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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音樂律動提升兒童的創造力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幼稚園的音樂活動中運用創意的音樂律動去提升兒童創造力的可

行性，讓兒童從接觸創意律動的過程中，體驗創作的樂趣，從而激發他們有更大的

創作意慾，奠定他們日後能具獨立思考和創作的基礎。研究過程將以創意的律動配

合音樂活動進行，採用實驗組及控制組形式進行，並以課堂直接觀察的記錄、兒童

表現評量表及錄影帶所得的資料，展示 18 名 5-6 歲的高班兒童在活動中創造力的

表現，並作出分析及比較。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在音樂活動中透過動作教育、基本

動作及音樂概念能提升兒童的創造力，教師角色的轉變、學校課程的調整、提供適

當的環境及開放性問題，有助提升兒童的創造力 。 

 

 

 

Promoting children’s creativity through musical movement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musical movement to enhance 

children’s creativity. From children’s exposure to the process of the creative movement, 

they can experience the pleasure of creation that stimulates their desire to express their 

creativity. This laid them to have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the foundation for 

creativity. By splitting children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direct 

observations are conducted on 18 children (aged from 5-6) and a class teacher in an 

upper class during the music movement lessons. By using direct observation, video-

taping and rating scale, children’s creative behaviour and move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lass teacher’s behaviour are observed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children’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re enhanced through musical 

movement activities. The change of roles and the open-ended questions from teachers, 

the adjustment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the provision of appropriate environment that 

help enhance children’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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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研究背景 

踏進廿一世紀多變的社會，知識和科技發展每日不斷更新，我們已經無法像

以往一般只用一套固定注入式的教學法去教導現在的兒童去適應未來的世界。根據 

教育統籌委員會 (2000) 對二十一世紀教育改革的遠景提出建議， 它強調「富啟發

性的學習環境能引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慾，鼓勵發問和探索，並能提供空間和機

會，讓學生發揮他們的獨立思考和創意，為社會培育善於創新及應變的人才」(頁

30)，所以要培養兒童創造思考的能力，已成為現今的教育趨勢。每位兒童天生都

具有創造潛能 (陳龍安，1995; Mayesky，2009)，故此我們有需要微調傳統的教學

方式，以開放性和創意思考的教學去激發兒童的創作潛能。 

在幼稚園裡推行創意的音樂律動，能為兒童提供直接體驗和探索的機會，黃

樹誠、劉永慈 (2004)認同「透過動作及音樂活動，能讓兒童有機會創意地進行體驗

和探索，對其創造力及表達力的提升有莫大的幫助」(頁 293) 。兒童的創造力是需

要培育的，鄭慕賢 (2002) 引述 Maslow 指出，「創造是「自我實踐」 (self-

actualization) 的途徑，在物質生活以外，是人類最重要的需要；當人們創造出新意

念或解決難題時，他們因感受到一種內在喜悅和興奮，這就是發揮創意潛能所帶來

的滿足感」 (頁 16)。要促進兒童的創造力，其起步點應在兒童階段，根據 Gardner 

(1999)指出，兒童期所建立的想像力是成人創造力的基礎，而每一位兒童的創造力

都是與生俱來的。研究顯示兒童在三至五歲是創造力的關鍵期 (Schirrmacher，

2006)，因此學前教育工作者應把握這關鍵期去鼓勵和給與兒童機會，讓他們在創

意的活動中盡情地遊戲、探索及學會解決問題。人類要表達思想與情感時，需要以

語言作為傳情達意的工具，而動作本身就是一種語言，兒童能透過動作遊戲把創作

意念表達出來 (Laban，1975)。兒童在創作活動中，利用音樂結合身體的使用能展

現創造性的溝通和自我表達，創造性律動不但有利於兒童音樂能力的發展，也能對

他們身心的發展產生良好的影響 (魏思敏，2001)。 

香港的幼兒教育較忽略透過音樂律動去提升兒童的創意。長期以來，幼稚園

的音樂課程通常是把坊間的教材作品如常教授兒童 (如： 呼吸練習、發聲練習、學

唱新歌…等)，很少留意透過音樂律動來讓兒童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教師所留意

的，只是兒童是否能做到既定的技能和技巧的訓練，所教授的只讓兒童學習一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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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動作和模仿性活動 (劉永慈、蔣婉儀，2008)，這種模式既忽視了兒童對音樂的

感覺、更忽視了兒童的創造性表現。 

香港幼稚園對兒童一直以來都多偏重於知識的傳授，對於培育兒童創意活動

尤其忽略；既然創意律動能發揮音樂教育所長，並能促進兒童全面發展，切合社會

急速轉變的需要，而最重要的，就是推行創意律動時，在課堂上可以即時得到和看

到兒童從反應上的回饋。在幼稚園階段的兒童，己能夠對各類型音樂產生興趣，並

能掌握音樂結構內容，他們能夠把音樂轉化成其他動作，激發他們對生活產生好

奇、幻想和探索，增進他們對生活知識的開拓。 

因此，是次研究的目的是讓幼兒教育工作者明白創意的音樂律動教育及教學

方法的重要性，並就教師的創意和教學態度能否培養兒童創造力作出研究，藉著實

驗組及控制組的形式，讓兒童在創意的音樂律動課堂及傳統音樂教學課堂的表現，

冀望透過研究的結果和分析，與各幼教同工互相分享更實在及更有意義的成果，以

此作為研究內容。 

 

二、文獻探討 

創造力的涵意 

創造力的涵義是一個十分複雜且頗具爭議性的概念  (Glover，Ronning，& 

Reynolds，1989; Ochse，1990)，創造力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見解，有研究者強

調創造力就是主觀創新，有的強調創造目的，有的側重過程，有的側重結果 

(Davis，2004)。在早期的研究中，May (1975) 認為「創造力就是將新事物帶出來的

過程」 (p. 39); 而近期學者 Mitchell (2004) 則表示創造力是「使一些新的東西或新

的事物出現」(p. 46)。也有其他學者將創造力解釋為憑直覺的靈感、洞察力或直覺

力 (Perkins，1981)。Boden (1994) 表達「創新的意念包括新的組合，而這些組合在

某方面一定具有價值，而這些組合不單是新的，且要富趣味性」(p. 75) 。 

Pica 著，許月貴、鄭欣欣、黃瀞瑩譯 (2000) 認為創造力是人類生命演進過

程中重要的能力，而 Mayesky (2009) 認為創造力是一種思考和行為模式，藉此創

造出獨特、新穎而有價值的產品。Amabile (1983, 1996) 則定義創造力為不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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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達意見、行為和結果的方式。她指出當兒童要表達自我意見或創新的想法時，

