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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幼兒音樂概念學習之重要性及多感官教學遊戲於幼兒音樂概念學

習之應用，透過相關文獻分析與探討，瞭解「概念」必須透過感官作用之認知過程而「形

成」；外在的感官學習經驗才是幼兒音樂概念形成的重要關鍵；遊戲是幼兒的天賦與學

習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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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幼兒音樂概

念學習與多感官教學遊戲的關係與重要性，並有以下發現： 
（一）幼兒音樂概念發展有其先後順序，依序為音色、力度、節奏、曲調、曲式、和聲。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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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化，獲

得完整的概念；透過動、觸覺感官遊戲教學策略，除了對幼兒概念發展與學習有

正面的助益，亦能兼顧幼兒本身情緒及認知的表達。 

（三）多感官教學之精義，在於音樂概念學習中，聽、視、動、觸覺感官四者並重，藉

由多重感官的學習經驗，引發幼兒對音樂概念深層的了解與接收。 

 
關鍵詞：幼兒音樂教學、音樂概念學習、音樂遊戲、多感官教學 

 

壹、 緒  言 

幼兒學習活動應用感官學習方式已逐漸受到國內學前教育的重視，透過視覺、觸

覺、聽覺、本體覺…等多感官刺激，讓孩子在成長的過程經由多樣化的學習經驗，親自
探索、操作、體驗，藉由聽、看、做有效的開展認知建構概念，是教學引導者必備之專

業知能。 
由幼兒發展過程來看，遊戲是一種經驗，也是生活的再現；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

里士多德（Plato & Aristotle）認為遊戲是一種學習活動，是開始兒童教育的最好方式，（吳
幸玲，2003；郭靜晃譯，2000）；遊戲是幼兒的天賦（劉沛，2004），也是幼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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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伯屈認為：「教育即遊戲」（引自吳幸玲，2003），遊戲著重自我，目的在創造刺激，
而教育的本質及目標在於透過「外在操作」的媒介達到行為的改變，二者本質定義雖有

不同，但卻能相輔相成。 
美國音樂教育家 Elliott（1995）曾說：「對學齡前兒童來說，遊戲本身即是一種學

習，將遊戲運用在音樂教育上，讓學習音樂不再枯燥沉悶，使孩童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之

下，快樂自信的學習音樂」；有成功音樂經驗的幼兒，可經由歌曲的表達、肢體律動、

及聆聽的經驗，舒緩情緒並與其他智能的連結，奠定了往後擴展音樂學習的根基（引自

李玲玉，2004），由此可瞭解音樂學習對幼兒時期之重要性及影響力。許多研究指出，
概念是學習的基礎，概念學習是人類獲取各種知識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啟發式的概念教

學，更有益於兒童在音樂方面多元化的學習(吳世玲，2000 )。依據學生音樂概念之發展，
配合音樂行為提供適合的教材，維持學習動機，讓他們由學習中獲得樂趣，必能提升學

生的音樂能力（薛郁琪，2006）。因此幼兒音樂學習亦應以音樂概念為基礎，此為本研
究動機之一。 
兒童的生活經驗，是各種不同遊戲的累積組合，良好的音樂活動，能激發他們對生

活產生好奇和幻想，增進他們對生活知識的開拓（唐凱玲，2005）。Andress（1991）認
為肢體的遊戲可以幫助孩子聽覺與感覺的各項延伸，音樂則提供孩子許多的創意與概念

（引自 Pica, 1995）。「兒童經由遊戲而學習」的概念，為許多不同模式的幼教計畫和多
向度方法，提供最佳理論依據，也為幼教老師提供幼兒環境規劃的最佳佐證（吳幸玲，

2003：44）。幼兒階段應著重感官啟發與多元化學習方式以激發幼兒潛能；而音樂遊戲
教學之實施是多面向的，幼兒的音樂學習需以概念作為基礎，多元感官學習更是孩子與

生俱來的學習模式，如何將理論落實於實際教學中，應是所有幼教工作者必須深思的課

題，此為本研究最主要之究動機。 
「音樂」是現行幼稚園課程標準（教育部，1987）六大課程領域之一，範圍包括唱

遊、韻律、欣賞與節奏樂器等教學項目，教學要點及教材編選均著重幼兒概念性認知、

多元化教學方式與整合性學習過程；遊戲則分為感覺、運動遊戲及創造性遊戲，兩者之

實施均宜包容在音樂、語文、工作……等其他領域中，由此更可瞭解幼兒音樂教學，統
合聽覺、視覺、肢體動覺進行多感官學習之必要性，以符合幼稚園課程標準的精神內涵

及幼兒音樂教育之時代趨勢。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幼兒音樂概念學習與多感官教學的

的關係與重要性，以及如何運用多感官教學遊戲策略，進行幼兒音樂概念學習，由幼兒

音樂教育研究者的角度，透過理論之探究，以深化實務工作的內涵與可行性，並提供幼

教基層工作者實踐參考。 

貳、 幼兒音樂概念與音樂行為之發展 

音樂是幼兒天生的潛能，欲瞭解幼兒時期之音樂概念發展，需先探究幼兒之音樂性

行為之與經驗發展。研究者綜合相關學者論述觀點，將幼兒時期（三至六歲）之音樂行

為與音樂概念發展特點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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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幼兒時期音樂行為與音樂概念之發展 

