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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音樂意象建構的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旨在檢視音樂欣賞樂教的人文意涵、探討意象及音樂欣賞相關理論、

藉以了解高中學生音樂意象建構類型的分佈取向與建構方式，研究設計採用個案

研究法及兩階段進行的模式，研究結果亦將以「第一階段量化數據」與「第二階

段質性訪談」等資料呈現結果。 

 

第一節  音樂意象建構的量化數據結果 

 

    有關意象建構第一階段的研究主要是在了解高中學生意象建構方式的分佈

取向，研究資料的蒐集是以「問答」的題型做為建構類型的資料來源，填答題目

共有四題。所有資料依據學生敘寫的內容，以直覺（意）、情感（意）、理解（象）

與完整（意象）等作為四個建構層類目，並統計出各類型的百分比數據及各題各

類型群組間的卡方檢定，結果如下。 

 

壹、意象建構類型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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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各題意象建構類型分佈圖 

【註：毎一長條圖的類型分佈由下而上依序為直覺、情感、理解、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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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各題意象建構類型人次數據（N=112） 

類別 直覺 ％ 情感 ％ 理解 ％ 完整 ％ 

第一題 6 5 102 91 3 3 1 1 

排序 2  1  3  4  

第二題 5 4.4 102 91 4 3.6 1 1 

排序 2  1  3  4  

第三題 7 6 102 91 3 3 0 0 

排序 2  1  3  4  

第四題 4 3.6 102 91 6 5 0 0 

排序 3  1  2  4  

   

  分析與討論 

 

  1.從 4-1-1 的圖、表中得見，學生聆聽音樂的意象建構方式是以「情感型」 

    的人數最多，其次為「直覺型」與「理解型」，至於「完整型」的聆聽出 

    現的人次最少。  

    2.就人次的總數據來排序，「情感型」的建構方式為第一，次為「直覺反應」， 

  第三為「文本的理解」，最後則為「完整型」的聆聽。此外，探究各題各 

  類型的數據皆有著一致性的脈絡可循：「情感型」的建構在樣本中佔有 91 

  ％的比例，而「完整型」的聆聽數據為 0.5％，從以上的現象及 Croce 的 

  知識論系統「直覺」是最初淺的建構層次等理論來檢視學生的建構類型： 

  依大多數的學生而言，學生建構的層次已經超脫了最初階的層級。至於「直 

  覺型」與「理解型」兩者的數據則在伯仲之間，研究者依四個題目之各類 

  型建構出現人次來比較「直覺」與「理解」兩群組，「直覺」組的人次多 

  於「理解」組，以卡方檢定兩組同質性所得到的數值為 χ 2.99.(3)＝2.219n.s.， 

  卡方值小於臨界值 3 自由度的 11.3449，也就是說兩群組間（直覺型與理 

  解型）並沒有顯著差異。研究者思維此現象並檢視文獻理論：「理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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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構在「情感型」的建構之上，再者，青少年階段已經可以運用一些原 

  則來判斷美感，所以高中階段的學生已逐漸跳脫情感想像的空間而逐漸發 

  展到理解的階段。至於第四題的數據顯示「直覺型」的人次反而高於「理 

  解型」建構，何以會如此？值得深入探究的。 

    3.音樂是一種抽象的藝術活動，從心理基模的文獻中得知，11 歲以上的學生 

      已經具有「抽象式」思維的能力，可依「形式邏輯」的法則來思維問題。 

      此外，依形象思維的資料來檢視高中學生的能力，他們的想像空間已經從 

      具體發展到概括性的思維；就音樂發展螺旋圗來看，高中學生已有能力建 

      立自己的音樂概念地圖；以美感發展來說，高中學生的能力已能夠運用更 

      多的規則來評價作品，其發展已到第三階段。然而從本研究量的研究數據 

      顯示，研究中的受訪者其音樂意象建構的方式大部份仍落在「情感型」的 

      聆聽，這樣的結果是否也代表了高中學生音樂欣賞能力的不足？  

      

貮、意象建構方式各類目的同質性考驗 

   

   有關群組間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研究者擬以逐題的方式來探討學生在問卷

的敘寫內容上，其意象建構的百分比分佈是否在群組間具有顯著的差異？以下茲

就問卷中的每一題項（共四題），分作數據與圖表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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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題韋瓦第《四季》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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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第一題意象建構分佈圖 

 

表 4-1-2  第一題意象建構卡方檢定結果 

類別 直覺 情感 理解 完整 

百分比數據 5％ 91％ 3％ 1％ 

卡方檢定 χ 2.999.(3)＝261.21＊＊ 

     ＊＊p＜.001 

 

  分析與討論 

     

    1.本題數據以卡方檢定不同群組間同質性結果發現： 

       χ 2.999.(3)＝261.21，達.001 的顯著差異水準。 

    2.意象建構的不同類別群組間的數據有差異，其中有 91％的比例以「情感型」 

      的方式來建構聆聽音樂的意象。 

    3.依人次數據的高低排序，順序如下： 

      「情感型」→「直覺型」→「理解型」→「完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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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題何占豪《梁祝小提琴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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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第二題意象建構分佈圖 

 

表 4-1-3 第二題意象建構卡方檢定結果 

類別 直覺 情感 理解 完整 

百分比數據 4.4％ 91％ 3.6％ 1％ 

卡方檢定 χ 2.999.(3)＝261.07＊＊ 

     ＊＊p＜.001 

 

  分析與討論 

 

    1.本題數據以卡方檢定不同群組間同質性結果發現： 

      χ 2.999.(3)＝261.07，達.001 的顯著差異水準。 

    2.意象建構不同類別群組間的數據有差異，其中有 91％的比例以「情感型」 

      的方式來建構聆聽音樂時的意象。 

    3.依人次數據的高低排序，順序如下： 

      「情感型」→「直覺型」→「理解型」→「完整型」。 

    4.本題數據顯示與第一題類別數據的排序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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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題莫札特《小夜曲》K.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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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第三題意象建構分佈圖 

 

表 4-1-4 第三題意象建構卡方檢定結果 

類別 直覺 情感 理解 完整 

百分比數據 6％ 91％ 3％ 0％ 

卡方檢定 χ 2.999.(3)＝261.64＊＊ 

      ＊＊p＜.001 

 

  分析與討論 

     

    1.本題數據以卡方檢定不同群組間同質性結果發現： 

      χ 2.999.(3)＝261.64，達.001 的顯著差異水準。 

    2.意象建構不同類別群組間的數據有差異，其中有 91％的比例以「情感型」 

      的方式來建構聆聽音樂的意象；至於「完整型」聆聽的人數為零。 

    3.依人次數據的高低排序，順序如下： 

      「情感型」→「直覺型」→「理解型」→「完整型」。 

    4.本題數據顯示與第一題、第二題類別數據的排序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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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題馬水龍《梆笛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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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第四題意象建構分佈圖 

 

表 4-1-5 第四題意象建構卡方檢定結果 

類別 直覺 情感 理解 完整 

百分比數據 4％ 91％ 5％ 0％ 

卡方檢定 χ 2.999.(3)＝261.43＊＊ 

      ＊＊p＜.001 

 

  分析與討論 

     

    1.本題數據以卡方檢定不同群組間同質性結果發現： 

       χ 2.999.(3)＝261.43，達.001 的顯著差異水準。 

    2.意象建構不同類別群組間的數據有差異，其中有 91％的比例以「情感型」 

      的方式來建構聆聽音樂的意象；至於「完整型」的聆聽方式其數據顯示為 

      零。 

    3.依人次的數據來排序，順序如下： 

      「情感型」→「直覺型」→「理解型」→「完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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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此題建構的排序與前三題的排序略有不同，為何會形成不同，這是有待探   

      討的議題。 

 

   從以上百分比的數據資料得到如下的訊息： 

      1.高中學生聆聽音樂的方式仍以「情感型」類別的數據最多，各題以卡方 

        檢定的結果皆達於顯著差異水準，確認了多數學生以「情感型」的方式 

        建構音樂的意象。     

      2.現階段學生意象建構的發展是以「情感型」的建構為主，部份學生已能 

        運用「理解型」的方式來聆聽音樂，但亦有學生運用的是「直覺型」的 

        方式來陳述，至於「意象」融合的「完整型」聆聽方式，在第一題與第 

        二題的數據顯示皆只由一人，至於第三題與第四題的人次顯示為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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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音樂意象建構訪談資料的結果與分析 

 

    依文獻架構與學生訪談資料的陳述，欣賞的歷程是有其脈絡可循，整體建構

的現象以圖 4-2-1 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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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高中學生音樂意象建構的脈络 

   

  說明： 

      圖中所示，意象原是二元分立的，在「意」的歷程中是從初階的「直覺」 

      發展到「想像聯想」的建構。至於「象」的聚焦則是主體凝聚在音樂文本 

      之「材料面」與「織體面」的議題，不過之間亦有不同程度的區分，「材 

      料」的認知是淺層的，而「織體」的認知則為進階的學習。此外，在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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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聆聽的過程中不免因「時間距離」與「空間距離」等因素致使得欣賞的歷 

      程產生「不適中」的現象。縱然，主、客體的建構歷程是分離的二元，但 

      音樂審美的判斷終要回歸於一元融合的境界，主體不僅要能體驗音樂之 

      美、要聚焦於文本，同時也要深入於樂曲中的人文意涵，如此欣賞才不致 

      產生誤區，美感的體驗才得以完整。 

 

    整個研究的歷程中，研究者運用理論觸覺來蒐尋任何資料的語意與線索，依

質性研究理論性抽樣原則進行原始資料的編碼工作，具體歸納出「意的主體性意

識」、「象的客體性聚焦」與「意與象的思維」等三個主要核心概念：「意的主體

性意識」與「象的客體性聚焦」是以主體為主，探討主體對於客體所產生的直接

反應與聆聽的焦點；而「意與象的思維」則是研究者特意將受訪者意象建構的焦

點拉回到音樂文本之上，藉以確立受訪者的語意是直指音樂文本，以進行了解主

體聆聽音樂所產生的反應。茲將核心概念之文字資料結果與分析，說明如下： 

 

