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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文獻及行動研究為主軸，規劃文獻探討、教案設計、前測、正

式實際教學、研究者觀察、協同者觀察、對話省思、修正與再行動等八步驟

構成一循環，以行動研究教學圖 4-1 示之： 

 

 

 

 

 

 

 

 

 

 

 

 

 

 

 

 

 

 

 

 

 

 

 

圖 4-1  行動研究教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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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於音樂教學中實際運用即興課程，筆者自編教材，

以行動研究實施於國中二年級藝術與人文課程之音樂課。筆者取集即興教案

資料並親自參與設計與教學，經過試驗性的前測、正式施測，再由協同研究

者觀察筆者之教學，與之討論修正課程內容；筆者並與受測班級之班導師建

立良好互信關係，俾便隨時掌控學生動態，利於教學活動之進行。 

本研究之教學活動分為四大單元，以十二節教學課程為之，每一單元

間，各有一節檢視課程，計三節，作為教師與學生互動之回饋反省之用（包

含學習單之填寫）。第一單元為契機，主要為探索聲音、肢體之課程，共計兩

節；第二單元，為音樂箱的驚奇，主要為即興節奏之課程，共計三節；第三

單元，為流竄的音符，主要為即興旋律之課程，共計三節；第四單元為芝麻

開門—拾貝，主要為融合前三單元，實際創作即興作品，共計四節；最後一

節則為教學成果之具體呈現—受測學生之音樂會。 

每單節課之行動研究，皆以該研究主題之設計理念、研究日誌、交叉驗

證等 

三部分為內容。如行動研究示意圖 4-2 所示： 

 
 

圖 4-2  行動研究示意圖 

 

1.設計內容包括：設計理念、課程主題、課程內容、課程時間。 

2.研究日誌包括：筆者之觀察記錄表、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3.交叉驗證則包括：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 

 

課程規劃 

設計內容 研究日誌 交叉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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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契機一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2.發展活動 

探索（Exploration）被視為是即興前（Preimprovisation step）之引導活

動（Kratus，1991，p.38）。Kratus 認為，學生接觸樂器之前，先由其自由發

掘身旁多樣化之資源，探索其音色特質，嗣演出無任何小節概念之即興組合，

有助於學生練習反覆、模仿及聽想之能力，Kratus 稱此活動為過程導向

（Process-oriented）；在典型之奧福音樂課程中，經驗與探索聲音亦同被視為

引導之首要步驟；在其音樂理念中，探索聲音，除典型之人造樂器外，天然

樂器例如：人類之身體（口、手、腳或身體其他部位）、生活環境中之各種發

聲物體，如：桌子、地板、杯子等等亦包括在內。由此，筆者根據學校教室

中之資源，誘導學生利用隨手可得之器具，用以產生不同聲音與節奏之組合。

人類身體自是首先可用以表達音樂之樂器，在教學課程中，由教師拍手，以

為一切教學活動之引導；惟顧及首堂課伊始，學生較難適應攝影機與隨堂觀

察之協同研究者視線，故融入學生日常生活中所熱愛之遊戲——打擊魔鬼，

作為教學活動之開端，藉以消除學生之不安與恐懼，引起學生之興趣及熱情。 

3.綜合活動 

活動一與活動二之主軸與具體行為確立後，活動三則為融合活動一與活

動二之模仿要素，由學生嘗試合作即興演奏。 

（二）、課程主題：探索肢體與聲音—契機一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遊戲即興

創造肢體聲響 

1-1-1 探索肢體如何

發出聲音 

真實評量：實際即興

聲響，並記錄下來。

二、發展活動 2.學生藉由遊戲進而

利用周遭資源即興節

1-1-2 探索日常生活

的器具如何發出聲音

實作評量：實際即興

聲響，以體會製造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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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與創造聲響。 2-1-1 模仿節奏型 

2-1-2 主動選擇喜歡

的探索形式 

音的不同樂趣。 

 

三、綜合活動 3.學生藉由模仿概念

即興創作並做合作即

興。 

3-1-1 連結創作形式 

3-1-2 描述創作手法 

檔案評量：即興聲

響，並記錄其模擬狀

況。 

表 4-1-1  「契機一」課程內容表 

 

（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一堂 

92/11/11

星期二 

2 年 B 班 

契機一  

一、準備活動： 

教師以學生平常喜愛之遊戲--打擊魔鬼，作

為熱身運動。最初，學生之反應因面對攝

影機之拍攝與協同研究者之觀看，活動進

行不甚熱烈。 

學生玩心尚存，上遊戲開始後，許多學生

私底下之綽號即脫口而出，如：大胃王的

老胡，大餅臉的、大哥等綽號一一出現。

反應愈發熱烈，順利引起學生對課程之參

與熱度。 

 

二、發展活動：肢體即興 

教師利用打擊魔鬼之遊戲原理，引導學生

作肢體的聲響創造，並觀察學生之肢體即

興動作如下： 

學生 A：拍手發出聲響。 

 

解釋： 

打擊魔鬼遊戲，即由教師

指明任一學生 A 為鬼，其

須指明下一位同學 B 並拍

打之，於同學 A 前往拍打

同學 B 之反應時間內，同

學 B 須喊另一位學生 C 的

名字或綽號，便可免除當

鬼的可能，反之則為鬼。

 

 

解釋： 

肢體即興之遊戲玩法，如

同打擊魔鬼一般，由教師

先做出一個肢體動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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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B：打臉頰發出聲響。 

學生 C：嘴巴發出“啪“的聲響。 

學生 D：打手臂和手背的聲響。 

學生 E：打手臂加小腿的聲響。 

研究者察覺，學生常重複相同之動作，故

需適時提醒，而筆者原期待學生能以動作

接龍，實際上付之闕如，為本活動中需要

改進之處。 

 

三、綜合活動：利用周遭物品即興聲響 

由教師介紹節拍器，指明二個學生為一

組，要求其中一個學生模仿基本拍，另一

個學生則以不同節奏合作即興。 

研究者觀察學生之創作即興節奏型，共有

十種不同型態，最初學生無法完全理解筆

者之要求，僅有在校修習管樂之陳姓同學

能融入課程，對其他同學產生示範作用。

教師以洋芋片為誘因，似亦生效，遊戲共

兩組獲得四分，平分該獎品。活動進行中

學生參與度頗高。 

指明任一學生 A，該學生

不但須重複教師之肢體動

作，且須自己即興做出另

一個肢體動作發出聲響，

再由其指明下一個學生

B，類似成語接龍。 

 

 

 

 

 

 

表 4-1-2  「契機一」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學習單共兩題，均屬文字描述性質之概念性題目。 

題目一：根據地球人的體型，聰明的你想到什麼方式發出奇怪又有趣的聲音呢？ 

分 析：其目的著重於學生能發現天然樂器——身體能有什麼樣的聲音。集結學

生答案，研究者發現學生大多數能找到一至二樣不同部位發出聲響的方

式，茲將學生之答題內容歸納如下： 

手：拍擊 

臉：手拍臉頰，嘴巴吸氣的「波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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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腿：拍擊、敲擊 

肚子：拍打「咚咚」音 

屁股：拍打「趴趴」音 

嘴巴：舌頭的「得得」音 

肩膀：手拍「婆婆」音 

 

題目二：你利用周遭的什麼資源？你和誰一起合奏？你覺得誰像在搗亂？誰有創

意？為什麼？ 

分 析：其目的乃希冀學生能分析周遭之天然樂器，並觀察班級中其他同學，是

否出現有趣、值得稱讚之創意，可予模仿；反之，若有學生未認真參與

課程，擾亂課程進行，則可藉此機會提醒並警惕。 

  集結學生答案，學生所取用之周遭資源泰半為文具用品或教室硬體

設備，如鉛筆、桌子等。其中，表現優異之學生 A，為其同學寫道：因

為他能手腳並用、具有節奏感，且想到別人想不到的其節奏型。而學生

幾乎一致認為：沒有人在搗亂，受測學生都很認真。較特別的是，學生

B 之節奏型，只有一拍，後面均為休止符，令大家感到意外與有趣。（研

究者發現該節奏型與嗣後將提及之即興作品「平安夜」有所關聯：譜上

的節奏型與即興節奏型，兩者一貫。） 

 

三、交叉檢證 

根據協同研究者之紀錄，比較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一堂 

92/11/11

星期二 

2 年 B 班 

契機一  

一、準備活動： 

動機：遊戲，教學創意不錯，讓班級氣氛

熱絡。 

二、準備活動 

以身體各部位擊出節奏，配合遊戲與競

爭，學生均甚投入並有優秀表現，亦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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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時間不夠，或理解度不足，故學生常

發問造成活動中斷。 

建議： 

（1）找兩位理解力較高、節奏感較好的同

學出列，與教師三人示範一次。 

（2）中斷活動的學生未扣分，是否影響遊

戲公正性？ 

三、綜合活動： 

一人為基本拍，另一人創造節奏，以團體

競爭方式鼓勵學生創作。 

學生投入、積極參與並與教師有良好的互

動，只是流程可再整理，例如開始時先告

知學習方式，結束時以驗收成果作結。此

外，競爭方式未臻明確，會有學生異議、

教師即更動之情形，乃美中不足之處。 

表 4-1-3  「契機一」協同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發現，準備活動中學生參與度高，利用學生彼此以

綽號相稱之方式，提高學生注意力，並可藉機舒緩學生面對攝影機與觀察者

觀看之不安情緒。 

2.發展活動 

首先，由於學生理解度不同，筆者並未對遊戲做詳盡示範，將使活動之

流暢度減低，在活動中，未完全瞭解遊戲之學生會反問筆者遊戲規則。此可

針對遊戲規則，製作海報、書明流程，以彌其不足，或對遊戲作簡單示範。

再者，協同研究者認為，研究者未對肢體即興之遊戲規則進行公正處理，對

於中斷即興肢體聲音活動之學生未予減分，將失卻教學活動評分之公正性。 

3.綜合活動 

研究者發現學生即興之參與度高，即興節奏型亦趨多變，尤以在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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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社團之學生，其節奏型更富有創意、更為複雜，受到其他同學之稱讚；

惟就遊戲規則，有未盡妥善之規劃及說明，此均為下一堂課中值得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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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契機二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承接第一堂，研究者藉由肢體探索、訓練學生對周遭聲響的敏銳度與觀

察力，持續發展探索之主題。研究者要求學生，能進一步利用指定的器具；

自行創作樂器。由實作樂器之過程，觀察並瞭解針對媒材之不同，其音色特

質所產生之細微變化。 

在奧福教學法中，其音樂理念由空間探索（Exploration of space）、聲音

（聲響）探索（Exploration of sound），至經由即興之探索（Exploration of form 

through improvisation），其層次發展，皆從簡單至繁複，模仿至創作，部分至

整體。（Choksy,L., Abramson, R. M , Gillespie, A. E., Woods, D.,York, F.,2001, 

p.114。） 

2.發展活動 

研究者設計兩種不同主題，一為情緒之描述主題“憤怒”，另一為動作

之描述主題“跳舞”，要求學生從自製樂器中，除了探索媒材聲音的之細微

變化外，也能根據不同主題，發揮其想像力找尋適合主題的節奏型。在學生

探索的步驟過程，教師嘗試提出問題，要求學生面對挑戰，運用創意解決困

難，例如：若改變媒材之重音或力度，會使聲音或節奏產生什麼變化？何種

節奏型態，讓聲響能更配合主題，使之具有不同的趣味？為了刺激學生挑戰

問題，研究者以同樣使用周遭器具做節奏展演之音樂影片“破銅爛鐵”（The 

Stomp），作為學生經驗的吸收與模仿。為避免學生漫無目的的選擇素材，在

影片欣賞後，研究者在引導學生創意即興之過程中，需先限制學生可用之媒

材一或二項，漸次增加至多種，供學生自由混和使用，以確實發揮創意。 

觀賞第二部影片“鑼鼓喧天”（Drum Line）片段時，研究者希望以節

奏感強烈之樂器“鼓”，作為憤怒情緒之引導。利用影片中豐富的節奏型，

及主角叛逆的個性，延伸學生對主題的想像。 

  

