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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樂性向是未經正式教育而自然發展的音樂潛能，同時也受到天賦與環境的影響，音樂性向的測

驗多以聽覺比較的方式進行，不同年齡層在測驗方式與內容也有所不同。師院畢業學生由於大多數均有

參與基礎音樂教育工作的機會，了解其過去音樂環境與目前音樂性向的關係，將可提供我師院音樂教育

之參考,並間接有助於改進我國的兒童音樂教育。本研究以Gordon AMMA高級音樂性向測驗，對新竹師

院學生148人進行施測，結果發現與音樂性向有關的音樂環境因素，在樂器因素方面為家中有鋼琴、學

習多種樂器及較長學習時間；在個人因素方面為喜歡聽音樂與自評音樂演奏程度；在家庭因素則有父母

喜歡音樂程度與母親的教育程度。進一步對音樂系與非音樂系學生比較，發現音樂系學生的音樂性向得

分顯著高於非音樂系。可見AMMA具有辨別效度，而AMMA測驗與其分測驗之間也有很高的內部一致

性，值得利用這項測量工具對國人音樂性向做進一步更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音樂性向、音樂環境、師範學院 

壹、研究問題與目的 

一、研究問題 
兒童在幼稚園及國小階段，是音樂能力發展非常迅速而重要的關鍵期，幼教及

國小時期的音樂教師，對兒童音樂能力的發展具有直接影響，因此，此階段的音樂

師資水準尤其值得我們重視。 
目前我國幼教及國小教師大多由師範學院負責培育，而大部分師院生畢業後參

與音樂課程的機會很大，換言之，師院生的音樂水準會直接影響我國基礎音樂教育

之品質。 
為培養師院生日後音樂任教能力，師院課程中對「琴法」極為重視，要求學生

能習獲基本的鍵盤彈奏能力，同時並安排有「音樂」必修課程，加強師院生音樂能

力的培養。 
而根據研究者在師院多年的音樂教學經驗發現，師院生在鍵盤及音樂課程上的

表現，往往和其個人先天的音樂性向與後天的音樂環境有極大的相關，因此，為了

幫助師院生音樂水準的提昇，我們必須深入了解師院生的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而

其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係，更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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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是在探求竹師學生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各因素之間的關係，本研

究結果除可幫助師院生自我理解、開發其音樂潛能之外，亦有助於師院音樂教師在

教學與評估、診斷學生音樂能力的參酌，以及了解哪些重要的音樂環境因素與師院

生音樂性向較有關係。研究者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若干具體建議，作為師院音樂

教育工作者及相關單位，在進行及規劃師院音樂教育時之參考。 

三、名詞釋義 

（一）音樂性向 
所謂音樂性向即是未經正式音樂教育而自然發展的音樂潛能。本研究的音樂性

向，是指由美國性向測驗學者Gordon(1989)編製的「高級音樂性向測驗」所測得的

節奏聽力及曲調聽力。 

（二）音樂環境 
所謂音樂環境即是個人外在的音樂背景與個人內在的音樂態度。本研究的音樂

環境，是指研究者自編「音樂環境問卷」所測得音樂環境樂器因素、音樂環境個人

因素及音樂環境父母因素。 

貳、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部份，首先剖析音樂性向的內涵與測驗功能，並區分音樂性向與音樂

