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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實例跨領域通識教育「自然科學與音樂」課程，於輔英科技大學共同核心課程之博雅

涵養部份屬自然科學類，在八十九學年度開始授課迄今。輔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的特色是將人

文關懷的精神融入所有為培養專業人才所需的課程中，其教育理念即在培養具備人文關懷的專

業人才。本主乃敘述該課程規劃設計和具體實施之內容，藉由科技與人文藝術之融合，提供通

識教育課程講授之另一種思考的模式。同時檢討和分析其施行之成效，除了提出日後改進之策

略和方法，建立該課程合宜之實施模式，以落實其實質效益之外，亦期望能分享本課程施行之

經驗，做為其它技職院校設計和實施通識教育課程的參考。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of general education of liberal arts 「 natural science and music 」 was

given at Fooyin University at the academic year of 2000 till now. The main feature for Fooyin 

Universi旬，s general education is to combine humanistic concept wi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tressing 

the spirit of general educational within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id巳als of Fooyin University lie 

in cultivating the professional elite with humanity caring. In this study, we try to provide a new 

concept to the courses of general education by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ies and humanities and 

describe and analyze the course programming. Besides, we would list out th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ca汀ying out the course as well as the reference model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xpected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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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fully, we would like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with the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technology for their general education. 

關鍵詞：通識教育、跨領域課程、博雅涵養、自然科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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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J lj 百

輔英科技大學在八十六學年為因應從專科改制為技術學院以及通識教育在技職

校院的發展，成立了通識教育中心﹔並在八十七學年設置通識教育委員會，用以訂

定通識教育政策及推動通識教育相關事宜。該委員會為校級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主要成員尚包括教務長、夜間部主任和其

他由校長遴聘之校內各學術領域專任教師擔任。其主要職掌為：訂定通識教育政

策、推動共同核心課程、審核博雅涵養課程及規劃潛在教育課程（張一蕃’ 2001-

2004 ）。

九十一學年改名科技大學，設置醫學與健康學院、環境與生命學院、管理與資

訊學院及人文與社會學院等4個學院﹔各學院院長亦成為通識教育委員會之當然委

員，而委員會之執行秘書仍由隸屬於人文與社會學院的人文教育中心（原通識教育

中心，於八十八學年改名）主任兼任。九十二學年為使通識教育委員會發揮其實質

之功能，乃修正其組織章程，將執行秘書原由人文教育中心主任兼任，改為由校長

白委員中指派。該學年度最重要的目標乃結合委員會之運作，與教育部二梯次提昇

大學基礎教育計畫之執行，重新檢討、規劃及擬定輔英通識教育推動的相關組織架

構及其執掌，以建立一套輔英通識教育之新模式。

輔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的特色，即是將人文關懷的精神，融入所有為培養專業

人才所需的課程中，所強調的就是一種具備通識精神的專業教育。 整個課程的規

劃，是以發展一個身心平衡的健康個人為出發點，進而藉由專業的能力去服務他人

與社會，以追求人我、群己、天人和諧的健康人生。因此在通識教育課程規劃上，

設計共同核心課程包括基本能力及博雅涵養兩部分，其總學分數四技為50學分，二

技為24學分﹔ 其中基本能力課程旨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之能力，而博雅涵養課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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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學生能透過多元選修，以提昇通識教育之品質。此外，並在所有課程中皆融入

通識教育的精神，建立技職專業與人文社會融合、跨學群整合的課程，以建立技職

通識教育之特色，達成全人教育之理念，希望所培育的學生，都能具備專業的素

養、關懷的情操、宏觀的見識及優雅的氣質，以適應未來民主化、多元化和國際化

的社會（張一蕃， 1998b 、 2001-2004 、 2002 ）。

輔英通識教育共同核心之博雅涵養課程自八十八學年開始實施，所有新開設的

課程，均需經過開課教師所屬單位主管簽章後，呈通識教育委員會審查，必須有

213以上委員同意始可開課﹔此外，對於開課滿3年之課程，亦必須再次提送委員會

審查，以確保其教學內容符合輔英之通識教育理念。博雅涵養課程共分為：人文

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和生命科學等5個領域，其中人文學和社會科

學由人文教育中心負責規劃﹔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和生命科學則分別由應用化學

系、環境工程衛生系和生物技術系負責規劃﹔而博雅涵養課程的總彙辦事務由人文

教育中心統籌辦理。

筆者於八十八學年從科學專業課程之講授，轉而開授通識教育課程。為期許能

有別於一般之通識課程，提供通識教育課程講授之另一種思考模式，因而選定藉由

跨領域的科學與人文藝術的融合為主題，提出博雅涵養課程「白然科學與音樂尸

並經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審核通過，在八十九學年開課，至今已有4個學年。期間

曾擔任輔英校定必修通識教育課程「健康的人生」自然科學講座、並於90年5月 25

日獲推荐在輔英所舉辦之「普通教室專業化、專業教室統整化」成果觀摩活動中，

以「音樂、科學與人生」為題，擔任示範教學之講座﹔此外，亦獲邀於教育部所委

辦之「高雄地區通識教育聯盟通識講座計畫」中，擔任「科技與人文的對話」之通

識講座課程的主講者之一。

所謂的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實施的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以下6種類型，包括：教

育理念整合之全領域課程、科技與人文社會對話課程、傳統與現代對話課程、以專

業領域為核心之整合課程、主題整合之相關領域課程、單元跨領域整合課程等，而

「自然科學與音樂」即屬於跨領域通識教育之科技與人文社會對話課程（簡光明，

2004）。本文將敘述「自然科學與音樂」課程規劃設計和具體實施之內容，並藉由

科技與人文藝術之融合，提供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講授之另一種思考的模式。亦期

望能分享本課程施行之經驗，做為其它技職院校設計和實施通識教育課程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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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本研究之方法首先是蒐集通識教育相關文獻，探討台灣大專院校實施通識教育

