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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校園音環境覺知、態度及需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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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為圍內首次探討大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的覺知、態度與需求之研究。本計畫

以全國 53 所一般大學為母群體，立意選取北中南束 10 所不同特色的大學，徵求各校與

聲音環境相關科系或社團之同學參與焦點團體，以收集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的覺知、態

度及需求之質性資料，共計進行 10 次焦點團體、參與人數遠的人。

訪談時的錄音全數轉為逐字稿後，使用 Nvivo 軟體輔助編碼及分析，結果發現各校

除常見的自然聲外，針對該校地理位置、系所、宗教、校內環境規劃、活動特色等，也

呈現各校不同的聲音特色。但深究學生對校園音環境的概念普遍缺乏，當詮釋音環境時

多排解字面意義，而論及音環境的感受及需求時，因察覺力不足也只能提供部分音源，

鮮少延伸思考，亟待提升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的覺察能力及積極態度的養成。

各校普遍較常聽見自然音、交通工具聲及儀器設備聲。喜愛的音源除自然音源外，

也包括熱鬧的活動聲及下課鐘聲，較不喜愛的則以儀器設備聲及交通工具聲為最多，此

外，當提及校園音環境需求時，學生則期望校園能持續保留自然音源，亦有增加學習聲

及活動音的渴望。對於校園音環境的建議，多校學生除企盼自然音與校園環境的過切配

合外，也希望舉辦各式校園音環境之體驗活動、熱鬧的音樂會或表演活動，以增添校內

更豐富的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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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歸納出的反應面向，將可作為未來編製校園音環境問卷的參考，或成為相

關實徵研究的基礎，日後彙整各大學校園音環境的現況與特色，亦可作為各校建構校園

音環境特色、推展「校園綠色音環境」之參考，以發展學校本位之環境教育內涵。

關鍵字:大學生、校園音環境、焦點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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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
z口

日本於 1993 年成立「日本音景學會J '為保留日本音環境編註「日本音景百選」

一書，舉辦了「日本的音景 100 選」活動，而於活動舉辦半年間共收取了七百多件的

報名文件，因而發現不少值得保留的「音景財」。早於 1970 年 Schafer (司|自蔡岡廷，

1997) 撰寫了 r Ear Cleaning J 一書認為應多利用聽覺功能，包括將音景錄製成CD 等

多媒體，及可在噪音防制中加入音景的設計概念，以轉移學生對微弱噪音的注意力，

進一步節省大筆的防音建設經費，達事半功倍之效仿|自Kendall，2000 )。

近年來環境教育也以推廣「綠色學校J (生態校園、永續校園)為主軸，進而衍生

「綠色音環境J '為建立合乎環保;低噪音;安全的、不使用擴音系統、人性化及安寧

的活動空間為主(葉茂森， 2001 :江哲銘， 2000 :顏百佑， 2000) ，強調師生能以欣賞

自然、保育生態及文化，進而減低學生對環境的負面觀點，以提升學生對環境的認同

(董貞吟、黃乾全、何艾雀、伍連女、張桂禎，1998) 。

而「綠色音環境」概念則與Schafer提到之「音景J (soundscape)概念相似(司|自

王俊秀、翁英欽，2001) ，意指音環境所存在的聲音真有其正面的價值，例如自然及文

化音等多另人喜歡及感到愉悅(王俊秀，2001) ，且可於適當時間發出適當的聲音，引

自蔡岡廷， 1997) ，也能發生在任何的時間與地點，而由音景設計或原有之音現象，保

留或引發記憶(蔡岡廷，1997) ，因此期望學生能用心聆聽周聞聲音，如學校鐘聲、花

樹叢林間鳥叫聲等，而不將以往的噪音問題習以為常(Philip， 2002 ) ，或只將自然音景

的願景，當成一種「規範J (Norm) (Shin-Ichiro, 2000) ，對聲音也能擁有愉悅的感覺，

未來更能積極投入支持與建構綠色音環境。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也著手進行與音環境相關內涵之調查，如顏百佑(2000)針對

臺南地區國民中學調查校園音環境的影響因子，並歸納學生多喜愛校內的自然聲，而

不喜歡則是人為的機械噪音及活動噪音，蔡岡廷(1997)則是針對臺南地區居民，發

現居民多以正面態度來看待社區音環境，當中有 6.4%居民喜歡「自然的聲響 J' 也有 28%

希望只要在安靜的環境中生活，且經過季節變化亦使住宅區之音景有所不同。

亦有針對音環境種類歸類及影響因素之探討，如謝明煒( 1999) 將臺南社區音環

境分為自然音響、生活音響與音樂音響，王俊秀 (2001 )則參考 Five Village Soundscape

( 1997 年版)一書將新竹市區的音景與文化、歷史、社會、自然相連結，進而跨國探

索新竹與溫哥華之音景與都市表情之連結，而論及音景與其他因素的影響，也有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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煒( 1999) 發現好的視覺影像會提升音環境的喜好，或不同風格的音環境易受搭配不

同的動態畫面而有所影響，以及光線和溫度對聲音的感覺也其有影響，但會因人而異

(司|自蔡岡廷， 1997) 。

綜觀上述音環境為主的研究議題，卻多以社區或該地建築物的面向來探討(蔡岡

廷， 1997 ; Minoru et. al.,1997 ; Kendall, 2000) ，能深入針對校園音環境的覺知、態度及

行為層面之探討則少見，但校園音環境亦為校園環境當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隨

時與學生互動影響著，因此校園日後發展音環境課程更為必要之責任與義務。

鑒於校園音環境延伸的綠色意識，乃達到學校環境教育的潛移默化(湯志民，

1993)、營造師生舒適環境，亦可作為校園行銷及發展校園本位之依據，故校園綠色音

環境始為當今校園所致力的重點之一，但以大學校園音環境之建構，探討大學生對於

校園音環境的覺知、態度與需求為議題於國內相關文獻仍少見，故本研究採紮根理論

研究法，透過焦點團體收集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之多樣化的觀點，以建構豐富的音環

境概念，歸納出明確內容，作為日後建構優質校園音環境之參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為收集比個別訪談更具多樣化的校園音環境觀點，展現各大校園其音環境獨特且

真深度及廣度的意涵，故利用質性研究中的焦點團體進行，每團體邀約 6-12 位符合研

究目的條件之成員參與，以團體互動方式針對議題透過討論，表達他們的經驗、看法

及觀點(周雅容， 1997) ，而其目的並非在於提供正確的答案，而是希望能提供多樣化

的觀點(張或、王顏和、游正芬、鍾智文、王榮德，2000 ;陳向明， 2002) ，建構更具

豐富的音環境思維及內涵。

本研究乃於九十二年二月至九十二年六月期間進行十所大學共十次焦點團體訪

談，各校皆由熟悉本專題計畫之研究人員擔任主持人，以維持流程之一致性，待選定

校園一處安靜噪音平擾音源低的場所，再予安排位置空間為「圍坐」減少威脅，性及避

免訪談氣氛尷尬(董貞吟、黃乾全、丁如貞、張家儒，2002)。訪談過程約進行90 分

鐘，並於獲得所有參與人員同意後錄音，過程除利用錄音機將參與人員所述內容錄下，

也另請一位研究人員作為觀察現場參與人員非語言之呈現、互動實況紀錄，以作為資

料分析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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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具備豐富的音樂素養 J '包括音樂學系、戲劇表演學系、及美術學系

等均為音樂藝術相關科系。在校園中更隨處可聞樂器演奏聲，走到校園步道

上猶如參加了一場「校園露天音樂會」。

文化大學之學系別居薑灣之冠，堪稱「臺灣最大的綜合大學J '在科系及學

生眾多的環境下也讓校園更添豐富多元的音環境特色。

地處臺北信義區，周圍繁華熱鬧，車水馬龍、人聲鼎沸，是「典型的都會型

大學 J .加上比鄰附設醫院也能頻繁聽見救護車的聲音。

學校「信仰佛教 J .讓華梵大學在壯麗的大崙山中極富禪意，時可耳聞念經

聲或木魚聲，定期的佛教節慶更為校園年度大事!

