為「學用相符」與「工作穩定有保障」是職業

與學習環境上的橋樑。 

張紅蘋（2012）探討音樂系學生對音樂學習成長於學習經驗之觀點，瞭解不同主修、

學校類型、音樂班就讀背景對於音樂系學生音樂學習成長觀點的差異情形。研究結果發

現音樂系學生對學習經驗人格層面多持同意觀點，說明其認同學習經驗對音樂學習成長

中的人格特質有所影響，另外，不同主修學生對於學習動機與人格層面觀點，以及不同

學校類型對於學習態度與人格層面觀點等變項之間具有差異情形。 

李佳蓉（2014）旨在探討南部某大學音樂系學生噪音型聽力損失與聽力保健知識之

狀況，瞭解音樂系學生的聽閾及聽力保健現況。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研究結果如下︰不

同性別音樂系學生的聽力有顯著差異存，其中女性顯著於男性；不同修習樂器類型、修

習年數及每週練習時數與聽力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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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青芸（2016）旨在探討南部地區原師範體系之大學音樂系學生職涯規劃的情形，

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音樂系學生職涯規劃的差異情形，探究其職涯選擇及其影響之因素。

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結論如下：不同性別、年級、主修類別、音樂班就讀背景之南部地

區原師範體系之大學音樂系學生，職涯規劃情形沒有顯著差異。修習教育學程與否，在

職涯規劃情形上有顯著差異，有修習教育學程者，在職涯規劃情形較沒有修習過教育學

程者為佳。 

 

貳、綜合討論 

從大學音樂系學生之相關研究來看，個人背景變項因應研究主題而有所不同，以個

人、學校、家庭、其他等四種因素進行分類，如表 2-3-2。 

 

表 2-3-2 

大學音樂系學生個人背景因素統計表 

因素種類 背景變項 次數 

個人 

性別 18 

年級 10 

現在年齡 3 

開始學習主修的年齡 1 

主修/樂器類別 15 

表演成功經驗 1 

學習樂器時間 3 

每日練習主修時數 1 

生活型態 1 

學校 

學校類型 4 

音樂班學習經驗 9 

課外活動 1 

有無修習教育學程 2 

教育學程類別 1 

主修老師教學態度 1 

家庭 

家庭社經地位 2 

父母職業 1 

教育程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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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支持度 1 

父母管教態度 1 

其他 
地區 2 

演奏傷害罹患經驗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相關研究之背景變項 

由於目前國內大學音樂系學生相關研究並無針對反省思考所作的研究，故而研究者

歸納文獻以獲得大學音樂系學生相關研究中最常使用之個人背景變項，從表2-3-2得知，

在相關研究中使用最頻繁的背景變項為「性別」（吳永怡，2010；吳雨瑤，2012；李佳

蓉，2014；李青芸，2016；林良玉，2009；林昕儒，2010；林郁蕙，2010；張祐甄，2012；

陳又嘉，2009；陳若涵，2011；陳惠卿，2001；黃琡珺，2005；黃雯雯，2014；楊于萱，

2011；蔡文豪，2009；鄭筱軒，2011；鍾佳容，2012；蘇貞菱，2013；）、「年級」（李

青芸，2016；林良玉，2009；林昕儒，2010；林郁蕙，2010；陳若涵，2011；黃雯雯，

2014；楊于萱，2011；蔡文豪，2009；鄭筱軒，2011；蘇貞菱，2013；）、「主修」（吳

雨瑤，2012；李佳蓉，2014；李青芸，2016 林良玉，2009；張紅蘋，2012；張祐甄，2012；

陳又嘉，2009；陳文玲、王君仙、劉培鈴、程琡敏，2001；陳怨、林宗賢，1997；陳若

涵，2011；黃琡珺，2005；黃雯雯，2014；楊于萱，2011；蔡文豪，2009；鍾佳容，2012；）、

「音樂班學習經驗」（吳永怡，2010；李青芸，2016；林良玉，2009；林昕儒，2010；

張紅蘋，2012；黃琡珺，2005；楊于萱，2011；劉士瑜、施以諾，2015；蘇貞菱，2013；），

以及「學校類型」（林良玉，2009；林郁蕙，2010；張紅蘋，2012；陳若涵，2011）。 

綜上所述，性別、主修、年級、音樂班學習經驗及學校類型是大學音樂系學生相關

研究中出現最為頻繁的個人背景變項，然而，由於本研究欲瞭解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

反省思考情形，年級背景變項並不直接影響，故予以刪除。此外，林郁蕙（2010）提及

大學生課外活動經驗與課程安排為正相關，與本研究欲探討之主題符合，因此研究者歸

納「性別」、「主修」、「學校類型」、「音樂班學習經驗」、「課外活動經驗」等五項個人背

景變項，以此探究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音樂系大學生反省思考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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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以大學音樂系學生為研究對象之相關研究 

國內以大學音樂系學生為研究對象之文獻共有 27 筆，年份多集中在 2009 至 2016

年之間；在研究主題上，2008 年以前之相關研究多重視音樂系學生的音樂專業訓練，2009

年以後，探討音樂系學生之層面趨於多元，研究數量亦有增多情形。對照上述說明，從

李家菁（2006）與賴美鈴（2005）之研究可發現大學生之音樂相關研究在 2005 年以前

數量並不多，李家菁（2006）統計 1994 至 2005 年音樂教育共 330 筆相關論文中，以大

學生為研究對象之文獻僅有 7 筆。另外，賴美鈴（2005）說明 1994 至 2004 年音樂教育

研究生多為現職中小學音樂教師，因此相關論文研究較偏重以中小學之課程設計作為研

究主題，同時，由於九年一貫政策之推行，課程設計之議題成為學位論文研究之焦點。 

綜上所述，於 2005 年以前音樂相關議題之文獻在大學學習階段數量較少，針對音

樂系學生所作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而在 2009 年以後，音樂系學生相關研究數量有大

幅成長的趨勢，顯示音樂系學生相關議題愈來愈受到關注，促使針對音樂系為研究對象

之國內研究數量增加，由此可見，此研究領域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然而，在眾多以

音樂系學生為研究對象之文獻中，並無針對反省思考所作的研究，使研究者對此主題產

生興趣，以探討音樂系學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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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和聲學」課程特色及音樂系大一生於「和聲學」反省思考之程度

與差異情形。本節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設計，第二節為研究流程，第三節為研究

對象，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以問卷調查為主，訪談為輔。資料蒐集過程透過訪談和聲學

授課教師以瞭解「和聲學」之課程特色，參照多位學者（吳木崑，2009；黃光雄、蔡清

田，1999；McKeachie 與 Svinicki，2006）提出的課程設計要素，在訪談後歸納整理為

「教學策略」、「學習教材」、「學習概念」等三個構面。接著，以問卷調查瞭解大學音樂

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與差異情形，使用 Kember et al.（2001）與 Sobral（2000）

的反省思考量表瞭解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量表向度分為「習慣性動

作」、「理解」、「反省」、「批判反省」及「整體學習」；再以學生個人背景瞭解音樂系大

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差異情形，就文獻蒐集與分析，歸納為「性別」、「主修」、「學

校類型」、「音樂班學習經驗」及「課外學習經驗」等五種個人背景變項（吳永怡，2010；

李佳蓉，2014；李青芸，2016；李錦雯，2009；林良玉，2009；林昕儒，2010；林郁蕙，

2010；施如芳，2012；張紅蘋，2012；陳又嘉，2009；陳若涵，2011；蔡文豪，2009；

鍾佳容，2012）。研究者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及文獻探討建立本研究

之研究架構，詳見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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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圖 

  

反省思考→音樂系學生 

1. 習慣性動作 

2. 理解 

3. 反省 

4. 批判反省 

5. 整體學習 
個人背景→音樂系學生 

1. 性別 

2. 主修 

3. 學校類型 

4. 音樂班學習經驗 

5. 課外活動經驗 

和聲學→授課教師 

1.教學策略 

2.學習教材 

3.學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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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音樂系學校類型簡述 

目前教育部認可之大學院校共有 20 間設置音樂學系，然而七年一貫制及應用音樂

學系之體制不同於其他大學音樂系，故不列入本研究之範疇，共 17 間大學音樂系作為

學校類型分類之範圍，並依據李嗣涔（2008）與劉兆漢（2005）所提的大學類型之分類

原則，以一般、師範與藝術作為本研究之學校類型變項，如表 3-2-1。 

 

表 3-2-1 

音樂系學校類型分類表 

類型 一般 師範 藝術 

學校名稱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天主教輔仁大學 

東吳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東海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學校數 10 5 2 

 

 

二、正式樣本 

  本研究採用方便取樣法，研究者考量地域關係、較熟識友人及學校類型等因素，從

「一般」、「師範」、「藝術」之學校類型中各取一間學校，分別為蔚藍大學、書林大學及

藝曲大學（化名），採用方便取樣以提高問卷回收率，樣本數共計有大學音樂系一年級

在校生 139 人。研究者於 2016 年 6 月初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問卷後立即選取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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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有 121 份問卷；從學校類型來看，「一般」、「師範」、「藝術」各有 31、32、58 份問

卷，回收率達 87%。詳見表 3-2-2。 

  接著，以蔚藍大學、書林大學、藝曲大學等三校和聲學授課教師作為訪談對象，以

「課程目標」、「學習教材」、「作業規劃」、「學習困難」、「教師風格」與「學習評量」等

六項課程要素作為訪談大綱，訪談後再整併為「教學策略」、「學習教材」與「學習概念」

三項構面，以呈現「和聲學」之課程特色。為使問卷調查及訪談順利進行，研究者將兩

項研究資料蒐集排定在同一天。另外，三位和聲學教師之個人背景如表 3-2-3 所示。 

 

表 3-2-2 

正式樣本與實際填答者人數統計表 

  學校類型 一般 師範 藝術 
總人數(%) 

  學校名稱 蔚藍大學(%) 書林大學(%) 藝曲大學(%) 

正式樣本人數 34 人(24.5%) 37 人(26.6%) 68 人(48.9%) 139 人(100.0%) 

實際填答人數 31 人(25.7%) 32 人(26.4%) 58 人(47.9%) 121 人(100.0%) 

 

表 3-2-3 

三校和聲學授課教師個人背景資料表 

學校名稱 蔚藍大學 書林大學 藝曲大學 

性別 女 男 男 

職稱 教授 講師 副教授 

主修 鋼琴 理論作曲 理論作曲 

學歷 大學 碩士 博士 

教學年資 47 年 22 年 14 年 

 

三、「和聲學」之開課 

設計課程與安排教學情境須兼顧實作與思考之連結（吳木崑，2009），而「和聲學」

具備此特質，同時，「和聲學」是音樂系必修課程之基礎，其在國內大學音樂系大一必

修課程之開課數最多，且多開設於音樂系一年級之課程，故研究者選取音樂系大一生及

其「和聲學」授課教師作為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實施之時間為 2016 年上半年，故設定「和聲學」課程開課時間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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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年度第二學期，同時音樂系大一生已具有一學期的「和聲學」先備知識，較能在課

程中進行深層的思考。研究者於研究實施前，先瞭解三校「和聲學」之開課時間與學習

方法，以利訪談更順利進行，詳見表 3-2-4。 

 

 

表 3-2-4 三校音樂系和聲學之課程設計簡表 

學校名稱 蔚藍大學 書林大學 藝曲大學 

學年 學年課(兩年) 學年課(兩年) 學年課(兩年) 

開課時間 一週兩次(各 1 小時) 一週一次(2 小時) 一週一次(2 小時) 

授課方式 

1.課堂講授與考試測

驗。 

2.小組討論。 

3.實作示範或演示。 

4.配合專業軟體的使用

與教學。 

1.教師講授。 

2.作業練習與討論。 

3.樂曲和聲分析及鍵

盤彈奏。 

4.和聲樂段寫作技巧

探討。 

5.和聲色彩的想像與

創作。 

1.課堂上講解、介紹並

加以實際練習。 

2.本課程授課老師會不

定期發講義，規定修此

課同學閱讀。 

3.經由課後作業和期末

考加深印象。 

資料來源：來自三校音樂系網站，並與三位和聲學教師確認之結果 

 

四、預試樣本 

  預試問卷編製完成後，隨即進行預試。預試樣本採非隨機方便取樣法，研究者從正

式樣本以外的研究樣本，自行選取北部某音樂系大一生作為預試樣本。研究者於 2016

年 5 月 3 日於課堂間休息時間以十分鐘進行施測，該班實際人數為 62 人，由於當天 17

人未到，僅回收 45 份問卷。回收問卷後，刪除填答不完全之問卷 2 份，有效問卷共 43

份，回收率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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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大學音樂系學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調查問卷」及「大學

音樂系和聲學教師之訪談大綱」，問卷分為個人資料與反省思考量表，量表取自 Kember 

et al.（2000）制定的「反省量表」，以及 Sobral（2001）編製的「反省學習量表」，兩份

量表在區別效度分數為.19，表示各有其區辨程度，而卡方檢定自由度（d.f.）為 2.7，說

明量表的使用並不會受樣本大小影響（Kalk、Luik、Taimalu 與 Taht，2014）。此外，研

究者考量研究對象文化、語法使用及課程屬性之差異，將兩份量表翻譯為中文版本，以

適用於音樂系大一生。原量表與修正量表之題項對照表詳參附錄一，以下進行各項研究

工具之說明。 

 

一、專家效度 

問卷初稿完成後，委請三位任職於音樂學系之音樂教育領域專家，逐題審查並提供

意見，以建立專家效度（如附錄二）。經修改後，再請指導教授檢核問卷內容，確定正

式問卷。專家資料如表 3-3-1。 

 

表 3-3-1 

問卷調查專家資料一覽表 

專家 現職 職稱 學歷 專長 

A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專任教授 博士 音樂教育 

B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專任副教授 博士 音樂教育 

C 國立嘉義大學音樂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博士 音樂教育 

 

 

二、反省思考之調查問卷 

 （一）個人資料 

本研究欲得知個人背景變項在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之差異情形，經由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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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性別、主修、學校類型、音樂班學習經驗、課外活動經驗等五種個人背景變項，其

中，學校類型之題項以學校名稱進行填答，以確保音樂系大一生對於學校類型的認知一

致。個人資料如表 3-3-2。 

 

表 3-3-2 

個人背景資料選項表 

類別 選項 

性別 男、女 

主修 鋼琴、聲樂、理論作曲、弦樂、管樂、擊樂、傳統樂器、電子琴 

學校類型 蔚藍大學、書林大學、藝曲大學（化名） 

音樂班學習經驗 有（自行填寫年數）、無 

課外活動經驗 
有（打工、家教、音樂教室兼職、校內社團、校外社團、志工、 

遊學）、無 

 

 （二）Kember 反省量表 

反省量表由 Kember、Leung、Jones、Loke、Mckay、Sinclair、Tse、Webb、Wong、

Wong 與 Yeung 等 11 位學者經由文獻探討，並以 Dewey 與 Mezirow 兩位學者之理論作

為立基，發展出四個向度「習慣性動作」、「理解」、「反省」、「批判反省」，以此四個向

度展現反省思考的程度。其中，每個向度涵蓋 4 個題目，共有 16 個題目，以李克特氏

五點量表為施測方式，分為非常符合、符合、普通、不符合、非常不符合等五個回答項

目，分數分別為 5、4、3、2、1。以下敘述各向度之評量重點： 

1. 習慣性動作：指個人以前學習過或經常應用，而能自動表現與較不須思考的行

為。 

2. 理解：指個人在學習中能夠深思熟慮，對課程知識內容可以清楚明白。 

3. 反省：指個人回顧過去經驗，並獲取其中可延續及發展的學習意義。 

4. 批判反省思考：個人具有理解力與判斷力之觀點，並瞭解自己的感知、思考、判

斷、感覺與行動察覺力之情形。 

上述向度表示個人反省思考之深淺差異，「習慣性動作」、「理解」表示未達到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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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從「反省」、「批判反省」向度則表示達到反省思考，由左至右為反省思考由淺至

