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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幼兒音樂認知學習發展相關理論為基礎，發展一系列適合

四歲學齡前幼兒的音樂課程教案，並以音樂元素融入課程設計，觀察幼兒在音樂

教學中之學習歷程與表現。研究對象為台中市某國小附設幼稚園維尼班（化名）

全體幼兒，該班為中班，男生十七位，女生十三位，共計三十位。每次課程進行

為三十分鐘，每週實施一次，共計三個月十一次教學。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以觀察記錄表、攝影紀錄、教師訪談資料及與教學省

思日記收集質性資料，之後進行分析與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  

1. 教師在實施音樂元素融入幼兒音樂教學歷程中，教師與幼兒能逐漸熟悉課程

內容，幼兒表現與反應在三週的萌芽期後，已漸漸能跟上教師的指令與動作，

幼兒之表現成效為正向的，且明顯提升幼兒音樂敏銳度與肢體動作之發展。 

2. 研究者透過使用音樂元素與各種不同教具、樂器結合的遊戲課程，能提升幼

兒反應與表現，且其較容易吸引幼兒及維持幼兒注意力。 

 

關鍵字：幼兒、音樂課程、音樂元素、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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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design music curriculum for 4-year-old children based on  

music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of young children. Musical elements were 

employed on enhancing learning process of children. The participants were 30 

4-year-old children including 17 boys and 13 girls. Instruction was given for 30 

minutes, once a week, for a total 11 times over a three-month period. The methodology 

was action research. Qualitative data from the observation forms, video recordings, 

interviews and teaching log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were as the follows: 

1. It was positive of incorporating the music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on 

developing young children’s musical sensitivity and physical movements. 

2. Through using the musical elements and a variety of teaching aids, musical 

instruments and games, it was easier to attract and maintain children’s attention. 

 

Keywords: young children, musical curriculum, musical element, lear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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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是以幼兒音樂認知學習發展相關理論為基礎，藉由幼兒音樂教學之探

究，以設計適合四至五歲學齡前幼兒的音樂課程教案。最後，透過實際教學，以

瞭解幼兒在音樂教學中之學習歷程。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

文獻探討，第三章為研究設計與實施，第四章為結果與討論，第五章為結論與建

議。本章主要針對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釋義逐一進行闡述。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聽覺是幼兒最早發育的感官能力，許多研究顯示人類的聽覺在兒童時期發展

最為快速，其中，又以三至六歲間尤其快速（陳惠齡，2003）。林朱彥（2009）

指出音樂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幼兒從不同類型的音樂與曲調中，透過音樂

元素的變化更能啟發感官知覺與發展音樂能力。此外，幼兒在所有藝術潛能發展

中，最早的便是音樂，例如：嬰幼兒聽到音樂便能手舞足蹈隨之搖擺，藉著身體

的律動來表感受。因此，若能讓音樂成為幼兒生活的一部分，將能對幼兒人格發

展有相當大的助益。徐麗紗（1994）指出若能讓幼兒從小就接受優質的音樂教育，

獲得感受、鑑賞與創造美的能力，能使其變得更完美與和諧。是故，幼兒在幼稚

園階段的課程教學與學習，將與未來能力發展與學習興趣有著重大的關係，因此，

選擇適合的音樂教學課程與方式，以引起幼兒學習興趣，對幼兒時期的孩子來說，

將會有許多層面的影響及助益。 

音樂教育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培養專業的音樂演奏能力並不容易，

而幼兒學習音樂主要的目的，不是成為一個專業的演奏家，而是培養其對音樂的

鑑賞能力（李玲玉，2007）。教育部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教育部，

2012），將音樂歸納於美感領域中，主要著重於過程能力與情意感受的結合，這

也顯示出教育單位對幼兒音樂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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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幼托園所音樂教師的師資來源，可分為三種，一為園方外聘專業的音樂

專業教師，而國內設有許多音樂師資培訓單位，但教師本身未具備合格教師資格

（劉秀枝，2003）。其次為園方給予合格的幼教在職老師研習機會，加強其音樂

教學能力，最後為合格幼教老師本身對音樂有興趣，自我進修充實音樂專業知識，

而自行發展其教學理念與活動（王淑芳，2005）。就目前幼托園所的現況，音樂

教學課程大部分皆由外聘音樂教師擔任，而在過往的研究當中顯示，外聘音樂教

師擁有豐富的音樂技能、音樂知識，更能交錯運用各種活動掌握音樂教學脈絡，

但在進行音樂教學時，為了推展進度，較無法聆聽幼兒的想法與感受（李萍娜，

2009）。然而，現今的學前教育強調以「幼兒為中心」、「自由活動」、「統整

課程」的部分，對於外聘音樂教師來說較難顧及，這也顯現出外聘音樂教師教學

之弱勢（王昇美、陳淑芳，1999；李萍娜，2009）。 

近幾年對於幼兒音樂課程教材分析研究中發現，幼兒音樂教材中的歌曲、唸

謠未依照幼兒年齡做比例分配，其教學之順序也有部分矛盾（陳曉嫻，2011）；

陳妍余（2008）研究幼兒音樂概念學習於《音樂的生活》及《表達性藝術幼兒音

樂課程》教材之比較分析中顯示，教材中音樂概念之教學取向各有所偏好，唱遊、

律動、器樂、遊戲及欣賞未能均衡使用；許惠湞等（2006）研究幼稚園大班實施

創造性音樂節奏教學之需要性與活動設計探究其結果說明，教師教材選擇依據都

能配合幼兒的發展，但對於自編音樂教材較於法勝任。依據上述研究結果顯示，

對於依照幼兒身心發展所設計之音樂課程略顯不足。 

    研究者本身屬於音樂培訓單位外派並領有合格幼教教師證之教師，但進入音

樂教學職場多年，縱使擁有幼教背景，但在進行教學上，仍有進度上的壓力。每

週所教授的音樂元素及概念，多屬於片面式的教學，無法讓幼兒可以深刻的體會

音樂。此外，在設計音樂活動時，往往無法配合幼兒在音樂發展的順序，導致音

樂活動產生過於簡單或是過於困難的問題。為了結合理論與實務，研究者依據其

幼兒身心、音樂概念及能力的發展，設計出適合幼兒之音樂課程。依此課程設計，

四歲中班的幼兒能透過研究者的教學引導，發展音樂概念及音樂表現，使幼兒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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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課程啟發音樂能力，更能提昇研究者在音樂課程設計上的能力。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 

壹、 研究目的 

一、探討幼兒音樂課程設計之歷程。 

二、探討幼兒在音樂教學中的學習歷程。 

貳、 待答問題 

一、幼兒音樂課程設計之歷程為何？ 

二、幼兒在音樂教學中的學習歷程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 幼兒 

幼兒（young children）是指年幼的孩童，也就是指零到六歲的孩童（張渝役，

1998）。根據我國教育，幼稚園收托年齡為四足歲至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又依幼

兒年齡可分為小、中、大班，小班為三歲之幼兒，中班為四歲之幼兒，大班為五

歲之幼兒。本研究所指之幼兒，係為研究進行期間，就讀於中部某公立園所之四

歲中班幼兒。 

貳、 音樂課程設計 

課程（curriculum）一字源自於拉丁文 currere，動詞指的是奔跑的意思，隨

著時代的演變，亦是指課程是一種學習或訓練的過程，以求獲得教育的效果（楊

龍立，2005）。本研究所指音樂課程（music curriculum）係為研究者依據幼兒音

樂能力發展、音樂概念學習、幼兒身心發展及音樂教學法之理論為基礎，設計適

合四至五歲中班幼兒之課程，其內容包含音樂律動、歌唱、音樂欣賞、操作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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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遊戲等課程。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於音樂課程之設計與教學的過程中，透過實際教學、回饋、省思、修

正實際問題，故以行動研究的方式進行。研究者本身擔任教學者之角色，教學過

程中全程錄影，真實的記錄教師的教學過程與幼兒活動中的反應及表現。因受限

於時間、人力及資源，將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敘述如下： 

    研究僅針對中部某一公立幼兒園中班幼兒進行教學。該園所依年齡可分為混

齡班、中班及學前特殊班，共七班。然而，研究者認為中班年齡之幼兒已較能聽

從教師之指令，因此，本研究僅先針對一個中班班級之幼兒進行音樂課程發展與

教學，以便於未來向下（小班）或向上（大班）發展不同年齡之音樂課程，是故，

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其他班級或其他年齡之幼兒。 

    研究中所使用的課程內容，為研究者依據幼兒身心發展，所設計出之音樂課

程，分析結果時主要探討幼兒在音樂課程中之音樂反應與表現，而其語言發展、

人際互動等在課程中出現之行為反應，均不在本研究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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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目前教育部並無提供有關於幼兒園音樂課程所選用之教材，因此，幼兒學習

的音樂元素與音樂概念等引導順序並無相關的規範、標準、及教學進度。使得多

數的教師僅能針對本身的教學經驗與幼兒表現來選擇課程難易程度或調整教學

內容。然而，教師的教學技巧、方法、原則是影響課程進行之重要因素（張渝役，

1998），因此，研究者將針對幼兒音樂認知學習發展相關理論、幼兒音樂課程設

計與實施、以及幼兒音樂教學等內容進行探討。 

 

第一節 幼兒音樂認知學習發展相關理論 

黃麗卿（1996）指出認知（cognition）包含求知（come to know）與辨識（recognize）

的意義。由於孩提時期是奠定個人發展最高智慧和創造力的時期，著名的認知理

論發展學者如瑞士發展心理學家Piaget與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runer，皆提出不同的

教育觀點探討認知發展理論（cognitive development）。研究者就其理論探討對幼

兒音樂能力發展之影響，並思考有關音樂認知能力發展之問題，以下分別說明各

理論。 

壹、 Piaget「認知發展理論」與幼兒音樂能力發展 

Piaget將認知視為一個不斷同化與調適的歷程，因此，將兒童的認知發展分

成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 stage）、運思前期（peoperational stage）、具體運思

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等四個階

段。其中，感覺動作期是指零至二歲，主要是依賴感覺獲得經驗，屬於物體恆存

概念；運思前期是指二至七歲，使用表徵語言與符號表達概念，但會以自我中心

且不具備可逆性；具體運思期是指七至十一歲，能了解水平線之概念、能用具體

物之操作來協助思考；十一至十六歲的形式運思期，能懂得推理、邏輯思維、以

及抽象思維。Piaget認為就知識取得與組織方面，幼兒的邏輯與成人不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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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須注意其發展階段與邏輯運作，以提供適切之課程。且就早期認知發展而言，

幼兒是經由不同性質的階段進行發展，而基模是認知、語言及行為的基本單位，

透過同化與調適之機制，必須不斷改變現存之基模，認知結構因而發展（吳美玲，

2002）。此外，認知階段發展理論包含以下特色：發展遵從順序，但有個別差異；

所有發展階段都可以歸入其他階段中；每個階段都同時包括了一個準備期和一個

完成期；每個階段都含有一個形成期(發生期)及最終平衡形式。 

本研究實驗之對象屬於運思前期階段之幼兒，因此，以下僅針對該時期進行

探討。運思前期的幼兒主要是能使用語言表達概念，在語言學習上有獨語

（monologue）的現象，這種以自我中心為主的語言，是幼兒天真思考的證據，

並不理會他人是否注意，也無意引起別人注意。此外，守恆觀念（conversation）

也在此時發展出來，類似蒙特梭利所謂的「秩序感」，也就是幼兒一向以第一印

象為基礎，消失或改變第一印象將困擾幼兒或引起幼兒憤怒。且幼兒的推理能力

也開始發展，能使用符號代表實物、能思維但不合邏輯，不能見及事物的全面，

會直接推理、無法注意到轉換的過程、具體性，儘管並不考慮因果關係，幼兒傾

向於對一件事情的始末冠上理由，而該理由並不會是切中事實的理由，這種只具

「原因」不具「理由」的回答，Piaget稱為泛答（syncretism）。因此，此階段幼

兒的思考途徑主要是經由象徵性遊戲及模仿的過程。 

黃麗卿（1996）指出幼兒能透過聽音之行為顯示出某些音樂要素的發展可能

比其他要素更容易被區別與瞭解。音樂認知能力主要包括：記憶旋律的能力、記

憶音程的能力及區辨音調的能力等，這些能力會隨著幼兒的發展更加的成熟

（Bartlete & Dowling, 1980）。因此，若套用在Piaget階段發展理論中，學齡前之

幼兒應屬於感覺動作期與運思前期，此階段幼兒思考途徑主要是經由象徵性遊戲

與模仿的過程，在音樂的學習領域中以說白、肢體節奏等具體動作經驗轉移至象

徵性的音符認知（劉秀枝，2003）。此外，根據Wadsworth（1979）、Erickson

（1936）、Todd 與 Hefferman（1977）整理運思前期階段之幼兒發展特徵與音

樂之關係，如下表所示（引自黃麗卿，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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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運思前期階段幼兒發展特徵和音樂經驗 

年 齡 行 為 特 徵 音 樂 經 驗 

二歲 

跳舞、輕拍、跑步、語言

能力較進步、注意力較短暫、

嘗試運用一些詞彙或字表達、

發展獨力性且非常好奇、容易

疲倦等。 

喜歡活潑的曲子並隨著音樂

跳舞、能夠學習簡短的歌曲、喜

歡跟著大人作簡單的動作、更喜

歡敲打樂器並聽不同的聲音、喜

歡唱機，因為能看到唱盤的旋

轉、在費力的節奏活動之後應有

休息時間、盡量避免太長的活動。 

三歲 

隨著音樂做走，跑，跳的

活動、自我控制能力增加、專

注事物的能力增加、使用更多

的字彙、會比較兩種不同的物

體、能參與活動計劃、開始顯

露創新的能力。 

喜歡比較特殊音樂來進行新

奇的律動、能等待一段短暫時

間、能唱較長歌曲、可設計團體

活動、經驗聲音的對比、開始唱

歌詞或傳統歌謠、能組合旋律同

時對旋律產生多種喜好、嘗試以

自己的想法來選擇重要的音樂。 

四歲 

    對規則感到興趣、能配合

大人的計劃進行活動、喜愛想

像的活動、擁有更好的運動控

制能力、可做跑跳的動作。 

    可做有規則可循的歌曲和遊

戲、能對正在進行的音樂活動做

適當動作配合、能嘗試為歌詞配

上樂器、喜愛戲劇性的律動、喜

歡玩弄鋼琴、喜歡反覆不斷的玩

弄錄音機、能辨別簡單的旋律。 

五歲∼六歲 

    擁有相當好的運動控制能

力、喜歡規則、視力尚未完全

發展、眼球移動緩慢、觀看小

的圖書畫或線條有困難、心臟

血管系統改變。 

    可以坐得更久、喜愛具規則

性的歌曲和舞蹈、能跟隨較特殊

的節奏模式作動作、能在鋼琴上

找到正確的音高、配合生理的改

變，可給予較多變化的活動。 

七歲∼八歲 

    開始閱讀具象徵性的符

號、關心遊戲規則、發展合作

和競爭心理、出現邏輯思考過

程、能比較兩個以上的物品、

喜愛由男女兩種角色所組合的

小團體遊戲。 

    能閱讀歌詞、有規則性的舞

蹈和曲子特別有價值、由幻想進

入現實的時期、能比較三種以上

的聲音或音高、喜愛大家唱或和

其它友伴從事任何的音樂性活

動、希望嘗試鋼琴或舞蹈課程、

喜愛從事一些團體活動，諸如：

歌唱遊戲，非正式的樂器表演，

說白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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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得知，幼兒發展順序是有模式可循的，因此，教師應針對幼兒各階段

發展特徵，進行適當的音樂教學活動設計。本研究在進行音樂教案設計時，亦採

用Serafine（1980）、McDonald 與 Simons（1988）根據Piaget階段發展理論中運

思前期之幼兒在從事音樂活動的建議： 

一、運思前期的幼兒以自我中心為主，而無法以其他觀點來思考事情，因此不適

合從事團體競爭遊戲，可採個別的音樂活動，如手指謠、節奏說白為主。 

二、鼓勵幼兒參與團體活動並與他人分享自我，讓幼兒玩些「分散性」的活動，

如尋找遊戲、與幼兒玩「躲貓貓」的遊戲，可訓練幼兒根據聲音的線索去發

現聲音的來源。 

三、幼兒只注重整體而無法進行部分的思考，因此對一個三、四歲的幼兒而言，

反覆敲擊「頑固伴奏」會發現有許多幼兒無法勝任，原因在於，幼兒缺乏可

逆性思考邏輯推理的能力（往後推理何種節奏模式是每一次反覆時的開端），

他們可能會將 的模型分割成 和 兩個部分，因此教學時即由「部

分」慢慢進而到「全體」的教學。 

四、此時期幼兒缺乏保留的概念。所謂音樂的保留概念是，當音樂在形式上或量

度上改變，而其實質未變，但幼兒無法瞭解其質量仍保持不變之心理傾向，

例如：在固定拍中添加其他節奏模式對學前幼兒來說，是相當困難的。 

五、此時期的幼兒要提供各種快慢、不同的視覺、觸覺及運動知覺的練習，來發

展其音樂知覺的各種知能。 

    Piaget認為認知結構的發展會與環境變化取得平衡，若失去平衡，個體本身

會主動探索並尋求答案及解決問題（林庭君，2010），為了激發幼兒的學習興趣，

教師在設計教案或活動時，必須符合幼兒的認知發展，在了解Piaget各階段的發

展與歷程後，了解音樂發展與幼兒發展的重要性與關連性，因此可說是設計課程

時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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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Bruner 「認知發展理論」與幼兒音樂行為發展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runer提倡發現式學習（learning by discovery），鼓勵學

生個人自己去思考、比較、對照、運用各種策略，以發現教材所含的重要概念。

Bruner（1962）指出「所謂發現，就是調整本質的事實，改變與重組之後，獲得

新的事實」，主張結構是知識構成的基本架構，有結構性的教材不僅易使學生容

易理解與不易遺忘，更有助於日後的學習遷移（鄭佳伶，2008）。也就是說，發

現式學習可以促使學生重組知識，透過直觀分析以獲得新知。因此，教師應該在

實際教學情境中，設法安排有利於發現各種結構的情境，讓學生主動發現知識結

構（張春興，1994）。Bruner（1962）在教學原則上將其分成：認知發展階段理論、

教材結構理論、學習技能理論。其中，認知發展階段理論是個體與外在環境意義

建立關係的基本要件，認知發展成熟的學生對於外在訊息很快可以加以處理，變

成記憶、理解的重要來源。Bruner（1968）提出一套「表徵系統」理論，主要理

論重點為表徵系統理論階段與發現式學習。其中，表徵系統理論認為認知發展可

分成動作表徵（enactive representation）、圖像表徵（iconic representation）及符

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等三階段（引自林佳慧，2007）。學習理論則

強調「結構」，主張學科知識都有結構性，認為教學者必須了解學生的認知結構，

才能引導學生去主動的發現教材所包含的結構。以下將針對表徵系統理論與幼兒

音樂行為發展進行說明，並期望透過認知發展階段理論能使教師瞭解幼兒如何學

習音樂（劉秀枝，2002；林庭君，2011；陳研余，2008）。 

一、動作表徵（enactive representation） 

主要為三歲以下的幼兒最常用的認知方式，他們藉由抓握的動作來與周遭的

環境產生連結，藉由感覺性的與運動性的探索活動來獲得知識。在音樂活動上則

經常透過身體律動及表情表現出他對音樂的了解、藉由模仿的方式將所聽到的聲

音表演出來、以姿勢或舞蹈的方式描述所聽到的音樂、透過即興演奏樂器，來組

合自己的音樂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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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像表徵（iconic representation） 

幼兒三歲後即進入「圖像表徵」期，此時期的幼兒已能透過圖案或心理象徵

來解釋未在眼前出現的事物，亦即幼兒不必藉由感官、動作的操作，而能以象徵

的方式來表示物體或事件本身（黃麗卿，1999）。在音樂活動上，保留心像的能

力漸增，能與視覺做結合，如看到↗，能知道所代表的聲音愈來愈高、看

到｜｜｜｜，能知道代表固定的拍子；能將所看到的形象，透過音樂演奏來詮釋；

運用自己的符號或自己的言詞來描述所聽到的音樂。 

三、符號表徵期（Symbolic representiation） 

此時期以語言文字等符號為學習方式的過程，便為符號表徵。在符號表徵時

期的兒童已進步到能使用符號來代表他們所認知的外在世界，並運用語言、邏輯

及數學，而不再侷限於知覺心像。兒童能以符號來代表知識和經驗，顯示孩童的

認知能力已發展到最高層次。此時期的兒童在音樂的運用上，能將音樂聽覺概念

連結傳統的音樂符號、能運用音樂符號或音樂術語來描述音樂、藉由演奏將抽象

的符號轉為聲音表現出來、能運用傳統的音樂記號來組織，並記錄自己的音樂意

念。 

     綜合 Piaget 與 Bruner 兩位教育學者的理論，研究者認為在設計音樂教學活

動時應注意幼兒的發展，每個幼兒的發展雖有個別差異，但發展的順序是相同的；

其次，應注意幼兒的年齡與經驗，以豐富的理論為基礎，設計活動能使幼兒順暢

的學習。透過以上的方式，教師提供幼兒一個快樂的學習環境，使其在學習音樂

中獲得滿足與成就。 

 

