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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檢視音樂欣賞樂教的人文意涵、探討意象的理論、了解高中學生

音樂意象建構的方式及類型分佈取向、並進行音樂欣賞教學內涵的省思。由於研

究的目標是為了解研究單位發生的生活事象（Life Cycle），並針對該事象進行

探究、分析以解釋現狀。因此，研究方法採用「個案研究法」，針對研究者教學

場域的學生群體為研究單位，並以兩個階段進行資料的蒐集：第一階段透過量化

的數據了解高中學生群體意象建構的類型分佈，由於百分比的數據只能呈現學生

建構類型的大方向，無法探詢建構的脈絡，值此，進行第二階段的個別訪談以了

解學生建構方式的現象與脈絡。此外，「回省性」是研究中相當重要的過程，源

此，研究者透過文獻理論、意象建構研究結果等進行音樂欣賞教學省思。本章共

有四節：第一節研究對象，第二節研究設計與工具，第三節研究流程，第四節研

究資料的處理。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中學生音樂意象建構的方式，研究的歷程以兩個階段的方

式進行，因此有關研究場域對象的說明亦以此兩面向陳述。 

 

壹、第一階段的對象 

     

    研究對象的選取是以研究者任教的臺北市某公立高級中學，該校座落於臺北

市行政區域的北區，建校已有五十多年的歷史。學校班級類型除了普通高級中學

的班級學生之外，另設有體育資優班、音樂、美術、舞蹈、戲劇等藝術才能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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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的身心障礙資源班，全校共有 73 班。學生的來源是經過臺北市學測評選而

來，該校普通班學生的學科成績就一般國中學生之常態分班而言，皆在各班級的

三分之一強分佈。 

    由於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高中學生音樂意象建構的分佈取向及其建構方式，值

此，第一階段研究對象的選取是以研究者音樂課程授課之普通班二年級學生三個

班級共 112 人為量化研究的樣本，以此進行研究的施測。 

 

貳、第二階段的對象 

 
    音樂欣賞的歷程除了聽的技能之外，尚有所謂「說」的過程，因此，質性研 

究對象的選取是依據 Heidegger（1889-1976）的理論談到「先前理解」的概念具 

體的指出「說」的三個範疇：「先有」（Vorhabe）、「先見」（Vorsicht）及「先把握」 

（Vorgriff）（Macquarrie & Robinson, 1962），研究者將理論轉換為音樂欣賞的概 

念，以「立意」的方式進行抽樣。針對第一階段問卷資料中開放式的議題，以學 

生具有已存在的音樂知識與概念的「先有」（在問卷回答中能夠清楚呈現想法）、 

在欣賞歷程中可以解說的「先見」、以及對於音樂文本中的「先把握」等為對象 

選取的考量，諸如，在《梁祝小提琴協奏曲》中學生的回答出現：「氣氛變得有 

些詭異……好像有事情要發生了」（可以直接把握音樂整體的先見）、「鑼的聲音 

響了，似乎出現了轉機」（已注意到音樂的某個素材可能產生轉折的先把握）等 

類似的陳述。在取得學生的同意後，依受訪者與研究者及該生導師同意的午靜息 

時間，進行質性研究的訪談，受訪時間進行於 94 年九月底到十二月底，接受訪 

談的人員有 16 位，訪談順序如下： 

M01 → F01 → F02 → F03 → F04 → F05 → F06 → F07 →M02 → M03 → M04 →  

M05 → M06 → M07 → M08 → M09 

【註，編號說明：M 代表男性受訪者，F 代表女性受訪者，箭頭代表進行順序，

數字代表男女性別各自的訪談序號，受訪的順序完全依學生約定的時間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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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工具 

     

    本節針對研究設計的方式與研究使用的工具，提出說明。 

     