年齡 幼兒音樂行為、概念發展 

三歲 ＊隨著音樂做走、跑、跳的活動。 

＊喜歡用比較特殊的音樂來進行律動。 

＊能唱出較長的歌曲。 

＊開始哼唱歌詞或傳統民謠。 

＊在團體活動中，經驗聲音的對比。 

＊喜歡不同的旋律且能自由組合。 

＊嘗試以自己的想法來選擇音樂。 

＊有較好的節奏能力。 

＊可以辨別並唱出熟悉的曲調，但是音高不準。 

＊會喃喃哼唱自創歌曲。 

＊能感受張力起伏的音樂（戲劇式的音樂）。 

＊開始對聽到的歌曲做片段式的覆誦。 

四歲 
＊可以掌握音樂的概念，例如：節奏、音量、音準。 
＊可做有規則可循的歌唱或遊戲。 

＊能回應大人所設計的音樂活動。 

＊喜愛戲劇性的律動及有趣的歌曲。 

＊喜愛玩弄鋼琴及其他樂器。 

＊能嘗試為歌曲配上樂器。 

＊能辨別簡單的旋律。 

＊喜歡聆聽節奏性強的音樂（例如：歌唱、律動、手指謠、樂器伴奏）。 

＊具有表現出音與音之間的差異及節奏的能力。 

＊會嘗試創作新的歌詞。 

＊能感受多元化的音樂。 

＊對普通的旋律已有知覺反應。 

＊能辨別音的高低，會打簡單的拍子。 

五~六歲 ＊能跟隨較特殊的節奏模式做動作。 

＊喜愛具規則性的歌曲和舞蹈。 

＊能在鋼琴上找到正確音高。 

＊喜歡較大的音樂教具。 

＊可以自己創作簡單的旋律。 

＊律動和節奏可以相互配合。 

＊喜愛團體式或互動式的歌唱與律動。 

＊演唱歌曲時，可以同時具備兩種以上的動作技能。 

＊能分辨強弱音，並區辨簡單的音高、節奏之異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高大宜教學研究者西奈兒（Sinor, 1979）根據皮亞傑的認知發展階段，分析兒童音
樂能力發展，以瞭解幼兒音樂知覺概念發展之情況，結果為：1.智力的發展隨年齡而累

增；2.知覺與反應比概念的學習稍早；3.知覺能力之學習可包括力度、音色、速度、音

長、音高及和聲；4.聽覺最早產生反應，有關之概念學習需保握時機；5.兒童慣用身體

的動作來表達抽象的音樂概念（引自吳舜文，2002）。 
Greenberg（1976）與Moog（1976）的研究分別指出兒童音樂概念發展階段為： 
‧第一階段（3歲之前）：具強弱（dynamics）變化和音色（timbre）概念 
‧第二階段（3-5歲之後）：具音高曲調（melody）概念、節奏（rhythm）概念。 
‧第三階段（6-7歲之後）：逐漸發展和聲（harmony）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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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sy（1981）亦在其研究指出，三至四歲的孩子已具有旋律、音程和節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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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daly教學法專家 Choksy指出：力度（強弱、大小聲）、
速度（快、慢）、音色（人聲或樂器的辨別）、節奏（長、短）、拍子、重音、單拍與複

拍、樂句、曲式、曲調（高、低）等，是兒童早期應學習之音樂概念（引自吳舜文，2002）；
吳世玲（2000）認為音樂概念依據兒童的年齡及經驗，有先後發展的順序，依序為音色、
力度、節奏、曲調、曲式、和聲。王淑姿（1990）則提出兒童早期音樂教學的十個基本
概念及在音樂教學上適宜之順序： 

 

表2  兒童早期音樂基本概念與在音樂教學上之順序 

順序 音樂概念 順序 音樂概念 

1 大小聲 6 重音 

2 快慢 7 單拍子與複拍子 

3 音色 8 樂句 

4 長短 9 曲式 

5 節拍 10 旋律 

資料來源：王淑姿，1990，高大宜音樂教學法（基礎篇），北市：五千年出版社，18。 
 
本研究對象為學前階段幼兒，年齡適值三至六歲，此階段幼兒之音樂概念發展有其

先後順序，綜合前述研究及學者觀點，依序為力度（強弱、大小聲）、速度（快、慢）、

音色（人聲或樂器的辨別）、節奏（長、短）、拍子（重音、單拍與複拍）、曲式（樂句）、

曲調（高、低）、和聲等八項。 

參、 幼兒音樂概念學習之意涵與重要性 

一、 概念學習的意義 

概念（Concept）是指具有共同特性（屬性）的一組物品、符號或事件，並且能用
特別的名稱或符號來表示（趙寧，1998）。高博銓（2005）曾在其研究中，指出「概念」
是人類個人及社會的產物、是人類思考的基本單位，生活在社會群體裡的個人創造並發

