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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imer「美感教育」與 D. J. Elliott「實踐哲學」 
立論分析之研究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B. Reimer「美感教育」與 D. J. 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之緣起

背景、發展與立論之核心概念，以及兩種哲學派典間的思辯與批判，從中分析「美

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立論之價值性與差異性，因此，音樂教育哲學文獻是本論

文資料研究之主要來源，目的在探究音樂教育的本質與價值；此外，Reimer 與 Elliott

將音樂教育哲學所探討的範圍涉獵到「權力」、「意識型態」、「社會正義」等議題，

所以批判教育學文獻是本論文中另一個輔助資源，作為提供與 Reimer 及 Elliott 的立

論之間關於「政治」議題的對話，最後就台灣未來學校音樂教育的實踐方向提出具

體建議。本研究採取理論分析法，針對研究議題作深入剖析，依研究目的與研究結

果發現，將本研究獲得結論分述如下： 

一、「美感教育」哲學在 1970 年代是全盛期，Reimer「美感教育」思想之來源包括： 

Langer, Meyer, Mursell, Broudy, Leonhard & House, Schwadron 等人，Reimer 提

出「美感教育」之後，北美音樂教育界中認為音樂對人文素養與生活品質有很

大的影響；1980 年代中期，批判「美感教育」哲學最為激烈的為 Elliott，Elliott

「實踐哲學」思想之來源包括：Sparshott, Dennett, Csikszentmihalyi 等人，Elliott

提出「實踐哲學」之後，北美音樂教育界更加重視教育中變動的脈絡議題。 

二、Reimer「美感教育」的立論可以分成五個核心概念，包括「協同合作」的哲學、

「美感的體驗」、「美感認知」、「音樂智能理論」、「課程模式」；Elliott「實踐哲

學」的立論可以分成五個核心概念，包括「整合性的」與「反省性的」哲學、

「音樂的體驗」、「音樂認知」、情境中的「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課程

理論」。兩人的論述足以提供音樂教育者從事教學實踐時的參考。 

三、「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兩個派典經過相互思辯之後，研究者發現它們各有

其價值性，可並行不悖。音樂教育實踐時需兼具「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

的思維，才足以反映社會多元文化的價值觀，進而達到整合性的學校音樂教育

目標。 

四、本研究從音樂教育實務的三個基本議題去比較兩人之立論：（一）我們為何要教

導音樂：Reimer 主張音樂教育主要在於從聆聽中去加深人們情感生活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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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t 主張動態的多元音樂課程可以使學生達到「自我實現」的價值。（二）我

們需要教導什麼音樂：Reimer 主張要教導音樂的內涵要素，也就是要教導「內

在認知」；Elliott 主張「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賞」的教學應包含多面向的層面。

（三）我們應該如何教導音樂：Reimer 主張普通音樂課程計畫與特殊音樂教育

課程計畫要並重以及實行；Elliott 主張要反思性地去實行「音樂課程即是實驗

課程」。 

五、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的立論與批判教育學論述，對於台

灣未來學校音樂教育實踐的重要蘊義為：（一）音樂教育主要在於從聆聽中去加

深人們情感生活的體驗，這需要一種「內在認知」的深化教學；在動態的多元

音樂課程中，教師亦應運用各種「音樂挑戰」方式以激發學生多元的「音樂素

養」；（二）音樂內涵須以非語言的情感投注超越語言的「概念化教學」；「音樂

製作」與「音樂聆聽」的教學應包含多面向的層面；（三）音樂教師除了規劃普

通音樂教育課程，也要注重對音樂有較高層級學生認知的需求；因此，音樂教

師的專業素養要具有反思性，才能幫助學生提昇「音樂素養」的層級。（四）音

樂教師需對傳統音樂教育的實施提出質疑與反省；（五）音樂教師需以多元的「星

叢式」（constellation）論述方式解說音樂作品；（六）音樂文化必須自律，不能

被「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所宰制；（七）個人應經由批判的反向思考

能力以建立對音樂教育的價值觀。 

關鍵字：B. Reimer、D. J. Elliott、美感教育、實踐哲學、音樂教育哲學、批判教育學 

 

 

 

 

 

 

 

 

 

 

 

 



 

 V

The research of B. Reimer’s“aesthetic education”and D. J. Elliott’s

“praxial philosophy”argument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intended to inquire about th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core concept in B. 

Reimer’s“aesthetic education” and D. J. Elliott’s“praxial philosophy” argumentation 

and probe into the debate between the two music education paradigms. So,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is the main resource of the essay. In addition, Reimer and Elliott also 

discussed the topic of“power”,“ideology”, and“social justice”;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 inquired about the critical pedagogy literature to dialogize with the 

argumentation of Reimer’s and Elliott’s about the topic of “politic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ose analyses above, the researcher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music education practice in Taiwa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included five aspects : 1) “aesthetic education”was 

flourishing in 1970, the original figures of “aesthetic education”included Langer, Meyer, 

Mursell, Broudy, Leonhard & House, and Schwadron. After Reimer proposed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music education domain in North America thought that music had 

important effect on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life quality of people. In 1980s, Elliott 

criticized “aesthetic education”severely, and then he proposed“praxial philosophy”. 

The original figures of “ praxial philosophy ” included Sparshott, Dennett, and 

Csikszentmihalyi. After Elliott proposed “praxial philosophy”, the music education 

domain in North America much more emphasized on the context topic in education than 

before. 2) Reimer’s “aesthetic education”argumentation included five core concepts: 

synergic philosophy, aesthetic experience, aesthetic cognition, musical intelligence theory, 

and curriculum model; Elliott’s “praxial philosophy”argumentation  included five core 

concepts: comprehensive and reflective philosophy, musical experience, musical cognition, 

musical making and musical listening in context, curriculum theory. 3)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Reimer’s“aesthetic education”and Elliott’s “praxial philosophy”argumentation 

both had values, the two music education paradigms could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goals of school music education. 4) thre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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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ation of Reimer’s and Elliott’s are: a) why do we teach music: Reimer proposed 

that music education must deepen the feel experience of people. Elliott proposed that 

dynamic and multiple music curriculum could help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value of 

self-actualization. b) what music do we teach: Reimer proposed that teachers must teach 

the intrinsic elements of music. Elliott proposed that the instruction of “music making”

and “music listening”must include multidimensional aspects. c) how do we teach music: 

Reimer proposed that music educators must equally stress general music curriculum plan 

and specialized music education plan. Elliott proposed that music educators must 

reflectively implement“music curriculum as practicum” . 5) Reimer’s “ aesthetic 

education”, Elliott’s “praxial philosophy”argument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critical 

pedagogy had some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music education practice in Taiwan: a) if music 

educators wanted to deepen the feel experience of people, they needed the instruction of 

“knowing within”. In a dynamic and multiple music curriculum, music educators must 

make use of“musical challenge”to arouse the multiple“musicianship”of all students. b) 

if music educators wanted to teach the intrinsic elements of music, they must notice that the 

nonverbal feeling engagement must transcend the verbal“conceptual teaching”. c) in 

addition to planning general mu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music educators must notice the 

cognitive need of some students who had advanced music literacy. So, music educators 

must reflectively possess professional musicianship and educatorship, then they c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help students to raise their musicianship level. d) music educators must 

propose query and reflection to traditional music education practice. e) music educators 

must make use of the discourse of multiple“constellation”to explain the musical works. f) 

musical culture couldn’t be controlled by “cultural industry”. g) music educators must 

become a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through critical thought. 

Keywords: B. Reimer, D. J. Elliott, aesthetic education, praxial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critical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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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背景 

 

音樂教育哲學的研究興起於二十世紀後半期，任何相關於學習者、教師、

以及音樂題材三角關係的層面，對音樂教育哲學探究來說是重要的範圍，音樂教

育專業需要一個架構做其引導，在此架構內可以汲取許多知識，因此，哲學議題

的探究應用到音樂教育是必須的，也需要許多研究的層面（Rainbow & Froehlich, 

1987）。音樂教育哲學家必須描述他們的信念系統，也就是他們贊成什麼論述或

主義，以及要描述他們認為音樂教育必須如何的觀點，這種信念系統可以對音樂

教育領域的觀點提供整體性的架構，所以身為一位音樂教師，實需要一套音樂教

育哲學理念來引導其音樂實踐。有許多研究者已經去探查一些思想理論之層面，

這些層面包括：「音樂聆聽」（music listening）的本質，文化、品味（taste）、

音樂認知（music cognition）的定義，以及「音樂理解」（musical understanding）

的本質，在一些研究中也會思索那些觀點/理論對於音樂教育的影響，並論證音

樂教育理論的發展如何被這些觀點所影響（Rainbow & Froehlich, 1987）。隨著

社會價值觀的改變，在面對大眾文化的遍布與多元文化的衝擊之下，音樂教育派

典（paradigm）的模式也隨社會脈絡文化的改變而有不同風貌。美國音樂教育哲

學派典對社會的貢獻，可依年代的遞轉分為實用論（Utilitarian）、美感論

（Aesthetic）、實踐論（Praxialism）。 

在十九世紀以前，美國的教會及學校佔了相當的重要性，音樂即是要提昇

兒童在教會歌唱的能力；同時為了配合校慶，學校有一些樂團成立，那時校方認

為要在學校中教導學生樂器，除了器樂教學也有合唱課程的形式，因此，在當時

音樂是基於實際需要而產生的，例如畢業典禮需要音樂的伴奏，音樂的形式是以

演奏為導向，所以在學校中要依照個人的興趣加入合唱課程（Thompson,  2003. 

12. 8）。當時也是「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教育的年代，「進步主義」以 J . Dewey

為代表，是美國在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一項重大社會、政治改革運動中

的一部份，此項教育運動與 Dewey 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哲學思想—「有

效用即為真」的觀點相互連結，強調民主信念、著重創造力以及對於學生實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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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經驗的重視。「進步主義」時代認為藝術是學習其他科目的工具，而不是當成

藝術本身的一種知識領域，當時所重視的是實用論這種哲學觀點（Geahigan, 

1992；Mark, 1996）。實用論觀點在解釋音樂研究的價值時，是被運用來確認其

它的學科領域，它的立場是音樂教育要幫助發展一些音樂之外的品質，例如「藉

由音樂提昇自我修養」與「藉由音樂培養合作的精神」，學生參與在學校的音樂

課程中即可幫助學術成就的提高、藉此也可以表現出比較好的自我形象、比較深

的自我價值感、以及較佳的閱讀技巧（Mark, 1996；McCarthy & Goble, 2002）。 

蘇俄在 1957 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造成美國一些大學教授的評論家關心

傳統價值的衰退，以及公立學校中智力要求的缺乏，許多評論集中在數學及科學

的教學，關注的重點在於有關學術才能的發展，而在朝向改革的運動中，一件劃

時代的事情在 1959 年的伍茲侯會議（Woods Hole Conference）熱烈引起討論，

此會議中代表有心理學者、歷史學家、及教育學者，他們一起探討科學及人權教

育的重要議題，這個會議的報告是由 J. Bruner 所寫，Bruner 強調課程中的主題

應該以學科的結構（structure of the discipline）來被組織，他也提出螺旋性課程

（spiral curriculum），認為課程是以一種連續性的方式來被建構，同樣重要的概

念及原則會在學童學校教育中不同課程中的點重複出現，而伍茲侯會議則主張：

知識是有關連的（related），而那些關係在每個科目的專家是最能被理解的，因

此，此時有一些批評主義的暗流與「進步主義」抗衡（Geahigan, 1992；Mark, 

1996）。哲學家 J. R. Phenix、P. Hirst、E. Eisner、H. S. Broudy、B. O. Smith、J. R. 

Burnett 等人的課程理論認同 Bruner 的觀點，他們注重每種課程領域中的基礎學

習，每個理論強調許多分離領域學習的存在，所有這些心理學者都贊成「美感」

是知識中特別的及分離的領域，而領域中的熟練及對所有學生來說是必須的，這

和「進步主義」時代大相逕（Geahigan, 1992；Mark, 1996；Wright, 1992）。因為

「進步主義」時代對藝術價值的見解偏重實用論觀點，相反的，這些認知心理學

者將藝術視為他們對人類學習及生活的獨特貢獻，偏重在藝術的美感論觀點。由

於這些哲學家的觀點，使得美國在 1960 年代從科學與語文學科對學校課程做起

全面改革，影響所及也促使藝術教育產生極大之變動，於是有「美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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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education）這種情意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的推動，音樂教育領

域中的代表人物首推 B. Reimer，Reimer 在 1970 年時出版音樂教育史中第一本

以音樂教育哲學為標題的專書《音樂教育哲學》（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他將焦點置於注意藝術之美感的本質，以及對培養美感的感受性

（sensitivity）/察覺力（awareness）/素養（literacy）之重視，這都是「美感教育」

的重點所在（Reimer, 1970；Reimer, 1989a；Reimer, 1992）。 

1970 年代以後，許多美國社會中有許多影響深遠的改變，包括對峙的情勢、

冷戰的衰退與結束、公民權力運動的出現與持續影響、以及教育中「多元文化主

義」跟隨而來的上漲，已經注意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發聲；同時間，介於人類

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科學等學者之間各學科間的對話已經對藝術學科領

域的內容造成影響。1990 年代之後，一些學者陸續將「實踐」（praxial）的觀點

帶到音樂教育中的哲學對話，他們注意到音樂活動身為重要的人類行為之不同的

文化形式，挑戰西方藝術傳統著重在將「音樂作品」視為物體（object）的觀點，

這些學者已經強調音樂與音樂教育的價值必須敘述與音樂傳統周遭事物相聯

繫、以及影響今日學校之獨特的文化特徵與情意的反應，受到許多文化的觀點與

不同的學術科目所影響，這些思想家已經力促音樂教育者去闡釋音樂活動在每天

生活中不同的形式之重要角色（McCarthy & Goble, 2002）。實踐論之反對美感

論有其代表人物，同時也慢慢受到大家重視。學者 Colwell（1986）指出：表面

上音樂教育持續在「美感教育」的標誌下前進，但是其實音樂教育在找尋新的旗

幟，不僅要被大眾所理解，還要是接近可被大眾接受的教育實踐（educational 

practice）。令一位學者 D. J. Elliott 在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博士班曾受教於 Reimer，當他完成博士班的學位論文後，1986 年發表於《美感

教育雜誌》（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的《爵士教育即美感教育》（Jazz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一文，開始以獨特的立場討論批判美感哲學的

限制；1995 年時，Elliott 的專書《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學》（Music Matters-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受到音樂教育界注意。Reimer 認為音樂教育

中音樂與音樂的學習在過程中有線性的關係，非常清楚，但 Elliott 卻認為不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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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認為人生有許多可能，音樂與音樂的學習是是多面向的（multidimensional）

（Thompson, 2003. 12. 8），他反對 Reimer 的「音樂教育即是美感教育」（Music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簡稱 MEAE）學說，提出「實踐哲學」（praxial 

philosophy）的學說與之抗衡，Elliott（1995）認為「實踐哲學」的焦點主要在達

到「自我成長」、以及在「音樂製作」（music making）與「音樂聆聽」（music 

listening）之行動中得到音樂的「愉悅」，教師與學生應該一起合作，藉由接觸

音樂及參與「音樂製作」等音樂計畫中去迎接音樂的挑戰。 

從以上探討可理解到，1970 年代美感論的觀點主張音樂教育之主要的價值

是要提高或加強學生的敏感性，要讓學生培養出一種對於音樂之「主觀性」，以

及要從「音樂聆聽」中去加深人們對於「美感的體驗」，在當時的年代中，音樂

教育派典正在從實用論轉至美感論（Mark，1982）；而 Mark（1996）認為兩種派

典都有優點，且在美國學校的音樂教學總是反映出美感論或實用論的觀點。爾

後，在 1990 年代時，興起了一股反對美感論的風潮，一些學者將實踐論的觀點

帶入音樂教育的領域之中，主張「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都是一種行動的概

念。就是因為以上這些背景脈絡，因而引伸出北美音樂教育哲學界以 Reimer 為

代表的「美感教育」派典與由 Elliott 做為代表的「實踐哲學」派典之間的爭論。 

美國在 1980 年代興起的教育改革運動就是「追求精緻的教育」（excellence in 

education），這個運動主張教育應該強調認知的發展、內容充實的課程、對學生

的學習有較高的期望，它不只是要發展智性的技巧，更重視所有學科的卓越成

就，實施良好的文理學科教學，尤其重視人文學科，此一回歸基礎教育思想的移

轉並不是狹隘的重提 3RS（讀、寫、算）等基礎學科能力的培育，而是尋求藝術、

人文與學科三者均衡的教育（郭禎祥，1990a）。當時美國的音樂教育學者，仍然

認為藝術是學校教育中所必要的，因為它是一種人文價值，「美感的體驗」

（aesthetic experience）是音樂教育的最終目的，只靠直接體驗是行不通的，還需

要銳敏的眼光與知性的判斷，想自偉大的藝術品中得到體驗，尤其要有人文學科

的準備。此外，創造的實作體驗對於孩子們也是重要的，藝術家創作的體驗對他

們也許有所啟示，但漢寶德（2001）主張美國的藝術家們認為藝術教育的目的不

只是使孩子們進入藝術世界，同時也要為他們建立一種可以與藝術溝通的辨識

力，基於此一觀點，把藝術教育規劃為一套課程，由人文學科的教師去執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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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藝術教育的目標。 

在 1993 年時，《2000 年目標：美國教育法》（The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通過立法程序後，把藝術規定爲核心學科，使藝術成爲與英語、數學、歷

史、公民與政治、地理、科學、外國語同等重要的學科，並且該法令要求這些學

科領域制定教育標準，以鼓勵美國的青少年兒童取得高水準的學習成就，並爲他

們的學習及成績的評價確定水準基點（MENC, 1994）。美國音樂教育團體對於全

國音樂教育改革不遺餘力，其中「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Music Educatiors 

National Conference，簡稱 MENC）推動全美的音樂教育，也主導了《藝術教育

國家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的制訂，《藝術教育國家標準》

是在美國藝術教育標準全國委員會的指導下，由美國「國家藝術教育協會聯盟」

（The Consortium of National Arts Education Association）編寫發展，於 1994 年正

式頒佈，它有效地推進了美國藝術教育的規範化發展，並爲美國跨世紀音樂教育

的最高指南（MENC, 1994），Reimer 也是其中一位執筆者。《藝術教育國家標準》

旨在描述學生在所有學科中必須具備的知識和技能，以期實現他們的個人潛能，

成爲世界經濟中具備生産能力和競爭能力的人。在《藝術教育國家標準》中，認

為藝術教育是一種有順序的(sequential)、整合性的(comprehensive)，以及包含四

門藝術學科（音樂、視覺藝術、舞蹈、及戲劇）的教育事業，藝術教學須堅持動

手導向（例如：學生要不斷地從事實踐、練習和研究，以保證四門藝術學科所要

求的有效的和創造性的參與），學生要學習多種文化和歷史的藝術遺産，而要實

現《藝術教育國家標準》的「內容標準」（Content Standard）與「成就標準」

（Achievement Standard），必然要求在各門藝術之間以及在藝術與其他學科之間

尋求合理的聯繫（MENC, 1994）。 

Reimer 指出他不會認為美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的內容是沒有任何缺失

的，這種想法引起他嘗試想要改變標準，使標準能夠「整合性」去提供一個模式，

並也能在運用於全球不同社會情境中受到專業的廣泛接受，因此，他以角色（role）

的觀點將美國音樂教育的國家「內容標準」重新架構過，並分成三個部分：「音

樂素養」、「聆聽者」、以及「音樂教育者」的角色（Reimer, 2003；Reimer, 2004. 12. 

4）。現階段美國音樂教育的實施在《藝術教育國家標準》的導引下，不僅重視學

童的興趣、動手實作的創造力即與生活的連結，而學生要能體驗音樂、感受音樂

的美感，更需要有一些辨識音樂符號的能力，這些符號便要依靠教師為學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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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學科理論做基礎，並且以這種音樂的本質為基礎，才更能有效與其它學科

做整合，實是一種兼重美感論與實用論的哲學觀。 

研究者在閱讀一些相關文獻後，發現台灣音樂教育實踐的歷史幾乎都是圍

繞在實用論的觀點。因為在日據時期，音樂教育中的唱歌是為了台灣人民德行的

涵養，為達到皇民化統治的效果，音樂教育的目的皆是軍國主義的延伸；光復之

後，為了要「反共抗俄」以及完成「建國復國」的中心任務，政治主導教育，為

了重整經濟、與保持政治上的穩定等因素，所有的教育政策一律以能達成實用性

為目的，於是，政府採取中央極權式的管理，在音樂教育方面的實施皆是以實用

論的哲學觀點為主，音樂大部分只是附屬於其他事物的一部份，導致音樂科目往

往不被重視，甚至被邊緣化，學習音樂不是為了美感的啟發，而是為了一些道德

涵養等功能而存在，因此，台灣的音樂教育應重視美感論的哲學觀點（姚世澤，

2003；孫芝君，1997；陳木子，1998；陳郁秀，1999；陳碧娟，1995；賴美鈴，

1997；賴美鈴，2000）。 

郭禎祥（1990b）指出我國教育體制過去多受日、美所影響，多年來不只我

國，幾乎全世界的藝術教育都是盛行一種實用論的理念，但是郭禎祥在 1990 年

代那時卻認為台灣未來的藝術教育受到美國「以學科為基礎的藝術教育」

（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DBAE）所影響，會更強調「美感教育」的重

要性。陳木子（1998）也指出台灣 1993 年的新課程標準則展現了「以學科為基

礎的藝術教育」思潮，對我國美術教育的影響，不但將國民教育美術教育的範圍

界定在廣泛的視覺藝術基礎上，也將教學目標擴展至表現、鑑賞和實踐等領域，

兼重審美、創作和生活應用。 

其實這在音樂教育上也有相同的狀況，劉沛（2004a）指出「DBAE」這個

從幼稚園至十二年級的改革實驗項目，係由格蒂藝術中心（The Getty Center for 

Education in the Arts）在 1987 年支助與倡導，1989 年擴大到音樂領域，這便是

著名的「以學科為基礎的音樂教育」（Discipline-Based Music Education，DBME），

它是一種整合性的課程改革實驗。其實「DBME」的理念也影響當時台灣的音樂

教育，因為研究者從 1993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與 1994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的總目標中，都可發現標準都是要藉由培養學生感覺音樂、理解音樂及表現音樂

去培養學生的美感能力、以及與從學生直觀的「美感體驗」中去提昇他們人生的

價值（教育部，1993；教育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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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台灣解嚴後，台灣的教育政策也隨之鬆綁，漢寶德（2001）曾指出，

比照美國經驗，我國的藝術教育改革似乎是三十幾年前美國藝教改革的重演，其改

革的理由與思想的方向大體上都是一致的，只是我們不像美國引發的熱烈討論，僅

由政府默默的進行而已。在 2000 年 9 月所發佈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暫

行綱要」中，有「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一章，其中兼有感性的創造與理性的思考

之教育理念，足以說明教育部的藝術教育觀念已經可以連結上國外教育家的改革思

想維。而教育部於 1998 年 9 月 30 日公佈「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教

育部，1998），並於 2001 年 9 月正式實施跨世紀的新課程，在課程目標方面，特別

強調統整能力，而在課程結構和實施方面，則打破傳統的學科組織方式，以「學習

領域」的方式統整過去分立的學科，其中「藝術與人文」領域便包含了「音樂」、「視

覺藝術」與「表演藝術」三種藝術類別，值得注意的是學習領域的課程統整概念期

望培養及強化學生具備「帶著走」以及解決問題「實用性」的能力（蘇永明，2000）。 

研究者認為台灣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雖然也受到美國《藝術教育國家

標準》將音樂與其他學科作連結的概念、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所影響，但

檢視當前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的音樂教師在落於實踐時，都偏向重視學生

多方面的學習興趣與實用能力，似乎又過於偏向實用論的哲學觀點，而較為忽略了

音樂內在本質的美感論。誠如伍鴻沂（2003）指出，古今中外關於音樂教育本質雖

然一直存在功能論與美感論兩種理論，但他以一位音樂人的身份，則語重心長地指

出儘管當今我國有少數的教育學者，質疑內在美感理論的藝術教育觀點，認為音樂

教育者應以實用論或功能論為基調提出更強的外在價值觀點，才足以服人，但他認

為學校普通音樂教育，透過「美感體驗」的啟發，才能逐步引導學生學習音樂基本

的理論與技能，進而發展出具備美感的情意，具有音樂傾向的學生也才得以受到啟

發與鼓勵，如此「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的理想，才得以發揮趕上當前世界主流的

「美感體驗」培育教育。這也正如張蕙慧（2002）所主張的，以音樂為核心的課程

統整，在追求閎通之餘，也不能降低音樂本身的專業水準。 

陳郁秀也曾指出，放眼全世界教育界，很少有取消「音樂」或「美術」學

科的案例，如今卻被併入「藝術與人文」領域，教育部並沒有提出任何具說服力

的評鑑或報告，她進一步主張我們應該贊成學生涉獵其他藝術，只是教育部的做

法很粗糙（引自潘罡，1999），而研究者認為作法之所以粗糙，主要是因為沒有

去深究美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中的哲學理念，導致忽略美感論與實用論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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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誠如賴美鈴（1997）亦指出，我國的傳統音樂教育哲學，並不像西洋音樂的

著重美與情感的表現—「為藝術而藝術」—美感論，反而是重視音樂的教育功能

及道德力量，是「為人生而藝術」—實用論，而歷年台灣的音樂課程標準也都會

配合國家政策和社會的需要做調整與修訂，所以也會偏向以實用論為依歸。 

縱上所述，台灣的音樂教育在實踐時，無論是以往或是現今，實用論的音

樂教育哲學對於台灣的音樂教育影響深遠，但是反觀美感論與近十幾年內興起的

實踐論，對台灣音樂教育的實踐卻較無實質的影響作用。研究者也期望從 Reimer

「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中去探究兩者對於台灣未來學校音樂教

育在實踐時有何重要的啟示。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以『B. Reimer「美感教育」與 D. J. 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分析之

研究』做為本論文之主題，其動機來自於幾方面： 

壹、從蒐集音樂教育哲學相關議題的研究報告中，發現美加地區對於音樂教育

哲學兩個派典的研究成果豐碩，但國內之碩、博士論文關於此議題的探討

卻付之闕如 

一、美加地區近十七年來對於「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議題之研究 

研 究 者 查 閱 美 加 地 區 博 碩 士 論 文 線 上 資 料 庫 （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從 1990 年 1 月 1 日到 2007 年 6 月 30 日為止，以「音樂美感教育」

（music aesthetic education）為標題者，包括學術期刊、論文、雜誌、商業出版，

共有 682 篇文章，在 Reimer 的「美感教育」思想被討論的計有 64 篇文章，數量

上佔了「音樂美感教育」的文章約百分之十一，由此更可看出 Reimer「美感教

育」之受到矚目性的程度。此外，從近年與 Reimer 的「美感教育」有關的六篇

論文（詳見附錄一），包括 Boothe（1993）、Salinas-Stauffer（1997）、Valentine

（2000）、Mary（2003）、Heneghan（2004）、與 Wheeler（2006），Reimer 的「音

樂教育即美感教育」之立論常被當成是教學實務之哲學基礎，但以上幾位作者也

常將其與 Elliott 的「實踐哲學」觀點做比較，其中有三篇論文，包括 Salinas-Stauffer

（1997）、Heneghan（2004）、與 Wheeler（2006）的論文中皆要找尋另一種調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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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er 與 Elliott 兩人的觀點，或是要找一種「協同合作」的（synergy）第三種

觀點。但是這幾篇論文並未提到 Reimer 在 2003 年最新出版的專書《音樂教育哲

學：提昇視野》（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Advancing the vision）以及近年

來他的「美感教育」立論，實際上，新版書中多次提到他的「美感教育」思想在

轉變著，並也提到他的思想正朝向一種「協同作用」的觀點，這都將他人對 Reimer

以往思想的批判做出一些解套，這個議題的討論也都將會置於本研究之中。 

關於「實踐哲學」方面相關議題之論文，從查閱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線上

資料庫中，1990 年 1 月 1 日到 2007 年 6 月 30 日為止，以「Elliott and praxialism」

為標題者，包括學術期刊與商業出版，共有 9 篇文章。其中包括 McCarthy & Goble

（2002）、Panaiotidi（2003）、Westerlund（2003）、Maattanen（2003）、Panaiotidi

（2005）等五位學者的文章，這些學者中，有人會批判「美感教育」的觀點，有

人則認為「美感教育」哲學與「實踐哲學」各有不同觀點，可以並行不悖，研究

者在本論文第五章的探討中都會完整引用到這些文章的論點。 

二、台灣近十五年來對於「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議題之研究 

研究者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搜尋 1990 年到 2007 年期間有關學

校教育中「美感教育」、「美育」或「美育教學」議題的論文，發現共有十九篇碩

博士論文（詳見附錄二）。從分析這十九篇論文看來，其中僅有四篇是完全與音

樂教育有相關。第一篇王麗琪（2003）的碩士論文解釋「藝術」與「美學」、「音

樂美學」之意涵，「藝術」與「美學」、「音樂美學」之教育價值，以及音樂教師

應具備之藝術人文專業素養，該論文係從問卷來調查中等學校音樂教師應具備之

專業素養及認知，文中提到的「美感教育」較無哲學立論的分析輿論述。第二篇

葉自強（2005）的碩士論文，旨在探討美感經驗的狀態與特殊性，他並不著墨在

任一人的美學觀點，而是以較為廣泛的美學觀點去探討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

領域之理念與實施，最後再以確立的美學觀點檢驗「藝術與人文」領域中的理念

與實施是否符合、或背離藝術的原理與特殊性。第三篇葉文傑（2006）的博士論

文旁徵博引，將音樂經驗分析地透徹深入，且深具個人的見解，他認為音樂教育

哲學的派典已經從「美感教育」哲學移轉到「實踐哲學」的派典，主張「美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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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派典理論曖昧與衝突會阻礙前進的腳步，因此已經被「實踐哲學」的派典取

代，雖然他認為派典的被取代不代表派典本身的衰亡與引退，反而會將生機帶入

派典內部，活化派典背後承載的教育實體，但是研究者好奇的是在社會脈絡中思

想的轉變下，是否任何派典有被取代的可能？「美感教育」派典真的是毫無前進

的腳步？「美感教育」派典在面臨砲火猛烈的攻擊下，又如何迎新納舊去捍衛自

己的論點？兩個派典有無協同合作的可能？這是研究者想要探討的部分。第四篇

為王恩芳（2007）的碩士論文，她將 Reimer 的三本專書之思想做出透徹的分析，

以及從中提出對於音樂教育之建言，實屬難能可貴，但研究者更想深入探究的是

兩個派典之間的對話與批判，其中兩個派典的重要性、相異性各為何？這都是研

究者想了解的。 

關於「實踐」方面相關議題之論文，研究者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中

用「音樂」與「實踐」當作關鍵字查詢，發現共有五篇碩士論文（詳見附錄三），

從這幾篇論文內容看來，都不是從音樂教育哲學的「實踐」（praxis）觀點來做分

析。一篇與音樂教育議題相關的論文，蔡佳珮（2007）之「國中音樂教師教學信

念與教學實踐之個案研究─以音樂欣賞活動為例」，文獻內容係在探討有關教學

信念、音樂欣賞教學教學信念與教學實踐，雖然在文獻中曾引用 Reimer 與 Elliott

的幾點理念，重點卻不在兩個派哲學派典的立論分析，而這卻是本研究所想要著

重探討的。 

縱上所述，國內音樂教育領域在研究關於「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的

立論之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關於此議題之碩、博士論文仍然篇數不多，可說是

寥寥可數，尤其關於「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的立論相互的差異性、筆戰、

與影響力更是付之闕如，這意謂著由此議題來探究對台灣學校音樂教育的啟示，

仍有很大的論述空間，因此觸動研究者研究之動機。 

貳、了解批判教育學的論述是否可以應用到音樂教育的領域中 

音樂教育哲學學者 E. R. Jorgensen 跳脫 Reimer、Elliott 兩個人的爭論有另外

見解，他的「實踐」觀點承襲自 P. Freire 與 M. Greene 的批判教育學。對於 Freire

來說，「理論」沒有「實務」（practice）會是一種「心靈主義」（mentalism），

並且容易缺乏應用層面以將理論帶到生活中；「實務」若是沒有「理論」則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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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主義」（activism）或是「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容易缺乏引導

的原則。「實踐」對於 Freire 來說是轉化的，在其中它會涉及公正、平等、及自

由之倫理與道德的原則，在這些原則中，個人的意識會覺悟到一些需要被變化成

實務的事，Freire 認為我們不是僅要一代一代去傳遞「實務」，反而要在協同努

力中為了需要改變的事而作出行動，因此，Freire 主張「實踐」是解放的、是以

變革為傾向的，要朝向自由與公正前去努力。受到以上這些觀點所影響，Jorgensen

認為，音樂教育在規範上對於更新音樂的舊有傳統上是「實踐的」；同時，音樂

教育在它對於個人、文化與社會的影響上也是「轉化的」（transformative），因

為音樂教育在傳統上曾背負著一些壓迫，必須轉化這種壓迫關係而成為一種解放

的教育（liberating education）（Jorgensen, 1996；Jorgensen, 2002；Jorgensen, 2005）。 

在現今這個重視多元文化的社會中，音樂教育哲學是否也能關注到「社會正

義」（social justice）與公平的層面？對於「意識型態」、「權力」、「公正」

等方面，Reimer、Elliott 是否曾探討過？研究者曾在博一上學期時，修過教育系

所的「教育美學」課程，期間對於探討「批判理論的美學論述與其對音樂教育有

何啟示」這個議題很有興趣，也曾在 2004 年於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發表過相關議

題的文章—「探討 T. Adorno 之批判美學思想及其對藝術教育的啟示」。經過這

幾年思想的沉澱與閱讀，研究者常思索到一個問題—音樂教育在實踐的過程中是

否在複製或傳遞主流階級的價值，而導致各種權力不對稱的霸權行使？這部分的

議題，音樂教育者應該較少去著墨與關注，正如 Vaugeois（2007）所認為，音樂

教育哲學文獻敘述許多重要議題，但是這麼多文獻中，「音樂教育」的「政治」

成分卻很少見到，Vaugeois（2004）就曾提到批判意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

會使我們去思索「意識型態」、「權力」等「政治」層面，如此會影響到我們身

為一位音樂教育者應該如何實踐的層面。批判教育學的傳統精神是要瓦解並挑戰

既有社會之宰制現況，意即試圖要揭開隱藏在社會生活世界的「意識型態」

（Kincheloe & McLaren, 1998）；此外，Elliott 與另一位主張「實踐哲學」觀點

的 T. Regelski，他們對於「實踐」的觀點係值基於 Aristotle 的定義（Elliott，2005；

Regelski，2005），但是 Vaugeois 主張他們的見解與批判教育學不相同，批判教

育學中批判意識的發展才是注意「政治」的，這種批判教育學對於「政治」議題

的觀點對於我們注意到「政治」議題之批判意識形式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

（Vaugeois, 2004；Vaugeois, 2007）。研究者希望探討這些論述是否可以轉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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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到音樂教育的領域中，因此，也想進一步探討批判教育學如何論述教育與「政

治」的相關議題。 

參、瞭解多元化的哲學理念是否可以做為台灣學校音樂教育實踐時之參考 

台灣教育部於 2005 年出版的「藝術教育白皮書」，於文中提到：當前藝術

教育主張高尚文化與通俗文化的交融，強調多元性、折衷性與可複製性的特色，

藝術教育的形式，不再只著眼於啟發學生的創造力，更強調藝術內涵能結合學生

的興趣、生活與社會發展現象，反映文化的認知，以提高學生對周遭事物的敏感

度，務期使學生學習文化的內涵與意義、對自我文化的認同、了解多元文化內涵、

以及科技的運用，發展尊重他人與關懷社會的情操，達成終生學習的目標，多元

文化、人文關懷、科技運用等成為後現代藝術教育的重要議題。由於學科本位藝

術教育之典範逐漸被消解與轉型，代之而起的是創意表達、多元智能、多元文化、

為生活而藝術、社區本位、以至於視覺文化等各種典範的互動、折衝與並置，形

成各地域開放繽紛的多層次局面（教育部，2005），由此可見，台灣的藝術教育

之發展方向也希望朝向全球性的潮流前去努力，不再只注重本位主義的內在本

質，期望以多元化的哲學理念為基礎，做為發展台灣音樂教育的依據。 
而學校音樂教育在實踐時應朝什麼方向去努力呢？其實音樂教育哲學文獻

可以引薦我們到一些影響我們理解音樂和音樂教育本質及價值的因素，思索這些

因素對於發展成專業的音樂教育實踐者是重要的。為了要建立此領域之重要議

題，研究者挑選了美國當代對於音樂教育界影響深遠的音樂教育哲學家：Reimer

與 Elliott，兩個人的哲學主張足以引導做為一位音樂教育者的實踐，兩人的哲學

立論有所差異，但也有相同之處，如何運用兩人的哲學立論的價值觀，並從兩種

派典的對話與交融中提煉出要義，以對學校音樂教育的實踐有所啟示，這是研究

者要深入探討的。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為了解美國在 1970 年代後的時代變遷中，受到社會、政治、

與文化塑造下音樂教育哲學基礎的變革，並從中分析 Reimer 與 Elliott 之音樂教

育哲學觀點，進而探討兩個派典—「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思想雖然意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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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卻各有其支持者與重要性。此外，音樂教育哲學是否有效且深入敘述音樂教

育實踐關於「政治」議題中的「意識型態」與「權力」層面？研究者希望從文獻

探討中能獲取此資訊；並且，研究者也試圖從影響音樂教育哲學立論的批判教育

學論述中找尋脈絡，是否從中可以探究出影響音樂教育深遠的「政治」議題，繼

而從中對台灣學校音樂教育的實踐層面提出建言。茲分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

下： 

一、探討 1970 年代之後美國音樂教育哲學派典中，「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

之緣起與發展。 

二、探究 Reimer 與 Elliott 音樂教育哲學之立論，瞭解音樂教育者所應具備的音

樂教育哲學理念之認知。 

三、探討「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立論間的思辯，以得知兩個派典的價值性。 

四、比較 Reimer 與 Elliott 兩人的哲學立論，以得知兩個派典的立論差異性。 

五、探究 Reimer 與 Elliott 的哲學立論及批判批判學論述對於台灣學校音樂教育

實踐之啟示。 

貳、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1970 年代以後美國「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立論之緣起背景與發展為

何？ 

二、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之立論為何？ 

三、「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兩個派典的思辨與核心價值為何？ 

四、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之差異為何？ 

五、根據 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的立論及批判教育學對於「政

治」相關議題的論述，省思其對台灣學校音樂教育實踐的啟示為何？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採取理論分析法，理論分析法即是一種理論性的探究（theoretical 

inquiry），理論分析法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觀所影響，缺乏較為客觀的評述，研究

者主觀的認知、情感、及邏輯思考推理能力，皆可以影響研究的結果。就本研究

而言，針對此一限制來談，Saukko（2003）曾提出多元效度（multiple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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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多元效度包含三種效度：第一是詮釋取向的「對話效度」（dialogic 

validity），主要在於如何得到他者（others）在生活現實中的真實性；第二是後結

構取向的「解構效度」（deconstructive validity），主要在於如何揭露社會中的意

識型態問題；第三是脈絡主義取向的「脈絡效度」（context validity），主要在於

理解社會、政治脈絡和研究現象的相互關係（Saukko, 2003）。 

為了確保本研究實施過程與分析的效度，研究者運用 Saukko 的多元效度方

式，用以檢視本研究的效度。首先，研究者採取「對話效度」的觀點，在 2003

年底時，美國音樂教育學者 K. Thompson 來台演講，他曾對於 Reimer 與 Elliott

的音樂教育哲學思想，與本校音樂教育組博士班的同學座談，席間他對於兩位學

者的觀點分析地鞭辟入裡，非常透徹，研究者也提出許多問題向他請益；而在

2004 年年底時，Reimer 本人也到台灣演講，研究者曾個別針對「美感教育」的

相關議題向他請益，也與幾位博士班的同一起邀請他，請他座談關於「美感教育」

與「實踐哲學」的立論觀點（詳見附錄四），Reimer 雖然認為「實踐哲學」的觀

點有所缺失，但同時也肯定 Elliott 的立論之貢獻；此外，除了接受論文計畫口試

委員的許多寶貴建議之外，研究者也常與指導教授對話，請他檢核研究者的觀

點。第二，針對「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之相關文獻及理論論述，則是採取

「脈絡效度」的觀點，並以「對歷史真實性的察覺」（awareness of historicity）與

「對社會脈絡的敏感性」（sensitivity to social context）兩個標準，作為支持本研

究的「脈絡效度」，在這方面，針對「對社會脈絡的敏感性」這方面來談，研究

者近五年中所發表的文章，都著重於運用理論的分析或以哲學命題探討其對於現

今音樂教育實踐的啟示（何育真，2003；何育真，2004a；何育真，2004b；何育

真，2004c；何育真，2007. 7. 25），研究者希望能將理論應用於社會脈絡中的音

樂教育實踐；針對「對歷史真實性的察覺」這方面來談，基於這些哲學素養，研

究者除了在閱讀、理解與詮釋相關文獻資料時，將 Reimer 與 Elliott 的哲學立論

真實呈現，避免曲解原意之外，關於兩人相互筆戰與批判的論點，研究者會運用

文獻的分析分別去支持兩人的見解，此外，研究者也會將文本的資料與音樂教育

在社會脈絡中的實踐作一連結，希望能將「理論」與「實踐」之間作一種開放的

對話過程。第三，研究者會運用「解構效度」的觀點，擷取批判教育學的觀點與

Reimer、Elliott 論述（文本）當中所提及的「權力」、「意識型態」、與「社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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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等議題作視域的交融，並以解構批判性的觀點去分析潛藏於學校音樂教育中

的「政治」議題，據此對於學校音樂教育的實踐提出建議（Saukko, 2003）。 

本研究運用 McMillan & Schumacher「三角測量法」（triangulation）和 Saukko

「多元效度」的概念，以多元效度三角檢核的方式，在整個研究過程中，作為檢

核及增進本研究實施的效度。多元效度三角檢核的相互關係，研究者以圖 1.1 表

示： 

 

 

 

 

 

 

 

 

 

 

 

 

圖 1.1：多元效度的三角檢核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修改自 McMillan & Schumacher, 1989；Saukko, 2003） 

 

基於以上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步驟與流程方面有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閱讀相關 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的資料，

以了解他們的思想緣起脈絡及學術發展過程。 

第二階段：閱讀並探索 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之

特色。 

第三階段：探尋構成 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的核心概

念，並深究這些概念的意涵。Reimer 的「美感教育」係由五個核心概念所組成，

這些概念要素為「協同合作的哲學」、「美感的體驗」、「美感認知」、「音樂智能理

蒐集 Reimer、Elliott 
哲學立論之口述文本 

 
分析 Reimer、Elliott 哲學
立論之相關文獻與其對於
學校音樂教育實踐之蘊義

 
蒐集批判教育學分析
「政治」議題的論述 

脈絡效度 

解構效度 對話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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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課程模式」；Elliott 的「實踐哲學」係由五個核心概念組成，這些概念要

素為「整合性與反省性的哲學」、「音樂的體驗」、「音樂認知」、情境中的「音樂

製作」與「音樂聆聽」、「課程理論」。 

第四階段：由於「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兩種立論之間有許多辯論與

對峙的理念，研究者將運用文獻探討一些學者對於「美感教育」哲學的批判與評

價；同時也會探討一些學者對於「實踐哲學」的批判與評價，由此可清楚得知美

國音樂教育哲學兩個派典之間爭辯的重點為何。 

第五階段：運用文獻探討「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兩個派典之立論價

值。 

第六階段：研究者將 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的五個核

心議題作一分析，並比較兩人的立論基礎。 

第七階段：研究者從以上的分析中，發現 Reimer 與 Elliott 的音樂教育哲學

觀對於音樂教育是否受到「政治」（包括「意識型態」與「權力」）的影響，有否

受到系統化的壓迫或不公義之事項發生，都曾經論述過，因此，研究者評論兩人

探討音樂教育與「政治」相關之議題時，將運用批判教育學之文獻做輔助分析與

視域交融之用，如此才能對音樂教育所牽涉的相關「政治」議題得到充分與完整

的理解。 

第八階段：應用音樂教育哲學與批判教育學論述對台灣音樂教育相關議題

的蘊義，提出台灣未來學校音樂教育實踐的方向之建議。 

以下研究者即以圖示呈現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1.2）與研究流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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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架構 

Elliott「實踐哲學」哲

學立論的思想淵源 
Reimer「美感教育」立

論的思想淵源 

Reimer「美感教育」立

論的特色 
Elliott「實踐哲學」立

論的特色 

Reimer「美感教育」立論的核心

概念：「協同合作的哲學」、「美

感的體驗」、「美感認知」、「音樂

智能理論」、「課程模式」 

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的核心

概念：「整合性與反省性的哲

學」、「音樂的體驗」、「音樂認

知」、情境中的「音樂製作」與

「音樂聆聽」、「課程理論」 

整理、分析、詮釋 Reimer 與 Elliott
兩人的哲學立論，進而探討兩個派典

間的思辯與價值 

結論與建議 

比較 Reimer 與 Elliott 兩人之立論，並探討音樂

教育與「政治」議題的關聯，進而探究兩人之哲

學立論對台灣未來學校音樂教育實踐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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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研究流程 

 

階段一：資料蒐集與閱讀 
蒐集與閱讀 Reimer 與 Elliott 哲學思想

形成的背景脈絡，以了解他們哲學思想

發展的過程及淵源。 

階段二：文獻理解與詮釋 
探究 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

踐哲學」的特色。 

階段三：聚焦、思索與分類 
探尋構成 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
「實踐哲學」的核心概念。 

階段四：整理、分析、與評論 
 
整理「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派典

價值觀的思辯；分析與評論「美感教育」

與「實踐哲學」派典的立論價值。

階段五：比較、應用與轉化 
比較 Reimer 與 Elliott 立論之核心議

題，應用兩人的哲學觀點與批判教育學

論述視域交融之結果，提出對台灣未來

學 校 音 樂 教 育 實 踐 的 啟 示 。

階段六：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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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壹、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education） 

哲學（philosophy）此字來自於希臘（phi=愛，sophy=科學，智慧），哲學是

一種藉由思考縝密與正確的愛智之學，它並非是我們現今所了解的科學，科學係

代表對概念、信念、價值、意義進行系統的、精確地反思。哲學有許多分支，「認

識論」是處理知識的議題、「本體論」關注存在的概念、「價值論」是研究價質的

概念、「邏輯學」是在調查系統與推理的原則，而哲學的分支中最直接和音樂教

育有相關的便是美學以及教育（Reimer, 2003），因此，本研究所指的哲學便是以

一種邏輯的思考方法去深究人類信念的學問。 

教育哲學則是一門應用哲學，研究的是教育的信念，教育信念決定教育的

思考方式、教育政策的釐定、各項教育活動，所以教育哲學是教育的理論基礎之

一（李雄揮，1997），因此，本研究所指的「教育哲學」便是將哲學的邏輯思考

方式應用到教育實踐中的一門學問，可以指引教育思考的方式及教育政策制訂的

方向。 

貳、音樂教育哲學（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音樂教育哲學係從哲學的層面去闡述音樂教育的方向，同時也指出了音樂教

育的本質與價值，不同的哲學觀點對音樂教育的本質及價值觀會有不同的解釋，

因此，當在實踐時，便會引領我們對於音樂教育目標或教學的實施有不同的見

解。對於音樂教育這個領域來說，音樂教育哲學是必須的理論基礎，因為它可以

提供音樂教育領域兩種功能，第一，它提供一個基礎去證明音樂的價值；第二，

對於音樂教育專業的活動與發展的領域，它可以給予方向（Reimer, 2003）。 

因此，本研究所指的「音樂教育哲學」的意義，即是運用哲學的探究

（philosophical inquiry），藉由哲學理論使得音樂教育知識的主體可以被解釋及運

用。 

參、「美學」與「美感」的運用（aesthetic） 

本研究將“aesthetic”譯為「美學」，則意指哲學的分支，是一門研究藝術

本質與價值的哲學方法，主要在處理藝術的來源、形式、及意義（McCarthy & 

Goble, 2002），意義較為廣泛；研究者將“aesthetic”譯為「美感」時，則與 Reimer

的專書《音樂教育哲學》第一、二版中的絕對表現主義（absolute express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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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第三版中的「協同合作」之音樂教育哲學思想（一種以體驗為基礎的音樂

教育哲學）有所連結，前者指的是一些非概念化的「美感體驗」，包括「美感知

覺」（perception）與「美感反應」（reaction）；後者指的是「音樂的體驗」（或

稱為「美感的體驗」），包括感覺的（sensuous）、知覺的（perceptual）、創造

的（creative）。 

肆、美感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 

根據牛津英漢辭典（張芳杰主編，1984）指出，「aesthetic」意指審美的、

使人有審美能力的，因此「審美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意指追求審美情操

培養的一種教育方式，主要在培育人格的健全發展，增進生活的情意，使世界充

滿和諧與色彩，改變人們朝向真、善、美的生活態度與觀念。崔光宙（1992）則

指出中國首先提倡「美感教育」思想的是教育家蔡元培，他在擔任教育總長時所

頒佈的教育宗旨中強調以「美感教育」完成道德教育，此外，崔光宙也認為「美

的理想」之意義在於將難以描繪的道德觀念，需要藉由想像力在感性中表達出

來，所以他在《美感判斷發展研究》一書中都將“aesthetic education”譯為「美

感教育」。因此，“aesthetic education”的中文有兩種譯詞，一種是「審美教育」，

另一種則是「美感教育」，本研究採取崔光宙之釋義，將 Reimer 的“aesthetic 

education”譯為「美感教育」，「美感教育」這個名稱常被用來包含教導藝術的所

有層面，包括教導「藝術的」（artistic）、「回應的」（responsive）、歷史的」

（historical）、「批評的」（critical）等層面，這也是 Reimer 使用這個名稱的方法

（McCarthy & Goble, 2002）。 

因此，本研究所指的「美感教育」意義，係指要如同一種藝術的形式，著

重幫學生適當地「知覺」與「回應」音樂作品，這是為了要培養學生的情感以及

在「美感的體驗」方面去喚起他們的感受性。 

伍、實踐哲學（praxial philosophy） 

實踐（praxis, practice）一字源於希臘字「去作」（doing），Elliott 的同事 P. 

Alperson 是第一個在音樂教育哲學中使用此字的人。“praxis”意謂行動，此行動

深藏在特別成就的情境中，以及對一個特別成就的情境容易感應。這個字正如古

希臘所使用的—要去分辨“theoria”（純理論的、永恆的真理）與“techne”（創

造、做、或產生的知識），是一種知識的種類，有推理及批判思考的特徵（McCarthy 

& Goble, 2002）。「實踐哲學」汲取自 Aristotle 的「實踐即行動」（praxis as action）



 21

的概念，所以這個概念生根固定於實踐，而非生根固定在理論上（McCarthy & 

Goble, 2002）。Elliott1995 年出版的《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學》一書中的主要

思想即為「實踐哲學」，因為此字捕捉這個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實踐」對音樂

本質與重要性之完整的了解，比起「美感教育」去理解「音樂作品」所包含的還

要多。 

因此，本研究所指的「實踐哲學」意義，係指教導音樂及學習音樂即是一種

特別的行動形式（也就是聆聽、或製作與聆聽同時），這種行動的形式是有目的

的、位於情境中的，因此，是在顯示某人的自我、以及某人與社群中其他人的關

係，「實踐哲學」強調音樂（做為產品與過程）應該以與實際的「音樂製作」、「音

樂聆聽」、及在特別文化情境中的音樂成果所顯示的意義與價值的關係來被了解。 

陸、政治（politics） 

在批判教育學文獻中所說的「政治」，其實並不是指政壇中所發生的那些派

系權力鬥爭之類的事情，而是指在批判論述傳統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之中

所界定的文化權力策略與文化實踐。在批判教育學裡，教育之所以必須是「更像

政治」的，乃是因為教育本身的定義變成 Giroux 所說的：任何一種實踐，只要

能夠有意地企圖影響意義的生產過程者，便都是一種教育的實踐（引自宋文里，

2006），而以種族、階級、性別的觀點所表達的「權力」關係，這些種類的分析

常會促進「政治」的討論事項（Smith, 2000）。 

Vaugeois（2007）認為「政治」這個詞語有許多正式與通俗的意義，而他指

的是關心一些與社會有關聯的層面，也包括「權力」，在此他提到「權力」的兩

個元素： 

1.高壓政治（coercion）或控制（物質性）之物質的顯示，包括一些現象，

例如公共資源與私有資源之分佈，以及關於公共的善之決定，與公民的權利與責

任。 

2.權力，如同創造意義的能力，也就是一種「意識型態」（ideology），這種

功能會去證明特定種類的關係。 

因此，本研究的「政治」意義，係指「意識型態」與「權力」，教育是一種

「政治」的行為，沒有一種教育會是中立的，因此，音樂教育落於實踐時，同樣

無法免於一些社會上關於「權力」、「意識型態」、「壓迫」、「社會正義」等議題，

這些元素即是研究者要在本研究中所探討的「政治」面向。 



 22

柒、音樂教育派典（music education paradigm） 

「派典」這個字是希臘的用語，以往係用來描述 Plato 的理念，現今則廣泛

地被運用在對每個生活領域中之一種「轉化的過程」（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之描述：例如在工作市場、稅務政策、遺傳學等領域，Panaiotidi（2005）認為「派

典的轉移」之定義為：對於一種基本上不同形式的詮釋所進行之一種概念的移動

（conceptual move）。「派典」有精確的定義與普遍被接受的意義，和「趨勢」

（tendency）的意義相反（Panaiotidi, 2005），Kuhn（1970）則主張派典具有兩個

含義：一是科學家據以從事科學研究的一些共識，包括價值、信念等；二是科學

家共同認可仿效的範例，派典不是理論，而是思考方式（ways of thinking）或研

究的型態（patterns for research），但當這些研究完成時，可以導致理論的發展。 

因此，本研究的「音樂教育派典」意義，係指音樂教育哲學的社群用以知

覺並了解音樂教育哲學世界的共同架構，而這個共同架構就是一種「學科的模型」

（disciplinary matrix），是社群中一種共同的思考方式，他們對於研究有一種共同

的詮釋與概念，並會導致某種理論的發展，例如「美感教育」派典或「實踐哲學」

派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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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 
之緣起與發展 

 
第一節 「美感教育」之緣起與發展 

 
「美感教育」係以「美學」作基礎（Mark, 1996），要提到「美感教育」，

必須先提到「美學」的起源。 
壹、「美學」觀點的起源 

「美學」的起源意義和美的概念之連結其實非常少，它起源於希臘文

“aisthesis”，意義是「感覺體驗」（sense experience）或「知覺」（pertception），

因此，正如 Smith（1989）解釋：美學這個名稱人聯想到事情的知覺與沉思，而

非事情的創造—注視、聆聽、或閱讀。美學這個名稱是在 1735 年由一位德國哲

學家 G. Baumgarten（1714-1762）所創造的，他認為「美學」的意義比美的哲學

研究更要明確，他想要建立與替一個新的探究領域命名，這個探究是為了詩的想

像分析所做的，從起初對詩歌的關心，「美學」所關注的已經在十八世紀和十九

世紀迅速變得更廣闊，也包含了視覺的雕像、與繪畫的物體、音樂的效能（一般

認為是「作品」）、以及所有自然的事情（例如日落、花、景色）之研究，理論家

思索詩、繪畫、音樂作品的美，這都是重要的，因為這種研究將這種美與自然美

之間有差異，他們將「美學」視為藝術的理論（Elliott, 1995）。Elliott（1995）認

為現今的「美學」是在三個不同的方面被廣泛使用：一、廣泛地談：「美學」是

一個為了所有哲學與科學的探究，甚至是美的事物存在之名稱，有著人們對美的

反應；二、寬鬆點來說：「美學」是被視為「藝術哲學」的同義字；三、嚴格說

來：「美學」意指哲學理論之廣大的範圍，會包含「美學」概念的基本假設。 

「美學」在這三個意義上，名為一種原理，它認明了一種關於音樂、繪畫、

舞蹈思想之特殊的方法，正如 Elliott（1995）所概述的，「美學」方法的思想依

賴十八世紀：一、美感物體；二、美感知覺；三、美感品質；四、美感的體驗四

種原則以及它們的推論。音樂的美學概念則依靠四個基本的假設：一、音樂是一

種物體或作品的珍藏；二、「音樂作品」的存在僅有以一種方式被聆聽（美感地

聆聽），美感地去聆聽「音樂作品」意義，在於完全將焦點置於所謂的美學品質，

也就是「音樂作品」之結構過的元素：旋律、和聲、節奏、音色、力度、織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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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過程（例如變奏、重複），這些元素將會提供形式給這些品質；三、美學

概念的第三個假設是「音樂作品」的價值總是本質的或內在的，大部分的美學理

論家相信音樂的價值完全存在於「音樂作品」的結構屬性；四、假如聽眾美感地

聆聽「音樂作品」，他們將會達到或經歷「美感的體驗」，「美感的體驗」意指起

源自聽眾完全專注於一個「音樂作品」的美感品質之“無私欲的歡愉”（disinterested 

pleasure），這會避開任何道德的、社會的、宗教的、政治的、個人的、或其他與

這些品質所包含的實用的關聯（Elliott, 1995）。其實兩百年來美學概念已經有無

數的變化，但是它中心的概念仍原封不動，因此，Elliott（1995）指出美學之較

精確的意義是：哲學的分支，與概念的分析有關，並且當我們在沈思美學對象時，

問題的解決方式會出現，整體說來，Elliott 認為「美學」並不是「藝術哲學」之

同義字。 

貳、「美感教育」興起的背景 

由於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特定的社會的發展—包括冷戰與公民權力運

動—導致了許多有影響的音樂教育者對社交活動的情況有所不滿，這些教育者包

括 A. Britton、C. Britton、C. Leonhard、Reimer、A. Schwadron，他們感覺到音樂

教育需要一種較強的哲學基礎，一種在學術上更加可信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去解

釋音樂在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他們想要這種新的基礎要十分整合性地的去聯合

此專業領域的人員（McCarthy & Goble, 2002）。任教於密西根大學的 Britton 與

任教於伊利諾大學的 Leonhard 是美感運動遠離實用論哲學觀點最早的領導者，

在 1950 年代時，全國專注於關心教育的品質，此時教育受到威脅，而將教育資

源的方向從音樂改到其它學科身上，因此，Britton 及 Leonhard 尋求發展更有原

則的基本原理—以音樂的內在本質（inherent nature）為基礎，去取代舊有的實用

哲學觀正當化的理由。 

在 1954 年有另一件重要的發展發生，此時「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組織了

一個委員會：「基本概念的委員會」（Comission on Basic Concepts），此委員會的

建立是用來承認「堅固的」（solid）哲學對音樂教育來說是必須的，除了音樂教

育者，這些會員代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因為「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

認知到這個委員會必須反映不同的觀點。「教育研究之國際社會」（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NSSE）在 1958 年出版了「全國音樂教育者學

會」所支持的委員會之作品，並將它當成委員會之第五十七本年報，標題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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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教育的基本概念」（Basic Concepts in Music Education），其中的章節是由著名

的音樂教育者書寫有關美感的觀念，它在音樂教育這個專業的影響是很大的，因

為它設立了未來音樂教育中知性的發展之議程，音樂教育專家將它合併入他們的

課程大綱，並且當哲學家及心理學家在當代為音樂教育發展知性的發展時也參考

它。在基本概念下，音樂教育者、心理學者、哲學家、社會學者展現一種不同的

相關於他們學科的立場，對於一個正在尋找一個新的知性的（intellectual）基礎

之專業，這些學者的觀點是重要的（Mark, 1996）。 

其中，Britton 為了音樂教育引述了歷史的理由，但是卻批評了關於音樂教

學之輔助價值（ancillary values）的實施（引自 Mark, 1996）： 

音樂，正如博雅藝術（liberal arts），已經形成一種西方文明中從希

臘時期到現在的教育系統之一個統整部分，因此，歷史上說來，音樂在

教育中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不幸的是大部分教育者與音樂教育者，仍是

保持不知道的狀況。由於缺乏歷史知識提供的保證，許多人想要證明音

樂在美國學校的地位傾向於放置太多的依賴在音樂所提供的輔助的服

務，但是最終這輔助的價值不能構成其正當化的理由。 

 

1959 年，Leonhard 及 House 寫了一本大學的教科書—《音樂教育的基礎與

原則》（Foundation and Principles of Music Education），對建立美感在音樂教育的

理論基礎上有所貢獻，全國音樂教育學者在「美感教育」的標誌下開始採用這種

概念，「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也馬上支持這種新的概念，影響所及，一些專業

性的對話討論都出現，例如 1963 年「耶魯會議」（Yale Seminar）、1965 年的「整

合型音樂素養會議」（the Seminar on 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1967 年的「唐

格伍德會議」（Tanglewood Symposium），這些會議都使「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

的概念更加普及化，1966 年「美感教育雜誌」（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的

建立，也迅速變成音樂教育哲學議題爭論的一個公開討論地，它在 1970 年代中

確定了此美感運動的優點。Reimer 在 1970 年時出版音樂教育史中第一本以音樂

教育哲學為標題的專書《音樂教育哲學》，他將焦點置於注意藝術之美感的本質，

以及對培養美感的感受性（sensitivity）、察覺力（awareness）、及素養（literacy）

之重視，這就是「美感教育」的重點所在（Reimer, 1970；Reimer, 1989a；Reimer, 

1992），Reimer（1970）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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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音樂教育在現在這個時代能被一個單獨的、佔最重要地位的目

的來表現其特徵，則吾人必須說這個領域嘗試要變成「美感教育」，為

了要實現這個目的所需要的是哲學，此哲學會顯示出音樂教育在其本質

及其價值如何及為何會是美感的。 

 

音樂教育哲學中對於美感發展之重視，已經產生相關於這個主題的一些

書：一、Reimer《音樂教育哲學》之第二版的作品，在 1989 年出版（Reimer, 1989a）；

二、R. Colwell 在 1991 年編輯《音樂教育的基本概念》（Basic Concepts in Music 

Education）（Colwell, 1991）；三、Reimer 與 J. Wright 於 1992 年出版《音樂體驗

的本質》（On the Nature of the Musical Experience），這本書對於「音樂的體驗」

展現許多觀點、與包括對未來音樂教育哲學的涵義（Reimer & Wright, 1992）；四、

在 1992 年，「教育研究之國際社會」（NSSE）出版第九十一本年報—《藝術、教

育、與美感認知》（The Arts,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Knowing），是由 Reimer 與

Smith 編輯的，這本書最重要的貢獻是闡明美感的學習與認知心理學之間的關係

（Reimer, 1992）。 

由上可知，在二十世紀前五十年，美國公立學校的音樂教育是與許多功能

性的價值有關聯，也就是音樂的存在主要是其實用價值，然而在 1950 年後約三、

四十年光景卻以美感發展的目的而存在。 

參、Reimer「美感教育」的思想來源 

Reimer「美感教育」思想之來源可以下列幾位學者為代表： 

一、S. Langer： 

「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理論主要是依賴 Langer 的音樂理論，Langer 主張

「音樂作品」是一種特殊種類的符號（symbolic），它代表了情感所採取的一般形

式，對「音樂作品」之美感特質去知覺與反應，就是要增加一種特殊的知識或視

見以朝向情感如何進行。因此，音樂的美感特質是音樂獨特價值的唯一來源，所

以也是教育要努力的焦點，Langer 的學說也是「MEAE」理論重要的中心概念（音

樂教育即是人類情感的教育）之源頭（Elliott, 1995）。Langer 在 1948 年的書《在

一種新方法中的哲學》（Philosophy in a New Key）與 1953 年的書《情感與形式》

（feeling and form），清晰表達一位「現代主義者」的觀點—音樂即是“相似於音

調之一種情緒的生活”，她的言詞強烈引起美國大眾的共鳴，然後經由大眾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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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被歐洲與美國的音樂教育從業者所接受（引自 McCarthy & Goble, 2002）。 

二、L. B. Meyer 

關於美國音樂「美感教育」的思想基礎，McCarthy & Goble（2002）指出除

了 Dewey 與 Langer 的影響以外，Reimer 的音樂美感觀點直接來源於 Meyer 的《音

樂的情緒與意義》（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中的「絕對表現主義」觀點。

Meyer 汲取 Dewey 的藝術哲學與格式塔心理學去敘述音樂意義的議題、溝通的議

題、價值的議題，並且 1956 年《音樂的情緒與意義》（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一書的出版，也受到廣大的接受，儘管兩人在重要方面觀點不同，但是

兩人都傾向注重「音樂作品」（也就是作曲），在他們的寫作中，將「音樂作品」

視為藝術的形式，兩人使用概念性的語彙都與西方藝術音樂有關聯，並且雙方都

強調所有音樂是人類情感中相當富有表達力的概念（引自 McCarthy & Goble, 

2002）。 

Reimer 以往所倡導的哲學觀點是「絕對表現主義」，Reimer 認爲這種哲學觀

點爲音樂教育提供了可靠的論證—藝術教育不但是獨特的，而且是所有兒童所需

要的。根據「絕對表現主義」的觀點，「音樂作品」的意義主要在於作品的內部，

由音樂所喚起的表情的意義與情緒的意義之存在，不須指涉到音樂以外的概念、

行動和人類情緒狀態，Reimer 強調的是「音樂作品」本身的及其內部的各種關係，

這些已經足以激發欣賞者的情感，反而音樂之特定形式所在意義的社會情境和意

義産生的社會情境就不是主要的焦點（Reimer, 1970；Reimer, 1989a）。 

三、J. Mursell： 

第一個根據音樂的美感概念將音樂教育概念化的是音樂教育哲學家先驅者

Mursell，他關注的是經由專注於「音樂作品」之美感品質的美感反應發展，他相

信音樂的價值在於音樂的音響型態的能力（capacity），以能再一次呈現人類的情

感或使人類的情感具體化（引自 Elliott, 1995）。 

四、H. S. Broudy： 

Broudy（1958）指出音樂教育的美感概念為：大眾對於音樂會有興趣，主要

是因為「美感體驗」的型態，在「美感體驗」中，我們知覺美感物體是為了要抓

取它「訴諸美感的」（sensuous）特質，而不是要進一步獲取知識或有用的事業（引

自 Elliot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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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 Leonhard & R. House： 

在《音樂教育的基礎與原則》中，Leonhard & House（1959）主張音樂教育

的唯一基礎是人們對「音樂作品」之美感品質的反應發展，與 Mursell 一致的是， 

Leonhard 與 House 主張音樂的型態（pattern）象徵情感的一般形式（form），他們

結論認為音樂教育應該藉由發展學生的能力去美感地知覺與回應，以在所有經過

組織的普通教育中傳達「美感教育」的主要重任。 

六、A. Schwadron： 

在 Schwadron(1967)的《美感：音樂教育的層面》（Aesthetic: Dimensions for 

Music Education）中，他建議音樂教育者要關心美感知覺的發展、以及培育與助

成「美感的體驗」，這種體驗才可能常發生在反應之較為細緻的層級，雖然他比

其他人採取較為寬廣的音樂之社會與文化的觀點，但是他的主張仍是維持「音樂

教育即美感教育」的原則。 

七、小結： 

「美感體驗」所聲稱的價值到底為何？一些理論家在過去已經形成解釋，這

些解釋被 Mursell、Leonhard & House、Reimer 等人所採用，他們是發展自 Langer

哲學的音樂理論之成員。Langer 主要的主張是「音樂作品」的美感品質（aesthetic 

qualities）抓取與代表人類情感（緊張、決心、情緒、休息、上升、下降）的一

般形式，在這種觀點中，美感地去聆聽音樂，提供聽眾一種特殊的知識或視見以

進入情感要採取的一般形式。Langer 定義藝術為：形式的創造，是人類情感的象

徵，她也提到假如藝術能使主觀的現實具體化，則藝術教育便是一種情感的教育

（引自 Elliott, 1995）。 

Leonhard 與 House 在音樂教育上的實踐依靠 Langer 的中心主張：音樂擁有

一種與人類情感形式的相似性，並且音樂是相似於情緒的生活之音調。Reimer

重複 Langer 的概念：「音樂作品」的美感特質給予聽眾一種「情感如何進行」

的知識，Reimer 延續 Langer 的理念並自有創見認為：經由對聲音的美感特徵反

應的發展，音樂教育是人類情感的教育。簡言之，1990 年代之前的音樂教育哲

學明顯是一致的，它植基於十八、十九世紀的美學概念的主張，以及特別是 Langer

的理論。 

肆、「美感教育」的發展 

音樂教育的美感概念中最完整的敘述是 Reimer 的專書《音樂教育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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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t, 1995），Reimer 認為音樂是「物體」（object）或「藝術作品」（art works）

的收藏品（collection），他認為音樂的美感元素或表達元素是節奏、旋律、和聲、

音調顏色（包括力度）、織體與形式，對他來說，「音樂作品」的意義與價值是內

在的，它們是美感特質的功能，因此，音樂教育必須使「美感體驗」成為最主要

的事情（Reimer, 1970；Reimer, 1989a）。 

「美感教育」在 1970 年代是全盛期，即是始於 Reimer 於 1970 年《音樂教

育哲學》一書的出版，他倡導 Meyer 的「絕對表現主義」（absolute expressionism），

Reimer 主張這種觀點提供一種健全的基礎去主張藝術教育對學童來說是獨特與

重要的。根據「絕對表現主義」的立場，「音樂作品」的意義主要是在作品內部

的，由音樂所引起的富於表情的情緒的意義—這種意義的存在與非音樂世界中的

概念、行動、及人類的情緒狀態是無關聯的，Reimer 認為最重要的概念是在「音

樂作品」內部的關係便能夠引起聆聽者的情感與情緒（Reimer, 1970；McCarthy & 

Goble, 2002），在社會情境中所傳達之特別的音樂形式之意義，於 Reimer1970 年

及 1989 年的《音樂教育哲學》的專書中較沒有被思索到，要直到 2003 年新版的

書中才重新審視與重視此議題。此外，研究者也發現 Reimer《音樂教育哲學》

的第三版本中，其實已經摒棄了 Langer 與 Meyer 的理論，在第三版中，他的理

論基礎是當代的腦神經科學家 A. Damasio 的情緒理論。Stubley（2003）主張

Reimer 仍然強調音樂的內在價值，認為音樂教育即是情感的教育，因此，在一

些觀點的調整之後，第三版仍保持前兩個版本的觀點，並廣泛閱讀與參酌當代的

理論後，將課程的發展重新建構。 

Reimer 的書出版後之一個重要的結果，是它使大眾去注意哲學與倡導

（advocacy）之間的關係，這本書啓始一個音樂教育倡導的新階段，Reimer 後來

也提供「美感教育」之最普遍的定義：即是“對美感事物的品質之感受性的發展”

（Reimer, 1972），這種意義也馬上被音樂教育倡導所採用。並且這本書另一個重

大影響是使得許多組織努力去使哲學付諸實踐。例如 1971 年，「全國音樂教育者

學會」的「中西部教育實驗室」（the Central Mid western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CEMREL）出版了《朝向一種美感教育》（Toward an Aesthetic 

Education），文章重點在於學者致力於音樂教育中「美感運動」（aesthetic 

movement）的發展，於是這種美感的方法在 1970 年代逐漸在課程計畫中是明顯

的，包括「中西部教育實驗室」（CEMREL）的「美感教育計畫」（Aesthet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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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克里夫蘭區域計畫」（Cleveland Area Project）、與「哈佛零計畫」

（Harvard Project Zero）（McCarthy & Goble, 2002），一些音樂教科書也以這種哲

學為基礎而出版，最有名的是 1974 年出版的基礎叢書「銀色的博爾戴特音樂」

（Silver Burdett Music），這本書中，Reimer 是一位指導的作家（Crook, Reimer & 

Walker, 1974），而這本書是根據 Reimer 的美感哲學理念而編寫的，並且是由

Reimer 當主編，在全美有深遠的影響力，從 K-8 年級中，每一首曲子皆有音畫，

這些音樂則是根據音樂元素來製作的。 

此外，1970 年代特定的教育潮流與心理學潮流對「美感運動」的方向有所

影響。當時經濟的改變引起政策執行者變得較為關心教育中的“基本”（the 

basics）（提出教育績效的問題，這也導致藝術教師去增強藝術倡導的成果），教

育家強調以“結果為基礎”（outcome-based）的課程、行為與教學成果的測量、

以及逐漸增加的量的研究方法論，想要促進課程的發展與課程的評鑑，當然，許

多音樂教育中的研究在那時去探討學生美感的感受力如何影響他們的音樂學習

與成就，教育領導者尋求在心理學、教育心理學、與「美感教育」之間拉出一條

連結線，並應用分類學（taxonomy）的觀念到音樂教學上，創造出教學的目標以

描述美感的行為與情意的成果、以及評鑑「美感教育」課程，而從認知心理學來

的主張（特別是關於腦研究的成果也被出版）支持音樂教育去面對漸增的壓力以

確認教育中音樂的正當性。而其他教育的潮流也依序影響「美感教育」的方向，

但問題是許多音樂教育者欣然接受這些教育潮流，而沒有全面去考慮這些潮流與

「美感教育」教條之相容性，並且許多音樂教育者也沒有深入探究與澄清「美感

教育」的意義，反而去接受此哲學而沒有全面了解「美感教育」之課程意涵

（McCarthy & Goble, 2002） 

以下研究者整理出當代幾位延續 Reimer「美感教育」理念的學者： 

一、K. Swanwick： 

對 Swanwick（1979）來說，音樂教育即是「美感教育」，他相信聆聽是一種

經由「美感的體驗」而與音樂物體—也就是與美感的實體（entity）—有關的方法，

他在《音樂、心智、與教育》（Music, Mind and Education）中再次強調音樂教育

必須主要去關注「美感意識的喚起」（aesthetic raising of consciousness）（Swanwick, 

1988），Swanwick 主張音樂幫助我們探索情感，因為音樂「結構情感」（structures 

feeling），在《音樂、心智、與教育》之中，他相信 Langer 的理論對他在過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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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中研究的重要性，並且持續延續他的理念：音樂是一種認知情感生活的方式

（music is a way of knowing the life of feeling）。因此，Swanwick（1999）指出他

支持 Reimer 的理念，進而批評 Elliott 誤解「美感教育」之概念，因為他與 Reimer

都不是一位「形式主義者」。 

二、G. D. Peters & R. Miller 

Peter & Miller（1982）兩人支持 Reimer 的理念，主張音樂的意義是美感地

去對音樂物體的形式品質與技術品質做知覺與反應之結果，他們主張音樂在學校

中的最好用途以及將音樂置於課程中最好的理由，是因為音樂被稱為「美感教

育」。 

伍、Reimer 對美國音樂教育領域的影響 

在 Reimer 的「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運動的年代，有許多正向的影響：第

一，此運動強調西方藝術音樂身為一種藝術形式的特色，並且確認音樂是一門課

程的學科，有其學術的內容，藉此提昇音樂中教育的地位、並且給予音樂教育專

業尊敬；第二，它提供一種獨特的概念基礎，以此為基礎，音樂教育者能夠去解

釋音樂學科在課程中的重要性，因此，「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使得美國的音樂

教育專業化；第三，在建立一個概念的架構以及一種字彙去解釋音樂的意義與價

值，此運動也提供一種方法給美國的教師、父母及行政人員能夠討論音樂教育的

重要性，並藉此支持專業所倡導的努力（McCarthy & Goble, 2002）。 

Reimer 為美國的音樂教育專業領域，主持撰寫了《音樂教育國家標準》

（National Standard for Music Education），以及主持了美國《2020 視野：未來音

樂教育研討會報告》的重要文獻之撰寫工作。Reimer 倡導的「美感」概念和過

程，有可借鑒之處，例如，引導學生領悟音樂中的統一與變化等美感原則，對發

展學生廣義的美感認識，以及這種認識與情感之間的關係，是具有相當大的益處

的，這也是「美感教育」追求的一種共同的境界，同時他也認為音樂是普遍的與

跨文化的，因此，所有文化的音樂可以被藉由所有人被真實地體驗。1993 年，

美國《2000 年目標：美國教育法》首次把藝術確定爲中小學的核心學科，並要

求各核心學科制定國家標準，當時引發「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和視覺藝術教育、

舞蹈教育、戲劇教育的國家級學會合作，在聯邦政府的有關協調審核部門配合

下，於 1994 年完成並出版《藝術教育國家標準》，《藝術教育國家標準》仍然

強調 Reimer 所倡導的「美感」概念和過程重點（劉沛，2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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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er 的「美感教育」注重對藝術類作品內容的認知，包括形式、主題和

情感等，另外，藝術類作品產生的過程、原因與作品分析的能力亦必須在「美感

教育」中被提供，如此便可以達到「美感教育」的目的，因此「音樂作品」背後

的人文精神與音樂中潛藏的理性、感性等方面，都應包含在音樂教學中。Reimer

對視覺藝術與舞蹈教育皆產生影響，而這兩者也對他有所影響，Reimer 影響視

覺藝術的教育學者 E. W. Eisner，Eisner 也影響 Reimer，他們兩人的「美感教育」

觀點皆是要幫助學生變得更人性化（They help students become more human），

也都影響美國 1970 年代以後的音樂教育與視覺藝術教育。在 Reimer 提出「美感

教育」之前，音樂似乎和人的愉悅生活有關，如果畢業典禮中有音樂將是很愉悅

的，音樂只是一種附加物，但自從 Reimer 提出「美感教育」之後，音樂對人文

素養與生活品質都有很大的影響，因此，二十世紀後期的音樂之存在價值是要使

學生具有更好的人文氣質（humanity）（Reimer, 1992；Thompson, 2003. 12. 8）。 

 

第二節 「實踐哲學」之緣起與發展 

 

「實踐哲學」係以「實踐」作基礎，要提到「實踐哲學」，必須先提到「實

踐」的起源。 
壹、「實踐」觀點的起源 

「實踐」之哲學觀主要來自希臘時期 Aristotle 之哲學思想（黃藿，1996；

黃藿，2000），從「實踐哲學」的角度來看，Aristotle 所展現的教師形象是一位

「理論」與「實踐」兼顧的思想家兼行動家，他不但建立了西方學術的理論知識

體系，也透過辦學與教育將他的理想付諸實踐，對於他來說，「實踐哲學」包括

倫理學與政治學，兩者密不可分，都屬於「實踐哲學」，並且都以「實踐」為導

向，兩者之核心的關懷是：如何能過美好的生活？Aristotle 基本上認為，人本性

都渴求幸福，為過幸福快樂的生活，除了個人要修德善行之外，還要生活在一個

安定有秩序的城邦之中，才能實現。他認為倫理學的目的不在建構抽象的理論，

而在於躬行實踐，倫理學與政治學都以追求善或至高善為目標，不同的是：倫理

學追求的是個人一己的善或幸福，而政治學追求的則是城邦社會整體的福祉或共

善（common good）。這與中國傳統儒家的思想相符，尤其是儒家強調「內聖外

王」之道，內聖是指倫理學中獨善其身、修身的功夫；外王則是政治學中兼善天



 33

下、治國、平天下的方法，儒家從內聖到外王一貫相通，就如 Aristotle 的倫理學

與政治學也是從個人的幸福與德行追求到群體的共善與福祉目標，一貫相通的道

理一樣（黃藿，1996；黃藿，2000）。 

Aristotle 在《論題學》第六卷中將知識（episteme, knowledge）分為「理論

沉思」（theoria）、「實踐」（praxis）與「藝術創作」（poiesis），「理論沉思」

是將一件事理論化，「行為實踐」是一件事的行動，「藝術創作」則是去製造某

一件物品（Aristotle, 1960），這三種知識是人類理性功能的運作的三種方式，「理

論沈思」係以人類理性功能中最高直觀理性（nous）和智慧（Sophia）認知不可

改變和永恆的存有，形成為知識而知識的理論性知識（theoretike episteme）；實

踐性知識（praktike episteme）係以實用智慧來探索實踐性問題（to prakton），

並透過良善的行為實踐（eupraxia），從而達致良善的生活（eu zen），以導向人

類的善（anthropinon agathon）；製作的知識（poetike episteme）係以人類的理性

中的製作或創作（poiesis）功能來導向作品（ergon）或技藝（techne）之完成，

「實踐性知識」和「製作的知識」之不同，在於前者之目的與動力在於實踐者自

身，而後者在於完成外在於人類之作品，想改變的是外在對象（楊深坑，1999）。 

根據一般科學方法工具性理解，知識則被二分為「理論」與「實踐」（理

論的應用），但是在 Aristotle 的倫理學中，「實踐」主要用以說明對立於「理論」

的邏輯設計之人類政治倫理生活中的思想行動範疇（Schrag, 1998；引自葉文傑，

2006），「實踐」並非「非理論」，而是將真正的「實踐」知識限定在「實踐智」

（phronesis, practical wisdom）的範疇，將同為「實踐」的「技術」區分為一種

製作生成的（poietike, productive）知識（Dunne, 1993；引自葉文傑，2006），

然而「實踐」的這種區分在近代科學方法論中逐漸消失，大多將「實踐」化約理

解為「藝術創作」（poiesis）意義上的技術知識模式（葉文傑，2006）。「實踐」

（praxis, practice）一字源於希臘字「去作」（doing），而「實踐智」一詞則源

於希臘文「思想」（phronein），代表「領會」（to have understanding）、「聰

明或深思熟慮」（to be wise or prudent）的意思，原本意指對於某些事物的適切

認識之掌握，後來逐漸在倫理學論述中，用以指明一種對於什麼是應該做的事之

適切性掌握（Carson, 2006；引自葉文傑，2006）。正如古代希臘所使用的--要去

分辨「theoria」（純理論的、永恆的真理）與「techne」（需要創造、做、或產

生的知識），「實踐」是一種創造、做的知識種類，有推理及批判思考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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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於人們在一個情況中得到正確的結果是有益的，音樂教育的「實踐哲學」注

重在使學生參與在不同文化團體的音樂實踐中，此哲學會幫助學生了解那些承擔

此哲學的人之意圖、以及理解到此哲學發源、存在、以及有意義的社會的、歷史

的、與文化的情況（McCarthy & Goble, 2002）。 

整體說來，「實踐」正如政治和倫理學，包含行動的目的，其意義體現在行

動或活動本身，是自足的科學，儘管它們不直接指導具體的生產和製作活動；「藝

術創作」之任務為製作，目的在於體現在製作活動以外的產品上，正如詩就屬於

「藝術創作」或技藝的範疇。Aristotle 哲學認為，凡是自足的事物便自然地高於

不自足或有欠缺的事物，因此，「實踐」高於「藝術創作」（Aristotle, 1960）。 

貳、「實踐哲學」興起的背景 

一、美感教育的不足 

在 1950 年代到 1990 年代，除了《音樂教育的基本概念》，Reimer 與 Schwadron

的文章以及一些臨時出現的文章之外，相當少數出版的文章是在談論音樂教育哲

學的主題，然而在 1990 年代早期出現對此主題的興趣（Mark, 1996）。從「唐格

伍德會議」的會議記錄中，當大部分的參與者同意「美感」派典適合於 1960 年

代這個改變的社會價值，另有一些人卻發現「美感」派典對於適應西方音樂卡農

的外邊文化之音樂實踐是不充分的，於是會議的最終報告中便強調對於一種「新

美感理論」的需求，這種「新美感理論」需以科技發展、人類的發展、與溝通的

發展為基礎。Schwadron 雖是音樂教育哲學的美感方法中之原始支持者之一，當

他介於這種一致的哲學觀點與多元社會的現實之間，他開始去討論美感方法的限

制，他倡導要採用一種較為寫實的（realistic）哲學，以及這種哲學要強調“對

「社會—音樂」（socio-musical）的價值與相關之教育目的一種更有包容力的理

解”，Schwadron 的觀點是被他廣博的學識所塑造，而這些學識來自人類學、民

族音樂學、與宗教的研究（引自 McCarthy & Goble, 2002） 

其他更為「整合性」的觀點在那時對音樂教育者也是可利用的，但是大部

分沒被專業所接受。例如 B. Brameld 之社會「建構主義者」的觀點，最有名的

是此觀點的開放與彈性，而它的被忽視可能是因為它與「實用主義」的教育結果

有關聯，這種社會學的方法主要是由 M. Kaplan 所發展，然後由 J. Mueller 所促

進，這種方法沒被音樂教育專業所接受，是因為它與「非音樂」的學習結果有關；

同時，尚有民族音樂學者與文化人類學者 C. Seeger 與 A. Merriam 展現出音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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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觀點，所以也沒有被音樂教育專業所接受，明顯的是音樂教育專業對於植

基於「美感」的哲學更為舒服（引自 McCarthy & Goble, 2002）。但是正如 Mark

（1988）所觀察的，「美感教育」的觀點過於狹窄： 

許多音樂教育家認為此種「美感教育」運動具有使得音樂教育與社

會的目標分離的影響，而這種採用「美感」做為音樂教育基礎，會導致

一種單一的、有凝聚性的哲學，所以造成「美感運動」的重點過於狹窄，

最終無法適應轉換的社會與文化的現狀。 

 

二、對美感教育的反動 

當 Reimer 與其他人穩定快速地持續推進「美感」派典時，Schwadron 與

Lemmon 主 張 這 個 派 典 對 於 適 應 美 國 不 同 居 民 文 化 的 差 異 是 不 充 分 的 ，

Schwadron 強調「美感」的哲學不能解釋“多元的社會之本質以及不同的思想模

式”；Lemmon 將「美感」的哲學視為引導朝向兩種不能令人接受的方向：（一）

我們必須相信所有音樂家根據 Reimer 藝術理論的原則去工作；（二）僅有音樂家

的那些作品和活動能被展現去符合 Reimer 藝術理論的情況，只有這些作品與活

動可被包含在音樂課程中，但是 Lemmon 主張這兩種方向是誤導的（引自

McCarthy & Goble, 2002）。同時間，不同的音樂社會價值之觀點被一些美國音樂

教育主流外的學者所推進，例如人種音樂學者 J. Blacking（1973）公開努力去調

停他自己身為古典的鋼琴家之背景，用他的經驗在研究南非 Venda 人種之音樂的

實踐與信念，在他一系列的演講中都提到音樂與性別的議題，標題為《音樂是如

何的男性化？》（How musical is man？），在 1973 年出版；社會學者 J. Shepherd

（1977）及其他人參與在敘述特別形式的音樂如何反映廣大的社會現實，這是

1977 年出版的《一種音樂語言的社會學》（A Sociology of Musical Languages）；

另一學者教師 C. Small（1977）在他 1977 年出版的書《音樂、社會與教育》（Music, 

Society, Education）提供一個關於在文藝復興時期科學的觀點之出現，如何影響

西方音樂發展的課程這種歷史的解釋，他描寫與非西方音樂實踐的對照，推進我

們對於音樂在教育中的角色之方式一種新的思考。然而，這些學者對於主流的音

樂教育哲學幾乎沒有影響，或沒有立即的影響，因為研究者從眾多文獻的閱讀中

發現，當時的音樂教育哲學領域並不關注這些議題。 

反而，Coates（1983）指出在 1980 年代早期哲學的著作反映了音樂教育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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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這個領域中一些不愉快，這是因為當政府經濟政策開始引導資金從學校中遠

離，藝術教育課程開始在許多學校區域被削減，那時音樂的重要性相對於其他學

科的重要性又再一次被公眾所質疑，例如音樂歷史學者 Mark（1982）便提出音

樂教育長久來的觀點，他又提出「實用主義」去對抗「美感」的基本原理。Coates

（1983）指出一些爭論也持續發生在《音樂教育雜誌》（Music Education Journal）

中，因為美感教育家表達他們所選擇的哲學之優點，然而其他人主張「美感」哲

學暗示的“音樂的無目的”（purposelessness of music）論會毀滅此專業。 

顯然地，在 1980 年代中期，「美感教育」的一些文章開始被一些先前參與

此運動的人所挑戰，Leonhard（1985）觀察到：「美感教育」的言論過於模糊與

神秘，以致很少人能了解它，特別是門外漢，因此，他也偵測到美感主張的不足。

此外，在一篇相當有影響力的文章《一個人認為必須從音樂教育哲學中得到什

麼？》（What Should One Expect from 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哲學家

Alperson（1991）一開始藉由描述「形式主義」（formalism）的美學觀點切入，

他批評這個觀點係來自啟蒙時期哲學家 Kant，根據「無私欲的沈思」（disinterssted 

contemplation）（也就是說僅注意事件之形式的、性質上的層面—例如「音樂作

品」—不去提及事件的概念或它實用的重異性，如此引起了「美感的體驗」，這

是心靈一種特別的、愉悅的狀態），而根據這種觀點認為音樂教育必須包含去訓

練人們對「音樂作品」適當地知覺與回應（也就是說為了有名的作品去培養人們

的品味），以引起他「美感的體驗」，可能也會要他們準備去創造作品以引起其他

人的回應，美感的「形式主義者」認為這種教育將會提昇一個人對音樂的理解與

享受（Alperson, 1991）。Alperson（1991）指出這種觀點促成「音樂教育即是情

感的教育」，Langer 將這觀點理論化地發展與採用，接著由 Reimer 發展「美感教

育」的觀點，但 Alperson 卻堅決反對這種立場。 

Alperson（1991）提議一種「實踐」的音樂與音樂教育的觀點，他認為要以

在特別文化之真實的實踐中所顯示的不同意義與價值之觀點去理解音樂，在使用

“praxial”這詞語時，Alperson（1991）利用在希臘介於三種知識領域的差別：

“theoria”、“techne”、“praxis”，粗略地相等於英文字：「理論」（theory）、

「技巧」（technique）、與「實踐」（practice），“theoria”象徵單純的、永久的真

理之思索性的知識、“techne”象徵製造、創造一些事所需的知識、“praxis”象

徵著考慮推理與批判思考的知識，這種知識對於人們在一個特定的領域或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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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正確的結果」是必須的，根據 Alperson（1991）詳述之音樂教育之「實踐」

的觀點，音樂的成果之不同的形式被認為是不同的實踐，Alperson 在音樂教育中

提出這種「實踐」觀點擴展了音樂的幅度，包含西方傳統以外的音樂，Goble（2003）

認為這種觀點對於音樂教育是適當的，並且它注重社會的、歷史的、與文化的情

況與力量，在其中，音樂創造的實踐會產生以及會產生意義。 

在 Alperson 之公開的報告之後，批判「美感教育」哲學最為激烈的實屬

Elliott，在他已經完成博士班的學位論文後開始以獨特的立場討論批判美感哲學

的限制，事實上，在 1980 年中葉時，Elliott 已經有興趣在架構不同方法的專業

實踐，也開始批評「美感教育」哲學的缺失，當然，Reimer 也尖銳地去回應這

些批判，強調「美感教育」對於提供連貫性給音樂教育專業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Reimer 主張若是將「美感教育」省略掉，則在音樂教育的目的上會出現持續的

混亂狀態（Reimer, 1989b；Reimer, 1989c）；在當時，新的觀點也從認知心理學

的領域出現，1983 年 Gardner 著名的書：《心智的架構》（Frames of Mind），

汲取幾十年的認知科學的研究，去挑戰人類智能是單一的普遍能力之觀點，並提

出七種有區別的智能，一個人需要了解人類的心智一部份是音樂的（也就是聲音

的操弄是一個自然的與獨特的人類認知之形式），並且音樂智能和其他智能有相

關，這種研究使得多教育家了解到培養音樂的正常發展是公立學校之重要責任

（McCarthy & Goble, 2002），所以在當時，支持「美感教育」派典的學者 Swanwick

（1988）也才會合併了認知心理學與社會學的觀點進入他具影響力的書中—《音

樂、心智與教育》。 

1995 年時，Elliott 出版他第一本音樂教育哲學的專書《音樂本質—新音樂

教育哲學》而受到音樂教育界注意。書中係以理解「實踐」的概念為基礎，他主

張音樂教育的本質依賴音樂本身的本質，並且音樂教育的重要必須依賴音樂在人

類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評估 Mursell、Langer、Reimer 之音樂的美感概念，總結

認為這些作家的哲學是無正當理由的、沒有邏輯性的、不可信的，主要是因為他

們將焦點置於“音樂的物體即是一種藝術的形式”，Elliott 堅持「美感的體驗」

之概念是一種高度有問題的人類體驗之“特別的”領域（引自 Goble, 2003）。 

往後，音樂教育學者 Regelski 則與 Elliott 與進一步分別說明「音樂如同「實

踐」以及音樂教育如同「實踐」」的概念，他們兩人的寫作是站在關心北美過去

十年音樂教育哲學的對話之最前線。兩人的觀點在反對所有種類的「美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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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也呈現了他們對音樂教育的「美感」哲學之批評（Elliott, 1991b；Elliott, 

1995；Regelski, 1994）。Elliott 與 Regelski 音樂教育哲學中之「實踐」觀點，係

根基於 Aristotle 的定義（Vaugeois, 2004），因為「實踐哲學」汲取自 Aristotle

的「實踐即行動」（praxis as action）的概念，所以這個概念生根固定於「實踐」，

而非生根固定在理論上（McCarthy & Goble, 2002）。雖然 Elliott 對於「實踐」

的觀點植基於參考一些 Aristotle 的理念，然而 Regelski（2002）卻進一步認為當

代「實踐」的概念已經逐步形成較 Aristotle 的基本原理較為豐富與變化的解釋。 

參、Elliott「實踐哲學」的思想來源 

Elliott 從哲學家 F. Sparshott、認知理論家 D. Dennett 與心理學家 M. 

Csikszrntmihalti 的寫作中汲取概念以形成他自己哲學的基礎（Goble, 2003）。 

一、受 Sparshott 的影響 

Elliott 從 Sparshott 那裡汲取觀念，所以主張音樂是一種人類的活動，包含

了：（一）做的人（doer），（二）一些做的種類（some kind of doing），（三）一些

被做的事（something done），（四）做的人在一個完全的情境中去做他們要做的

（the complete context in which doers do what they do）（Elliott, 1995）。“praxis”

此名詞汲取自希臘的動詞“prasso”，意義是「去做」或「有目的地去行動」，他

解釋自己採取「實踐」此詞去描述他的哲學，目的是強調“音樂必須以相關於在

實際的「音樂製作」、與特殊情境中的「音樂聆聽」所顯示的意義與價值中去被

了解”，而非在「美感」的原則（引自 Goble, 2003）。 

對 Elliott 來說，實際製作音樂的人（musicer）是不同的人類實踐之實踐者， 

音樂是彰顯在世界許多不同的方式中，他為了考慮人類生活中音樂的重要性與價

值性而提出他的前提：「音樂製作」的行動與「音樂聆聽」常引起正面的或令人

滿足的影響之體驗（Elliott, 1995）。 

二、受 Dennett 的影響 

Elliott 認為要理解音樂的價值（包括「音樂作品」的價值）要在“人類意識

（consciousness）的本質中”去理解。當代認知科學家形成此思想，Elliott 引用

Dennett 的主張，認為意識是一種人類神經系統的特徵，起源自幾千年的生物過

程，係經由自然的選擇與文化的發展之進化，當每個人出生、成長與成熟，個人

的意識會漸漸發展以形成一個統整的整體，並會認為這是一種「自我」（引自 Gobl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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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 Csikszentmihalyi 的影響 

Elliott 也引用 Csikszentmihalyi 的觀察—和 Dennett 的主張一致：個體是一

種附帶現象（epiphenomenon）（也就是一種事件、或是超越一些能被直接經由感

覺去知覺的事實），Dennett 與 Csikszentmihalyi 兩人主張意識逐步形成以去符合

人類有機體之特定的需求，並且他們認為每個個體所伴隨的主要目標是將秩序或

力量帶到他自己本身上（引自 Goble, 2003）。此外，Csikszentmihalyi 的「流動」

（flow）體驗也是 Elliott「實踐哲學」的基礎，針對此點，研究者在第四章介紹

Elliott 的哲學立論時會詳細提到。 

肆、「實踐哲學」的發展 

音樂教育中「實踐哲學」的來臨是在 1990 年代中期，這種「實踐哲學」是

在 Elliott 的《音樂本質》（Music Matters）一書中系統地去發展，並創造了一種

北美音樂教育中的空前情況，也已經使得「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這種理論的方

法獨佔音樂教育界的情況得以結束（Panaiotidi, 2005）。 

而當音樂教育專業對於社會文化議題的興趣增加時，會有更多注意力去注

意到 Hargreaves & North（1997）之《音樂社會心理學》（Sociology Psychology of 

Music）以及 Shepherd & Wicke（1997）的《音樂與文化理論》（music and cultural 

theory），因為這些書敘述了音樂行為（behavior）在不同社會中的中心性，以及

敘述出音樂行為隱藏在人們每天的生活中、深留在社會與文化的過程中；

Bowman（2005）的《音樂「實踐主義」之限制與基礎》（The Limits and Grounds 

of Musical Praxialism），更豐富地去探討相關議題，例如道德的成長、社會的轉

化、與對「政治」議題的關注。 

然而，介於「美感」哲學與持不同觀點之「實踐」哲學的兩派哲學家間的

爭論，已經持續到 20 世紀的末期，並且在 21 世紀仍保持活動，例如 Reimer 在

2003 年已經完成以「美感」為基礎之第三版的—《音樂教育哲學—提昇視野》

（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Advancing the Vision），以及 Elliott 於 2005

年所編輯的《音樂教育中的對話—實踐的哲學》（Dialogue in Music Education: The 

Praxial Philosophy），其中的內容是要支持他自己以實踐為基礎的文件。 

1990 年代之前的哲學家所採取的哲學方向是「美感」的研究，以及將美感

應用到音樂教育上；然而，1980 年代晚期到 1990 年間，隨著注重美國文化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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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一些公開的討論中，音樂教育者可見證到音樂教育哲學的繁盛期（McCarthy 

& Goble, 2002）： 

一、「音樂教育哲學特殊研究團體」(SRIG)的成立 

1990 年音樂教育義界重新燃起對音樂教育哲學領域的興趣。Jorgensen 是印

地安那大學音樂會議(Music Symposium at Indiana University)中哲學家與教師的

主席，此會議將音樂教師與哲學家集合起來去提出許多關於哲學的議題，它也促

成「音樂教育哲學特殊研究團體」(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y Special Research 

Interest Group，SRIG)的建立，1990 年正式於「MENC」之內建立，是一個國際

的性質，是關於音樂教育哲學的研討會，於 1990 年在印地安納大學舉行，第一

本刊物《音樂教育評論的哲學》（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Review）發行在

1993 年，是一本一年出版兩次的期刊，這本期刊是重要且必須的，因為 Mark 認

為 1980 年代中，太少的研究致力於對音樂教育領域一種知性的助長；音樂教育

哲學的第二個會議主席是主張「實踐哲學」派典的 Elliott，這會議於 1994 年舉

辦在多倫多大學（Mark, 1996；McCarthy & Goble, 2002） 

二、五月天團體（MayDay Group） 

1993 年建立，是一個國際性的理論家團體，尋求運用「批判理論」與批判

思考到音樂教育的目的與實踐上；主張音樂參與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音

樂在所有一般教育中的價值以及實踐性（McCarthy & Goble, 2002）。 

以下研究者整理出當代幾位將「實踐哲學」漸漸發揚光大的學者（Mark, 

1996；McCarthy & Goble, 2002；葉文傑，2007）： 

一、Sparshott 

Sparshott（1987）指出他已經在 Alperson 於 1987 年的名文選集—《何謂音

樂？音樂哲學導論》（What is Music？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usic）

中首先開啟對音樂之「實踐」的思索。 

二、P. A. Alperson 

做為對於「美感」的哲學之對照，Alperson（1991）強調從一種「實踐」的

觀點去思索藝術的不同形式要包含在特定文化之真實的實踐中，要從不同意義與

價值的觀點去理解不同藝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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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 W. Bowman 

Bowman（1993）主張有足夠理由去懷疑「多元的」（pluralistic）音樂教育

不會同時是「美感」的，Bowman（1993）主張音樂是一種「行動的事物」（a matter 

of action），他主張行動的目的依賴特別的文化情境，Bowman 認為「實踐主義」

者定義音樂中的「行動」（action）與「實踐」（praxis）有一些不同，但他們分

享同樣觀點：美感理論假如不是錯誤的，至少也是誤導的。 

四、Elliott 

受到 Sparshott、Alperson 等人的影響，Elliott 的《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

學》，挑戰著音樂教育哲學的「美感」基礎，Elliott 更斷言：一種真實的「音樂

實踐」在價值的本質中不會是美感的（Elliott, 1995），他主張音樂的成分並不是

美感的物體，但音樂必須被視為四個層面的人類行動，所以他稱音樂為“一種多

樣的人類實務”（diverse human practice）（引自 Mark, 1996）。在其中他藉由

主張世界中不同文化團體製作音樂的成員是“不同人類的實踐”之實踐者

（practitioner），去統整音樂中一個實踐的架構中多元文化與社會學的觀點，如

此他稱為“MUSIC”，Elliott 主張身為世界中不同文化團體的成員，在個別文化

中發展技巧與從事「音樂製作」的挑戰，典型上他們會產生「流動」，並藉此將

秩序帶至他們自己的意識中，這會引起個人的成長、廣大的自覺、以及能提昇自

尊，在這些基礎上，他確信音樂在教育中的價值，並且他的「實踐哲學」已經在

國際上深地影響音樂教育者的思想、著作、及教學（McCarthy & Goble, 2002）。 

五、T. Regelski 

音樂教育哲學家 Regelski 也主張在思考音樂與音樂教育時「實踐哲學」的

重要，「實踐」的音樂教育強烈否定將「美感」當成一個指導的概念，「實踐主

義」者認為美感的物體、態度及體驗，對於組織重新思考當代音樂教育的現實是

無益的，因此，Regelski 已經勸告音樂教育者放棄「美感」的要旨，反而要去捕

捉「音樂實踐」的多樣性，「美感教育」代表一種音樂的狹窄觀點，「美感」僅

限於意指沈思的、抽象的、知性的體驗（Regelski, 1996；Regelski, 1998b）。 

Regelski 的主張與結論在一些重要方面與 Elliott 不同，汲取學者 E. 

Dissanayake 的思想以及其他思想家的觀點，Regelski 已經加強對音樂與音樂教育

之哲學的解釋，必須越過西方藝術傳統去擴展到解釋所有音樂的實踐之形式，他

倡導一種開放的課程，以及使娛樂、治療、儀式、典禮這些活動的形式是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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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lski 也主張：教音樂教得適當就是要教世界上是好的音樂（引自 McCarthy & 

Goble, 2002）。 

六、小結 

自從音樂教育中「實踐哲學」的觀點出現以來，音樂教育的文化脈絡與倫

理價值便一直是「實踐」觀點所最關心的，「實踐哲學」的淵源可上溯至 Aristotle，

但是當代北美學者 Sparshott、Alperson、Bowman、Regelski 等人都非常重視音樂

的實踐派典。第一位倡導者 Alperso 的主張就是建立在批判「美感」典範之不重

視脈絡的問題之基礎上，這些「實踐」派典的代表人物都強調意義的脈絡與實踐

價值，所效法推崇的是 Aristotle 倫理學中的「實踐智」典範，想要去除以往音樂

教育哲學只有單一一種論點—「美感教育」哲學，最終想以一種「多元文化」的

教育將音樂教育重新定位，重新重視教育中變動的脈絡議題。而雖然有這麼多學

者都提到「實踐哲學」的派典，但是 Elliott 卻是第一位將「實踐哲學」體系化的

學者，學術上的影響也最大。 

伍、Elliott 對美國音樂教育的影響 

Elliott 的「實踐哲學」強調學生積極主動的涉入之實踐觀點，他強調行動，

看中過程，主張學生透過親身的演奏參與來從事音樂學習，他音樂教育哲學的論

證，認為教育的成功，就師生角色而言，是在於學生的主體作用的真正實現。在

「實踐哲學」中的音樂教師則要成為革新的實驗者和行動研究者，要有反省、批

判的能力，針對課程和教學的問題與實際，實施合作的對話和慎思，這種課程知

識是脈絡化的，是縝密的實踐中獲得的，是師生共同建構的，並賦以新的意義，

而他所指的“用批判的觀點學習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意指「多元文化」的音樂

課程需要以一種「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觀點來學習，亦就是音樂教師在

教導學生時，需要注意公平與公正性，重視每種學生族群的需求(Thompson, 2003. 

12. 8)。 

Elliott（1995）指出他重視「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意指學生需要學習多

種文化和歷史的藝術遺産，而整合性地教與學不同的音樂正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一

個重要形式，因為他認為學習的過程中及「進入」不熟悉的音樂會催化我們檢視

自己的偏好、或對其他文化的偏好、以及其他思考與評價的方式，他認為引導學

習者進入不熟悉的音樂這種實踐，會將音樂教育的主要價值與「人文主義」的教

育之廣闊目標連結起來。Thompson（2003. 12. 8）則指出，Elliott 的「實踐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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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論中將所有種類音樂都視為一樣重要，例如歌劇、藍調音樂、爵士樂、交響樂、

非洲音樂、台灣民謠等都應被納入音樂課程中。總括說來，Elliott 的「實踐哲學」

透過批判的反思和一些相關的行為（例如演奏和欣賞、即興和欣賞、作曲和欣賞、

編 曲 和 欣 賞 、 指 揮 和 欣 賞 ） 來 發 展 所 有 學 音 樂 的 學 生 之 「 音 樂 素 養 」

（musicianship），對音樂的教與學提供一個綜合、反思的方式。他的「實踐哲學」

立論除了影響美國在音樂教材的使用上更加多元之外，他對於音樂教育需要正視

「社會正義」的議題，影響了美國許多音樂從業者成為一位社會行動者，更加關

注音樂與非音樂議題之間的連結，也讓音樂族群有共同的意識，目的在於讓音樂

於社會中可以成為一項真實的行動，而非與生活百態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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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Reimer「美感教育」之立論 
 

Reimer 是美國音樂教育的權威，也是當今國際上知名並受人尊敬的音樂教

育哲學大師，大學畢業於紐約州立大學，碩士與博士學位於伊利諾大學取得，1997

年退休那年，他從西北大學音樂系接受了「教學的傳奇獎項」（Legends of 

Teaching），以及從芝加哥的保羅大學（DePaul University）接受到名譽博士的頭

銜（熊蕾譯，2003）。往後於多所大學擔任音樂系教授與系主任，最後是在美國

伊利諾州伊萬司特鎮的西北大學約翰比埃蒂（W. Beattie Professor of Music 

Emeritu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inois ） 擔 任 名 譽 教 授

（1978-1998），在這個學校中，他曾經是音樂教育系的教授，也是音樂教育系博

士課程的指導者，同時是教育與音樂體驗研究中心的創辦主席。他以吹奏單簧

管、雙簧管和擔任音樂指導者開始其音樂生涯，後來成為「音樂教育哲學」、「教

學課程發展」、「研究理論」、「綜合人文藝術學科教育規劃」等方面的專家（熊蕾

譯，2003；Reimer, 2004. 12. 4）。Reimer 對於一些樂器（單簧管、薩克斯風、雙

簧管、英國管）非常熟練，並且他會在不同的情境中演奏，包括從劇場樂團的演

奏到交響樂團，Smith（2003b）便指出這種體驗對於 Reimer 評價許多外國的音

樂教育課程的視見有所幫助。 

Reimer 在多年從事音樂教學實踐、對美國和各國的音樂教育進行嚴謹的調

查分析和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對音樂教育這塊領域進行了詳盡地論述。他於 1963

年畢業於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所寫作的的博士論文《美感與宗教體驗之共同的

層面》（The Common Dimensions of Aesthetics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就是運

用 Dewey、Langer、Meyer 等人的理論去探索「美感體驗」與「宗教體驗」在根

源、功能、意義等方面的相同之處，以及對「美感教育」的意義。他的代表作《音

樂教育哲學》，自 1970 年初版，1989 年修訂再版以來，一直爲美國和各國的音

樂教育者所稱道，也在美國及全世界的音樂教育建立一個哲學基礎。身爲「音樂

教育即美感教育」學說的代表人之一，Reimer 認為在音樂教育領域中，首先缺

乏的是一種能夠穩固地確立其基本價值的哲學，在這種情形下，音樂教育工作者

常常處於迷茫和無序的狀態中，甚至自發地遵循著一些本質上反音樂教育的哲

學；其次，在付諸實踐的各個層次上，音樂乃至很多藝術學科的教學，常常處於

一種混亂的、無長遠規劃的、非典型的教學狀態，從而也很難被人視爲一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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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基礎教學課程（Reimer, 2003）。Reimer 是十五本書與超過一百二十篇文章、

書評的作者與譯者，他的寫作、教學、及演講已經分佈各種主題，包括「音樂教

育哲學」（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課程理論」（curriculum theory）、「研

究理論」（research theory）、「多元文化的議題」（multicultural issues）、「音樂智能」

（ musical intelligences ）、「 各 學 科 間 的 藝 術 原 則 」（ interdisciplinary arts 

principles）、「師範教育」（teacher education）、「國際音樂教育議題」（international 

music education issues）、以及「認知心理學應用到音樂的學習」（application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to music education），他也為一年級到八年級編寫一套音樂教

科書，在過去二十年中是美國與世界上使用最為廣泛的一套教材。他已經是許多

國際計畫的指導者與參與者，包括「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的「目標計畫」（Goals 

and Objectives Project），在世紀之交的美國音樂教育改革中，「全國音樂教育者學

會」也為了音樂教育領域寫了《音樂教育國家標準》，這是由 Reimer 所主持撰寫

的，往後他又主持了美國《2020 視野：未來音樂教育研討會報告》的重要文獻

之撰寫工作（熊蕾譯，2003；劉沛，2004a；Reimer, 2004. 12. 4）。 

此外，Reimer 擔任過其專業領域所有主要學術刊物的編委，曾任「全國音

樂教育者學會」「美感教育」委員會主席；「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人文藝術教育

項目聯絡員；代表「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出任美國教育署主辦的教學課程改革

聯盟與「美感教育」課程規劃組成員；同時也身為『「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展

望 20/20 計畫』（MENC Vision 20/20 計畫）的立場論文（position papers）之六位

委員會創辦者的其中一位。他的演說遍及全世界，先後去過英國、日本、紐西蘭、

荷蘭、加拿大、愛爾蘭、南非、中國和台灣等地，也曾經到中國大陸做過研究的

交換學者（熊蕾譯，2003）。1999 年秋季號的《美感教育雜誌》（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出版了專輯，發表了為 Reimer 的退休而專門舉行的一個研

討會，其中有各領域的學者提交的論文，而在 2002 年「全國音樂教育者學會」

的大會中，Reimer 就任「音樂教育者的名人紀念館」（Music Educators Hall of 

Fame）。一直到他退休之後，仍擔任多項學術期刊的評審，也陸續發表重要的期

刊論文，出席國際間重要的音樂教育研討會（熊蕾譯，2003；Reimer, 2004. 12. 4）。 

1996 年，Reimer 在後現代理論、多元文化聲勢看漲的年代背景中，在《世

界音樂教育雜誌》中發表《音樂教育的普遍哲學是否存在》一文，提出音樂教育

需要將美感論與實踐論做一「協同合作」，因此形成一種既重視作品又重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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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學立論（Reimer, 1996）。2003 年出版了《音樂教育哲學—提昇視野》，文中

更是採取一種「協同合作」的哲學觀點—一種以體驗為基礎的哲學，其中又細分

為「音樂體驗的情感層面」、「音樂體驗的創造層面」、「音樂體驗的意義層面」、「音

樂體驗的情境脈絡層面」幾方面來探討，如此“提昇視野”以建構出他朝向一種

整合性的普通音樂教育課程（comprehensive general music program）及整合性的

特殊音樂教育課程（comprehensive specialized music program）之哲學體系前去努

力。 

Reimer（2004）曾指出自己所鑽研的人文研究與社會科學的研究一樣重要，

他 最 關 心 人 類 經 驗 的 品 質 與 廣 度 ， 尤 其 是 在 意 義 （ meaning ）、 成 就

（accomplishment）、愉悅（pleasure）、精神（spirit）這些層次。他 2004 底來台

灣的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演講時，曾談到自己對腦科學深感興趣，因為這些研究可

以說明我們如何從生物性的有機體，透過身體結構而發揮這些經驗的品質，

Reimer 認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應該相輔相成，不是呈對立的狀態，兩者皆有

其獨特的貢獻，不必去「整合」，而應將兩者「融會貫通」（Reimer，2004. 12. 4），

由上述皆可了解到近年來 Reimer 所涉獵領域的寬廣。 

 

第一節 「美感教育」 

 
美國於 1970 年代興起一種合作的藝術課程（cooperative arts programs），

對這些合作的藝術課程有各種稱謂，其中之一便是「美感教育」，教師們認為似

乎只要用到「美感教育」一詞，就等於是教導了所有的藝術形式，由於綜合的藝

術課程本身很複雜，所以「美感教育」的意義便也更亂。Reimer「美感教育」的

理念是朝向一種藝術教育的典型或圖像之運動，它將集中焦點注意藝術之美感的

本質，以及對培養美感的感受性（sensitivity）、察覺力（awareness）、素養（literacy）

有所責任，並且往後一些社會上重要的信念也在增強此運動的精神：在眾學科

中，藝術教育需要以一個相關於藝術所表現出有特質的認知模式來被教導

（Reimer, 1989a；Reimer, 1992）。Reimer（2003）指出「美感教育」並不是一

種不變律則的主體，反而會提供我們一些程序的指引，它的本質必須是持續進行

的（ongoing）以及是開放式的（open-ended），並且我們需要一種哲學具有易於

啟發與改變的特質，因為對音樂教育是基本的哲學問題需要隨著時間而改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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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解決方法之可利用性也要持續地改變，音樂教育的「社會—文化」之本質也

要持續改變，這是身為一個專業哲學之「美感教育」的主要特徵，「美感教育」

並不是僅由一組特定的問題或議題所組成，不是僅在解決一種特殊議題的時尚方

式，「美感教育」所適切的是它是存在於任何時期的一種制度之時代精神。此外，

他的學說注重對藝術類作品內容的認知（knowing），包括形式、主題和情感等，

另外，藝術類作品產生的過程、原因與作品分析的能力亦必須在「美感教育」中

被提供，如此便可以達到「美感教育」的目的，因此，「音樂作品」背後的人文

精神與音樂中潛藏的理性、感性等方面，都應包含在音樂教學中（Reimer, 2003），

他的美感教育充滿人性的關懷，更重視「多元文化」的議題。 

在 Reimer《音樂教育哲學》的 1970 年及 1989 年的版本中，他已經開始闡

述自己的哲學所賴以為基的前題：音樂教育的本質及價值主要決定在音樂的本質

與價值。某種程度上，他認為音樂教育者能夠建構一個令人信服的“音樂是什

麼”的解釋—這就是音樂教育之有特色的特徵、以及它對全人類福祉所做出的貢

獻—如此教師將會了解音樂教育所做出的貢獻，並且能去實現此具有特殊價質的

課程。Reimer（2003）指出他前面兩個版本的概念是從 1950 年代就開始累積，

特別是在兩本有影響力的書出版之後—1958 年的《音樂教育中的基本概念》，以

及 1959 年的 Leonhard & House 的《音樂教育的基礎與原則》，兩本書皆包含許

多章節討論嚴肅的哲學內容，這兩本書對 Reimer 年輕時正要開始研究哲學時有

啟示作用，並且在伊利諾大學研究所與 Leonhard 一起做的畢業研究論文時，這

些書被他所推崇，Leonhard 有力的影響更幫助 Reimer 進入一個反思的學術研究

生涯，那些書遵循許多重要的國際倡議，例如 1963 年的「當代音樂教育計畫」

（Comtemporary Music Project），1963 年的「耶魯會議」，1965 年的「整合性的

音樂素養課程」（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 Program），1967 年的「唐格伍德會

議」，1969 年的「目標計畫」（Goals and Objectives project）。在那段期間，所有

這些以及其他許多事件，包含 1970 年 Reimer 這本書的第一版，都助成「音樂為

何是重要的」與「音樂教育為何是重要的」。這個運動，無論在理論與實務上說

來，對所有教育領域中的所有藝術之思想與行動是重要的，同時也成為眾所週知

的「美感教育」運動。 

Reimer（2003）指出在那時期之所有音樂教育者並非都贊成這種發展的概

念或去注意它，因為不可能所有音樂教師會在每天教學工作之外，還要專注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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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寬廣的專業之議題或倡議，因此他們可能沒有任何哲學的知識支撐；特別在一

個民主社會中，更不可能會全體一致贊某種哲學立場，然而在那十年間，「美感

教育」運動在音樂教育領域中的確居於支配的地位。 

在第 2003 年的第三版版本中，Reimer 所提供的前提繼續支持以上這種哲

學，他仍相信音樂具有一些特質可以使音樂更加被認明是一門學科、一個領域、

實務、或是一門藝術；而音樂在與這些特質有關的方面對人們是有價質的；並且

音樂教育的主要任務是要使得音樂的價值既廣且深地可供人們運用。由於時間的

流轉，許多工作都在認知科學中被完成，這種工作 Reimer（2003）覺得應該增

加到他所詳細闡述的哲學之中，並且需要合併進去，如此他的哲學才可以描繪地

更清楚。而他也察覺到美學領域的興盛、「藝術哲學」、「教育理論」、「社會理論」、

「心理學」等不同的其他領域已經開始拓展與轉換以往的立場，但在第二版本中

他尚未準備好去合併這些新出爐的理念，因為它們還沒有充分地被敘述與思考而

足以令人採用，因此，他寫了 2003 年第三個版本。多年後這些概念愈來愈清楚，

更可為自己辯護，而且更緊迫需要應用在音樂教育哲學與實務之中，這些美感思

想的改變，包括現存概念的修改、且擴展入以往很少涉及的領域，也重新平衡去

強調「美感教育」許多不同的層面。2003 年出版的這本書，Reimer 很有自信地

認為自己修改過的思想對音樂教育實務的含意，那是因為 Reimer 認為他是身為

一位獻身的、精於純理論的音樂教育工作者，他要將理論的概念與音樂教育的實

務做連結，Reimer 認為他有迫切的職業感，要運用他對理論之寬廣的理解去幫

助闡釋音樂教育所牽涉的事項，如此音樂教育在實施時才會更有效。 

2003 年第三版的修改，Reimer 認為探討的比以往更完全與更多面，反映了

「美感教育」的顯著活動，以及認同以往十年的領域。他在新版中增加許多新的

東西，已經重新平衡一些立場，也已經在一些稍稍不同或非常不同的層面中去解

釋了一些主要的概念，並且也使得 Reimer 去適應一些先前沒有注意到或使他不

信服的概念，因此，Reimer 的哲學已經改變，卻也保留一些 Reimer 持續在尋找

更有說服力的基本信念，最重要的是他主張的從沒變過：「音樂體驗」的本身（音

樂聲音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是音樂教育之有效的哲學以及有效的音樂學習課程

之基石（Reimer，2003）。 

事實上，研究者從閱讀中發現 Reimer《音樂教育哲學》的第三版，他已經

不再述及 Langer 與 Meyer「絕對表現主義」的理論。Reimer 將近幾年音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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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書列入考慮，計有 Bowman、C. Detels、Elliott、Green、Jorgensen 以及一

些其他人的相關雜誌，他藉由參考 R. P. Armstrong、Csikszentmihalyi（其「流動」

理念是 Elliott「實踐哲學」的基礎）、A. Damasio、M. Johnson、F. Sparshott、E. O. 

