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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治療個案研究:兩位國小一年級
特殊生參與「自由即興治療 J 之歷程

陳?故瑜

台北 rfï iL教育大學特教系助沒教授

本研究以單一蠶策研究的方式，潔入探究兩位轍小一年級特殊瓷器與 F 自由即

興抬療」之聽聽 e 音樂治療的執行通程位繃「時題葬定J' r資料蒐襲J ' r分析與當

斷J 、「治療策略的實施J 、 r殼果評估」五甜苦驟，將之環職報拉，進行東問檢核穆

正1輩革治療的效果議成其主。本研究首先;其繭個月的時間進行諭療前的準囑，完成

鐘案的飾澀、音樂治療黨作評量、話糖和策略的擬定。正式治療的執行分三階段潛

行，每週一次、車次 50 分績，共完成十五節次;爾控制豆葉在階段…及階段二分別

究成j\館次的鶴別音樂站蟬，於階段三以變人音樂治療的芳草或共同參與了七節次的

治療。資料來輝以參與觀察和個真會議討論童話吏，同時輔以錯誤及文件分斬獲行驗

證。本研究記述罷雞蛋參與「自由那興治療」的過程.，哥詩針對音樂抬療執行的問聽

進行攤蹺，誰就一位音樂能療囂的角色提臨治療的觀點興建議。

瞬鍵詢:自由即興治療、音樂抬輝、自鷺豆豆、智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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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序幕之前

…、研究緣起

近年來音樂治療逐漸成為許多人引舖:iÍ:':

朧的學習黨點，我放教學之便，也不斷進行音

欒抬療課程與研習的撞廣 e 然時我揮揮難覺黨專

對，音樂治療之專業性站接讓許多未曾輯聽過

臨床實務鵲工作者有囊幫著花之苦，者在音樂治

療與音欒教學的重豆豆上也護生許多誤解與建

慰。雛究其霞，沒膏足夠的實fF籠鶴可載欒幾

報當還要的原置。盟覓一場自緯釀食，我接受

了叢北市某醫院早草草療會蟬聲中心音樂搗療

諾誨講麗的還駒，會後由主動提出臨床個東研

究的構想，期望以更具體的情療黨例灑行技術

的傳承。計劃經由醫院之審輸費5運會審核油

過，並在醫療團隊的認同與全力支擺之下，

溫一次之音樂治療個案研究隨即開始。

二、治療取冉的抉擇

音樂治療種當重曬抬蟬的過程，療程中t!?

強調以患者?是中心，治療歸話輔導窮追麗的抬療記

態和專業觀點一畫是許多研究路以支持潛欒

治療接殼的重器 (Alvin & Wi紋wick，待會2;

Brusci益， 1991; Nordoff & Robbins, 1 會83; Pratt, 

19學3) 。然福音樂治療的論療模式有十多鐘之

多，音樂治療師通常會依據餾人服務的報蟻選

擇單一的理論或融合幾纜理論之相容咒嚷道

行過合患者需求的措療 (Bruscia， 1987) 。問顧

自己過去執行音樂治槽的對謀多為激服翻閱

伴隨智能障礙的息畫，背樂治療的3實施搜轍雖

多以自由、不強制的策略與孩子總立友動的關

保，但也少不了結構化的活動本般說針。在進

行本磅究之前，我思考若蜜黨糟典聽音樂捨療

和音樂教學之間的葦冀，讓禪貼道會樂?會療輯

蟬的部輿拾療是較連當的作法. Alvin (Alvin & 

W紋wick， 1992; Brusci籠， 1987) 以患者海中心、

以豆豆僧關保的建立海抬療立墓、再依患者鵑準

備度還會完成目標之理念，若能i兵學講研究的

方式彈頭是相當值得嘗試的體驗。於是在研究

開始之前的車備工作中，我以音樂治療所重視

的多向肢評估，確認 Alvin 發展的「自由即興

泊療 J (Free Improvis到ion Therapy) 所強調的

響樂蟬隊還作攝制以及協助個案建立自我、他

人和物件觀係的程序，適合本研究個案的現說

和體求(詳細的內容將jñ[粉墨登場: ~在療的

歷程與續討，二、分軒與華麗芳]中陳述) ，現

與我聽人的專業理愈不蕃茄舍，盟拉法立在以

?自由.lIP輿詣療J 室主先導姓的嘗試 ， tJ.彈藥其

實雖歷程為實驗的室主點。

五、音樂治療在特教

裝置音樂治療訣特殊生的應賠可以摺潮知

十九世紀中葉，當時的公私立學校重要要使用鋼

腎、吉他及各式節奏樂器協助智能隙儼兇黨提

升動作、語雷、社會能力的聲展 (Davis， Gfeller, 

& Thaut, 1999) 。而音樂治療在特陳教會領械的

鷹鳥和研究也以智能障礙和自閉症最為鞭籬，

相窮學衛研究的發表肇蛤於 1960 年代，以音樂

增進害能障疆和自鵲起兒童的社交符站

(Goldstein, 1964; Stee泊， 196事; Stevens & CI器.rk，

l 擎的)、畫畫作 (Gol“紀初，持“; Mahlb巷嗨，待73) 、

語言 (Seybo峙， 1971; Ta1kington & H弱.1970) 、

學業 (Mahlberg， 1973) 等控能為笠，最都攬出

正面的成效與價值。至此在錯特緣起的音樂活

療研究鸝延不斷，至少有土問擒。

即興於特殊生的墉用以Nordoff和Robbins

所發展的創作性音樂治療 (Creative Music 

Therapy) 最富盛名，個以臨床3醫務為主的即興

音樂治療，除了以會輯、影片記逃臨床黨務工

作的個東報告之外 (Bruscia， 1991; Nordoff & 

Robbin旱. 1983)' 相關賞擻性研究郤付之觀如 e

Alv泌的 r 自由鄧興;當療J 雖黨也多以餾寒技

議報告的芳式記述( Alvi訟. 1981; Alv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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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wick, 1992; Haneisl丘，泌的) .但有研究

(Bruscia, 1988; No\鏘， 1994; Pavlicevic, 2000 ) 
掏出，自由揮興的競略具有增進情緒溝通的能

量和影響力，總也非都式、非約定梅成搗衰瑋

憨態，聽者和浩療師可發膜出各種讀式的音樂

溝通 e 舉著iB.建鸝 (Brusci之 i總8) .臨床的治

療額可主動闕始製造音樂，再較難或引導患者

以裔樂表達權緒，也可以聽由音樂間輝、患者的

情輯狀態，達到情錯拉著樂的交流。

四、自串即興治療與臨床躊甫

f自由即興治療j 建 Juliette Alvin ( I 轉1)

發朧的一套模式，主基要以{，\理分析童話理論依

據，強藹治療師在療程中攪換個黨完全自由的

犧會，擴個案在不受任何親則、結構、華至主

臨的束縛忍下，依自日的意輯進行即興。 Alvi瓷

器為音樂治療是故摟智力、動作、社會贊雛成

長蔽序所需要的措段而針鐘執行的一個發膜

混程，這翻過程主要誨搗躊鶴案建幸與自我、

飽λ和物件的聽罷。

Alvin 將「自由即興治療J 的中心焦點放

在懿作和聆聽音樂上，部應用主動佳的技巧

( active techniques )和接受性的技巧( receptive 

techniques) 進行治療。治療的活動可以是製造

各種沒有組織或沒辛苦作甜規則的聲音'iB.可以

主義隨意創作的各種音樂形式。其中 Alvin 最讓

海人知的臨床儸案室各自鵲症兒聽 (Alvin & 

Warwick, 1992)' 無而適用的聲象聽租括其他

障勵守黨子，如:智能障礙輸喝、脂健麻痺、

控體譚礙現有過憊閻難的兒黨等( Alvin, 

1981 )。以下海「自由HP興治療J 三三個發膜階

段期應用的技巧和活動 (Alvin & W在.rwick，

1992; Bruscia, 1987) (如闡…) : 

(一)躊躇一;連結臨義和客體

階段一的治療囂曬個人內在和并在礦物

的關係，強聽聽會動作的體驗和設體嶺域的發

展。主要目標在協助儘黨章發由視覺、聽覺、篇

覺等感官知覺建3立自己和審麓的連綿，活動強

轟罷葉與樂器及其龍治療磁境中暫停纜樣的

聽立。個書長可以藉由操作樂器學習控制聲響，

iB.可i泛聽衝獎和壓抑的惑覺籍的聽器或聲音

抒發出來。

tt路授又潤分支吾爾咽姆錯，第一個時期強輯

錯案和自己切身嚷嚷中梧聞單物關蟬鳴接;第

二個時期強觀個葉和事物歸儸嘴嘿，並開始為

個漿和治療師毒草物歸繳愣成做準備。而治揮寄居

磨用問個原則使擔這些關係拍建立:

1..攪 (ple墨sure)

在治療情壤中管這喜悅的氛圍是說罷段

的主要焦點 e 指療師攪供無壓力、無限制的環

境，讓錯案自翩發出{到海曝音或聲響，藉白鹿

我釋放讓個案辛苦安全的感覺，誰提升{護黨和環

境互動的蠶韻。

2.臨頭還揮總聽(含章e instrument choice) 
樂器活動是本階段的主要重點，治療師以

視覺或聽費等方式，介輯議;這項各式樂器使體

案做選擇。個草草擬中學習參與的掌控能力，建

立喜棍和安全感，並躇免對治療情填產生抗拒。

3.不藉宗( nondirectiveness ) 
;台療輯在當動中提俠各種選擇鵲聽會，躍

免指示議指導個案，只在品要時擺棋支持與議

說，完全接受錯案的訣定，使之自由發揮。

4賴增性(終於itoriality ) 
治療師為確保互動有自難的教子龍擁有

自己的空髓，彈自在地板蠶線，告定期地墊、家

具等學語品作為輔城劃分的藍藍繭，治療師尊重蠶

豆葉的讀蟻，不隨蠶灌入，但可以其自己建立嶺

域，逐漸怯 f互相入使J 的遊鸝方式，協助錯

案其鶴λ空闊的分享竄作準錯。

、治療師聽蟬的聾床方法如下:

1.主動體技巧

主動性技巧但會各種形式的音樂演賽，

如:自由那典、樂器的練習、聽賽、跟自閣成避

戰等，強調椒、聽、韓、豔等感覺連結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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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的發展也有其順序性，如:低功能的兒童

