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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欣賞教學的省思 

 

    文獻資料第三節指出，高中學生已經具有抽象思維及邏輯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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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能力運用音樂語彙及想像力來建構屬於

自己的音樂概念地圖；已有能力運用學得的知識及藝術規則來評價作品；已逐漸

將美感判斷置放在作品的本質之上並可以言之有物。然而在學生音樂意象建構的

第一階段研究結果顯示，樣本中的高中學生在欣賞音樂的過程中有 91%人次其聆

聽的方式是落在「情感型」的建構，而第二階段質性訪談的研究結果也符應了這

樣的現象；此外，學生口述的歷程中也未能達到將審美的判斷關注在音樂本體之

上。研究者思考著影響學生欣賞能力的問題癥結為何？是學生長期累積的「習慣」

行為？還是教師教學的引導問題？在檢視音樂欣賞教學內涵之際，研究者不斷地

思考著個人「如何地教學」並交織著個人「如何地聆聽音樂」等兩大命題，以進

行檢視與省思，這個歷程包含了兩種意義：一項是思考，另一項則是反省。源此，

本章進行「音樂欣賞教學內涵的思考」及「音樂欣賞教學的反省」兩項議題，以

作為本章省思的重點。 

 

第一節  欣賞教學內涵的思考 

     

    Daugherty(1996）在其論述中曾提出了六個為什麼的音樂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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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文文獻中 Sloboda 的理論亦指出，當我們要求學生回憶他們所聽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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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此，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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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歷程從 Sloboda 的理論以及 Daugherty 六個為什麼的問題來進行音樂欣賞內

容的檢視。並透過研究過程中意象的理論及人文的意涵，以揭示教學的內涵，研

究者擬以三個層面來確立思考的方向： 

  1.以文獻理論的歸納確立音樂聆聽的內涵為思考的起點。 

  2.以文獻理論的結果確認高中學生音樂意象建構應有的發展落點。 

  3.以文獻理論的整理確認教學內涵的整合性。 

 

    最後並以音樂是意象、人文的涵養、能力的提升、教師的反省、教科書的內

涵、意與象的融合等六個議題思維 Daugherty 六個音樂教育的問題。 

 

壹、音樂是意象 

 

  音樂是什麼？就操作行定義而言，音樂是一種物理現象，透過空氣媒介傳入 

人類的聽覺器官；音樂也是一種意象，存乎於時空、凝散、涵容與形式、存在與 

意識之間的多聯繫中介物，蘊藏其中的要素涵括了物質、情感、神思、意志、概 

念、知覺乃至無意識深層之間的物質並列，彼此相互滲透及連續。就結構而言， 

它們可以是二元分離的，其中音樂之「象」是外化之物、是外相，含括音高、旋 

律、節奏、拍子、速度、音程、音階、和絃、和聲、樂器音色等材料要素與組織、 

曲式、風格、音響、調性、架構、織度、樂器編制、文化、創作樂想等織體成分。 

在聽覺感官接受的過程中，主體聽到了一個混沌的整體，而這個整體在沁入人類 

主體的接受之後產生不同的面貌；由於「意」是主體所建構，所以會有不同建構 

方式，它是一種直覺的初判、是一種想像聯想的情感，也可以是理性的分析，不 

論是哪一種類型，由於「意」的主導作用，在音樂聆賞的過程中會依恃著主體「意」 

的轉化而變化了音樂之「象」。 

 主體的角度與立場之不同，對於「音樂意象」所產生的面貌也就會發生「一 

元四象」的同態轉換群集，這一群集有創作者之象、音樂家之象、欣賞者之象及

其他與音樂相關之象的區分。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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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始終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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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因不同的群集而產生了不同「象」的面貌。欣賞者若要能聽懂音樂，除

了要發揮個人的意象，要了解音樂的本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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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誤判，這即是「象

以意想」、「以象盡意」的真諦。   

  所以，音樂是什麼，它是存在於主體的一種感覺，也是存在於物理現象中的

聲波，是陳述作曲家樂想的那一個傳達物，也可以是一個經過分析、拆解之下的

一個解體，它更是一個經過「理性」與「感性」融合的藝術作品，所以言「音樂

是意象」。 

 

貳、人文的涵養 

 

