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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室的性別政治 

—讀《音樂、性別與教育》 

曾靜雯 

摘 要 

音樂的性別研究在近十年蔚為風潮，並產出極其豐碩的研究成果。Lucy 
Green 的《音樂、性別與教育》，是第一本從教育觀點探討音樂與性別關係的

專書，1997 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是音樂教育性別研究的重要文獻。 
全書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從社會學的觀點檢視音樂歷史，探討音樂的

意義及女性的音樂實踐，以「父權結構」為核心概念，亦即由男性在社會各層

面所建立的權力關係，分別檢視歌唱、演奏、創作/即興等面向，分析「女性

特質」如何在父權體系之下被形塑、增強與複製。第二部份探討教育場域中音

樂意義的性別化，採取俗民誌的研究方法，以英國中學的教師與學生為研究對

象，透過問卷與訪談蒐集資料，調查音樂教學現場中隱而不現的性別化音樂意

義。作者不認為根深蒂固的偏見或刻板印象可以在短時間內扭轉，但教育應從

性別政治的現象與結構中解放，採取另類觀點來進行教學，讓女性與男性學生

在從事音樂活動時，都能參與並體驗到音樂最本質的愉悅感。 
 
 

關鍵字：音樂教育、性別研究、女性主義與音樂、性別政治、音樂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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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Politics in the Music Classroom: 
A Brief Review on Music, Gender, 

Education 
Ching-Wen Tseng 

Abstract 

Gender studies in music have become a trend in the last decade, and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has flourished. Lucy Green’s Music, Gender, Educ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 the first book to focus on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relation to music and gender.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books on gender studies in relation to music educa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evaluates the book, especially in regard to the 
following issue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the examination of music history, 
patriarchy and how it affects the concept of ‘femininity’, and ethnographic methods 
that can lead to gendered musical meanings in the context of schools, among others. 
Green’s research methods are also examined in relation to these issues. 

 
 

Key words：music education, gender studies, feminism and music, gender 
politics, music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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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音樂與性別研究 

近代的音樂學術研究，常從其他領域援引研究方法與研究觀點，拓展傳統

以音樂史觀及形式分析為主的研究視野，其中音樂的性別研究，在近十年蔚為

風潮，並產出極其豐碩的研究成果。 
探討性別研究必先回顧女性主義運動（Feminism）的發展，女性主義思

潮歷經三波運動，約有一世紀之久。第一波始於女性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與西蒙波娃（Simome de Beauvoir, 1908-1986）等人，他們在著作

中，從女性的觀點重新檢視兩性關係與女性處境，是女性主義思潮的先聲。1 第

二波始於 1960 年代，女性透過社會政策與政治行動，追求與男性平等的教育

權及公民權，女性主義成為一種政治運動與文化思潮，吸引眾多研究者與社運

人士投身其中。晚近的第三波始於 1990 年代，融入反種族歧視、反貧窮、生

態環保、全球化、跨性別、流行文化、同志理論等議題，焦點從追求女性的平

等地位，轉移至對性別的權力關係及差異性的檢視，這一波最新的發展趨勢開

始用「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一詞來取代「女性主義」，呈顯出更寬廣

的視野與關懷。2 
音樂與性別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樂學及音樂教育領域。自 1960 年

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音樂學研究開始關注未名列音樂史的女性作曲家及

演奏家，寫出女性觀點的音樂史；1990 年代之後，音樂學更從女性主義、性

別理論及同志理論的觀點，跨領域源引各種研究途徑（approaches），探討音樂

的差異性、後現代、脈絡化，並納入種族、階級與性特質（sexuality）的考量；

音樂教育領域的性別研究，亦從 1990 年代開始產出大量的研究文獻，其中關

                                                 
1 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是被公認為女性主義最具代表性的啟蒙作品，在書中提出「女

人並不是生成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作為女性化女人本質特徵的被動性，

是教師和社會強加於她的命運」等觀點。參見 Simome de Beauvoir,《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陶鐵柱 譯（台北：貓頭鷹出版，1999），274；289。 

2 Roberta Lamb, Lori-Anne Dolloff and Sondra W. Howe, “Feminism, feminist research, 
and gende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 Richard Cowell, (New York: Schirmer, 2002) 649-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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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樂器選擇的性別刻板印象」之議題，有最為豐碩的研究成果。3 
檢 視 性 別 研 究 在 音 樂 教 育 領 域 的 研 究 類 別 ， 主 要 有 補 償 性 研 究

（compensatory research）及對性別、差異及權力的檢視等兩種類型。4從 GRIME
網站（Gende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音樂教育的性別研究）整理的資料，

