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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當前著重創意與創新的教育思潮下，各科領域皆在重視學生創造

力養成的培育，而音樂教學的發展也已逐漸由著重於認知與欣賞能力的

培養擴展到在音樂應用與創造能力上的培養。有鑒於目前大學的音樂通

識課程常無法全面性地落實教學目標與成效，因此教師須透過具創造性

特質的教學內容與方式，來自提供大學生一個具有創造、互動及持續特

性的音樂學習環境，進而建構全面性的音樂知識。本文之主要目的在探

討創造力在音樂教育上之定義、發展與功能，進而提出創造性教學應用

與實踐於音樂通識教育上之要點與原則，讓大學生能透過音樂通識課程

培養出創造力及批判力，並達成終身學習的目的。 

關鍵詞：創造力、音樂創造力、音樂教育、音樂通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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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蘊有創造力的潛能，舉凡由日常生活中

食衣住行育樂的創新至偉大音樂家的創作、科學家的發明等，到處都可

看到人類創意的展現與成果。許多人認為，創造力僅是少數人的專利而

已，但是每個人或多或少，在某方面都會有其特殊的創造表現，例如廣

告設計、電腦程式設計、文藝創作等。只要有適合的學習環境及機會，

每個人都可經由不同的方式，來發揮其創造力。在音樂方面，Gardner

即認為人人都具有音樂方面的智慧，音樂是人類發揮創造力的途徑之

一，學習者若能在音樂學習中獲得組織聲音的機會，並藉此表現自我、

發揮其在藝術的特質，不但能滿足想像力的發揮，得到學習音樂的成就

感，更能由此獲得自我價值的肯定（Gardner, 1983）。傳統的大學音樂通

識教學常以欣賞為主，但是對於學生主動學習、創造力及組織化思考方

面的培育，卻甚少觸及。身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公民，該如何藉由音樂

來培育創造性的思考能力，是身為通識教育工作者，該重視的議題。 

貳、 創造力在音樂上的涵義 

一、 創造力的涵義 

由字辭的意義來看，「創造」（Creative）一辭源於拉丁文中的

Creatus，其原意為「製造」、「製作」，或「生長」。在韋氏大字典中，「創

造」一辭的解釋為「賦予存在」（bring into existence）、「無中生有」（make 

out of nothing）、「首創」（for the first time）等涵意。至於「創造力」

（Creativity）一辭的解釋，根據韋氏大辭典所述，「創造力」所指為創

造思考及發明新事物的能力，包括在藝術上產生出新的作品，解決問題

的新方法，或是根據既有的理念發展出新的理念等。英語詞庫字典中對

「創造力」的解釋為：一種能力，能超越傳統的理念、規則、型態、關

係，並能創造出有意義的新概念、形式和方法。根據維基百科中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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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也可稱之為創造性，是一種基於概念工具及精神上技巧的人類精

神現象而最終產生或發展為創意、啟發及直覺的過程。 

許多學者對「創造力」一辭的確切定義皆提出了其各自的論述與觀

點，在綜合過各研究者的理論後，李錫津認為創造力為：創造性的人物，

以其原有的知識與經驗作為基礎，來發揮其好奇、想像、冒險、與挑戰

的人格特質，進而靈活地運用創造性的技術，產生創造性的歷程，並在

其中間現出流暢變通與獨創精進的能力。最後獲得獨特新穎的觀點、產

品與行為（李錫津，1987）。陳龍安認為創造力是指個體在支持的環境

下，結合敏覺、流暢、變通、獨創、精進的特性，透過思考的歷程，對

於事物產生分歧的觀點，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其結果不但使自

己，也能使別人滿足（陳龍安，1989）。高健則認為「創造力」是激發、

形成創意，並將之轉化為實際價值的整個過程（高健，1998）。故創造

力並非憑空就能產生的，而是一種潛力，必需要基於每個人的能力、過

去的經驗和適當的環境與條件，再經由組織與融合後，才能展現出來。 

二、 創造力在音樂上的涵義 

創造力用之於音樂上，可稱之為「音樂創造力」，「音樂創造力」常

被視為等同於「音樂創造性思考」（creative thinking）或「創造性問題解

決」（creative problem-solving）之能力。早期許多有關「音樂創造力」

的論述皆認為它是少數天賦異秉者才擁有的專利，但到了近期，「音樂

創造力」已漸被認定為是人人皆具有的能力，雖然每個人或多或少在程

度或特性上會有差異，但在音樂上的創造力卻是每一個人與生即俱備

的，也是須要被發展的一種權利（Feinberg, 1991）。Reimer 認為音樂創

造之路即為音樂藝術判斷之路，因此在音樂創造力的教育上要逐漸深化

學生與音樂間的互動關係，並讓學生由演奏、分析、聆聽、創作、概念

化、批評性思考等學習歷程，來體驗音樂作品中的技巧性、敏感度、想

像力與原創真實性（Reimer, 1989）。林小玉指出音樂創造力是以音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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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力與音樂心像為基礎，再擴及整體音樂性之培養，因此必須從「有」

中生有。而在音樂教育中，可施行的範圍包括創作、即興、編曲、演唱、

演奏及音樂聆賞等音樂活動（林小玉，2002）。故由不同學者的論述中

可知「音樂創造力」是音樂家在具創造性的環境下，所使用的創造性思

考能力，包括對音樂的推演力、變通力、獨創力、想像力與綜合力等。 

Hickey 將音樂創造力分為「作曲」（Composition）與「即興」

（Improvisation）兩種活動方式（Hickey, 1995）。根據新葛洛夫字典（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的解釋，「作曲」（Composition）的涵義為：