  為什麼要教音樂？音樂的奧秘即在於它是大自然界「數」的安排與組織，是

建立在韻律與聲調的秩序之中，所以在「情深」與「文明」的現象世界裡，各有

其明確的節奏與形式。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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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聆聽音樂的歷程是先展現「樂」這一客體，

其後再透過人的「理性」與「心智」活動對著客體進行剖判，因人心之感動是先

從外顯的樂、透過音樂理解的深度、文化廣度的認知、融合，滲入內在之心，進

而產生釋放人體累積負面能量的「宣洩」功能，以及怡心、怡情的「陶冶」功能，

在一連串音樂的洗鍊之後，主體的涵養產生了變化。 

    因此，為什麼要教音樂，因為，音樂的教導並非只有表面聲波的教授，這其

中要透過樂章背景的人文把握，以成其「人生論」與「文化論」的議題，在「淨

化」、「內化」的轉化過程中，促使人向音樂達到沉浸與融合，以達到真、善、美

的境界。 

 

參、能力的提升 

 

  為什麼要在學校教音樂？因為，音樂的體驗有不同層次：有「直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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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感」的意、有理解的「象」及最高層次「完整聆聽的意象融合」等，且在

不同年齡層、不同的階段會有不同音樂意象的建構方法。就「直覺」的操作型定

義而言，它是一種不必依靠分析技巧而掌握情境、意義和結構的一種方式，所以

直覺的正確或錯誤最後的取決不是「直覺」的本身而是取決於「驗證」，所以「直

覺」的跳躍有些是「好的」，也有一些是「不好的」，因此教育工作者應該教導學

生要能超脫「直覺」的反應，透過外顯的方法轉換成內隱的技術（Bruner, 1960）。 

音樂的體驗亦然，若只是運用「直覺」與「情感」的方式來聆賞，這其中可

能會產生對於音樂不理解的誤判，也無法將美感判斷關注在客體之上，這會影響

了領略精緻音樂的樂趣。所以要提升學生的音樂欣賞能力，基本的前提就如同

Bruner 所陳述的，必須透過外顯的方法來轉換成內隱的技術，而這個方法基本上

應回歸於音樂「象」的議題，唯有運用音樂本體來談音樂，運用文本的理解來認

識音樂，這樣才能轉化聆賞的技巧，也才能提升學生音樂欣賞的能力。 

  所以，為什麼要在學校教音樂，唯有透過學校教師的教學、透過教師全盤的

單元設計、透過教師教學技巧的適當引導，如此學生才能在學習的歷程獲得應有

的知識與體驗，所以，音樂的學習需要在學校內進行才能得其成效。 

 

肆、教師的反省 

 

  誰應該受教？無疑的，學生是「音樂」這門課程中被施授的對象，但這只是

教育過程中必然的主、客體角度與立場。但是若要在過程中達其教育目標，所需

要思考的不在「學生」，而在「教師」這個教學主體。要提升學生的能力，在進

行教學時有其必要的「基本結構」，並且要透過教材內容、教學方法與教學技巧

來達成這些目標，而「教師」就是一個主導者（Bruner, 1960），教育的成敗也會

操控在「教師」這一位主導者。 

高中音樂欣賞的課程，其深度要達到「象」的理解，其廣度應達到「人文」 

的意涵，在「意」與「象」融合的過程中，教師要能擴充個人的人文知識領域並

增強綜合教學能力的技巧，如此才易於達成欣賞教學的目標。然而音樂教師在師

資養成的過程中，都具有音樂理解的深度素養，但在欣賞教學的歷程中徒有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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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導而缺乏廣度的教授，就音樂欣賞教學的完整性定義而言實有不足。況且在

「意象」的理論中，「完整的聆賞」其涵蓋的面向不僅具有「情感性感受」、「理

論認知層面」、「聽音的技能」，此外，還具有「人文文化」的範疇，這是一個多

面向、多維度的視域，極需要教師擁有「綜合」的能力來建構「人文化的音樂欣

賞」課程。因此，如何達到「完整的聆聽」不僅教師需要具有深度及廣度的人文

知識面之外，也需要運用有效的教學策略來進行引導，如此才得以提升學生音樂

欣賞的能力。 

    源此，何人應該受教，除了學生這個對象之外，「教師」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主體，唯有教師不斷地透過「再教育」的歷程，不斷地擴充知識範圍、增強教學