自 1970 年至 2007 年，相關文獻約有 285 筆，其研究議題依這兩類型歸納如下：
5 

一、補償性研究： 

1. 音樂中的女性：探討西方音樂發展、音樂教育發展、搖滾音樂、爵士

樂、流行音樂中，身為創作者、表演者與領導者的女性群像及其相關

作品。 
2. 性別差異與性別刻板印象：從音樂能力、音樂成就、音樂偏好、樂器

選擇、音樂活動參與、音樂專業、大學主修等面向來探討。 

二、對性別、差異及權力的檢視： 

1. 建構新的理論架構：從女性主義觀點重新建構新的音樂美學、音樂教

育哲學、音樂史、音樂教育史。 
2. 女性的處境：探討對女性音樂家與表演者的社會觀感或自我身分認

同。 
3. 跨性別取向：女同志音樂與自我認同、音樂的性別與性政治。 

                                                 
3 音樂教育領域對於性別研究涉入最深的議題，是關於樂器選擇的性別化或性別刻板

印象，研究者持續不斷的投入，透過各種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及研究樣本來進行，

但截至目前為止，似乎都呈現相當一致的研究結果，女性大多與長笛及小提琴的選

擇有關，男性總是選擇鼓、小號、長號等樂器，顯示樂器的性別化或是性別刻板印

象 ， 已 造 成 極 大 的 影 響 力 。 參 見 H. Abeles, “Are Musical Instrument Gender 
Associations Chang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57, no.2 (2009): 127；

另參見 J. Eros, “Instrument Selection and Gender Stereotypes: 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UPDATE: Applications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27, no.1 (2008): 57. 

4 「補償性研究」指的是把性別加入，但並未更動既有的解釋模式，例如將女性作曲

家、音樂家或女性議題的內容納入課程，但未打破政治權力平衡的疆界；「性別、差

異與權力」主要檢驗性別、權力與差異之間的關係，質疑知識與音樂的結構，可視

為第三波與後現代的觀點。分類原則參見 Lamb, Dolloff, and Howe 2002, 655-656. 
5  Patricia O’Toole, “GRIME Bibliography,” Gende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http://post.queensu.ca/~grime/bibliography.html.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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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音樂學術研究領域較具重要性的幾本參考書，在 2001 年第二版的《新

葛夫音樂辭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中，加入

了「女性主義」（Feminism）、「同志音樂」（Gay and lesbian music）、「性別」

（Gender）、「性與性特質」（Sex, sexuality）及「音樂中的女性」（Women in music）

等詞條；「音樂學」（Musicology）則在學科（Disciplines）內容中，再增添「社

會音樂學」（Sociomusicology）、「心理學與聆賞」（Psychology, hearing）及「性

別與性研究」（Gender and sexual studies）等項目。6此外，在音樂教育領域，

2002 年第二版的《新音樂教學研究手冊》（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加入了〈音樂教育中的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研

究及性別研究〉（Feminism, feminist research, and gende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一章。7上述章節，分別延請在女性主義、性別研究及同志理論卓

有成就的學者專家主筆，性別研究的議題，在 21 世紀被納入音樂研究體系嚴

肅正視。 

貳、《音樂、性別與教育》全書架構與研究旨趣 

Lucy Green 在音樂教育與性別研究的領域頗負盛名，目前為倫敦大學教育

學院音樂教育教授，以《音樂意識型態的再製》（The Reproduction of Music 
Ideology, 1984）一文獲英國蘇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音樂教育博

士學位。Green 長年專研音樂教育哲學、音樂社會學、音樂意義、性別認同、

意識型態及流行音樂等議題，著有四本專書，分別為《聽不見的音樂：音樂的

意義、意識形態與教育》（Music on Deaf Ears: Musical Meaning, Ideology and 
Education, 1988）、《音樂、性別與教育》（Music, Gender, Education, 1997）、《流

行音樂家如何學習：音樂教育未來的途徑》（How Popular Musicians Learn: A 
Way Ahead for Music Education, 2001）、《音樂、非正規學習與校園：新的教學

                                                 
6 Ruth A. Solie, “Feminism”; Philip Brett and Elizabeth Wood, “Gay and lesbian music”; 

Jeffrey Kahlberg, “Gender”; Judith Tick, Margaret Ericson and Ellen Koskoff, “Women 
in music”; Jeffrey Kahlberg, “Sex, sexuality,” Vincent Duckles, et al., “Musicology,” in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2001. 