成就的不同，以及音樂性向測驗與音樂成就測驗的不同方式，再則針對音樂性向與

音樂環境的相關研究做一探討。 

一、音樂性向的內涵與測驗功能 
以下作者就音樂性向的內涵與音樂性向的測驗功能做一簡要的剖析： 

（一）音樂性向的內涵 
性向(aptitude)是個體在學習某種事物之前，學習該事物所具有的潛在能力（張

春興，民81）。個人擁有的能力，會影響其學習狀況及未來發展取向，因此，性向

的研究與開發，一直是心理學家與教育學家努力的方向。透過性向測驗的分數，可

以反應某些程度的遺傳特徵，以及個人的經驗背景、動機、考試技巧、持久性、自

信、情緒、調適等人格特質，更可以提供教師參考，以針對個別學生不同的優缺

點，實施適性教學（吳裕益，民８2）。 
性向分為普通性向及特殊性向（鄭肇禎，民77），音樂性向即屬於特殊性向

（張春興，民81）。Radocy與Boyle(1987)認為音樂性向包含遺傳稟賦，及未經正式

教育而自然發展之音樂才能。Lehmann(1968)及Gordon(1988)定義音樂性向為音樂學

習的潛能，是音樂成就的基礎。Karma(1976)則認為音樂性向是"對聲音要素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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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 (the ability to structure acoustic material)，包含音樂創造力(creative musicality)、
音樂記憶力(musical memory)、音樂智力、音感、節奏感、和聲感。 

（二）音樂性向測驗的功能 
音樂性向測驗多以聽覺比較方式進行,包含音高辨別、強度辨別、音色、長度、

音調記憶及音樂形式(Lehmann, 1968)。測驗之結果，可提供辨認天賦、尋求個別差

異及困難、教育及職業指引、能力分類、選擇和分配樂器的依據（賴美鈴，民

77）。 
一種有效的音樂性向測驗，對音樂潛能的診斷極為重要，但仍必須避免測驗的

誤用，而常見的兩種誤用情形是：1.學生因低分而被屏除於音樂指導或音樂團體之

外。2.學生因高分而被認為不需指導。以上這兩種情況都會造成教育上的剝奪。通

常在一個班級裏，經常會有一兩位學生的音樂性向優於老師，老師仍有責任幫助學

生發揮其音樂潛能。雖然學生的音樂性向優於老師，但是老師仍有較豐富的知識與

經驗，使學生得以成長，甚至超越老師的成就(Gordon, 1989)。 
依據研究顯示(Gordon, 1989)，音樂性向分數大約可以解釋學生音樂成就分數

65%，所以，要更正確評估學生的音樂性向，客觀的測驗分數與老師主觀的認識與

判斷均同樣重要，而兩者一起考慮對評估學生特別有用。尤其是在客觀測驗分數與

老師主觀意見明顯不同時，找出兩者不一致的原因，有助於了解學生並改進指導的

方式。 

二、音樂性向與音樂成就之差異 
Gordon(1989)曾清楚的區分音樂性向與音樂成就。Gordon認為，一般在正式或

非正式場合，人們常使用「天賦」(talent)及「能力」(ability)來描述音樂家，不幸的

這種說法包括了性向(aptitude)與成就(achievement)兩重意義，很容易引起混淆。依

照測驗的功能而言，音樂性向是對學生音樂潛在能力的測量，音樂成就則是對學生

學習成果的測量。音樂性向可以將之視為一種內在的可能性(inner possiblility)，音樂

成就則為一種外在的實際表現。許多學生無論是否接受正規音樂訓練，音樂性向仍

被埋沒，這可以藉著有效的音樂性向測驗很快的發掘出來。 
雖然音樂成就測驗得高分的學生，通常音樂性向分數也較高，然而反之則未必

如此。事實上發現，有些學生在音樂性向的測驗得分極高，但是在音樂成就測驗得

分卻是很差。據Gordon(1989)的研究統計發現，美國小四至高三的學生中，音樂性

向高於80百分位的，有一半未接受音樂方面的特別指導，也未參加樂團，而老師並

不知道他們在音樂上的潛力，而據Gordon估計，這種情況在大學中更為嚴重(Gordon, 
1989)。 

音樂性向測驗與音樂成就測驗的區別，可以藉著簡單的改變來顯示出來。一般

音樂性向測驗需聽測者比較前後兩樂段之異同，而同樣的問題只要把原來要求選

擇＂相同＂或＂相異＂的作答方式，改為選擇"較高＂或＂較低＂，其測驗結果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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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音樂性向相關，而變成與音樂成就明顯相關了。而音樂性向測驗不像智力測驗那