之發展概況。接著蒐集與分析本研究個案：跨領域通識教育「自然科學與音樂」課

程自九十至九十二學年之規劃設計和具體實施內容﹔並參酌修習本課程同學之心得

和學習成效、以及本校教學品質工作小組對教師所實施之教學反應調查，藉以改進

本課程相關內容和教學模式，進而探討及分析其施行成效。其目的除了建立「自然

科學與音樂」課程合宜之實施模式，以落實其實質效益之外，亦期望能分享本課程

施行之經驗，做為其它技職院校實施通識教育課程的參考。更期望藉由時領域通識

教育課程講授內容的設計和研究，能開啟科學與音樂的多元對話，以促進科技與人

文的融合 。

三、文獻探討

技職教育的目標在培養專業人才，他們必須具備豐富的人文關懷，才能對人群

社會有所貢獻﹔而人文關懷與專業素養的結合，正是通識教育的精神所在 。 然而回

顧國內通識教育發展的歷程，不難發現對於通識教育的關心主要來自一般大學 。 教

育部在民國47年頒布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在某種意義下，可以視為通識教育

的核心課程，隨後於53年、 62年、 66年均局部修訂 。 72年成立「大學共同科目規劃

研究專案小組」’檢討大學共同科目。並在73年9月為配合「大學必修科目表施行要

累的，使學生在自由選修中可獲得較佳的通識教育，乃公布「大學通識教育選修科

目實施要點」，要求各大學院校在「文學與藝術」、「歷史與文化」、「社會與哲

學」、「數學與邏輯」、「物理科學」、「生命科學」、 「應用科學與技術」等七大

學術範疇內授各種選修科目，同時規定學生必須修習4至6學分的課程 。 從此，台灣

各大學開始全面實施通識教育課程選修制度，通識教育在台灣如火如荼的展開，並

被視為大學課程改革重要的一環（黃俊傑’ 1999 、張一蕃， 1998a）。

而教育部為推動大學教育的全面性改革，培育當代社會所需的全人格人才，在

民國80年第四次全國科技會議中，正式將大學通識教育列入討論﹔國科會亦著手推

動大學通識教育研究計畫，廣邀學者舉行「大學通識教育研究主題規劃研討會」’

擬定大學通識教育基礎研究重點項目 。 據此，教育部亦開始資助台灣各大學推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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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教育改革﹔並多次召開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委託各大學辦理通識教育國際學術

研討會、及通識教育教師研習營等，藉由學術性研討與實務經驗交流，針對通識教

育議題進行剖析﹔並提出興革意見，以供教育部研議可行的方案，作為各校將來規

劃通識教育課程之參考（謝文英， 2001 ）。更在83年成立「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

會J ’成為目前國內推動通識教育發展、辦理各種通識教育活動、發行通識教育期

刊及宣導通識教育理念，最重要的組織之一。此外，教育部在84年發佈《中華民國

教育報告書一一邁向三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說明未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之具體

策略為：減少必修課程，將課程「核心」化、強化通識教育的功能﹔並在87年委託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辦理「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訪視」，共有58所公私立大學和師

範學院接受訪視（黃俊傑， 1999）。

因此國內的通識教育雖然在缺乏理念與共識的情況下，從若干所謂的「通識課

程」開始嘗試，逐漸構建出「精義論」、「均衡論」、「進步論」’乃至於「多元文

化論」之通識教育新理論等理論基礎﹔然而目前大部分的一般大學基本上對於通識

教育，均能有一明確的理念，無論在課程內容或行政制度上，都有相當完整的系統

結構﹔但是對於技職校院的通識教育卻是直到最近幾年，教育部才開始強調技職校

院應重視通識教育，而作了政策性的宣示，包括民國85年在教育部「重整技職教

育、提昇國家競爭力」說帖中，明確指示必須加強技職院校學生基本能力，重視通

識教育及職業道德教育﹔ 86年的「高等技職教育研討會」中，更以科技大學如何強

化通識教育，培養兼具科技與人文素養之專業人才為討論子題之一﹔並在90年委託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辦理「科技大學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訪視」，共有11所公私

立科技大學和 19所技術學院接受訪視（黃俊傑， 1995 、 1997 、 1999 ﹔張一蕃，

1998a ﹔翁瑞霖， 2004a）。

技職教育的宗旨首在培養各級各類的專業技術人才為社會服務。長久以來技職

校院的課程均強調專業與實務，即重視技術的內涵：高職和專科以培養基層技術人

員和實用專業人才為宗旨﹔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在研究學術和培育人才方面的特

色，皆以著重應用和專業為取向。因此技職校院的課程之規劃與設計，自然偏重專

業和技術科目，卻相對的忽略了通識教育（張一蕃， 1998a）。事實上，專業教育和

通識教育均有其特質 ， 專業教育著重培養學生從事專業工作的專門之能﹔通識教育

則著重在學生人文與科技素養的全人養成（謝文英， 2001 ）。而在快速的社會變遷

中，專業知識的學習已不足以因應未來的需要，一個人的生涯發展不僅有賴專業教

育，更須藉由通識教育較多基礎性的學習機會，培養學生經驗整合和判斷的能力，

尋求有效適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訐世卿， 1996 ﹔沈清松， 1994）。也因此產業界對於

技職體系的畢業生專業技術上普遍有肯定的評價，但在「溝通能力」、「領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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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外文能力」、「表達能力」及「人群關係」等項則有較劣勢的評估﹔相較於