深。 

在信度方面，內部一致性信度在總量表係數為.80，各向度之內部一致性在.67 至.70

之間，顯示量表的穩定性有改進的空間，但仍在接受範圍內。在效度方面，運用線性結

構方程式，各向度分數最高不超過.44，表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三）Sobral 反省學習量表 

反省學習量表由 Sobral（2001）為評量個人在學習中的反省思考所編製而成，特色

在於可評量個人對課程整體學習的反省思考能力，並可顯示個人學習上的自律能力，本

研究以此量表檢視研究對象整體學習之反省思考情形，此「整體學習」向度表示個人於

整體課程的反省思考程度。量表內容共有 14 個題目，以李克特氏七點量表為施測方式，

但為配合 Kember 五點量表之使用，使填答方式一致性更高，將 Sobral 量表修改為李克

特氏五點量表，分為非常符合、符合、普通、不符合、非常不符合等五個回答項目，分

數分別為 5、4、3、2、1。 

在信度方面，內部一致性信度在總量表係數為.86，達到顯著水準，表示量表具有良

好的信度。在效度方面，運用線性結構方程式，聚合效度分數為.05，表示量表具有良好

的建構效度。 

 

三、預試問卷分析 

  回收預試之有效問卷後，以 SPSS 21.0 統計軟體進行反省思考量表各向度之項目分

析及信度分析。 

 

（一）項目分析 

問卷項目分析採用內部一致性效標法，又稱為極端組比較法，目的在求出每一個題

項的「決斷值」（Critical ratio；簡稱 CR 值），達到顯著水準數值應為 2.5 以上（α<.05），

表示試題鑑別指數良好（邱皓政，2006）。項目分析結果顯示，第 09、12、24 題皆低於

 



65 

 

顯著水準，決斷值分別為 1.88、2.24、2.05。 

 

（二）信度分析 

本問卷信度考驗以 Cronbach’s  係數為主，考驗「內部一致性」，運用統計套裝軟

體 SPSS 21.0 算出各向度之  係數。以下呈現問卷五個向度之信度分析，如表 3-3-3。 

 

表 3-3-3 

反省思考向度信度分析 

量表 向度 Cronbach’s α 值 

反省量表 

習慣性動作 .621 

理解 .757 

反省 .631 

批判反省 .675 

整體 .866 

反省學習量表 
整體學習 .860 

整體 .910 

兩份量表整體 .930 

**p<.01 

 

從表 3-3-3 來看，信度介於.621至.930之間，代表此份反省思考量表具備良好的信

度。另參照項目分析，第 09、12、24 題本應予以刪除，然而表 3-3-3 顯示量表 Cronbach's 

Alpha 值在為刪除任何題項之情況下，仍擁有不錯的信度值，故研究者將題項全數保

留。 

 

五、正式調查問卷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如附錄三）以個人資料與反省思考量表為主，量表翻譯自

Kember et al.（2000）與 Sobral（2001）之量表，並以文獻探討之理論基礎，將量表題項

對應反省思考程度與學習之構面。詳見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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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反省思考量表對應構面與題項表 

向度 題號 題項 

習慣

性動

作 

01 當我進行課程指定的練習時，不需要思考太多便能立刻作答或實作。 

05 因為課堂中有多次練習，所以每次練習時我不需要思考太多便能立刻作

答或實作。 

09 只要我記得老師的課堂講義與教材內容，考試時，我不須要思考太多便

能立刻作答或實作。 

13 如果我能聽懂老師所教授的內容，課堂中我不須要思考太多便能記住重

點。 

理解 02 這門課程須要我們理解老師所講述的概念。 

06 為了通過這堂課，我須要理解這堂課所學的內容。 

10 為了課堂中的練習，我必須瞭解老師所教的內容。 

14 課堂中，我必須持續不斷地思考老師所教的內容。 

反省 03 我有時會思考別人的方法，並想出更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07 我喜歡持續不斷思考我的所作所為，並且能思考以其他方法來做。 

11 我時常反省我的行為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15 我時常重新評估我的課程經驗，所以我能從中學習，並在下次表現做得

更好。 

批判

反省 

04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 

08 這堂課使我對原本的認知產生質疑。 

12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我原本做事情的方法。 

16 修習課程期間，我發現原本的認知有一些錯誤。 

整體

學習 

17 我會謹慎地規劃課堂上的學習作業與課堂練習。 

18 我會與同學討論這門課的學習內容與方法。 

19 我會在修這門課的期間，複習之前所學的內容。 

20 我會統整課堂中的練習與學習重點，並能連結至其他課程的學習。 

21 課堂中，我在心中已思考過「我已經學習了什麼」及「我需要學習什麼」。 

22 我知道自己正在學習什麼，並知道為了什麼而學。 

23 為了建立更完整的概念，我會想辦法理解課堂中學習內容的關聯性。 

24 我會深思所學事物的意義與我個人經驗的關聯。 

25 我會認真地調整我自己，以適應每堂課的不同要求。 

26 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我會有系統地反思自己正在學習的內容。 

27 我會每天用心地省思我的學習。 

28 我會在我的學習中發揮自己的潛能。 

29 有關這堂課的學習目標、學習行為及課程內容與相關問題，我會努力去

除負面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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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題號 題項 

30 我會積極地以學習者的角色評估自己的學習。 

 

五、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依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建立「大學音樂系和聲學教師之

訪談大綱」（如附錄四），參照多位學者提出之課程設計要素（黃光雄、蔡清田，1999；

鄂雪妹，2014；McKeachie 與 Svinicki，2006），歸納出「課程目標」、「學習教材」、「作

業規劃」、「學習困難」、「教師風格」與「學習評量」等六個構面，以訪談三校和聲學教

師，整併為「教學策略」、「學習教材」與「學習概念」三種構面，以呈現「和聲學」之

課程特色。接著，與指導教授討論與確認後，先將訪談大綱以郵件方式進行專家效度審

查（專家效度資料表如表 3-3-5），確定無須修改後，再訪談三校和聲學教師，歸納「和

聲學」之課程特色。訪談大綱如表 3-3-6。 

 

表 3-3-5 

訪談大綱專家資料一覽表 

專家 現職 職稱 學歷 專長 

A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兼任講師 碩士 作曲 

B 國立新港藝術高中 專任教師 博士 音樂教育 

 

表 3-3-6 

訪談大綱構面與問題對應表 

構面 訪談問題 

課程目標 一、請問您如何達成本課程所擬訂之課程目標？ 

學習教材 二、請問您如何引導學生學習課程或教材中的概念？ 

練習活動 三、請問您如何規劃課程的作業或練習？ 

學習困難 
四、請問您認為學生在學習和聲學時，最常遇到哪些困難？以及如 

何因應？ 

教學風格 五、請問您認為自己的教學有什麼風格？ 

學習評量 
六、請問您如何評量學生的表現？以及評量結果的輔導與回饋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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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共分為三個階段：準備階段、發展階段、整理階段，詳見圖 3-4-1。以下

就各階段進行說明： 

 

一、準備階段 

研究者於 2015 年 7 月開始進行文獻的蒐集與整理，從文獻探討中，擬定問卷與訪

談大綱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並將研究對象設定為音樂系大一生，隨即開始進行研究

計畫的撰寫。 

 

二、發展階段 

 （一）訪談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擬定訪談大綱，與指導教授確認後，隨即聯繫蔚藍大學、

書林大學及藝曲大學和聲學教師，並於 2016 年 6 月初實施，訪談地點選在三校音樂系

之授課教室或教室外的中庭，每一位教師皆訪談一次，訪談時間約為 40 至 60 分鐘。 

 

 （二）問卷 

  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結果，將 Kember et al.（2000）與 Sobral（2001）的反省思考

量表編製「大學音樂系學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問卷調查」，經由專家審查及預試，

以建立問卷之信效度。研究者在取得三校「和聲學」授課教師之同意後，於 2016 年 6

月初實施問卷調查，實施時間於三校「和聲學」之課後時間，約為 15 至 20 分鐘，地點

位在「和聲學」之上課教室。於問卷調查後，立即回收問卷，共得 121 份問卷，回收率

達 87%。 

 

三、整理階段 

研究者於回收問卷後，將資料登錄於電腦中，運用統計軟體 SPSS 21.0 進行資料分

析與處理，最後，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撰寫研究結果與討論，並歸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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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研究流程圖 

  

資料分析 

撰寫研究結果 

完成研究結論與建議 

文獻探討 

1.反省思考理論意涵與相關研究 

2.和聲學之內涵與相關研究 

3.以大學音樂系學生為研究對象 

00之相關研究 

大學音樂系學生於「和聲學」反省思考之研究 

進行專家效度審查 

確定研究主題 

預試實施與分析 

編製問卷與訪談大綱 

實施問卷調查與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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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回收有效問卷後，以電腦套裝軟體 SPSS21.0 中文版進行量化資料的統計分

析。以下就各類資料處理方式說明： 

 

一、問卷調查 

（一）描述性統計：本研究以描述性統計探討音樂系大一生個人背景變項（性別、主

修、學校類型、音樂班學習經驗、課外活動經驗）與反省思考的分布情形，並

以標準差及平均數呈現反省思考量表之得分情形。 

（二）t 考驗：本研究以 t-test 探討「性別」之不同個人背景變項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

考之差異情形。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主修」、「大學類型」、「音

樂班學習經驗」與「課外活動經驗」之不同個人背景變項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

考之差異情形。 

 

二、訪談 

  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全程以錄音筆錄音，結束後將錄音內容轉譯為逐字稿，仔細閱

讀逐字稿後將內容依照「課程目標」、「學習教材」、「練習活動」、「學習困難」、「教學風

格」及「學習評量」等六個構面，撰寫研究結果，再以「教學策略」、「學習教材」與「學

習概念」歸納整理成三校「和聲學」之課程特色。此外，研究者將訪談資料加以編碼，

以訪談順序將受訪教師編碼為 T1、T2、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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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據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音樂系「和

聲學」之課程設計要素與特色，第二節為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程度與差

異情形，第三節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音樂系「和聲學」之課程設計要素與特色 

  本節回應研究問題一，以訪談進行資料蒐集，並將訪談結果加以歸納整理，進而形

成音樂系「和聲學」之課程特色。 

 

壹、音樂系「和聲學」課程設計要素 

  研究者將三校音樂系和聲學教師所陳述之受訪內容歸納如下： 

 

一、「和聲學」課程目標之達成 

針對如何達成「和聲學」課程目標，三校教師各有不同作法。蔚藍大學受訪教師說

明每堂課沒有固定的進度，視學生學習情形來調整每堂課的進度，但在學期末必定達成

原初設定的課程目標；書林大學受訪教師將課程目標訂為兩週上完教科書一章節的進度，

不過，學期中可能受國定假日等外在因素影響，使學習進度無法順利進行；藝曲大學受

訪教師以教科書目錄訂定課程目標，且認為學生程度不錯，會快速地教完教科書較容易

的章節，使後面較難的章節有充裕的時間進行教學。 

 

整個課程目標是從和聲最基本的概念出發，從音名教到轉調，到平時的和弦運用，我

就是照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這本書來用。課程目標是隨著學生的學習而改變的，

但是，最後我一定會到達課程目的，不會說這一班進度比較慢，我就不教這麼多，我

一定會到達目的地，只是每一堂課的進度可能不一樣。（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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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課程擬定目標是訂在這本書難度的大概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這本書共三十二章，

中級和聲學和高級和聲學兩年，如果平均分攤的話，扣除期中考期末考，平均每兩個

禮拜就要上一章，這樣剛好兩年的課程上完三十二章，但中間還會有國定假日，會讓

進度沒辦法順利進行，即使所擬定的課程目標，兩週一章的進度，所能講的最大極限，

就是課程的目標。（T2） 

 

主要是根據教科書來訂我的課程目標，然後課程一開始就有一些音階，也就是有一些

比較簡單的更從容的，因為對學生來說，大部分都是有程度的，一些基本和聲的認識，

所以說一開始我會比較快，排定[較快的進度]當做我的目標，後來才比較鬆，大致上是

這樣。（T3） 

 

 

二、學習教材之引導 

三校教師皆希望從學習教材來增強學生「和聲學」之重要概念，所使用的引導方法

包括反覆練習與提示、熟習譜例、建立脈絡與次序等，以使學生對和聲學的基礎概念能

更加穩固。蔚藍大學受訪教師提出「和聲學」學習應著重在反覆練習，並使用線上學習

教材讓學生多加練習，以增加學生對音樂要素的聽覺敏銳度；書林大學受訪教師亦認為

反覆練習相當重要，尤其是對於聲部進行有重要影響的和弦，更需要不斷練習，且書林

大學教師會親自彈奏許多耳熟能詳的例子，使學生容易記憶；藝曲大學受訪教師對於和

弦概念的引導，著重在每次講解學習教材新章節時，會帶學生對照教科書目錄，複習並

強調和弦概念，原因在於目錄的編排有其脈絡性，故藉由目錄來幫助學生複習「和聲

學」。 

 

和聲學學習上，重要的是需要反覆，比方說音程…我們有時候使用和聲學的網站，學

生可以上網練習，我也會增強他們練習速度，要他們一直練習一直練習…[練習時使

用]高音譜號，先把白鍵的音響…訓練他們要反應快，這部份他們做好以後，再加入

臨時記號；再來，要慢慢教調號給他們…等他們到那個目標才等於過這一段，所以每

一個學生進度不一樣，因為有些第一次就會寫完，繼續教其他的內容，而不會的…學

生要繼續彌補他們不足的，就從音程、調號、音名、三和弦、七和弦開始訓練。（T1） 

 

 



73 

 

教材的概念必須透過不斷的複習、提示，學生才能稍微有印象，比如說：和聲學的弗

利吉安終止式，這一個概念從第一年到第二年都必須不斷的複習，學生才能逐步建立

概念…我會彈很多的例子，比較通俗的歌謠，從〈多娜多娜〉…或是〈威尼斯船歌〉

來講這個終止式，甚至《佈爾格彌勒》二十五首練習曲中的〈聖母頌〉，中間也有這

個概念，我們從學生較熟悉的歌曲，這樣彈這樣去聽…這樣的音響在和聲學是重要概

念，這是長久歷史所延續的概念，從教材中學習課程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老師要舉很

多學生熟悉的例子，引導出曲子中的概念。（T2） 

 

這本書就整個功能和聲學安排得很好，主和弦到主屬的關係，中間和弦的關係，它都

講得很好，所以我們就在教得時候，其實在每個比較大的單元都會帶他們回到前面的

目錄，其實你從它目錄的安排上面，就可以看出來它的安排，它的整個課本設計的脈

絡、整個次序上從哪裡教到哪裡…（T3） 

 

三校和聲學教師所使用相同的教科書，以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Aldwell, E.、

Schachter, C.與 Cadwallader, A.，1978）作為主要教材，此書最新版本為第四版，於 2010

年出版，第三版於 2002 年出版，第二版於 1988 年出版，第一版則在 1978 年出版。然

而，三校和聲學教師使用此書之版本不盡相同，蔚藍大學和聲學教師使用第三版原文教

科書，書林大學和聲學教師使用第二版中文翻譯教科書，由張己任（2005）翻譯，藝曲

大學和聲學教師使用第四版原文教科書。此外，Aldwell et al.（1978）依照重要的和弦

概念安排此書目錄，此概念編排由易而難、架構清晰明確且練習題設計得宜，因而三校

和聲學教師皆使用此教科書教授「和聲學」，並大致以教科書目錄（如附錄五）作為課

程大綱。 

 

我的課程大綱，你要說第幾個禮拜我在做什麼，I don’t know，我不是要死板的教，但

是他們[教科書]每一章都會有一個章法，就照這個做…（T1） 

 