第二節 幼兒音樂課程設計與實施 

    音樂能力的發展就如語言能力的發展，我們必須提供幼兒如同語言學習的環

境：聽豐富的音樂、鼓勵幼兒喃喃發聲（music babble）、創作聲音、讀寫聲音（莊

惠君，2012）。因而在設計音樂課程與進行音樂教學活動前，必須先針對課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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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關音樂及所使用的樂器、教材有所了解。本節將就幼兒音樂概念、音樂素

材及活動設計的方式加以討論。 

壹、 幼兒音樂概念 

    林朱彥（1996）及薛郁琪（2006）認為音樂概念可細分音色、強弱、拍子、

快慢、長短、高低、音高、音階、曲調、和聲、曲式等；黃麗卿（1996）將學齡

前幼兒所具備的音樂概念為音色、力度、節奏、旋律、曲式；Ramsy（1981）和

Davidson（1985）的研究即發現，學齡前幼兒所具備的音樂概念大致包含：音色、

力度、節奏、旋律、曲式、音樂結構與和聲（引自黃麗卿，1998，頁26）; 美國

音樂教育學者暨柯大宜教學法專家Lois Choksy （2002）根據Jean Sinor （1979）

兒童能力發展分析表，提出十項兒童早期應學習之基本音樂概念為力度、速度、

音色、節奏、拍子、重音、單拍與複拍、樂句、曲式、曲調（王淑姿，1990、李

永華，2005）。 

    本研究之對象為四至五歲學齡前幼兒，綜合上述研究及學者之觀點，此階段

幼兒之音樂概念大約可分為節奏、力度、速度、音色、重音、曲式、曲調等七項。

以上七項之音樂概念又可細分如下：節奏意為聲音有長短之分；力度為聲音的大

小聲及強弱；速度分為快與慢；音色可辨別自然聲響、人聲及樂器的不同；拍子

則蘊含重音、單拍與複拍的概念；幼兒在曲式中則須分辨不同的樂句；曲調即為

聲音高、低而後構成旋律。研究者以上述之音樂概念，作為往後幼兒音樂課程設

計之主要學習目標。 

貳、 幼兒音樂課程指標 

    教育部於1987年定訂「幼兒園課程標準」，將幼稚園課程範圍分成六大領域，

分別為健康、遊戲、音樂、工作、語文、常識，以實際的活動為中心來貫穿各大

領域，使幼兒從學習過程中獲得完整的知識和經驗。「幼稚園課程標準」因沿用

多年，因而此教育部於2012年已公佈實施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以下研究者

針對我國已廢止的「幼稚園課程標準」、美國「藝術課程標準」及我國已公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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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新課綱分別加以說明。 

一、幼稚園課程標準 

    1987年所訂定的「幼稚園課程標準」中，幼兒音樂活動，主要在於培養音樂

感、節奏感、創造力及真、善、美的情操，教師最重要的是了解幼兒的身心發展

特徵與需要，透過遊戲達成綜合性的教育（蔡秋桃，1996）。幼兒音樂課程包含

唱遊、韻律、欣賞、節奏樂器四大教學範圍，相關教學內容與取材描述如下（教

育部，1987）： 

（一） 唱遊 

唱遊的內容包含日常生活中常見的自然現象、動植物、節日、故事、遊戲、

童謠及地方歌謠等。歌詞的意義、深淺、長短都需要適合幼兒的發展及生活經驗，

內容需生動活潑，富有表情。音高概念則以一個八度內為限，音程則以三度、五

度學習為先；適合幼兒的節奏是二拍子，其次是四拍子，再來是三拍子；歌曲以

簡單的和聲伴奏，節奏明顯為主等。 

（二） 韻律 

包含模擬韻律及自由韻律。模擬韻律為隨音樂節拍做模擬的運動，如基本動

作的練習，如拍手、走、跑、跳；日常生活動作與事物，如洗手、刷牙、開車等；

動物動作的模樣，如大象走路、小白兔跳等；表情及故事的模擬，如小鞋匠、搖

寶寶；幼兒的體操，如空手體操等。自由韻律為幼兒運用身體的各部位，自由即

興的表現出樂曲及歌曲的節奏或表情。 

（三） 欣賞 

欣賞教學先從「辨別」自然界和人為的各種聲音及「聆聽」。動物的叫聲，

如狗叫聲、小鳥叫聲、蟲聲等；各種機器發動聲，如火車、汽車、電話聲等；自

然界的聲音，如雨聲、雷聲等；各種的人為聲音，如拍打聲、哭聲、笑聲等，這

些聲音可培養幼兒對周遭環境聲響的敏銳度。聆聽音樂則是樂曲的欣賞，主要可

培養幼兒對音樂的感受力。選擇樂曲時應注意樂曲要多樣化、短而精簡、具有明

確的音樂概念、具適切性。教師在設計音樂欣賞活動時，必須要讓幼兒親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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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積極投入才有意義，並斟酌幼兒對樂曲的接受程度和興趣，側重生活化的教材，

安排遊戲式的活動，使其能辨認聲音的大小、高低、快慢、強弱、長短等。 

（四） 節奏樂器 

    節奏樂器包含敲打節奏樂器、克難樂器及小樂隊合奏。敲打節奏樂器，輔導

幼兒利用不同的打擊樂器來敲奏，如三角鐵、鈴鼓、木魚等，以培養幼兒的節奏

感，並學習輪流、等待及愛惜樂器的習慣。可運用與樂器相似聲響的克難樂器或

是自製樂器來敲打，培養幼兒的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小樂隊合奏則可培

養幼兒的團隊精神，滿足幼兒團體合奏的樂趣。選擇樂曲上要節奏顯明，以二拍

子、四拍子、三拍子為宜，曲調活潑，並按照幼兒的能力做節奏的變化。 

    從教育部所頒佈的幼兒課程標準中，可發現音樂概念學習的內容，隱含在幼

稚音樂課程教學中（林朱彥、劉曉君、粘婉鈞，2008）： 

1. 唱遊教學方面：透過仿唱、模唱及遊戲，了解歌曲的節奏、拍子與曲式，並

搭配樂器敲打做頑固伴奏。 

2. 韻律方面：藉著韻律所選的樂曲，讓幼兒感受不同的風格與情感，並以肢體

動作表現各種的力度、速度、節奏及曲調的高低變化。 

3. 欣賞方面：聆聽生活當中各種自然聲響、人聲，感受與分辨聲音的音色、高

低、強弱、快慢或長短。 

4. 節奏樂器方面：以樂器表現高低、強弱、快慢及長短外，還可搭配不同的節

奏樂器來表現歌曲的力度、速度與拍子的變化，體驗音符的時值長度。 

二、美國「藝術課程標準」 

美國於1994年通過立法，為了藝術教育的品質與豐富，訂立全國性的藝術課

程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首次將「藝術」認定為學校的核

心課程。為了讓藝術進入教育核心，音樂、舞蹈、戲劇、視覺藝術四個領域的學

者，他們有共同的理念，認為所有的兒童都有接受藝術教育的權利，而藝術對於

生活和學習都是有益的（謝苑玫，1999）。全國性的藝術課程標準是以三個年齡

層來架構，從幼稚園到四年級、五年級到八年級及九年級到十二年級，在每一個



 

 - 14 - 

年齡階段中，各個藝術領域分別有其該領域的標準綱要。在幼稚園到四年級階段

中音樂課程的總目標，主要分為演唱及演奏樂器、創作音樂、對音樂的反應、了

解音樂等四個項目，相關內容主要如下（教育部，1998）： 

    在演唱及演奏樂器的項目中，幼兒在說話、唱歌及朗誦時有表情的使用自己

的聲音；幼兒能運用正確的音準及節奏，演唱出不同的調性、節奏、曲風的簡單

歌曲；幼兒能嘗試不同的樂器及音源，並在樂器上敲出簡單的旋律與節奏。 

    在創作音樂的項目中，幼兒能透過遊戲時運用自己的歌聲、樂器或其他的音

源創作簡單的歌曲或音樂；透過歌曲、音樂、故事及詩詞內容創造自己的即興伴

奏；運用自己的符號來表達對音樂的想法、樂器的聲響及人的聲音。 

    在對音樂的反應的項目中，幼兒應能辨認出不同的音色；透過身體的肢體來

表達他們所聽到的音樂感受，如聲音的速度、節拍、力度、調性及不同的曲風；

幼兒能夠自由地參與音樂活動。 

    在了解音樂的項目中，幼兒應能在感受音樂後能透過自己的字彙或是標準的

音樂術語來描述所聽到的聲音、樂器、曲風及不同的文化音樂；透過演唱、樂器

演奏、肢體動覺及口語表達音樂的改變，如節奏、力度、速度的改變；能使音樂

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 

    美國的藝術課程標準對於幼兒在音樂學習目標與內容中，幼兒在每個階段所

能發展出的音樂能力皆有明確的說明，教師能依據不同項目設計音樂活動與遊戲，

使幼兒能達到基本的音樂能力。 

三、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教育部已於2012年已公佈實施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相關內容仍在修訂

中，研究者在此依據教育部公告做一說明。幼兒園教保活動與課程大綱主要的五

大核心價值為「探索挑戰」、「表達溝通」、「仁愛合作」、「獨立自主」、「文化實踐」，

內容包含六大領域：身體動作、語文、認知、社會、情緒及美感領域。美感領域

包含音樂、視覺藝術及戲劇，其主要的三大目標為「探索與察覺」、「表現與創作」

及「回應與賞析」。美感領域主要的實施目標如以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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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與察覺」主要是隨時鼓勵幼兒透過感官知覺探索生活環境中美的事物，

並對其產生好奇與感動，進而擴充生活經驗並引發對藝術的興趣。其主要目標是

幼兒對各式各樣的美有所體驗和感覺；透過視覺感官，探索察覺環境中人事物的

美；運用聽覺與身體動作，探索生活中各式的聲音、節奏律動的美；運用扮演遊

戲，體驗生活中感官與情緒經驗。 

    「表現與創作」主要是提供各種表現創作的機會，透過多元藝術媒介來表現

自我或對生活事物的體驗，培養創意及藝術表現的基本能力。其主要目標是透過

多元藝術媒介，發揮想像力、展現創意並抒發自我情感；運用視覺、音樂及戲劇

的藝術媒介或元素，進行表現與創作。 

    「回應與賞析」主要是能培養幼兒對生活中各種藝術創作與展現的回應，以

發展幼兒對藝術的偏好及審美的能力，增進對多元文化的體驗。其主要目標是欣

賞視覺藝術、音樂和戲劇創作與展現後，表現基本觀眾禮儀及欣賞態度，並回應

個人的喜好與感受；欣賞視覺藝術、音樂、戲劇創作與展現後，有所體驗或了解

其中的藝術元素與文化意涵。 

    從我國與美國的幼兒音樂課程指標來看，目前已公佈實施的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相關細節仍在討論修訂中，美國藝術課程標準所提及音樂課程的相關

內容較為完整，因而研究者則依據美國藝術課程標準內的細部目標，做為此研究

設計課程之指標。 

參、 音樂教學活動之實施 

    杜威（Dewey）強調「做中學」，啟發幼兒以行動獲得知識，改造或增加幼

兒的經驗（戴文青，2001）。在設計幼兒音樂教學活動上，不能光憑教師的思想

中心來思考，必須適合幼兒的身心發展、興趣及能力來設計，教師如何在教學過

程中讓幼兒有效的學習，研究者參考幼兒單元活動及音樂教學活動設計之研究統

整加以說明（王玫文，2006；王淑芳，2005；林朱彥、許惠湞、顏筱婷、許文心、

吳家綺、業千華，2006；曾筱云，2008；戴文青，2001；劉秀枝，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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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樂教學活動設計原則 

（一） 配合幼兒的身心發展 

戴文青（2001）指出幼兒是用行動來思考，用感官來學習，因此，教師需考

量幼兒的身心特質，提供各種機會讓幼兒親自參與，並配合幼兒的反應做教學策

略的調整。 

（二） 以幼兒的學習興趣與生活經驗來設計 

課程設計上應取材於幼兒生活，考量他們所關心、所想的或選擇對他們有意

義的內容及經驗，逐漸加入含有主題性或故事性的標題音樂、活動及節奏。 

（三） 運用漸近原則 

從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而言，幼兒的學習是經過同化、調適的過程以形成概念，

當個體理解的概念愈多，他才能更深入的加以思考，所以配合幼兒的發展，須以

漸近原則為考量（林庭君，2011）。 

（四） 深入原則 

課程設計貴在培養幼兒喜歡學習、喜歡探索的心；課程內容應求精不求多，

避免蜻蜓點水，但求完整、深入。 

（五） 同時學習原則 

透過音樂教學活動中，同時可以學習到其他的知能。美國教育家克伯屈

（Kilpatrick, W. H.）認為幼兒在同一時間內，可學到三種知能：主學習，透過教

學活動達到教學的成果；副學習，從學習課程當中學習到相關的思想與觀念；附

學習，從學習的過程中，所養成的理想、情感和興趣（引自林朱彥等，2006）。

因此在整個音樂教學活動中，應注意幼兒的完整學習活動，進而培養幼兒正確的

態度、觀念、情感和興趣。 

二、幼兒音樂教學內容 

    在幼兒音樂教學領域當中，教學需融合趣味性，將抽象性概念化為具體圖像，

例如圖畫、肢體就是最好的媒介（林庭君，2010）。以下針對美國藝術課程標準

及研究者參考過研究統整後，列出以下針對本研究課程設計主要的教學內容（林



 

 - 17 - 

乃馨、鄭博真、蔡瓊賢，2007；陳淑琴、謝明昆、薛婷芳、林佳慧、謝瑩慧、魏

美惠，2007）。 

（一） 歌唱 

幼兒邊唱邊跳的方式，能將自己生活中的經驗、情感表達出來，其主要的歌

曲可以涵蓋日常生活（家庭與幼稚園）、自然現象、時令或季節、社交、故事、

表演、遊戲、交通工具、童謠、民謠、自己創作歌曲及幼兒常規訓練的歌曲。鼓

勵幼兒多多嘗試唱歌，讓幼兒有機會可以表現出他自己的獨特水準。當教師在引

導幼兒歌唱時，其進行的原則有以下建議（林乃馨、鄭博真、蔡瓊賢，2007）： 

1. 根據一首歌的長度分開來教，以分節或是以簡短的段落來練習。不要過度注

重練習，讓學習歌曲變成是一項工作，應多給予幼兒口頭鼓勵。 

2. 運用視覺輔助物來增加唱歌活動的樂趣。運用歌曲裡主角或是事件的圖畫、

運用布偶的方式，將幼兒的注意力放在圖畫或布偶上，而不是在教師本身。 

3. 在適當時可以為幼兒加入律動、手勢表情或道具，讓幼兒透過這些部份可以

加速對歌曲的學習。 

（二） 肢體律動 

肢體律動即為movement，亦是幼稚園課程指標所指之韻律，也可是體育、音

樂、戲劇的統整活動，使幼兒可透過肢體，結合音樂表達生活經驗與情感。一般

而言，幼兒的肢體律動多配合音樂進行，除了可幫助幼兒對節奏感的認知外，更

能強化及延伸群體及動作的感受力及促進肌肉的協調性。活動除了提供幼兒感官

刺激及運動經驗外，也可以培養幼兒的創造力（陳淑琴等，2007）。當教師在引

導幼兒肢體律動時，其進行的原則有以下建議（劉英淑，1997）： 

1. 設定活動空間：好動是幼兒的天性，當規則尚未建立即開始活動，很容易導

致幼兒行為失控而難以進行活動，因此，教師可以運用地墊或呼啦圈來設定

活動空間，或先帶領幼兒作暖身運動，以增進活動進行的順暢性。 

2. 從幼兒本身的節奏開始：教師宜以一般幼兒活動量與速度來作為肢體律動活

動設計的依據，視幼兒身心狀況作活動調整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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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考慮幼兒身體動作發展方向：應以大肌肉活動為主要設計，由頭、上肢、下

肢，並進而發展為精細動作。 

4. 以幼兒自發性的動作作為暖身活動：使用自然、原始及非經過訓練的活動作

為暖身活動，如走路、跑步等。 

5. 動、靜活動交替進行：因幼兒身體的限制，不宜長時間或持續性地劇烈活動，

應以動、靜交替的方式，讓幼兒的身體狀況達到平衡。 

6. 同中求變，培養幼兒的專注力及反應力：幼兒的注意力短，重複相同活動的

時間不宜過長，應在活動中做些微的改變，不僅可以持續幼兒的注意力，也

可以訓練幼兒的反應力。 

7. 利用生活周遭現成的資源：取材愈接近幼兒的生活，他們愈能感受及表現。

如早晨起床、吃飯等。 

（三） 節奏 

達克羅茲（Dalcroze）認為肢體律動是喚起幼兒對音樂喜愛與音樂欣賞最好

的方法，首要強調的是對於音樂的感受，而非音樂技巧的學習，其具體的目標有：

用身體建構節奏的經驗、發展肢體的協調經驗、以身體律動，透過節奏經驗，反

應各種音樂符號、從「做」出所「聽」的音響，發展聽音能力、從節奏中統整身

體、意念及情感，培養各種音樂創作能力（鄭方靖，2002）。喜歡律動和運動的

幼兒，自然也喜歡節奏樂器的使用，他們樂於敲擊，常用打擊樂器來表達他們對

節奏的感受。樂器不應該只是產生「聲音」，而是促進活動的發生，在每一次開

始任何活動之前，確信幼兒知道如何正確且適當的使用節奏樂器（林乃馨、鄭博

真、蔡瓊賢，2007），當教師在引導幼兒節奏時，一開始應選擇清楚、容易聽出

來拍子或節奏的音樂，對於拍感強烈的進行曲和各式不同的民族音樂都是很好的

選擇。目前幼兒園中實施的節奏樂器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1. 身體樂器：運用身體部位，如手、腳等與生俱來的天然樂器，隨時隨地都可

以使用。 

2. 具音階型的敲擊樂器（包括木琴、鐵琴、鐘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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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音高型的敲擊樂器（包括邦哥鼓、康加鼓等）。 

4. 無音高型的敲擊樂器：可分為皮質類、木質類及金屬類樂器。皮質類樂器包

括鈴鼓、大鼓、小鼓、手鼓等；木質類樂器包括響棒、響板、高低木魚、木

枕、刮胡等；金屬類樂器包括鈸、三角鐵、碰鐘、手搖鈴等。 

5. 運用克難或自製樂器：利用與節奏樂器相似的音響物。如水杯、鐵鍋、箱子、

保特瓶等。 

（四） 欣賞 

音樂欣賞在幼兒音樂課程中主要的目的是培養對音樂的喜愛，在過程中能安

靜的聆聽音樂、欣賞音樂，透過音樂欣賞，可以擴大幼兒的音樂眼界，使幼兒有

機會接觸更多的音樂作品，激發情感並開發智力。一般而言，教師在音樂欣賞選

曲的原則，以下分述之： 

趙景惠（1989）指出，要做好音樂欣賞，必須把握準備和趣味化兩個大原則。

合適的選曲則可依據一般人所熟悉的、易於理解的、具有代表性的、有關民族音

樂的、與其他各項教材有關的；王美姬（1990）則認為音樂欣賞之選曲應多樣化，

包含鄉土音樂、爵士樂、古典音樂、民族音樂、流行音樂等，皆可當作欣賞之樂

曲；邱垂堂（1985）建議欣賞教學需由舊經驗引導到新經驗，讓幼兒有親切感，

更願意主動學習；陳淑琴等（2007）則建議教師在選擇欣賞的樂曲如下： 

1. 進行曲：雄壯、節奏高昂明快的進行曲，例如：拉德斯基進行曲、土耳其進

行曲等。 

2. 輕快活潑的樂曲：節奏鮮明輕快，讓幼兒感受活潑的氣氛樂曲，例如：口哨

與小狗、杜鵑圓舞曲等。 

3. 恬靜優美的樂曲：中慢板，主要營造舒適、 安詳的情境，例如：四季、船歌

等。 

4. 音樂故事：邊欣賞音樂邊聽故事，即以音樂來表達情節，例如：彼得與狼、

動物狂歡節等。 

5. 樂器演奏：各種樂器獨特的聲音也可成為欣賞的樂曲，包括鋼琴、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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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樂、中國樂器等。 

6. 各種通俗的樂曲：美國鄉村樂或時下適合幼兒的流行樂。 

（五） 音樂遊戲 

音樂性的遊戲是在實施音樂教學中經常進行的課程活動，教學遊戲化也是現

在課程發展的趨勢之一，主要就是結合肢體律動、說話及唱歌的教學方式，更是

啟蒙幼兒音樂經驗最好的方式，許多的遊戲動作是跟著念謠或歌曲中的指示表演

動作、自創動作或進行遊戲。音樂遊戲或歌唱遊戲其教學內容可略分為（陳淑琴

等，2007）： 

1. 兒戲歌：此類型音樂遊戲常見於大人跟幼兒一起互動時或拉著幼兒的手比劃、

或配合節拍做搖擺、推拉、數手指等。依遊戲性質，又可分為手指歌、動作

歌、逗趣歌等三類。 

2. 抉擇歌：幼兒在遊戲之前，常會藉由抉擇歌來選擇人擔任工作，依玩法可分

為抓手指歌和點人歌。 

3. 拍掌歌：拍掌遊戲是幼兒最喜歡的遊戲，幼兒可由兩人至多人一組，配合音

樂節奏相互擊掌，樂曲速度節奏加快，拍掌速度也隨即變化，而產生無窮的

樂趣。 

4. 猜拳歌：藉由猜拳遊戲分出輸贏並進行後續遊戲。 

5. 追趕遊戲歌：其遊戲形式常見的有捉迷藏式、打跑式及老鷹抓小雞式。 

6. 搭架遊戲歌：一般包括過山洞、過橋等。 

7. 傳遞式遊戲歌：一邊唱歌一邊依照拍子傳送物品的遊戲。 

三、幼兒音樂活動教學引導與步驟 

    有效的引導意指能使幼兒獲得特別的技能、知識和態度，它是個漸進的過程，

能引領出特別的學習結果，並使幼兒樂在其中（蔡瓊慧，2009）。Pressley和

McCormick（1995）認為透過教師的教學方式可以引發幼兒良好的思考，老師提

供幼兒在建構自身經驗的同時，老師亦可提出質疑，引發幼兒重新思考及修正，

教師給予協助及引導行為並完成學習目標（引自王淑芳，2005）。教師在進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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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動教學，所實施的對象為學齡前的幼兒，應配合幼兒的身心發展及興趣來設