普通教育體系，技職體系學生較缺乏人文、藝術及管理方面的素養（谷家恆，

1998）。而生活在現代社會中，或在職場中工作，人文的關懷與素養，也是決定個

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即使由專業的觀點來看，「科際整合」亦是未來發展的主軸﹔

若過分強調專業分化的技術而使視野狹窄，最終必然是不利的（張一蕃， l 998a）。

由於專業技術的教育日標明確，所以當一般大學為培養「通才」而實施通識課

程時，技職校院幾乎完全不受影響﹔同時對於通識教育的基本理念及其在技職體系

中的定位並未明確釐清，其範圍及內涵亦較為模糊，多數學校根本不知如何著手。

直到通識教育的理念提昇為強調人文關懷的「全人教育」時，部分技職校院方才覺

醒到通識教育的精神和技職教育的宗旨其實是一致的。因此，如何藉由通識教育課

程之實施，以培養具備人文關懷及宏觀視野的專業人才，是技職校院必須重視的課

題。然而，要達到技職校院通識教育的目標，不能將通識教育視為專業科目以外的

點綴，而應看做是一種基本精神。通識教育的實施重點，不在通識學分的多寡、通

識課程開什麼課，也不是「共同必修科目」的「通識化」，而是要將人文關懷融入

到整個教育的過程，成為一種具備通識精神的專業教育（張一蕃， 1998a 、 1999）。

台灣的大學院校全面推動通識教育自民國73年9月開始，至今已屆滿20年。這

20年來，大學通識教育在許多學者的努力之下，已經從點滴蔚為潮流，成為當前台

灣的大學教育改革的重要工作。流風所及，今日台灣的大學院校行政主管，一般都

肯定通識教育在大學教育中的重要性。展望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大學通識教育如果

希望更上層樓，就必須採取一個新的方向，這個新方向就是：從普及到深化。意即

在這20年來通識教育的重要性普遍獲得肯定，通識教育課程在各大學校園普遍實施

的基礎之上，經由全校課程結構的改革、個別課程的設計與內容的創新等途徑，加

強通識課程的知識內涵，使課程內容必須回歸「人」的本身，為「終身學習」而奠

基，以提昇通識課程教學的深度與高度（黃俊傑， 2002）。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自然科學與音樂」為一學期之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授課學分數為2學分，於

本校博雅涵養課程分類中屬於自然科學類。其課程目標為：音樂與科學有許多相似

之處，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音樂不僅是唯美的，它還能產生情感反應，亦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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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對於大自然某種本質的追尋或是對某種情感的追求。正因為音樂是由人類構築

的，所以它是人性的而非天然的，如同科學一樣是由人為所構築，由人以及人為的

工具所共同創造的。期望透過本課程，使學生由音樂藝術心靈，通達科學心靈，而

歸結於吏本質之「人」的心靈（翁瑞霖， 2003a）。

本課程授課內容概分為十個單元，包括：緒論、藝術的演進、自然科學的起

源、音樂的起源、自然科學與音樂的對話、電腦科技與音樂的對話、生命科學與音

樂的對話、健康人生小品與醒世格言、西方音樂家與著名作品簡介、西方科學家與

著名作品簡介，以健康人生為緒論導入自然科學與音樂之起源及相互之各種對話，

到介紹音樂家及科學家之生平事蹟，使同學從中學習科學及音樂的真與美。而所使

用之教學方法包括：講演、錄音（影）帶教學、樂曲解說與評論、心得分享、現場

演奏。所使用之教材則是自編講義（上網提供同學自行下載）、錄音（影）帶（CD 、

VCD 、 DVD）、樂器、相關專書及論文、樂譜（翁瑞霖， 2003a）。

現謹將本研究個案跨領域通識教育「自然科學與音樂」課程九十至九十二學年

之授課重要紀事、感想及改進情形，分別敘述如下：

（一）修課人數統計及學生成績評量分析

由於筆者對於同學為何會選擇「自然科學與音樂」這門課十分好奇，同時也希

望能在了解同學的選課動機之後，對於本課程實施之內容和方式，作適度的調整。

因此筆者在第一週上課時，會請同學寫下其選課之動機。經綜合整理後得到以下幾

種說法：因為喜歡音樂，所以只要跟音樂有關的便選了﹔音樂老師都比較仁慈﹔來

聽音樂順便籽解壓力﹔誤打誤撞選了這門課﹔因為只差一門自然科學領域的課，而

「自然科學與音樂」的課程名稱很特別﹔來聽自然的音樂，輕鬆一下，順道比較一

下自然的音樂與人工的音樂有何不同﹔想提昇自己的氣質﹔同學或學長姐強力推

薦﹔因為聽過筆者的演講或演出等等。而最多人寫的是：他們很想知道理性的科學

和感性的音樂，這兩者之間究竟有何關聯？又如何將其統整或使其產生對話？這兩

個截然不同的學門如何整合成為一門課程？是不是在實驗室內一邊拿著試管做實

驗，一邊聽音樂？或是在大自然的森林裡欣賞科學的音樂？許多人對這門課都是抱

著好奇的心理來選修的，也使得「自然科學與音樂」在本校成為不太容易選上的課

程。更因此讓筆者一方面喜悅於同學對本課程的興趣，另一方面則有面對同學高度

期許的壓力和挑戰。

「自然科學與音樂」 自九十至九十二學年共6個學期開設了 10個班次，總修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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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576人，平均每班人數約為57.6人。修習本課程的同學以醫學與健康學院316人

(54.9%）最多，環境與生命學院44人（7.6%）最少﹔而四技與二技修課人數分別為

357人和219人，所佔比例大約為62.0% 和38.0% 。其各學期修課學生之所屬學院和

學制資料如表一所示：

表一九十至九十二學年修課人數統計表

醫學與健康學院 環境與生命學院 資訊與管理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
學期 合Ht

四技 三技 四技 二技 四技 二技 四技 二技

九十

25 20 4 。 。 11 。 61 
上學期

九十

25 3 「 。 。 19 。 55 
F學期

九十一

10 23 3 。 。 。 18 。 54 
上學期

九十一

18 6 4 6 5 7 14 。 60 
下學期

九十二

66 23 4 2 21 23 2 34 175 
上學期

九十二

75 22 12 11 12 5 33 171 
立學期

小計 219 97 31 13 38 42 69 67 
576 

總計 316 44 80 136 

本課程的評值方法包括：平時成績（包括學習態度及三次作業） 40 %、期中書

面報告30% 、 期末考試30% 。在這三學年中，學生學期成績評量依學制和所屬學院

之不同，統計分析如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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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九十至九十二學年學生學期成績評量統計表

分數 醫學與健康學院 環境與生命學院 資訊與管理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
合計

級距 四技 二技 四技 二技 四技 二技 四技 二技

90 分
5 23 4 4 40 

以上

80-89 分 96 67 4 5 7 24 37 34 274 

70-79 分 90 6 14 5 21 14 29 32 211 

60-69 分 26 9 6 。 2 。 45 

不及格 2 。 3 。 。 。 。 6 

iN~十 219 97 31 13 38 42 69 67 
576 

f庸、三十 316 44 80 136 

整體而言，二技學生成績評量的表現較四技來的好。四技總修課人數357人中

有43.4% (155人）學期成績評量在80分以上﹔而不及格比例為1.4% (5人）。二技總修

課人數219人中有68.5% (150人）學期成績評量在80分以上﹔而不及格比例僅為0.7%

(1人）。其中又以醫學與健康學院的三技學生表現最好，在修課人數97人中有92.8%

(90人）學期成績評量在80分以上﹔而沒有任何同學不及格。探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