在弦樂器的音樂創作活動（Stabley, 2001, p.29-33）一文，Stabley 在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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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課程的即興步驟中，要求學生以弓奏（Arco）與撥奏（Pizzicato）兩種不

同的演奏方式，以盡可能發現其他發出聲響的各種方式，展示予全班觀看，

並互相模仿。其目的亦即從熟悉之活動模式，藉由探索與模仿，激發更多對

聲響即興的創意。 

3.綜合活動 

研究者設定以準備活動、發展活動之教學過程為主軸，利用學習單，要

求學生做分享與記錄，實際瞭解課程目標並做檢視，也藉此做為檔案評量。 

（二）、課程主題：自製樂器並即興聲響—契機二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遊戲即

興創造肢體聲響。

1-1-3 探索器具可發

出聲音的各種可能

性 

2-1-2 主動選擇喜歡

的探索形式 

3-1-3 比較創作風格

2-1-2 主動選擇喜歡

的探索形式 
3-1-2 描述創作手法

真實評量：實際即

興聲響，並記錄下

來。 
 

二、發展活動 2. 學生藉由遊戲進

而模擬角色扮演及

情境狀況。 

2-1-3 組織音響的表

情 

1-1-3 探索器具可發

出聲音的各種可能

性 
2-1-4 修正音響的演

奏方式 

實作評量：實際即

興聲響，以體會製

造聲音的不同樂

趣。 
 

三、綜合活動 3.學生藉由模仿概

念即興創作並做合

作即興。 
 

3-1-2 描述創作手法

3-1-4 闡述創作理念

3-1-5 分享聆賞心得

 

檔案評量：即興聲

響，並記錄其模擬

狀況。 
 

表 4-2-1  「契機二」課程內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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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二堂 

92/11/13 

星期四 

2 年 B 班 

 

契機二 

一、準備活動： 

利用養樂多罐、洋芋片罐、橡皮筋、面紙

盒、保特瓶做自製樂器。在 10 分鐘內，學

生分別發揮自己的巧思，茲整理如下： 

1. 橡皮筋穿在空洋芋片罐上，以手指撥弄

橡皮筋發出聲響，並在空洋芋片罐中產

生回音。（女學生洋洋得意的展示這種

特殊效果） 

2. 以橡皮筋綁在面紙盒上。利用手指發出

橡皮筋的聲響。筆者也立即把握機會，

說明國內的泰雅族，其族人展演口簧琴

時，利用類似動機原理製作樂器，但不

同的是，泰雅族以嘴加上手部的配合，

發出聲響。 

3. 多數人將空罐中裝入綠豆、黃豆、糙

米、彈珠等不同組合，以做為不同的樂

器。以上下搖空罐、左右搖空罐、向上

拋再接住、用腳踢、用腳踢毽子般踢空

罐子，用手敲、用手拍。 

研究者若能適時導引學生的答案，建議學

生手拍的力道、角度與利用手部的不同部

位作敲擊或拍打，產生不同細微聲響變化

的效果，則能讓學生更深入瞭解及探索聲

響的不同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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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觀看“破銅爛鐵”影片，學生覺得新奇有

趣，反應熱烈。研究者亦觀察學生對影片

中使用何種資源物品之分析，其答案大致

正確無誤。 

但研究者以影片“鑼鼓喧天”（Drum-

Line）導引學生作情緒的連接與啟發第一主

題“憤怒”時，發現學生對主題的想像力

空間無限，但配合自製樂器做練習的時間

明顯不足，表現零散，未如預期中順利。

研究者有鑑於前一題，未能充分刺激學生

的自信心與新奇感，故適時取消第二道題

目。 

 

三、綜合活動： 

研究者決定待檢視課程，再將完成學習單

之部分。 

表 4-2-2  「契機二」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學習單題目均為課程活動之檔案記錄，故須在學生探索聲響的過程，一

起做紀錄。 

題目一：製作樂器小撇步： 

集結學生之答案，茲整理如下： 

項目 1. 洋芋片罐 2.養樂多罐 3.保特瓶 4.面紙盒 

製作樂器

流程 

（加入什

麼？） 

大部分的學生加

黃豆、彈珠或木

塊。 

有的什麼都不

加入綠豆、木

塊、糙米、黃豆

均有。 

加入綠豆、黃

豆、糙米、彈珠

不等。 

加入水，刻意留

均加入橡皮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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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當空罐。 

有的將罐子兩側

穿孔，加橡皮

筋。 

不同高低層次的

空間。 

 

發出聲響

方式 

（手指、手

掌等） 

加入豆類的，則

以手搖晃罐子發

出聲音。 

任何豆類都未加

者，當成空罐，

則以手掌拍擊。 

加入橡皮筋者，

則以手指彈奏。 

以手上下、左右

搖晃。 

用手掌拍擊。 

以手敲桌子、上

下左右搖晃、上

下左右繞圈的方

式搖晃。 

以嘴巴吹奏已加

入水的保特瓶，

能發出不同音高

的聲響。 

以手撥弄。 

表 4-2-3  「契機二」學習單—製作樂器流程表  

 

分 析：目的在於學生要能將自製樂器的流程記錄下來。 

  如上列表格之記載。因為活動玩得太激烈，31 號的學習單被頑皮的

學生撕破。由於缺乏專業之音樂教室與普通教室之區隔，學生探索樂器

的聲響過程太過嘈雜，唯恐影響隔壁班之教學進行，此為美中不足之處。 

題目二：破銅爛鐵影片中，聰明的你看到了幾種工具作演奏？你最覺得有趣的是

什麼呢？ 

分 析：目的在引導學生觀察影片，觀察演出者具創意的組合與運用，作為經驗

之吸收與模仿。 

  研究者發現學生的觀察力敏銳，答案已趨於完整。整理如下：學生

發現影片中使用之物品有：鍋子、輪胎、交通號誌、水盆、滅火器、杯

子、路標、招牌、梯子、安全帽、浴缸、籃球、車頂、前座、方向盤、

刷子、掃把腳踏車、桌子、鐵管，多數人認為演出者的默契十足，信手

拈來之使用物品均為生活周遭之器具，尤以掃把的展演部分，受最多人

歡迎並覺有趣。 

題目三：同學們，仔細觀察別組的聲響組合喔！（有利用的樂器請作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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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組 第三組 第七組 

1 洋芋片罐 ☆   

2 養樂多罐 ☆ ☆ ☆ 

3 保 特 瓶  ☆  

表 4-2-4  「契機二」學習單—觀察聲響組合表 

 

分 析：目的在於要求學生觀察其他組別，如何搭配不同物品組合創作樂器。 

  教師抽三組分別上台做展演，包括：第一組、第三組、第七組。整

理之表格如上。其他組別的製作方式，由填寫學習單做檢視。 

 

三、交叉檢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二堂 

92/11/13 

2 年 B 班 

 

契機二 

一、準備活動： 

製作樂器：使用養樂多瓶、鐵罐、面紙盒、

彈珠、黃豆等製作樂器，並為樂器命名。

但發聲方式類型侷限幾種，建議可以探索

其他更多種不同之發聲方式。 

 

二、發展活動： 

欣賞“破銅爛鐵”影片，舉出影片中以什

麼物品擊出節奏。 

影片“鑼鼓喧天”片段，憤怒時，如何以

節奏樂器合奏，表達出憤怒的情緒。 

活動設計很有創意，且能引起動機，但執

行時不夠精準，建議： 

1.活動時間的安排可再商榷，例如中間學生

準備與練習的時間不夠，活動太多太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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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使學生忙於應付。 

2.教室管理仍須注意如何兼具互動與學生

的專注力，又不使學習打折扣。 

3.發表作品的準備時間不足，發表時稍嫌草

率，學生未以最佳狀況發表，也未能從其

他同學處獲得注意和成就感，有點可惜。

 

三、綜合活動： 

學習單未完成。 

表 4-2-5  「契機二」協同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自製樂器的參與度頗高，但維持秩序部分較難以掌控。學生大部分能發

揮其創意，為樂器的製作加入自己的看法，並付諸實行，在學習單上即可看

出成果。 

2.發展活動 

觀看影片的專注力不錯，學生也能細心觀察其利用之物品，但在填寫學

習單部分則稍嫌倉促。不過，大部分的學生，皆能完整回答觀察之答案。 

主題部分，影片雖已引起學生動機，但缺乏充分練習之時間，自製樂器

的音色特質未加妥善運用，且演出的同時，教室的秩序維護受擾，使演出的

學生缺乏成就感，其他觀察的同學無法適時激盪出更多的思考與創意。是否

因為太多的活動安排，而使學生來不及應付？此點必需再修正。 

3.綜合活動 

學習單留待檢視課程施行，優點是有充足的時間做探討與反省，但若能

在課程做及時的回饋，較能使學生印象深刻。 

 



66  

第三節  音樂箱的驚奇—節奏三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研究者設計節奏單元活動時，希冀以各種富變化的遊戲為即興節奏做驚

奇、有趣之嘗新，並瞭解學生在即興過程中的反應與教學成效，故取名“音

樂箱的驚奇”。 

首先，研究者設計簡單的律動課程，根據 Robert M. Abramson 教授著作

“節奏遊戲”（Rhythm Games for Perception & Cognition）與教學 CD 之理念，

作為速度的認知遊戲訓練，利用：慢板、中庸板、快板（Slow、Moderate、

Fast）三種不同速度之訓練繼而引導學生認識節奏的概念。 

節奏是音樂創作過程中最直接與生活關連，易與之感應互動之重要因

素。拍子（Eurythmics）這個字源於希臘文，其意為良好的韻律或流動，流動

的目的在於創作韻律感，使學生透過全身感受音樂律動。（王斐瑩，1998，p.96）

音樂教育家達克羅茲因此研究了系統化的節奏教學法，或稱之為律動舞蹈體

操。奧福亦曾談到：「音樂必須與律動、舞蹈以及語言結合才能產生意義。」

（黃麗卿，1997，p.38）。「他認為音樂之外就是律動，律動之外即便是音樂」。

（Choksy, 2001, p.105），上述理念，皆著墨於訓練學生對節奏型態的感受力

與律動。 

在普通教室過於吵雜，有鑑於第二節課的實施結果，研究者轉換教室至

學校六樓的打擊樂器教室（音樂社團用的教室），藉教室寬敞之空間，使學生

充分感受節奏律動。 

2.發展活動 

播放音樂 CD“如果沒有你”（白光女士詮釋），要求學生觀察音樂行進

中，明顯使用“反覆”的創作手法。延續此概念，要求學生分別模仿三拍與

兩拍之節奏型。 

3.綜合活動 

延續研究者教導的節奏型概念，例如：A 學生模仿前一個的節奏型，再

加入自己即興節奏傳達至 B 學生，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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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進行時需注意，需容忍學生即興時的混亂與各式的反應。答案沒有

