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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通過雙向匿名學術審查

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總序
《 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內容主要涵蓋臺灣從民國

57 年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義務教育至民國 100 年的國語文、數學、社
會、自然科學、英文、健康教育、體育、視覺藝術、及音樂等九大領
域之課程及教科書發展重要歷程。本系列叢書參與撰寫、諮詢或審查
的學者專家超過百人，於 2018 年起，陸續出版。
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自 1968 年到 2011 年，配合當時國內外政
治、社會的發展趨勢和需要，及教學學習研究的發展，國民小學課程
標準∕綱要曾進行 6 次修訂；國民中學有 8 次修訂；高級中學有 6 次
修訂。在這麼多次的修訂及教科書發展中，課程及教科書的研發者及
編者一方面參考國外主要國家的課程和教科書，及應用最新的教學學
習研究成果，一方面進行包括適合學生程度的用字、詞語、組織方
式、及應用本地化題材等的研究發展，以提升學習成效。這些學者專
家也隨著課程的演進而成長，形成有機的發展體系，實踐課程及教科
書是發展出來的理念。因此，國內學者專家從實際參與研究發展中，
對課程及教科書的發展趨勢，與國外學者亦有「英雄所見略同」的心
得及創見。
文獻中雖然有一些與臺灣中小學教育發展史有關的期刊論文或書
籍，惟主題主要是探討特定區間年代，或者以宏觀、摘述性的探討教
育政策變化；缺乏以共通的跨領域議題、長時間軸、詳細的探討中小
學各領域課程的發展歷程。因此，本中心於 2014 年邀請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周淑卿教授共同討論規劃，於 2015 年中開始撰寫，過程中也遇
到一些未預期到的問題，在團隊共同努力下，順利的克服。團隊各領
域召集人為國語文羅宗濤教授（已故）及董金裕教授、數學鄭章華助
理研究員、小學社會周淑卿教授、中學社會陳國川教授、自然科學林
慶隆研究員、英文曹逢甫教授、健康教育劉潔心教授、體育林玫君教
授、視覺藝術趙惠玲教授、及音樂賴美鈴教授。跨領域探討的重點包
含：各時期的社會背景、該領域的教育政策與目標，該領域在各時期
的名稱、時數演變，該領域的學術理論、課程內容與教學（評量）方
法，及該領域的師資養成。
本系列叢書能順利的完成編撰，感謝共同規劃周淑卿教授、各領
域召集人及其諮詢和撰寫團隊人員、各領域兩位匿名審查專家、及本
中心彭佳宣及徐蔚芳小姐。相信本系列叢書的出版，除了豐富課程、
教科書發展的文獻，厚植國家教育及學術基礎知識，並可學習經驗，
鑑往知來，作為未來臺灣中小學教育課程發展，各領域研究與規劃時
的指引及參考。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研究員兼任主任

主 編 序
「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的撰寫係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臺灣
中小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編著計畫」，目的在探討臺灣自民國 57
年至民國 100 年的中小學音樂課程的發展歷程。民國 57 年臺灣開始實
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至今已有五十年的歷史，隨著歷次課程標準的修
訂，各級學校的音樂課程教科書和教學方法等都有不少變動，希望藉
由本書的探討，將音樂課程的發展脈絡，進行全面性的整理和討論，
以建構有系統的資料。期盼讀者藉由本書了解五十年來臺灣在音樂教
育的努力和成果，讓臺灣音樂教育的發展引發更多的關注和興趣。
本書之撰稿人除本人外，邀請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林小玉教
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徐麗紗退休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音樂學系陳曉雰教授，以及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即國家教育研究
院前身）研究組退休助理研究員劉英淑共同執筆。全書共含十二章，
分上、下兩冊發行，每章或由一人獨撰或由二人合寫，內容以社會脈
絡、課程標準∕綱要、教科書、教學方法、教學評量、師資培育和音
樂班為主要範圍。撰稿期間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撰稿進度、互閱
稿件、協商意見等，使本書得以順利完成。
「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編著計畫」自104 年 5 月開
始撰寫，迄今已超過四年的時間，比預計執行的期程延後甚多，可
知撰寫音樂課程史之困難。此外撰稿人還要顧及彼此的內容，同時
兼顧教學和研究工作，因此定稿一再延後，本書的完成實屬不易。
「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之出版要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

及編譯研究中心之統籌策劃、作者群之通力合作和彭佳宣小姐之行
政協助。期盼本書可以提供音樂課程研究的史料，對臺灣未來中小
學課程發展有所貢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退休教授

2019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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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音樂課程在臺灣學校實施已超過百年歷史，始自日治時期公學校
1

的「唱歌」課程。 中華民國政府建國初期，仿效日本實施「壬子癸丑
2

學制」， 民國元年（1912）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唱歌」
就被列入小學科目（司琦，2003），內容以歌唱教學為主。可知國民政
府建國初期的教育制度和日治時期在臺灣建立的教育制度，都是模仿
日本明治維新所建立的新學制（吳文星，2011；賴美鈴，2011）。國民
政府於民國 18 年（1929）首次公布「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和「中學課
3

程暫行標準」， 科目名稱也改為「音樂」，沿用至今。逾百年的臺灣
音樂教育史料未能引發廣泛的研究興趣，音樂教育發展的研究成果十
分有限，也缺乏整合性和連貫性的課程發展研究。本書為「臺灣中小
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之一，主要探討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以來，
臺灣中小學音樂課程的發展與演變，希望本書能豐富音樂課程研究的
文獻，並作為未來課程修訂之參考。

1

臺灣總督府於明治 31 年（1898）公布「臺灣公學校令」，以地方經費設置六年制
公學校，「唱歌」就是公學校課程表的科目。

2

民國元年（1912）1 月，國民政府成立，積極改革前清學制，同年 7 月，教育部為
適應當時政體，召開臨時教育會議，決議修改學制，於 9 月公布《學校系統令》，
稱為「壬子學制」。次年（1913）再予修訂，陸續頒布各級學校規程及課程表等，
合併成為完整學制系統，稱為「壬子癸丑學制」。與清末的學制相比，新制縮短
了學習年限，兒童從 6 歲入學到 23 歲大學畢業，全程約 17 年，分成三段四級，
即初等教育段、中等教育段和高等教育段。除普通教育外，另有師範教育和實業
教育三個系統。壬子癸丑學制實施 9 年後，受新思潮的鼓動，國民政府改採美國
的教育制度，於民國 11 年（1922）以「壬戌學制」取代（黃春木，2000；林本，
1977）。

3

民國 18 年（1929）公布的中學課程暫行標準，高中沒有音樂科目，音樂只列在初
中科目。直到民國 21 年（1932）公布的中學課程標準，音樂才同時列為初中和高
中的科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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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音樂課程演變概述

課程（curriculum）一詞原意是跑道，引申為學習經驗及學習必
須遵循的路徑。課程的定義在中西辭典都曾提及，如：「課程是由教
育機構提供的完整科目」（Mish, 1993）、「課程指為實現各級學校
的教育目標而規定的教學科目及其目的、內容、範圍、分量和進程的
總和」（教育百科辭典編審委員會，1994）。教育大辭書中將課程歸
納成三種定義：（1）課程是學校內外一切活動之總稱，包含正式課
程及潛在課程；（2）課程是學校課表上所列的學習科目；（3）課程
是學生在學校指導下，藉課內及課外的各種活動所獲得的各種能滿足
個人需求、促進社會進步的所有經驗。課程應包括正向的目標、規劃
的內容、合宜的手段、客觀的評量等要素（鄭世仁，2000）。前述的
定義都指出課程是學校的科目，本書選擇教育部歷年所頒布的各級學
校課程標準∕綱要，做為學校音樂課程史發展的依據，分析音樂課程
標準∕綱要的目標、教材大綱∕綱要的內容、教材和教法等，以了解
臺灣學校音樂課程的演變。
1987 年解嚴前的時期，學者稱之為威權統治時期，教育受政治主
導，國家政策影響學校教育的目標和教材的編輯，而課程標準對於教
材之規劃可說是鉅細靡遺。隨著政治解嚴、教育鬆綁及教育國際化、
多元化的趨勢，新世紀的課程標準改以課程綱要發布，音樂課程目標
強調藝術本質及學生音樂能力的培養；課程綱要逐漸趨於簡潔，教材
綱要內容也較解嚴前簡化，引導功能勝於瑣碎規範。Gordon（1988）
認為音樂課程內容最重要的部分是合適的教學方法，當合適的教學法
配合適切的教學技巧和教材，就可以達成理想的音樂教育。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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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課程標準∕綱要如何轉化為教科書，教師採用哪些教學方法落實
音樂課程，本書因此選擇各時期的音樂教科書為樣本，進行分析和討
論，同時探討音樂教學方法和教學評量。學校課程發展因應社會變遷
及時代發展的需要，以求提供學生最適切合理的教材學習內容，因此
課程的內涵必須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不斷修訂（游淑燕，2000）。本
書探討臺灣民國 57 年至 100 年歷次修訂之課程標準∕綱要，並討論音
樂課程理論與發展脈絡以了解社會變遷對歷年音樂課程修訂的影響，
內容尚包括教科書、教學方法、教學評量、師資培育，最後並探討音
樂班的發展與沿革，以呈現臺灣中小學音樂課程的發展與脈絡。
本書討論音樂課程發展之分期，係依據〈戰後臺灣學校音樂教
育的發展：以音樂課程標準的變革為中心〉（賴美鈴，2011）一文，
將國民政府遷臺後中小學音樂課程的時期劃分為：戰後教育重整時期
（1945-1967）、實施九年國教時期（1968-1986）、解嚴後教育鬆綁
時期（1987-1999）、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2000 迄今）等四個時期，
其中戰後教育重整時期不納入探討範圍，文本的分析和討論以第二至
第四時期為主。為強調九年國教的實施延續至今，將實施九年國教時
期（1968-1986）修訂為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第三
章至第八章有關課程標準∕綱要、教科書、教學方法和教學評量的論
述，即依據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和新世紀教
育革新時期三個時期分別討論。本書在課程和教科書章節有關各時期
教育思潮的論點，則參酌「教科書百年演進歷程與脈絡：教育思潮」
（楊智穎、歐用生，2012）之教科書歷史的分期，將 1968 年之後的教
育思潮劃分為：「威權計畫時期」（1968-1988）、「改革開放時期」
（1989-2000）和「反思與重建時期」（20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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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分科與合科之演變

中央政府遷臺後，「音樂」在中小學課程標準一直都列為必修
科目，除了小學（國民小學前身）低年級外，學科名稱一直沒有變動
過，國小、國中和高中課程都以「音樂」稱之，唯一的變動是新世紀
教育革新時期（2000 迄今）頒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
要」，音樂不再單獨設科，而是和視覺藝術、表演藝術整合成「藝術
與人文」學習領域。
音樂在小學低年級課程曾有數次的調整。有時是獨立設科，從一
年級至六年級一貫實施，有更長的時間則是「音樂」與「體育」合併
的「唱遊」科，以及現行的「生活課程」包含藝術與人文、社會、自
然與生活科技三個學習領域。本節說明政府遷臺後，國小低年級音樂
的分合過程。
追溯至中央政府遷臺後首次實施之民國 37 年（1948）「小學課程
標準」，課程標準中含「低年級唱歌遊戲課程標準」，在課程標準的
學科說明中陳述：「……一二年級音樂注重聽唱，體育注重遊戲；而
且唱歌，遊戲聯合教學尤其便利，所以民二十五以後把音樂、體育合
而為一，稱做『唱遊』。民三十一第三次修訂課程標準時，因為後方
師資不足的關係，曾把唱遊拆開，音樂體育分立。這次大家認為仍以
合併教學為便，所以又合併起來，改稱唱歌遊戲」（教育部，1948：
4），前述記載可知「唱遊」在中央政府遷臺之前頒布的小學課程標
準，就有分合的紀錄。37 年修訂課程標準時，將音樂、體育再度合併
為「唱歌遊戲」。37 年「低年級唱歌遊戲課程標準」的綱要分成「欣
賞」和「練習」兩項類別，內容以音樂教學為主，沒有分配各項教材
類別的比例，41 年「國民學校課程標準」之修訂，沒有調整唱遊課程

第一章

緒

論

內容，51 年「低年級唱遊課程標準」將教材類別分為 7 項並列表說明各
類別之百分比，此時音樂教材分量仍比體育教材重。57 年「低年級唱
遊暫行課程標準」的教材綱要維持前次的類別和比例，只有教材類別
所含的細項稍有調整。整體而言，從 37 年至 57 年的課程標準中，音樂
教材分量有逐漸減少的趨勢。64 年「低年級唱遊課程標準」擴充教材
類別為 9 項，主要的修訂是增加體操、田徑和球類等體育教材類別，使
音樂與體育教材各占 50 %，強調兩部分教材均等。
唱遊課程標準自民國 37 年以來，歷經數次修訂，至 64 年公布的
課程標準，可說是最完整的版本，從教材綱要內容可見一斑（詳見表
1-1），不但目標詳細，並就知識、能力、習慣、態度等方面分別訂定
預期的學習成效，且推動和實施年限也較以往充裕，直到 82 年再次修
訂，長達 18 年。不過唱遊課程實施以來，始終未臻理想，缺乏顯著成
效，常被提及的問題含：場地設備器材受限、缺乏適任的師資，教材
分量太多，被其他科目挪用等（陳日英，1989；葉楚貞，1983），因
此在 1980 年代末期，開始有傾向音樂和體育分開設科的趨勢。

表 1-1
歷年課程標準之唱遊教材綱要一覽表
法

令

名

稱

民國 37 年
「低年級唱歌遊戲課程標準」

民國 51 年
「低年級唱遊課程標準」

教材綱要類別及百分比
欣賞：
練習：聽音、發音、表演歌曲、韻律活動、
兒童樂隊、遊戲
聽音（5%）、發聲（10%）、歌唱（20%）、
欣 賞（5%）、 表 演、 韻 律 活 動（ 合 占
30%）、遊戲活動（30%）（前述之百分
比另列表說明）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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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名

稱

民國 57 年
「低年級唱遊暫行課程標準」

教材綱要類別及百分比
同 上

聽音（5%）、發聲（5%）、歌唱（15%）、
欣賞（5%）、表演及韻律活動（20%）、
民國 64 年「低年級唱遊課程標準」
遊戲（30%）、體操（10%）、田徑（10%）、
球類（10%）。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自教育部（1948，1962，1968，1975）。

民國 82 年頒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低年級音樂和體育實施分科教
學，自此實施多年的唱遊課程劃下句點。而音樂也首次在低年級音樂單
獨設科，新課程得以從一年級至六年級一貫實施，教材教法可以講求循
序漸進，有系統的教材規劃，課程強調兒童基礎音樂能力的培養。
民國 82 年課程標準於 85 年起自一年級起逐年實施，教育部為國
家發展的需求及對社會期待的回應，此套課程標準實施尚未滿一輪，
隨即於 86 年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89 年公布「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以七大學
習領域取代分科，「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統整音樂、視覺藝術和表
演藝術，音樂不再單獨設科。第一學習階段（國小一、二年級）的藝
術與人文、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統合為「生活」課程，第
一學習階段的音樂教材強調和社會、自然及生活結合，持續迄今，生
活課程涵蓋內容廣泛，使音樂學習內容大幅減少。
前述的說明讓讀者了解音樂在國小一、二年級的安排與變動，雖
然經歷了「唱遊」、「音樂」與「生活」三種課程，就唱遊的教材綱要
內容而言，音樂內容變動不多，生活課程的教材綱要是以能力指標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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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音樂教材融入課程目標，無法單獨切割。陳慶璋（2007）分析「
唱遊」、「音樂」與「生活」三種課程的音樂教材內容，發現「演
唱」和「音感」兩類教材占有重要地位。低年級的音樂課程採分科或
合科較合適兒童的學習，一直是課程標準修訂關注的問題。82 年國民
小學課程標準中，音樂雖短暫單獨設科，隨即被統合為生活課程。無
論是唱遊或生活課程，大都由級任老師任課（姚世澤、張曉華、趙惠
玲、丘永福，2005；葉楚貞，1983）， 長期存在著音樂教學無法落實
的問題，而學校編制和教師專長也使學校排課受限。

第三節

本書內容

本書探討的年代明確，但是音樂課程涉獵範圍寬廣，因此有必要
說明討論的範圍和限制。首先是課程標準∕綱要的分析，在新世紀教
育革新時期（2000 迄今）的課程綱要僅限於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排
除生活課程。低年級音樂課程內容的討論限於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
1987-1999）修訂的民國 82 年國小音樂課程標準。配合課程標準∕綱
要編輯的教科書，僅納入依 82 年國小音樂課程標準編輯的低年級音樂
教科書，排除低年級唱遊教材，因為唱遊課程只提供教師使用的「唱
遊教學指引」，沒有發行學生用書；高中音樂課程則限於普通型高級
中學課程的討論。
本書分成上、下兩冊，全書共分十二章。上冊包含第一章至第六
章，下冊則包含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內容涵蓋民國 57 年至 100 年期間
國小、國中和高中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發展的過程，包含各時期的課
程內容、教材與教法、評量、師資培育和音樂班等相關問題的討論。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分別討論前述主題，各章的最後一節以「小結」將
該章內容進行綜述及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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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的第一節簡要說明音樂課程在臺灣中小學課程的
轉變。音樂的科目名稱自國民政府遷臺後維持不變，直到民國 89 年實
施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才整合為藝
術與人文學習領域，高中階段則一直維持音樂單獨設科。第二節主要
說明國小低年級音樂的分合過程。國民政府遷臺後，於民國 37 年開始
將國小一、二年級（低年級）的音樂與體育合併為唱遊，直到民國 82
年國小音樂課程標準將音樂改從一年級設科。民國 89 年國民中小學九
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包含第二、第三和第四學習階段之課程內容，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一、二年級）的藝術與人文課程併入生活課程，
自此國小低年級的音樂學習再次與其他領域合併。可知國小低年級的
音樂之分科與合科的爭執存在已久。第三節說明本書的討論範圍及限
制，並介紹各章的架構和內容。
第二章「音樂課程理論與發展脈絡」主要從社會背景、教育思
潮和課程沿革三個面向陳述臺灣音樂課程理論與發展的脈絡。第一節
劃分為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之前和之後兩個時期，分述形成學校教育的
社會背景。第二節從古代東西方的音樂教育觀點、歐洲重要音樂教學
法之萌發和在美國當代教育改革運動下引發的音樂教育思潮等三個面
向，討論影響課程內涵之主要音樂教育思潮。第三節則討論近百年來
的音樂課程發展，分成音樂課程之嚆矢、戰後初期至九年國民教育實
施前之音樂課程、九年國民教育之音樂課程與統編制國定本教科書、
解嚴後的音樂新課程標準及審定制教科書的開放，以及新世紀的課程
改革：藝術與人文領域統整課程與多元文化教育等五個層面，同時包
含教科書的發展。
第三章「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的發展與沿革（一）」和第四章「音
樂課程標準∕綱要的發展與沿革（二）」討論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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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和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等三個時期所頒布的
音樂課程標準∕綱要，主要探討課程目標、時間分配和教材綱要的演
變。涵蓋國小、國中、九年一貫課程和高中四階段之音樂課程標準∕
綱要，國小階段並包含唱遊課程標準的內容。第三章劃分成第一節九
年國民教育前之學校音樂課程標準，第二節國民小學唱遊及音樂課程
標準，第三節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進行討論。第四章劃分成第一節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和第二節普通高級中
學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的討論，以勾勒出各階段音樂課程的發展脈絡
和變動。
第五章「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和第六章「音樂教科
書的發展與沿革（二）」討論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解嚴後教育鬆
綁時期和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等三個時期音樂教科書的發展和演變。
第五章第一節介紹我國的教科書制度，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國民中
小學音樂教科書採用統編制，解嚴後才改為審定制，全面實施審定制
之前，還有一段過渡時期實施統編審定併行制。第二節探討共同歌曲
的制訂和演變，呈現威權體制時期和解嚴後共同歌曲的選曲過程和取
材方向的不同。第三節和第四節依據歷次頒布的音樂課程標準及三種
教科書制度，從國小、國中音樂教科書中，選取樣本進行分析探討。
內容涵蓋音樂教科書依據的課程標準∕綱要之教材大綱∕綱要和實施
方法的內涵，樣書的分析包括版式、內容、歌曲特色等，並補充綜合
述評，以分析結果歸納國小、國中音樂教科書之演變。第六章第一節
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教科書為主體，選取樣本中的
音樂單元進行分析和討論。第二節討論民國 60 年至 97 年之高中音樂
教科書。高中音樂教科書長久以來維持審定制，由民間出版社自行編
印，本節列出各時期之高中音樂教科書版本，並選取樣書進行分析與
討論，見證版本與內容之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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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音樂教學的實施與發展」討論音樂教學過程中，為達成教
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所採取的教與學的活動方式。首先依據本書所
探究的三個時期，從國小、國中和高中音樂課程標準的教材綱要∕大綱
的各項教材類別分析其教學方法，並輔以教科書的圖文為例。其次是討
論影響臺灣音樂課程的國際音樂教學法，包含奧福教學法、柯大宜教學
法、達克羅茲教學法、鈴木教學法和戈登教學法。各教學法的介紹以教
育理念、內容與方法、引進與發展三個面向說明。最後討論新世紀課程
改革以音樂課程統整和資訊融入音樂教學的發展趨勢。
第八章「音樂教學評量」首先彙整國小、國中和高中之音樂課程
標準∕綱要有關教學評量的內容，並詮釋其教學應用之可能性。第二
節選擇音樂創作教學做為實施音樂教學評量項目，分析各階段音樂課
程標準∕綱要之創作評量觀點，釐清評量與創作的關係。最後提供音
樂教學評量相關專案計畫、研討會及推廣研究，呈現音樂教學評量在
臺灣的成果。
第九章「音樂師資培育」首先概述音樂師資培育的重要性，
以「師範教育法」和「師資培育法」做為中小學音樂師資培育的分界
點，從「音樂師資職前教育之一般性」、「音樂師資職前教育之專業
性」和「音樂師資培育之多元性」三部分進行本章主題的討論，第二節
提供歷屆音樂師資培育專業課程之內容，含科目、開課年級和學分數。
最後是音樂教師在職進修的部分，呈現多元的管道，配合歷年課程標
準∕綱要的修訂，教育主管當局也逐步擴大師資培育組織的規模，提
供教師進修管道，以跟上時代的腳步。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分別為「音樂班的發展與沿革（一）」和「音
樂班的發展與沿革（二）」。臺灣音樂班的發展有其獨特性，無論是
特殊班設置、課程、教學等方面已累積豐碩的成果，因此納入本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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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討論。音樂班附設於一般學校體制內，學生除了接受音樂專業訓
練外，同時接受一般學校課程的學習，歷次音樂課程標準都顧及音樂
特殊才能學生的需求，並提示相關輔導及設置選修課程，顯示對音樂
特殊才能學生的關注。第十章首先討論音樂班相關的政策，第二節說
明各時期音樂班的設置與發展。第十一章第一節探討音樂班學生的入
學鑑定，第二節討論音樂班的課程實施，第三節討論音樂班課程評鑑
概況。
第十二章「音樂課程的回顧與展望」做為全書的總結。第一節回
顧和檢討歷次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的發展，第二節討論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藝術領域音樂課程的發展和內涵，第三節提出十二年國教音樂
課程未來的展望。
最後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大事記」，主要將民國 57 年至民國
100 年間，影響音樂課程發展的重要事件依序羅列，收錄於附錄。
本書開始撰稿時正逢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研修之際，撰稿者中有
數位作為藝術領域課程綱要之修訂委員，積極參與課程改革方案，因
此本書之論述時而提及十二年國教之音樂課程內容，不過僅限簡要說
明，主體仍是民國57年至民國100年間之課程發展與沿革。

13

14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參考文獻
司琦（2003）。概述小學課程標準演進（上）。研習資訊，20（3），7-18。
吳文星（2011）。百年來中小學教育之發展。載於王汎森、趙永茂、劉
翠溶等（主編），中華民國發展史：教育與文化（上冊）（頁 281312）。臺北市：聯經。
林本（1977）。學制演變八十年。師大學報，22，1-36。
姚世澤、張曉華、趙惠玲、丘永福（2005）。「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之綱要、教科書、師資結構及教學實施成效之評估改進方案。國家
教育研究院研究報告（NAER-93-13-A-2-05-00-2-24）。新北市：國
家教育研究院。
陳日英（1989）。讓兒童「快樂幸福」─ 唱遊科學教學正常化。師友
月刊，268，36-37。
陳慶璋（2007）。從「唱遊」、「音樂」與「生活」課程探討戰後國小
低年級教材演變中的音樂課程定位（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吳大
學，臺北市。
教育百科辭典編審委員會（1994）。教育百科辭典。臺北市：五南。
教育部（1948）。小學課程標準。臺北市：作者。
教育部（1962）。國民學校課程標準。臺北市：作者。
教育部（1968）。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臺北市：正中。
教育部（1975）。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臺北市：正中。
黃春木（2000）。壬子癸丑學制。教育大辭書。取自 http://terms.naer.edu.
tw/detail/1302888/

第一章

緒

論

游淑燕（2000）。課程修訂。教育大辭書。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
detail/1314066/
楊智穎、歐用生（2012）。教科書百年演進歷程與脈絡：教育思潮。載
於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編），開卷有益─ 教科書回顧與前瞻（頁
1-30）。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葉楚貞（1983）。低年級唱遊課程實施之調查研究。載於國民小學新課
程實施之調查研究（頁 247-265）。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
鄭世仁（2000）。課程。教育大辭書，取自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
1314029/
賴美鈴（2011）。戰後臺灣學校音樂教育的發展：以音樂課程標準的變
革為中心。載於鄭明憲（總編輯），臺灣百年來學校藝術教育發展（頁
170-189）〔光碟〕。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Gordon, E. E. (1988). Learning sequences in music: Skill, content, and
patterns. Chicago, IL: G. I. A.
Mish, F. C. (Ed.). (1993).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0th ed.).
Springﬁeld, MA: Merriam-Webster.

15

16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第 二 章
音樂課程理論與發展脈絡
徐麗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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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curriculum）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教育家史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1903）於 1859 年所撰述之〈什麼知識最有價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一文中。此一名詞源自拉丁文「currere」，
若以名詞而言，是指「跑道」或「跑馬場」；在動詞上，則指的是「奔
跑」的意思。顯然，課程之如「跑道」，猶如為不同類型的學生設計
不同的軌道，而引發傳統所謂的課程體系。設若沒有這些課程體系的
存在，則教育事業或教學活動之辦理，猶如車子之沒有輪子無法奔跑，
將導致課程訊息無從傳播、意義無法傳遞，甚至其價值不能延續或無
從闡釋。準此，可見課程在教育或教學活動中，扮演著相當關鍵之重
要角色，是教育的核心或心臟。
目前已見的課程定義繁多，幾乎每個課程工作者都有自己的界定。
最常見的是「學習的進程」（course of study），簡稱「學程」，普遍
見於各種英文字典。課程可指稱一門學程，又可指稱學校提供的所有
學程。它是學習者在學校輔導之下，所獲得的一切經驗；且為協助學
習者達成目標，而作有系統安排的若干學習進程；透過此種進程，而
獲致教育成效（王文科，1994：5）。
若將各種課程定義加以歸納，大致上可分為下述六種類型：（一）
課程即是教學科目，是將課程等同於所教的科目；（二）課程即是有計
畫的教學活動，是將教學的範圍、順序、進程、教學方法和教學設計等
有計畫的教學活動組合在一起；（三）課程即是預期的學習結果，教學
應直接關注預期的學習結果或目標，而要求課程應先制定一套有結構、
有順序的學習目標；（四）課程即是學習經驗，重視的是學生在學習活
動中實際能學到些什麼；（五）課程即是社會文化的再生產，基於個體
是社會的產物，學校教育的職責，應是再生產對下一代有用的知識、技
能；（六）課程即是社會改造，是指學校的課程應該幫助學生擺脫外部
強加給他們的世界觀，使學生具有批判的意識（施良方，19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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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我國中、小學現行包括音樂在內之課程的施行，係由教育行
政部門依課程計畫、課程標準和規定教材，而列入學校課程表中的正
式課程。並常隨著不同的時空背景和社會脈絡，而呈現出不同的課程
思考與主張（甄曉蘭，2004）。據我國教育學者黃炳煌（1991：6）指
出，課程理論的基礎為心理學、社會學、哲學和知識之結構。同樣地，
包括音樂在內的我國所有學校課程在其發展過程之中，亦利用心理學、
社會學和哲學的概念、觀點、方法來充實其課程觀，並改進其課程。
一般而言，課程史主要的研究範疇包括背景脈絡、人物、主張、內容、
機構與組織、課程改革等（白亦方，2008）。基於此，本章從社會背景、
教育思潮及課程沿革等三方面，進行討論。

第一節

社會背景

對於大多數的教師或學生而言，課程雖有其持久不變的一面，
但也有其變化的另一面。學校傳授給學生的內容以及採取的傳授方式
如何，雖然有不同的看法，但社會變遷、科技進步等等帶給課程的衝
擊，是不宜等閒視之的。當社會價值觀由一元趨向多元時，社會價值
的主體究竟以何者為重，或者應如何加以折衷，應是編製課程者審慎
盱衡的問題。社會的變遷亦影響經濟結構的改變，帶動人民生活條件
的改善，直接會影響人們對於教育內容所秉持的見解。總之，教育要
面向現代、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與社會變遷的種種因素可說是息息
相關的。因此，若將各種課程思想放在當時特定的社會背景裡進行參
照研析，將更容易理解它（施良方，1997：67-69）。
包括音樂教育在內的藝術教育與政府的關係極為複雜，因此必須
對政治體制和過程有所了解（Mark, 1996: 74）。臺灣正式實施包括音
樂在內的學校課程歷史，可溯自 1895 年被清朝割讓給日本之後，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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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過一百二十年的光景。在這百餘年來之複雜的歷史變遷過程中，
可以「社會力」作為詮釋理解臺灣社會的參照樞軸（蕭新煌、黃世
明、翁仕杰，1995：110-149）。據此，並可將百餘年來臺灣社會力轉
型的分期，分為日本殖民時期和終戰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等兩大階段
來看。
日本殖民之初，為 1895 至 1918 年間，此時日本殖民政權除以武
力鎮壓各地的反抗行動之外，還部署其統治開發機構，並尊重臺灣原
有的風俗習慣，設法安撫臺灣民眾，以穩定殖民統治體制；日治中
期，為 1919 至 1937 年間，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迅速成為
世界五大強國之一，又值民族自由與民族自決、民族獨立的思潮流
行，為臺灣的反殖民運動提供了助力；日治末期，為 1938 至 1945 之
間，此時期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進入戰時體制，為使臺灣民眾支援日
人作戰，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
終戰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則分為前期之「交替失序時期」，為
1945 至 1952 年間，此時期臺灣處於政權交替、劇烈轉型與混亂失序
的動盪狀態。國民政府遷臺、美軍來臺協防之後，則分為三個時期來
觀照，即是 1953 至 1964 年間之初期「政治力主導時期」，此時期執
政之國民黨政府，貫徹其黨、政、軍一元化的戒嚴體制，呈現「大黨
國—小社會」的局面；中期「經濟力勃興時期」，為 1965 至 1979
年間，此時期美援中止，對內則有國家統合主義做為指導原則的經濟
建設，並以「出口導向」的經濟策略，厚植國家經濟實力，開創經濟
奇蹟，而成為新興工業國家之一；近期「社會力抬頭時期」，為 1980
年迄今，此時期社會力取得相對自主形勢，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與自
力救濟，民氣聚升以鼎革求變，是社會力開始發揮力量的時代，呈
現「大社會—小國家」的局面。

21

22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由於，本書係以 1968 年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以後做為主要研究、探
討範圍。因此，本節將以此年份作為界限，分為「在九年國民教育實
施之前」和「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之後」等兩層面進行討論，以了解
社會政經環境與學校課程建置之相關性。

一、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之前
現在，國內處處可以看見「學校」。所謂學校的景象，普遍都
設有圍牆將所有屬於學校的範圍圈起來；進了校門，映入眼簾的是校
訓；穿堂上公告著諸如孝順、友愛、勇敢、愛國之類的「德目」；一
間間的教室裡面有整齊的課桌椅，前端設置有講桌、講臺以及黑板，
一群年齡相仿的學生坐在講臺下聽臺上的老師講課；教室外則掛著
班級別的牌子和記錄著一週內教學課程的功課表（許佩賢，2005：
11）。近代化學校制度建立之後，逐漸實施分科目、分年級、分班級
的團體教學。並編訂教科書，以助學生按部就班的學習，且能依循一
致的步驟，在同一時間學習到同樣的知識內容（甄曉蘭、王立心，
2012）。
以上述的分期觀之，這種學校的風景，係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
紀初的日本殖民初期開始在臺灣出現。當時是西方文化擴張的時代，
凡是未能對西方文化作出迅速適應的國家，非亡即衰。尤其，十九世
紀四、五十年代西方列強的進逼行動，促使東亞兩大古國—中國
1

與日本的歷史為之改觀。 兩國均深感西方「船堅砲利」的威力，亟

1

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等戰役，迫使一向以老大自居的滿清政府簽下不平等條約，
開放通商口岸，國家門戶因此洞開；鄰近之日本也因「黑船事件」（1854）而開
埠通商，結束其歷時二百餘年（1639-1854）的鎖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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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師夷長技以制夷」。日本帝國自明治天皇於1867年繼位後，即銳
2

意學習西方文化而進行革新運動—「明治維新」。 其中，實施近
代化學校教育是一項具有顯著成果的改革政策，以掌控教育內容進行
國民統合 。

3

1894 年（清光緒二十年），日清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將臺灣
割讓予日本。1895 年，日本領有臺灣之後，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
紀（1837-1922）引進「殖民主義」（Colonialism）及「現代化」
（Modernization）等新主張，以作為施政的根據（周憲文譯，1985：
12-13；許極燉，1996：289-297）。並決定將這套自明治以來在日本
本國試驗成功的學校體系引進殖民地臺灣，以做為國民統合之需（許
佩賢，2005：13）。再以中國方面來看：清朝末年，清政府鑒於外禍
頻仍、國勢衰弱，亦決意模仿日本進行維新改革和興辦學堂。而此時
期，所導入之「西學」、「西藝」或「西史」等西學課程，為傳統啟
蒙學校的課程起了先導作用，拉開了中國學校課程近代化的序幕，帶
動了對西學的認同與傳播，所出版之新學書籍、教科書及自編教材更
達千餘種之多（甄曉蘭、王立心，2012）。

2

3

1867 年，日本明治天皇繼位。1868 年 1 月 3 日，明治天皇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
宣布廢除幕府，並命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將一切權力重新歸於天皇，接著
又推出一項銳意學習西洋文化的劃時代革新運動—明治維新（Meiji Ishin），而
解除了日本自德川幕府以來的鎖國自封狀態。明治維新以後，明治政府深感教育
是創建國家、從事國民統合的利器，因而引進西洋的近代學校制度，開始在全國
普及義務教育，建立起自小學至大學的學校體系。
近代化學校可說是十八至十九世紀出現於西方世界的產物。主要是當時新成立的
國家（nation state）希望從教會手中奪回對民眾的教育權，藉由掌控教育內容進行
國民統合，以教授國民國家標準語、國家歷史以及現有版圖中的領土；並盼望能
藉由國民教育之推展以更有效的普及至所有國民，進而發展出「一對多」的「集
眾教學」，有共同的課表，也有設置黑板、講桌的教室（許佩賢，20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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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治中期之前，並沒有為臺灣人設置的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因
此，日本政權在「內地延長主義」的統治原則下，於 1922 年公布「
臺灣教育令」，宣示日臺共學的原則，臺灣人可以就讀日本人的學
校，在法制上做到一視同仁。同時，並在臺灣設置公學校、中學校、
師範學校、高等學校及高等女學校，開始實施從小學到大學的普通教
育學校體系。日治晚期之 1941 年，日本政府發布「國民學校令」實
施國民義務教育，將公學校、小學校改稱為「國民學校」
（初等小學六
年、高等小學二年），此時正逢戰時，日本當局乃推行一項稱之為「
皇民化」的政策（俗稱為「日本帝國皇民化運動」）。期間，為了將
臺灣融合於日本帝國內，而在學校課程內強化對日本天皇效忠及愛國
的內容。例如，此時期的音樂課程即是以「昂揚愛國精神」做為主要
教學目標（徐麗紗，2008：22-34）。
1945 年 8 月 15 日，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承認
戰敗並同意無條件投降。從此，臺灣結束了日本統治時代。同年 8 月
29 日，國民政府特任前福建省主席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
警備總司令，負責臺灣之接收與軍政事務。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
後，在文教方面的積極措施，即是禁用日語、推動三民主義教育、民
族精神教育及國語教育。將中小學教育學制改為六、三、三制，並設
立「臺灣省編譯館」以編印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及編譯名著。
終戰後初期，臺灣社會剛由日本殖民地改隸屬國民政府，由於
政權交替、劇烈轉型而導致局面較為混亂，是為前述所指之「交替失
序時期」。剛歷經激烈戰爭的戰後臺灣社會生產力低落，又有嚴重的
通貨膨脹問題，經濟乃處於衰退狀態。此時期發生四項影響深遠的
重大事件，即是：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1949 至 1952 年的土地改革
政策、1949 年 5 月警備總司令部發布的戒嚴時期法令及1950 年 6 月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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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韓戰。因戡亂剿共軍事之節節失利，尤其自1949 年 4 月 20 日起剿
共戰事出現逆轉情況，共軍渡長江後兵分三路進向華南。國民政府並
因此撤離南京，再遷往廣州、重慶、成都，最後於同年 12 月決定遷
設臺北市。臺灣省政府暨臺灣省警備司令部早於同年 5 月 20 日起，基
於「為了防止共產黨勢力的浸透、鎮壓遏阻抱持著不滿的臺灣居民的
騷動、混亂」等之國防安全需要，宣布全臺實施戒嚴。
國民政府遷臺後，更強調三民主義的教育政策。反共復國不僅
是最高國策，亦是學校與社會教育之最大內涵。首先，臺灣省教育廳
於民國 39 年 4 月訂頒「臺灣省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同年 6 月，教育
部進而特別訂定「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確立國民政府遷臺後的
教育準則，並陸續端出各項教育政策因應之。諸如：教育部與國防部
於民國 40 年公布「臺灣省中等以上學校軍訓實施計畫」；民國 41 年
教育部公布「戡亂時期高中以上學校學生精神軍事體格及技能訓練綱
要」，臺灣省教育廳制定「臺灣省各級學校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
要」、「臺灣省各級學校加強生產訓練及勞動服務實施綱要」、「臺
灣省各級學校課程調整辦法綱要」及「策勵本省教育人員推行各種方
4

案辦法」等種種法則。 諸此政策之訂定，皆為了加強民族精神教育
與三民主義教育、加強生產訓練與勞動服務、實施文武合一的教育、
推行教育改革、改進各級學校教育以及擴充各級學校教育機會等。在
軍政勢力之強力帶動下，「反共抗俄」成為戒嚴時期所有政策執行時
的共同語彙，教育、文化自不例外。包括音樂文化在內的臺灣藝文領
域，幾乎成了反共文藝的天下（徐麗紗，2008：42-44）。

4

參考自教育部部史網站 http://history.moe.gov.tw/mileston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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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6 月 25 日，北韓共軍進攻南韓的戰事爆發。做為反共復國
基地的臺灣，因為自韓戰爆發後戰略地位日趨重要，美國方面乃與臺
灣最高當局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將臺灣納入美國保護傘內。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884-1972）因而於同年 6 月 27 日
宣布派遣第七艦隊巡弋協防臺灣、恢復對臺的軍事與經濟援助，讓
臺灣成為防止共產主義的重要戰略據點。而此，頗有助於國民政府緩
解混亂失序的內憂外患，建立國家統合主義式的威權體制。同時，美
國方面的軍事、經濟援助源源而入，也為臺灣境內注入一股安定的力
量，讓臺灣逐漸洋溢著強力的能量、精力，奠定1960 年代以後臺灣經
濟奇蹟的良好基礎（蕭新煌、黃世明、翁仕杰，1995：110-149）。
雖然，1947 年所制訂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要實施民主共和
政治。不過，自 1953 年至 1964 年之間是為「政治力主導時期」，此
時期的臺灣社會呈現國家利益與政黨統治重疊在一起的景況。在黨政
軍一元化的強勢政治力體制下，乃以戒嚴秩序為由禁止任何反對運動
和反對言論。尤其，〈自由中國〉月刊發行人雷震於 1960 年以「知
匪不報」及「為匪宣傳」之通匪罪被捕入獄後，讓國內反對運動幾乎
銷聲匿跡。此時期的經濟建設，主要得力於 1951 年至 1965 年間之近
十五年間的美援，並在其支持之下，此時國內各地學校在質和量等方
面逐漸獲得顯著的改善。

二、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之後
1965 年美援終止，但計畫援款直至 1968 年始完全停止。此後，
國家經濟以「出口導向工業化」之成長政策為主，進一步躋身於新興
工業國家之林，經濟平均成長率高達 9.6 %。凡此，皆代表著產生經
濟奇蹟的臺灣社會已然能夠自立自足於國際社會。由於，「經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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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一時期開始脫穎而出，且壯大到足以與政治力相抗衡的地步，
乃為「經濟力勃興時期」（蕭新煌、黃世明、翁仕杰，1995：110149）。雖然，此時期我國於 1971 年退出聯合國；於 1972 年與 1979
年分別與日、美等國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諸此因素亦均導致我國外
交處境愈益孤絕艱困。然則，自 1970 年代起急遽朝向工業化發展、
商業貿易的大幅成長，使得多數臺灣民眾的財富更能迅速累積。
經濟的發展為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促使有錢有閒
的社會於焉形成，並帶給臺灣包括音樂在內的學校教育另一番的刺激
與進步。「社會力」亦在此一時期中，開始在困境中慢慢掙扎出來。
尤其在 1970 年代初、中期，一股來自臺灣本土社會文化的力量，開
始在找尋「臺灣社會的現實本質」，如表現在文學的「鄉土文學」、
音樂的「民歌」、舞蹈的「雲門舞集」以及學術界的「本土化」訴求
（徐麗紗，2008：46-47）。
戰後初期，國民義務教育年限原為六年。由於政府對於教育事
業發展的重視，國民教育發展甚為迅速。至 1950 年代中期，即出現
國民小學畢業生升學初級中學的瓶頸現象。為消除升學壓力及滿足國
民接受教育的願望，時任總統蔣介石乃於 1967 年 6 月 27 日在總統府
國父紀念月會中宣示：「我們要繼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成功之後，加
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計畫。」於是，政府開始積極籌備實施「九年國
5

民教育」。 首先，行政院院會於 7 月 6 日決議自五十七學年度起將國
民教育延長為九年，教育部再於 8 月 15 日頒布「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綱
要」，以增班設校、師資訓練及提高學童就學率作為發展重點。這一

5

參考自「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pedia.cloud.
edu.tw/Entry/Detail/?title= 九年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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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國家安全會議成立。原隸屬於國防會議的國家安全局與戰地政務
委員會，改隸屬於國家安全會議之下，俾以讓統帥權更能貫徹，有效
決定動員戡亂時期的國政方針。總統府繼於 8 月 17 日以臺統（一）義
字第 504 號令行政院策畫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並提交動員戡亂時期國
家安全會議決定。同年 7 月 1 日，國民政府所在地、被視為戰時首都
的臺北市由省轄市升格為院轄市，直屬國民政府，目標是建設為一個
現代化都市。有鑑於中國實施文化大革命，為傳統文化帶來浩劫，政
府乃在此時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以發揚傳統中華
文化倫理道德做為主旨，並協助政府展開復興中華文化的工作。
緣於國家安全會議於前一年所做成的決議，立法院乃於民國 57
年 1 月 19 日三讀通過「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再由蔣介石總統於
同年 1 月 27 日正式發令公布。以此十六條法案作為法源基礎，將國民
教育正式延長為九年，分別為國民小學階段六年、國民中學階段三
年，並基於九年一貫的精神進行規劃課程，藉以改善既往國中、國小
互不連貫的課程安排，且以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職業及技藝教
育作為國民小學銜接國民中學之施教重點。此為我國學制的重大改
革，亦是教育史上的創舉。在這劃時代的教育改革下，初中入學考試
從此廢除，國民小學畢業生可以直升國民中學就讀。將教育年限延長
的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更可提高國民教育水準及適應國家建設需要
以培養人力資源。
經過一年三個月的籌備，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終於在 1968 年 9
月 9 日全國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中宣告實現。囿於從準備到正式實
施只有短短一年多，時間過於急迫，以致九年國民教育初期之實施結
果未臻理想。尤其，升學就讀國中的學生人數大增，使得原有學校與
師資不敷運用，新學校也自本年度開始大量興建。於是，新學校的成
立、新師資的培養、新教材的編審、教學品質的掌控，在在成為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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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教育部為未雨綢繆之計著想，於同年 4 月即公布「國民中學教師
儲訓及職前訓練辦法」，以提高國民中學教師素質，建立教師儲備制
度；在既有之「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外，續於 1969 年 1 月創
設「臺灣省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以備中學師資研習之需。隨後為
檢討改進缺失，並連續推出多項國教發展計畫，以強化九年國教軟硬
體建設。首先，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第一期三年計畫」（民國 58-60
年度），嗣後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第二期三年計畫」（民國 61-63 年
度）；於民國 60 年（1971）召開「九年國民教育檢討會議」，以研擬
改進策略。自民國 65 年（1976）起，執行「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五年
計畫」（民國 66-70 年度），以改善國民中小學之硬體設備和教室環
境；民國 70 年，研擬「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六年計畫」（民國 72-77
年度）；民國 70 年 9 月，將原「中等學校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國
民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等辦法合併修正為「中小學教師登記及檢定
辦法」，以提升國民中小學師資水準；民國 71 年 5 月總統令公布「強
迫入學條例」，六至十五歲國民強迫入學，使得入學學生人數大幅增
加；並自次年會計年度起，全力執行修訂及實施國民中小學新課程標
準，改進國民中小學教學方法則是這項計畫中之重要措施，由中央統
籌辦理；民國 78 年起再執行「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第二期六年計畫」
（民國 78-81 年度），繼續充實改善國民中小學的硬體設備及軟體發
展，消除國小二部制教學、增設學校、教材教法之研究發展等皆是擬
達成之主要目標。同時，中央政府為合理分配地方國民教育經費，並
自民國 73 年起改採「以稅課收入占國民中小學人事費百分比為計算
基礎」來計算補助經費的多寡；再自民國 75 年起採取專款補助方式，
以協助地方政府解決國民中小學增班設校的困難；而自民國 78 年
起，自教育部主管之教育經費預算中核撥 10 % 給地方，以齊一各地
方之學校辦學水準（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02：296-297）。

29

30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長達三十八年戒嚴令的臺灣社會，自1980 年代開始萌發強烈求
變的動機。同時，自1980 年代之後臺灣經濟朝向發展高科技產業，
並以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做為努力的目標，而由農商經濟蛻變為
現代化工商經濟（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02：290）。此後，
各種新興的社會運動逐漸勃興，而充分展現出「社會力」。在政治
力、經濟力和社會力不斷相互拉扯、激盪之中，社會力逐漸取得較為
顯著的自主地位，可謂為「社會力抬頭時期」。自解嚴之後，「民
間社會」的概念得以在臺灣形成。各種政治禁忌解除，民間可以依
其自由意志，有組織地從事公共事務。1988 年 1 月，報禁解除，出版
與言論自由得到具體的保障。而此卻多少與資本主義化推動下的「經
濟力」有關，私人資本和市場晉升為主導的支配角色（蕭新煌、黃世
明、翁仕杰，1995：110-149）。
在保障人權、反對「戒嚴法」、要求司法獨立、全面改選中央
民意代表、民選省市長等之訴求呼籲聲中，引發了多起的政治社會運
動。同時，反對勢力更不顧禁忌而組織成立民主進步黨。為避免政治
衝突的擴大，國民政府遂於實施戒嚴三十八年後的民國 76 年 7 月 15
日，依據總統令：「准立法院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八日（76）臺
院議字第 1641 號咨，宣告臺灣地區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解
嚴。」全世界最長的戒嚴令從此宣告解除，軍事管制的重重限制亦隨
之逐步結束了。就如時任總統蔣經國當時在接受訪談時指出：「戒嚴
令解除這一件大事，使我們的國家朝向著新的時代邁進，邁向更加民
主、自由、繁榮、進步的社會。」的確，對於臺灣社會而言，解嚴之
後更能加快腳步朝向民主化社會邁進。
於解嚴的前一年，即 1986 年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於臺北市圓
山大飯店宣布正式成立。從此臺灣的政治形態開始走向政黨政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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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更是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伴隨著解嚴而產生的變化是在法律
和經濟方面的迅速變化，如以往包括一般的刑事犯均要被送上軍事法
庭，解嚴後一般人皆可以不需接受軍事法庭的審判；集會、示威或遊
行更具自由化，僅需在三天之前向當地警局提出申請的義務；外幣管
理實施大幅放寬規定，攜帶外幣出境的限制取消，海外投資也趨於自
由，經濟方面趨向自由化。臺灣社會在變遷迅速之情況下，呈現開
放、多元、自由的景象。如：校園髮禁解除、兩岸關係突破、中國出
版品核准進口、開放赴大陸探親、產業西移、兩廳院啟用、報禁解
除、省長民選、二二八事件解禁、四一○教育改造聯盟成立、總統直
選、「教育基本法」通過、九年一貫教育改革……等一連串改革的熱
潮隨之接踵而來（遠流臺灣世紀回味編輯組，2005：194-197）。凡
此，彰顯著我國已然朝向能容忍多元聲音的民主社會體制邁進。
將進入二十一世紀前之十五年，即 1985 年左右，是各國經濟社
會的轉型期，包括我國在內的每個國家或學者專家均開始為自己的國
家描繪新的發展藍圖。教育學者楊國賜認為未來社會將是一個高度的
都市化社會、高度的資訊社會和高度的知識社會。由於，教育的基本
目的是要讓學生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準備。在這種思想的衝擊下，現代
的學校教育制度、課程與教學方法，均須重新思考加以調整和改變，
以因應新世紀的需要。而面對資訊科技迅速發展所帶來的第三波 ，

6

預示著新世紀將是科技的世紀。因此，楊國賜當時即呼籲未來教育的
新型態，應採取如下之措施：教育制度彈性化、教學方法多元化、學
習人格獨立化。他並認為未來世紀應認識藝術是生活的基礎，而藝術

6

未來學家杜佛勒（Alvin Toﬄer，1928-2016）於 1980 年以「第三波」（The Third
Wave）指稱新世紀的來臨，意謂著人類社會即將邁入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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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人類文化不朽的象徵，更增加了教育事業的尊嚴；同時新型態的
教育將是解放所有權威主義形式的工具（楊國賜，1988：1-11）。
1994 年 4 月 10 日，國內提倡教育改革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及
「四一○教育改造聯盟」等社團，鑒於現行教育體制已然浮現諸多問
題與缺失，而發起「為下一代而走—四一○教育改造全民大結合」
遊行活動，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
制訂教育基本法」等四大訴求。同年 9 月，政府成立「教育改革審議
委員會」回應之，掀開了臺灣教育改革的序幕。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
委員會並於 1996 年 12 月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揭示五大
教改方向，列出八大優先執行改革重點以及五十二項建議，並提出未
來國家教育走向之十大革新原則：（一）強調前膽發展；（二）促進
機會均等；（三）重視人文精神；（四）提昇專業素養；（五）追求
民主開放；（六）邁向自由多元；（七）推動自主自律；（八）採行
分權分責；（九）鼓勵全民參與；（十）力求精益求精。
1998 年 5 月，行政院通過「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將自八十八學
年度起，以五年為期，優先執行「推動健全國民教育」、「普及幼稚
教育」、「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促進技職教育多元化與
精緻化」、「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推動終身教育」、「推展家庭
教育」、「加強身心障礙學生教育」、「強化原住民學生教育」、「暢通
升學管道」、「建立輔導新體制」和「充實經費與加強研究」等十二
項教育改革重點工作。還於民國 88 年 6 月 4 日立法通過「教育基本
法」之全文十七條條文，總統府續於 6 月 23 日以總統令發布，確定未
來我國教育政策之訂定方針，因而又有「準教育憲法」之稱。同年 5
月 17-18 日，教育部舉行「一九九九年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議—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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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向教育新世紀」。 時任教育部長楊朝祥再於 12 月宣布「二十一世紀
教育願景—全人教育，溫馨校園，終身學習」，重點包括高等教
育方面以大學無圍牆，學術有高峰為目標，規劃高等教育發展；技職
教育方面，以多元精緻、適性發展，強化建教，尊重專業為主軸推動
技職教育；中等教育方面，規劃延長國教，減輕學生升學壓力，推動
高中社區化，建立多管道進修制度；國教方面，普及幼兒教育，推廣
精緻國教，實施九年一貫課程，達成全人教育理想；社會教育方面，
推動處處可讀書，人人有書讀，終身學習理想；其他教育方面，強化
學生體能，加強弱勢族群教育，強化資訊教育，寬籌教育經費，永續
8

教育發展 。

解嚴之後的臺灣教育開始跨入鬆綁、改革的年代，原屬一元單調
的臺灣教育體系，開始朝向多元發展。音樂教育亦充分呼應教育改革
訴求，而與十九、二十世紀的發展情形差異頗大。在新舊世紀交替之
後，在活潑多元的大環境氛圍中之臺灣近現代音樂教育發展腳步愈趨
緊湊、內涵愈為豐富，而頗見特色，代表著臺灣音樂教育改革時代之
來臨。其中，對音樂教育的發展有深刻影響的，應屬「教育基本法」
通過以及九年一貫教育改革等教育新主張的提出與實踐。而在音樂教
育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變革，是將「音樂」課程的名稱取消，改屬九年
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徐麗紗，2008：61-63，77-80）。繼
九五暫綱、九九課綱等銜接大學教育和九年一貫課程的高中課程革新
方案之後，教育部並進行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之制定工作。民國

7

8

參 考 自 國 教 院（ 原 國 立 教 育 資 料 館 ）「 教 育 改 革 」，http://2d3d.naer.edu.tw/2d/
revolute/bg/bg_0203.asp
參考自「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史」網站 http://history.moe.gov.tw/mileston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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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8 月，教育部設立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諮詢成立暨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專案辦公室」完成改組；民國102 年7月10 日，總統令
公布「高級中等教育法」，確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法源；民國
103 年 11 月，國家教育研究院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9

綱」； 民國 106 年 5 月，教育部發布修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實施日期，由 107 學年度修正為自108 學年度依照不同教
育階段（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起）逐年實施。

10

綜上，顯然可見我國教育部重視課程標準的適切性與可行性而
進行之因應措施。亦顯然可見，我國在教育政策、制度、課程及教學
等各方面之制定與實施，常因應社經環境及時代潮流而不斷地與時俱
進，以臻完善。

第二節

教育思潮

教育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形成而產生，並隨著人類活動領域的拓寬
和教育經驗的累積，對於教育的認識也不斷深化，而在此基礎上產生
了各種教育思想。最初，較多的是從直觀、感性的角度去認識教育現
象。直至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隨著科學與哲學的發展，課程研究領域
開始產生變化。蘇聯的人造衛星於 1957 年成功升空之後，美國隨即
於 1960 年代開啟了課程改革運動，並試著將教育思想系統化、理論
化。自1990 年代起，科技更為進步，教育領域之主導者由線性的、序
列性的、易於量化的秩序系統，讓位給更為複雜的、多元的、不可預

9

10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取自 http://www.naer.edu.tw/ezﬁles/0/1000/
attach/87/pta_5320_2729842_56626.pdf
參考自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史網站 http://history.moe.gov.tw/mileston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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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的系統或網路。當這種嶄新的、更為微妙的秩序引入學校教育時，
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亦即，教師將「面對學
生」，與學生一起探索、一起達成共識。最後，課程不再被視為固定
的、先驗的「跑道」，而成為個人轉變的通道。這一側重點和主體的
變化，將更為強調奔跑的過程和許多人共同奔跑所形成的模式，而不
偏重跑道本身（王紅宇譯，1999：1-5）。
音樂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一個民族的音樂發展取決於該民族
文化總體發展的需求。在人類早期社會—即原始社會中，音樂作用
之大遠超過我們現代人的想像。以人類四大古文明文化—古希臘、
古中國、古印度和古伊斯蘭等文化古國觀之，音樂與其社會生活相互
結合、並存發展，且用音樂教化人心、以詠唱和咒語來治療疾病驅除
災害、在宴會上用音樂來增進氣氛、用音樂來鼓舞戰士士氣。在歐洲
的中世紀，音樂和宗教相互結合，教會把音樂作為學習的必修科目。
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歐洲各國的教育開始脫離教會的束縛，經由國
家廣設學校以普及教育。同樣地，音樂教育的目標不再僅作為宗教教
化的一種手段，轉而以情操教育為主。
進入二十世紀四十、五十年代後，音樂教學的方式更為多元，知
名教學法包括：瑞士的達克羅茲教學法、德國的奧福教學法、匈牙利
的柯大宜教學法……等，促使教學成效更為顯著。這些先進音樂教學
法改進了音樂的學習方法，進而提高學習效果，並對於包括我國在內
的世界音樂教育起了重要的影響作用。自二十世紀下半葉起，為了迎
接新世紀的到來，教育改革成為全球性的現象。音樂教育方面也不自
外於此種世界性潮流，而做了改革。從布魯納、布魯姆乃至雷默、艾
略特等當代美國教育學者的觀點，引發美國的音樂教育改革，也影響
了世界各國音樂教育和課程內容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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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由「古代東西方的音樂教育觀點」、「歐洲重要音樂教學法
之萌發」和「在美國當代教育改革運動下引發的音樂教育思潮」等三
個面向，將影響課程內涵之主要音樂教育思潮討論如下：

一、古代東西方的音樂教育觀點：以古代中國和
希臘為例
誠如我國教育學者賈馥茗（1926-2008）所指，基於生而為人的
特徵，人乃有「修道」的必要，修道是人「自己」的義務，但須要有
人導之引之，是為教育之由生（賈馥茗，2005：再版序）。她又指
出，從教育是「實際的活動」而言，講求實際原無可厚非，不過教育
確實不是那麼膚淺而表面的活動。在這項活動背後，存在著深刻高明
而悠久的道理—形而上的道理（賈馥茗，2005：3）。亦即是，無
論任何人在做出一項決策時，實際上就包含著他對某種哲學的認可，
且對於其哲學背景有明確的認識。古中國和古希臘都主張音樂教育等
同於道德倫理教育，音樂乃成了人性「善」的象徵。
以古代中國為例，根據《尚書．舜典》之記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從上述這段文字顯示，舜命其樂官「夔」對於貴族子弟—「冑
子」進行音樂教育之描述，可以發現上古氏族社會時期已經注意到音
樂的教化功能。尤其，「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這一句話所顯，已隱然可見古代中國最初的音樂情感教育與道德教育
之結合。更可以了解的是，舜帝雖然將音樂作為鞏固政治統治的一種
策略或手段，但最終目的乃是要達到「神人以和」的境界。因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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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音樂的學習將使學習者的個性達到正直而溫和、寬大而謹慎、剛毅
而不粗暴、簡約而不傲慢的境界。而此，也是周代禮樂教育的先聲
（修海林，1997：6-8）。
「周」王朝於西元前十一世紀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音
樂教育制度，是古代中國音樂教育發展的第一個重要標誌，實施的對
象是十三歲至二十歲的貴族子弟。周朝的音樂教育內容主要包括「樂
德」、「樂語」和「樂舞」等方面，亦即現代慣稱的音樂美學理論、
演唱技術和舞蹈藝術等（楊蔭瀏，1996：35）。其統治者認同音樂在
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就如《禮記•樂記》所載：「德者性之端也，
樂者德之華也。」和《周禮．地官》所云：「以樂禮教和，而民不
乖。」，可說是對音樂的社會功能具有相當的認識。在其官學中乃將
禮、樂兩者緊密結合起來，使接受過音樂教育者均具有平和的態度，
而成為維持社會秩序、鞏固王朝統治的有效手段。當時的音樂教育之
首要教學內容為「樂德」，係以音樂來規範人的整體行為俾以合乎其
道德倫理規範，亦顯見音樂教育做為道德教育主要支撐之情況（修海
林，1997：15-19）。
再以歐洲文化源流之古希臘為例，相當強調音樂教育作為人的教
育之重要意義。此觀點到十九世紀的新人文主義時期重新被再認識，
迄今仍在強調此一觀念。古希臘人的音樂教育目標是通過音樂培養
協調的個體，並起了個「Kalokagathia」（亦即是「美好」之意）的名
稱，即是指美與道德在音樂教育中之相互結合與浸透，能促使人們的
身心得以均衡發展（顧連理、張洪島、楊燕迪、湯亞汀譯，2001：1）。
古希臘哲人柏拉圖（Plato, 427-347 B.C.）和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都認為通過一套以體操和音樂為兩大要素
的公眾教育體制可以造就「正確」的人，體操訓練體質、音樂訓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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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柏拉圖在其所著《國家論》（Republic）中，堅持這兩個要素必
須取得平衡，過多的音樂會使人變得女性化或神經質；過多的體育會
使人變得不文明、粗暴和愚昧。因此，他主張在培養理想國家的人才
教育中，必須避免表現柔順和放縱的曲調，而使用多里安（Dorian）
和弗里吉安（Phrygian）等兩種音階，以培育克制和勇敢等兩種美德
（Grout & Palisca, 2001: 6-7）。
亞里斯多德亦肯定實施音樂教育之意義所在，但是他對於音階調
式之使用並不像柏拉圖之具有限制性，且允許音樂除教育之用外，也
可以用於娛樂和心靈的享受（何乾三，1983：14-18）。直至古希臘
後期，以作為人的教育之音樂教育理想逐漸衰退，音樂轉而成為娛樂
和競技的項目。

二、歐洲重要音樂教學法之萌發
在歐洲，自中世紀起為了民眾的宗教教化，音樂和宗教相互結
合，成為學習的必修科目。因此，在大教堂學校和修道院附屬學校
中，音樂和文法、邏輯、修辭學、算術、天文學、幾何學等並列為七
種文理學科，居有重要的地位。在很長的時間內，音樂的教學僅是
以口傳心授的方式進行領唱及跟著唱。十一世紀的基督教教士桂多
（Guido da Arezzo, 991-1033）是第一位從事看譜歌唱方法論者，他
創造了手勢唱名法和六音音階，讓學習歌唱更為容易，而對音樂教學
法的開拓具有啟發作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德國神學家馬丁•路
德（Matin Luther, 1483-1546）首次提出義務教育的主張，開始重視
音樂在教育上的作用，而主張學校教育必須與音樂緊密聯繫。誠如路
德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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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是萬德胚胎的源泉。不為音樂所動的人，我必定把他比做木
石。假使身為教師而不會唱歌，那簡直沒有為人師的資格（何乾
三，1983：39）。
以上所述，顯然強調了禮拜儀式、學校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密切聯
繫。從此在信奉新教的國家裡，音樂乃成為普通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
部分。
然則，十七、十八世紀起教育改革的趨勢，也將教育的重點推
到了實用方面，而形成了所謂實用主義的時代（繆裴言、林能杰、謬
力譯，2006：20）。法國教育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主張音樂教育必須從小學開始實施，在讀、記音樂之前即應
進行實踐性的教學及聽覺的音樂體驗，並為學童們細心制定了一些
創造性的練習。盧梭思索創造一種可以代替音符的音樂符號，而創
發簡譜。之後出現的達克羅茲、奧福、柯大宜等音樂教學體系，可
說是繼承了盧梭的音樂教育思想。瑞士教育家的裴斯泰洛齊（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亦強調最好的教育是通過感官之參與
去實踐的，而提倡直觀教學法。他並主張教學應奠基在心理發展的基
礎上，由已知到未知、具體到抽象循序進行，而提出「由易而難」、
「由簡入繁」的理想教學程序。
在十九世紀法國大革命浪潮影響下，整個歐洲的革新得到普及，
並出現許多教育方面的學者，如：史賓塞主張科學是所有教育的根
基；赫爾巴特（J.F. Herbart, 1776-1841）也主張教育應以科學、系統
的方法進行研究，並創辦實驗學校、首創五段教學法，確定了十九世
紀以來學校教育中課程教學的基本模式。自此之後直到二十世紀初，
整個西方教育基本上乃是受到赫爾巴特理論的支配。進入二十世紀之
後的學校音樂教育，除以唱歌教學、讀譜教學做為中心之外，又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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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器樂教學、欣賞教學、創造教學，並有效地運用達克羅茲、奧福、
柯大宜等音樂教學法以改善教學，而帶給人們音樂的享受（繆裴言等
人譯，2006：21-23）。從此，音樂教學的方式漸趨多元，教學成效
更為顯著。
以瑞士作曲家達克羅茲（Émile Jaques-Dalcroze, 1865-1950）
為例，他畢生探索音樂課程改革而創立教學法，並對於當代音樂
11

教育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進行研究後，達克羅茲發現傳統
音樂教學的弊端，如：音樂理論與實際音響、音樂感相分離；技
術的練習與藝術的表現相割裂。因此，達克羅茲主張將節奏作為
教育中的一種特殊力量，把人體的運動看作是節奏的外在表現，
12

此即為「Eurhythmics」（「優律動」或稱「體態律動」）教學。

Eurhythmics 之教學促使學童的身體成為樂器，藉之發展其節奏潛
力。不但發展身體的技能，也為節奏創造了更好、更精緻的表現樂
器（謝苑玫編譯，1994：3）。同時，達克羅茲的教育思想與盧梭的
哲學，有著密不可分的緊密關係。亦因此，要了解達克羅茲的理念，
必須先體會他與盧梭哲學的淵源（陳文婉，1986：13）。
受到達克羅茲「Eurhythmics」律動教學法深刻影響之卡爾．奧
福（Carl Orff, 1895-1982），是二十世紀德國傑出的作曲家和音樂教

11

12

本節關於達克羅茲音樂教學法之探討，主要參考自謝苑玫（編譯）（1994）、陳
文婉（1986）；蔡覺民、楊立梅（編著）（1999）。
達克羅茲的音樂教學著述，係以法文寫作的，他為了表達「音樂與身體律動」的
概念，先自造了一個法文詞組「Gymnastique rythmique」。這個詞在英語裡並沒
有相應的詞，英國伯明翰大學的 John Harvey 教授首先採用「Eurhythmics」一詞，
由於「eu」在拉丁文係表示「優秀」或「讚美」之意，可譯為「優律動」，以表
示「與韻律活動表現相聯繫的美好感覺」、「頭腦與四肢的和諧以保證四肢有節
奏的運動」。（引自蔡覺民、楊立梅，19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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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家。他的興趣頗為廣泛，尤其喜愛戲劇與詩歌，而此均對其教育思
想、教學法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奧福教學的基本精神是一種即興
的、創造的、自發的、綜合的教學，看過程重於結果，所以它既不抄
襲，也不模仿，更不能揠苗助長（蕭亦燦，1987：17）。奧福主張：
「通過藝術教育去培養人的品性，使人在理性能力增長的同時，感性
能力也得到發展。」同時，他更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談到：「音樂應
該同其他學科一樣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音樂能夠培養
學生的情感、想像力和個性。」奧福的音樂教學法，經常是歌唱、演
奏、形體動作以及舞蹈合為一體的。因此，在奧福的音樂教學中，形
體動作的訓練是不可少的。奧福相當重視節奏教育，認為能使兒童的
13

各種束縛獲得解放，而使兒童的創造性得以發展。 由國內音樂教育
工作者所成立的「臺灣奧福教育協會」，於 2016 年 8 月出版《奧福音
樂教學面面觀：本土的與創造的基礎音樂教育》一書，其中獲得德國
舒特出版社（Schott Verlag）之許可，將奧福本人及其合作夥伴凱特
曼（Gunild Keetman, 1904-1990）的相關著作譯成中文，對於奧福音
樂教學法之萌生與發展，具有參考價值。

14

「柯大宜音樂教學法」的始創者柯大宜（Zoltán Kodály, 18821967），

15

是二十世紀享譽國際的匈牙利作曲家、民族音樂學家以及

音樂教育家。柯大宜的音樂教育理念深受前輩音樂教育家裴斯泰洛齊

13

14

15

本節關於奧福音樂教育體系之探討，主要參考自：Orﬀ（1978）、蕭亦燦（1987）、
謝嘉幸、楊燕宜、孫海編著（1999）、李妲娜、修海林、尹愛青編著（2002）。
參考自林淑芳（主編）（2016）其中之「古茵特學校憶記」（劉柏君譯）（頁
256-263）及「奧福教學之過去與未來」（劉沛晴譯）（頁 264-273）等二文。
Kodály 之中文譯名，教育部於民國 50 年（1961）10 月公布的音樂名詞為「高大
宜」，於民國 82 年（1993）3 月再公布為「柯大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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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克斯滕貝格（Leo Kestenberg, 1882-1962）的影響至深，而後者於
創立國際音樂教育協會（ISME）之後，又致力於鼓吹柯大宜的教育
觀點（徐天輝，1988：59）。ISME再於 1964 年推舉柯大宜為名譽主
席，之後柯大宜教育體系就在世界性音樂教育中產生了頗為深遠的影
響和作用，尤其他所提出的「讓音樂屬於每個人」的口號，更是突顯
了音樂教育的重要性。柯大宜的音樂教育觀念是要牢固地建立在本民
族音樂的基礎上，而主張通過學習本民族音樂傳統，培養學生的民族
16

文化意識，促進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情感的發展。

柯大宜以歌唱作為音樂教育的基礎，而發展出將歌唱精神傳授
給所有人的音樂教學法。他的歌唱教學使得所有的人均能掌握音樂知
識，把音樂用於家家戶戶的日常生活和休閒生活中，以培養出音樂會
17

的聽眾。 他並主張尋找新的東西不應往複雜的方向發展，而是向更
簡單、更易於理解的方向去探索。因此，他在創作和教學歌曲選擇
上，堅持有調性的傳統、和諧的和聲、堅持傳統的審美價值，不去追
趕風靡一時的潮流，不採用當時流行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十二音體
系、無調性的技巧和電子音樂技術進行音樂創作。由於，柯大宜的教
育體系主要是針對基礎教育、普通學校教育而規劃的，使得匈牙利普
通學校中音樂教育發展蓬勃且有朝氣。

16

17

本節關於柯大宜音樂教育體系之敘述，主要參考自：Vajda（1981)、Choksy（1974)、
徐天輝（1988）、王淑姿（譯）、簡上仁（編曲）（1989）、鄭方靖（1990）、
楊立梅（編著）（1994）及楊立梅（編著）（2000）等書。
柯大宜認為音樂若不普及，成為僅是少數人的特有享受，將造成國家資源的浪
費，他指出：「難怪我們至多只有五千人去歌劇院，一兩千人去聽音樂會，節目
越有價值，音樂廳就越空……國家花費巨大代價維持的音樂學院只是為了少數
人，而讓百萬人成為音盲，成為最糟糕的音樂犧牲品。」（引自楊立梅編著，
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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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美國當代教育改革運動下引發的音樂教育
思潮
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東西方冷戰格局，更隱含了科技和經
濟發展領域的競爭。為了適應此種競爭的需要，人們相當關注教育改
革，尤其是教育過程的改革。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
始，為了準備下個世紀的到來，教育改革成為全球性的現象，幾乎涵
蓋了所有的國家和地區。學校教育改革表現在具體的學科上，再也不
是孤立的學科之摸索，而是在某些教育主流思潮引導下，系統地設計
和實施各學科的教育實驗。
在此時崛起之美國新一代的教育心理學家們，頗為重視教學論
的構築。其研究涉及整個教學領域，從教育目標的分類、教學模式的
探討、教學過程的界說、教學系統的設計，乃至個別化教學的嘗試等
等。這些研究促進了美國現代教學思想的發展，並形成了許多具有國
際影響的教學流派，如引發美國課程改革的布魯納之認知結構教學
論、提倡人人均能學習得很好之布魯姆的掌握學習教學論……等（鍾
啟泉、黃志成合編，1999：前言）。由於，音樂這門學科所覆蓋的
主要領域，包括認知（知識）、心理活動（Psychomotor, 技能）和情
感（態度和感情）以及動覺（器官）。美國學者更認為通過音樂的學
習，可以促使人們全身心的發展，能學會學習的過程（劉沛，2004：
189-190）。上述所指之美國各種教學論主張，對於世界及我國音樂
教育之發展，均有相當之影響。我國音樂教育界深刻體認對於異文化
的理解、進行有效的教材開發和培養音樂教師自身的國際觀之重要
性，乃不自外於此種世界性潮流，並在音樂教育上做了改革。

43

44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1960 年代時，教育最基本之改革是引進心理學家和教育家認識
教學過程的方法。在此年代之前，教學過程採用各種不同的機械式學
習方法。自蘇聯率先發射人造地球衛星之後，美國各界對於能否保持
在科技方面的領先地位甚為擔心，而努力促使政府支持教育改革，此
也是心理學領域更加關懷人們的認知過程的原因之一。此種關懷最後
落實於教學方法的改革上，而導致認知學派概念學習理論（又稱「結
構主義教學理論」）的產生，其主要代表者為美國心理學家、教育學
18

家布魯納（Jerome S. Bruner, 1915-2016 ）。 自1960 年代起，布魯納
的新教學論對美國課程發展的影響深遠，成為美國各學科發展的重要
19