7 Lamb, Dolloff, and Howe 2002, 65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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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Music, Informal Learning and the School: A New Classroom Pedagogy, 
2008）；亦擔任《音樂教育研究》（Music Education Research）、《音樂教育的性

別研究》（Gende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激進音樂學》（Radical 
Musicology）等期刊的編輯。除此之外，Green 的研究版圖還擴及至美洲、歐

洲、亞洲等地的大學學術演講、研討會以及研究計劃。 
《音樂、性別與教育》是音樂教育領域第一本從教育觀點探討音樂與性別

關係的專書，全書以女性主義研究的觀點檢視音樂的性別政治，結合宏觀的社

會文化脈絡與微觀的音樂行為，大規模探索縱向的音樂史與橫向的音樂教育現

場，最終梳理出長期為我們所忽略的文化現象與偏見，並提出另類觀點的調和

之道。全書展現出嚴謹的研究架構與清楚的邏輯論述，是音樂教育研究的重要

文獻。 
全書在第一章「導論」之後，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音樂的意義及女

性的音樂實踐」，分成四章來探討，分別為「女性特質的認可：使女性歌唱」、

「從認可到干擾：女性演奏樂器」、「女性特質的威脅：女性創作與即興」以及

「邁向性別化音樂意義與經驗的模式」。整個部份從社會學及音樂史的觀點檢

視，探討音樂的意義及女性的音樂實踐，以「父權結構」（patriarchy）8為核心

概念，亦即由男性在社會各層面所建立的權力關係，分別檢視歌唱、演奏、創

作/即興等面向，分析「女性特質」（femininity）在父權體系之下如何被形塑、

增強與複製。 
第二部份「當代教育中性別化的音樂意義」，亦分成四章來探討，分別為

「音樂教室中女性特質的認可」、「音樂教室中從認可到干擾的女性特質」、「音

樂教室中女性特質的威脅」以及「音樂課程與介入的可能性」。此處探討教育

場域中音樂意義的性別化，使用俗民誌研究法（ethnographic methods）9，以

                                                 
8 父權結構（patriarchay）的概念來自 Kate Millet 所著之《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0），是女性主義研究批判的起點，係指從男性中心所建立的權力關係中，檢視女

性所處之不平等與受壓迫的位置。參見 Patricia T. Clough,《女性主義思想—慾望、

權力及學術論述》（Feminist Thought: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夏傳

位 譯（台北：巨流出版，1998），38。 
9 俗民誌研究法是性別研究常見的研究取徑，來自於人類學領域，是一種「互動性」

的研究（interactive research），在田野作密集時間的觀察、訪問與紀錄過程；即針對

所選擇的場所，就自然發生的現象而作的研究，多數俗民誌為探索性或發現取向的

研究（exploratory and discovery oriented research）。參見王文科、王智弘，《教育研究

法》（台北：五南出版，200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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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中學的教師與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與個案訪談蒐集資料，調查音樂

教學現場中隱而不現的音樂性別化意義，並將這個部份的研究結果與第一部分

的論述觀點交相檢證。作者不認為根深蒂固的偏見或刻板印象可以在短時間內

扭轉，但教育應從性別政治的現象與結構中解放，採取非慣常的另類觀點來進

行教學，讓女性與男性學生在從事音樂活動時，都能體驗到音樂最本質的愉悅

感。 

參、《音樂、性別與教育》的內容介紹 

以下為《音樂、性別與教育》全書的內容介紹，依章節架構分為三部分，

分別為：一、音樂的意義，是全書的導論；二、音樂的意義及女性的音樂實踐，

是全書的第一部分；三、當代教育中性別化的音樂意義，是全書的第二部分。 

一、音樂的意義 

音樂的意義是全書立論發展的基調，音樂的意義有兩種，分別是「內在的

意義」（inherent meaning）及「涉外的意義」（delineated meaning）。「內在的意

義」指的是音樂素材（音響本身）之間的交互關係，是人為的、歷史的、經由

學習的、而非自然的、亦非本質的。因此音樂的內在意義來自於音樂素材以約

定俗成的方式交互作用，並透過聆聽者的心靈與作品交互感知。在不同的音樂

類型中，古典音樂因具有自律性與普遍性的特質，所以內在意義較強。「涉外

的意義」是一種隱喻的描寫，有象徵性的意義，例如觀看音樂表演時對演奏者

的服飾所引起的關注，唱國歌或宗教歌曲所激發的特殊情感，都是音樂的涉外

意義。在流行音樂的展演，涉外意義顯現於「拜物教」（fetishism）的現象，

也就是音樂的消費來自歌手的外貌或其他因素，音樂並不是主要的考量，這是

音樂涉外意義最明顯的特徵。 
 Green 透過音樂內在意義及涉外意義來檢視「音樂的父權結構」（musical 

patriarchy），揭示女性在「公」與「私」領域的處境，以及「女性特質」與「男

性特質」（masculinity）的概念如何被標籤化。「公」與「私」領域的界定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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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性別化」的做法，主要檢視男性與女性在公與私領域的差異與不平等，女