壹、意的主體性意識 

 

    「意的主體性意識」概念，其主要的核心在於主體聽音樂時接受音樂文本的

方式，透過訪談資料的主軸譯碼，由「意的主體性意識」萃取出「情感的」與「審

美距離」等兩種範疇，進而析分出各種屬性與面向，茲以圖 4-1-7 來表示整個概

念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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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2  意的主體性意識核心概念架構表 

 

  說明： 

 「意的主體性意識」是音樂意象建構方式的一個核心概念，第三列呈現範 

 疇的類別，並萃取出相關的類別「屬性」（第四列）與各自的屬性「面向」 

（第五列），直線表示方塊間彼此的相關，箭頭的方向是範疇、屬性與面向 

 的萃取來源，交相重疊的部份則在於強調彼此之間並非完全獨立，而是具 

 有某些成分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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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研究旨在了解當高中學生在面對一首不熟悉的音樂文本時，會以什麼 

樣的方式來建構其個人的音樂意象？依理論架構與訪談逐字稿的資料中整理歸 

納出第一項「意的主體性意識」之主要概念之外，並萃取出「情感的」與「心理 

距離」等兩大類的範疇。除了「想像與聯想」所萃取出來的「面向」命名是以「研 

究者用語」的方式，其餘之命名係以「文獻詞彙」為名，以清楚標示出研究者的

主要論述。  

    以下針對逐字稿資料的整理結果，就「情感直覺的建構」、「情感想像的建 

構」、「審美心理歷程的時間性距離」與「審美心理歷程的空間性距離」等四個議 

題提出結果與反思。 

   

  一、結果 

 

    (一)情感直覺的建構 

       

     1.主觀偏好 

         

          文獻探討第三節「音樂欣賞歷程」的理論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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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相互結合起來。而 Santayana 與 Croce 所提出的「直覺」  

      理論即強調音樂的奧秘在於人類主體並不需要真正地學習就能夠對音樂 

      產生直接反應而體驗之。 

       研究中的文本《飆》對受訪者而言是一首陌生的作品，當聆聽者面對 

      一首不熟悉的作品時，會產生「主觀偏好」的直接反應，這個反應有「喜 

      歡或不喜歡」的好惡議題，有鑑於此，研究者以這樣的問題提問：「你喜 

      歡這首音樂嗎？」。此外，為深入了解受訪者對於音樂文本好惡的原因， 

      研究者依訪談過程的回答狀況來判斷問題的延伸與否？類似追問的問題 

      為：「是什麼地方讓你產生了這樣喜歡/不喜歡的感覺？」。 

       依據訪談資料逐字稿得見，「好惡」的主觀意識是由主體直接產生，   

      至於介入其中的因素為何？受訪者產生反應的屬性與面向亦有不同，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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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的欣賞歷程可能源於一個音樂上的小小因素而萌生了「一桿擊中的 

      全盤認同或全盤否決」的反應，例如受訪者 M01、M07 的語彙就是屬於 

      「否決」的體驗： 

          師：來說說看你對這首音樂的感覺，你喜歡它嗎？  

          生：我不喜歡ㄝ。 

          師：為什麼不喜歡呢？ 

          生：我覺得它很「吵」。 

              ……                

          師：什麼地方讓你有這樣的感覺呢？ 

       生：就是那個「鼓聲」阿。（M01：14-138） 

       

   而 M07 的主觀想法則與 M01 的體驗不同：           

       師：為什麼不喜歡呢？ 

       生：因為聽起來很「可怕」。 

       師：……從什麼地方給你這樣的感覺？ 

       生：就是那個「鋼琴」的聲音，聽起來超可怕的。 

       師：是整個鋼琴讓你感覺很可怕嗎？ 

       生：也不是全部啦，只有前面那一段鋼琴的部份，後面的部份則覺得 

           還好。（M07：15195-15313） 

       

   F02 與 F06 則屬於「喜歡」的類型，F02 的想法是這樣的：       

          生：這首音樂喔，還「不錯聽」啊。 

          師：怎麼說呢？ 

          生：因為我對那個「打鼓的聲音」很有感覺。 

              ……  

          生：就是「定音鼓」的聲音，感覺很「震撼」。（F02：2136-2368） 

 

      而 F06 的偏好則純粹是來自於自身對鋼琴的喜愛：                 

          師：喜歡它的哪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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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鋼琴」吧。 

              …… 

          生：因為我自己就蠻喜歡鋼琴的，覺得他這首剛開始的時候就彈幾個 

              音而已，就是沒有很多個音，就覺得還蠻棒的，蠻好聽的，就是 

              覺得很平靜吧，然後我就是還蠻喜歡那種的。（F06：7096-7215） 

           

       以上四位受訪者對於文本的偏好是取決於「樂器」這個因素，所不同 

      的是受訪者 M01 對於音樂的不喜歡乃因音樂中的鼓聲讓他覺得吵、沒有 

      停頓，所以他不喜歡這首音樂；M07 則因為鋼琴的旋律讓他害怕而產生了  

   「不喜歡」的反應。F02 反而是鼓的震撼聲響讓他產生了特別的感覺，F07 

   則因鋼琴這個樂器是其個人的喜好而產生「喜歡」的情愫。 

      以上的案例是屬於一個因素影響了受訪者主觀偏好的反應，當然也有 

   些受訪者的回答是屬於不明確的口吻，但若再繼續深究則回答出現了「轉 

   折」：        

         生：我覺得還好ㄝ。 

      師：你所指的還好是指什麼？ 

      生：ㄟ……（受訪者沉默了ㄧ下），因為我覺得就是好像從頭到尾  

       就是很「亂」很……（受試者沉默了一下），就是覺得很「害 

       怕」很緊張，就是覺得心情不會很平靜，一直覺得「亂」的，很 

       「害怕」。  

         師：喔，所以你覺得這樣的音樂讓你是（研究者揚起了眉毛看了一下 

              受試者）……？ 

         生：（受訪者頭偏了一下）應該「不會很喜歡」。（F04：4592-4750） 

           

          F04 的語彙出現了兩次「亂」、「害怕」的名詞，最後的回應反倒出現 

      肯定的口吻。但有些受訪者在繼續深究其對於文本好惡的明確性時，所得 

      到的回答讓研究者仍無法下判斷，以下是受訪者 M03 與研究者之間的對 

      話：                  

          生：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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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什麼叫做還好？ 

          生：就是「不是」很喜歡「也不是」不喜歡……。   

          師：你再想想看把它說清楚嘛。 

          生：阿……就是「沒感覺」啦，很難回答咩！（M03：11052-11126） 

  

          有關「還好」的定義，研究者不確定該歸類為「喜歡」或「不喜歡」？ 

      所以引發了研究者試著引導學生說出其心中真正的想法，F04 在侃侃而談 

      敘說著自己的體驗之後，對於答案有了新的肯定；M03 則仍然沒有明確的 

      答覆。 

       還有一類型的回答則是參雜了兩種的情緒，這一類型的受訪者其回答 

   的反應是以「段落」的方式來回答個人的體驗，最常出現的類型是：  

          「……部份喜歡，部份不喜歡……」（F01：1218-1231） 

       「……前面比較喜歡，後面比較不喜歡……」（M05：13556-13570） 

           

          研究者將以上受訪者的偏好體驗依其語意歸類為「一桿擊中的全盤認 

      同或全盤否決」、「語焉不詳」及「段落性分野」等三種建構模式。 

       

   2.主體音樂氣質觀的直覺反應 

      

     自古以來許多研究指出音樂具有「氣質觀」的特色，這些理論的源起 

      可以追溯到古希臘時期，當時哲學家們認為音樂有一種深奧的力量，會因 

      不同調式而產生不同的音樂性格，所以，在主體聆聽不同調式的音樂時， 

      會呈現出多樣變化的情緒，諸如樂觀進取、多愁善感、感性等，在在說明 

      了音樂「氣質觀」的論證。 

      學者 Cooke 及 Hepburn 也呼應了這樣的論述，咸認為音樂的本體是由 

   「音樂」和「情緒」等兩種內涵於長期傳統發展下建構而成，所以音樂表 

      現了主體的心情與情感的動態。也就是說，藉由聲音不同的組合型態會形 

      成不同的聲音氣質，直接撞擊人類主體心靈的層面，進而促使主體產生不 

      同的直接感受，因此，作曲家們利用這些聲音的某些特質來創造音樂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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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以達到作品需求上的效果。 

         值此，研究者以「談談你對這首音樂的印象？」作為資料蒐集的來源， 

   從紙本的資料中發現：音樂「氣質觀」是直接建立在聆聽者的身上，他們 

   對於音樂的感覺會呈現出多樣化的體驗，諸如有些受訪者的言語陳述出現 

      了「情緒性」的字眼，受訪者 F06 就用了一個「high」的字眼：  

         師：這首音樂給你什麼樣的印象？  

              ……  

         生：喔，我覺得聽到鼓聲，我是想就是會想要跟他一起「跳」起來的  

       感覺吧。 

         師：喔，會想要跳？ 

         生：對，整個會「high」起來。（F06：7216-7348）  

 

   此外，有些用語則帶有「色彩」： 

         生：感覺整個是「陰森」的氣息……（M02：9771-9895）。 

 

        也有些受訪者則屬於「感受性」的陳述，在此研究者要說明的是，這 

   一類型的陳述並非是明顯的情緒用字，但卻又近似於情緒的感受，F03 就 

      是一個例子：  

         生：印象喔？嗯，有一點「詭譎」。 

         師：詭譎？怎麼說？從什麼地方給你這樣的感覺？ 

         生：前奏，他一開始用鋼琴來開始，來破題，就是用一些重低音然後  

       又彈得很慢，就有一種緊張凝聚的感覺，可是到中間的時候又突 

       然有一種簧管，好像是簧管，那種感覺像是管樂社在吹的一種東 

       西，反正那種東西出來就覺得氣氛改變了，像那種雨後天晴的感 

       覺，然後那種鼓就出現了，好像是那種大暴風雨之後的感覺，然  

       後又很輕快的氣氛......（F03：3165-3481）。                 

         