我們所使用教科書是 Harmony voice and leading，書本本身就是很好的教材…我交給

學校的課程大綱就是依照這本書的目錄來寫的。（T2） 

 

課程一開始，希望一年半把所有的調性，從最基本的到最複雜的，大致把它排定、擬

訂，然後跟著和聲學這本書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它本身就已經分好了…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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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T3） 

 

三、作業規劃 

三校教師分配給學生的作業皆含有教科書上的習題，除此之外，蔚藍大學授課教師

會提供教科書以外的練習作業，以及使用和弦練習之網站 teoría 給予學生線上測驗，此

測驗包含聽力練習，以訓練學生音感能力；書林大學授課教師除了使用教科書之練習本，

也採用 Tonal Harmony（Kostka, S.、Payne, D.與 Almen, B.，1984）及 Handbuch der 

funktionellen Harmonielehre（Grabner, H.，1996）原文版作為輔助教材，與教科書交互使

用讓學生更快速吸收所學之概念。藝曲大學授課教師之作業規劃以教科書習題為主，不

另增額外作業，但會以 Bach 聖詠曲作為輔助教材，增加學生聆聽和弦功能與和聲進行

的練習。 

 

規劃回家作業的部分，課本有他們可以練的，也會印[課本以外的作業]給他們讓他們自

己帶回去。回家作業是很多…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東西…我自己覺得好比教鋼琴

基礎最重要，因為基礎打好的話，之後做什麼東西都好。（T1） 

 

學生的作業與練習活動都來自書上，這本書有另外的練習簿，這本書…的作業安排很

多困境讓你去解決，所以這本書的作業本應該是他出的教材之內很精華的地方。Tonal 

Harmony這本書，他的作業比較有規則…在[學習]增六與拿坡里[和弦時]，會採取這本

書的作業，讓學生快速建構這和聲的概念。所以，概念的理解在 Tonal Homony 這本書

裡是比較容易的，所以我們的作業與練習活動並不限於這本書[Harmony voice and 

leading]。另外，鍵盤和聲練習…另外有德文的教科書[Handbuch der funktionellen 

Harmonielehre]，他有一些作業可作為學生鍵盤和聲練習，採取德文的教科書的目的，

是他的音樂譜例本身就具有歐洲文化性，有德奧音樂的文化性。（T2） 

 

我從巴赫聖詠曲當做輔助教材，也就是我會在每個階段教課內容的時候，除課本上給

的例子外，還會再加一些另外的例子、音樂的譜例等，去幫助他們能夠注意到實際上

和弦對音樂的應用，當然作業主要是跟著教科書的作業，不會再加其他作業；另外，

偶爾並不常，我會把巴哈聖詠曲，讓他們去配不一樣的和聲，但這不是作業，主要是

加這些…我有時候會讓他們聽，因為音樂是用聽的，然後他們在聽的當中，我會跟他

們說聽一段音樂片段，在這一段音樂片段當中，他們可以學到和聲的進行，不是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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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寫出什麼音…要告訴我功能和聲學的導向，它現在音樂的階段，它是從主和弦開

始嗎?音樂走過去停在什麼和弦，它經過了哪一些功能，它怎麼變化，類似這樣，讓學

生偶爾用聽的練習，不過不多，一學期了不得兩三次…（T3） 

 

四、學習困難 

三校教師皆認為學生的學習態度是一大難題。蔚藍大學授課教師與書林大學授課教

師認為學生若專心學習，進步幅度將會有所提高，或以隨堂練習瞭解學生課堂的學習成

效，並視學生練習情形給予指正；藝曲大學和聲學教師則認為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是較

困難的課題，因此，時而加入流行歌曲和弦分析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在於不專心，而且他們的作業也有很多錯誤，如果你真得很想學得

話，如果你不想學的話，那就沒有辦法，最重要是態度，他們想要學習，現在的很多

學生好像還沒有目標，為什麼會選擇這一間學校，可能是父母讓他們念，也可能音樂

系的分數剛好就進來了。（T1） 

 

我認為學生在學習和聲學的時候，最常遇到的困難是他並沒有花費足夠的時間去學習

這門課。而且學生對於文字敘述的學習，是比較薄弱的，對於課本所講的各種內容，

學生也不太主動去理解，對課本所講的重點沒有好好去學習，沒有預習也沒有複習。

鍵盤和聲也沒有先彈奏，沒有先練習…所以我們要如何幫助學生解決困難呢，就是中

斷這樣的情形，改成隨堂練習，課間時老師就一個一個巡視學生的寫作業情形，並且

降低學習的難度，讓學生的學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可依循，去寫出比較適切的答案，

使學生可以達到老師要求的標準，他寫作業的意願就會增加…幫助學生解決課堂上的

困難是常態的…程度不好的學生會再加上額外的練習題給他，在課堂上會固定撥出一

個時間，讓學生發問。（T2） 

 

作業通常是繳交前一天寫或者是當場才寫，或者是在課程講述時寫，遇到的困難是怎

麼樣引起他們對和聲的興趣，然後幫助學生解決問題這比較難，我記得有一次我找了

兩三首披頭四的歌，他們的和聲比較簡單，偶爾引起他們的興趣，因為歌好聽跟古典

音樂不一樣，也許他們這時候也可以[使用流行音樂]，在流行音樂上面，和聲的使用相

對來說比較簡單，當你進入比較中階段的和聲學，幾乎就不會用到，那就沒有辦法，

回來古典音樂他們就不喜歡，我覺得這比較困難。（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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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的教學風格 

三校教師所具備的教學風格皆不同，蔚藍大學和聲學教師在授課時秉持嚴謹態度，

並訂定上課規則以塑造良好的上課環境，不過，在課餘時間則以輕鬆的態度與學生互動；

書林大學和聲學教師說明在授課時以開放及包容態度為主，對學生學習態度未有過多要

求，教學上著重步驟化及譜例的使用；藝曲大學和聲學教師表明授課時採多變化的教學

方式，時常調整教學概念，以期符合學生之學習需求。 

 

我是相當嚴格的老師，我要求的一定要學生做到。我上課很嚴格，課外我可以好好跟

學生的聊天，但我上課的時候很嚴肅，其實，上課我也常常開玩笑，但我會有一些上

課規則，例如：學生要準時到、不能上課睡覺、上課滑手機、不可以講話，所以，上

課要注意，要專心上課，有問題的話很歡迎問，無論要解釋多少次都沒有關係。你教

書有你的規則，學生也會知道，你沒有規則，他們也知道，他們會遲到、上課會吃東

西、會做其它的事情，什麼都會，可是不行，因為基礎上和聲學最為重要，教他們做

事的態度。（T1） 

 

第一點…我的教學對於把教材細分讓學生用最快的時間、最省力的方式去學你要讓他

學習的東西，這方面算是老師比較擅長的部分，因為怎麼教學對於我們來說是沒有問

題的，再怎麼困難的教材都可以加以細分步驟讓學生逐步去理解，第二點就是課程上，

我們通常都是抱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和聲學有很多的規則，但是避免學生落入規則的

窠臼，而讓學生去理解規則之所以形成的原因，這個是我的教學上比較大的特色，第

三點是課本即使舉了很多的例子，但是有很多的例子是大作曲家的作品，它們對於學

生來說不是很平易近人與通俗，所以老師勢必是要開發對學生來說是有經驗的、他彈

過的那種音樂，老師要再講到某些觀念、規則，要有幾首曲子是老師能夠隨手彈奏出

來的，讓學生從聽覺直接可以感受到律韻的運用，這個是比較重要的，再來要再說有

什麼風格的話，就是包容，我們對待音樂是包容的角度、一個多元的角度…對待學生

的學習也是一個比較包容的方法，所以我們在課程上是比較沒有這麼嚴厲，教學上是

嚴謹的，實際上對待學生不是那麼的嚴格。（T2） 

 

如果說是風格，我比較變化、多元，我不喜歡每一年講得東西都是一樣，可能用同樣

一個教材，但會用不同的點切入，我很少為經常重複一些東西，除非是重要的觀念，

我時常會調，看學生的反應，我隨時會變化，沒有固定。（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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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習評量 

三校教師評量分數之比例分配不盡相同，不過，評量項目皆以期中考、期末考、出

席率、平時成績等四個部分為主，同時，相當重視平時成績，認為平時作業的練習非常

重要。  

 

因為他們有回家作業所以會幫他們打分數，但有時候回家作業分數我沒有登記，因為

他們可以彼此討論，或是甚至有抄襲的情形。在課堂上，會讓他們常常寫東西，像教

完一個觀念，我就給他們的測驗，書本的每一章也會有章考，當然也有期中考、期末

考，這是最重要的，平時的課程佔總成績 40%，期中考佔總成績 30%，期末考佔總成

績 30%。（T1） 

 

學生的評量表現主要是來自於成績的考查，成績考查又以平時成績佔分最多，平時成

績大約佔總成績 30%左右，鍵盤和聲大約佔總成績 10%，出缺席大約佔總成績 10%，

期中考、期末考佔總成績 60%，所以學生有時候沒有到期末考時，就已經可以確認他

們是及格或不及格，大概在成績上就可以呈現。我非常重視學生在平時作業的表現，

平時作業要準時交、要認真學習，否則分數就會比較低，如果平時作業一直缺交，即

使期中考、期末考考得很好，常常沒有來上課，也可能學期的成績不及格。我們一般

評量是重視學生平時的表現，而不是傳統式的只看期中考、期末考，那個不是課程學

習上的重點，重點是學生的平時作業，我個人的評量是比較著重於這方面，至於學生

對待老師的態度通常我是不列入學生的評量。（T2） 

 

[關於]學生的表現，通常那些比較會常來問問題或是作業認真寫的，相對的成績會比較

高，這就是一般的評量，這樣的學生他考試也會比較好。基本上，考試、作業…我沒

有小考，通常作業成績會比較高，佔總成績 50%，學生們不願意有期中考，他們喜歡

一次定生死，期末考成績佔 40%，學校有要求出席率，所以出席率佔成績 10%。（T3） 

 

貳、三校音樂系「和聲學」之課程特色 

根據上述三校音樂系「和聲學」課程設計要素，得知三校授課教師對於「和聲

學」課程目標之達成、學習教材之引導、作業規劃、學習困難、教師的教學風格，

以及學習評量等六項課程設計要素等看法；無論是學習概念的認知與教材的運用，

或是實際的作業練習與聽力訓練，三校教師在課程設計上有其用意，希冀此規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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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之學習。研究者將課程設計要素再作進一步歸納，分為教學策略、學習教

材、學習概念等三個構面，以呈現「和聲學」課程特色，分述如下： 

 

一、教學策略 

三校音樂系授課教師為達到課程目標，各有不同的教學方法，所使用的方法分

別有反覆練習與提示、熟習譜例、建立脈絡與次序，而三校音樂系和聲學教師各自

的教學策略有以下特色： 

蔚藍大學授課教師之教學策略有 1.每週課程沒有固定的進度，視學生學習情形

以調整課程進度，並於學期末盡力達成課程目標；2.強調「和聲學」須反覆練習，

使用線上學習教材增加學生對音樂要素之聽覺敏銳度；3.秉持嚴謹的授課態度，以

塑造良好的上課環境。 

書林大學授課教師之教學策略有 1.課程目標以兩週上完教科書一章節作為課程

進度；2.強調「和聲學」須反覆練習，並親自彈奏許多耳熟能詳的例子以使學生容

易記憶；3.抱持開放與包容態度，對學生學習態度未有過多要求；4.教學著重在步驟

化及譜例的使用。 

藝曲大學授課教師之教學策略有 1.以教科書之目錄訂定課程目標，但在容易的

章節進度較快，較難的章節則安排較多時間來教學；2.於每次講解學習教材新章節

時，重新複習及強調和弦概念；3.採用變化性的教學方式，時常調整教學概念；4.

加入流行歌曲的和弦分析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學習教材 

三校使用相同的教科書，以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作為主要教材，然而，各自

使用的版本並不相同；此外，由於教科書目錄頗具和弦概念之脈絡，三校「和聲學」大

致以教科書目錄作為課程大綱。於學習教材的使用上，三校教師皆於教科書之外，另以

網站或專書作為輔助教材；於作業規劃部分，因教科書習題具備良好的題項設計，可使

學生練習不同難度之解題技巧，故而三校教師皆以教科書的習題作為學生作業練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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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教材上個別特色的部分，蔚藍大學和聲學教師利用網站使學生練習基本和弦概念，訓

練學生對和弦的認識及聽力音感的練習；書林大學和聲學教師採用另一本專書 Tonal 

Harmony 之習題，並與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交互使用；藝曲大學和聲學教師的作

業規劃以學習教材習題為主，不再新增額外作業。 

 

三、學習概念 

三校音樂系和聲學教師於「和聲學」強調的學習概念，不外乎以各種和弦的學

習為主要架構，並在進入各種和弦的學習之前，音樂要素的複習與加強也是不可避

免的，例如：音程、調號、音名、三和弦、七和弦。此外，三校音樂系和聲學教師

重視音感訓練以安排不同的聽力練習，例如：蔚藍大學教師使用 teoría 網站練習基

本音樂要素、書林大學教師會彈奏譜例並規劃鍵盤和聲之練習、藝曲大學教師以

Bach 聖詠曲訓練學生音感以聆聽和弦功能與和聲進行。 

 

與相關研究進行比較發現，胡巧芬（1990）說明各版本和聲學教科書因為眾多音樂

學者所憑藉之觀點不同，使教科書的和弦名稱、解釋及用法亦有所不同，經由比對分析，

以 Piston（1978）、繆天瑞（1948）與康謳（1983）三者之和聲學教科書內容最為清晰完

整。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三校和聲學教師皆以 Aldwell, E.、Schachter, C.與 Cadwallader, A.

