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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就相關文獻，探討即興之內涵與其在音樂教育之運用，並以此設

計以即興概念為主之音樂教學研究。研究執行採取行動研究法，並根據行動

研究之結果，提出對未來即興音樂教學與研究之建議。 

本章共分四節，依研究設計、課程設計、資料處理分別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節說明行動研究之教學研究對象、教學研究團隊、研究資源、課程規

劃要點、課程實施時間及評鑑方式。 

一、教學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台北縣幸福國中（化名）二年級 B 班學生實施正式行動研究

教學，以二年級 A 班做前測，兩班人數皆為 38 人，兩班皆為研究者自一年

級開始任教之班級。選擇二年級 A、B 兩班學生的原因為：1.A 班的學生活潑

好動，富創意，B 班學生表現力旺盛，學習意願高，學習效率迅速，兩班同

質性高；2.兩班皆是研究者一星期授課兩堂課的班級，互動時間多，合作方

便；3.兩班學生與研究者能建立良好教學情境，研究實施流程順利。 

二、教學研究團隊 

研究團隊是由研究者、協同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共同組合而成。 

協同研究者為學校專業音樂教師，女性，已有五年教學資歷，每週授課

時數為 24 堂，初來幸福國中任教第一年，具教學熱誠，對多元化、新奇等教

學法具高度實驗精神，且與研究者互動關係良好。在研究者之行動研究課程

中，除了提供其觀察研究者教學內容外，亦會於課程後之修正做意見交流與

建議。 

三、教學研究資源 

1.學校藝術與人文設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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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國中是台北縣一所大型國中，包括班級 132 班，音樂教室一間，美

術教室兩間，電腦教室五間，視聽教室一間。音樂教室由音樂教師輪流使用，

設備包括：一台 DVD 放映機、一台錄影機、一台投影機、麥克風設備、一

部 CD 播放器、一台鋼琴。未使用音樂教室者，教師需在課前備妥鍵盤、CD

播放器、麥克風等設備，再搬移至任教班級。 

2.視聽媒體方面： 

視聽教室擁有完整健全之視聽設備，但需要事先登記，電腦教室授課頻

繁，會議室供開會、研習之用，各班電腦有學校網域之網路系統可供使用。 

3.研究者行動研究之教室方面： 

教室擁有電腦及網路系統、投影機布幕、麥克風等設備。其他需要之設

備，可由教師與設備組、教務處事先登記與協調以取得所需之教學資源。 

 

四、教學課程規劃要點 

即興音樂教學課程之目的在於讓學生探索即興的各項要素，其規劃要點

包含： 

1.提供學生自由開放的學習氣氛，以培養學生對音樂探索與感知的能力。 

2.透過即興音樂課程之探索，有計畫的引導學生瞭解聲音、節奏、旋律等音樂要

素與創造之能力。 

3.尊重學生的潛能與獨特性，引導學生在即興創造過程中發現豐富之學習經驗。 

五、教學課程實施時間 

本行動研究於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自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一

日至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六日止，以研究者自編即興音樂創造性課程教材，進

行為期兩個月（共九週，十六節課）之行動研究。課程共分四大單元，分別

為： 

1.契機：第一單元分三節課進行，其中最後一節為檢視。 

2.音樂箱的驚奇：第二單元分四節課進行，其中最後一節為檢視。 

3.流竄的音符：第三單元分四節課進行，其中最後一節為檢視。 

4.芝麻開門：第四單元分五節課進行，其中一節為檢視，而最後一節課為音樂會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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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鑑方式 

1.教學活動的紀錄 

研究者以攝影方式記錄學生學習活動過程，並詳實記錄教學內容，邀請

具有專業教育水準之協同研究者，一同觀察學生上課情形，討論與分析教學

過程，作為修正之參考依據。 

 