可以從樂器或口頭發聲的活動開始，治療師以

各種不同的樂器示範聲響產生所需要的動

作，讀兒童學習聲音、動作和樂器的連結;高

功能的兒童閏月以從聽音辨識開始，學習區辨

音高、音長或音色，或將感覺統合及高程度的

感知技巧應用於活動當中。

2.接受性技巧

接受性技巧運用樂器為中介，治療師在自

己的樂器上即興演奏自己的音樂，以不具威脅

的方式將自己介紹給個案，再依據個案聆聽的

回應調整自己的音樂或樂器，建立最初的互動

闢係。一旦個案對聆聽產生喜悅且治療師的行

動也被期待，治療師的出現或參與將逐漸被個

案接受。

(二)階段二:連結自我和治療師

階段二的治療重視個案和治療師關係的

建立，主要目標在於協助個案超越感官動作的

經驗，進一步發展象徵性的自覺( selι 

awareness) ，並願意接納治療師進入自己的世
界。認知舖域的學習是本階段的重點，個案對

別人所演奏的音樂需要產生更多的覺知和觀

感、提升自己與他人合奏的能力、同時也增加

音樂聯想、記億和想像力。

本階段藉由提升個案對自己的樂器或音

樂的責任感，真備更佳的音樂表連性，增加個

人的自我掌控度，也嘗試處理對音樂的執著和

恐懼，增加個人的自信心並與他人產生交流。

在與治療師關係的建立上，治療師藉由樂器、

音樂和頡域分享的方式，以音樂提供者的角色

定位，讀個案逐漸產生信任並接受音樂上的協

助，同時願意跟隨帶額，自由參與活動。臨床

應用的方法如下:

l主動性技巧

主動性技巧主要藉由轉化個人的動力和

基本需求為即興聲響，協助個案釋放潛意識中

強烈被壓抑的感覺，治療師也藉此獲得個案信

任的機會並逐步建立親近的關係。常用的策略

有:治療師跟隨個案發出的聲響，以單音或固

定反復的樂句伴奏進行即興對話，或以二重奏

的方式共同即興;治療師和個案使用同一項樂

器並共同分享活動的頡域，同時定出個案行為

可被接受的範圍;治療師和個案保持等同的關

係'成為彼此的音樂夥伴。

2.接受性技巧

接受性技巧適合以治療中所錄的即興音

樂進行聆聽，協助個案對音樂所帶給自己的感

覺有更多的覺知。治療師可以提供主題協助個

案連到自覺且學習信任治療師，自評或聆聽後

的討論也可以作為應用的策略。

(三)階段三:遵循自我和他人

階段三的治療重視如何協助個案和治療

情境以外的他人建立關係，尤其將正向的個案

一治療師關係轉化至個案和父母、手足、老

師、同儕等家庭或社交關係當中。個案藉由前

一階段的衝突自覺和釋放，形成更適應環境且

更被他人接納的獨立自我，在音樂和人際關係

中產生更多的自信和自我肯定，同時學習將自

己對治療師的信任延伸至他人，並進一步習得

解決人際衝突的能力。

社會情緒頡域的學習是本階段的重點，若

無法將其他人帶入治療當中，即需將個案帶入

團體。臨床應用的方法如下:

1.轉化至父母

若個案和父母之間有親子互動的問題，治

療師將邀請父母參與治療，協助個案轉化與治

療師的關係至自己與父母的關係上，同時協助

父母學習治療師與個案相處的方法。在轉化的

過程當中，治療師在支持個案的同時也將逐漸

釋放自己的角色由父母接手。

2.主動性團體技巧

若個案需要建立同儕關係'主動性技巧著

重在即興的應用。團體即興鼓勵合作、交換或

分事，治療師可以設計團體合唱或在團體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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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攝入彈奏成立重獎，讓程可以錯膏、錢彰、

環播和肘請等方式進行。

3接受盤臨體技巧

「自由單p輿抽療」重醜盼聽品經驗，在接

台是整囂體投巧中，有1試驗聽、福療師的演藝、錯

音識團體臨 E每當作的音樂。時會聽可以軒轅臼鸝

互豔、也可以引導其龍肢體活動的發現。

個人的事物

E寸階段一:
一
一
環境

音樂治療師的學物

~ 
個人的性格

音樂治療師

父母

連結告我和他人 E寸 問儕

爾髏

關… 踐自即興治療之發展階股

五、研究目的

經由種鑫研究的方式，我聽深入探究商位

關忌、一年級特殊生參與「自由即興治療J 之聲

輯。我所瞬注的熱點為:

i從音樂治療的實施流程中揮兜賠位特賺

生的樣貌。

2.辦位特聽生與自由即興所激盪詣的治療

運轉件。

3.治療策略的效果許伯與間搭車機殼。

幕繪記嚷:我的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

實欒治療傾向以儸點;當療肇莓，時最錯案

備囂求獨整縷攬蟑程的舉態。我以單一鶴案研

究 (single-case study )的方法，辦對擇敵的研
究角，以個案會議鷗方式，廣說深入地黨集

詞人相關實輯、分析齡體育問蟬發生的觀因、擺

定音樂治療的目標、立在輔以個別化設計搗音樂

抽療策略、持續辦估抬蟬的成效。

Yin ( 1994) 主張種藥研究的主要目的的令
探討個案於特定靖境脈落下的活動性質，以了

解它的獨特性和權雜豔;對個黨研究者語言，

研究的興趣在於了解過程，罷不在結果;在齡

了解聽講，而非特定變議。而音樂捨療怯患者

為中心的方式，會能使個算是發展出鋼人專鵬的

活雖話動和行為，始療額也會和每位個案共同

聽聽不闊的浩療過程。本研翔娟的不在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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儷黨研究 (multiple-case study) 所強調的個東

問比較成擻輯推理，而在強調個黨的獨特性並

根深入探究兩位主角個人參與泊輝的勝

轍，…個案研究符應了此項特賢(潘淑漏，

卸的 ;Yi口， 1994)。音樂治療的執行攝程和韓東

研究典盟的循環式歷程相蝕，囡拉我位教舖

議李i黨麓 ，竭

1.蒐樂多向皮之音樂和非音樂相關資料

2.發環和組錄可用的資料

分析與自拿斷

1.分析音樂和非音樂招攬資料

2鑽5Ê音樂治療的呂標和計葦

3.錢也音樂治療的讓路

r問題界定」、「資料蒐槃J、「分析與診斷」、「治

療策略的實施」、「效果評帖 J 個步轍，將之

現環相扣，進行來阻轍核悔改叢叢治療的效果

建成為止(李時時， 1996 ;嚼蠟冀， 2001) , 

闡二所示即為實施的謊盟關。

頭果薛信

l.槍對與反省→持續治療

2.達成自標→個案報告
闡三研究濟總闡

工、我糊糊棋會議小組

我擁有錢闢音樂治療協會合格音樂治療

師執照，闊的於大喂任教，過去臨床服務的對

象者特殊兇攤、老人竊聽、騁韓疾患等 e 我以

專業拾揮師的角盤親自執行本研究的臨床豆豆

接治療，麓的辯名受過書11績之研究生說理協鑽

進行攝影和幫麓的工作 α 爵跨進高蠶富農竿療

躍發中心鈴響樂聽聽聳聽共同組成題案會議

小轍，組成的人錢有交葉公智科醫師一位、護

理部…偉及上讓繭位研究全助理，由我定期召

開儷案會議交機載兒，以期有效監督音樂治療

的研究成蝕。

云、我的勢女主角

我以立意暇接( purposeful sampling) 作為

研究對象議擇的軍略。告據我值人的研費專f柔

和臨床服務體驗，優先撓選曾在中，心接受過音

樂始草書立井之其雖早療擺著、董言套辭去考智能障

華蓮、街嚮症、聽音靜聽器障礙的兒童，障礙程

度不觀;視音樂治療囑較長程治療，其孩子的

站轉成教導麓，艾母也品裝有長期接送並陪伴

子女護嘉興督樂怡療的囂廳。經由治療前的篩

囂，總共有三位兒童符合資格並接受我個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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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音樂治療，在各自擂立的措療過程中，每

位孩子有個闊的醫療，與?自療師的互動模式不

悶，啦各自發展出颺於自己的活動方式。本聽

究F訴記錄的是其中攜位孩子的指療單警報。

(一)館議通磁

研究對象的鑄選過程分隔階段進訝:

1第一聽段篩擺

(1)由單療中心聽供曾總接受其龍服務臼

錯案、傲的帶萬持續服窮、立未曾接受通音樂

論療的核子，棋會撞出十…位年雖介吾吾五葳零

個月至六鸝十個月之闊的兒寞;

(2)經要醫療當富有發明，五位兒童之.1:障礙為

智能體礙，六位為自閉室;

(3)紹自鶴立黨會議小組共摺討論的結果，針

對錯位教蠶過去一年的麗麗成效和現說詩

倍，確定是否適合以音樂捨療鷗芳式協助服務

(法議的過程將陳議於下一節【韌聽登場:指

疇的聽程與撥討，…、間聽界定與資料蒐

樂]) ，閑時也將家長的配合度作為考麓，共有

三位兒童符合招步篩選的悔件。

2.第二備投篩選

(1)醫院人員預先聯絡家長並說明本研究

的皂的和意義，徵求家長話說的同意權;

(2)與家長話說峙，我再次i每家長說明本研

究躬自的和流程，依書長嚮隱私的研究槍理和自

由迫的研究發言受試者權利，鑄艾母簽下同態導

以確定兒童參與實律詩蠶的韓願;

(3)我接續為主位兒童進行餾割的辦音樂

和音樂相關評壘，再進一步篩躍臨最後鑽受音

樂治療的錯案;篩攏過程j且多完善平麓的方武進

行，做括檔黨分析、交母或相關人踐的深度訪

麟、以及音樂治療直接參與觀察許童;

(4)與個案會議小組時度討論之後，請符合

篩灣資搗之兒童的父母輯簽下詢意書以確定

孩子參與音欒治療能意額。(討論鐘韓辣蜢於

下一館【警告聾發場:抬療島舉程與檢討，二、

分析與靜斷】〉

(5)研究者與之位兒黨的文母欄別討論並

安排獨立的論療時段，接觸為每一鵲孩子在各

自排定的時認議行個別的音樂論療。本研究體

鐸究其中繭位個黨的治療記事。

(二)主角義本資料

1.男主角 A

(1)接案時年齡:六歲六餾月

(2)主要關礙類對:輯度自問症持體輕度智

能障聽

(3)家臆史(如鱷三):;家中在臨人;艾、

母、 A 、弟。

(4)家躍成處聽課 :A 與父母觀冉說，有一

個弟弟，文母年齡相近，幸言三三十五葳右，非

常讓視孩子的教臂，認真積極陪綽A進行療育

觀轍。家錯功能酒瞥，支持系統佳，但艾母對

A 有期待攝萬的默說，尤其母親用心輔導 A 的

認知學業，並自行編擬教材，對 A 過成較大的

聽力。弟弟靠它撥議左右 'A 與弟弟的無理攻擊

不會反擊，很禮線，也詩時表現的愛護之禱。

A 的母親在治療期悶悶工作狀說變動，部份時

段故臨母親的妹蛛接替賠{芋，阿輯和家人聽罷

密切，經常一起話論 A 的學習狀說，能對 A 的

特實矇辨不揖.' t位較披露心，在接送站癱的過

程中對 A 閣書長的行為有較多怨言。

闡三輿主角 A 的家臨史

2.女主角珍

(1)接案跨年齡: 7月鸝闢鵲丹

(2)主要障礙聽對:聽度智能障礙俘躇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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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史(如圖四) :家中有四人;祖母、

母、兄、 B'

(4)家庭成員關係 :B 的父親因病過世，母

親又較疼愛發展正常的哥哥，因此祖母為 B 的

主要照顧人。祖母受過高等教育，雖然年事已

高，但對 B 的學習極為重視，陪 B 進行療育從

不間斷。祖母和母親對於 B 的教養方式相左，

母親對 B 採取較消極、放任的態度，治療期間

也未曾陪同。

四、治療場域

音樂治療主要在中心的獨車治療室進

行。治療室隔音良好，具有音樂器材設備、舒

適的木質地恆及可隱藏樂器的置物櫃，治療室

平面圖如圖五所示。

圖四 女主角 B 的家庭史

〈主機麥克。

| 矮櫃 | 

[什!