學系以「理工學院聞名 J '雖地處臺北鬧區校園狹窄，但為林木密集度居全

畫校之冠的「都市叢林學校 J .故也蘊藏不少自然音源。

校園宛如一座「自然城堡 J '擁有綿密森林、如茵草原、錯落有緻的小溪湖

泊;每年熱鬧活力的「梅竹賽 J .各式活動及口號聲也不絕於耳。

「熱鬧喧嘩的夜市」與逢甲比鄰而居，更添許多商業活動聲，此外;校內少

見的兩處「噴水池」設計，也讓許多校友印象深刻。

校門延伸校內兩旁小路植樹茂密，加上校內廣大平坦的草皮都是學生活動舉

辦熱門地點，而因外籍學生也較他學校多，讓校園更添「異國氣息」。

校園鄰近西子灣因而富含豐富的「浪濤聲及船鳴聲 J '加上鄰近柴山滿谷的

蝴蝶、配合著繽紛耀眼的夕陽，便讓人覺得置身於「海角樂園」。

東華大學為「沒有鐘聲」的校園，而校地寬廣遍地草坪，更有寬大的湖泊與

高爾夫球場等，恰似無食人間煙火的「隱居山莊」。

學校名稱

臺北藝術大學

文化大學

薑北醫學大學

大同大學

華梵大學

逢甲大學

清華大學

暨南大學

中山大學

東華大學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全國一般大學為母群體計 53 所，依北、中、南、東四區，以不同文化背

景、地理位置、學生人數、校地面積、環境規劃、校園配置情形及其他特色等，立意

選取具有聲音特色的大學進行深度調查與訪談(表一) ，而因為北區擁有較多特色顯著

的校園故取樣六所大學，中、南、東部則分別一至兩所學校，研究學校包括大同、中

山、文化、臺北藝術、臺北醫學、東華、華梵、逢甲、清華及暨南等十所大學，並不

完全代表全國一般大專院校之音環境現況，而是期望呈現不同校園間音環境的風貌，

展現研究學校之不同音環境特色。

待選定學校經行政聯繫後，則由該校提供之背景資料中，針對具備「聲音或環境

相關之社團或學系」如環境保育、環境教育及音樂等學生進行招募，計 10 所大學共的

位具以上所述同質性背景之同學參與，每所大學約 6 至 14 位同學參加。

表一 研究對象學校環境背景分析

環境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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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為廣泛探討大學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之覺知、態度與指標建立之相關資料，研究

者利用文獻收集、專家效度及進行學校預試，始以修定完成校園音環境焦點團體訪談

題綱(表二)。

表二訪談題綱

l 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的覺知 2 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的態度

( 1)學生認為校園音環境為何? (1) 校園內學生喜歡的聲音有

(2) 學生常在校園中聽見的聲 哪些?感覺如何?

音種類? (2) 學生喜歡的校園周邊聲音

(3)學生認為校園出現最多的 包括哪些?感覺如何?

聲音包括哪些? (3)學生不喜歡的校園聲音有

哪些?感覺如何?會如何處

理?

(4) 學生不喜歡的校園周邊聲

音包括哪些?感覺如何?

(5) 學生認為校園中聲音帶來

的感覺?

3 理想校園音環境之建立

( 1)如何將這些喜歡的聲音

發揮其正面影響，讓同

學及附近居民感受?

(2) 對不喜歡的聲音有何改

善建議?

(3)學生認為其他校園音環

境的特色?

(4) 學生認為代表校園音環

境的特色?

(5) 學生認為理想校園音環

境的內涵?應與如何結

ζ?:-?.. .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待 10 所訪談大學焦點團體進行完畢後，將錄音內容全數逐字轉為文本，使用 Nvivo

軟體輔助( Lyn,1999) ，依研究目的整理出文本的見實碼及潛在碼，以進行開放編碼及

主軸編碼分析(表三)，透過不斷轉化、縮減、歸納及演譯資料的過程(余億鳳，2002) ,

以探究資料呈現的脈絡及其因果關係'而研究人員也於資料分析過程中隨時檢視架構

內部的一致性及邏輯性，使得資料達到最後飽和。

表三 文本分析範例

訪談者:你覺得一個理想的校園聲音環境應該包括什麼樣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受訪者者:就是那個大學生生活實在是太忙了〈大學生潤亡硨〉卜，感覺上啦，就是大家都在騎機車

的那種感覺〈改變使用汽機車習慣)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停下來“停" ，然後

心感受〉可能就是舉辦一個類似大自然感官體驗的活動，譬如說是"腳踏中山"的這種活動就不錯

呀〈舉辦體驗活動〉。

備註:文本中所呈現為大學生活忙碌匆忙的狀況，可歸類到學生/生活背景/ ;其次因學生擁用快

速的交通工具(未列出之前文:包括汽機車等)所以缺乏放慢速度體驗校園環境的機會，同學因

此建議改變交通工具使用習價如提倡腳踏車等，而其可歸類到校園音環境建議/交通工具;最後

學生提到的腳踏中山，則算是建議活動之一，故可以歸類到校園音環境建議/活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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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對象背景

焦點團體參與者以網路刊登或社團邀集而來，其參與科系類別包括醫學院、農學

院、理工學院、商學院、藝術學院、社會科學院、傳播學院、海洋科學學院等多種不

同學院學生共 93 人，整體而言男女比接近 1: 1 '此外大同、逢甲、華梵與中山因多屬

理學院故參加團體之男生比例稍高，佔六成以上。

除臺北藝術大學為學校音樂系學生外，參與焦點團體學生多為各校與音環境社團

相關代表，其中 3/4 同學擁有社團經驗，叉以音樂性社團占最多 (20 人) ，學藝陸社團

次之 (13 人) (見表四) ，參與社團則包括園藝社、插花社、登山社、自然保育社、綠

色西灣、潮韻口琴、國樂社、鋼琴社、弦樂社、管樂社、熱音社、合唱團、古箏社等

之社長、副社長及文書等社團擔任重要職務之同學。

表四 焦點團體參與者的背景類別

性別(人數)社團額型(人數)

男女

3 7

地\\屬性學院別(人數)

區校名i\

北醫 醫學院 (8)

文化 農學院(14 )

部大同

清華

華梵

北藝

中暨南

部

逢甲

東東華

部

南中山

部

合計

工學院 (9)

理學院 (6)

工學院(1) ;商學院(1)

工學院( 12)

藝術學院(10)

工學院 (2) :社會科學院(1): 3
理學院 (2)

工學院 (8) ;文學院(1)

工學院(1) ;理學院(1)

文學院 (2) :商學院(1)

傳播學院(1)

