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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十八世紀的 Rousseau（1712-1718）曾提出這樣的告誡：「我們已經看到美徳

隨著科學和藝術的光芒在我們的地平線上升起而消逝」。而今二十一世紀在科技

文明急速發展與衝擊之下形成了急功近利的「速食」文化，傳統的文化修為與樂

教的焠鍊，在現今求速的社會中逐漸式微，如何喚起樂教的重視，尤其是針對音

樂欣賞項目這一環，是研究中的首要議題；其次，從意象與音樂欣賞的相關論點， 

探究高中學生音樂意象建構的取向與方式；最後透過上述文獻理論及研究歷程的

結果，進行音樂欣賞教學內涵的省思，最終的目的，無非是期望提高學生音樂欣

賞的能力。值此，本研究文獻探討擬從三個主題著手：第一主題探討音樂欣賞教

育的人文意涵，第二主題探討音樂意象的本體論，第三主題探討音樂欣賞的相關

理論，以下分作陳述： 

 

第一節 音樂欣賞教育的人文意涵 

  

    音樂是什麼？音樂是一種聲音之「象」感動於主體之「意」的聽覺藝術，它

具有「成就於人」又「作用於人」的二重性特質，所以在實施音樂欣賞的教育歷

程中，會有外顯的「操作面」與內涵的「情意面」功能。 

    所謂「外顯」的意義，依據研究者研讀國內、外相關文獻及學者們的論述，

歸納音樂欣賞教育的意義、價值與目的為：音樂欣賞是理解音樂的學習過程；音

樂欣賞可以培養音樂的思維；音樂欣賞可以培養感受音樂的能力增進對音樂的情

感體驗；音樂欣賞可以激發聯想力與想像力並開發創造的能力；藉由音樂欣賞可

以涉獵不同時期與不同樂派的各類作品，以培養學生音樂學習的興趣和學習的能

力，並拓展對音樂的興趣與品味；音樂欣賞教學可以和其他音樂教學活動相互配

合，有助於學生全面的發展與身心的成長。歸納論點得見：音樂欣賞的教學活動

在音樂受教的過程中，是相當重要的學習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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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論述是屬於外顯行為的表徵，不同於內顯的層面，「內顯」的意涵應該

是藉由內化於心的過程才能外化於行為標的。依教育理論的經緯皆知，學生思想

的品德先接受外部事件的影響後，經過主體內化的過程才得以成型；也就是說，

透過教育與學習的影響，才能將外部社會的要求轉化為個體內部的信仰與需求，

並表現在行為上，如此才能成就良好的品德修養，研究者認為這是樂教的最終目

標。自古以來，中國與西方皆認同「樂教」的功能，因為樂教的歷程，不僅是一

項娛樂、消遣的工具、是美感的享受、是情緒的紓解，同時更可以藉由音樂的教

化來達到社會規範。   

    二十世紀以來醫學實驗也證明，音樂對於個人及社會行為的影響，可從物理

現象中分子的理論到人類經驗世界中的各種現象得到驗證：許多研究指出，音樂

的節奏、曲調、和聲、力度、形式等皆與人類交織著某些複雜的力場，這潛能並

非經由一個單一的通道一蹴即成，而是要透過每一存在的材料及其建構的所有面

向，在相互應用、融合之間產生，且這些現象皆有著清晰可循的脈络顯示。由於

音樂是由節奏、曲調、和聲、力度、形式等許多物理要素所構成，這些構成物與

人類行為之間是息息相關，舉凡人類的心跳與呼吸的循環就是一種節奏性週期，

音調、音高與力度與人類說話的語調有關，這些人類種種行為的物理現象構製了

音樂與人類形體間的相關性(Brown, 1994)。由於有物理現象具體存在的事實，在

欣賞音樂的歷程中對於人體的身、心會形成變化，諸如：具有和緩情緒浮動的功

能、具有亢奮激勵人心的功效，它更可以造成內分泌及生理狀態的改變（張乃文，

2004），這一切說明了音樂對於人類身、心的影響。當然，音樂欣賞人文化育的

問題，即是期望藉由音樂的刺激來促進人類生理或心理狀態的改變，能達到心靈

的淨化以內化於人的道德規範，進而導向人類文明的器度，開發潛藏於人類心靈

「善」知識的本體，這也正是研究者所關心的「內顯」議題。 

    值此，本節音樂欣賞教育的人文意涵，擬從人文意涵的分析為起點，透過「淨

化」與「內化」欣賞樂教與人文的相關性，藉以闡示音樂欣賞樂教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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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人文的意涵 

 

人文的內涵乃以「人」為問題的核心，主要是探討人的價值及其內在的思維 

與精神。中國歷史上溯堯、舜、禹、夏、商、周，下迄近代，三千多年來無不以

人文主義為中心，少有變化。西方的文化亦然，自古希臘時期始至近代，人文發

展雖如同朝代轉換般，時起、時沉，然而卻又在物換星移間貫穿其中、一脈相承

未曾間斷，此乃因「人文」在人生課題中的重要。故此，以下分別針對中國與西

方的人文意涵進行探究。 

   

  一、中國人文的意涵 
 

      中國文化的本源是以人文為中心的，具體成形當屬周朝。周朝推崇禮樂，

使得上古時代的實用器物轉化成表現人的情意、德性的禮器樂器，進而在禮樂

之器的聲音中展現出審美藝術的人文意義，從禮樂教化基本中的神鬼祭祀進而

至重倫理、重道德，以成就人我之間的秩序與和諧（李越南，1995）。人文一

詞的運用最早見於《易經》，易卦中有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孔

穎達疏曰：「言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則禮樂詩書之謂，當

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後漢書公孫瓚》傳：「舍諸天運，微乎『人文』」。從

以上各章篇幅知悉，中國自古即強調人文的教育。何謂「人文」？其基本上有

「人性」的意蘊，也有「教化」的功能，不過，首要的意義在於「人學」。南

宋理學家陸象山即說：「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學為

人而已」。所以「人文」的教育是一門強調人的反觀、自省和自審的學問，它

超越了生理學與心理學的意趣，藉由自我的超脫，領悟人性和人道，進而淨化

人的心靈。《周易》賁卦彖傳又云：「文明以止，『人文』也」。也就是說，人文

的意涵有兩個重要的層面，一為「人」的概念，另一則為「文」的思考；「人」

是歸結為「人生論」，「文」則歸結於「文化論」，「人文」即是以「人生論」與

「文化論」兩大命題作為終極目標（楊健民，2003）。所以「人文」是人類創

造的產物，探究「人文」的意涵就必須剖析「文明」及「文化」的意義，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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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人類生活演進中從舊有的方式一躍而成新的產物；「文化」則是文明發

展下的結晶，此一結晶會表現在人類的科學、藝術、宗教、道德、法律、風俗

與習慣之中，文化一旦生成，會抽離個人的生物性及生存的物質觀，進而形成

獨立的系統，此即為「人文」系統。 

      我國自古即以「文明禮儀之邦」著稱，茲因對於「人文」有獨到的見解：

《尚書》記載著「五教」的倫理教育，當時教育的內容即是倫理與音樂；《周

禮》則強調以「德」、「行」、「藝」等「鄉三物」來教導萬民；孔子云：「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由見，孔子立「人文」之學乃在強調修

身的重要性，是以禮樂秩序訴諸於人的自覺意識，並將周朝之禮樂制度，視之

為價值主宰之客觀化表現；《孟子滕文公》章：「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

則三代共之，皆以明人倫也」。在此所謂人倫就是做人的道理、是為人之理、

是人際關係的調和，文中具體指出「人文」的教育意涵。《大學》明示著「格

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條目，其中，「修

身」就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是個體與群體和諧發展的重要樞紐（以上資料整理

自王鳳喈，1980；王文俊，1993）。 

歸納以上論述，中國的「人文」教育是以倫理道德為核心，不僅注重人的

文化教養精神，並重視家庭、社會、國家網絡間的倫理觀念，強調修習過程中

知、德、體三育並重的人格陶冶。所以，「人文」精神的形成有四個重要因素：

首先是人的自我覺醒，其次是人必須具有向上之心，第三是人具有真性情，最

後才是人我之間的相互關懷（李越南，2004）。所以，「人文」狹義的定義要作

到「修己」，廣義的定義則應達到「天下平」的境界；換言之，透過文明、文

化內斂為個人器度，充實個人精神生活，以成就「俢己」進而達到「天下平」

的目標，如此才是「人文」修為的「人生論」與「文化論」之強調。 

 

  二、西方人文的意涵 
 

      西方「人文」思想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臘時期，古希臘時期的教育強調

培養身心和諧與人才發展為目標，他們首重音樂與體育的教育，強調以受教者

的精神健全、道德完善、體魄強健等作為教育的手段，因此他們將這種訓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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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稱之為「教育」（Paedeia）並成一體系。基本上，這個教育的模式有四個

特點：提供俢習語法、修辭、邏輯或辯論、算術、幾何、天文、音樂等七個科

目，提供教學和辯論的技巧，強調教育可以塑造人類個性的發展，強調角色扮

演的特質。依整體教育特色觀之，他們強調真、善、美、正義的人格養成（王

連生，1980），而這種人格教育思想的實踐也成就了西方人文思潮的基礎和淵

源。 

    羅馬時期的哲學家 Cicero( 106 - 43 B.C.）及 Quintilian( 35 - 95 A.D.），將

古希臘的教育模式運用在論文中並給予標準的形式，Cicero 從拉丁文的文字中

找到一個對等於「Paedeia」的詞「Humanitas」，詞語最初的涵意是指人文學科

的教授或學習（引自董樂山，2000）。而 Cicero 的用法係指當時的「博雅教育」，

也就是「人的教育」（引自陳奎憙、溫明麗，1998），其根據的觀點是希臘人所

發揚純屬於人和人性品質的途徑，這其中具有人性、人道的意義。也就是說，

要以人性、人道的精神來發展世界萬物之理（黎建球，2004）。西元二世紀哲

學家 Gellius(123 -169 A.D.）則進一步將人文做了如下明確的定義：「追求優美

之藝的知識與訓練」（引自王曉朝，2003），自此，「人文」、「人本」的思想貫

穿了整個西方文明。 

    觀察西方人文歷史的發展，古希臘時期起，「七藝」是「人文教育」的內

容，其中首重音樂與體育的教授；文藝復興時期抗拒威權、抗拒傳統，重新點

燃了「人文主義」的火炬，並把歐洲學術文化推向空前繁榮的境界，他們強調

身心的調適及發展人文化的人格陶冶，其目的即在擺脫神權的束縛，強調回歸

人權的基調，並奉行古希臘羅馬「人文經學」的學習內涵，雖然這是思想的反

動，然而也是文化的復興，自此，人文主體的思考模式成為西方學術思想及科

技制度發展的動力；十八世紀末，以發揚「人文文化」為主的新人文主義崛起，

他們把文學、語言、科學的研習置於生活的文化範疇之中，期望透過豐富的精

神陶冶，將心靈、情緒和理性予以「文化」化，促使人們因解脫野蠻而得到文

明，真正做到「心靈文化」（Cultura Animi）的原始涵義，此外，強調人類多

重性的和諧發展，強調對個性、民族和歷史的尊重，藉由教育來訓練人性、倫

理以及賞美等三大面向，並以道德基礎作為教育調和的發展，著重在從人的自

身去發現人的完整，以陶冶成名符其實的「人」（以上資料整理歸納自王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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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董樂山，2000；彭煥勝，2001）。總之，不論歷史的軌跡如何演變，「人

文」的意涵指的是人類之「文化」及「人事」，強調培養個人的「涵養」與「見

識」，如此才是「人文」意涵的真諦。 

 

    綜觀以上中、西方的人文論述，儘管在文化背景上有所差異，但基本的內涵

則是相通的。不論文字辭藻如何陳述，其意涵的探究都在於探討「人生論」與「文

化論」的精神，此外，更要達到「成仁成德」的重要意義。也就是說，要能將「人

文」的精神建構在人性的良知之中，透過良知具體實踐的過程，以及「致知」的

行為來達到人的內在要求。因此，「人文」的意涵要強調以培養完整的人格、培

養多藝的才能、培養道德的情操為使命，這是文化的表徵，並透過「人文」的焠

鍊促使「人」變得更好，使人具有「善」的理念。倘若教育的歷程缺乏「人文」

的內涵，便難以肯定人性的尊嚴與價值，更遑論心靈的陶冶與提升，那麼在科技

不斷的發展及優渥的物質享受之下，將如何締造人類的福祉？這也就是何以要強

調「人文」意涵在教育立場中的重要性。 

 

貳、淨化與內化的意涵 

 

    追求人文意涵的真諦即是要促使人達到良善的行為與理念，而達成這些目標

需要透過某些「機制」的功能性過程才得以完成，而「淨化」（Catharsis）與「內

化」（Internalization）即為這兩種不同層面的機制。以字義來看淨化的意涵，「淨」

具有「洗滌」的作用，在此研究者所談論的「洗滌」意指藉由音樂的感官刺激，

促使體內不良的情緒得以宣泄、進而撫慰心靈的「淨化」功能。「內化」則是一

種「轉化」機制，它必須經歷一系列的變化，才能將某些學習的意義與事物轉變

成個人的觀點和信念。所以，人文意涵的探討就是要促使這些觀點與良善，內化

為人的信念進而外化於行為標的，這是教育上最崇高的目標與理想。 

    現階段許多醫學研究證明，音樂具有情緒紓解與治療的效果，這是屬於「淨

化」的功能面；而音樂教育的目的除了要教導學生獲得音樂方面的知識與技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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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時也要透過樂教歷程的轉化，教育學生具有人文的涵養，促使學習者的行

為達於真、善、美的境界，以達到「內化」的效力。因此本節音樂欣賞教育的人

文意涵，探討「淨化」與「內化」的意義實有其重要目的。 

 

一、淨化的意涵 

 

   「淨化」是一個特殊的辭彙，Aristoxenus(364 - 304 B.C.）的論述指出，畢 

達哥拉斯學派（Pythagoreanism）對於「淨化」這個詞的強調曾有這樣的記載： 

「畢達哥拉斯學派用藥物淨化身體，用音樂淨化心靈」（引自劉文潭，1986）。 

Bosanquet(1848-1923）依 Aristotle 在《政治學》上的論述以學術的用語指出， 

人類在某種程度上都存在著滋生憐憫與恐懼情緒的作用，這些作用有時會在激 

動過後達到平靜，有些則有和緩與安慰的效果，這即是淨化產生的功能（引自 

彭盛譯，2005）。所以，「淨化」是透過適當的方法來矯正無知、不義、懦弱及 

不節制的行為，藉以回復心靈的健康（崔光宙、林逢祺，2000）。 

自古以來，不論中國或西方，古聖先賢們皆認同音樂具有「淨化」與「教

化」的功能，在許多文獻及理論資料中可知，哲學家們對於藝術能夠作用於人

的性格，都有其獨特的見解：如 Kant(1724-1804）在《判斷力批判》（Kririk Der 

Urteilskraft）（1790, 1793）就提出屬於積極和諧通暢狀態的「優美」（Beautiful）

及轉化痛苦畏懼的「壯美」（Sublime），這些都是透過情感來轉化能量的作用

之一（引自 Bernard, 1914）。而 Schiller(1759-1805）在其《美育書簡》（Letters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1795）的信函中亦有所謂「融合美」（Melting 

Beauty）與「振奮美」（Energizing Beauty）即是從不同的美感來教化完整的人

性（引自 Wilkinson & Willoughby, 1967）。或許，就辭彙字面的意義探究 Kant

與 Schiller 兩人的觀點似乎不同，但深究其義，兩者有相同的內涵。及此，研

究者將這些淨化的意涵歸納成「宣泄」與「陶冶」等兩種意義：前者強調洗滌

的作用，後者則是潛移默化的轉變；前者是直接的清除，後者則是間接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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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淨化的宣泄功能 

         

        在人類行為的過程裡，「情緒」是伴隨著行為而產生的心理情感，在實

際生活的例子可以看到這些事實：例如面臨災難時，內心會產生恐懼；面臨

生離死別時，內心會產生悲傷。換言之，在諸多情感轉變的過程中，情緒會

伴隨著肌肉和器官的變動而改變呼吸、血液循環及腺體的分泌，這些情感體

能的衝動表現有時會在潛意識之中逐漸堆積起來，所以要將其釋放以促使情

緒得到和緩。然而，人類情緒本能的衝動，常因負面的情緒或因社會的規範

而有所抑制，在長期壓抑的累積下，負面的能量因而囤積，進而造成心靈的

痛楚，在囤積過量的情況下，嚴重者會導致各種精神官能症，因此，適當的

排除壓抑，使心靈舒暢，即是「宣泄」的重要目的。 

        情感的「宣泄」基本上具有兩種意義：一是情感的發洩，另一則是通過 

    發洩來減輕內在的壓力（李宏，2005）。清除能量堆積的作法也有許多方式， 

    諸如哭喊、長嘯、流淚、歡呼等，皆為釋放負面能量的行為，基本上，也都 

    能達到情緒紓解的重要目的。而將音樂作為「宣泄」的媒介，即在藉由外在 

    刺激反應的聯結，促使人的心靈因「樂」而產生各種的作用，所以《聲無哀 

    樂論》中有「因聲動情」與「躁靜之應」的語彙：「因聲動情」乃源於聲音 

    會引發人的情感共鳴而產生變化；至於「躁靜」則是動態的描述，是人在聆 

    聽音樂的當下身體的直接反應。由於音樂會作用於人，而人心會產生各種的 

    反應，所以古人云：「先王慎所以感知者」，其重點即在強調選擇善樂，可以 

    產生滌化的情緒，可使人達到天性的平衡。 

        Aristotle 在《政治學》（Politics,1341b-1342a）第八卷中，將淨化的觀 

    念與治療的作用相提並論，他認為淨化的目的是要激發情感，並使情感受到 

    規範，其用意即在於幫助人類擺脫不正常的情緒，使人類不僅能具有豐富的 

    情感卻又能有理性的意蘊，因此強調音樂不僅具有「教育」和「娛樂」的功 

能，此外也有「淨化」的功用，因為人的靈魂中有著強烈的情緒，因此，當 

一個人情緒亢奮之時，若能運用亢奮靈魂的旋律，可使其達到某種程度的心 

靈舒暢和愉快，如此即達到「宣泄」及醫治的效果（引自 Everson, 1988）。 

    依據 Aristotle 的論述，崔光宙（2000）將心靈淨化的過程分成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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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積階段、強烈情緒激發階段、情緒高潮階段、情緒快感階段等四階段發展， 

並將整個作用繪製如圗 2-1-1，即在強調音樂與戲劇在人類情緒轉化中的歷 

程： 

     

  

圗 2-1-1 心靈淨化發展階段圖 

（資料來源引自崔光宙、林逢祺，2000） 

         

        所以 Aristotle 強調道德性音樂具有教化的功能，熱情激動的音樂則可淨 

    化心靈，感人至深的音樂可使強烈的情緒得到「宣泄」進而得到心靈的舒暢 

    和鬆弛，所以透過音樂的淨化可以帶給人類無害的快感，擺脫負面的情緒能 

    量。總之，音樂的聆聽過程是藉由「操作於耳」，進而做到紓解情緒以達到 

    「宣泄」的功能。 

     

    (二)淨化的陶冶功能 

     

從西方歷史脈络探究「淨化」詞彙的意義，依希臘文καθαρσιζ

的解釋是「淨罪」之意，這是早期宗教所使用的語彙，在公元前七至八世紀

才傳入希臘，其意在強調要把人的靈魂從肉體的禁錮中解脫出來。依現代人

的說法，肉體指的是人的慾望，靈魂則為人的意志，所以，以現代的解讀則

應詮釋為「以理性超脫人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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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penhauer( 1788-1860）在其著作《意志與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1818）指出，人的生存意志是盲目衝動且無法遏止，

就現實世界而言，人類痛苦的來源有二：一種是人類求生的衝動往往被無法

把握的條件所壓抑，因此無法滿足；另一種現象則是一個慾望才剛得到滿足

新的慾望立刻接踵而來，使得生命的歷程不斷地處在不滿之中 （引自 Wicks, 

2003）。因此如何讓痛苦消失？其中的過程除了以「宣泄」的方式作為洗滌

的功效之外，此外，需經過理性的超越與精神的解脫來擺脫內在不該有的意

志轉化成良善的思維，這就是宗教意義上的「把靈魂從肉體的禁錮中釋放出

來」的真義。 

        如何將靈魂釋放出來？有關音樂得以淨化靈魂的說法，以現有保存下來

的資料看來，畢達哥拉斯學派對於這個論點談得最多，也最具體（范明生，

1999）。一向強調數理科學研究的畢達哥拉斯學派對於音樂中「數」的組織

結構提出了相當多的論點，咸認為透過「音樂」這個媒介可使靈魂得到「淨

化」。此學派深信，將音樂灌輸於人類的感官是一件重要之事，因為藉由體

驗美的外貌和形式，並聽到優美的節奏和旋律，正是音樂能夠整治人類壞品

德，萃取出人類心靈良善的狀態，此即為「陶冶」的功能。 

    Plato 在《斐多篇》（Phaedo,65d-81b）也有這樣的論調：人類的靈魂因

憑藉著肉體的視覺、聽覺等感觀來觀察現象世界，這些感覺器官會因肉體情

感的因素而變化為無定的境界，從此迷失了方向，因此，唯有將靈魂和肉體

分開，才不會受到肉體的牽絆，也才能達到「淨化」的效果（引自 Tredennick, 

1961）。至於該如何作？《饗宴篇》（Symposium）道出，人的靈魂會憑藉著

「向上引導」的途徑通過審美的關照，先從認識個別美為起點進而深入到最

高美的境界（引自 Jowett, n.d.）。這段歷程有六個重要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個別的美進而產生高貴的情感。 

   第二個階段則是了解肉體美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而由主觀走向客觀。 

   第三個階段認定了靈魂之美甚於肉體之美的價值性。 

   第四個階段強調沉浸在規律、制度之中的美感。 

   第五個階段將注意力轉向更寬廣的領域，使智慧更為豐盈。 

第六個階段則應提升至美的本體理念，以了解美的永恆、絕對、自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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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獨特性（整理歸納自楊深坑，1988；林建福，2004；Jowett, n.d.）。 

 

        在「美」的發展過程中，現實界與理想界之間的橋樑為何？兩者之間需 

仰賴「Eros」這個中介在「人生匱乏」與「追求完美」的兩大區塊中達到平

衡，所以「Eros」是提昇靈魂進入不朽境地的動力。也就是說，藝術創造的

活動是「人生匱乏」的省思與「追求完美」的活動，透過「Eros」的動力，

能夠兼顧現實與理想，並成就實踐美育本質的重要橋樑（崔光宙，2004）。

至於音樂具有陶冶功能的論述，在 Plato 的論著《理想國》（Republic, 401e）

中得見分明，他認為透過音樂可以訓練人類的靈魂，乃因音樂能夠滲入人心

深處而賦予人雍容的氣象，進而在欣賞的情境中為靈魂鋪陳完善之路，從而

成為高貴完善之人（引自 Waterfield, 1993），可見，Plato 對於音樂帶予人的

情超轉化評價甚高。 

        不僅西方有此觀點，中國也有這一類的論述，中國的思想向來強調以維 

    護社會倫理道德秩序為基本的立場，《論語》指出：「為仁由己」、「克己復禮」， 

    即是把仁與禮看成人自身內在的慾求，至於其作法則強調「依於仁，游於 

    藝」、「興于詩，立于禮，成于樂」。也就是說，把外在的倫理規範轉化為內 

    在心靈的怡情，透過藝術審美的薰陶促使品德更為完善。《樂記》篇也有所 

    謂「大人舉禮樂」的強調，其論述即來自音樂欣賞的歷程乃為了表現德性， 

    所以要藉由制禮作樂以教化民心，消解萬物中的對立關係，達到萬物的和諧 

    與統一。《樂本》云：「德者，性之端也。樂者，德之華也。」所以透過「德 

    樂」可以開啟人之理性，使人臻於情理平衡的境界，這即是淨化歷程產生「陶 

    冶」的功效。     

        綜合以上論述，淨化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具有「宣泄」與「陶冶」的功 

    能，兩者相同之處在於透過音樂的媒介直接刺激人類感官與心靈來進行沉 

    澱；不同之處則在於前者是與音樂共時共進直接清除或減輕內在負面的能 

    量，後者則是一段轉化的歷程促使心靈與思維達於良善。故此，徐復觀（1966） 

    對於「淨化」的論述正可以作為最佳的註解： 

         

        樂本由心發，就一般而言，本多偏於情欲一方面，但情欲一面因順著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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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中和而外發，這在消極方面，便解消了情欲和道德良心的衝突。同時， 

        由心所發的樂，在其所自發的根源之地，已把道德與情欲，融合在一起； 

        情欲因此而得到了安頓，道德也因此而得到了支持；此時情欲與道德， 

        圓融不分，於是道德便以情欲形態而流出……人生中的「血氣心知之 

        性」，由樂而得到了一個大圓融，而這種圓融，是向良心上的「和順積 

        中，而英華發外」的圓融。 

   

  二、內化的意涵 
 

  如「人文」意涵的陳述，探討「人文」就是要促使「人」變得更好，要能

達其美善，至於該如何做？如何達其美善？並非藉由外在知識理論的傳輸即可

獲得而轉化成功，這其中必須透過一個轉變的步驟，此步驟就是「內化」。「人

文」的淨化在於導向人類善知識的追求，在宣泄與陶冶的過程中，要將人的良

善轉化成人的信仰與道德規範。所以教育中強調人文的意涵並非只是在意學生

「怎麼說」？而是要看學生「怎麼做」，這是轉化之後的焠鍊，需要透過學習

的歷程，促使人文的涵養能內化成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孫建軍，

2004），這是教育目標的真諦。 

  有關學習過程的「內化」，涉及到兩個領域：其一是學習過程中知識內化

的認知領域；另一則為人文知識內化為人文素質機制的情意領域。因此，以下

有關內化意涵的解析，將從知識學習建構的認知角度與情意領域的心理層面著

手探究： 

     

    (一)從認知的角度了解內化的意涵 

   

     「內化」是人的外部物質動作向內部心理動作轉化的過程。依張氏心理 

    學辭典（2002）對於「內化」的界定指出，「內化」的形成乃在人格發展的 

    過程中會綜合他人的意見、綜合外在標準以及價值觀念的整合，最後形成主 

    體價值體系的一段內在心理歷程。因此，人類的信念與行為等各種表現會先 

    由外在而後內化於個體，再由內化而外顯於行為表徵。由於知識的內化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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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類的直覺、本能、感情、價值與信念是共存的，因此，具體有形的知識必須 