他們會利用多個不同的途徑和方式表達自己獨特的想法，例如他們會運用身體動

作、繪畫或音樂律動等作出表達，在兒童創作期間，他們經歷一連串的思考探索及

反應過程，才產生一些成果，其中也包含了新舊經驗的結合 (Isenberg & Jalongo，

2001)。 

陳龍安(1995)對創造力提出了五個思考的特徵，他認為兒童在思考創意的過

程中出現以下五力，包括 i) 敏覺力(sensitivity)： 指對周遭環境能有敏銳的察覺

力，對問題的敏感度相當高，且具有發現缺漏需求、未完成部分的能力；(ii)流暢

力(fluency)指能在很多短的時間內表達出經由記憶過程所儲存的資料；亦能思索許

多可能的構想；(iii)變通力(flexibility) 意思是對發現的問題能舉出不同的例子來證

實自己的看法；且能進行分類或具不同的思考能力， (iv)獨創力(originality)指反應

的獨特性，能與別人的想法有不同的觀點；及(v)精進力(elaboration)指一種補充概

念的能力，就是對原來的構想，再增加有趣的細節。他認為創造力是結合五種思考

的特性，透過思考的歷程，對於事物產生各種不同的觀點，使到原來的事物富有嶄

新的意義，而結果能使到自己甚至別人也獲得滿足。 

不少理論家曾討論過創意思考的過程，Skinner (1971) 認為有創造力的人的

行為是基因與環境歷史的產物，他認為在一個鼓勵創作音樂的創意環境中，兒童會

更樂於參與音樂活動；而 Isbell & Raines (2003) 亦相信兒童的學習是透過探索、實

驗、動作操作才可完成，這論點指明了創意的發展和過程中主動參與的必要性。 

 

動作教育與基本動作 

   動作教育(Movement Education)由佛洛斯丁提倡，當中強調增進身體感覺、知覺

神經與身體動作或身體移動能力，從而養成積極、樂觀、並富創意的「心理特

質」，幼兒如能於 2-6 歲間奠定身體運動的基礎，「適當地控制基本技巧，能助其

日後學習更為複雜的技能」 (水心蓓，2005，頁 383)。陳忠仁 (1994)指出動作教育

是透過身體運動技能的訓練和創造性運動的發展來促進兒童的學習能力。動作教育

的要素包括了肢體(肢體動作、肢體造形)、空間(高低、方向、大小、舞蹈)、時間

(節奏、長短、快慢、靜止)、力量(強弱、輕重)、流動(動作與動作間的流暢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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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個體與人、個體與環境)，而「動作」內容包括身體意識、空間意識、動作品質

及基本動作(包括移動性動作、非移動性動作及操作性動作 )(陳英三等編譯，

1994)。 黃樹誠 (2010) 指出要促進兒童的基本活動能力，身體操作的技能，如移動

性動作、非移動性動作及操作性動作等，能為運動作好基本的訓練和準備。許義雄

(1998) 亦提到，動作教育是回歸人體自然的動作發展，它不在於特殊技能的獲得，

而在於身體動作獲得的經驗。Cleland & Gallahue(1993)提出，適切發展的動作課程

能增進幼兒動作技巧， 且能擴展其動作語彙並能增長其自信心和能力 (Pica，許月

貴等人譯，2000)。 

    

音樂概念 

音樂在兒童教育裡與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劉永慈 (2002) 引述音樂教育家

奧福曾倡議「音樂與動作的發展是密不可分開的」(頁 30)，音樂能「提供兒童一個

認知的經驗和途徑，是一種與人溝通的意念和情感的方法」(黃樹誠、劉永慈，

2008，頁 96)， 能讓兒童有自我表達的出路。兒童在 3-4 歲，已具備旋律、音程和

節奏的概念  (Hargreaves, 1986; North & Hargreaves, 2008; Edwards, Bayless, & 

Ramsey, 2009) ，當他們漸成熟時，能對音樂具聽辨能力，對音樂概念 (節奏、快

慢、旋律、音質、曲式、力度、強弱、和聲等) 有初步的理解，例如在力度方面，

他們具區別強音與弱音的能力，在節奏方面，能具辨別固定拍的能力，且「能辨識

音樂的速度」(Edwards, Bayless, & Ramsey, 2009, p. 80)，如：快和慢、稍快和稍慢

的能力，而對於和聲及曲式的了解，最後才發展完成 (Moog, 1976)。 

 

音樂律動與創造力的關係   

音樂與律動的組合非常自然， Pica (2000) 強調「音樂與肢體動作是密不可 

分」(頁 21)，音樂和律動組合了音樂、舞蹈和戲劇等教學元素，讓兒童能運用他們

的思維和身體動作去探索事物和學習解決問題。Gardner (1999) 提出了八種智能中

的音樂智能和身體肢覺智能，他認為這兩種智能均能綜合地發展出有意義的兒童課

程 (黃樹誠、劉永慈，2004)。Campbell 和 Carol (2006) 指出自從音樂智能進入兒童

的感覺動作及生命的經驗裡，身體動作智能便是人類智慧的根基 (Pica, 許月貴等人

This is the pre-published version.



 - 6 - 

譯，2000)。陳惠齡 (2003) 引述音樂家奧福提出「音樂、動作和語言的發展是相互

配合……只有發揮人類天生潛能，才能掌握音樂的真義」，而潛能的發揮就是創造

力的表現。另外，學者 Laban (1975) 對於兒童的肢體活動提供了透徹的看法，他認

為肢體動作能發展兒童對身體的意識、對空間的感覺及人際的關係 (Pica, 許月貴等

人，2000)。 

Griffiths (2010) 認為利用音樂與身體律動能為兒童提供有創造性的學習，並能

擴濶其創造空間，啟發他們的創造力以及肢體的表達能力，讓他們能透過不同的表

達經驗，發展其美感和表達自我的能力。Moore (2010)認同音樂教學的最終目的是

幫助兒童體會音樂的美感，重點是要以創造性的方式來教導兒童。 

近代有許多較有影響力的音樂教育家認為音樂能結合不同方法去培養兒童的創

造力 (霍力岩，1994)。瑞士的達爾克羅斯(1931)認為韻律教學理念應以律動教學為

主要媒介，透過身體去感受和體驗節奏與律動的樂趣，讓兒童透過感受來理解音

樂、節奏與律動的概念 (林朱彥，1996)。劉永慈(2002)認同奧福的音樂教學，重視

以節奏及律動教學，激發兒童由想像力和幻想力進入音樂世界，並運用語言、律

動、故事、遊戲、舞蹈、戲劇及各類樂器輔助節奏教學；所以如果要把音樂和肢體

動作分開，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奧福強調兒童學習奠基於「音樂，動作和語言發展

上，這是密不可分的」(Pica，2000，頁 13)。匈牙利的音樂教育家高大宜亦強調利

用節奏卡、手號及歌唱教學能達到視、聽、讀、寫音樂的目的 (林朱彥，1996)。 

Church (2004) 強調自發的音樂律動對創造性的教育過程很重要，它是整個教育的

縮影，藉自發的音樂與律動，兒童能在情緒、創意、社會和認知上，會得到全人的

發展。 

 