展了概念，協助人類進行象徵性的思考。概念是學習的基礎，心理學家 Bruner（1960）
早即指出概念學習有助於記憶、有助於學科的了解、有助於學科的轉移、有助於辨別教

材的初級（elementary）與高級（advanced）知識。 
概念學習是個人由生活經驗的觀察與體驗中，用來歸納出某一事物的共同關係，也

是一種用以思考、瞭解與學習的工具（楊宗達，2001）；而依照 Klausmeier, Sippe和 Allen
（1978）的研究指出，概念學習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有具體、辨認、類推與形式四個
階層，並對具有共同屬性的許多刺激，發生同一反應的過程（引自趙寧，1998）；能夠
增進人們進行簡化、分類和聯想的能力，並能強化推理、批判和問題解決等思考活動（張

春興、林清山，1990），是人類運用概念的遷移及類化，來簡化環境的複雜性，減少重
複學習，有助於辨認周圍的環境；是一種經由概念形成與概念改變來達到學習的歷程（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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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良，2002）。綜此可瞭解，概念學習是指簡化複雜的學習過程，並透過具體事物之經
驗類化與辨別相互作用，由簡而繁、循序漸進，讓學習者逐漸產生抽象概念的學習歷程。 
 

二、 幼兒音樂概念學習的重要性 

高博銓（2005）指出概念學習的重要性，認為生活在社會群體裡的個人創造並發展
了概念，協助人類進行象徵性的思考，人類能運用符號來代表經驗和概念，藉以進行反

思，解決生活世界的問題，也是教學過程中，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而教導兒童音樂學

習的主要目標，是發展他們對聲音的強弱、音色、快慢、長短有所反應和認識；倪端（1997）
亦認為音樂學習即是從音樂活動的參與學習中，奠定了基本的音樂概念，此乃音樂教育

最主要的目標。因此音樂概念學習的形成必經過感受、理解、認知、表現幾個層次（林

朱彥，1996b），教師若能先把握住學生的心理發展，再依據學生音樂概念發展，配合其
音樂行為提供適合的教材，維持其學習動機，讓他們由學習中獲得樂趣，必能提升學生

的音樂能力（王毓雅，2001）。 
當今世界兒童音樂教育三大主流：達克羅茲（瑞士）、柯大宜（匈牙利）、奧福（德

國）音樂教學法之教育觀，莫不強調以幼童的肢體與心靈去感受音樂的動與靜，讓兒童

沐浴在音樂的氣氛中，自然地進入音樂的領域，接受音樂概念的學習，這應也是國內幼

兒音樂教育所應秉持的方向與努力的目標 （林朱彥，1996b）。認知心理學家 Bruner認
為透過有系統的概念學習過程，可使認知學習具體化，也就是認知學習為概念學習提供

了基礎及動機，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鼓勵學生超越認知學習，進入概念的學習 (引自
吳世玲，2000)。 
音樂概念學習是音樂學習之根本，若無法完成聲響、音色、強弱、拍子、快慢、長

短、高低、音高等音樂概念之學習，勢必影響到音階、曲調、和聲、曲式等更深一層的

音樂概念之學習（薛郁琪，2006）。由此可知，音樂概念學習對於幼兒的學習能力與其
他概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換言之，聲音與聽覺是人類天賦能力，若適時給予引導，

不僅可促進音樂概念的發展，亦可啟發幼兒各項音樂學習的能力。 
 

肆、 多感官教學遊戲之意涵與特性 

一、多感官教學遊戲之意涵 

（一）遊戲之定義、特徵與教育意義 
遊戲之定義，眾學者說法不一：遊戲是與生俱來的一種傾向、遊戲是一種行為、遊

戲是一種情境、遊戲是生活的本質、遊戲即想像、遊戲是幼兒的生活與工作，均有其立

論的基礎。遊戲有其本質，更有其特徵，綜合國內外學者（郭靜晃譯，1992；2000；葉
勝昌，2003；潘慧玲，1992；林惠雅，2003，）之觀點，遊戲具有：出自內在動機（intrinsically 
motivated）、重過程輕結果（process over peoduct）、是一種自由選擇（free choice）、
具有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重行為不重言傳（nonliteral）、非實際性（nonlite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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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者主動參與（actively engaged）等七種基本特徵。當然成人的參與，有助提昇遊戲
的層次，但應先提供孩子高品質的遊戲環境，在環境中持續觀察孩子進行遊戲的方式，

再介入干預孩子的遊戲以符合教養、教育目標。 
遊戲對成人來說是一種消遣娛樂，但對孩童而言，它是一種工作、學習或情緒發洩。

在遊戲過程中，兒童必須透過思考、感官動作的協調、實際生活體驗的融合，才能完成

遊戲活動，滿足學習的樂趣（李詠吟，1992）。幼兒在幼稚園裡的遊戲，本質上應是讓
幼兒自發產生、自由選擇、彈性發展、樂在其中，可廣泛地包括各種自發性的探索活動

（黃瑞琴，1993）。遊戲是多樣性的學習活動，具有提供幼兒自由學習情境及培養幼兒
責任心與義務感之價值（李詠吟，1992）；又因遊戲過程中思考、感官協調的必要與需
求，其對多感官教學之應用及幼兒概念發展更具教育意義。 
（二）多感官教學之意義與基本概念 
多感官教學常簡稱為 VAKT (visual- auditory –kinesthetic -tactile)，原為突破教學障礙