;因

『
圖五 治療畫平面圖

五、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

我以參與觀察和個案會議討論的方法進

行研究，同時輔以訪談及文件分析等方式進行

驗證。我先就個案的醫療蓋全斷報告及相關檔案

進行審閱，再進一步與照顧人進行訪談，訪談

主要以自編的「音樂治療個案訪談表」紀錄。

接續再以專業治療師的角色親自執行音樂治

療的實作評量及臨床治療，並持續觀察個案的

狀況;實作評量主要以自編的「音樂治療檢核

表」執行，結果作為目標擬定的依據。治療期

間的觀察則以質性觀察紀錄作為問題分析的

文本架構，小組中的研究生助理也以自編的

「音樂治療觀察紀錄表」紀錄個案單次的表

現，觀察者一致性達 92% 。治療進行中全程錄

影，再依「治療敘事分析 (Therapeutic Narrative 

Analysis)J 方法 (Aldridge， 2005) ，逐字逐句

轉譯成文字以供分析之用，並作為定期與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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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小組系親性分析與討論的教據(如攝六)。

;其下將就研究中斯使用的詩盤表、報藥等評

最指數、分析法、稽費史碧藍及編嗨擅自說明:

(一)靜畫報

1.音樂治療個黨訪談表

此表主全黨黨餾案非音樂和音樂的輯觀資

料，內容包含錯案草本資料、照籲人的資輯、

草草躍成員的音樂喜好、參與音樂的習慣、音樂

輯關訓線、學與治療的態顧與期待等。

2.音樂治療橡接欒

拉奇怪使用在兩節次音樂和非音興行為的

評色，音樂行為包含賓館奏、聽膏、發聲龍力

的積艘，非音樂行為則但含有動作、聽覺、溝

通、概金、社交、符孟晶、專控力嚀。

3.音樂捨療觀槃範鑄我

拉菩提使用敵偽值菜單次表現及擦鞋結束

後撞出總結靜麓的組鋒 e 在正式療程閱絡之

前，個案會議小組將就倡導定的評備結果共陶擬

定鄧麗的積百與標準 a

(二)觀察評量指揮

「自由即興治療J 的分析主要由樂器即

興、聆聽、歌略和其他活動的樂現，判斷錯案

蓮立各擺闊係的能力。我告以此拇指標說明揖

位主角在情療中的敏說 (Bruscia， 1987) : 

l.對樂器里。興的臨蔥

揖輔案在治療當中對聽器演賽所聽曉甜

的肢體和心理由燼。觀察蠶點在世錯案攝作樂

器的方式、聲勢、控制力及盤敏度，聽音辨輯、

模弱、組攤節奏和接律的能力，對特定樂器、

音色韌操作技巧的喜好、關執與分萃的情形

等。

2.對聆聽的時應、

指個案對治禪師辯彈發的樂器或轉音音

樂聆聽的臨鷹。觀察霾輯在吉普鵲案對實樂產生

的臨發性回廳、著車往力、道辨能力，對特定樂

曲、濃奏者、樂器或由式的認肉、聽輯、記蓋章

嘉定想像嚀。

3.對歌唱的問路

歌唱活動的觀察蠹點與上述關部齡相

蝦，扭轉要特摺觀察發聾的位置，音質、音詢

和音調鷗控制，聲諧的覺知和臨別，接律手E歌

詞的記悔，歌曲的喜好等。

毒，其恤

指擱案的特為和態度。觀察的重點在於調

案的眼轉往棚，對組人梅爾妞，結構化的譚

求，報域性、破壞桂、彈性、觸覺!SJj藥、參與

的程度，作訣定、帶疆、跟聽、過守?當攘的能

力等。

(:=)好新法

本研究在始療爵的數債期悶，多童話文本黨

軒的蒐集，聞此主要以質性研究典型的「敘述

分軒法」步聽處理， DP詢問不同問題→運字梅

吋懷鏡→釋晦→分析敘述等(禪嶽誦 '2003 )。

高接於會樂治療研究多以鑄影、錯音等聽親結

媒材蒐集資料，我主義擇以 Aldridge (2005) 海音

樂治療個案研究所發展的一套?治療教學分

析」方法，詮釋正式音樂治療事支持過程中的論

療事件與情節( episodes) • 

治療教率分斬法主聽j:J 1955 年 George

Kelly 創始篩憫人建構心理學 (Personal Con

甜uct Psychology )主主義麓， Aldridge 搜出的五

個分新階股和望著料處理過程分別為:

l.確認故事的內容( Identify the 

傲的tive) :藉由重讀描述情發生的事件、或聆

聽治療師及患者發摸出來的庭律或館賽等音

樂型態，進持原始經驗的自顧與還組。

2.確定慨:金與楊嫂的生態 (Define the 

ecology of ideas and settings) :闡明研究者所持
的概念並建構初步的理論基聽，同時擂述和據

認治療場域中的相駱寧物。

3.確認事件並歸黨 (Identify the episodes 

and generate categories) :給療中的 f對話J 包

舍口語溝通和非口語的行誨，確認可分析事件

的重要性，接將之轉讓並濯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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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麓ili事件;其裝分軒( Submit the episodes 

紛制的sis) :將竇輯、理論和研究命輯進行比

較對照分析，以納入、捨藥、區分、捕飾、贅

，提出分析的結果。

5解釋研究的敘事內容 (Explicate the re. 

喇叭 narrative) :依據治療的軌臨形成協療教

曠的綜合語釋。抬療攝引出事件的意蟻， t但聽

E說寧靜被瞭蟬鳴程看到其起掉搗搗療蔥籠 e

(閱)當強度

本韻究試一持自接種策略確保諧、效度(灌

灌滿， 2003) : 

1.-角撿定法:本研究以自讀研鈍方法(文

件分析、前輯、參與觀察、個案會講討論)、

七糢鱉料來源(個案醫診報告及檔案、音樂抬

療個多位訪談義、音樂治療檢體表、音樂治療觀

寮記錄毅、觀槃記鎮、個案會議會議記錄、研

費者反思岱誌)、商詩以全程錯麗多的方式進行

發… 糞棋轟惡意義喜愛唱

資料的蒐藥，立在報由交友績較及驗證，提高資

料詮釋及報告的可惜度。

2.被研究者共間檢核: [封為本研究個案為

國小一年級生，能力上很難為報告提供固體撞

見以增加效肢， {駐華參與研究的個案會議小組則

全程提拱觀點和想、法，哥哥種構被研究者無法共

閱讀敏的不足。

3.長期蓮香與:研究者全程參與完整的錯案

研究過程，立主充分掌握錯案的指療技援和行

為。

4.情境輯絡之轍解:研究者對整體的治療

情境脈結盡可能擺出究黨、聽寫的描述，幫助

讀者充分掌握研究重點放暸解研究現象。

(五)聶哥

針對本研究的黨料編碼，我採舟如表一所

承之指標。

總位 婦喝說明

資料類型代號【欄討叫樹案會議討論;觀察一參與觀發;自勝…反思白話 :11

診一醫療診斷報告;督掰一管樂治療個案訪談表;會檢…音樂治療檢核衰;音

記一音樂楠療觀鍍紀錄發1

、閥、濫、六、七、八 資料取得日期【如: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一日→40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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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讀是覺場:治療的歷程與檢討

一、棋子

在關麟個案研究的想法時，因教學工作繁

重，服儲湖寫在我的專長頡域中選取一蜜之各

有帶求的兜讓進行指療。然而醒過抬療前篩

選，共有之三位猿子符合樣件，在家長主卑心期待

下，實難言學j撥其中任駕一位，授是我接受了無

有的輩子，提拱獨立的偏別治療。

音樂治療原本就有…定的執行程序，最循

的五個步驟就如同每位特殊進入特教服務

之前早日之後所必須經歷的流嗯，傲的療或介入

的實施形式與成效則會間人間廳，如詞特教老

師為每位華子設計的個舉化策略。本研究的治

療定的是自由即興，每位接子能餾射的目標，

與治療額之寶買主攻讀轄的互動模式， t藍各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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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庭己的活動內容與動線。吾吾本研究的觀位

主角，西年紀相梅、程度相當，雖然聽崩抬療

的狀說不搏，組進度卻走在聽{靠平行的軌道

。爾個張子都走過自由即興的兩瞎蹺，最蝕

的解位男友角繼續階段去，高女主角則聽議章等

止。但聽輯餾案會議討論，原本給黨的女主角

意好增援安掰以協助的角色與男三位角共陷進

行雙人治療，詞轉軌道也因此有了交會點。

在記讓這繭位獨立鵲體的故事時，我先j;).

幫條路體構想，盤幫人並闊前行的筆雷諾漸呈

現在我雷龍時，我很難不聽他們串聯。我於是

訣定將兩位主角的故事放在一起交錯黨理，依

兩位檔案在自由即與中無發生的治療事件道

行確認和主題歸類。

本研究首先以幫疆舟的詩問進行?當療苗

的普車備，巔醋完成了個案篩癡、罷次音樂治療

實作喜事纜、及躇欒治蟬罷課和策略的擬定。

式的音樂治療!聽將近五個月，分三倍賠進行，

聲過一次、單次 50 分麓，共完成十五懿友。

男女3三角在階段…和陪股二分割完成八館次

的種對音樂治療;階段三艘朋友角富麗求，以體

人音樂站療為主要形式，男女友角共悶吾吾與了

台節次的治療。治療的內容依據儷案白雪辭詰結

果和療程中的種單位間饋， E超額案會議小組黨複

討論，再進行撞度的館正與調整。

關六無示郎為本研究音樂治療個案研究

黨撞流組閣。

二、聞聽界定與實輯蒐富麗

研究聽始之前，但案會議忌、組攏行了多次

的討論和決議，對於餾案的篩選標準和執行程

序巳有幣當良好的共議。護理鑼曾帶領院內的

車療認知閹體，對第一階段篩選臨的南位個案

及她們的家聽狀說都梧當聽解，我們就臨聽聽

插進入問題的界定與資料蒐樂。

(一)鐸主角 A

在師讓我聽男主角 A 的背漿資科後，我先

就 A 過去一年的服務成效與境況和護理師進

行安研討論: r A 原東的診斷是中度 M泉，但是

他今年初心竣湖驗的 IQ 接近藍色界，妳想是鹿

為平療介入的影響嗎?五個討 940722民)我指

著早療報告上的瀾驗結果提出我的疑問時，護

理觀串答: r他認知的部份進步很多，可能是

媽媽在家都會幫他被習...媽媽真的很認真吸!

還會自己設計教材 'A 不會的地方，媽媽會不

停地重建毅，有時候教到會為止。 J (個詩

亨40722N)

A 過去上認知關體諜的講影也去是音樂治療

師評蠱的重點頭臣，讓理師問顱當時的狀況:

「其實之頭體裸的時線他很喜歡接近小級

友，可是不太知道怎麼敵人家說，不大會表達

自己的意思，有些程度比較好的小朋友常常不

知道他在講什麼，有時候就不理他了。...但 A

算是一錯很順從的孩子，雖然不太能接受變

化，但是癸求他，都還是顧意配合 o J (個討

940722N) r A 的爸媽配合度很高，以前土辣的

時候接送都很主事時，他們很3監視 A 的教育，應

該會議樂意參與音樂治療。 J (個討悅。722N)

經緝聽聽的討論和資料的審囂，初步判斷

A 的社會立鸝佳，但語奮發農鸝棍，平自少說

話戒僅做?路鍾的的應，所以不易和時儕…起遊

戲，帶要足夠的社交技巧首11練和引導，音樂治

療可協助進行;這些目標 (Hanse丸 1999)。並且單位

巍的配合度高，世符合研步篩澀的蝶摔 e

(二)女議角 B

審閱溫女主角 8 的資料，我也與護理師就

B 過去的表現進行分析討議 :rB 土間體諜的時

侯，參與度並不是非常好，常常會有發呆的狀

況:!ì琨，好像聽不懂，也不太草莓答問題，整體

表現滿接近中度發展遲緩孩子的程度。 J (個

討會40722N) 但輕過早療的騷務，今年割的心

理瀏驗 rIQ 己途經度的智力，除了口語表達、

波鮮、認知能力落後之外，也有注意力分散不

集中的問題。 J (聽診 94072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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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餾~.療冒雪員篇報告及輯驛擋蠹