   M08 則用了「雞皮疙瘩」一詞來表達他的感受： 

     生：老師，這首音樂聽了會起「雞皮疙瘩」ㄝ，好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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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雞皮疙瘩？（因截至目前為止只有這位受訪者運用這樣的語               

彙，所以研究者不得不提高了音調）  

          生：對。 

          師：太誇張了吧！ 

          生：真的啦，我沒騙你。 

          師：從什麼地方給你這樣的感覺？ 

          生：鋼琴一開始就有這樣的感覺了。（M08：16168-16285）  

         

     有些則會藉由其他的名詞語彙來表達個人對於音樂文本的印象，在訪 

   談的逐字稿中就出現了這些名詞： 

          「現代」（M01：431-432） 

          「隨機音樂」（M05：13704-13708） 

          「戲劇」（M06：14847-14848）    

 

     依據 Hevner 與 Farnsworth 形容詞檢核表的分類系統得知，人類對於 

      音樂聆賞的過程中會直接產生情緒反應，而研究者依受訪者的的言詞陳述 

      將這些反應歸納成四種詮釋面向：「情緒性」描述、「顏色性」描述、「感 

      受性」描述、「名詞性」描述等。 

   

  （二）情感想像的建構 

 

    Kant 認為「想像」和「理解」是美感判斷的一個重要關鍵，所謂想像 

  涉及主體的思維模式，這段心理過程會以原有的表象和經驗來創造出新的 

  形象，所以，在音樂欣賞的歷程中，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的媒介與手段。 

       在解析受訪者訪談的錄音與逐字稿的資料中，針對學生情感性的想像描 

  述追尋其間的語意線索作為本項研究範疇分類的面向。首先，研究者以類似 

    「聽完這首音樂之後，你認為作者想要表達的是什麼？」的問題來提問，在 

    此，研究者立意從問題中去了解受訪者是以什麼樣的方式來建構一首不熟悉 

    的音樂文本之內涵？依逐字稿資料的語意傾向結果發現，受訪者的情感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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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有很多種的歷程。     

    訪談資料顯示，學生情感想像的歷程有些是來自於受訪者的「故事性經 

  驗」，在此所謂的故事經驗是指學生曾經聽過的故事、事件，或是看過的影 

  片等等，這些線索通常不是受訪者的親身經歷，而是在學習或成長的歷程中 

  獲得的訊息： 

       「應該是一種戲劇，應該是描述一個童話故事吧，嗯，對，應該是童話 

     故事……前面很像鬼片的音樂，有一點奇怪，後面主題才逐漸出現。」 

         （M06：14841-15020）。 

 

    「好像是『賽車』之類的，因為一開始音樂的速度很慢，好像是剛起步， 

     然後變得很快很快，應該是在競賽，所以一直在追在追……比賽完畢 

          之後大家在等待著名次……報名次……有的人表現得很高興……有 

          的人表現的很悲傷……」（M05：13687-13759）。          

      

     此外有些想像則是來自受訪者曾經親身經歷過的事件、現象及學習而 

   來的知識或者是潛藏於心的任何感受，最常見的就是「颱風」的議題： 

        師：你覺得整首音樂要表達的是什麼？ 

        生：表達喔（做了思考的模樣），是指一種心情型態嗎？ 

        師：都可以。 

        生：應該是一種「大暴風雨」之後，就是雨過天晴的感覺。 

        師：你是從什麼地方會有這樣的感覺？ 

        生：什麼地方喔？（停頓了一下）因為他用了鋼琴和一些鼓，有一些 

       緊張的氣氛，可是到後面呢有那種簧管出現，感覺是那種下過雨 

       後生出草的感覺，然後有那種春天來了的感覺，然後那種鼓，那 

       種圓鼓又出現有輕快的步調，對，就有那種冬天過後春天來臨的 

       感覺。（F03：3624-3817）    

       

   對於颱風的議題，M07 這位受訪者則將音樂文本中的字眼「飆」放在他陳 

   述的歷程，有關颱風與速度 M07 是這樣詮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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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一種『颱風』的感覺，像是『狂飆』的『速度感』，很恐怖， 

      很震驚……」（M07：16006-16037）。 

       

        也有些受訪者試圖在音樂的文本中推敲作曲者的內心情境，以尋找建 

   構歷程的線索： 

          生：我覺得就是我一直聽他好像一直要表達他的心情很亂啦，然後緊 

       湊很害怕，就好像要逃離什麼東西。 

        師：你從什麼地方聽到這樣的感覺？ 

        生：就是後來這三種樂器就是一直不斷的出現，就是交換，有時候就 

       是鋼琴比較小鼓聲比較大，要不然就是亮的鼓聲比較小然後就是 

       都交換出現的那種。（F04：5292-5433）  

           

        受訪者想像內容的來源有時是來自於故事內容的轉換，或是個人曾經 

   擁有的經驗，有時也會因個人成長歷程中風俗、人情、文化及社會歷史事 

      件的學習而產生聯想、想像的根源，M08 的歷程就是屬於「風俗文化」的 

      標記： 

        生：有神祕的感覺，好像是一種祭典吧。 

        師：祭典？什麼樣的祭典？怎麼會想到祭典呢？ 

        生：就是原住民他們的那種祭典。 

        師：為什麼會這樣認為？ 

        生：我也不知，就是感覺吧。 

        師：再想想，什麼地方讓你覺得是祭典？ 

        生：（受訪者沉思了一下）我知道了，應該是那個鼓聲，很熱鬧的鼓 

            聲，然後又有點神秘的感覺，所以應該是這裡讓我覺得是豐年祭。 

              …… 

        生：鼓聲吧，因為他們有一些儀式是用鼓伴隨著跳舞。（M08：16432- 

       16637） 

 

   F06 的內容陳述則屬於「歷史學習」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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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他可能是要想說一個「歷史」吧，然後他可能剛開始就是可能人 

       民都過得很好啊，可能都沒有遇過什麼戰爭之類的啊。 

              …… 

        生：我不知道ㄝ，就感覺吧，就是就感覺是一個歷史的那個，一個歷 

       史的過程吧。 

        師：過程？ 

        生：嗯，歷史的過程，後面可能戰爭結束然後可能大家得到勝利，然 

       後又恢復到平靜。（F06：7547-7747） 

           

   顯然 M08 的聯想歷程是建構在文化事典上，他聯想到原住民的祭祀活動 

      因而建構其個人的意象；而 F06 則是依歷史上的具體存在的事件發展出個 

      人的想像體驗。 

        依上述各位受訪者的訪談資料得見這樣的脈絡：受訪者所產生的情感 

   性想像與聯想歷程大部份都是個人學習與成長過程中的經驗，這其中不乏 

   有「故事的編織」、「經驗的描述」、「解讀性的聯想」、「歷史事件」等主體 

   意識性的面向。 

     

    (三)審美心理歷程的時間性距離 

     

    審美體驗的過程中有所謂「時間性」的心理距離，距離太遠對於客體會 

  產生不理解的判斷，距離太近又會有功利傾向的價值觀，因此，太遠與太近 

  對於主體與客體之間都是不合宜的，唯有「適中」的距離才能與實際的功利 

  保持客觀的審美標準，如此才不會背棄對藝術客體的體驗，這樣主體所獲得 

    的美感才是真正符合審美的要求。 

 研究中受訪對象在聆聽《飆》的文本時，是否可以跳脫出遠近的距離而 

 以合宜的體驗來完成音樂意象的建構？在資料解讀的過程中有下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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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過遠的距離 

         

     一般而言，當主體面對不熟悉的文本時，為了要把握客體的內涵，會 

      運用情感性的想像空間來捕捉客體的美感。然而，在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距 

      離過「遠」時，反而無法掌握作品的真義而形成對作品感知的無動於衷， 

   例如研究者在訪談受訪者時，要求受訪者試著揣測作曲者的樂想時，會得 

   到如下「距離過遠」的答覆： 

         師：請推想作曲者的主題為何會取名為《颷》？它與音樂有什麼相  

       關？ 

         生：飈喔！（偏頭停了一下）我覺得無法想像ㄝ（有笑聲），它為什  

       麼要叫做飈啊？老師，我不知道啦！（F03：3818-3952） 

 

     研究者質疑著 F03 的體驗似乎有著「過遠」的距離，因此試圖再以問 

   題來引導受訪者說出自己的想法，師生之間有著這樣的對話過程： 

         師：你幫他想想看嗎？ 

   生：想想看喔！（停了一下）老師怎麼想啊？ 

   師：你可以從音樂上的各種線索或者是你自己的感覺，各種方式都可

以的。 

   生：喔，這樣（想了一會兒），哎呀，太難了，想不出來。 

   師：那如果是你，你願意幫他取什麼樣的名字？ 

   生：我啊......（受試者笑而沒有回答，並且直搖頭）（F03：3953-4079） 

       

   2.太近的距離 

 

        在審美距離的議題中，距離「太近」會導致將日常現實生活中的現象 

      與藝術表達的虛幻景象等同起來，此間易犯的錯誤就是會以現實的生活面 

      去框套在藝術的虛幻裡，這樣的方法會降低了對藝術審美的判斷。再者， 

      太近的距離也易於產生所謂「功利性」的直接感受，最明顯的就是「好惡」 

      的直覺而無法跳脫出情感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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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受訪者對於音樂文本的語彙陳述有可能是自身情境上的潛在反 