2.研究者設計之教師觀察表 

教師觀察表係研究者（即教學者）自行設計之簡單教學日誌，研究者將

教學活動發生的事件、教學者與學習者的互動、教學困難點及學生感受， 

以研究者角度描述並依序記錄。至於學生之音樂行為，則藉由協同研究者觀

察紀錄之，以協助檢視課程之教學效果，提供專業建議，作為修正教學行動

研究之依據。 

 

3.學生學習單分析與家庭聯絡簿紀錄 

研究者透過學習單的設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檢視其是否達成學習目

標，以提供教學修正之資料；研究者亦要求學生以撰寫家庭聯絡簿的方式，

做為學生與教師溝通之管道，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態度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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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程設計 
本節說明課程理念依據與架構及課程設計原則。 

一、課程理念依據與架構 

（一）、課程設計目標 

Kemp（1985）將教學設計分為四個基本架構：學習者、方法、目標、

評鑑（中國視聽教育學會，1991）。研究者參考其概念，確立三項設計評量階

段：確認期望的結果、決定可以接受的跡象、計畫學習的經驗與指導，設計

本研究即興音樂創作課程之目標程序如下： 

1.確認期望的結果 

（1） 學習者：確認教材是為什麼樣程度的人設計，本研究中學習者為國中二

年級、年齡為 14 歲學生。 

（2） 學習者的特質為何：根據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J. Piaget，1896-1980）

之認知發展論，11-15 歲學生，正值形式運思期。其思考方式具有四個

要項（劉安彥，陳英豪，1994，p.153-154）： 

a.具自省的功夫，對個人的思考能夠進行分析考量。 

b.具抽象性，對於超越實際之外的可能性，也能加以考慮。 

c.邏輯式的思考及演譯、歸納的能力漸趨成熟，且對於各種可能性、不

同觀點，也能加以比較分析，達到綜合性結論。 

d.具假設性推理能力，同時考慮多項變因，提出假設，並檢驗證據，以

評量假設之真實與否。 

故此時期之學生，已具有抽象、分析思考、整理歸納資訊及多面向思考之推理能

力。因此研究者希冀設計出多變化、挑戰力高之教學內容，以符合學習者於本階

段之認知發展與人格特質。 

（3） 目標：即希望學生學到什麼，按照預定之目的確定教學內容分析工作項

目。研究者參考即興相關教學設計資料，採用 John Kratus 教授即興課程

設計層次之七項階段為縱軸，分別為：探索（Exploration）、程序導向即

興（Process-Oriented Improvisation）、成果導向即興（Product-Oriented 

Improvisation）、隨興的即興（Fluid Improvisation）、結構化即興（Structural 

Improvisation）、系統化即興（Stylistic Improvisation）、個人化即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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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improvisation）；再以創造力之思考之目標為橫軸，分別為：

個人目標（Personal objectives）、過程目標（process objectives）、作品目

標（Product objectives）。（John Kratus，1990，34-37；1991，38-39） 

根據上述，以創造力思考目標為經，即興教學階段層次為緯，擬定教學

具體目標策略，設計出具體目標行為表 3-1 如下： 

 

 