工學院(3) :理學院(1)

商學院(1) :海洋科學學院 (2)

正
U

。
O
A
U
T

學藝性 (5) ;服務性(3) ;體育性(1)

8 音樂性 (4) ;學藝性 (2) ;服務性(1) ;
無社團(3)

1 服務性(1) ;學藝性( 1) ;無社團 (6)

5 音樂性 (4) ;體育性( 1) ;無社團(1)

10
2 學藝性 (5) ;體育性 (2) ;服務性 (2) ;

無社團(3)

9 宗教性( 1) ;無社團(3)

3 音樂性 (4) :保育性( 1)

1 服務性 (2) ;無社團 (7)

音樂性 (4) ;體育性( 1) ;無社團(1 )
8

2 4

8 O 音樂性 (4) ;保育性 (2)

53 40

二、大學校園音環境特色

各校因不同學校背景而擁有各具特色的校園音環境，詳見表五，並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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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大學校園音環境特色

學校 音環境特色

大同 攝影師拍照聲、警衛聲、校長聲、自然生態聲

文化 風聲、下課吵雜聲

中山 金剛鸚鵡叫聲、海浪聲

北醫 打球聲、救護車、叫狗聲﹒佩佩來、老人聊天聲

北藝 樂聲、鳥叫聲

東華 竹難聲(鳥叫聲)、音樂會聲

華梵 念經聲、大冠鷺聲

清華 音樂鐘、國樂西樂聲、梅竹賽聲

逢甲 商圈喧鬧聲、噴水池聲

暨南 風箏節聲、外國語言交談聲

(一)大同大學

大同大學校長的詩諱叮嚀聲嚷該校同學倍嵐懷念「“用功用功的" “用功"，再用功

(學生模估校長的聲音) ，是他的(校長)座右銘」、「問他(校長)問題的時候他(校長)

都用這個回答(“用功用功" “再用功.. ) J '而每日駐守校門的警衛其親切的問候聲也

是學生公認的特色「每天警衛向老師道早安聲「\......老師好、早!早! J r他已經認得每

一個老師喔，每個員工他都會打招呼喔J '說明了校園音環境受到校園師生及不同的行政

人員的組成而有所影響。此外因大同大學校內充滿綠意的規劃佈置，也常出現攝影師

利用背景指導結婚新人的拍照聲， r我們這邊超多人拍攝紗的...... r來來來、那個新郎、把

那個新娘抱起來......對啦、道據對啦…...好! .I J '亦可說明校外活動也為構成校園音環

境特色的主要來埠。

(二)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位居山坡地勢，故生成不少風聲，訪談過程中學生紛紛提及成受深刻的

風聲「因為我們學校風聲很可怕，有時候風太大就不好」、「聽到風吹在樹上的磨蟬的聲音之

後，會想到很恐怖的情節出現」、「住在那邊(草地)坐著，然後吹著徵傲的風吹過來，然後

聽著鳥叫的聲(感覺)很悠閒 J '而提及的反應呈現兩極化，也說明風聲帶給人們多重~

受。

此外文化大學因為學生人數眾多，因而產生如「流水般」的下課人潮聲， r你就在

那個樓梯口那邊，你就會聽到嘩啦嘩啦嘩啦，然後很像流水一樓那流下來的感覺」亦為文化大

學的一大特色。

(三)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因近崇山，故蘊藏豐富的自然聲音，其中金剛鸚鵡聲更屬眾人皆知， r道

不是烏喝聲，道，這跟烏囑差不多啦，然後，然後，每到夏天儕晚六點車時叫，啊，最近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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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改變了(早上也會叫) !對、對、對，那個半夜三點也會叫J '此外附近居民也多往此

地健行或休憩'故天剛亮時就會出現許多登山者的談話聲「早上我們還在睡覺的時帳，說

有一堆運動的人來了」、「還有在講話，然復談天，然後聊國家大事J r他們冬天還去海詠'

下去的時候都會再尖叫一下J '而因為校園緊鄰著名的觀光景點一西子灣，其海浪聲與船

鳴聲，也成為了中山大學學生們的成長夥伴「大海是我的觀眾，海潮聲是掌聲，然後風聲已

是不斷的加油聲」﹒

(四)臺北醫學大學

訪談時多數學生認為「叫狗聲」為校內聲音一大特色，許多學生喜歡喊著校狗姐

姐「盤盤來J '也期望繼續保存校犬佩佩的聲音，此外校園的球聲也帶給同學不同的感

受「我們學校有一個揖林大道，有椅子，然後或是坐在那邊看人家打球，聽人家打球的聲音，

蠻寧靜地」。可知校園打球活動聲不僅代表著學生的熱情活力，對於觀球者而言也有種

不同於運動員緊張刺激的怡然心情。

因臺北醫學大學鄰近住宅社區，平日也有許多老人喜愛聚集到大學的操場旁聊天

「旁邊的人越來越多那種外省腔調的交鼓聲、然後就會慢慢會聚成雷聲J '此外，學校緊鄰

醫院，校園四週的救護車響聲也成為北醫學生印象深刻的聲音，雖然時而響起的救護

車聲起初讓學生們有著不同程度的擔心「一開始會覺得說叉不知道是什麼事情，是不是哪

裡叉出車輛了 J '但最後卻也逐漸習慣「聽習價了......麻木了」﹒

(五)臺北藝術大學

論及樂聲不遑多讓的臺北藝術大學學生也多提到校園樂團表演提供許多聆聽及練

習樂聲的機會「樂團吧......都會讓大家有樓會表現，管樂團合唱團，樂團」。此外訪問過程

中也有同學開玩笑的提及「校歌」是為校園的聲音特色，但是在主持人深究訪談下則

發現多數同學對於校歌內容多不熟悉「我說校歌的規模很小」、「你說有哪一所學校的校歌

好聽的 I J '因而多數學校校歌備而不用的狀況也由此可知。

(六)東華大學

多數學校鐘聲雖屬必備，但仍有東華大學及臺北藝術大學屬於沒有鐘聲的校園，

而因為校園占地廣大，故校園所盟釀的自然聲音也相同豐富，其中較不同的是同屬鳥

類的竹雞聲亦為校園的一大特色「我們學姐跟我們講說這個聲音是竹難的聲音J r是很特別

的鳥聲J '此外東華大學的學生認為學校每年定期舉辦的音樂會為該校的聲音特色「也

是學校特別辦的每年都會辦」、「反正學校有地鳴，那說用那塊地啊，大家說站在那邊」﹒

(七)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除湖胖的鳥鳴聲、風聲外，其音樂性社團辦公室與練習室均集中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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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胖，因而湖眸也混合各類悅耳的自然聲與中西樂聲， r我覺得我們的音樂性社團在湖胖