幾點：

1. 二技學生較為年長，思慮和成熟度較高，也比較會自我要求與學習。

2. 二技學生基本上都已完成專科教育階段，平均素質應較剛自高中職畢業的四技學

生奸。

3. 大部分的二技學生已有職場或軍旅、社會歷練的經驗，在學習態度和課堂參與及

分組報告的撰寫和表現上，都較四技學生優秀。

尤其是護理系的二技同學大都為在職進修，本身在職場上就經常要寫各種報

告，因此對於期中報告的內容和製作，更是採取高標準的自我要求， 故其報告成績

普遍都高於其他學系至少10分以上﹔而且或許是護理專業訓練過程的嚴謹性，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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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具有很強的責任感，無論是課堂的參與或是平常作業，都是非常的用心和努力。

從本課程八十九學年開設以來，其整體表現一直是修習本課程所有學生之中，最亮

麗的一群。

（二）上課地點及設備

本校通識教育博雅涵養課程上課時段日間部為週三下午 1 : 00~5: 00 、週四及

週五上午8 : 00~ 12 : 00 ﹔進修部則為週三晚上06 : 10~09: 45及週六上午8 : 

00~12: 00 。由於課程集中在某些時段，對於各單位在排課方面有其便利性﹔然而

由於訐多博雅涵養課程都必須使用多功能之視訊教室，但是本校日前所擁有具有完

整設備（DVD 、 VCD 、 VHS播放機，麥克風，單槍投影機，電動螢幕，筆記型或個

人電腦等）的視訊教室數量不多，且分別由不同單位負責管理。因此開課老師必須

向主管單位採取登記使用的方式，也因而造成同一時段的同一門課程經常換教室，

不僅影響學生的課室參與，更影響了上課的品質。

以「自然科學與音樂」課程為例，除了前面敘述所需要的視訊設備之外，更需

要有一個具有良好隔音設備的教室，否則不只會影響到附近教室的授課之外，本課

程上課品質亦會受到影響。但是在九十一學年以前，本課程每學期可以使用具備上

述完善設備的視訊教室，大概只有一半的機會，而且是分屬上下樓的不同視訊教

室，若再加上普通教室的話，一學期至少要在3 、 4間教室之間遊走。而在普通教室

上課時為－了音響效果的大小、好壞，經常造成筆者授課時很大的壓力，有時必須事

前先向隔鄰教室的老師、同學致歉，或隨時準備必須關機停止播放。

本校在九十一學年末也察覺上述情形對教學品質的影響，為避免因視訊教室或

相關設備器材之不足，影響教學活動之進行，乃決議自九十二學年起，教務處課務

組普查全校所有視訊教室及設備，將其作統籌規劃，以達成其最高之使用率，因此

前述情況已有大幅之改善。例如「自然科學與音樂」課程在九十二學年的6個班

級，都安排在幼保系的小劇場，不僅使上課的品質大大提弄，而且小劇場中的舞台

和燈光效果，更使筆者在作現場音樂演奏和指揮樂團演出時，都有更好的效益。

（三）音樂賞析

在音樂賞析部分本課程每週介紹一位音樂家之生平和欣賞其著名作品，包括：

韋瓦第（ Antonio Vivaldi ’ 1678 - 1741 ，義大利，協奏曲之父） 四季小提琴協奏

曲﹔巴哈（ Johan Sebastian Bach ’ 1685 - 17呵，德國，音樂之父）一無伴奏大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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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奏曲、古諾聖母馬利亞、布蘭登堡協奏曲第三號﹔海頓（ Franz Josef Hayden ’ 
1732-1809 ，奧國，交響樂之父） 驚愕交響曲、時鐘交響曲﹔莫札特（Wolfgang

Amadeous Mozart ’ 1756-1791 ，奧國，音樂神童） K525小夜曲、 40號交響曲﹔

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 1770 - 1827 ，德國，樂聖）一英雄交響曲、田園

交響曲、給愛麗絲﹔舒伯特（ Franz Schubert ’ 1797 - 1828 ，奧國，歌曲之王）一

縛魚鋼琴五重奏﹔孟德爾頌（ Felix Mendelssohn ’ 1809 咱 1847 ，德國，莫札特第二）

一芬8日爾洞窟、乘著歌聲的翅膀、結婚進行曲、春之歌﹔蕭邦（ Frederic Chopin ’ 
1810 - 1849 ，波蘭，鋼琴詩人） 軍隊波蘭舞曲、幻想即興曲﹔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 1833 - 1897 ，德國，溫厚音樂家）一大學慶典序曲、第五號匈