提升兒童創意成人扮演的角色 

兒童得到教師的指示去發展有意義的活動，在不知不覺間由被動變成主動的

學習者，這正如 Berk & Winsler(1999) 引述 Vygotsky 的鷹架理論，他們認為教師的

演繹能引導兒童掌握基本動作技能，在累積經驗後加以發揮想像和創造力，這正切

合音樂律動能提升兒童創意的意念。許多教育學家及兒童發展心理學家認為兒童期

是實施創造力思考的最佳時段，但兒童的創造力能否適時表現出來，需視乎教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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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給予兒童盡情的表現的空間與機會(簡楚瑛、陳淑芳、黃譯瑩，2001)。「遊戲」

是教育兒童的最佳方法，而音樂律動則以節奏為內涵，以遊戲為引子，透過身體動

作、歌唱、故事及樂器運用之綜合活動讓兒童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及角度去思考，

並以遊戲的方式自然地演示出來，其間讓兒童有機會及空間去盡情發揮其豐富的想

像及創造力 (繆力，2001)。音樂與律動本來就是兒童生活中極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一

部份，所以「讓兒童透過音樂律動作為教學媒介，對兒童的創意提升是很富有價值

和有意義的溝通與學習的渠道」 (Jaffe，1992，p.216)。劉永慈(2002) 認為，如果

能將音樂中各元素和範疇串連，綜合成為豐富而多樣化的音樂活動，必會讓活動變

得更生動活潑及富創意的果效。 

綜合以上而言，音樂教學對兒童發展極為重要，而音樂律動能誘發兒童的好

奇心、模仿力、想像力、推理力和創造力，因此提供一個豐富的音樂環境及學習方

式去啟發兒童創造的發展，選擇適當的教學策略去引導兒童，激發他們對音樂的興

趣與潛能，就成為兒童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重要課題。基於以上的論點，在幼稚

園推行音樂與肢體動作課程能提升兒童的創意，並證明在幼稚園內透過推行有效的

創意音樂與肢體律動能提升兒童創造力。 

 

三、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及取樣方法 

是次的研究活動選取了校內一班年齡介乎五歲至六歲的高班學生為研究對

象，以隨機方式選出二十位兒童作為研究對象，先向兒童家長發出同意信，後獲得

十八位家長回覆的同意信後才開始進行研究，兒童分為實驗組及控制組，每組各九

人，由高班的班主任(教師)親自帶領音樂活動，運用直接觀察法及評量表來收集兒

童及教師在活動中的資料和數據，並輔以錄影機將各課節進行攝錄，作為日後分析

之用。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包括軼事觀察記錄、兒童創意音樂律動教學活動評量表及錄影

機.。是次量度兒童創意律動評量表的內容，乃參考黃麗卿(1998)的「兒童創造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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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評量表」、黃樹誠、劉永慈(2004)及劉永慈、蔣婉儀 (2008)的「音樂與肢體動

作提升兒童創意」評量表加以修訂而結合製訂的。 

 

研究程序 

本研究實施於 2008 年 12 月初至 2009 年 2 月初，分三個階段進行。兒童分

為實驗組及控制組，在兩個月內進行共十二次的音樂活動，逢星期二、五進行，每

週進行兩次，共六週，每次活動約四十五分鐘。在未實施實驗教學前，教師在第一

個階段，先為實驗組及控制組兒童進行兩次前測; 第二階段的四週內，則為實驗組

施行八次實驗教學，而第三階段為實驗組及控制組進行兩次後測 (課堂學習階段總

表見附件 1)；其中在 12 月中旬後的兩週聖誕假期暫停進行，以整理第一階段前測

的活動記錄，直至 2009 年 1 月初學校假期完畢後，始繼續進行第二、三階段的研

究活動。 

在第一階段前測的兩次音樂活動中，教師以學校現時傳統的音樂活動形式授

課，並不會推行有關創意音樂律動於活動內，在第二階段，開始為實驗組施行實驗

教學，在活動中教師以創意音樂律動形式的音樂課程與實驗組兒童進行活動，完成

四週共八次的實驗教學後 (教學內容見附件 1)，在第三階段， 教師再與實驗組及控

制組兒童進行兩次實驗教學的後測。研究者把第一階段的前測及第三階段的後測結

果作出比較，透過兒童之前、後測表現作分析。 

三個階段的音樂活動進行情況以軼事形式作出記錄，並以「兒童創意音樂律

動教學評量表」檢視有關兒童在 i) 動作教育(包括身體運用、空間探索、人與物的

關係)、ii) 基本動作 (包括移動、非移動及道具操作技能)、iii) 音樂概念(包括音

色、力度、節奏、樂器及歌曲)、iv) 創造行為(包括流暢度、變通力、敏覺力、獨

創力、精進力、好奇心和想像力) 及 v)教師特性(包括能提供開放性問題、享受教

學、豐富思想、對兒童關顧、有音樂感、具敏感度及有活力等幾方面) 作出評量 (0

分 = 最低， 5 分 = 最高)。是次研究結果展示前測首兩課節學校現時進行的傳統音

樂課程與後測已加入創意音樂律動課程的兩課節， 並作出比較及分析。  

從錄影帶所搜集的前測及後測的數據，有條理地作出分析，每次觀看錄影帶以

整堂課每項範籌（動作教育、基本動作、音樂概念、創造行為）來回翻看錄影帶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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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集中焦點觀察其中一項，再將兩次觀察所得之平均值的分數總和為該範疇的當

天的分數，直至該天所有範疇評量完成。  

 

四、研究結果  

透過直接的軼事觀察、錄影帶片段及控制組和實驗組兒童分別在傳統音樂教

學和創意音樂律動教學評量表所得的數據及資料 (詳見附件 2)，結果展示如下：  

 

(一)    動作教育   

控制組  

在前階段進行的音樂活動模式，參與的兒童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坐在座位上上

課，在動作教育方面只見兒童進行「聽覺遊戲」時，在原地站起來跳舞及在音樂停

止後作了一個教師沒有特定指示，而兒童只需做出認為最美麗的自編的定形動作

(9/12/2008 課堂)，部份兒童聆聽老師的指示後只站立著，沒有運用肢體做出任何作

動、部分兒童顯出未能明白老師的要求。另外，教師完全未有製造機會讓兒童進行

有關空間的探索，其間未有要求兒童伸展身體或循著任何方向進行探索，兒童只原

地站在椅子的前面。至於人與物的關係，從課堂中教師邀請兒童做的動作都是一些

簡單的指示，例如在聆聽音樂時，請兒童用手做一朵花的律動，又偶爾隨著音樂，

兒童跟著教師用手一起扮演轉動扮火車開動動作(12/12/2008 課堂)，教師未有邀請

兒童合作去一起創造動作，亦未有提供用具和物料讓兒童操作運用，此項目經評量

後共得 7 分 (圖一及表一)。 

 

實驗組 

加入了創意音樂律動在課程中，兒童能利用身體創作了很多配合故事意境的

動作，而教師從活動過程中亦製造許多空間探索的機會予兒童，例如請兒童在廣闊

的太空，指引他們按著不同方向、路線和水平起舞，也讓他們把自己幻化成小石、

大石的動作，讓幼兒能夠有自我探索、身體伸展及收縮的表達能力(3/2/2009 課

堂)。在人與物關係的運用，教師都能提供機會讓兒童操作道具如彩巾，亦鼓勵兒

童幻想響木、馬鈴變成武器等(3/2/2009 課堂)，兒童能有機會透過與同伴的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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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如何操作道具的問題，並加強他們合作機會，如 2 人或 4 人變成最大的山丘等