      應，所以在聆聽的過程中主體會將內在潛藏的想法加諸在音樂之上，進而 

   產生距離「過近」的問題，在訪談逐字稿的資料中 M09 似乎有著這樣的 

      現象：     

         師：不喜歡哪個部份？ 

         生：應該是那個很憂鬱、很壓抑的感覺吧，感覺一點都沒有愉悅的感 

       覺，還有整首音樂感覺沒有什麼旋律性，只是打擊的聲音，所以 

       不喜歡。 

              …… 

         生：應該是說有一種壓力的感覺、又有倉促的感覺，應該是說他把他 

       的情緒壓制住。 

              ……      

         生：應該就是很多打擊在一起，有壓力、倉促的感覺。 

         師：從剛剛開始，你就一直提到有壓力的感覺？最近有事情讓你覺得 

       很煩嗎？ 

         生：煩？（受訪者停了一下）應該有吧，我想高中生一定都有很多煩 

       人的事吧。 

         師：說說看，例如什麼？ 

         生：像功課啊，升學啊，交女朋友啊……很多吧……（M09：16864- 

              17368） 

       

          雖然有許多的文獻理論認同音樂具有「氣質觀」的說法，相對地， 

      也有研究指出，有些音樂的情緒性色彩在聆聽的歷程中，會隨著聆聽者自 

      身的情緒反應而產生。倘若音樂的反應是追隨著欣賞者自身的情緒，那麼 

      審美的結果將導至藝術價值是否具有「恆久性」的爭議。這也就是為什麼 

      「情感」的議題在十九世紀相當受到自律論學派的抨擊，因為自律論學派 

      強調：藝術的美感應該是「永恆」的，倘若在欣賞美物時，必須藉由外在 

      主體的情感因素來體驗，這樣就會落入多樣貌的情感變化而產生不同的美 

      感，那麼藝術何以成為藝術，藝術又有什麼「永恆」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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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音樂文本《飆》的訪談資料中萃取出建構屬性的面向，受訪者對於 

      音樂的整體反應大部份是以「吵」、「急促」的詞彙來描述「鼓聲」，以「陰 

      森」、「詭異」來描述「鋼琴」。然而在與 M04 的對話中發現，受訪者的情 

      緒反應顯得特別，或許這正也顯示了這位受訪者未能跳脫出現境而產生距 

      離太近的問題，以下是研究者與受訪編號 M04 之間的對話： 

          生：因為感覺上音樂聽起來感覺蠻「悲傷」的，聲音很低沉，所以我 

              不喜歡。 

      師：悲傷？（初聽到這個答案時，研究者因訝異而不由得提高了聲 

              調），你是說悲傷？哪個地方讓你覺得悲傷？ 

    生：整個音樂的感覺吧，就是前面那個鋼琴混彈的地方。 

    師：你覺得是鋼琴的部份悲傷低沉？ 

    生：對。 

    師：怎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再多說一點好嗎？ 

    生：怎麼會有這樣的感覺？我也不知道？就是有這樣的感覺ㄝ。 

    師：所以這首音樂給你悲傷的感覺，是從什麼地方開始給你這樣的感 

        覺？ 

        …… 

    師：你今天心情如何？ 

    生：今天……（受訪者低頭不語） 

      師：今天心情不好嗎？ 

    生：沒有啊。（不過研究者看到了受訪者淚水盈眶）（M04：11806-12067）   

       

    窺視受訪者的聆賞心理歷程，審美的體驗若沒有保持適當的距離，主 

體會因距離太近而將自身的情緒、壓力等直接反應在音樂文本上，如此只 

是呈現個人內在的情緒無法體驗文本真正的內涵；距離過遠，卻又會形成 

無法把捉作品的感知而產生無動於衷。所以，唯有保持適中的時間距離， 

審美的體驗才得以保有客觀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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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審美心理歷程的空間性距離 

  

        在文獻中，研究者引用了蘇東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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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來揭示審美空間距離的觀念，即在 

    說明主體領略客體的整體風貌與氣勢，其感知的角度必須要不偏不倚如此才 

    能真正還原客體本來的面目，倘若有所偏頗，將會使得審美的感受受到扭曲 

    而變形。而 Aristotle 也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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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覽無盡，無 

    法看到它的整一性。」 

     以音樂欣賞的歷程來看，空間距離或段落性的議題，如同 Aristotle 所說 

  的，距離太小會落入「點」與「線」的枝節，空間距離太大，一覽無盡也只 

  是聽到一種模糊的印象而已。然而在聽的歷程中，聆賞時的完整或片段有些 

  時候是很難拿捏的，因為這還涉及到音樂的「記憶」。 

     本研究的主要議題在探討學生面對不熟悉的文本時，其初次聆賞的過程 

  是如何建構音樂的意象？就空間性的心理距離過程中，研究者析分出下列幾 

  個面向： 

     

      1.過小的空間距離 

      

     一首音樂的全貌為何？當主體跟隨著音樂的律動行進時，主體的腦海 

   中會出現什麼樣的音樂輪廓？從訪談逐字稿中不免看見有些受訪者因過 

      小的空間距離形成枝節性的陳述來描述對於音樂文本的體驗，M02 的體驗 

   就屬於這種過小的狀態：  

     生：有啊，就是「雜亂無章」。         

              ……  

         生：就是第二和第四段的地方。（M02：10249-10449）           

 

       第二段是「定音鼓」的部份，第四段是「全部樂器」的合奏，從 M02 

   的資料中看到了這些訊息：受訪者對於音樂文本的印象是屬於一個「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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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空間距離，就如同文獻中所陳述的過小的距離所擁有的聽覺印象反而是 

   支離破碎的，所以受訪者對於音樂整體的概念是音樂片段中主要印象的擴 

      張而已。 

       

   2.過大的空間距離 

         

         聆聽音樂文本的全貌時主體應該要聽什麼？在「音樂要聽什麼」的文 

      獻探討中，音樂架構與織體的網絡是一項構因。受訪者在聆聽的過程中可 

      以析分出音樂中的哪些段落？源此，研究者編擬詢問的主要核心為：「談 

      談看你認為這首音樂一共分成幾個段落？」，並由此延伸下一個問題：「你 

      是如何判斷它的分段？」來了解學生對於整體音樂的風貌，相關的陳述如 

      同文獻中所討論的，過大的空間距離會形成對客體的「模糊不清」，所以 

      獲得的語彙多以「不知道」來回答，諸如：M01、M06、F01、F02、F03、 

      F04、F05。 

              

 二、意的主體性思維之反思 

 

     從訪談逐字稿的資料分析歸納結果，研究者有五點的反思，歸納如下： 

    

 第一點反思 

      研究者選擇音樂作品《飆》作為研究文本的重要工具，乃源於研究者「認 

  為」音樂中的「快速」節奏與「打擊」聲響，正符合高中學生那種具有叛逆、 

  飆速的性格，以研究者多年的教書經驗「直覺」高中學生應該會喜歡音樂中的 

  「陽剛」氣質、「酷炫」的華麗風格，這首音樂應該符合受訪者這一年齡層的 

  時尚風潮，尤其是男性受訪者。然而訪談的結果卻讓研究者相當地意外，意外 

  的是多數「男性」受訪者對於這首音樂都表示了「不喜歡」，反倒是多數的女 

  性受訪者則表達了「喜歡」的偏好，這樣的結果讓研究者相當「驚訝」，也讓 

  研究者產生了另一個好奇的議題是：「這是一個什麼樣的情意態度？是什麼因 

  素會讓男、女受訪者的主觀偏好產生不同？」、「是什麼因素讓研究者的主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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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識產生錯誤的判斷？」 

 

  第二點反思 

      高中學生在聆聽音樂的歷程中，「我」的主體核心意識是一項主導聆賞歷 

  程的重要關鍵，也是影響其意象建構的方式之一：其中「好惡」的反應可能源 

  於音樂中的一個因素引發受訪者對於首整音樂的「全盤認同」、「全盤否認」， 

  或者是形成所謂「部份喜歡」或「部份不喜歡」的「段落性分野」；而也有些 

  受訪者在僅聆聽了一次的印象之中，無法明顯的體驗出好惡的問題；此外，音 

  樂的「氣質觀」也是「直接」影響學生「直覺」感受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些 

  感受的陳述中，受訪者會運用所謂「情緒性」、「顏色性」、「感受性」、「名詞性」 

  的字眼來描繪其對於音樂的直接感受。 

               

  第三點反思 

      由於主體對於音樂的「感受性」議題產生「想像與聯想」的情感感受，這 

  些「想像與聯想」的訊息源自何處？從訪談資料中得見，這與主體「成長」與 

  「學習」的歷程有關，所以從學生的敘述可以整理出「故事性的」、「經驗歷程 

  性的」、「解讀性的」、「歷史性的」等相關的脈络，受訪學生們在陳述的歷程中 

  皆可侃侃而談，談的是其心中的想像。然而，文本的聆賞豈能只落在「情感想 

  像」的空間？從文獻資料中可以確認的是：「想像與聯想」是主體接近客體的 

  一個手段而非終點，唯有在「意」的主體思維達到盡「象」的境界，如此才能 

  真正詮釋作曲者賦予音樂的意涵。 

 

  第四點反思 

  影響主體體驗音樂的另一個因素即是主體未能跳脫主觀的概念，也就是說 

  未能適當地保有「適中距離」而落入距離「遠、近」的面向。由於「太近」的 

  審美距離會將自身的心境反應在客體之上產生主觀偏好的直接批判，因此無法 

  明晰本體的內涵而達到體驗音樂文本的美感；再者，距離「太遠」又會落入對 

  作品感知的「無動於衷」，衍生而來的是主體無法體驗聆聽音樂的樂趣，既然 

  無法產生聆聽的樂趣那麼又如何能產生主動聆聽精緻音樂的意願呢？所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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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適當」的距離、跳脫主觀的成見，才是體驗音樂美感的重要經驗。 

 