以書寫形式所呈現出的音樂，或音樂家創作音樂的過程。「作曲」一辭

原本的解釋為“放在一起”，是一種需要專門技術、知識與才能的專業。

而「即興」的涵義為：音樂最終的演出形式，通常是作曲家臨場的創作，

或是將既有的樂曲做進一步的製作或變化。「即興」一辭原本的解釋為

“未經思考而放在一起”。但事實上，許多的創作最初都是發自音樂家即

興的經驗，而每一首樂曲在演出的時候多少都含有「即興」的意義在其

中。有時候「即興」也須立基於明確的規則之下。因此在音樂上「作曲」

和「即興」並非對立的兩個名詞，而是在音樂創作活動中具有可以互補

的涵義（Sadie, 1980）。一些學者也對「作曲」和「即興」在定義上的涵

義提出說明，Campbell 認為「即興」是對旋律和節奏自發性所產生的，

並沒有特別的準備或是計劃。它是對音樂不具預測性的衝動或情緒

（Campbell, 1991）。Burnard 認為，「即興」與「作曲」雖然是兩種不同

的活動方式，但彼此之間確有相當程度的關係（Burnard, 2000）。Priest

認為「即興」是需要思考的，例如即興在演出時，是需要加上思考及以

靈敏的聽覺來辨別樂曲在調性及節奏上的變化（Priest, 2002）。因此「即

興」與「作曲」皆需立基於既有的知識上，只是相較於作曲，「即興」

有更為彈性化的範疇，也可適用於一般大眾和非音樂科系的學生，故不

論是以任何一項來進行創作活動，都可以達到統整知識、獨立思考與主

動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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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對於「音樂創造力」一辭之涵義應為：在已備的知識上，

運用各種不同的技能及媒介，如哼唱，彈奏、敲擊、吹奏、肢體、表演，

甚至透過電腦科技，自由地表達情緒、即興或創作。 

參、 創造力在音樂教育上的發展 

有關現今創造力在音樂教育上的發展，必須先由探討音樂創作的起

源及發展來得知其脈絡。根據 Grout 和 Palisca（Grout & Palisca, 1988）

由歷史的角度來闡述，自有音樂以來，即興就存在了，音樂史上許多作

曲家在創作時所採用的方法常常都是源自於其在即興上的經驗。早自西

元 1600 年，演唱（奏）家就以對位、裝飾奏及變奏等技巧，來展現其

音樂意念與即興能力。即使到後來有音符的產生，作曲的方法與形式逐

漸確立，“即興”仍然是存在的。巴洛克時期，是即興發展的黃金時期，

例如在巴哈（J.S. Bach）的音樂中，舉凡旋律變奏、裝飾樂段、數字低

音及完整小品等，都顯示出當時即興發展的盛況。古典時期之後，即興

雖然逐步勢微，但許多音樂家仍然以即興作為與觀眾溝通的方式，例如

莫札特（Mozart）及貝多芬（Beethoven）的音樂中，皆可看到他們使用

了即興的手法。十九世紀開始，由於作曲家們會將自己的作品中即興的

部分完整編寫於作品中，故即興演奏的風潮已不如之前興盛。一直到二

十世紀，作曲家們才又開始讓演奏者再度參與音樂的創作，而「機遇音

樂」，使得即興逐漸復甦，並又再度受到重視，例如：約翰‧凱吉（John 

Cage）的音樂。一些受非洲文化所影響的流行音樂中，也採用了即興的

手法，爵士、Rock 及藍調即為此例。故作曲與即興皆在西洋音樂史的發

展上淵源已久，其中即興發展的時間更為久遠且佔有重要的地位。 

雖然創作在音樂史上的發展已有數世紀的時間，但創造性教學在音

樂教育上的發展卻是要到近五、六十年前才真正開始，以下將針對與音

樂相關的創造性教學在國內外的發展狀況分別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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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外的發展狀況 