樣，常反應著某種程度的學習成就，要能通過智力測驗，必須先有閱讀與建立語意

關聯的能力。相對的，音樂性向測驗不必具備讀或譜寫音樂的先前能力(Gordon, 
1989)。 

三、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的相關研究 
性向受先天遺傳及後天環境交互影響，故性向與環境之關係值得加以探討。環

境包括個體生理與心理之內在環境(internal enviroment)與個體外一切影響身心發展之

外在環境(external environment)（張春興，民81）。有關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關係之

研究如下： 
Gordon(1967)在他的音樂環境問卷中調查音樂環境因素與「音樂性向剖面圖」

(musical aptitude profile, 簡稱MAP)測驗分數的相關性。音樂環境因素包括性別、學

樂器、樂器練習、譜架、音樂練習時間、喜歡練習、學校課外音樂活動、家中音樂

活動、暑假課程、私人課程、學習兩種樂器以上、父母要求練習、父母幫助練習、

父親演奏或歌唱、母親演奏或歌唱、兄弟姊妹演奏或歌唱、家中有鋼琴、家中有唱

機、家中放音樂、聽音樂會、家長喜歡音樂、父親上大學、母親上大學等23項音樂

環境因素。結果發現這些環境因素與音樂性向呈現低到中度的顯著相關。 
Brand(1982)研究六年級學生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之關係。對來自市郊中學的41

位學生接受了21題的音樂環境問卷：包括其與其家庭是否演奏樂器、聽交響樂、鄉

村－西部或搖滾音樂會、家裡有風琴或鋼琴、或參加學校樂團。學生同時也接受了

Gordon的MAP音樂性向測驗以分析其音調想像、節奏想像與音感。結果顯示是否演

奏樂器這項音樂環境因素，明顯與節奏想像有關。有兩項音樂環境因素與音樂性向

總分有關：音樂性向高的學生比音樂性向低的學生較多會演奏樂器且較少去聽搖滾

樂音樂會。然而沒有其他音樂環境因素與MAP分數有明顯相關，這顯示到了六年

級，父母或老師已無法去影響其音樂性向（相對於音樂技巧、成就、及興趣），同

時也印證兒童早期音樂之重要性。 
Brand(1982)的研究結果與Gordon(1988)的研究結論彼此呼應。Gordon認為兒童

的音樂性向可依年齡發展分為兩個階段，九歲以前稱為「發展期音樂性向」

(developmental musical aptitude)，九歲以後稱為「穩定期音樂性向」 (stabilized 
musical aptitude)。發展期的音樂性向會隨者天賦遺傳與後天音樂環境的優劣變動，

而穩定期的音樂性向顯示，此時期個人的音樂性向已趨於穩定，也就是說，即使此

時音樂性向測驗分數仍有可能增加，但是個人音樂性向測驗分數在團體中的百分等

級已趨於穩定不變。故此，Gordon特別強調早期音樂環境對音樂潛能培養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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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新竹師院學生為母群，採取叢集抽樣的方式，以研究者任教的鍵盤樂

及音樂相關課程之班級為樣本，抽取幼教科、特教系、初教系、美教系及數教系學

生共115人，而為了驗證本研究工具：Gordon「音樂性向高級測驗」之辨別效度，另

抽取音樂教育系學生33人，將音樂系與非音樂科系學生之音樂性向測驗分數做一比

較。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有二，即Gordon「音樂性向高級測驗」(advanced measures of musical 

audiation ,簡稱AMMA)，另一工具為研究者參考Gordon(1967)及Brand(1982)設計的

音樂環境問卷，自編的「音樂環境問卷」（見附錄1）。分述如下： 

（一）Gordon「音樂性向高級測驗」 
因為作者以師院生為研究對象，所以選擇適用於高中至大學階段的「Gordon高

級音樂性向測驗」為工具，因此，作者針對Gordon在美國發展此測驗的目的、標準

化樣本及常模、測驗內容及信效度研究，加以簡要陳述。 
1.測驗目的 
（1）作為音樂系入學的部份標準。 
（2）辨認出音樂系或非音樂系學生未來在音樂上可能達到的標準為何。 
（3）建立對音樂成就客觀合理的期待，在此目的上，音樂性向測驗比起音樂