依據，並為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學校教育帶來改變。

布魯納的學科結構觀點，在其《教育過程》（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一書中充分展現。在此書中，他提出了概念學習和探索
發現的教學思想、方法。他認為任何學科都存在著一種由最基本的某
些元素或概念（concepts）所組成的基本結構，在課程編訂的實踐中
應堅持此種學科結構的理論，讓學生能夠把握住課程內容的整體面
貌。另外，布魯納還指出任何一種學科的知識，都可以用恰當的教育
方式傳授給任何年齡階段的兒童。此兩種觀點的結合在布魯納看來，

18

19

美國的當代音樂教育改革之嚆矢，當與 1957 年 10 月前蘇聯發射人類第一顆人
造衛星成功升空、打擊美國稱霸全球的雄心頗有淵源。有人將其歸咎於教育的
失敗，美國全國科學院教育委員會（Education Committee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乃召集數學、物理、生物、心理、教育、電信領域的專家在麻塞諸塞
州科特角的伍茲霍爾（Woods Hole），舉行為期十天的會議，並由教育心理學家，
時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的布魯納主持會議，目的在於藉由智力開發，進而求科學
技術的進展，並將會議結果彙整成為《教育過程》的總結報告。
如日本名古屋大學教授廣岡亮藏即曾指出：「戰後以來，對現代的日本教育界產
生了廣泛影響的人，恐怕就是 J. 杜威和 J.S. 布魯納了。」（引自鍾啟泉、黃志成，
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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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就形成課程編寫的螺旋型模式。 對於布魯納而言，螺旋型課程意味
著課程從學習過程的角度出發，也應向自身回轉。教學的藝術乃在於
將正在學習的學科之結構，轉化為學習者「考察事物方式」，然後在
剛剛超過學生駕馭能力的發展區內操作。當此一轉化過程順利時，教
授任何學科是有可能的；當轉化過程不順利時，破壞性的混沌便會出
現。這樣一種既運用詮釋學也運用邏輯規則的課程，鼓勵人們從新
的角度考察知識（王紅宇譯，1999：177-178）。概念學習指導下的
音樂教學新概念，是首先強調音樂本體學習的教學主張。音樂教育
工作者開始認真探討概念學習的含義，形成了關於音樂教學的新觀
念，並逐漸建立了新教材和教學實踐。就如美國音樂教育者全國大
會（MENC）主席蓋茲（Russell Getz）所指：
改進音樂教學最大的變革之一，是普通音樂教師對概念方法的逐
漸接受。相對而言，既往的努力往往更關心與音樂的聯繫性。音
樂教育的核心不再是強調通過標題音樂來說故事，或者將音樂與
地理、社會科學學科、數學和科學聯繫在一起。而是學習音樂本
身，學習音高、時值、力度和音色等成分及其伴隨結果，諸如旋
律、和聲、節奏、作曲法、風格和形式等（Mark, 1996: 69）。
在 196 0 年 代 中 期 發 展 出 來 的 「 曼 哈 頓 維 爾 音 樂 課 程 方 案 」
（Manhattanville Music Curriculum Program, MMCP），即是布魯納

20

螺旋型課程（spiral curriculum）顯示，任何學科課程的每一螺旋上升階段都可以
用構成學科的最基本的元素或概念來組成一層基本結構整體；螺旋型課程上升
進程中的每一不同水平，可以體現學科基本結構在認識上的不同層次或者不同
程度。布魯納並提出應讓學生以「發現法」（discovery）積極主動參與學習，
而 提 出「 直 覺 思 維 」（intuitive thinking） 和 激 發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motives for
learning）等教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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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概念學習螺旋型模式在音樂教育方面的體現。 在螺旋型模式課程基
礎上，再產生「綜合音樂素質教育」（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
CM），亦即是國內普見稱為「整合型音樂能力」的音樂教學。這是
為改進學校音樂教育方案的品質而設計的教學方案，其由實際教學成
果所形成的共識是：課程不應再以支離破碎的形式講授，學生在其音
樂學習中，應了解音樂課所有內容之間的聯繫。基於此，他們必須具
有分析音樂、組織音響和表演音樂的能力，能夠呈現上述三項能力的
學生也能應付各種音樂作品。在大多數的教學是以書面的印刷符號進
行教學之背景下，更能凸顯布魯納概念教學方法全面改進音樂教學
的動力，而讓學生能由實踐中接觸音樂（Abeles, Hoffer, & Klotman,
1994: 290-291）。1967 年，MENC 出版了描述運用概念方法進行音
樂教育的重要著作《小學的音樂學習—一種概念方法》（The Study
of Music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 A Conceptual Approach）。由
於，主張探索發現的概念教學方法重視實踐，而促使一般音樂課程
更強調表演活動。除了向來重視的演唱之外，電子琴的出現，並讓鍵
盤樂器之演奏成為人們所喜愛的。此外，吉他、豎笛、手搖鈴等器樂

21

曼哈頓維爾音樂課程方案，因開始於紐約州帕徹斯（Purchase）的曼哈頓維爾學
院而得名。是項計畫由美國教育總署藝術人文處（Arts and Humanities Program of
USOE）資助，歷時五年（1965-1970）始完成。基於布魯納的主張，曼哈頓維爾
音樂課程方案強調音樂學科的結構是由音樂的若干基本概念組成，這些基本概
念（或稱基本元素）包括力度、曲式、音高、節奏及和聲等。以這些基本概念構
成音樂課程的基本結構，按照學生的認知能力以及年齡層，再分解組織為若干個
螺旋上升的層次，分年級進行教學。曼哈頓維爾音樂課程方案所持的基本理論有
三，即是：一、音樂是人的思想的反映及表達媒介；二、音樂是一種發展變化的
藝術，它面對現實並表現現實；三、音樂是人類不斷探索和創造性自我完善的途
徑。整體而言，曼哈頓維爾音樂課程方案的教學過程聚焦於學生，其教學是在學
生參與發現為主的實驗性課堂中進行，而重視學生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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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也讓學生們大感興趣。若要學會演奏，學生則必須學會閱讀音
樂和發展有關本課程的概念性知識（Mark, 1996: 125）。
布魯姆（Benjamin S.Bloom, 1913-1999）是美國傑出的心理學家
和教育學家，並是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的創建人之一，亦是世界上
許多國家的教育評價和課程顧問。他從芝加哥大學入學考試作為開
始，研究如何從考試改革入手，探究教育目標如何具體化、系統化，
並可以作為編製課程和進行評價的依據，而提出了教育目標分類的系
統學說（鍾啟泉、黃志成合編，1999：51）。誠然，課程是學校教育
的核心，確定課程目標不僅有助於明確課程與教育目的之銜接關係，
進而明確課程編製工作的方向，且有助於課程內容的選擇和組織，並
可作為課程實施的依據和課程評價的準則。在許多課程文獻裡，課程
目標與行為目標（behavioral objectives）幾乎成了同義詞。在課程目
標確定後，要用一種最有助於學習內容和指導教學過程的方式來陳述
目標（施良方，1997：105）。
布魯姆和克拉斯沃爾（David R. Krathwohl, 1921-2016）以及辛
普森（E.Simpson）撰述的三本《教育目標分類學》（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分別為目標模式的課程設計在認知、情
感和技能三大領域的分類和分層，提供了理論框架。布魯姆等人在
教育目標分類學中所示的認知領域，則係將認知過程描述為一個層
次體系。他的教育觀點鮮明新穎，主張教育目標應當適應認知的方
向，而提出「為掌握而學，為掌握而教」的掌握學習理念（mastery
learning）。布魯姆亦認為只要提供適當的學習條件，世界上任何一
個人能學會的東西，幾乎所有的人都能學會（鍾啟泉、黃志成合編，
19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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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末，美國地方行政教育機構開始將目標模式應用在音
樂課程的設計，而制定出許多音樂教育目標體系。MENC 主持《目
標 GO 計畫》（The Goals and Objectives Project），還開設了師資
培訓班，專門指導音樂教學目標的設計技術。1970 年，並頒布了
三十五條音樂教育目標，頗具宏觀意旨。1974 年，MENC 出版《學
校音樂課程的描述與標準》（The School Music Program:Description
and Standards），這部重要的著作系統地為美國音樂教師提供了有關
目標模式的理論和方法的指導（Mark, 1996: 45-48）。建立明確具體
的音樂教學目標，顯然是課程編製的關鍵。依照目標模式設計的音樂
課程總原則之後，教學的整個過程都必須以此作為參照標準來選擇、
設計、實施和評價。其內容包括行為目標和目標的分層、分類等，目
標的分層是借助於目標來實現的。行為目標可視為宏觀音樂目標的延
伸和體現，進而使音樂教育目標由遠到近，再到具體的不同層次組成
的體系。目標的分類參照教育目標分類學的認知、技能和情感三個領
域，並考慮音樂課程的活動方式和內容以及班級水準。將所有的目標
納入這三個領域中，最後形成一種系統化的目標體系文案。若說教育
目標分類學是為課程編製提供指南，倒不如說是為課堂教學過程的展
開和教學結果的評定提供了依據。如果教師都能以明確的行為方式來
敘述自我所教課程的教學目標，則將會更清楚意識到自我在教學過程
中應注意些什麼。
1950 年代末，美國學校課程改革的一種新趨勢，是相近學科之
間的靠攏乃至融合，例如生物、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統稱為科學課
程。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課程模式，是美國中小學最常用
的統整教育模式。該模式將若干學科中的內容或概念，加以統整，
但仍維持原來的各學科分野。於是，有所謂「統整學科」（integrated
studies）或是「統整課程」（integrated curriculum）等出現。在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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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程改革的實際情況，則有統合若干學科、統合若干教學單元和統
合若干教學策略等不同作法。唯其共通點，皆是對於現有課程的零碎
而不完善、分化的不足情形，進行改善（單文經，1992：1-31）。美
國籍音樂學者班奈．雷默（Bennett Reimer, 1932-2013）的美育課程
方案，可說是在音樂教育方面實踐統整課程理論的精神。
為了擴大音樂教育在整體學校課程中的地位，雷默與一些美國
音樂教育改革者自 60 年代起推出了以美育為核心思想的實驗方案，
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中西部地區教育計畫美育方案」（Aesthetic
Education Program of the Central Midwestern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 CEMRL）。這項音樂課程的研發計畫，旨在為學校設計
一種利用一切藝術形式向所有學生實施美育的廣域課程方案（劉沛，
1998：60）。而其主要貢獻是擴展了小學教師的藝術學科教材，並擴
大他們的影響。讓他們更有興趣於教學，而提高其與學生們的審美知
識水準。在提倡相關藝術教育方案的過程中，則必須牢記學校主要在
於關注學生的教育工作。藝術為學生提供了一個機會，以豐富他們
的生活，並能用聲音、形體和色彩來表現他們的自我，也促使多種
感官和感覺更為活躍。教育工作者應當像關心技能發展一樣，關心人
的發展，藝術則允許每個學習者能展現他的潛能（Abeles, Hoffer, &
Klotman, 1994: 289-290）。
事實上，所有能提供審美和人文學科經驗的藝術都是相通的，所
以學校課程應該為提供相關藝術的經驗保留有一些機會。將各種優秀
的藝術做為一個整體，來發展對藝術在較高或較廣的境界上的了解。
但藝術學科的統整課程，在不同學校的實施可能出現不同的名稱，例
如：結合美術、音樂、舞蹈和戲劇的「藝術」（fine arts）；「相關
藝術」（related arts, correlated arts）；以線、形、節奏等為概念，美
術、音樂、舞蹈等之綜合課程—「三藝」（three arts）；由藝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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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歷史、哲學或政治的觀念之「人文學科」（humanities）（Abeles,
Hoﬀer, & Klotman, 1994: 287-289）。
雷默認為作為音樂學習的課程，其進行的方式有三，即：普通
音樂課、表演課，以及同其姊妹藝術一起學習的音樂課。雷默極力倡
導「美育」（aesthetic education），他與一些美國音樂教育界人士對
於教育目標課程模式並不贊成。他們認為，以音樂審美感的發展來
看，是難以行為化的目標來加以表述。美國音樂教育學者瑪麗．麥卡
錫（Marie McCarthy）認為雷默的觀點深受邁耶（Leonard B. Meyer,
1918-2007）《音樂的情緒與意義》（Emotion and Meaning in Music）
中的「絕對表情主義」（absolute expressionism）影響至深（引自劉
沛，2004：211-212）。雷默並將此主張運用在美國一般學校的音樂
教育課程上，而編寫了一到八年級的一套音樂教科書。雷默主導了
50 至 90 年代的美國音樂教育哲學，認為聆賞是主動、有創造性、可
評量的。面對新世紀，雷默的音樂教育觀更著重於文化的層面，他表
示：「世界之所以不只有一種風格的音樂，正是因為每一種文化對世
界都有其特殊的感情體驗。」為此，雷默重新詮釋了他對「聆賞」的
看法，而提出「多元音樂角色」的概念，盼能打破長期以來美國音樂
課程以演奏教學為主的局面。
雷默認同霍華德．迦納（Howard Gardner, 1943- ）所提出音樂
是多元智能之一的主張，但他認為迦納並未進一步提到智能的訓
練方式，將對音樂教師的教學造成困擾。因此，雷默延伸迦納的
理論，首先明確指出七種音樂智能是為：作曲（composing）、演
奏（performing）、即興（improvising）、聆賞（listening）、音樂
理論（music theory）、音樂學（musicology）和音樂教學（music
teaching），而此七種智能所屬的心智活動並不盡然相同。前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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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一般音樂活動，後三種則在文化中扮演某種功能角色（Reimer,
2003: 221-229）。他繼又針對學校普通音樂課程，提出以「課程七
階段」理論，以進行聆賞教學。

22

此七個相互作用的階段，即是：

「價值觀階段」（values phase），教育應有統一的信念，此信念即
為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因此音樂的教學應考慮學生的文化背景；
「概念化階段」（conceptualized phase），為了實現人在文化中的價
值，每一個人應透過不同的音樂角色主動參與文化；「系統化階段」
（systematized phase），在長期以來向演奏教學傾斜之情況下，現
階段教師應思考如何讓多數學生保持對音樂的興趣；「解釋階段」
（interpreted phase）、「操作階段」（operational phase）和「體驗階
段」（experienced phase），皆是有關於如何教學的過程，教師透過
解釋說明、實際執行及累積經驗等過程，以使教學更臻完善；「期
望階段」（expectational phase），是指現階段教學應多方推廣聆賞課
程，而降低選修演奏課程的比例。雷默對於教學各階段之議，主要
在於強調課程應包括從理論到實際之循環、互動歷程（Reimer, 2003:
245-249）。
2004 年 12 月初，雷默曾受邀來臺，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
系和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會所舉辦之「2004 音樂教育國際學術研討
會：音樂教育的趨勢與展望」中，以《 Music Education for Culture
Empowerment 》（為文化增能的音樂教育）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演
講中，他指出全球的音樂教育正面臨「不切題」（irrelevancy）的潛
在危機，音樂教學應涵蓋「全世界的」、「文化的」和「個人的」
等三面向的宏觀視野，才能解決教師由於狹隘的視野之侷限而無法

22

雷默認為在學校各個層次所教的每個科目，都可以按同樣的階段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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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學生需求的困境，否則可能引發音樂從學校課程中消失的危機
（Reimer, 2004）。
誠如美國籍教育學者施瓦布（Joseph Schwab, 1909-1988）所指：
課程領域已步入窮途末日，按照現行的方法和原則已不能繼續運
行，也無以增進教育的發展。現在需要的是適合於解決問題的新
的原則……新的觀點……新的方法。
因此，施瓦布認為教與學的問題需要從實際的，而不是從理論
的觀點來處理。亦即，理論不再先於實踐，實踐也不再是理論的從
屬，而須將理論奠基於、發展於實踐。而此，也意味著應透過教師和
學生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來發展他們的課程。而此，正是以往返式反
思（recursive reﬂection）為中介的課程發展過程（王紅宇譯，1999：
229-232）。致力於此種教學觀點的音樂教育學者，則有提倡實踐論
（Praxialism）的艾略特（David J. Elliott, 1948- ）。
2003 年 12 月來臺訪問的美國音樂教育學者湯普森（Keith P.
Thompson），曾以《 Reimer 與 Elliott 的音樂教育哲學》為題，在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之客座演講中，向我國音樂教育界分析、
比較了雷默與艾略特這兩位對當代美國音樂教育理論有深刻影響的重
要音樂教育家。2010 年 12 月 2 日，艾略特本人更曾親訪高雄師範大
學音樂學系，並以「實踐的音樂教育」（praxial music education）為
題，進行專題演講（Elliott, 2010）。2013 年，則有國內教育學者何
育真於《藝術教育研究》，發表了〈Reimer 及 Elliott 的音樂教育哲
學再探究：批判教育學的觀點〉一文（何育真，2013）。雷默與艾略
特的音樂教育主張雖有所差異，但均基於一定的哲學信念，並借鑒於
哲學研究方法，做為其立論的探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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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 年代起，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即成
為美國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也對音樂教育領域造成影響。而「實
踐」（praxial）一詞，則自1990 年代始出現在音樂教育哲學的領域
之中。「praxial」源自希臘字「praxis」，係「行動」之意（Reimer,
2003: 48）。基於「音樂是一種多面向的人類實踐活動」，艾略
特乃反對雷默的「音樂教育即是美感教育」（music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 MEAE）的學說，而提出「實踐哲學」（praxial
philosophy）的學說與之抗衡，並因而引伸出美育哲學派與實踐哲學
派之間的對話與思辯（Elliott, 1995: 33-38, 39-46）。
艾略特在以實踐觀點為基礎而撰述的《音樂問題：一種新的音樂
教育哲學》（Music Matters: A 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之
前言中，闡明了四點研究動機：其一，改進音樂的教與學；其二，逐
漸感覺到美育理論在音樂教育實踐上的不足；其三，對於音樂教育哲
學使用過多的分析和將其放在特殊情境中的處理方法；其四，為寫作
屬於自己的音樂教育哲學（Elliott, 1995: Preface）。在實踐哲學中，
艾略特主張音樂教師應成為革新的實驗者和行動研究者，並必須具有
反省、批判的能力。同時，他還提出以批判的觀點來學習多元文化音
樂教育，意即多元文化的音樂課程需要以一種「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的觀點來學習。也就是說，音樂教師在教導學生時，必須注
意公平正義性，重視每種學生族群的需求。美國許多音樂人受到艾略
特觀點的影響而成為社會行動者，更加關注音樂與非音樂議題之間的
連結。而此也讓音樂族群具有共同的意識，目的則在於讓音樂於社會
中可成為一項真實的行動（Thompson, 2003）。艾略特強調任何音樂
活動皆是一種獨特的行動形式，最關注的議題是音樂教育的文化脈絡
與倫理價值。因此，這種行動的形式是有目的，並且置於某種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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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脈絡之中。艾略特實踐哲學的核心哲思為「musicing」，書中的
第二部分乃以「製作音樂」、「聆賞音樂」、「製作音樂者、聆賞音
樂者以及音樂的價值」、「音樂作品」、「在情境中製作音樂」、
「在情境中聆聽音樂」、「在情境中創作音樂」

23

等大篇幅進行討

論，是一個「以製作音樂為基礎的新音樂教育哲學」。「musicing」
是動詞的形式，是「music-making」（製作音樂）的略稱，以演奏、
即興、作曲、編曲和指揮等五種方式進行音樂的製作。「行動認知」
（knowing-in-action）與「反思認知」（reflecting-in-action）均是實
踐哲學的重要概念，製作音樂應將行動與思考融合在一起（Elliott,
1995: 49-77）。基於美國心理學家米哈里．齊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 1934- ）的「心流經驗」（flow experience），艾
略特提出「音樂體驗」（musical experience）的主張（Elliott, 1995:
119），認為音樂教育的實踐價值在於音樂所提供的體驗價值，而不
是美感價值。
在「課程即是實驗課程」（curriculum-as-practicum）之前提下，
艾略特提出一些教學策略，以供教學者參考：
（一）模仿（modeling）：模仿並非要學生全然地仿效老師，學
生須表示自己的見解；教師可逐漸退出教學，並讓學生持
續使用他們程序性的認知；教師的教學計畫必須從演奏、
即興、指揮，擴及編曲、創作。
（二）指導（coaching）：教師必須先評估學生音樂思考的過程
與結果，接著在教學過程中提供暗示，或重新設計另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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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來指導學生，以引導學生更有音樂性地表現一首樂曲以
及更具創意去從事製作音樂。
（三）鷹架支持（scaﬀolding）：教師須先了解學生的需求，並提
供學生最有力的支持。
（四）退出（fading）：當學生有能力承擔更多責任時，教師的支
持即可逐漸退出，並由學生能單獨發現與解決問題。
（五） 清楚表達（articulation）：是發展音樂認知之一種重要策略，
讓學生學習在製作音樂與聆聽音樂時能發展一些語言或非
語言的思想，教師則必須引導學生能清楚表達，是一種在
行動中思考的過程。
（六）比較的反思（comparative reﬂection）：學生在清楚表達自
己的概念後，必須再更進一步從事反思。例如教師可將學
生在演出前的預演進行錄影，以供檢討之用，並提供教師
進一步行動的依據。
（七）探索（exploration）：在經過前幾個步驟的學習之後，學
生會變成一位較有批判性與創意性的音樂思考者，教師可
以再分配一些新的音樂任務或解決音樂問題的目標給每
位學生，讓學生從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Elliott, 1995:
278-281）。
艾略特認為文化及意識形態會影響聆賞音樂的習慣，不同的文化
會產生不同的音樂形態，必須以當地人認識音樂的方式來理解各地不
同文化的音樂，教師不能以原先教導古典音樂的意識形態教導學生。
此外，他深覺音樂課程可在社會、文化中運行，而建議一種「反思性
的音樂實驗課程」（reflective musical practicum），以協助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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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自己文化的音樂理解（Elliott, 1995: 290-293）。而其所有的音樂
教育觀點，顯然均受到後現代主義課程理論之大環境影響，並呈現美
國現階段革新音樂課程所觀照的面向，已然趨向更為複雜的「音樂認
知」過程。

第三節

課程沿革

課程對於所有音樂教師而言，可說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也是教
學過程中一個基本和重要的部分。美國音樂教育學者 Abeles、Hoffer
和 Klotman 等人認為一個訓練有素的教學者視課程為課堂中進行的
過程性活動，而非靜止不變的某種學科科目，此即為「操作的課
程」，但必須建立在系統目標和預期應達到的能力基礎上；「理想的
課程」之所謂「理想」，則與「臨床性」（clinical）的觀點相對，是
似有似無的抽象概念，僅存在於理論家心目中的課程典範；根據教
育當局、商業界、學校政策制定者、家長會、政治團體及其他特定
團體之觀點所訂定的，是為「正式的課程」；教學者在教學之中，
與他們所認為應該教學的觀點，而產生的「教學性」課程，亦稱之
為「感知、領悟的」（perceived）課程；而「經驗的課程」，乃是
從學生的角度所形成的，與「操作的課程」定義相似。艾伯利斯等
學者進一步指出，不論哪一種課程，均受到目的及目標（goals and
objectives）、材料（materials）、內容（content）、學習活動（learning
activities）、教學策略（teaching strategies）、評價（evalution）、組
織（grouping）、時間（time）和空間（space）等變項因素之影響，亦受到
描述（description）、決策（decision making）、原理（rationale）、先
決因素（priorities）、態度（attitudes）、恰當性（appropriateness）、
綜合性（comprehensiveness）、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障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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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因素（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等定性因素之制約（Abeles, Hoﬀer,
& Klotman, 1994: 271-272）。
誠然，小學、國中和高中的普通音樂課程方案攸關學校音樂
教育的成功與否。因此，在決定音樂課程的教學內容時，首先即
應考慮下列七項課程構成原則：教育性（educational）、有效性
（valid）、基礎性（fundamental）、典型性（representative）、當代
性（contemporary）、關鍵性（relevant）和可學性（learnable）。所
謂「教育性」，即是學生在音樂課程所學習的大部分內容應是在他處
所學不到的知識和技能；「有效性」，是指在音樂的名義下，必須教
導屬於音樂範疇的事物；「基礎性」，是指應教給學生的是學科基本
概念，而非枝節末梢；「典型性」，是指教給學生的應與該課程名符
其實，並經過盱衡過的音樂；「當代性」，是指音樂課程的內容應包
括一些當代的作品；「關聯性」，是指所教學的內容應考慮學生的興
趣和需要，且與他們相關；「可學性」，是指教學的任何內容應當為
大多數學生所接受（Abeles, Hoﬀer, & Klotman, 1994: 278-280）。
課程是人為的產物，而包括音樂課程在內的所有學科，常由各
學科專家以自我之認知觀點，解釋學科理論與課程。就如英國學者
楊（M.Young）所指，所有「知識」都不是中立的，而是帶有社會偏
見的。甚至，因而形成一種「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施良
方，1997：64-65）。雖然如此，各國的課程訂定也常為了因應社會的
變遷、迎接挑戰，或迎合設計者和接受課程者的需求，而加以修正。因
此，課程設計模式和課程理論乃不斷出新。其主要主張有三：強調以學
術為中心的學科結構課程理論、強調以社會問題為中心的社會改造課程
理論、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生中心課程理論（施良方，1997：17）。
據甄曉蘭、王立心（2012）以教科書為例之研究，將這百年來臺
灣課程政策之發展分為：（一）西學東漸，近代教科書產業與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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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1897-1911）；（二）思潮激盪，新學制帶動教科書編寫的革
新（1912-1927）；（三）政權擾攘，黨政思想對教科書內容的濡染
（1928-1948）；（四）威權治理，政治正確意識型態的貫徹（19491967）；（五）教材統編，國家編印教科書的顛峰（1968-1995）；
（六）課程統整，中小學教科書的鬆與綁（1996 迄今）。由於，教科
書是課程政策的具體展現之一，由此可以了解課程政策如何呼應、同
化或抗拒政治、社會與文化影響。因此，此種分期將作為本節討論之
重要參酌。首先，並將對日治時期乃至清末民初以降之音樂課程發展
脈絡稍作討論，以做為本書歷史回顧與議題評述的論述根源。
基於此，本節將我國自有音樂課程以來迄今的演進發展情況，分
為「音樂課程之嚆矢」、「戰後初期至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之音樂課
程」、「九年國民教育之音樂課程與統編制教科書」、「解嚴後的音
樂新課程標準及審定制教科書的開放」以及「新世紀的課程改革：藝
術與人文領域統整課程與多元文化教育」等五個層面，討論如後。

一、音樂課程之嚆矢
日本帝國自 1867 年推動明治維新之後，即開始建立近現代學
校，「唱歌」課程可說是日本在近現代學制中的一項重要成就。日本
唱歌課程的主要推動者伊澤修二（Isawa Shūji, 1851-1917）於 18951897 年間擔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期間，開始在臺灣著手擘建近現
代化教育體系。在伊澤氏之主導下，臺灣的新式學制亦開設「唱歌」
課程，並在師範學校內培養相關課程師資。1941 年，日本政府發
布「國民學校令」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將小學校改稱為「國民學校」
（初等小學六年、高等小學二年），再將「唱歌」課改為「藝能科•
音樂」（徐麗紗，2008：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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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唱歌」教學，並對中國近現代音樂課程的發展，直接
產生影響。清末，於「百日維新」失敗後曾逃亡日本的梁啟超、康
有為等人，皆力促清朝政府重視音樂教育，並應在新式學堂中設置
「歌樂」課程。1898 年，在廣州開辦的第一所現代化洋學堂「時敏
學堂」，開設了唱歌、體操等課程，前輩音樂家、留德音樂學博士蕭
友梅（1884-1940）是該校第一屆畢業生。
1904 年，清朝政府頒布施行「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
制」）。在此章程之〈學務綱要〉中，雖提及「今外國中小學堂、師
範學堂均設有唱歌音樂一門，並另設專門音樂學堂」之與音樂教育相
關的文字，卻又認為「中國古樂雅音失傳已久，此時學堂音樂一門，
只可暫從緩設」。因此，各校規定開設課程中，均未見音樂課程。直
至1907 年，清朝政府規定女子小學堂「以養成女子之德操與必須之
知識技能並留意身體發育為宗旨」，並規定「音樂一科可置專科教
習」，而將「音樂」列為女子小學堂隨意科及女子師範學堂必修科；
1909 年，將「樂歌」列為初小隨意科；1910 年，學部奏改兩等小學
堂課程，在高等小學堂增設樂歌為隨意科。
1909 年，清朝政府批准學部《奏變通中學堂課程分為文科、實
科折》，將 1904 年所頒之「中學堂章程」中所開設之十三門課分為
文、實兩科，並將其中之「讀古詩歌」改稱為「樂歌」；同年，亦批
准學部「奏改初等小學堂章程」，將原定必修課程開設八科改為五
科，同時增加「樂歌」為隨意科。1910 年，學部公布「小學校校舍
建築圖」，規定凡有四學級以上的學校，在建築校舍時應設專用唱歌
教室一間；有十二學級以上的學校，應設專用唱歌教室二間。
1912 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是為民國元年。同年九月，教育
部公布「小學校令」，此是民國成立後頒發的第一道關於小學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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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令，規定初等小學四年級、高等小學三年中，每學期均將「唱歌」
列為必修科目，但又指出：「遇不得已時得暫缺」；並公布「中學校
令」，規定修業年限為四年，並在施行規則中訂定「樂歌」為中等學
校必修科目之一，亦對於樂歌要旨、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作了明確規
定；繼之，又公布「師範學校規程」，規定「樂歌」為男女師範學
校本科、預科必修科目之一。民國 3 年，教育部公布「教授要目編纂
會規程令」，規定中小學及師範學校應編纂之教科書目共十七種，
《樂歌》亦是其中之一種。民國 5 年，教育部公布「國民學校令施行
細則」，對於國民學校各科目教授之目的、方法提出要求，其中第三
條並規定：「唱歌要旨，在使兒童唱平易歌曲，以涵養美感，陶冶德
性。宜授平易之單音唱歌，歌調樂譜宜平易雅正，使兒童心情活潑優
美。」民國 8 年，教育部公布「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規程」令，此為中
國最早一部關於女子高師辦學的法規，規定預科一年、本科三年、專
科及選修科二至三年，各科開設課程中均將「樂歌」列為必修課。
民國12 年「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出版，規定小學學制改為初小
四學年、高小二學年，音樂課為每學年必修科目之一；初中課程分
社會、文言、算學、自然、藝術和體育等六科，藝術由圖畫、手工
和音樂等三科構成。民國 18 年教育部頒布「小學課程暫行標準」，
其中已將往昔所稱的「樂歌」或「唱歌」，改稱為「音樂」。民國
21 年教育部公布中小學各門課程標準，其中包括「小學音樂課程標
準」、「初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及「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然
則音樂界對其標準仍存在較大異議。民國 22 年教育部頒行「中學規
程」，規定音樂為初中和高中各年級必修課程之一；同年，教育部成
立「中小學音樂教材編訂委員會」，並對外徵集歌曲，編成《小學音
樂教材初集》（3 冊）、《中學音樂教材初集》，於民國 24、25 年分別
由中華、商務、正中等大書局出版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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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25 年教育部頒布「修正小學課程標準」，其中規定：初小
一、二年級音樂與體育合併為「唱遊」；三年級以上單設音樂課。同
年，教育部也頒布「修正中學課程標準」，其中規定：初中三學年每
週開設音樂課 1 學時；高中三學年每週開設音樂課 1∕2 學時。民國 27
年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要求各校應遵照「中小學課程標準」採用部
編中小學音樂教材中所載歌曲以及與抗戰相關之歌曲作為教材。民
國 29 年教育部再次修正「中學課程標準」，將音樂課程時數進行調
整，其中規定：初中三學年每週開設音樂課二學時；高中三學年每週
開設音樂課一學時。同年 9 月，教育部頒行「修正初級中學音樂課程
標準」，規定音樂課的教學任務為：發展學生音樂之才能與興趣；發
展正確之歌唱方法，授以高尚歌曲；灌輸音樂知識，訓練讀譜能力；
訓練聽覺，養成其辨別音質、音高、強弱、節奏等能力；涵養美的情
感及融和、樂群、奮發、進取等精神。同時頒布的「修正高級中學音
樂課程標準」，規定高級中學音樂課的教學任務為：繼續發展學生音
樂之才能與興趣；使學生能獨唱、合唱較高深之歌曲；提高學生欣賞
音樂之程度；涵養諧和、優美、雄壯、沉著之情感，並發揮仁愛、和
平、大剛、中正等之民族精神。
民國 31 年教育部頒布「小學課程修訂標準」，將 1936 年頒布之
「修正小學課程標準」所規定的小學「唱遊」恢復為音樂、體育分科
教學。為配合行憲及實際需要，教育部再於民國 37 年頒行「小學課
程二次修訂標準」，又將小學一、二年級的音樂和體育課合併為「唱
遊」；三年級以上的音樂、體育課分別上課。此次所做的修訂，被沿
用至國民政府遷臺之後，直至民國 51 年再另修正頒布「國民學校課
24

程標準」和「中學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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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有關於清末至中央政府遷臺之前的音樂課程沿革，主要參考自孫繼南
（2004）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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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初期至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之音樂課程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由在重慶的中華
民國政府接管臺灣。終戰後初期，臺灣仍延續日治時期後期的教育資
源與體制，並融入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時期的教育體制。首先繼續實
施日治末期的國民義務教育制度，唯年限由八年縮短為六年，教學語
言則由日語改為國語（北京語），音樂仍是必備之課程；學制則採行
中國大陸之「六、三、三、四」制，即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
年及大學四年。民國 35 年，臺灣省政府首先頒布「臺灣省國民學校
暫行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間表」，其中將「音樂」單獨列為一科，
與日治末期之與其他藝術科目統合為「藝能科」的情況並不相同，
並規定國民學校一至六年級各年級教學時間均為 80 分鐘。同年 6 月，
為與中國大陸方面標準一致起見而廢除暫行科目表，採行 1942 年和
1948 年教育部所頒布之課程標準進行音樂教學。
歷經二二八事變（1947）、國民政府遷臺（1949）等重大事件
後，臺灣成為反共抗俄的重要根據地。基於國防安全之需要及政權的
考量下，臺灣省政府暨臺灣省警備司令部自 1949 年 5 月 20 日起實施
戒嚴，大幅限制人民言論、集會、結社和請願的自由，並管制新聞媒
體及審查出版品等（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2002：260-261）。直至
1950 年代臺灣社會才逐漸安定下來，各項政策、政務開始重新整頓
再發，教育方面亦然。民國 41 年，教育部再次修訂國民學校課程標
準。但是，此課程標準旨在修訂「國語」和「社會」兩科的內容，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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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8 年的「三七課程標準」試行二年之後，因「國語」和「社會」兩科課程標準，
無法與當時「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以及「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密切配合，
於 1952 年公布的「四一課程標準」乃僅針對這二科酌予修訂（馮永敏、楊淑華、
李素君，2016：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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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課程主要還是依據民國 31 年（1942）頒布的「小學課程修訂
標準」。
檢視 1942 年修訂的課程標準，在初、高級小學階段的音樂科教
學大綱及要目中，規定的教材類別為欣賞教材（教師唱奏或留聲機演
奏、兒童唱奏）、基礎訓練教材（認譜、發音、節奏、聽音）、歌曲
教材和表演教材（兒童樂隊、兒童歌劇）；1948 年所修訂的音樂課程
標準，將中高年級教材綱要分為欣賞（演奏、故事）、基本練習（聽
音和發音、指揮法）和演習（樂理、歌曲表演和歌劇）等三大類別
（徐麗紗，2008：35）。1952 年的音樂課程標準，大致與1948年版相
同，教材綱要亦分為欣賞、基本練習和演習等三類。
國民政府自1949 年 12 月遷臺後，即以臺灣做為反攻復國基地，
並制定以「反共抗俄」為主軸的藝文政策。為加強民族精神教育與三
民主義教育，教育部亦於 1950 年 6 月特別頒訂「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
要」，並配合反共抗俄之藝文政策，而將愛國歌曲列為此時期各級學
校音樂教學之必要教學內涵。初級中學的音樂課程標準則於 1952 年
再作修正，各年級每學年每週學時均為一小時；至 1955 年為減少藝
能科教學時數，音樂課程在初一階段為每週二小時、初二及初三縮
減為每週一小時。高級中學的音樂課程標準方面，係根據 1952 年與
1955 年修正之課程標準實施，在音樂課程方面仍維持 1948 年部頒「
修正中學課程標準」之規定（徐麗紗，2008：48）。
為呼應 1960 年代的美國教育改革方案，教育部於民國 51 年 7
月，修正公布了「國民學校課程標準」和「中學課程標準」（含初級
中學和高級中學）。接著，教育部開始聘請專家根據這些課程標準著
手編定各學科之實驗教材，並作為教材教法改進之參考，而為九年國
民教育之新課程標準奠定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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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期的中小學教科書，係採取統編制與審定制並行。國民
學校「國語」、「算術」、「社會」、「地理」、「自然」、「公民
與道德」等教科書及常識等教學要目及各科教學指引，由國立編譯館
負責編輯；「音樂」、「美術」二科教科書及教學指引則由各書局編
印、再送國立編譯館審查，音樂課本之出版商甚多，包括育英書局、
復興書局、及人書局、廣音堂書局、幸福出版社、臺灣新興出版社、
立達出版社……等，皆是當時著名的出版社；而中學教科書方面，則
仍維持「國文」、「公民」、「歷史」、「地理」四科教科書由國立
編譯館編輯，其餘教科書則由各書局編印。為了落實中小學教科書審
查制度，教育部還在同年 8 月訂定公布「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教科圖
書儀器教具審查規則」，以作為審查中小學教科書審定的法源，並在
教育部發給執照後方得採用。顯然，在「政治力主導時期」之威權體
制下，中小學教科書內容的重要規範是由政府全面掌控的（藍順德，
2010）。在民國 51 年公布之「課程標準」的教學通則中並提示，教
師應靈活運用教科書，必須選擇能代表本科標準要項，且是最精要而
適合學習單元需要的。而此課程標準總綱中所強調的是「練習的方
法」、「啟發思考的方法」、「欣賞的方法」和「發表的方法」等
教學方法（教育部，1962：8-9）。其中之「啟發思考的方法」和「
發表的方法」，顯然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設計和探索發現的學習
方法，也就是體現美國教育學者布魯納所指之發現學習（discovery
learning）理論，認為學習就是要學生積極主動地去發現問題、尋找
答案的過程。
1952 年，教育部委託擔負國民師資培育的各師範學校先擬定包括
音樂課程在內的「師範學校課程標準」草案，並由各師範學校校長擔
任課程標準起草人，於當年 4 月正式公布「師範學校課程標準」（教育
部，1952：9）。1963 年，因應師範學校之於 1960 年起升格改制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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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專科學校及 1963 年起改制為五年制專科學校，教育部中等教育司組
成師範學校課程標準委員會，進行「師範學校課程標準」的修訂工作，
其中包括音樂課程，並於 2 月正式公布（教育部，1963：附錄14）；
1965 年 11 月，公布「師範專科學校五年制國校師資科暫行科目表」。

三、九年國民教育之音樂課程與統編制教科書
1960 年代以來，急遽的工業化發展、商業貿易的大幅成長，促
使多數臺灣民眾的財富能迅速累積。經濟的迅速發展亦帶給臺灣在教
育方面改革的豐厚本錢，而於民國 57 年 8 月起，依據「九年國民教育
實施條例」開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將原有之國民學校改制為國民小
學、初級中學改制為國民中學，並廢除初中入學考試，讓國民小學畢
業生可以直升國中，改變了臺灣基礎教育的面貌。為因應九年國民教
育之實施，教育部特於同年訂定公布之「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和
「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等新課程標準；再分別於民國 61 年及民
國 64 年修訂公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和「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並由國立編譯館據此統籌編輯音樂科等各項課程教科書。在此新課程
標準中強調，國民小學六年、國民中學三年等兩階段之課程編制係採
九年一貫精神。並以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職業教育作為國中施
教三重點，以提升國民教育水準和因應國家建設之所需。
自九年國教實施之後，在沒有升學壓力之下，國民小學音樂、
藝能科等之各項課程乃能照表操作，而使教學趨向正常化（徐麗紗，
2008：47-49）。從課程與教科書發展來看，1968 年政府開始規劃、
推動九年國民教育，是人力資本結構改變與提升的重要關鍵（甄曉
蘭、王立心，2012）。並遵照時任總統蔣介石在〈革新教育注意事
項〉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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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國各級學校不論小學、初中、高中之課程、教材與教法，
希根據倫理、民主、科學之精神，重新整理、統一編印。
自此開始，將國民中小學使用之各科教科書均一律交由國立編
譯館統一編輯（通稱為統編本），實施「精編精印、統一供應」政
策（藍順德，2006）。據此，國立編譯館並成立各科教科用書編審委
員會。由於，出生率上升及入學人數增加，統編本教科書需求擴充迅
速，中小學教科書編印發行的類別及數量達到巔峰，是當時國內書籍
印刷品最大宗（甄曉蘭、王立心，2012）。雖然九年國民教育強調中
小學課程之一貫制，實際上國民中、小學在課程及教材的銜接方面仍
缺乏通盤性的考量，此種現象直至 2001 年九年一貫教改新課程開始
實施後始獲得改善。

（一）因應九年國民教育之音樂課程
教育部於民國 57 年 1 月公布之「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乃
是在民國 51 年的「國民學校課程標準」之基礎上制定的。但在國民
小學中高年級音樂暫行課程標準之教學目標中可以發現增列輔導兒
童體認民族音樂的敘述，包括傳統及創新等類別（教育部，1968a：
215）。顯然，在於符應此時期課程標準所強調之反共抗俄意識與
民族精神的提倡。其中規定，小學教學科目計有生活與倫理、國
語、數學、常識、自然、唱遊、音樂、體育、工作、美勞、勞作和
團體活動等課程。與音樂相關的課程規定：小學一、二年級的唱遊
課，每週上課時數共為 180 分鐘（分為六節，每節 30 分鐘），教學
項目包括音樂和體育課程的聽音、發聲、歌唱、欣賞、表演、韻律
活動和遊戲活動等；三年級以上的音樂課，每週上課時數共為 90 分
鐘（分為三節，每節 30 分鐘），教學項目包括基本練習（發聲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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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音感、認譜、擊拍和指揮）、表現（演唱、器樂、創作）和欣
賞（聲樂曲與器樂曲、故事）（教育部，1968a：215-242）。
1970 年代的經濟蓬勃發展、教育思潮不斷演進，各界人士又
對於國民教育時有修訂的建議。於是，教育部在民國 64 年 8 月修訂
公布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仍採九年一貫精神，力求德、智、
體、群四育均衡發展，並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由於，此
課程標準被視為集中國化論述之大成（歐用生，2011）。因此，在
音樂課程標準的教學目標中，更明確強調輔導兒童認識、欣賞並學
習民族音樂。在音樂欣賞教學中除西方音樂歷史的認識外，並強
調中國音樂歷史。其中規定：小學一、二年級的唱遊課，每週上課
時數為 160 分鐘（分為四節，每節 40 分鐘），教學項目包括音樂和
體育課程的聽音、發聲、唱歌、欣賞、表演及韻律活動、遊戲、體
操、田徑和球類等；中、高年級音樂課，每週上課時數均為 80 分鐘
（分為兩節，每節 40 分鐘），教學項目包括基本練習（發聲與發
音、音感、認譜、擊拍和指揮）、表現（演唱、演奏、創作）和欣
賞（聲樂與器樂、音樂故事）。除了教學時數及教學項目名稱有些
微調整外，從民國 51、57 乃至 64 年所公布的各音樂課程標準，教
學內涵之實質差異不大。均採取單元教學，每一單元亦皆以歌曲為
教學中心，並佐以相關之基本練習、表演及音樂欣賞等項目（教育
部，1975：229-260）。
再以民國 57 年版「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觀之，亦是在民國
51 年版「中學課程標準」之基礎上制定的。但是在民國 57 年版課程
標準之教學目標中已增添要輔導學生體認民族音樂之內容（包括傳
統的及創新的），更在欣賞教學中要指導學生明瞭我國音樂發展之
概況。據其規定，國民中學教學科目計有公民與道德、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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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外國語（英語）、數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體育、音
樂、美術、工藝（女生家事）和選修科目等課程。音樂課程的相關
規定為：國中一年級每週上課時數為二小時，第二、三學年每週均
為一小時，教學項目包括樂理、歌曲、基本練習、欣賞等（教育
部，1968b：143-164）。民國 61 年 10 月，教育部修訂公布之「國
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其中規定：國中各年級的音樂課程，每週
上課時數均為一小時，教學項目仍然包括樂理、歌曲、基本練習和
欣賞等，持續強調要明瞭本國音樂發展之概況、傾聽民謠及以民謠
為主題之作品，並強調要欣賞不同時代不同樂派之代表作品（教育
部，1972：175-190）；民國 72 年，教育部再修訂公布「國民中學
課程標準」，教學時數仍為每個學年每週一小時，並增列第二、三
學年之「音樂甲」的選修項目，教學項目包括樂理、基本練習、
歌曲、樂器、創作和欣賞等（教育部，1983：149-162）；民國 74
年，為配合「英語」、「數學」及「自然科學」等教學科目、教學
時數及選修科目、教學時數與選修辦法，教育部再修訂公布「國民
中學課程標準」，其中音樂課程之教學內涵均與前次課程標準相同
（教育部，1985：161-174）。從民國 51、57、61、72 乃至 74 年公
布的各音樂課程標準中，亦可以發現國民中學教學原則由「單元教
學法」進而採用「混合教學法」，每一單元雖以歌曲為教學中心，
再配以適當之基本練習、樂理、欣賞等教材。同時，還重視與各學
科教學的聯繫與配合，而漸具統整教學之精神；與學校訓育活動之
配合實施，輔導組織合唱團及各種合奏團；加強與國民小學課程的
聯繫；也注重音樂教育的生活化與社會化。並為擴大學習興趣，逐
漸增加各種樂器之演奏、創作活動等新的教學項目。
民國 51 年部頒之「中學課程標準」，分初級中學與高級中學兩
方面。其中，高級中學教學科目分國文、英文、公民、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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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理、人文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體育、音樂、
美術、工藝、家事、軍訓等。音樂課程的教學目標與初級中學大致
相同。教學時數則為第一、二學年為必修課程，每週一小時；第三
學年改為選修課程，每週一小時；教學項目包括音樂知識、歌曲、
基本練習和欣賞等（教育部，1962：419-424）。在國民中學成立
後的第三年，即民國 60 年 2 月，教育部特為高級中學制定「高級中
學課程標準」。在音樂課程標準中，教學目標亦較民國 51 年版增列
輔導學生了解我國民族音樂之內容，教學年級及時數、教學項目均
維持原狀（教育部，1971：149-162）。民國 72 年 7 月，教育部修正
公布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此修正版本係為配合升學、就業之
進路而增列選修科目，音樂類選修科目包括音樂理論、合唱、國樂
合奏、音樂欣賞、音樂個別指導、音樂基礎訓練、樂器合奏、音樂
創作及其他，可謂琳瑯滿目。此版本對於本國音樂之教學有較明確
的訂定，乃在教學目標敘明要加強體認我國傳統的與創新的民族音
樂；教學年級及時間為第一、二學年，每週授課一小時；教學項目
依序為基本練習、歌曲、樂器、音樂知識、創作配合和聲之初步認
識作適當之練習、欣賞。在音樂知識以及欣賞項目，皆強調要配合
本國和西洋音樂歷史進行教學。至於第二、三學年之音樂選修科目
的教學大綱，則另外編列（教育部，1972：303-309）。
配合師資培育體制之師範學校的升格改制，教育部於民國 59
年7 月公布「修訂師範專科學校五年制國校師資科暫行科目表」；
並為五年制師範專科學校之音樂、美術科等之成立，教育部再於
民國 67 年 3 月公布「五年制師範專科學校普通、音樂、美勞、體育
等四科課程標準暨教學設備標準」，與音樂課程相關的包括普通科
音樂課程標準、普通科音樂科教學研究課程標準、音樂科普通樂理
課程標準、音樂科曲體及作曲課程標準、音樂科指揮法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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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合唱課程標準、音樂科鍵盤和聲學課程標準、音樂科配器法
課程標準、音樂科音樂教學研究、美勞科音樂課程標準（教育部，
1983：1409-1419）。

（二）統編制教科書
在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後，為配合義務教育，國中小學
教科書改為「統編制」，全部交由國立編譯館編輯。民國八十學年
度起，國小藝能科教科書才開放由民間編輯，由國立編譯館審定
後發行。民國八十五學年度起，則全面採行審定制度（歐用生，
1996）。此時期的音樂課程標準在統編本教科書之具體體現，由國
小、國中音樂教科書各三套中均可以充分觀見。
有關於統編制教科書的編訂形成，有所謂的「板橋模式」。此
模式是位於板橋的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自1972 年暑期開
始曾針對國民小學課程做了有系統的實驗研究，內容包括研擬課程
綱要、訂定教材細目、編寫實驗教材、設計製作教具、選定實驗學
校、辦理教師研習、進行教學實驗、實驗輔導、實驗教材修訂及舉
行總檢討會。最後，再將該會研究發展出的課程，送國立編譯館，
並經其編審委員會審查後試用一年，再作修訂。之後，才推廣到國
民中小學（秦葆琦，1978）。由於，此種方式編印的教科書已經有
二次的實驗與試用，被認為是完全合乎課程發展理論，是屬於嚴謹
的、科學化的教科書發展程序（歐用生，1996）。然則，教學的目
的與目標乃是衍自課程目的與目標。因此，負責教學的教師應對它
們之間有所了解，據此將認知、情意與技能三個學習領域予以具體
化，並確認高層次與低層次之間的學習。此時期，在美國布魯姆等
人之教育目標分類學和行為目標的發展熱潮影響下，我國教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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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也開始重視各級學校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目標之確立和研究等
方面，以增進教學效果。教育部乃於 1985 年 11 月在臺北市南海路
南海學園內成立「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負責研發中
小學各科課程，工作之首要即是確立教育目標，並力求與數學及自
然科學教育之課程，取得平衡，並被稱為「南海模式」（歐用生，
1996）。由於「板橋模式」和「南海模式」在此時期均未對於音樂
科教科書引發重要作用，因此音樂教科書僅發行「舟山模式」的國
立編譯館編訂的統編制（賴美鈴，2001；周淑卿、章五奇，2016）。
由國立編譯館負責編輯的國民中小學音樂教科書一套，計有國
民中學音樂課本三冊（每學年一冊）、國民小學音樂課本八冊（三至
六年級每學期一冊）。據音樂教育學者賴美鈴之研究，這些統編制
音樂教科書包括：其一、國民小學部分：第一套國民小學音樂教科
書係根據民國 57 年修訂之「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暫行課程標準」
編訂，第二套根據民國 64 年公布之「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
準」編訂，第三套係於民國 74 年就前述之第二套音樂教科書作修正
再發行；其二、國民中學部分：第一套國民中學的音樂教科書係根
據民國 57 年公布之「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編訂、第二套根據民
國 61 年公布之「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訂，第三套則依民國 72
年公布之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訂。為配合「反攻復國」政策，
且基於傾聽民謠及以民謠為主題之作品的教學目標，此時期的統編
本特別在愛國歌曲之外大量選用中國大陸各地民歌及傳統歌謠，藉
以強化臺灣社會反攻大陸的意識與信心。教育部於民國 64 年再進行
課程標準之修訂，除了既有之教學內容外，亦開始有系統進行西方
音樂史的認識，以了解西方各個樂派之風格差異（賴美鈴，1998）。
二十世紀以來，受到教育改革思潮的影響，兒童音樂教育在觀
念更新、目標確立、教學方法和內容等各方面，均經歷了實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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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各種前進的音樂教學如達克羅茲、奧福、柯大宜……等，皆
是在此種改革思潮中發展出來，並深受學校音樂教師的重視。此種
傾向也明顯地呈現在學校音樂教育方面，而在小學音樂課程之正規
教學中，適切地運用前述各種革新音樂教學法。

四、解嚴後的音樂新課程標準及審定制教科書的
開放
臺灣社會自 1987 年解嚴之後，在變遷迅速之情況下，呈現開
放、多元、自由的景象，教育改革的熱潮隨之而來，開始跨入鬆綁、
改革的年代。由於舊課程標準無論在形式、內容、實施方法上，已無
法適應當前社會的要求。為迎接臺灣民主社會的到來，同時為減輕學
生課業負擔與因應社會變遷和教育發展需求，俾以及早培養二十一
世紀的健全國民。教育部乃自 1989 年起，邀請學者、專家、中小學
教育工作者等重新修訂各級學校課程標準的工作。進而於 1993 年、
1994 年至 1995 年之各年間，陸續將多年未做更動的國民小學、國民
中學乃至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進行修訂。此時期，基於統編本教科
書全國一體適用，卻無法因材施教，而造成學習效果各異。教育部同
時指示國立編譯館進行中小學教科書「適切合理化」的修訂，調整內
容分量、降低教材難度和加強美編設計，以適應學生的學習、興趣與
需要，修訂後的教科書稱為「改編本」。此外，為因應教育多元化與
自由化的訴求，並決定重返「審定制」而逐步開放教科書，由民間出
版業者設計編印。首先，於 1989 年開放國小藝能及活動科目教科書
為審定本（甄曉蘭、王立心，2012）。
民國 82、83 和 84 年公布之新課程標準陸續實施，並透過課程的
實施，加強鄉土教育和世界觀，促使學生能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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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出迎向新世紀之我國最高教學方針（歐用生，1996）。同時，課
程革新不僅是新課程標準替代舊課程標準，以及新教科書代替舊教科
書而已，教育部更決定逐年開放民間書商參與國民中小學教科書的編
訂工作。解嚴後所推出的中小學新課程標準，無論在目標、內容、方
法上，均較既有課程標準有所突破和進步，而展現新風貌。顯然，
「革新」必先「革心」。如何讓學校教育工作者願意接受新課程，能
體會其精神、價值所在，並具有實施能力，也是實施新課程標準之際
首須重視的（歐用生，1996）。

（一）解嚴後的中小學新課程標準
以國民小學而言，自民國 64 年 8 月修訂課程標準之後，經過
十八年的漫長等待，教育部才於民國 82 年 9 月公布新的課程標準。
同樣地，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也是自民國 61 年 10 月、民國 72 年 7 月、
民國 74 年 4 月等三次的修正後，再於民國 83 年 10 月公布新的課程
標準。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於民國 60 年 2 月之後，經過民國 72 年 7 月
的修正後，直至民國 94 年 1 月再公布新的課程標準。
這些新課程標準主要建構在人性化、生活化、樂趣化、統整
化、彈性化與個別化之理念上，而呈現多項革新作法（吳清基、林
淑貞，1995）。例如：將國民小學音樂、體育等課程提前至小學一
年級實施，而將「唱遊」課程分成兩科實施；國民中學一年級音樂
課程恢復為每週二小時，高級中學二年級的音樂課程改為選修；各
科教科用書（含教科書、教學指引、學生習作）等開放民間版本，
但須經教育部審定；教材之設計與選擇，須顧及學生的生活經驗，
並符合其興趣、需要、能力、價值觀念。
根據此新課程標準之實施通則，還可歸納出「強調五育均衡發
展」、「尊重兒童個性」、「重視統整」、「注重彈性和多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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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教師專業素養」等五點內涵。據此，教育學者歐用生指出此些
課程標準富有六點特色，如下：重視人文精神、充實目標內涵、培
養鄉土情懷、擴充國際視野、強調彈性和多元，以及重視學校自
主。其中，充實目標內涵方面，不僅重現內容目標，更加強過程目
標，使學生不僅能消費知識，更能自己生產知識，不僅能接受知
識，更能建構知識；不僅能了解道德和價值，更能作道德或價值的
判斷和決定，以採取行動，解決問題；同時兼顧德、智、體、群、
美等五育的教學目標，各類目標不僅層次分明，內涵更為充實，能
由人擴及自然，由個人擴及群體，由家擴及鄉土、社會、國家乃至
世界（歐用生，1996）。顯然，在本次公布的課程目標已能迎合世
界教育潮流，而呈現層次分明的教育目標和行為目標。
以民國 82 年 9 月教育部修正公布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觀
之，其總目標第一條即開門見山地顯示：「培養勤勞務實、負責守
法的品德及愛家、愛鄉、愛國、愛世界的情操」，同時又在國語、
數學、社會、自然、音樂、體育、美勞、團體活動、輔導活動之
外，增加鄉土教學活動。諸此，相當能符應此時期「立足本土、放
眼世界」的世界潮流。
在音樂課程標準方面，其總教學目標分別為「培養兒童感覺音
樂、理解音樂及表現音樂的興趣與能力」、「輔導兒童認識、欣賞
並學習傳統音樂」、「培養兒童在日常生活中愛好音樂、主動參與
及學習音樂的態度」、「啟發兒童智慧，涵養審美能力，陶冶生活
情趣，養成快樂活潑、奮發進取的精神」、「培養兒童增進群己和
諧、服務社會的熱忱及愛家、愛鄉、愛國、愛世界的情操」；教學
年級為一至六年級，每週教學時間均為 80 分鐘（分為兩節）；並在
團體活動課外時間加強合唱、合奏的練習，也鼓勵在課外時間實施
鋼琴、小提琴、大提琴、鐵琴、木琴、南胡、梆笛等中西樂器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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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教學；教學項目包括音感、認譜、演唱、演奏、創作和欣賞等，
在教材綱要之附記中還特別指出：「一年級之兒歌及童謠欣賞及二
年級之民歌欣賞應依學校之地緣與學生族群背景就福佬、客家、原
住民音樂中選學生較易認同之音樂為主來欣賞，另加大陸各省之音
樂一併欣賞」；更於說明第七點表示：「各地區視需要得編列鄉土
音樂教材」。由於開放民間編製教科書，整個課程標準對於教材綱
要、實施方法等做了詳盡的陳述，以提供編書者更明確的編輯指
標，可說是歷來最為完善的音樂課程標準。由此，更可發現此項課
程標準重視向下扎根的學習，使教學能自一至六年級一貫整體實
施，而顧及縱向學習之聯繫性；能重視由感覺音樂、理解音樂和表
現音樂等之循序學習；重視本國音樂傳統的認知學習，並及於世界
他民族音樂，甚至重視音樂與生活的結合；進而培養愛家、愛鄉、
愛國和愛世界的情操；如前一階段般，持續重視各單元間以及學科
間的橫向聯繫與配合，進行各不同課程中之知識統整（教育部，
1993：197-217）。
民國 83 年 10 月教育部修正頒布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基
於九年一貫課程之原則，而於目標之始即強調：
國民中學教育繼續國民小學教育，以生活教育、品德教育及民
主法治為中心，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樂觀
進取的青少年與建全國民為目的。
同樣地，也重視本土音樂和關懷異民族音樂文化之時代潮流，
而以「陶冶民族意識及愛家、愛鄉、愛國的情操，養成明禮尚義的
美德」作為教學目標之首要。
國民中學教學科目包括國文、英語、數學、認識臺灣、公民與
道德、歷史、地理、生物、理化、地球科學、健康教育、家政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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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科技、電腦、體育、音樂、美術、童軍教育、鄉土藝術活動、輔
導活動、團體活動以及選修科目等。其中，民國 83 年所公布之音樂
課程標準的特別處，乃為呼應總目標而增列「啟發學生熱愛音樂的
興趣；激發愛家、愛鄉、愛國、愛世界的情操」、「輔導學生參與
各種音樂再現的興趣，提升藝術休閒文化」、「養成修己、善群的
涵養，增進群體和諧的美德」、「從直觀的美感經驗，肯定生命的
意義，提升人生的價值」等教學目標，其他規定如：教學時數為第
一學年每週兩節，第二、三學年每週一節；教學項目為樂理、基本
練習、歌曲、器樂、創作以及欣賞等，欣賞本國鄉土歌謠、戲曲音
樂、各國民族音樂等成了各個年段的素養課程。同樣地，亦為了讓
編書者有跡可循，而在教材綱要和實施方法上均做了明確的敘述。
基於正值發育期的國民中學階段男女學生之生理性差異，在音樂教
學評量中還特地標示「男女生合班在評量歌唱時，宜顧及男生變聲
影響，以適當的音域配合」和「男女生合班在評量直笛吹奏時，宜
顧及男女生性向差異，以客觀審慎的取得平衡點後，再行評量」。
另，在這次公布之民國 83 年（1994）版的課程標準中規定，可以
視學生興趣、教師專長、鄉土及學校特色，而開設音樂選修科目內
容包括合唱、直笛、音樂欣賞、管樂、傳統及地方音樂和其他等，
並採團體輔導、分組輔導或個別輔導等各種方式進行（教育部，
1994：355-370）。
綜上所述，從 1990 年代修正後之國民中、小學音樂課程標準
中，可以觀見其頗能反映音樂基礎教育人性化課程、教材本土化、
教學生活化等之世界音樂教育發展趨勢，富有「以人性化的音樂教
育哲學理念為基礎」、「建立開放性的課程發展觀念」、「全盤規
劃富於邏輯性的課程內容」以及「提供創造性的教學方法與過程」
等特點（林朱彥，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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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 84 年 10 月進行修訂之「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亦
屬一項完善的課程標準。其教學目標與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大致相
同，在教材本土化方面強調要加強體認我國民族音樂的傳統與創
新，並重視將音樂帶入生活中以美化人生。教學時數為第一、二學
年，每週授課一小時，並在團體活動或課外時間實施合唱團、樂隊
之訓練。教學項目亦與國民中學大致相同，包括基本練習、歌曲、
樂器、音樂知識、創作和欣賞等（教育部，1995）。
這些進步、完整且劃時代的課程標準，頗能反映此時期之時代
精神與世界教育潮流。然於民國 85 年全面實施後僅五年光景，即因
九年一貫學習領域課程之匆忙上路而終止。教育政策上之更迭，造
成一個動員無數、研議數年才定案的課程新方案夭折，殊為可惜。

（二）民間版審定本教科書的開放
教育部自1968 年起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而開始實施
國民中小學音樂教科書使用統編本之教育政策。由於，教科書編訂
之統編制常被人詬病，批評甚多。於是，教育部決定採取民間書商
可以參與編輯、再送審定之開放制度。而於 1988 年 2 月教育部在所
召開之「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決定中小學教科書開始鬆綁，
逐步開放為審定制。並於 1989 年 1 月，宣布自七十八學年度起，首
先開放國中教科書採統編與審定併行之彈性制度，除國立編譯館發
行之教科書之外，並允許民間出版社編製發行藝能學科和活動科目
之教科書。至民國八十三學年止，共有康和、偉文、明倫、孚嘉、
仁林、翰林、青新等七家出版社加入音樂教科書革新行列。1994 年
國中音樂新課程標準公布後，因應教學時數的增加，而有翰林、仁
林、康軒和南一等出版社編印新版教科書（賴美鈴，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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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音樂教科書則自 1991 年8 月起開放審定本，至 1995 年
計有康和、翰林、臺聯等三家出版社參與出版行列。自 1990 至 1995
年間藝能學科教科書開放民間版時，國立編譯館編輯之教科書仍繼
續發行，未新編而是沿用 1989 年版本完成修訂。自 1996 年實施音樂
新課程標準之後，包括康軒、仁林、南一及翰林等出版社，加入國小
音樂教科書發行之列。這些民間版本之出現，已為教科書重返審定
制度樹立重要里程碑。且均較統編本的印刷來得精美、內容多元，
更將世界知名音樂教學法融入其中，尤其以提倡本土音樂素材為主
的「柯大宜音樂教學法」最為常見（徐麗紗，2008：64）。
綜上，可以了解教科書的開放乃教育政策上的重大改變。學
者從教育自由化的觀點，認為可以提高教材品質；業者以商業角度
參與教科書市場；也有學者從課程理論的觀點著眼，認為教科書不
僅是文化的產物也是經濟的產品。雖是文化的產物，但不應是孤立
的實體，其生產、流通和消費的過程，由不同權力的不同團體間之
權利觀所形成；就經濟的產品而言須於市場上行銷，這種市場無論
從政治或經濟來看都具競爭和流動性。早期學校知識或合法化知識
是由官方決定而少有質疑或爭論，教科書開放後，學校正式知識
的定義、選擇、組織或傳遞，則由教科書出版商以知識守門員的
角色來決定，而使得情形變得更複雜（歐用生，1996）。民國 82
年（1993）修訂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雖也標榜反思批判的理
想，但是欲將此理想轉化為教科書實不容易。再加上教科書開放政
策實施倉促，民間出版社又缺乏教材編寫經驗，導致初期審定本教
科書大多沿續實驗教材和改編本的模式。號稱多元性的教科書逐漸
趨向同化，因教科書議價制度及市場偏好的影響，而有媚俗的傾向
（周淑卿、章五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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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鬆」的開放政策下，為配合審定制之要求，促使教
科書內容更向同質性、易通過性傾斜；其成本利潤的計價統一以每
頁為單位來訂定，導致出版者愈來愈少。凡此，讓審定制教科書的
實際面更趨於「綁」，而限縮了其自由創意的空間（甄曉蘭、王立
心，2012）。於此，顯見教科書審定制度的實施亦有上述部分問題
26

存在，而須審慎因應之 。

五、新世紀的課程革新：藝術與人文領域統整課
程與多元文化音樂教育
為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全世界各國音樂教育莫不以進行教育
改革呼應之。誠然，值此科技主導的資訊時代，全面科技化、資訊化
乃成為教育革新的基調。雖說新世紀是科技至上的時代，但是成也科
技、敗也科技。因此，人文主義（humnitarianism）乃成為制定當代
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據，目的在於肯定人的尊嚴。職是之故，新時代的
教師必須是個時代預言家，以指引和促進時代進步為己任，教育理想
的培養應由地方、國家而至世界（楊國賜，1985）。
基於此，美國教育界所組成的人文主義教育小組（The Paideia
Group）於 1982 年 起 連 續 三 年 發 表 課 程 改 革 建 議 書 《 Paideia
Proposal 》，以推動美國中小學十二年的人文主義課程改革（林寶
山，1985）。其主要領導者阿德勒（Mortimer J. Adler, 1902-2001）強

26

教育部因應教科書審定制之初期措施，於民國 84 年公布「國民小學教科書審查
暫行作業程序」和「國民小學教科書送審暫行注意事項」，以作為教科書審查的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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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沒有不可教的兒童，只有未善盡教育職責的學校、教師和家
長」以及「教育是終生的歷程……學校教育只是一種準備階段……學
校教育的完成，只意味者教育的開始而非結束。」顯然，該小組強調
美國十二年基本教育的課程必須「兼顧到通才教育與博雅教育」，亦
即是非專精化和非職業化。旨在使學生能獲得系統的知識、認知能力
的增長，以及培養理解力、價值感受力與審美觀（郭為藩，1985）。
教育學者單文經並歸納出面對新世紀的美國教育革新趨向，包括「學
校行政民主化」、「提高教師的專業自主能力」、「調整教師與學
生的角色」和「加強教學與師資培育的研究」等四方面（單文經，
1992：311-331）。
受美國教育改革論之影響，如英國、德國、法國、蘇俄、日本
及東南亞各國，莫不著手探討國家教育政策和進行教育改革。以日本
為例，亦於 1984 年起設置直屬於內閣總理的臨時教育審議會，係由
二十五名專家學者組成，以三年的時間進行廣泛而徹底的研究，以做
為日本未來教育改革的依據（魏明通，1985）。日本教育家們對於教
育改革的基本構想，包括：重視學生個性的原則、重視基礎與基本的
教育、培育具有創造思考及表現等能力的學生、擴大選擇機會、教育
環境的人性化、轉移至生涯學習體系、對應國際化社會和資訊化等
（魏明通，1985）。
若以音樂教育而言，世界各國因應新世紀之到來的發展趨勢，大
致可歸納如下四點：
（一） 強調音樂的終身教育：未來的音樂教育應為所有國民的一
生作準備，積極培養學生音樂能力，以擴展個人的音樂生
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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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倡多元文化音樂教育：世界文化由各個國家、民族的文
化構成，透過音樂係了解各民族文化的最佳途徑之一。在
資訊科技高度發展的現代，地球村的理想已然實現，所以
發展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培養國民具有全球性的視野乃是
必然趨勢。
（三） 音樂教育內涵的多樣性：二十世紀的音樂教育幾乎以傳授
西方十八、十九世紀藝術音樂為重心，此種單一且狹窄化
的教學內容顯然無法滿足在多媒體科技環境中成長的 E 世
代學子之需求，因此音樂教育內容走向多樣化是無可避
免的。
（四） 多面向的音樂學習環境：二十世紀末期資訊工業即已迅速
發展，網際網路文化日益活絡，新科技軟體成長日新月異，
善於把握科技文明產品將成為未來教育的有效手段（徐麗
紗，1998a）。
為呼應音樂教育世界性發展新趨勢，我國新世紀的音樂課程之發
展情形，可由「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和「多元文化音樂教
育」等兩方面談起：

（一）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統整課程
身為世界「地球村」之一員，我國亦朝向世界教育新潮流邁
進，而著手進行音樂教育改革。自 1994 年 4 月在「人本教育基金會」
及「四一○教育改造聯盟」等教改團體發起「為下一代而走：四一○
教育改造全民大結合」之遊行後，政府乃以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
員會」回應之。在音樂教育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變革，即是在國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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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推動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以取代原有的「音樂」
課程。強調統整的新課程政策，突破傳統之各學科壁壘分明的既見
現象，將重要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以「綱要」取代了原有的「標
準」，而賦予課程更多的彈性與自由（甄曉蘭、王立心，2012）。
九年一貫課程是教育部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教育改革行動方
案」，所進行的國民教育課程與教學革新。這項課程改革的重要
背景因素有二，即是「國家發展的需求」以及「對社會期待的回
應」。1997 年 4 月，先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重
新審視分別於 1993 年及 1994 年修正公布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及「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再融入新世紀教育思維與實踐及創造學
校教育的新境界，以規劃「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並於 1998 年
9 月 30 日公布「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草案。續於 1998 年 10
月成立「國民中小學各學習領域綱要研修小組」，以研訂國民教育
各學習領域綱要、確定各學習領域教學目標及應培養之能力指標、
研訂各學習領域課程的實施原則。再於 1999 年 12 月成立「國民中小
學課程修訂審議委員會」，旨在審議並確認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內
容之適當性、審議並確認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公布格式及實施要
點、研議並確認推動新課程之各種配合方案。教育部進而於民國 89
年 3 月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第一學習階段）課程綱要」，
決定自 2001 年 9 月開始的九十學年度起從國民中小學一年級起開始
全面實施，包括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社會、藝術與人文、自
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課程，以及低年級的生活
27

課程（徐麗紗，2008：77-80）。

27

參考自「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史」網站 http://history.moe.gov.tw/ mileston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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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再於民國 92 年 3 月正式訂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發布各學習領域及重大議題綱要。並隨即組成「國民中小
學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和「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究發展小組」
二層級之常設性課程修訂機制，以隨時發現問題即時進行評估研究
或調整。於 2006 年至 2008 年間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總綱、
各學習領域、生活課程暨重大議題研修小組」，對於進行中之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進行微調，期使此綱要在符應時代之趨勢
下，能更具體可行，而完成中小學課程之橫向統整與縱貫聯繫。最
後，於 2008 年發布實施。然則，此一時期課程革新的急切與不穩定
性，充斥著許多政治意識形態的論爭，以及學科勢力間利害關係的
角力（甄曉蘭、王立心，2012）。
從美國之實施經驗，足以說明課程統整之意義所在：美國
基層教育工作者經常抱怨教學時間不足，所須教學的課程卻又過
分擁擠與零碎。因此，其教育界乃亟思改善此種情況。同時，
學習應該是與人合作的產物，學校應摒棄競爭的模式，而鼓勵
統整合作的學習。當今社會層出不窮的問題，更須用許多領域
的知識來尋求答案。尤其，未來世紀的新課程必須是超越學科
的（transdisciplinary），宜以核心的概念為焦點，採取主題式
的（thematic）的方式設計，統整多個學科領域。更因為，知識的變
遷與增加的速度太快，知識的半衰期愈來愈短，必須迅速進行快速
的重新建構。學者專家乃呼籲未來的課程與教學，應加強培養「學
習怎麼學」的能力，而非只是學習「死記的事實」。亦即，應使學
生成為知識的生產者，而非是被動的消費者。因此，美國教育界認
為統整教育是避免課程太瑣碎的有效方式，是有潛力提供較有效的
學習方式（單文經，199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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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國發布之九年一貫課程革新方案所示：
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
涵養、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力，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
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國民。
上述，顯然可見其課程之構成在於：以生活為中心，配合學
生身心能力發展歷程；尊重個性發展，激發個人潛能；涵泳民主素
養，尊重多元文化價值；培養科學知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此項
新課程亦著重於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修養、鄉土與
國際關係，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的健全國民。
九年一貫課程係將學習領域統整為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
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等七種，以代替分
科單獨教學。並強調國民中、小學課程的銜接性以及教材一綱多本
的多元性，內容涵蓋人與自己、人與社會環境、人與自然環境等範
疇，學習活動則具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等特
點。值得一提的是，九年一貫之教科書除審訂本外，還開放各個學
校得因應地區特性、學生特質與需求，選擇或自行編輯合適之教
材；但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自選教材，則應送「課程
發展委員會」審查。
在這項革新課程總綱中對於學習領域之說明為：
學習領域為學生學習之主要內容，而非學科名稱，除必修課程
外，各學習領域，得依學生性向、社區需求及學校發展特色，
彈性提供選修課程。
並標明其實施原則為：「學習領域之實施應以統整、合科教學
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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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課程在九年一貫課程中，被納入「藝術與人文」領域。
所謂「藝術與人文」即為「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是經由藝術陶
冶、涵育人文素養的藝術學習課程」，是由音樂、視覺藝術及表演
藝術等藝術項目構成之統整課程。透過廣泛而全面的藝術教育，使
兒童和青少年在參與音樂、舞蹈、戲劇演出、視覺藝術等活動中，
學習創作和表達其觀念與情感，分析、了解、批評、反省其作品所
涵蓋的感受與經驗所象徵的意義，進而認識藝術作品的文化背景與
意涵。並使藝術學習能夠促進、連結與整合其他領域的學習。課程
目標分「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和「實踐與應用」等三方
面，使每個學生能自我探索，進而從事藝術表現；透過審美及鑑賞
活動，體認各種藝術價值、風格及文化脈絡，並熱忱參與多元文化
的藝術活動；能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連，並身體力行實踐於生活
中。同時，藝術與人文的能力指標再依實施主題軸，分別就小學
低、中、高年級與國中等四個階段訂立能力指標，而呈現受教者各
個心理發展層面之藝術表現型態。
誠然，九年一貫制的革新課程設計係以學校、兒童為本位，對
於平日致力於改進教學的老師應是一大福音。以音樂教育而言，藝
術方面的音樂類課程向來是形成和完善人格的有效手段，影響國民
素質深遠，對具有素質教育內涵之九年一貫課程革新案助益頗大。
因此，就已僵化的既有音樂教育體制而言，課程革新顯然係「轉
軌」的大好時機（徐麗紗，1998a）。
九年一貫革新課程的制度面顯然頗能充分反映時代變遷因素、
呼應世界各國教育改革、涵育國民的人文與民主素養，其在立法的
良善與用心於此可見。卻因在執行面上，無論是教學管理抑或是執
行單位等各方面，對於法案所持之詮釋角度以及配套措施之編配等
有所落差，而出現明顯差異。在眾人耳熟能詳的「音樂」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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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之後，在教學現場上狀況連連，如：教學時數被分割或縮短、
教學分量被減少、在領域中所占的地位變輕……等。問題逐漸浮現
後，往往使得教學者無所適從。以最常見的音樂、美術等二課程之
融合為一來看，多是由一位音樂教師或美術教師單獨擔任教學，卻
衍生出不知如何教或兩者都教不好的問題。音樂、美術的工作者雖
可以合作呈現一些作品，彼此之間亦有共同關心的議題。但是兩種
藝術表現方式的不同，再加上每個不同科別師資的養成教育截然不
同，這兩個學科領域顯然以分科進行教學較合乎實際。眾所皆知，
當初主導「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的學者係屬於視覺領域的美術學
28