.文件分析法

第一階段錯案懿議:問題界定翼翼輯草草

﹒訪談法(音樂治療儲案話談袋照顧人詰談

﹒參與觀察法(音樂治療檢核毅、觀察記錄) :治療師執行貸

﹒值案會議討論法(會議的錄)

第二擺設駕霧篩選:分析與診難

﹒個黨會議討論法(會議組錄) :分析資辦吋援定目標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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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策略的實施與效果

替李佮

﹒參與觀察法(觀鍍3日

錄、軍患白齡、音樂治

療觀察紀錄毅仁臨床

治療、形成與總結評量

﹒文件分析法:音樂搗療

觀察記錄褻薛蠱也算

文件分析的一部份

﹒個案會草藥討論法(會宮發

記錄)

階段一;

連給自我和

客體

B 搗動 A 攏行

雙人站接

﹒以「治療敘事分析

法」處理影像資料

，以敘述統計處灣都

讓資料〈此為支持

文件)

嘴續治療餾蠹研究，實胞澆韓聶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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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聽 B 家臨功能的車餘，有一些特難敏

說: r i連發一段時間，闊為 B 的爸發生病，媽

媽是職業婦女，母女之間的互動有限，現在摯

簽過發了 'B 幾乎都是奶奶在帶，奶奶才算是

真正的照顧人。但是奶奶很3重視 B 的教宵，只

要有機會，她都可以接道，配合度很高。 J(個

討 940722 N) 

8 的講:援、龍鐘磁力弱，問時有控意力的

悶悶，音樂?當療也可以協駐改善(日甜甜，

199學)。問詩奶奶濃添了極高的配合憲顱，能額

及其年事已高，要再進一步話說聽罷接送的可

行性。

2 、台析與館臨

分析與診斷主要堅將針艷音樂和非背樂輯

歸資料的分析，擬定鑼擎的治療閥標靶訐鑿，

立在提出適當的音樂治療驚峙。我的 A 、 B 主角

特質與需求有部份爭藹，闊Jlt在至于析與齡體育的

過程中，小組訣將治療目標和策略一弊交互

討論。

(…)聽~舞 A
詰設過艘中 r j屯的母親相當關切其溝通表

達、人際互動及路執等問題 ， 1星期待改善的首

要目標卻在認知竣解能力和專注力。 J (音訪

940725 N) 在進行音樂治療實作解最之站，我

再次仔組研讀研有的齡斷和話讓讀軒，並開始

反釀思索著 A 閥執和頤能特質的衛質性，也思

索著張子的需求和家長期待的落差，於是陷入

了音樂治療宮額和模式取捨搗蹋難。

如同我股本文…閱始「治療取向的抉捧J

中所做的陳述，指療篩可以依據體黨的書求選

擇結構化或部興的治療策略。義預定從中擇一

的頭種潛欒治療模式血者截然不同的理論取

向: (1 )發展佐音樂治療 (Developmental music 

therapy) 要;其兒童發颺、兒童心理體、特要是教

、以及皮亞傑的認知舉哲理論起吏，以心理

教宵的方式，省安全ft入嚴重情結與行為閻攘的

孩子，屢較高結構化的措療模式 (Wood， Gra

ham, Swan, Purvis, Giglio尉，& Samet, 1 會持):若

要加強 A 的懿知釀解能力，遠是較遴擋的選

擇; (2) 自由即興胎療 (Free Jmprovisation 

Therapy) ，以弗洛依戀的J心理動力理論其主，

強調即興實彈療程，以完全自由的方式進行;

若接飯館音樂抬療以兒蠶豆急中心的理念，主主改

善 A 口語表達、人聽互動、甚至自書長等閑題，

這會是較濃當的選擇。

處於觀槍的搖擺中，我決定將難題摳出，

讓接與小組共院起誨，於丟在我先載體λ的想法

提出說明: r笨癸考慮 A 的留著行為跟家長的

期待，會然發展他會樂治療比較適合。但是自

由即興比較重視 A 的心理情緒 ， ~fI'1 需要先阿

波孩子的狀況，然後再引導?史，雷鋒到我們的期

待，這樣比較不會勉強，而且也比較能島發怯

地改善他原裝的時題。 J(個討抖的25R) ffi護

理師說姆先前帶團體的體驗，提出不闊的著

法: r可是以前呀--如果給 A 太自由，他的學

習就進步很少，而且他也不知道怎慈善緣其他小

朋友相處，話很少，我後來均比較結構化約方

式就改善很多... J (俗討悅。725N) 寵幸治醫

師則支持我對慧、法: r A 的爸媽要求都還滿高

的，我覺得媽媽自己就可以把認知的部份毅的

很好 r"'A 雖然很配合，但是他1';:台灣遭堯乎

充滿了結構性，所有的人都在要求1t!!....音樂治

療反而可以給他一個喘息約機會，讓他表鹿原

裝約樣子，而不是又增加一項功課，所以自由

即興可能比較適合. J (個討 940725D)

A 的父母很矗說認知理解的學習，輯室才誰

也對 A 有很高的觀持。然問我自顫音樂治療的

本質，思索著「我們不就是惡毒讓孩子自覺到音

樂的吸虫力、自然地在玩樂中學習、自發怯地

給予回應'ffiJ此焉能全面性地輯販到孩子的

身、心、重嗎? J (日誌斜的話R) 於燒我決定

揉緝臀誦的意見。

在與小龍共何分析自由即興治療的油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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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拇擒頗有蒐樂的評量報聽資料之蝕，站療

的自標和計蠹也呼之欲出。我為 A 擬定了禪大

輯程目標，某一為提升社交/情籍按龍，其立全孟

加強認知理解能力。認音樂治療的療程將i兵第

一爾自標為主，家長所期待的認知建輝臨的將

由學校和文母親個別加強，卒于自入本次音樂治

療的考蠶之內。

「自由黨吾與治療」的首要目標在於建11聽

器自草草和客體的關{系，主斃的策略將讓兒童提

亮分的感官如釁鑼驗當中形成皂身和卦在環

境的連錯，並進而禮成頭定的目標( Alvin, 

1993) ， r 但評估 A 的混沌能力，其~宮知覺的

功能良好，音樂治療原本可考慮略過階段一、

直接從階段二閥始進行，但總業會議小組考量

A 仍有較微的觸覺防禦，我也認為從階段一的

i過程逐步建立治療仰和 A 的鱗係是有必要

的。 J(音記 940725氏，錢能 940722民〉囡鼠忌、

組決議先以二至三三館的治療作為暖身，說較高

程度的蟻始接巧作為起點，美麗步提升 A 對樂器

名諧和聲響辨識的能力，並以不其成脅的方式

和他建立胡步的互動關係，使其對治療~~期

待;接續再教 A 接受治療的獄前靜的是否站入

口諸君雙譜和人顧瓦靈台等其個近程目標(實施目

標及分積可參閱義之二)。

(二)女主角 B

相對~A 的複雜性 '8 梅等黨IIP單純許

多﹒對於 B 的治療目標和模式的選擇，說哥拉

褒先故發幸其衝動特質，並期待未來能聽錯母親

共同碧藍輿論療。我問時認為這學去幾年早煉的介

入 '8 的現況比預期中的好，會欒治標可以考

躍著讓在家朧的都話，特別親手臨鋒的建立有

提升的忌要。

調議會議小組雖然語問我的看法， r 益為鵲

好像學過音樂，和 B 的互動教是我違章，如果可以

一起做音樂治療，對 8 會很好。 J (總討

940725N) 但體擺出其餾較實際的考麓: r但是

很少見到鵲竭，以前來土課都是奶奶陪著來，

奶奶一起做治療的可能性比較大。 J (僧討

940725N) 然而音樂治療介入黨廳主要在改善

成風之間的鸝諱，扭奶和 B 的鷗係麓，不會是

治療的蕾要λ議，但考蠶母親參與的可能盤蘊

罷，的此小組訣搶先以提升 B 的衝動控制能

力、適當自守口語表攏及專注力為近程困線(實

路目標及分積可參聞樂三) ，視日站療品?會說

再辭桔家人參與自守可行性和必要餒。

四、治療鋪峙的實搗與妓果評估

目標和策略磁定之後，各體段的i白蠟歷程

和持續投靜撞撞之間絡。勇、女主角首先以聽

到的方式參與階段一和黯段二的療程，盤的補

位主角不同的轉求而在階投三的計幫上有聽

許轉折，決議以斃人治療的方式進行 e 全程的

治療皆以主動盤和接受性技巧交互應舟，藉由

樂擺l'!P興、聆聽、歌略是事活動進行個案目攤中

有鞠肢體、認知、社會情緒三個發擴讀域的持

續性觀察。

(一)第一幕:階段一之選結自我和客體(第

1-3 過illß~治療}

階段一的治療首先以協立起興、女主角建立

自己韌其自身相關事物及讓境的關係室主主，我

運用了瞥進喜撓、自由選擇樂器、激發不指

示、讓鵲鑫保有個人的讀域荐自項原則。蓄先

j泛接子喜愛的歌島海要素材，擺供皂白發聽

及攤作各種樂器的經驗，營造一餾審視的抬療

氛曬;詞時在沒有指導搗欒器選擇攝程中，讓

樹葉舉體掌控的能力並對峙蟬情境聽立安全

感在每串發聲、自侮決定程己的音樂和樂

器‘皂白活勵及自由詞作的互動中，站療靜也

聽時稅個案的排拒狀祝攏保值們得以維持餾

人不鎮被介入的提間和距離; I司蹲在願意分享

盤λ當城或空聞之禱，先完成感宮動作關係的

總立。其裂的治療則強輯自孩子對自身著舊物的

處理進話對治療僻的事物也投入關法，抬蝶的

元量管除了值案發括選擇的音樂、樂器和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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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指爆師t位支牽夢加入為治療所選擇的樂器、

音樂、及其飽難徵姓鸝於治療師所擁有的物件

等。

1.暖身

療體攤錯，我議主角們帶來告己喜歡的歌

瘤，主急了警造驗艷的環壤，我擴張子嘗試自由

選擇並窩辯解路不蜜的，公路，童藝我們鏡蛇互攘

的聽課搬過最攏。

A 實主於音樂的選擇一豆豆有用堅持，這是 A

進入治療黨蝕的第一件讓:

A 走到唱機的位宜，把自己帶來的罵

呂學健「朋友 J~學絲的 CD 放進唱機中，

他一定繁持自己操作，也接持悔自己

給選擇鍵和搶放鍵...前奏閱始前，他

會很快跑到治療叢中閥、面對著錢盤

成位站著， +~背往身後，等待.i..歌閥

啥。我毒手問他: r 你要站著唱嗎?還

是癸今樂器? J 他通常不會回答，但

會以最快的速度走向放寰樂器的籃

子綴· ，，1生活孟子各拿一個樂器. ~尋趕快

跑防線位站好，子還是會執意揹在身

後，等待。入家的樂器有Z牽線是波板

發紋，育普守候是鐘笨緣。前奏員趕始，

也會以正梭的給予敲打手中的樂

器;但主歌的歌聲出現哼，他會為土

停止敲泰、將拿樂器的兩手再次游至2

身撓，嘴巴跟著F哥哥學楚的歌聲齊唱，

身體做在諾言拉攏的動作· i益，唱的歌詞

現啥tiE.續很脅準稍差。歌飽喝到到歌

的發~份 'A 一定會再次將拿著樂器的

兩手，幟著歌聲在身體兩側做上下揮

動的動作，同時配合右腳用力跨地

板，非常起勁地跟唱。再回到問奏無

歌詞的發~份 'A 也會再度拿起手中的

樂器開始敲打，通常很用力且大

學...。音樂結泉 'A 會先把手中的樂

器放的擺手，堅持車已按“停"的麓，

也堅持由自己將 CD 放回金子。(觀察

940822 R '觀察 940829 R) 
A 的節奏和音樂不佳，但聽意主動鴨敢做

動作 e 對於 A 韓讀摺λ績域的龍的誰給予最大

的尊重，但龍的高功能對於搗療臨的存在日具

錯覺知的程度，囡ft聽聽會聽一接分箏的小嘗

試;