Wilson、與 H. Gardner 等人的作品去發揮許多哲學、心理學、社會、及文化的情

境，在此版本中他已經擴展他的視野，也更細心的考慮包括從其他文化來的許多

音樂類型（包括西方的通俗音樂與爵士樂），在第三版中他的理論基礎是腦神經

科學家 Damasio 的情緒理論，研究者將在本章後面陸續談到。 

壹、哲學的目的以及「藝術哲學」與「美學」之區分 

一、哲學的目的 

Reimer 主張哲學的目的，在於對創造與實施有意義的音樂教育課程提供一

個原則的系統指引，音樂教育專業在共同的層次與個別的層次都需要這種指引，

個人若在音樂教育上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他會在其生命中展現出內在的價值感，

到此程度，個別的音樂教育者會形成一種令人注目的哲學，而音樂教育這種專業

會變得更堅固與穩當。另一個加強個人關於音樂教育信念的重要性之理由是，我

們能理解自己專業的價值不可避免地會影響自己知覺個人生命的價值，假如我們

覺得職業對個人來說很重要，經由它，我們可以豐富自己與社會，並且我們也會

覺得大部分的生命是重要且令人尊敬的；另一方面，假如我們認為自己工作的價

值是令人懷疑的，它缺少其他相關領域的尊敬，如此，經由工作中所做出的貢獻

是無結果的，則生活中的價值也是可疑的。Reimer 指出他的哲學觀點會從藝術

概念、不同類型的的音樂、以及教育研究的系統研究中汲取許多「美感教育」的

立場與要旨（Reimer, 2003）。 

Reimer（2003）認為音樂教育者必須在他們所負責教學的音樂之所有層面

是精通的，當然這也需要精通教育的許多層面：課程、評鑑、教學方法、人類的

發展等，他們需要經歷人與人之間的技巧與態度之變化，並且他們也需要一套關

於音樂這門學科之本質與價質的信念—也就是哲學。Reimer 也指出智力存在於

許多地方，這種概念使得音樂教育者斷言音樂必須被視為是一種基本的學科，有

它獨特認知方法的特質、與更加有理解力的特質，所以必須提供給所有小孩，這

種堅持非常有力量地加強學校中音樂的教與學，並且可以指定音樂教育者應採取

的方向以實現它獨特的教育任務，同時也進一步給予專業一種堅固的哲學立場，

更提供一種前景：未來的音樂教育應該為了社會要扮演一種比以往更重要的角



 51

色。 

二、「藝術」（artistic）與「美感」（aesthetics）之區分 

在哲學中，「美學」被當成一個分離的領域是出現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在那

時，音樂、詩、繪畫、雕塑、及舞蹈被認為是有關的—統稱為「藝術」（fine arts），

介於在「美學」關注的（美學的態度及體驗、美學物體、美學價值），以及「藝

術哲學」所關注的（美的本質、如何定義藝術、藝術如何被了解與欣賞、藝術如

何被創造）之間是一條模糊地帶。在《劍橋哲學》（The Cambridge of Philosophy）

中，提及「美學」的問題與「藝術哲學」的問題重疊，並且「美學」也包含「藝

術哲學」。但是 Bowman 在他《音樂的哲學觀點》（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usic）中，相反地談到「音樂哲學」比「美學」更寬廣並且包含「美學」。其他

的作家，例如 S. Feagin 與 P. Maynard（是美學的編輯者）則視「音樂哲學」與「美

學」是相等，將兩者視為同義字，M. C. Beardsley 在他書中《從古典的到現在的

美學》（Aesthetics from Classical Grace to the Present）認為「美學」與「藝術哲學」

之間，使用較短的詞語很方便，所以便用「美學」來包含一些事物，這些事物將

會被安置於「藝術哲學」之下，他主張一些有用的證明，例如：《美學與藝術評

論雜誌》（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與《美學英國雜誌》（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引自 Reimer, 2003）。 

雖然各家所言不同，Reimer（2003）則是盡可能在寬廣的意義中使用「美

感」的詞語時，不會採取一種狹隘的美學觀點，他所用的「美感」是與音樂、其

他藝術、與人類體驗有關之「哲學」議題（主要處理音樂議題）（Reimer, 2003）。

Reimer（2003）認為「藝術的」與「美感的」名稱需要做澄清，Reimer 使用「美

感」這個字通常是包含：（一）「藝術的」（artistic）、「創造的」（creative）層面（作

曲、表演、即興、指揮等）；（二）「回應的」（responsive）層面（主要是聆聽）。 

Reimer 避免將「藝術的」和「美感的」兩字弄混亂，他指出「音樂製作」

的角色是「藝術的」，其實研究者發現這就是 Reimer 將《藝術教育國家標準》重

新架構過後所提出的「音樂素養」角色；「聆聽」（listening）與「回應」（responsive）

的角色是「美感的」，研究者發現這就是 Reimer 在《藝術教育國家標準》中所提

出的「聆聽者」的角色，他認為我們需避免將這兩字混淆，這兩種角色研究者會

在本章第四節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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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協同合作」（synergy）的音樂教育哲學 

Reimer 在《音樂教育哲學》第三版書中的寫作主要所提供的哲學，不僅要

解釋音樂的基本原則面向，也嘗試要在一般原則的層次中，藉由建議音樂教育能

如何有效將音樂的獨特價值帶給全部的學生，並藉以連結存於哲學與實務之間的

隔閡。他的書中會使用哲學研究的方法—批判的分析（critical analysis）、綜合

（synthesis）、以及概念之純理論的計畫（speculative projection of ideas）–而他

認為從事哲學研究的目的是要創造意義，使得我們能過更好的生活。Reimer 宣

稱他的方法是「協同合作的」（synergistic）–也就是在表面上看似反對的立場之

下去尋找一致的領域（例如關心音樂價值的「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特別

值得注意的是他整本書都在敘述緩和（moderation）。雖然他整本書都在緩和，這

並不表是他是不加批判的，事實上在某些立場他是相當批判的，第一章中，他抨

擊音樂教育的「後現代主義」，但他總是在尋找發現他人的觀點中之好的部分，

以使他能同化與吸收到他的思想中（Hansen, 2003）。 

Reimer 的哲學基本是一種「協同合作」的計畫：即是“一種以體驗為基礎

的音樂教育哲學”。“synergy”這個字意指合作的可能性，而非對立的思想與

行動，將一些元素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效果會比個別元素的貢獻之總和還要大，

當運用在哲學上，一種「協同作用」的立場假設大部分的信念或是論說（教條、

理論、系統或實施）不是被設想為固定的、獨斷的、自足的、原則的，並且不能

使自己適應於考慮有選擇性的東西，他認為一些信念或學說假如能被了解成對變

化、修改、與適應不同的立場是開放的，則這些信念會是較為有效的。 

一種「協同作用」的態度是始於一種前提：當採取極端的立場時，完全對

立的立場有可能會發生—這種立場排斥任何其他固守一方的觀點，但是衝突與反

對會因為探索到調和之路而因此降低，因此 Reimer 指出“不同觀點的一致性”

將比排斥選擇性會產生更多令人信服的解決之道，所以「協同作用」的傾向對朝

向合作是開放的，而對一些爭辯可以當成一種選擇，對於尋找一致性或合流的觀

點在面對雙方不和時也是一種選擇，並且在一些反對觀點中對於認明其中細微差

異時也是開放的，而某種程度的和解也是必須的。「協同作用」的態度有時也會

接受一種事實—概念與信念可能必須是對立的，但是「協同作用」也會認知到這

種對立不會是大部分，當注意一些細節時，會發現到有重複現象，可並立的

（compatible）元素應被建立以朝向創造一種更一致的立場（Reim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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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er（2003）指出「協同合作」哲學的缺點，在於它比「只能二選一」

的方法更困難，哲學想要對膚淺的觀察與概念徹底地去探查，希望能更有解釋性

與有更複雜的概念，「協同合作」拒絕簡單化的（simplifying）趨勢，如此做時，

「協同合作」則要面對哲學的真正工作—嘗試去注意概念之相似性與差異性之分

辨，避免描繪用簡化的替代觀點，如此才可以使問題得以釐清與有方向。此外，

Reimer 認為「協同合作」並不等於「折衷說」，「折衷說」是從不同的資源選出

來他們想要的，根據何者最有價值來挑選，「折衷說」避免某人之有創意的工作、

與避免使用其他人的概念去當成支持的元素，而這卻是「協同合作」嘗試要做的，

因此此點上，Reimer 在反駁 Elliott 對他的尖銳批評後，還能誇獎 Elliott 所對於

「音樂聆聽」的概念闡述得很仔細，可以支持他自己的見解，所以 Reimer 認為

對於他人的不同哲學觀點要帶有一種同理心，而不是一種反對的態度。 

Reimer（2003）也認為「協同合作」和「多元論」（pluralism）是相和的，

但卻超越過它，一種「多元論」的立場知道在任何重要的議題中可能有不同的立

場，但「多元論」會做得更多，它要去尋找重疊與一致性，並要澄清一些對解決

方法的不同觀點，「多元論」會嘗試去探查不同立場。「協同合作」是一種「多元

論」之有思想的、探查的、分析的形式，「協同合作」相似一種 Jorgensen 對議題

之辯證的（dialectical）的方法，但卻不是完全相同的，Jorgensen 在她的書《音

樂教育的尋找》（In Search of Music Education）（1997）中，她暗示不同的觀點可

被調解或尊重： 

在提出音樂教育之廣博的概念時，我已獻身在音樂教育者需要欣然

接受許多音樂教育的世界中之不一致的這種概念中，個體之多樣性與多

數帶給我們協調語言、文化、宗教、生活形態、年齡、種族顏色之不同

的面對面挑戰，滿足這些挑戰之最好的方法是採取一種音樂教育之辯證

的（dialectical）及對話式（dialogical）的觀點，認清緊張狀況需要解決，

並希望透過對話，這些緊張狀況可以經由協調與尊重被解決。 

 

Jorgensen（1997）也主張要嘗試達到和解，我們必須學習與不統一共同生

存： 

辯證的方法提供一種特別類型的綜合，教育者有時必須滿足於阻

礙、不統一、與不和協，在辯證中的事並不會整齊地、簡單地調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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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的辯證關係之複雜性、模糊會使音樂教育者的任務複雜化。 

 

Jorgensen（1997）拒絕「只能二選一」（either-or）的立場--因為太有限制性，

以及拒絕兩者綜合（both-and synthesis）的立場--因為忽略了在緊張情境中綜合

事情的困難，Jorgensen 主張「這個和那個」（this with that）才是一種解決方法，

但是 I. Yob（引自 Jorgensen，1997）批評 Jorgensen 的方法也是有問題的，因為

每一種選擇的缺點仍會維持，並且兩種的缺點與優點是加倍的，Jorgensen 沒有

提出辯護說如何去避免這種問題，只是一再反覆述說「二選一」是不能和解的、

互相是矛盾的，如此不能將其合併。 

研究者認為對於評估是否 Jorgensen 辯證的方法和 Reimer 的「協同合作」

是否不同、或是在哪些方面是相似的是很困難的，在此重要的事是不要一直比較

兩者，而是要認清 Jorgensen 的方法是被置入哲學的社群中，並在一些合理的方

面被大家所討論。Reimer 認為反對的主張當然會出現，在那種方法中，目標顯

現出是要「贏」（例如 Elliott 的“新”哲學立場一直要去“贏過”Reimer 的學

說）、而不是要說明觀點間的相似性或不同，Reimer（2003）認為經由戰鬥的哲

學無疑是一種選擇，但這是在現實方面與專業方面來說，Elliott 這種相互競爭的

哲學卻是一種弄巧成拙的方法。 

Reimer（2003）認為「協同合作」的觀點並非在所有事上都是溫和主義派

的，Reimer 認為溫和有其優點，但不能總是溫和地享受，在某些方面需要熱情

與獻身，身為專業人員，我們不能完全溫和地歸順音樂教育的根據，一種音樂教

育哲學必須是增強的激烈的（intensify）、而不會是溫和的，例如 Reimer 認為花

費所有努力在建立技巧並不是錯誤的、誤導的、與短視的，錯誤的是將技巧與創

造力分開，並且一直延遲創造力的教導，要直到技巧達到規定的成就階級時才做

創造力的教導，這都是他反對的。要解決這種長久存在的問題，Reimer（2003）

主張要在一開始便認清與培養兩者（技巧與創造力）之間的互相依賴，從最開始

時演奏之聲音的表達、作曲中的聲音想像、與即興創作時的想像表達，需要將技

巧做為創造力之有用的工具是必須的，除非我們有必要的手段或設備，才有可能

製作我們想要的音樂，這需要驅動我們的教學，若要尋找有創意的音樂意義，技

巧則會變成這種成果中的伙伴，而不是一種阻礙，所以我們可以更有創造力。 

Reimer（2003）在此舉了一個例子，他主張當工具（技巧）與目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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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相互支持的，即使在最早期時，真正的「音樂素養」（musicianship）也會

出現，當其中一個變得太有支配力而忽視了它們之間的互補性時，則雙方都會有

問題，技巧會被剝奪意義、創意會被剝奪基礎，這不是一種二選一的狀況，而是

一種「協同合作」的互惠作用，當一種平衡一達到，「音樂素養」便會繁茂起來，

也會伴隨著快樂與滿足。 

研究者則認為「協同合作」的觀點並非是要將音樂教育領域中的思想變成

是一種「平均的哲學」，事實上音樂教育哲學已經從一個相當意見一致的時期

（1960-1980）到一個相當不同的年代，在早期，由於音樂教育哲學的論述很少，

所以歧異性很少，這有其益處，但也會缺乏豐富的競爭概念。近年來很多音樂教

育者致力於哲學中，並且他們也獲致許多專門知識，這對我們的音樂教育專業是

有需要的，但是當專業的基礎是不同且是互相衝突時，這會使得音樂教育專業陷

於混亂，Reimer 認為他自己已經為音樂教育建立一種合理的與可信賴的哲學基

礎，他堅信歧異性是不可避免的，這能夠以一種「協同合作」的立場被處理。 

貫穿 Reimer《音樂教育哲學》第三版整本書的理念，研究者簡單敘述出他

「協同合作」的立場可以例證在以下一些音樂價質的主要層面： 

一、音樂是形式的（formed）聲響。 

二、音樂是實踐（practice）。 

三、音樂是改變社會現實的工具。 

四、音樂教育的界線包括兩種見解，第一可以是很堅固，固守自己的本位；

另一種的見解是邊界可以很彈性，可以與其他領域結合。 

五、音樂也可以當成一種提供服務的價值觀，類似於「實用主義」（Utilitarian）

之價值觀。 

六、「音樂體驗」是一種「內在固有的」（inherent）的意義（人們創造與分

享的真正音樂）與「外表輪廓的」（delineated）的意義（我們個人在情境中製作

音樂）之間的合作，所以「音樂體驗」是多面向的（multidimensional）。 

整體來談，Reimer 認為音樂並不僅是形式、也不僅是實踐與改變社會現實

的工具，而是這幾「內在」與「外在」幾種價值的「協同合作」，缺一不可。Reimer

認為針對「美感教育」這個議題來說，儘管音樂有許多重要的非音樂性或非藝術

的功能，但是對所有人來說，它的「音樂的」或「藝術的」本質才是它獨特而珍

貴的天賦。音樂教育的作用首先是要開發每ㄧ個人對音樂的藝術力量之與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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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應能力，雖然這是最重要的目標，但也可將其他目標容納進來，儘管音樂對

人們的心靈有普遍的感召力，但是一旦非音樂性的強調超越了音樂本身，如此便

是背叛藝術的作法。因此，研究者發現 Reimer 的《音樂教育哲學》無論是在哪

一個版本（分別是 1970、1989、2003 年出版），他仍是堅持自己的美感哲學基礎

理念，雖然在第三版中，他認為「MEAE」的定義是可以改變的，但是又堅持『每

一個音樂方案，如一堂普通的音樂課或一節欣賞課，甚至一個表演團體都是「美

感教育」中的最佳代言人』，在他的見解中，以「協同合作」的哲學層面來看，

音樂同時具有內在的意義（音樂是一種有有意義結構的聲響）與外在的意義（如

情境、文化、信仰等），但是這些外在意義仍不比內在意義來的重要，本質仍是

比功能更為重要。 

參、「絕對表現主義」為第一、二版哲學立論的基礎： 

Reimer 指出具備「美感」的音樂教育必須包括以下幾項原則，如此才可以

被當代的音樂教育哲學運用與接受（Reimer, 1989a）： 

一、對於美學領域必須有高度的選擇性，而非考察所有美學家或音樂家的

著作，這種探索必須從熟悉音樂教育這個領域出發，以探討所面臨的問題、需要、

歷史與現狀，以對音樂和音樂教育的本質和價值作出連貫且對人類有幫助的闡

述。 

二、所採取的觀點要廣博，要足以包括音樂和音樂教育的所有主要方面；

此外也要精，足以提供能讓人理解的思想與行動的方向。 

三、此觀點應當特別適用於音樂藝術，但同時也能同樣有效地透視所有藝

術的本質，儘管有些美學理論提供了對音樂的洞察，卻嚴重偏向非音樂藝術，不

過這只是次要的。例如 C. G. Jung 的心理分析理論談到文學、詩歌、視覺藝術的

許多思想，卻極少談論到音樂，因此它的理論不足以當成音樂教育的哲學理論。 

四、這個探求的觀點必須包含豐富的教育意義，例如「存在主義」對藝術

的本質與藝術在人類生活中的作用提供有力的了解，但他的理論卻不能用來解決

許多教育的問題，因此無法運用這種觀點做為音樂教育的一種哲學。 

五、任何用來做哲學基礎的美學觀點，都必須符合我們所處的社會以及各

國教育所處的一般條件，例如「馬克思主義」在歷史上有其地位，但是與音樂教

育所關心的問題有相當距離；中世紀美學或是 Freud 美學也是如此，這些學說對

一些目的可能是有用的，但卻不能作為音樂教育哲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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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er（1989a）認為現行的一切美學觀點中有一種符合上述五項原則，且

具有深遠影響的觀點，這就是 Meyer 提出的三大美學觀—「指涉主義」

（ referentialism ）、「 形 式 主 義 」（ formalism ）、「 絕 對 表 現 主 義 」（ absolute 

expressionism），這三大美學觀可以選擇出哪一種最適合做為一種音樂教育哲學

的基礎，以及最適合做為音樂教育行動的根據。以 Reimer（1989a）在《音樂教

育哲學》一書中提及 Meyer 於 1956 年所提出的三個美學理論來看，「指涉主義」

主張的是認為音樂的價值在於參考非音樂的概念、事件、或物體；反之，「形式

主義的觀點在於藝術作品應考慮其固有的內在性質，而不去參考其它任何事件

（Reimer, 1989a）。三者對藝術的見解相當不同，其中「指涉主義」與「形式主

義」更是持對立的立場，但是「絕對表現主義」也不是兩者的結合，三種理論對

於音樂學習、創造與音樂聆賞均有其意義與價值，例如 Reimer 希望我們對「標

題音樂」（programmed music）能有自己的想法，我們可以對作品再做詮釋，但

最終教師要引導學生進入「音樂作品」之內，因為作品之中，和聲會有和聲的美，

音型的上行與下行也會讓人引起不同的情感，音樂有它絕對的美，在三個論點之

中 Reimer 支持「絕對表現主義」的論點（Reimer, 2004.12.14）。 

一、「指涉主義」 

主張音樂的價值是存在於作品本身外的事物，要了解一件藝術品的意義必

須從藝術以外的世界所提供的意念、情感、態度著手。如「標題音樂」是從文字

的意義去尋求音樂中所暗示的訊息，並嘗試用「故事」或「圖畫」來增加音樂的

口語化與視覺化，所謂「指涉主義」，簡單說就是一種強調音樂「他律性」的理

論（Reimer, 1989a）。例如 Liszt 主張音樂的美不只由內在去判斷，還要加上一些

音樂以外的東西才能說一首音樂美不美（張洪島等人譯，1994）。「指涉主義」所

主張的音樂教育之價值是要使人得到音樂以外（如道德）的啟示，會使人變得更

好， Plato 及 L. Tolstoy 支持此情感理念，認為藝術作品引起非藝術作品的情感，

人們必須仔細選擇該引起何種情感，而道德本質確為重要因素，對 Tolstoy 而言，

藝術作品的功能便是由藝術加以其最直接、最有力的方法，經特定的情感傳授給

易領受的人。研究者發現 Reimer 將「指涉主義」運用在音樂教育中，會有七項

實例（Reimer, 1989a）： 

（一）將非藝術的題材（subject matter）存置於藝術作品中。 

（二）對一個藝術作品加入一個故事或訊息，而事實上此首音樂並沒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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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什麼，也就是要尋找絕對音樂中的「訊息」。 

（三）教導曲調中所蘊含的意義。 

（四）要在聲樂和標題音樂中隔離地教授歌詞（文字）的意義。 

（五）嘗試在音樂中用口頭或視覺的方式增加故事或圖畫。 

（六）比較音樂和另一類藝術在某一問題上的類似點。 

（七）其它：例如運用肢體律動、或戲劇表演的表現方式來表現一首音樂。 

二、「形式主義」 

其美學觀點在論斷藝術作品本身的價值，藝術經驗是來自音樂形式本身的認

知與欣賞。它強調理性，如「絕對音樂」（pure music）表達的是純粹的、具體的

音樂本質，不明確的情感無法影響音樂的意義。其音樂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人從真

實世界進入超俗的美學境界，音樂教育的價值是屬於智力方面，所謂「形式主

義」，簡單說就是一種強調音樂「自律性」的理論（Reimer, 1989a）。E. Hanslick

堅持音樂之美完全取決於音符與音符之間、和弦與和弦之連結，他主張音樂自

律，反對以音樂之外的因素或標準來思考音樂，音樂具有獨特的美，而美就是美，

即使它沒有喚起什麼情感，即使它不被領悟與思考，它的美依然存在（引自陳慧

珊譯，1997）。而「形式主義」在音樂教育上應用最普遍的形式是教育有天份的

學生，所以在音樂教育上只有少數人（指菁英）能真正完成特殊的才能，而這些

人是可以由嚴肅音樂教育中獲益的，至於普通教育中的音樂就讓它發揮娛樂價

值，不會有真正的音樂學習發生（Reimer, 1989a）。事實上，二十世紀音樂美學

家及作曲家，重視音樂的純粹本質及主張音樂應反璞歸真的趨向，就是與

Hanslick 站在同一陣線上，如 schonberg 及 Webern 之美學概念皆是傳承 Hanslick

之「形式主義」風並從「形式主義」發展出來的（引自陳慧珊譯，1997）。 

三、「絕對表現主義」 

事實上，「指涉主義」和「形式主義」在他們理論中的許多層面是互相矛盾

的，Reimer 主張我們可以同意「指涉主義」所講：藝術作品是受到他們的標題

所影響，我們也可以同意藝術和情感是緊密連結的，因此藝術能為非藝術的目的

提供服務（Reimer, 1989a）。 

但是研究者歸納 Reimer（1989a）的看法，他認為兩者各有其缺失存在。「指

涉主義」的缺點為：（一）「指涉主義」的概念如何和以下三種同樣令人信服的概

念互相調和？：1.完全缺乏主題的藝術作品，無論如何卻要超越主題；2.「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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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那種對藝術的反應和普通的情感並不相同；3.藝術的價值是固有的藝術性

（inherently artistic），而不是非藝術性的（nonartistic）。（二）沒有任何證據支持

「指涉主義」所主張的：藝術家或藝術的愛好者是較好的公民、他們的行為較具

道德性、或者他們在社會上較能適應、或是比較健康。（三）將藝術當成宣傳活

動（propaganda）來使用---不管是為了好的原因或不好的原因，「指涉主義」這

種方法會曲解了藝術推動力（impulse）的本質；（四）為了要將藝術的經驗解釋

成非藝術的詞語，不管是概念的或是情感的，都違反了藝術經驗的意義；（五）

「指涉主義」未領會到藝術真正必須提供的是什麼。 

Reimer（1989a）認為「形式主義」理念的缺點為：（一）藝術不能視為是一

種知性的練習（intellectual exercise）；（二）藝術和生活是緊密聯結的，不是遠離

生活的；（三）我們從藝術的重要性所得到的意義是可以運用到生活之中的；（四）

我們從藝術中所發現的美或真理，和我們所存在的生活及所知的美或真理是有相

關的；（五）「形式主義」輕視藝術在人類生活中的力量（power）及普遍性

（pervasiveness），以及教育的義務是要完全分享人類生活中的真實。 

為了更清楚瞭解「指涉主義」及「形式主義」這兩種理論在音樂教育中之應

用，研究者借用 Abele, Hoffer & Klotman（1984）所列出的一個表，以清楚敘述

出三種美學理論（包括 Reimer 所提出的另一種「絕對表現主義」）在聆賞音樂的

理論觀點（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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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三種美學理論在聆賞音樂的觀點之比較表 

 指涉主義 形式主義 絕對表現主義 

觀點 音樂價值在於非音樂的

參考概念、事件、或物

體。 

藝術作品應考慮其固

有的性質，而不去參考

其它任何事件。 

音樂在表達普遍化的及

無法確定的情感狀態。

教學上

的含意 

教導學生正確地聯想

音樂的刺激和非音樂

的參考事件。 

教導學生更能意識到

音樂中正式的品質---

旋律、形式、力度、和

聲。 

教導學生能夠對音樂的

起伏及與音樂相似的層

面更為敏感及更有回應。

 

優點 

在 聯 合 歌 詞 和 音 樂 的

「聲樂作品」以及「標

題音樂」較為有用處 

使聆聽者的注意力專

注於音樂作品所建立

的特質上。 

鼓勵聽眾對音樂能有回

應，而這能使音樂更有意

義以及使聽眾更能享受

音樂的樂趣。 

 

缺點 

在器樂作品中，「訊息」

含有很大的臆測。它的

尋求會使聆賞者對音

樂的本質分心。 

到底是否人們可以將

感情與知識分離，這是

有爭議的，而只專注於

正式的特質會鼓勵聽

眾忽略了音樂在情感

上的影響。 

是否音樂能指涉到超越

音樂以外的東西，這引人

爭議，而不確定的情感狀

態之存在令人質疑。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Abeles, Hoffer & Klotman, 1994:91） 

Reimer（1989a）主張針對「指涉主義」及「形式主義」個別的缺點，於

是會出現表一中的第三個理論：「絕對表現主義」，「絕對表現主」包含前兩者的

真理及優點，但並非結合兩者的看法，Reimer（1989a）認為它在所有美學理論

中是一種有特色的、連貫且有條理的觀點，它的教條一般相信是廣被美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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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教育家所接受，Reimer 也認為「絕對表現主義」對「教音樂」及「學

音樂」、以及對「教育課程之所有層面的其它藝術」都是最原始的指導方針。「絕

對表現主義」反對「指涉主義」的兩點主張：（一）去哪裡找尋藝術的意義及價

值？非標題音樂中，如何去概念化及指涉，並非如「標題音樂」或聲樂曲般容

易找尋；（二）我們從指涉中獲得了什麼？若是能從音樂之外獲得經驗，那音樂

要做什麼？「指涉主義」堅持我們必須走到作品之外，但「絕對表現主義」卻

認為作品的意義及價值是內在的，藝術作品受到藝術家及文化上的影響確實與

作品所給予的體驗有密切關聯，因為這些可意識到的影響都會成為內在體驗的

一部份，而藝術作品中非藝術的對象確實也對內在藝術體驗有很大影響，但是

這些對象常被內在的藝術形式所凌駕過去。 

而「絕對表現主義」與「形式主義」者都認為要從作品內部之中找出作品

的意義與創造性，但前者包含非藝術的影響，並視對象為內在的一部份，「形式

主義」則排除這些；「形式主義」認為在作品內部獲得的體驗是知性的，也就是

體驗只與純粹形式所給予的特殊感情連結，但「絕對表現主義」反對這種看法，

主張藝術體驗應與情感做結合（方銘健，1997；Reimer, 1989a）。 

為了更清楚三種主義之間的差異性，Reimer 曾針對一首被認為是「憂傷」

的曲子，提出三種主義對這作品的主張（引自方銘健，1997）： 

（一）「指涉主義」：主張「憂傷」即是這首曲子的意義，他們認為好的樂

曲都有其情感特質，因為「音樂是情感的語言」，他們對樂曲的評價標準在於樂

曲是否能善用這情感的語言，聽者要能感受憂傷。 

（二）「形式主義」：主張「憂傷」也許是這首曲子的象徵，但這象徵卻和

音樂的情感毫無關係。若樂曲的藝術本質是好的，那麼這便是好的曲子，是否

有情感象徵則無關係。 

（三）「絕對表現主義」：主張「憂傷」是語言，是一種象徵，它是沒有音

樂性的，而只有當它真正融入樂音中，表現出情感，它便不再只是語言，而是

含有情感和藝術性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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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Damasio、J. A. Sloboda 、F. Sparshott 的「情感」（feeling）理論為 Reimer

第三版哲學立論的基礎 

一、Damasio 

Damasio 是一位當代的神經科學家，他認為使人類生活更為“人性化”的

是「意識」（consciousness），而意識建立在三種特殊且緊密相關的現象基礎上，

分別是「情緒」（emotion）、此「情緒」的「情感」（feeling）、對此「情緒」

的「情感」之認知（knowing）。Damasio 的理論將「情緒」與「情感」做一區

分 ，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去 解 釋 音 樂 想 要 精 鍊 與 擴 展 出 我 們 感 覺 的 體 驗 （ felt 

experience）之豐富的力量。音樂與其它藝術也會被認為是精鍊與延伸知覺的體

驗（conscious experience）之方式，這解釋了普遍承認它們有提昇人類生活品質

之潛能。Damasio 認為「情緒」與「情感」是連結的，「情感」是身體「情緒」

地經歷之實際經驗中的「演出」（playing out）—就是「意識」或「察覺」，音樂

要做的是使「察覺」是可利用的。 

Reimer（2003）主張「情緒」是「情感」之較寬廣的解釋。「情緒」與「情

感」並不相同，「情感」將「情緒」帶領到更深一層（feeling takes emotion further），

到這個階段音樂在此行使功能，音樂允許我們創造與分享主觀的體驗（subjective 

experiences），這在其它方面無法提供；「情緒」是可以用文字命名的，「情感」

是非言辭的，是由超越語言的「情感」所組成，兩者的區別對教音樂的人來說

是重要的，所有人們的經歷是充滿著「情感」，這是「意識」的基礎，人們一

生中每天所做與所想的充滿「情感」，我們對此世界的認識是藉由「情感」，

「情感」並不僅僅是在我們身體內一個分離的元素，「情感」會滲透到我們每

天 所 做 的 事 情 。 Damasio 認 為 人 類 生 活 的 「 情 感 」 層 面 稱 為 「 主 觀 性 」

（subjectivity）—亦即是人類真實「情感」反應的元素，人們的主觀性是永久在

變化、以及是相當複雜的，它的發展在寬度與廣度都是無窮盡的，並且主觀性

是人們體驗中的一部份—對人類體驗來說，沒有主觀性的介入，則沒有任何事

是真實的。音樂「情感」層面的力量是要使我們感覺以及經由「情感」去「認

知」，這是它最重要的定義之特徵。音樂的「情感」來自音樂的聲音之內，以及

來自他們如何被結構（configured），也來自於外在於音樂所居住的世界，內在與

外在於許多不同方面去相互作用（Reim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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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述觀點，Reimer（2003）認為： 

（一）音樂即是認知：「情感」是一種認知形式，而音樂能直接表達「情

感」，所以音樂也是一種基本的認知形式。“當我們將內在與外在的世界相聯

繫時，我們的自我意識是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的”，音樂能深化人們對複雜

「情感」之理解。 

（二）「音樂體驗」具有主觀性、情感性和直接性：音樂可以激發人們內在、

主觀的「情感」，音樂做為一種知識，是可獲得的，是一種主觀「情感」體驗

的方式，可直接從聲響中獲得，因此，在音樂教育中，我們獲得的是一種「情

感」的體驗，而不是一種關於「情感」的訊息。 

（三）音樂教育即是情感教育：音樂教育在嘗試要使音樂的「情感」更為

容易取得（accessible）以及被更深地內化（internalization），這樣的音樂教育便

被認為是「情感」的教育，幫助人們更有效去「內在認知」（knowing within）音

樂是音樂教育的目標。音樂可以透過聲響的組織、建構音樂文化或音樂意識去

提高與精鍊人們的「情感」生活，體驗音樂是一種「使人感動的存在」「affecting 

presence」—正如一種經由「情感」所獲得意義的來源—是一種牽涉音樂的主要

結果，這就是提供音樂的歡樂。文化人類學者 R. P. Armstrong 便指出（引自 Reimer, 

2003）： 

「使人感動的存在」（affecting presence）（藝術作品）至少是一種

體驗的情感層面之直接的呈現，它會在其根基上繼續進行而不經由調停

（mediation），如同一個符號所做的—但會經由我們所稱的「立即性」

（immediation），「使人感動的存在」是直接與即刻呈現它的樣子，並且

剛好是在那些自然界重要的名稱，在此名稱中它是為了我們的見證

（witness）而呈現。 

 

Reimer（2003）主張「情感」的品質，會增添我們的體驗，所以音樂的「情

感」就變成音樂的意義，音樂使我們沈浸在「情感」的真實狀態（一種精細的、

精美的真實性），這會解釋音樂的迷人與歡愉、以及音樂的奧妙與威嚴—可以察

覺的經歷之全部的光譜。聲響「使人感動的存在」之主要的體驗，便是 Reimer

所稱的對音樂之「內在認知」（knowing within），所有音樂的創意需要「內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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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加入，「內在認知」構成所有「音樂體驗」的基礎，Reimer 在《音樂教育

哲學》2003 年版本中的第五章，會擴展「內在認知」的概念；第四章也會討論

第二個音樂提供的認知之主要層面—「技巧認知」（knowing how）去創造音樂

的意義，所有這些音樂的創造力需要「內在認知」的牽連；Reimer 在適當時機

也會解釋認知之從屬性的、促進性的兩個層面—「事實認知」（knowing about）

與「原理認知」（knowing why）—對於提昇主要的「內在認知」以及「技巧認

知」是必須的，研究者將在第三節探討這些概念。 

二、Sloboda 與 Sparshott 

Sloboda 是一位認知心理學者，對音樂有特殊的專長；Sparshott 是一位藝術

哲學家，常常書寫有關音樂的文章，兩人都注意將音樂的訴諸「情感」之層面

當成是音樂之特性，兩人都指出這種音樂的特性使得音樂對人們很重要，音樂

可以穿越所有文化的核心，並且兩人也指出音樂之相同的層面，是一種為了它

的力量去加強、維持、精鍊、與拓展人們訴諸「情感」的生活之基礎—音樂之

聲響的組織、結構的屬性、或音樂的工具，兩位思想家主張在這些方面，每種

文化所設計的結構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去提昇人們訴諸「情感」體驗之複雜性、

精確性、與力量（Reimer, 2003）。 

Sparshott 指出要將音樂聲音與「情感」做結合，則我們需要要去經歷音樂

的作品—要去創作它們、演奏它們、聆聽它們，音樂物體的本質與我們經歷它

們的方式是起源於音樂的三個特質，Sparshott 認為音樂的三個特質如下（引自

Reimer, 2003） 

（一）音樂就是音樂，是一種它自己的系統。 

（二）「音樂作品」被體驗成屬於它們自己的世界，在這個音樂世界中，「情

感」不僅是特殊的同時也是被體驗的。 

（三）雖然「音樂的體驗」是來自外在的來源，但卻是在我們心裡面被聽

到，音樂被經歷當成是一種結構過的聲音，是內在於聽者的心靈，重要的是「聆

聽的心智」（the listening mind）是作曲家、演奏者、即興者與聆聽者的心智，所

有對於音樂的參與（如作曲、演奏、即興）都可以催化「聆聽的心智」，每一種

參與都有其自己的方式與要求自己的創造力及智能的方式。 

Reimer（2003）指出 Sloboda、Sparshott 將音樂之「訴諸情感的生活」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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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音樂的聲響所做的，音樂的聲響在某些方面可以增強「情緒」、精鍊「情緒」、

與拓展「情緒」或「情感」的目的。Reimer 也稱讚 Elliott 的主張可值得我們參

考，Elliott 主張（1995）：一種為了音樂之必須的情況被經歷成是訴諸「情感」

的，但這是充分的或是唯一的情況嗎？Elliott 將音樂視為一種「實踐」，會在「製

作音樂」時去尋找它的「情緒性」，著重在生產音樂聲響提供的愉悅、滿足、挑

戰、合作、成就、成功或失敗的「情感」，這是會被包含在伴隨音樂的「做」（doing），

Reimer 認為這些是音樂「情緒」之合法的資源；而有些思想家處理音樂是從一

種「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的觀點，可能會以不同「情緒」的方式去涉

及它，當音樂提議關於倫理議題、平等、征服、暴力等的觀點時，相關於音樂

的信息之情緒，無論是正向或負向都會被經歷，所以音樂的「情緒」就是它提

及或連合政治與社會的事件，強烈的感情都存在於其中。因此，在此點上，也

與 Reimer「協同合作」的立場一致，因為無論從「實踐」觀點或從「社會能動

性」觀點來探討音樂，「情感」的涉入以 Reimer 的見解來說都是無庸置疑的，「情

緒」的引發仍是次要的。 

Reimer（2003）認為使用音樂的可能性也有許多，音樂可以被使用在文化

中的許多方面，如婚禮、葬禮、宗教場合、運動事項，音樂在所有這些社會功

能中扮演一種角色，在這種情境中我們對音樂的反應可能會是適當的，我們經

歷的「情緒」與「情緒」的情境是不可分離的，在這種情境中，音樂提供一種

支持的角色，音樂也被使用在提昇電影、舞蹈、戲劇之「情緒」的體驗，吾人

從音樂中獲得的「情感」主要是依賴於發生在這種傳播媒介中的東西。無論音

樂的目的或情境為何，所有人會在一些對他們是特別的方面在「情緒」上經歷

它，「情緒」同時存在於「音樂體驗」中的個人與眾人中，Reimer 認為無論是「情

感」與「情緒」，每一種面向都會加強另一種。 

三、小結 

以 Damasio 的解釋觀點看來，音樂可以提供我們非常有力的方式去包括與

分享「情感」無限的敏銳性與複雜性。音樂可以藉由創造一個環境如此做，在

此環境中，音樂會在有知覺的層次中去被體驗成一種感覺的知識，在音樂中，

所發生的「情感」即是音樂性地發生之「情感」。 

Reimer（2003）認為他所強調的重點是音樂的根源，音樂所探尋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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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聲音的內部，Reimer 重視 Armstrong、Sloboda、Sparshott、Meyer 等人所提

的「情感」是音樂的根源，那種「情感」是內在於它的聲音之中，音樂是直接

與即刻呈現「情感」，並且會有一些重要的名稱呈現，Sloboda 認為這種名稱是

「組織過的聲音」，Sparshott 認為是「結構的屬性」或「音樂的方法」，這些名

稱會將音樂顯現出來成為是一種獨特的現象，有其自己提供之獨特的價值。 

 
第二節 「美感的體驗」 

 
Reimer（2003）認為音樂教育哲學必須闡明「音樂體驗」之主要的層面，

如此音樂教育者才能夠有效地提供這些層面，並且教養學生這些層面，Reimer

（2003）在第三版書中有幾章在闡述「音樂體驗」之一些主要基本的層面：例

如第三章要討論音樂和「情感」的關係；第四章要討論創造音樂；第五章要討

論的主題是音樂的意義—音樂允許我們體驗之特殊的方式；第六章要討論音樂

身為一種以文化為基礎的努力（music as a culturally grounded endeavor）；第七章

要解釋為何音樂是一種多元智能的領域、以及為何這些智能的培育會被認為是

一種音樂教育之主要的目標；最後一章要將這種哲學應用到創造一種致力於提

昇每個人「音樂體驗」之理想的音樂課程之議題上，Reimer 主張這種探討可提

供音樂教育一種堅固安全的基礎。 

Reimer 之 “ 以 「 音 樂 體 驗 」 為 基 礎 的 哲 學 ” （ an experienced-based 

philosophy），可協同兩人的見解被解釋：一位是 T. S. Eliot，他指出：音樂是被

深切地聆聽，它絲毫沒被聽到，但是當音樂持續時，你就是這音樂（music heard 

so deeply. That it is not heard at all, but you are the music While the music 

continue）；另一位是 C. Seashore，他指出：當你聆聽時，你聽到的就是你（When 

you listen, you hear what you are）。代表這這兩種思想的學者，第一位是一位詩

人，第二位是一位早期重要的音樂心理學者，Reimer（2003）指出他們對於「音

樂的體驗」之見解表面看起來是矛盾的：第一，詩人 Eliot 認為音樂可以引起體

驗，並且能在一個層次中有力地如此做以使得我們是音樂，而不是我們自己，

只要我們能深深地參與在音樂中；第二，心理學者 Seashore 認為音樂是我們自

己的投射，我們創造「音樂的體驗」，並非音樂創造的。Reimer（2003）主張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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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觀點本身說來都是真實的，Eliot 在此觀點中是正確的：當我們聆聽、演奏或

即興、作曲時，藉由做一些特別的事，音樂真的是要深深地、廣泛地、敏銳地

引起我們去體驗，這就是 Reimer 所認為的音樂為何要存在的原因—音樂可以給

予我們體驗，否則我們不會有音樂；但是 Reimer 認為 Seashore 也有指出一些事

是正確的：我們所體驗的音樂或其他事，經由我們自己這個過濾器會來接近我

們—也就是經由個人的方式我們可以建構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並讓我們體驗

音樂。比起兩人各自所提的，Reimer（2003）認為 Eliot 與 Seashore 兩人的意見

一起「協同合作」合起來提供一個對「音樂體驗」之更完整的描述。 

Reimer（2003）指出音樂在人類生活中類似所有其它的體驗，我們住在一

個外在於我們的世界，它持續地影響我們，同時我們也住在一個內部的世界，

是一個私人的世界，當我們體驗時，外在的世界與內在的世界持續地交錯，正

如 Dewey（1934）所說： 

體驗是持續地發生，因為生物與環境情況的互動是包含在這種生命

的程序中，音樂像我們生命的每件事，是一個與我們互動的「環境情況」

（environment condition），雖然音樂只是我們世界中許多事中的其中一

件事，但音樂會使我們去體驗。 

 

而何者是音樂的特質呢？Reimer（2003）認為組織音樂聲音的過程，需要

我們在特別的方式中去思考與行動—將我們文化所提供之「製作音樂」的方式

付諸實施，創造聲音是將音樂置於特殊的情境中，當我們參與在這種實施中，

我們正在藉由創造音樂以體驗音樂。音樂之經過組織過的聲音、方式、與實施，

它們是被創造並座落於特別的情境中：一群人們分享關於音樂是什麼、以及人

們如何適當創造音樂的傳統與信念，那些傳統與信念在許多方面會影響音樂的

聲音—聲音如何被組織、什麼技巧需要如此做、它們如何被回應、它們被認為

要提供什麼意義、什麼價值被認為是歸於音樂的、它如何與其它文化活動連結

或不與其它文化活動連結等等，所有這些情境的（contextual）因素會影響在音

樂中我們所有的體驗，所以 Reimer（2003）認為音樂滲透著“有知覺的”與“前

意識的”假定，和文化脈絡有密切相關。 

Reimer（2003）認為一個“以「音樂體驗」為基礎的哲學”將焦點置於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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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音樂能被體驗的所有方式、以及將焦點置於許多音樂提供之特殊的體驗，任

何哲學都比這種哲學不具包容性，例如以 Elliott“以演奏為基礎的哲學”（a 

performance-based philosophy）；或是以唱歌技巧為基礎的哲學（a singing skills 

philosophy）；或是一種只以特別型態的音樂為基礎的哲學，例如西方的音樂傳

統或是五聲音階音樂；或是埋首於倫理的行為（ethical conduct）並將其當成目

的，任何這種單一焦點的哲學（single-focus philosophy）對音樂能被體驗的不同

方式、以及提供這種體驗之不同的音樂不能做到公平，因此，音樂教育中一種

“以體驗為基礎的哲學”包含所有的音樂以及所有參與它音樂的方式，因為每

一種特別的音樂種類與型態、以及音樂被製作與接收的每種特別方式，對「音

樂的體驗」來說都是代表一種特別的機會，所有這種機會都是寶貴的，Reimer

（2003）建議音樂教育之主要任務是在音樂之所有的彰顯中，盡可能廣泛地對

所有人們「製作音樂」的體驗，以及盡可能對每個個體做豐富的培育。一種音

樂教育的哲學必須闡明「音樂體驗」之主要的層面，如此音樂教育者便能夠有

效地提供這些層面，並且教養學生這些層面（Reimer, 2003），以下研究者就

Reimer 的理念分項介紹他所主張的「音樂體驗」。 

壹、「音樂體驗」的分類 

Reimer 將「音樂體驗」分成（Reimer, 1970；Reimer, 1989a）：  

一、音樂的（美感的）體驗 

是感覺的（sensuous）、知覺的（perceptual）、與創造的（creative）。 

二、非音樂的（非美感的）體驗 

（一）功能的（functional）：實用的、宗教的、治療的、道德的、政治的、

商業的。 

（二）指涉的（referential）：聯想（association）、主觀內的（intrasubjective）、

特點的（characteristic）。 

Reimer 指出實用的、宗教的、醫療的、道德的、政治的等非音樂的體驗，

都不是主要由具有內在表現力的音響之藝術性所引起的體驗，是屬於功能性

的；有關指涉性質的聯想、主觀內的、特點的體驗也都是非音樂、非美感的體

驗。其中主觀內的體驗是一種聯想的體驗，在其中，視覺的想像或文學的想像

是由音樂所激起的；特點的回應是將焦點集中在音樂的“情緒”成分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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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成分，例如悲傷的音樂令人想起生命要到達終點（Reimer, 1970；Reimer, 

1989a）。 

Reimer 認為對「標題音樂」與聲樂的體驗包括指涉因素，當標題或歌詞與

旋律、和聲、節奏融為一體時，就加入了作品之美感表現力，當這種情況出現

時，即使有非音樂（非美感）的成分在內，事實上這種體驗就是音樂的（美感

的），Reimer 認為對於「標題音樂」當然可以是音樂的（美感），只可惜我們現

在都是將焦點置於「標題音樂」的非美感體驗之上。他主張自孩童幼小時便要

施以正確的「美感教育」，不管孩童多麼幼小，非音樂的體驗也不適用於兒童，

這會對孩童作錯誤的引導，也會阻礙美感感受力的發展，因為以非美感的方式

教導孩子，他們便會學得沒有美感性，若是能以美感性的方式教導他們，孩童

便會學得較有美感的感受力；只要是有關聯想的事件，例如音樂激起視覺的或

文學的想像，便是非美感的體驗，因為一種體驗要具有音樂性，美感觀察必須

針對音響的藝術性，美感反應也必須是由那些特性的表現力所引起，而“聯想”

便不能滿足這些條件，如果提倡這種對音樂的非音樂體驗，就不可能成為音樂

教育；此外，「技術—批評」的體驗是一種「非美感」（nonaesthetic）或是「前

美感的」（preaesthetic）體驗，在這種反應中，所觀察的是組成音樂之技巧的、

機械的因素，而反應的也是那種反應的作用，例如“那位女高音肯定在高音區

有問題”，這種觀察多半可以直接用於培養具有音樂性的觀察，它本身是「前

美感的」，專業音樂家或音樂教師的危險在於太容易過於關心音樂活動的技巧與

工具，而很少有足夠的「心理距離」（psychical distance）來對音樂進行「音樂

體驗」，過於重視「技術—批評」的體驗會使學生無法超越它達到對音樂的「美

感體驗」，而音樂教育中許多人認為「技術—批評」的體驗是體驗音樂之“真正

音樂的”途徑，而這就是音樂教育中普遍將技術學習與音樂「美感體驗」分離

的不良結果（Reimer, 1970；Reimer, 1989a）。 

貳、「美感體驗」與「音樂體驗」的特點 

Reimer 一向都將「美感的體驗」視為是「音樂的體驗」，由以下他對於「美

感體驗」與「音樂體驗」的特點之探討可清楚得知。 

一、「美感體驗」的特點 

Reimer 指出「美感體驗」的特點包括（Reimer, 1970；Reimer, 19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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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在性（intrinsicality）：表示體驗的價值來自其自身的、內在的性

質，「美感體驗」是為體驗本身而體驗，要擺脫實用的體系，才能因本身而受到

欣賞。 

（二）移情（empathy）：儘管「美感體驗」是內在的、疏遠的，但也同時

是參與的、外在的、容易感動的，人的興趣與反應必須被吸引或沈浸到正受關

注的表現性中，才能喚起對觀察到的特性之感覺反應。 

（三）「美感體驗」牽扯的是表現的特質而非符號的指示。 

（四）「美感體驗」向來是來自對某種可觀察到的素材特性的參與，這素材

是音響、語詞、色彩、樂章、造形等，而這種素材要含有被觀察與反應的表現

特性。 

Reimer 進一步指出：美感知覺×美感反應＝「美感體驗」，知覺與反應必須

是同時的與相互依賴的，知覺不是一個音樂過後才產生反應的單獨過程，而是

在本質上就具備固有的反應性，被知覺的事物是因為有表現力才被知覺到，反

應則是知覺做為一個整體的組成部分。不帶反應的高層次的知覺是有的，例如

理論課中的聽寫課，學生就是在進行音樂知覺，但是並不會對知覺到的音樂性

之表現力做出反應，這就不是「美感的體驗」（Reimer, 1970；Reimer, 1989a）。 

Reimer（1989a）認為「美感的體驗」是一種創造性的體驗，美感知覺是由

許多副行為組成的一種複雜行為，當一個人在知覺事物之內在表現特質時，他

就把認識、回憶、聯繫、識別、區分、組合、歸納、比較、排除、綜合及其它

一大堆行為結合在一起，在「美感體驗」過程中，這些行為沒有一個是概念性

的，因為這些都是「沒有命名的注意」（noticing without naming），心靈將所觀

察到的事件結構起來，但並不依據概念；美感反應同樣複雜，每一種知覺過程

的發生皆有其情感的層面，與「注意」的發生無法分開。 

二、「音樂體驗」的特點 

Reimer 指出「音樂體驗」的特點有以下幾項（Reimer, 1970；Reimer, 1989a；

Reimer, 1992）： 

（一）感受的（sensuous）層面：主要對音樂表面的音響特性進行處理，

對音響的內在組織和相互關係很少注意，不是用有識別力的耳朵對連貫的事件

感應，而是直接對音響本身（表面的織體、力度、色彩）—多半不是用聆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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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憑感觸感覺到的。 

（二）知覺的（perceptual）層面：包括： 

1.對音樂構成的要素—節奏、旋律、和聲等某程度的辨識力。 

2.對所觀察到的音樂相互關係的表現力之反應。這種知覺並不是冷冰冰的

診斷式的聽診訓練—一種“技術—批評”的體驗，這種知覺是情感的知覺，其

中音樂事件首先是做為表現性事件來被體驗的，如果音樂知覺與音樂反應脫

離，體驗就是「前美感的」或是「非美感的」，如果音樂反應不是由音樂知覺所

引起的，體驗也還是「前美感的」或是「非美感的」，以往常將「知性的」（知

覺的）與「情緒的」（反應的）相分離，這是會誤導學生的，如果體驗是美感的，

則這兩種變成是無法區分的。 

（三）創造的（creative）層面：是知覺反應的延伸，除了對有表現力的音

樂事件進行知覺、和對所觀察到的表現力做出反應外，創造反應還包括對音樂

事件不斷地回顧和預料。例如體驗者不僅知覺與和聲相關的旋律，而且預期旋

律動態的變化，以及其中所暗含的和聲變化，聆聽者會感到這個段落要結束了，

便期待著一個段落結束與另一個段落的開始。知覺與創造的反應需要精神與感

覺一同高度集中，要用思維與感覺的力量全神貫注於美感的特性。因此，Reimer

認為對於音樂的創造性反應不應限於作曲與演奏，這兩者是較為具體性的創

作，而 Reimer 堅決地指出所有音樂教育最嚴重的一點，在於忽視所有「音樂體

驗」所依賴的一種能力—“辨識性與創造性的音樂欣賞”，演奏與作曲所做的是

為了具創造性體驗的欣賞奠定基礎，而非取代欣賞。 

三、三種美學理論對「美感體驗」的見解 

Reimer 指出對於「美感體驗」有以下三種見解（Reimer, 1970；Reimer, 

1989a）： 

（一）「形式主義」：Reimer 認為對「形式主義」者來說，對「美感體驗」

不同於生活中其它任何種類的體驗，討論人們對事物的內在表現性的反應，即

是討論人類感應之一個完全孤立的區域，這個區域有其自身特殊的特點和價值。 

（二）「指涉主義」：「指涉主義」認為對「美感體驗」類似其它許多種類的

體驗，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傳播（communication）便是傳播，無論用的是什麼

符號系統，不影響人們對於美感反應，「美感體驗」與任何傳播的信息之反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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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什麼區別，也不應當認為「美感體驗」的價值不同於傳播的價值。 

（三）「絕對表現主義」：「絕對表現主義」對「美感體驗」有不同觀點，對

「美感體驗」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主體的主觀性（subjectivity）

得以受到更充分的認識與分享，此種理論認為「美感體驗」與人類情感及主體

意識的關聯是很密切的。 

四、「音樂體驗」包含的範圍 

以上三大點是 Reimer 在 1970 年與 1989 年的見解，Reimer 在 2003 年的第

三版中將以往兩個版本的觀點擴展出來，進一步將「音樂體驗」所包含的範圍

分成三種，其中會提到「形式主義」、「實用主義」、「女性主義」、與「脈絡主義」

的觀點。總括說來，「音樂體驗」包括形式（form）、實踐（practice）與社會的

能動性（social agency），Reimer 認為一種“以體驗為基礎的哲學”可以是包容

性的（inclusive），而也特別是音樂性的，以下分別介紹這三種「音樂體驗」所

包含的範圍（Reimer, 2003）： 

（一）將音樂當成是形式： 

對「形式主義」來說，「美感體驗」主要是知性的（intellectual），形式為了

它自己緣故的認知與欣賞，這種認知與欣賞雖然在特徵上是知性的，但是「形

式主義」者稱它為「情緒」—通常是美感的情緒。「形式主義」者只專注於音樂

的內在特質以及其固有的與獨特的意義，並要去拒絕其他的因素，例如「政治」

的意見、參考特殊的人或事件、不同符號的使用、概念的建議、普通的情緒等，

真正重要的事是與聲音的關係（sound-relations）之內在互相關聯，它們能給予

無比的體驗。Reimer（2003）認為在這種“極端的”「形式主義」者的意見中，

幾乎沒人可以享受這種計畫所提供之獨特的體驗，他認為大部分的人並非能夠

享受這種純音樂，因此，要對音樂中的指示對象有反應—故事、想像、概念，

正如「標題音樂」一般才較人能令人接受。 

極端的「形式主義」者是由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 E. Hanslick、C. Bell、

R. Fry 所採取的立場。Reimer（2003）主張音樂是具有太多面向，而不能完全依

賴一個形式的面向而已，因此形式只是音樂一個必須的成分而不是充分的成

分。許多當代音樂作家會同意形式在音樂中扮演一個必須的角色，例如 Green

（1988）在她的書：《音樂、性別、教育與對於不佳的耳朵辨識力之音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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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Gender, and Education and Music on Deaf Ears）中，便將音樂意義中她

所稱的「固有的」（inherent）與「輪廓的」（delineated）做一區別，「固有的」意

義是音樂物質的組織，雖然「固有的」意義在「音樂體驗」中是必須的，但根

據 Green，它們是不完全的，「固有的」意義是依靠不同的「輪廓」意義，「輪廓

的」意義包含社會的、文化的、及歷史的脈絡，每種音樂的情況都存在於這些

脈絡中。Green（1988）主張當我們聽音樂時，我們不能將音樂「固有的」意義

之體驗完全從社會脈絡中分離開來（引自 Reimer, 2003），Reimer（2003）承認

「形式」、或是 Green 所提的音樂意義之「固有的」層面是必須的而非充分的，

都是在一種「音樂體驗」具有包容性的理論（inclusive theory）中。「音樂體驗」

之形式的面向是它確認「音樂是為了音樂的緣故」（music for music’s sake），或

「藝術是為了藝術的緣故」（arts for art’s sake），極端的「形式主義」會受到「菁

英主義者」支持，例如西方古典音樂的傳統便是一種「菁英主義」，Reimer 認為

這是不恰當的。 

（二）將音樂當成是實踐： 

Reimer（2003）認為不管演奏家是否演奏音樂或是即興演奏，演奏家必須

公開展示他們所做的，所以專注在演奏—將會實現一種哲學的立場，而會去強

調「實踐」是音樂中最重要的。根據 Elliott 認為：「音樂教育即是美感教育」這

種看法是嘗試要應用一種極端的「形式主義」哲學在教育上。但是 Reimer（2003）

確切指出他本人也主張要拒絕「形式主義」為音樂教育的基礎，這是因為它的

極端主義的態度，而雖然 Reimer 拒絕「形式主義」是因為它純粹的顯示（puristic 

manifestation），但是他仍肯定「形式主義」的貢獻—將形式認明為音樂以及「音

樂體驗」的重要成分，這是要承認的，Reimer 認為 Elliott 對「美感教育」沒有

充分瞭解。 

Elliott 認為我們不要專注於形式上的物體並將其當成令人尊敬的作品，而

是要專注於唱歌與演奏樂器的事項，雖然如此，Reimer 也肯定「實踐哲學」有

其優點，因為 Reimer 認為一種「實踐哲學」對「形式主義」的音樂教育是必須

的改善法。但是 Elliott「實踐哲學」仍有缺失，Reimer（2003）主張假如選擇「實

踐」（過程）而非它的「結果」（形式）（Elliott 認為兩者不是相互依賴的層面），

音樂教育的焦點變成是「做」（doing）、而不是「什麼是被做的」（what is done），

如此我們會要從一種極端跳到另一種；假設我們不用一種立場去與另一種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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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而是採一種「協同合作」的態度，如此會比極端「形式主義」或極端的「實

踐主義」所考慮的關於「產品」與「過程」的觀點較為中庸。Reimer（2003）

指出無論是「形式」（產品）或「實踐」（過程），任一個的「音樂體驗」之重要

性對任何音樂之包容性的理解都是必須的，並且兩者也相互依賴，正如 C. Bell

主張：我們必須認清作曲家的角色，作曲家作曲的「過程」形成這些「產品」（引

自 Reimer, 2003），因此 Reimer 認為 Elliott 也必須認清「過程」產生「產品」，

否則它們便是無意義的。Elliott 認為「過程」是做某些事的過程，音樂是四個面

向的概念，雖然 Elliott 對「音樂作品」的解釋堅決將焦點置於「音樂作品」之

演奏的本質，但 Reimer 認為這種演奏本質的設計僅是一個面向，若不承認「音

樂製作者」的作品與作品的「音樂製作者」之間的相互關係，Elliott 不能解釋音

樂，正如 Bell 與其他人不能一樣。 

Reimer（2003）認為任一種極端的意見會排除或減低其他層面，也會產生

一種歪曲的視見，因此他覺得要找出一種「協同合作」的調適，如此可以將形

式與行動視為是可並立的，甚至是供同依賴的，而非相互抵觸的，我們常常要

注意它們之間必然的相互關係。Reimer 主張要比一些極端主義的思想家較忠實

與真實地描繪音樂，如此會嘉惠我們的學生、並幫他們了解與享受音樂的多元

面向，音樂的演奏與所有其它有創意的行動是音樂需要帶來的以及要被體驗

的，這是音樂及音樂教育的重要層面，但是 Elliott 所說的卻正好相反，Reimer

認為單單僅有演奏，對於音樂教育所要做的來說是不充分的觀點（Reimer, 

2003）。 

Reimer（2003）認為「實踐主義」將演奏置於中心的觀點是美國音樂最古

老的立場，其他今日受到「實用主義」吸引的思想家主張音樂總是以文化為基

礎的（Reimer 稱讚 Elliott 深思熟慮地與廣大地解釋這個層面）以及音樂提供許

多社會功能，這些信念對 Reimer 的哲學觀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一些「實用主

義」思想家認為「聆聽音樂」比起「製作音樂」是被動的、較差的以及較無創

造性的，例如 Elliott（1995）在討論聆聽時主張：教育未來有能力、熟練的、及

專家的聆聽者，依靠的是現今之有能力、熟練的及藝術家的「音樂製作者」之

革新的教育，Reimer（2003）認為這種觀點主張聆聽完全是演奏與其他「音樂

製作」角色的附屬品，Reimer 嘗試阻止這種觀點以及其他極端之「實用主義」

之觀點，因為 Reimer 認為它們是不當的與具破壞性的。Reimer 主張「過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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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與「形式」（產品）兩者會相互依賴，對於 Reimer 所提的“以體驗為基礎

的哲學”是必要的成分（Reimer, 2003）。 

（三）將音樂當成是「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音樂是一個主體，具

有改造與實踐社會的能力： 

Reimer（2003）主張音樂以及其他的藝術必須被視為提供社會—政治的目

的，音樂是如同「政治」的現象般存在著，並且必須如同這樣被了解與教導。

Reimer（2003）提到對許多思想家來說，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許多事已

經變得相當「政治性」的，所以他認為要在與脈絡有關「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的層面之方向，重新平衡古老的美感概念中關於形式、實施、文化脈絡的主題，

因為藝術(包括音樂)總是被認知為社會性地參與在不同的方面，所以 Reimer 認

為「政治」參與明顯地已經變得比以前更是主要的，這也會造成大家漸漸較不

去注意「產品」與「過程」之本質。 

Reimer 提到我們居住在一個政治化的時代，藝術也包括在內，常被問到關

於一個特別的作品會被演奏的問題是—“誰的興趣是被此服務？”（興趣意指「政

治」的興趣，興趣必須處理力量、影響、優點、鎮壓、壓破或是排斥等），Reimer

認為我們可以用另一問題去回答那問題—“誰的興趣是藉由問那個問題被服

務？”答案有可能是 “特別的人問此問題之「政治」的興趣”。Reimer 主張「女

性主義」的觀點已經產生一個徹底的文獻資料，現在在音樂教育哲學內與其它

領域中組成了一個重要的領域，因此，Reimer 要運用「女性主義」當成一個從

「社會能動性」的觀點去著手處理音樂例子，Reimer 力勸音樂教育者使用這種

特別的觀點去致力於其它的社會議題，並將這種觀點當成是一個檢視與個人有

相關的一個基礎（Reimer, 2003）。 

除了對「政治」行動的需求，Reimer（2003）認為「女性主義」運動已經

提出許多特別的與人們認明他們自己的方式、以及這種認明如何影響他們體驗

世界的方式、他們如何在其中行動、他們如何在這是界中被被期望。人們的「性

別」已經是所有文化中社會期望之主要的決定因素，所以 Reimer 提出一串的問

題來讓我們省思社會中關於「性別」、「文化差異」、「社會公義」等問題：關於

「感知」的差異多少是緣於本質（nature）（性別或生物學）？以及多少是緣於

教育（nurture）（性別或文化上分配的價值與期望），在音樂的案例中，就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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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使「音樂的體驗」是可利用的，對女性或男性來說，「音樂的體驗」是不

同的嗎？假如是這樣，為什麼？性別會引起差異嗎？假如他們不是不同，為什

麼差異的「感知」、以及許多音樂的實施在所有人類社會中是如此廣泛地以那些

有差異的知覺為基礎？可能任何差異不僅單獨被本質或教育所引起，而是由兩

種的結合所引起，假如是這樣，我們如何認明什麼是「自然的」（natural）？什

麼是「文化的」（cultural）？界於男性與女性「音樂體驗」之任何差異是程度的

問題而不是種類的問題嗎？在音樂存在方式中的差異是被慶祝或是享受？或是

它們必須被責難或撲滅？特別是假如這些差異會導致不公平的對待時又該如

何？Reimer 認為這些問題明顯是可運用於所有生活的層面，並不只是運用在音

樂上，這已經產生一個重要的探究的領域（Reimer, 2003）。 

Reimer（2003）認為生活並非是簡單的，而音樂也不能從兩難與不公平中

免除，在此時代我們不能放棄將音樂捲入重要的社會議題中，對這種表面看起

來是反對的爭論之一種「協同合作」之解決方式的嘗試，被 Miles 在他銳利地檢

視「絕對音樂」與「脈絡主義」（contextualist）中所提供，Reimer 解釋在「形式

主義」中，音樂的社會功能被認為是音樂沒有操作的社會功能：它「美感的自

治」（aesthetic autonomy），是「絕對音樂」之最偉大的成就，但是在努力解釋音

樂的技術功能時，「形式主義」輕視所有無關係的因素，例如音樂中情緒的、社

會的、與政治的影響力，但這樣做不只顯露也隱藏一些使得音樂變成是如此的

情境；另一種「脈絡主義」重視社會與政治的影響力，做了一個無價的貢獻，

也平衡了「形式主義」之過度內在的專注。雖然「脈絡主義」者與「形式主義」

者對音樂的理解都貢獻了一個必須的層面，但是每一個若沒有另一個都是不完

整的，並且每一個都會從另一方獲益。 

Reimer 很欣賞 Miles 之審慎地且圓滑地去解釋表面上看起來是矛盾的美感

立場，正如 Reimer（2003）所說：這種「協同合作」並不容易達成，但是當它

能達到我們認為「協同合作」之信念會比單一的立場有更堅定的基礎時，我們

要尊敬「形式主義」與「脈絡主義」之不同的貢獻。正如 Green 所說的，音樂

之「固有的」（inherent）（內在價值的層面）與「輪廓的」（delineated）層面（社

會的層面），我們要認可與尊敬它們之間的相互依賴，這樣做會對音樂的複雜性

與價值提供一種更有包容性的（inclusive）哲學理解，以及更有包容性地去教導

音樂的複雜性與價值（引自 Reim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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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er（2003）進一步指出，音樂的意義實際上是個人選擇去從音樂取得

或對音樂獻出的意義，是以個人之生活的體驗與他們音樂的方針為基礎，沒有一

種每個人必須體驗音樂之“正確的方式”，選擇的自由正如在我們生活中之許多

層面一般，是一種基本的特權，當「女性主義」者即使在面臨可能失去「固有性」

的價值，仍選擇強調音樂的重要性層面，他們也是在使用他們自由的權利。Reimer

的哲學要強調音樂之「協同合作」的能力以包含「輪廓的」意義，並將它放入「固

有性」（inherence）的領域中。 

五、「音樂體驗」的四個面向 

Reimer 在《音樂教育哲學》第三版本中分成四章在討論「音樂體驗的情感

層面」、「音樂體驗的創造層面」、「音樂體驗的意義層面」、「音樂體驗的情境層

面」，研究者深覺 Reimer 在討論「音樂體驗」的四個面向，是非常徹底與見聞

廣博的，也展現在許多文獻的多方閱讀，這可以經由他在「認知」的四種型態

（情感、創造、意義、情境）之認識論讓我們知道： 

（一）情感 

Reimer 確信音樂的「情緒」層面—它會經由「情感」去參與「認知」--是

最重要的去定義音樂的特質。研究者發現 Reimer 花費相當多的空間去解釋一些

複雜的議題，他汲取哲學、心理學、人類學、與認知科學，以及藉由作曲家、

指揮去反思音樂，例如從人類學者 Dissanacyake 的信念中，認為藝術的普遍功

能是製造一些特別的事；並且 Armstrong 之「使人感動的存在」之概念即是一

種音樂之富有表情的特徵；然而，最重要的部分，Reimer 汲取近年來哲學的作

品與認知科學之理念，以去獲得一種「音樂體驗」之「情感」層面的理解，他

主要的目的去支持一種強調「情緒」與「智力」二者之間互相依賴的詮釋，他

進一步描述介於「情感」、「認知」、與「意識」之間的關係。 

在他解釋「情感」的根源，Reimer 區別音樂之「固有的」（inherent）價值

（從結構過的聲響中發射出來的）以及「想像的」（ideated）價值（在文化上被

制約的價值），關於「情感」即是「意識」的基礎，使得 Reimer 認為音樂對於

一種美好生活的貢獻在於擴展與提昇「意識」，這是其他事無法做到的，「內在

認知」（knowing within）是 Reimer 認知概念中的軸心，是音樂中「使人感動的

存在」之直接的與最主要的體驗，音樂中高度結構過的聲響之體驗，使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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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更為精確、微妙、易理解、有力、與有意義，在這些方面，音樂被認為是

在教育與培養情感；對「使人感動的存在」來說，生活品質的富足是音樂的主

要目標，這種觀點和另一種流行的趨勢相對立（這股藝術教育中的研究之潮流

在倡導音樂的功用，在於改善閱讀、數學技巧以提昇其他非藝術的（non-arts）

目標），「內在認知」並非被限制在回應聆聽，反而在其他「音樂體驗」的種類

中也是同樣重要的。 

（二）創作 

Reimer 主張創作是「整合性的」與「包含許多的」，前者是因為創作是展

現在所有層級的學習與所有「音樂體驗」的形式中（作曲、編曲、演奏、聆聽）；

後者是因為不顧所有文化之音樂的形式，創作是存在於所有文化中，不管任何

層次的體驗或情境，實現這種真實的創造力需要藉由一種真實的自我，音樂的

創作是一種尋找音樂的意義，音樂創作的主要信念是一種自我與內在生活品質

的提昇之意義，這種提昇的意義會組成 Reimer 所稱的一種精神上的成熟。 

實現這種真實的創造力需求會產生一些對於倫理的思索之圖像，這種倫理

的思索是 Reimer 非常重視的，他倫理的標準包括一種對媒介物、音樂的能力、

複雜性與困難度鑑賞、勇氣與個人堅信的信念之尊重，當這種標準被尊重時，

個人的體驗能被音樂的意義所富足，而為了將價值加諸到世界中，一些層面要

改進，要藉由鼓勵學生盡量在創作的不同行為中去達到正確度，老師要幫助所

有學生去更深入感覺音樂，「創作」這個詞語不一定是出現在天才之傑出的成就

中，這是他在創作方面所主張的倫理議題。 

（三）意義 

Reimer 認為音樂的意義在於當一個人參與音樂時去體驗每一件事，Reimer

想探討一個人應該如何去參與在「音樂體驗」中的問題，他在此指出「事實認

知」（knowing that 或 knowing about）與「原理認知」（knowing why）的相關

性。 

Reimer 藉由先去分辨語言之「概念」與「溝通」的本質、以及藝術的/美感

的音樂結構去引導一種對於音樂意義的討論，他的重點在於強調有不同的認知

與意義，針對這個主題，Reimer（2003）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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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可以被描述成聲響，此聲響會被組織成在內在上是有意義的，

在此聲響中，這種「固有性」（從結構過的聲響中發射出來的）可以合

併許多不同的另外的意義，圖表幫助去敘述介於口頭上的言語與溝通的

過程、及聲響之藝術的/美感的結構之間的差異，並且展示出音樂意義

是如何經由直接的體驗（「內在認知」與「技巧認知」）被理解到，「內

在認知」與「技巧認知」這兩種直接的體驗是被「事實認知」、「原理認

知」所增加。 

 

Reimer 認為“概念性的藝術”是一條死巷，代表當代藝術的完全失敗，甚

至是不合時代潮流的，Reimer 對於“概念性的藝術”之討論提供一種優越的批

判之評論：它幫助我們理解許多當代藝術發生什麼製作了意義，並且主張音樂

教育如何去思索它。但 Reimer 也提出語言之不同的解釋之角色，也就是說「事

實認知」、「原理認知」的必須性是重要的。關於這四種「音樂的認知」，研究者

在下一節會探討。 

（四）情境 

教育上來說，音樂教育的情境是目標與目的、教和學、管理與組織、評鑑、

實現與研究，Reimer 已經提出「後現代主義」提出音樂教育的問題，在「音樂

體驗」的情境層面可從「多元文化主義」及「流行文化音樂」的議題兩方面來

談，音樂教育必須在兩者上做什麼？以下是 Reimer 的探討： 

1.「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最基本的問題是：是否個體決定在

文化的包圍中去過他們的生活？例如在音樂的例子中，有可能讓門外漢去理解

與欣賞不同文化的音樂嗎？Reimer 認為這些問題如何被回答將明顯影響音樂的

教學。 

Reimer（2003）以「協同合作」的方式去檢視「情境主義者」（contextualist）

與「普遍主義者」（universalist）在音樂教育中相互爭辯的立場，並且結論每一

個都有其一些真理。「情境主義者」主張每種文化的音樂對那種文化是特別的與

獨特的，因此不能被真實地體驗，除非是被一些那個文化中的成員所體驗；「普

遍主義者」主張音樂是普遍的與跨文化的，因此所有文化的音樂可以被藉由所

有人被真實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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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以上兩種見解，首先，Reimer 指出因為音樂與文化緊密相關，他相信

教導學生不同文化的音樂，將會使學生尊敬與接受其他文化的人們。Reimer 認

為我們不能用西方的思想去處理世界的音樂以及用西方的方式教導世界的音

樂，如果我們如此做會不尊重別人的音樂，我們可以做的是尊敬與珍惜不屬於

本國的音樂之存在，我們可以鼓勵音樂中多樣性的存在，我們要了解任一種音

樂都不可以當作是另一種的標準，特別文化的人們必須學習並不是也不能決定

世界中的其他文化，也不能強迫世界中其他文化去符合其信念、需要與實施。

因此，Reimer 堅持的是教導學生每種文化中，音樂的顯示即是那種文化的特質，

也組成了它內在本質的文化表達，我們知道有自己的音樂，也要知道別人也有

他們的音樂，當我們被顯示其他文化的音樂時，我們不能自負地希望我們能了

解他們，或是自私地假設我們可以將這些他人的音樂同化在我們的信念系統中。 

第二，文化的相互滲透過程在全球中以很快的速度進行著，不論是任何文

化的起源，在全世界中的音樂變的愈來愈均質化（homogenized），也變得愈來愈

是可交換的（interchangeable），以及愈來容易被接受，並且音樂性（musicality）

之國際標準正在取代地方性的標準，我們要做的便是讓學生們在他們生活的多

元文化與多元音樂的世界中尚未遇到的，能夠使這些更接近他們，我們可以幫

助學生從音樂中獲得比音樂所要給予的更多—這就是音樂意義中普遍共享的體

驗，我們可以開放與自由地鼓勵學生的「音樂體驗」要像世界中許多音樂般一

樣多樣化，因為所有這些音樂是共通的特質以及是人類的遺產，我們需要讓學

生清楚的是他們不需被限制於熟悉的音樂，因為較不熟悉的音樂也可以變得是

較為熟悉的，並且變得可以是同化與吸收進學生的經驗中，事實上，每個人都

可以擁有全世界的音樂，我們所處的現實是所有人類所共享的。 

2.「流行文化音樂」：Reimer（2003）敘述「流行文化音樂」的研究，比任

何其他樂種更去影響美國，雖然這種研究在美國的學校中其實是沒有存在的，

然而 Reimer 認為「流行文化音樂」值得嚴肅思索。Reimer 主張教導流行音樂的

教學法是相似於教其他種類的音樂之教學法—在「認知」之四種方式的教學以

及熟悉不同的角色，然而，Reimer 告誡大家關於「流行文化音樂」，雖然有人認

為在「流行文化音樂」中強調直接的體驗（direct experience）是不當的，但是

Reimer 仍堅決主張直接的體驗是進入音樂的唯一方式，「流行文化音樂」也如

此，所以我們需要去理解 Reimer 所稱的「內在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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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感認知」 

 

Reimer（1989a）指出音樂與其它人文藝術一樣，是人類了解自己與世界的

一個基本途徑，它們是「認知」的一種基本模式，從文藝復興以來所盛行的一

種較為古老的思想中，認為「認知」僅僅由概念的推理（conceptual reasoning）

所組成，這種思想是不對的。Reimer 認為如果僅僅關注「認知」的一種模式—

即概念模式的教育體系，而且只承認「智能」的概念形式是有效的體系，其關

注的焦點便太狹隘，適用的範圍也太侷限，對人類可以知道什麼以及人類智力

活動的方式之見解也太不實際，結果會使兒童和社會有所損害，甚至會導致非

人性化（dehumanizing）。這些思想使音樂教育確定：音樂身為有其自身獨特的

「認知」和「智能」特點的基礎學科，必須提供給所有的兒童，這種斷定有力

地加強學校中音樂與美術的教與學，並確立了音樂與其它藝術在教育的基礎領

域中的地位（Reimer, 1989a）。 

壹、Reimer 四種「美感認知」之立論 

Reimer（1992）指出根據「美感教育」之一般觀點，在藝術中什麼知識是

最有價質的？「智力運動」（intellectual movement）導引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智力運動」是一種傳統「認知」的概念—將「認知」與「語言的概念化」及

「符號的概念化」視為相等，去描述或解釋人類「認知」發生與代表人類「認

知」之不同的形式，Reimer 認為將兩者視為相等是無法充分去描述或解釋人們

的「認知」所發生的型態。追溯到 Plato 對「認知」的概念，「認知」被認為是

真實的（authentic）、必須是抽象的，因此他認為最可靠的、最真實的「認知」

是經由一種遠離具體的而朝向抽象的「認知」這種運動而達成，因此，那時認

為「認知」主要是一種抽象思考的功能，要經由更高層級之的語言的概念化與

符號的概念化而達到。而在教育上，這種將「認知」與理性的概念化視為相等

是出現在「教育目標的分類」中，「認知領域」是由知識、理解、應用、分析、

綜合、評鑑，反而「情意領域」與「技能領域」並不屬於「認知」，Reimer 認

為這是一種虛構的事（myth），他認為至在歷史上這種對於「美感認知」議題

的討論是不正確的、是扭曲的（Reimer, 1992）。 

針對歷史上對於「認知」的誤植，Reimer 指出「美感認知」應該分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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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knowing of）或「內在認知」（knowing within）；二、「技巧認知」

（knowing how）；三、「事實認知」（knowing that 或 knowing about）；四、

「原理認知」（knowing why）。Reimer 認為前兩者密切相關，一同構成「美感

認知」的主要內涵，而後兩者則有助於前兩者之品質的提昇。Reimer 也指出概

念化的結果向來是「事實認知」的知識，從不會是「感知」或「內在認知」的

知識；反而藝術作品卻是「感知」的知識（Reimer, 1992）。 

以下研究者整理出 Reimer 對這四種「認知」的評述，也分析他以這四種層

面「認知」為基礎的一種有效的「美感教育」課程應該如何施行（Reimer, 1992）： 

一、「感知」或「內在認知」 

這一部份Reimer又將其分為「形式認知」、「內容與功能認知」、「情感認知」。 

（一）「形式認知」（form knowing） 

「感知」或「內在認知」是由「自身本質的牽連」（involvements of the self）

與「遭遇到的物體或事件」（an encountered object or event）之一種特別的結合所

組成，任何物體或事件可以用一種美感的方式被遭遇到，Reimer 的討論將會強

調去接觸「藝術作品」，在某些文化情境中的一件「藝術作品」，通常是被認為

是一種產品；然而在其它情境中，作品會廣泛被分析成是一種過程，無論如何，

兩種意義都會包含在 Reimer 的解釋中。 

從以下的分析中也可以得知 Reimer 並非僅是一位「形式主義」者，因為他

對於「形式主義」重視的「形式」與「指涉主義」重視的「內容」或「功能」，

都投注注意力於其中，並且他主張的「美感認知」會將形式牽涉到一種程度，

在不同狀況意義中，也可從指涉的「內容」與「功能」中帶有意義，但是「形

式」部分仍是要超越過「內容」，如此才是「美感的體驗」。 

Reimer（1992）認為美感所牽連事物（aesthetic involvements）之一個必要

的 層 面 是 注 意 力 （ attention ） 或 區 辨 力 （ discrimination ） 所 需 的 定 向 性

（directionality），在美感的風格（aesthetic mode）中去感覺（perceive）一個物

體或事件，我們的重點必須包括去注意它「本質中有趣味的特性」（intrinsically 

interesting qualities），這種重視需要對這種特質的「察覺」（awareness），並且在

觀賞這些特性時不能完全以「特性中的外顯符號作用」（about something for which 

they act as signs）為注意焦點，而是要兼顧領悟其「特性中所蘊含之內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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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s contained within the qualities）。 

「形式」一詞，最常用於描述觀賞對象的外在特徵（如顏色、聲音、行為

等），而「藝術作品」的形式，則是指其內在相關因素共同烘托出的總體意像。

當我們描述一作品的形式時，可能指出其反複（repetitions）、對比（contrasts）、

變化（variations）、發展（developments）、張力（tentions）、期待（expectation）、

決心（resolution）、不確定性（uncertainity）、對稱（symmetry）、活力（energy）、

和諧（unities）、分裂（disjunction）等特性，這是其美感形式（aesthetic form）

之動態本質的描述，也可用於說明「形式」對觀賞者的內在效果。例如，我們

可以說某一作品客觀形式上的「反複」，會造成觀賞者對「形式」的內在「期

待」效果，「反複」是一個物體之可認明的、具體的特質；而「期待」則是一

個人之內在的、性質上的狀態。但是既然對聲音的「期待」、對姿態的「期待」

等是藉由蘊藏於作品內之情況所產生，因此，需將將「期待」認定為「知覺的

特質」，將這兩者區分是需要的，正如現象學的分析：在一般的語言中，這種

區別常是被合併融合的，因為在體驗藝術時，因與果常是相互有關的（Reimer, 

1992）。 

Reimer（1992）指出其它對此種內在特質之描述。例如在音樂中如果連續

聽到一些音高的連接便稱為「旋律」，若同時聽到一些音高連接則稱為「和聲」，

如此可以說吾人在美感地知覺時有一種「內在感知」的體驗。有些作品，如Mozart

的交響樂、Mondrian晚期的繪畫、M. Cunningham的舞蹈、J. Coltrane的即興，所

呈現給觀眾的完全是一些「形式特性」。在這些例子中，我們的知覺（perception）

是這樣一些有意義的關係之形式，透過一些知覺特性的運用，一個「藝術作品」

之整體結構的關係乃有傳達暗示、意圖、聯想等因子的作用，而當這類形式結

構關係被觀眾知覺到之後，其意義也同時被領略，這時的意義不是傳統指示性

符號那種表面性意思，而是「深遠的涵義、意義或豐富的表達力」。Reimer認

為這種不受限於表面意義的特色，正說明了「美感認知」的獨特性。一件優秀

的作品之內在形式結構具有豐富而高度統合的結構意蘊，這個結構的知覺效果

往往不是立即性的，需要觀眾的主動、持續、專注及敏銳的觀賞，才能洞察作

品形式特性的知覺結構全貌，達到欣賞的樂趣，這種形式洞察力，乃為「美感

智商」（aesthetic intelligence）的要件之一。人們對形式特質的結構之洞察力是

在美感的互動中之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並且是「美感智商」的重要成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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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商」是獲得這種「美感認知」之一種能力，Reimer認為這種「認知」

經由聆聽是易於啟發去提高其價質的。 

（二）「內容與功能認知」（content and function knowing） 

除了上述提到形式製作的特質外，Reimer（1992）指出大部分「藝術作品」

包含一些指涉人們、事物、概念、議題、地方、事件的手法，不管是被稱為比

喻的（figurative）、表徵的（representational）、標題的（programmatic），除了「形

式」之外，它們常被說是包含「內容」或「主題」。在「形式主義」中，吾人必

須忽視「內容」（指涉），因為唯一美感中有效地去知覺一件藝術作品是去知覺

它形式所引起之特質，要避免指涉的聯想；而「指涉主義」主張形式僅是一種

提高一件藝術作品聯想之方式，一件藝術作品之優點或有效性在於其清晰訊息

的功用以及一個作品如何有效傳遞那訊息，社會主義者的「寫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是一個清楚的「指涉主義」學說。 

Reimer（1992）主張「內容」在「感知」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成分，因為「內

容」是一件「藝術作品」「形式」中所包含之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也就是說當

一個人與一件「藝術作品」美感地互動時，當知覺時，作品的「形式」是吾人

從它獲得的「認知」之決定因素，但是這種「認知」現在包括「內容」的角色，

並且「內容」是「形式」的一個成分。 

Reimer（1992）舉例說明，在繪畫中，十字架的大小、它在繪畫中的位置、

它的寬度、顏色、織體以及與其它在繪畫中形狀的關聯，這都是繪畫中「形式」

的主要層面，以及我們對繪畫之美感知覺的主要層面，假如它們其中的任何事

會改變，則美感的意義也會改變。我們看到交叉的線是一個物體，但身為一個

物體也是一個「成分」（composition）的一部份，我們判斷繪畫是好或不好，並

非依靠在它包含一個十字架的基礎上，而是依靠在此十字架如何被合併成一個

有意義的結構之元素之基礎上，一幅偉大的十字架圖被視為是偉大的—也就是

說產生一種深刻的、持久的本質之意義—並非因為它有一種稱為十字架的物體

在上面，而是因為此物體已經藉由它在相互關係的較大結構中有貢獻的角色被

「轉型」（trans-form），以它結構上的聯想之眼光看來，將十字架當成是一個物

體，在美感上被視為是有意義的，藝術會透過「形式」超越「內容」。 

但是除了將十字架認知為一個特別的物體，假如一個人因為文化傳入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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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將此十字架認知為一個特別的符號意義，由於它和重要的宗教事件有關

聯，此十字架則會充滿符號的意義。一幅包含相同「內容」的不同繪畫—即使

由相同的畫家所畫—將會由於「形式」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美感意義，這就是

即使有相同的或類似的「內容」，而每個十字架的繪畫在美感意義上是獨特的，

這種美感意義是所有藝術家所追求的，正如 F. Sparshot 在他對「標題音樂」的

討論中解釋：「美感認知」需要「事實認知」內容（knowing about content），最

重要是需要超越這種認知到有意義的結構所產生之「感知」或「內在感知」，而

這種學習在幫助學生獲得從藝術來的「美感認知」將會是有用的，包括對學習

有貢獻的「事實認知」內容（引自 Reimer, 1992）。 

Reimer（1992）指出現代西方文化中的一個規矩是「藝術作品」通常被視

為是「產品」與「過程」，「藝術作品」常被認為主要是「美感體驗」的一種來

源，在演奏廳演奏的交響曲、在俱樂部聽到的爵士即興、展示在博物館、畫廊、

家中之繪畫、在劇院表演給觀眾看之「藝術作品」與舞蹈、電影，這都是「美

感體驗」的一些機會。但是 Reimer 認為西方歷史以及在世界中許多世界文化中，

藝術已經和其它活動有所結合，例如十字架的繪畫若展覽在教堂中，此繪畫明

顯提供一種「功能」去強調其「內容」，將崇拜的注意力置於描述重要事件的宗

教意義上。但是有一種極端，一位虔誠的崇拜者在祈禱時只在教堂中簡短看一

下此繪畫，他會回想起繪畫中所描述之事件並會受到其宗教意義所影響，所以

繪畫之「形式」變成很小的影響力或可能是完全缺乏體驗，此繪畫在此例中提

供一種宗教的「功能」；而在另一個極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博物館管理者在

檢視此繪畫時，受到藝術家所使用色彩的力量之共鳴，色彩被當成是與文藝復

興時期藝術家畫的繪畫有關聯之結構的一個層面，宗教的「內容」有可能是不

具影響力的，這被視為是本質的「形式」之關聯，重視到「形式」的部分。 

正如「內容」有可能影響「形式」到某一程度，「功能」有可能在「形式」

如何被知覺的層面扮演一種角色，並且 Reimer（1992）主張美感的意義需要超

越「內容」與「功能」到「形式」的層次，他認為自己無法制訂到何種程度是

的體驗才可稱為是「美感的體驗」，「美感認知」需要「形式」某種程度的牽連，

並當意義被「形式」所修正時，要從「內容」與「功能」中帶有意義。 

總而言之，作品的「內容」與「功能」是「形式」的效能之決定因素之一，

Reimer & Smith（1992）再舉一個例子：例如耶穌受難的情節會影響到繪圖者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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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受難圖的表現形式，而將耶穌受難的圖放置於兩個不同場所—教堂與美術

館，由於兩個場所提供之「功能」不相同，其「形式」的重要性與效果也會不

同，但是同樣一種「內容」卻也可以因為對「形式」有不同的詮釋而“轉型”，

這也是藝術之為藝術的重要關鍵：藝術會透過「形式」超越「內容」（Art transcends 

content through form）（Reimer, 992）。所以研究者認為 Reimer 雖然認為「內容」

與「功能」是重要的，但是美感的意義並非從「內容」與「功能」的部分而來，

而是要從超越「內容」與「功能」的形式而來，而這超越的部分便是「美感教

育」最重要的關鍵點，也是實施「美感教育」時最需要注意到的。Reimer（1992）

也提到：「美感教育」是一種系統的嘗試—想去影響學生能將在體驗「藝術作品」

的美感意義與體驗其它現象的美感意義合併起來。 

（三）「情感認知」（feeling knowing） 

Reimer（1992）指出「美感投注」（aesthetic engagements）的要件除了「形

式」元素的認識之外，第二個必要層面必須處理在「感知」或「內在認知」中

由這種「美感投注」所產生的「情感」之角色，在此，美感反應的處理必須是

有選擇性的。「情感」，是在一種主體之內在知覺的階層中之體驗，雖然我們知

覺到我們經歷主觀的事件，我們卻不能用文字去表達它們，它們是不可言傳的

（ineffable）。首先，言詞（words）的本質不適合去表達感受之曇花一現的特質；

此外，「情感」是各種感受特質之複雜的混合物，語言之造句法無法代表感受之

萬花筒般不斷變化的特質，並且「情感」在強度上也在持續的運行，每種強度

的程度會改變被體驗的本質與品質，此外，「情感」在深度上也有一種持續的運

動。 

Reimer（1992）主張「情緒」在「藝術作品」中如同「內容」所做的一般

提供相同的「指涉」的服務，並且「情緒」可能被視為另一種「內容」的型態。

正如十字架的符號意義影響它的美感意義，在《送葬進行曲》（Marcia funebre）

中，悲傷的「情緒」影響了由那速度的「形式」所引起之難以形容的「情感」。

Reimer 認為這並不是說這些作品的美感意義是被限制或相等於、或是在任何方

式中被包含在某範圍內、或是被了解成主要是由物體（十字形）或「情緒」（悲

傷）所引起，「美感認知」經由「形式」超越任何「內容」）—包括「情緒」的

「內容」，正如 Beethoven 的《送葬進行曲》也是「甚慢板」，這種「甚慢板」也

就是美感的「情感」，如同「感知」所開始存在的地方；它也存在於第一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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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廓與它小調的形式中；也存在於第二樂章後續的主題之相反的輪廓中（大

調）；存在於雙簧管的音調色彩與弦樂音色的不同，如同小提琴與弦樂器的對

比；也存在於段落後的漸慢；也存在於再一次發生的附點音符的外形以及它在

其它節奏動機中的涵義中。而這種節奏的不同演出將不可避免會改變它美感的

意義，因為這最輕微的改變將會大大影響所知覺的與所感覺的，此外，Reimer

（1992）也指出「情緒」與「情感」的不同，「情緒」是存在概念的階層，「情

感」存在體驗的階層，但藝術教育之主要功能是要幫助所有學生發展他們的能

力去獲得這種「情感認知」，這是最重要的。 

行筆至此，研究者認為要談到「概念化」，雖然 Reimer 認為「概念化」並

非一種「美感的體驗」，但是「概念化」卻是提昇「美感體驗」中「內在認知」

的利器。Reimer（1992）認為現在我們仍然是處在歷史的時期中，在其中認知

模式最廣泛被認知的、最有影響力的、最有價值的模式是以語言思考為基礎，

被稱為「概念的」，這些狹窄概念的含意將「認知」僅僅視為與「口頭上的—符

號的」「概念化」視為同等，卻已經在西方文化與教育中已經是深遠的，以這種

觀點就是說智能高的、有理解力的便是能夠完善地「概念化」，推理便是使用概

念成為心理作用的唯一模式，「概念化」被假設視為邏輯的、理性的、知性的。

傳統概念中認為智力是由概念化組成，但 Dewey 特別對眾人將智能、思考完全

與「概念化」視為相等無法忍受，並無法忍受他們將藝術置於一個次等的地位，

Dewey 認為藝術是無法用語言與其他符號系統所做的方式去「概念化」（Dewey, 

1934）。 

但是 Reimer 認為 Dewey 的意見沒有大的影響力，因為大部分的人仍持續

將智能以傳統方式去定義，難怪教育被藉由在認知模式中是模範的學科去改善

概念能力的嘗試所控制，這種學科稱為「基本的」或「核心的」，也難怪諸如藝

術的學科並沒有依靠類似語言系統一般的推理機制，因此藝術學科已經被視為

次等的或瑣碎的學科，因為它們沒有包括智能、或邏輯學、合理性、思考，這

些都是認知的本質之舊式的、與限制的立場（Reimer, 1989a；Reimer, 2003）。 

要解釋概念，將有需要去注意「概念化」是如何典型地被運作成一種認知

的模式，然後對照藝術作品如何運行成一種認知的模式，要如此做，Reimer 將

要保存傳統對概念的定義，此概念有數學的、或其他的符號功能，在這種長期

建立的觀點中，概念被認為是那些語言系統所傳達的思想或概念。對照這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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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定義，概念也包含心靈的想像或概念，並不需要被字詞、數目、記譜法與代

碼的語言系統所描繪，例如音樂是被人們所感覺，是由複雜卻連貫的聲音所組

成，這些聲音是由一些適切的元素所形成—音高、時值、動力、音色等，Reimer

主張假如我們能如此做，則我們能夠將語言附著在音樂的聲音中，但即使當我

們並沒有將符號或記譜的命名附著於聲音上面，那些音樂的聲音也會被聽與被

了解，我們可以在一個作品中聽到一個小號的聲音，注意到那是一個小號，但

卻不用告訴我們自己“那是一個小號”，儘管沒有語言項目被分派到這個注意

中，我們運用聽力沈默地認知到它是一個小號時，可以被思索成一個概念

（Reimer, 2003）。 

當我們「內在認知」時，我們並不是有知覺的與故意要去分析或解釋、或

以符號表示、或用別的方法去參與「事實認知」（「知道什麼」）、「原理認知」

（「知道為什麼」），反而我們是「沒有命名地注意（noticing without naming）」

或是「知覺地去結構」（perceptually structuring），Reimer 已經特別做此種區別去

避免使用「概念化」這個詞語，他想要強調與澄清的是語言不需要被運用在我

們所參與之「音樂體驗」的聲音之中，Reimer 的目的是避免所有的思考需要語

言的協調之概念，他並不反對將概念延伸到包括聲音是在「音樂體驗」中被經

歷的方式，但 Reimer 不喜歡如此做，因為當一個言詞被概念化，並應用到一種

音樂的現象中，那個言詞會存在著創造與分享無法經由語言獲得的意義，它會

減弱 Reimer 想要做的區別。所以在策略上與在教育學上來說，Reimer 認為「音

樂體驗」是非概念化地（nonconceptually）發生，和概念在傳統上所具有的意義

不同（Reimer, 2003）。 

對於「音樂認知」與音樂的意義如何和「概念認知」與概念的意義不同，

最好的方法是去清楚定義「概念」（Reimer, 1989a；Reimer, 2003）： 

（一）概念是一個標記（sign），它表明事件中的共通性，並且它允許概念

的使用者去對不同的事件做相當穩定的回應，這個標記是概念的手段，它大部

分是語言的、與慣例的。 

（二）概念是一種三部曲的（triadic）關係，聯合了標籤（marker）、計算

器（counter）、或工具（vehicles），具有穩定性在回答詢問者的部分，並有一些

事件之普遍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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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圖（圖 3.1）包含三個概念之主要的特徵（Reimer, 1989a；Reimer, 2003） 

 

            1. 現象（事件分布之普遍的特徵） 

 2.ㄧ種語言的或傳統慣例的符號             3.規則的、穩定的使用 2 去指出 1   

（linguistic） （conventional） 

圖 3.1 概念之三個特徵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Reimer, 1989a: 81；Reimer, 2003: 144） 

 

所謂概念是指一種符號，具有多種事件中共通性，允許使用者將其穩固地

運用到其它相關事項，因此概念總是產生「事實認知」，概念從不會產生知識本

身的「感知」，單一特殊的例子不能稱為概念。針對藝術的非概念本質，Reimer

（1989a）指出要讓概念成立要有兩個條件，第一是需要不僅一次體現出來的事

物，某個事物只有一個特例是不能成為概念的，Reimer 以下表（表 3.2）三個例

子表示概念與非概念的差異： 

表 3.2 概念與非概念的差異 

概念 非概念 

貝多芬的樂曲風格 貝多芬 

水果、圓的、可以吃 一顆蘋果 

小徑、丘陵、烏鴉 在森林中散步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Reimer, 1989a: 80-81） 

 

第二個讓概念成立所需要的條件是某種標記（sign）、符號（symbol）、名稱

（name），或是正受到注意的共同特徵之標誌（indicator），當我們在體驗一首貝

多芬樂曲時，並不需要這種語言學工具來參與體驗，不需要任何語詞或其它符號

來使我們沈浸在正在進行的體驗之中，然而若是我們要“透過命名”使人注意到

聲音的某種共同特徵（主題、主旋律、反覆、對位等），那我們就是在與概念打

交道。Reimer（1989a）指出當我們在吃蘋果與散步時不需要任何語詞與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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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要沒有這樣的工具出現，體驗便是非概念性的，不過這並不意味體驗沒有意

義或沒有思想與洞察力，其實這是意味著我們的心靈正在以各種複雜的方式結構

我們的體驗，而各種複雜的方式並不需要符號來命名，這些方式並不比概念化份

量輕，它們屬於不同的規律。「音樂體驗」含有認知，是一種特別的存在，在這

樣一種體驗上，認知、察覺、輸入（import）、理解（comprehension）在概念的

所有三個面向上都是非概念性的，“愛的體驗”便有這種非概念性，其它許多人

際間和人本身之有意義的認知體驗也是如此，在這一切當中，所感受到的豐富與

複雜就是其意義的摽特色與內容。 

「概念化」不能產生「感知」，但藝術作品會產生「感知」，以下是音樂之

「感知」的特質表（圖 3.2），與概念之「事實認知」的特質有所不同（Reimer, 

1989a；Reimer, 2003）： 

 

1.現象：知覺的/情感的事件（一種知覺的建構），是具體表現在具表現力的聲響 

                                      

2.體驗：對事件知覺的/情感的反應（知覺結構本身），即是較大的音樂具體表現的

一部份 

圖 3.2 音樂「感知」的特質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Reimer, 1989a: 84；Reimer，2003: 147） 

 

總之，藝術的獨特性與必要性就是它們做為一非概念性的認知模式的作

用。而由概念化得出的意義、與由藝術所要求的知覺結構過程得出的意義之間的

區別，研究者由下表（表 3.3）的討論直接加以對照「概念化」與「美感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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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概念化與美感知覺結構之對照 

概念化 美感知覺結構 

1.傳統或真正的符號、記號或暗號 1.表現的或有機的或有意義或動態的

形式（藝術作品） 

2.資訊（information） 2.體驗到的主觀性 

3.指定的、指示的、標示性的 3.被體現的、本質的、內在的 

4.完全的（consummated）、封閉的 4.不完全的（unconsummated）、開放

的 

5.一般性、抽象性 5.特殊性、具體性 

6.傳達、媒介的 6.直接的、表現性的分享 

7.推論的形式（discursive form） 7.表徵的形式（presentational form） 

8.做為事實認知（knowledge about）

的意義 

8.做為感知（knowledge of）的意義 

9. 重 視 內 容 與 功 能 （ content and 

function） 

9.重視形式（form） 

10.重視情緒（emotion），是一種內容

的型態，存在概念的層級中 

10.重視情感（feeling），是一種形式的

型態，存在體驗的層級中 

（資料來源：研究者修改自 Reimer, 1989a: 86） 

 

（一）Reimer（1989a）指出「概念化」的一個必要因素就是一個標記或其

它正規地指明被概念化的現象的工具，數字、圖表、音符等都是常規的符號、標

記、或信號。科學是符號意義最突出的實例，在科學的領域中對符號的使用最為

審慎，除了科學，哲學、歷史、社會學等都是使用符號，以及用符號來認識的領

域，這些符號知識主要靠使用語詞為論述手段；相反的，人文藝術學科獨特之處

在於它們所產生的意義來自於它們做為表現形式（或者有機的、有意義的、動態

的形式）的本質，而不是常規符號的本質，對藝術作品的意義是無法達成一致性

的看法，同時這種情形也建立了我們對人類主觀性的正確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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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eimer（1989a）指出「概念化」的結果是資訊，資訊可以是關於物

質世界的，也可以是關於態度、信仰、心理、社會、政治現象的，總之透過概念

產生的資訊具有一種真確性。美感知覺結構的產物是主觀意識的體驗，主觀的體

驗是對一些具藝術特質的作品所呈現之感情特質的理解，這種理解產生一種「關

於感覺本身」的特殊感覺，而非「有關於資訊」。 

（三）Reimer（1989a）指出身為概念之必要成分的符號可以指出本身以外

的事，所以具指示性，例如交通號誌變成綠色，綠色指示我們“可以走了”，但

是我們並不把綠色當成一種有內在推動力的顏色來體驗知覺結構；人類體驗的一

些區域是由於自身的本質，是不能被「概念化」的，當一件藝術作品的內在品質

被洞察到（經過知覺結構），它們就做為被知覺的感覺而得到了體驗。一件藝術

作品的表現性品質並不指向、或標示情感，這些情感做為「固有的」（immanent），

就包含在這些品質當中，例如一幅繪畫中的綠色圓圈（即使被畫在交通號誌中），

對我們的體驗來說，也經過知覺結構呈綠色，結構成其形狀、成其大小、成其重

複或與其它顏色和形狀對照的方式等，這樣我們就可以從「概念」上或「美感」

上處理同樣的刺激（一個綠色的圓圈），因此，Reimer 認為每種認知模式都賦予

其獨特的意義。 

（四）Reimer（1989a）指出常規符號必須有規則地用來指明正在被「概念

化」的現象，例如我們不可能在一個時刻中將一片水果稱為蘋果，另一個時刻將

它稱為鞋子，在此意義上，符號對它們所能指明的事物是“封閉的”，“蘋果”

只意味著有共同特質的水果，在此概念中，這個符號的意義是“完全的”，或可

以說是達到完成，因為它指的是約定俗成的意思；而知覺結構—藝術作品內的特

定事件---沒有一個規則的、約定成俗的意義，例如不能給一幅圖畫中的一條曲線

一個指定名詞，而守著那個詞一成不變，每一幅畫中的每一條曲線都是一個動態

的、有機的形式之組成部分，它並不意味著一個具體的、有規則的事物，但卻是

很多可能的感覺方式的一個來源，要看是誰在體驗它，那個人在那特定的時候將

什麼帶給這種體驗，美感知覺結構中的意義是“開放的”或“不完全的”，因為

就一個單獨的意義不可能達成一致。 

Reimer（1989a）認為即使將一個常規符號用於一件藝術作品中也是如此，

我們可以說一幅中世紀的繪畫中一個聖徒頭頂的金色圈圈是一個光環，但關鍵是

藝術作品中符號的概念意義絕對不是作品的美感意義，當然許多藝術作品包括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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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但是只要作品是要經過「美感體驗」的，概念性意義就必須永遠讓路給美感

知覺結構。數字“3”或是“金色圈圈”或是“蘋果”，只有在超越其概念性功

能，做為它們在其中起表現性作用的動態形式中的體現得到體驗時，才會變得有

美感意義。在概念上我們可以說一幅畫中的水果是蘋果，但是當一個人看著那幅

畫說「那些是蘋果」時，我們可以知道他看的只是在畫面（picture）上，而不是

繪畫（painting），在美感上，蘋果的形狀、顏色、組織、位置在繪畫內結構上的

相互作用，產生其內在的意義，並且在我們洞察和感覺到其藝術意義時會得到分

享。Reimer（1989a）也指出一件採用較不重要的概念（蘋果）的藝術作品能產

生對美感意義的深刻意識，而一件具有較重要的概念（愛情）的作品在美感上卻

是微不足道，原因在於美感意義絕對不限制於一件作品可以包含的任何概念性意

義，在藝術中，概念性意義向來是藝術目的的一種手段。 

（五）Reimer（1989a）指出概念是抽象的，它會與事物本身的特殊性脫離，

例如科學是概念性與抽象性說明世界現象的一種方法；但 Reimer 認為藝術只處

理特殊、具體的情況，藝術呈現的感覺是「客觀化的」，它們是在藝術物體本身，

在構成每件作品的藝術條件中（音樂中的旋律、節奏等，繪畫中的色彩、線條等）

被捕捉到的，每件藝術作品皆有自己的意義，以自己的方式現自己。 

（六）Reimer（1989a）指出概念意義可以透過符號來傳播；但是藝術作品

的意義只能透過對具體特性的直接領悟來獲得，這種領悟（意指知覺結構）基本

上是在私底下進行的，在其中情感的潛能是被回應作品的人所分享，作品並不溝

通傳播什麼—它包含了藝術性，這種藝術性可以被注意作品的人與感覺到作品之

具表現潛能的人去體驗。 

（七）Reimer（1989a）指出一個常規的符號系統—語言—都是由“一長串”

的符號組成的，一個符號接著另一個符號，將這些符號累積起來便構成意義，這

種“單一直線”的形式被稱為“推論”（discursiveness），凡是能透過語言讀出

或想出的來的事物，必定是以這種線條式、推論式的形式，一個符號接著一個符

號地說出或思考的；在藝術中，意義並不像在常規符號一般是來自不連貫的、間

接的、傳播式的、抽象的、完全的、指定式的信息；反而藝術之“立即全來”

（all-at-once）的特質被稱為“表徵”的形式，以與“推論性”的形式做區別，

而存在於時間中的藝術作品，如音樂、戲劇、舞蹈、文學等，都傾向於表徵性的

而非推論性的，表徵式—表現的形式（expressive forms）—是闡明主體性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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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將主體性帶入認知的領域，人類能夠更豐富去體驗他們情感的本質，因而

也會更豐富地去體驗他們的人性，但是他們不能透過使用常規符號來做到這一

點，因為符號無法去捕捉並呈現事物的特性，然而表現的形式確有這種力量，一

旦得到「美感的體驗」，表現形式就產生對情感特質洞察力，這種洞察力是信息

所不能有的。 

（八）Reimer（1989a）指出由於「意義」與「認知」兩個字很有侷限性，

只限於它們僅僅透過概念才能存在這種想法，所以有些人在用於藝術時寧可放棄

那些詞，而用別的詞，例如用「輸入」來描述美感分享的產物，但由於傳統的偏

見，那些詞語（意義與認知）太有力，以致於特別是在教育中，還是糾正不過來。

Reimer 認為參與在藝術學科中的人必須堅持使用這些詞語的權利，並期待這個

較為偏狹的看法能放寬，如此才足以承認人的意義和認知是可以用各種方式獲得

的，而這也將幫助人們在他們的生活中對意義開放，以超越概念意義的單一模

式，Reimer 認為假若必須做一個區別，則應當在做為「事實認知」的概念化與

做為「感知」的知覺結構之間劃分。其實 Reimer（1989a）認為「事實認知」與

「感知」在意義的基本領域中都是確實的，因此，應該透過教育幫助所有人去完

整學習，如此才可以使人性得以發揮。 

根據上述的分析之後，Reimer（1989a）確切指出：在一切與藝術交互作用

的教學中，都應該尋求美感的意義，這意謂每當教師與學生面對藝術作品時，應

該以下列幾方面來看待：1.將藝術作品做為一種表現形式；2.認為藝術作品可以

產生一種對主體性的體驗；3.體現在其內在、固有的特性中；4.對情感的各種方

式是開放的；5.這些情感是由作品中特殊或具象的事所引起；6.做為對其表現性

的一種分享，從那些事中直接了當的領悟；7.透過表徵的形式；8.藝術是「感知」

人類生活的內在情感之意義的承載者（bearer），只要是曾經擁有生命和體驗的人

就會擁有這種內心的感受。因此，當教師與學生投入對藝術作品的觀察與反應

時，以及創造藝術作品、判斷藝術作品、分析或討論藝術作品時，他們的目的都

是要從上面幾方面去著手，以從中獲得更多意義，Reimer 主張我們應當將概念

化與美感知覺結構，對照表 3.3 中的右邊術語以用於教導傳授所有藝術學科，如

此就會讓人明白藝術與概念意義的學科（如數學學科）—在表 3.3 中的左邊術語

--之教法與要求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教育中的藝術學科要有意義，它們就必須

要從美感的角度來教授，如此，只要是好的藝術，在得到「美感的體驗」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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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使人意識到能讓人類得到的那種有力（powerful）、有效（effective）、有形的

（tanguble）人性條件，而 Reimer 認為這便是人文主義的（humanistic）（Reimer, 

1989a）。 

Reimer（1989a）認為概念化與美感知覺結構之間的區別是兩者提供不同的

認知模式（modes of cognition），這樣一種區別可以看出藝術的定義為何，而他

也借用 Langer 對藝術的定義表達他的看法：藝術是創造出表現人類情感之可知

覺的形式之實踐（art is“the practice of creating perceptible forms expressive of 

human feeling”）。而 Langer 也提出藝術有三個基本要素或層面，最後可將藝術

的意義簡化成：藝術是被組織過具有表現力的素材（art is material organized to be 

expressive），研究者以下圖（圖 3.3）來表示： 

 

 

 

 

 

 

 

 

 

 

 

 

 

 

 

 

圖 3.3 Langer 對藝術的定義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方銘健，1997: 26） 

藝術是被組織過具有表現力的素材 

可知覺的形式中要求需有 

一些素材要呈現，例如 

音樂中的聲音、舞蹈中的 

肢體律動、視覺藝術中的 

色彩、線條 

創造方面要求以某種方

式將這些素材組織起來，

就如何處理聲音、動作、

色彩做出決定 

組織這些材料是為了表

現的目的，也就是說要在

捕捉素材之間的動態相

互關係，藉而得到主觀的

體驗 

藝術是創造出表現人類情感之可知覺的形式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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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巧認知 

Reimer（1992）認為使有意義的形式能存在的人們一般稱為藝術家，任何

從事藝術的人在參與藝術時是一位藝術家，假使沒有當藝術家的人，則藝術不能

存在，並且假使藝術家主要產生的是美感意義來源的作品，身為一種認知的努

力，對藝術才能的本質之了解將對任何可實行的「美感教育」之概念是重要的。 

Reimer（1992）主張做為一位藝術家，是要經由引起這種認知之行為去「感

知」或「內在認知」以形成一種作品，不管是做為產品或是過程，在此討論中，

Reimer（1992）首先區分了「藝術創作認知」（artistic knowing）、「美感認知」

（aesthetic knowing）。前者是創作藝術作品時，和被創造作品間之互動所產生

的認知；後者指欣賞別人作品時，所產生認知、體驗或認識。這種相對關係也可

由「表現/印象」（expression/impression）和「創作/欣賞」（production/appreciation）

等兩組相對概念來表達。下面即分想像（imagination）、技藝（craftsmanship）、

敏銳性（sensitivity）、忠實性（authenticity）等四個條件來說明「藝術創作認知」

意義中的「技巧認知」。 

以下分四個條件說明「藝術創作認知」意義中的「技巧認知」，首先，我們

需要知道如何想像這種相互關係（Reimer, 1992）： 

（一）想像：暗示著形成一種潛能或介於一組品質間實際的關係，這種想

像需要兩種相互依賴的成分：1.聲音、形狀、身體的動作、言詞上的想像；2.心

中的情感。 

（二）技藝：包括技巧但超越技巧，技藝是一種以有意義的材料之觀點去

思考的能力。 

（三）敏銳性：任一種藝術家所做的決定之正確性、說服力與意義性的洞

察力。 

（四）忠實性：提供藝術意義的需求之能力，在其需求中必須是誠實的，

也就是說，要實現的並不僅是藝術家的需求，尚有形式的完整、有意義、與真實

之需求，也就是要要忠於作品形式的原創性。 

Reimer（1992）主張「藝術創作認知」或是「藝術性」，包括這四種「技巧

認知」，這種認知是一種依靠「感知」或「內在認知」，但卻是另外增加的一種認

知成分，並且容易經由學習而改善，這種學習需要在有意義的形式之真實創作

中，經由這四個「技巧認知」的層面之投注的運用，當然一個人可以僅藉由閱讀



 97

它們而「技巧認知」它們，但這卻不是「藝術創作認知」。將「美感體驗」與創

造的要素「概念化」對於發展人們「感知」與「技巧認知」之能力是有力的幫助，

這會導致「美感教育」必須傳授的以下兩種認知。 

三、事實認知 

Reimer（1992）認為「感知」、「內在認知」與「技能認知」是「美感教育」

的目標，而「事實認知」與稍後探討的「原理認知」是「美感教育」的手段與方

法，介於目標與方法間的差異是重要的。一般人們受了「美感教育」到一個程度

後，會得知藝術有許多概念的知識，所以關於藝術教育在關於藝術之言辭（verbal）

學習的意義上，會去取代 Reimer 所堅持的藝術教育必須按順序地發生以影響從

藝術中所提供的「認知」，這是錯誤的想法。Reimer（1992）認為在藝術教育團

體中一個主要的焦慮，是關於格蒂中心的「以學科為基礎的藝術教育」的計畫，

對於言辭上的認知（verbal knowing）之強調可能會超越強調美感的、藝術的創

作認知，因此會逐漸損害在藝術教育中存在之真正的理由。 

藉由「事實認知」，Reimer 提到「概念的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s）

對於提昇吾人「感知」與「技能認知」的能力是最適切的，這種關於藝術的理解

存在於一些程度，但都集中注意於個人與作品的互動，因為這種互動需要知覺的

（perceptual）、情感的（affective）、感官上的（sensuous）洞察力，「美感教育」

將學生概念的注意力帶到藝術作品中，能由美感地與藝術地去認知所構成。 

「事實認知」，Reimer（1992）指的是與藝術作品相關“概念”的全面認識，

包括三個層次之「分析」所得的概念。而何謂「分析」？Reimer（1992）指出注

意有意義的形式中之不同層面與層級可稱之為「分析」，當 Reimer 用到此詞時，

它是應用到擴展美感的與藝術的材料及過程之檢視、描述、統整之集中性的一個

整體。觀於此，「事實認知」包含以下三個層次之分析所得的概念： 

（一）形式分析：形式之內在構成要素的檢視，此乃藝術「高度覺察力」

之根源。最接近作品本身的是對它形式的成分之細查，身為一種朝向增加察覺

（awareness）的方法，這種形式的分析是必要的。 

（二）內容分析：內容如何影響形式及其影響效果的理解。內容對形式的

影響必須被詳述出內容如何影響一種特別的形式，以及內容之相應的對一個特別

的作品可能包含的體驗之影響。 

（三）脈絡分析：創作及美感的歷史及文化決定因素的解析。更進一步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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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分析將包括作品之歷史與文化的脈絡特別性，例如為了更深去體驗爵士樂的

演奏，吾人必須了解爵士樂在J. Coltrane演奏「一下一上」（One Down, One Up）

的年代中發生何事，吾人要了解在Coltrane發展成一位藝術家時是在何處、以及

爵士是如何反映在特別的作品中，以及了解Coltrane的形式中之節奏、和聲與音

調上的改變意義。一種美感上對「一下一上」這首曲子之機敏的體驗是一種認知

的成就，「美感教育」有義務積極影響我們的心靈，使得美感認知與藝術認知都

成為學生可具備的能力。 

四、原理認知 

Reimer（1992）所稱的「原理認知」增加較廣泛的層面到關於“情境”的

知識，在此情境中，特別的美感的過程與藝術的過程存在著，這層面必須處理關

於藝術身為一種文化的—也就是心理學的現象之一般的理解，在此形成概念的

是：為何藝術會存在？為何所有文化在一些方面已經將藝術發展成相似或相異於

其它文化？為何判斷藝術的標準可能是一般的、也有可能是依賴藝術、型態的特

殊性？為何藝術的體驗與為何創造藝術對人們是重要的？為何不同團體的人對

藝術有不同的信念？為何藝術哲學家已經爭論幾世紀每種關於藝術的議題—藝

術的本質、藝術的價值？為何一些人認為藝術教育對全部人是重要的？為何一些

學生選擇參與在發展有創意的藝術能力？ 

Reimer（1992）認為藝術是一種人類的建構，「美感教育」，身為一個分享

重要的文化價值之文化的機制，必須包括對在它許多複雜的層面中價質的檢視，

「原理認知」提供一種對這種檢視的信念之邏輯上一致的系統，而在此結構中，

其它認知也是能被體驗地有意義。 

貳、教導「內在認知」、「技巧認知」、「事實認知、「原理認知」 

一、教導「內在認知」 

如何教導「內在認知」呢，Reimer（2003）認為「內在認知」需要內在情

感的建構，而聆聽音樂便提供了此種機會，而這種機會需要聆聽者的制訂

（enactment），要去承諾「內在認知」、與要有方法去如此做，一位有效能的老

師便提供這兩種，藉由老師對音樂的選擇，他們對學生的選擇、參與的態度、令

學生興奮的事、學生如何在聽音樂能有寬大的心胸等探索，有效能的教師都會尊

敬與「賦權增能」（empower）給學生與觀眾，將他們當成是在「音樂的體驗」

中之有創意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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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er（2003）認為一種主要的方法去鼓勵「內在認知」，就是要幫助顯露

給音樂家與聆聽者更多音樂之內在本質的作品，如此它們所包含之情感的可能性

會愈來愈可得到，這對所有音樂教育者來說是一個主要且基礎的角色—可以當

「專家」去引導學生音樂許多內在的作品（inner workings）。那些內在的作品是

文化系統之產物，所以它們必須被顯露在它們的情境之中，包括歷史的、文化的、

政治的，這是為了要被適當地領會，也就是說「事實認知」變成是一種藝術作品

與聆聽之主要的要素，包括在所有音樂中是一種關於音樂是什麼、與音樂要做什

麼之信念的系統，一組美感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立場是音樂的基礎。「原

理認知」：為什麼這種特別的聲音如同它所做的，因為它所包含的信念，也影響

了它將被體驗的方式，所以這些「內在認知」的層面增加了體驗的情感之豐富性。 

Reimer（2003）認為人類持續去感覺，在一個從不會結束的洪流中情感淹

沒我們的心靈，內在的情感—主觀性或使感動—在組織上並不像是一直線的與邏

輯性的，這種情感比較像是在其動態的結構中之漩渦。超越內在主觀性之動態的

流出，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些保持住一種情感的策略，如此情感才不會被沖走，這

是一種給與它永久的具體化之工具，我們需要將它「賦予實質」（materialize），

也就是說要使它朝向一種實體（entity），如此它就會保持在它的樣子，所以我們

能做什麼？我們必須能在音樂的聲音中去捕捉它，而音樂的聲音是—旋律、節

奏、音調色彩、和聲、肢體、曲式，他認為一種將符號轉換的能力是人類之傑出

的特質。而給予情感一種音樂的具體化（embodiment）—Reimer（2003）認為也

就是說，在旋律動態的流動中、在節奏的能量中、在音調色彩的轉換與混合中、

在和聲的緊張與解決中去捕捉情感之動態的流動，創造音樂之驚人的力量與功

用，在於使得我們具有「反省性」地去感覺情感本身，我們能檢視捕捉情感的材

料—旋律、音調色彩、節奏—並決定是否它們欣然接受地或是拙劣地展現情感，

進一步，藉由檢視旋律、藉由改善旋律去改善情感本身，改善包括在情感中之的

材料—旋律—積極改善我們現在所有的情感，外在的具體化以及內在的程序變得

是不可分的，當我們努力耕耘於音樂材料（musical materials）的品質時，我們也

直接與實質地在音樂材料所包含之內在程序的品質中工作，當我們的旋律改善

時，我們的情感也會獲得改善。 

什麼組成「改善」？Reimer（2003）進一步提出說明：當我們沈思一個旋

律時我們已經在作曲，我們可能會注意到一個特別的音調或樂句似乎是弱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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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去表達我們在尋找的「情感」之明暗法，所以我們會嘗試想一個較好的音

調或音樂的編曲，於是我們可以就教於我們具創意的想像、以及我們先前有較好

樂句體驗的寶藏。作曲也是經歷聆聽，因為我們持續聆聽與重聽每個我們作曲的

音調與樂句，作曲與聆聽音樂會加深我們的「主觀性」，我們能夠藉由更深入去

體驗「情感」的行為而往下探索我們「情感」的表面，我們可以和「情感」在一

起，翻覆「情感」、檢視「情感」的涵義、知道「情感」之含蓄的影響，最後要

用一種捕捉「情感」深度的方法，而非表面的方式去改革「情感」，然後當我們

體驗其他作曲家已經成功去更深入地捕捉時，我們會深入到「情感」中。同樣的

程序會允許「情感」的體驗更加集中—這要依靠清除無關係的刺激，因為這種無

關的刺激會減弱富於表情的形式，聆聽音樂與作曲以同樣的方式會精鍊「情感」、

以及會使「情感」具有感知性。 

Reimer 認為作曲與聆聽音樂會訓練我們的「主觀性」，不管吾人是在創造或

體驗他自己發展的「情感」或分享其他人創造的音樂，兩者需要吾人去體驗音樂、

去符合那些顯露出來的動態結構，當兩者創造情感的情況以及產生內在的「情感」

時去做音樂材料需要做的，作曲家（或聆聽者）不能僅善變地去做任何有「情感」

的事，作曲與聆聽音樂需要尊敬與誠實，並且人們處理它們必須是有持續性的與

自我控制的，在引導他們的「情感」、或是在被別人受過訓練的音樂表達上必須

是堅決的，這種個人與「情感」之有目的的參與會內化它們，它們會變成內在主

觀結構的一部份，並會表現一個人個性的特徵。所有這些改進的「主觀性」之品

質，是取自作曲與聆聽的過程，較高品質的「情感體驗」，是使「情感」更精確、

正確、仔細、小心、精密的、易了解的、複雜的、有差別的、有力的、有意義的

的一個過程的直接結果，在這種深層意義上，作曲與聆聽音樂可以培養出「情感」

（Reimer，2003）。 

二、教導「技巧認知」 

音樂的“創造能力”被認為是一種「認知」的特殊方式，藉由使音樂的意

義存在以投注在音樂的意義中，這種投注（enagements）是音樂性地「技巧認知」

的例子，「內在認知」在「技巧認知」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Reimer（2003）

反對常聽到的：將音樂區分為創作、演奏、聆聽，就好像創作是作曲家所做的，

但是演奏者與聆聽者在演奏或聆聽時並不創造，這不僅完全誤會演奏者的角色，

也要求藝術的「藝術性」是演奏的目的，並且這也導致很多在教導演奏時許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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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結果--創造力容易變成一種收斂性的思考而不是一種開放性的思考。 

如何為了「技巧認知」教導創作音樂？Reimer（2003）認為創作藝術包括

作曲、演奏、與即興音樂，這是困難的，因為音樂教育者的工作包含使其他人更

有音樂性地創作，因此，音樂教師除了熱切參與在創造音樂的困難工作外，尚要

同時參與在相當困難的教育工作中，其中有著無止盡的、複雜的、吃力的挑戰，

在每個層級與不同的情境脈絡中，音樂教育要將音樂創造力的教學當成主要的成

分，特別是教學中要包含有創作力的聆聽能力，這是 Reimer 所強調的，以下是

他建議的一些指引，可以有效地去經由「技巧認知」以培養音樂獨特所具有的創

作力（Reimer, 2003）： 

（一）讓學生能思考、感覺音樂：所有教導音樂的創造力—有技巧的、靈

敏的、想像的、真實地做關於聲音之有含意的潛在價值之決定--需要朝向能幫助

個體更有意義地去思考、做、與感覺音樂，不管任何有創作力的角色，以及不管

是獨立的或團體的努力，一個焦點都要置於使個體的思想能清楚、使他們的技巧

變厲害、使他們的情感與他們想像的聲音能精鍊。 

（二）實施個別化教學：在音樂中，個別的教學對大眾的教育系統來說是

稀少的，但卻要保持可實行的，為個體提供一種理想的情境以被仔細地教育。 

（三）準確的音樂性：為了所有音樂創意的顯示，有創意的個別化之成長

需要準確性（accuract）的發展，澄清、組織、伸廣、加深情感--所有這些列出的

品質都是教育情感的結果等，這些會發生是因為更有音樂性地準確、精確地參與

在有意義的聲音中。演奏者、或團體演奏者在一再複習一個樂句以使得曲子唱的

好、並能正確抓取曲子中的愛、以及在它最深與最嚴厲的部分去從事音樂的創

作，這是音樂的藝術創作部分最困難的部分，尋找情感之正確性的一種層級，

Reimer 認為這些聲音只有以這種方式正確去形成才能產生，藝術的正確性或明

確性從不會妨害藝術創作的自發性（spontaneity），反而藝術的正確性會使得自

發性更有意義。 

（四）選擇各種文化類型的音樂：每一種橫跨各文化光譜之特別種類的音

樂提供真實的創造力之可能性，Reimer 認為我們音樂教育者所犯的錯誤，是我

們所選擇的音樂使我們學生去參與創造力時是限制於我們自己所選擇的類型，因

為這受限於我們的背景、專業的訓練、與價值系統，而被我們相信是「最適合」、

「合適」、與「真正有創意」的種類，這是因為音樂教育者廣泛共享西方文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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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訓練、與價值，所以我們已經傾向強調西方古典音樂傳統的成功例子，並

且我們在傳統所包含之期望系統下，去教導學生如何有創意是最舒適的，Reimer

認為這裡所犯的錯誤並不是特別的音樂不值得我們傾向注意—特別的音樂明確

地是值得在我們努力中佔一個重要的地位，Reimer 主張西方的古典音樂為了我

們所有學生來說，是是創意的體驗中不可或缺的資源，不管是為了文化、歷史的

理由或是為了古典音樂所代表之成就的重大。 

（五）充分的音樂技巧與創造力並行：當學生參與在演奏中、作曲中或即

興中，若達到充足的技巧便會允許他們是有創造力的，好像創造力要一直到一些

根基的想像程度已經被準備好之後才會發生，這是錯誤的想法。Reimer 認為這

種誤解—現在的技巧（technique）、往後的「音樂素養」（musicianship）—歷史

經歷上說來，已經使音樂教育中的演奏教學苦惱許久—而這種誤解說明了許多這

種 演 奏 教 學 之 聚 斂 性 的 （ convergent ）、 規 則 學 習 與 遵 循

（rule-learning-and-following）、技巧導向（techniqued-dominated）、與其背誦的本

質。他指出北美的音樂教育者傾向具備較少的經驗在教導音樂課程中的作曲與演

奏，但是當我們在做教學時，我們也陷入假設創意的思考要直到技巧達到一種「未

知數」的程度才會發生的陷阱中，因此在演奏與作曲雙方面都會一直強調教導記

譜法，並在特別的「音樂製作」系統中增加其重要性，這種增另一種層級之技巧

的要求，Reimer 認為那會遮掩成為一位音樂家之有創造力的能力。技巧確實可

以賦予創造力成為可能，所以缺少技巧會限制創作，然而充足的技巧也會開啟無

盡的發展前途，所以 Reimer（2003）認為花費所有努力在建立技巧並不是誤導

的，錯誤的是將技巧與創造力分開，並且一直延遲創造力的教導，要直到技巧達

到規定的成就階級時才做創造力的教導。這種長久存在問題之解決，Reimer 主

張要在一開始便認清與培養兩者之間的互相依賴，從最開始時演奏之聲音的表

達、作曲中的聲音想像、與即興創作時的想像表達，需要將技巧做為創造力之有

用的工具是必須的。 

如何教導音樂的意義？難以說出的「情感」如何教？Reimer 認為我們難以

說出拍子強度、張力、決心、穩定性中的音樂情感，這些情感的體驗組成我們對

音樂之有知覺的知識或理解，所以他的建議是音樂中合乎文法的結構會創造一種

語意學的可能性，在語言及音樂中合乎文法的處理之產生是知識或理解—又稱為

意義的抓取，在音樂中知識是難以說出的：這種難以說出的意義---便是音樂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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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所要說的，並且我們也知道我們對所聽到與所感覺的音樂是有意識的，我們知