壹、研究設計 

 
    音樂意象建構的方式涉及「意」對於「象」所產生的反應與詮釋，是主、客 

體交相投射的對應關係。有關主客體的議題，根據美國心理學會前主席 Smith 曾 

提出「因果」及「闡示」兩種心理學研究的模式：前者只能用來證明或預測物理 

刺激之下與主體間所形成的某種函數關係，已有研究指出這種模式無法明確證實 

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因果關係；後者則是屬於一種經驗美學的研究，它把音樂看成 

一種內部事件，其來源為聲學的屬性與人類知覺的交互作用（劉沛，1995）。    

    客體的存在是一種物理屬性的排列，在主體的思維中會產生對於客體不同的 

感受，因此，反應與詮釋亦會因人的因素而有所不同，為了解學生如何建構音樂

的意象以及分佈取向，本研究即是以「闡示」模式的方式來獲得資料，設計研究 

的方法採用個案研究法，依兩階段進行研究。第一個階段以量化的方式形成研究 

的初探，由於量的研究數據只能了解學生意象建構類型的分佈取向，無法得知其

建構的現象，因此進行第二階段質性的訪談以探討學生建構的脈络。玆將研究設

計說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設計 

       

     Lehman（1968）指出，想要評量學生創造力或發展能力的多寡與強弱，並

了解學生表達的方式等，以「申論式」（Essay Tests）的題型較適當。依張渝 

  役的譯著（1996）對於「申論式」的註解，認為可以翻譯為論文式測驗、問答

式測驗或申論式測驗。Flowers（1990）也提出音樂欣賞與言語描述兩者之間



 

 113

的相關性： 

    1.音樂描述無論技術或非技術與否，它可以幫助音樂教育工作者掌握學生 

      聽到的是什麼？或學生是如何的了解音樂？ 

    2.對於聲音面向的歸類，可以幫助學生成為更好的聆聽者。 

    3.能夠促進音樂描述的技能，並且可以促使教師更有效率地與學生進行音樂 

      方面的溝通。 

 

      有鑑於問答式的題型可以幫助研究者掌握學生聽到什麼？了解什麼？因 

  此研究中音樂意象的資料蒐集採用「闡示性」模式之問答作為訊息來源，並依 

  文獻理論的歸納由「意」而「象」再到「意象融合」的架構轉換為「直覺的意」、 

  「情感的意」、「理解的象」、「完整聆聽的意象融合」等細目，進行學生音樂意 

  象建構的訊息範疇分類，據以統計出欣賞反應類別的百分比數據，以了解意象 

  建構分佈的取向。 

      由於研究中量的資料蒐集是以「問答式」的題型作答，Boyle & Radocy 

  （1987）就此提出給音樂教師與音樂教育研究者的一些建議： 

    1.學生的書寫有可能是隨意的回答。 

    2.學生書寫的能力可能無法表達出他的想法。 

    3.研究者應避免月暈效應（Halo Effect）。 

 

      為避免前述各因素影響了研究者資料的蒐集，在學生紙筆書寫的資料回收 

  時，對於研究者無法了解其意或無法判定其想法的書面資料，諸如學生以「不 

  知道、不清楚」來回答時，研究者立即當面詢問並請學生說明清楚，以期所得 

  資料解讀的真確。               

 

  二、第二階段設計 

 
    質性研究的目的是為了解事件發生的過程，探究歷程間的因果關係。由於

本研究欲了解音樂意象建構的事件，在透過欣賞情境中思考「意」與「象」所 

產生的方式及其脈絡，並從了解事件的歷程來探討事件前後的因果關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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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脈络的釐清需以「質性研究」做為研究進行的方法。再者，隸屬於質性研 

究的方法頗多，由於研究中試圖建構音樂意象的脈絡以了解欣賞歷程中的感受 

與釋意，關注的是事件中的歷程，因此，進行「個別訪談」作為學生音樂意象 

建構反應的記錄，並輔以理論應用於譯碼的方式對現象加以分析與解釋，進而 

釐清學生意象建構的脈絡。 

      概念是質性研究法中分析的單位，而毎一原始資料皆需分解成獨立的事 

  故、念頭或事件，予以確立現象的名字，並將類似的概念歸類成「範疇」，此 

  即為「開放編碼」（Open Coding），其次從各範疇中尋找不同的屬性與面向以 

找到更高層次的相關性進行「主軸譯碼」（Axial Coding），最後進行整合與精 

鍊的「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藉以建構脈絡。 

                     