性被認為應該從事私領域性質的職業，如托嬰、護士、清潔或家管，是家庭生

活的性別角色轉化。「女性特質」與「男性特質」是父權結構下形成的性別化

特徵，「男性特質」被定義為主動的、創造的、追求知識的、理性的、實證的、

科學的、技術的、心靈的、文化的；「女性特質」被定義為被動的、重複的、

照護他人的、技藝的製造、身體的、感情的、自然的。 
內在意義透過音樂材料以約定俗成的方式建構，涉外意義則是從音樂在社

會脈絡下的位置與用途，衍生而來的象徵意義。全書旨在揭露音樂在真理的外

表下所隱含的價值觀表現，透過音樂中不同意義的交互作用論證音樂中的性別

關係。 

二、音樂的意義及女性的音樂實踐 

女性特質是屬於「性別」（gender）範疇的界定，有別於「性」（sex）的

「性別」是指在社會文化機制所建構出的女性（female）與男性（male），從

而表現出「女性特質」與「男性特質」；而「性」所指的則是男女生理特徵上

的分類。10 
音樂是表演的藝術，「展示」（display）是音樂表演過程的要素之一，透過

表演者與觀者的交互作用來達成，是一種隱喻的面具（metaphorical mask）。

傳統西方音樂的展演，都有明顯的性別展示意味，通常展示者被標記為「女性

的」，觀者則是「男性的」。女性歌唱展示過程中，所形塑的女性特質之涉外意

義分別為： 

1. 展示是隱喻的面具，將觀眾的注意力導向表演者的身體。 
2. 歌唱因為不使用科技，更加強化父權結構所定義的女性特質。 
3. 公開展演的女性歌手之歌聲與身體，總是連結性的暗示。 
4. 女性歌手總與家居的母性形象連結。 

                                                 
10 一般的性別論述大致將「性別」定義為後天的、文化的，「性」為先天的、生理的，

但許多學者仍指出這樣的分類有再釐清的必要，例如同性戀研究就反對將「性別」

或「性」二元化。參見 H. M. Glasser and J. P. Smith, “On the Vague Meaning of “Gender” 
in Education Research: The Problem, It’s Sourc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c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7, no.6 (2008): 347,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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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以這四個觀點為基礎，分析音樂活動（歌唱、演奏、創作）中的女

性特質，是如何被形塑、被干擾、及被威脅，來說明女性與男性特質、公與私

領域之間的界線是如何界定，又如何相互威脅，最後提出解構及建立新的典範

與意義之可能性。 

（一）女性特質的認可：使女性歌唱 

歌唱最具有女性特質的涉外意義，可分別從古典音樂及流行音樂兩方面的

發展來檢視。在古典音樂的歷史發展中，無論身處宮廷或大眾文化，女性若擁

有極佳的歌唱能力，便得以在專業的或業餘的場域中被認可，特別是在歌劇與

合唱領域，並沒有明顯的性別限制。因此古典音樂的聲樂作品，有強而明顯的

內在意義，主要來自對音域、發聲與共鳴等技巧的要求，因而削弱了涉外意義

的存在感。在當代的流行音樂，女性歌手在表演過程中不斷展示身體，有濃厚

的指涉意味，明顯反應出前述四點的涉外意義，歌唱技巧不再受到重視，輿論

以歌手的展示是否性感或有魅力來評斷，女性亦不斷去實踐歌手的角色扮演，

女性特質的涉外意義在過程中不斷被強化與複製。 

（二）從認可到干擾：女性演奏樂器 

樂器的演奏則對父權架構的女性特質造成干擾，主要是因樂器演奏轉移了

對身體展示的關注。從西方音樂史來觀察，樂器是男性特質的，幾乎所有的演

奏者都是男性。自要求專業作曲技巧的複音音樂興起，就已經將受制於教育權

的女性排除在外，僅有的例外是鋼琴與撥弦樂器的使用權。女性在私領域，例

如在家居生活中擔負著育兒的責任，而鋼琴與撥弦樂器正可以在這樣的場域發

揮教育及娛樂的功能，女性特質在此情境不斷被強化。直到 Clara Schumann
（1819-1896）的專業成就被認可，音樂的內在意義與自主性始被關注，但其

困境仍在於她是「女性」的演奏家或以 Robert Schumann（1810-1856）之妻子

的身分被認可。在近代的專業演奏領域皆然，輿論以唱片封面的裝扮或是專輯

的銷售量來評論女性演奏者。演奏與歌唱活動相較，器樂演奏中女性特質擺動

於「內在」與「涉外」的意義之間，其干擾來自兩個面向：1.當音樂致力於內

在意義的展示時，就無身體展示的涉外意義；2.當音樂有拜物傾向時，涉外意

義就凌駕內在意義，女性特質愈被強化，音樂的自律性就愈低，性別指涉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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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就愈強烈。 