道與了解它們、我們可以抓取到它們的意義，但是我們無法說出這意義到底是什

麼，因為在本質上它是「知覺的（sensory-perceptual）或「感受的」，因此不能給

語言傳達。所以 Reimer 認為音樂教育者要藉由使學生直接、與親自沈浸於音樂

中，以幫助學生體驗音樂的意義--藉由直接的音樂體驗內部（within）與體驗如

何（how），幫助學生去體驗感受的聲音，但所製作的音樂與回應的音樂會產生

一種難以令人所以理解的事物，所以 Reimer 認為要藉由文化中提供的所有方式

將學生放入音樂的聲音中，就讓音樂說出它自己難以理解的事吧（Reimer, 

2003）！ 

Reimer（2003）主張我們被語言思考之似是而非的狀況所困住，但這種語

言 思 考 對 更 有 效 的 音 樂 的 思 考 卻 是 需 要 的 ， 所 以 我 們 必 須 盡 可 能 說 明

（demonstrate）、示範（model）、圖解（illustrate）等這些許多音樂內部（intramusical）

的方式，Reimer 認為早晚語言會變成一種必須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教導情境

中的音樂是有義務的，有了語言的幫助，做一些關於音樂的事會超越個人在這種

情境之外的文化中所做的，因此，研究者認為這種依靠語言的方式便是一種「概

念化」的教學，只是「概念化」並非音樂教育的目標，我們要深記在心中。 

如何教導音樂的意義？Reimer（2003）指出音樂教育有三個任務： 

（一）音樂教育必須提供藝術的創作機會，包括要去超越那些在文化中可

資運用的。每一個這種機會提供一種特殊的方法將使音樂的意義能存在，在創作

方面去改善「音樂素養」，將是音樂教育的基本目標， 

（二）獲得音樂意義的能力，並將能力精練之方式，正如回應音樂所提供

的意義是音樂教育之基本的目標。 

（三）在「音樂素養」與「聆聽素養」兩方面的機會所體驗的，必須包括

學生參與在其文化中普遍可獲得的音樂，每一種特別的音樂提供其特別的音樂意

義，學生對音樂意義的曲目（repertoire）之擴展是音樂教育的基本義務。 

三、教導「事實認知」與「原理認知」的必須性 

經由回應音樂與創造一種整合性多變化的音樂去改善、精鍊、與擴展提供

給學生的音樂意義，也需要使用語言當作一種工具去提昇「音樂體驗」本身之品

質，Reimer（2003）認為有一些主要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充分完成更有效的音樂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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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古希臘哲學家的年代，知識的兩個層面已經被認明是存在的，第一是

Plato 認明的「知識」（episteme），注重知識是能藉由例如言詞上的語言這種主張

被表達的，Reimer 認為這種知識總是普遍的，它可以應用在廣大的現象之範圍

中，並且這種知識的力量是它能廣泛運用在理論與原則中；第二種知識重視特別

的部分而非普遍的部分，Aristotle 將知識併入「實踐的智慧」（practical wisdom）

或「實踐智」（phronesis）的層面，把基礎建立在特別的、具體的所有人類體驗

的複雜性、曖昧性、與不確定性之理解，這種將知識當成智慧主要不是抽象的、

理論的、普遍的，但卻必須是彈性的、精湛的（引自 Reimer, 2003）；而 Reimer

（2003）主張將注意力指向細節、以及是對體驗中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之細微處要

有相當的敏感度，這種知識主要是「知覺的」（perceptual）而非「概念的」

（ conceptual ）， 這 種 知 覺 的 知 識 包 括 感 覺 能 力 與 情 感 ， Aristotle 稱 之 為

「aesthesis」，與「美學的」（aesthetic）這個字有關。 

Reimer（2003）認為教導音樂並使學生沈浸於知覺的、感覺的、情感的知

識領域中—是音樂的、藝術的、美感的體驗，這種方式就是藉由知覺與區辨音樂

的相關細節去認知音樂，這種知識的種類、教學的種類，主要目標是朝向個人有

能力具有識別力、具有美感與情感的參與之發展中去體驗音樂中有意義的聲音，

有效的音樂教學，會將學生與聲音共享在心靈與身體的情感與音樂的意義中。 

而語言在完成這事的角色為何？Reimer（2003）認為：第一，音樂的意義

總是建立在歷史與脈絡的基礎上，每種音樂的情況存在與反應在其意義中的環境

背景；第二，每種音樂的情況與它的聲音有許多可能的關聯，如同受到歷史與文

化的決定，個人專注於在音樂的創造、相關的概念、與參照等，音樂的意義總是

複雜的；第三，音樂的歷史、文化的情境、聲音的結構與組織能被語言描繪，語

言用來教導音樂部分是技術性的（和弦、音程、大調、小調、半音階、慢版、奏

鳴曲、印度音樂旋律），部分是專門術語的（序奏、停止、快的、慢的、升高的、

降下的、大聲、小聲、結尾、重複），除此之外，語言在不同方式中是描述性的，

例如西方文化中的流行歌曲總是以 aaba 的曲式來結構，在非洲文化中總是有舞

蹈來伴隨音樂，華爾滋總是三拍子。 

所以對音樂的情境、音樂的結構、有關音樂的資訊來說，Reimer（2003）

認為語言是一種不可缺的工具，它在所有事件中的主要功能是「揭發顯露」

（disclose），允許被看見、以及公開被觀察，在教音樂時，許多我們所做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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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使這些事更清楚去顯露它們，允許它們更精確被創造與聽到，使它們對心

靈、耳朵、情感是開放的，為了每位特別的學生，在學生發展的特別階段中、在

追求的特別音樂活動中，這樣做會組成一個音樂教育者做什麼與我們如何使用語

言的重要部分。Reimer 認為所有這種語言（「事實認知」）當和音樂意義是無關

聯的，則可以是學術的（「內在認知」與「技巧認知」）的立即性；當語言支持、

闡明、顯露、以及告知音樂聲音的體驗（當語言顯露出潛在意義的富足性），語

言則是有效的音樂教育之必須成分。 

Reimer（2003）提到在「事實認知」中，語言在一些會影響聲音被創造與

聆聽的方面去顯露聲音，即使語言沒有特別和學生參與之音樂的實例有相關，那

麼語言能被運用在音樂教育中嗎？Reimer（2003）主張許多和音樂有關的知識雖

然並不是特別去顯露作品與作品之關於演奏、作曲的情境，然而這些有關音樂的

知識會影響學生在遇到音樂、以及從此相遇後而獲得的「音樂的體驗」。 

Reimer（2003）認為音樂是極有主張建議的（superpropositional），即使是

在聲樂這種音樂中，一種視覺的影像、一種情緒、一個故事、一種性別態度、或

是一種政治立場，所有這些材料都會影響體驗，音樂當然能加強一種信息或強化

信息，也會使信息富足。正如這樣的事件，由關於音樂本質的語言表達所構成，

經由對其他生活面的相似性與差異性，音樂的本質、音樂文化角色、音樂的關係

在人們如何理解音樂並因此而體驗音樂有強勁的影響，在這種層面的語言功能是

“解釋”，這也就是 Reimer 所稱的「原理認知」的語言之功能，雖然嚴格說來

「原理認知」本身並不是以知覺為重點的，然而它在什麼是被知覺的、與知覺如

何發生之間產生區別，也就是說，非知覺的解釋對知覺的結構（在音樂的體驗上）

有直接的影響。 

Reimer（2003）指出「原理認知」可能是音樂教育中最被忽視的層面，它

卻被包含在美國的《國家內容標準》中：在項目 7.評鑑音樂與 8.了解音樂與其他

藝術、其他學科間的關係 9.了解音樂與歷史及文化的關係，這三種代表一種美國

音樂教育歷史中的一個主要的與往後發展的步驟，因此，Reimer 覺得「原理認

知」也很重要，需要被教導。 

四、音樂的意義為何 

Reimer（2003）主張所音樂教育的存在是藉由幫助人們「內在認知」與「技

巧認知」，並由「事實認知」與「原理認知」的協助以培養人們的潛能，以從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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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於音樂中能獲得更深的、更廣的、更重要的意義，聽起來簡單，Reimer 認為

在教育中沒有任一種的事業比這更複雜。 

Reimer（2003）認為我們必須增加我們在創造與回應音樂的專家知識，以

知道這種特別的音樂如何被創造與分享的確實性，正如我們必須用每一種樂種的

音樂，這種音樂在製作與採用上並不是以西方古典音樂模式為基礎的，我們在每

種特別的音樂實施中創造、回應、教與學的方式愈嚴密準確(closer)，則我們獲得

它所提供之「音樂體驗」的真實性與特異性更確實，Reimer 認為我們不能教導

流行音樂(創造它、回應它、理解它、評論它)就像教古典音樂一般，正如爵士樂

的的例子，以及其它的非西方古典傳統的音樂，流行音樂與其它包含古典音樂，

對其文化情境的理解，將會在從音樂獲得的意義中增加其廣闊性。 

我們如何能有效地去作這些？Reimer（2003）認為前面所探討瞭解音樂的

四個認知方法能幫助解答此問題，要在特別的音樂意義中去理解需要對這種音樂

之特質，在吾人心中、身體中、情感中有一些內化的(internalized)方法，就流行

音樂來說，學生沈浸在其中至少會有一些形式與型態，當然會比教師更多，但是

許多其它的流行音樂型態可能是相當不熟悉的，正如同其它文化的音樂一樣，要

將任何不熟悉的音樂“內化”，有需要將音樂聽清楚—將自己沈浸在音樂中看看

這種聲音如同什麼，這是一種為了所有的理解之先決條件：沒有它，任何理解會

是空泛的，更清楚來說，聆聽是了解任何音樂內的直接途徑，但是除了增加那些

聲音所做的一種知覺的察覺之外，現在我們必須在聆聽中包括一種音樂所存在於

內的社會、文化的環境之觀念，「事實認知」與「原理認知」—「事實認知」關

於（about）生活、信念、行為與其文化的價值之情況；「原理認知」為何（why）

這些情況意味著一種在世界中與在音樂中之特別的方式—這些都是有力的理解

之構成要素，以及獲得音樂意義之構成要素。「技巧認知」去創造一種不熟悉的

音樂，並將它“內化”至一個非常有力的方式中，但是要注意：若沒有深厚的熱

衷於「內在認知」—在其中飽和的（saturated）聆聽會提供創作之重要的基礎，

則「技巧認知」可能會是空泛的、瑣碎的事，創作一種音樂若沒有熱衷於充分採

取音樂「內在認知」的方式，可能會產生膚淺的結果，這意味著「內在認知」對

創作的理解必須是必須的（Reimer, 2003）。 

Reimer（2003）也主張學習若要是在最理想的狀況，則所有在這四個認知

理解音樂的方式間之平衡要採取相當多音樂的、及教育的技巧及視見，他主張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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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衡變得是極端的，則音樂教育中的錯誤會發生，當其中一個或其它學習的焦

點處於支配的地位，則其它認知便會是無人理會的，這也是不對的；然而，語言

的使用也需要慎重，在社會的、文化的情境之主題中，因為需要使用語言去透露

與解釋，因此，語言的認知（language-knowing）在教育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又

不能過於依賴語言，如此會在我們學科所需的體驗基礎上失去平衡，所以在此，

Reimer（2003）提醒我們要謹慎使詞語與充分地解釋不會妨礙音樂中最重要的

事—在聲音所起源之文化中，有意義地去組織聲音的經驗。 

參、「美感認知」對藝術普通課程與特殊課程之啟示 

一、對藝術普通課程之啟示 

普通的課程意指所有學生學習的課程，特別的課程意指選擇特別課程的學

生，在藝術中的普通教育，Reimer（2003）意指教學的課程被所有學校中的學生

所需求，或者選修課程提供這相同的學習；而藝術中的特殊教育 Reimer 意指藝

術的選修課程注意特別的層面，或相關於普通的藝術課程之層面，而這層面對有

興趣發展特別的能力或理解力之學生是適當的。 

Reimer（2003）認為藝術中的普通教育應該盡量是整合性的與盡可能是廣

闊的，認知的四個面向應該在藝術的普通教育中被包含，並且也要強調每個學生

「內在認知」與「技能認知」能力的發展，為了這種學習的情境，可以是傳統所

提供之單獨的一門藝術課，也可以是整合性的藝術課，在其中，科技整合的事件

可以在此課程中上演，這種課程必須注意單科藝術之特有的認知方式、以及注意

多種藝術之共通共享的認知特性。 

不管情境如何，相關於「感知」與「內在認知」的學習將會提供統一的核

心。許多作品的體驗，代表著不同的歷史時段、區域、型態，包括民俗音樂、流

行音樂、古典音樂、民族音樂，將會是主要的活動，並且這種體驗會受到「事實

認知」與「原理認知」的支持，而這對於製造作品之美感意義是重要的。Reimer

（2003）認為應該強調每種型態之高品質的作品—作品有高品質的想像力、技

藝、感受性、真實性，不同型態藝術的價值之比較應該避免。 

Reimer（2003）認為「技能認知」—創造藝術—在普通教育中既是目的也

是手段的功能，身為一個目標，它使所有學生參與在認知的方式中以成為一位藝

術家—是一種思考與認知的方法，除了當一位藝術家之外，所有學生必須分享這

種「技能認知」。除此之外，Reimer 主張「技能認知」--創作藝術的體驗--在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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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中也有需要，在此體驗中，學生一面可以學得做為藝術創作者特有的認

知能力，另外，這種體驗也有助於體會其他創作者的意圖，例如曾有使用過扭曲

圖形表現體驗的人，對於他人以扭曲圖形進行創作的意義也更能理解，所以，創

作藝術是重要的，必須被包含在普通藝術教育中，並且會增加一種有助教育性的

層面到美感的意義上。 

Reimer（2003）提出體驗、欣賞藝術與創作藝術的比重，以及「概念式」

的學習（conceptual learnings）要得到何種層級？他認為都要要視學生的發展能

力而定，體驗、欣賞藝術與創作藝術的課程，編排在二年級與在十一年級會不同，

並且隨著年齡增長，他們的「感知」、「事實認知」與「原理認知」的能力會遠遠

在深度與廣度方面凌駕「技能認知」的能力（即使他們已經選修特別的研究在創

造藝術）。Reimer 認為就算與年齡相關的因素、以及與個人能力相關的因素在認

知的模式中是一個重要影響，藝術的普通教育中的原則仍是要成為一種必要的課

程 

二、對藝術特殊課程之啟示 

藝術課程的特別學習層面主要是選修課程與密集課程，從「美感認知」與

「藝術創作認知」的一些層面，選擇一些特別的焦點來作為焦點去研究，這種研

究的選修本質允許它是密集的，深度也比廣度重要。從藝術中不同的認知而來之

最重要的選擇仍然是「技能認知」，特殊課程中以創造藝術—「技能認知」為主，

因為合唱課要處理合唱音樂、陶土課要捏陶土、戲劇上演要演戲與籌畫，這都是

需要學生有創意的技巧，特殊課程中對創造藝術有貢獻的是學習「技能認知」，

這將是主要的課程，對創作的作品之體驗，在此提供的服務主要是增加對創作理

解的成長，而不是如同普通藝術課程般將體驗當成是目的，相同的，「事實認知」

與「原理認知」是選修課重視的，這是有助於那些相關於創意的能力、或對發展

創意的能力有幫助，並且是以發展創作能力為目的。 

藝術中的普通教育之方法若是完全是由創作組成，Reimer（2003）認為這

是誤解的與不適當的，如此會窄化了藝術中普通教育要提供之認知的類別，並且

會給人一種印象認為藝術教育僅是由相關於投注的特別形式之限制的學習所組

成，也會誤導人們認為藝術課程僅是有特別興趣的人與有才能的人才可以接受。

Reimer（2003）認為其它適當的特別藝術選修課程，必須強調除了創作以外的層

面—例如一個高中課程完全致力於例如 S. Beckett 的戲劇中、或是致力於如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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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位音樂評論家、或是致力於非洲藝術、或是致力於藝術前衛派、或是致力於

藝術科技，這些層面也將會包括在普通教育的特殊部分，將特殊教育從普通教育

中分離出來的是廣度的程度，普通教育目標在於整體性的連貫，特殊的教育朝向

另一個方向。 

三、小結 

Reimer（2003）主張藝術教育必須提供給學校所有必修的學生，並作為普

通教育的一部份，同時也要提供給所有選擇研究藝術之特別層面的人，藝術教育

的存在，是要提供所有人分享到僅由從藝術中才能提供的認知這種服務，有一些

將要繼續成為專業藝術家的學生，這種學生需要一種廣博的普通藝術教育，以作

為特殊研究的基礎與特殊才能的基礎；而對其它沒有成為專業的學生來說，藝術

在其生命中提供一種卓越的認知層面，值得被教師幫助去學習藝術中最有價值的

認知—藝術提提供生動、清晰、重要與深刻體驗的各種方式。 

 

第四節  「音樂智能理論」 

 

壹、為何音樂被視為一種智能 

Reimer（2003）指出在音樂的領域中，“智能”此字的使用被當作是了解

音樂心靈的主要概念，Gardner 在音樂智能的文章中所使用的詞語即是音樂智

能、才能、天才、早熟、能力、成就、能力、技巧、成就、音樂想像、核心能力、

聽覺的辨別力、情感、感受性、直覺、流暢、理解、熟練、音樂思想、鑑賞、知

覺、能力、性向、記憶的同義字或是名稱，Reimer 認為 Gardner 在他的文章中特

別的貢獻是：所有這種音樂能力之一般的詞語，能被了解成如同其他領域之能力

的描述符號，最顯著的是語文領域與邏輯—數學領域，一般稱為智能。 

為何「智能」此字能被運用在音樂上？為何不持續依賴歷史上在此領域應

用到能力的詞語—能力、才能、音樂素養、感受性、性向、能力？Reimer（2003）

相信與其它藝術一樣，音樂已經在教育中被隔離與邊緣化到某一個程度，因為一

般認為音樂不同於其它需要智能的學科，在 Bloom 對於教育目標的分類中，一

直到現在仍是影響我們很大，但 Reimer 批評他將學科作不正確的分類，把人類

的心靈概念化如同由認知領域所組成，並且是由愈來愈複雜的語文/概念的建構

所組成，因此與智能是同義，而 Bloom 認為藝術存於其中的情意領域與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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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並不被認為是認知領域，因此也不被視為需要智能，Reimer 認為這是錯誤

的。 

Reimer（2003）指出近年來我們對人類心靈之不同方式的理解是認知的--也

就是能夠了解、知覺、推理、建構意義，大部分是因為在認知科學中研究工作，

最後則將音樂與藝術對準在遊戲的領域（playing field），這允許我們重新構思我

們對音樂的心靈之理解以及它如何被培養，關於我們現今如何能將音樂的思想、

理解、與作法視為認知的行為（在其中智能可被彰顯的）有一個基礎，Reimer

（2003）認為我們必須轉換我們的想法，並要重新開闢一個領域，在其中我們可

以探索至今關於音樂智能可被發展之不同方式這種未被注意到的議題，這種議題

會直接影響人們的心靈如何在所有它的顯示中能被發展。 

貳、Reimer 對於 Gardner 多元智能理論的反思—超越多元智能的理論 

Reimer（2003）想要提供一種解釋—不同的音樂參與是不同的智能之表示，

並且這種解釋如何應用到所有人類的參與，這就是 Reimer 要用音樂當作解釋與

例證智能包含什麼、以及智能如何充滿到人們所有做的事之基礎，雖然 Reimer

並沒有主張音樂是所有人類思想的關鍵，但他主張音樂所牽連的事物（musical 

involvement）是人們如何地有理解力的清楚例子，Reimer 也闡明「音樂的體驗」

如何代表智能之主要的特質—這也就標明我們人類有智慧與判斷力。 

Reimer 認為他的解釋將會在哲學與教育的實施之間提供一個中介點，直接

導致他對於課程、教學、以及學習的議題之討論，Reimer 的智能理論是一種了

解我們如何有效地表現之方式—有智慧與判斷力，他要擴展與增加 Gardner 形成

的智能理論概念之嚴謹度，並發展音樂智能的主張，藉由擴大人類的一般智能，

是被「理解」（understanding）所組成而不是被「架構」（frames）所組成，他相

信那就是穩定的心靈結構，也就是一種「角色」，Reimer 主張 Gardner 的智能理

論之限制，在於汲取自一種過於普遍化之智能的概念，沒有精確定義智能是由什

麼所組成的，因此他對於智能的應用是不確定的與令人搞混的，Reimer 會提供

智能一種不同的定義（擴展到音樂的智能），那會提供充分的特殊性使我們更理

解音樂智能的多樣性，他的定義將會提供我們去了解智能的特殊性、以及讓我們

瞭解教育如何提高智能被彰顯的許多方式之視野與品質。 

Reimer（2003）認為 Gardner 超越憑 IQ 測驗測量得來的智力，有其重要的

貢獻，然而 Reimer（2003）反思到 Gardner 智能理論的概論與不精確性，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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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r 滿意於所有投入音樂的人之單一的智能，Reimer 認為這過於簡化，因此

會誤解智能為何以及智能如何在人類行為中彰顯。的確，Gardner 曾提到有音樂

傾向的人可以採用一些角色，依序來說是作曲、演奏、聆聽的角色，但是 Reimer

（2003）認為他的分析幾乎沒有提供關於智能在這些不同的音樂角色之中所顯示

之不同方式的特質，以及每個人如何需要伴隨在智能中的認知操作之特別的應

用。 

Reimer（2003）提到假如有一個人，他在每一個角色都去彰顯一種音樂智

能，則一個人智能是高的，也就是說一位作曲家有相當高的智能，或在其它音樂

的角色潛在地也是非常聰明，但 Reimer 認為並非如此，因為一個人在超過一個

音樂角色上是相當有能力、或是智能是高的，反而是不平常的。例如是一個人在

籃球是相當有智力的，但他卻在棒球或高爾夫球上無法達到專業程度，不過他仍

會比平常人對這些運動更能往前一步；而一位例如 Berstein 的音樂家可能會在一

些音樂角色上是優於一些並非在這種角色是有智能的人；一個人追求音樂的演奏

之教育將會比不是追求音樂專業的人之教育有更多的包括指揮、音樂學、以及音

樂理論等教育內容，Reimer（2003）認為這個觀點並不是說人們需要限制在僅有

一種達到高智能的方式，而是每一種角色需要它自己的方式去運用與發展其有特

色的智能，最重要的是，每個角色需要去為了它自己所號召的智能發展，以它自

己的方式去教育。 

Gardner 在他討論音樂的智能時，主張有一組構成「音樂素養」基礎的核心

能力，這些是音高、節奏與音色，然而 Reimer（2003）認為這三種與其它音樂

元素並非是能力，它們是一些音樂的層面，在這層面中人們能運用他們的能力，

這種能力的運用到最後是智能的運用，Reimer（2003）認為 Gardner 並沒有闡述

智能是什麼的基本議題，留給我們困惑，特別是在我們如何教育發展關於音高、

節奏等的音樂智能，以及所有其它牽連音樂知識之音樂的層面，每種方式都會扮

演一種有區辨力的理解（discriminative understanding）之音樂的角色—需要一種

教育聚焦於特別的「區辨性」（differentiations）與「相互連結」（interconnections）

以表現那個角色的特徵。 

Reimer（2003）認為由於 Gardner 並沒有在我們文化所提供的不同音樂智能

中做充分的評論性之區別，所以使得我們的實施已經太被限制而不能在多樣的方

式中為學生提供不同的需求，以使學生能有智慧地參與在音樂中，我們太過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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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強調「演奏」的角色是唯一的方式去真實地體驗音樂，同時也錯誤認為「演奏」

是其它音樂所關聯的事物之主要依賴的方式，Reimer（2003）認為“用同一種方

式要去使所有人都適合”已經使一些學生適應得很好，但對許多人來說卻是無法

適應，他認為現在要運用我們對音樂智能之多樣性的察覺而能變得更有智慧。 

參、智能的定義與解釋 

Reimer（2003）對智能的解釋有兩個層面：一、首先是處理「區辨」

（discrimination）與「連結」（connection）；二、是處理智能產生的情境。「區辨」

所指的是差異，他主張智能的主要成分是具備能力去知覺差異，心理的運作需要

有差別，無論是有意識地或是沉默的，差異都要被記錄下來，一個人的能力去區

辨漸漸增加在精確性、細微差別、精鍊、詳細、嚴密上的差異，這都是一個人智

能之主要的層面；「連結」意謂是相互的關係，這是第二個智能之必須的成分，

是要去知覺個體如何與其他人藉由同一性（identity）、相似性（similarity）、吸引

力（affinity）、關聯性（association），親近（proximity）、關聯性（relevance）、

直 接 的 關 係 （ pertinence ）、 差 異 （ difference ）、 對 照 （ contrast ）、 相 異 點

（dissimilarity）、兩極性（polarity）等去與其他人有相互關聯，心靈的運作需要

在特質間去做連接，製造「連結」的過程之分布如同「區辨」的過程分布地很廣

泛，一個人有能力在漸漸複雜的相互關係之範圍廣泛的階層中去理解連結性，是

一個人智能之第二個主要的層面（Reimer, 2003）。Reimer（2003）認為人類的智

能表現不僅是產生差異的能力、以及認知到那種差異與其它差異的聯繫的能力之

特徵，「區辨」帶來對世界中的事物之察覺，沒有這種「區辨」，則我們的心靈會

空虛沒有內容；相互關係帶來察覺世界的型態與世界中一部份的我們，沒有這種

相互關係則我們的心靈會缺乏理解、意義與智慧。 

Reimer（2003）指出智能除了包括身體的行動，情感也是深深被 Reimer 心

中的智能概念所牽連，他曾將「情緒」與「情感」做一分別，主要是以 Damasio

的研究為基礎，情感正是察覺中的「區辨」、與察覺的「連結」所依賴的基礎。

正如 Reimer（2003）所解釋的，這種察覺並不需要被概念上的確認所完成，是

一種「不需命名的察覺」。「區辨」以及「區辨」之間之有意義的互動在我們許多

體驗中被感覺與知覺地被結構，包括我們音樂的體驗，這種結構充滿在我們的生

活體驗中。Reimer（2003）認為他並不是要使我們相信「情緒」被認為是一種個

別的智能，反而他比較相信「情感」是智能賴以為基礎的「區辨」與「連結」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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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基本的「促進物」(enabler)與先決條件，智能依靠不同的「促進物」（Reimer

認為是一些關於製造「區辨性」與使「區辨性」能有意義地被結構的情況），例

如智能的一種「促進物」便是「記憶」，「記憶」並不是一種智能而是一種主要的

工具，它使「區辨性」與將其意義置於心中或回憶成為可能；而「知覺」(sensation)—

聽力，是另一個智能的「促進物」(特別是在音樂中)，假如我們由於錯誤的感覺

器官而不能聽到特別的聲音，則我們不能製造聽覺的區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

係；第三個智能的「促進物」是「知識」—心靈的材料，能有效運用去製造連結

性，Reimer（2003）認為知識本身是遲鈍的與零碎的，正如測驗中的專家對事實

有深刻印象的分類或資訊，當知識在有意義的結構中被連結，知識會變成智能之

一個重要的成分—只要相信知識包含身體的操作、情感在察覺中的角色與知覺的

結構，以及包含所有人們可以有意義地行動之角色的許多方面，但卻要超越那些

通常與學術性的領域有關的「知識」。「理解」是另一個認明「連結」與創造意義

結構的方式，「理解」可被視為製造介於區辨中相關性的連結能力，理解類似智

能，智能會包含與依靠理解，Reimer 認為它並不是一種固定的本質，而是一種

持續發展的過程。 

因此，Reimer（2003）認為知識、理解、情感、記憶、知覺的處理、注意、

經歷、興趣、直覺等是牽連在智能中的，也可以說是智能之「促進物」，這些「促

進物」會允許智能被顯示在一些特殊角色的方面，會允許每一種「促進物」對人

類智能所包含的事物去貢獻一個重要的層面。Reimer（2003）指出，我們對於情

感的操作是我們所經歷的意義之基礎，在音樂與藝術中，情感扮演兩種額外增加

的與特別的功能，在所有「音樂的體驗」中，我們所製造的「區辨」與關係的「連

結」是依靠情感，並將情感當成是一個主要的機制去決定我們所知覺的與如何知

覺、以及決定我們知覺如何去製造音樂性。此外，情感是我們有音樂性地經歷之

主要內容，也就是聲音的「音樂化」（musicalization）（並且合併一些包括情感等

的材料）進入到音樂所提供的感覺的意義，情感在美感的領域之雙重功能，正如

方法與目的，在美感的領域中，情感是其必要的東西，並且是組成藝術增加到我

們有意義的體驗中之「特別的東西」，在音樂中，智能之一般的要素，藉由在聲

音之中敏銳的「區辨」與含有「相互關係」去製造意義的能力，是建立在情感的

察覺中，是位於一個文化所提供之每個音樂的角色之中。 

因此，Reimer 認為音樂中的智能即是“體驗音樂的能力”，也就是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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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認知」與「技巧認知」，並且帶有心靈、身體、情感之一致的參與，也就

是一個人所扮演的在每種音樂角色中的潛在可能性，這與以往人們所認為音樂的

智能是一種由一套任務所測量之固定能力之概念不一樣，這種智能的概念具有彈

性、廣泛性、包容性、與角色的特殊性。 

肆、音樂的角色即是智能—音樂智能理論 

在所有文化中，不同的角色存在於音樂的一般領域中，每一種需要有特色

的「區辨性」與「連結性」，每種角色包含一種精細的信念系統與實施。Reimer

（2003）解釋七種音樂角色如何需要智能，他首先會在四個角色最直接與西方文

化中富有表現力的音響之製造與接收有相關的地方去著手，這些是「作曲」、「演

奏」、「即興」與「聆聽」，他也會探討音樂中的其他三個角色：「音樂理論」「音

樂學」、及「音樂的教學」。 

一、作曲（composing） 

Reimer（2003）認為所有人居住在文化所提供的音樂聲響的世界中，作曲

需要嘗試去闡述對作曲家與其他人是有意義的聲音間的結合，任何人想嘗試建構

一些實際有意義的聲響之順序，並且在一些方式中去保存它們，正如在腦海的記

憶中、在一個樂譜被演奏、或在一個從電子產生的聲響製作而來的錄音中，後來

這些聲響可以被聆聽者所分享，而當參與在如此做的行為中時，Reimer 認為他

即是一位作曲家，從最基本到最專門的能力之層級，都需要一種特別的音樂「區

辨性」與音樂的「相互關係」的結合，在其中每種被選擇的特別聲響，它的音高、

長度、音色、大小、語法、與富於表情的效果，會被作曲家選擇以連結其他特別

的聲響。 

Reimer（2003）指出經由做決定的過程，這種聲響的連結進入有意義的結

構，要先反省先前所做的決定，並且改變、增加、刪除先前決定所產生的聲響，

同時需要「記憶」與「想像」，需要記憶是為了已經忘記的；需要想像是為了下

一個可能會忘記的，正如前面所提，這兩個心理的操作（「記憶」與「想像」）是

為了促進所有智能的顯示，Reimer 認為這是因為任一個有意義之連續的行為需

要「記憶」才能夠發生，吾人要專注在這些特別的「區辨」，以及要在這些「區

辨」中做出「連結」，才可顯示出這種特別的智能。一位作曲家所扮演之特別的

角色，是運用智能將有意義的與完成的聲響結構變成一些隨後與人分享的事件，

要成功地如此做，Reimer 認為需要將聲響間微細的與敏感的差別作出來，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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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一些方式連接這些差異以像音樂一樣同時能包括與擴展個人的與文化的意

義，像人類思考一樣，作曲家的思考使得心靈、情感與身體都投入去製造意義。 

Reimer 認為在這方式中了解每個人音樂性的智能是重要的，不管這種作曲

能力會否發生，都是容易經由教育去啟發的，但 Reimer 指出針對這項智能角色，

在美國音樂教育中是零星的與草率的，對作曲的教育尚未完整地提供，為了要矯

正這缺點，Reimer 主張這種音樂教育之主要的特色要受到重視。 

二、演奏（performing） 

Reimer（2003）認為演奏音樂包含音樂智能的兩個層面：第一個要做的是

「區辨」每個聲響的特別性，以及每個聲響需要被「連結」到被演奏的音樂事件

中的其它聲響，在演奏智能的層面所需要的是作曲者已經提供的樂譜知識以及演

奏者已經聚積的經驗與視見。演奏者去製造適當聲響的能力，正如一位作曲家已

經提供的知識與圍繞在那些知識附近之音樂期望、以及音樂期望如何被適當地實

現，演奏者將會在作曲家的思想中增加一些原始的、個人的、或特別的想法—演

奏者將會詮釋這音樂，所以演奏者的智能之第一個層面是「區辨」與「連結」--

一位作曲家所指出的這些聲響的能力。 

Reimer（2003）認為演奏智能的第二個層面是與身體（physicality）連結，

藉由此，聲響必須被創造，沒有震動聲響便不會產生，演奏需要有知覺的與控制

的情境，需要身體的精力去創造想要的聲響與藝術地產生這些聲響，將身體當成

是媒介物，在其中，「區辨」與「連結」會被實現--這是所有的音樂演奏之必要

品，這兩種必要品塑造了所有演奏人的生活，他必須達到身體與心靈的一致性。

思考與做的心靈與身體的統整對演奏來說是需要的，是智能的一個基本層面，在

帶有思考與情感的身體律動中，演奏者可以使聲響之精緻的、有辨別力的特質產

生，並將這些特質與有意義的個人事件及文化的事件做連結。 

Reimer（2003）認為不管一個人是否有能力成為一位演奏家，這種能力可

以經由音樂教育的薰陶而實現，美國音樂教育在這方面很成功，因為他們認知到

演奏是智能的一種方式，而這除了需要熟練的聲響製造，還要包括心靈與身體的

統整，如此音樂的意義才會產生。 

三、即興（improvising） 

Reimer（2003）主張即興是演奏，並因此分享演奏之有特性的身體智能，

然而演奏者必須詮釋音樂，演奏者如同即興者必須為自己提供重要的音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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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概念的產生必須在演奏的行為期間產生，“當一個人演奏或唱歌”，即興要

求將它從音樂的演奏中分離出來，因為聲響中「區辨力」的製造以及將這些區辨

「連結」至有意義的事件中必須同時發生，此時的思考能力很重要，在所有音樂

所需的有辨別力的與相互連結的方式中，以及當它們是被思考時，需要運用身體

去思考，此時即興會被引導起來，Reimer 認為在人類的角色中，即興會提供豐

富的機會讓我們在挑戰中滿足或刺激的機會，因為即興的思考有其即時的心靈、

身體、情感的智力行為之挑戰，為了音樂的探索與刺激展現了無盡的機會。 

這種即興者的心靈如同是一位執行者（executive），會結合音樂做決定的智

能與身體的智能，在美國與其它西方文化中，在這種音樂性並具挑戰的角色中，

智能的能力已經大大被限制到以致相當稀少的學生會參與爵士樂的即興，Reimer

認為我們應該拓展機會去發展學生即興的智能，並將其保持成音樂教育專業的重

要目標。 

四、聆聽（listening） 

Reimer（2003）主張為了音樂要能存在，無論是在想像中或在現實中聲響

必須被聽到，作曲家在作曲時，會聆聽到它們所區辨與連結的聲音，例如暗地裡

（正如 Beethoven 耳朵聽不見時必須如此做）或實際上在作曲時使用鍵盤，聆聽

是作曲行為的主要成分，會提供音波的物質供心靈的運作，而那種物質是在作曲

家運用聲音工作的獨特方式之中。 

Reimer（2003）指出當演奏者與即興者在製造聲音時，他們聆聽他們製造

的聲音，那些聲音提供關於他們正在做的與下一步要做的重要回饋；當演奏者與

即興者聆聽由他人演奏與即興的音樂，他們也必須持續聆聽別人所製造的聲音。

然而 Reimer（2003）認為聆聽音樂並不需要他成為一位作曲家、一位即興家、

或一位演奏家，只是要全世界文化中的人規律以及全心全意地經常去聆聽音樂，

但是僅有少數聽眾聽音樂是從作曲家、演奏家、即興家的觀點去聆聽音樂。聆聽

是一種音樂意義的連合建構的行為，每種聆聽的行為需要音樂智能的操作—要能

想像地、感受性地、與技巧地與聲響做連結與區辨。 

對於聆聽者角色所引起的智能之改進仍有很大的空間，Reimer（2003）主

張音樂教育專業之主要的義務是為了學生去助成那種改進，在聆聽的教學中合併

演奏、作曲與即興，對體驗這些角色如何獲得特別的聆聽觀點是重要的，但是聆

聽的教學必須總是在廣泛性、複雜性、與相異性這些質量方面要勝過演奏、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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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即興。在聆聽的教學中，學生要能夠自己演奏、即興或作曲，Reimer 認為長

時間以來，音樂的全部主體都能經由聆聽，甚至亦可讓幼小的兒童直接去體驗與

更完全分享，因此，Reimer（2003）認為每位學生之聆聽智能的發展是音樂教育

中重要的義務，「聆聽—思考」是重要的，也是音樂智能所需要的，值得有系統

的教導。 

五、音樂理論（music theory） 

和所有音樂角色一樣，Reimer（2003）認為在音樂的領域中，音樂理論家

有其特別的一套任務，音樂理論的存在是以分擔的部分而不是以附屬品的部分存

在，音樂理論家的真實智能之重點在介於音樂聲響與達到意義的過程中之相互作

用。Reimer 認為理論家的社群正如每種其他的角色是一種社群，因為它分享了

介於音樂領域中對於聲響之「區辨力」與「相互連絡」之專注，Reimer 認為音

樂理論家的角色是有特色的，因此需要根據它彰顯音樂智能之特別的方法去栽

培。 

Reimer（2003）指出作曲家、演奏者、即興者、聆聽者，可能正如理論家

是有理解力的，介於不同音樂角色間相互連結，可以發展寬廣的音樂理解以超越

在每個角色中的特別性。此外，從「理論—思考」的轉換到「演奏—思考」必須

從介於兩種之間正確的區辨之連結、以及介於兩者間細心的連結之認明去被小心

地建造，也就是介於理論與演奏間的連結，可能是不具有理解力的或是具有理解

力的，這意謂著並無保證說僅有研究理論就一定幫助其他角色的學習。Reimer

（2003）認為在音樂領域中的音樂理論，常被視為對其它音樂角色僅是一種“女

佣人”的角色，雖然在統整課程中它是重要的，但卻常被我們忽視的，所以 Reimer

認為我們應該重視音樂理論。 

六、音樂學（musicology） 

Reimer（2003）認為音樂學的定義常是廣泛的，包含任何與音樂在許多層

面之學術性的研究，Reimer 在此僅是將它當成是一種在歷史上、文化上、與個

人方面，藉由注意音樂在不同時間、地方、與別的人們之間情境脈絡之運用智能

的真實形式，音樂學學者研究的影響是在幫助決定為何與如何變成這樣子，處於

特別的環境中會影響音樂變成什麼，運用歷史、文化、心理學、政治、美學的層

面去觀照那些情境，是音樂學活動之一個重要的定義特徵，這是特別的「區辨」

與「連結」之基礎，也是這種角色所專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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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理論、音樂學，特別是在它的歷史層面，常被認為對任何音樂的研究

是基本的，理論與歷史上的基礎對某人要扮演之任何音樂角色是必須的，Reimer

（2003）主張音樂學地思考是一種具音樂性地深切注意的方式，需要它自己「區

辨」與「連結」的方式，從這種音樂智能之特別方式的轉換到其它的智能是有可

能的，但這種轉換卻不會自動發生，要依靠教師的教學。 

Reimer（2003）認為在大學主修音樂課程需要所有專門化的理論與歷史，

卻只在偶而的時間才會去體驗一種從理論或歷史中啟示而連結到其它的專門化

領域，因此，這種音樂課程帶有一種無聯絡的（disconnected）本質，但是 Reimer

主張「連結」需被達到—因為它們是智能的行為，需要仔細的、有知覺的培養。

「整合性的音樂素養」（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被定義成一種基礎深厚的音

樂智能，在其中不同的音樂思考與做的方式（角色）是被包含在一種特殊領域中，

這是一種理想，卻很少被達到，因此，Reimer（2003）認為連結不同的相關智能，

需要提供一種特別的教育。 

七、音樂教學（music teaching） 

Reimer（2003）認為教師的角色在所有人類社會中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假

如教師的角色沒有傳遞到未來一代，則文化不能存在，所有教學之目的所需要的

是所做的決定要能影響學生去獲得學習，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三個因素是包含

在教師的決定中：（一）對所學的東西之領會；（二）對所發生的以及在對學生所

教導的範圍內要有敏感性；（三）對教與學過程中的較大情境之察覺，從這三個

因素中產生教育之非常複雜的領域，這領域中有其精細的系統、信念、與結構，

能控制這些因素會組成一位有效能的老師之特別的智能。Reimer（2003）認為一

位有智能的教師，能在所教的材料中與學生的反應中「區辨」出非常精細的細節，

以及必須處理學習者在討論中之相當大變化的既寬廣又複雜的「連結」，這位音

樂教師會去幫助學生發展一種或多種的音樂智能；相反的，一位較無智能的教師

不管對學習者或是所教導的材料、情境等都幾乎做不出「區辨」，並且在這些互

相影響中僅有狹窄的「連結」。 

八、小結 

Reimer 在此剴切地陳述他對智能的定義，希望能幫助我們認清、與了解存

在於特別的領域中許多以角色為基礎的智能，每一種特質的確實性，藉由這七種

角色一起參與在富有表情的聲響中以去涉及音樂的領域，Reimer 希望在音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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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的解釋，也會使人聯想到人類所知與所做的每個領域之類似的多樣性，

在他理論中最有力的含意是：此理論有能力覺察到人類生活之受智能滲透的的本

質，在其中許多我們的存在，會在我們是有理解力的（intelligent）這種能力所提

供之獨特的人類意義之情境中被上演，Reimer 相信他的理論會使得智能的概念

更民主化，因為並不被限制在傳統的學術學科範圍內，也不會只在與傳統的行為

有關的部分去彰顯智能。 

伍、為了音樂智能所做的教學 

要將 Reimer「以角色為基礎的智能」（role-based intelligence）理論以及音樂

智能的理論應用在特別的項目上需要許多努力，Reimer（2003）希望音樂教育專

業將會去承擔此責任，在此點上，他要提供一些說明及含意，以闡述他理論的有

效性，因此他對於音樂智能的教學提出三點討論： 

一、部分與整體（parts and whole） 

Reimer（2003）指出“特別的”（或部分）與“普遍的”（或整體）之分離存在

於音樂教育中是長久來的問題，他提出假如“整體”去聚集那些“部分”的東西，“部

分”要達到何種程度去置於適當之處？Reimer（2003）指出從許多經驗中發現，

直接的音樂參與需要相當專注於所有要被處理的音樂聲響中之複雜的、相互作用

的層面，專注於這種音樂相互作用的細節之音樂教育者，例如音樂心理學者、音

樂評鑑專家、以及信仰不同方法論的音樂研究者，已經嘗試要努力且詳細去探索

與定義音樂區辨過程之特性。 

Reimer（2003）主張任何有智能的音樂參與之先決條件為：介於音樂聲響

中之高程度的「區辨」必須是有邏輯性的發生，並且這種「區辨」愈是特別，「音

樂體驗」會更好，所以只要我們能經由研究發現愈來愈多關於音樂的知覺過程中

之特別性，以及設計測驗以正確地測量個人能展現在他們對不同的音樂層面（例

如音高、時間、音量、音色）之回應的知覺敏銳性的程度，則我們能夠藉由設計

教學與測量方法論去得到一些回饋，以這些回饋為基礎，會系統有順序地去教導

學生的知覺技巧，然後他們的音樂能力也將會改善。 

Reimer（2003）認為現今音樂教育所引起的問題，就是過份強調“部分”（意

指一些音樂元素，如音高）與忽視在音樂評估與音樂教學的“整體”【意指「區辨

力」與「相互連結力」，也是成就音樂智能之主要能力】，這種對對“整體”的忽視

會是有害的影響。在此 Reimer 指出需要強調教育之「訓練」的層面，對學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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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基礎的，這層面便是認知學者主張的有效的教育信念，也是 Gardner 的「多

元智能理論」研究所展示的，並且從美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中也可得到啟發。 

Reimer（2003）認為關於“部分”與“整體”，關鍵在於認清與尊敬它們之間的

相互關係，然而也要認清有智能的教育需要藉由將在連結中所發現的意義灌入部

分與整體中，而使幾個“部分”構成“整體”，因此學習主要目標在於「意義」，例

如音樂的意義之製造與分享，在所有角色會發生的是音樂智能的實地教授，當體

驗是被許多音樂所需要的「區辨」所富足時，音樂智能則被教育得很好，Reimer

主張《藝術教育國家標準》所列舉出來之音樂的「內容領域」就是以此信念為基

礎所架構的。 

二、評估音樂的智能 

古老的實證哲學家認為任何事的存在必須能被測量，這種觀念已經在智能

理論的領域中發揮強大的影響力，導致了測驗與測量的發展並非僅為了實用的目

的，也是長久以來一種幫助定義智能與組成智能的操作方式，那種趨勢是要將智

能與在智能測驗上的得分視為相等，Reimer（2003）認為這並不正確，所以他肯

定 Gardner 的理念，Gardner（1989）強調智能的特別性，他指出：眾多智能會形

成，是因為我們居住的世界中有不同的內容—在其中有語言的聲音與造句法、音

樂的聲音與節奏、大自然的物種、環境中的不同人種等，這些事實導致了他的

MI 理論最受挑戰的暗示。 

雖然 Reimer（2003）相信 Gardner 已經在此立場中是完全正確的，但 Reimer

認為 Gardner 的想法仍不夠充分，Reimer 堅決指出一種與其他人不同之普遍化的

音樂智能是不充分的，我們必須往下探查以得知不同的“音樂角色”，以及探查

在所有其他領域中之相當不同的角色與角色情境—各需要特別的方式以達到是

有高智能的，當然這需要不同方式思考與解決問題、使用記憶、牽涉身體的動作、

參與情感、做決定，因此我們必須注意角色之間的遷移。 

Reimer（2003）主張以往及現在測驗音樂的能力與性向、才能、音樂欣賞

力有所缺失，第一個缺點是這些性向或才能並非以角色為基礎，它不正確地假定

不管任何測驗都可以廣泛應用到所有牽涉音樂的事項，正如 Gardner 所暗示的，

Reimer 想要強調所有音樂智能（在許多音樂提供的角色中之所有方式是有能力

的）注重與富有情感的、有意義的聲音互動，每種互動或是角色情境，都決定了

那種互動如何發生或發生到哪種程度。Reimer（2003）主張音樂智能的評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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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角色是特殊的」（role-specific），評鑑社群的任務是要發展方法論與機制來認

明與評估特別的每種音樂角色所需之「區辨」與「連結」。正如 Reimer 所認為必

須如此做的急迫性，當評鑑從一般轉到特殊時，我們有可能增加我們對不同的音

樂智能之理解、以及改善我們對個人發展音樂能力的領域之貢獻。 

第二個缺點是除了它忽視角色的特殊性，音樂的測驗、評鑑、評估僅限於

智能的「區辨」部分，使得介於「區辨」中的「連結」層面大部分沒被檢視到，

Reimer 認為僅評估構成智能的「區辨」或「連結」的一個方面是誤導的，實際

上所有我們音樂評估之片面的本質僅將注意力置於“部分”，並忽視評估與製造意

義“相互連結”的方式，會嚴重地誤傳他們意圖要檢視的現象，而不管音樂的性

向、才能、能力或成就，如此做會嚴重破壞我們評鑑工具的效度（Reimer, 2003）。 

Reimer（2003）主張除了發展與特別音樂角色相關的工具與程序外，我們

的任務是要認清與闡明這些相互關聯的程序，知道它們如運作、它們如何被教

育、以及如何用一些對它們特別的音樂情境是真實的方式來被評估。 

三、統整課程 

Reimer 的智能理論主張一個音樂課程之最主要的任務，必須培育音樂的智

能以及培育與音樂智能有關的創意，要發展每種領域及角色所包含的特別智能，

並沒有任何在「普遍的領域」或「普遍的角色」中的「普遍智能」可以被發展，

因為並沒有任何「普遍的區辨」（general discrimination）是「普遍地相互連結」

（generally interconnected），「區辨」總是和特別的思考方式連在一起，並且需要

特別的角色扮演以追求特別的目的，介於角色間的相互連結必須分岔出去到許多

有相關的方向，假如那些相互連結沒有堅固地植基於相互連結賴以為基的差異，

則那些相互關係會是無意義的、或學術的、或是無根據的，也就是說，注意分離

的（discrete）區辨而缺乏區辨間的相互連結，會造成人們像是被訓練但卻是缺

乏才智的，注意相互連結卻缺乏區辨（Reimer 認為連結是從區辨中產生的），會

使得人們只具有教育的外殼而已但卻缺乏一般教育所依靠的實質，這樣的人們也

會被視為是未受教育的與缺乏才智的（Reimer, 2003）。 

Reimer（2003）認為假如一位教師想要比一個單獨的領域更為廣泛地去建

立一種課程，也就是說一個領域有可能在那個課程中與其他領域有密切相關，在

音樂的例子中，音樂領域可以分享更多其它特別的方式以至是其它藝術。他指出

在一個整合性的藝術課程之中，其中每種藝術與所包含的角色中，連結也被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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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與相異性而被製造，這樣一種課程假如被有效地實現，會正面積極地影響

課程參與者的智能。在一種整合性的、相互關聯的教育型態中，能包含多樣的領

域及多樣領域的角色，Reimer（2003）認為要做得有效率，僅有小心保留與依賴

每領域所包含的智能之“特別性”與“個殊性”，以及小心培育介於它們之間相

似與相異的相互關聯，這樣一種視見是為了更有包容力的學習（ inclusive 

learning），與現行的教育實踐所普遍實現的計畫相當不同，現今這些計畫著重在

上的主題或概念要提供一種所謂的統整機制，但缺點是不同的學科所注意的主題

或概念，並不是被當作藉由相似性與相異性連結來發展。 

其實研究者認為這就正如今日台灣的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的

實施，僅是為統整而統整，沒有保留「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三個領

域中的智能的“個殊性”，更沒有去「區辨」或「連結」三個領域間的相似性或

差異性，僅想要發展一種「普遍的智能」，而沒有重視到各領域或各角色之間的

「特殊性」，所以這種統整課程造成各科目的基本能力薄弱，正如 Reimer 所認為

的，“整合性的”理解是廣泛地與堅固地以智能為基礎，這並不會自「普遍化」

（generalities）的追求中產生。 

Reimer（2003）認為一個人具有廣博的智能，是在一個領域中對一個或幾

個角色相當有高理解力的人，他了解連結其它領域不同的角色，並且認知到許多

智能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研究者覺得這種廣泛的智能可能是一種

崇高的理想，然而 Reimer 認為我們必須認知到以往在較簡單的時代或社會中，

是比較有可能去接近「全知」（omniscience）的狀態，正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人；

但是在複雜的社會中（在這種社會中角色較被劃分界線），全部都包含的

（all-encompassing）智能之種類是不再適當的。然而 Reimer 也指出，對教育來

說，介於不同角色間之有基礎的連結仍是可行的與重要的熱望，這可以將狹窄

的、偏狹的、以及短視的專門化之限制減到最低，並會促進理解力之合作與協調，

這會比單一的角色或單一的領域所能包含的更有包容性。 

Reimer（2003）指出跨領域或跨角色的學習是介於不同角色間之有基礎的

連結，雖然他認為專門化在全世界現存的複雜文化中是一個必須品，介於短視的

專家與見解廣博的專家之間仍有一個實質的差別，前者被限制於一個單一的智

能，而後者卻能將一個專門特殊化的智能與其它與它有關的廣大視野做一連結，

並藉此去豐厚專家的經驗、以及豐厚他有意義地與他人合作的能力。研究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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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Reimer 尚未使用「統整」的詞語來廣泛描述基礎的智能與其運用，

Reimer 認為「統整」常被用來意謂不同學科或不同角色的一致，如此學科及角

色的身份便會在新的統整在取代它們時而消失，所以他發覺「統整」的一般概念

是不切實際的、且潛在中是有害的，他的經驗使得他較喜愛「統合」（coordination）

這個詞語，這值得我們參考。Reimer（2003）指出在許多人們所做的事件中，我

們扮演的角色以及我們所追求的一些行事要求區辨的多樣性，從這些區辨性中意

義會被製造出來，每種差異與連結對角色或行事有所貢獻，例如教師的專門化角

色要求學科的專家知識、心理學的敏感性、教學法的理解、社會的精鍊、評估的

技巧、課程的理解等，每種都是可認明的與可學習的，並且每一個都對教師的效

能有貢獻，當其中一個由於不充分的使用而導致妨礙教師效能時，我們能辨別出

來，以及介入去加強它，如此它才能對整體貢獻更多。例如有個計畫是為了特殊

兒童去著手一種以社區為基礎的藝術課程，便要求許多人在不同的特別角色上是

有智能的—如籌款、政治、社會階級、編制預算、每種藝術中的特殊教育、宣傳、

靈巧的管理—每一種角色必須與其他人協調自己的貢獻，一起合作工作以達到依

賴許多智能輸入的目標，並且會經由不同角色與智能之充實的與支持的合作而成

功（Reimer, 2003）。因此，Reimer 主張在音樂中智能的許多方式，都能藉由更廣

泛的相互關聯（正如「內容標準」8 所要求的）被拓寬與加深，允許音樂（與其

它藝術）能被了解成較大的人類成果之一部份，並也會被當成對那種成果之一種

特別的貢獻，在任何想要將音樂置於較大的情境的課程中，所有的學習將會是真

實的與人性的，並且當在一個協力合作的、相互關聯的立場中去建造音樂的實踐

時，會藉由與其它領域的連結以提昇音樂的智能。  

研究者覺得 Reimer 的理論注意智能在我們所有生活層面的運作，遠遠超越

我們選擇包含在正式教育中的學科或領域。然而 Reimer（2003）認為智能並不

是人類惟一值得培養的能力，要有愛、寬大、確實、仁慈等人類特質，他認為介

於在特別的角色中的高智能與當一位具有人性的人之間並沒有必要的關聯，因為

一位傑出的物理學者、或畫家、政治人物、水管工人、或演奏家可能也會是位可

鄙的人；相反地，一位令人尊敬的人會比一些在重要工作努力的人還不聰明，智

能並不是人類生活中價質的唯一特質，然而它卻在於人類情況中的核心位置，並

且我們個人的生命與公共的生命大部分是依賴智能最理想的發展，Reimer（2003）

相信無論在正式教育體制內或體制外，可以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去培養智能，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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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一個有力的、有用的基礎。 

陸、總結 

建立在 Gardner 的多元智能理論上，Reimer 指出他以僅有一種音樂的智能

之觀點去分析的限制，音樂所需的能力並不都是一樣的，即使音樂活動對聆聽素

養有相同的需要，Reimer 之多元音樂智能的概念（特別是作曲、演奏、即興、

聆聽、音樂理論、音樂學與音樂教學）提供一個基本的基礎、與建議一些可能的

方法在所有的學校層級中擴展音樂教育，多元音樂智能也指出一個有真實價值的

領域，超越音樂的領域去為了未來的研究與應用，Reimer 認為教育必須被認為

是“對學生智能之有系統的及有企圖的發展”，而非一種單一的智能，因為現今

的研究都指出單一智能的不可信。 

因此，Reimer 原始的基本視見，例證在他以“角色”的觀點去重新定義智

能之上，Reimer 指出智能由一種一般的因素與一種情境的因素所組成，那會認

明不同的方式，在這些方式中，一般的因素能被應用在人類在生活中扮演的許多

角色中，在音樂中，這些角色包括作曲、演奏、即興、聆聽、理解音樂理論、研

究音樂與教音樂。在這些智能的每種型態中，Reimer 發現相同於智能的是“做

正確「區辨」的能力，以及廣泛的「連結」”。Reimer 提供他的定義，當成是

對於 Gardner 的觀點之改進，Gardner 的觀點是以穩定的心智結構是心靈的架構

之特點為觀點去詮釋智能，Reimer 相信自己的定義擴展以及製造更精確的

Gardner 的概念。此外，Reimer 藉由回憶認知科學領域中的發展、以及藉由教育

理論家研究認知科學結果的收穫去補充他對角色的說明，也持續討論藉由文化與

個體對於音樂智能的影響、使用智能的重要性、身體與情感交織在智能的運作

上、並且也描述智能如何在不同的音樂體驗的角色中起作用，這些都是他所重視

的議題。 

總 之 ， Reimer 多 元 的 「 音 樂 智 能 理 論 」（ theory of multiple musical 

intelligences）期望音樂教育專業去重新檢視許多專業本身的假設與實踐，Reimer

所主張的這種再一次的檢視，將會在許多積極正向的方面去改變我們的專業領

域，也會大大提昇它對人類生命品質的貢獻，並藉此會在教育領域中去提昇它的

地位，總之，研究者發現 Reimer 的理論之基本前提是：我們扮演音樂教育者的

角色是要去幫助其他人以達到他們許多潛能，以至是在音樂上是有智能的，並且

在音樂上也要是有創造力的，這可以藉由音樂中的普通教育、與音樂中的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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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而被實現，下一節研究者將深入探究。 

 

第五節  「課程模式」 

 
Reimer（2003）指出一個文化的價值必須非常適當地影響它的教育，並且

在某一程度上，教育在教授及精鍊一個文化的價值時是成功的，集中在價質

（values）的研究之領域便是哲學—是解釋價值、研究價值、評鑑價值、建議如

何應用及改善價值，一個文化的哲學會影響教育應該包含什麼，一個成功的教育

會去實現與發展這個文化的哲學，因此，Reimer 認為一種成功的教育便要包含

一個全面的課程模式。 

壹、全面的課程模式 

Reimer 提出全面的課程模式，其中包括七項音樂課程的階段，分別是「價值

階段」、「概念化階段」「系統化階段」、「詮釋階段」、「操作階段」、「體驗階段」、「期

許階段」，各在探討其在音樂課程架構上的重要性。這個全面的課程模式圖（3.4）

如下（Reimer, 1989a；Reim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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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什麼          何時          如何 

（WHY）        （WHAT）    （When）     （HOW） 

1.價值階段         2. 概念化階段    3.系統化階段      4.詮釋階段     5.操作階段   6.體驗階段    

教育的哲學基礎     透過心理學、      跨越每一年學校    教師如何   教師和學生    學生所經歷的是   

兒童發展、研究、   教育之學習程序  去瞭解與選擇  之間的面對面  先前階段之結果 

這些學科的知識基礎                教學方式，以求   接觸       以及先前階段 

等所形成的哲學                   完成前面的層面               所產生的過程 

                                                              之結果 

 

 

 

                           7.期許階段     

                         參與在教育中的人 

                     整體社會對音樂教育的期望 

圖 3.4 全面的課程模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Reimer, 1989a: 152，Reimer, 2003: 242） 

 

Reimer 指出四組問題在處理「為何」（Why）、「什麼」（What）、「何時」

（When）、「如何」（How），這四組問題會提供一個基礎以去認明一個整合性的

課程之七個階段，這七個階段模式對於了解教育之複雜的運作之主要層面的概念

化是有用的，他認為此模式不僅用在整體教育中、也會運用在教育中的每一個學

科中。 

貳、由課程模式來察看普通的音樂課程 

以上陳述的這個模式，能夠提供我們一個現今音樂身為普通教育的一部份

之清楚的、有洞察力的觀點。Reimer 主張普通的音樂教育具有七個層面，以下

他分別說明每個層面中普通音樂課程的內容實務（Reimer, 1989a；Reimer, 2003）。 

一、價值階段（Values Phase） 

此階段關注「為何」的問題，不管是在音樂、其它學科、或整體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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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是由哲學所闡述—是所有教育概念化的起點，哲學的思考主要由解釋為何

那些興趣是有價質的、與值得在教育中被培育所組成。回答「價值」的問題會提

供教育的目的，目的依靠文化中人們所注重的，由於是重要的，所以教育必須注

重目的，Reimer 認為若是沒有一種一致的“什麼是有價質的觀點”（這樣的教

欲會是危險的），能有一套強的、有基礎的信念來引導整體的教育與它重要的部

分之行動，音樂便能夠朝向它的抱負在一個有條理的方向中去進行。 

Reimer（2003）指出在二十世紀前的美國（以及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能

在生活中擁有音樂，音樂是他們為自己所製造的，學習音樂，不管是非正式或是

在學校情境中，都相當自然會將焦點置於音樂能夠形成的方式上面，在美國殖民

地的歌唱學校，以及後來在學校中的音樂課程，主要是由「聲樂的音樂」所組成，

學習唱歌實際上是音樂教育者所追求之主要興趣。隨著二十世紀的到來與唱片音

樂的出現，學校音樂擴展到包含聆聽以及其它演奏的方式，例如在教室中易取得

的樂器如直笛、鋼琴、吉他，都可以用來演奏，演奏可藉由聆聽以及不同種類的

創意活動把它補足，在課堂中可以學習演奏管弦樂團與樂團的樂器之機會、以及

在這些合奏中演奏。在普通音樂的課堂中，唱歌與演奏的參與會藉由聆聽來補

足，但唱歌與演奏仍保持是兩種主要的活動與方法，這會聯想到兩位歐洲音樂

家—Orff 與 Kodaly，兩種教學方法都追求「製作音樂」的價值—也就是「演奏」。 

另一個對普通音樂課的重要影響，是多樣的音樂教科書系列的出版，這些

書變成主要的歌曲收藏品，但隨著其它東西的牽連進來，反映在提昇錄音的技術

與不同的文化音樂的興趣，及多樣的創造性活動，不管採取何種方法，音樂教育

之主要的基本哲學價值是要培養積極主動的「音樂素養」，同時 Reimer 認為這種

「音樂素養」是演奏之主要能力。 

二、概念化的階段（Conceptualized Phase） 

這個階段主要在關注「什麼」的問題，教育心理學或兒童發展理論可以為

此問題提供一個方向。是教育必須做什麼去實現它的目的—可提供廣闊的指導方

針（正如教育必須嘗試要完成的概念化目標），從此方針中，行動可以有效率地

進行，一個智能的理論為這種目標提供一個堅固基礎，在此基礎上，每個包含在

教育中的學科可以將它的知識基礎概念化，學科之功能的認知與「做」的方式表

現它本質的特徵，並會在操作的（operational）課程中提供方向去引導何種事物

需要被教與學習，也會考慮如兒童發展、教育心理學、研究、評估等因素，R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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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指出最近美國的學校教育中，每個學科已經做了一個特別的努力去闡明

其知識基礎—例如《藝術教育國家標準》—假如學生能領會學科的本質，「標準」

被認為是學生需要知道與能做的基本的內容。 

普通教育的目標被概念化成為幫主動的音樂參與者提昇音樂能力，也就是

說教育目標可以因為概念化而更提昇音樂能力，一個好的音樂課程如此做，教師

所採取任何方式中，只有「主動」(active)是關鍵，但是幾乎沒有哲學的注意力置

於音樂行動的概念，演奏這種音樂行動係由促進「音樂素養」的「傳遞」(hand on)

參與所構成，因此，「傳遞」參與的所有方式被證實是有效的，因此是最受到重

視的。 

以往認為聆聽音樂並不需要手(身體)去製造聲音，所以許多人認為它是被動

消極的，一些人甚至認為是反音樂的，僅適合那些佔據音樂階梯之最低階層的人

（意指消費者），Reimer（2003）認為這並非是因為聆聽的層次太低，而是因為

學生並不想要“思考”音樂或“談論”音樂，他們只想要“做”音樂。Reimer

並非反對技能的學習，而是“技能”、“思考”或“談論”都一樣重要。 

Reimer（2003）認為在普通音樂教育中的「行為」發展成許多方法，每種

方法主張做一個好的音樂教育所應該做的，並且每一個在邏輯上是令人信服的，

這是因為每一個方法能夠展示它需要音樂的行動，不管是否使用一些樂器如手

鈴、吉他、或 Orff、Kodaly 教學法在這種活動中的配置，但 Reimer 認為普通的

音樂課變得是不統一的，因為當它是在一個概念化的目標下太受限制而不能提供

統一性，這是因為大家未去檢視一句格言：「要具音樂性地主動」（musically 

active），如此會使這種音樂知識基礎的概念受限於它的一個層面，雖然音樂知識

基礎是重要的，但在學校所存在的文化中被追求的方式，對於提供教育去反思音

樂卻是明顯不足的。 

三、系統化的階段（Systematized Phase） 

這個階段關注的是「何時」的問題。一種哲學是一套價值，可以引導教育

的努力方向，並會給予一套什麼是需要達到的概念化，學生的學習需要以一些順

序去安排，這種課程之系統化的階段，提出「何時」的問題，是現在所需要的，

在其中，一個有順序的學習的圖像會被提供，經過學校時間的延展，會產生對教

學與學習的定向性（directionality）。 

「要具音樂性地主動」是普遍的目標，對有順序的學習（sequenti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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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最普及的基礎是演奏技巧的發展，包括相關記譜的技巧、專門用語、與理論

概念，在此，音樂教育專業在達到高層次的教學之專門技術與評估最後的進步是

成功的，但是普通的音樂課通常在學年中便結束，在小學高年級中的演奏專門化

的機會吸引學生有興趣追求這些機會，普通的音樂課在這些年級或在這些年級之

後常會沒有指導者，音樂教師也不再對嚴肅的「音樂素養」教學有責任，早期的

活動對成熟的學生以及他們已經成熟的音樂興趣是漸漸無效的，但是有極少數的

替代活動超越早期年級活動的延續去提供關聯，而演奏教學的主要目標與相關的

事項是太受到限制而不能支撐一種可實行的普通音樂課程一直進入到中等學校。 

Reimer（2003）憂心指出在高年級階段的演奏，事實上也導致音樂學習機

會的缺乏，在此，音樂學習與所牽涉事項變成是演奏的合奏，除演奏的提供，其

它課程中所提供之可能性尚未被發掘，假如學生不是演奏者，那他們可能需要學

習什麼？也有可能是「理論課程」，但這大部分是為了一些要進入大學音樂系主

修或是需要為典型的大學理論課程內容做準備；也可能是需要學習「音樂欣賞」，

但關於它需要超越早期普通音樂的延伸或是適應大學的歷史或寫作課程之適應

上的基礎並不穩固，總之，Reimer（2003）指出音樂中普通課程的學習順序包含

k-12 年級，但卻從沒有被完善地構想，所以學習順序是單獨被實現，而無教學內 

容上的連慣性，這是令人憂心的。 

四、詮釋的階段（Interpreted Phase） 

此階段關注「如何」的問題。在適當的地方有了「為何」、「什麼」、「何時」，

「如何」的議題能被有條理地與有效地被闡述，課程中「如何」階段的第一個層

面，是專家如何對學校教育詮釋前面的階段是有責任的，假如教師、行政人員、

以及支持的人員對於教育追求的價值、對於經由目標使得價值能被達到、以及對

於一般學習之累積的本質是有理解力的，則他們有可能在有效的、互相支持的方

式中工作，以朝向在真實的學校教育世界中提供學生重要的、功能的、有效果之

有助教育的經驗。 

然而 Reimer（2003）認為假如經由傳遞教育的人與學生的互動中，對「為

何」、「什麼」、「何時」，的詮釋之基礎是差的、混亂的、輕率的，則他們的努力

可能會是無效的，課程的概念化在這種教師手中會是無效的，而我們的責任是要

使這種課程概念在我們的學生之學習經驗中復甦過來，好的教學是由好的學校領

導者所支持，在成功的教育中必然保持一個主要的因素，當然，所有全面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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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階段必須是在一個傑出的順序中，但是教師仍是最有力的掌握任何課程命運的

人。 

不可避免的，Reimer（2003）認為隨著普通音樂課程中方法之不統一，藉

由老師說明普通教育應該包含什麼的詮釋是有所遺漏的，當然多樣性可能會被視

為一種美德，並且一種不一致的、沒有遺漏的詮釋會組成一種有效的課程，Reimer

認為音樂教育專業缺乏的是對「普通音樂的目標已經達成一個基本的提供一致性

的概念化」之充分深度的反省，Reimer 主張，普通的音樂課絕對是要對百分之

百的學生而教，為了不同文化脈絡學生的“差異性”，所以教師要有一種不一致

的教學這種想法。 

五、操作的階段（Operational Phase） 

Reimer（2003）提到我們會到達教學與學習的操作階段—也就是教師與學

生的接觸面，這對從外觀注視教育的人是課程階段中最明顯的階段，教師在做什

麼？學生如何回應？每件事都做得很好嗎？這是眾人都看得到的。 

那麼什麼是沒有被一些觀察者看到的？也就是先前的階段以及它們對教師

所做的有力影響，他們如何能夠做好他們做的事，以及他們能達到的效能之程

度，先前「為何」、「什麼」、「何時」的階段，包括「如何」的詮釋層面，儘管它

們重要的功能在於決定教學的操作，這會導致誤解教師的工作與能力被限制在操

作的階段，Reimer（2003）認為學校教育僅是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事情，對複

雜的但卻是看不見的最初階段是視而不見的，而這最初的階段是決定學校教育的

操作，對未經深思的人來說是不易容易看見的。 

Reimer（2003）指出教師在真實的教育情境中之角色，是一位他們所屬文

化中最深價值中的承載者（bearer），如同在一個教育哲學中，教師們是藉由一個

教育的概念化被引導，這種概念化被明確陳述為包含在教育中的每個學科之基礎

的知識與做法的指導方針，他們想要盡可能在多方面培養學生的智能，這些智能

包括學生最充分的人性，而不僅是只有理性的智力，教師們也敏捷地察覺到每位

學生做為一個個體，要迎接不同的挑戰之現實，教師在這種教育環境中，代表人

們能達到之最高的文化成就，如此做都要依靠教師傑出的教學操作。 

在教室操作的階段中，Reimer（2003）相信有高百分比的音樂課教師在做

他們所選擇做的層面已經是相當好的，他主張一種普通音樂課的無效能，是根植

於我們歷史上先前幾個階段的弱點，並非是在後半段無效能的音樂教學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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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在此給我們的啟示是，沒有堅固的基礎，教學的專業技巧本身有可能所達

到的會比它應該要達到的還要少。 

六、體驗的階段（Experienced Phase） 

Reimer（2003）指出有一個強的引導哲學、堅固的目標之概念化、機敏的

心理學發展計畫、以及有極深理解力的教師與學校領導者，他們在所有教學之操

作的操作任務上與支持教學上是優秀的，雖然如此，也不能夠保證所有學生會學

習地很理想，所有課程之體驗的階段—學習如何成功的學習，所依靠的是“使得

每一位學生成為是他自己”（makes each individual student what she is），身為一

位專業人員，Reimer 認為我們有義務將我們所承擔的做到最好，但必須謙遜地

認清到完全的成功是不管我們多努力嘗試也是未必能達到的。 

Reimer（2003）認為學生從普通般教育所體驗的，已經是如同他們所經歷

的課程一般是多樣化的，當然在每個課程中，不管是如何特殊的，許多音樂上是

重要的、刺激的學習可能已經發生，但是以往花費太多時間在教與學的材料、技

巧、與理解上，較少去處理學生的「認知」與「做」，但這些卻對學生一生音樂

性的享受是重要的，Reimer（2003）指出不要只花費時間在教導教學材料、技巧、

與理解，雖然它們是課程中需要的，但是要讓學生自己去體驗音樂—-要學習四

種認知與實際去做，以成為「是他自己」的一個個體，這是以往的音樂教育所沒

有做到的，。 

七、期望的階段（Expectational Phase） 

最後，Reimer（2003）指出在所有全面的課程之所有階段的最底層，會對

以上六個階段有重要的決定影響—亦就是人們在教育中所擁有的期望。做為一個

整體文化來說，在它裡面有特別的團體，父母、學生、教育專家，全都會為教育

帶來他們的信念、價值與對它的需求，因此，在理論與實施的層次中，教育反應

所有有分參與它的人之期望，Reimer（2003）認為在這種教育中不可避免地正是

一種“政治”的現象。 

除了音樂教育者之外的人們到底想要從普通的音樂中期望什麼？Reimer

（2003）指出畢竟我們是專家，所以我們被一個好的普通音樂教育必須由什麼所

組成之實在的決定所信託，但我們不能敘述一個有說服力的關於必須如此做之主

張，儘管如此，Reimer 認為在所有基本學科中，一種高程度之專業人員與外行

的人之普遍的期望是存在的，例如學生、家長、社區成員的意志都有其期望，事



 132

實上我們身為一位音樂專業者已經反對他們的選擇，想要藉由用我們自己的選擇

去替代他們的選擇以提昇他們的音樂生活，這反映了我們較為優異的品味與熱

望，雖然「音樂是為了每一位孩童，以及每一位孩童是為了音樂」(music for every 

child andevery child for music)中，但 Reimer（2003）認為有一些我們沒有注意到：

在我們的教學的言詞中，會顯露出我們所喜愛的音樂，以及我們所喜愛的教學方

式，因此，我們做的決定會依賴自己的喜好而定。 

Reimer（2003）認為在社區的期望與專家的期望之間會有一些接觸面，之

間總是會有一些緊張，但為了教育是有效的，兩種意見必須以一種「協同合作」

的精神去考慮，假如外行的團體之期望處於主導地位，而專家的專業技巧與貢獻

卻只有小的影響時，則教育會腐敗與動搖，因為如此不能形成引導的力量以朝向

由專家智慧所引導的豐富方向中移動，特別是在關於學生無法自己選擇的音樂這

個方面，介於教師所認為的在音樂上是有價值的與學生或社區所認為之間的意見

紛歧是廣泛的。 

Reimer 相信這太常發生，原因導因於兩個因素：第一，正如前面所解釋的，

專業在把普通音樂課程塑造成對社區的音樂生活是敏感的與支持的方面是失敗

的，以及對代表一種音樂知識與作法的範圍廣泛之觀點也是失敗的，這兩種考慮

需要去擴展社區的價值與在豐富的方向中之「音樂體驗」；第二，在學校教音樂

的老師傾向是拙劣地代表他們所服務的社區之音樂的真實性，正如大部分學生在

選修的演奏參與中是最成功的，以及他們在追求那些由其音樂興趣、品味、價值

所決定與加強之有關事項是成功的，因為大部分的音樂教育者主要是集中注意力

在個人與合奏中成為好的演奏者，所以以演奏為中心的學習，對於記譜法、技巧、

音樂理論知識，以及對西方古典傳統的音樂文獻以及它如何運作都很熟悉，這些

都是普通音樂課的主要內容。Reimer（2003）認為所有這種結果會趨向去將小學

與中等學校中的普通音樂課構想為以演奏為趨向，儘管多數學生不選擇在音樂參

與中成為演奏者，大約有百分之 9 到 15 的學生參與合奏課程，但是另外大部分

的學生並不選擇成為演奏者，因此，以演奏為導向的音樂課程所提供的，常與他

們在人生中想要的與期望的音樂沒有相關。 

Reimer（2003）認為介於我們文化中音樂的存在現況與普通音樂教育者的

興趣之間，其間需要做一些調適，我們不能對客觀的實況繼續忽視，Reimer 主

張校外的音樂教育方式將重點置於我們的興趣之上，這種興趣是有效且正當的，



 133

我們不能不予考慮，在選修的音樂課程中一種不同的情況會存在，Reimer（2003）

會在後面談到，在普通的音樂課現況中雖然有可能與學生的慾望與興趣不相符，

但是 Reimer 知性地提出以下方法去解決： 

一、美國音樂課程標準的制訂 

Reimer（2004. 12. 4）指出一套範圍廣泛的角色將由什麼組成，這是由所有

普通的音樂教育所探索，並且對所有選擇參與在特別化的音樂教育的學生，這套

角色對他們來說都是可利用的，Reimer 指出這就是《藝術教育國家標準》，是在

美國十多年前發展且出版的，並且也伴隨著「視覺藝術」、「舞蹈」與「戲劇」。 

Reimer（2003）指出教育中的標準運動(standards movement)引起每個學校學科檢

視它自己的知識基礎，並且會在教學與學習如何給予全部學生一個整合性的教育

方面提供指導方針，在音樂中(在舞蹈中、戲劇中、視覺藝術中)所做的這份文件，

記述了九個層面，包含人們在我們的文化中從事音樂的主要方式，Reimer 指出

這九個領域是由六個有影響的人所思索出的，他們寫了這些標準（Reimer 是其

中一人），是要讓所有學生被教導到這些內容領域，以下列出美國音樂教育的國

家「內容標準」九個最初所構想出的層面（Reimer, 2003；Reimer, 2004. 12. 4）： 

（一）歌唱，單獨唱或與他人一起唱，要唱不同的音樂曲目。 

（二）在樂器上演奏，單獨演奏或與他人一起演奏，要演奏不同的音樂曲

目。 

（三）即興創造旋律、變奏以及伴奏。 

（四）在特別的指導方針下作曲及改編音樂。 

（五）閱讀音樂及以符號譜出音樂。 

（六）聽音樂、分析音樂、及描述音樂。 

（七）評估音樂以及評估音樂表現。 

（八）瞭解音樂、其他藝術、以及與藝術之外的學科三者之間的關係。 

（九）理解音樂和歷史及文化有關。 

在音樂中這個「內容標準」產生許多輔助的文件，包括許多教學的、評估

的、最理想的方式學習等細節，Reimer 認為整體說來，標準運動中的言論，沒

有產生許多對於每個學科建議的內容（關於標準化、測驗、績效、平等機會、師

範教育、以及有關許多實現階層的議題），所以造成一些人的指責。 

因此，Reimer（2003）主張音樂教育者應該關心許多圍繞在標準的實現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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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之「政治」議題(特別是與音樂的關聯)，並在雜誌與公開討論中去表達它們，

在此，Reimer 提到在美國標準中的九個音樂內容範圍，有關於它們對音樂教育

課程的有效性與適合性之評論明顯是不存在的。事實上，Reimer 已經在世界許

多地方去討論與解釋美國「內容標準」，並且 Reimer 常問兩個問題：1.在你的文

化中這九個內容領域對你們的音樂教育是不適當的嗎？2.有任何東西可被加入

這九個中去完全代表對你們文化是中要的音樂學習？經過完全的反思後，所有回

答中是「不」，他不認為他的經驗是最可靠的，但他也不會認為美國標準的內容

是沒有任何缺失的，這會引起 Reimer 在一些反映改變音樂實現的方式後去擴展

「內容標準」，如此在全球不同社會情境中才會受到專業的廣泛接受。 

Reimer 相信全世界中整合性的目標是符合學生不同的個別需求、以及培養

全世界大部分文化之多元「音樂素養」之適當的基礎，實際上他認為每個文化有

不同的方式被包含在音樂中—人們所扮演之不同的音樂角色，在課程中的普通教

育層面，需要提供比過去要更有包容性的課程，現今一種普通的音樂課程之新視

見，需要我們朝向使得每一個人能：（一）經由直接「內在認知」與「技巧認知」

的體驗，並由「事實認知」與「原理認知」所補充，以對於他們文化中的音樂可

以有充實及多樣的理解；（二）要去發現是否任何特別的音樂及角色是令人注目

的與實踐的，以便保證選修的課程要建立在他們各人的興趣之上。 

二、將普通的音樂課重新定義與重新平衡  

以上所提的新視見，挑戰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各國傳統中以演奏為主導的普

通音樂之實踐，Reimer（2003）主張不藉著消除演奏當成一個參與音樂之主要的

方式（如同「內容標準」認可它是這樣），而是要藉由轉換焦點到內容領域之一

個較為正當的平衡中，每個「內容標準」應該被視為是可信的。 

特別是在美國，Reimer 認為歷史上以演奏為重心的音樂教育之概念化那種

視見一點也沒有改變，當然，這種根深蒂固之傳統假定所有音樂教育的目標，無

論是普通的或選修的音樂課，都是要使每個人成為音樂家，當一位音樂家意謂著

要當一位演奏家，普通的音樂課程在於介紹學生「音樂的基本」，以提供唱歌與

演奏的體驗與教導將那些事做得好的基礎，要聆聽與學習有關音樂教育者喜愛之

音樂的種類，也要聆聽與學習中等學校所追求的音樂所提供之物，並要在不同的

學校基礎上經由演奏去展示，如此，學生會學到要能夠運用一些能力去唱與演

奏，但是如此做卻會讓《藝術教育國家標準》受到一些挑戰（Reim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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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er, 2003）。 

Reimer（2003）承認要重新平衡這種長期以來所持的觀點是困難的，但是

Reimer 認為「內容標準」的出現，以及它們壓倒性地在美國與全世界被音樂教

育者接受，使得他開始去重新思考音樂教育傳統的立場與其限制，我們需要在文

化中去包含所有重要的音樂角色，並將其當成真實的與有價質的方式以讓人們能

夠主動參與音樂，每個方式有其特質在。在此概念中，普通音樂的目標是要使全

部的學生發展他們對音樂在其文化中所包含的角色之察覺。事實上，Reimer（2004. 

12. 4）指出自從標準出版來，他已經深切去思考它們，雖然它們保持有效，但是

Reimer（2004. 12. 4）認為它們需要被轉化成一些方式，這些方式是要讓文化去

催化這些知識領域的每一個如何轉化成一個實際在文化中所扮演的音樂角色。假

如我們要「賦權增能」給人們去分享他們文化中的音樂，並要「賦權增能」給人

們去對其文化中的音樂做出貢獻，我們需要對於它們所扮演的角色是明確的，如

此它們才會被賦予能力去做那些事。因此，Reimer（2004. 12. 4）主張需要將這

些標準轉化成一些角色，每一種角色是為了要在文化中變成是有效果的。Reimer

認為為了能以圖示捕捉這種概念化，他建議一種更改結構的型態，保留基本的內

容，但卻強調每個代表一種角色，而在每個角色中一個特別的音樂智能與創造力

會被顯示出，以下是他將《音樂教育國家標準》重新架構過的一個圖（圖 3.5）

（Reimer, 2003；Reimer, 2004. 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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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Reimer 以角色概念將《音樂教育國家標準》重新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Reimer, 2003: 253） 

 

Reimer（2004. 12. 4）指出這更改過結構的版本應該被分成三個部分（2003

年版本只分成兩個部分），首先，A、「音樂素養」的角色：是實際專注於製作音

樂聲音的人—也就是演奏者與即席演奏的人—或藉由創造聲音概念的那些人，而

這些聲音接著會被其他人所製作，那些人便是作曲者或編曲者的角色；要注意的

是，Reimer（2004. 12. 4）特別指出「讀譜與記譜」在此沒被列出來當成一個單

獨的標準，它們是其它標準的一個層面，例如是「即興」的一個層面，它們本身

並不是一個單獨的角色。B、「聆聽者」的角色：這些角色是被所有自己不會製

作聲音、或不能在他們的心中創造聲音的人所扮演的，但是這些人分享作曲家所

製作的聲音，作曲家同時也要依賴傾聽者的角色，因為假如沒有聆聽者，作曲家

將會沒有任何刺激與想法去製作音樂的聲音；這些扮演傾聽者角色的人也需依賴

A、「音樂素養」的角色                              （智能/創造力）

（一）歌唱、演奏                                   （演奏者） 

（二）即興                                         （即興者） 

（三）作曲                                         （作曲者） 

（四）改編音樂                                     （改編音樂者）

B、「聆聽者」的角色                                （智能/創造力） 

（五）聆聽                                         （聆聽者） 

（六）分析，描述                                   （理論家） 

（七）評鑑                                         （評論家） 

（八）理解音樂、其他藝術、 

及藝術以外的學科三者 

之間的關係   （心理學者，哲學家、神經官能科學家、教育理論家）

（九）理解音樂與歷史、文化的關係 （歷史學者、民族音樂學者、社會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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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每種角色都會依賴其他一種角色。Reimer（2004. 12. 4）在台灣師範大

學的演講中又指出令一種新的角色：C、「音樂教育者」的角色（這個角色在 2003

年的版本中並無提出）：這個角色對教導所有上面的項目是有責任的，而對於支

持那種教學的那些人也有責任，例如音樂教師教育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研

究者、行政官員，這些是由音樂教育家所扮演的角色，沒有這些角色，人們將不

會學習到如何成為音樂家或分享他們的音樂，對音樂的存在來說，這些角色正如

其他角色一樣重要。 

Reimer（2004. 12. 4）指出在這種標準之更改結構的方法中，重點在於人們

在所有方面實際開始是懂音樂的，在這種瞭解學生是如何有音樂性地被「賦權增

能」之方式中，每個角色需要介紹給所有學生，並不可以如同美國的傾向一樣--

僅有介紹一種演奏者的角色。所以當我們將學生們的經驗僅限制在一個角色之

中，則我們便是錯誤地假設演奏者的角色在音樂中是唯一重要的，並且錯誤假設

每個人皆想要、以及必須當一位演奏者，但 Reimer 認為這不是正確的。Reimer

（2004. 12. 4）認為所有的學生需要去探索演奏所伴隨的是什麼---音樂思考的特

別方法，以及去做演奏者所需要的，然後他們自己能夠決定。更改結構的標準覺

知到“學生是自由的”，因此，要創造正如適合他們個別性之自我的音樂生活，

Reimer（2004. 12. 4）認為那是真正的自由，從音樂中一個文化所提供的所有機

會，並且從所有機會的探索中可以做出明智的選擇，學生被「賦權增能」去發現

和他們自己生活有關的音樂性的方法，他們也被「賦權增能」去瞭解及尊敬音樂

能被當成是人們生活的一部份，那會給與他們一種音樂是什麼、以及音樂在人類

生活中、文化中、世界中的許多方面是如何運作之真實的、熟悉的知識。 

Reimer（2003）認為假如標準真可以提供服務給所有學生對音樂的需求，

他認為這種標準的重建使我們更接近普通音樂課需要完成的，正如後面會解釋

的，也會描述到一個整合性的音樂選修課程將會對所有學生是可利用的。 

Reimer（2003）認為在普通音樂課程中發展音樂的智能，的確需要學生在

所有音樂中了解與享受的重要方式中主動參與音樂，這樣的參與，儘管並不朝向

產生專業，然而身為一個層面，會包括獲得「專家」（professionals）的見識以及

「專家」如何在每個文化中是重要的角色中這種見識，但是這「專家」的觀點並

不是主要的部分，有其他兩個層面是普通課程更需要的。第一個是「業餘者」

（amateurs），這種人參與在一個音樂的角色中，純粹是為了音樂所提供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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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滿足，並非當成是一個專業的經歷，當然「專家」能夠在其角色中製造樂趣，

並從樂趣中獲得許多滿足，但是做為一位「專家」，需要一個階段能力的達成與

維持，以及許多義務的實現，問題是要瞭解「業餘者」與「專家」參與音樂程度

的差異，以及瞭解「業餘者」在不同的音樂角色中如何主動參與音樂，這是普通

音樂課的成分。 

Reimer 指出儘管許多音樂教育者的希望，是希望所有學生將要至少在一些

音樂角色中選擇充當「業餘者」，要奉獻時間與努力在音樂的角色上，這是由於

這個角色所帶來的音樂的（與相關社會的、心理學的）報償。大部分的學生將會

從「業餘者」或「專家」那裡選擇不同層次的音樂參與，他們將會非常滿足「業

餘者」與「專家」所提供的音樂樂趣之分享者的角色，Reimer 稱這種人為「音

樂愛好者」（aficionados）—也就是除了「業餘者」與「專家」之外，「音樂愛好

者」熱切與有理解力地在文化使得「音樂體驗」是可利用的許多方式中去尋求音

樂的體驗，「音樂愛好者」和「業餘者」及「專家」一樣，是一個普通音樂教育

的基礎目標，培養這種對音樂的主動反應是需要的。 

Reimer（2003）認為這種主動的「音樂愛好者」許多特質： 

（一）他們會用心靈的、情緒的、身體的精力去使自己專注於音樂，他們

對音樂的參與不管在任何層級都是以專心為其特徵，全心沈浸於音樂中。 

（二）無論是在音樂或是文化周遭的事，他們能知道發生何事，他們用「具

有區辨力的察覺」（discriminative awareness）去注意，在許多重要的成分中所吸

收的會組成對音樂事件的認同。 

（三）他們對所辨別的是富有想像力的，將「部分」連結成有意義的「整

體」。 

（四）他們是與情感接和、也與身體接和，體驗音樂事件正如充滿了情感

的經歷，這經歷是不管音樂引導他們至任何方向，他們都喜歡與願意採取。 

（五）他們是充滿音樂性地勇敢與好奇，並不僅尋找熟悉的安慰與歡樂，

也擴展到他們能夠音樂性地體驗，他們對新的挑戰是開放的，同時他們的知識也

是豐富的。 

（六）他們尋找與合併不同的音樂滿足，並當成是一個生命中持續的層面，

珍視音樂的體驗並當成是一種歡樂、個人成長之實現意義的來源，他們察覺到獲

得許多音樂所提供的滿足要求，持續努力學習更多有關音樂許多方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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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er（2003）認為一個有效的普通音樂教育主要目標，在提昇每個人的

能力與愛好以便主動去參與音樂，並且大部分學生會被培養成一些「音樂愛好

者」、一些是「業餘者」、與很少部分的「專家」。在普通教育中的任何學科本身

不夠充足去為學生準備這三個層級，這就是為何專門化（specalization）在教育

中是必須的，Reimer 認為我們在普通音樂課所犯的錯誤是太強調教育中「專業」

的與「業餘」的層面，已經過度忽視我們責任的基本—「音樂愛好者」，這值得

我們身為一位音樂教育者要深思與反省的。 

Reimer 提出我們能夠如以下的圖（圖 3.6）在普通的音樂重點中展現一個適

當的平衡： 

 

 

 

 

 

 

 

 

 

 

圖 3.6 普通音樂課之重點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Reimer, 2003: 255） 

 

Reimer（2003）主張上圖意指當普通音樂課程在重視核心的「音樂愛好者」

主動參與音樂的培育時，這個課程也包含「業餘者」、與「專家」的培育，並且

也要如同「音樂愛好者」的層級一樣藉由提供一種學習的基礎，在音樂的情感層

面、創造層面、意義層面、脈絡層面去學習體驗音樂「內在認知」「技巧認知」、

「事實認知」、「原理認知」的每件事，假如「業餘者」與「專家」要具備高智能

地去實現他們的角色，這些層面對「業餘者」與「專家」來說是相當有關聯的與

重要的，但並非是充分的，這就是為何專門化的體驗是需要的，並且一種課程會

專家 

音樂愛好者 

業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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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供應這些體驗，研究者後面會提到。 

三、更改結構過的「內容標準」如何實現一種整合性的普通音樂課程 

Reimer（2003）主張為了使普通音樂課程中的學習能夠有效力，每個在標

準中的「音樂體驗」之層面，需要被視為一個真實的與有特色的能去參與音樂的

“角色”，有其對智能與創造力之特別的需求，並且相關於所有其它的學習，同

時也受所有其它學習的支持；也就是說，一個最理想的有助教育的影響之普通音

樂課程將不會僅是一個不同領域學習的蒐集，每個領域會被視為與其他學習是分

離的與不同的，也不會是所有學習的融合，因為在這融合中，介於不同學習的差

異會被忽視。Reimer 認為有效能的關鍵，是在每個年級階段以合適的方式，要

對學生敘說清楚每個特別的參與是一個特別的了解音樂與體驗音樂的方式，並且

可藉由對其它領域的學習在其專門領域中去使其更加富足。Reimer 主張有效的

教學會要求教導教學中每一個角色的能力，藉由使這些角色和無論哪一個合作而

使其它角色發揮，並且要公正地分配它們，因此，在每一個年級的課程中不會有

任何角色是過於主導，也不會有任何角色被忽視。 

Reimer 指出在「音樂素養」的角色中，音樂是被創造，分別是一到四項的

角色；「聆聽素養」的角色在五到九項，並不是以音樂的創作為重點，而是以一

些角色中對所創造音樂的不同回應為重點。Reimer 所指的「聆聽素養」這詞語，

在 Elliott 的著作中對這詞語的概念於一些方面類似 Reimer，在一些方面也是完

全不同的，Elliott 常將此詞語解釋成演奏者「技巧認知」之必須的層面，這與

Reimer 解釋的一樣；Elliott 也提出「音樂素養能」總是包括「聆聽素養」，這觀

點在 Reimer 所認為的「音樂素養」需要什麼的觀點中也是重要的；但是假如聆

聽並沒有在演奏或作曲的情境中被實地教學，是否他相信聆聽如同一個真實的方

式存在以至是有音樂性的，Reimer 認為 Elliott 的觀點不是清楚的，例如在 Elliott

（2001）的文章—《現代性、後現代性與音樂教育》（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Music Education），他堅持聆聽必須植基於主動的與批判反省的「音樂製作」

（music-making），在此，Reimer 反而清楚指出：演奏—聆聽、即興—聆聽、作

曲—聆聽、改編音樂—聆聽、指揮--聆聽之間的關係。Reimer 的意見雖然認為在

「聆聽素養」的教育中「演奏」（以及每個其它的標準領域）是重要的，但音樂

的每一個層面要將它的廣闊性（dimensionality）加至聆聽中，Reimer 認為聆聽

者是人們主動地、有理解力地、與創造力地參與使自己成為一位聆聽者，而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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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演奏者或是作曲家。提高他們作為聆聽者的專門技術是「聆聽素養」標準（在

重新更改過的版本中之五到九項）中的主要任務，可以受到標準一到四項之「聯

合的學習」（associated learning）所支持與使富足，這也正如一到四項是受到五

到九項的支持與提昇，由此可見，兩個部分相互支持。以下是 Reimer 重新檢視

普通音樂課程中九個音樂角色的內容（Reimer, 2003）： 

（一）歌唱與演奏 

Reimer 認為將這兩個角色構成美國與許多世界中傳統普通音樂課程的基

礎，它們被列在原始的與重新更改結構的標準中第一個，因為他們是九個角色中

最重要的，是最基本的、主要的、必須的，但是過於強調任一個都不適當。 

Reimer 認為歌唱與演奏將會經由小學時期與中學時期自然被展現在課程

中，當我們逐漸學習如何完成時，其它的內容領域需要支持以演奏為重點的體

驗。然而，假如教師清楚知道所有學生潛在的智能、創造力與興趣時，介於演奏

標準與其它的平衡必須改變，Reimer 不相信在九個角色之間去可以制訂一個「理

想的」時間的分配，因為不同的角色需要在不同時間與為了不同的目的被強調，

「彈性」（flexibility）在每個年級階層中是需要的，它是標準中重要的點，介於

它們之間較大的平衡會被達到。關於歌唱與演奏，Reimer 主張要維持與精鍊高

層次的效能是重要的，因此要更完全去協調其它角色以加深加廣演奏的理解，這

包括學校之外的文化所包含的，並且也要擴展曲目到較不熟悉的部分，包括西方

古典傳統的音樂以及當代的音樂曲目，所有這些將會在所有學生的體驗中是有力

的影響。 

（二）即興 

Reimer 指出在普通的音樂課程中，即興的體驗已經在 Orff 教學的情境與其

它情境中被提供，音樂角色之富足的智能與創造力，以及它所提供的刺激與挑

戰，需要比傳統課程擔任更重要的部分，Orff 教學的體驗提供良好的準備，使學

生能參與其中，更有多廣闊的型態中是可利用的，例如爵士樂。Reimer 認為世

界中的許多音樂在本質上是即興的，我們必須小心避免將教導爵士的即興或 Orff

的即興方式去教導其它文化的即興，每一個世界中即興的曲目有可能與其它曲目

分享一些特質，但必須重視本身在地的（indigenous）文化，需要熟悉它自己本

國音樂思考與行動的方式，標準九集中注意力在文化的理解，在此可以馬上開始

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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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學生的年齡或他們音樂發展的層級，Reimer 已經感覺到聆聽與即興的

關聯，這是因為即興是一個重要的角色，Reimer 強調要讓聲音在耳朵中（在心

靈、身體與情感中）使其成為許多真正有理解力的、創意的、即興的基礎，聆聽

所有種類與型態的即興，以使音樂的聲音內化（internalize），這是參與學習之基

本要點。Reimer 認為發展學生的即興能力，將會從中發現那些先前分辨不清自

己前途的學生，他們將會好好選擇從即興的「音樂愛好者」走向即興的「業餘者」

或「專家」。 

（三）作曲 

Reimer 指出，正如即興，作曲是一個為了智能與創造力的存在之有創造力

的音樂領域，全世界中致力於作曲的音樂教育者已經開始進一步發展他們的專門

技術，以及在學校教育的任何階段往朝向建立徹底設計的作曲課程前去貢獻。 

Reimer 指出在普通音樂課中，成功的作曲教學將會如每一個與作曲的創造

力有關的部分一起合併納入每個其它的標準中，歌唱與演奏的體驗直接影響創造

音樂的作曲家，Reimer 認為介於作曲、即興、改編之間的相似與差異需要被了

解，在作曲時需要不同種類的記譜法，所以技巧的發展、分析、描述、評鑑是作

曲行為的重要成分，Reimer 認為去理解作曲在其它藝術不同的創造方式、以及

在藝術之外的創造力中是相似的或相異的，這會擴展學生認知到關於作曲是什麼

與做什麼的觀點。當然，Reimer 認為聆聽是一個主要的必須品，並不僅是在創

造作曲的行為之內，也可以當作作曲之基本的來源，從這來源，作曲的理念與實

現性會產生，若作曲缺少一個聆聽的體驗之廣闊的曲目，則作曲會流於忽視作曲

的意義，因此，Reimer 認為作曲的體驗必須滲透入相關的聆聽。 

（四）改編音樂 

Reimer 認為改編音樂在不同的音樂型態中提供一個重要的功能，並且有可

能引起學生興趣去體驗它，不同流行音樂的創作需要學生專注於有創意的思考與

對小孩是有吸引力之作曲的、即興的、編曲的、技術提昇等的混合，這種流行音

樂是學生熱烈追求的，不過卻是在校外，在普通音樂課中合併這些有創意的機

會，將不僅會將其價值擴展至所有人身上，也會在那些型態中提昇相關於識別音

樂品質之視見，體驗這種流行音樂的作品不可避免會影響「音樂愛好者」關於流

行音樂的智能，因此會影響他們的區辨力與他們的愉悅，普通音樂課程包括在作

曲與改編流行音樂的體驗，對學生來說，有可能不僅是具音樂性地有趣味，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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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未來之重要的音樂方面是具有教育性的，除此之外，特別的選修之提供是

必須的，在這種提供中，對它的熱情能越過普通音樂課所能提供的而被發展起來。 

另外，讀音樂與記譜是特別的一項，標準是一個特殊的案例，是否記譜法

值得變成一個分離的種類？或者是否記譜法是更顯著去包含它成為與歌唱、演

奏、作曲、改編、分析有相關的層面中之一個？這種議題在許多討論中佔據了標

準的任務之討論，最後的討論是將它單獨列出，這是因為許多音樂教育者將它視

為對音樂的學習是重要的，沒有如此做將會引起強烈的負面反應，記譜在特殊的

音樂中對特別的目的是功能性的，因此它在普通的音樂教育中是重要的。但

Reimer 卻強烈質疑這種假設，以及這種假設所賴以為基的價值，古老的觀念認

為音樂的讀寫能力相當於語言或記譜法的讀寫能力，他認為這是不對的，他主張

讀寫能力之狹隘的觀點中，“literacy”這個詞語意謂著讀與寫，導致錯誤結論認

為音樂的讀寫能力（musical literacy）意味著讀與寫音樂的符號，但是他認為在

語言與音樂的讀與寫的功能是以不同的方式運行，音樂並不像語言般是概念性地

去操作，反而是以一個媒介（聲音）去被組織，在音樂中，意義並不是來自一個

符號系統，而是來自直接去體驗的聲音，記譜法對作曲家寫作音樂是必須的，並

且對一些必須讀他們的樂譜以能製造出他們所表示的聲音的人是必須的。Reimer

認為廣義的「讀寫能力」係由「音樂智能」組成—也就是不同的角色所需區辨聲

音的能力、以及從它們之中製造意義的能力，那些區辨與意義並不是從一個記譜

法系統而來，而是從聽聲音的方式而來，這些聲音是在知覺上被有理解力地結構。 

閱讀與記譜的音樂是特別的技巧，被作曲、演奏與編曲一些以符號表示的

人所需要，並且在追求不同的其它角色是有用的，因此，Reimer 相信當不同角

色需要時，那些技巧是被最有效地達到，在那些角色中，一些技巧需要一些角色

有相關聯地去行使功能與被學習，而不是僅當成是一個分離的角色，普通音樂課

中記譜法的教學必須在這些方式中得到解放，並且到達一種依賴記譜法的「業餘

者」與「專家」必須學習它的程度；不同的是，Reimer 認為「音樂愛好者」必

須在特別種類的音樂所扮演的角色中學習一些記譜法，要學習它如何行使功能與

學習作曲或演奏所需的技能之角色、要與聆聽的角色相關聯、以及當寫與讀複雜

的音樂時，必須在那些脈絡中發展足夠的技巧去了解「業餘者」與「專家」在做

的。 

Reimer 期望能朝向整頓傳統的普通音樂課程前去努力，解放傳統的音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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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去處理最重要的層面，因為追求「音樂體驗」的品質不是經由讀與寫音樂的

記譜法。 

（五）聆聽 

Reimer 指出聆聽充滿在標準每一個項目中，是一個基本的包含，若沒有聆

聽，則沒有任一個人能有效地繼續進行與追求音樂的內涵，唱歌、演奏、即興、

作曲、改編等每個都需要個別與聆聽作特別的配合，這種聆聽將焦點置於被創作

的聲響，正如記譜法的研究需要沈浸在聆聽，分析與描述音樂、評鑑音樂和演出、

以及瞭解音樂和其它領域的關連，對文化與歷史來說，Reimer 認為我們都需要

一種「經過體驗的音樂聲響」(experienced musical sounds)，因此，學習聆聽是很

重要的。 

Reimer 指出那些聲音有時經由學生自己的演出、即興、作曲、編曲所提供，

他認為全世界的音樂寶藏能經由聆聽輕易地合併入所有學生的體驗中，有些聆聽

也要藉由唱片，他認為這種「音樂體驗」的資源對聆聽來說，並不能像 Elliott

所說的要被視為比現場演奏較差的代替物，當這種體驗在每人的音樂生活中時，

唱片是必須的，像 T. Gracyk 便主張：並非唱片就比現場演奏要低級，或者也有

人認為錄音技術已經使得世界在美感方面是粗劣的，錄音技術反而對所有人開啟

音樂的全部世界，而不是僅有對少數有途徑接近音樂的人，由於易於接近與方

便，從任何音樂文獻中來的錄音精選，能被帶來產生於任何時間與地方之學生的

學習之上，許多音樂教育者對錄音技術的抹黑，傾向是菁英主義者，這在近來人

類歷史中的民主化事件中是不合邏輯的、保守的、不切實際的、傲慢的（引自

Reimer, 2003）。因此，遍及課程中，Reimer 認為在每個年級階層中，要將教學置

於聆聽上，當聆聽說明教學以及使教學更生動時，聆聽是受到每種其它音樂角色

所支持的。 

Reimer（2003）相信音樂教育必須要比演奏有更廣闊的關心：在所有聆聽

之上為學生提供作曲、指揮、即興、編曲、評論、推理的基礎，他極力主張聆聽

是其他活動或角色的核心技巧，並且聆聽最終對大多數的學生也是最有用的技

巧，最後很少數學生會變成專業的演奏者或一些其他角色上的音樂創作者，並且

不會有許多人會成為有能力的演奏愛好者，但是幾乎每一個人能在主動的聆聽中

發展一些技巧，並且在音樂教育中大部分是缺乏的這些技巧是幾乎每個人都能去

發展的。在此種 Reimer 所倡導的課程中，最有潛能的學生人口將變成「音樂愛



 145

好者」—這是一種聰明的、有辨別力的聆聽者，其中一部份人會想進入大學，但

幾乎到那時許多人的機會已經變化或消失了。 

（六）分析與描述 

Reimer 認為分析與描述是重要的，甚至在每種音樂角色的功能中是最主要

的，若是沒有在聲音中仔細地檢查與區分，就不會有任一個「音樂素養」的角色

會被成功地扮演，每一種聆聽的角色也依賴仔細地注意音樂的細節，如同每一種

聆聽的角色是相關於被體驗的特殊音樂。 

Reimer 認為不應將分析與描述的意義限制在與西方古典音樂有關的實現分

析與描述之特別的種類與方式，在每種音樂中，注意力要置於它的成分中，藉由

這些成分去扮演好「音樂素養」與「聆聽素養」的角色，Reimer 認為並非僅有

西方人擁有分析與描述或是擁有最適當方式去實現這些角色，所以不管何時與何

地的細查（scrutiny）都是需要的，每種音樂有其特別的方式去依賴這種細查，

因此，所有音樂要注意去幫助學生參與廣泛的音樂之相關的方式，這是普通音樂

課程之基本義務。Reimer 認為對一些人來說，分析與描述對接近音樂來說是迷

人的方式，並且他們會希望特殊化的經驗去做這事，所以有些選修音樂理論的人

會願意進入此種音樂角色，並去扮演它。 

（七）評鑑 

Reimer 認為演奏與即興後需要持續的評鑑，當吾人在作曲時要聆聽吾人的

作曲，並且要根據吾人如何判斷聲音的效能與情感去製作聲音，這是基本的「做—

回應」（doing-responding）之綜合，是發生在創造演奏的聲音之行為中，之後藉

由“反省”關於什麼是被做的以及它如何被改善，所以往後的「做「能愈來愈接

近吾人應該如何前去改進的方向。 

Reimer 認為這種體驗對音樂基本能力是基本的，在普通音樂課的情境中是

可資利用的，演奏（例如唱歌）與即興（藉由唱與演奏簡單的樂器）會使所有人

在探索及發現的過程中組成創造力去如此做，Reimer 認為這個過程充滿了判斷。

而作曲和改編音樂在決定下一步要做什麼時也需要持續評鑑，在教室情境中發展

這種評鑑的技術可以引導教師的做決定，對專業來說可以保持一種主要的挑戰與

機會。 

Reimer 指出在標準範圍一到範圍四都包括這種評鑑的過程，而標準七也需

要有機會去學習如何評鑑音樂家已經完成的品質—他們的演奏、即興、作曲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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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雖然「音樂愛好者」需要體驗以成為音樂家，他們也需要發展自己的能力去

參與音樂家的工作—最終他們主要是選擇如何去參與音樂，對音樂之智能與創意

性的回應需要做一些批評，如此才能去引導他們關於什麼會提供最令人滿意的選

擇，以及加深他們的洞察力。 

在「協同合作」的精神中，普遍性與脈絡性的問題，Reimer 會加以處理，

他主張我們需要一種“普遍的”標準，以能運用在不同的音樂中，但是這些標準

必須“特別地”應用在每種音樂上（Reimer 認為這就類似智能有一種普遍的層

面，但是智能會從每種不同的特殊角色中採取能運用的真實性），因此，Reimer

（2003）提出四個較為廣泛的評鑑準則以讓全世界的音樂家應用到教學中： 

1.技藝（craft） 

Reimer 認為技藝是音樂中製作聲音的工具，是一個成功的「音樂素養」之

基本的標準，學習的不同方式中，音樂中的技藝是普通音樂教育中的基本目標，

技巧會使所有人，不論他們變成「音樂愛好者」、「業餘者」或「專家」，假如他

們理想上在處理音樂時是有智能的，技巧會使他們做所有必須做的事。 

2.感受性（sensitivity） 

Reimer 認為音樂情感的感受性是一種塑造聲響的能力，如此能包括聲響之

情感的活力以及使得音樂對那些聲響的參與是可利用的，不管年輕人或專家，這

是第二個判定「音樂素養」的標準。感受性是每種特別的音樂之基礎，並且必須

依序被評鑑，去學習不同的音樂要達到與實現情感的許多方式，對所有學生來說

是普通音樂教育課程中第二個目標，而學習判斷音樂家所實行的感受性在音樂智

能的培養是一個有力的層面。 

3.音樂想像（musical imagination） 

Reimer 認為音樂想像是所有音樂家的義務，不管人們的年齡或體驗，人們

製作音樂必須想像它潛在的意義，以及將這些潛在的意義帶到他們所創作的聲音

中，想像力反射了人們的信念系統，並要將此想像力增加到所有學生發展音樂智

能的層面上，Reimer 認為想像力是所有人必須在普通音樂教育學習的主要層面。 

4.確實性（sense of authenticity） 

Reimer 指出當我們知道音樂被真實地處理時—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尊敬地去

認可音樂在特別情境中的個別需要以及提供音樂意義的方式，而當音樂不受尊敬

地（disrespectfully）處理時，就是強迫音樂做一些對它本質不適當的事情，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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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參與任何階層的音樂是衷心的，發展這種真實性的觀念是所有孩童研讀音樂

時必須完成的，因此，這種真實性的觀念是普通音樂課程的義務。 

Reimer 主張以上四個有用的標準—技巧、感受性、想像力、確實性，能夠

增加許多必要的特殊性在音樂如何被判斷之複雜的議題上，音樂教師必須幫助學

生了解到判斷音樂並非僅是一種決定吾人所喜歡的事項，它還是一種發展一些標

準的事項，這些標準應該被我們所尊敬。 

（八）理解音樂與其它藝術、與非藝術學科間的關係 

Reimer 認為要實現這種標準，需要對音樂本質與價值的思考、對其它藝術

本質與價質的思考、以及對所有其它學科的本質與價值之思考，這也伴隨著這三

組概念化的差異與理解它們之間關係的差異—也就是它們相關的方式之相似性

與差異性，在此 Reimer 所討論的是處理「事實認知」與「原理認知」，這些認知

要在音樂課程的層級中運作，會引起音樂如何與廣大世界關聯之議題。 

Reimer 認為從先前一種緩慢累積的哲學已經轉變到「標準運動」，這種哲學

要求要比傳統的「分離主義者」（separatist）的立場所嘗試做的要更將音樂置於

一個較大的脈絡中。Reimer 認為現今我們被挑戰，並不是要放棄我們長久所持

的與可辯護的堅信音樂是一種真實的領域，有它自己的獨特的本質與價值，但是

認清到當音樂與其它人類的成果之相似或相異相關時，關於音樂的理解是如何加

深與加廣，需要被「標準」所引導，但他堅決認為絕不可以稀釋（dilute）音樂，

反而是要藉由幫主學生更清楚了解音樂與生活中與學校教育中其它重要領域有

相關或互動的情況來加強（strengrhen）音樂。在普通音樂情境中要達到這目標，

需要教師對認知的方式之議題是熟練的。Reimer 認為學生年紀愈小，教師必須

更清楚與更正確了解所要教導的素材，如此做才會保留住素材的真實性，年紀小

的學童所需的不能缺乏有效性的技巧與視見，我們如何使得音樂教師將其音樂教

學與其他有效的課程教學作連結，當然這會有些困難，這種挑戰會浮現一些典型

的技術導向的音樂教育師範教育課程之問題，因此師範教育中要培養教師這種包

含更廣大的視見，而好的素材、研究講習會、短期講習班、課程等能幫助縮短這

種義務之難度，Reimer 認為假如我們真正想要教育所有每個年級的學生，使他

們成為「音樂愛好者」、「業餘者」、「專家」般對音樂是有理解力的，我們必須使

自己致力於既是「獨特的」（unique）與「處於—情境的」（situated）「音樂體驗」

之現實中，使「音樂體驗」包含生活的許多層面與意義，並將這些帶到音樂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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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那些教學將會更有力、更有效。Reimer 認為對一些人來說，這些理解音

樂與其它藝術、與非藝術學科間的關係之體驗是很迷人的，一種選修的課程將必

須提供這種機會。 

（九）理解音樂與歷史和文化的關聯 

Reimer 認為雖然有許多尚未克服的困難，音樂教育專業已經接受將要在課

程中充滿與情境相關的學習，以及要更進一步將這種學習做的更有效，正如每個

其它的標準領域，需要將每個標準做適當的運用以獲得效能，在「音樂體驗」中

需關於歷史與文化的學習生動地帶到生活中，「教歷史」假如變成一個口頭上的

練習而與音樂無關，則不能進一步有音樂的「內在認知」與「技巧認知」，因此，

會與音樂的愉悅無相關，同樣的，「教文化」也會和音樂的直接體驗分離。 

在普通音樂情境中，Reimer 認為我們要努力將音樂做為是位於歷史與文化

的情境之代表，這會開啟一種對音樂教育的選修課程之廣闊的機會提供學生這種

特別的需求，以更深進入他們特別涉及的音樂中與角色中。 

（十）討論—整合性的挑戰 

Reimer（2003）認為他所展現的普通音樂教育的視見比起傳統所闡述的更

加有包容性，要將這九項內容置於課程中，必須將其以“整合性”去呈現，而非

將其“統整”起來，但他認為自己的的觀點與標準結合起來後會引起一些困難的

議題要去處理，包括 1.師範教育 2.音樂教育的研究 3.普通音樂教育課程的時間與

資源，以及其它許多與這些有關的問題會出現： 

1.關於普通音樂教師的教育，九個內容領域之廣泛分佈的需求，需要一個比

典型已經在師範教育中所提供的課程要較廣的背景，只有當朝向演奏的要求般去

注 重 些 層 面 ， 課 程 中 的 平 衡 才 會 達 到 ， 我 們 不 能 只 有 保 留 以 演 奏 主 導

（performance-dominated）的師範教育課程，也要包涵一些音樂教育其他特別的

方向，並將這些加入師範教育課程中，目的在於拓寬學校課程的視野，因此 Reimer

認為我們要再一次完全地檢視師範教育。 

2.Reimer 主張為了要在改革中成功，則需要有研究的幫助，但是將必須重

新思索研究的角色與功能，不要太過注重音樂教育的演奏層面，研究將要把它的

興趣拓展至所有的標準領域，在此方面美國音樂教育界已經有所進步，特別是關

於作曲、以及聆聽的部分已經受到注意，但是整合性的視野仍必須被完整地完成。 

Reimer 認為充分的統合（coordination）之層級也尚未達到，許多相關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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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追求每個改革普通音樂教育（以及選修的課程）之重要性的議題，時間一久，

全部目標都在一致的方向，但這卻是科學研究在做的。他指出要是我們應該繼續

產生獨立的研究去代表每位研究者特別的興趣，而不是一種一致的代表專業之主

要議題的研究，如此會造成研究會傾向與廣大的音樂教育事業保持無關。 

因此，Reimer 提到在標準所確立的音樂角色可以提供研究一種有力的一致

途徑，音樂教育研究社群假如能善加利用「內容標準」，並將其當成焦點去相互

運用所有研究的模式，如此能對改革音樂教育以朝向整合性的方向有重要貢獻。 

3.Reimer 指出普通音樂之這種創見如何被有能力的老師操作、與被相關的

研究所支持並在學校中落實，無疑的有許多方法，音樂的「認知」、「做」、以及

「愉悅」之多面性將會被教導與培育，這些會允許學生發現方式去參與對他們的

興趣與能力是適當的音樂，Reimer 認為我們所希望的並不是學生能如何參與音

樂的「同質性」，反而是要在增加「異質性」，在其中人們選擇支持音樂的觀點、

他們選擇享受的音樂、他們選擇參與的層級，正如音樂一樣有變化，以及如同學

生是被整合性的普通音樂教育所「賦權增能」，這種音樂教育會使全部的人而非

僅有一人或少數人去陶冶音樂不同的樂趣。 

但 Reimer 反思，全世界學校普通音樂課在有限制的時間內，這是可行的嗎？

首先，他認為我們必須闡述這普遍的概念—我們沒有時間將其它學習增加到這課

程中—我們甚至沒有時間教導我們已經在教的，Reimer 認為標準中認為我們現

存的課程並不代表任何完美的典範，標準號召我們需要檢視我們的偏見，以及要

從不同的前提達到普通教育的概念，要將多樣性當成是一種目標的前提，他認為

多樣性不僅是一種陳腔濫調，而要將其當成是一種生活的事實，我們需要使自己

認知到“音樂在世界中已經變成什麼，以及音樂如何在我們文化中被分享”這種

事實，當然我們必須藉由這些與整合性的課程與來如此做，假如時間允許的話，

我們也需要仔細注意現今所教導的是否是絕對必要的東西，以及更去注意其它從

標準領域所包含的每件事，Reimer 認為現在我們必須開放自己，去廣泛瞭解與

做標準中所認明是基礎的事情，以及要重新結構我們的課程。 

參、由課程模式來察看特殊的音樂課程 

一、朝向整合性的特殊化音樂課程 

Reimer（2003）主張特殊化的音樂課程意謂著超越普通音樂課程中之選修

的經驗，也需要是整合性的，但卻在不同的意義，在此，並非是在一個公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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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平衡中去包含所有的音樂角色，整合性意謂如同注重的選擇般，盡可能包含

許多特殊化的相關事物（involvements），在此的目的並非是學習要如同普通教育

必須做的一樣是廣博的（extensive）與包含性的（inclusive），而是要在每一個不

同角色中是強的（intensive）與有選擇性的（selective），這也就是為何普通教育

與特殊化的教育是不同且是必須的：每個目標是為了不同的結果，普通教育強調

與音樂有關事物之「音樂愛好者」之最廣泛的培育；選修的課程重新安排這種平

衡，它強調藝術「業餘者」之最廣泛的培育，伴隨著注意「專家」與「音樂愛好

者」的培養。一些人可能在離開學校之後會持續他們身為「業餘者」，一些可能

會被吸引在那角色中去當一位「專家」，大部分的人在畢業後傾向不會繼續參與，

他們會變成「音樂愛好者」，以下的圖示（圖 3.7）在強調選修課程所要提供的一

種平衡： 

 

 

                

     

 

 

 

 

 

 

 

圖 3.7 選修的音樂課之重點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Reimer, 2003: 275） 

 

從普通音樂課程中與選修音樂課程不同任務與強調之概覽後，Reimer 主張

特殊的音樂教育具有七個層面，以下他分別說明每個層面中特殊音樂課程的內容

實務（Reimer, 1989a；Reimer, 2003） 

 

 

專家 

音樂愛好者 

業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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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價值階段 

對學生來說，為何特殊化的音樂價值研究是超越普通音樂課程而被選擇？

Reimer 認為有兩個層面的價值可以被認明：個人的與社會的，在個人的層面，

有一些學生將會發現他對音樂有興趣與熱情，需要一個領域讓他們去完成他們所

擁有之智能、創造力、好奇心。當這在進行時，文化的價值與需求也提供服務，

在學校所研究的會反應文化的價值與需求，特殊化的音樂課程若能實現，則對文

化的發展能力是重要的，如此，成功的教育會使得每個人發現一個或許多對文化

是重要的角色，Reimer 認為普通教育為此目標提供一種整合性的基礎，在它一

個寬廣的社會價值之廣闊分佈下做一種初探的研究，而特別化的教育承擔下一個

步驟，Reimer 主張一個為了使全部學生受到完整運作的教育，將需要豐富地提

供兩個層級的機會—普通教育與特殊教育。 

Reimer 指出全世界大部分文化都會提供普通教育中的音樂課，但很少數會

提供特殊化的教學並當成是學校教育的一部份，但這個成就已經被美國的學校顯

著地達到，其中一個層面—演奏—已經設法在小學較高年級、國中與高中變成是

到處存在的，而這是被主修聲樂或樂器之特別化的音樂教師所教導，有這種選擇

並將其當成是大眾教育所支持的教育方面是卓越的，它持續在這基礎上被師範教

育與學校課程所支持，在不同的文化中，Reimer 希望音樂的知識基礎研究能在

普通教育與特殊化的教育層級中被提供，並當成是學校教育之統整的部分，

Reimer 認為我們應該由於演奏教學的成功，而能更有勇氣去為了對特殊化的音

樂提供更整合性的方法。 

（二）概念化的階段： 

建造一個普通的音樂課程，以完全代表我們文化中音樂的角色是一個基礎

的任務，選修課程也是如此，但是 Reimer 認為我們從沒有完整去想像當如同「內

容標準」所記述的一樣去廣泛地思考一個選修課程將會是什麼樣？以及這種課程

會對學生以及音樂教育專業做什麼？現今為了提昇整合性的視野需要朝此方向

去前進。 

（三）系統化的階段： 

Reimer 認為特殊化的課程也需注意系統化的階段，當演奏是唯一的選修課

時，有順序的學習(sequential learning)是很重要的。例如演奏課中要求：1.技巧的

發展—演唱與演奏與文化上相關的技巧之累積與精鍊；2.將作品分級與詮釋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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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但學生在普通音樂課中所培養的技藝、敏感性、與想像力在面臨這些挑

戰時是可利用的，要在詮釋的挑戰與技巧的挑戰去擴展，這是演奏教育之必須的

層面，傳統上技巧的獲得、以及對作品的詮釋是發展演奏學習的基礎。 

但 Reimer 認為在現今，隨著標準的出現，演奏的概念完全擴展開來，技巧

的發展與對作品的詮釋之後要重視的是在那情境中的統整，必須遵照標準所要求

的：需統整所有其它的學習，每種其它的的角色與許多角色需要的學習必定會影

響演奏的學習。何時、如何、以及以什麼的次序、以及到達困難的什麼程度，這

種認知與行為必須被埋藏在每種其它的標準中以合併在演奏本身的認知與行為

中，Reimer 認為在這種特殊化的演奏課程中，並不像普通的音樂課程，演奏的

創造力與智能係依靠身體之技巧的行為，是所有學習的目的，其它則是提供加深

與拓寬那些學習的服務，特殊化的演奏課程中所致力的結果並不是屬於演奏之一

系列分散的學習，而是一種融合演奏與改變演奏品質的學習，藉由什麼樣的學習

順序可以達到這樣？Reime 認為這當然要經過仔細的計畫、以研究為基礎的、有

計畫性革新的型態，也就是一種有效的課程。Reimer 認為藉由對每個音樂角色

闡明有效的學習順序之研究，會幫助增加我們的教學成效。 

（四）詮釋的階段 

Reimer 認為教師詮釋他們任務的方式，在此必須處理選修課程之包容性的

議題，當我們朝向一個整合性的選修課程時，會有兩層包容性，一個是要認清對

於研究中每個組成一個課程的角色之價值與需求；第二個是要合併在研究中所有

其它角色的支持，Reimer 認為這雙重義務組成整合性之完整的意義，這兩層包

容性為我們詮釋出選修課程音樂在學校應該如何做。 

（五）操作階段 

Reimer 認為在特殊教育課程之教與學的操作階層中，可以將孩子帶領到令

人讚賞的演奏之「技能認知」的層級，這已經是美國與世界其它國家音樂教育的

一個主要成就，但 Reimer 認為不應以此為自滿，身為一位操作的教學專家，他

建議我們的專家技術應延伸到包含「音樂認知」與「音樂行為」、以及每個音樂

角色的每一層面。 

（六）體驗的階段 

Reimer 指出美國所有先前的課程都朝向這種體驗的階段，在這種演奏選修

課中，美國已經有時間、有研究、有師範教育、有社區經濟上與心理學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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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專業的基礎建設，已經讓學生從選修課程學習中創造出絕佳的機會，因此身

為一位音樂教育者，最需要的是如同標準所規定的去加深與擴展它，要注意的是

若是加一些新的層面到專業技巧上，不能視為對現存的結構是一個威脅，假如在

不同的參與中，可以發現更令人滿意的層面，這更令人高興，因為要提供學生所

需要的而非教師所需要的，一個選修課程代表所有的音樂角色，將會如同「業餘

者」、如同好奇的「音樂愛好者」、與有潛能的「專家」般，會比單一焦點的提供

想做的要吸引更多學生到音樂中。 

（七）期待階段 

Reimer 認為我們對學校音樂課的期望已經藉由它的歷史被塑造，「內容標

準」代表一個重要的對傳統的背離，要求我們比以前更多，需要一個朝向真實的

包容性之轉換，當然這在音樂教育專業之內與外在於音樂教育之較大的教育社群

中，可能會引起迷惑甚至是焦慮。 

Reimer 主張我們不能忽視標準所呈現的挑戰，若是僅僅依靠在目前我們已

經完成的，Reimer 怕我們這樣做會沈滯不前，並會使我們令人稱羨的貢獻變得

愈來愈與一個變遷的音樂世界無相關。Reimer 認為現今音樂教育在關於它的價

值面臨持續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更有勇氣在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上，我們能提供