具體目標 

行為表 1.個人目標 2.過程目標 3.作品目標 

探索 
 

1-1-1 探索肢體如何發

出聲音 
1-1-2 探索日常生活器

具如何發出聲音 
1-1-3 探索器具聲音的

各種可能性 

2-1-1 模仿節奏型 
2-1-2 主動選擇喜歡的

探索形式 
2-1-3 組織音響的表情  
2-1-4 修正音響的演奏

方式 

3-1-1 連結創作形式 
3-1-2 描述創作手法   
3-1-3 比較創作風格 
3-1-4 闡述創作理念 
3-1-5 分享聆賞心得 

程序導向 
即興 

1-2-1 專注聆聽速度 
1-2-2 覺察速度的快慢

差異 
1-2-3 察覺節拍的休息

時值 
1-2-4 正確模仿歌詞念

白中的韻律 

2-2-1 感受節奏律動 
2-2-2 穩定拍奏節拍類

型 
2-2-3 嘗試以不同展演

方式表達音樂 

3-2-1 即興對應節奏 
3-2-2 轉換即興動作替

代休止符 
 

成果導向 
即興 

1-3-1 正確模唱樂曲  
1-3-2 回憶音樂片段 
1-3-3 感受切分音節奏 

2-3-1 熟唱不同小節的

樂曲 
2-3-2 分析即興與節奏

間的關係 
2-3-3 穩定拍打切分節

奏 
 

3-3-1 以肢體即興變化

不同聲響 
3-3-2 以樂器即興變化

不同聲響 
3-3-3 即興頑固低音節

奏 
3-3-4 展現即興節奏合

奏技巧 

隨興的 
即興 

1-4-1 組織聽到的樂句 
1-4-2 修正樂句的演奏

速度 
1-4-3 評論聽到的樂句

組合之創作手法

風格 

2-4-1 增加或減少音的

組合 
2-4-2 發表單音高之即

興 
2-4-3 嘗試以樂器即興

旋律發展合奏技

巧 

3-4-1 即興簡短樂句之

旋律 
3-4-2 發現創作中頑固

低音之旋律 

結構化 
即興 

1-5-1 熟練直笛吹奏 C
大調音階，以利用

其音階做即興準

2-5-1 即興旋律對應樂

句 
2-5-2 感受問句與答句

3-5-1 分析音樂創作中

之反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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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1-5-2 運用直笛作不同

吹奏技巧 
1-5-3 聽辨不同屬性的

樂句 

之不同 
 

系統化 
即興 

1-6-1 以直笛熟練吹奏

特定旋律 
1-6-2 辨識曲式創作 
1-6-3 模仿即興唱腔 

2-6-1 選擇喜愛的樂句 
2-6-2 組合樂句段落 
2-6-3 組織新的音高做

即興 

3-6-1 即興合奏段落式

樂曲 
3-6-2 評斷演奏表現 
 

個人化 
即興 

1-7-1 即興主題動機 
1-7-2 發展主題並作擴

充 
1-7-3 根據主題並作變

奏 
1-7-4 描述即興的概念 
1-7-5 表達個人意識 

2-7-1 以不同的樂器即

興主題動機 
2-7-2 選擇聲音即興的

方式伴奏 
 

3-7-1 展現即興合奏技

巧 
3-7-2 感受並能分析變

奏曲的創作手法 
3-7-3 體會樂曲動機與

意境 
3-7-4 分享樂曲理念 
3-7-5 發展即興風格 

表 3-1  目標行為 

研究者根據所設計之教案，逐項檢核擬定之具體目標行為，以達成確認

期望之結果。 

 

2.決定可以接受的跡象 

方法——以何種方式教導：設計達成目標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活動，選擇

配合教學和教學活動的各種資源。研究者以班級講述法，即透過教師口述、

演示、表演等方式介紹系統化即興方式；讓學生選擇即興之節奏、音高，並

以小組討論合作的方式，完成教師要求之目標行為。 

 

3.計畫學習的經驗與指導 

評量——用什麼方式及標準衡量學生是否學會即興：準備學習成果之評

鑑計畫，以預示的方法決定如何為學習者做學習前的準備或調整。教學的過

程即在進行評量，以學校教學為脈絡，評量與教學活動結合，以確認學生之

學習與瞭解。 

 

（二）、課程內容與活動 

教學內容由研究者參考相關即興音樂教學之資料，分析適合之創造題

材，設計課程內容，嘗試以肢體探索、節奏即興、旋律即興等面向，激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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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不同表現方法，以呈現其音樂創造思考力。 

教學活動進行的方式，採教師傳統之課堂講述方式，同時引導學生分組

討論、集體創作構思、意見分享、成果發表等模式，從活潑積極之師生互動

中，探討即興的意義與實作，使學生在創造性音樂教學情境中，培養其音樂

想像力、解決困難之創造性傾向。 

 

