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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究豐富多元且符合幼兒學習階段的音樂活動之內
容與教學策略 ，經過焦點訪談的歷程，進而勾勒未來理想的幼兒音
樂活動與幼兒音樂師資培育之方向。本研究的焦點團體訪談法
(Focus group) 進行系統性探討幼兒音樂活動之內容設計、教學策
略與師資的培育等相關議題。研究者分層選取幼兒音樂教學現場教
師、幼教系幼兒音樂師資培育教師、以及幼兒音樂教學專家。
本研究已達成的效益包含:1)達成幼兒音樂教學內容分析，其中包含
:政策、內容、教學策略、教學實施;2)焦點團體訪談法 (Focus
group)系統性探討幼兒音樂 活動之內容設計、教學策略與師資的培
育等相關議題;3) 提升幼兒音樂學習品質，強化國人未來藝術素養
之軟實力;4)推廣幼兒多元音樂環境，促進幼兒音樂人才就業機會。
本研究期許於學術研究發表內容分析與焦點團體訪談之結果 ，勾勒
臺灣未來理想且可行之幼兒音樂學習環境，以提供國家發展與幼兒
音樂教學之參考。

中文關鍵詞： 幼兒音樂教育、幼兒藝術、音樂教學

英 文 摘 要 ： In this study, the music contents, teaching strategies,
teacher training of music activities for young children
were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 to literature reviews, a
series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ere applied in this
research. Early-Childhood music teachers, college teachers
for early-childhood department, and the experts of the
music educators were invited for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cluded :1) th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policies, content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2) the discussion of the
focus groups from music teachers, college professors from
early-childhood department, and early-childhood teachers,
3) the focus of the quality of early-childhood music
development, and 4) the broadcast of the multiple music
environment for young children and the working
opportunities for early-childhood music teach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may give many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teachers, and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英文關鍵詞： Early-childhood music education, Arts for children, Music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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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究豐富多元且符合幼兒學習階段的音樂活動之內容與教學策

略 ，經過焦點訪談的歷程，進而勾勒未來理想的幼兒音樂活動與幼兒音樂師資培育之

方向。本研究的焦點團體訪談法 (Focus group) 進行系統性探討幼兒音樂活動之內容

設計、教學策略與師資的培育等相關議題。研究者分層選取幼兒音樂教學現場教師、

幼教系幼兒音樂師資培育教師、以及幼兒音樂教學專家。  

本研究已達成的效益包含:1)達成幼兒音樂教學內容分析，其中包含:政策、內容、

教學策略、教學實施;2)焦點團體訪談法 (Focus group)系統性探討幼兒音樂 活動之內

容設計、教學策略與師資的培育等相關議題;3) 提升幼兒音樂學習品質，強化國人未

來藝術素養之軟實力;4)推廣幼兒多元音樂環境，促進幼兒音樂人才就業機會。本研究

期許於學術研究發表內容分析與焦點團體訪談之結果 ，勾勒臺灣未來理想且可行之幼

兒音樂學習環境，以提供國家發展與幼兒音樂教學之參考。  

 

 

 

 

關鍵字：幼兒音樂教育、幼兒藝術、音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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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music contents, teaching strategies, teacher training of music activities 
for young children were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 to literature reviews, a series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ere applied in this research. Early-Childhood music teachers, college teachers for 
early-childhood department, and the experts of the music educators were invited for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cluded :1) th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policies, content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2) the discussion of the focus groups from 
music teachers, college professors from early-childhood department, and early-childhood 
teachers, 3) the focus of the quality of early-childhood music development, and 4) the 
broadcast of the multiple music environment for young children and the working 
opportunities for early-childhood music teach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may give many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teachers, and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Early-childhood music education, Arts for children, Music teaching 

 	



 4 

幼兒音樂活動內容、教學策略與師資培育之	

國內焦點團體訪談與國外移地研究(I)	

A Study on Content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of Music Activities for Young Children--- Based on th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in Taiwan and Study Abroad (I) 

 