貳、研究工具 

 

    本研究進行的工具有音樂欣賞學習單、音樂欣賞曲目、訪談記錄表與音樂文

本，茲將研究中所使用的工具說明如下：    

 

  一、音樂欣賞學習單 

         

      音樂欣賞學習單的設計以問答為主，然而，為避免在提問上衍生變異，源

此，有關問題的提問研究者有下列考量： 

1.要避免施測者在施測前因問題詢問方式的導向而影響結果的呈現。 

2.闡示性的問題應該要讓學生清楚地知道問題問的是什麼？要回答的是什 

      麼？ 

 

    (一)學習單初稿 

 

    基於上述二項的考量要點，研究者在提問時應避免下列語彙的發問：「你 

覺得…？」、「你感覺…？」、「你想到…？」，因為這樣的發問類型易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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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於問題的回答是以「直覺」、「感覺」、「想像」等方式來思考。此外，又 

為避免學生無法清楚地知道要回答的是什麼，研究者擬定下列的方式來敘述 

問題： 

 

        當你聽到這一首音樂時，你的反應是什麼？這個反應可能是你的直覺？ 

你的直接感受？你曾經有過的經驗？你所聯想到的事物？還是你聽到

了音樂中的某些素材、某些音樂的結構？不論是什麼，只要是在這一段 

        聆聽音樂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盡可能地把它書寫下來。        

 

    (二)學習單測試 

         

        為避免受試學生無法了解音樂欣賞學習單的問題提問，因此進行學習單 

    的預試，以作為正式實施的問題修正。預試實施時，商借非研究者授課的班 

    級一班男女生共 35 人進行測試，實施日期為 94 年 9 月 9 日（週五）第四節。 

 

    (三)音樂欣賞學習單正式本 

         

      預試結果受試學生反應學習單上的問題清晰，再者，學生在問題的回答 

  方面，皆能回答出研究者想要知道的訊息，在經過與指導教授討論修正後， 

  正式施測，施測表格如附錄一。     

 

  二、音樂欣賞曲目 
               

由於研究的過程中，音樂的播放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再者，音樂意象

的建構涉及了主體「意」對於客體「象」所產生的不同思維。故此，音樂曲目

的選擇首以「器樂類」音樂為重點，主要的考量是避免學生的聽覺注意力是置

放在文字而非「音樂本體」之上，進而影響研究者想要探討的音樂意象建構的

關鍵。此外，LeBlanc, Sims, Malin, ＆ Sherrill（1992）也指出，同一首音樂作

品會因為用了聲樂演唱或用樂器演奏，而使欣賞者對於音樂作品產生不同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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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因此，量化研究中曲目選取的條件與選擇，有下列考量： 

 

    (一)選擇音樂曲目的條件 

       

      1.為免音樂的特質增強變項的差異，因此，凡含有歌詞的歌曲或歌曲改編 

        之器樂曲，皆不在考量之內。 

      2.有鑑於量化研究的重點是在於想要了解學生聽音樂的方式與習慣，因此 

        學生是否聽過並不列為音樂曲目的選擇條件。 

      3.所選擇的曲目至少要同時含括在三個版本的高中音樂課本的教材內，以 

        確信曲子符合高中學生的年齡與程度。 

      4.曲目的採樣要同時兼顧「標題」與「非標題」兩種音樂類型的樣本。 

      5.作品風格應同時考量中、西方的作品。 

       

    (二)音樂曲目的選擇 

         

   援引上列曲目選擇的各項考量，再考量研究中音樂意象建構的內容是置 

    放在器樂曲，為免其他的變異因素影響學生聆聽音樂的建構，因此舉凡具有 

    文字內容的音樂，諸如歌劇、歌曲或歌曲改編之器樂曲，皆不在研究範圍之 

    內。曲目的選擇擬以現階段教科書內的教學曲目為優先，主要的因素乃認為 

    音樂曲目之所以被納入教材中必然是該曲目符合現階段高中學生的音樂程 

    度。由於現階段高中音樂教材用書共有五家出版社 20 本出版品，在表列中， 

研究者以 A、B、C、D、E 為橫向座標作為出版社代碼，另以單元序號作為

縱向細目，凡列入研究題材者則列出曲目名稱，不列入欣賞曲目的則以 X

表示，若出現的曲目在其他出版社的教材中也有出現，則將文字加網底來標

示，相關教材內容表列詳見附錄二。 

        經過比對，同一曲目若有三家出版社採用，則表示大多數編輯認同該曲 

    目，則選為研究使用曲子，其中符合條件者共有 27 首，如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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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欣賞曲目列表 