由二十世紀前期開始，一些投身於早期音樂教育的學者如柯大宜

（Kodaly）、達克羅茲（Dalcroze）、奧福（Orff）等，開始於歐洲等地以

即興當作是提升創造力的方法。他們透過由肢體、說、唱、敲擊樂器或

彈鋼琴等方式來培養孩童的即興能力，鼓勵孩童在聲音上進行探索，以

展現他們的創造潛能。但在美國，要到 1950 年後才真正受到這些教學

法的影響。最早與音樂創造力有關的計劃出現於 1941 年，當時是由

Moorhead 及 Pond 在 Pillsbury Foundation School 的 Pillsbury Studies 中提

出有關兒童創造力的發展性之計畫，此計畫提到即興之於音樂創造力的

關鍵性（Pillsbury Foundation Studies, 1978）。但當時在學校的課程中，

仍是以演奏（唱）為中心，並未產生實質性的變化，也並不注重創作課

程。一直要到 1957 年，當蘇聯率先發射出第一顆人造衛星，不僅讓美

國人開始認真思考科學及數學教育的重要性，並投入積極的行動於其

中，也讓音樂教育界開始思考音樂在正規教育中之的地位，並開始透過

不同的課程內容來教導學生認識音樂的特殊性、藝術性及價值性。在此

影響之下，音樂創造力在 1959 年代開始蓬勃發展，並推動出許多相關

的研究討論與音樂教學法。 

1959 年開始，美國的音樂界開始注重演奏、分析及創作等三面向的

音樂教學，這時與音樂創作教學相關的研究包括了由 Norman Dello Joio 

於 1959 年負責的「年輕作曲家計劃」（the Young Composers Project，簡

稱為 YCP），在 YCP 的計劃中，他們把年青作曲家帶入校園，並為這些

學校的樂團創作樂曲，也介紹一些現代音樂給這些學校內的學生。接著

在 1962 年開始的「當代音樂計劃」（Contemporary Music Project for 

Creativity in Music Education，簡稱為 CMP），鼓勵教師應綜合各方面的

音樂學習內容，來增廣音樂教育的範圍，強調教師必須綜合演奏、分析

和作曲等各方面的教學活動，並在音樂課程中為學生介紹不同類型的音

樂，此計劃注重在一創造性的教育氛圍下，來發展學習者的個別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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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1965 年在西北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舉辦的「整合性音樂

能 力 研 討 會 ─ 大 學 音 樂 教 育 之 基 礎 」（ Seminar on 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The Foundation for College Education in Music，簡稱 CM），

探討可實行於大學院校階段的音樂科目之概念和技巧，範圍包括樂曲分

析、音樂史及創作等項目，並以建構一個全面性的大學音樂教學機制為

目標。CM 主張在音樂創作上，可採用較開放的原則，並不需僅守傳統

的音樂認譜與寫譜的方式，許多非傳統的音源，如環境聲音或圖形譜等

皆可成為作曲與即興的元素。CM 較 CMP 更重視全面性與整合化的音

樂教育理念，也成為美國在 1960 至 1970 年間極為重要的音樂教育理念。 

而 於 1963 年 在 耶 魯 大 學 所 召 集 的 「 耶 魯 研 討 會 」（ the Yale 

Seminar），其主要議題為“現代音樂教育所面臨的問題及解決方法”（The 

problems facing contemporary music education and on possible solutions），

這場研討會的建議書中指出學校應透過演奏（表演）、作曲、律動、試

唱、聽寫等訓練，來提昇各年級學生的音樂能力。1965 年「曼哈頓維爾

音樂課程計劃」（Manhattanville Music Curriculum Program）開始發展一

系列由小學至高中的音樂課程及相關教材，並以作曲課程做為課程設計

之主軸。於 1967 年所成立的「檀格塢座談會」（Tanglewood Symposium），

主張將創造力作為音樂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並鼓勵以運用現代科技的

方式，來實現音樂上的創造力。至 1969 年「檀格塢座談會」的目標與

目的（稱之為 GO Project，即 Goals and Objectives Project）中第八項為：

發展一套包含演奏、創造、聆賞及其它各種音樂行為的教學課程 

（Choksy, Abramson, Gillespie, and Woods, 2001）。1978 至 1982 年間，在

Ann Arbor 舉辦了三場的系列座談會，其中第三場研討會之主要目標為

透過具體性的計畫來發揮“創新”的精神，這場研討會所定的議題分別是

動機（motivation）及創造力（creativity）（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 1983）。在 1978 年，「全美音樂教育工作者協會」（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簡稱 MENC）眾多研究興趣團體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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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領域中包括了對「創造力」的研究，而他們所提出的研究重點包括對

於音樂創造力之定義及教學應用與發展（林小玉，2006）。 

到了 1994 年由美國聯邦政府所通過的教育改革法案，稱為「目標

兩千年教育法」（Goals 2000 : Educate America Act），此法案中主張設立

藝 術 課 程 的 教 育 標 準 。 有 鑑 於 此 ， 美 國 國 家 藝 術 教 育 聯 合 學 會

（Consortium of National Arts Education Associations ）亦於 1994 年制定

了「美國國家藝術教育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此

標準中的音樂部分稱為「美國國家音樂教育指標」（National Standards for 

Music），並主張透過創作與即興，讓學習者對音樂的形式、風格及結構

上有更深入的理解，並進一步幫助學生發揮其創造力。有鑑於教學與評

量乃教育上一體之兩面，自 1992 至 1994 年美國國家藝術基金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與美國蓋提藝術教育中心（Getty 

Center for Education in the Arts）共同設計出「美國國家教育發展評估」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簡稱 NAEP）。NAEP 的諸

項評量內容中於創造的部份包括了作曲、即興、編曲等項目。此舉顯示

出美國教育當局為落實音樂創造教育的實施所付出的努力與用心，並將

一般人認為難以實施的音樂創作評量予以全面性的推廣（謝苑玫，

1999）。在 2000 年時於美國所舉辦的「西北大學音樂教育領導人員研討

會」（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usic Education Leadership Seminars，簡稱

Numels），所討論的主題即為「為何及如何教導作曲：音樂教育的新視

野」（Why and how to teach music composition: A new horizon for music 

education）（Hickey, 2003）。而頒布於 2008 年最新的美國國家音樂教育

指標 （National Standards for Music, 2008），在九項音樂標準中，有兩項

內容即與音樂創作有關，此也表示出美國音樂教育界對音樂課程中創造

力培育方面長期性之重視。 

自 1970 年起，在美國有些大學院校，如曼哈頓音樂學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即開始授予在爵士領域的學位，而在國家音樂教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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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 簡稱 MENC）的鼓勵與倡導