(3/2/2009 課堂)。當加入創意律動教學後，經評量後共得 42 分 (圖一)。「動作教

育」項目評量後所得分數比學校現時進行的音樂課程所得分數為高，相差共 35 分 

(表一)。 

 

(二) 基本動作  

控制組 

在課堂裡，老師只請兒童坐在椅上活動，例如聆聽歌曲時是請兒童雙手合著

放在耳邊用心聆聽，溫唱舊歌時亦是坐在椅上一起合唱，在唱其中一首歌「秋天」

時，老師請他們站起來在原地做一個自編的動作(落葉)，兒童只做出非移動性的動

作，未見兒童顯示移動性及操作道具的技能，而移動性動作只在「聽覺遊戲」及唱

歌時配合歌詞內容的動作中出現(9/12/2008 課堂)，此項經評量後共得 3 分 (圖一及

表一)。  

 

實驗組 

課堂活動內容包括了請兒童在太空跳漫步舞，把身體化成小石，數位兒童自

行組合創作造型的大石，也有利用道具如彩布、由樂器變成的武器等，在活動的尾

段兒童有機會幻想成為戰士(3/2/2009 課堂)，做出操兵的動作，這出現了大量移動

性、非移動性和操作道具的技能，此項經評量後共得 12 分(圖一)。當加入創意律

動教學後，「基本動作」項目評量後所得分數比學校現時進行的傳統音樂課程所得

分數高出 9 分 (表一)。 

 

(三) 音樂概念 

控制組 

學校對兒童在現有音樂課程的音樂概念表現相當重視，從其中課堂活動所

見，老師利用鋼琴彈出 C、D、E、F、G 調的上行音階 (do、re、mi、fa、so、la、

ti、do’) ，請兒童進行發聲和變調練習，請他們想像媽媽焗了一個熱呼呼和美味的

蛋糕、用力嗅一嗅蛋糕的香味，又用力的呼氣把蛋糕上的臘燭吹滅作為呼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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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2008 課堂)。在介紹認識指定樂器名稱時，老師拿起馬鈴，示範如何操弄馬

鈴的正確動作，之後敲撃馬鈴和搖鼓，請兒童閉上眼睛去分辨兩種不同的樂器發出

的音色，教師亦運用柯爾文-高大宜手號教學，請兒童跟著練習 do、re、mi、fa、

so、la、ti、do’的手號、並以故事形式串連來温習舊歌、但未配有任何律動遊戲，

且選了一些古典音樂讓兒童聆聽作為音樂欣賞、之後請其中一組兒童 (4 位) 取起馬

鈴，另一組兒童(4 位)取起搖鼓，其餘的兒童以拍手方式跟著老師彈奏的舊歌合奏

節奏樂 (9/12/200 課堂)，此項經評量後共得 16 分 (圖一及表一)。 

 

實驗組  

課堂所見，老師利用了多首配合故事意境的音樂引領兒童，引發他們運用音

樂去擴展創作空間，其中包含了音樂欣賞，並以切合故事情節帶出語言節奏、節奏

樂及舊歌的温習，兒童能跟著歌曲節奏，準確地運用樂器拍出歌曲的重、輕拍子; 

透過語言節奏唸出 「我們一齊來- (♫ ♫ d)，在太空漫步- (♫ ♫ d) 」，並以 2 分音符 

(d) 踏步，模仿太空人在太空漫步的步伐; 過程中雖未見兒童辨別樂器的音色、樂器

的種類、區別強弱音和快慢拍子，但兒童能有機會選擇個別樂器所發出的特有聲音

去幻想成為相似的太空武器(3/2/2009 課堂)，最後讓兒童自行選擇了的樂器，並隨

歌曲邊奏樂邊踏步，且配合樂器來伴奏，此項目經評量後共得 13 分。當加入創意

律動教學的「音樂概念」項目，評量後所得分數比學校現時進行的傳統音樂課程所

得分數稍低於 3 分之距 (表一)。 

 

(四) 創造行為   

控制組  

透過活動所見，老師的教學程序是按照教案所列內容來教授，而提問的問題

都有既定的答案，如： 老師提問兒童：「媽媽做的蛋糕香嗎？」，「老師彈的是

什麼歌？」(12/12/2008 課堂)。老師的提問，未提供機會予兒童思考不同答案的空

間，故沒有教師預期的答案出現。動作創造方面，老師在整個音樂活動中由兒童自

發表現的動作就只有一次的機會 (就是讓兒童嘗詴在音樂停頓後，自編一個沒有特

定要求的造型) (9/12/2008 課堂)。其他環節如唱歌、節奏樂敲撃、節奏律動都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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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所編定和劃一的，兒童在表現上稍欠流暢度、變通力、獨創力和精進力[附件

2 次的傳統音樂課堂]，因課堂上未有安排讓兒童進行創作的活動，對於老師的提

問和指示，兒童只需以單一答案和動作便能完成，故兒童發揮好奇心和想像力的機

會亦偏低。觀察所得，學校現時音樂課程編排都是一律按著教案所列的每一細項進

行教學，無論是發聲練習、呼吸練習、節奏樂訓練和唱新舊歌等都會用相同模式進

行，兒童表現都是老師引導的劃一動作和回答一些單一答案的問題，完全未有編排

創造行為作為教學元素。此項目經評量後，所得分數較低，只有 4 分。 

 

實驗組  

課堂活動中見教師請兒童化身火車，以肢體各部份模擬穿山洞、落山、上高

山和下車的動作，並請他們自行創作昆蟲和植物的不同形態，跟著請他們利用絲巾

扮作風箏到處飄揚，當幻想大風時，他們會把身體盡量伸展、當幻想微風時，他們

又會把身體捲縮著 (30/1/2009 課堂) 。另一次課堂活動的開始 (3/2/2009)，兒童運用

想像力把原來的活動場地幻想變成太空，並請兒童單獨及與同伴合作自由創作，

如： 運用身體造出不同造型的石頭、在太空以個人或與同伴一同在太空漫步…

等 。兒童透過老師的示範後，展現了超出教師預期的形態和動作，而老師設定的

問題如：「一塊石子不夠大，我們可以有什麼方法？」、「公主被捉去了，我們怎

麼辦？」、「我們手上沒有武器，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兒童都踴躍嘗詴作出不

同答案回答問題。而透過故事的進展，兒童都一致地跟隨故事的情節表現出各種不

同情緒，如在故事開始時以輕快的舞蹈帶出故事情節及其內容 (3/2/2009 課堂)，兒

童表現愉快，當老師用緊張的表情說公主己被魔王捉了，兒童們能配合教師選擇的

快與慢音樂旋律，做出表現忿怒和哀傷的表情，當他們扮演太空戰士時則表現出堅

定的神態，而操作的道具，如：彩巾和樂器變成的太空武器時，兒童能想像手握道

具的用途。兒童被活動內容引發起好奇心和想像力 (3/2/2009 課堂)，此項目經評量

後共得 24 分(圖一)。加入創意律動教學後，「創造行為」項目評量後所得分數比

學校現時進行的傳統音樂課程所得分數高出 20 分 (表一)。 

 