對與錯，唯有不斷的鼓勵，學生才會具有信心與嘗試努力的動力。  

（二）、課程主題：音樂箱的驚奇—節奏三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遊戲體會

變化中的速度。 
1-2-1 專注聆聽速度 

2-1-1 模仿節奏型 
1-2-2 覺察速度的快

慢差異 

真實評量：實際即興

節奏，並記錄下來 

二、發展活動 2. 學生藉由模仿節

奏進而即興節奏。 
2-1-1 模仿節奏型 
2-2-2 穩定拍奏節拍

類型 

實作評量：實際傳

球，以體會速度。 
 

三、綜合活動 3. 學生藉由模仿概

念即興創作進而合作

即興。 

2-2-2 穩定拍奏節拍

類型 

3-2-1 即興對應節奏 

檔案評量：即興節

奏，並記錄下來。 
 

表 4-3-1  「節奏三」課程內容表 

（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包含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三堂 

92/11/20

星期四 

2 年 B 班 

 

節奏三 

一、準備活動： 

傳球活動，目的在體會速度的不同。但研

究者發現六樓的教室，座位安排不夠緊

密，導致無法確實掌控秩序與傳球的確實

速度。學生若被安排成背對教師，傳球傳

到一半，頑皮的學生會將球丟在半空中，

或是將球丟在地上，而無法經由確實傳球

的律動，訓練耳朵專注聆聽速度之能力！

 



68  

 

二、發展活動： 

利用 CD 樂曲的播放，引導學生認識創作

音樂手法中的“反覆”概念，學生反應覺

得新奇、有趣。 

藉反覆概念要求學生做模仿節奏之活動，

卻產生無法適應的情況。研究者研判，可

能因音樂字彙累積不足所致。基本上，學

生節奏型字彙為此活動之先備知識，但僅

參加管樂團的學生，能毫無困難的模仿研

究者每一節奏型；再者，研究者欲利用打

擊樂器較多之音樂教室（6 樓音樂教室），

作為普通教室之區隔與調配律動課程之

用，但頑皮學生喜歡隨意觸碰樂器，致使

研究者在說明及指導活動的行進中受阻，

也影響學生之專注力。 

 

三、綜合活動： 

即興節奏的活動進行不順利，少數累積較

多音樂經驗的學生能配合，其他學生則未

如期參與順利。混亂的場面使活動一度中

斷，是此次活動失敗之肇因。研究者也無

法詳實觀察學生即興之反應與過程，僅記

錄即興節奏之銜接片段。 

 

表 4-3-2  「節奏三」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題目一：音樂偵探▁▁▁來了，根據播放的音樂，你發現了音樂創作的手法有何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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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根據 CD 中的音樂，使學生學習觀察、分析其創作手法的特徵。 

集結學生的答案，多能正確回答其創作手法答案為“反覆”。 

 

題目二：來來來！我們一起打節奏！！ 

三拍子： 

 
 

兩拍子： 

 
 

分 析：目標是要求學生熟悉三拍子和兩拍子的韻律感。 

集結學生寫在學習單的答案，大部分都能正確且完整的將教師所教導的

節奏型紀錄，但多數學生的終止線未能正確畫出。 

 

三、交叉驗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三堂

92/11/20

星期四 

一、準備活動： 

聽節奏拋球之活動，是否可將學習歷程分數

個層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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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B 班 

 

節奏三 

1. 學生僅聆聽音樂，不拋球。 

2. 做拋球練習。 

3. 抽學生（例如四個人一組），出來講台做

表演，表現好則加分，表現不好則扣分。

 

二、發展活動： 

介紹反覆概念的進行。此活動設計成遊戲的

方式很有創意。可惜秩序掌控不佳。 

 

三、綜合活動： 

活動的設計很好，可惜感覺學生普遍缺乏基

本節奏基礎，只能憑藉本能做練習，無法達

成教學目標。 

表 4-3-3  「節奏三」協同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包含：研究者協同研究者之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此堂教學效果不彰。原本在於掌控教室秩序而換教室的用意，因學生面

對新的環境，引起好奇心，又正值好動之年齡，致使教學目標無法確實達成。

經與協同研究者討論後，認為課程需要再做一次傳球活動，以訓練學生的律

動，達成課程目標之連貫。 

2.發展、綜合之連貫活動 

學生能分析音樂創作手法中之反覆概念，但教師所給予之節奏型為三到

四小節之完整單位，對於非音樂社團或擁有基本音樂先備知識的學生來說，

這些練習都過於困難，僅有少數學生能利用節奏型做即興傳達。於是，與協

同研究者討論之結果，應分解節奏型為更小單位，設計更符合學生程度的活

動（如說白遊戲訓練），期增進學生自身之節奏型態語彙，做即興節奏之材料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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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音樂箱的驚奇—節奏四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有鑑於前一堂課傳球活動的成效不彰，準備活動仍維持以傳球訓練律動

的教學設計。教室換回原來之普通教室，座位的安排亦由小組圓圈方式，變

為行列式座位，每一位學生皆能與教師對焦，做緊密之互動。依據上一堂活

動修正之建議，首先要求學生仔細聆聽音樂，並以手指輕敲桌面，捕捉音樂

之基本拍。分解活動過程分成細微單位，俾利學生分析速度之快慢，增強其

信心。第二次播放音樂，要求學生利用傳球的拋與接收動作，以身體感受音

樂的速度與律動。延續此活動概念與熱絡氣氛，教師持續介紹律動音樂中之

休息概念。此設計理念同樣源自於 Robert M. Abramson 所設計之“節奏遊

戲”第四單元。學生以拍手表示休息之時值；例如音樂行進中，分別有休息

一至八拍的不同段落，作者要求學生聽到休息一拍時，則以手拍一下表示。

研究者融合第一堂即興肢體發出聲響的方式，要求學生思考各種不同肢體之

聲響，代替拍手動作。 

2.發展活動 

為加強學生對節奏型態之認識，增進即興節奏訓練的機會，並考慮第三

堂行動研究修正等建議，研究者因而設計說白教學活動。由於青少年喜歡節

奏感強烈之流行歌曲，如周杰倫、阿姆等具押韻的旋律歌曲，他們喜歡念歌

更勝於唱歌。故研究者利用生活中常出現的詞語，轉化為簡單短小之節奏型

態，例如：薯條可表示兩個四分音符，腳踏車可表示兩個十六分音符加一個

八分音符，可口可樂可表示四個十六分音符，再將詞語銜接成句子，增長為

組合式之節奏型。研究者要求學生邊念邊拍打其詞語代表之節奏型，輔以競

賽般抽問方式，確認學生模仿節奏型的正確性，並增添趣味與挑戰。最後要

求學生模仿心目中喜愛的偶像歌手，“周杰倫”之“晴天”，其曲中 Rap 部

分，為說白融入音樂之實例。 

朗格（S.K.Langer）曾提及，「音樂像語言一般，是一種結合形式，其各

部分不僅組合在一起，產生一個更大的實體，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維持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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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獨立的存在。在每一種組成因素的感覺特徵也受到合成整體的影響。也就

是說，音樂作品的更大實體，並非僅僅混合而成，就像幾種顏料混和產生新

的顏色，是一種描繪，即把它內在的結構呈現於我們的感覺。」（吳世玲，

2000，p.40）。若將規律的節奏模式應用於語言，其富含感情的重音、流動，

能自然地在音樂的表情中相對應，因此語言節奏是音樂節奏中最自然的入門。 

達克羅茲與奧福教學法，亦將說白作為引導學生經驗及探索聲音的主要

手段。 

3.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中，教師嘗試改變曲中 Rap 的重音，增加說白的變化性，且視

時間之長短，自由增減活動內容。 

（二）、課程主題：音樂箱的驚奇—節奏四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遊戲學習

節奏中的休息概念。

1-2-1 專注聆聽速度。

1-2-2 察覺速度的快

慢差異。 

1-2-3 察覺節拍的休

息時值 
3-2-3 轉換即興動作

替代休止符 

真實評量：實際即興

節奏，並記錄下來 

二、發展活動 2.學生藉由歌詞學習

唸白韻律。 
1-2-4 正確模仿歌詞

念白中的韻律 

2-2-1 感受節奏律動。

3-2-1 即興對應節奏 

3-1-1 連結創作形式 

實作評量：實際傳

球，以體會速度。 
 

三、綜合活動 3.學生藉由模仿概念

即興節奏，並合作即

興。 

2-2-3 嘗試以不同展

演方式表達音樂 

3-1-5 分享聆賞心得 

 

檔案評量：即興節

奏，並記錄下來。 
 

表 4-4-1  「節奏四」課程內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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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四堂

92/11/25 

星期二 

2 年 B 班 

節奏四 

一、準備活動： 

再度複習傳球活動，學生的座位由分組改

為集中一排行列式安排。座位的改變使學

生之行為正確與否（目標），變得更加明

顯。研究者可輕易掌握速度不夠快、或漏

失傳球者之錯誤情形；學生也可互相觀

摩。經過教師反覆播放樂曲後，學生漸能

熟悉活動模式，並正確回答教師何曲速度

較快或何曲較慢之差異。 

上一堂課對設計活動之修正建議，得到良

好的改善，律動之教學目標順利達成。 

消失的拍子（Disappearing Beat）的遊戲，

使學生從探索（聆聽）→教師詢問問題→

提供線索暗示→瞭解樂曲安排之次序（從

一拍休息至八拍休息），研究者要求學生以

拍手代表休息的時值，學生即興其他動作

體會其時值代表之實質意義。其活動的進

行與學生反應都相當熱烈而積極。 

 

二、發展活動： 

以說白訓練做引導動機。研究者嘗試將語

言中的小型句子，結合節奏的韻律，做簡

單的遊戲，學生反應熱烈。 

以生活中常出現的名詞如：薯條、蘋果派、

可口可樂分別代表不同的節奏型，研究者

 

有鑑於節奏 1（第三堂課）

之教學活動，缺乏秩序掌

控，以致干擾活動程序，

故將第三堂課中未完成的

活動，再次進行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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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學生對詞句的排列組合，產生很大的

興趣，進而要求學生根據研究者所提供的

詞句，模仿擴充成更多屬於學生次級文化

中的詞句，使遊戲更生活、趣味化。 

 

三、綜合活動： 

因排列詞句組合的活動熱烈，時間充分，

研究者決定取消唱周杰倫晴天 RAP 之活動

練習，僅要求學生回家練習今日課堂中教

過的節奏型，作為下一堂課程之預備。 

 

表 4-4-2  「節奏四」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題目一：可愛的你，用什麼動作代替休止符呢 ？（用文字敘述，或畫畫看吧！） 

分 析：目標是能融合第一堂（契機一）中即興肢體發出聲響的方式，代替拍手

表示休息時值的即興。集結大部分學生的答案，茲整理如下： 

1.用腳踏地 

2.用舌頭發出得得音、用舌頭彈上顎、上下唇 

3.用手拍擊大腿、手摩擦的邦邦聲、以中指和拇指摩擦的聲音、雙手拍

擊臉頰 

4.用腳點地 

5.用鼻子發出嗡嗡的聲音 

6.拍肩膀 

7.彈耳朵 

8.打屁股的聲音 

研究者要求學生能完整繕寫節奏型於學習單上，做為回家練習的功課。 

 

回家練習的節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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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 4-4-3  「節奏四」學習單-節奏練習表 

 

研究者要求學生思考組合詞句，大部分的學生都想出有趣的詞句，茲將

班上認為最為有趣之句子，挑選兩位，整理如下： 

30 號的詞句： 

何時：今天 

何地：在教室 

何人：小甲蟲 

做什麼：四處亂飛 

36 號的詞句： 

何時：昨天 

何地：在教室 

何人：某某某 

做什麼：練習飛行 

 

組合的句子，以研究者教過之節奏型做拍打練習。 

小結：學生的想像力豐富，饒富趣味，且能樂於創造詞句，順勢在課堂

中引導節奏型的教學。 

 

三、交叉驗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 四 堂

92/11/25 

 