A 唱歌吟詩候，幸之通常會以一段主義逼真

渴望H逸. '以言幸而建擎的節奏伴奏、華幸

而Z晨，昌的方式進行觀察。我e竟安遞給他

不同的樂器，他寄語牽線會欣然接過、

有時候到會交換手中的樂器給我。他

喜愛能發出按大或接料琴聲響的樂

器，如:波板糖援、錢琴棒、鈴絞巷，

當他情緒過於高尤，我會嘗試與他交

換樂器，但不強迫。(自誌 940822良，

自誌 940829 R) 
~B幸而嘗試將一、兩蠅不同的樂器，

如: Bango 藍色、大放、非i州級、三三角

鐵、銅錢等放在靠近他的地方。 A 會

主動將鼓移到為己前方的位竅，他毒手

以鼓棒敲打 Bango 殺，巷尾會在旁以為

乎乎掌舵拍鼓過做為f訴說，入的反息

很快，會嘗試放了鼓棒以手掌模仿錢

給打約方式。(觀察斜。822 1丸，觀察

940829 R) 
A 重~ r鵑友」敬的藍藍持在第三三次會今治療中

己逐漸諧攏，重建;其歌島中程“崩友"一詣的

「歡樂年華J 替代，傳黨股熱接受:

或許是自為自由環境的安定惑 'A 逐

漸拉近與我的身體距離，進到治療章

時雖然還是很少才會成， {.終會.i..動接近

我或自動5談到成身邊的椅子上。今夭

我準備了「歡樂年學 J '考慮歌詞的

內容也是闡述朋友的情雄，想嘗試是

否可以逐步替代 A 對「朋友J-曲的

聲持。活動進行中，我沒有問 A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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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棧歌曲，就直接彈嗚「歡樂年華J

A 顯然學it!這首歌，意辛辛之外地完全

接受，也沒有得要求唱「朋友J 敬。

(自誌 940926幻

B 一開始厲聲音樂的躍擇表環撥動的攤

靂，沒辛苦太多意見，但大部份的詩聞都很車公

聆聽說彈的音樂，因此書是選擇以自編的問輯軟

f'F室主能療的開始:

...a喝著: r請向你的名字是什麼? J 

她現騰地笑了笑，很小學地說出自己

的名字。我繼續用歌唱詢問: r 我們

今天要來…越做什麼? J 她會聳聳

房、同時笑一裳，沒有意見，沒做選

擇。我通常會繼續彈嗨 '8 總是很認

真的聆聽，時而在社yboard 上跟著捧

一些隨意的5但是?或顫音，成會讓她自

由跟著我的音樂彈奏。有時使她會到

自豆子被拿樂器· 11漾著音樂打扮子，節

最§感很好。(觀察"。車22 R' 觀察

9尋0829 R) 

B 的節賽和智準極佳，只望更有音樂，她會

非常專心聆聽，聽勤的協調度也棋盤好，會主

動嘗試各式樂器:

8i選擇i是搖動手搔鐘邊沿著地板方形

線走，走路的節拍完全配合會樂，即

使速度加快也龍議上。...敲打響棒的

能力候，能以錢1的急促的拍子E食品手音

樂，接首曲子邊走進打的協調度能完

成近八成。在鉤子重梭的過程中，她

自己選擇史揍了三角鐵、銅錢和吹奏

樂路 K直zoo( 該) ，除了三角鐵約赦打

:!:混混亂的狀況之外，撞鐘和 Kazoo

吹奏都能Z民主音樂的節拍。(觀察

940822 民)

(註) Kazoo 是一種不用吹氣、而以

口合著即可商銀發出生a蜂鳴聲兮的

樂器，不費力，也無需吹奏技街，深

受孩子喜愛，也是最常被批違約樂

器。

2.體驗

聽聽的發展是階段一的重點，我讓烹角們

最捧留日喜歡的樂器和操作方式，建構餾人轉

屬的活動。 i泛聽覺知覺的統鑼，建立自發性問

應並精熱自己的肢勸按搓，也還漸投入對治療

帥的聽注。

A 不介意我以一小段距離主任在龍對館，也

能簡單間答我白雪提時，但對於樂器的敲擊有自

己一輩固定的芳式，自己很投入但外人卻無法

參與:

A 讓我坐在對吾吾綴他共同敵奇怪何一領

樂器，我若闊佬，想唱什麼?他的街答

一定是「踴友」歌，我是多邀請他一起

唔，他多半會說不，但會認真地拿著

鼓棒敲打樂器幫我e伴奏，讓統獨 a 哼

著歌。 A 尚未建立音高辨識的能力，

也沒有安繪的概念，敲打銀笨重幸，成

會移給安部的綻，謹惡習需要敲奏的音

給他。他會變化多種敲擊方式，如:

兩手各拿…緣鼓棒、讓鼓棒與乎乎1t

由上而下動作一級地製造 C 、 G 的和

弦聲響;他也會將為爭高舉，讓鼓串串

多巷子1.還智麗落下款，以線頭用力垂直

敲擊琴鍵;成為乎一抓，讓偽旅錢棒

都在右手，敏被 Ci奇、再敲敲 G 奇、

錢看來留敲打兩音;也會以為乎一起握

住均被紋棒，上下潛力地敲同一個音

等。若是打大紋，他史常以均被鼓棒

互打的方式變換一些花樣，有花式樂

隊表演打鼓和敘棒互打的模樣。(觀

察 940822 R '觀察 940829 R) 

我逐步擴 A 增站更多體驗的機會 'A 喜歡

加快拍速及力蹺，做出大動作讓擊鼓醋的動

作，草葉竇耳欲聾，我給他讓大的自由讓他盡

情發蟻。韓、樓的動作對 A認言不是響農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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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但我也會製造機會，在旁示範慢速、柔

和的動作讓他短暫跟隨，他開始跟我有一些交

集:

在不同樂器上做即興敲奏是我們常

玩的遊戲。我讓 A 以不同長度、不同

棒頭材質，如:木頭、橡皮、線團、

塑膠的鼓棒先在鐵琴上隨意敲奏，聆

聽不同鼓棒發出的聲響，並體耳食操作

上的差異。再讓 A 體驗鐵琴琴鍵金屬

激烈的振動，也讓 A 遜觸牛皮鼓面體

驗飽渴但振幅較小的觸感。讓 A 拿著

鼓棒，兩手並列在鐵琴上從低音到高

音有次序地敲奏雙音，也快速地以鼓

棒在鐵琴琴面上來回滑奏。我們也以

鼓棒貼近大鼓的鼓面，或以手及手肘

直接延觸，來回輕柔或快速地磨擦並

聆聽發出的聲響。 A 甚至喜歡把腳丫

子投到大鼓上，以腳來回磨E曾體驗鼓

面的感覺。(觀察 940829 R '觀察

940926 R) 

A 喜歡敲擊，活動中常選擇 Bango 和

小非洲鼓。少了鐵琴需要敲在特定音

上的專注力 'A 在鼓上的敲打表現得

更加激動投入，除了打的很大聲、速

度也常飆快。 A 操作鼓棒的技巧不太

協調，打出來的拍子很隨性，這個階

段我只做跟隨，所以打擊聽起來時快

時慢，很不穩定。當敲擊的速度愈

快 'A 也會愈敲愈重。我常在一輪重

新開封時對他說: r 剛才敲好大聲，

我們現在來敲很小聲的... J 他的回答

一定是: r 不耍，我要敲很大聲。 J( 觀

察 940829 R '觀察 940926 R) 

我會應用一前一後追逐模仿的音樂

治療鏡射策略，模仿 A 的動作或用不

同的樂器進行節拍的模仿以拉進彼

此的距離。譬如:我以三角鐵和 A 的

銅鐘進行一來一往的即興對話時，他

會聆聽三角鐵發出的聲響;當他注意

到我用三角鐵跟著模仿他的拍子

時，常隨之露出微笑。有時他也會隨

拍加上完整的注音符號唸請，自己做

起唸謠的練習。(觀察 940829 R' 觀

察 940926 R) 

B 具備絕對音感的能力，可以快速找出搭

配的和弦音，跟著我的音樂敲奏或彈唱，也可

以正確彈奏曾經學過的曲子。她相當樂於分享

樂器，但表現的方式卻有些粗糙，為極待改善

的目標之一:

我在 keyboard上以鏡射策略跟隨B 的

鐵琴即興。 B 的敲奏力度過中，鼓棒

左右來回精確地在每個鐵琴的琴鍵

上游走，雖然沒有明確的旋律，但打

擊的手法隱藏著訓練過的架勢。她的

鐵琴敲奏與我的 keyboard 伴奏，無論

在和諧度或速度上都能契合。 B 在敲

奏的同時，也仔細聆聽著我的音樂。

(觀察 940822 R' 觀察 940829 R' 觀

察 940926 R) 

活動中她最喜歡選鐵琴，我通常會與

她對坐，兩人共同敲奏鐵琴。我一坐

下來舍先試音，拿著鼓棒在鐵琴上敲

幾下 'B 常以大聲斥責的語氣對著我

說: r 不要亂彈! J 。隨即會將手中的鼓

棒丟給我，示意要我和她一起合奏。

她會拿著自己的鼓棒隨著音階敲敲

上行音、再敲敲下行音、按著若我敲

C 音，她會在鐵琴上順著截的歌聲敲

單音 G 同步伴奏，並時而做滑奏的動

作。(觀察 940822 R' 觀察 940829 R' 

觀察 940926 R) 

B 很快就建構一套鐵琴的遊戲規則，而且

勝負也以利她為前提，我當然被「強迫」要遵

守。在 B 跨入接納治療師的階段二之前，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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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以極高的黨顧與我分軍同一韻樂器，這是一

個好的起點，我也盡可能保留讓婚做決定的嚴

騁，其下一階段的關靜、強1t敵準備:

B 開始敲著轎車的白為敬重起， 1 1 3 3 

1 553 … 1113312-2… 1 1 1 3 3 

1553-124321111-1 '我跟

著她彈奏為逸，她挨著把一儕 C 會拿

掉，說: r 拿掉的就不要彈! J 開始和

我玩起鐵琴的遊戲，也為遊載有走了

第一飽規則 c 接帶我敲最毒者的 C'

越大聲喊著: r 哎哎哎!這個也要拿

掉。」隨即將這值高發 C 也拿不放對

一邊。只要我一敲某個膏，她就舟子

或鼓棒把錢的錢棒撥闊，然後自己在

那個會鍵上敲一敲，再將它從藏琴上

移筒，說這樣，一個接一個的把所有

約音都拿掉。接續再放回第一億 C

膏，敲一敲，再放第二個。 脅，撥一

敲，有頒序地將所有鍵又攪攪歸回原

位。(觀察 940雪2會 R' 觀察 940926 R) 
B 也會拿幾種樂器，如:波紋錄放、

響棒、高低水魚、沙絲、銅鐘等，將

其排成一列，每館樂器再依序敲過一

次。我毒手以 keyboard 幫她伴奏，她會

隨意教券不同的樂器，結束後她會將

每個樂器先敲一敲，再依序殺害草原

位。(觀察悅。829R' 觀察 940926 民)