在 1978 年所著的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作為主要教材，認為其目錄之編排呈現出

和弦概念之脈絡，故皆以此書進行教學。研究者進一步分析發現，Piston（1978）及康

謳（1983）兩本教科書與 Aldwell et al.（1978）教科書之目錄編排頗為相似，皆以音程

及三和弦為起始，以和弦架構及用法來編排目錄章節，不過，現今三校和聲學教師皆使

用 Aldwell et al.（1978）之再版教科書，分別有 1988 年、2002 年、2010 年之版本，並

分為 33 個章節探討「和聲學」，以現今「和聲學」教科書來說，此書編排與架構清晰明

確，使學校教師採用之。 

另一方面，羅世榮（1994）發現超過半數之高中音樂班教師認為增進聽音能力對於

「和聲學」的學習有所助益。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三校「和聲學」亦相當注重音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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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針對聽力練習有不同的安排，同本研究訪談結果，可得知「和聲學」的學習必須

注重聽力訓練，培養學生的音感的敏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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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與差異情形 

 

本節分為音樂系大一生個人背景資料、反省思考程度與差異情形之分析，以及反省

思考向度之相關分析，將回收之有效問卷以描述性統計與推論性統計加以分析。 

 

壹、音樂系大一生個人背景資料 

本研究之音樂系大一生個人背景變項，包括性別、主修、學校類型、音樂學習經驗

及課外活動經驗，分析結果如表 4-2-1。其中，音樂學習經驗以填空題回答年數，而課

外活動經驗為複選題，題項包括打工、家教、音樂教室兼職、校內社團、校外社團、志

工、遊學等項目，以表 4-2-2 呈現。 

 

表 4-2-1  

三校音樂系大一生個人背景變項（N=121） 

變項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30 24.8 

女性 91 75.2 

主修 

鋼琴 23 19.0 

聲樂 13 10.7 

理論作曲 6 5.0 

弦樂 35 28.9 

管樂 37 30.6 

擊樂 7 5.8 

電子琴 0 0.0 

學校類型 

藝術 58 47.9 

師範 31 25.6 

一般 32 26.4 

音樂學習經驗 
有 94 77.7 

無 27 22.3 

課外活動經驗 
有 87 71.9 

無 3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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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2-1 得知各變項統計結果如下： 

 

一、性別 

男性有 30 人，女性有 91 人，男女比例大約為 1：3。 

 

二、主修 

主修鋼琴有 23 人，聲樂 13 人，理論作曲 6 人，弦樂 35 人，管樂 37 人，擊樂 7 人，

電子琴 0 人；學生人數部分，以管樂人數最多，弦樂次之，再依序為鋼琴、聲樂、擊樂、

理論作曲、電子琴。 

 

三、學校類型 

藝術類型學校有 58 人，師範類型學校有 31 人，一般類型學校有 32 人。 

 

四、音樂班學習經驗 

於大學前已具備音樂班學習經驗的學生為 94 人，沒有音樂班學習經驗的學生為 27

人，因此，受過音樂班訓練者約達八成。 

 

五、課外活動經驗 

音樂系大一生有過課外活動經驗者為 87 人，沒有過課外活動經驗者為 34 人，因此，

參與課外活動者約有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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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三校音樂系大一生音樂學習經驗與課外活動經驗個人背景變項（N=121） 

變項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音樂學習經驗 

0 年 28 23.1 

3 年 29 24.0 

5 年 1 .8 

6 年 19 15.7 

7 年 5 4.1 

9 年 4 3.3 

10 年 21 17.4 

11 年 12 9.9 

12 年 2 1.7 

課外活動經驗 

打工 27 15.3 

家教 38 21.5 

音樂教室兼職 20 11.3 

校內社團 34 19.2 

校外社團 24 13.6 

志工 21 11.9 

遊學 13 7.3 

 

貳、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程度分析 

本研究之反省思考量表使用五點量表，選項分別為「非常符合」、「符合」、「普通」、

「不符合」、「非常不符合」，分數依序為 5、4、3、2、1。本量表依據向度進行加總，共

有「習慣性動作」、「理解」、「反省」、「批判反省」、「整體學習」等五個分數，前四個向

度測驗學生的反省思考程度，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批判反省」、「反省」、「理解」、「習

慣性動作」，而第五個向度旨在測驗學生「整體學習」之反省思考程度，反應個人自律

能力良好，而問卷分數越高表示學生於「和聲學」反省思考向度愈高，反之分數越低，

表示學生於「和聲學」反省思考向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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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各向度之描述性分析 

音樂系大一生於「和聲學」反省思考之程度，依據反省思考向度呈現總平均數與標

準差，如表 4-2-3 所示。為統計反省思考之差異情形，研究者進一步將平均數整理出整

體反省思考程度之等級，如表 4-2-4 所示。 

 

表 4-2-3 

反省思考向度之總平均數與標準差分析表（N=121） 

反省思考向度 總平均數 標準差 

習慣性動作 3.28 .686 

理解 3.97 .587 

反省 3.74 .602 

批判反省 3.38 .656 

整體學習 3.56 .579 

整體反省思考 3.58 .505 

 

表 4-2-4 

整體反省思考程度之等級分析表（N=121） 

等級 A B C D E 

平均數 4.21-5.00 3.41-4.20 2.61-3.40 1.81-2.60 1.00-1.80 

人數 8 71 40 1 1 

 

由表 4-2-3 可知，各向度平均數皆在 3 分以上，標準差不超過.70，再參看表 4-2-4，

過半數之音樂系大一生整體反省思考程度之等級為 B 等級，平均數介於 3.41-4.20，表示

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程度偏高，且從總平均數及標準差來看，各向度之表現並無太大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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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各題項之描述性分析 

以下依照各題項之答題次數、百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來分析，如表 4-2-5 所示。

此外，各題項對應之反省思考向度如表 4-2-6 所示。 

 

表 4-2-5 

音樂系大一生於「和聲學」之反省思考情形分析表（N=121） 

題項 
次數分配

與百分比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當我進行課程活動的練習時，不

需要思考太多便能立刻作答或

實作。 

次數分配 5 42 54 13 7 3.21 

(.903) 
27 

百分比 4.1 34.7 44.6 10.7 5.8 

2. 這門課程須要我們理解老師所

講述的概念。 
次數分配 42 56 21 2 0 4.14 

(.756) 
1 

百分比 34.7 46.3 17.4 1.7 0.0 

3. 我有時會參考別人的方法，並想

出更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次數分配 24 58 35 3 1 3.83 

(.799) 
4 

百分比 19.8 47.9 28.9 2.5 0.8 

4.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對自己的

看法。 
次數分配 8 31 61 15 6 3.17 

(.907) 
28 

百分比 6.6 25.6 50.4 12.4 5.0 

5. 因為有多次練習，所以練習時我

不需要思考太多便能立刻作答

或實作。 

次數分配 1 36 57 18 9 3.02 

(.885) 
30 

百分比 0.8 29.8 47.1 14.9 7.4 

6. 為了通過這堂課，我須要理解這

堂課所學的內容。 
次數分配 41 55 23 2 0 4.12 

(.766) 
2 

百分比 33.9 45.5 19.0 1.7 0.0 

7. 我喜歡持續不斷思考我所做的

事，並且我會去想更好的方法來

實踐。 

次數分配 18 64 36 2 1 3.79 

(.741) 
5 

百分比 14.9 52.9 29.8 1.7 0.8 

8. 這堂課使我對原有的一些想法

產生質疑。 
次數分配 15 46 47 10 3 3.50 

(.905) 
21 

百分比 12.4 38.0 38.8 8.3 2.5 

9. 只要我記得老師課堂的教學內

容，考試時，我不須要思考太多

便能立刻作答或實作。 

次數分配 5 46 51 12 7 3.25 

(.906) 
26 

百分比 4.1 38.0 42.1 9.9 5.8 

10. 為了課堂練習，我必須瞭解老師

所教的內容。 
次數分配 32 60 28 1 0 4.02 

(.730) 
3 

百分比 26.4 49.6 23.1 0.8 0.0 

11. 我時常反省我的行為是否有需

要改善的地方。 
次數分配 17 53 47 3 1 3.68 

(.777) 
7 

百分比 14.0 43.8 38.8 2.5 0.8 

12.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我原本做

事情的方法。 
次數分配 14.0 43.8 38.8 2.5 0.8 3.17 

(.928) 
28 

百分比 7.4 24.8 51.2 10.7 5.8 

13. 如果我能聽懂老師所教授的內

容，課堂中我不須要思考太多便

能記住重點。 

次數分配 14 48 49 6 4 3.51 

(.886) 
20 

百分比 11.6 39.7 40.5 5.0 3.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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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課堂中，我必須持續不斷地思考

老師所教的內容。 
次數分配 18 51 43 8 1 3.64 

(.847) 
9 

百分比 14.9 42.1 35.5 6.6 0.8 

15. 我時常重新評估我在課程中的

學習經驗，所以我能從中學習，

並在下次表現做得更好。 

次數分配 11 60 44 5 1 3.62 

(.744) 
12 

百分比 9.1 49.6 36.4 4.1 0.8 

16. 修習課程期間，我才發現有些原

來認為是對的想法其實是錯的。 
次數分配 15 50 48 6 2 3.58 

(.834) 
16 

百分比 12.4 41.3 39.7 5.0 1.7 

17. 我會仔細地規劃並完成課堂上

的學習作業與課堂練習。 
次數分配 7 51 53 9 1 3.45 

(.752) 
23 

百分比 5.8 42.1 43.8 7.4 0.8 

18. 我會與同學討論有關這門課的

學習方法。 
次數分配 9 51 49 9 3 3.45 

(.836) 
23 

百分比 7.4 42.1 40.5 7.4 2.5 

19. 我會在修這門課的期間，複習學

過的相關內容。 
次數分配 9 56 49 5 2 3.54 

(.764) 
19 

百分比 7.4 46.3 40.5 4.1 1.7 

20. 我會整合課堂中的練習與學習

重點，並能與其他課程連結。 
次數分配 12 61 40 6 2 3.62 

(.799) 
12 

百分比 9.9 50.4 33.1 5.0 1.7 

21. 課堂中，我在心中已思考過「我

已經學習了什麼」及「我需要再

學習什麼」。 

次數分配 6 58 49 7 1 3.50 

(.720) 
21 

百分比 5.0 47.9 40.5 5.8 0.8 

22. 我知道自己學習了什麼，並知道

為了什麼目標而學。 
次數分配 12 59 44 5 1 3.63 

(.754) 
11 

百分比 9.9 48.8 36.4 4.1 0.8 

23. 為了建立更完整的概念，我會想

辦法理解課堂中學習內容互相

的關聯。 

次數分配 11 59 46 4 1 3.62 

(.733) 
12 

百分比 9.1 48.8 38.0 3.3 0.8 

24. 我會深思所學事物的意義與我

個人學習經驗的關聯。 
次數分配 7 64 42 7 1 3.57 

(.728) 
17 

百分比 5.8 52.9 34.7 5.8 0.8 

25. 我會認真地調整我自己，以適應

課堂的要求。 
次數分配 7 66 42 5 1 3.60 

(.701) 
15 

百分比 5.8 54.5 34.7 4.1 0.8 

26. 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我會不斷

地反思自己正在學習的內容。 
次數分配 13 57 47 3 1 3.64 

(.740) 
9 

百分比 10.7 47.1 38.8 2.5 0.8 

27. 我會每天用心地省思我的學習。 次數分配 11 35 62 11 2 3.35 

(.834) 
25 

百分比 9.1 28.9 51.2 9.1 1.7 

28. 我會在學習中發揮自己的潛能。 次數分配 12 64 40 4 1 3.68 

(.733) 
7 

百分比 9.9 52.9 33.1 3.3 0.8 

29. 在這堂課的學習過程中，我會努

力消除負面的感覺。 
次數分配 13 53 45 8 2 3.55 

(.836) 
18 

百分比 10.7 43.8 37.2 6.6 1.7 

30. 身為學習者，我會積極地評估自

己的學習成效。 
次數分配 18 57 39 6 1 3.70 

(.813) 
6 

百分比 14.9 47.1 32.2 5.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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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各題項對應之反省思考向度 

向度 習慣性動作 理解 反省 批判反省 整體學習 

題項 
01、05 

09、13 

02、06 

10、14 

03、07 

11、15 

04、08 

12、16 

17～30 

 

由表 4-2-5 可看出，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量表之各題平均數介於 3.02

至 4.14 之間，而平均數前五高之題項依序為：第 2 題「這門課程須要我們理解老師所講

述的概念」，第 6 題「為了通過這堂課，我須要理解這堂課所學的內容」，第 10 題「為

了課堂練習，我必須瞭解老師所教的內容」，第 3 題「我有時會參考別人的方法，並想

出更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第 7 題「我喜歡持續不斷思考我所做的事，並且我會去想

更好的方法來實踐」。以反省思考向度來看，平均數前五高之題項有 3 題為「理解」向

度，2 題為「反省」向度。其中，第 2、6、10 題之平均數皆高於 4 分，而此三題都屬於

「理解」向度，可見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理解」向度較高，而「反省」次之。 

於標準差部分，數值介於.701 至.928 之間，前五高之題項依序為：第 12 題「因為這

堂課，我改變了我原本做事情的方法」，第 4 題「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

第 9 題「只要我記得老師課堂的教學內容，考試時，我不須要思考太多便能立刻作答或

實作」，第 8 題「這堂課使我對原有的一些想法產生質疑」，第 1 題「當我進行課程活動

的練習時，不需要思考太多便能立刻作答或實作」。以反省思考向度來看，標準差前五

高之題項有 3 題為「批判反省」向度，2 題為「習慣性動作」向度。其中，從第 4、8、

12 題標準差數值可發現，音樂系大一生對於「和聲學」是否改變個人原有想法存在較大

差異情形；而第 1、9 題標準差數值則發現，「和聲學」之教學內容、考試或練習活動是

否不須要思考便可進行，反省思考程度亦略有差異。 

與相關研究對應，Kember et al.（2000）發現護理學院之碩士生與大學生反省思考程

度之理解與反省向度較高，習慣性動作與批判反省向度較低。本研究發現音樂系大一生

反省思考程度落在「理解」向度，而「反省」次之，與 Kember et al.（2000）反省思考

程度之研究結果一致。此外，Sobral（2001）之研究結果發現，醫學系二年級學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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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學習」向度平均數為 49.93，本研究結果發現，音樂系大一生在「整體學習」向度平

均數為 49.90，與 Sobral（2001）研究結果統計數值相近。 

 

三、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各向度之描述性分析 

（一）習慣性動作 

習慣性動作是指個人以前學習過或經常應用，而能自動表現與較不須思考的行為。

由表 4-2-4 得知，「習慣性動作」向度平均數介於 3.02 至 3.51，雖不及其他向度的分數，

但平均數分數仍在 3 以上，其中第 13 題「如果我能聽懂老師所教授的內容，課堂中我

不須要思考太多便能記住重點」之平均數為 3.51，填選非常符合及符合者達百分比

51.3%。 

 

（二）理解 

理解是指個人在學習中能夠深思熟慮，對課程知識內容可以清楚明白。由表 4-2-4

得知「理解」向度平均數介於 3.64 至 4.14，於表 4-2-4 得知第 2、6、10 題平均數皆高

於 4 分，表示音樂系大一生之「理解」向度較高。然而第 14 題「課堂中，我必須持續

不斷地思考老師所教的內容」之平均數為 3.64 分，相較於「理解」向度之其他題項，其

分數較低，表示音樂系大一生能夠理解「和聲學」所學的知識，但較不容易持續不斷地

思考所學內容。 

 

（三）反省 

反省是指個人回顧過去經驗並獲取其中可延續及發展的學習意義。由表 4-2-4 得知

「反省」向度平均數介於 3.62 至 3.83，平均數僅次於「理解」向度，以第 3 題分數最高，

填答非常符合及符合者有百分比 67.7%，約五位音樂系大一生中即認為自己能參考他人

方法，並能想出更好的方法於「和聲學」中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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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判反省 

批判反省思考是指個人具有理解力與判斷力之觀點，並瞭解自己的感知、思考、判

斷、感覺與行動覺察力之情形。由表 4-2-4 得知「批判反省」向度平均數介於 3.17 至 3.58，

平均數亦在 3 分以上，其中，第 16 題「修習課程期間，我才發現有些原來認為是對的

想法其實是錯的」之平均數為 3.58，填答非常符合及符合者有百分比 53.7%，有超過半

數之音樂系大一生於「和聲學」之學習中發現與自己原本的認知有出路，表示音樂系大

一生能透過「和聲學」的學習過程發現過往不正確的知識。 

 

（五）整體學習 

整體學習是指個人對課程整體學習的反省思考能力，以及個人學習上的自律能力。

由表 4-2-4 得知，「整體學習」向度平均數介於 3.35 至 3.70，其中，第 21 題「課堂中，

我在心中已思考過『我已經學習了什麼』及『我需要再學習什麼』」，平均數為 3.35，雖

在「整體學習」向度中分數較低，但填答非常符合及符合者有百分比仍有 52.9%；而第

30 題「身為學習者，我會積極地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效」，平均數為 3.70，在「整體學習」

向度最高，填答非常符合及符合者有百分比 62%，因此在「整體學習」向度中，平均數

不論是最低或最高，音樂系大一生勾選非常符合及符合者達半數以上，表示其認同「和

聲學」在個人學習上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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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向度之相關性 

積差相關適用於兩個連續變項，相關係數數值介於-1.00 至+1.00 之間，積差相關係

數統計量為-1.00，表示兩個變項間呈現完全負相關；積差相關係數統計量為+1.00，表

示兩個變項間呈現完全正相關；此外，推論統計之顯著性機率值 p<.05，表示統計量數

r 是有意義的，此時的 r 數值若為正值，則表示兩個變項呈現正相關；若 r 數值為負值，

表示兩個變項呈現負相關（吳明隆、張毓仁，2011）。  

本研究所使用之反省思考量表來自 Kember et al.（2000）與 Sobral（2001）之量表，

Kember et al.（2000）量表涵蓋習慣性動作、理解、反省、批判反省等向度，Sobral（2001）

量表包含整體學習向度，因此，研究者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反省思考向度之相關性，