作曲者 作品名稱 採用出版社 採用數量 研究採用

斯特拉溫斯基 春之祭 A、C 2  

韋瓦第 四季小提琴協奏曲-春 A、C、D、E 4  

莫札特 A 大調單簧管五重奏 A 2  

葛利格 皮爾金 B 2  

羅西尼 威廉泰爾序曲 A、E 2  

何占豪 梁祝小提琴協奏曲 A、C、D 3  

莫札特 小夜曲 K.525 A、B、C、D、E 5  

白遼士 幻想曲交響曲 A、E 2  

馬水龍 梆笛協奏曲 A、B、C、D、E 5  

蘇沙 星條旗進行曲 A、B 2  

拉威爾 波蕾洛舞曲 B、D 2  

穆梭斯基 展覽會之畫 B、D 2  

德布西 牧神的午後 B、C、E 3  

約翰史特勞斯 藍色多瑙河 B、D、E 3  

作曲者不詳 傜族舞曲 B、C 2  

韋瓦第 四季小提琴協奏曲-秋 B、D 2  

帕海貝爾 D 大調卡農 B、E 2  

海頓 降E大調小號協奏曲1st B、E 2  

海頓 驚愕交響曲 2nd B、C、D 3  

柴科夫斯基 1812 序曲 B、C 2  

比才 卡門前奏曲 B、C 2  

德弗乍克 新世界交響曲 B、D 2  

西貝流士 芬蘭頌 B、D 2  

奧福 布蘭詩歌在草原上 B、D 2  

蓋希文 藍色狂想曲 B、E 2  

歐芬巴赫 康康舞曲 D、E 2  

聖賞 烏龜 D、E 2  

比才 阿萊城姑娘 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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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考量則以中、西方作品為主要思考面向，期許在兩大風格中各選 

    出兩首作品，倘若同風格中的作品數量超過兩首以上，則再以數量之多寡作 

    為篩選的條件；最後再以「標題」與否作最後確認。選出之曲目為：韋瓦第 

    《四季》之〈春〉、何占豪《梁祝小提琴協奏曲》、莫札特《小夜曲》K.525、 

    馬水龍《梆笛協奏曲》。 

     

    (三)音樂曲目使用說明 

 

    Woody & Burns（2001）、Sims & Nolker（2002）等人從事音樂欣賞的研

究，對於音樂播放的實施長度是以毎首兩分鐘左右的時間為施測考量。為免

過長的欣賞歷程影響了學生填答的意願與態度，因此研究中播放的內容截取

精華且完整的段落，每首音樂播放時間約為 2分鐘。茲將曲目說明如下： 

    第一首播放的是韋瓦第小提琴協奏曲《四季》之〈春〉，這是一首標題 

    音樂，播放的段落為「閃電打雷」的描述；第二首播放何占豪《梁祝小 

    提琴協奏曲》，這首曲子亦為標題音樂，播放的段落為「英台抗婚」；第 

    三首播放莫札特絃樂四重奏的《小夜曲》，這是一首非標題音樂，播放 

    的段落從第一主題開始；第四首播放馬水龍的《梆笛協奏曲》，這首曲 

    子亦為非標題音樂，播放的段落從序奏開始。相關的播放說明如表。 

 

表 3-2-2  音樂曲目說明表 

音樂類型 曲      目 風格 播放段落 版本 

韋瓦第四季之春 西方 01”~2’23” DECCA 448  443-2 標題 
音樂 梁祝小提琴協奏曲 中國 12’09”~13’50” PHILIPS 416 678-2