成就測驗更有效。 
（4）幫助老師有效診斷高中或大專學生的音樂學習潛能，在個別、課堂或樂

團中調整其指導。 
（5）學生分組或分班的依據。 
（6）幫助大專學生生涯規劃的參考。 

2.標準化樣本及常模 
AMMA是從1988至1989年間編製，其標準化樣本之選擇，乃由美國「高等教

育藝術資料服務中心」(Higher Education Arts Data Service)所提供，自1986至

1987的人口資料中抽樣而來。共有5336個大專生樣本，取自27個州的54個系

所，包含3206個主修音樂的大學生及研究生、2130個非主修音樂的大學生及

研究生；而高中部份的樣本總數為872人。AMMA並提供主修音樂之大專生

及研究生、非主修音樂之大專生及研究生、高中生的測驗總分、曲調測驗及

節奏測驗的常模。 
3.測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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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A是一卷約20分鐘的錄音帶，共有30題，每一題均包括前後兩段樂句。

除了測驗問題外，開始還有指導語及一些範例也錄在裡面。所有的試題皆以

蘋果牌Macintosh的電腦編輯，並由一位職業音樂家在Yamaha的DX-7的電子

合成器(synthesizer)上彈奏錄製而成。學生不須正式音樂訓練即可接受測驗，

只需判斷兩段樂句是否相同，如有不同，還需區分是曲調(tonal)或是節奏

(rhythm)的不同。如果認為曲調與節奏完全相同，選Ｓ(same)；認為曲調不

同，選Ｔ(tonal)；認為節奏不同，選Ｒ(rhythm)，而且曲調不同與節奏不同的

情形不會同時出現。Gordon在AMMA中融合「完型論」(Gestalt)與「原子

論」(Atomistic)的音樂性向觀念，每一個測驗題均同時包含曲調與節奏兩個因

素，而計分方式除了各題總分之外，亦個別計算曲調及節奏的分數，包含的

題數如下： 
曲調1(T1)：2,7,9,11,12,14,18,25,27,29 
曲調2(T2)：1,5,6,13,16,19,20,22,23,24 
節奏1(R1)：3,6,8,15,17,18,20,22,27,29 
節奏2(R2)：2,4,9,10,13,21,24,26,28,30 
T1+T2為曲調測驗總分，R1+R2為節奏測驗總分，四個部份總和即為測驗總

分。 
4.信效度研究 
（1）信度研究 

AMMA的信度研究採用折半法及重測法進行考驗，其信度係數如下（皆

達.01顯著水準）：主修音樂的大專生及研究生：折半信度.84，重測信

度.86。非主修音樂的大專生及研究生：折半信度.80，重測信度.80。高中

生：折半信度.81（高中生部份未重測）。 
（2）效度研究 

AMMA的效度研究採用效標關連效度，係以受試學生在此測驗的得分，

與其在Gordon的另一性向測驗MAP(musical aptitude profile)的得分求相

關，其信度係數為.71，達.01顯著水準。 

（二）音樂環境問卷 
研究者參考Gordon(19670及Brand(1982)設計的音樂環境問卷，自編「音樂環境

問卷」（見附錄1）。本問卷內容包括三項音樂環境因素： 
1.音樂環境樂器因素 
包括學習樂器數、擅長樂器開始學習年齡及學習總年數、家中是否有鋼琴。

音樂環境樂器因素之問卷題目題號1、3、4。 
2.音樂環境個人因素 
包括性別、音樂喜好程度、聽音樂頻率、自評擅長樂器的演奏程度。音樂環

境個人因素之問卷題目為題號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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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音樂環境父母因素 
包括父母之教育程度、父母之音樂喜好程度。音樂環境父母因素之問卷題目

為題號7、8、9、10。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以測驗施測及問卷調查的程序進行，於課堂中進行約二十分鐘的性向測