2 年 B 班 

一、準備活動： 

主要教學目標為以傳球練習，分辨基本拍

變化之活動，分辨速度之快慢差異。 

協同研究者察覺，在座位改變後，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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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四 

注意力集中許多，執行成功。 

消失的拍子（Disappearing Beat）是項有趣

的設計，能使學生於遊戲過程，認識並注

意休止符的功能與時值。 

二、發展活動： 

節奏型的教導，以文字帶入之遊戲，引起

學生很高的興趣並達到教學的效果。 

三、綜合活動： 

時間不足，未能執行。 

表 4-4-4  「節奏四」協同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 

包含：研究者協同研究者之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傳球的活動順利進行，研究者發現座位的安排對秩序掌控很重要。若分

成圓圈小組坐（如第三堂的設計），造成部分學生背對教師，缺乏注意力的學

習情況。故考量回復傳統教室座位安排，讓每個學生的焦點與教師有充分的

互動。教師的示範說明，宜將步驟改為有秩序性且簡單細小之單元行進，俾

使所有學生瞭解活動內容，修正後的教學成效因而得到有效之改良。 

消失的拍子（Disappearing Beat）活動設計，在於訓練學生之專注力，

以肢體的動作體會實際休止符之時值，協同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設計使音樂

和生活融合，趣味盎然。 

2.發展活動 

觸及生活周遭常出現的詞語，藉以引起學生之興趣，因此增加他們創造

詞句的參與程度。研究者順著學生之興味，引導他們將詞排列組合，至說白

節奏，亦得到良好的教學成效，教師因此加長遊戲活動時間。  

3.綜合活動 

僅以回家練習節奏型替代 RAP 練習，協同研究者與筆者認為，熟悉節

奏型比練習其他多餘之活動重要，只要儲備足夠之即興糧食，就能激發並提

供更多絕佳之創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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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音樂箱的驚奇—節奏五 

一、課程規劃 

（一）、理念設計 

1.準備活動 

語言的節奏訓練，目的在累積學生對音樂節奏之經驗，以加深其印象。

所以，筆者在第四堂課延續此理念，再度加入說白訓練，但設計成句型組合

的說白遊戲，並以四個題目（何時、何地、什麼人、在做什麼，字數分別為

二字、三字與四字）作為遊戲規則，而一項答案分別代表一種節奏類型。學

生將答案寫在事先裁切好之小紙條上，教師事先設定之句型組合之節奏型，

以抽籤的方式，將答案以不特定之拼湊組合，以產生意想不到的驚奇與趣味。

藉此吸引學生的注意，同時念出組合句行之節奏型，與拍奏所念之節奏型。 

在唱熟悉歌曲的過程中，音樂有其自然的內在脈動。筆者嘗試反其道而

行，在設計教唱已熟悉之歌曲小白花時，要求學生僅唱單數小節，意欲以休

止符阻斷音樂之內在脈動，使學生經驗中斷音樂的狀況，休止符反而使內在

脈動更加清晰明白，產生學生音樂聽想（audiaition）之能力。再以競賽懲處

的方式，掌控未能唱出單數小節旋律的學生，接受輕彈耳朵的處罰，使遊戲

增添趣味。 

根據 Webster 的說法，音樂心像乃指能以聲音來思考、想像或記憶等之

能力，是一種內化的音樂能力，不但是音樂成就的展現，也是音樂創作之基

礎（1991, p.27）。如欲學生能自在地即興音樂或作曲，學生須具備「音樂聽

想」（audiaition）的能力（Kratus, 1991），視及樂譜耳中浮樂、聽及聲音心中

有譜。（林小玉，2002，p.96） 

音樂創思中「所思」需要有「所知」的支撐，但此指的所知並非一成不

變的記憶性知識，而是音樂心像等回歸聲音感知的能力。（林小玉，2002，p.97）

故筆者之教學設計，亦即創造學生即興創作之知識能力—音樂聽想，期以靜

默之聲響使學生更深層的思考音樂。 

 

2.發展活動 

學生以自製樂器，為單數小節的空白作基本拍三拍之伴奏。筆者抽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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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曲中之節奏型，改變為切分音節奏。將全班分成兩組，一組以基本拍做

伴奏，一組以切分節奏作合奏練習，體會合作節奏的感受。 

3.綜合活動 

播放影片“鑼鼓喧天”中的片段，加深學生對切分節奏之印象。要求學

生除了以基本拍為伴奏外，加入切分節奏的音樂要素作頑固低音的伴奏形

式，嘗試讓學生將印象中的歌曲小白花，改變成他們心目中的曲風。 

（二）、課程主題：音樂箱的驚奇—節奏五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遊戲學習

歌曲學習音樂的內在

脈動概念。 

1-3-1 正確模唱樂曲 

1-3-2 回憶音樂片段 

2-3-1 熟唱不同小節

的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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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分析即興與節

奏間的關係 

真實評量：實際即興

節奏，並記錄下來 

二、發展活動 2.學生藉由遊戲學習

即興聲響與節奏。 
2-2-2 穩定拍奏節拍

類型 

2-3-3 穩定拍打切分

節奏 

實作評量：實際傳

球，以體會速度。 

 

三、綜合活動 3.學生藉由藉由切分

音概念即興節奏進而

合作即興。 

3-3-3 即興頑固低音

節奏 

3-3-4 展現即興節奏

合奏技巧 

3-1-5 分享聆賞心得 

1-3-3 感受切分音節

奏 

檔案評量：即興節

奏，並記錄下來。 

 

表 4-5-1  「節奏五」課程內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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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包含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 五 堂

92/11/27 

星期四 

2 年 B 班 

 

節奏五 

一、準備活動： 

研究者要求學生將詞句寫在事先裁切好的紙條

上，以指定的節奏型排列組合成一小節的說白詞

句，再由教師以抽籤方式進行隨機組合。由於詞

句的排列組合充滿驚奇，學生反應熱烈活潑。 

研究者再加入新的節奏型做說白訓練，以試驗學

生對節奏型掌控的確實性。 

研究者教唱學生一年級即教唱過之歌曲“小白

花”，僅要求唱單數小節，雙數小節必須靜默。

只要有學生唱錯就立刻被糾舉。 

接著研究者改變策略，只唱雙數小節，還是有人

會唱錯，但學生的反應變得越來越靈敏，可一心

二用，從聆聽伴奏到分辨別人唱什麼旋律。 

音樂在每個人的腦海中，仍有音樂靜默的行進，

並沒有因為外在的干擾而停止。 

二、發展活動： 

三、綜合活動： 

上述兩者活動，由於 DVD 播放器出問題，無法

如期進行，且時間上掌控不理想，研究者擬定在

檢視活動中補齊活動內容。 

 

表 4-5-2  「節奏五」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題目一：大家決定的句子是？請寫出來！將老師指定的節奏型抄在底下。  

分 析：目的在使學生利用抽籤排列的句子，熟悉音樂的節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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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受測學生之答案，研究者列舉 1 號，答案如下： 

今天，aaa，在教室，罰寫功課 

今天，bbb，在墾丁，衝浪游泳 

Today，ccc，在操場，跑跑跳跳 

其運用的節奏型為： 

 
題目二：你們這一組決定以什麼方式伴奏小白花？ 

分 析：目的在讓學生討論，以何種自製樂器伴奏。 

題目三：你們的頑固低音節奏型是什麼？試著寫寫看！！ 

分 析：目的在使學生瞭解切分節奏的寫法。 

題目四：切分音的感覺像什麼？會聯想到什麼？ 

分 析：目的在讓學生想像切分音的節奏感。以聯想力之擴散性思考加深學生印

象。 

 

三、交叉驗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 五 堂

92/11/27 

星期四 

2 年 B 班 

 

節奏五 

一、準備活動： 

遊戲、說白加節奏，例如： 

何時、在哪裡、什麼人、在做什麼 

學生反應熱烈，並藉說白節奏學會新的節

奏型。 

小白花，雙數小節不唱，感受內在脈動，

非常有創意，學生玩得很開心且很專注，

教學成功。 

二、三活動未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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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每段活動、時間的控制，要思考如何使學

生更有效率完成活動，這一點值得反省。

 

表 4-5-3  「節奏五」協同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說白節奏型的遊戲，使課間充滿歡笑與活力，學生對節奏型也更加熟

悉。以音樂內在脈動的教唱活動，協同研究者認為非常具有創意，學生也更

加集中注意力，教學成效佳。 

2.發展活動 

發展活動除了因機器故障，非人為因素之干擾外，研究者對時間之掌控

不得宜，未如期進行以頑固低音之伴奏活動，教學目標達成率僅佔三分之一。

另外，研究者察覺準備活動中，輕彈耳朵之懲處時間過長，以致延宕課程行

進。 

3.綜合活動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此次教學過程，做探討與修正之結果，考量頑固低

音與切分節奏的教學目標，對於非具有豐富音樂性經驗的學生來說，需要額

外增加教學時間，恐造成他們過大之負荷，反喪失其成就感，故宜從目標中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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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流竄的音符—旋律六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在設計即興的教學過程，研究者從探索肢體即興到探索空間的聲響即

興，按照語言與音樂的結合，轉化為說白與節奏練習，熟稔並運用簡單之節

奏型，配合旋律之即興課程設計，以儲備完整即興之創作詞彙。 

旋律即興部分，研究者設計與節奏單元相等堂數，亦為三堂課。有感於

旋律即興時，音符有如流竄之線條，故取名—流竄的音符。首先，要求學生

複習已教過之節奏型做熱身。研究者認為，訓練學生能即興旋律，其自身對

美感經驗之經驗是很重要的。於是，研究者設計四段樂句，其排列組合不以

固定之標準答案為前提，提醒每位學生任何排列方式，純屬個人喜好，沒有

對錯，皆予以鼓勵。藉此引導他們在即興旋律的過程，擁有領導與自信的角

色扮演，研究者僅居於輔導的地位。 

2.發展活動 

先以單音高做旋律接龍，做為學生累積旋律經驗之最小單位，進而銜接

已完成之接龍旋律，完成班歌。在引導的過程中，研究者需具備耐心並持續

鼓勵，且需謹慎提防是否有任何主觀意識之加入，完全以學生的耳朵，做為

判斷的工具，確認最後音高。研究者僅在必要時，以伴奏凸顯銜接之旋律，

使學生反覆思量，意識修改之必要性與修改之處，藉此達成發展活動之教學

目標。 

3.綜合活動 

以樂句發展概念為主軸，播放生日快樂歌變奏版本，要求學生分析其創

作手法，並說明增值、減值的概念及其用法，希冀學生藉由理解他人創作手

法，作為個人即興創作之的概念。 

 

（二）、課程主題：流竄的音符—旋律六 

（三）、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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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遊戲學

習即興節奏，並排列

樂句組合。 

1-4-1 組織聽到的樂

句 

1-4-2 修正樂句的演

奏速度 

 

真實評量：實際即興

節奏，並排列組合聽

到的樂句順序。  

二、發展活動 2.學生藉由遊戲學

習即興旋律與問答

句的分別。 

2-4-1 增加或減少音

的組合 

3-4-1 即興旋律 

2-4-2 發表單音高之

即興 
 

實作評量：實際以直

笛即興旋律，體會問

句與答句及其旋律

的特色。 
 

三、綜合活動 3.學生藉由即興旋

律體會增值、減值的

觀念，並做音樂欣賞

變奏創作手法之分

析。 

1-4-3 評論聽到的樂

句組合之創作手法

風格 
 

檔案評量：聆聽變奏

之旋律，分辨其創作

手法，並記錄下來。
 

表 4-6-1  「節奏六」課程內容表 

 

（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包含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六堂 