計課程，研究者從過往研究中，整理以下幾個引導原則（王淑芳，2005；黃麗卿，

1996）： 

（一） 一般引導原則 

一般引導原則中又可分為自由原則、以幼兒為中心原則及尊重個別差異原則。

自由原則為不妨礙他人及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盡量滿足幼兒的需求，如幼兒的表

達內容、活動空間等（范靜蘭，1998），然而透過這樣的原則，教師可以運用遊

戲的方式來達到此原則的效果。以幼兒為中心原則為教師需配合幼兒的身心發展

來設計音樂活動，針對不同年齡層的幼兒，所展現出來的音樂行為表現及教師的

教學策略也會有所不同（劉秀枝，2003）。尊重個別差異原則為幼兒的語言表達、

思想和心理上具有顯著的個別差異，對於教師所提出的問題，給予的回應及反應

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教師應尊重每位幼兒的個別差異，多以開放及多元的方式，

使幼兒能表達自己的感受（范靜蘭，1998）。 

（二） 活動中的引導原則 

在活動中的引導原則中，Gordon（2000）針對音樂的引導提出四大原則：情

感（affection）、尊重（respect）、幫助（help）、贊許（approval），以下將分

列說明： 

1. 情感：當幼兒在尚未接觸音樂概念之前，透過情感原則，教師可以從生活經

驗中讓幼兒體會音樂概念的存在（莊惠君譯，2000）。 

2. 尊重：從幼兒音樂學習的過程中，隨著幼兒年紀的增長及個別的差異，所表

現出來的音樂行為也會有所不同，教師引導幼兒學習音樂活動時，要配合幼

兒的身心發展給予適當的課程設計。 

3. 幫助：引導幼兒學習音樂概念時，可從和幼兒的互動中發現幼兒何時需要幫

助，也就是老師除了引導學習的動機外，應給予強化並促進幼兒的學習。 

4. 贊許：每個年齡層的幼兒皆有不同的音樂學習目標，教師對於幼兒的表現給

予正確及鼓勵的言語，讓幼兒在音樂學習上能有提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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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eline Hunter（1970）的教育理論「深入的練習」（ITIP-Instructional Theory 

Into Practice）模式，提供教師學習使用一個特別的五個步驟組合而成的課程設計

（引自呂丹雁，2008）。 

步驟一：在開始的活動目標是讓幼兒能進入課程、對課程產生興趣。幼兒一旦有

了興趣，就會對學習產生動機，並能保持學習的動力。 

步驟二：發展學生很清楚的目標。此步驟在幫助幼兒擬定自己欲達成的目標，換

句話說，教師所設計之課程不能雜亂無章，必須難易適中，由淺至深慢

慢引導幼兒獲得知識。 

步驟三：打破概念上的阻礙與片段學習。教師所設計之課程應融會貫通將概念連

結起來，讓幼兒學習到的是完整而非片段的知識。 

步驟四：提供幼兒了解和目標練習的檢查機會。也就是幼兒能在多次的練習下，

真正對概念理解透徹、對樂器的使用運用自如。 

步驟五：導向最後的檢查與自我練習。能將知識內化，能獨立自主的學習，進而

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 

    幼兒音樂教學設計應配合幼兒學習發展及其音樂學習順序，輔以適當的教學

活動刺激，幫助幼兒發展音樂興趣及提升幼兒音樂的音樂能力。教師可根據孩子

的年齡、個別差異作音樂活動上的調整，讓幼兒在參與音樂活動的過程中，體會

音樂的經驗並發揮想像力，以擴大孩子的知識領域（王淑芳，2005）。本研究擬

以音樂概念及幼兒身心發展為主要設計原則，實際規劃與設計教學活動方案，使

幼兒能提升音樂能力。 

 

第三節 幼兒音樂課程設計之相關研究 

   近年來，教育界已逐漸重視幼兒音樂教學，幼兒音樂教學相關之研究有增加

之趨勢。研究者彙整國內過去學者以幼兒為對象進行之音樂教學文獻，依教材設

計、教材分析及教師等影響音樂教學之因素及研究結果進行歸類，以下將分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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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壹、 教材設計 

    以教材設計的研究文獻中，其中包含音樂教學法、教學策略及課程設計。從

音樂教學法及教學策略的研究當中可得知：陳玉婷（2011）運用協同行動研究，

帶領兩名職前幼教師進行音樂活動，探討戈登音樂課程之實踐與成效，發現大班

的幼兒在高音型式與節奏型式皆有進步，但在小調音型與三拍子型式表現較弱；

職前幼教師的困境則是在音準及班級經營問題。林庭君（2010）的研究發現，從

事幼兒音樂教學時，若能運用多元智能理論，配合幼兒各階段音樂學習能力發展，

並將這些因素融入、應用在教學當中，幼兒從音樂教學當中能獲得更多的知識。

林朱彥、劉曉君、粘婉鈞（2008）探討奧福音樂教學法與音樂概念教學對幼兒學

習成效影響，研究發現實施奧福音樂教學之園所，對於幼兒的音樂概念學習較有

助益；一般音樂課程之園所，進行音樂概念方案學習，整體音樂概念也有大幅的

進步。王淑芳（2005）透過教師在幼稚園實施音樂活動之教學指引發現，教師能

運用交錯綜合的引導策略、能活用活動段落間的銜接技巧、能掌握全程的教學脈

絡並能彈性的修正活動內容。 

    課程設計中，又可分為音樂概念教學、音樂欣賞及音樂創作。從許惠湞、顏

筱婷、許文心、吳家綺、葉千華（2006）針對幼稚園大班幼兒之特性，進行創造

性音樂節奏教學活動之研究發現，幼稚園多以外聘教師實施音樂教學，教材多由

教師自行編選；現行音樂課程教學之內容，主要強調節奏、律動等音樂教學，在

實施幼兒創造性音樂節奏教學以幼兒生活經驗為主，引導、激發幼兒思考能力及

想像力，可促進幼兒多方面的發展。在幼兒音樂欣賞的部份，曾筱芸（2008）透

過行動研究探討幼兒階段音樂欣賞之實施，研究結果發現幼兒在音樂能力上有正

向的轉變與發展、幼兒在參與活動上也從被動轉為主動、幼兒對音樂偏好的改變，

愈小的孩子愈能接受不同的曲風。劉秀枝（2003）從單元主題中幼兒音樂欣賞之

研究發現，透過音樂欣賞可以激發幼兒的想像及創造能力、從舊經驗中會直接影

響幼兒對於音樂欣賞的反應、將欣賞教學轉換至戶外場域則可提升幼兒的參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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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透過音樂故事及角色扮演可提高幼兒的學習興趣。林朱彥、陳靜雯、崔梓

渝（2007）研究發現運用多感官遊戲教學策略，可使幼兒音樂概念加速內化形成，

發現幼兒音樂概念發展有其先後順序；聽覺與視覺感官遊戲教學策略相互運用，

可幫助幼兒將抽象音樂內涵內化，獲得完整的概念。林淑芳（2011）以質性研究

觀察紀錄兒童音樂創思之過程與成品發現，幼兒依樂器的感官吸引來選擇樂器；

大班幼兒擁有音樂組織能力，能運用一般的結構方式和組織技巧來組織音樂，並

能聆聽、理解同儕的音樂創作。 

    綜合上述的文獻，目前我國在幼兒音樂教學的研究中，主要則以節奏、律動、

音樂創造力及音樂欣賞為主要探討的方向，教材部份也是由其研究者自行編製，

因而對於幼兒學習上僅能看出部份概念的認識，無法從活動中得知幼兒整體的概

念的學習，冀望透過以上的研究，能幫助研究者在音樂教學活動上有更完整的設

計。 

貳、 教材分析 

從教材的分析上，陳曉嫻（2011）針對「幼兒歌唱與遊戲」（鄭方靖，1992）、

「音樂遊戲書」（王瑞雪，2001）、「兒童音樂故事寶盒」（曾埩、張雅菀，2000）

三個版本進行內容分析，所得結論為歌曲念謠皆未依照幼兒年齡作分配，教學順

序皆有部份矛盾及進程過快的問題。陳研余（2008）以「音樂的生活」及「表達

性藝術幼兒音樂課程」兩大教材分析研究發現，兩套音樂教材音樂概念之多感官

學習方式，包括聽覺、視覺、動觸覺，但整體的學習活動則以聽覺為主要的的學

習方式。 

參、 教師 

在討論教師的文獻中，可以分為外聘教師及教師信念的研究。在外聘教師的

研究中，李萍娜（2009）針對托兒所外聘教師擔任音樂教學之研究中可得知，在

教師與幼兒的教室言談中發現，多以封閉式的問答居多，課程內容上雖以遊戲化

的方式帶入，且其內涵卻是以反覆的練習為主。林格（2009）以幼兒園外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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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學模式與教學實務探究--以一位「吳美雲幼兒音樂教學」培訓師資為例的

研究中發現，外聘教師音樂教學運用以模仿練習教學模式為主，教師擅長運用技

巧將各種教學模式融合運用，也能將吳美雲幼兒音樂教學體系之音樂目標及課程

架構涵蓋在教學中。 

教師信念的文獻中，郭姿均（2007）幼兒音樂教師教學信念之研究中，以半

結構的訪談探討七位幼兒音樂教師的教學信念發現，教師個人音樂學習經驗在教

學實務中並無明顯影響，但在求職門檻及家長認同上會有所影響；家人、朋友及

曾受教的老師、教師本身的教學能力及經驗、對於工作的看法、婚姻狀況皆是影

響教師信念的因素。陳詩穎（2006）以幼稚園教師音樂專業知能與教學態度之研

究得知，幼稚園教師培機構所開設的音樂相關課程有助於在職教師的音樂教學；

教師積極的教學態度能有效率的提昇幼兒音樂知識與技能學習。黃春萍（2010）

針對中部地區公立幼稚園教師音樂教學信念與實務的研究中得知，中部公立幼稚

園教師對於音樂教學皆抱持正向的信念，教師年齡愈長其教學信念愈正向，且音

樂教學課程內涵豐富多元；教師任職幼稚園所在地不同，而在教學實務之課程內

涵有顯著差異；教師之音樂教學信念及音樂教學實務與個人服務年資亦無相關。 

    從以上的研究結果可知，主要以教材設計、教材分析及教師為主要研究方向，

針對幼兒所設計的課程研究則較少看到，因而研究者將幼兒音樂相關之研究做為

日後設計音樂課程的參考依據，並從過往研究中找出適合幼兒的課程引導，進而

設計一套適合幼兒的音樂教學課程。期盼能透過研究，結合理論與實務，改善教

材進程過快的問題，提升幼兒的音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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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依據研究問題，採用質性研究之行動研究法，以幼兒音樂課程設計為

主，探討幼兒在音樂教學中的學習歷程。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方法與流

程、第二節研究場域與對象、第三節音樂課程設計、第四節資料蒐集與處理、第

五節研究信度與效度，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壹、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之行動研究法。行動研究法用於教學實際情境，即是教育

行動研究（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教育行動研究的崛起，深受英國Stenhouse

「教師即研究者」理念的影響。Stenhouse 主要論點核心是，教師應將自己視為

研究者，更是自己教學實務最佳裁判者，教師能成為一位研究者、裁判者才能有

效地改進教育（吳明隆，2001）。行動研究不僅只是行動而已，它是一種具有程

序和步驟的研究歷程；實務工作者在實際工作情境當中，根據自己實務活動中所

遭遇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研擬解決問題的途徑與策略，並透過實際行動付諸執

行，進而加以評鑑、反省、回饋、修正以解決實際問題（蔡清田，2000）。 

    本研究為探討以音樂概念為主軸之幼兒音樂課程設計研究，首先對於幼兒音

樂概念及能力發展、課程標準進行文獻探討，並依據音樂概念為主軸設計教學活

動，再實際進入研究場域進行幼兒音樂教學活動，以錄影、觀察等方法進行資料

收集，透過教學實作活動，進而加以評鑑、反省、回饋、修正，並分析幼兒於音

樂引導活動中的表現與進行教師反思，最後提出改進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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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流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課程設計及幼兒音樂學習之歷程。研究流程如圖 3-1 所示，

並將各步驟分別敘述如下： 

 

 

 

 

           

 

 

 

 

 

圖 3-1 研究流程 

 
一、文獻探討 

針對音樂課程設計、幼兒音樂學習概念、幼兒音樂發展理論等相關之文獻，

進行蒐集歸納與統整。 

二、發現問題、研究目的 

研究者確定研究題目後，進行幼兒音樂課程設計相關文獻整理與探討，並發

現研究問題及確定研究目的。 

  

設定研究主題 

文獻蒐集與整理 

設計幼兒音樂課程 

實施教學活動 

資料整理與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擬定研究目的與問題 

擬訂音樂課程目標 

1. 教學省思日記 

2. 教師觀察紀錄 

3. 教師訪談紀錄 

4. 攝影紀錄 

進行專家效度 

1.修正音樂課程 

2.文獻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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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幼兒音樂課程 

依據美國藝術課程標準及幼兒音樂發展與音樂教育相關之文獻，研究者訂定

幼兒實施音樂教學目標及學習概念，針對音樂教學目標及學習概念收集音樂、歌

曲，進而設計幼兒音樂課程，經由專家修正後，再進行課程之實施。 

四、實施教學活動 

研究者依據設計之音樂課程進行教學，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透過教學省思、

教師觀察記錄及訪談中，不斷進行文獻回顧、專家檢測再做教案之修改與調整。 

五、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於 2013 年 3 月至 6 月，進行教案實施、整理教學影片、訪談紀錄、

教學省思日記、修正教案等研究相關資料，並進行資料分析與歸納。 

六、撰寫研究論文 

研究者分析整理相關研究資料，依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歸納研究發現，並研擬研

究建議，最後撰寫成研究論文。 

 

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在音樂教學中的學習歷程。研究者在選擇個案幼兒園為

研究場域時，主要為幼兒園中未進行固定的音樂課程，以下針對研究場域及研究

對象分別敘述如下： 

壹、 研究場域 

本研究者以台中市快樂（化名）國小附設幼稚園的一個中班班級為研究對象，

該幼稚園創設時間遠自於日據時代，於民國三十四年停辦三年，民國三十七年又

重新設立，位於台中市市區，主要招收大中班幼兒，班級數七班，有四班混齡班、

兩班中班、一班學前特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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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特色 

有寬廣戶外遊樂場地、沙坑、表演舞台、多功能教室等，提供幼兒身心、肌

肉健全發展。 

二、學校辦學理念 

維護幼兒身心健康、養成幼兒良好習慣、充實幼兒生活經驗、增進幼兒倫理

觀念及培養幼兒合群習性。 

三、辦學特色 

實施主題教學，老師親自設計教學活動、豐富的引導、激發幼兒潛能；以觀

察紀錄與幼兒作品來了解幼兒的發展情形，並收集幼兒創作作品、學習單等學習

成長紀錄；緊密的親師溝通，除了運用聯絡簿及書面文件分享幼兒的學習狀況，

輔以班級網頁及社群社團加強親師交流，定時舉辦親職講座、親師座談會等。為

了配合家長下班的時間，學校於四點半至六點半設有課後托育的服務。 

 

 

 

陽  台 

 

               

 

 

 

 

 

 

圖 3-2  多功能教室平面圖 

 

    進行教學活動場域選定幼稚園內二樓多功能教室，其室內空氣流通、光線充

足，且有寬敞的活動空間（如圖 3-2）。多功能教室可讓幼兒自由伸展肢體活動空

間，室內地板可讓幼兒自由跑跳、坐躺，在此活動空間下，更益於實施音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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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前方設有音樂器材櫃，裡面設有基本音響設備、基本打擊樂器；靠近前

門部份有一布幕，以利教師可運用投影器材上課。 

貳、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維尼班（化名）全體幼兒，該班為中班，男生十七位，女生十

三位，共計三十位。所進行的教學模式為音樂概念為主軸，配合課程發展結合幼

兒的能力與經驗，學習內容皆由各班依據幼兒興趣及學習狀況，師生共同發展而

來的。 

    維尼班幼兒來源主要為學區內，其家長的教育程度以大專以上居多，其職業

為教師、家庭主婦、自營業及服務業為主，一位檢察官、兩位電子業，其幼兒主

要照顧者皆為母親，班上幼兒中有四位幼兒為新住民之子。學校並無課後幼兒音

樂相關活動及課程，透過帶班老師得知，班上僅有一位幼兒於課後時間在外學習

小提琴，其餘的幼兒皆無音樂相關學習的經驗。 

 

第三節 音樂課程設計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中，美國所訂定之「藝術課程標準」中的總目標、相關

內容、幼兒身心發展及音樂概念發展，設定幼兒音樂學習之行為目標。在藝術課

程標準的總目標中，主要分為四大項目：演唱及演奏樂器、創作音樂、對音樂有

反應及了解音樂。 

壹、 幼兒音樂課程之行為目標 

    研究者依據上述四大項目設計出十二週之幼兒音樂課程行為目標，如下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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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幼兒音樂課程行為目標 

週次 教學目標 行為目標 

01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跟著老師唱出歌曲。（1b） 

能唱出正確的音高。（1b） 

能跟著音樂敲出固定拍。（1d） 

了解音樂 能分辨日常生活中的聲響。（4c） 

對音樂有反應 能分辨不同的樂器音色。（3a） 

02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跟著音樂打出固定拍。（1d） 

能運用不同的感覺唱出歌曲。（1a） 

對音樂有反應 能表現出音樂的快與慢。（3b） 

能在身體不同部位隨音樂拍出節奏。（3b） 

了解音樂 能說出樂器的名稱。（4a） 

03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將快與慢的概念運用在歌曲唱當中。（1b） 

能邊唱歌邊打拍子。（1b） 

能分辨拍子及節奏。（1b） 

對音樂有反應 能感受聲音的長與短。（3b） 

能自由的參與音樂活動。（3c） 

04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正確敲出四分音符及八分音符節奏。（1d） 

創作音樂 能將歌詞做變化。（2c） 

能創作出自己的符號記錄音樂。（2d） 

對音樂有反應 能做出不同的肢體變化。（3b） 

能感受音樂的樂句。（3b） 

了解音樂 能透過樂器分辨出高與低（大鼓和鈴鼓）。（4b） 

05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敲出四分音符及八分音符。（1d） 

創作音樂 能透過音樂遊戲進行創作。（2a） 

對音樂有反應 感受音樂的強與弱。（3b） 

能分辨聲音的高低。（3b） 

了解音樂 能運用自己的字彙來描述音樂的曲風。（4a） 

06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敲出音樂中的重音。（1d） 

能分辨樂器中的強與弱。（1c） 

創作音樂 能運用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創作四拍的節奏。（2b） 

對音樂有反應 能感受音樂的走與停。（4b） 

能了解音樂的曲式（Q&A）。（4b）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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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幼兒音樂課程行為目標 

週次 教學目標 行為目標 

07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唱出 Sol 與 Mi。（1b） 

創作音樂 能運用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創作四拍的節奏。（2b） 

對音樂的反應 能辨認不同的音色。（3a） 

了解音樂 能說出強與弱的音樂術語。（4a） 

08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夠運用樂器敲出不同的聲源。（1c） 

創作音樂 運用 Sol 與Mi 創作四拍的旋律。（2c） 

對音樂的反應 能感受音樂的上行與下行。（3b） 

了解音樂 能說出強與弱音樂術語並運用在敲奏樂器上。（4a） 

09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唱出正確的音高。（1b） 

創作音樂 能將歌詞做變化。（2c） 

了解音樂 能了解音樂的曲式。（4b） 

能感受音樂的走與停。（4b） 

能運用自己的字彙來描述音樂的曲風。（4a） 

10 

創作音樂 能創作出四拍的節奏。（2b） 

能透過音樂遊戲進行創作。（2a） 

對音樂的反應 能感受音樂的上行與下行。（3b） 

了解音樂 能認識四分休止符。（4b） 

11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敲出上行與下行。（1d） 

能拍出重音。（1b） 

對音樂的反應 能分辨不同的音色。（3a） 

了解音樂 能認識重音符號。（4b） 

12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跟著音樂敲出固定拍。（1d） 

能敲出正確 Mi、Sol 的音。（1d） 

創作音樂 能創作出自己的符號記錄音樂。（2d） 

對音樂的反應 能辨認聲音的高低。（3b） 

 

    行為目標中的編碼，數字部分則是分為 1.演唱及演奏樂器、2.創作音樂、3.