【前言、研究背景與目的、與文獻探討】	  

音樂對人類來說是獨特的，是人類的存在與發展的基礎，藉由音樂，小孩能在一

生中持 續以及發展他對美好聲音的想像力。2017 年實施的幼兒新教保課綱希望幼兒

能透過音樂等藝 術性的媒介，運用聲音節奏、身體律動，發揮其想像及即興創作獲得

美感(教育部，2016)， 現今的家長對於二至三歲的孩子訴求逐漸從保育轉為兼具教育

功能(李萍娜，2010)。邱怡君 (2016)研究結果顯示有達六成的孩子未滿三歲即開始學

習音樂，而 Gordon 亦認為二至三歲 為聽覺發展的關鍵時期(Gordon，2003)，提供幼

兒富有音樂價值的環境，不僅能刺激其音樂 潛能並保持音樂能力，亦能透過音樂對幼

兒的多重功能，讓幼兒藉由音樂的活動及遊戲，有 形及社會性的參與音樂

(Campbell，1998)。幼兒透過吸收、回應音樂的過程，受到各種音樂 正向的影響，包

含對於智能、語言、情緒、肢體、社交等方面的發展，及音樂聽覺對腦部的 神經的刺

激，藉由音樂中正向的影響，主動與他人互動，學習生活中的各項禮儀，及對生活 的

發展，在生活中充滿音樂的環境，增進美感與藝術性，對幼兒生活與發展來說，音樂

是很 重要的角色，參與和經驗幼兒音樂環境好處眾多，整體都在在顯示了幼兒音樂教

育的重要性。  

幼兒音樂能力發展，往往針對遺傳與環境進行探究，在二十世紀中前，兩位著名

的音樂 心理學家 Seashore、Schoen都認為音樂能力主要為遺傳，但隨後的研究證明，

環境確實是音樂發展的重要因素。Kirkpatrick(1962)測量 116名五歲兒童的演唱能力其

音調的穩定性和正確 性，他發現音樂能力與家庭音樂環境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而

Moore 的研究發現五歲兒童對 音調和節奏反應與環境相關，Moore(2002)在美國幼兒

教育協會的文章中提到歌唱有著奇 蹟般的效果，能放鬆孩子的身心，且若要與孩子分

享愛時，使用歌唱來對話，孩子通常都會 回應你，表示歌唱對於幼兒是易親近的，有

助於課堂中師生關係的建立，進一步的了解音樂 教學法中的師生關係。許多教學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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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的建構老師於音樂的教學，讓學生能夠產生更佳 的學習效果，其中 Gordon 音

樂學習理論中師生的關係，主張老師應先瞭解學生如何進行音樂 的學習，要瞭解每個

學生的不同注重其個別差異，方能引導孩子體驗音樂進行聆聽，與孩子 有更多個別互

動的過程，以歌唱與律動為主體，配合活動類型的多元性，與音樂類型的多元 性，應

讓孩子在音樂聆聽中不偏食，要聽各種不同類型的音樂，注重聽覺的多元性與階段性 

(莊惠君，2012)。  

幼兒每個年齡階段亦有不同特徵，如嬰兒在六、七個月大時，全身會隨音樂上下

晃動， 同時喜歡坐大人腿上“騎馬”，嬰兒喜歡看著或抓著自己的手、腳趾頭玩，一

至四歲的幼兒 漸會走、跑、單腳跳、雙腳跳、踮腳走路、躍馬步、滑行、 轉圓圈且

喜歡拍手，五六歲之後 的幼兒大小肌肉協調較佳，小肌肉發展也較成熟(McDonald & 
Simons，1989)。幼兒在肢體 動作與音樂配合時，女生的肌肉與手眼協調較男生優，

但速度與動作的幅度上並無差別 (Gilbert，1979)，幼兒的生理速度與動作都較成人

快，三、四歲的幼兒隨手拍出的拍子約為 170 (Simons，1964);五到九歲之兒童走路之

速度約為 114(Walters, 1986)，節奏動作之難 易程度與一般動作發展略有不同，動作發

展原則為大肌肉動作較易，小肌肉動作較難，但若以身體做出節奏型，則以口唸節奏

最容易，口唸節奏加手拍其次，單獨手拍又更其次，而大的肢體動作(如跺腳、行進)

配合節奏最難(Rainbow，1981;Frega，1979)。  

幼兒音樂表現更多是取決於成熟的因素，而不是因特定類型的教學或環境經驗，

幼兒歌唱發展將與其成熟和認知發展相符，而認知發展中也根據發展成熟度而有所區

分，音量首先 發展，其次是音調和節奏，最後是和聲，同時幼兒音樂特徵是與年齡和

成熟發展有關，然而 任何音樂特徵與行為都不能忽視小孩音樂經驗本質，配合幼兒在

各年齡段的能力，從而促進 幼兒與音樂活動之間的動態匹配(Zimmerman，1971)。根

據美國音樂教育學者 Edwin Gordon 於其論述《幼兒音樂學習原理》 (A Music 
Learning Theory for Newborn and Young Children) 提 及兒童的音樂性向是與生俱來