3.信任我的小主角

信任楚;這續擔設罷需要建立的積宮，如伺

做到不干預經不放任、鑼密巴馬時間心但也放

心，在放手興的事之間的象彈是療程中擴其接

載的工作。

我在當動中加入了新的樂器 Autoharp (自

動聽琴)， j還是治療蟬的樂器，啦聽一{富有點

聾麓的樂器 'A會堅持自日搬動，我也會鼓勵

B 自己動手，但對小一生來說，可能有太重藹

掉落的風驗， r 然為治療僻的守則必須對個案

抱持著百分ã信報約態度，雖然心被寫些擔

憂，但我會然相信兩個孩子能完好無忌地被動

它至地耘的定位，而他們確實也順利達成任

務。 J (日誌 940926R)

我已會主學備一袋各丈顏色、彈撥

Autoharp 別的 pick (笨撥)供孩子自

由選擇。依不同階段的目標，我也會

請小朋友從中選取一倍給我。 A 選擇

坐在地板上，將 Autoharp 放在緝毒守，

他從沒嘗試過這個樂器 'í旦控兵好奇

先以右手的 pick 撥絃發出聲音，我.旋

余他可以鳥在手按z色列任一個和弦

鍵，他很快就做了嘗試。我問他要唱

什麼歇，他說不要唱歌，持續以晨光

探索著每一飽和弦鍵。 A 對會各完全

沒有概傘，認視的是撞上烙印的調名

字母(誰:音樂的音名以 CDEFGA

B 代表) ，但 A 試著每一個勢。 A 依

然有安徽的觸覺防鑿，在他彈撥

Autoharp 的過程中 ， am pick 彈撥他

的手臂、模仿他的彈撥方丈，他持有

聳j亮的動作，但沒有抗絃絨的「侵

犯J"(觀察 940829 錢，觀察 940926 R) 
B 走11 Autoharp 境， .i通常會先隨意創

傷下琴弦，再小心地搬動琴。我是學問

她發生長小椅子邊是放地紋，她通常會

說: r 地紋。 J 然後把琴教緩移動刻

地板上，說: r好受唉! J 我會讓她自

己選一個 pick' 她舍先試每館 pick 在

琴弦上萍撥的感覺，再從中擇一@她

也會把每個調都試過一次，用聆聽的

方式決定定勢的工作。(觀察斜0829

良，觀察 940926 R) 
在倍任之餘，忍離援手發出的「蠍會」和

表現的「無禮 J t急是給我自昂的一大導驗。如

何讓鼓手報盡地發揮本質，即使飽們正義嘴也

畢露改善的氣向行誨， r離心等待 J 也是詩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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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刻浮現在我朧中的聲輯:

A 拿起紋棒，使盡全力來回過L敲著鐵

琴，我先模仿他的力度與奏法， ~學依

慣例回蓋自輕柔的教奏，在我經j展示範

的過程中 'A 不持以用力且激動的方

犧童受敲擊或左右來回快速滑過琴

鍵，發ð!非常和j荐的聲響，持續約一

分多績。(觀察 940829 R' 觀察 940926

R) 

我拿起一偽 pick 準備和 B 一起彈奏

峙，她突然把真的 pick 搶過去，很大

聲的跟我說: r我是拿述個啦! J 然後

把她原來拿的i遞給我，說: r妳拿這

個! J 接著必先在琴弦上剃了兩下，

對著我沒好氣地說 r 妳也要彈

啦! J ... C (觀察 940829 R '觀察

9的926 R) 

4.效泉誇估與按討:聞慕之喜

主坡的治療，雖組組充滿驚喜琴。孩子以極

快的麓度回露了治療當中所船真的樂器、音樂

及歌曲，也還漸學習對撮控治療環境中的物

件，並包容治療師於其中。報身的商始巳讓張

子的「原形 J展露無道，進是對梅療蟬的恩寵，

我聽期待滿懷的館語能促使孩子偶有更多的

增進。

(二)第二，事:諧段之走遍騙自義和治療語(草

4-8 瀏餾鋪治療)

階接二的治療重棍男、女宜興興音樂抬療

攝鞠係的建立，治療師協助錯案發展自覺並解

訣輯人對音樂的執著和恐懼等問題，並閱始顧

意接緝捕療歸還入自己的世界當中，建立彼此

的信任囂。儷黨對別人所演賽的音樂轉襲更多

的覺如韌觀感，持時提升對自己的樂器議會樂

的責任感，其儷更龍的音樂表達牲，增加1音樂

和個人的自我當控度及臨己與他人金發音樂

的能力。治療篩藉鹿樂器、智樂和擴城分萃的

方式及音樂攘棋賽的角色定位，讓樹葉連萬雷艇

信任，也接受治療師在吉普樂上的搖動，最終

財顯意眠韓帶韻，更自由地參與活動並拉近彼

此距離。

1.新蘭銀

聽按:二時擺闊的是另一段新歷程。我的主

角們艷階段一照提供的話動一直表現出躍躍

欲試的熱情，位有極高的意聽與指療嘗嘗互動。

海餾階段除了讓值黨的能力更據成熟 .fu顯露

運參觀鞠治療師的引導連到既定的問膜。

「筒帳歌j 閱始鹿為孩子們在這個階段的

體身搭車穿 e 階段二前期 A 總是維持一冀的觀

韻，到了中期才逐漸巖擺飽話灌的一商;間 B

對音樂的學習快攏，在熟榜的嚷嚷中反浦讓懿

動和不安競範的特賈寶顯出來:

A 進到治療堂會慢慢走到我身邊，

童車坐在我旁邊的椅子上，幟，接地渴露

微笑 e 當我間金會唱問候歌，他會議著

啥，有時也會在 keyboard 上敲幾偈

旁，但總是稍緝落在義的聲音之後 c

我毒手喝: r 請問你的名字是什麼? J 

f色會露ð!牙齒笑著留唱: rooo C J 

接我嗎問: r 我們今天要來一起做什

麼? J""他會說ð!自己想玩的樂器，

如: )充當、豎琴、鐵琴、鼓等，對於

無法說ð!-t稱的樂器，也會指出來乳

童換上前告拿。對問候敬的旋律傘來

會熱悉之後 'A 也愈唱會大學。(觀

察 9410的民，觀察 941017 民)

8 則總是以活潑且近乎鈍S蟹的動作退

到治療裳，即使在或身邊的椅子上坐

下，身子還是會重寄來動袋，或時而站

起來又坐下，難持興奮地看露微笑。

我喝金會喝問候歌，她叫定會很投入，

以拍子或拍自己的大腿正請在無誤地

打著拍子，雖然有些歌詞還不太記

得，但一定立刻和串串唱。當成唱問:

「請問你的名字是什廢? J 他會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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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聲音、甚3位有點粗魯地回答自己

的名字，但總是保持高克的情緒並磁

帶微笑。我荼繼續啥時: r我們今天

要來一起做什麼? J 他會站起傘，興

奮地環視治療黨的樂器，有特大聲iE.

譜表地說:l: r 自動繁琴f 有時則指著

鐵毒草，只發出句句的學會，但說不:l:

名稱。在合唱約過程中，必看待會偷

摸我的頻繁或摸摸我的手臂及肩

膀，然後以手搗往嘴、聳著1克呵呵地

笑。(觀察 941003 泉，觀察 941017 R) 

2.掌控與分享

孩子在i這個措段大致巳完成器樂器的探

，但樣作依然不熟悉，興醫絕對樂緒有操控

的態盤。總們也開始聚遴雷特定樂器和音樂的

喜愛，問持樂意分孽。我會讓備許多不問鱉麓

的吹賽樂器快讓子選擇，如:木頭汽笛、 Kazoo

等。

A 健醫設一關性商l序讓奏樂器並沉授在典

音樂本搭的自我陶醉中，逐漸跨越到本撥段聽

始對樂器的JE攝彈吹賽方法康生興趣，問蹲在

拿自己喜愛的樂器時也會開始聽到我:

A 拿起木頭:先商試著吠，吹不:l:聲音

時間我: r 遠矣，怎撥弄呢? J ìî.. ~寞的
吹著急需要襲義，車足以 p語提示讓 A 毒等

嘴對2答:充當口、用力，有時也以嘴型

示範給他看。(觀察 941017 R) 

A 會要求聽自己喜歡的音樂，也艷持

自己操作，迪總階段「歡樂年華」是

他的激愛 e 當 CD Player 播放歌龍時，

他會找一總自己喜歡的打擊樂器，

如:響毅、銅鐘或三角鐵等，車在走i是

敲。以二重奏的方式共同即興也是常

進行的活動，產主會以食動豎琴手I1 Ai選

擇的任一敲擊樂器共同做快板和慢

板速度的發樂對話。(觀察 941017

泉，觀察 941031 R' 觀察 941107 反)

A 在治動中持續吹著 kaz∞'也在每

一億段落不停地變換各種顏色的

kazoo ·他進了其中一餾梭色的遞給
我，並ff;;i擊癸我吠，識和他共同l!p興

吹了一小段。(觀察 941031 爽，觀察

9411071至〉

At註遊漸發揮他的觀囂，我從創意中搗露怎

能往目標道道，患胃始適將加入其盤臣擇:

如同以往· A)久右手拿著 pick 接用力

撥著 Autoharp 的鋼弦，被:l:校共黨

述、似打雷般的聲響。~示意他可以

嘗試純經撥弦、體驗小約的聲響. f色，

馬上說: r 不矣，我要很大學，我要

暴風竭。 J ..z蓋以大雷雨般的聲響試過

大部份的和弦鍵後，次又再請他試試

小瀉，他還是主毫不。我提議讓我彈小

兩蛤他穗，他沒有拒絕，決問始經經

撥著琴弦，他說: r 要彈大量會夭。」

我讓節奏速度稍微加快使略湖愉

悅，問他: r 這像不{拿大晴天? J 1袋，

就像，又換著要求我禪大陰天，我又

精稍放慢彈撥的速度，此持他也拿著

手中的 pick 湊過來一起彈。他又說要

律時鐘在天上，統克幫他接了一個

k旬，他隨之拿著 pick 彈刷 x-x- I x 

xx… Ixxxxlx一一…!的節奏，

看看我的彎處，成鼓勵他說 :r好棒! J 

~按著筒，夭上有沒有雲?他先丸吾吾

泰，然後說有風，草草請他一起來簿

戚，用幾乎沒有力進的方式彈尉著琴

弦，發:l:微弱的聲響。(觀察 941107

泉，觀察 941114 R) 

人很喜歡繪畫，也成為我使用的獎

勵，但我加入音樂矜攤做為時向限制

的提示物，曲子停止，繪寰的活動就

結束。我會吾吾求 A 將繪畫物品歸位，

也在同時訓練他正確的口語教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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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他將物品放草莓種予特若遲到

爵緣，成會請他說: r 老綜請誓，倍! J 

讓他從中學習與治療師互動的方

式。(觀察 941107 R' 觀察 941114 R) 

B 哀艦欒於分亭的鼓手，拿了樂器也一

定會分我一個， {日需要學習更溫和有禮貌的表

連方式，減少掌控他人的意圖與強勢之瓷:

B 對於和弦聲響的辨識度很高，接近

絕對音感的程度，在幾次提示和自我

摸索之後，她就能達唱造以 Autoharp

h 自己停4年，而且轉詞也能唱出正確

的脅豈容。每次進行彈唱 Autoharp 的游

動時，她會將很直接的方式說: r妳

也發彈啦! J 而且在活動即將結束時，

也會二話不說直接從事記手上搶過

pick 0 (觀察 941017 R' 觀察 941031

鼠，觀察 941107 R) 

我和日的遊顱規則將齡能夠從一間終，站

也關始接受「攤 J 的結果:

鐵琴的遊戲是 B 創造出來的，她決定

每次的遊車是怎麼蜻始，規則也舍地苦了

定每逸，常地會先把所有的音拿掉設在

地板么，分配一亭的鍵給我，一卒錄

她，宙語鬼們兩人手捏各拿一支鼓棒，

走在鐵琴的一方木頭主架上，白地說

預備闊始後，看誰先跨過鐵琴或滑過

琴鍵'*敲另一方的木頭丈架，先高生刻

的人可以將自己分自己刻的鍵依序放

紛 !t架上，最後看誰最先放完當然就

是贏家 o 決問也會在幾儕鼓上敲閻定

的詩券，也是由主也決定節奏君是態，看

誰動作，決可以先敲完整套鋒奏。然而

珍電?為了護自己嬴而耍教改變繞到，

也常不放規定不承認決得分，甚至大

學跟我爭執叫囂說: r 我先到的，草鞋

嬴! J 在階段的初期，我，讓她做主導

游，但攬著階段目標愈鮮明，我在中

後期開委會的求她鍵性約改變，堅持遊

戲草書始所當了的主走到將從一而終， I哥哥幸

議總學習接受「輸j 的結果 e 我們彼

此的信任鵲係已發展成熱 'B 也顯意

「取悅J 我， J慎從的意鑽在此時相對

成紋。(日誌 941017 良，日誌 941031

氏，自誌 941107 R '觀察 941114 R) 

3.效果評估與梭討:不是終點的終點

躍著攝入階段二的後期，比較於未接受均

擁齣的狀況，孩子們在各自的話標行為上自有

明顯的競藥，這也是評估音樂浩黨是否議纜的

贈閱點。 A在護知能力方麗的達接度非常誨，

與捨療師互動也紹當好，但是聽指示的懿份佛

有待加強，可以繼續階段三的療程。 8 纜車穿籬

動搪蝴能力的建立，也在其飽自樣的建成度上

去支少完成 75%以上，和治療插互動也相當良

好，然而以個別音樂治療的形式提供協助日還

轍點，幣要轉換至同儕團體或家臨的場城才能

有聽進一步的改善空間。然間「我最終還是沒

有等到母親的出見。我與小組做了很多討論，

奶奶似乎非常期待能由自己加入階段泛的治

療，然iíl .1\評估 a 賞這合協劫 B 改善行為的錄

象只有;有儕進母親，為這兩級主角都不在掌援

脅中 'ml比小組決議 B 的治療將兌告一段落。 j

(日誌 941114R '館討 941114R)-

擺升口語表逼和人聽互動的能力是 A

階段去的目標，若不將他人帶入治療、則幣饗

將個黨帶入閣體當中。小組為如何撤離提供情

療辛苦…番討論， r 我目前不是專職的身樂治療

餘，考"現實狀況，募集三人以上的問儕閩艘

暫時不太可行。為以 A 過泰兩階段的表現，完手

能從雙人治療鶴始，為他建立正向的互動模

式，也能為紛解決蝕，在學校與其他小路友粉處

的問題。 J( El誌如1114哀，個討 941114民)於

是小組建議先讓錯案的8以聽銬的魚龍進入 A

的療程，並間接協星bB 的信標建成婆草草駕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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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囑:階段三之連站崗踏和偉人(草

9-15 過墜入誰讓}

階段玉的治療璽轍協助主角翼值人建投

關係，以餾案和治療師巴建章的擺在為基驢，

將其轉起鼓起伸至他人。由於本階段為 A 的療

程廷擾，由 B 協間還是行變λ治療，翱髏即與可

懿悔自由合奏或合睹的方式進行，增語翻鼠彼

此的認同並鼓聲互動。

1.住當議進

這是一鍛對新的歷程。爾個孩子在各自的

療程結束後，將繼守主合作完戒嚴梭的任斃。兩

λ立豈不全然陌生，當攏在過去的車療芳籌建中共

薩過，還告讓人安心，對即將擺出什麼火花暫

未知鷗蟬縛。

A 的觀嶼時歸支出環，捏造一次不再是摸

絮，反而多了難分對持悍的期待，是報當好的

聽始。法是第一次輯人一起進行治療的情形:

B 一進治療室說話噪說倒不停 'A 一

句話也沒有，只有哦，終害麓的微笑。

我讓兩人各為決定坐在一起成分坐

在我的兩側， B ;手做思索就坐到我的
翁側 'A 微笑但慢慢地走到巷尾的左側

坐下、不露在 B~一起。熟悉的向候歌

闖始，發生般的很i豆，為土綴著嗨 'A

緣然面帶微瓷、聽箏，卻不停地在小

腿處抓癢、時為拉拉褲管或抹去;在重要，

把臉倒向一邊背對著成，竟安沒有最

啥也沒看看我們。問裝完兮，我繼續

彈奏第二次 '8 很熱嘻地指著 A 說:

f他啦! J 示意要我換悶 A 了。要是略

問 A 的名字縛，他才很害羞教授轉過

頭來發了巷尾們一眠，噶答他的名字和

問候詞。 S美挨著要兩位彼此唱歌伺

候'B 的笑容很燦爛，雙手在 keyboard

J:.隨意彈著顫音，為 A 則微笑低著

頭。 B 很大方沈銀 A 就: r 嗨"'! J 待

戒級 A 說: r你要看著 B' 11袋 B 說一

下 Hello! J 他才不好意思搜緩抬起

頭，看著 8 、跟她揮棒子@我按著唱

問 A: r 今夭要來一起做什麼 ?JA 很

快走到放樂器的桌土挑選怨說的樂

器 'B 則坐在f單位觀~著等待。 Ai迅

速挑了錢樣樂譯(雨聲筒、手搖錢、

大小各一的波紋糖畫畫a鼓棒) ，我

說: r 只能拿一個!J A 選是把所有樂

器拿跨度位止，我說: r那你要不要

一偽給 B?JA 翁了看手極的樂器現

在猶豫時 'B 已經迫不及待大聲對著

A 說 :r\ ，給我啦! J 我從鰻 B 要說:

「請給巷尾一僧 !J B 溫柔地愛覆了一

次。(觀察 941219 R) 

男、女主角在闖入擔療中的正向閉目擊讓我

覺得訝興，心中自然充滿了欣喜。話動中我讓

需λ輪流獨勢，直接此聆聽。 A 的接奏能力較

弱 'B 需要窩頭等待與退講，碧藍錯了她強勢與

衛動的特哇。問 B 的支動出擊，半強迫 A 與之

分孽，便越學習加快，您在無形中快速說近了

發駝的距離:

我請 A 先輩漾著音樂敲打，論 8 注意

聽。 A 一總安全會搶拍，但到最後兩小

節則反而比旋律拖延約半拍才戚

來 :B 的表現則非常精蟻，停頓的地

方也完全做到。 草草換著癸兩人合奏，

B 表現地很投入，每小會乎都認真敲

打 'A 別是以一貫害羞的表情低頭默

默完成打擊。手足讓兩個人各自更換…

獨自己喜歡的樂器，符合奏一次，兩

人的協和農格當好。(觀察 941226

R' 觀察部的的 R)

兩人-起以 Autoharp 合奏是叫項挑

戰，我讓兩人各自依負己喜歡的顏色

還叫個 pick' A 先違章?在覺翠土彈到

了起來 'Bi還好之後，又喂了一億給

紋接著:l! A 對üñ坐下來，卻為止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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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的手撥嗨 'A 的身子有點傾倒，但

頒始終低低的，沒說卒句話，也沒有

誰鼠不悅的表情。成4告訴 B 推別人就

不是象小孩，她很在意，也在絨的要

求下跟入就對不起。我接串串間為人癸

用什麼方式合奏， B 間安全汝之長意，她

癸先接和弦音， lÌ1 A 和成一起m pick 

彈劍。彈奏純始 'B 不滿意 A 的彈奏

方法，忍不位教起 A' 惡毒他由上而下

使用 pick 彈奏。當我問要唱什麼歌?

B 完全不殺會 A ll!d退回答: r 火車快

要是尸三人的合奏從鑽到尾沒絢麗詩，

但 A 寫詩會突然飆快，黨委E每次將速

度控制下來。接下來 A 選擇獨自吹著長

自己的樂器，不再和 B 合奏，但吹奏

的過程中 8 則不斷地協劫伴奏。(觀

察 941226 R '觀察的。102 R) 

2成果贊頌

我看割了兩個張子聽儂說的參與掰賴互

藹整，位有極高的意籲興對方共持合作 ， t自療

歷程中我看到了關個孩子的進步，也看到了錯

鼎的喜稅。

A 輿 B 義詞進了許多活動，蹋人都有一套

輿按此相!麓的模式，潛在我的眼中卻充鑽了無

限感動:

A 慈善惡放自己喜歡的音樂進行聆聽的

活動，成詩 A 先徵求自的同意 oA r.司

怨: r婆不要放音樂 ?JB 會說好。-ill

泉是他們熟悉的童歌，他的會拿起參

.t風或吹奏樂器，-起合唱或合奏。

(觀察的010會及，觀察的0116R' 觀

察 950213 R) 

A 喜歡叢叢，聽音樂囊團成為 B 成合

A 的活動之一。為人共用一塊白耘，

但通常會各佑一方作裳 'B 時常會畫

超越兩人默契兮的界線，接至活動結

束時我癸求他們將白板擦乾淨， B 也

會越界幫 A擦掉他的竅 'A 不喜歡「被

侵略j 的~覺，但只會就: r 不要啦! J 

或 F 不4息，草鞋龔自己擦! J 卻從來沒有

表現出揍他更激烈的行動。(觀察

特別的訣，觀察好的 16 訣，觀察

950213 R) 

為人在我的 Autoharp 停奏下一起合

嗯，一開金會 A 總是喝很小鏢 'B 的車接

受很大，為人含一起把全的喝完。 A

約學費小，要先豈容備麥克風給他，他

定說: r 不要啦! J 卻過露微笑、為上

拿起麥克風做主容積喝歌的發勢。我請

他把闊瞬打聽，他會大聲很哦，耕地

說: r 不要啦!找不想!J ~通常不理會

他的說詞 .B 也會對著他邊彈邊唱「好

了沒 j 示意我們都在等他(註)。我

童安閱始彈前奏 'A 馬上就會把麥克風

湊近嘴巴，合唱自然就凋金會。 A 在歌

唱的過程中會愈唱愈大莓，甚j民驚動

過接層樓的工作人真撿來一探究

章。活動結束，兩人一定會分工幫

忙，收拾樂器豆豆將之回歸fi.、位。(觀

察 95位的泉，觀察 950116 R '觀察

950213 R) 

(泣)我曾經在其中一位小弱友還在

拉拉、但另一位已經在等待的時候用

5 5一起 15一 -23 14一 -J是何一一

-1 的旋律鳴 rxx' 好了沒?好了

沒?好了沒? J 來提緩孩子動作要使

了，也讓等待的孩子覺得看趣、等待

不無聊。 B 聽過一次就把他學起來，

當 A 的動作比較慢時，她說，會彈奏這

一小段音樂違唱邊催促他。(觀察

941226 R) 

喝再見敏峙，兩人必須跟我e 、跟彼

此、跟在場的劫速發倚喝完再見歌，

治療才算正式e結采。他們這會只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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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唱，但有時候也會各拿一樣樂器

為自己伴奏。在治療的後期，有喜守候

A 會堅持在唱歌聲令看成帶來的歌本，

我是安請他，把椅子挪到 B 的旁邊和 B 一

起看，他會毫不猶豫地托拉著自己的

椅子到自身旁，坐在他的右側，此書季

兩人臉土會發著笑容將歌唱完。(觀

察 950109 衷，觀察怖的 16 R' 觀察

950213 R '日誌 95糾紛鼠，日誌

好的 J 61丸，日誌、 950213 R) 