驗施測，以及約二十分鐘的音樂環境問卷調查。 
音樂性向測驗於上課時間在教室中實施，每次測驗約二十人，注意測驗場所的

安靜，避免干擾影響測驗結果。首先由老師說明測驗目的與方式，再則以錄音機播

放試題，學生每人答案紙一張。整個測驗包括指導語以及測驗內容，共約需二十分

鐘。音樂性向測驗結束後，立即實施音樂環境問卷的調查。總計所有研究程序進行

過程約需四十分鐘，因此一節課時間相當充裕。 

四、資料處理 
本研究將音樂性向測驗及音樂環境問卷調查資料輸入電腦，先以DBASE資料庫

建檔，並以電腦算出性向測驗總分及各分測驗分數。以SPSS進行進一步分析，先對

基本資料進行描述性統計，同時以皮爾森相關係數考驗AMMA之內部一致性，以t-
test考驗AMMA之辨別效度。其次對不同音樂環境變項，以chi square, t-test, Kendall's 
Tau, correlation r等統計檢驗方法，比較不同音樂環境因素與音樂性向之相關。 

肆、研究結果 

結果部份先陳述受試者基本資料，並考驗Gordon「音樂性向高級測驗」內部一

致性與效度，最後探討音樂性向測驗分數與音樂環境各因素之相關。 

一、受試者基本資料 
接受測驗之新竹師院學生共有148人，其基本資料如下： 
1.科系：音樂系33人,特教29人,初教25,美勞12人,數教29人,幼教科20人。 
2.年級：二年級85人，三年級63人。 
3.性別：其中男性43人，女性105人。 
4.年齡：平均年齡約20歲，大多分佈於19歲至23歲間。 

二、Gordon 音樂性向測驗之內部一致性與效度考驗 

（一）內部一致性係數（表1） 
本研究音樂性向測驗工具之內部一致性係數，以皮爾森積差相關考驗內部一致

性，除了節奏分測驗1與節奏分測驗2之間的相關性未達顯著外，其它內部一致性係

數皆介於.34至.94之間，達.00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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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Gordon「高級音樂性向測驗」內部一致性係數 
───────────────────────────────────── 

          測驗總分  曲調     曲調１   曲調２    節奏    節奏１  節奏 2 
───────────────────────────────────── 
測驗總分     1.0000     
曲調              .9472**    1.0000      
曲調 1           .7898**      .8386**    1.0000     
曲調 2           .7641**      .8015**      .3464**    1.0000   
節奏              .9202**      .7460**      .6163**      .6081**    1.0000      
節奏 1           .6167**      .4785**      .3592**      .4297**      .6964**    1.0000     
節奏 2           .7122**      .5972**      .5267**      .4502**      .7499**      .0474    1.0000 

───────────────────────────────────── 
Correlation   r   value               * p<0.01      ** p<0.001 

 

（二）辨別效度（表2） 
本研究探討音樂系與非音樂科系學生音樂性向測驗得分之差異，以t考驗檢定。

除節奏分測驗1之外，音樂系與非音樂系在測驗總分、曲調測驗總分、曲調測驗1、
曲調測驗2、節奏測驗總分、節奏分測驗2之得分皆有顯著差異，達.001顯著水準

(t=4.57, 5.18, 4.51, 3.73, 3.18, 3.88)，可知本研究工具有辨別效度。 
 

表2 Gordon「高級音樂性向測驗」之辨別效度 
 測驗總分   曲調   曲調１   曲調２    節奏    節奏１  節奏２ 
t 4.57***        5.18***   4.51***    3.73***      3.18***    .64         3.88*** 

t-test  t  value        * p<0.05       ** p<0.01     *** p<0.001 
 

三、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之關係 
此部份主要探討三項關係：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樂器因素之關係、音樂性向與

音樂環境個人因素之關係、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父母因素關係。茲分項臚列於後： 

（一）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樂器因素之關係（表3、表4） 
1.開始學習樂器年紀 
以越早開始學習者音樂性向得分較高，但只有與曲調分測驗在皮爾森積差相