的，其與遺傳無關，但會受到外在的音樂環境影響。幼兒時期 需要家長或老師的「音

樂引導」，在引導的過程中並不要求小朋友要表現出一定的音樂反應， 然家長或老師

則要不斷的「提供」與「示範」豐富的音樂元素與類型。 其中，「音樂引導」 內容

可以包含音高、節奏、音樂唱奏技巧的啟發等，家長或老師引導的方法主要以歌唱、

律 動為媒介，並且以重複、多元、呼吸、靜默、觀察、回應等原則進行(莊惠君，

2000)。 

幼兒對於音樂的偏好受童年開始影響，故更應慎選幼兒所聆聽之音樂質量和種類 

(Simons，1986)，應該選擇合適的音樂詞彙，鼓勵幼兒對音樂概念語言化

(Zimmerman， 1971)，於幼兒聆聽之音樂中，可將音樂概念分為七項:力度、速度、音

色、節奏、拍子、 曲式、曲調(林朱彥，2009)。Haines和 Gerber(1992)則大致將幼兒

時期的音樂學習的概念 分為六項，節奏(Rhythm)、曲調(Melody)、和聲(Harmony)、力

度(Dynamics)、曲 式(Form)和情感(Mood)。Lindeman(2010)則認為音色、力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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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曲調、曲式及織 度與和聲。 瞭解幼兒音樂教育的重要性，成人應製造幼兒學習