    藉由反芻與觀察來體驗、表達，這段過程如同語言的翻譯，需要「轉譯」的 

    機制。Durrance (1998）的文章，曾引用了竹內裕弘（Hirotaka Takeuchi）所 

    提出轉化發展的三種類別：第一類型為內化對內化的知識（觀摩學習後而力 

    行）、第二類型為內化對外在的知識（先學再做）、第三種類型為外在對內化 

    的知識（先學而後說），不論哪一種轉化，都會釋放出能量，進而刺激創意 

    與行動（引自鍾玉玨，1999）。 

        在知識轉化成主體內在信仰的同時，會涉及知識建構的課題。1985 年 

以來，學習建構論對於人類如何建構知識的環境與學習有相當多精湛的論 

述，其理論基本上可分為「個人建構論」（Personal Constructivism）與「社 

會建構論」（Social Constructivism）兩大派別：前者強調知識的成長是學習 

者在環境互動中，透過同化來調整原有認知結構（基模）的發展歷程，這是 

由個體主動建構而來；社會建構論者則主張知識的形成是個體與社會互動的 

結果，並內化到個人的心智基模（張新仁，2003）。不論是「同化」亦或是 

「內化」，在學習的過程中都要經過「接受」價值和「調整」理念之後，信 

念與觀點才會真正地轉化到主體之上。 

    「內化」作用的觀點是社會建構論學者 Vygotsky(1896 -1934）諸多理論 

中的一項概念（陳淑敏，1994），他將人類心智功能分為低層次與高層次兩 

大領域：低層次心智功能（諸如感覺、反應、聯想記憶、知覺動能、智慧等） 

是生物的本能，不會受到文化影響，不過在不同的個體間，功能的層次會存 

在著差異；高層次心智功能（諸如有意義的記憶、邏輯思考、集中注意力等） 

是一種經過中介和內化的行為，其表徵是「內化」行為的表現，也是一種較 

具意義的能力。所以，「內化」的真正意義是內在知覺以自我規範逐漸形成 

的過程，在過程中，人類會建構自己的知識以完成某些概念。也就是說，人 

類學習的過程與經驗裡，外在的運思會在人的內心重新組織進而形成觀念， 

也因此「內化」的行為會明顯地存在於人們的心智之中，這即是知識轉化的 

結果。而人類學習的目的就是要獲得更高層次的心理發展，這個心理發展的 

歷程是要透過「文明」、「文化」的「內化」行為才易於達成。（以上資料整 

理自陳淑敏，1994；陳嘉皇，2002；吳慧珠，2003；趙景瑞，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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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然「內化」的行為無法直接觀察，但它和外在行為一樣具有相同的結

構、功能，也有可循的標的，心理學家們通常是以「刺激」、「理解」、「接受」

等三個面向來探討「內化」的問題：在學習歷程中「刺激」是「內化」的第

一個階段，會把客體轉化為主體的東西；其次是「理解」，理解是人類運用

綜合、分析、想像等思維的結果；最後才是「接受」，有了接受才得以調整

主體的某些信念，如此學習的動能才能達到「內化」的意涵（申屠，2004）。

音樂欣賞的歷程亦然，當主體接受了音樂的刺激之後，首先會產生諸如直覺

主觀偏好的感受性問題，這是低層次的心智功能，當進入了音樂本體的理解

之後，會進行知覺的思考，並開始調整學習模式的接受與聆聽的習慣，如此

欣賞的認知才會深化於主體內在的信念之中。 

 

    (二)從情意領域探討內化的意涵 

 

        教育目標的分類，有認知的（Cognitive）、技能的（Psychomotor）和情 

    意的（Affective）三種領域。認知領域強調學習過程中的記憶性事物及知性 

    工作的解決；技能領域則強調肌肉或動作技能、材料、物品操作等技術；情 

    意領域著重在感覺、情感、學習的體驗接受或拒絕程度等。依前項認知角度 

    探討內化意涵的文獻指出，在知識轉化為個人信念的成功與否，其中主體「接 

    受」的面向才是轉化成功的重要意義，這是屬於認知與技能的領域；而情意 

    領域探究的必要性即在預期教學之後，學生情意行為方面可能產生的改變， 

    這個改變最後會透過學習者自身內、外概念而轉換成個人的理念與信仰。 

        也就是說，一個現象或價值觀的產生，會由人類單純的覺知層次歷經內 

    化多層面連續體的所有階段，進而在人類生活中扮演著控制或支配的角色， 

    以促使現象或價值觀併入人類內在控制的結構之中，所以教育上的名言「由 

    內生長」（Growth Occurs from Within），其強調「內化」的意涵即在於此。 

Good(1959）也指出，唯有在個人有意願的接受態度、典範、原則和約束之 

下，將其視之為自己的一部份，如此才能真正地構成主體的價值判斷，進而 

外顯於個人行為之上（引自黃光雄，1983）。 

        由於情意領域內化的連續體過程裡，很難有明確界定的層次標的和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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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但仍可勾勒出其構成因素的輪廓。因為內化是多層面組織，在一連串 

    發展的過程中會有組織原則來構築成機體，因此人類情感的素質(Emotional  

    Quality）會在此一機體中，呈現行為與情感的概念，依 Krathwohl 等人(1964） 

    的著作《教育目標分類手冊第二冊：情意領域》（Taxonomy of Education  

    Objectives. Handbook Ⅱ：Affective Domain）將反應發展模式約略地畫分成 

    「接受」、「反應」、「價值的評定」、「組織」及「依據價值或價值體系以形成 

    品格」等五個層次（引自黃光雄，1983），如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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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分類方法連續體中情意名詞的意義範圍 

（資料來源引自黃光雄，1983） 

 

    圖中所示，興趣是覺知現象界中最低層次的行為表徵，而適應行為的表 

徵範圍最為廣泛。情感素質表徵中的行為序列雖無法明確地敘述連續體的整 

個發展界線，也無明顯的落點，但在「內化轉化」的發展層次與情感素質的 

表徵中，毎一環節都是相互環扣、是互為因果、是連鎖性、是相互重疊的， 

並會重新將概念編織為一個新的結構，進而產生根深蒂固的「內化」效能， 

以造就了人類個體的人生觀。 

        教育的意義在透過接受、反應、價值的評定、組織及品格的形成，其目 

    的就是要促使人變得更好，要具有善的理念，在透過內化轉換的一連串發展 

    過程中達其良善，此即為本文探討人文意涵的重要目的。而音樂欣賞學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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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的重要，即在於透過審美判斷的歷程、美樂的形式、美樂的結構、美樂的 

    體驗等外在控制的條件，進而達到自律的內在機制。況且，好的音樂不僅具 

    有情緒「宣泄」的效果，也具有人格「陶冶」的功能。所以，音樂欣賞教育 

    的意義，在於教導學生音樂審美的認知與技能等外顯目標，同時期望能藉由 

    樂教轉化學生的信念以及價值觀，並增進文化面的視野擴增，促使學生樂於 

    親近好的音樂，主動做到聆聽與欣賞，這才是「內化」在音樂欣賞活動中的 

    重要課題。 

     

綜合淨化、內化的意涵，以及認知學習與情意領域的觀點：「內化」的轉化

依恃著一系列的行為發展，逐漸形成知識價值體系，堆砌著知識學習的脈絡。在

這段歷程中，首先需要外物的刺激以形成知識的建構，透過「接受」與「調整」

以形成個人的觀點與信念。音樂欣賞活動的功用即是透過課程的安排，藉由音樂

的傳導及人文面的視野、在歷經「宣泄」、「陶冶」的「淨化」歷程，釋放負面能

量，「內化」為主體個人的信念，以促使人格的完整。再者，在接受了美樂的薰

陶後，透過認知學習與情意領域的學習過程，能發揮潛移默化的功效，轉換成良

善的理念，並「內化」為個人的信念進而達到「化育」的成效，所以，孝經有云：

「移風易俗，莫善於樂」其道理即在於此。教育內化了什麼，知識結構就形成什

麼樣的素質結構，教育內化的知識結構若呈現優質與完美，那麼受教者的素質也

就隨之優化和完善；反之，亦然。 

 

參、音樂欣賞樂教與人文的相關 

 

藝術是人類活動的產物，是文化產生的成果，在無形之中，會形成人類社群 

的價值體系。再者，藝術具體的「感性」與「直覺」，會促使文化依賴著藝術而

攀升，造就了文化本質的根源（劉其偉，2002）。人類文明美德的培養尤需教育

的美感，因為要讓源於人類文明的美德煥發出應有的光澤，是需要通過美感來揭

亮的。而音樂是屬於藝術領域中聽覺感官的一環，音樂與人文之間的相關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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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難從中、西方各學派或人物論著中得見。以歷史文化發展的觀點探之，中國早

在孔子、西方早在 Plato 的時代，對於藝術的推崇與興讚，已各自在東、西方開

啟了世紀以來文化批判的先河，在現今急功近利的速食文化裡，緬懷聖人先賢的

思想、回顧經學史籍的學理，實有其必要與重要。故此，本節文獻擬從中國先秦

儒家的理論與 Plato 的美育觀點，作為音樂欣賞樂教與人文相關議題的探索。 

 

  一、先秦儒家的理論 
 

   中國樂教建立甚早，根據文獻上的記載，遠在五帝之世即有所謂「制樂施 

教」的教育內涵；《尚書》、《周禮》等經文史籍中亦可見樂教的施授是人類修 

習的必要科目。樂教之所以受到重視，需從「樂」的本質談起，《樂記》有云： 

「樂者，音之所由生也」，聲之所以成樂乃因經歷了「由聲而音、由音而樂」 

一連串組合製造的過程，並透過人類的感官體驗得之，所以又云「感於物而 

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樂之，及干戚、 

羽旄，謂之樂也」。 

      由於「聲」是人心感於物後「情」的表現，所以《樂記》又強調「情動於 

  中，故形於聲」。所以學者唐君毅（1987）云：「人」與「樂」交互的整個歷程 

  是一種「統體覺攝」的過程。也就是說，在聆聽音樂的過程中先展現了「樂」 

  這一客體，其後再透過人的「理性」與「心智」等行為活動，對著客體進行一 

  連串的剖判。此處所謂剖判的歷程就是我們常說的審美經驗，只是這其中還囊 

  括了直覺、知覺與想像等不同的體驗階段。 

    依中國樂教的觀點，音樂聆聽的歷程向來強調「聲」與「音」之間的關 

係，因為人心之感動是先從外顯的樂、沁入到內心，經過剖判的歷程後，人這 

個主體會產生不同的情感變化，不單只是對於「美」的體驗產生了變化，同時 

也蘊含著「善」的層面，因為在整個藝術活動的過程中，透過樂章背景的人文 

把握，促使人向音樂達到沉浸與融合，而這一連串的歷程中即蘊藏著一個相當 

重要的觀念：樂的本質用「和」字來總括。所謂「和」者，最基本的意涵是「和 

諧」，最高的層次則是「至善」、「至美」的境界。所以，相關「樂」與「和」 

的論述，在文人諸多篇幅中皆有詳述，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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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天下篇》：「樂以道和」。 

《荀子勸學篇》：「禮之敬文也，樂之中和也」。 

《荀子儒效篇》：「樂言是其和也」。 

《荀子樂論篇》：「故樂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 

《禮記樂記》 ：「樂者天地之和也，禮者天地之序也」。 

 

    不論各家文字如何闡示，歸根究底其核心乃在於「八音克諧，無相奪倫」 

的論點，乃因「和」是成就音樂藝術的基本條件，所以《樂論》云：「故樂者， 

中和之紀也」。「中」與「和」是孔門弟子對於「樂」所要求「美」的標準，而 

在「中」與「和」兩者的背後即蘊藏著「善」的意味。所以《禮記》解曰：「廣 

博易良，樂教也」，此即強調「樂」以其之美、以其良善，感化人的性靈、陶 

冶人的性情、滿足人的追求。《論語正義》篇也有這樣的記載：「樂以冶性，故 

能感性，成性亦修身也」。所以「樂」與「禮」同樣有著實踐仁道及成就人之 

德性的作用，只是「禮」是從外在的規範入手，使人從守禮等社會倫常的秩序 

中培養出「正當」的意識；而「樂」則向人的內部入侵，以樂的規範直指人心， 

陶冶個體自然的情感，並依從德性的自覺促使身體力行，進而成為「完人」。 

所以，自古以來，禮、樂並談即是強調禮、樂並重的重要性，乃認定「樂」是 

成就一個人人格完成的境界，此亦為孔子立教的宗旨（徐復觀，1966）。 

    依「和」的意涵就其可能的影響來說，它是各種對立性物質的解消，是異 

質性物質的諧和統一，所以儒家論樂的功用常強調人格修養上的意義。因為人 

之「性」與「情」的良善是生命中的強大力量，是無法用制外「禮」的制約而 

能發生效用，反倒是需要成就於樂來達到良善，所以言道：「樂者聖人之樂也， 

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易俗」、「故樂行而志清，禮修而成行。耳目 

聰明，血氣和平……故曰樂者樂也，君子樂得其道，小人得其欲」。一言以蔽 

之，音樂的藝術是順著聲音的動靜賦予藝術性的音律，可把人性中的衝動與盲 

目，沉澱而汰換，所以才能「樂行而志清」。由此，主體情感會不期然地節制 

與滿足，使其由心所知之道得其諧調與融和，這就是儒家強調的「中和」。 

    況且，樂的基本三要素是從「心」發出，並不需外物的介入，所以說「情

深而文明」。在「情深」與「文明」的現象世界之間，各有其明確的節奏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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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並透過「樂」得以散發出來，生命也得以充實。故此，人生因「樂」而 

藝術化，也因「樂」而道德化，所以「致樂以治心」的道理即在強調「禮」、「樂」

並重與並談的意義。換言之，「禮」是具體的行為規範，其作用在促使人的行 

  為能有所依歸，所以若無禮的規範，人將無所適從；「樂」則是情感的表現，  

  能打動人心，因此藉由「樂」可以引發人的道德情感，敦促人產生道德的行 

為，所以禮樂並談是有其道理的。 

    中國文人致力於「禮樂」是基於人性、人倫自身的共體德性，因此，《論 

語八佾》篇有關「樂」的討論是人文創造的全部總結與原則之說明。依據譚家 

哲（1995）探討八佾中「樂與人文」的論述提出，八佾中有「樂」、「文」、「美」 

三個重要的對象，其中美對應於詩、文對應於禮、樂則為兩組中共同擁有的概 

念。以文化的層面來看，「樂」、「文」、「美」這三個客體，其組態之間有兩組 

對應的關係：  

 

 
 
 

 
 
 
 

 
 
 

(以上資料來源取自譚家哲，1995) 

 

      圖 2-1-3 強調「樂」乃人文藝術之最終境界，其所涵蓋的範圍不僅僅是人 

  類藝術的創作，也是人類文明的創造，因此，美是現象世界中的一個機體，是 

  一個較為初淺的層次，「禮樂」並重強調將此機體提升至理念界中「樂」的層 

  次，所以「樂」在此的呈現是博大、是根本的。圖 2-1-4 強調「美」是萬物的 

  屬性，是殊相中的共名，而「文」則是人類共體存在的對象，「樂」則只是個 

  人之「悅」，是個人的好惡，所以這裡「樂」、「文」、「美」關係中「樂」的表 

  現是窄化的。 

圖 2-1-3 圖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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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的觀點探之，一切事物之象都有「樂」、「文」、「美」三個面向，面 

對世間的每一事物都應從此三個角度來觀察，彼此不該分工，也不該孤立於自 

身的領域。因此，不論是人主觀的「致樂」、事物之「致美」、亦或是人物相互 

作用與完成的「文化素養」，三者應該是同一的，是文化創造中三種極致的價 

值與理想，也是美善教育的最高境界。所以孔子論樂，並非只求音樂的本身， 

同時也求人類存在的「人文」之事，企求因「樂正」而歸依「正」，如此樂教 

才能發揮真正的功能。（以上資料整理歸納自徐復觀，1966；張蕙慧，1991； 

文潔華，1993；譚家哲，1995；傅佩榮；2005） 

 

二、Plato 的美育觀點 
 

      從西方文明的創立並引導人類走向「體性美」或「理性美」的理論者，主 

  要是源於哲人 Plato 的思想，雖然他並不是第一位認為音樂對人們的人格和行 

  為有道德影響的哲學家，但卻是西方美學史上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起點象徵。 

  自 Plato 之後，西方對於美的創作總離不開「藝」的觀念，因此，西方文明走 

向「形上」的體系，脫離大自然的狀態，以成就出另一種存在的模式。早在古 

希臘時期，強調以「體育」鍛鍊身體、以「音樂」陶冶心靈，所以「音樂」在 

當時是教育過程中的一門科目。他們對於音樂的重視，不僅將它視為娛樂，更 

視為一種品格陶冶的最佳方法，強調透過音樂的陶冶來達到人格教育的理念， 

而這種思維同時也影響了 Plato 對於樂教的強調。 

    Plato 的藝術教育思想是以美育的論述為基礎，在其諸多的著作中得見分

明，諸如：《饗宴篇》（Symposium）中即認為唯有美才足以展現人類的創造力， 

並透過教育的歷程，可將人類的精神層次提升至永恆（引自 Jowett, n.d.）；在

《費列布斯篇》（Philebus）中探索「善」的理念時，強調善的理念歸諸於美的

本質，所以，美的起源應有一種最先的美，由於它的出現為事物所分享，才使 

得人類稱之為美的東西美了起來（引自 Jowett, n.d.）。Plato 的想法是：當人 

類在看到美物時，是不可能觸及到不善的事物，所以他肯定美感價值的永恆性 

與普遍性，並強調美感教育是教育歷程中應導向的目標。 

    有關美即善的觀點，在 Plato 的《理想國》（Republic, 514a-541b）中有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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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論述，他聲稱「善」的理念是人類最應學習的偉大事物，是美學的最終根

源，依形上學的角度窺之，「善」是存有、是動力的來源。在《理想國》卷七

〈地穴論〉的論述中，他將太陽比喻為真實世界中善的理念，此理念是最高

本體論的表現，其所預設的立場在於世界本體是有規則、是符合理性，所以認

識世界和認識自己的最高目標就是認識理念世界，尤其是「善」的理念，而人

類必須依此原則來改造世界、安排自己的一生（引自 Shorey, 1961）。學者

Leisegang 以 Plato 太陽的譬喻作了如下的圖示： 

 

   善之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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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對象

肉 
眼 
可 
見 
之 
感 
覺 
界 

        圖 2-1-5  Leisegang 的太陽譬喻圖 

         (資料來源引自楊深坑，1988) 

 

  圖 2-1-5 所示，光和視覺在肉眼的世界裡，雖如同太陽般的性質，但並不 

  等同於太陽，因為光只是現實世界中一種感官的感受，所不同的是，太陽不僅 

  可給予視覺世界的視力，給予不同的現象體驗，但太陽這一本體並不會隨之改 

  變。同樣地，知識的對象是可被見的真理，它可以從善的理念中得到存在與本 

  質，相對地，它也必須具有超越本質的力量。圖中詮釋美善的想法是睿智界中 

  的真理與知識，其生命與動力的來源得自於善的理念，即善賦予美的本質，世 

  事因美的理念促動了人類精神的提昇，最後並在真善美合一的陶冶之下培養出 

  完美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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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Plato 的哲學思想將世界分為「理念界」與「現象界」二元化的信念， 

  前者強調絕對的真理、是理性的；後者則是相對的感覺、是人類的經驗。深究 

  「理念」一詞的意涵而追根究底探尋其字源，它是來自希臘文中的「看見」 

（Horaō）（楊深坑，1988），原本意味著人類肉眼所見事物的外在形式，但在 

透過 Plato 的承襲之後轉化成內在的意涵，並延伸而為事物本體的本質。所以， 

在理念界真理必須是永恆不變的原則，必須透過「共相」來傳遞不變；而感官 

世界則是人類感覺複製的結果，所以也就產生了可變的「殊相」。 

    依 Plato 的論點，美不僅是一個美學的概念，同時也是道德觀念，他認為 

  善是美，美和善是一種可以互通的概念，美包含在美德之中，是組成美德的一  

部份。不過，在實踐「德」或「美德」的歷程裡，需要知識的助益，以加深人 

們對於美德與道德觀念的認識，形成根深蒂固的見解，如此才易於造就良善之 

  人。其實 Plato 在《理想國》的論述中已鑄造出一種善的環境，在善與美的環 

  境中，美的心靈會因耳濡目染而滲入人類生活中的各種層面，那麼生存於其中 

  之人，自然而然就會在道德的面貌上有所改善，所以 Plato 認為美感價值要植 

  基於「理念」，乃源於它必須是不變的真理。 

      此外，Plato 指出美與醜是緊跟著好的音樂與壞的音樂而作用於人的，好 

  的音樂會沁入到人的心靈深處並牢牢地生根，人類因此而變得溫文有禮，進而 

  培育出審美的能力，有了審美的能力就得以辨識出事物的美好與否。事實上， 

有關音樂與道德培養相關性的說法，早在 Pythagoras( 570 - 490 B.C.）的時代 

即已產生，咸認為「數」是主宰宇宙永恆不移的形上根源，整個宇宙都是「數」 

關係的模仿與和諧，而音樂即是大自然界中「數」的安排與組織，因此，音樂 

與「數」是脫離不了關係的，最明顯的例子即是和聲學的理論，因為音程、和 

聲及調性系統等，都是直接運用數學的道理(Lippman, 1999；Walker, 1990）， 

所以，透過音樂的學習即在了解數之間相互組合的和諧狀態。 

    以 Plato 的觀念來檢視音樂的理論，由於音樂是聲音的感覺，是外物撞擊 

所產生的運動透過空氣的媒介傳入耳內，進而導入人心所產生的共鳴，這其中 

建基在韻律和聲調的秩序中，並由此表現出適度、規律與和諧。它不只是一種 

可聽聞的現象，同時也是在一定的規律秩序中根植於睿智界「美」的理念之上。 

所以知識的可靠性與確定性並不是來自世界的規律性，相反地，世界的規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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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來自知識的邏輯性（Repulic, 507b-507c），所以現象世界中繁多的事物 

無法清楚呈現定義，唯有「共相」的特質才能清楚地界定與掌握這些超越現象 

而存在的理念與概念，如此才能達到超然的立場，並客觀地超越情感、良知與 

善惡。所以，教育應該是什麼樣子的？《理想國》第二卷指出： 

       

教育應分成兩部分：體操鍛鍊體格，音樂陶冶靈魂。……一定要先教音樂， 

      後教體育。（Republic, 376e –377a）（引自 Jowett, n.d.） 

 

不僅如此，《理想國》第三卷中強調樂教的重要性又明確地道出： 

         

音樂的訓練比其他的工具更具效果，因節奏與和聲會依附在人的心靈深

處，賦予雍容的氣象，促使受到正當教育的人靈魂優雅，使受到不正當教

育的人靈魂粗俗。而接受這種內心真正教育的人，也最能品味藝術與自然

的缺失，並在頌揚、欣賞之中，靈魂得以完善，並成為完善之人。（Republic, 

386a-417b）（引自 Jowett, n.d） 

           

    Plato 強調音樂訓練的重要，但必須要嚴守數學的定律，如此，音樂才能

跳脫感官世界的印象而提昇至理念界，這也就是美育的意義。換言之，透過美

樂的陶冶其所要追求的純淨美感，最終的目的在於心靈的淨化：以消極面而

言，是心靈超脫肉體的污濁與罪惡；就積極性意義，則是促使心靈具有正義及

德性，進而完成完美的人格。音樂欣賞的目的即是要透過音樂的歷程，促使人

能夠從音樂的秩序中辨識美感，進而達到「美善」。故言，音樂教育最高的境

界是要做到「善」的理念，而美與善的合一也是 Plato 善理念思想的雛形（楊

深坑，1988）。 

 

    不論是「樂」、「文」、「美」三種面向的內涵，亦或是善知識的真理追求，儘 

管文字的陳述不同、思維面的異質等，歸根究底，其意涵皆在超脫人類肉體的濁

穢，進而追求心靈的良善，而形成心靈的良善乃在於人文意涵中「人生論」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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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論」的議題。欣賞樂教的歷程亦然，在中、西方的論述皆認同欣賞的歷程具有

一定的潛在功能：因為在音樂洗鍊的過程中，透過學習「數」、「秩序」、「組織」

的規範，可以陶冶人性、淨化人心；此外，透過不同音樂文化的接觸，進行與各

地文化的認識與了解，不僅可開闊視野、豐富人生，這些都是文化涵養的焠鍊。 

 

小結 

 

    本節探討音樂欣賞的人文意函旨在檢視「人文精神」在欣賞樂教中的意義，

以呼應音樂意象本體論中「人文」的層面，並強調音樂欣賞教學活動項目的重要。

整體文獻研究的歷程，首先致力於中、西方人文意涵的意義詮釋，其次進行欣賞

歷程中淨化與內化的意涵，進而探討先秦儒家思想與 Plato 美學觀點的論述，據

以了解音樂欣賞教育與人文意義的相關性，綜合以上相關論述，歸納結果如下： 

   「人文」的內涵主要以「人」為核心，具有「人性」的意蘊及「教化」的

功能，也具有「人生論」與「文化論」的意涵。所以，自古以來音樂活動的重要

皆被強調的理由，乃在於「聲」是人心感於物之後「情」的表現，是「人」與「樂」

交互的「統體覺攝」過程，透過人的「理性」與「心智」活動對著客體進行剖判，

經過主體的思維會產生情感的變化，這個變化不單只是對於「美」的體驗所生，

同時也蘊含著「善」的層面。也就是說，音樂的體驗是學習美的辨識進而學習是

非的辨識，藉由文化面的視野開闊個人的胸襟，並在「宣泄」、「陶冶」的過程中

「內化」為個人涵養，增強為個體道德的信仰，以成就「人生論」與「文化論」

的重要意義，此即為本研究首先透過人文的探討以呼應音樂意象的本體論，其次

探究人文意涵中「成仁成德」的意義，皆在於強調「樂教」與「人文」並談的重

要目的。  

總之，「音樂欣賞教育的人文意涵」有三項意義： 

一、從人文的觀點得見，音樂欣賞的活動能達到「以美啟真」的功效。 

二、從人文的觀點得見，音樂欣賞的活動能達到「以美儲善」的功效。      

三、從人文的觀點得見，音樂欣賞的活動能達到「以美怡情」的功效。 



 