如表 4-2-7 所示。 

 

表 4-2-7 

反省思考向度之相關係數 

 習慣性動作 理解 反省 批判反省 

整體學習 .524** .610** .774
**

 .594** 

**p< .01 

 

由表 4-2-7 可知，Kember et al.（2000）量表向度與 Sobral（2001）之量表向度達到

顯著水準（p< .01），其中反省向度與整體學習向度相關程度最高（r=.774），代表音樂系

大一生愈能夠發揮反省思考能力時，其整體學習能力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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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以推論性統計分析大學音樂系學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差異情形，採用獨立

性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複選題交叉分析等三種統計方法加以分析，依據變項之

類型與數目決定統計方法的使用。本研究以性別、主修、學校類型、音樂班學習經驗、

課外活動經驗等五個背景變項作為自變數，以習慣性動作、理解、反省、批判反省、整

體學習等五個反省思考向度作為依變數，以下呈現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差異情形。 

 

肆、反省思考向度之差異分析 

  以下呈現不同背景變項音樂系大一生於各反省思考向度之差異分析如下： 

 

 一、性別 

研究者以獨立樣本 t 考驗來檢驗不同性別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各向度

與整體是否具有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2-8 所示。 

 

表 4-2-8 

不同性別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差異分析（N=121，df=1,119） 

反省思考向度 性別 樣本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習慣性動作 
男 30 3.24 0.87 

1.511 .852 
女 91 3.27 0.64 

理解 
男 30 4.08 0.67 

-.187 .263 
女 91 3.94 0.57 

反省 
男 30 3.82 0.57 

1.124 .375 
女 91 3.70 0.62 

批判反省 
男 30 3.28 0.91 

.891 .602 
女 91 3.38 0.59 

整體學習 
男 30 12.96 2.10 

-.526 .134 
女 91 12.32 1.99 

整體 
男 30 3.65 0.56 

.969 .335 
女 91 3.55 0.49 

**p < .01 

 

 



92 

 

從表 4-2-8 可發現不同性別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各向度與整體上皆未

達顯著差異，從平均數來看，音樂系大一男生在理解、反省、整體學習向度高於女生；

從標準差來看，音樂系大一男生在習慣性動作及批判反省向度異質性較高。 

從相關研究來看，陳若涵（2011）指出音樂系一年級男生屬於內控型人格，並說明

內控型人格自我要求高、工作投入且遇挫折時會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面對，由此看來音

樂系大一男生在反省思考程度較高，可能受其人格特質影響。 

 

 二、主修 

研究者以單因子變異數檢驗不同主修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各個向度與

整體是否具有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2-9 所示。 

 

表 4-2-9 

不同性別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差異分析（N=121，df=5,115） 

反省思考向度 主修 樣本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習慣性動作 

鋼琴 23 3.41 0.52 

.702 .623 

聲樂 13 3.19 0.80 

理論作曲 6 3.04 0.70 

弦樂 35 3.14 0.87 

管樂 37 3.30 0.58 

擊樂 7 3.46 0.67 

理解 

鋼琴 23 4.02 0.63 

.351 .881 

聲樂 13 4.10 0.59 

理論作曲 6 4.08 0.54 

弦樂 35 3.91 0.68 

管樂 37 3.99 0.57 

擊樂 7 3.82 0.37 

聲樂 13 3.60 0.60 

理論作曲 6 3.40 0.38 

弦樂 35 3.44 0.60 

管樂 37 3.68 0.38 

擊樂 7 3.46 0.3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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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 

鋼琴 23 3.72 0.58 

1.189 .319 

聲樂 13 3.77 0.77 

理論作曲 6 3.42 0.34 

弦樂 35 3.61 0.73 

管樂 37 3.90 0.45 

擊樂 7 3.68 0.43 

批判反省 

鋼琴 23 3.37 0.75 

1.962 .089 

聲樂 13 3.50 0.88 

理論作曲 6 2.79 0.62 

弦樂 35 3.23 0.70 

管樂 37 3.54 0.52 

擊樂 7 3.14 0.35 

整體學習 

鋼琴 23 12.93 2.13 

1.206 .311 

聲樂 13 12.50 2.24 

理論作曲 6 12.17 1.50 

弦樂 35 11.92 2.35 

管樂 37 12.87 1.64 

擊樂 7 11.86 1.46 

整體反省思考 

鋼琴 23 3.66 0.55 

1.142 .342 

聲樂 13 3.60 0.60 

理論作曲 6 3.40 0.38 

弦樂 35 3.44 0.60 

管樂 37 3.68 0.38 

擊樂 7 3.46 0.31 

**p < .01 

 

根據表 4-2-9 可發現，不同主修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各向度與整體皆

未達顯著差異，從平均數來看，主修管樂的音樂系大一生在反省、批判反省向度高於其

他主修學生，主修擊樂的音樂系大一生在習慣性動作向度高於其他學生，主修理論作曲

的音樂系大一生在理解向度高於其他主修學生，主修鋼琴的音樂系大一生在整體學習向

度高於其他主修學生；此外，從標準差來看，擊樂學生普遍低於其他主修之學生，然而，

總體來說平均數與標準差之差距並不算太大。 

從相關研究來看，林良玉（2009）的研究結果發現音樂系學生主修成績與省思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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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正相關，張紅蘋（2012）之研究結果發現不同主修學生對於學習動機與人格層面觀

點有顯著差異，兩筆相關研究皆反應出主修的學習對於音樂系學生是有所影響的。然而，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主修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沒有顯著差異，研究者推測

應是本研究主修樣本人數不足與分布不均，較無法從主修得知差異情形。 

 

 三、學校類型 

研究者以單因子變異數檢驗不同學校類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各向度

與整體是否具有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2-10 所示。 

 

表 4-2-10 

不同學校類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差異分析（N=121，df=2,118） 

反省思考向度 學校類型 樣本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習慣性動作 

藝術 58 3.19 0.74 

1.240 .293 師範 31 3.43 0.69 

一般 32 3.24 0.62 

理解 

藝術 58 3.89 0.53 

1.255 .289 師範 31 4.06 0.69 

一般 32 4.05 0.61 

反省 

藝術 58 3.73 0.53 

.224 .799 師範 31 3.78 0.81 

一般 32 3.68 0.50 

批判反省 

藝術 58 3.24 0.73 

1.661 .194 師範 31 3.47 0.75 

一般 32 3.45 0.46 

整體學習 

藝術 58 12.39 1.75 

1.383 .255 師範 31 12.97 2.61 

一般 32 12.15 1.83 

整體反省思考 

藝術 58 3.52 0.46 

1.180 .311 師範 31 3.69 0.67 

一般 32 3.54 0.41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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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2-10 可發現不同學校類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各向度與整體

皆未達顯著差異，從平均數來看，書林大學音樂系大一生在各個向度反省思考程度稍高

於其他學校，研究者推測可能受師範類型學校教育風氣所影響之結果。 

從相關研究來看，張紅蘋（2012）之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學校類型的音樂系學生對於

學習態度與人格層面觀點等變項之間具有差異情形，對照本研究之研究結果，雖無顯著

差異情形，但仍可發現不同學校類型學生之反省思考略有差異。 

 

 四、音樂班學習經驗 

研究者以單因子變異數來檢驗不同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

思考各向度與整體上是否具有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2-11 所示。 

 

表 4-2-11 

不同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差異分析（N=121，df=1,119） 

反省思考向度 
音樂班 

學習經驗 
樣本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習慣性動作 
有 94 3.27 0.68 

.033 .856 
沒有 27 3.24 0.76 

理解 
有 94 3.89 0.57 

10.735 .001** 
沒有 27 4.30 0.57 

反省 
有 94 3.69 0.61 

1.611 .207 
沒有 27 3.86 0.56 

批判反省 
有 94 3.31 0.70 

1.435 .233 
沒有 27 3.49 0.59 

整體學習 
有 94 12.39 2.12 

.678 .412 
沒有 27 12.76 1.70 

整體反省思考 
有 94 3.54 0.53 

1.722 .192 
沒有 27 3.69 0.42 

**p < .01 

 

根據表 4-2-11 可發現，不同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

「理解」向度達到顯著差異，從平均數來看，無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之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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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有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則分數較低；從其他向度來看，除了習慣性動

作向度之外，反省、批判反省及整體學習向度皆是無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之

分數較高。依據本研究訪談結果，有兩位和聲學教師提出音樂系大一生並未在課堂上認

真學習，其學習態度有待加強，有一位和聲學教師提出音樂系大一生之學習動機不足，

對於課程內容不感興趣；因此，研究者推測可能是音樂系大一生的學習態度及學習動機

影響其反省思考程度，以致顯著情形落在「理解」向度。 

 

五、課外活動經驗 

研究者以單因子變異數來檢驗不同課外活動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

考各個向度與整體是否具有差異情形，結果如表 4-2-12 所示。 

 

表 4-2-12 

不同課外活動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差異分析（N=121，df=1,119） 

反省思考向度 課外活動經驗 樣本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習慣性動作 
有 84 0.70 0.08 

1.599 .208 
沒有 37 0.70 0.11 

理解 
有 84 0.62 0.07 

.597 .441 
沒有 37 0.55 0.09 

反省 
有 84 0.61 0.07 

.000 .984 
沒有 37 0.61 0.10 

批判反省 
有 84 0.67 0.07 

.172 .679 
沒有 37 0.69 0.11 

整體學習 
有 84 2.08 0.23 

.735 .393 
沒有 37 1.92 0.32 

整體反省思考 
有 84 0.52 0.06 

.241 .624 
沒有 37 0.48 0.08 

**p < .01 

 

從表 4-2-12 可發現不同課外活動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各向度與

向度整體皆未達顯著差異，從平均數來看，習慣性動作及反省向度分數相同，理解及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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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反省向度僅有些微落差，而整體學習向度上，則是有課外活動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反

省思考程度較高，標準差數值亦顯示有課外活動經驗音樂系大一生之同質性較高，不過，

此背景變項並未與反省思考程度產生顯著差異。 

從林郁蕙（2010）之研究發現，有課外活動經驗之音樂系學生對於未來的生涯選擇

及個人價值觀有所影響，李錦雯（2009）則發現音樂系學生對於課外活動有正面態度，

對自身「音樂人」角色較能感到認同，可見課外活動經驗對音樂系學生的確有所影響，

以相關研究對照本研究之研究結果，研究者推斷可能是課外活動經驗並不直接影響音樂

系大一生之課程學習，使課外活動經驗並未與「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呈現顯著差異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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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和聲學」課程特色與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程度與差異情形。本

節針對學生反省思考程度與「和聲學」課程特色進行對照分析，以研究工具「大學音樂

系學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調查問卷」及「大學音樂系和聲學教師之訪談大綱」做綜

合討論，先以反省思考向度「理解」與「習慣性動作」對照訪談內容，接著，再以「和

聲學」課程特色的「教學策略」、「學習教材」與「學習概念」對照反省思考量表題項；

最後，針對學習教材歸納其特色。 

 

一、反省思考程度 

 （一）習慣性動作 

  從表 4-2-3 得知，三校音樂系大一生皆在「習慣性動作」向度分數最低，平均數為

3.28，標準差.686，在四個向度中分數最高，「習慣性動作」表示學生在學習「和聲學」

時，不會因以前所學習的知識而產生自動表現或不加思考的情形，意指「和聲學」的學

習能夠使學生對課程內容進行思考，不因先前所學而侷限課程內容的吸收。不過，研究

者進一步對照和聲學教師訪談內容，發現教師與學生的想法有所落差。 

 

最大的困難在於不專心。（T1） 

我認為學生在學習和聲學的時候，最常遇到的困難是他並沒有花費足夠的時間去學習這 

門課。（T2） 

遇到的困難是怎麼樣引起他們對和聲的興趣，然後幫助學生解決問題這比較難。（T3） 

 

  從訪談內容來看，兩位教師認為學生的不專心或不努力使「和聲學」的學習情形不

佳，一位教師則認為此結果是來自學生學習動機不足，因此，研究者推測部分音樂系大

一生在學習「和聲學」時容易產生「習慣性動作」之情形，對於課程內容不加思考，而

導致學生本身面對「和聲學」的學習態度及學習動機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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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解 

  從表 4-2-3 得知，三校音樂系大一生皆在「理解」向度分數最高，平均數為 3.97，

標準差則最低，分數為.587，「理解」表示學生在學習「和聲學」時，能夠清楚明白課程

中的學習，意指「和聲學」的學習可使學生明確地掌握與瞭解課程內容，表示三校大一

生在不同課程設計的學習下，仍保有高度的同質性；研究者進一步對照和聲學教師訪談

內容，得知教師通常由作業的練習來觀察學生是否確實地理解課程內容。 

 

作業也有很多錯誤…他們有回家作業所以會幫他們打分數，但有時候回家作業分數我沒有

登記，因為他們可以彼此討論，或甚至有抄襲的情形。（T1） 

如果平時作業一直缺交，即使期中考、期末考考得很好，常常沒有來上課，也可能學期的

成績不及格。（T2） 

作業通常是繳交前一天寫或者是當場才寫…通常那些比較會常來問問題或是作業認真寫

的，相對的成績會比較高。（T3） 

 

從訪談內容來看，三位教師提到學生於作業上有錯誤、抄襲、缺交、繳交前才當場

寫等問題，在作業練習中有部分學生並未認真準備，研究者推測學生的學習態度可能有

明顯的落差，而使部分學生不在意作業的繳交，部分學生則認真準備作業，或學生的學

習動力差而對作業的繳交不感興趣，又或者與其過去學習經驗有關，學生可能認為已學

習到相關知識，無心學習同樣的內容，使之反省思考程度僅在「理解」，而未進階達到

「反省」或「批判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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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特色 

  本研究以教學策略、學習教材與學習概念作為「和聲學」課程設計之要素，研究者

就三位教師訪談的教學策略、學習教材與學習概念與反省思考量表題項進行對照分析。 

 

（一）從教學策略來看 

  三校的「和聲學」皆以課程目標為導向，不同教師有不同的教學方法與風格，但相

同點皆在於「和聲學」的練習上相當注重反覆練習，複習先前所學的概念，以及適時轉

換學習步驟與增加譜例的使用來進行教學，同時強調和弦編排或聲部進行之聆聽能力。 

  對照反省思考量表題項來看，題項第 1、5、10、26 說明課程活動的練習（如表 4-3-1），

而題項第 8、12、14、16、17、20、21 說明「和聲學」的課程內容使學生改變想法或藉

由課程內容進行反思（如表 4-3-2），上述題項平均數在 3.02 至 4.02 之間，標準差在.720

至.928，呈現出「和聲學」教師之教學策略可能影響學生的學習，使學生在課程之中得

以改變想法或反思，然而，課程中的影響因素不只在教師教學策略，故而難以判定是否

與學生反省思考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表 4-3-1 

反省思考量表題項包含「課程活動練習」之列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當我進行課程活動的練習時，不需要思考太多便能立刻作答或實作。 3.21 

(.903) 
5. 因為有多次練習，所以練習時我不需要思考太多便能立刻作答或實

作。 

3.02 

(.885) 

10. 為了課堂練習，我必須瞭解老師所教的內容。 4.02 

(.730) 

26. 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我會不斷地反思自己正在學習的內容。 3.64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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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反省思考量表題項包含「因課程而改變想法或思考」之列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8. 這堂課使我對原有的一些想法產生質疑。 3.50 

(.905) 
12.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我原本做事情的方法。 3.17 

(.928) 

14. 課堂中，我必須持續不斷地思考老師所教的內容。 3.64 

(.847) 