技巧、並具有「意象融合」統整的教學能力，如此才能成就一份完整的欣賞教學。 

 

伍、教科書的內涵 

 

  音樂要教些什麼？依 Cummingsworth（1995）指出教科書是影響教師教授知

識的一項因素（引自蔡鈺鑫，2001）；Elliott(1991）也提出教師雖然不至於將教

科書及教學指引一字一句的照唸不誤，也不一定將它們視為聖經，但教師對於教

科書及教學指引的依賴，已到了如影隨形的地步。值此，音樂教學內容的省思也

需要檢視教科書的內涵。依據文獻探討的理論，音樂聆聽的完整建構其中不僅應

有創作者的樂想之外，也應含括文化背景等意涵以符應高中學生學習面的深度與

廣度，這其中「完整聆聽的意象融合」項目會因應欣賞曲目來決定「文化論」的

知識層面為起點，此外，研究者擬以第二章文獻結論歸納圖 2-4-1 意象建構類型

與意象關係圗為架構進行檢視，由於教科書的敘寫不宜提出作者主觀偏好的想

法，因此架構圖中剔除主觀偏好的初階，以此轉換為架構，繪製成主要架構圖

5-1-1，以呈現教學內容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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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象    

  象    

  意    

  意    

圖 2-4-1  意象建構的類型與意象的關係 

 

 

 

 

     

  意象    

  象    

  意    

圖 5-1-1  教學內涵的架構 

 

  教科書教材內容的引導是要提供給教學者一個教學內涵的訊息，那麼教科書 

的內容應該涵蓋哪些呢？在進行教學內涵思考之前，研究者擬先檢視謳馨、華

興、泰宇、龍騰、三民等五家通過教育部八十四學年度課程綱要的音樂教科書

20 本出版品，針對中國戲曲介紹的這個欣賞項目及前述出版品之欣賞曲目敘寫

方式作為思考。 

  由於中國戲曲音樂非常多元，相關劇種的介紹各家出版社所採用的內容並不 

完全相同，不過「京劇」這一劇種倒是有 A、B、D、E 等四家出版社將其納為 

教材，因此，研究者選取「京劇」這一項目進行欣賞教學內容的檢視。 

轉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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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材料、織體的 
認知層面 

文字敘述情感面 
的整合 

創作者樂想與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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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研究者思考這個欣賞單元的意象架構為何？並繪製架構圖 5-1-2： 

 

     

  意象    

  象    

  意    

圖 5-1-2  「京劇」的內容架構 

        

    其次檢視教科書的教材敘寫方式，採用「京劇」介紹的者有 A、B、D、E 

等四家出版社，各家的陳述如下：       

    出版社 A 的教材內容只介紹京劇的一些基本常識，並沒有提供欣賞的劇目 

        及欣賞曲目。  

    出版社 B 的教材內容則介紹了京劇的基本常識及《玉堂春》的劇情內容介 

        紹，欣賞的曲目為〈蘇三起解〉，教材上有呈現譜例。 

    出版社 D 的教材內容除了介紹京劇的基本常識及《捉放曹》的劇情內容介 

        紹，並提供欣賞的曲目〈行路〉、〈二進宮〉、〈宿店〉等，有關曲目欣賞 

        的文字敘述如下：「……之後的三句中，唱腔的抑揚頓挫表現的拖腔， 

        讓人物內心戲得到了更細膩動人的發揮」、「唱腔的板眼變化我們也在此 

        介紹欣賞……一場陳宮唱的二黃慢板，試試與前一首二進宮的二黃原板 

        比較」，教材上有呈現譜例。 

    出版社 E 的教材內容除了介紹京劇的基本常識及《貴妃醉酒》劇情的內容介 

        紹，但沒有提供欣賞的劇目及欣賞的譜例。         

 