者， 因此其領域課程目標明顯偏向視覺藝術範疇，音樂教學領域
顯然較被疏忽甚至被犧牲（徐麗紗，2008：79）。
職是之故，1998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
課程總綱綱要」顯示：「學習領域之實施應以統整、合科教學為原
則」（教育部，1998：6），在 2000 年 9 月公布的〈國民教育階段
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則已修改為：「學習領域之實施應以統
整、協同教學為原則」（教育部，2000：9）。然則，多數音樂教
育學者及基層音樂教師等，仍將其解讀為九年一貫領域課程的實
施，應採取跨領域的課程統整型態，或是將統整的重點置於各種科
目課程間的水平整合。易言之，即是將藝術類的課程教學合而為一
實施。於是，教育部再於 2001 年頒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草案）中，將前述的語句修正為：「學習領域之實施，應
掌握統整之精神並視學習內容之性質，實施協同教學。」基於此，
教育學者黃嘉雄認為九年一貫領域課程之統整與協同的教學觀念應

28

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課程綱要主要起草人係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美勞
教育系呂燕卿教授以及國立屏東師範學院視覺藝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黃壬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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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為：掌握統整精神及視情況所需實施協同教學，亦即領域中的
各學科之教學並未強制規定為合科教學，而是應重視在分科教學中
的統整內涵（黃嘉雄，2002）。準此之意，顯然在九年一貫領域課
程中，音樂、美術等舊有課程是被允許分科教學的，但應融入統整
教學觀念，而實施全方位教學。而全方位的音樂教育新視野，則是
透過各種相關藝術的統整教學，使人們的身心得到均衡發展，亦即
是古希臘音樂教育的終極目標—「Kalokagathia」之體現（徐麗
紗，2008：80）。
教育部有鑑於社會的轉型需要，配合開放多元社會之需求，並
引導邁向二十一世紀，而於民國 94 年 1 月修訂公布「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綱要」，再經民國 97 年 1 月、民國 97 年 11 月、民國 99 年 1 月、民
國 100 年 5 月和 7 月等之數次修正及正式實施。這項歷經九五暫行綱
要、九九正式綱要的高中課程綱要被視為九年一貫課程的延伸，此一
新課程綱要包括綜合領域、語文領域、數學、自然領域、社會領域、
藝術領域、生活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以及全民國防教育等多元學習
領域。高中之藝術領域課程，含括音樂、美術和藝術生活等三科。顯
然可見，在訂定時已迴避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之矛盾所
在。而將「視覺應用藝術」、「音樂應用藝術」以及「表演藝術」等
三類藝術科目，採行分科教學。並在「音樂」、「美術」這兩門傳統
29

課程之外，再增設一門具實用性質的新課程—「藝術生活」。

29

於民國 84 年起修訂的高中課程標準，首度將「藝術生活」學科納入藝術領域。
課程架構可謂全球首創，其內涵強調在音樂、美術課的學習之外，進一步與生活
連結及應用之藝術課程。期望讓學生活用所學之藝術知能，達到提升藝術文化素
質與多元能力發展。「藝術生活」學科的核心理念為探索各類藝術與生活的關聯，
增進生活中的藝術知能、培養各類藝術的應用能力，並認識藝術資產、豐富文化
生活，讓藝術的學習成為「帶得走的能力」。取自：http://site.hs.ntnu.edu.tw/artce
nter/%E8%AA%B2%E7%A8%8B%E7%B6%B1%E8%A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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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我國教育當局擬於民國108 年 8 月之 108 學年度起依照不
同教育階段（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之一年級起），
逐年實施一項銜接九年一貫至高中課程的嶄新課程—「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

30

（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
邁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通訊衛星等科學技術的高度成長與發
展，世界已然形成無國界「地球村」之景況。從此，國家與國家間
的相互依存關係更為密切，彼此之間的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和互相
認同亦顯得重要且具意義。因此，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區域特
色（local identity）可說是了解當今世界的關鍵詞（key words），是
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共同目標。能增進對不同民族文化
相互理解與尊重的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是達此
目標的最佳途徑，而成為當今世界教育主流課程（徐麗紗，2008：
85）。藉由多元文化的體認，得以對社群或社會中的差異產生認
知，進而使不同的個體、群體或族群相互合作、共同解決問題。更
須注意的，多元文化是用來了解不同文化，而非強迫去持有、宰制
或佔領其他的文化（陳曉雰、張哲榕，2004）。
由於，音樂是人類文化發展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就如音樂人類
學者所指稱之「文化中的音樂」或「音樂作為文化」。要理解不同

30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之發布版所示，課程總綱的研修秉持「素養導向、連貫統整、多元適性、彈性活
力、配套整合」的原則進行研發工作，其內容主要包括「理念目標」、「課程架構」
及「實施要點」三大主軸。取自：http://site.hs.ntnu.edu.tw/artcenter/%E8%AA%B2
%E7%A8%8B%E7%B6%B1%E8%A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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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樂，必須通過文化界定或文化知識體系的交流來溝通。透過多
元文化的音樂學習，認識世界各民族的音樂與文化，乃成為現今世
界音樂教育發展的總趨勢（徐麗紗，1998a）。受到多元文化教育
思潮之影響，當今世界音樂教育的哲學思考，已由「審美為核心」
轉向為「以多元文化音樂理解為目標」（管建華，2004）。
以美國為例，其對多元文化音樂教育之重視，為世界各國之
最。自1960 年代人權意識抬頭後，即開始對其境內的各種族音
31

樂付出關懷 。 續於 1967 年的全美音樂教育會議上，發表坦格塢
（Tanglewood）宣言，呼籲應將生活的藝術、人格特徵及創造力的
培養作為教育之主要目標，音樂應成為學校課程的核心；並將當代
豐富多樣的音樂納入音樂課程內容，例如：青少年流行音樂、前衛
32

派音樂、美國民間音樂和其他民族文化的音樂等。 據 Reimer 指
出，美國多元文化音樂教育有三目標：其一是尊重、保存及發揚
西方音樂傳統；其二是尊重、保存美國各族群音樂的多樣性；其
三是所有人民都能接觸一個開放社會中的文化多樣性（陳曉雰、
張哲榕，2004）。因此，美國政府於 1994 年 3 月通過一項宏偉的
教育改革計畫— 《2000 年目標：美國教育法》（ 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的立法。這項立法之重要內容在於建立各學

31

美國非洲裔居民於 1950 年代開始爆發巨大的民權運動，爭取人權自由，導致國
會於 1964 年通過《民權法》，此法案並影響美國音樂教育界對各種族音樂文化
的重視。

32

1967 年 美 國 音 樂 教 育 方 面 主 要 領 導 機 構 — 音 樂 教 育 者 全 國 大 會（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 MENC）在麻州坦格塢（Tanglewood）舉辦大規模
的《美國社會的音樂》學術研討會，參加成員包括各行各界，會後並發表共同宣
言，主張所有時期、風格、形式和文化的音樂都應列為課程內容。該宣言對美國
音樂課程的轉型影響頗鉅，是美國音樂教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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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課程的國家標準，是以新世紀的挑戰和世界級（world class）水
準作為準則而制定的。在與音樂教育相關的《藝術教育國家標準》
（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中，明示以多元文化音樂教
育作為藝術教育的組成部分，是從幼兒園到十二年級的一貫課程。
這項課程將世界各國音樂之「文化和歷史背景的理解」，列為評量
音樂學習成就標準的重要項目。
美國革新音樂課程所觀照的面向，不僅限於學習單一的「音樂
行為」，而強調更為複雜的「音樂認知」過程。亦即，世界音樂的
學習不能止於欣賞的單一行為，而要對其背後之各族群文化具備思
考與分析的能力。其目的顯然在於通過多元文化音樂教育，使學生
能完整地參與多樣化和全球化的社會生活，理解其所屬社會環境內
之本土文化以及其他國家、民族之異文化，分享世界各個民族的音
樂，並開拓其文化視野和歷史視野。
我國在因應解嚴後之臺灣社會轉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中，亦開
始注重人親土親的鄉土文化教育。就如我國音樂學者呂錘寬所指：
鄉土，是圍繞在你身邊，由親友、老師、同學、鄰居和家庭、
學校、社區、城鎮等構築出來的一種固有環境。這層層疊疊、
活潑生動，出現在眼前的人、事、物，正是我們課外學習的無
窮資源。
同時，他又指出：
我們從小到大的學習過程，是從核心往外發展的；猶如漣漪，
一圈圈向外擴散；又如雪球，一層層往外增生。
基於此項「立足本土、放眼國際」之漣漪論學習原理，我國的
多元文化音樂教育乃係從本鄉本土出發（呂錘寬，1996：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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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2 年、民國 83 年陸續公布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課程修訂標
準中，分別增添「鄉土教學活動」和「鄉土藝術活動」兩項新課程。
此項鄉土教學課程，可說是我國推展多元文化音樂教育之先導。
國民小學的「鄉土教學活動」係以學生在活動中學習為核心，
活動的內容包括鄉土語文、鄉土 史、鄉土地 、鄉土自然、鄉土藝
術等五大 。相關學科包括「社會」、「音樂」、「美術」、「自
然」等課程，其目標在於讓學生能深入認識自己生活環境中的 史
與文化，進而激發民族意識以及對土地的認同與情感。至於國民中
學的「鄉土藝術活動」則與「認識臺灣」的課程互有聯繫，目的在
於培養學生對鄉土文化藝術的關懷以及了解臺灣社會的變遷，並與
國民小學之「鄉土教學活動」銜接，教學內容含括鄉土藝術活動、
鄉土造形藝術、鄉土表演藝術以及鄉土藝術展演等四大 ，本土音
樂文化之學習乃是其中之重要項目（徐麗紗，1998b）。
除了在鄉土教學中學習本土音樂文化外，在音樂科的新課程標
準中亦有所變革。以國民小學為例，其總目標第二、五條分別為「
輔導兒童認識、欣賞並學習傳統音樂」和「培養兒童增進群己和
諧、服務社會的熱忱及愛家、愛鄉、愛國、愛世界的情操」，顯
見此新課程標準頗能符應漣漪論由內向外擴散的學習程序。除以
本土音樂的教學培養愛國情操外，亦兼及世界音樂文化的認知教
育。在本世紀上場的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革新課程以及高級中
學的「音樂」科和「藝術生活」等新課程，更對於世界多元文化
教育新潮流有積極具體的呼應（徐麗紗：2007）。音樂教育學者
謝苑玫亦認為，將多元文化音樂教育觀點融入藝術與人文領域之教
學，促使學生有機會將音樂與文化的學習連結在一起（謝苑玫、
潘淑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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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強調培養學生的鄉土與國際意識，
增進對不同族群、國家以及世界各文化的了解與欣賞，如目標主軸
2-1-7 之能力指標：「參與社區藝術活動，認識自己生活環境的藝術
文化，體會藝術與生活的關係。」2-1-8 之能力指標：「欣賞生活
周遭與不同族群之藝術創作，感受多樣文化的特質，並尊重藝術創
作者的表達方式。」等等皆是多元文化教育精神之體現。同樣的多
元文化教學內涵，亦可在目標主軸 2-2-8、2-2-9、3-2-12、3-2-13、
2-3-10、3-3-14、1-4-3、2-4-7、2-4-8 等之能力指標中呈現。
而在銜接九年一貫課程之「高級中學音樂課程九五暫行綱要」
中（民國 95 年實施），其課程目標第五條「型塑音樂藝術價值，
傳承社會多元文化」與相應之核心能力第五條「辨識各類音樂風
格，體驗音樂藝術意涵」，隱然可見美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之
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實施精神內涵。在此九五暫綱中，延續民國 84
年（1995）公布之「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之總目標第三條：
「加強體認我國民族音樂的傳統與創新」以及教學要點第一條第十
款：「鄉土音樂欣賞教學，應以本地區民族、民間音樂為主要對
象，並兼顧其他民族的音樂。」等注重民族音樂之教學特質，而納
入各國民族音樂之聆賞及強調世界音樂之教學。重視多元音樂文
化，顯然是民國 95 年音樂科新課程綱要中「審美與音樂欣賞」教學
項目的重要特色（賴美鈴，2006）。除了音樂課程呼應多元文化教
育所進行的內容增訂外，於民國 98 年正式推出的高中新增課程—
「藝術生活」，在共同核心能力第三條中規定：「強調了解藝術與
社會、歷史及文化的關係」，揭櫫多元文化教育的終極理想。其中
音樂應用藝術類之主要教學內容第四項係「音樂與文化」，是與上
述第三條目標相互呼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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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較諸美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可以印證走在
二十一世紀上，我國對於多元文化音樂教育議題的關懷程度可謂不
遑多讓，甚至於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世界性的「音樂教育多元文
33

化視野」（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music education）上邁步前進。

第四節

小結

課程（curriculum）猶如為不同類型的學生所設計的不同軌道，
可以是指一門學程或指學校提供的所有學程；而隨著各項課程之開設
所進行的教學活動，則如車輪之滾動，將傳遞與闡釋著知識之訊息及
意義。由於，課程是系統知識的累積，而成為教育的核心或心臟，在
教育或教學活動中扮演著相當關鍵之重要角色。我國中、小學現行包
括音樂在內的各種課程，即屬於由教育行政部門依課程計畫、課程標
準和規定教材訂定、公布，並納入學校課程表中的正式課程。
每一種歷史的形成與發展都有其獨特性，課程發展史亦然。因
此，包括音樂在內的我國所有學校課程在其發展過程之中，同樣隨著
不同的時空背景和社會脈絡，而呈現出不同的課程思考與主張。為
充分掌握、釐清課程的衍伸進程與發展脈絡以及了解各項相關影響因
素，本章分成「社會背景」、「教育思潮」及「課程沿革」等三節進
行討論。
由於，本書對於音樂課程之各層面的探討，是以 1968 年九年國民
教育實施以後做為主要研究範圍。第一節中對於課程修訂時的社會背

33

此 語 借 自 Anderson ,W. M., & Campbell, P. S.(Eds.).(1996) 之 書 名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Mu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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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之探討，將分為「九年國民教育實施之前」和「九年國民教育實施
之後」等兩方面進行討論，以了解社會政經環境與學校課程建置之相
關性。
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課程是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下的選擇性
產物，其形成並受到社會建構、歷史制約和政治導向等之影響。臺灣
正式實施包括音樂在內的學校課程歷史，可溯自1895 年被清朝割捨給
日本之後，迄今已超過一百二十年的光景。以「社會力」做為參照樞
軸而言，有關百餘年來臺灣社會之「社會力」分期，可分為日本殖民
時期之「日治初期」（1895-1918）、「日治中期」（1919-1937）和
「日治晚期」（1938-1945）以及終戰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等兩大階
段。終戰後則分為前期之「交替失序時期」（1945-1952）以及國民
政府遷臺、美軍來臺協防之後的三個時期，即是初期「政治力主導時
期」（1953-1964）、中期之「經濟力勃興時期」（1965-1979）和近
期之「社會力抬頭時期」（1979 迄今）。
日本帝國明治天皇於 1867 年為引進西方文化而積極進行革新運
動，實施近代化學校教育是此項改革政策的顯著成果之一，學校音樂
課程並在此時引進日本。清朝末年，清政府模仿日本進行維新改革和
興辦學堂，開啟了中國學校課程近代化的序幕，「樂歌」即是學堂眾多
新式課程之一。1895 年，日本領臺之後，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亦將
此套明治近代化西式學校體系引進。日治中期，公布「臺灣教育令」而
開始實施從小學至大學的普通教育體系。日治晚期，自「國民學校令」
發布後，開始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將公學校、小學校改稱為「國民學
校」。戰時，日本當局在學校課程內強化對天皇效忠及愛國的內容。
因此，學校音樂課程亦以「昂揚愛國精神」做為主要教學目標，顯然
是在呼應此項政策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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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終戰後，臺灣社會由於政權交替、轉型而導致局面趨於混
亂，是為「交替失序時期」。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生產力低落、通貨
膨脹嚴重，經濟乃處於衰退狀態。 1949 年 5 月 20 日起宣布全臺實施戒
嚴。同年 12 月，國民政府遷臺後更強調三民主義的教育政策。反共復
國不僅是最高國策，亦是學校與社會教育之最大內涵。教育部甚至訂
定「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確立國民政府遷臺後的教育準則，並
陸續端出各項教育政策以因應之。
1965 年美援終止後，國家經濟成長迅速，進一步躋身於新興工
業國家之林，是為「經濟力勃興時期」。經濟作為一種精神力量的基
礎，為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因此，1960 年代後期之九
年國教的實施可說是展現國家經濟力蓬勃時期的重要施政成果。我國
政府為消除升學壓力及滿足國民接受教育的願望，乃於 1967 年開始
積極籌備九年國民教育。1968 年 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九年國民教
育實施條例」，正式將國民教育延長為九年，分別為國民小學階段六
年、國民中學階段三年。
自 1980 年代之後，臺灣經濟朝向高科技產業方面發展，並邁向現
代化工商經濟。臺灣社會的求變動機亦自此年代開始萌發，並引發了
多起的政治社會運動，是為「社會力抬頭時期」。為避免政治衝突的
擴大，國民政府遂於 1987 年 7 月 15 日宣告解除實施長達 38 年的戒嚴
令。解嚴後，軍事管制之重重限制逐步結束，臺灣社會更能加速腳步
朝向民主化社會邁進。而在開放、多元、自由之社會氛圍下，教育改
革的熱潮接踵而來。
1994 年 4 月，「人本教育基金會」及「四一○教育改造聯盟」等
教改團體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
訂教育基本法」等四大訴求。同年 9 月，政府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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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回應之。1998 年 5 月，行政院通過「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繼
於 1999 年 6 月 4日完成「教育基本法」之三讀立法通過，確定未來我
國教育政策之訂定方針。在教改之後，原屬一元單調的臺灣教育體
系，開始朝向多元性發展，內涵愈為豐富而頗具特色。其中，對音樂
教育之發展具有深刻影響者，應屬「教育基本法」通過以及九年一貫
教育改革等教育新主張的提出與實踐。繼九五、九九課綱等銜接大學
教育和九年一貫課程的高中課程革新方案之後，教育部著手進行十二
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之制定工作。從社會背景之不斷演進與推展來
看，顯然可見我國教育政策、制度、課程及教學常因應社經環境及時
代的潮流而與時俱進，以臻完善。
由於，教育乃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形成而產生，對於教育的認識
也不斷深化，並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各種教育思想。因此，本章第二節
乃以「教育思潮」為題，分「古代東西方的音樂教育觀點」、「歐洲
重要音樂教學法之萌發」和「在美國當代教育改革運動下引發的音樂
教育思潮」等三個面向，進行討論。
在人類早期社會中，音樂作用之大遠超過我們現代人的想像。
古中國和古希臘都主張音樂教育等同於道德倫理教育，音樂乃成了人
性「善」的象徵。中國古代「周」王朝於西元前十一世紀即建立完整
的音樂教育制度，其音樂教育內容主要包括「樂德」、「樂語」和
「樂舞」等方面，並以「樂德」作為音樂教育之首，以規範人們的整
體行為。再以古希臘為例，相當強調音樂教育作為人的教育之重要意
義，而提倡「Kalokagathia」的音樂教育觀，致力於通過音樂以培養
身心協調的個體。直至古希臘後期，以作為人的教育之音樂教育理想
逐漸衰退，音樂遂轉而成為娛樂和競技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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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的中世紀，音樂和宗教相互結合，是宗教教育必修的七種
文理學科科目之一，而居有重要的地位。十一世紀的基督教教士桂多
創造了手勢唱名法和六音音階，讓學習歌唱更為容易，對於音樂教學
法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之後，德國神學家馬丁•
路德十分重視音樂在教育上的作用，強調禮拜儀式、學校和社會三者
之間的密切聯繫。從此在信奉新教的國家裡，音樂成為教育之一個重
要組成部分。
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歐洲各國的教育開始脫離教會的束縛，經
由國家廣設學校以普及教育。同樣地，音樂教育的目標不再僅是做為宗
教教化的一種手段，轉而以情操教育為主，也將教育的重點推到了實用
方面。法國教育家盧梭主張音樂教育必須從小學開始實施，在讀、記音
樂之前應進行實踐性的教學及聽覺的音樂體驗等，並創造一種可以代替
音符之簡譜形式。進入二十世紀之四十、五十年代後，音樂教學的方式
更為多元，知名教學法包括：瑞士的達克羅茲教學法、德國的奧福教學
法、匈牙利的柯大宜教學法等，可說是繼承了盧梭的音樂教育思想。這
些先進音樂教學法改進了音樂的學習方法，進而提高學習效果，並對於
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音樂教育起了重要的影響作用。
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隨著科學與哲學的發展，課程研究領域開始
產生變化。美國在蘇聯的人造衛星於 1957 年成功升空之後，隨即展
開課程改革運動，並試著將教育思想系統化、理論化。自1990 年代
起，科技更為進步，為了迎接新世紀的到來，教育改革成為全球性的
現象。教育領域之主導者，由線性的、序列性的、易於量化的秩序系
統，讓位給更為複雜的、多元的、不可預測的系統或網路。音樂教育
方面亦不自外於此種世界性潮流，而做了改革。從布魯納、布魯姆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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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雷默、艾略特等當代美國教育學者的觀點，引發美國的音樂教育改
革，也影響了世界各國音樂教育和課程的走向。
課程對於所有音樂教師而言，可說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也是教學
過程中一個基本和重要的部分。由於，各國對於課程的訂定常因應社
會的變遷、迎接挑戰，或迎合設計者和接受課程者的需求，而加以修
正。本章之第三節「課程沿革」中，分為「音樂課程之嚆矢」、「戰
後初期至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之音樂課程」、「九年國民教育之音樂
課程與統編制教科書」、「解嚴後的音樂新課程標準及審定制教科書
的開放」以及「新世紀的課程改革：藝術與人文領域統整課程與多元
文化教育」等五個層面，進行討論。
臺灣學校音樂課程之開始，與日本帝國在近現代學校內開設的
「唱歌」課程頗有關係。日本唱歌課程的主要推動者伊澤修二在擔任
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期間（1895-1897），開始著手擘建近現代化教
育體系，並開設「唱歌」課程，且在師範學校內培養相關課程師資。
1941 年，日本政府發布「國民學校令」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後，將小
學校改稱為「國民學校」，再將「唱歌」課改為「藝能科•音樂」。
日本的「唱歌」教學，並對中國近現代音樂課程的發展，直接產生影
響。清末，於「百日維新」失敗後曾逃亡日本的梁啟超、康有為等
人，皆曾力促清朝政府重視音樂教育，並應在新式學堂中設置「歌
樂」課程。
1912 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當時對於學校課程的規範，乃是以
教育令或教育規程稱之。如 1912 年公布之「小學校令」、「中學校
令」、「師範學校規程」或「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規程」令。1929 年頒
布之「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其中已將「樂歌」或「唱歌」，改稱為
「音樂」）以及1932 年、1933 年、1936 年、1940 年、1942 年和1948

第二章

音樂課程理論與發展脈絡

年等年份頒布之課程標準，對於包括音樂課程在內的中小學課程規
範，則已見「課程標準」之稱呼。
戰後，臺灣省政府於 1946 年先頒布「臺灣省國民學校暫行教學
科目及每週教學時間表」，其中將「音樂」單獨列為一科；同年，為
與中國大陸方面標準一致起見而廢除暫行科目表，並依據 1942 年和
1948 年教育部所頒布之課程標準，規範音樂教學。1949 年國民政府
遷臺後，直至政局較穩定之後，教育部再次於 1952 年修訂「國民學
校課程標準」，主要在修訂「國語」和「社會」兩科的內容。初級中
學和高級中學的音樂課程標準，則於 1952 年和 1955 年再作修正，音
樂課程仍依 1948 年部頒之「修正中學課程標準」辦理。
為呼應 1960 年代的美國教育改革方案，教育部於 1962 年修正公
布「國民學校課程標準」和「中學課程標準」（包括初級中學和高級
中學），並為九年國民教育之新課程標準奠定了重要基礎。在這個時
期的中小學教科書，係採取統編制與審定制並行。在此課程標準之總
綱中，所強調的「啟發思考的方法」和「發表的方法」，強調以學生
為中心的課程設計和探索發現的學習方法，可說是布魯納所指之「發
現學習」理論的體現。1952 年 4 月，教育部公布「師範學校課程標
準」；因應師範學校之升格改制，教育部再於 1963 年、1965 年進行
「師範學校課程標準」的修訂工作。
為配合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教育部於 1968 年初公布「國民小學
暫行課程標準」和「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並將國民中小學使用
之各科教科書均交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實施「精編精印、統一供
應」政策。由於入學人數增加，統編制國定本教科書需求擴充迅速，
是當時國內書籍印刷品最大宗。在此「國民小學暫行音樂課程標準」
版本中，可以發現其教學目標增列輔導兒童體認民族音樂的內容。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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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頗能符應此時期對於反共抗俄意識之強調與民族精神之提倡。再
以此「國民中學暫行音樂課程標準」版本來看，亦已增添要輔導學生
體認民族音樂之內容（包括傳統的及創新的），更在欣賞教學中規定
要指導學生明瞭我國音樂發展之概況。
教育部於 1972 年、1983 年和 1985 年修訂公布「國民中學音樂課
程標準」，持續強調要明瞭本國音樂發展之概況、傾聽民謠及以民謠
為主題之作品；也頗為重視與各學科教學的聯繫與配合，而漸具統整
教學之精神。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原與初級中學合併訂定，直至國
民中學成立後的第三年，即 1971 年，教育部特為高級中學制定「高級
中學課程標準」，再於 1983 年進行修正，音樂課程標準中，教學目標
亦增列輔導學生了解我國民族音樂之內容。為配合師範學校的升格改
制，教育部於 1970 年公布「修訂師範專科學校五年制國校師資科暫行
科目表」；並為五年制師範專科學校之音樂、美術科等之成立，再於
1978 年公布「五年制師範專科學校普通、音樂、美勞、體育等四科課
程標準暨教學設備標準」。
自 1987 年解嚴之後，由於舊課程標準無論在形式、內容、實施方
法上，已無法適應當前社會的要求，教育部乃自 1989 年起重新修訂各
級學校課程標準的工作。進而於 1993 年、1994 年至 1995 年之間，陸
續修訂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乃至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這些新課程標
準，主要在加強鄉土教育和世界觀，促使學生能立足本土、放眼世界，
而勾勒出迎向新世紀之我國最高教學方針。並為了開放民間編製教科
書，整個課程標準對於教材綱要、實施方法等做了詳盡陳述，以提供編
書者更明確的編輯指標，可說是歷來最為完善的音樂課程標準。
為迎接 21 世紀的來臨，我國開始著手進行教育改革。在音樂教
育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變革，即是在國民教育中推動九年一貫「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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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文」學習領域，以取代原有的「音樂」課程。為實施九年一貫課
程之革新課程，教育部先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以
規劃「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續成立「國民中小學各學習領域綱
要研修小組」、「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審議委員會」。再於 2000 年公
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第一學習階段）課程綱要」，內容包括語
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
動等七大學習領域課程，以及低年級的生活課程。並決定自九十學年度
起在國民中小學全面實施。並於 2006 年至 2008 年間成立「國民中小學
課程綱要總綱、各學習領域、生活課程暨重大議題研修小組」，對於
進行中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進行微調，期能更具體可行。
邁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通訊衛星等科學技術的高度成長與發
展，世界已然形成無國界之「地球村」景況，「全球化」和「區域特
色」乃成為 21 世紀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共同目標。同樣地，透過多元
文化的音樂學習，以認識世界各民族的音樂與文化，乃成為現今世界
音樂教育發展的總趨勢。我國為因應解嚴後之臺灣社會轉型，亦開始
注重人親土親的鄉土文化教育。而在 1993 年、1994 年陸續公布之國
民中小學課程修訂標準中，分別增添「鄉土教學活動」和「鄉土藝術
活動」兩項新課程，可說是我國推展多元文化音樂教育之先導。在九
年一貫課程綱要中，亦強調培養學生的鄉土與國際意識，增進對不同
族群、國家以及世界各文化的了解與欣賞。而在銜接九年一貫課程之
「高級中學音樂課程九五暫行綱要」中，其課程目標第五條「型塑音
樂藝術價值，傳承社會多元文化」，隱然可見多元文化音樂教育的實
施內涵。
課程的變化無論是出自於社會變遷、政治革命、經濟變革、知識
進步等等因素，均屬於人類社會的文化產物之一。人類文化可視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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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經驗的集合體，此種集合體隨著時間、空間與社會結構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或不等。因此，我國教育部為使國內包括音樂在內的各學科課
程之實施能配合時代潮流及國家需要，數度進行中小學課程標準，乃
至高級中學、九年一貫以及將實施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等課程綱要
的修訂。值得注意的是：歷來我國頒布之課程規範，最先是以具有威
權、強制性質的「令」表示；進而訂定具有明確、嚴謹的教學軌範，
而以「課程標準」稱謂之，教學者則須遵照辦理；爾今，在民主、開
放的多元社會中，改以提綱挈領式的「課程綱要」稱之，顯然給予教
學者更自由、寬廣的教學空間。
正如教育學者甄曉蘭、王立心（2012）所指，有關課程的研究往
往呈現一種「無歷史」（ahistory）的情形。因此，許多費盡千辛萬苦
的課程改革卻被輕易摒棄。顯然，課程的探討若不重視歷史所提供的
觀點，則將導致「當前的課程事件注定被視為『當季的』運動場景或
時尚現象」。如何從歷史找到線索與證據，以提供教育決策者、研究
者與實務工作者尋得借鏡，了解政策的發展、主張與影響，進而才能
得到有意義的啟示，並為未來教育的「可能性」鋪好一條明確可行的
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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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音樂課程標準

綱要的發展與沿革（一）

「課程標準」係為國家規定中小學的教育目標及教學內容的準據；
乃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國家教育宗旨及各級學校教育目標而訂定之各學
科學習活動項目，以為學校教師選擇教材及實施教學之準繩（康自立，
2000）。課程標準歷經多次修訂，至民國 89 年（2000）公布「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首次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內容不再
鉅細靡遺的訂定各科之教材內容及方法，而是釋放課程內容的決定與
選擇權，賦予教師彈性的教學空間，以符合教育多元化的趨勢。課程
標準∕綱要在臺灣的教育體制中，具有規範課程內容和教材發展的功
能，且歷年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的修訂為因應國家政策、社會變遷和
時代需求，適時加以修訂，因此從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的演變，可以
了解臺灣學校音樂課程的發展脈絡（賴美鈴，2011）。本書所涵蓋的
時期從民國 57 年（1968）至民國 100 年（2011），此時期課程的修訂
已經分成國小、國中和高中三階段進行，至民國 89 年的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將國民中小學的課程整合為一年級至九年級連貫的體系。高中課
程則自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教後不再涵蓋於中學課程標準之下，民國
60 年（1971）為配合國民中學首屆畢業生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與國中課程標準的修訂有了銜接。
第三章和第四章之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的發展與沿革依據第一
章「緒論」所提示的三個時期：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
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2000 迄今）
分別討論。文本分析則以國小、國中、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和高
中四階段敘寫。第三章內容含第一節「九年國民教育前之學校音樂課
程標準」、第二節「國民小學唱遊及音樂課程標準」、第三節「國民
中學音樂課程標準」和第四節「小結」；第四章接續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和普通高中音樂課程之討論。本章主要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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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為「課程目標」、「時間分配」和「教材綱要」，排除「實施方法」
1

的內容， 以勾勒出各階段音樂課程的發展脈絡和變動。

第一節

九年國民教育前之學校音樂課程標準

由於戰後教育重整時期（1945-1967）並不在本書研究的範圍，為
使讀者了解 1968 年之前的中小學課程以及課程標準的內容，本節簡要
說明戰後教育重整時期的課程標準頒布過程和音樂課程標準的演變。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並於 10 月 25 日在臺北公會堂舉行
受降典禮，由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灣復歸中華民國。接收前，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已在四川成立，積極從事臺灣之軍事、政治、經濟、
教育、文化風俗等研究，並擬定接管計畫。戰後初期，臺灣教育制度
需要重整以奠定的基礎。行政長官公署秉持「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
工、學校不停課」三個原則，一面進行接收，一面繼續工作。當時的
施政方針是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 因此在教育方面，必須先清除
日本皇民化的教育內容，實施三民主義的教育，以達成任務。行政長
官公署教育處公布的五大教育方針是：（1）闡揚三民主義；（2）培
養民族文化；（3）適合國家與本省需要；（4）獎勵學術研究；（5）
實施教育機會均等（賴美鈴，1997）。民國 35 年（1946）首先參照民
國 31 年（1942）南京頒布的「小學課程標準」訂頒「臺灣省國民學校
暫行教學科目及教學時間表」，將課程適度的改革。同年 6 月臺灣省

1

歷年音樂課程標準的內容，除依序呈現課程目標、時間分配和教材綱要外，也提
供實施方法，內容詳實的情況不一，本章的討論僅在少數補充內容提及實施方法。
實施方法的討論以第五、六、七、八章之音樂教科書、音樂教學法、音樂教學評
量為主。

第三章

音樂課程標準

綱要的發展與沿革（一）

第一屆教育行政會議，為與中國大陸內地標準一致起見，決議廢除暫
行科目表，並改採用民國 31 年國民政府在南京頒布的課程標準（徐
麗紗，2008；葉憲峻，1996），後來為適應抗戰勝利及配合行憲的需
要，民國 37 年（1948）在南京再度頒布「小學課程標準」和「修訂中
學課程標準」，臺灣同時採用。1949 年中央政府遷臺，新修訂課程標
準得以在臺灣全面落實，成為臺灣中小學校第一套課程標準。
雖然中小學課程標準在民國 41 年（1952）再度修訂，但是沒有
調整民國 37 年音樂課程標準的內容，直到民國 44 年（1955）頒布
的「中學課程標準」，為配合「減輕中小學學生課業負擔實施方
案」，將初二和初三的音樂科教學時數從每週 2 小時改為每週 1 小
時，初一維持每週 2 小時。民國 51 年（1962）頒布的「國民學校課程
標準」和「中學課程標準」係同步進行修訂，此次修訂歷時兩年半，
因應臺灣社會的需要，廣納各界改進課程的建議，建立了課程標準的
架構，充實各科教材內容，堪稱中央政府遷臺後首次全面性的修訂。
民國 51 年頒布的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除總目標外，首次增列分段目
標，具體提示中年級和高年級的音樂學習方向。同時將教材綱要的類
別調整為「基本練習」、「表現」和「欣賞」三類，擴充各類的分項
為「發聲與發音」、「音感」、「認譜」、「擊拍與指揮」、「演唱」、
「器樂」、「創作」、「聲樂曲與器樂曲」、「故事」等 9 小項，豐富
教材的內容，展現完整的學習架構。目標及教材綱要的模式也為日後
國小音樂課程標準所依循。初中音樂課程標準的教材綱要類別調整為
「樂理」、「歌曲」、「基本練習」和「欣賞」，高中則調整為「音樂
知識」、「歌曲」、「基本練習」和「欣賞」四類別。民國 51 年頒布
的「國民學校音樂課程標準」和「中學音樂課程標準」，可說奠定了
臺灣音樂課程標準的基礎，無論是修訂的程序、修訂委員的組織、或
是課程內容都成為典範（賴美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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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民小學唱遊及音樂課程標準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在反共復國的國策下，力行「戡
亂建國教育」，著重中華民族精神教育之培育。學校教育方面，以民
國 37 年（1948）在南京時期所頒布的課程標準，做為臺灣中小學校第
一套課程標準。「課程標準並非一經定稿便永久適用，而是一種不斷
改進的歷程」（吳清山，1997），課程標準的修訂乃為因應社會變遷
及時代的需要。修訂時，首宜「鑑往」，檢討得失；次宜「審今」，
從立國政策、社會變遷、學生需要等觀點，博採眾議，審慎評估；終
宜「知來」，採各國前瞻性的教育理念以導引將來課程之設計（教育
部，1993：337）。民國 41 年（1952），為配合當時「反共抗俄」基本
國策，國小課程標準做出修訂，但僅局部修訂了「國語」與「社會」
兩科，其他科目則繼續沿用 37 年大陸制定的課程標準。隨著國家社
會的發展，民國 51 年（1962）教育部首次完成依照本地需要的全面
課程標準之修訂。而後至民國100 年（2011）為止，國小課程標準∕
綱要經過民國 57 年（1968）、 64 年（1975）、 82 年（1993）、 87 年（
1998）、92 年（2003）、 97 年（2008）等 6 次修訂。
「音樂」在歷次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中，一直都列為必修科目。
然而，音樂有時是獨立設科，從一年級至六年級一貫實施。有時分為
低年級和中高年級兩個階段，低年級採行「音樂」與「體育」合併教
學的「唱遊」，中高年級為「音樂」。民國 37 年、51 年、57 年、64
年的課程標準設置「唱遊」科，民國 82 年取消「唱遊」，改為「音
樂」。民國 8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
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統整成為「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第三章

音樂課程標準

綱要的發展與沿革（一）

一、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
（一）修訂背景
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政府主要強化三民主義政治思想、反
共及維護中國傳統固有文化。民國 56 年（1967）8 月，先總統 蔣公
宣布國民義務教育由六年延伸為九年，此乃我國教育史上劃時代的
創舉。同年 9 月，教育部邀集教育學者、臺灣省教育廳、臺北市教
育局相關人員與小學資深教師，成立「修訂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委
員會」，檢討現行的國民學校課程標準，並予以全面的修訂。修訂
期間經過問卷調查、座談會、各科課程標準修訂小組委員會聯席會
議等程序，於 12 月修訂完成，民國 57 年（1968）1 月頒布「國民小
學暫行課程標準」。由於此次課程標準修訂歷時僅 4 個月，倉促完
成，難免有所疏漏，教育部因此定名為暫行課程標準，等待試行後
再作修正（教育部，1968 a）。
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之特點有：（1）國民中
小學課程採九年一貫之精神，力求小學與中學之課程密切銜接；
（2）加強職業興趣之陶冶，以配合學生就業準備之需要；（3）語
文及社會學科以民族精神、國民生活及實用知識為基礎，以發揚我
國文化，成為現代化公民；（4）自然及職業科目內容應配合教育
潮流及國家經濟建設之需要；（5）加強藝能科課程，以培養身心
健全之國民；（6）幼稚園至高級中學等各階段之課程，須密切配
合，力求銜接（教育部，1968 a：350-351）。
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頒布之後，教育部即同時
著手進行為期 6 年的課程實驗工作，為下一波的課程標準修訂做準
備。1975 年元月教育部組織「修訂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委員會」，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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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課程標準的修訂小組，正式進行修訂工作。經過參考一系列對
暫行課程標準、教材、教法、成績考查的實驗研究所得之改進意見、
各國國小課程之比較研究、再加上分區座談會的討論資料等，再經整
理、研商、和諮詢後，依修訂程序，同年 8 月完成民國 64 年（1975）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並公布施行（教育部，1975：384-386）。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強調應依據三民主義，注重
倫理、民主、科學，並要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力求培養
德、智、體、群四育均衡發展的健全國民。其次，課程應順應兒童
身心發展，由統整而分化，力求中小學課程的銜接，以符合九年一
貫的精神。再次，教材之選擇應符合國家政策、社會需要、兒童發
展及各項實驗結果。最後，教學設計應顧到各地方之特殊情形，教
學方法應有彈性，以適應兒童個別差異，同時應適當補充或修正，
以符合近來之實驗與趨勢（教育部，1975）。

（二）課程目標
1. 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低年級唱遊暫行課程標準」
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低年級唱遊暫行課程標準」規定，
唱遊每週教學總時數為 180 分鐘，分為 6 節，每節以 30 分鐘為
原則。該課程標準之課程目標基本上承襲民國 51 年（1962）
的內容，其中有關音樂教學的課程目標在於強調啟發兒童愛
：
好音樂的興趣與能力，內容如下（教育部，1968 a：193）
（1）培養聽音發聲的能力。
（2）培養韻律感。
（3）培養唱歌表演的興趣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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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養使用敲擊樂器的興趣與能力。
（5）培養對音樂的欣賞能力。

2.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低年級唱遊課程標準」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低年級唱遊課程標準」依舊維持
國小一、二年級「音樂」與「體育」合併，原因在於一、二
年級音樂注重聽唱，體育注重遊戲，兩科合起來教學較為便
利（教育部，1975：398）。「唱遊」每週教學時間 160 分
鐘，分為 4 節，每節以 40 分鐘為原則，但得靈活運用。總時
數比原來的 180 分鐘減少了 20 分鐘。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
低年級唱遊課程標準」之音樂整體課程目標為「啟發兒童愛
好音樂的興趣」，內容包括 5 項目標，與民國 57 年相同（詳
見教育部，1975：203-204）。

3. 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暫行課程標準」
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暫行課程標準」
規定，音樂教學三至六年級每週總教學時數為 90 分鐘，分
為三節，每節 30 分鐘。該音樂課程標準之課程目標基本上
是根據民國 51 年的內容修訂，但其中有兩點不同。第一，
將「創造」教學獨立列為一項課程目標，以強化其重要性。
第二，新增「輔導兒童體認民族音樂的內容」課程目標，這
是民族音樂教學首次列入國小音樂課程標準。音樂課程目標
如下（教育部，1968 a：215）：
（1）增進兒童愛好音樂、欣賞音樂、學習音樂的興趣和
能力。
（2）培養兒童演唱歌曲、演奏樂器的興趣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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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養兒童創造及表現的能力。
（4）輔導兒童體認民族音樂的內容（包括傳統的及創
新的）。
（5）啟發兒童智慧，陶冶審美情操，使生活音樂化；並
發展兒童快樂、活潑、進取、合作、團結、忠勇愛
國等精神。

4.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之時間
分配，將原先每節 30 分鐘增加為 40 分鐘，每週 2 節，總教
學時數為 80 分鐘（教育部，1975），比民國 57 年音樂課程
標準之教學時數減少 10 分鐘。本次音樂課程標準總目標與
民國 57 年大同小異。只在配合課程標準總綱目標之「發展
愛家愛國、互助合作、服務社會的精神。」，新增「培養兒
童愛家、愛國、互助、合作、服務社會的精神。」目標作為
呼應。音樂課程總目標如下（教育部，1975：229）：
（1）發展兒童愛好音樂、欣賞音樂、學習音樂的興趣和
能力。
（2）培養兒童演唱歌曲、演奏樂器的興趣和技能。
（3）培養兒童表現和創作的能力。
（4）輔導兒童認識、欣賞並學習民族音樂。
（5）啟發兒童的智慧，陶冶審美情操，養成快樂、活
潑、樂觀、進取的精神。
（6）培養兒童愛家、愛國、互助、合作、服務社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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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除總目
標之外，還訂定分段目標。從縱向來看，6 條分段目標係針
對視譜、音感、表現（演唱、演奏、創作）、節奏樂器、欣
賞等教材綱要項目所訂定之目標。從橫向比較，則可看出從
中年級到高年級教學目標的延伸。分段目標如下：

表 3-1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分段目標
中年級分段目標

高年級分段目標

1. 發展兒童由耳聽到目視的學習
能力。

1. 發展兒童視譜學習的能力。

2. 培養兒童視譜學習的興趣和能力。

2. 增進兒童的演唱、演奏和創作的
技能。

3. 音感訓練著重對節奏的感受、反應和
表現。

3. 音感訓練著重和聲的感受及曲調的
聽寫。

4. 培養兒童演唱、演奏及創作的興趣和
能力。

4. 培養兒童的獨立及團體表現的能力
和精神。

5. 演奏著重節奏樂器的學習與合奏。

5. 演奏著重節奏樂器和曲調樂器的
合奏。

6. 培養兒童欣賞音樂的興趣和能力。

6. 擴展兒童認識及欣賞音樂的領域。

資料來源：教育部（1968：230）。

（三）教材綱要
1. 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低年級唱遊暫行課程標準」
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低年級唱遊暫行課程標準」之教
材綱要，基本上承襲民國 51 年的內容。內容分成七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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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及其教材分配百分比分別是：聽音（5 %）、發聲（
10 %）、歌唱（20 %）、欣賞（5 %）、表演及韻律活動（二者合
為 30 %）、遊戲活動（30 %）。教材分配百分比，各校可視環
境需要與教學設備，酌予調整（教育部，1968a）。遊戲活動
之教材綱要內容主要以體育教學為主，不在本文論述範圍。
「聽音」包括辨別二拍子、三拍子、四拍子的樂曲及聲
音的高低、快慢、強弱、長短等，並培養和音感。「發聲」
包括模仿各種聲音做音階（大三度、五度）、七音發聲以及
輕聲發聲等練習。「歌唱」內容有兒歌及簡易遊戲歌曲的教
學。「欣賞」內容包括簡易名歌曲、民謠及兒歌、故事、舞
蹈及戲劇等。「演奏」包括簡易故事、歌曲、歌舞、歌劇等
的表演。「韻律活動」內容有基本步法（走、跑、跳、躍、
滑、跑跳及跑馬步）、自然動作（模仿動作及富有表情和故
事意義的韻律活動）、簡易節奏樂器和簡易舞蹈。

2.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低年級唱遊課程標準」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低年級唱遊課程標準」教材綱要共
有九個類別，各類別及其教材分配百分比為：聽音（5 %）、發
聲（5 %）、歌唱（15 %）、欣賞（5 %）、表演及韻律活動（
20 %）、遊戲（30 %）、體操（10 %）、田徑（10 %）、球
類（10 %）。與民國 57 年比較，「發聲」及「歌唱」比例各
減少 5 %，「表演及韻律活動」減少 10 %。音樂與體育教材
綱要比例各占 50 %。
「聽音」教材類別最大的不同是刪除「辨別三拍子節奏
顯明的樂曲」，將「培養和音感」改成「培養和聲感」。「
發聲」、「歌唱」、「欣賞」三個教材類別與前次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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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表演及韻律活動」將原來的「表演」、「韻律活動」
兩個類別合併，內容刪除「國術動作表演」，增加「簡易歌
舞劇」。

3. 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暫行課程標準」
民國 57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暫行課程標準」之
教材綱要類別和要項與民國 51 年完全相同。類別分為「基
本練習」、「表現」和「欣賞」三大類別，每個類別之下又
涵蓋若干要項。以下就三大類別下各要項內容，逐項加以說
明（教育部，1968a）：

（1）基本練習
基本練習分為「發聲與發音」、「音感」、「認
譜」以及「擊拍和指揮」四個要項。「發聲與發音」要
項的內容，三年級包括發聲法的基本技能、呼吸、輕聲
歌唱及頭聲發聲的指導，以及音階、唱名與母音的發音
練習。四年級增加二度、三度音程，五年級加上四度、
五度音程，六年級擴展至六度、八度音程。內容與民國
51 年完全相同。
「音感」要項包括節奏、曲調、和聲音感的教學。
節奏教學涵蓋辨別聲音的長短、高低、強弱、拍子和
節奏的認識。曲調教學包括聽唱簡單的曲調及音階、曲
調聽寫、C 大調的 I、IV、V 級分解和弦認識和聽唱。
和聲教學包括聽和弦用動作表現、和聲分解唱、單音
抽唱、和聲合唱、聽音記譜、終止式合唱練習。練習
的調包括 C、G、F、D、Bb 大調。整體來看，音感教學
的內容多且難度高，和聲訓練的分量尤其多。與 5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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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感教學比較，唯一的不同只是將前次「旋律」一詞
改為「曲調」。
「認譜」要項包括認識各種音符和休止符（全、
二分、四分、八分各種音符和休止符的時值及附點二
分、四分音符、三連音音符、複附點音符）、五線、高
音譜表和大譜表、唱名和音名、拍子（2/4、3/4、4/4、
2/2、3/8、6/8 拍子及弱起拍子）、寫譜練習（音符和休
止符、譜號、拍號調號、曲調）、大調的認識和視唱（
C、G、F、D，Bb、A、E b）。此外，「認譜」還包括
音樂記號的認識，內容有漸強、減弱、斷音、停留、呼
吸、反復、切分音、減慢、連絡線、圓滑線等認識和練
習。民國 57 年的「認譜」教學內容與民國 51 年大同小
異，差別僅在於常用音樂名詞的不同。原因在於民國
50 年 10 月教育部首次公布「音樂名詞」，民國 51 年修
訂的音樂課程未及使用，此次課程標準則加以修正：「
頓音」改為「斷音」、「延長」改為「停留」、「連絡
線」改為「圓滑線」（朱德容，1998）。
「擊拍和指揮」要項中，「擊拍」內容包括：四
分、二分、八分各種音符和休止符及附點二分，附點四
分音符、十六分音符、附點八分音符、三連音符的擊拍
練習，與「認譜」項目的音符認識進度一致。「指揮」
於五年級開始，學習二拍子、四拍子、三拍子和六拍子
歌曲的指揮練習。「擊拍和指揮」內容和民國51年完全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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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表現內容分為「演唱」、「器樂」、「創作」三個

要項。「演唱」要項，三年級著重演唱的態度和基本技
能，並要學習簡易曲譜、齊唱或簡易輪唱。四年級發展
認譜與記譜能力、演唱的表情技能，及二部和三部合唱
的練習。五、六年級的內容大多標示「繼續上學年」。
在演唱歌曲方面，課程標準規定各學年每學期兒童文藝
性的歌曲，至少教學 10 首，其中發揚中國民族精神的
歌曲，應占 50 % 以上（教育部，1968 a）。
「器樂」要項訂定：培養快樂的演奏態度、養成演
奏節奏樂器的基本技能、培養合奏能力以及養成愛護及
保養樂器的習慣。但其中並未明確訂定要教學哪一種節
奏樂器，也未提及其它種類樂器的教學。
「創作」要項內容訂定：三年級重點在於培養創
造性表現的基本能力和即席表現的能力，先從模仿動物
及其他的聲音辨別長短、高低、快慢、強弱，並就指定
的曲調改變其速度或節奏演唱。四年級延續至和聲分解
的辨別或和聲分解填空、改變曲調演唱。五年級認識經
過音、助音，並運用和聲分解方法創作局部曲調或曲調
填空、模仿歌曲寫成二小節或四小節的簡單曲調。六年
級加上創作曲調、正確記譜能力及創作完整的曲調。
內容和民國 51 年完全相同，僅將前次「旋律」一詞改
2

為「曲調」。

2

配合民國 50 年 10 月教育部首次公布「音樂名詞」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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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欣

賞
「欣賞」要項分為「聲樂曲與器樂曲」與「故

事」。「聲樂曲與器樂曲」要項著重愉快的聽的態度，
靜聽、細心富於想像的傾聽習慣的養成。在技能方面，
強調音樂感覺力的訓練、樂器特徵的了解、樂器音色
的辨別、音樂種類與演奏形態等。「故事」要項分為兩
類，一為中外音樂故事及音樂家故事，一為樂器的故
事。樂器故事的教學順序分別是節奏樂器、鍵盤樂器、
弦樂器、管樂器。有關欣賞教材的選擇，課程標準中特
別規定：民族音樂（包括傳統的與創新的）至少應占
50 %。以上欣賞內容和民國 51 年完全相同，唯一有所
修訂的是將「絃樂器」一詞改為「弦樂器」。

4.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綱
要類別與民國 57 年幾乎相同，僅在名稱上稍作修改。前次「
表現」類別中的「器樂」要項改為「演奏」，「欣賞」教材
類別的「聲樂曲與器樂曲」要項改為「聲樂與器樂」，「
故事」要項改為「音樂故事」（教育部，1968 a：231-236）。

（1）基本練習
「發聲與發音」要項刪除原先「繼續上學年」的敘
述。發聲∕發音練習以及音階的內容和民國 57 年幾乎
相同，唯一的差別在於六年級增加了各種混合音程的練
習。過去的輕聲歌唱，頭聲發聲的指導從教材綱要移至
實施方法。三至六年級呼吸練習沒有標示明確的內容，
看不出教學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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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感」要項與民國 57 年最大的不同在於調整了教
學的進程並減少部分內容。C 大調的I、IV、V 級分解
和弦的教學由三年級延至四年級。G 大調、F 大調終止
式合唱練習由五年級延至六年級。原先六年級 D 大調、
Bb 大調終止式合唱及聽音記譜等被刪除。此外，先前第
三學年中規定「聽和聲用動作表現」，此次修訂為「單
音及三度、四度和聲音程的聽唱或用動作表現」。
「認譜」要項在教材進程也作了調整，內容分量
較過去減少。進程調整是將三年級的常用符號「斷音」
移至六年級，6/8 拍子從五年級移至六年級，C 大調的
認識由三年級移至五年級，G 大調和 F 大調的認識從三
年級移至六年級。內容減少的部分在於刪除寫譜練習、
D 大調、Bb 大調、A 大調、Eb 大調和 a 小調的認識和視
唱、漸強、減弱、切分音、連絡線、圓滑線等的認識。
有趣的是，常用記號「反復記號」同時出現在三年級和
六年級，可能是修訂時的疏忽（教育部，1975：233）。
「擊拍和指揮」要項之內容與「認譜」一致，敘寫
方式上，不重寫與「認譜」相同的音符名稱，而改為「
本學年認譜有關的音符、休止符的擊拍練習」。進程方
面，三拍子的指揮練習由六年級提前至五年級。類似教
學法指導語的敘述，如「用手指輕擊手心或用指譜歌唱
法」，移至實施方法。

（2）表

現
表現類別分為「演唱」、「演奏」、「創作」三個

要項。內容上，刪除「繼續上學年」的字眼，明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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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年教學內容並呈現教學進程。以下逐項說明：
「演唱」要項內容在各學年之視唱、各類歌唱形
式的歌曲分配（齊唱曲、輪唱曲、二部合唱、三部合
唱）及演唱基本技能的教學上，均有明確的標示。「
演唱」進程強調由聽唱逐漸進入視唱。各學年歌曲的
比例，四年級：齊唱曲（60 %）、輪唱曲（20 %）、
二部合唱曲（20 %）；五年級：齊唱曲（50 %）、輪
唱曲（20 %）、二部合唱曲（30 %）；六年級：齊唱
曲（50 %）、二部合唱曲（30 %）、三部合唱曲（
20 %）。演唱技能的培養，三年級著重節拍、音程、速
度、呼吸；四年級加強強弱、起唱、輪唱；五年級再進
入節奏、變化音、合唱；六年級進階至完整的演唱技
巧、表情、指揮的學習。
「演奏」要項首次清楚地列出各學年學習的樂器
種類。三年級以節奏樂器為主，包括木魚、三角鐵、
響板、鈴鼓、鈸、小鼓、大鼓等的習奏與合奏；四年級
加上口琴、直笛、木琴等曲調樂器及其與節奏樂器的合
奏；五年級加入弦樂器；六年級綜合練習前學年所學，
未增加新的內容。此外教材綱要還列出各學年選習的樂
器（鋼琴、小提琴、大提琴、二胡、梆笛），註明是在
課外實施。
「創作」要項之內容包括：依歌詞短句作演唱遊
戲、模仿簡易曲調並改變節奏的演唱練習、依歌詞寫作
曲調、創作性的演唱遊戲、依指定歌曲用節奏樂器即興
伴奏、依指定樂曲用各種樂器即興伴奏。本次修訂將過
去一些艱難的內容予以簡化、刪除，例如：和聲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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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或和聲分解填空、培養經過音、助音的認識，運用
和聲分解方法創作局部曲調或曲調填空、創作曲調及正
確的記譜能力。

（3）欣

賞
欣賞類別修訂為「聲樂與器樂」和「音樂故事」兩

個要項。以下分別說明：
「聲樂與器樂」要項規定每學年應認識的樂器包
括：三年級認識鍵盤樂器、弦樂器、管樂器、四年級認
識弦樂器（小提琴、大提琴等）、五年級認識管樂器（
長笛、豎笛、小號），六年級學習著名的聲樂曲與器樂
曲。除了西樂以外，欣賞範圍還涵蓋國樂、民歌與藝術
歌、中國五聲調式樂曲，並且規定民族音樂（包括傳統
的與創新的）至少應占 50 %，顯示教材綱要配合總目標
第四條「輔導兒童認識、欣賞並學習民族音樂的教學落
實」，重視中國音樂的學習。
「音樂故事」要項以西洋音樂家∕演奏家故事與
中國音樂故事兩個體系為主要內容。西洋音樂的分期為
古典、浪漫、近代、現代，中國音樂係按照古代、漢、
唐、宋、元、明、清、現代來劃分。

二、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
進入 1980 年代，臺灣社會發生快速而激烈的變化，政治變革風
起雲湧，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1987 年戒嚴令解除、1988 年報禁
廢除、1989 年黨禁開放、1991 年國大代表全面改選、1992 年立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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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全面改選、1996 年首次總統直選。政治結構由威權轉向民主，大
中國思想逐漸動搖，臺灣本土意識提升。
為因應政治的民主化、社會的多元化、文化的本土化，教育部
於 1989 年開始進行另一次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工作，並於民國 82
年（1993）9 月公布。本次國小課程標準修訂距離民國 64 年之修訂相
隔18 年，是歷年來修訂間隔最長且唯一的一次修訂，且處在社會變
遷發展最為迅速的一個時期。因此，各界對於本次課程標準修訂甚為
期待（教育部，1993：346-349）。

（一）修訂背景
教育部於 1989 年元月成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
討論修訂之重點與方向，擬訂修訂計畫、編列預算、聘請委員及蒐
集相關資料，同時成立「總綱修訂小組」和各科「課程標準修訂小
組」。修訂可分為「總綱草擬」及「各學科課程標準起草」兩個程
序，「總綱草擬」檢討課程目標的適切性、科目與時數的合理性及
確定實施通則。「各學科課程標準起草」依照總綱目標導引，訂定
各科教學目標、重訂各科時間分配、教材綱要、及實施方法。修訂
工作按期程制定總綱草案和各學科課程標準草案，經問卷調查、分
區座談會、各個修訂小組之間的聯席會議及全體委員會議的審議修
訂後確認。各科課程標準草案經整理及校正，於民國 82 年公布「國
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同時頒行「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實施要點」
（教育部，1993）。
本次課程標準修訂以「培養 21 世紀的健全國民」成為最高理想
目標。課程強調以學生需要為中心，前瞻未來，並具有國際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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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兒童具備世界公民的素養。其次，課程重視統整化，不僅是各
年級間及國小、國中間課程之銜接，並兼顧人文、科技、正式與潛
在課程間的統整。同時，課程內容結合學生生活，符合其能力、興
趣與需要，並注重人性化的人文陶冶，協助學生自我實現。為追求
良好的教學品質，課程實施容許「彈性化」，在尊重師生自主前提
下，允許各校擁有彈性自主權，教師擁有教育專業自主權。此外，
設置「鄉土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學習方言和鄉土文化的機會，落
實課程生活化和本土化，此乃本次國小課程標準修訂的一大特色，
更是臺灣課程史上的一大突破（教育部，1993）。

（二）課程目標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規定，國小「音樂」從
一至六年級一貫實施，存在將近半世紀的低年級「唱遊」，從此走
入歷史。教育部為顧及部分學校因為師資、設備不足，無法在短期
內實施分科教學，特別註明：「學校於必要時，一、二年級得合併
為『唱遊』教學，以切合實際需要。」音樂課程標準訂定教學時間
每週為 80 分鐘，分成兩節，每節 40 分鐘（教育部，1993）。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總目標共有 5 條。第一條
目標揭示，音樂教學著重從對音樂的感應、認知到表現之音樂本質
學習。第二條目標原是 64 年的第四條目標，但以「傳統音樂」取
代「民族音樂」。此目標顯示出音樂教學重視本土化，並具有文化
傳承的使命。目標第三條強調音樂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主動參與的
態度，以呼應本次課程總綱所強調「課程內涵應與學生生活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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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理念。目標第四、五條均為呼應總綱目標所訂之相應目標。
音樂課程總目標如下（教育部，1993：197）：
（1）培養兒童感覺音樂、理解音樂及表現音樂的興趣和能力。
（2）輔導兒童認識、欣賞並學習傳統音樂。
（3）培養兒童在日常生活中愛好音樂、主動參與及學習音樂的
態度。
（4）啟發兒童智慧，涵養審美能力，陶冶生活情趣，養成快樂
活潑、奮發進取的精神。
（5）培養兒童增進群己和諧、服務社會的熱忱及愛家、愛鄉、
愛國、愛世界的情操。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除總目標外，並按照低、
中、高三個年段，訂定分段目標。每個年段各有 6 條分段目標，按
照教材綱要所列之「音感」、「認譜」、「演唱」、「演奏」、「
創作」、「欣賞」六個類別臚列。分段目標的敘述明顯看出縱向發
展的連貫性和橫向之間的聯繫性。以下說明各類別之分段目標（教
育部，1993：197-198）：
（1）音感分段目標：低年級著重聽力感覺和反應，中年級進階
到節奏、曲調與和聲的聽辨，高年級延伸至音樂元素綜合
表現的音感訓練。
（2）認譜分段目標：低年級由耳聽漸到目視，中年級進入視
譜，高年級強調視譜的應用。
（3）演唱分段目標：低年級強調輕聲歌唱，中年級學習頭聲歌
唱，高年級能唱出明亮的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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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演奏分段目標：低年級著重節奏樂器配合歌唱表現，中年
級加上曲調樂器的演奏技能，高年級著重合奏能力的培養。
（5）創作分段目標：低年級著重節奏創作，中年級加上曲調創
作，高年級持續創作的興趣與能力。
（6）欣賞分段目標：低年級著重欣賞興趣與態度的培養，中年
級進入音樂音色、節奏及曲調之本質美的欣賞，高年級延
伸至樂曲結構及風格的認識。

（三）教材綱要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的教材綱要將過去的「基
本練習」、「表現」、「欣賞」三個類別，修訂為「音感」、「認
譜」、「演唱」、「演奏」、「創作」、「欣賞」六個類別。以下
就各類別的內容分別敘述：
「音感」教材類別，低年級著重節奏及單音的聽音訓練。教學
從自然界聲響的聽辨和模唱開始，透過唸唱、身體動作、節奏樂器
或語言節奏來表現聲音的長短、強弱、基本拍子及高低。節奏感的
內容主要在聽辨 、

、 、 、 、強弱、二拍子、四拍子、三拍

子。曲調感以聽唱五聲音階五個基本音：La、Sol、Mi、Re、Do。
中年級由聽唱進入視唱，著重音階及曲調。節奏感教學內容擴展至
、

、

、

、

、

、 24 、 34 、 44 的拍子等的聽辨，及

弱起拍子與強起拍子的節奏練習。曲調感學習在單音曲調之外還加
上和聲，內容有 C 大調、G 大調音階及 C 大調 I、IV、V 級和弦聽唱
與視唱。高年級著重和弦及和聲。節奏感內容再加上三連音、

、

、 拍子及綜合前面所學過節奏元素。曲調感則擴展至 F 大調、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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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調音階曲調聽唱與視唱、簡短曲調聽寫及三度、六度和聲音
程練習。
「認譜」教材類別，傳統的教學是一種以理論體系為中心的教
學，從一個全音符等於二個二分音符，一個二分音符等於二個四分
音符，一個四分音符等於二個八分音符……依此類推。但本次的「
認譜」，不從抽象的理論入門，而以具體實物、圖形、線條表現音
的高低、長短，用唱名圖、譜配合曲調習唱循序導入，然後進入正
式符號的認識。低年級在節奏音符和休止符的學習，是以一拍為
單位，認識 、 、 、 、 、 24 、 34 拍子，音高方面主要在認識 La、
Sol、Mi、Re、Do 於五線譜上的位置。中年級節奏和音高的認譜擴
展至

、

、

、

、 44 拍子、 、 、

、C 大調與G 大調音

階、升記號和還原記號等的認識，以及常用記號（呼吸、停留、反
復）、連結線、圓滑線的學習。高年級增加至
6
8

、

、

、

、

拍子、a 小調、F 大調音階、降記號、常用力度記號、常用速度術

語等的認識。
本次音樂課程標準的「認譜」教材類別和「音感」教材類別之
間有很緊密的橫向聯繫。二者在教學內容上，依循兒童身心發展和
兒歌、民謠慣用的構成音來訂定。例如：節奏教學由 、

基本元

素開始，由該元素組織的節奏型所形成的行進、跑步、跳躍等的律
動感，貼近低年級兒童身體動作的發展。曲調教學由 La、Sol、Mi
開始，逐步導向五聲音階，符合本國兒歌、民謠的旋律特質（劉英
淑，1995：177）。這樣的組織進程和柯大宜教學法的理念有不謀
而合之處。
此外「認譜」和「音感」的進程也依照由聽覺至視覺、由具體
至抽象、由簡單至複雜的原則訂定。例如：五線譜教學首先由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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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辨別高低音，透過身體動作、具體實物或圖形表徵聲音的高
低，然後以圖譜、線條表示，最後呈現五線譜。這種引導兒童以身
體動作來體驗節奏的方式，與達克羅茲教學法和奧福教學法引導學
生透過肢體律動來感受音樂節奏的理念十分接近。
「演唱」教材類別，包括呼吸練習、發聲練習、演唱技能、以
及各種形式的歌曲配比和國內外歌曲配比。呼吸練習置於中高年
級，按照「認識及練習」、「加強」、「運用」的順序教學。發聲練
習也是放在中高年級教學，按照「輕聲歌唱」、「認識頭聲」、「
發展頭聲」、「應用頭聲」的進程循序漸進。演唱技能在各年級有
不同的教學重點：一年級著重節奏和音高；二年級著重發音和姿
勢；三年級學習起唱、換氣、圓滑、斷音；四年級強調力度、速
度、音程、變化音；五年級重視表情、儀態、和聲、音色；六年級
進入合唱音質、音色、音量、聲部的習唱。在歌曲形式配比方面，
低年級學習齊唱，三年級以上，加入二部輪唱及二部合唱。過去存
在的三部合唱教學則被刪除。在歌曲比例的規範方面，國內外歌曲
教學配比，一、二年級本國歌曲占 70 %，外國歌曲占 30 %；三年級
本國歌曲占 65 %，外國歌曲占 35 %。由此看出，國小音樂教學強調
先從本國歌曲的認識和演唱為基礎，培養兒童愛家、愛鄉、愛國的
情操，隨著年級的升高，逐漸增加外國歌曲的教學比例，以擴展愛
世界的情操。
「演奏」教材類別，訂定出應教學的樂器。低中年級以西洋
節奏樂器為主，包括響板、木魚、三角鐵、手搖鈴、大鼓、小鼓的
習奏；進入高年級，加上中國傳統打擊樂器的教學，包括堂鼓、梆
子、鐃、鈸、鑼等。曲調樂器的教學，只有三年級的直笛和五年級
的口風琴兩種樂器，比前次課程標準規定應教學的內容減少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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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教材類別，低年級著重節奏創作，透過語言、歌曲、
身體動作、節奏樂器等去探索、體驗各種不同的節奏變化。中年級
加入曲調創作，依簡短節奏唱奏新曲調、改變簡短曲調、即興演唱
等來進行曲調創作。高年級結合節奏和曲調，作歌曲問答遊戲、依
歌詞集體創作一段式或二段式曲調等方式的創作。這種教學進程安
排看得出具有達克羅茲、奧福教學法的理念。
「欣賞」教材類別與過去比較，有兩個不同之處。第一、取消
在其類別下細分「聲樂與器樂」和「音樂故事」，讓欣賞回歸以音
樂為主體。第二、加入本國傳統音樂，以相應總目標的第四條「輔
導兒童認識、欣賞並學習傳統音樂。」之具體實踐。在欣賞內容方
面，涵蓋了聲樂、器樂以及本國傳統音樂三個部分。聲樂欣賞包
括人聲音色、兒歌及童謠、民歌、獨唱及合唱。器樂欣賞有器樂合
奏、鍵盤樂器、節奏樂器、管樂器（小號、法國號、長笛、管、及管
樂合奏、弦樂器（小提琴及大提琴）、弦樂合奏、及管弦樂合奏、
歌劇等。本次修訂新加入本國傳統音樂，其內容有嗩吶及笛、南胡
及古箏、偶戲、歌仔戲、國劇等。此外，在教材綱要的附記中特別
註明，一年級之兒歌及童謠欣賞、二年級之民歌欣賞依學校之地緣
與學生族群背景就福佬、客家、原住民音樂中選學生較易認同之音
樂為主來欣賞，另加大陸各省之音樂一併欣賞（教育部，1993）。
「音樂」在歷次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中，一直都列為必修科目。
然而，音樂有時是獨立設科，從一年級至六年級一貫實施。有時分
為低年級和中高年級兩個階段，低年級採行「音樂」與「體育」合
併教學的「唱遊」，中高年級為「音樂」。自民國 57 年至民國 89
年（1968-2000），一共經過兩次「唱遊」、三次「音樂」課程標
準修訂。民國 57 年，為因應九年國教的推行，頒布「低年級唱遊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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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課程標準」和「中高年級音樂暫行課程標準」。有鑑於當時教育
改革的倉促，課程標準乃承襲民國 51 年的架構和內容，暫行實施，
待試行後再作修正。經過為期六年的課程實驗，民國 64 年頒布「低
年級唱遊課程標準」和「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該次修訂將教
材綱要的教學內容作了更為具體而有順序的組織，整體內容的分量
和難度較過去減輕。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距離民國
64 年之修訂，間隔長達 18 年。這期間社會發展經歷了極為劇烈的變
革。因此，課程標準修訂的程度比歷次的改變都要大。該次修訂廢
除過去存在將近五十年的兩段式（低年級「唱遊」和中高年級「音
樂」）音樂課程，將音樂由一年級至六年級連貫實施。課程目標強
調音樂的感覺和體驗應先於認知的理解，注重音樂與生活的結合，
重視本國音樂的學習並擴展至世界其他國家音樂文化的認識，進
而培養愛家、愛鄉、愛國和愛世界的情操。教材綱要方面，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將過去「基本練習」、「表現」、「欣
賞」三個類別再細分多個教學要項的做法，修訂為「音感」、「認
譜」、「演唱」、「演奏」、「創作」、「欣賞」六個類別。各類別本
身的內容，從一至六年級，具備縱向發展的連貫性，而彼此之間也
展現橫向關係的聯繫性。另一個新的面貌是，在音樂課程標準中加
入國際著名教學法的理念與作法，為臺灣國民小學音樂教學之教材
與教法注入改革與創新的活力。

第三節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前，中學課程標準包含初級中學和高
級中學兩階段的課程內容，民國 51 年（1962）修訂之「中學課程
標準」，其特點含：初中和高中教育目標分別規定、刪減初中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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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力求各級學校課程之銜接、充實「音樂」、「體育」、「工
藝」、「美術」等科的教材內容，為民國 57 年（1968）的國中課程標
準修訂工作提供完善的準備。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受威權計畫時期
教育思潮的影響，仍以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為主，開始加入生活教
育、科學教育、和以經濟層面為考量的職業教育（楊智穎、歐用生，
2012）。新訂「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首次在國三增列選修時數和
選修科目。1968 年至 2011 年期間，國中課程標準∕綱要經過民國 57
年、61 年（1972）、72 年（1983）、83 年（1994）、89 年（2000）、
92 年（2003）、97 年（2008）等七次修訂。下列將各時期之國民中學
音樂課程標準依修訂背景、課程目標、時間分配和教材大綱∕綱要分
別討論，至於新增的選修音樂課程則在課程目標之後，簡要說明教學
時數及選修科目，相關實施方法請參酌第十一章〈音樂班的發展與沿
革（二）〉。