（三）女性特質的威脅：女性創作與即興 

從 Susan McClay、Marcia J. Citron 及 Judith Tick 等學者的觀點，對西方音

樂史各時期的發展加以審視後，顯示創作活動在西方音樂是一種「男性特質」

的活動，具有理想的、理性的、客觀的、普遍性與超越性的特徵，「作曲家」

意指男性的創造者。相對於此脈絡的「女性特質」，強調身體的與心靈的，注

定要被排除在音樂史的脈絡之外。古典音樂和現代爵士音樂領域中的女性作曲

家或是女性即興演奏者，在許多方面總是被邊緣化與受限制的。作曲或即興活

動所需有的創意與技巧，都對女性特質的建構帶來威脅，因而許多女性作曲家

不敢大膽表現，甚至採用「男性特質」的語言創作來獲取成功。面對如此困境，

Green 認為應該採取另類的觀點來重新評價。 

（四）邁向新的意義與典範 

不論是歌曲的語意、標題音樂作品的戲劇性或儀式性場景，都充斥著「男

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性別化意涵。11 音樂史上所謂的「經典作品」（canon）

亦是相當以男性為中心的。除了歌劇作品的文本，絕對音樂的性別研究主要有

Susan McClay12及 Marcia J. Citron13的相關著作。在音樂的創作與展演過程，內

                                                 
11 在許多女性主義取向的音樂學論述，歷來將西方歌劇視為非常男性化的樂種，由男

性作曲家編寫劇本、作曲、指揮、擔任舞台指導等等，劇情設計以男性利益為出發

點，女性則是被動、被馴服的。McClay 甚至認為女性意識較強的角色，在歌劇中

只有兩種下場，分別是死亡或發瘋。參見 Susan McClay,《陰性終止—音樂學的女性

主義批評》（Feminine ending: Music, Gender, and Sexuality），張馨濤 譯 （台北：商

周出版，2003）。154-161。 
12 McClay 在著作《陰性終止—音樂、性別與性特徵》（Feminine ending: Music, Gender, 

and Sexuality）一書中，從女性主義觀點批判西方調性音樂的功能和聲，其研究指

出主題、不和諧與解決的概念，是一種音樂化的階級關係，建立在目的（teleology）

的滿足與父權的敘事結構，例如奏鳴曲式的第一主題，通常是男性的，英雄式的主

角，而第二主題則代表女性的、陪襯的甚至是阻礙的，所以最後要臣服並回歸主調。

為擺脫父權性別化音樂結構的解決之道，就是使用女性的另類觀點來進行創作，

McClay 以四位傑出女性音樂家為例，分別為 Jenika Vanderelde、Laurie Anderson、

Diamanda Galas 以及 Madonna，分析她們如何在音樂表達上追求另類於西方傳統的

音樂表達與書寫，挑戰目的論與單一的男性敘事觀點，尋求屬於自身的價值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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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義與外涉意義不斷交揉，無法追求絕對的自律，女性的處境更是音樂與社

會交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另類的解決策略，就是在音樂加入女性意識的歌詞，

採取如 Laurie Anderson（1947-）或 Diamanda Galas（1955-）等女性音樂家以

創意而另類的演出方式來呈現，突破傳統思維的框架，重新思考女性特質與男

性特質的概念，並用新的涉外意義來取代。 

三、當代教育中性別化的音樂意義 

第二部份調查英國中學師生對樂器與音樂活動的看法，檢視在音樂教學場

域中存在已久、卻很少被察覺的性別政治，並針對全書所探討的性別偏見與現

象，提出教育面的另類思考與可採取的解決之道。 

（一）音樂教室中的女性特質：認可、干擾與威脅 

Green 在 1993-1994 年間，以問卷及訪談的方式，針對英國公立中學的教

師與學生進行調查，研究工具的題項以兩個方向來設計：1.男性或女性在哪些

音樂行為較容易成功（如樂器、歌唱、作曲…）；2.男性或女性比較偏愛參加

的音樂活動為何（如古典音樂、流行音樂）。本文將 Green 的研究設計、研究

工具及研究發現摘錄如表 1。 

表 1：Green 的研究設計與結果摘錄 

研究設計 針對教師 針對學生 

研究對象 78 位分布於英國北、中、南部
公立中學之男女教師。 

倫敦市中心一所大型學校中
11-14 歲學生，分為 12 組，6 組
男生，6 組女生。 

研究工具 問卷調查，讓受試者圈選其認
為「女性」、「男性」及「兩者」
中，何者在所條列的題項表現

非正式結構性訪談，題目分五個
類型，每個題項採開放式設計。 

                                                                                                                            
方式。Green 在本書中認為 McClay 太過於強調音樂的自律層面。 

13 Citron 在著作《性別與音樂經典》（Gender and Music Canon, 1993），將研究焦點則

鎖定 19 世紀的器樂音樂，指出奏鳴曲式是一種性別化的奮鬥歷程，她以作曲家

Cecile Chaminade 的《第 21 號奏鳴曲》第一樂章為例，探索其混合了奏鳴曲式、性

格小品、前奏曲及賦格的曲式如何顛覆性別化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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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成功。 
研究發現 1.音樂實踐：歌唱、演奏與創