92/12/05 

星期五

（調課） 

2 年 B 班 

 

旋律六 

一、準備活動： 

以模仿節奏活動作暖身，要求指定的一排

做即興節奏。對學生來說，基本的節奏型

已在第三至五堂中，做過類似之說白與節

奏練習，故此活動之模仿並不陌生。 

當研究者進行排列四個樂句的活動後，研

究者發現學生，能以緩慢的速度重組樂句

之排列。大致來說，若樂句的結束音停在

 



84  

主音，則有結束之感；若不停留在主音，

而是其他音高，則有突兀或恍惚的感覺。

藉此，研究者引導學生辨別問句與答句。

 

二、發展活動： 

進行音高接龍之遊戲，研究者以固定節奏

型，要求學生一人給予單個音高，將其音

高組合之後，研究者加入簡易伴奏彈奏出

來，並要求學生判斷樂句之順暢度。若音

程變化出現大跳，他們發現音樂聽起來並

不流利，則會想辦法改變。 

學生的反應與互動良好，使得集體音樂創

作流暢，不但增加其對樂句之感受力，也

加深對問句與答句之概念化。 

 

三、綜合活動： 

在學生抄寫集體創作之班歌時，研究者播

放 CD，要求學生猜測是何曲目。 

平常調皮搗蛋的學生，結果竟從已改過旋

律的樂曲中猜出主題〝生日快樂歌〞。 

但在研究者講解增、減值概念時，有些學

生仍在抄寫樂譜，研究者發現教學效果被

打折扣，引導增、減值概念的教學目標，

未如預期讓全部學生能完全理解。 

 

表 4-6-2  「節奏六」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題目一：聰明又可愛的同學，排排看你心目中喜愛的順序吧！！（例如：1324

或是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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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目標在於訓練學生對於樂句組合排列，表達個人意見。 

集結學生的答案，有 1423，1234，1324，3241，1432，3124，3214，2143

等答案，整理 3 號答案如下：1243 

 
 

  

題目二：動腦的時間又來啦！你認為，哪一種樂句接法你比較喜歡？請把答案寫

下來。哪一種樂句比較有結束感？不同的速度，這讓你聯想到什麼？為

什麼？（共有四個答案喔！） 

分 析：目標在於訓練個人對樂句組合及速度之喜好。 

研究者考量時間之充分的掌握，重要之音高接龍活動能順利進行，故取

消此題測驗。 

 

題目三：聽到音樂是什麼呢？接下來，聰明的你可知，老師播放的音樂改變原來

的主題方法是什麼呢？ 

分 析：目標在經由音樂欣賞，學生能瞭解音樂創作手法中之增、減值概念。 

集結受測學生的答案，整理如下： 

第 1 首 生日快樂歌，音變少，增值。 

第 2 首 生日快樂歌，音變多，減值。 

 

班歌之整理如下： 

 
 

三、交叉驗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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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六堂 

星期五 

（調課） 

2 年 B 班 

旋律六 

 

 

 

92 年 12 月 6 日、2 年 37 班 

 

一、準備活動： 

協同研究者認為可直接由四個樂句之排列

組合活動開始，當成暖身之預備活動。 

研究者說明問句、答句的概念過於專業與

抽象，學生未能完整瞭解其概念。再者，

不可過於主觀論定問句或答句之音樂感受

力。試若以不同樂派之風格思考，如中國

五聲音階之銜接，其有停留屬音之狀況，

該如何判斷樂句之屬性與感受？此時是否

更應提醒學生，對問句或答句的接受程度

可能因民族風格之不同而有所取捨，需避

免學生單一僵化之音樂思考模式。 

 

二、發展活動： 

研究者引導學生創作進行良好，學生能集

中注意力於活動過程，並完成班歌，也能

修正其音程或結束音高未盡理想之處，成

效佳。 

 

三、綜合活動： 

增減值的概念未能清楚表達，對非具有豐

富之音樂先備經驗者而言，缺乏理解之想

像空間。建議若以譜例對照之方式，讓學

生能將樂譜視覺化，音符聽覺化，在轉化

之過程中，進而形成增減值之概念。 

活動流程有些混亂，效果不彰。建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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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增、減值概念之曲目，減少其他變奏手

法之干擾，使學生專注聆聽研究者指定之

創作要素，必能使教學成效更佳。 

 

表 4-6-3  「節奏六」協同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以即興節奏與排列組合樂句為重點。協同研究者認為，即興節奏對於旋

律的要素，是多餘的點綴。刪除後，教學成效會更佳。而排列組合的主軸，

為分辨問句與答句，協同研究者認為，應考量樂句之擴充性，使學生對日後

之音樂思維能具彈性。故教師於引導過程中，對於停留在主音或屬音的主觀

意識，需待以宏觀之角度。 

2.發展活動 

學生對音高接龍遊戲反應熱烈，教學成效佳，而對於創作班歌，更覺具

挑戰性與成就感。在班歌之銜接過程，學生發覺同一個音高，若反覆超過三

次，將使樂曲無聊並缺乏曲趣。若音程前後距離過高或過低（即音程之大跳），

也能利用自己之音樂感受力，發揮不同於原創之判斷。學生平日缺乏發揮創

造性與獨立思考之機會，但其擁有之潛力，使研究者對學生刮目相看，不容

忽視。 

3.綜合活動 

增減值的觀念說明成效不彰，歸因於播放音樂時，有些學生仍在抄寫班

歌，無法完全集中注意力聆聽樂曲，再者，若研究者讓學生將樂譜視覺化、

音符聽覺化，將視覺符號灌注於聽覺之思維流動，在轉化過程中介入增減值

之概念說明，相信較能增進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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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流竄的音符—旋律七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設計旋律即興課程，其難易程度必須配合學生程度做調整，以累積其音

樂經驗作為即興創作時之必備材料。研究者之設計理念，從簡單之音高組合

到繁複的旋律即興，藉其即興過程，引導至曲式概念說明，如：動機、樂句、

樂段、主題到主題與變奏。研究者考量學生需以簡易操控之樂器，能運用自

如地即興旋律，故決定以中音直笛為其即興旋律之樂器。 

首先，研究者設計“打擊魔鬼”之遊戲，以訓練學生對速度（漸快或漸

慢）的注意力。當“鬼”的學生需利用觀察力，尋找基本拍四拍，及速度變

快或變慢之源頭，保持學生間參與度。 

練習中音直笛的方式分成四種：分別為 C、G 音高吹奏 4 拍；C、G 音

高吹奏 2 拍；C、G 音高吹奏 1 拍等三種練習方式。最後難度較高，兩音一

組，以跳音、附點方式吹奏，均為上行加下行之音階練習。 

2.發展活動 

研究者利用準備活動中全班即興節奏之兩小節作素材，以 C 音即興吹奏

旋律，當成頑固節奏。研究者指定一排學生再即興節奏後兩小節，以 G 音吹

奏即興旋律，C 音加 G 音合奏四小節，其流程如下：  

 

全班 

 

 

 

 

表 4-7-1  「旋律七」發展活動流程表 

 

研究者可進一步要求對應頑固低音之學生，旋律的結束音高分別停留在

C 音與其他音高，讓學生感受樂句之屬性，判斷銜接句子之合理性。 

C 音加 G 音 

合奏四小節 

G 音吹奏即

興後兩小節

即興節奏 

後兩小節 

即興節奏 

兩小節 

C 音吹奏即

興兩小節 

頑固節奏 

兩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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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活動 

設計讓學生由欣賞樂曲波列露（Bolero）中，感受頑固節奏之強烈特質，

以對照發展活動中之同樣（頑固節奏）練習。樂曲波列露之反覆主題動機，

使曲子產生什麼樣的趣味？讓學生累積其音樂經驗，瞭解作曲家利用頑固節

奏與器樂之細微變化，作為創作之手法。 

 

（二）、課程主題：流竄的音符—旋律七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遊戲學習

即興旋律。 
1-5-1 熟練直笛吹奏

C 大調音階，以利用

其音階做即興 

1-5-2 運用直笛作不

同吹奏技巧 

 

真實評量：實際以直

笛即興旋律應答，並

記錄下來。  

二、發展活動 2.學生藉由學習即

興旋律了解音階構

造。 

2-5-1 即興旋律對應

1-5-3 聽辨不同屬性

的樂句 

2-5-2 感受問句與答

句之不同 
 

實作評量：實際以直

笛即興旋律，體會問

句與答句。 
 

三、綜合活動 3.學生藉由即興旋

律 體 會 音 階 的 特

色，並合作即興。

3-4-2 發現音樂創作

中頑固低音之旋律

3-5-1 分析音樂創作

中之反覆概念 

 

檔案評量：實際聆聽

樂曲，分析其創作手

法（頑固低音與反覆

動機），並記錄下

來。  
 

表 4-7-2  「旋律七」課程內容表 

 

（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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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日誌：包含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七堂 

92/12/11 

星期四 

2 年 B 班 

 

旋律七 

 

一、準備活動： 

研究者選擇以遊戲熱身。要求學生對節奏

與速度之反應力與敏銳度。 

被選為當“鬼”的學生，需猜出負責領導

速度者，大致上，學生對遊戲的反應佳，

若時間充裕，甚至可拉長活動時間。並細

分為更小之單位，以增進反應力及速度之

的敏銳度。 

直笛音階的練習，研究者察覺學生對音高

指法之熟練度，不夠確實。練習之方法需

更多時間練習。故決定加長練習時間。 

  

二、發展活動： 

C 音高（頑固節奏）與 G 音高之練習，學

生配合度頗高，已有合奏默契。但因延長

直笛指法練習時間，故研究者決定刪除問

句與答句的課程以做調整。 

 

三、綜合活動： 

音樂欣賞波烈露的部分，研究者決定留至

檢視時間作補救教學。  

 

 

表 4-7-3  「旋律七」研究者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題目一：同學們，試著將您的節奏寫下來（前面兩小節為教師指定，後面要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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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譜寫喔！！） 

分 析：在於使學生瞭解頑固節奏，並能即興節奏。 

集結受測學生的答案，多數學生能將 C 音與 G 音的頑固節奏正確抄寫

下來，但是，個人即興的部分卻沒有填入。學生回家並沒有將作業完成。 

列舉 31 號答案如下： 

 
題目二：現在要由您譜寫旋律了喔！！ 

分 析：目標在讓學生能譜寫即興旋律的部分。 

時間分配練習直笛指法，故予以刪除。 

 

題目三：當聽到這首樂曲，您是否發現有固定的節奏反覆出現，反覆幾次？ 

分 析：目標在使學生學習分析音樂當中的頑固節奏（鼓聲部分），與反覆主題

前後共 9 次的情形。本題留置檢視課程完成。 

 

三、交叉驗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七堂 

92/12/11 

星期四 

2 年 B 班 

 

旋律七 

 

一、準備活動： 

遊戲活動中，頓將學生變換節奏及表情記

號（漸強漸弱），造成學習困難。建議： 

a.可由教師的改變不同的固定節奏+漸強漸

弱 → 變換節奏+漸強漸弱。 

b.讓學生座位調整為圓圈玩，效果可能更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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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活動： 

因直笛之指法練習時間耽誤，即興旋律的

部分無法進行。若在準備活動時先做節奏

的創作，然後於發展活動時加入指定之音

高或頑固節奏，即興旋律教學部分是否較

能順利發展，學生心態上也較不會害怕。

 

三、綜合活動： 

研究者決定以檢視課程作補救教學。 

 

表 4-7-4  「旋律七」協同研究者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研究者發現學生中音直笛的指法不熟練，為了最後之即興“平安夜”作