(五) 教師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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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組 

評量教師特性內容包括了教師能否提供開放性的問題和提供豐富思想去刺激

兒童發揮聯想，是次課堂老師未有提供兒童思考答案和創造動作的機會，老師提問

兒童 ：「媽媽做的蛋糕香嗎？」、「老師彈的是什麼歌？」、又或出示大圖畫提

問圖中的主角是誰等，都未讓兒童有增進思考的空間。以上都是日常按部就班的教

學程序，未見有刺激及鼓勵孩子發揮聯想空間的情況出現，而教師對兒童關顧的敏

感度和活力表現也隨著沒有變化的教學內容而沒有特出表現。在敏感度上，老師提

問的問題一貫公式化，也未見其深度，如問題是：「跟著琴唱一次可以嗎？」。

「請兒童幻想蛋糕的香味去做呼和吸的練訓」(12/12/2008 課堂) 等，就這些單一性

的答案及動作，兒童大都能按著老師指示進行活動，未有因個別差異而有個別特出

的表現，此項目經評量後共得 12 分。 

 

實驗組 

課堂開始時，教師引領兒童進入幻想的空間，課堂開始時，教師引領兒童進

入幻想的空間，並以創作故事作為活動環境創設的引起，讓兒童可自由地發揮自我

的幻想力，並大量地提供兒童創造動作、解決困難和表達情緒的機會例如請兒童討

論如何組織身體發聲小樂團、或請兒童想像如何利用手上的絲巾扮作蒲公英舞蹈

(30/1/2009 課堂)。老師在整課活動中都積極參與每個角色的扮演，並在公主被捉去

了時演繹如哀傷的神態、及成功救出公主時變成愉快的舞者 (3/2/2009 課堂]、教師

表現投入及教學生動。另外，為了創設切合故事的場景，老師作出精心佈置，並利

用了大量的創意教學物料如各類頭飾 (30/1、3/2/2009 課堂)、操作性道具如膠圈、

絲巾等 (30/1、3/2/2009 課堂)，並用了配合故事發展的音樂如太空大戰時採用的

「星球大戰」、成功救回公主時一起翩翩起舞的天鵝湖 (3/2/2009 課堂)等，與傳統

的音樂課堂比較，老師表現課堂前準備工作用心，課堂中教學態度認真及投入、此

項目經評量後共得 30 分。加入創意律動教學後，「教師特性」項目之評量所得分

數比學校現時進行的傳統音樂課程所得分高出 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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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控制組在學校進行傳統的音樂課程評量得分及實驗組加入創意音樂律動教學

的評量得分結果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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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控制組在學校傳統音樂課程評量所得分數及實驗組加入創意音樂律動教學評

量所得的分數結果之比較及相距之百分率 

項目 組  別 得分 相差% 

動作教育 
控制組 7 

＋600 
實驗組 42 

基本動作 
控制組 3 

＋400 
實驗組 12 

音樂概念 
控制組 16 

－18.75 
實驗組 13 

創造行為 
控制組 4 

＋600 
實驗組 24 

教師特性 
控制組 12 

＋250 
實驗組 30 

7

7 

加入創意音樂律動活動評量得分 

學校進行傳統的音樂活動評量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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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及分析 

 

兒童的動作教育及基本動作經計劃推展後得以提升 

從圖一及表一所示，有關動作教育和活動技能的結果，兒童進行創意音樂律

動的活動後，得分大幅度提升，這說明了加入創意音樂律動元素後進行的音樂活動

有助兒童對身體運用，例如： 讓兒童做出一塊最大的磒石，或捲縮為一塊一動不

動的磒石(3/02/2009 課堂)、空間探索如讓兒童幻化為太空戰士做出向前、向左、向

右、水平、蹲下的動作(3/2/2009 課堂)、並提高人與物的關係和活動技能之技巧， 

如利用以絲巾作為被輕風吹的型態，時而向上、時而向下、左右不定的擺動 

(30/1/2009 課堂)。這配合了陳惠齡(2003)的說法，在兒童音樂律動教學中，要運用

有趣的教學活動，引導他們認識自己的軀體，進行探索各部份的可能性，並且能運

用及舒展身體的每一部位去體驗肢體的美態和感覺身體與音樂合一，在活動過程中

真正感受到創作的樂趣。 

透過觀察所得，學校以往的傳統音樂活動中所訂的教學目的，並不著重對動

作教育和基本動作的培養，大部份活動都在靜態中進行，如音樂遊戲「太陽出來

了」，遊戲形式是坐在椅上傳神秘箱，音樂停頓兒童可在箱中選出防曬用品

(9/12/2008 課堂)，但經過是次活動的推行後，兒童已能配合 Laban(1975) 所提出的

基本身體活動來進行遊戲，這包括行走、跳躍、旋轉和姿態的身體活動(許月貴

等，2000)，如幻化為火車、隨音樂節奏運用身體律動做出多項動作，包括穿山

洞、上落山坡等(30/1/2009 課堂)。這次加入了創意音樂律動的教學，兒童在活動進

行時，大量利用身體和運用道具的操作去表達個人創意的機會，而且亦加強兒童彼

此間合作的精神，例如展示頭飾上動物的特徵、合作以身體各部份作天然發聲樂器

作節奏樂隊等 (30/1/2009 課堂)。 

 

傳統音樂教學與創意音樂教學對音樂概念的培養分數表現平均 

圖一展示有關音樂概念的評量結果，表現平均。從觀察所得，學校對音樂概

念的培養相當重視，要求兒童能掌握基本的音樂知識，音樂活動中使用了秦禎

(1998) 提出的各類音樂教學系統的特色，包括達克羅茲的節奏、視聽訓練去提高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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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音樂表現的能力如節奏活動練習(9/12、12/12/2008 課堂)，高大宜的調號唱名和