 33

第二節 音樂意象的本體論 

 

    本體論是哲學理論的術語，主要是探索「存在」及其「本質」的道理，它是

「什麼是」與「什麼該是」兩者之間關係的探討，是整體知識認識論的研究（Madsen, 

2000）。Hegel (1770-1831）的理論中也提出，本體論是作為知識對象而認識的，

它的絕對理念是本體，辯證的過程就是認識本體的過程（引自陳志良，2001），

所以本體論可含括並推演出相對應的認識論和方法論（朱立元，2001）。 

    音樂的本質為何？研究者從意象的觀點切入於音樂的本體。依《辭彙》（1982）

以字義的解釋來思考「意象」一詞：「『意』是心裡的思想，是意志、意思；『象』

是形狀、是形象」，前者屬於主體的思維，後者則存在於事物的客體。也就是說，

就字的二元立論解析意象的本體過程，應該要建立在主體「意」與客體「象」的

兩個層面上，透過藝術精神本體的探究回歸於意象融合的一元論上。源此，本節

擬從中、西思想的立論探究「意」、「象」詞彙的解構與還原，進而了解音樂意象

主、客體的思維，以了解音樂意象本體論的意義。 

 

壹、意象詞彙的解構 

 

    何謂「意象」？在紀少陵（1996）的散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這麼呈現的：「他

的心與意，形與影不斷地在時空的辯證與弔詭中……」，咀嚼文字中「心與意」、

「形與影」是主體與客體兩者的交織，看似二元的立論，亦可融於一元的觀點。 

    「意象」一詞的探討，東、西方在意義內涵的詮釋上並不全然相同，造成差

異的原因乃在於文字表述的源起理論不同。若就文字的觀點來論述：西方人稱中

文的書寫方式屬於「意象文字」，也就是說中文的造字與拼音乃是以「象形」為

主，因此，中國人的文字思考是屬於「意象性思考」；西方人的文字形成則是「拼

音符號」，是一種「聲音符號」的思考，由於文字運用的不相同，造成文字表達

的方式也不同，所發展出來的文化傳統亦不同（石朝穎，1996）。由於文字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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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涉及邏輯的領悟，以西方的立場而言，它是「形式邏輯」；就東方的角度來說，

則是「意象邏輯」，因此，「意象」詞彙的詮釋會因思考模式的不同而產生差別。

緣此，以下針對「意象」一詞就中國與西方各自源起的立論來探討辭彙的內涵。 

  

  一、中國的思維 
 

      中國對於「意象」一詞，一般最常有的看法是將「意」與「象」分成主觀

思想中情感的「意」與客觀物象的「象」等兩個層面（鄭全和，1994）。陳滿

銘（2004）也指出，以哲學的義理嚴格地說，「意」與「象」是分開的，這樣

的觀點在《易傳》中即有扼要清晰的闡示：「『象』是具體、切近、顯露、且變

化多端的，而『意』是深遠、幽隱的」，從上述文字的解說來體會其中的奧秘，

「意象」一詞已具有「以單純表現豐富」、「以有限表露無限」的藝術形象的特

質。也就是說「意」與「象」兩者的關係是：單純的「象」與豐富的「意」、

有限的「象」與無限的「意」等分離的概念。因此，所謂的「意象」乃「意」

與「象」的合成，就廣義的看法是整體且可析分成「意」與「象」兩個字；在

狹義上則為個別之事，是局部，卻又可合而為一體的稱呼。 

      追溯「意象」的意涵，《老子》文章內有所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來

形容心不可名狀的「道」，這是「意象」之說的雛型（張桃洲，2004）。字詞的

運用最早見於《周易．繫辭》中：「聖人立象以盡意」；詞語的連用則最早出現

在東漢王充的《論衡．亂龍篇》（金聲，1997）：「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

侯，禮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又云：「雖知非真，示當感動，立意于象」，其

意即在表明以象示意，象是意的外化，值此，已勾勒出「意象」的概念。晉朝

王弼《周易略例．明象》也說：「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

莫若象。意生於象，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意」。至於確立此一

術語並成就審美範疇者，則當屬南朝梁劉勰在《文心雕龍．神思篇》中有這樣

的記載：「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律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

此盡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在此，劉勰強調審美的主體透過感官對客體

產生審美的認知，然後興發創作的心靈，產生想像的思維，並將感官的知覺感

受，以具體形、聲之美表現於世（金民那，1993）。也就是說，「象」的產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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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意」的發想，「象」的美感判斷也在於「意」的思維，所以「意」與「象」

的二元概念是環環相扣的。 

      從劉勰的文章中不難窺見「意象」審美之貌，研究者擬從劉勰的思想核心

－「神思」的概念發展，作為解構「意象」一詞的重要立論。自古以來，中國

人講的是「神」與「氣」的交融，「神」乃人的意志，而「氣」的擴充與展延

則形成「體」，因此，「神」與「氣」是「精神」的狀態與「生理」的意涵，兩

者都屬於主、客交融的構思。依陳慶元（2002）的說法，神思是「外在萬物」

及「內心感知」的主客合一，所以「『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

心以理應」。「神」、「氣」、「遊」在《神思》的立論中，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字，

有了人的意志及體的展延，就必須能有所悠「遊」，在此，「遊」為「自由」之

意，是要在主客交融之際超脫主體的能動性，並超越客體外貌的規範。也就是

說，在「感知經驗」成為主客交融的構思之時，這個構思可能是外物的觸發，

也可能是全然從「無中生有」，不論靈動的觸發為何？神思的體驗必須存在於

外在萬物與內心感知經驗的主、客合一之間，如此才能有所轉寰，進而產生審

美的意象（金民那，1993）。 

呂建春（2001）也認為，當欣賞者體驗到具體事物時易激起感性的共鳴，

而「意象」的呈現可以啟動想像力、引發聯想，進而產生美感。在此，聯想的

引發不只是「意象」的本身，更來自於「意象」與「意象」之間的距離。向明

（2003）解構「意象」意涵的文章中也提出：「意象」是「形象思維」，是將「意

念」轉變成意圖予以形象化的簡稱。所以，「意」是心中的主意、意圖，包含

思想、觀念、看法、情緒等內在隱藏的活動；「象」則是外在的現象，包括世

間一切看得到、摸得到的事事物物，所以「意象」是將隱形的「意」藉著外在

的「相」，以可感、可觸的「象」表達出來，促使其落實而成就美物，此即為

「意象」的道理。從以上總總的論述再回歸到「意」與「象」的焦點上，如前

所云，「意」與「象」原是分開的，「意」屬於核心的部份，不外乎「情」、「理」；

「象」為外圍的成份，是「事」、「景」（物）（陳滿銘，2004）。「意」與「象」

雖是二元的理論，但從《說文解字》的內涵可以探討「意」與「象」字義一元

的精髓。《說文解字》曰：「『象』長鼻牙南越大獸」，此處所指之「象」是「獸」，

我們可以從造字的演變來了解「象」字的轉化過程，如表 2-2-1 中所說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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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一是一個象形文字，在甲古文上呈現的上半部是大象的頭，象的鼻子向左上 

  方伸展，下方則是身子，最下段則是象的尾巴；字二是金文字，整個字的形體 

  就更像大象的形狀；字三是小篆字體，已經無法認出大象的形狀了；字四是楷 

  書，這個字體是從小篆的形體直接轉變而來的（左民安，2005）。 

 

表 2-2-1  象字的轉化 

字一 字二 字三 字四 

    

（資料來源引自左民安著，2005） 

 

「象」本來是指「大象」，然而又何以會衍生成用「象」來表示物象、圖

形呢？《韓非子》解說：「人希見其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

生也。故諸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以上的解說得知，「象」因主體的「意」

而轉變，「意」的思維轉化了「象」的原貌。中國美學發展史論述「象」的本

體意涵，「象」是分為動態與靜態兩種演化的系列，《文選》李善注曰：「『象』

形象也」，此即為靜態之意；《釋文》曰：「『象』，擬也」，這是動態的意涵。不

論是靜態亦或是動態，「象」皆以「意」想是一個主要的核心議題，也是中國

古代美學對於「象」的理性認識。 

    清代葉燮的論著《原詩》概括了藝術形象的創造有此一言：「呈於象、感于

目、會于心，從而遇之于默會意象之表」，即在說明「意」與「象」的一連串

歷程與交融。學者張紅雨言意象即說：「人之所以有美感，是情緒產生了波動。

而波動與事物的型態常是統一起來的」。換言之，情緒波動是「意」的表現，

是源於「主體」；事物的形態是「象」，是屬於客體範疇。在藝術創作的表現中，

欣賞者如何觀看作品，如何發揮想像力，其過程都不能忽略「意以象盡」、「象

以言意」才是「意象」詞彙的真諦，所以就「意」與「象」的解構，不論是廣

義之意或狹義之篇，意象的形成都源於「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互相分離或

互相結合，所以二元的理論終究要融合為一元才是審美體驗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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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西方的理論 

 
      Barthes( 1915-1980）在《帝國的意象》文章中陳述，西方學者對於「意象」 

  一詞的文字解構，其程序是在還原文字符號之前的「意象」，再從「意象」還 

  原到「圖示」，又從「圖形」還原到最根源的「聲音」（引自石朝穎，1996）。 至 

  於英文「image」一詞，其字源來自於拉丁文「imago」，在文藝復興之前，此 

  術語僅僅是「影像」、「仿製品」的意義，直到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 Hobbes  

   (1588-1679）才開始強調感覺是一切知識的源泉，透過感覺會將印象留在腦海 

  裏，而想像則儲存在感覺的寶囊中（引自龔光明，2002）。依「意象」詞義的 

  英文用字，可以找到很多對應的字，如「Image」、「Imagery」、「Imagine」等， 

  但這些字在用法上是有差別的：「Image」通常指的是一種心像、是一種概念； 

  「Imagery」則用在「比喻」上；「Imagine」一般強調的是「想像」（牛津英漢 

  大百科，1985），由此得見，「意象」詞彙在中、西方用字的差別乃在於「一詞 

  多義」與「一義多詞」上的不同。 

    溯本逐源探討「意象」一詞在西方歷史中的用法，早在 Plato 的著作《美 

  濃》（Meno）中已引用了蠟桌的比喻，企圖解釋人類的心智會儲存感官資訊， 

  以闡述「意象」的觀點（引自 Pearson, n.d.）。Plato 對於蠟桌隱喻的想法，主 

  要是源於心智的意象就像是在蠟桌上雕刻鮮明的圖樣，會在個別且不同的屬性 

  名稱中被了解（Kosslyn, 1994）。至於詞彙的出現，Miller( 1984）認為應該要 

  推回古希臘時期的哲學家 Aristotle 的諺語：「思想是不可能沒有『意象』存在 

  的」（引自 Intons-Peterson, 1993）；以及「『意象』是透過活動來源與行為指引 

  以呈現目標」（引自 Russell, 1987）。 

      西方「意象」之說一般被認為是西洋文學批評的術語，所以相關的解釋如 

  下： 

      意象是人或物的再製、是真實的事件或另一件相似物的再製品、是鏡片內 

  或鏡子中看到某物的視覺印象（Webster’s Dictionary, 1989）；意象是物體外在 

  形式的呈現或是人為的模仿及心智呈現，也是一種心理圖像或印像、想法、概 

  念（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1989）；意象是任何心理事件，如概念、觀 

  念、事物圖像，以及外在對象抽象的心理圖片（表像、摹本）、如同一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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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理事件的摹擬或表象，是一個觀念、感覺、想像或幻想物的摹擬或表像（段 

  德智等譯，1999）；而 Pound(1885-1972）認為意象是剎那間所表現出來的理性 

  與感性的綜合體（引自 Rooney, 2002）。 

 

      綜合以上相關的解釋可以歸納出下列的關鍵詞：再製、模仿、印象、圖象、 

  物象、心象、概念、知覺、感覺等多面向的詮釋，而這些詮釋也顯示了主體的 

  思維模式。故而 Pound 指出「意象」可以分成兩種類型：一種是從人類的心智 

  所產生，是屬於主觀的意識，也是源於外在因素對於心智所產生的影響，而這 

  些外在因素進入了腦內而被轉化，再以一個廻然不同的「意象」形式出現；另 

  一種類型則是客觀的意識，由於情感擄掠了某個外部的場景或動作，並將其帶 

  入心智之內，清除掉其他的東西而留下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或鮮明的特質， 

  最後再以類似外界原形的形式出現（引自龔光明，2002）。 

      Stephen 和 Brown( 1927）則就語言的觀點來分析「意象」的意涵，它可以 

  解構成兩種意義：一種是對照式的替代；另一種則是象徵性的符號。所以，從 

  對照的層面與領域來看「意象」世界，基本上會有下列三個層面的領域與對應： 

  符號－物品（Thing）、意象－思想（Thoughts）、比喻－文字（Words） 

    不論是文學、藝術或宗教，「意象」是建立在目標和行為上的一種體系，

它們都有共同使用的符號描繪，不僅都能處理「意象」的形式，也能在符號的

體系中表達其意。所以，在宇宙的定律中，每一個客體會形成兩種面向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追求真理的「真、善、美」，這是真實事物的片段；另一個意義

則是「符號」。換言之，以藝術作品的例子來說明：「符號」是藝術家心智創作

的產物，它的作用首先是「符號」（作品）本身的美，其次是連結世界與「意

象」的符號，通過「符號」的體系，人的心智可以看見一些永恆的東西與精神

世界中物質的「意象」。套用 Emersons 的觀點：「自然」（Nature）這個創造物，

會提供給人們一種圖畫式的語言（引自 Stephen & Brown, 1927），此類圖畫式

語言就是一種特殊的「意象」符號系統，真實地建立在現實世界中，也存在於

主體的想像中。 

      所以，人類思想最初淺的直覺，有些時候是具有意義的，因為在某些歷程 

  裡，人類必須從特徵的表象去猜測，或依靠標記、信號、符號等可感知覺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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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成個人的觀點以進入他人的想法，這些都依賴著存在於我們腦海中的「意  

  象」，經過腦內的思想鍛鍊及工作歷程，透過哲學標籤（如抽象、普遍化、愛 

  好）等種種的鍊冶以達到精緻化（Stephen & Brown, 1927），並在主體的思維 

  中形成轉化進而產生新的理解。在 Plato 的《美儂》（Meno）提出方形與菱形 

  的例子，即是人類腦海中事物轉化最明顯的事例： 

 
    當主體被要求在方形與菱形的面積之間得確定菱形的比例，其實只要運用 

方形的幾何程式與直覺式答案（Intution Solution）替代思考，事實上是可

以很輕易地完成形體空間上的換算方法（引自 Logie & Denis, 1991）。 

     

  換句話說，只要我們曉得如何運用方形的比例與計算的程式，基本上就可以輕 

  易地以「直覺」的方式來思考菱形的問題，這個說法就是意象在心智上運用及 

  轉化的論點。 

      十八世紀之後「意象」的研究至今仍在持續之中，近年來相關的研究有三 

  個重要面向：第一種面向不再只是解釋感知的問題，同時也強調符號的系統； 

  第二種面向則強調在兒童發展的階段中，應該要結合意象與符號的功能。第三 

  種面向則界定符號功能所構成的狀態，以界定意象的來源（Piaget & Inhelder,  

  1966）。 

 

    不論「意象」的研究是如何地發展？也不論其在文學、藝術、心理學或醫學 

上如何地運用？基本上，皆有兩個二元的核心元素：一為「主體之意」，另一為

「客體之象」。縱然，東、西方的理論起點不同，發展的脈絡與詮釋的內涵也不

盡相同，但兩者間仍有其相同的核心意義（陳拱，1999），所不同的是，依字義

的解釋而言，西方「image」的意義較為狹隘，只強調某一現象的聚焦；而中國

詞彙的意涵，不僅可以一元，又可以二元，詞彙的運用依循著主體的思維而呈現

不同的面向，且涵蓋的面向相當廣闊，此即為本研究之所以要強調中國之「意象」

作為研究理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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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意象的還原 

 

    「意」與「象」在人類發展的歷史中，是同時產生也互為前提的，「音樂之 

意」與「音樂之象」的道理亦然（牛龍菲，1994）。由於，「意象」依其結構而言 

又有「內結構」與「外結構」之分，而此二者是存乎於有形世界與無形意識之間 

多聯繫的中介物，其中蘊藏物質、情感、神思、意志、概念、知覺乃至無意識深 

層之間的某些物質的並列，在彼此間相互滲透、連續。羅藝峰（1995）即以中國 

太極陰陽圖為核心，針對「意象」的內、外結構作了相關的詮釋，如圖示： 

 

 

圖 2-2-1  意象的內結構  圖 2-2-2  意象的外結構 

（資料來源引自羅藝峰，1995） 

 

    在太極的觀念裡，陰與陽並非是對立的，而是元一渾沌、融合為一體，在經

過幾個過程的變化後，開始有了分判，這是精神力量在其內在的變動，雖然看似

二元，終究要合而為一元，此即為太極陰陽圖的真義。圖 2-2-1 所示，意象的內

結構是以「象－意」為基元所構成的一個動態框架，此處之意是心意，不一定是

意義，也不一定是思想或概念，完全在於主體的運作；象是「超象」而非「像象」，

也不一定是具象或抽象。「意象」共生於一個轉寰通融的張力力場中，主導者為

「意」，以促使主體與客體合而為一並達於完美。依中國意象的用語來說，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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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於「言」，是明象的手段，所以說「言以明象」、「象因意生」、「意以象盡」，這 

一切都在滲透人的主體意志。至於外結構的部份則是多層體的組織，各機體存在

於時、空之間，是屬於多維聯系的網絡關係，也是聯系各內涵並存在於各要素之

間的重要因子，所以就造就了相當重要的中介地位（羅藝峰，1995）。 

嚴格說來「象」是外化之物，是外相，但它畢竟是由主體所建構，由於主體 

「意」具有主導的作用，在象與意生成轉化的過程中，「象」也就隨之產生了變 

化，所以說「意」能稱物，也能化物，其道理即在於此（孫卓彩，1994）。值此， 

本文探究意象轉化的內涵，深入於意象合一的思考，其目的即在還原音樂意象的 

本體論述。    

 

  一、意象轉化的內涵 
     

  意象解構的理論中，「象」原指的是「獸」、是「大象」，因不見其生之形 

  而只見其死後之骨，因此，具體的象因而轉變成抽象的象。中國字中的「象」 

  其實與「形」為同一字源，兩者皆有兼指物體的外表形象及外在表現的意涵。 

不過「象」與「形」在相互對應下，兩者的呈現是相似的，但此相似並非靜態 

或固定，而是一種動態、變化的相似，也是一種過程的顯現（陳曉春，1988）。 

會有此一現象，乃因主體「意」的主導變化了「象」的意涵，這可從心理學的 

層面來觀察意象生成的過程，如圖 2-2-3 所示： 

 

形   象

         記憶表象      

生活客體 － 物象 －→ 表象     意象
象

－→ 意象符號 

         想像表象
像

     

     感知 ．．．互涉．．．理解     

感情觀念 
圖 2-2-3  意象生成的心理層面圖 

（資料來源引自金聲，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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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3 所示，乃強調物象到意象的過程是一個主體主觀化的歷程，若在 

  表象的層次中還保留著較多的客觀因素，那麼意象的形成會更加強化了主觀的 

  特性，由於整個過程脫離不了主、客體的交融與統一，所以形成的結果也會與 

  客觀物象的本質有所不同，此即為「轉化」。依據中國美學對於「象」的認識， 

  認為其蘊涵的意義有三：首先它是由特定物的名稱轉化為物的概念；其次是指 

  人類意識中的「象」，這是因應人的精神及審美的需求而產生，也是透過想像 

  得以見其形而滿足於審美的需求；第三則是主體發揮主觀的意想因素而與客體 

  交織所產生的交互作用（張皓，1994）。以上論述的核心皆在強調「象以意想」 

  的過程，也就是說，從具象到抽象之間的歷程，象可以從單純的「物象」轉而 

  為多面向之「象」，至於會呈現哪一種面貌，其關鍵在於主體「意」的思考。 

  有鑑於此，研究者引用張皓（1994）所提出「意象」形成的三個階段以符應音 

  樂「意象」產生的過程。 

 

    (一)意象「模擬」的階段 

 
        從審美概念的發展來看，意象最直接產生的原因乃在於模擬事物的形 

    貌，這是象的基本意涵，在這個階段產生的過程中又有「象取予物」、「象擬 

    予物」、「象徵予物」三種模擬的方式：       

 

      1.象取予物 

 

          這是一種直接反應客體的真實性，如 Rimsky-Korsakov(1844-1908） 

      的《大黃蜂的飛行》，運用小提琴明亮的音色與半音音階的組織結構，製 

      造出一種特別的頻率，以表現蜜蜂發出的聲響，這即是意象模擬中「象取 

      予物」的寫照。 

 

      2.象擬予物 

 

這是對於事物的模仿，此模仿來自於主體運用自然界事物的特徵，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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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成音樂符號所產生的模擬方式，如 Chopin（1810-1849）的《雨滴前奏 

      曲》即運用了斷奏的音符，模擬了雨滴滴落的寫實景象，此即「象擬予物」 

      的寫作手法。 

 

      3.象徵予物 

 

    這個過程體現音樂符號「象徵」的功能，它不是直接、具體的模擬， 

      而是運用具體符號來替代事物的表徵，如 Grieg (1843-1907）《皮爾金組曲》 

中的〈清晨〉（Morning），作曲家運用了音符三度轉位音響的逐漸上揚來 

表現太陽升起的空間位移，以指射景象的意境，這是「象徵予物」。 

     

    (二)意象「創造」的階段 

 
     這個階段是屬於「有意」的創造，它不再是以模擬及再造的方式展現， 

 而是運用立意的創造來產生體驗，以豐富美學的內涵。在創造的過程中有三 

    種的體驗，以下研究者以馬水龍於 1989 年完成的作品《意與象》（資料來源 

    引自嚴福榮，2004）作為說明：     

   

      1.「想」象 

 

          第一種方式「想」象，是在創作的過程裡，運用「想」的歷程將客體 

      把握在內心之中。馬水龍在創作《意與象》這首作品時，其樂想是來自於 

      王維詩中的一句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詞中的意象之美，道出作 

      曲家內心世界隱藏著「音樂作畫」或「畫作音樂」創作意象的追求，此即 

      為「想」象過程將對象把握在心中。 

       

      2.「意」象 

 

          第二種方式「意」象，意是創作主體的思緒，象是反映於主體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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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象，因此，「意」象是將思緒與心中的物象結合於藝術創造之中。在《意 

      與象》的作品中，反射出作曲家「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思維，以音樂 

      流動的過程來塑造出獨特的空間感與微妙的聲響，表現出感性形象的空靈 

      意境，以及虛實相生的創作意念與精神內涵。 

 

      3.「闚意象而運斤」 

 

      第三種方式「闚意象而運斤」，這其中含括了主體、對象及方法等三 

      種主要的核心，是主客交融、意象合一的過程，以白話來說，也就是主體 

      運用方法將對象刻劃入主體心中，這其中必須運用創作者個人塑造藝術的 

      工具來形成創作者心中意象的具體呈現。在《意與象》的作品中，作曲家 

      運用「空間記譜」（Space Notation）以及傳統的小節記譜等手法，表達主 

      體意象中自由奔放的寫意情境以表現音樂的方向，並運用散文式（Prosaic） 

      的節奏達成音樂流動中的不確定性，藉以印證「空靈意境」的意象暗示與 

      觀念的指向，此即為「闚意象而運斤」的意涵。 

 

    (三)意象「超越」的階段 
     

  中國意象理論的最高境界乃在於「意有所指」的「超越」之境，透過主 

    體「意」的立意創造，產生象外自由的審美空間，因此也就有所謂「興象」、 

    「意餘于象」、「超以象外」的歷程，研究者擬以何占豪先生的《梁祝小提琴 

    協奏曲》來說明所謂「超越」的現象。 

       

      1.「興」象 

             

          「興」在中國美學意境中相當受到重視的，其原意是強調審美境界中 

      「寓意其中」及「有所指射」的歷程，這是一種思緒的飄移與聯想的產生； 

      爾後的意涵因審美者的「意」產生了轉化，所以鍾嶸《詩品》云：「文已 

      盡而意無窮，興也」，也就是說，審美的歷程應該要留給聆賞者自由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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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空間。反觀《梁祝小提琴協奏曲》作曲者運用了不同絃樂器的音色，編 

      織成男、女主角兩個角色，曲中小提琴與大提琴的交錯呈現，是兩人的對 

      話，在聆聽的過程中會增添欣賞者的想像，此即為「興象」的歷程。 

 

2.「意餘于象」 

       

          「意餘于象」這是審美傳達角度的提示，它具有「象外見意」的特徵，

如錢鍾書云：「耐人思索而遇諸象外，非一覽無餘」。以音樂的角度來說，

音樂創作的過程亦或欣賞審美的過程，不只是單純地感受樂曲中具體符

號所呈現的音樂織度與張力，也要能體現創作者符號運用的指射意義。

在《梁祝小提琴協奏曲》的創作手法中，作曲者即運用了相當多的指射

意義來描繪其心中的樂想，諸如：以不正規拍的「切分音」指射女主角

「反抗父令」，以厚重的「銅管聲響」指射「父權至上」，將這些深刻的

意涵蘊藏在音樂作品之中，此即為「意餘于象」的「超越」手法。 

       

      3.「超以象外」 

       

          「超以象外」與「象外之意」皆為「超越」的意涵，但不同的是這其 

      中更具有豐富美學意涵的深度與廣度，是作品中藝術形象的暗示與象徵， 

      也是一種似象非象之美。誠如《梁祝小提琴協奏曲》全曲的高潮「哭靈投 

      墳」，音樂中刻畫了祝英台劇烈的悲痛與憤怨的控訴，一聲驚天動地的鑼 

      聲描繪出英台的投墳，接著樂團奏出了一段寬廣的曲調來結束發展部。作 

      曲者即是透過音樂戲劇性的張力，鋪陳出故事題材的發展，而曲中的意蘊 

      並非只是愛情故事的闡述，而是「堅貞愛情的頌揚」以及「封建道德觀的 

      對立」，此即為「超以象外」的具體表現。 

 