關上達顯著水準(r=-.20570)。 
2.學樂器年數 
學習時間越長者音樂性向得分越高。學習樂器年數與測驗總分、曲調測驗總

分、曲調分測驗1、節奏測驗總分，在皮爾森積差相關上達顯著水準

(r=.2801, .2989, .3276, .2168)。 
3.學習兩種樂器以上 
學習兩種樂器以上者比學習單一樂器者之音樂性向得分較高。以t考驗檢定，

在測驗總分、節奏測驗總分、節奏分測驗2上有顯著差異(t=2.21, 2.35,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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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中有鋼琴 
家中有鋼琴者比沒有鋼琴者之音樂性向得分較高。以t考驗檢定，在測驗總

分、曲調測驗總分、曲調分測驗1、曲調分測驗2、節奏測驗總分、節奏分測

驗2上有顯著差異(t=3.97, 4.72, 4.46, 3.07, 2.54, 3.04)。 
 

表3 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樂器因素之相關性（I） 
────────────────────────────────────── 
音樂環境因素        測驗總分     曲調       曲調 1     曲調２        節奏     節奏 1     節奏２ 

────────────────────────────────────── 
 自評樂器演奏程度     .238***    .250***    .231***    .189**       .184**     .055       .231*** 
 開始學習樂器年紀    -.1792      -.2057*    -.2157       -.1174       -.1210     -.0468     -.1253 
 學樂器年數                .2801**    .2989**    .3276**     .1551        .2168*     .0863      .2221 
────────────────────────────────────── 

Correlation  r       * p<0.05       ** p<0.01     *** p<0.001 
 

表4 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樂器因素之相關性（II） 
────────────────────────────────────── 
音樂環境因素       測驗總分       曲調       曲調 1       曲調２     節奏    節奏 1    節奏２ 

────────────────────────────────────── 
學兩種樂器以上      2.21*          1.82          1.88           1.07         2.35*     .56         2.77** 
家中有鋼琴             3.97***       4.72***    4.46***     3.07**     2.54*     .58         3.04** 

────────────────────────────────────── 
t-test  t  value           * p<0.05       ** p<0.01     *** p<0.001 

 

（二）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個人因素之關係（表5、表6） 
1.性別 
以t考驗檢定，不同性別在音樂性向測驗得分之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2.自評音樂演奏程度 
自評音樂演奏程度越高者得分越高。以Kendall's tau考驗，自評音樂演奏程度

與測驗總分、曲調測驗總分、曲調分測驗1、曲調分測驗2、節奏測驗總分、

節奏分測驗2之相關達顯著水準(tau=.238, .250, .231, .189, .184, .231)。 
3.喜歡聽音樂程度 
喜歡聽音樂程度越高者得分較高。以Kendall's tau考驗，喜歡聽音樂程度與測

驗總分、曲調測驗總分、曲調分測驗1、曲調分測驗2、節奏測驗總分、節奏

分測驗2之相關達顯著水準(tau=.160, .172, .140, .147, .127, .149)。 
4.聽音樂頻率 
以Kendall's tau考驗，聽音樂頻率與音樂性向測驗得分高低之相關未達顯著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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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個人因素之相關性(I) 
──────────────────────────────────── 
音樂環境因素   測驗總分   曲調   曲調１   曲調２   節奏   節奏１   節奏２ 

───────────────────────────────── 
性別               -.91         -1.44    -1.40        -.94       -.17      -.01         -.23 

──────────────────────────────────── 
t-test  t  value          * p<0.05     ** p<0.01       *** p<0.001 

 
表6 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個人因素之相關性(II) 

────────────────────────────────────── 
音樂環境因素         測驗總分    曲調         曲調 1     曲調２     節奏     節奏 1    節奏２ 

────────────────────────────────────── 
自評樂器演奏程度  .238***      .250***   .231***     .189**    .184**    .055        .231*** 
喜歡聽音樂程度      .160**        .172**     .140*         .147*      .127*      .034        .149* 
聽音樂頻率              .013           -.013       -.002          -.022        .049        .074       -.016 