產生的環境，使幼兒能主動探索，於 各種情形主動感知與回應，運用幼兒音樂活動為

引導幼兒進入音樂之媒介，利用多樣化的幼 兒音樂活動能幫助幼兒實際建構對聲音的

意義，發展幼兒之音樂潛能。Greata(2006)認為 比起教導(Teach)，以「涵養」

(Nurture)幼兒音樂能力的說法，更能適切地說明幼兒的音 樂學習。音樂是人類獨有

的，音樂對人類的發展和存在如同語言一樣基本，通過音樂，孩子能對自己和他人及

生活本身有更深刻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夠更好地發展並維持想像力，沒有音

樂，生活會黯淡無光，且孩子每天的生活環境中一定會聽到音樂或參與音樂活動，因

此盡可能讓孩子理解音樂對孩子更有利，隨孩子長大後，將學會欣賞、傾聽並參與其

認為好的音樂，藉由此意識，孩子的生活會產生更多意義(Gordon，1990)。  

「音樂」是指透過想像和創作以聲音所組成的藝術表現，通常是由歌唱、樂器演

奏及肢體動作等方式來傳達，幼兒可透過這些方式回應不同音樂的節奏與旋律(教育

部，2016)。美國音樂教育協會主張幼兒的音樂課程中，可幫助幼兒透過聆聽、律動、

歌唱、遊戲、演奏樂 器和音樂創造等活動，來體驗節奏、曲調、語言說白等音樂元

素。Haines和 Gerber(1992)大致將幼兒時期的音樂學習活動分為聆聽(Listening)、律動

(Moving)、歌唱(Singing)、遊戲(Playing)、創造(Creating)等。Campbell(1998)則以

Musicing 表現幼兒各種音樂參與之形式，結合幼兒音樂行為，代表幼兒對不同音樂活

動的參與，包含動作(Doing)、統整音樂活動(Integrating)、歌唱(Singing)、律動

(Moving)、演奏或探索樂器(Playing)、 聆聽(Listening)、音樂遊戲(Play with)等。

Greata(2006)認為幼兒時期應進行的音樂活 動包含探索、歌唱、節奏、律動和聆聽。

整理以上所述，幼兒音樂活動內涵應包含歌唱、律 動、樂器演奏、聆聽、遊戲等。本

研究計畫將根據此幼兒音樂活動內涵，焦點訪談現今幼兒音樂教學現場教師、幼教系

幼兒音樂師資培育教師、以及幼兒音樂教學專家，共同勾勒出符合台灣幼兒音樂教學

之內容與教學策略。  

綜觀國際社會，美國 GIML(GordonInstituteforMusicLearning) 協會每年皆於美國多

地辦 理研習，對於幼兒音樂教學師資的培育，提供理論與實務活動能力之培養。芬蘭

的音樂幼兒 園(Music Play School) 相當盛行，最小的幼兒可以小至三個月。音樂幼兒

園(Music Play School) 指的是七歲以下的孩童音樂教育，教學過程按年齡分組，每組

5-12位小朋友，三歲以下需有 父母陪同，時間 30-90 分鐘，依年齡和學校政策而有不

同。課程內容通常依據孩童年齡有不同， 主要是聆賞音樂、歌唱、玩樂器、律動等。

在教師養成方面，芬蘭 1971年西貝流士音樂院成 立音樂教育系，同時提供幼兒音樂

師資培訓。目前芬蘭有許多的父母安排孩子音樂幼兒園的 活動，大約有 45%以上的

4-6 歲孩童會參加教堂音樂活動，可見其國家幼兒音樂活動之興盛與重視 (Hsien, 
2014)。本研究計畫進行國內焦點訪談結果，以了解臺灣國內幼兒音樂內容、策略與師

資培養之改進方向，進而勾勒未來理想的幼 兒音樂活動與幼兒音樂師資培育之方向，

以提供給政府、教師、與相關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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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以上研究背景與文獻探討，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究豐富多元且符合幼兒學習

階段的音樂活動之內容與教學策略，經過多次的焦點訪談歷程，期能勾勒未來理想的

幼兒音樂活動與幼兒音樂師資培育之方向。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探討豐富多元的幼兒音樂活

動之內容設計為何? 二、探討豐富多元的幼兒音樂活動之教學策略為何? 三、探討幼

兒音樂教學師資的培育課程與增能活動為何?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現行幼教法規、各校幼兒音樂師資培育課程資料進行文獻分析，並且

進行四次焦點團體訪談法 (Focus group)。焦點訪談內容與人選方面，研究者依照之前

計劃審 查委員意見，將政策、教學內容設計、教學策略以及幼兒音樂師資培育與增能

活動加以定義釐清，並且區隔專家、教師與家長分組進行訪談。訪談人選依照各地

區、各幼兒學校、各幼教系之師資進行調 查，了解近年來有幼兒教學與師資培育經驗

的教師，進行連繫，以求各地區與領域的均衡，排組進行 焦點訪談。本研究邀請北中

東部幼兒音樂師資培育專家學者四人、幼兒家長四人、幼兒音樂教學教師者五人，完

成專家學者兩次焦點訪談、家長與幼兒音樂教學教師的焦點訪談。訪談進行前，研究

者皆先以 e-mail 或電話聯繫參與者，取得同意後，寄出公文與邀請函。  

研究倫理	  

研究進行間遵照保密原則，研究對象、研究場域均以化名稱呼，若涉及個別教

師、家長、與學生 則以化名或代碼稱呼，並於訪談與觀察前取得專家、教師與家長研

究同意書，以尊重個人意願。每一 次團體訪談大約進行一個半小時至兩小時，使用錄

音機來收集團體的對話資料，訪談結束後將訪談錄 音轉錄成文本資料，並將檔案提供

研究參與者確認內容是否合適，以維護研究參與者的權益，之後進行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之質性資料包含訪談資料、觀察資料、與內容分析。本研究依照類別、日

期、與人物進行編碼。所有的訪談資料將於記錄後提供訪談者確認，以確立內容效

度。針對觀察 內容將採三角驗證法，將觀察結果、教師訪談、家長訪談結果互相比

對，進行資料交叉檢核 確定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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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訪談資料結果，整理與摘錄如下： 

幼兒音樂學習的重要性與教師教學信念： 

音樂能幫助孩子全方位發展，因此越早開始越好，媽媽和老師都需要認知到音樂

的重要性，了解到音樂的互動性及音樂的媒材對孩子都能有不論是智能或情感上的影

響，因此幼兒音樂對孩子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使用科學儀器能輔助偵測胎動，幫助紀