也是一個蠻特別的(聲音) J '此外人文社會科學院的鐘聲也為該遠近馳名的聲音特色，

帶給學生不同的感受「它 12 還有 6 點的時候，它都會把那種世界名曲演奏得很像鬼樂」、 r6

點聽到人社的鐘聲會有毛骨棟然的感覺 J r我覺得人社的鐘聲很夢幻」。由文獻可知 67%的

鐘聲於各大校園裡多為上下課報時之用，多屬電子式的鐘聲(王俊秀， 2001) ，若學

校能於鐘聲上多些變化，如大同大學與清華大學，能引發學生不同的感受。

此外每年四五月間於清交合辦的梅竹賽也為校際間一年一度的盛事，賽程中的加

油聲，此起彼落的球聲及隊呼聲「輕輕鬆喔，狂電交通'"輕輕禁賽"，交大‘才j..y" 塞」

均表達出學生於賽程進行時的興奮感受r (車隊遊街)按喇叭的時候，感覺熱血沸揖帳概

激昂J '構成清華大學另類獨特的音環境。

(八)華梵大學

佛教信仰的華梵大學，如早晨的念經聲與敲鐘，為該校音環境帶來不少宗教色彩，

此外因位於石旋鄉的山腰地帶，所盟釀的動物聲「蟬..蟬的叫聲」、「晚上會有那種青

蛙的(聲音) J 、「牛蛙(聲) J 、「蛇的哺釀聲(大家一陣吵鬧)J 、「大冠驚的叫聲J •

也展現華梵自然聲音的豐富性。可知大學聲音特色多與各校自然環境有關，因多數大

學佔地面積大，處處綠地、樹林、花園及開放空間甚多(陳瓊， 1999) ，即使校園多有

未經雕塑的自然風景區，也能成為多樣生物的棲息地，阻釀多種豐富的動植物聲。

(九)逢甲大學

逢甲大學噴水池設計為各校間鮮見的建築設計，r噴水池說在門口，所以我們進去誼

會有見到，中間那個是下課才會有的J '此外逢甲大學屬於商業鬧區，熱鬧的人聲緊鄰校

門口，再與夜市湧來的人車聲、小販叫賣聲結合，也營造出逢甲大學熱鬧卻也清涼的

音環境。雖由文獻可知多數位於都會的學校常受到鄰近交通聲音的平擾(陳建安，

2002) ，但仍可藉由校園內部的建築設計加以美化校圍音環境的特色。

(十)暨南大學

校園為師生學習教育的重要場所，學生與老師的聲音亦是校園必定存在的音源，

其中暨南大學外籍生比例佔全校9.38%為十校中最高，因此校園不時的外語交談聲頗

讓人印象深刻「他們(其他學校不常聽見外國僑生的聲音)可能是沒有像我們這裡有裡有整群

的僑生、這樺批哩啪拉的、聽都聽不懂的話J ·加上暨南大學每年定期舉辦的國際週活動，

更彰顯該校多種語言的特色「外來語、什麼馬來西亞話呀、印尼話呀、緬甸越南、廣東話都

會出現」。

綜合研究結果顯示各校普遍擁有自然聲，包括自然音，包括鳥聲、蟬鳴聲或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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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或各校因社會背景或地理位置不同也營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音，包括華梵大學的

念經聲、逢甲大學的商業喧鬧聲、臺北醫學大學的救護車聲或清華大學的梅竹賽聲，

或因不同學系也有國樂、西樂等樂聲，甚至校園間也有豐富的他國語言的交談聲，其

中多數均為校內帶有正向感受的音源，因此若能帶給學生愉悅感受的聲音，發揮其正

向價值的層面，以發展出不同校際之聲音特色，則更能彰顯不同學校特性，作為校園

行銷重點。

這些帶給學生愉快感受或難忘記憶的校園聲音特色可視為各校的聲音標

( soundmarks) (Iwamiya,2002) ，象徵各校聲音活動或校園音環境特色，可作為日後發

展學校特色文化的主要重點。而學校所擁有特色則能讓學生覺得光榮，當學生能具體

的說出校園內正向的題材(內容)時，亦可提升學生對於學校榮譽感，故音環境特色

亦為日後校園規劃重點。

三、各校學生對校園音環境的概念、覺知與態度

(一)音環境概念

學生對於「校園聲音環境」多表不甚清楚，多校同學均直接拆解字面意義解釋為

「聲音的環境」、「音環境就是有音樂的環境」、「耳朵聽到的聲音吧」、「應該是有關噪音

什唐的J '或僅以聽見的聲音種類為代表「聽到的聲音還是......J 、「是不是說校園應該有

什麼聲音? J 、「是不是要有風聲鳥叫聲」、「就是砂石車在跑的聲音、摩托車的聲音、人聲

哪J '無法回答音環境的定義「音環境?很抽象J r音環境，什麼? J '但由臺北藝街大

學音樂祟的同學詮釋音環境概念時，則能由廣度的空間概念說明「聲音的空間，空間裡

面的聲響J '提出音環境為與立體空間互動的概念;中山學生亦將音環境作來源及本質

土的解釋說明「名詞變異的字彙」、「分為人工產出與自然產出兩種屬性J '及「為與人之間

的互動開係J '雖然提出內容不夠完整，但仍能廣面說明。

現今 Schafer 及國內學者以音景概念詮釋音環境時，意指不大聲、好的音質、在適

當的時間發出適當的聲音、與環境配合，至少為當地居民同意的聲音(取自蔡岡廷，

1997) ，或提出音環境的內容分類，包括自然音響(包括動物聲、植物聲、自然聲)、

生活音響(民俗活動聲、交通聲、營建場所聲、營建工程聲)、音樂音響(音樂音響)

等(謝明煙， 1999) ;以上得知音環境所涵蓋之意義豐富，但對於學生僅能提出部分的

概念來看，未來仍有許多推展校園音環境教育的發展空間。

(二)常聽見的聲音部分

1.自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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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普遍可聽見鳥叫聲「鳥叫聲，對啊，現在就很明顯，還有沒有其他」、風雨聲「應

該是風吹過樹葉的聲音吧，好冷這攘J r我覺得這裡大自然的聲音都很明顱，雨聲風聲都是很

明顯」、車聲 r (就是你平常進去學校就會聽到的聲音)摩托車停車場那邊的(聲音) J 、鐘

聲 r (最常聽見的聲音)一下子就想到鐘聲」及人聲「周圍喔，最多當然是老師跟同學之間的

聲音J ·其中鳥叫聲尊自然音源更為許多學校學生共同提及常聽見的聲音「鳥啊叉有新

品種(沙沙沙)叫聲、嘎嘎嘎嘎」。而參考顏百佑 (2000)以圈中學生為研究對象亦發現

擁有九成以上的學生表示常聽見鳥叫聲，可能因多數校園腹地面積較大，故阻釀的自

然音源豐富，加上鳥聲出現頻率又屬高頻，更易引起人們注意，道為常聽見的音源之

2.交通工具聲

對於各種聲音的覺知程度也因學校客觀環境條件而有所不同，以位處山區的暨南

大學為例，除校內少數教學區小徑汽機車無法駛入外，校內幾乎可以汽機車代步上下

學，因此聽見機車引擎聲是件再熟悉、不過的事情「習慣了、來的第一天就是這樣」、「那

如果都沒有摩托車聲音，然後突然你就看到有一群人從教室門口走進來，你的反應是......哇!