的要包括並超越傳統，他肯定《藝術國家標準》可以給予音樂教育者一個可使用

的、甚至在音樂上是可辯護的，並對重要的成長有重要的哲學的基礎，它在哲學

與實踐方面與一個包容性的、「協同合作」的立場是一致的。 

Reimer 主張若要改變我們對音樂教育的期望，則應當開展我們自己與我們

的社群到一個較廣闊的期望，一個整合性的特殊化音樂課程與整合性的普通音樂

課程，都能給予音樂教育者一個符合他人期望的挑戰與可行性的意義之架構。 

二、更改結構過的「內容標準」如何實現一種整合性的特殊化音樂課程 

一個整合性的課程，是要致力於更改結構的標準所認明之音樂智能與創造

力的多樣化發展，每一個特殊化課程的發展主要在陶冶「業餘者」，但也會伴隨

「音樂愛好者」與「專家」的面向。以下是 Reimer 重新檢視特殊化音樂課程中

九個音樂角色的內容： 

（一）歌唱與演奏 

Reimer 認為特殊課程並不是普通的音樂課程，它是一種有其本身之完整性

的選修課程，有它自己的有音樂性地創造力的方式，有它自己明智地行動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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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學生選修這種課程是要將學習成一位演奏的音樂家當成是主要目標，而其它

學習會支持此目標，Reimer 認為要是認為在我們現今的演奏實施之下，能對學

習標準所代表的廣泛性期望做到公正是相當不切實際的。 

Reimer 認為關於演奏若要達到顯著的成功，以及要吸引更多學生參與，這

要藉由一些方式才能達到：1.尊重西方合奏與國產音樂之文化的真實性；2.顯示

那些音樂在歷史上之完整的多樣性；3.全神貫注於演奏自己本身，包括它與其它

標準領域之複雜的相互關係（並非要嘗試去複製普通音樂課所主張的）；4.平衡

較大的合奏型態、文學作品與那些要求較多的獨奏或小團體，以代表西方作曲的

音樂與其它文化所作曲的音樂；5.包含由其它文化所要求之樂器與聲樂的實施；

6.和其它文化的即興音樂、以及與美國自己及其它文化之流行音樂一起工作，這

需要創造與演奏相當不同於西方團體之作曲—指揮—演奏之傳統，這種抱負會保

存傳統方法的優越，以及會增加重要的機去吸引許多超越傳統所能提供之學生的

創造力、智能與興趣。 

Reimer 認為對一些學生選擇要參與探索音樂以成為一位「業餘者」與有潛

能的「專家」來說，演奏有可能持續是吸引人的，因此，在一種選修課中，演

奏將會持續是一個重要的成分。 

（二）即興 

Reimer 認為將焦點集中在即興的選修課程，可能會被容納在演奏課程之

內，隨著爵士樂的包涵，使得對現存的演奏課程已成為是完整的，Reimer 在此

要強調的是音樂的「思考」與「做」」組成智能與創造力，特別是對即興者的角

色，也須對此角色進行特別的教學。 

Reimer 認為能提供最理想的即興教學之順序需要被考慮進去，正如我們從

爵士即興中學到的經驗，理解力與技巧的培養，以及那角色所需要的創造力，即

將在許多重要的方面相當不同於它們在演奏記譜的作曲中被教育的方式。Reimer

認為擴展即興的機會將無疑會吸引許多學生，即興之令人興奮的本質—它創造的

立即性之需求—對學生有很大的吸引力，Reimer 認為這種吸引力我們尚未善加

利用，若能善加利用，這種特性將會允許我們培養一些新的探索即興的「音樂愛

好者」的人，以及發展重要的專業知能之「業餘者」，甚至是未來的「專家」，它

也會提供機會去擴展我們自己音樂教學的專業知能。 

 



 155

（三）作曲：與改編音樂一起敘述。 

（四）改編音樂 

關於在普通音樂課的情境中之作曲與改編音樂的評論，Reimer 認為可以同

樣應用到選修課的情境中，在此，Reimer 重點在作曲，理解他的建議也可應用

在改編音樂。 

Reimer 認為在特殊的音樂課程中關於作曲的角色，們會面臨四項專業的挑

戰：1.助成個體特質；2.培育合作的創意（可與流行音樂界一起合作）；3.利用科

技；4.支持一個新的學校音樂文化。 

1.助成個體特質 

Reimer 認為在大學中有作曲老師，我們可以要求他協助我們如何作曲與如

何教它，但 Reimer 認為幾乎沒有人熟悉小學段中的小孩，由於作曲與教導其他

人作曲如同演奏與教導他人演奏一般是複雜的與苛求的，所以尋求協助我們必須

擁有的作曲能力是重要的，學生在五年級左右已經有機會開始專門化以及會在高

中持續這種專門化，事實上，從小學到大學他們已經為了他們特殊化的角色累積

了當音樂家與當教師的專家技術。 

Reimer 認為未來學校中的作曲教師在某些適當的時候（可能在小學之較高

年級）將要採取機會和「專家」開始做選修課程的研究，可在大學主修音樂教育

以及研究作曲當成是他們的主要學習重點，修一些在學校中教導作曲的支持性課

程，在作曲情境中做他們的實習教學（student teaching），正如 Reimer 相信的，

我們必須期望作曲課程要像在優秀的演奏課程中一般達到有一模一樣的能力。 

2.培育合作的創意 

如同演奏，即興與作曲，關於在普通音樂教室中的創造也可應用到選修課

程，但在此情境中，要達到更增強與進階的階層，流行音樂的創造可以如同作曲

一樣與演奏、即興的連結來被討論，當然前提是所有這些事要相互互動。Reimer

提到誰將能勝任去提供流行音樂的創造課程？他認為應該是一些專門研究教導

作曲的人，但實際上這些人並無這種科技背景如此做，因此，往後這些作曲家必

須擴展到與電腦科技的連結之上。 

3.利用科技 

Reimer 認為若要發展傳統的作曲，以及要由專家教導流行音樂課程，在這

兩者中，科技則要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許多流行音樂的型態中，科技已經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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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到錄音的不同方式中成為一種主要的因素，而那些選修課程中，也要準備合

併科技在流行音樂所必須依賴的不同方面。 

Reimer 認為雖然將來為了演奏者唱歌與演奏去作曲有可能持續，但對年輕

人來說，快速出現的科技可以在複雜的音樂思考層級中去作曲，遠遠超越他們用

符號記下那種思考的能力，電腦可以提供傳統的五線譜能力或其它作曲的符號之

能力，Reimer 認為這已經戲劇性地在成長。 

4.支持一個新的學校音樂文化 

當作曲老師學習如何有效地使用科技，當流行音樂的創造理想地合併科

技，以及當學校的學生渴望持續接受科技，則 Reimer 認為作曲中選修的提供是

愈來愈需要，一種學校新的作曲的次文化有可能產生，會有其活動、組織、獎賞

制度、企業同盟等，這些制度其實在演奏中已經建立。而不管特殊課程中作曲所

採取的形式為何，Reimer 認為我們可以發現我們有機會提供相關於作曲與即興

之音樂的/社會的/教育的參與，這會如同現存的演奏一樣有吸引力與重要，因此，

Reimer 覺得要有類似的師範教育組織、研究與獎學金、研究論文、組織系統來

助成這種角色的發展，這能夠提昇音樂教育的專業。 

（五）聆聽： 

聆聽正如 Reimer 在不同的情境中所討論的，是所有音樂學習中一個重要的

成分，也因此是每一個標準中的重要成分，但是在選修課中，聆聽的角色是什麼？

Reimer 主張首先不管普通音樂課程平衡多少注意力在所有的標準領域，包括聆

聽，不太可能如同那些興趣所發展的一樣去滿足所有「音樂愛好者」的興趣，所

以許多擁有不同的、特別焦點的聆聽選修課必須被提供。 

（六）分析和描述： 

對一些人來說，特殊化教學中的分析與描述是令人注目的，任何人追求這種

特殊化會扮演音樂理論家的角色，為了這些人所設的理論課程，未來有可能成為

一位「音樂愛好者」培養敏銳的聆聽、「業餘者」發展特別的技能、或有潛力的

「專家」。 

（七）評鑑 

一種整合性的特殊化課程在一個健全的音樂文化運作中，不能忽視音樂評論

家的中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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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理解音樂與其它藝術、與非藝術學科間的關係 

要讓相同領域或不同領域之間能製造出相關性的能力，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教導這種事是有挑戰性的，這個主題要被達到，要藉由不同領域的人用不同方

式去達到，包括心理學者、哲學家、腦功能的神經官能科學家、以及對課程統整

有興趣的教育理論家，所有這些人都有興趣於人們共享的意義中，對一些音樂教

育者來說，要發展特別技藝的機會將會是令人欣喜的，他們可以在大學中去選

修，或在中學階段設置選修課程，雖然太早了，但他們可以分享他們音樂之外的

興趣。 

（九）理解音樂與歷史和文化的關聯 

歷史與文化情境的所有方式需要加入課程的「音樂素養」方面，以對於發

展真實的「聆聽素養」有所貢獻，這意謂著「音樂愛好者」追求特殊化的興趣以

朝向「業餘者」的層級，或者一些人想要成為專注於特別文化的音樂之專業的音

樂歷史學者或音樂學者，需要在「聆聽素養」中去發展這種興趣，因此，Reimer

堅決指出我們必須要開放選修課給這些有興趣成為「業餘者」或「專家」的學生，

並用特殊化的教學技巧教導他們所需要的，這樣會「轉化」我們的課程、我們的

價值與音樂教育在教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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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lliott「實踐哲學」之立論 
 

身為 Reimer 的學生，Elliott 批評 Reimer 的見解，其《音樂本質：新音樂教

育哲學》提出「實踐哲學」與 Reimer 的「美感教育」相抗衡，因此，這本專書

在美國音樂教育領域中也造成許多討論。Elliott 原本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教，

現在則任教於紐約大學音樂表演藝術系，是該系的系主任，同時也是音樂教育系

教授及研究生的導師，曾在印第安那大學音樂系、西北大學音樂系、北德州大學

音樂系以及愛爾蘭世界音樂中心當過訪問教授，並在這些地方從事過教學。他的

專長在於音樂教育哲學，他教導大學生及研究生「音樂教育的基礎」、「音樂認

知」、「研究方法」、「音樂課程發展」「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課程，此外，他也

是《社群音樂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Music）的創建者與

編輯。他所出版的文章遍布各種期刊，舉凡《音樂教育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音樂教育研究會議公報》（Bulletin of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 美 感 教 育 期 刊 》（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音樂教育哲學評論》（the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Review）、《音

樂教育英國期刊》（the British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合唱期刊》（Choral 

Journal）、《音樂師範教育期刊》（the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等期刊都有他的

言論發表，身為一位演說者，他發表許多重要的演說與文章在許多重要會議中，

包括《音樂教育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以及在澳

洲、加拿大、日本、南非、美國舉辦的國際音樂教育會議；身為一位音樂家，他

是一位得獎的作曲家與編曲者，其作品都被出版在 Boosey & Hawkes 中（Elliott, 

2007a）。 

他與 Reimer 的「美感教育」針鋒相對，強調音樂教育中學生的主動參與行

動的重要性，實為 Dewey「從做中學」的翻版（劉沛，2004b）。1980 年代早期，

Elliott 在華盛頓天主教大學寫博士論文時，曾受到 Reimer 所指導，並在那時對於

「美感」哲學有一定程度的懷疑，因此開始探討「美感教育」的缺失之處。博士

論文為《爵士音樂教育的描述、哲學、與實踐基礎：以加拿大人的觀點為基礎》，

在結論之處，他修正了「美感教育」的立論，並且使得他的原則適合從事爵士音

樂的教育，他也提出以爵士音樂的“本土化”要與音樂教育專業領域的“全球

化”一起往前行進這種哲學立論；1986 年他發表《爵士音樂即美感教育》（Jazz 



 160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一文，開始批判「美感」哲學的缺失，他明確指

出「美感」哲學的重視聆聽是不適切的，也觀察到“爵士樂是一種演奏的方式，

是一種「音樂製作」的方式，“參與”（participation）在音樂中，並非是“沈思”

（contemplation），而是爵士音樂的美感特徵（Elliott, 1986）；1987 年他另一篇文

章《爵士樂的結構情感：對於音樂教育哲學基礎的再思考》（Structure and feeling in 

jazz: Rethinking philosophy foundations）指出，Reimer 的「美感教育」哲學中所

重視的「絕對表現主義」無法解釋西方世界以外的音樂情感所反應的範圍（Elliot, 

1987）；1990 年，他在《音樂即是文化：朝向藝術教育的一個多元文化理念》（Music 

as Culture: Toward a multicultural concept of arts education）中，由原來對「美感」

哲學的質疑與修改的態度轉變為批判的態度（Elliott, 1990）。1991 年的文章《音

樂即是知識》（Music as knowledge）則反對「音樂教育即是美感教育」（MEAE）

的立論基礎，他文中提到（Elliott, 1991a）： 

「MEAE」是嚴重錯誤的，它忽略了「音樂製作」的認識論意義，

也由於它將音樂教育做為孤立且自律的客體，所以缺乏更為基礎合乎邏

輯性的思考—也就是“音樂是人類做與製作的事件”，所以音樂既是動

詞又是名詞。 

 

而 Elliott 對音樂與音樂教育的「美感」概念最著名的批在 1991 年於《音樂

教與學的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中的文章

《「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一個批判的探究》（Music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 A Critical Inquiry）與他 1995 年出版的書—《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

學》之中（劉沛，2004；Elliott, 1991b；Elliott, 1995）。此外，1993 年他在《音樂、

教育與學校教育》（Music, Education and Schooling）一文中，更是砲火全開地批

判 Reimer 的理念（Elliott, 1993）。 

「實踐哲學」之引述始於 Alperson1991 年發表於《美感教育雜誌》（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的文章—《吾人能從音樂教育哲學中期望什麼？》（What 

Should One Expect from a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Alperson, 1991），Elliott

在此文的影響下，開始建構他「實踐哲學」的立論，受這篇文章啟發，他於 1993

年其實已經完成《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學》的內容，經過兩年的沈澱與補缺

罅漏，他的代表作才於 1995 年正式出版。1995 年，Elliott 的代表著作《音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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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新音樂教育哲學》出版，他這本書主要運用「先破後立」的方法，在批判「美

感教育」哲學的基礎上逐步去建構自己「實踐哲學」體系的王國，他以教育學、

教育心理學、哲學等方面的研究為基礎，將社會學的觀點融入他的哲學立論之

中。這本書的出版也成為北美音樂教育界的重大事件，因為這表示北美的音樂教

育哲學由原來的「一派獨大」轉變為「兩派對峙」的情況，兩人之間的辯論產生

很大的影響，使得許多學者都投入這場爭辯之中，因此「美感」或是「實踐」一

時之間成為北美音樂教育界熱烈討論的議題。 

「實踐哲學」的觀點後來則陸續出現在：Regelski 於 1996 年發表在《音樂

教育的期刊》（The Finnish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中的文章—《音樂與音樂

教育的一種實踐哲學之緒論》（Prolegomenon to a Praxial Philosophy of Music and 

Music Education）之中（Regelski, 1996）；以及 Elliott 於 2000 年發表於《音樂教

育評論哲學》（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Review）中的文章—《音樂與情感：

實踐的觀點》（Music and Affect: The Praxial View）（Elliott, 2000）；2001 年時，Elliott

發表在《音樂教育研究》（Studies in Music Education）中的文章—《現代性、後

現代性、與音樂教育》（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Music Education.），指出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對於音樂教育的影響（Elliott, 2001）；此外，Elliott 在 2005 年

時，也將有關「實踐哲學」的討論和對話之論文收集在《實踐的音樂教育：反思

與對話》（Praxial Music Education: Reflections and Dialogues）一書中，這本書包

括了 M. McCarthy 與 J. S. Goble 探討「實踐主義」在歷史上的觀點；M. D. Bowman

探討音樂「實踐主義」的立場與限制；Regelski 則探討「美感教育」與「實踐哲

學」對於課程的涵義等等（Elliott, 2005）。2007 年，Elliott 在《為了音樂教育的

行動、評論、與理論》（Action, Criticism, and Theory for Music Education）一文中

提到 Bowman 的觀點—他認為我們要去要探查「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理

論複雜性以去能在一些方面加深我們哲學的基礎，並使得這些方面對於音樂教育

專業有一種“轉化的與堅牢耐久的”（transformative and durable）影響力，Elliott

採取 Bowman 這種觀點去探索在理論上與實踐上能將音樂教育“社會化”

（socialize）與“公義化”（justice）的方式（Elliott, 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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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實踐哲學」 

 

Elliott、Bowman、與 Regelski 三人都認為音樂是一種「行動的事物」（a matter 

of action），Elliott 的理論，音樂教育界是用「實踐哲學」來稱呼，一個「實踐」

的概念在 Elliott 的說明中佔據了一個重要的位置，所有他所說的是：人類的實踐

是一群人組織一些事以朝向一些實踐的目的，人類的實踐中樞在於思考之共享的

形式與共享的傳統與努力的標準（Elliott, 1995）。要理解「實踐哲學」一定要遠

溯至 Aristotle 於倫理學及政治學中的論述，“praxial”這個字從希臘字“praxis”

而來，希臘文中“praxis”代表「行動」、「行為」（Reimer, 2003），“praxis”不

僅意謂著「行動」或「做」，正如 Aristotle 在「詩學」（Poetics）使用它，“praxis”

意謂行動，此行動深藏在特別成就的情境中以及對一個特別成就的情境容易感

應，Elliott 的同事 Alperson 是第一個在音樂教育哲學中使用此字的人。在使用

“praxial”這詞語時，Sparshott 認為人類的實踐是一些人所做的事、知道他們所

做的事、以及被知道所做的事（引自 Alperson, 1991）。 

在 Alperson 之後，Elliott 與 Regelski 進一步分別說明『音樂即是「實踐」以

及音樂教育即是「實踐」，他們兩人的寫作是站在關心北美過去十年音樂教育哲

學的對話之最前線。Elliott 將《音樂本質》（Music Matters）稱為是一種「實踐哲

學」，因為「實踐」此字捕捉這個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對音樂本質與重要性之

完全的了解要包含比理解「音樂作品」還要多（Goble, 2003）。 

「音樂」要完全被理解與完全被教導包含了「過程」與「產品」（行動與成

果）的交織，「實踐」意謂著傳達音樂位居人類所做的特別種類概念之中樞的概

念（對於 Elliott 來說，在心理建構過程的意義中，聆聽是一種「做」（doing）及

一種「製作」（making），「音樂製作」代表了聆聽本身，這些人類所做的特別種

類是有目的的、情境的、以及是深藏在社會中的。藉由稱《音樂事項》（Music 

Matters）這本書中的內容是一種「實踐」的哲學，Elliott 想要強調教導音樂及學

習音樂即是一種特別的行動形式（也就是聆聽、或製作與聆聽同時）之重要，這

種行動的形式是有目的的、位於—情境的，因此是在顯示某人的自我以及某人與

社群中其他人的關係，「實踐」強調音樂（做為「過程」與「產品」）應該以與實

際的「音樂製作」、「音樂聆聽」、及在特別文化情境中的音樂成果所顯示的意義

與價值的關係來被了解（Elliot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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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t 通常會使用“praxis”或“praxial”兩種詞語，是因為這兩種詞語比

“practice”較使用在特別的意義上，縱使 Elliott 想要給予它一個特殊的意義，

他自己本身仍認為這個詞語不是很清楚，所以他求助於 Aristotle，因而將 praxis

描述成（Elliott, 1995）: 

根據已知的（ informed）與周延的（deliberative）「做 -行動」

「 doing--action 」，在其中行動者（ doser ）（即是倫理的實踐者

（practitioner））並不僅是關心正確地完成工作（techne），同時也關心「正

確的行動」：被啟發的（enlightened）、批判的（critical）、以及「處於…

情境」的（situated）行動，“praxis”意謂著是被交托給達到的目標，

此目標與標準、傳統、想像、與文化內涵（eidos）有相關，“praxis”

被視為是理想，本身對於革新、再形成與改進是開放的。 

 

因此，Elliott 對於「實踐」一詞是運用 Aristotle 的定義，簡而言之，便是—

“在一個情境中批判地反思之行動”（Barrett, 2002）。楊道鑌（2006）則認為用

現今的文字「實際行為」來談論比較容易令人了解。Elliott 認為任何音樂學習都

應該發生在音樂的“praxis”下，音樂是個動作，有情景的動作，不僅僅是練習而

已，更不應只是以練習為教學目標，他認為演奏要加上技巧與情境脈絡的考量，

而非只有理論的純熟而已，如此才會是一個完整的教學過程。 

Elliott（1995）在《音樂本質》書中第一章即清楚指出他的哲學要建立的兩

個基本支撐點，第一，他提供一個哲學去反對「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此哲學

是 Reimer 的書中所代表的哲學—基本信念是音樂以「音樂作品」的「美感」特

質之觀點能得到最佳的理解，Elliott 與此信念對立，「實踐哲學」認為「音樂教

育即美感教育」“無法去承認音樂是一種特殊的行動的形式，而這種形式是「有

目的的」與「位於情境中的」，因此會顯現在社群中吾人自我以及與他人的關

係”，「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完全忽視一個事實—“從根本上看來，音樂是一

種人類的活動”，以及從基本上來看，“音樂是一些人們在做的事”，因此，

Elliott（1995）認為 Reimer 的哲學不能維持成一個有效的哲學，簡言之，「實踐

哲學」與音樂教育中「美感教育」不相容，所以也提供音樂教育者對過去的思想

一個選擇。 

Elliott 承認他對「音樂製作」（musicing）的觀點與「音樂聆聽」（listening）



 164

的分析並非是音樂中內容充實的理論，但在發展一種音樂之「整合性的」觀點中

卻是一種概念性的架構（Elliott, 1995），他認為音樂的實踐必須被相信是認知的，

也因此將「音樂素養」（musicianship）描述成一種運作理解之多部分的形式，在

Elliott 的觀點中，「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兩者主要是「在行動中思考」

（thinking-in-action）與「行動認知」（knowing-in-action）的形式，介於這兩個

之間一個主要的差別，在「音樂製作」中，「行動認知」是顯明的，然而在聆聽

中，「在行動中思考」是隱蔽的。 

這種將音樂當作認知的強調反映在 Elliott（1995）對音樂價值、與音樂教育

價值的解釋之中，根據 Elliott 認為，音樂一種「自我成長」（self-growth）、「自

覺」（self-knowledge）、「愉悅」（enjoyment）之獨特與主要的資源，遵循著 M. 

Csikszentmihalyi 的「流動」（flow）理論，Elliott 相信無論何時我們設法去應付

重要的認知挑戰以為了成功參與在艱辛的活動中，這些價值會被獲得，並且這會

導致意識權力的深展擴大與滿足的體驗（稱為「理想的體驗」、「真實的體驗」），

這種「自我增能」（self-empowering）的追求也提供「自覺」，動態的「音樂實踐」

提供絕佳的機會以達到自我成長的、愉悅的、與自覺的價值，因為這些機會包括

漸漸複雜的「音樂挑戰」之革新的競賽（progressive matching），Elliott(1995)將

自己的觀點簡述如下： 

音樂是顯明地與隱蔽地為了「愉悅」、「自我成長」、「自覺」之主要

目的之一種建構聽覺-暫時的（aural-temporal）形式之不同的人類實踐，

當「音樂素養」足夠去平衡、或能相稱於為了聽覺的形式而包含在製作

與聆聽中之認知的挑戰時，這些價值會形成。 

 

Elliott 將音樂視為「實踐」的觀點導致他的「音樂課程即是實驗課程」（music 

curriculum as practicum）的概念，雖然學校的「實踐」課程並不是如同真實生活

的「音樂實踐」，這種「實踐」課程的目的是要合併後者之主要的特質，Elliott

認為藉由藝術的音樂實踐者去實現「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的方式，這種目

的能被達到（Elliott, 1995），Koopman 認為這種音樂教育的「實踐」觀點注重在

「音樂製作」，特別是「演奏」，「聆聽」本身不被視為一個目的，但是「音樂聆

聽」要與藝術的「音樂製作」結合起來一起被教導與學習（Koopma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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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哲學探究的典型特徵 

整體說來，Elliott（1995）認為哲學探究有一些特徵： 

一、哲學探究典型上關心「大的圖像」（big picture），大的圖像之思考方法

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哲學是藉由一起思考它們回答特殊問題的策略，朝向發展一

種一個問題或概念之範圍廣泛的觀點 

二、雖然哲學的思想包括對特定行動、情況、個人、物體的反思，但是哲

學基本上是關心不能藉由單是觀察、描述、實驗就能被闡述出來的議題，哲學家

處理理由與方法去形成主張與信念，在這樣做時，他們嘗試要澄清以往與現在的

理解與發現方法去統整在不同領域中獲得的知識。 

三、以哲學立場研究之好的產品，並不是在我們思想之假設、信念、意義、

定義之新的事實，但卻是這些東西之新的觀點，哲學家運用與發展新的邏輯主張

之方法去做出新的連結，以及隨著時間去精鍊特殊的問題（經由觀察與實驗而來

的新事實之發現與確認係屬於科學），從此觀點來看，一種哲學並不僅僅重新安

排我們已經知道的，它也會在新的觀點中去編排現存的理解以汲取新的意義與含

意。 

四、哲學家常常綜合與評論以往某個主題之哲學思想，以發現為何其它事

是被矯正或誤解，哲學家會藉由顯露出一位思想家基本假設之缺點去闡述先前所

討論之不足，會找出在結構的主張中之邏輯的弱點，也會解釋一個理論之疏漏與

忽略，或缺乏範圍的廣泛性，與發現不正當的錯誤，從此觀點來看，過去的哲學

是一種對做出現今的哲學之重要的工具，以往的哲學會提供一種概念、主張支持

之共享的主體—一種對於其他哲學家之貴重的資源。 

五、哲學不像物理與化學的方式一樣是一種獨立的探究領域，哲學預先假

定一種從其他領域來的人類經驗之經過表達的意義與問題之累積，這些意義與問

題為哲學的調查提供起始的點與目標，在這種意義之中，哲學是一種輔助的事

業，它會將其他領域所關心的變成自己所關心的，依靠這些哲學家以及所包含的

領域，一種哲學的探究也會包含有關行動的建議。 

貳、「整合性的」（comprehensive）與「反省性的」（reflective）音樂教育哲學 

Elliott 認為在理想上，發展一個哲學之過程必須被藉由一個嚴格的對於「整

合性」、「客觀性」（objectivity）、「方法論的純正」（methodological purity）所調

整，但這些理想在一些方面有問題(Elliot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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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沒有任一種哲學在提供整體真理的全能意義上會是整合性的：一種哲

學從不會是表明出所有要講的事，然而在那時，一個哲學必須解釋一些事之相關

方面。這個意義是說專業的音樂教育實踐必須依賴一種音樂的哲學概念，而這種

概念必須盡量從邏輯上相關的觀點建造而來，假如這種概念被發展，將會是一個

重要的益處，但這並不是意謂著所有關於音樂與音樂教育的爭論會自動解決，「整

合性」並不是優越性的保證，這僅能保證這種概念包含許多合理的考慮。 

實際上說來，Elliott 認為「整合性」實際上相當於在發展：（一）一系列引

導問題所要保證的視野要夠寬廣；（二）一個一致的答案之網狀系統，這答案會

敘述一系列完整的問題。在此觀點上，一個「整合性」的音樂哲學概念是我們要

努力做的事情。 

二、Elliott 認為「客觀性」是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在哲學中如同在科學中一

般，客觀性是一種理想，並非是一種真實，如何做到？我們傾向將科學方法視為

是客觀探究的縮影—亦就是具體的、公平的、以及冷靜公平，Elliott 認為媒體將

科學家描述為冷的、堅硬的事實之大量供應商，但這些描述並不正確，科學家就

像哲學家一樣有個人的依戀、目標、與信念，所有類型的研究者都在與研究有相

關的過去、現在的理論、傳統一起工作。 

三、Elliott 認為以過程的觀點來看，理想的建立一個音樂教育哲學的方式將

會選擇一種方法，這方法會包括一個起始的點與一系列的步驟可供遵循，不幸的

是當概念的方法與邏輯的主張存在時，並無任一個可以提供我們所需要的，除此

之外也沒有一個方法會告訴我們從何處看，我們必須自己想出來，況且方法並不

會自己掌舵，當不同問題出現時，必須做出有關任何策略的應用以及方向的決

定，所以 Elliott 認為在發展一個哲學時，我們能做得最好的是我們必須強調自己

的假設，並注意到為什麼特定思想的路線被遵循、為何其它被放棄、以及為何思

想之後續的路線會被採用或不被採用。 

Elliott 認為音樂與音樂教育哲學不會完全是客觀的，因為一個哲學不能沒有

各人的及專業的所感興趣的事。Elliott 想要建議一個自明的原則，有一個自明的

原則在我們建立的音樂事件附近，那原則會提供我們一個明白的起點來建立一個

「整合性」的音樂概念，Elliott 便認為這個原則讓人聯想到百年前的文件與思

考，例如 Aristotle 以往在敘述困難的問題之引導及過程是清晰的，Nicolai 

Listenius 在他的 Musica（1537）中提到 Carl Dahlhaus 在音樂的本質與價值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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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Aristotle 的概念，還有一些哲學家保括 Sparshott、Wolterstroff、Alperson、Walhout

都直接敘述 Aristotle 的概念(引自 Elliott, 1995)，總之，Elliott 非常推崇 Aristotle

的理念。 

「實踐哲學」一開始是對音樂的本質與重要性之解釋為基礎，以此為基礎，

Elliott 繼續解釋音樂教育的本質與價值，此哲學之主要主題可以簡略說成是「多

面向的」（multidimensional）這個字，在《音樂本質》一書中，Elliott 要發展音樂

及「音樂作品」之多面向的概念、對音樂理解的多層概念、對音樂價值之多面的

概念及達到這些價值之不同方法，Elliott 主張要達到音樂教育的目標，要依靠去

發展所有學音樂學生之「音樂素養」（musicianship）與「聆聽素養」（listenership），

而這要經由讓學生參與：演奏和聆聽、指揮和聆聽、聽唱片與現場演奏，他強調

所有種類的「音樂製作」以及音樂中豐富的聆聽需要依靠製作好的音樂，這些都

是音樂課程之中心。 

Elliott 建議在所有「音樂製作」的形式中發展學生的音樂創造力，重複與擴

展發展學生的「音樂素養」之過程，換言之，我們要同時發展學生之「音樂素養」

與「創造力」。所有學生可以學習成為有創意的「音樂製作者」，但如此做需要老

師允許及鼓勵學生在演奏與指揮時做出有創意的決定，以及教導學生不同知識去

用在即興、作曲與改編音樂，學生也要對自己的決定做出反思。簡言之，「實踐

哲學」極力主張一種「整合性的」與「反省性的」方法在音樂教學與學習之上，

這種哲學是以以下的觀點為基礎：「音樂作品」包含許多層的意義、音樂的理解

力包含許多相關種類的反省思考與認知、音樂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被以許

多重要的生活價值觀點被解釋。此外，「實踐哲學」建議要達到音樂的價值，音

樂教師應該強調音樂即是演奏、即興藝術、作曲、編曲，所有這些都要求敏銳的

聆聽，必須在音樂課中常被教導，要與音樂形式的多樣性有直接相關。音樂教育

的「實踐哲學」主張依靠兩個前提：首先是音樂教育的本質依賴音樂的本質；第

二是音樂教育的重要性依賴音樂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換句話說，解釋音樂教

育的本質與價值之最合理的方式是始於對音樂本質與重要性的解釋（Elliott, 

2005）。 

音樂及音樂教育有許多價值，其中最重要的分類之一是包含在「聆聽音樂」

或「製作音樂」（演奏家、即興者、作曲家、編曲家、指揮家）中我們的「音樂

素養」與認知、情意的挑戰之間有達到一個平衡與相配時，音樂價值會被創造，



 168

當我們的「音樂素養」之層次配合我們與之互動之樂曲的挑戰層級時，會達到音

樂與聆聽的主要價值：也就是「愉悅」、「自我成長」、「自覺」（或建構的知識）、

及「自我尊重」，在這種觀點中，「音樂素養」不僅是一種思考及認知的豐富形式，

它還是一種人類能夠達到的最重要知識種類之一—「自覺」，除了這些價值，所

有音樂及「音樂作品」藉由提供機會給我們創造音樂情緒的表達、及創造文化意

識型態意義的音樂表達，創造人、事物的音樂表徵去擴展我們富於表情的與給人

印象深刻的力量。這種音樂表達及創造力的機會提供人們許多形式將藝術—文化

的形式供給音樂表達及創造力的情感力量、思想力量、認知力量、價值的力量、

評鑑的力量、信任的力量，這些依序挑戰其他聆聽者有知覺的力量與音樂的理

解。Elliott 想要強調的是音樂的「型態—社群」（style-communities）是重要的，「型

態—社群」所產生的「音樂作品」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同將文化的工藝品合成一

體--也就是音樂作品在社會團體中建立、定義、記述與保存社群所認同的意義是

重要的，「音樂作品」與音樂的「型態—社群」（或實踐）組成社會情境或以它們

的社會情境所組成（Elliott, 1995），簡言之，「音樂作品」脫離不了社會文化的情

境脈絡之影響。 

此外，如同音樂文化般，「整合性地」教與學不同的音樂是「多元文化教育」

的一個重要形式，為什麼？因為學習的過程及「進入」不熟悉的音樂會催化我們

的自我檢視及我們的假設、偏好其他人、偏好其他文化、以及偏好其他思考與評

價的方式之個人思想，Elliott 認為引導學習者進入不熟悉的音樂實踐，會將音樂

教育的主要價值與「人文主義」的教育之廣闊目標連結起來，並且假如「音樂製

作」或「音樂聆聽」證明是對學生空間的發展、數學的發展、科學的發展或其他

認知能力的發展是有益的，則這些利益將會更深與更常去發展，此音樂教育課程

變得深入以及對所有學生是更能運用的，這些關於音樂的本質與重要性之觀點，

便提供給 Elliott 關於音樂教師應當教導什麼與如何教導之「實踐」的建議之基礎

（Elliott, 1995）。 

參、「流動」（flow）理論為「實踐哲學」立論的基礎；「音樂實踐」包含「音樂

製作」、「音樂聆聽」的四個面向 

Csikszentmihalyi 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創造性心理學家，他提出「流動」理

論，此種理論稱為「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又稱為「最佳體驗」（optimal 

experience），淵源可上溯至 A. Maslow 心理學中最高層次自我實現的高峰體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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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他在調查全世界公認的創造性人才中，發現這些人在工作中具有普遍的心理

體驗：專注和忘我的愉悅之心理狀態，命名為「流動」，可以包括：目標明確、

明確與即時的回饋、挑戰與能力之間的平衡、行動與意識融為一體、全神貫注、

不怕失敗、自我意識的喪失、沒有時間感、行動本身即是目的（夏鎮平譯，2001），

受到 Csikszentmihalyi 理論的影響，導致 Elliott 提出「音樂的體驗」同時包含「音

樂製作」與「音樂聆聽」的體驗，其間若要讓「音樂素養」與「音樂挑戰」間達

到平衡，學生要不怕失敗挫折，以及最終能獲得成功的愉悅與這些「流動」的體

驗。 

在此種哲學基礎上，Elliott 主張音樂是一種人類的活動，基本上說來，音樂

是一些人在做的事。Reimer（2003）認為不同於 N. Boulanger 孤立出「結果」並

將其當成是音樂的本質，Elliott 孤立出「過程」並將其當成是音樂主要的特徵，

重視過程就是強調人們做的及如何去做它，在音樂中，它強調人們要製作音樂—

要使音樂的聲音產生—以及他們如何著手做他們要做的，他們製造音樂所生產出

的作品並不重要，重要的事是音樂的本質或價值是在製作音樂的當中，所以當我

們接近音樂，我們必須參與做的事並將其當成是主要的事—音樂家的行動，當我

們教音樂時我們必須做同樣的事，也就是說要參與幫助人們作音樂家做的事，因

為關於音樂那些做的事是有價值的。Reimer（2003）認為 Boulanger 雖然專注在

產品—作品，但他卻認清只有經由程序的產生，否則產品不會存在，因此 Reimer

接受他的觀點，而在音樂教育哲學中，Reimer（2003）認為 Elliott 比誰更強調過

程，他已經承認過程總是會產生一個產品，但是 Elliott 卻嘗試要徹底改變

Boulange 所認同的更重要的事—產品與過程一樣重要。 

Elliott 的新哲學想要為我們的音樂參與主張一種原則，這會提供我們身為音

樂教育者一種明白的、開始的重點，Elliott（1995）所指的這種自明的原則與開

始的點是他關於“音樂”的解釋，他提出一個問題：音樂是一種人類活動，有任

何意義嗎？Elliott 指出答案是肯定的。他認為若是沒有一些有企圖的人類活動之

形式，就不會有音樂的聲響，也不會有音樂聲響的作品，為了在聽得見的演奏之

熟悉的意義中有“音樂”，一些人必須首先採取行動去製作音樂的聲響，因此，

「音樂作品」並不僅是一種聲響的事項，「音樂作品」也是一種行動的事項，正

如 Wolterstorff（1987）堅持的：音樂之基本的現實並非是作品也不是作品的成分，

而是音樂的製作（引自 Elliott, 1995）。用另外的方式來說，「音樂製作」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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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即是一種聽得見的存在之特性”，所以音樂在基本上說來是一種特別的有

意圖的人類活動之特別種類，他的理念在此是一種令人清楚的起點，Elliott（1998）

認為自己會承諾用一種「整合性的」方式去解釋音樂的本質與重要性。 

Elliott（1995）認為音樂是一種特殊的人類之有目的的活動，如果沒有有意

圖的人類活動之一些形式，音樂聲響及「音樂作品」根本不會存在。從根本上說

來，音樂是什麼？他認為是一種人類的行為，這可以解釋音樂是什麼、以及為何

音樂是重要的一個多面向方式的起點。Elliott（1995）舉例認為 Beethoven 的《英

雄》、Chopin 的《圓舞曲》、Grieg 的《培爾 金特》等「音樂作品」的每個例子

中，所呈現在大眾面前的並不僅是美感意識上的一首音樂、一段即興、一段演奏

或一部作品，反而呈現在大家面前的是一種特別的有目的之人類活動之成果，音

樂並不僅是作品或是物體（object）的集合品，而是在特定時間、地點的情境下，

以及特別的「音樂製作」中去作曲、改編音樂、演奏、即興與記錄某一件事。

Elliott（1995）認為假如音樂是有意識的人類行為之一種形式，那麼音樂要牽涉

到三種方面：「音樂製作者」（musicer）、「音樂製作」（musicing）、與「音樂作品」

（music），從圖 4-1 可得知這三者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可交換的、回饋的有動力

的體系，三者都會受到各自「情境」所影響，例如「音樂製作者」被他們所製作

的音樂之成果所影響，也被他們的教師與同儕對其所做的思考所影響。 

          情境 

 

 

 

 

 

 

 

 

            

       圖 4.1 音樂製作：四個層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Elliott, 199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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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t（1995）認為在 Beethoven 的《英雄》（Eroica）之實例中，以及每種

「音樂作品」的例子中，我們所呈現的是音樂的行動之一種特別的傳統，音樂並

不僅是作品、產品、或物品的收集，更基本的，音樂是人們所「做」的一些事。

在《英雄》的例子中，一個人名叫 Beethoven，他做過某些事，他所做的是在特

別的時間與地點、以及特別的「音樂製作」傳統情境中去作曲；他又指出另一個

例子—在《棉花尾》（Cotton Tail）的例子中，一個名叫 Ellington 的人，他做了

一些事，他所做的就是另一個時間、地點與另一個「音樂製作」的傳統情境中去

作曲、改編、演奏、即興與錄音。 

Elliott（1995）認為在許多文化中，正如許多西方人傾向去思考的一樣，“音

樂”並非是受人尊敬的作品之事項，反而音樂是一種唱歌與玩樂器的事項（偶而

也會是跳舞、崇拜等的事項）。即使在作曲家與作曲有所規範的西方，有許多音

樂的情境，在這種情境中，唱歌與演奏的行動會超越狹窄的「美感」意義中的音

樂，因此，Elliott 認為假如音樂是一種有意圖的人類活動之形式，並且「音樂」

的概念必須要包括三個基本的層面：一、一位實行者（a doer or maker）；二、實

行者所製作的產品（the product he or she makes）；三、實行者製作產品之活動（the 

actions where by he or she makes her product），但這也明顯不充足，在人類活動的

例子中，實行家在特殊的情境中做他們所要做的。因此，Elliott（1995）認為音

樂做為人類的實踐，至少是一個四個層面的概念（圖 4.2），音樂是一種互補層面

之一種四價元素：一、實行者（a doeser）；二、一些做事的種類（some kind of 

doing）；三、一些被做的事（something done）；四、一個完全的情境中讓實行家

做他要做的事（the complete context in which doers do what they do）。Elliott 指出

讓我們在演奏、即興的意義上去將音樂的實行者（musical doers）當成是「音樂

製作者」（musicers），將音樂的實行（musical doing）當成是「音樂製作」

（musicing），將音樂中一些被做的事（musical something done）當成是「音樂作

品」（music）—也就是演奏、即興、與一些聽得見的音樂成就（Elliott 認為要注

意的是“musicing”這個詞語是“music-making”的簡略型，Elliott 將要在共同

的意義中去使用“musicing”以表示五種「音樂製作」（music-making）的基本形

式：演奏、即興、作曲、編曲、指揮），所以 Elliott 在文章中常用“musicing”

這個詞語做為「音樂製作」的五種形式：演奏、即興、作曲、編曲、指揮。 

Elliott（1995）主張我們需要嘗試去發展一個藍圖，這會是一種我們進行音



 172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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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樂哲學與音樂教育哲學之重要的建構基礎，而要如何進行？Elliott 認為上述解釋

的四個層面（「音樂製作者」、「音樂製作」、「音樂作品」、「情境」）的方法可以藉

由從四個不同的方向去檢視它們，而讓這四個層面更富足：從前面（in front of）、

從後面（in back）、從頭（head-on）、從四周圍（round）。如貝多芬的《英雄交響

曲》（Eroica）這首作品，從它前面看，是在檢視它的起因以及它會導致什麼；

從它的周圍看，是在檢視它在何種情境中使用、以及產品之目前的情境為何；相

同的，「音樂製作」本身（包括《英雄交響曲》的作曲、演奏、指揮）可能會被

以下四個面來被檢視：一、從頭（head-on）：即是「音樂製作」本身有系統的行

動之成果；二、從後面（in back）：以被刺激的行動之觀點；三、從前面（in front 

of）：即是目標導向行動；四、從四周圍（round）：即是行動中的一個情境。這

些程序可以為了「音樂製作者」、「音樂製作」、「音樂作品之即時的情境」、以及

「為了音樂行動本身之完全的情境」而被重複，從圖 4-2 可得知音樂是一個四個

層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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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音樂製作：四個層面與情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Elliott, 1995: 42） 

 

Elliott（1995）認為有一種多層面的方式去解釋音樂的本質，四個相關的音

樂層面如同一種有意圖的人類活動，每個層面能從四個不同的觀點來被思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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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面除了有它們自己的本質與價值，每個層面不可避免和所有其他層面有連

結，事實上這四個層面並不只是相互連結，它們還會形成一種辯證關係的動態系

統，也就是說「音樂製作者」的行動是由他們的「音樂製作」的品質所引起，「音

樂製作者」評估其「音樂製作」與關於他們行動中「情境」之音樂成果，並且因

為介於這四個音樂層面所形成的關係需要社會、政治、經濟的情境之交點，所以

我們可以期望這些關係去產生關於什麼是好的、倫理的、偉大的「音樂作品」之

信念與爭論。 

但是 Elliott（1995）也指出音樂的四個基本層面並不全然是連結的，它們會

形成一種回饋的動態系統，因為「音樂製作者」會受到他們所製作的「音樂作品」

所影響，以及會受到他們的老師與同事思索他們該如何做的影響，所以音樂的實

行（doing）總是包括其他稱為「音樂聆聽」的實行，「音樂製作者」聆聽他們所

做的，以及聆聽其他「音樂製作者」所做的、所製造的，因此，Elliott 認為我們

稱為「音樂聆聽」這種實踐，是一種主要連結「音樂製作者」、「音樂製作」、「音

樂作品」等的線。 

此外，Elliott（1995）指出處於不同情境的「音樂作品」如何被聆聽，例如

保加利亞的風笛音樂作品，會有保加利亞的聆聽者；巴洛克的合唱音樂作品也會

有巴洛克合唱的聆聽者；爵士樂作品也會有爵士樂的樂迷，所以 Elliott 認為在情

境中去觀看，「音樂製作者」受到「音樂製作者」的觀眾為何聆聽與如何聆聽所

影響；相反地，「聆聽者」受到「音樂製作者」為何、如何製作這種音樂所影響。

因而產生的是「音樂聆聽」這種有意圖的人類活動，並且形成其他四個層面的關

係（圖 4.3）。「聆聽者」（listeners）如同「音樂製作者」（musicers）一般，是另

一種實行者（doers），他會參與在另一種稱為「音樂聆聽」的實踐中，「聆聽者」

在聆聽這種認知的行動中之心理上的建構，是我們稱之為音樂演奏之藝術—這是

一種聽覺的事件。而這四種情境的每一種與它們的情境能被從四個不同的觀點來

被思索：從頭、從後面、從前面、從四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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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音樂聆聽：四個層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Elliott, 1995: 43） 

 

研究者從 Elliott 想朝向一種新哲學之理念看來，一開始他談到是音樂是一

種有意圖的人類活動之原則，到後來他進展到更精細的觀點：音樂是一種多層面

的人類現象，包括兩種有意圖、且依賴情境的行動之相互連結的形式：「音樂製

作」與「音樂聆聽」，這兩種行動的形式並不僅是連結的，它們相互是明確的與

相互是增強的，Elliott 稱這種由連結的關係所形成之複雜的人類事項為「音樂的

實踐」（musical practice）。 

Elliott 所意謂的「實踐」是一種共有的人類努力（shared human endeavor），

一種人類的實踐是人們朝一些實踐的目的去組織的一個團體（group），人們的實

踐將重點置於思考的共有方式與共有的傳統及努力的標準。更直接敘述 Elliott

的觀點，一種人類的實踐是人實行的一些事、以及知道他們實行的一些事、以及

大家知道的要去實行的（Sparshott, 1988）。由此見解，Elliott（1995）指出例如

精確的外科醫生在作切割時並不是一種實踐，但心臟的外科手術便是一種實踐；

將唱歌的音調唱準並非是一種實踐，但是歌劇的唱歌（藍調的唱歌）卻是一種實

踐，因為「實踐」要靠“群體”的力量。醫生、老師、律師、運動員、音樂製作

者等人都是參與在醫藥、教育、法律、運動及音樂的實踐中，更特別的是我們常

將醫生認為是外科醫生、眼科醫生、X 光線科醫生等，他們是一群“群體”的實

音樂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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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者，這稱為醫藥，它有不同的附屬的實踐（sub-practices）、附屬的專長、或是

醫藥的“藝術”。相同的，Elliott 也認為「音樂製作者」是一種全體的人類實踐

者，音樂家有不同的附屬實踐、附屬專長、或音樂的藝術，被命名為爵士樂、合

唱音樂、搖滾樂、歌劇，並且這種細分持續下去，例如一般所稱的爵士樂，其實

是相關的附屬實踐之集合，這些附屬實踐分別命名為「南方爵士樂」（dixieland）、

「搖擺」（swing）、「爵士音樂」（bebop）等（Elliott, 1995）。 

從以上的討論可得知：音樂是一種各色各樣的人類實踐，全世界有許多音

樂的實踐，每種音樂的重心在於對那種實踐中專業或業餘的「音樂製作者」之共

享的理解與行動，因此，每種「音樂實踐」在這種特別種類的作曲、編曲、演奏

與即興之意義上產生「音樂」，這些「產品」可被當成是特別的「音樂實踐」之

成果，因為這些產品彰顯了製作這些產品的「音樂製作者」之“共享的”原則與

標準。當我們在聆聽巴洛克合唱、爵士樂即興時，要如何辨別這些音樂？Elliott

（1995）認為要藉由特別種類的音樂聲響形式中對於音樂的理解和喜好，換句話

說，特別的「音樂實踐」發生在特別的音樂型態中。而 Elliott 認為一種音樂的“型

態”是音樂產品的主體，這些音樂的產品分享特定的聽覺、及共同的概念之特

徵、文化的特徵，因此，「音樂實踐」的「音樂製作者」與「聆聽者」分享一套

共同的音樂信念、理解、傳統與喜好，例如爵士樂（bebop）的音樂家可能會被

視為音樂的實踐者，他會生產一種特殊的相關於爵士樂的理解、類似於標準與傳

統的演奏、即興、作曲、編曲之主體（Elliott, 1995）。 

Elliott（1995）認為「實踐」並非意指在實踐的工作室中去演練，而是要在

更大範圍中去分享人類努力的「實踐」。在全世界各地，有許多的「音樂實踐」，

每一種「音樂實踐」取決於該實踐之「音樂製作者」共享的理解與努力，因此，

每一種「音樂實踐」產生了具體的「音樂作品」或動聽的音樂。他也提出“音樂”

此字的三個詞語形式：一：大寫的音樂“MUSIC”：意指一種多樣的人類實踐，

由許多不同民族的「音樂實踐」（Music）所組成，是世界不同音樂風格的總稱，

所以也會得出“音樂是多樣性的人類實踐”之推論；二、首字大寫的音樂

“Music”意指每一個民族的「音樂實踐」，包括了兩個相應與互動之人類有意圖

的活動—「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這種「音樂實踐」意指一種風格的音樂，

如「中國風格」音樂；三、小寫的音樂“music”則提供藝術行為產品、或者演

奏事件等種類，身為「音樂實踐」種類的成果這個字，意指聽得見的聲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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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或來自特殊情境中音樂實踐者所製造的聲響，也就是一首「音樂作品」，

如 Bach 的「G 大調小步舞曲」。因此，Elliott（1995）認為“音樂”便是存在於

多樣且不同的音樂實踐或音樂中的一種多樣化的人類實踐，每一種「音樂實踐」

都包含「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兩種活動。 

以上這些討論已經指出“音樂如同一種有意圖的人類活動”之原則，可提

供一種方式去檢視「音樂」的本質與一些相關的方面，Elliott（1995）指出假如

一種「整合性」的音樂哲學概念是是音樂教育哲學之邏輯的先被條件，則所有他

所敘述的層面與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被檢視，當然也包括音樂聆聽與「文

化」、「意識型態」的關係，這部分研究者在第四節—Elliott 關於在情境中的「音

樂製作」與「音樂聆聽」之立論中會談論到。 

肆、總結 Elliott 之新哲學 

在 Elliott《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學》一書中，他提出一個概念：「音樂

製作者」是“不同的人類實踐之實踐者”—稱為“MUSIC”，是彰顯在世界各

地的不同方式中，在此觀點中，這種實踐有不同的次實踐、次特質，不同的音樂

實踐主要中樞在由實踐的「音樂製作者」所分享的理解與努力，此外，每種這種

實踐產生「值得一聽的」（listenables），這種「值得一聽的」彰顯那些製造它們

的人之“共享”原則與標準（Elliott, 1995）。 

因為大寫的音樂“MUSIC”包含在許多不同的「音樂實踐」中，Elliott（1995）

主張音樂教育者有責任在音樂教育課程的時間中要引導小孩進入這種不同的實

踐，在他《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學》一書中的後三章--「在情境中的音樂製

作」（Musicing in Context）、「在情境中的聆聽」（Music Listening in Context）、「在

情境中的音樂創造力」（Musical Creavity in Context）中，Elliott 主張「音樂素養」

的發展與教導，與學習的音樂情境中之真實性（authenticity）是相當有關聯的，

也就是說，「音樂的行動」與「音樂的情境」一起運行會一起產生「音樂的理解」

（musical understanding）。 

在「音樂製作」的討論中，Elliott 檢視不同文化環境中關於作曲、演奏即興

與編曲的議題，堅稱吾人必須有一種在一個特定傳統中實踐的知識，以成功地參

與在「製作音樂」中；接著他在討論「聆聽音樂」中，他承認“作曲的設計與音

樂的演奏受到他們文化的「意識型態」情境所影響，以及是他們文化的「意識型

態」情境的反射”，他也主張聆聽者必須學習“如何領會到文化的資訊、如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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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意義歸因於，音樂的形式與「音樂作品」”；然後在他關於創造力的章節，

他觀察到「創造的成就」導因於「技巧認知」，「創造的成就」也導因於由仔細選

擇所產生的概念、藉由持續的改變之計畫所產生的概念、藉由對目標的承諾所產

生的概念、藉由對有創意的承諾之判斷所產生的概念（Elliott, 1995）。 

最後，在《音樂本質》一書中最主要的段落，Elliott 重回他的概念—“參與

在音樂實踐中即是「自我的成長」”，以及他對音樂教育課程的實現做出建議，

他主張學生在他們的教育課程中必須被引導進入不同的音樂文化中，音樂教育課

程 要 提 供 服 務 當 成 是 一 個 「 反 思 的 音 樂 實 驗 課 程 」（ reflective musical 

practicums），在此課程中，孩童學習和別人一起解決音樂中的事情。在總結他倒

數第二章「音樂的教與學」（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中，Elliott 觀察到學

生參與在一種「反思的音樂實驗課程」中，應該會學習到“經由對信念（藝術的、

社會的、與文化的）的深入了解可以用較佳的狀態去製作音樂”，而這些信念在

不同的實踐中會影響「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因此會實現一種「人文主義」

的教育目標，他更在在文章最後簡潔地敘述他哲學之主要層面（Elliott, 1995）： 

假如我們認為音樂教育即是與「音樂挑戰」有相關的「音樂素養」

之系統的發展，然後音樂教育課程將會提供理解音樂教育的價值與目標

之最理想的情況，這意謂的是學生將會把「音樂素養」的發展視為一種

他們能夠從事、學習、與享受之特殊種類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學生也

會學習到第一手的“MUSIC”為何與如何是一種重要的整體的實踐。 

 

總之，Elliott（1995）的哲學思想中認為未來的音樂教育之發展所依靠的是：

一、音樂教師要去面對我們的問題，並將這些問題當作挑戰，音樂教師本身要具

備專家素養；二、音樂教師需要去支持他們的同儕實踐者，一起努力達到音樂教

育目標；三、引導新的音樂教師到我們音樂教育的實踐中，如此，所有學校的所

有學生才有機會達到音樂教育最深遠的價值。 

 

第二節  「音樂的體驗」 

 
Elliott 在他《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學》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強調體驗脈絡

的重要，主張音樂教育之最重要的價值在於音樂的價值，也就是「自我成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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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音樂的娛樂性質、以及從中產生的幸福，也就是說音樂的價值就是一種明

確的音樂生命方式，「音樂的體驗」是在眾多生命價值中最重要的一種，音樂教

育的實踐價值在於音樂所提供的體驗價值，而不是美學上的美感價值。Elliott 認

為「音樂的體驗」是 Csikszentmihalyi 所稱的「流動的體驗」（flow experience）、

「最佳的體驗」（optimal experience）、「本身具有目的的」（autotelic）體驗，「音

樂的體驗」與其他領域興起的「流動的體驗」共享特定的基本的特質，包括運動

及遊戲與其他藝術所從事的事件，但是「音樂的體驗」是獨特的，因為「音樂製

作」及「音樂聆聽」包括挑戰與思想過程，那和其他的努力是完全不同的（Elliott, 

1995）。 

Elliott 觀察到當一些生活的體驗（例如愛的缺乏）可能傾向減弱個體或將一

些混亂帶給個體；個體對於一些活動的進行若與他自我的目標一致時，傾向於會

將良好的狀況與力量帶給個體，Csikszentmihalyi 已經將正向的情感之體驗、與

這種挑戰性的活動（「最佳的體驗」、本身有目的的體驗、或是「流動」）聯想在

一起，Elliot 主張當參與在這些行為中時，個體體驗的愉悅便是“自我成長的情

感之附隨物”（Elliott, 1995）。 

Elliott 提到 Csikszentmihalyi、以及他的同儕研究者已經觀察到不同的「流

動」所伴隨的，「自我成長」產生人類所從事的活動，而「流動的體驗」在普遍

上有一些特徵（Elliott，1995）：第一，「流動的體驗」常會發生在特定種類的行

動情境中，那會包含挑戰以及與挑戰相關的知識（例如運動、遊戲、藝術），顯

著地，知識的獲得是在這些成果的「迷你世界中」愉悅與控制之關鍵；第二，這

些體驗典型地伴隨個體完全地專注於他的行動；第三，個體所從事的事務或活動

將幫助個體對於行動的專注，這些所從事的事務或活動包含清楚的目標與回饋；

第四，當一個人參與在這活動時，這樣的體驗典型上會伴隨一種「自我意識」

（self-consciousness）的成長；第五，使這些意識能夠增長通常是為了它們帶給

自我的歡樂而被進行，而非為了外在的獎賞。因此，根據 Elliott（1995）主張當

吾人遇到在任何這種行動情境中產生的挑戰時，「自我成長」的結果發生，會提

高「自尊」，吾人會達到察覺（awareness）或會達到令人滿意的品質。 

為了要從這套主張中尋找汲取與音樂（MUSIC）的連結，Elliott（1995）主

張「技巧」的發展與在「音樂製作」及「音樂聆聽」所承擔的挑戰中，代表獨特

的與重要的影響「流動」的方式，以及是將一種次序帶到意識中的重要方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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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它們會導致「自我成長」、「自覺」、與「提昇自尊」。他聲稱音樂作品組成大部

分音樂文化的主體，因此，他重點指出：音樂教育的任務是要發展學習者的「音

樂素養」，並且因此去影響他們的「自我成長」，而「自我成長」需經由進行式的

及適當的「音樂挑戰」在與「技巧」漸漸發展的平衡關係中解決音樂問題。 

根據「流動」理論，Elliott（1995）指出「生命的價值」包含「自我成長」

（self-growth）、「自覺」（self-knowledge）、音樂的「愉悅」或「流動」，這些都

是人們生活與發展及音樂教育之主要價值所在，從此理論引伸而來，Elliot 也認

為引導學生積極參與「音樂製作」與「聆聽音樂」，才是獲得這三種價值之主要

方法，以下分別敘述「音樂體驗」同時包含的「音樂製作」的價值與「音樂聆聽」

的價值。 

壹、「音樂製作」的價值 

演奏者、即興者、作曲家、編曲家、指揮家為了不同目的（如跳舞、敬神、

慶祝、社會化、教學與學習）去製作音樂，並且 Elliott 指出音樂家製作「音樂作

品」被人聆聽是為了：一、「音樂作品」在音樂之內設計的複雜性；二、音樂的

情緒表達；三、音樂對於人類、地方、事物的表徵；四、音樂對於不同信念（例

如個人的、政治的）的表達。 

Elliott（1995）認為「音樂製作」的主要價值在於包含「自我成長」、「自覺」、

音樂的「愉悅」，大部分「音樂實踐」提供「音樂製作者」兩種必須的情況以達

到這三種「生命的價值」：一、多面向的音樂挑戰（multidimensional musical 

challenges）；二，「音樂素養」需要去應付既有的「音樂實踐」之挑戰，Elliott（2005）

也指出音樂的表演藝術（包含演奏、即興、作曲、編曲、指揮的行動）依靠的是

一種對於「理解」之多層面的形式，這種多層面的形式便稱為「音樂素養」，「音

樂素養」的內容會隨著「音樂實踐」而變化，並且也會符合「音樂挑戰」之特別

的技能（也就是音樂作品的詮釋、演奏、即興、作曲、編曲、指揮），「音樂素養」

是「音樂製作」價值的核心所在，並且「音樂素養」可以被教導與學習。 

大部分的「音樂實踐」是動態的（dynamic）實踐，動態的「音樂實踐」需

要將複雜的「音樂挑戰」與日漸精進的「音樂素養」做配合，「音樂製作」是「自

我成長」、「自覺」或「建構的知識」（constructed knowledge）、或「流動」獨特

且重要來源，當一位學生「音樂素養」的層級配合一個既有的「音樂挑戰」，則

他的「意識」（consciousness）的力量會完全參與其中，意識與行動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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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帶我們進入「音樂製作」的行動中。「音樂製作」本身是有價值的與重要的，

因為它會推進自己到更高層次的複雜性，當學生「音樂素養」的層級進展到應付

漸進複雜的音樂作品的需求時，「意識」的所有層面因此也會往上推進（Elliott, 

1995）。 

在 Elliott 這種實踐的觀點中，「音樂素養」本身並非是終點，音樂教育的任

務並非在發展「音樂認知」之不同形式，而是藉由在與適當的「音樂挑戰」之平

衡關係中做漸進的音樂問題解決，以去發展學習者的「音樂素養」，正如圖 4.4，

它是「音樂素養」與仔細選擇過的—會導致學生的「自我成長」、「愉悅」、音樂

的「自覺」之「音樂挑戰」去做配合，這三者大體上是音樂教育的目標，也是每

種教學活動的基本目標。 

 

 

 

 

 

  

 

 

 

 

圖 4.4 音樂素養＊音樂挑戰＝音樂的價值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Elliott, 1995: 122） 

 

貳、「音樂聆聽」的價值 

Elliott（1995）認為我們必須僅僅去聆聽聲響這種立論，是不謹慎、也不具

代表性的，雖然如此，我們仍必須要聆聽，因為人類的“意識”持續期待及尋找

所有種類的資訊，我們也常為了下一步會如何而常去聆聽，例如我們不只是聆聽

一位朋友所說的，也是為了他聲音中情緒的感染如何知會我們他詞語的意義而去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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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的實踐提供聆聽者兩種必須的情況，去

獲得自我成長及「最佳體驗」：一、一種是用「音樂挑戰」的技能去聆聽「技巧

認知」；二、另一種是增加「音樂素養」的層級以去迎接這些挑戰。當一位聆聽

者「音樂素養」的層級相當於大體上的「音樂挑戰」（這些挑戰是藉由一些構成

聆聽之相關於音樂演奏之資訊所組成，例如演奏絃樂器的抖音該如何做）時，一

位聆聽者將這種「音樂素養」及「音樂挑戰」的配合體驗變成是一種「最佳體驗」：

正如一種愉悅的、引人入勝的「流動」體驗。 

Elliott（1995）指出假如一個人的「音樂素養」持續改善，個人能力的發展

會推進個體到較為複雜的高層次去，因為「音樂聆聽」是一種思考與認知之一種

豐富的形式，「音樂聆聽」也是一種「自我成長」、「自覺」、「愉悅」的豐富來源，

「音樂素養」在音樂—聆聽的情境中是達到這三種生命價值的關鍵，假如「正式

的」認知（formal knowledge）變得是程序化（procedural）時，積蓄關於「音樂

作品」設計之語言的概念對於聆聽發展成「行動認知」（knowing-in-action）有所

貢獻。 

但是 Elliott（1995）主張「音樂素養」與「聆聽素養」不能被降低到語文的

「事實認知」，因為「音樂聆聽」在本質上是「程序的」，並且由於大部分小孩能

至少達到聆聽「技巧認知」的新手階段，這些孩子擁有他們一開始所需的要去配

合「音樂作品」中基本音樂形式的挑戰，因此，即使是新手的聆聽者在年紀較小

時，也能開始享受音樂的聆聽。 

參、「音樂的體驗」對抗「美感的體驗」 

Elliott（1995）指出過去的音樂教育哲學家主張假如體驗符合「美感的體驗」

之理論特質時，這種體驗是音樂的，「美感的體驗」是知覺者完全將注意力至於

「音樂作品」的結構元素。他認為在「美感」的觀點中，一種真實的「音樂的體

驗」不提供實用的目的，一種「美感的體驗」必須是內在的（intrinsic）、立即的

（immediate）、公平無私欲的（disinterested）、自我滿足的（self-sufficient）、有

距離的（distanced），任何沒有和作品的結構形式有直接關係的意義、功能或體

驗都是不重要的、無相關的、指涉的、或非音樂的。相反的，「實踐哲學」堅決

主張：將「美感的體驗」視為是「音樂的體驗」並不正確，首先，「音樂的體驗」

不是不切實際的，也不是自足的（sufficient），「音樂的體驗」在實際的名稱方面

是有價值的，「音樂製作者」及「聆聽者」在「音樂製作」及「音樂聆聽」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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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行動中會達到「自我成長」、「自覺」、及「愉悅」。在演奏與即興的過程中，「音

樂製作者」製造音樂必須關注與「音樂實踐」的標準及傳統有關的有理解能力之

行動。 

第二，美感教育家相信「音樂的體驗」導因於立即的、無私慾的美感知覺，

但「實踐哲學」卻持相反意見，Elliott（1995）認為「音樂的體驗」依賴文化上

及情境所決定的理解，文化與情境兩種都具有沉默的及言語的表達之特徵，並且

「音樂的體驗」不會是立即的，事實上他主張依賴情境脈絡的思考與認知的形

式，會去調停所有人類與我們稱為「音樂作品」的物質事件兩者間的互動。 

第三，Elliott（1995）認為「音樂的體驗」總是包含許多考慮，因為「音樂

素養」和「音樂作品」（即使是純器樂音樂的作品）是多面向的社會建構，我們

所認明的「音樂的體驗」是依賴人們這種仲介人的一種音樂藝術，因此「音樂的

體驗」總是包括特別的「音樂製作者」及「聆聽者」所處的一些社會情境。 

第四，Elliott（1995）認為「音樂作品」可以富於許多意義的含意，包括道

德的、教導的、影像的、政治的、宗教的、或個人的意義。事實上，有許多「音

樂實踐」的作品，常被連結到溝通、娛樂、儀式等，他認為 Reimer 之傳統的音

樂教育哲學認為這些功能及意義是非美感的，是沒有任何影響的，它們仍然是音

樂的。簡言之，Elliott 主張「音樂的體驗」比過去哲學所了解的要更為複雜。正

如 Bowman（1993）便認為音樂的意義是被協調的，並非是專心一意的；音樂的

意義是被建構的，不是既有的；是被專用的（appropriate），而不是被放置的，這

個過程與體驗才稱之為音樂。 

總而言之，Elliott 認為「音樂的體驗」不是不切實際的、毫無目的、或無私

慾的、內在本質的、或是知覺美感的特質之單一層面的結果，並且「音樂的體驗」

並非是「為了體驗的緣故而去體驗」。Elliott 認為音樂及音樂的「美感」概念將

「音樂的體驗」與每天的生活分開，這是因為將音樂置於無私慾的、與無目的的

知覺的領域中，他的「實踐哲學」持不同觀點，認為「音樂的體驗」是： 

一、一種「音樂的體驗」導源自一種「音樂素養」及「音樂挑戰」之間關

係的配合。 

二、「音樂的體驗」之基本價值是「自我成長」、「自覺」、「愉悅」。 

三、在「音樂的體驗」期間，「音樂製作者」及「聆聽者」常去體驗集中的

專心（focused concentration）及深層的專心（deep absorption）。 



 183

四、在「音樂製作」及博學地「音樂聆聽」之過程，不需要任何其他動機

來維持專心及勞力，除了興起自吾人目標導向的音樂行動之統整與愉悅的體驗。 

在這種觀點中，「音樂的體驗」是 Csikszentmihalyi 所稱的「流動的體驗」、

「最佳的體驗」、「本身具有目的的」體驗，「音樂的體驗」與其他領域興起的「流

動的體驗」共享特定的基本的特質，包括運動及遊戲與其他藝術的從事，但是「音

樂的體驗」是獨特的，因為「音樂製作」及「音樂聆聽」包括挑戰與思想過程，

那和其他的體驗成果是完全不同的（Elliott, 1995）。 

肆、與「音樂的體驗」相關之三個基本概念 

音樂中「流動的體驗」之情況對於「音樂製作者」及「聆聽者」是特別的，

因此 Elliott（1995）簡述「實踐哲學」的三個主要概念：音樂、音樂的體驗、音

樂教育的價值及目標。 

一、音樂 

是一個開放的概念，音樂之實踐的概念有四個主要層面 

（一）音樂是一種人類努力的成果，它是人們用仔細的及文化的樣式方式

去製造與聆聽「音樂作品」。 

（二）音樂從不會是只有一種「音樂作品」的事項，並且「音樂作品」從

不會僅是一種正式的元素、聽覺的設計或聲響的形式的事項，注意一種「按照句

法的」（syntactic）與「不按照句法的」（nonsyntactic）的音樂形式（例如旋律、

節奏、音色）的結構設計總是「音樂聆聽」之重要部份，但 Elliott 認為這僅是一

個部分而已，這是因為當音樂的設計元素構成音樂成就（樂器及聲樂）的顯著層

面時，「音樂作品」會是多種的建構，它包括最少四種或甚至到達六種的音樂資

訊之相關層面。 

（三）在音樂的概念中，製造與聆聽中的「認知挑戰」，是指包含相關的行

動，例如人們會參加的運動、跳舞及敬神儀式。 

（四）音樂的概念承認：音樂的聲響可以為了不同的目的及功能跨越文化

而被製作，例如做為慶祝及舞蹈的伴奏；做為溝通信念及價值的工具；或是如同

對於上帝的祈願，「實踐哲學」建議這些目的及功能是：「音樂製作」及「音樂聆

聽」即是「愉悅」、「自我成長」、與「建構的知識」之獨特的來源之重要的價值。 

二、音樂的體驗 

特徵是傾向於由專心參與「音樂製作」及「音樂聆聽」的行動，「音樂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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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聆聽者」可能也會獲得一種個人的、整體的、統整的「自我成長」之意

義。 

並且，「音樂的體驗」性質上依賴兩種主要的狀況：「音樂挑戰」與「音樂

素養」，這兩種在本質上是多面向的與社會—文化的，「音樂素養」（包括「聆聽

素養」）是「自我成長」及「自覺」、與它們情感的伴隨物（愉悅、流動、專心、

或一種控制、整體、區分、自尊的意義）之關鍵。 

三、音樂教育的主要目標是「音樂」（MUSIC）的主要價值 

音樂教育的主要目標即是「自我成長」及「自覺」以及「最佳體驗」。音樂

教育的目標是要使學生達成「自我成長」、「自覺」、與音樂的「愉悅」，這是需要

藉由教育學生的「音樂素養」與選擇的「音樂實踐」中的「音樂挑戰」能有平衡

的關係，所以「音樂素養」也是一種「自尊」之獨特及主要的來源。 

在這種「實踐」的觀點中，一種音樂教育的「課程即實驗室」同時是一個

媒介及目的，它是學生在學校外發展「音樂素養」的媒介，以達到“音樂”

（MUSIC）的價值，除此之外，一種音樂教育的「課程即實驗室」需要被組織

及實現，這種課程會使學習者了解「自我成長」、「自覺」及「最佳體驗」之價值。 

伍、對音樂教育的涵義 

Elliott（1995）認為以上概念可以運用於建議一些音樂教與學的原則： 

一、介於「音樂挑戰」及「音樂素養」間的關係 

這兩種情況對於「自我成長」與「愉悅」是必須的，可以在一些方式相互

聯繫。在圖 4.5 中，Elliott 採用 Csikszentmihalyi 原始的「流動」的模式，並且畫

出「音樂素養」與「音樂挑戰」可以相互聯繫的四種方面：S 代表我們假想的上

音樂課的學生 Sara；點 S1 指出 Sara 享受她的「音樂製作」及「音樂聆聽」，因

為由教師設立的「音樂挑戰」（垂直軸）之層級（一個音樂作品被演奏、即興、

作曲、改編樂曲、指揮或聆聽）去配合 Sara「音樂素養」的初始階層（水平軸），

換句話說，Elliott 認為音樂的「愉悅」及「自覺」即使在音樂學習的早期階段也

可以被獲得。 

同時，Sara 在 S1 的愉悅不會維持長久，如 Csikszentmihalyi 的「流動」模

式所解釋的，當「音樂素養」發展時，Sara 會發生兩件事，她會變得因為持續缺

乏挑戰而厭倦（S2）；或在「音樂挑戰」增加時，會在她「音樂素養」的新層級

之中與領先的「音樂挑戰」間產生不平衡，所以 Sara 會憂慮或挫折（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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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kszentmihalyi 的「流動」模式主張「音樂素養」與「音樂挑戰」之間新的平

衡將會將秩序（order）帶至「意識」、「愉悅」，以及將 Sara 置於「愉悅」與「自

我成長」的頻道（S4）。假如 Sara 焦慮是否她的「音樂素養」足夠符合新的音樂

需求（S3），和她的老師有兩種方式去解決，他們能增加 Sara 的「音樂素養」（並

移動到 S4），或者老師可以降低挑戰的層級，並讓 Sara 退到 S1，但是退到 S1 並

非是有效的解決方法，因為「愉悅」與「自我成長」不是倒源自局部的部署「音

樂素養」或持續去符合比所要求的挑戰還要少的成功。 

S1 到 S4 是在「自我成長」及「愉悅」的流動頻道，這兩點有何差異？Elliott

指出 Csikszentmihalyi 的解釋，因為在 S4 之「流動」的體驗需要一種較高層次的

「事實認知」以去符合一個較高層次的挑戰，S4 比 S1 要複雜，當然，大部分「音

樂實踐」是一種動態的實踐，Csikszentmihalyi 解釋這種動態系統的重要性（引

自 Elliott, 1995）： 

就是這種動態的特徵來解釋為何「流動」的活動導致成長，及發現

一個人不能長期在同一個層級中去享受做同樣的事，我們在成長時，有

時會厭倦、有時會挫折，然後此種自我「愉悅」的慾望會促使我們去擴

展我們的技巧，或去發現新的機會以使用這些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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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介於音樂素養與音樂挑戰之間動態的關係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Elliott, 1995: 132） 

 

二、音樂的價值以及對優良的「音樂素養」之要求 

「自我成長」、「自覺」、「流動」、「自尊」這些「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

的主要價值，是導源於在音樂問題解決中持續幫學生增加「音樂素養」，假如教

師只是使學生歡樂、或學生只在玩聲響製造的遊戲，則音樂教育的目標無法達

到。「自覺」及「愉悅」會產生自一個人意識力量的伸展，也產生自重要的及有

學識的努力。 

三、集中（centering） 

音樂教師是專業的實踐者，他知道如何平衡學生漸增的「音樂素養」與適

當的「音樂挑戰」，音樂教育者需要知道如何發展學生的「音樂素養」，例如，Sara

在一些方面使學生集中在「自我成長」及音樂「愉悅」的頻道中，從此可發現音

樂教師的專業知識包括一些認知（沈默的及口頭的），包括：（一）「技巧認知」

如何診斷、指導、批判及矯正一個學生音樂的「行動認知」；（二）「認知何時」

（knowing-when）去打斷「音樂製作」及「音樂聆聽」以去做口頭的反思；（三）

「技巧認知」（知道如何）減少問題去促使問題能解決；（四）「技巧認知」（知

道如何）鼓勵學生在遇到暫時的厭倦及挫折時要持續努力。音樂教育者的“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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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expertise）表示藉由調停音樂的問題及挑戰、指導學生注意新的目標、

提供相關於音樂藝術公認的理念及需求之建構性的回饋等方法，去將學生集中在

音樂流動的頻道中之一種能力。 

四、標準與傳統 

Elliott（1995）認為「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的目標並不是相當清楚的，

例如在正確地演奏藍調旋律之音調的重要性難以領會時，包含在“學習如何即興

一首與都市藍調或鄉村藍調的傳統有關的問題”是難以發現的，這是因為學習音

樂性地演奏或即興需要一些「位於情境中」的認知形式之發展，這些認知需要相

關於真實的藍調作品與近似真實的藍調實踐之音樂問題解決方式。 

Elliott 認為學生需要根據「特殊的實踐」之傳統與標準去設立目標時接受指

導，學生也需要在認知到他們何時、為何、如何符合他們的音樂目標時去實踐，

除非學生學習到如何判斷與「音樂實踐」相關的規範標準之回饋，否則學生無法

體驗到「自我成長」及音樂的「愉悅」。 

五、示範（Modeling） 

「技巧認知」如何提供適當的回饋給學生，取決於「事實認知」如何示範

及用言語解釋為何學生的行動、以及學生如何在音樂上是有理解力的、或沒有理

解力，一位教師努力去示範及解釋音樂的標準，會促使學生學習他們所需要的，

以去達到音樂教育價值中音樂的標準、以及發現問題的能力。 

六、深度（Depth） 

Elliott 認為音樂教育方案必須比音樂的廣度更要去支持音樂的深度，也就是

深度較為重要。假如「自我成長」與音樂的「愉悅」依靠學習如何迎接漸漸增加

且複雜的「音樂挑戰」，則使得所有學生達到「自我成長」與「愉悅」，要依靠藉

由推動學生從「音樂素養」之新手的層級到有能力的、熟練的、專家的層級（這

要經由漸進的問題解決、以及問題的發現）以發展他們「音樂素養」的深度。而

深入地去關注上音樂課的學生，意謂著推動學生與引起他們的努力去適應這種關

鍵到終身的音樂愉悅—「音樂素養」。 

依照 Elliott 的見解來說，“MUSIC”是一種各式各樣的人類實踐，所以音

樂本來即是「多元文化的」（multicultural），“MUSIC”存在於許多音樂的實踐

或音樂的文化中，因此，音樂教育者有一種基本的任務，要在長時間的音樂課程

中去引導學生到不同的「音樂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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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Elliott 認為假如我們相信音樂教育是一種「音樂素養」與漸進的「音

樂挑戰」之間平衡的關係之系統發展，然後音樂教育將會提供最理想的情況去實

現音樂教育的價值及目標，這意謂著教師將會把「音樂素養」的發展視為是一種

特別的過程，是他們所能追求、學習與享受的，在此過程中，學生將也會要學習

為何與如何“MUSIC”是一種有價值之總體的實踐（global practice）。 

 
第三節  「音樂認知」 

 

「行動認知」（knowing-in-action）與「反思認知」（reflecting-in-action）是

Elliott「實踐哲學」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他主張行動與思考會同時發生，行動不

可能會脫離思考而單獨存在，行動本身即是思考與認知的非語言形式，因此，從

這種意義上來分析，「製作音樂」與「聆聽音樂」的行動便包括思考，「製作音樂」

會將行動與思考融在一起，「聆聽音樂」也會是一種行動，是一種大腦的心智建

構活動（Elliott, 1995）。 

以下的討論將「音樂聆聽」之「程序的」（procedural）本質和其他四種「音

樂認知」連結在一起，並且也會將「音樂聆聽」與「音樂素養」的典範連結在一

起，這種連結展示在圖 4.6 中，其中要注意的是「音樂素養」總是包含「聆聽素

養」。 

 

 

 

 

 

 

 

 

 

圖 4.6 音樂素養（Musicianship）—聆聽素養（Listenership）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Elliott, 19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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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t（2005）指出「音樂素養」也包含一種音樂的聆聽能力—Elliott 稱其

為「聆聽素養」，他認為「音樂素養」與「聆聽素養」是一個認知硬幣的兩面，「音

樂素養」在本質上是「程序的」認知，是一種類似於 Reimer 所指的「技巧認知」，

是非語言性的，和語言性的「事實認知」不同；此外，「音樂素養」更包括四種

認知，以下研究者會依序會談到。「聆聽素養」包括對於音樂內（在作品之內）

的關係與音樂外（在作品之外）的關係之一種隱蔽的（內心的）建構，這種建構

要經由一些構成「音樂素養」的五種認知才能達到。Elliott 指出「音樂認知」包

含五個層面，包括「程序的」（procedural）、「正式的」（formal）、「非正式的」

（informal）、「印象主義的」（impressionistic）、「監督的」（Supervisory）音樂認

知（Elliott, 1995；Elliott, 2005），其中，後面的四種認知是次要的，要用以支持

主要的「程序性的」認知。 

壹、「正式的」音樂認知（formal musical knowledge） 

Thompson（2003. 12. 8）認為「正式的」音樂認知正如音樂歷史與從學校課

本中所學的，也就是一種命題性的知識。Elliott（1995）認為「音樂製作者」與

「聆聽者」從關於音樂中「按照句法的」（syntactic）與「不按照句法的」

（nonsyntactic）參數之理論知識中獲益，由音樂理論家及歷史學者所使用的技術

的語言，在幫助聆聽者認出、建構、組織與分析連續的和同時的音樂形式是有幫

助的，除了這種關於詮釋、演奏、作曲、即興、實踐的規則之語言的資訊，對於

一位「聆聽者」之隱蔽的「在行動中思考」（thinking-in-action）與一位「音樂製

作者」之顯明的與隱蔽的「在行動中思考」之深度與正確性有貢獻。從此我們可

看出 Elliott 認為無論是「製作音樂」或是「聆聽音樂」都會經歷「在行動中思考」

的過程。 

然而，Elliott（1995）認為從一位教育家的觀點來看，「正式的」音樂認知

在兩方面是有問題的： 

一、語言的知識並非是「音樂素養」的核心知識，「音樂製作」與「音樂聆

聽」在本質上是「程序的」非語言性認知，音樂教育的核心知識是以“行動”為

基礎的，也就是說音樂教育主要核心在「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的行動中要

「技巧認知」（知道如何）音樂性地思考。在聆聽中，如同「在行動中思考」般，

會幫助教師去保持關於音樂及「音樂製作」的語言概念：這種語言概念是對於音

樂教學及學習的一種補充，絕對不會是一種音樂教學與學習的目標。Elliott 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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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言的「技巧認知」是音樂教育的核心知識，語言概念不是音樂音樂的目標，

這與 Reimer 的主張一致。 

Elliott（1995）主張從情境中研究，「正式的」音樂認知是遲鈍的（inert）與

非音樂性的（unmusical），音樂的價值（反對純粹的學術價值）、被轉換成程序

的知識、及語言的知識必須被做為附加說明般來使用，可當成是一種對「音樂製

作」及「音樂聆聽」之輔助幫手。當然，Elliott（1995）認為「正式的」音樂認

知也會採取音樂結構之網狀組織的形式、或傳統的音樂分數之形式，這種表徵方

式可以支持聆聽能力的發展，但是 Elliott 指出既非音樂結構的分數、也非音樂結

構的圖表、也非音樂結構的網狀組織，沒有任一個這種表徵的方式能捕捉到在「音

樂作品」中的聆聽，但 Elliott 指出這對於美感的聆聽所引導的卻特別是真實的（美

感的聆聽要求一種知覺的圖表），藉由將學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音樂作品」

之結構的設計層面，美感的聆聽會引導錯誤的概念—所有世界各地的「音樂作品」

是一種美感物體（或單獨的音樂聲響）。 

二、教師在思索談論音樂也要是一種「特殊的實踐」，不同的「音樂實踐」

使用不同的方式去描述他們所製作與聆聽到的音響，Elliott（1995）認為整體而

言，這並非是否使用不同的描述音樂形式的方式之問題，問題在於何時使用「正

式的」音樂認知。例如在西方音樂的情境中，有一些方式去談論演奏與作曲，我

們可以系統地談論「音樂作品」（以主音、第一主題、賦格的觀點）；或在音樂的

特質中用相對的觀點（長短、高低、和諧不和協、反覆與變化）；此外我們也可

以現象學地談論，這是以濃厚的聲響或薄的聲響、明或暗的聲響；再者，偶而「描

述性」地（descriptively）討論「音樂作品」是無妨的，正如慶祝的聲響、憤怒

的聲響、行進的聲響、像火車的聲響等等；此外，情緒地討論特殊作品的藝術特

質常常是適當的，如同充滿快樂、或悲傷的情緒。在這點上，Elliott 的見解與

Reimer 不同，因為 Reimer 認為要用「詮釋性」（interpretive）的語言，而不要用

「描述性」（descriptive）的語詞去與學生討論音樂。 

貳、「非正式的」音樂認知（informal musicsal knowledge） 

Thompson（2003. 12. 8）認為「非正式的」音樂認知為：在私人的工作室中

從合奏中或一對一的教學授課中有不同的知識獲得，也就是平常說的一種經驗。

Elliott（1995）認為學習如何有理解力地去聆聽，主要依賴的是「非正式的」音

樂認知，這種知識的形式自當地的情況（以目標為導向的「音樂製作」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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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它是一種如前面提到的學生 Sara 開始經由她主動地參與在演奏真實的

作品與解決真實的音樂問題所發展的知識。 

假如「音樂聆聽」僅是一種聆聽自然聲響的事，「聆聽者」便可以不用這種

在反省性的「音樂製作」中之「非正式的」知識，就可以將聆聽學習得很好；假

如「音樂作品」僅是一種抽象的典型，「聆聽者」則不需獲得「音樂製作」課程

中的批判思考能力，就可以達到一種充分聆聽的層次。但是 Elliott（1995）反對

以上的主張，他認為音樂聲響的作品是一種「文化—特別的建構」（culture-specific 

construction），這種建構總是如同我們稱之為音樂演奏的這種特殊的「身體—時

間的事件」（physical-temporal events），音樂演奏是產生於反省性的音樂實踐者之

批判的決定這種個人或團體的詮釋或演奏。Elliott 舉例一位如 Harnoncourt 之專

家聆聽者，他的聆聽是有辨別力的，是和「音樂製作者」在行動中所部署的音樂

決定有關連，因此，Elliott（1995）認為一種明智的「音樂聆聽」之重要的層面，

是知道如何批判性地聆聽—這和音樂的詮釋及演奏之權威性的原則有關連。 

Elliott 主張批判的音樂思考（critical thinking-in-action）與重要的音樂判斷

有緊密關係，重要的音樂判斷是身為一位「音樂聆聽者」與一位「音樂製作者」

之「非正式的」知識中之一部分。當學生從一個實踐的內部—也就是從居住在一

種音樂文化中的「音樂製作者」（如同一位特別的音樂藝術之實踐者）之觀點學

習聆聽時，「非正式的」認知中之批判思考與重要的音樂判斷會具體化，因為「非

正式的」音樂認知並不會從美感物體之有距離的、與無私欲的消費者觀點發展而

來。學習批判地聆聽，以及帶有策略性的判斷，發展自為了要將音樂製作好而去

聆聽的過程中；並且藉由實際的音樂選擇、評估某人音樂選擇的結果、以及藉由

在音樂的問題解決中不同的藝術策略，學習批判地聆聽會有所成長。 

參、「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impressionistic musical knowledge） 

Thompson（2003. 12. 8）認為「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是自然的一種感受，

和「非正式的」音樂認知很難劃分，這是一種認知的情緒。Elliott（1995）則認

為變成一位有能力的「聆聽者」包括發展一種精緻的情緒感覺，「印象主義的」

音樂認知包括認知的情緒，它包括為了特別種類的「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

中「受過教育的情感」（educated feeling）。 

Elliott（1995）認為「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中「受過教育的情感」，

並非是一些人們與生具來的感覺，因為「受過教育的情感」產生自吾人關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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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中的每件事，也產生自音樂的詮釋、與作曲的設計之每件事的知識與信念，

因此，「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之發展依靠訓練學生去製造適當的評價，這種評

價是關於實踐的標準與傳統，這種標準與傳統可被應用在學生學習詮釋、演奏、

即興、作曲、編曲、指揮的「音樂作品」中。從這種觀點看來，「非正式的」與

「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是相當類似的，在行動中批判的思考與策略性的判斷會

引起音樂中受過教育的情感。 

Elliott(1995)認為一個「音樂製作」的課程，是將學生置於以不同的「音樂

實踐」為基礎的信念之中心，其重點在熟練的、與優秀的「音樂製作」之革新的

（progressive）發展，也要將學生置於發展他們批判性思考與教養情感的一些情

境、機會與挑戰中。「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就像「程序性的」認知與「非正式

的」認知一樣是「處於—情境中的」，「處於—情境」中的認知形式，會發生在可

實行的音樂文化之教與學的情境中，這種「處於—情境」中的形式會在自然的音

樂之問題解決的行動中成長。Elliott 認為普通的音樂課程搭配錄音的音樂並沒有

提供適當的情況去發展有理解力的聆聽所需的一些知識，因為當學生聆聽錄音的

音樂時，這種音樂會將學生置於藝術的作決定過程之外，一個以錄音為基礎的音

樂課程會造成被動的聆聽（listening-to）；相反的，當學生在從事「音樂製作」時

的聆聽，會將學生置於「音樂作品」以及他所致力學習的實踐之內，這種當在演

奏、即興、編曲、作曲與指揮時所參與的「音樂聆聽」是一種藝術中為了什麼而

做的聆聽（listening-for），這種聆聽會被教師指導朝向發現音樂的問題與問題的

解決。簡言之，教育未來有能力的、熟練的、與內行的聆聽者依靠有能力的、熟

練的、與內行的「音樂製作者」之一種革新的教育(Elliott, 1995)。在此點上，Reimer

認為聆聽錄音的音樂的確可以得到「美感的體驗」，和 Elliott 的見解不同，但是

Reimer 的「音樂智能理論」中也認為「聆聽者」的角色要與「演奏者」、「指揮

者」、「即興者」、「作曲者」等角色互動，「聆聽者」在聆聽音樂時，要在聆聽的

教學中合併演奏、作曲與即興，其實這點與 Elliott 所主張的相同，但不同的是

Reimer 仍然認為「聆聽的教學」在質與量方面要要勝過其它（如演奏與作曲），

Elliott 卻認為「演奏」的行動最為重要。 

肆、「監督的」音樂認知（supervisory musical knowledge）： 

Thompson（2003. 12. 8）認為這種「監督的」音樂認知是一種「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知道何時去選擇前三種知識、知道學習如何學習。Elliott(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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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監督的」音樂認知關心如何監督與指導吾人在音樂中的「在行動中思考」

與「行動認知」，Elliott 認為最重要的基礎是「音樂製作者」與「聆聽者」必須

也要監督與指導他們的聆聽，這種聆聽是聆聽關於「音樂作品」的一些資訊層面。

事實上，Elliott 認為當我們提醒我們自己並無任一種單一的方式去聆聽各地的

「音樂作品」時，「監督的」音樂認知之重要性變得是很重要的，不同的「音樂

實踐」產生強調音樂意義中不同層面的連結之值得一聽（listenables）。 

Elliott（1995）主張從「聆聽者」的立場來說，要變成是一位是有能力的、

熟練的或內行的「聆聽者」，需要在聆聽不同「音樂作品」的一些層面時，要學

習為何、如何、以及何處要去集中吾人的思考。在聆聽的過程中，受過教育的「聆

聽者」會在聆聽進行中去做反省，以去管理他們「音樂的認知」，受過教育的「聆

聽者」有能力去評鑑他們隱蔽的「在行動中思考」之有效性，在這方面，「監督

的」音樂認知可以提供回饋給我們的「音樂素養」—「聆聽素養」中之其他四種

認知。 

Elliott（1995）主張熟練的與內行的「聆聽者」可能會發展一種能力—一種

「監督的」意圖—當聆聽時去產生與使用音樂的意象（imagery），因為這種能力

在既有的實踐與形式的限制中，會於糾正一位聆聽者的「在行動中思考」的想像

時，製造正確的音樂形式之比較；而這種能力也使一位「聆聽者」或「音樂製作

者」事先參與在期望、假設或聆聽一些相關「音樂作品」的音樂資訊中。 

總之，Elliott 認為聽覺中的「在行動中想像」（imagimg-in-action）是令一種

人類的啟發式教育之想像法，以及是一位聆聽者之「程序性的」與「監督的」「技

巧認知」之一個主要部分，學生如何獲得這種「監督的」音樂認知呢？第一個主

要的方法是在革新的音樂問題解決時，藉由學習將其目摽置於注意力的力量、認

知（包括聽覺的想像）以及音樂的記憶之中，對一個「音樂作品」之優秀的詮釋

與演奏，或一個作品之主要的部分，是一位學生理解作品之相關層面與特徵以及

知道如何去管理他音樂中的「在行動中思考」之具體的證據；第二個方法去提昇

「監督的」認知，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口頭上深思關於在特殊的作品中所詮釋的、

表達的與聆聽的，學習用反省的與批判的方式細查吾人的「音樂製作」與「音樂

聆聽」，以及學習將吾人注意力置於音樂作品的細節中。當藝術的「音樂製作」

（包括藝術的音樂聆聽）是位於課程的中心時，則聆聽會被適當地脈絡化

（contextualized），Elliott 認為「音樂聆聽」雖然身為「音樂製作」之附屬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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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聆聽錄音的聲響也會提供學生另一個額外增加的機會去發展「監督的」音樂知

識。 

除了這四種音樂認知之外，Thompson（1993. 12. 8）也指出 Elliott 針對如何

學習音樂，而將「音樂素養」中認知的方式（Ways of Knowing）做了一個區隔：

一、「事實認知」：這屬於認知的部分：知道貝多芬何時出生？這屬於歷史理論，

是用文字敘述的；二、「技巧認知」：這屬於技能的部分：知道如何演奏貝多芬

的曲子嗎？如何去詮釋一首曲子？如何去彈它？針對這種技能方面，用示範可使

學生習得，三、「行動認知」：這屬於情意的部分，是一種本能的、自然的反應，

有些東西無法用言語解釋，要有自我的風格，老師很難教導我們，例如自己只要

覺得可以彈得很好，便可以去參加考試或比賽了。前兩種「音樂認知」Reimer

已經深入探討過，並且還多探討另兩種「美感認知」—「內在認知」與「原理認

知」，倒是 Reimer 不曾提到上述這種「行動認知」的概念。 

伍、對音樂教育的涵義 

Elliott 已強調過「音樂素養」包括「聆聽素養」，有能力的、熟練的、內行

的「音樂聆聽」層級包括所有相同的「音樂認知」的種類，而這些「音樂認知」

是有理解力的「音樂製作」所需要的。Elliott 主張「音樂聆聽」是思考與認知之

一種多面向的形式，「音樂聆聽」可以被進一步發展去符合「音樂作品」之多面

項的本質所產生的需求。 

而我們如何去實行對於「音樂聆聽」的教學與學習呢？Elliott(1995)提出有

一些基本原則適用於「音樂聆聽」的教育： 

一、教與學的情境 

「音樂聆聽」是以實踐為中心的，它的四種認知成分是「處於—情境中的」

與無法用口語表示的，因此，教育「音樂聆聽」要超越新手的層級，需要經由有

意義的「音樂製作」將學生引導進音樂的實踐中，“藝術地聆聽音樂”要使學生

理解「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的不同層面，看它們如何以因-果、全體-部分、

形式-功能、產品-詮釋的關係之觀點相互連結，學習深入地與有理解力地聆聽一

種特殊實踐的音樂，需要學生從內在的「音樂實踐」與從具有反省性的「音樂實

踐者」之觀點去學習音樂。 

另一個方法，「音樂聆聽」需要在教室中被教導與學習，音樂教師要細心設

計使得「音樂聆聽」接近真實生活的「音樂實踐」，對於這種教與學的情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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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lliot 所稱的「課程即是實驗課程」（curriculum-as-practicum），這種以真實的

「音樂製作」為基礎的音樂課程，提供服務去將「聆聽素養」以及「聆聽素養」

所構成的認知脈絡化，此種觀點中，“藝術的聆聽”是為了嘗試達到音樂性的聆

聽，是一種音樂教育中聆聽的基本形式。 

和此種「音樂聆聽」之「實踐」的觀點不同的是過去的「美感教育」哲學，

「美感教育」者堅持普通音樂課程基本所重視的必須是聆聽—根據美感知覺的原

則對錄音的音樂知覺與反應，但 Elliott（1995）認為這是錯誤的：首先，假定“錄

音的聆聽”是音樂教育的“目標行為”（end behavior），並且把「音樂的製作」

置於一種教育的“方法行為”（means behavior）的地位，這種「美感」哲學不

僅否定音樂、「音樂作品」、與「音樂的理解」之本質，它也否定了音樂參與在一

種演奏的藝術中的角色。正如 P. Kivy 所主張的（引自 Elliott, 1995）： 

教導人們音樂性地聆聽與教導人們閱讀偉大的文獻不同，閱讀是私

人的、被動的活動，因為讀者不需要是一位作家或演奏者，相反的，去

愛、欣賞與享受音樂的演奏，我們必須知道音樂是一種表演藝術，為了

變成一位有知識的聆聽者，需要認知到音樂是一種詮釋的與社會的藝

術。 

 

如同 Kivy 所說，錄音的科技創造一種幻覺，在其中「音樂聆聽」是私人的

與被動的，Elliott 認為這種幻覺是錯誤的，對大部分人來說，「音樂聆聽」的真

實是大部分的「音樂實踐」（錄音想達到這種真實感，但卻無法做到），這就是當

「音樂製作者」帶來獨特的體驗與事件時，人們參與在聆聽、觀賞、與移情地參

與在公共的與儀禮的行動中（引自 Elliott, 1995）。 

Elliott（1995）認為「美感」哲學假設教音樂和教繪畫、雕塑、文學是一樣

的，這是錯誤的，藉由圖片列出一些正式的知識（第一主題、第二主題）去學習

對錄音的美感音色做出知覺與回應，將不會獲致有能力的「聆聽素養」，更不用

說是「音樂素養」了。不去錯誤教導學生音樂是一種抽象的美學物體，「實踐哲

學」）力促教育者教導兒童要經由真實的「音樂製作」，來知道音樂是一種多樣的、

人性的參與者可參加的、社交的與表演的藝術。 

事實上，Elliott（1995）認為吾人去「製造音樂」與吾人去「聆聽音樂」本

身是相同的，並不是說「音樂聆聽」是心理的，而「音樂實作」是身體的，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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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是分開的，大腦就是心靈，身體是心靈，「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間的

連結因此是親密的，兩者是相互依賴的，它們像是一個硬幣的兩邊。但 Elliott

（1995）認為“聆聽”錄音的聲響排除了自我（self），“演奏”卻讓自我參與在

內並將其當成一個整體，和新手相比，專家的聆聽「技巧認知」是藉由他內行的

歌唱或演奏的行動所區別，專家的聆聽「技巧認知」是由他博學的行動所知會。

而 Elliott 也認為假如身體是在心靈中，然後包含在「音樂製作」（包含指揮）中

的律動對於改善「音樂的理解」將會是很重要的（如 Dalcroze、Orff、Kodaly 所

主張的），Elliott 主張「音樂的理解」主要是「程序性的」。 

二、革新的音樂問題解決（progressive musical problem solving） 

Elliott 認為提昇一位「聆聽者」的「行動認知」依靠將小心選擇的「音樂作

品」展現給他，而小心選擇的「音樂作品」要求更進一步的「音樂素養」，革新

的問題解決在努力聆聽與藝術地實作音樂其間，需要學生在身為「聆聽者」時將

「音樂作品」的更多層面與細節列入考慮。 

三、將目標置於多餘的注意力（targeting surplus attention） 

Elliott 認為超越初始階段的聆聽之發展，則要靠學生在更認知到「音樂作品」

展現的不同層面與細節時，去處理他們多餘的注意力，學生有三個選擇：他們可

以花費多餘的注意力在與「音樂聆聽」及「音樂作品」無關的事項上（也就是白

日夢）；或是將注意力置於在與聆聽相關的問題上（音程的認明）；或是將注意力

置於在整體的音樂問題解決上。清楚的是，想提昇自己「聆聽素養」的學生會去

學習將他們多餘的注意力導向在他們學習製作與聆聽的音樂中之更細節的問

題，在「音樂作品」的一些層面中，學生必須發現與解決學音樂的問題存在於以

下幾個層面：（一）演奏-詮釋的層面；（二）作曲設計的層面；（三）所有「音樂

作品」之傳統與特殊的實踐標準之層面。而學生若是肯投資多餘的注意力於更進

階的問題發現與問題解決，這就並不僅是專家「聆聽者」與專家的「音樂製作者」

的特徵，同時也是學生在音樂性上能成為熟練與內行的「聆聽者」之過程。 

四、問題的簡化（problem reduction） 

Elliott（1995）認為簡化一些與聆聽有關的問題，是教導學生如何內行地聽

之必要部分，例如學習一些關於學生必須學習演奏的一種賦格結構之言語上的真

相，是一種必須以它佔據在意識的注意力數量的觀點去被減少的問題，但是當關

於賦格之「正式的」認知在「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的行動中變得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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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往專家的方向前去），以及當注意力是不受約束時，學生就有一個選擇，

這種音樂的選擇是將這種注意力再投資於進一步的藝術問題之解決之上，而不是

在更多關於賦格之言語上的知識之獲得，若是一直學習這種語言知識，會與音樂

的實作隔絕開，Elliott 認為音樂問題的簡化（musical problem reduction）是關於

語言知識這種「音樂理解」的對立面，Elliott 在此的意思是不要一直拘泥於言語

知識的獲得，需要再往前進一步去追求問題的解決。 

Elliott（1995）認為達到有能力的、熟練的與內行的聆聽層級，是學習者可

以參與及學習追求漸增的「音樂挑戰」及「音樂素養」，這種「音樂素養」從來

就不會是充分地去解決所有現存的問題的，利用音樂教育家的「音樂素養」，他

們會藉由將其注意力置於他們正在實作的作品細節上、學生正在製作與聆聽的作

品之演奏的重要部分、以及利用圖表、姿勢、隱喻、及其他符號的方法，這些方

法可以讓學生更為專注。 

五、音樂教師與學生 

儘管有許多種教師的稱呼，例如普通音樂課的老師或是高大宜教育者，音

樂教育者的角色主要是教導、教練及塑造學生的角色，這種角色被認為是師徒制

的音樂教師（apprentice musical practitioners），所有的學生都應被以相同的方式

教導：當反省性的音樂教師參與在認知的師徒制中，我們才稱之為音樂教育。 

六、評鑑 

像其他思考的方式一樣，音樂的聆聽可以被有理解力地繼續前進，當聆聽

是有理解力地進行時，結果不是一種書寫的描述，也不是一種樂譜之理論的分

析，反而是一種個人對於一個「音樂作品」之建構性的理解與體驗，一位聆聽者

之隱蔽的「在行動中思考」取決於他能意識到的力量（conscious powers）能在「有

意識的察覺」中實現。 

Elliott（1995）認為評鑑一位學生「聆聽素養」之最音樂性的方法，是評估

他對特殊作品的演奏，一種藝術家的演奏是對於一個作品之最終的非語言的描

述，一個音樂的演奏是一位演奏者從「程序性上」、以「正式的」、「非正式的」、

「印象主義的」、與「監督的」方式去理解關於「音樂作品」的一種豐富的、非

語言的解釋，Elliott 認為假如我們能“知道”如何詮釋好與演奏好一個作品，然

後我們就能理解此作品與聆聽它，我們的許多認知存在我們藝術的「音樂製作」

之行動中，相同的，只要我們能藝術地作曲或編曲（以傳統標準來說），然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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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於那種實踐會有一種有效的音樂理解，並且我們也會「技巧認知」那個領域

的作品。 

總之，Elliott 認為「音樂聆聽」是一種思想與認知的一種複雜的形式，是可

以被教導與學習的，學音樂的學生可以達到有能力的、熟練的、與內行的音樂聆

聽之層級，但是有效地教導與學習這種音樂聆聽的思想，需要這種思想的發展被

深藏在努力中，以經由演奏、即興、作曲、編曲與指揮去發展「音樂素養」。 

 
第四節  情境中的「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 

 

由於 Elliott 認為音樂的行動與音樂的情境一起運行一起創造出音樂的理

解，所以相對於 Reimer 所提出的七種音樂角色需要智能，Elliott 認為作曲、演

奏、指揮、即興與改編音樂等幾種「音樂製作」都與情境有密切相關，因此他提

出「在情境中的作曲」、「在情境中的演奏」、「在情境中的即興」、「在情境中的改

編音樂」等觀點，而這幾種位於情境中的「音樂製作」也與 Reimer 所認同的七

種音樂角色一樣，相互之間都有關係存在。 

Elliott 也將 Reimer 所提出的七種音樂角色中的「聆聽」，改成以在情境中的

「音樂聆聽」來做探討，他認為「音樂聆聽」也包含「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

「音樂作品」組成文化中特殊的信念與價值，「音樂作品」也被文化中特殊的信

念與價值所組成，因此「音樂聆聽」與音樂作品、及社會現實是分不開的，同時

「音樂聆聽」也會受到文化或次文化（subculture）所影響，因此，音樂即是一

種文化。最後，Elliott 也將「音樂聆聽」與「音樂作品」之多面向的觀點做了深

入探討，Elliott 認為「實踐哲學」中，有理解力地去聆聽「音樂作品」包含至少

四種層面，但常多達六種關於音樂意義與資訊之相關連的層面之建構，研究者都

會依序探討。 

壹、情境中的「音樂製作」（Musicing in Context） 

Elliott（1995）認為「音樂製作」是一種不同的人類實踐，而這種「音樂實

踐」的中心在於「音樂素養」，「音樂素養」被導引朝向建構「音樂作品」之實踐

的目標前去，「音樂作品」是多面向的藝術，是種社會的建構，當「音樂素養」

配合由「音樂作品」所展現的挑戰時，「音樂製作者」與「音樂聆聽者」能夠達

到「自我成長」、「建構的知識」、與「最佳的體驗」等人生價值。也由於組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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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素養」之主要的認知形式是非語言的、與「處於情境中的」，所以「音樂素養」

的發展與學習的音樂情境之真實性有緊密的關聯，也就是說音樂行動與音樂情境

一起運行共同創造出「音樂的理解」，以下 Elliott（1995）要檢視作曲、演奏、

指揮、即興與改編音樂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 

一、在情境中的作曲（composing in context） 

每種「音樂實踐」的「音樂素養」是經由與音樂中重要的「他者」（教師、

或實踐者的社群）互動而學習到的，將此思想運用到作曲中，無論何時個人想要

開始作曲，他們總不會是單獨行動的，作曲總是在以下這些方面是「位於情境中

的」與「社會的」： 

（一）在作曲時可用一些特別種類的音樂，發展和一些已經有成就與權威

性的作曲家及演奏者思想的關係，藉此發展「音樂素養」，正如 N. Wolterstorff

指出的（引自 Elliott，1995）： 

作曲家正如所有的音樂實踐者一樣，是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與地方

去從事他們作曲的方式，一個人學習作曲，是藉由被引導入以文化為基

礎的音樂思考方式與重視實踐的音樂思考方式之中。 

 

（二）作曲是相當情境化的，在其中，作曲者不產生也不選擇抽象的音樂

見解，作曲家並不僅是作曲，他們還做特別形式的音樂：歌曲、電影配樂、前奏

曲、哀悼詩、舞蹈組曲、弦樂四重奏、交響曲、進行曲、歌劇、奏鳴曲、協奏曲、

清唱劇等，在如此做時，作曲者依賴的是已經建立的作曲實踐之模式與標準，他

們決定要去遵循與採用、再發展或超越。 

（三）作曲家必須思考他們作曲的樂器或聲音、思考要演奏他所作曲的音

樂演奏家、也要思考它的作品會在何時與何地被演出，事實上，作曲家常常為了

個人獨奏或合奏去作曲，因此，在作曲家、演奏者、指揮家之間會有一個重要的

對話關係，因為作曲家通常想要他們的作品被詮釋與被演奏地完美，因此，作曲

家必須學習間接經由樂譜與樂曲簡介與演奏家溝通，或是直接面對面溝通。 

二、在情境中的演奏（performing in context） 

Elliott（1995）認為正如作曲家需要演奏與聆聽的知識一樣，演奏家也需要

作曲家與聆聽實踐的知識，這是因為演奏所包含的比樂譜中所製作的音符還要

多。而將一位演奏家與一位演說家做比較是有用的，演說家的引述與音樂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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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相似，例如一位鋼琴家正在演奏 Bach 的《a 小調第二號英國組曲》時，我

們意謂著的是演奏家正在創造由樂譜所指出的精確的聲響，並且想要仔細地去達

到 Bach 所制訂的音色，在這程度上，一位音樂演奏家所做的是類似於一位演說

家在引述一件事時所做的。演奏一首「音樂作品」類似於引述某人的言詞，這都

是為了要主張一些事，簡言之，演奏是一種在腦海中可以聽到樂譜的人去實現「音

樂作品」的事件。一個演奏有一種特性—即是一位演奏家對於「音樂作品」要將

其置於明確的情境中去理解，並且演奏本身對於博學的聆聽者之思索與批判也是

開放的。 

三、在情境中的即興（improvising in context） 

即興是在各時期都是普遍的，但是音樂即興實際上包含了些什麼？一些人

主張即興是一種演奏的類別，不需要看譜自發性地去唱或演奏；有些人使用此字

意謂著是一種作曲，Elliott 則主張演奏與作曲並非是相互排外的，反而是相互依

賴的，作曲家常會在作曲前、作曲後、與在作曲的過程中用譜記下他們的樂思時

去演奏；而演奏家偶而也會參與在這種類似作曲的任務之中—即是在用符號表示

裝飾奏與裝飾音，或是用圖形去表示低音的部分。正如 Alperson 所主張的：音

樂即興包含演奏與作曲，即興是一種「音樂製作」的形式，在其中一個人會自發

性地與同時去作曲、詮釋與演奏一個音樂作品（引自 Elliott，1995）。 

Elliott 為了要詳述描繪即興，他指出一位歷史上受人尊敬的爵士即興家 J. 