錄胎教；聽覺是被動的感官接受器，孩子一出生便可以接收聲音具備音樂能力，因此

音樂教育難以被取代。然而，音樂非純然的接收，而是加上感覺統合的重要性，培養

音樂的知能 

音樂的重要性在於並非只有智能而是全方位的發展性，科學理論皆談到音樂能觸

動不同智能學習，且音樂教育學家都建議越早開始越好，應該從媽媽的肚子裡面就開

始學了，但必須是媽媽本身領悟到音樂的重要性，才能幫助他的孩子準備好音樂學

習。此外，從學校教育體系來看，各階段的教師都認為音樂學習是重要的，從最小的

幼兒園階段來談，在這起始點中要給甚麼樣的音樂教育、環境、素材都是非常重要的

議題。學習音樂能幫助孩子不僅僅是音樂上的陶冶，更重要的是那超越音樂的能力，

無論是在一般兒童或是特殊兒童身上，強化專注力、提升自信心與學習能力並且能學

習與他人合作，保持高度警覺性，也因為彈琴幫助訓練不同感官同時運作，因此在就

業上獲得同時處理許多事務的能力，學習音樂不僅是帶給人壓力的宣洩，它是一種學

習處理事務的能力。 

音樂能夠影響情緒起伏，電影之所以震撼人心，除了劇情感人外最關鍵的往往是

配樂的帶領，除此之外，音樂亦能鼓勵幼兒去勇敢嘗試平常不敢做的動作，同時音樂

也能扮演親子間互動的調味劑，增進親子關係，幫助孩子語言學習以及肢體動作發

展。父母以往不開心的音樂學習經驗，可能來自枯燥的技藝學習，而非真正的去感受

音樂成為遺憾，但家長不見得會因此阻止自己的孩子學習音樂，有些反而因此讓孩子

去接觸音樂、享受音樂，跟著一起學習，才明白音樂原來這麼有趣。幼兒教育的教學

信念最重要的是希望孩子喜歡音樂，玩的開心希望他能更早開始感受音樂，能預備一

些基本能力以進入音樂的學習。藉由學習音樂表達情感，未來孩子長大能有鑑賞美感

的能力，運用在生活中品味或是未來工作方面。 

師資培育方面： 
幼稚園老師專長不同，需靠緣分。音樂課程多以流行、兒歌為主。謝欣芷算是新

的教材，有些幼稚園使用更舊的教材。教師沒有教材，資源多從 youtube 取得。額外

付費的音樂課為主要，會有 MT、塗鴉、瑜珈等選擇。教師專長不一，沒有教材或版

本較舊，或是可以額外付費上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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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系學生對幼教教程的不了解，多數不願修幼教教程。很多人認為幼兒園是辛苦又