這群人實在是超猛的，大老連這樣子走! J r 摩托車，停車場那邊的，發車的聲音，煞車的聲

音! J ·而除機車為校園中常聽見的聲音外，暨南大學、文化大學與華梵大學也因地處

山區，故需借道山路行走的砂石車聲也成為校內頻繁的聲音，學生對此感受也多呈負

向「砂石車開太快」、「很恐怖的感覺」、「聯想到自己被它礦過去」。

3.手機及電腦設備聲

在現今社會資訊快速的運轉下，電腦設備及手機通訊等，也成為學生日常生活的

必備設備，因而電腦遊戲聲之於虛擬的槍聲砲聲也都是學生宿舍間常聽見的聲音內容

「我覺得在學校打 b 、就在學校都聽到在打 b 的聲音、就像是檔聲、盃盃盃」、「打電動的檔

聲囑我一跳」、「每天都會都刊]11]l1J (電腦訊息出現的聲音) .或是 MSN 跑出來的新的訊

息」、「最常聽見的就是打電動的聲音J '此外現今學生人手一機的現況，雖增進學生之

間聯繫的便道，也造成學生上課期間的干擾「還有(常聽見〉手棋馨的聲音」、「上課手

棋審會覺得尷尬」、「如果是我(手棋〉響啊，我會覺得尷尬. (會想)趕快開掉啊」、 r (手

擴響)就是(上課)被打斷啊，然後很不舒轎J ·可知使用手機與電腦設備，反映出現代

生活的新型態，顯示新的世紀對於音環境而言，亦會造成音環境內容的改變。

自然音源確實為校內廣泛聽見的音源之一，此與顏百佑 (2000 )針對校園主要聲

音調查，發現校園較常出現的聲音來源包括鳥聲、蛙聲、狗聲、風吹樹葉的聲音等相

呼應，而因大學生活型態的不同，電腦及手機等使用頻率也較為增加，故校園內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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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儀器設備的使用聲，也能為大學校園的一項聲音特色。

(三)學生喜歡的聲音

1.動物聲

鳥叫聲為多所學校公認的悅耳聲音「鳥叫聲非常的動聽」、「有種很自然的感覺阿! J 、

「就是休閒」、「就感覺很悠閒哪」、「覺得比較熱鬧啊，聽起來比較不會死氣沈說」、「很

悠閒很偉人間，覺得空氣好像很好，會以為自己在拍電影J .其次因松鼠對大部分學生而言

多屬新奇，故也為逢甲大學及清華大學所提「會覺得很開心，因為看到松鼠，因為牠很可

愛，因為他是稀有的J .其次，蟬鳴聲也為各校常聽見的聲音，但因研究者實地訪查時

發現蟬鳴音量高達 70dB (A) ，也無怪乎仍有部分的同學對於蟬聲愛恨交加「就是蟬那

些在叫呀，有時餵蠻好聽的，但是你要要睡覺的時候就不好聽了」。此外因華梵大學地處較

少破壞的自然生態區，所以鮮間的蜥蜴聲與松鼠聲一樣讓同學覺得有趣，也成為擁有

正向成受的聲音種類「聽到蜥蜴爬過草叢，很幸福的感覺，在都市比較不常見，而且有一些

比較少見的品種，現在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爬來爬去」。

2.風雨聲

校園常聽見的風雨聲亦多屬正面描述「風吹樹聲，晚上出去晃的時候，會覺得有風吹

樹聲，很舒服」、「風聲啊，就會覺得很悠閒啊」、「爾開始打在樹葉上品當啪擂，然後青蛙

這攘配合」、「是因為他那種配合雨聲，雷聲，它是一瞬間的攝動，是......一種感動!J '對

於風聲與吹落樹葉聲也有同學多添詩意情境的描述「這是風在動，還是葉子在動......其實

是你的心動了 J '其他文獻亦說明雷雨聲較其他聲音能獲得較高的愉悅成 (Leung and

Marion,1999) ，但部份同學對於風雨聲的成受仍有所差異，如文化大學校內的風聲過

大，學生進典校園流傳的重異故事相連結，使得學生對風聲產生了負面的成覺，r我們

學校風聲很可怕」、「有時候，風太大就不好」、「下雨的時偎如果不需要出門，不需要離開

學校的時候，就會覺得下雨其實也不錯......就是聽到雨聲打在屋頂上的聲音」。

回顧相關文獻提及喜愛的聲音種類，包括顏百佑(2000)指出學生較喜愛校園中

的鳥聲、風吹樹葉聲及蛙聲，蔡岡廷(2001 )針對臺南社區居民亦發現64%的居民喜

歡「自然的聲響J' 則與本研究結果相似，其雖可能因為多數校園鄰近郊區故綠地廣大

蘊含自然音豐富，但於市區的校園如逢甲及北醫學生卻也擁有相同感受，可知校園自

然聲的喜好並非單受廣大綠化腹地的影響，位於市區內的學校也可建構一個綠色音環

境校園，因此不論市區或郊區的校園均能擁有改變學生對於音環境喜好的潛力。

3活動聲

論及校際間舉辦的盛大活動或比賽，首屈一指即為清華大學一年一度的梅竹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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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梅竹賽中的喧鬧車隊遊行聲「就是兩校都會有按喇叭車隊，會有腳踏車隊呀，汽車隊呀，

然後都會有很多消鬧聲之類的，隨便按! J '球賽加油聲「我們贏的時饒的加油聲! J '及強

調「己方得勝」時的啦啦隊聲，均能十足展現青年「熱血沸騰、慷慨激昂」的青春活

力。

4.下課鐘聲

多數學校學生表示"下課鐘聲，為能共同成受喜悅的聲音種類「下課鐘聲就是給你

一種愉快、解脫、放癮，突然覺得生命很美好J ' r我覺得感覺最強烈的就是下課的鐘聲，因

為終於有一種解脫的感覺! J 、「沒有沒有!根摟我的經驗，聽到下課鐘聲的時候，會感覺到

一股焦躁，因為老師一直不想下課、然後我就會一直坐立不安、你就看大家的手都在那邊東摸

摸西摸摸的」。而以往針對校園文化的研究雖有論及校園鐘聲形式，但針對學生對於校

園鐘聲的喜好態度卻少有描述，本研究針對鐘聲的討論則有多數學生表示對於上下課

鐘聲有迴然不同的風受，其中多數同學認為上課鐘聲帶來緊張不安的居民受，之於下課

鐘聲卻是完全屬於解放愉快的風受，可見上下課鐘聲雖屬相同的音調，但是仍會隨著

不同的播放意義而產生不同的成受。

本研究與多數音環境音源喜好度的調查研究結果相似，皆以喜愛自然音源，包括

鳥聲、風吹樹葉聲等為大部分人們所喜愛的音源(顏百佑， 2000 ;蔡岡廷， 2001 ;謝

明煒， 1999) ，可見不論深處何地，多數人對於當地的自然音源感受仍以愉快的正向感

受居多，此外對於校園環境中，學生也表示校內下課鐘聲為學子所多喜愛的音源之一，

也把其下課鐘聲所帶來的解脫感受具體的描述出來，非常有趣。

(四)學生不喜歡的聲音

1儀器設備聲

前述可知大同大學校園密植多樣植物，實地訪查時亦可聽見絡釋不絕蟲鳴鳥叫

聲，與校外音量達72.6dB (A) 的車水馬龍情形相較下，校內音環境顯得別有洞天，但

當"處於離塵不離城"的大同學生論及喜歡的聲音時，卻僅有針對鳥叫聲的描述，不

喜歡的聲音卻多樣舉出了冷氣聲、校外活動聲及冷氣機聲音等「馬連聲音太吵、實驗室

的抽氣馬達很吵! J 可見校園內雖多自然音響，但仍不及儀器設備聲所帶來的干擾。

不過對於同處市中心的逢甲大學，雖同樣有汽機車行駛的聲音、飛機飛過引擎聲，

及晚上社團活動聲，學生對於喜歡的自然的聲音卻較多提到，如:鳥叫聲、樹聲風聲、

樹葉的聲音，如「下雨聲，就是低滴答低，平常是嘩啦啦」、「植物、樹葉、風聲、落葉聲、

風吹動的聲音......風吹動葉子的聲音J '可見位於都會區的校園學生不一定會受到周闡噪

音的干擾而影響對音環境的判斷，校園音環境的規劃陳設固然重要，但提昇學生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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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環境的覺知更是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2.交通工具聲