與學習障礙而提出的一種補救教學模式—多感官方式(a multisensory approach)。Fernald 
1920年所提出的「視聽觸動同時使用法」(simultaneous VAKT) 則是多感官教學法中之
一種教學方法，學習者同時使用視覺、聽覺、動覺及觸覺等四種學習管道（引自李宛倫，

2006；Fernald, 1943）。學習者主要是經由視覺、聽覺、動覺及觸覺獲得訊息；在累積知
識的過程中，經由不同的經驗而內化學習，透過感官去認識周遭環境世界、獲取資訊，

是學習過程中必要與必經的歷程。 
人類的五官並不是獨立運作的，視覺雖是學習的第一步，但從生命早期，嬰兒開始

把看到的資訊與摸、聽、嚐、聞、做等其他感官資訊聯接起來，孩子所看到、聽到的每

一件事物，以及所作所為，通通會被聯想在一起，形成網路（Olivier & Bowler, 1996）。
不論分辨形狀、大小、方向、環境或學習閱讀，以及認識字母、數字、符號、語言，經

由看、說、做，使用他種感官學習方式來補充視覺辨識力的不足，如嬰兒藉著影像和聲

音連起來形成視聽合一的印象，來辨識母親及家人；幼童依賴肌肉操作系統，來溝通看

到的、讀到的、聽到的、想到的字彙語詞。許多視覺有問題的孩子，更可透過高度發展

之觸覺與空間觀念，運用肢體動作之實際操作幫助及加強視覺學習（丁凡譯，1998）。 
專門為學習障礙者設立的美國蘭瑪克學院（Landmark College），自 1985年創校以

來，即充分運用多感官學習風格與方式，針對各種學習障礙，以學習者為中心，發展學

習技巧，闡述如何克服學習困難的方法，締結多種感官學習知覺網路，利用視覺、聽覺

及觸覺來學習，以強化學習者的注意力與專注力，增進學習效果，讓有學習困難的孩子，

均有一套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亦即透過感官功能來學習學習的技巧（learning to 
learn），成為指導學習障礙者的典範，並開啟有效學習的契機（引自丁凡譯，1998；簡
旭裕，2004），不但對各領域教學理論之實踐與應用影響深遠，對幼兒階段之學習更具
教育意義。 
幼兒教育專家Montessori認為三歲至七歲的孩子正處於加速發展的時期，亦是與智

力有關的感覺器官活動形成期，兒童宜在這個階段發展其感覺能力，必須系統地給予直

接的感覺刺激，以幫助感覺器官的發展（引自江雪譯，2003），多感官活動亦是Montessori
教學的主要特色，強調透過具體的教具與感官活動，將感官經驗與真實世界結合，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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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幼兒的抽象概念（Montessori, 1964）；因此在學齡前的幼兒期階段，需多提供感官知
覺的刺激和經驗，引導孩子運用不同的感官知覺系統，探索、嚐試、學習新的事物，幫

助幼兒各方面之發展和學習。王憶菁（2005）指出進行多感官教學時，教學者應掌握以
下之基本概念與原則：1.任何發展基礎均源於感覺系統的經驗來學習；2.多感官的經驗
或學習是隨時隨地會發生的，無法被單獨分離教導的；3.任何的教學法是可以相結合的，
不應侷限於某種單一教學型態；4.教學進行中，以提供幼兒親自探索、操作、體驗為導
向；5.活動設計需結合不同感官活動：視覺、觸覺、聽覺、本體覺…..等；6.教學資源能
多元化、多功能的被使用；7.教材的準備要多樣性、多變化；8.活動設計需考慮幼兒的
發展能力和需要性；9.環境佈置需考慮取材方便、耐用性及易被替代為主；10.教師要能
接受幼兒以不同的遊戲特質呈現。 
音樂、繪畫、舞蹈是聽覺、視覺、動覺藝術的代表，同為藝術的範疇，雖行為表現

方式大為不同，但互有其關聯性。陳淑文（1995）在＜音樂與繪畫關聯性之研究＞中即
發現，研究對象即使沒有音樂素養，但不論哪一種階段的學生都具有音樂與繪畫的感通

潛力，均能以繪畫表達音樂，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說明了同時運用聽覺與視覺學習的可

能性。聽覺、視覺、動覺藝術三者可透過藝術的感通（correspondence）原理予以整合表
現，藉由形式（統一、對比、重覆、漸層、節奏…..）與媒材（聲響、樂器、粉彩、蠟
筆、肢體、影音…..）刺激感官，產生知覺經驗，引發聯想與共感覺（synesthesia），同
時感受到音樂的強音如同繪畫媒材產生的折角線條與舞蹈中的蹦躍，弱音就如同見到繪