        有關中國意象理論的論述在西方的文獻中亦有相呼應的脈絡可循，在 

    Kulvicki( 2003）的研究中運用「知覺的描述」（Perceptual Accounts）來推論 

    「意象」形成的四種可能性，其推論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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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意象是人類加工的產物。 

        (2)意象是人類直覺接受的方式。 

        (3)意象是一種語言的描繪。 

    (4)意象是對於客體對象認知與確認的能力。 

 

以上「產物」、「方式」、「描繪」及「能力」等關鍵詞可以對應成「工具」、「過

程」與「目標」等不同範疇。 

    而 Begg( 1988）解析意象轉化的過程與內涵則提出了下列的看法： 

 

「意象」對於人們主體經驗的建立是具有鮮明的特質的。「意象」的過 

程對於許多認知的工作而言是一項重要的工具，因為它提供了分享許多 

訊息的一個相當經濟的方法……不論「意象」是否鮮明，它都是心智表 

象所呈現的一個結果。 

 

    依 Begg 的想法，他認為「意象」可以是一個目標、是一項工具、也是一個 

    過程。 

      由於主體的角度與立場不同的因素，對於「意象」所產生的面貌也就會 

發生「一元四象」的同態轉換群集，就音樂哲學的立場來看又有創作者之象、

音樂家之象、欣賞者之象及其他與音樂相關之象的區分（牛龍菲，1994）。

也就是說，不論是創作者、演奏者或聆聽者，在「意象」轉化的整個生成過

程到最終的標的之間，它始終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同時也因不同的群集

而產生不同「象」之貌。由於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高中學生如何建構音樂的

意象，這其中存在著兩個重要的群集，其中之一是創作音樂之象的「作曲

者」，另一群集則是聆聽音樂之象的「聽眾」，欣賞者若要能聽懂音樂，除了

要了解音樂的本體之外，更不能忽略作曲者的音樂意象，唯有在了解原創者

的樂想之後，欣賞者的意象才能因了解而不產生誤判，這即是本文探究意象

所強調的真諦。 

 

 



 

 47

二、「意」、「象」合一的思考 
 

      反思意象論述中的幾個核心觀念「意以象盡」、「象以言意」及「象以意想」， 

  不論文字如何組合，這些論證在在說明了「意」、「象」合一的重要，因其中都 

  存在著「懂」與「不懂」的重要議題，而議題背後的根源是來自於人們對於真 

  理的追求。 

      何謂真理？Heidegger ( 1889-1976）說，真理乃為存在者之解蔽，通過解  

  蔽，一種敞開狀態才能成其本質（引自楊曦帆，2004）。自古以來對於「真理」 

  的解釋看法很多：以唯物主義的觀點來說，真理是人的意識和客觀事物的呼 

  應；套用 Aristotle 的說法，真理是「思想」和「物」相符應的論斷；唯心主義 

  則認為意識、思維是同一本源，因此真理是某種精神實體自身的屬性，是意識、 

  思維與物自體的同一根源。十九世紀末，馬克思主義（Marxism）以實踐為基 

  礎，將唯物主義貫穿於真理的理解中，建立了唯一一套以科學為依據的真理 

  觀，並回答了一直以來對於「什麼是？」、「如何做？」、「判斷的標準為何？」 

  等問題的疑惑。他們強調真理是具體的，是現實世界中一切的總和，彼此間有 

  相互的關係，所以真理要能有所實踐才是重要（中國大百科，1987）。  

      依藝術作品而言，真理為何？它要能顯示作品的自身，因為真理是在藝術 

  的當下構成。音樂藝術的道理亦然，音樂審美的判斷即在追求藝術本體的永恆 

  性，唯具有永恆才得以成為有價值的藝術作品。然而，音樂作品的本體如果只 

  著墨於音樂的「外相」或是音樂的「符號」，這些存在的外顯之物並不具備任 

  何的意義，引用 Marx（1813-1883）的話來說，對於不辨音律的耳朵，再美的 

  音樂也毫無意義（引自趙佳琳、趙奉先，1996）。所以，唯有在主體與客體兩 

  者間呈現最佳的結合狀態，音樂的審美價值最終才得以確立。因此，真理為 

  何？以欣賞者的立場來看，除了要能認知於音樂「象」的本體，也要深入於主 

  體「意」的思維，在此所談的主體是指創作「音樂之象」的主體，如此欣賞者 

  才能以自身產生的「意象」，意會創作者之「意象」，達到「以象盡意」的意義。 

      音樂作品是從作曲家的大腦內創造出來的，在經過一連串創作的焠鍊才得 

  以成型，所以，當一位作曲家在創作作品時，首先會思考要寫的是什麼？作品 

  會具有哪些形象特徵、風格特點、情感類型，以及選擇何種方式將樂想轉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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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的聲響？Hung(1998）的研究發現，作曲家們創作的歷程各有其類似的作  

  品發展階段：他以十六位作曲家為對象，探討作曲家們在寫作時的整個歷程， 

  發現可以歸納成下列幾種方式： 

1.聆聽、分析、作曲。 

2.聆聽、彈奏、作曲。 

3.接受刺激、內省、突破性進展。 

4.感覺或觀察、想像、表現或創作（引自 Kennedy, 2002）。 

       

     也就是說，作曲家在創作作品時，其心理的歷程可以歸納為體驗（如外在 

  體驗、內在體驗、外在體驗與內在體驗的結合、藝術體驗）與組織音樂想像（如  

  音樂的構思、靈感、想像、創作情緒）等兩個歷程。不論是哪一種創作方式， 

  其中潛藏著音樂家感覺系統中的「內覺」，是音樂創作與審美過程中不可或缺 

  的重要環節，也是心理結構中的潛能，其功能不僅是物理的音象，同時也是心 

  理的音象，甚或是兩者雙重超越的結果。所以，存在於作曲家內心的音樂意象 

  到底為何？我們不難從作曲家們的言論尋得軌跡： 

     

      德國作曲家 Schumann (1810-1856）指出，音樂創作的過程會在想像之中 

  掺雜某種思想，此時視覺也會隨著聽覺引發相互配合的作用，並積極地在感官 

  活動中把音響產生的形象加以鞏固，促使其作品的輪廓越來越鮮明。   

   

      俄國作曲家 Rimsky-Korsakov (1844-1908）則說，情緒是音樂印象的實質， 

  音樂印象也充滿著思想與想像。 

 

      法國作曲家 Debussy (1862-1918）認為，音樂是從無中生有所創造出來的 

  幻想、形象，是真實與神話世界的融合。 

 

      俄國作曲家 Stravinsky (1882-1971）則提出，音樂創作之初需要一些預備 

  的研究工作，這個工作是創作者的「意志」。首先，意志會在抽象的行動中形 

  成，最後藉由具象的材料得以成形，所以，在音樂的創作中需要的是將聲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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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這兩個要素結合在一起， 如此才能產生想像的空間。（以上言論整理自許 

  常惠，1995；馮效剛，2002） 

 

   由於作曲家透過「樂譜」將內心的創造經過反覆的剪裁、編織及篩選，造 

就出一系列的音樂符號，並使內心的感受物化於樂譜之上。然而，樂譜雖是一

個完整的具象之物，但卻也只是抽象的符號系統，它畢竟無法將作曲家審美的

意識完整地傳達出來。指揮家 Karajan(1908-1989）就曾經道出，作曲家把內心

所感受到的藝術總體形象變成聲音時，並在腦中進行加工然後用筆記載下來，

事實上，在這些感受轉變成聲音又變成符號時，早就和他原來腦中的感受不同

（引自馮效剛，2002）。因此，演奏者與欣賞者若只針對曲譜上的符號來詮釋

音樂，這樣的作法絕對不足，因為具體符號的表徵，只是產生演奏者或欣賞者

自身的詮釋意象，這個「意象」並不是創作者的樂想，所以，唯有進入作品的

真義，透過音樂的內涵來進行捕捉，如此才能體驗音樂意象的本體，也才是「意

象合一」的真正意義。 

    本章第一節探究 Plato 的美育觀點即已指出，現象世界在透過人類感官的

複製之後，會扭曲原作者的創作意涵。所以 Plato 說，依賴感官是不可靠的，

因為感官所見只是現象世界中印象的複製，它並不是真理。若就音樂欣賞的例

子也不免會發現詮釋與理解的欣賞過程中會產生誤區，其形成誤區的因素乃源

於欣賞者對於作品美感的判斷是籠統的、是模糊不清，所以未經過理解的情感

感覺不是真理，以下即是例子： 

 

以 Tchaikovsky (1935-1982）《一八一二》序曲中〈馬賽曲〉主題為例，一 

  般聽眾在初接觸這段音樂時，會認為它是雄壯、威武而產生一種英雄般的美感 

  反應，然而在了解音樂背後事件闡述的事實之後，對於法軍的驕橫與殘暴會產 

  生厭惡、憎恨的情愫。顯然，音樂事件的前後是兩種對比的情緒，之所以產生 

  不同的情緒反應，乃源於不了解內涵於作品中的精神而產生的誤區。 

 

以華彥鈞（1893-1950）的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來論證，人們或許可 

  以體驗曲中的淒涼與悲傷，但無法聽出阿炳一生所遭遇的不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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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華彥鈞《二泉映月》來探討體驗的過程，由於標題的提示會讓聽眾產 

生泉水與月光的聯想，但欣賞者若未深入於創作者的社會背景，將無法理解曲 

中的哀戚與泉水、月光的關連性，這即是美感判斷之下對於作品意涵的模糊不 

清。事實上，華彥鈞的樂想是要藉由景色的悽涼來隱射人生苦難中的悲憤與哀 

怨，而背後的樂想即是來自於創作者自身的悲苦。 

    黃自曾說：「音樂只能引我們入悲，而不能告訴我們悲，引我們入喜，不 

能告訴我們喜。」（引自趙佳琳、趙奉先，1996），僅以對音樂產生的情緒反應、 

聯想想像、或只是探究音樂具象部分的了解是不夠的。為此，殷馨（2001）提 

出，在欣賞的歷程中，要了解音樂創作的歷史背景、作曲家創作的環境、心態 

等諸多因素，是音樂欣賞課程中不可少的重要課題。而這也是研究者在文獻第 

一節首要探討人文意涵，旨在強調音樂文化在聆賞歷程中的重要性。 

 

    「意象」詞彙的意涵源於中、西文化背景的差異，在文字塑造後的意義其領 

悟是不同的，但不論各家如何地詮釋與解讀，基本的內涵皆無法超脫主體與客體 

二元分立的立場，也不能背離意、象融合的一元立論。而中國詞彙的奧妙即在於 

其以一個具象的詞卻又能蘊含著多面向的意義，不僅具有二元的面貌又凝聚著一 

元的意涵，相對於西方的「image」這個詞語來論述意象，顯然，中國詞彙的意 

涵更能真切地顯示出欣賞歷程的多層維度，這也是研究者首以此為理論依據的重 

要目的。況且，音樂作品的產生是作曲家將其樂想以「象」來呈現，這是創作者 

「意以象盡」的表現手法；反觀「象以觀意」、「象以言意」即是要從「象」來表 

達創作者的意想，要能揣測創作者的樂想。縱然是不同的同態轉換群集，聆聽音 

樂的歷程都應以「象以意想」、「以象盡意」的方式來接近音樂的本體，並透過「外 

相」結構、組織的了解，深入於作曲者的樂想與文化背景等資訊，如此才能真正 

地達到「意象融合」的真諦。 

    由於聲音的特質遠較其他的藝術來得複雜，以音樂的意象而言：音樂的「象」

討論的是聲音的特質；音樂之「意」為主體的思維。前者之象乃聚焦於「客體」

的外象，後者則源於「主體」的內象。緣此，以下進行欣賞歷程的主、客體論述，

焦點置放在「主體意的思維」、「象的客體聚焦」以作為意象立論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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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意象的主、客體思維 

 

    綜覽中、西方關於意象的種種論述，不難看出審美意象的範疇在二元解構的

歷程中，含有主體意圖之「意」與客體對象之「象」的兩種基本要求（龔光明，

2002）。而國內樂教的實施，不論是歌曲、樂器、音樂基礎訓練、理論與音樂語

法等，皆偏向西方文明的產物，有鑑於研究中量的問卷與質性訪談的脈絡探尋，

學生文字與口語的陳述會與西化音樂的用語相關。值此，為免混淆研究結果的呈

現，意象思維的主、客體論述，將以西方音樂美學的理論為基礎，首先探尋哲學

歷史的軌跡根源，進而進入音樂美學中主、客體的哲學思維，以作為意象理論的

延伸。 

 

  一、歷史背景 
 

      從「意象」解構的論述得知，「意」者乃涉及主體所有腦部思維的運作， 

  其中援引自經驗的累積、想像力的擴充、事物的聯想等；而「象」最基本的含 

  意則是具體成型的「外在形象」。依知識論的脈絡觀察「意」與「象」，研究者 

  擬追溯到「經驗主義」與「理性主義」的思維作為思想根源的探討。 

     

   (一)理性主義與經驗主義 

 

  「理性主義」與「經驗主義」是立論相對的兩大學派，存有與否、唯心或 

唯物的觀念皆是爭論的話題。早在 Socrates (469 -399B.C.）之前，哲學家們 

即已肯定世界萬物在某些知識類群間具有「普遍性」與「必然性」等兩種要 

素，這是「共相」（Universal）的議題，爾後由 Socrates 確認了理論，他強 

調主體在認識客體的過程中，必須有一定的「法則」來形成兩者間的聯繫， 

這其間要從主觀的意識觀察人類天生具有的歸類能力與抽象能力，最終形成 

超象，裨益於把世間所有之物，依其相互間的特性列舉出「共名」，以形成 

共同的概念，而這樣的歷程會操控於人類心靈天生具有的認知能力，此即為 



 

 52

「理性」主義的想法。 

        「共相」的概念又因歷史的演進蘊藏著不同的要素，每一位哲學、美學 

家們都有自己慣用的語彙來支撐論點：諸如 Descartes (1596-1650）提出「體」、 

「性」、「相」三種樣態來支持「清晰明瞭」的「共相」觀念；Spinoza (1632-1677） 

以「體」為核心，發展出「心（感情）與「物」（運動）所構成的樣態，企 

圖將「心」、「物」合為一體，希求透過理性來反省自我的精神世界及認識外 

在感官的世界，以解決 Descartes 在知識論上的不足；至於 Leibniz(1646-1716） 

提出「單子論」（Monadology）的理性觀念解釋「一」與「多」共同存在的 

問題，以了解知識論的內涵（鄔昆如，1988）。不論各派如何發展，或運用 

什麼樣的名詞語彙，基本上，它們的共識就是「共相」的概念，這是具體成 

形的「樣態」，是意象理論中「象」的論述。不過，這些物質界的論述過於 

    強調形式、共名的課題，宰制了審美判斷中情感面的真實性，所以受到經驗 

    主義學派的批判。     

    經驗主義不認同理性主義「先天」的論述，咸認為那些是沒有實徵證明 

的一種假設。所以知識從何而來？是來自於後天及學習，是透過經驗產生。 

所以他們推崇「感覺」，主張知識來自「覺知」，是感官覺知和心靈運作的「內 

在知覺」（Inner Perception），強調「存在」不再是一個與思想者無關的外部 

世界，而是觀念界中自身反思的形式，所以「存在」這個對象是由人的意識 

所生，知識則從心理或先驗的自我發展出來，其理由是：如果不是通過經驗 

的途徑，人類又如何能知道內在觀念與物理實在性之間的一致性？所以經驗 

主義者反對理性主義的「共相」、反對「形上學」、反對「觀念世界論」。 

    哲學家 Bacon(1561-1626）認為：「經驗」與「學習」是一切知識的來 

    源，所以學習的歷程要以觀察代替默觀，以感官代替理性思考。不過，知識 

    的獲得若一味地強調感官感覺的印象，這樣的學習論調是有缺失的，所以 

    Locke (1632-1704）提出知識來源的經驗有兩種：一種是來自於感官知覺的 

    觀念，另一種則源於人的反思，因為知識學習的動力即依附在這兩種經驗之 

    間，所以學習是「感覺」經過「反應」加上「記憶」等一連串的過程，以形 

    成人類的知識，況且，人類的心靈就像是一塊純淨的白板，透過納取的行為 

    會將這塊板子逐漸填滿色彩（Kelly, 1986），此即為著名的「白板說」（Tab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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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a）。感覺論的論述是被質疑的，Berkeley(685-1753）就指出，事物之間 

都有「在此之後」與「因此之故」等兩種關係藉以形成「因果之間」的「經 

驗」論證，主要的因素乃在於感受是由「主體」所生非由「感覺」而來，「經 

驗」則是每一事件的體驗而已；Hume(1711-1176）並不完全接受 Berkeley 

的論點，Hume 認為人類對於經驗的感知只是人類心理的表象，這些感覺不 

過是人們的一種「習慣」議題，癥結點在於主體與客體都不是實體的問題， 

而是認知的問題，所以經驗感知只能夠分析印象，而不能任意將因果的關係 

連結起來。總之，經驗主義強調「覺知」的議題，所謂「覺」是感受性，「知」 

是經驗獲得的印象，這必與「主體」有著深刻的關係，此即為「意」的哲理。     

 

 (三)音樂審美的課題 

 

 審美的課題到了十八世紀才有了明確的定位，Baumgarten(1714-1762） 

以大不列顛經驗主義與萊布尼茲學派（Leibnizian）的理念為理論基礎，提 

出建立一門專門研究感性認識的新興學科，並為之命名為「美學」（Aesthetic） 

於 1735 年首次使用（Lychner, 1988）。「Aesthetic」這個術語，是 Baumgarten 

從希臘文中找到的一個學科用語επιστμηαiονητιχη，它的 

本義是「知覺的科學」或「感性學」（李醒塵，1996），並將這門學科界定為 

「自由藝術的理論」、「低階的認識論」、「感性認識的科學」，明確地將感性 

知識作為研究的對象（王淑芹，2001）。依 Scruton(1983）的研究指出，真 

正美學學科系統的完成，首要人物當推 Kant(1724-1804)，在他的《判斷力 

批判》著作中有系統且完整地陳述了美學的形式與狀態，爾後再由 Hegel 

(1770-1831）完成整個美學理論的內容。 

 Kant 的《判斷力批判》是美學理論中相當著稱的作品，他強調人類的理 

    性認識及把握感官世界中的知識，僅靠感官是不足的，所以，理性必須具有 

    先驗（a Priori）之物，才能獲得概念以進行思維（引自 Bernard, 1914）。所 

    以 Kant 提出四個美的觀點：一個客體被判斷為美，是透過觀察經驗時所產 

    生的愉悅感；美的呈現是對象之間形式的再現，它的設計並無特別的目的； 

    當主體感受到美的體驗時，這是主體對於客體形式規則的反應；情感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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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品味的判斷（引自 Salinas-Stauffer, 1997）。至於美感的實踐，Kant 將其 

    分類成「純粹美」（Pure Beauty）與「依附美」（Dependent Beauty）兩種類 

    型，其中「純粹美」是指此物自身的美，是一種符合目的性卻無目的的純然 

    形式美感；「依附美」則涉及了概念與內容，是以概念與相對應的對象為前 

    提，是以某些特殊目的來制約著對象（以上資料歸納自陳秉章、陳信木， 

    1993；曹俊峰，2003）。 

     由於德國學派把美學經驗的爭論焦點從感官的知覺問題移向「純美和至 

    善」（Pure Beauty and Pedeetion ）兩種議題，這樣的移轉也引起了英國分析 

    學派的抨擊，所以十九世紀的美學觀念儼然形成兩個明顯的派系而相互抗衡 

    （Walker, 1990）。派系的抗衡同時也影響了音樂美學理論的發展，最明顯的 

    是「他律論」（Autonomous）與「自律論」（Heteronomous）的爭議。「他律 

    論」者認為音樂可以超越聲音本身的感覺，暗示著音樂以外的情感表現；「自 

    律論」者則認為音樂的美感只限於音樂本身的條件，如音色、節奏、曲調、 

    和聲、形式等屬於音樂材料或織體方面的內容，無關他物（郭長揚，1991）。 

    也就是說，「他律論」的音樂體現是源於音樂外在的客觀體驗，是來自音響 

    現象之外的產物，在透過人類意識的思維與情感，進而形成了音樂的內容； 

    「自律論」則與「他律論」持相反的意見，「自律論」的推崇者 Hanslick (1825 

    -1904）並不認為音樂的經驗要與情感分享，他否認音樂的目的是要激起聆 

    賞者的情感或者是表現出音樂自身的情感（引自 Alperson, 1994）；換言之， 

    「自律論」認為制約著音樂的法則與規律不該來自音樂之外，而要源於音樂 

    自身之中，所以，唯有從音樂的本質去理解和把握，如此才能真正體驗音樂 

    美的本體。「他律論」與「自律論」議題的爭辯在二十世紀仍然持續發燒， 

    二十世紀的作曲家們在分庭抗禮的對立局面中，各自選擇信服的陣營，並將 

    個人美學的觀點展現在作品之中，因此衍生了「表現主義」與「新古典主義」 

    兩支影響二十世紀音樂風格的最大流派（邢維凱，1998）。 

        「表現主義」強調藝術的表現在於人的主體情感，將純粹主觀直覺的情 

    感體驗附諸在「形式」的議題上，所以表現主義的藝術家一方面強化了十九 

    世紀美學情感的精神，更具體的將創作手法進行突破，咸認為藝術的價值除 

    了要在理性上得到滿足，同時也要在主體情感上得到滿足。因為，一件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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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的產生，只有當它把作曲者內心激盪的情感傳達給聽眾的時候，才能產 

    生最大的效果。分析以上論述中的概念：強調主體、強調情感、強調表現附 

    諸於作品，強調音樂的理解不是在客體之上，而是「主體」自身多樣化的體 

    驗等，這顯然是「他律論」精神的延續。「新古典主義」則反對追求主觀情 

    感的表現主義，他們強調音樂的本質不能表現什麼，不論是情感、精神、情 

    緒，或者是自然現象等，這一切都不是音樂的本質，也不是音樂存在的目的， 

    因為音樂是一種音響的結構，是一系列樂音有序排列的組合，作曲家依一定 

    的結構原則依序地安置與排列材料，即使音樂有些時候聽起來像些什麼，都 

    不過是一種幻想，是附加在音樂客體上的屬性而已。所以，音樂要表現什麼？ 

    要避免「主觀情感」聚焦在音列的排序上，而要關注在音樂本體的本質，不 

    該任由非音樂材料的因素介入，無疑的，這是「自律論」的議題。不過，「新 

    古典主義」的論點因落入「被控制的音響」以及「數學的計算」而受到批判。 

        二元分立的論述在二十世紀雖各成系統，但不乏有取其平衡或謀其融合 

的論述產生，其中「符號論」（Symbolism）即為其中一種系統。美國當代哲 

學家 Langer（1895-1985）是藝術符號論系統的重要人物，她從符號的角度 

深入探討藝術美學的問題，主張藝術是人類情感符號的創造，所以藝術作品 

是表現人類情感的一種「符號形式」，是人類把握世界的能動方法。所以符 

號的象徵性內涵包括了多層的意義，基本上可以分成兩種類型：一種是「推 

理的符號」（Discursive Symbol），另一種是「表現的符號」（Presentational  

Symbol）；前者是語言系統，後者則是藝術作品。由於藝術品將人類情感轉 

變為可聽或可見形式的一種表現符號，這其中還包含著更高層級的理性形 

式，也就是說，理性是對感性的抽象和概括，是相對於被動接受主體能動的 

整理與創造。至於音樂也是一種表現符號系統的概念，因為通過音樂可以了 

解並表現人類的情感，所以，運用音樂所使用的符號可將人類的情感轉化為 

人類聽覺感官的形式，人類因此可以進行審美的觀照。所以，她強調「有生 

命意味的形式」，即是建立在符號理論的基礎上，並將音樂本質的理解解釋 

為：音樂是人類情感符號的創造，透過聲音的媒介、透過動態結構的特色表 

現生命經驗的形式，所以音樂的「內容」是人類生活中的情感（Langer,  

1953）。從以上的理論窺見 Langer 試圖將二元分立的形式與情感融為一體， 



 

 56

並改造了自律論純形式的命題。 

    Meyer（1918-）是繼 Langer 之後，美國的音樂美學家，由於二十世紀 

中葉，「意義」成為當時許多人文學科作為分析與探討的焦點，再加上「音 

樂意義」長期存在的對立問題，所以「意義」問題也就成了 Meyer 探討的核 

心。他認為音樂不是語言符號，不是可見的形象，而是一種相對於音樂世界 

之外的系統，它的情感與意義不是來自外在，而應該將焦點回歸於音樂的本 

體。長期以來二元分立的對峙，問題不在於音樂的本體，而在於構成音樂的 

意義、存在的方式，以及傳達的途徑。值此，Meyer 將兩派意見歸納為「絕 

對主義」（Absolutist）與「指涉主義」（Referentialist）：前者是音樂作為一種 

表現是存在於作品自身之中即可領悟，與其他事物無任何相關的意義，這是 

「自律論」的體系；後者是音樂的理解要透過音樂之外的概念、行為、情感 

等狀態來傳達意義，這是「他律論」的系統。Meyer 對於上述兩種派別採取 

比較辯證的立場，認為它們各有其合理性，因為在探索音樂的意義時，需要 

了解源於音樂內各聯繫間的理解與反應的意義，而不在於音組織與音樂外的 

概念及行為間任何聯繫的意義。所以絕對主義與指涉主義之間並不對立，而 

應該是互補，且互相滲透，因為音樂藝術既存在著理性的意義，同時也存在 

著情感的意義，所以，它們可以同時並存更要互相融合，如此才能解決音樂 

意義的問題並使之合理化（Meyer, 1956）。 

    二十世紀審美課題在音樂教育上的應用，當推美國音樂教育家 Reimer 

（1932-），其音樂美學觀點與 Langer 及 Meyer 等人的理論有著密切的關係，  

他不完全贊成藝術欣賞是從藝術以外去尋找藝術價值的指涉主義，也不完全 

認同形式主義將藝術與現實世界區隔開來，他認為藝術作品中的非藝術符號 

有助於表現力，但符號只在融入作品時才會發生效力。所以，就藝術品而言， 

符號是現實中的概念與意義但不是關鍵，「情感議題」才是重點，因為情感 

是從主觀感受中提煉出來的，因此，他主張絕對表現主義（Absolute Expre- 

ssionism）的美學觀點運用在音樂教育上最為適切，因為音樂的價值與意義 

是從作品的內在出發，音樂的功能則決定於作品的品質與結構，唯有透過音 

樂美感經驗的培養，引導學生對音樂的感受產生反應，進而形成音樂的行 

為，這才是音樂美學在樂教中的意義（Reim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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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以上的論述，不論哪一種體系，哪一種派別，各派論點皆不脫離「自