預備，決定刪除音樂欣賞部分，延至檢視課程作補救教學。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討論課程進度之內容增減時，做了以下建議： 

(1).學生可以實際即興節奏，但無法以記譜的方式，記錄自己之即興思維。 

(2).學生忙著熟悉研究者上課之內容進度，以致無法完全達成教學目標。 

(3).學生對即興已產生排斥感，肇因於每一堂課中，以即興作為主題之內容佔

據太多，使學生畏懼或厭煩。 

為修正行動研究之缺失，研究者情商班導師楊老師，要求在 12 月 15 號

的家庭聯絡簿上，作日記分享，瞭解在這段音樂課期間，針對個別提出之意

見做課程修正，並作公開解說與輔導，使學生與研究者的互動回饋更為具正

向之研究意義。 

 

以「最近的音樂課，你在想什麼？」作為家庭聯絡簿之日記題目，茲整

理部分具代表性之學生心情如下： 

覺得無聊、發呆者者： 

1號：最近的音樂課，因為教授要來，大家表現得很嚴蕭（錯別字），因此每次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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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都覺得蠻無聊的，但是又不能表現的太⋯，怕讓老師難堪⋯，上到一半都好想

睡覺⋯，好想反覆到之前那樣。 

回應：真的ㄚ？好可惜！！之前節奏遊戲你的反應不是頗為熱烈？謝謝你們辛苦的

配合，老師真的很感動！！ 

2號：老師上音樂課時，我會想其他的事，如電玩、小說等，老師在講什麼，我就

沒有聽到，想像力太強了沒辦法。 

回應：謝謝你的提醒，以後上課我會多加關心你的！！ 

 

覺得不錯，給予建議者： 

3號：最近的音樂課，我會常常在想老師教的歌，其中的拍子，老師教的非常好，

有說有笑⋯，至於其他方面，可以再多加一點音樂性表演和影片欣賞，或者是歌曲

欣賞，老師你要加油。 

回應：謝謝你的鼓勵，你的學習單寫的好棒！！ 

5號：最近這幾個星期的音樂課，教授都來看我們上課，音樂老師教我們打節奏，

還讓我們自己創造，老師上課的內容很有趣，不過很可惜，很多內容都因為時間不

足，而沒有體驗到。⋯，老師一時上那麼多，真的有點搞不清楚，不過我們最期待

的就是上音樂課時所做的活動，所以上音樂課很輕鬆很快樂。 

回應：瞭解。我會再放慢步驟，謝謝你的意見！！ 

10號：最近的音樂課都會有一張學習單，老師讓我們寫一寫，講解一下就快要下課

了，玩遊戲的時間太久，每次時間都不夠，希望老師玩遊戲的時間少一點。 

回應：你的意見非常棒！！我會想辦法改進的。 

22 號：這幾次上課常有粉多人被抽考或表演，但到頭來只剩某些人得到獎勵，我覺

得應該要一致，這樣大家也比較有信心，⋯。 

回應：你的意見太好了，我會想辦法改進的。謝謝你。 

 

覺得課程有趣者： 

34號：如果能少了學習單，大家會更 Happy的，最最最重要的一點，是有一台 V8

在拍我們，總覺得好像要被人賣掉。呵！我好像想太多了⋯。 

回應：老師不會出賣大家的，你放心好啦！！ 



94  

 

整體而言：學生對於學習單大致覺得負荷過重，並難適應攝影機與隨堂

觀察之協同研究者視線；部分學生認為教師不公平之獎勵與懲處，缺乏參與

的成就動機。若能盡快解決上述之缺失，設計更多元化、簡單入門之趣味遊

戲、活動，以豐富音樂經驗，保持互動之間的幽默、活潑特點，將使課程持

續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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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流竄的音符—旋律八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根據學生家庭聯絡簿之心情分享，研究者決定修正課程難易度，以教過

的歌曲與熟悉之民謠，簡單音高修改，增長即興旋律，以鼓勵學生加強其信

心。 

研究者回歸肢體即興的律動遊戲，以律動引導即興，以頑固節奏，帶入

“小星星”即興旋律之教學活動。 

2.發展活動 

研究者選用“小星星”，起因於樂曲簡單易哼唱，學生之熟悉度較高，

且樂曲中相同音高多，研究者訂立同一音高不超過三次之原則，要求學生重

新排列組合音高，發展即興旋律。 

3.綜合活動 

教師引導即興旋律時，可藉改變節奏型態，區分為 A、B 兩段不同之風

格樂段，使學生瞭解三段式之概念。 

 

（二）、課程主題：流竄的音符—旋律八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遊戲學習

即興旋律。 

2-2-2 穩定拍奏節拍

類型 

1-2-2 察覺速度的快

慢差異 

 

真實評量：實際以直

笛與歌唱即興旋律

應答，並記錄下來。

二、發展活動 2.學生藉由學習即

興旋律了解曲式。

1-6-1 以直笛熟練吹

奏特定旋律 

2-5-1 即興旋律對應

樂句 

2-6-1 選擇喜愛的樂

實作評量：實際以直

笛即興旋律，體會旋

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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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三、綜合活動 3.學生藉由即興旋

律體會旋律風格，並

合作即興。 

2-6-2 組合樂句段落

1-6-2 辨識曲式創作

3-6-1 即興合奏三段

式樂曲 

3-6-2 評斷演奏表現

 

檔案評量：即興合奏

旋律，分析曲式段

落，並記錄下來。
 

表 4-8-1  「旋律八」課程內容表 

 

（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包含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八堂

92/12/16 

星期二 

2 年 B 班 

 

旋律八 

 

一、準備活動： 

研究者要求學生延續頑固節奏精神，簡單

即興節奏。但觀察學生反應平淡，激不起

新火花與互動，故精簡準備活動之時間，

迅速帶入發展活動。 

 

二、發展活動： 

研究者規定運用樂曲小星星中，凡重複同

音第二次，則需改變其音高。學生已熟悉

選用適合音高之活動，加上研究者適時以

突兀之伴奏，提醒學生音程大跳旋律之適

切性，反覆思量合適之旋律，仍然耗費頗

多時間。 

直至接近下課，不同風格之 B 段部分，研

究者僅能扼要說明。曲式與中音直笛練

習，則予以刪除。 

 



97  

 

三、綜合活動： 

刪除活動進行。 

表 4-8-2  「旋律八」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題目一：看到每組的表演，你會聯想到什麼？你覺得哪一組的表演最酷？哪一組

最需要加油？為什麼？（總共有四個答案喔！！）    

分 析：使學生由肢體即興發揮聯想力，並由各組作觀察與學習。 

研究者因時間考量，跳過此題，並無要求學生於課堂完成。 

 

題目二：A 段的音樂是這樣的： 

分 析：使學生即興旋律。 

將“小星星”原譜寫在黑板上，依學生座位輪流創作音高，但需依規定

即興。以 3 號為例，茲整理創作如下： 

 
 

題目三：B 段的音樂是這樣的：  

分 析：目標在研究者給予學生不同的節奏元素，限制音高只能用 C、D、E、G、

A，做成風格不同之 B 段，且未能完成者，不需要一定在課堂上完成。

由於研究者設計之活動緊湊，第四單元—拾貝課程旋即展開，故要求學

生自由完成其創作。 

 

三、交叉驗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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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堂 

92/12/16 

星期二 

2 年 B 班 

 

旋律八 

 

一、準備活動： 

與發展活動的聯結性低。協同研究者認為若直接切

入主題，即興旋律小星星。建議給予學生更充裕的

時間，以琢磨其音高之銜接，使教學目標更有效率。

 

二、發展活動： 

雖研究者引導學生即興旋律之過程流暢，若留充足

之時間，讓學生反覆思量旋律之流暢性，效果更佳，

可惜研究者僅安排一堂課作練習。 

 

三、綜合活動： 

協同研究者認為應延緩曲式之介紹，讓學生多作類

似即興旋律等練習，以熟練音樂之即興思考模式。

 

表 4-8-3  「旋律八」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討論課程之相關性時，對於準備活動之內容多所保

留，研究者認為律動為即興發展重要的引導過程，協同研究者認為直接切入

發展活動較有效率。而在發展不同風格部分，不該侷限以音高或節奏等變化

作改變方式。若以改變展演之技巧，如重音、音色的改變，或速度快慢之不

同，同樣可改變音樂風格。 

或者讓學生集思廣益，討論如何讓音樂“變臉”？增加其音樂思考之角

度，亦為另一變通之法。 

2.綜合活動 

研究者認為，可藉小型音樂會之呈現，而非以獎品或口頭鼓勵，作為建

立自信心與成就感之取得。同儕的壓力與認同，反而更能激發學生之創意，

故研究者決定以小型音樂會作為即興單元目標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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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芝麻開門—拾貝九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歷經探索聲響與肢體、即興節奏、即興旋律等課程活動後，研究者決定

讓學生舉辦一場小型音樂會，藉以呈現學生音樂之實際展現。首先，學生於

檢視課程中，票選最想即興之主題變奏樂曲“平安夜”。於是，研究者設計

四節課課程，依次為熟悉主題、即興雙數小節之旋律、完整即興全曲、音樂

會展演。 

除了使學生能歌唱並以直笛吹奏原主題外，研究者教過之音樂概念（如

反覆、增值、減值），融合學生已內化之素料，合奏即興。研究者期盼學生開

啟即興之大門，從而拾取節奏、旋律之音樂寶藏，故即興之第四階段，取名

為芝麻開門—拾貝。 

 

2.發展活動 

以『a』或『u』之母音唱出平安夜，感受音樂內在脈動。 

3.綜合活動： 

因配合中音直笛之音域，故採用 G 大調之平安夜，使學生熟悉中音直笛

之指法。 

（二）、課程主題：芝麻開門—拾貝九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複習歌

曲即興旋律和節

奏。 

1-2-4 正確模仿歌詞

念白中的韻律 

2-1-1 模仿節奏型 

 

真實評量：實際拍

打節奏，以體會念

白節奏之概念。 

二、發展活動 2.學生藉由學習新

的歌曲即興旋律和

節奏。 

1-6-3 模仿即興唱腔

2-7-2 選擇聲音即興

的方式伴奏 

3-7-1 展現即興合奏

檔案評量：實際模

仿唱腔，選擇即興

的聲音作伴奏，並

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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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三、綜合活動 3.學生藉由伴奏概

念即興旋律和節奏

並做合作即興。 
 

3-1-5 分享聆賞心得
 

實作評量：實際聆

聽音樂。 
 

表 4-9-1  「拾貝九」課程內容表 

 

（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九堂 

92/12/23

星期二 

2 年 B 班 

  

拾貝九 

一、準備活動： 

研究者發現教室已有聖誕節裝飾，恰好與

課程活動相結合。研究者要求學生仔細唸

出中、英文歌詞之重音。 

研究者觀察學生生皆能掌握說白節奏之律

動，教學成果佳；且抽到學生如：22 號、1

號，亦能毫不遲疑的拍奏與唸出正確之平

安夜節奏。 

在教唱平安夜過程，學生為配合教室布

置，要求教師關燈，讓裝飾之燈泡發亮，

以營造聖誕節氣氛。 

播放平安夜 CD，配合閃閃發亮之燈泡，已

成功營造平安夜之聖誕氣氛。 

 

二、發展活動： 

要求以『a』或『u』唱歌曲平安夜， 

學生卻覺得不習慣及害羞，反應不佳。於

是改唱歌詞與歌譜，僅唱單數或雙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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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學生頗能把握原則。研究者為能充分

練習中音直笛，故刪除替平安夜伴奏之活

動設計。 

三、綜合活動： 

學生皆能認真複習音階與旋律。到下課

前，研究者發現已有近八成之學生能夠完

整吹奏平安夜。 

表 4-9-2  「拾貝九」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題目一：你知道還有什麼有關於聖誕節之曲子嗎？如果聖誕節改在夏天，會如何