牙利舞曲﹔比才（Georges Bizet ’ 1838 - 1875 ，法國）一卡門組曲、卡門序曲、鬥牛

士進行曲、法朗多舞曲：柴可夫斯基（ Peter Ilytch Tchaikovs旬， 1840 - 1893 ，俄

國，悲愴大師）一 1812序曲、胡桃鉗之糖果仙子之舞﹔德佛札克（ Antonio

Dvorak ’ 1841 - 1904 ，捷克，近代波希米亞音樂之父）一新世界交響曲、幽默

曲。

本課程中僅介紹西方音樂家，絕非否定東方音樂家的傑出表現。實乃因筆者從

科學專業課程之講授，轉而開授通識教育課程，為期許自己能開設有別於一般之通

識課程，因而選定藉由科學與音樂之融合，提供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講授之另一種

思考模式﹔而為不影響教學品質，因此在課程內容設計部分，以較為熟悉之西方音

樂家為介紹之主體，其間穿插部分因課程相關內容提及之東方音樂家。此外，在音

樂賞析部分除了前述每週作音樂家簡介及著名作品欣賞之外，為配合課程內容，亦

補充相關之音樂曲日，例如：

1. 在上課第一週的開場白，筆者播放『麻吉弟弟』專輯，藉由裡面的一句對白、、太

慢了，幫我調到 180＂，告訴同學、、 180’，這個數字在音樂和數學中所代表的意

義 c

2. 播放「大黃蜂飛行」小提琴版，以利同學感受其與快于鋼琴家麥克森所演奏的鋼

琴版之異同。

3 在音樂遊戲的課程中，筆者用小提琴作各種音樂數字化的演奏遊戲 。

4. 在欣賞韋瓦第「四季協奏曲」的同時，筆者亦用小提琴獨奏由早川正昭所作依

「四季協奏曲」之巴洛克風格，將 12首台灣名謠改編成弦樂協奏曲「台灣四

季」，以利同學將二者做東西方音樂的比較（早川正昭， 1989 ）。

5 在打擊樂器介紹時曾提及木魚，因此我們欣賞「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木魚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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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樂曲﹔也由木魚的介紹談及中國音樂，而介紹了電影「臥虎藏龍」中由

馬友友演奏之主題曲及李玟所演唱的「月光愛人」﹔並觀賞目前著名的民俗音

樂演奏團體、、女子十二樂坊H 的VCD演出。

6. 在電腦科技與音樂的對話中，介紹了喜多郎的「絲網之路」、陳美的「花木蘭主

題曲」、 Bond辣妹四重奏的「龐德007主題」和倫敦交響樂團的「星際大戰首部

曲」之電腦音樂及其製作或生平，讓同學明暸相差20年的東西方電腦音樂創作

者之音樂風格及其創作之時代背景。

7. 筆者在1993年指揮美國聖路易台灣青少年室內樂團及參加當地音樂節慶之小提琴

獨奏演出錄影帶，也安排於課程中播放，使同學對於樂團的編制、台灣名謠的

創作及指揮和演出者的角色扮演，都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8. 此外，在課程中亦欣賞薩拉沙泰（P. Sarasate）的「流浪者之歌」、聖桑 （C. Saint

Saens）的「天鵝」等名曲﹔並在課程中以舒伯特的「野玫瑰」、閩南語流行歌曲

「雪中紅」、國語流行歌曲「一個故事」為例，教授同學歌唱的技巧和如何自我

訓練音感。

除上述內容之外，為了解同學音樂賞析後之感想，乃挑選部分樂曲，讓同學聽

完後寫下心得。筆者從中發覺大部分同學都具有很高的創意和想像力，有的將「英

雄交響曲」與時事結合，發表對戰爭和英雄的看法﹔也有因為「芬加爾洞窟」旋律

的夢幻飄逝，而將其模擬成童話故事般敘述，大談王子與公主的未來﹔甚至「1812

序曲」也能藉由大戰將啟、軍人遠征，而論及淒美的愛情故事﹔更有藉由音樂賞析

後之心得，抒發其在求學過程、職場工作、家庭生活和人際關係之各種看法，讓筆

者驚訝音樂效應所產生之實質效果。

有時筆者亦會先將作曲者之著名作品解釋後，再播放樂曲給同學賞析，但是並

不告知所聽樂曲之曲名﹔而同學在聽完後，必須根據之前的著名作品解說，推論所

聽的是哪一首樂曲。例如：在介紹貝多芬時，筆者會列出其6首著名作品並作解

說，包括「第三號英雄交響曲」、「第五號命運交響曲」、「第六號田閩交響曲」、

「第九號合唱交響曲」、「皇帝鋼琴協奏曲」、「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接著筆者隨

機播放其中之一首樂曲，同學在聆聽的過程中，推論此樂曲為前述6首著名作品中

之哪一首，並寫下其賞析後之感想。此活動既可促進師生互動、增加同學課室的參

與之外，亦能使同學專心聆聽、用心思考，更能做隨堂的小測驗和點名，對於本課

程之實施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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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中報告

在期中報告部分，筆者要求同學選擇1位音樂家或科學家為主題，字數以2000

字為原則，內容必須包括：敘述此人物之生平、選擇該人物之原因、此人物對你或

社會之影響及貢獻、此人物帶給你的省思為何。而同學為了能有好的報告成績，除

了上綱、上圖書館找尋相關之名人傳記外，也前往藝術館、科博館、音樂廳參加相

關活動，以求對所撰寫之人物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也成為通識教育潛在課程的另一

種學習。

為了增進同學的課堂參與，形成共同學習的風氣，自九十一學年起，期中報告

由個人書面報告改為3至5人的小組書面報告，並由其中挑選若干篇作口語報告。實

施一年多來，發覺各組為提高期中成績並爭取口語報告的機會，所繳交之小組報告

較之前的個人報告，更加完整和用心﹔而口語報告時更是竭盡所能的表現。當然採

取小姐報告自然無法避兔有同學會趁機混水摸魚，因此筆者皆要求各組必須將每一

位同學的工作分配及貢獻度於報告中註明﹔而筆者亦會安排時間和各組分別討論其

內容，以期將小組報告所可能造成之不公平的情形降到最低。另外，對於期中報告

內容不夠充實，或僅由網路搜尋直接下載而未加以彙整和敘述個人看法或心得者，

亦要求其必須重寫以達成學習撰寫報告之基本要求。

筆者亦從同學繳交之報告中發覺，不論音樂家或科學家，同學所選擇的題材都

是非常經典的人物，而且大都集中在某幾位身上，譬如以音樂家為主題者不外乎貝

多芬、莫札特及蕭邦﹔科學家則是愛因斯坦、牛頓及居禮夫人。而後在筆者的積極

鼓勵下，同學涉獵之音樂家及科學家的範圍逐年增廣許多，雖然上述的經典人物仍

然是熱門人選，但是馬友友、林昭亮、胡乃元、許常惠、朱宗慶、江文也、郭芝

苑、郭英男、及李泰祥這些華裔或本士的音樂家，也在同學們討論的範圈。而披頭

四、環保音樂家馬修連恩、「貓」音樂劇創作者安德魯洛伊韋伯、凱文科恩、快腳

踢踏舞王麥可、快手鋼琴家麥克森及木匠兄妹等，也是經由同學的詳盡介紹，才讓

大家有機會更深一層了解到這些平常較少談及的音樂名人。甚至流行樂壇之偶像人

物亦有同學做為期中報告的主角，例如：張雨生、張國榮、張中立、鄧麗君、蕭煌

奇等。而其他著名的科學家也逐年增加中，例如理查費曼、馬可尼、 諾貝爾、富蘭

克林，以及華裔科學家丁肇中和李遠哲等。

此外，描述音樂家為主題的比例一直比科學家高，而且有逐年增大差異的趨

勢，從最早的75%和25% ’逐漸轉變為的%和15 %。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選修本