    B、D、E 的教材內容都列出了一部欣賞的劇目，不過欣賞的重點是放在「故 

事性描述」的劇情介紹，所不同的是：E 出版社並沒有提供欣賞曲目，至於 B 與 

D 雖有置放曲譜譜例，但 B的介紹是劇中歌曲的體驗，D 出版社則在文字上的陳 

載體：曲譜 
音樂材料：唸白、詩詞格律、
唱腔、唱詞、板速、板眼、
音樂、鑼鼓經、曲牌、托腔文字描繪： 

    劇情敘述 

劇種的時代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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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較為詳盡。茲將各家出版社的敘寫手法列如表 5-1-1： 

 

表 5-1-1  四家出版社「京劇」的敘寫內涵 

出版社 故事介紹 材料、織體 文化背景 曲譜呈現 欣賞曲目 

A   √   
B √   √ √ 
D √ √  √ √ 
E √     

   

    中國的「戲曲音樂」若以西方語彙來說，可稱為「中國的歌劇」。在此，研

究者強調的是，若就西洋歌劇的內容來檢視中國戲曲音樂的教材內容，那麼在敘

寫的內涵可以比照西方歌劇介紹的手法。研究者檢視著教科書西方歌劇的陳述方

式普遍地作法為：歌劇的基本常識、劇情介紹、故事背景陳述、角色扮演的介紹、

聲樂與器樂的音樂欣賞。反思中國戲曲音樂的介紹應該以何種方式來呈現呢？比

對西方歌劇介紹的作法，中國戲曲的介紹應該可以含括劇種的基本常識、劇目的

故事背景陳述、角色扮演的介紹、劇種發展的歷史文化背景、劇中聲樂曲的唱腔、

劇中伴奏音樂及器樂曲的欣賞等項目。 

    此外，不論是中國戲曲亦或是西方歌劇，教材內容若只有劇種的基本常識介

紹、有故事情節內容，卻沒有欣賞的曲目，那麼劇的介紹就會落入「聽故事」及

文化面的認知歷程而脫離了音樂欣賞的核心目的，這樣又如何能提升欣賞中國戲

曲音樂的能力？況且，中國戲曲之所以不易理解的緣故即在其唱腔、非流行的曲

調、文言的意境、抽象的肢體動作及抽象的道具等各種項目，意遠而深奧，因此，

要如何了解劇種，唯有透過完整的劇種教學，將教學的歷程回歸於音樂文本的認

知以加強深度，輔以歷史文化發展的廣度內涵，如此才能以音樂來教音樂、以文

化來增進中國劇種的學習情意，這才是欣賞教學的重要目標。 

    所以，音樂要教什麼？以意象理論來檢視教科書欣賞活動的內容：這其中含

括文字敘述的情感面整合、音樂材料與織體的認知面、作曲家的創作樂想與文化

背景，如此才是完整的欣賞教材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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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意與象的融合 

 
  音樂該如何教？音樂欣賞教學不是只有音樂的播放及學生的領受，即可完

成，也不是只有「直覺」的體驗、「情感」的想像、或是關注在「象」的文本認

知而已，而是要能教導學生透過了解創作者樂想的「意」、了解文化背景的「意」

以及個人情感的「意」，關注在音樂文本之「象」以達到「完整」聆賞的體驗。 

    以韋瓦第《四季》之〈春〉的例子檢視：作曲家的創作手法即是運用了小提

琴激動的顫音形成「打雷」，以快速的音群形成了「閃電」的效果，這即是作曲

者「象擬予物」的作曲手法，這其中「象」的成分需要教師解構曲譜、提示「符

號標籤」，以引導學生透過「聽覺」的技能去體驗「象」的文本議題，這是聆賞

的深度議題。況且，高中階段應該要達到「言之有物」的能力，那麼焦點應聚焦

於音樂本體之上，不僅是可聽聞之音樂文本的「象」，同時還含括了解作曲者如

何運用音樂的素材來陳述其「意」，並在透過象的解構歷程融合創作樂想及文化

背景議題，以廣度的視角引領學生體驗音樂，如此學生因深度的文本理解及文化

背景廣度的認知之下，易達於感動。 

    所以音樂該如何教？透過意象的理論架構來檢視音樂欣賞的教學方法，在不

同的年齡階層中，應該由「意」而「象」循序漸進再到「意象融合」，況且高中

階段已具備了抽象思維及邏輯思考，已有能力運用音樂的本體來表達概念及認

知，已有能力在欣賞的歷程中把捉聲響、組合聲音形象，已有能力運用音樂語彙

及想像力來建構自己的音樂概念，已經可以將學得的知識、規則運用在美感的判

斷。源此，音樂要如何教？音樂的教學要奠定音樂文本的認知基礎與體驗，要開

發學生的情感議題，透過「情」與「理」的結合，成就學生欣賞的能力。 

   