作 
(1) 女孩擅長的領域在歌

唱；男孩在作曲及流行
音樂。 

(2) 多認為女孩在歌唱方面
較為男孩成功。 

(3) 器樂演奏男孩女孩一樣
積極投入，但女孩適合
演奏某些特定樂器，特
別是長笛與小提琴。 

(4) 女孩在作曲能力上顯得
保守與因襲傳統成規；
而男孩顯得較有創造力
與野心。 

2.態度方面： 
(1) 女孩傾向表達細膩的情

感。 
(2) 女孩有較好的溝通技巧

與團隊精神。 
(3) 女孩對於古典音樂與世

界音樂的接受度是持比
較開放的態度。 

(4) 女孩的注意力較不集
中，比較積極、成熟、可
信任，並且認真工作。男
孩不若女孩認真。 

3.校園活動參與： 
(1) 女孩偏好參與古典音樂

相關活動。 
(2) 男孩較不喜歡參與學校

的例行活動。 

1.音樂實踐：歌唱、演奏與創作 
(1) 女孩喜歡情歌、抒情與慢

速的歌曲，比較接近古典
音樂風格，通常扮演被動
聆聽者的角色。 

(2) 男孩比較喜愛快而有動感
的音樂，比較主動。 

(3) 男孩幾乎清一色想要學打
鼓。 

(4) 男孩對流行音樂中的科
技—例如電吉他，感到較
高的興趣。 

(5) 女孩在作曲上顯得較沒有
自信與成就感，也不喜歡
音樂理論課程；男孩喜歡
挑戰傳統，不喜歡教師所
提供例如記譜的典範學
習，但卻對作曲顯出正面
的態度與高度自信。 

2.態度方面： 
(1) 男孩普遍不認為女孩比較

具有團隊精神。 
(2) 男孩有比較嚴重的同儕壓

力，希望變成男子氣概的。 
3.校園活動參與： 

(1) 男孩偏好參與運動而非音
樂。 

(2) 女孩比較容易感到害羞，
因此從事古典音樂是比較
合適的。 

上述對於學校音樂活動參與所進行的研究，探討歌唱、樂器與態度等議

題，研究結果顯示老師與學生的反應大部分是不謀而合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出

有明顯二分法指涉的概念：例如古典音樂是慢速的，流行音樂是快速的；女性

特質是被動的，男性特質是主動的。二元的指涉元素之間，又因認可、干擾與

威脅的關係而相互消長，將相關概念整理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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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校園中的女性與男性特質 