Coltrane 在《大的步伐》（Giant Steps）中的即興，要注意的是他並不是無意識、

無思想、或沒有預謀地去製作音樂，他在快速的和弦變化中努力去創造複雜的和

弦形式，Elliott 認為他不僅瞭解到複雜的和聲理論（「正式的」音樂認知），更重

要的是他學習如何在行動中用和聲去思考（「程序的」音樂認知），總之，雖然

Coltrane 無法知道也無法當場準確說出他所要作曲的與所演奏的，但是他「預先

知道」有關於自發性去創造一個技藝高超的即興之任何事情。 

Elliott 認為一位即興者會比一位作曲家及演奏家更處於不確定的立場，因為

即興一展開就不會有第二次機會去改正或潤飾。而即興在教育上的涵義也是清楚

的： 

（一）第一、即興的教學與學習應該包括演奏與作曲，因為即興主要是在

快速的一段時間中關注產生、評鑑、選擇、與記得音樂的形式，學生在做即興時，

將會從參與在更精細的「作曲—記譜」時間過程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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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聆聽一首即興通常包括理解在即興家背後工作的音樂家之貢

獻，Elliott 認為聆聽一首即興不可以只專注在在那當場所作曲的、或單獨專注在

演奏，應該兩個都要重視，我們的聆聽必須對於特別情境的即興藝術包括一種相

關連的理解（「非正式的」音樂認知、「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監督的」音樂

認知）。 

四、在情境中的改編音樂（arranging in context） 

Elliott 認為改編音樂是包含一些音樂成果的名稱，這些成果包括編輯、改編

樂曲、加上和聲、再作曲等，所有這些成果關注為了特別的演奏家或情境的需要，

而去修改一個預先作曲或預先演奏的作品，這種修改包括去增加一些元素到此作

品中、抽離掉此作品中一些元素、提昇此作品、重新鑄作這作品、或重新思考這

作品。 

Elliott 認為改編音樂者必須對於「音樂實踐」有一種深的理解，即使是在一

個為了演奏一首管樂合奏而去改編一首管弦樂曲這種當明確的任務中，一位改編

音樂者必須知道許多，他需要認知到原先作品所展現的音樂情境、與改編新樂曲

的音樂情境中如何與演奏、即興、作曲、指揮、與聆聽等做相關連。 

由於要依靠實踐與環境，改編音樂會包括原先作曲中相當大量的知識（例

如序曲、對旋律、轉調的樂段）。從一個較大的觀點去檢視，改編音樂者與改編

樂曲，可視為在「音樂實踐」中藉由製造樂曲與製造體驗給學生、業餘音樂家或

專業的演奏家去演出。 

Elliott 主張人們在「音樂製作」中所體驗的「自我成長」、「愉悅」、「自覺」、

「自尊」這些價值，會與一些重要的音樂家（特別是作曲家，他們在演奏音樂、

指揮音樂、或改編音樂都作得很好，受人所尊敬）作結合而產生。當然，改編音

樂在音樂教育的專業實踐中也很重要，因為老師與學生需要優秀的「音樂作品」

去演奏與學習，然而常常學生無法演奏原始形式的作品，所以改編音樂者就因應

了教學—學習的情境，而改編另一個版本供學生使用。但不幸的是，Elliott 認為

並非所有改編音樂者在音樂上都是專業的與有倫理的，因此，音樂教育者為了課

程的需要而選擇音樂時，必須要問自己一些重要的問題，例如：這個 Beethoven

樂曲的改編版本對於原本的作曲者的標準傳統是正確的嗎？Elliott 認為音樂教

師可能要適當地引導學生去問這種問題與回答這種問題。 

Elliott 認為教師在這種問題解決上，要經歷以上這種反思的過程，而在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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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音樂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問題時，Elliott 認為教師與學生必須思索一個

既有的編曲要如何與下列四點有相關：（一）原始作品的演奏；（二）由那些實踐

者所使用的樂器或樂譜文本；（三）聆聽音樂演奏的觀眾；（四）這種演奏所發生

的一個情境。因此，改編樂曲需要注重多種層面與樂曲的關係，包括原始的作品

演奏方式、演造的樂器與樂譜、觀眾、演奏的情境為何。 

總之，Elliott 認為改編音樂是一種「音樂製作」之有價值的形式，教師與學

生必須不時計畫去參與它，改編樂曲的計畫是一種提升學生層級的演奏成果、與

為了未來作曲計畫做準備的一種有邏輯的方式。 

五、對於音樂教育的涵義 

以上 Elliott 的敘述，我們可以從社會的、藝術的、教育的觀點來看，Elliott

所主張的是：「音樂製作」的所有形式是相互增強的與相互有關連的，但他也像

Reimer 所言的，都考慮到教學的時間可能不允許學習「音樂製作」的所有形式，

所以，音樂教師就要做決定看看哪種「音樂製作」的形式是要首先被強調的。以

下研究者整理出 Elliott 在音樂情境中的「音樂製作」之立論對於對於音樂教育的

幾點涵義： 

（一）演奏與即興的中心性 

Elliott 認為演奏與即興應該是「音樂製作」之主要形式，需要在音樂教育中

被教導，只要時間允許，改編音樂、作曲、指揮（當課程與指揮有關時）也必須

系統地被包括在課程中。經由演奏與即興去製作音樂、以及用實際的與音樂—社

會的方式去連結演奏與作曲的即興，都會帶領學生到達音樂實踐的中心點，作曲

同時也是一個發展「音樂素養」的重要方式，會讓學生沈浸在音樂的實踐之中，

但是除非學生理解到「音樂作品」即是演奏的重要本質，不然作曲不會是發展「音

樂素養」之主要的方式，所以由此可知 Elliott 非常看重演奏的地位。 

（二）「聆聽素養」植基於「音樂素養」 

Elliott 認為有理解力地聆聽，依靠的是學習如何將音樂製作的好，為了要理

解「音樂製作」與「音樂作品」的本質，需要音樂是一種「演奏的存在」（performative 

presence）的知識。在一個既定的演奏中，理想的「聆聽者」會是一位「音樂製

作者」，他會達到「音樂素養」之熟練的層級。 

Dewey 也主張相同的意見，在他的《藝術即體驗》（Art as Experience）一書

中指出，「音樂製作者」的教育所主張的與「音樂聆聽者」的教育所主張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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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他認為要真實理解聆聽一首音樂的演奏，需要準備聆聽者之認知行動的能

力，Dewey（1934）解釋： 

一位有技術的外科醫生是一位珍視其他外科醫生的表現

（perfoemance）之藝術的人，他會有同感地去遵循其技術；一個人若是

理解關於一位鋼琴演奏家的律動與鋼琴的「音樂作品」之間的關聯時，

他就會聽到一些門外漢所知覺不到的東西，他會正如這位鋼琴演奏家在

彈琴時一樣也在讀出那音樂的樂譜。 

 

發展心理學者 N. Thomas 則指出（引自 Elliott，1995）： 

音樂是一種現場的演奏藝術，會和大部分學校的學習分開，從研究

學生的音樂參與有一些重要的涵義：一位學生的成就相關於「做」，是

在現在與過去的時間，而非在問題的解決、或書寫的功課、或已經通過

的考試，這並非說聆聽是不重要的，而是說「製作音樂」是主要的活動。 

 

Aristotle 在他《政治學》（Politics）中也指出（引自 Elliott，1995）： 

……教導學生音樂最重要的是在教導他不僅成為一位評論家

（critics），還要成為成為一位演奏家（performers）。 

 

Elliott 之「實踐哲學」主張所有學音樂的學生必須以以下這種相同的方式被

教導：身為一位反省性的音樂實踐者，在普遍的層面要去參與在「音樂製作」中，

在特別的音樂演奏中也要去參與在「音樂製作」中，藝術性的音樂聆聽必須以相

關於藝術的「音樂製作」的方式被教導。 

（三）「音樂素養」是「社會的」與「處於—情境中的」 

Elliott 認為「音樂素養」有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它類似於其他健全的知識，

是一種方法，我們部署在唱歌與演奏的行動中之「音樂素養」，是一種達到「自

我成長」、「自覺」、「流動」、與「自尊」之生命目標的方法。但是學習如何適當

使用這種方法，僅有當它是在真實的情境中為了真正的目標而從事時才會發生—

也就是要與這種方法被發展與精鍊的實踐之價值與信念有所關聯。 

這種方法強調「音樂作品」中「正式的」認知之獲得與有用的「音樂素養」

之間有所區別，學生要經由在真實的音樂實踐的情境中漸進的問題解決，才能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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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音樂素養」與學習如何使用它，真正的音樂問題解決需要沉浸於被使用的方

法之音樂文化的信念系統中。 

「實踐哲學」建議所有音樂教育的課程（包括普通音樂課程）必須被整合

性地組織與實踐—要以「音樂實踐」與藝術的音樂行動之觀點—而非以狹窄的語

言的概念去看「自治的作品」，因為 Elliott 認為一般都是音樂社群與音樂的實踐

去決定「音樂理解」的適當運用。 

Elliott 認為傳統的音樂課程常常以語言的概念（關於音樂的元素）之觀點去

組織教學的單元，這特別是在以聆聽為基礎的普通音樂課本中，但是這種傳統的

課程可能只有表面的功夫而已，它們在本質上仍是非藝術的（nonartistic）與反

情境的（acontextual），因此，這種課程無法提供「程序性的」音樂認知、「正式

的」音樂認知、「非正式的」音樂認知、「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監督的」音

樂認知之發展的必需情況。為了要如同一位反省的實踐者使用這種方法去學習使

用它，一個學音樂的學生就像一位徒弟（apprenticeship），必須被老師引導入一

個實踐與它的文化，所以，在一個重要的方面來說，學習是一種「對某種文化之

適應」（enculturation）的過程。 

Elliott 認為藉由設計逼真的學習情況，以及讓學生經由教練指導的模式

（coaching-directing mode）參與在一個班級合唱、或一個樂器合奏的「音樂挑戰」

與計畫中，音樂教師可以在情境中適當地與有效地發展學生的「音樂素養」。Elliott

指出在任何學科領域的教師開始理解到，一個優秀的以演奏（或表演）為取向的

音樂教育者所已經理解到的：學習「說」與「寫」（與學習當一位醫生、律師、

建築師、教師或藝術家），主要是一種理解由不同的社群或實踐的文化所發展的

行動與信念系統的事項，換句話說，人們經由在特殊成就的領域中，藉由成為一

位學徒以做有效地的學習，並且在一個“學徒型態”的情境中，人們會學習到一

個實踐之正確的行動與方法，雖然是非正式的但卻是富有教育性的。 

（四）在情境中的「音樂製作」與音樂教育 

Elliott 提出可以假設我們自己是一位中學教師，爵士樂是許多實踐中的一

個，在其中我要去引導我的學生，假設在此過程中我要將學生的「音樂素養」與

一個「音樂挑戰」做一平衡，此音樂挑戰是 S. Nestico 的《基本—直接往前進》

（Basic—Straight Ahead）。Elliott 認為在詮釋教導此任務時，我們要提醒自己：《基

本—直接往前進》僅是較大整體中的一個片段而已，這個任務的整體是以藍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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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的、屬於四拍子、美國西南地區、搖擺（swing）的實踐，我們不只嘗試要

幫助學生學習認譜、演奏樂器、或演奏一個作品，還要尋找去發展學生的「音樂

素養」，而「音樂素養」要包括學生對於音樂文化的知識或音樂整體的知識：也

就是四拍子、美國西南地區、搖擺。一般說來，這個實踐與其他搖擺的實踐以及

與普通的爵士實踐是有區別的（例如東邊地區兩拍子的搖擺），簡言之，《基本—

直接往前進》提供一個機會，藉由學習這個實踐的優秀作品去學習一個「音樂實

踐」。而在教導此作品時，我們也要記在心中的是：《基本—直接往前進》是一個

多面向的（multidimensional）挑戰，因為學習如何詮釋、演奏、以及聆聽此作品，

要包括學習如何將《基本—直接往前進》的音樂設計與美國西南地區搖擺的「實

踐傳統與標準」（traditions and standards）做連結、同時也要學習任何在此作品中

音樂情緒的表達或是音樂的表徵（representation）（例如標題音樂），但事實上

Elliott 指出《基本—直接往前進》這個作品包含音樂情緒的表達，但並不包含音

樂的象徵。 

Elliott 指出在此例子中發展學生的「音樂素養」，意謂著催化與統整他們實

踐中特殊的「音樂認知」—「程序性的」認知、「正式的」認知、「非正式的」認

知、「印象主義的」認知、「監督的」認知，這個程序會藉由慢慢發現與解決《基

本—直接往前進》中漸增的「音樂挑戰」之音樂問題而繼續進行。Elliott 也指出

事實上在學生間（以及一些老師）的一個普遍傾向是，一旦學生創作出正確的音

高與節奏時，他們便太早脫離這個作品，然而 Elliott 主張在一個樂譜中所規定的

形式之正確創作僅是一個音樂演奏（或「音樂素養」）真正包含的一部份而已，

而「實踐哲學」的基本教條是要製造一種我們所選擇的來做音樂教學的「音樂作

品」之“完整課程的一餐”（full—course meal），這要藉由系統地回到作品中去，

以及在一個規律的間隔中去平衡學生漸增的「音樂素養」與漸增的「音樂挑戰」，

而事實上，優秀的「音樂作品」通常會有一段時間來提供一些問題發現與解決，

因此，即使是一些小心選擇的演奏作品，仍將要有一段長時間去發展學生的「音

樂理解」。 

Elliott 認為要選擇可實行的「音樂挑戰」與建造逼真的「音樂製作」情境，

需要引導學生進入音樂的實踐，同時也要求教師持續將「音樂作品」「脈絡化」，

事實上，想要達到《基本—直接往前進》這個作品的標準與義務，Elliott 形容就

是要將學生的興趣補充一些燃料，簡言之，也就是要讓學生認知到更多關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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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所關注的理解能力、傳說、傳說中的人物、以及傳統，而相關的錄音、影像、

歷史的閱讀、電腦軟體、以及別的學校與專業音樂家之現場演奏等，都是將「音

樂挑戰」脈絡化的最普遍方法。 

由於「音樂製作」是一個多樣的人類實踐，Elliott 認為我們應該在拓寬「音

樂素養」與一些音樂領域做相關時，發現一些方式去加深學生的「音樂素養」，

相關於《基本—直接往前進》的例子，讓我們的學生在當一位樂器演奏家時要跨

越相關的實踐，例如一種南方爵士樂（dixieland）、另一種爵士樂（bebop）、南

非的鎮區爵士樂以及一些與其他不同的相關實踐，例如古典樂派、浪漫樂派、新

朝主義的管樂音樂，所有這些，Elliott 認為藝術的「音樂聆聽」必須被發展，如

何發展呢？Elliott 認為這種藝術的「音樂聆聽」，音樂教師需要幫助學生有能力

且熟練地詮釋所要演奏的「音樂作品」，並且要將所詮釋的與此作品做相關這個

方向前去發展。 

（五）如何實現音樂的價值 

Elliott（1995）指出「自我成長」、「建構的知識」、「流動」與「自尊」即是

哲學家 A. MacIntyre 所稱的「音樂實踐」中之「內在的善」（internal goods），這

些「善」僅有在主動地與有生產性地參與在「音樂實踐」中才能獲得，任何人參

與在一個音樂社群中沒有擁有「音樂素養」，對於這個社群之「內在的善」來說，

就不會是一位有能力的鑑賞家（judge），Elliott 指出 MacIntyre 曾提過人類實踐

與其「內在的善」有三個要點可供我們遵循： 

1.Elliott 認為一個學生所要達到的能力、熟練度、與藝術性是「音樂製作」

中一個「內在的善」，「音樂素養」屬於個別的「音樂製作者」，學習如何符合「音

樂挑戰」可提供學音樂的學生一些關於他們行動的知識。吾人行動的結果、以及

吾人在音樂材料與情境中所製造的改變這種行動，會提供音樂與其他事物關聯之

回饋。Elliott 認為雖然「音樂素養」是個人的成就，但是「音樂素養」也是由社

會所決定的，因為一位學生音樂成就的層級，總是相關於過去與現在「音樂製作

者」的成就，例如 Elliott 指出一個例子：一位學生名叫 Tim，他所受的音樂教育

是專注在他班上的唱詩班與學校的合唱團，假如他經由學習演唱不同的合唱曲被

引導入一些合唱的實踐（例如巴洛克時期、爵士樂、文藝復興時期的合唱音樂），

包括 Bach、Handel、Schubert 等人的作品，在此情境中，這位學生所能達到的目

的是相關於：（1）在他班上與學校合唱團過去的學生與現在的學生；（2）過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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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學生之課程；（3）過去與現在的合唱歌唱者，就是這些「音樂—個人—社

會」的相互關係構成了這位學生發展「音樂素養」之廣大社會情境中的一部份，

所以從此觀點看來，要進入一個音樂的實踐是要被引導進入一個音樂的文化中或

一個音樂世界中（例如 Baroque 時期的音樂世界），而這個音樂世界依靠的是「音

樂—社會」的傳統與標準，這些傳統與標準會提供學生關於他們是誰、以及他們

與他人的關係所能做什麼的知識。 

2.Elliott 認為當教師引導學生進入音樂文化中去做一位主動的、反省性的實

踐者，教師並不是要加速學生朝向去發展音樂中某一特定的生活，他也要為了持

續的「自尊」之發展去創造必須的情況。正如 Elliott 所指的，比較高層次的「自

尊」並非導因於孤立的「流動」體驗之簡單的附加物，在此觀點上，「音樂實踐」

之「內在的善」僅是對一些人是可得到的，這些人是有生產力地參與在情境中環

繞在藝術的「音樂製作」與聆聽所形成的知識之中。而在想要努力變成是有音樂

性的人時，學生不可避免會影響他們與他人之間「社會—音樂」的關係，同時也

會被這些人所影響，例如 Tim 的例子中，他所屬的教室中的合唱並不會在孤立

中去運作。而學生的歌唱直接連結到「業餘者」與「專業的合唱歌唱者」之真實

世界的實踐，在所有這些方式當中，教室、學校與社區小朋友的合唱會提供自然

的音樂情境，使得小朋友去達到「自我成長」、「建構的知識」、「愉悅」、「音樂的

能力」等人生的價值，與持續去追求音樂的卓越。 

3.Elliott 認為很難去從「自我成長」、「自覺」、「流動」、「自尊」等「內在的

善」去區分音樂能力與卓越的追求，換句話說，經由「音樂素養」之漸進的發展，

極力去追求「音樂素養」、熟練性、與卓越並非是菁英主義，反而「音樂素養」

之漸進的發展，對於「自我成長」與「最佳體驗」來說是一種主要的情況與自然

的附隨物。 

（六）小結 

總之，Elliott 認為對於所有學生來說，「音樂製作」是一種可實行的教育目

標，在音樂教育中「音樂製作」不會次於「音樂聆聽」，「音樂製作」與「音樂聆

聽」是相互依賴的，「音樂製作」為了自己與他人的緣故，是值得去做的，「音樂

製作」的內在價值並非是抽象的，經由「音樂素養」之漸進的發展，所有學生在

音樂生活的方式中，可以達到「自我成長」、「建構的知識」、音樂的「愉悅」

（「流動」）、與「自尊」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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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情境中的「音樂聆聽」（Music Listening in Context） 

Elliott（1995）主張音樂「音樂製作」的所有形式，在本質上便是「藝術的—

社會—文化」的成果，也因為「音樂作品」是「社會—文化」的建構，也因為聆

聽者住在特別的時間與地點，所以「音樂聆聽」也包含「文化—意識型態」的資

訊。換句話說，「音樂作品」組成文化中特殊的信念與價值，「音樂作品」也被文

化中特殊的信念與價值所組成，因此，「音樂聆聽」與「音樂作品」及社會現實

是分不開的。以下研究者整理出 Elliott 所提的「音樂聆聽」與情境之關係： 

一、文化、意識型態、和聆聽（culture ideology and listening） 

Elliott 指出做為一種主動的、建構的過程，「音樂聆聽」包括建構一種音樂

聲響的文化之外形（cultural profile）的描繪，Elliott（1995）指出若用 Green 的

話來說，便是音樂聆聽者評估音樂作品所顯示的“輪廓的意義”（delineated 

meanings），關於 Green 這個概念，Reimer 於 2003 年出版的《音樂教育哲學》一

書中曾深入探討過。Elliott 認為建構與評估一個「音樂作品」之文化外形的描繪，

類似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一）以前我曾經聽過像這些的音樂形式嗎？ 

（二）這些形式屬於什麼文化與音樂實踐呢？ 

（三）這些聲響代表我的音調嗎（tones-for-me）？ 

（四）何種「文化—意識型態」的價值是被包含在這種作品的音樂形式中？ 

（五）這些信念與價值與我的信念相符或相衝突？或是有所延伸？ 

Elliott 認為不幸的是文字是他要描繪音樂之文化的外形之唯一工具，然而當

我們現在了解聆聽即是「在行動中思考」與「行動認知」，並不需要我們告訴自

己如何能完成自己的聆聽程序，當然，我們能在自己的聆聽程序中語言性地反

思，並且常如此做，但是大致上說來，Elliott 主張我們對於音樂聲響型式的文化

分析大多是沒有說出來的。 

Elliott 建議一位聆聽者對於音樂形式之隱蔽的建構（covert construction），

包括了在學習的傳統上之文化意義的建構，「音樂聆聽者」需要認知到對於音樂

的情緒表達之一種方式，是藉由學習連結音樂形式之特定的特徵（也就是旋律的

外形或節奏活力）與特別的傳統習俗的情緒，Elliott 認為一段音樂可能在某些特

定文化中聆聽起來有悲傷的感覺，這是因為「音樂製作者」與「聆聽者」在那種

文化中已經發展與採用一些特定的音樂習俗，對他們來說，聲響聽起來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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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或演奏一首曲子去表達悲傷或是表達人們想要在葬禮中聽到的聲響，這種過

程主要是一種將連結特定環境與場所的情緒轉移到音樂中的事件。 

Elliott 要建議的是聆聽者也要學習如何理解文化的資訊，並且將文化意義歸

因到傳統習俗音樂的形式與音樂的作品，「聆聽者」聆聽音樂的形式並當成是代

表他們的音調（tones-for-them）—這種音樂的形式富有社會的關係、故鄉、信念、

價值、文化的信念之含意，因此，一種為了許多聆聽者愉悅之重要的層面，是配

合個人文化「意識型態」的信念與或價值、以及個人對於這些信念與價值的音樂

表達之認知，Elliott 認為這種將知識與「音樂挑戰」做配合，不僅會導致學習者

的「自覺」與「愉悅」，也會傾向將聆聽者置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社群之情

境中。 

當然，Elliott 認為「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的倡導者會反對這他對於「音樂

聆聽」之文化的觀點，是因為「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的倡導者堅信所有地方的

音樂必須僅以一種方式來被聆聽—純粹地（purely）、反情境的（acontextually）—

僅為了「美感」的特質，完全免於其他的參考及連結。然而，Elliott 認為「美感」

的教育家所忽略的是音樂的聲響是以文化為基礎的藝術建構（culture-based 

artistic construction），並非是「美感」的特質，關於 Beethoven、Bartok 的音樂、

或爵士樂的聲響並沒有任何自然的或自治的事，Elliott 認為這種這些作品之有形

的意義是幾世紀以來藝術的發展與音樂理論的發展之成果。但是研究者從閱讀

Reimer 的理念看來，深覺 Reimer 並非不考慮情境與文化的因素，也並非如 Elliott

所言只將「音樂作品」視為一種自治的、而與外界沒有聯繫的物體，Reimer 的

「美感教育」理念與 1970、1980 年代相比，已經在作一種協調與轉變。 

此外，Elliott 提到「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之美感聆聽的概念是一種文化的

建構，他認為要美感地去知覺音樂，其實是要採取一種深藏社會中的音樂意識型

態與聆聽，然而這是要將不確實的美感聆聽教條歸因於少部分的白人或歐洲男性

意識型態之思考（他們主導美感聆聽教條為一種「絕對主義」的觀點），Elliott

認為如何能夠比這種 18 世紀理論中認為聆聽音樂僅能獨獨以相關「絕對主義」

的觀點去看更有文化地、更有意識型態地、更有指涉性地去教導世界各地的人

們？正如 McClary 強調的（引自 Elliott,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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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汲取自模糊抽象的理論去聆聽 Beethoven 的「英雄」交響曲，

比起為了情緒的表達或文化的音樂習俗去聆聽音樂是更不對的，前者

是一種關於外在參照指涉的欺騙而已。 

 

二、其它受「文化—意識型態」影響的例子 

Elliott 提到經由結合文字與獨特的音樂形式，搖滾音樂家把表達歸因於意識

型態，他認為這種「意識型態」會確認某些聆聽者的信念及價值，正如 S. Frith

說的：搖管音樂是流行的，不僅是因為它的表達富於特定的價值系統，也是因為

搖滾音樂傾向於塑造聆聽者對於流行的意義之信念（引自 Elliott, 1995）。例如

Elliott 認為搖滾音樂的實踐主要關心異性戀的愛情歌曲之曲子與表演，搖滾歌曲

通常詮釋與處理對於年輕人是重要的信念及情緒，搖滾樂通常包含抒情歌、音樂

的情緒表達、以及人們與事件的音樂性格描寫，這會連結到計畫一種關於如何在

特定環境中去感覺、如何將自己的思想與情緒發聲出來、以及其他人如何與歡笑

悲傷一起生活之公共的普遍意識（也就是一種「意識型態」）。因此，任一種音樂

形式的表達都會受其背後「意識形態」的影響，聆聽者的信念也會受到文化中的

「意識形態」所主導。 

三、喜愛、討厭與其他音樂事項 

Elliott 主張認知到「音樂聆聽」與「音樂作品」的文化（屬於意識層面），

會幫助開啟音樂喜好與音樂教育的一些相關議題。他認為表面上說來，傾向去喜

愛或討厭某種音樂是一件奇怪的事項，因為人們如何對一種無生命力的聲響發展

一種深層的喜愛與厭惡呢？Elliott（1995）認為這是因為「音樂作品」並非是自

治的美感物體，反而「音樂作品」應該是由社會建構的（socially constructed）、

深留在社會中的（socially embedded）、以及是由社會所調停仲介的建構（socially 

mediated construction），因此，他認為可以合理去做出主張：介於認知音樂形式

的結果與它們的輪廓（關於社會脈絡）之意義間，是關於“是否一個作品（一首

西方的音樂）之文化的習俗符合一位聆聽者的信念與價值這種認知的情緒（正面

的或負面的）”（Elliott, 1995）。 

換句話說，Elliott 認為音樂的喜好在於一些相關的音樂層面之認知評價：也

就是詮釋—演奏的層面、音樂設計層面、實踐的標準與傳統的層面、情緒的表達

層面、音樂的表徵層面，在其中，Elliott 認為特別是「文化—意識型態」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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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評價，在聆聽者的喜好決定上是最有力的。因此，年輕聆聽者所最清楚知

道的既不是音樂的設計也不是藝術的詮釋，反而是特別的「音樂作品」之「文化—

意識型態」的層面，所以聆聽者所說的：“我知道我喜歡的”就是意謂“我喜歡

我認為是與我的文化—意識型態的價值、聯盟行為、信念一致的「音樂作品」”。

事實上，Elliott 認為聆聽者在聆聽之前常會建構關於特定作品（或全部的音樂實

踐）之「文化—意識型態」的外形素描與信念，Elliott 稱這種現象為「已經聆聽」

（already listening）的現象。而他認為音樂教育者可以運用一種正向的態度去影

響學生的信念及認知，這是要藉由發展學生的「音樂素養」去使學生的音樂評價、

喜好、認知情緒穩定住，這種「音樂素養」是知識的多面向形式，包括認知如何

有理解力地去聽介於：（一）「音樂製作」、「音樂作品」與（二）「文化—意識型

態」的影響之間的關係。 

關於 Elliott 這種「已經聆聽」的概念，其實 Reimer 曾指出類似的概念，Reimer

（2003）便曾提出「技術—批評」的體驗是一種「前美感的」（preaesthetic）體

驗，在這種反應中，所觀察的是組成音樂之技巧的、機械的因素，Reimer 認為

這是一位音樂教師教學的危險所在，因為音樂教師的危險在過於關心音樂活動的

技巧與工具，而很少有足夠的「心理距離」來對音樂進行「音樂的體驗」，過於

重視「技術—批評」的體驗會使學生無法超越它達到對音樂之「美感的體驗」，

因此研究者解讀 Reimer 對這種「前美感的」體驗之涵義為：這是音樂教師原有

的一種「意識形態」觀念，這種觀念當然來自於他的生活經驗或師資養成過程中

所受的音樂教育，Reimer 認為音樂教師最好不要用自己原先以為正確的觀念來

箝制學生的想法，其實學生的思考可以多面與多元，音樂教師可以運用正向的「前

美感的」之見解，例如讓學生在「美感的體驗」之過程中，教師仍要引導學生仍

要以「內在認知」與「技巧認知」作為學習的主要內容，「事實認知」與「原理

認知」要居於輔佐地位，教師不要用言語作過多說明，學生要靠聽覺與身體的律

動去體驗音樂，音樂仍是一種富於情感的教育，並且從中也要注重學生「音樂素

養」的培育。 

四、音樂即是文化（music as culture） 

關於音樂實踐與文化之間的關係，Elliott（1995）認為正如民族音樂學家

B. Nettl 所觀察的，「音樂製作」與「音樂作品」是獲取與描繪一個文化之最有力

的方式，在許多西方家中，不同年齡之青少年的次文化傾向於發展與採用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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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實踐去表明他們「文化—意識型態」的信念與價值，他們就像一個顯著的團

體標誌般去呈現出他們所選擇的音樂，一些人甚至是如同他們的音樂聲響所描繪

的價值與信念般去生活著，而對一些國家與西方音樂迷來說，鄉村音樂是一種生

活的方式，它包含對於衣服、車子、語言形式、運動、社會儀式、人格等事物的

喜好，所以 Elliott 主張音樂就如同是一種文化。 

五、「音樂作品」之多面向的觀點 

介於「音樂製作」與「文化—意識型態」間的關係我們已經思索過了，再

來就是去思索「音樂聆聽」與「音樂作品」之多面向的觀點： 

（一）「音樂作品」會包含許多層面之原因 

聆聽音樂演奏包含思考與認知相關於音樂資訊的一些層面，因此，「音樂作

品」可能會被認為是思想的產生者—即是有意的建構並挑戰我們意識中的力量，

Elliott（1995）認為音樂資訊中有三個層面，那是每個「音樂作品」中的一部份：

1.「音樂演奏—詮釋」的層面 2.音樂設計的層面 3.共享的音樂標準及傳統的實踐

層面，這三個層面是「音樂作品」之三個基本的層面。 

「音樂作品」之設計的層面是由旋律、和聲、節奏、音色、織體、速度、

語法及動力所組成，Meyer 將這些音樂特質區分為兩種類別：1.音樂設計之按照

造句法的（syntactic）參數：包括旋律、節奏、和聲；2.音樂設計之不按照造句

法的（nonsyntactic）參數：包括音色、織體、速度、語法、動力（引自 Elliott, 1995），

為何 Meyer 如此劃分？Elliott（1995）認為這是因為我們一種聆聽過程的本質，

一些聲響的屬性可被劃分為分離的（discrete）關係，因此介於它們之間的相異

性與相似性是有比例的、相稱的（proportional），正如 Elliott 解釋音調、音高可

以用這種方式被劃分與認知，而時值及節奏也是一樣；相反的，音色、織體、語

法等不能被劃分成有比例的東西，例如在音色方面不會被分裂，不會有相同的小

三度或附點音符的這類東西，音色僅能與其他音色形式比較是較明亮或較暗沈，

而大小聲也僅能和其他大小聲的形式來一起比較是較大聲或較小聲。音高及節奏

等參數被稱為是按照造句法的，是因為它們的成分可被組織成一些形式以給予一

種音樂律動的意義—一種相關於其他音調的意義，以及一種音樂完成與結束的意

義，這種音樂中按照造句法的討論通常會為了按照造句法的建構去關注特別的實

踐規則，總之，Elliott 認為聆聽一首「音樂作品」的設計層面包括認知這兩種音

樂形式被組織的方式。以下 Elliott（1995）要解釋為何「音樂作品」可能會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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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層面： 

1.形式—內容的關係 

Elliott 認為在討論「音樂作品」時，「形式」與「內容」的詞語意指音樂的

形式在音樂內被組織與被形成的方式、與其他「音樂作品」間的關係（在音樂之

間）、以及與其他人類所感興趣的關係。他主張有一些因素可得知世界上的「音

樂製作者」將會在一些方式中去組織「音樂作品」： 

（1）第一個因素是人類想要製造必需品的價值：想要去強調、精心推敲、

延伸普遍的需求、行動、與事件，這種傾向主張認為每天說話的聲音、工作的聲

音將可能變成些「音樂作品」的內容之一部分。 

（2）第二個因素是人們能處理在音樂內的聲音與在音樂外的聲音、以及和

其他人類興趣有關的聲音，這個因素主張音樂家有時會將音樂形式連結到不同的

文化與人類所關心的，包括宗教的、道德的、科技的、實踐的、政治的、與歷史

的概念。 

（3）第三個因素包括人類傾向要去追求音樂的「愉悅」（「流動」的體驗）

與「自覺」的人生價值，這種傾向可得知音樂家將常以音樂設計的複雜性與音樂

設計連結其他種類的內容之觀點去擴展作曲、即興、演奏等的限制。 

（4）第四個因素是人們的興趣所變化的範圍，這種因素主張全世界的「音

樂作品」將會變化很大，會達到什麼程度？會達到它們強調「按照句法的」形式

與「非按照句法」的形式、音樂—社會的關係、以及這些不同的結合。 

Elliott（1995）認為全世界音樂實踐與實際的音樂產品也確認以上這些四種

因素的適當性，一開始人們開始傾向在不同的音樂方式中去強調、延伸、與仔細

推敲人們的必需品與行動，例如人們嘗試要去將節奏的形式加在一種規則的聲音

形式中，如同那些從呼吸、走路、演奏工作中所產生的節奏形式一樣。人們也要

去擴展及發展聲音之聲響的特徵，例如我們從人們高興及悲傷的表達中之音高起

伏去了解意義，以及從他們說話聲音的分句中去了解意義，簡言之，人們發聲的

聲音，例如哭、笑、唱、說，提供精細地去製作音樂所需的成分。 

事實上，Elliott（1995）主張有許多跨越實踐與文化的音樂作品，那會包含

這種意義，即是它們「按照句法」與「不按照句法」的設計之一部分，例如一些

音樂家創造一些「音樂作品」去描繪與敘述，或將相關於原始內容或說話的訊息

特徵化、形式化，除此之外，許多聲樂的、合唱的作品、戲劇化語言的聲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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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它變得是充滿特殊的人類情緒，以讓聆聽者體驗這種表現，相同的，作曲家也

常將音樂的聲響連結到特別的事件（Elliott 認為音樂不是語言，但音樂在這種方

式中是像語言的）。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音樂作品」如何包括一些內容，範圍

從最明顯的歌曲、歌詞到特殊的人類情緒中最精細的音樂表達事件，以及到音樂

對人們、地方的描繪及特徵。 

Elliott（1995）認為「音樂實踐」的目標在於製作「音樂作品」，能為了作

品之「按照造句法」及「不按照造句法」的設計方向去被人所聆聽，就正如在許

多西方的實踐中，作曲常被指導朝向樂器作品的設計，這種樂器作品的設計主要

會支持聆聽者的音樂思考，這是因為這種樂器作品結構形式的複雜，這種作品是

一種「純音樂」、「抽象的音樂」、「正式的音樂」、「以設計為基礎的音樂」

（design-based music）、或「絕對音樂」，Elliott（1995）主張我們要使用「以設

計為基礎的音樂」去特別關心「按照造句法的」與「不按照造句法的」關係之「音

樂作品」，例如巴哈的十二平均律。 

以上的討論，Elliott 主張三種寬廣的與彈性的音樂形式—內容關係的分類，

分別為：（1）以設計為基礎的音樂；（2）表徵的（representational）音樂；（3）

表現的音樂（expressional music），這三種分類是思考複雜的「音樂作品」較為

便利的方法，它們是啟發性的設計，然而一些作品可能剛好適合此分類，許多可

能不適合此分類，事實上許多樂器、聲樂、合唱、歌劇音樂更穿越橫跨這三個分

類之間，例如令人尊敬的許多西方古典音樂，如 Berlioz 的幻想交響曲同時是表

徵的音樂與表現的音樂，然而也關心「按照造句法的」與「不按照造句法的」關

係之音樂設計的事項。 

2.以設計為基礎的作品 

Elliott（1995）認為幾世紀來有些人已經沉思到純器樂音樂的重要性，音樂

聲音的形式（聲音與其他物品沒有任何明顯關係）如何能夠引起令人歡樂的體

驗？「實踐哲學」主張器樂作曲的演奏是多面向的認知挑戰，到這種程度，一位

聆聽者特殊實踐的「音樂素養」促使他認知到呈現在一首樂器音樂作品中音樂資

訊的一些層面，聆聽者將傾向於體驗音樂的「愉悅」或「流動」。 

Elliott（1995）主張「按照造句法的」與「不按照造句法的」「音樂作品」

形式能有意義地達到實用的影響，例如在音樂之內的形式，當音樂製作者與聆聽



 215

者在製作與聆聽音樂內的形式時去體驗與享受到愉悅的感覺，則音樂內的形式能

被說是有意義。而人們公開地與私人地回應音樂的聲響形式，是因為「音樂作品」

提供機會給人們部署他們音樂的「行動認知」，並藉此達到音樂之「流動」的體

驗，這種觀點中，組成「音樂作品」的設計層面之「按照造句法」的、與「不按

照造句法」的形式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些形式是重要的，它們挑戰我們聆聽這種

有知覺的力量；在用言詞去代表一種特殊的概念上，聲響本身並不具有意義，反

而，從聆聽者有知覺的理解與察覺音樂組織實踐規則之音樂事件間的關係中，「自

我成長」與音樂的「愉悅」從此而產生。 

Elliott（1995）也認為聆聽現場的音樂演奏會之意義在於場所本身，例如認

知到真實的器樂演奏之藝術音樂形式，常包含“見證”到「音樂製作者」的成果—

可以“見證”「音樂製作者」在介紹新的音樂聲響組織的形式，或在發現知名的

「音樂作品」中心的意義。 

3.表現的音樂 

有一種傳統是將有表達力的情緒特質歸因到音樂中，包括器樂音樂的作

品，音樂的「絕對主義」論者主張特殊的情緒不能存在音樂中，並在音樂「愉悅」

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Hanslick 是十九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音樂評論家及哲學家之

一，他認為「音樂作品」無法表達任何特殊的情感，但是 Kivy 認為即使是

Hanslick，他與音樂的表現之議題是不一致的（引自 Elliott, 1995）。 

當聆聽者體驗一種「流動」、「愉悅」的興奮時，「音樂聆聽」常會去感動人，

但是音樂的形式並不會引起聆聽者感受悲傷、害怕或憤怒，這是因為在音樂形式

中並無任何東西會使聆聽者感到悲傷或憤怒，聆聽者不會因為形式讓他悲傷，反

而他在聆聽時會因為個人的記憶、心中的連結而悲傷。另一說法說一首「音樂作

品」很悲傷是因為作曲者在作曲時是悲傷的，Elliott（1995）認為這種主張是不

合邏輯的，作曲家並不需要去體驗特殊的情緒狀態去情緒地創作有表現力的曲

子，Elliott 認為一位作曲家是要如何地具音樂性地和目前的旋律文件及進行曲文

件的實施相關而去作曲。 

4.表徵的音樂 

表徵的作品包含「按照造句法」與「不按照造句法」的音樂參數去應用到

描述、描繪、敘述、特徵化、參考、象徵人、事、地等。有一些可能的方法去創

造表徵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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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普遍的方式是標題音樂中，這包括藉由將音樂的形式連結到一個基

本的故事去安排一個作品，例如 Prokofiev 的「彼得與狼」（Peter and the Wolf）， 

（2）一位作曲家可以將一個特殊的音樂形式（例如一個旋律的動機）連結

到一齣歌劇中的人物、或一首聲樂曲、或合唱曲中的歌詞、或一場電影中的一個

事件，一旦這種連結出現，這種「有隱藏企圖的」（loaded）音樂形式可能會藉

由與其他動機、歌詞相連結而被修改，在連結音樂事件與其他種類的事件以去暗

示、推進、禁止、或解決引人注目的行動有無盡的方法。 

（3）更精細的，故事可以被引含在一首「音樂作品」之結構中，例如 Liszt

之「浮士德交響曲」（Faust Symphony）。 

Elliott（1995）認為關於表徵的音樂之主要問題，並不在於是否在「音樂作

品」中為了音樂指涉的方式與方式去聆聽，而是在“如何聆聽”。「實踐」的哲

學觀認為在當有理解力地去製作表徵的音樂或聆聽表徵的音樂時，「音樂素養」

是有需要的，它包括深層理解介於特別的音樂形式與它們所表徵的東西之間特殊

的連結，像 Meyer 在音樂的「形式—內容」之間的關係之研究中便會贊成此種

立場（引自 Elliott，1995）： 

儘管純音樂或是「形式主義」，被表徵的現象之詳細敘述絕對不是

瑣碎的事，一個標題象徵一種特殊的現象，這種標題的指涉樂譜中的音

高、時值都是作曲中的特性，一個曲子的重要性依賴一組刺激（有聲響

的音樂）、一位有能力的聆聽者、一個文化的情境（包括我們對曲子所

知道的事情）之間的互動，被表徵的知識改變曲子的重要性，並不僅是

因為這種知識影響人們的體驗，也是因為藉由指導注意力到一個形式之

特別的特徵時，這種知識會影響我們對所表徵的事物之理解與回應。 

 

（二）「音樂作品」之多面向的觀點 

Elliott（1995）認為「實踐哲學」中，有理解力地去聆聽「音樂作品」包含

至少四種層面，但常多達六種博學的、隱蔽的關於音樂意義與資訊之相關連的層

面之建構，在此種觀點中，1、2、3、6 四個層面是包含在我們對所有「音樂作

品」的認知中，層面 4 和層面 5 被注上星號，是因為這兩個層面可能會或可能不

會出現在我們在任何作品的認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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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種以演奏的詮釋（a performance-interpretion of）：「音樂作品」是一種特

殊的身體的事件（physical events）—身體的事件是藉由人們博學的行動（隱蔽

的與顯明的）有意產生的，因此「音樂聆聽」總是一種為了演奏的詮釋而聆聽的

事項：包含一種書寫的作曲之演奏--詮釋、以及即興而作，一個「音樂作品」中

所有其他層面是確定被製作在一個「音樂演奏」的行動與事件中。 

2.一種音樂的設計，那會證明（a musical design that evinces）：每種「音樂

作品」包含一種作曲的或即興而作的音樂設計，這種音樂設計由「按照造句法」

的及「不按造句法」的音樂參數（parameters）所組成，音樂設計中「按照造句

法」的參數包括旋律、節奏、和聲；音樂設計中「不按造句法」的音樂變數包括

音色、織體、速度、語法、動力，當由「音樂製作者」詮釋與演奏音樂設計中「按

照造句法」的參數與「不按造句法」的音樂參數時，聆聽者秘密地在這些音樂設

計中「按照造句法」的參數與「不按造句法」的音樂參數之間建構這種關係。 

Elliott（1995）認為音樂設計中「按照造句法」的音樂形式與「不按造句法」

的音樂形式是藝術的特質，「音樂製作者」並非在每次作曲、即興而作、演奏、

編曲、指揮時去創造這種音樂的原料，在大部分例子中，「音樂製作者」是由一

些原料（音高、音色、長短、強度）開始的，而這些原料已經是藝術的了，因為

它們已經被相關於特殊的音高組織系統、節奏組織系統預選及預先組織，簡言

之，「音樂作品」的基本設計原料在音樂家開始組織與呈獻它們之前原本就是音

樂的。 

3.實踐的標準與傳統（standards and traditions of practice）：聲樂作品與合唱

作品會各有其旋律的、和聲的、節奏的、音色的、織體的音樂設計；除此之外，

一個「音樂作品」之每個層面，起因於音樂設計的一種個人的或集體的詮釋及演

奏，因此，一個「音樂作品」之每個聽覺的層面是無法改變地與一些「藝術的—

音樂的—歷史」的傳統連結在一起；換句話說，一個「音樂作品」之連續的與同

時存在的聲響形式不僅在音樂之內相互涉及（節奏、織體、曲式），它們也藉由

彰顯與其他作品共通的特徵在音樂之外相互涉及（傳統標準）。 

4.★情緒的表達（expressions of emotion）：一些「音樂作品」之音樂的設計

及演奏是正確地被認知為是特別情緒中富於表情的，這種寬廣的情感形式之音樂

的表達，例如緊張與放鬆或衝突與解決，是為了音樂的情緒表達而去製作及聆

聽，顯然在做的音樂事物依靠的是音樂的實踐與「音樂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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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音樂的表徵（musical representations）：一些「音樂作品」的音樂設計與

演奏包括這個世界不同層面的不同音樂表徵，Elliott 認為事實上有不同的與廣佈

的聆聽去連結音樂的原料與存在於音樂的原料方法。 

6.「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cultural-ideological information）：Elliott（1995）

已經主張過「音樂作品」既組成文化的認知、信念、價值，也藉由文化的認知、

信念、價值被組成，這是因為（1）所有「音樂製作」的形式原本即是藝術的—

社會的—文化的努力；（2）「音樂作品」是社會—文化的建構；（3）「音樂製作者」

及「音樂聆聽者」是居住在一個特別的地方與時期。簡單說來，「音樂聆聽」與

「音樂作品」總是包含一些程度的「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音樂作品」記

述它們廣闊的歷史的與文化的連結（也就是作曲的時代與地點）。 

（三）小結 

Elliott（1995）主張「音樂作品」之多面向的概念在供應許多「音樂實踐」

的作品是相當整合性的與彈性的，他也認為「音樂作品」有過去的、現在的、未

來的，可能會包括一些現在沒有提到的面向，所以這種哲學中「音樂作品」之多

面向的概念是一個開放的概念，他的六個種類是具有啟發性的，所以，Elliott 基

於以上原因，認為音樂教師及學生要記住的是：沒有一種方法去聆聽所有世界上

的任何音樂。 

此外，Elliott 認為他將「實踐」這個詞語界定在一個「情境」之中，並且在

情境中用批判與反思的方式進行「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賞」，雖然他認為「實

踐」包含他哲學立論的主要思想，但是以一個詞語「多面向」更能涵蓋他的哲學

思想。Elliott 主張這種「實踐哲學」的「多面向」實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音樂

與「音樂素養」的概念是開放的、多層次的、對於音樂作品的理解也是多面向的；

2.音樂與音樂教育的價值是多方面的，因此教學方法也是有變化且多樣性的。 

 

第五節  「課程理論」 

 

壹、反思性的音樂實驗課程（The reflective musical practicum） 

Elliott（1995）指出，在古代的教育模式中，實驗課程的概念有它的根源，

係被稱為「師徒制」（apprenticeship），這種反思性的實驗課程將早期時代已建立

牢固基礎中“老師—學徒”關係之間的一些特質更加精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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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課程即是實驗課程」（curriculum-as-practicum）意謂著模擬真實的

音樂文化，它並非是要嘗試去複製真實世界的實踐，因為音樂教育的目標並不是

要教育學生要去作一位專業的音樂家，這種課程的目標是：音樂教師所實行的，

要盡可能藉由使「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這兩種方法能精進，進而去使得組

織音樂教室與課程能有效與真實。正如 D. Schon 說（引自 Elliott，1995）： 

實驗課程（practicum）是一個“實際的世界”（virtual world），

當解除許多會使新手沮喪的真實世界之壓力、危險時，這種實驗課程

保留真實的「音樂實踐」之要素，學生進入一個教練—徒弟

（mentor-apprentice）的關係與精通音樂的教師學習，這位教師會引導

音樂實驗課程中的行動與互動，和仔細選擇的音樂文化中的認知、價

值、標準以及歷史有關連。 

 

Elliott 認為這種“引導式的過程”重心在於：當一些人學習一個實踐時，他

是被教師所啟蒙，並進入一個他們居住的世界與教師社群的傳統中，他會學習教

師的傳統、壓迫、語言、以及有欣賞能力的系統、模範者的技能、系統的知識、

以及「行動認知」的形式。 

Elliott 指出「課程即是實驗課程」中一個最重要的教育特徵，是它會將學習

「脈絡化」（contextualized）、或使學習的情形是「處於—的情境中」（situated），

這個實驗課程中包括一個博學的社群，這個社群真實地實現課程中的概念，因

此，學生不僅整合性地學習，也學習到如何學習，當教師將有生產力的音樂行動

置於音樂課程的中心時，學生會立即有規則地體驗到音樂認知的一些相關形式，

正如 Gardner 指出（引自 Elliott, 1995）： 

實驗課程的情境是一個有效的學習環境，因為當需要不同種類的認

知時，它們會被正確地例示出來，但卻不是在一些演講、教科書、課程

表這種霸道武斷的情境中。學生在此課程中觀察到第一手的他們的音樂

思考（包括老師與同儕的音樂思考）如何去解決與降低音樂中的問題，

並且找出音樂理念中有創意的承諾。 

 

由 上 可 知 ， Gardner 相 信 這 種 「 實 驗 課 程 — 師 徒 制 」 的 模 式

（practicum—apprenticeship model）是一種教學的方法，而這種教學方法會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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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讓大部分學生有效學習的方式。 

Elliott（1995）主張這種「音樂的課程即是實驗課程」是高度讓學生與教師

有動機的，學生會在歡樂中與藝術性地與有創意地去努力製作真實的音樂，經由

教師的引導與經由生動的不同生活方式沈浸在其中，學生會比個人的學習連結到

更多東西、也會較深入去欣賞「音樂作品」、並且學生經由參與在音樂的實踐中，

會更主動與教師的思想連結在一起，而非傳統普通音樂課程中被動地“淺嘗”一

下與“消費性的”活動而已。 

正如 Elliott（1995）所指，這種反思性的音樂課程之主要的特徵在許多學校

的合唱與樂器課程中出現過，在許多優秀的 Kodaly、Orff、Suzuki 等課程中都出

現過，因為以哲學心理學的觀點來說，專家教師常常知道的比所解釋的要多，這

種由一位專家音樂教師所擁有的「非正式的」、「印象主義的」、「監督的」音樂認

知是有效能的，而且這種想法會導致許多音樂教師知道音樂的教學與學習在學習

環境中能被最佳地實現，要強調反思性的音樂實作。所以，Elliott 認為從此觀點

看來，哲學是要提醒專家的實踐者他已經知道的東西。 

Goble（2003）認為 Elliott 的努力值得嘉許，不僅是為了他概念的動力，也

因為他能刺激其他學者與教師深刻反省他們教學的選擇之理由。並且他也指出

《音樂事項》這本專書已經嘗試要去發展一套哲學，這套哲學會解釋音樂教育的

本質及重要性，在這過程中，這本專書已經嘗試要去描繪音樂教與學之幾個基本

的原則。然而，音樂教育者如何能組織音樂的課程，以致於能與「音樂即是一種

不同的人類實踐之本質與價值」相符合？研究者從閱讀 Elliott 的專書與一些文章

後，發現他的「實踐哲學」中，對於為了音樂教與學的課程之概念是非常清楚的，

以下即將 Elliott 的課程概念臚列如下： 

貳、「實踐哲學」之七個基本議題 

Elliott 認為有一個方法去簡述「實踐」的哲學，這就是要敘述七個基本的議

題，那會展現在大部分「教--學」情況的型態中，這七個議題 Elliott 指的是「目

標或為何我們教導音樂」、「知識」、「學習者」、「教—學的過程」、「教師」、「教—

學的情境」、「評鑑」（Elliott, 1995；Elliott, 2005）。 

一、目標或為何我們教導音樂 

「實踐哲學」主張音樂有許多重要的價值，「自我成長」、「自覺」、以及音樂

「愉悅」之獨特的情感體驗，這些都是在音樂與音樂教育的最重要價值中，Elli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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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些價值必須位於每種「教—學」的中心，Elliott 認為它們是可達到的、以

及可適用到許多學習者。這些價值會漸漸累進地提供我們發展所有學習者的「音

樂素養」及「聆聽素養」，並且隨著時間保持和各種「音樂挑戰」有平衡的關係，

我們需要給予學生能力以達到這些價值，因此，音樂教育也要對學生的「自尊」

與認同做出貢獻。 

除了這些價值，Elliott 認為「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藉由提供我們機會

明確陳述音樂的情感表達、人們的音樂表徵、以及「文化—意識型態」的意義之

音樂表現，主要是要去擴展人們富有表達力的力量及使人感動的力量。當這種音

樂的表現與創造力藉由與聲樂作品、合唱作品中的文本相結合時，「音樂製作者」

會獲得許多方式去將藝術的形式提供到他們思考的能力、認知的能力、評鑑的能

力、信任的能力、及情感的能力之中，而這些會依序挑戰「聆聽者」有知覺的能

力與對音樂的理解（Elliott, 1995；Elliott, 2005）。 

Elliott 認為在這種認知的、情感的與音樂欣賞能力、「音樂製作」、及「音樂

聆聽」豐富的社會基礎上，「實踐哲學」主張「音樂的作品」在建立、定義、記

述與保存一種在社會團體中社群的意義與認同的意義時，也扮演一種重要的角

色。並且經由一種如同音樂文化般之「實踐」的方法去整合性地教和學不同的音

樂，這就相當於一種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而藉由進入不熟悉的「音樂實

踐」，則會催化學習者自我檢視與改造他與文化脈絡的關係、或學習者的假設與

喜好，並且在引導學習者進入不熟悉的「音樂實踐」的過程中，音樂教師會將音

樂、音樂教育的主要價值與「人文主義」的教育之廣闊目標連結起來（Elliott, 

1995；Elliott, 2005）。 

二、知識 

音樂教師必須教導什麼？也就是說：什麼知識最值得由所有學音樂的學生學

習？Elliott 的答案是「音樂素養」，「音樂素養」是達到音樂教育的價值與目標的

關鍵，「音樂素養」通常包括「聆聽素養」，「音樂素養」是一個「程序性的」認

知形式，會運用四種其他種類的音樂認知來支持它本身。「音樂素養」對情境是

敏感的（context-sensitive），或是「處於—的情境中」，也就是說「音樂素養」的

本質與內容、以及在一個音樂的實踐中的「聆聽素養」會相異於另一個「音樂實

踐」。雖然他也認為語言的知識對「音樂素養」有所貢獻，但是這種知識仍次於

音樂教育中「程序性的」認知（Elliott, 1995；Elliot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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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者 

Elliott 主張「音樂素養」與「聆聽素養」並不是天生便具有之能力，它們是

一種認知的形式，是一種非常豐富與複雜的思考與認知形式，所有人們都具有大

腦機制去學習。，而如何在一個有能力的層次去學習如何製作與聆聽音樂？Elliott

認為這並不是意謂著每個人都要變成「音樂神童」Mozart，反倒這意謂著大部分

人能夠學習成功地「製作音樂」與「聆聽音樂」（Elliott, 1995；Elliott, 2005），所

以我們可由此發現：音樂學習是可達到的、以及可以應用到全部人身上的。 

因此，Elliott 認為所有學音樂的學生必須以同樣基本的方式被教導：儘可能

經由演奏（唱）、即興、作曲、編曲、指揮、聆聽現場或 CD 音樂去教導學生，

教導聆聽應該直接與學生所學習製作的音樂有相關，以及要與製作出來的 CD 音

樂有相關（Elliott, 1995；Elliott, 2005）。Gardner 主張（引自 Elliott, 1995）： 

在藝術中的產品（production）應該是位於任何藝術體驗的中心，

在一個領域或學科中，「理解」包含對具生產力的實踐（productive 

practices）之熟練，也包括對作品採取不同的立場（有觀眾、評論家、

演奏者、製作者的立場）之能力連結起來。 

 

所以，Elliott 認為在音樂教育課程中的基本內容沒有任何差異：即是要經由

「音樂素養」與「聆聽素養」去發展出音樂價值的成就，當然介於不同的音樂教

育課程之間會有所差異，而教師要根據這種差異，調整學生「音樂素養」與「聆

聽素養」的程度、對所選擇的音樂也要加以篩選難易度；除此之外，音樂課程在

為學生所選擇的「音樂製作」媒體之種類也可不同與多變，例如管樂器、聲樂、

弦樂器、電子樂器等，都可運用到課程中的「音樂製作」。 

四、教與學的過程 

音樂教師不僅關心要發展學生的「音樂素養」—「聆聽素養」以及音樂的創

造力，重要的任務是要教導學生在未來如何繼續發展他們的「音樂素養」。「實踐

哲學」的觀點主張發展「音樂素養」的過程，是一種學生能參與、以及學習如何

讓他們自己去學習的特別過程，這個過程之關鍵是注意目標的（ targeting 

attention），在所有這些程序的過程中，革新的音樂問題解決、問題發現、批判的

反思、音樂概念的選擇、及有創意的產生，都是要求所有學音樂的學生要參與在

教室中富挑戰性的「音樂製作」計畫中，教師須如同真實的「音樂實踐」一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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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地去組織這些情境。（Elliott, 1995；Elliott, 2005）。 

五、教師 

「音樂素養」與「教育學家的技巧」（educatorship）是相互依賴的，缺一都

是不足的，而為了有效地教音樂，我們必須在教學中引導孩童應該如何自己發展

「音樂素養」，而這這要藉由與音樂上熟練且專業的教師互動、並一起行動才可

達到（Elliott, 1995；Elliott, 2005）。Elliott 認為要成為一位優秀的音樂教師則要在

當我們努力發展以及將學生的「音樂素養」與適當的「音樂挑戰」相配合時，要

學習去反省我們的教學成果。Elliott 也主張新手的音樂教師，需要音樂教育專家

經由他們成功的例子去塑造學生的「音樂素養」及自己的「教育學家的技巧」；

而師範教育課程方面，Elliott 認為應該經由優良的教學模式及藉由將各種優秀的

音樂材料細心組織，以為當一位藝術教師而準備（Elliott, 1995；Elliott, 2005）。 

由於有「程序性的」認知，才會造就優秀的教學，這種教學也會依序汲取

一些其他種類的教育知識，包括「正式的」、「非正式」、「印象主義的」、「監督的」

教育認知。「正式的」教育認知包括音樂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課程理論、兒

童發展理論；「非正式的」教育認知之重要來源是在真實的教-學情境中主動的問

題解決；除了這兩種知識，音樂教師專家也要知覺得什麼適合教與什麼不適合

教，這種知識 Elliott 稱為主要是一種認知的情緒之事項，這種知識是老師以往與

現今的經驗，是「印象主義的」教育認知；「監督的」教育認知會告知所有其他

種類的教育之「認知行動」要展開部署，這種知識是一種：「認知要去—」

（knowing-to）、「認知何時要去—」（knowing-when-to）、「認知是否要去—」

（knowing-whether-to）。而 Elliott（1995）指出音樂教師的專業知識如下圖（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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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專業的音樂教育者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Elliott, 1995: 263） 

 

六、教學—學習的情境 

Elliott 認為「實踐哲學」集中焦點在達到「自我成長」、以及在「音樂製作」

與「音樂聆聽」的行動中之音樂的「愉悅」。而且教師與學生應該一起工作去接

觸經由反省的「音樂製作」計畫中所包含的「音樂挑戰」，學生則要如同一個藝

術地製作之多面向挑戰般，學習去詮釋與演奏每種「音樂作品」，目標是必須完

全地去達到（Elliott, 1995；Elliott, 2005）。 

在支持情境中藝術的聆聽方面，Elliott 主張應該介紹仔細選擇過的唱片以做

為附加說明，這種唱片音樂要直接與音樂的實踐有相關。當學生被引導入此「音

樂實踐」中時，教師必須過濾言詞上的音樂知識，才能進入「音樂製作」與「音

樂聆聽」的過程中。教師要仔細組織這種「實踐」的音樂課程，務使學習者參與

在音樂的行動中、交涉中、以及與真實的音樂文化密切接近，這種「實踐」的課

程會使學生沈浸在「音樂製作」的計畫中，而這種計畫需要教師利用音樂標準、

專門知識、目標成就、符號系統、姿勢、以及「音樂實踐」中具創意的策略來達

成（Elliott, 1995；Elliott, 2005）。 

從此觀點看來，音樂教學與學習的“環境”在音樂教育中是一個關鍵，學習

者的音樂行動被相互作用的、目標導向的問題、議題、許多認知的形式所提昇與

給予能力，那些會圍繞在學生的周圍發展，使學生成為有反省性的「音樂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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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此，這種「實踐」的課程本身是見聞廣博的。而如何使這種「課程即實

驗課程」付諸行動？Elliott（1995）指出當一些演奏的合奏（合唱團、吉他社、

非洲鼓合奏、弦樂合奏、管樂合奏）以相關於上述原則被發展與被理解時、以及

學生參與在演奏、即興、作曲、改編、指揮、與「音樂聆聽」計畫時，學校的音

樂教室、或社區音樂的狀況都會成為一個「反省性的音樂實驗課程」—都會接近

真實的「音樂實踐」的情境或音樂文化，這種「音樂實驗課程」的情境藉由顯示

出他們在發展「音樂素養」的價值去反饋給學生。 

研究者認為這種音樂課程就正如 stenhouse（1975）所言：每一間教室都是

實驗課程，每一位教師都是專家社群的一分子。他強調，課程不是一套教材、一

組課表，而是一組特定形式的教學實際，教師將教育理念轉換為假設，然後在實

際中加以驗證。每一間教室都是獨特的，每一間教室中的教師要將課程計劃加以

實驗、驗證、修正，成為自己中的課程和教材。但教室不能成為一個孤島，同事

之間要互相觀摩，共同討論，相互檢討和鼓勵，而且要與校外的專業研究者，結

成伙伴關係，發展教育聯盟、社區意識和同事情誼，因此，教師不能只是教師團

體或學科組織的一員，而且是專業社區的一分子，專業的自主性就是以專業社區

為基礎。 

Elliott（1998）也強調，課程改革是一種「革新的社會實驗」，課程是支持教

室實驗的架構，也就是說，課程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整體的計畫加以考驗、

再建構和發展出來的。課程是一組架構，是以有教育價值的方式，將教育內容媒

介給學習者的一組行動假設。教師要成為革新的實驗者和行動研究者，要有反

省、批判的能力，針對課程和教學的問題與實際，實施合作的對話和慎思，這種

課程知識是脈絡化的，是縝密的實踐中獲得的，是師生共同建構的，並賦以新的

意義，這才是落實的課程(enacted curriculum)。 

七、評鑑 

Elliott 認為在「評鑑」（evaluation）與「評估」（assessment）之間有一個重

要的不同，音樂教育中「評估」的主要功能是要提供回饋給學生，這是關於他們

漸漸成長的「音樂素養」，學習者需要建設性的回饋，這是關於為什麼、何時、

與如何接觸與音樂標準及傳統相關的「音樂挑戰」，然後對於學生成就的「評估」

可以蒐集到資訊，這些資訊對於學生會是有利的，同時「評估」也提供教師、家

長、周圍的教育社群有用的資料（Elliott, 1995；Elliot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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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些持續的「評估」之累積的結果為基礎，「評鑑」主要關心分級、排列，

以及其他為了學生的提昇與課程評鑑之重要的程序。學生需要學習如何評鑑他們

自己的思想？Elliott 認為這需要藉由在既有的音樂型態學習中，好的「音樂製作」

與「音樂聆聽」應該為何？為了讓學生在未來成為一位可以獨立評審音樂優點的

層面，學生需要固定的機會去評鑑他們「音樂素養」的成果及其他同儕的成果，

而且遵循「評鑑」的結果是教師與學生的共同責任。「音樂素養」和語言知識的

種類不同，在音樂上並沒正當使用標準化測驗，只有一些紙筆測驗和書寫報告是

關於「音樂素養」的語言知識成分（音樂理論及音樂史），但總括說來，Elliott

認為傳統的評鑑方法在音樂教育中是不適當的，因為它們太依賴語言的思考

（Elliott, 1995；Elliott, 2005）。根據 Gardner 指出（引自 Elliott, 1995）： 

評估主要針對學生藝術的「在行動中的認知」，我們必須經由一個

音樂的窗口去注視「音樂素養」，而非從語言方面去著手，學生「音樂

素養」的本質若沒有適當情境的線索則無法可靠敘述，對所有學生來

說，情境線索便是在音樂的教與學中之合奏，而且不同種類的「技巧認

知」在寬廣的意義上說來是情境化的，專家知識（expertise）常是一種

團體的成就，而不是僅藏在自己一個人的心中而已。 

 

因此，Elliott 認為成功的一個演奏要靠群體的合作—在合唱團或樂器合奏

中，而非僅考一個人的去擁有全部的技巧，是要所有人一起合作才能達到既定的

任務，這是一種重視形成性評量、以及重視群性表現而做的評量。 

參、音樂課程的制作--一個四階段的觀點 

Aristotle 提出的邏輯理論在西元一世紀時被編篡為六本書出版：《範疇論》、

《解釋論》、《分析前篇》、《分析後篇》、《題旨》、《謬誤論證》。Elliott（1995）認

為去組織與解決課程制作的問題之一個有用的方法，即是始於 Aristotle 的《題旨

論》（Topica），Aristotle 主張當人們遇到一個問題是包含許多考慮與不同的觀點

時，發展一套彈性的主題或類別去實際描述問題是有用的。 

Elliott（1995）指出 J. Schwab 是最早假定課程的老生常談之概念即是一種

課程制作的策略，以下 Elliott 的列舉擴展了 Schwab 原始的老生常談，這七個課

程的基本議題分別是：一、目標；二、知識；三、學習者；四、學習過程；五、

教師；六、評鑑；七、學習內容。雖然這些因素在所有教—學的情境及課程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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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討論中是老生常談，但 Elliott（1995）認為我們也不能逃避它們。他認為

一種整合性的課程必須解決一些呈現在每種老生常談的問題以及介於這些問題

之間互動的問題。音樂課程的制作主張一種音樂課程中一個系統的、與對情境是

敏感的方法，從圖 4.8 可發現課程制作的程序，從「普通的課程決定」到「特別

的行動中的決定」（decisions-in-action）都包括在此四個階段中： 

 

1.目標 

2.知識 

3.學習者 

4.學習過程 

5.教師 

6.評鑑 

7.學習內容 

定位（orientation） 

 

 

 

評鑑（evaluation）                  準備與計畫（preparing & planning） 

 

 

 

 

位於情境中的行動：教與學 

（situated action: teaching&learning） 

圖 4.8 音樂課程的制作：一個四階段的觀點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 Elliott, 199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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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iott（1995）主張在課程制作的過程中，音樂教育者（或音樂課程的團隊）

需要如此做： 

一、音樂教師要準備將他們自己轉向到音樂教-學的情境中。 

二、當教詩師在準備與計畫音樂的教學及學習時，要與音樂教師自己的方

針、及他們個人的教學情境有關。 

三、音樂教師需藉由與他的方針、準備、計畫、教學情境中的脈絡需求有

關的「在行動中思考」去教導。 

四、音樂教師需要評鑑課程制作的前三個階段。 

因此，Elliott（1995）主張課程制作的四個階段分別為： 

一、定位（orientation） 

Elliott 認為發展一種音樂教育課程，首先要在七種課程的主要議題與它們的

相互關係之中批判性地發展理性的觀點，這需要教師批判性地與整合性地思考音

樂及音樂教育的本質與價值，換句話說，音樂課程的基礎包括要在吾人的音樂教

育哲學以及由七個課程議題所引起的問題之間來回循環；此外，其他相關的資源

必須被查閱（例如孩童的發展研究、教育心理學）以在七個議題中去支持每人的

哲學立場，在此階段，這些需要被回答的問題中如下： 

（一）音樂教育的目標是什麼？ 

（二）在與音樂包含的認知有關的這些目標意謂什麼？ 

（三）我嘗試要教導的知識之本質為何？ 

（四）什麼樣的教-學的過程是被包含在發展這些知識中 

（五）我如何思索自己身為一位音樂教育者的角色？ 

（六）我如何構想出學音樂的學生之角色與責任？ 

（七）我應該用什麼評估與評鑑的方法？ 

（八）對於音樂教育來說，什麼是最適當的教-學情境？ 

當音樂教育者在每個課程的基本議題中闡明他們的觀點時，一種教學—學

習 的 情 境 之 想 像 開 始 形 成 ， 而 事 實 上 ， 想 像 音 樂 的 「 在 行 動 中 的 課 程

（curriculum-in-action）」在音樂課程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一個重要且合法的做決

定之部分。 

二、準備與計畫（preparation & planning） 

Elliott（1995）認為這階段需要課程制作者應用第一階段的結論到他們此階



 229

段的環境中，這個階段的目標是要為了短期與長期的教與學做出具體的決定，再

一次，這種任務包括有關於全部的七個議題之做決定，目標需要被轉化成短期與

長期的目標，並且必須做有關於特別學生在特別的情境中之音樂知識的決定。 

在課程決定的階段，做決定包括「準備」與「計畫」，「準備」對於未來的

行 動 尋 求 一 種 一 般 的 架 構 以 及 期 望 不 同 的 回 應 與 轉 換 「 行 動 中 的 目 標 」

（objectives-in-action）。「準備」也認明嘗試要事先確定每種不確定性的、不理想

的、與不可能的事，R. Yinger 更清楚指出：「準備」就是要學習朝向參與及回應

（引自 Elliott, 1995）。 

為了教學而「準備」傾向於比「計畫」更為一般，「計畫」比「準備」更為

正式。「準備」的重心在於強迫，它傾向將我們從未來的教—學的情境拉回去；

然而「計畫」是傾向於將我們朝向教—學的情境移動。Elliott（1995）認為以現

在的觀點來說，一位音樂教育者對於音樂教學與學習之專業的「計畫」，僅要簡

述七種音樂課程的議題（目標、知識、學習過程）的主要特徵即可。 

三、教與學 

Elliott 認為課程是一些教師及學生在特別的教—學情境中一起體驗的事

情，因此教學階段是課程製作過程中最重要的階段，教師在前兩個階段所做的決

定，可以在基礎的方面決定教—學階段的本質與價值，然而一個優秀的課程是一

位優秀的老師在教育中理想的方式中與學生們的互動，Elliott 認為教與學的過程

中，也要將七種音樂課程的議題考慮進去。 

四、評鑑 

Elliott（1995）指出在二十世紀的早期，課程評鑑集中在測量學生相關於高

度特殊的目標之成就，學生無法達到目標，錯誤是在學生身上，而非在課程中，

這種課程評鑑的狹窄概念今日仍存在，許多課程評鑑的過程仍只依賴標準化測

驗。而與這種課程評鑑的反情境觀點相反的是，許多課程理論家建議更整合的、

與更人性的方法，Elliott 力促教育家將課程的評鑑視為一種把課程的七種議題都

列為考慮的一種改進更新教—學過程的方法。 

肆、音樂實驗課程之各種教—學策略 

Elliott（1995）認為「音樂實驗課程」有六個策略是特別重要的，一位熟練

的音樂教師要在這些策略中去遊走以製造一個流動的師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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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示範（modeling） 

意指專家實現音樂中的「行動認知」，因此，學生能夠觀察、聆聽、並且建

立一些他們需要音樂性地思考的實際概念，示範並非是模仿，示範包含互起作用

的教與學。例如一位教師演奏一首音樂的片段，發展一個旋律的動機，或即興一

首五級接一級的和聲進行，然後教師藉由一種教學模式去指導學生—與學生談話

或提出問題問學生，接著教師逐漸退出此教學中心，並允許學生持續應用他們新

的「程序性的」認知，從學生的觀點來說，自模式中來的學習是高度認知性的與

建設性的，示範的概念並不被限制在演奏、即興與指揮，教師也設立特別的編曲

計畫，然後再敘述如何產生及選擇特別的旋律寫作、節奏的變化等問題之音樂解

決方法。 

二、指導（coaching） 

起初是要診斷及評估學生音樂思想的過程與結果，然後持續進行藉由提供

暗示、模式、或新的問題被設計來指導學生，將學生的注意力引導到重要的音樂

事件上，在這些方式中，指導將學生的「音樂製作」導向更接近藝術的成就與創

意的成就。 

三、鷹架支持（scaffolding） 

當學生在努力解決問題時，教師需在不同方面去支持學生，支持可採許多

種形式，包括教學中特別需要的裝備、教學模式、語言的建議、學習環境的一些

細節，成功的鷹架依賴藉由診斷與知道學生的需求，而在實驗課程中事先準備與

計畫，它也依賴教師的能力，在當音樂任務較為困難而學生無法處理時要承擔起

責任，若是當學生變得有能力承擔更多責任去發現與解決音樂的問題時，教師的

支持要隨時間慢慢退去。 

四、清晰表達（articulating）--或稱語言的反思 

是發展「監督的」音樂認知之一種重要的策略，它包含任何幫助學生表達

他們解決音樂問題的方法，包括言語、圖表、與模式。清晰表達的目的在於對音

樂有所察覺，清晰表達幫助學生監督他們與同儕的實踐者解決音樂問題的過程，

Elliott 強調在音樂行動中反思的重要性，音樂教育課程被稱為一種反思的實驗課

程，是因為當學生學習如何音樂性地製作或音樂性地聆聽時所發展出的一些語言

或非語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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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比較的反思（comparative reflecting） 

Elliott 主張採取清晰表達的概念之後，需要做進一步的反思，反思吾人的音

樂行動中的教育力量，可以藉由在不同方式中重新做出音樂思考的例子來被提

高，例如一位教師在學生於演奏的預演時，將他們解決詮釋性的問題之情景錄影

下來，然後要求學生分析錄影中不同的層面，並且也指導學生對他們的成功或失

敗的言語做事後檢討，這種比較性的反省供應強調學生有效與無效的行動之決定

性特徵，介於學生的反思之間的差異揭露出熟練的學生所思考的與所聆聽的、以

及揭露出較不博學的學生所忽視的地方。 

六、探索（exploring） 

Elliott 認為探索則會涉及「產生」與「選擇」，假如學生能變得是有批判性

的及有創意性的音樂思考者，他們必須被指導以朝向探索、產生、選擇音樂的問

題及解決之道，藉由慢慢退去我們所提供的支持，我們會要學生探索不同的做決

定方向，並藉以獲得他們的音樂目標及音樂成就的所有權，假設一位教師將他的

班級合唱實驗課程分成一些小的室內樂合唱，此位教師會分配不同的新工作給每

位團員一種發現與解決音樂問題的一般目標，在這種方式中，學生接收到機會去

認清一些附屬的問題與附屬的目標，並且將他們的解決之道與整體性的音樂任務

作一連結。 

七、朝向未來 

最終，Elliott 仍是主張一個最佳的音樂課程，主要是一位優秀的音樂教師之

行動，並且這位教師需要在音樂、教學、哲學、心理學及政治方面是要有理解力

的，Elliott 認為音樂教育的未來在於面對問題並將其當作挑戰，更要支持我們的

實踐者同伴、以及引導新的音樂教師進入我們的實踐中一起合作，如此，所有學

校的學生才可以達到音樂教育最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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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派典之思辯

與價值 
 

針對 Reimer 與 Elliott 分別在第三章與第四章的哲學立論，研究者在本章主

要探討前者所領導的「美感教育」與後者所領導的「實踐哲學」兩個派典之間有

諸多思辯與討論，因此，在第一節中先列出諸位學者對於「美感教育」的批判與

對「實踐哲學」的支持；第二節再列出諸位學者對於「實踐哲學」的批判與對「美

感教育」的支持；第三節則論述「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派典各有其價值性，

實可並行不悖。 

 

第一節  對「美感教育」的批判與評價 

 

壹、Elliott 對 Reimer 的批判與評價 

Elliott 在 1995 年時出版第一本音樂教育哲學的書，是以理解「實踐」的概

念為基礎，他主張音樂教育的本質依賴音樂本身的本質，並且音樂教育的重要必

須依賴音樂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評估 Mursell、Langer、Reimer 之音樂的

「美感」概念，總結認為這些作家的哲學是沒有正當理由的、沒有邏輯性的、不

可信的，主要是因為他們將焦點置於“音樂”的物體如同一種“藝術”的形式，

他們堅持「美感的體驗」之概念如同一種高度有問題的人類體驗之領域，以及他

們的「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觀點是錯誤的，因此，Elliott（1995）認為我們要

尋找提供一種更為合理的選擇。  

「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解釋音樂的本質，最熟悉的第一個方式是假設音

樂是一種人類用人性的方式所組織的聲音與寂靜，但是 Elliott（1995）認為這並

不充分；第二個方式是假設音樂是在慎重設計的旋律的、和聲的、節奏的、音色

的、組織的形式之意義中所組織的音樂聲音與寂靜，Elliott（1995）認為這些點

並沒有實行是因為兩個原因：一、雖然旋律、和聲與其他的品質是一些音樂的典

型特徵，卻不是所有音樂所必須的特徵；二、第二個方式太曖昧，它無法為我們

提供堅固的起點；「MEAE」解釋音樂的本質第三個方式，是決定大部分人對他

在聆聽重要的「音樂體驗」方面所採取的是什麼，而這種方法之最普遍的說法是

假設所有音樂是人性化所組織的聲音與寂靜，那會激起或表達人們的情感，Elli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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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認為他反對第三個方式的理由是當我們「音樂的體驗」常常包含情感，

其他的聽覺體驗也是這樣，例如一個小孩在親人過世時出現悲傷的語詞之聲音，

所以，喚出與表達都不是所有音樂之充分的特徵，音樂不能藉由一些與情緒的生

活特殊相關去定義；第四種解釋音樂本質的方式是假設音樂在本質與價值是美感

的，但 Elliott（1995）認為在根本上，音樂的美感概念是三種有問題之概念的結

合，因為美感概念長久來已經主導音樂教育哲學，要詳細解開其基本假設是重要

的，而 Elliott（1995）也指出他在挑戰音樂與音樂教育的美感概念時不會是孤獨

的，因為 Elliott 指出在過去三十年中，音樂哲學、音樂社會學、音樂學、民族音

樂學、課程立論以及最近的音樂教育中的學者中，美感概念的下降已經是穩定的

與引人注目的，例如對於 Berleant 來說，美感物體、美感知覺、美感體驗的概念

在過去幾世紀時解釋音樂與其他藝術的大部分例子是過時的與不令人滿意的；在

Beyer 的觀點中，藝術教育必須丟棄美感知覺的「簡化」概念以及「美感體驗」

空泛的教條；對 Danto 來說，美感概念將藝術的需求與生活隔離（引自 Goble, 

2003）。 

一、Elliott 批判「美感教育」中有三個概念是錯誤的 

為什麼學者會反對音樂的美感概念呢？Elliott 提出許多目標對抗所謂的「音

樂教育即美感教育」，並在《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學》的第二章中指出有三

個有問題的概念會直接影響音樂的教與學：（一）音樂即是物體的概念；（二）音

樂知覺的概念；（三）「音樂的體驗」之概念（Elliot, 1994；Elliott, 1995）。 

（一）音樂即是物體的概念 

Elliott 批評「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僅限於注重「音樂作品」，也就是說一

種自治的物體獨立地不依賴具體的演奏，他堅持「音樂作品」的說明不會產生一

種整合性的對音樂本質與價值的了解，他相信集中注意力在「音樂作品」即是一

個物體」的概念，會導致一種狹窄的與不真實的音樂概念，以致於會產生一種狹

隘的與不真實的音樂教育哲學。Elliott 抱怨注意「音樂作品」的「音樂教育即美

感教育」對於一般的「音樂製作」的本質、與在特別的演奏上不能提供一種批判

推理的解釋；並且「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忽視音樂的過程層面；第三個異議是

「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強調「音樂作品」在以「音樂製作」為代價中，導致課

程強烈重視聆聽。 

他認為音樂的美感概念從一開始與結束都是一種有問題的假設—音樂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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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音樂作品」的美感物體這種意義—簡言之，是一種或其他種的產品。「音

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哲學的基本主張所採取的問題—『「何謂音樂？」即是「何

謂一種音樂的作品？」』，但是 Elliott 主張這種假設是錯誤的，因為解釋音樂的本

質並不是要依賴去解釋「何謂音樂的作品？」，正如 Levinson 說：我們可以決定

將一些事情看做一種音樂的例子或音樂的理由，並不需要正確地決定「音樂作品」

本體論的特徵必須容納什麼？C. Dahlhaus 用一種方式說：音樂被例證在作品中

的概念，不管多堅固地植基於過去，完全不是自明的（self-evident）；N. Wolterstorff

則主張：在有「音樂作品」之前，音樂在社會中的存在不需要作曲與作品（引自

Elliott, 1995）。「音樂作品」是音樂是什麼的主要部分，但 Elliott 認為一開始就假

定「音樂作品」會產生一種對音樂的本質與價值有範圍廣泛的了解之解釋是不當

的。（引自 Elliott, 1995）。 

Elliott 認為作曲、演奏、即興所產的「音樂作品」的確是“音樂是什麼”的

一個核心部分，僅有從「音樂作品」的概念這方面去解釋的主張，只會產生一種

狹窄的與難信的音樂哲學之實現性，因此，Elliott 主張這樣也會產生一種狹窄與

難信的音樂教育的傳統「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的哲學。 

Elliott 主張由於「美感教育」注重藝術的物體與這些物體的品質，因此，「美

感教育」將藝術的行動削減掉，因此而遠離過程，而演奏變成了唯一產生物體的

目的，同時他也批評美感教育的「直接立刻」（immediacy），這種直接不會去欣

賞音樂的認知價值。 

（二）音樂知覺的概念 

Elliott（1995）指出音樂教育的美感知覺之意義—音樂是一種物體的收藏品

（a collection of objects）—是一種不可信的主張，他認為這種音樂的美感知覺之

概念，會限制我們的音樂理解與體驗，他批評美感的教條僅注意「音樂作品」的

設計，但他自己本人卻主張「音樂作品」至少有四個但常多至六個層面，其中僅

有一個是音樂作品的設計，他在以下的定則中簡述他的觀點，「音樂作品」即是：

1.一個演奏的詮釋 2.一種音樂的設計 3.實踐的標準與傳統 4.情緒的表達 5.音樂的

表徵 6.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 

Elliott 發現「因欲教育即美感教育」狹隘，不僅是因為它忽視一些「音樂作

品」的層面，也因為它不能考慮到音樂除了提供「音樂作品」之內在的愉悅之外

也有其他功能，全世界的人們有不同目標與動機去參與在不同的「音樂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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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等，Elliott 認為教導學生去知覺與美感地回應，

相當於強加給學生一種民族優越感的意識型態，並且這是屬於過去式的。除了音

樂僅是物體的收集品這種簡化的概念之外，音樂與音樂教育之美感的概念，藉由

堅持音樂聆聽者總是美感地聆聽而繼續窄化我們的體驗與理解—也就是說，

Elliott 認為「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僅僅去注意「音樂作品」之正式的設計或結

構的屬性。 

Reimer（1989a）指出，因為一種體驗是音樂的，聆聽者必須對音樂之美感

的特質知覺與回應，在此觀點中，「音樂作品」是自治的物體，如此，介於音樂

的形式與一種宗教的、道德的、社會的、文化的、歷史的、政治的、實際的或非

結構的本質就是要“非音樂地”去聆聽（Reimer, 1989a），根據以往 Reimer 的觀

點，Elliott 認為美感哲學就是經由一種負面的基準去定義聆聽：也就是說「美感

地」去聆聽並非是要將音樂的聲響與其他人類所關心的相連接，而且他也認為「音

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的哲學堅持跨越所有文化的所有「音樂作品」也應該以這種

相同狹窄的方式被聆聽，Reimer（1989a）採取 18、19 世紀美感理論的語言去敘

說他的想法：一位聆聽者必須傾向是內在的、公平無私欲的、與有距離的。Elliott

想要強調的是他並沒有不同意此概念：音樂的聆聽和音樂形式的認知有關連，而

且音樂形式的認知指的是旋律、和聲、節奏等，但是他認為主張音樂的聆聽僅僅

是一種認知結構的形式之事項是不合邏輯的。 

為什麼他如此認為？「音樂作品」既不是「美感的物體」也不僅是「音波」

的形式，反而「音樂作品」是一種特殊種類之身體的事件（physical events），「音

樂作品」是演奏：身體的事件是有企圖地由人類這個代理人（或是「音樂製作者」）

博學的行動（明顯的或隱蔽的）所產生的，這種身體的事件被其他博學的代理人

（音樂家或聆聽者）有意圖地認為是如此，事實上，在大部分文化中的音樂聲響，

起源自一種個人的或集體的作曲家音樂設計的詮釋與演奏、個人或集體的即興音

樂設計之詮釋與演奏、個人的或集體的回憶之音樂設計的詮釋與演奏，因此，一

個「音樂作品」之聽覺的特徵，總是為了一些博學的聆聽者去彰顯一些音樂的詮

釋與演奏之特別的文化的傳統。Elliott（1995）又用另外的方式表述，他主張一

種「音樂作品」之連續的與同時存在的聲響形式，並不僅是將音樂內的與其他事

項連結起來，這些聲響形式也藉由彰顯在相同傳統中、與其他作品相同之一般文

體的特徵，去使音樂之間的事物有聯繫，因此，為了特殊的文化事件有理解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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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聆聽，我們稱之為音樂的演奏（包括現場或錄音），這種音樂演奏總是包含一

些音樂資訊與意義之相關層面的認知。 

以上述論述為基礎，Elliott 主張沒有單單一種方式是去為了到處所有音樂的

聲響去聆聽，事實上在所有時間與所有地點中「音樂作品」中的「美感知覺」，

是關於「音樂作品」即是演奏的本質中什麼是最顯著」的對照，Elliott 認為這兩

種哲學有其差異、非一致性。換句話說，他認為「美感教育」哲學錯誤地極力主

張將音樂的成果與世界的「音樂作品」均質化去誤導音樂教育者，這是藉由 1.

將一個單一的目的歸責任予音樂的成果與世界的音樂作品 2.運用一種回應的單

一形式在所有聆聽者上 3.將一種單一的刺激歸因於到處所有的「音樂製作者」與

「音樂聆聽者」。簡言之，Elliott 主張教導學音樂的學生去美感地知覺與反應，

便是教育他們一種不真實的與民族優越感的意識型態，這是過時的。 

（三）「音樂的體驗」層面： 

Elliott 在其立論基礎上反對「美感的體驗」之概念，這個評論的概念如下： 

第一，他攻擊由幾位音樂教育哲學家所提供的「美感的體驗」—Reimer 與

Leonhard，這些教育者採用 Langer 所發展的觀點—音樂就像其他藝術一樣是特

殊種類知識的來源，根據 Langer，音樂是一種「非完全的符號」（unconsummated 

symbol）之種類，那會產生進入情感形式的洞察力，Elliott 對此觀點進行攻擊，

他指出的理論和美學的教條有衝突—這些教條就是「美感的體驗」是自足的

（self-sufficient）、公平無私欲的（disinterested）、不切實際的（impractical）（Elliott, 

1995）。 

第二，Elliott 懷疑「美感」哲學可以獲得洞察力得以進入情感形式的價值，

根據 Langer，音樂僅代表情感的形態學，而非情感之完全的本質。Langer 的理

論主張「音樂作品」是一種符號的特殊種類，這種符號會再呈現情感的一般形式，

知覺與回應音樂作品的美感特質是要獲得一種特別的知識或視見以朝向“情感

如何運轉”，在此種觀點中，「音樂作品」的美感特質是音樂單一的價值以及教

育上獲得成就的唯一資源，Elliott 認為這是不正確的。而 Langer 的理論卻是

Reimer 重要的規範之來源：音樂教育是情感的教育（Reimer, 1989a），Goble（2003）

認為遠距離看，Langer 的理論是吸引人的，但是仔細去檢視，即使是有同感的

評論家也承認 Langer 主要概念的邏輯性有缺失，針對一件事來說，為什麼任何

人想要或需要視見朝向情感的一般形式？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事去區分這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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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與任何自然的與人造的形式，Elliott 認為音樂的聲響形式在實行 Langer

與其追隨者所主張的絕對不會是獨特的。 

第三，Elliott 進一步主張 Reimer、Leonhard 將音樂與情感認知間的關係搞

混，因為一方面他們兩人支持 Langer 的觀點—堅持音樂並非激起情感（arousing 

affect），而是將情感象徵化（symbolize feeling）；在另一方面兩人也支持 Meyer

的理論—嘗試要解釋音樂的音響形式如何在實際上確實激發聽眾的情感,，因

此，Elliott 認為 Reimer、Leonhard 兩人互相矛盾。 

第四，「美感的體驗」之主要特質是它的價值是本質的、內在的：體驗的價

值來自它自己的、本質的、自足的本質（Reimer, 1989a），Reimer 認為「美感的

體驗」不會提供實用的目的之服務，它是為了它自己本身體驗的緣故，Elliott 認

為「美感的體驗」之理論概念在一些方面是有問題的，首先，此理論依靠一種

Leonhard、Reimer、與其他人所忽視的邏輯的矛盾，為何會如此？在一方面，這

些人堅持「美感的體驗」是自足的、公正無私欲的、不切實際的，另一方面，他

們主張「美感的體驗」（音樂教育）的主要價值是人類情感的“知識”—一種外

在的、非本質的利益（extrinsic benefit），因此 Elliott 分析出過去的哲學無邏輯地

主張「美感的體驗」“是”或“不是”實用主義。 

Elliott（1995）認為如同許多學者所解釋的，Langer 基本的前提並沒有邏輯

的立場，她的立場是：每種音樂是一種「非完全的符號」之獨特的形式，這種獨

特的形式，會使我們去聆聽關於情感的一般形式，除了這些基本的缺失以外，

Langer 和其追隨者主張這種特別的“視見”認為人們在「音樂聆聽」中從想像所

獲得的會從心中消失，並且在音樂聲響消失時也不會保留在人們的回憶之中。假

如是這樣，這種音樂的聆聽將會明顯是挫敗的。總之，Elliott 認為音樂教育傳統

的辯解是不可信的，就是為了以上的理由，Elliott（1995）主張音樂教育者傳統

的「美感」哲學無法提供對音樂與音樂教育本質極重要性的合理解釋。 

二、Elliott 批判「美感教育」的概念化教學 

Elliott（1995）認為「美感」哲學假設教音樂和教繪畫、雕塑、文學是一樣

的，這是錯誤的想法，藉由圖片列出一些「正式的」知識（第一主題、第二主題）

去學習對錄音的美感音色做出知覺與回應，將不會獲致有能力的「聆聽素養」，

更不用說是要獲得好的「音樂素養」了。不去錯誤教導學生音樂是一種抽象的美

學物體，「實踐哲學」力促教育者教導兒童要經由真實的「音樂實作」來知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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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是一種多樣的、人性的參與者可參加的、社交的與表演的藝術。事實上，吾人

去製作音樂與吾人去聆聽音樂本身是相同的，並不是說聆聽是心理的，而音樂實

作是身體的，兩者並非是分開的，大腦就是心靈，身體也是心靈，因此，「音樂

實作」與「音樂聆聽」間的連結是親密的，兩者是相互依賴的，它們是一個硬幣

的兩邊。 

三、Elliott 批判「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之「音樂聆聽」的觀點 

Elliott（1995）認為「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的倡導者會反對他書中關於「音

樂聆聽」之文化的觀點，是因為「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的倡導者堅信所有地方

的音樂必須僅以一種方式來被聆聽—純粹地、反情境的—僅為了「美感」的特質，

完全免於其他的參考及連結，然而 Elliott 認為美感的教育家所忽略的是“音樂的

聲響是以文化為基礎的藝術建構”（culture-based artistic construction），音樂的聲

響並非是以「美感的特質」為基礎。此外，Elliott 主張重要的是如何能夠比「音

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的理論中僅能以「絕對主義」的觀點更有文化地、更有意識

型態地、更有指涉性地去教導各處不同的人類種族，他提出正如 McClary 強調

的：經由“汲取自模糊抽象的反思之理論去聆聽 Beethoven 的「英雄」交響曲”，

比起“為了情緒的表達或文化的音樂習俗去聆聽音樂”，關於外在的參照指涉此

點來說，前者是不正確的（引自 Elliott, 1995）。所以 Elliott 主張「音樂教育即美

感教育」理論並沒有重視到音樂與社會文化的連結關係，但是研究者發現這是

Reimer 以往（1970 年與 1989 年的哲思概念）的美感概念，但近幾年來他已經將

音樂與「社會文化」、「意識型態」的關係一同探討了，這部分在後面 Reimer 對

於 Elliott 的回應中會提到。 

四、小結 

綜合上述，在 Elliott 反對「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之中有兩種型態的評論

可以被區分出來，首先，他認為音樂教育中美感的方法太過狹隘：「音樂教育即

美感教育」的概念中—「音樂作品」、「美感知覺」、與「美感的體驗」—過於受

限制而不能提供一個音樂領域中包含性的觀點；第二，較為嚴重的是 Elliott 質疑

音樂本身的美感概念，以及特別是反對「美感的體驗」之觀念，他發現 Reimer

的解釋是不令人信服的，因此，根據 Elliott 來說，不僅「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

之概念過於有限制，它也誤解到關於什麼是組成「美感的體驗」之核心。 

從這些問題中，Elliott 提出一種全新的音樂教育觀點，首先，他提出將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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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化成實踐，參考 Dahlhaus、Sparshott、Wolterstorff 的理念，他主張音樂是一

種人類的活動，一開始，Elliott 詮釋音樂為一種四個層面的概念，包括：（一）

行動者—「音樂製作者」；（二）一種做的種類—「音樂製作」；（三）一些被做的

事—音樂；（四）「音樂製作者」所操作的完全的情境，每個這四個層面能依序從

我們的觀點中被處理：（一）從系統的行動之成果來處理—從正面；（二）從被刺

激所引起的行動來處理—從後面；（三）從起因與目標導向的行動來處理—從前

面；（四）從行動中的情境中來處理—從周圍。 

「音樂製作」的活動是被「音樂聆聽」所補足，「音樂聆聽」也有四個面向：

（一）聆聽者；（二）聆聽；（三）值得一聽的（也就是聆聽的聲音）；（四）聆聽

的情境，這四個面向也能夠從上述提到的四個觀點被思索（正面的、在後面、在

前面、周圍），Elliott 的分析因此會導致將音樂理解成多面向的現象，這包含兩

種人類活動的連結形式：「音樂製作」和「音樂聆聽」，他稱呼被這種連結的關係

所組成的領域為「音樂的實踐」。 

此外，Elliott 將「美感的體驗」的概念以 Csikszentmihalyi 的「流動」的觀

念將其取代掉，並且他認為美感的反應 “是一種社會中沒有事實根據的觀點”

（引自 Regelski, 1996）。Elliott 已經批判地重新探討美感哲學家 Mursell、Langer、

Reimer 的文章，並且下結論認為他們的「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哲學是無確實

根據的、是無邏輯性的、是不可信的，歸咎於注重物體“音樂即是一種藝術的形

式”，他們依附「美感體驗」的概念就像一種相當有問題的人類體驗之特別的領

域，並且也歸咎於一種「音樂教育即是“情感的教育”」這種老舊的觀點（Elliott, 

1994；Elliott, 1995），Goble（2003）認為 Elliott 這種歷史的分析是有根據的，要

邏輯地挑戰他的觀點將是非常困難的。 

此外，Elliott 批評「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有關「音樂聆聽」不重視文化脈

絡的觀點，是否如同 Elliott 所說，這部分在 Reimer 於後面的回應得知。 

貳、Koopman 對 Reimer 的批判與評價 

一、Koopman 支持 Elliott 在音樂功用方面對 Reimer 的批判 

Koopman（1998）認為我們已經思索到「音樂作品」與它們的功能（假設

音樂是內在地有價值）是分離的，然而 Elliott 反對的其中之一是音樂的美感概念

忽視音樂除了會提供「美感的體驗」之外尚有其他功能，事實上這種抱怨是受到

證實的，Koopman 指出音樂在過去 1980 年代時的主張是音樂會提供許多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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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並且不只是在西方會如此，但這種事實並無反應在「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

上，因為「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太輕易假設除了音樂的美感目的之外，並無其

他的選擇，但 Koopman 認為假如我們要建立一個強勁的音樂教育哲學，必須嚴

肅考慮音樂之多功能的（multifunctional）狀態。 

在另一方面，Koopman 認為音樂在超越提供「美感的體驗」之外，尚能夠

提供服務給許多其他的目的，這種見解並不會使我們放棄將美感的概念當成是音

樂教育哲學的主要概念，因為在美感方法中，有些概念也是相關於音樂之「非美

感的」功能，「美感的體驗」之基本特徵—例如物體、趨向之確定性（directedness）、

完整性（wholeness）、愉悅（enjoyment）、狂喜（rapture）也展現在許多“音樂

並非僅是為了它自己的緣故而被鑑賞”的情況中，這可以以音樂之宗教功能為例

子，其中美感體驗之狂喜的特性使得音樂在宗教中演奏一個重要的部分，其他的

例子則是音樂的社會功能，音樂能加強團體的認同，正是因為團體成員分享參與

及回應「音樂作品」之感覺上的（sensuous）與結構上的（structural）特質中之

歡樂的與統整的體驗，Koopman 主張這種類似的點可以被用在其他音樂的用途

上，例如政治的、道德的、治療的用途，這些功能並不是獨立地存在於於「音樂

連結美感的」（musico-aesthetic）體驗之外，反而這些功能建立在音樂連結「美

感的體驗」之基礎上。 

二、Koopman 支持 Elliott 批判 Reimer 哲學賴以為基的 Langer 之理念 

Koopman（1998）認為 Elliott 批判 Langer 的音樂「美感的體驗」之理念可

以被接受，因為他正確地指出藝術之自足的概念與 Meyer 之音樂情緒的「激起

理論」（arousal theory）互相矛盾。 

Koopman 指出現今已經升起許多反對浪潮去抗議 Langer 的「美感體驗」之

觀點，首先 Elliott 從 M. Budd 的理念中汲取一些概念去質疑 Langer 的立場是否

能夠真正解釋音樂之特殊的特質；此外，許多其他的作者已經注意到嚴重的缺

失，Koopman（1998）本人則提出三點：（一）Langer 之形式的概念是錯誤的，

因為它難以捉摸或是不連貫的，例如 Langer 並無解釋到音樂形式能符合情感的

形式到什麼程度；（二）Langer 不當地從上述這個概念而來，認為「音樂的形式」

與「情感的形式」對一種結論是相同的—此結論是「音樂的形式」產生較深的事

件到「情感的形式」上，但 Langer 對於結論卻沒有提供任何主張。（三）Langer

忽視去澄清「情感的形式」之認知的狀況，Koopman 認為應該加以澄清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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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Koopman 由上述三點推斷出 Langer 的美學理論對於建立一種音樂教育哲學

的基礎是不正確的。 

參、Panaiotidi 對於 Reimer 的批判與評價 

Elliott（1995）想要敘述音樂是一種「過程」而非一種「產品」，因此音樂

教育必須包含使學生參與音樂的「過程」，而非參與音樂的「產品」，他主張「音

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狹窄地專注於作品使得它低估音樂的「過程」層面—也就

是藝術的與有創意的「音樂製作」之行動”，Elliott 指出「音樂即是物體」這種

性格的描寫是美感思想與「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哲學的中心。 

當 Elliott 在解釋自己與 Reimer 對於「音樂作品」的概念差異時，Elliott 強

調包含（inclusiveness）的層面，Elliott 的詞語中，他對「音樂作品」的概念是“尊

重音樂意義與價值之所有層面”，然而 Reimer 卻錯誤地僅在單一的層面去認明

「音樂作品」，也就是作品之“結構的成分”（structural elements）”，這種差異

在以下這段文字中，可知道他對於「音樂作品」的概念（Elliott，1995）： 

我們已經面對到 19 世紀對於作品的概念是一種理想的物體的假

設，並且需要用音樂的成就--即是用不同種類的演奏這種概念來取

代，並且我們也已經用以「多層面的作品模式」取代「音樂即是聲響

的形式」這種單一層面的美感概念。 

 

根據以上 Elliott 的主張，Panaiotidi（2005）認為 Elliott 清楚地區分介於一

個「音樂作品」之本體論的（ontological）狀態與「音樂作品」的範圍之間的區

別，事實上他回應 Reimer 的批評是集中在本體論的議題，他更改爭論事項的方

向到「音樂作品」的概念之視野的問題上，這與 Reimer 的理念是相當不同的，

但是 Reimer 似乎沒有受到感動，更別說是被 Elliott 重要的-音樂之實踐的概念之

多面性所說服，並且 Reimer（1996）宣稱：雖然 Elliott 的說明是有包含性的，

然而 Elliott 在現實中誇張演奏並非是一個較大整體的層面，演奏反而是對所有音

樂所牽連之事是主要的基礎。針對 Reimer 批評演奏的地位之見解，Panaiotidi 主

張這種想法並非是正確的。 

肆、Maattanen & Westerlund 對 Reimer 的批判與評價 

一、Maattanen & Westerlund 認為 Dewey「美感體驗」的概念適合「實踐」哲

學的原則，並批判 Reimer 誤解 Dewey 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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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ttanen & Westerlund（1999）認為介於個人的、主觀的「美感體驗」與

外在客觀的實踐間邏輯的連結會走到意義的概念，而「音樂製作」即是連結個人

的「音樂體驗」與外在的、公共的意義之間最清楚的方式，Dewey 之「美感體驗」

的概念相當適合「實踐哲學」的基本教條。 

Reimer（1989a）的《音樂教育哲學》第二版中曾清楚指出他在書中書寫音

樂教育哲學時的指導原則為：有必要認明一個美學的立場—要包括主要的思想

家，並且這種立場也有一種可確認的概念結構，這種結構被處理時在複雜性上並

沒有被壓倒。Maattanen & Westerlund（1999）認為 Reimer 在書寫一本關於音樂

教育哲學之使人容易理解的書方面是成功的，但在討論哲學議題時卻嘗試要避免

複雜性卻是危險的，Reimer 認為「美感的體驗」這個概念是以 Dewey 與 Langer

之思想為基礎，結果讓讀者從此會結論 Reimer 之「美感的體驗」之概念與 Dewey

的概念相符，但 Maattanen & Westerlund 認為嚴格說來並不是，Reimer 從 Dewey

在《藝術即體驗》一書中常談的“「美感的體驗」中情緒的角色”以及“人是做

為一個生物體”這兩方面去汲取思想做為基礎，然而 Maattanen（2003）認為

Dewey 有些哲學部分被 Reimer 忽略，Reimer 的哲學架構與 Dewey 哲學架構完全

不同。 

Maattanen & Westerlund（1999）認為為了適當理解 Dewey 的「美感體驗」，

有需要分辨「公正無私欲」（來自 Kant 的觀點，意謂注重內在的形式）的兩種意

義，Dewey 反對「公正無私欲」有兩種意義，其中第一個意義來自 Aristotle 分辨

「行為實踐」(praxis)與「藝術創作」(poiesis)，這是藉由在「行為實踐」中，目

標或行動（telos）是行動本身，然而在「藝術創作」中，目標是一些其它的事（並

非是行動），技藝（craftsman）是「藝術創作」之一種典型的例子，「藝術創作」

的目標是「產品」，「藝術創作」有其它意義，也就是詩歌藝術（poetry），不可以

和技藝混淆；「行為實踐」之最高目標是「行為實踐」本身，也就是快樂的生活

（eudaimonia）。從 Dewey 的觀點來說，「美感的體驗」是一種幸福的生活之基本

元素，這種活動本身是有價值的，並且這種「美感的體驗」和有生產力的作品--

「藝術創作」是有區分的，「藝術創作」不會重視行動。 

Maattanen & Westerlund（1999）認為 Dewey 反對「公正無私欲」之第二種

意義，是以 Kant 之超自然的理由為基礎，這種「公正無私欲」脫離了實際的社

交活動，因為理性是與具體化的存在脫離的，Dewey 的心靈強調我們是具體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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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思考與推理的能力不能與我們現世的存在脫離，在任何「美感的體驗」

中，主要在於過美好的生活，並且從此意義的觀點來說，與實踐的連結也是重要

的 ， 沒 有 任 一 種 意 義 是 不 依 賴 外 在 的 實 踐 的 ， 因 此 不 能 有 任 何 沈 思

（contemplation）的模式是完全與外在的實踐是分離的。 

此外，Dewey 區別心智（mind）與意識（consciousness），即使意識多麼重

要，心智仍是比意識還要多，因為心智是持久不變的（Dewey, 1934），Dewey（1934）

認為當意義存在於社會的實踐時，心靈象徵一種個人的認知對於情境的依賴，心

智並非是頭腦（brain）的特性並且也不是身體（body）的特性，而是一種個人與

環境之間互動的特性。外在的實體像樹木、桌子、帽子、語言和其它符號、藝術

的物體等是屬於心智的機能之組織，當藝術的物體被知覺、以及當藝術的物體被

理解成是充滿意義時，藝術的物體會變成一件藝術作品，並且因為 Dewey 主張

這些意義必定與社會情境與文化情境有所連結，所以導源於這種知覺活動之「美

感的體驗」並不完全是隔離的或孤立的。雖然 Maattanen & Westerlund（1999）

認為針對「美感的體驗」是一個個別的體驗之意義上，「美感的體驗」是主觀的，

但是「美感的體驗」即是一種體驗之完全的階段（consummatory phase），這種「美

感的體驗」本身是有價值的，因此「美感的體驗」不可削減情境的概念。Maattanen 

& Westerlund 兩人認為 Dewey 的理念給人一種對外在實踐的強調、對公眾的強

調、以及分享社會的習性等印象，但反觀 Reimer 對於「美感的體驗」之詮釋卻

欠缺這一塊。不過研究者在本論文的第三章之探討中，發現 Reimer 在《音樂教

育哲學》第三版中已經在「美感的體驗」方面注重到情境脈絡這種「輪廓」

（delineated）的意義了。 

二、Maattanen & Westerlund 批判 Reimer 關於「概念化」與「意義」的理念 

（一）Reimer 對於「概念」的解釋是古典「經驗主義」的典型；Dewey 對

於「概念」的解釋是實驗的「經驗主義」的典型 

Maattanen & Westerlund 主張 Reimer 所運用的是一種“概念”之語言學的見

解，Reimer（1989a）認為一種語言學的或古老的符號與工具是必須使用的，一

個人有“Beethoven”的概念能夠 1.注意 Beethoven 音樂的一般特徵；2.對所有注

意的要給予適當的名稱；3.無論何時 Beethoven 的曲子被演奏要規則地完成，

Maattanen & Westerlund 認為 Reimer 的見解是「經驗主義」（empiricism）的典型，

它主張經驗是感官的經驗或知覺；但是 Maattanen & Westerlund 認為若是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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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ey 的理念來說，這種經驗的（empirical）概念會是“死的，不可能在新的情

境中去演奏一個已經規定好的任務”。Dewey 本人對於「概念」的見解是操作的，

「概念」和世界的連結經由互動同時發生，那就是說「概念」和行動並不僅是知

覺，Dewey 藉由實驗的「經驗主義」（experimental empiricism）去將他的觀點與

古典的「經驗主義」做區分（引自 Maattanen & Westerlund, 1999；Maattanen & 

Westerlund, 2001）。 

（二）Reimer 認為藝術作品不會指涉情感；Dewey 卻認為藝術作品會指涉

情感 

Reimer 認為一個藝術作品之富於表情的品質並沒有表明或指涉情感，它們

是「內在的」（immanent），如同它們內在的品質，這種藝術展現的情感是「客觀

性的」（objectified），它們是在藝術物體中被獲得，也在藝術的元素（旋律、節

奏、色彩線條）中，每個作品會被製造；不像 Reimer，Maattanen & Westerlund

認為 Dewey 一致地區分「藝術物體」與「藝術作品」，Dewey 認為前者是一種物

理的實體（掛在牆上的一幅畫、空氣的震動、紙上的一個黑點），藝術物體會當

被知覺時會產生一種藝術作品，就像一種「美感的體驗」，從這觀點會製造出意

義去表明一種物理的實體（藝術物體）並引起情感，而這種情感是產生的體驗（即

是藝術作品）之元素，因此 Maattanen & Westerlund 認為 Reimer 的觀點並非是

Dewey 在《藝術即體驗》中的立場。 

（三）Reimer 認為「意義」不能被概念化，要與情境疏離；Dewey 認為「意

義」要在特定行動與情境中被脈絡化 

Maattanen & Westerlund 指出根據 Dewey 的「自然主義」，我們會持續與我

們的環境互動，特定種類的物理實體（如繪畫）引起我們特定種類的情感，但是

Reimer 並沒有解釋我們如何分享主觀的情感（主觀甚至無法被命名），這是因為

Reimer 沒有解釋他所謂的「非概念」的意義，不過 Maattanen & Westerlund 認為

主觀的情感必須在物體中被客觀化。針對此點，研究者覺得 Maattanen & 

Westerlund 的評論有其道理，因為當研究者在閱讀 Reimer 關於這種「無法命名

的主觀性」，也常覺得只能心領神會而無法言傳與使其具體化， 

根據 Reimer，意義係在於「物體」中或在「藝術作品」中，並且它們能夠

被體驗與分享，但不被溝通，因為意義不能被概念化，這些意義是被知覺，這些

意義創造「美感的反應」，並且這結果是一個「美感的體驗」，這種體驗是「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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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質的」「公平的」、「疏遠的」（Reimer, 1989a），但 Maattanen & Westerlund

認為在 Dewey 的理論中，一個重要的連結藝術與其它體驗的形式，是他對「意

義」的見解，藝術物品中的意義及其它的意義，是在「實用主義」對意義的理論

所被帶來的，這種行動與行動的結果必須被參與在知覺中（Dewey, 1934），Dewey

（1916）認為意義是以“行動”與“運用”為基礎，一頂帽子的意義是它被使用

的方式，當太陽照耀或下雨時我們可能會拿一頂帽子去保護自己；假如帽子在櫃

子中，而我們拿不到它，則我們可能會說：嘿！給我這帽子，如此便會給予帽子

一個意義：當需要時如何使用它。由此可知，Dewey 認為「意義」需要在特定行

動與情境中被脈絡化。 

三、小結 

綜合 Maattanen & Westerlund 所述，Reimer 與 Dewey 對於在藝術中所發現

的「意義」有完全對立的觀念，他們對於「情緒」與「意義」的意義完全不同，

Reimer 常提到 Dewey，但 Maattanen & Westerlund 認為他的理論建立在誤解

Dewey 的基礎上，正如 Elliott 正確地指出，這樣的結果是「美感物體」的概念，

這種概念存在一種冷淡、公平無私欲的方式中，並且「美感體驗」是類似宗教的

領域中來被我們思量（Elliott, 1995），在此意義上，它是類似宗教的，正如它是

完全從其它體驗的模式中脫離出來，以及被判定為屬於內在的情感之主觀的領

域，而這種主觀的領域甚至無法被命名與溝通，並無實徵的方式去檢視這種體驗

的本質，例如某人說：喔！當我在聽一首音樂時，我有一種美妙的情感，並且另

一人說：是的，我也是。其實研究者認為所有這些情感都是神秘難以理解的事。

從 Reimer 的「美感體驗」中被排除的體驗中最重要的模式是「實踐」，他的焦點

在於「知覺」與「美感」，也就是「情緒的反應」，但在 Dewey 的理論中，實踐

是被包括的，因為最終「意義」是被實踐的模式。 

「實踐哲學」本身以「美感體驗」概念的觀點使自己疏遠所謂的「美感教

育」，他們認為 Reimer 對於「美感體驗」的定義是表面的價值，並且因為「美感

體驗」是一種非常狹窄與理想的定義，他們丟棄「美感體驗」並主張這種概念是

無用的，Maattanen & Westerlund 覺得他們可以理解這對 Reimer 的回應。Maattanen 

& Westerlund（1999）也認為 Dewey 若是仍在世，可能會較同意 Elliott 的「自尊」、

「自我成長」、「自覺」、「愉悅」是有價值的，並且他們主張假如 Dewey 已經聽

到有關「流動」的觀念，則一種愉悅的、引人入勝的流動的體驗可能在 Dew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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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科書中會是一種「美感的體驗」之特徵，如同 Elliott 提出 Csikszentmihalyi

強調社會的與歷史的脈絡，所以 Maattanen & Westerlund 主張 Dewey 之「美感體

驗」的概念相當適合「實踐哲學」的基本教條，但 Reimer 所主張的卻與 Dewey

之「美感體驗」不同。 

情境僅在實際的演奏與排演練習時是存在的，Dewey 的「實用主義」美學

觀點對「意義」的概念能幫助我們去解釋“實踐的情境”是如何也在純粹的聆聽

與沈思中、以及在孤單的時刻時出現。正如一位社會學者說：音樂如同一個社會

的“黏著劑”（social glue）在運行，它是一個體驗與表達親密關係的方式、同

時也是一種參與的方式，音樂是“美妙的時光”（引自 Regelski, 1996），也正如

Regelski（1996）指出：音樂在與其他事一起處理時甚至會更好。由此可知音樂

的「意義」需要在特定情境中被脈絡化。 

伍、Regelski 對 Reimer 的批判與評價 

Regelski 研究古希臘 Aristotle 的理念、啟蒙時期哲學家的作品（例如 Kant）

與批判理論（包括 J. Habermas 與其他人），是為了要在他的寫作中揭露「美感」

哲學的根源，並且主張藝術的「美感」派典主要在一種社會的意識型態上被預測，

而這種社會的意識型態和學校教育身為一種社會機構不一致（Goble, 2003）。以

下是 Regelski 對於「美感」哲學的評論： 

一、Regelski 之「實踐」的策略－從支持「美感」思想影響到對「美感」思想的

背離 

Regelski 有興趣致力於「什麼音樂會產生」，他不受信奉「美感」哲學的作

家所支配，然後他在此種基礎上主張音樂教育的實踐。他這種想法早在 1980 年

代早期就已經出現，Regelski1975 年出版的第一本大學教科書書《音樂教育的原

則及問題》（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Music Education）對於音樂教學與學習的

心理學提供一個大學層級的引用，並且這本書敘述了“情感”的問題與對音樂的

美感反應如同“隱蔽的情感的行為”（covert affective behaviors），那時他與

Langer 的想法是一致的（引自 Regelski, 1978a）；在他的另一本短的著作《藝術

教育與腦研究》（Art Education and Brain Research），Regelski 展現那時的研究進

入到腦的功能，解釋左腦與右腦的理論，主張說學校長期的教育僅達到學童的二

分之一，以去支持美感學習的概念並去主張未來研究的方向（Regelski, 1978b）。

他第二本大學教科書《教導普通音樂課》（Teaching General Music）（1981），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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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被「美感」的觀點所影響，但卻代表著對於「美感」觀點的背離，當他提倡

一種音樂教育之「行動的學習」（action learning）方法，那是在尋求與學生的生

活最接近與最可能的連結。 

然而，自從 1994 年他已經直接注意在發展「音樂即是實踐」的概念以及「音

樂教育即是實踐」的概念，他這些概念的說明與 Elliott 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層面不

同，研究者認為我們有需要閱讀一些他出版在不同地方的文章去獲得他對於音樂

教育之更獨特的視見之涵義。 

Regelski 對於「美感」概念最為強烈的批判則在 1994 年的文章《採取音樂

的藝術：一種對於音樂的「美感」哲學之一種批判的社會學》（Taking the“Art”

of Music for Granted: A Critical Sociology of the Aesthetic Philosophy of Music），這

個會議記錄收錄在由 L R. Bartel 與 Elliott 在 1996 年編輯的《對音樂教育的批

判反思：第二屆音樂教育哲學國際會議的會議記錄中》（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usic Educ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在這篇文章中，他展現了一種對於「音樂即是

藝術」概念之起源的歷史的解釋，並道出對於「美感」哲學的批判，他主張“美”

的概念以及“壯觀”的概念並非是「公平無私欲的」與「普遍的」（歷史上被 Kant

的主張與其他人支持），反而應該是根植於社會中的，因此他主張“美”的概念，

以及“壯觀”的概念是要被包括在「權力」立場中的人所持有的「意識型態」的

範圍之中。特別的是他在文章指出即使當不同文化傳統的音樂教育已經被美國的

音樂教育組織所包括，例如「MENC」所包含的理念已經植基「美感教育」派典，

但是 Elliott 仍要在這種情勢下藉由倡導一種音樂的「實踐哲學」、以及一種符合

人類機構中整體的視野中所有音樂形式的實用價值這種音樂教育的基本原理去

總結這篇文章。 

1996 年 ， Regelski 出 版 了 《 音 樂 與 音 樂 教 育 的 實 踐 哲 學 之 序 論 》

（Prolegomenon To a Praxial Philosophy of Music and Music Education），雖然僅是

一篇序論，但是卻代表他迄今「實踐哲學」最完整的說明，他開始觀察儘管音樂

的「美感」基礎大部分被一些觀眾認為理所當然，但是那時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大量成長以去對抗美感的意識型態（aesthetic ideology），從這種思考中

一種音樂的「實踐」觀點正在出現。在定義完三個對他的主張是必須的古希臘的

字：“theoria”、“techne”、“praxis”，他介紹另一個希臘的詞語：「實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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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onesis）—意義代表一種理解理性的人類行為之能力—強調“行動中的反

省”，這會引導任何真實的「音樂實踐」朝向它想要實現之好的結果，對 Regelski

來說，「實踐」意味著一個人用他在特別情境中的「音樂實作」以去獲得“正確

的結果”。 

汲取一些由學者 E. Dissanayake 的主張與他的著作—《藝術是為了要做什

麼》（What is Art For）（1988 出版）、《美學：藝術從哪來以及為何從那裡來》

（Homom Aesthetics: Where Art Comes From and Why）（1992 出版）等思想，

Regelski（1996）表達三種實踐觀點的教義：1.音樂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特性；

2.音樂是一種方式，藉由此方式，生活中的時機會被“特別地製作”；3.音樂是

一種“生活過得好之主要的方法，”汲取自這三個主要概念，他強調理解音樂要

從實用的結果去被理解的重要。他的觀點中，“音樂的善”（the goods of music）

是植基於“此時此地”的情境中的情況與高度特殊的情況中，而音樂的沈思

（contemplation）之概念，例如那些與常與「美感」哲學有關的則會被小心地撇

開，他認為「實踐」哲學是一種關於“善”（goods）與“公正”（righrness）的

哲學（Regelski, 1998），並且更認為“教育中一種音樂的「實踐哲學」旨在關心

使人們學會音樂性”（Regelski, 1996）。 

Regelski 的觀點中，不管音樂是在既定的「實踐」中之主要的焦點（正如在

音樂會）或不是在既定的「實踐」中之主要的焦點（正如在做廣告），所有音樂

在一些方面必須被視為「功能性的」，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音樂所呈現的

每個情境中，什麼是音樂會產生的？他觀察到世界上大多數的音樂並不是被製作

來在音樂廳中聆聽的，並且他強調傳統中「美感」的觀點將「純音樂」嚴格致力

於“為了音樂自己的緣故”，而將「功能性的音樂」認為是在提供服務在其他目

的上（或是「實踐」），如此 Regelski 認為這樣的觀點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他進一

步指出當重要的“善”在沒有音樂存在的情況下能被提供服務，參與在音樂的實

踐中是獨特的與有效的（Regelski, 1996） 

根據 Regelski（1996）的觀點，他批評 Reimer 對於「專家」、「業餘者」與

「音樂愛好者」的理念，Regelski 認為「業餘者」的音樂演奏不一定會比「專家」

的演奏在音調上會有差的聲音。他強調即使一個人從沒有參與在演奏中，一個「音

樂實踐」的許多層面可以經由聆聽去接近，他進一步指出「聆聽」是它自己本身

一個獨特的實踐，與「演奏」的實踐有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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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Regelski（1997）在《行動學習：課程與教學即是實踐》（Action Learning: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as and for Praxis）中重返「行動學習」的概念，這概念

已經在他 1981 年出版的教科書中探討到，他重複敘說“praxis”的希臘概念和

“theoria”與“techne”的不同，並且在他往後的文章也都會探索到，他倡導「行

動學習」這個詞語應該被當工具使用，以去引導音樂教育課程的形成，這便是他

逐漸形成其「實踐哲學」的重心所在。 

Goble（2003）認為 Regelski 的「實踐哲學」提供一種有用的指引去思索“音

樂對什麼是好的”，也就是他指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實踐」對個人與社會的影響，

以及在此基礎上預測音樂教育的實施。Regelski 對課程的建議提供一種指示給音

樂教育，藉由此學生不僅會深深對音樂有興趣，也能夠使音樂的參與變得是他們

生活中有意義的一部份，Goble 認為他的努力值得嘉許，不僅是為了他概念的動

力，也因為他能刺激其他學者與教師深刻反省他們教學的選擇之理由。 

二、Regelski 批判 Reimer 狹窄且無新意的「美感」觀點 

Regelski 的「實踐哲學」強烈否定將「美感」當成一個指導的概念，他認為

「美感」的物體、態度及體驗對於組織重新思考當代音樂教育的現實是無益的，

許多音樂教育者可能會發現它們是混淆的概念，Regelski 已經勸告音樂教育者放

棄「美感」的要旨，反而要去捕捉音樂實踐的多樣性，他認為「美感」代表一種

音樂的狹窄觀點，「美感」僅限於意指沈思的、抽象的、知性的體驗（Regelski, 

1996；Regelski, 1998b）。 

Regelski（1998）更指出其實「美感教育」派典與「實踐哲學」派典的主要

差異在於：“對”（right）與“好”（good），前者推薦給民眾的是一種高級技

術（haute cuisine），對於基礎教育無心著墨，了無新意；後者重視的才是人類所

需要的價值、意義與目標，是一種超越前者之一種追求幸福生活的倫理學終極目

標，由此可見他對於「美感教育」哲學的評價。 

三、Regelski 批判 Reimer 之課程觀是傳統的目標導向，支持 Elliott 的課程觀點，

並提出自己的課程觀點 

Regelski（2002）指出：課程理論中一種“批判的”思索在現今大部分音樂

教師的準備中是缺乏的，反而“方法與材料”（methods and materials）的課程典

型上強調先包裝好的、一些教學材料要如何去傳遞也預先被準備。Regelski（2005）

「美感教育」屬於傳統的課程與實踐，他們的基本假設難以轉換，而不能出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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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彈性的例外。他指出音樂教育中首先分析這種“垂死的”傳統課程思想狀態的

人便是 Elliott 於 1995 年出版的書《音樂本質》，他對音樂教育中傳統的「美感」

哲學提供一種整合性的挑戰，以及一種課程理論的深入分析，Elliott 批評這種抽

象的、原子論的內容以及傳統的孤立的「目標導向」（objectives-oriented）的技巧、

以 及 音 樂 課 程 所 汲 取 的 「 學 科 方 法 的 結 構 」（ structure-of-the discipline 

approaches），並且也反映了早期 1990 年代課程理論的趨勢，於是他提出「課程

即實驗課程」來應對，這種課程是要組織來“使學習者參與在音樂活動中及互動

中”，這些都相似於真實的音樂文化以及製作，結果是音樂教室成為一個反省性

的實驗課程，這是一種可實行的音樂實踐情境或音樂文化之密切的代表，然而

Regelski 認為 Elliott 並沒有承擔去分析全部的哲學假設，於是 Regelski（2005）

會批評三個主要的哲學傳統，這三個主要的哲學傳統對普通教育及音樂教育都有

直接影響，特別是「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研究者會在後面提到。 

Regelski（2005）認為課程是一種價值的事項，最基本的課程思考包含這個

問題：在所有能教的東西中，什麼是最值得學習的？Alperson（1994）指出： 

其實價值的闡明是哲學的一個主要的事業，大部分教師可能不會想

到他們自己是參與在每天裝作是一位哲學家的情境中，以及不會注意到

他們所做的哲學選擇之實用的涵義，因此大部分教師不能欣賞“何謂音

樂”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卻不可避免是哲學要開始的議題，結果，音

樂教師在哲學上關於“音樂是什麼”未獲得情報，並且開放讓老師自己

去創造，因此會遭遇到許多問題。 

 

Regelski（2005）便指出音樂教師遭遇到最重要的問題是：1.是否音樂的意

義與價值對於「音樂作品」的聲響是抽象的、自治的、本質的、普遍的、永久的、

以及內在的；2.是否音樂的意義是個人地、社會地、文化上被組成到一個程度讓

個人的作品不是自治的資源，Regelski 認為「美感教育」哲學促進前者，「現代主

義者」的前提是將音樂視為「美感的」；然而後者導致一個新的「後現代主義」

與批判的哲學家，他們將音樂理解成「實踐」。 
正如 Elliott（1995）與 Regelski（Regelski, 1997；Regelski, 1998a；Regelski, 

1999）所顯示的，「實踐哲學」的實用之影響是無疑的，不同的哲學思想派別已

經產生一些不同的美學前提與結論，音樂教育傳統上在學校中被認為是對於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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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育有貢獻，然而由於學校中刻板的及學術的環境，音樂教育的課程已經受

到一些不適合它本質的、與不適合它在人類生活中重要的角色之哲學概念與課程

的概念所影響，這種影響值得以挑戰學校音樂教育的適切性之觀點來被質問。因

此，Regelski 對課程的建議包括兩個顯著的層面： 

（一）根據 Regelski（1997）指出，「行動學習」可以回答以下問題：所有

能被教導的什麼最值得教？他借用音樂的「實踐」價值觀點，音樂是一種方式，

因此藉由音樂，生活中的各個時刻是被「製作地很特殊」，並且音樂是一種重要

的工具，藉由此生命可以活得更好。 

（二）在他「行動學習」的概念中：教學的過程運轉得像是一種「行動研

究 」（ action research ） 的 形 式 ， 也 就 是 教 學 中 的 「 教 學 者 即 是 研 究 者 」

（practitioner-as-researcher）所反映的，要去評鑑在教學中使用的方法與資料，

並且重新思索由最初刺激教學的概念所彰顯的真實的價值，Regelski（1997）強

調他的要點：對學生來說的價值，必須總是去關心讓學生能夠對未來的「音樂體

驗」做好準備，課程必須與學生教室外的行動有關連，以及與往後的真實世界之

生活有關連來被確認。 

Regelski 指出他這種課程的成果會是—所有知識將會被當成一種技巧（例如

做、製作、創造、聆聽）被達到，並且不會是抽象的概念或資訊。在學校學習音

樂的人在一種「實踐」的課程中引導他們的學習，將會返回音樂的製作與將音樂

消耗在私人的領域（消耗在家中與業餘的範圍），以及消耗在教育情境中之公共

的領域，由於經歷了這種課程，在社會中沒有任一人將會感覺到有需要去說“我

是一位音樂家”，更重要的，音樂將不會被視為一種裝飾，而是要當成一種“對

於使得生活富足生動是需要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於是 Regelski

（1997）簡潔地在以下的敘述中描述他所想像的音樂： 

音樂教育中一種「實踐」的方法將會強調使得人們學會音樂性地行

動，它將會強調音樂實踐的種類，這種實踐最有可能去貢獻到經由音樂

的參與使得生活更為生動，它也會藉由對音樂的參與塑造有價值的選

擇、以及藉由確保學生能夠與有興趣去規則地製作音樂成為生活中有意

義的一部份，去對這種音樂之意義的製作提供選擇總之，音樂教育中一

種「實踐」的方法將會在最廣闊的與最相關的功能之詞語中展示與教導

音樂是什麼以及音樂對什麼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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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Regelski 認為三種傳統且抽象的哲學理論影響 Reimer 的「美感教育」學說，

導致他錯誤地重視沉思的聆聽 
Regelski（2005）認為傳統的哲學分成三個寬廣的學派，三個主要的哲學傳

統對普通教育及音樂教育都有直接影響，特別是對「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哲學

有所影響。普遍說來，「理想主義」、「寫實主義」、「新經院哲學」都在學校教育

上分享抽象的、學術的、不表示感情的方法。全面性地來說，傳統的「美感」理

論導致重視聆聽、好的或精緻的品味、偉大的作品、以及精緻藝術這種抽象的事

實，而這都是三個抽象的傳統之形而上學與沈思冥想的主張之結果。 

（一）理想主義（idealism） 

Bowman（1998）曾指出「理想主義」係由 Plato 最先塑造，智力的學習是

「理想主義」在學校教育中最重要的，「理想主義」已經是音樂中最卓越的「美

感」哲學。但是 Regelski（2005）認為它已經產生了令人迷惑的及常是衝突的許

多美感理論，這種美感理論強調音樂中智力的、睿智的、認知的、及符號價值，

這些價值從表面上來比較，與「寫實主義」及「新經院哲學」的美感理論一致，

受到「理想主義」所支配的一種美感的「意識型態」已經在所有階段之支配著樂

教育。根據正統說法，「好的音樂」是高級文化的藝術音樂，而美感的意義與價

值是包含在音樂聲響中，這種音樂的存在是為了它自己的緣故，因此一種美感的

距離是被保持使得音樂的沈思和社會的功能（例如敬神或慶祝）、個人的使用（例

如娛樂和休閒）分離，「美感」的意義超越任何特別的時間地點、或個人，去支

持形而上學與認知種類的普遍意義（Regelski, 2005）。 

Regelski（2005）認為若是「美感」的正統說法中若允許流行音樂、民間音

樂、即興的、與本土的、功能的音樂被稱為「音樂」，則會有一個嚴格的階層，

亦就是歐洲中心的藝術音樂卡農是在頂端，其他的音樂分別排在這種歐洲藝術之

往下的階層。在這種「理想主義」的觀點中，所有音樂有一種單一的本質與主要

的本質；音樂中「多元主義」的重要概念，每個它自己的詞語都是獨特的，「多

元主義」違反「理想主義」者對於理性的普遍性（rational universality）這種「美

感」的假設，「美感的體驗」被認為是智力的及抽象的，以及採取不同種類之無

實質的理念，反而真實且具體化的情感（拒絕睿智的及抽象的概念或情感的符號）

卻被視為從音樂的真實意義中分散出來，「理想主義」的音樂美感哲學將心靈（理

想）從身體（知覺能力）分離出來，並且認為前者較為重要，卻貶低後者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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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造成「美感教育」哲學將「演奏」的身體部分輕描淡寫，而將「聆聽」和「作

曲」的音樂沈思部分給予最高的評價，「聆聽」是因為為了音樂自己的緣故，音

樂的沈思是最終的價值，因此「演奏」被給予一個次要的地位如同僅是工匠技巧，

而錄音的「演奏」可以是「美感」的，等同於現場的「演奏」。 

Regelski（2005）指出傳統上，儘管樂團指揮獨獨重視大團體的演奏效果，

幾乎全部將音樂沈思除外，但「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已經是音樂教育中之盛行

的哲學。他也指出「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的「理想主義」支持者為 Reimer 及

Schwadron，他們推崇音樂沈思，但社會心理學研究認同「大眾品味」（taste publics）

與「文化品味」（taste cultures），Regelski 認為「大眾品味」與「文化品味」會確

實反映出一些社會的變項與價值，不過這些卻被美感理論所拒絕，但「實踐哲學」

派典卻去加強確認與推進，這是因為美感的正統說法與「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

的傾向是抽象的概念與音樂的純正（purity）。 

（二）寫實主義（realism）： 

Regelski（2005）指出「寫實主義」強調感覺（sense），「寫實主義」者如

Aristotle 重視的是心靈的獨立，因此物質的世界與其自然的律則是真理與知識之

來源，並非心靈，「寫實主義」的美學也被稱為「自然主義」的美學。 

Regelski（2005）認為對「寫實主義」者來說，學校教育是在傳遞一種宇宙

中邏輯與秩序的理解，主要的重點是傳送資料、事實與資訊—這就是人們所稱的

「基礎」（the basics），因此知識、真理與美存在於學習者經驗之外，它們僅是被

傳遞與被動地接收。雖然「寫實主義」將思考從「形式主義」美學轉到「表現主

義」的美學理論，但音樂所表達或包含的情感、理念、與情緒並非是真實的，音

樂所表達的既不是作曲家的也不是聆聽者的，但在美感上卻是普遍化與的，如同

Broudy（Regelski 認為他是美感的「寫實主義」之主要的「MEAE」支持者）指

出：這就是為何聆聽中被感受到的情緒已經被稱為美感的情緒、智力的情緒，它

不算是真實的事（引自 Regelski, 2005）。「寫實主義」者的美感導致無實質的知覺

產品，跟「理想主義」一樣，「寫實主義」強烈強調聆聽之行家技巧為音樂鑑賞

之具理解力的基礎（Regelski, 2005）。 

（三）新經院哲學（neo-scholasticism）： 

Regelski（2005）指出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是一種發展自中世紀的理論，

是一種當代的哲學，植基於將古老的強調理性的知識與學習作更新，它與「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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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有許多相同，因此偶而被稱為「學校的寫實主義」或「古典的寫實主義」，

經院哲學的基本概念是：人類為一個理性的動物。 

介於「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間（例如抽象的推理與感覺的經驗）通

常是相反的信念，導致「新經院哲學」與「理想主義」者及「寫實主義」者相當

多的重疊（包括他們的美學理論），然而介於這兩者中，理性的知識被「新經院

哲學」視為比感官的知識是較高的等級，價值最終依靠理性，而一個好的生活是

與理性調和的，因此情緒是被理性的智力所控制。「新經院哲學」注重心靈的與

個人的訓練，因此學生被期望要研讀與精通他們沒興趣的題材，這些題材沒有重

要的實用功能或個人的用途（Regelski, 2005）。 

Regelski（2005）認為「新經院哲學」影響了：1.「以學科為基礎的音樂教

育」（DBME）運動，在這種課程中，「演奏」常是被輕描淡寫的，反而重視一種

音樂知覺的理論方法，這種方法注重行家技巧；2.「永恆主義」（perennialism）

的教育理論中可發現「新經院哲學」的表現。早期「永恆主義」是在反對「進步

主義」，在「進步主義」的學校，個人的興趣、以及其他獨特的需求使得小孩主

動去建構他們自己的學習與意義，而不僅是被動地去收知識，「進步主義」的教

師在促進學習時是有權威的，他們不會強使學生接受他們的教學，後者卻是「新

經院哲學」（與「理想主義」及「寫實主義」）的習慣。 

反對「進步主義」的主張，「永恆主義」主張學校教育必須是一致不變的，

因為人類的本質在生命中是一致不變的—是理性的，因此不去提出學生個人的需

求或興趣，或他們的個人與社會需求，「永恆主義」相信一致的與規定好的學科

必須是課程的重點，有這樣一種標準的課程以及它的重點在於標準結果的訓練，

「新經院哲學」的目的是為了國家標準、績效與其他目標導向的課程；此外，「永

恆主義」的教學是教師位於支配位置，教師會比學生更為主動，因此學生需要被

訓練去研讀內容與技巧，而這些不會有任何內在的興趣、沒有實用的用途，難免

學生會抗拒這種過程，「永恆主義」反應在音樂上--有價值的作品是以往音樂之「偉

大的作品」。 

由於上述原因，Regelski（2005）斷定這些傳統的哲學會有問題，特別是在

音樂課或其他教室的教學，例如音樂理論課，以「演奏」為基礎的教學大部分被

忽視或輕描淡寫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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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Regelski 批評 Reimer 的美感理論遠離生活情境，更進一步參酌「後現代」

理論，提出「音樂即是實踐」 

Regelski（2005）認為「實踐」的理論依靠被創造與鑑賞的情境，並將其當

作關注何謂音樂與為何音樂有價值的主要要素，因此這種理論拒絕不同的美感理

論之對「音樂體驗」的誤解與曲解成自治的、與遠離所運用的重要情境。Regelski

（2005）也認為 Elliott 大膽地批評美感對於「音樂體驗」的誤解，Elliott 對於「實

踐」的觀點植基於 Aristotle 的理念，然而 Regelski 指出當代「實踐」的概念已經

逐步形成較 Aristotle 的基本原理較為豐富與變化的解釋，所以他指出我們可以從

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其他的社會理論、社會學、與「後現

代主義」對於音樂的「實踐」提供一種更豐富的與範圍廣泛的概念。 

Regelski 批評由美感理論所主張的自治（autonomy）與「美感體驗」所需的

「精神的距離」（psychic distance），Regelski 認為「實踐」理論不能失去將音樂與

外在於音響之組成的環境連結在一起的視見。Regelski 的「實踐」理論認為音樂

的價值是在於音樂之基本的社會性（sociality）、社會意識、及個人意識中音樂之

功能的重要性。 

陸、Westerlund 對 Reimer 的批判 

一、Dewey「美感的體驗」具有實用性與統整性；Reimer「美感的體驗」不具

有實用性與統整性 

Westerlund 指出儘管 Reimer 學習 Dewey 的體驗，但他基本的起始點卻與

Dewey 的「實用主義」非常不同，對 Reimer 來說，「美感的體驗」是一種個人

意識中主觀的潮流，這種主觀潮流是由物體所引起，這個物體在它的形式中帶來

音樂的及藝術的品質，對 Reimer 來說，學習音樂是一種內在認知美學品質

（aesthetic qualities）的事情，這種美學品質是音樂的物體所包含的，因此有關

實用的、倫理的、或所謂非音樂的關心都變得是不重要的。要注意是 Dewey 之

以行動為導向的「實用主義」不會將藝術或美學到降低到內在主觀的層面

（Westerlund, 2003）。 

Westerlund（2003）認為 Dewey 想要遠離「理想主義」傳統，Dewey 的美

學並非指任何體驗之超自然的層級（在 Dewey 的「自然主義」中並沒有這種層

級），「美感的體驗」是一個好的體驗，那會轉化生活，使我們的生活不同，這種

統整性的「美感體驗」之模式與 Reimer 機械的、非統整的、及所有其它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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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與模式不同。此外，Westerlund（2003）認為 Dewey 之美感與藝術功能性的

用途並無衝突，不像 Reimer 想要嘗試區分美感與其它的認知形式，因為在 Dewey

理論中，實用的、社會的、以及教育性的都會被統整在美感的形式中。 

二、Dewey「美感的體驗」重視情境、文化與社會行動；Reimer「美感的體驗」

是一種私人的體驗 

Westerlund 指出 Reimer 把 Dewey 的「體驗」誤解成「私人的體驗」也是嚴

重的錯誤，因為根據 Dewey（1934）認為： 

藝術的產品或物體就其本身而論是物質的（physical）以及是潛

在性的（potential），然而 Dewey 稱的「藝術作品」是產品所做的，音

樂產品的作品是主動的及有經驗的，當“藝術的作品有一種獨特的特

質”，它是因為過去和現今在社群中之行為與經歷如同物質的物體本

身一樣，行為與經歷總是社會性的，因此「藝術即是美感」也是一個

情境、文化與社會行動的問題。 

 

所以，Westerlund 認為 Dewey 之「體驗」的概念、「心智」的概念、及「藝

術作品」的概念必須以他整體論的觀點被研讀，「心智」是一種使得世界變得有

意義的事情，它包含了意義，對 Dewey 來說，「心智」總是社會的互動與使用的

一個問題，「心智」是一個動詞與意義，主要是一種行為的特性，次要才是一種

物體的特性，行為和物質與社會環境合作，並且行為不是一種精神上的運行，因

此「心智」和個人的意識是不同的，「心智」是持續的、脈絡的、結構的、實質

的。Dewey（1934）認為「體驗」本身在生物與周圍環境之間是一個有意義的互

動或處理，在我們「體驗」中看起來似乎是新鮮的、經驗的材料，事實上是充滿

詮釋（interpretation）與分類（classifications），這些詮釋與分類不是如同主觀的

創造而形成的，「體驗」的現象層面是一種「行為」與「經歷」之過程，這意謂

著從個體的行動到社會的行動與脈絡總是有一個連續，「體驗」包括“個體與之

互動的物質，最重要的是整體的個人所參與的社會機構”，Dewey（1934）指出： 

人類的「美感體驗」是社會的，個人的存在在此意義上有雙重身份

地位與意義，並且一個人是屬於有關聯的事件中之連續的系統，這種系

統增強它的活動，以及此系統會形成一個世界，持續在它自己的喜好中

滿足它的需求，這時「美感體驗」被創造以及被個人所享受，這些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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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的體驗滿足內，因為他們參與在文化中。 