對音樂的反應及 4.了解音樂四大總目標，而英文代碼的部分則是配合每一個總目

標內的細部目標（詳見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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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幼兒音樂課程設計教案 

根據上述之行為目標，研究者撰寫幼兒音樂課程設計之教案格式如表 3-2。

教案格式內容包含教學目標、行為目標、活動內容及過程、教學時間及教學資源

等項目，完整十二週音樂課程設計教案，如附錄三。 

表 3-2 

幼兒音樂課程設計之教案格式 

教學目標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研究者設計連續十二週，每週 30 分鐘的音樂活動，主要的活動項目包含問

候歌、故事引導、音樂律動、樂器操作、音樂欣賞、再見歌。其活動項目內容敘

述如下：  

一、問候歌 

藉由問候歌，讓幼兒做上課前的準備及暖身，透過教師與幼兒的問候及幼兒

間的問候，增進幼兒的互動發展，此外也可讓幼兒能盡快進入課程。 

二、故事引導 

將當週的主題課程內容，運用戲劇性的故事情節表達出來，使幼兒能透過故

事引發想像力，加深音樂元素及主題的印象；教師運用故事中的情節，配合簡單

的唸謠活動，更能加趣味性與故事的熟悉度。 

三、音樂律動 

幼兒透過肢體律動，結合歌曲的歌詞或樂曲，讓幼兒實際的操作而自然的學

習歌曲；此外幼兒可運用自己的詞彙及想法，適時的修改歌詞及肢體動作，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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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創造力。 

四、樂器操作 

每週搭配不同的樂器操作練習，可增加幼兒對樂器音色的認識，亦可透過節

奏練習，加強幼兒對節奏的感受力。 

五、音樂欣賞 

幼兒能依循著教學者的口語及動作肢體的引導，協助幼兒並能感受音樂中的

音樂元素，如大小、強弱、快慢、長短等，進而學習到音樂術語，並培養幼兒聆

聽的專注能力。 

六、再見歌 

藉由再見歌，讓幼兒知道音樂課程的結束，幼兒與老師彼此間的互道再見，

可增進幼兒表達自我感受的能力，亦可增加同儕間、教師與幼兒間的互動。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處理 

    本節說明本研究資料蒐集方法、研究工具及資料處理，分別敘述如下： 

壹、 資料蒐集方法 

為了增加研究者詮釋觀察的現象，因此本研究資料蒐集方法為觀察法及訪談

法。 

一、觀察法 

觀察是透過研究者在自然的情境中觀察被觀察者的具體表現行為，並經由研

究者描述出事件的脈絡（王昭正、朱瑞淵，1999）。常見的兩種觀察類型分為參

與觀察法及非參與觀察法，本研究為研究者親自參與音樂教學的部份，就觀察的

類型而言，是屬於參與觀察法，而根據其程度來說，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為完全

參與者。  

    研究者本身為質性研究之工具，為能客觀的呈現觀察記錄，避免加入主觀的

意見，因此研究者在撰寫觀察紀錄的同時，也撰寫教學省思日記；在教學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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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帶班老師輔以撰寫幼兒上課觀察記錄，以利研究者能將省思日記及觀察記錄

相互對照，以提升研究之信實度。 

二、訪談法   

訪談（interview）是一種有目的性的互動，透過訪談可從另一個人身上獲得

訊息（林曜聖，2011）。依訪談情境可分為正式訪談與非正式訪談，訪談類型又

可分為結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訪談、非結構式訪談（潘淑滿，2003）。 

    本研究採用非正式訪談，主要訪談對象為維尼班兩位帶班教師，針對研究者

當天教學上的缺失及改進、幼兒反應為主要的訪談內容，訪談過程中運用錄音設

備，並將訪談錄音檔轉為逐字稿，作為日後分析之依據。 

貳、 研究工具 

一、研究者角色 

研究者本身為音樂培訓單位外派之音樂講師。進入研究所後，研究者多方蒐 

集文獻、閱讀相關幼兒音樂教學活動之期刊、論文及書籍，透過指導教授分享豐

富理論與實務經驗，提升研究者規劃出適切的課程設計，冀望藉由音樂教學引導

及技巧，進行現場教學得以自我省思，以避免研究者產生自我主觀意識及盲點而

不自知。 

二、教學省思日記 

    研究者本身亦為教學者，在每次的教學當中，無法完整的描述幼兒的學習反

應，因此於每次課程結束後撰寫教學省思日記，紀錄當天活動之流程、幼兒學習

反應、教學中所遭遇到困難與解決方法，以及研究者個人的反省思考。根據教學

省思日記作為下次教學修正之參考，使期教學更符合幼兒的學習。 

三、教師觀察記紀表 

    研究者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無法全面看到幼兒與研究者的互動情形，因此

於每次音樂課程進行時，邀請帶班老師撰寫幼兒上課之觀察紀錄，以便課後針對

觀察內容進行訪談與教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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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訪談紀錄 

    現場實際教學後與班級帶班老師進行訪談，針對幼兒學習狀況、教學內容、

教學中所遇到困難及解決方法進行訪談，並將其討論過程做錄音及文字記錄，當

研究者完成教師訪談紀錄後，將相關之書面資料經由訪談者確認客觀無誤後，再

進行資料的分類與歸檔。 

五、攝影紀錄 

    教學過程全程使用錄影記錄，可做為研究者教學過程中客觀呈現，並以研究

者教學省思日記相互搭配，檢視教學過程中所不被注意或遺漏的部份，以便作為

課程修正之依據及教學後的資料分析。 

參、 資料處理 

詮釋資料為質性研究的核心所在，其重要性仍會依研究取徑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林靜如，2007）。在資料的編碼上，採用主題編碼的方式；主題編碼在蒐集

資料時，會先界定主題，並對該主題相關的觀點抱持開放的態度，以確保蒐集的

資料可以相互比較，在分析過程中，亦可對相關資料保持敏感度與開放性（林靜

如，2007）。在本研究蒐集資料來源包含教學省思日記、帶班教師訪談記錄、攝

影記錄。研究進行時，將收集到的資料依類別與日期進行登錄與歸檔，使後續分

析時能具體且清楚資料來源。其登錄代碼與意義如下表 3-3。 

表 3- 3 

資料代碼一覽表 

資料來源 編碼方式 例子 

省思日記 省西元年月日 省 20130301 

教師觀察記錄表 教觀西元年月日 教觀 20130302 

教師訪談（婷婷老師） 訪婷西元年月日 訪婷 20130302 

教師訪談（綺綺老師） 訪綺西元年月日 訪綺 20130307 

攝影記錄 攝西元年月日 攝 2013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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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文字記錄符號說明表 

文字記錄符號 符 號 的 意 義 

T 

C 

表示研究者 

表是全體幼兒 

C1 表示 1號學生 

（） 括號內補充說明當時情況 

……… 表示省略 

 

第五節 研究信度與效度 

壹、 研究信度 

    質性研究著重研究結果的確實性、可靠性與合理程度，而確實與可靠不外乎

是為了被判斷研究是否兼具信度與效度。質性研究確信程度，以確實性、可靠性、

可遷移性及一致性，作為對於研究品質判斷的標準（王文科、王智弘，2011）。

本研究透過以下的方式來提高研究的信度。 

一、確實性 

研究者能在研究中考慮到所有的複雜問題，並且能以不易解釋的模式加以處 

理（林曜聖，2011）。為了能增加研究之確實性，本研究透過研究者實際教學、

省思日記、教師觀察紀錄、訪談紀錄、攝影紀錄、錄音紀錄為主要可增加確實性

的來源。 

二、可靠性 

可靠性則是靠不同的研究者，面對相同條件與研究，對於資料的蒐集分析、 

描述與解釋達一致性、穩定性及同質性，亦即是內在信度（潘淑滿，2003）。因

此研究者為確實掌握音樂教學時，幼兒的反應與學習歷程，除了全程使用錄影機

錄影外，亦請帶班老師做現場觀察紀錄，以便事後轉成逐字稿，將有助於回想研

究者教學過程，以減少疏漏之處，提高資料的完整性與確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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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遷移性 

質性研究著重於資料的可比較性與轉換性，意指質的研究發現，能被應用或 

概括於其他脈絡或其他群體的程度（王文科、王智弘，2011））。本研究課程設

計之音樂活動，非針對特殊幼兒團體，其研究結果可被運用在其他同年齡的幼兒

上。 

四、一致性 

研究者蒐集、彙整資料後進行研究分析時，秉持公正的立場，以客觀的態度， 

忠實詳盡的陳述研究結果，並確實掌握原始資料的檢核及妥善保存研究相關資料

及檔案。因此研究者採用三角檢測法，包含教學省思日記、教師觀察紀錄、訪談

紀錄及攝影紀錄等，以確認不同資料指向同一事實（如圖3-3）。 

教學省思日記 

 

    

 

                   

        教師觀察紀錄、訪談紀錄       攝影紀錄 

圖 3-3 三角檢測資料來源 

 

貳、 研究效度 

    效度係指研究結果的可信有效性與真實的程度，通常可分為內在效度及外在

效度。內在效度係指研究結論能獲得信任和研究程序完整的程度；外在效度指的

是研究結果可以應用或概括於其他脈絡或群體的程度（王文科、王智弘，2011）。 

一、內在效度 

（一） 資料蒐集的時間 

    本研究自開始設定題目起，盡量延長研究時間，直到所蒐集資料完整且飽和

為止才離開資料蒐集現場，期盼能夠蒐集到相關豐富且完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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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用多元的蒐集 

    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方式為教學省思日記、訪談記錄、錄音錄影記錄等，力求

多元資料的呈現與資料的完整。 

二、外在效度 

（一） 專家效度 

    研究者在實施教學活動之前，針對課程所設計目標及教學內容，皆由指導教

授指導與指正後，方能進行活動教學。 

（二） 教師觀察 

    研究者所研究班級之帶班老師，兩位教師目前皆研讀研究所，其中婷停老師

目前同樣也以質性方式做研究，因而帶班老師能將觀察過程忠實描述，以利研究

者在資料分析中可進行交叉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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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旨要探討透過教師在教授音樂課程之教學歷程，及研究對象在音樂教學

中，幼兒的學習歷程，其資料的分析內容有每週教學的省思日記、教師觀察紀錄

表、教師訪談紀錄、攝影紀錄等。研究者將多方的資料透過主題編碼分類歸納後，

再進行分析。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教師的教學歷程之分析，第二節為幼兒

在音樂教學中的反應與表現之分析。 

 

第一節 教師教學歷程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教師教學之歷程，研究者透過文獻分析後，設計出能啟發中班

幼兒在音樂學習上之音樂概念與元素，經由實際的教學過程加以輔助佐證，研究

時間原先應為十二週之課程，為配合學校的活動，實際教學的時間為期十週；此

外，為配合學校畢業典禮成果展表演另增加一週練習時間，研究者依據幼兒的學

習內容設計出一個節奏打擊的表演。研究者將十一週的課程細分為：第一週至第

三週為教學萌芽期，第四週至第七週為教學成長期，第八週至第十一週為教學茁

壯期，以下將分別敘述說明。 

壹、 教學萌芽期（第一週至第三週） 

在教學初期，幼兒對於研究者及音樂課程較不熟悉，在課程進入時，運用幼

兒的生活經驗，讓幼兒更能融入課程中，但對於研究者引導之音樂概念，感受較

為薄弱，常出現不理解或答非所問的情形，以下將描述各週不同課程。 

 第一週研究者與幼兒討論日常生活中能聽到的不同的聲響，播放各種聲音讓

幼兒猜測發出聲響的物體；透過克難樂器（寶特瓶、鐵罐、紙盒）讓幼兒敲奏出

固定拍，最後運用幼兒熟悉的兒歌「瑪莉的小羊」，練習邊唱邊拍固定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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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幼兒想想在遊戲場上會有哪些聲音？大部分的幼兒都能夠說出具體的

聲響，如跑步、叫的聲音等，當一個小男生說出恐龍的聲音時，幼兒繼

續回答出的聲音都是與動物相關的叫聲；播放了許多日常生活中的聲音，

幼兒可以馬上就辨認出是什種聲響，也會依照聲響進行模仿。在綜合活

動邊拍邊唱上，可看出幼兒尚未理解拍子，仍是依照自己心中的速度去

敲，雖然跟著老師一起唱歌，但手所拍出來的拍子是亂的。（教觀 20130320） 

 

幼兒對於自己所帶的教具（顏色精靈）很感興趣，利用響棒敲每種精靈

的固定拍時，幼兒都想嘗試，自己只準備一組精靈讓幼兒練習，因此在

這部分所花的時間也比較多，我覺得應需要再多準備幾組，這樣在敲奏

上幼兒更能體會三種不同東西的聲響。（省 20130320） 

 

    第二週研究者延續上週日常生活的聲音，這週運用身體的部位拍出聲響；透

過認識木魚、響板、手搖鈴等樂器，讓幼兒能聽到樂器不同的聲音及敲出固定拍；

音樂欣賞則是利用龜兔賽跑的故事，來感受速度的快與慢，並運用快慢的元素唱

出「三輪車」。 

 

引起動機時，討論上週是用我們生活周遭的物品發出聲音，這週是要用

我們自己的身體發出聲響，大家都熱絡的說出自己的想法。經過上週的

練習這週明顯比上週進步許多，幼兒知道嘴巴數一手就要敲一下，雖然

跟上音樂敲奏時，仍是有較快一點點的問題，但絕大多數的幼兒已經能

正確敲出。（省 20130327） 

 

研究者運用烏龜與兔子來引導幼兒感受快慢，雖然幼兒聽到音樂都知能

清楚的分辨出誰的音樂，但實際玩遊戲時，聽到慢的音樂仍是自顧自的

在地上爬，完全沒有在聽音樂，在引導時，應先用敲奏樂器與念謠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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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烏龜就可以敲兩下唸「爬~呀~」，兔子時就可以敲「蹦蹦眺蹦蹦眺」，

透過這樣的語言節奏讓幼兒更能感受快與慢。（省 20130327） 

 

    研究者在第三週引起動機時，透過身體的伸展感受聲音的長短；延續上週快

與慢的音樂元素，這週利用走路與高鐵的圖片強化快與慢感受，透過主要歌曲<

哈巴狗>唱出快慢的感覺，同時唱出節奏與敲出固定拍，體會節奏與拍的不同；

音樂欣賞則是小狗的手偶帶領幼兒爬山與下山，感受音樂的上行與下行。 

 

運用哈巴狗歌曲敲固定拍時，幼兒仍是不太能掌控固定拍的速度，總會

越敲越快，需要提醒幼兒跟著老師所指的小狗圖片敲奏固定拍，幼兒才

會跟著老師的速度敲奏。（教觀 20130403） 

 

……感覺小朋友越來越知道音樂課在做什麼了，剛剛那個用快慢唱出哈

巴狗還蠻好玩的，大家都知道要怎麼做，和前兩週比起來有進步一些，

不過在打拍子還是會亂打一通。（訪婷 20130403） 

 

    以上三週的課程，主要是以固定拍為主要學習概念，敲奏日常生活中的物品，

進而轉換成樂器敲奏。帶班老師表示：幼兒很興奮可以上音樂課，但對於樂器敲

奏上他們都是第一次學習，所以會有亂敲的狀況出現（訪婷 20130320）。循序漸

進的引導下，漸漸地，有部分幼兒已能專注聆聽研究者的指令，並正確的完成動

作。 

貳、 教學成長期（第四週至第七週） 

    課程從第四週開始，慢慢地漸入佳境，幼兒對研究者的熟悉度也慢慢提高，

即使音樂課程內開始增加了較難的音樂元素與概念，幼兒的表現與反應上相對的

比前三週明顯進步，對於研究者給予的指令與動作也都能了解。 

    第四週上課時，研究者讓幼兒討論去遊樂園的經驗作為引起動機，從音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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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幼兒能運用肢體動作做出好玩的遊樂器材，進而延伸出在遊樂園中欣賞不同國

家的表演。研究者引導幼兒唱「十個印地安人」歌曲，之後幼兒能運用「十個印

地安人」的歌詞做變化。研究者放了四個印第安人住的帳篷當成固定拍放在白板

上，再將帳篷內放入一至兩個印地安人當成節奏，讓幼兒能清楚運用印地安人的

圖卡敲出節奏。 

 

幼兒都有去遊樂園的經驗，因此在一開始討論時大家都絡繹不絕的說出

自己的想法與感受，運用樂器和自己的身體，做出遊樂園的感覺。（教

觀 20130410） 

                                             

從遊樂園中延伸出來的印地安人歌曲，請幼兒改編歌詞，幼兒都能說出

自己想法，並且能自己想動作；從歌曲引導到帳篷住印地安人做節奏的

練習，幼兒非常的感興趣，會一直將印地安人放入不同的帳篷內做節奏

的變化和練習，……這週在節奏的部分花了比較久的時間，因此在最後

的綜合活動引導高音與低音的部分無時間可進行。（省 20130410） 

        

    第五週，研究者在引起動機時，運用大鼓與小鼓的不同聲音，引導幼兒判別

高音與低音；發展活動時，延伸上週帳篷與印地安人的活動，進而讓幼兒認識 

（ta）與  （titi）的符號與音值；綜合活動時，以大黃狗與小花貓的叫聲，讓

幼兒感受力度中的大聲與小聲。 

 

上週最後的綜合活動沒有帶入高低音的活動，所以一開始由大小鼓來引

導幼兒高音與低音，因此幼兒對於判斷此兩種樂器的高低音不能理解，

僅能以他們知道大小聲來做回應，在幼兒的認知中大鼓就是大聲的代表，

小鼓就是代表著小聲，兩種皆為鼓類樂器，幼兒不容易辨別出聲音的高

低，應可將樂器改成大鼓和三角鐵，幼兒或許會清楚些，雖然透過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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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幼兒對於高低音的概念有稍微好一點，但印象不夠深刻，因此在回

答問題上仍是依照他們自己的想法來回答，並沒有真正的理解。（省

20130417） 

    

今天大家都有在狀況內，我和綺綺老師剛剛還在想說，怎麼今天大家都

可以那麼得整齊？不過他們一開始在分辨高低音就比較不知道了，都一

直在亂回答。（訪惠 20130417） 

     

    第六週，研究者讓幼兒想像自己坐飛機去到了紐西蘭，使其欣賞不同國家音

樂，並說出自己的感受；同時延伸上週大黃狗與小花貓的歌曲，再讓幼兒體會大

聲與小聲的不同，進而引導出音樂術語 forte 與 piano；綜合活動時，將上週認識

的 （ta）與  （titi）的音符，排成一個四拍的節奏，讓幼兒創作節奏念謠，

並運用大小聲的符號敲出自己的創作。 

 

一開始引導紐西蘭歌曲時，雖然大家對於歌曲感到非常的新鮮有趣，也

對於紐西蘭原住民很感興趣，會用自己知道的國語與台語亂湊，但幼兒

不太了解紐西蘭到底是什麼，即使研究者已告知幼兒是國家的名稱，幼

兒仍是懵懵懂懂的，應準備紐西蘭的風景或是紐西蘭原住民的圖片，幼

兒會更容易理解。（省 20130424） 

 

從之前 ta 和 titi 的練習，到這週幼兒在創作節奏上，能感受到幼兒對於

節奏有明顯的進步，也知一個音符要對應一個字，雖然會出現節奏不穩

定的狀況，不過會運用老師給的節奏，自己想出一句話，我覺得還蠻厲

害的。（訪綺 20130424） 

 

    第七週，研究者在引起動機時，介紹小精靈住的房子（五線譜），讓幼兒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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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五線四間的概念；主要歌曲為「Rain rain go away」，透過歌曲認識 Sol 與 Mi

的音高，最後由研究者敲 Sol 與Mi 的音磚，讓幼兒分辨 Sol 與Mi；綜合活動時，

運用樂曲中的長音，讓幼兒聆聽並進行肢體創作。 

         

將 Sol 與 Mi 的音磚放在階梯上，幼兒很清楚的知道 Sol 與 Mi 比起來 Sol

的聲音比較高，Mi 的聲音比較低，讓幼兒辨別 Sol 與 Mi 時，有少數的

幼兒會跟著大家一起回答，但玩過幾次後，慢慢就會自己聽到聲音後回

答出來。……最後讓幼兒聽樂曲的長音時，因為自己的肢體有限，我覺

得可以以兩人合作的方式，利用拉鬆緊帶的方式，表現出長與短的樂句，

這樣樂趣應會提升不少。（省 20130501） 

 

    教學活動已經過了一半的課程，幼兒在音樂活動內的表現狀況，相較於前幾

週的課程明顯進步很多，在每一個音樂活動時，較不會出現幼兒自顧自的敲奏，

開始會注意研究者給予的指示、專心聆聽音樂的變化，帶班老師也表示： 

 

這一些課程比坊間的音樂教材進度來的慢，但這樣的進度反而適合這些

完全沒有上過音樂課的孩子，從慢慢感受音樂而喜歡上音樂，漸進的學

習到音樂的知識，這樣的進度是適合孩子的，但目前有太多的音樂教材

忽略了這一個區塊，因此往往讓孩子對音樂產生不喜歡的這感覺。（訪綺

20130710） 

                                              