女性特質 被動的、合作的、情感纖細的、慢速的、古典音樂、 
長笛與小提琴 

男性特質 主動的、具侵略性的、男子氣概的、快速的、流行音樂、 
鼓與電吉他 

上述研究發現女性在校園中被期待歌唱，演奏古典音樂領域的鋼琴及撥弦

樂器，女性具有敏感、奉行傳統與團隊合作的態度，表現在作曲上則顯示出自

信心不足，懼怕理論課程的態度。研究結果顯示音樂中女性特質的涉外意義，

與整個教學環境環環相扣，女性在家居生活或教育場域所從事的音樂活動，不

斷地象徵性強化父權定義的女性特質，與傳統西方音樂史中的女性處境相互呼

應。另一方面，男孩子在校園中，偏好演奏流行音樂（或快速音樂）、玩電吉

他、打鼓、運用科技技術等活動，對作曲亦表現出充滿自信的創造力及想像力，

不斷鞏固其「男性特質」，而這正是對女性特質的干擾。其中非常弔詭的部分，

是教師與學生都不約而同表示，女性無論在學校的音樂課程或音樂活動的參

與，都相當積極與認真，但這樣的態度卻與他們的音樂表現有所落差。 
因此，教育應該提供更寬廣的脈絡來終止涉外意義不斷重製，學校亦應提

供私密而友善的音樂空間以供練習，鼓勵女性與異性的團隊合作，多參與大型

音樂—諸如樂團或合唱團的演出，以減低獨奏演出的涉外意義。女性亦應拓展

多元的音樂經驗，從各種層次的音樂意義中，透過唱奏與創作的行為，得到純

粹的愉悅感。 

（二）音樂課程與介入的可能性 

音樂教科書的性別化問題，可以從男女比例、文字內容以及經典作品的角

度分析。14教科書的主題內容仍多以男性為主，女性總是處於邊緣化及被動的

位置，以音樂家為例，仍是男性作曲家的天下，即便談到女性，也總是充斥著

「女性特質」與「男性特質」的語義來評價。作為一般教學素材，並符合某種

                                                 
14 以西方音樂史及理論為教材主要內容的音樂教育，在性別論述中常被批判的觀點在

於「音樂的美感教育根植於 18 世紀的性、種族、文化政治，有系統將女性與非白

人男性排除在外，絕不單純」。參見 Roberta Lamb, “Feminism as Critique in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 Review 2, no. 2 (199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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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或價值的「大師作品」（masterworks），也清一色是以男性作曲家的作品

為中心，從中小學到大學階段皆然。再檢視音樂課所選用的歌曲教學，有一大

部分在宣揚國家主義及種族主義的價值，在歌詞中也有嚴重的「女性特質」與

「男性特質」之指涉，女性總是居家的、單純的、或浪漫的角色，對照男性的

積極主動與英雄特質。受訪的許多教師雖意識到課程中男女性別不均衡的問

題，但礙於新材料的匱乏，仍以原有的教材進行教學。而受訪的學生甚至完全

沒有意識到教科書上所出現的性別比例問題。 
教師應多鼓勵女學生挑戰性別認同與性別偏見，或許根深蒂固的偏見很難

改變，但卻可以藉由教育帶來影響力，教育可從中介入（intervene）及矯正音

樂課程性別政治化的現象，Green 認為可採行的策略如下： 

1. 在課程中逐漸增加女性音樂家資訊的比例：教師應在課程中置入不同樂種

的女性作品，雖無法改寫音樂史，卻可以強調從創造到接受過程中的社會

脈絡，及其對形塑音樂價值的影響力。 
2. 認可歌詞或劇本中的女性議題：不再將女性議題邊緣化，教學素材宜多採

用女性作曲家及歌手的作品，Ruth Seeger（1901-1953）及 Grace Williams
（1906-1977）都是可選擇的教材。 

3. 重新定義課程中「經典作品」的概念：解構男性中心的「經典作品」概念，

建構另類的女性典範，從流行、民謠或爵士音樂的女性中汲取，其作品、

錄音、或其他素材，都可作為教學的素材。 
4. 在教學上策略運用傑出女性音樂家典範：找出異於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音

樂家作為教材示例，例如以女性的低音號家或男性的長號家為典範來進行

教學。 
5. 重新檢視評量的過程：檢視其中是否有太多女性或男性的指涉，並將男性

與女性的差異納入考量，設計較精確而客觀的評量方式。 
6. 尋求更多元的角色典範：研究指出女學生在音樂活動上的侷限，常來自於

沒有典範學習的機會，因此教師在性別角色的扮演應該要多元，特別是在

作曲的教學策略上。 
7. 鼓勵女性與男性參與多元音樂活動，藉以超越音樂的性別涉外意義：鼓勵

男學生也可以學長笛，寫出富有細膩情感的作品，女學生也可以打鼓。具

體作法可以在樂團編制的每一項樂器，都力求男女比例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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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供同性或混性的社團讓學生選擇：許多研究雖指出同性社團可以降低兩

性相處的焦慮，但學校即社會的縮影，應讓學生有多樣的選擇與適應學習。 

Green 從歷史上的音樂實踐與論述，逐一檢視女性在歌唱、演奏與創作的

處境，並經由調查得知這些現象依然存在於現代的教學場域。音樂的實踐與觀

念相互影響，對性別化意義的知覺及其對音樂實踐的影響，是教育必須介入的

基礎所在。過去許多策略僅解決了表面的問題，偏見還是一再被複製，矯正之

道最終還是必須回歸音樂的意義。 
如何從音樂的兩種意義來達到最終的愉悅感，Green 以圖 1 的內容來展

示，圖中運用的概念說明如下：主觀知識與經驗愈多則愈「滿足」，反之則「不

滿足」。與原有的價值觀相符合就是「正向」，反之即為「負向」。「疏離感」來

自於聽音樂時，既無法感受涉外意義，也沒有感到內在意義的滿足；「參與感」

則來自內在意義的滿足與正向的涉外意義，層面（A）指的是正向的涉外意義

卻無法得到內在的滿足，層面（B）則反之。簡言之，音樂的終極目的在於參

與感及愉悅感的獲得，內在意義的滿足與正向的涉外意義都能達成如是的結

果。 
音樂教育的終極目的，應促進學生的生理及心理，都可以從音樂的兩種意

義上感受參與的愉悅滿足感。音樂的意義可以從最核心的內在意義取得，既沒

有象徵性的內容，也沒有涉外的性別意義，然而，在教學過程中若太過強調內

在意義恐流於枯燥乏味，也可能令學生畏而遠之。此外，對於學生早已存在、

先入為主的性別涉外意義，若可以導向對音樂的參與感，也是教育可以致力的

方向。無論從內在意義或涉外意義，都應以讓學生參與並感受音樂的愉悅性為

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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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Green 所建構課程介入的模式（參見原著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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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音樂的性別政治無所不在，就存在我們習以為常的表象之下，不易察覺，