畫媒材顯現出來的起伏波動及舞蹈中輕輕搖擺的肢體（李亦園，1990），這正是藝術共
通的特性，也是學校藝術教學實施過程中最值得著力的地方。李宛倫（2006）在其＜多
元感官教學方案對於國小低年級學童歌唱學習表現之影響＞研究中，亦運用聽覺、視

覺、動覺等多感官教學方式進行國小低年級學童歌唱教學，結果發現學童之歌唱學習態

度、歌唱之喜好均有正向的反應與表現。 
綜此可知，「多感官教學」是一種有系統的教學步驟（丁凡譯，1998），能提供許多

機會讓學生運用各種感官去學習。教師教學時呈現的訊息必須包含視覺、聽覺、動覺及

觸覺，才能讓偏好任何一種感官學習的學習者都有機會融入學習中（黃玟瑜，2006）。
多感官教學方式融合了視覺、聽覺、動覺與觸覺的學習模式，此種方式可幫助幼兒運用

不同感官經驗而內化學習。本研究之多感官教學界定於幼稚園中，教師引導幼兒，透過

視覺、聽覺、動覺與觸覺等多種感覺器官，進行音樂概念學習之教學方式。 
 

二、幼兒多感官教學遊戲之特性 

（一）富於節奏性的動作 
達克羅茲（Jaques-Dalcroze, 1931）認為人們對音樂的感受不僅反映在心理上，同時

也反映在身體上，因此應當會從生理上通過整個肢體去感受音樂的節奏。認為真正的音

樂教育應透過所有的感覺機能及全身肌肉神經的運作，以全身來感受，節奏性的動作是

音樂中最重要、且和生活最密切的本質，音樂與動作是密不可分的（許月貴，2000），
達氏所倡導的 Eurhythmics 韻律節奏教學理念，即是典型的運用多感官體驗音樂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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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之學習模式；而同樣地，奧福教學理念也強調感官的運用及音樂與身體節奏的結合。 
對幼兒而言，去體會和經驗音樂不只是限於聽覺(Bayless & Ramsey, 1991)。希望幼

兒體會和感受音樂，就應該讓幼兒有充分的機會去聽、唱、遊戲、創造和進行肢體活動。

當幼兒隨著音樂的輕重，時而踮起腳尖、時而跺腳，或是隨著音樂的快慢以不同速度的

移動時，表示幼兒正在用不同的方式體會和表現音樂，不只是在聽，同時也在運用身體、

心靈和精神的層面來感受、表達和創造音樂。因為運用了多種感官知覺模式來表達，對

音樂的感受即會產生深刻而恆久的印象（許月貴，2000）。 
節奏模仿是幼稚園最常用的肢體節奏活動之一，幼兒模仿老師的肢體節奏動作，或

幼兒之間的互相模仿，可發展幼兒的節奏感，挖掘人們與生俱來的內在節奏本能，增進

肢體動作的協調性，幫助幼兒從身體上獲得對音樂的敏銳感受能力與反應能力（王懿

穎，2005）。例如以最易於為幼兒喜愛、掌握的的人名節奏，以遊戲方式，將字、詞、
短語、簡單的句子，配上節奏進行誦唸，再配以拍手、拍腿、踏腳、蹦跳等簡單有趣的

肢體動作，即為最典型的多感官節奏遊戲，可培養幼兒的節奏感、協調能力及對多聲部

音樂的聽覺感受能力。 
（二）具有創造性的思考 
與其他方面的發展一樣，幼兒創造力的表現也是一種發展的過程。幼兒的創造潛能

是與生俱來的，而且研究顯示三~五歲是創造力發展的關鍵期（Schirrmacher, 1993；Fauch, 
1990）。幼教工作者應該把握機會鼓勵幼兒創造能力，並且培養能激發創造潛能的人格
特質。可在課程中加入適性發展的活動，從中讓幼兒盡情的遊戲、探索、解決問題，強

調過程勝於結果，讓幼兒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以培養創造潛能（許月貴，2000）。 
進行多感官節奏遊戲，給予幼兒適度的幫助是需要的，錄下遊戲時所唱的歌、建議

幼兒使用節奏樂器、當幼兒創造自發性的舞蹈時，引導他們選擇可以配合動作的道具。

團體分享亦是多感官節奏遊戲常使用的方式，可以鼓勵害羞的幼兒嘗試不曾經歷過的活

動；讓幼兒做給你看，即使他們的動作與妳的想法不同，但那是他們獨特的動作，因此

別具意義。因為幼兒身處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就比較願意嘗試，並有可能發揮創意，

團體的支持對幼兒的創造表現會產生良性循環的效果（何釐琦譯，2004）。幼兒是天生
的創造者，幼兒的世界就是一連串遊戲的組合，在遊戲中孩子玩耍、歌唱、跳舞、夢想

心中所想像的，所扮演的角色，自然而然運用語言和歌唱，配合聽、視、動覺，按照情

節來模仿、表現動作，這就是非常自然的音樂律動創造遊戲，亦是多感官教學遊戲所強

調與積極融入的特質。 
（三）強調肢體活動的發展 
幼兒喜歡動，除了能從肢體動作中獲得快樂之外，幼兒能藉著動作來學習瞭解自己

和週遭的世界，並能進一步發展動作的技巧。一般人認為幼兒的動作技能會隨著其身體

的成長而發展，幼兒如果有能力做隨興的動作，則能增長期自信心和能力，進而影響其

社會、情緒和體能的發展（Bunker, 1991）。在嬰兒時期，生活中絕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從
事肢體的活動與遊戲，幼兒的肢體活動表面看來似乎是件很自然的是，猶如身體的成