一、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
（一）修訂背景
1967 年先總統 蔣公指示我國義務教育應由六年延長為九年，自
此我國國民教育進入新的里程碑。1968 年 1 月公告「九年國民教育
實施條例」，依此條例的第二條，國民教育分二段：前六年為國民
小學；後三年為國民中學，因此「國民學校」改為「國民小學」、「
初級中學」改為「國民中學」。國民教育課程採九年一貫制，修訂
的特色含：（1）加強民族精神教育；（2）加強生活教育；（3）
注重國語文教學；（4）國民中小學課程採取九年一貫之精神，尤
其是數學科、自然學科及社會學科，教材均採九年一貫之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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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重科學教育；（6）減少外國語（英語）之教學時間與教材分
量，在國三加列選修時間，以配合學生個別之需要；（7）注重職
業教育；（8）增設「健康教育」、「職業簡介」、「指導活動」三
科；（9）合併「理化」和「博物」為「自然科學」，取消「生理及
衛生」將相關教材併入「健康教育」科目；（10）教學時數方面，
雖然國小已經減少，週六下午不排課，但是國中則因增設職業選科
及「指導活動」，時數因此略增。其次，國民中學各科教科書，全
部改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以精編精印為原則（教育部中等教
育司，1972）。民國 57 年 1 月同時頒布「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
和「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這兩套暫行課程標準的修訂期大約
四個月，是歷年課程標準修訂最倉促的一次。暫行課程標準頒布
後，隨即著手編輯教科書，並指定 72 所國中進行實驗研究，實驗結
果做為民國 61 年（1972）年頒布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正參考。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共修訂 4 次，第二
次修訂於民國 61 年頒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主要是暫行課程標
準逐年經過實驗、試教後，針對缺失，全面檢討並修訂內容，重點
有：（1）注重四育均衡發展；（2）刪除「職業簡介」科目、「工
藝」（男生）和「家事」（女生）合併為「工藝或家政」，男女生
可自由選習。「童子軍訓練」改為「童軍訓練」；（3）調整教學
時數：外國語（英語）三年級改為選修，「健康教育」改為一年級
每週 2 小時，「音樂」、「美術」一年級改為每週 1 小時等（教育
部，1972）。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 72 年（1983）頒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主要配合民國 68 年（1979）公布之「國民教育法」，其中第一條揭
示國民教育的宗旨「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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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民為宗旨」，首次將美育納入課程目標。此外因應社會變遷和
科學知識的進步，重新審視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 15 年後國中課
程、教材和教法。第四次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在民國 74 年，
主要修訂「英語」、「數學」、「自然科學」三科之內容，音樂科
內容沒有修訂，因此本章省略民國 74 年之「國中音樂課程標準」。

（二）課程目標
1. 民國 57 年「國民中學音樂暫行課程標準」
此時期的國家發展以「反共復國」為目標，在威權計畫
時期（1968-1988）的教育思潮影響之下，九年國民義務教
育除了加強反共意識型態，也加強民族教育（楊智穎、歐用
生，2012）。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之總綱目標和音樂課程目標
充分顯示此思潮的影響。
民國 57 年之「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授課時數
國一每週 2 小時，國二、國三每週 1 小時（每小時為 50 分
3

鐘）， 延續民國 51 年之規定，總綱目標指示：「國民中學
的教育目標，在於繼續國民小學之基本教育，發展青年身
心，陶融公民道德，灌輸民族文化，培育科學精神，實施職
業陶冶，充實生活知能，以奠定其學習專業技能或繼續升學
之基礎，並養成忠勇愛國之健全國民」（教育部，1968b：
1）。「國民中學音樂暫行課程標準」之課程目標承襲民國 51

3

國中各科授課時數依據民國 57 年「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之總綱「國民中小學
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數表」之附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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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內容，強調音樂學科本質音樂情意的構面，並配合總綱
目標增列民族音樂的學習，其中第三條即是呼應總綱的教
育目標「灌輸民族文化」。音樂課程目標如下（教育部，
1968b：145）：
（1）培養學生唱歌與演奏樂器之技能及創作音樂之興趣。
（2）增進學生音樂基本知識，使有讀譜能力。
（3）輔導學生體認民族音樂之內容（包含傳統的及創新的）
。
（4）給予學生欣賞高尚音樂之興趣，以激發愛好音樂之
興趣，並提高其欣賞能力。
（5）養成學生快樂活潑奮發進取之精神，樂群合作忠勇愛
國之情操。

2. 民國 61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61 年頒布正式課程標準，授課時數修改為國一、
國二、國三均為每週 1 小時。音樂課程目標和民國 57 年的課
程標準極為相近，僅將目標第二條的用詞，「讀譜能力」改
為「視譜能力」。

3. 民國 72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72 年修訂的「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授課時
數延續民國 61 年之規定，國一至國三，每週 1 小時。本次修
訂依據 1979 年之「國民教育法」，將美育納入教育宗旨，
總綱目標第九條明示：「培養審美能力，陶冶生活情趣，養
成樂觀進取的精神。」同時音樂課程目標也配合修訂：「目
標 5. 涵養審美能力，陶冶生活情趣，養成學生快樂活潑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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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進取之精神，及樂群合作、忠勇愛國之情操」，其中「涵
養審美能力，陶冶生活情趣」，即為呼應總綱目標和美育的
重視。此外，民國 61 年曾將目標第二條的用詞，「讀譜能
力」改為「視譜能力」，在本次修訂時，「視譜能力」用
詞，又改回「讀譜能力」。
九年國教時期修訂的國中課程標準包含教學科目及選修
科目，選修科目教學時數酌留彈性。民國 57 年「國民中學音
4

樂暫行課程標準」的音樂選修 列在國三，每週 2 小時，教材
大綱分成「樂理」、「視唱」、「聽寫」、「欣賞」、「器
樂」五項類別，列出簡要課程內容（教育部，1968b）。民
國 61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的音樂選修同樣安排在國
三，授課時數每週 2-3 小時，教材類別修訂為「樂理」、「
視唱聽寫」、「欣賞」、「聲樂」與「器樂」，內容稍微增
加。民國 72 年課程標準增加音樂選修的時數，第二學年每
週 2 小時、第三學年每週 3 小時，並首度提供完整選修音樂
科目的課程標準，教材類別改為「理論」、「技能」、「欣
賞」三項，各項類別再細分理論含和聲學、對位法、曲式學
和創作等。三大項目各有時間分配，如：理論項目占 20 %、
技能項目占 60 %、欣賞項目占 20 %，強調選修科目以技能
為主。雖然國中課程設置多元的音樂選修科目，但面對升學
壓力，加上選修科目師資沒有編制，導致國中音樂選修課程
無法落實。

4

音樂選修課程原是為有音樂天賦的學生設計，民國 57 年首次規劃教材大綱，之後
每一次修訂的音樂選修課科目逐次增加。教材內容愈來愈完整，科目也很多元。
不過在升學導向的氛圍下，國中選修課程無法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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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綱要
1. 民國 57 年「國民中學暫行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57 年「國民中學暫行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大綱
大部分承襲民國 51 年之內容，並未因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
育而改變。教材大綱分成「樂理」、「歌曲」、「基本練
習」和「欣賞」4 項類別，共含三學年之教材內容，除「欣
賞」類別外，其他 3 項類別再將每學年分成兩學期分述內
容，以區隔教材的難度，各項類別的教材鉅細靡遺，相當繁
瑣。較為特殊的是在教材大綱後的附錄，提供一份各學年教
材重點一覽表，簡潔扼要，反而清楚。
「樂理」教材類別之各學年進度分成兩學期羅列，內容
包括調子、節奏、拍子、音程和其他教學內容。調性包含大
小調、五聲音階及七聲音階、轉調及三和絃的認識等；節奏
含單拍子各種音符、休止符、三連音符、切分音等，並標示
混合應用各種節奏，以求熟練；拍子含單拍子和複拍子；音
程含度數的認識、變化音程和音程轉位等練習。「其他」項
目則含與歌曲有關之常用術語和記號。整體而言，「樂理」
教材大綱幾乎涵蓋基礎樂理的全部，分量和難度都相當高。
「歌曲」教材類別含共同歌曲及一般歌曲，共同歌曲由
國立編譯館審選公布，符合音樂課程目標的「培養忠勇愛國
的情操」和「認識傳統和創新的民族音樂」，顯示音樂課程
充分配合國家政策。一般歌曲含齊唱、獨唱、輪唱、卡農、
二部合唱、三部合唱和簡易四部合唱，沒有規定各種演唱
型態的比例。教材大綱標示「歌曲」的調性應配合樂理的進
度，此時已注重教材的橫向聯繫，並提示歌詞內容應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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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發展取得聯繫，顯示已注意學生的心智成長和教材的關
聯，都是很好的思維。
「基本練習」教材類別含高音譜表、低音譜表和大譜
表的練習；發聲法的指導；和聲感的聽音練習；視唱練習及
擊拍練習。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創作尚未成為獨立的教材類
別，但是教材內容，如：用填空法練習創作局部曲調（第一
學年）、用模仿曲調法或改變曲調法練習完整曲調（第二學
年）、用歌詞配作曲調法練習創作簡易歌曲（第三學年），
已顯示循序漸進的教學。樂器教學也出現在「基本練習」的
教材大綱，唯一標示的是鍵盤樂器的學習。
「欣賞」類別的描述十分簡要，這是唯一沒有劃分學期
進度的類別。內容含聽辨樂曲中的音樂元素、聽辨標題音樂
所表現的事物與情景，聽辨獨唱（奏）、重唱（奏）、合唱（
奏）等之不同效果，明瞭樂器的種類及其音色，聽辨大調與
小調之調性及曲趣之差異，聽辨主調與伴奏之分別，傾聽人
聲與器樂配合的效果，傾聽不同時代、不同樂派之代表作
品，明瞭我國音樂發展之概況。顯示「欣賞」的學習內容也
注重和其他教材類別的連結，不過對於曲式、曲種和風格的
學習內容極少提示。

2. 民國 61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61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是經過實驗研究
修訂的正式綱要，教材大綱刪除暫行課程標準中一些較艱難
的內容，同時改進教材的邏輯性，以配合國一授課縮減一小
時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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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理」教材類別維持調子、節奏、拍子、音程和其他
等五項內容。修正「與歌曲有關之術語及記號」，並增加
「低音譜表及大譜表之認識」、「我國五聲音階及七聲音階
之認識」、「三和弦之認識」等。第三學年之樂理教材內容
較暫行課程標準簡化許多。
「歌曲」教材類別的第一項仍是共同歌曲及一般歌曲。
此次修訂將暫行課程標準中，音程和低音譜表的內容刪除，
包括「曲調之音程應以級進與小跳為主」、「除高音譜表
外，可加用低音譜表」、「音程可包含大跳」等教材。
「基本練習」教材類別將原列於暫行課程標準第一、二
學年之教材移至第三學年，並增列簡易的教材，如：調號寫
法、配合樂句創作曲調等項目。
「欣賞」教材類別在暫行課程標準的「明瞭樂器的種類
及其音色」增列包括中外樂器，並刪去聽辦樂曲中的音樂元
素、聽辦主題與伴奏之不同效果、傾聽人生與樂器配合之效
果等項目。

3. 民國 72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72 年之「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授課時數延續
前一次課程標準，第一、二、三學年每週均為 1 小時，「教
材綱要」則有大幅變動。首先將「教材大綱」更名為「教
材綱要」，教材類別擴充為「樂理」、「基本練習」、「歌
曲」、「樂器」、「創作」和「欣賞」等六項。不同於以往條
列式的呈現，民國 72 年首次改以表格呈現教材內容，並以
學年為單位。「歌曲」教材首次列出演唱型態的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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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以往的特選歌曲，改為補充歌曲。新增「樂器」和「創
作」類別，以落實音樂課程目標「培養學生演唱歌曲與演
奏樂器之技能，及創作音樂之興趣」（教育部，1983），「樂
器」和「創作」在民國 61 年的「教材大綱」是包含於「基本
練習」，教材內容有限。民國 72 年「教材綱要」加入「樂
器」和「創作」教學使音樂的「表現」學習更趨完善。明訂
各學年的學習樂器，成為本次音樂課程修訂的特色。
「樂理」教材類別仍延續民國 61 年的基礎樂理，不過
內容略微精簡，強化教材的學習順序。例如：音階的學習改
從「五聲音階的認識」開始，然後進入大小調的學習。而我
國的七聲音階則標示「初步認識」對於教材的難易度和順
序有所改進。原安排在第三學年的「低音譜表及大譜表之認
識」，本次修訂移前至第一學年。
「基本練習」教材類別主要延續民國 61 年的教材大綱
內容，新增音感練習的小項，更有效的呈現音感教學的內
容，第三學年新增對管弦樂器音色的認識。鍵盤樂器的學習
在本項教材類別仍然出現，可知也是延續前一次教材大綱內
容，不過鍵盤樂器的學習也包含在「樂器」教材類別，內容
似乎是重複。
「歌曲」教材類別將歌曲分成三區塊，共同歌曲、一般
歌曲及補充歌曲。首次增列各類演唱型態的比例，比例依各
學年調整，例如：第一學年的齊唱曲占 40 %，第二、三學年
調降為 20 %。第一學年的合唱曲標示二部合唱曲占 20 %，
第二、三學年維持二部合唱曲 20 %，第二學年增列三部合唱
曲 10 %、第三學年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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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為新增教材類別，首次標示各學年的共同樂
器，國一以直笛習奏為主，加上節奏樂器；國二吉他習奏，
國三強調認識南胡與其他國樂器。第一學年的內容還包含節
奏樂器和鍵盤樂器的練習。
「創作」教材類別也是首次增加的項目，呈現循序漸進
的教學內容，從節奏模仿與創作開始，並包含「製作曲調樂
器（與工藝科配合），吟唱簡短詩詞（與國文科配合）」，
已經顯示統整學科的概念。
「欣賞」教材類別首次標示曲式的學習。教材內容包
含認識中西樂器、欣賞我國傳統名曲與近代作品，以呼應
課程目標第四條「輔導學生體認傳統及創新的民族音樂之
內容」。

二、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
（一）修訂背景
1987 年 7 月解除戒嚴後，社會變遷十分迅速，一連串的政治改
革，使得社會更開放，文化更多元化，思想也更自由，其中教育改
革的聲浪，尤其殷切。解嚴前，舉凡教育經費編列、入學方式、學
校體制、課程規劃、教科書編輯等事項，都由中央政府統籌管理，
地方一體施行，少有彈性。解嚴後，體制外的團體對於教育的政
策法令、學校的行政運作、課程中的意識型態，以及教科書制度
等，積極要求改革。此階段對中小學教育影響最大的當屬 1994 年
的「四一○教改大遊行」，學者結合民間關心教育的大眾，在聲明
書提出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及制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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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基本法」等四大訴求，帶給政府必須推動教育改革的強大壓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3）。教育部因應解嚴，繼 1989 年元月開
始修訂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同年 8 月成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總綱修
訂小組」，後續成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工作推動小組」、「國
民中學課程標準編輯審查小組」和「國民中學各科課程標準修訂小
組」，積極展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工作。此次課程標準修訂係
以塑造具有未來意識和環球意識之「21 世紀的健全國民」為最高
教育理想，以應時代之潮流，兼顧社會變遷之需要與教育之發展。
課程修訂的特色含：加強生活教育與品德教育；開設「認識臺灣」
課程以落實鄉土教育之實施；增加「音樂」、「美術」授課節數及
新增「鄉土藝術活動」課程，以充實藝術教育的內涵；設置選修科
目（含藝能學科）以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增加學校排課之彈性與
自主性等（教育部，1994）。自此我國的教育進入改革時期，呈現
市場化教育、本土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人文主義教育的趨勢。

（二）課程目標
民國 83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83 年（1994）修訂的「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授課時
數第一學年每週 2 節，第二、三學年每週 1 節。歷年國中音樂課程標
準只有民國 57 年音樂授課時數是每週 2 節，當時每節課是 50 分鐘，
每週共 100 分鐘，而本次修訂每節授課時間首次縮短為 45 分鐘，
每週共 90 分鐘，國中每節課時間自此開始改為 45 分鐘。民國 83
年「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之總綱目標強調依序培養德、智、體、
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目標內容從原來的段落，改為條列式，並
將目標內容整併為五項。「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呼應總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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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將「啟發學生熱愛音樂的興趣和愛家、愛鄉、愛國、愛世界的情
操」首次移至目標第一條。目標第三條「提升藝術休閒文化」呼應
總綱目標的「培養從事正當休閒活動的知能」；目標第五條「肯定
生命的意義」則呼應總綱目標的「培養熱愛生命的態度」，顯示音
樂課程標準之目標和總綱之目標緊密結合。此次音樂課程目標以達
成「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為修訂原則（教育部，1994），音
樂課程標準之目標如下（教育部，1994：355）：
（1）啟發學生熱愛音樂的興趣；激發愛家、愛鄉、愛國、愛世
界的情操。
（2）培養學生音樂的基本知能，增進欣賞的能力
（3）輔導學生參與各種音樂再現的興趣，提升藝術休閒文化。
（4）養成修己、善群的涵養，增進群體和諧的美德。
（5）從直觀的美感經驗，肯定生命的意義，提升人生價值。
本次修訂在音樂選修科目的目標訂為音樂必修課程之加深與
加廣，以奠定日後進修與應用之根基。時間分配調整為：第二學年
每週為 1 至 2 節、第三學年每週為 2 節。教材綱要分成「合唱」、「
直笛」、「音樂欣賞」、「管樂」、「傳統及地方音樂」、和「其
他」六類。新增「傳統及地方音樂」類，以喚起對鄉土音樂的重
視。此次修訂強調設置選修課程以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並增設選
修科目之修訂小組，音樂選修科目和音樂必修的修訂小組規模相
當，可見修訂委員會組織之龐大（教育部，1994）。

（三）教材綱要
民國 83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教材綱要維持「樂理」、
「基本練習」、「歌曲」、「樂器」、「創作」和「欣賞」六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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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國一的授課時數增為每週 2 節，但是教材分量並沒有增加，反
而刪除一些艱難的樂理知識，降低「樂理」教材的難度。教材綱要
的版面和民國 72 年相近，教材順序比前一次課程標準更重視循序漸
進的原則，整體內容較為精簡。
「樂理」教材類別明顯簡化，將五聲音階的認識從第一學年移
至第三學年，刪除前一次課程標準中的七聲音階。教材同時刪除低音
譜表的內容，並首次在音樂課程中明示「了解簡譜與五線譜之相互運
用」。從前一次課程標準中保留下來的內容，陳述的文字也較簡化。
「基本練習」教材類別首次歸類為發聲練習、音感練習、視唱
練習、節奏練習、指揮練習、聽音記譜練習等六項，內容依學年逐
步增加難度，有多項練習並註明「配合單元歌曲」，指揮練習為新
增內容，顯示「基本練習」是為其他音樂教材的先備學習。
「歌曲」教材類別的變動十分明顯，其中第二學年和第三學年
的齊唱曲都有註記，編列 3-4 首附簡譜記譜的歌曲，是一項突破。
簡譜納入學校音樂課程是空前的改變，因為歷年的音樂課程都強調
五線譜教學，禁止簡譜，在音樂課程標準的實施方法中常見：「曲
譜必須完全採用五線譜，絕對不得用簡譜……」（教育部，1962：
159，1968b：153，1972：184）。「歌曲」持續保留共同歌曲，並
特別註明每學年必需背唱之共同歌曲數量，歌曲之類型刪除民國 72
年課程標準中的獨唱曲、輪唱曲與卡農曲 3 類，僅保留各類歌曲之
百分比，不過大幅提高齊唱曲的比例為每學年為 70 %，顯示歌曲的
教唱以齊唱為主。「歌曲」部分沒有提示納入鄉土歌謠，但是課本
編選原則的最後一條提示「配合各地區實際需要，可酌選適當之鄉
土歌謠作為補充教材」。共同歌曲包含國語、福佬、客家和原住民
的歌謠，可知本土歌謠已經納入選曲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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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教材類別以直笛教學為主，並指定中音直笛，取代民
國 72 年課程標準之吉他和二胡等樂器的教學，鍵盤樂器部分則保
留。「創作」教材類別部分有簡化的趨勢，第一學年以節奏創作為
主，第二、三學年則進階為曲調創作。配合直笛教學，首次在「欣
賞」教材列入直笛家族的認識，本國鄉土歌謠及戲曲音樂、傳統戲
曲等（教育部，1994；賴宜玟，2007）。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總共修訂4次，
其中民國 74 年的版本僅針對「英語」、「數學」、「自然科學」三
科之內容，因此本文音樂課程標準的討論僅限於前三次修訂內容。
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的課程標準只修訂一次，也就是民國 83 年「國
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歷次的修訂都有其獨特性，但也維持許多
的共通性。就課程目標而言，除了音樂學科的認知、技能、情意的
學習面向外，也配合國家教育政策和課程標準總綱之目標，包含培
養忠勇愛國精神，涵養審美情操等內容。其中適逢 1979 年公布「國
民教育法」，首次將美育納入課程目標。此外 1987 年解嚴，對於課
程標準的影響深遠，不但進入教育鬆綁的時代，課程目標也開始重
視生活化和藝術化的學習目標。教學時數大都維持不變，每週 1 小
時或 1 節課，僅在民國 57 年和 83 年修訂的音樂課程標準，將國中
一年級的授課時數修訂為每週 2 節。教材綱要的類別從民國 57 年的
4 項：「樂理」、「歌曲」、「基本練習」和「欣賞」至民國 72 年
擴充為「樂理」、「基本練習」、「歌曲」、「樂器」、「創作」
和「欣賞」等 6 項類別。雖然教材綱要的類別擴增，但是教材難度
卻逐步降低，教材的分量也逐漸減少，以樂理和基本練習內容最為
明顯，以符合實際教學的需求。整體而言，教材綱要內容的呈現更
加具體、具有循序漸進的組織，分量和難度都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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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音樂課程目標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受威權計畫時期教育思
潮影響，此時期修訂的課程標準，目標都強調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
課程標準總綱目標出現相應的目標「強化民族精神教育做為國家教育
政策」，國小和國中音樂課程標準目標包含「學習民族音樂的內容，
包含傳統的與創新的」（唱遊課程標準有音樂認知、技能、情意的目
標，但無民族音樂的教學目標）。音樂（包括唱遊）課程標準的另一
課程目標「培養忠勇愛國精神，涵養審美情操」，同樣受此時期的教
育思潮影響。教育法令的方向也是影響課程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例
如：1979 年公布之「國民教育法」將美育納入教育宗旨，致使美感能
力的培養和實踐列為民國 72 年國中音樂課程總目標第五條目標和民
國 82 年國小音樂課程總目標第四條目標，得以落實五育並重的教育目
標。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受到改革開放時期的教育思潮影響，強調本
土化和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民國 82 年國小音樂課程總目標第二條，
以傳統音樂取代民族音樂，顯示音樂教學重視本土化。國小和國中的
音樂課程目標都強調啟發和培養學生愛家、愛鄉、愛國、愛世界的情
操，也顯示多元文化的教育觀。
授課時數方面，民國 57 年、64 年國小唱遊每一節 30 分鐘，每週 6
節，音樂教學每週至少授課 90 分鐘。國小音樂和國中音樂授課節數幾
乎是維持不變，但是每節課的長短則有些許變動，例如：民國 57 年的
修訂，國小每節課為 30 分鐘，每週 3 節課，而 64 年的修訂調整為每節
課 40 分鐘，每週兩節課。國中每節課原為 50 分鐘，直到民國 83 年的
修訂，才調整每節課為 45 分鐘。國中音樂以每週 1 節課最為常見，僅
有兩次例外，民國 57 年和 83 年的修訂，國一都列每週兩節課，但是
實施時間都不長，又回到原來的每週 1 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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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綱要∕大綱方面，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國小和國中的
標示及敘寫方式並不一致。直到民國 72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將「教材大綱」更名為「教材綱要」，採用表格，並以學年為單位列
出教材內容，格式依循 64 年「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使
得國中和國小的版面逐漸趨向一致。實施九年國教前期的課程標準，
中小學音樂教材類別的分項較少，當時有些教材類別的實踐不易，或
尚未受重視，例如：演奏和創作。雖然演奏和創作的類別早期沒有獨
立列出，但是教材綱要仍含有此兩類的教材，只是分量很少，附著於
其他教材類別。中小學音樂教材類別逐漸發展橫向的連貫，例如：音
感、認譜、演唱、演奏、創作、欣賞（國小，1993 年）；樂理、基本
練習、歌曲、樂器、創作、欣賞（國中，1983 年），連貫的教材類別
有助於循序漸進的課程發展。雖然 1968 年當義務教育由六年延長為
九年時，強調課程編制採九年一貫的精神，由於學制上國中和國小劃
分成兩階段，課程標準∕綱要由不同的研修小組負責，通常是各自發
展，彼此聯繫薄弱，且非同步進行，因此容易造成教材的不連貫，難
易不均現象。
整體而言，國小和國中的音樂課程標準在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
期（1968-1986）平順的發展，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雖
然只有一次的修訂歷程，但是修訂幅度很大，可惜未有充分落實的機
會，又進入下一波的教改和課程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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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音樂課程標準

綱要的發展與沿革（二）

第四章延續第三章〈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的發展與沿革（一）〉
的內容，討論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和高中兩個階段的音樂課程。
兩個階段的文本分析，仍依據第一章「緒論」所提示的中小學音樂課
程變革時期敘寫。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
與人文課程綱要」、第二節「普通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綱要」和
第三節「小結」。內容的探討以「課程目標」、「時間分配」和「教
材綱要」為主，排除「實施方法」的內容，以勾勒出各階段音樂課程
的發展脈絡和變動。本章討論之音樂選修科目，僅簡要提及高中音樂
課程標準∕綱要的科目和時間分配，省略教材綱要的內容。

第一節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
綱要

因應解嚴後的教育鬆綁，教育部於民國 82 年（1993）公布「國民
小學課程標準」，並自1996 年起從一年級開始逐年實施；民國 83 年（
1994）公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並自 1997 年起逐年實施。相較
於之前（1975、1983）頒行的國小、國中課程標準，新頒布的課程標
準確實已做了不少改進，不過仍然無法滿足社會大眾的期望，學校課
程經常面臨或是一再重複出現有關範圍、結構、適切性、連續性與一
致性的問題或議題（游家政，2004）。教育部為回應民間對教育改革
的殷切盼望，在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1994 年 6 月）之後，於行政院
正式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針對臺灣教育現況進行全面的檢
討，並提出教育改革的應行方向與具體方案，作為教育部推動教育政
策的重要參考。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於 1996 年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
報告書」，揭示教育改革的五大方向：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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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及建立終身學習社會，成為臺灣教育改革
的最高指導原則，影響甚為深遠。為落實「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的建議，教育部於 1998 年擬定五年的「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積極推
動新世紀的教育改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3）。新世紀教育革新
時期（2000 迄今）說明如下：

一、修訂背景
「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來臨與世界各國之教改脈動，政府必須致力
教育改革，期以整體提升國民之素養及國家競爭力。」是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修訂的緣起（教育部，2000：1），教育部依據 1998 年
「教育改革行動方案」進行國民教育階段之課程與教學革新。民國
89 年（2000）「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之總綱明示本
次修訂之主要背景（教育部，2000：1）：
1. 國家發展的需求
盱衡世界發展情勢，國際社會已然成形，因而必須積極進
行教育改革，以激發個人潛能、促進社會進步、提高國家競爭
力。由於課程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故須不斷檢討改進，方
能創造更優質的學校文化與教育成果，促進國家發展。
2. 對社會期待的回應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學校教育改革的期許頗為殷切，行政院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有關促
進中小學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改革課程與教學、提早學
習英語、協助學生具有基本學力等建議，適為民意的反映，故
在國民教育的改革行動中，必須進行新觀念的課程改革，以滿
足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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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前一時期（1993 年、1994 年）修訂的課程標準尚未
實施滿一個循環時，隨即於 1997 年啟動新一波課程改革，並於民
國 87 年（1998）9 月完成「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和進行試辦工作，民國 89 年頒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
要」。新課程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將原有的國小課
程 11 科和國中課程 23 科整合成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社會、藝
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領域，強調統整
課程、協同教學、學校本位課程，讓學校有發展課程的自主權。除
2000 年頒布的暫行綱要外，至本書涵蓋的年限（2011），九年一貫
課程還包含民國 92 年（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和
民國 97 年（2008）修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共計 3
次修訂。此時期的課程綱要包含國小 6 年和國中 3 年的課程內容，
因此第一節將國小和國中課程一併討論。
此時期的教改受到反思與重建時期教育思潮的影響，除了延
續改革開放時期的市場化教育、本土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人文
主義教育的改革外，孕育出新的後現代教育思潮、全球化教育思
潮、社會重建主義教育思潮等（楊智穎、歐用生，2012）。而九年
一貫課程的實施即清楚呈現「解構」、「去中心化」、「多元文化
主義」及「反知」的色彩（陳伯璋，2001）。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統整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三類藝術，其中表演藝術為新增藝
術內容，主要依據「藝術教育法」的藝術教育類別包含「表演藝術
教育」而加入課程，此外中小學的「美術科」改稱「視覺藝術」也
是依據「藝術教育法」的藝術教育類別而改名（呂燕卿等，1999；
張曉華，2007）。暫行綱要（2000）的教材編選提示「表演包含觀
察、想像、模仿、創意等肢體與聲音的表達、聯想創意、戲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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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等（教育部，2000）」，因此暫行綱要實施時，表演藝術就以戲
劇為核心科目。2003 年課程綱要的教材編選修訂為「表演藝術包
含肢體與聲音的表達與藝術展演等範疇（教育部，2003）」，2008
年更增列基本學習內容「表演藝術包含表演知識、聲音與肢體的表
達、創作、展演與賞析等範疇」（教育部，2008），明確指出表
演藝術的教材內容包含戲劇與舞蹈兩大元素。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
由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的學者專家和現職教師共同研修，自
此，音樂課程的修訂不再單獨進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
行綱要」於 2001 年 9 月自國小一年級、四年級開始實施，經過 4 年
全面取代 1993 年和 1994 年之國小和國中課程標準。
2008 年進行課程綱要的微調，修訂重點含：（1）課程目標、
分段能力指標以不動為原則。修訂實施要點，尤其課程設計、教學
方法與教學評量；（2）增列「教材內容」；（3）教材內容以表現
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四大面向；（4）
檢討自 1988-2008 年間臺灣國民中小學藝術課程之實施困境，做為
微調及啟動基礎研究參考（呂燕卿，2008）。新課綱於 100 學年度
（2011 年 8 月起）實施至今，下列分別討論 3 次藝術與人文課程綱
要的演變。由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架構和以往頒布的課程標準不
同，本文僅節錄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程目標」和「分段能力指
標」進行討論，至於「學習節數」則參考總綱「實施要點」有關學
習節數的內容。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分成四階段，第一學習階段為
一、二年級，該學習階段的藝術與人文、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學
習領域統合為「生活課程」，因此本文討論的藝術與人文課程意指
三年級至九年級，第二、第三和第四學習階段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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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
課程綱要的內容含課程目標和授課時數，呈現方式和歷年課程標
準的時間分配完全不同。由於學習領域強調統整，因此只列領域學習
節數，且各階段的學習節數不一，包括「領域學習節數」與「彈性學
習節數」兩部分。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國小至國中各年級每週學習節數分配表
節 數

學習總節數

領域學習節數

彈性學習節數

一

22 - 24

20

2-4

二

22 - 24

20

2-4

三

28 - 31

25

3-6

四

28 - 31

25

3-6

五

30 - 33

27

3-6

六

30 - 33

27

3-6

七

32 - 34

28

4-6

八

32 - 34

28

4-6

九

33 - 35

30

3-5

年 級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0，2003，2008）。

依規定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可占「領域學習節數之 10 %- 15 %」，
各校學習節數的安排可以有彈性，若是依據總綱的比例計算，則三、

163

164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四年級每週可安排 2.5-3.75 節，五、六年級每週可安排 2.7-4.05 節，
七、八年級每週可安排 2.8-4.2 節，九年級每週可安排 3.0-4.5 節。國小
藝術與人文課程每週以 3-4 節為普遍，而國中每週以 3 節為普遍，換言
之，中小學音樂課以每週安排 1 節最為普遍，有些學校也利用彈性學
習節數安排藝術與人文課程內容。綜觀之，音樂學習的安排在第二至
第四學習階段每節上課時間維持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和 83
年「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的規定，授課時間分別為 40 分鐘和 45 分鐘。
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沒有提示七至九年級之選修課程內容及節
數，僅在「伍、學習領域」提示，除必修課程外，各學習領域，得依
學生性向、社區需求及學校發展特色，彈性提供選修課程（教育部，
2000，2003，2008）。

（一）民國 89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藝術
與人文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課程目標與傳統音樂或美術課程的目標
寫法差異很大。民國 89 年暫行綱要（簡稱 89 暫綱）的課程目標：探
索與創作、審美與思辨、文化與理解，首次以藝術行為作為課程目
標的構面，強調藝術學習技能與價值，並呼應總綱以能力為導向的
九年一貫課程目標。本領域課程目標的3個構面為課程主軸，發展
藝術學習的分段能力指標，做為課程設計和教材編寫的內容依據，
課程目標如下（教育部，2000：20）：
1. 探索與創作：使每位學生能自我探索，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
係，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創作，以豐富
生活與心靈。
2. 審美與思辨：使每位學生能透過審美活動，體認各種藝術的
價值，珍視藝術文物與作品，提昇生活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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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與理解：使每位學生能了解藝術的文化脈絡及其風格，
熱忱參與多元文化的藝術活動，擴展藝術的視
野，增進彼此的尊重與了解。

（二）民國 9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
文學習領域」
民國 92 年（2003）根據全國試辦（2001 年 8 月- 2002 年 8 月）
的結果及領域小組執行成效，修訂暫行綱要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簡稱 92 課綱），其中藝術與人文領域是修訂幅度
較大的領域之一（呂燕卿、黃壬來，2002）。92 課綱除了課程目標
的修訂，尚有分段能力指標、實施要點等項的修訂。修正的理由：
「為配合學校本位課程理念，應以生活為中心，故課程綱要在課程
目標上，新增目標主軸『實踐與應用』並且統整目標主軸審美與思
辨、文化與理解為『審美與理解』，維持三項課程目標主軸」（呂
燕卿、黃壬來，2002：20）。92 課綱的課程目標如下（教育部，
2003：20）：
1. 探索與表現：使每位學生能自我探索，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
係，運用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表現，以豐富
生活與心靈。
2. 審美與理解：使每位學生能透過審美及文化活動，體認各種
藝術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珍視藝術文物
與作品，並熱忱參與多元文化的藝術活動。
3. 實踐與應用：使每位學生能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連，透過藝
術活動增強對環境的知覺；認識藝術行業，擴
展藝術的視野，尊重與了解藝術創作，並能身
體力行，實踐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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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
文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依據教育部核定的「國民中小學
課程綱要微調原則」進行微調，民國 97 年（2008）頒布的「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簡稱 97 課綱），為了藝術與人文課程
能夠與教學現場聚焦於正常化教學、教學能均衡視覺藝術、音樂及
表演藝術三方面教材內容，美感素養課程化，以及藝術教師專才專
用等面向而修訂（教育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輔導群，2008）。此
次修訂只調整課程目標和分段能力指標少部分文字，使文句順暢或
是為依照各領域統一用字。下列為 92 課綱和 97 課綱的課程目標對
照（如表 4-2 所示），其中探索與表現標的內容保留，審美與理
解，以及實踐與應用之修訂文字以粗體字加底線呈現，可了解修訂
的目的是使文句更加流暢和清晰。

表 4-2
92 課綱和 97 課綱之藝術與人文課程目標修正對照表
92 課 綱 課 程 目 標

97 課 綱 課 程 目 標

1. 探索與表現：使每位學生能自我探
索，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係，運用
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表現，以豐
富生活與心靈。

1. 探索與表現：使每位學生能自我探
索，覺知環境與個人的關係，運用
媒材與形式，從事藝術表現，以豐
富生活與心靈。

2. 審美與理解：使每位學生能透過審
美 與 鑑 賞 活 動， 體 認 各 種 藝 術 價
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並熱忱參
與多元文化的藝術活動。

2. 審美與理解：使每位學生能透過審
美 及 文 化 活 動， 體 認 各 種 藝 術 價
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珍視藝術
文物與作品，並熱忱參與多元文化
的藝術活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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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課 綱 課 程 目 標

97 課 綱 課 程 目 標

3. 實踐與應用：使每位學生能理解藝
術與生活的關連，透過藝術活動增
強對環境的知覺，認識多元藝術行
業、珍視藝術文物與作品、尊重與
了解藝術創作，並能身體力行實踐
於生活中。

3. 實踐與應用：使每位學生能了解藝
術與生活的關連，透過藝術活動增
強對環境的知覺；認識藝術行業，
擴 展 藝 術 的 視 野， 尊 重 與 了 解 藝
術創作，並能身體力行，實踐於生
活中。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08）。

三、分段能力指標
九年一貫課程有許多創舉，除了七大學習領域外，並打破國小六
年、國中三年的分段課程，強調九年課程的一貫性，以能力指標加強
連貫，減少課程的重複。各領域的課程內容以能力指標分階段敘寫，
取代傳統的教材綱要。分段能力指標一方面做為教科書業者編輯教科
書的依據，一方面提供學校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的指引，另一方面也
作為評鑑學習成效的標準（游家政，2004）。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
分段能力指標分成四階段，其中第一階段的藝術與人文、社會、自然
與生活科技三個學習領域統合為生活課程，另規劃生活課程之課程綱
要，藝術與人文第一階段能力指標僅供參考，對於生活課程的教學和
教材編輯並無實質效用。

（一）民國 89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藝術
與人文學習領域」
89 暫綱的能力指標是以各藝術類學科之基本元素以混合統整方
式敘寫。以音樂而言，它包括了基本能力（音感與認譜、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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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吹奏、歌唱、創作與鑑賞等（教育部，2000：29）。這些要素
在基本能力指標中雖然不單獨分項敘寫，但是仍然可看出音樂學
科的特質（如表 4-3 所示），以目標主軸二「審美與思辨」之「音
樂」各階段能力指標內容為例。

表 4-3
89 暫綱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目標主軸「審美與思辨」之「音樂」分段
能力指標
目 標 主 軸 二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1

體驗大自然及周遭環境的聲音，並描述自己的感受。

2-1-4

透過演唱和欣賞兒歌、童謠，培養愛好音樂的態度。

2-2-4

辨識人聲、樂器及音樂要素，並描述其特質。

2-2-5

欣賞同儕的音樂表演，表達自己感受及領會其成就。

2-2-6

培養日常生活中聆聽音樂的興趣，並表達自己選擇音樂
之原則。

2-3-4

使用音樂專門術語，描述樂曲的組織與特徵。

2-3-5

透過討論、分析、批判等方式，表達自己對樂曲的審美
經驗與見解。

2-3-6

參與音樂活動，養成專注聆聽的習慣，並能表達自己的
感受。

2-4-5

認識樂曲的曲式、配器、風格等特色，培養審美能力。

2-4-6

欣賞音樂史上不同時期作品，並能描述音樂所表達的情
感層面。

2-1-3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審 美 與 思 辨」（音 樂）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0：22）。

1

分段能力指標標號說明：在「a-b-c」的編號中，a 代表目標主軸序號；b 代表階段
序號，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二年級（融入生活課程），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年級，
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六年級，第四階段為國中一至三年級；c 代表流水號，依序為
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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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 9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
文學習領域」
92 課綱研修小組認為分段能力指標回歸學生才是課程綱要的
主體，落實各階段藝術學習之本質，以涵育人文為核心，生活為內
容，藝術目標能力為導向的原則，因此統整三類藝術之分段能力指
標內涵（呂燕卿、黃壬來，2002）。92 課綱的能力指標不再區分視
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而以藝術為整體。教師必須將能力指標
轉化成各科之教材內容，設計課程和教學活動，成為藝術與人文教
師的新挑戰。下列以「審美與理解」四個階段之能力指標為例（如
表 4-4 所示）。

表 4-4
92 課綱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目標主軸「審美與理解」之分段能力指標
目 標 主 軸 二
2-1-5

第一階段

2

「審 美 與 理 解」（以 藝 術 為 整 體）
接觸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建立初步的審美
經驗。

2-1-6

體驗各種色彩、圖像、聲音、旋律、姿態、表情動作的
美感，並表達出自己的感受。

2-1-7

參與社區藝術活動，認識自己生活環境的藝術文化，體
會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2-1-8

欣賞生活周遭與不同族群之藝術創作，感受多樣文化的
特質，並尊重藝術創作者的表達方式。
（續下頁）

2

分段能力指標標號如同註 1，不同處是能力指標不再區分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
術，而以藝術為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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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主 軸 二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 審 美 與 理 解」 （ 以 藝 術 為 整 體 ）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
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見解。

2-2-8

經由參與地方性藝文活動，了解自己社區、家鄉內的藝
術文化內涵。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鄉土文物或傳統藝術、生活藝術等藝
文資料，並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
藝術品的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
人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
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及文
化背景。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
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
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了解當代藝術生活
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的認知範圍。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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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暫綱和 92 課綱之課程目標和分段能力指標的修訂對照，如
表4-5 所示。

表 4-5
89 暫綱和 92 課綱藝術與人文領域之課程目標和分段能力指標修訂對
照表
項

目

課程目標

分段能力指標

暫

行

綱

要

正

式

綱

要

1. 探索與創作

1. 探索與表現

2. 審美與思辨

2. 審美與理解

3. 文化與理解

3. 實踐與應用

以「視覺藝術」第一階段至
第四階段、「音樂」第一階
段 至 第 四 階 段、「 表 演 藝
術」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之
目標主軸排序。

以學習階段之目標主軸一、
目標主軸二、目標主軸三排
序。

資料來源：呂燕卿、黃壬來（2002）。

（三）民國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
文學習領域」
97 課綱分段能力指標的修訂以不動為原則，僅在文字上稍做修
改，如「鄉土」改為「本土」、「了解」改為「了解」（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2008）。增列「教材內容」則是最大的變動，其
目的在協助全國擔任藝術與人文課程之教師、實務者、教材編輯者
與審查者，於課程設計或進行教學活動時，能有更具體的能力導向
與教材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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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係針對不同階段與不同的統整內涵（表現試探、基本
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提供參考與建議。教材內容
的四個面向源自：實施要點中所提示的教材範圍：「藝術與人文領
域教材應涵蓋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與其他綜合形式藝術等個
別或綜合性的鑑賞與創作，及其與歷史、文化的關係；評價、反思
與價值觀的建立；實踐和應用生活藝術及聯絡其他學科等範疇（教
育部，2008：31）」。此時 92 課綱強調之「主題統整」已鬆綁，
97 課綱開始重視各類藝術形式的本質和差異，因此教材內容以分科
敘寫，音樂之教材內容提供選擇性的音樂教學活動及內容。音樂之
教材內容依課綱的音樂基本學習內容要項含：音樂知識、音感、認
譜、歌唱、樂器演奏、創作、欣賞等範疇，並銜接高中音樂課程綱
要的教材類目：音感與認譜、即興與創作、演唱與演奏、感受與欣
賞分別敘述，強調音樂概念、多元的教材及音樂活動，並注意各階
段的次序性、邏輯性及連貫性。以表 4-6 為例，呈現歌唱、樂器演
奏項目（演唱與演奏）之內容，顯示教學內容從歌唱曲目、演唱型
態、樂器演奏內容、歌唱技巧等，隨各階段增加難度和複雜性，同
時提示可以進行的教學活動（如：頑固曲調伴唱、以模仿或視譜方
式），也有教材跨兩階段，持續進行（賴美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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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97 課綱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第一至第四階段之「音樂」教材內容進階
分析表
階段
範疇

歌唱類型及
演唱型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以不同型態演 以齊唱、輪唱、二 養 成 與 他
唱音域適合的 部合唱等方式，習 人共同唱奏
各種歌曲，如： 唱 不 同 文 化 風 格 時，相 互 聆
齊 唱、頑 固 曲 的歌曲
聽與協調的
調 伴 唱、異 曲 （音樂與歷史文化） 技能
同唱、輪唱
（音樂表現與
（音樂表現）
熟練與他人共同
（音樂表現與試探）
試探）
唱奏時，能融合音
色、配合力度
透過習唱簡
易兒童歌
曲與唸謠，
增加生活的
樂趣

（音樂表現）

樂器演奏

演唱歌曲
時，以節奏
樂器或身體
樂器進行節
奏伴奏
（音樂表現與
試探）

歌唱技巧

從事節奏樂器、
曲調樂器的個
人與團體習奏，
如： 高 音 直 笛
齊 奏、 直 笛 與
節奏樂器合奏

以模仿或視譜等
方式，演奏不同文
化風格的樂曲

以模仿或視
譜等方式，演
奏 不同文 化
（音樂與歷史文化） 風格的樂曲
（音樂表現）

（音樂表現與試探）

表現歌唱的呼 運 用 歌 唱 技 巧， 發展良好的
吸、頭 聲 共 鳴 如：呼吸、共鳴、 歌 唱 技 能，
與 發 音 技 能， 表情演唱歌曲
如： 呼 吸、
以及對歌曲曲 （音樂表現）
共鳴、表情、
調、節 奏 準 確
詮釋
度的掌握
（音樂表現）
（音樂表現與試探）

資料來源：賴美鈴（2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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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新增「教材內容」外，97 課綱最關鍵性的改變應屬「實施要
點」之修訂，包含下列三項（呂燕卿，2008：43-44）：
（1）可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特質或統整形式設
計教學。
（2）強調養成欣賞與鑑賞能力。教學目標增強「社會責任價
值」層面。
（3）「教學評量」強調突顯藝術與人文領域特質，在於確保教
學品質，提供嚴肅的學術評量與成就的衡量水準。
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是臺灣音樂課程發展史最巨大的
變革，從 87 年公布「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總綱綱要」至 92 年「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其間爭議不斷。
以「合科教學」或「分科教學」為例，九年一貫課程最初主張「學
習領域之實施應以統整、合科教學為原則」（教育部，1998），後來
考量到教師在教學專長上可能面臨實際困難，其後修改規定「學習
領域之實施應以統整、協同教學為原則」（教育部，2000）。不過推
動後仍引起國中教師的反彈，因此課程綱要又彈性調整規定「學習
領域之實施，應掌握統整之精神，並視學習內容之性質，實施協同
教學」（教育部，2003），顯示政策的不確定及政策規劃不周全。
此外能力指標過於抽象、艱澀、明細度不足也經常被教師所詬病，
難以落實課程意圖的實踐（黃嘉雄，2007）。2005 年的調查研究顯
示藝術與人文教師表示各階段能力指標的用字遣詞不夠具體，並建
議增列課程綱要之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各階段、各年級之教
材內容架構（姚世澤等，2005）。97 課綱增列「教材內容」充分回
應了教師的需求，藝術與人文課程實施以來，加入表演藝術課程和
跨科統整，使學校藝術課程呈現多元的面貌，而取材生活化，也使
學生體驗藝術在生活的重要性，進而提升學生的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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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綱要

1968 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高中尚未頒布新課程標準，
依照往例高中課程通常接續國中課程的修訂，因此高中仍然沿用民國
51 年（1962）「中學課程標準」的內容。直到民國 60 年（1971）才修
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以配合國民中學首屆畢業生，使高中和國
中的課程標準修訂有了銜接。

一、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
（一）修訂背景
首屆國民中學畢業生於 1971 年 9 月升入高級中學，「為使高級
中學與國民中學課程銜接，並因應當時需要，增進教學效果起見，
自 1970 年 7 月開始，進行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之修訂」（教育部，
1972），這是首次高中課程標準脫離「中學課程標準」，單獨進
行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於民國 60 年 2 月 1 日正式公布，並
於 60 學年度（1971 年 8 月）逐年實施，此次課程標準的修訂時程
相當短促。修訂的特色含：（1）銜接國民中學課程標準；（2）充
分發揮分化職能；（3）加強民族精神及民族道德教育；（4）增加
我國固有文化教材（例如：音樂科增列我國音階及調式簡介）；
（5）加強科學教育、重視聯課活動與指導活動；（6）調整教學
科目及各年級教學時數；（7）調整各科每週教學時數（教育部，
1972），此外科目類別中將「藝術」改稱「藝能科」。本次修訂強
調高中生之性向、能力及興趣已逐漸分化，特別加強分組，並調整
各科之授課時數及增加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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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高中課程標準共修訂兩次，第二次修
訂為配合 1979 年 5 月公布之「高級中學法」，於 1982 年 7 月至 1983
年 6 月進行修訂。總綱目標明示此次修訂為實現「高級中學法」第
一條「以發展青年身心並為研究高深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
宗旨」的規定，研擬總綱之目標（教育部，1983）。第二次修訂，
各科目的課程目標、課程編制、教學時數、教材內容，以及實施方
法等比歷次修訂幅度大，除重視民族精神，強調教材內容應適合學
生能力等。修訂的特色含：（1）五育並重，均衡發展；（2）課程
分化，有利升學（例如：增設音樂選修科目，學生可依其性向、興
趣、志願或需要選修適合自己的學科，學音樂者，可選音樂理論、
音樂創作、樂器合奏、音樂基礎訓練）；（3）編審教材，切合實
際；（4）發揚民族精神，健全公民道德；（5）重視科教，彈性選
修；（6）發展資訊，增列選科；（7）輔導評量，相互為用（教育
部，1983），此次修訂還特別重視輔導學生選修學科和運用評量的
重要性。

（二）課程目標
1. 民國 60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60 年（1971）公布「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授課時數為第一、二學年，每週1小時。課程目標大部分承
襲民國 51 年「中學課程標準」之「高中音樂課程標準」，
新增「創作音樂之樂趣」，此時教材大綱尚未增加創作類
別，但是為銜接民國 57 年國中音樂課程標準之目標第一
條：「培養學生唱歌與演奏樂器之技能及創作音樂之興
趣」，而增列創作的內涵。第四條：「輔導學生了解我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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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音樂之內容」亦為新增目標，此項目標銜接國小和國中之
3

課程目標， 同時配合民族精神及民族道德教育。「高級中
學音樂課程標準」之目標如下（教育部，1971：303）：
（1）增進學生唱歌與演奏樂器之技能及創作音樂之樂趣。
（2）增進學生音樂知識，以提高其欣賞能力。
（3）提供學生欣賞高尚音樂之機會，以養成愛好音樂之
習慣。
（4）輔導學生了解我國民族音樂之內容。
（5）陶鎔忠勇愛國之高尚情操，仁愛和平之優美德性。

2. 民國 72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72 年（1983）修訂之「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
準」，授課時數維持民國 60 年之規定，第一、二學年每週
1 小時。課程目標不僅配合「高級中學法」修訂，同時也配
合 1979 年 5 月公布之「國民教育法」，將美育列入國民教育
的宗旨，因此高中課程標準也增列美育的目標（例如：總綱
目標第五條：培養審美能力，陶鎔高尚情操，發揚固有文
化）。高中音樂課程標準也增列目標第五條：「增強欣賞音
樂能力，培養欣賞習慣，藉音樂藝術，充實精神生活與美化
人生」強調美育的功能，並將「陶冶忠勇愛國之高尚情操，
激發人類博愛和平之優良德性」調整為目標第一條，以凸顯

3

民國 57 年國小中高年級音樂暫行課程標準，課程目標第 4 條：「輔導兒童體驗民
族音樂之內容」，國中暫行音樂課程標準，課程目標第 3 條：「輔導兒童體認民
族音樂之內容」，都是加強民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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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民族精神，健全公民道德的重要性。民國72年音樂課程
標準除新增目標第五條之外，其餘目標大致相同。
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課程標準的修訂共兩次，內容都
含音樂選修課程的規劃。民國 60 年之音樂選修課程承襲民
國 51 年之音樂課程標準內容，僅於「時間支配」中提示：
「第三學年每週選修 1 小時」（教育部，1972），在「教材
大綱」的第三學年提示：「第三學年可視學生選修之需要，
酌選適當教材」，沒有另外規劃音樂選修科目的課程標準。
民國 72 年為達到「充分分化、有利升學」的修訂特色，選
修科目和時數有突破性的變革（教育部，1983）。「教材大
綱」最後一項提示：「第二、三學年選修音樂之教材大綱，
另訂之」（教育部，1983），課程標準內容含音樂理論、合
唱、國樂合奏、音樂欣賞、音樂個別指導、音樂基礎訓練、
樂器合奏、音樂創作等八項選修科目，各選修科目之授課時
數一致，第二學年每週 2 小時，第三學年每週 2 至 4 小時，明
顯呼應本次課程標準修訂的特色。

（三）教材綱要
1. 民國 60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60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大綱承襲
民國 51 年之架構，分成「音樂知識」、「歌曲」、「基本
練習」和「欣賞」四項類別，共有兩學年之教材內容，其
中「音樂知識」又採學期分述之，以區隔教材難易度。
「音樂知識」類別將學年進度以兩學期分開羅列，內容
包含讀譜知識、調性、拍子和其他（含相關術語、記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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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第二學期大部分延續第一學期進度，如：繼續複習必
要之讀譜知識；第一學期調性以不超過三個升降號之大調為
範圍，第二學期擴充至所有大小調；第二學期拍子從單拍
子擴充至所有常用之單拍子與複拍子。第二學年進度加入音
程、移調、轉調、我國音階和調式等。
「歌曲」類別分成共同歌曲和一般歌曲兩項。第一學
年一般歌曲之內容含齊唱、獨唱、與二部、三部同聲合唱為
主。強調「歌曲」應與「音樂知識」和「欣賞」教材配合和
聯繫。第二學年「歌曲」仍維持兩項，一般歌曲進階為較難
之獨唱曲與合唱曲，並酌選轉調之歌曲。
「基本練習」類別第一學年的內容包含五項練習：發
聲練習、視唱練習、變化音唱法之練習、聽音練習和默寫曲
譜練習、指揮練習。第二學年的內容配合「音樂知識」的內
容，新增歌曲移調練習、辨識曲調中的音程和變化音以及創
作練習。
「欣賞」類別第一學年的內容分成兩項：欣賞各種人聲
和中外各類樂器之音色；欣賞聲樂與器樂的各種演出方式。
第二學年則加入中外音樂史各時期的作品及風格。
民國 60 年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大綱依循民國 51 年之
架構，內容稍加簡化，並依據民國 50 年 10 月教育部首次公
布「音樂名詞」，修正音樂名詞（例如：調子改成調性）。
此次修訂原為銜接民國 57 年「國民中學音樂暫行課程標
準」，不過比較兩套課程標準之教材大綱，發現內容缺乏延
續性。就難度而言，高中音樂課程不比國中音樂課程難度
高，有些教材項目出現開倒車的現象，例如：高中基本練
習中提及依指定之簡短主題、作反覆、模進等變化之創作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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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而國中已經進行創作簡易歌曲。民國 60 年「高級中學
音樂課程標準」沒有延伸民國 57 年「國民中學音樂暫行課
程標準」的教材內容，原因可能是修訂時間倉促，或是高中
音樂課程標準首次獨立修訂，無法掌握課程的難易度。

2. 民國 72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72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大綱的內
容有大幅變動，首先是教材類別擴充為「基本練習」、「歌
曲」、「樂器」、「音樂知識」、「創作」和「欣賞」等
六項類別，各項類別都列出兩學年進度。「歌曲」教材類別
首次列出各類演唱型態的分配比例（例如第一學年：獨唱
30 %、齊唱 20 % 等）。新增「樂器」和「創作」類別，以落
實音樂課程目標「發展演唱與演奏音樂之技能，啟發創作音
樂之興趣」（教育部，1983），「樂器」和「創作」在民國
60 年的教材大綱是包含於「欣賞」和「基本練習」內，教
材內容十分有限。民國 72 年教材大綱加入「樂器」和「創
作」教學使音樂的「表現」學習更趨完善，且能銜接國中音
樂課程的六項教材類別。
「基本練習」移至教材大綱的第一項類別，內容大部分
承襲民國 60 年的課程標準，不過將各項練習清楚且具體的
標示出，含發聲練習、節奏練習、視唱練習、聽寫練習、和
聲感練習和指揮練習等六項，其中和聲感練習為新增內容。
此外各項目並在括號內詳列各項練習的範圍，例如：視唱練
習（包括單聲部與多聲部的聽寫練習）。第二學年基本上是
繼續加強第一學年之基本練習，另加入移調和轉調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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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類別分成共同歌曲和一般歌曲兩項。第一學年
新增輪唱和混聲合唱兩種演唱型態，首次列出各類演唱型態
的比例分配，含獨唱 30 %、齊唱 20 %、輪唱 10 %、同聲合
唱 30 %、混聲合唱 10 %。並說明歌曲教材和基本練習配合及
聯繫的原則。第二學年的進度僅提示增加較難的獨唱與合唱
曲，沒有列出演唱型態的比例。新增內容為：配合創作練習
酌選二段式、三段式之歌曲。
「樂器」屬新增教材類別，第一學年的內容含常用中外
樂器的介紹，以及各學期選擇一種中國樂器介紹其演奏法。
第二學年則是各學期選擇一種西洋樂器介紹其演奏法。
「創作」亦屬新增教材類別，第一學年的內容含配合和
聲之初步認識作適當之練習，第二學年的內容含配合曲調與
曲式構成之簡易法則作適當之練習。
「音樂知識」改列為教材大綱的第五項類別，比民國 60
年的課程標準擴增多項內容，除原有的讀譜知識、中國音階
與調式、音程、相關的知識、術語和記號、移調、轉調、曲
調構成之簡易法則外，新增音樂要素、和聲之初步認識、近
系調與遠系調、我國和西洋音樂簡史、曲式構成之簡易法則
等內容。
「欣賞」類別第一學年保留民國 60 年的課程標準內
容，第二學年則規範較為詳細的內容：配合中國音樂簡史，
欣賞我國傳統的、民間的、創新的各類音樂之風格；配合西
洋音樂簡史，欣賞各時代音樂之風格，並新增酌情介紹其他
民族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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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2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的教材大綱修訂
幅度較大，除了擴充教材類別，內容的邏輯性較佳也較為完
整。「樂器」和「創作」為新增類別，內容較為淺顯。同年「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也進行修訂，兩套同年公布的高中
和國中音樂課程標準，無論在課程的架構，或是教材的難易
層級，都具有連貫性和延續性，比民國 60 年的修訂周延。
民國 72 年音樂課程標準於 1984 年 8 月正式實施。

二、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
（一）修訂背景
解嚴後，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有巨大轉變，且國
民小學和國民中學階段課程標準已經啟動下一波的修訂，於是教育
部於 1990 年元月成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著手進行修
訂工作。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大學及師範校院各學科、教育、課程、
心理學等學者專家、高中校長、老師代表、教育行政人員代表及民
意代表等計 81 人。至 1995 年 6 月確立總綱及各科課程標準，歷時
將近六年。此次高中課程標準修訂的最高理想目標和國小、國中一
致，都是為引導社會邁向 21 世紀。修訂的特點可分六點敘述：（
1）重視民主法治教育與公民教育；（2）注重通識教育之理念：
本次修訂的社會及自然學科，依「高一統整、高二試探、高三分
化」之理念設計；（3）充實藝術教育之內容：本次修訂將科目類
別「藝能科」改稱「藝術科」，除了原有的音樂和美術，增加「藝
術生活」，每週 2 節，提供學生於選修「音樂」、「美術」之外，
也可選習「藝術生活」，以提升學生美化生活及藝術鑑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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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實藝術涵養；（4）反應未來社會需要；（5）消除課程內容中
之性別差異：本次修訂將原訂男生修「工藝」，女生修「家政」之
傳統課程，合併為「家政與生活科技」，每週 2 節，男女生均須修
習；（6）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7）增加學校排課的彈性和自主
性（教育部，2005：598-600）。高中課程標準在解嚴後教育鬆綁時
期僅修訂一次，即民國 84 年（1995）「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新課
程自 88 學年度入學之一年級學生起逐年實施。

（二）課程目標
民國 84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之授課時數為第一、二學
年，每週授課為 1 節，科目表增列說明：第二學年「藝術科」包括「
音樂」、「美術」及「藝術生活」三科，學生應修習「音樂」、「
美術」兩科，每週教學節數各1節，或「藝術生活」一科，每週教
學節數 2 節。民國 84 年課程標準將「藝能科」改為「藝術科」，增
設「藝術生活」，提供高二可以選擇繼續修習「音樂」、「美術」
兩科，或是以「藝術生活」取代，新設「藝術生活」、增加彈性選
修，並賦予學校排課的自主性，都屬本次課程的新變革。
本次修訂的課程目標承襲民國 72 年之內容，僅將音樂課程目
標依認知、技能、情意領域的目標分類進行調整，將「增進音樂知
能，提高音樂素養。」改列第一條，將「培養藝術修養，陶冶高尚
情操。」置於最後，做為音樂科之最高教學理想。民國 84 年音樂課
程目標如下（教育部，1995：371）：
（1）增進音樂知能，提高音樂素養。
（2）發展演唱與演奏之技能，啟發音樂創作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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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強體認我國民族音樂的傳統與創新。
（4）養成欣賞音樂的習慣與鑑賞能力，充實精神生活、美化人生。
（5）培養藝術修養，陶冶高尚情操。
音樂選修保留民國 72 年音樂課程標準的 8 項科目：音樂理論、
合唱、國樂合奏、音樂欣賞、音樂個別指導、音樂基礎訓練、樂器
合奏和音樂創作，授課時數和前次課程標準的規定略有不同，第二
學年每週授課減為 1 節，第三學年維持每週 2 至 4 節。音樂選修科目
依總綱目標並視學生興趣、需要、性向能力、教師教學需要，修訂
各科可達成之教學目標；教材綱要則強調教材的難易度及系統性，
包含各科詳細的課程內容。本次選修科目的內容修訂幅度較大，修
訂小組陣容龐大，各選修科目分別設置修訂委員會，完成 8 項選修
科目之課程標準（教育部，1995）。

（三）教材綱要
民國 84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之修訂將「教材大綱」
改為「教材綱要」，以配合民國 83 年國中課程標準格式。「教材
綱要」的類別維持「基本練習」、「歌曲」、「樂器」、「音樂知
識」、「創作」和「欣賞」6 項，分成兩學年的進度。
「基本練習」類別保留民國 72 年課程標準原有的 6 個細項，發
聲練習、節奏練習、視唱練習、聽寫練習、和聲感練習、和指揮練
習，不過刪除之前各細項括號內的教材規範，使教材編輯更有彈性。
「歌曲」類別的內容僅保留齊唱（約占 70 %）和合唱（約占
30 %），刪除 72 年課程標準中的各類演唱型態的比例分配，含獨唱
30 %、齊唱 20 %、輪唱 10 %、同聲合唱 30 %、混聲合唱 10 % 等，整
體而言，比前次的課程標準精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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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類別刪除「中國樂器介紹其演奏法」和「每學期各
選擇 1 種西洋樂器介紹其演奏法」兩項，僅保留（第一學年）「介
紹常用之中外樂器」和（第二學年）「介紹樂團的編制與演奏形
式」。不過「音樂知識」和「創作」兩個類別的內容大部分維持，
僅刪除「複習音程知識」一個細項，並將多處「複習」的內容修訂
為「介紹」，提示該項內容為初次教學之新教材。
「欣賞」類別的內容精簡化，前期規定的欣賞各類演唱型態
的比例，含獨唱 30 %、齊唱 20 %、輪唱 10 %、二、三部同聲合唱
30 %、混聲合唱 10 % 等，以及配合中西音樂史的作品欣賞，民國 84
年修訂為欣賞各類型聲樂曲和器樂曲，並加列鄉土音樂的介紹。

三、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2000 迄今）
民國 93 年（2004）「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簡稱 95 暫
4

綱） 的修訂受到「反思與重建時期（2001-2011）教育思潮」的影
響，如：從菁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強調本位課程精神，落實選修課
程等（楊智穎、歐用生，2012）。這一波課程修訂延續九年一貫課程
的作法，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將學科加以減併，釋放課程內容
的決定與選擇權，賦予教師彈性的教學空間，並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符合新世紀的教育趨勢。

4

教育部於民國 93 年 8 月完成「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之總綱和國文、英文、
數學、地理、公民與社會、家政、生活科技、音樂、美術、藝術生活、體育、健
康與護理、國防通識、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和綜合活動 16 科課程暫行綱要，並於
同月 31 日發布；物理、化學、生物、地球與環境和歷史之課程暫行綱要於民國 93
年 12 月修訂完成，教育部於民國 94 年 1 月 20 日併同前次之總綱與 16 科課程綱
要修正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訂於 95 學年度由高中一年級起逐年
實施（教育部，2005），因此簡稱 95 暫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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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訂背景
1999 年修訂公布「高級中學法」，使高中課程能配合普通高
中定位調整，此階段的高中教育從菁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不再侷
限於傳統大學的準備教育，而以延續普通教育及培養健全國民為目
標。普通高中課程綱要在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一共修訂兩次。首先
是 95 暫綱的修訂，除配合「高級中學法」的修訂，也為銜接九年一
貫課程的畢業生，讓高中生能以九年一貫為基礎繼續加深加廣的學
習。教育部於 2001 年 5 月著手修訂普通高中課程綱要，成立課程總
綱修訂小組草擬總綱，提出本次修訂的重點如下：（1）以「課程綱
要」取代「課程標準」；（2）從「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
生命價值」三層次研訂課程目標；（3）實施「延後分化」及「
科目減併」；（4）銜接九年一貫課程及大學基礎教育精神；（5）
採用學習領域概念設計，進行分科教學；（6）實施學年學分制，
明訂畢業學分數為 160 學分；（7）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精神，落實選
修課程；（8）配合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進行規劃。2002 年 8
月公布總綱後，隨即展開各科綱要的修訂工作，音樂科課程綱要專
案小組，經問卷調查、文獻分析和辦理公聽會草擬過程，於 2003 年
8 月完成 95 暫綱，95 學年度（2006 年 8 月起）開始實施（賴美鈴，
2004；2006）。
暫行綱要開始實施後，教育部於 2007 年 3 月再次啟動課程綱要
修訂工作。此次的修訂，是為落實 2004 年 4 月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
議之共識與結論：「立即啟動理想的新課程修訂機制，預定 98 學年
度（2009 年 8 月起）開始實施」，並呼應「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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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指引」 之音樂能力，銜接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課程理念。
此次修訂於民國 96 年 11 月完成，教育部於民國 97 年（2008）公
6

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簡稱 99 課綱）， 於 99 學年度（2010
年 8 月起）開始實施。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公布的高中課程綱要，
雖然強調學習領域之建立，但因顧及高中學科師資培育、課程教學
及知識理解之需求，仍沿用傳統的分科教學。

（二）課程目標
1. 民國 94 年「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樂』課程暫行綱要」
民國 94 年（2005）公布的 95 暫綱中，「音樂」是
藝術領域的科目之一，因此「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
目『音樂』課程暫行綱要」的修課說明：藝術領域包含音

5

教育部於民國 95 年 10 月 26 日公布「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參考指引」，做為發展
中小學課程綱要之參考。建構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的緣由，是教育部於民國 92 年
首先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接著民國 93 年公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
暫行綱要」與「綜合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後於 94 年公布「職業學校群科課
程暫行綱要」。九年一貫課程強調以學生為主體，並著重國中小課程縱向連貫與
橫向統整，為延續此理念至後期中等學校，且為提升國家競爭力，教育部於是研
議「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參考指引」。

6

教育部於民國 96 年 11 月完成「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之總綱和國文、英文等
23 科課程綱要，並於民國 97 年 1 月發布，自 98 學年度由高一起逐年實施。之後，
為使教科用書編者、教師與社會各界有更充裕的時間，了解新公布高中課綱內涵，
及有更充裕的時間充實教學設備，宣布新課綱的實施將延後，經過說明會及會議
決議，教育部於民國 97 年 11 月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正為自 99 學
年度高一起逐年實施，惟國文科和歷史科課程內容及實施日期另案發布。民國 97
年 12 月教育部再次修正「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部分科目內容，並自 99 學年
度由高中一年級起逐年實施（教育部，2009）。因此簡稱 99 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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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美術及藝術生活三科，共計 12 學分，規定每一科至少
修習 2 學分。藝術領域各科的修習學分數都是 2 至 8 學分，
這是音樂科首次採用彈性學分數。音樂課程目標分成五項，
配合高中課程目標，以提升普通音樂教育素質，培養術德兼
修的現代國民，並依「認知」、「技能」、「情意」的順序排
列，採教師觀點分別敘述。目標強調培養音樂基本知能，創
作和展演技能，及音樂鑑賞能力，以豐富生活和傳承文化。
核心能力為本次新增部分，採學生觀點敘寫，強調學生學習
音樂可獲得之能力，促使音樂課程的學習能多元而完整。95
暫綱之課程目標如下（教育部，2005：209）：
（1）增進音樂基本知能，建構完整音樂概念。
（2）培養音樂唱奏技能，發展終身學習態度。
（3）鼓勵參與音樂創作，養成思考創造習慣。
（4）提升音樂鑑賞素養，豐富休閒生活內涵。
（5）形塑音樂藝術價值，傳承社會多元文化。
顯示音樂課程目標不再以配合國家政策為限，而是從藝
術本質出發，配合普通高級中學之教育目標，以培養學生的
基本能力為要。
本綱要強調四階段（8 學分）為主軸，前二階段（音樂
Ⅰ、音樂 Ⅱ）為基礎課程（4 學分），第三、第四階段共 4
學分，學校可視實際狀況開課，將基礎課程分成兩學年或一
學年實施，授課年級及學分數首次賦予學校彈性安排的空
間。賴美鈴（2004）將本次修訂之高中音樂課程歸納成五項
特點：（1）多元化的課程內容；（2）符應世界教育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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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3）必修學分的科目規劃；（4）周詳的修訂過程；
（5）配合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

2. 民國 97 年「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樂』課程綱要」
民國 97 年（2008）公布之 99 課綱必修科目維持領域劃
分，藝術領域包含音樂、美術及藝術生活三科，共計 10 學
分，比暫行綱要減少 2 學分，因此藝術領域規定每一科至
少修習 2 學分，各科的修習學分數也調整為 2 至 6 學分，音
樂也因此分成三階段，將音樂 IV 課程刪除，仍維持彈性學
分數。99 課綱之課程目標和核心能力的意涵大都維持，課
程目標直接使用「世界音樂」一詞，意旨明確（陳曉雰，
2018）。整體而言，課程目標和核心能力的敘寫，較 95 暫
綱具體，以表 4-7 舉例說明如下：

表 4-7
95 暫綱和高中 99 課綱之課程目標和核心能力之修訂比較
項

目

課程目標五

核心能力三

95

暫

綱

99

課

綱

修

訂

說

明

形塑音樂藝術價
值，傳承社會多元
文化。

了解世界音 樂，尊
重多元文化。

精簡課程目標之文
字敘述，課程目標
五以世界音樂取代
音樂藝術。

融會音樂相關概
念，實踐音樂創作
方法。

能認識及應用不同
音樂素材或媒體，
透過多樣的音樂創
作活動啟發藝術創
造力。

核心能力改以敘述
性語句說明，使之
更具體可行。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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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也有新的規劃，前一期音樂課程標準中音樂科
選修有 8 科，本次修訂音樂課程綱要將選修科目改以類別規
劃，共計 12 類，藝術與人文類選修包括音樂、美術與藝術
生活三科，選修學分數也隨之擴充。95 暫綱音樂科選修分
兩階段，每階段 2 學分，音樂選修課程可當作音樂必修課程
的延伸，音樂選修Ⅰ和 Ⅱ 採用音樂 Ⅲ 和 Ⅳ 之內容。99 課綱
則規定第一學年 2-4 學分、第二學年選修學分增為 2-5 學分，
第三學年更擴大為 2-21 學分，以各學期規定選修學分數
的 1.5 倍為原則，提供多元的課程供學生選修（教育部，
2009）。99 課綱只保留 2 學分當作音樂必修課程的延伸，音
樂選修採用音樂 Ⅲ 之內容。本次選修科目以一般音樂課程
為考量，改變之前選修科目著重音樂專業課程。

（三）教材綱要
1. 民國 93 年「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樂』課程暫行綱要」
95 暫綱首次以中文橫式書寫及排印，教材綱要也是第一
次以表格方式呈現。高中音樂課程旨在延續國民教育階段「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以培養國民音樂表現能力與提
升音樂鑑賞素養，並養成主動參與音樂藝術活動為目標。95
暫綱依高中階段學習特質及實施的可行性，將之前課程標準
的教材類別調整為主題。音樂Ⅰ、95 暫綱音樂 Ⅱ 含基礎訓
練與音樂知識、歌唱與樂器演奏、即興與音樂創作、審美與
音樂欣賞等四項主題。
有鑑於以往「高中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大綱敘述較
為籠統，一般高中音樂教師和教科書編輯者不易掌握教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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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本次修訂雖然受教改的教育鬆綁理念影響，將課程標準
改為課程綱要，試圖簡化課程標準的內容，讓各校有較大的
自主彈性，但是 95 暫綱的音樂課程內容，實際比民國 84 年
音樂課程標準詳細，期盼能解決過去的問題。音樂Ⅰ和音樂
Ⅱ 為基礎性課程，旨在使學生熟識音樂的基礎，並對音樂
作品的內容及歷史文化背景有概括的理解。民國 84 年課程
標準使用「教材類別」，新課程稱為「主題」，將部分教材
類別加以整合，四項主題之下再分為主要內容及說明（如表
4-8）。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主題的內容為達成第一項的課
程目標及培養學生的第一項核心能力；第二、三主題分別配
合第二、三項課程目標和核心能力。第四主題「審美與音樂
欣賞」的內容則為達成第四、五項課程目標而規劃，同時強
調培養學生音樂鑑賞能力。