    總結以上的文字分析與探討，得到以下的訊息：  

      1.音樂是什麼？音樂是「意」與「象」融合的藝術作品。 

      2.為什麼要教音樂？因為透過音樂欣賞多面向的歷程來成就「人文」的涵

養，以達到「全人」的教育目標。 

      3.為什麼要在學校教音樂？因為透過學校教師的組織規劃，有技巧、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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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教學來提升學生音樂欣賞的能力。 

      4.誰應該受教？教學過程中學生是受教者，但是教師是教學歷程中的主導

者，所以要成就完整的音樂欣賞教學工作，教師必須具有「意象融合」

的多維度視野及統整的教學能力，所以「再教育」是身為音樂教育工作

者應該要做到的省思。 

      5.音樂要教些什麼？透過意象理論檢視教科書欣賞活動的內容，這其中含

括文字敘述的情感面、音樂材料與織體的認知面、作曲家的創作樂想以

及文化背景，以成就完整的教學內涵。 

      6.音樂應該如何教？透過意象理論檢視音樂欣賞的教學方法，要奠定學生

音樂文本的認知基礎與體驗，要開發學生的情感議題，藉由「情」與「理」

的結合、「意」與「象」的融合，以提升學生欣賞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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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音樂欣賞教學的反省 

 

    本章進行音樂欣賞教學內涵的檢視是立基於研究過程中應有的回省性，主要

的思維乃著眼於音樂教育工作者應該要如何地進行教學以提升學生欣賞音樂的

能力。透過六個「為什麼」的問題，是研究者立意從現有的資料中去探尋現象，

藉以進行欣賞教學的檢視與思考。依研究者多年的教學經驗與觀察：高中學生因

音樂能力不足而影響了學生領略精緻音樂的樂趣。為了讓教學更生動、或讓學生

喜歡上音樂課，教學者總會費盡心思設計教學的內容，期望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氣

氛之下，能體驗各類型音樂的樂趣、喜愛上音樂課，並進而期望學生願意去親近

精緻音樂。活潑的教學、生動的技巧、以學生熟悉的經驗歷程、學生的音樂文化

來引領音樂的學習，藉以豐富教學內容及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如此延伸而來的

音樂文化背景陳述，通常是教學者在教學上進行的一個「教學策略」，孰不知此

一手段亦是樂教文化涵養的重要項目，亦為本研究中「意象融合」應有的內涵。

然而，研究者發現，學生是喜歡上音樂課，但在課餘的音樂活動歷程中是否也以

精緻音樂為主，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研究者思考著問題的癥結為何？在多年的教

學觀察中，研究者認為這其中似乎透露著「要聽什麼」以及「聽不懂」的訊息，

值此，研究者針對「音樂欣賞教學的內涵」與「音樂意象建構的歷程」兩個面向

進行反省。 

 

壹、音樂欣賞的教學內涵 

 
    音樂欣賞的教學內涵為何？倘若教師的教學如同教科書內容所提示的，只是 

一段文字的描述、曲目的提供、載體的呈現、或者是一段音樂的播放，這樣的教 

學歷程學生就能對音樂有所體驗嗎？這是研究者質疑的。以下音樂欣賞教學的反 

省，將透過意象的理論架構，以達悟族《搖籃歌》作為實際教學的檢視以進行反 

省。 

    舉例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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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現在要欣賞一首臺灣原住民達悟族的《搖籃歌》，學生聆聽此首音  