下，美國的初級和高級中學也陸續開始成立了爵士樂團，並讓音樂即興

教育透過爵士樂的演奏來落實，而美國國家教育部也明定：所有上音樂

課的學生都應該學即興。由此可見「音樂創造力」的理念在美國音樂教

育中不是僅為口號而已，而是要在各級學校的音樂課程中予以落實。 

二、 國內的發展狀況 

國內有關於創造力教育之發展始自民國初年，而在音樂教育中有關

創造力的發展，則始自 1960 年代，1970 至 1980 年代為實驗教學階段，

1980 至 1990 年代方開始擴展實行，至今已有近五十年的歷史（林小玉，

2006）。在國內諸多法令規章中曾多次明訂培養創造力之教育目標，包

括：憲法、教育基本法、特殊教育法、藝術教育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等。此外，於教育政策上亦明示出有關於創造力教育的政策宣示與規

劃，包括：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總

綱、台北市資優教育白皮書、中華民國人文社會科學白皮書、國家科學

技術發展計畫、全國教育評估指標、以及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等。例如

「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中針對「創造力」即提到：大學教育中要有崇

高理想的色彩，不但在知識上追求「創造性的學問」，在全球化知識經

濟時代中，知識的創新、運用及推廣已成為未來大學教育發展的重要方

向；在「全國教育評估指標」中也提到：廿一世紀是以「腦力」決勝負

的「知識經濟時代」，而創新可視為一系列知識生產、知識利用以及知

識擴散的歷程，而創造力就是創新的火苗。 

國內音樂教育的發展雖曾歷經多次變革，但對各級學校在音樂課程

的規劃中皆包括了一些創作方面的培育。早於民國五十七年，為了要實

行國中小學的九年國教，教育部即提出九年一貫的理念。但當時的課程

之修訂皆是由國小和國中分階段的進行，並無連貫性，因之未能真正地

落實九年一貫之教學目標。在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二年公佈，民國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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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實施之國小音樂課程重點中提到了節奏創作的能力、簡易創作、創作

活動等方面的培養。而在民國八十三年公佈，民國八十六年實施的國中

音樂課程重點中，音樂教材綱要則分為樂理、基本練習、歌曲、樂器、

創作、欣賞等六大項目，其中創作部分則包含了節奏、曲調之創作。到

了民國八十七年，教育部公佈的「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總綱綱要」

裡，開始針對當時的課程進行重新規劃，教育部將當時各學科課程間作

統整，以解決過去國小及國中課程標準間因缺乏銜接而產生之種種問

題。九年一貫課程於民國九十一年開始實施，將原有的科目分界改為七

大領域的學習，包括：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數學、

自然與科技、綜合活動等。音樂在九年一貫課程的七大學習領域中歸納

於藝術與人文領域，「藝術與人文」即為：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是以

人文素養為核心內涵的藝術學習。其課程總目標中對於創作方面的學習

著重於「探索與創作」，讓學生能透過自我探索，覺知環境與其個人的

關係，並透過藝術創作豐富生活與心靈。而課程重點與創作有關的內容

在小學階段包括：由肢體動作、樂器和人聲進行不同類型的音樂創作，

並要能運用相關資訊進行輔助音樂的學習與創作等；國中階段的課程重

點包括運用傳統或非傳統的樂器進行音樂創作，並嘗試運用簡易的曲式

創作。故九年一貫教育課程是以學生為本位，讓中小學生能在有創意的

學習情境中，深入理解教學之內容，進而培養其主動思考的能力。 

國內高中教育自民國六十年起，為了配合九年國民教育，教育部訂

定「高級中學課程標準」，六十一年起正式實施，其後亦經多次的修訂，

但是在年級、時數及課程架構並無太大的變動。公佈於民國八十四年的

高中課程標準，其課程目標中針對創作部份提出：鼓勵參與音樂創作，

養成思考創造習慣；而課程重點中則包括即興、音樂創作等。為了銜接

改革後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高中音樂課程修訂小組於民國九十

一年新修訂完成的《高中音樂科課程綱要》，內容分成音樂Ⅰ～Ⅳ 四個

階段，其中音樂Ⅲ和音樂Ⅳ的課程設計納入以欣賞、演唱、演奏及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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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進階課程，使高中學生能學習多元的音樂課程。後因國內各界對