沒尊嚴的工作，且薪水低，但其實幼兒園教師最辛苦，除教學、設計還有很多非教學

工作。政府設計的薪水制度讓幼兒元的薪水最低，因為有這種區別，讓人家覺得教越

高階段的身分地位越高，使幼兒園教師更辛苦，其實幼兒園教育是更重要的。 
幼兒園教師專業示範非常重要，因孩子模仿，因此歌要唱得更準還要律動。音樂

課是器樂教學的基本，但家長卻認為基礎課不須要花這麼多錢，要等進階才請大師，

小時候若隨便學學，後面需要花更多辛苦與努力才矯正的回來。社會應鼓勵高中音樂

班學生能夠進去幼保等相關系所，但現在藝才班人數少，大家都能進音樂系，不會有

人選幼保科系。多數具備音樂專長的人並不想當幼兒音樂老師，加上政府階段性的區

分教育體系中的教師，使幼兒園教師薪水較低，造成音樂系學生及家長對基礎音樂教

育的誤解，也讓音樂系學生不願進入到幼教階段。但也有例外的，有些幼保科的學生

較明顯有兩種學生，一種是為了自己孩子，一種是為了有第二專長來唸幼教研究。幼

教系畢業的教師，會懷疑自我的音樂專業能力，擔心自己是否能正確教導孩子音樂，

樂曲的選擇也會有所困難，不確定從何開始或結束，但在其他科目上沒有這樣的感

受，當孩子聆聽音樂，自然就能編出故事，與其他領域或課程結合。 

音樂的養成非短時間可以促成的，因此，幼教系師資比音樂系師資相對吃力，前

者容易有音樂專業度的考量，後者往往是對於幼兒音樂教學沒有興趣，甚至有些音樂

系畢業的學生，會認為幼兒教育是較低等級的專業，造成現在幼兒音樂教育問題存在

於：音樂系畢業的師資不願進入幼教，幼教系畢業的師資不夠專業。音樂系的學生都

被設限於譜上，因而缺乏想像力，幼教系的學生，富有想像力，因此很容易將任何兒

歌變成戲劇，這對幼兒音樂教育是相當大的優勢。 

教師從小的養成背景會影響自我的教學自信，也因為教育規定的關係，公立園所

禁止外聘教師，造成幼教教師需要承擔許多專業，尤其音樂是從小養成的，因此造成

許多幼教教師在音樂教學上容易有挫折感。越是年幼孩子的音樂教學，師資更為重

要，因為孩子的啟蒙才是真正關鍵時期，然而許多家長認為教幼兒不需要多大的專

業，這是錯誤的觀念，尤其音樂，音樂系培養幼教的師資，跟幼教系去培養音樂師

資，截然不同，音樂的養成不是速成的。 

 

幼兒音樂教學目標與策略： 

幼兒教育目標之一是希望孩子藉由玩樂，從中找到學習的伴侶，因為這個階段的

孩子往往以自我為中心，缺乏與他人互動，藉由音樂活動，讓孩子學習與他人合作。

根據孩子的生理與心理發展條件去設計音樂課程內容，而非一昧要孩子遷就老師的教

學目標，為孩子客製化音樂課程，才能跟孩子對話，學習這條路才能相通。 

家長與孩童互動方面，家長應該給予足夠的時間讓孩子適應課程，避免讓孩子與

家長有壓力，因而採用試上的方式，不勉強孩子加入課程，即便只是躲在角落觀察也

可以，因為每個孩子有其獨特的學習的方式，等待孩子心裏準備好時，通常已經有所

成長，一方面也鼓勵家長不要揠苗助長不斷強迫孩子學習，如此不僅容易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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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容易造成孩子學習抗拒。在課程中，家長扮演充電站的角色，不指導孩子，不干涉