  第五點反思 

      審美心理的空間距離如同時間距離的議題般，應該都要保持「適當」的， 

  誠如文獻中所陳述：空間距離的過大只是體驗到一個模糊的印象，空間距離過 

  小又會落入「點」與「線」的枝節。在研究資料中也發現，受訪者對於整體文 

  本的體驗印象通常會落入兩個面向：一個體驗是來自文本中的某一特徵的「段 

  落」印象而形成「以一概全」的「段落性攫取的完整體驗」，另一項則是落入 

  「模糊印象的段落分析」，這些描繪皆不是音樂文本的全貌。況且文獻資料也 

  指出，音樂文本的內涵不僅是「材料面」的議題，同時也應該要達到「織體面」 

  的深度，然而研究中受訪者對於文本中的段落分析卻都是著眼於「樂器」的素 

  材，或者是憑藉著某些「因素」去決定所謂段落的答案，這些現象似乎也說明 

  了主體對於客體「象」本質的不確定因素，才會造成「段落性攫取的體驗」與 

  「模糊印象的段落分析」等不完整體驗。 

 

貮、象的客體聚焦 

   

   在聆聽音樂的歷程中，除了「意的主體性意識」會扮演著主導的角色，此外， 

另一個聆賞的核心概念則是聚焦在「象」的音樂文本之上。面對文本，主體要聽 

的是什麼？綜合文獻探討第二節之「意象的主、客體思維」與第三節「聆聽音樂 

文本的內涵」等理論資料歸納出，音樂文本的基本要素是屬於「點」與「線」的 

議題，這其中囊括了音高、音值、節奏、和聲、樂器等音符與音色的材料面；至 

於「面」是點與線的延伸與擴充，這是屬於音樂結構方面的議題，諸如：音組織、 

曲式、織體、詮釋、風格等；再者，完整聆聽的過程應該要做到了解創作者的創 

作動機、樂想與當時的文化背景，如此才不會產生誤區。源於以上各項要點，研 

究者引用 Meyer 所提出的「語法性」與「非語法性」等兩種音樂語彙分類為「材 

料要素」與「織體面」，並歸納出圖 4-2-3 的音樂文本整體性內涵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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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音樂本體的內涵 

 

    雖然多數受訪者聆聽音樂的歷程會圍繞在「意」的主體性意識之上，但也有

資料顯示受訪者的聆聽焦點也不乏有落在「象」的文本之上，所以在訪談逐字稿

的資料上有這樣的現象：音樂文本中的本體素材與織體是受訪者們聆賞過程中的

一項重要因子，如圖 4-2-3 所示。至於音樂要聽什麼？這其中會有「點、線、面」

的構因。依學生聆聽音樂文本的訪談資料，研究者析分出兩項重要的次概念，一

為「點、線」範疇的「材料要素」，另一則為「面」的「織體面」範圍。「材料要

素」可萃取出「樂器」、「節奏」與「旋律」等屬性，「織體面」則萃取出「風格」

屬性。茲將概念、範疇、屬性、面向及其整體的架構，繪製如圖 4-2-4，其中概

念、範疇、屬性的命名是為「文獻詞彙」，面向的命名則為「研究者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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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4  象的客體聚焦核心概念架構 

 

說明： 

    此圖說明主體在建構音樂意象時，部份受訪者將注意力聚焦於客體文

本之上，以此為核心繪製而成的概念圗。「材料要素」與「織體面」

是從概念中析分出來的範疇，箭頭的方向則是範疇、屬性與面向萃取

的來源。  

 

象的客體聚焦 

音樂意象建構的方式(二） 

織體面 材料要素 

樂器 風格 

1.感受性描繪 

2.刻板印象的

詮釋替代 

模糊的 

先前理解 

節奏 旋律 

1.速度描繪 

2.符號標籤 

1.感受性描繪 

2.組織性詮釋 
1.模擬音色式說法 

2.正確的名稱直指 

3.對照式說法 

音響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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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生在聆聽音樂的過程中，除了有主導性的主體意識之外，且由於聲響 

的物理運動現象使然，聽覺感官的接收通常也會落在音樂本體之上，只是每一位

主體的接收狀況不同，對聚焦於客體的「點、線、面」亦有不同，以下即針對文

字稿中整理出來的「材料要素」與「織體面」等兩個範疇提出結果與反思。 

 

  一、結果 
   

  (一)材料要素 

 

 在音樂聆聽的過程中，主體的意識應該聚焦於何處？文獻第二節「象的  

  客體論述」一文即有資料呈現：音樂的了解應該是要建立在音樂文本之上， 

    所謂音樂的「本體」不論是「自律論」或是「他律論」，不論是「絕對音樂 

    學派」或是「標題音樂學派」，在學者的眼中都強調了解「音組織」之間的 

    關係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文獻第三節「聆聽音樂文本的內涵」中，學者們對 

    於文本要聽什麼也都有明確地指示。音樂要聽的是什麼？其中或許無法避免 

    情感意識的主導而分散了應有的聚焦，但也不能忽略文本中「本體」的重要 

    性。 

 同樣地，當學生在面對一首陌生的文本時，無可避免的會直接產生主觀 

  偏好的問題，但情緒的產生並不是沒有根由，因為從「意的主體性意識」的 

    資料結果發現這些現象：學生對於音樂的整體印象或許是模糊的，但聆賞者 

    所產生的某些深刻印象與感覺卻也是來自於音樂中某些「素材」的體驗，也 

    就是說，音樂的素材是影響主體聽覺的一項重要因素，所以意象建構的面向 

    不只是一個單面向的問題，而是「多面向」、「多元的」問題。只是，在聆聽 

    的過程中，受訪者聽到的材料要素是哪一種屬性？哪一面向？這是本研究關 

    切的另一項議題。從訪談文字稿中學生聆聽音樂的屬性可以萃取出「樂器」、 

    「節奏」與「旋律」等三個範圍，以下即針對這三種屬性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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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樂器素材 

          

  由於國內學校音樂課程的學習歷程，普遍而言學生第一個接觸的樂器 

是「鋼琴」，也因此受訪者都能正確地指出「鋼琴」這個樂器的名稱（M01、 

M02、M03、M04、M05、M06、M07、M08、M09、 F01、F03、F04、 

F05、F06、F07）；其次則為「定音鼓」（M01、F02、F07）；至於中國五 

音排鼓則沒有受訪者能道出名稱。 

         受訪者是否能直指樂器的名稱有些還涉及了先備知識的能力，不過， 

   當受訪者無法直指樂器名稱時也各有其運用的方法來敘述，最常出現的 

      語彙是直接運用聲音「模仿」的方式來表達，諸如： 

          「那個『蹦蹦蹦』的聲音啊……」（M07：15432-15456） 

         「咚咚咚……」（F05：6387-6418） 

         「蹬蹬蹬……」（F07：8600-8637） 

           

   另外一種語彙則是運用印象中的物品聲響來替代音色的實質感覺： 

         垃圾筒……瓶瓶罐罐……（M04：12110-12133） 

         

     研究者試圖要求受訪者 M04 將其口述描繪的瓶罐或垃圾筒聲響說明 

      清楚，以了解其所指射為何： 

         師：說說看，你剛剛到底聽到了什麼聲音？哪一種聲音是瓶瓶罐罐的  

       聲音？描述一下。 

         生：就是有 ki ki ko ko 還有蹦蹦的聲音。 

         師：什麼東西 ki ki ko ko。 

         生：就是有一種鼓，聽起來是 ki ki ko ko 的。 

         師：那蹦蹦是什麼？ 

         生：蹦蹦也是鼓聲阿。 

         師：你剛剛不是說鼓是 ki ki ko ko 嗎？怎麼又說蹦蹦？ 

         生：它不是有兩種鼓聲嗎？（受訪者以疑問的口吻並看著研究者） 

         師：是啊，是有兩種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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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所以有一種鼓的聲音是 ki ki ko ko，另外一個鼓是蹦蹦。 

         師：那你說說看哪一個鼓是 ki ki ko ko，哪一個是蹦蹦？ 

         生：說說看喔？（停了一下）要怎麼說？ 

         師：怎麼？有問題嗎？ 

         生：對啊，不知道怎麼形容？因為不知道它叫做什麼名字？ 

         師：那你告訴我，是 ki ki ko ko 的聲音先出現呢？還是蹦蹦？ 

         生：喔，是蹦蹦。（M04：12153-12398）。 

         

     M04 運用品名來描述其對於聲音的感受，這與運用「模仿聲音」的方 

      式有異曲同工之妙。另外，對於樂器名稱的說法尚有一種方式是源於受訪 

      者無法肯定其所聽到的樂器到底為何，所以會以一種類似「對照」的方式 

      來指稱，諸如： 

          「……定音鼓……的『另外一個』……」（M01：199-241） 

   「……上次『舞蹈班』表演的那種鼓……」（F03：2852-2896） 

   「……比較『亮』的那個鼓……」（F04：5052-5132） 

     「比較『低』的那個. ……比較『高』的那個……」（F05：6339-6369） 

   「……『清脆』的……『低沉』的鼓聲……」（M03：11546-11572） 

         

         在受訪者的語句裡隱藏著「一個」及「另一個」或者是運用「比較」 

      語法的現象，研究者推測原因乃在於音樂文本使用了一個比較不常用的 

      「中國五音排鼓」，這個樂器在學生學習的歷程中較少接觸的，所以也就 

      可以理解受訪者們無法道出樂器名稱的理由，所以若要求其清楚地陳述不 

      同的「鼓」，那麼大多數受訪者只能運用類似「對照」的語彙來表示。 

     從上述資料看來，受訪者在聆聽的過程中，對於「樂器」素材的這一 

      個面向上，各有其運用的語彙來傳達心中所要陳述的，而這些語意研究者 

      將其歸納成「正確的名稱直指說法」、「模擬音色式說法」以及「對照式說 

      法」等三種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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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節奏素材 

     

        文獻探討第三節音樂發展的基模得知，學童對於音樂材料的認知，最 

      先產生的是樂器音色，其次是節奏速度，由於文本中有相當明確的節奏， 

      所以受訪者對於節奏的聆聽大多數都落在「速度」的素材上，在訪談文字 

      稿中可以析分出下列的語彙：         

         「急促……」（M01：294-337） 

     「緊張、緊湊……」（F01：1938-1968） 

         「輕快的……」（F03：3111-3135） 

         「跑……」（F05：6805-6816） 

      「快……」（F06：7776-7838、M06：14935-14965、M09：17671-17693） 

         「……加速……變慢……變快……」（M02：10721-10762） 

         「狂飆的速度感……」（M07：16006-16037） 

              