慶祝？ 

分 析：使學生想像心目中的聖誕夜，意圖突破季節傳統之情境，引導不同之活

動。 

集結學生的答案，多想到聖誕老公公要進城、聖誕鈴聲、白色聖誕等歌

曲。若聖誕節改在夏天，慶祝的答案千奇百怪，茲列舉如下： 

1號：吃冰棒、到海邊幫聖誕老人穿泳裝 

2號：要吃西瓜、開 Party 

3號：好好的在汪洋無記得大海中悠遊，開著冷氣吃冰淇淋，且把聖誕禮物放在冰

箱裡。 

7號：要衝浪、吃西瓜 

16號：要打電動、電腦（這和季節似乎沒什麼關係！！） 

28號：在海邊舉行，這樣聖誕老公公就是駕著“衝浪板” 

32號：抱著西瓜在夏威夷作日光浴 

 

三、交叉檢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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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堂 

92/12/23 

2 年 B 班 

星期二 

拾貝九 

 

 

 

 

 

 

 

一、準備活動： 

建議與同學討論有關聖誕節之故事，再帶入發展活

動之歌曲教唱，使互動更親切。 

 

二、發展活動： 

發展活動中用『a』或『u』唱歌曲，學生不甚習慣。

 

三、綜合活動： 

播放音樂 CD 之版本可多樣化，例如：交響樂版

本、動物叫聲版本等平安夜，藉以拓展學生對單純

聆聽純器樂或聲樂之樂曲印象。 

 

表 4-9-3  「拾貝九」協同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研究者發現以說念白節奏型之歌曲教唱，教學效果不錯。協同研究者認

為研究者應該和學生發展更多互動，例如：講解聖誕節之來源、特殊節慶過

程，吸引他們想像心目中所憧憬的平安夜，以營造氣氛。 

2.發展活動： 

以『a』或『u』的母音教學效果不彰，建議利用學生習慣之母音作發音

教唱，以利歌曲教唱。 

3.綜合活動： 

直笛教學部分，時間掌控得宜，故得以順利進行增減值之欣賞教學。而

播放音樂部分，協同研究者認為，若欲學生發揮創意，可選擇風格迥異之版

本，以做不同之思維發展。例如：爵士版、莊嚴版、動物版、曲調不同版，

交響樂版等等。引導學生聆聽時，可充分利用媒體資源，搭配適宜畫面，擴

展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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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芝麻開門—拾貝十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根據第九堂之修正，研究者決定播放交響樂版本之平安夜。 

在學生熟悉平安夜之旋律後，研究者要求學生完成八小節之旋律即興，

並練習合奏樂曲，為音樂會暖身。 

2.發展活動 

研究者將樂曲之雙數小節空白，要求學生填入即興節奏與旋律。教師之

功能僅擔任輔導角色，配上豐富之和聲伴奏，並以不破壞學生原作為原則。

若有學生在發展動機或創作過程中受阻，則應延伸其原創，誇大其素材創作

之優點，給予學生持續創作之信心。 

3.綜合活動 

學生實際聆聽各組之即興作品，並提出個人建議，例如：討論如何以不

同的力度與表情記號使樂曲更生動活潑、樂曲之展演臻於完善。研究者設計

此活動之時間分配，可依前活動之時間作調配。 

 

（二）、課程主題：芝麻開門—拾貝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學生實際吹

奏中音直笛樂曲，

以接龍小節方式體

會合奏默契。 

2-2-3 嘗試以不同展

演方式表達音樂 

3-7-3 體會樂曲動機

與意境 

 

 

真實評量：實際吹

奏樂曲，並聆聽不

同風格版本之樂

曲。 

二、發展活動 2.學生藉由增值、減

值概念，填入空白

雙數小節，即興旋

1-7-2 發展主題並做

擴充 

3-7-4 分享樂曲理念

實作評量：實際即

興，以體會即興旋

律和節奏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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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節奏。  
三、綜合活動 3.學生學生能欣賞

即興旋律的趣味，

並記錄下來。 
 

3-1-5 分享聆賞心得

3-6-2 評斷演奏表現

實作評量：實際聆

聽音樂，並記錄下

來。 
 

表 4-10-1  「拾貝十」課程內容表 

（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十堂 

92/12/25

星期四 

2 年 B 班 

 

拾貝十  

一、準備活動： 

學生聆聽莊嚴版之平安夜，秩序稍吵雜，研究者隨

機指導，使學生更熟悉吹奏之指法，直笛練習成效

頗佳。 

研究者將全班分為兩組，以接龍方式作合奏，在幾

次練習下，流暢度足夠，默契不錯；再以個人接龍

樂句做搭配，其中以 3 號與 12 號之合作，默契良好。

研究者察覺學生皆極其努力認真。 

 

二、發展活動： 

研究者根據已教過之增、減值概念，要求學生發揮

創意，填入即興旋律於設計之空白雙數小節。每一

組之即興旋律不同，研究者亦利用簡易之和聲為伴

奏，豐富聲響效果，以提升學生即興創作意願。茲

整理其創作如下： 

1.第四組-12 號之創作，具有優美的旋律線條。 

2.第一組-1 號 5 之創作，原本僅四小節乍聽之下，

均為許多與原作和聲不諧和之音高創作，研究者順

著 1 號學生之創意，延長四小節。研究還未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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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問題時，就有其他學生表示「好像爵士樂

喔！」，此不諧和音高之特色，反而成為作品完成之

爵士版雛形。 

3.第二組：老胡的創作，旋律抒情，順其音高特點，

研究者加入簡易之伴奏，老胡亦對其作品甚感滿意。

4.第五組：由團體所共同創作。出現太多反覆音，及

突兀之非和聲音，研究者加入伴奏後，學生覺得不

妥，研究者仍給予學生鼓勵，持續其修改與創作。

5.第七組-10 號用許多裝飾奏（Trio），研究者順其創

意，將旋律延伸為更多的裝飾奏點綴。學生於聆聽

後，覺得新穎有趣，並誇其生與眾不同。研究者趁

此機會，亦讚美第五組之作品富有巴洛克時期之樂

風。 

下課前全班完成八小節之即興創作。 

 

三、綜合活動： 

研究者發現發展活動反應熱烈，故將第三活動之重

點—個人分享之建議，直接融入發展活動中。 

學習單之第三題，留至下一堂課作答。 

 

表 4-10-2  「拾貝十」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題目一：親愛的同學，你能把樂句變胖嗎？請用增值：  

分 析：目標在複習音樂創作手法中的增值手法。 

集結學生答案，多是寫教師在黑板上的例子為答案。 

 

題目二：親愛的同學，你能把樂句變瘦嗎？請用減值： 

分 析：目標在複習音樂創作手法中的減值手法。 

集結學生答案，多是寫教師在黑板上的例子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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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三：請在五線譜上，填上你們這一組討論出來的旋律，並加上重音、力度的

附註說明。 

分 析：使學生討論如何變化音樂表演的技巧。 

為使學生能利用充裕之時間，研究者決定刪除綜合活動之內容，故不作

答。 

平安夜之原譜中，單數小節保持原譜，而雙小節為空白。要求學生分七

組，填入雙數小節之即興創作，茲挑選第一組之創作作品說明如下： 

  第一組的作品，如其他同學表示“好像爵士樂喔！”，在第一、第

三行的雙數小節中，極有規律的反覆四次相同的音型。第二行附點音符

的運用，使曲子的動機呈現動感的流動，使學生感受到與原取不同的爵

士風味。最為特殊的是第五行，學生使用強烈突兀的休止符與掛留 G

音，使曲子更凸顯其特殊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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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叉檢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十堂 

92/12/25 

星期四 

2 年 B 班 

 

拾貝十 

 

 

 

 

 

 

 

 

 

 

一、準備活動： 

大致流暢，惜播放音樂時，秩序未保持應

有之安靜。 

 

二、發展活動： 

協同研究者認為，學生對增、減值概念依

然不清楚，且於實際即興的應用上，研究

者僅針對黑板上之譜例做單一討論，致使

學生觀念模糊。故學習單中之第一、二項

增、減值概念練習題，缺乏其代表意義。

研究者引導旋律創作部分甚佳，既能刺激

學生創作，亦可提昇學生創作興趣。 

 

三、綜合活動： 

對於力度、音色、強弱等表情記號，建議

讓學生創作完旋律後再加入較好！ 

 

 

表 4-10-3  「拾貝十」協同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協同研究者建議播放音樂之課程設計，可規劃為細微之活動步驟或學習

單，藉以吸引學生之專注力，秩序也較好掌控。 

2.發展活動 

協同研究者認為研究者的活動設計，具有正向之引導效果。建議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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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機預錄，給予學生欣賞作品之機會，可得其更多之刺激與回饋。若使學

生分析每一組之即興創作，探討其運用手法，將增加音樂思考能力，深入音

樂創作概念。協同研究者建議，研究者可針對一首譜例，親自示範分析的方

式、角度，做為學生參考之方向。 

3.綜合活動 

力度與強弱記號之加入，協同研究者認為立意甚佳。建議可以音樂欣賞

之方式，介紹表情記號。例如：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1865-1957）之芬蘭

頌（Finlandia），出現 fp 之樂段做音樂欣賞與表情記號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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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芝麻開門—拾貝十一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依平安夜主題作八小節的變奏，準備活動將完成全部創作。 

2.發展活動 

引導學生回憶四大單元之教學主題：契機、節奏、旋律、拾貝，並就相

對應的音樂其概念作簡單之歸納。 

3.綜合活動 

要求學生分配音樂會之籌備工作，以培養團隊精神。 

 

（二）、課程主題：芝麻開門—拾貝十一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主題實

際創作變奏。 
3-7-1 展現即興合奏

技巧 

3-7-5 發展即興風格

3-7-4 分享樂曲理念

 

真實評量：實際即

興，並記錄下來。

檔案評量：即興合

奏，並記錄下來。

 
二、發展活動 2.學生藉由教師引

導的問題，實際瞭

解即興概念與創作

之關係。 

1-7-4 描述即興的概

念 

1-7-5 表達個人意識

 

實作評量：實際即

興，以體會即興之

概念。 

三、綜合活動 3.學生藉由討論音

樂會準備事宜，實

際延伸音樂於日常

生活中。 

 檔案評量：藉由舉

行音樂會，記錄工

作分配事誼。 

 
表 4-11-1  「拾貝十一」課程內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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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十一堂 

92/12/30

星期二 

2 年 B 班 

  

拾貝十一 

一、準備活動： 

要求學生完成即興旋律。 

第五組完成作品速度最快，並急於要求研

究者加入伴奏，聆聽其創作旋律。 

研究者觀察發現第五組作品中，重複過多

相同之節奏型，且結束音停至 C 音（即屬

音）上（平安夜之原調性為 G 大調）。班上

同學 3 號於聆聽後，即指出樂曲似乎並無

結束感，研究者引導第五組改變其適切之

結束音。 

 

在研究者巡視學生作品過程中，發現多數

人不常使用新的節奏型做組合，因而將教

過之不同節奏型抄寫於黑板，藉以提醒學

生，多嘗試新的組合創作。 

 

第三組完成作品中，研究者發現其作品使

用兩種不同之節奏型，產生不同之風格，

使音樂聽起來流暢。 

 

第五組於修改後，再度要求研究者做檢

視，發現其作品出現音域大跳與整小節皆

為休止符之現象，音樂中斷，旋律不順暢。

研究者建議，若加以改變創作方式，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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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少許休止符，仍維持其作品使用動機