莫札特小夜曲K.525 西方 01”~1’37” DECCA 443  089-2 非標題 
音樂 馬水龍梆笛協奏曲 中國 01”~1’08”  上揚 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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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訪談記錄表 
     

      第一階段數據的統計只能了解學生意象建構的大方向，並不能了解學生建 

  構的方式與脈络，因此進行個別訪談其用意即在了解現象，研究進行中所使用 

  的工具為訪談記錄表。 

 

    (一)訪談大綱初編 

     

        在進行質性研究訪談前測之前，為避免形成結構式晤談，研究者只擬定 

    一個大方向作為問題的提問，並進行測試。研究者立意於音樂班學生主、副 

    修時間，找來一位沒有上個別課的學生，時間為 94 年 9 月 19 日(週一)第六 

    節，隨性地談談他對音樂文本的看法，提出的問題是：「你聽到了什麼」、「談 

    談你聽了這首音樂的感想」。訪談結果所得到的答案過於籠統、不盡理想， 

    研究者無法探詢其中音樂意象的建構脈絡，源此，思考必須擬定訪談大綱。 

 

    (二)編製訪談大綱 

         

  質性研究的訪談不是隨著受訪者的突發奇想而任意改變主題，而是要有 

  結構、有重點（張英陣，2005）。源於前測所得結果，受試者的回答無法呈 

  現研究者想要了解的意象建構之脈絡，因此編製訪談大綱，並編列有可能需 

  要詢問的次問題以利於訪談的進行，主要的目的在提供一系列相關問題，以 

  作為訪談時的基本清單，且在訪談時並不預設訪談順序，而是在真實的情境 

  下，因應受訪者的個別反應而不斷修正問題重點、調整問題的字句與順序， 

  期使能獲得完整的資料。再者，為蒐集訪談資料的完整性，訪談的內容將以 

  「受訪者對於音樂文本的印象」、「受訪者對於創作者在文本中意境表達的推 

  想」、「受訪者對於音樂文本整體的內涵」、「受訪者對於不熟悉音樂文本的情 

  意態度」等四大方向為重點，有關訪談大綱的內容詳見表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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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訪談大綱 

     訪  談  問  題   備  註（研究者說明） 

1.你聽過這首音樂嗎？ 本題要確認受訪者對於文本的熟悉度。

2.你喜歡這首音樂嗎？ 

  喜歡？ 

  不喜歡？ 

本題想要了解受訪者的喜好評價，且是

針對文本中的哪個部份。 

3.說說這首音樂給你的印象？ 

  何處？ 

  哪些樂器？ 

  旋律與節奏？ 

  特別之處？ 

本題想要了解受訪者的印象與文本之

間的關係，依受訪者回答的狀況，再 

予以決定是否需要次問題的追問，以 

深入了解受訪者對於文本中不同音樂

元素、不同段落的感受與原因。 

4.這首音樂的段落？ 本題想要了解受訪者對於音樂文本整

體性的了解程度。 

5.音樂要表達的是什麼？ 

  什麼地方有這種感覺？ 

本題想要了解受訪者對於音樂的整體

想法，並確認受訪者所聽到音樂文本 

中細微的部份。 

6.推想作曲者何以取名為《颷》？ 

  曲名與音樂有什麼相關？ 

本題想要了解受訪者是否能做到「意 

以象盡」、「象以言意」的思考。 

7.為音樂下評論？ 本題想要確認受訪者聆聽的焦點是置

放在音樂文本之上，並確認受訪者是 

否可以提出完整建構意象的歷程。 

8.是否已完全表達聽音樂的感覺？ 

  還有哪些感覺未表達？ 

本題是要確認受訪者是否已充份地表

達心中的想法。 

9.對於這首音樂，有沒有其他疑問 

要提出來討論的？ 

本題想要了解受訪者面對不熟悉的音

樂文本時，是否會產生進一歩的情意 

態度？ 

 