長，年齡越長，肢體的活動能力也隨之增長，身體活動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只要善

加引導，在活動中技巧的加入音樂節奏的概念，並輔以韻律性的身體展現，身體活動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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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很自然的變為肢體律動。 
一個適性發展的肢體律動遊戲能幫助幼兒發展體適能，培養其對音樂的賞析，增進

其社交技巧，促進其認知發展，並且強化其創造能力，提供頻繁的機會讓幼兒在運動中

經驗成就感。Garnet（1982）認為：幼兒對運動的生理上的需求動機來自於運動中所獲
得的快樂。肢體動作的探索遊戲並不強調正確答案，而是鼓勵幼兒從操作與探索中去感

受、發現與學習。尤其是透過肢體動作的探索，幼兒更能確認其身體部位，了解數量概

念和空間關係，以及充分發揮其想像力（許月貴，2000）。 
動作也是一種情緒表達的方式。從小朋友所呈現的肢體動作，可以發現參與團體的

程度，藉由活動設計與肢體表達，以身體做為與他人情感交流的一種模式，慢慢的發展

成身體的語言，孩子們可以盡情的用身體來表達他們的想法，自然的融入團體的活動當

中，而音樂律動正好可以讓孩子們找到自信與愉悅，它讓孩子由探索自己的活動為起

點，在充分掌握自己的身體活動之後，獲得運用身體肢體自由表達的自信（廖瑞琳，

2000），這也是多感官教學遊戲最具體的展現方式及賴以發揮教學價值之特性。 
 

伍、多感官教學遊戲在幼兒音樂概念學習之應用 

由 Bruner（1960）認知發展表徵過程理論觀點來看，透過肢體觸動與視覺之動作表
徵及圖象表徵是兒童認知發展學習之必要過程。利用動覺、觸覺、視覺配合聽覺感官進

行學習，有助於幼兒正確及完整概念的獲得。張雅筑（2005）指出音樂概念的學習必須
透過有意義的感官經驗去感知；幼兒的音樂活動，需仰賴多元感官學習與發展（漢菊德，

1999）；Pica（1995）研究亦指出速度、音量、樂句、形式、節奏…..等音樂概念，可經
由肢體動作去表達，並給予孩子多種感官刺激，讓這些概念更具意義。因此教師如何運

用多感官遊戲教學，整合幼兒音樂學習與感官認知教學活動，以促使幼兒音樂行為之發

展與概念之形成，是幼教工作者的必要課題。以下分述相關教學策略之運用，以供參考。 
 

一、聽覺感官遊戲於幼兒音樂概念學習之運用策略 

（一）聽覺刺激早於學習 
在幼兒音樂性發展上，「聽」是幼兒音樂教育的第一步驟，最適當的時期便是從二、

三個月就開始（林惠芳，2002）；吳淑美（2001）指出人類在藝術創作中，最先表現的
活動是音樂的「聽」，亦是音樂活動中最初的表現。幼兒在欣賞音樂的同時，運用最多

的感官就是聽覺，通常在接觸音樂的同時，情感的本能就能藉由肢體動作表達，因此與

音樂教育最有關係的感覺是聽覺，孩子到了四、五歲，就會有他自己喜歡的曲調及對音

樂的欣賞，所以愈早對孩子的聽覺給予適當的刺激，孩子會有更好的音樂感受能力。 
（二）以間接方式取代直接聽覺反應 
幼稚園課程標準（教育部，1987）提供的教學方法，如「仿唱」和「聽唱」，教師

在鋼琴或風琴上彈音階、分解和絃及新歌曲調時，邊彈奏邊唱，讓幼兒模仿，更進一步

到聽唱的程度（張渝役，2002）。利用各種動作來表示所聽音符的高低（如以蹲和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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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表示），快慢（如以走步、跑步來分辨），甚或以不同表示法分辨各種單音和和絃。

有時敲擊不同的節奏樂器或身體部位，取代單一的拍手節奏，讓幼兒感覺聲響音色的不

同，使聽音活動，生動有趣，不僅是聽覺感官的發展，也可配合觸、動感官進行教學。

Bayless和 Ramsey（1991）建議教師可以事先預錄家裡的物品聲音，讓孩子去辨別音色，
為了讓聽覺遊戲有些變化，教師可以請孩子用動作去表現這些物品的聲音，例如：洗衣