新修訂高中課程提出不同的意見，教育部遂於民國九十三年將新修訂

《高中課程綱要》草案改成《高中課程暫行綱要》，其音樂課程的目標

中有關創作方面的培育提到：加強邏輯思考、判斷、審美及創造的能力，

強化自我學習的能力及終身學習的態度。而高職課程之規劃由於重視職

訓與職教之設計部分，並依各校特色呈多樣化發展，故各高中職校於音

樂課程上之規劃，並無一致之訂定。由體制來看，雖然我們的學生可以

由小學開始一直接受音樂教育，但中學階段的學生因為面臨升學壓力，

以致於大部分的音樂課程被主要學科所取代，而國小階段雖然有音樂課

程的設置，但每週兩小時的授課時數僅佔上課時數的 6~10%，且課程中

只偏重於歌唱及簡易樂理教學，對於音樂整體能力的培養並不足夠，而

九年一貫課程的實施更將音樂所佔的時數比例減低至 3~5%。故前述這

些情況，皆是造成現今多數大學生們，音樂能力極其薄弱的原因。 

國內大學通識教育自實施以來，為延續及完成「全人教育」之使命，

依各校需要，而開設出藝術、社會、人文及自然科學等相關課程。音樂

課程在通識教育中常被歸為人文或藝術學科，而各大學校院所開設的音

樂通識課程之分類，依其在內容及設計上的不同，可簡化區分為概論

式、專題式、綜合式及實作式四大類別（洪麗珠，民 85；石守謙，民

85），而各式課程設計之方式皆是藉由各個層面與角度、透過不同的作

品來呈現音樂的純美，表達作曲家獨特的創作思維，及反映歷史與文化

的時代背景。並寄望學生在欣賞與瞭解音樂之餘，還能跨越時空來與自

身環境及不同的學科間，作一反省與聯想（蘇金輝，民 94）。通識教育

在國內各大專院校推行二十多年來，許多的通識課程雖然常被論及與研

討，但在音樂的教學與課程發展方面，卻觸及不多。尤其是現今多數大

學生們的音樂能力不僅薄弱，更由於受到社會上實用主義與功利主義的

影響，對於音樂的理解與認知，常侷限於「陶冶性情，美化人生」這八

個字，而對音樂功能的了解，也僅限於教化、風雅、娛樂、裝飾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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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遑論透過全面性的音樂活動來培育大學生的創造能力了。因此，如何

來養成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創造性思考及終身學習的能力，為當前各大

學音樂通識教師需要重視的問題。 

肆、 創造力在音樂通識教育上的功能 

長久以來，國內學界對於音樂的重要性，皆提出了許多論述，如：

可以啟發學生對欣賞音樂的興趣、養成愛好音樂的習慣、能培育學生的

人文素養等。但有關音樂教育中創造性教學的研究，卻是到近十年才受

到重視，許多研究與發展大多是以小學生為對象，針對大學生創造能力

的培育，卻顯少提及。殊不知創造力不僅可增進個人思考與學習能力，

更對人類社會未來進步有極大的影響。心理學大師馬斯洛（Maslow, 

1968）曾將創造力分為兩大類：第一大類是具有特殊才能的創造力，譬

如：偉大的科學家、音樂家或舞蹈家，他們是天生即擁有創造的天份，

又經後天的努力而獲得成功；第二類是能自我實現的創造力，這種則是

教育上所重視的創造力，它強調的是基於勇氣、自由、率性、整合、自

我接納等人格特性，並將其展現於日常生活事件中而成的一種能力（黃

麗卿，1998）。以下將根據不同學者的論述，將音樂創造力對於通識教

育上的影響及其功能分別敘述如下： 

一、 可提供具有實作、創造、互動及持續性的音樂學習 

有關於音樂作品及音樂課程所具有之功能，國內學者認為應包括：

（1）可強化與增進整體教育效果，並彰顯學生個體獨立性。（2）可激

發個人表現，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成就其創造力。（3）可彰顯人文精

神，並將庸俗的生活轉化為精緻的文化。（4）可將人內心的意念昇華為

優美藝術（夏學理，民 90；崔光宙，民 89）。 

國外教育界對音樂課程所產生的功能，可透過「全美音樂教育工作

者會議」報告書得知，包括：（1）音樂能夠傳遞人類的文化遺產及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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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最崇高的思想和情感。（2）音樂可幫助個人表現自我和展現創意。

（3）音樂可提昇人際之間的關係，並明辨自我文化和外國文化之異同。

（4）音樂可強化任何學科領域的學習，並提供學生成功的管道。（5）

音樂可以創造一個正向的學習氣氛，並幫助學生專注於學習等（National 

Commission on Music Education, 1991）。由上可知，國內外的教育界，皆

強調了完全的音樂教育應對學生創造力的培育，有一定的影響。 

雖然國內教育界近來也鼓勵透過實作來加強學習，並重視教育應著

重提升學生的創造力及終身學習等，但在大學的音樂通識教育上，卻鮮

少提及音樂創作的應用與研究。在美國由 MENC 所頒布的美國國家教育

標準中，早已明定了音樂教育者應正視音樂創作的重要性，作曲家 Bosch

認為：創作訓練並不是僅與一個人的創造力有關而已，創作是作曲者透

過聲音與聆賞者之間互動的關係（Bosch, 2008）。故在大學的音樂通識

教育中，透過「創作」來進行創造性方面的教學，除了具有實作、創造

等特性，更具有互動及持續學習的意義。 

二、 可建構全面性的音樂知識 

根據 Bloom 對教育目標的分類，「統整」（Synthesis）在其六大分類

法中，位居第五層級。Bloom 對「統整」所下的定義為：能將元素及零

件組合並形成一個整體。這是一種處理過程，即：將零散的元素綜合後，

建構出一種新的模式及結構。通常，在這樣的過程中，舊的學習經驗與

新的學習經驗會被重新整合，並再建造出一個具有更好融合性的整體。

在認知心理學的領域中，這樣的「統整」（Synthesis）過程，即提供了學

習者最好的創作能量（Bloom, 1954）。對教學內容，Bloom 也將之區分

為「認知」、「情意」與「技能」三大領域。Gordon 則將「認知」、「情意」

與「技能」三分項層面進一步融合，成為「音樂欣賞」的內容，並僅以

「理解」與「感受」兩個層面來劃分。其中「理解」所指為音樂在旋律、

音色、節奏、曲式等方面的學習，並且要配合在認譜、歌唱、節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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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創作等方面的音樂活動。而在音樂教育的諸多教學項目中，上述這