 

Westerlund（2003）認為 Dewey 這種社會的與個人的觀點是相輔相成的，「美

感的體驗」也屬於公共的世界、以及屬於心智與意義的世界、屬於製造意義的過

程、也屬於個人時空的存在，因此音樂即是「美感的體驗」並不是意指物質的物

體、聲音以及它們的品質或是它們對體驗物體之隨便的影響，反而，「美感的體

驗」指的是整體的事件及情境，在其中部分（包括個人的體驗）能被檢視；但

Westerlund 指出 Reimer 卻認為「美感的體驗」是一種私人的體驗，相對於 Dewey

來說，任何體驗，例如「美感的體驗」從不會是內部的與私人的，因為體驗是共

享的。 

三、Dewey「美感的體驗」重視「政治性」議題；Reimer「美感的體驗」不重

視「政治性」議題 

Dewey（1934）也指出當藝術是美感的，藝術並不只是憑藉它自己，反而

還會是部分的統整，在這種統整中，部分多達整體，而整體也不是部分之和，例

如音樂的「政治性」（political）層面並沒有使音樂較不具美感，而且當音樂被體

驗成美感時，這種「政治」的層面也不會消失。使音樂「更具政治性」（being 

political）是音樂如何製造意義的一個層面，音樂同時是「藝術的」與「政治的」

會捕捉到我們的世界中之五花八門的一些事件，而且在特別的情境中會獲得音樂

的迴響並成為一種體驗，這是一種好的體驗，會在那種情境中轉化生活。 

就是因為以上三個原因，Westerlund 才會認為 Reimer 自治的「美感的體驗」

與 Dewey 所認知的與周遭生活關聯的「美感的體驗」有所不同。但是研究者在閱

讀過 Reimer 之「美感教育」學說後，發現 Reimer 近年來對於「美感的體驗」之

見解並非是一種自治或自律的現象，「美感的體驗」也要重視與整個社會脈絡或

文化現象之連結，並且也重視「政治性」的議題，有可能 Westerlund 在 2003 年

在發表以上這些論述時，Reimer 在 2003 年出版的《音樂教育哲學》第三版，他

尚未閱讀過，因此才會有以上這些見解產生。 

柒、Smith 對 Reimer 的高度評價 

Smith（2003b）認為 Reimer《音樂教育哲學》第三版的書構成美國 21 世紀

音樂教育哲學一種卓越的成就，1970 年第一版標明了將音樂教育哲學化的紀元

之開始，這個年代一直延續到 1989 年第二版與 2003 年第三版。Smith（2003b）



 259

認為第三版中包含相當新的資料，主要取自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的研究，

以及近來哲學的美學研究，這些研究已經加強與擴展一些 Reimer 早期觀點以及

改變一些觀點；他也汲取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去討論藝術的普遍功能及藝

術表達力的意義，主要地，Reimer 的書是關於：使音樂特殊的是什麼，以及音

樂豐富生活品質的獨特性之重要。而他覺得 Reimer 書的卓越係在於三個詞語，

以下會敘述到。 

Smith（2003b）指出讀 Reimer 的書是有益的，這不僅是在他經驗與知識的

範圍，也是由於他對音樂與音樂教育的卓越貢獻，Reimer 喜愛音樂，所以知道

音樂是什麼，並且他想要許多人了解表達的模式之豐富性、力量與重要，年輕人

如何能學習體驗音樂的意義，是被 Reimer 很有說服力地詳述在發展一種音樂的

整合性的意義之討論中，個人擁有這種意義會去尊重所有團體、文化、文明國家

的音樂，並且去完成不同的音樂角色之智能的種類，這種意義已經被需要以成為

智能角色的內在。第一個詞語「智能」由此出現，這些「智能」角色包括唱歌和

演奏、作曲、編曲、即興、讀譜和記譜，以及純粹的聆聽，這些角色也包含理解

許多介於音樂和學科的關係及音樂和歷史、文化之間關係，為了讓這種智能理論

適用於全世界之目的，Reimer 更改音樂教育中國家「內容標準」。 

此外，Smith 也指出 Reimer 持續地用一種發現不同觀點間的一致處、以及

將它們統整入一個更豐富的計畫中這種觀點去檢視不同的概念，Reimer 這種批

判的方法主要是對話式的（dialogic），因此第二個語詞「協同合作」（synergy）

是他的哲學方法，Smith（2003b）認同 Reimer 這種哲學方法。 

第三個語詞「情感」（feeling）進入 Reimer 對音樂的理解之核心—也就是說

「心靈」（soul），他寫下一個觀念（Reimer, 2003）：音樂的存在最重要的是為「心

靈」提供服務，但是若是沒有理解音樂與音樂的創作、意義、以及「音樂體驗」

的情境層面之間的相互依賴，「音樂體驗」的情感層面便不會被領會，Smith

（2003b）肯定 Reimer 的「音樂體驗」重視情境脈絡因素。 

總之，Smith（2003b）認為 Reimer 不僅音樂性地去體驗音樂，他也音樂性

地去思考音樂。Smith（2003b）發現 Reimer 對於一些樂器（單簧管、薩克斯風、

雙簧管、英國管）是熟練的，並且他在不同的情境中演奏，從劇場樂團的演奏到

交響樂團，Smith（2003b）相信這些學習樂器的基礎，對於建立 Reimer 學習各

種階層之大部分的音樂種類的可信性有幫助，以及對於 Reimer 汲取自他評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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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外國的音樂教育課程的視見有幫助，Smith 發現自己受到 Reimer 深刻的音樂

情感之回憶所感動，例如 Reimer 提到他曾參與在一些合唱的各種形式中，其中

也包括對中國歌劇的體驗；再來是他振奮地發覺到他腦研究的發現似乎已經確定

早期的他對 Langer 的藝術理論之直覺；更有趣的部分是關於他和計程車司機的

一些對話與冒險去吹英國管等的回憶，這些回憶都讓 Smith 深覺對於建立起

Reimer 的哲學有所幫助。 

捌、Hansen 對 Reimer 的高度評價 

Hansen（2003）認為在 Reimer 第三版的書中，他實現了「提昇視野」的承

諾，除了合併前兩版的要點與一些段落，此本書的要旨在於呈現一種新的「音樂

智能理論」，因此，Reimer 在此版中進入一個理論的新領域，此領域他認為是相

關於音樂教育的，關心的是長久以來被視為是他思想的核心。Hansen（2003）認

為 Reimer 從來不是一位依賴過去的成就之思想家，他和其他產生新理念的人參

與在辯論中，與這些人的理念互動以及與他以前的理念互動，他會產生一些牽涉

在音樂作曲、演奏、聆聽及理論的之新的思考方式，他使用這些當作基礎去挑戰

在音樂學習中“中毒過深”的學生與老師，以去反映出他們自己的哲學假設及

「前美學」（pre-aesthetic）（意指長期來存在人類生活中的態度，幾乎都是以知

識的方式去學習到並應用在生活中，視野可能較為窄小）的假設，反映出他們的

學習及教學實踐、及他們製造生命中有意義的音樂機會。 

Reimer 在第三版的書每章結尾增加一些有思想的問題（他稱為練習），這些

練習提供老師們一些絕佳的論文問題、議題以能在課堂上討論，這些開放的練習

題對於學生在研究音樂教育哲學時將是有用的，這些練習是在鼓勵學生思考他們

自己的立場。書中也包含他所稱「體驗回憶」（riffs）的部分，當個人對音樂教

育特別感動或是有一些特別重要的視見時，他會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解釋，

Hansen（2003）發現這些是吸引人的與有教育性的，它們展現出 Reimer 音樂參

與的生活，這種策略也應該被其他學者所使用。 

Hansen（2003）指出 Reimer 將近年來一些音樂教育哲學的書列入考慮，計

有 Bowman、C. Detels、Elliott、L. Green、E. Jorgensen 以及一些其他人的相關雜

誌，他藉由參考 R. P. Armstrong、Csikszentmihalyi、Damasio、M. Johnson、

Sparshott、E. O. Wilson、與 H. Gardner 等人的作品去發揮許多哲學的、心理學的、

社會的、及文化的情境，在第三版的書中他已經細心去擴展他的視野以包括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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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文化與一個文化中許多音樂而來的對音樂更細心的考慮（包括西方的通俗音樂

與爵士音樂）。 

Hansen（2003）認為不管是要發展一種立場去反對或合併，Reimer 建立了

一種有條理的觀點，並且 Reimer 的這些觀點在所有層級中去服務音樂教育，關

心的是音樂教育必須注意去教育多方面的角色，他一致地將這些討論帶回實際音

樂教師的不同情境中；此外， Reimer 的寫作風格大部分是吸引人的與容易令人

接近的，偶而也會是富於表現力的，Reimer“尊重”他的讀者而不去“征服”他

的讀者，針對此點，研究者認為這和 Elliott 的寫作風格中一心想要「征服」讀者

的心向與「贏過」Reimer 的「美感教育」立論之心態明顯不同。 

最終，Hansen（2003）認為 Reimer 第三版的新書必須重新當成是音樂教育

哲學的一本主要教科書，應該受到大眾高度重視與應用。甚至是在課程中想要發

展成為一位專業稱職的音樂教師，這本書在師資養成課程中也應是音樂教育哲學

與美學課程中的重要課本，不論在演奏、聆聽、或任何其他，這本書都應提供給

任何階段教導音樂的人之手中，並且這本書將提供服務給所有想要發展一種音樂

智能或更多音樂智能的人，進而使這些人能從中得益。 

 

第二節  對「實踐哲學」的批判與評價 

 

壹、Reimer 對 Elliott 的批判與評價 

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在 1995 年出版的《音樂本質》整本書的觀點之

優點，第一是他徹底地描述演奏與聆聽之複雜的本質；第二，他的博學、他對於

語法之高度發展的技巧、以及書中包括許多思想家的野心、與相關於音樂及教育

雙方面的不同主題之呈現都令人稱讚；第三，「實踐主義」者的思想可以豐富我

們伴隨在音樂參與的不同行為之認知成就的理解力，因此可以幫助我們對其他人

解釋為何音樂教育對所有學生是基本的，並可以幫助我們將我們教育的努力之焦

點置於培養那些成就。但是為了達到此目的，Reimer（1996）主張一種更豐富的、

更具包容性的、更高瞻遠矚的「實踐哲學」的見解與音樂教育的見解將會比 Elliott

已經提供的見解更被需要，Reimer 認為我們要如美國新的《國家標準》所例示

的一般去提供一種平衡的、整合性的音樂教育是急迫的，但是 Elliott 觀點的負面

性卻是嚴重到要值得注意，因為 Elliott 限制的視見是太固著於音樂教育之最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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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固守的、最傳統的層面—「演奏」，以致於表現出不接受進化論的一種音

樂教育，一種將歷史的價值奉為圭臬的作法不能滿足現今如今這快速進化的時代

音樂與文化的需求，Reimer 認為 Elliott 的哲學之基礎是「音樂文化」，也不再是

具支配性的，並且會快速被新的可能性所改變。 

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忽視音樂教育清楚的基本前提：一、當說明每

種藝術的本質如同一個團體家族時，要維護每種藝術的完整，但 Elliott 卻歪曲地

討論這議題；二、一個人必須用小心的眼光去看他所寫的，當別的言論在與他

「MEPE」（Reimer 稱 Elliott 的「音樂教育即是演奏教育」（Music Education as 

performance education）是 MEPE）的說法不同時，我們無法信任他會是公平對

待與他相左的言論這種作法，不僅會將音樂教育限制在「演奏」所提供的，也會

使音樂遠離於它所存在的藝術這個大領域。 

此外，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提供的寫作模式常降落到嘲笑，特別是

當他懷疑對方是他的反對者時，他會墮落到使用一種沒有任何學者可以赦免的策

略來評論，正如 Reimer 在 2004 年 12 月 8 日曾與本校音樂系博士班師生舉行一

場為時兩個小時的座談，研究者有幸也參與其中，其間他曾幽默地提到 Elliott

簡直將他當成“殺父仇人”般在批評他的哲學思想，Reimer（2004. 12. 8）不認

為哲學必須要表現這種方式，並且 Reimer 希望新的哲學家要戒除 Elliott 這種方

式，當音樂教育專業發展它的哲學企業時，除了要敘述敏銳的智能，此哲學需要

一種哲學事業如何能被一種相互關係（mutuality）的精神所指導之模式，這不僅

會引誘更多人參與哲學的工作，也會鼓勵比 Elliott 呈現的模式對於音樂教育更有

幫助的貢獻。以下研究者列舉數項 Reimer 對於 Elliott 批評他論點的回應： 

一、Reimer 批判 Elliott 哲學中有兩個相當錯誤的前提 

（一）Elliott 的觀點是善於謀略的、政治意識型態的：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被《音樂本質》這本書的副標題—《新音樂教育哲學》的概念所驅動，這

種概念認為哲學的思考要參與在很多有競爭力的活動中，並且此活動的終極目標

是要藉由擊敗一位對手去“贏”，Reimer 沈痛指出這種哲學的方法不只會導致

Elliott 不合邏輯及令人不能忍受的主張，甚至是許多自我的矛盾，也於潛在中傷

害到普通音樂教育的學術團體與特殊的哲學團體。 

（二）Elliott 的觀點缺乏堅固性（substantive）：Reimer（1996）認為必須處

理 Elliott 支持音樂教育的基本價值—「演奏」（表演）是音樂教育中主要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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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議題，在此，諷刺地，Reimer 提出 Elliott 的立場在音樂教育的歷史脈絡中

是相當陳舊的，雖然在過去與現在，「演奏」是音樂教育任何視見中的一個主要

成分，要將全部音樂教育事業都支撐在演奏中，此觀點上是完全不充分的，現在，

音樂教育是在使它自己適應於有力的文化現實與音樂現實，有力的文化現實與音

樂事實用引人注目的方式正在改變音樂的面貌以及音樂中「演奏」的角色。Reimer

認為 Elliott 在此的錯誤並非是他認為「演奏」很重要，而是他將「演奏」的地位

過份推崇，這會將第二個缺點又增加到第一個缺點之上，並且 Reimer 相信音樂

教育將「演奏」當成音樂教育重要成分中的一個，因此會失去堅固性。 

Reimer 認為 Elliott 若要成功提供大家另一種一種新的與清楚的選擇，首先，

他要認明一些並非只是要打倒對手的音樂的層面；第二，要敘述這個層面是充分

可以支撐整個音樂教育的事業，但是 Reimer 認為在這兩點之上，Elliott 面臨了

困境。雖然「MEAE」不可避免會有優點與缺點，但 Reimer 已經嘗試藉由認明

「音樂認知」的四個向度去簡述人們參與音樂的所有基本面向，這四個向度是「內

在認知」、「技巧認知」、「事實認知」、「原理認知」，前兩者對「音樂的體驗」是

重要的，因此，對音樂教育來說，後兩者對於前兩者有輔助及支持的作用，所以，

Reimer 堅決指出 Elliott 如何在他這種音樂參與包容性的廣度中去發現到遺漏，

然後再去建立一種所謂的“新的”哲學呢？ 

Reimer 在字裡行間信心滿滿地認為當然這是不容易的，但是 Elliott 能做的

就是把握近來「實踐主義」者的思想--這種思想是強調如同一種認知的形式去參

與在行動中（意謂「演奏」），強調「演奏」不僅僅是一個較大整體的一個層面，

而是所有音樂參與之主要的基礎，並主張「MEAE」不僅忽視「演奏」並且對「演

奏」是敵對的，Reimer 認為「MEPE」是 Elliott 所尋找的一種新的哲學，而 Elliott

認為這種新哲學會取代舊的「MEAE」哲學。 

Reimer（1996）認為參與在音樂中時，「演奏」與其他方式的適當平衡是有

爭論的，因為大家會有不同的觀點，然而 Elliott 並不是在呈現一種“平衡的”議

題，他主張 1.「演奏」應該是主要的參與部分 2.「MEAE」反對「演奏」。Reimer

認為這種將 Elliott 自己置於在此議題的兩端之一種不能維持的立場是嚴重的，當

Elliott 藉由任何方法在追求他雙重無效的討論事項時，Reimer 沈重地談到這些討

論事項對於哲學這個事業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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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eimer 批判 Elliott 誤植他僅重聆聽的概念 

Elliott 認為 Reimer 只注重聆聽，但 Reimer 認為「MEAE」包含所有人們參

與在音樂中的所有層面—聆聽、即興、演奏、即興、作曲、判斷、分析、描述、

以及理解情境與其他藝術與其他文化之間的關係，所有這些都是音樂教育在「美

感 教 育 運 動 」 及 「 整 合 性 的 音 樂 素 養 運 動 」（ 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 

movement，在美感運動旁成長以及可以與「美感教育」互補）重要的成分（Reimer, 

1996）。 

三、Reimer 批判 Elliott 誤植他有關音樂聆聽之文化觀點 

根據此點批判，Reimer 在第三版書中做出解釋，Reimer（2003）認為因為

音樂與文化緊密相關，一般相信教導學生不同文化的音樂將會使學生尊敬與接受

其他文化的人們。Reimer 認為我們不能用西方的思想去處理世界的音樂以及用

西方的方式教導世界的音樂，若我們如此做會不尊重別人的音樂；我們可以做的

是尊敬與珍惜不屬於本國的音樂，並且我們可以鼓勵音樂中多樣性的存在，我們

要了解任一種音樂都不可以當作是另一種的標準，特別文化的人們必須學習，並

不是也不能決定世界中的其他文化，也不能強迫世界中其他文化去符合其信念、

需要與實施。Reimer 要堅持的是教導學生每種文化中音樂的顯示是那種文化的

特質，也組成了它內在本質的文化表達，我們知道有自己的音樂，也要知道別人

也有他們的音樂，當我們被顯示其他文化的音樂時，我們不能自負地希望我們能

了解他們或是自私地假設我們可以將這些他人的音樂同化在我們的信念系統

中。因此，Elliott 認為 Reimer 不重視聆聽的文化觀點，這是錯誤的見解。 

四、Reimer 批判 Elliott 將「產品」與「過程」分離 

Elliott 的哲學主張促使他將「過程」與「產品」分離，他想要敘述音樂是一

種「過程」而非一種「產品」，因此音樂教育應該讓學生參與在音樂的「過程」

中（「演奏」應是必須的主要的部分），而非參與在音樂的「產品」中。Elliott（1995）

主張音樂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產品」，因為一種音樂「產品」的概念是對以下這

個問題的回答“何謂音樂的作品”而不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何謂音樂”—這

兩種問題並不相同；但是 Reimer（1996）指出 Elliott 想要分開「產品」與「過

程」的嘗試，以及主張音樂存在僅是如同一個「過程」，這種觀點會出現的問題

是：當大部分人被問到“何謂音樂”（而不是何謂「音樂作品」這個問題），有

可能參考一個「產品」去回答此問題，而不是參考一個「過程」去回答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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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謂著 Elliott 是錯誤的—他主張人們會同意“音樂”和“一個「音樂作品」”

不同。Reimer 覺得從此主張他雖然無法提供許多證據，但卻能報導 20 個隨機選

取的音樂家與非音樂家回答此問題：何謂音樂？答案是有 18 人回答是“產品”

的特質，例如“節奏的聲響”、“聲響的安排以表達創造者的意圖”、“觸碰情

感與感覺的聲響”、“傳遞意義給演奏者或聆聽者的聲響”、“有條理的一系列

音調”、“表達情感之旋律的聲響—它必須激起情感”、“聲響的震動以及感覺

與情感的結合”、“聲響中藝術的表達”、“經過組織的聲響成分，它們是形式、

節奏、色彩、強度、對比、平衡，當聲響是被演奏時，此聲響有意圖在聆聽者身

上去創造一種情緒的反應”、“經過組織的聲響，並且有一種人類美感的目

的”，只有一位非音樂家的女性回應者給了一種完全是「過程」傾向的答案：音

樂是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在其中不需任何才能，我的意思是就像人們會以不同

方式去詮釋音樂，這會被認為是音樂，當我唱歌時這音樂聽起來非常棒，即使可

能我的音不準，但我是從心中來唱歌的；第二個男性的非音樂家的回應者給了一

種綜合的回答：就像一些我喜歡唱的一樣，當我聽到一些事（Reimer 認為這是

一種「產品」的確認），假如我喜歡唱它，它就是音樂。 

Reimer 想要主張 Elliott 的錯誤在於主張音樂的「產品」與音樂的「過程」

要做出許多差別，藉此主張他建立了他所謂的“新的”哲學，並且他對於音樂教

育之所有計畫都在於此，Reimer 認為這種區別是無效的，因為音樂的「產品」

與音樂的「過程」不可能是分開的。相反地，並沒有任何音樂的「過程」和憑藉

「過程」所製造的“音樂”是分開的，不管“這音樂”是一首歌或一首即興或一

首交響曲，音樂的「過程」是「製作音樂」的「過程」，並且每一種「音樂作品」

是一種創造的「產品」，Reimer（1996）認為嘗試想要去分開不能分開的事物，

不僅這種哲學是無法維持的，在教育上也是空泛的，也正如 E. Eisner 已解釋過

的：關於在藝術教育中重要的是「過程」而非是「產品」（引自 Reimer, 1996），

因此由此可知 Reimer 兼容並蓄，從沒有否定「過程」的重要性。 

Elliott 在嘗試表現「MEAE」的特徵是「產品」傾向的，以致於去否定「過

程」是重要的層面，但是 Reimer（1996）認為他誤傳「MEAE」的精神，以致於

他要去將「音樂作品」的概念合併掉，因此，他從狹窄的觀點去將「音樂作品」

污名化。Reimer 認為雖然最後 Elliott 了解到若沒有由音樂的「過程」（音樂必定

要求助於三個層面—「製作者」、「製作者製作的產品」、「製作產品所憑藉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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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產品」，則音樂從不會存在，然而他受他極端的「實踐哲學」所強迫，

而去將一個銅板的產品那一面污名化。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並不了解在自

己熱心想要分離「過程」與「產品」時，他是如何降低與污名化位於西方之外的

人們之「音樂素養」，好像他們只有唱與「演奏」而不去重視他們所唱與「演奏」

的音樂產品之優越，這種將「產品」地位的降低使得他對一些令人尊敬的「音樂

作品」—例如爵士樂、搖滾樂、民間通俗音樂，Elliott 不僅完全誤解這些音樂型

態中沒有「作品」，他也誤解對於「音樂作品」所付出的尊敬。因為在唱片的形

式中常有古典音樂的例子，這些古典音樂是被認可與尊敬的，並且被音樂迷所研

究，這些「音樂作品」在所有音樂的型態中與全世界中都是到處存在的，Reimer

認為怪異的是 Elliott 卻將其污名化。 

Elliott 的音樂教育之嚴重影響是扭曲了“何謂音樂”與“音樂如何運作”

的視見，在他《音樂事項》整本書中到處都沒見到在所有文化中音樂教育之主要

的義務是要使年輕人熟悉文化中值得珍惜的成就—音樂「過程」的「產品」，要

做到此就不能將「產品」與「過程」分離。Reimer（1996）認為「產品」與「過

程」兩者要聯合起來被教導，一個作品（一個爵士樂的即興、一首曲子、一首搖

籃曲、一首鋼琴奏鳴曲）影響使用在創造產品（作品）的「過程」。每個年齡的

學生必須熟悉他們文化遺產中的產品，這是要經由許多方式去學習的—經由唱歌

與演奏、經由聆聽、經由作曲與即興、以及經由音樂曲目中的情境去學習，在此

沒有對“音樂即是「實踐」”的不尊敬，Reimer（1996）認為為何 Elliott 要將“音

樂即是產品”污名化？以及將音樂的「產品」所代表的認知成就污名化？Elliott

過於糾正而將「MEPE」危害到整體音樂教育的發展。 

Reimer（1996）認為即使在音樂課程中「演奏」的部分—樂隊選修課、管

弦樂團、合唱團、以及它們的分支，包括吉他、直笛、鋼琴，學校可以用「演奏」

的方式去提供—Elliott 固著於「過程」以及將「音樂作品」污名化，他忽視我們

所選取的可讓學生參與在演奏作品的「過程」中「音樂作品」（產品）的重要角

色，Elliott 將「演奏」視為所有音樂參與之主要的基礎，但 Reimer 的觀點卻認

為「演奏」可當作是目標（全然是為了「演奏」的理由）與手段（因為「演奏」

而去教導音樂），「演奏」並非完全是音樂教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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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Reimer 認為重視過程（實踐）與結果（作品的形式）一樣重要，但 Elliott

卻誤認「美感教育」哲學是一種極端的「形式主義」（僅重作品形式） 

根據 Elliott（1995）認為，「音樂教育即是美感教育」這種看法是嘗試要應

用一種極端的「形式主義」者哲學在教育上，即使是「美感教育運動」，他也主

張要反對此運動中以「形式主義」為音樂教育基礎的見解，Elliott 認為「美感教

育運動」採取一種極端主義的態度，但 Reimer 反駁認為 Elliott 才是過於極端與

偏執。雖然 Reimer 拒絕「形式主義」是因為它純粹的顯示（puristic manifestation），

但 Reimer（2003）也認為「形式主義」有其貢獻—將形式認明為音樂以及「音

樂體驗」的重要成分，這是要承認的，他主張 Elliott「實踐哲學」方法中主要的

缺點是依賴於以它們最極端的顯明去描述不同的觀點，而不是以較正確的、包含

性的描述（這種描述反對極端主義）。因此，他認為音樂是由人們所參與的活動

所組成的，我們必須從音樂是形式或是實踐中去選擇，不要極端認為音樂不是實

踐就是形式這種極端的二選一情況，研究者認為 Reimer 在說明 Elliott 錯誤地認

為「美感教育」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方面之論證是很充分的。 

Reimer（1996）認同「實踐哲學」是對「形式主義」本身不健全所需的補

救，一種「實踐哲學」對「形式主義」的音樂教育是必須的改善法。在 Elliott

的「實踐哲學」中，他認為我們不要專注於形式上的物體並將其當成令人尊敬的

「音樂作品」，而是要專注於唱歌與演奏樂器的事項，假如選擇是「實踐」（過程）

而非它的「結果」（形式）（Elliott 認為兩者不是相互依賴的層面），音樂教育的

焦點變成是「做」（doing）、而不是「什麼是被做的」（what is done）。Reimer（2003）

認為我們不需要用一種立場去與另一種對抗，而是採一種「協同合作」的態度，

Reimer 認為無論是形式（產品）或實踐（過程）任一個的「音樂體驗」之重要

性對任何音樂之包容性的理解都是必須的，並且兩者也相互依賴，Reimer（2003）

指出正如 C. Bell 必須認清作曲家的角色，作曲家的「過程」形成這些「產品」，

因此 Reimer 認為 Elliott 也必須認清「過程」產生「產品」，否則它們便是無意義

的，Elliott（1995）認為「過程」是做某些事的過程：音樂是四個面向的概念，

至少包含行為者、做的某些事、一些被做的事、行為者在做他們做的事之情境脈

絡。雖然 Elliott 對「音樂作品」的解釋堅決將焦點置於「音樂作品」之「演奏」

的本質，但這種「演奏」本質的設計僅是一個面向，若不承認「製作者」的作品

與作品的「製作者」之間的相互關係，Reimer（2003）認為 Elliott 不能解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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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Bell 與其他人不能一樣，Reimer 認為音樂會共同分享每種具有生產力的人

類活動。 

Reimer（2003）認為任一種極端的意見會排除或減低其他層面，也會產生

一種歪曲的視見，因此 Reimer 覺得要找出一種「協同合作」的調適，如此可以

將形式與行動視為是可並立的，甚至是供同依賴的，而非相互抵觸的，有時可以

注意某一個立場，有時可以注意另一個立場，並且常常要注意它們之間必然的相

互關係。Reimer 主張要比一些極端主義的思想家較忠實與真實地描繪音樂，如

此作，會嘉惠我們的學生並幫他們了解與享受音樂的多元面向，音樂的「演奏」

與所有其他有創意的行動是音樂需要帶來的以及要被體驗的，這是音樂及音樂教

育的重要層面，但是這與 Elliott 所說的相反，僅有「演奏」對於音樂教育所要做

的來說是不充分的。 

Reimer（2003）認為「實踐主義」將「演奏」置於中心的觀點是美國音樂

最古老的立場，其他今日受到「實用主義」吸引的思想家主張音樂總是以文化為

基礎的（Elliott 深思熟慮地與廣大地解釋這個層面）以及音樂提供許多社會功

能，這些信念對 Reimer 的哲學觀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一些「實用主義」思想

家認為「聆聽音樂」比起「製作音樂」是被動的、較差的以及較無創造性的，

Elliott（1995）在討論聆聽時主張：教育未來有能力、熟練的、及專家的聆聽者

依靠的是現今之有能力、熟練的及藝術家的「音樂製作者」之革新的教育，Reimer

（2003）認為這種觀點將「音樂聆聽」視為完全是「演奏」與其他「音樂製作」

角色的附屬品，這在美國早先已經使音樂教育煩憂，Reimer 嘗試阻止這種觀點

以及其他極端之「實用主義」之觀點。「實用主義」的主張，包括 Reimer 贊成的

與不贊成的，已經從美國很早時便影響美國，無論如何，主動參與在「音樂製作」

中（過程）必須是音樂教育中一個主要的成分，這和「音樂製作」產品（作品）

的成分是一致的，Reimer（2003）主張實踐（praxis）—過程、與形式（form）—

產品兩者會相互依賴，對於 Reimer 所提的以體驗為基礎的哲學是必要的成分。 

六、Reimer 批判 Elliott 對於「演奏」的敘述不足，「演奏」是一種智能的彰顯

方式 

演奏在 Elliott（1995）的書中被稱為「音樂製作」（musicing），演奏—如同

Elliott 所說是—唱歌及演奏樂器—是所有「音樂體驗」中重要的因素，重要的是，

他認為「音樂製作」提醒我們經由唱歌及演奏與即興係處於“MUSIC”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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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種不同的人類實踐，如同哲學家 N. Wolterstorff 主張：音樂之基本的真實

並非作品也不是作品中的作曲，反而是「音樂製作」（引自 Elliott, 1995），然而，

雖然“musicing”在 Elliott 的章節中是「演奏」的同義字，但是 Reimer（1996）

認為這個字意謂著也可以應用到即興、作曲、編曲與指揮，這些都是「音樂製作」

的例子，Reimer 認為不幸的是關於此點，Elliott 在整本書中有許多混淆。 

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在解釋「演奏」的內容與特質包括寬廣概念的

列舉，而這些概念音樂教育多年來經熟悉了，所要表達之較顯著的概念是演奏者

是有意圖地在行動，他們選擇、部署、指導、調整以及判斷他們所行動的，他們

的行動對於特別的實踐是特殊的，在這實踐中行動是被脈絡化的，他們的實踐是

在公眾演奏之前，他們的演奏敘述他們對於正在演奏的音樂之理解，「正式的」

認知會常去影響演奏，但必須被轉變成演奏者的行動；「理解能力」（savvy）—

「非正式的」認知影響演奏者所做的以及他們所想的；「直覺」—「印象主義的」

認知是演奏者的「感覺」；「演奏者檢驗他們所做的」—「監督的」認知。Reimer

（1996）認為 Elliott 所主張的這幾種認知特質雖然伴隨在「演奏」中，但是這些

特質一樣伴隨在其他複雜的人類參與的活動中—如煮飯、打籃球、蓋房子。Reimer

相信 Elliott 在敘述「演奏」時有一些事是不足的，Reimer（1996）認為真正的哲

學挑戰是要更深入去調查「演奏」的本質（以及音樂本身如同一種人類的/文化

的現象），這比列舉「演奏」之與其他活動共享的特質完成更重要，但 Elliott 沒

有如此做到，Reimer 認為我們必須展開獲得更接近音樂「演奏」所引起的獨特

性，因此，Reimer 才會建議音樂的「演奏」是一種特別形式的智能。 

七、Reimer 批判 Elliott 極力主張的「演奏」已經過時 

Reimer（1996）認為建立「演奏」的必須性對於今日的我們特別重要，因

為當代電腦科技威脅到「演奏」，也因為經由作曲家的創作直接提供給聆聽者而

不需要演奏者的介入，如果不再需要「演奏」，「演奏」會發生什麼事？所以 Elliott

舊的概念“音樂是一種「演奏」的藝術”如今不再受到支持了嗎？Reimer（1996）

認為在 Elliott《音樂本質》的書中到處都沒有當代最需要處理的音樂議題是很令

人失望，更不用說或從他書中期望一些視見與周密性。Elliott 的書中過於注重「演

奏」並將其當成「音樂的體驗」與音樂教育中最要緊的事是令人失望的，更不用

說提到「演奏」在音樂歷史這個時刻中危險的地位，也沒有提供指導去如何處理

這種情況，Reimer 認為不令人接受的是 Elliott 在《音樂本質》最後三章中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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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音樂的教與學，並沒談到作曲的教學對於音樂教育專業、以及對於學生在學

校中創造的「音樂體驗」是一個主要的新的機會；令人困惑的卻是 Elliott 於一些

章節在談論“編曲即是一種音樂的實踐”、以及是一種音樂教育中產量多的活

動，但並沒有任一章節在談我們可以如何利用科技的革命去使我們包括作曲，並

將其當成是每個學生基本教育的一部份。這是因為 Elliott（1995）認為作曲的角

色是次於演奏的角色，但除非直到學生認識「音樂作品」即是「演奏」的重要本

質後，作曲才會是發展「音樂素養」的主要方式。Reimer（1996）批評保守的、

只回顧過去是 Elliott「實踐哲學」中的視見，所以陷在傳統中認為只有「演奏」

是真實的“認識音樂”的方式，會受到相對的與折衷的立場所威脅，Reimer 認

為 Elliott 不能承認在我們時代中音樂實踐的重要改變，更不用說為我們的未來提

供視見。 

八、Reimer 批判 Elliott 狹隘地僅將演奏視為「音樂理解」 

Reimer（1996）指出 Elliott 誇張地在音樂中僅認同「演奏」的角色，顯著

地彰顯在他的文章中—「音樂的理解」（musical understanding）完全由能成功地

「製作音樂」（演奏）所組成，因為 Elliott（1995）指出：一些人想要主張「音

樂理解」與知道如何將音樂製作好有所區別，這是錯誤的，「實踐哲學」主張「音

樂素養」相當於「音樂的理解」。 

事實上，Reimer（1996）認為，許多人除了用演奏的方式之外，也用其他

方式去彰顯對於音樂之深入的理解力，他指出“相信作曲家理解音樂會是不合理

嗎？”“假設音樂理論家也理解音樂會是不受到支持的嗎？Reimer（1996）他舉

出數個例子，例如 Meyer 在他的書《解釋音樂》（Explaining Music）中所提供的

分析：我們不去接受音樂學學者對於音樂的理解之視見以朝向音樂如何行使功能

的意見嗎？ B. Nettl 在 他 的 書 《 民 族 音 樂 學 的 研 究 》（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之反思，Reimer 認為這本書是一個對於「音樂的理解力」研

究地既深且廣的書，Reimer 要為了音樂哲學中許多作品作相同的主張：難道 F. 

Sparshott 並不理解音樂嗎？Reimer（1996）認為音樂心理學者、音樂研究者、音

樂評論家、甚至是音樂教育者都會以他們特殊的方式去彰顯真實的音樂理解力，

Reimer 對於「音樂的理解力」、「音樂的學習」、「音樂的體驗」、「音樂的價值」、

認為比「演奏」所能包括的還多，「演奏」的確能提供所有優點，但「演奏」在

許多其他參與的模式中也是會被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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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Reimer 批判 Elliott 輕忽「聆聽素養」 

Reimer（1996）認同 Elliott 對於最為廣泛地音樂參與—聆聽—之處理敘述

地比他的討論還要清楚，但是 Elliott 輕視「MEAE」嘗試要發展所有學生「聆聽

素養」的寬度與廣度。 

Elliott 在他《音樂本質》的第四章談論聆聽，他說「音樂製作者」（演奏者）

必須聆聽，這是他們所做的事之一部分，除此之外，每個「音樂實踐」通常吸引

許多人如聆聽者或觀眾去聽實踐中的音樂作品（Elliott, 1995），Reimer（1996）

認為要注意這會使得他的言論看起來像“一些人們的行動即是聆聽者，他們在文

化中一個特殊的能力中服務”。但 Reimer（1996）認為事實上，在西方文化（以

及大部分其他的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是音樂的「聆聽者」，因為即使是最少數的

人—如演奏者、作曲家、指揮家，也會聆聽音樂，除了他們現在正在創作的音樂

之外，大部分我們文化中的人僅有藉由聆聽去參與音樂，所以聆聽是一種音樂的

參與，適合我們文化中的所有人，並且在很多方面「聆聽」並不需多少花費而被

規律地進行，Reimer 認為音樂教育提供很少需求給人們變成較有知覺、較有理

解力、較有區辨力的聆聽者，反而將我們焦點置於幫助百分之十五的學生選擇學

習成為演奏家的人，這應該是音樂教育主要的失敗，不幸的是 Elliott 完全將焦點

置於「演奏」上，並將「演奏」視為參與音樂的唯一有效的方式，這會嚴重地加

劇音樂教育的失敗，更會使音樂教育這專業遠離這個文化的現實。 

然而，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在討論「音樂聆聽」的本質也提供了一

種感知的、與寬廣的分析，Reimer 在閱讀他書中後很欣喜也很贊成他的解釋（很

多都是 Reimer 的書以前已經解釋的），Reimer 認為在這部分 Elliott 使許多「音

樂聆聽」的挑戰之複雜性解釋地更清楚。所以 Reimer 認為並非是 Elliott 不理解

聆聽所伴隨的，事實上他理解的，令人失望的與不合邏輯的是關於他的立場所提

之不根據前提的推理—身為一位教育者，必須培養學生的「聆聽素養」--要所有

學生變成演奏者，根據 Elliott 的「實踐哲學」觀點，所有人應該經由「演奏」被

提供服務，對於 Elliott 來說，他不可能會相信「聆聽素養」可以僅藉由幫助學生

聆聽得更好而被改善，僅有當聆聽如同一位演奏者去聆聽，聆聽才會具備有效性

（Elliott, 1995）。 

Reimer（1996）想要指出的是這個立場不僅是不合邏輯性，還不可能有成

就，並無任何證據說 Elliott 的主張是有效的，如同 R. Colwell 指出近來有關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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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效的教學之研究，他指出：藝術中美感知覺能力的發展並非自動導因於「演

奏」的體驗；在這種發展中可教的層面是密集的知識，以及依靠直接的、焦點式

的學習體驗（引自 Reimer, 1996），Reimer 認為我們可以安全地說學習「演奏」

會去影響「演奏」的能力，但我們不能如同 Elliott 般去假設「演奏」是唯一的方

式去學習聆聽、作曲、分析、歷史、評論、或任何我們在音樂中有責任教導的事

物。 

此外，Reimer（1996）認為不管任何從「演奏」所增長來的學習，在我們

的文化中是無法廣泛提供給廣大群眾的，儘管 Elliott 無邏輯的前提認為要變成有

能力的演奏者僅僅參與在學校中探究式的演奏體驗（他稱為“課程即是實驗

室”）就可達到，但幾乎是很少人能夠成為有能力的與熟練的演奏者，例如多少

人能夠有能力地、熟練地、有經驗地演奏許多過去與現在從西方和其他文化來的

多種型態的音樂，Reimer（1996）提出要成為有能力的（更不用說是熟練的或有

經驗的）去演奏這些音樂的人，需要的不僅是學校供給的音樂演奏藝術家所需要

做的，但這卻是 Elliott 主張學校中的音樂課程必須完全以此組成的，但是一種獻

身於演奏，成為一位音樂家需要消費時間的練習與研究，這位音樂家能夠演奏任

何形式的作品，而這只有少數人會去嘗試，Elliott 對於學校音樂課程可能會用演

奏的方式產生評價過高。針對此點，研究者認同 Reimer 的立場，的確要讓所有

擁有不同能力的學生從演奏中去學習聆聽實非易事，也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可供練

習，同時所有學生是否都願意去投入這種演奏課程並從中得到「音樂素養」的增

長，又是另一個問題。 

Reimer（1996）延伸 Elliott 的概念指出，當我們在理解與享受視覺藝術、

舞蹈、電影以及作品，也是完全依賴我們是有能力的、熟練的、或有經驗的畫家、

雕塑家、建築師、演員、編劇家等，持續要有這些專門技能所需的必需品才能在

這些努力上有能力或更好，這是非常不合邏輯與不恰當去堅持僅有那些能力可以

去享受或理解那些藝術，因為許多音樂教育者無法演奏地很有能力、很熟練或很

有經驗地，但是他們仍然在享受他們的生命。為了限制學生的音樂學習在那些

Elliott 認為是重要的（MEPE）學習及體驗相連結的一種模式上，將會使學生能

夠學習的與能夠體驗的貧乏下來，Reimer 認為沒有理由將學生的學習限制在單

一模式的支配上，例如「演奏」，Elliott 所犯的這種嚴重的錯誤是要去拒絕一種

明顯的事實—聆聽也是一種音樂的實踐，也是值得如同其他音樂能被體驗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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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般被教導，把學生的「音樂體驗」限制在他們要能熟練地以及有經驗地演奏，

會剝奪學生在他們的文化中很容易取得的「音樂體驗」。 

十、Reimer 認為聆聽即是「依照感官的」與「有創造力的」，批判 Elliott 對於

聆聽的解釋有缺失 

Elliott 對於「聆聽」的解釋在兩方面有所缺失，Reimer（1996）認為「聆聽」

即是「依照感官的」（sensuous）與「有創造力的」（creative），這兩方面對於「聆

聽」的本質就如同我們所聆聽的，是經由身體去體驗，沒有這個層面，這個體驗

會被認為完全是過度重視理智的，因而會缺乏體驗之歡樂與意義的重要層面，正

如 J. Lochhead 解釋（引自 Reimer, 1996）： 

知覺（perception）並不是一種登錄於一個獨立世界的特質之機械

的過程，也不是詮釋知覺輸入的資料之一種全憑智力的過程，反而知覺

是一種對於意義的身體上之制訂（bodily enaction of meaning），假如在

一個音樂的情境中，我說：我感覺到一首旋律，這旋律的意義會馬上產

生；在一種比喻的意義上，我演奏“旋律”的意義即是音樂暫時的呈現

說明，我用我的身體去接觸音樂，並且經由身體去制訂此旋律，將其當

成一種感覺的意義。 

 

Reimer 認為關於「演奏」的部分，Lochhead 的解釋與他相同，但是在 Elliott

的書中卻忽略這種「演奏」所伴隨的；而「聆聽」的第二個層面，Elliott 沒注意

到的是關於創造的部分—聆聽者必須將他們所接收到的音樂進而去建構它的意

義，並且在如此做時要運用想像力，正如 Reimer（1992）所解釋的： 

知覺需要一種持續參與的課程，這課程中，一個作品的潛在意義是

被知覺者更完全地以想像力展現及更精細地展現，在美感的參與中，由

知覺者主動貢獻的過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有能力的知覺者並不

只是認知到結構的事件，也會影響所知覺的事物、知覺到某種程度。 

 

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完全否定「聆聽」可以有創造的可能性，因為

「聆聽」不會創造一種「確實的成就」，吾人在「聆聽」的過程中不會被認為是

有創意的，Elliott（1995）主張只有「產品」（「音樂作品」）是有創意的，絕不會

是聆聽音樂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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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E」將錄音的音樂及美感的聆聽置於普通音樂課程的核心，

大肆宣傳聆聽的本質，「MEAE」“主張當一個人在一種集中的方式中

去聆聽音樂的美感元素，則他是隨著音樂在創造”，但這是錯誤的，當

一些人如同一個觀眾在聆聽一個音樂的演奏，他隱蔽的聆聽行為不可以

當成是創造，因為音樂的聆聽不會產生他人判斷成有能力的確實的音樂

成就，更不用說是有獨創性的或重要的音樂成就。 

 

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對「MEAE」是誤傳的，因為他對創造力的描述

限制在極端，對於音樂，一個人的反應可以被視為一種成就，以及被結構過的成

就之過程可被視為是有創造力的，關於那種過程的證據能以不同方式去蒐集，

Elliott 對於創造力之有限制的視見與很多寬廣的、有用的定義相衝突，Reimer

（1996）即指出 T. M. Amabile 的定義來說明。T. M. Amabile 的定義與 Elliott 相

反，並不僅認為回應可以是具創造力的，並且這種過程伴隨著創造產品與回應，

也可以被視為是具創造力的，Reimer 認為這種定義允許音樂教育者去做他們被

要求當一位專業者所做的—去影響「過程」，藉由此「過程」，學生如同聆聽者、

演奏者、即興者、作曲者般參與在其中。Reimer（1996）主張我們可以藉由給學

生「音樂挑戰」去從許多「音樂作品」中創造意義，以去鼓勵那種過程使其更為

具創造力，並且幫助學生發現那些作品中音樂意義的根源—「音樂作品」中歷史

的/文化的情境、具有表現力的內在結構、一些材料的使用（例如字、想像、故

事等），這種經由聆聽學習創造意義的過程是有挑戰性的，如同經由演奏、即興、

與作曲去創造意義一樣，音樂教育者有需要用有效的方式去闡述那種過程。 

十一、Reimer 批判 Elliott 不認同他將語言的「概念化」教學視為是幫助「音樂

的體驗」及發展美感理解力的學習工具 

Elliott 的「MEPE」課程認為只有「演奏」是與音樂相遇的唯一方式，「聆

聽」主要是一種「演奏」的附屬品，他課程的目標是要去使音樂教育與課程組織

地有條理，儘可能地有效與真實地採取一些方式，在這方式中，「音樂製作」與

「音樂聆聽」會由藝術的音樂演奏者所實現，並且語言的概念在幫助做這事時是

被嚴格限制的（Elliott, 1995）。在攻擊「MEAE」為了「音樂的理解」中概念如

同工具的使用時，Elliott 嫌惡用語言去澄清音樂的結構，例如語言與音樂元素的

關聯，因為語言會曲解音樂與使音樂過於平凡，不能被歸納入語言的概念，Elli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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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當「MEAE」在主張學校的音樂課程必須是一種真實的課程時，卻將語言對

於元素的描述與音樂本身視為相等，Elliott（1995）說： 

傳統的課程錯誤地假定所有領域中的知識可以被歸納入一些語言

的描述，正如我們了解，成為一種“真實的”課程意謂著藉由將音樂、

舞蹈、體育這些知識領域，歸納到對於單純化的語言目標及概念去否定

音樂、舞蹈、體育之「程序性的」本質。 

 

Elliott（1995）認為過於單純化的語言概念是「MEAE」所處理的，將音樂

教育歸納到平凡瑣碎的語言學習，他指控 Reimer 仍主張關於音樂的「概念化教

學」是創造易管理的課程之最佳工具。關於 Elliott 指控 Reimer 的「概念化」—

音樂相等於語言的概念，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是誤導的，因為 Elliott 有選

擇性地斷章取義去給予一種錯誤的印象以替他的攻擊「MEAE」的目的提供服

務。Reimer 認為當然並非所有人如同 Elliott 所表示般，在將音樂與以語言表現

的形式成分視為相等時是受到誤導。Reimer 更提到在 Lochhead 的見解以支持自

己的立場，Lochhead 對於「概念化」之主要角色的描述有其效度，在幫助我們

組織世界與使我們的世界有意義（引自 Reimer, 1996）： 

假如我說：「我知覺一個旋律」，那種認知的對象經由一種詮釋之

先前的概念而興起，這種「概念化」是知覺的工具，藉由此工具，人

們會認識他們的世界，這些知識並不僅是從體驗來的知性的抽象，反

而是實用的工具，藉由此工具，有意義的及不同的體驗會產生。 

 

Reimer 指出即使在一種如 Elliott 所規定的有限制的及單方面課程中，其中

Elliott 將“對待所有的學生如同學徒的音樂實踐者”（Reimer 認為其實只有少數

人有興趣、能力去成為有能力的音樂實踐者）之方式讓所有學生學習有關音樂的

每件事時，語言的學習也必須扮演一個重要的支持角色，所以語言是一種學習音

樂的工具，這是重要的。Reimer 對於藝術教育中語言的角色，他也要大家去注

意 D. P. Wolf 的文章：在《課程研究手冊》（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urriculum）

中的《變成知識：藝術教育課程的進化》（Becoming Knowledge：The Evolution of 

Art Education Curriculum）中，Wolf 提到「演奏」的角色與徒弟的角色之概念，

也提到「概念的學習」是一種發展美感的理解力的工具，所以非常值得對音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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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有興趣的人閱讀之使用，他的解釋與 Elliott 不同，結論也不同，因此 Reimer

認為 Elliott 對於課程的主張在支持他的基本前提是歪曲的，並不是有歷史根據

的。 

十二、Reimer 批判 Elliott 關於創造力的想法必須修正 

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狹窄的與「菁英主義」式的（elitist）創造力觀

點需要被修正，因為根據 Elliott（1995）所說： 

僅有那些準備達到成就的最高層級的人能被令人尊敬的詞語“創

造”所獎賞，因為“創造”是一種祝賀的語詞，會挑出一種有學問的人

們判斷是重要的、是與特別的“做”與“製作”的情境中之具體的成

就，僅有當一個人在一個領域中已經達到卓越高點，並且能夠產生具獨

創性的與重要的產品，“創造”這個字才能應用。 

 

事實上，Reimer（1996）指出演奏音樂或多或少是創造性的，創造性就像

技巧或理解力、健康一樣，其存在並不是一種絕對的事，而是一種連續性。當一

位小朋友已經學習在他的樂器上演奏一些音調，由於他對那些音調可能性的探

索，他用思考去發明一個他已經創作的具表達力的樂句，Reimer 認為我們身為

一位音樂者，要獎賞他的想法是具有創造力的，並且，認知到創造力是一種思考

很重要，身為教育者的義務是要去影響那種思考的程度，因此，創造性並非如同

一些目的般去培養創造力而由僅有少數幸運的人可抵達到，反而是要在所有學生

每個發展階段中當成是他們的潛能般去培育創造力，希望一些人最後會達到特別

的層級。正如 Elliott（1995）自己也提過： 

Reimer 相信即使是剛起步在學音樂的學生一起產生了三個音，就

是參與在創造中、與參與在創造的任務中，因為他們是在做關於音調應

該如何的決定，以 Reimer 的觀點，一位初學者的笛子聲音是如同一種

由 W. Marsalis 的獨奏般具有創造力。 

 

因此，Reimer 認為 Elliott 關於創造力的概念需要被修正，且是急迫的。 

十三、Reimer 批判 Elliott 所提出的關於六種音樂特徵的立場 

Reimer（1996）認為 Elliott 的立場在我們對於音樂及音樂教育的了解相當

有問題。根據 Elliott（1995）所說，牽連在音樂中的價值是：自我成長、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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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尊重、最理想的體驗（或者是「流動」）。也需要小心澄清的是 Elliott 對於音

樂本身重要的特徵之觀點，根據他的分析有六種：（一）演奏；（二）一種按照造

句法的與沒有按照造句法的參數之音樂的設計；（三）一種傳統與實踐的標準（一

種型態）；（四）音樂的“情緒的表達”，在其中一些作品表達特殊的情緒與緊張

放鬆的型態；（五）一些作品中音樂的表徵（在音樂以外的材料）；（六）文化的/

歷史的連結。Reimer（1996）認為諷刺的是，在此分析中嚴重的缺點包括：（一）

Elliott 忽視音樂中許多成長的文獻，在其中「演奏」是不存在的；（二）一種「按

照造句法的」與「沒有按照造句法的」參數之音樂的設計會缺乏情感的影響，除

了當「愉悅」被汲取自遇到它們所呈現的認知的挑戰時，音樂設計才會受情感所

影響；（三）Elliott 退回 19 世紀“情緒的表達”的觀點—從那時到現在都是不足

為信的，因為 Reimer 認為「情感」才是「內在認知」的特色，「情緒」只達到「概

念化」的階段。Reimer 認為假如我們要將學生「音樂體驗」的焦點置於從音樂

中可得到的「有特色的認知」（characteristic knowings），要密集地去探查這些認

知是需要的，不過 Reimer 主張在 Elliott 的解釋中，這六種特徵是被誤傳的。 

貳、Swanwick 對 Elliott 的批判與評價 

Swanwick（1999）指出在北美關於「演奏」課程的限制已經被 Leonhard、

House Kirchhoff、Reimer 等人所提出，他們警告放太多重心在「演奏」的合奏、

以及反對太重視技術，這兩種的運作有違「音樂的理解」，這種活動的相關性已

經被質疑。例如 Kirchhoff 提出（引自 Swanwick，1999）： 

學生花許多時間在演奏一些對音樂主流是陌生的樂器，太強調樂隊

及樂隊比賽，已經意謂著許多學生離開學校時是負擔過重的，他們是學

校課程的犧牲者，因為這種課程是將全部的重心至於短暫的“贏”的獎

賞，這種進行曲的樂隊並不只是唯一代表學生能達到「美感教育」的群

體，爵士樂團及音樂會樂團的目標也不正確。 

 

Elliott 為了要確定「演奏」在音樂教育中的中心性，所以他提到 Reimer 的

「MEAE」哲學，Elliott 認為他的哲學有四點錯誤的假設：第一、音樂是一種物

體或作品的收集品；第二，這些「音樂作品」是為了聆聽以及只有一種聆聽的方

式—美感地聆聽以及注意作品的結構；第三，這些作品的價值總是內在的；第四，

假如我們正確地聆聽這些音樂，我們會達到一種特別的「美感體驗」。但是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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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點卻被 Swanwick 所駁斥。Swanwick（1999）認為 Elliott 拙劣地模仿 Reimer

的觀點，Elliott 誤解一些其他提供音樂教育之美感概念的作家，包括現在的「美

感教育」作者，Elliott 將「美感教育」觀點及音樂的「形式主義」弄混了，Swanwick

和 Reimer 一樣想和音樂的「形式主義」理論極端的見解分離，事實上，Swanwick

（1979）在早期的書中批評 Meyer 採取的「形式主義」觀點，以及注意到它的

限制，這個問題是「形式主義」無法將「音樂的體驗」與其他的體驗在任何直接

的方式中連接起來，如此音樂會從生活中移除。 

Swanwick 認為要避免傳遞音樂與文化之一種限制的觀點，人類的文化並不

僅僅是被傳遞或不朽或被保存，但卻是一直在被重新詮釋的，身為一種文化中的

一個重要元素，音樂是娛樂的，會幫助我們及我們的文化變成是更新過的、變化

過的（Swanwick, 1988；Swanwick, 1999），並且 Swanwick（1999）相信這種理

念是 Reimer 的「MEAE」主張之一部分，可能會有些基本的概念被「實踐哲學」

派典所混淆，但可確信的是「美感教育」現在已經在音樂教育領域中發展它主要

的理念了，Reimer 的觀點中所強調的回應（responsiveness）與包含在他觀點中

的開放性（openness），在所有關心音樂與他們學生的人身上產生了共鳴，但

Swanwick（1999）仍堅定地呼籲大家：任何音樂教育的模式將不會建立在 Elliott

所強調的「演奏」傳統之上。 

參、Koopman 對 Elliott 的批判 

Koopman（1998）認為雖然一個「實踐」的概念在 Elliott 的說明中佔據了

一個重要的位置，但他並沒有提供一個對它精確的定義，所有 Elliott 所說的是：

人類的實踐是一群人組織一些事以朝向一些實踐的目的，人類的實踐中樞在於思

考之共享的形式與共享的傳統及努力的標準。事實上 Elliott 也承認過他對「音樂

製作」與「音樂聆聽」的分析並非是音樂中內容充實的理論，但他又肯定自己的

成就--在發展一種音樂之「整合性的」觀點中「，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卻

是一種概念性的架構（Elliott, 1995）。  

雖然 Koopman（1998）認為 Elliott 批評 Langer 之音樂「美感的體驗」之理

念可以被接受，因為 Elliott 正確地指出藝術之自足（self-sufficiency）的概念與

Meyer 之音樂情緒的「激起理論」（arousal theory）互相矛盾，然而單單藉由他們

兩位的立論，這些要點並不能完整敘述 Langer 之「音樂體驗」觀點的無理，因

為 Koopman 認為 Leonhard 與 Reimer 可以藉由戒除「音樂的體驗」是獨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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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概念、以及藉由丟棄 Meyer 在音樂中情緒的理論去挽救他們的立場。 

Koopman（1998）讚賞 Elliott 推斷出這些反對 Langer 的美學理論之論證對

於建立一種音樂教育哲學的基礎是奇怪的來說是理由充分，然而在拒絕 Langer

「美感的體驗」，Koopman 覺得我們不需要走這麼遠去放棄「美感體驗」本身的

概念，Elliott 攻擊音樂的美感概念之主要缺點是他對美學的觀點為：美學是一個

理論之附著的主體，儘管美學有不同的變化，這理論從十八世紀以來已經保持完

整（Elliott, 1995），Koopman 認為這種片面的觀點導致 Elliott 歸納出不受支持的

結論，例如第一、Elliott 質疑「音樂作品」如同是一個理想的美學物體之概念，

然而這種概念在當代大部分的美學理論中是不再出現的；第二，Elliott 嘗試去顯

示「MEAE」賴以為基的認識論之奇怪處以去質疑「美感的體驗」，然而 Langer

主張「美感的體驗」提供獨特的視見以進入情感的生活中，「美感的體驗」僅僅

是一種特別的美學理論特質，對於傑出的美學家 J. Dewey、L. A. Reid、M. C. 

Beardsley 之作品來說，「美感的體驗」仍是十分重要的。像 Beardsley 曾提出「美

感的體驗」五個標準：一、物體的趨向（object directedness）；二、感覺的自由

（felt freedom）；三、分離的情感（detached affect）；四、主動的發現（active 

discovery）；五、完整性（wholeness），Beardsley 主張這些標準被當成是一個系

統來應用—除了第一個是必須的之外，假如一種體驗有第一個與至少三個特徵，

則這個體驗會有美感的特質（引自 Koopman, 1998）。 

更重要的是，Koopman（1998）指出介於 Beardsley 之「美感體驗」的概念

與 Csikszentmihalyi 之「最理想的體驗」（optimal experience）之概念是類似的，

值得我們注意，而 Csikszentmihalyi 之「最理想的體驗」也是 Elliott 介紹來當成

一種「音樂體驗」之替代的解釋，Koopman（1998）指出：一、情感的自由之特

徵（也就是精神的奮起、分心的思想與情感的缺乏）；二、積極運用心靈所建構

的力量；三、自我的統整與激勵；四、「愉悅」與「內在的價值」兩者對於 Reimer

與 Elliott 兩人的理論來說是共有的特質。研究者在此作一回顧與反思，其實在介

於「流動」與「美感的體驗」之共享的特徵中，便會讓人懷疑到為何 Elliott 會對

「美感體驗」會是如此負面的？事實上「流動」的特質在許多關於「美感體驗」

的文章中是存在的，其中一些在 Reimer 對「美感體驗」的解釋中也能見到。 

Koopman（1998）指出雖然 Elliott 的立場開啟了音樂中一個新的觀點，但

關於音樂本質的觀點，他的觀點與「美感」的概念對照時仍有重要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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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lliott「最理想的體驗」無法取代 Reimer 的「美感體驗」 

Koopman（1998）認為「流動」（flow）的概念非常普遍，它能運用到無數

的活動中，例如爬山、跳舞、航行、玩跳棋等，因此「最理想的體驗」之概念不

能解釋音樂與其他的活動之區別。關於認知地結構之音樂形式為何如此特別？

Koopman（1998）認為根據 Elliott 的解釋是太過於廣闊而不能提供視見進入音樂

領域的特色之中，這種詳細說明的缺乏是有問題的—不僅是在表面上定義音樂

（也就是區別音樂與其他學科），在內在定義定義音樂也有問題。關於什麼活動

對於音樂最為重要？在 Elliott 的觀點中，所有關於「音樂認知」的運作是相當重

要的，唯一決定性的問題是--是否有關於「音樂認知」的運作對「音樂製作者」

或「聆聽者」提出挑戰，例如 Elliott 認為記憶一個複雜的作曲與享受一個美麗的

演出是相當重要的（前提是它們需要是很有挑戰性的）。 

反觀音樂的「美感」概念，是較為特別的，Koopman（1998）指出，它是

一種概念，對美學是重要的—注意知覺領域的特質會導致一種體驗，這種體驗與

包含在其他活動之有報酬的體驗不同。這種主要的概念可以被豐富地應用到音樂

上，音樂之「美感」的概念在以下情況中是最重要的：當我們注意聲音形式之感

覺上的與結構上的屬性時，我們所經歷之內在的事件，這是音樂之最核心的體

驗；所有其他認知的活動—視譜、手的調和、熟悉技術的困難、學習音樂的概念、

獲得關於社會的、歷史的、音樂的文化情境之資訊—這些是次要的，它們可能對

「音樂製作」或「音樂聆聽」是重要的與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們本身並沒有組成

音樂的核心，音樂之核心的體驗是“結構過的聲音之世界”。連關注「實踐哲學」

派典的 Sparshott 認為：音樂的世界比繪畫或文學的世界更清楚是與每天的世界

隔離，於內在更是連貫有條理的，它可以被認為是我們真實現實的替代（引自

Koopman, 1998）。 

二、「美感」的感受性在音樂中仍是佔最重要地位 

Koopman（1998）清楚地指出在根本上我們需要區分音樂教育哲學的兩個

任務：（一）對音樂本質的反思；（二）對音樂課程一般指導方針的反思。當思索

音樂的本質時，哲學家必須考慮音樂可能有的所有功能；然而當明確陳述音樂課

程的指導方針，他必須採取一個有選擇性的立場：他必須決定許多可能的用途，

看哪一個有資格包含在音樂課程中，並且所選擇的相關重要性是什麼？所選擇過

程的確實結果不管怎樣，Koopman 認為「美感」的感受性（sensitivity）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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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音樂教育中仍保持一個主要的目標。因為第一，音樂「美感」的用途在西方

社會非常重要，人們歌唱、去聽音樂會、聆聽錄音，因為他們喜歡熱衷沈浸於音

樂，即使當非美感的功能盛行，「美感」的享受從不會消失或無關係；第二，鑑

於「美感」的功能相當符合學校的情境，而有多少其他的功能必須被合併入音樂

課程中是絕對不清楚的，當在教室情境中教音樂，音樂是與它真實生活的情境分

離的，Koopman 認為對音樂的美感方法來說這沒有問題；注意音樂聲音之感覺

上的與結構上的特質，如同在其它地方能做到一般，也能在教室中做到，然而

Koopman（1998）認為其他的功能，像社會的與宗教的，並不能與它們原本的情

境脫離，宗教音樂僅有在宗教儀式中能提供服務給它適當的目的，相同的宴會音

樂並不能在教室中提供它預定的目的。 

三、Elliott 對音樂的解釋層面除了缺乏特殊性，音樂依賴「認知挑戰」之概念也

有問題 

Koopman（1998）指出 Elliott 所建立的介於音樂的「愉悅」與「認知挑戰」

之間的關係是奇怪的，Koopman 認為沒有理由相信汲取自音樂活動的「愉悅」

完全是它們所包含的「認知挑戰」的功能，例如我們可以藉由一個我們以往已聽

過多次的作品而喜悅，或者一群歌唱者可能會享受重複一首知名的卡農，但包含

在這些活動中的認知技巧是中庸的，這顯示出重要的「認知挑戰」之存在對於「音

樂製作」或「音樂聆聽」來說並非是一個必須的情況。無論如何，Koopman 認

為並沒有證據說介於音樂活動之認知需求與它們給我們的「愉悅」之間有一個相

稱的關係；他又指出其實「音樂作品」所提供我們喜悅是由「音樂作品」之「感

覺上的」（sensuous）與結構的（structural）屬性所決定，「愉悅」的滿足不能像

Elliott 所說僅以「認知挑戰」的觀點被解釋，作品之其他層面也是由我們所接受

的興趣所組成，例如作品之感官的吸引力、音樂概念之格式塔的特質、好的比例、

以及情感的意義。 

四、Elliott 對「音樂認知」的解釋不能合理解釋「情感」在「音樂體驗」中的角

色 

Koopman（1998）引用 Reid 對「美感體驗」的解釋去評論 Elliott，Reid 描

述「美感體驗」為一種「一致的回應」（unified response），在其中，「認知」與

「情感」是不能被分開的，Reid（1980）指出（引自 Koopman, 1998）： 

雖然我們對於一幅畫或聆聽音樂能小心去區辨，但我們正在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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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形成的概念之複雜性，並且可以用一種實際的名稱去描寫，然而

我們卻是在用一種充滿感情的方式去知覺它，我們正在用一種「認知

的情感」去理解它，我們是認知地去感知，如此藝術便會隨著產生有

價值的意義。 

 

根據 Reid，「美感的體驗」是一種整體性的回應（holistic response），在其

中，「認知」與「情感」是完全糾纏在一起的，當「認知」與「情感」能被概念

化地區分，它們會在真實的體驗中被融合。Reid 這種立場認為當我們參與在音

樂中，「情感」如同「認知」一樣是重要的，這與 Elliott 將「音樂製作」與「音

樂聆聽」解釋為認知的行動有衝突，那是「在行動中思考」或「行動認知」，在

Elliott 觀點中，他認為「情感」僅是一個次要的反應，是來自「音樂認知」的主

要行動；此外，他認為音樂中「情感」的範圍被降低到一種普遍化的「愉悅」，

因為這是成功的「音樂認知」之不變的成果。Koopman 認為 Elliott 對於注意「音

樂作品」的發展時，對於許多我們所體驗的「情感」並無任何解釋，可是 Reid

對於「美感體驗」之美感的觀點卻能夠輕易解釋音樂中「情感」之豐富的變化，

他認為「音樂作品」的每一部份所被“感受”的會如同被“認知”的一樣多（引

自 Koopman, 1998）。 

因此，Koopman 認為 Elliott 不能建立起他對於「音樂認知」的解釋以達到

「美感」哲學解釋「音樂體驗」的概念之優越性。雖然他在質疑「MEAE」中以

Langer 之「美感體驗」的概念之主要力量為基礎的基本前提是成功的，也就是

假設「美感體驗」產生獨特的視見以進入情感的生活，然而他過於快速拋棄「美

感體驗」的概念；此外，他對於音樂本質之另一種觀點有限制，也就是他對於「音

樂體驗」之美感的解釋觀點缺乏明確性，因此無法正確指出參與音樂的哪一個層

面使得「音樂體驗」如此特別；此外，他的觀點不正確地假設音樂的「愉悅」可

以完全以「認知挑戰」的觀點被解釋；並且此種觀點低估「情感」的角色在於「音

樂體驗」中的角色。總之，Elliott 曲解了音樂「美感」的概念，因為他沒有全面

性且偏執地（one-sidedly）去看待「音樂的作品即是物體」的概念，並且認為音

樂美感的概念僅僅重視「音樂設計」的層面（Koopman, 1998）。 

五、Elliott 過於輕視與窄化「美感教育」哲學中對於音樂形式的體驗 

關於「美感」的概念，Elliott（1995）認為 Reimer 對於「音樂作品」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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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僅限於專注在「美感的知覺」（Elliott 認為這是他「實踐哲學」中所提到的「音

樂的設計之知覺」），所以 Reimer 忽略了「音樂作品」之其他的層面與參與音樂

的其他功能，Elliott 極力主張音樂教育除了注重「音樂的設計之知覺」之外，也

必須要注意「演奏—詮釋」、「實踐的標準與傳統」、「表現」、「音樂的表徵」、以

及「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他在此的反對，Koopman 認為基本上是合理的，

事實上 Koopman（1998）認為以上所提到的五個層面的確是「MEAE」所忽略

的，然而 Elliott 誇張了他的點： 

（一）他認為美感的知覺是僅關心「設計」（design）是易令人誤解的，「設

計」這個詞語可能主張「美感的知覺」僅僅是在一個總體層級的構造中被指揮的，

但即使是狹窄地被想像，「美感的知覺」包括一種藝術作品之「感覺上的」與「結

構上的」特性，因此，Koopman 認為「美感」的方法會比 Elliott 所言的僅專注

在「音樂設計」層面的說法有更寬廣的範圍，其實「設計」可以被更熟悉的詞語—

「形式」（form）所取代，並會被用來意謂著整體「音樂作品」之感覺上的與結

構上的特性。 

（二）Elliott 主張這些「音樂作品」幾個層面的特性是如音樂的形式一般有

相同的順序與重要性，然而 Koopman 認為並不是這樣，雖然音樂教育之「美感」

的概念可能太過於狹窄，但是「MEAE」的支持者在強調音樂形式的中心性是正

確的，它是藉由注意「音樂作品」之「感覺上的」與「結構上的」特性，如此「音

樂與美感結合的」（musico-aesthetic）體驗方能被達到，因此感覺上的形式直接

與音樂核心的體驗有相關。 

Koopman 認為「演奏—詮釋」的層面也和「音樂與美感結合的」體驗有關

聯，「美感」的方法即是一種具體的存在去關心「形式」，而非關心能從樂譜上讀

到的抽象的結構關係，僅能經由詮釋，這種「音樂與美感結合的」體驗才會復甦

起來，音樂演奏的品質決定了我們如何能夠體驗音樂的形式；此外，在即興中音

樂形式的形成僅有藉由演奏才會顯現出來，因此，雖然 Elliott 正確地觀察到演奏

在美感的方法方面並沒有顯著地描繪，但他認為「演奏—詮釋」在「美感」的方

法中完全是缺席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演奏—詮釋」這個層面是絕對包含在

Reimer「音樂體驗」的概念中。 

六、Reimer 音樂形式的體驗比 Elliott「音樂作品」的另四個層面重要 

Elliott「音樂作品」中另四個層面：「實踐的標準與傳統」、「表現」、「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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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徵」、「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之標準與傳統」，在以下兩個意義上，Koopman

認為是次於音樂形式的體驗： 

（一）這些層面依賴音樂形式的鑑賞，因為 Elliott 清楚指出其他四個層面

所依賴的—他敘述「音樂的設計」（也就是音樂的形式）是「實踐」、「表現」、「音

樂的表徵」、「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之標準與傳統」之基礎。 

（二）從處理這四個層面所增長的價值，比起音樂形式的價值不重要。例

如「演奏與實踐」、「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之標準與傳統」的價值之重要性列於第

二，正如 Elliott 所稱呼的，這兩個層面能產生許多有趣的「資訊」與許多「意義」，

但是 Koopman 認為它們所提供的不能被當做體驗音樂形式的樂趣；此外，

Koopman 指出它們是衍生的（derivative），位居第二的，只要實踐以最重要的「形

式」為特徵後，則獲得有關「音樂演奏的特性」、「實踐的標準」、「文化意識型態

的情境」等知識是有益的 

七、「音樂作品即是物體」的觀念是傳統的美感觀點，不能完全移轉到 Reimer

的「美感教育」哲學上 

Elliott 的評論是受到 L. Goehr 分析傳統音樂的美感概念（「音樂作品」即是

固定的物體）所鼓舞，然而，Koopman（1998）認為這種評論不能完全被移轉到

「MEAE」，因為「MEAE」建立在理論上—Dewey 與 Langer 著名的立論上—他

們注重「美感體驗」的解釋而非「美感物體」的解釋；此外，「音樂作品」的概

念在 Reimer 音樂教育哲學中扮演一個枝節的角色，儘管 Elliott 的主張是相反的，

Reimer 絲毫沒有關注去分析「音樂作品」為何，反而他關注說明「音樂的體驗」。 

八、Reimer 的「美感教育」課程兼重「音樂聆聽」與「音樂製作」，Elliott 卻認

為「美感教育」課程只重視「音樂聆聽」部分，這無法受到證實 

Elliott（1995）評論「MEAE」不可避免會導致一種課程—在「MEAE」課

程中，「音樂聆聽」比「音樂製作」更受到偏愛，但是 Koopman 認為 Elliott 的言

論並不能受到證明。因為第一，理論上一種課程既是「美感」傾向又是注重「音

樂製作」的概念並沒有錯，例如強調「製作音樂」而非「聆聽音樂」，將會藉由

主張「美感的體驗」通常是在「音樂製作」比「音樂聆聽」更為強烈而被認為是

正當；第二，Reimer 所描繪的課程並不能被認為說是以「音樂聆聽」的活動佔

最主要地位，「MEAE」的課程仍保留寬廣的空間給「音樂製作」。 

然而，Koopman（1998）認為 Elliott 在此情境中所提的批評比此點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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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MEAE」不能批評性地提供對「音樂製作」的本質之合理的解釋，在

此 Elliott（1995）指出「MEAE」之重要的問題：「美感」的方法顯現出太限制

而不能提供一個對音樂活動（如作曲、演奏、即興、甚至是聆聽）之令人滿意的

解釋。事實上，Koopman 認為美感理論產生重要的視見進入許多「音樂製作」

與「音樂聆聽」的原則中，但重要要澄清的是，許多組成「音樂製作」與「音樂

聆聽」的思考過程中無法藉由運用「美感」的概念去澄清闡明，這些「美感」的

概念對於闡明「音樂體驗」的現象學方面是適當的，但是在「音樂製作」與「音

樂聆聽」的基礎上，這些概念並非是被設計來闡明與分析 Elliott 所稱的「有理解

力的行動」（intelligent actions），Koopman 認為若必須談到 Elliott 的哲學有優點，

是因為他提供一個對於音樂行動本質之新的理解（Koopman, 1998），但是即使如

此，也不能否認 Reimer「MEAE」的課程不重視「音樂製作」。 

九、Elliott 認為表現力比形式更重要，Koopman 認為這是錯誤的 

Koopman（1998）認為音樂的表徵（representation）、表現（expression）之

層面已經在音樂美學方面接收到許多注意，因此，雖然「MEAE」之大部分的說

法忽視這些層面，但是要如 Elliott 所認為沒有任何音樂教育之美學的概念可以充

分處理它們則是不正確的。例如 Alperson（1991）藉由區分音樂美學概念中之「嚴

格的」（strict）與「擴展的」（enhanced）之說法去闡述這個點，然而前者僅注意

音樂形式的特質，後者也考慮表現的、表徵的意義，但是 Koopman（1998）主

張仍有一致的觀感，認為音樂中「表徵」的價值仍是次於音樂「形式」之體驗的

價值，好的表徵並非是一個「音樂作品」是否成功的決定性要素，同樣的，雖然

表徵在許多音樂成就中扮演重要的部分，音樂的表現仍次於音樂形式，有表現力

的（expressive）特質只有在它們對音樂形式是有貢獻時才會是有效的，在此，

Koopman 提出 Kivy（1990）對於「表現」之見解（他對於音樂的表現之解釋受

到 Elliott 的支持）（引自 Koopman, 1998）： 

一些有表現力的特質提供服務去強調音樂的結構，正如顏色會被繪

畫者使用去強調輪廓或主要部分。當然一個作曲可能會擁有有表現力的

特質，這特質可能不會有真實的音樂功能—這些表現力似乎是欠缺音樂

理性的特質。 

 

因此，Koopman（1998）認為以形式為基礎的音樂，表現力的特質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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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彰顯出來，但是當 Elliott 正確地強調「表現」之重要性以及其他「音樂作品」

之層面，這一定會引導我們去放棄將音樂的形式（或設計）當成音樂教育哲學的

核心概念。因此，Koopman 與 Elliott 所主張的不同論點是—形式並不僅是一系

列「音樂作品」層面中的一個，形式必定是其他層面建立的基礎。 

的確，研究者認同 Koopman 的論證，Elliott 的確錯誤地將 Reimer 的美感觀

點與音樂的「形式主義」視為等同，但事實上，Reimer 不論是在他《音樂教育

哲學》任何一版的書中，都強調他的理念與極端的音樂「形式主義」理論是相異

的，Reimer 主張「絕對表現主義」可以包含「形式主義」與「指涉主義」的優

點，並可以兼容並蓄地讓學生得到正確的美感體驗（Reimer, 1970；Reimer, 

1989a）；此外 Reimer（2003）也指出「形式主義」與「脈絡主義」同樣都為音

樂教育提供貢獻，但是偏執的「形式主義」絕對是他拒絕的對象。 

十、Elliott 音樂課程的概念與他關於音樂中情境的本質觀點不一致 

Koopman（1998）主張 Elliott 哲學的明顯不一致，在於他音樂課程的概念

與他關於音樂中情境的本質觀點不一致，雖然 Elliott「實踐」的觀點認為音樂的

實踐不能離開它們的情境而被了解，但是他卻助長一種課程，在其中音樂是與它

社會的與文化的環境是分開的。在 Koopman 的想法中，這種教室中的實驗課程

不僅是從真實世界的實踐中脫離出來，也不想儘可能去接近這些實踐，他音樂實

驗課程之概念會把將音樂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ing）—排除一些變因，讓教

學實驗室的課程只受到單一因素影響，不考慮事件背後「政治」、「文化」等脈絡

影響，Elliott 將目的放在將學童教育成專業的音樂家，然而 Koopman 認為成就

專業的音樂家僅是許多「音樂實踐」中的一個目標而已，所以 Koopman 證明 Elliott

音樂教育觀點建立在一個狹窄的「音樂實踐」概念。Koopman 批判 Elliott 藉由

在教室推薦這種音樂的實驗課程，而去採用一種音樂的自治（autonomous）觀點

（此觀點意指音樂能係從音樂真實生活的情境中隔離出來，然而卻能保持音樂的

本質），Koopman 認為這事實上真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觀點，但是此觀點卻與 Elliott

的假設不同—音樂的實踐僅能在它們情境中被領會，Koopman 認為這種實驗課

程屬於美感理論，卻不屬於實踐的方法，假如 Elliott 將音樂的概念當成是一個依

賴情境（context-dependent）的實踐，則音樂必須在真實生活實踐的情境中去學

習，而非在 Elliott 這種代用品的教室之實驗課程中被學習（Koopma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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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Maattanen & Westerlund 對 Elliott 的批判與評價 

Maattanen & Westerlund（1999）主張介於個人的、主觀的「美感體驗」與

外在客觀的實踐之間邏輯的連結會走到意義的概念，「音樂製作」是連結個人「音

樂的體驗」與外在的、公共的意義之間最清楚的方式，但是並不需要使得知覺（音

樂聆聽）去對抗實際的「音樂製作」，“有意義的聆聽”如同“期待”一樣包含

外在的行動（一般說來，Dewey 哲學中，「思考」被定義成對行動的期待），並

且那些沒有演奏樂器的人必須滿意他們自己的聲音，因為聲音也是樂器的一種，

Maattanen & Westerlund 認為演奏樂器無疑會提昇某人有意義的聆聽之能力，但

是演奏樂器並非是唯一培養音樂性的方式，但這卻是 Elliott 的「實踐哲學」中的

一個例子，Maattanen & Westerlund 兩人指出「演奏」的層面被 Elliott 過度強調。 

伍、Panaiotidi 對 Elliott 的批判與評價 

Panaiotidi 認為 Elliott 關於對「音樂作品」的說明犯了一種範疇（category）

的錯誤，為了要展示這個，研究者指出 Elliott 多層面的「音樂作品」模式，它展

示了六個層面（Elliott, 1995）：一、一種演奏—詮釋；二、一種音樂的設計那會

證明音樂意義的型態；三、實踐的標準與傳統；四、情緒的表達；五、音樂的描

述；六、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上述所列的項目是想要指出一個「音樂作品」

的許多層面，但是在 Elliott《音樂本質》這本書中，他對六個層面所指的是音樂

意義（meaning）或音樂資訊（information）的層面，Panaiotidi 認為假如正如 Elliott

所指，則會興起一股反對的浪潮，例如第二個層面，正如 Elliott 正確地指出，音

樂的設計包含正式元素（節奏、織體、強度等等）的形式，Elliott（1995）遵從

Meyer 的見解，又將這些正式元素（節奏、織體、強度等等）的形式分為「按照

造句法的」（syntactic）的參數與「非照造句法的」（nonsyntactic）的參數，Panaiotidi

認為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為了它們自己本身而被採取的，事實上會組成我們所稱

的內在的意義（intrinsic meaning），但問題是它們本身並非是意義；此外，這幾

個層面也是傳遞具像的、富有表情的、意識型態的、以及其他在音樂之外的事物

之工具，Elliott 陳述過音樂的設計會證明音樂資訊（三、四、五、六）等四個層

面，這些層面會超越音樂內（intramusical）的過程，Panaiotidi 認為問題在於此

設計的層面被認為是「音樂作品」的一個層面，而不是「音樂意義」的一個層面，

他主張這是兩種相當不同的事情。 

在此，Panaiotidi 認為更重要的是假如我們承認「演奏—詮釋」是一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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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特別的意義上它將會是這樣，但這些特別的意義相當不同於其他層面所擁

有的音樂的意義。事實上 Panaiotidi 認為 Elliott 清楚地去敘述「音樂作品」是「身

體的事件」（physical events）、或是「演奏」，因為他認為「音樂作品」是「演奏」，

是企圖藉由「音樂製作者」博學的行動（包括公開的與隱蔽的）所產生。「演奏—

詮 釋 」 指 出 「 音 樂 作 品 」 係 在 它 們 的 本 質 上 （ substance ） 是 本 體 論 的

（ontologically），而非在它們的特性上（property）是本體論的，因此，Panaiotidi

認為這種「多面向的模式」包含了一種範疇的錯誤，若是 Elliott 不放棄這種模式

本身，則這種錯誤是難以移除的。Panaiotidi 認為要以一種定義取代「音樂作品」

的一種「多面向的模式」，Elliott（1995）原本將「多面向的模式」定義為：「音

樂作品」是「演奏—詮釋」，包括音樂的設計，那會證明一些音樂意義的型態，

而假如我們要保留 Elliott 這種多面向的結構，Panaiotidi 主張不同於 Elliott 的另

一種定義：「音樂作品」是一種實體（entity）的種類，與「演奏」不同，會有一

種層面對於「音樂作品」的設計之演奏是敏感的，這種層面會證明不同的音樂資

訊之型態，針對這個例子中，Panaiotidi 認為 Elliott 對「音樂理解」的要點是完

全未達到的，Reimer 拒絕接受它是是可以理解的，而 Reimer 的分析中，認為：

音樂意義的「多面向」有其包容性，同時包含意義之本質內在的型態與外部的型

態，Panaiotid（2005）認為即使 Reimer 在解釋方面與在顯示理由之充分方面不

令人相當滿意，但到底這種意義在 Reimer 哲學中其實也是有被發現到的。 

陸、Westerlund 對 Elliott 的批判與評價 

一、Elliott 忽視「美感的體驗」也能具有脈絡性 

Westerlund（2003）發現 Elliott 的「實踐哲學」注重行動，並很有關聯地互

動，然而「實踐哲學」並沒有清楚考慮到在一個「自然主義」、「脈絡主義」及多

元理論的架構中之「美感」的概念。Westerlund 提出一種美感的重建（re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將會是合理的，並且也沒有失去「音樂做為實踐」的重要性，為

了證明此主張，他檢視 Dewey 之「美感的體驗」之觀點如何不具有 Regelski、

Bowman、Elliott 三人認為「美感」所歸屬的特質，Dewey 所提到藝術相關的「美

感的體驗」是：（一）「美感的體驗」正如一個人的體驗般是社會的建構；（二）

「美感的體驗」是每天生活的一部份，並且不是卓越的；（三）「美感的體驗」對

於藝術的行動是完整的，而且不僅是藝術的物體與欣賞物體的事項而已；（四）

「美感的體驗」是在情境中互動的特性之事項，並且不是一種物體的普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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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感的體驗」在本質上是具體化的（embodied）而不是抽象的（abstract）。 

介於音樂中「實踐哲學」與「美感教育」觀點之間的討論，在於是否音樂

教育應該是演奏傾向（performance-oriented）或聆聽傾向的（listening--oriented）

的問題，事實上，Westerlund（2003）認為 Dewey 是哲學家中最不可能破壞學習

音樂中真實的「音樂製作」的人，「從做中學」不僅是一個教育的原則，普遍上

也會支持他知識的觀點，雖然由 Elliott 建議，但是當「製作音樂」時，Westerlund

認為「在行動中思考」之「實踐」的觀念對 Dewey 的思想仍是很重要的，但是

Westerlund 卻認為 Dewey 美學中之整體全面的概念，會比 Elliott 之認知方法中

的「實踐主義」更能捕捉到音樂事件之多層面的本質以及音樂之特別的本質。

Dewey 的「實用主義」要求我們放棄一種機械論的（mechanistic）「自然主義」

者的世界觀點，反而去支持一種「人文主義」（humanistic）的「自然主義」，在

這種「人文主義」之「自然主義」者的觀點中，個人是其動態的環境中之一個統

整的部分。 

二、Elliott 忽視「美感的體驗」也要具有「內在感知」的特性 

Elliott（1995）主張由於「美感教育」注重藝術的物體與這些物體的品質，

因此「美感教育」將藝術的行動削減掉遠離過程，同時他也批評「美感教育」的

“直接立刻”（immediacy），這種“直接立刻”並不會去欣賞音樂的認知價值。

但是 Westerlund 指出根據 Dewey（1934）認為的，介於「藝術」與「美感」之

間有不同的涵義，Dewey 認為「藝術」象徵一個「做」（doing）與「製作」（making）

的過程，然而「美感」此字意指體驗即是有欣賞能力的、感知的、享受的，Dewey

指出藝術體驗之過程的本質，以及主張「美感的體驗」原本便是與「製作的體驗」

有相關。Dewey（1934）認為演奏一首音樂並不僅是如同為了「美感的體驗」與

藝術作品出現之一種隨便的方法，反而這種方法是一種體驗中之統整的成分，在

音樂中“知道關於鋼琴演奏者的速度與「音樂作品」間關聯的人將會聽到門外漢

所知覺不到的”。因此，Dewey 在藝術中的「美感體驗」包含了注重相關的「音

樂素養」之細節、相關的意義、以及體驗的品質，要做美感的判斷就是要主張有

一些音樂知識，要更豐富與熱切地「內在感知」與知覺知識，Westerlund 指出假

如知識意謂著試驗意義，則音樂演奏在 Dewey 的「美感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

（Westerlund，2003）。但是 Elliott 顯然沒有注意到「音樂的體驗」也要重視「內

在感知」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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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lliott「實踐哲學」並無詳述實際音樂事件的重要性及音樂情況的社會本質 

Maattanen 雖然注意到 Elliott 的「流動」與 Dewey「美感體驗」之間的相似

性（Maattanen, 2000），但 Westerlund（2003）卻認為 Elliott 與 Dewey 概念之間

有一些重要的差別，Elliott 的「流動」比 Dewey 的「美感體驗」更多是在指一

個個體自滿的（self-satisfied）、「本身具有目的的」（autotelic）體驗，而 Westerlund

主張要去了解 Dewey 如何合併美感、音樂、社會重建、以及個體的教育目標是

非常重要的。Dewey 的「美感」指的是“自我（self）與物體（objects）、事件（events）

的世界之完全的滲透”，但並非指“在個人之私人的情感與感覺之內閉嘴不

說”。根據 Dewey，這種合併（merging）是一種“和世界之主動的、與機敏的

交流”，藉由強調對音樂的享受當成一個活動，Elliott 太依賴個人以「演奏」為

基礎的「技巧認知」，將其當成是他哲學觀點中一個全面的解釋架構。但是對

Dewey 來說，藝術做為一種體驗，卻是一種公共的生活之種類，他主張（Dewey, 

1934）： 

藝術作品並非遠離生活，藝術作品是廣泛在公眾中欣賞，是一種一

致的共同的生活之標誌，但它們在這種生活的創造中也是令人驚訝的助

手，在表達的行為中之體驗材料的再造，並不是限制在藝術家及到處喜

愛藝術作品人的一種孤立的事件，在這種程度上，藝術運用它的職務，

它也是在一種較大的秩序及和諧的方向中之公眾的體驗之再造。 

 

因此，Westerlund（2003）認為 Elliott 的「實踐哲學」並沒有詳盡闡述實際

音樂事件（events）的重要性、及音樂情況的社會本質，因為他只曾經在書中一

次提到真實的音樂事件之重要性，他寫下：音樂事件建立一種吸引人的領域，那

會帶給人們對音樂不同的理解與背景（Elliott, 1995）；反而 Dewey「體驗」之基

本的整體論（holism）推進一種「透視主義」（perspectivalism），在其中音樂的事

件能被從第三者的觀點來被檢視，即是社會的實踐之彰顯與文化的習慣或規則之

彰顯，但在其中，公共的與共同的觀點並無法代表個人的體驗中有它主觀感覺的

層面，他的「透視主義」提醒我們了解音樂不僅要從個人學習者的觀點去看，還

要從學習社群的觀點去看，這個社群並不只影響個人的學習，也會影響力量與情

緒的根底。其實 Westerlund 這部分的論證，讓研究者想到這同時也是 Reimer 在

「課程模式」中所指出「期望的階段」之理念，設群的期望對於音樂教育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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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被音樂教育實踐者所思索與重視。 

Westerlund（2003）認為 Elliott「實踐哲學」的理想是某人在實際「音樂製

作」中的「流動」，Dewey 的「美感教育」之理想是增加建造音樂事件中好的體

驗，所以 Dewey 的「美感教育」希望能使「音樂學習」與「問題解決」共同合

作以提供一個可能性在倫理上去關注音樂教育，這會聯合個人與社會的層面，因

此，在這種音樂教育中，音樂的行動並沒有保持一種唯我論（solipsistic），反而

是要保持 Dewey 的理念：當你為了自己學習思考與判斷時，你要與他人一起行

動為了他人而行動（引自 Westerlund, 2003）。Westerlund 認為這種理念當然會對

Elliott「實踐」的音樂教育與他對多元文化的觀點帶來一種強烈批判的層面，但

是 Westerlund 所堅持的仍是主張教育的社群以及社群的福利是我們「美感體驗」

的最後層面。 

 

第三節  「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並行不悖的立論價值 

 
「實踐哲學」派典的代表學者 Regelski（2005）認為「美感教育」使得音樂

價值變得是內在的、本質的、以及自治的，這是「現代主義」者的一種表徵，然

而音樂的意義如何與社會、文化相關，便會引導出一個新的「後現代主義」與批

判的哲學理念，他們會音樂理解成「實踐」；「美感教育」派典學者 Smith（2000）

則認為主要是由於「美感教育」植基於傳統的「人文主義」思想而走入「形式主

義」的胡同，因此才被「實踐哲學」派典批評，而傳統「人文主義」思想可以藉

由重新將其定義，藉由思索理論的含意重新轉化蛻變而讓其復興起來。 

因此，研究者首先提出「美感教育」派典反思自身後覺得應該轉化之處；

第二，更進一步指出「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兩種派典並無所謂對與錯，重

要的是這兩種派典之理論價值性足可並行不悖。 

壹、「美感教育」立論基礎思想的轉化與蛻變 

一、以「後現代」的觀點檢視「美感教育」賴以為基的「人文主義」思想 

「美感教育」是依「人文主義」而展開的人文教育理想，並且「美感教育」

是人格教育內涵的一部份，最早來自於德國文學家 Schiller 的倡導，他認為要實

現政治自由要先具備完整性格的人，而這種人僅能透過「美感教育」才能培養出

來（徐恒醇譯，1987；李醒塵，2000；梁福鎮，2001）。但是歷史上許多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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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義」發展到末期，常演變成僵化的意識，並且與其原本的本質相悖，反

過來傷害原始的理想，而「現代藝術」即是個例子。早期的「現代主義」致力於

對美學領域的拓展與人性空間的開創，演變至今，「現代主義」已成藝術的至高

權威，導致「內容」與「形式」脫節，它的狹窄視野與僵化理想，將藝術之路導

向反人性、反「人文主義」的末路（李醒塵，2000）。 

Smith（2000）認為假如沒有發現任何基礎有說服力地主張藝術是獨特的與

重要的、以及如何和其它藝術不同之處，則會很難讓大眾信服「美感教育」如何

可以成為一個教學的單獨領域。然而假如相信藝術是一個認知的根本方式、與表

達重要價值的生產物體、以及體驗的根本方式，則藝術會變成一個強勁的領域，

要引導一種「美感教育」的目的而讓大家能去共享及理解它，需要依靠「批判理

論」所反映出的後現代哲學思潮來將「美感教育」作一轉化（Smith, 2000；Abrahams, 

2004）。 

在藝術教育中，並非所有「批判理論」學者都會建議在社會科學之下要包

含「美感教育」，然而仍是有一個趨勢要採取一個分析的模式，那會將「藝術作

品」這種文本歸併成一種社會的同義語詞，包括以「種族」、「階級」、「性別」的

觀點所表達的「權力」關係，這些種類的分析常促進「政治」的討論事項，這些

分析也會在創立關於「美感教育」的理論時會增加優越性，也可能會丟棄掉傳統

上與「美感教育」有關的研究，而這將會明顯表示出「美感教育」的目的以及「美

感教育」可轉化蛻變成其他層面（Smith, 2000）。「美感教育」的目的能藉由追溯

理論立場的含意而被思索，而這種觀點最廣為人知的便是「批判理論」、「解構主

義」、「新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以及「文化研究」，它們拒絕「人文主義」

的一些觀念與理想，但「人文主義」的理念卻是藝術與「美感教育」欣賞與理解

的基礎（Smith, 2000），Smith 認為很難想像「美感教育」的理論家會贊成這種觀

點，這些美感教育家總是在此領域中，自律地為了他們自己並經由他們自己觀點

去思考，但 Smith（2000）認為終究學術的生涯依靠的是同儕間去做出對於行動

（action）與學識（scholarship）之客觀的批評，但假如在學術中不考慮客觀性、

假如文本固有的性質是模糊不清的，則「美感教育」不會有任何成長與進步。 

Smith（2000）提到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討論到由「批判理論」學者所提出的

對於傳統「人文主義」理想的質疑，並因此表達出他對於傳統「人文主義」的存

在抱持懷疑態度，雖然 Smith（2000）指出有人談論到他過於誇張新的「批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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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者之影響力，特別是要以這種理論去影響學校教導藝術的方法會有困難，

但是 Smith（2000）認為假如吾人相信思想可以塑造人類思想與情感的力量，則

我們所關心的便不會被誤放。為了應對社會科學的質疑，他建議一種平衡，在《藝

術教育：一種批判的必要性》（Art Education: A Critical Necessity）中，他以「批

判理論」為基礎詳細敘述「美感教育」之一種「人文主義」的詮釋，這種詮釋以

「連續性」與「變革」為特徵，以及保存了 Smith 認為的傳統「人文主義」思想

中好的部分如此去回應現代的命令。Smith（2000）認為感受性（sensitivity）與

批判（judgement）的復興是「美感教育」未來的主要目標，為了要朝此目標前

去，對傳統「人文主義」的學習理念需要重新被定義以對現今是合適的，這個決

心可以使得美感研究有一致性、也可以去面對文化的衰退、可以用適當的觀點提

出轉換的問題、可以對付社會科學的挑戰、以及回應一些問題，因此，以「人文

主義」思想為基礎的「美感教育」需要以「後現代」思潮的概念為基礎，並以「後

現代」思想來平衡傳統「人文主義」的法則。研究者認為以這種「人文主義」立

場為基準的「美感教育」才有機會重視到「社會」、「政治」、「文化」、「脈絡」等

議題。 

二、「美感教育」可藉由「美感批判」的觀點使其復興 

「美感批判」（aesthetic critics）在將「美感教育」重返為學校教育的核心的

論點上有幾個強而力的論述，其基礎一部份來自「批判理論」，一部份來自二十

世紀藝術本身，這是一種純現象學的趨向，Padgham（1988）認為此一陣營的觀

點不同於傳統的課程理論，他們強調教師與學習者之間的關係（引自 Lincoln, 

1992）；可是在傳統的課程理論中，師生關係是專家（expert）與追尋者（seeker）

的關係，而在「再概念學派」（reconceptualist）的課程觀中，教師與被教者是辯

證的（dialogic）關係，強調意義的獲得並非來自前一個學習者，而是來自學習者

自己建構的經驗（Green, 1974），依據 Padgham（1988）所指，知識最後的來源

存在於個體內，經由相互對話，個體開始發現他所創造的意義，主要的重點是在

未知而非已知，經由接觸未知，個體才會開始認識自己，自我在求知與將知的過

程中的中心概念是一種後現代「人文主義」的法則（引自 Lincoln, 1992）。 

Beyer（1988）指出有幾個假設前提會影響美國的「美感教育」，首先，藝術

是為那些有錢有閒有品味的人們參與的，確實，在西方世界已經為藝術的消費創

造了保護的系統，它由富人、權貴、顯達人士所支持；其次，要欣賞藝術與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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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式，必須受過創作作品的訓練，最後它認為勞工階層的孩子不需要也未曾想

要藝術與美感體驗（引自 Lincoln, 1992）。「美感批判」反駁以上的假設，Broudy

（1988）做了令人信服的論述，他認為要瞭解充滿想像的世界，我們必須有「美

感教育」協助學生連結「想像」（images）與他們所閱讀的文字，孩子不再只是閱

讀，沒有想像在文字中去創造意義，孩童便不會閱讀，因此除了與「美感」有連

結之外，與「素養」（literacy）也有一個功能的關聯。除此之外，個人的創造與

自我知識有密切的關係，是存在個人內在、及個人與他人的對話過程中，「美感

教育」的功能在於解放個人表達的（expressive）潛能與想像的（imaginative）潛

能，因此它擁有「賦權增能」（empowering）的功能，而在將藝術視為課程的工

具形式之觀點中，它是被忽略的。當教學、學習的藝術與表達的形式從課程中移

除時，想像與想像力能發揮的力量是受阻的，這樣的結果，Broudy 主張會使得個

人在從事對話互動的能力減弱 

課程的對話（dialogic）層面是「美感批判」（「批判理論」為「美感批判」

之理論基礎）的中心，「形式」與「內容」之間的互動（長久以來被傳統課程理

論學者視為分開的）成了關鍵，「形式」成了「內容」的一面，「內容」缺乏「形

式」無以存在，兩者的配合是必要且適當的（Eisner, 1979；引自 Lincoln, 1992）。

針對此點，研究者回憶到 Reimer（2003）便曾在「美感體驗」這個立論上去討論

關於「音樂作品」之「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他主張無論是「形式」或「內

容」，任一個的「音樂體驗」之重要性對任何音樂之包容性的理解都是必須的，

他的「人文主義」思想也受到「後現代」思維的影響，不再像傳統課程理論所主

張的想將「形式」與「內容」分離。 

「美感批判」提出「美感教育」與美感課程被邊緣化（marginalized），「美

感教育」從每天的生活中退出，從一般、大眾、社區事務中脫離，除此之外，美

感欣賞愈來愈傾向只提供權貴階級，在教育改革回歸基本的浪潮中，它被當成日

用品，只提供給在教育與經濟上付得起的人，最後，這樣的結果會導致「情緒的」、

「情感的」表達以及一些缺乏「文化資本」但卻能夠連結知識與想像能力的學生

之鑑賞教育的匱乏（Lincoln, 1992），其實都這都是因為社會中掌權的人士之「權

力」與「意識型態」的影響。「美感批判」同時具備了現象學者的與後現代論者

所同意的假設（Lincoln, 1992），因此，研究者認為「美感教育」的復興所要依賴

的是整個後現代思潮影響下強調個人體驗的意義、師生關係互動之辯證對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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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ical-dialogical）本質、以及一種批判的主體性，詮釋的多元性，這方面

的探討，研究者將於第六章第三節與第七章第四節中再深入探討「美感教育」哲

學與批判教育學對「政治」議題的論述及影響。 

三、Reimer 以「社會能動性」的觀點重新平衡傳統「美感教育」的問題 

檢視 Reimer《音樂教育哲學》三個版本的思想中，前兩個版本的「人文主

義」思想並不包括「政治」、「社會」等議題，而第三個版本中雖沒將「人文主義」

理念重新定義，但是他卻以「社會能動性」的觀點重新平衡傳統「美感教育」之

「形式」、「實踐」、「文化脈絡」等問題 

（一）1970 年版本與 1989 年版本 

Reimer《音樂教育哲學》的前兩個版本看不出他的「人文主義」哲學思想

涵蓋「批判理論」所重視的「政治」、「社會」、「文化」等議題，因為 Reimer 在

1970 年版本與 1989 年版本中對「人文主義」有以下見解（Reimer, 1970；Reimer, 

1989a）： 

假如教育在效果上要是「人文主義」的，經由藝術會比任何其它方

式更有效率，而為了要使藝術教育是「人文主義」的，則藝術教育一定

要是「美感教育」，也就是說藝術中的教育必須幫助人們分享藝術作品

的美感特質中所包含的的洞察力（insight），因為對分享到的人類主體意

識的洞察力就在於此，洞察力存在於藝術作品本身，「美感教育」的作

用便是向人們展示這些洞察力在何處與如何找到它們，以使這些洞察力

唾手可得，人們要透過深入到所創作的作品之美感特質中去找到洞察力

的，使藝術人性化的是對藝術的體驗—「內在認知」，而非對藝術的「事

實認知」，只要是好的藝術，在得到「美感的體驗」時，他就能使人類

得到一種有力的、有效的的人性條件，這就是「人文主義」的美感教育；

藝術只要是被直接認識的，只要是得到「美感體驗」的，便是「人文主

義」的；藝術教育如果能提高人們對事物表現性的感受力，這就是「人

文主義」的。 

 

（二）2003 年版本 

Reimer 在《音樂教育哲學》的 2003 年版本注意到了「後現代主義」對音樂

教育哲學的影響，也可發現到他的哲學觀轉向一種「協同合作」的觀點，他擲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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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意見，並將其應用在自己的哲學思想中；此外，Reimer 所提出的「協同

合作」之立場也重視到了「音樂即是實踐」的觀點，並且他也重視「社會」與「政

治」議題—在 2003 年的版本中，他提出一種「將音樂當成是社會的能動性（social 

agency）」的立場（研究者認為這意謂著音樂是一個主體，具有改造與實踐社會

的能力）—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已經變得相當「政治」性的，要在與脈絡

有關「社會正義」的層面之方向重新平衡古老的「美感教育」之關於「形式」、「實

踐」、「文化脈絡」的主題。 

Reimer 在 2003 年的版本中完全沒提到「人文主義」這個詞語，1970 年與

1989 年的版本是在第十章中提出，而在新版中並無第十章，所以沒出現「人文

主義」一詞，顯示出其實 Reimer 雖重視到了「後現代」議題，但是卻沒有給予

「美感教育」欣賞與理解的基礎—「人文主義」的觀念與理想—賦予新的定義，

因此，我們可以審視 Smith 於（2000）的文章：《未來的政策決定三種批判的議

題》（Policymaking for the Future: Three Critical Issues）一文中重視到這個重新定

義「人文主義」理念的議題，也可以看他與 Reimer 合著的《藝術教育與美感認

知》（The Arts,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Knowing）（Reimer, 1992），文章中指出

A. W. Levi 將「人文主義」重新定義： 

Levi 認為「人文主義」不能被省略，它永遠是適切的，因為「人

文主義」是溝通的博雅藝術（liberal arts）、批判的博雅藝術，Levi 早在

1970 年代便提出「人文主義」不能陷入教育的「形式主義」（嘗試要將

教學技巧與特別的背景知識內容分離）陷阱之中，因此，「人文主義」

思想要重新定義，要將藝術教導地像「人文主義」思想一般，即是要將

一種「溝通」、「批判」的藝術思想帶到適當的時代與情境中。 

 

因此，Reimer 的音樂教育哲學思想在當代音樂教育社群中，事實上是已不

再具有「形式主義」末流的理念，他的哲學理論是一種更新的、重視多元、脈絡、

溝通、與批判的「人文主義」思想。 

貳、「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的立論價值 

Maattanen & Westerlund（2001）認為 Elliott 對於「美感教育」哲學的反對

係一種建立於 Kant 哲思中之「美感的體驗」，但他們認為「美感的體驗」是不可

偏廢的，所以 Maattanen & Westerlund 指出 Dewey「美感體驗」觀點，這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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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體驗」便可以符合 Elliott 立論的框架。事實上，根據研究者的探討也可以發

現 Reimer「美感的體驗」之觀點也隨著社會脈動在精進中，因為他以「社會能

動性」的觀點重新平衡傳統「美感教育」之「形式」、「實踐」、「文化脈絡」等問

題。不管眾學者之間的觀點為何，可知的是「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各有其

立論價值。研究者在本節將引述一些學者認為「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派典

可並行不悖的主張，從中得知兩種哲學派典的價值性。 

一、McCarthy & Goble 的主張 

介於「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的兩派哲學家之間的爭論，已經持續到

20 世紀的末期以及在 21 世紀仍保持活動，Reimer 在 2003 年已經完成以「美感」

為基礎之第三版的《音樂教育哲學：提昇視野》，以及 Elliott（2005）也編輯一

本《音樂教育中的對話：實踐哲學》，其中各學者的文章內容都是要支持他自己

以「實踐」為基礎的一些文件。 

McCarthy & Gobl（2002）主張在過去 20 世紀中，大約半世紀的音樂教育哲

學之價值反映出音樂教育一些公開討論的轉變，使得音樂教育哲學不再只有一種

主張，原因包括許多其他影響深遠的改變---包括對峙的情勢、冷戰的衰退與結

束、公民權力運動的出現與影響、以及教育中「多元文化主義」跟隨而來的上漲

升高，已經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相互的興趣有所貢獻，同時間，介於人類學、

心理學、社會學、政治、科學等學者之間各學科間的對話已經被轉換成音樂教育

學科領域的內容。McCarthy & Goble（2002）認為在「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運

動的年代，有許多正向的影響，並藉此提昇音樂中教育的地位並給予音樂教育專

業尊敬，因此，「MEAE」的優點為使得音樂教育能專業化，在建立一個概念的

架構以及一種語彙去解釋音樂的意義與價值時，「美感教育」運動提供一種方法

給教師、父母及行政人員能夠討論音樂教育的重要性，並藉此支持專業所倡導的

努力。 

McCarthy & Goble（2002）指出後來有一些學者將「實踐」的觀點帶到音樂

教育中的哲學對話，他們注意到音樂活動身為重要的人類行為之不同的文化形

式，去挑戰西方藝術傳統著重在將「音樂作品」視為物體，這些學者已經強調音

樂與音樂教育的價值必須敘述與音樂傳統周遭事物相聯繫、影響今日的學校之獨

特的文化特徵、及情意的反應，受到許多文化的觀點與不同的學術科目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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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思想家已經力促音樂教育者去闡釋音樂活動在每天生活中不同形式的重要

角色。 

現今，國家的文化與音樂的多樣化代表了對那些尋求提供音樂教育中一致

的哲學一個重要的挑戰，「美感」及「實踐」的哲學家已經用相當不同的方式去

敘述事情的狀態，McCarthy & Goble（2002）認為兩個派典之間的辯論是一種活

力的指示，在現今，這些思想家之間的對話與辯論，對於未來的音樂教育絕對會

成功地預知，因此，他們認為這兩種派典有相互辯證、相互影響、以及互補的存

在價值，不應摒棄任一種學說觀點。 

二、Haack 的主張 

Haack（1997）指出家長和社會各界人士逐漸意識到，音樂現已不僅僅用作

娛樂和美感的目的，而是越來越深地影響著人的行爲，其中有相當大的成分是出

於「商業」的和「政治」（意指「意識型態」與「權力」）的效益。他們關注的

問題還有音樂對個人權利及聽覺的侵害，歌曲中的歌詞內容與吸毒、淫穢、偏見、

性解放、強姦、謀殺和自殺行爲的關係，所以音樂的力量非常深遠。Haack 認為

其實我們都瞭解音樂與宗教祈禱相聯繫的莊嚴景象，但是音樂也可以通過同樣的

力量渲染具有負面影響的儀式，例如誘發年輕人的輕生舉動。Haack 認為我們都

知道崇高的音樂能夠激發愛國主義和美好的愛情，但是音樂的能量也能挑起年輕

人對警察的仇恨和對婦女及兒童的暴行，這些現象在美國的新聞報導中屢屢出

現，音樂教育對此問題應該加以重視。此外，健康教育及其研究者會重視到諸如

心理健康、少年自殺、性傳染病等問題，而音樂教育也不能無視這些問題，並且

這些問題是家長和學校委員會所理解和關注的，更是全社會急切希望並支援學校

給予解決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商業利益至上，公衆面臨的音樂産品參差不齊，

Haack 認為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幫助年輕人獲得有關音樂功能的素養（literacy），

使他們能夠明智地選擇和使用音樂就顯得非常重要，而單單僅是年輕人喜愛的搖

滾樂，是無法滿足人生所有的音樂需求。 

因此，Haack 提出一種「功能」（functional）音樂教育，其要點旨在培養學

生具備有關音樂的功能之素養，Haack 認為普通學校教育的發展，是爲適應社會

各種利益和影響及其需求而發展的，他主張這正是當今社會中音樂所面臨的情

境。在現代社會裏，音樂可能會成爲一種有負面影響的事物，也可以是一項具有

正面積極意義的事物，更可以是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實體，所以「功能」音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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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是必需的，換句話說，只有當音樂教育明白地爲人類提供了重要的服務，顯

在地滿足了人類的重要需求，它才能被認可爲教育的基礎學科。Haack 的探討涉

及了「美感」還是「實踐」之間的融合，使我們對音樂教學和音樂教育理念的論

證，是基於音樂對人類所有意義重大的價值；而且 Haack 主張我們必須幫助所有

人理解音樂對人類行爲的多種影響、以及音樂在社會中的多種功能，使他們能夠

使用音樂高尚的功能，進而更能有效地滿足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需求和挑戰，使他

們能夠避免當今技術文化中音樂的消極社會效應。 

總之，Haack 堅決主張隨著「功能」音樂教育概念的深化發展，更要結合「美

感教育」與「實踐哲學」兩種觀點，讓兩者的融合可以發揮音樂的「功能性」，

他認為這種融合的觀點將成爲社會大眾的共識。 

三、Heneghan 與 Wheeler 支持兩種派典的互補與需要相互合作： 

（一）Heneghan（2004）的研究 

這篇論文的目的是要分析 Reimer 於 1970 與 1989 出版的《音樂教育哲學》

與 Elliott 於 1995 年出版的《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學》雙方的哲學觀點，並

會將 Reimer 的「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與 Elliott 特的「實踐哲學」觀點兩者做

一比較，並且有另外的觀點要去調停兩者，同時也會將美國的音樂教育實施與廣

泛的全球系統的相關性，也會在此提出建議，重要的是作者要建立「演奏」與「聆

聽」的必要互補性。 

（二）Wheeler（2006）的研究： 

在其博士論文《朝向著音樂教育的一種新的哲學之一個框架：Reimer 和

Elliott 音樂教育哲學中的 Plato 和 Aristotle 觀點之間的協同作用—Logstrup 的觀

點》（Toward a framework for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Logstrup as 

synergy between the Platonic and Aristotelian perspectives in the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ies of Bennett Reimer and David Elliott），這篇論文主旨為：當今音樂教

育的兩個哲學基本系統，一個是 Reimer 的「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另一個是

Elliott 支持的「實踐哲學」，兩個哲學觀點之間已經爭辯許久，而 Reimer 和 Elliott

的當代哲學分別代表 Plato 和 Aristotle 古代辯證法在現代的一種呈現。他主張

Reimer 哲學有 Plato 的思想充當其基礎，並且 Elliott 哲學也包含一種 Aristotle 哲

學的觀點。丹麥哲學家 K. Logstrup 則提供包括 Plato 和 Aristotle 的思想，因此也

為這兩種音樂教育哲學提供一個「協同作用」的第三種觀點。由此可知，作者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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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將 Reimer 和 Elliott 的哲學觀作一種「協同合作」。 

四、Koopman（1998）的主張 

研究者在閱讀 Koopman 的文章時，總是發現他的見解相當中肯與卓越。

Koopman 主張兩人的論點可以並存，因為他提出長時期以來，音樂教育哲學被

「美感」的方法主導著，最主要的典型便是 Reimer，他的《一種音樂教育哲學》

是唯一有系統對這學門做討論的書，近年來這種音樂的「美感」觀點已經面臨一

些學者的挑戰，這種對傳統觀點之反對，已經在完全新的音樂教育哲學出版品中

出現—即是 Elliott 的書《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學》，他認為音樂的概念之中

心是一種「實踐」。Koopman（1998）主張要藉由詢問兩個主要的問題去檢視介

於「美感」的方法與 Elliott 的不同概念之間的差異：（一）Elliott 的對「MEAE」

的評論之正當辯護（justufied）能達到何種程度？（二）Elliott 的觀點如何具有

信服力，他的觀點能引導我們去放棄音樂教育的「美感」方法嗎？Koopman 所

做的是一個中間的（intermediate）媒介立場，想同時保持「音樂即美感」（Music 

as Aesthetic）與「音樂即實踐」（Music as a Practice）的兩種概念。 

Koopman 認為「反思」在一些音樂的功能中是需要的，並且也要反省哪一

個功能可以在音樂課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之問題，他認為即使承認音樂可以執行

許多功能，音樂之「美感」的概念仍是佔重要的地位。Elliott 主張「美感教育」

的方法是錯誤與陳舊的，「實踐哲學」是引人注意的與最新的，Koopman 堅決表

明這種觀點不能被鼓勵，Koopman 認為雖然 Elliott 正確地懷疑「MEAE」中具

主導的 Langer 之「美感體驗」的理論，但卻認為 Elliott 太快放棄「美感教育」

的理論，音樂之「美感」概念對於音樂教育哲學是有用的，因為它注重到音樂的

核心：致力於與回應結構的音響之特質。Koopman 認為一種音樂之「美感」的

方法有一些優點凌駕於 Elliott 之「認知」的觀點：「美感」的方法更特別地指出

音樂中何者是最重要的、以及何者是較不重要的，「美感」的方法並沒有要嘗試

完全以精通「認知」的觀點去解釋音樂的價值，它允許一種較為「整合性」的觀

點，在這種觀點中，「情感」在「音樂體驗」中的角色是被完全施展出來。 

Koopman 讚賞 Elliott 的是 Elliott 成功地嘗試指出音樂的「美感」概念過於

狹窄，雖然 Koopman 雖然認為 Elliott 的立論有許多缺點，但是仍不能改變 Elliott

的「認知」概念也有重要的優點之事實，在他的書中，他分析音樂中不同的思考

與認知的形式，藉此區分他的方法與「MEAE」之不同，「MEAE」傾向注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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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體驗」的“現象學”的（phenomenological）解釋，Elliott 強調以“認知運行”

（cognitive operations）構成「音樂體驗」的基礎，Koopman（1998）認為兩種

方法都有效，兩種方法必須被理解成互補，而非相互衝突。 

因此，Koopman 認為我們可以發現音樂教育中之「美感」的方法與 Elliott

將音樂當成是「實踐」的概念是可以並立共處的，而非是相互排外的，Elliott 的

中心概念是音樂教育哲學需要一種音樂的實體（reality）之觀點，在其中不同的

知識型態組成音樂活動，並且音樂活動之社會的與歷史的情境會被說明，用一種

「實踐」的方法，我們可以發展一種音樂之非常廣闊的觀點；音樂的「美感」則

提供要充分解釋大部分音樂實踐中最重要及最有價值的解釋之核心的概念--極

好的體驗產生於注重音響之感覺上的與結構上的特質。 

Koopman（1998）主張要終止音樂的「實踐」觀點與「音樂教育即美感教

育」的兩極化，兩種型態都提供有用的視見以進入音樂的本質，「實踐」的觀點

可以增加我們理解相關於音樂活動的許多層面；「美感」的觀點可以提昇我們視

見以進入特殊的構成所有音樂活動基礎的體驗，「實踐」與「美感」之間的關係

可以簡述如下：音樂連結美感的（musico-aesthetic）體驗構成音樂實踐的核心，

並且音樂的實踐是社會的現實（social realities），在這種社會現實中，音樂連結

美感的（musico-aesthetic）體驗可以甦醒過來。因此，Koopman（1998）認為我

們可以下結論：我們不要強迫去在「美感」或「實踐」中去做一個選擇，音樂教

育必須由這兩個概念中去得到啟示。 

五、Panaiotidi 的主張 

Panaiotidi（2005）指出音樂教育若是主張一元論的計畫（monistic scheme），

從認識論、方法論、「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是會產生不良後果，反而一種明智

的替代物是一種「理論的多元論」（theoretical pluralism）。音樂教育的本質是受

音樂的本質所影響（Reimer, 1989a），Panaiotidi 採取 Reimer 這種前提，更特別的

是 Panaiotidi 的建議會考慮到將音樂之基礎的概念當成是音樂教育派典的主要決

定因素。根據此，Panaiotidi 認為首先，音樂之基礎的概念建立「派典」的地位；

第二，所有其他的決定因素會經由音樂之基礎的概念與音樂的關係獲得關聯。 

Panaiotidi（2005）將「派典」的方法延伸到音樂教育哲學中，並要在此基

礎上去建立一種為了建構音樂教育課題的模式，和理論相反，「派典」是有層級

的（hierarchical），這種多層級的結構包含理論建立的過程與理論發展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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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iotidi 所建議的「派典」之類型學依賴一種「藝術創作」(poiesis)與「行為實

踐」(praxis)的區別（這兩者最早係由 Aristotle 提出），當將重心置於兩者的合作

與相互的刺激時，這種「派典」的類型學提供清楚的架構去詮釋競爭的方法之動

態的發展，Panaiotidi 認為這種合作的方法之發展是未來音樂教育研究的任務。 

Panaiotidi（2005）主張「藝術創作」(poiesis)與「行為實踐」(praxis)被拆卸

這種情況是必須的音樂情況，但卻不是充分的音樂情況--因為兩者都是不可或缺

的，並且在真實的實踐中它們可以永久地合併。他認為 Reimer 與 Elliott 的觀點

是可以相互融合，缺一不可，他運用「藝術創作」當作 Reimer 的思想，運用「行

為實踐」作為 Elliott 的思想來做評述。Panaiotidi（2005）也提出音樂教育中「藝

術創作」與「行為實踐」的區別為：（一）從「行為實踐」的觀點來看，音樂教

育的目標包含達到積極建設性的狀態/變革（例如 Elliott 所指的「自我成長」與

「愉悅」）；（二）在「藝術創作」的派典中，音樂物體的卓越並不伴隨著物體本

身是最終的價值—這種積極建設性的變革在一種「對象」（subject）（例如 Reimer

相信的人類的情感生活之改進），這種差異是：「藝術創作」的方法中，在教育過

程中所達到的價值被認為是存在於「音樂作品」中；「行為實踐」的方法中，在

教育過程中被達到的價值被認為是存在於某對象的行動（actions）中，此人在他

參與音樂的每一時刻將意義給予音樂。 

Panaiotidi（2005）認為在 Reimer 的概念中，儘管一個人感情的發展僅有在

積極的實現「音樂作品」中被達到，一個人感情的發展是初步的印象，這種印象

源自於「音樂作品」中特殊的品質；然而「自我成長」與「愉悅」由 Elliott 指定

為音樂教育的基本目標，「自我成長」與「愉悅」在它們主動地「音樂製作」中

有它們自己主要的來源，儘管一些音樂產品總是被包括在行動本身中，換句話

說，兩種派典共同之主要目標，在於在對象中達到一種特別的、積極正向的體驗，

只是追求這種體驗要藉由不同的方法，而它們之間的差異並不僅是分析的，這種

差異意謂著針對相同的現象會有更多不同的模式可供選擇，Panaiotidi 認為這兩

種派典是互補的，不應消除任一個，兩個派典應該相互作用之間，偏向它們其中

一派的問題會變成是不適當的，並會被尋找兩者間原則的合作所取代。 

六、Westerlund 的主張 

Westerlund（2003）認為我們應去思索為何「音樂即實踐」與「音樂即美感」

是敵對的理由？他認為在 Dewey 的哲學中，我們至少可以結合這兩種概念而不



 303

去懷著哲學的不一致，「美感教育」仍必須存在，而採用 Dewey 的美學，也可讓

我們重視到「美感教育」要注意與社會脈絡相關聯的問題。 

Dewey（1934）認為「美感的體驗」不可以和其它的體驗分離，實現好的

體驗在此意義上是目的，此意義是美感需要知識、成熟、及有順序的步驟以帶給

它滿足；然而，一個體驗不僅是一些工具，正如試穿一雙鞋或是買一張音樂會的

票，它是一個「完全的體驗」（consummatory experience），Dewey（1934）認為

一個體驗包含兩個特徵：（一）它是工具性的，是為了未來的目的；（二）它自己

本身也是一個目的。Dewey（1934）主張體驗是一種感覺（felt）的意義，是在

現在時刻中的“立即性”，例如一種音樂的瞬間，然而體驗並非發生一次與在某

一點的發生，我們需努力去到這些體驗，「完全的體驗」與一般成長的概念相關。

Westerlund（2003）認為 Dewey 哲學中，藝術佔重要位置，因為藝術是「完全的

體驗」之最直接與最完全的彰顯，並且 Dewey 之「自然主義」與「經驗主義」

的哲學需要藝術能以客觀的名稱（關於藝術如何組織形式中的方法與素材）被檢

視，然而藝術的品質既不是原本就在“物質的聲音”中、也不是在“個人之內部

的主觀性”中，反而藝術的品質是在這兩者之間的互動，因此，個人經由一個整

體的傳統、實踐與文化去聆聽、表演、跳舞、與體驗。 

此外，Dewey 認為文化的情境決定了「美感的形式」，Westerlund（2003）

認為這就是 Elliott 所關心的，所指的也是如這種情況一樣之真實的“此刻之情

境”，這意謂著當音樂失去一些它被支持的意義時，或當音樂被傳入一個新的文

化環境時，音樂是被再脈絡化的（recontextualized）（研究者認為此意義即是要

在新的環境脈絡中重新去理解與詮釋音樂的意義），在此意義上，「美感的體驗」

會被改革，例如南非的自由歌曲在芬蘭的學校中被學生學習時就不會有相同的意

義。在這種再脈絡化的過程中，教師要知道音樂是什麼以及音樂如何起作用、什

麼樣的特徵可以被改變、被省略、如何建立起一種情況或一種音樂的事件，最後

成為一種好的體驗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層面不僅是理解音樂對某處的一些人是什

麼意義，也要去理解這種「做」（doing）的種類如何為了此刻的我們轉化體驗，

為了要統整在學校生活中的音樂，一位「實踐」傾向的教師要帶一些新的特徵到

音樂中，或者這位教師會將音樂帶到一個全新的藝術情境中，例如戲劇

（Westerlund, 2003）。Westerlund（2003）認為在 Dewey 的教育思想中，「實踐」

是直接關心生活與關心在真實的教育情境中學生的福利，因此，Dewey 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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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將特性帶到進行的體驗中之議題，並且不僅是要以一些規則去產生性質上