機、電動開關、吸塵器、吐司跳起的聲音、攪拌器、電話聲、開門聲等（引自許月貴，

2000）。 
（三）以生活化的取材引導學習興趣 
聽覺是幼兒所有音樂能力學習的基礎，引導幼兒取感覺身旁的聲音，再藉著模仿分

辨及肢體動作表現出來，轉化為有意義的體驗（林朱彥，1996a）。幼兒對語言節奏與遊
戲的興趣是天生的，利用生活週遭可作為語言節奏的媒材，如人名的節奏，無論是兩個

字或是三個字的，以及動物、器物名稱、交通工具、叫賣聲、生活語彙、風聲、雨聲、

雷聲…等，均可成為生動、豐富的聽覺感應教學素材；而辨認動物及其叫聲，對幼兒來
說，更是一件親切、有趣的活動。除了生活中的人聲、樂器、自然界聲音、動物聲音、

機器聲音，更可利用目前已極為普遍的電腦來欣賞、「製作」音樂（張渝役，1998），教
導兒童學習音樂的音色、速度、力度、節奏概念，均是應用聽覺感官進行幼兒音樂概念

學習，生活中隨手可得又活潑有趣的遊戲教學素材。 
 

二、視覺感官遊戲於幼兒音樂概念教學之運用策略 

（一）透過具體的圖象傳達音樂意念 
呂宜親（2001）研究探討結合聽覺與視覺，以具體的圖像來傳達音樂意念教學方式，

幫助兒童感受音樂的特性及學習音樂概念，指出：以圖形長短比例引導節奏的學習，能

加強兒童節奏拍打的能力、改善長拍過短的情形及輔助節奏圖形聽辨；以圖形的高低位

置引導音高的學習，將有助於記憶音高、模仿旋律及清楚的判斷動機反覆次數；以色彩

對應音樂時，會依音樂的標題或歌詞的內容，來與生活中色彩的經驗做聯想。 
圖形帶給幼兒心理及感情的影響，也可以藉音樂來表達。陳淑文（1992）在其研究

中，將抽象圖形想像的功能運用在引導並增進基本的音樂概念上。如利用兩圓間不同空

間距離所產生時間的長短感覺，引導兒童將視覺感的長短變化，轉換為對時間流動過程

的感應，以領悟節奏的特質（圖 1）；利用大小形狀的組合，引導兒童將大小的視覺感受，
轉化為對聲音強弱的感應（圖 2）。 

 
 

 
 

圖1  節奏的導入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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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強弱感應 

資料來源：引自陳淑文，以圖畫輔助音樂教學之研究，115、116。 

 

（二）利用視覺情境聯想活化概念學習 
張渝役（2002）亦指出大部分的兒童，常靠視覺來學習，教唱遊時，也可以利用視

覺輔助器材或媒體，例如：DVD、VCD。柯大宜音樂教學法中的手勢歌唱法，運用手勢
視覺，辨識唱出正確的唱名與音高，對於幼兒的音樂反應及視覺記憶均有助益，不但能

培養幼兒觀察能力，亦能促進視覺的發展；而圖片、繪畫則可藉以引發幼兒作角色扮演，

創作故事性之律動（陳蕙齡，2003）。 
三歲幼兒適值塗鴉期，末稍神經尚未發達，造型猶在模糊階段，有些歌曲形象鮮明

生動、呼之欲出，具有很強列的視覺聯想效果（王懿穎，2005）；林朱彥（2002）曾在
其研究中提出運用「情境化」策略，進行高低概念學習活動，利用唸謠語詞文字情境中，

高低、空間部位的變化，運用視覺圖像、肢體動作實際操作，引導學生建立音樂的高低

概念，並認識曲調的高低走向，藉由視覺刺激幼兒的感官知覺，透過視覺情境（圖 3）
的感受聯想聲音的高低、強弱變化，增強幼兒的想像力（林朱彥，2003），因此教學時，
教師可利用圖形譜辨識曲調高低、歌曲節奏、引導歌曲情境、學唱歌詞，或以圖畫情境

引導肢體動作，很自然地結合幼兒美術活動，讓幼兒來體驗音樂。 
 

 

 

 

 

                                         

 

 

 

 

圖3  唸謠高低情境圖 

資料來源：引自林朱彥，2002，研習資訊 19（5），43。 

 

三、動覺、觸覺感官遊戲於音樂概念教學之運用策略 

（一）以歌唱律動立即反應音樂感受 
律動是一種身體對音樂的反應動作。其活動主旨在透過身體部位自然運作的表現，

唸謠（節錄）： 
 

天上一顆星， 
樹上一隻鷹， 
壁上一盞燈， 
地上一條繩。 

 
 高    
 
 
 
 
 
低 

天 上 一 顆 星 

壁 上 一 盞 燈 

樹 上 一 隻 鷹 

地 上 一 條 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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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培養幼兒對音樂的感覺，肌肉發展與協調能力。而「童謠、兒歌、創作歌曲」這類的