  四、音樂文本的選取 
       

      音樂意象建構的探討即在了解學生的建構方式導致了建構結果，因此，學 

  生建構的脈絡成為研究中的重要方向。研究過程中，音樂文本的選用是研究脈 

  絡的媒介，由於質性研究並不認為樣本能夠類推到所有類似素質的群體，因此 

  建議以「立意方式」為原則，由研究者依據特定的原因找到最能揭露現象意義 

  之深度與廣度的研究對象。源此，研究者對於質性研究音樂文本的選取有下列 

  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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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於第一階段所使用的音樂曲目是以高中音樂教材內的欣賞曲為工具，值 

      此，第二階段研究者所使用的音樂欣賞曲以教材外的作品為考量，旨在形 

      成兩階段的對照。 

    2.由於文字是影響欣賞角度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文本的選擇仍不採用有歌 

      詞的歌曲及歌曲改編之器樂曲。  

    3.為考量一般高中學生音樂的程度，音樂文本的選取應該要適合高中學生的  

      年齡層，且創作的手法不宜過於複雜。 

    4.依 Hume 指出人類經驗其感知與感覺不過是人們的一種習慣。由此，為避 

      免學生因「先前理解」的概念影響了學生音樂意象建構的方式，因此文本 

      的選擇以學生不熟悉的作品為原則。 

    5.有鑒於古典音樂是學生較無法接受的欣賞曲目，為免造成學生欣賞時產生 

      意興闌珊的態度，曲目風格避免選擇過於沉悶、語法過於古典的類型。 

    6.Aiello（1994）指出，許多的研究中運用相關作品的片段為研究內容，這 

      樣的作法是有根據的，但是完整作品的聆聽仍然是有其必要（引自 Lychner,  

      1998）。為此，研究者擬採用完整的作品聆聽，作品長度需考量適合學生 

      聆聽的耐力。 

    7.研究中主要是探討音樂意象的建構，其中意象的詮釋有聆聽者的意象，有 

      研究者的意象，同時更有作曲者的意象，因此作品選擇的考量要以研究者 

      能夠訪談作曲者，以達到「以象盡意」、「以意言象」的核心議題。    

         

        基於前述各項考量，研究者立意選擇非高中音樂教材內但適用於高中學  

  生欣賞的作品《飇》作為質性研究中的音樂文本。該作品是作曲者周家敏在高 

  中階段完成的作品，由於高中時期的創作必有屬於高中學生的文化元素，必能 

  與受訪者的層次相呼應；其次，該作品曾參加學校畢業音樂會節目甄選，因作 

  品有其特色，故而獲選得以公開發表；再者，研究者認識作曲者，確認可透過 

  訪談而能深入作品的內涵，得以正確詮釋作品的意境，如此在解讀學生對於音 

  樂文本的體驗時，必能針對訪談的陳述而呈現正確的脈絡，此亦為研究過程中 

  強調「意以象盡」、「象以言意」的重要目標，有關作品的介紹詳見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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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資料檢核 

 

    茲說明音樂欣賞學習單、訪談資料等研究工具的檢核方式。 

 

  一、Kappa 一致性系數 
            

  音樂欣賞學習單的資料蒐集是採用問答的題型，意象類型的確認是由兩位 

  高中音樂教師共同評定：一位是研究者，研究者共具有 20 年的教學經驗（高 

  中音樂的教學經驗有 8年）；另外一位則為具有音樂碩士學位，擔任高中音樂 

  教學 6年的音樂教師，兩位老師的代碼以 Y 及 L 表示，倘若兩人的類目評定 

  意見不同時，則商請另一位修畢在職專班四十學分並具有 23 年高中音樂教學 

  經驗的老師針對該題進行類目的再次評定。 

      由於研究中學生音樂的反應範疇分類並不能排出次序或等第，因此為了解 

  評分者間分類的看法是否一致，本項研究擬採 Kappa 一致性係數作為了解評分 

  者間的信度觀察。Kappa 係數是一種評分者間信度的檢測方式，所不同的乃在 

  於評定的對象並不是可以排序的等第取向或分數取向，而是類別的取向（林清 

  山，1992）。所得的結果如下： 

 

圖 3-2-1  評分者間信度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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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評分者評定類別數據與 kappa 檢定值 