（三）、課程評量 

教學的過程即在評量，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之觀察紀錄表，為真實評

量；另一為學生之學習單，為檔案評量與實作評量。藉由這些紀錄，作為研

究者探討教學過程中之參考依據。 

 

二、課程設計架構 

基於上述課程設計之原理，研究者擬定即興音樂教學課程活動之架構，

如圖 3-1 所示： 

 

 

 

 

 

圖 3-1  課程架構圖 

 

三、課程設計原則 

（一）、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原則 

本研究以「即興」為學習主題，研究者參考即興相關理論，並根據其中

Kratus 七項即興教學發展理論原則，融入音樂要素，由淺入深設計四項單元

課程教學，以瞭解即興在音樂教學中，學生之行為反應與發展狀況，四單元

分別為 1.探索 2.節奏 3.旋律 4.即興。第一單元目標為探索肢體與聲響，第二

單元目標為即興節奏，第三單元目標為即興旋律，第四單元目標為融合前三

單元，展演各組之即興作品。 

 

課程內容

與活動

課程 

評量 

教學 

設計 

課程設計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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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試探性單元實施 

為了在正式行動研究之前，對教學流程有結構性之排練，以符合實際教

學之適切性，提前瞭解教學過程的困難，故研究者實施單元性的試探性教學，

做為整個研究歷程之概要模擬。以下，研究者就研究對象及時間、教學評量

方式、試探教學結果探討，分別予以說明。 

 

1.研究對象及時間 

研究對象為現在研究者任教之幸福國中二年級 A 班，班級人數共 38 人，

與正式行動研究之班級人數相同。四個單元之前測，以前三單元之第一節課，

作 45 分鐘之試探性教學，共計三節課。分別為契機一、節奏三、旋律六。 

 

2.教學評量方式 

教學過程以全程錄影方式進行，並以學生填寫學習單部分做評量。課程

結束後，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共同作教學之檢討與反省。 

 

3.試探性教學結果探討 

就教學內容而言，研究者發現自第一節課（契機一）開始，學生接受有

別於傳統音樂課程的教學方式後，反應較為活潑、且願意嘗試新的活動內容。

就學生學習行為方面，研究者從攝影的觀察紀錄中發現，師生在互動過程中，

教室氣氛熱烈，學生的學習意願強烈；但在推動教學活動的同時，亦出現混

亂且較難掌控秩序的情形。故教師應審慎處理教室秩序，避免混亂所導致學

習效率不佳的狀況，但又不危及即興課程所需自由開放之學習氣氛。 

故教學課程於前測實施後，研究者在修正後，認為應該增加遊戲規則的

嚴謹度，例如：加入分組競賽成績表，於比賽前以文字敘述競賽規則，列於

黑板上，使活潑熱烈的氣氛得以有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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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處理 
本節說明資料處理。 

一、資料整理 

資料整理包含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學生學習單與家庭聯

絡簿之記錄。 

（一）、研究觀察表 

研究觀察表是用來紀錄教學過程與學生學習狀況的紀錄表，分為兩部

分：1.協同研究者於課堂進行中之即時紀錄；2.研究者於課後所做之檢討紀

錄。兩者以其觀察表進行意見溝通與分享，並作為修正研究之依據。 

（二）、學習單與家庭聯絡簿之記錄 

學生於每堂課填寫學習單，以檢視學生之學習程度，佐以家庭聯絡簿（研

究者自訂題目），做為學生與教師（研究者）之溝通管道。 

二、資料分析 

行動研究以觀察到的事實及其實際的重要性為依據（黃光雄、簡茂發，

2000，p.351）。其資料分析的程度，強調實用的顯著性，並立即將研究發現

應用於參與者的工作情境（王文科，1990，p.35-36）。故研究者根據自身與協

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做交叉驗證，以做不同情境之分析回應。同時，參照

學生之學習單，研究者推論教學成效並做即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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