素材充滿在幼兒生活當中，具有音樂、節奏、曲調等要素的基本架構，透過聽唱、身體

律動、遊戲動作、幼兒在自然、無意識的情境中體會到音樂的表現；利用「即興音樂」，

在熟悉的教材上略作即興的變化，就能產生無數的素材，如改變快慢、強弱、拍子或做

高低，讓幼兒隨時作立即的反應（林惠芳，2002）。在幼兒園中極為盛行的奧福音樂教
學亦強調動觸覺之感官學習方式，運用任何能夠表現音樂的「樂器」，如手鼓、鈴鼓、

木魚、響木、……及天然樂器（拍手、踏腳、彈指…….等肢體動作）表現節奏、歌曲伴
奏及音樂情境；以直笛、木琴、鐵琴敲奏表現抽象的歌唱音高、曲調、樂句與曲式（陳

惠齡，2003），配合歌唱與肢體律動反應音樂的感受，均是運用幼兒觸動覺感官，可行
之遊戲性音樂教學活動。 
（二）透過肢體律動體驗抽象音樂概念 
許月貴等（2000）在其譯著中，曾運用肢體動作設計活動，讓學生體驗音樂元素－

音量及律動元素－力度。選擇可以比較音量大小的樂曲：以踮腳尖走路、向流水般的行

走、輕柔的擺動身體、用手輕觸地板、想像自己是一隻貓咪在翻動物品，體驗「輕柔的」

(soft)；以腳用力的撞擊地板、快速的敲打地板、想像軍隊行進的方式、用力搖晃身體、
想像自已是一隻恐龍在走動著，表現「大聲」(loud)，逐漸形成力度概念，可見幼兒音
樂概念發展，運用動觸覺感官學習的需要性。 
律動教學以動覺為主，音樂課程標準（教育部，1987）音樂領域中的韻律教學，亦

以動覺取向，例如：聽音樂模仿動物的各種動作、隨著音樂的節拍，做各種表情種動作….
等等。幼稚園最常用的肢體節奏活動—節奏模仿，從拍手開始，逐漸加進拍腿、踏腳、
拍肩、抱胸、叉腰、腳跟、腳尖、拍手心或手背、變換方向或姿勢拍手、…….等，就是
一種融合聽覺、視覺與動覺的感官學習活動，可發展肢體動作的協調性，幫助幼兒從身

體經驗獲得對音樂的敏銳感受能力與反應能力；而透過肢體節奏的模仿等觸、動覺感官

遊戲的運用，使音樂概念之教學更為多樣有趣，讓幼兒在快樂中學習，達到寓教於嬉之

實效。 
 

伍、 結 論 

「概念」以感覺為基礎，必須透過感官作用之認知過程而「形成」；概念學習是不

分性別和年齡，是人類思考與了解的工具，亦是學習的基本單位（黃台珠，1984），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音樂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指導學習者由認知轉換為理解，逐

漸形成概念，進而獲得能力（林朱彥，1996b）。由研究瞭解，幼兒音樂概念學習與人類
其他各項發展息息相關，幼兒音樂概念學習不完全倚賴音樂本身智能的啟發，外在的感

官學習經驗才是幼兒音樂概念形成的重要關鍵。多方面運用不同感官的教學方式，達成

音樂概念的學習經驗，更加能引發幼兒對音樂概念更深一層的理解與體驗，因此配合多

感官遊戲教學策略，可使幼兒音樂概念加速形成。經由以上探討，肯定多感官遊戲教學

策略運用對幼兒音樂概念學習的可行性，並有以下之結果與發現：  
一、 幼兒音樂概念的發展有其先後的順序，依序為音色、力度、節奏、曲調、曲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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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正確概念的獲得對往後幼兒概念之發展與學習具有長遠的影響。 

二、 幼兒之音樂概念學習，運用最多的感官是聽覺，但給予不同感官的刺激能加速內化

形成音樂的概念。 

三、 在感覺動作與圖象表徵視覺感官學習階段，聽覺與視覺感官遊戲教學策略相互運

用，利用媒材、透過肢體動作、樂器操作及圖片之輔助，可幫助幼兒將抽象音樂內

涵具體化，以獲得完整的音樂概念。 

四、 透過動觸覺感官遊戲，除了幫助幼兒在音樂概念的形成之際，也兼顧幼兒本身情緒

及認知的表達，對幼兒概念發展與學習有正面的助益。 

五、 多感官教學之精義，在於音樂概念學習中，聽、視及動、觸覺感官之運用，四者應

並重。只有單一的感官學習是不夠的，藉由多重感官的經驗，才能引發出幼兒對音

樂概念深層的了解與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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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importance of young children’s music concept 

learn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sensory teaching game on young children’s music 
concept learning. Through relate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review, it was understood that 
“concept” has to be formed via cognition process of senses; outer sensory learning 
experiences are keys to the formation of young children’s music concept; game was young 
children’s gift and learning method, and utilizing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multisensory game 
can speed up the internalization of young children’s music concept; it confir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the importance of young children’s music concept learning and 
multisensory teaching game, and it founded out that: 
(1) There was a sequence of young children’s music concept development. They are timbre, 

dynamics, rhythm, melody, form and harmony. 
(2) Utilizing audio and visual sensory game teaching strategy interchangeably can assist 

young children to concretize abstract music content and obtain complete concept;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kinaesthesia and tactile sensory game benefited young children’s 
concept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and also benefited their expressions of emotions and 
cognition. 

(3) The core meaning of multisensory teaching is to emphasize equally on hearing, visual, 
kinaesthesia and tactile senses in the learning of music concept, and to stimulate young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and reception of music concept through multi-sensory learn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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