────────────────────────────────────── 
Kendall's  tau            * p<0.05      ** p<0.01      *** p<0.001 

 

（三）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父母因素之關係(表7） 
1.父親喜歡音樂程度 
以Kendall's tau考驗父親喜歡音樂程度與音樂性向得分之相關。結果顯示與曲

調 測 驗 總 分 、 曲 調 分 測 驗 1 、 曲 調 分 測 驗 2 之 相 關 達 顯 著 水 準

(tau= .142, .122, .116)。 
2.父親教育程度 
以Kendall's 考驗父親教育程度與音樂性向得分之相關，除與節奏分測驗1之相

關達顯著外(tau= .121),與其他測驗得分之相關皆未達顯著。 
3.母親喜歡音樂程度 
母親喜歡音樂程度越高者音樂性向越高，以Kendall's tau，在測驗總分、曲調

測驗總分、曲調分測驗1、節奏測驗總分、節奏分測驗2之相關達顯著水準

(tau= .161, .167, .176, .113, .175)。 
4.母親教育程度 
除節奏分測驗1外，母親教育程度越高者音樂性向得分越高。以Kendall's tau
考驗，在測驗總分、曲調測驗總分、曲調分測驗1、曲調分測驗2、節奏分測

驗2之相關達顯著水準(tau= .119, .139, .137, .115,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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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父母因素之相關性 
────────────────────────────────────── 
音樂環境因素          測驗總分    曲調     曲調１   曲調２   節奏   節奏１   節奏２ 

─────────────────────────────────── 
<<父母因素>> 
父親喜歡音樂程度       .086       .142*     .122*      .116*      .023      .070      -.020 
父親教育程度               .064       .078       .080        .044        .027     -.088      .121* 
母親喜歡音樂程度      .161**    .167**   .176**    .100        .113*   -.029      .175** 
母親教育程度              .119*      .138*     .137*      .115*      .071     -.028      .117* 

────────────────────────────────────── 
Kendall's  tau       * p<0.05       ** p<0.01      *** p<0.001 

伍、綜合討論與建議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有以下五點結論： 
一、AMMA的內部一致性不錯，同時也具有辨別效度，由此可見此性向測驗是

一個穩定有效的測驗工具，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二、開始學習樂器的年紀、學習樂器的年數、學習兩種樂器以上等因素，與音

樂性向有關，這與Gordon(1988)及鈴木鎮一(Suzuki, 19850強調早期音樂環

境的重要性相呼應，同時說明了多接觸樂器的好處。 
三、家中有無鋼琴與音樂性向的高低有明顯相關，這與Gordon(1967)的研究結

果相符。可見有「樂器之王」美名的鋼琴，和音樂性向明顯相關，由此可

見一個家庭音樂設備的重要性。 
四、在個人因素方面，音樂性向與性別、聽音樂頻率無顯著相關，而與自評音

樂態度、喜歡聽音樂程度有顯著相關，這似乎透露音樂性向和學生音樂態

度顯著相關，換句話說，音樂性向似乎具有某種程度的自我理解特質。 
五、在父母因素方面，以母親喜歡音樂程度與音樂性向之相關性最大，其次為

是母親教育程度，父親的影響的效果就不如母親明顯。由此也可以發現，

母親在子女教育與早期發展過程中積極參與所產生的效果。 
師範學院學生為未來幼教及國小教師，師院生的音樂水準直接影響我國的基礎

音樂教育。因此，藉用有效的音樂性向測驗，診斷師院生的音樂潛能，同時探討其

音樂性向與音樂環境之間的關係，能提供師院教師、學生及相關課程與規劃人員，

在尋求或建立良好音樂環境時之參考。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五點建

議： 
一、擴大並深入探討ＡＭＭＡ的可行性，並將之修訂發展，提供一套適用於我

國成人的音樂性向測驗工具。 
二、鼓勵師院生多參與校內外音樂社團，並增加樂器學習的機會。 
三、充實師院的鋼琴設備，提供學生充分的練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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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院音樂教師應提高學生對音樂的學習興趣，建立學生正確的音樂學習態