表 4-8
95 暫綱之音樂教材綱要主題及主要內容
主

題

主

要

內

一、音樂基礎訓練與音樂知識

1. 基本練習

2. 樂理常識

二、歌唱與樂器演奏

1. 歌 唱

2. 樂器演奏

三、即興與音樂創作

1. 即 興

2. 音樂創作

四、審美與音樂欣賞

1. 樂曲形式
4. 民族音樂

2. 樂曲種類
5. 音樂史

容

3. 音樂展演

3. 音樂型態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5：210）。

音樂教材的範圍很廣，種類也很多，為使學習的內容適
合高中學生，課程綱要針對各項主要內容加以說明。例如：「
即興」之主要內容在於「節奏之即興與變奏」和「曲調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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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與變奏」，音樂 Ⅱ「即興」則延伸音樂Ⅰ之內容，並加
上「即興伴奏」。當音樂Ⅰ和音樂Ⅱ的內容具有延續性時，
則主要內容的說明以（Ⅰ）和（Ⅱ）的標示。下列以音樂
Ⅰ「審美與音樂欣賞」主題之教材綱要為例：

表 4-9
95 暫綱音樂Ⅰ之「審美與音樂欣賞」主題之內容及說明
主

題

主要內容

說

明

四、審 美 與 音 樂 欣 賞

1. 樂曲形式

1-1 各類曲式之樂曲聆聽與賞析（Ⅰ）＊

2. 樂曲種類

2-1 各類曲種之樂曲聆聽與賞析（Ⅰ）＊

3. 音樂形態

3-1 各類音樂應用形態之認識與賞析＊

4. 民族音樂

4-1 本土民族音樂之聆聽與賞析＊
5-1 中西音樂史之認識（Ⅰ）＊

5. 音 樂 史

5-2 代表作曲家與作品之賞析（Ⅰ）＊
5-3 樂派風格之認識（Ⅰ）＊

註：「＊」為「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指引」內容。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5：210）。

「欣賞」教學是高中音樂課程最常實施的項目，本次修
訂將「音樂欣賞」和「審美」訂為第四主題，希望音樂欣賞
教學能加強審美概念。同時詳列選材的範圍，期盼未來的教
科書能編排多元的欣賞作品，提供學生多面向的美感經驗。
第四主題的分量較前三項主題多，也突顯高中階段音樂課程
的重點。表 4-9 中有多處內容項目含「*」標示，代表此內
容項目是配合「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音樂』課程指
引」的內容，這些內容應在音樂必修的學分中完成，以確保
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的學生具備共同的音樂基本知能。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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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領域學分修習規定，音樂Ⅰ為共同核心課程的必修學
分。因為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沒有後續的發展，故本
文不納入討論。
音樂 Ⅲ 與音樂 Ⅳ 為進階性之音樂課程，同時列為選修
課程，使學生得有機會運用先備的音樂知識和技能，選擇有
興趣發展的音樂學習活動，進行較為深入之音樂鑑賞、展演
與創作。四項主題的主要內容如表 4-10 所列：

表 4-10
95 暫綱音樂Ⅲ與音樂Ⅳ之教材綱要主題及主要內容
主

題

主

一、音 樂 鑑 賞
二、聲 樂 演 唱
三、樂 器 演 奏
四、多媒體音樂應用

要

內

容

1. 音樂知識

2. 審美與音樂鑑賞

3. 成果發表

4. 專題討論

1. 歌唱基礎訓練

2. 相關知識及練習

3. 歌曲演唱

4. 成果發表

1. 演奏基礎訓練

2. 相關知識及練習

3. 樂器演奏

4. 成果發表

1. 多媒體音樂認識與賞析 2. 多媒體音樂創作
3. 成果發表

4. 專題討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5：212-214）。

這是臺灣首次在學校音樂課程開設必修科目「音樂」以
外之音樂類課程，提供不同的學習主題讓高中學生探索多元
的音樂學習。

2. 民國 97 年「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樂』課程綱要」
99 課綱之音樂教材綱要的修訂重點含：精簡「主題」
的文字，修訂部分「主要內容」的文字，以及修改部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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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文字。其中最顯著的變動是將「審美與欣賞」改列為
第一主題，以強調其重要性，內容以臺灣音樂為首要。教材
綱要的四項主題精簡為：審美與欣賞、歌唱與演奏、即興與
創作、音樂知識與練習。和 95 暫綱相比，「審美與欣賞」
的內容大幅修訂，以音樂Ⅰ之內容為例（如表 4-11）：

表 4-11
95 暫綱和高中 99 課綱音樂Ⅰ之「審美與音樂欣賞」與「審美與欣賞」
主題之內容對照
「審美與音樂欣賞」 （95 暫綱）

「審美與欣賞」 （高中 99 課綱）

1. 樂曲形式
1. 本土音樂
1-1 各類曲式之樂曲聆聽與賞析（Ⅰ）
1-1 臺灣原住民音樂之認識（Ⅰ）
1-2 臺灣傳統音樂之認識與賞析（Ⅰ）
2. 樂曲種類
1-3 臺灣當代音樂發展之認識（Ⅰ）
2-1 各類曲種之樂曲聆聽與賞析（Ⅰ）
1-4 臺灣當代作曲家及作品之賞析（Ⅰ）
3. 音樂形態
2. 世界音樂
3-1 各類音樂應用形態之認識與賞析
2-1 各國民族音樂之聆聽與賞析（Ⅰ）
4. 民族音樂
4-1 本土民族音樂之聆聽與賞析
5. 音樂史
5-1 中西音樂史之認識（Ⅰ）
5-2 代表作曲家與作品之賞析（Ⅰ）
5-3 樂派風格之認識（Ⅰ）

3. 西洋音樂
3-1 曲式與曲種之認識（Ⅰ）
3-2 音樂史與樂派風格之認識（Ⅰ）
3-3 代表作曲家與作品之賞析（Ⅰ）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5：210，2009：298）。

至於主題二「歌唱與演奏」，則在「歌唱」的說明增列「
1-4 歌詞意涵與語韻之認識」，而在「音樂展演」的說明則
將 95 暫綱的「3-1 音樂展演之規劃、3-2 音樂展演之實作」
整併為「音樂展演活動之規劃與實作」。99 課綱內容延續
民國 95 暫綱的規劃，音樂II的內容細項大部分為音樂Ⅰ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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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因此說明出現（Ⅰ）和（Ⅱ）的標示。音樂Ⅲ為進階性音
樂課程，同時列為選修課程，內容將 95 暫綱的第四主題「多
媒體音樂應用」精簡為「音樂創作」，其餘三類主題「音樂鑑
賞」、「聲樂演唱」和「器樂演奏」則保留（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95 暫綱和高中 99 課綱進階課程
音樂Ⅲ、音樂Ⅳ之主題（95 暫綱）

選修課程之主題對照
音樂Ⅲ之主題（高中 99 課綱）

一、音 樂 鑑 賞

一、音樂鑑賞

二、聲 樂 演 唱

二、聲樂演唱

三、樂 器 演 奏

三、樂器演奏

四、多媒體音樂應用

四、音樂創作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高中音樂課程標準∕綱要自民國 60 年至民國 97 年共修
訂五次，第一次修訂是為銜接首屆國中畢業生，課程標準內
容大部分依循民國 51 年之架構，自第二次修訂（民國 72 年）
起內容才有較大幅度的調整。高中音樂課程標準∕綱要修訂
的緣由和內容主要可分兩項說明：（1）課程修訂受法令修
改影響。如：95 暫綱之修訂就是配合 1999 年修訂公布的「高
級中學法」將高中分為普通高中、綜合高中、單類科高中和
實驗高中四類型，課程綱要因此區分；（2）課程內容重視銜
接性。前後 5 次修訂內容都注重和國中音樂課程和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內容的延續，如：民國 72 年
增加美育的課程目標、教材大綱類別擴增為「基本練習」、
「歌曲」、「樂器」、「音樂知識」、「創作」和「欣賞」等六
項、民國 93 年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等。

195

196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第三節

小結

臺灣各級學校的音樂課程標準∕綱要在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
後，雖然因國家政策、教育思潮、社會變遷和時代需求，經歷數次修
訂和變革，仍然得以穩定發展，顯示國家對藝術教育的重視。第三、
四章所討論的三個音樂課程標準變革的分期中，音樂課程標準∕綱要
7

修訂含藝術與人文課程，共計 15 次， 其法令名稱及發布年代，如表
4-13 至表 4-16 所示。

表 4-13
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1968-1993）修訂一覽表
法

令

名

稱

低年級唱遊暫行課程標準
中高年級音樂暫行課程標準
低年級唱遊課程標準
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
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

頒

布

年

月

民國 57 年 1 月（1968）

民國 64 年 8 月（1975）
民國 82 年 9 月（1993）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7

修訂次數的統計係依據 1968 年至 2011 年修訂公布的國小、國中、高中音樂課程
標準∕綱要，其中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係整合國中
和國小之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內容，作者將 2000 年之後的藝術與人文課程
之國小和國中修訂次數合併計算。此外課程標準∕綱要正式公布後，有時部分科
目會另行公布修訂版，如民國 74 年公布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僅修訂民國 72
年「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之「英語」、「數學」、「自然科學」三科內容，作者
選擇不列入討論。2000 年之後公布的課程綱要修訂次數更加頻繁，本文討論的內
容以課綱修訂後首次公布的版本為主，音樂都是在課綱首次公布就已完成，和後
續修訂公布內容沒有相關，因此作者在文中沒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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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1968-1994）修訂一覽表
法

令

名

稱

頒

布

年

月

國民中學音樂暫行課程標準
含附錄二、國民中學音樂（選修）教材大綱

民國 57 年 1 月（1968）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含附錄、國民中學三年級選修音樂教材大綱

民國 61 年 10 月（1972）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含國民中學選修科目音樂（甲）課程標準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含國民中學選修科目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72 年 7 月（1983），（民國 74
年僅修訂「英語」、「數學」、「自然
科學」三科之內容，故不列入討論）
民國 83 年 10 月（1994）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表 4-15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2000-2008）修訂一覽表
法

令

名

稱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頒

布

年

月

民國 89 年 9 月（2000）

民國 92 年 1 月（2003）

民國 97 年 5 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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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普通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綱要（1971-2008）修訂一覽表
法

令

名

稱

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含高三音樂選修，僅註明酌選適當教材）
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含高二、高三音樂選修科目課程標準）
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含高二、高三音樂選修科目課程標準）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樂」課程暫行綱要
（含選修音樂 I、音樂 II 課程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樂」課程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音樂」課程綱要

頒

布

年

月

民國 60 年 2 月（1971）
民國 72 年 7 月（1983）
民國 84 年 10 月（1995）
民國 93 年 8 月（2004）
民國 97 年 1 月（2008）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前述法令的內容除音樂科外，國小另包含唱遊科，國中和高中包
括音樂選修課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則包含國小和國中階段，
並且整合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民國 84 年修訂課程標準時，藝
術科除原有的音樂和美術，新增藝術生活，而藝術生活的教材綱要也
含音樂教材，可見音樂課程內容之廣泛。總而言之，音樂課程標準∕
綱要的修訂不但次數頻繁，內容複雜，而且修訂間隔不規律，修訂時
程長短不一，如：民國 57 年修訂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僅歷時 4 個月
（1967 年 9 月至 1968 年 1 月），是歷年修訂時程最倉促的一次，這卻
是非常關鍵的延長義務教育課程變革。而新世紀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
也是非常急迫，僅 1 年 5 個月（1997 年 4 月至 1998 年 9 月）就完成「國
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無論是民國 57 年中小學音樂暫行課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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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或民國 89 年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暫行綱要的修訂時程都十分倉促，
因此在暫行課程標準∕綱要頒布後，都經大幅度的修訂，也使得九年
國民義務教育的推展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落實十分艱辛。如
同歐用生所言：「由於這種倉促、粗糙的決策，加上其他許多原因，
九年一貫課程從一出生就注定了乖舛和悲慘的命運，引起激烈的爭
論，招來巨大的抗拒，雖然步履闌珊，但還是一路走了過來……」
（歐用生，2011：283）。根據姚世澤等（2005）之調查報告，發現
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學的實施，是否達到
預期之成效之填答，有 6 成 5 認為部分達到，有 3 成 2 認為未達到。對
實施「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學之後，哪一教學目標主軸最具有成
效，有 4 成 1 認為「探索與表現」；有 3 成 4 認為「審美與理解」；有
2 成 2 認為「實踐與應用」。對實施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能達到哪
些目的之填答，有 7 成 2 認為是「培養學生藝術知能」；有 6 成 7 認為
是「陶冶生活情趣」；有 6 成認為是「提升藝術鑑賞能力」；有 5 成 6
認為是「啟發藝術潛能與人格健全發展」；有 4 成 7 認為是「積極參與
藝文活動」，顯示「藝術與人文」課程的實施對於學生藝術能力的發
展仍有助益，可知新課程的推動雖然艱辛，對學生仍有正面的影響。
第三章和第四章以歷年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的課程目標、授課時
數和教材大綱為主要探討內容，以下就這三項內容提出結論。

一、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的課程目標演變受國家
政策和教育思潮影響
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課程延續前一時期
的「反共復國」政策，以及威權計畫時期教育思潮的影響，音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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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目標除重視音樂學科認知、技能、情意的學習面向外，也包含加
強民族精神教育，培養忠勇愛國精神。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課程受改革開放時期本土化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影
響，國小和國中的音樂課程目標，除了強調「愛國」之外，也首次提
到了「愛家、愛鄉、愛世界的情操」。鄉土語言的加入豐富了音樂
課程的內容，課程以培養二十一世紀的健全國民為目標。新世紀教
育革新時期（2000 迄今），課程受反思與重建時期後現代主義教育
思潮的影響，課程目標去中心化，不再以達成國家政策為目的，而以
藝術本質出發。音樂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目標以藝術行為
呈現，以學習者的藝術實踐為目的，積極培養學生的基本能力。高中
音樂課程綱要新增核心能力，以學生觀點敘寫，核心能力呼應課程目
標，強調學生學習音樂可獲得之能力，當可視為延續中小學藝術與人
文課程之基本能力。

二、音樂授課節數固定
授課時間多寡則隨歷次課程修訂略有不同，整體而言，隨著藝
術科目的增加（如：表演藝術、藝術生活），音樂授課時數受到擠壓
而略微減少。民國 64 年修訂國小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時，將每節
課 30 分鐘調高為 40 分鐘，但是節數從3節課減為 2 節課，維持至今。
國中每週 1 節課，50 分鐘，高中的授課原為每節課 1 小時，解嚴後教
育鬆綁時期國中每節課調整為 45 分鐘，高中 50 分鐘，沿用迄今。國
中的授課節數在歷年課程標準修訂中變動較大，以授課的總分鐘數計
算，民國 57 年的時數最多，其他的變動其實不大（見表 4-17）。新
世紀的革新時期修訂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和高中音樂課程
綱要，都提供彈性時數及選修課程，使得受保障的音樂授課時數減
少，相對也提供了擴充時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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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國民中學音樂授課時數統計表（1968-1994）
第 1 學年

第 2 學年

第 3 學年

總 計

100 分鐘

50 分鐘

50 分鐘

200 分鐘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61 年）

50 分鐘

50 分鐘

50 分鐘

150 分鐘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72 年）

50 分鐘

50 分鐘

50 分鐘

150 分鐘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民國 83 年）

90 分鐘

45 分鐘

45 分鐘

180 分鐘

法

令

名

稱

國民中學音樂暫行課程標準
（民國 57 年）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三、音樂教材大綱∕綱要的類別由簡而繁，各級
學校的教材類別逐步取得橫向連貫
實施九年國教初期，音樂教材類別的分項較少，因為有些教材
類別實踐不易，或尚未受到重視，例如：演奏和創作，這兩類的教材
雖然沒有獨立列出，不過也附著於其他教材類別，分量很少。各級學
校的教材類別直到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才達成橫向的連貫，如：音
感、認譜、演唱、演奏、創作、欣賞（國小，1993 年）；樂理、基
本練習、歌曲、樂器、創作、欣賞（國中，1983 年）；基本練習、
歌曲、樂器、音樂知識、創作、欣賞（高中，1983 年），教材類別
的連貫有助於循序漸進的課程發展。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的藝術與人
文學習領域課程以能力指標取代教材大綱，不再提供鉅細靡遺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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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雖然可落實教育鬆綁的教育理念，釋放課程內容的決定與選
擇權，賦予教師彈性的教學空間，但是調查結果建議：各學習領域均
增訂基本課程內容要素（黃嘉雄，2007），現行課程綱要理念與目標
架構下，增列課程綱要之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各階段之教材內
容架構（姚世澤等，2005），因而促使藝術與人文 97 課綱增列「教
材內容」。民國 93 年高中音樂課程暫行綱要也依循新世紀教育改革
的方向修訂，不過為改善民國84年教材大綱的缺失，提供較詳細「說
明」內容，並增設彈性的音樂學分和多元的選修課程。
賴美鈴（2016）檢討我國的音樂課程標準∕綱要演變的特點除了
修訂的時程不一，還包含課程目標的構面從國家發展轉向個人藝術實
踐，音樂課程的內涵從學科和教育階段的分流轉向整合，課程標準∕
綱要的內涵從菁英走向普及、教材逐漸簡化，課程標準∕綱要的修訂
組織和編制逐漸擴大等。白亦方、劉修豪、黃炳煌（2011）歸納 1949
年至今的國民教育課程的轉變：課程決策從威權體制移轉到民主鬆
綁、課程目標從國家發展移轉到個人實踐、課程內涵從學科分流轉至
教材統整、課程管理從中央集權移轉到學校本位，清楚說明課程綱要
的轉變。音樂是我國各階段學校課程的必修科目之一，但是由於並非
升學考科，長久以來，音樂學習成效未受評量，無法得知各級學校學
生的音樂能力或程度。理論上，高中生已經完成九年的音樂課程，應
具備相當的音樂基礎，但是各級學校的音樂課程修訂時，教材大綱中
仍有重複的基礎教材，現場教師也反應學生的先備能力不足，就課
程的發展而言，這些都是不合理的現象，顯示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
連貫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從民國 57 年至民國 100 年的音樂課程標準∕
綱要，無論是課程目標或是教材大綱∕綱要都有顯著的改進，內容呈
現具體，具有循序漸進的組織，但是執行面和成效評估則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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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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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教科書」係依政府明令公布之課程標準∕綱要，選擇適當材
料編輯而成書本形式之教材，作為學校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主要依
據（藍順德，2005）。臺灣教科書實施審定制度以來，已建立完善的
審查法制。現今中小學教科書審定的法律依據為「國民教育法」、「高
級中學法」；教育部則依據前述法令授權訂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教科圖書審定辦法」、「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並本於權責
訂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組織運作要點」、「高
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委員會設置要點」等做為審查的法制（楊國揚，
2011）。「國民教育法」第 8-2 條第 1 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
圖書，由教育部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因此教育部依歷次
課程標準∕綱要的修訂頒布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相關法令，做為教科書
業者編印的參考。相關法令對於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用書的紙張、
字體及字號、開數等都有規範，使教科圖書之印製符合審查標準，高中
教科用書較為自由，沒有特別規範。每當課程標準修訂公布後，便是
編輯新版教科書的開始。教科書的編輯要旨（通常置於教科書的首頁）
都會標示該書所依據之課程標準∕綱要，可見教科書和課程標準∕綱
要的關係密切。各級學校使用的教科書除依據課程標準∕綱要的目標、
時數、教材綱要的內容編輯，還要考量「實施方法」中對於各項教材
類別的規範，教材編選的要領、教學方法、教具及相關教學設備、教
學評量等。「實施方法」也是課程標準∕綱要中占最多篇幅部分，內
容可說是鉅細靡遺。
第五章和第六章討論臺灣音樂教科書的發展和沿革，以根據課程
標準∕綱要中之教材大綱∕綱要和實施方法編輯的教材分析為主，依據
第一章「緒論」所提示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解嚴後
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和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2000 迄今）三個
時期，將教科書的發展分成國小、國中、九年一貫課程和高中階段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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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討論的文本限於國小、國中和普通高中音樂課程使用之教科書，
排除音樂教學指引、音樂教師手冊，國小唱遊教學指引和國中音樂選
修教科書。第五章內容包括：第一節「教科書制度概述」、第二節「共
同歌曲之制訂與演變」、第三節「國民小學音樂教科書」、第四節「國
民中學音樂教科書」和第五節「小結」。第六章接續討論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教科書和普通高級中學音樂教科書。

第一節

教科書制度概述

教科書制度因各國國情、政治型態、社會變遷及文化背景等因素
的影響，且視其教育政策與教育行政管理制度的開放程度而有不同。
世界主要國家的教科書制 度 一般可分為「統編制」、「審定制」、
「認可制」和「自由制」四種 類 型，其中統編制又稱國定制或國編
制，是指教科書由政府設專責機構統一編輯，多數亞洲地區，如：臺
灣、中國大陸、日本、新加坡都曾經實施教科書統編制。審定制是指
由出版業者、團體、甚至個人編輯，經政府審定合格後發行。實行審
定制的地區，除前述的亞洲地區，尚包含香港、南韓、法國、德國、
挪威、瑞士、西班牙等。認可制是指一種先發行、後審查的教科書制
度，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是美國。自由制是指由民間自由編輯，無須經
審查即可出版發行，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是英國（江姮姬，2001；葉盈
君，2014）。臺灣的教科書制度自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的統編制和
審定制併行，現今已經全面實施審定制。
臺灣教科書政策的變革以解嚴前、後為分界點，中央政府遷臺初
期，為因應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動及強化民族精神教育，教科書採行統
編制和審定制併行，主要學科如：中學的國文、公民、歷史、地理，
國民學校的國語、算數、常識、社會、地理、自然、公民與道德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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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印，實施統編制；音樂、美術等藝能科目採行
審定制。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全
面實施統編制，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印；高中的國文、三民主義、
歷史、地理、公民五科教科書維持統編制，其餘各科仍採行審定制。
此局面持續至解嚴，沒有重大改變（國立編譯館，1988；楊國揚，
2011）。解嚴後，社會快速變遷，各界對教育改革訴求強烈，促使教
科書制度逐步開放，邁向自由化與多元化。

一、音樂教科書制度的演變
臺灣音樂教科書的發展經歷統編制和審定制，1968 年至 2011 年
之間，各級學校階段的制度如後：國小統編制（1968-1989），國小
統編審定併行制（1990-1995）和國小審定制（1996-2011）；國中統
編制（1968-1988），國中統編審定併行制（1989-1994）和國中審定
制（1995-2011）；高中音樂教科書則是審定制。統編制和審定制的
形成與審查機制簡要說明如下：

（一）統編制
統編本教科書可分為所謂的「舟山模式」和「板橋模式」，
其中舟山模式是由國立編譯館聘請編審委員所編撰的教科書，因為
原館址位於舟山路，所以稱為舟山模式。另一種模式由臺灣省國民
學校教師研習會主持，對國小課程做有系統的長期性規劃，結合專
家、小學教師、師範院校教授和縣市政府督學，逐步發展而成。由
教師研習會實驗研究所發展的課程，送交國立編譯館，經其編審委
員會審查後，試用一年，再經修訂，即為國定本教科書。由於當年
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位於臺北縣板橋市（新北市板橋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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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以稱為板橋模式。另有後期發展的「南海模式」，是社會
課程相關研究，雖然發展時間短，且沒有出版教科書，但是影響民
國 82 年（1993）國小社會課程標準深遠。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
會不曾規劃藝能科教科書，因此音樂科教科書只有舟山模式的統編
本（周淑卿、章五奇，2016；賴美鈴，2001）。
教育部於民國 51 年（1962）發布之「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教科
圖書儀器教具審查規則」，是音樂教科書最早的審定法源，之後曾
經過多次修訂。統編本音樂教科書的編撰依據「國立編譯館中小學
各科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成立編審委員會，負責研究、
編輯及審查音樂教科用書。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館長聘任，
另置委員，以 17 人為原則，包括學科專家（約占 50 %），現職任課
教師（約占 30 %），課程暨心理等教育學者（約占 10 %），教育行
政人員及編譯館編審人員（約占 10 %）。要點並規定委員會得組織成
編輯小組，負責編寫該科教材，統編本的編審會議即為審查會議。

（二）審定制
解嚴後，臺灣社會各界對教育提出強烈訴求，促使教育部加速
教科書制度的改革。1988 年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決定，教科書逐
步開放為審定制，於是 1989 年起，國民中小學藝能、活動科目教科
書逐年開放為審定本。國立編譯館開始組成以學者專家及現職教師
為核心之教科書審定委員會，負責教科書審查。國立編譯館所根據
之教科圖書審定法源仍是 1962 年發布的「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教
科圖書儀器教具審查規則」，直到 1990 年教育部另行發布「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以
及 2001 年發布「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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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2002 年中小學教科書制度全面進入審定
制，持續至今。現行的中小學教科書審定委員會組織，依據適用學
校、領域（或科目）組成，每一委員會之成員平均約 9-13 人，涵蓋
學科、課程（心理）學者、現職教師、教育行政機關代表等；此外
成員之組成亦需考量性別比例、教師比例等，主要用意為兼顧委員
會之專業性與代表性（楊國揚，2011）。

二、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之音樂教科書概況
由於戰後教育重整時期（1945-1967）不在本書研究的範圍，為
使讀者了解 1968 年之前的中小學課程音樂教科書的內容，首先說明
戰後教育重整時期的音樂教科書概況。
戰後初期臺灣教育的施政方針，在於實施三民主義教育，恢復
中華民族文化（葉憲峻，1999），主要教育政策之一是推行國語，在
學校不能講日本話，不能唱日本歌，使得學校的音樂教材一時青黃不
接。加上印刷的技術尚不發達，因此早期中小學上音樂課沒有正式
的教科書可用，大部分用教師自己以蠟紙在鋼板刻的講義，連師範
學院音樂系也不例外。受過日本教育的老師，如：李君重、郭子究，
把一些好聽的日本歌曲，配上中文歌詞，用國語、臺語和日語三種語
言夾雜著上課。若是找不到教材，就自己創作，自己編曲（賴美鈴，
1997）。1949 年，中央政府遷臺前後，才從大陸引進抗戰之前的正
式音樂課本（許常惠，1996：308），而大陸來臺的音樂教師，如：
王沛綸、劉天林、梁榮嶺、朱永鎮、張錦鴻、蕭而化等人，也開始編
纂音樂課本（賴美鈴，1997）。當時音樂課本是審定本，依據民國 41
年（1952）和民國 51 年（1962）分別公布的國民學校課程標準，以
及民國 41 年、民國 44 年（1955）和民國51年分別公布的中學課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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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所編輯的音樂課本很多，文獻中記載此階段，音樂教科書的出版社
猶如雨後春筍一般的成立。張統星（1987：428-429）記載：「民國
37 年 8 月小學課程標準公布後，……音樂教科書則由各書局（或出版
社）按照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編輯課本，送教育部審定後供各
國民學校自由採用。當時送審的書局頗為踴躍，迄今國立編譯館仍有
案可查的有 22 家書局」。康謳在「小學音樂教科書的檢討與建議」提
及：「民國 52 年（1963）起，先後印行音樂課本的出版社與書局，還
有育英書局、復興書局、及人書局、 廣音堂書局、幸福出版社、臺
灣新興出版社、翰墨林出版公司、立達出版社等十餘家……均經教育
部審定印行。由此可見當時在音樂教學用書出版方面，蓬勃活躍的實
況……」
（康謳，1990：34-35）。許常惠也提到：「自 1963 年至 1967
年間，本地出版商一窩蜂似的，出版了幼稚園至高中的音樂課本，至
少有四十多種之多」（許常惠，1996：308）。由上述的文獻中可知
40 年代之後，音樂課本的出版非常興盛。
早期出版的教科書大都以大陸課本為藍本，採用大陸民歌再加上
一些臺灣本地的民謠，教材還常包括大量的愛國歌曲（軍歌）和兒童
歌劇。賴美鈴（1997）進行「臺灣音樂教育史研究（1945-1995）」
所訪問的音樂界前輩含：呂泉生、張統星、楊兆禎、鄧漢錦、顏廷
階、蘇森墉等，都曾於此時期編寫過音樂課本。40-50 年代出版的音
樂課本依據課程標準的教材綱要類別編寫，雖然以歌曲為中心，但每
一單元都會附加一兩項基本練習和樂理，分量不多，樂器的教學仍未
涉及，但已包含欣賞教材。歌曲教材常出現主編個人的創作歌曲，例
如：由呂泉生主編，臺灣省教育會發行的《國民學校音樂課本》，就
有大量呂泉生的創作曲，其中有多首歌曲的歌詞是取自國語教科書的
韻文，可見當時就已重視音樂和語文學科互相配合。愛國歌曲仍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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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課本不可缺少的曲目，歌詞中常出現反共、殺敵，效忠領袖，
愛我中華，我們都是中國人，復興祖國，建設新中國等，頗能配合威
權時代的最高國策：反共抗俄、復國建國（賴美鈴，1997）。當時受
威權統治時期的教育思潮影響，國家的教育方針乃極力朝民族教育發
展，特別是以「反共」為主要著眼點（楊智穎、歐用生，2012）。

第二節

共同歌曲之制訂與演變

共同歌曲是實施九年國教時期新增的歌曲教材項目。共同歌曲
由國立編譯館審選公布，分別列在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民國 57
年、64 年、82 年）的表現∕演唱教材類別，以及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
準（民國 57 年、61 年、72 年、83 年）和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民
國 60年、72 年）的歌曲教材類別。統編本時期正處於威權體制，當時
1

所公布的共同歌曲具政治意識型態，曾引起批評， 解嚴後的共同歌
曲則是完全不同的取材，期許「以共同歌曲及共同欣賞樂曲凝聚生命
共同體的共識，將音樂課程是做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一環，好好保存
2

並發揚先民留給我們的民歌」， 本節陳述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和解
嚴後教育鬆綁時期共同歌曲和共同欣賞曲之變革。

1

2

「目前國中、國小音樂課本所呈現的特徵及歌曲取材都是以『中國』為藝文創造
核心……這樣的取材方向，與蔣派中國沙文主義在統編本的人文教科書一致，……
除了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父紀念歌、蔣公紀念歌充滿政治意識型態、歌頌
政治人物之外……」（引自黃政傑，1995）。
民國 84 年 3 月 21 日教育部召集之國民中、小學共同歌曲和共同欣賞曲審查會議
所達成之一致看法。（引自劉文六，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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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
實施九年國教的目的之一是增強戡亂建國之力量，因此課程標
準之目標注重民族文化，培養忠勇愛國情操。民國 57 年（1968）「國
民中學音樂暫行課程標準」的教材大綱中，規定「歌曲」含共同歌曲
與一般歌曲；「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的實施方法亦規
定「表現」教材類別之「演唱」要項含共同歌曲及一般歌曲，兩套課
程標準均註明「共同歌曲由國立編譯館審選公布之」，這是我國音樂
教科書共同歌曲的濫觴。共同歌曲的審選過程沒有公告，沒有相關文
獻，受訪的中小學統編本教科書的編審委員也表示並不知曉，只知
由教育部規定（賴美鈴，2004）。直到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民國 82
年（1993）國小音樂課程標準公告之前，國立編譯館於 1991 年 1 月 10
日首次召開「國中國小共同歌曲審選會議」，邀請相關人員，商討調
整共同歌曲的曲目及數量。決議每冊音樂課本均須列入共同歌曲，國
小上學期含〈國歌〉
、
〈國旗歌〉
、
〈總統

蔣公紀念歌〉
；下學期含〈國

歌〉
、
〈國旗歌〉
、
〈國父紀念歌〉
。國中的學期本教科書和國小選曲一
致，學年本教科書，則共同歌曲為 4 首：〈國歌〉
、
〈國旗歌〉
、
〈國父紀
念歌〉
、
〈總統

蔣公紀念歌〉，並決議〈國歌〉採二部合唱曲。另有

臨時動議：決議高中共同歌曲調整為〈國歌〉
、
〈國旗歌〉
，
〈國歌〉採
用四部合唱曲。

3

國立編譯館共編輯三版國小音樂教科書和三版國中音樂教科書。
統編本國中和國小音樂教科書第一版採用 6 首相同的共同歌曲〈國
歌〉
、
〈國旗歌〉
、
〈國慶歌〉
、
〈國父紀念歌〉
、
〈領袖歌〉和〈反共復國
歌〉，這 6 首歌曲置於每冊教科書的最前面幾頁。第二版國中音樂

3

本章作者亦受邀出席 80 年 1 月 10 日「國中國小共同歌曲審選會議」，決議內容
取自審選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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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刪去〈反共復國歌〉，從此國中音樂教科書的共同歌曲減為 5
首，和國小音樂教科書有所區隔。〈領袖歌〉原是歌頌總統

蔣中

正，1975 年 4 月 5 日蔣總統逝世後，國中第三版和國小第二版的音樂
教科書都以〈總統

蔣公紀念歌〉取代〈領袖歌〉。國中第三版新增

〈我愛中華〉取代〈國慶歌〉。國小音樂教科書三個版本的共同歌曲
都維持 6 首，數量沒有變動。直到民國 80 年 1 月會議決議後，80 學年
、
度國中音樂教科書再版時，共同歌曲才調整為每學年 4 首：〈國歌〉
〈國旗歌〉
、〈總統

蔣公紀念歌〉和〈國父紀念歌〉，其中國小每學

期3首，將〈總統 蔣公紀念歌〉置於上學期課本配合先總統 蔣公誕辰
，〈國父紀念歌〉置於下學期課本配合植樹節（3
紀念日（10 月 31 日）
4

月 12 日，國父逝世紀念日在植樹節舉行）
。 統編本第一版和各版統
編本之國民中小學音樂教科書共同歌曲如表 5-1、表 5-2 所示。

表 5-1
統編本第一版國民中小學音樂教科書共同歌曲一覽表
教科書版本

曲

目
歌

詞

曲

作

國父訓詞、曲 / 程懋筠，黃自和聲

國中、國小統編本第一版

國

國中、國小統編本第一版

國 旗 歌

詞 / 戴傳賢、曲 / 黃 自

國中、國小統編本第一版

國 慶 歌

詞 / 劉雪厂、曲 / 黃 自

國中、國小統編本第一版

國父紀念歌

詞 / 戴傳賢、曲 / 黎錦暉

國中、國小統編本第一版

領 袖 歌

詞 / 桂永清、曲 / 杜庭修

國中、國小統編本第一版

反共復國歌

總 統 頌 詞、曲 / 蕭而化

國中、國小統編本增補

總統 蔣公紀念歌

詞 / 張 齡、曲 / 李中和

國 中 統 編 本 增 補

我愛中華

詞 / 林君長、曲 / 成介中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4

者

參考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取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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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統編本國民中小學音樂教科書各版之共同歌曲
教 科 書 版 本

出版年

曲

目

國中、國小統編本第一版

民國 57 年

國歌、國旗歌、國慶歌、國父紀念歌、
領袖歌、反共復國歌

國中統編本第二版

民國 67 年

國歌、國旗歌、國慶歌、國父紀念歌、
總統 蔣公紀念歌

國中統編本第三版

民國 75 年

國歌、國旗歌、我愛中華、國父紀念歌、
總統 蔣公紀念歌

國小統編本第二版

民國 67 年

國歌、國旗歌、國慶歌、國父紀念歌、
總統 蔣公紀念歌、反共復國歌

國小統編本修訂版（第三版） 民國 74 年 同第二版曲目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高中音樂教科書雖然是審定制，但是民國 60 年和 72 年公布「高
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的教材大綱規定「歌曲」含共同歌曲和一般
歌曲，60 年的課程標準，實施方法中明示：「共同歌曲務使學生反
復熟練，國立編譯館審選公布之」（教育部，1971）。72 年的課程標
準，實施方法中更強調共同歌曲務使學生反復熟練，期能發揚民族精
神，激發愛國熱忱、體認時代使命（教育部，1983）。經過查證，除
了極少數冊別共同歌曲的數量不一，各版教科書都在各冊最前方編排
6 首共同歌曲（陳曉雰，2018）。以樂人文化岀版的課本為例，高中
音樂教科書的共同歌曲含：〈國歌〉、〈國父紀念歌〉、〈領袖歌〉、〈中
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歌〉、〈青年節〉和〈討毛救國歌〉共 6 首，〈領
袖歌〉原是歌頌總統

蔣中正，1975 年 4 月 5 日蔣總統逝世後，高

中和國中小共同歌曲的處理方式一致，以〈總統 蔣公紀念歌〉取代
〈領袖歌〉。高中的共同歌曲前 3 首和國民中小學的選曲相同，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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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課本以二部或四部合唱曲呈現，凸顯高中階段歌曲難度的加深；
其他三首新曲則以齊唱曲呈現。依民國 60 年「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和民國 72 年「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編輯之《高中音樂》（簡稱民國 60
年版和民國 72 年版）教科書，第一至第四冊（鄧漢錦編著，1971）
之共同歌曲彙整於表 5-3。

表 5-3
民國 60 年版和民國 72 年版高中音樂教科書之共同歌曲一覽表
曲

目

詞

曲

作

者

國歌（四部合唱）

國父訓詞、曲 程懋筠，黃自和聲

國父紀念歌（二部合唱）

詞 戴傳賢、曲 黎錦暉、編曲 劉德義

領袖歌（二部合唱）

詞 桂永清、曲 杜庭修、和聲 汪石泉、
配二部 張錦鴻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歌

曲 張錦鴻

青年節

詞 羅家倫、曲 孫德芳

討毛救國歌

詞 鍾雷、曲 劉德義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加入共同歌曲的目的雖然沒有記載，不過處於威權體制時代，顯
然是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呼應「復國建國」的教育政策，
也符合學校音樂課程「培養忠勇愛國的情操」和「認識傳統和創新的
民族音樂」的目標，顯示此時期的音樂課程充分配合國家政策，以培
養學生忠勇愛國的精神。共同歌曲全數為愛國歌曲、政治意識型態的
歌曲，除了〈國歌〉和〈國旗歌〉是學生每天升降旗典禮的儀式歌曲
外，其他三、四首歌曲則是歌頌領袖和配合國家節慶，顯示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除了強化反共意識型態，厚植反共國力，同時也加強民族教
育（林尚達，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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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
解嚴後，共同歌曲在國小和國中音樂課程標準仍然保留，高中
音樂課程標準則沒有提示。不過共同歌曲的審選過程及曲目都和實施
九年國教時期截然不同，國小階段還包含共同欣賞曲。根據國小共同
歌曲、共同欣賞樂曲審選委員會召集人劉文六之說明，審選工作計畫
含：推薦喜歡歌曲、舉辦分區座談會、錄製喜歡歌曲錄音帶、最喜歡
歌曲排行榜施測、排行榜票選共同歌曲、根據教材綱要之附記推薦共
同欣賞歌曲、依福佬、客家、大陸各省、原住民等四大族群票選各
一首兒歌或童謠或民歌做為共同欣賞歌曲（劉文六，1995）。過程透
明、公開，也廣納學校師生的意見，十分周全。依民國 82 年國小音
樂課程標準編輯之國小音樂教科書（簡稱民國 82 年版）、依 83 年國民
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之國中音樂教科書（簡稱民國 83 年版），都
包括教育部公布的共同歌曲和共同欣賞歌曲如表 5-4 和表 5-5 所列。

表 5-4
民國 82 年版國民小學音樂教科書共同歌曲一覽表
目1

詞曲作者

曲

目2

年級

曲

詞曲作者

一上

小星星

法國兒歌

火車快飛

詞曲 沈秉廉

一下

小蜜蜂

德國兒歌

放學歌

中國兒歌

二上

兩隻老虎

法國兒歌

白鷺鷥

詞 審選會採譜
曲 福佬童謠

二下

春神來了

詞 沈秉廉配詞
德國兒歌

造飛機

詞 蕭良政
曲 吳開芽

三上

家

詞曲 邱望湘

搖船

詞曲 楊兆禎

三下

點仔膠

詞曲 施福珍

捕魚歌

詞 賴恩伸
曲 原住民民歌
張人模採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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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四上

紫竹調

詞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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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2

曲

詞曲作者

野餐

曲 康維爾斯

四下 我是隻小小鳥 德國民歌

西風的話

詞 廖輔叔
曲 黃自

五上

緊疊仔

詞 廖瓊枝
曲 台灣傳統戲曲曲調

耕作歌

詞 游彌堅配詞
曲 原住民民歌
楊兆禎採譜

茉莉花

中國民歌

詞 國立編譯館編
甜美的家庭
五下
審會改譯
（二部合唱）
曲 畢夏普
六上 西北雨直直落

詞 黃敏
曲 福佬童謠

六下

安徽民歌

鳳陽花鼓

歡樂歌
詞 王毓騵配詞
（二部合唱） 曲 貝多芬
詞 王毓騵
曲 客家山歌調

採茶歌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表 5-5
民國 82 年版國民小學音樂教科書共同欣賞曲一覽表
作曲者

曲

目2

作曲者

一上

秀才秀才騎馬弄弄來 福佬念謠

太

陽

四川民歌

一下

月光光好種薑

客家念謠

頑

童

原住民兒歌
連天生採編

二上

丟丟銅仔

福佬民歌

搖籃曲

河北民歌

二下

挑擔歌

客家民歌

玩竹槍

原住民兒歌

三上

憶兒時

詞 李叔同
玩具兵進行曲（節奏樂）
曲 黑茲

耶賽爾

三下

給愛麗絲（鋼琴）

貝多芬

軍隊進行曲（節奏樂）

舒伯特

四上

輕騎兵進行曲（管樂） 蘇佩

小號協奏曲（小號）

海 頓

四下

小夜曲（弦樂）

數 蛤 蟆（笛）

四川民歌

五上

流浪者之歌（小提琴） 薩拉撒特

空山鳥語（南胡）

劉天華

年級

曲

目1

莫札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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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曲

目1

作曲者

阿萊城姑娘第二組曲
「梅呂哀舞曲」
（長笛）

五下

六上 彼得與狼（管弦樂）
六下

比 才
浦羅柯菲夫

羅安格林
華格納
「婚禮進行曲」（歌劇）

曲

目2

作曲者

漁舟唱晚（古箏）

山東古曲

群英會「草船借箭」
（國劇）

羅貫中

春江花月夜（國樂）

中國古曲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國中共同歌曲審選委員會的審選報告提及「本次共同歌曲審選
之工作目的有：根據新修訂發布國中音樂課程標準之規定，審選符合
鄉土文化背景、及具時代意義的歌曲作為國中生應背唱之共同歌曲；
選擇與現代社會息息相關代表傳統文化特色之歌曲代替以往的共同歌
曲，使音樂教育與生活更密切結合，更具時代性。……」（姚世澤，
1998：1）。審選委員會也曾為了無法取得歌曲的著作權，而重新審
選國三的共同歌曲，顯示審選工作的謹慎態度。教育部公布的國中共
同歌曲如下表 5-6：

表 5-6
民國 83 年版國民中學音樂教科書共同歌曲一覽表
年級
國一上

國一下

國 二

曲

目

詞

曲

作

者

牛犁歌（駛犁仔歌）

臺灣民歌車鼓調，編曲 張清郎

微笑吧！朋友（二部合唱）

詞曲 邱慶彰，編曲 周幼英

愛的真諦（二部合唱）

詞 聖經：林前 13 章 4-8 節，
曲 簡銘耀，配伴奏 陳承助

平板（客家語，二部合唱）

客家民歌，編曲 徐松榮

馬蘭姑娘

阿美族民歌，編曲 林道生

草仔枝（閩南語）

詞 林武憲，曲 張炫文

嘸通嫌臺灣（閩南語）

詞 林央敏，曲 蕭泰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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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國 三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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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曲

作

者

回憶（閩南語）

詞 陳黎，曲 郭子究

楓橋夜泊（唐詩）

張繼 古詩，曲 郭芝苑

阿里山之歌

詞 鄧禹平，曲 張徹，編曲 黃友棣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實施九年國教時期的共同歌曲不分年級，也不分中小學階段，
都是相同的選曲，歌曲難度無法配合各階段音樂課程標準的內容，歌
詞的涵意也非中小學生所能了解，完全以政治意識為考量，歌曲內容
偏向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教科書政策和制度由國家全面控管（楊智
穎、歐用生：2012）。實施九年國教時期的共同歌曲曲目有限，每日
朝會、國家慶典和紀念日都要唱，高中生甚至定期舉辦軍歌比賽，因
此學生耳熟能詳，大致上都能背唱。解嚴之後所審選的共同歌曲，曲
目繁多，雖然符合鄉土文化背景並且具時代意義，不過民國 82 年國
小音樂課程標準和 83 年國中音樂課程標準實施不久，教育部隨即於
民國 87 年公布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使得新課程的共同歌曲和共
同欣賞曲無法落實，匆匆的畫下句點；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
文課程綱要不再規定共同歌曲和共同欣賞曲。

第三節

國民小學音樂教科書

本節涵蓋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和解嚴後教育鬆
綁時期（1987-1999）所出版的音樂教科書，由於新世紀教育變革時
期（2000 迄今）的藝術與人文教科書整合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
術教材，因此將新世紀的國中小音樂教科書置於第六章第一節「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教科書」討論。第五章第三節討論的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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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科書範圍係依據民國 57 年至 82 年頒布的 3 次課程標準編輯，
樣書選擇依據民國 64 年「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和 82 年「國民小
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的教科書共 4 冊進行述評（詳見表 5-7），涵
蓋國小音樂教科書經歷的統編制（1968-1989），統編審定併行制（
1990-1995）和審定制（1996-2011）3 種教科書制度。

表 5-7
國民小學音樂教科書分析之樣書版本
教科書制度
統編制
（1968-1989）
統編審定併行制
（1990-1995）
審定制
（1996-2011）

依據之課程標準

出版者

課本和冊次

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
國立編譯館 國小音樂課本第一冊
（民 64）
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
康和出版社 國民小學音樂第一冊
（民 64）
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 康和出版社 國民小學音樂第一冊
（民 82）
康軒出版社 國民小學音樂第五冊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教科書的探討包含各版之編著資料、教材大綱∕綱要和實施方法
的內涵，以及教科書述評。為呈現各階段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脈絡和變
革，首先彙整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的教材大綱∕綱要和實施方法的內
涵，提示教科書編輯的主要依據，然後進行樣書述評，並參考司琦（
2005）分析教科書的項目，包括封面、編輯要旨、目次、課文、版權
頁等，進行樣本的版式、內容、歌曲特色的分析，最後補充綜合討
論，以歸納各級學校音樂教科書之演變。教科書述評以歌唱教材為主
要內容，歌唱教學是學校音樂課程主要的項目，歌曲在各版教科書占
有相當的分量。教科書歌曲通常分成單元歌曲、共同歌曲（九年一貫
課程藝術與人文教科書除外）和補充歌曲等三部分，是教科書分量最
多的教材類別，而且歌曲的意涵可以呈現時代背景和社會變遷，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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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教科書的歌曲教材進行分析並討論。教科書開放後的審定本，本
書選擇成立於藝能科教科書開放時之康和出版公司（康軒文教股份有
限公司前身）之音樂教科書，康和∕康軒自 1989 年至今都維持出版，
符合本章音樂教科書的探討範圍，因此以康和∕康軒版做為探討文
本。本節討論的教科書以第一冊為原則，即國小三年級音樂課用書，
不過根據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音樂課向下延伸至國
小一年級，第一冊是指國小一年級用書，第五冊才是三年級用書，因
此選擇第一冊和第五冊，以呈現一年級和三年級之音樂學習內容。教
科書制度的演變和音樂課程演變的時期並非同步，本節選取之音樂教
科書，同時考量音樂教科書制度的更迭和本書所採用的音樂課程變革
時期。

一、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
國民小學統編本音樂教科書制度始於 1968 年，全面實施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之前，政府曾採取不同方案，以解決國民學校畢業生升學
問題，如：擬定「國民學校畢業生志願就學方案」。這些方案正要實
施之際，先總統 蔣公於 1967 年 6 月 27 日在國父紀念月會中訓示：「
我們要繼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成功之後，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計
畫。以我們現階段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來解決九年義務教育問
題，一定可以樂觀厥成……」。此一宣示，促使教育部歷經一年之籌
劃完成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各項措施（徐南號、林玫伶，1999：293294）。1968 年 2 月 10 日先總統

蔣公頒發「革新教育注意事項」訓

詞，明示：「今日我國各級學校，不論小學、初中、高中之課程教材與
教法，希根據倫理、民主、科學之精神，重新整理，統一編印」。教
育部遵照「革新教育注意事項」的訓詞，決定將國民中小學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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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交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實施精編精印，統一供應之政策（
藍順德，2005），於是國小音樂教科書制度從審定制走入長達二十年
的統編制。

（一）國小統編本音樂教科書之演變
國立編譯館共編輯三版國小音樂教科書。編輯的方式是自 57
學年度第一學期依據「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暫行課程標準」，逐
年編輯兩冊的方式供教學之用，同時進行課程實驗研究，以做為修
訂課程標準之參考。課程實驗由教育部主持，省立臺北師專（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前身）及花蓮師專（國立東華大學前身）負責實驗計
畫、章則審定、輔導原則等事宜。第二版音樂教科書是依據民國 64
年公布的「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編輯而成，依據課
程標準修訂教材綱要的類別，將先前「表現」類別中的「器樂」改
為「演奏」，使之與「演唱」、「創作」同屬「表現」。「欣賞」
類別的「聲樂曲與器樂曲」改為「聲樂與器樂」，「故事」改
稱「音樂故事」。除此之外，授課節數從每週 3 節課改為每週 2 節
課，但是每節課從 30 分鐘調整為 40 分鐘，實際授課時間每週減少
10 分鐘。為求課本內容能適合兒童的能力與興趣，特定第一學年編
印課本及教學指引為試用本，第二學年指定若干學校予以實驗，第
三學年修訂課本及教學指引，第四學年起才全面實施。因此，第二
版音樂教科書的正式本於 67 年 8 月發行初版，至民國 68 年 1 月完成
八冊的編輯（康謳，1990：38-39）。第三版音樂教科書於民國 74
年自第一冊課本開始修訂，至民國 78 年 1 月完成。由於第三版修訂
時，仍然依據 64 年國小音樂課程標準，因此第三版和第二版教科書
的內容、分量大致相近，僅將補充歌曲增至 12 首。修訂要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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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1）參考各界人士所提供的修訂意見修訂；（2）修訂不符
合課程標準的教材；（3）修訂錯誤或語意不明的詞句；（4）簡化
基本練習的教材內容；（5）簡化演奏教材的難度；（6）將所有的
譜例，改用完整的拍號記譜；（7）欣賞教材加列欣賞曲目；（8）
增加民族性教材，多選用本國民歌或國人作品，少用作者未詳的歌
曲；（9）音樂課本增加兩頁五線譜紙，供練習作業用；（10）插
圖盡量用彩色照片代替（張統星，1987）。三版國小音樂教科書都
另編輯教學指引供教師參考使用。

（二）統編本之編審委員會
音樂教科書的編審委員會負責研究、編輯及審查音樂教科用
書。嚴格說來，音樂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的組成人數並沒有完全符合
要點，國小統編本第一版委員共 22 位，超出編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的
規定。第二版委員會人數精簡為 13 位，第三版則有 19 位，擔任主任
委員和編輯小組的成員，以師範院校教授為主，中小學音樂教科用
書之編審委員常身兼兩階段之委員，無論是師範院校教授或是中小
學現職音樂教師，都是音樂教育界一時之選，其中有些委員經歷三
版教科書編審工作，經歷兩版的編審委員也為數不少（如表 5-8）。

表 5-8
國民小學音樂課本（統編本）第一至三版本編輯資料彙整
版

本

第

一

版

第

二

版

修訂版（第三版）

主任委員

蕭而化

李抱忱

李永剛

編輯小組

康 謳、呂泉生、
李永剛。

康 謳、楊兆禎、
李永剛。

楊兆禎、張統星、
劉文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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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委

本

員

第

一

版

王沛綸、申學庸、
丘埜鴻、李永剛、
呂泉生、吳新富、
周崇淑、孫思嶠、
高其 、高景鑫、
張錦鴻、康謳、
曹俊彥、童恆誠、
葉楚貞、鄧昌國、
蔡伯武、鄭煥璧、
謝雪如、戴粹倫、
蕭璧珠、顧宗鵬。

第

二

版

王正義、李永剛、
沈寵侯、洪秀華、
范儉民、袁玉英、
高景鑫、康 謳、
張統星、楊兆禎、
董榕森、葉楚貞、
劉德義。

修訂版（第三版）
王正義、沈寵侯、
呂泉生、洪秀華、
范儉民、徐 娟、
袁玉英、孫思嶠、
高景鑫、張統星、
陳綉璟、馮文貞、
楊兆禎、董榕森、
葉楚貞、劉文六、
劉德義、賴美鈴、
鍾美苓。

課程標準

民國 57 年
民國 64 年
民國 64 年
「國民小學中高年級 「國民小學中高年級 「國民小學中高年級
音樂暫行課程標準」 音樂課程標準」
音樂課程標準」

冊

課本 8 冊
教學指引 8 冊

數

出 版 年

課本 8 冊
教學指引 8 冊

課本 8 冊
教學指引 8 冊

初版，民國 57 年 8 月 初版，民國 67 年 8 月 修訂初版，民國 74
~61 年 1 月
~68 年 1 月
年 8 月 ~78 年 1 月

資料來源：賴美鈴（2004）。

國立編譯館共編輯三版國小音樂教科書，其中依據民國 64 年「
國民小學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編輯的音樂教科書（簡稱民國 64
年版），包含第二版和第三版。本文選取統編本第三版國民小學音
樂課本一冊進行討論。

（三）統編本教科書述評
課程標準之教材綱要及實施方法是教科書編輯的主要依據，表
5-9 彙整民國 64 年「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綱要及實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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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教育部，1975）。其中教材綱要首先依三至六年級之類別敘
述，最後說明第三學年的「演唱」教材類別細項，做為述評之討論
依據。實施方法僅彙整和歌曲編選相關內容。

表 5-9
民國 64 年「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教材綱要與實施方法概要
教

材

綱

要

1. 基本練習
發聲與發音：發聲、發音、呼吸、音階、
音程。
音感：節奏和曲調的辨識、聽唱、聽寫、
終止式、和弦練習。
認譜：音符、休止符、譜號、拍號、常用
記號。
擊拍與指揮：音符和休止符擊拍、拍號
和歌曲指揮練習。

2. 表 現
演唱：視唱、齊唱曲、輪唱曲、合唱曲、
演唱基本技能。
第三學年演唱細項：（由聽唱進入視唱、
習唱簡易曲譜、齊唱曲、學習演唱基本
技能）。
演奏：節奏樂器、曲調樂器、合奏。
創作：模仿、即興、節奏創作、曲調創作。

3. 欣 賞
聲樂與器樂：音樂表現的感受和欣賞、
管弦樂器的認識、聲樂曲與器樂曲、中
國調式的樂曲。
音樂故事：西洋古典、浪漫和現代音樂
家故事，中國古代和現代音樂家故事。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實施方法中有關歌曲編選的要點
1. 編選優美高雅且富有生命力的中
國樂曲，不取流行的靡靡之音。
2. 編選著名的外國樂曲，不取熱門
或搖滾等低級音樂。
3. 歌曲音域的規範中年級 c1-e2。
4. 歌詞的編選以語體為主，韻以國
音為準。
5. 歌詞要切近兒童生活，適合兒童
程度。
6. 歌詞以歌詠自然景物，讚頌英雄
聖哲的。
7. 歌詞能發揚民族精神，灌輸愛國
觀念的。
8. 曲譜用五線譜，絕對不用簡譜。
9. 規定唱名，可用注音符號拼音。
10. 歌曲及簡易樂器合奏曲，其中發
揚中國民族精 神的，應占 50%
以上。
11. 演唱含共同歌曲與一般歌曲。
12. 輔導兒童背唱歌曲，尤其是中國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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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樣本：《國民小學音樂課本》第一冊修訂初版，國立編
譯館主編（1985）
（1）版

式
規格為 18 開，封面及封底有上光處理，紙質為約
5

88 磅道林紙。封底無審定執照。 彩色版面，字體使用
楷書，中年級教科書各冊都加上注音符號。樂譜受紙張
限制，顯得密集，尤其歌詞的字體較小，閱讀較吃力。
圖片大部分是插畫，部分演奏和演奏的圖示，則採用相
片，可惜少部分相片對焦不準，效果不十分理想。第一
冊共 70 頁，另附 2 頁五線譜空白頁，目次如表 5-10 所示。

表 5-10
「統編本」民國 64 年版《國民小學音樂課本》第一冊目次表
教
教
基 本
材
材
內 分
單 容 類 發聲與
音感
元
發 音
次
序

練

習

認譜

表

擊拍與
指 揮

現

演唱

演奏
節奏樂
器和節
奏樂隊

第一課

五線譜
和唱名
認認看

國

旗

第二課

唱名的
順 序
指譜擊拍 太
長和短
（一）

陽

欣
創作

賞

聲樂與

音樂

器 樂

故事

看譜唱歌

模仿動物 安靜的
的叫聲 聽音樂
（續下頁）

5

國小統編本發行時並無審查執照的問題，直到第三版因為正逢教科書開放審定制，
本文分析的樣書（修訂初版）沒有審定執照，但是在民國 81 年 8 月岀版的修訂 8 版，
封底則有審查執照，自 80 年 8 月起有 6 年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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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教
基 本
材
材
內 分
單 容 類 發聲與
音感
元
發 音
次
序

練

習

認譜
五聲音階
的唱法
唱唱看

第三課

高和低

第四課

ㄉㄛ音終
止的中國
聽聽看
音 階
唱唱看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表

擊拍與
指 揮

現

演唱

演奏

山

木

歌

第六課

休止符 和著拍子
老烏鴉
唱唱看 念念看

第八課

長和短
（三）
聽聽看
附點音符
唱唱看

換

氣

賞

聲樂與

音樂

器 樂

故事
俞伯牙的
太老師

拍手遊
戲：四
拍 子

我們要有
新希望

長和短
我願做個
（二） 指譜擊拍
三角鐵
好小孩
唱唱看

第七課

創作

魚

第五課

ㄙㄛ音終
發聲和
止的中國
發 音 聽聽看
音 階
輕輕的唱
唱唱看

欣

獨唱和
齊 唱

聲樂和
器 樂
說話的
節 奏

月光下
抄 譜

什 麼
東西？

合奏曲
〈什麼
東西？〉

知音的
故 事

搖

合奏曲 用動作配
〈凱歌〉 合音樂

站著聽
的音樂

船

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慶歌、國父紀念歌、總統 蔣公紀念歌、反共復國歌
補充歌曲：小喇叭、凱歌、小風鈴、月光光、流水、圈圈遊戲、野兔餓了、我們的學校、好兒童、
小弟弟真淘氣、什麼好？、敬愛的清潔隊員（共 12 首）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64 年發布之「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
準」編輯。「編輯要旨」的內容含給家長的一段話，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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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音樂教育的重要性，同時提示音感訓練的重要性。全
冊共含 8 個單元，提供 16 週教學之用。內容採用單元教
材混合編排方式，十分嚴謹地依照課程標準規定，教材
在各項教材類別中分布平均。從目次表（表 5-10）可以
了解第一冊的教材分布以認譜、演唱和欣賞為主軸，各
出現於 8 個單元，其次是演奏 5 個單元，音感和創作各
4 個單元，擊拍和指揮 3 個單元，發聲與發音 2 個單元。
「基本練習」類別在教材的分量很重，特別強調
三年級由聽唱法過渡到視唱法，每一項新教材都有「唱
唱看」或「聽聽看」的練習，8 個單元中有 7 個單元是
從認譜教材開始。「表現」類別則特別重視演唱，內
文首先放置六首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慶
歌〉、〈國父紀念歌〉、〈領袖歌〉和〈反共復國歌〉，其
中第一冊之〈國歌〉，並有歌詞白話文解釋。每課都含
一首單元歌曲，課本最後另附 12 首補充歌曲，建議教
師可視進度、環境等酌情選用。「欣賞」類別很均衡地
分配教材綱要的內容，含 4 個單元教導聲樂與器樂，4
個單元教導音樂故事，單元教材內容的分配也很平均，
如：2 個單元中國音樂故事，以及 2 個單元西洋古典時
期的重要音樂家故事（巴赫和韓德爾）。

（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每冊課本含 8 首單元歌曲，12 首補充歌
曲，共計 20 首，這還未加上 6 首共同歌曲，分量是
各類教材之冠。第一冊的歌曲全數為齊唱曲，完全
符合教材綱要規定。演唱的基本技能則是與基本練
習配合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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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歌曲類型：單元歌曲以中國歌曲比例較高，符合教材
綱要的要求，明顯配合國家政策。此時臺灣歌謠已
經納入課本，不過歌詞採國語填詞，如：〈我們要
有新希望〉是客家民歌，顯示當時對臺灣鄉土歌謠
尚無正確認知。值得一提的是選曲出現大量的國人
創作曲，是課本選曲中比例最高的，尤其是補充歌
曲的部分，若僅計算單元歌曲，其中發揚中國民族
精神的歌曲超過 50%。外國歌曲在課本僅占少數，
第一冊有 3 首含〈老烏鴉〉、〈小喇叭〉和〈凱歌〉，
雖然歌 詞 都 是 填 詞，但 是曲調 選自巴 赫、韓 德 爾
等，也符合「要編選著名的外國樂曲」的規範。歌
詞符合「能發揚民族精神，灌輸愛國觀念的」，有〈
我們要有新希望〉、〈國旗〉、〈月光光〉和〈凱歌〉4
首，而〈我願做個好小孩〉、〈我們的學校〉、〈好兒
童〉、〈敬愛的清潔隊員〉等 4 首的歌詞則「能切近兒
童生活」，具有教育性。較為遺憾的是當時國人尚未
建立著作權的觀念，部分歌曲的詞曲作者標示不明，
或是完全沒有標示詞曲作者。
c. 歌曲音域：第一冊歌曲的音域絕大部分符合中年級
c1 -e2 ，只有單元歌曲〈老烏鴉〉出現低於 c1 的音。

2. 綜合討論
統編本第三版雖然和後期的教科書相較顯得老舊，不
過岀版當時也是相當新穎且具吸引力的教科書（中華民國教
材研究發展學會，1996：178）。修訂版（第三版）仍然依據
民國 64 年的課程標準編輯，選材中規中矩，尤其是歌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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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具有時代的背景。「若是將視野放置到臺灣為反攻復
興基地，政府大力推動『國民生活須知』及『國民禮儀範
例』，致力於改善風俗時，即可理解」（黃意婷，2001），
上述可說明編輯不取流行的靡靡之音，或是熱門、搖滾等低
級音樂的理由。此外歌曲中的民歌比例偏高，也因為當時
的學者認為藉由教唱民謠，可發揚民族精神。如：劉文六認
為「民謠是發展我國音樂的基礎，並提出民謠是淨化歌曲
的根本，以我國的民謠來代替時下的流行歌曲是淨化歌曲的
具體可行之法，……」（劉文六，1975：11）。統編本因為出
版時間較早，單元歌曲中所包含的鄉土音樂和地方戲曲的分
量不多，有關臺灣本土的教材更是少見（中華民國教材研究
發展學會，1996）。教材綱要中有一項附記註明：「綱要所
列各類教材，得以音樂欣賞為中心，混合實施」，實際分析
課本內容，發現第一冊各單元都包含歌曲和欣賞教材，不過
以教材的連接和循序漸進的內容來看，統編本實以歌唱教學
為中心。統編本的編審委員，陣容龐大，第三版的委員共 20
位（含主任委員），以大學音樂系教授為主體，具備國小音
樂教育理論與音樂學專業涵養。其中參與課程標準修訂的委
員如：李永剛、孫思嶠、葉楚貞等，對於教材的編選規範應
十分了解，且編輯小組的成員：楊兆禎、張統星、劉文六都
具作曲專長，並曾出版小學音樂課本，因此所編輯的統編本
音樂，不但符合課程標準的規定，選材嚴謹且內容完整，為
臺灣的音樂教科書樹立良好的典範。早期教科書的輔助教材
有限，不過統編本曾於 1981 年左右，由板橋國民學校教師
研習會委託 3 位國小音樂教師錄製錄音帶，配發至全省國民
小學（楊艾琳，1996）。至於使用者的意見，則透過研習會
以及《國立編譯館通訊》的專欄蒐集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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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
民國 76 年解嚴後，社會邁向民主化、多元化的腳步更加快速。
課程改革、教育自由化的聲浪不斷，中小學教科書是否開放成為討論
的重大議題。為了落實課程改革和教師專業自主的理想，第六次全國
教育會議於民國 77 年 2 月決議：「建議中小學教科書之編輯，應考慮
逐步開放審定制」。教育部於是在 77 年 7 月宣布，自 78 學年度起，
開放國中藝能學科和活動科目教科書為審定本，80 學年度起，開放
國小藝能學科和活動科目教科書。藝能學科開放時，中小學的課程標
準都尚未修訂，因此第三版統編本剛完成修訂，就依照原訂計畫出版
和民間的審定本同時提供學校使用，1990-1995 年間實施統編審定併
行制，統編本並沒有因開放審定本而新編課本，只是沿用第三版，民
間出版社則有康和、台聯、翰林和南一等新編課本，經國立編譯館審
查通過後發行。

（一）國小統編審定併行制（1990-1995）
隨著國小藝能科教科書於民國 79 年開放，民間出版社開始編
輯音樂教科書。當時三家出版社，康和、台聯、翰林發行音樂課
本，其中康和出版社相隔數年後，再發行另一套〈國民小學音樂革
新版〉，由不同的編輯小組負責編撰。南一在 82 年新課程標準公布
後，也發行依據 64 年課程標準編輯的音樂課本（表 5-11），前述四
家出版社的音樂教科書都是依據民國 64 年「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
準」編輯（簡稱民國 64 年版）。康和版同時發行國小唱遊課本，雖
然課程標準沒有規定學生要使用唱遊課本，但是出版社似乎已預知
未來的課程標準音樂課將向下延伸，音樂教科書將從一年級開始編
輯，同時意味著市場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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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審定本」民國 64 年版國小音樂教科書一覽表
出版者

編

著

者

６

出

版

冊

數

出版年

課本 8 冊、教學指引 8 冊 民國 80 年

康 和

林勝澤、游素凰、龔明賜

台 聯

劉美蓮、黃秀婉、陳尚青、
課本 8 冊、教學指引 8 冊 民國 80 年
孫思嶠、紀淑玲

翰 林

楊文彬、黃吉田、黃輝玉

課本 8 冊、教學指引 8 冊 民國 80 年

康 和
劉美蓮、紀淑玲、吳玉霞、
課本 8 冊、教學指引 8 冊 民國 84 年
（革新版） 施榮燦、陳昭蓉
南 一

沈長振、李慧美、林雪真、
課本 8 冊、教學指引 8 冊 民國 85 年
湯碧美、龔明賜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由於民國 80 年是自 57 年以來，首次開放音樂審定本，和國小
統編本的發行相隔二十餘年，加上解嚴後鄉土教材的受重視，因此
四家出版社都編入鄉土歌謠，試圖跟上時代潮流。教學法方面也引
入國際知名的音樂教學法，教學方式偏重兒童中心和活動中心。教
科書的物理特性也明顯不同，首先是課本調整為 16 開本，課本外表
美觀，色彩鮮豔，圖片多元，視覺感受和統編本截然不同。審定本
雖然是依據民國 64 年「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不過內容已
經超越課程標準的規範，本文選取康和版《國民小學音樂》第一冊
為樣書，進行討論。

6

編著者僅以第一冊教科書的編輯群為例，省略各家出版社所聘請的總訂正、顧問、
指導委員、諮詢委員等，編輯群包含主編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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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統編審定併行制之教科書述評
1. 樣本：「康和」《國民小學音樂》第一冊第三版（1995），
林勝澤、游素凰、龔明賜編著（1995）
（1）版

式
規格為 16 開，紙質為 185 磅雪銅紙。封底印有審定

執照，自 80 年 8 月起有 6 年期限。彩色版面，字體使用
明體、楷書；圓體字等，配合內文採用大小不同的字
號。中年級教科書各冊都加注音符號，內頁右側以書緣
加粗的色邊，另標示單元號碼，方便翻閱及檢索。圖文
穿插，樂譜清晰，相片大都能配合及輔助教學要點，色
彩鮮明，能迎合兒童的喜好。第一冊 64 頁，含 1 頁五線
譜空白頁，目次如表 5-12 所示。

表 5-12
「康和」民國 64 年版《國民小學音樂》第一冊目次表
教
教
基 本
材
材
內 分
單 容 類 發聲與
音感
元
發 音
次
序

第一課

放鬆的
唱 歌

練

習

認譜
五線譜表
五指五
線 譜

表

擊拍與
指 揮

現

演唱

演奏

開學了

節奏樂
隊使用
的樂器

第二課

五指五
唱名的排
線譜與
列順序
節奏唱名
唱 名
倫敦鐵橋
奇妙的
練 習
長和短
聲 音
（一）

第三課

高和低 五聲音階
前彎後仰 唱唱看

我的願望

欣
創作

賞

聲樂與

音樂

器 樂

故事
爺爺奶奶
的 歌

模仿動物
奇妙的
的叫聲
聲 音
模仿看看

響板的
演 奏

響板的
故 事
（續下頁）

237

238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教
教
基 本
材
材
內 分
單 容 類 發聲與
音感
元
發 音
次
序

練

習

認譜

表

擊拍與
指 揮

ㄉㄛ音終
仿唱遊戲 止的五聲
強和弱 音 階
唱唱看

第四課

演唱

聽音畫
曲調線

長和短
擊拍和 快樂的
（二）
節奏練習 小 魚
唱唱看

第六課

快樂的
童 年

休止符
唱唱看

第八課

演奏

拍拍看

欣
創作

三角鐵
的演奏

改一改

說話和
節 奏

小青蛙

ㄙㄛ音終
止的五聲
音 階
唱唱看

花鼓調

合奏
「花鼓調」

長和短
（三）
聽聽看
拍拍看
附點音符
連結線

小小兵

聽音樂
合奏
「小小兵」 做動作

誰的聲
音最美妙
換 氣

賞

聲樂與

音樂

器 樂

故事

獨唱、
拍手遊戲 齊唱和
合 唱

雲

第五課

第七課

現

三角鐵
的故事

好戲開鑼

花兒會

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父紀念歌
補充歌曲：國旗歌、學唱歌、白鷺鷥（閩南語發音）、敬愛的清潔隊員、母鴨帶小鴨、老烏鴉、
找到一個朋友、火車快飛 （共 8 首）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64 年公布之「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
準」編輯。「編輯要旨」首先出現一段「給小朋友的
話」，語氣親切，字體放大，並加上注音符號，凸顯以
兒童為中心的編排。下半頁才呈現「編輯要旨」，字體
突然縮小，內容提示編輯的原則，同樣有一段給家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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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不過此時強調傳統音樂和文化的重要性，是指臺灣
鄉土音樂的重要性。全冊共含 8 個單元，提供 16 週教
學之用，內容採用單元教材混合編排方式。教材在各項
教材類別中分布尚稱平均，全冊內容的鋪陳和統編本第
三版很近似。從目次表（表 5-12）可以了解第一冊的教
材分布以認譜和演唱為主軸，各出現於 8 個單元，其次
是欣賞 7 個單元，音感 6 個單元，演奏和創作各 5 個單
元，擊拍和指揮有 4 個單元，發聲與發音最少，有 2 個
單元。
「基本練習」類別在教材的分量很重，特別強調
三年級由聽唱法過渡到視唱法，其中認譜的內容幾乎和
統編本第三版雷同，不過康和版強調遊戲化和生活化的
教學方式。「表現」類別仍以演唱為主，將單元歌曲放
在每一課的首頁，顯示其重要性。各冊內文首先放置
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父紀念歌〉共 3
7

首 ， 其中〈國歌〉附有歌詞白話文解釋，書後另附 8
首補充歌曲。「欣賞」類別雖然是中國音樂，但是以臺
灣常見的傳統音樂為主，只有一課音樂故事〈花兒會〉
是屬中國音樂故事，此類別省略西方有名的樂曲，欣賞
教材僅有 7 個單元的進度。表現和欣賞教材注重橫向聯
繫，如：響板的演奏配合響板的故事（第三課）、三角
鐵的演奏配合三角鐵的故事（第五課）。

7

此時，共同歌曲已經依據教育部 80 學年度的公告，將共同歌曲調整為每學期 3 首，
詳見本章第二節「共同歌曲之制訂與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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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每冊課本含 8 首單元歌曲，8 首補充歌
曲，共計 16 首，另加上 3 首共同歌曲，分量是各類教
材之冠。第一冊的歌曲完全符合課程標準的規定，全
數都是齊唱曲。演唱的基本技能則是與基本練習的教
材配合，康和版以體驗式或遊戲式的練習（如：仿唱
遊戲、聽音畫曲調線等）取代統編本的書寫練習。
b. 歌曲類型：單元歌曲以國人創作曲比例最多，共 11
首，約占歌曲數量的七成。臺灣歌謠有兩首，其中一
首為閩南語發音，顯然不符合歌詞的「韻以國音為
準」的規範。第一冊沒有採用中國民歌，因此無法
達到「發揚中國民族精神的歌曲應占 50 % 以上」。
外國歌曲在課本（含單元歌曲和補充歌曲）共有兩
首：〈倫敦鐵橋〉和〈老烏鴉〉，選曲符合「要編選
著名的外國樂曲」。此時著作權的觀念已經開始受
重視，第一冊僅出現一首歌曲〈找到一個朋友〉詞
曲作者不詳。
c. 歌曲音域：歌曲的音域絕大部分符合中年級 c1-e2 的
規範，第一冊只有補充歌曲〈老烏鴉〉和〈火車快
飛〉兩首出現低於 c 1 的音，〈白鷺鷥〉除歌詞超越
範圍之外，語音所用的裝飾音也超出範圍。