些學習與活動皆與創作能力的培育有關。Gordon 強調：音樂創作為一個

人了解與發展音樂內涵的途徑，在創作的過程中，學生可由獨立，而非

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方式來學習音樂，故音樂教育應將鮮少被提及的創

作教學納入，讓學生能由實作的學習經驗中，建構全面的音樂知識，並

經由不斷的創作過程而產生持續學習的動力。如此，方能達成對音樂的

完整理解，並為音樂的感受層面提供了穩固的知識依據。而真正的音樂

教育，才能由此開始（Gordon, 1971）。 

美國著名學者 Reimer 提出「美感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之哲

學觀，並認為音樂教育即美感教育（Music Education as Aesthetic 

Education, MEAE），教師也應提供學生具表現力的音樂，以增加學生對

音樂基本要素的理解（包括：旋律、和聲、節奏、音色、肢體、曲式、

風格等），並透過培養學生對音樂內在所具有的感知能力，來增進學生

對於音樂在感受上的體驗（Reimer, 1989）。Bosch 以其自身為作曲家的

經驗，認為：創作練習不應是屬於一些職業作曲家的專利，創作練習能

使一個人在聆聽音樂時較之前更專心投入，更仔細注意音樂中的各部，

故創作是一種特殊聆聽音樂的方法，每一個人都應透過這樣的訓練來強

化其聆聽音樂的能力（Bosch, 2008）。 

由於目前國內許多大學及技職院校的音樂通識教學，多是以運用多

媒體教學設備，再配合講解為主。這樣的授課方法，基本上能有效達到

使音樂親近人心之功效。但是，對是否能在日後培養出個人獨立欣賞音

樂的能力與興趣，確不盡然。一個人除了能接受美好的音樂之外，還必

須要奠定音樂在「理解」與「感受」上均衡的能力，日後才能成為一位

俱備終身學習能力的鑑賞者。而「創作音樂」能幫助一個人產生學習音

樂知識和技能的動機，因此，創造性教學有助於學生建構全面性的音樂

知識，也提供機會讓學生能傳達其思想和展現其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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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培養出創造力及批判力 

早於 1967 年在美國所舉辦的全國性音樂教育研討會 Tanglewood 

Symposium（檀格塢研討會）中，即對音樂創造力做出如下的結論：教

育必須要以養成生活的藝術、建立個人特質、及培育創造力為首要目

標。在此討論會中，針對音樂教育發表了八項聲明，其中提到：在美國

人的生活中，創造性思考是必須要有的。不論是由國家社會建立新法

規，甚至家庭中的擺設品味的層面來看，都是需要使用到創造力的。當

每個人能充分地發揮他的創造潛能時，就能為美國社會注入前所未有的

生命力及生活上的意義。而一個強調發展創造力的教育，也會成為美國

社會在實現未來許多夢想上，一股不可或缺的強大力量（Tanglewood 

Declaration, 1967）。 

對於一個人創造力的發展過程，Gardner 提出：人在孩童階段時對

顏色、亮度和節奏是最敏感的，他們只是觀眾而非参與者。漸漸的，他

們由這最初的“感覺”階段移至模仿階段，也就是在藝術上所謂的“表演”

階段。而後，惟有在考量到觀眾的想法時，他才能成為更好的演出者，

此即“創造性階段＂。在“創造性階段＂他們開始嘗試，並在他們所作

的歌、詞中注入他們自己特有的風格，也就是成為一位創作者。而藝術

發展的終極目標就是要人能成為一位俱有批判能力的藝術家，在這樣的

養成過程中，是需要花費到最多時間的。學習者惟有在經歷成為一位觀

察者、表演者和創作者的階段後，未來才能夠有能力成為一位批判者

（Gardner, 1973）。心理學家 Sloboda 更進一步將創作中的“即興＂提昇

至另一個更高的層級，他指出，即興在音樂中是一種發展高等思維序列

的方式（Sloboda, 1985）。 

綜上可知：創造力是將一個人培育成為具有博學及敏銳的藝術家

前，最重要、也是最必須經歷的一個階段，也是人類在藝術發展過程中

的最終階段。而在音樂通識課程中，透過創作，不僅可培育學習者多元

化的學習能力、建構全面性的音樂智能，更可以讓學習者發展出創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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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維及批判性的能力。 

伍、 創造力在音樂通識教育上的應用 

雖然在美國國家音樂學院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Music, 簡稱 NASM）手冊中提到：除了傳統的基本樂裡練習，學生需發

展作曲和即興的技巧與能力（NASM, 1995）。而 MENC 手冊中也建議：

每一年級的學生應俱備創作音樂的能力（MENC, 1994）。一些學者如

Best、Grant、Daniel 及 Kraths 等人更進一步強調：隨著即興在音樂教育

中的加入，教師本身必須也是一位即興者（Best，1990；Grant & Daniel，

1992；Kratus，1991）。故對如何在大班制的音樂通識課程中教授創作，

是教師及學生皆需來努力的層面，以下將由不同學者的研究論述中，來

歸納出應用創造力於音樂通識教育時的要點： 

一、 教師方面 

Brophy 認為音樂創造能力的訓練，可經由作曲教學和即興教學來引

導。對非音樂科系的學生來說，即興能力可顯示學習者全面性的音樂能

力，也是呈現學習者全方位音樂能力的指標。Brophy 強調即興教學之成

功與否，與其訓練的方式及訓練的過程有關，如：教師在設計創作課程

的目標時，應依照學生的音樂能力與經驗技巧來作準則，並讓學習者能

逐步地朝向學習目標來邁進；又如學習者在選擇創作成品的內容素材與

表現方式時，教師必須要在學習者既有的音樂基礎能力下來進行，並設

定循序漸進的教學步驟，才會有成功的創作產生（Brophy，2001）。由

此可知，依學習者的基礎所選擇出來的創作方式，才會是正確的創作教

學方式。此外，教師本身對創作教學的內容與活動方面應有確切的認

識，自己也必須先確實瞭解作曲和即興的整體概念與異同，最後才有可

能確切地依據學生已有的知識、技巧及經驗而在教學上進行適度的安排

（Kratu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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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ffinger 歸納出創造性學習的主要重點，並訂定出教學策略，他提