律論」與「他律論」的核心概念，此外，也與意象理論的陳述有相似與相呼應

的脈络。「他律論」強調「內容」、「情感」，這是「意」的主體思維；「自律論」

強調審美的焦點在於「物自體」，是事物「共名」、「共相」的議題，是「理性」

認識，這是「象」的客體論述，源此，研究者分就「意與象」、「主體與客體」

等領域分作追蹤。 

 

  二、音樂意象的主、客體論述 

 
   音樂為何物？其實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於「音樂對於人類來說，到底是個什 

  麼樣的對象？」，這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對應的命題（邢維凱，1996）。就自 

  律論與他律論兩大派系的理論而言，最大的不同即在於音樂這個「內容物」應 

  該為何？值此，以下針對音樂「意」的主體思維與「象」的客體論述探究音樂

美學的議題。 

     

(一)意的主體思維 

 

    就主體思維的立場來看，音樂意象的建構是多面向的，從歷史的軌跡不 

難窺見音樂指涉的論述有兩種主要的命題，一為「情感論」，另一項為「樂 

想傳達」的命題。 

       

      1.情感論 

       

美學史上，將藝術界定為「情感」表現的第一人是法國美學家 Veron 

(1825-1889），他認同藝術的作用是在表現人類情感的全部，因為情感具有 

主觀性，表現情感就等於是強調主體的主觀性，也因此，藝術作品會沾染 

人類個人的色彩以順應個人的意願（引自劉文潭，1986）。所以，藝術是 

什麼？以 Veron 的論點言之，它是一種情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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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音樂方面，有關音樂與情感的關係早在文藝復興時期即已把音樂視 

為一門與情感不可分割的藝術，並進而把情感表現的明晰性和深刻程度當 

做衡量藝術存在的價值尺度（邢維凱，1994）。依人性解放的方向觀察， 

它包含著兩項內容：一為理性的宏揚，另一則為感性的擴張。其中，感性 

的擴張就是人的思想與情感的解放。由於文藝復興時期的人文精神相當強 

調人的價值、尊重人的尊嚴與人的個性發展，並號召人們在面對現實生活 

時，應該把個人的思想、情感、聰明和才智釋放出來，主要的思想核心即 

在於音樂藝術存在的必要性乃歸因於人類的需要，尤其是人類「情感」的 

這一面向。因此，以情感為主的音樂思想反成了基本原則，也確立了以人 

為本的音樂理論基礎。 

情感美學思想在十七世紀後半到十八世紀期間，具有主導地位，他們 

      強調藝術作品的表現應該是情感的表達，這些論點也強烈地影響了當時音 

      樂作品的呈現。「是什麼使音樂成了模仿的藝術呢？是旋律」，Rousseau 

      (1712-1778）在其論著中針對音樂藝術提出了上述的看法，並指出「由於 

      旋律表現出哀怨、痛苦、喜悅、威嚴以及嘆息，所以，所有情感的發聲會 

      在旋律表現的範圍之內」（引自修海林、羅小平，1999）。十八世紀德國音 

      樂思想強調人類「情感」的命題，這個命題的音樂實踐者是德國作曲家 

      Glück (1714-1787），他以理解音樂本質為出發，強調音樂要能描寫「各種 

      心靈的波動」、要能敘述「各種心底的意向」、要能表達「箇中情緒的激動」 

      （引自于潤洋，2002），所以理解音樂本體的中介即是內心情緒的表現。 

          此外，主體情感會伴隨著人類一切的經驗、事蹟、活動，以及每一種 

      內心生活的體驗，在事件的觀感與動作的關照中激發出能量。Hegel 即強 

      調這種情感可藉由音樂來加以組織、柔化並深化觀念，再透過音樂的力量 

      引起觀眾的共鳴（朱光潛，1997）。Liszt(1811 - 1886）也指出： 

 

          只有在音樂裡，由於那自由自在的、充滿溫暖力量的情感激流，會使 

    我們從思想的魔鬼勢力下解脫出來，使我們發皺的額頭從思想的重負 

    下得到暫時的解脫。也只有在音樂中所表現的情感，能使我們從理性  

    及其支配下的表現手段得到解脫……「情感」在音樂中是獨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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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光芒，它既不憑藉比喻的外殼，也不需依靠著情節和思想的媒 

    介（引自于潤洋，2002）。 

 

      所以又指出： 

       

          藝術作品就如同一個『容器』，這個容器具有形式，也具有豐富的情 

感內容……唯有在容器充滿情感內容時，對藝術家來說，這才是有意 

義的（引自張洪島、張寧，1994）。 

 

藝術的價值為何？音樂家 Schönberg(1874-1951）認為，藝術的本質與 

      人的情感是密切相關的，因為，藝術的價值並非僅是為了理性上的滿足， 

      同時也是為了情感上的滿足。一件藝術作品的產生，只有當它把作者心中 

      激盪的感情傳達給聽眾的時候，這個作品才能產生最大的效果，也才能引 

      起聽眾內心情感的激盪（引自邢維凱，1998）。 

    至於 Langer 認為藝術形式是人類情感的一種邏輯形式，雖是靜止， 

卻又有一種邏輯性的動態及內在節奏的運動與變化。所以，無論哪一種藝 

術作品，這些動態的形式都將體現每一件有機體的統一性、生命性或情感 

表現。至於音樂，在 Langer 看來，音樂的要素只是為「感覺」而創造出 

來的一個虛幻品，是聲音的實體運動，是「綿延」（Duration）的現象（Langer,  

1953）。所謂的「綿延」，是一種「活的」、「經驗的」時間意象，在這一段 

歷程中唯有通過感覺，情感才得以測量。所以，音樂應該要探索的是情感 

的形式與表達，而人類要將「情感」這一個因素置放在音樂的內容上（吴 

鳳，2002）。 

          總之，情感美學強調藝術對象是人的主體情感，否定現實世界及其客 

      觀性在藝術中的價值，所以藝術創造的過程中，應該將純粹主觀的、非理 

      性的（直覺的）情感體驗付諸於形式。套用 Matravers(1998）的說法，情 

      感美學的情感特質即是藝術作品內容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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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樂想傳達的命題 

       

          以上論述是以多層面的角度（創作者、演奏者、欣賞者）來透視作品 

      的本質，在這些議題中，無可避免的是情感的產生必須涉入一些主體想像 

      的命題。在欣賞的歷程中，音樂藝術從一度創作的產生、經過二度創作的 

      中介，再到三度創作的接收，這一串歷程是如何在想像的過程中接軌？也 

      就是說，聽眾是如何地接收作曲家的樂想進而產生對作品的了解呢？這其 

      中有時是必須倚賴聆聽者有意識的進行某些活動才得以達成，其中，「聯 

      想」與「想像」是溝通事件中的主要媒介。人類大腦的兩半球在刺激物的 

      影響下，透過回憶將記憶中已貯存的表像材料，藉由分析、綜合等加工作 

      用，創造出未曾知覺過或未曾存在過事物形象的過程，這即是「聯想」與 

      「想像」（高楠，1993）。 

          Langer 主張「想像」會複製感覺印象，所以藝術作品是一種情感的想 

像，是藝術的象徵，所以藝術的形成均直接由想像呈現（引自 Reichling, 

      1990）。依據 Mursell(1971）的理論也指出，欣賞音樂的過程會刺激「想 

      像」與「聯想」的產生，促使人產生各種過去經歷的再現，這就是大腦中 

         所謂「自由漫步」的增長，以及視覺、動覺表象及其他感覺表象的浮現。 

值此，在欣賞的歷程中，作曲家是否需要提供一條引線來發揮穿針引線的 

功效？這是「樂想傳達」的命題，是「情感論」的延伸，也是「他律論」 

者備受爭論的議題。其實這個命題主要涉及的一個核心是「標題存在與否」 

的思維。Liszt 曾以 Haydn(1732-1809）及 Beethoven(1770-1827）兩位音樂 

界的大師為例，提出了這樣的說法： 

           

    從許多 Haydn 交響樂的來源，與其說是富於詩意的不如說是從滑稽與 

    可笑的傳說中去揣測、尋求他們的樂想標題，……因為 Haydn 是一 

    個熱情、樂觀而樸實的人，他並不以內心的隱藏訴諸於藝術之神，他 

    只是信手寫來，毫不聯繫什麼另外的思想……相反地，Beethoven 則 

    更加體會到有必要用標題來固定一下樂器中某些轉瞬即逝的精神… 

    …特別是 Beethoven 這樣一個寡言的人，更迫切需要藉由文字來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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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音樂思想（張洪島、張寧，1994）。 

           

          以上文字說明了標題的目的是藉由訴諸於文字具體的呈現，詳盡地闡 

述作曲家心中的想法。所以，標題存在的目的是要讓欣賞者易於了解音樂 

作品的內容與本質。此外，Liszt 又以身為作曲家的立場對標題提出了以 

下的說明： 

           

          標題是什麼？標題是作曲家寫在純「器樂曲」之前的一段通俗易解的 

話，作曲家這樣做是為了防止聽音樂的人任意解釋自己的曲子，而在 

事前指出全曲的詩意，指出其中最主要的東西…… 

 

我們感到懷疑，因為交響曲既然缺乏任何使聽眾理解的論證，它的獨 

立風格和題材風格之間的鬥爭看來就會令人十分厭煩。作曲家不可能 

只把我們的幻想引入一般人的思想境界，倘若他們不向我們指出他為 

自己選定的獨特道路，那就只會把聽眾引入迷途。唯有當他運用了標 

題之時，事情就產生完全兩樣的結果。有了標題，他就能依此指出自 

己思想發展的方向，以及他選取題材的觀點了（張洪島、張寧，1994）。      

 

    Liszt 認為標題的呈現，是作曲者以具體的引子藉以引導聽眾進入作

品的內涵，如此，聽眾可以清楚地了解作曲者的樂想，可以明晰作品的

內容，如此在欣賞時才不會產生所謂的誤區。至於標題對於聽眾的必要

性為何？Liszt 的論點是這樣的： 

           

          聽眾開始感到需要引線來把他們帶出音樂的迷宮，而且音樂家們也意 

          識到，不管是什麼樣的引線，總之，這條線是有必要的……所以 Berlioz 

          在公佈他的交響詩所根據的主導思想時，為的是讓聽眾在聆聽和理解 

          上更清楚，絕不是全憑一時興致……（引自張鴻導、張寧，1994）。 

         

換言之，標題的重要性即在於它扮演著主導欣賞者理解音樂內容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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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樑，有了標題的明示，欣賞者才不會因對作品的不理解而產生曲解。以上的 

    論述，若以意象的理論來試探，「引線」的必要乃在於強調聆賞者的「意」 

    要能盡創作者「象」的真諦，而創作者則要以其標題之「意」透過作品的「象」 

    盡其內在的「意」。總之，「意」的主體思維為何？就歷史發展的軌跡而言是 

    以經驗主義為前提，不論是直覺的情感流露、是感知感性的真情傾訴，或是 

    想像、聯想等依附在音樂之上的總總，音樂意象的建構是「意」主控意識的 

    陳述，是源於主體對客體的所有表現。  

       

    (二)「象」的客體論述 

     

   「他律論」向來被抨擊的地方是情感的不確定性，因為情感會隨著不同 

的時空產生變化，那麼審美判斷的危險也就隨著情緒的移轉而不具永恆。所 

以在審美的過程中，人類聆賞的焦點應在何處？依 Bamberger 和 Brofsky 的 

著作《聆賞的藝術》（The Art of Listening）（1970）書中陳述，音樂的了解是 

建立在音樂的本身，透過音樂本體的了解是直接獲得知識的重要方式（引自 

Halpern,1992）。邢維凱（1996）亦指出，音樂存在的方式有「本體」、「載體」 

與「顯現體」等三個層面：其中「顯現體」是音樂意象的現實化與具體化， 

這個層面需要主體運用聽覺去把捉，至於把捉的方式則在於主體以什麼樣的 

方式去現實化與具體化，所以「顯現體」是屬於「意」的範疇；而「本體」 

則是「物自體」，是一切被稱為音樂存在物具體可聽、可展開的音樂結構與 

聲響，它的流動體現在時間裡，是一種瞬間即逝的藝術，這是屬於音樂「象」 

的本體論述；至於「載體」則是音樂之象存在方式的轉化，倘若沒有「載體」 

人們便無法知曉音樂本體的感性樣式，縱然演奏家們有精湛的琴藝技巧，若 

無具體的載體呈現也很難展現創作者的樂想與思維，所以音樂的「載體」不 

僅是具體的、是可感的、也是可見的，而其最常見的具體存在形式即是「樂 

譜」，樂譜的記錄傳達了創作者腦中的意象，所以是音樂之「象」具體符號 

化的範疇。 

   探究音樂意象的本體論，以「象」的客體層面而言，基本上都應該要回 

    歸於「本體」與「載體」等兩個領域，它無法脫離音樂材料的特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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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樂譜」之所以會發展，乃因應時間意象的體悟以及求諸於聽覺並印證於視 

    覺的具體物象，它是在「理性」與「客體」的根源之下發展而成。因此，音 

    樂「象」的本體探討，思考的是組合成具體之「象」的「音樂素材」以及形 

    成其共名概念「共相感通」的物理現象等議題。 

     

      1.音樂的素材 

       

 當人們聆聽一首音樂的時候，其實也是一連串心智的活動（Sloboda, 

      1990），因為它是透過耳朵感官在心智活動中轉化成對音樂材料產生的感 

知與感覺。Winner（1982）以藝術心理學為研究角度指出，聲音聽覺的體 

驗其實都是以聲音的種類和聲音之間的關係為基礎，所以音樂的要素囊括 

音高、旋律、節奏與拍子等概念。事實上，音樂的構成還有一些由音組織 

外延的對象，諸如曲式、結構、調性等，這些音樂素材的概念，可從許多 

專家學者的論述加以驗證： 

               

          德國哲學家 Herbart(1771-1841）即指出，一部藝術作品之所以能夠 

      使人產生審美愉悅，乃因構成這部藝術作品審美因素間的組合。這些審美 

      因素是音的本身，是音之間的關係，所以音樂的美產生於音樂組合的關係 

      之中（引自于潤洋，2002）。  

 

          Nageli(1773-1836）提出，音樂是一種樂音運動的本質，這個本質是 

      一種「遊戲」，是樂音和樂音系列的遊戲，藉由樂音的遊戲，並透過音組 

      織的形式來形成心靈的感受（引自方銘健，2000）。      

 

        德國哲學家 Schopenhauer(1778-1860）在《意志與表象的世界》著作 

      中針對「音樂」這一門藝術提出了音樂與意志間的關連性，他主要強調音 

      樂是人類意志的目標與複製品（引自 Portnoy, 1980），所以，Schopenhauer 

      認為音樂的形式是主體意志表象的呈現，而存於表象意義之外的更有其內 

      在的本質，但每一項論述都要從音樂的「形式」和「質量」作為意志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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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探討（引自莫詒謀，1987）。 

 

 音樂評論家 Hanslick 的名言與 Nageli「遊戲說」的想法相似，他說：  

      「音樂的內容是樂音的運動形式」，他強調音樂的原始要素是規律且悅耳  

      的聲音，它的生動原則是節奏：廣義的節奏是協調性的對稱結構，狹義的 

      節奏則是依照既定的韻律週期有規律地變換移動形式。作曲家用來創作的 

      原料，其種類之豐富是決不會言過其實的，那是整個樂音的系統，其中含 

      括著各種旋律、和聲及節奏（引自陳慧珊，1997）。 

 

          鋼琴家 Liszt 對於音樂的本體也有清楚地描述：「到底音樂是什麼呢？ 

      ……回答這個問題不能脫離它的三個基本因素，即節奏、旋律與和聲。」 

      （引自張洪島、張寧，1994），縱然 Liszt 雖強調音樂體驗的情感議題，但 

      也不否認音樂本體的重要性。 

 

          Stravinsky(1882-1971）則提出音樂是由聲音與時間共同結合的理論， 

      在聲音方面有音高、時值、力度和音色等四個特性，這四個特性也就是組 

      成音樂的重要因素（引自許常惠，1995）。  

      

          綜合以上學者的論點，依音樂的本體而言，樂曲的設計通常是代表其 

      所組成的音樂元素，舉凡音符、休止符、旋律、節奏、和聲色彩、織度、 

      音響、速度、樂器編制等，這些都是作曲家用來設計樂曲的材料，所以也 

      會隱藏在作曲家的設計藍圖之內。值此，音樂之「象」為何物？它是由音 

      樂的原料組合成音與音之間的網絡，這個網絡關係會形成一個形式、質量 

      的系統，此系統中最常運用的術語即是旋律、和聲與節奏。 

       

      2.共相感通的物理現象 

       

   在本節知識論的歷史背景中已陳述，世界萬物在類群間皆有「普遍性」 

與「必然性」的事實，故而形成概念之間的「共名」。音樂藝術亦然，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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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共名」與「共相」的議題即在了解音樂之象所存在的具體物象，並透 

過聽覺感官來體驗。此外，音樂輪廓亦可藉由符號系統的標示呈現出大體 

的樣貌，所以音樂「共相」的議題基本上會涉及組成音樂的材料要素及其 

所創造出來的音樂本體，這些論述是「聽覺」體系的系統。 

在許多相關研究發現，音樂的存在並非只是一種聆聽的經驗而已，它 

還有一種存在於感官之間的意象歷程，就如同意象文獻中所探尋的，在意 

象的發展歷史中尚有「心象」的釋義，是一種虛幻的視覺層面。完形心理 

學派的 Arnheim 於 1986 就提出這樣的看法，任何一種音樂結構的概念都 

存在著一種視覺意象的性質（引自郭小平、翟燦譯，1992）。現代心理學 

的研究也指出，主體在參與藝術欣賞的過程中，常常會存在著「共感覺」 

（Synesthesia）的心理現象，在此所謂的「共感覺」是指人類任何一種的 

感覺系統在受到刺激之後，會立即引起該系統的直接反應，同時也引起其 

他感覺系統的共鳴，進而喚起了感覺心象的圖形（許天治，1987）。也就 

是說，聽覺在經過心理上的「共感覺」時，會產生視覺的感通，這種同構 

性會深化音樂欣賞者的心理基礎。 

    Kandinsky(1866-1944）在其《點．線．面》（Punkt und Linie zu Fläche） 

（1973）與《藝術的精神》（Uber das Geistige in der Kunst）（1959）兩本 

著作中也指出，音樂與視覺是有一些共通的特質，就像在畫作裡也會感受 

到一些音樂的元素，所以，體驗音樂的歷程會產生視覺的圖象，其最基本 

的就是「形」與「色彩」等兩個層面，這兩種素材，也在物理現象界中被 

研究且受到肯定，以下即就這兩個層面分作探討： 

         

        (1)形之象 

             

            「形」是一個安置於固定範圍的型態，是視覺捕捉物象本體的特性 

之一，決定形的要素主要是一個「輪廓線」，構成輪廓線的成因則在於 

點、線、面的基礎之上：「點」是形的最小元素，是線的基礎，它具有 

張力，也有很多種造型，但不具有方向；「線」是點的移動軌跡，有張 

力、具方向，不論是哪一種線的類型都可以呈現出無限延伸的意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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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線是面的本源；「面」則是由點與線或線與線之間相互交織的結果， 

不論是哪一種類型的交織、不論輪廓規則與否，基本上都蘊藏著無限成 

長的張力（吳瑪悧，2000）。 

            音樂形的意象亦然，Kandinsky即指出每一個「形」縱然是抽象的， 

        也都有其內在的聲音，因為這是毎一個「形」的內在本質與基本精神 （引 

        自 Sadler, 1977），所以，音樂之象亦有點、線、面的三種元素：點的部 

        份是隨著大小和形狀所產生各式各樣的聲音，它的張力始終是密集的； 

        線的部份則是聲音所表現的音高，是線的寬度，其中含有空間與時間的 

        成分；面的部份則是指文本作品的內容，它是由水平（旋律）與垂直（音 

        程或和聲）兩類型線所構製。我們不難從下列圖示中了解視覺與聽覺兩 

        者之間點、線、面的共感覺： 

 

♪ ♪ ♪ 

․․․ 
  圖 2-2-4  點的視、聽感通 

 

 

          
           

           圖 2-2-5  線的視、聽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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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6  面的視、聽感通 

（線與面的圖片資料來源引自吳瑪悧，2000） 

 

(2)色彩之象 

 

            「色彩」是經由物體發出、反射或透過光線刺激眼睛所產生的結 

果，它具有「色相」（Hue）、「明度」（Luminosity）與「彩度」（Chroma） 

等三種屬性：「色相」是顏色的區別，也就是各種顏色之名稱；「明度」 

是指色光明、暗的量；「彩度」則是色光的強弱，當反射出來的光量多 

時，光度就會強，反射出來的光量少時，光度就會弱（陳瓊花，2000）。 

有關音樂產生色彩的意象，早在十七世紀的物理及心理學家 Newton  

(1642-1727）即發展出紅、橙、黃、綠、藍、靛、紫來對應音符的七個 

基本音高；十九世紀的物理學家們更發展出以色彩的屬性對應音樂的屬 

性，並依聲音震動的次數來比較波長，以對應色彩與音樂之間的「共感 

覺」；Kandinsky也指出，色彩的美感能夠引起人類聽覺的反應，會讓人 

類的心靈產生滿足（引自 Sadler, 1977），所以，以物理科學的角度而言， 

色彩與人類的感受是可以歸納出共通的原則。    

    總之，音樂的色彩在不同的調式、不同的調性，亦如同視覺的色彩 

般會產生不同色相、不同明度與不同彩度的感覺，此即為視聽共感覺的 

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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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構學者們對於音樂「象」的本體論文本，可以萃取出幾個重要的關鍵 

    字「音高」、「旋律」、「節奏」、「和聲」，這些音樂的術語是具象成形的音樂 

    材料，是構成音樂文本之「象」的要素。在聽覺感官的聆聽歷程中會引發其 

    他感官的共鳴，尤其是視覺體系的共感覺，也是「共相」感通的議題。縱然， 

    聽覺與視覺是不同的感官系統，但兩者之間共感覺的體驗亦有其「殊相」的 

    特徵與「共相」的概念，其中最常被討論的話題即是「點、線、面」所構成 

    的「形」之象以及不同色系所產生的「色彩」之象。以上不論探討的是「材 

    料」面向，亦或是「共感覺」的面向，所有的理論探究之基本核心皆在於「象」 

    的探討。 

 

    音樂意象的主、客體論述，其分立的思維可以追溯到「經驗主義」與「理性 

主義」兩大知識論的派系，若就音樂美學的理論分歧則追溯到「他律論」與「自 

律論」兩大系統：前者強調主體經驗的體驗，在音樂議題的探究上有所謂「情感 

論」與「樂想傳達」兩大命題，強調音樂的認識與體驗在於主體個人非理性的思 

想表達，強調主、客體之間引線的導引，而非執著於音樂本體；後者強調音樂的 

體驗在於音樂的本身，因人類情感並非恆一，會受到時、空因素而有所影響，所 

以音樂的體驗需著重在材料之上，這些材料若就感官的共感覺與與藝術之間的感 

通，有所謂「殊相」的語彙及「共相」的概念，不論是哪一種具體文本的面向， 

皆不超脫「形」（點、線、面）之象與「色彩」之象等兩大議題。 

 

小結 

 

    本節進行音樂意象本體論的探究，乃源於「意象」詞彙具有多面向的意涵，

詮釋的包容性優於西方的語彙，故此，文獻探討的脈絡先從「意象」詞彙的「解

構」為起點，並進行意象真相的「還原」，進而深入於「意」、「象」的主、客體

論述，期望理論探究的歸納可以達到詮釋「意象」的真義，以作為「音樂意象」

本體論的理論依據，研究的結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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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象」依字義而言：「意」為主體意志，「象」為外物「形象」。由於「象」 

是外化之物，由主體建構，「意」的主導轉化了「象」的面貌，深入於「意象融 

合」的思考，其目的即在還原「意象」的本體論，所以看似二元終究要合而為一 

元，此為太極陰陽圖的真義。而音樂意象的本體論亦然，在欣賞的歷程中，唯有 

以作品的文化、背景與動機，體驗音樂之象，如此本體的詮釋才不會產生誤判。 

    西方二元分立的知識論議題，可以追溯到「經驗主義」與「理性主義」兩大

思潮，審美的課題則聚焦於「自律論」與「他律論」，「形式」與「表現」的議題， 

就中國意象理論而言，前者是「象」的議題，後者是「意」的思維。依西方音樂 

美學的觀點論述，「意」的主體思維主要命題為「情感論」與「樂想的傳達」；「象」 

的客體論述則為「音樂的素材」及「共相感通的物理現象」。 

    音樂美感的體驗，不論源於「自律」或「他律」，是「主體」意識或是「客

體」聚焦，這些都是一體兩面的議題。畢竟音樂的體驗不該只是落在音響控制或

數學計算之上，因為音樂的聆賞若沒有主體情感的體驗又如何能成就「美感」的

意義？如何刻劃人心？所以象的體驗必須由主體「意識」來感受，並透過正確的

詮釋，如此才是音樂美感體驗的意義。所以古人云：「意以象盡」、「象以言意」

的真諦，是欣賞樂教的最終目標。本節意象本體的論述以圗 2-2-7 作為結論： 

 

 

 二元分立  

  聚焦於客體    主體性意識 

象 音樂的接受 意 

象以言意 意以象盡 

 一元融合  

 (人文面)  

圖 2-2-7  音樂意象的建構 

     

情感表現 音樂材料 

樂想傳達 共相共感 

想像 直覺本體 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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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音樂欣賞的相關理論 

 