度，並加強其學習音樂的信心。 
五、增加舉辦師院中可供親子或社區共同參與的音樂活動。 

陸、研究限制 

本研究有以下研究兩點限制兩點限制： 
一、本研究抽樣雖然已經涵蓋新竹師院中大部分的科系，但由於人力與時間的

不足，並未包括語言教育系與社會教育系。 
二、本研究的抽樣範圍以新竹師院為主，若能擴及所有師院，則研究之推論性

可能會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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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音樂環境調查問卷 

親愛的同學: 
您好! 首先要感謝您參與這項研究。這個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了解師院學生音樂

性向與音樂環境的相關,以作為今後師院音樂教學的參考。 
本問卷裡的題目無所謂對錯,您所提供的意見,將作為團體性的分析,但不做個人

的比較。因此,請您就自己的經驗及知覺程度逐題填答。謝謝您的協助與合作。 
蘇郁惠  敬啟 

 
姓名: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_______   年齡:____________ 
系別: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 
 
1.您是否曾學過鋼琴以外之樂器(含聲樂)?          是□    否□ 
2.您所最擅長之樂器的演奏程度為 

(1)自娛 (2)可表演 (3)校內比賽得名               1□  2□   3□   4□   5□ 
(4)縣賽得名 (5)省賽得名(以最好成績計) 

3.上述樂器開始學習年齡_______歲,共學習______年 
4.您家裡是否有鋼琴?                              是□  否□ 
5.您是否喜歡聽唱片、CD、卡帶? (1)非常不喜歡     1□   2□    3□   4□   5□ 

(2)不喜歡 (3)普通 (4)喜歡 (5)非常喜歡          
6.您花在聽音樂唱片、CD、卡帶的時間?              1□   2□   3□   4□   5□ 

(1)一年一次以上 (2)一月一次以上 (3)一週一次以上 
(4)一週三次以上 (5)每天一次以上               

7.您父親是否喜歡音樂? (1)非常不喜歡              1□   2□   3□   4□   5□ 
(2)不喜歡 (3)普通 (4)喜歡 (5)非常喜歡                  

8.您父親的教育程度? (1)不識字 (2)小學            1□  2□  3□  4□   5□ 
(3)國中 (4)高中 (5)大專(6) 研究所以上           6□      

9.您母親是否喜歡音樂? (1)非常不喜歡              1□   2□   3□  4□   5□ 
(2)不喜歡 (3)普通 (4)喜歡 (5)非常喜歡                  

10.母親的教育程度? (1)不識字 (2)小學              1□   2□   3□   4□   5□ 
(3)國中 (4)高中 (5)大專(6) 研究所以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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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al Aptitude and Musical 
Environment of Students in the Hsin-Chu Teacher's 

College 
 
 

Yu-Huei Su 
 

ABSTRACT 
 
Musical aptitude is a capacity or potential including the result of genetic endowment 

and maturation without formal musical education. It is influenced by talent and 
environment. Since music is an aural art, music apitude is to test the ability of 
discrmination between sounds that vary in subtle ways. Different test materials are 
designed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For most of the graduates of teacher's college, they 
involve in teaching of music courses. If we can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al aptitude and musical environment, it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musical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our country. In this study 148 students of the Hsin-Chu teachear's college 
received Gordon's AMMA test. The result showed several musical environment factors are 
correlated to high musical aptitude including instrumental factors: piano ownership, 
multiple instrument learning and longer learning years; personal factors: like of music 
listening and high performance of musical instrument; family factors: both parents' like of 
music listening and mother's education level. Comparing between students of music and 
non-music department, music department students got higher score in musical aptitude test. 
In summary, musical aptitude AMMA is correlated with musical environment in our study, 
and the internal consistancy is high.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musical aptitude 
of people in our country, we suggest further studies to be done with this tool. 
Key word: musical aptitude, musical environment, teacher'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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