手號去幫助兒童加強音程訓練和認識音高如手號的練習(9/12、12/12/2008 課堂)，

也有奧福提出以生活化的教學，如唸唱、拍手、語言節奏等音樂遊戲去教導兒童對

音樂的了解和喜好等，請兒童隨音樂拍子做出不同動作如拍手、踏腳 (9/12、

12/12/2008 課堂)及學習掌握唸唐詵的節奏(9/12/2008 課堂)，經分析後，學校傳統

音樂活動內容的結構，比較著重對音樂概念的培養而忽略了創意律動的提供。這配

合了學者劉永慈 (2002a)提出「如果將音樂中各元素和範疇，配合成豐富而多樣化

的音樂活動，必定來得更生動活潑、富創意而有效果」 (頁 14)。 

研究結果亦顯示加入了創意音樂律行的教學活動中，雖沒有特定的節奏、唱

名和手號的訓練，但過程中使用了大量配合故事意境的樂曲讓兒童進行活動，這也

切合了達克羅茲的教學法，就是透過律動去讓肢體感應音樂中的速度、力度、長短

和輕重音，如以音樂欣賞以配合樂曲節奏用身體動作做出動物的形態(30/1/2009 課

堂)及隨音樂〈星球大戰〉的節奏在空中漫步(3/02/2009 課堂)。有關節奏和歌唱的

訓練，亦是通過奧福教學特色中利用音樂、節奏和肢體動作的結合去取得音樂的基

本知識，如配合故事發展的樂器演奏(30/01、3/02/2009 課堂)，故此，透過研究結

果分析，對於音樂概念的培養，學校就兩類音樂活動方式都相當著重，但以說教式

教學的方法會比加入創意音樂律動的活動容易被觀察出來。 

 

創造行為經推展後獲得提升 

從圖一及表一所示的創造行為，加入創意音樂律動的教學比學校進行的傳統

教學音樂活動評量得分高亦大幅提高，此顯出了計劃推行以來，兒童漸漸適應了透

過創意律動來設計的活動去表達自己的不同答案或動作，如請兒童利用響木變作武

器並把自己幻化成太空戰士與魔王決戰(03/02/2009 課堂)及以操作絲巾與身體動作

配合模仿蒲公英四處飄動的形態(30/01/2009 課堂)，這顯示出只要能製造機會讓兒

童去發展創意，他們的創造潛能是無可估計的。 

透過研究分析，創意音樂律動的活動設計，對於兒童創造行為的流暢度、變

通力、獨創力、精進力、好奇心和想像力都有所提高，如以絲巾扮演風箏飄揚的動

作 (30/01/2009 課 堂 ) 、 用 身 體 變 成 小 磒 石 ， 再 如 何 變 出 最 大 的 山 丘 活 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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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2009 課堂)，而最明顯是兒童參與活動的熱衷程度和不斷出現超出預期的動

作和答案，如兒童積極討論及發表選用何種樂器作合奏去嚇退魔王的意見

(03/02/2009 課堂)、兒童努力扮演著最神似的動物形態並對同伴的表現作出正面的

評價，例如說：「你用手扮的象鼻好神似，好可愛，而且走路時好笨重啊!」

(30/1/2009 課堂)，此所得最能推動教師繼續推行創意音樂律動的教學。這正配合

Schirrmacher (2006)所說「要培養兒童與生俱來的創造潛能，可以在課程中加入適

性發展的活動，從中讓兒童盡情地遊戲、探索和解決問題」。 

 

教師角色的轉變 

教師應由從前知識的傳授者轉變為兒童的支持者和指導者 (Isbell & Raines， 

2003; Isenberg & Jalongo，2006)。教師需「釋放自已的創意潛能來為兒童計劃及設

計音樂肢體活動，在活動進行時，應以寬容、耐心的態度引導兒童毫無保留地表達

自己， 並鼓勵他們在創意的音樂韻律遊戲中有自我表達及創作的機會」(劉永慈、

蔣婉儀，2008，頁 72)。教師需把教學方法由傳統的單向灌輸變為啟發建構，如在

傳統課堂上教師提問兒童：「媽媽做的蛋糕香嗎?」(9/12/2008 課堂) 、「跟著琴唱

一次可以嗎？」(12/12/2008 課堂) 等單一答案的提問改善為在創意律動活動中提問

兒童的：「你們可以討論一下如何合作將身體伸展變成最大的磒石？」)或是問：

「你們選擇用響木合奏來嚇退魔王，為什麼？」(03/2/2009 課堂)等有發揮空間的提

問 (Berk, & Winsler, 谷瑞勉譯，1999)。Church (2004) 指出要培養兒童自發性的表

現，教師的角色不是領導者和控制者，而是支持者和協助者，需要提供一個支持他

們的環境，順著他們的能力引導和鼓勵他們自由表達。教師可嘗詴放下身段去貼近

孩子，尊重他們發表不同的意見，提供開放性的問題，讓兒童發揮聯想的機會和自

我發揮的空間，並以鷹架式使他們互動並投入地參與活動，例如：讚賞他們創作的

動作和姿態，以建立他們的自信心，並引導兒童能在愉快的氣氛下自由表達創作的

能力，這樣一來，創造力便能源源不絕地變成一種習慣。在活動過程中，教師在提

問技巧上， 需要摒棄以往慣常使用只有單一答案的發問技巧，多採用一些「如果

是你，你會……?」、「你認為應該如何?……」、「怎樣的動作才能……」等句式

作開放性問題，藉此製造機會讓兒童能循序漸進地逐漸提高其流暢度、變通力、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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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力和精進力，達致建立創造行為的領域。教師可「多鼓勵兒童彼此間的互動和意

見的交流」 (Isenberg & Jalongo， 2006， p. 332)， 在愉快的互動的氣氛下，兒童會

更加積極探索、嘗詴，並運用豐富的想像力盡情的思考和創造去表達內心的情感。 

 

教師接受適當的音樂培訓 

以往跟隨音樂拍手、跟著歌詞做動作的音樂活動己經無法滿足現在新一代兒

童的節拍，故此每位兒童教師應積極提升自我的音樂基本能力，才能解決推行創意

音樂律動時的無力感。學者劉永慈(2004)曾提出「香港的兒童教師普遍缺乏專業的

音、體能知識、技能與培訓、也缺乏創意態度與思維，現在正是需要改革的時候」

(頁 295) 。所以教師宜接受一些專業的音樂課程培訓，例如參與教育局舉辦的音樂

工作坊系列 (2011 年 3 月舉行)，陳惠齡 (2003) 強調音樂教師應具備基本的音樂能

力如： 準確地唱歌、認識歌譜、懂歌唱及彈奏樂曲、隨音樂起舞、即興創作、能

配合音樂做樂器的合奏編排、能將教學理論與教學技巧融會貫通，並需要有專業能

力，清楚兒童的心理發展需要。要成為一位成功的創意音樂律動推動者，必頇裝備

好自己的基本音樂能力，更需要積極接受有關培訓，如：修讀專業學院舉辦的教師

音樂造藝班等，才能在推行創意音樂律動時獲得事半功倍的功效。有效的發問技巧

能引發兒童啟發想像力和好奇心，打開思想的空間。 

 

學校課程的調整 

要配合推行創意音樂律動教學，校方應將教學重點重新整理，可將「提升兒

童創意」列為教學重點，無論環境佈置、教材運用和活動設計都能將兒童的創作潛

能釋放。在課程上不應只著重知識的傳授，應清晰了解音樂律動的教育功能，這不

但讓兒童能實現自我的表現、培養健全的人格發展、發展身心的平衡，最重要是他

們的創作潛能能得以啟發 (Pica，許月貴等人譯，2000)，故此，音樂活動必頇調整

為每日必要的課程，並將音樂活動配合肢體動作綜合起來進行活動。就如劉永慈

(2002b) 強調，當編排課程時，可將音樂和肢體律動溶入於課程中，並同時透過綜

合課程帶出創意，這種既生動又活潑的教學模式，正配合兒童教育一向推行的「從

遊戲中學習」的理念。正如 Schirrmacher (2006)所說，要培養兒童與生俱來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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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可以在課程中加入適切性發展的活動，從中讓兒童盡情地遊戲、探索和解決