    樂的體驗是什麼？依研究者的教學經驗所得到的訊息是：學生的體驗就如同 

  本文意象建構的研究結果，學生的反應是落在「情感型」的方式來體驗音樂。 

  在不熟悉的語言、不熟悉的音樂語彙、以及不了解的音樂文化背景之下，學 

  生們首先會產生嘩然的聲響，接著會聽見學生對於這首曲子負面情緒的語意  

  （諸如：好恐怖、好難聽、會做惡夢、這樣子的音樂小寶寶怎麼睡得著等）。 

  儘管告知學生歌詞的含意是「希望孩子快快入睡，媽媽要去工作了，不要吵， 

  不要鬧，醒來之後一定讓你溫暖」，但是這樣的說明並沒有帶給學生聆賞音 

  樂的說服力。其次，教師若以「你覺得……」、「你感覺……」等語意來詢問 

  感想，那麼學生的聆賞將因為教師的語意引導反而落入「主體直覺」及「音 

  樂氣質觀」的議題上，所以學生衝口而出負面情緒的語彙，呈現出他們主體 

  「意」的「直覺」反應；而教師歌詞的解說充其量是提供了一個想像、聯想 

  的空間罷了，上述教學的引導就高中學生這個群體而言，其意義似乎不深刻。 

        學生為何對這首達悟族《搖籃歌》產生異樣的感覺，孰不知構成這首音 

    樂之所以沒有明顯旋律主要的因素即在於音組織：它是由兩個音構成、音程 

    的結構為二度、音域也只有二度，整首音樂是以一個中心音上下流動形成曲 

    調，充分展露出《搖籃歌》窄音域、級進流動的特色，而窄音域的曲調是達 

    悟族音樂文化的特色。所以，若要提升高中學生音樂欣賞能力，那麼教學的 

    過程應該要建立在「象」的體驗之上，因為唯有建立在「聽什麼」與「聽到 

    什麼」之「象」的體驗，如此才能跳脫情感」的建構，才能促使聆賞能力的 

    精進。此外，在解構音樂織體的同時，符號標籤的不斷覆述是有必要的，因 

    為唯有在不斷地提示符號標籤，學生才能運用音樂符號來論述音樂，達到「言 

    之有物」的能力。 

        話說回來，樂教的宗旨豈止是欣賞層面的理解，而是要引領學生能夠主 

    動領略音樂藝術，能夠親近音樂藝術，這是學習態度的情意面向。然而要能 

    成就其中，就必須有足以說服學生領受的動力，這個動力的來源是需要透過 

    人文意涵中的文化涵養來達成，這也就是何以本文文獻第一節要探討樂教與 

    人文並談的重要目的。 

        達悟族《搖籃歌》其音組織是相當簡樸的，這樣的音樂文化與其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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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的純樸有著密切的關連。由於達悟族地處太平洋上的一個島嶼，長期孤立 

    於外島，一直沒有受到外來勢力與外來文化的影響，也因此保存著其固有的 

    文化面貌，不論是日常生活、勞動、祭祀，他們會透過個人的吟誦或眾人的 

    喃喃齊頌，把內心的剖白及真摯的圓滿期盼，和著粼粼的波濤聲及杵樁的撞 

    擊聲，娓娓道出他們的音樂世界。再者，在適應海島溼熱氣候的同時，發展 

    出他們特有的住屋觀念，結構樣式的特別、建屋儀式及家屋落成的繁雜性， 

    都是透過音樂把「家」的意義顯現出來，所以歌唱是達悟族唯一用以表達情 

    愫的方法。他們是一個不使用樂器的民族，而歌曲的傳唱如同其純樸的生活 

    般，沒有寬廣的音域、沒有複雜的節奏，只是以單音朗誦、一個音型的方式 

    不斷反覆及變化，所以歌曲的結構亦如同未形成音階之前的簡樸組織，這也 

    應證了生活反應了音樂文化，音樂文化亦反應了生活文化的論述。有鑑於此， 

    文化面的陳述在音樂欣賞的歷程中，實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唯有透過文化 

    的認識與了解來體驗音樂，不僅開闊了人生視野，也豐富了生活，這才是人 

    文意涵中「文化論」與「人生論」的意義，亦為欣賞樂教的重要目標。 

 