3.效果詩估昌地按討:畫下句點

兩個張子的互動錢好，治療也告一投籬，

因為機人形式的音樂治療對入在第三階段的

口語表達駱人際互動等臣樣的禮成度已到攝

限，需{撞孩子接下來需要更多亢的互動、合作

和日語表達機會，臨i足有忠、要在更多時姨的學

校大關體中完成。雖然我曾聽思考費求學校的

詩意，繼續入班;其音樂抬療協楊靖位個案在學

校完成目標，倡多方考量，持續在學校場域執

行莓，床治療的可酷性不大，國此小組決議菇

，也主吾爾人做了黨髏索性和分項矗立(如義

、立了)的總諾言事量報告;

A 在音樂治療中的進步非常顯著，初

期療程所表現的觸覺仿禦和距離

去事，如:不顧意讓先靠他太近等，已

幾乎完全克紋。他在每次音樂治療蟋

始時，都主動坐到我的身旁，活動進

行也不再排斥我的接近。派神注視和

符合，請境的口語表達也增進很多，已

達 70-80%的 7J<. ì泉，很可以再協助加

強句子的結構，尤其或接句子的述說

真皮夾句學的建構能力需要再評估

並提供其他的介入。 A 是一位滋和現

騁的孩子，非常友善也顯意配合，對

1世著麥克風唱歌手償命與繪畫的活動

尤其喜愛。在 B 加入成為伙伴之後，

A4人際笨重擎的主動性上續顯增進。

會注意 B 的行為和留息，樂意和 8 合

券、合唱、分享樂器.:ìt等待，會在指

示下詢筒 8 合作的意麟，也護黨黨和 B

並肩作畫且會主動描繪、模仿蝕的創

作。未來可以為進一步加強僧人情緒

的處理，建議持續向儕合作的治療模

式，協助其建立情緒認知、辨識個人

的情緒和感覺，並發展可以處竣情緒

不安或魯特爽的音樂葉吟。(含記

9502 \3 R) 

路很喜歡音樂，看絕護牙膏惑的能力，

節奏旋律的彈唱技巧也表現的很準

確，對發樂活動的投入程度幾乎近

100% 。是一位敏感的孩子，很會察官

觀色，非常注意老師的l1!1息，也很在

1堂、老僻的讚美與苔，寶善Jt大部份的要

求都能自行完成達 75%的練車事，芳在

老師的提示下，也多能途到道 100%

的水準。 8 的街動控制和常規問題在

療程中，經由老師的投經多可以為我

控制，若同時又獲得老師的鑽美，她

也會全心安力試著維持好的表現。建

議在家中先學校，對於 B 表現好的部

份麥、給予口頭稱漪，做不好的部份則

.!Ì'.. flp修正，告訴她激合或推小孩該如

何表現，立t要求她愛我再做或說一

次，立t4~投5克說正確的時候.:;ì.會鑽

美，增加她的 a 信心和想要好好表現

的嘻嘻機。 B 在音樂治療中的表現已達

預期的水主學，但仍當續續在學校和家

中協助維持並增進其己這成的脅

標。(音記事50213 R) 

落聲之際:緝論與建鸝

進行個案研究鷗暫衷，題為擺棋一種音樂

治療範例，自己能音樂治療跨入特殊教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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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A 的許最喜擇、合項與總解錯果

野黨目標及分積

1.加強感知能力

總評結果

(十五節次)

1-1 億分辨不同的樂發(續知覺 4

1-2 能說出不聞樂鑄的名稱 3-4 
1-3 能辨別不爵的賣會會(聽知覺 3-4

1-4能錢也不同樂器的聲音 3-4 
付能依指示做動作 3 
1功能以聽側記憶旋律 3-4 

2給提升口語表主擎的正確性及過官話號

2-1 能取得治療郡的同意才發發 3-4 
2-2 能符合活動和治療歸對稽 3-4 
2-3 能符合情境/活動愣嚮題 3 
2-4能說出符合情境必雷動的句子 3 
2δ 說話/唱歌的速度i踐中 3-4 
24 說話烈譴般的音暈過中 3 

3. 增進入僚主動的能力
3-1 能以口語m口語/歌唱的方式間 3-4 
徹治療師

3-2 能增加眼辦法獵 2-3 
3-3 能以灣當前方式決議革/負尚情緒 2-3 
34 能遵循治療飾的指示單位競則 3 

辭靈 O.無法完成 1.完成 25% 2 完成 50%
撩撥 3 完成 75% 4.完成 100%

(觀察，音記 950213RDNM)

表三 B 的研農區機、分項與總帶結果

野黨自標及分項

擺弄畜動控制的麗芳

富態評結果

(十五節次)

:“1 能等待、不隨鍍插話 3 
1-2 能取得治療鄧的持意才發霄 3 
1-3 能只就活動內容說出相闋的對話 3-4 
1-4 能在治療都完全下還指令後才做 3 
要求的動作

M 能正確地做出治療都褻求的動作 4 
1而能取得治療廓街再意才潑行嬰求 3 
的事項

2. 提升白話表達的正穗區區矗蠢健
2-1 意義取得治療師的照意才發霄 3 
2-2 能符合活動和治療都對唱 4 
2-3 能符合情境沖雷動將聞聽 4 
2-4 能說出符合情境/活動的句子 4 
2-5 說話/噶敬的速度過中 3-4 
24 說話♂唱歌的音量適中 3 

3 錢外海注力
3-1 J:課能在土之分鐘內進入狀說 3-4 
3-2 能惡夢，心做皇饗讀活動持續」立分鐘 3 
以上

3-3 能獲仿治療師的讀書作 尋

豆-4能同時聽治療篩 2 餾指令並執行 3-4 

錚漿 。‘無法完成 i完成 25% 2完成 5仰志
撥撥 3.完成 75% 4.完成 100"10

(觀察，蜜語的。213RDNM)

憩萬次走間臨床管樂治療去檢棋不同讓路對

圍內特蛛兒童治療體瓏的影響，立在藉此釐椅背

樂治療和會樂教學之間的是異。音樂抬療一車

被轉轟轟長期性的治療，雖然本研究轍位錯案

的功能頗高， {數相較於過去的經驗.Jlt次情任

關係和正自行為聽立的加還狀割的舊比韻鎮

中的好。議也是戳在農攝療程中不慚思素的興

題，成效是怎麼建構的?悶子為悔?我封底做

了那些過去接做的事?跌下是我在過投胎療

單闊的，心得檢討，聽歸提供給有興趣寶路音樂

治療之專業人員臺參考:

1.音樂始療和音樂教學的釐謂:本研究的

拾療影式主變以兒童海中心，這也是與音樂教

學中教師主導罷其體可見的錯別。音樂治療師

主要以致子喜愛的背樂或聲響難為彼此之間

互動及轉瓏的媒介，聽說浩療過程中多音樂少

民語，治療帥的最體語詩常是輯鏈，頭有的回

報和當輝也吾吾話音樂中建構荷壞，張子從玩樂

中學釋。治療的油程是自由且其創造性的，活

動和道行的方式也常是孩子自己的釀作。

樂教學期多自教師依間標決定帶額的活動現

間和擴序，教師在教學都先以口語驢車當麓，

教嘉興中也能品很多口語提示 I~子從競範中學

習。恰療讓張子沒有學習的聽力，對於難以進

入團體萬難與他人互動鷗張子，燒酒合的方式

(Hanser, 1999) 。我在研究中使用的悔自即興

治療，先搗鐘書錯案提建立傲己與環纜、事務的

關係時始，萬萬綿直至1告療器，喜事更同體 (Alvi泣，

19訂) .所以我的小主角 A 從第一次接觸的轍

皇島與不知熙攘，到嚴後一次接聽大聲唱著、緝

毒草互道再見，境如同是我們各自車拉著繩索爾

鶴的一場角力，只能靠著收放之間的拿授，步

步搞髒地把質方棧慢拉近到身壤，其中館一個

組徵轉變的累積，都實實在在考驗著我的毅力

和議力。

2.慎密的辭靈:與教學雄t較起來，背樂指

標時結摟住較棍，但如窩在無話構中帶擴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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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鞋哼，讓先的對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站

療鑼必製在始療箭做好詩諧的鐘案資輯審

閱、苦奮蜜的觀棋輿善事倍、 f子諧的分析與據當、

撐船上鸝館能合作，是將療設發揮極致的不二

法門 (Hanser， 199的。如果寶路者不清楚鼓子

的能力環視、體求或目標，音樂治療噎闊輸悅

的說闊，省委容易讓λ忽略活動的真正目的，也

會問此而被鷺核子的成長機會。

3.資料的控告慰:不碧藍錯攝任何資料，也不

賽全然相僧資料，楓華要仔細反覆閱讀所有資

料，道是暸解孩子的開始， t但是發現孩子大不

間的義醋。執行泊療前…定要安啡葫誰家長的

機會，也安排在非治療情境當中觀察個案的機

會，譜是驗攪和樹種資料的時機。這次研究的

療體比預期中嗯嗯，事先的擺攤工作及事蝕的

會議討論功不可沒。

4.發蟹的質發工作:音樂治療不是象牙塔

的工作，各撰泣聲子態讓攝的過靈童話療數額

色的揖樣，這位攪在研究中，當{醬案說雙λ治

療克競良桂芝驗的話樣嗨，治療轎需要再度寄

信下一會的轉給穆饑葉立更未完成路段之興起人

主勤的過程，捏在拾蝶結束之釀，錯案持續的

書求是進λ持擴大喝體中學習，抬療都在考量

進入學校孰行i會爍的臨難度後，選擇結案。結

案不代表聲乎達成長安終的問蟬，但我餾人節期

許未來若有機會增謝!盡學校的老師接蟬，讓有需

求的張子在完成細則指療的服輯之後，在學校

的環境中有蠟續擴覺服務的可能，將會使治療

的成效東釀完善。

5增加個人的轉讓知能:音樂治療並非沒

有目的地儲機灑擇音樂做活動。本研究盤用四

種研究方法及七種資料來源緯構個案的療

程，其中搏一項工作的完成都攜妻當專業的能

力，如果音樂抬療制能熟聽這雖技能，相信治

療的數行車是能駕聽說熟。

重.檢討與反思:克難的音樂梅療建議以

質、黨並蠢的主式全新韜槃〈鄉的er， 1押的，

音樂?當黨讓觀捨臻的攝程，執行者品須賢治療

進行中F厲害人、毒草、騁的觀黨和所應島之音樂

素材的部件及身旁聽保持擴績不獸的詩靈與續

說，對自己執行的狀前和芳式也必頭雖持嚴厲

的批判和中立的判臨時，以患者其中{.'的理念品

鐘時時刻刻深檻於心，才能將療程引頓在軌道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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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tion of two 1 訓-grade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in “Free Improvisation Therapy." A single-case study was employed. 

The therapy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a repeated five-step program: defining issues, col

lecting materials，部主Iyzing and diagnosi嗯， implementing 綠綠草悶， and evalu在ting the 

outcomes. The preparation for music therapy inc1ud給 case identification, music therapy 

asse鈴您的t， goals, objectives 轟nd strategy design. The “Free Improvis倒ion Therapy" s俗"

sions were divided i的o two stages: stage one included 8 individual sessions 龍nd stage 

two included 7 dyad sessions. A total of 15 sessions were implemented; the sessions were 

held once one week for 50 minutes. The research process w的 recorded and narrated. The 

problems of implementation were also discussed. As a music therapist, 1 contributed my 

point of view and suggestions to anyone who might 在lso be interested in music therapy. 

Keywords: Fr時 Improvisation Therapy, music therapy, students with speci轟I nee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