也不易在短時間之內扭轉。研究多指出當代的音樂學術研究，應致力於除去

（dismantle）偏頗的論述所造成的差異性，並理解（understand）各種造成音

樂性別政治化的文化現象，從而介入並亟思調整之道。15Green 所建構的音樂

性別化論述，從音樂活動及音樂教學現場，重新檢視我們不以為意的現象，梳

理出鮮明的政治化的性別關係。即便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由來已久，她仍對教

育賦予極大期望，指出音樂教育應該積極介入，幫助學生擺脫性別偏見的束

縛，達成愉悅享受音樂的終極目標。作為一名長年深耕性別議題的音樂教育研

究者，她的觀點是令人深省且有深切關懷的。 
 音樂的意義是否真能如 Green 的分類，清楚二分為內在的與涉外的意義？

「經典」與「大師作品」的概念若是男性中心的建構物，特別是對西方古典音

樂傳統而言，音樂的內在意義恐怕無法完全無涉於性別指涉；又如欣賞一位花

腔女高音對高音域絢爛音符的掌控技巧，是否能完全排除展示身體的涉外意

義，單純以內在意義及專業的態度去賞析，這些面向仍可進一步探討。此外，

在 Green 對教學現場的調查研究指出，女性偏好參與古典音樂活動，男性偏好

參與流行音樂活動。何以女性投入男性論述中心的古典音樂領域，而男性卻投

入女性涉外意義濃厚的流行音樂？何以男性中心的古典音樂成為女性特質的

指涉，而女性形象展示的流行音樂卻成為男性特質的指涉？這些交互指涉的二

元性仍有再論述的必要性。 
 音樂教育的性別研究在歐美國家一路走來已有三、四十年之久，從歷年

的研究文獻，發現許多不曾察覺卻又亟需矯正的偏見與現象，提出許多從教育

層面介入的具體策略。16研究議題的延伸，加入種族、階級或多元文化等變項，

                                                 
15 Joan Shepherd, “Difference and Power in Music,” in Musicology and Difference, ed. 

Ruth A. Soli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65. 
16 例如 John 在對性別刻板印象的文獻回顧指出，在幼兒及小學初期未形成刻板印象

之前，教師應該鼓勵多元的音樂活動與樂器選擇。此外，平時多鼓勵學生參與現場

演出，避免受到單一的媒體影視的印象影響。參見 J. Eros, “Instrument Sele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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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不曾間歇。對照台灣的現況，教育部在 2004 年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

由政策面來落實性別平等的觀念與作法，近年在文化議題的討論與教育研究也

有不少的產出，但觀之音樂的性別研究，無論在音樂學或音樂教育領域，以性

別研究為議題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數，大部分的研究都僅將性別作為背景變項，

不曾用特定觀點來檢視表象背後的文化結構。 
台灣與西方國家有著不同的發展軌跡，可探討的議題相當多元，以古典音

樂的發展為例，在台灣僅有一個世紀的發展史中，參與人口中以女性為絕大多

數，檢視幾個本土樂團團員的性別，發現女性團員占一半以上的多數，17再觀

音樂系學生的男女性別比例相差更為懸殊，男性學生為極少數。當音樂專業與

從業人口以女性居多數的背景之下，西方文獻所呈現的音樂性別政治如何用台

灣觀點來檢視，台灣女性在學習與專研音樂的過程中，是否也同樣遭受父權結

構的宰制，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此外，以國樂、漢族民族音樂、

原住民音樂及流行音樂等各領域的發展為例，對照歐美國家音樂性別研究文獻

的論述與批判，台灣的女性參與、樂種「經典作品」的概念、創作者是否全為

男性、不同階層的台灣女性在不同樂種的創作、展演、製作或錄音所扮演的角

色…等議題，亦值得探索與深探。期待不久的將來，來自台灣的觀點與研究分

析，能在音樂性別研究的舞台上呈顯另一番風貌。 

                                                                                                                            
Gender Stereotypes: 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UPDATE:Applications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27, no.1 (2008): 61. 

17 以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台北市立交響樂團及高雄市立交響樂

團為例，從網站分析團員的性別，可以發現女性團員皆超過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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