課程的同學有80%以上為非理工科系，故同學雖然對音樂家並不是那麼熟悉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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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相對於科學家的陌生和疏離，相信選擇以音樂家為主題者應會佔較多數，而

實際上也確實是如此，畢竟對同學而言，感覺上音樂要比科學容易親近和喜歡。加

上可選擇的音樂家和科學家範闡並不限定在傳統的經典人物，此舉雖然可以使選擇

題材更加多元和宏觀，但也促使同學得以依其興趣和喜好決定報告的主題，因此許

多流行樂壇偶像級的音樂人物，自然成為同學心目中之最佳選擇，導致音樂家的比

例逐年升高。為使期中報告不因上述之比例不平衡，而無法達成預期之成效，筆者

考慮將期中書面報告修正為每一組必須繳交科學家和音樂家各一篇，同時也將適度

劃定一個範園或選項，藉以引導同學報告主題的選擇。

（五）數學與音樂的對話

在一般的觀念中，數學與音樂是兩條溼滑分明的平行線，數學就是用十個阿拉

伯數字和若干符號所造出的一個「真」的世界，而音樂則是用五線譜和一些音符所

組成的一個「美」的世界。然而追溯至數千年前，其實數學與音樂都是藝術領域的

一份子。西元前五、六世紀，古中國春秋戰國時代有禮、樂、射、御、書、數「六

藝」’為當時知識份子必須學習的一些基礎科目，其中的樂是音樂，而數則是算術

（翁瑞霖， 2004b）。

同－時期的古希臘則將藝術分為「通俗藝術」和「自由藝術」，數學與音樂均

屬後者﹔在古希臘的教育課程中甚至一直到中古世紀，音樂一向被視作是數學的一

部分﹔而「音樂家」也專注於了解音調的數學基礎。到了十二世紀，音樂才逐漸脫

離了數學所訂下的成規及公式。但即使如此，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刊的。－1550）的

教育仍將音樂、數學及天文學視為一體，將算術、幾何、天文及音樂統整在數學之

中，成為西方中世紀時代所謂「四藝」的教育內容。而到了十八世紀，德國的著名

理性哲學家萊布尼茲（Leibnitz）仍然如此寫道：音樂是一種秘密的數學演練，沉溺其

中的人並不了解原來他是在操作數字。由音樂與數學之間的歷史關係得知，他們是

有所對話、關聯及相互影響的（曾志華， 2000 、 Mario Livio • 2004）。

數學和音樂都是由抽象的觀念中，創造連貫一致的模式，由離散分立的資料中

創造統合的整體 ， 乃是人性基本的組織活動 ， 其模式使我們深信宇宙中必有某種次

序（Anthony Storr ’ 1999）。數學源自於人們對自然界規則事物的觀察 ，是一種研究

自然規律的科學，而音樂則是對於聲音中規則變化的認識，二者都是在認識自然，

對自然界的事物作描述或探求（曾志華， 2000 ）。因此音樂就是感覺中的數學，是

一種隱藏的算術練習，透過潛意識的心靈跟數目字在打交道（蔡聰明 ， 1994 ）﹔而

數學則是推理中的音樂，兩者的靈魂是完全一致的（歐陽絡，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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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樂的領域中，運用數學來處理相關問題的範例很多，例如：古希臘的畢達

哥拉斯（Pythagoras）發現弦長的簡單整數比，進而推演出畢氏音階（黃嘉彥，

2000 ）﹔德國的維爾克邁斯達（Werckmeister）發表十二平均律、古中國朱載堉提出

十二平均律計算法（曾志華， 2000 ）﹔法國的傅立葉（Fourier）針對週期性聲音進行

研究，發現任何聲音都可以用簡單的正弦函數各項的組合來表示﹔而人類得以發明

電視機及其他視訊器材更是從小提琴的琴弦振動所推導出來的（ Ian Stewart ' 

1997 ）﹔並藉由英國泰勒（Taylor）所發表琴弦的基本振動頻率公式所衍生之數學計

算方法，提昇弦樂器之教學品質（翁瑞霖， 2002）。同時亦由可見光與十二平均律的

探討中，以數學演算分析之方式，推論音樂與色彩的相對應關係（翁瑞霖， 2003b)