題號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評分者 Y L Y L Y L Y L 

D 1 2 1 1 0 0 0 0 
C 3 2 4 3 3 2 7 4 

B 101 101 102 103 102 102 101 105 

A 7 7 5 5 7 8 4 3 
K 值 K=0.94286 K=0.86916 K=0.96172 K=0.92627 

 

  圖表說明：(1) Y 與 L 為兩位評分者代碼，代碼旁的數字表示各題題號。 

        (2) A、B、C、D 表示不同的意象評定類別，A 為直覺的意、B 為 

情感的意、C 為理解的象、D 為完整聆聽的意象融合。 

        (3) p 與 k 為評分者間數據，數據顯示兩位評分者間的評定具有高 

           度的一致性，此外，兩位評分者對於不同意象類別的評定，亦 

           具有高度的一致性。 

 

  二、訪談資料的信度檢核 
       

    質性研究通常是載著研究者個人特質與價值觀進入研究的場域，並與受訪 

者進行兩者間的互動，因此研究結果中無可避免地會涉入研究者的主觀意識， 

由此，在資料分析的過程中，不斷地與自己對話，也不斷地與工作夥伴及指導 

教授討論。況且，質性研究往往不使用實徵研究所遵奉的「普遍性」、「無價值 

判斷」、「客觀」、「信度」、「效度」、「可回應性」等指標作為研究評鑑的標準及 

檢視質性研究中的信度與效度議題（胡幼慧，1996；潘淑滿，2003）。值此， 

  為提升質性研究的信度，研究中採取下列方法： 

    1.使用錄音機錄下訪談資料，並整理成逐字搞，以真實反應研究情境。 

    2.研究中不斷地進行省思以避免主觀與偏見。 

    3.運用資料的多元交叉法（Theory Triangulation）來分析及解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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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專家效度 

         

      本研究依據意象的本體論、音樂欣賞的相關理論等文獻，歸納並建構出音 

  樂意象歷程的四種類型：直覺的意、情感的意、理解的象、完整聆聽的意象融 

  合。而質性研究的理論建構則從訪談中進入文獻裡進行理論抽樣，再依據所見 

  到的理論回到逐字稿中進行理論分析，進而編繹出概念、範疇、屬性、面向。 

  資料效度的評定則商請五位專家擔任，專家的背景如下： 

  

3-2-5   專家之背景 

  職    稱                     性別    最高學歷      經歷背景 

大學教育系專任教授              男       博士        音樂評論  

大學音樂系專任教授              男       博士        主修作曲 

大學音樂系兼任教授              男       博士        主修作曲  

大學音樂欣賞通識課程專任教授    女       博士        主修音樂教育 

高中音樂專任教師                女       碩士        主修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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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理論植基於「音樂意象」與「音樂欣賞」兩個領域，首先藉由中國 

及西方的思維進行人文意涵的了解，透過宣泄及陶冶的功能了解「淨化」的意義 

並從認知及情意領域的角度探究「內化」的功能，並探討先秦儒家的理論及希臘 

Plato 的美育觀點了解欣賞樂教與人文的相關議題，以作為欣賞樂教意涵的重要 

論證。其次進行音樂意象本體論的文獻分析，建構相關的脈絡以及音樂欣賞相關 

理論的了解，以了解學生心理發展及建構發展的取向，並作為研究過程中的理論 

基礎。 

    研究的過程區分為兩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方面以韋瓦第《四季》之〈春〉、《梁 

祝小琴協奏曲》、莫札特《小夜曲》、馬水龍《梆笛協奏曲》等欣賞曲目及「問答 

式」的「音樂欣賞學習單」等工具進行「百分比」數據統計據以了解學生意象建 

構的分佈取向，並以卡方（χ 2）檢定了解群組間的差異情形。第二階段的部分則 

運用「音樂文本」《飆》及「訪談記錄表」等進行個別訪談，編譯出重要的概念、 

範疇、屬性與面向，藉以確立學生欣賞歷程的脈絡與現象。 

    「回省性」是高中學生音樂欣賞能力探究的重要議題，過程中以「意」、「象」、

「意象」為理論架構，透過資料的蒐集、分析、研究歷程以及研究結果等，進行

欣賞教學內涵的思考及音樂欣賞教學的反省。歷程中以 Daugherty 所提出什麼是

音樂、為什麼要教音樂、為什麼在學校教音樂、誰應該教、要教些什麼、該如何

教等六個面向作為思考的起點，並以意象為架構；其次透過音樂欣賞的教學內涵

及音樂意象建構的歷程等兩項議題提出音樂欣賞教學的反省。 

    茲將本研究之程序步驟繪製流程圖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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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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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資料的處理 