出三個不同階層的創造性學習模式，分別為：第一階層為對各類不同思

維的產生過程，第二階層為對複雜的思考及感情之處理過程，第三階層

為投入真正的創作挑戰。Treffinger 認為根據這樣的教學架構，可以增強

學習者自由創作的機會，而非限制其發展。由 Treffinger 的研究結果，

我們可以歸納出五項創作教學的應用原則，分別為：（一）在創造性的

學習及發展中，教學上具有了由簡易到複雜的多樣性及挑戰性；（二）

在創作性的學習過程中，學生的反應要比學習教材更具有重要性；（三）

創作性的學習必須是有系統，並且經過精心的規劃；（四）創作學習是

活的，而且是俱有轉化性的潛在力量；（五）創作性的學習不僅是了解

過去與現在，同時也是探索未來的一種過程（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 1983）。對於培養創造力的方法，Gardner（1973）即認為：「模

仿」對人在藝術性的發展上是必需經歷的一個步驟，但如果過於濫用，

則會扭曲了藝術的進程，故學生在音樂藝術上的「模仿」，應用於當他

們有足夠的能力駕馭他們的樂器的時候。Gardner 提出兩種不同的方法：

第一種是在明確的教導下來培養創造力，另一種則是在一個能讓創造力

發展的環境下來培育創造力（Gardner, 1973）。由此可知，教師應在不同

階段依學生的個別差異或是其能力進展而適時調整創作教學的方式。 

對通識教師而言，音樂創造力教學的重點應強調學習者的學習過程

及在創作經驗與創作能力上的培養，鼓勵與幫助學習者發展其個人特

色，並了解創作之多種可能性，而非僅以重視其作品成果之完美為教學

目標；此外還必須要依照學生的資質與能力之不同而適時調整教學步

驟，採取開放且具彈性化的方式，才能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二、 學習者方面 

根據 Amabile 對創造力的研究，認為「創造力」是領域相關技能、

創意相關技能、工作動力等三要項之組合與交互作用的結果。Amabile

 177



 
 
 
 
 
 
 
 
通識學刊：理念與實務 二卷一期 

並相信創造力是可以經由後天的訓練與教育而來，並非少數天生具創造

力人士的專利，因此創造力訓練與教育的內容，須以培養學習者的相關

領域知識、技巧與特殊才能為基礎（Amabile, 1996）。對音樂創造力的

培育而言，學習者在進行音樂創作時，對於音樂的各個要素也必須先熟

知，才有可能加以變化組合，呈現出完備的創作形式。 

有關音樂創作中的即興活動，Pressing 認為是一種決策性（decision 

making）的過程，即興演奏是演奏者將音樂中的元素或形式（如：節奏、

旋律）加以延伸而成，因此即興演奏者須具備「能夠知覺，並且調整音

樂中相關改變」的能力。故 Pressing 將基本樂理知識視為是即興演奏時，

演奏者所必須要具備的能力之一。Kratus 將即興演奏能力分為探索期、

過程導向的即興演奏、成品導向的即興演奏、流利的即興演奏、架構性

的即興演奏、具風格的即興演奏、個人風格的即興演奏等七個發展階段

（Kratus, 1991）。因此在創作學習上，學習者也相對的須具備一定程度

的音樂知識及技能，如即興演奏的技巧、樂器演奏等，才能夠逐漸提升

在即興演奏上的表現。 

Wallach 也提到，創造力不應是被教導出來的。應要被教導的應是

與特定學科或領域有關的技巧及對各種風格的領受度。故學習者所要學

習的是這些領域的實體及內容層面，而非只是學習其中的創造力。

Wallach 認為需要被教導的方面應是與創造性有關的技巧訓練層面，例

如讀譜或如何演奏某項樂器。Wallach 特別強調，技巧與知識方面的能

力需要先被建立，而後才能談創造力。Simonton 認為從研讀一些作曲家

們的著名作品中，可以學習到他們的創作過程，這些作曲家們的作品有

以下二點的共性：（1）情感在這些作曲家的作品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而

且是在創作作品之時即已存在。對聆聽者而言，他也可以深深感受到作

曲家要表達的情感。（2）作曲家所創作的作品反應出他們個人人生真實

的寫照。歷史上著名的作曲家們往往會根據他們生活的歷程而創作出各

種不同的主旋律，隨著作曲家經驗的累積，他們對音樂的品味也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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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且廣闊（Music Educators National Conference, 1983）。故學習者必須由