     就多數的受訪者而言，「速度」的描繪是落在「感受性」的議題，研

究者認為會發生這個現象的可能因素有二：一為受訪者的聽技能與認知層

面在學習上並沒有整合；其次為受訪者音樂術語的涉獵不足。 

     觀察現階段高中學生其音樂術語的描繪能力為何？研究者認為應該 

      有能力具備某些基本的音樂符號概念，這些訊息可以從訪談文字稿中得其 

      脈络：  

          師：那你想想看，作曲者的主題為何會取名為《颷》？與音樂有什麼 

             相關？ 

         生：我覺得一定是要表示內心掙扎到最高境界。 

              …… 

         生：因為節奏的「密度」越來越緊張，很緊湊，所以應該是與這個有 

       關係的吧。（F01：1787-1801） 

           

         此外，編號 M01 在這一方面的表現比其他受訪者更具有正確且深度

的使用語義，縱然其語義的表現仍有限度，但卻也讓研究者印象深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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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的過程中，受訪者就有這樣的陳述：  

         「這首音樂啊，聽起來很急促，定音鼓表現出快速的音符，另外一種 

      鼓則好像是『十六分音符』的『輪音』」（M01：294-337） 

         「……鼓類的『音群』很急促……」（M01：962-1008） 

 

     M01 的表現就樣本這一群組而言，是具有較高層次的語義表現，同時 

      也能將聽技能的認知轉換成音樂語義的描繪能力，這是否也透露出其音樂 

      意象建構的層級稍有深度？是什麼因素讓受訪者的表現如此特別，研究者 

      探尋受訪者的基本資料發現：該生是學校管樂社的社員，本身的音樂學習 

      經驗就曾經學習過「打擊」，顯然「輪音」、「音群」應該是學習歷程中的 

      用語，這是否促成 M01 能運用符號標籤的語法來陳述的理由呢？這是值 

      得觀察的。 

         聽覺感官對於音樂節奏素材的體驗所得到的資料雖以「感受性」的速 

      度陳述較多，能夠真正運用音樂「符號標籤」的畢竟是少數。但儘管受訪

者符號名詞的產生是來自其他學科的用字，但這是身為音樂教育工作者

樂見其成的。 

     

   3.旋律素材 

    

   「旋律」是音樂文本中相當重要的材料，由於「線條性」的特徵在於

主體必須有強化的「音樂記憶」，因此，受訪者能聚焦在「旋律」這一素

材者，資料相當有限，大部份的陳述仍以主體「意」的建構方式偏多，尤

其是「感受性」的文字描繪：  

     「定音鼓的音高感覺都『含糊』在一起……」（M01：1040-1093） 

   「音樂『忽高忽低』……」（F011394-1438）  

   「比較可以用『唱』的唱出來……」（F05：5943-5965） 

   「比較沒有『很好聽』的旋律，沒有很『容易記得』的旋律（F05： 

           6851-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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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律是「點」與「線」之間的聯係，是由許多不同音高與不同時值的 

   音符所結合而成的一條線狀物，在受訪者的體驗中大多數的陳述雖以感受 

      性的言詞來呈現，但也有屬於「詞彙」的面向，例如研究者與 F07 之間的 

      對談就有這樣的描述： 

         師：你還記得音樂中有哪些特別之處嗎？  

         生：有，印象很深的，有，可是哼不出來。（沉思了一下然後又補述） 

             我知道有那段音樂，但是我哼不出來。 

              …… 

         生：出現在鋼琴，鋼琴有那種「音階」的排列。 

         師：你是說有一段有音階的部份？ 

   生：嗯，我喜歡那種音階的感覺……（F07：8865-9016） 

  

受訪者 M05 對於旋律的體驗則落在「半音」上： 

  生：就是前面那個蠻輕快的音，好像都只有「半音」 

              …… 

   生：就是前面鋼琴那個「半音」……（M05：13638-13815） 

 

     以上陳述著眼在「音」的範圍，進而延伸至「排列」、「半音」、「音階」 

      等語彙。不過受訪者 F01 聚焦的面向比較不同，她的用語反倒是以「走向」 

      為說詞，在整個訪談的過程中有下列的對話： 

         生：……那個低沉的部份，音樂的「走向」好像沒有「方向」。 

   師：沒有方向？你是指哪裏？ 

   生：例如鋼琴的「段落」啊，好像就沒有方向的感覺。 

             …… 

   生：嗯…就是人家音樂好像都有一個固定的「走向」，可是這首音樂的 

       鋼琴旋律好像就是「跳來跳去」的。（F01：1237-1367） 

         

    綜合以上的論述，針對音樂素材「旋律」的面向所得到的資料不多，受 

    訪者能運用的語彙也有限，歸咎其原因，研究者認為這是「能力」的問題。   



 164

    縱然文字資料有限，不過從受訪者出現的語彙仍可歸納出「感受性的描繪」 

    與「組織的詮釋」等兩種面向。 

 

  (二)織體面  

       

        「點」與「線」的延伸與擴張是整個「面」的議題，而「面」的構成則 

    內含著許多必須會聚的要件，舉凡組織、曲式、風格、音響以及樂器編制等 

    皆為音樂學習的歷程。在訪談文字資料中，研究者發現受訪者對於織體面這 

    個屬性的體驗是聚焦於「音響色彩」及「風格」等兩項素材： 

     

   1.音響色彩的織體面 

 

   對於「音響色彩」的體驗，受訪者無法以明確的知識語彙來詮釋其所 

聽到的文本，而以一種貼近的「描繪」語法來陳述個人的體驗，諸如受訪 

者編號 M07 對於文本中「鋼琴」的音響就有如下的說法： 

    「鋼琴」好像不是「一個音一個音」的彈，好像是「好多個音」一 

  起彈，所以聽起來是「蹦蹦蹦」的。（M07：15560-15599） 

        

         M07 體驗到文本中「鋼琴」旋律的音符運用了「堆疊」的和聲手法， 

   可惜不俱足的音樂知識使其無法完整的陳述。依據研究者訪談作曲者而深 

      入文本「飆」的了解：作曲者採用的創作手法是以「大三和絃再加一個音」 

      的方式來改變和絃的結構以形成一種四音一組「增七和絃」的「特別」音 

      響效果。而受訪者口中的「蹦蹦蹦」就是在描述這樣的音響色彩，只是未 

      能以正確的「音樂語彙」來表達他的體驗。 

     有關「音響色彩」的體驗，編號 M05 則用了形容狀詞「一大片」的 

      生活用語來敘述，研究者認為這個形容相當貼切，這一段對話的歷程如下：       

     生：……有一些音我聽不清楚，有些是「一大片」的感覺，所以不 

       知道要怎麼回答。 

         師：什麼東西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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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就是那個音樂，聽起來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感覺。 

         師：一大片一大片是什麼樣的感覺？你說說看。 

         生：就是感覺上好像不是「一個一個」的音符，而是「好多好多」的 

       音符「堆」在一起，哎呀，我也不知道要怎麼說。（M05：13979- 

       14108） 

         

   音樂織體面的體驗對於本研究的受訪對象而言，基本上是需要有先前 

理解的能力，然而，從訪談文字稿的資料顯示，部份受訪者可以體驗到音 

樂音響的特性，然而其對音響色彩體驗的歸類為「模糊的先前理解」。 

       

   2.風格的織體面 

 

         風格的內涵涉及到學習歷程中的文化背景，至於學生如何判斷，依訪 

      談稿資料顯示，受訪者的體驗大部份是落在「感受性」的議題，只是不同 

      的受訪者其所聚焦的面向亦有所不同，諸如編號 M01 對於「鋼琴旋律」 

      有特別的感受，他的感受並不是來自於「和聲」的效果，而是來自於音樂 

      風格的「感覺」。他認為文本中鋼琴的旋律具有「現代的」風格，但是對 

      於現代風格的描述受訪者只以「感受性」字眼來描繪，並未明確地指出文 

      本中織體面的組織議題：  

         生：（受訪者沉思了一下）鋼琴吧，鋼琴的印象比較深刻，感覺還蠻  

       「現代的」。 

         師：現代的？（研究者露出了不解）說說看現代的風格是什麼樣子？ 

   生：「現代」喔，就是那種調子的感覺比較「奇怪」，不像以前的音樂 

    比較「規矩」。（M01：402-492） 

 

     此外，在訪談文字稿中不乏發現有所謂「刻板印象的詮釋替代」的現 

   象，在此，研究者所意陳的是受訪者對於音樂文本織體的體驗是來自於刻 

   版印象所形成的理解。舉例來說，聽到「中國鼓」就會想到「中國音樂」， 

   看到「豎琴」就會聯想到「西洋音樂」。在訪談的過程中，「樂器音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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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常出現的既定印象，受訪編號 M01 與 F03 在音樂風格方面，就有這樣 

   的陳述： 

     生：就是覺得很吵，不過還蠻有「現代風格」的，很有「中國風味」。 

              …… 

         師：那你說說看，音樂的哪裡讓你有這樣的感覺？ 

   生：從哪邊？（受訪者停頓了一下）因為好像每一個「樂器」都有一 

       個主題吧。 

   師：你是說樂器的部份讓你有中國風格的感覺？還是主題？ 

   生：應該都有吧！應該是說「樂器代表著一種主題」，然後樂器所表 

             現出來的又有「中國的風味」。（M01：573-818） 

      