1956 年，教育心理學家 Bloom（1913-1999）的研究小組將分類學的理論運

用在教學領域上，他們認為有效教學必須要準確地知道所要達成的教學目標，於

是將各項具體的指標依簡、繁，依層級的低、高等分類以排列組合的方式呈現，

使其可觀察、可測量而成為有系統的教育標的。他們提出教學目標分類的特點：

強調以外顯行為作為統一的基點，通過外顯行為的描述顯示內隱心理活動的水

平，並以行為的複雜程度作為劃分教學目標類別的依據，這樣的理論論述的確促

使各類目標具有明顯的層次，且為課程編製與教學設計提供了一個詳實的目標參

照系統，特別是對於可以量化、可以客觀描述與評價的知識理論，付予十分重要

的價值（蔡覺民，1999）。 

    源此，美國音樂教育界也將 Bloom 研究小組的教學目標分類理論應用在音

樂教學領域之中，這些標的提供了可借鑒的理論及應用的策略。但是，制式的教

學目標與音樂學習的反應間似乎無法完整地對應，因為，音樂欣賞的學習活動涉

及了認知、技能及情意等三個領域，其中含括了主體主觀的感受體驗以及聽能力

發展的技能，並非如認知的理解與背誦即可達到成效，所以就學習領域的成果而

言，很難轉換成可清楚察覺且可測量的外顯行為。再者，音樂藝術的特色在於它

是非具象、非明確語義，以及具有瞬間即逝的時間流動特質，除非是學習者主動

積極地參與與體驗，外在的人、事等因素皆很難強加諸於參與者的學習範疇。因

此，美國音樂教育學者 Reimer 提出，藝術科目的學習成果，乃在於它是以非預

料性、主觀性、敏感性、創造性、內在性等行為為特徵，這些特質是無法用生硬

的目標分類來強套在音樂學習的行為之上（引自蔡覺民，1999）。也就是說，若

是要將這些音樂反應預期的行為結果以標準化、公式化的方式來評定，必然會忽

略了音樂藝術的抽象，也喪失了音樂藝術的學習本質。 

    縱然教學目標的分類在音樂學習領域上無法完整地對應，不過，在許多心理

學實徵性的研究指出，兒童在不同階段對於知識的了解會受限於資訊獲得過程中

的「模式」（Abeles, Hoffer & Klotman, 1995），其中影響「模式」的因素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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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另一項因素則是「心理發展」的狀態。音樂欣賞反應的歷程亦然，它

是在經驗與學習的交互過程中漸至成熟，所以整個發展的歷程有所謂縱軸與橫軸

的兩個面向：縱軸的面向是屬於年齡類別的心理歷程，橫軸的層面則是聚焦於欣

賞反應不同的表現。在教育模式與心理發展交相投射、互為因果的影響下，會披

及學生意象建構的方式，所以探討意象建構的類型以及聆聽音樂文本的內涵，是

在實徵與理論中謀求交點以成就本研究的重要訊息。值此，本節音樂欣賞的相關

理論即就發展理論、音樂欣賞的歷程以及意象建構的方式等三個面向進行探究。 

 

壹、發展心理學的相關理論 

 
    本研究探討發展理論主要是在了解高中學生認知心理、形象思維、音樂發展

心理、審美判斷等項的發展落點，以檢視理論與研究結果符應的情形。 

 

  一、認知發展階段與形象思維發展階段 
     

      發展是一種分化的概念，這種概念早期是針對胚胎從一般到特殊、從簡單

到複雜逐漸改變的過程，心理學家們認同分化可以應用在行為發展的研究上，

其中最明顯的事實是「成長」。在有機體成長的過程中，生理及心智都會產生

變化，這其中含括著左腦認知的心理層面以及右腦形象思維的發展。    

    十九世紀後半期「兒童心理發展」的學科興起，各種發展理論大放異彩，

Piaget（1896 - 1980）的「發展階段論」，主張有機體會吸收外部物質而使之變

成與有機體自身相適合的過程，這是主體把客體結合到主體已有的行為模式或

認識的結構之中。也就是說，依人類生理的層面而言，是有機體改變內部結構

以適應環境的結果，站在心理學的角度則是主體改變先前的行為模式與認識結

構，或是建立新的認識結構以適應現實的環境。 

      人類在任何時候，都會利用個人的心智元素去解讀環境的現象，並產生變 

  化以配合環境（Gleitman, Fridlund, & Reisberg, 1981）。因此，無論是嬰兒、兒 

  童、青年以至於成人，在吸收知識的同時也都具有組織與適應的歷程，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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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類認知的結構，會隨著環境的需要與年齡的增長而有所改變，這種改變不只 

  是整體學習「量」的增加，同時也是「質」的變化（張春興，1996）。

      Piaget 的理論指出，剛出生的嬰兒是屬於感知的運動階段，此時期是屬於

主、客體不分的自我中心狀態，爾後在年齡成長的過程中不再以主體為中心，

反而開始了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分隔、分化，甚或是兩者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

也因此，主體會在主、客體之間取得協調，促使主體的行為日益精緻。所以，

當外部世界的客體在兒童的面前呈現時，主體會利用自身潛意識的選擇功能去

建構出符合自身結構能力的知識以順應外界，在這樣的情況下，主體對客體的

認識會形成有條件的目的。也就是說，在認知的過程中，會因主體自身的發展

程度而形成對客體的兩種把握：一種是「絕對客體」，這是客體真實的本體；

另一種是「相對客體」，這是源於主體自身的發展程度而形成的客體（宋惠芳，

1999），而教育的歷程即是要從「相對客體」的把握中去逐漸達成對「絕對客

體」的認識。 

      音樂意象的建構亦然，文獻第二節「意象本體」的探究得知，「象」的建

構會因主體「意」的思維，轉化成不同的意象，這正如 Piaget 的絕對客體與相

對客體的論述般，主體若無法確實掌握象的本體時，其轉化的結果不過是主體

「自身程度」所發展出來的「相對客體」而已，「自身程度」的良窳是否能掌

握象的原貌，這不免令人質疑。況且，依 Piaget 的認知發展資料指出：11 歲

以上已進入形式運思期，其認知發展已具有抽象思維和驗證假設的能力，由此

推論，高中學生對於音樂聆聽的過程及對音樂的把握，應該具備了抽象思維 

  的能力，應該有能力依循音樂的法則、曲式架構來思考。 

    Piaget 的理論在心理學上的研究成果是具有教育意義且被廣泛的運用，不 

過，若就人的全面性發展而言，學者們指出 Piaget 的認知發展理論仍有不足： 

因為，Piaget 的理論僅把邏輯思維作為衡量兒童發展成熟的標尺，未能納入形 

象思維的領域，這對於兒童思維全面性發展的特點來說，有所欠缺（董妍、路 

海東、曹業清，2002；肖建民，2003；梁碧峰，2003）。 

      從「國際腦研究組織」將二十一世紀視為「腦的世紀」，強調大腦兩半球 

  各自具有分工合作及相互補充的功能論述來檢視 Piaget 的理論指出，左腦主司 

  語言、書寫、分析邏輯、推理、數學運算、抽象思維、形成概念等功能；右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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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主管空間方位的辨別、幾何圖形的識別、形象思維、音樂、美術、舞蹈、情

感與情緒、創造性和綜合活動等功能。依活動的方式來說，抽象思維是有序性、

延續性、分析性；形象思維則是無序性、跳躍性、直覺性。基於左右兩腦各司

其職的重要性而言，「諾貝爾生理醫學獎」得獎人 Sperry( 1981）教授指出，人

的發展應該要強調所謂的「雙勢理論」（Double Well），也就是大腦兩半球各有

其優勢存在的必要性，其提出的理由乃源於人腦是由左半球和右半球所構成，

兩者各自擁有不同的功能，也分別管理不同的行為。

    右腦的「形象思維」是一種運用直觀形象和表象來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

是人們在認知過程中借助于心象、想像和聯想的思維來揭示客體的本質與規律

性，其特點在於強調具體形象是由事物形象的摡括認知而產生，亦即人類對於

事物認識的過程是從已有的線索經過背離的不解部份再到了解的一個循環系

統，這其中因為借助於相似形象的啟發、尋找出事物新的本質規律、最後形成

對客體的認識，在整個認知的歷程中，形象思維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中介。 

      由於形象思維的物質本體是右腦，透過形象思維的研究可以了解思維的形 

式、規律、方法等，這些方式將有助於開發人的右腦潛能、開發智力、提高學 

習效律。所以，為何要強調使用形象思維來作為標尺，乃因形象思維不僅具有 

邏輯思維的思考方式，此外，形象思維的運用有利於對客體模糊概念的理解、 

有利於展示知識間的聯結並促成記憶、有利於邏輯思維的發展、有利於創造性 

思維的誘發、有利於從整體去把握事物的本質等五大優勢（邵春華，1995）。 

    根據心理學家朱智賢（1908-1991）的研究指出，青少年形象思維發展有 

三個重要水平：第一個水平的前半期（出生 ~ 1 歲）僅有感覺運動的表象，後 

半期（1 歲 ~ 3 歲）則具有表象思維而形成想像的雛型；第二個水平的前半期 

（3 歲 ~ 6、7 歲）雖仍處在表象思維的階段，但已具備有意想像與創造的成 

分，後半期（6、7 歲 ~ 11、12 歲）則富於創造力，且能以獨創性的特色來創 

造想像；第三個階段的前半期（6、7 歲 ~ 11、12 歲）之空間想像加速成長，

後半期（14 歲 ~ 18 歲）在想像空間方面已從具體性發展到概括性思維，至此 

形象思維已完全成熟（引自肖建民，2003）。

    從上述發展年齡階段看來，嬰幼兒對事物的認知大部份是通過形象的類比 

和聯想來達成，這是比較低階的形象思維，這樣的思維方式只能獲得事物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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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知」認識，也因此易把具有相似形象的不同事物錯認為同一事物。由於 

  在錯誤的歷練中，人類成長的過程會逐漸形成不同事物的屬性及不同事物之間 

  關係的認識，進而導致邏輯思維的形成，藉以實現對事物本質和規律的理性認 

識。所以形象思維的發展是從具體形象思維向概括性形象思維發展的過程、是 

思維的成熟先於邏輯思維的成熟、邏輯思維發展始終都有形象思維的支撐，也 

  因此兒童青少年形象思維的實踐尚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肖建民，2003）。 

    藝術是通過形象來表現概念的，雖具有邏輯的思維，但邏輯思維無法代替 

形象思維，所以在學習的領域裡不僅應了解左腦的發展層面，同時也應關注右 

腦的發展。總之，不論是左腦的認知發展或是右腦的形象思維發展，就客體認 

知的歷程而言，邏輯與形象思維的關係是一體兩面，因為前者是借助於概念判 

斷、推理、綜合反應社會現實面的一種思維方法，後者則隨著客體的形象，關 

注著情感、想像力等個體思維的方式。儘管兩者所呈現的思維面向有所不同， 

但在整個客體認知的過程中都有著下列的歷程： 

    1.在客體認知的過程中是從生活場景、事件、人物形象的出發，通過比較、 

      鑑別、發現事物之間的差異及共同的特性，以認識客體，這是「抓住個 

      別、認識個別」的歷程。 

    2.在辨識客體對象中的真偽、美醜、精粗、必然與偶然、本質與現象等，透 

      過比較、鑑賞而區分出不同，這是「打破個別、突破個別」的歷程。 

    3.在客體的創建中，把眾多具有相似屬性的事物重新組合，以重建客體，這 

      是「組合個別、重建個別」的歷程。 

 

      由見，左右腦客體認識之發展是彼此獨立卻又互相互補，因為形象思維對 

  抽象思維具有刺激和推動的作用，抽象思維則是形象思維的指引與規範。音樂

的學習亦然，它是理論的認知、技能與情意學習的整合，這是左腦思維的領域；

此外，在聆聽音樂的過程中尚需要「形象補捉」的聽技能，由於「形象補捉」

的歷程其中存在著「聲態刻劃音樂形象」、「特定音調刻劃音樂形象」以及「移

情聯想刻劃音樂形象」等內涵，並從心象、聯想、想像、構思等思維客體的結

構與規律，進而進行詳實的描述，這是發展右腦的活動，故言，音樂欣賞活動

具有發展左右腦「雙勢理論」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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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音樂審美發展的理論 
     

依據 Maccoby（1984）的研究提出，發展理論的歷史可以分成兩個階段的

過程：第一階段強調發展的過程是有其既定的順序，這些順序對兒童早期行為

的取得是重要，也是必須的，只是相關的研究仍有不足；第二階段的發展理論

則已超越了順序性的議題，並且改以階段性的研究作為焦點。以上理論的發展

同時也帶動了音樂教育的思考：「音樂行為」是一連串的序列，具有一定的展

開程序，且其發展的歷程有可循的痕跡（引自 Swanwick, 1988）。音樂心理學

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建立於西方社會隨而發展的一門學科，它秉持著科

學實證的精神，採用實證研究的方法來探討音樂相關的心理、行為等課題，其

所探討的議題不僅是順序性的問題，同時也含括著階段性的發展課題。源此，

以下有關音樂審美發展理論的探討，將從音樂發展心理與審美發展理論兩個面

向分做論述： 

     

(一)音樂發展心理的理論 
 

撇開學習中的情意問題進入欣賞歷程中所需要的「音樂理論認知」及「聽

覺技能」等活動，在音樂的學習過程中，並非只是認知的理解與記憶就能有

所成就的，其中還隱藏著主體與客體間的「距離」問題，也因此音樂審美的

發展理論會與心理基模的理論有些參照，卻也不同。在美國，有關兒童音樂

發展的研究中，Swanwick 運用人類心智的具體操作為基礎回溯 Piaget 的理

論，以作為兒童音樂行為的觀察。他認同 Piaget 理論中兒童早期遊戲的角色

是探索及熟悉環境中的重要特徵，所以兒童的音樂行為會藉由精熟、模仿、

遊戲想像等一連串的順序，來詮釋整個音樂活動：「精熟」是知覺過程的反

應及操作；「想像」是音樂語言的聲音控制、個人表現的精熟行為、角色扮

演與結構關係的吸收與同化；「模仿」則是一種順應行為，此三者的行為模

式間會形成彼此間的對話（Swanwick, 1988），如圖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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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熟 
聲音材料的控制 

 

 

 

 

 

 

 

 

 

 

 

 

      想像扮演                                          模仿 
      結構關係                                        表現特色 
    （同化）                                         （順應） 

 

圖 2-3-1  音樂行為的相關性 

     （資料來源引自 Swanwick, 1988） 

 

        此外，Swanwick 和 Tillman 運用 Piaget 心理發展的概念，參照 Bruner 

    （1966）邏輯行為的順序，發展出一套屬於兒童音樂發展的螺旋式理論。這 

    個理論強調音樂能力的發展隨著年齡的增長，其所操弄的素材會先對音樂的 

    材料產生反應，進而進入到操弄者自己的表現，再透過形式的理解而達到了 

    解音樂的價值。在整個的歷程中必須先精熟材料、參與模仿、產生想像、再 

    達到後設認知等各項行為。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發展的過程中，並沒有明 

    確的年齡焦點，而是以一個範圍來呈現，每一階段的結構都是一個連續建構 

    的過程，前一個階段是後一個階段學習的基礎，後一個階段也是前一個階段 

    學習的延伸，如圖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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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圗 2-3-2  音樂發展螺旋圖 

     （資料來源引自 Swanwick, 1988, 1991, 1994） 

         

    依 Swanwick 的發展基模研究理論來檢視主體對於音樂本體素材認知的 

發展觀察其發展順序的脈絡為：音色→節奏→聲音（如速度、大小聲等） 

→音樂術語的運用→風格。 

    至於音樂材料操弄認知的歷程，在 Zimmerman（1981）的研究結果則 

呈現如下的順序：音量 → 音色 → 速度 → 長度 → 音高 → 和聲（引自 

Abeles, Hoffer & Klotman, 1995）。 

        有關主體對於音樂素材的反應行為，在 Swanwick 與 Zimmerman 的音 

    樂發展研究結果中仍有類似之處：基本上「音色」的發展都在初期階段出現， 

    節奏的發展則在音高之前。若就基模而言，這些音色、節奏等聲音的操弄、 

    音樂方面的特別用語、想像力、風格的辨識及音樂情意方面的能力等，在 

    15 歲之前已經開始展開，若對應高中音樂能力的發展落點而言，則已有能 

    力建立音樂概念的地圖。 

社會分享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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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美發展的理論 

 

      審美能力的發展與個人的思考及回應美物的能力，兩者是互為相關且逐 

    漸成長的，美國學者 Parsons 於 1957 以 Habermas（1929-）的客體外在世界、 

  有規範的社會世界及自我的內在世界等三種不同面向的理論為核心，輔以 

    Kolhberg 的道德理論為架構，融合發展出適合於解釋人類審美反應發展的理 

    論，提出人類美感反應的主觀偏好（Favoritism）、美與寫實（Beauty and  

    Realism）、表現（Expressiveness）、形式與風格（Style and Form）、自律（Auto- 

nomy）等五個發展期，在每一個階段中並運用了「主體材料」、「表現」、「媒 

材形式與風格」、「判斷」等四個主題來檢視人類藝術觀察中的想法，據此說 

明每一階段的特徵，其中各主題與發展階段的對應各有不同的屬性，玆歸納 

如表 2-3-1。 

 

表 2-3-1  Parsons 的審美發展模式 

 主題  

階段 

題材 
Subject Matter 

表現 
Expression 

媒材、形式與風格 
Medium、Form、Style 

判斷 
Judgement 

1.偏愛     

2.美與 ◎ ○ ○ ○ 

3.表現 ○ ◎ ○ ○ 

4.風格  ○ ◎ ○ 

5.自律    ◎ 

註：◎表示在這個階段非常重要，○表示重要 

（資料來源引自 Parsons, 1987） 

 

       依上述五個階段的發展模式與四個主題之間的關係，劉婉珍（2002）將

其歸納如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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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Parsons 的五階段審美發展模式重點摘要 

1.偏愛 

主要想法 

(1)對於畫作有直覺性的愉悅，會強烈注意色彩，對畫作會有自由 

聯想反應。 

(2)直接的喜好，不論是否相關。 

心理特質 不太注意別人的觀點，與經驗有關。 

審美特質 畫作刺激愉悅經驗。 

2.美與寫實 

主要想法 題材、表現的想法。 

心理特質 意識到別人的觀點。 

審美特質 能夠區分「與畫作有關的審美經驗」以及「與畫作無關的經驗」。

3.表現 

主要想法 
表現、藝術的目的是在表達人的經驗、「創造力、原創性、情感深

度」為判斷畫作的標準。 

心理特質 能夠注意到別人經驗的內涵，能夠領會他人的特殊想法與情感。 

審美特質 可以看出主題之美、寫實風格與技巧的不相關性。 

4.風格與形式 

主要想法 
(1)畫作的重要性是社會的而不僅是個人成就。 

(2)媒材、風格與形式 

心理特質 能夠以傳統觀點來判斷畫作。 

審美特質 
注重媒材、風格與形式，分辨題材素求、感情以及作品表達，發現

藝術批評有助於知覺，視審美判斷為理性與客觀的。 

5.自律 

主要想法 

(1)以傳統觀點和個人經驗判斷藝術作品的意義，能夠在了解自己對

作品的反應下確定或修正要點。判斷係與個人及社會有關。 

(2)判斷被視為一個人的責任，清楚意識到需要討論以及互為主觀的

理解，認為判斷是之於真理的社會責任。 

(3)藝術是提出問題，而非傳播真理的一種方法，判斷被視為能夠「言

之有物」的能力，常與個人的肯定有關。 

心理特質 能夠傳承文化觀點，需要針對不同觀點提出問題的能力，能夠了解

自我有能力回答這個問題。 

審美特質 能夠作細緻反應，注意到傳統觀點未必正確，能夠了解藝術的實踐

攸關創造及欣賞兩層面，係在一般情形下對於自我的經驗與調整，

是在轉變中的歷史情境下的價值探索。 

（資料來源引自劉婉珍，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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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sons 的發展理論並沒有明確的年齡發展落點，但仍有四個階段範圍 

  的發展論述，如表 2-3-3：  

   

表 2-3-3  Parsons 的美感判斷年齡發展階段 

發 展 階 段  年 齡   階 段 特 徵 

第 一 階 段 4~8 歲   以主觀經驗來判斷美感 

第 二 階 段 8~青少年 
  不再依自己的經驗來判斷，而開始注意 
  一些共同的原則 

第 三 階 段  青少年時期   開始運用更多的規則來評價作品 

第四階段後 青春期以後   運用美學本質將判斷置放在客體之上 

（資料來源引自 Hargeaves, 1986） 

   

      就 Parsons 審美發展的理論而言，發展的初階是「自我中心」影響了審

美的反應，其次是連結經驗而產生「感覺」與「作品表現」的特質，之後開

始了「認知的理解」形成理性批判的逐漸成熟。依 Parsons 的美感判斷檢視

高中學生音樂欣賞能力的發展，其能力為：高中階段已經有能力運用審美的

共同原則來評論作品，並能運用美學的本質將判斷置放在客體之上。 

       從音樂發展心理到審美發展理論，整體發展的歷程是從主觀的感知、操 

    作、模仿、想像，進而到素材與原則的把握，這些原則含括著音色、節奏、 

    長度、音樂術語、風格等的認知，並有能力運用原則及音樂美學的本質來評 

    論作品，將審美的判斷關注在客體之上。 

   

    綜合認知心理發展、形象思維理論、音樂心理發展理論以及 Parsons 審美發 

展理論來窺視高中學生應該具備的音樂能力，得到的結論如下： 

  一、就 Piaget 的發展理論而言 

      高中學生年齡皆在十五歲以上，已進入「形式運思期」，已具備運用抽象 

      思維及形式邏輯來思考概念性問題，在音樂能力上已能運用音樂符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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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架構等法則，能以音樂語言來表達其想法及音樂概念。 

  二、就形象思維三個階段發展期的觀點思考 

      高中學生空間想像的發展漸趨成熟，由於欣賞的學習歷程除了認知的理解 

      外，尚需要聲音形象的把捉，而高中學生的想像能力已從具體發展到概括 

      性的概念，且能善用已有的能力有效達成音樂欣賞的學習目標。 

  三、就音樂心理發展的觀點來看 

      高中學生不僅能運用音樂的語彙（含括音色、節奏、長度、音高、和聲、 

      風格等項目）、想像力，以及曾經有過的經驗與能力等，建立屬於個人認 

      知、技能、情意等三種領域的音樂概念地圖。  

  四、就審美發展的理論來說 

      高中階段已能運用學得的知識來下判斷而不再以主觀的偏好論斷事物，也 

      能運用藝術規則來評價作品。此外，在青春期發展約 10 年（張慧芝，2001） 

      的過程中，已逐漸發展將美感的判斷關注在作品本質上的能力，已可以具 

      備「言之有物」的審美判斷能力。 

 

貮、音樂欣賞的歷程 

 

    Mach（1922）指出，顏色、聲音、溫度、壓力、空間、時間等物理學上的

現象，會在人的心情、情感和意志之間，以各種的方式相互結合（Williams, 1998），

這些外延的物理物質雖有具體存在的事實，但必須透過主體感官的「知」與「覺」

才能具體成形。「聆聽」即是一種感官知覺的過程，是音樂經驗中最基本的模式，

如果主體無法「聽」到任何東西，那麼就無法體驗音樂的美感，所以「聆聽」是

音樂相關活動（如演奏、創作等）的所有面向（Reimer & Wright, 1992）。人類在

欣賞音樂的歷程中，其建構與反應是複雜的，它不單只是聽覺技能的問題，同時

還涉及心理因素的層面。所謂心理因素的層面，研究者認為有兩大領域可以探

究：第一個領域是人類主體的音樂「經驗」，其中又有主體對客體所產生的「直

覺」反應因素，以及主體「情感涉入」的因素；另一個領域則是在欣賞的歷程中，

主體與客體間「遠」、「近」的距離。以下即就「音樂美感經驗」與「審美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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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大議題，作為音樂欣賞歷程的理論探討。 

 

一、音樂美感經驗的論述 
 

    音樂是音響，而不是語言文字，也不是概念性符號，更無法透過語言來翻

譯。然而在許多的研究中指出，大腦的聽覺皮質對於音樂的曲調是有反應的，

這個反應並非只針對音頻才會產生（Jensen, 1998），而是在主體欣賞音樂的歷

程中，人的大腦會體現出一種音樂接收的網絡，它不需要人類主體真正地學習

就能有所反應。因此，音樂的學習並不像言詞語句中的每一個字、詞都必須具

有意義才能了解意涵，特別的是，它也能在不了解的情況下讓主體對音樂產生

感動（Ackerman, 1990）。所以，音樂就如同主體的情感般，會產生波濤洶湧

的狂暴，也會有平靜沉澱的時刻，所有的因素即在於主體「情感」所含括「直

覺」與「想像」的成分。 

     

 (一)主體的直覺情感 

     

        早在古希臘畢達哥拉斯的時代即已指出音樂之所以美，乃在於音樂蘊含 

    著數學的規律與邏輯，當時的哲學家們皆認同不同的調式會產生不同的音樂 

    性格，因為有些音樂會表現出樂觀進取、有些則是多愁善感、也有些是感性 

    精神，這些音樂所呈現的奧妙，正是古希臘所謂音樂的「氣質觀」（Doctrine  

    of Ethos）（Grout & Palisca, 1988）。此外，文獻第二節音樂意象的主、客體 

    論述中亦提出科學研究的資料顯示：人類感官聽覺的刺激有時會產生視聽系 

    統的「共感覺」，也就是說，在聽覺受到了刺激之後，同時會引起了視覺系 

    統的共鳴，這是音樂與感官系統直接產生反應的議題，也是氣質觀的另一種 

    論證。當今有關氣質觀的說法，在 Cooke（1990）及 Hepburn（1972）的文 

    章中得到呼應：Cooke「音樂語彙」（Musical Vocabulary）的論點即在說明作 

    曲家們知道如何運用聲音的特質來創造音樂的情緒，以達到作品效果上的需 

    求；Hepburn 也提出，音樂的本體是由音樂和情緒的內涵在長期傳統的發展 

    下建構而成，所以音樂表現了心情（Mood）和情感動能（The Dynam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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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ing）。以上的論點在在強調聲音的不同組合會形成不同的聲音氣質與色 