孩子學習，讓孩子擁有安全感，孩子才能專心學習，縱使孩子的表現不如家長的意，

還是需要尊重孩子的意願。家長要扮白臉，讓老師扮黑臉，避免造成親子關係緊張，

因為孩子通常聽老師的話。當孩子在家中練習，家長也需要允許孩子有自由發揮的空

間，那是即興的一部分，如同給予正餐，偶爾調劑心靈給予點心。面對家中沒有鋼琴

的孩子，可以讓他們自行畫鋼琴去認識琴鍵位置，想像音感；音樂可以幫助語言發

展，可以快速學習語言。在孩子剛開始上課時，要求家長一起進行活動，避免家長間

聊天造成課程干擾，等到孩子大一點，就會請家長離開。 

課程方面，幼教老師可以利用音樂作為班級經營的媒介，如活動間之轉銜，用餐

時間的享受，與孩子一同討論音樂的元素，如：大小聲、輕重音、快慢⋯⋯等，讓孩子

感受音樂在生活中的美好。一般家長希望在音樂教學活動中讓孩子有機會探索、接觸

多樣性的樂器與媒材輔助，但礙於家長們對於課程內容的了解有限，通常會期待教師

能夠於課後說明上課目標，家長了解課堂內容後，有助於課後回家的複習，亦能加深

孩子的學習印象，家長也因此更有意願延續課堂。 

音樂應與其他藝術統整，強調不分科，融合的音樂形式。以音樂為主體，融合畫

畫與肢體，能幫助孩子全面性發展，培養孩子的美感教育。教師應該將在地文化融入

音樂教學，讓孩子學習認識自己的文化，傳承自己的文化。若只用西方兒歌只能感受

的西化的旋律感及文化，要慎選媒材。如：原住民的古調與音樂元素放入幼兒園中的

音樂才能帶動情感，而非將原住民語套入現成歌曲中，如：使用族語唱王老師先生等

兒歌，因此，幼兒的歌曲選擇很重要，選用的幼兒音樂素材要多元化，並了解到那些

素材是真正具有音樂元素，教師可以參考文建會建立的兒歌100，包含有國語、閩南

語、客語、原住民語及不同曲風的歌。 

現今幼兒園現場音樂的多元性明顯不足，兒歌的豐富性寥寥可数，加上教師不唱

歌只放 CD做律動，教師對於幼兒音樂的專業性及專業認知普遍不足；也因為老師不

唱歌，孩子更不願意主動開口歌唱，最重要的是選用音樂的合適性，必須要符合孩子

發展或生活經驗的音樂素材，當今幼兒園所教師在音樂教學上無準則可循，因而出現

教師播放韓國流行歌曲之現象，也造成幼兒園教師誤認教音樂便是有唱兒歌即可，更

嚴重問題是教師音準問題，更不用談音樂與人與人的的互動性。 
幼兒課程因為沒有課本限制，且各幼兒園發展主題課程級學校特色，將主導權交

由孩子是非常進步的現象，教師需要跟孩子討論，去設計一些主題課程，並讓孩子探

索、發現問題與討論，根據孩子回應進行後續，孩子有了思考的機會，有了表達的空

間，並且設法解決問題，幫助孩子各項發展，但幼兒園中的音樂課程份量依賴教師本

身專業能力的多寡。此外，加上台灣出生率下降造成幼兒園競爭多，每間園所皆需發

展自己的特色，有些學校串聯主題方案並越做越大，將主導權交由孩子，因此台灣幼

教能走在亞洲前端，這是任教於國高中所無法感受到的現象。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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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訪談對於幼兒音樂活動之內容設計、教學策略與師資的培育等相關議題 進行

系統性討論與資料分析，其中針對幼兒音樂教學教師、幼兒音樂師資培育專家學者已

完成的焦點訪談內容包含: 幼兒教育的教學信念、影響幼兒音樂教學信念因素、幼兒

音樂課程之主要內容與教學策略、幼兒音樂 課程如何結合其他領域的學習、如合融入

多元與在地文化音樂教學、如何結合社區資源應用於教學、 音樂系與幼教系培育幼教

音樂師資之課程、以及幼兒音樂師資之進修與增能課程。另外，針對幼兒家長的焦點

訪談內容包含:家長對於孩童的美感學習理念、戶內外的幼兒音樂活動、對於自家孩 

童參與音樂活動時的態度與期待、孩童於家庭生活的自發音樂行為、以及對於現今幼

兒園或社會單位 所提供的音樂學習之看法。  

本研究已達成的效益包含:1)達成幼兒音樂教學內容分析，其中包含:政策、內容、

教學策略、教學實施;2)焦點團體訪談法 (Focus group)系統性探討幼兒音樂 活動之內

容設計、教學策略與師資的培育等相關議題;3) 提升幼兒音樂學習品質，強化國人未

來藝術素養之軟實力;4)推廣幼兒多元音樂環境，促進幼兒音樂人才就業機會。本研究

期許於學術研究發表內容分析與焦點團體訪談之結果，勾勒臺灣未來理想且可行之幼

兒音樂學習環境，以提供國家發展與幼兒音樂教學之參考。  

本研究結果將影響下一期的移地研究進行，下一期研究計畫將完成幼兒音樂現況

分析、焦點訪談內容分析與比較、與移地研 究的國際文獻資料分析。針對幼兒音樂狀

況分析方面，研究者將加入公私立幼兒園、幼兒音樂協會、音樂團體之文獻資料分

析，針對現況分析內容將依政策、內容、教學策略、教學實施等方向請專家學者進行

內容效度審核，以求現況分析之準確與完整。移地研究準備方面，研究者將進行國外

音樂教學 活動與師資培育之調查，了解前去移地研究之國家現況、幼兒活動、現況師

資訪談之可能性，以進一步達成國外幼兒音樂教育文化與活動資料比較的目的。  

困難與解決 

本期研究的主要挑戰包含:幼兒音樂現況分析、焦點訪談人選、與移地研究的連

繫。針對幼兒音樂狀況分析方面，研究者針對公私立幼兒園、幼兒音樂協會、音樂團

體進行文獻資料分析，針對現況分析各向度，依政策、內容、教學策略、教學實施等

方向請專家學者進行內容效度審核，以求現況分析與未來訪談內容之完整。焦點訪談

人選方面，研究者依照各地區、各幼兒學校、各幼教系之師資進行調查，了解近年來

有幼兒教學與師資培育經驗的教師，進行連繫，以求各地區與領域的均衡，進而排組

進行焦點訪談。 此經驗亦將協助下一期的研究困難解決包含:移地研究的連繫、國外

幼兒音樂現況分析、進階焦點訪談等方 面。移地研究連繫方面，研究者將根據第一階

段文獻整理資料，進行國外幼兒音樂教學活動與師資培育機構的活動調查，了解下一

階段前去移地研究之國家現況、幼兒活動、現況師資訪談之可能性，以順利達成赴國

外幼兒音樂教育文化與活動資料收集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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