    總之，以音樂的理解來體驗音樂，是高中學生可以達到的能力指標，也是提 

升學生欣賞能力的方式之一，但認知技能層面的提升，終究無法引發學習目標上 

的情意態度，唯有了解深藏於曲後的文化背景，透過文化焠鍊的音樂體驗才能刻 

劃於心，才是完整的欣賞。也就是說，唯有透過「意象融合」的過程，音樂欣賞 

的歷程才可以達到「以象言意」、「以意盡象」的目標，同時也在「象以言意」、「象 

以盡意」的歷程中能夠達到對於音樂文本的感動，有了感動才得以增進學生領略 

音樂的興趣。 

    而教學中依「意」、「象」、「意象融合」等三個分項類目，正可以檢視出一份 

欣賞教學單元的設計內涵，得以檢視欣賞教學工作的完整性，並作為音樂欣賞教 

學的重要提示與依據，此即是本研究不斷強調「意象」為理論架構的重要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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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音樂意象建構的歷程 
 

    從研究的各項資料顯示，現階段高中學生的音樂建構方式極多數是落在「情 

感型」的面向，這樣的結果的確也符應了量化數據中的普遍性，顯然高中學生音 

樂欣賞的能力是有待精進的。源此，研究者思考著自身是如何體驗音樂？是如何 

進行音樂的聆賞過程，研究者以《梁祝小提琴協奏曲》中的「抗婚」段進行個人 

欣賞的檢視。 

    回想多次聆賞《梁祝小提琴協奏曲》音樂的歷程，由於電影畫面的歷歷在現 

以及感人的故事內容，在欣賞的過程中極易浮現故事畫面的情節，再者，研究者 

曾深入了解創作者的樂想，並進行音樂創作手法的分析，由此，對於音樂「抗婚」 

段中「切分音」的「違反倫理」、厚重「銅管音響」的「封建父威」、「小提琴散 

板」的「英台不安」以及小提琴與銅管「音色交替出現」的「父女爭執」等，都 

能有明確的音樂情感體驗。而音樂中不僅是運用了「象擬予物」的創作手法，更 

具有「超以象外」的內涵。值此，研究者再次思考著自身的聆賞方式為何？這其 

中似乎有著「想像」的空間，也是聚焦於「象」的文本，更是「意象融合」的體 

驗，在欣賞的歷程間，建構的方式並非一成不變，而是以聆賞者「個人」的體驗 

方式不斷地進行轉換以感受音樂之美。   

    不由得研究者思考著音樂聆賞的歷程是「能力發展」的議題？還是「聆聽習 

慣」的問題？在「音樂意象的本體論」文獻探討中 Hume 曾指出，人類對於經驗 

的感知只是人類自己心理的表象，這些「感覺」不過是人們的一種「習慣」議題。 

倘若，意象建構的過程是一種「習慣」，那麼教師的教學引導變成為一個重要的 

關鍵。 

    再舉個例子來檢視： 

        假設現在我們要聆賞 Richard Strauss（1864-1949）Also Sprach Zarathustra     

    交響詩中的序奏，音樂中的哲學意涵是促成創作者樂想的動機，它帶領著作 

    曲家運用「意象超越」的創作手法來陳述樂想。由於音樂的震撼性讓許多影 

    集或影片選擇為配樂，所以學生在聆聽這首音樂時，必然會因先前的經驗而 

    存在著視覺畫面的充斥而無視於聽覺應有的專注力，這樣形成的視聽共感是 

    不正確的，值此，回歸於創作者的樂想實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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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讓學生易於親近音樂，音樂背後作曲家的哲學意涵是一條引線，作 