    彩，它會直接衝擊人類主體心靈的層面，進而使主體產生不同的感受。 

        此外，在美感經驗的過程中有屬於生理層面的面向，也有屬於心理層面 

    的歷程。一件藝術成品所表現出來的不僅只有亮麗的外在形象，還蘊藏著人 

    類內在的「情感」，藉由有形的藝術作品促使人類透過感覺、想像，進而得 

    到領悟並創造出一種表現的形式。在此，「情感」的意義並非只是單純的感 

    受，而要針對作品加以理解，並從身體感受到複雜的心裡情感，進而體會每 

    樣能被感覺的美物所孕育的「有意味的形式」（Signifcant Form），Santayana 

    （1863-1952）將有意味形式的說詞分為兩種類型：凡呈現在感官之前，存 

    在於質料與形式之中的，稱其為「第一項之美」（Beauty in The First Term）； 

凡啟發於心靈之中，存在於想像之內的，稱之為「第二項之美」（Beauty in The  

Second Term）：前者產生於直接的感覺，後者則是出於間接的想像與聯想（引 

自劉文潭，1992）。 

 至於人類為什麼對音樂的排列產生情緒的反應呢？朱光潛（1986）以知 

    識論的觀點指出，人類對知識客體最簡單且最原始的認識即是「直覺」，此 

    論述符應了 Santayana「第一項之美」的理論。何謂直覺？Bergson（1859-1941） 

    認為「直覺」是主體在某種特殊的方式下，「直接」觀照在客體本來面目的 

    一種想法，這種想法出自於人類生理因素的行為，完全超出人們意志控制的 

    範圍（引自 Lawlor & Mouland, 2004）。義大利精神主義哲學家 Croce（1866- 

    1952）在《美學：視為表現與一般語言的科學》（Aesthetic：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1900）一書中指出：知識有兩種類型： 

    一種是邏輯的，一種則是直覺的，這兩種類型各有不同，也各有內涵，如表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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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Croce 的知識論形式 

邏輯式的 直覺式的 

共相的 殊相的 

事物間的相關性 個別的事物 

智慧的 美感的 

概念式的 意象式的 

（資料來源引自 Swanwick, 1994） 

        依 Croce 的解釋，知識的獲得不是直覺就是邏輯，不是從想像得來就是 

從理智而來，不是關於殊相的就是關於共相的，不是關於諸多的個別事物就 

是事物之間的相關性，不是產生於意象就是產生於概念，所以，它們之間又 

可自成一個階級系統，如圖 2-3-3： 

 

 

圖 2-3-3  Croce 的知識階級系統 

（資料來源引自 Swanwick, 1994） 

 

        上述圖表的概念：直覺在於知覺個別的事物，理智則是知解事物間的關

係，所以直覺是理智的基礎，是人類活動的初步肯定，也是人類認識知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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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形式，所以它的呈現並非是渾淪，而是清晰明確的。此外，直覺的存在

既然是知覺個別的事物，不能沒有內容或資料，所以構成它的內容與資料便

是各種感覺的印象。Croce 以此理論為架構，推論出一個美學的等式： 

   

最基層的感性認識活動＝直覺＝想像＝表現＝抒情的表現 

＝藝術＝創造＝欣賞（＝再造）＝美（＝成功的表現） 

（資料來源取自朱光潛，n.d.）     

        且不論 Croce 直覺的論述如何，但人類具有直覺的初階反應卻是被認同 

    的。音樂藝術的道理亦然，基於音樂具有「色彩」與「氣質觀」的事實，二 

    十世紀末的音樂心理學家們即企圖尋求音樂學與系統學上的關聯，並運用各 

    種方法來檢視音樂中的情感意義，諸如：音樂與不同語意的關係、音樂心情 

    與顏色的關係、音樂與視覺形式的關係、音樂與指尖壓力的關係、以及音樂 

    與律動的關係等（Giomo, 1993）。在這些研究中，許多研究者試圖尋找出屬 

    於人類直覺反應的共通原則，其中在語意研究上運用「形容詞」來對應主體 

    於音樂情感的體驗是最常見的。早期術語的使用只是以快樂、悲傷、害怕等 

    簡單的詞彙來描述（Hacck, 1990）。1935 年，Hevner 研究音樂的速度、節奏 

    與形式功能對於聽眾音樂反應的影響，發現人類欣賞音樂的直接反應是建立 

    在情緒之上（引自 Eastlund, 1992），所以 Hevner 發展了音樂情緒反應之「形 

    容詞檢核表」（Adjective Circle）作為音樂反應的觀察，他以八種音樂情感的 

    形容詞排列成圓盤，圓盤內相對的形容詞是互相對立的情感表現，相鄰的形 

    容詞則是類似的情感。Hevner 的形容詞檢核表確認了特定音樂與特定情緒 

    反應之間所存在的穩定聯繫，研究的結果也與受試者的表現存在著普遍的一 

    致性。1954 年 Farnsworth 重新檢視 Hevner「音樂情緒反應形容詞檢核表」， 

    並以其為基礎將原來的八個類別調整為更為連貫的 10 種類目。 

        不論是 Hevner 的形容詞檢核表或是 Farnsworth 的 10 種類目，這些形容 

    詞基本上都是情緒表現的分類。近年來，這一類的研究已偏向李克特式量表  

（Likert-type Sscales）的方式來評量音樂情緒方面的行為反應（Boyle &  

    Radocy, 1987）。不過，針對術語的研究 Meyer（1927）則提出了另一種看法， 

 他認為這些語詞的反應通常是建立在聆聽者的情緒概念上，而這些反應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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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接近研究者心中的預期結果（引自 Lychner, 1998）。依據 Lychner(1998） 

 的研究指出，並沒有適當的術語可以用來描述音樂的情感與音樂的反應，不 

    過倒是有超過 50%的數據顯示，口彙中「美麗的」、「感覺的」及「情感的」 

    等相關同義字字彙的運用，則是最常被用來描述主體美感經驗反應間的同質  

    性，其他的術語諸如「感覺」、「激動」、「放鬆」、「張力」等名詞也在許多研 

    究的文獻上亦可得見。儘管這些用在音樂情緒上的字彙並非經驗的本身，也 

    不能作為音樂經驗的替代，但音樂與口語詞彙的結合，在音樂教育的意義上 

    具有重要的價值（Hacck, 1990）。 

     

    (二)主體的想像情感 

         

     在音樂聆聽的過程中，除了有主體感官的直接感受之外，「想像」的情 

    感也是帶領著主體體驗藝術歷程的重要行為。早在十七、十八世紀左右，英 

 國經驗主義學派的思想家們即已針對人類審美問題進行心理學的探究，他們 

 認為一切知識的認識，其出發點在於「感覺」，所以，英國經驗主義學派相 

 當強調感官印象在經過分離與結合的焠鍊之後，終究成為人類的知識和思 

 想。他們發現一切關鍵性的活動在於主體的心理活動，也就是說，感覺是情 

 感活動中的一個基本項目，它是經驗的累積，蓄積著各種情感的記憶，並嘗 

 試發現與判斷客體對象的情感屬性，藉以積極地進行形象的創造。所以，藝 

 術表現中的情感，並不是記憶中印象刻板的再現，而是透過情感記憶的參與 

 進行主動的組織、改造或是加工的歷程。所以情感成為創作的動力、可以為 

 想像產生定向、是組織材料的想像、是客體表象變形的形塑（高楠，1993）。 

    換言之，感覺層面上最基礎的進行除了直覺之外就是「想像」，而感性材料 

    的形象形成則有賴情感的「想像」。 

        「想像說」的源起為何？有一派說法是溯源於「遊戲」的項目，這論點 

    的開創始祖是 Kant（劉文潭，1986）。Kant 認為「想像」與「了解」等兩種 

    行為，在遊戲的過程中會開啟主體心智的歷程，成為一股新的生產力量，此 

    力量同時也是美感判斷的關鍵。至於「想像」的定義為何？就中國創字的論 

    點來說，可以回歸到意象理論中的「意想」，所謂「象以意想」的重點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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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體的思維，這其中的歷程會以原有的表象和經驗來創造新的形象。套用西 

    方心理學的定義：想像是大腦兩半球在有條件的刺激影響下從知覺得來，並 

    在記憶中保有回憶的表象材料，進而通過分析、綜合等加工作用，創造出未 

    曾覺知過或未曾存在事物形象的過程；若就廣義的內涵而言，它含括聯想與 

    幻想等兩種行為（張蕙慧，2001）。總之，想像是一種思維，在音樂遊戲的 

    歷程中，它是一種創作當前不存在之物的一種想法，是一種創作具體存在卻 

    不在現場之物的想法，它可以把 X 當成 Y，依字義而言，它是知覺與再認 

    知（Reichling, 1997）。 

        由於情感是美感的動力，而美感的經驗則憑藉著想像或通過想像來進行 

    和實現。所以，想像的活動必須是感知、情感和理解的載體與展現的形式。 

    許多理論也顯示，在藝術審美的過程中，理解有時並不是依靠概念而來，反 

    而會依恃著想像而生。值此，運用「情感」的特質作為表象與有機物質的中 

    介，不但能把兩個毫不相干的表象聯繫在一起，同時也能使無情的事物變成 

    有情之物，使無生命之物變成有生命的東西（梅寶樹，1992）。所以，當主 

    體的審美態度碰到具體的對象時，注意力會集中在「象」的本體，這其中包 

    括線條、形狀、色彩、聲音、時間、空間、節奏、韻律、變化、平衡、統一、 

    和諧與不和諧等，一切客體的要素會使主體自身充分地感受到象的形式，並 

    把捉如情感、想像、意念等主觀方面的心理特質，以加強主體對外在事物特 

    徵和形式的感受。 

        音樂亦然，音樂的情感也是一種「表現」，就本體而言，音樂的表現具 

    有兩種屬性： 

         第一種屬性是以「類似」為基礎的理論： 

             依據 Budd 所提出的「類似理論」，他認為表現並不是介於人聲與

肢體的行為之間，而是介於聲音與感覺的成分，因為情感的想像

是來自於內在，所以，當主體聽見音樂像某物或是在表現些什麼

時，事實上也是來自於主體內在的情感想像，是主體承受情緒的

一種體驗。 

         第二種屬性則是以「角色」為基礎的理論： 

          咸認為音樂的表現與概念的想法通常與人類自身的經驗有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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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聽到音樂的立即情感含括著「音樂的表現是在表現情感」以及 

          「音樂的表現等同於想像的活動」等兩種角色（Trivedi, 2001）。 

 

         上述有關音樂「角色」的論點，Levinson（1990）並不完全認同，他 

的理由是，角色的成分在聆賞過程中是模糊及不確定，因為當人們哀傷時 

聽見了不愉悅的音樂，其所傳達出來的通常也是主體自身的悲傷，這就好 

像是作曲家以音樂傳述的手法來表現其自身悲傷的道理一樣，所以只能說 

「角色」是屬於個人的意識型態，而非音樂自身的個體表現。 

    Trivedi（2001）也提出上述的看法：當人類聽到音樂並視音樂為一種

表現時，它是一種心智陳述的歷程，所以音樂的體驗會有三種類型： 

         第一種類型是音樂的表現在於主體自己的情感想像。 

         第二種類型是情感的角色是模糊而不確定的。 

         第三種類型是當我們視「聽音樂」為一種傳達時，可以確信音樂的本 

身具有生命，即音樂的本身可以作為一種想像的經驗，是主體情 

感的音樂表達。 

     

    總之，音樂的構成是複雜的，它必須依不同的種類而具備不同的功能， 

因為在音樂想像的歷程中，它是一個活生生的事物類型，也是心理學陳述的 

一種類型；此外，音樂自身的悲傷或快樂是主體想像的特性，它是具體可聽 

得見的東西，且能透過聽覺的呈現來表達悲傷或快樂（Trivedi, 2001）。所以， 

在聽音樂的過程中，音樂的氣質觀會直接進入到人類生活的情境，促使主體 

立即產生反應、產生情緒，並藉由想像的產生達到情感的表達。 

 

二、審美距離的論述       

     

蘇東坡的名言：「橫看成嶺側成峰，遠近高低各不同，不識廬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正可以說明主體領略客體的整體風貌與氣勢，其中感知的 

  角度必須不偏不倚，才能真正地感受客體原本的面目，倘若有所偏頗，將使得 

  審美的感受受到扭曲與變形，因此，「距離」成為審美歷程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89

  因為它一方面要檢視審美對象的產生，另一方面又要喚起主體的審美能力，在 

  兩者共同的作用下構成所謂審美的經驗。 

    此外，在藝術審美活動的過程中基本上有「外延」與「內涵」兩個層面：

外延的層面是屬於具象性的現實面，內涵則是抽象性的非現實面。藝術審美的

對象應該是具象的，但在審美的過程中卻又是內隱於主體之內，看不見、摸不

著，但卻又是真實存在的抽象之物。孕育在時、空中的抽象歷程，雖是主體的

非現實性活動，卻又可穿透於任何對象的有機體，使對象之物建構成非現實的

藝術活動關係，這就是藝術活動的「審美距離」。 

    Bullough（1880-1934）的論文《心理距離：作為一項藝術因素與審美原則》

（Psychical Distance” as a Factor in Art and as an Aesthetic Principle）（1912），

借用了物理學的術語來傳達審美過程中主、客體之間的距離關係，在此所謂的

距離並不單指物理意義上時、空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涵括了主、客體間的關係，

是構成審美經驗產生的前提（引自 Wilkinson, 1957）。所以，Bullough 認為，

主體要進入審美境界時，必須將審美對象置之於主體實用的需要及目的為考量

之外，並要超脫心理與對象間一切的利害關係。換言之，在認識客體的過程中，

主體與客體之間唯有保持一定的心理時空距離，始有助於主體獲得真理的認識

（吳建華，2001）。 

     

(一)審美的時間距離 

     

        Bullough 認為從認識到審美活動的過程中，主、客體之間的「物理」與 

    「心理」兩種距離是具有相似性與可比擬性的，它是一種感知，是把握世界 

    的一種方式，也是對實際態度與對象進行摒棄的審美態度。所以，在審美情 

    感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過遠」、「太近」或「適中」等三種不同的距離： 

    距離「過遠」是由於主體對於客體的不理解或其他因素而造成對審美對象的 

    無動於衷；距離「太近」則易於把日常現實生活與藝術表達的虛幻景象等同 

    起來，其易犯的錯誤就是將現實生活面框套在藝術的虛幻裏，降低了對藝術 

    的美感；「適中」的距離不僅能與實際的功利保持一定的距離，又不會背棄 

    對藝術客體所做的聯想，如此所獲得的美感才是符合審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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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詮釋學大師 Gadamer（1900-2002）在其著作《真理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1960）中指出，「時間距離」是審美理解過程中一項重要且不可少 

    的因素，因為美存在於一定時間之內，它會隨著時間的流逝促使審美的性質 

    產生變化，當「時間距離」過遠或過近時，對於藝術的審美都會帶來損失。 

    有關審美時間性的特徵，Gadamer 以慶典節日作為藝術基本的時間結構來說 

    明：當人類在慶祝節日時，表面上似乎是重複地紀念著同一個節日，但每一 

    次慶祝的活動內容則有所不同的，所以在活動進行時並不是旁觀者的主觀性 

    來決定節日的內容，而是節日活動的進行同時喚起旁觀者的現時感與特殊的 

    時間結構（引自 Weinsheimer & Marshall, 1991）。以上的例子若轉換成藝術 

    審美活動的歷程來了解 Gadamer 的理論，研究者有如下的解釋：在「特定的 

    藝術」裡，不同的人、地，時的心態、活動、事件與作品會予以人不同的感 

    受，也給予人無限豐富的內容，但卻又因為在不同的時間體驗，產生不同的 

    審美狀態。 

        所以 Gadamer 認為「時間距離」會因根植於其中的傳統和成見，而很難 

    消除既定的印象，因為在時間的間距中，傳統內容物的新增會連續不斷地滲 

    入文化的整體，因而影響審美的判斷。檢視以上的論點，不免又回歸到音樂 

    情緒形容詞的議題之上，音樂情緒的形容詞是源於主體的「情緒」還是客體 

    的「氣質觀」？基本上都有其理論論述的淵源與驗證，而 Meyer 強調音樂之 

    所以具有情感，即在於主體以自身的情緒問題的來檢視美感，其關係正符應    

    了距離「太近」的議題。 

       在理解傳統的過程中，事實上還有兩個極端對立的議題：一為與傳統聯 

    繫中所產生的熟悉感造就了其中的成見；另一方面是做為理解之人畢竟是傳 

    統支流的一個點而非其本身，所以又形成了與傳統之間的陌生，這其中的張 

    力是主體與理解對象之間的差距所造成的。所以，每一時代都有其自己的方 

    式來理解流傳下來的文本，而每一時代的人也都以一種生產性的態度去理解 

    著傳統，這種理解將傳統已逝去的、已靜止的東西重新賦予生命，但並不意 

    味著後一代之人會比前一代之人更能理解傳統，只能說不同時代的人會以不 

    同的方式去理解舊有的藝術。以科學的角度來看，人們對於同時代藝術作品 

    的判斷反而是不確定的，因為只有當人們與當代的一切聯繫消失之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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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正本體才會顯現出來，這即解釋了為何人類無法真正認識當代作品的主 

    要因素即在於時間距離「太近」的課題，也解釋了為什麼人類在欣賞當代作 

    品的過程中，會有先入為主的定見與功利而影響了對於藝術本體的理解。 

   藝術欣賞的對象基本上都有些複雜，不僅具有空間結構的層面以及時間 

  結構上的序列性，若以心理學的角度來窺視人類感知複雜的對象時，通常會 

  以一個部份接著一個部份的掃瞄方式，而非同時把捉整體，因此，也就產生 

  兩種時間的距離，一種是審美主體感知中的先與後，另一種則是對象出現的 

  先、後等兩種情況：當時間距離過近時，會剝奪主體對客體每一環節認知所 

  需要的充足時間；若時間距離過遠或者是主體在欣賞中對客體各部份的感知 

  時間隔得太久時，主體又會因表象的遺忘而無法將審美對象整合為整體，如 

  此將影響了審美的進行。 

     

(二)審美的空間距離 

         

    審美的距離不僅在時間上會產生不同的體驗，在空間的角度上也會產生

不同的審美經驗，有關「空間距離」的論述早在 Aristole 的著作《詩學》

（Poetics）即已提出：距離太近只是看到了「點」與「線」的枝節，距離太

遠又會因看不清而無法完全欣賞，所以 Aristole 說：    

      

         一個非常小的東西，不美，因為我們的觀察處於不可感知，以致模糊

不清；一個東西非常大，也不美，因為一覽而無盡，無法看到它的整

一性（引自 Butcher，1962）。         

 

      有關空間距離的詮釋以完形心理學（Gestale Psychology）的理論是最有

利於這種主體知覺在對象把握中建構的描述（引自王文戈，2001）。藝術心

理學家 Arnhein（1904-）將完形心理學引入藝術研究的領域之中，他認為「思

維」的認識活動並不是那些高級知覺心理能力的特權，而是知覺本身基本構

成的認識成份，它不是感覺元素的複合，而是一種直接把對象知覺為一個統

一的整體。也就是說，知覺認識的產生對於構成整體各部份的建構是來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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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同時也是來自於主體；其次，藝術知覺的認識是具有建構性的，就客

體而言，它是由部分構成整體，但各部份之間卻又存在著時、空之間的意義

與關係。 

        完形心理學的理論論述闡釋美感的經驗指出，距離太小，大量無關或無

用的信息會進入主體美感知覺的範圍之內，所以當主體感知到對象的信息過

多時，主體會對信息進行挑選與淘汰，這是一個龐大的任務，它遲滯了主體

對客體的整體把握，並牽絆了主體的知覺思維；再者，細部充塞知覺過多的

結果，也會使得主體的自由度降到最低點，而抑制主體審美關照中創造性的

發揮。所以，把主體與客體之間拉開一段距離，縱然客體不在眼前，反而能

簡明地呈現事物的主要過程與特徵。換言之，適當的距離能使事物的主要特

徵留在主體的腦海內，部分的客體細部因篩選而被省略，如此反而能把握住

客體的整體表現，這樣審美的進行不僅可以保有主體的自由度，也可以保有

主體在審美經驗中的想像力與創造性，無疑的，這對審美體驗的歷程絕對有

幫助。 

       

      總之，時間距離與空間距離會抑制審美的共鳴，這種共鳴是一種情感的過 

  濾，也是經驗的精煉與重鑄，在一連串過濾、精煉和重鑄的歷程中，有賴對象 

  形式的存在。由此，當審美共鳴產生時，主體會把情感經驗投入於對象之中， 

並受到對象形式的規範、重鑄、過濾，最終與審美經驗融合在一起，以構成一 

  個完整的審美客體。所以，審美的距離不再只是純粹的心理問題而已，而要同 

時從物理與心理的角度來把握，且在主體與對象之間保有適當的距離，不僅不 

  可沉淪於其中，也不可形成麻木於對象之外。簡而言之，透過對象要分離出其 

  所帶予主體的影響，以保有適當的距離，憑藉著鑑賞中完全無利益關係的體驗 

  來達成對客體的審美判斷，這才是審美距離所強調的事實。 

     

    綜合音樂欣賞經驗以及審美距離的論述探究音樂欣賞的歷程，得到下列結

論： 

  一、在人類音樂審美的歷程中，最淺層的反應是主觀偏好的「直覺」反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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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心象式」的意想，是「非邏輯性」的思考。由直覺延伸而來的就 

      是主體「情感表現」的議題，這個議題會涉及所謂「情緒性」的「形容詞」 

      字眼，字眼的浮現有些是大自然造就音樂「氣質觀」的產物，也有些是主 

      體自身的「情緒性」問題，不論何者為是，都是主觀印象的反應。 

  二、直覺反應的深化進入情感表現的「想像」議題，想像的內涵基本上有兩種 

      類型的區分：一為與事物連結在一起的「聯想」，另一種則為無中生有的 

      「想像」，不論是哪一種類型，在聆賞音樂的過程中，適度的想像會成為 

      主體與客體之間的橋樑。 

  三、在審美時間距離的歷程中，時間距離的「過遠」會對文本產生陌生而不易 

      理解；時間距離的「過近」則無法跳脫自身的功利、定見與自身的情緒問 

      題，而易造成審美歷程的誤判。 

  四、在審美空間距離的歷程中，距離的適度保有是必要的：「過小」的空間距 

      離無法履及事物的全貌僅只獲得零碎的枝節，「過大」的空間距離則只聽 

      到一個模糊而不清的輪廓。    

 

叁、意象建構的方式 

 

    Boyle 與 Radocy（1987）在有關音樂行為反應的研究中指出，從教師對於學

生學習發展的方式來觀察人的音樂行為，基本上可分成表現行為（Performance 

Behaviors）、讀寫行為（Reading and Writing Behaviors）、欣賞行為（Listening Be- 

haviors）及其他認知行為（other Cognitive Behaviors）等四種類型。單就欣賞的

行為則有三種歷程：一種是對音樂產生的情感反應，另一種是對音樂產生的律

動，第三種則是音樂文本的分析行為。由於音樂律動的主體行為議題是屬於音樂

色彩帶給主體所產生的一種不自覺的感動，因此不在本項文獻探究的範圍內；在

此，研究者所要探討的音樂欣賞行為是第一種情感反應與第三種文本分析的行

為，如表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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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  音樂行為表 

（資料來源引自 Boyle & Radocy, 1987） 
 

 

 音樂欣賞行為  

對音樂產生
的情感反應

對音樂產生
的律動 

對音樂產生
的分析行為 

     

由此，本項文獻探討的議題有二：一為主體音樂意象建構的型態，這是情感

反應的行為；其次是在聆賞的歷程中，欣賞者應該要聽的具體內涵，這是屬於音

樂文本的分析行為。 

 

一、意象建構的型態 
   

 音樂審美的反應如同心理發展的理論，在不同年齡層的客體認識論歷程， 

會呈現縱向的階段性特徵；此外，在同一年齡層的橫斷面，意象建構的歷程亦

會出現不同的型態。「欣賞」是通過聽覺器官對客體進行聽的一連串活動，由

於音樂「象」的抽象性及時間性等特質，因此在建構的過程中，主體（意）會

因經驗、認知及心理發展的不同，而對客體（象）產生不同的體驗與想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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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說，「音樂的接受」不能籠統地歸結在「聽」的層面，而是有兩個重要的

認識層次：一是「理解」的層次，另一是「聽覺技能」的層次。再者，音樂欣

賞的體驗，又會受到主體前置經驗的因素而影響了產生的結果，依Bartel（1992）

的研究指出，影響音樂反應結果的前置因素有三項： 

  1.音樂的訓練與經驗會導致主體對於音樂知識與知覺技能學習的結果。 

    2.先備經驗與音樂之間的交互狀況會導致對於音樂的不同態度。 

    3.情境因素會影響了對於音樂欣賞的信念與期待。 

 

      也就是說，音樂欣賞的基本前提是對於音樂的感知，其中含有「感性」的

因素及「理性」的因素。就大部分聽眾而言，其對於音樂的音色、協和度等外

部的特徵都能把捉音樂的情緒，由此而產生形象的聯想或想像，這是「感性」

的因素，也是「意」的主導作用；但是，理性的體驗則不然，因為音樂的理解

是審美體驗高階的層次，它必須打破生活中感性的經驗，以進行聆聽「象」的

全新語言，在進行主體理解、象的結構與創作者的意蘊等三方對話的溝通過程

中，進而達成鑑賞的喜悅。Gordon（1971）也指出，欣賞是透過聽覺對於概念

化系統、音調、節奏、音色、形式、結構等音樂要素的認知，如此才能因為了

解音樂而產生喜歡聽音樂的情意表現，所以音樂欣賞是一個綜合能力的活動。 

相關綜合能力的論述，西方學者有不少的研究：Meyer（1927）的研究即指出，

欣賞有主體內部、聯結聯想、客體、特質等四種的型態；Yingling（1962）則

強調主體欣賞的歷程有敏感的、情感的、聯想的、理智的等方式；Crickmore

（1968）則認為欣賞的基本條件是出現在興趣、靜默中的需要、放鬆及心智圖

象的展現等（引自 Lewis & Schmidt, 1991）。 

由於「傾聽」是人類欣賞音樂時獲得美感反應的體驗，在這段歷程中若以

「形態」的概念來檢視主、客體間的關係，事實上會因主體心理基模與美感判

斷的發展、不同的理解與感受、以及「聽技能」在個體之間的差異等，產生不

同的結果。McMcllen（1980）的研究也指出，當人類接受音樂刺激之時，人的

感知體驗會形成所謂「能」與「結構」等兩種維度，這兩種維度各自會形成一

個由低而高的連續體，代表著感知者所體驗到兩種維度之「質」的程度（引自

劉沛，1995）。也因此，當不同的主體建構音樂意象時，會形成類似不同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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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表現，研究者擬以「階」來闡述不同主體與客體間的反應；再者，音樂