﹔並應用數學的規律性和對稱性，解析和探討莫札特的音樂放應（翁瑞霖，

2004b）。

三十世紀對於音樂的數學研究方面，首推俄裔美籍音樂理論家薛林格

(Schillinger），他在1941年出版了 12本名為Schillinger System of Music Composition的

著作，藉由數學來發展科學上的（或合乎科學的）全新音樂本質。這個系統也被形容

為「一種在電腦出現以前的電腦音樂」，在他的許多作品中，似乎也預知以演算式

作曲的發展前景。而近代隨著錄音技術及電腦音樂的精進，加速了數字量度的準確

性，因而鼓勵了數字音樂的創作。更因為對於數學與音樂關係之認識的不斷加深，

以數學計算代替作曲，已成為現代作曲家的一種創作方式，其所創作之樂曲乃是將

作曲的過程公式化，把音程、節奏、音色等素材都編成數碼，然後按照需求發出指

令，以計算機的功能進行選擇，再將其結果編寫成樂曲並演奏出來。此外，眾所週

知的抗黃金比例H ，就是和諧性最完美的典型表現，除了建築造型上的普遍運用

外，其美的效應亦運用在樂曲各部分之間完美的數學比例關係。故代表理性的數

學，其規律、和諧與秩序所產生的美感，雖無聲音之傳遞，但與音樂是根本相連

的﹔而代表感性的音樂，其音強、音高、音色、節奏、旋律、曲式及風格，雖無明

顯之數字表達，但數學的蹤影處處可見（童忠良， 1993 、吳鼎武﹒瓦歷斯， 2003 、

翁瑞霖， 2004c 、 Mario Livio ' 2004）。

「自然科學與音樂」課程既然是以科學與音樂之多元對話為主，自然無法避免

談及數學或與其相關的內容 。 然而修習本課程的同學，超過的%以上為非理工科系

的學生，因此在數學的相關問題方面基礎和程度較薄弱﹔更有許多是從小痛恨、拒

絕、逃避和害怕所有和數學相關的話題。故筆者只能嘗試在課程實施內容和方法

上，做最適合的設計﹔而其中有幾個重要的設計原則，是筆者必須把握住的：第

一、讓同學辦棄對數學的負面想法，拉近同學和數學的距離﹔並適時鼓勵同學以加

強其信心，讓大家了解數學除了「真」之外，也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欣賞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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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二、有關數學的各種內容，盡量以敘述性為主，避免使用或演算方程式﹔

如真有必要，也以最簡單的「加減乘除運算」和「數字遊戲化」的方式呈現。第

三、強調味見自動手做」’藉由同學實際演算、操作、測量、創作及機智問答等課

程活動的設計，增加每位同學課程的參與，提昇其學習的成效（翁瑞霖， 2004d ）。

因此上課的第一天筆者即以《麻吉弟弟》專輯裡面的一句對白帆太慢了，幫我

調到180＂為開場白，告訴同學、、 180＂這個數字在音樂中所代表的意義﹔並借用兩

位著名科學家和音樂家的名言：愛因斯坦一仙人生的幸褔就是科學與藝術這三個無

限世界的不斷追求r’，貝多芬－ ＂只有藝術與科學的結合才可以把人提高到神的境

界M ，開啟了科學與音樂的第一次對話。而本課程有關音樂的各種記號大都以簡單

的「加減乘除運算」來說明。例如：簡譜和五線譜的數字關係﹔速度和數字的關

係：升降記號的加減關係﹔拍號的分數、約分、擴分關係﹔音符和休止符的力日減乘

除關係﹔音調調性的次序和數列關係等。促使同學以熟悉的四則通算來學習音樂，

更藉由喜愛的音樂來理解數學的概念﹔而這種跨領域的教學方式，除了提升其數學

與音樂的學習效益之外，亦能開拓其宏觀的視野。

（六）現場演出示範教學

筆者於本課程中特別邀請與本校建立教育夥伴關係之山頂室內樂團至課堂演

出，由筆者指揮並現場解說樂曲，同時教授同學了解樂器的種類、發音和演奏方

式，及指揮、樂團首席、分部首席和每一位樂團成員，在演出時所扮演的角色。對

大多數的同學而言，如此近距離的欣賞樂團現場演出實屬第一次，因此每一位同學

都十分專心且非常興奮的聆聽演出。而演出的曲目從古典名曲到中外名謠，皆為筆

者所改編之管絃樂組曲，故筆者也藉此機會再一次和同學分享作曲的經驗及技巧，

而本課程也在歡樂樂聲中畫下句點。

92年12月 24日正好是星期三，為進修部上本課程的時間。為了給同學一個不同

以往的聖誕夜，筆者特別提前邀請該樂團至課堂演出比才的「鬥牛進行曲」和「法

朗多舞曲」、帕可貝爾 (J. Pachelbel）的「卡農」、韋瓦第的「第10號小提琴協奏

曲」，及台灣名謠 「快樂出帆」 、「蝶戀花」 、「望你早歸」 和 「桃花過渡」等多首

中外名曲，進行古典音樂和台灣名謠的交流與對話。筆者同時準備小禮物進行現場

有獎徵答，最後在同學、山頂室內樂團和團員家長共同演出「聖誕組曲一平安夜、

普世歡騰和聖誕鈴聲」的歡樂樂聲中，一起度過一個難忘的聖誕夜。 據事後同學的

反應得知，當天所安排的活動令他們充滿驚喜與感動，以及無限快樂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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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未來展望與結語

本校教學品質工作小組為了解同學對各課程教學反應情形，期望藉此幫助師生

在教與學的成長過程中，建立更良好的互動關係及提昇教學品質，定期對全校每個

課程實施教學反應調查，採無記名方式進行，包括教師的教學態度、教學內容、教

學方法、教學評量、和學生學習該課程的收穫、學生白評，以及敘述任課老師教學

的優點和對該課程的建議。以九十至九十二學年對本課程所實施之教學反應評量調

查為例，其教學反應評量調查之各項得分，及本校大學部所有課程之平均值，如表

三所示：（滿分5分）

表三九十至九十二學年教學反應評量調查表

教學 教學 教學 教學 整體 大學部

學年 課程名稱
態度 內容 方法 評量 評量 排名

自然科學與音樂 4.45 4回44 4.31 4.13 4.32 

九十 第 8 名

大學部所有課程 3.99 3.94 3.79 3.86 3.86 

自然科學與音樂 4.47 4.39 4.34 4.18 4.31 

九十」 第 18 名

大學部所有課程 3.93 3.86 3.72 3.82 3.80 

自然科學與音樂 4.66 4.57 4.49 4.27 4.51 

九十二 第 5 名

大學部所有課程 4.13 4.02 3.94 3.92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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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與音樂」課程之各項教學反應評量結果，均較本校大學部所有課程