多方面來加強自己在音樂能力上的培育。 

由上可知，在音樂通識教育中，創作教學應是要確切的，並不應該

是將學生俱有先備知識這件事視為理所當然，應該是要由基礎知識的教

學開始。相對而言，學習者必需同時配合在音樂理論、樂曲感受、音樂

史等其他方面的學習，並將之進行整合性，才能具備多方面思考的能力

及演奏技巧，進而展現出創造的能力。 

陸、 創造力在音樂通識教育上的實踐 

在審視國內外多位學者對音樂創造性教學的要點與原則後，可知除

了教師自身的教學觀念與目標之外，學習者的能力與態度亦是創造性教

學是否能成功的關鍵，因此在應用創造力於音樂通識教學時，師生雙方

宜共同努力來實踐創造力教學的理念，本文建議如下： 

一、 建立一個具創作導向的教學環境 

Sloboda 對認知的研究結果中指出：每一位即興者腦中皆存有對知

識及對自然探索的能力，而這種能力是自小孩至大人都會用擁有的

（Sloboda, 1985）。但是目前在國內的大學通識教育中，受到授課時數不

足及學生輕看通識課程等因素的影響，往往讓發揮創造力的大本營－音

樂通識課程淪為單一及制式化的教學環境之下，因此無形中也扼殺了學

生在創造力上發揮的機會與潛能。故在通識教育中建立一個具創作導向

的教學環境，而非填鴉式的學習環境是當今音樂教師們所應正視的教學

方向，而其所具的特性，應包括：（1）以學生為主體，尊重每一個人的

創作天賦；（2）依學生的能力來建立創作教學時的目標；（3）教學方式

則要具創新性、啟發性、鼓勵性；（4）使用彈性化的教學方式，非制式

化的教學方式；（5）在程序上要循序漸進，兼重作品的創新性、價值性，

並將教學重點放在學生創作的過程，而非作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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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教師在創造性教學上的能力與經驗 

教育應重視發展每一個人的創造力與個別性，而自 1960 年開始，

國內外教育界的主流思潮即逐漸以激發學生的創造潛能，來做為教育上

的重大政策或目標，教育規章中也明定並強調創作的重要性，但對許多

身為大學通識教師的音樂家而言，由於缺乏教導創作的訓練與經驗；或

是未能查閱有關創作的研究與論著資料，以致實施成效受限，故一直未

能落實創作教學於音樂教育中。教師可從近年來有關於創作的研究與論

著中，來尋求教學上的幫助；更可由參與相關研討會與觀摩來增進教學

上的能力與經驗。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提供給學生多元化學習活動的

機會，並善用有效能的教學媒體。 

三、 培育學生在多方面的知識與能力 

音樂課程之主軸在於對音樂元素之感受與理解，而音樂美學原則是

助長學生成為音樂創作者之關鍵（林小玉，2001）。由於音樂創作教學

著重於先培養個人對於某特定領域的技巧及風格，進而培育出發揮創造

力的能力與方法，故教學的重點不應該先預設學生已俱有先備知識，而

是要實際地幫助學生們培育其在各方面的知識與能力。教師應根據學習

者的程度與能力，給予音樂基礎理論性方面的訓練（包括節奏、曲調、

和聲、音感），並可配合富有變化的教學法（如：遊戲、接力賽等），好

讓學習成為有意義又有樂趣的活動。在培養音樂感受性方面，應要讓學

生能多欣賞美好的音樂，並給予聆賞時的教導，如：樂器的種類、高低

音的變化、節奏的特色、調性的運用、樂曲的形式、時代的背景等，而

非讓學生只是被動地，消極地在聆聽。此外，在創作的教學中，需灌輸

學生發揮獨創性的觀念，要避免學生僅一味地模仿。故運用分組討論、

合作、操作、實驗、發表、說明等活動，來提升學生的創作與主動能力，

進而建構他們自己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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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善用科技化的教學媒體 

由於創作性的教學具有啟發的學習特性，教師在具有能啟發學生創

意性想法的能力之外，也應該要具備實踐創作性理念的教學輔具。

Horlacher 等研究者曾指出：電腦科技有助於高層次的創造處理過程，並

可幫助學生體現自我創作時的喜悅與滿足（Horlacher, Wes and others, 

1983）。隨著科技的進步，目前可應用於音樂創作的軟體如 Acid Pro, 

Audition, Sound Forge, Max, Hyperscore, Finale 等，都具有完整及便捷的

功能，也為創作學習提供了更多的機會與環境。因此，在音樂教學中，

教師在納入創作方面的實作型活動時，應善用科技軟體，好讓學生有整

合音樂知識及表達個人創造力的空間。尤其在大學的音樂通識教學中，

因為學生在使用電腦科技方面的知識與技能均已成熟，故建造一個數位

化的創作教學環境，並設計出多功能的網路學習系統，不僅可以補足傳

統教室教學的不足，更可幫助音樂教師為學生建造出一個終身學習的音

樂環境。 

柒、 結語 

在二十一世紀的大學校園中，各科領域皆在重視學生創造力養成的

培育，對大學音樂通識教育而言，透過「創作」活動來增強「理解」方

面的學習與訓練，及提昇「感受」方面的能力與經驗，已成為當今音樂

教學所不容忽視的方向。每位大學音樂教師也應在進行創造性教學時給

予學生廣大寬闊的思考空間，讓每位學習者都能將內在的創造潛能發揮

出來，好為社會灌注新的動力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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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reativity and Its Application on 
General Music Education 

Jin-Hwei Su 

Abstract 

Creativity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educational trends for many fields 

in the recent century. Due to the teaching goals and effects of general music 

education can not be completely fulfilled under current teaching condition, a 

new way of teaching music with creative activities needs to be developed, so 

that a creative, interactive, as well as continu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can 

be generate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music lear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definition of musical 

creativity, its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upon music education. Finally, 

principal ways of applying musical creativity to general music education are 

suggested by the author. It is hoped that an alternative way of teaching music 

with creativity can evoke our college and students with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so that a goal of life-time learning can be reached. 

Keywords: Creativity, musical creativity, music education, general mu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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