問題。 

 

提供適當的環境進行創作 

環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令致兒童有更巨大的創造力及創作行為 (Isbell & 

Raines, 2003, p. 52)， 在兒童的世界裡，他們有趣的經驗是建基於他們發展的水平

度， 這包括提供適當的空間及地方以促進兒童彼此間的互動及意見的交流、 更多

的機會讓他們去經驗和運用一系列的物料和用具， 並以各種的方式演繹出來， 更

應容許兒童有「自我選擇物料和使用器具的機會」 (Isbell & Raines, 2003, p. 53) ， 

例如教師可提供如手偶、帽子、絲帶、紙張、絲巾和一些創意的物料，讓兒童來延

展他們的創意音樂律動遊戲，因為兒童的創意能在溫暖、具空間感、舒適和剌激的

環境中得到提升 (Wong & Lau, 2002; 劉永慈、蔣婉儀 ，2008) 。 

 

通過以上比較的討論和分析，加入創意音樂律動的教學模式，不但增加了兒

童創意的機會，更讓教師意識到本身的特性亦相應地獲得提升。 

 

限制 

本研究在學校內實施只有二個月的時間，其成效雖缺乏廣泛的代表性，但所

得的結果，值得作為學校參考及讓老師作為推行創意音樂律動教學的藍本。 

 

總結 

研究結果肯定了教師是培育兒童創意的主要推動者，要提升兒童的創造力教

師本身需培養個人對音樂產生興趣，在空餘時間多聆聽古典樂曲及其他類別的音

樂，因為教師的創意和教學態度對培養兒童創造力表現影響尤其深遠。教師亦可

參與一些音樂教學研討會，發揮人人也擁有的創造潛能，要提升兒童的創造力，

就必頇透過製造自由和無限制的空間，讓兒童在無壓力下自我探索，才能培育出

充滿創作力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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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學習階段、時間及內容安排總表                 附件 1 

上課模式 日期 主題 學習階段 

傳統 

教學 

(前測) 

09/12/08 

天 

氣 

變 

變 

 變 

1. 聆聽進行曲進場及唱歌「打招呼」 

2. 呼及練習及聆聽節奏 

3. 聽覺遊戲：辨別快、慢、停--音樂停止後造型 

4. 節奏樂：以馬鈴、沙槌配合歌曲「秋天」打節奏 

5. 手號練習 

6. 唱新歌：秋天 /舊歌溫習 

7. 歌曲欣賞：唸唐詵-登樂遊源(語音節奏) 

8. 音樂遊戲：太陽出來了—播放音樂停止後，請兒童把傳來的東西裡找出

防曬用品 

傳統 

教學 

(前測) 

12/12/08 

天 

氣 

變 

變 

變 

1. 聆聽進行曲進場及唱歌「打招呼」 

2. 呼吸練習及發聲練習 d r m f s l t d (蛋糕-吹熄臘燭) 

3. 聽覺遊戲：辨別快慢(慢：扮步行、大象 / 快：扮跑步 、小鳥) 

4. 節奏樂：以馬鈴、沙槌配合歌曲「救救地球」打節奏 

5. 手號練習：由 d r m f s l t d 重覆 

6. 唱新歌：救救地球 /舊歌溫習 

7. 歌曲欣賞：影子-派發三角和沙槌隨音樂節奏打拍子 

8. 遊戲：照鏡子，一人扮動作，另一人模仿。  

實驗 

教學 
16/12/08 

動 

物 

奇 

遇 

記 

 

1. 肢體運用：請兒童以肢體運用做出頭飾上動物的形態 

2. 呼吸練習及認識方向水平路程：以呼吸新鮮空氣作擴展性動作 

3. 唱歌律動：哈囉歌 2 或 4人一組自編配合歌詞的動作 

學習身體節奏：配合故事發揮合作精神進行隨音樂節奏以肢體部份做出

節奏性的動作/任何自己創作的肢體發聲動 

4. 肢體運用及合作解難：兒童合作討論以已有道具想出解決方法 

5. 音樂欣賞：以柔和音樂舒緩兒童情緒 

6. 配合音樂欣賞樂曲讓兒童自由模擬頭飾上動物的形態結束活動 

實驗 

教學 
06/01/09 

動 

物 

奇 

遇 

記 

 

1. 肢體運用：請兒童以肢體運用做出頭飾上動物的形態 

2. 呼吸練習及認識方向水平路程：以呼吸新鮮空氣作擴展性動作 

3. 唱歌律動：8 人一組由老作方向變動並做出如前/後/入/出的方向及移動

性動作 

4. 學習身體節奏：以兒體部份做出節奏性的動作 

5. 合作解難：兒童合作討論老師的提問如何能變最大的樹 

6. 音樂欣賞：動物嘉年華以-舒緩兒童情緒 

7. 配合音樂欣賞樂自由模擬頭飾上動物並欣賞同伴的造型 

實驗 

教學 
09/01/09 

池 

塘 

裡 

 

1. 唱新歌：池塘裡 -老師與兒童一起合唱 

2. 學習操作性動作移動動作： 以絲巾扮作小鳥翅膀飛舞 

3. 呼吸練習及認識方向水平路程：找出花香的路向 

4. 肢體運用及合作解難：以肢體變成小樹及合作變成最大的樹 

5. 樂器節奏：認識不同樂器的音色及培養節奏感 

6. 自選樂器合作演奏/幻想雨點灑落池塘聲音的樂器 

7. 音樂欣賞：Music box dancer(配合節奏在池塘遊玩結束活動 

實驗 

教學 
13/01/09 

池 

塘 

裡 

1. 唱新歌：池塘裡 -老師與兒童一起合唱(帶上頭飾扮池塘的魚) 

2. 操作性動作移動動作： 配合樂曲節奏揮動魔術棒變會走路的魚 

3. 呼吸練習及認識方向水平路程：魚兒呼吸新鮮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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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肢體運用及合作解難：合作變成最大的池塘  

5. 樂器節奏：認識不同樂器的音色及培養節奏感 

6. 自選樂器合作演奏/幻想雨點灑落池塘聲音的樂器 

7. 兒童自編溫習舊歌的故事(由秋天唱起) 

8. 音樂欣賞：四季(舒緩情緒) 