2. 綜合討論
康和版雖然和統編本同樣依據民國 64 年「中高年級音
樂課程標準」編撰，但是內容卻大不相同，誠如編輯要旨所
述，本書強調傳統音樂教育的重要性，編輯將傳統音樂的概

第五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念從中國民族音樂轉移為臺灣鄉土音樂，因此康和版的內容
有多項不符合課程標準，如研究指出：「過分重視鄉土音樂
及流行音樂的做法卻未能顧及課程標準及編輯架構的平衡，
上述音樂大量之介紹，影響了欣賞類別之結構，以致不符課
程標準，有許多『超出』及『延後』之現象」（中華民國教
材研究發展學會，1996：181）。雖然第一冊內容並沒有太
多「超出」及「延後」的現象，但是整套教科書而言，情況
確實嚴重。不過此版教科書似乎也讓下一波新課程標準的音
樂課本的樣式和編排內容提前曝光。
教材綱要中有一項附記註明：「綱要所列各類教材，
得以音樂欣賞為中心，混合實施。」實際分析康和版課本內
容，發現第一冊第八單元沒有欣賞教材，且欣賞教材的編選
絕大部分以臺灣的鄉土音樂為主。本套教科書以歌曲做為各
單元的開始，從教材的連接和循序漸進的編排來看，康和版
是以歌唱教學為中心。取材和教學引導特別貼近兒童生活，
如：介紹五線譜配合五指五線譜，音符的學習，將四分音符
比喻為「黑瘦子」，二分音符比喻為「白胖子」，學理上雖
然無此說法，但是實際教學卻是常見。「基本練習」類別的
教材少了紙筆練習，取代的是體驗式或遊戲式的練習。本書
是在民國 80 年 1 月會議決議後出版，當時共同歌曲已經調整
為每學年四首，國小每學期 3 首，將〈總統

蔣公紀念歌〉

置於上學期課本，〈國父紀念歌〉置於下學期課本，康和版
似乎是錯置。課本的外觀、版面、插畫和色彩也較能迎合兒
童的喜好。教科書編輯小組由富有經驗的國小音樂教師和行
政人員組成，加上民族音樂學者許常惠擔任校訂者，人員
共 4 位，編制精簡。值得一提的是民間出版社提供的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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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包含錄音帶、綜合教學教具箱及教學 CD，十分豐富。此
外，出版社也舉辦研習會，並且在教學指引附上詳細的調查
問卷，鼓勵使用者填答。

（三）國小審定制（1996-2011）
民國 82 年修訂公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課程除了增設「鄉
土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學習方言和鄉土文化的機會，國小「音
樂」課程並向下延伸至一年級，實施將近半世紀的國小一、二年
級「唱遊」自此走入歷史。不過教材綱要附註說明：「各校若因師
資及設備不足，短期間低年級無法實施音樂科教學時，仍可合併體
育科實施唱遊教學……」（教育部，1993：207）。此次國民小學
課程標準距離前次修訂長達 18 年，是歷年間隔最久的一次，加上
解嚴後社會快速變遷，促使課程標準內容產生重大變革，新編教科
書的內容也和以往大不相同，展現新的風貌。教育部重新審選共同
歌曲，並新增共同欣賞曲，各年級採用不同曲目，共同歌曲除〈國
歌〉和〈國旗歌〉，另有 24 首共同歌曲和 24 首共同欣賞曲。新課程
公布後，民間出版業紛紛投入教科書的編輯，除了統編審定併行制
就開始發行音樂教科書的康和版∕康軒版、南一版和翰林版外，新
增仁林版，維持四家出版社（見表 5-13），四家出版社的教科書都
是依據民國 82 年公布的「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簡稱民國
82 年版）。本書選取為 1989 年國中藝能學科開放而成立之康和出版
有限公司之教科書為樣書，1988 年該公司為籌備出版國中音樂和美
術教科書而成立，持續出版中小學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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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審定本」民國 82 年版國小音樂教科書一覽表
出版者

編著者

出

版

冊

數

出版年

9

沈長振、李慧美、林雪真、
課本 12 冊、教學指引 12 冊 民國 85 年
湯碧美、龔明賜

南 一
康和 康軒

8

10

黃采華、葉淑真、楊匯山 課本 12 冊、教學指引 12 冊 民國 85 年

仁 林

黃秀婉、陳淑慧、陳尚青、
課本 12 冊、教學指引 12 冊 民國 85 年
黃世傑、王乾順

翰 林

楊文彬、何淑貞、連久慧 課本 12 冊、教學指引 12 冊 民國 85 年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四）國小審定制之教科書述評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的教材綱要（表 5-14）首
次調整為「音感」、「認譜」、「演唱」、「演奏」、「創作」和「
欣賞」六項類別。課程標準強調音樂的感覺和體驗應先於認知的理

8

編著者僅以第一冊教科書的編輯群為例，省略各家出版社所聘請的指導委員、諮
詢委員、或召集人等，編輯群包含主編和編輯。

9

本章作者依據《研習資訊》第 13 卷，第 4 期所刊登的「國民小學教科用書審查通
過名單」的備註，名單係截至 85 年 8 月 2 日止之審查結果。且提示通過審查的
教科書領到的是試用一年的試用執照。一年試用期滿提出報告，再經審查通過，
才能領到六年的正式執照。所查詢的四個版本，執照都是 86 年 8 月開始，但是
出版年則各家所標示的不太一致。

10

康和出版有限公司為康軒文教的前身。公司成立於 1988 年，1989 年開始發行國
中藝能科教科書，1991 年發行康和版國小藝能科教科書，1993 年成立康軒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合併更名為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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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重視音樂與生活的結合，從本國音樂的學習開始擴展至世界其
他國家和民族的音樂文化（教育部，1993）。

表 5-14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教材綱要與實施方法概要
教

材

綱

要

實施方法中有關歌曲編選的要點

1. 音感：節奏感、曲調感、視唱、聽寫、 1. 共同歌曲除〈國歌〉、〈國旗歌〉外，
每學期至少兩首。
和聲感、指揮練習、音階、終止式等。
2. 認譜：拍號、音符、休止符、常用記
號等。
3. 演唱：演唱技能、齊唱與合唱，本國
歌曲、外國歌曲。

2. 各地區視需要得編列鄉土音樂教材。
3. 選取優美高雅富有藝術性及教育性
之樂曲，不取靡靡之音。

4. 選曲要配合兒童學習能力之發展，視
其年級由簡而繁，由短而長，曲趣生
第一學年演唱細項：（習唱簡短兒歌、
動活潑，富有變化，容易唱者。
學習演唱技能含節奏、音高等、本 5. 歌曲的音域低年級 b-d2，中年級降
國歌曲 70%、外國歌曲 30%）
b-e2，高 年 級 降 b-f 2（ 本 音 域 僅 供
第一學年演唱細項：（練習歌唱呼吸、

認識發聲方法、學習演唱技能含起
唱、換 氣、圓滑、斷 音等、齊唱曲
80%、二部輪唱曲 20%、本國歌曲
65%、外國歌曲 35%）
4. 演奏：節奏樂器、曲調樂器、傳統打
擊樂器。

參考）。
6. 創作歌曲宜標明詞曲作者。
7. 歌詞的編選以語體為主，國語音韻
為主。
8. 歌詞要切近兒童生活，歌詞口語化、
字句淺顯通順、富文學趣味、適合兒
童程度。

9. 歌詞能培養兒童欣賞自然景物，景仰
5. 創作：肢體即興創作、節奏創作、曲
英雄聖哲風範的。
調創作。
10. 歌詞能符合生活環境時令活動之改
6. 欣賞：聲樂曲、器樂曲、戲曲、鍵盤
善，能啟導優良習俗的。
樂器、管弦樂器、舞曲、進行曲、變 11. 歌詞能發揚民族精神，培育民族思想的。
奏曲、輪旋曲等。
12. 歌詞能啟發愛國觀念，關懷人類幸福的。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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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之國民小學音樂教
科書（簡稱民國 82 年版），本文選取康和版《國民小學音樂》第一
冊和康軒版《國民小學音樂》第五冊為樣書，進行討論。

依據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之康和版
1. 樣本：「康和」《國民小學音樂》第一冊第二版，黃采華、
葉淑真、楊匯山編輯（1997）
（1）版

式
規格為 16 開，封面紙質為 200 磅銅板西卡紙，課

本內頁為 85 磅畫刊紙。封底印有審定執照，自 86 年 8
月起有 6 年期限。課本為彩色版面，標題和內文都使用
楷書，低年級和中年級教科書各冊都加上注音符號，頁
碼邊以色塊區隔單元，方便搜尋。字體大小適中，樂譜
清晰，圖文穿插，照片大都能配合及輔助教學要點，色
彩柔美，能迎合兒童的喜好。第一冊 44 頁，第一冊目
次如表 5-15 所示。

表 5-15
「康和」民國 82 年版《國民小學音樂》第一冊目次表
單元

課 別

壹、 奇 妙 的 聲 音

一、
動物大合唱

二、
鄉村風光好

音

感

動物的對話

認

譜

大頭大頭，
下雨不愁

演 唱

演 奏

青 蛙

鵝媽媽和小鳥 拍拍踏踏
※ 小星星 我是木魚
真好玩
小雞和青蛙

創 作 欣 賞
王老先生
白熊之舞
有塊地

火焰蟲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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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課 別
三、

音

感

你拍我踏變化多

認

譜

三輪車

貳、校園裡快樂多

跑跑跳跳
真有趣

我會看手號唱歌 小雞喝水

四、

聽聽校園裡的
聲 音

操場上真
好玩

我的朋友就
豆花車倒
唱一唱，有新
是你
擔（福佬
的音嗎？
語）
五、
大家一起
來唱歌

坐火車

演 唱

演 奏

三輪車

我的朋友
在哪裡

創 作 欣 賞

點名遊戲 拔蘿蔔

※太

陽

※ 秀才秀
我是三角鐵
番仔豆
我是小小 才騎馬弄
※ 火車快飛 邊唱火車快
（福佬語）
作曲家 弄來（福
飛，邊伴奏
佬念謠）

※ 標示教育部公布之共同歌曲和共同欣賞曲
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
補充歌曲：大象、花園裡的洋娃娃、扛槓扛（客家語）、一年級、小木魚、歡樂歌（太魯閣
族語）、豆花車倒擔（福佬語）、手拉手（共 8 首）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82 年公布之「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
準」編輯，第一冊內容首先出現「編輯要旨」，說明課
本編輯的原則，強調教材從兒童生活取材，透過系統化
與遊戲化的活動讓兒童體驗並享受音樂；提示認譜教學
從本土語音的聲調建立音感，而後導入認譜概念，並以
柯大宜的手號輔助學習。演唱教學以聽唱為主，配合律
動。選曲以本土歌謠為起點，進而加入民族歌謠、創作
歌謠和外國歌曲，由近而遠，由淺入深，引導兒童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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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發，擴展至世界。第一冊有 5 個單元，比其他的冊
別少，「編輯要旨」提示「本書採用單元教材混合編排
方式，除第一冊及第十二冊編列五課外，其餘每冊為七
課」。課本的第 2 頁則放置一段給小朋友的話「在音樂
中成長」，鼓勵小朋友快樂學習音樂。內文首先放置共
同歌曲〈國歌〉和〈國旗歌〉，內容共有 5 課，分成兩
個主題單元，以跨頁的插畫呈現主題單元的首頁，加上
左下角有一段給父母的話，似乎希望家長多關注小朋友
的音樂課。
從目次頁（表 5-15）可了解教材類別的分布十分平
均，「演奏」和「創作」類別交替出現，其他 4 項教材
類別每一課都有進度。第一冊的單元和課別都有標題，
如：奇妙的聲音，動物大合唱等，可連結教材內容的情
境，不過和音樂概念沒有關連。第三課和第四課提供「
動動腦」的練習，讓學生嘗試紙筆的練習。第一冊強調
聽唱，不強調讀譜，因此所有的譜例，都刻意縮小尺
寸，認譜和欣賞教材採用多首鄉土歌謠。

（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第一冊只有 5 課，每課各有 1 首單元歌
曲，含〈小星星〉和〈火車快飛〉兩首共同歌曲，另
有 7 首補充歌曲，總共 12 首，歌曲全數符合課程標
準規範的兒歌。不過第一冊的兒歌也出現在演奏、
創作和欣賞的教材中，因此兒歌的數量超過 12 首。
b. 歌曲類型：12 首歌曲中有 3 首外國歌曲，占 25 %，
十分接近規定的 30 %。本國歌曲明顯超過 70 %，其
（客
中包含三大族群的鄉土歌謠各 1 首，〈扛槓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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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語）、〈歡樂歌〉（太魯閣族語）和〈豆花車倒
擔〉（福佬語）。雖然此時沒有強調教唱民謠，不
過本冊採用多首鄉土歌謠，符合歌詞貼近兒童生
活，歌詞口語化，曲趣生動活潑的要求，不過無法
達到歌詞以國語音韻為主的要求。
c. 歌曲音域：歌曲的音域絕大部分符合，此時也加註
音域（僅供選曲之參考），表示已經放寬要求。若
以依建議的低年級 b-d 2 歌曲音域檢視本冊 12 首歌
曲，只有補充歌曲〈大象〉出現低於 b 的音，其餘 11
首都符合音域的規範。

2. 綜合討論
第一冊課本的內容符合教材綱要第一學年的內容，誠
如教科書的編輯要旨所述：「讓兒童透過系統化與遊戲化的
活動，來體驗音樂概念」，從聲音的高低，長短，快慢和大
小聲等，由感受進而理解，建立音樂元素的概念。鄉土語言
從小扎根是很好的構想，不過師資的能力和是否造成兒童學
習國字的混淆，值得考量。第一冊的歌曲出現多段歌詞的歌
曲，如：〈我的朋友在哪裡〉、補充歌曲〈大象〉、〈一年
級〉、〈小木魚〉等，對一年級兒童較為困難。編輯小組以
具有教學實務經驗的中小學音樂教師為主，共 3 位，人員十
分精簡，成員含曾任統編本唱遊科教學指引編輯委員，因此
頗能掌握教科書內容。此外統編審定併行制時期，康軒岀版
社就曾編輯唱遊課本，已具有編寫一年級音樂教科書的經
驗。出版社提供豐富的輔助教具，包含教學 CD、錄音帶、
錄影帶、音符和節奏閃示卡、教學掛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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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之康軒版
1. 樣本：「康軒」《國民小學音樂》第五冊初版，黃采華、
劉美蓮、葉淑真、楊匯山、張秀美編輯（1998）
（1）版

式
國小第五冊的版式和第一冊相仿。封底印有審定執

照，自 87 年 7 月起有 6 年期限。第五冊 74 頁（另附 5
頁五線譜空白頁、配合課本內容的貼紙 2 頁），第五冊
目次如表 5-16 所示。

表 5-16
「康軒」民國 82 年版《國民小學音樂》第五冊目次表
教材類別
課別
第一課
搖 船
第二課
快樂相聚
第三課
晨起歌

第四課
學唱歌

第五課
捉螃蟹

音

感

認

譜

演

唱

演

奏

歌唱呼吸的
一起來搖船 音符與拍號 練習（一）
※搖 船
聽聽看
有新的音
聽聽唱唱
（一）

作

節奏遊戲

欣

賞

※ 搖船（節

奏樂合奏）

歌唱呼吸的 我是直笛
住在第一間
練習（二） 直笛習奏
的ㄈㄚ音
（一）
快樂相聚

少女的祈禱
鍵盤樂器
（一）鋼琴

歌唱呼吸的
直笛習奏
練習（三）
（二）
ㄒㄧ小蟋蟀
晨起歌

快樂的農夫
鍵盤樂器
（二）風琴

ㄒㄧㄒㄧ

蝌蚪哥哥和
花蕊姐姐

歌唱口形
的練習
學唱歌

美麗的煙火 認識全音符

歌唱姿勢
的練習
捉螃蟹

音階的聽唱

創

杜鵑圓舞曲
鍵盤樂器
大狗小狗
（三）
汪汪叫
口風琴與
手風琴
我是沙鈴
直笛習奏
（三）

農村曲
分辨男高音
與男低音的
音色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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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類別
課別
第六課

音

感

認

聽唱遊戲

叮 噹

第七課

聽聽唱唱
（二）

家

譜

演

唱

演

奏

綜合練習
※家

作

欣

賞

※ 憶兒時
森林裡的 分辨女高音
音 樂 會 與女低音的
音色

輕聲歌唱
的練習
認識全休止符
叮 噹
（二部輪唱）

曲調視唱

創

直笛習奏
（四）
甜蜜的合奏

玩具兵進行
曲（節奏樂
欣賞）

※ 標示教育部公布之共同歌曲和共同欣賞曲
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
直笛進階練習
補充歌曲：青青草地、我們都是好朋友、小陀螺、學唱歌、月光光秀才娘（客家古謠）、歡
迎歌（太魯閣族古調 二部輪唱）、小喇叭（共 7 首）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內容概述
第五冊和第一冊依據相同的課程標準編輯，不過「
編輯要旨」和第一冊呈現的順序不同。第五冊首先出現
給學生的引導語「在音樂中成長」，然後才是「編輯要
旨」。「編輯要旨」的第五項詳述本冊各項教材類別的
重點，內容長達兩頁。第五冊共含 7 個單元，每一單元
設計為 4 堂課，供兩週之教學進度。內文循例先放置共
同歌曲〈國歌〉和〈國旗歌〉。教材類別的順序在每一
課的安排不盡相同，如：第一課是演唱教材為首，第二
課是音感教材，第四課則是認譜教材。
從目次（表 5-16）可以了解教材類別的分布平均，
延續第一冊的設計，演奏和創作類別交替出現，其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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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教材類別則是每一課都有進度。第五冊的每一課都
附標題，標題取自單元歌曲的曲名，和其他教材沒有
關連。每一課也包含「動動腦」項目，提供學生紙筆練
習。根據 82 年音樂課程標準，演奏教學除了學習節奏
樂器之外，三年級增加曲調樂器，包含直笛樂器的習奏
和樂器合奏。第五冊對於直笛樂器的介紹很詳盡，尤其
是吹奏的步驟，不但以文字說明每一步驟，並有演奏的
相片，加上練習的曲譜，雖然全冊 7 課中只有 4 課含直
笛進度，但是占有相當的篇幅，最後並附兩頁的「直笛
進階練習」，顯示本套教科書對直笛教學的重視。第五
冊的每一課都有欣賞曲，其中〈搖船〉和〈憶兒時〉為
共同欣賞曲，配合教材綱要，一首為節奏樂合奏曲，另
一首為聲樂曲。介紹其他欣賞曲，僅以圖片介紹鍵盤樂
器，沒有教學內容。

（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第五冊的齊唱曲占 65 %、輪唱曲占 10 %
和二部合唱曲占 25 %，與規定不完全符合，不過五
年級的進度含上下兩學期，整體而言，齊唱曲比規
定略多，輪唱曲和二部合唱曲則稍微偏低。
b. 歌曲類型：單元歌曲 7 首，另有補充歌曲 7 首，誠
如「編輯要旨」所述，選曲以本土歌謠為起點，除 3
首鄉土歌謠、3 首外國曲調填詞外，有 8 首是國人作
品，包含兩首共同歌曲〈搖船〉和〈家〉。原住民
歌曲的歌詞附羅馬拼音，雖然可以編列鄉土教材，
但是歌詞仍以國語填詞。外國歌曲占 25 %，十分接
近規定的 30 %。本國歌曲明顯超過規定的 70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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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 3 首鄉土歌謠，〈捉螃蟹〉
（鄒族民歌）、〈月
光光秀才郎〉
（客家古謠）和〈歡迎歌〉
（太魯閣族古
調）。課程綱要規定「各地區視需要得編列鄉土音
樂教材」，實際上課本已經把鄉土音樂教材列為必
要，也無地區之分。歌詞大都能貼近兒童生活，歌
詞口語化，節奏清新有趣的要求，不過無法全數達
到歌詞以國語音韻為主的要求。
c. 歌曲音域：雖然此時課程標準對音域的要求，僅供
選曲之參考，不過第五冊歌曲全部符合教材綱要中
年級音域降 b-e2 的規定。

2. 綜合討論
康軒版教科書是依據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樂課程標
準」編輯，第一冊是國小一年級首次的音樂課本，因此格外
引人注意，不過康和版在教科書實施統編審定併行制時，就
先行出版唱遊課本，雖然不清楚唱遊教科書被採用的情況，
不過該出版社已經具備編輯低年級課本的經驗，就第一冊的
編輯水準，康軒版內容已達到課程目標，搭配彩色的版面和
迎合兒童的插畫，相信能受到小朋友的喜愛。第五冊延續第
一冊的編輯理念，具有相同的水準。也因為新課程的教材綱
要呈現連貫性和循序漸進的各年級教材，提供教科書編輯很
好的架構，值得一提的是：康軒版教科書的音感和認譜兩項
教材類別很有系統地教導音符、休止符和拍號等，每一課都
有練習曲讓學生反覆練習，每一課的「動動腦」再提供紙筆
練習和活動，加強學習內容。教科書更融入柯大宜教學法、
奧福教學法和達克羅茲教學法的理念和手法，使教科書內容

第五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多元且豐富。康軒版對單元內教材的橫向聯繫也很重視，以
第五冊第四課為例：「認譜」是〈五線譜上真熱鬧〉，「音
感」則是 C 大調音階的聽唱與視唱，「演唱」歌曲是〈學唱
歌〉內有 C 大調上行音階的曲調，而演唱的發聲練習的音型
則取自〈學唱歌〉的第一、二小節。課本版面的設計活潑可
愛，並加入一些特別的圖示代表特定的教材類別，如：六個
圖案代表六項教材類別，「小青蛙」代表提示重點。此時著
作權已經受重視，實施方法提示「創作歌曲宜標明詞曲作
者」，課本都能做到。
教育部公布新課程的「共同歌曲」和「共同欣賞曲」依
學期編排於教科書內，和 64 年「中高年級音樂課程標準」
的作法不同，形成各家出版社的教科書至少有兩個單元是採
用相同的單元歌曲和欣賞曲，如此可確保學生學習「共同歌
曲」和「共同欣賞曲」，也可以減輕出版社的負擔。其中
第五冊的〈搖船〉為「共同歌曲」，同時又是「共同欣賞
曲」，無法得知「共同欣賞曲」（節奏樂合奏版）是由各出
版社自行編曲或是有共同版本。第五冊對於直笛教學似乎特
別重視，直笛教材占有相當的分量，不知是否會排擠其他項
目。版權頁標示康和∕康軒版教科書隨年度再版，不同年度
的版本常出現微調內容，可惜出版社沒有提供或說明修訂的
內容。
教科書編輯小組由富有經驗的國小音樂教師組成，第
一冊的編輯委員共 3 位，十分精簡。第五冊的編輯委員則有
變動，除新增兩位委員外，並另聘 9 位委員，其中半數以上
是大學教授，使得編輯委員人數達 14 位，另聘的 9 位編輯委
員，可能扮演諮詢的角色，這是康軒出版社的特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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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出版社提供的輔助教具十分豐富，包含教學 CD、節奏
卡、教學掛圖和錄影帶，直笛教材等。教學指引的版面仍維
持將課本內容置於跨頁間，是方便且有效的設計。
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教最重要的政策之一，當屬國民
中小學教科書統一編印。國小統編本的編審委員會陣容龐
大，編輯的過程十分嚴謹，教科書經過實驗教學才正式出
版。這套教材一共發行 3 版，74 年進行第三版修訂時，國小
課程標準並沒有重新修訂，期間遇到 76 年解除戒嚴，但是
沒有改版。接著國小藝能科於 80 學年度開放審定制，於是
民間出版社（康和、台聯、翰林、南一等）開始編輯音樂教科
書。本文選擇的康和版，雖然和統編本同樣依據 64 年音樂課
程標準編輯，但是內容和選材已有差異，也可以說不符合課
程標準，統編審定併行制度下的康和版，似乎也預告下一波
新課程標準音樂課本的樣式和編排內容。82 年公告新課程標
準，藝能科全面實施審定制，國小民國 82 年版音樂教科書僅
有康和版∕康軒版、翰林版、仁林版和南一版四家出版。本
文分析的康和∕康軒版，國小一年級和三年級課本，最明顯
的改變是中國民族音樂被臺灣傳統音樂所取代。音感和認譜
的進度雖然變化不多，但是強調系統性教學，並融入國際知
名的音樂教學法，強調教學的步驟和策略，以學習者為中心
教材和教法，為國小音樂教學帶來教材與教法的創新手法。

第四節

國民中學音樂教科書

國 中 音 樂 教 科 書 和 國 小 同 樣 經 歷 三 種 制 度 ： 統 編 制 （ 19681988），統編審定併行制（1989-1994）和審定制（1995-2011），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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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國中藝能科教科書審定制比國小早一年開放，因此 3 種制度實施的
年限略有差別。第四節討論的國中音樂教科書範圍係依據民國 57 年至
83 年頒布的 4 次課程標準而編輯，本書選擇依據4次國中音樂課程標準
編輯的教科書各一冊進行述評（詳見表 5-17），涵蓋國中音樂教科書
經歷的統編制、統編審定併行制和審定制 3 種制度，同時考量音樂教
科書制度的更替和本書所採用的音樂課程變革時期。本節循第三節「
國民小學音樂教科書」的探討模式，包含教科書的分析內涵和版本的
選擇，以求教科書分析的一致性。

表 5-17
國民中學音樂教科書分析之樣書版本
教科書制度
統編制
（1968-1988）

依據之課程標準

岀 版者

課本和冊次

國民中學音樂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民 61） 國立編譯館
第一冊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民 72） 國立編譯館 國民中學音樂
第一冊

統編審定併行制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民 72） 康和岀版社
（1989-1994）

國中音樂
第一冊

審定制
（1995-2011）

國中音樂
第一冊

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民 83） 康和岀版社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一、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
（一）國中統編本音樂教科書之演變
自 57 學年度起至 78 學年度逐步開放國民中學教科書的編輯
止，其間 20 年，國立編譯館共編輯 3 套國中音樂課本。第一套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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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科書是依據民國 57 年 1 月教育部公布的「國民中學音樂暫行
課程標準」編輯，全套包含 6 冊，每學期 1 冊，每冊含 10 課。音樂
教科書採用混合編輯方式，每課都以歌曲為中心，搭配以適當的基
本練習、樂理、欣賞等教材。授課時數分別為國一每週 2 小時，國
二和國三每週 1 小時。編審委員會由戴粹倫擔任主任委員，編輯小
組由張錦鴻、蕭而化、謝雪如組成。編輯的進度自民國 57 年 8 月出
版第一冊後，每半年出版1冊。直到民國 61 年 6 月出版第六冊為止，
此套書供應國民中學音樂科教學達 5 年之久。
第二套教科書是依據民國 61 年 10 月公布之「國民中學音樂課
程標準」編輯，全書共分 3 冊，每學年 1 冊，每冊含 14 課，每學期
的進度約 7 課，仍採用混合編輯方式。此時的音樂課授課時數已更
改為每學年均為 1 小時。為適應資賦優異學生的需要，第三年加設
音樂選修，每週教學 2 至 3 小時，以加強訓練，並另訂教材大綱（教
育部，1972），民國 64 年 8 月出版選修音樂教科書 1 冊，第二套教
科書編審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和編輯小組的成員都沒有變動。
第三套教科書是根據民國 72 年 7 月公布的「國民中學音樂課程
標準」編輯，全書共分 3 冊，每學年 1 冊。課程的實施辦法中規定
教科書發行時，必須提供教學指引，以供教師教學時參考。此外建
議每冊課本後面，應附若干張五線譜紙，以供學生練習用，歌曲的
編選仍以我國民歌和藝術歌曲至少占 50 % 為原則，並可視各地區之
需要，酌選鄉土民歌做為補充歌曲。選修科目音樂（甲）課程標準
規定選修可於國二、國三施行，每週上課時數國二為 2 小時，國三
為 3 小時。選修音樂教科書共編 4 冊，每學年 2 冊。第三套音樂教科
書的編審委員會由張大勝擔任主任委員，編輯小組的成員中范儉民
和朱莉參與全套書的編輯，其他 3 位僅參與其中一冊的編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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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蔡中文（第一冊）、謝隆廣（第二冊）、陳博治（第三冊）。
此套教科書的編審委員會成員變動很大，可能由於第二版教科書在
11 年前就已完成，且課程標準也已重新修訂，因而重新聘請委員。
每週 1 小時教學時間中，音樂教材似乎偏多，因此編輯教師手冊
時，

11

特別強調彈性使用教科書的主張，以適應不同地區及不同教

學的需求（范儉民，1987）。

（二）統編本之編審委員會
國中統編本的編審委員陣容龐大，第一版委員會共 20 位委員，
也超出編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的 17 位。第二版委員會人數精簡為
19 位，第三版則有 18 位，音樂教科書的編審委員會負責研究、編
輯及審查音樂教科用書。擔任主任委員和編輯小組的成員，以負責
培育中等學校音樂師資的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為主，國中統編本的
編審委員變動較多，三個版本依據三套不同的音樂課程標準（民國
57、61、72∕74）編輯，第二版和第三版的出版相隔 13 年，因此第
三版教科書只有李永剛編審委員留任，新聘 17 位委員，並聘當時的
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任張大勝擔任主任委員。中小學音樂教科用書之
編審委員常身兼兩階段之委員，無論是師範院校的教授或是中小學
之現職音樂教師，都是音樂教育界一時之選，其中李永剛委員經歷
三版教科書編審工作，經歷兩版（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委員也為數
不少（表 5-18）。

11

國中統編本第三套首次提供教師手冊，主要依據民國 72 年音樂課程標準之實施
方法所列「教科書發行時，必須同時提供教學指引，以供教師教學時之參考」（教
育部，198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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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國民中學音樂課本（統編本）第一至三版本編輯資料彙整
版本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主任委員

戴粹倫

戴粹倫

張大勝

編輯小組

蕭而化、張錦鴻、
謝雪如

蕭而化、張錦鴻、
謝雪如

范儉民、朱 莉
蔡中文（第一冊）
謝隆廣（第二冊）
陳博治（第三冊）

委

員

王沛綸、丘埜鴻、
史惟亮、申學庸、
李永剛、呂泉生、
吳恩清、李振雲、
周崇淑、計大偉、
高其 、張錦鴻、
康 謳、楊海音、
鄧昌國、劉俊生、
劉德義、蕭而化、
謝雪如、顧宗鵬

丘埜鴻、申學庸、
江怡華、江櫻櫻、
李永剛、吳恩清、
呂泉生、林豐胤、
周崇淑、計大偉、
康 謳、許子義、
費海璣、楊海音、
鄧昌國、劉德義、
蕭而化、謝雪如、
顧宗鵬

王中發、王正義、
方炎明、朱莉、
李永剛、沈寵侯、
洪雨田、范儉民、
徐天輝、莊本立、
陳茂萱、陳博治、
楊兆禎、趙永男、
蔡中文、鍾美苓、
謝隆廣、蕭豐田

課程標準

民國 57 年
國民中學音樂暫行
課程標準

民國 61 年
國民中學音樂
課程標準

民國 72
74 年
國民中學音樂
課程標準

冊

課本 6 冊

課本 3 冊

民國 57 年 8 月初版
-60 年 1 月

民國 67 年 8 月初版
-68 年 1 月

數

出版年

12

課本 3 冊、
13
教師手冊 3 冊
民國 75 年 8 月初版
-77 年 8 月

資料來源：賴美鈴（2004）。

12

13

除音樂教科書 3 冊之外，民國 64 年 8 月並 版《國民中學選修科音樂》1 冊，供
國民中學第三學年選修音樂教學之用。編輯小組由張錦鴻、劉德義、謝雪如擔任。
編輯音樂教科書第二冊時，同時編輯選修音樂教科書第一、二兩冊，另聘李娓娓、
李淑德、李婧慧、杜夢絃、陳郁秀、張清郎、陳勝田、隆超、廖樹浯擔任編輯小
組，分別撰寫選修音樂的各項教材。當編選音樂教科書第三冊時，選修音樂第三、
第四冊也先後出版。選修音樂同時出版教科書和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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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編本音樂教科書述評
課程標準中之教材綱要及實施方法是教科書編輯的主要依據，
表 5-19 彙整民國 61 年、民國 72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綱
要及實施方法。其中教材綱要首先依國中三年級之類別敘述，最後
說明第一學年的「歌曲」教材類別細項，做為述評之討論依據。實
施方法僅彙整和歌曲編選相關內容（教育部，1972、1983）。

表 5-19
民國 61 年、72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大綱與
實施方法概要
公布
時間

教

材

綱

要

實施方法中有關歌曲編選的要點

1. 樂理：調子、節奏、拍子、音程、 1. 曲譜必須採用五線譜，絕對不用
簡譜。
常用術語、和絃、其他。
2. 歌曲：共同歌曲及一般歌曲、齊 2. 歌曲宜選雄壯、優美、活潑、富有
唱、輪唱、卡農、合唱。
朝氣者，排除靡靡之音。
第一、二學期歌曲細項：

3. 選擇有伴奏的歌曲為原則。
共同歌曲及一般歌曲；齊唱、輪
4. 歌曲之選擇以我國與世界名歌民
唱、卡農、二部合唱；歌曲以 C、
謠、能發揚民族精神的歌曲為主。
F、G 大調為主及同調號之中國
民 61
音階歌曲；曲調之組成力求與樂 5. 我國民歌及民謠應占 50%。
理配合。
6. 歌詞以語體文為主，內容含：有高
尚藝術者、鼓勵青年向上者、發揚
3. 基本練習：發聲、視唱練習、聽
民族精神者、富於愛國思想者。
音寫譜練習、擊拍練習、和聲感
練習、創作練習、指揮。
7. 外國歌曲之歌詞須作適當之翻譯。
4. 欣賞：聲樂曲、器樂曲、戲曲、
8. 歌曲音域以適合一般學生為準。
鍵盤樂器、管弦樂器、舞曲、進
9. 歌曲教學以視唱法為主。
行曲、變奏曲、輪旋曲等。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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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時間

教

材

綱

要

實施方法中有關歌曲編選的要點

1. 樂理：譜表、調號、節奏、拍子、 1. 我國民歌與藝術歌曲至少占 50%。
音程、常用術語、和絃、終止式、
2. 歌曲曲調之組成，宜與樂理進度配
其他。
合。
2. 基本練習：發聲練習、視唱練習、
3. 音域適中。
擊拍練習、音感練習、指揮等。
3. 歌曲：齊唱、獨唱、輪唱、卡農、 4. 歌曲宜選雄壯、優美、活潑、動聽；
富有朝氣有藝術價值者。
合唱、共同歌曲、一般歌曲、補
充歌曲。

5. 歌詞以語體文為主，內容應為：鼓
勵青年奮發向上、發揚民族精神、
第一學年歌曲細項：（共同歌曲
激發愛國思想、有文藝價值者。
及一般歌曲、齊唱曲 40%、輪唱
曲 20%、卡農曲 20%、二部合 6. 外國民歌和藝術歌，須採用適當的
民 72
唱曲 20%；歌曲以 C、F、G 大
譯詞或填詞。
調和五聲音階為主；補充歌曲）。
7. 配合各地區的需要，可酌選適當之
4. 樂器：直笛、節奏樂器、鍵盤樂
鄉土民歌作為補充歌曲。
器、吉他、南胡等。
8. 歌曲之選擇應考慮與國文科配合，
5. 創作：肢體模仿、節奏創作、曲
也可以配合英語科、歷史科、地理
調創作、即興歌唱或演奏。
科、體育科等。
6. 欣賞：聲樂曲、器樂曲、鍵盤樂
器、敲擊樂器、管弦樂器、變奏
曲、輪旋曲、我國傳統名曲與近
代作品、不同時代及樂派的代表
作品。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依民國 72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之國民中學音樂教
科書（簡稱民國 72 年版），本文選取統編本第二版《國民中學音樂》
第一冊和統編本第三版《國民中學音樂》第一冊為例，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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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民國 61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之統編本
國立編譯館依 61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之國民中學
音樂教科書（簡稱民國 61 年版），是統編本之第二版。

1. 樣本：《國民中學音樂》第一冊初版，國立編譯館主編
（1973）
（1）版

式
規格為 16 開，黑白印刷為主，僅封面為彩色印

刷，封底無審定執照。字號略小，版面擁擠，閱讀可能
吃力。內文以文字敘述和譜例為主，出現極少數輔助圖
示，如：母音口形、拍節機。印刷尚稱清晰，歌曲附有
鋼琴伴奏譜，符合編選要點的規定。第一冊 120 頁，含
2 頁五線譜空白頁，但是後續再版，則沒有五線譜空白
頁，目次如表 5-20 所示。

表 5-20
「統編本」民國 61 年版《國民中學音樂》第一冊目次表
課

別

樂

理

基本練習

歌

曲

欣賞

第一課

譜表
Ｇ譜號、高音譜表
音名與唱名
二拍子、二拍子擊拍法

唱歌的方法
母音練習
二拍子視唱練習

1. 入學頌
2. 看譜唱歌

聲樂

第二課

音符與休止符
附點音符與附點休止符
音符的寫法
休止符的寫法
三拍子、三拍子擊拍法
縱線與小節

三拍子視唱練習

1. 守時歌
2. 漁 翁

獨唱

第三課

全音與半音
大音階、Ｃ大調音階
四拍子、四拍子擊拍法
拍子記號

四拍子視唱練習

1. 禱
2. 靜夜星空

重唱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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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別

樂

理

基本練習

歌

曲

欣賞

第四課

變化記號、Ｇ大調音階
調號、唱名法
拍節機、速度記號
填空法練習（一）

升Ｆ音練習
Ｇ大調視唱練習

1. 快樂的晚上
2. 繡鞋歌

第五課

Ｆ大調音階、調號
強起拍子與弱起拍子

降Ｂ音練習
Ｆ大調視唱練習

1. 遊子吟
2. 黃 昏

第六課

輪唱曲
強弱記號

輪唱練習曲

1. 大家來唱（二部輪唱）
器樂
2.音樂萬歲（三部輪唱）

第七課

卡 農
反復記號
填空法練習（二）

卡農練習曲

1. 卡農歌（二部卡農）
2. Ｃ大調音階歌
（二部卡農）

第八課

複附點音符與複附點休止符
二部合唱

二部合唱練習曲

1. 自衛
2. 合唱（二部合唱）

獨奏

第九課

鍵盤的構造、鍵盤的音名
譜表與鍵盤
Ｃ大調音階的構成
Ｃ大調譜表與鍵盤

Ｃ大調視唱練習 1. 本事（二部合唱）
和音感練習（一） 2. 蝴蝶歌

重奏

第十課

八三拍子
八三拍子擊拍法
八六拍子
八六拍子擊拍法

Ｇ大調音階的構成
第十一課 Ｇ大調譜表與鍵盤
依照和絃練習填音

第十二課

三連音
音程、音程的度數

第十三課

Ｆ大調音階的構成
Ｆ大調譜表與鍵盤

單音程與複音程
第十四課 曲調音程與和聲音程
依照和絃練習創作曲調

3/8、6/8 拍子
視唱練習

合唱

1. 散塔蘆淇亞
合奏
2. 四維歌（二部合唱）

Ｇ大調視唱練習和 1. 我們的血汗不白流
音感練習（二） 2. 跳舞歌
三連音視唱練習
二部合唱練習

標題
1.時代青年（二部合唱）
音樂
2. 落 花
（一）

標題
Ｆ大調視唱練習和 1. 粟 祭
音樂
音感練習（三） 2. 鐘聲（三部輪唱） （二）

音程視唱練習

1. 我情願做
2. 納里柏萊
（二部合唱）

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慶歌、國父紀念歌、領袖歌
特選歌曲：中國童子軍歌、中國女童軍歌、熱血、建設大中華、青春舞曲、春天好（二部合唱）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第五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61 年公布之「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
準」編輯。「編輯要旨」提示教科書共分 3 冊，每冊教
材含 14 課，每學期約教學 7 課。內容採用混合編排方
式，以樂理為中心，最後一條提示「本書所用音樂名
詞之譯名，

14

概以民國 50 年 10 月教育部公布之音樂名

詞為標準」。有關音樂名詞譯名的規範首次出現民國
61 年國中音樂課程標準，自此以後，國中和高中音樂
課程標準都含此項規定，各家出版社也在編輯要旨中
明示。各項教材類別在課本內容分布平均，從目次（表
5-20）可了解每課都包含樂理、基本練習、歌曲和欣賞
4 類教材，且編排順序固定，唯有第四課、第七課、第
十一課、第十四課含「創作練習」是例外。此時「創作
練習」仍屬於基本練習的細項，前述提及的 4 課教材內
容，因為含「創作練習」，所以省略欣賞教材。從教材
內容的特殊安排，似乎也預告創作教學的重要性，在下
一波音樂課程標準的修訂，「創作」即獨立為一項教材
類別。
內文首先放置 5 首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
〈國慶歌〉、〈國父紀念歌〉和〈領袖歌〉。課本最後另

14

教育部於民國 50 年 10 月公布《音樂名詞》，主要是統一音樂名詞譯名，以推廣
音樂教育，發展音樂研究之基本工作。民國 61 年公布之「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
首次規定譯名必須採用教育部公布的《音樂名詞》，之後的國中和高中音樂課程
標準都有此項規定。民國 82 年教育部公布《音樂名詞》增訂版，做為音樂教科
書編輯之譯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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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6 首特選歌曲，其中〈中國童子軍歌〉、〈中國女童軍
歌〉、〈熱血〉和〈建設大中華〉都屬意識型態的歌曲，
如同「編輯要旨」所述：「本書增列共同歌曲、特選歌
曲若干首，務使學生背唱，期以發揮民族精神，激發愛
國思想」，可知特選歌曲意涵和共同歌曲相同。歌曲也
注重和樂理教材的橫向聯繫，例如：第 7 課的樂理、基
本練習和歌曲的教材都是卡農。歌曲依據教材大綱提示
的齊唱、輪唱、卡農、二部合唱等歌曲型態，循序漸進
的編排。樂理是教材的中心，內容完整、詳盡，每一課
都有練習題，提供學生紙筆練習的機會。基本練習配合
樂理教材發展，強調視唱練習和音感練習。欣賞教材包
含演唱∕演奏形式和標題音樂，內容主要是音樂常識和
選曲簡介，沒有強調賞析的內涵。有時課本沒有提供選
曲，建議由任課教師自行選擇欣賞（如：第一課、第五
課），至於提供譜例的作品，以西洋音樂為主。

（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第一冊共計 14 課，每課含兩首單元歌
曲，總共 28 首。另有 6 首特選歌曲和 5 首共同歌曲，
共計 39 首歌曲，分量為各類教材之冠，每首歌曲都
附有伴奏譜，符合歌曲編選要點「選擇有伴奏的歌
曲為原則」（見表 5-19），也使樂譜在課本占去很
大的篇幅。歌曲完全符合課程標準中的要求，含齊
唱、輪唱、卡農和二部合唱等歌曲型態，雖然沒有
規範各類歌曲型態的比例，但是各類型態的歌曲循
序漸進，從齊唱，進入二部和三部輪唱，然後是二
部卡農和二部合唱。

第五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b. 歌曲類型：歌曲以本國歌曲占多數，大約三分之二，
包含藝術歌曲，如：〈本事〉，和各地民歌，如：甘
肅民謠〈跳舞歌〉、新疆民歌〈青春舞曲〉，強調愛
國意識的歌曲除共同歌曲和特選歌曲外，還有單元
歌曲〈禱〉、〈自衛〉、〈我們的血汗不白流〉、〈時代
青年〉、〈我情願做〉等，總數達 14 首，這些本國歌
曲都能符合「歌詞以語體文為主，內容含：有高尚
藝術者、鼓勵青年向上者、發揚民族精神者、富於
愛國思想者」
（見表 5-19）。臺灣民歌只有一首〈栗
15

祭〉
（田舍翁詞、呂泉生曲）， 但是標題並沒有標示
臺灣民歌。外國歌曲共 13 首，約占三分之一，除民
歌或民謠外，也有以外國曲調填詞，如〈漁翁〉是
採用巴赫的曲調，〈快樂的晚上〉原是德國民歌，
由王毓騵填詞，或是將外國歌詞翻譯以符合「外國
歌曲之歌詞須作適當之翻譯」的規定，如〈散塔蘆
淇亞〉、〈納里柏萊〉。課本有大量的歌曲，詞曲作者
標示不清，除了當時尚未倡導著作權法之外，少數
可能是編輯配合教材內容創作的曲子，如〈C 大調音
階歌〉、〈大家來唱〉，但是沒有署名。
c. 歌曲音域：歌曲的音域並沒有規範，僅提到以適合
一般學生為準。第一冊選曲大都在 b-e 2 的音域範
圍，其中歌曲〈黃昏〉和〈中國女童軍歌〉高音達

15

〈栗祭〉原是一首臺灣民歌，在統編本第二版並沒有明確標示，此處作詞者田舍
翁，其實是呂泉生的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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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合唱〉出現低音 a 是例外。第二、三學年的教
學要點中，都提示變聲期學生應注意的事項。

2. 綜合討論
統編本第二版是本文分析的教科書中最早發行的一本（
1971 初版），也是唯一以黑白印刷為主的教科書。課本的版
面擁擠，字體很小，頁面極少留白。民國 61 年音樂課程標準
依據民國 57 暫行音樂課程標準的實驗結果，將教材精簡，刪
去艱深的內容並將國一的授課時數縮減為每週 1 小時，不過
跟民國 72 年版國中音樂教科書相比，教材分量和難度仍然偏
高。尤其是樂理教材，似乎要國中生學會全部的樂理知識。
分量偏多的原因，可能是民國 61 年音樂課程標準將教材大綱
以每學年上下兩學期進度陳述，但是課本為學期本，每一冊
必須包含兩學期教材大綱內容，導致分量加倍。整體而言，
課本內容嚴謹，並依據課程標準編撰，也注重各類教材的橫
向聯繫，是很進步的設計。第一冊內容明顯以樂理為中心，
符合「編輯要旨」的提示，不過音樂課程標準「實施方法」
中的教學原則卻提示單元教學宜以歌曲為中心，是統編本第
二版的編輯和課程標準要求不一致之處。課程標準中的教學
原則還提示，「假期中應給予樂理、欣賞、背唱歌曲、樂器
練習、創作練習等適當作業，使音樂學習不致中斷」（教育
部，1972：183），顯示當時的音樂課程要求十分嚴格。

依據民國 72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之統編本
國立編譯館依 72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之國民中
學音樂教科書（簡稱民國 72 年版），是統編本之第三版。

第五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1. 樣本：《國民中學音樂》第一冊正式本初版，國立編譯
館主編（1986）
（1）版

式
規格為 16 開，以黑白印刷為主，封底沒有審定執
16

照。 課本前後穿插樂器演奏之彩色圖片，但是直笛演
奏指法則維持黑白印刷。配合歌曲的情境，少數插畫
出現在歌譜版面的留白處。5 首共同歌曲置於課本最前
面，均配上彩色圖片，頗為突出。字體有楷書、細明體
等，配合課本內容以不同的字體呈現，字號比第二版
大，排版經過設計，和第二版相比，第三版教科書的
版面風格較為活潑，字體清晰、字號放大，較易閱讀。
第一冊 100 頁，最後並附上作業 10 課和 10 頁空白五線
譜，目次如表 5-21 所示。

表 5-21
「統編本」民國 72 年版《國民中學音樂》第一冊目次表
課別

樂

理

基本練習

歌

曲

第一課

高音譜表
音名與唱名

發聲練習
節奏練習
國中入學歌
視唱練習
二拍子擊拍法

第二課

音符與休止符

節奏練習
英文字母歌
四拍子擊拍法

樂器

創作
自製樂器（一）
拍板的製作

直笛

欣

賞

獨 唱（一）

獨 唱（二）
教我如何不想他
（續下頁）

16

國中統編本發行時並無審查執照的問題，第二版也沒有，直到第三版因為正逢教科
書開放審定制，本文分析的樣書（正式本初版）沒有審定執照，但是在民國 85 年
8 月出版的正式本 11 版，封底則有審查執照，自 78 年 9 月起有 6 年期限，至 84 年
8 月有效，正式本 11 版應已不在有效期限內，因此推測審查執照並沒有嚴格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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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別

樂

理

第三課

Ｃ大調音階
輪 唱 曲

第四課

卡 農

第五課

變化記號
Ｇ大調音階

基本練習

歌

曲

樂器

創作

欣

賞

二部輪唱
登鸛鵲樓
直笛
三拍子擊拍法 （二部輪唱）
二部卡農

卡農歌
（二部卡農）

自製樂器（二）
鼓的製作

視唱練習
西風的話
直笛
和聲音感練習 （二部合唱）

附點音符與附
點休止符
低音譜表
節奏練習
第六課
音名與唱名
視唱練習
大譜表與鍵盤
一組鍵盤的音名

女英豪

鍵盤
樂器

第七課

五 聲 音 階
視唱練習
五聲音階的調式

第八課

複附點音符與
複附點休止符
Ｆ大調音階

節奏練習
視唱練習

第九課

小節線與小節
拍 子 記 號

我們齊來歌唱 木琴和
三部輪唱
（三部輪唱） 鐘 琴

一顆豆子

自 衛

1. 五度卡農
2. 反鏡卡農

重唱與合唱「七月
七日長生殿」
鍵盤樂器
鍵盤樂器練習曲
獨唱、重唱與合唱
「飲酒歌」

節奏創作（一）

五聲音階欣賞曲
1. 吟 詩 調
2. 小河淌水
敲擊樂器（一）
「新年樂」

直笛

敲擊樂器（二）
1. 擂鼓交響曲
2. 糖梅仙子舞曲
3. 化 石
吹奏樂器
（一）獨奏
1. 牧神之笛
2. 深山之夜

二部卡農

塞下曲
（二部卡農）

第十一課 單音程與複音程 視 唱 練 習

本 事
（二部合唱）

節奏創作（二）

吹奏樂器
（二）重奏
豎笛五重奏

楓橋夜泊
（三部卡農）

節奏創作（三）

吹奏樂器
（三）合奏
雷神進行曲

第十課

第十二課

音程的度數

曲調音程與和
聲 音 程

三部卡農

口琴

（續下頁）

第五章

課別

樂

理

基本練習

歌

曲

第十三課

拍 節 機

視唱練習

牛犁歌

第十四課

術語與記號

和聲音感練習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樂器

創作

欣

賞

自製樂器（三） 標題音樂（一）
1. 十面埋伏
鑼的製作
節奏創作（四） 2. 寒鴨戲水

遊子吟
直笛
（二部合唱）

標題音樂
（二）邀舞

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父紀念歌、總統 蔣公紀念歌、我愛中華
補充歌曲：採蓮謠、靜夜星空、漁翁、憫農詩（二部輪唱）、一把芝麻（二部輪唱）、西北
風、蝴蝶歌、打漁、跳舞歌、彩霞、月台販賣歌（二部卡農）、晚安（三部輪唱）、
中華健兒（三部輪唱）、快樂時光、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孝親、粟祭（二部
合唱）、春郊（二部合唱）、阿里嵐（二部合唱）、玩具的音樂（二部合唱）、中
國童子軍歌、中國女童軍歌、熱血、揚子江、建設大中華（共 25 首）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72 年公布之「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
準」編輯。「編輯大意」說明課本編輯的原則，陳述
每項教材類別所包含的內容，並提示教科書共分 3 冊，
每冊教材含 14 課，每學期約教學 7 課。內容採用混合
編排方式，第三版不再強調以樂理為中心，而是包含
各類教材。教材類別在 72 年公布之「國民中學音樂課
程標準」已經從原來的 4 項調整為 6 項，從目次表（表
5-21）可了解第一冊的編排以基本練習、樂理和歌曲為
主軸，總共包含 14 個單元，其次是欣賞有 13 個單元，
樂器和創作兩項新增的教材類別則交替出現，其中樂器
教材略多於創作。樂理的難度和分量比第二版減輕，力
求簡易化和實用性，以配合歌曲教材。第一冊的樂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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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以直笛為主，其他尚有鍵盤樂器、口琴、木琴和鐘琴
的習奏，課本提供詳盡的演奏方法和圖示。創作則包
括自製樂器、節奏和曲調創作練習，以創作活動為主。
為了配合各校教學環境的差異，第三版增列大量補充歌
曲，這些補充歌曲搭配特定的單元歌曲，以供教師選
用。第三版教科書首次編印教師手冊，這是依據課程標
準的規定：「教科書發行時，必須同時提供教學指引，
以供教學時之參考」（教育部，1983）。教師手冊又分
三部分，其中第三部分為歌曲集，供教學伴奏之用，另
行裝訂成冊。
內文首先放置 5 首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
〈國 父 紀 念 歌〉、〈總 統

蔣 公 紀 念 歌〉和〈我 愛 中

17

華〉
。 課本最後有 25 首補充歌曲，大部分可搭配單元
歌曲之教學，在教師手冊中清楚標示。最後 5 首補充歌
曲屬意識型態的歌曲，其中 4 首取自第二版教科書之特
選歌曲，新增〈揚子江〉一曲。雖然意識型態的歌曲數
量並沒有增加，但是「編輯大意」中仍保留「務使學生
背唱，期以發揮民族精神，激發愛國思想」的提示。第
一冊也注重教材的橫向聯繫，例如：第四課的樂理是認
識卡農，配合基本練習、歌曲和欣賞等教材都是卡農；
第七課的樂理是五聲音階，基本練習、歌曲和欣賞的內
容都配合五聲音階的調式。欣賞內容和第二版相近，不
過曲目增加，中西樂曲並重，解說和譜例搭配合宜。

17

第三版的共同歌曲已經再次調整，以〈總統 蔣公紀念歌〉取代〈領袖歌〉，〈我
愛中華〉取代〈國慶歌〉，詳見本章第二節「共同歌曲之制訂與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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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第一冊包含 14 課，含 14 首單元歌曲，
另有 25 首補充歌曲和 5 首共同歌曲，共計 44 首，
曲目非常豐富多元，可能是歷年教科書歌曲數量最
多的一冊。72 年音樂課程標準首次規範歌曲型態的
比例，含齊唱曲（40%）、輪唱曲（20%）、卡農
曲（20%）、二部合唱曲（20%），14 首單元歌曲
的分析結果和教材綱要的規定十分接近，含 6 首齊唱
曲、2 首輪唱曲、3 首卡農曲和 3 首二部合唱曲。若
是分析全數 44 首歌曲，則齊唱曲占 50 %，卡農曲僅
有 4 首，比例最低（9%）。這套教材對合唱相當重
視，單元歌曲和補充歌曲都含多首合唱曲。
b. 歌曲類型：44 首歌曲中以本國歌曲 31 首占多數，若
是排除共同歌曲 5 首和 5 首意識型態的補充歌曲，則
剩 21 首本國歌曲，符合實施方法中「我國民歌與藝
術歌曲至少占 50 %」的要求。第一冊的鄉土民歌有
7 首，除了中國民歌，也採用了兩首臺灣民歌〈牛犁
歌〉和〈栗祭〉，以符合「配合各地區的需要，可
酌選適當之鄉土民歌作為補充歌曲」，不過歌詞都
以國語填詞，〈牛犁歌〉的歌詞是閩南語用詞，卻
沒有任何提示。〈栗祭〉在此標示臺灣民歌，呂泉
生改列編曲者。至於外國歌曲也比統編本第二版的
數量為多，共計 13 首。尤其曲調取自法國、德國、
日本、英國、韓國和西班牙等國民歌或藝術歌曲，
十分多元。外國歌曲都採用適當的譯詞或填詞，以
符合實施方法的要求。

271

272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c. 歌曲音域：歌曲音域僅強調適中，沒有特別規範。第
一冊選曲大都在 b-e 2 的音域範圍，較為特殊的兩首
歌曲以低音譜表記譜：〈女英豪〉和〈蝴蝶歌〉，是
為配合「樂理」教學中低音譜表的認識，符合「歌
曲曲調之組成，宜與樂理進度配合」的要求，不過
課本建議練唱則提高八度。第三版的〈中國女童
軍〉不再出現高音 f 2，將最後一句旋律稍做修改。

2. 綜合討論
第三版音樂教科書的編輯，除依據新修訂的音樂課程標
準，教科書的外觀也因印刷的進步，增加彩色頁面，字體的
大小和版面設計也較適合閱讀，新增樂器和創作教材類別，
使音樂學習內容更趨完整，加上增列大量的補充歌曲，確實
展現音樂教科書的新面貌。至於「編輯大意」提示：「為
配合各校教學環境的差異，特別多增列補充歌曲」，目的為
提供多元的各地和各國民歌，和地區或學校環境似無關連。
至於教學方法的提示，仍以「單元教學法」為原則，但是進
行單元教學時則建議：以歌曲教材、創作教材、或欣賞教材
為中心，此項建議比以往寬鬆且有彈性。第三版的樂理教材
比第二版精簡，歌曲除了保留第二版的共同歌曲和意識型態
的歌曲，其他選曲如：〈卡農歌〉（二部卡農）、〈自衛〉、〈本
事〉
（二部合唱）、〈遊子 吟〉（二部合唱）、〈靜夜星空〉、〈漁
翁〉、〈蝴蝶歌〉、〈跳舞歌〉和〈栗祭〉，共有 9 首重複第二版
選曲。第三版教科書特別注重歌曲配合國文、英文等學科
之教學內容，因此歌曲有多首以詩作為歌詞，如：〈登鸛鵲
樓〉（二部輪唱）、〈塞下曲〉、〈楓橋夜泊〉（三部卡農）、〈憫
農詩〉（二部輪唱）、〈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配合英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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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英文字母歌〉，雖然這首歌現在已成為幼稚園的兒歌，當
時可能是很新的選曲。值得一提的是，歌曲的詞曲作者標示
完整，編輯小組的編詞或配二部都清楚標示。第一冊也有多
首歌曲由委員創作，以配合教材內容，如：〈登鸛鵲樓〉、〈
楓橋夜泊〉。鄉土音樂的分量確實增加，但是仍未標示閩南
語歌詞（如〈牛犁歌〉），除臺灣民歌，更難能可貴的是加
入歌仔戲〈吟詩調〉的欣賞。

二、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
（一）國中統編審定併行制（1989-1995）
解嚴後，國中音樂教科書於 78 學年度開放，當時國中音樂課程
標準尚未修訂，仍然依據民國 72 年之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且第三套
國中統編本音樂教科書仍然繼續沿用（表 5-22）。此時共有7家民間
出版社通過國立編譯館之審查（賴美鈴，1995：61，2001：7），開
始發行民國 72 年版音樂教科書，這是統編本和審定本併用的時期。

表 5-22
「審定本」民國 72 年版國中音樂教科書一覽表
出版者
康 和

編著者

18

林明哲、陳承助、
陳惠齡、蔡麗華

出

版

冊

數

出版年

課本 3 冊、教師手冊 3 冊

民國 78 年

偉 文

姚世澤

課本 3 冊、教師手冊 3 冊

民國 78 年

明 倫

王憲躬

課本 3 冊、教師手冊 3 冊

民國 79 年
（續下頁）

18

編著者僅以第一冊教科書的編輯群為例，省略各家出版社所聘請的總校正、指導
委員、諮詢委員、或召集人等，編輯群包含主編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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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

編著者

18

出

版

冊

數

出版年

孚 嘉
（總經銷：正中）

范儉民

課本 6 冊、教師手冊 6 冊

民國 79 年

仁 林

王英傑

課本 3 冊、教師手冊 3 冊

民國 80 年

黃南海、吳美真、
高佳美

課本 3 冊、教師手冊 3 冊 民國 81 年

張大勝、溫英樹、
青 新
王中發、蔡佩樺、
（總經銷：幼獅）
張 鈺

課本 3 冊、教師手冊 3 冊 民國 82 年

翰

林

資料來源：賴美鈴（2001）。

雖然依據同一版的課程標準編輯，但是國中音樂審定本和統編
本已有相當的差異。就包裝而言，審定本的印刷比較精美、紙張質
感較好，插圖比較活潑、色彩鮮明，加上強勢的行銷手腕，很快地
占有相當的市場。審定本除了提供教師手冊以外，尚有其他的輔助
教學媒體，這也是吸引教學者的原因之一。

（二）國中統編審定併行制之教科書述評
1. 樣本：「康和」《國中音樂》第一冊，林明哲、陳承助、
陳惠齡、蔡麗華編著（1989）
（1）版

式
規格為 16 開，彩色版面。封面是管弦樂團演奏搭

配平臺鋼琴的畫面，封底印有審定執照，自 78 年 8 月起
有 6 年期限。字體使用明體、楷書、圓體字等，配合內
文採用不同的字號。教材類別標示清楚，分別以不同

第五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的色彩和圖示區隔。內頁右側以書緣加粗的色邊，另標
示單元號碼，方便翻閱及檢索。內文圖文穿插，樂譜清
晰，樂器以演奏者之實體相片介紹。第一冊 103 頁，含
附錄（1）直笛指法表，和附錄（2）作業 1-4，最後是 1
頁五線譜空白頁，目次如表 5-23 所示。

表 5-23
「康和」民國 72 年版《國中音樂》第一冊目次表
課別

樂

理

第一課

認識母音
高音譜表
音名、唱名
拍號 2/4
二拍子擊拍法

第二課

Ｃ大調音階
拍號 3/4
三拍子擊拍法
音符與休止符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附點音符與附
點休止符
拍號 4/4（C）
四拍子擊拍法
強起拍子
弱起拍子
輪
小
複
終

唱
節
縱
止

曲
線
線
線

卡
農
節 拍 機
速度記號

我國的五聲音階
第六課
五聲音階的調式

基本練習

歌

曲

發聲練習

採 蓮 謠

節奏練習

※ 風光無限美好

發聲練習
節奏練習
視唱練習

發聲練習
節奏練習
視唱練習

樂

器 創

獨

快樂圓舞曲

唱

欣賞獨唱曲

※ 微笑吧！朋友

「魔 王」

歌聲滿行囊
※

光明的大道

布 穀 鳥

直笛簡介

節 奏 練 習

（三部輪唱）

直笛吹奏

二部輪唱練習曲

※

光陰易逝

※

卡農歌

（二）
認識敲擊

（二部卡農）

樂 器

虹彩妹妹

直笛練習

※

丟丟銅仔

輪 唱 曲

（一）

Ｃ大調音階歌 直笛吹奏
發 聲 練 習 （二部卡農）

發聲練習
節奏練習
五聲音階
視唱練習

欣賞

聲音的種類

發 聲 練 習

二部卡農練習曲

作

（三）

自製樂器
（一）

卡 農 曲

拍板的製作
五聲音階
欣賞曲
沙里洪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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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別

樂

理

基本練習

歌

曲

樂

器 創

作

變化記號

第七課

Ｇ大調音階

發聲練習

唱名法

節奏練習

Ｇ大調音階調號

視唱練習

自製樂器

奇妙世界
※

（二）

快樂的時光

沙球的製作

與鍵盤
Ｆ大調音階

第八課

Ｆ大調音階

發聲練習

調號與鍵盤

節奏練習

複附點音符與複

視唱練習

霞

深山之夜

節奏創作 欣賞曲簡介—

※ 小雨中的回憶

活動（一） 鋼琴五重奏：
鱒 魚

發聲練習

低音譜表

遊子吟

低音譜表

音名與唱名

※

視唱練習

大譜表與鍵盤

母

親

（四）
鍵盤樂器
鍵盤樂器

節奏創作
活動（二）

合 奏
欣賞曲簡介－
雷神進行曲

練 習 曲
發聲練習

音 程

和音感練習

音程的度數

二部合唱練習
節奏練習

第十一課

牧神之笛、

直笛練習

Ｆ譜號

第十課

獨 奏
欣賞曲簡介—

重 奏
彩

附點休止符

第九課

欣賞

單音程與複音程

發聲練習

曲調音程與

和音感練習

和聲音程

二部合唱練習

迎著風迎著雨

節奏創作 糖梅仙子舞曲

※ 爸爸愛媽媽

活動（三）

（同聲二部合唱）

中華少年頌
※

寂寞的雲

直笛練習
（五）

化 石

絕對音樂
與標題音樂
（一）

認 識
吹奏樂器

發 聲 練 習

第十二課

術語與記號

和音感練習
二部合唱練習

國
※

家

直笛與

西風的故鄉 敲擊樂器
合奏曲─
虹彩妹妹

※ 標示補充歌曲
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父紀念歌、總統 蔣公紀念歌、我愛中華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標題音樂
（二）
欣賞曲簡介─
邀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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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72 年公布之「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
準」編輯。「編輯大意」說明課本編輯的原則，敘述每
項教材類別所包含的內容，並提示教科書共分 3 冊，每
冊分成 12 課，每學期教學約 6 課。內容採用混合編排方
式，包含各項教材類別。從目次（表 5-23）可了解第一
冊的編排以樂理、基本練習和歌曲為主軸，總共 12 個
單元，其次是欣賞 11 個單元，樂器和創作兩項新增的
類別則交替出現，其中樂器教材略多於創作教材。內
容的鋪陳和同時期的統編本第三版十分相近，不過在目
次表將樂理列為第一項，為了減少兩個單元（統編本
14 單元，康和版 12 單元），康和版將統編本第三版第
十一課和第十二課的音程合併，將節拍機移前併入第
五單元，統編本的第十四課內容成為康和版的第十二
課。基本練習的內容特別注重發聲練習，每一課都有發
聲練習。此外，康和版強調節奏練習採用單元歌曲及補
充歌曲的節奏音型，有助於歌唱教學。歌曲除 5 首共同
歌曲之外，單元歌曲和補充歌曲的選曲非常多元，含民
謠、校園歌曲、電影歌曲和創作歌曲，「編輯大意」提
示「為配合各校教學環境之差異，每一課均列有拍號相
同、調性相關的補充歌曲……」，此項說明是針對補充
歌曲。樂器教材依據教材綱要之規範，第一冊以高音直
笛為主。欣賞教材含音樂知識及樂曲簡介。欣賞曲目 11
課中有 4 課和統編本的曲目相同。康和版的欣賞曲目以
西洋音樂為主，中國樂曲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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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第一冊包含 12 課，含 12 首單元歌曲、12
首補充歌曲、5 首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
父紀念歌〉、〈總統

蔣公紀念歌〉、〈我愛中華〉，共

計 29 首。72 年音樂課程標準首次規範歌曲型態的比
例，第一學年為齊唱曲（40 %）、輪唱曲（20 %）。
卡農曲（20 %）、二部合唱曲（20 %），本書分析 24
首單元歌曲和補充歌曲，結果為 13 首齊唱曲、2 首輪
唱曲、2 首卡農曲和 7 首二部合唱曲，且是循序漸進
的呈現於課本。其中齊唱曲的比例高於規定，再加
上 5 首共同歌曲，則比例超過 60 %，輪唱曲和卡農曲
則低於規定，二部合唱又高於規定，整體而言，不
符合課程標準的規範。
b. 歌曲類型：「編輯大意」提示選曲來自民謠、校園歌
曲、電影歌曲和創作歌曲。24 首歌曲中有 4 首作曲者
不詳，其餘的 20 首，含 7 首外國歌曲，13 首本國歌
曲，占 65 %，若再加上 5 首共同歌曲，則本國歌曲的
比例更高，符合歌曲編選要點「我國民歌與藝術歌
（見表 5-19）。校園歌曲〈小雨中的
曲至少占 50 %」
回憶〉、〈迎著風迎著雨〉首次出現在課本，甚至流
行歌曲〈國家〉，雖然歌詞符合歌曲編選要點「鼓勵
青年奮發向上、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愛國思想」的
要求（見表 5-19）。〈國家〉和〈中華少年頌〉是歌詞
具有意識型態的歌曲，7 首外國歌曲均依規定採用適
當的譯詞或填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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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歌曲音域：歌曲音域僅強調適中，沒有特別規範。第
一冊中有多首歌曲高音為 f 2，如：〈歌聲滿行囊〉、〈
光明的大道〉等，國中生可能覺得困難。為配合低
音譜表的樂理進度，第九課的兩首歌曲〈遊子吟〉
和〈母親〉是以低音譜表記譜。教師手冊提示為變
聲期學生考量，另提供多首適合男生音域的曲譜，
方便教師使用。

2. 綜合討論
康和版和統編本第三版依據相同的課程標準編輯，內容
架構上有許多相近處，尤其是樂理和基本練習教材很相似，
康和本的基本練習教材類別十分強調發聲練習，每一課都含
發聲練習。歌曲則突破限制，選曲比第三版統編本大幅減
少，從 44 首減為 29 首，但是來源多元，首次納入校園歌曲
和流行歌曲。誠如「編輯大意」提示教材非常重視橫向的聯
繫，如：第四課的教材：樂理、基本練習、歌曲和欣賞都以輪
唱為主。歌曲的伴奏提供「男生伴奏譜」是康和版的特色。
康和版可能受限於音樂課程標準，教科書的編排沒有
太多突破，不過教科書的印刷和美編，讓人耳目一新。還有
歌曲選擇呈現不同的取向，卻也因此無法符合課程標準的
規定。此時歌曲的編選已提示：配合各地區的需要，可酌選
適當之鄉土民歌作為補充歌曲，但是康和版僅採用一首宜
蘭民歌〈丟丟銅仔〉。第一冊選用 4 首林福裕的作品，比例相
當高。此時，仍有部分作品詞曲作者不詳，本冊共有 4 首。
此外，第 10 課的補充歌曲〈爸爸愛媽媽〉，作曲者的原名
Donald Peers，課本上標示麾特曲，應是誤植。康和版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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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編輯由富有經驗的國中音樂教師和行政人員擔任，共
計 4 位，和統編本的編審委員會相比，人員十分精簡。民間
出版社所提供的輔助教具包含錄音帶、伴唱錄影帶及教學
CD，西洋音樂家年表及音樂教學卡等，比起課程標準中僅
要求提供教師手冊，更加豐富和多元。出版社在教師手冊附
上詳細的調查問卷，鼓勵使用者填答。

（三）國中審定制（1996-2011）
民國 83 年公布「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將國一的授課時
數調整成每週 2 節課，因而規定國一音樂課本編輯調整為每學期一
冊，國二和國三仍維持每學年一冊。國中送審的音樂教科書不如 78
學年度開放審定本時踴躍，除了4 家出版社，翰林、仁林、康軒和
南一，根據國立編譯館之審訂通過紀錄，青新出版社和正中書局也
曾送審國中音樂第一冊，但是沒有繼續送審整套課本（賴美鈴，
2001），因此未列入表 5-24 內。前述出版社的音樂教科書都是依據
民國 83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輯（簡稱民國 83 年版）。

表 5-24
「審定本」民國 83 年版國中音樂教科書一覽表
出版者
翰 林
仁 林
康 軒
南 一

編

著

者

19

版

冊

數

出版年

熊澤民、林玲珠、吳義明

課本 4 冊、教師手冊 4 冊

民國 86 年

陳信彥、徐梅英

課本 4 冊、教師手冊 4 冊

民國 86 年

陳承助、張珊卿、劉素蓉、桑慧芬

課本 4 冊、教師手冊 4 冊

民國 86 年

賴美鈴、林小玉、徐惠君、展桂馨、
陳家琦、張君君

課本 4 冊、教師手冊 4 冊

民國 86 年

資料來源：賴美鈴（2001）。

19

出

編著者僅以出版社第一冊之編著者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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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中審定本教科書述評
民國 83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綱要維持樂理、基
本練習、歌曲、樂器、創作和欣賞六項類別，雖然國一的授課時數
增為每週 2 節，但是教材分量並沒有增加，反而降低「樂理」教材
的難度。教材綱要的教材順序比民國 72 年音樂課程標準更強調循序
漸進的原則。教育部重新審選符合鄉土文化背景，及具時代意義的
歌曲做為國中生應背唱之共同歌曲，客家、臺灣民謠都以鄉土語言
發音。課程標準之內容摘要如表 5-25 所示（教育部，1994）。

表 5-25
民國 83 年「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教材綱要與實施方法概要
教

材

綱

要

實施方法中有關歌曲編選的要點

1. 樂理：音符、休止符、譜表、調號、拍子、 1. 中外歌曲均可，宜多採用我國
歌曲。
音程、術語及記號、和弦、終止式等。
2. 基本練習：發聲練習、音感練習、視唱
練習、節奏練習、指揮練習等。
3. 歌曲：共同歌曲、一般歌曲、齊唱（含簡
譜記譜歌曲）、輪唱、合唱、補充歌曲。

2. 歌曲的選擇宜配合樂理進度、聯
繫各科教材、並符合行事節令。

3. 歌曲應適合學生音域，多選曲調
優美動聽、 活潑雄壯、富有朝
第一學年歌曲細項：
（共同歌曲；一般歌曲：
氣、富有藝術價值者。
齊唱曲 70%、輪唱曲 10%、簡易二部合
4. 歌詞內容不應低俗粗魯，應以鼓
唱曲 20%；補充歌曲）。
勵青年奮發 向上、愛家、愛鄉、
4. 樂器：直笛、鍵盤樂器、直笛合奏與重奏。
愛國、愛世界，且有文藝價值者。
5. 創作：節奏創作、曲調創作。
5. 課本可選簡易英文歌曲，但除原
6. 欣賞：演唱與演奏型態、直笛家族、鍵
文外，需富有譯詞。
盤樂器、打擊樂器、管弦樂器、變奏曲、
輪旋曲、鄉土歌謠、不同時代及樂派的 6. 課本內之歌曲，一律採用適當的
譯詞或填詞。
代表作品、我國傳統名曲與近代作品、
傳統戲曲等。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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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樣本：「康和」《國中音樂》第一冊，陳承助、張珊卿、
劉素蓉、桑慧芬編著（1997）
（1）版