         受訪者 M01 體驗到了「中國風格」的韻味，至於這個體驗是從何處 

   而來？受訪者感覺的來源是「樂器」，因為每一種「樂器」代表了一個「主 

   題」，而在樂器與主題之間形成了受訪者口中的「中國風格」。攸關這樣的 

   理解是否正確？研究者思考著：或許樂器的音色帶給了聆聽者的印象，但 

   是若沒有音樂織體面的重要因素，也難引發「中國風格」的推論，因為在 

   音樂文本中所使用的兩個鼓，一個是中國的「五音排鼓」，另一個是西洋 

      的五顆「定音鼓」，若深入於音樂的內涵，顯然五顆鼓形成了五聲音階的 

      調式孕育其中，所以「中國風格」的感受是否來自於「樂器」？這是研究 

      者質疑的。 

   編號 F03 對於「音樂的風格」則為另一類的詮釋，受訪者認為： 

          生：就是說他音樂裡面有一些的「民俗風」，因為他用了一種「鼓」， 

       感覺上像是「南島民族」用的那種鼓，上次舞蹈班有表演的那種 

       鼓有沒有，感覺上就是那種民族風，很有那種氣味，好像來自「夏 

       威夷」的感覺。 

     師：上次舞蹈班用的那個鼓？（研究者因為沒有參加舞蹈班的發表會， 

      所以不知受訪者指的是哪一種鼓？） 

  生：就是長長的（受訪者運用手勢比劃企圖讓研究者知道她所指的是 

       哪一種鼓），有一點橢圓，然後放在架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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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所以你所指的這個鼓的聲音是音樂中的哪一個鼓？ 

  生：哪一種鼓喔？（受訪者面露難色） 

  師：是比較亮的那一個？還是比較低沉的那一個？還是都有呢？ 

  生：我指的是那個比較亮的那個鼓，老師，您知道所我所說的是哪一 

       個嗎？ 

         師：（研究者點點頭，據研究者對舞蹈班的了解，受訪者所指的鼓是 

       貢嘎鼓）所以你覺得是鼓的聲音讓你有民族風的感覺囉？ 

         生：嗯。（F03：2767-3076） 

 

     F03 對於風格的體會是既有的印象轉換而成的理解，由於看過舞蹈班 

   表演所使用的鼓，因而產生了對於樂器音色的深刻印象順理地成為受訪者 

   對於音樂風格的詮釋，這也就不難理解何以受訪者會出現「夏威夷」風格 

   的語彙了。從上述兩則對談來探討受訪者對於風格的體驗，研究者歸納為 

      「感受性描繪」與「刻板印象的詮釋替代」等兩個面向。 

   

 二、象的客體聚焦之反思 

       

      在「象的客體聚焦」資料分析中，多數的受訪者對於音樂聆聽的習慣大 

  部份是建立在「意」的情感性主觀議題，這是音樂聆聽的淺層階段，但並不表 

  示受訪者在聆聽的歷程中，並沒有聚焦於音樂文本之上。從「象的客體聚焦」 

  概念資料，研究者觀察整個聆聽音樂文本的脈络與現象，提出九點的思考：  

 

 第一點反思 

      受訪者的主觀意識雖然習慣以「感受性」議題聚焦於意象的建構，但事實 

  上，主體「意」的思維與音樂文本的客體關係並非全然分離，基本上，音樂本 

  體的某些要素是直接引發主體感受的發展而造成意象建構的結果。所以「意象」 

  理論中從「二元」的分離到「一元」的結合，其整個脈络的發展是相互影響、 

  交相投射，其互為因果的理論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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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反思 

     在「意」的概念中萃取出「情感的」與「心理距離」兩項範疇來看，範疇 

  間並不是全然分離，而是彼此有著關聯無法真正地切割開來。但若從「音樂文 

  本」的概念到「材料要素」與「織體面」的範疇來看，依音樂本體的意義而言， 

  「織體面」應該是「材料要素」的深化，是「材料要素」學習的延伸；但若就 

  主體建構音樂意象的方式來看整個脈络的發展，兩個範疇之間的聯繫是必須先 

  奠基於材料面才能深入織體面的建構。 

      

  第三點反思 

 以材料要素檢視受訪者的意象建構，落在「樂器音色」的屬性居多，「節 

  奏」次之，「旋律」第三，這與兒童音樂心理發展的理論，最淺層的發展是座 

  落在「音色」這個屬性，其次是「節奏」，再來是「旋律」的一系列發展脈络 

  相符合。依多數受訪者對於音樂文本的建構是落在「音色」層面的結果來看， 

  是否也表示了學生在聆聽音樂文本的能力上並未達到高中階段應有的深度。 

 

  第四點反思 

 針對「樂器素材」的建構面向，「鋼琴」是每位受訪者可以明確指出的樂 

  器名稱；「定音鼓」次之；「中國排鼓」則未有受訪者可以道出，對於這樣的現 

  象，是可以預料得到的，因為音樂學習的歷程，「鋼琴」是課程中最常接觸的 

  樂器；「定音鼓」在西洋樂器的介紹也會涉獵，但所接觸的面並未如鋼琴來得 

  廣泛；至於中國排鼓，檢視當今的教材並未提及，所以受訪者是否能直指名稱 

  端看其具有的「先備能力」。此外，受訪者為了要表示其所聽見的樂器為何？ 

  對於無法確定的樂器名稱通常會採用「模擬音色式」的說法或「對照式」的方 

  式來表達：前者是直接以口語描繪出音色的聲響，如「咚咚咚、蹦蹦」等；後 

  者則運用「對照式」的名詞來描繪，例如「低沉的…較高的」或是「定音鼓的 

  另外一個鼓」等。 

 

  第五點反思 

      受訪者對於「節奏」屬性的描繪大多是落在「速度」的面向，從資料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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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來，能夠正確運用「符號標籤」的受訪者只有編號 M01，而研究者翻閱其個人 

  資料時，發現他的音樂學習歷程曾經接觸過 5 年的打擊樂器學習，或許這也就 

  是他何以能夠運用「輪音」、「音群」這樣語彙的原因。 

 

  第六點反思 

 有關「旋律」屬性的資料依受訪者的陳述來看，大多數的學生仍是以「感 

  受性」的語彙來表達，並沒有落在旋律的「點」、「線」之上。也有少數的受訪 

  者是運用了研究者所標示的「組織性詮釋」語法，如「線條」、「音階」、「半音」 

  等；至於受訪編號 F01 則以「旋律方向」的用語最為特別，她認為旋律的進行 

  應該有所謂的「走向」的定位，而不該是「跳來跳去」的，高中學生能有這樣 

  的體驗實在難得。 

   

  第七點反思 

      「織體面」是「材料要素」學習的深化，受訪者音樂意象的建構若能專注 

  在「織體面」的議題，這是音樂學習的深度而非單純的「感受性」議題。有關 

  這一方面的資料獲得相當有限，但仍不乏有可循的現象，最主要的屬性為「風 

  格」的理解。不過，研究者發現在受訪者的理解過程中有所謂「模糊的先前理 

  解」與「刻版印象的詮釋替代」等兩個面向。至於為何會有「模糊的先前理解」 

  這樣的現象產生，依研究者的觀察推測其可能產生的原因有二： 

    1.受訪者不具有相關的音樂知識及語彙來陳述其所聽見四音一组的「增七和 

      絃」音響效果，故而無法洞悉其中的組織內涵。 

    2.受訪者無法洞悉音樂中現代音樂風格中之所以聽起來「奇怪」、「不規矩」 

      乃在於非調性的語法。 

 

      此外，「刻版印象的詮釋替代」其面向乃在於經驗形成的印象，這些理解 

  經驗影響了受訪者對於音樂風格的判斷。尤其是「樂器」音色這一項目。在兩 

  位受訪者的陳述中雖都指出了「鼓」與風格的相關性，但不是正確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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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點反思 

      高中學生音樂欣賞能力的程度應該為何？若從文獻資料來檢視訪談文字 

  稿，研究者發現：學生們的能力並不具足，普遍而言，音樂意象建構的方式是 

  落在「情感面」「意」的模式，縱然涉及了「象」的部份，但也都是偏向於「音 

  色」、「速度」等淺層的「材料」議題，而未能深入音樂本體「織體面」的論述。 

 

  第九點反思 

      依文獻第三節 Swanwick 的音樂發展螺旋圗得知 10 歲到 15 歲學童的審美 

能力發展對於音樂形式方面知識的認知與符號系統等，都已具備能力的雛形， 

15 歲以上已經可以透過經驗及能力建立其音樂概念的地圖。參看研究者質性 

資料的分析，受訪者的程度似乎未達到應有的水準，這是音樂教育工作者極需 

反思的議題。 

   

参、意與象的思維 

 

在聆聽音樂的歷程中，主體應聚焦於何處？其實有些時候涉及主體「習慣」 

的議題，值此，研究者必須確認受訪者將其陳述的焦點置放在「象」的本體上，

意圖了解受訪者對於音樂文本「聽」的具體意涵？因此，訪談中擬以這樣的問題

來提問：「請為這首音樂下一個評論？」以確認受訪者將其描述置放在音樂的本

體。 

    「認知」與「技能」是音樂學習過程中必要的學習項目，此外，主動學習的 

「情意」態度也是教育工作者期望達到的教學目標。故此，研究者思考著當受訪 

者在聽完文本之後，是否會產生疑問而能提出問題以求疑惑的獲得解答？倘若答 

案是肯定，那麼他們會提出什麼樣的疑問來追問進一步的探索？緣此，研究者提 

出了下列問題：「聽完這首音樂之後，你對於這首音樂有沒有任何的疑問要問 

的？」，茲繪製概念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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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5 意與象建構的核心概念架構 

 

     說明： 

         此圖乃以「意與象的思維」為主要核心概念繪製而成的架構表，在「音

樂的評論」與「我的疑問」兩個範疇中各自萃取出「聚焦於象」、「意

的思考」以及「為什麼」、「是什麼」、「是何人」等屬性及面向，而範

疇、屬性、面向的命名皆為研究者用語。 

 