好的音樂，我們不需要將外來的音樂視為是對我們的體驗是相異的事情，我們總

是可以發現一些介於兩種「音樂的實踐」是共通的事情，因此，我們要學習去聽

其他人的聲音、並且不只侷限於我們自己體驗的環境，Dewey 認為要擴展我們

的體驗並朝向別的生活態度，這種過程也是一種連結兩種生活體驗的事項。 

Westerlund 指出在多種的藝術教育中，所有的藝術形式是從美感的感受性

（sensitivity）之觀點被檢視，但 Elliott 反對這種觀點—“有任何這種如同美感

的感受性的能力”，因為 Elliott 認為「多元智能理論」與當代創造力的研究主張

反對這種可能性。然而在 Dewey（1934）的思想中，「音樂體驗」中不同感官（sense）

的統整，並非意味著在「美感的體驗」中會有一些神秘的連結介於不同感官之間

而稱為「美感」，所有有感官的人類是專注於真實的事件中，那會導致一個好的

體驗。此外，不同感官的統合與美感的立即性（immediacy）之間關係的問題，

Westerlund（2003）認為 Elliott 在這方面的見解是正確的—因為根據 Dewey 認為，

不能太強烈主張“不是立即的便不是美感”。 

Dewey（1934）舉一個例子，認為在跳拉丁舞時，其中的舞蹈和音樂是被

演奏，演奏它們是為了要獲得「好的體驗」，這是一種經由舞步、律動、節奏、

聲音、歌詞的體驗，並且不是像學習的情境般是為了要去「解決問題」；然而 Dewey

也認為獲得「好的體驗」與為了「解決問題」這兩個層面可以結合在教育中，並

連合其它的藝術形式和音樂提供一個機會去加強體驗（引自 Westerlund, 2003）。

聲音、律動、舞蹈、歌劇、歌詞、視覺的材料等可以被結合在一個體驗中，這種

整合並非像學校中其他學科的統整般有相同目的，例如合併歷史和音樂，在此種

意義上，Westerlund 同意 Reimer（1977）所認同的：其他的藝術可以加強音樂教

育，而非音樂教育去加強其他藝術（引自 Westerlund, 2003）。 

Westerlund（2003）並不主張我們要放棄「美感」的概念，他認為我們可以

進一步提出對 Elliott 與其他「實踐主義」學者的疑問：為何“音樂即是「美感的

體驗」”仍然被思索成是膚淺的？Westerlund 主張在 Dewey 哲學中我們至少可

以結合這「美感」與「實踐」兩種概念而不去懷著哲學的不一致，Westerlund 覺

得 Dewey 深奧的哲學並沒有在二元性的兩個極端去做選擇，反而它努力在重新

思考二元性如何建構我們的現實與制度，以及我們重新改造它們的作品。

Westerlund 認為在「音樂教育哲學即是文化的批判」這種觀點中，並非從一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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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音樂哲學概念的印象中就會獲得它絕對真實的基本原則，Westerlund（2003）

相信 Dewey 的「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與「社會改良論」（meliorism），

將個人與社會多層的問題置於調查的中心點，並提供豐富的工具在我們多元的社

會中去檢視不同的問題，因此，Dewey 之一種整體性的「美感教育」會採取行

動在不同的音樂中去改善個人的生手身份，他的「美感教育」在決定所關注的方

向時會因此影響到人的渴望與目的。 

Westerlund 也指出假如在 Elliott 的哲學概念中最重要的是「行動「與個人

的「流動」，Dewey 的哲學概念中則將「事件」與「社會」佔主要地位。Westerlund

（2003）主張應該去注重銅板的另一面，也就是我們如何能在音樂教育中製作

（make）與重新製作（re-make）文化，而非我們如何能獲得知識與了解我們或

他人的音樂文化，所以 Westerlund 認為 Reimer 的「音樂教育即是美感教育」也

要包含一些知識與體驗的範圍，在此範圍中它可在體驗與社群中創造一種連續

性，而這種「美感教育」所要包含的便是 Dewey 的哲學，Dewey 的觀點並不像

Aristotle 的觀點，Dewey 的哲學觀可以使「美感」與「美感教育」能有一種在脈

絡上與在處境方面得以改變的特質。其實研究者發現 Westerlund 在發表以上這

些見解時，剛好與 Reimer 出版《音樂教育哲學》的第三版是同一年（2003 年），

可能 Westerlund 尚未發現 Reimer 之「美感的體驗」之論述已經擴展到「脈絡主

義」所主張的範圍，其實 Reimer「美感的體驗」與 Dewey 的「脈絡美學」有異

曲同工之妙，但無論如何，Reimer「美感教育」思想與 Elliott 的「實踐哲學」思

想可以在 Dewey 的思想中集其大成，兩者皆不可偏廢，也可以一起相互辯證，

讓音樂教育這塊園地更加成長與進步。 

七、Jorgensen 的主張 

Jorgensen（2006）主張音樂教育領域可如同批判教育學者 M. Green 巧妙地

稱為「多樣性」（multiplicities）與「多數」（pluralities）而被理解，而且現今許

多不同的團體在語言、團體、宗教的觀點、政治的「意識型態」、經濟的非難與

批評中穩定地前進，因此，Jorgensen 提出我們要如何哲學地敘述「多樣性」與

「多數」，以及音樂教育中的「共通性」（commonality）與「差異性」（difference），

於是她指出激進的「相對論」（relativism）與「多元論」（pluralism）可提供相對

的觀點。激進的「相對論」將世界許多不同的音樂教育信念與實踐視為無從比較

的（incommensurable），並且注重介於它們之間的差異；然而「多元論」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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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相稱的（commensurable），並且將焦點置於兩者之間共享的特性，因為人

類是文化與社會的創造者，在差異之間共有的思路會從共有的人性中出現，例如

身為不同的社會與文化的反省，雖然我們期望遇到日本與英國音樂教育之間的差

異，但是我們也能夠觀察到普遍性，因為它們兩者會產生共享的人性之特徵

（Jorgensen, 2006）。 

Jorgensen 指出至少有兩種哲學策略去敘述音樂教育中的共通性與不同，分

別 Reimer 的「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哲學、與 Elliott 之「實踐哲學」，Jorgensen

（2006）跳脫兩派的爭論，引用 F. Nielsen 的「musikdidaktik」之哲學策略，並

主張一種多元論的辯證哲學。這是因為這種理論嘗試系統地刻畫音樂教育的世

界，Nielsen 的目的是要顯現音樂教育之共同的思想，那會超越特殊的差異，這

理論提供一個指引給音樂教師，而音樂教師如何應用 Nielsen 的理論到實際的情

境中，則我們需要對德國哲學的理解。Jorgensen 想要遵循 Max van Manen 的機

智（tact），機智意指 Gadamer 所指的直觀的（intuitive）與想像的（imaginative）

方式，在這方式中，一個「理論」的主體被運用到特別珍貴的情境中，Jorgensen

認為這種「理論」應用到實際上並非是一個機械的過程，而是一個深深反省的過

程，因為「實踐」也會產生「理論」，Nielsen 的觀點考慮到「實踐」，他也給予

「理論」特權，因為「理論」是智慧與知識之規範的主體，它會應用到特殊的實

際情境，然後這個「理論」會受到實徵的與邏輯的測試，雖然是直覺地與主觀地

應用，此「理論」尋求合理性與客觀性，它也去注意共同的思想而非差異性（雖

然它也要將差異性列入考慮），因為它嚮往客觀性、普遍性、與系統的描述

（Jorgensen, 2006）。 

Jorgensen 認為一種知覺「共同性」與「差異性」之對比的哲學策略，就是

要如同「隱喻」（metaphor）般「象徵性地」（figuratively）去理解音樂教育，這

種觀點與 Reimer 的「美感教育」理論不同。主要是因為 Jorgensen 的觀點比較有

「象徵性」，而較不是「逐字正確的」（literal）；它較為主觀，而較不是客觀的；

較為藝術性的，而較不是科學的；並且是較為排他主義的（particularistic），而較

不是普遍地（universal）去敘述音樂教育應該如何。Jorgensen（2006）指出在他

最近的文章《音樂教育的圖像》（Pictures of Music Education）中，經由他對虛構

的事（myth）與音樂教育的研究而用到此方法，此研究是藉由一個由 D. Carr 與

同事在 2004 年九月在 Edinburgh 大學所組織的國際會議所引起，此會議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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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中的理性：虛構的事、意義與教育》（Reasons of the Heart: Myth, Meaning, 

and Education），Jorgensen 由此動機開始去理解到「象徵性地」思考音樂教育的

工作之豐富性，這種策略也使用 M. Reichling 所描述的「類推性的推理」

（analogical reasoning）。Jorgensen（2006）認為這種音樂教育之「象徵性的」方

法，依據 N. Goodman「美感」的特徵之觀點來說是藝術的，這種「美感」的特

徵直接求助想像創作力（直觀、知覺、理性與情感的層面），並非要提供一個「理

論」基礎，它的目的是要啟發音樂教育與鼓勵那些承擔它工作的人。當 Jorgensen

開始思索一種以音樂教育為基礎的「隱喻」（象徵）時，Jorgensen 認為這些圖像

（pictures）會促使音樂教師對他們的情境富有想像力地思考，主要注意由那些

圖像、故事、與音樂的視見引起之特別的情境，那會轉換教師思考的方式，同時

也會轉化（transform）教師的行動。 

Jorgensen（2006）愈思考這些哲學策略，愈覺得任何一種方法如果單獨採

取並不夠充分，Jorgensen 認為 Reimer 的「音樂教育即美感教育」較沒有注意教

師在工作中之「隱喻」般「象徵性的」方式，是靜態的而非是動態地將教師視為

降低到知識的貯存，也非在建構他們的理念與實踐；此外，Jorgensen 又反過來

認為一種「象徵性的」或「隱喻性的」方法可能太少去注意音樂教育中「逐字正

確的」（literal）、「客觀的」（objective）、「科學的」（scientific）層面。Jorgensen

這種「象徵性的」或「隱喻性的」方法以「共通性」為基礎而非以「特殊性」為

基礎；以理性為基礎而非以直覺、知覺、情感為基礎。簡言之，Jorgensen 發現

自己處於兩難，她想要同時保持兩個方法的層面—同時以「理論」與「隱喻」的

觀點去思考，並同時「逐字正確地」與「象徵性地」去思索，以及連合「隱喻」

之啟發的特質與「理論」之嚴格的測試去思考。在這種介於「隱喻」與「模式」

（model）之間的兩種基礎，Jorgensen 對於 I. Yob 所主張的「隱喻性的模式」

（metaphoric models）有興趣，並且遵循 Aristotle 所主張的見解。不管是什麼邏

輯的可能性，也不管是較接近「模式」或「隱喻」，一些成分的結合既是「特殊

性的」也是「普遍性的」，既是「逐字正確地的」也是「象徵性的」，無論如何，

以上種種方式都引起 Jorgensen 的好奇心。然而他也綜合兩方相反的思維，認為

要「象徵地」思索「理論」會提醒我們--不管是什麼概念的實體會被應用在現象

的世界中，自從抽象「理論」的世界與現象的「實踐」常是分離的時候，已經有

一種「隱喻」產生，正如 Schille「隱喻」地告誡藝術家「他們必須做什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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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當影響他們的利益時，他們要做什麼」，Jorgensen 認為 Schiller 這種將「隱

喻」且「逐字正確地」考慮，會提醒我們在這現象的世界中身為一位音樂教育者

的任務，也會提醒我們的工作在環境中影響人們的生活，同時更提醒我們身為一

位哲學家去詳述現實與為了“善”去做出一個區別的責任，正是這種辯證式的思

考（dialectical thinking），塑造了 Jorgensen 現在的研究—《音樂教育的圖像》。

Jorgensen（2006）指出： 

當我們檢視世界中音樂教育的共通性與差異性時，我們可能會要求

這些與其他的策略來做我們的工作，每個都有它的限制與優點，當我們

編織我們自己的哲學思想，我們對於國際性地組成音樂教育之多樣性與

多元性可能會是一個「隱喻」，假如在我們工作上的目標與行為中、以

及在音樂教育實踐中的涵義有不可避免的分歧，則我們確保空間與自由

地、地域性地、與國際地去參與在這種不同哲學觀點的對話中，雖然有

不可避免的瑕疵與緊張介於這種對話的方法中，但是要支持不同的觀

點、並承認其間共同的聯繫，會將我們聚集在一起，並且「逐字正確地」

去思考，會提供穩定的假設與在方法上是「象徵性地」去鼓勵那些參與

在音樂教育中的人。 

 

總之，Jorgensen 認為因為每個人看事情僅有一部份的真理，我們需要許多

音樂教育伙伴的哲學家相互對話，以去尋找音樂教育領域中的真理。 

八、研究者的立場 

由以上第一節與第二節中「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之間的對立筆戰，

再到第三節中研究者引用中眾多學者見解，得知兩個派典各有其價值性存在，因

此，研究者在此所主張立場的並非是「兩者都是」（both/and）融合哲學，也反對

「非此即彼」（either/or）的方法，反而，我們應該建立一種類似 Jorgensen（2006）

所提的一種「這個與那個」（this and that）（意指「理論」與「實踐」）之間一種

開放的對話過程，使得看似矛盾的哲學立場可以得到不同的解決方式，下一章（第

六章）研究者本著此理念，要提出 Reimer 與 Elliott 哲學立論的幾個核心議題，

並作一比較分析；然後於第七章的實務探討中，從中對台灣未來的音樂教育實踐

提出一些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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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立論之比較 
 

本章將分成三節來敘述，首先先將「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的核心議

題做一對照；第二，由音樂教育實務的三個基本議題探究出「美感教育」與「實

踐哲學」兩個派典間立論的差異；第三，由於 Reimer 或是 Elliott 都曾論述到音

樂教育與「政治」議題的關聯，這些議題也受到批判教育學某些論述的影響，因

此，研究者以批判教育學的論述來理解 Reimer 與 Elliott 所討論的「政治」議題

之見解，如此可以做出視域的交融以跨越不同的邊界領域。 

 

第一節 「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核心議題之比較 

 

Reimer 與 Elliott 兩人的哲學立論可以形成一個相互的對照，Reimer「美感

教育」立論的核心概念為：「協同合作的哲學」、「美感的體驗」、「美感認知」、「音

樂智能理論」、「課程模式」；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的核心概念為：「整合性與

反省性的哲學」、「音樂的體驗」、「音樂認知」、情境中的「音樂製作」與「音樂

聆聽」、「課程理論」，除了這五個議題之外，由於音樂教育不能免於與社會文化

價值觀建立的聯繫，諸如一些「多元文化」或是「政治」的議題，兩人也各有見

解，研究者分述如下。 

壹、「協同合作的哲學」&「整合性與反省性的哲學」 

Reimer（2003）指出「協同合作」哲學會超越一種「多元論」思想之探求模

式，他認為不同立場的哲學觀點，無須運用一種鬥爭式的「想擊倒對方」之模式，

反而可能會從個人不同理念中尋找出相似點，進而將兩人觀點之可並立的部份導

向更一致與精鍊的方向前去努力。因此，從 Reimer 寫作的字裡行間中都可發現

他會找出 Elliott 與他觀點相似之處，也不吝於稱讚 Elliott 的觀點與細心，例如第

一，Reimer 認為 Elliott 對於最為廣泛地音樂參與—「聆聽」—之處理敘述地比

他所討論的還要清楚；第二，他認為 Elliott 廣泛地寫出相關於「演奏」的理解，

特別是關於文化的情境，並堅持所有這種理解必須變成演奏者「行動認知」之一

部分，這立場 Reimer 完全支持；並在第三個版本之第四章「音樂的創造」中與

第九章中特別在演奏部分有寫出他的立場，而「音樂的創作」與「演奏」都是音

樂教育之重要成分，「概念的理解」變成是藝術重要的支持層面，而不是一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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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品，在此點上，Elliott 與 Reimer 有相當一致的見解；第三，「行動認知」是 Elliott

「實踐哲學」最重要的一個概念，他主張行動與思考會同時發生，行動本身即是

思考與知識的非語言的形式；同樣的，Reimer（2003）主張「演奏」智能會與身

體（physicality）連結，藉由此，聲響必須被創造，因為沒有震動聲響便不會產

生，思考與做的心靈與身體的統整對「演奏」來說是需要的，是智能的一個基本

層面，兩人都是認為思考與行動會一起發生，雖然 Elliott 的立論是在批判 Reimer

於 1990 年代之前的論述，但是等 Reimer 在 2003 年於新版的書中提出更協同的

見解後，Elliott 在往後的期刊文章或書之中，對 Reimer 論述的批判仍不見緩和，

反而是更激烈與更堅持自己原先的立場，對於 Elliott 一心想要擊敗他的「MEAE」

哲學、且完全批判地不留餘地之立場，Reimer 本人則持失望的態度。 

Elliott（1995）認為沒有任一種哲學完全會是「整合性的」，要達到客觀性也

很困難，雖然如此，他也認為「整合性」的音樂哲學概念是我們可以去努力的方

向，而哲學原本也因個人興趣的解讀，不會是客觀的；至於反省性方面，他認為

教師與學生雙方上音樂課時，無論是在演奏、聆聽、即興、創造等方面，都要具

備反省能力，也就是在當他們在做任何決定時，都要在行動中去反思。 

研究者從兩人的哲學觀點發現，Reimer 的哲學觀點在這三十年（從 1970 年

第一版的書到 2003 年第三版的書）來，因應認知心理學、社會學、批判教育學

等觀念的洗禮，在保持自己原本之哲學點之外，也在嘗試轉變，甚至在他三個版

本中，不再提出三個備受爭議之美學理論--「形式主義」、「指涉主義」、「表現主

義」之論點，就算在第三個版本中提到「形式主義」，也指出自己並非 Elliott 所

指的那種極端的「形式主義者」，且另外提出「脈絡主義」的觀點與之協調。雖

然 Reimer 在第三版的文章中沒有指出自己前兩版本（1970 年與 1989 年）的哲

學被批評之處有任何缺失，但他提出這種「協同合作」的哲學，讓人覺得他在做

一種退讓與反省；Elliott 由於受到後現代多元文化觀點的影響，提出一種「反省

性」的「實踐哲學」，但是他對於 Reimer 的哲學理念向來只有持批判的態度，從

沒有去指出 Reimer 觀點值得稱許的部份，相對於他所提出的這種「反省性」的

哲學，研究者會認為他是否曾在自己的言論中去「深思與反省」？是否也曾過於

偏執而曾誤解 Reimer 的理念？這是研究者持保留的地方，其實這兩位長年耕耘

於音樂教育領域學者的立場，研究者認為都有值得學習與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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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感的體驗」&「音樂的體驗」 

以往 Reimer 認為「美感的體驗」是音樂的核心，「美感的體驗」不會提供實

用的目的之服務，它是為了它自己本身體驗的緣故（Reimer, 1970；Reimer, 

1989a），他強調音樂教育著重「美感體驗」的培養，引導學生由對音樂的感受到

反應，進而形成音樂的行為，均是音樂教育者的責任，Reimer 主張如果體驗是

美感的，則「知性的」（知覺的）與「情緒的」（反應的）這兩種是無法分離與區

分的（Reimer, 2003），而 Reimer（2003）認為「美感的體驗」包括形式（form）、

實踐（practice）、與社會的能動性（social agency），Reimer 認為一種“以體驗為

基礎的哲學”是包容性的，而也特別是音樂性的，因此，Reimer 主張無論是「形

式」（產品）或「實踐」（過程），任一個的「音樂體驗」之重要性對任何音樂之

包容性的理解都是必須的，他同時重視「音樂體驗」之內在本質的「形式」與外

在社會政治對其之影響，音樂也必須提供改造與實踐社會的能力。 

Elliott（1995）則認為「音樂的體驗」對他來說是較為實際的，聽一首音樂，

外面的聲音都可以感受到，這都是「音樂的體驗」，如果一個人有很多的肢體動

作、表情，這也都是音樂的一部份，都是那個人的體驗，他主張「音樂的體驗」

即是「流動的體驗」，他將「美感體驗」的概念以 Csikszentmihalyi 的「流動」的

觀念將其取代掉，並且他認為美感的反應 “是一種社會中沒有事實根據的觀

點”。Elliott（1995）認為「音樂的體驗」依賴文化上及情境所決定的理解，「音

樂的體驗」同時包括「音樂製作」及「音樂聆聽」的體驗，一種「音樂的體驗」

導源自一種「音樂素養」及「音樂挑戰」之間關係的配合，而「音樂挑戰」與「音

樂素養」在本質上是多面向的與社會—文化的。 

研究者發現兩人無論是對於「美感的體驗」或是「音樂的體驗」之見解，都

提到形式本質與實用脈絡的層面，只是 Reimer 的解釋係以一種「協同合作」的

哲學基礎去解釋，因此所呈現的觀點面面俱到，較為圓融；Elliott 的解釋完全是

立於批評 Reimer「美感的體驗」之基礎上，他「音樂的體驗」之面向較為偏重

其實用價值，也就是「自我成長」、「自我知識」、「愉悅」等三種生命的價值，「音

樂體驗」之形式本質的層面何時才具意義？只有當「音樂製作者」與「聆聽者」

在製作與聆聽音樂內的形式時去體驗享樂而愉悅時，音樂內的形式才能被說是有

意義，由此可知他較為看重「音樂體驗」之實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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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感認知」&「音樂認知」 

Reimer 指出「美感認知」應該分為：一、「感知」或「內在認知」；二、

「技巧認知」；三、「事實認知」；四、「原理認知」。Reimer 認為前兩者密

切相關，一同構成「美感認知」的主要內涵，而後兩者較為次要，但有助於前兩

者之品質的提昇。而 Reimer 也精心提出如何教導這四種認知的方法，最後更指

出這四種認知對於普通課程與特殊課程之啟示。 

Reimer 認為「內在認知」是「美感認知」的主要內涵，「內在認知」又分

為「形式認知」、「內容與功能認知」與「情感認知」，「美感認知」需要形式某種

程度的牽連，並當意義被形式所修正時，要從內容與功能中帶有意義，作品的內

容與功能是形式的效能之決定因素之一，藝術之為藝術的重要關鍵：“藝術會透

過形式超越內容”。 

Elliott 指出「音樂素養」包含「聆聽素養」，他認為「聆聽素養」包括對於

音樂內（在作品之內）的關係與音樂外（在作品之外）的關係之一種內心的建構，

這種建構要經由一些構成「音樂素養」的五種認知。Elliott 指出「音樂認知」包

含五個層面，包括「程序性的」音樂認知、「正式的」音樂認知、「非正式的」音

樂認知、「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監督的」音樂認知，除了這五種認知，Elliott

針對如何學習音樂，而將「音樂素養」中認知的方式做了一個區隔：「事實認知」、

「技巧認知」、「行動認知」，他認為「程序性的」認知即是非語言的「技巧認知」，

和運用語言的「事實認知」不同，並且「正式的」音樂認知、「非正式的」音樂

認知、「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監督的」「音樂認知」較為次要，用以支持「程

序性的」認知。最後他也提出這些認知對於音樂教育的涵義，例如他指出「音樂

作品」提供機會給人們部署他們音樂的「行動認知」，並藉此達到音樂之「流動」

的體驗。 

從雙方對於認知的分類之對照可得知，Reimer 對於「美感的認知」之探究

比起 Elliott 更為深入與仔細，同時提出如何教導四種認知之方式，更以一種科技

整合的觀點分別對普通音樂教育及特殊音樂教育提供啟示；Elliott 雖然在教導

「音樂素養」（包括「聆聽素養」）時清楚明確地提出五種「音樂認知」，這是 Reimer

沒提到的，但是在針對如何學音樂時，只提出兩種認知—「事實認知」與「技巧

認知」，不似 Reiemr 詳細深入去解釋四種認知，並且 Elliott 在此對於音樂教育

提出啟示也僅限於「音樂聆聽」方面，不似 Reimer 的啟示較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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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Reimer 主張音樂教育的任務主要在培養人們的「內在認知」與技巧

認知」，並藉由「事實認知」與「原理認知」的協助以培養人們的潛能；Elliott

反而主張音樂教育的任務並非在發展「音樂認知」的不同形式，而是藉由在與適

當的「音樂挑戰」之平衡關係中做漸進的問題解決，以去發展學生的「音樂素養」，

最後要達到音樂教育的目標，也就是三種生命的價值。 

再者，Reimer 認為「音樂素養」的角色包括演奏者、即興者、作曲者、與

改編音樂者，他認為這些「音樂製作」的角色是「藝術的」（artistic）；「聆聽者」

的角色包括聆聽者、理論家、評論家、心理學者，哲學家、神經官能科學家、教

育理論家、民族音樂學者、社會學者等，他認為這些「聆聽的」與「回應的」角

色是「美感的」（aesthetic）。但是 Elliott 對於「音樂素養」包括「聆聽素養」，沒

有多作角色的分類解釋，見解在表面上看起來有差異，但是兩人對於「聆聽素養」

卻有許多相同意見： 

一、Reimer 主張「音樂聆聽」不能被概念化（語言）到「事實認知」的層

級；同樣的，Elliott 也主張「音樂素養」與「聆聽素養」不能被降低到語文的「事

實認知」，因為「音樂聆聽」在本質上是「程序性的」—非語言的，並且因為大

部分小孩能至少達到聆聽「技巧認知」的新手階段，大部分小孩擁有他們一開始

需要的要去配合「音樂作品」呈現的基本挑戰。 

二、兩人也都認為「音樂認知」都有先後的重要性，非語言的「技巧認知」

比起語言的「事實認知」更重要，「事實認知」都在負責支持「技巧認知」。 

三、Elliott 常將「聆聽素養」此詞語解釋成演奏者（偶而是其它「音樂製作」

的角色）「技巧認知」之必須的層面，這與 Reimer 解釋的相同。 

四、Elliott 提出「音樂素養」包括「聆聽素養」，這觀點在 Reimer 所認為的

「音樂素養」需要什麼的觀點中也是重要的，因為 Reimer 主張「音樂素養」包

含四種角色，這四種角色中，以音樂的創作為重心，包含：「歌唱與演奏」、「即

興」、「作曲」、「改編音樂」；而「聆聽素養」包括五種角色，這五種角色中，並

不是以音樂的創作為重點，而是以一些角色中對所創作音樂的不同回應為重點，

包括：「聆聽」、「分析與描述」、「評鑑」、「理解音樂、其他藝術、及藝術以外的

學科」三者之間的關係、「理解音樂與歷史文化的關係」，Reimer 認為「音樂素

養」會去支持與富足「聆聽素養」，而「音樂素養」也會受到「聆聽素養」所提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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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聆聽並沒有在演奏或作曲的情境中被實地教學，是否 Elliott 相信

聆聽如同一個真實的方式存在以至是有音樂性的，Reimer 認為 Elliott 在此觀點

上沒有解釋清楚。 

肆、「音樂智能理論」&情境中的「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 

Reimer 以「音樂智能理論」之立論來探討作曲、演奏、即興、與聆聽等七

種角色的智能，Reimer 認為音樂中的智能即是“體驗音樂的能力”，也就是完

全地「內在認知」與「技巧認知」，他提出七種音樂角色如何需要智能，七種角

色分別為：作曲、演奏、即興、聆聽、音樂理論、音樂學、音樂的教學，Reimer

認為可以藉由這七種角色一起參與富有表情的聲響以去涉及音樂的領域，而各個

角色之間有所關聯，同時每種角色分別都需要對於音樂聲響間的差異能有所區

辨，並且也要在這些區辨中做出連結，如此方可顯現出各種有特色的智能，不僅

如此，Reimer 主張介於不同音樂角色間相互連結，更可以發展寬廣的「音樂理

解」以超越在每個角色中的特別性，他在每個智能角色的討論中都以“區辨聲

音”之「聆聽」為中心點。 

Elliott 則是以“情境中的「音樂製作」”之立論來探討作曲、演奏、即興與改

編音樂等各種「音樂製作」，各種層面的「音樂製作」都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存在，

他在每種「音樂製作」層面的探討都是以「演奏」為中心點；Elliott 認為僅有靠

「演奏」就能成功組成「音樂的理解」，和 Reimer 較為寬廣地以角色間的連結概

念去詮釋「音樂理解」有所不同。此外，他對於聆聽的探討是以“情境中的「音

樂聆聽」”之觀點來做闡述，他認為聆聽即是「在行動中思考」與「行動認知」，

他認為「聆聽音樂」也如同「製作音樂」一般是一種行動。針對「聆聽」這個部

分來說，他不希望人家只把他認為是一位僅有重視「演奏」而不聽的人，反而在

討論「音樂聆聽」的本質提供了一種感知的、與寬廣的分析，Elliott 認為要從「演

奏」中去聆聽，他不僅在「音樂認知」這個立論的討論中大篇幅去探討「音樂聆

聽」之「程序性的」本質與其他四種「音樂認知」之連結，同時又於“在情境中

的「音樂聆聽」”這個立論層面去探討「聆聽」與文化、「意識型態」的關係。

而 Reimer 認為「聆聽音樂」並不需要聆聽者成為一位作曲家、一位即興家、或

一位演奏家，只是要他能規律以及全心全意地經常去聆聽音樂；Elliott 則認為「聆

聽音樂」並非是被動的去聆聽一些錄音的聲響，而是要在「音樂製作」中去聆聽，

在演奏、即興、編曲、作曲與指揮時所參與的「音樂聆聽」，是一種藝術中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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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而做的聆聽，這種聆聽是被指導朝向發現音樂的問題與問題的解決。因此，

研究者發現 Elliott 所指的聆聽是積極主動且帶有方向的一種行動，與 Reimer 所

意謂的聆聽是要在暗中去美感地知覺音樂聲響不同，Reimer 在此點上稱讚 Elliott

對於「聆聽」複雜性的層面探討的比他要仔細。 

另一方面，Reimer 是在「美感的體驗」這個立論上去討論關於「音樂作品」

之「形式」與「內容」的關係，但 Elliott 是於“情境中的「音樂製作」”與“情

境中的「音樂聆聽」”這個立論點上去指出音樂「形式」與「內容」的關係。

Reimer 主張「形式」的重要性會超越「內容」；Elliott 則指出音樂「形式」與「內

容」關係的分類可分為：以設計為基礎的音樂、象徵的音樂、表現的音樂，但他

認為音樂可以指涉到故事的「內容」，比作品的「形式」重要，因為這種「內容」

可提供「愉悅」、「自覺」與「自我成長」的人生體驗，「音樂作品」要有其指涉

的功用，「形式」才會有其意義存在。因此，研究者認為雙方對於「音樂作品」

之「形式」與「內容」的見解不同，因為 Reimer 將藝術當成是認知，雖然認為

「內容」（有功能效用）是重要的，但是美感的意義並非從「內容」與「功能」

的部分而來，而是要從超越「內容」與「功能」的「形式」而來，而這超越的部

分便是「美感教育」最重要的關鍵點，也是實施音樂「美感教育」時最需要注意

到的；Elliott 則認為「過程」（教學的「內容」）比「產品」（作品的「形式」）重

要，也就是「內容」比較重要。 

再者，Reimer 在「音樂素養」的角色中指出即興者這個角色，他認為即興

這種「音樂素養」可以提供一種讓學生經歷「音樂挑戰」的機會，並從中讓學生

有滿足或刺激的機會；Elliott 則認為「音樂素養」本身並非是終點，音樂教育的

任務是藉由在與適當的「音樂挑戰」之平衡關係中做漸進的音樂問題解決，以去

發展學習者的「音樂素養」（包含「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從其中讓學生

經歷焦慮挫折或滿足的愉悅感，研究者認為兩人對於「音樂素養」的觀點其實大

至是相同的。 

伍、「課程模式」&「課程理論」 

Reimer 提出全面的課程模式，其中包括七項音樂課程的階段，分別是「價

值階段」、「概念化階段」「系統化階段」、「詮釋階段」、「操作階段」、「體驗階段」、

「期許階段」，他分別在探討這些階段在音樂課程架構上的重要性，此外，Reimer

也指出四組問題在處理「為何」、「什麼」、「何時」、「如何」，這四組問題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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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基礎以去認明一個整合性的課程之七個階段。Reimer 不僅由此課程模式來

察看普通的音樂課程，也由此課程模式來察看特殊的音樂課程，在他檢視完這兩

種課程後，他發現美國音樂教育領域過於重視「演奏」，因此，他指出美國音樂

教育的國家「內容標準」應該以「音樂素養的角色」（包括演奏者，即興者，作

曲者，改編音樂者）與「聆聽者的角色」（包括聆聽理論家，評論家，『心理學者、

哲學家、神經官能科學家、教育理論家』，民族音樂學者，社會學者）被重新架

構，並且更改結構後的「內容標準」，對於如何實現一種「整合性的」普通音樂

課程與特殊音樂課程，Reimer 也提出許多建議。 

Elliott 則提出音樂的「課程即是實驗課程」之一種「師徒制」的概念，他提

出課程制作的程序包括四個階段，分別是「定位」、「準備與計畫」「教與學」、「評

鑑」，此外，他指出音樂課程中有另七個主要的議題，分別是「目標或為何我們

教導音樂」、「知識」、「學習者」、「教—學的過程」、「教師」、「教—學的情境」、「評

鑑」，在課程製作的四階段中都要將這七個議題思索進去。此外，Elliott 提出心

理學與課程理論的觀點從七個層面去支持自己的課程理論觀點，這七個層面分別

是「目標」、「知識」、「學習者」、「學習過程」、「教師」、「評鑑」、「學習的情境」，

最後他更提出關於「音樂的實驗課程」若要實行則要有六個策略，分別是「示範」、

「指導」、「鷹架支持」、「清晰表達」、「比較的反思」、「探索」，這六個策略對於

音樂教育之實踐有許多建議的方向。 

針對兩人的課程模式或課程理論來說，分別都是將雙方前述四個哲學立論應

用在其教學實務上，其真知灼見各有其重要性與影響力，身為一位音樂教育者，

更可以從這些實務的探討上去反思自己的哲學基礎與教學過程。 

陸、Reimer 與 Elliott 對於「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理念 

除了以上五個核心議題可供相互比較之外，Reimer 與 Elliott 對於「多元文

化」音樂教育的理念也有所不同，研究者在此一併討論。 

Reimer 在 1993 年提出「多元音樂的文化」（multimusical culture）概念，他

指出當代美國的音樂非常多樣化，針對美國的「多元音樂的文化」，Reimer 主張

要先注意到「音樂體驗」的多樣性，其次也要注意「美感體驗」的品質問題，

Reimer 主張的「多元音樂的文化」需要關注三個議題：一、身為一位音樂教育

者，需要尊重與保存西方世界的音樂傳統；二、一位音樂教育者需要尊重與維護

美國多種文化中的不同音樂；三、全部的美國人可以享受存在於美國以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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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元文化（Reimer, 1993）。 

Reimer（2003）又指出多元音樂教育的核心概念是它能製造意義的信念，

包括不同的音樂，每種都代表一種與其他不同的文化或次文化，因此學生能夠分

享音樂文化影響的許多方式。自從 1967 年的唐格伍德會議後，音樂教育專業領

域堅信許多文化的音樂必須包括在音樂課程中的每一個層面，因此確實性、以文

化植根方式的教學都是需要的，但是課程的目標為何，又會出現兩種爭論，為了

闡述這種爭論，Reimer 展現這種爭論的兩面—「脈絡主義者」與「普遍主義者」

的觀點，這兩種多元文化的音樂教育學者已經各有主張，「脈絡主義者」的主張：

每種文化的音樂對那種文化是特別的與獨特的，因此不能被真實地體驗，除非是

被一些那個文化中的成員所體驗；「普遍主義者」的主張：音樂是普遍的與跨文

化的，因此所有文化的音樂可以被藉由所有人被真實地體驗，他覺得這兩種都有

其可用之處，教師可以以「協同合作」的觀點運用這兩種觀點。但是無論如何，

Reimer（2003）所堅決主張的是不能用教導古典音樂的理解方式、回應方式、創

造方式一樣去教導流行音樂，因為對各種音樂之文化情境的理解，將會在從音樂

獲得的意義中增加其廣闊性。 

與 Reimer 注重「美感體驗」的「多元音樂的文化」相比，Elliott 則是注重

實踐性的「多元文化音樂教育」，Elliott 在 1990 年即提出藝術教育應該朝向一種

「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的概念—也就是認為「音樂即是文化」的概念，他

認為音樂原本便具有「多元文化」的特性，音樂是一種人類表達的方式，尤其是

一種創造音樂與製作音樂的方式，「多元文化的音樂教育」應被視為是一種「人

文主義」的教育，要讓人們在多元文化的音樂情境脈絡中享受，他建議一種以「實

踐」為基礎的「多元文化的音樂教育」，要讓學生在多樣化的「音樂實踐」中從

事「音樂的體驗」（Elliott, 1990）。 

Elliott（1995）也指出，如同音樂文化般，“整合性”地教與學不同的音樂是

「多元文化」教育的一個重要形式，因為「進入」不熟悉的音樂會催化我們的自

我檢視、檢視我們的假設、所偏好的文化、以及偏好其他思考與評價的方式，這

種引導學習者進入不熟悉的音樂實施會將音樂教育的主要價值與「人文主義」的

教育之廣闊目標連結起來。與 Reimer 相同的是，他也認為一位音樂教師不能用

教導古典音樂的同一種方式去教導全世界不同樂種的音樂，要去了解各種音樂的

多元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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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mer 與 Elliott 兩人都重視「多元文化主義觀」（Reimer, 1993；Reimer, 2003；

Elliott, 1990；Elliott, 1995），兩人這種「多元文化主義觀」在落實於實踐時，影

響了當代美國的音樂教材都是基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教育觀念來設計。正如在

美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制定前後及其導向下，美國音樂教材的趨勢主要表現

爲：更加突出文化的多樣性；重視音樂與非音樂學科的關聯和整合；主動運用現

代教育技術；使用參照標準，多元且大規模地蒐集與編纂供教師使用的教學策略

和方案（MENC, 1994），劉沛（2004）便指出在 Reimer 與 Elliott 的哲學立論之背

景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對音樂教材的文化多樣性提出很高的要求，在標準

的推動下，音樂內容的文化多樣性成爲交點，例如：《用多元文化方法教音樂》（4

冊，含 4 盤錄影，MENC 出版），內容包括非洲裔美國人的音樂、拉丁裔美國人

的音樂、亞洲裔美國人的音樂、美國印地安人的音樂；《把多元文化的音樂帶給

孩子們》（含錄影，MENC 出版），內容包括中國、非洲、牙買加、土著印地安、

新西蘭毛利人的歌謠；《強化聯繫：多元文化音樂與國家標準》（教師教學用書，

MENC 出版），爲教師提供 21 個教案，音樂內容涵蓋非洲、亞洲、巴黎、墨西哥、

美國本土的傳統音樂，用於幼稚園至 12 年級；《年輕人的爵士樂課程》（含教師

用書、學生集體課每班 30 人用書、10 張 CD、錄影，由林肯中心編寫），是用於

小學高年級和中學生的欣賞教材，內容涵蓋爵士樂的核心概念、主要人物、爵士

樂的普通音樂理論，還有互動學習的設計；此外，在《分享音樂》教材中，不但

有各個民族的音樂內容，而且，中國的歌曲裏還印有漢字者是因為他們爲了保證

音樂和語言的正宗性，所以還是決定使用雙語。因此，突破歐洲文化中心論，尊

重世界各個民族和本土的民族音樂文化，既是美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的文字

表述，也是見諸於音樂教材的實在行動（劉沛，2004）。 

除了教材之多元化外，研究者閱讀過美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後，認為他

們相當重視音樂與其他藝術學科、非藝術學科的聯繫，提倡的是一種「整合性」

的課程觀念，其實廣泛來說，這種「整合性」的觀點同時也是 Reimer 與 Elliott

「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理念之中心思想。美國有許多教材都是強調這種課程觀

念，例如《音樂的聯繫》—由具有百年音樂教育出版歷史的「銀色的博爾戴特音

樂」（Silver Burdett Music）所出版—便是一套內容極其豐富的教材，其特色之一

就是音樂與其他學科的聯繫；《與教育改革同步》（In Harmony with Education，由

MENC 與 BOSE 公司合作開發）也是一套富有創意的教材，用於網路環境，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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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材在電腦上的互動式參與學習或遊戲，而且，貫穿整個教材的主導思路，是

音樂與其他學科的聯繫，也就是整合課程的實現，例如，教材用圖文展示中國的

二胡，詳細地介紹了胡琴的外來歷史以及在中國的發展，然後，出示二胡各個部

位的構造和尺寸，提示學生利用各種廢棄的物品，親手製成一把二胡，此外，教

材在電腦上可以演奏一個五聲音階，還可以讓學生通過連結聽到並看到音響及其

聲波形態（劉沛，2004a）。從以上可看出「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使得美國的學

生能浸潤在一種歷史、文化、民族、音樂、美勞、聲學、技術等的大環境中從事

創造性學習和工作。 

 
第二節  「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立論基礎之比較 

 

本節以 Reimer 與 Elliott 的音樂教育哲學立論做為論述的依據，並由音樂教育

實務的三個基本議題去比較兩人之立論：我們為何要教導音樂？我們需要教導什

麼音樂？我們應該如何教導音樂？  

壹、音樂教育實務的三個基本議題 

一、我們為何要教導音樂  

（一）Reimer 的主張—音樂教育主要在於從聆聽中去加深人們情感生活的

體驗  

Reimer 主張音樂教育是情感的教育，「美感的體驗」可以獲得情感，這即是

音樂教育的目標。Reimer（2003）指出文化人類學者 R. P. Armstrong 有以下之見

解： 

「使人感動的存在」「affecting presence」（藝術作品）至少是一種

體驗的情感層面之直接的呈現，它會在其根基上繼續進行而不經由調停

（mediation），如同一個符號所做的—但會經由我們所稱的「直接」

（immediation），「使人感動的存在」是直接與即刻呈現它的樣子，並且

剛好是在那些自然界重要的名稱，在此名稱中它是為了我們的見證

（witness）而呈現。 

Reimer 認為體驗音樂是一種「使人感動的存在」—正如一種經由情感所獲

得意義的來源—是一種牽涉音樂的主要結果，這可以提供音樂的歡樂。Reimer

主張情感的品質可增添我們的體驗—音樂的情感變成音樂的意義，音樂使我們沈



 320

浸在情感的真實狀態—精細的、精美的真實性、有知覺的生物，這會解釋音樂的

迷人與歡愉、以及音樂的奧妙與威嚴—聲響之「使人感動的存在」之主要體驗便

是 Reimer 所稱的對音樂之「內在認知」，由於所有音樂的創意需要「內在認知」

的加入，所以「內在認知」構成所有「音樂體驗」的基礎。 

Reimer（2003）指出人類持續去感覺，在一個從不會結束的洪流中，情感

會淹沒我們的心靈，內在的情感—主觀性或使感動—在組織上並不像是一直線的

與邏輯性的，這種情感比較像是在其動態的結構中之漩渦，想要超越內在主觀性

之一種動態的流出，Reimer（2003）認為我們所需要的是保持住一種情感的策略，

如此情感才不會消失，這是一種給予情感永久的具體化之工具，我們需要將它「賦

予實質」（materialize），也就是說要使情感朝向一種實體（entity），如此它就會

保持在它的樣子，所以我們能做什麼？  

Reimer（2003）認為給予情感一種音樂的具體化（embodiment）—也就是

說，在旋律動態的流動中、在節奏的能量中、在音調色彩的轉換與混合中、在和

聲的緊張與解決中去捕捉情感之動態的流動，創造音樂之驚人的力量與功用在於

使得我們具有反省性地去感覺情感本身，我們能檢視捕捉情感的材料—旋律、音

調色彩、節奏—並決定是否它們優異地或是拙劣地展現情感；進一步，Reimer

認為可以藉由檢視旋律等，藉由改善旋律去改善情感本身，改善包括在情感中之

的材料—旋律—積極改善我們現在所有的情感，因此，外在的具體化與以及內在

的程序變得是不可分的，當我們致力於音樂材料（musical materials）的品質時，

我們也直接與實質地在音樂材料所包含之內在程序的品質中工作；當我們的旋律

改善時，我們的情感也會獲得改善。 

Reimer 指出作曲也是經歷聆聽：因為我們持續聆聽與重聽每個我們作曲的

音調與樂句，作曲與聆聽音樂會加深我們的主觀性（subjectivity），我們能夠藉

由更深入去體驗情感的行為，而往下探索我們情感的表面，我們可以和情感在一

起，翻覆情感、檢視情感的涵義、知道情感之含蓄的影響，最後要用一種捕捉情

感深度的方法（而非表面的方式）去改革情感，然後當我們體驗其它作曲家已經

成功去更深入地捕捉時，我們會深入到情感中。Reimer 認為作曲與聆聽的過程，

有情感的體驗之較高的品質，是使情感更精確、正確、仔細、小心、精密的、易

了解的、複雜的、有差別的、有力的、有意義的一個過程的直接結果，在這種深

層意義上，作曲與聆聽音樂可以培養出情感（Reim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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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 Reimer 看來，音樂教育的價值主要在於從聆聽音樂中去加深人們

情感生活的體驗，並提昇人們日常生活的品質，這是他認為要教導音樂的主要原

因。 

（二）Elliott 的主張—動態的多元音樂課程可以使學生達到「自我實現」的

價值 

Elliott（1995）主張音樂教育的任務是要發展學習者的「音樂素養」，並且

要經由「音樂挑戰」與「音樂素養」的平衡關係所獲得的音樂的問題解決能力中，

去影響他們的「自我成長」。根據「流動」理論，Elliott 指出「生命的價值」包

含「自我成長」、「自覺」、音樂的「愉悅」或「流動」，這些都是人們生活與發展、

及音樂教育之主要價值所在，所以 Elliott 也認為引導學生積極參與「音樂製作」

與「音樂聆聽」，才是獲得這三種價值之主要方法。 

Elliott 的「實踐哲學」主張：「音樂的體驗」被認為是「美感的體驗」並不

正確，因為「音樂的體驗」不是不切實際的，也不是自足的，「音樂的體驗」在

實際的名稱方面是有價值的，「音樂製作者」及「聆聽者」在「音樂製作」及「音

樂聆聽」的建構行動中會達到「自我成長」、「自覺」、及「愉悅」。Elliott（1995）

認為「音樂製作」的主要價值在於包含「自我成長」、「自覺」、及音樂的「愉悅」，

大部分「音樂實踐」提供「音樂製作者」兩種必須的情況以達到這三種「生命的

價值」：1.多面向的「音樂挑戰」2.「音樂素養」需要去應付既有的「音樂實踐」

之挑戰，所有「音樂製作」的形式依賴一種多面向的理解之形式，這種形式被稱

為「音樂素養」，「音樂素養」的內容會隨著「音樂實踐」而變化，並且也會符合

「音樂挑戰」之特別的技能（也就是音樂作品的詮釋、演奏、即興、作曲、編曲、

指揮），「音樂素養」是「音樂製作」價值的核心所在，並且「音樂素養」可以被

教導與學習。 

他也認為大部分的「音樂實踐」是動態的實踐，動態的「音樂實踐」需要

將日漸複雜的「音樂挑戰」與日漸精進的「音樂素養」做配合，「音樂製作」是

「自我成長」、「自覺」或「建構的知識」、「流動」獨特且重要來源，當一位學生

「音樂素養」的層級配合一個既有的「音樂挑戰」，則他「意識」的力量會完全

參與其中，意識與行動融合在一起會帶我們進入「音樂製作」的行動中。每種「音

樂製作」與「音樂聆聽」的實踐提供聆聽者兩種必須的情況，去獲得「自我成長」

及「最佳體驗」：一種是用「音樂挑戰」的技能去聆聽「技巧認知」；另一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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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音樂素養」的層級以去迎接這些挑戰，當一位聆聽者「音樂素養」的層級

相當於「音樂挑戰」時，一位聆聽者將這種「音樂素養」及「音樂挑戰」的配合，

體驗成是一種「最佳體驗」：正如一種愉悅的、引人入勝的「流動」體驗。Elliott

（1995）指出音樂教育的主要目標是音樂的主要價值，也就是「自我成長」及「自

覺」以及「最佳體驗」，音樂教育的目標是要使學生達成「自我成長」及「自覺」、

與音樂的「愉悅」，這是需要藉由教育學生的「音樂素養」與選擇的「音樂實踐」

中的「音樂挑戰」能有平衡的關係，所以「音樂素養」也是一種「自尊」之獨特

及主要的來源。 

Elliott（1995）認為「流動」體驗這種「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與「最

佳體驗」（optimal experience），可說是導源於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 A. H. 

Maslow 的人格理論。Maslow 心理學理論核心是人通過「自我實現」可滿足

多層次的需要系統，並且可以達到「高峰體驗」，可重新找回被技術排斥的

人的價值，實現完美人格，他認爲人做爲一個有機整體，具有多種動機和

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實現

的需要（張春興，2004）。其中自我實現的需要是超越性的，追求真、善、

美，將最終導向完美人格的塑造，「高峰體驗」代表了人的這種最佳狀態，

個人有追求成長的需求，將其潛能完全發揮，且人格的各部份可以相互協調一

致，「高峰體驗」中主客體合一，既無我，也無他人或他物；對於物件的體

驗被幻化爲整個世界；同時意義和價值被返回給美感主體；主體的情緒是

完美和狂喜，主體在這時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發揮

全部智慧。 

研究者認為這種主客合一的自我實現觀點，便是 Elliott 認為要教導音樂之

重要因素。 

二、我們需要教導什麼音樂 

（一）Reimer 的主張—要教導音樂的內涵要素—也就是要教導「內在認知」 

Reimer（2003）認為「內在認知」需要內在情感的建構，而聽音樂便提供

了此種機會，一種主要的方法去鼓勵「內在認知」，就是要幫助顯露給音樂家與

聆聽者更多音樂之內在本質（inherent）作品，如此它們所包含之情感的可能性

會愈來愈可得到，這對所有音樂教育者來說是一個主要且基礎的角色—可以當

「專家」去引導學生音樂中各種具有內在特質的作品。那些作品是文化系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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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物，所以它們必須被顯露在它們的情境之中，包括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

這是為了要被適當地領會，也就是說「事實認知」變成是一種藝術作品與聆聽之

主要的要素，包括在所有音樂中，是一種關於音樂是什麼與音樂要做什麼之信念

的系統，美感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立場同是音樂的基礎。「原理認知」：

為什麼這種特別的聲音如同它所做的，因為它所包含的信念，也影響了它將被體

驗的方式，所以這兩種「內在認知」的輔助層面可以增加體驗的情感之豐富性

（Reimer, 2003）。 

由於音樂可以深化情感，我們要做的是要在音樂的聲音中去捕捉它，而音

樂的聲音之要素包括旋律、節奏、音調色彩、和聲、肢體、曲式，這就是要靠一

種「概念化教學」，以將音樂之內在本質化為具體化的教學，當然概念化並非我

們的目標。Reimer主張「音樂作品」是一個自律的實體，特別是在表現形式的內

在品質，因為音樂是自律的、又是一種認知，所以在音樂教學中以教導音樂的內

在要素為主要重心，這些要素便是節奏、旋律、織體、和聲、曲式等。 

Reimer（2003）認為「美感認知」有四種類型的知識：「感知」或「內在

認知」、「技巧認知」、「事實認知」、「原理認知」。Reimer認為前兩者密切

相關，一同構成美感認知的主要內涵，而後兩者則有助於前兩者之品質的提昇。

「內在認知」這一部份Reimer（2003）又將其分為：形式認知、內容或功能認知、

與情感認知。 

Reimer（2003）認為「事實認知」包含以下三個層次之分析才可以將音樂

概念化，藉以獲得「內在認知」： 

1.形式分析：形式之內在構成要素的檢視，此乃藝術「高度覺察力」之根源。 

2.內容分析：內容如何影響形式及其影響效果的理解。 

3.脈絡分析：創作及美感的歷史及文化決定因素的解析。 

Reimer認為終究概念化僅是一個手段，「內在認知」仍是「音樂體驗」中

最重要的。Reimer強調「內在認知」的學習，這種學習主要是強調音樂內在的意

義，也就是音樂的一些要素—節奏、旋律、和聲、織體等，而一切文化的、情境

的等外在於音樂的知識僅是手段，是促成上述一些音樂要素之學習的輔助。 

在「美感」哲學中，聆聽的課程佔著最為重要的位置，若是要能得心應手

地去演奏、歌唱、即興、作曲、與編曲，則要在音樂課程中發展出一種「聆聽素

養」，要聆賞一首「音樂作品」，其基礎是植基於「聆聽的心智」（listening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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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這種心智能力是演奏家、即興創作者、和聆聽者所共同擁有的能力，每一

種音樂活動都需要各自的創意與智能，所以Reimer認為我們可以運用個人「內在

認知」之主觀的方式與音樂特有的方式去體驗音樂。 

（二）Elliott 的主張—「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賞」的教學應包含多面向的

層面 

「行動認知」與「反思認知」是 Elliott「實踐哲學」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他

主張行動與思考會同時發生，行動不可能會脫離思考而單獨存在，行動本身即是

思考與知識的非語言的形式，而「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都是屬於「音樂的

實踐」，也都是非語言的「技巧認知」，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分析，「製作音樂」

與「聆聽音樂」的行動便包括思考，「音樂製作」會將行動與思考融在一起，「聆

聽音樂」也會是一種行動，是一種大腦的心智建構活動。 

「實踐哲學」主要認為音樂教育最便是要發展與教導學生的「音樂素養」，

其中也包括「聆聽素養」，「音樂素養」本質上是「程序性的」認知，是非語言性

的「技巧認知」，與語言性的「描述性認知」不同，其他尚有四種音樂認知，分

別是「正式的」音樂知識、「非正式的」音樂知識、「印象主義」的音樂知識、「監

督的」音樂知識。「音樂素養」本身既是知識也是行動，是實踐認知或反思性的

實踐之一種形式，同時也是一種開放的、持續不斷發展的過程，其內容會依據不

同的音樂風格而有差別，而且也是一種位於情境中的實踐。 

「實踐哲學」主張“音樂是一種人類的行動”，「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

身為「音樂實踐」，同時具有認知思想與行動，本身便是音樂教育的目標，而音

樂教師也要運用藝術與文化的方式去教導學生進行「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

而 Elliott 認為有理解力地去聆聽「音樂作品」有六種關於音樂意義與資訊之相關

連的層面之建構：1.一種以演奏的詮釋；2.一種音樂的設計，那會證明；3.實踐

的標準與傳統；4.情緒的表達；5.音樂的表徵；6.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Elliott

認為音樂教師在做「音樂作品」聆賞教學時，應蓋盡量包含這六個層面，雖然有

些「音樂作品」無法同時涉及這六個層面，但是至少也要包括 1.2.3.6 等四個必

要的層面。 

三、我們應該如何教導音樂 

（一）Reimer 的主張—普通音樂課程計畫與特殊音樂教育課程計畫要並重

以及實行 



 325

Reimer 提出全面的課程模式，其中包括七項音樂課程的階段，分別是「價值

階段」、「概念化階段」「系統化階段」、「詮釋階段」、「操作階段」、「體驗階段」、「期

許階段」，各在探討其在音樂課程架構上的重要性。Reimer 的課程模式透過四組問

題在處理「為何」、「什麼」、「何時」、「如何」，並提供一個基礎認明一個整合性的

音樂課程之七個階段，Reimer 主張要在音樂教育課程中分成一種全面的普通音樂

計畫與全面的特殊音樂計畫，這兩種音樂教育計畫分別要培育普通音樂人才與專

業的音樂人才（Reimer, 1989a；Reimer, 2003）。 

1.普通音樂計畫： 

一個有效的普通音樂教育主要目標在於提升每一個學生的能力及自然的傾

向，其中大部分人會變成「音樂愛好者」，一些人會成為「業餘者」，極少部分的

學生會變成「專家」。Reimer 認為在普通音樂教育課程中要讓各層級的人才平均

分配，但是主要在培養「音樂愛好者」，教導這些體驗音樂，課程重心在於培養

他們的「音樂聆賞」能力，教導學生聆聽多種「音樂作品」，雖然在普通課程中

也放置「演奏」課程，但他反對一種“成為產品導向的演奏”，他仍是重視要著

重培養學生在「演奏」過程中的感知能力與美感的敏感性。此外，當教育結合了

一種音樂課程選修層面的提供，與普通音樂教育目標一致的教育，將會使「業餘

從事者」與「專家」的層級有能力去達到。並且 Reimer 主張一個有效能的普通

音樂課程需要包含一個文化中不同的音樂角色。 

2.特殊音樂教育計畫 

Reimer 主張特殊音樂教育計畫中的教育目標，主要在培育大多數的「業餘

者」、一些「音樂愛好者」，少部分才在培育「專家」，特殊音樂教育計畫以「演

奏」課程為主，重視學生音樂技能技巧的學習，他依據 Garnder 的「多元智能理

論」發展出多元的「音樂智能理論」，這些智能是作曲、演奏、即興、聆賞音樂、

音樂理論、音樂學、音樂教學，他也要學生選修一門除了「演奏」課程之外，自

己有興趣的一種音樂智能，例如即興、作曲、音樂學、音樂評論等音樂課程，不

過重要的是有技巧的聆賞音樂是特殊音樂教育計畫中重要的一部份，更是所有音

樂智能的基礎。 

特殊化的音樂課程意謂著超越普通音樂課程之選修的經驗，也需要是整合

性的，但卻在不同的意義，在此並非是在一個公平的平衡中去包含所有的音樂角

色，整合性盡可能包含許多特殊化的相關事物，在此的目的並非要如同普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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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做的一樣是廣博的與包含性的，而是要在每一個不同角色中是專精的與有選

擇性的，這也就是為何普通教育與特殊化的教育是不同且是必須的：每個目標是

為了不同的結果，普通教育強調「音樂愛好者」之最廣泛的培育；選修的課程重

強調藝術「業餘者」之培育，伴隨著注意「專家」與「音樂愛好者」，那些人選

擇專門化的音樂，是想要經由一些角色在一個集中的方式中體驗音樂，有一些人

可能在離開學校之後會持續他們身為「業餘者」的身份，一些可能會被吸引在那

角色中去當一位「專家」，大部分的人在畢業後傾向不會繼續參與，他們會變成

「音樂愛好者」。 

（二）Elliott 的主張—要反思性地去實行「音樂課程即是實驗課程」 

Elliott（1995）指出課程中實驗課程的概念在古代的教育模式中有它的根

源，係被稱為「師徒制」，他主張音樂課程是一種反思性的音樂實驗課程，教師

是控制課程與教學的組織者，音樂教師要指導學生進行創造性的「音樂製作」，

經由學生「音樂素養」的提昇去面對一些「音樂挑戰」，更藉此達到音樂教育的

基本價值。此課程的目標是：藝術的音樂教師所實行的，要盡可能藉由使「音樂

製作」與「音樂聆聽」這兩種方法付諸實踐，進而去使得組織音樂教室與課程能

有效與真實，因此，他主張一種課程模式要包括四個階段：階段一、定位階段；

階段二：準備與計畫；階段三：教與學；階段四：評鑑。 

在這種「音樂的課程即是實驗課程」中，需要讓學生與教師有高度學習與

教學的動機，學生會在歡樂中藝術性地與有創意地去努力製作真實的音樂，經由

活潑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學生會比個人的學習連結到更多東西。深入欣賞「音

樂作品」，應該要是參與在「音樂實踐」中並且逼真地連接教師之教學，而非傳

統普通音樂課程中被動地學習活動。學生在這種課程中積極參與，包括演奏、即

興、作曲、編曲、指揮、聆賞音樂、律動之「音樂製作」，理解並要能掌握到一

些特別的音樂風格演奏，進而使學生達到「自我成長」、「愉悅」、「自尊」的音樂

教育目標。Elliott 主張「聆聽音樂」也是音樂教學的重要內容，學生可以透過在

現場聆聽自己演奏的聲響、或聽錄音、聆賞多種型式的音樂會等方式去培育。 

這種實驗課程是一個有程序的過程，對於「音樂的實驗課程」有六個策略

是特別重要的，一位熟練的音樂教師需要使用這些策略並進而製作一個流動的師

生關係：示範、指導、鷹架支持、清晰表達、比較的反思、探索。而由於學生的

「音樂素養」具有開放、不斷發展之特質，Elliott 主張要運用「過程性評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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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例如運用「過程—檔案」（process-folio）、「整體綜合效果

彩排的評論」（ensemble rehearsal criticque）、「聆賞的日誌」等方法。 

此外，Elliott（1995）主張有一些基本原則適用於音樂聆聽的教育：1.教與

學的情境：一種以真實的「音樂製作」為基礎的音樂課程提供服務，去將「聆聽

素養」以及「聆聽素養」構成的認知脈絡化；2.革新的音樂問題解決：在努力聆

聽與藝術地實作音樂其間，需要學生在身為聆聽者時將「音樂作品」的更多層面

與細節列入考慮；3.將目標置於多餘的注意力：超越初始階段的聆聽之發展，依

靠學生在更認知到「音樂作品」展現的不同層面與細節時，去處理他們多餘的注

意力；4.問題的簡化：簡化一些與聆聽有關的問題，是教導學生如何內行地聽之

必要部分；5.音樂教師與學生：當具省性的音樂教師參與在認知的師徒制中，我

們才稱之為音樂教育；6.評鑑：評鑑一位學生「聆聽素養」之最音樂性的方法是

評估他對特殊作品的演奏。 

Elliott（1995）認為“一堂音樂課是否優良取決於一位音樂教師是否優

秀”，音樂教師的素質是音樂課品質之重要保證，音樂教師必須要同時擁有「音

樂素養」、「聆聽素養」和「教學素養」，一位具備反思的教師要採用上述的六項

教學策略去幫助學生不斷提升「音樂素養」，並迎接不同程度的「音樂挑戰」，進

而使學生在這種「流動」模式中之動態的平衡中得到「愉悅」、「自我成長」、「自

覺」與「自尊」等音樂價值。 

貳、Reimer 與 Ellott 哲學立論相異的根源 

Reimer 與 Elliott 兩人建立哲學前提都是相信「音樂教育的本質與價值在於

音樂的本質與價值」，也都認為音樂是一種基本的認知形式或知識形式，但是卻

造成不同的哲學思想，主要的根源為： 

一、本體論的假設 

Panaiotidi（2005）指出音樂教育領域中的所有理論能被包含在兩種派典型

態之下，是以不同的音樂概念為基礎，這是以不同的音樂概念為基礎，一個是「藝

術創作」，一個是「實踐」，兩者都是音樂教育中的超級派典。 

Panaiotidi（2005）指出我們可以運用「藝術創作」當作是 Reimer「美感教

育」的思想，也可運用行為「實踐」作為 Elliott「實踐哲學」的思想來做比較。

Panaiotidi（2005）指出「行為實踐」與「藝術創作」兩個在本體論的假設有所不

同，兩者自稱包含所有參與音樂的所有形式，但兩者重點不同：「藝術創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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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是以「音樂作品」的觀點去想像音樂；「行為實踐」的方法將重點置於主動的

演奏之層面，「藝術創作」與「行為實踐」的區別起源自 Aristotle，他認為此區

別分別是「有生產力的」（productive）知識與「實用的」（practical）知識。 

二、哲學背景的立場 

Reimer 的「美感教育」思想是將音樂視為一個客觀存在的對象，其哲學思

想之根基是立於主客分離之傳統認識論—也就是「現代主義」美學之上，而 Elliott

之「實踐哲學」強調音樂應該加入人的參與，其哲學思想之根基是立於主客合一

的「後現代主義」哲學上。所以這種差異性使得 Reimer 將音樂視為一個自律的

客體，個人則是一個主體去聆賞與體驗、創造音樂；Elliott 則認為音樂是一種互

補層面之一種四價元素，是四者融合的一個動態系統：包括實行者、一些做的種

類、.一些被做的事、實行者去做他們要做的一個完全的情境。兩人不同的哲學

信念基礎分別是：Reimer 的哲學基本是一種「協同合作」的計畫—係一種以體

驗為基礎的音樂教育哲學，而「音樂的體驗」是多面的，在其核心，是「音樂體

驗」將聲音運用到僅有聲音能做到的特殊層面；Elliott 的哲學基本是一種「整合

性」與「反省性的」哲學—「音樂作品」包含許多層的意義、音樂的理解力包含

許多相關種類的思考與認知、音樂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被以許多重要的生

活價值觀點被解釋。 

三、理論基礎的形成 

「絕對表現主義」為 Reimer《音樂教育哲學》第一、二版哲學立論的基礎，

「絕對表現主義」主張藝術教育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得到美感體驗，「美感體驗」

包括美感知覺、美感反應；Damasio 的「情感理論」為 Reimer《音樂教育哲學》

第三版哲學立論的基礎，Damasio 的理論將「情緒」與「情感」做一區分，可以

幫助我們去解釋音樂想要精鍊與擴展出我們感覺的 體 驗 之 豐 富 的 力 量 。

Csikszentmihalyi 的「流動」理論為 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的哲學基礎。 

許多學者都曾論述到 Reimer 的「美感教育」思想為單純的自律論，但是研

究者認為這是一個誤解，他「美感教育」思想的來源的確有自律論的顯示，這僅

是從他「美感」思想的來源（如 Langer）去分析，事實上他在第三版中不放棄自

己原先第一版與第二版中的論點，嘗試將自律論、他律論與 Damasio 的情感理論

做一協同的合作，並且他也更重視到了更多情境脈絡的因素，希望能共同注意自

律的形式論與他律的內容與功能、以及情感的角色等在「內在認知」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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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將音樂視為一種能夠表現情感、深化情感的獨特認知領域，並為音樂教育在

學校教育中取得合法鞏固的地位；Elliott 根據「流動」理論，指出「生命的價值」

包含「自我成長」、「自覺」、音樂的「愉悅」或「流動」，這些都是人們生活與發

展及音樂教育之主要價值所在。 

四、音樂教學重點及偏重「人文主義」的思想基礎 

Reimer 在音樂教學上較為偏重音樂的本質論，重視教導學生音樂學科的本

質，運用「概念化教學」去提昇知覺層次的音樂學習。他秉其「人文主義」及「理

性主義」的信念，認為普通音樂教育的目的，在於建立人們音樂美感的敏銳感應

力，及音樂性的知覺與感應能力（鄭方靖，2002）。研究者發現在他第一版與第

二版的書中所認為的「人文主義」之教學是：他認為「人文主義」的教育是由對

各種影響的了解，由對思想、理論、原則的研究而組成，而他也認為自己所採取

的「美感教育」之立場中認為使藝術人性化的是對藝術的體驗，而非對藝術的「事

實認知」（Reimer, 1989a）。只要是好的藝術，在得到「美感的體驗」時，它就

能使人意識到能讓人類得到的那種有力、有效、有形的人性條件，而他認為這便

是「人文主義」的。藝術，只要是被直接認識的，只要是得到「美感體驗」的，

便是「人文主義」的，而藝術教育，如果能提高人們對事物表達性的感受力，也

就是「人文主義」的（Reimer, 1989a）。 

Reimer 也指出，假如教育在效果上要是「人文主義」的，經由藝術會比任

何其它方式更有效率，而為了要使藝術教育是「人文主義」的，則藝術教育一定

要是「美感教育」，也就是說藝術中的教育必須幫助人們分享藝術作品的美感特

質中所包含的的洞察力，因為對分享到的人類主體意識的洞察力就在於此，洞察

力存在於藝術作品本身，「美感教育」的作用便是向人們展示這些洞察力在何處

與如何找到它們，以使這些洞察力唾手可得，人們要透過深入到所創作的作品之

美感特質中去找到洞察力的（Reimer, 1970；Reimer, 1989a）；近年來，Reimer

所呈現的「人文主義」教學觀可以從他 2004 年 12 月 4 日來台灣發表演說時發現

有所改變：Reimer 認為他「MEAE」的學說之論述隨著時代的變遷，在立足於

原先的美學觀點中也容納一些新的立場，特別重視如何能用最適當的方式提供學

生音樂的好處，經由音樂教育，音樂如何提供所有學生音樂之獨特的優點，這種

「文化增能」的理念即是重視每一個孩童的人性發展、需求、與能力的個殊性之

上，以及重視學生能深入地享受生活中的音樂與自己文化中、世界文化中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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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音樂（Reimer, 2004. 12. 4）。由以上探討可知 Reimer 的「美感教育」是採取

「人文主義」的觀念與立場，他的「美感教育」是一種重視人生、社會與文化之

充滿「人文主義」精神的教育。 

Elliott 在音樂教學上較為偏重音樂的功能論，重視教導學生親身去演奏而體

驗音樂，透過運用「音樂素養」與「音樂挑戰」間的平衡關係，音樂讓學生能達

到「享樂」、「愉悅」、「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的目的。Elliott 曾提出「多元

文化」的音樂教育概念，主張音樂具有「多元文化」的特性，是人類一種表達的

方式，尤其是創造音樂這種行為，他認為應該將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當成是一種「人

文主義」的教育，建議一種以「實踐哲學」為基礎的多元文化音樂教育，主要是

要使學生在不同的音樂實踐中（例如演奏、聆聽、作曲、即興）能達到許多音樂

的價值（如「自覺」或「自我成長」）。他將音樂視為一種開放性的概念，注重人

類參與在音樂中的目的性、實踐性、文化性、脈絡性、整體性，並以學生的人格

發展為音樂教育的基本目標，強調音樂教育中培育兒童這種「育人」的功能，將

音樂教育視為一種終身性的教育與一種長程的生命教育過程，鼓勵學生在音樂課

程的實踐中能達到「自我實現」的最高人生價值，因此，這種重視學生個體價值

的哲學觀點即是一種定義廣闊的「人文主義」理念之教學。 

研究者認為就是因為這四種不同的哲學立論基礎，才形成兩人不同的課程觀

點與教學實踐觀點。 

 

第三節  「美感教育」、「實踐哲學」與批判教育學對「政治」

議題之論述 

 

壹、「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對「政治」議題之論述 

Reimer 與 Elliott 兩人分別都曾提到音樂教育與「政治」議題相關的研究。

Reimer（2003）運用「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的論點來檢視音樂教育，以往

Elliott（1995）較無像 Reimer 長篇大論在探討「政治」或「性別」議題，Elliott

僅討論了一些「意識型態」的問題如何影響學生的聆聽，他認為僅有發展學生的

「音樂素養」才可以讓他們的「意識型態」不致偏頗；儘管如此，Reimer 在 2003

年發表有關「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之議題後，Elliott（2007a）也重視到了

「社會正義」這個議題，畢竟課程知識難以擺脫「政治」、「權力」而中立（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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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2000），批判教育學者 Freire（1970）也指出教育除了是一種「認知」的行

為，教育也是一種「政治」的行為，這也就是說為什麼沒有一種教育是中立的，

因此，研究者認為音樂教育課程同樣無法免於一些社會上關於「政治」、「性別」、

「壓迫」、「社會正義」或是「意識型態」等的議題。 

一、Reimer 對於「政治」與「賦權增能」議題的觀點 

（一）「政治」議題 

Reimer（2003）原本認為「後現代主義」的傾向主要是負面的、破壞的、

暗中顛覆的，所以 Reimer 並不關心一些「後現代主義」所熱衷的事物，例如「多

元文化主義」、「脈絡主義」、「流行文化」、「權力」等等，他所關心的是「後現代

主義」的拒絕尋找真理、知識及輕視他們有藝術的優越（artistic excellence）之

理念，「後現代主義」者拒絕西方的知識份子與文化的價值，「後現代主義」者不

考慮客觀性的追求（他們認為所有知識都是主觀的）、詮釋的意義（他們認為所

有文本的閱讀、包括「藝術作品即是文本」，是解釋錯誤的）、優越的準則（他們

認為並沒有特別優待的事物）、否定「公平無私慾的」學術成就（disinterested 

scholarship）（他們認為每件事都是「權力政治」）、否定介於藝術家的創造力與

批評家的創造力之間的分別（藝術才能的降級），這是「後現代主義」一些較為

有爭議的前提，當「後現代主義」在理性與合理性方面被攻擊時，Reimer 發現

這樣的前提是無法接受的。 

然而，Reimer（2003）認為「後現代」傾向（講傾向是因為他認為「後現

代主義」並非是一種系統的哲學）是有趣的，它挑戰音樂教育者並讓他們嚴肅思

考許多的議題，例如「政治」在音樂與音樂教育中的角色是什麼？有多少教育性

要放在非西方及本地的藝術形式？為何我們相信高級與流行文化之間的區別是

極有差別的？這些區別至少應該要一些細查嗎？創造力的起源真的是明顯的

嗎？在教音樂及研究音樂時，「種族」、「階級」、「性別」的利益（behalf）有任何

事情被述說嗎？Reimer 認為他自己願意去思索這些議題，他拒絕的是沈重的「意

識型態」的包袱，這些包袱是在對那些議題檢視時所產生而帶來的。 

Reimer（2003）進一步指出關於「政治」議題，音樂教育應該扮演何種角

色？我們應該為了「政治」態度與立場去教音樂嗎？哪一種「政治」議題需經由

音樂去處理？而有關音樂的經驗可以被認為是「政治」的嗎？他指出一種介於「高

級的」與「通俗的」表達之有害於藝術的觀點，這種菁英式的思想是後現代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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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爭辯的，菁英式代表給予某些「人」、「文化」、某些「意識型態」、及一些「社

會機構」享有特權，這些藝術被當成有力的社會階層與文化優勢的有力增強物，

所以 Reimer 認為這些藝術需要被平等對待，這也反映了「社會正義」的平等主

義觀點，以往一些藝術作品的一般原則被視為最高的卓越例子，Reimer 認為這

就是菁英式的策略，想要提升某種藝術的特別傳統，一些統治階級和其文化要將

其價值灌輸到別人身上，將自己的文化視為優越，反而「後現代主義」爭辯在藝

術中有許多傳統，並且沒有一種是會比另一種更優越。 

Reimer（2003）也提到對許多思想家來說，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許

多事已經變得相當「政治性」的，所以他認為要在與脈絡有關「社會正義」的層

面之方向，重新平衡古老的美感概念中關於形式、實施、文化脈絡的主題，因為

藝術(包括音樂)總是被認知為社會性地參與在不同的方面，所以 Reimer（2003）

認為「政治」參與明顯地已經變得比以前更是主要的，因此會造成他與 Elliott

所爭論的「產品」與「過程」孰輕孰重之重點黯淡下來，因為 Reimer（2003）

堅決地指出：我們居住在一個政治化的時代，藝術當然也包括在內。Reimer 主

張音樂不能從不公平中免除，在此時代我們不能放棄將音樂捲入重要的社會議題

中，因此他提到一種「脈絡主義」的論點，「脈絡主義」，重視社會與政治的影響

力。 

雖然 Reimer（1989a）以往曾主張教育應該保持中立，是因為他在 1989 年

那時尚未沒有注意到社會中的「權力」關係，但 Reimer 在 2003 年新版的書中首

先從「後現代」、「社會能動性」的觀點去注意到「政治」、「性別」的議題，例如

他曾提到（Reimer, 2003）： 

有一些關於藝術之獨特的「後現代主義」思想的特徵仍可以被確

定：「政治」議題傾向是前面的與主要的，藝術被認為主要是或至少是

「政治」改革之媒介，藝術必須主要或至少要在它採取的改革者之「政

治」立場的方面被判斷，以及藝術如何能為「政治」立場爭辯，假設為

了藝術的議程，口頭的(oral)藝術是已經主動牽涉在「後現代」的概念中，

接續的是視覺藝術，這些對政治-社會的信息及態度的解釋與溝通是最

直接牽涉或是最容易啟發的，雖然不明顯，但音樂絕對是「政治」的。 

 

在關於「合奏」音樂時，Reimer（2003）則指出音樂是一種“權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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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音樂演奏的創造性之另一個點：它常是一個共享的行動，在西

方之大團體的情境中，西方的古典傳統常常需要領導者—遵循者的動

力，領導者（指揮）有責任做出有創意的詮釋，遵循者（演奏者）符合

領導者的願望，在樂器合奏時，獨奏的演奏者有很多為了個體之表現空

間，但大多數的演奏者必須根據指揮的決定以達到和別人的共通性，西

方的合奏音樂表演出西方歷史中固有的“文化壓迫”（ cltural 

oppression），在歷史中，音樂是一種“權力的工具”，需要反對階級制

度，正如 Bowman 主張我們要經由「後現代」的眼光去觀察音樂。 

 

Reimer（2003）主張所有藝術的表達都值得相當的尊敬，多元論並不是一

種“善”的唯一標準，而是一種目標，所有「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興

趣需要被藝術描繪，「女性主義」、「公民權利」、「宗教的意識型態」、以及「階級

的鬥爭」必須使用藝術或者將藝術視為存在的以去為他們的動機提供服務，因為

沒有單獨的「階級」、「傳統」、「社會團體」、「文化」、或「性別」是被特別給予

特權，並且沒有客觀的標準去判斷藝術的價值，所有人們都是自由地去使用藝術

並為「政治」需求提供服務，所有這種藝術都是相當令人信服的。 

此外，Reimer（2003）也指出一些問題讓我們反思：音樂教育必須放棄自

己西方傳統重視古典音樂的重點嗎？只是因為每種音樂有其特質所以所有的音

樂都是好的嗎？假如所有音樂都是相當有價值的，我們如何選擇什麼是最值得教

的？我們必須選擇音樂去代表所有可能的「政治」議程嗎？對我們的學生與社區

是可被接收的嗎？那是我們身為一位音樂教育者真正想做的嗎？師範教育應如

何培育音樂教師以適應這種教學？誰有能力去提供它呢？ 

Reimer 認為在橫跨西方的文化中，哲學觀點的改變已經發生，也影響到全

世界，經常被人們提及改變的一個運動是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運

動，音樂教育者一般沒注意到這種哲學上的轉換，但 Reimer 認為有幾個重要的

理由要知道這種哲學思想的轉變（Reimer, 2003）： 

1.Reimer 認為由於我們保持在音樂教育文化的界線上而沒有跨越出去，這

對我們及文化都是不健康的，對我們來說，我們興趣的傾向是狹窄的，在我們專

心於「音樂製作」的技巧及方法上的思想與行動上也是狹窄的，我們失去廣大議

題的視見，並且參與在這些議題的人們，也失去了我們是可能的貢獻者之視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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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無論對個人或專業都不是好的，會脫離我們這個時代之知性的生活；而這對我

們的文化也不好，會失去我們可以從音樂和教育中的專門技術之有益觀點中去提

供有價質的觀點，由於我們有許多觀點可以提供，所以，“我們的觀點需要被聽

到”，為此我們必須對於環繞在我們身旁的思想潮流要是博學的。 

2.Reimer 認為音樂本身是受到「後現代主義」很多方面所影響，這些方面

我們要去注意，如此我們才能反映出我們會注意到自己所教的是什麼與如何教，

我們必須要確定自己的學科如何隨近代的哲學傾向而改變，現今許多大眾淹沒在

流行音樂與多元文化的音樂中，這些音樂對於埋首於傳統古典音樂的音樂教育者

是陌生且具有威脅感的，況且傳統音樂價質的概念、音樂的目的、音樂的真理都

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的挑戰，而「後現代主義」思想家主張我們有許多舒

適的信念不再是具有支持力的，並且需要被放棄，例如一些人主張「音樂是政

治」，並且教音樂像是「政治」的行動，就像藝術行動一樣，或者比藝術行動還

要多。Reimer 認為身為一位專業的音樂教育者，不能夠忽視這種挑戰以及摒棄

它們，如此我們能做一些關於博學知性的決定，假如我們不熟悉「後現代主義」

概念的優點與缺點之爭辯仍持續著，則我們不能採取一些我們認為可能是有價質

的概念。Reimer 認為「後現代」傾向在藝術上的影響力已經是普及且深遠的，

事實上，藝術可能是最直接受到這種觀點影響的領域。 

（二）「賦權增能」的議題 

「賦權增能」（empowerment）理論係從社會學、人類學及心理學等領域發

展而來，近年來則擴展到教育學及其他領域上的應用（曾淑惠，2004）；而「賦

權增能」不僅是「我給你權力」的概念，更是「我相信你有能力，藉由更多機制

的協助，引發更多的能力」（陳美如，2002）。 

由於受到後現代思潮的影響，Reimer 也省思到關於音樂與文化的關係以及

「賦權增能」的相關議題。Reimer（2004. 12. 4）認為我們如何能最適當地提供

所有學生有關學習音樂的好處—也就是音樂如何能夠提供所有學生其獨特的優

點，這便是「文化增能」（cultural empowerment）的理念，我們需要將「文化增

能」當成音樂教育的目標。 

重要的是，Reimer（2004. 12. 4）認為「文化增能」在將「分享」及「貢獻」

這兩個成對的實物視為全部的文化參與之基礎，當它們和其文化的潛在價值之整

體互動時，需要將焦點放在個體上—也就是每個孩童需求、渴望、及能力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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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Reimer（2004. 12. 4）指出在許多我們如世界各地音樂教育家所做的，我們

傾向於思考所有的學生必須遵循相同的音樂道路，這種傾向一致性的趨勢，是以

音樂所組成的狹小視野為基礎，在這種觀點中，有音樂性的每一個人必須像另外

有音樂性的人一般，並且也要如其他人一樣對相同種類的音樂抱持熱切的態度。

對許多音樂教育者來說，從事音樂活動的方法、以及所選擇的音樂是否值得學

習，都是受到音樂教育者所喜好的方法及音樂所影響，也就是，我們傾向於讓所

有學生要像我們一樣用一樣的方法去接觸音樂，Reimer（2004. 12. 4）指出雖然

這是自然的，但也是不切實際且自我的，這導致我們學校的音樂課程和全世界在

「我們如何接近音樂」、「我們如何教音樂」、「我們認為教什麼是最重要的」、「受

我們支持的何種音樂是令人合意的」這幾方面非常類似，Reimer 認為這並沒有

什麼錯誤，除了它傾向於忽視我們文化中音樂裡面實際存在的事物，而去支持音

樂教育者所認同的特殊事物，其實研究者認為這也是受到教師的「意識形態」所

影響。 

Reimer（2004. 12. 4）認為對於學生來說，我們需要較少去判斷對學生的學

習及參與來說，構成「好」的音樂是什麼，我們需要將較多的焦點置於我們學生

真實生活中的音樂生活，並要幫助他們更深入地去享受生活中的音樂，我們也需

要在學生的音樂生活中增加許多其他的方式去享受他們文化中所提供的音樂。 

Reimer（2004. 12. 4）認為在一個有效能的普通音樂課程之中，教師引導所

有的學生去認識三方面：「人們在其文化中扮演的音樂角色」、「認識在學生的文

化中可接觸的所有音樂」、以及「認識全世界中能豐富他們文化中音樂之其他類

型的音樂」，這三種之整體的不同，就是音樂課程之普通的面向。音樂課程的個

別層面是：鼓勵學生從許多機會中去建造自己個人的音樂生活，當許多不同角色

被學生探索了、去經歷了，學生則有可能進一步去探索所做的選擇，就如同對個

人的興趣是適當的一般，Reimer 認為我們將要去增進音樂的自由，而不是去要

求音樂的一致性，但後者卻是音樂教育者常在做的。 

Reimer（2004. 12. 4）主張教育的目標能簡化成三個字：「每個」、「孩童」、

「實現」，每個孩童有他自己特別的能力、興趣、熱情、及希望，應該藉由教育

以達到最大的可能程度來幫助他們，以實行他（她）特別在過的一種實踐的生活

方式，所有學生需要藉由他們的普通教育，為了達到一種實踐的生活所提供的所

有可能性去熟悉他們的文化，並且所有學生需要被給予機會去探索和他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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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有關的特別化機會。音樂教育的目標是要同時經由普通教育及特別化的教

育，以提供每一個孩童音樂的實踐。然而 Reimer（2004. 12. 4）認為世界中大部

分的文化，在他們學校音樂中的普通教育中提供某些標準，有些則進一步去提供

特別化的機會如同學校教育的一部份。例如美國一個卓越的成功標準已經達到：

這是指提供音樂選修機會去成為合奏的一員—樂團、管弦樂團、及合唱團，以及

一些和學生們有關的一些小合奏，這些選修通成都是在上學時間對任何希望參與

的學生所開設的，是由有資格的教師授課，Reimer 估計約有 9%到 15%的學生利

用了這個機會學習。然而在美國大部分中等學校，那些是唯一提供的音樂學習機

會，幾乎沒有學生能夠比一位演奏者幸運，因為他們不能在其他的音樂角色中去

追求他們的興趣。Reimer（2004. 12. 4）也指出在其他文化中（美國也算），在學

校下課後有不同的社會機構提供不同的音樂學習課程，大部分的課程是在「演

奏」，並且就像學校的課程，是和「演奏」有關的各種學習。 

Reimer（2004. 12. 4）認為學生應該被「賦權增能」去發現和他們自己生活

有關的音樂性之方法，他們也被「賦權增能」去瞭解及尊敬音樂能被當成是人們

生活一部份的許多方面，而我們如何像音樂教育家一樣，能在學校的音樂課程中

或在社會中別的地方能提供這套機會？Reimer（2004. 12. 4）認為首先，我們必

須認清音樂角色對我們的文化是真誠的，這也就是在每個文化中的音樂教育家所

必須為他們自己所做的，Reimer（2004. 12. 4）認為他所呈現的一些標準是為了

美國的音樂文化所發展的，當然和台灣的文化會有部分一致的地方，但那是只有

我們身為台灣人能決定的，而不是他所能決定的。 

Reimer（2004. 12. 4）主張身為一種音樂教育的專業，我們需要貢獻在每個

文化中音樂的「賦權增能」之任務，要做最大的努力以去達成此視見，要如何做

呢？我們要能夠將自己擴展到包含文化中所涵蓋的不同音樂，以「賦權增能」給

每個學生在每個不同的音樂中去承擔他的工作，如此將會使我們擴展出去，會帶

領我們深入未經探索的領域，而我們也必須追求有價值理想的生活，我們必須對

自己所貢獻的世界之寬度、及廣度呈現一種新的視見，這是一種會提昇我們到達

一種文化中音樂生活之主要立場的視見，Reimer（2004. 12. 4）認為他提議的「文

化之賦權增能」會提供一種視見，那會使得我們全都盼望去做教育社群中所有成

員的音樂教育。總之，Reimer（2004. 12. 4）建議我們要成為一個聯合且統一的

音樂教育專業，要朝以下方向去做：1.我們必須互相幫助去回應我們共享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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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並去發展遍及全世界的課程，重要的是這種課程是被置於文化的立場來發

展的；2.我們必須互相支持去創造對我們全部的人是清楚的方法，我們所提供的

是一種提昇所有學生（並且不止是一些學生而已）音樂生活的計畫；3.我們必須

反省及實踐這種事實--我們每一種文化事實上是如何音樂性地運作；4.我們也要

提供自己的專家知識，以去拓寬及加深每一種音樂文化。 

二、Elliott 對於「政治」與「賦權增能」議題的觀點 

Elliott（1995）主張一位優秀的音樂教師之教學可以創造出一個優秀的課

程，並且這位教師需要理解音樂、教學、哲學、心理學及政治各方面，所以他認

為「文化」及「意識型態」會影響音樂聆聽的習慣，因此，他「從文化」、「意識

型態」等層面去探討其如何影響聆聽，因為「音樂作品」並非是自治的物體，所

以他指出「音樂即是文化」，因為音樂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在近幾年，Elliott 也

正視到了 Reimer 所提過的「社會正義」之議題。其實以往 Elliott（1995）曾堅

決地主張音樂教育決不是一種中立的（neutral）事業，音樂課程可以用許多「權

力」的方式在社會化中運行與在文化中運行，因此，他才會建議一種音樂教育的

「實踐哲學」觀點中，需經由一種「反省性的音樂實驗課程」提供機會去幫學生

發展相關於他們所生活的文化中之「音樂理解」，換句話，要實現一種音樂教育

的「實踐哲學」，音樂教師要有一種理性的（reasonable）方式去達到「人文主義」

的教育目標。 

Elliott（2007a）更進一步指出在其他領域許多教育家已經將「社會正義」

的議題與其理論基礎或課程中作結合，然而卻僅有少數音樂教育理論家在這塊園

地中耕耘，例如 R. Lamb、J. Koza、E. Gould、D. Bradley 等人，他認為音樂教育

在這點上遠遠落後其他教育領域，因此，他除了在一些層面去反思「社會正義」

的概念；也提出一些批判教育學者指出如「差別待遇」（discrimination）、「剝奪」

（deprivation）、「不公平」（inequity）等一些「不公義」（injustice）的觀念〔例

如文化的公義包含許多認同（identity）的事項，如「種族」、「少數民族」、「性別」、

「宗教」、以及伴隨在這些事項周圍的一些「壓迫」（oppression）形式〕；而學者

也指出要採取「社會正義」的行動先要反思「壓迫」，所以 Elliott 提到如 Young、

Bell 等人指出一些「壓迫」的形式，如「階級的（hierarchical）壓迫」（意指社

會上享特權的、「賦權增能」的人去壓迫特殊團體的權力）；他也提到兩位從事音

樂教育的工作者在做博士論文時，其中 M. Piercey 在碩士班時曾選修過 Elli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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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的課程與實際的工作經驗之背景、以及 Elliott 現在在紐約大學博士班指

導的學生 C. Hayes，他被同事認為是同性戀取向以致於被學校解雇的經歷，都將

「社會正義」置於他們博士論文中做為主要探討；依據這些，Elliott 提供一些建

議重新思考對於「社會正義」方面「實踐」音樂的教學與學習。 

為了要在理論上與實踐上能將音樂教育「社會化」與「公義化」，Elliott（2007a）

認為這首先需要將音樂教育再次構想為一種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以及賦

予音樂教育成為一種社會運動的可動性，在最寬廣的層次中，這需要我們為了教

育正義主動地參與在社會聯盟中，獻身去為了民主與「社會正義」去教育，所以

我們需要與學者、教師、以及已經在其領域中「社會化」與「公義化」的教師聯

合起來，去共享策略的含意，建立相互的實力，並使我們的同儕注意我們所獨特

能夠提供的。更直接，Elliott 認為在學術的層級及領導的層級，我們要說出與書

寫許多，即使當我們的大學生及研究生參與在批判教育學或音樂教育的民主中

（這些通常都單獨採取一種無實質的、對話的理智化過程），這種努力雖是重要

的，但它們卻不是美國公民權力運動的方式，因為將音樂教育社會化需要做得更

多：我們需要參與在音樂教育中、以及使我們的音樂教育、大學生、學校、學音

樂的學生「賦權增能」，使他們為了「社會正義」成為主動的「音樂製作者」及

領導者，例如我們需要使我們的學生「賦權增能」去為了「社會正義」而製作音

樂，假如我們嚴肅去發展一種「轉化的實踐」時，我們要重新思考我們以往的假

設，我們單單僅是一位教師、音樂家、或公共的知識分子嗎？我們可以向社會的

世界移動嗎？我們能發展一種教育批判的音樂教師並身具理論與實踐的理解，使

其教學法充滿「社會正義」的目標嗎？我們需要放棄一些產生不良後果的理論與

實踐，以及用其他更好的去取代它們，要如何做？Elliott（2007a）有幾點建議： 

（一）放棄「美感」的概念，將音樂構想地更寬廣 

Elliott 認為「美感」的概念中認為音樂是由作品組成的，以及作品的意義是

內在的聲響這種觀點應該被放棄，因為它與「社會正義」完全無關係（研究者認

為這點是 Elliott 對於 Reimer 概念的誤植），會阻礙我們的進步。當然音樂包括聲

響的產品，但是這些是被跨越音樂社群的人所創造的、改寫的、重新詮釋的，因

此，Elliott 認為對於聲響的音樂以及我們對於聲響的知覺總是藝術的、社會的、

文化的、政治的、公共的、我們必須藉由以社會群體與實踐的觀點去將音樂構想

地更寬廣與更社會化，我們音樂--社會的群體是包含在一個較大、較持續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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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人的互動、與政治的型態之中，這也就是大部分實踐的與實用的音

樂教育者所說的，同時這些概念可以解放音樂教師在音樂教學目標與策略中所包

括「社會正義」與社會的「行動主義」（activism）。 

（二）要變成一個易感應的、與對社會有責任的專業 

Elliott 相信我們必須要使學音樂的學生及音樂教育主修的學生「賦權增能」，

成為一位藝術上與社會上是正義的音樂公民，這意謂著我們必須使我們的學生發

展對於今天與明天關於「社會的」、「道德的」、「政治的」兩難之一種音樂的回應，

這要藉由創造一種對於社會問題之音樂（或混種的音樂/身體的/視覺的）的表達。

其實視覺藝術教育者與表演藝術教育者對於這方面的耕耘已經有一段漫長的歷

史了，表演藝術教育者與演員會演出民主與「社會正義」，而 Elliott 主張要成為

一位有「社會正義」的音樂家需要對於構成「音樂素養」的全面理解，但是這也

需要我們控制與鼓勵學生傾向音樂-社會的「行動主義」（Elliott, 2007a；Elliott, 

2007b）。 

對於 Elliott 來說，演奏團體的音樂會是不足夠的，我們需要讓學音樂的學生

及主修音樂教育的學生能表達他們在音樂形式中政治—社會的概念、回應、情感

與故事，這個要經由「聲響—表演」（sonic-performative）方法的力量，Elliott（2007a）

指出美國近來一個「活的地球」（Live Earth）之音樂會採用一些媒體的形式與 24

小時的音樂，七個洲的音樂會系列（在 7/7/2007），這個音樂會將全世界超過一百

個音樂家與兩兆的人們集合起來，它的目標是要使全球的運動活絡起來以去減輕

氣候危機，事實上，搖滾樂家、鄉村音樂家、爵士樂音樂家、民族音樂家幾十年

來也已經成為一位音樂-社會行動主義的工作者，由此可見美國現今一些音樂人對

於社會議題給予高度重視，並會結合許多音樂族群一起從事演出工作。 

Elliott（2007a）提到學校與大學是被設定為幫助學生發展新的知識，以去為

現今及未來的社群提供服務，而對 Elliott 來說，創造新的知識包括為了「政治—

社會」的正義去創作音樂，假如我們如此做時，我們的學生將會去瞭解他們音樂—

公眾的責任及他們創作與演奏音樂的潛能，而這些責任與潛能會幫助聽眾聆聽與

感覺普遍“壓迫的聲響”、正當的與普及的不公義。 

Elliott（2007a）認為音樂教育者擁有有力的方法—「音樂製作」與「音樂

社群」—去提升學生的社會意識，這是要藉由選擇過去與現在曾處理「社會正義」

與不正義的議題之音樂。而他也主張我們的學生要參與在「音樂製作」中，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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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社群去創造倫理的、社會的正義景象，這種景象是一種社會運動民主地參

與在創造的一種景觀，音樂的意義是在於轉化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行動中，一種

倫理的景觀是在“表明”一種合法的、普遍的、聯想的正義與挑戰壓迫，這種倫

理的景觀也在瓦解文化的階級、在建立安全的社群、以及增進相異性，Elliott

（2007a）認為這些倫理方面的理想都是音樂教育的目標，同時他也認為身為一

位音樂教育者，社會需要我們的「發聲」（voices）。 

三、小結 

由以上兩人的觀點看來，音樂教育哲學間所重視與爭論的議題已不再僅限於

「形式重要或是內容重要」的議題上，無論是 Reimer 或是 Elliott，他們已經將

音樂教育哲學的觸角深入到批判教育學所探討的一些諸如「種族」、「性別」、「階

級」、「權力」、「意識型態」、「社會正義」、「文化」、「跨越邊界」等議題之上。

Reimer 雖然提出在音樂教育中會遇到一些不公不義之事，音樂仍是需要被平等

對待，音樂教育專業需要首先自己要站穩住腳，要有自我的判別力，不要受到外

在力量的影響，而將政府機關或是家長、社區成員的期望完全加注在學生身上；

而 Elliott 雖然較 Reimer 晚提出「社會正義」之議題，但是他卻提出一些建議，

只是研究者認為他對「美感教育」的理念還是有心結，所建議的事項首先仍是要

大家放棄「美感教育」的概念。 

對於要幫助學生「賦權增能」，Reimer 認為讓學生「賦權增能」的目的是要

讓學生發現和他們自己生活有關的音樂性之方法、以及瞭解及尊敬音樂能被當成

是人們生活一部份的許多方面，並且他也提出這要在普通課程與特殊化課程中被

實現；Elliott 認為讓學生「賦權增能」的目的，是要使他們為了「社會正義」成

為主動的「音樂製作者」及領導者，他認為這要實現則要摒除「美感教育」的狹

窄概念，並對於「音樂素養」有所理解後，再朝向一種關注社會的音樂行動者前

去努力。研究者欣喜於見到這種狀況與討論，因為在音樂教育領域之外的課程領

域，早就在引用批判教育學的眾多論述來探討這些議題對於課程的影響，雖然兩

人著墨不深，可是卻能引領我們音樂教育專業到達另一種視野與境界，並且也影

響研究者接續希望以批判教育學論述的見解來與音樂教育哲學的立論作視域的

交融。 

貳、音樂教育哲學立論與批判教育學論述對於「政治」議題的視域交融 

無論是 Reimer 或是 Elliott，都已經將音樂教育哲學的觸角深入到批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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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所探討的一些諸如「權力」、「意識型態」、「社會正義」、「文化」等議題之上，

並且兩人也一致認為音樂教育絕對不是一種中立的領域，會受到「權力」宰制，

也會受到「意識型態」所影響。研究者主張要讓「理論」與「實踐」之間有一種

開放的對話過程，這正是音樂教育哲學學者 Jorgensen（2006）所主張的，而

Jorgensen 從批判教育學中獲益許多，他站在多元文化意識的反省觀點，認為音

樂教育背負世代交替的需求與知識系統化的壓迫，必須從「囤積式的教育」

（banking education）轉化為「解放的教育」（liberating education）。在「實踐哲

學」派別中，Elliott 與 Regelski 對於「實踐」的見解與批判教育學者的見解不同，

Elliott 與 Regelski 是採取 Aristotle 對此語詞的定義為基礎，Vaugeois（2004）認

為他們兩人的立場是在遮蔽「政治」而非在闡明「政治」，所以 Vaugeois 認為藉

由包含研究批判理論與批判教育學的文獻，可以合理地敘述專業音樂實踐之「政

治」層面（Vaugeois, 2004；Vaugeois, 2007）。Reimer（2003）則認為在教導音樂

時，面對於外在的「政治」議題與內在的音樂固有的本質等兩種議題在面臨選擇

時，他提出問題：教師可做出這種選擇嗎？如此選擇在倫理上是否有責任？教師

要依據其「政治」立場來選擇要教導的音樂嗎？這樣是否會有些音樂被犧牲掉？

Reimer 只提出問題，並沒有對這些問題提出進一步解答；相同的，Elliott（1995）

認為要讓實現「實踐哲學」，教師要是一位「有反省性的」教師，以及需要使用

一種「理智」的方式才能達到「人文主義」的教育目標，但是 Elliottt 只模糊帶

過此議題，也沒有進一步闡述音樂教師要如何「有反省性」，要如何成為一位「理

智」的教師，他都沒有具體指出方向供我們參考，所以研究者認為音樂教育所牽

涉到的「政治」議題可以與批判教育學論述「政治」的議題來做一種視域的交融，

以提供我們應該如何前進的方向之參考。 

因此，研究者先概述批判教育學如何論述教育中與「政治」相關之議題；第二，

研究者以批判教育學的論述與 Reimer、Elliott 所討論的「政治」議題做視域的交

融，這可顯示出兩人的哲學觀所觸及的層面已經深入社會情境脈絡中，同時也碰

觸到批判教育學所論述的層面。 

一、批判教育學論述教育中「政治」的層面 

批判教育學是存在於北美教育學界中的一種思潮與論述立場，批判教育學

所引用的理論包含了「新馬克斯主義」、「批判理論」、「現象學」、「女性主

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Stanly, 1992）。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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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教育學的龐雜理論背景來看，其理論背景包括美國「進步主義」的傳統（如

J. Dewey、M. Horton、H. Kohl, M. Greene、I. Illich等人）、巴西的文化識能計畫

（如P. Freire、A. Boal等人）、霸權與權力論述（如A. Gramsci與M. Foucault）、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如M. Horkheimer、T. Adorno、W. Benjamin、L. 

Lowenthal、E. Fromm, H. Marcuse、J. Habermas等人)，以及當代思潮的影響（如

「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與「女性主義」等）（Darder, 

Baltodano & Torres, 2003）。 

B. Kanpol 則認為批判教育學關注的是「發聲」，以及描述個人經驗與主體

性的多重經驗，Freire 可說是這個領域的先驅，他的基本假設是：藉著了解一開

始就把他們設為不平等之社會成員的結構限制，被壓迫的人們得以挑戰自身的生

活形態，Freire 的教育主張比 Dewey 具有更明顯的「政治性」，號召一些農民起

來反抗社會不公，這個主張不僅要求農民探究或反省經驗，還要挑戰引導我們的

行動、行為和思想的語言與觀念（彭秉權譯，2005），因此，教育並非中立，教

育也不能忽視「政治」的影響。 

（一）教育並非是中立的角色 

長期來，教育被視為中立的角色，任務在於傳遞人類共同生活的知識技能

與規範，然而這樣的觀點忽視了教育中的「政治」、「經濟」意涵，批判教育學者

便從「政治」、「文化」、「經濟」的角度出發，對傳統的教育論述進行批判（楊欣

怡，2007）。 

批判教育學者指出，透過學校作為一種公平篩選機制的假象，暗地裡根據

學生的「種族」、「階級」及「性別」作為篩選的依據，替優勢群體維持既有的利

益，而這種教育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真相，並不容易為大眾所覺知，原因在於教育

的實施，並非如武力般地強加於民，而是從「意識形態」層面，透過日常教學活

動的灌輸，讓社會大眾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成

為 Althusser（1972）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因

此，批判教育學者的首要任務，便在於揭露出教育的「政治」本質，以促使教師

反省自己教學工作的角色。Freire 論述到這一工作的重要性在於，當教師認知到

教育是一種「政治」，而本身也是一個政治人物時，他們將會開始去思考「我在

教室中到底從事何種政治？這種政治於何人有益？又於何人有害？」（引自許誌

庭，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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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台灣教育改革的發展，批判教育學的論述在台灣學界逐漸受到重視，

其目的在於嘗試改變學校不平等結構的手段與方法，同時這樣的觀點也扮演著文

化政治的工具，正經地看待人類的差異，特別是關連至種族、階級與性別議題。

在分享批判、奮鬥與希望的語言上，批判教育學試圖鬆緩受到壓迫者的處境，並

且終止人類所遭受到許多壓迫的形式，這樣的論述對本地僵化的教育體制或多或

少對台灣的學界引起些許震撼（張盈堃、郭瑞坤，2005）。 

批判教育學關心「倫理」與「政治」的議題，並且要去向既有的權力關係

挑戰（Sleeter & Mclaren, 1995）在批判教育學裡，教育之所以必須是「更像政治」

的，乃是因為教育本身的定義變成Giroux所說的：任何一種實踐，只要能夠有意

地企圖影響意義的生產過程者，便都是一種教育的實踐(Giroux & Simon, 1989)。

批判教育學的眼界並不自限於教育機構（也就是各級學校和教育行政系統）所圍

起來的小圈圈，而是企圖把意義系統問題全部包含在論述範圍之內，換句話說，

從事批判教育學研究和實踐的人是要把教育變成文化全面改造的場域，而在這個

場域內所有的「權力」問題都是教育應該去面對面處理的問題（引自宋文里，

2006）。 

Giroux（1985）指出：「轉化型」（transformative）知識份子之核心概念為：

使「教育(the pedagogical)更具政治性(the political)」，「使政治(the political)更具教

育性(the pedagogical)」。Giroux 所主張的「轉化的知識份子」應有下列意義（方

永泉，1999）：1.教師不該只是完成專家或是上級長官交付任務的技術執行者，

而應該是一個有自覺、反省的知識份子，並且對於社會及宰制階級能採取批判與

質疑的態度；2.就教師而言，真正的批判與反省必須伴隨實際的行動，也惟有在

行動過程中一再地批判和反省才不致成為盲目的行動；3.要改造學校環境成為完

全民主開放的討論場域，並投身社會改革事業中，讓學校能夠真正實施自由、解

放、不受壓迫的教育；4.最終的目的在完成「教育」意義的轉化，提倡發問式教

育，幫助學生成為批判的思考者，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個體。 

Giroux 提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概念主要是受到 Gramsci 的影響（引自張盈

堃，2000），「使教育更政治化，政治更教育化」意指轉化型知識份子體認到學校

教育的複雜性與政治性，視學校教育既是意義競逐，也是權力關係競逐的政治性

場所，基於此種認識，他們強調學校教育須重視學生批判反省與批判行動的重要

性，以便未來的學生能批判不當的社會假定與不正義的社會制度，並付諸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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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 此 類 教 師 會 將 學 生 視 為 具 有 批 判 潛 能 的 行 為 者 ， 將 知 識 問 題 化

（problematize），採用辯論式的教學法，使知識成為有意義的、批判的，並且最

終是解放的（黃嘉雄，2000）。所以視教師為轉化的知識份子，則教師的角色是

一種知識的創造者、價值的建構者、政治上的行動者，師生關係則轉化為相互了

解、意見激盪、經驗分享的民主化關係。 

研究者解讀 Livingstone（1987）所指的『要「使教育更具政治性」，「使政

治更具教育性」的意義』分別為：  

1.使教育更具政治性 

要將學校教育直接參入「政治」領域，因為學校教育同時呈現爭取定義意

義權力的鬥爭，意即關於權力關係的鬥爭；此外要協助學生發展深刻且堅定信

念，以解除「經濟」、「政治」、社會的不公、不義，並且要協助學生理解知識及

權力與此奮鬥立場有著密切關係。而如何使教育更具政治性，研究者認為可以如

此來落實它：運用批判性語言與可能性語言（例如 Apple 指出的可能性語言建立

在反壓迫的奮鬥歷史上）的言論來分析學校的日常運作，並揭示奮鬥與改革的可

能性所在。要如何落實呢，Livingstone（1987）提出兩種方式： 

（1）將學校定義為民主公共領域，以去對抗霸權，而非是一種複製宰制的

機構，如同 Berstein 指出（引自 Livingstone, 1987），教育生產以及國家領域的關

係總是存在相對自主與辯證的互動關係。 

（2）將教師定義為轉化型的知識份子。 

事實上，研究者認為這些知識份子要有批判思考能力、具備社會行動能力、

要能「賦權增能」，如此教師本身要能從根本觀念去改變，譬如要擴展專業知識

的領域、不斷跨越學科的邊界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為多元不同的族群爭取發聲

的機會以去參與社會改造以達成社會解放，所以他們是一些文化工作者，要從文

化角度來會解放這個社會，教師本身即是在從事一種文化工作，教師即是一種轉

化型的知識份子，社會的改造與變革都可以從教師開始做起，教師並不是教育政

策的消費者或執行者，自己要能去辨識政策背後所引含的政治「意識型態」與「權

力」、或優勢的統治階級之「權力」、知識之間的關係，正如 Foucault（1980）所

主張的：「意識型態」包含「權力」與知識，「權力」產生知識，且「權力」與知

識是相輔相成的，而結合大眾文化，即可展現知識、「權力」和愉悅牢固的三位

一體的課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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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權力」與知識是互為建構的，所以「權力」可以產生知識，

知識可以鞏固「權力」，我們要去揭發教育背後的「權力」關係，這就是「使教

育更具政治性」的意義。 

2.使政治更具教育性 

意指「政治」可以利用教育來從事改造與變革，「政治」可以讓學生理解到

「政治」所產生的「權力」關係，是指要運用具有解放性政治旨趣的教育形式，

相信知識可以被被解放。研究者認為也就是將學生視為能動的主體—一位批判的

行動者，可以創造知識與批判質疑現存的知識，運用批判性與肯定弱勢的對話，

為創造較理想的世界而奮鬥。 

（二）教育即是政治的理論 

理解課程即是政治文本（Understanding Curriclum as Political Text）之系統

化的努力源自於 1970 年代，這是受到「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本質的

影響、以及 1970 年代再製理論（reproduction theory）的出現所影響（Pinar, Reynolds, 

Slattery & Taubman, 1995）。 

政治文本（political text）幾乎理所當然的能被理解為「社會的」、「經濟的」

和「政治的」脈絡，課程是不能獨立於社會的脈絡之下。在今日已經沒有學者們

會認為課程是「政治」的中立，因為在 1970 年代以前的文獻中，課程被假定為

「政治」的中立，但在今日課程為「政治」的中立之概念已經被學者們所拋棄。

就像 Reimer 以往在 1970 年代也認為音樂教育應是中立的狀態，後來受到一些學

者批評，他即在 2003 年時，指出音樂教育不可能是中立的，因為音樂教育會受

到社會中「性別」、「意識型態」、「權力」等所影響，因此會出現一些如諸「壓迫

宰制」、「社會公義」等事項發生。在政治文本中有許多學者們嘗試去看見美國社

會中存在的貧窮、無家可歸、「種族主義」、政治壓迫，這些政治理論學者們也試

圖指責導因這些問題背後的經濟系統，例如「資本主義」所導致的不公平與壓迫

（Pinar, Reynolds, Slattery & Taubman, 1995）。而教育具政治性的理論有： 

1.再製或符應理論（Reproduction or Correspondence Theories） 

再製或符應理論傾向將學校當作支配文化的仲介，學校在此扮演增強目前

的權力關係、不相稱的以及主流的類型，（Stanly, 1992）。學者 Bourdieu（1969）

的文化再製模式則指出學校不僅僅只是反映出支配的文化，事實上，學校是獨立

的機構，它可以直接地和間接地受到其它有權力機構的影響，學校只是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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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性社會機構的一部分，社會再製的歷程不但真實而且相當複雜。Bourdieu

（1969）運用「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概念來表示支配階層的知識與

分配是符合其本質和必然性的，「象徵暴力」，也就是 Bourdieu 指出的看似與群

體自身利益無關，但是實際上卻有利於某些群體，因此學校在傳遞知識時，看似

是公平地傳遞給所有群體、促盡全體利益，但是其內涵卻是一種「文化專斷」

（arbitrary）的力承，如此得以合法傳遞某些群體的文化並確保其優勢地位；其

次，他運用「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概念來描述學生在學校與其它機構

獲取不同類型的語言和文化能力，而「文化資本」首先是來自學生自己的家庭，

家庭則是依據了被分配的社會價值與地位來給予學生意義、風格、思考方式和氣

質，因此，關於「文化資本」的價值分配則是依據支配性文化的取向。 

如同「重建主義論」者，再製理論拒絕「自由主義」傾向學校是中立的機

構，相反的，再製理論認為學校的主要功能在於藉由傳遞特殊型態的知識和不均

等技能與能力分配去再製主流階級的意識型態（Stanly, 1992），如學者 Giroux

（1983）指出：學校是利用以下三種方式來再製主流的秩序：1.提供不同的知識、

能力與依據社會階層作不同的安置。2.藉由分配及合法化主流的文化。3.藉由傳

遞和合法化經濟與意識型態的要素以支持政府的政治權力。 

2.抗拒理論（Resistance Theory） 

Stanly（1992）指出抗拒理論的出現有助於復甦對學校教育的分析、和刺激

教育的批判改革潛能，抗拒理論對於學校教育採取較為樂觀的觀點，視教育的潛

能為提供挑戰社會文化的支配力量。學者 Apple 與 Weis（1983）認為學校課程

作為一種複雜的論述，雖然是供應了支配性利益，但同時也提供了反抗與解放的

可能性。但學者 Apple 與 Weis 也提醒不要浪漫化抗拒理論，它必須要進一步研

究來證明其真實的潛能性。其次，學者 Freire（1970）認為傳統取向的課程，如

同「儲存式的教育」（banking education），其功能在於維繫現狀，然而，Freire

認為學校教育功能應藉由啟蒙學生的方式來挑戰社會優勢的系統，因此，Freire

（1970）假定識字能力（讀寫能力）（literacy）能夠使學生「賦權増能」成為社

會的批判者，並轉化被壓迫的關係，而且 Freire 把主流觀點的教育描述成是對真

實民主的一種威脅。 

就抗拒主流教育的觀點來看，學者 Shor（1986）則是發展一種「去社會化」

（desocialization）的教育學來對抗「儲存式教育」的主流形式，然而，弔詭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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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欲增強學生抗拒的能力，但其本身傳統的角色卻被學生所抗拒。Shor

（1986）指出介於師生之間抗拒的潛在性衝突，教師要冒喪失職業的風險來教導

學生抗拒”包裝的知識”。然而，教師所要抗拒的是什麼呢？Giroux（1983a）認

為要教育所有教師對教育的政治本質有所察覺，以反駁自己的宣稱，來創造不同

的社會可能性或生活方式。因此，Giroux 強調批判教育學是要增強學生在學習歷

程中挑戰社會階層的意圖，並讓學生學習到為什麼某些價值對於再製人類的生活

是無可避免的，最後，學生則需發展集體行動的能力來轉變社會的階層。而抗拒

理論是要證明社會與文化再製的機制是從未完成的，並且總是會遭遇到部分地反

抗，也如同社會重建論的觀點，批判教育學者強調教學的道德/政治性本質，以

及激化批判思考歷程為社會行動力。 

其次，Giroux（1983a）認為：「抗拒」是一個有價值的理論及「意識型態」

的概念，為學校及整個社會的關係提供了一個分析的焦點，更重要的是，它提供

了一個新的方法去瞭解從屬團體經驗教育失敗的複雜方式，指出思考及重建批判

教育學模式的新方法。Giroux認為抗拒應該納進歷史脈絡之因素來探討行為者所

表現的是否為抗拒，抗拒是辯證的觀念，抗拒行為不能從環境以及歷史文化脈絡

中被獨立出來。Giroux(1992)提出的「邊界教育學」主張「跨越邊界」（crossing 

border），質疑和離開習以為常的文化、理論和意識型態所形成之安全而封閉的

邊界，並打破和重新劃定不同知識和權力配置的領域，Giroux的「邊界教育學」

主張（引自周珮儀，1999；Giroux, 1997）：（1）文本處理(counter-text)：Giroux

主張學生應為邊界跨越者，學生應跨越意義、知識、社會關係以及價值的邊界，

教育需提供學生接觸不同的文化符碼、經驗和語言的機會，強調教師不應僅簡單

地傳遞訊息給學生，應讓他們所使用的教科書置換成他所謂的文本，他指出文本

的閱讀歷程應包含閱讀、理解以及批判；（2）教師反思(counter-memory)：教師

反思主要在讓教師與學生了解從過去、現在到未來之間的關係，例如，對於歷史

事件，教師應試著和學生一起討論現在的眼光看待該一事件，並且重回到事件發

生的脈絡中，從脈絡中去批判地閱讀該一事件的意義，因此，教師反思意味著對

於歷史、習慣的批判反思；（3）差異策略(politics of difference)：Giroux認為教

師必須讓學生從他們本身的歷史、集體記憶以及聲音來發言，邊界教育學主張教

師是存在於「社會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邊界中，這些邊界在本質

上都是多元和歷史的。教師必須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得以平等的在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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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進行學習，讓不同的學生均能認同自己的文化，進而尊重他人的文化，學生間

的差異不會構成問題，而是要去了解差異的本質，了解差異，進而尊重差異。 

縱上所述，Giroux強調教師應超越訊息傳遞的簡單工作，對文本進行閱讀、

理解及批判，提供學生不同的文化、經驗及語言的刺激，強調過去、現在與未來

的連續性對話。另外，教師應讓學生能夠從自身的歷史、集體記憶來發出聲音，

教師應體認其所處之社會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邊界，增加其對自身政治性、價

值與教學的辯證性理解。教師站在課程實踐的第一線，要讓學生做為邊界的跨越

者，則教師本身即應是一位邊界的跨越者，教師應先行跨越文化意義及價值的邊

界，因而，教師不再只是知識傳遞的技術人員，而是成為一位轉化型的知識份子。 

（三）「意識型態」與「權力」 

Vaugeois（2007）認為「政治」即是「意識型態」與「權力」，針對「意識

形態」，Foucault（1980）認為「意識型態」包括權力與知識，Althusser 則將「意

識型態」的理解提供了另一個主要的課程學術概念，「意識型態」的霸權是課程

政治文本中值得探討的面向，在社會文化脈絡中，充滿了許多「意識型態」，這

些「意識型態」導致的權力拉拒，對課程具有影響（引自 Pinar, Reynolds, Slattery 

& Taubman, 1995）。Apple 與 Giroux 同時描述課程的內容和型式兩者在本質上是

「意識型態」，學校化的理念和內容成為一個階級宰制的主張，社會主流的價值

與社會階級的「意識型態」是課程政治文本應加以思考之處（引自 Pinar, Reynolds, 

Slattery & Taubman, 1995） 

針對「權力」，Bourdieu（1977）則提到：象徵的「權力」掌控了社會的實

體，這便是政治權力的主要面向。Gramsci 認為國家維持權力關係的方法，主要

是有兩種：一種是指「強制力」（force），另一種則是指「說服力」（persuasion），

其中，Gramsci 認為「說服力」是較高明的統治手法，也就是所謂「霸權」

（hegemony），而霸權的建立則是有賴國家對被統治者進行所謂的「知性與道德

的領導」（intellectual and moral leadership），這意味著是將被統治者的認知及價值

觀轉變成為有利於統治者的認知與價值（Gramsci, 1971）。因此，在 Gramsci「霸

權」的概念裡，意味著統治者運用國家權力的機制，將被統治者的文化系統在經

過重組後可以為己方的利益而服務，而從 Gramsci 論述霸權在國家的運作機制中

來看，他認為「學校」是國家最重要的鎮壓性及霸權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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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批判教育學論述之思維檢視音樂教育哲學立論對「政治」議題的討論 

Reimer 與 Elliott 雖身為一位音樂教育哲學家，但兩人都注意到音樂與「政

治」的關聯。Reimer（2003）認為音樂是一種“權力的工具”，正如 Bowman

主張我們要經由「後現代」的眼光去觀察音樂，並且人們都是使用藝術去為政治

需求提供服務，所以 Reimer 也提出「社會正義」議題，也就是菁英式的策略中，

一些統治階級和其文化要將其價值灌輸到別人身上，將自己的文化視為優越，但

他認為藝術也應被平等對待，Reimer（2003）曾經在課程模式中的第七個階段（期

望的階段）提到，他認為在所有學科中，專業人員與外行的人之普遍的期望是存

在的，例如學生、家長、社區成員、政府機關的意志對音樂教育的實施都有其期

望，但他認為如果外行的人之期望居於主導地位，而非由音樂教師的專業去主

導，則音樂教育會動搖其根本；而大部分的音樂教育者認為演奏是音樂教育中最

主要的核心，並以此種想法去從事教學，Reimer 認為這也是不可取的，所有參

與教育的人之“期望”，不可避免地正是一種「政治」的現象，並且他主張音樂

教育者應該關心許多圍繞在藝術教育「內容標準」的實現附近之「政治」議題，

以在我們的雜誌與公開討論中去表達它們。 

此外，Reimer（2003）認為以往音樂教育會將一些藝術作品視為是最優秀

的作品，但他認為這是一種菁英式的策略，這是因為一些統治階級和其文化要將

其價值灌輸到他人身上，將自己的文化視為優越，Reimer 根據「後現代主義」

的論點中認為藝術中有許多傳統，不能以一種優越的觀點來看待每一種藝術作

品。而在「音樂的界線」中 Reimer（2003）提到：有兩個觀點，第一個觀點在

音樂周圍汲取一個牢固的、堅硬嚴厲的界線，將音樂分開視為周圍有界線的領域

而與其它有所不同，第二個觀點對音樂來說不想有任何界線，每個觀點對音樂在

教育中如何被處理有強烈的含意，第一種就是將音樂當成一種分離的學科來教

導，有它自己獨立的課程、目標、與自己的評鑑、方法論；在第二個觀點中音樂

的學習將會經由在其它藝術的學習與學科的學習而被達到，會和其它領域的課

程、評鑑、方法、目標一起分享，音樂將會被統整在教育的大領域之中，他認為

音樂教師如何選擇這兩種方式可自己決定，或者以「協同合作」的方式去採取，

而研究者認為第二個觀點係在打破和重新劃定不同知識和權力配置的領域，是

Giroux 所言的一種「跨越邊界」（Boarder Crossings）的表徵。其實早在 1989 年，

Reimer 就提出在一種課程中，要同時包含音樂、視覺藝術、或舞蹈專家的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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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這樣也可以將不同的藝術在課程中合併、重疊起來，其實這就是一種「跨

越學科的邊界」之論述。 

從這些層面看來，雖然 Reimer 沒有提到任何「再製」、「符應」、或是 Giroux

曾提過的一種「跨越邊界」理論、或是批判教育學者常提出的「發聲」議題，研

究者認為與將其思想與批判教育學的論述視域交融之後，發現 Reimer 即是認為

音樂教育不應該去「再製」主流階級的意識形態，也應當適時適地去為音樂教育

「發聲」。 

Elliott（1995）曾指出「音樂即是文化」，因為音樂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也

主張一個最佳的音樂課程，主要是一位優秀的音樂教師之行動，這位教師需要在

音樂、教學、哲學、心理學及政治方面是要有理解力的；此外，他認為「文化」

及「意識型態」會影響音樂聆聽的習慣，所以我們要重視各處文化，更有「意識

型態」地去教導世界到處的人；在 2007 年，他更在一些層面去反思「社會正義」

的概念，也提出一些批判教育學者指出如「差別待遇」、「剝奪」、「不公平」等一

些「不公義」的觀念，他認為音樂教育者要運用「音樂製作」的方法與「音樂社

群」的力量去提升學生的社會意識，這是要藉由選擇一些處理「社會正義」與不

正義的議題之音樂，並且音樂教師也要運用實際的行動去「轉化」壓迫者與被壓

迫的學生。 

研究者認為要將 Reimer 與 Elliott 對於音樂教育中「政治」議題的討論做結

合並付諸實行，即是音樂教師要成為一種轉化型的知識份子。正如 Giroux（1988）

主張： 

做為一位轉化型的知識份子，我們必須重新思考與重建教育工作

的本質，由於所有人類活動都有統整思考和行動的能力，身為一個知識

份子、且同時是社會中眾人的一份子，教師應是一個反省的「實踐者」

就更加重要，專業的「實踐者」不僅能有效的達成別人為他們設定的目

標，也應該是為知性的價值以增進自我專業的批判能力、並準備為教育

而獻身，因此，專業的「實踐者」必須對「工具技術理性」的「意識形

態」提出有力的批判。 

 

現今是個從「現代」過渡到「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基本上便是對「現

代」理念的一種反動，所強調的是一種「多元文化主義觀」（multicult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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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看重的是個體不被一種專權所宰制。而批判理論正是後現代的哲學基礎，也可

作為一般音樂課程的哲學基礎（Abrahams, 2004），Abrahams 曾檢視過批判理論

的文獻，例如法蘭克福學派，Abrahams（2004）主張：當批判理論「賦權增能」

給「音樂素養」、以及使音樂教師有能力連合學生在學校所經歷的音樂與他在學

校外所聽到的音樂時，對於音樂教育來說，批判理論是適當的。研究者認為身為

一位藝術教育者如何能具有批判性的思考，如何能有多元的教學方法以應對這個

多變的社會、及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許多批判教育學者之思想實能給予吾人一

種反省性的思考。 

誠如 Giroux（1988）所主張的，學校的教育不可能只是供應主流團體的利

益，它同時也是積極地保存及建構他們自己的身份（主體性）。研究者認為學校

音樂教育的重要核心應該在於要尋求解放的同時，除了喚醒音樂教師自主意識的

覺醒之外，運用批判對話（和學生、其他音樂教師或音樂教育專家）的方式，以

尋求真正的知識和真理，其解放的可能性才得以實踐。因此，不應該也不可能排

斥學校在傳遞文化上的積極功能和培養學生的抗拒能力，因為如同 Freire 假定識

字能力（讀寫能力）（literacy）能夠使學生「賦權增能」，成為社會的批判者，並

轉化被壓迫的關係，音樂教師要使學生在學校教育上獲得音樂方面的知識、掌握

知識，進而透過在音樂教室的課程學習中，讓學生體驗民主的生活方式，以培養

日後參與到主流階層的文化和價值，並協助學生挑戰及質疑其主流地位必然性的

合法和適當性，如何避免壓迫與「意識型態」的再製，成為學校音樂教育的重要

功能和存在價值。然而，批判教育學結合了許多理論，並修正其間的衝突，試圖

尋求合宜的教育觀點，但誠如再製理論、抗拒理論對於學校非中立機構的看法，

要使這些理論截長補短，使學校教育趨向價值中立，不再受制於任何階層的控

制，其實這也是一種理想，需要靠我們音樂教育從事者一起去獻身與努力的。 

九年一貫的課程設計從以往以學科為中心的「學科本位」，朝向以「學校本

位」的課程統整概念，問題是在這場音樂課程改革當中，到底誰是共同文化的決

定者與參與者？此外，學生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中和傳統「音樂」課及「美

術」課堂中所習得的知識與能力有何不同？亦或是反而加深了「文化資本」對音

樂育的宰制？學生在學校的普通音樂課中是否曾是一位被壓迫的角色？學生能

夠為自己「發聲」嗎？因此，身為一位音樂教育者，如何不為國家統治階層的「意

識型態」所號令控制？如何具有自己的批判思想？如何從傳統的教育模式之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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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掙脫出來？實有賴於自我意識的解放，這部分研究者將在第七章去作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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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Reimer 與 Elliott 的哲學立論及批判教育學論述對