    從這幾週的教學過程中，幼兒漸漸地熟悉研究者的教學模式，拿樂器時也較

不會出現學期初時的狀況，一直亂敲發出聲音，而是已學會慢慢等待全體拿到樂

器，研究者給予指令才敲奏；對於音樂的學習上，整體而言幼兒的感受力及學習

音樂元素大幅提升許多，尤其在節奏的認知上，研究者只要拿出音符圖卡幼兒都

能直接的反應說出節奏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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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學茁壯期（第八週至第十一週） 

音樂課程也接近尾聲，幼兒從原本對音樂毫無概念，漸漸地可明顯感受到幼

兒不再盲目的只是敲敲樂器，而是透過研究者給予的提示引導，對於音樂概念能

夠直接的給予回饋。 

    第八週，研究者利用汽球破掉「碰」的聲音，讓幼兒感受重音；延伸上週 Sol

與Mi的認識，這週透過「Cuckoo」這首歌曲，讓幼兒對於 Sol 與 Mi印象更深刻，

透過實際操作，讓幼兒了解 Sol與Mi為跳進音程，當 Sol在線上Mi也會在線上，

當 Sol 在間上 Mi 也會在間上；最後配合音樂，音樂靜止時，所有人都要停止動

作，感受音樂的走與停。 

 

我覺得課程中比較有趣的是 Sol和Mi的介紹，原本老師是使用平面的（畫

在白板上的），但最後時老師拿出兩條繩子，邀請孩子來找出 Sol 和 Mi

的位置。從平面到立體，讓孩子深刻的了解到音符的正確位置， 更可以

明顯的讓孩子由視覺到空間的轉換，清楚的明白高低的差異。（訪惠

20130515） 

                                                

    第九週，引起動機時，研究者以「玩具兵進行曲」進行音樂遊戲，透過 AB

兩段的音樂，分別做出不同的肢體律動；發展活動時，以小狗做為主題引導，透

過「汪汪汪」之歌曲，讓幼兒做歌詞的創作，以狗屋為主要拍子，未放進小狗的

狗屋，就是休息一拍，進而讓幼兒體會休止符；綜合活動以行進的方式，帶領孩

子邊踏步邊敲出節奏。 

 

將每天幼兒做的事情，刷牙、洗臉、穿衣服的動作與唸詞的方式套入樂

曲當中，還蠻特別的，剛剛看了大家的反應，第二次回到第一段時，有

蠻多人都跟著唸，這樣進行樂曲欣賞還蠻好玩的耶！（訪綺 2013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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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週讓幼兒感受音樂的走與停，運用狗屋的方式進行休止符的概念，幼

兒很清楚的知道這個狗屋沒有小狗，所以不可以拍節奏，一剛開始練習

時，少幾位男生沒有認真看白板，所以都會在空屋時敲出聲音，小女生

也會提醒他們裡面沒有小狗不可以拍，試了幾次後，大家都可以很正確

的做出休息的動作。（省 20130522） 

 

    第十週，研究者運用上週所玩的音樂遊戲「玩具兵進行曲」，為畢業典禮表

演的敲奏歌曲，將幼兒分為四組：大鼓、小鼓、三角鐵、鈴鼓，以分奏的方式進

行敲奏。 

 

為了配合畢業典禮的活動，這週沒有進行課程，而是將上週所玩的玩具

兵進行曲做樂器的合奏。一開始，我只有將每組所要敲奏的節奏運用節

奏卡放在白板上，分組敲奏時，各組的幼兒均能正確敲出 ta 及 titi 的節

奏，下週才會將四分休止符的符號帶給幼兒認識，因此今天遇到休止符

的節奏時，幼兒不知道看到休止符要休息一拍，仍是繼續敲奏。（省

20130529） 

                                                 

幼兒對音樂的節奏感受有明顯的進步，在上完一個學期後我們正巧遇到

畢業典禮，也因為有音樂的舊經驗，因此我們選擇演奏樂器，過程中，

老師也發現到孩子對於打拍子（節奏的感受）比之前好很多，大部分的

孩子都能精準的敲出節奏唷！（訪惠 20130710）                                                

 

    第十一週，研究者以敲擊音磚的方式，敲出上行與下行，讓幼兒分辨上行音

與下行音；引導上週所唱的歌曲「汪汪汪」，並利用狗屋與小狗的圖片引導出四

分休止符的符號，將之前所學過的 （ta）、  （titi）與  （shi）三種符號，

排入狗屋中並敲出節奏；綜合活動，帶領幼兒進行音樂遊戲創作，將幼兒分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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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微風與星星三組，讓幼兒聽到各段不同的音樂可自行創作。 

 

幼兒分辨上行與下行音的時候，是以爬山與下山的肢體表現做出來，但

幼兒在表現上並不是那麼的明確，或許下次可以以運用畫畫的方式做出

上行與下行， 以增加新鮮趣味感。…..在綜合活動時，讓幼兒依照歌曲

的曲式將幼兒分成三組，一開始我先讓幼兒聽音樂，引導每一組有不同

的樂曲，當真正開始進行音樂遊戲時，有部分的小女生，聽到音樂轉換

就會提醒下一組該出來的小朋友。（省 20130606） 

 

    課程後期，音樂概念從研究者的引導，慢慢得讓幼兒練習創作。從後期這些

較深入的課程中，研究者透過幼兒的反應，進而修正教學的速度，以達到幼兒能

真正理解音樂元素。 

經過了十週的音樂課程，幼兒從音樂感受開始，由遊戲中、故事中、互動 

中學習到許多的音樂概念，研究者也透過與幼兒的互動中，修正教學內容與方法，

讓幼兒可經由研究者的引導，學習到更扎實的音樂經驗；為配合學校的活動，幼

兒能將這十週所學的成果，表現給大家看，音樂概念一次又一次的慢慢累積，使

得最後練習表演節目時，幼兒可以得心應手的敲出完整的樂曲。 

 

第二節 幼兒在音樂教學中的反應與表現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幼兒透過教師實際的教學中的學習歷程，研究者與兩位帶班教

師之觀察紀錄、訪談紀錄、省思日記、攝影紀錄等資料加以輔助佐證，分為幼兒

的反應及幼兒的表現加以統整說明。 

壹、 幼兒的反應 

蒐集的資料經由分類後，將幼兒的反應分為三個部份來探討：對音樂的喜好

度、好奇與期待、幼兒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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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音樂的喜好度 

研究對象在音樂學習上，僅有一位幼兒學習正在小提琴，其餘的則是無任何

的音樂學習經驗。研究者的教學過程中，為了增加幼兒的學習興趣，運用手偶、

圖片、遊戲等，讓幼兒在學習音樂概念上有更深刻的印象，因此幼兒會出現對音

樂的喜好，覺得上音樂課是好玩的反應。 

 

音樂課進行超過一半的時間，有一位小女生姍姍來遲，另一個小女生恬

恬跟他說：「你都沒有早點來，很好玩耶！」（訪綺 20130320） 

 

小喬每天上課幾乎都會超過九點多才入園，但自從上了音樂課後，小喬

每個星期三一定都會提早到學校，因為深怕錯過這樣好玩的音樂課。（訪

婷 201307010） 

 

C：那你的小精靈呢？ 

T：我的小精靈回家休息啦！但是我今天有帶另一個好朋友來，等一下再   

請他出來和大家認識。上週我們有說在我們生活當中有很多東西都可以

發出聲音，今天我們要來做不一樣的，現在大家用自己的身體來發出聲

音。 

C：他們沒有來喔！我好喜歡他們喔！（攝 20130327） 

 

T：小朋友早安。 

C：老師早，老師今天你有沒有帶你的小可愛(狗的手偶)來？ 

T：小可愛今天沒來耶！不過我有帶我另一個好朋友來耶！（攝 20130410） 

 

與幼兒的互動中，能感受到幼兒很喜歡上音樂課的，也覺得每一個活動都是

好玩有趣的，在一次與帶班老師的訪談中，老師也曾提到班上小朋友小益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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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小益是個很容易分心的孩子，每次上課總是心不在焉，常常需要叮嚀提

醒，有次老師進行拍子的練習，過程中我們發現道小益全神貫注的盯著

老師，仔細的看著每一個動作，深怕自己做錯，那種認真的神情和平常

的他真的很不一樣，看來小益真的很喜歡音樂課。（訪惠 201307010） 

    由上述可得知，幼兒對於音樂課是喜歡的。 

二、好奇與期待 

透過研究者的引導，幼兒在進入研究場域時，都會好奇先問今天我們要玩什

麼呢？在每堂課程結束後，幼兒排隊回教室時，幼兒會與研究者有短暫的交談，

他們則會期待下堂課的課程。 

 

    T：小朋友早安！ 

    C：老師早！ 

    T：你們今天好有精神喔！ 

   C1：我們今天有什麼遊戲可以玩？ 

   C2：會打鼓嗎？ 

   C3：你的好朋友有來嗎？（攝 20130424） 

       

 （C 排隊回教室） 

    T：大家掰掰！下次再一起玩喔！ 

   C1：那我們下次要玩什麼？ 

   C2：也會像今天一樣有小青蛙還是星星？ 

   C3：我喜歡今天當風的時候。（攝 20130606） 

 

對幼兒來說，每一堂的課程都是新鮮，音樂課有別於學校的一般課程，因此

幼兒會表現出好奇與期待所要上的課程，對於每次課程內容的主角，幼兒也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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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記得。 

三、幼兒的參與度 

課程的安排從一開始的主題討論、歌曲教唱、音樂概念學習、樂器合奏等，

每一個部分幼兒都很熱烈的參與學習，對於課程內容，皆能展現出自己的想法與

意見。 

 

T：我們的聲音有長的也有短的。那現在我們要先來介紹我們另一個好朋

友喔！我這個好朋友住在農場，猜猜看農場有哪些動物？ 

C1：牛 

C2：馬 

C3：老虎 

T：農場裡面有老虎？老虎是在哪裡出現？ 

C：動物園 

C4：兔子 

C5：獅子 

T：獅子？獅子會在農場？在想想看農場有什麼動物？ 

C6：豬 

T：小豬怎麼叫嗎？ 

C6：ㄍㄡˊ 

C7：狗 

C8：公雞 

C9：小貓咪 （攝 20130410） 

 

T：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遊樂園玩？ 

C：有 

T：那可以告訴我你在裡面玩到哪些東西？ 



 

 - 53 - 

C：我知道 

T：請你舉手告訴我喔！ 

C1：之前我去遊樂園的時候，我有坐摩天輪。 

T：有摩天輪，還有嗎？  

C2：我有玩過做一台車，走進山洞，山洞裡面有鬼。 

T：是坐車子會過山洞，不過山洞裡面都暗暗的，有很恐怖的聲音。（指

C3）請你說。 

C3：旋轉木馬 

C4：媽媽帶我去劍湖山的時候，媽媽有帶我和姊姊去一個黑黑的地方看

鬼。 

T：有鬼屋。那請最後一個小朋友說。 

C5：還有開車撞來撞去。 

T：碰碰車耶！那現在請你來看看我帶的圖片有什麼？這邊都有你們剛剛

講過的東西喔！（T 拿出旋轉木馬圖）你看這個是什麼？ 

C：旋轉木馬 

T：你們去遊樂園都會去坐的旋轉木馬。 

C1：我去迪士尼也有坐。 

T：這裡還有雲霄飛車，但你們去的時候有沒以看過表演，像是有小丑或

是其他的表演？ 

C：馬戲團。（攝 20130417） 

         

T：有沒有發現兩種是不一樣的聲音？（C 點頭）現在我要請兩位小朋友

來幫我敲敲看大鼓和小鼓？【C 舉手】 

T：你們班有號碼嗎？ 

C：有 

T：那今天是四月十七號，我要請四號和十七號上來試試看。【四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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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鼓，十七號選擇小鼓】 （攝 20130417） 

 

    課程的主題皆以幼兒日常生活中的舊經驗做為引導，每次在進行團體討論時，

幼兒都能提出自己的想法，也會依照研究者給予的提示作聯想，即使幼兒無法說

出正確的詞彙，但也能清楚的描述所要表達的事件；進行樂器敲奏時幼兒也會希

望自己能夠有機會嘗試，因此都表現出非常積極的參與活動。 

貳、 幼兒的表現 

依據音樂課程設計，可得知此研究對於四至五歲幼兒所要引導的概念為節奏、

力度、速度、音色、重音、曲式、曲調等七項，透過研究者實際的音樂課程活動

中，幼兒在音樂上的表現以下將分述說明。 

一、節奏 

    節奏部分則分為固定拍與節奏。以固定拍為幼兒主要學習的目標，運用不同

的方式，如走路、克難樂器敲奏、圖片等，讓幼兒培養固定拍的概念；節奏則是

透過圖片讓幼兒清楚了解節奏的長短，爾後再加入音符符號，讓幼兒能敲出及念

出正確的節奏。研究者為了增強幼兒固定拍與節奏的概念，以培養邊唱邊敲的能

力，在為期十一堂的課程中，花了近六堂課的時間，引導幼兒由固定拍進而學習

到節奏。 

    課程之初，以克難樂器的敲奏引導幼兒固定拍的概念，爾後運用各種樂器練

習固定拍，進而延伸至節奏的學習。 

 

【T 選三位 C，C1 選了紅精靈，C2 選了黃精靈，C3 選了綠精靈。三位

坐在 C 的前方】 

【T 播放音樂，請 C3 敲】 

T：1、2、3、4。（此時 C3 幼兒跟著敲)黃精靈還沒出來喔！要先等一下

喔！（此時旁邊有位男生，用雙手跟著節奏一起拍） 

  （間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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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現在還哪個精靈敲？ 

C：（C 指向黃精靈）黃精靈。 

T：1、2、3、4。（此時 C2 幼兒跟著敲，速度上比音樂快）要敲慢一點

跟著音樂一起喔！ （T 抓著 C2 的手跟著節奏一起敲）1、2、3、4。接

下來你自己試試看喔！（音樂播放第二段）咚咚咚（C2 跟著節奏敲出）

很棒喔！再試試看喔！（C2 都有跟著節奏敲出）好棒喔！接下來是什麼

精靈出來？ 

C：紅精靈。 

T：1、2、3、4。跟著音樂一起敲喔！（C1 拿著紅精靈但是都沒有敲，

一直對著其他幼兒笑著）（T 抓著 C2 的手跟著節奏一起敲） 

C：敲屁股。 

T：快點試試敲敲看（T 抓著 C1 的手跟著節奏一起敲，但 C1 一直用力

並沒有讓 T 順利抓著敲）（T 在一旁指揮）咚咚咚。（C1 沒有跟著音樂敲，

敲自己的節奏）。（攝 20130320） 

 

【發樂器給 C，分成四組】 

T：（T 確認 C 都正確拿樂器）現在大家都拿到樂器，我們先來練習，請

大家邊數邊敲 1、2、1、2……，預備開始。 

C：（敲樂器）1、2、1、2…… 

T：（雙手打叉）好，停。手搖鈴的小朋友，跟 Stella 這樣拿，用另一隻

手敲（示範正確拿法）1、2、1、2……。 

C：（手搖鈴組邊數邊敲） 1、2、1、2……。 

T：很棒，我要準備開始囉！全部的小朋友一起練習喔！ 1、2、1、2…… 

【C 跟著敲】 

T：還記得剛剛我們練習唱歌的時候，最後要記得…… 

C：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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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怎麼那麼小聲，再試一次喔！1、2、3 

C：（舉一隻手）嘿！ 

T：那等一下我要一組一組來敲喔！ 

【播放音樂】 

C：（木魚、手搖鈴、響板輪流敲奏）1、2、1、2……。 

T：哇！大家都有敲對耶！也有跟著 Stella 一起數。（攝 20130327） 

 

（T 發樂器） 

T：先將你的樂器放在你的手上，我們來認識它一下，它叫做響板。 

C：響板。 

T：先將響板放在你的手上，大家會不會數 1、2、1、2。 

C：會。 

T：那我們就邊屬邊敲喔。1、2、1、2…（敲響板），怎麼有人越拍越快

啊！我們再試一次喔！大家要慢慢數，嘴巴數 1 手就拍一下喔！再一次

喔！預備起。 

 （敲響板） 

T：這次 1、2、1、2，不可以數出聲音，用你的心來數喔！數在你的心

理喔！（有一個 C 把響板放進衣服中） 

T：不是把它放進去，是用你的心數喔！預備起 

（C 敲響板，有的快有的慢） 

T：怎麼會有的快有的慢呢？那我偷偷幫你們數喔！但你們還是用心理數

喔。（T 手比 1、2、1、2，小朋友敲響板）怎麼都沒有看我的手？（T 手

繼續比 1、2、1、2，小朋友敲響板，有比較整齊）那現在我們要來挑戰

喔！你們的嘴巴要幫我唱瑪莉有隻小綿羊小綿羊小綿羊…… 

（T 唱+敲） 可以來挑戰看看喔。 

（T 和 C 一起邊唱邊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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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現在要來跟音樂是試看囉！ 

（音樂播放 T 和 C 一起邊唱邊敲） 

T：有沒有覺得一邊敲一邊唱有點難？ 

C：（點頭） 

T：請問大家，剛剛我們敲的時候是一下子快一下子慢，還是一樣快（拍

響板）？ 

C1：一樣快 

T：對，是一樣快的喔!!!那我們拍得叫做「固定拍」。就像剛剛我們在敲

小精靈走路一樣，1、2、1、2，一樣的速度。1、2、1、2……（邊數邊

敲），（C 跟著老師邊數邊敲）。哇！大家變厲害了。那現在我們要先請響

板回家休息了，等一下放進籃子中要輕輕放喔（T 示範）!（攝 20130327） 

 

【T 指小狗，C 拍樂器】 

T：要跟著我的手指的小狗拍喔！請慢慢拍！ 

【C 越拍越快】 

T：停！有人沒有跟著我都手拍，那這次我們來比賽看哪一排拍得最正

確？ 

【T 指小狗，C 拍樂器】 

T：那我們準備跟音樂一起來試試看喔！ 

【T 播放音樂並指著小狗，C 拍出固定拍】 

T：（T 拍鈴鼓）剛剛我們手拍的 1、2、1、2，但是嘴巴唱的跟手拍的是

不一樣的，手拍的部分叫做拍子。 

C：拍子 

T：但我們嘴巴唱的叫做節奏。 

C：節奏。（攝 201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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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現在請大家站起來，我們要當個神氣的國王，到處遊行囉！請大家的

腳先跟我一起踏，1、2、1、2……（C 跟著 T 一起踏步）。響棒要敲 ta ta 

ta shi 喔！（C 跟著 T 踏步、敲響棒）（T 指 C1 小男生）你的腳走太快了，

快點看著我的腳，和我一樣的速度，好，大家一起唸：ta ta ta shi。 

C：ta ta ta shi（C 跟著 T 踏步、敲響棒）。 

T：那現在 Stella 要放音樂，我們一起去遊行囉！ 

C：好！（攝 20130522） 

 

    固定拍的穩定對幼兒來說非常重要，只要拍子能夠正確、穩定，敲出來的節

奏就不會忽快忽慢。本研究發現，剛開始幼兒對於固定拍完全沒有概念，都是憑

自己的感覺敲奏，即使幫幼兒數出正確的拍子，幼兒仍是各敲各的。在實驗課程

中，幾乎每堂課都以不同的方式練習固定拍，到了課程後期雖然仍會有速度稍快

的情況，但與先前的敲奏比起來，明顯進步很多；由此得知，固定拍的概念是需

要時間慢慢累積而成的。 

    當幼兒對固定拍有概念後，研究者以音樂欣賞的方式讓幼兒感受音的長短，

再以歌曲中的人物圖片介紹節奏，透過圖片幼兒已能清楚了解節奏的長短，爾後

加入音符符號時，幼兒都能正確與唸出正確的節奏。 

 

T：那等一下你會聽到音樂當中，也有長長的音，也會有短短的音。如果

是長長的音，你就把你的手越伸越長，可以嗎？ 

C：可以。 

T：（拿出鈴鼓）這是什麼樂器？ 

C：鈴鼓 

T：（搖鈴鼓）聽聽看，我搖的是長的音還是短的？ㄟˊ，沒有聲音了耶！

沒有聲音你的手就要停住喔！【C 跟著 T 的鈴鼓聲音做出長與短】 

T：那大家知道要怎麼做了，現在要先請你幫我開車，聽到我按喇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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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跟著我一起叭叭叭喔！叭叭叭（做動作）      

C：叭叭叭（做動作） 

T：那準備和音樂一起囉！（提醒幼兒教室內的安全） 

【七式進階，幼兒跟著老師一起做，開車與長短的遊戲】 

T：剛剛有沒有聽到長長與短短的聲音？我有發現很長的聲音時，有人連

腳都一直打開都快跌倒了！你會發現音樂的聲音會有長長與短短的聲音！

請問這個是什麼？（搖短短一下鈴鼓） 

C：短的。（T 搖長長一下鈴鼓） 

C：長的。（攝 20130403） 

 

T：……你看看我這裡有什麼圖片？ 

C：印地安人、帳篷。 

T：這個要做什麼呢？ 

C：睡覺。 

T：我偷偷告訴你喔！今天印地安人要去露營，他們要住在帳篷內。這次

一個帳篷指可以住一個印地安人！請小朋友來幫我放（指派四個人貼印

地安人圖片）。 

【四位 C 拿著印地安人圖片放進帳篷中】 

T：大家都放好了，這裡每一個帳篷裡面都住著一個印地安人，等一下

Stella 點到一個印地安人的時候，請你幫我拍一下。 

【T 點印地安人，C 拍手】 

T：怎麼不整齊啊？我們再試一次。 

C：（拍手）1 2 3 4  

T：現在我想要有點不一樣，如果一個帳篷裡面住著兩個印地安人呢？ 

C1：那就要拍兩下（拍手） 

T：住兩個印地安人的帳篷要拍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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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點印地安人，C 拍手】 

T：大家都好厲害，我們再試一次。 

【T 點印地安人，C 拍手】 

T：剛剛加進去的印地安人，想要去住別的帳篷，我請一個小朋友來幫我

試試，看這個印地安人要住在哪一個帳篷中？ 

【C 將印地安人放在第四個帳篷內】 

T：那現在請你們來幫我拍拍看喔！ 

【T 點印地安人，C 拍手】 

T：（再拿出另一個印地安人）這次我多的兩個印地安人，你們想讓他們

住在哪一個帳篷呢？記得喔！一個帳篷內最多只能兩個人在裡面喔！ 

【T 挑選了兩位 C，C 分別將印地安人放進第二個與第三個帳篷中】 

T：這樣你們會拍嗎？ 

C：會 

T：預備起 

【T 點印地安人，C 拍手】 

C1：如果每個帳篷都住兩個人呢？ 

T：可是這好像有點難耶！你們會嗎？ 

C：會 

T：好吧！那我讓每個帳篷都住兩個印地安人囉！（T 將另外兩個帳篷加

入另兩個印地安人）一起來試試看囉！ 

【T 點印地安人，C 拍手】 

T：（露出驚訝的表情）這麼厲害喔！那我要拿走一個印地安人（T 將第

三個帳篷內拿走一個印地安人）這樣會嗎？ 

C1：這個很簡單。 

T：預備起 

【T 點印地安人，C 拍手，拍到第三個帳篷時多拍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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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ㄟˊ，這裡只有一個印地安人耶！所以這裡不能拍那麼快，再試一次

喔！ 

【T 點印地安人，C 拍手】 

T：這次就對了，那我再拿走一個印地安人喔！（拿走第四個帳篷內一個

印地安人）（假裝大笑）哈哈！不會了吧！ 

C：會 

【T 點印地安人，C 拍手，連續練習了兩次】（攝 20130410） 

 

【T 拿出四分音符與雙八分音符圖卡】 

T：我這裡有兩種音符，一個自己站的音符，一個是和好朋友手牽手的音

符。那現在我把這幾個音符放在地上，我要請你來幫我貼音符在帳篷上

喔，帳篷內有兩個印地安人，請問你要放哪一個音符？ 

C：兩個好朋友的 

T：嗯，很棒，現在要請你們來試試看囉！ 

【T 發單頭目魚、高低木魚及雙頭木魚】 

C1：有的帳篷可以住兩個人啊！ 

T：（T 在第二個帳篷再放進 titi）那這樣你會拍嗎？ 

【C 拍出 ta titi ta ta 的節奏】 

C1：你全部都住兩個人？ 

T：再多一個人喔！（T 在第一個帳篷放進 titi） 

【C 拍出 titi titi ta ta 的節奏】 

T：哇!你們都記得耶！ 

C：再多一個人啦！ 

T：好吧！就再多一個人喔！（T 在第三個帳篷再放進 titi） 

C：耶! 