    曲家運用了音樂來描寫從凡人轉化為超人的過程，而故事就從查拉圖斯特談 

    起：離群索居的查拉圖斯特隱居於山上長達十年，面對著日出日落，恆常不 

    變的大自然，十年來未曾改變。有一天內心的慾望燃起了，他開始思考著下 

    山去過另外一類的生活，於是他內心的掙扎開始，「留」或「不留」……。 

    故事就這麼地開展下去。表面上，它是一個故事，但其中卻意蘊著一個「人 

    生」的哲理，是「人生論」的意涵。 

        在教學的廣度上我們應該引導學生了解作曲家的樂想，這是聆賞音樂之 

    前應該要做的功課，但作曲家的樂想若未能落實於音樂文本之上，那麼樂想 

    的作用就如同說故事，所吸引的是學生聽故事的興趣，無益於音樂文本的聆 

    賞，因此回歸於「象」的理解實有其必要。 

        然而在聆賞的歷程中，學生體驗了音樂中大三和絃與小三和絃的互換、 

    定音鼓三連音的擊打、低音提琴的顫音效果，以及拉長音的管風琴結束了序 

    奏等，這些音樂素材的體驗可以讓學生感動嗎？或許音樂在奏出銅管聲響嘹 

    亮而清澈的同時，聲響的號召的確予以人震撼的感覺，但那只是短暫的歡愉 

    不足以構成感動的因素。 

        換言之，教師在引導學生聆賞的過程中，若能提示其中的哲學意境、明 

    確地指出創作者的樂想，讓音樂之「象」與作曲家之「意」結合，將更有意 

    於學生音樂欣賞的體驗，諸如：大、小三和絃的更替代表了故事主角的掙扎 

    心態，嘹亮的小號吹出三個音上升音型的同時長號卻又以分解和絃下行來襯 

    托出小號表現的日出，這些不僅僅存在著視覺畫面的「視聽覺感通」，同時 

    也代表了「象徵予物」的「模擬」與「創造」，其中更蘊含了「意象超越」 

    的深度，透過意象融合的體驗將深刻地刻畫於聆賞者的意象之中。 

        也就是說，教師在引導學生聆賞的過程中，不應該將音樂文本的「象」 

    與創作者之「意」分離，而應將兩者密切的結合，如此在長期累積的曲目欣 

    賞歷程中，透過教師不斷的「教」與「提示」必然能引導學生建構其音樂意 

    象的習慣，而這個習慣不是單方面的「人文」的介紹或「象」的認知而已， 

    而是融合了「人文」之「象」的體驗，這樣才具有深度與廣度的聆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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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在「意象融合」的完整體驗中，學生的聆聽歷程不再只是一個單 

純的「情感型」建置，而是透過音樂「象」的理解結合了「人文」的意象，如此

音樂的體驗才能夠深刻。而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若能善用「意象融合」的過程

引導學生體驗音樂，相信學生必能藉由這樣的聆聽方式建置成習慣，這個習慣不

再以「直覺型」或「情感型」的方式呈現，因為在建構中若沒有「理解」的成分，

聆賞的體驗終究無法深入、也無法恆常；但是，若建構的方式只落在「象」的認

知也難予以人形成感動。因此，唯有在「意象融合」的過程中，透過「知」的因

素理解了「象」達到學習的深度；透過文化、樂想「情」的因素感動其中達到學

習的廣度，如此才有助於提升學生音樂欣賞的能力以及增進情意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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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結語 

 

    本章進行音樂欣賞教學的省思主要以「欣賞教學內涵的思考」與「音樂欣賞 

教學的反省」作為省思的兩大面向，主要的宗旨乃在於提升高中學生音樂欣賞的 

能力。省思中透過意象的理論架構進行 Daugherty 六個為什麼的欣賞教學內涵思 

考；其次藉由「音樂欣賞教學內涵」及「音樂意象建構的歷程」進行教學的反省， 

得到的結論如下： 

    音樂欣賞的教學內涵應該含括著六個面向： 

      1.音樂是什麼？音樂是一種意象，是二元分離的「意」與「象」，也是一 

        元融合的「意象」。 

      2.音樂欣賞的教學內容就是要將人文與文本的「意」、「象」及「意象」教 

        予學生，以成就學生「人生論」與「文化論」的議題。 

      3.唯有透過教師教學的音樂文本理解的深度與文本文化面的廣度引導，才 

        得以提升學生音樂欣賞的能力。 

      4.音樂欣賞教學的歷程，學生是接受知識的客體，但教師是教學的主體， 

        所以教師應經常「再教育」以檢視個人教學內容的深度與廣度、教學技 

        巧及教學方式，以達到教學省思。 

      5.教科書是學校教育的內容，唯有透過「意象」理論為基本架構，可以檢 

        視教科書敘寫的內涵，以達到內容的充實。 

      6.音樂教師在進行音樂欣賞教學時，應以「意象融合」的方式來進行欣賞 

        教學的體驗。 

 

    總之，完整的聆聽要沁入創作者的樂想及其創作手法，以深化學生欣賞音樂 

的體驗。而音樂教育工作者在引導學生欣賞的歷程中，要透過「知」與「情」的 

聆賞、融合「意」與「象」的體驗，以建立學生聆賞的習慣，進而達到提升領略 

音樂藝術的能力及情意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