16. 修習課程期間，我才發現有些原來認為是對的想法其實是錯的。 3.58 

(.834) 

17. 我會仔細地規劃並完成課堂上的學習作業與課堂練習。 3.45 

(.752) 

20. 我會整合課堂中的練習與學習重點，並能與其他課程連結。 3.62 

(.799) 

21. 課堂中，我在心中已思考過「我已經學習了什麼」及「我需要再學

習什麼」。 

3.50 

(.720) 

 

（二）從學習教材來看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在三校音樂系「和聲學」皆被作為主要教材，另外，三

校和聲學教師認為一本教科書仍不足夠，故皆有安排其他輔助教材或作業規劃以適時使

用。 

  從反省思考量表題項來看，無特別提到教科書的使用，或如何藉由教科書使學生增

加學習效果等等，有關教科書對於學生學習「和聲學」的影響，有待未來研究加以探討。 

 

（三）從學習概念來看 

  和聲學教師以各種和弦的學習為主要的學習概念，並在進入各種和弦的學習之前，

增強和聲概念的複習與加強，例如：音程、調號、音名、三和弦、七和弦。另外，和聲

學教師皆相當注重音感訓練，針對音感練習各自有不同的安排。 

  對照反省思考量表題項來看，第 2、20、23 等題項提及學習概念（如表 4-3-3），題

項中提及理解、整合、連結與建立完整概念等，平均數在 3.62 至 4.14 之間，標準差在.733

至.799 之間，顯示教師所規劃的學習概念之練習，可能使學生的反省思考程度提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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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課程中的影響因素不僅僅在於學習概念的學習，因此較難得知學習概念是否與學生

反省思考有直接的影響關係。 

 

表 4-3-3 

反省思考量表中提及「學習概念」之題項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2. 這門課程須要我們理解老師所講述的概念。 4.14 

(.756) 

20. 我會整合課堂中的練習與學習重點，並能與其他課程連結。 3.62 

(.799) 

23. 為了建立更完整的概念，我會想辦法理解課堂中學習內容互相的

關聯。 

3.62 

(.733) 

 

 

（四）學習教材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的特色 

  三校和聲學教師皆使用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作為主要教材，必有其優點可輔

助學生學習和聲學，研究者依據訪談教師的內容中，將學習教材之特色歸納如下： 

  其一，目錄依據和聲順序之難易度編排，第一部分為基礎的音樂要素概念，如調性、

音階、調式、音程、節奏…等，第二部分為簡單和弦與第一轉位的概念，如 I、II、IV、

V、VI 等常用和弦，第三部分為五三、六三及六四和弦的使用技巧，第四部分為旋律與

節奏在和聲進行時的修飾，第五部分為七和弦與附屬和弦的使用技巧，第六部分為特殊

和弦的使用技巧，共有六個部分循序漸進地編排。 

  其二，題型的設計具有不同的挑戰與困難度，每一章節的和聲題型可練習和弦的不

同配置、三或四聲部的和弦進行，或長短樂句的和弦編排，以利學習多種和聲與聲部的

變化。 

在研究者就讀大學期間，主修修習理論作曲，而作曲過程必須瞭解和弦、聲部進行

的用法，透過「和聲學」學習教材的使用，能輔助自己對「和聲學」的學習，掌握正確

的學習概念，就上述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之特色來看，的確符合學習「和聲學」

之需要，提供很好的和弦理論與習題，是一本優良的學習教材。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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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音樂系「和聲學」之課程特色，以及音樂系大學生「和聲學」反省

思考程度與差異情形，採用訪談瞭解和聲學教師課程設計要素，進而歸納為「和聲學」

課程特色，並以問卷調查瞭解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以及不同背景變

項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差異情形，再對照分析訪談與問卷調查，最後研

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提出結論，並提供對「和聲學」授課教師、音樂系學生及未來

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綜合訪談與問卷調查之結果，歸納出以下結論： 

 

壹、音樂系「和聲學」課程之特色 

一、和聲學教師的教學策略以課程目標為導向，各自有不同的教學方法。 

三校和聲學教師的教學策略各有不同之處：蔚藍大學教師於每一章的教學進度

視學生學習情形予以調整，並於學期末盡力達成課程目標，故課程強調反覆練習，

並適時增強練習速度，教學上秉持嚴謹的授課態度；書林大學教師約兩週上完教科

書一章為課程進度並注重反覆練習，抱持開放及包容態度，以及學習步驟與譜例的

使用進行教學，同時強調鍵盤和聲的訓練；藝曲大學教師教學進度較快，通常在教

科書授完後還會給予二十一世紀的和聲觀念，教學上著重較難章節，在新章節的學

習複習和弦概念，亦時常調整教學概念，並加入流行歌曲的和聲進行以增加學生的

學習興趣。 

 

二、學習教材皆以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為主，並以教材目錄作為課程大綱。 

和聲學教師所使用的教科書皆相同，以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作為主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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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其他輔助教材或作業規劃，如：網站或其他專書，而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目

錄依據和聲順序之難易度編排，和聲學教師大致依照教科書目錄之和弦概念作為課程大

綱之架構。 

 

三、學習概念包含基礎音樂要素及各種和弦的配置，並強調音感的培養 

和聲學教師以各種和弦的學習為主要的學習概念，並在進入各種和弦的學習之前，

複習與加強和聲概念，例如：音程、調號、音名、三和弦、七和弦。另外，和聲學教師

皆相當注重音感訓練，針對音感練習各自有不同的安排。 

 

貳、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程度 

一、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在「理解」及「反省」向度較高。 

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落在「理解」向度，「反省」向度次之，尤

其在「這門課程須要我們理解老師所講述的概念」、「為了通過這堂課，我須要理解這堂

課所學的內容」及「為了課堂練習，我必須瞭解老師所教的內容」等題項之反省思考程

度較高，代表音樂系大一生於「和聲學」的學習能夠進行思考，明白課程知識內容，部

分音樂系大一生能利用過往所學在「和聲學」加以運用。 

 

二、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在「習慣性動作」及「批判反省」向度較低。 

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在「習慣性動作」向度較低，「批判反省」

向度次之，從各題項來看，以題項「因為有多次練習，所以練習時我不需要思考太多便

能立刻作答或實作」之反省思考程度分數最低，代表音樂系大一生學習「和聲學」較不

會因以前學習過而不進行思考，但對於「和聲學」的學習還未達到產生個人的判斷力及

瞭解自己的感知、思考與覺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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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向度之相關性 

反省思考程度之「整體學習」向度與「習慣性動作」、「理解」、「反省」及「批判反

省」向度之間呈現正相關，其中，「整體學習」與「反省」向度呈現高度正相關，代表

音樂系大一生愈能夠發揮反省思考能力時，其整體學習能力會愈好。 

 

參、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差異情形 

一、不同性別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在反省思考各向度無顯著差異 

不同性別之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反省思考上並無顯著差異，在「理解」、「反

省」、「整體學習」向度，男生反省思考程度較高。在「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對自己的

看法」、「這堂課使我對原有的一些想法產生質疑」、「課堂中，我必須持續不斷地思考老

師所教的內容」、「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我原本做事情的方法」、「我會在學習中發揮自

己的潛能」之題項，男生的反省思考程度略高。然而，從反省思考相關研究來看，並無

針對性別變項來研究，因此不同性別音樂系學生之反省思考有待後續研究探討。 

 

二、不同主修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在反省思考各向度無顯著差異 

主修鋼琴、聲樂、理論作曲、弦樂、管樂或擊樂之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反省

思考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在「習慣性動作」向度以主修擊樂較高，「理解」向度以主修

理論作曲較高，「反省」及「批判反省」向度以主修管樂較高，「整體學習」向度以主修

鋼琴較高。此外，在「為了課堂練習，我必須瞭解老師所教的內容」之題項，不同主修

之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略有差異。從文獻得知，主修的學習對於音樂系學生思考方面

有正向影響，然而本研究之不同主修樣本數差異較大，因此無法從主修變項獲得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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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學校類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在反省思考各向度無顯著差異 

一般、師範或藝術類型之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反省思考上並無顯著差異，不

過，師範類型之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程度略高。不同學校類型之音樂系大一生可能受

其學校風氣、環境或教師等因素影響，若欲知更深入之反省思考差異情形，須待未來研

究加以探討。 

 

四、不同音樂班學習經驗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在反省思考之理解向度有顯著差異 

有無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反省思考的「習慣性動作」、「反

省」、「批判反省」、「整體學習」向度上未達顯著差異，但在「理解」向度達到顯著差異，

且以無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理解」程度較高。但以整體反省思考

等級來看，以無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程度最高，而 3 年音樂班學習

經驗者次之。此外，在「只要我記得老師課堂的教學內容，考試時，我不須要思考太多

便能立刻作答或實作」及「為了課堂練習，我必須瞭解老師所教的內容」之題項，無音

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略高，由上述資料顯示無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

系大一生可能因為較缺少「和聲學」的學習經驗，在課堂中需要較多時間來學習，相對

而言其反省思考較高，然而，有音樂班學習經驗學生並非反省思考能力較差，研究者推

測有經驗之學生已學會課堂所教授的內容而使其缺乏學習動機，導致反省思考分數較

低。 

 

五、不同課外活動經驗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在反省思考各向度無顯著差異 

有無課外活動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在「和聲學」反省思考上並無顯著差異，以有課

外活動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程度較高。從不同課外活動種類來看，音樂系大一

生在打工、家教、校內社團、校外社團、志工及遊學等課外活動經驗之反省思考程度較

高，而音樂教室兼職之課外活動經驗相對較低，表示打工、家教、校內社團、校外社團、

志工及遊學相較於音樂教室兼職容易影響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此外，在「我會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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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發揮自己的潛能」之題項，有課外活動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略高，故參與

課外活動或許對提升其反省思考能力有所幫助。 

 

肆、綜合討論 

一、反省思考程度以習慣性動作及理解向度較為顯著 

  「習慣性動作」向度的部分，研究者從訪談結果推測音樂系大一生在學習「和聲學」

時容易產生「習慣性動作」，雖在訪談內容呈現音樂系大一生對「和聲學」的學習態度

及學習動機較低。「理解」向度的部分，研究者從訪談結果得知，學生於作業練習之表

現情形不佳，推測可能在學生的學習程度及學習態度有明顯的落差。 

從「習慣性動作」與「理解」向度對照訪談結果之分析為研究者的個人判斷，兩者

之間的關聯性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二、教學策略、學習教材與學習概念在反省思考量表題項的表現情形 

（一）教學策略 

  從訪談內容對照量表來看，「和聲學」教師之教學策略可能影響學生的學習，使學

生在課程中得以改變想法或反思，然而其中更細微的影響因素有待未來研究加以探討。 

 

（二）學習教材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在三校音樂系「和聲學」皆被作為主要教材，然而，在

省思考量表題項中，並無特別提及教科書的使用，或如何藉由教科書使學生增加學習效

果等等，有關教科書對於學生學習「和聲學」的影響，有待未來研究加以探討。 

 

（三）學習概念 

  教師所規劃的學習概念之練習，可能使學生的反省思考程度提高，然而，本研究結

果並無法作直接的判斷，仍須要未來進一步研究。 

 



110 

 

三、學習教材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之特色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有兩點特色，一為目錄依據和聲順序之難易度編排，並

分成六個部分循序漸進地編排，二為題型的設計具有不同的挑戰與困難度，每一章節的

和聲題型可訓練到和弦的不同配置、三或四聲部的和弦進行，或長短樂句的和弦編排，

可學習多種和聲與聲部的變化，故而能提供「和聲學」學習者豐富的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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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根據上述研究結果與結論，依序針對「和聲學」授課教師、音樂系大學生及未

來研究提供可參考之建議。 

 

壹、對「和聲學」授課教師的建議 

一、藉由多元的學習方法以增強反省思考 

從研究結果發現，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多落在「理解」及「反省」向度。由文獻

得知，若要深入至「批判反省」向度，可藉由學習檔案、多元學習策略、兼具理論與實

務之課程給予啟發，故而研究者建議教師重視學生的反省思考能力，可利用上述學習方

法或注重課堂中的實務運作，以使學生增加反省思考的機會。 

 

二、重視不同學習經驗學生之學習 

從訪談結果得知，無音樂班學習經驗之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程度較高，有音樂班

學習經驗者可能具有先備知識，在學習過程較無學習動機，然而有無經驗之學生如何運

用反省思考，值得後續研究探討；另一方面，訪談結果亦呈現和聲學教師若以通俗或流

行音樂之譜例，可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研究者建議和聲學、音樂基礎訓練、對位法、

曲式分析等必修課程之授課教師可進行分級教學，並採用符合學生的學習程度之通俗譜

例，以增強學生之學習意願，進而提升其反省思考能力。 

 

貳、對音樂系學生的建議 

一、重視「和聲學」之專業與學習經驗，並改善自我學習態度 

本研究對象之反省思考程度偏向「理解」及「反省」向度，尚未達到「批判反省」

向度，表示其反省思考之提升還有進步空間，以此對照訪談結果得知，受訪教師在課堂

中發現，部分研究對象學習態度仍有待加強，其認為研究對象若能具備認真主動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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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反省思考勢必有所改善，故而研究者建議音樂系學生應重視課程之專業知識，並

更加主動、認真地學習，以增進自我反省思考能力的培養。 

 

二、多參與校內外的課外活動，以獲得不同領域的學習 

從本研究文獻得知，課外活動對音樂系學生未來生涯、個人價值觀及角色認同有正

向影響，並由研究結果發現，參與課外活動有助於增進反省思考能力，研究者建議音樂

系學生多參與校內外的課外活動，透過對不同領域的認識及實踐，刺激不同面向的反省

思考。 

 

參、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樣本與變項 

本研究以方便取樣選取蔚藍大學、書林大學及藝曲大學等三所大學作為正式樣本，

並且以一年級作為研究對象，因此研究結果不宜擴及到其他學校及其他年級之音樂系學

生。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學校類型音樂系大一生「和聲學」反省思考程度略有差異，建

議未來研究可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法，將不同學校類型音樂系之樣本數擴大，有利於統計

上的運作，以瞭解不同學校類型學生反省思考之情形。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音樂系大一生反省思考之程度與差異情形，此方法雖能獲得不

同向度與背景變項之統計分析，但研究對象可能受其他不同因素影響，如個人表演經驗、

生活型態、教育學程、家庭教育等等，故而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可調查不同因素是否對

音樂系學生反省思考有所影響，或採用訪談法瞭解音樂系學生個人在課程中的反省思考

過程，能深入探究更細微的反省思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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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原量表與修正量表題項對照表 

 

向度 

原量表 修正量表 

修正說明 題

號 
原題目 

題

號 
翻譯後題目 

習慣

性動

作 

01 When I am working 

on some activities, I 

can do them without 

thinking about what I 

am doing. 

01 當我進行課程指定的練

習時，不需要思考太多

便能立刻作答或實作。 

保持原意，為符合本

研究必修課程之學

習，故以「課程指定

的練習」代替 some 

activities。 

05 In this course we do 

things so many times 

that I started doing 

them without 

thinking about it. 

05 因為課堂中有多次練

習，所以每次練習時我

不需要思考太多便能立

刻作答或實作。 

保持原意，為符合本

研究必修課程之學

習，故以「課堂練習」

代替 some activities。 

09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handout 

material for 

examinations, I do 

not have to think too 

much. 

09 只要我記得老師的課堂

講義與教材內容，考試

時，我不須要思考太多

便能立刻作答或實作。 

修正原意，因各校老

師未必都有考試講義

與教材，故將「考試

的講義與教材」改為

「課堂的講義與教

材」。 

13 If I follow what the 

lecturer says, I do not 

have to think too 

much on this course. 

13 如果我能聽懂老師所教

授的內容，課堂中我不

須要思考太多便能記住

重點。 

保持原意，在第二句

補上「能記住重點」，

使句子更完整。 

理解 02 This course requires 

us to understand 

concepts taught by 

the lecturer. 