T：一起來試一次喔！（T 指節奏）這個超難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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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超簡單的 

T：預備起 

【C 拍出 titi titi titi ta 的節奏】 

T：哇! 

C1：再多一個 

T：好，全部都住兩個印地安人。（T 在第四個帳篷再放進 titi） 

【C 拍出 titi titi titi titi 的節奏】 

T：哇!超整齊的，都沒有人拍錯耶！現在先將樂器收起來。（攝 20130417） 

 

T：你還記得我們上週教過的 ta 和 titi 嗎？ 

C：記得。 

C1：有兩個黏在一起的。 

C2：有黃色是自己一個人的。 

C3：兩個是藍色的。 

【T 拿出 的圖卡】 

T：這個是什麼？ 

C：ta。 

T 拿出  的圖卡】 

T：那這個呢？ 

C：titi。 

T：那現在我要拍出一組節奏，大家仔細看喔！ 

【T 排出     】 

T：這個是 ta ta titi ta。 

C：（C 拍手）ta ta titi ta。 

T：不過這次我們要自己來創作，（T 邊唸邊拍）我是乖寶寶。你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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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想到的句子放進去節奏裡喔！誰要試試看？ 

【C 舉手，C 選了 C4】 

T：你想唸什麼？ 

C4：我是乖寶寶。 

T：那是我剛剛唸的，你要想一個不一樣的？ 

C4：我是……（T 在旁做動作提示）我是大野狼。 

T：（T 比節奏唸）我是大野狼。可以耶！好棒喔！（C4 跟 T 擊掌）還有

誰要試試看的？ 

【C 舉手，C 選了 C5】 

C5：我是鋼鐵人。 

T：（T 比節奏唸）我是鋼鐵人。這個也可以耶！好棒喔！（C5 跟 T 擊掌）

還有誰要試試看的？ 

【C 舉手，C 選了 C6】 

C6：我是小白兔。C 

T：（T比節奏唸）我是小白兔。這個也不錯喔！（C6跟T擊掌）（攝20130424） 

 

【T 拿出狗屋及小狗圖片】 

T：上週我們有介紹，有小狗的房子要拍一下，如果狗屋裡面沒有小狗，

還可以拍嗎？ 

    C：不行。 

   【T 將小狗放在前三個狗屋中，最後一個沒有放】 

T：那這個要怎麼拍？請大家用手拍拍看。（C 拍三下） 

T：今天 Stella 要介紹一個新的符號讓你們認識喔！（拿出四分休止符放

在最後一個狗屋中）這個符號就是代表休息的意思（手放嘴巴前做噓的

動作），請大家跟我一起唸：ta ta ta shi （手拍） 

C：（手拍、唸）ta ta ta shi （攝 201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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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週的課程中，節奏部分除了感受音的長短之外，也認識了四分音符、八分

音符及四分休止符三個符號。運思前期的幼兒以自我中心為主，因此需要讓幼兒

透過手指謠、節奏說白為主要音樂活動進行學習。研究者在引導節奏唸謠的部分，

幼兒一開始不太理解，會重複研究者的句子，漸漸地透過引導也能創作出屬於自

已的節奏唸謠，連帶班老師都覺得小朋友能照著老師給的節奏，能想出一個句子

還蠻厲害（訪綺 20130424），大部分的幼兒在課堂上都已學會節奏的唸法，因此

研究者將節奏句型排出時，都能馬上反應及敲出正確的節奏。本研究中的幼兒正

處於 Bruner 認知發展理論中的圖像表徵期，因此當幼兒看到☆☆☆☆，能知道代

表固定的拍子，也能將自己我看到的形象，透過樂器敲奏表現出來。 

二、力度 

一開始引導大小聲時，利用幼兒最熟悉的動物叫聲，讓幼兒明顯的分辨大小

聲，進而運用繩子排出漸強的符號，讓幼兒實際的操作、體驗，最後再介紹強弱

的符號。 

 

T：（T 拿出小狗和小貓玩偶）早上小可愛和小咪咪出來玩的時候，小可

愛很開心大聲的在花園裡汪汪汪的叫，小咪咪因為比較膽小，所以他聽

到小可愛在汪汪大叫的時候，它嚇得喵喵喵的叫，現在我要把所有的小

朋友切成兩半，一半的小朋友當成小可愛汪汪的叫，另一半的當成小貓

咪喵喵的叫。（T 將 C 分成兩組）這一半的小朋友當成小可愛，請你們幫

我汪汪汪（大聲）。 

    C：汪汪汪（大聲） 

    T：那這一半的小朋友當成小咪咪，請你們幫我喵喵要（小聲）。 

    C：喵喵喵 

T：小可愛和小貓咪不只會汪汪汪和喵喵喵的叫，他們還會一起唱歌，小

可愛會唱汪…… 



 

 - 65 - 

    C：（模仿 T 唱）汪…… 

    T：喵~~~~ 

    C：（模仿 T 唱）喵……（攝 20130417） 

                                                  

T：剛剛我們用大鼓和鈴鼓帶代替小狗與小貓的聲音，現在 Stella 這裡有

一條繩子，我要排出大嘴巴囉！（童軍繩排出        ）我先請一位小

朋友來走走看。（我選一位 C 走走看） 

T：（C 站在繩上走）腳要越來越開喔！（C 走完）你有沒有覺得大的地

方越來越難走？ 

    C：（C 點頭）有 

T：剛剛兩位小朋友走完，你覺得用這個來代替聲音的大聲與小聲？ 

    C1：腳要張很開的那個是大聲。 

    T：（點頭）大的地方就是用來代表聲音的大聲，那另一邊呢？ 

    C：小聲 

T：在音樂王國裡面有代表著大聲和小聲的符號，（拿出 f 符號）這個就

是代表大聲叫做 forte。 

    C：forte 

    T：（拿出 p）這個就是代表小聲叫做 piano。 

    C：piano 

T：現在我們來唱哈巴狗，不過當 Stella 拿出 p 時，你就要唱小小聲，拿

出 f 時，你就要唱大大聲喔！ 

   【C 跟著 T 的指令做】 

    C：那我們可以換別首歌唱嗎？（攝 201390424） 

 

    聲音的大小聲幼兒最容易辨別，從一開始生活經驗的引導，至幼兒實際的體

驗操作，進而知道符號的意義為何，最後透過幼兒熟悉的歌曲加上 P 與 f，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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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表現得很好，也會主動要求老師運用別首歌曲加上音樂元素唱唱看。 

三、速度 

    速度則是分為音樂的快與慢。以幼兒最熟悉的「龜兔賽跑」引導快與慢的感

受，進而以走路與高鐵兩個極端的速度，配合歌曲唱出。 

 

    【T 播放音樂】 

    T：這個聲音是誰出來了？ 

    C：烏龜 

    T：烏龜出來的聲音是快快還是慢慢的？ 

    C：慢慢 

    T：烏龜慢慢爬出來，那兔子在做什麼事呢？ 

    C：睡覺 

    T：哇！他在睡覺耶！他都不知道烏龜已經爬了很遠了。（音樂變快） 

    C：兔子出來了 

T：兔子發現烏龜已經爬很遠了，他就趕緊用跳的，希望可以追上烏龜喔！

那現在要請小朋友來幫我當烏龜和兔子喔！ 

    【C 當烏龜在地上爬】 

    T：要慢慢爬喔！ 

    【C 當小白兔到處跳】 

T：我是一隻小白兔，蹦蹦跳蹦蹦跳，我是一隻小白兔我到處蹦蹦跳。 

    【C 回到位置上】 

    T：剛剛你們聽到慢慢的聲音是誰出現？ 

    C：烏龜 

    T：那快快的聲音呢？ 

    C：兔子 

    T：你們會唱三輪車嗎？三輪車，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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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會 

T：現在要來玩個不一樣的遊戲？ 

C：是什麼遊戲？ 

T：等一下大家要一起唱三輪車的歌，如果我拿出兔子的圖片，你就要快

快的唱，我如果拿烏龜的圖片，你就要慢慢的唱喔！ 

【C 跟著 T 的提示唱出歌曲】 

C：那我們可以唱兩隻老虎嗎？ 

T：當然可以啊！不過你們還是要看我給你的圖片，唱出快跟慢的感覺喔！

那現在就一起來唱兩隻老虎囉！ 

【C 跟著 T 的提示唱出兩隻老虎】（攝 20130327） 

 

【T 拿出小狗玩偶】 

    T：今天小狗來這裡要和大家一起唱歌。 

    C：唱什麼歌啊？ 

    T：我們先來聽聽看。 

    C：白板沒有東西啊！ 

T：（拿出圖卡）這裡有走路和高鐵的圖卡，等一下我們要用這兩種的速

度唱出歌曲？現在要請小朋友們站起來，跟著 Stella 一起做喔！（攝

20130403） 

 

    對 Piaget 運思前期之幼兒，應提供各種快慢、不同的視覺、觸覺及運動知覺

的練習，來發展音樂知覺的各種知能。因此藉由龜兔賽跑的故事表現出快與慢的

音樂元素，幼兒透過遊戲與身體的律動表現出快與慢。幼兒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

音樂的快與慢，但在研究者教學的過程中也發現，有些人聽到烏龜的音樂時，知

道是慢的，不過速度還是很快的在地上爬，沒有跟著音樂走（教觀 20130327），

但運用快慢的元素唱出歌曲，幼兒可以很完整的表現出來。由此可知，幼兒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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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能尚未跟上其認知程度。   

四、音色 

    幼兒對於日常生活中的聲響式最為熟悉的，在課程之初，引導幼兒去聆聽週

遭生活中的聲響，再者讓幼兒分辨各種不同的樂器所發出的聲音。 

 

T：大家都知道我們日常生活裡面有好多好多的聲音，有人告訴我有溜滑

梯的聲音、跑步的聲音、拍手的聲音，那現在要請小朋友用耳朵來聽聽

看，猜猜看我放的音樂是什麼聲音。 

（T 播放雨聲） 

C：下雨的聲音。 

T：下雨是這個聲音嗎？（C 放鞭炮）放鞭炮是這個聲音嗎？再聽聽看。 

C：是下雨啦。 

T：是放鞭炮還是下雨的聲音？ 

C：下雨。 

T：哦！是下雨的聲音，大家都好厲害，那再猜一個看看喔。你們一定猜

不出來的，超級難的喔。（T 播放挖土機機械聲） 

C1：放鞭炮。 

C2：挖土機的聲音。 

C3：車子的聲音。 

T：大家的答案都不一樣耶！那再仔細聽聽看，到底是什麼聲音？ 

C：挖土機的聲音。 

T：馬路上挖土機在挖馬路，都會有叩叩叩的聲音。（做挖土狀）你們都

好厲害，考不倒你們耶！好吧，那再聽一個看看。 

C4：不要太大聲喔！ 

T：你會嚇到嗎？準備聽好囉!!!（播放小鳥叫聲） 

C：小鳥（全體一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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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終於有一個是大家一起說的聲音囉！是放鞭炮嗎？ 

C：不是，是小鳥。（攝 20130320） 

 

T：……那你還記得我們有玩一個樂器是什麼嗎？可以拍拍的。（做拍響

板的動作） 

C：響板。 

T：今天我要帶你去樂器王國冒險，你看看我的籃子裡面有幾種樂器啊？ 

C：三種。 

T：這個是什麼？（T 拿單頭木魚） 

C1：木魚 

C2：蘋果 

T：ㄏㄚˊ~~~蘋果??? 

C：木魚木魚木魚…… 

T：你們怎麼知道它叫做木魚？ 

C：因為我們教室有一個。 

T：那請問他的聲音是鏘……還是叩叩叩？ 

C：叩叩叩 

T：那聽聽看它的聲音喔！（T 敲木魚）這是我的木魚好朋友。那這個是

什麼？（T 拿手搖鈴） 

C：鈴鐺。 

T：這個不叫做鈴鐺，它有一個屬於它自己的名字，它叫做手搖鈴。那手

搖鈴要怎麼敲？ 

C：用手敲。 

T：現在來聽聽看它的聲音喔！（T 敲響板）這個就是我們上週敲過的，

它的名字是…… 

C：響板。（攝 2013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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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拿起鼓棒）那我們聽聽看它的聲音。【T 敲大鼓三下】這個是小鼓

的聲音。【T 敲小鼓】 

C1：小鼓有一個聲音很像放煙火的聲音，大鼓是咚咚咚。 

T：大鼓是咚咚咚，小鼓你覺得很像放煙火的感覺。（C 舉手）那你覺得   

呢？ 

C5：我覺得大鼓像地震的聲音，小鼓像放煙火的聲音。 

T：大鼓像地震的感覺，我們一起來聽聽看音樂喔！ 

【T 播放大鼓和小鼓】 

T：（前奏有大鼓聲音）這是什麼聲音？ 

C：大鼓。 

T：（小鼓滾奏）那這個呢？ 

C：小鼓。（攝 20130417） 

     

    運思前期之幼兒，可透過參與活動與他人分享，因此研究者設計，讓幼兒可

以根據聲音的線索去探索發現聲音來源。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不同的聲響，讓幼兒

靜下心來仔細聆聽我們週遭的聲音，再與幼兒討論分享每個人的想法與感受。班

上有小男生，一開始沒有仔細聽研究者說聽聽週遭的聲音，而只是分享有恐龍的

叫聲，有的則是播放音樂沒有聽完就急著回答（教觀 20130320）。課程一開始從

日常生活引導到樂器聲響的認識，幼兒都能透過口語表達出樂器的聲音。 

 

五、重音 

    在課程當中，以汽球破掉的方式，讓幼兒感受音樂中的重音，並透過遊戲更

能體會重音與力度的不同。 

 

T：今天 Stella 帶了一個東西，你們看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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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氣球耶！ 

T：現在要請你們每個人當成是一顆氣球，Stella 等一下會吹氣球，你就

要把你自己越變越大（T 雙手做氣球越吹越大狀），當我的放掉消氣時，

你也要跟著消氣（T 做身體放軟倒下），準備試試看喔！ 

【T 吹氣球，C 跟著 T 的氣球越變越大，當 T 氣球消氣，C 也跟著做跌

倒的樣子】 

T：現在要跟著音樂一起喔！（T 拿出玩具斧頭） 

【播放音樂：海頓爸爸】 

【T 跟著音樂吹氣球，C 跟著 T 的氣球越變越大，當音樂最後有碰的一

聲，T 用玩具斧頭敲一下氣球汽球消氣，C 也跟著做跌倒的樣子】 

T：這次我要邀請一位小朋友來幫我敲斧頭。（C 舉手，T 選了一位小男

生 C1）等一下你要幫我用斧頭敲在手鼓上喔！不是亂敲要聽到有碰的聲

音才可以敲一下。 

【T 播放音樂】  

【T 跟著音樂吹氣球，C 跟著 T 的氣球越變越大，當音樂最後有碰的一

聲，C1 用玩具斧頭敲一下手鼓，其他汽球的 C 也跟著做跌倒的樣子】（攝

20130515） 

 

    從遊戲當中，幼兒透過斧頭敲打的聲音感受到重音，也能透過音樂找出重音

的部分。然而在重音的教學當中，此次的活動主要是引導幼兒透過音樂先感受重

音，在往後的課程當中，再進行分辨重音與力度中大聲的不同之處。但因配合學

校的活動，因此在重音的課程上，無法順利執行。 

六、曲式 

每一首樂曲都有不同的曲式，以音樂遊戲的方式讓幼兒可以邊聽音樂邊玩遊

戲，注意段落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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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放玩具兵進行曲】 

T：（C 站起來和 T 一起做動作）刷刷牙、洗洗臉、穿衣服、穿褲子、穿

襪子、穿鞋子、戴帽子，刷刷牙、洗洗臉、穿衣服、穿褲子、穿襪子、

穿鞋子、戴帽子。（踏步原地走）小士兵出門了，不過他忘了帶槍，只好

再回去拿囉！ 

TC：刷刷牙、洗洗臉、穿衣服、穿褲子、穿襪子、穿鞋子、帶長槍，刷

刷牙、洗洗臉、穿衣服、穿褲子、穿襪子、穿鞋子、帶長槍。 

C：他忘了戴帽子耶！ 

T：他來不及了，馬戲團要開始了！（攝 20130522） 

                                                    

T：哇！青蛙的叫聲耶！現在小青蛙要出來唱歌了！（當小青蛙的 C，在

荷葉上跳來跳去）舒服的微風吹過來，風的小朋友拿著你絲巾左右搖擺

喔！（當風的 C，站在原地拿著絲巾搖擺）月亮小姐和星星們也要出來

看看囉！（當月亮和星星的人，站在微風旁邊做閃亮的動作）聽聽看誰

有跑出來了？ 

C：小青蛙 

T：小青蛙又要出來唱歌囉！ 

C：這是小星星的聲音。 

T：對啊！所以星星和月亮又要做閃亮的動作喔！（攝 20130606） 

 

    黃麗卿（1996）所提出四歲幼兒的音樂經驗，已可做有規則可循的歌曲和遊

戲，並能對正在進行的音樂活動作適當的動作配合，因此研究者將曲式的部分，

安排在課程的後期，主要是幼兒較能夠欣賞音樂，分辨曲式的不同。最後一週以

戲劇的方式，讓幼兒分成三個組別，透過每段的音樂利用道具及自己的肢體表現，

有幼兒很專心的聆聽，很清楚的分辨段落的不同而提醒該組的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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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曲調 

    透過大小鼓的聲響認識高低音，進而認識旋律中的高低聲音，最後再由旋律

的高低進而認識正確的五線譜位置。 

 

    T：你們看 Stella 這裡有什麼東西？（拿出大鼓和小鼓） 

    C：鼓 

    T：這是什麼鼓？（T 指大鼓） 

    C：打鼓、打鼓。 

    T：你們看這裡有兩種鼓，這個是什麼鼓？（T 指大鼓） 

    C：大鼓 

    T：哦！大鼓！那這個是什麼鼓？（T 指小鼓） 

    C：小鼓 

T：沒錯！這個是小鼓，那我這裡有兩種棒子，可以告訴我哪一種是大鼓

的棒子嗎？（T 拿出大鼓與小鼓的鼓棒） 

    C：這個（手比大鼓棒） 

    T：是這個嗎？（高舉小鼓棒） 

    C：不是，是這個？（手比大鼓棒） 

    T：對，這個是大鼓的棒子，那這個呢？ 

    C：小鼓的棒子 

    T：有沒有人知道大鼓跟小鼓的聲音有什麼不一樣？ 

    C：（舉手）我知道 

    C1：我知道，大鼓的聲音是咚，小鼓的聲音是咚。 

    T：（指大鼓）咚跟（指小鼓）咚是一樣的聲音啊！ 

    C1：一個是大的，一個是小的。（做聲音的變化） 

    T：那你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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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大鼓是大聲，小鼓是小聲的。 