台灣學校音樂教育實踐的啟示 
 

從前面幾章的探討，可以發現 Reimer 與 Elliott 的哲學立論各有其價值性，

也可以並行不悖；兩人的立論與批判教育學論述作視域交融後，落實於實務面

時，對於台灣學校音樂教育未來在實踐時有何啟示，研究者將在此章中探討。 

第一節  Reimer 與 Elliott 的立論對台灣學校音樂教學的啟示 

在本節中，研究者準備從音樂教育實務的三個基本議題：我們為何要教導音

樂？我們需要教導什麼音樂？我們應該如何教導音樂？等三個基本議題，以及從

兩人所論述的「政治」議題中，精鍊出 Reimer 與 Elliott 的立論對台灣音樂教學

的啟示與認知。 

壹、我們為何要教導音樂  

一、Reimer 的主張-：音樂教育可以從「聆聽」中去加深學生情感生活的體驗  

Reimer 主張音樂教育是情感的教育，而幫助人們更有效去「內在認知」音

樂，「內在認知」需要內在情感的建構，而聽音樂便提供了此種機會，「內在認

知」與「美感的體驗」同時是音樂教育的目標，Reimer 認為體驗音樂是一種「使

人感動的存在」（affecting presence），情感是「內在認知」的結果，情緒則是

「概念化」的結果，要教導音樂是要教導學生體驗音樂以受到一種「情感」的內

在感動，而非僅是「情緒」上的言詞發洩而已。 

因此，研究者認為音樂教師讓學生聆聽音樂時，起初不要多做說明，直接

讓學生與音樂互動，其實這就是 Reimer（2003）所指的：當我們「內在認知」

時，我們並不是有知覺的與故意要去分析或解釋、或以符號表示、或用別的方法

去參與「事實認知」（知道什麼）、「原理認知」（知道為什麼），反而我們是「沒

有命名地注意」（noticing without naming）或是「知覺地去結構」（perceptually 

structuring），因為音樂可以深化我們對情感的理解，也會強化我們對外在世界的

理解，直接讓學生透過音樂聲響的組織感動自己，並且各個學生對於同一首音樂

的體驗各有自己的主觀性與見解，個人的情感體驗不相同，是言語無法表達的，

這種「直接立即」的感受可以提高與拓展自己的情感生活，進而使學生的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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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更加提升。而研究者發現這也是他在 1989 年所提出的「絕對表現主義」之主

張，因為 Reimer 的「絕對表現主義」主張藝術教育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得到「美

感的體驗」，「美感的體驗」包括「美感知覺」、「美感反應」，前者包括回憶、分

辨、關連、比較、綜合等，這些都是非概念化的行為，身為一位音樂教師，在教

學中應隨時讓學生與「知覺」相對照（當一個人在知覺事物之內在表現特質時，

就會把認識、回憶、聯繫、識別、區分、組合、歸納、比較、排除、綜合及其它

一大堆行為結合在一起，在「美感的體驗」過程中，這些行為都不是概念性的，

心靈將所觀察到的事件結構起來，這些並不依據概念，不過所知覺的那些事卻可

以用符號或概念表示），滲入所有音樂的學習（包括讓學生對樂曲從事分析與評

價）。所以音樂教師要認知到：由於知覺可與概念連結，「概念化」是提昇知覺的

重要工具，應該隨時與知覺對照，滲入所有的音樂學習，而音樂教師的教學中需

善用各種音樂元素去提昇學生的「美感知覺」，並引導學生出現有創意的反應以

及經歷一種情感的體驗，這些都需要教師客觀且有系統的規劃與實踐。 

二、Elliott 的主張：動態的多元音樂課程可以使學生達到「自我實現」的價值 

Elliott 主張音樂教育的任務是要發展學習者的「音樂素養」，並且要經由「音

樂挑戰」與「音樂素養」的平衡關係所獲得的音樂的問題解決能力中，去影響他

們的「自我成長」、「自覺」、音樂的「愉悅」或「流動」，都是人們生活與發展、

及音樂教育之主要價值所在，所以 Elliott 認為引導學生積極參與「音樂製作」與

「聆聽音樂」，才是獲得這三種價值之主要方法。 

Elliott 主張動態的「音樂實踐」需要將複雜的「音樂挑戰」與日漸精進的「音

樂素養」做配合，研究者認為一位音樂教師在課堂中要知道自己的教學目標為

何，要朝此方向前去，不要只為了讓學生有愉悅的感覺，而在課堂中讓學生僅停

留在玩聲響製造的遊戲，如此學生經由容易達到的目標而產生的「愉悅」或「自

尊」都不是正確的，音樂教育的目標也無法達到，遊戲只是增加學生「音樂素養」

的手段，最重要的是教師根據教學目標、並隨著學生的程度增加教材的難度，讓

挑戰層級升高，若是學生有所挫折或是焦慮情形出現，教師再將教材難度降低；

但是當教材難度太低，學生的「音樂素養」較高時，教師就要加高教材的難度，

使學生有學習興趣，並讓他們能有達到挑戰後的成就感、「自我成長」與「愉悅」

的價值，從而建立自尊、自信與正確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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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們需要教導什麼音樂 

一、Reimer 的主張：要教導學生音樂的內涵要素—也就是要教導「內在認知」 

Reimer主張「音樂作品」是一個自律的實體，特別是在表現形式的內在品

質，因為音樂是自律的、又是一種認知，所以在音樂教學中以教導音樂的內在要

素為主要重心，這些要素便是節奏、旋律、織體、和聲、曲式等。Reimer指出概

念化的結果向來是「事實認知」的知識，從不會是「感知」或「內在認知」的知

識；反而藝術作品卻是「感知」的知識（Reimer, 1992），難怪Reimer說概念化只

是提昇「知覺」的重要工具，並非「美感的體驗」之目的（Reimer, 1989a）。所

以，教師在做音樂聆賞教學時，應該注意到要提供學生更多具備音樂“內在本

質”的音樂作品，如此它們所包含之情感的可能性會愈來愈可得到，所有音樂教

育者可以當專家去引導學生音樂中不同的內在作品，所以教材中的「音樂作品」

必定要經過慎重挑選。經過挑選的作品，教師讓學生在作音樂欣賞時，要引導學

生主觀且立即地感受音樂，所獲得的情感再讓學生藉由律動方式或繪畫方式具體

表達出來，從中引領學生對音樂中的概念元素（如節奏、曲式）理解後，再由學

生發表對聆賞完這首曲子，進而說出自己所聽與所感受的，並與教師進行對話，

以提供分析與評論，如此才能經歷到一首樂曲所具有的「美感體驗」，藉由此以

完整有系統地達到「美感教育」的目標。而這種「音樂的體驗」最好不要依靠教

師運用語言做詮釋性的說明，學生要直接從音樂中獲得情感，教師在放音樂之

前，不要先從音樂史、音樂的文化背景、或將音樂的形式故事化這種先入為主的

觀念去教導學生，這個階段可以置於教學的後半部。簡言之，Reimer認為音樂的

認知是有其教學順序的，所以研究者認為「音樂的體驗」可以依下列順序產生： 

（一）「音樂的體驗」在一開始之時要非概念化地發生—「內在認知」，要

讓學生自己去感覺聲響之一種「令人感動的存在」，要讓學生獲得情感的體驗，

要提升學生的精神生活，而非去獲得一種有關情感的任何文字信息。要讓學生持

續聆聽與重聽一首曲子的音調與樂句，聆聽音樂會加深我們的主觀性，要將任何

不熟悉的音樂「內化」，則有需要將音樂聽清楚—將自己沈浸在音樂中看看這種

聲音如同什麼，然後我們能夠藉由更深入去體驗情感的行為而往下探索我們情感

的表面，而這要靠「補捉情感」，也就是要深入去體驗一首如Mozart的曲子，讓

這首曲子的音調培養我們情感。 

（二）教導「技巧認知」，「技巧認知」要依靠「內在認知」，可經由學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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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技巧認知」包括 1.想像，例如聲音、形狀、身體的動作、言詞上的想像，

這些想像要與心中的情感相互依賴；2.技藝，即是要以有意義的材料之觀點去思

考的能力；3.敏銳性：學生要正確地作決定，也要具備洞察力；4.忠實性：學生

不僅要注重教師的要求而已，還要注意其他如要忠於作品形式的原創性。因此，

教師在教這種「技巧認知」時有幾點要注意，當我們在教導學生演唱時，除了注

重培養學生「音樂製作」的能力（如創作音樂、即興音樂），也要注重培養學生

的創造力，各個智能角色之間要相互配合，因此，身為一位音樂教育者需要輔助

學生，讓他們不僅能感覺音樂還要去思考音樂，在學生對一首音樂的感受有個別

主觀性後，還要要求其正確性，所以學生在演奏時要正確地感受曲子中所具有的

情感，才去從事音樂的創作，這雖然很困難，但若是學生對原有作品之原創力的

形式、內容、情感無法理解，更遑論要將此音樂原作再做另一種藝術創作，這是

一種「技巧認知」，可以經由教師教導而讓學生慢慢學會這種正確性，重要的是

教師也可以實施個別化教學以及選擇各類型文化的音樂來教導「技巧認知」。當

充分的音樂技巧具備後，學生在即興或演奏的創造力自然會出現，此外，教師需

從一年級時便要培養學生「技巧」與「創造力」兩者之間的互相依賴，從最開始

對於聲音的表達、與即興創作時的想像表達，都需要將技巧做為創造力之有用的

工具，而有了這些「技巧認知」，學生下一次在聆聽另一首音樂時，便能更正確

地「內在認知」一首音樂的情感，「技巧認知」與「內在認知」相輔相成，一起

構成「美感體驗」最核心的目標，但兩者都是非語言性的。 

（三）由於「內在認知」與「技巧認知」無法言傳，因此「概念化」教學

要加入「事實認知」（「事實認知」包含三個層次之分析所得的概念：形式分析、

內容分析、脈絡分析），因為Reimer認為將「美感的體驗」與創造的要素概念化

時，在發展人們「內在認知」與「技能認知」之能力時是有力的幫助。研究者認

為，由於每一個「音樂作品」都是文化的產物，不可能永遠僅限制在教導內在的

情感而不食人間煙火，有時作品的內容指涉到什麼內容，會否影響到形式的解

讀，或者要知道作品創作年代發生了什麼事，都是在這個階段可以讓學生知曉

的。因此，正如Reimer主張的，經由回應音樂與創造一種整合性多變化的音樂去

改善提供給學生音樂的意義，也需要使用語言當作一種工具去提昇「音樂的體驗」

本身之品質。所以，音樂教師可以運用動作示範、圖示或說明讓學生理解，例如

在教導一首樂曲時，教師先用「動作表徵」的方式，根據ABA的曲式（暫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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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知道這些「符號表徵」）設計一些動作讓學生模仿教師的動作以體驗一首

曲子所帶來的情感，連續兩三次後，教師可以放手，若是學生可以聽到音樂做出

正確的動作，表示他已經將此首音樂「內化」了，也就是得到「內在認知」的知

識；接著教師可運用音畫這種「形象表徵」的方式讓學生更清楚明瞭曲子的內涵；

最後教師再將ABA的符號顯示給學生看，以說明曲式這種音樂元素—「符號表

徵」。 

（四）最後，音樂教師需要讓學生理解到要進行一種「後設思考」，亦就是

要讓學生「原理認知」到為何不同的學生對一首「音樂作品」有不同感受，以及

學生要思考為何藝術的體驗對我們是重要的。 

研究者主張需要具備以上這些有順序的認知教學，才可以使學生對於相關

於音樂本體內在的知識有充分理解。 

二、Elliott 的主張：「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賞」的教學應包含多面向的層面 

Elliott 認為教導「音樂素養」是音樂教育的職責所在，「音樂素養」即包括

「聆聽素養」。「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作為一種音樂的實踐，要將思想與行

動合為一體，並且 Elliott 認為有理解力地去聆聽「音樂作品」包含六種層面之建

構，因此，當教師在從事聆賞教學時，要教導學生對於這六個層面能有全面的理

解，例如教師要引導學生理解一首「音樂作品」在演奏上是如何被詮釋的；以及

教導學生分析「音樂的元素」—旋律、節奏、和聲與音色、織體、速度、語法、

動力；引導學生知道雖然理解了一首曲子在旋律、音色、織體等的設計型態，但

有一些共通性的「歷史傳統標準」也會影響這些「音樂作品」表現出來的聲響；

有些作品在作曲時會依附於一種情緒，學生需要理解；有些作品在作曲時會有一

種「指涉的表徵」，可能寫情或寫景，也需讓學生理解這種內容層面；也需要讓

學生理解一個「音樂作品」在被製作時，可能會有其「文化—意識形態」的資訊，

作曲者的時代背景要對學生交代清楚，甚至當時的「音樂製作」可能有某些「政

治性」的介入，而使得這首音樂對人們有一種宰制的力量，這需要對學生剖析清

楚，由於「音樂作品」有多面向的特質，因此，音樂教師要謹記在心的是：不可

以使用一種統一的方式去聆聽世界上所有的「音樂作品」。 

參、我們應該如何教導音樂 

一、Reimer 的主張：普通音樂課程計畫與特殊音樂教育課程計畫要並重及實行 

一個有效的普通音樂教育主要目標在於提升每一個學生的能力，其中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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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會變成「音樂愛好者」，一些人會成為「業餘者」，極少部分的學生會變成「專

家」，課程重心在於培養他們的音樂聆賞能力。普通教育必須是廣博的與包含性

的，因此，研究者認為在這種課程中，學生需要主動積極參與課程；歌唱與演奏

雖然是普通課程的基礎，但是其他音樂角色也要有同等的對待，不同的角色需要

在不同時間與為了不同的目的被強調，在每個年級階層中，音樂教師在課程設計

中要保持彈性是需要的，因為根據美國更改結構過的《音樂教育國家標準》中主

要有三種角色：（一）「音樂素養的角色」（包括演奏者，即興者，作曲者，改編

音樂者）；（二）「聆聽者的角色」（包括理論家，評論家，『理解音樂、其他藝術、

及藝術以外的學科三者之間的關係之教育理論家』，以及『理解音樂與歷史文化

的關係之民族音樂學者及社會學者』）；（三）「音樂教育者的角色」（包括音樂教

師教育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研究者、行政官員），學生在文化中需要積極

參與去扮演前面兩種角色，重要的是音樂教師要認知到：這三大類角色都應相互

支持，在任一年級中，不能將任一個角色置於主導的地位，要去平均分配教導每

一個角色，並和其他角色合作以發揮每個角色之功能。 

此外教師也需注意不要將音樂領域隨意與其他如美勞或語文領域做融合的

學習，因為根據 Reimer（2003）所指：不當的融合會使得各領域的差異性與個

別性喪失，這也如同何育真（2004）指出： 

現今台灣「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強調「統整」的概念，但是坊間

一些教科書的編輯、或是對教改基本理念不甚了解的教師在設計教材

時，為了把「音樂」、「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的學科內容都納入

教學中，當其在悉心設定一個教學主題之後，往往陷入將相關知識囫圇

吞棗於教材中的陷阱，實施所致將會使原有之「音樂」及「美勞」學科

的基本能力不足，雖然學生所學到的層面很廣，卻不夠紮實。 

 

因此，研究者認為要先讓學生積極主動地去參與每一種音樂角色，要對創

造力與智能有特別的要求後，再去尋找其他相關領域在學習上的支持，才有可能

建構出一個「整合性的」普通音樂課程。 

特殊音樂教育計畫中的教育目標，主要在培育大多數的「業餘者」、一些

「音樂愛好者」，少部分才在培育「專家」；特殊音樂教育計畫以演奏課程為主，

要在每一個不同的音樂角色中是專精的與有選擇性的，並非如同普通普通音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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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樣是在一個公平、可行的平衡中去包含所有的音樂角色。當然這要看學生的

個別需要，他們若對某一個角色特別有興趣，則可以在選修課中學習到特別的技

藝，以滿足他們想進階成為一位「評論家」或「音樂學者」這些角色的「業餘者」

或「專家」，其實這部分在台灣的中小學尚未如此施行，除了在各縣市的音樂才

能班有提供這種特殊化的集中教學（如視唱聽寫課程、音樂理論課程），學校教

育中，普通音樂課的學生沒有這種管道可以對有興趣的領域做進一步的學習，以

成為一位「業餘者」或未來的「專家」，美國的中學校教育在這部分的選修課程

可提供我們作為未來思考改進的參酌。 

二、Elliott 的主張：要有反思性地去實行「音樂課程即是實驗課程」 

Elliott 認為一位音樂教師是否優秀會決定一堂課成是否成功，音樂教師必須

要同時擁有「音樂素養」、「聆聽素養」和「教學素養」，教師要採用六項教學策

略去幫助學生不斷提升「音樂素養」，並迎接不同程度的「音樂挑戰」，進而使學

生在這種「流動」模式中之動態的平衡中得到「愉悅」、「自我成長」、「自覺」與

「自尊」等音樂價值。一位音樂教師需要在教學前先反思提醒自己：音樂教育的

目標是什麼？教學過程要如何進行？學生在課堂中要扮演何種角色？教學評鑑

要如何進行？教學情境要如何營造？因此，研究者運用 Elliott 的六個教學策略舉

個例子，在一堂教授直笛吹奏的普通音樂課中，音樂教師可運用的策略如下： 

（一）示範：教師先示範演奏直笛運氣與運舌的技巧。 

（二）指導：教師進行指導，指導學生要具音樂性地演奏。 

（三）鷹架支持：學生的「音樂素養」若是無法迎接新的「音樂挑戰」時，

教師在進行教學診斷後要針對學生錯誤的地方進行言語的指導，若是在學生的

「音樂素養」漸增時，教師的鷹架便可撤掉。 

（四）清晰表達：學生可以運用言語表達他們所遇到的演奏中不具備音樂

性問題，當學生在從事音樂演奏時，學生要能具反思能力，反思自己哪一段吹奏

的不好。 

（五）比較的反思：在學生與教師進行對話並反思自己的演奏在哪裡出現

問題時，教師可以將此情景錄影下來，並在事後讓學生觀賞影帶，檢討先前所反

思之處有否有缺失，這也算是一種對於反思的再反思，是一種培養學生「後設思

考」的能力。 

（六）探索：教師可將班級的學生分成數小組，並分配不同的解決音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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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目標，例如「要如何將同一首曲子做節奏的變化？」、或是「要如何將同一

首曲子做織體的變化？」各組同學做小組討論，看是否會出現一些附屬目標，並

請小組長做歸納與發表。 

由上可得知，一位音樂教師要具備多項「音樂素養」與「聆聽素養」，同時

更要具備「教學素養」，教師需要當一位引導徒弟學習的師父，如此才能將學生

置於一個「音樂課程即是實驗課程」的真實情境去學習。 

 

第二節  Reimer 與 Elliott 的立論與批判教育學論述視域交融對台灣

學校音樂教育實踐的啟示 

 

壹、台灣音樂教育在實踐時，會牽涉一些「政治」議題，研究者分述如下 

一、不公平的壓迫 

往往一些音樂教師在上課時，會比較關注課堂中較樂於發表意見的學生，這

些擁有豐富詞彙的學生，可能家庭的社經地位較高，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可能會

擁有較多的「文化資本」可以參與師生的互動；反而另一些因為其家庭社經地位

較低而沒有擁有較佳的「文化資本」之學生，縱然他擁有音樂天賦，但由於自我

認同不高，而無法在音樂課「發聲」以表達自己的意見，這也反映出學校的課程

中其實有時是較利於某些學生，這些學生在音樂方面表現較佳，可能並非他們在

音樂方面有此性向、或者發展優於其他人，而是因為這些學生的家庭文化與學校

的文化具有連續性。 

此外，可能因為音樂教師要求學生上網或到圖書館查詢資料，或是規定學生

每學期要到音樂廳去聆聽一場音樂會，這些都是對「文化不利」的學生一種隱形

的壓迫，因為這些學生家中可能沒有電腦，父母也無法帶他們音樂廳去聆聽演奏

會，這些狀況即是 Bourdieu（1969）指出的「象徵暴力」之情況。由於學生來自

不同家庭，生活風格會有差異，於是使得一些群體的文化被排除在師生互動的結

構之外，更使這些學生無法伸展所長，這種忽略特定社會文化所造成的文化差

異，沒有反思到主流文化對於弱勢文化的宰制與壓迫，有可能陷入「民族優越感」

（ethnocentrism）的迷思，值得我們音樂教育從事者深思。 

二、再製主流的意識形態 

在一般主流的「意識形態」中，認為學生的學業成就遠勝於「音樂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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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音樂教育課程都處於邊緣的地位，較不被人們所認同，唯一有共識的是音

樂之「莫札特效應」，覺得音樂可以變化學生的氣質，以及增加學生學習其他學

科的輔助利器，所以往往一些教師再受到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後，同時又沒

有具備正確的音樂教育哲學理念，因此，上音樂課時便無法讓學生去經歷一種

Reimer 所提出的「美感的體驗」，以及 Elliott 所提出的一種音樂的「流動」體驗。 

此外，儘管許多教育學者專家們指出音樂教師必須積極參與課程與教材的

設計，但是從實際教學中仍可發現，大多數的音樂教師對於「藝術與人文」領域

的教科書仍相當依賴，研究者發現在國小階段或是國中階段的「藝術與人文」領

域之教科書，無論哪一個版本，編輯者皆鎖定在大專院校的教授群或是第一線的

音樂教師，這些人都屬於社會階層中的中上菁英階層，因此，所選擇的教材也都

以他們受教的音樂背景為依歸，在做教學實踐時，古典音樂的選擇仍佔大多數；

此外，雖然因應多元文化之需求，「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本中都會使用世界各

地的民謠、客家名謠或是原住民歌曲，但是一些流行音樂（中文流行歌曲或是反

應低下階層悲情大眾生活的台語歌曲）的素材仍在教材中較為少見。 

三、小結 

以上這兩種問題事實上都導因於 Gramsci 的「文化霸權」之學說，第一個

問題在於：霸權指出一個宰制過程，透過階級統治的政治控制，借由它的智慧和

道德的領導在宣稱的階級中；第二個問題在於：在這些階級關係的再製中，霸權

指出力量和「意識型態」的使用（引自 Pinar, Reynolds, Slattery & Taubman, 1995），

如此會使得被統治者（例如音樂教師）無從去抗拒或產生批判的意識，所能做的

就只是在共享現有利益中去受到支配與配合，以遂行統治者無意識下的宰制企

圖。 

當代美國音樂教育領域所使用的教材可以使我們反思，他們一些影響力較

大的音樂教材，廣泛來說，都是基於 Reimer 或 Elliott 兩人的哲學概念而發展形

成的，並且美國音樂教材的編寫人員，向來包括音樂教師、音樂專家、課程專家、

與音樂教育相關的心理學、哲學或美學專家、技術支援人員、視覺藝術專家等層

面的人，以保證教材編寫的多面向視角，這些都值得我們音樂教育者在編寫教材

時有所借鏡。由於 Reimer 在二十多年前即提出「指涉主義」、「形式主義」、與「絕

對表現主義」等三種美學觀點，而持「指涉主義」觀點的教學者對教育會採高度

的控制，因為會由政府當局及教師決定何種音樂教材適合學生，何者不適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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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的標準即是藝術作品中非藝術性的影響（Reimer, 1989a）。正如「藝術與人

文」領域各版本中的音樂欣賞曲目，是由少數幾位編寫委員決定哪些曲子置於主

題式的統整教材中較為適合，雖然委員中所包括的都是課程設計專家、資深音樂

教師、以及美勞教師，但是曲目所涵蓋的範圍仍無法包含所有地區的歧異性，一

致性的教材無法施行於所有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身上。 

這個觀點正如 Reimer（2004. 12. 4）在師大發表演說時指出： 

我們如何能最適當地提供所有學生音樂的好處，經由教育，音樂如

何能夠提供所有學生音樂其獨特的優點，這便是「文化增能」的理念，

重要的是，「文化增能」需要將焦點放在個體上—也就是每個孩童需求、

渴望、及能力的特殊性。 

 

Reimer 也認為我們學校的音樂課程和全世界在「我們如何接近音樂」、「我

們如何教音樂」、「我們認為教什麼是最重要的」、「受我們支持的何種音樂是令人

合意的」這幾方面非常類似，他認為這並沒有什麼錯誤，但它有個缺點：此種觀

點忽視我們文化中音樂裡面實際存在的事物，而去支持音樂教育者所支持的特殊

事物---例如教師們都一致要求所有學生要和我們一樣很有音樂性，反而我們沒有

注重到學生所處文化的差異性。因此，所有的學生在經由同樣的教材之洗禮下，

是否每個個體都真正能從藝術作品中找尋到符合自己文化背景的生活經驗？這

實在令人質疑。 

貳、Reimer 與 Elliott 的立論與批判教育學論述對台灣學校音樂教育實踐時所面

臨的「政治」議題之啟示 

由於 Vaugeois（2007）認為當代的音樂教育實踐受限制在先前的意見—一種

從「內在」來的觀點，他主張身為一位音樂教育者需要從較大的脈絡中—意指從

「外在」來的觀點—也就是要發展批判的意識，這需要我們檢視社會的結構與思

索我們的角色。因此，研究者從兩個層面來探討如何解決台灣音樂教育的「政治」

議題，其一是讓師生雙方都能「賦權增能」；其二是要讓音樂教師成為一位「轉

化型的知識份子」。 

一、讓師生雙方都能「賦權增能」 

批判教育學者 Freire（1970）主張讀寫能力（literacy）可以使學生「賦權増

能」以成為社會的批判者，並轉化被壓迫的關係。針對此點，研究者認為音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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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學生雙方都應貯備自己的能量以替自己增能，如此教師才知道如何不讓自己

被社會的期望或主流的意識價值觀導引，進而可以積極地去抗拒「國家霸權」的

再製模式；學生為自己増能後可以成為一位批判者，可以為自己「發聲」，進而

轉化被壓迫的關係。 

（一）音樂教師 

一位音樂教師要如 Elliott 所指出的，需具備五種「音樂認知」才能具有專業

能力之外，更需要擴展專業知識的領域、不斷跨越學科邊界以維持自己的權益、

爲多元不同的族群爭取發聲的機會以去參與社會改造以達成社會解放，事實上教

師所從事的這種工作即是一種文化工作，教師要當一位轉化型的知識份子。 

（二）學生 

誠如 Elliott（1995）所言，學生要學習「音樂素養」，則要增加各種認知的

知識，如此可為自己「賦權増能」；也正如 Reimer（2004. 12. 4）所認為，學生

應該被「賦權增能」去發現和他們自己生活有關的音樂性之方法，他們也需被「賦

權增能」去瞭解及尊敬音樂能被當成是人們生活一部份的許多方面。因此，學生

若要「賦權増能」，需要學生在普通音樂課程、與特殊化的音樂課程中扮演與從

事許多音樂的角色，這能對音樂中的多樣化提供廣闊的經驗以及理解。只要學生

可以在不同的音樂中去承擔他的工作，他便可以深入一些尚未經探索的領域，以

去追求有價值理想的生活，並可以增廣見聞，進而在音樂課做討論時，可以對老

師提出自己不同的見解，讓自己從批判的角度省思自己的知識與價值觀，甚至可

以轉化曾經被「壓迫」的經驗。 

二、讓音樂教師成為一位「轉化型的知識份子」 

研究者從四個方向來探討原本是一位傳統的音樂教育者，若想要躋身作一

位「轉化型的知識份子」，應該如何為自己定位，研究者認為有以下四個轉化的

過程： 

（一）國家權力、文化霸權中「傳統的知識份子」定位 

雖然目前音樂教科書的採用已經改為審定制，惟音樂課程與教材的決定仍

然多以學者專家及行政為本位，而非以學校本位或是音樂教師本人的專業決定為

主要考量。這可能會導致了以下的結果：就是做為音樂教育工作的第一線學校行

政人員或是音樂教師，往往並沒有參與音樂課程決定的權力與能力，而作為音樂

教育活動發生場所的各個學校在音樂課程進行發展與設計時，其特殊具有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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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往往無法被列入在音樂課程的發展和設計考量當中，最終將淪為音樂課程或

教材的終端消費者角色。 

因此，就批判教育學者 Gramsci（1971）所言的傳統知識份子定位而言，若

音樂教師無法摒除禁錮著傳統知識份子定位的保守穩定意識型態，且無視於自己

身處的特殊、具體的脈絡條件，那麼音樂教師似乎就只能扮演延續既有的課程發

展模式，繼續尋求鞏固所謂無改革的穩定結構力量，而無法主動發揮所謂的音樂

教師專業能力或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精神。 

（二）國家權力、文化霸權中「有機的知識份子」定位 

Gramsci（1971）認為在建立新的文化霸權的過程中，特別要注意知識份子

的角色，因為知識份子是既有文化霸權教育體系下最直接的產物，知識份子本來

是為統治集團所用的工具，Gramsci（1971）指出：與文化霸權之間的所有關係，

必然是與教育學之間的關係。該教育過程的成功程度將由新的民意，意即 Gramsci

所言的由集體的民族意志（collective national will）之確定程度來決定。為了可

以創造一個新社會的「民族意志集團」，知識界就有必要與群眾緊密連結，知識

份子的觀點就要接受一般觀念的檢驗，這也如 Reimer 在課程模式中所提的「期

望階段」。由於這種有機的聯繫，知識份子與群眾雙方的感受和情緒才能互相理

解，只有那時，才能產生「歷史集團」，這種新的知識份子，也就是 Gramsci 所

指的「有機知識份子」，具體的形象是：新型的知識份子已不再是雄辯家，不再

是人們感情和情緒的外部和瞬間活動的煽動者，而是作為締造者，組織者、永恆

的推動者，而不僅是以說客的角色來參與實踐生活（Gramsci, 1971）。 

因此，從 Gramsci 的「有機知識份子」來看音樂教師在課程改革中的定位，

是指一位音樂教師應該具備音樂課程之締造者，組織者、永恆的推動者的角色，

使音樂課程改革的發展能夠經由音樂教師集體的意志來作聯繫，並使音樂教師與

坊間各樂種的編曲家以及音樂教育專家等人做對話，進而使彼此間的感受和情緒

達成相互的理解，發揮 Gramsci 所謂的「歷史集團」的使命來謀求解決音樂課程

改革中所遭遇的問題，從這種觀點看來，其實這也正是 Reimer「全面的課程模

式」中所注重的概念。 

（三）課程改革中知識份子定位的衝突與轉化 

Gramsci（1971）認為一個能夠創造新的政治意志以及建立新的文化領導

權，進而達成政治經濟體制總體變革的「歷史集團」，是需要有自覺的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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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時間裡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革命的「陣地」，意即在觀念上、在思想中慢慢

地啟動革命的列車，而歷史的創造必須由集體的意志、集體的行動來完成，在看

似分殊的陣地之中，團體中個人涓滴所付出的努力才是建立新領導權的基石。

Gramsci 並指出，知識份子的重要職能，是在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權，首要之務便

是創造新的政治意志，並且在思想、意識和文化上，建立有別於統治集團的文化

領導權（Gramsci, 1971）。 

因此，音樂教師面臨當前課程改革中扮演的知識份子地位，其可能遭遇的

衝突及轉化途徑，應該要建立在「關懷」及「自律」的層次上，音樂教師要摒除

被動式地接受教育當局工具性的技術引導或應用，音樂教師應該要主動積極地從

教學現場中去思考為何音樂課程「難以轉化」？難以轉化的原因是否跟學生被壓

迫有相關？是否沒有注意到學生的差異性？運用 Gramsci 所言的，音樂教師要建

立自身的文化霸權，創造屬於自己的新的政治意志，並且在思想、意識和文化上，

建立有別於統治集團的文化領導權，以透過對民眾觀念逐步的改變來建立文化的

領導權來建立音樂教育領域的「專業陣地」，以找出轉化所需要的條件為何，並

且在音樂課程改革的歷程中，尋求轉化成功的可能機制，以及思考如何從過去的

音樂課程改革歷程之失敗經驗中，謀求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其次，「自律」的層次是指要建立「專業性的自律」。音樂教師專業性的自

律建立，是有別於僅重視音樂教師權益與權力的訴求，音樂教師的權益與權力應

該是要以專業自律—亦就是成為一位如 Elliott 所要求的一位專業的音樂教師所

必須具有「音樂素養」與「教育學家的素養」，後者包括「程序性的」知識、「正

式的」知識、「非正式的」知識、「印象主義的」知識、「監督的知識」為其基礎，

並以達成音樂教育理想與目標為前提。 

四、「有機的知識份子」邁向「轉化型知識份子」應有的社會任務與行動實踐 

面對當前音樂課程改革所衍生出的複雜問題和瓶頸，我們必須重新去思考與

重建學校音樂教育工作的本質，這樣的歷程即意味著應把音樂教師視為從「有機

的」邁向「轉化型的知識份。誠如 Gramsci 所稱的「有機的知識份子」概念，他

們是能夠和民眾公開對話、教育民眾，引導、說服民眾趨向新的且更加合理的「贊

同」（朱剛，1999）。 

然而，從 Gramsci 所謂「有機的知識份子」來看，音樂教師是要扮演教育、

引導及說服民眾的意識來趨向更加合理的贊同，這裡的所謂的「贊同」，若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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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能動性的批判與抗拒霸權宰制意識，那麼將意味著默許同意在統治者的主宰

意識下來相互妥協與讓步，因此，音樂教師應該要謹慎且嚴肅地去察覺，其批判

的主體意識與認同是否有其主體的動能性，亦或是能透過音樂教師集體的行動實

踐力來產生改革的力量，而非只是在當權者國家權力、文化霸權的運作下，遷就

或利益互惠下的妥協與讓步。 

是故，一位「有機的知識份子」，有必要積極邁向重視主體能動性的「轉化

型知識份子」，誠如學者 Aronowitz 與 Giroux（1985）認為「轉化型的知識份子」，

首要是提供一個論述的理論性基礎，來檢視教師工作是知識份子勞動的一種形

式，以對抗純粹工具性的術語；其次是澄清教師作為知識份子在觀念和實踐上的

必要條件；最後則是透過所認同的教育學，在生產和合法化的各種政治、經濟、

社會活動中，來釐清教師所應扮演的角色。因此，音樂教師作為一個「轉化型知

識份子」且是社會中的一群人，成為「反省的實踐者」就更加重要，不僅是專業

的實踐者，能有效的達成別人為他們設定的目標；也應該是為知性的價值，能增

進學生的批判能力而獻身的自由人，研究者認為這種「反省的實踐者」也是 Elliott

「實踐哲學」的立論所重視的。 

再者，王麗雲（2002）指出在學校內所從事的任何教學相關的活動，事實上

是一個經濟、文化與社會相互交織的場域，並且和國家的權力、控制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聯，而這也意味著學校不僅無法以客觀或中立的方式來傳遞給學生一套共

同的價值與知識，更呈現出經由特定的選擇與排除過程中所產生的特定知識形

式、語言習慣與社會價值，學校是一種引介及合法化社會生活形式的機制，因此，

學校既然不是一個中立的場所，老師就不可能採取中立的立場。 

做為「轉化型知識份子」，音樂教師必須將音樂教育工作納入「政治」和「意

識形態」的領域中去理解知識份子的意義，而「教育政治化、政治教育化」是音

樂教學合法化、教室的社會關係與價值本質的依據，也是教育學生成為主動批判

的公民的依據；「教育政治化」，將學校教育直接帶入政治的領域，說明學校教育

除了代表不同意義的競逐外，也代表了一種「權力」關係的鬥爭，並透過對話的

方式促進學生批判意識的覺醒歷程，瞭解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以協助學生發

展信念並努力克服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不平等；其次，「政治教育化」則是

利用教育學的形式來體現政治的解放興趣，重視學生為批判主體，將知識問題

化，利用對話批判的方式來促成邁向一個理想的美好世界（Aronowitz & Gir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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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轉化型知識份子」，就是要促進學生在音樂學習過程中能夠主動發出聲

音，表達自己對「音樂作品」多元且不同的觀點；「差異性」更是音樂教師要去

關注的，而音樂教師也應該在同事間形成協同合作的互惠關係，留意學校中有關

教學實踐的所有人員之意見，以及和其他音樂教師交流音樂教學實務的真實經

驗，事實上這種見解正是 Reimer「美感教育」的哲學立論中所重視與主張的。 

參、總結 

經由第一節與第二節的探討後，研究者主張身為一位現代的音樂教師，首

先，最重要是需要先對音樂教育哲學的兩個派典—「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

之理念有充分的認知與理解，如此才能讓「理論」與「實務」相互檢視，並在「教

學實踐」中收到最大的功效；其次，現代的音樂教師之主要的行動實踐，就在於

需要發展一套批判的語言，透過可能性的語言論述，以及尋求積極的抗拒來謀求

協商談判的溝通機制，促使音樂教育工作者確信可以因為他們的努力而改變社

會。而在面對此波藝術教育的課程改革中，音樂教師之協商談判的溝通策略，在

鉅觀的層面上，是指基層音樂教師們必須透過集體的「發聲」方式（音樂教師群

體的專業性功能），嘗試尋求存在於學校內外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的公平

與正義，以達成與統治者所遂行文化霸權之吸納與重組文化下的「贊同」，這也

意味著音樂教師透過與當權者以理性溝通的交互談判及協商的方式，而賦予了音

樂教師主體更大的能動性，並擁有較大或較多的選擇、判斷、拒絕的空間，而非

僅僅只是扮演被支配與從屬的角色；同時，在微觀的層面上，在學校或班級所進

行的任何音樂教學活動當中，一位具有專業知能的音樂教師要創造情境讓學生有

機會在理性相互對話、批判思考中，成為擁有知識且具批判反省能力的民主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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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的立論為主軸，試圖為

音樂教育哲學的兩個派典添加更多元化的理論視野、以及與其他哲學論述作更深

入的對話空間。因此，音樂教育哲學文獻為本研究的一個主要來源，而批判教育

學的文獻則提供輔助資源。研究者從音樂教育哲學文獻中所想要探討的是 Reimer

與 Elliott 對音樂教育本質與價值的論點；另一方面，藉由批判教育學的文獻作為

檢視音樂教育與「政治」（包括「意識型態」與「權力」）的相關性。最後，綜合

Reimer「美感教育」哲學與 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及批判教育學的相關論述，

探究對台灣未來學校音樂教育實踐時的醞義與啟示。在本章中，研究者歸納「美

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研究結果之發現，針對台灣未來學校音樂教育的實踐提

出一些具體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發現，將本研究所得的結論分述如下： 

壹、1970 年代以後「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立論之緣起與發展 

由於美國在 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的冷戰與公民權力運動，導致了許多樂教

育者對社交活動的情況有所不滿，他們主張音樂教育需要一種雄厚的哲學基礎，

Britton 與 Leonhard 首先倡導美感運動，遠離實用論觀點。「美感教育」在 1970

年代是全盛期，即始於 Reimer 於 1970 年《音樂教育哲學》一書的出版。Reimer

「美感教育」思想之來源包括幾位學者： Langer、Meyer、Mursell、Broudy、

Leonhard & House、Schwadron。在 Reimer 提出「美感教育」之前，音樂僅有實

用功能，自從 Reimer 提出「美感教育」之後，北美音樂教育界中認為音樂對人

文素養與生活品質都有很大的影響。 

當「美感教育」派典在北美地區熱烈被推動時，Schwadron 與 Lemmon 主張

認為這個派典無法解釋社會中許多狀況，1980 年代中期，「美感教育」受到許多

挑戰，而批判「美感教育」哲學最為激烈的實屬 Elliott，這些思想在 1995 年時他

所出版《音樂本質—新音樂教育哲學》一書中可見一般。Elliott「實踐哲學」思

想之來源包括幾位學者：Sparshott、Dennett、Csikszentmihalyi。自從 Elliott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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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哲學」之後，北美音樂教育界想以一種「多元文化」的教育將音樂教育重

新定位，更加重視教育中變動的脈絡議題。 

貳、Reimer「美感教育」立論對於學校音樂教育的實踐有參考價值 

Reimer 的「美感教育」立論可以分成五個核心概念，包括「協同合作」的

哲學、「美感的體驗」、「美感的認知」、「音樂智能理論」、「課程模式」。在從事研

究、教學時，Reimer 的核心理念可以提供音樂教育者從事教育實踐時的思考，

茲將五個概念分述如下： 

一、「協同合作」的哲學 

Reimer 的哲學是一種「協同合作」的計畫，也就是「一種以體驗為基礎的

音樂教育哲學」，「協同合作」意指合作的可能性，而非對立的思想與行動。Reimer

曾在回應 Elliott 對他的嚴厲批判後，還能認同 Elliott 所提到的某些概念，因此，

Reimer 主張對於他人的不同哲學觀點要帶有一種同理心，而不是一直堅持反對

完全不予以妥協。在《音樂教育哲學》第一、二版或第三版中，Reimer「美感教

育」哲學的基礎，將 Meyer、Damasio、Sloboda、Sparshott 眾人的理論做一「協

同合作」，最終仍是要主張「美感教育」哲學是一種「一種以體驗為基礎的音樂

教育哲學」。「絕對表現主義」為 Reimer《音樂教育哲學》第一、二版哲學立論

的基礎，「絕對表現主義」可以彌補「指涉主義」與「形式主義」的缺點，也就

是要以多元性取代一致性。在音樂課程的設計方面，Reimer 重視能提昇敏銳傾

聽、欣賞能力之活動，教學則要兼顧感受與理解能力之培養，「絕對表現主義」

對音樂意義的詮釋較為中庸，在音樂教育上的觀點有四：（一）音樂教育即是美

感教育；（二）實際實施於音樂教育上要重視整體體驗的聆賞；（三）需給學生優

良且多元的音樂；（四）對於音樂形式的體驗是音樂教育的目的與方法。 

Damasio、Sloboda、Sparshott 等人的情感理論為 Reimer 第三版哲學立論的

基礎，在這部分，Reimer 也是以一種「協同合作」的方式來探討。針對 Elliott

將音樂視為一種「實踐」，會在「製作音樂」時去尋找它的情緒性，並重視生產

音樂聲響所提供的愉悅、滿足、挑戰、合作、成功或失敗的情緒，Reimer 認同

Elliott，主張這是音樂情緒很好的來源；另有一些思想家處理音樂是從一種「社

會能動性」的觀點，他們會以不同的情緒方式去涉及音樂，當音樂涉及倫理、平

等、征服、暴力等議題時，相關於音樂的信息之情緒，無論是正向或負向都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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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所以音樂的情緒也就是它連合政治與社會的事件，強烈的感情都存在於其

中，針對這種見解，Reimer 也持認同的態度。其實這都與 Reimer「協同合作」

的立場一致，因為無論從「實踐」觀點或從「社會能動性」觀點來探討音樂，「情

緒」的涉入，以 Reimer 的見解來說都是無庸置疑的，只是 Reimer 更深入提出「情

緒」僅是「概念化」的結果，「情感」的獲得才是「內在認知」的關鍵。 

總括說來，研究者認為 Reimer 在第三版的哲學中與前兩個版本相比較時，

可以發現第三版的資料來源多樣化，包括教育學、心理學、神經科學等研究，以

建構自己的哲學基礎，「音樂教育即是情感的教育」仍是他第三版的哲學重心，

與前面兩個版本的觀點相同，相異的是理論基礎改變了，他於第三版中不再提到

Meyer 的三種美學理論，其實這並不表示他忽視「絕對表現主義」之見解，反而

在運用 Damasio、Sloboda 、Sparshott 的情感理論做為自己「美感體驗」哲學之

基礎時，也融入這種「絕對表現主義」的思想。 

從「協同合作」哲學的論證中，研究者主張音樂教師在教學時，除了要重

視「固有的」「內在本質」議題之外，也要重視到「輪廓的」「外在情境」議題。 

（一）針對「內在本質」而論 

研究者認為「形式主義」的教學過於重視內在本質的教學，而「指涉主義」

的教學又容易失去音樂內在元素的教導，若不將兩者理念做一「協同合作」，單

獨採取任一個都不適合現今具有科技整合理念的音樂教育領域應用。而「絕對表

現主義」包含「指涉主義」及「形式主義」兩者的真理及優點，其「協同合作」

的觀點適合現今多元化音樂教學的課程設計。因此，關於音樂課程的設計方面，

音樂教師要重視能提昇敏銳傾聽、欣賞能力的活動，要給學生優良且多元的音

樂，並要重視整體體驗的聆賞；教學方面則要兼顧學生感受與理解能力之培養。 

（二）針對「外在情境」而論 

音樂教師不僅要重視「形式」的教學，也要重視音樂是存在於社會情境中

的，因此，音樂教學要深入情境脈絡中，無論是教導學生「製作音樂」或是「聆

聽音樂」，都是要與情境脈絡作結合，不要將教育實踐孤立於情境之外，如此無

法達到音樂教育的整合性目標。 

二、「美感的體驗」 

在《音樂教育哲學》第一版與第二版的書中，Reimer 認為「美感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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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概念：（一）「美感的體驗」是音樂的核心，「美感的體驗」不會提供實

用的目的之服務，它是為了它自己本身體驗的緣故；（二）強調音樂教育著重「美

感的體驗」之培養，引導學生由對音樂的感受到反應，進而形成音樂的行為，均

是音樂教育者的責任；（三）如果體驗是「美感的」，則「知性的」（知覺的）與

「情緒的」（反應的）這兩種是無法分離與區分的；（四）「音樂的體驗」對 Reimer

來說是絕對的，只能聆聽，音樂不能受其他事物干擾。他認為美感知覺×美感反

應＝美感的體驗—知覺與反應必須是同時的與相互依賴的，只有知覺沒有反應不

足以稱為「美感的體驗」，例如學生在做聽音練習，這種機械式的作答便不是一

種「美感的體驗」，「美感的體驗」需要結合一些非概念的行為，這些行為是認識、

回憶、聯繫、識別、區分、組合、歸納、比較、排除、綜合等。 

Reimer 在 2003 年第三版中將以往兩個版本的觀點擴展出來，進一步將「音

樂的體驗」所包含的範圍分成三種：（一）將音樂當成是形式；（二）將音樂當成

是實踐；（三）將音樂當成是「社會的能動性」，他認為「音樂的體驗」是多面向

的，所以在 2003 年版本中分成四章分別在討論「音樂體驗的情感層面」、「音樂

體驗的創造層面」、「音樂體驗的意義層面」、「音樂體驗的情境層面」，將「音樂

的體驗」和其它的體驗作分辨，在「音樂的體驗」之核心中，是它將聲音運用到

僅有聲音能做到的“特殊層面”。事實上，研究者發現 Reimer 在 1989 年時，曾

指出「概念化」的結果是資訊，資訊可以是關於物質世界的，也可以是關於態度、

信仰、心理、社會、政治現象，當時他並不認為社會或政治現象可以當成一種「美

感的體驗」；但是在 2003 年的版本中，他特別注意到了音樂與「政治」間有關聯，

「音樂的體驗」不能擺脫「政治」的牽連，例如在不同「種族」或不同「性別」

的先決條件之下，「音樂的體驗」會有不同的感受，而「音樂的體驗」也牽涉了

「社會公義」之議題，學生在體驗音樂時可能都會受到一些「意識型態」的壓迫、

宰制而不自覺。事實上「美感的體驗」之範圍需要包含「形式」、「實踐」、「社會

的能動性」，音樂教育者需認知到形式（音樂作品）或實踐（過程）兩種「音樂

的體驗」都很重要，音樂甚至有改造社會的能力。正如 Reimer 談到「形式主義」

輕視音樂中關於情緒的、社會的、與政治的影響力，而「脈絡主義」重視社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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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影響力，則是平衡了「形式主義」對內在過度的專注，「脈絡主義」者與

「形式主義」者對於「音樂的理解」兩者都有其重要的貢獻。 

從「美感的體驗」之論證中，研究者認為音樂教育從事者必須注意「音樂

的體驗」無法擺脫「政治」的牽連，在不同「種族」或不同「性別」的先決條件

之下，「音樂的體驗」會有不同的感受；而「音樂的體驗」更牽涉了「社會公義」

的議題，學生在體驗音樂時可能都會受到一些「意識型態」的壓迫、宰制而不自

覺。教師從事研究、教學時，除了重視音樂的內在本質，更要注重音樂的能動性，

因為音樂不僅是形式、也不僅是實踐與改變社會現實的工具，而是「內在」與「外

在」價值的「協同合作」，缺一不可，其重要性對任何音樂之包容性的理解都是

必須的，並且也相互依賴，這值得音樂教師教學與研究時重視與反思。 

三、「美感的認知」 

關於「美感的認知」這部份，Reimer 做了非常詳盡且深入的探討，他認為

藝術是一種獨特的認知模式，因此而將藝術的地位提高。Reimer 指出「美感認

知」應該分為：（一）「內在認知」；（二）「技巧認知」；（三）「事實認知」；

（四）「原理認知」，從這四個向度中，可以得知人們參與音樂的所有基本面向。

學生要理解一個「音樂作品」，一定要具備「美感的體驗」中最重要的「內在認

知」與「技巧認知」，以往音樂教師的教學較常考慮到教學技巧，而沒有思索在

技巧的更基層還有一個「內在認知」，如果讓學生們聆聽一段連續的音符，學生

能體驗出這是一種「旋律」，這表示學生「內在認知」了「形式」；而對於「標題

音樂」的故事內容之「感知」也是另一種「內在認知」，只是「形式認知」重要

性超越標題音樂這種「內容認知」；「技巧認知」包括想像、技藝、敏銳性、忠實

性；「事實認知」指的是與藝術作品相關概念的全面認識，所以教學者應協助學

生認識美感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立場；「原理認知」則是要讓學生理解

一些「為何」的概念，研究者認為這是要協助學生對於情境能培養出一種「後設

思考」的能力，這種能力會影響學生「音樂的體驗」。在藝術教育的普通課程中

應包含這四種認知面向，學生的學習情境可以是在一節單純只教音樂的課程中、

也可以是一節整合性的藝術課程之中（整合音樂與視覺藝術，或整合音樂與表演

藝術的課程）。 

從「美感的認知」的觀點來論，研究者認為教師首先應該對自己原先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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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形態」加以檢視，避免強化學生以既有的「意識型態」去學習聆聽或演

奏音樂，同時也要告知學生「前美感」（preaesthetic）會阻斷自我多元創造思考

的可能性，因此，學生要能自我反省是否有受到任何「前美感」的影響。在這種

「前美感的」體驗中，所觀察的是組成音樂之技巧的、機械的因素，這絕對是一

位音樂教育者在從事「音樂實踐」時的危險所在，因為這種危險在過於關心音樂

活動的技巧與工具，而很少有足夠的「心理距離」（psychical distance）來對音樂

進行「美感的體驗」，過於重視「技術—批評」的體驗會使學生無法超越它達到

對音樂之「美感的體驗」。因此，研究者研究發現 Reimer 對這種「前美感的」體

驗之涵義為：是指音樂教師原有的一種「意識形態」觀念，這種觀念當然來自於

他的生活經驗或師資養成過程中所受的音樂教育，音樂教師應避免用自己原先以

為正確的觀念來箝制學生對「音樂體驗」的想法，其實學生的思考可以多面與多

元，音樂教師可以運用正向的「前美感的」見解，學生在「美感的體驗」之過程

中，教師仍要引導學生以「內在認知」與「技巧認知」作為學習的主要內容，「事

實認知」與「原理認知」要居於輔佐地位，教師不要用言語作過多說明，學生要

靠聽覺與身體的律動去體驗音樂，音樂仍是一種富於情感的教育。 

四、「音樂智能理論」 

音樂智能是一種「體驗音樂的能力」，也就是一種「內在認知」與「技巧認

知」的完全展現，並且帶有心靈、身體、情感之一致的參與，這種智能的表現是

指一個人扮演各種音樂角色的潛能。Reimer 認為智能並不是被「架構」所組成，

反而相信智能是由一種「角色」所組成，Reimer 認為 Gardner 的智能理論之限制

在於沒有精確定義智能是由什麼所組成的，因此，Reimer 提供智能一種不同的

定義。Reimer 主張有七種音樂角色需要智能，這些是「作曲」、「演奏」、「即興」、

「聆聽」、「音樂理論」、「音樂學」、「音樂的教學」，Reimer 希望他對智能的定義

能幫助我們了解存在於特別的領域中許多以角色為基礎的智能之特質，藉由這七

種角色一起參與在富有表情的音樂聲響中。 

其實 Gardner 的確曾提到具有音樂傾向的人可以採用一些角色，分別是「作

曲」、「演奏」、「聆聽」的角色，但是 Reimer 認為 Gardner 的分析沒有提供關於

智能在各種音樂角色中所顯示的不同特質，也沒有提供智能的特別應用。在這點

上研究者雖然認同 Reimer 的觀點，但同時也認為 Gardner 是一位認知心理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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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似 Reimer 是一位專精音樂的教育者，可以將智能完整地運用在實踐中，是一

種非戰之罪。此外，在 Reimer 所提的七種音樂角色中，眾角色會在不同文化情

境中各司其職，一個人若具演奏的天分，是否也同時具備作曲或即興的能力，答

案是不一定的，在研究者的教學實務中便可得到印證。 

現階段音樂教育所引起的最大問題，就是音樂教師過度強調「部分」—意

指一些如節奏、旋律的音樂元素，與忽視音樂教學的「整體」—意指「區辨力」

與「相互連結力」。因此，研究者主張音樂教育學習的目標務必須要讓學生經歷

各種不同的音樂角色，並要幫助培育學生對於角色內（演奏的角色）與角色間（作

曲、演奏、即興、音樂理論、音樂學）的「區辨力」及「連結力」，而介於不同

音樂角色間相互連結，可以為學生發展寬廣的「音樂理解」以超越每個角色中的

個別性。教師所具備的專業知能要在所教的材料、情境、與學生的反應中「區辨」

出精細的細節，並且在這些相互的影響中，教師需做出「連結」的關聯，如此，

教師才能幫助學習者發展一種或多種的音樂智能。 

五、「課程模式」 

Reimer 提出全面的課程模式，其中包括七項音樂課程的階段，分別是「價

值階段」、「概念化階段」「系統化階段」、「詮釋階段」、「操作階段」、「體驗階段」、

「期許階段」，而 Reimer 將這些階段分別應用在普通音樂課程與特殊音樂課程

中，由於期望的階段不可避免帶有「政治」性的影響，一些校外人士的「權力」、

「意識型態」都將影響課程的實踐。並且由於校內的普通音樂課程可能不符合學

生之興趣，因此 Reimer 提出一些建議，他提到《藝術教育國標準》九個音樂內

容範圍，縱使 Reimer 認為此標準可以適應全世界的文化，但難免有缺點，因此

他將普通的音樂課重新定義與重新平衡，並將音樂教育國家標準重新架構過，其

中包括「音樂素養」、「聆聽者」、以及「音樂教育者」的角色。他認為重新結構

過的標準可以提供服務給所有學生對音樂的需求，並且在要達到「整合性的」普

通音樂教育課程與「整合性的」特殊音樂教育課程的過程中，Reimer 都提出一

些方法讓我們採用以達到音樂教育的目標。他同時主張音樂課程要有效能，有效

的教學需要教導教學中每一個角色的能力，並使每個角色能相互合作而使其它角

色發揮，在此，研究者發現「音樂智能理論」在他的課程模式中仍是佔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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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課程模式也可讓我們在從事課程設計時引為參酌的方向。 

從「課程模式」的論證中，研究者主張教師在實際教學時，都需要經歷以

下七個階段的思考才能達到音樂教育的目標： 

（一）第一個階段：價值階段，關注哲學基礎，是所有教育概念化的起點，

研究者認為一位教師首先須有堅固的哲學基礎，同時要具備「美感教育」與「實

踐哲學」的哲學理論概念。 

（二）第二個階段：概念化的階段，教師需要知道教育要做什麼以達教育

成目標，教師在此需要有心理學、或兒童發展等基礎理論，才能深切知道自己要

做些什麼。 

（三）第三個階段：「系統化階段」，教師要知道教學的順序，自己在心中

要有一個清楚的圖像，知道何時要敎導哪些內容， 

（四）第四個階段：「詮釋化階段」，教師對於前幾個階段能清楚之後，有

需要與學校行政人員、其他教師說明自己的教學理念，要與所有與教學情境相關

的人員相互溝通，才能以最多的資源去幫助學生的學習。 

（五）第五個階段：「操作的階段」，教師與學生面對面接觸的實際教學，

沒有前面堅固的基礎，在此的教學也無法成功。 

（六）第六個階段：「體驗的階段」，要讓學生經由四種認知與實際去做、

去體驗音樂，不能僅有注重教導技巧或記憶性的事項，如此學生才能成為一個獨

立的個體。 

（七）第七個階段：「期望的階段」，教師須注意自己的見解不一定與學生

的次文化觀點相符，也不一定與父母或教育專家的期望相同，只是教師在教學時

需要注意到這些來自社會面的不同期望，需與自我的期望交互檢視，進而思索未

來實踐的方向。 

參、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對於學校音樂教育的實踐有參考價值 

Elliott 的「實踐哲學」立論可以分成五個核心概念，包括「整合性的」與「反

省性的」哲學、「音樂的體驗」、「音樂的認知」、情境中的「音樂製作」與「音樂

聆聽」、「課程理論」。在從事研究、教學時，Elliott 的核心理念可以提供音樂教

育者從事教育實踐時的思考，茲將五個概念分述如下： 

一、「整合性的」與「反省性的」哲學 

Elliott 的哲學主要可以說是「多面向的」，在這個詞語之下，便是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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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與「反省性的」音樂教育思想。整合性地教導與學習不同的音樂是「多元

文化教育」的一個重要形式，這個理念 Elliott 早在 1990 年時於《音樂即是文化：

朝向一種藝術教育的多元文化概念》（Music as Culture: Toward a multicultural 

concept of arts education）一文中便已經提出，到 1995 年出版《音樂本質》時，

他又再加強對這個議題的認知。 

Csikszentmihalyi 的「流動」理論為 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的哲學基礎，

在此種哲學基礎上，Elliott 主張音樂是人類的活動，「音樂實踐」同時包含「音

樂製作」與「音樂聆聽」的四個面向，但是他認為「音樂製作」之重要性仍先於

「音樂的聆聽」。Elliott 主張音樂做為人類的實踐，是一個四個層面的概念，包

括：（一）實行家；（二）一些做事的種類；（三）一些被做的事；（四）一個完全

的情境中讓實行家做他要做的事，這四個音樂層面所形成的關係會受到社會、政

治、經濟的情境所影響，這些層面並不只是相互連結，它們會形成一種辯證關係

的動態系統，「整合性」的哲學需要去檢視這些所有的層面，也包括要檢視「音

樂聆聽」與「文化」、「意識型態」的關係，如此可知道 Elliott 的「實踐哲學」非

常重視各文化中情境的觀點。 

針對以上的論述，研究者認為可分成兩方面來談論： 

（一）針對「整合性的」哲學而論 

音樂教育從事者必須知道「音樂作品」包含多面向的意義，音樂的理解力

更包含許多相關種類的反省思考與認知，並且音樂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使

用許多重要的生活價值觀點來解釋，因此，整合性地教導學生不同且多樣化的音

樂是必須的。「實踐哲學」非常重視各文化中情境的觀點，身為一位音樂教育者，

應該具備「多元文化主義」觀點，要具包容性去教導所有不同背景的學生，不要

僅以一種「民族優越感」去漠視任何人的文化，研究者認為這是「整合性」的哲

學最值得注意的重點，也是最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二）針對「反省性的」哲學而論 

要達到音樂教育的目標，要依靠去發展學生之「音樂素養」與「聆聽素養」，

而這要經由讓學生參與：演奏和聆聽、指揮和聆聽、聽唱片與現場演奏。音樂教

師要鼓勵學生在演奏與指揮時做出有創意的決定，以及引導學生將不同的知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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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即興、作曲與改編音樂，在此時，學生需要對自己的決定做出省思；除此之

外，教師也要在教學過程中時對自己的教學作一反思，進而改進教學策略或評量

方式。 

二、「音樂的體驗」 

Elliott 認為「音樂的體驗」是一種「流動的體驗」、「最佳的體驗」、「本身具

有目地的」體驗，並且「音樂的體驗」是獨特的，因為它包括「音樂製作」與「聆

聽音樂」，「音樂製作」與「聆聽音樂」包括一些獨特的挑戰與思想過程。Elliott

認為「音樂製作」的主要價值在於包含「自我成長」、「自覺」、音樂的「愉悅」，

「音樂實踐」會提供「音樂製作者」多面向的「音樂挑戰」與「音樂素養」，以

達到這三種生命的價值。他主張音樂教育的任務是藉由在與適當的「音樂挑戰」

之平衡關係中做漸進的音樂問題解決，以去發展學習者的「音樂素養」，所以他

指出音樂素養×音樂挑戰＝音樂的價值。此外，Elliott 認為當一位聆聽者「音樂

素養」的層級相當於「音樂挑戰」時，這會形成是一種「最佳體驗」—即是一種

愉悅的、引人入勝的流動體驗，「音樂聆聽」是一種「自我成長」、「自覺」、「愉

悅」的來源，「音樂素養」在「音樂聆聽」的情境中是達到這三種生命價值的關

鍵。 

從「音樂的體驗」之觀點可得知，「音樂的體驗」導源自一種「音樂素養」

及「音樂挑戰」之間關係的配合，在其間漸漸去解決音樂的問題，以去發展學習

者的「音樂素養」，而如何讓學生經歷這種「音樂的體驗」，研究者認為可以朝以

下方向發展： 

（一）做為一位專業的實踐者，音樂教師要知道如何平衡學生漸增的「音

樂素養」與適當的「音樂挑戰」，要讓學生集中並躋身在音樂流動的頻道中，這

都需要教師的專業知識，包括知道如何診斷、指導、批判及矯正學生音樂的「行

動認知」；當學生在迎接較困難的「音樂挑戰」而遇到厭倦及挫折時，要鼓勵學

生持續努力。 

（二）教師在介紹一首「音樂作品」時，要教導學生關於這首作品的標準

與文化傳統，讓學生能在理解文化傳統的情境中學習知識，除非學習到這些相關

知識，否則學生無法體驗到「自我成長」及音樂的「愉悅」。 

（三）教師需努力去塑造及解釋音樂的標準層級，如此才會促使學生學習

他們所需要的，並進而達成音樂教育的「自我成長」、「自覺」等價值及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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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四）教師需幫助推動學生從「音樂素養」新手的層級到達熟練的、專家

的層級，這需要經由漸進的問題解決以發展學生「音樂素養」的深度。 

三、「音樂的認知」 

Elliott「實踐哲學」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為：行動與思考會同時發生，行動

不可能會脫離思考而單獨存在。因此，「製作音樂」與「聆聽音樂」的行動便包

括思考，「製作音樂」會將行動與思考融在一起，「聆聽音樂」也會是一種行動。

Elliott 認為「音樂素養」包含一種「聆聽素養」，「聆聽素養」要經由構成「音樂

素養」的五種認知才可被建構，包括「程序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印象

主義的」、「監督的」音樂認知。「正式的」音樂認知是從學校課堂中所學的；「非

正式的」音樂認知是在課外的教學中所習得的，批判的音樂思考與策略上重要的

音樂判斷，是身為一位「音樂聆聽者」與一位「音樂製作者」之「非正式的」認

知中之一部分；「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包括認知的情緒，它包括為了「音樂製

作」與「音樂聆聽」中所「受過教育的情感」，「受過教育的情感」產生自吾人關

於文化意義中的每件事，也產生自音樂的詮釋與作曲的設計之每件事的知識與信

念，在行動中批判的思考與策略性的判斷會引起音樂中「受過教育的情感」，因

此，「非正式的」與「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是相當類似的；「監督的」音樂認知

是一種「後設認知」，知道何時去選擇前三種知識、知道學習如何學習，研究者

認為這種認知類似 Reimer 的「原理認知」這種「後設思考」的能力，這種能力

需靠教師教導。 

從以上的論證中可得知，「音樂聆聽」是以實踐為中心的，它的四種認知成

分是「處於—情境」中的，因此，教育「音樂聆聽」需要經由有意義的「音樂製

作」以將學生引導進「音樂實踐」中，學生要學會「音樂聆聽」主要仍是要依靠

「音樂製作」，而且這幾種認知都是由行動所知會，行動與思考會一起發生，「音

樂製作」或「音樂聆聽」的行動都需要去習得這四種認知。 

所以，教師在讓學生聆聽音樂、創作音樂、或做即興演奏時，都需注意讓

學生的行動與認知一起運行，要提醒學生隨時注意以往教師所教導的任何「正式

的」音樂認知、「非正式的」音樂認知、「印象主義的」音樂認知，並隨時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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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督的」音樂認知交互檢視。而要理解關於「音樂作品」一種豐富的、非語

言的解釋，只要讓學生能「技巧認知」（知道如何）詮釋好與演奏好一個作品，

然後他們就能理解此作品與聆聽它，如此較容易獲得「音樂素養」以達到音樂教

育的目的。此外，音樂教育者必須重視的是需教導學生如何內行地聽，絕不要讓

學生一直拘泥於言語知識的獲得，需要再往前進一步去追求問題的解決。 

四、情境中的「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 

由於 Elliott 認為音樂的行動與音樂的情境一起運行以創造出「音樂的理

解」，所以相對於 Reimer 所提出的七種音樂角色需要智能，Elliott 認為作曲、演

奏、指揮、即興與改編音樂等幾種「音樂製作」都與情境有密切相關，因此，他

提出「在情境中的作曲」、「在情境中的演奏」、「在情境中的即興」、「在情境中的

改編音樂」等觀點，而這幾種位於情境中的「音樂製作」也與 Reimer 所認同的

七種音樂角色一樣，相互之間都有關係存在。 

此外，Elliott 將 Reimer 所提出的七種音樂角色中的「聆聽」，改成以“在情

境中的「音樂聆聽」”來做探討，他認為「音樂聆聽」也包含「文化—意識型態」

的資訊，「音樂作品」組成文化中特殊的信念與價值，「音樂作品」也被文化中特

殊的信念與價值所組成，因此「音樂聆聽」與「音樂作品」、及社會現實是分不

開的，同時「音樂聆聽」也會受到文化或次文化所影響，因此，音樂即是一種文

化。 

從以上的論述可得知，Elliott 將「實踐」這個詞語界定在一個「情境」之中，

並且用批判與反思的方式進行「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賞」，「多面向」這個詞語

更能涵蓋他的哲學思想，這種「實踐哲學」的「多面向」實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音樂與「音樂素養」的概念是開放的、多層次的；（二）對於「音樂作品」

的理解也是多面向的；（三）音樂與音樂教育的價值是多方面的，因此，教學方

法也是多樣性的。 

針對這些觀點，研究者認為可分成兩方面來談論： 

（一）針對從情境中的「音樂製作」而論 

演奏與即興是「音樂製作」之主要形式，需要在音樂教育中被教導，只要

時間允許，改編音樂、作曲、指揮也必須被包括在課程中。並且經由演奏與即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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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製作音樂、以及用實際的與社會脈絡相關的方式去連結演奏與作曲的即興，這

些方式都會帶領學生到達「音樂實踐」的中心點，同時也是發展學生「音樂素養」

的重要方式。教師要教導學生藝術性的「音樂聆聽」，則必須以相關於藝術的「音

樂製作」之方式去教導；而學生也要經由在真實的「音樂實踐」之情境中作漸進

的問題解決，才能獲得「音樂素養」與學習如何使用它，真正的音樂問題要沉浸

於音樂文化的信念系統中才得以解決；此外，教師需要將「音樂挑戰」「脈絡化」

才能達到「音樂作品」的標準，也就是要讓學生認知到許多關於這個實踐所關注

的人物、傳統，相關的錄音、影像、歷史的背景知識、電腦軟體使用方法、以及

專業的音樂家之現場演奏等都是將「音樂挑戰」「脈絡化」的方法。 

（二）針對從情境中的「音樂聆聽」而論 

「音樂聆聽」包含「文化—意識型態」的資訊，「音樂作品」所涵蓋的內容，

範圍可從音樂的歌曲歌詞，到特殊的人類情緒之最精細的音樂表達事件，以及到

音樂對人們、地方的描繪及特徵，所以教師需要引導學生認知到某首「音樂作品」

的形式是屬於哪一種文化，這種形式背後有哪一種「文化—意識型態」；除此之

外，教師也要引導學生去認知到這些信念及價值與學生本身的信念是否相同或有

衝突。其實，一位「聆聽者」在聆聽之前常會建構關於特定一首「音樂作品」之

「文化—意識型態」的信念，這種現象為「已經聆聽」（already listening）的現

象，類似 Reimer 提出的一種「前美感」的概念，這種「已經聆聽」的觀點容易

讓學生失去創造力，因此，身為音樂教育者需要運用一種正向的態度去影響學生

的信念及認知，而這是要藉由發展學生的「音樂素養」去使學生的音樂評價、喜

好、認知情緒穩定住，這種「音樂素養」即是要去認知如何有理解力地去聆聽介

於「音樂製作」、「音樂作品」與「文化—意識型態」的影響之間的關係。 

五、「課程理論」 

Elliott 提出一種「反思性的音樂實驗課程」，這種課程的目標是要盡可能藉

由使「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這種方法能發展，進而去使得組織音樂教室與

課程能有效與真實。學生在這種「師徒制」的課程中，不僅可以整合性地學習，

也學習到如何學習，當教師將音樂行動置於音樂課程的中心時，學生則立即有規

則地體驗到「音樂認知」的一些相關形式。 

Elliott 也指出「實踐」的音樂教育有七個基本議題，分別是「目標或為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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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教導音樂」、「知識」、「學習者」、「教—學的過程」、「教師」、「教—學的情境」、

「評鑑」。他同時也指出音樂課程的制作有四個階段，分別是「定位」、「準備與

計畫」「教與學」、「評鑑」，最後，Elliott 更提出關於「音樂的實驗課程」之實行

要有六個策略，分別是「示範」、「指導」、「鷹架支持」、「清晰表達」、「比較的反

思」、「探索」。 

從「課程理論」的論證中，研究者主張教師在音樂課程的實行時，可以運用

以下六個策略，這六個面向非常值得音樂教育者在從事「音樂實踐」時的參考與

依據。 

（一）「示範」：教師對於一首新的旋律，需要先進行範唱的行動，再提出問

題問學生，若學生正確回答，教師可慢慢退出此教學，示範必須從演奏、即興、

指揮擴展到編曲、創作。 

（二）「指導」：指導學生能更有音樂性地表現一首樂曲以及更具創意去從事

「音樂製作」。 

（三）「鷹架支持」：教師要藉由診斷與知道學生的需求，而在實驗課程中事

先準備與計畫，以提供學生最有力的支持。 

（四）「清晰表達」：讓學生學習在從事「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時發展

一些語言或非語言的思想，音樂教師需引導學生，讓學生盡量用言語或圖表去表

達在面臨「音樂挑戰」時如何解決問題。 

（五）「比較的反思」：經由學生間的反思，音樂教師可以比較出哪些學生對

於所製作的、或所聆聽的較不熟練，並進而提供教師進一步行動的依據。 

（六）「探索」：教師藉由分配一些音樂任務給學生，讓學生從中發現問題、

進而解決問題。 

肆、「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的思維可以並行不悖，足以反映社會多元文化

的價值觀，進而達到整合性的學校音樂教育目標 

從文獻的研究當中發現，無論是「美感教育」或是「實踐哲學」，兩方經過

相互思辯之後，其價值足以讓兩種哲學派典並行不悖，也足以反應社會多元文化

的價值觀；並且在實踐時，可以讓音樂教育實務與兩種理論相互做對話與反思，

進而達到整合性的學校音樂教育目標。雖然「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的立論

有所差異，但兩個派點仍各有價值性，研究者總結發現認為原因如以下五點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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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具有互補、相互辯證及相互影響的存在價值，

不應摒棄任一種學說觀點 

「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最大的差異在於：Reimer 認為所有音樂角色

中都有相互的關聯，但「聆聽者」的角色仍要凌駕其他角色；但 Elliott 則持不同

看法，他認為「聆聽」雖然也重要，但是「演奏」仍位於音樂課程的中心。這種

差異最主要是導因於「美感教育」傾向注重「音樂的體驗」之現象學的解釋，「實

踐哲學」則強調以認知運行構成「音樂的體驗」之基礎，但是兩種方法都有效，

兩者必須被理解成互補，而非相互衝突。由於 Elliott 對於 Reimer「美感教育」

之猛烈批判，引起 Reimer 也在許多回應的文章中引用許多理論去捍衛自己的哲

學觀，更進而在 2003 年提出自己的新理論；而 Elliott 也因此又在 2005 年號召一

些支持「實踐哲學」的學者，進而出版了《實踐的音樂教育：反思與對話》一書，

這都是增進相互辯證、對話以進行視域的交融之途徑。 

二、結合「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的觀點，讓兩者「協同合作」以發揮音樂

的功能性 

「協同合作」絕對不是要去將兩種哲學作融合，也不是要在兩者做一選擇

而去摒棄另一種，反而應該在不同的立論主張間相互對話與辯證。音樂教育研究

的廣度應該擴展到整個社會的脈絡中，而不是只在計較該支持「美感」或支持「實

踐」，這兩種派典的思想可以一起「協同合作」為許多社會問題提供解決之法。「美

感教育」可以透過「概念化教學」引導及深化學生之情感層級；「實踐哲學」藉

由培養學生「製作音樂」與「聆聽音樂」讓學生增強「音樂素養」的層級，而無

論藉由「聆聽」或「演奏」，都可以讓社學生從中培養許多人文的素養，藉此希

望能消弭一些素質較差的音樂為社會所帶來的弊端。 

三、兩種派典的共同目標在於達到一種積極正向的體驗，可並行提供學校音樂教

育理論基礎 

研究者發現兩種派典有其共同的目標，都是要讓人們達到一種特別且積極

正向的體驗，只是追求這種體驗時要有不同的方法。Reimer 所主張的是「美感

的體驗」，Elliott 主張的是「音樂的體驗」，前者是一種內在情感的經歷，後者是

一種實作的經歷，其實兩者並無相衝突，當然可以並存一同為學校音樂教育的實

踐提供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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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ewey 哲學中可以結合兩種派典的理念，兩者的觀點可並行不悖 

「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都重視 Dewey 的「脈絡美學」之觀點，在 Dewey

的哲學中可以結合這兩種哲學觀點。採用 Dewey 的「脈絡美學」觀點，可讓我

們重視到「美感教育」要注意與社會脈絡的連結之議題，其實 Reimer「美感教

育」思想與 Elliott 的「實踐哲學」思想皆重視到音樂與社會、文化脈絡的關係，

可以在 Dewey 的「脈絡美學」思想中集其大成，兩者皆不可偏廢。 

五、音樂教育哲學理論之間需相互對話，以探究學校音樂教育相關議題的解決途

徑 

音樂教育哲學派典之間無論如何爭辯，若只停留在批判的階段，都無法解

決學校音樂教育實踐的問題。研究者從研究中發現「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

派典並非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其中有管道可以相互對話：第一，Reimer 對於

Elliott 在處理「音樂聆聽」的議題時，很欣賞 Elliott 的見解，甚至認為 Elliott 的

論述比他剖析地還要深入；第二，雙方對於音樂教育與「意識型態」、「權力」、「社

會正義」、「賦權增能」等議題的討論之見解不謀而合，都可以相互對話，從中對

於學校音樂教育所牽涉到的「政治」議題尋求進一步的解決途徑。 

伍、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立論之差異 

一、本研究從音樂教育實務的三個基本議題去比較兩人之立論 

（一）我們為何要教導音樂 

Reimer 主張音樂教育主要在於從聆聽中去加深人們情感生活的體驗；Elliott

主張動態的多元音樂課程可以使學生達到「自我實現」的價值。 

（二）我們需要教導什麼音樂 

Reimer 主張要教導音樂的內涵要素，也就是要教導「內在認知」； Elliott

主張「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賞」的教學應包含多面向的層面。 

（三）我們應該如何教導音樂 

Reimer 主張普通音樂課程計畫與特殊音樂教育課程計畫要並重以及實行；

Elliott 主張要反思性地去實行「音樂課程即是實驗課程」。 

二、本研究發現 Reimer 與 Ellott 哲學立論相異的根源有四點 

Reimer 與 Elliott 兩人有不同的哲學思想，主要的根源為：本體論的假設、

哲學背景的立場、理論基礎的形成、音樂教學重點及偏重「人文主義」的思想基

礎不同，才造成兩人相異的課程觀點與教學實踐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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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立論對台灣未來學校音樂教學的意涵 

以下研究者從音樂教育實務的三個基本議題論述台灣未來學校音樂教學的

方向應該如何發展與進行： 

一、針對我們為何要教導音樂，研究者認為有以下兩種途徑 

（一）音樂教育主要在於從聆聽中去加深學生情感生活的體驗，這需要一

種「內在認知」的深化教學。 

（二）動態的多元音樂課程可以使學生達到自我實現的價值，教師所設計

的「音樂挑戰」要有層級的區分，並要隨學生的「音樂素養」而改變。 

二、針對我們需要教導什麼音樂，研究者認為有以下兩種途徑 

（一）教導音樂的內涵要素需運用「概念化教學」的方式去教導「內在認

知」，但最終非語言的情感投注需超越語言的概念性教學。 

（二）「音樂製作」與「音樂聆聽」的教學應包含多面向的層面，要在「演

奏」中學習去「聆聽」，同時也要在「聆聽」中去學習如何「創作」與「演奏」。 

三、針對我們應該如何教導音樂，研究者認為有以下兩種途徑 

（一）音樂教師不可只偏重在普通教育課程的設計與規劃，也要同時注重

對音樂有較高層級認知的學生之需求。 

（二）具專業素養的音樂教師要有反思性，教師要讓學生在真實且與生活

相關之音樂情境中去體驗音樂、學習音樂、並從中幫助學生提昇其「音樂素養」。 

柒、音樂教育哲學與批判教育學視域交融對台灣未來學校音樂教育實踐的意涵 

音樂教育實踐時不能免於牽涉一些「文化」與「政治」等相關議題，研究

者發現 Reimer 與 Elliott 對於「多元文化的音樂教育」、「意識形態」、「權力」、「文

化」等議題的探究各有其見解，其實這都是受到「後現代」思潮與批判教育學論

述所影響。根據研究結果，Reimer 與 Elliott 在論述音樂教育所牽涉的「政治」

議題時，可以與判教育學的觀點做視域的交融，對於台灣未來學校音樂教育在實

踐時，研究者認為可以有以下幾點重要啟示，以提供音樂教師未來在規劃音樂教

學時的參考： 

一、音樂教師需對傳統音樂教育的實施提出質疑與反省 

正如 Reimer 與 Elliott 所認為的，音樂教育不可能會是一項中立的事業，音

樂教育領域中無法免於社會中所發生的不公不義事項。因此，音樂教師身為一位

「轉化型知識份子」，其主要的社會任務，必須開始去批判反省並且嘗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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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阻礙音樂教師成為積極反省實務者的傳統條件或因素，而且要把音樂教師

知識份子的角色置於現實政治及規範的脈絡下，去思考音樂教師具體的社會功能

和任務。音樂教師必須對音樂課程中工具技術理性的「意識形態」提出有力的批

判，我們應該思索教師在作課程設計或教學時，是否較沒有考慮到弱勢學生的需

求以及不具「文化資本」的學生之處境，若然如此，如何使音樂教育目標具體實

踐。所以，研究者認為我們需要將音樂課程的概念、計畫、設計及實施從執行層

面中分離出來，仔細去思考在「政治」與「意識型態」下的宰制關係。音樂教師

在形塑學校音樂教育的目標和條件時，必須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身為一位「轉

化型的知識份子」，音樂教師就是要重新去找回他們工作中應有的深層思考和心

靈，同時要將音樂師資培育的目的、公立學校教育的目標、音樂教師在職專業發

展，以及民主秩序及社會發展等必要條件相互連結起來並加以考慮。 

現代的音樂教師需要追求批判現實、顛覆體制與超越時代的美學價值，對當

代的理性威權和科層管理制度做出嚴厲的批判，這也就是要對於客體、他者、非

同一性的維護，反對任何只重主體、只重同一性的哲學。以批判教育學論述原則

為基礎的課程發展，音樂教師及學生能夠經由一種彈性的課程去符合傳統成就的

水準點，而這種課程是經由教師及學生所合作發展的，並且對學生來說是較為有

趣 的 ， 在 這 種 課 程 中 ， 音 樂 的 創 造 過 程 是 解 放 的 （ liberating ） 及 轉 化 的

（transforming），因為此種課程是重視個人化的，而這種以課程設計的彈性原則

為出發點的課程，其解放與轉化的意圖，正能反映出一種對客體、他者、非同一

性（重視差異）的維護和重視。 

音樂教育要能進展需要許多人的努力、以及對傳統觀念的反動而來，並且

音樂教育所實施的方法應具有探索的性質，音樂教師不應是教材創作的唯一控制

者，學生的文化背景、學習經驗應在設計課程時一同考慮進去，如此學生才不會

受到宰制與壓迫。我們需要透過質疑、反省、解放扭曲的意識型態，並以重建自

我主體理性的方式來影響音樂教育學界與社會，這不僅可以提供我們作為對音樂

教育現況質疑的一個途徑，進而使我們反省與思考傳統之音樂教育的實施方式，

並重建另一套合理的意識型態。由於要有批判、反省才會帶動創造，也才能有所

進步，現今實施的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程改革，正是對以往音樂教

育實施的一種反動，姑且不論社會大眾之不同反應，這是一種音樂教育改革的趨

勢，也是一種促使教育及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因。但是音樂教師對於時代變遷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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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也不能一味保持接收的態度，更應在從事教學實踐時保持質疑與反思的

態度，進而在整個音樂教育團體中提出自己的見解，期望能其他音樂教師達到「共

識」，群體一起接受改造音樂教育領域的高層級挑戰。 

二、音樂教師需以多元的「星叢式」（constellation）論述方式解說音樂作品 

Abrahams（2004）曾指出：假若音樂教育者沒有反省性（reflective）及分析

性（analytical），他們會限制學生再製（reproduction）以前的音樂教育情境，也

就是會把以往主流階級的價值未經批判地傳遞給學生，並且當一位音樂教師瞭解

到他們能用許多無限制的（unlimited）方法去分析（analyze）、修改（adapt）、

及操弄（manipulate）課程時，創意的經驗及成果將會是無窮盡的。 

正如 Reimer 與 Elliott 所主張的，音樂教師需以多元且不同的方式去解說音

樂作品，批判教育學者 Adorno（1970）曾提出的一種的「星叢式」美學思想可

與其相互輝映，可以給予從事音樂教育的教師另一種思維方式：無論是「美感教

育」或是「實踐哲學」的觀點皆應加強學生非同一性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像傳統

的音樂教育般給予學生一種固定答案，教師在解說一首音樂作品的風格或引導學

生聆聽音樂、製作音樂時，應該盡量做到「星叢式」的論述方式（這種論述方式

意謂著天上星星的排列方式可以因為不同的人去觀看而造成不同的視覺效果，有

些人看起來可能任為它是一片雲朵、有些人看起來可能覺得像一朵花），也就是

要用各種不同多元的方法來解說此作品，讓學生發表不同的意見，不需認為教師

是標準化及權威化的代表，如此便可多元開發學生的自主判斷力，也可以對同一

首曲子有不同的詮釋與解讀。 

三、音樂文化必須自律，不能被「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所宰制 

音樂教育哲學家 Regelski（2005）認為「大眾品味」與「文化品味」可以反

映出一些社會現況的現況與價值，因此會由「實踐哲學」派典強力去推進，不過

這些品味卻被「美感教育」理論所反對。而研究者卻思考到：傳統中音樂教育政

策中較為明顯的方向，不外是訓練有音樂專才的學生以達到國際水準（一種流行

的社會價值觀）、達到本土化的理想（群體的理念方式）、以及音樂要做到普及化

（大眾化的娛樂功能，例如「學音樂的小孩不會變壞」），普羅化的唱片市場也是

一片商業氣息，藝術的國際交流也以提昇國際形象為目的，這些的確是社會進展

中的現象，但是卻與音樂的內涵無關。 

事實上，藝術的自律性是構成藝術概念的重要元素，美與醜的概念之關係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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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形式去把握（Adorno, 1970）；也正如 Adorno 所指：藝術是一個辯證的存在

物，如同一枚硬幣，一面是自律性，一面是社會性，藝術只有存在著內在的自律

性，才有具備抵抗社會的力量，才不會變成一種受宰制的商品（Adorno, 1970）。

所以，我們除了注重感性的音樂教育之外，也應為音樂教育的知性層面獻出努

力，不應只讓學生沈溺於符合「大眾品味」的流行音樂文化之快感之中，有關藝

術的本質、內在的形式也應該傳予學生，如此學生才沒有被物化的可能，才不會

被「文化工業」所宰制。我們還是應在音樂教育專業的領域中不斷努力，不要讓

藝術受到外在商業性的宰制，音樂本身需要自律起來，更重要的是要如「實踐哲

學」派典所主張的：音樂不能僅被視為一種裝飾，而是要當成一種讓所有學生的

生活可以更「賦權增能」的「文化資本」。 

四、個人應藉由批判的反向思考能力以建立對音樂教育的價值觀 

我國四十多年來在戒嚴令的庇護之下，比較沒有一種批判教育當局“掌權”

所衍生問題的能力，但是在現今經濟、政治開放的環境下，如果我們沒有一種批

判思考的能力，對任何事物只有一直接受的心態，恐怕會是自己與社會進步的阻

礙，社會批判不在提供解答而是在立場的提出、依其原則的分析與推論，我們需

更了解我們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經過反省而建立個人或群體的「價值觀」。 

因此，研究者依現代音樂教育的眼光提出批判，也嘗試對於 Reimer 與 Elliott

的立論做出反思，以能達到自我解放、並重建自我主體理性。正如批判教育學者

Giroux（1988）所主張：身為一個知識份子，教師是一位反省的實踐者非常重要，

因此，研究者覺得要產生一種台灣音樂教育的文化，不是只有完全依賴他人的理

論便可以在我們這裡實施，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培養一種反向思考的能力，是否

Reimer 的「美感教育」哲學立論 Elliott 與的「實踐哲學」立論可完全搬移到台

灣來實行，在將這些理論付諸於實踐時，會不會因為文化的不同而有些地方是無

法落實的，這些都是需要音樂教育者與相關人員、及政策研擬的相關單位多作對

話與溝聽才可得知，而這種反向思考正是身為音樂教育工作者所應具有的價值

觀。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以上的研究發現，研究者針對教育現場中的音樂教師、教育行政單位、

後續的研究者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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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對於音樂教師的建議 

一、音樂教師需積極培養人文的哲學素養 

瞭解 Reimer 與 Elliott 的哲學立論後，一位音樂教育從事者應該在師資養成

階段中積極培養「美感教育」與「實踐哲學」之哲學素養，以便未來在教學職場

中，作為教材選擇、課程設計、或教學實施時的理論基礎，以下分三點來論述： 

（一）音樂教師需增進專業知能並進而轉化教學 

音樂教師若要幫助學生提升「美感的體驗」，則不宜把教科書奉為圭臬，只

利用教學指引中現有的教學步驟與活動從事教學，教師本身必須培養專業素養，

以對教科書中的教材有增加、減少、或修改的能力。各大出版商會把一些教材內

容列入教科書中，多是考慮到現職教師的教學習慣而不是考慮深藏在九年一貫課

程中的哲學精神，因此，教師本身應增加專業能力，把形而上的能力指標轉化成

較為具體的教學目標，並落實於課程設計，因為只依賴教科書，學生會失去競爭

力，無法爲學生「賦權增能」，所以教師本身至少必須要有對課本內容增刪修改

的能力，所以教師本身也需要為自己「賦權增能」以增強自身的專業知能。 

專業的音樂教師需走出原有教科書的桎梏，不受教科書原先編排的內容所

宰制，應以學生的興趣、所處的文化脈絡、所接觸的各種音樂、以及教科書內容

為基礎，自我研發教材以提供學生多元化的教學，在培養學生的「音樂素養」與

「聆聽素養」兩方面，則必須讓學生體驗各種文化的音樂。而一個有效能的普通

音樂課程，專業的教師要引導所有的學生去認識三個方面的事項：1.讓學生認識

在自己所處文化中所有的音樂角色，亦即是要讓學生有不同機會經歷或扮演作曲

者、演奏家、即興者與聆聽者等不同角色；2.認識學生所處的文化中可接觸到的

所有音樂；3.認識全世界中能豐富學生所處的文化之外的其他類型音樂，因此，

研究者認為音樂教材的取用不應僅侷限於教科書中的曲目，如此對於學生「美感

的體驗」之提昇毫無幫助。一位具專業知能的教師要能運用 Reimer 與 Elliott 的

多元文化觀點，不要用教導古典音樂的方式去教導各種音樂，應該要注重各種不

同音樂的文化脈絡性與特異性，再決定自己的教學方式，但重要的是音樂的意義

與內在價值，須經由 Reimer 所提的四種「音樂認知」傳授給學生。 

教材的來源也可做如下之思考，幾百年前音樂史上的古典音樂就像現今的

流行音樂一樣，現今台灣流行樂界將古典音樂當成樂種的大源頭，延伸出許多悅

耳動聽的樂曲，例如青春女子團體 S.H.E 的《REMEMBER》就翻唱柴可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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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鵝湖》；周杰倫的夜曲音樂之概念取自蕭邦的《夜曲》來詮釋，由此可知

現今主流音樂的產生與古典音樂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研究者就曾在坊間購買到

某唱片公司所發行的三片 CD，分別是「把音樂放在你手中—廣告中的古典配樂」

（例如黑松沙士廣告配樂是《帕海貝爾的卡農》）、「古典 TV 遙控器—電視中的

古典音樂」（例如文茜的世界周報片頭曲為《普契尼的杜蘭朵公主之無人能睡》）、

「莫札特不想長大—國語流行中的古典音樂」（例如 S.H.E 的《波斯貓》是柯特

爾比的《波斯市場》）。研究者認為音樂課程中教材之選擇與編排應多與流行樂界

編曲者多做對話與反思，而非僅將教材的編輯群限於某些「階級人士」，如此，

菁英階級的「意識型態」也不會執著固定而難以轉化，而且更可以在對話與省思

中對於流行文化元素有另一番新體驗，並運用這些元素來轉化教學。 

所以，教師在從事課程設計時，可引領流行樂界的人士（如樂曲創作者或

樂曲演唱者）與自己做協同教學，教師可以經由他們的解說讓學生得知這首樂曲

創作者之構思與背景、演唱方式以及他們運用電腦科技製作音樂的過程，如此學

生才會知道如何去演奏或演唱這首樂曲以符合原創作者的期望，同時學生也能從

錄音技術中得知聲響可以做不同的剪接與處理；更重要的是要引導學生將音樂

「內化」，這需要讓學生將音樂聽清楚，讓他們沈浸在音樂中聽聽看看這種聲音

如同什麼，並去「區辨」出這種流行音樂與古典音樂的一些概念性元素（如節奏、

旋律、織體）有何不同，也要在演唱或演奏這些曲子時「連結」流行音樂的身體

搖擺律動，如此的音樂教學可讓學生接受不同的音樂欣賞方式，甚至學生也可以

如 Reimer 指出的，可以參與在改編流行音樂的體驗之愉悅中。但重要的是要在

單元結束後與學生做討論，聆聽學生的觀感與感想，是否他們也能從中發展出任

何「區辨力」與「連結力」，這都是音樂教育主要的目標，一位有智能且有專業

能力的音樂教師可以朝以上方向去幫助學生發展各種音樂智能，並且這些方式也

可以促使教師教學的轉化更加精進。 

（二）音樂教師需將「音樂作品」之內在特質傳授予學生，以完整有系統

地完成音樂教育目標 

「美感的體驗」與「內在認知」或「技巧認知」都是音樂教育的目標，無

論是 Reimer 在 1989 年所提出的「絕對表現主義」，或是在 2003 年所提出的「內

在認知」或「技巧認知」、「事實認知」、「原理認知」，都同樣認為藝術中的確含

有符號，音樂中有鳥鳴聲、畫中有花、水果，文學中常有政治意味的內容，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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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中運用到身體形象的素材，這些都是藝術作品常用到的象徵符號，但是文字

並不一定真能說明音樂蘊含的意義。Reimer 主張音樂絕對不是世界共通語言，

也不是非言辭性的語言（如數字、樂譜、肢體語言等），更不是模糊的語言，所

以符號象徵不包含藝術所有的含義，語言也無法完全解讀、描述藝術。因此，

研究者認為音樂教師在說明音樂時要忠於音樂的本質性，只能運用「描述性」

的言語，不可以運用「詮釋性」的語詞，音樂自然有其內在本質性的吸引力可

以引起我們的感覺，文字不能明確地界定情感，我們僅能讓學生從音樂中直接

去感受。因此，「音樂作品」與「聽眾」雙方是「互為主體性」，作品自有它本

身的意義，但個人也會有自己的主體性，可以對「音樂作品」有不同的詮釋，

教師能不以「詮釋性」的主觀語詞去引導學生，如此才不會阻斷學生創造的可

能性。 

針對作品的「形式」與「內容」之議題方面，Elliott 較為重視「內容」部分，

也就是他較為重視音樂能指涉到故事或情境的方向，但詭異的是 Elliott 卻批評

「美感教育」哲學的概念化教學中不應一邊畫畫一遍聆聽音樂。研究者以身為一

位音樂教師的立場來說，卻認為聆聽錄音的音樂，並一邊畫出音樂的元素—例如

音高、節奏、旋律走向，是有助於學生提昇音樂的美感能力，針對這點，研究者

認同 Reimer 的見解。因為經由視覺而來的訊息比聽覺所接收的更容易令人記

憶，如果規則和不規則的節奏型用顏色或用已設計過的圖表來教學，學生會更容

易掌握。音樂欣賞教學是一門綜合的藝術，與視覺藝術、律動、或表演藝術皆有

一些共通性，可實施以學科為本位的統整方式，重點是以這種概念化的「事實認

知」之教學後仍要回歸教導學科中「內在認知」的層次。 

無論是哪一個階段的音樂教育，音樂欣賞教學除了從「指涉主義」的觀點

擷取到“以「音樂作品」之外的事物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之體驗以外，更要將

“存在於藝術作品的內在特質”經過教師將其轉化成具體的教學活動傳授予學

生。教學的最終目標是要讓學生知道音樂是不需媒介物便能表達思想和概念的一

種語言，當戲劇扮演的遊戲進行時，教師只彈曲調不唱歌詞，孩子們的注意力不

知不覺便會轉移到音樂本身，進而達到教學目標，如此一來戲劇及律動的教學才

有音樂上的價值。因此，在音樂教學中，根據「指涉主義」的觀點，無論是繪畫、

戲劇、或律動的教學都可以運用在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但研究者認為這只是初

步的教學，只是如何根據「絕對表現主義」或是教導「內在認知」時所主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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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繪畫、戲劇、或律動中的音樂價值、與藝術作品所具有的內在含意與價值浮

現出來，完全需依靠音樂教師的引導，當然這位教師需要有具備 Elliott 所提出

的—一位專業音樂教師需要同時具有「音樂素養」、「聆聽素養」和「教學素養」、

以及「在行動中思考」的能力。 

藝術教育之目的是要幫助學生得到「美感的體驗」，而提昇「美感的體驗」

之方法有：聆賞、創作、概念化教學、分析與評價，其目的在發展學生對聲音內

在表現特質的體驗與創造力，以及要盡最大能力發展學生對音樂藝術的敏感敏銳

度。在「概念化」教學一項，研究者認為 Boardman（1996）的「衍生教學原理」

（The Generative Approach）中對十個音樂元素內涵的介紹，是一個重視情境脈

絡的「概念化」音樂欣賞教學，此種教學之深入淺出的方法可幫助學生有層次地

獲得「美感的體驗」，雖然 Reimer 認為「概念化」只是提昇知覺的重要工具，不

是「美感體驗」的目的，但教師在做音樂欣賞教學時應該隨時讓學生與「知覺」

（所知覺的事件可用符號或概念表示）對照，滲入所有的音樂學習（包括讓學對

樂曲從事分析與評價），並且教師要注意藝術教育應專注於提昇「美感知覺」，並

鼓勵學生能出現有創意的反應。例如在作音樂欣賞教學時，教師最初不對樂曲做

說明，直接讓學生與音樂直接互動，教師可藉由肢體的律動方式或繪畫方式引領

學生對音樂中所具有的概念元素（例如旋律、節奏、語法、肢體、或曲式等）理

解之後，再由學生對此作品說出自己所聽到的、所感受的，進而提出分析、評論

之觀點，如此學生才能經歷到欣賞一首樂曲時所具有的「美感體驗」，以完整有

系統地完成音樂教育目標。 

（三）音樂教師應運用網路科技教育將「音樂挑戰」與學生的「音樂素養」

做適度的調配 

如 Elliott 所主張的，音樂教師要協助學生發展「音樂素養」，「音樂素養」

本質上是「程序性的」認知，類似於 Reimer 所指的「技巧認知」，是非語言性的，

和語言性的「事實認知」不同。一位音樂教師需要幫助學生發展「正式的」、「非

正式的」、「印象主義的」、「監督的」音樂認知，這四種認知會支援「程序性的」

的「音樂素養」，所以有關理論性知識（如何謂節奏、織體、旋律）、日常生活的

「音樂製作」經驗（如平時刷牙或打球都會創造出一些節奏）、以及學生「後設

思考」能力的培養都應包含在教材中，如此對「音樂素養」的培養才有幫助。「音

樂素養」的培養是音樂教育的首要目標，音樂教師要隨時調整教材中的難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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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學生輕易挑戰成功，也不要將教材設計過難，使學生產生認知衝突因而限

於沮喪之中，如此都無法使學生在音樂學習中達到「自尊」、「愉悅」、「自我成長」

的喜悅。 

審視當前所處的「後現代」的社會，是講求高科技及資訊的社會，學生可

以直接從多樣化的大眾傳播媒體中，接觸到多種音樂體裁（如流行音樂或迪士尼

卡通音樂），也可以在網路上閱讀到各種電子繪本故事書。面對二十一世紀學生

如此多樣化的生活型態，身為一位音樂教育從事者必須有系統去統整日常生活中

這些既複雜又多變的網上或傳媒藝術資訊，將其融會貫通，並以生動化、多元化、

及立體化的整合方式教授給學生，如此必能引起學生興趣，以及帶給學生更活潑

有趣的學習空間。因此，研究者認為身為一位專業的音樂教師除了在分科教學時

充當一位「師父」的角色，引導學生一些必備的理論知識以加強學生的基本「音

樂素養」之外，更要對學生進行鷹架的支持，同時也可提供遊戲或活動讓學生實

際去經歷、及體驗，在學習的過程中，教師將「音樂挑戰」與學生的「音樂素養」

做適度的配合，以便讓學生經歷一種「流動」的體驗﹔更要讓學生在進行「內在

認知」與「技巧認知」的思考時，能運用兼具內在特質與流行的「音樂作品」作

為教材，以讓學生能具洞察力與忠實作品的原創性去想像作品的內在情感，如

此，可使我們的學生在音樂課程中除了能享受得到「內在認知」與「技巧認知」

的「愉悅」與「自覺」的價值後，更能在歡樂、平等的學習空間中習得實用且能

應用到生活中的知識。這是因為身為一位音樂教育者要幫助學生更深入地去享受

生活中的音樂，我們也需要在學生的音樂生活中增加許多其他的方式去享受他們

文化中所提供的音樂。 

總之，一堂音樂課程的設計，不能僅符合學生的興趣而已，有關理論的、

學術的知性探討（例如樂理科目的教學），應和感性、生活性的教材（例如學生

日常生活中所感興趣的卡通音樂、電子故事書繪本等）一起彙整於音樂欣賞教材

中，並且也應注意教材的選擇要盡量多元化，如此便較能達到 Reimer「美感教

育」的觀點：生活經驗要在作品中去展現、生活經驗要在作品中去找尋，其實這

也是 Elliott 所主張的：藝術源於生活，藝術即實做的體驗。「美感教育」或「實

踐哲學」的落實應以學生為主體，自生活中取材，超越教科書，運用網路科技教

育以增添教材之多元性，使學生自生活中體認藝術，如此學生更能在對音樂有興

趣的基礎上，從「音樂挑戰」與「音樂素養」之間流動的體驗中得到「自尊」、「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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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與「自我成長」等人生價值。 

二、音樂教師需成為一位「轉化型的知識份子」 

瞭解 Reimer 與 Elliott 的哲學立論並與批判教育學論述作視域的交融後，

一位音樂教育實踐者應該成為一位「轉化型的知識份子」。音樂教師若要榮登成

為一位「轉化型的知識份子」，「教育政治化、政治教育化」是音樂教學合法化、

教室的社會關係與價值本質的依據，也是教育學生成為主動批判的公民的依

據，因此，一位音樂教師需要有判斷能力，不要完全依照教育政策去執行，自

己要能去辨識政策背後有否隱藏一些「意識型態」或「階級」、「權力」的意涵，

要能去揭發這些「意識型態」、「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係。 

音樂教師需要透過與學生的對話使學生批判意識能夠覺醒，因此，師生教

學互動應該朝向此種互為主體的溝通理性方式進行，此種教學關係，雖然教師意

圖在「影響」學生的學習結果，但此種影響歷程的形成，並不是利用權力壓迫或

支配、命令等從屬的關係，而是師生溝通理性自然進行的結果，溝通後便有可能

產生「共識」，也誠如 Habermas 所言，「影響」與「共識」雖然是相互矛盾，但

「影響」的產生應該是在「共識」形成之後，意即所謂的「影響」應該是指，行

動參與者在互為主體性下共同塑造「共識」的結果（高宣揚，1991）。因此，研

究者深覺師生在理想言談情境下，互為主體，並在溝通互動的過程中，瞭解彼此

的觀點和相互的對話，並加以經驗分析與詮釋理解，以達成「共識」，並進而相

互「影響」，共同建構音樂教室中教與學的教學活動，這對於教師和學生而言，

其意義在於讓互為主體的關係增進對外在世界反省思考的機會，也更能夠堅定師

生的主體意識感和促進反省的理性能力。而在互為主體的溝通理性中，理解到論

辯的溝通是建立「共識」真理的唯一合法性途徑，也是擴展理解的合法形式

(Wringe, 1995)。師生也可能會喚起、質疑、及追求任一主張，並且在教學歷程

中學習不會互相壓抑彼此，而這也正呼應了目前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中，於教室層

級內師生共同參與課程內容的建構與組織。而研究者建議音樂教師可朝以下幾個

方向去實行這種師生間的對話： 

（一）內容統整：音樂教師在教學時，可以和學生對話與論班級上不同族

群的人之背景，利用不同文化的內涵或樂曲來產生音樂學科的概念、原理或原

則，教師需用不同方法統整方法設計教材。 

（二）知識建構：要讓學生了解知識如何產生，學科中的文化假設、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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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如何影響知識建構的過程，例如教師要和學生對話，讓學生知道為何某些曲子

中都以男性為主流，例如“all man are equal”這句歌詞中，女人（woman）在歌

詞中不見了，所以後來人們又建議改成“all people are equal”—四海之內皆兄

弟，在這種知識建搆過程中，可以和學生談這些字詞如何演進、如何改進，以加

強學生的批判意識，並從中去探討男生與女生對一首樂曲的見解是否不同，為什

麼會不同等議題。 

（三）平等教育：音樂教師要運用各種不同教學的方法，以提升不同文化

背景學生的音樂成就，所有學生適合的方法都不同，教師不能僅以漢人的見解來

思索，也要從其他族群（如原住民、客家人的音樂）的觀點來斟酌教材的設計。 

（四）減低偏見：音樂教師要運用各種策略減低學生對不同文化團體的偏

見，要去檢視強勢與弱勢的關係，例如音樂教師在課堂中請學生表演節目，不要

將演奏樂器僅限定在鋼琴、小提琴或直笛等樂器，教師也可以邀請原住民同學教

導大家演唱山地組曲或跳他們所屬文化的舞蹈，讓有民族優越感的同學能減低對

原住民同學的偏見。 

（五）增能的音樂教室文化：音樂教室環境的整體改革，需要營造一個使

不同族群背景學生都能增能的教室文化，音樂教師可以公平分配班級音樂小老師

的角色，例如有直笛小老師、原住民音樂小老師（請他教導師生念原住民的歌

詞）、客家語小老師（請他教導師生念客家語的歌詞），由此要讓學生知道音樂教

室是一個重視多元文化的場所。 

貳、對教育行政單位的建議： 

一、針對台灣目前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能力指標與素養指標仍

引起一些學者的爭論，研究者建議教育行政單位應該在師資培育的課程中加強準

教師們對於音樂教育哲學理念的認知，Reimer 的「美感教育」立論或是 Elliott

的「實踐哲學」立論都應置於準教師們的師資養成教育課程中，如此可以讓準教

師們「賦權增能」，以便將來於教學現場中，能應用充足的哲學理論基礎去將形

而上的能力指標轉化為具體的教學目標，並能從對理論的純熟中理解能力指標與

素養指標之間的關係，以對不同的學生進行多元的評量，當然這需要教育當局延

請音樂教育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協助與規劃。也就說任何一種政策的變革，一定

要掌握時代趨勢與社會脈動，更重要的是要獲得大家一致的「共識」，才有推動

實施的可行性；再則，教改要有周詳的規劃，擬定具體的目標實行細則，且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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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瞭解史實的沿革，廣泛蒐集先進國家的相關資訊、文獻與現階段的課程計畫，

作一比較並加以分析，提出詳細的數據，草擬初步的構想。課程的改革，千萬不

能草率行事，需要先徵詢培育師資機構與學者、專家的寶貴意見與建議，因為任

何教育改革，最重要的是第一線教師能否切實執行、落實教育方案。如果各師資

培育院校的課程缺乏相關配合課程，不能事先規劃，則訓練出來的師資，其勝任

度與執行能力就頗值得懷疑。 

二、九年一貫教改理念強調科目間的統整教學，原先的「音樂」、「美勞」

課要再加上「表演藝術」一科需整合成「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美勞的教學

時數沒有增加，反而變成原先授課時數的三分之一左右。因為根據張炫文（1999）

的研究指出：音樂與美勞課在原先小學六個年級的課程中有 28 節課，佔總教學

時數的百分之十四點九，而在現行九年一貫課程中，「藝術與人文」領域在「九

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中共有 14.5 節，只佔總教學節數的百分之十而已，保守

估計，若是去掉表演藝術的課程，則音樂及美勞課可能僅佔領域總教學節數的百

分之七，也就是只有 10.15 節，比起以前的 28 節，少了 17.85 節的課程，在這麼

少的節數中，音樂教師如何根據 Reimer 與 Elliott 的理念先去加強學生們音樂本

科的「音樂素養」及「聆聽素養」。當美國如此先進的國家經教育改革，體會藝

術教育之重要性，而開始規劃成為其核心課程，加重教學時數，從幼稚園到 12

年級同時分別學習視覺藝術、舞蹈、音樂、與戲劇之時，台灣則反其道而行，如

此怎能以有效具體的途徑來達成國民的基本藝術素養、生活品質的提昇，以及心

靈的改革。 

針對此點，研究者認為台灣未來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實施可以

學習美國中學的音樂教育提供一種音樂選修課程，若是對任何音樂角色的扮演

（如演奏者或即興者）有興趣之學生，都可以從這種選修課中學習到更高層級的

知識，並用特殊化的教學技巧教導他們所需要的，這樣會轉化我們的課程，以讓

這些學生未來不僅成為一位「音樂愛好者」，更有可能成為一位「業餘者」或「音

樂專家」，這都是普通音樂課程在有限的時間內所無法達到的。 

三、台灣目前「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多元文化課程大部分採用附加模式，

以片段的方式將文化裹上「多元文化」的糖衣，納入既有的課程中，整體的主流

課程架構並未改變，這種方式將文化分解、分類後，置入現成的框架中，在強弱

勢文化的區隔與對比之下，反而更容易讓學生產生對弱勢文化的偏見與刻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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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要達到深入且反省性的文化理解，多元文化課程必須更脈絡化，也就是說，

需要透過整體及比較的觀點，讓學生從生命經驗中產生在地文化知識，而非被強

迫學習政治正確的態度或原理原則，所有文化都是獨特與平等的，我們應該尊重

差異。 

因此，教育行政單位不應對於音樂教育實施過多的控制，僅以參與某些領

域的人員之意見便決定能力指標的撰寫方式或是教學時數的編排，這有可能是他

們的「意識型態」與「權力」所造成，但各家書商都是以這些能力指標或參酌教

學時數來編寫教材，若是能力指標的方向有問題，並且教學時數不夠更深入的教

材內容之編排時，則音樂教育在實施時便會有所偏頗。我們應該可以學習美國音

樂教育專業領域所致力的事業，多開發管道提供不同領域、不同層級的人員做多

次對話與溝通的機會，這些人員可以包含第一線的音樂教師、家長、社區代表、

學生代表、流行音樂的創作團體、音樂專家、課程專家、與音樂教育相關的心理

學、哲學或美學專家、技術支援人員、視覺藝術專家等層面的人，並且我們也可

以常舉舉辦一些公聽會以廣納大眾的意見，如此更可以保證教材編寫的多面向視

角，也能使課程的編寫同時具有重視批判教育論述的音樂教育哲學家 Jorgensen

所指出的一種「理論」與「實務」相互辯證的可能性出現。 

參、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由於限於時間與能力，在文獻涉略尚有未迨之處，有賴後續研究者的開發

與努力。在本論文中主要重點在於 Reimer「美感教育」與 Elliott「實踐哲學」立

論之研究，並輔以批判教育學的論述輔助音樂教育與「政治」相關議題之探討。

在批判教育學部分，研究者主要關注在「意識型態」與「權力」議題的探討，其

他批判性的議題（如性別、種族等）則不納入在本研究的範圍內。研究者建議後

續的研究可運用「批判的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及「全球化」等理論新視

野，進行理論性的對話及視域的交融或邊界的跨越，以擴展音樂教育研究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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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美加地區與 Reimer「美感教育」議題有關的學位論文一覽表

（1990-2007） 

 

序號 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內容概要 

1 R. L. Boothe 1993 The philosoph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s 

enhanced by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ne arts 

in the Silver Burdett music series, 

1950-1975 . 

旨在經由科際整合的的藝

術 （ interdisciplinary fine 

arts）在小學音樂教科書之

課程設計中的使用而被宣

揚中去檢視美感教育哲學

之歷史性的影響。 

2 M. Salinas-Stauffer 1997 Musical worlds and works: The philosophy 

of Nicholas Wolterstorff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usic education. 

文中指出音樂教育過去深

刻地被 Reimer 的「美感教

育」哲學影響, 近年來則被

Elliott 清楚的「實踐哲學」

所影響。然而當代有一位哲

學家 Nicholas Wolterstorff

的寫作對於音樂教育的一

些含意提供了另一觀點，並

做為這二種哲學的替代品。

3 S. Valentine 2000 A passion for order: Music educ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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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實例來加以說明。 

4 R. C. Mary 2003 A philosophically based praxis for teaching 

symphonic music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旨在探究現今世界在交響

樂音樂的文獻中所擁有之

文化遺產的財富，作者要探

究何種教育哲學可適用於

這種教學，並且要去尋找以

最 佳 哲 學 為 基 礎 的 教 學

法 ， 因 此 研 究 者 提 到 了

Schwadron 和 Reimer 為了

美感的音樂教育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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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 F. Heneghan 2004 Ireland's Music Education National Debate: 

Rationalization, reconciliation, 

contextua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global 

philosophies in conflict. 

旨在分析 Reimer 1970 與

1989 出版的《音樂教育哲

學》與 Elliott 於 1995 年出

版的的《音樂本質：新音樂

教育哲學》兩種哲學觀點，

並會將 Reimer 的「音樂教

育即美感教育」（MEAE）

與 Elliott 的「實踐哲學」

（praxial philosophy）觀點

做一比較，並且有另外的觀

點要去調停兩者， 

6 R. Wheeler 2006 Toward a framework for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Logstrup as synergy 

between the Platonic and Aristotelian 

perspectives in the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ies of Bennett Reimer and David 

Elliott. 

文中指出 Reimer 和 Elliott

的當代哲學，代表在 Plato

和 Aristotle 的理想之間的

古代辯證法之一種現代性

的呈現。作者主張 Reimer

哲學有 Plato 的思想中當其

基礎，並且 Elliott 已包含一

種 Aristotle 哲學的觀點。而

丹麥哲學家 Knut Logstrup

的責任是提供包括 Plato 和

Aristotle 的思想，因此也為

這兩種音樂教育哲學提供

一個「協同合作」的第三種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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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內與「美感教育」議題有關的學位論文一覽表 

（1990-2007） 

 

序號 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內容概要 

1 陳木金 1993 國民小學教師美育教

學及其相關因素之研

究 

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教師美育教學、創造人格特質、美感

經驗、美感活動、工作價值觀的實際情形，其次也探討

教師背景變項、美感經驗、美感活動、工作價值觀與美

育教學的關係，以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2 黃蕙卿  1993 國小教師學科教學之

美 育 教 學 成 效 — 國

語、數學、社會、自然

四科之探討 

旨在探討國民小學國語、數學、社會、自然四學科美 育

教學層面之實施狀況與成效，以研究者自編之「國小教

師學科教學之美育教學成效調查問卷」為調查工具，以

統計方法考驗各項假設。 

3. 林玫伶 1995 孔子美育思想研究 旨在探討孔子的美育思想，以十八世紀德哲席勒美育的

涵義做為彰顯孔子美育思想的詮釋參考依據，並以美育

形成的三要件作為分析架構，探討影響孔子美育思想 

的生平事蹟、背景、哲學基礎、審美標準及實施內涵，

並予以評論，期對現代美育之實施有所啟示與建議。 

4 王恭志 1997 國民小學教師美育教

學之研究 

旨在瞭解台灣區國民小學教師美育教學之情形.以作為提

升美育之參考，此本研究以量性問卷獲得國民小學教師

美感涵養及美育教學信念與實務的情形.並採用質性深度

訪談瞭解國民小學教師對美感教育之觀點、美育教學現

況之觀點 

5 彭鈺君 1998 席勒美育思想之研究 旨在探討席勒的美育思想及其對於我們現代教育的啟示

6 陳文菁 2000 一位國小教師美感教

育教學決定之研究 

採質性研究的方式，運用現場觀察、訪談、有聲思考、

刺激回憶、教學日誌撰寫等方法蒐集資料及分析相關文

獻，以深入一位國小教師的教室情境來呈現教師美感教

育教學的現況及從教師的觀點探討教師美感教育教學歷

程中的思考。 

7 黃金玥 2001 美育取向音樂治療的

理論基礎暨國中學生

輔導之行動研究 

使用理論分析、個案輔導與行動研究三種方法，開創音

樂治療應用於國民中學音樂與輔導活動課。理論方面主

要由在由一、中西哲學或音樂美學的思想中，重新檢視

其音樂本質理論，藉以發現其中所隱含的音樂治療思

想。二、從精神分析學派、人文心理學派和美感教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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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的人格理論，來建立音樂治療歷程所要追求的共同

目標—人格的健康、成熟、統整與均衡發展。三、從現

代心理治療的各種學說中，解析、歸納、整合出可用於

音樂治療的各種相關觀念、技術、和特殊適用對象。其

目的在於透過音樂本質、人格統整和心理治療三方面的

理論思索，來建立美育取向的音樂治療理念，以適用於

國民中學之學科教學與個案輔導、團體輔導工作 

8 楊忠斌 2001 阿多諾的美學及其美

育意涵 

旨在探討阿多諾的美學及其在美育上的意涵，以回應教

育與美育中的市場化、物化趨勢，以及如何揭露藝術與

文化中的意識型態、解釋現代藝術與健全美育研究等美

育中的相關問題，為達成上述目的，此研究採取理論分

析法 

9 王麗琪 2003 從美學價值觀探究中

等學校音樂教師應具

備之專業素養及認知

--以台中縣市音樂教

師為例。 

旨在探究中等學校音樂教師應具備之美學觀認知，以及

身為藝術教育工作者應具備的專業素養。針對研究問題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再以計「美學價值觀探究中等學校

音樂教師應具備之專業素養及認知」問卷為研究工具，

實施調查及分析研究。據此提出結論與建議，做為未來

藝術教育改革、師資培育機構及音樂教師教學之參考。

10 蘇永森 2003 校園公共藝術作為空

間美感教育媒介之研

究--以台北市福星 '文

昌及士東國小為例 

旨在以個案研究方式進行校園公共藝術作品設置完成後

與設置環境、使用者及學校課程教育間的相互關係進行

觀察與探討，而校園的公共藝術對於作為空間美感教育

媒介的可能性，則是此本研究所訴求及探究的要項，最

後提出對於校園公共藝術作為空間美感教育媒介之研究

的結論與建議。 

11 廖玫雅 2004 利用媒體實施國小學

童美感教育的教學研

究 

旨在探究如何利用國小學童生活中常接觸的媒體，以有

系統的教學方式使其了解媒體中的美學，進而累積美感

經驗；並檢視研究者所發展的美感教育課程是否符合教

學現場的需求。採質化研究方法，由研究者發展課程，

利用平面廣告、CF 廣告、動畫、漫畫、文具、海報等媒

體為教材，以國小五年級的三十六位學童為研究對象進

行實驗教學，並透過實驗教學來收集相關資料，包括觀

察和訪談記錄，以及學習單，來進行資料的分析與檢討。

12 林青津 2004 國小視覺藝術美感教

育之教學研究。 

此研究先以文獻分析，對於美感教育的內涵、課程設計

的理念和實施原則加以分析；再以行動研究法進行美勞

科之美感教學，探討學生之創作表現、學習態度與思想

觀念之改變情形。本研究提出之美感教學方式有二：第

一部份是藝術「欣賞教學」，透過欣賞、認知與批判，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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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學習者的美感經驗；第二部份是藝術之「創作表現」

活動，藉由認識與練習視覺形式的原理原則，或模仿藝

術流派的特定形式創作，體驗美感設計的內涵。實施對

象包括四、五、六年級各二班級，透過問卷、觀察紀錄

與訪談，進行教學結果之分析。 

13 黃倩茹 2004  康德美學及其美育蘊

義 

旨在研究康德的美學，藉此推論其對美育的蘊義，共有

以下三個目的：一、 藉由康德的美學觀，建立美育的理

論基礎。二、 對康德美學進行反省，對於可能的缺失，

提出修正與建議。三、 透過康德的美學，提供美育的目

的、實施原則與教材。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採理論分

析法，主要依據康德有關美學的著作，並參考後人相關

的評論，對康德美學引發的爭議與實踐方面的困難，提

出反省與修正。 

14 呂玉環 2005 國小國語科美育教學

之 研 究 -- 從 Maxine 

Greene 美育觀點來分

析 

旨在瞭解國小國語科個案教師美育教學理念與實施之情

形，研究者採用質的個案研究法，以觀察、訪談、文件、

札記進行資料蒐集，並從 Maxine Greene 美育觀點進行分

析與討論。 

15 賴品儒 2005 Maxine Greene 之美育

思想 

旨在探討美國當代教育哲學家 Maxine Greene 的美育思

想，透過詮釋學的研究方法，先瞭解其生平和思想背景，

再從 Greene 美育觀的三個層面來探討，藉以提出對台灣

美育發展之啓示 

16 謝明真 2005 莊子美育思想之研究 旨在從莊子的生命哲學進入到美學的核心思想領域，探

求其美感教育涵義以及對當代美育教學實踐之意義為何

17 葉自強 2005 從美學觀點探討九年

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

領域之理念與實施 

本研究之目的便在於剖析美感經驗的狀態及特殊性、探

討藝術活動在自律與他律價值上的意義、從藝術創作、

傳達、欣賞與品鑑的心物關聯析論各類型藝術在本質與

運作上的異同，同時分析探討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基

本理念、課程目標、實施要點，以及全領域課程綱要與

之相關的部分命題與概念。最後再以業已確立的美學觀

點檢驗「藝術與人文」的理念與實施是否符合或者背離

了藝術的原理原則與特殊性問題，以作為藝術與人文領

域實際實施、施行與否、或實施方法修訂的參考。 

18 葉文傑 2006 音樂經驗本質之教育

學觀點-技術與實踐智

關係之詮釋性研究 

旨在探討音樂經驗的教育實踐意涵，採取理論分析的方

法，探究音樂教育哲學典範的衝突根源，在技術與實踐

智的關係詮釋中，闡述音樂經驗的教育實踐本質。回顧

音樂經驗本質的理論脈絡，古希臘以強調和諧、淨化、

教化的音樂倫理學與發展以娛樂目的的音樂美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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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則以知覺解釋的心理學與本質描述的現象學為主。

就音樂經驗的知識本質而言，從功效、審美到實踐的北

美音樂教育哲學典範，基本上是從技術走向實踐、從一

元走向多元、從穩定走向不穩定的價值典範。 

19 王恩芳 2007 貝內特‧雷默音樂教

育哲學專書之探究 

本研究旨在探討音樂教育哲學家貝內特•雷默之專書《音

樂教育哲學》1970 年、1989 年、2003 年三個版本之哲思

理念，了解其對於音樂教育之觀點。除了第二章探討音

樂教育哲學發展歷史之外，本研究包括貝內特•雷默音樂

教育哲學專書的基礎立論探討與實務探討，並且從了解

雷默對音樂美學及音樂教育的看法，分析它們賦予音樂

教育的重要意義。本研究採用「共識分析」性質的概念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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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  

國內與「音樂實踐」議題有關的學位論文一覽表 

（1990-2007） 

 

序號 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內容概要 

1 朱夢慈 2000 台北創作樂團之音

樂 實 踐 與 美 學 - 以

「閃靈」樂團為例

本文將以閃靈樂團為例探討搖滾樂認識論及音樂

實踐關聯性的問題。筆者視搖滾樂並未存有一固定

本質，它的本質是流動的，並是由使用它的人來賦

予。特定的搖滾樂樂種使用特定圖像與音樂結構來

呈現其美學義涵，因此，搖滾樂團的音樂認識論實

與其所使用之樂種息息相關。 

  

2 李明晏  2005 印尼傳統音樂於伊

斯蘭宗教儀式之音

樂實踐－以印尼日

惹宮廷穆罕默德誕

辰慶祝活動之甘美

朗西卡蒂為例 

文章中將會討論穆罕默德誕辰慶祝活動歷史起

源；在印尼如何運用甘美朗西卡蒂於伊斯蘭的宗教

慶祝活動；以及活動中不同文化儀式的實踐；並對

於甘美朗西卡蒂這套樂器、演奏者與曲目做一探

討；文章把重點放在甘美朗西卡蒂的音樂實踐，並

分成序曲、正曲與一般甘美朗樂曲被借用至甘美朗

西卡蒂後的變化等三部分探討。藉由上述途徑，希

冀讀者對穆罕默德誕辰慶祝活動的整體有詳盡的

認識。 

3. 毛雅芬 2006 重檢濁水溪公社之

音樂實踐 

本論文依一九九○年代台灣消費社會發展的背景，

論析濁水溪公社的作品與表演，提出該樂團音樂實

踐之進步性，在與該年代的三項意識形態對話並對

其提出挑戰，三項意識形態分別為消費主義、以族

群為中心建構之國族主義、掃黃（性）立場。論文

末尾並檢討濁水溪公社作品、表演中呈顯的性別意

識形態，指出其“進步性“之限制。 

4 林嘉雯 2007 台灣佛教盂蘭盆儀

軌與音樂的實踐 

本論文將論述盂蘭盆儀式的歷史脈絡，透過訪談呈

現與分析盂蘭盆儀式架構與音樂；探究農曆七月期

間，台灣各地寺院多元佛事活動與供僧法會的實踐

狀態與特性，藉此瞭解是否轉化盂蘭盆法會的真實

意涵。 

5 蔡佳珮 2007 國中音樂教師教學

信念與教學實踐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音樂教師之教學信念，及其教

學實踐的歷程，包含教學信念與教學實務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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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以音樂

欣賞活動為例 

教學信念與教學實務之相符程度與影響因素，並進

一步探討教學省思在教學實踐中的重要性。此研究

採用質性個案研究法，藉由為期一學期之訪談、教

案分析與教室觀察，以瞭解個案教師教學信念、教

學實施情形及教學反省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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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研究者與 Reimer 於師大音樂研究所 301 教室合影 

（2004 年 1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