9. 以四季自創舞蹈結束活動 

實驗 

教學 
16/01/09 

快 

樂 

的 

森 

林 

1. 以故事形式請幼兒隨音樂的節奏用身體模擬火車的動作 

2. 呼吸練習及認識方向水平路程：以呼吸新鮮空氣作擴展性動作 /伸展與捲

曲身體各部份 

3. 與他人合作拍打節奏：跟音樂拍手作節奏 / 以響木跟音樂打拍節奏 / 跟

隨音樂節奏圍圈方向變動(向前/後/入/出)以認識方向及移動性的動作 

4. 唱新歌：秋天-老師與兒童一起合唱 

學習操作性動作移動動作：利用絲巾扮作風箏到處飄揚 

   建立創作空間：請兒童幻想自己是風箏或落葉到處飛舞 

5. 樂器演奏：自選樂器或以身體部份作節奏打拍再互相配合 

6. 音樂欣賞：以音樂讓兒童感覺自己是飛鳥做出形態如前、後、高、低等

動作。 

實驗 

教學 
20/01/09 

奇 

妙 

的 

花 

園 

 

1. 肢體運用：以故事創作作背景，請兒童以肢體運用做出頭飾上動物的形

態 

2. 肢體運用及合作解難：兒童合作討論以已有道想出解決方法 

唱歌律動：哈囉歌 2 或 4人一組自編配合歌詞的動作 

8 人一組由老師發出指示作方向變動並做出如前/後/入/出的方向及移動

性動作 

3. 樂器演奏：以故事的發展配合去認識發出指定聲響的樂器 

4. 認識樂器的不同音色及培養節奏感學習三/四拍子/ 

輕/重拍 

5. 以故事發展利用樂器加強兒童的解難能力與合作性 

6. 配合音樂欣賞樂曲讓兒童自由模擬頭飾上動物的形態結束活動 

實驗 

教學 
23/01/09 

夢 

幻 

王 

國 

1. 以創作故事開始—兵團與女巫 

2. 音樂節奏運用肢體做出創作性動作以配合故事情節：操兵歌 

3. 唱歌：操兵歌(學習歌詞及配合創意動作) 

4. 認識方向、水平停崸及開展 

5. 學習身體節奏：配合故事發揮合作精神進行隨音樂節奏以肢體部份做出

節奏性的動作以認識移動性動作及增進肢體運用的能力(踏腳/拍手) 

任何自己創作的肢體發聲動 

6. 樂器節奏：認識不同樂器的音色及培養節奏感 

自選樂器合作演奏/幻想聲音像炮聲的樂器 

7. 音樂欣賞：以柔和音樂舒緩兒童情緒 

8. 配合音樂：欣賞樂曲的節奏讓兒童自由模擬士兵 

實驗 

教學 
27/1/09 

夢 

幻 

王 

國 

1. 延續昨天的兵團與女巫創作故事 

2. 認識樂器的不同音色及培養音樂的節奏感：增進肢體運用的能力,  

3. 以身體肢體可發聲部份及樂器練習齊聲打拍子以增強合作精神 

4. 唱歌：以故事發展配合唱-JESUS LOVE ME 

5. 認識方向水平：兒童帶上黑花頭飾，隨音樂跳出哀傷的舞姿(被女巫奪去

了花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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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性動作：使用道具神仙棒配合音樂節奏揮動 

7. 移動性動作：隨故事發展的配合音樂開心跳舞，音樂停頓後創作出自我

認為最美的姿態 

8. 唱歌：操兵歌(必需齊步向前操)以增強合作精神 

9. 音樂欣賞：感受歌曲的旋律去適當調節自己的高漲情緒再結束活動(戰勝

而回的興奮) 

實驗 

教學 

(後測) 

30/01/09 

奇 

妙 

的 

生 

命 

1. 以創作故事效遊樂配合活動發展 

2. 自由創作配合情境的肢體動作和律動 

3. 認識方向、水平：扮在路上顛簸的動作、火車上/下山坡的動作、穿山洞

的動作 (以肢體自由表達) 

4. 操作性動作：以膠圈扮作車呔進行 

5. 運用肢體創作動物的形態：戴上頭飾後，自由於動物園內跳動/飛翔/漫

步/捲曲 

6. 加強合作精神：一起選出誰的動作最神似，兒童跟著一起做 

7. 身體樂器：小動物討論組織小樂團(選擇一組以身體部份發聲) 

8. 操作性動作：以蒲公英樂曲以絲巾擺動 、扮作風箏及結束活動 

實驗 

教學 

(後測) 

03/02/09 

太 

空 

歷 

險 

1. 以創作故事：愛跳舞的銀河系公主作活動發展 

2. 自由創作配合情境的動作和舞步以認識方向、水平/認識移動性動作,  

3. 認識開展停頓：隨音樂讓兒童幻想自己變成一塊不動的磒石(音樂星球大

戰)(不讓魔王察覺) 

4. 學習懂得欣賞：兒童欣賞及表達出自己對同伴做出動作的意見 

5. 加強兒童思考能力和解難能力：老師問—一塊磒石太小了，有什麼辦法

變成大山丘? (增加肢體動作的運用：需擴展身體各部份) 

6. 聆聽音樂後做出配合意境的動作：公主被捉去，兒童用神情、身體自我

表達哀傷的情緒 

7. 節奏樂合奏：以響木打出整齊的節奏帶出士氣分組決定任何一種樂器，

拍出齊整節奏去提高士氣幻化成太空戰士與魔王決戰 

8. 音樂欣賞：以天鵝湖音樂作舒緩情緒及結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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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音樂律動教學活動評量總分表                         附件 2 

(傳統及創意音樂活動課堂)  

項目 

傳統音樂活動課堂 創意音樂活動課堂 

0 1 2 3 4 5 
總

分 
0 1 2 3 4 5 

總

分 

動 

作 

教 

育 

身體運用 

整個身體        

7 

       

42 

部份身體               

身體形態               

空間探索 

方向               

路線               

形狀               

水平               

伸展               

人與物的關係 

懂得身體各部份的關係               

懂得運用身體與用具的關係               

懂得運用個人與同伴的關係               

基

本

動

作 

活動技能 

移動性技能        

3 

       

12 非移動性技能               

操作道具技能               

音 

樂 

概 

念 

音色 具分辨節奏樂器的聽辨能力        

16 

       

13 

力度 具區別強音與弱音的能力               

節奏 具辨別固定拍、快拍子和慢拍子的能力               

樂器 具運用樂器伴奏的能力               

歌曲 能唱出教過的歌曲               

創 

造 

行 

為 

流暢度 能以不同動作或答案回應        

4 

       

24 

變通力 答案超出預期               

獨創力 能提出與眾不同的意見               

精進力 能透過既有經驗創作更豐富的音樂或動作               

好奇心 能經常性表現好奇與熱衷               

想像力 積極參與富想像的音樂活動               

教 

師 

特 

性 

提供開放性問 提出的問題能增進孩子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12 

       

30 

享受教學 對課堂活動表現熱衷及投入               

豐富思想 經常提供刺激及鼓勵孩子發揮聯想的機會               

對兒童關顧 對孩子表現尊重，有耐心並能幫助孩子建立自信               

有音樂感 對音色及節奏能準能準確掌握及運用自如               

敏感度 隨時能敏感課堂上出現的各種需要               

有活力 帶活動時經常投入參與，令課堂充滿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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