T：你覺得大鼓是大聲，小鼓是小（C2 點頭）。那你覺得小鼓可不可以打

大聲？ 

    C2：不行（搖頭） 

    T：哦!!還有沒有人有別的答案。 

    C3：大鼓是咚（大聲），小鼓是咚（小聲）。 

    T：你們都覺得大鼓是打很大聲，小鼓是打很小聲。 

    C：對 

    C4：一個那麼小一個那麼大 

T：一個那麼小一個那麼大，但是我說的是聲音有什麼不一樣？你們有沒

有聽過他的聲音有什麼不一樣？ 

    C：碰碰碰 

    T：你覺得哪一個是碰碰碰的聲音？ 

    C：（指大鼓）那一個？ 

T：（T 拿起鼓棒）那我們聽聽看它的聲音。【T 敲大鼓三下】這個是小鼓

的聲音。【T 敲小鼓】 

C1：小鼓有一個聲音很像放煙火的聲音，大鼓是咚咚咚。 

T：大鼓是咚咚咚，小鼓你覺得很像放煙火的感覺。（C 舉手）那你覺得

呢？ 

    C5：我覺得大鼓像地震的聲音，小鼓像放煙火的聲音。（攝 20130417） 

    T：那請問你的爸爸媽媽，誰講話聲音是高高的？ 

    C：爸爸 

    T：你的爸爸會說：趕快來吃飯喔！（T 用高高的聲音說） 

    C1：我的爸爸上次罵我就是啊!!!（學爸爸叫） 

    C2：我爸爸講話超大聲的耶！ 

T：喔!!你們搞錯了啦！我是說爸爸跟媽媽誰的聲音是高高的（用高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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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講），高高的聲音和大聲小生不一樣喔！ 

   C1：大人的聲音也會很大聲啊！ 

T：Stella 說的不是大聲，爸爸的聲音就跟大鼓一樣是低低的，他會用低

低的聲音跟你說：快點來吃飯喔！（學低的聲音），媽媽的聲音是高高的，

他會跟你說：快來吃飯喔！（學高的聲音），那這次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聲

音變出高高和低低的聲音嗎？（手比高的）高高的聲音。 

    C：喔~~~~ 

    T：低低的（手比低的） 

    C：喔~~~~（攝 20130417） 

 

T：我們認識了 Sol 和 Mi 的音高，那現在我們要來玩一個遊戲，這個遊

戲要來看看誰的耳朵比較厲害？我會把這兩個音藏在我的袋子後面，等

一下我敲 Sol 的時候，你就要站著唱出 Sol，如果我是敲 Mi 的音，你就

要半蹲唱 Mi。我們先來試一次看看。 

   【T 敲 Mi，有的 C 站有的 C 半蹲】 

    T：請問剛剛我敲的是什麼音？ 

C：Sol。Mi。 

T：怎麼有兩種答案啊？到底是哪一個啊！我們再聽聽看喔！（T 敲 Sol）

這個是 Sol。 

C：Sol   

T：（敲 Mi）這是 Mi。 

C：Mi 

T：準備再試一次喔！（敲 Mi） 

C：（半蹲）Mi 

T：很棒喔！那這個呢？（敲 Sol） 

C：（站著）Sol（攝 201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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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我們已經認識 Sol 和 Mi 的音高，你們看看我這邊有什麼東西？ 

C：繩子。 

T：這個繩子要做什麼用呢？ 

C1：綁東西。 

C2：玩 

T：都不是耶！今天我們要用這個繩子來認識 Sol 和 Mi 的家喔！（T 將

兩條繩子平放在地上，拿出兩個鈴鼓）我們知道 Sol 和 Mi 兩個音，哪一

個聲音是比較高的？ 

C：Sol、Mi。 

T：到底是哪一個啊？怎麼答案不一樣？（T 敲音磚）這個是 Sol。 

C：Sol。 

T：（T 敲音磚）這個是 Mi。 

C：Mi。 

T：現在可以請你告訴我，Sol 和 Mi 這兩個音，哪一個聲音是比較高的？ 

C：Sol。 

T：哪一個聲音是比較低的？ 

C：Mi。 

T：Sol 的聲音比較高，所以他住在第二條線上（T 將鈴鼓放在第二線）

Mi 的聲音比較低，所以他住在第一條線上（T 將鈴鼓放在第二線）。那

這次要請小朋友來幫我放鈴鼓喔！（T 敲音磚 Mi） 

（C 舉手） 

T：（T 選 C3）請你來幫我放！（C3 排在第一線上） 

T：好棒喔！再聽聽看這個音是？（T 敲音磚 Sol） 

T：（T 選 C4）請你來幫我放！（C4 排在第二線上）（攝 2013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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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時間的因素，在一次教學中的高低的音樂遊戲沒有進行（省 20130417），

接著課程就讓幼兒以大鼓與小鼓分辨高低音，幼兒受到樂器尺寸的影響，覺得大

鼓就是大聲小鼓就是小聲，進而延伸至父母親聲音高低時，仍是以大小聲來做判

別，完全無法理解這兩種聲音的高低，應以兩種不同類型的樂器做為引導高低音

會適當些（省 20130417）。以 Sol 和 Mi兩個音的高低，讓幼兒分辨，一開始由毫

無頭緒的亂回答，到研究者請幼兒仔細聆聽時，大部分的幼兒都能正確的判斷出

音的高低，也可以排出正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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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音樂元素融入幼兒學習課程之中，對於幼兒能否透過教師的

教學引導，啟發其音樂能力、專注力、及人際互動之表現情形。研究者依據研究

目的與問題，針對台中市快樂（化名）國小附設幼兒園的一個中班班級的三十名

幼兒做為研究對象，並實地進行現場音樂教學。透過每週教學的省思日記、教師

觀察紀錄表、教師訪談紀錄、攝影紀錄進行資料蒐集，進而整理所有資料並加以

歸納與分析。本章將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整理歸納出結論，並提出本研究之建

議。 

 

第一節 結論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綜合研究結果得到之結論如下：  

壹、 音樂元素融入幼兒課程學習之教師教學歷程 

    在整個音樂元素融入幼兒學習課程中，共進行了十一週的教學過程，教師經

歷了教學萌芽期、教學成長期、教學茁壯期，教師在音樂課程設計上的能力與教

學能力亦逐步提升。研究者將於下列提出教師在各個時期教學歷程表現之綜合分

析結果。 

一、教學萌芽期 

    在經過為期三週課程後，大部份幼兒已經漸漸能從對於音樂課程較不熟悉到

適應，雖在前三週的課程有些混亂，幼兒對於教師課堂上進行音樂概念之引導，

感受仍較為薄弱，常出現不理解或答非所問的情形。但為期三週的課程，透過以

固定拍為主要學習概念，有部分幼兒已能適應教學模式，專注聆聽教學老師課程

活動，回到家中也會與家長分享上課的內容，並能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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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成長期 

    隨著課程進入第四週，教師加入新的音樂元素及難度提升的音樂課程內容，

幼兒雖仍需要老師較多協助與引導，但經過前三週課程後，隨著幼兒對課程的熟

悉與專注能力提升外，在肢體動作方面也有所進步，幼兒的表現與反應都能跟的

上教師的指令與動作。同時更發現有少部份幼兒已產生學習自信，在課程進行中

均能獨立且快速完成活動，並享受音樂課程的樂趣。 

三、教學茁壯期 

    進入教學茁壯期之後，幼兒在課程進行第八週，幼兒更熟悉音樂課程內容，

從原本對音樂毫無概念，漸漸得可明顯感受到幼兒不再盲目的只是敲敲樂器，同

時也能自行獨立專注聆聽教師課堂中所播放的音樂與指令，相較於教學成長期幼

兒音樂素養明顯進步與提升，且呈現穩定快速成長。 

    綜合以上研究者針對幼兒在課程上所觀察到幼兒在音樂學習的表現中，可以

得知研究對象在透過音樂元素融入課程學習中，能有效提升幼兒音樂能力、專注

力、及人際互動之表現情形。 

    此外，從教師訪談的回應中得知，實施音樂元素融入課程學習期間與課後，

幼兒在其他課程學習上，無論專注程度與時間持續上皆有明顯的提升與進步。整

體而言，教師對於此課程，給予支持與肯定，可知實施音樂元素融入課程學習對

幼兒專注力表現成效為正向的，也就是說透過音樂元素與各種不同教具、樂器結

合的課程，更容易吸引並維持幼兒注意力，進而提升學習專注力的成效。 

貳、 音樂元素融入幼兒課程學習之幼兒反應 

    在整個音樂元素融入幼兒課程學習的十一週過程中，研究者針對幼兒對音樂

的喜好度、好奇與期待、幼兒的參與度等三個面項來觀察幼兒反應，說明如下。 

一、對音樂的喜好度 

    研究者透過圖片、布偶、遊戲等輔助教具，讓幼兒在音樂學習概念上有更深

刻的印象，因此，幼兒對於音樂課程感覺是新鮮與有趣的。在教學期間與幼兒的

互動時，也能感受到幼兒很喜歡上音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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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好奇與期待 

    透過研究者的引導，幼兒在進入音樂課程時，都會好奇想瞭解今天的課程內

容為何？且每堂課程結束後，幼兒皆會表達他們期待下週音樂課的來臨。對幼兒

來說，每一堂音樂課程都是新鮮，因此，幼兒會表現出高度的好奇與期待。 

三、幼兒的參與度 

    課程的安排從一開始的主題討論、歌曲教唱、音樂概念學習、樂器合奏等，

透過輔助教具吸引幼兒的注意力，使得幼兒對於音樂課程皆能展現出自己的想法

與意見，每一個部分幼兒都很熱烈的參與學習。 

參、 音樂元素融入幼兒課程學習之幼兒表現 

    研究者依據音樂課程設計，透過音樂課程實地教學的活動中，觀察幼兒力度、

速度、音色、節奏、重音、曲式、曲調等七項表現，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一、力度 

    幼兒在力度的反應上，因為聲音的大小聲對於幼兒最容易辨別，因此，課程

從一開始生活經驗的引導，再進行實際的體驗操作，到最後幼兒已經能清楚知道

符號的意義。 

二、速度 

    課程設計幼兒能透過遊戲與身體的律動表現出快與慢，再配合快慢的元素唱

出歌曲，大部分的幼兒可以很完整的表現出來，但仍有某些幼兒聽到音樂時，他

們瞭解音樂是慢的，但身體仍無法有效控制，動作仍是快速的。 

三、音色 

    本研究以日常生活中的聲音，讓幼兒辨別各種不同的樂器所發出的聲音，課

程結束後發現透過此方式引導幼兒學習，幾乎所有幼兒皆能透過口語表達出樂器

的聲音。 

四、節奏 

    藉由音樂欣賞的方式讓幼兒感受音的長短，除了介紹節奏外，也透過圖片讓

幼兒瞭解節奏，整各課程結束後，幼兒已經能確實掌握節奏，進一步認識四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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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八分音符及四分休止符三個符號。 

五、重音 

    以汽球破掉的方式，讓幼兒感受音樂中的重音，幼兒不但覺得有趣，當重音

出現時，幼兒也能清楚分辨。 

六、曲式 

    曲式的訓練，是在課程的後半段，主要是透過音樂遊戲讓幼兒注意段落的不

同，最後幼兒已經能分辨段落的不同。 

七、曲調 

    透過大小鼓的聲響認識高低音，更進一步讓幼兒認識旋律中的高低聲音，以

及正確的五線譜位置。一開始幼兒從毫無頭緒的亂回答，到最後大部分幼兒都能

正確判斷音的高低，也可以排在正確的位置上。 

    最後，綜合以上研究者針對幼兒在音樂課程上所觀察到表現發現： 

1. 在教學進行課程時，透過不同音樂的走停、高低、快慢、強弱等元素，發現

幼兒對音樂的敏銳度有所提升。 

2. 研究過程中，音樂課程教學模式不僅能提升幼兒專注力與互動能力，也能夠

促進幼兒肢體動作的發展。 

3. 根據教師訪談資料，發現幼兒在會主動與家長互動、分享上課內容，顯示幼

兒是喜歡且願意接觸音樂課程。 

 

第二節 建議  

壹、 對音樂教師之建議 

一、研究結果顯示音樂教學可以豐富上課的內容，實際操作樂器比課堂中進行口

述更能引起幼兒的興趣，並提高學習效果與增加專注力，因此，教師在進行

音樂課程時，可嘗試使用不同簡單的樂器來輔助課程進行。 

二、研究發現幼兒對於音樂課程之喜好與接受度高，因此，在幼兒高度感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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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建議教師仍要將所要引導的音樂元素如力度、速度、音色、節奏、重

音、曲式、曲調等七項概念融入教學之中，讓幼兒在歡樂之中能有所成長。 

三、本課程實施時間只有 11週，如果在正常學期中上課能有較長的授課時間，教

師便可以設計更完整的音樂課程，如：各類的樂器認識、 音符的認識等，以

使課程更臻完備。  

貳、 對幼兒園的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運用音樂元素融入課程不僅能有效提升幼兒的學習專注力，也

能提升幼兒與同儕之間的互動能力，因此，建議幼兒園應鼓勵園所相關教育專業

人員（包括教師、保母等）進修有關音樂元素融入課程之研習課程，提升專業人

員在教學方面的專業知能，讓幼兒各方面能力能正向發展；幼兒園所能提供多元

化的音樂課程、教具及樂器，讓幼兒多元學習，提升學習專注力與同儕之間互動

的表現。 

參、 對照顧者的建議 

一、保持教師與教學者之間的聯繫，本研究音樂課程每周僅實施 30分鐘，因此在

教學者結束課程後，教師可利用幼兒的活動轉換時間、早晨到校或放學等待

父母的時間，讓幼兒複習當周的課程，定時與教學者分享幼兒學習音樂情形，

不僅教師能更瞭解幼兒狀況，也可以即時給予適當的協助與建議。 

二、保持父母親與教學者之間的聯繫，建議教學者能將每周不同主題及音樂元素，

提供給父母親瞭解，讓父母親能瞭解幼兒學習情況，並於家中複習課程之活

動。 

三、音樂學習環境帶入生活之中，幼兒不光是在幼兒園才藝課程中進行音樂活動，

因此，建議家長能在日常活動時，可以多花一些時間與幼兒互動，透過音樂

遊戲的方式，增加親子間的互動，讓學習更生活化。 

四、幼兒不論在家中或學校，其內在學習動機驅使幼兒對外在環境的探索與學習，

因此，家長或老師可以提供強調音樂元素─節奏、快慢、高低、長短等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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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遊戲活動與幼兒互動，陪同幼兒專心學習，養成專注的習慣，奠基日後良

好學習基礎。 

肆、 對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一、本研究針對幼兒音樂教學僅進行三個月十一週的課程，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將

課程時間延長或是以更多元主題方式呈現，以搜集更豐富多元且完整的相關

研究資料。 

二、國內針對一般幼兒音樂元素融入教學以提升幼兒相關能力之研究較為缺乏，

尤其在質性資料方面上更是不足，大部份僅針對特殊幼兒為主，期盼有更多

研究者注重一般學齡前幼兒之音樂教學，並以質性和量化深入研究，提供更

多教育單位、教學者的多方資訊。 

三、本研究進行過程中也發現到，幼兒在情緒與肢體動作會隨著課程學習進步，

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音樂元素融入課程教學是否對幼兒的情緒或

肢體發展方面更進一步的探究。 

四、目前國內研究尚無針對一般學齡前幼兒在音樂元素融入課程提升幼兒相關能

力之評量工具，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建立多元評量來觀察幼兒其他能力

是否也有明顯進步的趨勢，例如：專注力、反應、社會行為（社交）、情緒

表現、肢體動作等能力，以便於日後研究過程中進行評量，得到更多的量化

資料，進而與質性資料研究相互交叉比對檢驗。 

五、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在研究進行前與家長進行詳細的課前溝通，當進行研究實

施時能固定並且緊密的與家長溝通，使得家長能詳細的了解課程進行中研究

者對於課程設計的重點，以及幼兒在課程中所進步的狀況，如此一來能幫助

家長了解研究實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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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美國藝術課程標準二歲至四歲的音樂總目

標及細部目標 

總  目  標 細  部  目  標 

演唱及演奏樂器 

a. 能在說話、歌唱及朗誦時有表情地使用自己的聲音。 

b. 能個別及群體地演唱不同的調子、 節奏及曲風的簡單

曲目，而且在音準及節奏上愈來愈準確。 

c. 運用各式不同的樂器及音源。 

d. 能在樂器上演奏簡單的旋律及節奏。 

創作音樂 

a. 在遊戲時能即興創作歌曲。 

b. 對於歌曲、音樂、故事及詩詞，能運用樂器做即興伴奏。 

c. 能用歌聲、樂器及其它音源創作簡短的音樂。 

d. 能創作自己的符號系統來表達人聲、樂器聲及對音樂的

想法。 

對音樂的反應 

a. 能辨認不同的音色。 

b. 能利用動作對不同旳速度、節拍、力度、調式及曲風，

表達出他們對所聽到音樂的反應。 

c. 能自由地參與音樂活動。 

了解音樂 

a. 能用幼兒自己的字彙及標準的音樂術語，來描述聽到的

聲音、樂器、曲風及不同文化的音樂。 

b. 透過演唱、樂器演奏、肢體動覺及口語表達音樂的改

變，如節奏、力度、速度的改變。 

c. 能使音樂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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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幼兒音樂課程行為目標 

週次 教學目標 行為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跟著老師唱出歌曲。(1b) 

能唱出正確的音高。(1b) 

能跟著音樂敲出固定拍。(1d) 

了解音樂 能分辨日常生活中的聲響。(4c) 

對音樂有反應 能分辨不同的樂器音色。(3a) 

2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跟著音樂打出固定拍。(1d)         

能運用不同的感覺唱出歌曲。(1a) 

對音樂有反應 
能表現出音樂的快與慢。(3b) 

能在身體不同部位隨音樂拍出節奏。(3b) 

了解音樂 能說出樂器的名稱。(4a) 

3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將快與慢的概念運用在歌曲唱當中。(1b) 

能邊唱歌邊打拍子。(1b) 

能分辨拍子及節奏。(1b) 

對音樂有反應 
能感受聲音的長與短。(3b) 

能自由的參與音樂活動。(3c) 

4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正確敲出四分音符及八分音符節奏。（1d） 

創作音樂 
能將歌詞做變化。(2c) 

能創作出自己的符號記錄音樂。(2d) 

對音樂有反應 
能做出不同的肢體變化。(3b) 

能感受音樂的樂句。(3b) 

了解音樂 能透過樂器分辨出高與低(大鼓和鈴鼓)。(4b) 

5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敲出四分音符及八分音符。(1d) 

創作音樂 能透過音樂遊戲進行創作。(2a) 

對音樂有反應 
感受音樂的強與弱。(3b) 

能分辨聲音的高低。(3b) 

了解音樂 能運用自己的字彙來描述音樂的曲風。(4a) 

6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敲出音樂中的重音。(1d) 

能分辨樂器中的強與弱。(1c) 

創作音樂 能運用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創作四拍的節奏。(2b) 

對音樂有反應 
能感受音樂的走與停。(4b) 

能了解音樂的曲式(Q&A)。(4b) 

 

  



 

 -92- 

幼兒音樂課程行為目標（續） 

週次 教學目標 行為目標 

7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唱出 Sol 與 Mi。(1b) 

創作音樂 能運用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創作四拍的節奏。(2b) 

對音樂的反應 能辨認不同的音色。(3a) 

了解音樂 能說出強與弱的音樂術語。(4a) 

8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夠運用樂器敲出不同的聲源。(1c) 

創作音樂 運用 Sol 與 Mi 創作四拍的旋律。(2c) 

對音樂的反應 能感受音樂的上行與下行。(3b) 

了解音樂 能說出強與弱音樂術語並運用在敲奏樂器上。(4a) 

9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唱出正確的音高。(1b) 

創作音樂 能將歌詞做變化。(2c) 

了解音樂 

能了解音樂的曲式。（4b） 

能感受音樂的走與停。（4b） 

能運用自己的字彙來描述音樂的曲風。（4a） 

10 

創作音樂 
能創作出四拍的節奏。（2b） 

能透過音樂遊戲進行創作。（2a） 

對音樂的反應 能感受音樂的上行與下行。（3b） 

了解音樂 能認識四分休止符。（4b） 

11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敲出上行與下行。（1d） 

能拍出重音。（1b） 

對音樂的反應 能分辨不同的音色。（3a） 

了解音樂 能認識重音符號。（4b） 

12 

演唱及演奏樂器 
能跟著音樂敲出固定拍。（1d） 

能敲出正確 Mi、Sol 的音。（1d） 

創作音樂 能創作出自己的符號記錄音樂。（2d） 

對音樂的反應 能辨認聲音的高低。（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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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幼兒音樂課程設計教案 

年齡：4歲（中班） 

授課時間：30分鐘  

                                                   週次：第一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說出日常生活中

的不同聲響。(4c) 

 

能分辨樂器不同的

音色。(3a) 

 

 

 

 

 

 

 

 

能跟著音樂數出固

定拍。(1d) 

能跟著老師 

唱出正確的音高。

(1b) 

 

 

能跟著音樂敲出固

定拍。(1d)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1. 引導幼兒回想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不

同的聲音?可播放 CD中的聲音，請

幼兒回答 CD中的聲響來源？（下雨

聲、喇叭聲、風聲等） 

2. 老師告訴幼兒今天有三位小精靈要

來和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拿出三

種不同的東西(紙盒、鐵罐、塑膠瓶)，

每一位小精靈都可以發出不一樣的

聲音，並請幼兒用響棒敲敲看每種東

西的聲音。 

三、發展活動 

1. 老師利用三種不同的東西引導出歌

曲，請幼兒仔細聆聽歌曲中間奏時的

聲音，並找出正確的物品。 

2. 與三個小精靈一起踏步，並數出「1、

2」。 

3. 跟著老師一起唱出歌曲，並在間奏時

踏步數出「1、2」。 

 

四、綜合活動 

1. 認識樂器：響板 

2. 唱出兒歌「瑪莉的小綿羊」，運用樂

器邊唱歌邊敲出固定拍。 

五、再見歌 

2 

 

5 

 

 

 

5 

 

 

 

 

 

 

10 

 

 

 

 

 

 

 

 

6 

 

 

2 

CD、音響 

 

 

 

 

 

紙盒、鐵罐、塑

膠瓶、響棒 

 

 

 

 

 

歌曲：精靈體操 

 

 

 

 

 

 

 

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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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二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運用身體做音樂

活動。(3c) 

 

 

能說出樂器的名

稱。(4a) 

 

能運用不同感覺唱

出歌曲。(1a) 

 

 

 

能正確的敲擊樂器

-及打出固定拍。
(4a) 

 

 

能表現音樂中的快

與慢。(3b)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老師運用身體的部位拍出聲響， 

請孩子跟著老師一起做。(拍手、踏腳、

點頭、拍膝蓋) 

三、發展活動 

1. 告訴幼兒，今天要去音樂王國冒險，

沿路中我們會遇到不同的樂器精

靈，老師依序將木魚、響板、手搖鈴、

沙鈴拿出，讓孩子聽每種聲響，並告

知每一個精靈的名字，最後利用神秘

百寶袋請幼兒用手，摸摸看，猜出樂

器的名稱。 

2. 歌曲教唱：樂器大冒險 

3. 運用樂器配合歌曲敲出固定拍。 

 

 

 

四、綜合活動 

1. 冒險中遇到兔子與烏龜，來看看它們

在做什麼呢? 