式
規格為 16 開，彩色版面。封底印有審定執照，自

86 年 8 月起有 6 年期限。字體使用明體、楷書、圓體字
等，配合內文採用不同的字號。教材類別採用統一的
圖示標示，內頁右側另標示單元號碼，方便翻閱及檢
索。字體和行距較前一版教科書寬鬆，樂器的圖片和演
奏者之實體相片，非常清楚，尤其注重樂器大小比例的
呈現。內文圖文穿插，樂譜清晰，第一冊 103 頁，含附
錄（1）直笛指法表，附錄（2）中外名詞對照表和作業
1-4，最後是 1 頁五線譜空白頁，目次如表 5-26 所示。

表 5-26
「康和」民國 83 年版《國中音樂》第一冊目次表
課別

樂 理

基本練習

第一課

認識母音、
音名和唱名
高音譜號與
高音譜表
高音譜表的
音名與唱名

發聲練習
節奏練習

音符與休止符
音符、全休止符與
發聲練習
第二課 二分休止符的寫法
節奏練習
各種音符與休止符
的 時 值 比 例

第三課

附點音符
附點休止符

歌

曲

樂

器

創

作

欣賞

大家一起來唱歌
直笛的
※ 快樂去踏青
名稱與歷史

歡天喜地
※ 天公落水

發聲練習
節奏練習 臺灣是一個好所在
※ 有了愛
附點音符
視唱練習

直笛的構造
直笛家族的
介 紹

中音直笛的持笛姿勢
中音直笛運指遊戲
直笛的運舌
運舌遊戲

認識直笛家
族的音色

認識人聲
（一）－
人聲的種類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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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別

樂 理

基本練習

低音譜號與
低音譜表
發聲練習
低音譜號的
低音譜表視
第四課
音名與唱名
唱 練 習
大譜表（鋼琴譜表）
大譜表與鍵盤圖
音階與大音階
發聲練習
Ｃ大調音階
第五課
節奏練習
鍵盤的全音與半音

第六課

卡 農
輪唱曲

發聲練習
輪唱曲練習
卡農練習曲

歌

曲

英文字母歌
※ 哈薩克

大家來唱二部輪唱
（二部輪唱）
※ 鐘（三部輪唱）

第八課

拍 號 3/4
三拍子擊拍法

發聲練習
節奏練習
合 唱
基本練習
視唱練習

秋 蟬
※ 細語般的希望

第九課

拍號 4/4 或Ｃ
四拍子擊拍法
小 節 線
複 縱 線
終 止 線

發聲練習
合唱練習
節奏練習

※ 臺北的天空

術語與記號

發聲練習
節奏練習
二 部 合
唱 練 習

※ 標示補充歌曲
共同歌曲：牛犁歌、微笑吧！朋友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器

創

作

吹奏中音直笛Ｅ、Ｄ、Ｃ音
節奏創作
綜合練習

鍵盤樂器

直笛的運舌法
運舌練習

※ 卡農歌（二部卡農）

發聲練習
節奏練習
二部合唱基
本 練 習

第十課

樂

中音直笛運
瑪依拉
指 遊 戲
※ 愛，多一點點 吹奏中音直
笛Ｆ、Ｇ音

認識單拍子
三連音
拍號 2/4
二拍子擊拍法

第七課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一）

風光無限好
※四季花
（二部合唱）

美麗的椰子島
（二部合唱）

六月茉莉
（二部合唱）
※ 感恩的心
（二部合唱）

欣賞
認識人聲
（二）－
聲樂的
演唱方式
認識人聲
（三）－
聲樂曲
的種類
器樂的
演奏方式－
獨奏與合奏

自製樂器－有
標題音樂與
聲手套的製作
絕對音樂
創作頑固節奏

中音直笛運指遊戲
吹奏中音直笛Ｂ、Ａ、Ｇ音
綜合練習

認識絃樂器
（一）

4/4、3/4、2/4 拍樂曲綜
合練習

認識絃樂器
（二）

用中音直笛笛頭創作
有趣的音響
創作樂曲形式

認識絃樂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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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83 年公布之「國民中學音樂課程標
準」編輯。「編輯大意」說明課本編輯的原則和敘述每
項教材類別所包含的內容，並提示教科書共分 4 冊，國
一為學期本共兩冊，國二和國三為學年本，每冊分成
10 課。從目次（表 5-26）可了解第一冊的編排以樂理、
基本練習和歌曲為主軸，各含 10 個單元，其次是欣賞 9
個單元。首次出現樂器和創作兩項教材類別合併，共有
6 課，其餘 4 課則分別安排進度。樂理教材內容的鋪陳沒
有太多變動，因為課程標準第一學年的教材分成兩冊編
輯，將音程、複拍子、F 大調和 G 大調音階等內容保留至
第二冊（一下），不過樂理分量仍然不少。欣賞教材的變
動較多，83 年的課程標準將直笛列為國中主要的樂器，
因此欣賞教材新增直笛家族的認識，文字解說的篇幅增
加，但是欣賞曲目不再有特定的作品，而是建議幾首相
關的作品，沒有樂曲分析，也沒有提供譜例。刪除特定
的欣賞曲目，是本書最大的改變。樂器和創作類別合併
教學，通常以直笛的教學為主導，創作僅在直笛練習中
加入創作的變化；創作教材沒有特定的技巧，第一學年
以節奏創作為主。「編輯大意」提示選曲以民歌、校園歌
曲及詠讚臺灣詞曲創作比賽優勝作品為主，第一冊歌曲
含民歌 10 首，詠讚臺灣詞曲創作比賽優勝作品兩首。

（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第一冊包含 10 課，含 10 首單元歌曲和 11
首補充歌曲（第 6 課含兩首補充歌曲），另加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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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歌曲〈牛犁歌〉和〈微笑吧！朋友〉，共計 23
首。音樂課程標準規範歌曲型態的比例，第一學年
為齊唱曲（70 %）、輪唱曲（10 %）和簡易二部合唱曲
（20 %）。本書分析第一冊的 21 首歌曲，結果為 13 首
齊唱曲、3 首輪唱曲和 5 首二部合唱曲，且是循序漸
進的呈現於課本。其中齊唱曲的比例（61 %）略低
於規定，輪唱曲（14 %）和二部合唱曲（23 %）都
略高於規定，加上 2 首共同歌曲（齊唱曲和合唱曲各
一），第一冊比例不符合課程標準的規範，不過課
程標準的規定第一學年兩冊，尚待後續冊別了解正
確比例。
b. 歌曲類型：「編輯大意」提示「本書歌曲的編選……
以民歌、校園歌曲及詠讚臺灣創作優良歌曲的曲
調為主，……促使音樂教育社會化、生活化」。
第一冊共含 21 首歌曲，其中有 2 首詞作曲者是「佚
名」，不知是作者的署名，或是詞曲作者不詳。
其餘的 19 首包含 8 首外國歌曲，11 首本國歌曲，由
於歌曲編選僅提示中外歌曲均可，宜多採用我國歌
曲，因此第一冊的選曲合乎規範。第一冊中外民歌
共計 10 首，幾乎占歌曲的半數，其中客家、臺灣
民歌配合鄉土歌謠的推動，都以鄉土語言發音，且
沒有加上拼音。其中有兩首傳唱的歌曲〈臺北的天
空〉和〈感恩的心〉都是取自電視劇的主題曲，可
見第一冊的選曲確實努力朝向音樂社會化、生活
化。外國歌曲 8 首均依規定採用適當的譯詞或填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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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歌曲音域：歌曲音域僅強調適合國中生，沒有特別
〈歡天喜
規範。第一冊中有多首歌曲出現低音 g，如：
地〉、〈秋蟬〉等，是較特殊的現象。為配合低音譜
表的樂理進度，第四課的兩首歌曲〈英文字母歌〉
和〈哈薩克〉採低音譜表記譜。延續民國 72 年版之
康和版音樂教科書的作法，教師手冊中有少部分歌
曲另提供適合男生音域的曲譜。

2. 綜合討論
這套是解嚴後出版的教科書，依據 83 年「國民中學音樂
課程標準」」編輯，教科書的內容理當有大幅變動，其實不
然。從民國 72 年版康和教科書的分析，發現內容已超出 72
年課程標準的規範，並顯示 83 年課程標準的趨勢，倒是這版
教科書的改變不多，尤其是第一冊。國中一年級課本分成兩
冊，加上樂理內容難度再次降低，樂器和創作類別的教材合
併，此外，欣賞教材沒有特定曲目，省略樂曲分析的譜例和
內容，不過教科書仍然維持 103 頁，教科書的版面放大字號和
譜例，使用者應有不一樣的視覺感受，只不過樂理的鋪陳和
72 年版十分接近。康和版的歌曲幾乎全部換新，雖然 83 年新
課程標準加入鄉土音樂，但是第一冊外國歌曲的比例反而增
加，配合鄉土歌謠的推動，客家、臺灣民歌都以鄉土語言發
音，且沒有附拼音。另有電視劇主題曲〈臺北的天空〉和〈感
恩的心〉，可見音樂教科書的選曲愈來愈多元和通俗化。此
時，將歌曲類型中的卡農刪除，併入輪唱，且比例減低。
康和版教科書的編輯由富有經驗的國中音樂教師擔任，共
計 4 位，其中陳承助曾參與民國 72 年版康和教科書編輯，民
國 72 年版的編輯蔡麗華則擔任民國 83 年版教科書的諮詢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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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使得康和版音樂教科書的編輯具有延續性。出版社所提
供的輔助教具包含歌曲和欣賞曲CD、音符及符號閃示卡、
西洋音樂家年表等，十分豐富。此外，出版社在教師手冊附
上詳細的調查問卷，鼓勵使用者填答。
依循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教的政策，國民中學各科教
科書全部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印。統編本的編審委員會陣容
龐大。編輯的過程十分嚴謹，教科書經過實驗教學才正式出
版。國中統編本總共發行三版，各版分別依據民國 57 年、
61 年和 72 年公布的音樂課程標準編輯，因此三版教科書都
是重新編輯。本文選擇第二版和第三版的第一冊進行分析和
討論。國中藝能科於 78 學年度開放審定制，民間出版社開
始編輯音樂教科書，開放初期競爭激烈，曾有 7 家出版社發
行課本。本文選擇的康和版，雖然和統編本依據同一套課程
標準編輯，但是內容和選材的差異很大，可說不完全符合課
程標準，統編審定併行制度下的康和版，似乎也預告下一波
新課程標準音樂課本的樣式和編排內容。83 年公告新課程
標準，藝能科全面實施審定制，開放初期編印教科書的岀版
社，沒有全數繼續送審和發行，最後僅有康軒、翰林、仁林
和南一，共 4 家出版社發行。本文分析的民國 83 年版康和∕
康軒版，國中一年級課本，內容最明顯的改變是中國民族音
樂被臺灣傳統音樂和通俗歌曲所取代。基本練習和樂理的進
度雖然變化不多，但是強調系統性教學，並加上活動和演練
步驟，以學習者為中心教材和教法。整體而言，國中音樂教
科書有明顯改變，除了受政策和課程標準改變的影響，精緻
印刷和具有設計感的美編也有功勞，內容方面則以選曲的改
變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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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是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的第一部分，涵蓋國小和國中
的音樂教科書發展脈絡和變革，包含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和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雖然有多種教科書制
度類型，但是我國採用統編制（國定制）和審定制，由於國民中小學
教科書全面實施統編制始於九年國民教育，因此本章的討論以統編本
為起點。解嚴後，為落實課程改革和教師專業自主的理想，依據第六
次全國教育會議（民國 77 年 2 月）決議「建議中小學教科書之編輯，
應考慮逐步開放為審定制」，教育部於民國 77 年 7 月宣布，自 78 學年
度起，開放國中藝能學科為審定本；80 學年度起，開放國小藝能學科
為審定本。宣布開放之時，國中和國小課程標準都尚未重新修訂，因
此本章討論之國中和國小音樂教科書都經歷統編審定併行制的階段，
包含國小統編制（1968-1989），國小統編審定併行制（1990-1995）
和國小審定制（1996-2011）；國中統編制（1968-1988），國中統編
審定併行制（1989-1994）和國中審定制（1995-2011）三個階段的教
科書。
第二節討論此階段教科書特定的共同歌曲，包含國小、國中和
高中的音樂教科書。共同歌曲曾頒布兩次，第一次頒布 6-8 首共同歌
曲，都屬愛國歌曲，也是具意識型態的歌曲，雖然國中和國小統編本
的第二版曲目曾稍做修訂，基本上每個年級都採用同樣的共同歌曲
（詳見表 5-2），高中的共同歌曲在各家出版社的曲目略有不同，由
於高中音樂教科書是審定制，規範較不明確。解嚴後修訂的國小和國
中音樂課程標準仍然保留共同歌曲，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則不再提示，
國小階段另增共同欣賞曲。第一次頒布的共同歌曲由國立編譯館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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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過程不明，第二次在解嚴後頒布則審選過程完全公開，每個
年級的選曲不同，國小每個年級還有共同欣賞曲（詳見表 5-4、5-5、
5-6），曲目繁多，充分融入鄉土文化，也呈現時代背景。第一套共
同歌曲不分年級，也不分學校階段，都採相近的選曲，歌曲難度無法
配合各階段音樂課程標準的內容，歌詞涵意也非中小學生所能了解，
完全是配合國家政策，以政治意識為考量，因此被音樂教育者所詬
病，但是曲目有限，且在每日朝會和國家慶典及紀念日都要唱，高中
生甚至定期舉辦軍歌比賽，因此學生都耳熟能詳，大致上都能背唱。
解嚴之後所審選的共同歌曲，曲目繁多，課程綱要明示要學生「背
唱」，不過選用的鄉土歌謠有些教師無法掌握，加上曲調不熟悉，民
國 82 年和 83 年修訂的國小和國中課程標準實施時間很短，國小尚未
完成一輪六年的教學，就已進入九年一貫課程，導致精心籌劃的共同
歌曲和共同欣賞曲也被擱置，無法達到「背唱」的要求。
第三、四節分別討論國小和國中音樂教科書的演變，首先是民
國 57 年開始實施的統編制。統編本教科書的編審委員會陣容龐大，
委員都是當時具有影響力的大學音樂系教授，少數為中小學教師，編
輯過程嚴謹，遵守課程標準內容的要求，教科書經過實驗教學才正式
出版。國小和國中統編本教科書都曾經發行三版，當第三版正在編輯
中，教育部就宣布國中和國小藝能科教科書將自 78 和 80 學年度起開放
審定本，因此統編本第三版使用期間，也同時發行民間出版社的審定
本，形成統編審定併行制的教科書。併行制的教科書和統編本雖依據
相同的音樂課程標準編輯，也通過審查，經分析內容卻發現演唱等教
材已不符合課程標準規範。本章的教科書分析，首先依循各階段的教
科書制度，說明音樂課程標準的教材綱要和實施方法的內涵，然後選
擇特定版本的教科書一冊（通常為第一冊）進行目次分析，並選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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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類別，討論歌唱教材是否符合教材綱要和實施方法的規範。第三、
四節選取國小和國中音樂教科書共 8 冊（詳見表 5-7、5-17）進行分析。
國小統編本時期配合反攻復國、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國家教育政
策，課程標準對於歌唱教材的規定，強調歌曲要能發揚民族精神，因
此統編本以大陸民歌為主，選曲以本國歌曲為主，外國歌曲僅占少
數，教科書的各類教材嚴守課程標準的規定。當教科書進入國小統編
審定併行時期，康和版樣書則將大陸民歌轉換成臺灣鄉土歌謠，並增
加國人創作曲，比例無法符合課程標準的規定。民國 82 年國小音樂
課程標準將音樂向下延伸至國小一年級，並新增鄉土音樂教材。國小
藝能科全面進入審定制，本文選取的康軒版樣書兩冊，第一冊和第五
冊，歌曲以本國歌曲為主，鄉土歌謠納入福佬、原住民、客家民歌等。
歌曲音域的規範也從嚴謹的要求到 82 年課程標準提示「本音域僅供
參考」。不過音感和認譜等知識類教材，無論是統編本或審定本都相
當注重，此部分教材至 82 年課程標準內容都沒有減少，雖然難度稍微
減輕。教育部對於教科書印製的紙張、字體及字號、開數等都有法令
規範，其中也包含一些選擇性。第三節國民小學音樂教科書述評的「
版式」中所提示的紙張和字體及字號等資料，主要參考中華民國課程
與教學學會之國小審定本教科書評鑑報告。
國中音樂課程標準對於教科書編輯的冊數規定變動較多，民國 57
年課程標準規定發行學期本共 6 冊（統編本第一版）；民國 61 年課程
標準規定改為學年本共 3 冊（統編本第二版）；83 年課程標準則規定
國一為學期本，上、下學期各編1冊，二、三年級為學年本，共編 4
冊。雖然課本的冊數有所變動，教材的基本架構卻沒有太多改變，尤
其是樂理知識教材有逐次精簡的趨勢，不過仍然保留大部分。歌曲教
材方面，選曲的數量和歌曲類型變化較多。統編本第三版的選曲共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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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含 5 首共同歌曲），依據同一套課程標準編輯的康和版，選曲 29
首（含 5 首共同歌曲），兩冊同時期的教科書歌曲數量相差很大。統
編本時期受威權計畫時期教育思潮的影響，國中教科書的選曲和國小
同樣以中國歌曲為主，直到審定本時期的歌曲類型才逐漸多元，校園
歌曲、流行歌曲和電視劇主題曲都納入音樂教科書。九年國民教育實
施前期流行音樂被認為是靡靡之音，認譜絕對不使用簡譜等禁忌在解
嚴後教育鬆綁期都解除了。
隨者歷次音樂課程標準的修訂，加上社會風氣的轉變和教育鬆綁
的影響，國小和國中的音樂教科書從以培養民族精神和愛國思想為目
標，逐漸走向生活化。教材呈現逐步以學習者為中心，提供系統化的
音樂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步驟。歌曲教材從中國化教材轉向臺灣本土作
曲家的創作及臺灣鄉土歌謠，選曲多元化，並有國際化和通俗化的趨
勢。審定本時期印刷技術已經大幅提升，音樂教科書以彩色版面、活
潑可愛的圖示和清晰的實體照片，以及精心設計的版面，有效提升教
科書的質感，也能迎合學生的喜好。此外，出版業者聘請之教科書編
輯人員比統編本之編審委員大幅精簡，改以現職的音樂教師和行政人
員為主，使教材內容接近教學現場的需求。審定本教科書提供豐富多
元的輔助教具，雖然受到教師的喜愛，但也使教科書成為一種商品，
周邊商品變為一種行銷手段。音樂教科書從單一的統編本，演變至一
綱多本的審定本，從本章可知教科書制度的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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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二）

本章延續第五章之內容，敘寫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和高中音
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因應課程綱要的改變，進入新世紀教育革新
時期（2000 迄今），音樂不再單獨設科，因此本章第一節探討依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編輯的國小與國中藝術與人文教科書；高中階段維持分
科編輯，則依據本書三個中小學音樂課程變革時期分述之。新世紀教育
革新時期前之國小和國中音樂教科書已涵蓋於第五章範圍，因此第六章
以高中階段占較多篇幅，顯現課程標準與教科書制度對教科書發展的
影響。如同第四章所言，高中課程標準接續國中修訂，在時序上大致
可以銜接，但實質上乃各自獨立；而高中音樂教科書長久以來維持審
定制，由民間業者自行編印，形成版本與內容之多樣性，亦使高中教
科書之沿革與國中或國小有所不同。本章有關高中音樂教科書之討論，
在說明其制度及版本之發展情形後，以本書所涵蓋之歷次（民國 60、
72、84、93、97）課程標準∕綱要，作為探討高中音樂教科書之依據。
第六章包括第一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教科書」、
第二節「普通高級中學音樂教科書」和第三節「小結」。在教材大綱∕
綱要、實施方法的基礎上，除了延續國中小對樣本進行述評的架構，
高中音樂教科書因審定制出現諸多版本，配合樣本之討論重點適時補
充各版本的概況。比照第五章，本章對教科書文本的討論以九年一貫
藝術與人文課程和高中音樂課程所使用之教科書為限，排除教師手冊
和選修音樂教科書。

第一節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教科書

一、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2000 迄今）
九年一貫課程歷經民國 88 年 9 月 30 日公布之「國民教育階段九
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民國 89 年公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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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暫行綱要」、民國 92 年公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簡稱 92 課綱），和民國 97 年修訂公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簡稱 97 課綱）等 4 次變革，每次修訂都伴隨著部分理念
的改變和內容的調整，教科書也因此需要重新編寫。傳統的課程標準
是由教育部發布具體的教學準則，內容包含目標、時間分配、教材綱
要及實施方法等，是編寫教科書的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是課
程「標準」轉變為課程「綱要」的分水嶺，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學校本
位課程，賦予學校教師專業自主和責任，減少授課時數，保留地區、
學校、班級彈性教學空間，更需要自由、彈性、多元的教科書，方能
達成課程目標。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中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由
民間出版業者編輯（藍順德，2005）。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在 92 年
和 97 年都有較大幅度的修訂，也同時影響教科書的編輯。雖然實施
九年一貫課程之前，中小學藝能科教科書就已經開放為審定制，若是
和之前的課程標準相比，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僅提供學習階段之能力
指標和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十分簡明扼要，讓教科書編輯發揮更大的
自主性，更符合前述彈性、多元的教科書。本節選取依 92 年和 97 年
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領域」編輯的教科書
進行述評。
藝術與人文課程整合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三類藝術科目，
課程綱要以能力指標取代教材綱要的內容，各出版社發行的教科書涵
蓋國小和國中用書（三年級至九年級），但是編輯和送審仍然是國小
和國中教科書分別進行。由於課本包含不同類別的藝術教材，編輯委
員也由不同專長的大學教授或專家和第一線教師共同組成，現今藝術
與人文教科書的出版社主要有四家：翰林、仁林、康軒、南一。本章
第一節仍依第五章之分析模式，選取康軒出版社的教科書為樣本（表
6-1），進行音樂教材內容的述評。雖然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綱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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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規範教材大綱，為使本節的分析和第五章國小、國中音樂教科書
的分析內容連貫，乃依據第五章的架構，首先簡要說明藝術與人文課
程綱要的能力指標和實施要點之概要，然後進行樣書分析，包含樣書
的版式、內容、歌曲特色的討論，最後補充綜合述評，以歸納國小和
國中藝術與人文教科書之演變。

表 6-1
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科書分析之樣書版本
教科書制度

依據之課程標準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國小審定制 （民 92）（第二學習階段）
（1996-2011）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出版者

冊

次

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一冊（3 上）
康軒出版社

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一冊（3 上）

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民 97）（第二學習階段）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民 92）（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審定制
（1995-2011）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民 97）（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一冊（1 上）
康軒出版社

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
第一冊（1 上）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前述教科書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
領域」整合三類藝術，以能力指標取代教材大綱內容，並將國小和國
中九個年級劃分成四個學習階段，實施要點中的教材編選也以藝術與
人文領域課程做整體性提示，沒有規範各年級（或各階段）演唱教材
內容，也沒有提示歌曲編選的要點，為使讀者了解課程綱要中有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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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編選的相關規範，表 6-2 呈現第二和第四階段能力指標的編碼，並
1

整理「實施要點」 中有關教材編選原則取代音樂課程標準實施方法
的教材編選要項（教育部，2003，2008）。

表 6-2
92 課綱和 97 課綱藝術與人文領域之能力指標與實施要點概要
能 力 指 標 （編號）

教

材

編

選

原

則

民國 92 年

民國 92 年

第二階段

1. 教材應涵蓋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與其
他綜合形式藝術等的鑑賞與創作，與歷史文
化的關係；評價、反思與價值觀的建立；實踐
和應用生活藝術等。
2. 音樂技能包含：音感、認譜、歌唱、樂器、演
奏等。
3. 應把握統整原則，配合教學策略，讓學生獲
得統整的概念和系統化的訊息。
4. 教材編選組織，宜注意內容的適切性、技法
的順序性、教材的連貫性。
5. 教材編選宜秉持課程統整之精神，以主題整
合教材。

探索與表現：1-2-1, 1-2-2,
1-2-3, 1-2-4, 1-2-5
審美與理解：2-2-6, 2-2-7,
2-2-8, 2-2-9
實踐與應用：3-2-10, 3-2-11,
3-2-12, 3-2-13
第四階段
探索與表現：1-4-1, 1-4-2,
1-4-3, 1-4-4
審美與理解：2-4-5, 2-4-6,
2-4-7, 2-4-8
實踐與應用：3-4-9, 3-4-10,
3-4-11

（續下頁）

1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綱要的內容架構和以往的課程標準架構不同，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的內容分成：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力指標與十
大基本能力之關係、實施要點、附錄等六大項，因此本書在表 6-2 整理之內容以能
力指標與實施要點概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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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7 年

教

材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二）

編

選

原

則

民國 97 年

第二階段和第四階段之能力
1. 課程可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
特質設計教學，或以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與
指標維持不變，僅將用詞「了
表演藝術的學習為原則。
解」修改為「了解」、「鄉土」
2. 音樂學習內容包含：音樂知識、音感、認譜、
修改為「本土」。
歌唱、樂器演奏、創作、欣賞等範疇。
3. 教材應涵蓋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與其
他綜合形式藝術等個別與綜合性的鑑賞與創
作，及其與歷史、文化的關係；評價、反思與
價值觀的建立；實踐和應用生活藝術及聯絡
其他學科等範疇。
4. 教材組織宜注意各階段藝術形式的個別特
質，尤其基本概念、藝術與社會文化、藝術
與生活環境連貫性的統整，應由具備本學習
領域藝術專長教師指導學生學習。
5. 教材分量須切實配合教學目標和時數。
6. 教材編選應把握啟發各階段學生藝術美感教
育的特質，配合教學策略，讓學生能獲得美
學的概念和系統化的藝術學習。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97 課綱的修訂雖屬微調，但是實施要點中卻有不同的規範，如：
課程設計可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特質設計教學，提
示原有的統整課程也可強調分科設計，此外音樂學習內容增補音樂
知識，並增列「附錄」提供分科的「教材內容」，教科書的編輯策略
因此有所改變。第一節選取國小和國中藝術與人文教科書 4 冊進行述
評（見表 6-1），包含依民國 9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
術與人文領域」編輯之藝術與人文教科書（簡稱民國 92 年版），以
及依民國 97 年修訂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領
域」編輯之藝術與人文教科書（簡稱民國 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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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藝術與人文教科書述評
依據民國92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領
域」編輯之版本
1. 樣本：「康軒」《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初版，
周淑卿主編（2008 a）
（1）版

式
規格為 16 開。封底印有審定執照，自 97 年 4 月起有

6 年期限。彩色版面，標題和內文都使用楷書，三年級（
中年級）教科書各冊都加上注音符號。圖文穿插，大量
的圖片是活動照片，多處有跨頁的照片和插圖。第一冊
課本文字不多，以圖示、照片和插畫輔助教學要點，照
片人物表情生動、樂譜清晰、色彩鮮豔，對兒童具有吸
引力。第一冊 121 頁（最後 1 頁是配合單元的創作卡），
自 106 頁起是附錄，含「齊聲歡唱」
（補充歌曲）、「笛聲
飛揚」（直笛習奏）和課本圖片來源表，共 16 頁。各
大單元最後是「我的學習天地」，提供音樂和視覺藝術
的習作，以樂理練習占多數。課文中另以「小叮嚀」
和「動動腦，想想看！」
（以驚嘆號和問號圖示呈現）
等延伸資料框，提示學習注意事項和思考的問題。第一
冊的單元主題如表 6-3、音樂目次如表 6-4 所示。

表6-3
「康軒」民國 92 年版《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單元主題一覽表
大單元主題 1. 一起玩遊戲 2. 今天心情好不好

小單元主題

1-1 同學同樂
1-2 和直笛玩遊戲
1-3 線條大搜索
1-4 線條遊戲
1-5 歡喜在一起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1 不一樣的心情
2-2 發現色彩
2-3 心情故事
2-4 保持好心情

3. 用心聽一聽

4. 運動會

4-1 歡呼的場面
3-1 聲音的探索
3-2 聽，童玩在響！ 4-2 我是運動員
3-3 聲音裡的故事 4-3 頒 獎 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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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康軒」民國 92 年版《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音樂目次表
小單元主題
1-1 同學同樂

樂

理

四分、八分音符和
4/4 拍號

演

唱

2-1 不一樣的心情

器

欣賞

一起玩遊戲

1-2 和直笛玩遊戲
1-5 歡喜在一起

樂

認識直笛家族 愛的禮讚
高音譜號 和
認識音階上的音
（ㄙㄛ音）
2/4 拍號和
四分休止符
曲調聽辨
節奏練習
曲調視唱

大家都是好朋友

森林裡的小鳥

直笛運指練習
杜鵑圓舞曲
節奏創作

3-1 聲音的探索

認識二分音符
認識音階上的音
（ㄌㄚ音）

小 風 鈴
小 陀 螺

直笛習奏
認識鈴鼓
身體樂器

4-1 歡呼的場面

認識音階上的音
（ㄒㄧ音）

加 油 歌
啦啦隊之歌

直笛習奏
節奏創作

4-3 頒獎典禮

青春舞曲

棕色小壺

齊聲歡唱（補充歌曲）：國歌、國旗歌、快樂相聚、找朋友、點仔膠、捉螃蟹、綠色的風兒、
搖船、祝你耶誕快樂、爬山、星光滿天、晨起歌（共 12 首）
笛聲飛揚（直笛習奏）：瑪莉有隻小綿羊、搖籃曲、王老先生有塊地（共 3 首）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92 年公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編輯。第一冊內容首先出現「編者的話」，
以7點說明課本編輯的要點，內容整理如：（1）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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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之課程綱要；（2）課本以人、自然、社會、文化
的互動為主題，統合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的學習
內容；（3）本書重視引導學生主動接近藝術，建立對
藝術的興趣；（4）本書由三年級至九年級共分 14 冊，
每冊各含4單元；（5）各單元都包含視覺藝術、音樂和
表演藝術的學習內容；（6）統整的方式；（7）圖文及
行文適合學生程度。前述 7 點是藝術與人文課本「編者
的話」的基本內容，每冊課本都依循此模式。「編者的
話」跨頁是「給小朋友的話」，內容以 4 個單元主題的
意涵，引導小朋友進入第一冊的學習。
本書依「編者的話」中描述分成 4 個大單元，各
含數量不等的小單元（詳見表 6-3），各類藝術教材分
量略有差異。作者將 4 個大單元之音樂相關內容分成樂
理、演唱、演奏和欣賞等 4 項教材類別，分類除依據教
材的內容，同時參酌民國 82 年國小音樂課程標準之教
材類別。大單元一較為特殊，共有 3 個小單元包含音樂
教材（詳見表 6-4），小單元「同學同樂」，內容統整
音樂和表演藝術的學習，而小單元 1-2、1-5 則是音樂學
習內容。整體而言，大單元一的音樂學習內容較多。
第二和第三大單元，音樂學習內容以小單元 2-1、3-1
為主，在兩個小單元中，教材均勻地分布於 4 項教材類
別，除直笛習奏外，也有鈴鼓的介紹和習奏。大單元
四的音樂教材分布於小單元 4-1「歡呼的場面」，統整
音樂和表演藝術的學習，小單元 4-3「頒獎典禮」則是
以音樂內容為主，透過欣賞曲的演奏，結合學期中學
過的隊呼、肢體動作和節奏樂器一起合奏。音樂教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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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生參與和練習的機會，取材生活化，例如：童玩、
頒獎典禮、運動會等。每一大單元結束後，提供「我的
學習天地」，是小朋友的習作。課本的附錄含「齊聲歡
唱」補充歌曲 12 首、「笛聲飛揚」補充直笛曲 3 首。其
中「齊聲歡唱」在每首歌曲上方補充歌曲情境的描述或
提示歌曲內容重點等資料。

（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第一冊包含 7 首單元歌曲，歌詞和曲風都
能和 4 大單元主題，以及小單元主題 1-1、1-4、2-1、
3-1、4-1 互相呼應，另加上 12 首補充歌曲，共計 19 首
歌曲，全數為齊唱曲。若是和民國 82 年「國小音樂課
程標準」規定第三學年齊唱曲 80 %，二部輪唱曲 20 %
相比，康軒版第一冊的齊唱曲比例顯然高於前次課程
標準的規定，由於新課綱一學年編輯兩冊教科書，因
此第一學年的齊唱曲比例，尚待後續冊別了解。
b. 歌曲類型：19 首歌曲中有兩首缺作曲者：〈加油歌〉
和〈找朋友〉，其餘 17 首歌曲含本國歌曲 8 首和外國
歌曲 9 首。外國歌曲選自不同國家和族群之兒歌、民
謠和民歌等，如德國民歌〈爬山〉和〈快樂相聚〉，
英國民謠〈綠色的風兒〉、英國兒歌〈大家都是好朋
友〉和馬來民謠〈一起玩遊戲〉等，十分多元。本國
歌曲含鄉土歌謠 2 首，其中鄒族民歌〈捉螃蟹〉，配
國語歌詞，另一首為福建念謠〈點仔膠〉，以閩南語
演唱。英國民歌〈祝你耶誕快樂〉則僅含副歌，但有
中英文歌詞。本冊之外國民歌、兒歌和童謠的來源，
有時僅標示英國民歌，如〈祝你耶誕快樂〉，或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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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歌〈森林裡的小鳥〉，欠缺中文歌詞的來源，因此
作詞者或填詞者的資料無法正確統計。〈國歌〉和
〈國旗歌〉列為「齊聲歡唱」的第一首和第二首歌曲
為本冊僅有的兩首愛國歌曲。
c. 歌曲音域：大部分的歌曲音域都在八度範圍內，以 c1c2 的音域占多數。若是以第五章國小音樂教科書規定
的音域 c1-e2 為標準，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的歌
曲都符合音域的規範。

2. 綜合討論
藝術與人文教科書呈現全新的編輯理念，統整式課本是
前所未有。音樂教材內容大致採用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音
樂課程標準」的內容順序，歌曲的編排因配合主題式統整，
小單元的歌曲緊密配合主題的情境，基本上以「歌詞」為考
量，以達到統整的目的。第一冊採用大量的童謠和兒歌，也
符合兒童學習的方式。至於樂理和演奏則自成系統，康軒版
的樂理循序漸進的介紹音符、休止符和認識音高，直笛也有
系統的引導認識樂器和吹奏各音。學習以遊戲導入，以小單
元「1-2 和直笛玩遊戲」為例，介紹直笛樂器時以說故事導
入，「……像三百多年前，歐洲的紳士就常和朋友一起吹直
笛，就像我們玩遊戲一樣……」，接著以聆賞〈愛的禮讚〉
（
直笛合奏曲）讓學生認識直笛的聲音，最後才讓學生接觸直
笛樂器，透過圖文一步一步引導，讓初學者了解並學會吹奏
直笛。課本編輯提供探索的過程，讓兒童透過體驗，進而學
習音樂內容，本書對於「探索與表現」的課程目標掌握得很
好。此外取材生活化，無論是玩遊戲、童玩或是運動會，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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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兒童生活的一部分，課本內穿插大量兒童活動照片，有助
於提升兒童學習和參與的動機。多元的外國歌曲顯示本時期
教科書內容受多元文化教育和全球化教育思潮的影響。
由於課本統整三類藝術教材，並且以主題統整，因此
分科的老師不是很容易找到音樂相關教材，外行人可能因為
看到音符和歌譜，才知道這是音樂教科書。主題式統整比較
適合全能的藝術教師，但是國內中小學現狀仍以分科教學為
普遍，所以單元主題的統整在音樂方面，只能以文字整合教
材內容，如：故事的描述、歌詞內涵，無法考量的音樂的本
質。藝術與人文教科書的編輯群組織也和以往大不相同，康
軒版聘請課程與教學專長的教授擔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由 3 位不同藝術專長的教授或行政人員擔任，編寫委員 9
位，其中 4 位是音樂教師。康軒版教科書秉持以往的作法，
提供教師豐富的輔助教具，含教學 CD、音樂互動遊戲、電
腦命題系統等。課本中仍有小部分歌曲，詞曲作者不詳，是
美中不足之處。

依據民國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領
域」編輯之版本
1. 樣本：「康軒」《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初版，
周淑卿（2011a）
（1）版

式
規格為 16 開。封底印有審定執照，自 100 年 4 月起

有 6 年期限。彩色版面，標題和內文以楷書為主，三年
級教科書依教育部規定加上注音符號。圖文穿插，多處
有跨頁的插畫圖片。第一冊課本以圖示、照片和插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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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教學要點，照片和樂譜清晰、插畫生動。第一冊共
116 頁，以音樂教材分量占最多，其次是視覺藝術。第
92 頁起是附錄，含「音樂快樂學」、「與藝術家有約」、
「課本圖片來源表」、補充歌曲和直笛習奏，共 25 頁。
課文中另以「小叮嚀」和「動動腦，想想看！」等延伸
資料框，提示學習注意事項和思考的問題。第一冊的單
元主題如表 6-5、音樂目次如表 6-6 所示。

表 6-5
「康軒」民國 97 年版《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單元主題一覽表
大單元主題
1. 跳動的音符

小

單

元

主

1-1 大家都是好朋友 1-2 唱吧！跳吧！

題
1-3 笛聲飛揚

2. 聽，是什麼聲音 2-1 森林家族

2-2 聲音百寶箱

3. 趣味點線面

3-1 點線面在哪裡

3-2 點線面大集合 3-3 動手做點線面

4. 我的好朋友

4-1 介紹我的好朋友 4-2 不一樣的臉

5. 身體魔法師

6. 運 動 會
附

錄

5-1 信任我的好朋友 5-2 觀察你我他

2-3 笛聲飛揚

5-3 小小雕塑家

5-4 我的身體會說話
6-1 運動會開始了

6-2 精彩的比賽

音樂快樂學、與藝術家有約、課本圖片來源表、補充歌曲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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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康軒」民國 97 年版《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音樂目次表
小單元主題

樂

理

演

唱

1-1 大家都是好朋友

認識四分音符、八
分音符和 4/4 拍號
大家都是好朋
認識五線譜、高音
友五線譜歌
譜記號、ㄉㄛ音、
ㄖㄨㄝ音、ㄇㄧ音

1-2 唱吧！跳吧！

認識四分休止符

2-1 森 林 家 族

認識 2/4 拍號和認
識ㄈㄚ音、ㄙㄛ音
森林裡的小鳥
認識附點四分音符
綠色的風兒
認識連結線、
圓滑線
小 風 鈴

驚愕交響曲
認識海頓

森林狂想曲

認識電子琴
節奏樂器
作頑固伴奏

天烏烏
（電子琴
演奏曲）

習奏ㄙㄛ音
瑪莉有隻小綿羊
王老先生有塊地

2-3 笛 聲 飛 揚

6-1 運動會開始了

欣賞

認識直笛家族、
高音直笛運指
愛的禮讚
方法、習奏ㄌㄚ （直笛合奏曲）
音、ㄒㄧ音

認識二分音符

認識小節線、
終止線

器

唱吧！跳吧！

1-3 笛 聲 飛 揚

2-2 聲音百寶箱

樂

隊呼節奏
節奏創作

啦啦隊之歌
加 油 歌

補充歌曲：國歌、國旗歌、晨起歌、找朋友、一起玩遊戲、點仔膠、小陀螺、祝你耶誕快樂、
爬山、懷念歌、火焰蟲、星光滿天（共 12 首）
直笛習奏：搖籃曲、練習曲（共 2 首）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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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97 年公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編輯。「編者的話」內容如同 92 年版《國
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僅刪除第六點有關統整方
式的說明，因應 97 年課綱之「課程可依視覺藝術、音
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特質設計教學」。「編者的話」跨
頁是「給小朋友的話」，內容以各單元主題的意涵，引
導小朋友進入第一冊的學習。
本書依「編者的話」中描述分成 6 大單元，各含
數量不等的小單元（詳見表 6-5），各類藝術教材分量
也略有差異。作者將 6 個大單元之音樂內容分成樂理、
演唱、演奏和欣賞等 4 項教材類別，分類除依據教材的
內容，同時參酌民國 82 年國小音樂課程標準之教材類
別。依據 97 年課綱「課程可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
藝術之個別特質設計教學，或以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與
表演藝術的學習為原則。」（教育部，2008：31），97 年
版《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已經將三類藝術科目
的內容劃分為不同的單元，如音樂是第一和第二單元，
僅有最後一單元（第六單元）統整三類藝術的學習。音
樂單元中的樂理和直笛教材分量比民國 92 年版多，且
較有系統。樂器教材則在小單元 2-2 介紹電子琴，是較
特殊的安排。兩個大單元都含「笛聲飛揚」小單元，提
供充分的直笛教材。第六單元的音樂教材以節奏創作和
兩首歌曲統整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課本取材十分生活
化，教材提供學生充分參與和練習的機會。附錄的「音
樂快樂學」完整列出第一冊所學的樂理、直笛技巧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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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曲、歌曲和欣賞曲，可做為期末檢核用，是相當實用
的設計。附錄包含補充歌曲 12 首，直笛習奏曲 2 首，每
首補充歌曲的右上方提示歌曲內容重點等資料。

（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第一冊包含 8 首單元歌曲，歌詞和曲風都
能配合大單元和小單元主題，其中小單元 1-1 和 1-2 之
單元歌曲即以小單元主題為曲名，另加上 12 首補充歌
曲，共計 20 首，全數為齊唱曲，和民國 92 年版相同。
b. 歌曲類型：20 首歌曲中有 16 首和民國 92 年版的課本
選曲相同。其中〈加油歌〉缺作曲者，無法確定該
曲為本國或外國歌曲，因此以 19 首歌曲統計歌曲類
型。值得一提的是民國 92 年版中，〈找朋友〉原是缺
作曲者，民國 97 年版則增補「陳期裕採編配詞」，顯
示編輯團隊的努力。19 首歌曲中含本國歌曲 10 首和
外國歌曲 9 首，本國歌曲略多於外國歌曲。97 年版 9
首外國歌曲中有 8 首重複 92 年版選曲，僅新增一首德
國民歌〈唱吧！跳吧！〉取代 92 年版的德國民歌〈快
樂相聚〉，曲調來源和 97 年版相仿，呈現多元文化。
97 年版的本國歌曲數量略增，其中 7 首重複 92 年版的
歌曲，新增泰雅族民歌〈懷念歌〉（配國語歌詞）、客
家歌謠〈火焰蟲〉和創作曲〈五線譜歌〉共 3 首，也
使本土歌謠比 92 年版增加一首。英國民歌〈祝你耶
誕快樂〉僅含副歌，但有中英文歌詞，三年級已經有
英語課，英文歌詞符合學生能力。本冊之外國民歌、
兒歌和童謠的來源，有時僅標示英國民歌，如〈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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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快樂〉，或德國兒歌〈森林裡的小鳥〉，欠缺中文
歌詞的來源，因此作詞者或填詞者的資料無法正確統
計。〈國歌〉和〈國旗歌〉是本冊僅有的愛國歌曲。
c. 歌曲音域：本冊大部分的歌曲音域和民國 92 年版第
一冊的歌曲一樣，以 c1-c2 的音域占多數，都在八度範
圍內。

2. 綜合討論
民國 97 版國小課本依循課綱微調的原則，內容大部分
保留，編排方式變動較多，首先是音樂有兩個完整的大單
元，3 科統整的單元僅有第六單元。音樂教材鋪陳的方式比
較類似音樂單科的教材，不過新世紀的教科書不以灌輸知識
為主導，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透過探索過程，讓學生體驗，
進而學習音樂內容。本書的樂理和直笛教材明顯增多，本土
歌謠和念謠的分量也增加，從民國 92 年版 2 首增至民國 97
年版 4 首，其中含一首〈天烏烏〉，雖然教材設計為電子琴
演奏曲的欣賞，但是透過臺灣念謠的意涵來了解演奏曲的變
化，是很特別的欣賞曲。整體而言，本土歌謠的比例提高，
顯示本土意識受重視。教科書的編輯群組織和民國 92 年版
相似，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幾乎是原班底，編輯委員的變
動較多，康軒版提供教師多元的資訊化輔助教具，含電子教
科書、教學 CD、互動遊戲等。

（二）國中藝術與人文教科書述評
依據民國 9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領
域」編輯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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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樣本：「康軒」《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初版，
周淑卿主編（2008b）
（1）版

式
規格為 16 開。封底印有審定執照，自 97 年 1 月起

有6 年期限。彩色版面，標題和內文以宋體為主，以不
同的字號、色彩標示課本的內容。圖片或藝術作品、表
演現場的照片和文字穿插於課本內容，每張圖片都有詳
細圖說，包括音樂演出個人或團體，演出場所，音樂會
名稱等。樂譜除歌曲和直笛曲外，欣賞曲也提供主題譜
例，樂譜清晰，大小適中。第一冊 184 頁，自 154 頁起
為教學資料，包括補充直笛曲、補充歌曲、中音直笛指
法表、人名及生卒年對照表、圖片來源等，共計 30 頁。
課文中另以「動動腦，想想看！」、「我的藝術檔案」、
「威力大補帖」、「藝術家專欄」、「小叮嚀」和「通關密
語」等延伸資料框，提示學習注意事項、知識和趣聞
的補充等。第一冊的單元主題如表 6-7、音樂目次如表
6-8 所示。

表 6-7
「康軒」民國 92 年版《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單元主題一覽表
大單元
主

題

1. 藝術開門

2. 愛與關懷

3. 四季讚歌

4. 歡慶年年

1-1 視覺藝術的語言 2-1 彩繪人間情 3-1 圖解大自然 4-1 歡 鑼 喜 鼓
小單元
1-2 表演藝術面面觀 2-2 讓人間有愛 3-2 四 季 之 樂 4-2 新桃換舊符
主 題
2-3 抓住世間愛 3-3 四 季 之 舞 4-3 立 體 故 事
1-3 音 樂 的 元 素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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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康軒」民國 92 年版《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音樂目次表
小單元主題
1-3 音樂的元素

樂

理

歌

曲

曲調、節奏、和聲
微笑吧！朋友
音名與唱名
（二部）
指
揮

樂

器

認識直笛

欣

賞

音樂活動的類別

2-2 讓人間有愛

全音與半音
大調音階
指
揮

愛，多一點點

3-2 四季之樂

認識 G 大調

春風歌聲
（二部）

認識直笛
可愛的牧場

四 季

4-1 歡鑼喜鼓

認識 F 大調

弄獅調
（二部）

中音直笛吹奏
盼望親人來團圓

認識敲擊樂器
歡喜迎新年

中音直笛吹奏
用愛彌補
聖徒的行進 聲樂曲的演唱形態

補充直笛曲：小蜜蜂、瑪莉的羊、聖誕鈴聲、布穀、親愛的朋友、快樂去踏青、玫瑰花開、
送別、La Sa Sa Yan、聖誕快樂、在亞維農橋上（共 11 首）
補 充 歌 曲：童話、小白花（二部）、Do Re Mi、Proud of You、陽光和小雨（二部）、是愛（二
部）、送你這對翅膀、木棉道、秋蟬、恭喜恭喜（共 10 首）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92 年公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編輯。「編者的話」內容和民國 92 年版
《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相同。
本書依「編者的話」中描述分成 4 個大單元，視覺
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的學習內容清楚區隔，在每個大
單元下各有專屬小單元（見表 6-7），三類藝術教材分
量分布平均。作者將 4 個大單元之音樂相關內容分成樂
理、歌曲、樂器（直笛習奏）和欣賞等 4 項教材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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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除依據教材的內容，同時參酌民國 83 年國中音樂
課程標準之教材類別。4 個小單元（1-3、2-2、3-2、
4-1）的音樂教材，內容分布均勻（見表 6-8），每個
音樂單元都含樂理、歌曲、樂器和欣賞 4 項教材類別，
除了小單元主題「音樂的元素」的選曲沒有搭配主題
之外，其他 3 個小單元的歌曲和欣賞曲都能緊密搭配主
題，例如：小單元 2-2「讓人間有愛」，歌曲為〈愛，
多一點點〉，欣賞曲為〈用愛彌補〉。國中第一冊的直
笛習奏是國中音樂重要的教材，每一單元都有特定直
笛曲。每一小單元結束後，提供「非常有藝思」的習
作，國中的習作是每個小單元都會包含的練習，顯示評
量的重要性。參考資料含「補充直笛曲」11 首，以 4 個
音域（c2-g2、c2-c3、b2-c3、g1-g2 ）分別選出若干直笛曲，以
及「補充歌曲」10 首。

（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第一冊包含4首單元歌曲，歌詞和曲風配合
4 大單元主題，和小單元主題 1-3、2-2、3-2、4-1 互相
呼應，另加 10 首補充歌曲，共計 14 首歌曲，其中齊
唱曲 8 首，二部合唱曲 6 首，若是和民國 83 年國中音
樂課程標準的規範相比（第一學年為齊唱曲 70 %、輪
唱曲 10 % 和簡易二部合唱曲 20 %），本冊歌曲的二部
合唱曲超過 40 %，且難度提高。
b. 歌曲類型：14 首歌曲中含本國歌曲 10 首，外國歌曲 4
首，其中一首英文廣告歌 Proud of You 由香港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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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沒有中文歌詞。14 首歌曲的來源包含創作曲，
音樂劇選曲、校園民歌、流行歌曲、詠讚臺灣詞曲創
作比賽優勝作品等，可說十分多元。二部合唱在此階
段頗受重視，不但合唱曲比例占歌曲數量 40 % 以上，
且 4 首單元歌曲就有 3 首合唱曲，顯示合唱教材的重
要性。英文歌曲的比例也提高，共有 4 首歌曲含英文
歌詞，其中 Proud of You 只有英文歌詞，其餘 3 首則
有中文歌詞對照。〈春風歌聲〉和〈弄獅調〉是以閩
南語演唱，其中〈弄獅調〉還加上鑼鼓伴唱。第一冊
的通俗歌曲占多數，如流行歌曲〈春風歌聲〉和〈童
話〉，音樂劇選曲 Do Re Mi 和〈小白花〉和 4 首校園
民歌。
c. 歌曲音域：之前的國中音樂課程標準就沒有規範音
域，僅提示適合國中生音域。第一冊歌曲音域的大部
分都在 b-e2 範圍內，僅少數例外，如：〈弄獅調〉的
高音 f 2、低音 a 和 g 則出現在 4 首補充的校園民歌。

2. 綜合討論
國中音樂第一冊延續國小音樂第一冊的風格，課本以主
題統整視覺藝術、音樂和表演藝術三類藝術教材，第一冊含
4 個大單元（見表 6-7），大單元之下細分 3 個小單元，三類
藝術教材分量分布平均，誠如「編輯要旨」提及「為便於學
校教師各週授課時數之安排，各單元三類學習內容之授課時
數皆平均分配」。音樂教材大致採用民國 83 年「國民中學
音樂課程標準」的內容，不過降低難度和減緩進度。難能可
貴的是課本內容所選用的照片，都附詳細圖說列出演出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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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團體，演出場所，音樂會名稱等，讓學生除了解課文內
容，也有機會認識音樂家和表演團體、演出場所，音樂會形
式等。歌曲的編排因配合主題式統整，小單元的歌曲緊密配
合主題，基本上以「歌詞」為考量，以達到統整目的，本書
的欣賞曲也配合主題，實屬不易。第一冊的歌曲共 14 首，
含兩首閩南語歌曲〈春風歌聲〉和〈弄獅調〉，沒有其他族
群的歌曲，但是直笛曲和欣賞曲含多首鄉土歌謠，顯示本書
對於鄉土音樂的重視。歌曲和欣賞曲以採用國人的作品為
主，英文歌曲 4 首，約占 30 %。康軒版的樂理和直笛教學步
驟清晰，加上一些延伸資料框，隨時提醒學生注意事項，提
供學生互動的機會，豐富多元的延伸資料成為康軒版的特色
之一。課本的編輯團隊和國小的組織雷同，團隊成員除了主
任委員相同，其他成員則以任教國中的教師為主，國中教科
書的編寫委員10 位，其中 3 位是音樂教師。康軒版教科書仍
秉持以往的作法，提供教師豐富的輔助教具，含教學 CD、
音樂互動遊戲、電腦命題系統等。

依據民國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領
域」編輯之版本
1. 樣本：「康軒」《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初版，
周淑卿主編（2011 b）
（1）版

式
規格為 16 開。以當代紙藝創作「管弦團」圖片為

封面，該件作品展現音樂和視覺藝術的融合。封底印有
審定執照，自 100 年 1 月起有 6 年期限。彩色版面，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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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和內文以宋體為主，以不同的字號、色塊標示課本
的內容。圖片或藝術作品、表演現場的照片和文字穿插
於課本內容，每張圖片都含詳細圖說，包括音樂演出個
人或團體等。樂譜除歌曲和直笛曲外，欣賞曲也提供主
題譜例，樂譜清晰，大小適中。第一冊 188 頁，自 162
頁起為「延伸學習」資料，包括補充直笛曲、補充歌
曲、中音直笛指法表、人名及生卒年對照表、圖片來源
等，和民國 92 年版之類別一致，共計 26 頁。課文中另
以「小叮嚀」、「藝術小百科」等延伸資料框，提示學
習注意事項，配合每課最後都有「非常有藝思」活動，
主要提供樂理複習和創作練習。第一冊的單元主題如表
6-9、音樂目次如表 6-10 所示。

表 6-9
「康軒」民國 97 年版《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單元主題一覽表
單元
名稱

課
別
和
主
題

視

覺

音

樂

表

演

第七課

第一課

第四課

視覺藝術的語言

音樂的語言 打開表演藝術的大門

第二課

第五課

第八課

繪畫情感與表達

人聲飛揚

表演停看聽

第三課

第六課

第九課

人間開麥拉

躍動的節奏 光影魔術師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四季讚歌

一、圖解大自然
二、四季之樂
三、禮讚四季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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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康軒」民國 97 年版《國中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音樂目次表
小單元主題

樂理

認識音樂術語
第四課
認識譜號、大譜表
唱名與音名
音樂的語言
音符與休止符
人聲的種類
演唱的形式
音 程
大調音階

第五課
人聲飛揚

第六課
躍動的節奏

二、四季之樂

歌曲

Do Re Mi

哈利路亞卡農
（同聲二部）

樂器

欣賞

中音直笛習奏：
c2, d2, e2, f2, g2 音 F 大調奏鳴曲
聖徒的行進

中音直笛習奏：
b1、a1、g1 音
奧拉麗

D 大調卡農

中音直笛習奏：
a2、b2、c3 音
基 本 節 奏
暖聲練習
石頭罐頭點點頭
野玫瑰
單拍子與複拍子 快樂！真快樂！
被丟棄的寶貝
認識擊樂器
非器樂類擊樂器
G 大調音階

暖聲練習
交 響 夢

中音直笛習奏：
f 2 ＃ , d3 音
老祖父的大鐘

四 季

補充直笛曲：聖誕鈴聲、桔子與檸檬、快樂去踏青、齊來，宗主信徒、生日快樂、喜悅之聲、
唱天上的歌、可愛的牧場（共 8 首）
補 充 歌 曲：當我們小的時候、小白花（二部合唱）、愛 和平 新世紀、隱形的翅膀、美好
世界、給我你的手、秋蟬、遇見（共 8 首）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97 年公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編輯。「編者的話」內容和民國 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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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藝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相近，僅將第六點內容
刪去「本書以主題統整方式進行視覺藝術、音樂、表演
藝術科際的統整」，加上「為了讓三科有相互統整的學
習機會，亦設計一個統整單元」，以因應 97 課綱「課
程可依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特質設計教
學，或以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的學習為原
則。」（教育部，2008：31）教材編選之變動。
本書依「編者的話」中的陳述分成 4 個單元，第一
至第三單元以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分科呈現，第
四單元則為統整單元。第一至第三單元各有 3 課（小單
元），三類藝術教材的分量分布平均，第四單元含「圖
解大自然」、「四季之樂」和「禮讚四季的表演」三類
藝術科目之主題統整內容（詳見表 6-9）。作者仍依循
民國 92 年版之分析架構，將內容分成樂理、歌曲、樂
器（中音直笛習奏）和欣賞教材類別，由於民國 97 年
版採分科敘寫，類別清楚，教材內容分布均勻。本書
不再強調主題統整，不過很注重各單元教材的橫向連
繫，歌曲和欣賞曲也能搭配小單元的主題，例如：第四
課主題為「音樂的語言」，內容除介紹音名與唱名，
再搭配歌曲〈Do Re Mi〉，不僅習唱新歌，也能複習唱
名，強化學習；第四單元的音樂主題為「四季之樂」，
欣賞曲即為〈四季〉（見表 6-10）。由於 97 課綱增列附
錄「教材內容」，音樂內容增加「音樂知識」部分，
使得本書的樂理教材比民國 92 年版多，樂器教材的分
量也增加。和民國 92 年版相同的是每一單元都有中音
直笛曲，不過指法的教學順序不同，民國 92 年版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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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音域指法，而民國 97 年版則先教低音域指法。「非常
有藝思」提供每一課的樂理複習和創作練習。延伸學習
含「補充直笛曲」8 首，和「補充歌曲」8 首。

（3）歌曲特色
a. 演唱形式：第一冊包含 4 首單元歌曲，歌詞和曲風配
合小單元主題，另加補充歌曲 8 首，共計 12 首歌曲，
其中齊唱曲 10 首，二部合唱曲 2 首。歌曲的總數量比
民國 92 年版少，尤其是二部合唱曲的比例降低。
b. 歌曲類型：12 首歌曲中有3首和民國 92 年版的課本選
曲相同，其中〈快樂！真快樂！〉缺作曲者，無法確
定該曲為本國或外國歌曲，因此以 11 首歌曲統計歌曲
類型。11 首歌曲中含本國歌曲 7 首和外國歌曲 4 首；
歌曲來源包含音樂劇選曲、校園民歌、流行歌曲和古
典音樂等。二部合唱曲有兩首，相較於 92 年版的 6 首
少了 4 首，通俗歌曲含兩首 2009 年發行的歌曲〈交響
夢〉和〈愛、和平、新世紀〉，可引發對於臺灣的獨
立樂團和全球和平大會的關注，是課本較新的歌曲。
此外第五課「人聲飛揚」，以莫札特的二部合唱經
典〈哈利路亞卡農〉介紹演唱的形式，是難得的古
典作品，第六課「躍動的節奏」，加入拍手節奏的歌
曲〈快樂！真快樂！〉，不僅結合曲調與節奏的練習，
也增添歌唱的趣味性，本冊選曲數量雖然不多，但是
具有特色。本冊沒有本土歌謠，尚待後續冊別了解。
c. 歌曲音域：之前的國中音樂課程標準就沒有規範音
域，僅提示適合國中生音域。第一冊歌曲音域，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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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 和 g 為最常見，高音則大部分在 c2 和 e2 範圍內。有
些歌曲很長，想必不易完整學會全曲。就歌曲音域而
言，民國 97 年版比民國 92 年版的歌曲具挑戰性。

2. 綜合討論
民國 97 年版國中課本依據課綱微調的原則，內容和難
度大都沒有變動。國中版的編排方式則依教材編選原則的提
示，將三類藝術科目個別呈現，最後加入一統整單元。本書
的編排明顯的是三科獨立，尤其是出版社也發行單科的教師
手冊，如：音樂教師手冊【備課篇】，內容僅有音樂教材。
本書的樂理和直笛教材分量增加，編排方式更具系統。如：
中音直笛指法的教學。歌曲數量沒有增加，選曲具有特色，
可惜缺少本土歌謠。92 年版的學習單集中於課本後方，民國
97 年版則改為「非常有藝思」，置於每一課的最後，不但
易於和課本內容連結，版面的設計也具親和力。教科書的編
輯群組織和 92 年版相似，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維持原班
底，編輯委員則有變動。民國 97 版國中的選曲僅有極少數
和民國 92 年版重複，且直笛曲和欣賞曲也幾乎全部更新，
新課本展現新的面貌。康軒版提供教師資訊化輔助教具，含
電子教科書、教學 CD、互動遊戲等。
本章第一節討論的藝術與人文教科書依據民國 92 年和
民國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編輯，內容整
合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三類藝術教材，形成獨特的教
科書。教科書全面開放審定本始自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90
學年度），雖然藝能科教科書在此之前已經實施審定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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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統整式教科書卻是首次出現。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沒有提供
教材綱要，教科書編輯必須將能力指標轉化成各藝術類科的
教材綱要，再設計主題統整三類教材。本節選取民國 92 年
版和民國 97 年版康軒出版社之國小第一冊（3 上）和國中第
一冊（1上），共計藝術與人文教科書 4 冊進行分析（詳見
表 6-1）。康軒版的主題式統整是採用大單元設計，大單元
下細分數個小單元。因應 97 課綱的修訂，民國 97 年版的大
單元改以分科方式編輯，有別於民國 92 年版的大單元包含
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三科教材。本文僅分析音樂相關
教材，發現小單元主題緊密結合大單元，音樂教材中主要以
歌曲整合主題情境，尤其是歌曲的曲名和歌詞，國中小單元
的欣賞曲也能配合大單元主題的情境。至於樂理和演奏教材
則自成一格，較無法連結單元主題，僅有少數例外。教科書
因為包含三類藝術科目的學習內容，因此十分厚重，在分析
4 冊樣書中，國小第一冊兩版分別為 121 頁和 116 頁，國中第
一冊兩版分別為 184 頁和 188 頁。不過藝術與人文課本的音
樂教材和之前的音樂教科書相比，分量相對減少，可能和藝
術與人文課程的音樂教學時數比之前的音樂少，加上新增統
整單元教材有關連。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受到反思與重建時
期教育思潮的影響，教材的編選呈現本土化教育和多元化教
育的特點。以歌曲來源為例，除民國 97 年版的康軒國中藝
術與人文課本第一冊缺乏臺灣本土歌謠外，其他 3 冊都含臺
灣、客家和原住民的選曲。多元化教育的特點則從國小選曲
接近半數為各國民謠或兒歌可見一斑。此外英文歌在國中選
曲中數量增加，且明顯通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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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普通高級中學音樂教科書

民國 21 年「中小學課程標準」公布，高中課程自此有標準可循，
設立「音樂」，並在「中學課程標準總綱」的架構下訂定「高級中學
音樂課程標準」。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後，初中改稱國中，高中課程改
以「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71）為題敘寫總綱。在本書的
範圍內探討高中音樂教科書的發展，歷次（民國 60、72、84、93、
97）課程標準∕綱要為主要依據。
臺灣特殊的政治環境及升學文化影響教科書制度及內容至鉅，高
中音樂教科書所受影響相對較小，在制度上始終維持審定制，內容方
面因開放編輯與選用，版本琳瑯滿目，樣貌與內涵皆很豐富。以下說
明高中音樂科教科書之制度與版本，並在教材綱要及實施方法的基礎
上對特定版本進行探究，並適時補充其他版本的內容，以呈現高中音
樂教科書的發展。

一、高中音樂科教科書之制度與版本
（一）有關審定與編印之規定
有別於國中小教科書制度之演變，高中教科書以審定制為主，
僅有部分科目有特殊的考量。1953 年高中國文、地理、歷史、公
民教科書統一由教育部「標準本教科書編印委員會」（即國立編譯
館、現國家教育研究院之前身）編輯，以加強民族精神教育，1995
年以前維持國文、地理、歷史、公民、三民主義由國立編譯館、軍
訓由教育部軍訓處編輯，其餘科目採審定制的狀態。隨著政治解嚴
及社會多元發展，國中小教科書自 85 學年擴大開放，高中教科書亦

第六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二）

順應社會變遷及教師專業自主之提升，於 88 學年全面開放審定制（
葉盈君，2014；藍順德，1998），教科書制度的改變對教育及社會
有深遠的含義（歐用生，1995）。
審定制涉及教科書之編輯與審查，是教科書相關討論備受關
注的兩個面向，但皆以課程標準為主要參照。1948 年起高中音樂
2

開設於一、二年級，每週 1 小時， 維持了很長的時間，故教科書
皆採兩學年 4 學期分冊編輯。其間，民國 43 年（1954）8 月教育部
頒布「減輕中小學學生課業負擔實施方案」（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7）；44 學年度「中學各科教科書共同刪減重點」則在研擬後送
交書局遵辦，確保教科書依據教學時數編輯且分量適切（教育部，
2005）；「普通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暫行綱要」改以領域規劃學分
數，據之有「高級中學學年本教科書分冊印製原則」（國家教育
研究院，2006），出版社可依學期或學年編輯教科書，使長久以來
以學期編輯的方式有了改變。此外，為了提升教學品質，出版者
多會隨書編輯教師手冊，但僅有 1971 年規定教科書應編輯教師手
3

冊， 並與教科書同時送審，1995 年起則無強制規定。由於早年之
教師手冊已查無資料，1971 年的規定是否確實執行不得而知。
國家教育研究院在審定制中扮演重要角色，相關規定可溯自民
國 51 年（1962）「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教科圖書儀器教育審查規

2

民國 21 年高中音樂開設 3 年，每週教學時數 1 小時；歷經民國 25 年及民國 29 年
中學課程標準教學時數減少及實施分組選修等制度，高中音樂教學時數隨之調整。

3

作者認為這項規定受到 1964 年修訂自然科教材大綱時，在蒐集美國出版之各科教
材、教師手冊等資料後，新教材開始編製教師手冊、實驗指導、教學影片等之影
響（教育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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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教育部授權國立編譯館協助辦理中小學教科書之審定；「
高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國家教育研究院，2011）明訂高中
教科用書由教育部辦理審定事項，必要時由國家教育研究院為之；
民國 102 年（2013）「高級中等教育法」實施，規定高級中等學校
教科用書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故改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全權主
導，據之有「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定辦法」（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4a）及「國家教育研究院高級中等學校各科教科用書審查
小組組織及運作要點」（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b）。不過，上述
法規多限於審定程序中編者及審查者之注意事項。
由於欠缺具體之審查準據，審定意見之明確性與適切性常招致
質疑，為了確保審定制度之穩健發展，並賦予審定基準法制之正當
性，國家教育研究院曾以建置教科書審查規準為目的，於 2013 年 8
月以教科書之審定委員及編者為對象，進行「必要基準」、「一般
基準」及 19 項審定基準重要性之問卷調查，發現 不論 教科書之審
定委員或編者均認同訂定教科書審定基準之重要性，且對多項審定
基準重要性之看法一致（林信志、楊國揚，2014）。目前「高級中
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審查基準」包含「必要基準」與「一
般基準」兩大類別，必要基準以課程綱要及國家法律為依歸，係指
教科書審查通過與否的必要條件；一般基準則為檢視教科書之重要
指標，包括：（1）組織結構；（2）文本內容；（3）學習活動與
評量；（4）圖文表達；及（5）編寫體例，除非與必要基準產生抵
觸，並不以一般基準之單一項目作為教科書審查通過與否的條件（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7）。該項基準考量各科之通用性及學科之個
殊性，對於教科書編輯與審查兩端皆具指引性質，有助於教科書品
質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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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式方面，高中教科書亦較中小學來得自由而無特別限制。
4

5

瀏覽歷年來高中各版教科書， 頁數有漸增的趨勢， 規格方面多比
照中小學教科書的規定採 16 開印製，只有極少數例外。2001 年《高
級中學教科用書審定辦法》（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a）對申請審
定教科書之版式規格亦僅有正文字級不得小於電腦排版字 11 點（16
級），及翻譯名詞、度量衡單位等之規定。多年來教科書在設計、
排版、紙張、裝訂等方面有很大的變化，如今翻閱起來，仍可感受
到專屬各年代的風格，在世代共同的記憶中，記錄音樂課程數十年
的足跡，值得一探究竟。

（二）歷年版本概覽
本文所涉教科書相關資料主要透過查詢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
書發展中心」之教科書圖書館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圖書館
而得，但版本和冊別可能未盡齊全。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圖書館
收錄自 1948 年至今之高中音樂教科書，故本文首先依據前述章節之
分期，將 1948 年以來高中音樂教科書之出版資料彙整如表 6-11，以
了解其全貌。表格中的內容以各出版者第一出版冊次時間排序，時
間相同者以出版者名稱之筆畫數排列之。

4

本文所涉各版教科書之出版資訊詳見表 6-11，不另列於參考文獻中。

5

民國 37 年版頁數約 30-40 頁，民國 51 年版增至 50-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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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高中音樂教科書出版情形一覽表
時

期

戰後教育重整時期
（1945-1967）

九年國民教育
實施前期
（1968-1986）

課程標準
出
版
者
綱要之依據
民國 37 年高級
復興、世界、北開、正大
中學課程標準

數量
4

建中、正大、正風、復興、樂人、
民國 51 年高級
世界、正中、金氏、臺灣中華、維新、 14
中學課程標準
清華、勝利、博愛、正光
文化、正風、復興、樂人、維新、
臺灣中華、世界、臺灣商務、大中、
民國 60 年高級 正大、海國、金氏、廣興、正光、
26
中學課程標準 勝利、大業、育英、美新、華興、
環球、陶甄、及人、中央、博愛、
華夏、正中
及人、正中、復興、金氏、育英、
民國 72 年高級
美新、博愛、維新、世界、正光、
中學課程標準
廣興、華興、華夏、中央、龍展

15

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 民國 84 年高級 三民、維新、華興、龍騰、泰宇、
（1987-1999）
中學課程標準 謳馨

6

民國 93 年普通
華興、科友、新文京、泰宇、龍騰、
高級中學課程
三民、謳馨、育達
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 暫 行 綱 要
（2000 迄今）
民國 97 年普通高 華興、泰宇、新文京、育達、謳馨、
級中學課程綱要 三民

8

6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如第五章所述，自 40 年代起音樂課本蓬勃出版，高中也不例
外，以出版社計算，依據歷次高中音樂課程標準∕綱要編訂教科
書者少則 4 家、多則達 26 家，進入九年國民教育時期後更是急速
成長，達到百家爭鳴的局面（見表 6-11），但出版者的異動也很頻
繁，歷年來僅有復興書局與世界書局自 1948-1983 年、維新書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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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95 年、華興書局自 1971 年至今保持出版，算是 7 次修訂中較
為穩定的 4 家出版社。解嚴後教育鬆綁，教科書的出版情形似乎也
改朝換代，1995 年出版者大幅更替，在市場競爭下版本數縮減，走
向保守而務實的局面。
以下分時期將高中音樂教科書作進一步探討，包括各版本之
編著資訊，教材綱要及實施方法之主要內容，及教科書述評。編著
資訊方面因資料繁瑣，為簡化之故而將編著者之不同稱謂，如：主
編、編著、編輯、編撰予以並列，且即使同一出版社有不同編著
者，亦以並列處理，校訂者則另外註明，但不含指導、顧問、繪譜
或專屬編曲者。製表時依各家出版社第一個出版冊次之時間，由左
至右、由上至下呈現，可看出有些版本並未從第一冊開始出版，
或是出版冊次並不連貫。至於教科書述評之樣本，由於華興書局
自 1971 年至今皆維持出版，符合本書探討的範圍，遂以「華興」
作為探討之文本，並參考司琦（2005）分析教科書的項目，包括封
面、編輯大意、目次、課文、版權頁等，就第一冊內容進行說明或
舉隅，對教科書中備受關注之歌曲進行特色分析，再就重點補充對
其他版本的敘述，以歸納高中音樂教科書之演變。本節討論之高中
音樂教科書為實施九年國教起，依據歷次（民國 60、72、84、93、
97）高中音樂課程標準∕綱要所編輯的版本。

二、九年國民教育實施前期（1968-1986）
（一）教科書版本概覽
九年國教的實施為教科書之編輯帶來新的氣象，依據民國 60 年
課程標準出版之教科書多達 26 家，是高中音樂教科書出版最為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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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從表 6-12 可以看出多位編著者同時也是國中小統編版之編審
委員，在高中階段則是各自與出版社搭配參與編著的工作；也有同一
編著者為不同出版社編寫的情形，或是為一家編寫、為另一家校訂。

表 6-12
實施九年國教時期高中音樂教科書版本一覽表
課標
出版者
依據

冊次

出版者

楊兆禎

1-4

正 風

鄭歌恆

1

復 興

鄧昌國、藤田梓

1-4

樂 人

鄧漢錦

1-4

維 新

維新書局編輯部、
張錦鴻（校訂）

1-4

臺灣中華

計大偉

1, 3, 4

1-4

臺灣商務

申學庸、戴金泉

1, 3

1-4

正 大

劉玉蓮

1-4

文 化

世 界
大 中

民 60

編

著

者

戴粹倫、張錦鴻
大中編輯部、
蔡國欽（校訂）

編

著

者

冊次

海 國

海國編輯部

1, 3

金 氏

戴序倫

1-4

廣 興

宋容甫

1-4

正 光

康

1, 3

勝 利

張為民

1-4

大 業

劉韻章

1

育 英

徐晉淵

1-4

美 新

蕭璧珠、蔡利賢

1, 3

1-4

環 球

劉韻章

1-4

3
1-4

及 人
博 愛

謝雪如
劉韻章

1-4
1-4

華 興
陶 甄
中 央

華興編輯委員會、
汪玉瑛
劉韻章
吳恩清

謳

華 夏

趙崑和

1, 2, 4

正 中

范儉民

2, 4

及 人

吳清煌

1, 3

正 中

范儉民

1, 3

復 興

鄧昌國、彭聖錦

1, 3

金 氏

劉玉蓮

1, 3

育 英

徐晉淵

1-3

美 新

蕭璧珠、蔡利賢

1

博 愛

蔡利賢

1, 3

維 新

維新書局編輯部

1, 3

民 72 世 界

姚世澤

3

正 光

1, 3

廣 興

宋容甫

1, 3

華 興

華 夏

吳仁貴

3

中 央

康 謳、張世傑
汪玉瑛（1, 3）、
楊鳳鳴（1 - 4）
吳恩清、謝雪如、
張婉淑

龍 展

劉憲雯

1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1-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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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科書述評
課程標準中之教材綱要及實施方法是教科書編輯之主要依據，
有必要在進入各時期教科書之述評前先行彙整。教材大綱依類別敘
述，實施方法則有較大差異，民國 60 年之實施方法包括「一般」
及「各學年」之教學要點，民國 72 年加以擴充，增加教學方式、教
學過程、與其他方面之連繫、成績評量、教材編輯注意事項等（教
育部，1971、1983），相關內容見表 6-13。