    研究者以「意與象的思維」作為本項音樂意象建構的核心概念，並以「音樂 

評論」與「我的疑問」作為兩個範疇命名，進而運用文獻資料中「意」與「象」 

等兩個關鍵字作為屬性的命題，據以此析分出各自的面向，以下針對「音樂的評

論」與「我的疑問」兩範疇，分別以「聚焦於象」、「意的思考」、「為什麼」、「是

何人」與「是什麼」等屬性與面向，提出結果與反思：   

意與象的思維 

音樂意象建構的方式(三） 

我的疑問 音樂的評論 

聚焦於象 為什麼 

1.樂器面 
2.作曲者 

1.樂器面 

2.樂想面 

3.功能面 

意的思考 

1.感受性 

2.想像性 

1.材料面 

2.織體面 

是什麼 

是何人 

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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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結果 
     

  （一）音樂的評論 

       

   為免受訪者因其自身聆聽音樂的習慣造成研究者的誤判，研究者以「為 

    音樂下評論」的議題來提問，旨在強調受訪者必須聚焦於文本，以了解受訪 

    者的建構歷程，希冀在訪談的探究中能有新的發現。 

    有關音樂「評論」的資料顯示，受訪者的陳述仍落在「意」的主體思維， 

  相關的「情感性」字眼不時浮現在訪談資料中。此外，也有受訪者可以跳脫 

  「意」的思維而針對「象」的部份做評論，結果如下： 

     

   1.意的思維 

         

        如同文獻中陳述的，主體思維的模式在其淺層聆聽的過程中通常是 

   落在「情感的」這一層面。所以，在訪談資料裡，不時浮現的字眼與音樂 

      「直覺」的感受是相符應的，M03 的歷程就是： 

         生：吵。（M03：11646-11746）         

   

         除了直覺式的思維之外，也有受訪者是以「想像」的空間來做為評論 

   的方式，然而研究者發現這些方式幾乎是主體對於音樂印象的某些關鍵詞 

   的再一次「覆述」： 

     生：評論！就是我覺得到最後都沒有，就是好像沒有平靜的那個，就 

       是說從頭到尾就是都很「恐怖」的樣子。（F04：5556 -5703）  

           

         上述的現象是受訪者以「意」的思維來評論文本，其聚焦的面向仍在 

   於「感受性」及「想像性」的議題，並沒有著墨於音樂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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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聚焦於象 

 

     針對音樂的評論，雖有不少的口述是座落在「意」的思考，但也有 

      陳述的面向是「聚焦於象」的屬性，依此，研究者針對訪談資料析分出「材 

      料面」與「織體面」兩個面向：   

       

    (1)材料面 

           

           音樂「本體」的歸類，「材料面」是其中的一項，依 Meyer 的「語 

        法」而言，「音符」與「音色」是「點」與「線」的歷程。在訪談文字 

        稿中也有相關的資料浮現，諸如 M01、F05 與 F06 都有相關的語彙： 

            「我會說『旋律』要再明顯一點，最好是用比較清楚的『打擊樂器』 

              會更明顯，例如五音木魚，否則『定音鼓』的音感覺都『含糊在 

              一起』……」（M01：1040-1093） 

           「我覺得就是因為太多『鼓』了，所以我覺得這整首感覺後來比較 

              沒有『感覺』，比較沒有很『好聽』的『旋律』，沒有很容易『記 

              得』的旋律。（F05：6851-6903） 

   「……我覺得『鋼琴』可以彈多一點沒關係。」（F06：8053-8069） 

       

    (2)織體面 

       

            「織體面」是「材料面」的延伸與擴張，也是音樂學習歷程中較為 

        深度的學習內容，由於涉及了音樂理論的語法，在訪談資料裡，能夠有 

        所陳述的受訪者不多，所運用的詞彙是屬於一般性的名詞片語，資料呈 

        現如下； 

            「……應該是「對比」不夠多吧，不過應該有寫出『樂想』才對。」

（F01：1990-2033） 

           「我覺得很有『創新』的『手法』，跟古典音樂不太一樣，然後呢 

              又有『突破性」有點『前衛』，然後呢？因為我真的沒有聽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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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類型的，而且它跟古典音樂有很大的差別，然後也不像流行音 

              樂，然後感覺比較像那種『輕音樂』，反正他就是前面很凝重， 

              後面就是那種雨過天晴的感覺，所以應該是算『輕音樂』」。（F03： 

               4095-4221）  

     

  （二）我的疑問 

 

    「我的疑問」是研究者想要了解高中學生對於一首不熟悉的音樂文本， 

  是否會產生情意學習的探究？倘若所獲得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他們想要探 

    尋的議題為何？相關的文字陳述資料可以析分出「為什麼」、「是什麼」與「是 

    何人」等四個面向： 

 

   1.為什麼 

 

     「為什麼」是受訪者口語用詞中主要浮現的字彙，提問的問題相當多 

      元： 

          「我想要知道作曲者為什麼要用這些『樂器』來創作？」（M01：1163- 

 1183）        

     「我想知道作者為什麼要做這種曲子？為什麼會用這種方式來表達？ 

     為什麼會拿『鼓』來做這種曲子？整首曲子就像轟轟轟，鼓很好玩。」

（F07：9689-9737）    

          

   2.是什麼 

 

    「是什麼」是依受訪者的問題萃取出其中的一種面向，在句子中有很 

   強烈的意圖表示著「什麼」的疑問： 

          「……到底是哪兩種『鼓』？」（F04：5792-5800）  

     「這個『作曲者』的心裡在『想什麼』呢？怎麼會做這樣的曲子， 

      有夠奇怪的。」（F01：209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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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者』是想要『表達』什麼？」（F02：2714-2724、F06：8287- 

            8361、M07：16144-16153） 

     「他是『用來』演奏嗎？是用在哪些『場合』上面？」（M05：14164- 

 14181） 

     「這首曲子是『做什麼用』？」（M06：15156-15179） 

 

   3.是何人 

 

          「是何人」主要問題的核心是「誰」？以「誰」為出發點的面向探討： 

    「是『誰』做的？」（M02：11030-11034、M03：11771-11793） 

     

 二、「意與象的思維」之反思 

             

      在「意與象的思維」概念中，以「音樂的評論」與「我的疑問」等兩個 

  範疇、屬性與面向分析的結果，研究者的反思如下： 

      

  第一點反思 

      「評論」的定義為何？依高中學生的程度而言，或許是一項有待學習的議 

  題，因為受訪者的評論幾乎是落在主體「意」的思維，也就是說，他們並沒有 

  在「象」的文本上進行批判，而是將自身對於音樂的印象再次進行了陳述，僅 

  呈現出對於音樂印象「感受性」與「想像性」的再一次描繪。 

 

  第二點反思 

      縱然有受訪者試著在評論上著力於「象」的批判，但通常是聚焦在比較淺 

  層的「材料」議題；至於對「織體面」的評論，除了有「對比性不夠多」的語 

  彙之外，大多為籠統式的說法：諸如「有創新的手法」、「有點前衛」等。 

 

  第三點反思 

      儘管面對的是一首不熟悉的音樂文本，或是一首不喜歡的音樂，多數受訪 

  者還是會提出一些疑問來尋求解答。其所提問的面向相當多樣，但仍不脫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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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本質或內涵有關的議題，如「材料面」、「作者的樂想」等探討。 

 

  第四點反思 

      依 Parsons 從 8 歲到青春期的音樂審美判斷發展，高中階段學生不再依自 

  己的經驗下論斷，而會開始注意一些共同的原則；至於第三階段青春期左右， 

  已經會運用更多的規則來評價作品；第四階段則會運用美學的本質將判斷放在 

  客體之上。也就是說，「判斷」在音樂審美發展自律期的階段，是一個重要的 

  模式，高中生對於審美判斷已經可以做到「言之有物」的能力。若依此觀點來 

  檢視研究中受訪者對於評論的能力：大部份受訪者的評論並不以「象」的本體 

  為主，而是落在「意」的情感思維，顯然，研究中的樣本對於為音樂下評論所 

  具備「言之有物」的能力是有待精進的，這也是音樂教育工作極需思辨的議題。 

 

  第五點反思 

   依 Swanwick 的音樂發展基模來探討受訪者的音樂發展能力，15 歲以前音 

  樂情意的能力已開始增進。本研究受訪者面對情意的議題大多數都能提出相關 

  的疑問來質詢音樂文本的內涵，就學習情意領域而言，態度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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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結語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生意象建構類型的分佈，並深入訪談以了解學生聆聽音樂

歷程的建構方式，研究設計採用個案研究法，以兩階段的模式進行資料的蒐集，

得到的研究結果說明如下： 

    第一階段的研究工具採用問答的題型作為資料蒐集的來源，每一題數據顯示 

有 91％的學生意象建構的方式是為「情感型」類型。此外針對「直覺」、「情感」、 

「理解」、「完整」等四種類型數據，以卡方檢定的結果發現：毎一題毎一類目的 

建構群組間皆達顯著差異水準（p<.001），確認了學生音樂意象的建構方式為「意」 

的「情感」表現。 

為深入了解學生聆聽音樂的意象建構方式，研究中以個別訪談的方式尋找學

生建構的脈络，從訪談逐字稿中歸納出學生意象建構的現象，列表 4-2-1。 

 

表 4-2-1  意象建構質性研究的脈络 

概念 範
疇

屬  性 面   向 

直覺反
應

主觀偏好、音樂氣質關 情 
感 
的 

想像與 
聯想 故事性描述、經驗歷程性描述、解讀性描述、歷史性描述 

時間性 遠、近 

意 
的 
主體 
性 

思維 
審美 
距離 空間性 過大、過小 

樂器 正確的名稱直指、模擬音色式說法、對照式說法 

節奏 感受性描繪、符號標籤 

材 
料 
要 
素 旋律 感受性描繪、組織性詮釋 

音響色
彩

模糊的先前理解 

象 
的 
客 
體 
聚 
焦 

織 
體 
面 風格 感受性描繪、刻板印象的詮釋替代 

意的思
考

感受性、想像性 音樂
的 
評論 聚焦於

象
材料面、織體面 

為什麼 樂器面、作曲者 

是何人 誰 

意 
與 
象 
的 
思 
維 

我 
的 
疑 
問 是什麼 樂器面、樂想面、功能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