2. 肢體模仿：學兔子跳，烏龜在地上

爬。 

3. 音樂運用：兔子代表快，烏龜代表

慢；秀出兔子與烏龜圖片，請孩子運

用快與慢的速度唱出「三輪車」。 

五、再見歌 

2 

 

5 

 

 

 

10 

 

 

 

 

 

 

 

 

 

 

 

 

5 

 

 

 

6 

 

 

 

2 

CD、音響 

 

歌曲：我們拍拍

手 

 

 

木魚、響板、手

搖鈴、沙鈴 

 

 

 

 

 

 

 

 

 

 

 

兔子與烏龜圖

片 

音樂：兔子與烏

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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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三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感受音樂的長與

短。(3b) 

能自由的參與活

動。(3c) 

 

 

 

能將快與慢的概念

運用在歌曲中。
(1b) 

能同時敲出固定拍

與節奏。(1b) 

 

 

 

 

 

 

 

 

能感受音樂的上行

與下行。(3b)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做身體的伸展，跟著音樂一起做。 

A：做開車的動作。 

B：根據樂句的長短做出伸展動作。 

 

三、發展活動 

1. 介紹農場裡的動物，引導唱出歌曲

「哈巴狗」。 

2. 農場主人想帶小狗一起旅行，但要搭

什麼交通工具呢？(運用圖片的速

度，唱出歌曲) 

3. 將小狗圖片放在白板中，請幼兒唱出

歌曲，手敲出小狗(固定拍)的拍子，

老師並介紹拍子與節奏的不同。 

 

五、綜合活動 

1. 主人帶著小狗要一起去爬山，他們爬

了一座又一座的山，現在主人想邀請

小朋友一起跟他們去爬山。 

2. 先練習爬山(蹲下往上)，下山(由高處

蹲低)的動作。 

3. 跟著音樂一起去爬山。 

五、再見歌 

2 

 

5 

 

 

 

 

10 

 

 

 

 

5 

 

 

 

 

 

 

 

 

 

6 

 

2 

 

CD、音響 

 

音樂：七式進階 

 

 

 

小狗圖片 

 

走路、高鐵圖片 

 

小狗圖片、響板 

 

 

 

 

音樂：動物狂歡

節-鋼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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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四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做出不同的肢體

變化。(3b) 

 

 

 

 

 

 

 

 

 

 

能將歌詞做變化。
(2c) 

能敲出四分音符與

八分音符的節奏。

(1d) 

 

 

 

能說出對音樂的感

受。(3b) 

 

 

能分辨出高與低。
(4b)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故事引導：老師今天要帶大家一起去遊

樂園玩，遊樂園裡有許多好玩的設備，

有旋轉木馬、海盜船、城堡或是表演秀

等。 

三、發展活動 

1. 現在我們要和剛才表演的印地安小

朋友做好朋友，一起來數數看， 

總共有幾位小朋友呢？ 

2. 歌曲唱：十個印地安人 

邊唱歌邊帶領孩子數數，可由一數到

十，再從十倒數到一。 

3. 歌詞改編唱：可將印地安人改成成小

動物或是其他國家的人。(讓幼兒自

行創作) 

4. 介紹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運用歌曲

中的印地安人放入帳篷中，有的帳棚

放一個印地安人，有的則放兩個印地

安人，並引導 titi 與 ta的符號。 

四、綜合活動 

1. 請幼兒聆聽歌曲中不同樂器的聲音。 

2. 這兩種聲音有何不同之處？ 

3. 運用此兩種音色做律動：高音→代表

巫婆，低音→代表爺爺。 

4. 介紹高音與低音的樂器：長笛與巴松

管 

五、再見歌 

2 

 

3 

 

 

 

 

10 

 

 

 

 

 

 

 

 

6 

 

 

 

 

 

7 

 

 

 

 

2 

CD、音響 

 

歌曲：遊樂園 

遊樂園圖片 

 

 

 

印地安人圖片 

 

 

 

 

 

各種動物圖片 

 

 

帳篷圖片、印地

安人圖片、鈴鼓 

 

 

 

歌曲：嘉禾舞曲 

 

長笛與巴松管

圖片 

                                                     

                                                    

週次：第五週 



 

 -97-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分辨聲音的高

低。(3b) 

 

 

 

 

 

 

 

 

 

 

 

 

 

 

 

 

 

 

 

 

 

能敲出四分音符與

八分音符（1d）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故事引導： 

    上週和巫婆及爺爺一起玩高高低低

的遊戲，這次我們有兩個好朋友要來和

大家見面。老師敲大鼓及小鼓的聲音，

請孩子說說哪個聲音高？哪一個聲音

低？ 

 

三、發展活動 

先複習上週印地安人的帳篷，一個

帳篷有一個印地安人和兩個印地安人。 

 

故事引導： 

    今天是小妹妹小葵的生日，一早起

床爸爸就準備了一個小禮物要送她，當

她打開禮物後發現，是一隻可愛的 Hello 

Kitty手錶，小葵非常的開心，但他突然

發現他的手錶和爸爸的手錶怎麼有點不

一樣呢？ 

1. 歌曲唱：爸爸的錶 

2. 請幼兒發現爸爸的錶和小葵的錶  

  聲音的不同之處？ 

3. 引導出「 」與「 」的音符符號，

並請幼兒敲出 與 的節奏。 

2 

 

 

3 

 

 

 

 

 

 

13 

 

 

 

 

 

 

 

 

 

 

 

 

 

 

 

 

 

 

CD、音響 

 

 

歌曲：大鼓和小

鼓 

大鼓、小鼓 

 

 

 

 

歌曲：十個印地

安人 

印地安與帳篷

圖片、單頭木魚 

兩種手錶圖片 

 

 

 

 

 

 

 

 

 

音符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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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第五週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感受音樂的強與

弱。(3b) 

四、綜合活動 

1. 今天大黃狗與小花貓在花園玩，但當

大黃狗大聲唱歌時，小花貓被他的聲

音給嚇到了，我們一起來聽聽看牠們

發生了什麼事呢？先帶領幼兒運用

動物的叫聲唱歌。 

2. 介紹「兇猛的大黃狗(大聲)」與「溫

柔的小花貓(小聲)」。 

五、再見歌 

7 

 

 

 

 

 

 

 

 

2 

 

小狗、小貓手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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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六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運用自己的字彙

來描述不同的文化

音樂。(4a) 

 

 

 

 

 

能分辨樂器中的強

與弱。(1c) 

 

 

能說出強與弱的音

樂術語。(4a) 

 

 

 

能運用四分音符與

八分音符創作四拍

的節奏。(2b) 

 

 

 

 

 

能將強與弱運用在

敲奏樂器上。 

(4a)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現在老師要帶著你們坐飛機到 

國外去，我們來看看飛到哪一個國家呢

(紐西蘭)？先聽聽看我們的音樂。 

    請幼兒用自己的字彙來描述這首歌

曲。 

三、發展活動 

1. 將大黃狗與小貓手偶拿出，複習上週

所帶領大聲與小聲唱歌曲。 

2. 遊戲：利用童軍繩，一邊放大黃狗的

圖卡，另一邊放小花貓的圖卡，老師

敲大鼓與鈴鼓，幼兒聽辨大小聲，站

在正確的位置。 

3. 老師介紹音樂王國中的大聲與小聲

都有屬於自己的名字，forte與 piano

的音樂術語。 

 

四、綜合活動 

1. 說白節奏創作練習： 

運用上週教過音符﹝ta、ti-ti﹞做說

白節奏練習 。 

範例： 

          
      我是 好寶寶 

2.  將創作出的節奏，運用 forte與 piano

敲出。 

五、再見歌 

2 

 

6 

 

 

 

 

 

10 

 

   

 

 

 

 

 

10 

 

 

 

 

2 

CD、音響 

 

歌曲：Epo I Tai 

Tai E(I will be 

happy) 

 

 

 

歌曲：大黃狗與

小花貓 

小狗與小貓手

偶、童軍繩、強

與弱圖卡、大

鼓、鈴鼓。 

 

 

 

 

 

四分音符與八

分音符的圖

卡、響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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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七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認識五線譜的線間

概念。(4b) 

 

 

 

 

 

 

 

 

 

 

 

 

 

 

能分辨聲音的高

低。(3b) 

 

能自由的參與活

動。(3c) 

能唱出正確的音

高。(1b)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音樂王國中，音樂小精靈要蓋一 

棟大房子，我們一起來看看它們的房子

蓋得怎麼樣呢？ 

    老師介紹線間概念後，老師告訴幼

兒：「第一線」，幼兒拿鈴鼓放在第一線

上。 

 

三、發展活動 

1. 故事引導： 

    下起雨來，小精靈好希望，雨可以

快點停止，這樣他們才可以在戶外玩，

現在我們一起幫忙小精靈，希望與可以

趕快停止。 

2. 歌曲唱：Rain rain go away 

    唱完了歌曲，天空好像聽到我們的

歌聲，雨停了耶！ 

3. 介紹 Sol、Mi 的音高 

    老師運用音磚唱出 Sol、Mi 的音，

請幼兒聽辨 Sol、Mi 的高低音。 

5. 遊戲：聽聽 Sol 與Mi 

老師敲出 Sol 與Mi 的聲音，聽到 

Sol 時，幼兒需站著並唱出 Sol，聽到

Mi 時，幼兒作半蹲狀並唱出 Mi。 

2 

 

5 

 

 

 

 

 

   

15 

   

 

 

 

 

 

 

 

 

   

 

 

 

 

 

 

CD、音響 

 

歌曲：音樂精靈

蓋房子 

鈴鼓、大綠布 

 

 

 

 

 

歌曲：Rain rain 

go away 

音磚、鈴鼓、大

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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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七週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感受音樂的長短
(4b) 

 

 

能透過音樂遊戲進

行創作。(2a) 

四、綜合活動 

1. 老師先將歌曲中的歌詞動作，帶 

領孩子練習幾次，請幼兒仔細聆聽歌曲

中的長音，告知聽到長音時，動作 

仍要繼續做。 

2. 除了有這幾個動作之外，請幼兒  

  創造出不同的動作。 

 

五、再見歌 

6 

 

 

 

 

 

 

 

2 

 

歌曲：我們拍拍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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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八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感受音樂中的重

音。(1d) 

 

 

 

 

 

 

 

 

 

 

 

 

 

 

 

幼兒能排出 Sol、

Mi 的位置。(4a) 

 

 

能感受音樂的走與

停。(4b)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海頓爸爸今天帶了氣球來和大 

家分享，請孩子假裝吹氣球，越吹越大，

老師可以吹真的氣球，聽到最後一句

「碰」時，老師將氣球氣放掉，孩子做

破掉的動作。 

    請一位幼兒拿玩具斧頭，在最後

「碰」時，幼兒可用斧頭敲一下。 

三、發展活動 

1. 故事引導： 

    小鳥在樹上唱著歌，先欣賞一下小

鳥唱的是什麼歌？ 

2. 歌曲唱：Kucoo 

3. 複習 Sol、Mi 的音高，聽到 Sol 時，

幼兒需站著並唱出 Sol，聽到 Mi 時，

幼兒作半蹲狀並唱出 Mi。 

4. 老師介紹 Sol、Mi的位置，Mi 住在

Sol 的下一條線上。 

5. 先請一位幼兒放 Sol的位置，再請另

一位將 Mi 放上。 

6. 將 Kucoo的旋律排在大綠布上。 

四、綜合活動 

遊戲：走與停 

1. 老師先運用三角鐵敲，幼兒聽到  

  三角鐵聲響，到處隨意走動，當老  

  師停止後，走動的人即要停止。 

2. 配合音樂，音樂靜止時，所有的  

  人即要停止。 

五、再見歌 

2 

 

5 

 

 

 

 

 

 

 

 

  15 

 

 

 

 

 

 

 

 

 

 

 

 

6 

 

 

 

 

2 

CD、音響 

 

歌曲：海頓爸爸 

玩具斧頭、氣球 

 

 

 

 

 

水鳥笛 

 

 

鈴鼓、大綠布 

 

 

 

 

 

 

 

 

 

三角鐵 

音樂：走與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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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九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了解音樂的曲

式。( 4b) 

 

 

 

 

 

 

 

 

 

 

 

能唱出正確的音

高。(1b) 

能將歌詞做變化。
(2c) 

能感受音樂的走與

停。(4b) 

 

能運用自己的字彙

來描述音樂的曲

風。(4a)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故事引導： 

    小士兵今天要帶我們一起去看馬戲

團，不過糊塗的士兵，常常忘記帶東西，

我們來看看小士兵有多糊塗呢？(先聽

音樂，再做肢體律動) 

A：小士兵出現 

B：馬戲團表演 

A：小士兵出現 

 

三、發展活動 

1. 故事引導 

一早隔壁的小狗就在汪汪的叫， 

我們來找找看，到底是誰家的狗在叫

呢？ 

2. 歌曲唱：汪汪汪 

3. 可將歌詞改成不同的動物唱。 

4.老師將狗屋放在白板上，在狗屋中放

入小狗，狗屋中沒有要休息一拍。 

 

 

四、綜合活動 

帶領孩子當成國王到處遊行，並 

請孩子運用響棒敲出 ，腳踏步時

要踏固定拍。 

五、再見歌 

2 

 

 

5 

 

 

 

 

 

 

 

5 

 

   

 

 

7 

 

 

 

 

 

10 

 

 

 

 

2 

CD、音響 

 

 

歌曲：玩具兵進

行曲 

士兵圖片、大

象、猴子圖片 

 

 

 

 

歌曲：汪汪汪 

小狗布偶 

 

 

 

 

 

小狗及狗屋圖

片 

 

 

 

響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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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十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感受音樂的上行

與下行。(3b) 

 

 

能認識四分休止

符。(4b) 

能創作出四拍的節

奏。(2b) 

 

 

 

 

 

 

 

 

 

 

 

 

能透過音樂遊戲進

行創作。(2a)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老師敲音磚，幼兒聽到上行必須做出由

下往上的動作，聽到下行，則由上往下

蹲低。 

二、發展活動 

1. 引導上週所帶入的小狗，並唱出歌曲

「汪汪汪」。 

2. 複習狗屋的小狗與沒有小狗的休

息，請孩子自行將小狗放入狗烏中。 

3. 老師介紹沒有小狗的狗屋，代表休息

一拍的意思，在音樂王國裡面也有一

個符號也是代表著休息一拍，引導

「 」，將 與 拿出，讓幼兒將音

符圖卡排在狗烏中。 

4. 運用樂器敲出歌曲的節奏 。 

四、綜合活動 

將孩子分成三組，一組為小青蛙 

，一組當微風，一組當星星，老師拿手

鼓當月亮。 

前奏：青蛙叫聲時，小青蛙跳來跳去。 

A：微風時，幼兒拿絲巾左右搖擺。 

B：月亮小姐出來，星星也用手做一閃閃

的感覺。 

五、再見歌 

2 

 

5 

 

 

 

15 

 

   

 

 

 

 

 

 

 

 

 

 

 

 

 

6 

 

 

 

 

 

 

 

2 

CD、音響 

 

音磚 

 

 

歌曲：汪汪汪 

小狗手偶、小狗

及狗屋圖片、音

符卡 

 

 

 

 

 

 

 

 

 

 

 

 

 

 

音樂：青蛙 

 

 

綠色糖果襪、各

色絲巾、手鼓、

刮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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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十一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分辨不同的音

色。(3a) 

 

 

 

 

 

 

 

 

 

 

 

 

 

能敲出上行與下

行。(1d) 

 

 

 

 

能拍出重音。(1b) 

 

 

能認識重音符號。
(4b)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1. 利用不同的打擊樂器，模仿樂器的聲

響。 

2. 運用「樂器歌」導入，將樂器發給幼

兒，每一組可以不同，並聽到自己的

樂器名稱，則敲出樂器。 

3. 老師將四種樂器藏在布下，敲出聲

音，請幼兒選擇正確的樂器圖卡。 

三、發展活動 

1. 故事引導： 

夏天的晚上，到處會聽到蟬、青 

蛙及各種昆蟲的叫聲，就很像一場昆蟲

音樂會一樣。老師可詢問幼兒動物的叫

聲？(青蛙、蟬、鳥、蟋蟀等) 

1. 歌曲唱：仲夏夜 

2. 認識上行與下行的音階，讓幼兒感受

由低至高的聲音，及高至低的聲音。 

3. 運用鐵琴敲出上行與下行。 

 

四、綜合活動 

1. 聆聽音樂，找出重音的地方。 

2. 請幼兒兩人一組，聽到重音的部分互

相擊掌。 

3. 介紹重音。 

五、再見歌 

2 

 

5 

 

 

 

 

 

 

 

 

10 

 

 

 

 

5 

 

 

 

 

   

 

6 

 

 

 

2 

CD、音響 

 

響板、鈴鼓、大

鼓、沙鈴 

 

 

 

樂器圖卡 

 

 

 

 

昆蟲的圖片 

 

 

 

 

 

 

 

 

 

 

歌曲：俄羅斯舞

曲 

手鼓、手鼓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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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第十二週 

教學目標 1. 演唱及演奏樂器 

2. 創作音樂 

3. 對音樂有反應 

4. 了解音樂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時間 教學資源 

 

 

能創作出自己的符

號記錄音樂。(2d) 

 

 

 

 

 

 

 

 

 

能辨認聲音的高

低。(3b) 

能跟著音樂敲出固

定拍。(1d) 

 

 

 

 

能敲出正確Mi、

Sol 的音。(1d) 

一、問候歌 

二、引起動機 

1. 運用上次聆聽的「俄羅斯舞曲」，先

與幼兒討論這首曲子除了重音之

外，有什麼樣的感覺？並畫出圖形

譜。 

2. 請幼兒創作屬於自己的音樂符號，並

在白板上畫出來。 

 

三、發展活動 

1. 故事引導： 

有一隻可愛的小松鼠，在松樹下 

玩著松果，他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玩

具—松果。 

2. 歌曲唱：松鼠 

3. 找一找，音樂中有一個什麼樂器的聲

音？此時，老師可拿出三種不同聲響

的樂器，鈴鼓、三角鐵、高低木魚，

請孩子猜一猜和音樂中的哪個聲音

一樣？找出高低木魚的高低。 

4. 介紹高低木魚，並敲出固定拍。 

四、綜合活動 

1. 複習 Mi、Sol 的位置及音高。 

2. 運用鐘琴敲出 Mi、Sol。 

3. 歌曲：哈囉!小蜜蜂（唱唱名） 

五、再見歌 

2 

 

8 

 

 

 

 

 

 

10 

 

   

 

 

 

 

 

 

 

 

 

 

 

8 

 

 

2 

CD、音響 

 

歌曲：俄羅斯舞

曲 

白板、白板筆 

 

 

 

 

 

松鼠玩偶、松果

數個 

 

 

鈴鼓、三角鐵、

高低木魚 

 

 

 

 

 

 

 

音磚或鐘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