02 這門課程須要我們理解

老師所講述的概念。 

保持原意。 

06 To pass this course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06 為了通過這堂課，我須

要理解這堂課所學的內

容。 

保持原意，為求各題

項一致性，將「你」

改成「我」。 

10 I need to understand 

the material taught 

by the teacher in 

order to perform 

10 為了課堂中的練習，我

必須瞭解老師所教的內

容。 

保持原意，為符合本

研究必修課程之學

習，故以「課堂中的

練習」代替 per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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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tasks. practical tasks。 

14 In this course you 

have to continually 

think about the 

material you are 

being taught. 

14 課堂中，我必須持續不

斷地思考老師所教的內

容。 

保持原意，為求各題

項一致性，將「你」

改成「我」。 

反省 03 I sometimes question 

the way others do 

something and try to 

think of a better way. 

03 我有時會思考別人的方

法，並想出更好的方法

來解決問題。 

保持原意。 

07 I like to think over 

what I have been 

doing and consider 

alternative ways of 

doing it. 

07 我喜歡持續不斷思考我

的所作所為，並且能思

考以其他方法來做。 

保持原意。 

11 I often reflect on my 

actions to see 

whether I could have 

improved on what I 

did. 

11 我時常反省我的行為是

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保持原意。 

15 I often re-appraise 

my experience so I 

can learn from it and 

improve for my next 

performance. 

15 我時常重新評估我的課

程經驗，所以我能從中

學習，並在下次表現做

得更好。 

保持原意，為符合本

研究必修課程之學

習，故將 my 

experience改為「我的

課程經驗」。 

批判

反省 

04 As a result of this 

course I have 

changed the way I 

look at myself. 

04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

對自己的看法。 

保持原意。 

08 This course has 

challenged some of 

my firmly held ideas. 

08 這堂課使我對原本的認

知產生質疑。 

保持原意。 

12 As a result of this 

course I have 

changed my normal 

way of doing things. 

12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

我原本做事情的方法。 

保持原意。 

16 During this course I 

discovered faults in 

16 修習課程期間，我發現

原本的認知有一些錯

保持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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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 had previously 

believed to be right. 

誤。 

整體

學習 

01 Carefully planned my 

learning tasks in the 

courses and training 

activities of the 

medical program. 

01 我會謹慎地規劃課堂上

的學習作業與課堂練

習。 

1. 保持原意，為符合

本研究必修課程

之學習，故將「課

堂上的學習作業」

代替 training 

activities。 

2. 將 medical 

program 改為「課

程」。 

02 Talked with my 

colleagues about 

learning and methods 

of study. 

02 我會與同學討論這門課

的學習內容與方法。 

保持原意。 

03 Reviewed previously 

studied subjects 

during each term. 

03 我會在修這門課的期

間，複習之前所學的內

容。 

保持原意。 

04 Integrated all topics 

in a course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ose 

of other courses and 

training activities. 

04 我會統整課堂中的練習

與學習重點，並能連結

至其他課程的學習。 

保持原意，為符合本

研究必修課程之學

習，故將「課堂中的

練習」代替 training 

activities。 

05 Mentally processed 

what I already knew 

and what I needed to 

know about the 

topics or procedures. 

05 課堂中，我在心中已思

考過「我已經學習了什

麼」及「我需要學習什

麼」。 

保持原意，為符合本

研究必修課程之學

習，故將「課堂中」

涵蓋 the topics or 

procedures。 

06 Been aware of what I 

was learning and for 

what purposes. 

06 我知道自己正在學習什

麼，並知道為了什麼而

學。 

保持原意。 

07 Sought out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opics in 

order to construct 

more comprehensive 

notions about some 

theme. 

07 為了建立更完整的概

念，我會想辦法理解課

堂中學習內容的關聯

性。 

保持原意，為求呈現

課程的整體性，將

some theme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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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Pondered over the 

meaning of the things 

I was studying and 

learning in relation to 

my personal 

experience. 

08 我會深思所學事物的意

義與我個人經驗的關

聯。 

保持原意。 

09 Conscientiously 

sought to adapt 

myself to the varied 

demands of the 

different courses and 

training activities. 

09 我會認真地調整我自

己，以適應每堂課的不

同要求。 

保持原意，本研究方

法為一個量表對應一

堂課，故將 different 

courses 改為「每堂

課」。 

10 Systematically 

reflected about how I 

was studying and 

learning in different 

contexts and 

circumstances. 

10 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

我會有系統地反思自己

正在學習的內容。 

保持原意，為符合本

研究必修課程之學

習，將 different 

contexts and 

circumstances 翻譯為

「不同的學習情

境」。 

11 Mindfully 

summarized what I 

was learning day in, 

day out, in my 

studies. 

11 我會每天用心地省思我

的學習。 

保持原意。 

12 Exerted my capacity 

to reflect during a 

learning experience. 

12 我會在我的學習中發揮

自己的潛能。 

保持原意。 

13 Diligently removed 

negative feelings in 

relation to aims, 

objects, behaviours, 

topics or 

problems pertaining 

to my studies. 

13 有關這堂課的學習目

標、學習行為及課程內

容與相關問題，我會努

力去除負面的感覺。 

保持原意。 

14 Constructively 

self-assessed my 

work as a learner. 

14 我會積極地以學習者的

角色評估自己的學習。 

保持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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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專家效度問卷修正意見彙整表 

 

本彙整表以 A、B、C 作為三位專家之代號，將專家意見與修正結果彙整如下： 

原題項 專家意見 修正後題項 修正說明 

引言 A、B、C：可   

填答說明 A、B、C：可   

 

【第一部份】個人資料 

原題項 專家意見 修正後題項 修正說明 

一、性別： 

□男 □女 

   

二、主修： 

□鋼琴□聲樂□理論作曲□弦樂□管

樂□擊樂□傳統樂器 

B：應增加「其他」選項

及填答底線。 

二、主修：□

鍵盤□聲樂

□理論作曲

□弦樂□管

樂□擊樂□

傳統樂器 

考量各學校主修

類別，僅蔚藍大學

特有主修「電子

琴」，其餘學校主

修類別皆一致，故

將原題項「鋼琴」

改為「鍵盤」。 

三、學校類型： 

□一般□師範□藝術（學校名稱有師

範或教育者為師範類型，有藝術者

為藝術類型，其餘為一般類型） 

B：應增加「其他」選項

及填答底線。 

保持原題

目。 

考量學校類型須

與反省思考進行

差異之比較，故不

再增加選項。 

四、過去學習經驗： 

□有，我就讀音樂班時間達   

年（請累計國小至高中階段的音樂

班學習年數） 

□沒有 

   

五、課外活動經驗： 

□有，從我就讀大學開始，曾有過□

打工□家教□音樂教室兼職□校內社

團□校外社團□志工□遊學等課外活

動經驗（可複選） 

□沒有 

A：注意排版，否則會影

響表面效度。 

B：課外活動經驗與後方

選項的類別關聯性，需要

再加強。 

C：課外活動經驗是指「音

樂」相關經驗或「一般」

經驗，例如：桌球社團也

算校內社團嗎？請根據

研究目的界定清楚，給作

保持原題

目。 

1. 考量本研究量

表旨在探討必修

課程之反省思

考，故以課外活動

經驗作為個人背

景變項，瞭解音樂

系大學生課程內

與外之差異情形。 

2. A專家意見於正

式問卷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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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者明確的指示。 3. 基於 B專家與

C 專家之意見，於

論文第三章再作

補充。 

 

 

【第二部份】反省思考量表 

一、量表各題項之意見 

反省量表 

原題項 專家意見 修正後題項 修正說明 

1. 當我進行課程指定的

練習時，不需要思考太多

便能立刻作答或實作。 

■適合 

A、B 

■修正後適合 

C：根據原量表，建

議將「課程指定的練

習」改為「課程活動

的練習」。 

1.當我進行課程活

動的練習時，不需

要思考太多便能

立刻作答或實作。 

考量各校之「音樂基礎訓

練」與「和聲學」課程未必

都有活動之練習，故刪除

「指定」用詞。 

2. 這門課程須要我們理

解老師所講述的概念。 

■適合 

C 

■修正後適合 

A：請判斷需要與須

要的差異，二者強度

不同，後者是較強的

口吻。 

B：刪除「我們」。 

保持原題目。 1. 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典修訂本及國語會辭典使

用答客問，「須」及「需」

皆有需要、需求之意，但因

詞性不同，而用法有異。「必

須」的「須」為副詞，後可

接動詞；「必需」的「需」

為動詞，後可接受詞；本題

應加入「須」以修飾動詞，

故本題保持原題目。 

2. 回應 B專家之意見，於

「須要」後方加入受詞，使

句子更加順暢，故本題保持

原題目。 

3. 我有時會思考別人的

方法，並想出更好的方法

來解決問題。 

■適合 

A、C 

■修正後適合 

B：「思考」應該為

「參考」。 

我有時會參考別

人的方法，並想出

更好的方法來解

決問題。 

本題雖強調「思考」，然而

「參考」一詞較適合本句文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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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

了對自己的看法。 

■適合 

A、C 

■不適合 

B：無。 

保持原題目。  

5. 因為課堂中有多次練

習，所以每次練習時我不

需要思考太多便能立刻

作答或實作。 

■適合 

A、C 

■修正後適合 

B：要強調「每次」

嗎？ 

5.課堂中，因為有

多次練習，所以練

習時我不需要思

考太多便能立刻

作答或實作。 

考量受試者填答問卷時，有

時間頻率作為參考，以評量

自己是否達到題目之要

求，故不須強調「每次」。 

6. 為了通過這堂課，我

須要理解這堂課所學的

內容。 

■適合 

B、C 

■修正後適合 

A：請判斷需要與須

要的差異，二者強度

不同，後者是較強的

口吻。 

保持原題目。 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修訂本及國語會辭典使用

答客問，「須」及「需」皆

有需要、需求之意，但因詞

性不同，而用法有異。「必

須」的「須」為副詞，後可

接動詞；「必需」的「需」

為動詞，後可接受詞；本題

應加入「須」以修飾動詞，

故本題保持原題目。 

7. 我喜歡持續不斷思考

我的所作所為，並且能思

考以其他方法來做。 

■適合 

C 

■修正後適合 

A：「以其他方法來

作」，此句語意不

清。 

■不適合 

B：無。 

7. 我喜歡持續不

斷思考我的所作

所為，並且我能思

考以更好的方法

來實踐。 

考量「以其他方法來作」語

意不清，將其改為「以更好

的方法來作」。 

8. 這堂課使我對原本的

認知產生質疑。 

■適合 

A 

■修正後適合 

B：應指出是哪些

「原本認知」，目前

的範圍太廣了。 

C：根據原量表，建

議改為「這堂課挑戰

某些我既定的想

法」。 

8.這堂課使我對原

有的一些想法產

生質疑。 

1. 考量不一定每位學生都

知道「認知」一詞的意涵，

故將「認知」改為「一些想

法」。 

2. 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點修訂本，「挑戰」一詞具

有挑釁、競爭之意思，故不

採用。 

9. 只要我記得老師的課 ■適合 保持原題目。 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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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講義與教材內容，考試

時，我不須要思考太多便

能立刻作答或實作。 

C 

■修正後適合 

A：請判斷需要與須

要的差異，二者強度

不同，後者是較強的

口吻。 

B：將「課堂講義與

教材內容」簡化「教

學內容」即可。 

修訂本及國語會辭典使用

答客問，「須」、「需」皆有

需要、需求之意，但因詞性

不同，而有不同用法。「必

須」的「須」為副詞，後可

接動詞；「必需」的「需」

為動詞，後可接受詞；故本

題保持原題目。 

10. 為了課堂中的練

習，我必須瞭解老師所教

的內容。 

■適合 

B、C 

■修正後適合 

A：「為了課堂中的

練習」，此句語意不

清；另外，「瞭」應

該為「了」。 

10. 為了課堂練習

能順利做好，我必

須理解老師所教

的內容。 

1. 考量「為了課堂中的練

習」語意不清，將其改為「為

了課堂練習能順利做好」。 

2. 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

點修訂本「瞭」與「了」有

相同詞意，然而，瞭解僅能

用「瞭」，故保持原題目。 

11. 我時常反省我的行

為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

方。 

■適合 

A、C 

■不適合 

B：無。 

保持原題目。  

12.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

了我原本做事情的方法。 

■適合 

A、C 

■不適合 

B：無。 

保持原題目。  

13. 如果我能聽懂老師

所教授的內容，課堂中我

不須要思考太多便能記

住重點。 

■適合 

B、C 

■修正後適合 

A：請判斷需要與須

要的差異，二者強度

不同，後者是較強的

口吻。 

保持原題目。 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修訂本及國語會辭典使用

答客問，「須」及「需」皆

有需要、需求之意，但因詞

性不同，而用法有異。「必

須」的「須」為副詞，後可

接動詞；「必需」的「需」

為動詞，後可接受詞；本題

應加入「須」以修飾動詞，

故本題保持原題目。 

14. 課堂中，我必須持續

不斷地思考老師所教的

內容。 

■適合 

A、B、C 

  

15. 我時常重新評估我 ■適合 15. 我時常重新評 考量題意不清，因此參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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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經驗，所以我能從

中學習，並在下次表現做

得更好。 

C 

■修正後適合 

A：將「我的課程經

驗」改為「我在課程

中的學習經驗」。 

B：題意不夠清晰，

何謂「課程經驗」？ 

估我在課程中的

學習經驗，所以我

能從中學習，並在

下次表現做得更

好。 

專家之意見，將「我的課程

經驗」改為「我在課程中的

學習經驗」。 

16. 修習課程期間，我發

現原本的認知有一些錯

誤。 

■適合 

A  

■修正後適合 

C：將「原本的認知

有一些錯誤」改為

「有些認為是對的

想法原來是錯的」。 

■不適合 

B：與第 8題相似。 

16. 修習課程期

間，我發現有些認

為是對的想法原

來是錯的。 

1. 考量題意不清，因此參

考 A專家之意見，將「原

本的認知有一些錯誤」改為

「有些認為是對的想法原

來是錯的」。 

2. 回應 B專家之意見，第

8題「這堂課使我對原本的

認知產生質疑」與本題詞意

並不相似，質疑不同等於錯

誤。 

反省學習量表 

1. 我會謹慎地規劃課堂

上的學習作業與課堂練

習。 

■適合 

C 

■修正後適合 

A：將「我會謹慎地

規劃」改為「我會仔

細地規劃完成」。 

■不適合 

B：無。 

1. 我會仔細地規

劃並完成課堂上

的學習作業與課

堂練習。 

考量詞意不清，參考 A專

家之意見，將「我會謹慎地

規劃」改為「我會仔細地規

劃並完成」。 

2. 我會與同學討論這門

課的學習內容與方法。 

■適合 

A、C 

■修正後適合 

B：不宜一題二問。 

2. 我會與同學討

論這門課的學習。 

參考 B專家之意見，將「我

會與同學討論這門課的學

習內容與方法」改為「我會

與同學討論這門課的學

習」。 

3. 我會在修這門課的期

間，複習之前所學的內

容。 

■適合 

A、C 

■修正後適合 

B：句中「之前」的

時間點不夠清楚。 

3. 我會在修這門

課的期間，複習學

過的相關內容。 

本題強調「複習」之動作有

無實踐，不必強調「之前」

的時間點，故將「複習之前

所學的內容」改為「複習學

過的相關內容」。 

4. 我會統整課堂中的練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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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與學習重點，並能連結