表 6-13
民國 60 年、72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實施方法概要
公布
時間

教 材 大 綱（第一學年）

實

施

方

法

1. 音樂知識：讀譜，規定調性及拍子， 1. 曲譜用五線譜而不用簡譜，規定唱名。
包括術語等。
2. 規範歌曲教材編選之多項要點。
2. 歌曲：共同歌曲與一般歌曲，提及
3. 注重歌曲之民族意識與愛國精神，並鼓
與樂理及欣賞的聯繫。
勵唱歌以鼓舞團結精神。
民 60
3. 基本練習：發聲、視唱、聽音、指
4. 首次明載各類別應採混合教學並求均衡。
揮等練習。
4. 欣賞：各種音色與演出方式之聲樂 5. 強調課間以進行各類基本練習為主。
及器樂。

6. 另列各學年之教學要點。

1. 基本練習：發聲、節奏、視唱、聽寫、 1. 曲譜用五線譜，規定唱名。
和聲感、指揮練習。
2. 強調單元混合教學。
2. 歌曲：除了共同歌曲，在一般歌曲之
3. 注重歌曲之民族精神與愛國熱忱，並強調歌
下規定各類歌曲之比例、調性調式、
曲選材之適宜性以鼓舞團結合作之精神。
拍子，提及與基本練習及欣賞之聯繫。
4. 強調視唱，並求基本練習之務實。
3. 樂器：中外樂器介紹，各學期擇一
民 72
5. 樂器教學以認識初步演奏法為主。
國樂器介紹演奏法。
4. 音樂知識：讀譜、音樂要素、中國 6. 欣賞重教育及啟發性，重要主題配合聽
賞或歌唱進行。
音階與調式、音程、和聲、術語等。
5. 創作：配合和聲作練習。

7. 除了各學年之教學要點，新增教學方式、
教學過程、與其他方面之聯繫、成績評
6. 欣賞：欣賞各種音色與演出型態之
量、教材編輯注意事項等。
聲樂曲及器樂曲。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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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興書局（現華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1971 年，以出版
高中職教科書為目的，自成立初期即出版高中音樂教科書至今。從
歷年第一冊的目次觀其教材類別（如表 6-14），可以發現華興早年
以歌曲、欣賞、音樂知識、基本練習為架構，至 1995 年出現變化，
例如將基本練習的內容納入創作實務的活動，並另闢札記及討論，
2008 年各項教材隱含於類別標題中，試圖以編輯之巧思改變教科書
僵化的形象，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教科書內容多元化與活潑化
是教科書開放審定的目的之一，也是審定版受到認同的原因（沈姍
姍，2000；歐用生，1995）。

表 6-14
「華興」高中音樂教科書第一冊目次類別一覽表
依 據
課標 課綱

類

民 60

音樂知識

民 72

音樂知識 基本練習

民 84

民 93
民 97

欣賞

別

基本練習

歌 曲

歌 曲

欣 賞
基本練習
音樂小
問題與討論
歌曲
創作練習
札 記

樂 理

音樂知識 音樂欣賞

樂 理

基本練習
音樂知識 音樂欣賞 創作練習 音樂小札記 歌 曲
展演計畫

音樂知識 音樂百寶箱 音樂導聆 認識樂理 音樂新視野 歌 曲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依據民國 60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訂之版本
華興書局於 1977 年 7 月出版高中音樂（簡稱民國 60 年版），
第一冊由編輯委員會編著，第二冊由汪玉瑛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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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樣本：「華興」《高中音樂》第一冊，華興書局編輯委
員會編著（1977）
（1）版

式
封面設計簡單，封底印有審定執照，自 1977 年 9 月

起有 6 年期限。內文採黑白印刷，包括發聲口形、擊拍
手勢、樂器、作曲家等之輔助圖片皆為黑白的手繪圖，
字體小，版面擁擠，課別之間沒有明顯分隔。第一冊 54
頁（含 1 頁五線譜空白頁），目次如表 6-15，但與內文的
內容或頁碼有多處不合，排版與校對的品質較為粗糙。

表 6-15
「華興」民國 60 年版《高中音樂》第一冊目次表
類別
課別

音

樂

知

識

基

本

練

習

欣

賞

1

複習樂譜、譜號、
大譜表、音名、唱名

2

音樂知識及欣賞
我國民歌及改編之民歌

有伴奏的視唱

3

複習音符、休止符、
附 點、單 拍 子

視唱及聽寫

4

呼吸發聲及共鳴法

5

複習升種大調與大音階

6

複習降種大調及大音階 變化音及四拍子指揮 聲樂曲的種類

7

表示速度的術語

歌

曲

青海民歌
繡荷包
聲樂知識

草原牧歌

解釋欣賞要注意什麼。
音樂欣賞的
呼吸、發音和共鳴
廣泛知識
方法，練聲及視唱

鳳陽花鼓

視聽默寫譜、拍子

西洋古典
勇士凱旋
音樂家簡介 （三部合唱曲）
三句歌（女
聲三部合唱）

貝 多 芬
歡樂歌
第九交響曲 （二部合唱）
（續下頁）

335

336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類別
課別
8

9

10

音

樂

知

識

表示強弱的記號及術語

表示省略的寫法

樂曲的基本形式

基

本

練

習

變化音及四、
三拍子指揮
休止及升記號三拍子
之視唱、指揮練習，
聽 寫 練 習

欣

賞

加 冕 禮
鋼琴協奏曲

歌

曲

催眠曲
卡農歌（二

命運交響曲

部卡農）、

土 撥 鼠

有伴奏之視唱訓練及 二段式分析 蒼茫（同聲
三拍子指揮
二部同聲合唱 二部合唱）

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國父紀念歌、總統 蔣公紀念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歌、
學生軍訓進行曲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60 年 2 月修正發布之「高級中學音
樂課程標準」分 4 冊編輯，第一冊共 10 課，在混合編排
的原則下，每一課涵蓋二至四類教材，並以音樂知識及
歌曲為每課之必要內容。音樂知識除了涵蓋一般樂理，
如音符、音程、拍子、大調音階、術語、記譜法、曲式
之外，亦將民歌（第二課）、呼吸發聲及共鳴法（第四
課）納入。在歌曲方面，每課至少有 1 首一般歌曲，10
課共 11 首，大致都能與樂理及欣賞連繫，呈現編輯大
意所述從藝術價值、教育意義及民歌、反共等歌曲中取
材的原則，並與實施方法中強調歌曲之民族意識與愛
國精神一致。基本練習包括音程、視唱、聽寫、指揮、
發聲、默寫等內容，在教材大綱之外略有延伸。由於教
材大綱對欣賞的敘述十分簡要，樣本的內容顯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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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並偏重古典音樂風格的賞析。以第一課華格納樂
劇《唐懷瑟》揭開序幕，但為了配合前 4 課之中國民
謠，欣賞方面僅是廣泛的說明聲樂與欣賞，直到第五課
才出現較為實質的內容，逐漸呈現音樂史的時間序列，
並以聲樂知識（第三課）、音樂欣賞知識（第四課）及
聲樂曲的種類（第六課）穿插其間。

（3）歌曲特色
在演唱形式方面，11 首一般歌曲以獨唱為主（6
首）， 二 部 及 三 部 合 唱 各 占 兩 首 ， 另 以 黃 自 所 作 詞
曲〈卡農歌〉教唱二部卡農。歌曲類型與音樂知識及
欣賞搭配，共計 7 首中文歌曲，包括前 4 課各 1 首的中
國民謠：
〈青海民歌〉、〈繡荷包〉、〈草原牧歌〉、〈鳳陽花
鼓〉，再加上第六課〈三句歌〉及兩首二部歌曲：〈卡農
歌〉、〈蒼茫〉。第五課起為配合欣賞而選擇巴洛克及古
典作曲家所作之歌曲，但皆以中文譯詞演唱。在配合單
元主旨的取材考量下，中國民歌占相當比重，學生不乏
學習五聲、七聲音階的機會，倒是外文歌曲的部分欠缺
原文對照或意譯，譯詞者亦不詳。高中音樂對歌曲之音
域沒有特別限制，樣本以第五課三部合唱〈勇士凱旋〉
最廣，在 a-g2 之間，第一部出現很高的音，歌曲調性集
中在 4 個升記號以內。

2. 綜合討論
樣本顯示音樂知識在樂理與一般常識的區隔，可視為華
興後續版本的雛形。歌曲取材能與音樂知識配合，並展現此
時對民族意識與愛國精神之重視，但歌曲之來源較為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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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練習較欠缺變化，引導或說明不足，活動內容亦不詳（
例如第十課），聽寫方面亦由教師自選簡易曲調進行（第三
課），編排雖顯鬆散，卻可看出當時對學生記譜能力的重
視。欣賞以西方音樂登場，但第一課《唐懷瑟》揭開序幕
後並沒有後續，在前 4 課教唱中國民謠的特色下顯得非常突
兀；整體來看欣賞的起步較慢，自第五課起明顯增加，以古
典樂派為音樂史鋪陳，但內容簡略，組織較無系統。圖片的
輔助功能不足，例如第五課出現管風琴繪圖，但與課文沒有
連繫，而介紹樂器之圖示散見於不同課（如第八課），各項
木管樂器的大小亦不成比例。整體而言是一本重文字敘述的
教科書，以音樂知識與歌曲占較大比重。
概覽其他版本，厚度約莫在 50-80 頁，一律黑白印刷，
僅封面有彩色，封面設計與套色皆很簡單。內文版面擁擠，
字體與行距皆小，介紹樂器時雖能輔以圖片，但多為手繪
圖，少數版本（如「復興」、「中央」等）採用實體照片或
貼圖，但視覺效果有限，且皆未於書末提供參考書目。由於
民國 60 年之課程標準開始出現混合編排的規定，故幾乎各
版本都在編輯大意中提及此項原則，將類別予以混合的作
法明顯，但未必是以課別或單元加以區隔（如復興）。有
版本（復興、「海國」、「世界」）提及音樂術語的譯名依
6

據， 亦有版本（如「勝利」、「及人」）在編輯大意中恭
錄總統訓詞，顯現教科書配合國家政策的意義。

6

民國 47 年 8 月國立編譯館與中華民國音樂學會共同進行音樂名詞譯名一致化的工
作，於民國 48 年完稿後，經教育部聘請學者專家審查，民國 50 年 10 月由教育部
公布《音樂名詞》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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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國家發展以「反共復國」為目標，國家主義與民
族主義是主導教育政策的思潮（楊智穎、歐用生，2012），
置於課本一開始的共同歌曲無疑彰顯了此項功能，從「廣
興」編輯大意中對共同歌曲之提示：「備公共集會及節日典
禮之用，務使學生演唱熟練與正確，並徹底了解歌詞意義，
期能發揚民族精神，激發愛國思想」即可得知。每個版本皆
有 5、6 首共同歌曲，選自由國立編譯館審選公布之曲目，
故大同小異，如第五章所述，僅有演唱形式（如〈國歌〉
為四部、〈國父紀念歌〉為二部）之差別，以凸顯高中階
段的難度。愛國歌曲之外，大多為中國藝術歌曲及民謠、
世界名曲，但外文歌曲在此時仍是非常罕見，或以中文譯詞
演唱，各版間唯一非中文之歌曲僅有莫札特作曲之〈字母
歌〉（Alphabet）（如復興、中央），係唯一使用簡易英文
字母的合唱曲；或是將國外作曲家的原創旋律填上愛國與
團結意味的歌詞（如世界第四課〈來來來〉使用巴赫所作旋
律），在在顯示此時對民族意識的重視。整體來說，曲目的
數量與類型保守，復興提供 3 首「參考補充歌曲」，皆為外
國歌曲填詞或譯詞，在當時以中國歌曲為重的情況下頗有擴
充曲目的用意。
欣賞方面以中國傳統音樂為主要內容，亦有版本在第一
冊完全沒有編排西洋音樂的欣賞（如「大中」、海國），西
洋音樂多僅觸及古典樂派，從各版目次並不易看出編排的邏
輯。普遍而言，內容重事實認知而輕情意，顯現教科書傳遞
知識的功能；雖為審定制，在課程標準強烈政治意涵的影響
下，實質趨同，未見審定制的多元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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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民國 72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訂之版本
解嚴前夕，社會風氣漸開，民國 72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
準」之教材類別新增創作及樂器，教科書的內容與樣貌也出現明顯
的改變。依民國 72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訂之高中音樂，
華興先後出版由不同作者編著之版本，第一版由汪玉瑛編著，於
1990 年 8 月出版；第二版為楊鳳鳴編著，於 1994 年 8 月出版（執
照發給時間為 1991 年 8 月）。7 雖然兩個版本之編輯大意有許多共
通點，但第二版歌唱教學導向明顯而展現不同的編輯思維，故以之
為樣本（簡稱民國 72 年版）。該版第一冊在濃厚之聲樂色彩下歌
唱數量增加，並以西洋歌劇及中國地方戲曲作為欣賞的主軸，同時
將中西內容穿插，第二冊起才依樂派之發展編排欣賞教材。圖片方
面，第一版已脫離 1971 年手繪的情形，出現實體照片，第二版圖
片數量增加，採簡單套色印刷，在當時可謂相當特別。

1. 樣本：「華興」《高中音樂》第一冊，楊鳳鳴編著（1994）
（1）版

式
封底內頁印有審定執照，自 1991 年 8 月 30 日起有

6 年期限。紙張較 60 年加厚，以簡單套色加強文字重
點及曲譜，故版面較之前清晰，圖片大幅增加，並皆
為彩色，在當時算是很先進。第一冊 94 頁（外加音樂
術語、4 頁五線譜空白頁，及參考書籍），內容明顯增
加，目次如表 6-16。

7

在早年即有出版社以不同作者進行編著的情形，依據民國 37 年之課程標準，復興
書局曾出版由蕭而化編著之「初版」，由張錦鴻、戴序倫編著之「修定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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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華興」民國 72 年版《高中音樂》第一冊目次表
類別
課別

音樂知識

1

樂

理

基本練習

認識譜號

視唱練習

2

聲樂曲的種類

音的認識

視唱練習
聽音練習

3

常見的擊拍法

音符與拍號

輪唱練習
節奏練習

4

中國音樂簡史 升種大調音階

5

6

降種大調

語尾助詞
連音讀法
音 程─
自然音程

7

8

小音階

音樂欣賞

音樂使我快樂 花非花，涼州詞
採茶歌，
往事難忘
聲音的分類與
桑塔 • 露齊亞
表達方式

視唱練習
聽音練習
節奏練習
視唱練習
節奏練習

歌曲

耕農歌
神劇「彌賽亞」 請賜我們平安
中國的歌劇─ （三部輪唱），鐘
國劇（平劇） 聲（二部合唱）

視唱練習
聽音練習

樂器介紹─
國劇的音樂
樂器與歌唱

視唱練習
聽音練習

西洋歌劇
「魔 笛」

創作─
認識動機、
中國地方戲曲
樂節、樂
─臺灣歌仔戲
句、樂段，
「天鵝宴」
創作練習─
模進練習

碧潭泛舟
清平調
（二部合唱）

勇敢的
鬥士歌

共同歌曲：國歌、國旗歌
補充歌曲：春夜洛城聞笛、白髮吟、春野（二部卡農）、秋蟬（同聲二部）、蘭花草、美女
與野獸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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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72 年 7 月修正發布之「高級中學音樂
課程標準」分 4 冊編輯，第一冊共 8 課，每 1 課涵蓋三
至四類教材，並增加樂理，刻意將音樂知識與樂理做出
區隔，並以樂理占較大比重，所教授的概念與民國 60
年版相比差異不大，但敘述較為詳盡。「編輯大意」並
未出現歌曲與其他部分配合或連繫之字眼，但因為基本
練習的內容增加，故歌曲與節奏、拍號、調性等連結的
機會增多，以選擇優美高雅、雄壯活潑、莊嚴和平及富
藝術價值之歌曲為目的。共同歌曲減為兩首，每課有 1
或 2 首一般歌曲，8 課共 11 首，加上 6 首補充歌曲，共
17 首歌曲，歌曲數量大幅增加。基本練習維持音程、視
唱、聽寫、指揮、發聲、默寫等內容，但節奏、音值、曲
式等難度增加，例如第一課有不同譜號、第六課有口唱
加手拍（唱旋律同時拍打不同節奏）的視唱練習，聽寫
亦較具體可行，例如以學過的音符時值或特定節奏型態
進行聽寫，但是對課程標準新增之和聲感並未加強。此
外課本第一課即有〈發聲原理〉的說明及 6 組〈發聲練
習〉，顯現此版本對歌唱教學的重視，而教材類別中首
次出現的樂器僅在第六課以國劇劇種介紹樂器與唱腔略
為帶過。第八課之創作說明動機、樂節、樂句、樂段並
進行動機之模仿練習，同時讓學生分析課本中的歌曲，
算是務實可行。欣賞方面以第一課「音樂使我快樂」及
第三課「聲音的分類與表達方式」為導論，再以第五課
神劇《彌賽亞》、中國的歌劇—國劇（平劇）進行中西
聲樂代表作品的欣賞，但透過教材無法看出課程標準中
所提將重要主題透過聽賞或歌唱以加深印象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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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歌曲特色
1 7 首 曲 目 有 1 2 首 獨 唱 曲 ， 3 首 二 部 合 唱：〈鐘
聲〉、〈清平調〉、〈秋蟬〉，1 首三部輪唱〈請賜我們
平安〉，另有1首二部卡農〈春野〉。類型方面有8首
中國歌曲或民謠，1 首臺灣民謠〈耕農歌〉，8 首源
自外國之歌曲，符合實施方法對本國歌曲占 50 % 以
上的規定。課程標準亦提示外國歌曲應附原文以供
欣賞或練習，僅第五課〈鐘聲〉、第八課〈勇敢的鬥
士歌〉沒有加注原文。就此次新增之補充歌曲而言，
類型多元，取自與生活貼近之校園民歌及動畫電影
主題曲如〈秋蟬〉
、
〈蘭花草〉
、
〈美女與野獸〉
（Beauty
and the Beast ）乃前所未有，尤其〈美女與野獸〉以
英文演唱，回應實施方法對書後編排趣味性歌曲供
選唱的提示，增添教科書的活潑意味。第七課〈
望鄉〉
（g-f 2 ）出現 14 度音域最寬，在調性方面，由於
前 3 課均為 C 大調，至第四課教 G 大調後，歌曲才進入
有調號之曲目，僅有第二課〈採茶歌〉與第六課〈碧潭
泛舟〉為中國調式，補充歌曲〈美女與野獸〉則出現
轉調。
作者認為民國 72 年音樂課程標準對歌曲教材編選
的重視，是樣書以歌唱教學為特色的原因之一。首先是
歌曲類型取材漸趨多元並增加比例的規範，以及實施方
法中增選歌曲置於書後以供選唱的規定，因此出版社開
始編選補充歌曲，使一般歌曲之數量增加，降低了愛國
與民族精神歌曲之比重。編著者將歌曲的調性隨音樂知
識循序安排，在課本一開始即編排「發聲原理」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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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練習」，或是將中文歌曲語尾助詞的連音讀法融入音
樂知識教材等做法，顯示編著者在聲樂方面的專長及樣
書對歌唱教學的重視。

2. 綜合討論
樣本之整體內容兼顧東西方經典，樂理與歌曲仍具重
要性，歌曲數量與類型俱增，尤其是教科書中首次出現以英
文演唱的外文歌曲，附上原文供學生欣賞或學習，較民國
60 年版對外文歌曲的處理有明顯改善，就整體取材來看，
頗有歌曲選材大鳴大放之意，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應有突破
禁錮的意涵。新增創作及樂器之比重有限，以創作為例，所
占比重偏少，且至最後一課才出現，故無法判定其連貫性。
以中西聲樂代表作品編排欣賞教材與一般以音樂史樂派編排
的邏輯極為不同，益加顯示樣本以歌唱教學為主軸的用意；
而第八課介紹臺灣歌仔戲卻以中國地方戲曲為標題，顯示當
時「大中國」的概念濃厚，臺灣音樂在教科書中尚不具主體
性。圖片的輔助效果提升，書末有音樂術語與自我評量，顯
現對學生學習效果的重視，雖然各要項的內容仍屬淺顯，但
因新增教材類別，內容上已逐漸充實。
其他版本之教科書的厚度大約在 70-90 頁，內文與圖片
維持黑白印刷，僅封面有彩色，相較民國 60 年之設計已略
有變化（「正中」、「美新」使用較多色彩）。內文版面擁
擠，字體與行距仍偏小，圖片的品質與民國 60 年版相近，
僅有「育英」採用實體照片，如第三冊第四課以實際照片呈
現吉他之奏姿與按撥，第五課以祭孔大典的照片搭配雅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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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樂的欣賞，對學生感受展演的情境頗有助益。除了復興以
外，各版皆以分課的概念編輯，但書末尚未提供參考書目，
故樣書在這方面算是先進。歌曲方面亦可看出樣書與其他版
本不同之處，例如共同歌曲減至兩首，非常罕見，但各版多
維持 6 首，樣書出現以英文演唱之外文歌曲，其他版本多以
中文演唱；外文歌曲附上原文歌詞的情形逐漸普遍，例如育
英附上中英對照之歌詞，華興（汪玉瑛編）之第一冊〈傍
晚〉一曲甚至附有義大利文。課程標準中對歌曲的著墨使得
歌曲的重要性提升，例如廣興之編輯理念即敘明以歌曲為中
心，其中國藝術歌曲的比例亦達到歷年最高（逾 4 成）（游
雲惠，2002）；且由於新增補充歌曲，各版曲目較民國 60
年有明顯擴充。值得一提的是，廣興的附錄出現「各課練習
題」，雖然僅以一頁半提示 8 課的重點，且皆重認知，但已
略有評量的意涵。

三、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1987-1999）
（一）教科書版本概覽
1995 年起教科書的版本數驟減，但同一個出版社發行不同版本
的情形卻見增加（見表 6-17），應是市場自由競爭下，各出版社在
品質上力求精進的原因。1983 年由高中音樂教師或團隊擔任編著的
情形至此更為明顯，優秀教師成為出版社競相網羅的對象也是審定
制下必然的情形（黃炳煌，1990），顯現教科書編輯對教學現場需
求的重視，也促使教科書樣貌與風格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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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7
解嚴後教育鬆綁時期高中音樂教科書版本一覽表
課標
出版者
依據

編

著

者

孫愛光、吳舜文、
盧玟瑩、吳秋琴

冊次 出版者
1-4

維 新

民 84 華 興

楊鳳鳴、梁秀玲、柯瓊瑢、
1-4
黃富暖（含三個版本）

龍 騰

泰 宇

洪汶溶、王招升、李睿瑋、
1-4
方美琪（含 B, C 版）

歐 馨

三 民

編

著

者

冊次
1-4

姚世澤

范儉民、劉憲雯 1 - 4
謝孟蕊等

1, 2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二）教科書述評
民國 84 年起教材大綱為與國中一致而改稱教材綱要，實施方法
則包括「教學要點」及「教材編選之要領」，較民國 72 年課程標準
之「教學要點」及「教材編輯注意事項」扼要（教育部，1996），
相關內容見表 6-18。

表 6-18
民國 84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教材綱要與實施方法概要
公布
時間

教 材 綱 要（第一學年）

實

施

方

法

1. 基本練習：發聲、節奏、視唱、 1. 與民國 72 年之 1-6 項近似，唯歌曲之選材
聽寫、和聲感、指揮練習。
已未提及民族、愛國或團結精神。另：
2. 歌曲：齊唱與合唱，並訂定比例。 2. 明列鄉土音樂欣賞應以本地區民族、民間
音樂為主，並兼顧其他民族的音樂。
3. 樂器：中外樂器介紹。
民 84 4. 音樂知識：音樂要素、基本樂理、 3. 將原教學方式、教學過程簡化為教學方法，
將原教材編輯注意事項改成教材編選之要
中國音階與調式、和聲、術語等。
領，並在與其他方面之聯繫、教學評量之
5. 創作：配合和聲作練習。
外，新增教具及有關教學設備，教學評量
6. 欣賞：欣賞各類型聲樂曲及器樂曲。
亦分為認知、情意、技能敘寫。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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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國 84 年「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標準」編訂之高中音樂，華
興亦出版了兩個版本，第一版採較大版面（280mm x 210mm），由
楊鳳鳴主編，於 2000 年 6 月出版；第二版版面規格為 16 開，由梁秀
玲、柯瓊瑢、黃富暖主編，於 2001 年 8 月出版，出版時間很接近，
內容卻極為不同。第一版編輯大意顯現基本練習已定調為視唱、節
奏、聽音、創作共 4 項內容，第二版雖維持相同架構，但編輯思維
截然不同。在歌唱教學的特色下，第一版沿用民國 72 年版欣賞類
別的編排方式，但第二版將歌曲內涵簡化為藝術與教育價值之相關
敘述，欣賞的編排緊扣樂理與音樂知識，取材較為多元。此外，第
一版針對內文加注課外補充，並有專屬網址供查詢（楊鳳鳴編著，
2000），是教科書非常創新的做法，反映網路對教學的影響；兩冊
皆擴充評量，在書末提供學生練習的機會，內容較民國 72 年版充
實，可見課程標準內涵的改變促使教科書質量的提升，本文以第二
版為討論樣本（簡稱民國 84 年版）。

1. 樣本：「華興」《高中音樂》第一冊，梁秀玲、柯瓊瑢、
黃富暖編著（2001）
（1）版

式
封面以畫作「三位少女音樂家」（Three Musicians）

為設計，封底印有審定執照，自 2001 年 8 月起有 6
年期限。紙質較民國 72 年版改善，開始採用彩色版
面，字體增大，第一冊 178 頁（內含基本練習解答、
學習評量、中外譯名對照表）、參考書目分類詳盡（
含辭典、樂譜、中外文書籍、期刊、節目單、有聲資
料），另有 1 頁五線譜空白頁，較前一版增加大幅內
容。每課首頁以畫作或圖片為引導，並附有說明，在視
覺美感上有很大提升，目次如表 6-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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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9
「華興」民國 84 年版《高中音樂》第一冊目次表
類別
課別

樂理

音樂知識

基本練習 音樂欣賞 音樂小札記

歌

曲

菩提樹，在那
遙遠的地方（同
聲二部合唱）

1

音樂三要素，
音符與
舒伯特德文
人聲的種類與 發聲練習
藝術歌曲
休止符
演唱方式

2

五線譜的發展
Do-Re-Mi（同
德普瑞彌撒
音名與 與譜號的演
詼諧小漫畫─
視 唱、
聲二部合唱），
曲「La Sol
桂多的腳
唱 名 進，桂多「聖 聽寫練習
奉 獻
Fa Re Mi」
約翰讚美詩」

3

拍子與
拍 號

單拍子與
複拍子

節 奏、 斯特拉溫斯
「春之祭」首
視 唱、 基芭蕾舞曲
演的暴動
創作練習 「春之祭」

Castle on a
cloud，
玫瑰三願

4

音樂速
度與拍
節 機

絃樂器介紹

節 奏、 韋瓦第協奏
韋瓦第小故事
視唱練習 曲「四季」

聽泉（同聲二
部合唱），
西班牙姑娘

5

協奏曲─拉
音程與
科羅拉多之夜，
發 聲、 赫瑪尼諾夫
降記號的由來
不了情
臨 時 鍵盤樂器介紹
視唱練習 「第三號鋼
（混聲四部合唱）
記 號
琴協奏曲」

6

大音階
視 唱、
與
木管樂器介紹
聽寫練習
小音階

7

調 號 銅管樂器介紹

8

Don’t cry for
切分音
【動手做做看】
節 奏、
凱基
me Argentina，
與
打擊樂器介紹 視 唱、
打擊樂器
「構造三」
珍 惜
聽音練習
的製作
連結音
（混聲四部合唱）

節 奏、
視唱練習

男高音─
卡瑞拉斯

室內樂─莫
札特「A 大 超越時空的貝
多芬室內樂
調單簧管
五重奏」
平克罕
「聖誕
清唱劇」

Memory，
上美的花

O holy night，
西元年的由來 平安夜裡真平安
（混聲二部合唱）

補充歌曲：阿里山之歌、山在虛無飄渺間（同聲三部合唱）、世界屬於你、Black is the
colour of my true love’s hair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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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84 年 10 月公布之「高級中學音樂課
程標準」分四冊編輯。第一冊維持 8 課內容，在原類別
外新增「問題與討論」、「音樂小札記」以加強學習，
每一課皆涵蓋六類之內容，篇幅隨之增加，但共同歌曲
已不復見。「編輯大意」首次強調以複習國中音樂課程
為基礎，增加音樂理論及教材間的銜接與統整。音樂知
識因納入各類樂器的介紹，內容增多，與樂理在每課都
有編排，以加深音樂理論的學習。從第一課音樂三要素
及編輯大意「基本練習注重與音樂知識之密切配合」的
要旨來看，更加注重觀念的建立及運用。除了尚未出現
中國音階、和聲、術語之內容，其餘內容大致皆能符合
實施方法之規範。回應課程標準對歌曲比例及選材之指
引，本書延續之前對歌唱教學的重視，第一課即以基本
知識與練習為歌唱做準備，且每課都編排兩首歌曲，加
上 4 首補充歌曲，共計 20 首歌曲，能充分與樂理或欣賞
連繫。基本練習以視唱、節奏及聽音為主軸，多能配合
音樂知識進行練習，並以視唱最多，節奏次之。除了第
一冊未見和聲感與指揮的練習，編排堪稱具系統性。從
第四課起音樂知識依序介紹絃樂、鍵盤、木管、銅管樂
器，符合課程標準對中外樂器的規範，繼而在第八課介
紹打擊樂，並以「動手做做看」安排實作練習，頗為罕
見，但第一冊尚未出現有關東方樂器的內容。編輯大意
中強調培養、啟發學生對音樂創作之興趣及潛能，但僅
在第三課有節奏的創作練習，且與該課內容不甚相關，
亦未看到配合和聲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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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國 72 年的版本相較，此版音樂欣賞的內容擴
充，包括聲樂、器樂、各時代及各國之音樂，並以各
類型聲樂曲及器樂曲為代表，介紹演奏方式、樂曲體
裁、樂曲內容等，雖無固定的模式，但主軸明顯。以第
一課為例，欣賞以「舒伯特德文藝術歌曲」為題，音樂
知識以人聲的種類與演唱方式為內容，介紹 4 位著名德
文藝術歌曲演唱家，在基本練習介紹歌唱方法發聲練
習，「音樂小札記」介紹男高音卡瑞拉斯，再搭配〈菩
提樹〉。以第八課欣賞—凱基「構造三」為例，該課
音樂知識介紹打擊樂器，「問題與討論」以凱基的創意
為始，引導學生思考 20 世紀的音樂特色，再搭配打擊
樂器的製作。不過，民國 84 年課程標準新增的鄉土音
樂尚未於第一冊出現，尚待從後續冊別了解。

（3）歌曲特色
本書每課皆編排兩首歌曲，包含補充歌曲共 20 首
歌曲，以齊唱 13 首占多數。合唱曲有 4 首同聲二部合
唱、1 首同聲三部合唱及兩首混聲四部合唱，混聲四
部是第一次出現於華興的教科書中。每課之兩首歌曲
中外各一，因此外文歌曲的數量較之前大幅增加，勉
強符合實施方法所載本國歌曲不得少於 50 % 的規定，
齊唱與合唱的比例則略有不符。以語言來看，10 首中
文歌曲以 5 首國語創作（〈奉獻〉、〈聽泉〉、〈不了情〉、
〈平安夜裡真平安〉、〈珍惜〉）居半，尚有兩首中國
藝術歌曲（〈玫瑰三願〉、〈山在虛無飄緲間〉），並首

第六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二）

8

次出現臺語歌曲（〈上美的花〉）； 10首外文歌曲以民
謠、音樂劇居多，又以 4 首音樂劇選曲為特色，如 DoRe-Mi、Castle on a Cloud、Memory、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且皆以原文演唱。音域方面以齊唱曲〈玫瑰
三願〉最廣，達 13 度（g-e 2），合唱曲以混聲四部〈不
了情〉最廣（F-f 2 ），同聲三部合唱〈山在虛無飄緲
間〉最高音達 a2。調性多集中於 4 個升降記號以內，又
以兩個升降以內之升種大調居多。
與民國 60 年、72 年之版本相較，民國 84 年版在歌
曲形式與類型有很大突破，例如第一次出現混聲四部及
臺語歌曲，大幅增加外文歌曲，且可看出編著者對教學
的考量，例如歌曲之涵意適切，臺語歌詞附有拼音符
號，外文歌曲附有中文譯詞以供對照，非英文之歌曲亦
附上原文，如〈菩提樹〉（德文）及〈西班牙姑娘〉（西
班牙文），詞曲作者或編譯者之資訊齊全，呈現對著作
權的觀念。除了歌曲多元，從調性亦可看出難度提高，
因轉調而富變化，例如第一課〈菩提樹〉從 E 大調轉 e
小調，第六課 Memory 出現降 B 大調、降 G 大調、降 D
大調；拍號方面亦然，單複拍子皆各有變換，例如第三
課Castle on a Cloud（4/4 拍、3/4 拍、2/4 拍），Memory
（12/8 拍、10/8 拍、6/8 拍），補充歌曲〈山在虛無飄
緲間〉（4/4 拍、3/4 拍、5/4 拍、2/4 拍）。歌曲難度增
加，但尚能與其他類別連繫，例如 Castle on a Cloud 連

8

本節敘寫時維持樣本對「臺語」一詞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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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樂理之拍子，Memory 連結樂理之大音階與小音階，
O Holy Night 連結樂理之調號及音樂欣賞，教材編選呈
現歌曲的廣度與深度。O Holy Night 附有吉他指譜，對
高中生應具實用性。

2. 綜合討論
此次課程標準緊接於民國 82 年國小、83 年國中課程標準
後修訂，從編輯大意可看出與國中音樂課程銜接的重視。樣
本注重類別間之連繫，較之前的版本取材更形多元。大量的
外文歌曲與合唱曲為教科書帶來耳目一新的面貌，尤其是安
排了極為罕見的混聲四部合唱，顯現編者取材的理念，但較
未考慮曲目類型之均衡。中國藝術歌曲至此減少，歌曲選材
反映出時代變遷與生活化的趨勢（李慧美，2004）。雖然首
次出現臺語歌曲，但欠缺臺灣或鄉土音樂的相關內容，僅以
一曲〈上美的花〉作為歌唱教材。欣賞內容的編排呈現各類
別整合之邏輯，第一、二、四、五、六課幾乎以欣賞貫穿，單
元主軸明顯，內容銜接流暢。新增「問題與討論」以協助引
導及檢視學生的學習，且除了第一、三課之外，在多數課別
中皆有安排，可見自民國 72 年版以來初具之評量觀念至此更
受重視，美中不足的是較為貧脊的創作內容尚未改善。整體
而言，此書之內容及品質有明顯提升，版面呈現效果佳，能
適時以圖片搭配文字敘述，有助於說明音樂中抽象的概念。
民國 84 年版自封面設計至內文排版顯現教科書品質的
大躍進，圖文並茂，從外觀來看與後續的版本差異不大，
各版頁數在 135-175 頁，書末大多附有圖片出處及參考書
目（「謳馨」、「三民」未提供參考書目），並提供術語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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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索引。三民附有課後作業，雖仍以認知為主，但已有情意
方面（如抒發感想）的提問。從各版編輯大意可看出各家
凸顯內容特色已是蓄勢待發，與民國 72 年的版本有很大差
異。雖然樂理與音樂知識仍是單元內容的核心，但益加重視
欣賞與音樂知識的連結，並強調從經驗中形成概念（如「龍
騰」）；甚至以欣賞為主軸，以啟發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如
謳馨），與民國 72 年對歌曲重視的程度相較，儼然有欣賞
凌駕其上的趨勢。對照 2003 年「高中音樂科課程綱要」專
案小組指出「欣賞」授課比例（94.41%）在 6 個教材類別中
為最高的發現（賴美鈴，2004），可以看出欣賞已是高中音
樂教師最常實施的項目。配合課程標準的規範，此時各版皆
有補充歌曲，中國藝術歌曲的比例驟降，甚至不到民國 72
年版的一半，通俗歌曲取而代之（游雲惠，2002）。在民國
72 年課程標準新增教材類別後，音樂教科書的單元架構大致
底定，民國 84 年則是教科書內容的擴充與樣貌的提升，除
了教師手冊外，亦提供欣賞 CD 或樂器介紹之錄影帶等（如
「維新」、龍騰），增添教學媒材的多元性。

四、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2000 迄今）
（一）教科書版本概覽
教育革新時期來臨，產出符合新世紀教育需求的教科書是編輯
端重要的目標，一家多版或是由第一線音樂教師擔任編輯的情形更
為普遍（見表 6-20），以提升品質並符合市場需求。此外，因應民國
93 年「普通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暫行綱要」（簡稱 95 暫綱）在領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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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各校排課的彈性，及教材「以 2 學分 1 冊來編輯」的原則（教育
部，2005），各出版社改採 1 學年 1 冊編輯；全年 1 冊雖名為「基
礎」，卻因涵蓋高中音樂教育之主要分量而益顯重要。

表 6-20
新世紀教育革新時期高中音樂教科書版本一覽表
課綱
出版者
依據
華 興

編 著 者

冊次 出版者

梁秀玲、柯瓊瑢、
1-2
林珊慧等（含乙版）

編 著 者

冊次

科 友

方銘健、蔡永文、徐珍娟、
陳育才、楊秀美、張志宇

1

新文京

范金耀、盧玟瑩、
鍾其珍

1-2

泰 宇

張至芳、李睿瑋、
1-2
泰宇音樂編輯群（含 B 版）

龍 騰

葉淑真、楊世華、
陳艷庚、廖耿志

1-2

三 民

林明慧、楊艾琳、吳佩蓉、
1-2
林芬蘭、湯詩婷

謳 馨

楊雅惠、邵瑀凡、
王斐瑩

1-2

育 達 等（第一冊），方銘健、蔡 1 - 2

民 93

華

王茜雯、馮蕙珍、張育芬
永文、林千惠等（第二冊）

梁秀玲、柯瓊瑢、
1 - 2，
盧盈豪等編曲
興
泰
全1
（含乙，丙版）

民 97 新文京 范金耀、張萬苓、 1 - 2
盧玟瑩等

謳 馨

楊雅惠、蔡佳蓉、
邵瑀凡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1-2

宇

泰宇音樂編輯群、鍾博曦 1 -2，
（含乙，丙版）
全1

育 達

葉娜心、楊曉鳳（第一冊） 1 - 2，
（含乙版）
全1

三 民

林明慧、楊艾琳、吳佩蓉、
1-2
林芬蘭、湯詩婷

第六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二）

（二）教科書述評
95 暫綱音樂採4個階段開設，教材綱要改以階段敘寫，在主題（相
當於原教材類別）之下有主要內容及其說明；實施方法包括「教材
編選」及「教材實施」，較民國 84 年課程標準之「教學要點」及「
教材編選要領」更形簡潔。民國 97 年修正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
音樂課程綱要」（簡稱高中 97 課綱）以 3 個階段規劃，教材綱要維
持95 暫綱的架構，實施方法改稱實施要點，以「教材編選」及「教
學實施」敘寫，顯現以原則性提示取代細項規範的趨勢（教育部，
2005、2009），見表 6-21。

表 6-21
民國 93 年、97 年高中音樂課程綱要教材綱要與實施方法概要
公布
時間

教 材 綱 要（第一學年）

實

施

方

法

1. 音樂基礎訓練與音樂知識：基本練習（節 1. 提供發展學校本位及相關議題等
奏、曲調、音程）、樂理常識（音階及調號、
課程設計之注意事項，並依四大
曲式、記譜法）。
主題列出教材編選之原則，其中
基本練習乃配合歌曲或欣賞曲
2. 歌唱與樂器演奏：歌唱（基本技巧、獨唱、
的教學作引導，各主題強調取材
二部合唱）、樂器演奏（樂器、樂團編制、
之多元，例如東方與西方，世界
演奏法）、音樂展演（規劃與實作）。
與民族之均衡性；歌曲增選補充
3. 即興與音樂創作：即興（節奏、曲調之即
歌曲。
民 93
興與變奏）、音樂創作（美感原則之應用、
2. 即興與音樂創作建議善用學科內
曲式創作、樂曲改編）。
及跨學科之統整，創作之紀錄方
4. 審美與音樂欣賞：樂曲形式、樂曲種類、
式亦建議納入多元記譜方式，超
音樂形態（以上三者樂曲或型態之認識、
越原有五線譜之侷限，同時強調
聆聽與賞析）、民族音樂（本土音樂之聆
從音樂要素著手並配合音樂美感
聽與賞析）、音樂史（中西音樂史、代表
原則在創作之應用。
作曲家、樂派風格之認識與賞析）。
3. 另訂有教學實施與教學評量。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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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時間

教 材 綱 要（第一學年）

實

施

方

法

1. 審美與欣賞：本土音樂（臺灣原住民、傳 1. 實施方法改稱實施要點，但維持
統、當代音樂、當代作曲家作品之認識與
民國 94 年之架構，各項編選原
賞析）、世界音樂（各國民族音樂之聆聽
則較為詳盡，例如審美與欣賞即
與賞析）、西洋音樂形態（曲式與曲種、
有較多指引。
音樂史與樂派風格、代表作曲家與作品
2. 歌唱與演奏在歌曲部分訂定外文
之認識及賞析）。
歌曲及通俗歌曲之比例上限；敘
2. 歌唱與演奏：歌唱（基本技巧、獨唱、二
述演奏的比重也略微增加，但結
部合唱、歌詞意涵與語韻）、樂器演奏（樂
民 97
合音樂展演進行活動之參與、規
器、樂團編制、演奏法）、音樂展演（規
劃與實作。
劃與實作）。
3. 對於「音樂知識與練習」的內容
3. 即興與創作：即興（節奏、曲調之變奏）、
規範較為寬鬆，但強調融入其他
創作（詞曲改編、音樂美感原則之應用）。
三項主題之學習，不得脫節。
4. 音樂知識與練習：基本練習（節奏、曲調、
音程、基本指揮）、樂理常識（音階及調
號、記譜法、曲式）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民國93年版
依民國 93 年「普通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暫行綱要」編訂之高中音
樂，華興亦出版了兩個版本，皆以梁秀玲、柯瓊瑢為主要編著者，
第一版於 2006 年 6 月出版，為本文討論之樣本（簡稱民國 93 年版）
。

1. 樣本：「華興」《高中音樂》第一冊，梁秀玲、柯瓊瑢
編著（2006）
（1）版

式
本書以馬諦斯畫作「音樂」（1939）做為封面封

底，封底印有審定執照，自 2006 年 5 月 30 日起有 6 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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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全年 1 冊 298 頁（另有 4 頁五線譜空白頁），彩色
頁面及插圖增加，書末有音樂名詞（含詞語及人名）索
引及參考書目（含辭典、樂譜、中外文書籍、期刊、節
目單），音樂名詞較之前豐富，目次如表 6-22。

表 6-22
「華興」民國 93 年版《高中音樂》第一冊目次表
類別
課別

樂

理

音樂知識 基本練習 音樂欣賞 音樂小札記

歌

曲

1

中世紀與文
音樂要素，
藝復興時期
記譜法
的音樂風格

2

音名與唱名

3

巴洛克時期
拍子與拍號
的音樂風格

Alleluia canon
帕海貝爾《Ｄ 史上最著名的 （同聲二部合唱）
，
聽寫練習
大調卡農曲》
卡農曲
雨 衣
（同聲二部合唱）

4

音程與臨時
絃樂器介紹
記 號

聽寫練習

發聲練習

格雷果聖歌
奉獻，春天的
與經文歌 男生合唱的傳統 陽光（同聲二
《口舌稱頌》
部合唱）

德普瑞彌撒曲
桂多「手譜 音名與唱名
《La Sol Fa
視唱法」
練 習
Re Mi》

趣味版
「腳譜表」

韋瓦第協奏曲
韋瓦第小故事
《四 季》

Do-Re-Mi（同
聲二部合唱），
花戒指

上美的花，
如 果

5

音階與調號 鍵盤樂器介紹 視唱練習

巴赫管風琴
曲《ｄ小調
巴赫音樂的再現 聖母頌，啟程
觸技曲與
復格曲》

6

動機、樂句、
樂段與
樂曲形式

神 劇

韓德爾神劇
《彌賽亞》

7

變奏曲式

古典時期的
音樂風格

8

【音樂百科】
國家音樂廳
歌劇（一）
與
國家戲劇院

創作練習

《彌賽亞》
小故事

海頓絃樂四
創作練習 重奏《皇帝》 德國國歌的由來
第二樂章

聽寫練習

我願意，
愛情的喜悅
憶兒時，
夢中的佳人

莫札特歌劇 《費加洛婚禮》 如果你願意，
的首演
可愛的陽光
《費加洛婚禮》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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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別

9

樂

理

移 調

音樂知識 基本練習 音樂欣賞 音樂小札記

木管樂器
介 紹

維也納木管
移調練習 五重奏《拉德
茲基進行曲》

假如我是真的，
O Christmas
tree
（同聲二部合唱）
Amazing grace
（同聲三部
合唱），On a
starlit night
（同聲二部合唱）

10

移調樂器

11

切分音與
連結音

打擊樂器
介 紹

12

中 國
五聲音階

13

中 國
七聲音階

節奏練習

破銅爛鐵打擊
樂團（掃帚）

跨越文化與
語言的樂團

Tea for two,
The gift to be
simple
（同聲二部合唱）

中 國
音樂思想

視唱練習

小提琴協奏
曲《梁祝》

中國的
十二平均律

走在雨中，
星月交輝

中 國
音樂史話

視唱練習

京劇介紹

伶界大王
—梅蘭芳

輕 笑，
玫瑰三願

14 原住民音樂 臺灣民謠

16

簡 譜

曲

維也納
新年音樂會

加拿大銅管
銅管樂器 音樂展演計畫
全世界翻唱
五重奏
（一）
介 紹
最多的聖詩
〈奇異恩典〉

15

歌

臺灣創作
歌曲（一）

【音樂百科】
臺灣創作
黑膠唱片的
歌曲（二）
發 展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馬蘭姑娘
阿美族
音樂展演計畫
國寶及演唱家
（同聲二部合唱）
，
（二） 〈老人飲酒歌〉 —郭英男
客家本色

第一首
簡譜記譜
創作歌曲
練 習 〈桃花泣血記〉 臺語流行歌曲

創作練習

林強
〈向前走〉

雨夜花，
望你早歸
（同聲二部合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臺 灣
（同聲二部合唱）
，
「向前走」
外婆的澎湖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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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民國 93 年公布之「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
目音樂課程綱要」編輯全年 1 冊 16 課（chapter），基
本練習多能與歌曲或欣賞之內容搭配，涵蓋發聲、讀
譜、聽寫、視唱、移調、節奏等練習，音樂知識重認
知，與樂理常識各占 3 課，分布均衡。歌曲方面呈現民
國 72 年版對歌唱教學的重視，將歌唱基本技巧安排於
第一課，介紹唱歌之生理構造與步驟，並搭配發聲練
習；每課皆編有兩首歌曲，共 32 首歌曲，沒有補充歌
曲。包含樂器、樂團編制及演奏法的樂器演奏分布於 5
課，能適時從社會與生活中取材，活化認知的學習。音
樂展演是 95 暫綱新增的內容，本書在第十課與第十四
課以合唱音樂會為例，引導學生規劃音樂展演，包括事
前籌備與演出當天的工作分配，提供學生實作的機會。
即興與音樂創作的分量依舊不多，第一冊尚未出現即興
的內容，在第六、七、十六課分別編排曲調、變奏、節
奏及拍號的創作，但教材綱要中所提美感原則之應用、
曲式創作、樂曲改編、多元記譜方式尚未出現，亦無跨
學科統整的內容。音樂欣賞大致以音樂史（文藝復興、
巴羅克、古典）、樂曲形式及編制的架構進行，對音樂
史的鋪排較民國 84 年版清晰。民族音樂方面以臺灣為
中心，全書以 3 課篇幅編排臺灣及本土音樂的認知及欣
賞，故第一冊已有東西方音樂風格的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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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歌曲特色
32 首歌曲以齊唱曲數量最多（21首），另有同聲
二部合唱（10 首）及 1 首同聲三部合唱曲。從類型而
言，有近半數（15 首）源自國外的歌曲，但部分是以
中文譯詞傳唱已久的經典歌曲，或是取自世界名曲、歌
劇、音樂劇、電影等之選曲，再由編輯團隊翻譯或改
編，以中文對照的方式演唱；兩首宗教歌曲配合翻譯
或卡農形式教唱；以外文演唱的歌曲有 5 首。中文歌曲
以國語創作為多（9 首），包括流行歌曲及校園民歌；
介紹中國音樂的第十二、十三課出現 3 首中國藝術歌曲
（〈星月交輝〉、〈輕笑〉、〈玫瑰三願〉）
；介紹臺灣音樂時
則安排臺語及客語歌曲（〈雨夜花〉、〈望你早歸〉、〈客
家本色〉）。歌曲的音域以第一課二部合唱〈春天的陽
光〉最廣，在 g-f 2 之間。歌曲之調性集中於 4 個降記號
以內，以兩個升降以內之升種大調居多，與過去相似。
每課兩首歌曲使編者在取材方面有較大空間，選材
與編排符合編輯用意，例如兩首宗教歌曲配合翻譯或卡
農形式教唱，具有教學意義卻不致過於嚴肅；5 首歌曲
以外文演唱，為數不少，但歌詞難易度對高中生而言算
是適中，應能引起學生習唱的興趣。此外，中文歌曲以
國語創作為多（9 首），在流行歌曲及校園民歌的選擇
方面能顧及歌詞的涵意，或勵志或抒情；3 首臺語及客
語歌曲凸顯自民國 84 年以來之本土意識，歌詞附有拼
音符號以供對照，可見音樂教科書實踐多元文化的理想
已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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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討論
本書全一冊，因為分量增加，教材來源較之前廣泛，且
能從生活中取材並展現東西方音樂的內涵。與民國 84 年之
版本相較，當時初試啼聲的臺灣音樂至此已有相當比重，對
本土音樂之認知與欣賞亦大為提升。值得一提的是，從臺灣
在創作歌曲的軸線上將欣賞與歌曲連繫，介紹音樂人物或團
體，不失為一編輯之巧思。雖然未能從第一冊看到課程綱要
所言「世界及民族之均衡性」
（教育部，2009），但有別於傳
統中第一冊教科書僅以西方音樂登場的局面，尤其是從東西
方音樂多元取材之特色，能降低音樂史枯燥的成分，提升情
意的陶冶。16 課的內容在各類別教材之分布與比重適切，歌
唱與欣賞並重的主軸清晰可見，不過，課程綱要對二部合唱
的特定規範，使合唱曲目有所侷限，前一版之三、四部合唱
大幅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廣泛的曲目類型。相形之下，
即興與創作仍顯貧乏，且編排缺乏連貫與整合。民國 93 年
教材類別雖因整併而減少，但與各大主題對應之內容說明對
教科書編輯是明確的指引。
民國 93 年各版教科書頁數均在 225 頁以上，甚至超過
300 頁（「育達」），單元數在 12-16 之間，以 14 單元略多。
書末圖片出處（三民以授權處理）、參考書目、術語或名詞
索引皆更加完整，三民與龍騰附有作業練習，題型或內容皆
較有變化。課程綱要將原有教材類別整合為 4 大主題，增加
了「即興與音樂創作」的能見度，從編輯大意即可看出各版
的特點各有不同，由於教材綱要從細項規範走向原則指引，
各版之編輯理念呈現明顯差異，「泰宇」以學生為中心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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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教材與生活經驗的連結無疑是新世紀重要的教育理念，亦
是對九年一貫課程之呼應。傳統中教科書傾向呈現保守、主
流知識的現象（周淑卿，2003），至此已有明顯的改善。

民國97年版
依據民國 97 年修正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樂課程綱
要」，華興先後出版了 3 個版本，每版間隔約兩年，第一版由梁秀
玲、柯瓊瑢主編，於 2010 年 3 月出版，本文以其為討論之樣本（簡
稱民國 97 年版）。

1. 樣本：「華興」《高中音樂》全一冊，梁秀玲、柯瓊瑢
編著（2013）
（1）版

式
本書維持彩色封面，在封底印有審定執照，自

2010 年 3 月 2 日起有 6 年期限。每課封面仍以畫作或圖
片為首，多為與課文內容相關之音樂家肖像或取材於
生活中之圖片。第一冊 281 頁（另有 6 頁五線譜空白
頁、樂團配置圖、牛刀小試貼圖），在 14 課內容後附
上「音樂歌曲集」6 首歌曲，全書圖片增多，因此在書
末特別加注圖片引用來源，另援例有音樂名詞（含詞
語及人名）索引及參考書目（含辭典、樂譜、中外文
書籍、期刊、節目單）。延續民國 84 年版楊鳳鳴結合網
路資源的做法，本書提供專屬網址及 QR code 供師生查
詢相關影音資料，反映出 21 世紀網路對學習型態的影
響，目次如表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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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華興」民國 97 年版《高中音樂》目次表
類別
音樂知識
課別

認識樂理 音樂百寶箱 音樂導聆 音樂新視野 歌曲
〈野玫瑰〉─
人聲的種類與 舒伯特德文
電影《海角七號》 野玫瑰
演唱方式
藝術歌曲
的精神主軸

1

發聲原理

德文藝術
歌曲曲式

2

音樂會的禮儀

音符、拍子
與拍號

圓 舞 曲

音程與
臨時記號

解碼蕭邦─
蕭邦《升 C
電影《不能說 菊花台
鍵盤樂器介紹
小調圓舞曲》
的 • 秘密》
韓德爾神劇
《彌賽亞》慈
憂傷和
《彌賽亞：
善助人的
聖誕節的由來
嘆息
哈利路亞大
優良傳統
合唱》

3

4

神 劇

大音階與
小音階

5

協 奏 曲

調 號

6

爵士樂的發展

7

進 行 曲

8

切分音與
連結音

動機、樂句、
喜歌劇的發展
樂段與
樂曲形式

指揮拍型練習

西方絃樂器介紹

布袋戲《金光
奧福
九天盤》的
《布蘭詩歌》
片頭曲

韋瓦第協奏曲
《四 季》

玫瑰
三願

巴洛克風格的 把握
世界的
絃樂曲
《臺灣四季》 脈動

The gift
音樂萬花筒─ to be
西方木管樂器 蓋希文協奏曲
simple
蓋希文
介紹
《藍色狂想曲》
《藍色狂想曲》（同聲二
部合唱）
艾爾噶《威
西方銅管樂器、
風凜凜進行
打擊樂器介紹
曲第一號》

舞臺的種類

BBC 逍遙
音樂節

丹尼
男孩

Alleluia
莫札特歌劇 愛樂劇工廠 canon
《魔 笛》 《魔笛狂想曲》（同聲二
部合唱）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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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音樂知識
課別

認識樂理 音樂百寶箱 音樂導聆 音樂新視野 歌曲

9

臺灣音樂（一），
臺灣原住民
傳統音樂

10

臺灣音樂（二），
福佬系音樂 歌仔戲的唱腔
客家系音樂

11

臺灣音樂（三），
臺灣創作歌曲

12

中國音樂史話 中國五聲音階

西風東漸─
認識中國樂器， 琵琶獨奏曲
請相信
國樂與西樂
中國樂器的分類 《十面埋伏》
我
相遇的新格局

13

歸納具有特殊
風味的音階

花
世界音樂巡禮
電 影
（同聲
沖繩島唄音樂 《海角七號》
（一），
二部合
亞洲音樂
中的島唄風
唱）

新探戈
節奏模式

世界音樂巡禮
（二），
皮亞佐拉 電影探戈配樂 西班牙
拉丁美洲音樂，
〈自由探戈〉 的戲劇張力 姑 娘
拉丁美洲音樂
節奏型態

14

臺 灣
阿美族歌曲
原住民的樂器 〈老人飲酒歌〉

簡 譜

南管與北管

由郭英男探討 杵歌
原住民的 （同聲二
部合唱）
傳統音樂

歌仔戲
電音版歌仔戲曲 舊情
《薛平貴與
〈我身騎白馬〉 綿綿
王寶釧》

月亮代表
流行音樂的 我的心
黑膠唱片的發展 臺灣創作歌曲
文化魅力 （同聲二
部合唱）

補充歌曲：海濱之歌（同聲二部合唱）、雨衣（同聲二部合唱）、春天的陽光（同聲二部合
唱）、O Christmas tree（同聲二部合唱）、奉獻、Somewhere out there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2）內容概述
本書依據 2008 年修正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必修
科目音樂課程綱要」編輯全年 1 冊共 14 課，課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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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減少，紙張變薄，應是為了改善民國 93 年版全年1冊
過於厚重的缺點。「音樂百寶箱」、「古樂新風貌」、「
音樂新視野」、「牛刀小試」等呈現教材類別的方式，
為教科書增添新意。在一貫混合編排的原則下，更加
強調與國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視覺與表演藝術內容的
連結，及新課綱以「欣賞」為教學主軸的理念。與課程
綱要對照，呈現西洋音樂形態、世界音樂、本土音樂三
者均衡的內容，第一冊大幅增加本土音樂的現象乃前
所未有。為凸顯欣賞，多以「音樂導聆」、「音樂新視
野」、「音樂百寶箱」、「古典新風貌」及「牛刀小試」
等提供補充或練習。在歌唱與演奏方面，編輯大意特別
提及歌曲類型，包括中西藝術歌曲、宗教歌曲、民謠、
通俗歌曲，多元性更加提升，援例在第一課介紹發聲原
理並搭配發聲練習，並於每課編排1首歌曲，加上「音
樂歌曲集」6 首歌曲，共 20 首歌曲。由於課綱中有歌詞
意涵與語韻的內容（教育部，2009），在歌曲後多以
「歌曲小札記」進行歌曲背景說明或樂曲分析。樂器演
奏方面出現臺灣原住民樂器的介紹，亦為過去第一冊所
沒有的內容，搭配圖片及「牛刀小試」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與成效。有關演奏的比重略有增加，但結合音樂展演
的引導僅編排於「牛刀小試」中，是全書較缺乏系統
性的部分。即興與創作方面維持培養、啟發學生對創作
之興趣及潛能之目的，內容增多，以即興（節奏、曲調
之變奏）而言，在第六課「認識樂理」介紹切分音與
連結音之後，即以「牛刀小試」體驗「切」碎的節拍並
加以裝飾；在創作（詞曲改編、音樂美感原則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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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第十一課在「音樂新視野」講解「流行音樂的文
化魅力」，以「牛刀小試」提供舊曲調新風貌的範例，
再讓學生創作自己的〈望春風〉。與之前的版本相較，
提供學生即興與創作之機會與活潑性俱增，音樂知識與
練習多能配合單元內容，且由淺入深，藉由「音樂百寶
箱」、「音樂新視野」等適時將音樂常識與生活連結，例
如第十二課從中國音樂史話、中國樂器乃至東西方樂
器的結合，試圖從音樂史的敘述中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認
知，以改善過去樂理或音樂知識與其他內容壁壘分明的
缺憾。此外，世界音樂在第一冊即粉墨登場的情形並不
常見，包括西方教會調式、沖繩音階（第十三課），有
別於之前的版本。

（3）歌曲特色
20 首歌曲中以齊唱居多（11 首），配合教材綱
要對合唱曲的規範，同聲二部合唱曲占了將近一
半（9首）。中文歌曲有 8 首，有 12 首源自國外的歌
曲，但經過譯詞，實際以外文演唱歌曲有 4 首，符合實
施方法「以外文歌曲演唱不超過全冊歌曲之百分之三十
的原則」，但通俗歌曲（音樂劇選曲或流行歌曲不超過
全冊歌曲之百分之十）的認定似有模糊空間。以歌曲類
型來看，中文歌曲以國語創作曲為多，包括 3 首通俗歌
曲（〈菊花台〉、〈舊情綿綿〉、〈月亮代表我的心〉）；第
二課中國藝術歌曲〈玫瑰三願〉對應第 1 課德文藝術歌
曲〈野玫瑰〉，而首次出現的日文歌曲〈花〉則是配合
單元主旨—世界音樂而編排，附有標準式羅馬字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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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唱。歌曲音域以書末歌曲集中從前一版沿用而來之
二部合唱〈春天的陽光〉最廣，在 g-f 2 之間。歌曲數
量雖然減少，但在調性或拍號方面仍頗富變化，取材亦
有特別之處，例如第四課〈憂傷與嘆息〉
（Lascia ch’io
Pianga）為該課主題作曲家韓德爾所作歌劇之選曲，考
量其歌詞與調性的教學意義，加上電影配樂的緣由，由
編輯團隊另行譯詞後納入，提升歌劇選曲在一般教學中
之可能性。由於源自國外的曲目較多，五聲音階的歌
曲（第九課〈杵歌〉）僅有1首，而第十二課介紹中國
五聲音階時之選曲未能搭配。

2. 綜合討論
順應新世紀的課程改革，高中課程更加強調與國中小課
程之連貫及課程內涵的整合。有別於傳統之編排方式，樣本
在架構方面以樂種進行課程的劃分，例如以人聲、圓舞曲、
協奏曲、神劇、進行曲介紹代表作曲家與樂曲，隨即進入本
土與世界音樂的介紹，故本土、各國與西方音樂形態所占比
例因篇幅增加而較過去來得均衡。內容方面以「音樂導聆」
為主，以「音樂新視野」與「音樂百寶箱」為輔，取材貼近生
活與時事，具活潑性。但若要配合欣賞的主題並兼顧歌曲類
型、內容、調性等進行選曲並不容易，歷年之版本亦常見此
問題。即興與創作的教材編排已有顯著改善，但樂器演奏方
面仍有與課文主旨脫節的問題。從樣本可以看出編輯團隊在
歌曲與單元主題配合的前提下，對詞意、調性、拍號、音域等
之考量，甚至另行編曲或譯詞之用心，但針對教材綱要中新
增之「歌詞意涵與語韻」，多僅限於譯詞而欠缺語韻之說明。

367

368

韶光典韻育風華－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史

民國 93 年版厚重的分量至民國 97 年有了改善，各版頁
數明顯減少，在 216-268 頁，單元數亦減為 12 單元（僅有謳
馨為 14 單元）。由於與民國 93 年僅有數年之隔，各版編輯大
意之敘述與前一版相比差異不大，僅有三民凸顯高中 97 課綱
將「審美與欣賞」列為第一主題的意涵，以「審美與欣賞」為
編輯要旨，並在書末維持較完整的作業練習；育達新增「義
大利文發音規則」，應是對前述歌詞意涵與語韻的回應。
本節在課程變革分期的架構下，以歷次（民國 60、72、
84、93、97）高中音樂課程標準∕綱要之教材綱要及實施方
法為基礎，進行教科書之述評及討論，以歸納高中音樂教科
書之演變。高中音樂教科書一直是採審定制，依據歷次課程
標準∕綱要編輯之教科書在數量與品質方面皆有許多變化，
華興書局自 1971 年出版高中音樂教科書至今，作者將 5 本華
興第一冊之內容，對照音樂課程標準∕綱要對教材的指引，
說明音樂教科書之內涵，不難發現隨著教材類別之擴充、整
合，音樂教科書的主流知識與價值已逐漸轉變。對於教科書
中極受關注之歌曲，則是歷經歌曲來源、類型、比例不斷調
整的過程。從各版本之綜述中雖可略見各家之異同，但普遍
而言教科書品質不斷提升，為高中音樂留下珍貴的資產。

第三節

小結

在本書的探討範圍內（1968-2011），臺灣教科書制度歷經統編
制、統編審定併行制到全面審定制，可說是政府為了健全教科書制
度，採取漸進的方式，逐步實施教科書的審定工作。國小和國中音樂
教科書在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教從審定制改為統編制，1987 年解除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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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接著在 1988 年 2 月舉行的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決議「建議中小學
教科書之編輯，應考慮逐步開放為審定制」，教育部乃於同年宣布自
78 學年度和 80 學年度分別開放國中和國小藝能科目、活動科目之教
科書（藍順德，2005）。自此國小和國中音樂教科書經歷了統編審定
併行制，然後進入全面審定制，因此解嚴可說是審定制開放的分界
點，不過高中的音樂教科書一直維持審定制，出版社的送審也十分蓬
勃。無論是統編本或是審定本，都需依據教育部頒布的各教育階段課
程標準編輯，內容必須符合課程標準的目標、時間分配、教材大綱和
實施方法的規定，因此教科書內容的轉變和各時期音樂課程標準∕綱
要的演變密切相關。
第五章和第六章選取於不同教科書制度完成的國小和國中教科
書進行討論，高中則選擇依不同時期的音樂課程標準∕綱要出版的教
科書進行討論。整體而言，國小至高中音樂教科書的發展特色是一致
的，教材呈現多樣化，選曲從中國藝術歌曲和民歌，轉變為臺灣本土
歌謠和創作曲為主的趨勢，近年選曲更趨通俗化，外文歌曲的加入也
呈現國際化的重視。樂理知識的內容和分量逐步降低難度，加上印刷
技術的進步，配合美編設計及大量的插畫和照片實體，完全改變了音
樂教科書的樣貌。
戒嚴時期國小和國中的統編本音樂教科書，嚴謹地依據課程標準
的教材綱要和實施方法編輯，歌曲除共同歌曲之外，國小教科書的一般
歌曲以國人創作曲為主，此外是大陸民歌；國中教科書的一般歌曲以大
陸民歌或大陸作曲家的作品，包含藝術歌曲、兒歌等為主。受威權體制
的限制，國小和國中統編本僅含少數臺灣歌謠，不過卻省略「臺灣」，
歌詞也以國語演唱，顯示此時期的課程強調中國化教育，忽視臺灣本土
文化。雖然統編本教科書常被批評充滿意識型態，但是教材能夠完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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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課程標準的規範，且經由陣容龐大的編輯群完成，並經過逐年試教、
修訂，才出版正式本，為臺灣音樂教科書樹立良好典範。
統編審定併行制的國小和國中音樂教科書，內容已經無法符合當
時的課程標準，選曲以臺灣鄉土音樂取代大陸歌曲，其他教材類別也
有許多「超出」或「延後」課程標準的規範，不過卻反映出下一波解
嚴後課程標準的改變。民國 82 年國小音樂課程標準和 83 年國中音樂
課程標準，新增臺灣鄉土歌謠，使得教科書的選曲趨向多元化。常被
標示為意識型態的共同歌曲，則以嶄新的面貌呈現，以臺灣傳統歌謠
取代，福佬、客家和原住民歌謠成為共同歌曲的主體，國小的選曲還
包含外國兒歌或童謠，同時新增共同欣賞曲。解嚴後公布的共同歌曲
和共同欣賞曲透過公開的審選過程，並且國小和國中各年級都有不同
的選曲，透明化的審選過程和數量龐大的曲目是明顯的變革。音樂教
科書的選曲以臺灣鄉土歌謠和創作曲取代大陸作曲家的作品和各地民
歌，大部分臺灣鄉土歌謠以鄉土語言發音。國中教科書的選曲逐漸擴
展生活化的音樂，加入流行歌曲、校園民歌、影視選曲等通俗音樂。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教科書可謂新世紀教育改革的產
品，教科書統整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三類教材，以主題統整各
類藝術學習內容。第六章分析的樣本依據民國 92 年和民國 97 年「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編輯，內容整合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
藝術三類藝術教材。由於 97 課綱的教材編選修訂為「課程可依視覺藝
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特質設計教學，或以統整視覺藝術、音樂
與表演藝術的學習為原則」（教育部，2008：31），使教科書得以分
科組織內容，也使 92 年版和 97 年版教科書之學習單元的組織不同。
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以能力指標取代教材大綱，沒有明確劃分音樂教
材類別。藝術與人文課本的述評架構參酌之前的國小、國中音樂課程

第六章

音樂教科書的發展與沿革（二）

標準，劃分為樂理、演唱、演奏和欣賞（國小）和樂理、歌曲、樂器
和欣賞（國中）等教材類別。分析結果發現音樂教材以歌曲整合大單
元和小單元主題的情境為主，尤其是曲名和歌詞的連結。樂理和演奏
無法連結主題，內容大部分參考民國 82 年版和民國 83 年版的國小和
國中音樂教材。歌曲的來源除延續前期生活化的取向，也呈現本土化
和多元化教育的趨勢。呂燕卿等（2007）完成藝術與人文領域教科書
評鑑報告，提及康軒版的整體表現，設計理念方面藝術學習的內容架
構完整，難易程度由淺入深，符合學生學習能力。內容題材以學生為
中心，切合生活化原則。至於建議事項，則提及歌曲的選擇除各國民
歌之外，宜選擇具代表性的詞曲創作者的歌曲。欣賞曲目的選擇宜符
合時代演進順序排列。前述的評鑑針對民國 92 年版教科書，呈現康
軒版教科書的優缺點。藝術與人文教科書比之前單科教科書的分量增
加許多，本文分析的國小版本將近 120 頁，國中則近 190 頁，十分厚
重。大量的圖片和美編設計，使教科書的視覺美感有很大的突破。
本書的討論範圍以實施九年國教（1968）為起點，亦是高中課程
以「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為題敘寫總綱的開始，配合 5 次（民國 60、
72、84、93、97）課程標準∕綱要的修訂，高中音樂教科書的形式與
實質有很大的變革。與國中小相較，高中音樂教科書在制度、內容等
享有較大的自由，尤其是高中音樂始終維持審定制，不僅顯示高中階
段學科本位與教師專業自主的意義，長久以來的審定制更賦予高中音
樂教科書在編輯與選用的多樣性，透過市場機制，內容推陳出新，品
質亦逐漸提升，達到黃炳煌（1990）所言教科書形式與實質的多元
化，落實開放社會的教育理想。
高中音樂教科書的出版自九年國民教育時期起明顯成長，初期
之編著者與國中小音樂教科書的編輯委員常有重複，但出版者異動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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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教科書品質亦參差不齊；民國 84 年課程標準修訂後，出版者大幅
更換，教科書之版本數量大致維持至今，達到穩定的局面。配合「普
通高級中學音樂課程暫行綱要」（教育部，2005）領域學分制的實
施，長久以來以學期編輯的方式改為依學年編輯，與國中小有很大的
不同；雖因分量增多而顯厚重，但有助於呈現編著者之編輯理念與方
式，及讀者對教科書內容較為全面之了解。
華興書局自 1971 年出版高中音樂教科書，乃本書探討範圍內至今
仍維持出版之唯一版本，遂以其第一冊作為本文高中音樂教科書述評
之樣本。早期華興的編輯方式顯現與教材類別的緊密連結，逐漸顯現
編輯創意與巧思，甚至結合網路資源，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如同國中小教科書延伸資料框的用意，使教科書之形式更為活潑與生
活化。在內容方面，教科書依據課程標準∕綱要編寫乃為必然，由於
進行單一版本的探討，編著者相對穩定，卻更可看出影響音樂課程標
準∕綱要修訂之時代背景與社會變遷，係主導教科書特色與趨向之主
要因素，亦反映於本文對歌曲之特色分析，從其來源、類型、比例等
可見例證。
教科書之內涵與課程標準∕綱要之發展密不可分，配合歷次課
程標準∕綱要修訂而編寫之高中音樂教科書，顯現出幾個重點，首先
是意識型態的改變，並以解嚴為分水嶺（葉盈君，2014；楊國揚，
2011；楊智穎、歐用生，2012）。臺灣在解嚴前社會風氣漸開，教育
逐漸鬆綁，因此民國 72 年音樂課程標準對於教學的考量已是明顯多
於政治；民國 84 年政治禁錮解除，長久以來一元化之的意識型態出現
改變，本土意識漸受重視，音樂中臺灣的主體性蓄勢待發；爾後，新
世紀來臨，教育及音樂展現全球觀點，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賦予
教科書更大的編輯空間，多元價值觀亦加速教科書中單一意識型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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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從歌曲來看，在充滿濃厚工具性之共同歌曲退場後，持續反映
於歌曲在語言與類型等之特色。其次是教材類別「從混合到整合」，
早年之教材大綱雖未以教材類別來敘寫，教科書「單元」或「課」的
分界亦不明顯，但在編排時皆以「混合」的原則將類別互相集結。民
國 60 年首次在實施方法中提出「混合教學」，民國 72 年進一步指示
以「單元混合教學」，民國 93 年將教材類別進行整併，可以看出教材
類別從拼湊、配合，逐漸提升為連繫、整合的層次，教科書的內涵亦
從零散的知識片段發展出較為完整之主軸與概念，雖然對教科書編輯
是一項考驗，但有益於學生的學習。第三是高中音樂以歌唱及欣賞為
主軸之特色明顯，除了課程標準∕綱要及教科書皆對歌曲著墨甚多之
外，欣賞方面亦隨著民國 97 年將審美與欣賞列為第一主題而備受重
視，可見情意教學不啻為高中音樂教育的重點，亦是後續學習重要的
基礎。
教科書位居課程標準∕綱要與教學實踐的橋梁，為教學與學習主
要的材料。教科書承載學科主流的知識與價值，近年來音樂展演與實
作在高中漸受重視，更加強調音樂與生活的連結，與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對藝術源於生活，也應融入、應用
於生活的理念，可謂十分一致。藉由本文對教科書的探討，可看出教
科書內容改變，品質亦明顯提升，為臺灣音樂課程留下珍貴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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