是抽象的藝術，專家學者們在欣賞的歷程中對於「階」的劃分也有不同的意見

與用語，茲說明如下： 

     

二階的劃分 

       

1.「初級階段」與「高級階段」 

    張前、王次炤（1992）將欣賞體驗的心理歷程劃分為「初級階段」與 

 「高級階段」。 

 「初級階段」：是音響感知伴隨情感體驗與想像聯想所構成對音樂初步 

              的認識，這個階段產生聯想乃源於標題的提示。 

 「高級階段」：是在豐富的情感體驗基礎上加上理解認知的參與，由於  

                      音樂組合形式與豐富的作品背景，使得欣賞者的音樂體 

驗更易於把捉。   

         

三階的劃分 

 
  1.「感覺層面」、「知覺層面」、「創造層面」 

     Reimer（1989）將音樂經驗分為「感覺層面」（Sensuous Dimension）、 

    「知覺層面」（Perceptual Dimension）、「創造層面」（Creative Dimension） 

    等三個主要的面向。 

 「感覺層面」：這個範圍含括了感官的要素，其範圍是從最低階的音樂 

              性延伸到熟練的範圍。 

         「知覺層面」：知覺的層面含括構成音樂要素的曲調、節奏、和聲，以 

                      及表現音樂特性的曲調輪廓、音色呈現、曲式發展、曲 

調與和聲的功能等。 

         「創造層面」：創造層面是知覺反應的延伸，這其中除了對音樂情境表 

                      現出張力之外，同時還包含著一種情意面的持續反應與 

期待，是以積極參與來塑造音樂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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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音樂感覺面」、「音樂情感面」、「音樂理論面」 

          Copland（1939）提出聆賞音樂的過程中會依「音樂感覺面」（The  

          Tensuous Plane）、「音樂情感面」（The Expressive Plane）、「音樂理論 

          面」（The Sheerly Musical Plane）等三個層面來傾聽音樂。 

          「音樂感覺面」：這是音樂欣賞的初階階段，是在無思無慮的狀況下 

                         進行的純粹聆聽。 

「音樂情感面」：聆聽者會以不同層面的感受來觸發想像力，是一種 

                         情感表達的素質。 

「音樂理論面」：這個層面除了感受音樂本身的美感之外，同時還注 

              重音樂素材的理解，舉凡和聲、曲調、節奏、曲式、

架構、風格、歌詞，乃至創作時代的背景等，都是

聆賞時所需探究的內容（引自劉燕當，1986）。 

         

   3.「感知」、「感受」及「感悟」 

          蔡覺民（2001）從心理過程的多元結構提出「感知」、「感受」及「感 

悟」等三個歷程。 

          「感知」：是初級的過程，是主體對於客體情緒感性存在的感應過程。 

          「感受」：是高級的過程，是主體對於客體感性存在形式內容表現的  

                   感應過程。 

          「感悟」：是初級與高級的綜合過程，是主體對於感性外在與內在意 

                   蘊整體領會的過程。 

 

        4.「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 

          張放（1994）從音樂欣賞的角度提出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

三階段」三段歷程。 

          「第一階段」：主觀的直覺感受，易產生對於音樂的偏差。 

 「第二階段」：強調以感情體驗來實現音樂的欣賞活動。 

 「第三階段」：強調以感性為前提，加入理性的參與，使音樂的感受 

              更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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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階的劃分 

 

1.「感受性階段」、「理解力階段」、「解說階段」、「綜合階段」 

  張蕙慧（1982）依心理學的觀念，將學生音樂性的歷程分成四個階段。  

  「感受性階段」：含括快感、直覺等基本情緒的表現。 

  「理解力階段」：是音樂知覺理解的階段。 

  「解說階段」：能夠藉著樂曲中的理論、歷史背景及風格特色等作出  

               詮釋判斷。 

「綜合階段」：以洞察力和創造力體驗音樂的經驗。 

 

        2.「直覺性階段」、「認知階段」、「概念階段」、「綜合階段」 

方銘健（1997）指出人類具有反應音樂的能力，且又具有喜怒哀樂、

愛恨生死的共通性，這些能力讓人類得以聆賞音樂，所以在音樂聆賞

的過程中有四個階段的音樂性發展，每個階段並非是獨立存在的，而

是在不自覺的情況下交錯進行。 

     「直覺性階段」：此階段是音樂情緒感應的基礎，在這個階段中，不 

同音樂的刺激能喚起情緒的感應。 

    「認知階段」：此階段著重在審辨異同，具有增加音樂理解力的特徵

所以又可以稱之為「辨別階段」。由正式的理論與非正

式的經驗洞察學習，音樂的要素與音樂的規則影響了

知覺力。 

 「概念階段」：此階段可以進一步地解釋樂曲中的理論架構、歷史背 

       景及風格特色，所以又稱為「分析階段」。 

 「綜合階段」：此階段是集中或再造音樂的經驗，含有強烈的感性與 

        知性活動，要求創造力的理解，以洞察力與創造力來

自我發現音樂經驗本身綜合顯現的特徵和關係。 

 

3.「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第四個層次」 

周先明（2000）認為人的審美能力是由生理、心理、意識所構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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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體審美的歷程可以分成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直覺的感悟，也是審美過程的出發點與基礎。 

   「第二個層次」：情感的體驗，不再停留於感官而是會玩味音符，把捉 

                  其中，運用想像、聯想來體味音樂情感的內容。 

「第三個層次」：透過音樂語言的理解來欣賞音樂。 

「第四個層次」：透過外在非音樂因素的了解，以實現完整的音樂欣賞。  

   

      歸納以上各學者的界定，大體而言，學者們對於音樂欣賞的反應皆是關注 

  在情感、喜好、品味、態度、意見、行為意圖、興趣、鑑賞、敏感度等九個層 

  面；而整個研究的相關領域則可分成兩大方向：一種是分析反應的模式，另一 

  種方是運用分析單字的方式來對應行為的模式（Rodriguez & Webster, 1997）。  

  綜合以上各專家學者的論述，研究者歸納如表 2-3-6： 

 

表 2-3-6  專家學者音樂欣賞歷程建構方式歸納表 

階 
數 學者 各   層   級   內   容 

二 

階 

王次炤 
張前 

情感體驗想像聯想 情感加認知 

Reimer 感覺層面 知覺層面 創造層面 

Copland 音樂感覺面 音樂情感面 音樂理論面 

蔡覺民 情緒感應過程 音樂形式內容感應 音樂外在與內在的
感應 

三 

 

階 

張放 主觀直覺感受 情感體驗 理性參與 

張蕙慧 基本情緒感受 知覺理解階段
詮釋理論 
文化風格 綜合體驗 

方銘健 直覺感受 認知階段 分析階段 綜合階段 

四 

 

階 
周先明 直覺感悟 情感體驗 音樂語言理解

透過外在 
完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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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欣賞的歷程中，橫軸面向的反應會因不同的前置經驗與訓練、不同的 

    情境與歷程，以及不同主體間生、心理發展，而產生不同的建構方式與形態。 

    不論哪一種面向，檢視專家學者的理論，基本上都有兩個範疇：一種是「感 

    覺」的層次，另一種則是「理解」的層次。Plato 的著作《斐多篇》已針對

「感覺」提出了這樣的問題：「視覺和聽覺對於人們而言是真實的嗎？」在

《理想國》的〈洞穴篇〉（514a-518b）中也提出： 

 

        感覺的不明晰就如同在洞穴中所看到的光和影，『影』豈是真理？它只 

        是感覺器官所產生的一種虛幻之物，所以，感官所產生的知識並不明確 

也不可靠，透過感覺是無法認識真理的」（引自 Shorey, 1961）。 

 

        美學家 Wolff（1679 -1754）也指出「感覺」與「感受」是最低層次的反

應（引自彭盛，2005）；再者，Croce 的「直覺」理論也提出「直覺」與「想

像」兩種議題，指出「直覺」是感受中最基本的心靈活動；主張表現論的

Collingwood（1889 -1943）並將心靈的活動區分為「感覺」、「想像」與「理

智」等三個不同的層次，並勾勒出主體意識論中的流程如下： 

 

  
1. 
主 
體 

 
→ 

2. 
客 
體 

 
→ 

3. 
感 
受 

 
→

4. 
流 
動 
與 
模 
糊 
的 
印 
象 

 
→

5. 
想 
像 
與 
意 
識 
活 
動 

 
→

6. 
靜 
止 
與 
清 
晰 
的 
意 
志 

 
→ 

7. 
理 
性 
或 
理 
智 
知 
能 

 
→ 

8. 
認 
知 
的 
抽 
象 
化 
普 
遍 
概 
念 

圖 2-3-4  Collingwood 的想像活動流程 

（資料來源引自陳秉璋、陳信木，1993） 

     

    Collingwood 強調「想像」雖是情感中不同層次的心靈活動，但它介乎感受 

    與理性之間，是低層次到高層次之間的轉化（陳秉璋、陳信木，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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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各論點窺視人類主體體驗音樂的歷程，可以追尋出音樂體驗的一 

    連串脈络：主體「直覺」的快感是人類與生俱來最基本的情緒表現，也是最 

    初淺的層次，這是「意的思維」之基本議題；主體在各項條件體系的發展漸 

    至成熟，進而開展了影響主體建構的另一種類型，此時期的建構方式會運用 

    與「情感」有直接關係的「想像」與「聯想」作為中介，藉以拉近主、客體 

    之間的距離，這是「意」的思維進一步的深化；況且美物的感受並非只有純 

    粹感受性的課題，世間之物皆有所謂「殊相」、「共相」的條件，也都有所謂 

    「形式」的規律性以做為理解美本質的基本要件，這是聚焦於客體「象」的 

    探討；然而，在聆賞的歷程中，主體只需要純然於「意」的情感體驗或是「象」 

    的織體建構嗎？非也，在文獻探究中即知，欣賞的最高層次應該要達到了解 

    當代創作的文化背景與意涵，要做到主、客體間的交融與相互的作用，如此 

才能達到「以象盡意」、「以意言象」的真諦。     

 

  二、聆聽音樂文本的內涵 
 

    研究者擬引用 Copland（1900-1990）在其論著《怎樣欣賞音樂》（What to  

  listen for in music？）（1939）序言中提出的問題作為是項文獻的引言： 

 

      第一、你聽到了音樂進行中所有的東西嗎？ 

      第二、你所聽到的有真正的感覺嗎？ 

  或換一個方式來說： 

      第一、就音符本身所涉及的，你錯過了什麼沒有？ 

      第二、你的反應是混亂的，或你的情緒感應是十分的清晰？（劉燕當，1986） 

 

      就此，當主體聆聽音樂的過程中，應該要聽些什麼？許常惠（1997）指出， 

  音樂欣賞活動的學習應該是要把重點放在音樂的理論面上，因為，就音樂的感 

  覺面與音樂的情感面而言，這些都是無法經過內心思維的表面層次，唯有加深 

  對於音樂的理解，學習與音樂理論相關的各種常識，是十分必要。 

音樂文本是作曲家將其心中的想法或經驗，展現在音樂符號之上，所以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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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音樂基本上也是在分享作曲家所體會到的意境（汪育理、康綠島，1992）。

它是一個複雜的心智過程，主體必需要有能力專注於音樂本體，認知及辨識素

材（Reimer & Wright, 1992）。所以，在「接受音樂」的過程中，會含括兩種認

識的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以音響感知為基本前提，透過「欣賞」獲得心理與音

樂藝術的同構；第二個層面則是在欣賞的基礎上建立理解，以音樂外部特徵的

認知為目的，促使音樂的接受者也能針對作品創作的藝術形象，在自己的意識

中呈現出新的意象，以達到對音樂作品的完整認識。由於音樂具有時間藝術的

特質，再加上聆賞的過程是感性與理性的結合，且又因對象、時間、環境、文

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所以，音樂文本的內涵也就成為一個重要項目。音樂是

什麼？音樂要聽的是什麼？這必然會涉及教師教學的信念，Sloboda（1990）

即指出當我們要求學生回憶他們聽到的是什麼的時候，其實也是音樂教育工作

者在欣賞教學中所應該要教導的。所以，音樂應該要聽什麼？研究者檢視專家

們對於文本聆聽內涵的觀點。 

     

      Copland 如此詮釋： 

           

          音樂……它純粹是一種存在於時間的藝術。它好比是一本小說，情節 

          是音樂，所以是抽象的，旋律是音樂裡的故事，也是一首樂曲所表現 

          的主要事件。體認「旋律」就是意味置身在音樂之中，同時知道自己 

          將往何處去，這是踏上理解音樂之途的唯一條件（引自劉燕當，  

          1986）。 

       

  所以 Copland 深思，音樂欣賞的最低條件就是要作一位有理解力的聽眾，要對 

  旋律有所體認。此外，音樂是依音符的本身及其運用的方式而存在，有理解力 

  的聽眾應該針對音樂的素材加以理解，凡與音樂有關，諸如旋律、節奏、和聲、 

  音色等，都應該以直接且不穿鑿附會的方式去聆聽。 

 

 Ulrich 在《音樂欣賞》（Music Appreciation）（n.d.）的論著中提出，作曲家 

  在譜寫一首曲子時，是有規則地將聲音的材料以音樂符號的方式表達出作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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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觀念、感情或心理狀態，這些表達還包含著特殊的情感反應、樂曲形式、音 

  符長短以及其他許多的因素。而「知識」是音樂經驗中相當重要的部份，聆聽 

  者必須要懂得鑄造這些作品的「材料」與「規則」，如此才能了解音樂。所以， 

  欣賞音樂要能發現構成曲子的音群音列是怎樣的形式、怎樣的音色、怎樣的安 

  排方式、是由什麼樣的聲音經過組織與處理所構成的、並運用哪些特別的方式 

  安排來達成目的。此外，作曲家為了要產生某些特別的情感，對於創作時的音 

  樂材料會有所選擇，因此，在聆聽的過程中要學會「一層層聽」的本領。基於 

  上述的論述，作者在著作中強調音樂的要素與形式，並在各章節提出下列重點： 

    1.音樂材料：音的特性、旋律、旋律的特性、節奏、拍子與速度。 

    2.音的安排：音階、音程、和弦、和聲。 

    3.樂器：絃樂器、管樂器、敲擊樂器、獨立樂器、音質。 

    4.音樂的結構：組織原則、曲式單位、單樂章曲式、複合曲式、主題性與非 

      主題性材料。 

    5.詮釋：曲式與詮釋。 

    6.音樂演奏與音樂史：文藝復興時期、巴羅克時期、古典樂派時期、浪漫樂 

      派時期、現代樂派時期。（引自汪育理、康綠島，1992） 

             

      Shepherd 與 Tagg（1982）則參考古典音樂分析的方法，嘗試以全面性的 

  分析類目來架構出音樂文本聆聽的重點，並指出合適的分析面向： 

    1.時間面向：包含音樂的脈動、速度、週期性、節奏織度、動機。 

    2.旋律面向：音域、調性範圍、節奏動機、調性語義、線條論廓、音色。 

    3.樂器編制面向：不同聲音的種類與數量、樂器、聲部、演出技巧、樂器音 

      色、句法、音調的抑揚。 

    4.調性與織度面向：核心調性與調性的種類、和聲的風格、和聲、節奏、改 

      變和聲方式的類型、不同聲音與聲部以及樂器的搭配關係、作曲織度與方 

      法。 

    5.音響面向：表演詮釋方式的特色、是否具有餘韻感、語法是否扭曲了音樂 

      作品的原意、是否拖拍、技法的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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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音樂要聽什麼，Regelski（1981）以教學立場提出觀點，他認為音樂 

  欣賞教學應該要透過教師教學的方法來引導學生對於音樂中某些素材的理解， 

  以引起學生對於音樂所產生的覺知。也就是說，一份好的課程設計應該要引導 

  學生去聆聽並注意音樂中的某些特性。Regelski 的理論是從音樂作品的聽覺觀 

  點著手，並繪製成所謂音樂材料的檢視表，這個檢視表的核心是以構成作品的 

  形式與表現的五種音樂素材面向為重點： 

    1.織體：含括單音音樂、複音音樂、多聲部音樂、嚴格模仿、自由模仿、密 

      集與開離等。 

    2.音的安置：反覆、反覆變化、全曲（Through Compose）、歌詞描繪。 

    3.旋律：級進、跳進、寬音域、窄音域、素歌、裝飾、音型與序列。 

    4.拍子：單拍子、複拍子。 

    5.和聲：音調、無調性、不和協、和協、複雜與簡單。 

       

      音樂學家 Middleton（1990）則以傳統分析記譜的表現方式作為理論分析 

  的依據，並指出音樂文本的內涵應該要強調音樂中記譜的形式面向，這些重點 

  大部分都是放在音高、節奏、旋律輪廓、和聲、對位等元素範圍。 

                                

音樂教育家 Reimer（1989, 2003）則站在教師教學的觀點提出如下的看法： 

  音樂是一種認知的基本方法，是一種心智的綜合功能。因此，音樂的學習必須 

  從其他非概念性的認知過程及非推論性的特性中區分出來。所以，當我們在接 

  收音樂這種經驗時，要能將具象的素材具體表現於作品之中，並從分享中獲得 

  直接及立即的理解，再透過形式來呈現。也就是說，音樂課程應該以音樂作品 

  作為課程中的核心，教師的教學內容要能將音樂素材中的曲調、和聲、節奏、 

  織度、音色、形式等材料教授給學生，並透透過與作品的交互作用以體驗美感 

  經驗。 

 

      Madsen 與 Geringer（1990）在音樂欣賞的研究中指出，一般而言，聆聽 

  者在欣賞音樂的過程中會將素材的模式置於節奏、力度、音色、曲調及其他相 

  關的因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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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的論點，音樂要聽些什麼？學者 Meyer 針對音樂作品設計的面向 

  提出「語法的」（Syntactic）與「非語法的」（Nonsyntactic）等兩種語彙（引自 

  Elliott, 1995），Meyer 所指「語法的」是指音樂的文本可以切割成很多段落或 

  細節的材料，基本的材料有旋律、節奏與和聲；「非語法的」則是指構成音樂 

  文本中無法切割或細分但可運用對照性詞彙來表現的材料，如音色、織度、速 

  度、分句與力度等織體面。依此原則，研究者歸納為兩種面向： 

    1.材料面的特徵：指的是形成音樂作品的基本材料，含括基本的素材與聲音 

      的安置等，如音高、旋律、音程、音階、和絃、和聲、節奏、拍子、速度 

      與樂器。 

    2.織體面的特徵：非語法的則含括了所有的音色、調性、織度、曲式、架構、 

      音響、風格、創作動機、時代背景、文化與意境等材料。 

 

    「欣賞歷程」的探討：首先從主體對音樂產生的情感反應滲入主體意象建構

的型態，其次是主體對於音樂文本所產生的分析行為，並深入聆聽音樂文本的內

涵。研究者歸納出以下的結論： 

  一、音樂意象建構的型態會因主體接受的訓練、經驗、先備知識、聆聽的技能 

      以及當時聆聽的情境等因素，產生不同的音樂反應結果。縱然，在各主體 

      間的表現層級有所不同，學者專家們所使用的語彙亦不相同，但基本上都 

      有些共識，「直覺」與「感受」是初階，其中「直覺」是最基本的；情感 

      的深化需要「知」的理解層面，而欣賞的最終目標應該要理解原創者的創 

      作動機、時代背景，如此才能正確解讀創作者的樂想，以達到「完整」的 

      欣賞歷程。 

  二、欣賞音樂時，聆聽者要聽些什麼？不論是音樂作品設計的面向、音樂聆聽 

      的面向或是音樂教育工作者教學引導的面向，基本上都不超脫兩個重點： 

      一是含括構製音樂作品「材料面」的語法特徵，另一為「織體面」非語法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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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節音樂欣賞的相關理論，先從人類心理與審美的發展理論為起點，進而探

討音樂欣賞的歷程及意象建構方式等三項主題，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高中學生已具有抽象及形式邏輯的思維；已有能力運用音樂符號、曲式架構

等法則來表達音樂學習的認知與概念；已有能力在欣賞的歷程中把捉聲音、組合

聲音的形象以達成音樂欣賞的目標；已有能力運用音樂語彙與想像能力並透過經

驗與能力建立起屬於個人認知、技能、情意的音樂概念地圖；已有能力運用學得

的知識及藝術規則來評價作品，且已具備了「言之有物」的審美判斷能力，並逐

漸將美感的判斷關注在作品的本質之上。 

    音樂欣賞的歷程中，會產生人類情感「直覺」的淺層反應，直覺的深化是「想 

像」的議題。再者，「審美距離」也是影響美感判斷的因素之一：「過遠」的時間 

距離會對文本產生陌生而不易把捉作品的本質；「過近」的時間距離則無法跳脫 

自身的功利；「過小」的空間距離只能獲得零碎的枝節無法履及事物的全貌；「過 

大」的空間距離則只聽到一個模糊不清的輪廓。所以，保有適當的「審美距離」 

是有必要的。 

    人類音樂意象建構的方式會因不同的前置經驗與訓練，不同的情境與歷程以

及不同主體間生、心理的發展，而產生不同的建構方式與形態，歸納理論可以發

展出意象建構的脈络如下： 

直覺→ 想像與聯想→ 音樂文本的理解→ 音樂文本內、外在內涵的完整體驗。 

    至於音樂要聽什麼？從專家學者的理論論述可以將音樂文本的聆聽內涵分

成音高、旋律、節奏、拍子、速度、音程、音階、和弦、和聲、樂器、音色等「材

料面」與調性、組織、架構、曲式、織度、風格、音響、文化、意境、樂器編制

「織體面」兩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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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結語 

 

    本章文獻探討是以意象的理論為核心，首先進行音樂欣賞教育人文意涵的探

究乃在於呼應音樂意象人文面的內涵及「人生論」（平穩情緒、豐富人生）與「文

化論」（音樂文化的背景與內涵）等「成於樂」的二重功能，以作為欣賞歷程建

構的一項重要因素。主要的思維乃源於人類學習的目的是要獲得更高層次的心理

發展，而高層次的心理發展則需要透過「文明」與「文化」的「內化」行為來達

成。音樂欣賞樂教的歷程，即在透過「淨化」的「宣泄」與「陶冶」，以及「內

化」轉化的焠鍊過程中啟發「成仁成德」的情操。 

    進行「意象」的探究，首先解構詞彙「二元」的理論，進而進行「一元」理

論的還原，旨在強調中國「意象」詞彙的多元面貌，進而了解意象理論的真義與

意涵，並由此探討西方音樂美學中主、客體的思維論述與意象理論相關性的整併

與歸納，藉以發展為建構欣賞歷程的理論基礎。 

    最後進行人類認知發展理論、形象思維理論、音樂心理發展理論、音樂審美

判斷發展理論等各項的探討，並綜合美感經驗、審美距離的論述、意象建構的型

態以及音樂文本的聆聽內涵以作為整個研究理論的依據。此外，透過整個理論的

歸納與建構的類目，作為研究過程中高中學生意象建構的脈络探討以及欣賞教學

內涵的省思。茲綜合意象理論、認知心理發展理論、形象思維發展理論、音樂發

展基模、審美發展理論等音樂欣賞相關論述，配合各發展階層的年齡階段，繪製

如表 2-4-1 以作為研究過程的建構類目及本章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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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意象建構的方式與發展 

年
齡 認知心理 形象思維 

音樂發展 

基模 
審美發展 

理論 
 音樂意象 

建構發展 

16
＋

想像已從具
體到概括性 

運用美學的
本質來判斷

 可建立音
樂概念的
地圖 

 

意象融合 
(人文文化背景的
完整聆聽) 

15 
 

14 
 

13 

可辨認音
樂風格、 
情意能力 
增進 

運用更多
的規則來
評價作品 

 

12 

形式 
運思期 
(具抽象
思維及形
式邏輯) 

空間想像 
加速成長 

 

11 
 

10 
 

9 

開始運用
想像力的
方式 

 

8 

具體 
運思期 
(以具體經
驗解決事

情) 

不再依經
驗來判斷
而開始注
意一些共
同的原則 

 

 
 

非語法的象 
(織體面) 

 
 
 
 
 

語法的象 
(材料面) 

7 

表象思維 
(有意的想
像與創造) 

已出現音
樂方面的
特別用語 

 

6 
 表現自己

及聲音的
試探 

 

5 
 

4 

有組織及
規律的擊

拍 

以主觀判
斷 

音樂美感 

 

 
 

情感的意 
(想像與聯想的

議題) 

3 

前運思期 
(使用符
號及 
語言表
達) 

 

2 

表象思維 
(已有想像
的最初形

態) 

對音樂要
素有反應  

1 
 

0 

感覺 
動作期 
(感覺動
作基模) 

感覺表象  

 

 

直覺的意 
(最初階的議題)

   

說明：認知心理發展、形象思維發展、音樂發展基模及審美發展理論各因年齡的 

      增長而有不同的發展表現，音樂意象建構的發展與左欄各項的發展有其相 

      關，且隨著年齡及經驗的增長其建構方式也應由意而象再到意象而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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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人文意涵的相關理論、意象理論以及意象建構的方式與類別，並將建構

的歷程歸納為「直覺的意」、「情感的意」、「理解的象」、以及「完整聆聽的意象

融合」等四種不同層級的類型，以作為「意」、「象」、「意象」等各項資料的分析

架構。由於從初階直覺的美感感受到最高階的意象融合階段，其呈現的人次面積

將因教育及經驗的歷程而逐漸呈現精英化，故而研究結論之意象建構的類型與意

象的關係圖，以三角型圖示來表現。再者，最初階的情感感受是人類天生賦予的

直覺觀，無關乎教育與經驗，然而在年齡成長及學習與經驗的焠鍊下，會將初階

的感受逐漸提升到想像與聯想的情感議題，故圖中以兩階段的「意」來區分不同

的歷程；至於「象」的認知與理解必須在學習的歷程中得到深化，進而達到「意

象融合」精緻化的最高目標。上述結論研究者繪圖如 2-4-1： 

 

 

     

  意象    

  象    

  意    

  意    

圖 2-4-1  意象建構的類型與意象的關係 

 

 

 

  

 

 

 
 

音樂文本的理解層面 

想像與聯想的情感面 

主觀偏好的初階直覺感

了解文化、背景、創作者
樂想的人文面完整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