至其他課程的學習。 

A、C 

■修正後適合 

B：「統整」這個動

詞需要更換，其與後

方內容並不相合。 

5. 課堂中，我在心中已思

考過「我已經學習了什

麼」及「我需要學習什

麼」。 

■適合 

C 

■修正後適合 

A：將「我需要學習

什麼」改為「我需要

再學習什麼」。 

B：將「已」改為

「曾」。 

5. 課堂中，我在心

中已思考過「我已

經學習了什麼」及

「我需要再學習

什麼」。 

1. 參考 A專家之意見，將

「我需要學習什麼」改為

「我需要再學習什麼」。 

2. 回應 B專家之意見，「已

經」之語意相較於「曾經」

要強，故保留「已經」。 

6. 我知道自己正在學習

什麼，並知道為了什麼而

學。 

■適合 

A 

■修正後適合 

C：根據原量表，將

「並知道為了什麼

而學」改為「並知道

為了什麼目標而

學」。 

■不適合 

B：焦點不清。 

6. 我知道自己正

在學習什麼，並知

道為什麼須要學

習這堂課。 

考量詞意與焦點不清，將

「並知道為了什麼而學」改

為「並知道為什麼須要學習

這堂課」。 

7. 為了建立更完整的概

念，我會想辦法理解課堂

中學習內容的關聯性。 

■適合 

A、C 

■修正後適合 

B：將「關聯性」改

為「關係」。 

保持原題目。 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點

修訂本，「關聯」與「關係」

為相似詞，而本研究欲強調

聯結性，故保留「關聯」。 

8. 我會深思所學事物的

意義與我個人經驗的關

聯。 

■適合 

A、C 

■修正後適合 

B：「深思」應為「思

考」即可，此外，個

人經驗是什麼經

驗？ 

8. 我會深思所學

事物的意義與我

個人學習經驗的

關聯。 

1. 考量「深思」可彰顯思

考較深的層次，且「所學事

物的意義」亦須要深層的思

考，故保持「深思」一詞的

使用。 

2. 考量「個人經驗」用詞

不明確，將其改為「個人學

習經驗」。 

9. 我會認真地調整我自

己，以適應每堂課的不同

■適合 

A、C 

9. 我會認真地調

整我自己，以適應

參考B專家之意見，將「每」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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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修正後適合 

B：可刪去「每」。 

課堂的不同要求。 

10. 在不同的學習情境

中，我會有系統地反思自

己正在學習的內容。 

■適合 

A、C 

■不適合 

B：無。 

保持原題目。  

11. 我會每天用心地省思

我的學習。 

■適合 

A、C 

■不適合 

B：無。 

保持原題目。  

12. 我會在我的學習中發

揮自己的潛能。 

■適合 

A、C 

■不適合 

B：無。 

保持原題目。  

13. 有關這堂課的學習目

標、學習行為及課程內容

與相關問題，我會努力去

除負面的感覺。 

■適合 

A 

■修正後適合 

B：一題多問，焦點

不清。 

C：根據原量表，加

入「中」、「相關的」，

及「有關這堂課的學

習目標、學習行為及

課程內容與相關問

題中，我會努力去除

相關的負面感覺」，

使作答者更容易清

楚明白語意。 

13. 在這堂課的學

習過程中，我會努

力去除負面的感

覺。 

考量焦點不清，以及為強調

「我會努力去除負面的感

覺」，將「有關這堂課的學

習目標、學習行為及課程內

容與相關問題」改為「在這

堂課的學習過程中」。 

14. 我會積極地以學習者

的角色評估自己的學習。 

■適合 

A 

■修正後適合 

B：「學習者的角色」

定義不清，填答者無

法掌握此內容。 

C：根據原量表，建

議改為「身為學習

者，我會積極地評估

自己的學習成效」。 

14. 身為學習者，

我會積極地評估

自己的學習成效。 

考量「學習者的角色」定義

不清，及參考 C 專家之意

見，將「我會積極地以學習

者的角色評估自己的學習」

改為「身為學習者，我會積

極地評估自己的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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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表整體意見 

專家代號 專家意見 回應說明 

A 

整體而言，學科「音樂基礎訓練」與「和聲學」這兩

科屬性不同，有其獨特性，問卷的問題宜可增加直接

與該科屬性相關之問題，換言之，具體用語，否則題

目似乎不像是音樂教育組的論文。 

文句再求完整、易懂（潤飾用）。 

參考 A專家之意見，為突

顯課程之獨特性，於第四章

第一節探究課程之設計。 

B 

建議應整合兩個量表：「反省」、「反省學習」量表之內

容，重新歸納、分類、群組，以更清晰地讓填答者填

寫（回應）題項的焦點、要義。 

考量兩個量表有其獨特

性，且題項並無衝突，故不

整合。 

C 
量表的出處與內容有所依據，量表的向度界定清楚，

是篇很有價值的研究，期待看到妳的研究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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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專家效度訪談大綱修正意見彙整表 

反省量表 

原題項 專家意見 修正後題項 修正說明 

請問您如何達成本課

程所擬訂之課程目

標？ 

■適合 

A、B  

保持原題項。  

請問您如何引導學生

課程或教材中的概

念？ 

■適合 

A、B  

保持原題項。  

請問您如何規劃課程

的作業或練習？ 

■適合 

A、B 

保持原題項。  

請問您認為學生在學

習和聲學時，最常遇到

哪些困難？ 

■適合 

B 

■修正後適合 

A 

請問您認為學生

在學習和聲學

時，最常遇到哪

些困難？以及如

何因應？ 

依據專家 A之意見，再

詢問學生的學習困難

後，另詢問教師如何因應

此學習困難，並在本研究

第四章第一節呈現。 

請問您認為自己的教

學有什麼風格？ 

■適合 

A、B 

保持原題項。  

請問您在本課程的學

習評量是什麼？ 

■適合 

B 

■修正後適合 

A 

請問您在本課程

的學習評量是什

麼？以及評量結

果的輔導與回饋

為何？ 

依據專家 A之意見，增

加詢問受訪教師如何評

量結果的輔導與回饋，並

在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

呈現。 

 

二、量表整體意見 

專家代

號 
專家意見 

回應說明 

A 

關於第四點，對於學生最常遇到的困難，建議再

探究教師如何因應與解決？ 

關於第六點，除了學習評量外，建議加入對於評

量結果的輔導與回饋方法。 

關於第四點與第六點之

建議，將在論文第四章第

一章探究。 

B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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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大學音樂系學生「和聲學」反省思考之問卷調查（正式問卷） 

 

 

 

 

 

 

 

 

 

 

 

 

 

 

 

 

 

 

 

 

 

 

 

 

 

 

 

◎名詞釋義 

本研究之反省思考意指大學音樂系一年級學生，於共同必修「和聲學」課程中，對

於課程學習內容進行個人自我省察，深思熟慮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過程及結果；個人

從中更深入認識問題與既有知識，獲得更多的覺察與理解，並藉此重新建構、整合及調

整自己的認知與行為，以增進學習意義與思考力。本研究之反省思考含五個構面：「習

慣性動作」、「理解」、「反省」、「批判反省」與「整體學習」。  

親愛的同學，您好： 

本人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音樂教育組，正進行「大學音

樂系學生必修課程反省思考之研究」，旨在探討大學音樂學系一年級學生和聲學課

程之反省思考程度及差異情形，以三所大學：藝曲大學、書林大學及蔚藍大學之音

樂系一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反省思考意指大學音樂系一年級學生，於共同必修「和聲學」中，更

加認識問題與深化既有知識，並獲得更多的覺察與理解，藉此重新建構、整合及調

整自己的認知與行為，以增進學習意義與思考力。  

您的意見對於本研究相當重要，敬請配合填答問卷。本問卷共有 35題，填答

時間約 7分鐘，採不記名方式，且所有資料均予以保密，並僅供學術研究用，請依

照實際情形安心填答。由衷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敬祝 

 順心 如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音樂教育組 

指導教授：陳曉雰 博士 

研究生：陳美妤 謹啟 

sakurashekyoko@gmail.com 

中華民國一○五年五月三十日 

 

mailto:sakurashekyok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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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 

1. 本問卷分為個人資料及反省思考量表等兩個部分，共 35題。請依照您所認為每一

題之適用程度，在適當欄位中打「」。 

2. 第一部份為個人資料，第一至四題為單選題，第五題為複選題，請於適當欄位的中

打「」。 

3. 第二部份為反省思考量表，包括反省量表與反省學習量表，選項分別為「非常符合」 

、「符合」、「普通」、「不符合」、「非常不符合」，請於適當的欄位中打「」。 

4. 請避免漏答題目。 

 

【第一部份】個人資料 

一、性別：□男 □女 

二、主修：□鋼琴□聲樂□理論作曲□弦樂□管樂□擊樂□傳統樂器□電子琴 

三、學校名稱：□藝曲大學□書林大學□蔚藍大學 

四、音樂班學習經驗： 

  □有，我就讀音樂班時間達   年（請累計國小至高中階段的音樂班學習年數） 

  □沒有 

五、課外活動經驗： 

  □有，從我就讀大學開始，曾有過… 

     □打工□家教□音樂教室兼職□校內社團□校外社團 

     □志工□遊學…等課外活動經驗（可複選） 

  □沒有 

 

【第二部份】反省思考量表 

課程名稱：和聲學 

（一）反省量表 

非

常

符

合 

5 

符 

 

 

 

合 

4 

普 

 

 

 

通 

3 

不 

 

符 

 

合 

2 

非

常

不

符

合 

1 

1. 當我進行課程活動的練習時，不需要思考太多便能立

刻作答或實作。 

     

2. 這門課程須要我們理解老師所講述的概念。      

3. 我有時會參考別人的方法，並想出更好的方法來解決

問題。 

     

4.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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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堂中，因為有多次練習，所以練習時我不需要思考

太多便能立刻作答或實作。 

     

6. 為了通過這堂課，我須要理解這堂課所學的內容。      

7. 我喜歡持續不斷思考我所做的事，並且我會去想更好

的方法來實踐。 

     

8. 這堂課使我對原有的一些想法產生質疑。      

9. 只要我記得老師課堂的教學內容，考試時，我不須要

思考太多便能立刻作答或實作。 

     

10. 為了課堂練習，我必須瞭解老師所教的內容。      

11. 我時常反省我的行為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12. 因為這堂課，我改變了我原本做事情的方法。      

13. 如果我能聽懂老師所教授的內容，課堂中我不須要思

考太多便能記住重點。 

     

14. 課堂中，我必須持續不斷地思考老師所教的內容。      

15. 我時常重新評估我在課程中的學習經驗，所以我能從

中學習，並在下次表現做得更好。 

     

16. 修習課程期間，我才發現有些原來認為是對的想法其

實是錯的。 

     

（二）反省學習量表 

非

常

符

合 

5 

符 

 

 

 

合 

4 

普 

 

 

 

通 

3 

不 

 

符 

 

合 

2 

非

常

不

符

合 

1 

17. 我會仔細地規劃並完成課堂上的學習作業與課堂練

習。 

     

18. 我會與同學討論有關這門課的學習方法。      

19. 我會在修這門課的期間，複習學過的相關內容。      

20. 我會整合課堂中的練習與學習重點，並能與其他課程

連結。 

     

21. 課堂中，我在心中已思考過「我已經學習了什麼」及

「我需要再學習什麼」。 

     

22. 我知道自己學習了什麼，並知道為了什麼目標而學。      

23. 為了建立更完整的概念，我會想辦法理解課堂中學習

內容互相的關聯。 

     

24. 我會深思所學事物的意義與我個人學習經驗的關聯。      

25. 我會認真地調整我自己，以適應課堂的要求。      

26. 在不同的學習情境中，我會不斷地反思自己正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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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 

27. 我會每天用心地省思我的學習。      

28. 我會在學習中發揮自己的潛能。      

29. 在這堂課的學習過程中，我會努力消除負面的感覺。      

30. 身為學習者，我會積極地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效。      

 

 

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題目有無漏答，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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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大學音樂系和聲學授課教師之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如何達成本課程所擬訂之課程目標？ 

二、請問您如何引導學生學習課程或教材中的概念？ 

三、請問您如何規劃課程的作業或練習？ 

四、請問您認為學生在學習和聲學時，最常遇到哪些困難？以及如何因應？ 

五、請問您認為自己的教學有什麼風格？ 

六、請問您如何評量學生的表現？以及評量結果的輔導與回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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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和聲學」教科書目錄 

 

一、原文版本 

Aldwell, E., & Schachter, C. (1978).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二、中文翻譯本 

張己任（2005）。和聲與聲部導進。原作者：Aldwell, E., & Schachter, C.（原著出版年：

1978 年）。臺北市：小雅。 

 

三、教科書目錄 

項目 原文版：Aldwell, E., & Schachter, C. 

(1978). 

中譯版：張己任（2005）。 

第一 

部分 

1. Key, Scales, and Modes.  

2. Intervals.  

3. Rhythm and Meter.  

4. Triads and Seventh Chords.  

5. Introduction to Counterpoint. 

6. Procedures of Four-Part Writing. 

第 1 章 調性、音階與調式 

第 2 章 音程 

第 3 章 節奏與節拍 

第 4 章 三和弦與七和弦 

第 5 章 四聲部的寫作程序 

第二 

部分 

7. I, V, and V7.  

8. I6, V6, VII6.  

9. Inversions of V7.  

10. Leading to V: IV, II, and II6.  

11. The Cadential 6/4.  

12. VI and IV6.  

13. Supertonic and Subdominant Seventh 

Chords.  

14. Other Uses of IV, IV6, and VI.  

15. V as a Key Area.  

16. III and VII. 

第 6 章 I、V 與 V7 

第 7 章 I6、V6 與 VII6. 

第 8 章 V7 的轉位 

第 9 章 導進 V 的和弦：IV、II 與 II6 

第 10 章 終止六四和弦 

第 11 章 VI 與 IV6 

第 12 章 上主音七和弦與下屬音七和弦 

第 13 章 IV、IV6 與 VI 的其他用法 

第 14 章 以 V 為調的範圍 

第 15 章 III 與 VII 

第三 17. 5/3-Chord Techniques.  

18. Diatonic Sequences.  

第 16 章 五三和弦的技巧 

第 17 章 自然音階上的模進 

 



144 

 

部分 19. 6/3-Chord Techniques.  

20. 6/4-Chord Techniques. 

第 18 章 六三和弦的技巧 

第 19 章 六四和弦的技巧 

第四 

部分 

21. Melodic Figuration.  

22. Rhythmic Figuration. 

第 20 章 旋律的修飾音 

第 21 章 節奏的修飾 

第五 

部分 

23. Leading-Tone Seventh Chords.  

24. Mixture.  

25. Remaining Uses of Seventh Chords.  

26. Applied V and VII.  

27. Diatonic Modulation. 

第 22 章 七和弦的導進音 

第 23 章 混合 

第 24 章 導音七和弦 

第 25 章 附屬 V 與附屬 VII 

第 26 章 自然音階上的轉調 

第六 

部分 

28. Seventh Chords with Added 

Dissonance.  

29. The Phrygian II (Neapolitan).  

30. Augmented Sixth Chords.  

31. Other Chromatic Chords.  

32. Chromatic Voice-Leading Techniques.  

33. Chromaticism in Larger Contexts. 

第 27 章 七和弦與附加的不和諧音 

第 28 章 弗利吉安 II（拿坡里和弦） 

第 29 章 增六和弦 

第 30 章 其他的變化和弦 

第 31 章 變化半音的聲部導進技巧 

第 32 章 較長段落中變化半音的運用 

附錄 Appendix I: Keyboard Progressions.  

Appendix II: Score Reduction.  

Appendix III: Explanatory Tables and 

Charts. Index of Musical Examples. 

Subject Index. 

附錄一：鍵盤上的進行 

主要的中、英譯名對照表 

主要的英、中譯名對照表（樂理） 

主要的英、中譯名對照表（人名） 

 

四、補充說明 

對照原文版與中譯版之章節，原文版第五章 Introduction to Counterpoint 並未出現在

中譯版目錄中，原因為此章在中譯版目錄已整併到第五章「四聲部的寫作程序」，介紹

旋律對位如何影響聲部導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