機車聲在各大學校園間多被歸為噪音「摩托車、停車場那邊的發車的聲音﹒煞車的聲

音J ·但暨南大學的學生卻因機車其快速及金屬的特質而產生正向的感受「機車引擎聲

呀，也不是說喜歡，是有一種改裝車，這攘就有渾厚的感覺，這種比較會有快感，聯想到什麼，

就是會感覺心臘是“....同樣的震動，聽重…...聽重金屬的感覺! J ·可見即使多數研究認為

交通噪音為最大的干擾噪音源(蔡岡廷· 1997 ;顏百佑· 2000) ·且學生對於汽機車的

交通噪音也多不能忍受(賴榮平·1980) ·但一般認為負面的聲音卻會因為不同學生而

產生不同的感受。

3.外來遊客聲

暨南大學校地寬廣，雖無圍牆但校區周圍天然的山谷亦為與校外的絕佳分界，平

日除校園本身的音源外，校外聲音鮮能傳入，但卻因假日觀光人潮眾多，也有同學覺

得外來遊客是種干擾「把學校看的有點像是觀光街......會多了一些我討厭的聲音!J ·此外

包括位於商業地段的逢甲大學校園周圍的喧囂聲「校園周邊商店太多了，就是不是好的聲

音」及臺北醫學大學市場的喧嘩聲「就是隔壁那個市場的殺價聲」、「吵架聲J ·亦可見

到不論校園是否擁有廣大的腹地，之於週末假日校園的開放，或是鄰近商業使用現況，

雖增添不少的人潮喧鬧聲，但其伴隨的吵雜聲，卻是多校常見的印象。

此外學生常見描述聲音的形容方式，可見正向的形容詞包括「自然的」、「休閒的」、

「幸福的」、「興奮的」、「舒服的」、「感動的」、負向形容詞則以「吵的」、「死氣沉沉的」

為主，此參照語意分析法(司|自謝明:嘩· 1999) ·能找出人類持有感情的共同傾向，例

如將鳥聲形容為幸福的，則可延伸鳥聲多為正向且令人感受輕鬆愉快的面向。

研究中提及交通噪音為大部分學生不喜愛的音源部份，能與多數研究相呼應(顏

百佑· 2000 ;謝明擇· 1999) ·而因為地域關係也有砂石車、火車或是飛機聲等不同聲

音內容，此外，多數學校因為地段熱鬧，故多鄰近於繁華的商圈，車水馬龍的現象交

雜著紛亂的吵雜聲，則讓許多學生呈現負面的感受，此點有待學校改善。

(五)對音環境的態度

l藝術背景學生對聲音感受較高

臺北藝術大學多為藝術相關背景科系，其中音樂系、舞蹈、系、戲劇系等與聲音的

相關性叉較高，因此學生基於自身對於樂聲的敏感度，及處於較多樂聲的校園環境，

更易覺知周圍的樂器聲響r I噴吶聲、小握琴、對戲排戲的聲音、小喇叭的聲音、舞蹈系排舞

的音樂聲音J ·另外學生也嘗試連用熟悉、五分譜的專長，藉由編製音階來模仿捷運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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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開車的音調「擅運車在發車的時帳會有 raso (發車聲)然後 ti (煞車聲) J' 亦可見到不

同學生的背景影響學生對於周圍音環境的覺知的狀況。

2.多數學生易忽略校園音環境

東華大學部分校園屬農業區，也阻釀許多保育類動物，但在焦點團體中，學生僅

提到竹難聲與動物聲，可見受訪學生對校園音環境的敏風度並不高;而他校學生對於

音環境的態度，無論正面或負向嵐受較多的學校，超過半數的學校學生對於目前的校

園音環也多風習慣及忽略「你自己大部分在製造聲音的時餒，你不會想到什麼，說是比起其

他的地方來說那是很特別的，可是其實我們自己不會覺得很特別，因為已經很習慣了! J 、「這

些連鸝遊戲的各種遊戲的聲音，是常常會聽到的，因為有些人會玩的很 HIGH' 然後啊lJI\叉切

到很大聲......基本上是習慣了，不一定是好聽! J ;此外，當同學面對噪音時，亦有多數

同學採消極的因應方式「訓練自己的抗壓住J r還有時間觀念，利用這個(噪音出現的時間)

來時間管理也不錯J r (聽建噪音時)把自己蒙起來...... J ' r (早上的工寮聲提醒自己)該

醒了! J ' r (聽見噪音時真想)趕快逃離宿舍J '多以逃避或是勉強接受的方式面對。

由上可知多數學生除了對於校園聲音敏感度不高外，對於校圍內負面音源也自認

為無法改變，多採消極的因應態度，對噪音習以為常( Philip,2002) ，因此對於環境的

感受，或期望能維持一個自然音景的願景，只能算是一種『規範.II( norm)

( Schafer,2002) ，忽略校園音環境仍有其正向態度的一面。

四、學生對校園聲音環境的需求

(一)利用自然音或樂音與現有環境結合

各校學生多期望無構一個擁有樂聲、風聲、樹葉聲、鳥聲及蛙聲的恬靜校園「躺在

草皮上看著天空......然後聽著，聽著風的聲音，鳥叫聲，都種感覺真的很棒J r竹林圍繞，小

漫游濤、蛙聲陣陣等J ' r我覺得在湖邊呀，說常常看到人家下棋呀，同時誼會徵風輕撫樹葉，

發出了答答聲，樹上的小鳥偶而就會......叫一下，同時湖眸叉有鋼琴聲在彈悠攝的鋼琴聲J r我

覺得文學院要搭小握琴J '而因中山大學位處西子灣，為十所大學中唯一演海、有海浪聲

的學校，故也提出不少保存海浪聲的看法「海浪聲，他是會在些地點你才可能會去聽的到，

還有某些人少的，那我們是覺得僅可能保持部些地方......這種的一個優越性，不要讓其他的因

素去平擾它」。而由研究也知有近八所學校學生期望能保留自然聲音或利用無聲與現有

環境結合，顯示學生對自然聲典音樂聲共同的渴望。

(二)增加學習活動音

大學校園以提供學生學習為主，故多提及維持或增加典校園學習相關的活動聲，

- 148 一



大學生校園音環境覺知、態度及需求之研究

如讀書聲「大學思辯喔，當然說是理性的討論，那最好就是有一點說是古典學院派的感覺」、

「有些人拿著書呀然鐘書長笑風生那種感覺」、活動聲「打球時的聲音配上加油聲」、「打球或

是一些運動頓的，說是會有那種受傷的時饒的聲音呀，就是慘叫吧，就是哀嚎，反正就是那種

在喊痛的聲音」、歡笑聲等「應該很多女孩子的聲音，對啊對啊，就是滿死氣的」、「歡笑聲 J '