     

本節將依音樂意象建構之第一階段「數據」及第二階段「訪談」等兩方面，

進行說明研究資料的處理方式。 

       

壹、數據資料處理 

 

    第一階段的研究資料處理為音樂欣賞學習單的回答類目分類，以及類目群組 

間百分比的差異比較。 

 

  一、音樂欣賞學習單的資料處理 

     
      音樂欣賞學習單的設計是依本研究文獻探討所論述人的生理、心理、意識 

  所構成審美歷程等提出的各項歸納整理結果，建構出研究中的理論分類「直覺 

  的意」、「情感的意」、「理解的象」、「完整聆聽的意象融合」四個類型，正符合 

  理論中「意－象－意象」的歷程；崔光宙（1992）指出，切中判斷主題的基本 

  性質、提出標準之充份和必要條件及提供典型的例子是作為優良評分的標準應 

  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研究者類型分類之原則說明如下： 

 

表 3-4-1   意象建構分類原則 

類目 分類條件 學生描繪示例 資料處理說明 

直覺的
意 

 直覺、主觀偏好的 

 回答 

 我喜歡這首音樂，因 
 為聽起來很快樂 

 主觀好惡的反應 

情感的
意 

 存在著想像、聯想的 

 故事性或經驗性描述 

 聽到這首音樂會想到 
 電視廣告賣冷氣機的 
 畫面，很有趣 

 聯想活動 

理解的
象 

 只要提及音樂的素材 

 及織體即列為象 
 小提琴好像在發抖 

 主體聚焦於音樂 
 素材樂器 

完整聆聽

的意象 

 能夠將個人想像的描 

 繪與音樂素材結合 

 小提琴的聲音好像是 
 小鳥的叫聲 

 鳥叫－想像 
 小提琴－音樂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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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卡方檢定 
 

  為了解高中學生意象建構類型的分佈情形，以百分比數據作為分佈情形的 

  探討；此外，為了解類別群體間的差異情形，以卡方（χ 2）檢定作為不同群組 

  間的同質性檢測。 

 

貳、質性資料的處理 

 

    質性研究的資料處理是以紮根理論之精神為核心，從訪談資料中尋找現象、

範疇、屬性與面向等，確立主軸譯碼的類別以建立音樂意象的建構範疇，進而從學

生音樂意象建構的脈絡中進行整理、歸納並呼應理論的架構。依據理論編碼命名的

方式有三種方式（Strauss & Corbin, 1987），本研究的譯碼命名則權衡能夠清楚呈現

整個研究的脈絡為主要考量，名詞運用的方式說明如下： 

    「概念」、「範疇」、「屬性」及「面向」主要是以文獻中的理論名詞作為分類 

的依據，研究者考量編碼的命名要能夠清楚地呼應整個理論建構的核心，並考量

資料間脈絡的關聯性與概念闡釋的意義；此外，若遇到上述各項皆無法明確闡示

主要的意義時，則輔以研究者自創可以清楚描繪研究的概念，以利於整體脈絡的

建構與因果現象的連結。茲將研究中編碼的過程舉隅如下（詳細的編碼過程請見

附錄四： 

        受訪者回答「我不喜歡ㄝ」： 

            「不喜歡」的概念為「意」、範疇為「情感的」、屬性為「直覺」、 

            面向為「主觀偏好」。 

        受訪者回答「我是指定音鼓」： 

            「定音鼓」的概念為「象」、範疇為「材料」、「屬性」為「樂器」、  

            面向為「正確的名稱直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