之一貫，加入跳音，使原本單調之節奏感

賦予變化與活潑性等。 

 

第七組的 11 號學生，在即興節奏之課程

中，善用休止符製造效果。有同學在聆聽

作品後，覺得音樂聽起來像小偷。 

 

第六組的完成作品之速度雖然稍慢，但是

旋律與節奏型佳，經由研究者之簡單伴

奏，學生反應均覺得很好聽。 

 

第四組之作品，在結束音加入了 G 和弦。

肇因於 12 號學生，參加學校管樂團，音樂

經驗豐富，且參與創作力高，故該生大膽

嘗試三連音與和弦運用，並以一人吹奏一

音高，共三人合奏達成和弦音。 

研究者最後提醒學生，音樂會之呈現方式

需：1.直笛演奏，2.以自製樂器作頑固節

奏，3.作合奏即興。 

 

二、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學生填寫學習單。除解釋第二題

旋律、節奏、默契、風格、創意之定義外，

並要求學生音樂會中，寫下每人對展演之

評論。 

研究者詢問何謂即興？茲整理學生口頭答

案如下：即興是很隨興的，為一種靈感。

30 號回答即興是突然想到一首旋律，並將

之吹奏出來，1 號說是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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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綜合以上意見，說明自己對即興之

看法：即興像語言發展一樣，素材越多，

創作的材料也越豐富。 

 

三、綜合活動： 

要求學生於下課後，繳交音樂會工作分配

清單，以利研究者繕寫音樂會節目單。 

 

表 4-11-2  「拾貝十一」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題目一：你的平安夜快樂嗎？聽到各組不同的平安夜，你想到什麼呢？ 

分 析：使學生回想聖誕節，以作情境之搭配教學。並觀察其他組別之即興創作

優點。集結受測學生的答案，茲整理如下： 

3號：有的感覺很現代，有的很憂愁。 

7號：聽到第七組的音樂，想起我的女朋友。 

21號：各有特色，由於這是大家第一次即興作曲，很有創意，還聯想到我家的魚（學

習單畫了一隻魚在吹泡泡。） 

24號：聽到第七組的音樂，感覺靜悄悄的，好像小偷。 

 

題目二：別組的表演你覺得優點、缺點是什麼？當一個專業的樂評吧！！ 

（1 月 8 日的音樂會）（分數評比從 1-5）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旋律         

節奏         

默契         

風格         

創意         

分 析：目標在要求學生專心聆聽音樂，作簡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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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三：音樂會之工作分配： 

分 析：目標在要求學生學習工作分配，清楚音樂會中自己的角色。 

 

三、交叉檢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十一堂 

92/12/30 

星期二 

2 年 B 班 

 

拾貝十一 

 

 

 

 

 

 

 

 

 

 

整體而言： 

建議將活動順序稍做修改！將發展活動的內容

與綜合活動的內容相對調！準備活動中的創

作，可直接引導至發展活動的音樂會籌備，以即

興之概念做學習之總結。 

 

一、準備活動： 

秩序有些混亂，同學沒有安靜聽其它組別的創

作，但研究者之旋律創作引導，已達成良好之教

學目標！ 

 

二、發展活動： 

建議學習單的題目，在觸及美學觀念時，研究者

能具備更多的學術理論支持及導引，並保持中

立，不作任何評論。而學生實際創作之時間不

足，題目過於抽象，無法做有效之推估評論。建

議刪除此類型題目。 

 

三、綜合活動： 

研究者可就音樂會之籌備工作，作細目解說與分

析。 

 

表 4-11-3  「拾貝十一」協同研究者課程觀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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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1.準備活動 

協同研究者與研究者認為，當學生觸及和聲的概念時，應針對和聲要

素，單獨作活動設計。其牽涉範圍較廣，值得再詳加研究。 

2.發展活動 

針對即興概念作討論，研究者希望學生藉由簡單的陳述，進一步認識即

興。協同研究者認為，與其認識即興，不如要求學生自行歸納整理，當研究

者拋出任何困難需學生解決時，其運用之策略與思考為何？例如：第一堂，

要求學生利用生活周遭之聲響作即興，不僅可訓練學生敏銳的觀察力，亦能

培養其擴散式思考，組合聲音之各種變化，並延伸其概念作即興節奏。 

3.綜合活動 

音樂會籌備至結束，是充分紀錄與觀察學生之好機會。故研究者拜託導

師，要求學生在家庭聯絡簿寫上音樂會感想，做為檢討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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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  芝麻開門—拾貝十二 

一、課程規劃 

（一）、設計理念 

1.準備活動 

以音樂會呈現學生即興之學習成果。研究者要求學生邀請班上任課教

師，一同分享音樂之創意展演，以提升其成就感。 

在展演前，研究者簡單說明此次音樂會之主題“即興”。 

2.發展活動 

教師引導組別順利展演。 

3.綜合活動 

學生藉課程錄影之影片片段，整理學習過程，並藉此提醒學生，音樂會

之發表僅為起頭，若能將即興觀念，實際融入生活，以發揮創意解決困難，

此即為教學之最終目標。  

 

（二）、課程主題：芝麻開門-拾貝十二 

（三）、課程內容 

項目 期望的結果 具體目標行為 評估方式 

一、準備活動 1.學生藉由即興創

作展演，分享並作

評論。 

3-1-3 比較創作風格

 

真實評量：實際即

興合奏，並記錄下

來。 

。 
二、發展活動 2.學生藉由教師引

導的即興，實際展

演創作作品。 

1-7-3 根據主題並作

變奏 

3-7-1 展現即興合奏

技巧 

3-7-3 體會樂曲意境

3-7-4 分享樂曲理念

3-7-1 展現即興合奏

技巧 

1-7-5 表達個人意識

實作評量：實際即

興，以體會即興之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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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發展即興風格

 
三、綜合活動 3.學生藉由複習課

程之影片，整理思

考並分享心得。 

3-1-5 分享聆賞心得

 

檔案評量：實際觀

摩即興合奏，將評

論紀錄下來。 

表 4-12-1  「拾貝十二」課程內容表 

 

（四）、課程時間：45 分鐘 

二、研究日誌 

（一）、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十二堂 

92/01/08

星期四 

2 年 B 班 

  

即興十二 

 

一、準備活動： 

研究者觀察學生們，均極認真的籌備音樂

會，甚至於音樂會之前日，亦能自動留在

學校練習。平常頑皮的學生，表情嚴肅的

主動練習，令研究者感動！極欲以小型

V8，錄下其認真態度。 

學生自製邀請卡，邀請各科任教師前來聆

聽音樂會。來者包括導師、輔導教師與該

科之實習教師。 

  

二、發展活動： 

學生依組別上台表演。 

第一組稱為“爵士的平安夜”，因其節奏

以切分音為主，旋律以不諧和音居多，故

有此稱謂。展演期間，學生表情嚴肅，太

過緊張！ 

第二組稱為“抒情的平安夜”，研究者觀

察到其展演速度較快，可見其緊張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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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稱為“精靈的平安夜”，表現穩定

流暢，節奏部分尤為順暢。 

第四組，稱為“酷酷的平安夜”，節奏部

分太急。 

第五組稱為“可愛的平安夜”，起初節奏

出現趕拍情況，大致上演奏流暢。 

第六組稱為“孤單的平安夜”，組別人數

較少，僅四人。音量較為細微，錯音較多，

但團員均很有默契。 

第七組稱為“點點的平安夜”，以視覺觀

察其音高設計，細小點點之音符加上休止

符，如一閃一閃的星星般故名之。 

音樂會共花費 18 分鐘。 

 

三、綜合活動： 

教師講解每一組之取名由來，並作簡單之

評論。 

播放即興課程片段，學生藉回憶過程，作

為教學課程之圓滿結束。 

 

表 4-12-2  「拾貝十二」研究者觀察表 

 

（二）、分析學生學習單記錄 

題目一：播放影片後，你想對誰（自己、同學、教師）說什麼？ 

分 析：引起學生對課堂中的自己或教師，說出自己的話。集結學生之答案，茲

整理如下： 

類型一：主動積極型 

1號：大家都很配合老師，只是有些人害羞不敢動。 

2號：想對自己說：「作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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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號：大家辛苦了！9號：想跟老師說上課很好玩，但是每次時間都不夠！ 

20號：謝謝老師，讓偶們有機會~能夠表現自己的才藝~YA~ 

25號：小組的人、班上的人：你們的表現很讚喔！甘芭ㄉㄟ！ 

      自己：表現的不太好，要再加油喔！ 

      老師：謝謝您的教導，我會加倍努力的。 

類型二：消極害羞型 

16號：上課要認真一點，不然看影片時都一目了然。 

24號：想對自己說：「不要太活潑，看的的影片都有我的人，沒有人也有聲音，好……」 

4號：覺得自己看起來很好笑 

28號：回頭看看自己才發現自己呆呆的，有一點丟臉！ 

題目二：日常生活中，你還想即興做什麼？ 

分 析：目標在使學生利用即興延伸至生活中。 

集結答案，茲整理如下： 

25號：靈感之於寫作，情感之於靈感。 

3號：會踢水之於游泳。 

16號：隨機應變之於深思熟慮。 

12號：籃球基本動作之於上場比賽。 

題目三：上完課啦，你覺得最有收穫的事情是什麼？偷偷告訴老師吧！！ 

整理答案如下： 

類型一：主動積極型 

2號：懂得音樂的有趣。 

3號：可以學到即興表演，以及自我創作的感覺，so，very good！ 

4號：對節奏比較瞭解嚕！ 

16號：學了很多音樂知識，帶了很多食物回家。 

21號：瞭解許多關於即興音樂的事，使自己更有收穫。 

28號：我們知道如何製作“即興音樂”，也瞭解什麼是即興。 

35號：可以學習即興的事物，也學習到了如何自我創作。 

38號：可以體驗到作音樂的樂趣，很開心！ 

類型二：消極害羞型 

11號：好像沒什麼學到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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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叉檢證 

比較協同研究者，作不同情境之分析與回應。包含： 

（一）、協同研究者之觀察記錄表 

時間 反應事項 備註 

第十二堂 

92/01/08 

星期四 

2 年 B 班 

 

拾貝十二 

 

 

 

整體而言： 

以音樂會作為即興作品之呈現，成效頗

佳！學生能由其中學習團隊精神與展演的

自信心。雖然學生上台很緊張，但由流暢

之曲目進行，能觀察到他們認真與努力。

建議，研究者可與學生一同分享音樂會之

實況錄影，回憶紮實的教學過程，更能體

會其研究者之主題“即興”。 

 

 

表 4-12-3  「拾貝十二」協同研究者觀察表 

 

（二）、推論教學成效與修正（批評與建議） 

整體而論，研究者認為每一次的修正，不但需考量教學目標之完整性，

也需維持即興主題精神。故在時間不足的壓力下，刪除活動或精簡時間，均

陷入極大之挑戰與困難。 

由學生之音樂會展演，觀察其學習即興過程之成果。研究者認為，若添

加和聲單元設計，增加適當的練習時數，反覆融合各音樂素材才可達成真正

個人之即興風格。 

分析展演作品中，在學生運用節奏型部分，並未出現創新、大膽之組合，

學生僅利用較簡單的八分音符與四分音符的傳統方式，而少用多種不同時值

之混和（如：三連音）。而音階觀念、大小調式等觀念，均可增加旋律部分之

伸展空間。這些音樂要素，皆是研究者希望在未來研究中，持續努力之方向。 

藉由競爭性、合作性之遊戲到音樂會的呈現，希冀學生提升音樂創造力

之體驗與表現，使創造力在音樂教學中，得到最大的釋放與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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