可知現今校園音環境雖不斷跟隨著社會的脈動，但學生對於期盼擁有充滿書聲討論聲

的氣質校園，卻不會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改變。

(三)維護校園適當的安寧

此外也有同學提出維持校園寧靜的需求，亦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安靜的音環境，

沒有噪音，如暨南大學、文化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可能因為較多鄰近噪音，因此在提

及理想、聲音時特別說明不需要「太吵的」聲音，包括音量過大、音質、音準較差的聲

音，而大同大學的學生則是盼望能擁有「每人一間隔音好的 VIP 室 J' 以呈現對安靜音

環境的需要;而另一種則是讓人放鬆、心情寧靜的音環境，像是清華大學的學生提及

的風聲、和緩的鋼琴聲、鳥叫聲「說是可以讓人家寧靜的聲音」即為典型。

此外也有不少人表達對安靜環境的需求，與蔡岡廷( 1997) 調查社區居民有 28%

希望在安靜的環境中生活相同，不過許多校園因校地廣大，故校園音源不易集中在同

一處，且多處教室也會遠離喧囂的校外道路，因此郊區學校如東華學校或清華大學等

對於要求擁有安靜的校園空間之於市區學校，便顯得容易許多。

學生除期望校內能持續保留自然音源外，對於學校所賦予的特色，也期望能增多

學習活動音，包括讀書聲、加油聲或是討論聲等，盼望學校能在豐富的活動聲後，不

忘其寧靜的一面，例如推廣自然音或是音源較小的聲音，使學校能多方兼具其不同層

面的音源，以符合校園不同的活動型態。

五、學生對建構理想音環境的建議

(一)保存聲音方面

1.維持校園現有音環境

仍未完成校地開發的大學如東華與暨南大學，學生共有的想法為保護現有生態及

不過度開發「其實環境的保存會維持聲音吧J '另如文化大學也傾向以「塑造環境」保留

現有悅耳的鳥聲或樂聲「喜歡茄邊坐著一個人在彈吉他，就可以詩讀他彈得很好，那也許他

說(會)常彈」、「像有些人不是會放一些鳥屋啊，或是做鳥喜歡吃的食物啊、或水，然後做

一個環境讓牠自己過來吃，然後就會常常聽到鳥叫聲」。可見學生多期望能減少過度開發校

園環境，以建構永績的校園音環境，也與現行「綠色學校」概念符合，為期望能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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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緊扣「永續發展」、「生態保育」及「綠建築」概念之學習空間，包括生物多樣性

的需求、擁有生態動植物運作的適當面積，及能維持大面積的綠地，以持續維持生態

之間的穩定與平衡(林立麓， 2001) ，讓學生能輕鬆自在的徜徉在自然音樂中。

保留其他音源部分，以臺北醫學大學的叫狗聲最為特別「不要把狗趕出去，就是把

狗趕出去，就是會失去叫狗聲J '此外夜半的賣燒肉粽聲及附近不遠的菜市場聲，也是保

存的主題， r其實也不是說沒有辦法改變，其實我不知道怎麼去改變，因為有些人就是習慣到

菜市場去買東西，有些人就是習慣到超商買東西，或是到超級市場買東西呀!J 也讓學生們腦

力激盪產生不少點子「就是多帶小朋友到菜市場買東西」﹒可知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多

期望能維持真有社會背景意義的校園聲音如「校犬叫聲」、週邊聲音「燒肉粽聲」及「市

場聲J' 而其所保存下來的社會音源，也極富有當今社會脈動意義，因此若能藉由收錄

當時播放的聲音，學生也能就此保留共同的校園回憶。

2增加學生體驗機會

訪談過程中固有不少同學自覺忽略或;其視周圍音環境「我只有在大一來的時接聽過

(海浪聲)之後，以後都一直聽不到」、「待久了就習慣了，對啊，我已經沒什麼感覺J '因

此也讓同學回歸自身，放下心來聆聽周圍的聲音，如提倡“停、看、聽"的活動「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停下來“停"，然後“看"然後“聽"可能就是舉辦一個頭似大自然感官體蜘9活動，

譬如說是腳踏中山的這種活動就不錯呀」、「這不是很顯然的，這是風在動，還是葉子在動…

是你的心動」或改變日常生活方式，如改換交通工具「在校園裡面走路或者是騎腳踏車，

這攘于他聲音的平擅自然會比較少，然後有必較容易會停下來有時間去看看周圍的東西，然後

去聽呀看呀，用你的五官去感覺週遁的環境」以貼近成受校園音環境的機會。

增進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的敏感度，著實為傾聽校園音環境的首要法則，此外學

校環境教育也應著重於觀察能力的培養，以提升學生的自然情感與思想，增進對於校

園音環境的認同，進而與生活結合。

3.增多校園活動聲

熱鬧的社團活動聲多為同學喜歡的活動聲「定期舉辦什麼週什麼週的，就是舉辦體育

的競賽，然後大家就會練習定期舉辦體育的競賽J '也有同學提出希望能多增補助校園活

動經費的建議，以豐富校園活動聲，或以國際學生比例高之暨南大學為例，學生則多

表示希望能多辦國際週等活動，豐富及推展學生多語能力的特色。

此外學生多期望能於日常生活中多添樂聲「用餐時間播放音樂J '以增進校園優美

的背景音源，亦有許多同學提出多舉辦室外音樂會或表演等r (可以多舉辦)室外音樂會、

表演」、「星空下的演唱會」。而在校園增添更多符合學生興趣的音樂性活動，亦與Scha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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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需在校園增加新一代感興趣及可察覺的聲音概念類似 ( ij I 自 Kendall，2000) ，以作

為學校建構學生所喜愛的聲音環境之內涵。

4.轉化美好聲音

每所學校的學生幾乎都會提及以錄音、mp3 、 MD 或光碟等方式保留聲音，也有多

數學校學生提議利用歌唱「聽的那個聲音，然後比如說一首歌嘛!像垃圾車的聲音啊然後你

就把它學起來啊，然後無聊的時候自己可以唱」、模仿「喔我想到一個活動呀，就是模仿海浪

的聲音這樣子」或寫成文章等「我會想辦徵丈呀!就是寫那種文章就是描述聲音的文章，然後

它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去感覺，去吸引這些人去看了文章之後，也想要去感覺這個海到底

可以給我什麼樣的感覺......J ' r把它寫成文字、像寫詩、或寫文章J '讓好聽的聲音以各

種形式存在。

猶如 Schafer 曾將音景錄製成 CD (ij [自 Kendall，2000)藉以保留音環境，而於學

校的範疇，也同樣鼓勵可藉由人們的模仿、紀錄、或是利用多媒體的錄製或藉由舉辦

活動來保留或創造音環境，以保留學生美好的校園回憶。

大部分學生仍期望校園就現有的生態環境加以保護，以保留多數學生所喜愛的自

然音源，此外，學生也因為自身不同的社團經驗，提出多舉辦不同屬性的音樂活動，

或以多元的活動增進學生實際體驗音環境的機會，增進對於校園音環境的認同。

(二)防制噪音方面

1.加強校園空間配置及隔音:

臺北醫學大學、暨南大學與大同大學，學生多提及應以改善隔音設備為主「我以前

在杏春樓，我以前都有聽到鼓聲，但是現在聽不到，因為那個醫院說太吵了，所以那個音樂社

遷到地下室去了J '而由其他文獻可知，以往多數師生面對校園噪音，都以改善校園內

隔音設備為主(賴榮平，1980) ，多以維持較低噪音的環境為基本環境需求，但常因為

噪音防制而將自然需求隔絕在外，減少自然環境的可及性(蔡岡廷，1997) ，此外

Hildegard (2000) 認為並非在於使用音景來對抗噪音，而更應增加整體音景知識的了

解，進而對校園音環境也非只能消極因應，也能將注意力集中在令人愉悅的音環境種

類 ( ij I 自 Arline，2002) ，因而如何將音環境的設計概念與整體的校園規劃融入，則為學

校日後的考量的要點。

2.設置校內動物管理系統

文化大學學生建議學校對於狗吠聲應提出適當管理「雖然說多養野狗，滿有愛心」、

r (養狗)就是要管理好曬，比如說晚上給他們戴妻子」、「狗狗跟狗狗之間，如果他們值此

敵對，戳來戳去還咬來咬去，還是怎麼樣的， (就)要把狗隔開 J '而中山大學的學生也提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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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狗類安置區與維護校內空間及安寧問衝突的現況， r那個動物保護社，之前就是他會有

學校的流浪狗，他會把它抓到，我們宿舍那邊有一個安置區，原本是蠻善心的一個認舊的動作，

就是把它集中管理呀，但是有時候可能就是會有人靠近那個生態步道，他可能就會叫，所以常

常有人就是會聽起來會覺得以一些吵，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會在趕功課呀 J '因此校方日後對

於校內動物音源、處理應更加積極的面對與處理。此外流浪狗不只充斥於社區中，也多

讓學生戚到害怕，流浪狗的吼叫聲，更造成學生平時休憩時的干擾，而這些問題也顯

示出學校對於流浪狗管制的不足，因此為減少校園因流浪狗所造成的干擾，著實應妥

善規劃校園流浪狗的安置。

校內對於噪音音源的隔離與限制，一直以來都是多數學校亟需努力的層面，對於

大學而言，活動聲或施工聲為較常見的噪音音源之一，此可作為學校行政人員改善之

參考，此外也有多數校園間的流浪狗影響了學生的生活，因而學生建議學校應增訂流

浪狗的管理規定或給予適當安置以增進校園內的和諧，避免因為流浪狗管理不當造成

危害。

肆、結論

(一)各校因其文化與環境差異展現不同音環境風貌

華梵大學的念經聲與敲鐘聲為少見其有佛教涵意的音環境，而大同大學和絃式的

鐘聲，及清華大學琴聲演奏的樂聲也同樣展現出各校不同的音環境特色。

各大學因所在地理位置不同也富含不同特色的音環境，如鄰近西子灣的中山大學

有清爽的浪聲，華梵大學及東華大學則因位屬廣大郊區而有一般校園鮮聽見的大官鷺

聲及竹雞聲，但不論位於何處，因一般校園富有廣大的校園腹地如大同大學，仍能阻

釀許多豐富的自然音響。此外大學生熱情活力的特質，也為校園音環境的重要特色之

一，包括學生音樂性社團活動或勁歌熱舞的活動聲也為多校的聲音特色，不過對於位

處於市區的校園之外來商業區或是交通聲響，也是不可避免的音環境成分。

(二)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的概念不甚熟悉

受限以往學習經驗即便提及校園音環境，也多探討負面的噪音面向，對於正向的

音環境較少闡述，故當提及校園音環境時，仍有多數同學表示不甚熟悉其意涵，但因

同學多有抽象思考的判斷能力，故仍能根據文字上的意義加以闡述，但若為長久提升

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覺知及態度，則於音環境教育上仍有其發展空間。

(三)學生多喜愛自然聲音，討厭交通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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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位於市區或郊區的學校學生均表示喜愛校園內的自然聲、熱鬧的運動聲、活

動聲等，而不喜愛的種類也以交通噪音聲或校外人聲商業聲居多，此外多數學生亦表

示易忽略周圍音環境，常習慣周聞聲音而不自覺，因而當面對不喜愛的噪音時，也多

以消極的因應方式來面對。

(四)營造包含自然與學習活動的音環境

談論到期望的校園音環境，多數學生表示期望能擁有豐富的自然聲響，同時與校

園內的樂聲結合，其中也有不少同學期許能維持學校應有的讀書聲、討論聲及上課聲

等，以增多具有校園氣質屬性的音環境內容，營造出校園間特有的學習活動音環境。

(五)維護現有環境資源，保留校園音環境

當學生提及多樣的校園音環境，多期望結合豐富熱鬧的活動聲，以保留或引發學

生的注意，增進對於校園音環境的關切，學生也多提及因忙於不間斷的社團或是課業，

往往也讓人忘記放慢腳步，去用心聆聽校園周圍的聲音，對於校園噪音防制方面，仍

有許多學生認為需加強校園內的隔音設備，而對於校園內的野狗，也期望能有良好的

管制系統加以管理，以減少狗吠聲對於校園環境的平擾。

伍、建議

(一)發展各校校園音環境特色

學校對於現有校園正向及具有價值之音環境特色應多加規劃及發展，以建構多樣

化的音環境特色，保留大家喜愛的聲音，以顯著的自然聲源，則可利用整體校園規劃，

推展校內的生態池園的概念，以豐富其自然音源，讓更多的學生能體會到自然之美的

喜悅，或可透過音樂錄音帶、 CD 等多媒體方式加以收集保存，作為日後發展校園音環

境特色之主軸，成為推廣行銷校園文化的重點。

(二)提倡校園音環境教育

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的覺知、態度等多傾向於習慣至無所感受，或是當面對較負

面感受的音源時，多以消極的方式因應，因此學校於日後環境教育中，應提倡完整的

音環境教育，以提升學生對於校園音環境的感受能力，提高對於校園音環境的保護意

識。

(三)維護校園現有音環境特色

校園謂之「園 J' 可知學校為期望建構怡人的景觀，但構成景緻的自然景觀除各校

原有設計外，也應規劃獨樹一格的校園音環境特色，其中最為學生重視乃為校園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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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聲響的部分，多校也於此方面建樹許多，成為日後建構校園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外學校對於音環境的重視應與校園整體規劃並重，除對學生能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外，遂能達成建構永續理想、校園音環境的理念。

(四)進行量性研究以整合歸納校園音環境

基於校園音環境的題材的新穎及特殊性，本篇研究以質性研究廣泛探討各種與音

環境相關的資料，日後若以廣泛運用或歸納與校園音環境相關資料，則仍需量性研究

加以輔佐驗證'才能邁進各校推展校園音環境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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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awareness, attitude and demand
toward school sound environment

Chen-Yin Tung Chia-Ju Chang Yi-An Lo

Abstract

The main pu中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chool sound environment

awareness, attitude and demand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sample was selected 10 kinds of

colleges that were from the 53 college populations. The cadres of student clubs were asked to

join the focus groups in order to collect the data. Finally, there were ten times focus groups

were held, and 93 students joined the group totally.

By using the Nvivo so虹ware to analysis and codeing the text, the researcher found most

college students have no complete concept and awareness toward school sound environment.

Besides this, most students had the expectancy that the school sound environment could

combine with their school environment. All students of the sample also showed their ideal

sound environment such as adding the natural sounds 扭曲e campus.

The result showed the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could be the basis of the

implicated study. It also can help school to promote the "school green sound environment" and

to develop the education of school sound environment.

Key words : college students, school sound environment, focu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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