之平均值高，其整體評量亦均為本校大學部評比之前10% 。從教學反應評量及同學

針對本課程之心得感想與建議內容，顯見同學基本上對本課程多抱持肯定的態度。

然而本課程仍有訐多可以再加強的地方，例如：在本課程中東方音樂家和科學家之

內容不夠充實，且較無系統﹔科學與音樂之對話部分，數理和電腦科技之外的其他

科學領域應再增加份量﹔同學對課程的參與程度必須提高，以扮演更主動積極之學

習角色等等，都是本課程可以再加強改善之處。只是在本課程中如果再增加t述內

容或活動，買IJ 目前僅有兩個學分的課程絕對無法涵蓋所有內容。因此筆者正在思考

究竟是將本課程增為3學分，或是增為「自然科學與音樂（I)」和「自然科學與音樂

(II划，還是改為「東方科學與音樂」和「西方科學與音樂」兩門課，目前尚無定

主A、
再問 υ 

此外，本課程進行的方式也應該從教室內講授，逐漸往科學博物館、歷史博物

館、藝術館及音樂廳移動，使本課程除貫徹博雅涵養之內在精神外，也能兼顧潛在

課程之外在動態活動，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然而由於戶外的教學每每在安全性、

經費、人數、交通和時間安排的實際考量下，經常都無法實現，殊為可惰。本課程

目前所能作的僅能將演出或展示主題的訊息轉知同學，讓同學自行考量是否前往﹔

或蒐集相關資料後，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有時亦藉由本校執行教育部二梯次提昇

大學基礎教育計畫之辦理通識教育講座活動，邀請課程相關人員或團體蒞臨演講或

演出，以增加課程之多元互動。

台灣日前通識教育的推動相當熱絡，配合教育部兩梯次提昇大學基礎教育和推

動通識教育品質的提昇與改進計畫的實施，加以多元又頻繁的通識教育各項研討

會、研習會、座談會、講座、訪視和評鑑，而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本研究探討跨

領域通識教育課程「自然科學與音樂」之間設，將其具體實施方式與內容為文敘

述，對於通識教育之學術性或學術價值的提昇，或許其貢獻度和研究性，不若其他

學術著作顯著﹔然而在通識教育發展的歷程中，除了通識教育學術理論的探究之

外，本文以其實際施行個案的檢討、分析與改進策略的訂定，進而經驗傳承與分

享，主要希望能鼓舞大家積極參與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或講授，並提供通識教育課

程教授之另一種思考模式，做為其它技職院校實施通識教育課程的參考，相信對於

通識教育的實質推動，也應該有其一定程度的助益。更期望藉由科學與音樂的跨領

域多元對話， 能促進科技與人文的融合。



跨積域通識教育課程「自然科學與音樂」實施模式之探討 。

參考文獻

1. 早川正昭（ 1989) ' （台灣四季〉（台北：上揚樂訊雜誌社）。

2 谷家恆等 ( 1998) ' 〈由全面品質管理理念探討技職教育與產業配合之研究〉，

〈教育研究資訊〉，第6卷，第2期，頁l～ 15 。

3. 吳鼎武﹒瓦歷斯（2003) ' （碎形音樂〉，〈科學月刊〉，第34卷，第1 1期，頁959

～963 。

4. 翁瑞霖、許維禎 ( 2002) ' （由琴弦的振動看數學與音樂的對話〉’〈科學月

刊〉，第33卷，第8期，頁708～7日。

5. 翁瑞霖（ 2003a) ' 〈技職教育通識課程之實例一一輔英科技大學「自然科學與音

樂」〉。〈通識教育季刊》，第9卷，第2期，頁90～ 110 ° 

6. 翁瑞霖、邱智藻（2003b) ' （音樂看得到？〉，〈科學月刊〉，第34卷，第11期，

頁950～954 。

7. 翁瑞霖（2004a) ' （探討輔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課程「健康的人生」之課程設計

與實施〉。〈通識教育季刊〉，第？？卷，第？？期，頁？？～？？ 0 

8. 翁瑞霖 (2004b) ' （數學與音樂的對話：探討莫札特音樂的數學應用及其效

應〉’〈師大學報〉，第49卷，第2期，頁l～ 16 。

9. 翁瑞霖（ 2004c) ' （黃金數的傳奇〉，〈科學月刊〉，第35卷，第4期，頁306～

311 ° 

10. 翁瑞霖（2004d) ' （跨領域通識教育課程開啟數學與音樂的對話〉，〈高雄師大

學報〉，第16期，頁103～ 121 。

11. 張一蕃 (1998a) • （人文關懷與專業素養〉’〈通識教育季刊》，第5卷，第2期，

頁27～35 。

12. 張一蕃 (l 998b) ' （科技濟世與人文關懷〉（台北：台北醫學院第七屆通識教育

教師研習營）。

13. 張一蕃等 （ 1999) , （技職校院通識課程之規劃〉（高雄：輔英技術學院教育部

委託專題研究計畫）。



。過識教育博學期刊

14. 張一蕃等（2001-2004) ' ｛輔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實胞模式之建立〉（高雄：輔

英科技大學教育部提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

15. 張一蕃（2002) ' ｛健康科技大學的理念一．．輔英技術學院的個案〉（武漢：武漢

大學海峽兩岸大學通識教育暨大學校長治校理念與風格研討會）。

16. 曾志華（2000) ' ＜開啟數學與音樂的對話（上、下）〉，〈翰林文教雜誌〉，第

16期，頁57～惕。

17. 黃嘉彥、張如梅（2000) ' ＜科學與音樂的對話〉，〈科學月刊〉，第31卷，第6

期，頁518～527 。

18. 童忠良等（ 1993) ' ｛音樂與數學〉（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

19. 歐陽絡（ 1996)' ｛數學的藝術〉（台北：九章出版社）。

20. 蔡聰明 ( 1994) ' ＜音樂與數學：從絃內之音到絃外之音〉’〈數學傳播〉，第

18卷，第1期，頁78～96 。

21. 簡光明 (2004) ' ｛跨領域整合型通識課程的實施模式及其意義 以醫護與人

文融合課程為主的探討〉（高雄：輔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跨領域整合課程研討

會）。

22. Mario Livio著、丘宏義譯（2004) ' ｛黃金比例 1.61803...的秘密〉（台北：遠流

出版社）。

23. Ian Stewart 、葉李華譯（ 1997) ' ｛大自然的數學遊戲》（台北：天下文化出版

社）。

24. Anthony Storr菁、張醒醒譯（ 1999) ' ｛音樂與心靈〉（台北：知英出版社）。


	00000041
	00000042
	00000043
	00000044
	00000045
	00000046
	00000047
	00000048
	00000049
	00000050
	00000051
	00000052
	00000053
	00000054
	00000055
	00000056
	00000057
	00000058
	00000059
	00000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