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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設計之CLIL內容分析

紀雅真    臺北市立大學音樂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教案設計為教師教學實踐之指引，展現其教學理念與教學原則。在師資培育

階段，教案設計能力的培養至關重要。本研究擬透過 CLIL 雙語音樂教案分析，

評估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設計知能。以修習雙語音樂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師資生所

發展的 38 份 CLIL 雙語音樂教案為分析對象，採量化與質性之內容分析法，瞭解

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之內涵，並進一步檢視師資生雙語音樂設計知能。研究結果

顯示，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多涵蓋音樂及語言學習目標；偏重「歌唱演奏」與「審

美感受」之學習內涵，較少關注「生活應用」層面之學習內涵；僅有極少數教案

可融合跨領域、領域內跨科目或跨文化之課程設計；音樂學習活動、音樂教學策

略、音樂教材選擇多元；雙語評量設計以音樂學習內容為核心，普遍缺少語言評

量之規劃。整體來看，師資生具備基本雙語音樂教學設計知能，但在瞭解教學對

象的語言學習需求、關注雙語音樂教學與學生生活之連結、跨文化課程設計，以

及雙語評量設計與課程目標之對應方面，仍需強化。

關鍵詞：師資生、教案、教學設計、雙語音樂教學、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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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設計之 CLIL 內容分析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CLIL Music Lesson Plans

Ya-Chen Chi
Assistant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Taipei, Department of Music

Abstract
As a guide to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 lesson plan design shows their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principles. The cultivation of lesson design capabilities is crucial during 
the teacher education stage. This study examined pre-service teachers’ capabilities in bi-
lingual music teaching desig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bilingual music lesson plans. The study took 38 CLIL bilingual music 
teaching plans developed by bilingual music teachers in a pre-service training program 
as the subject of analysis. It used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lesson plans, and further examined the teachers’ capabilities 
in bilingual music teaching desig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sson plans often covered 
music and language learning objectives, with an emphasis on “singing performance” and 
“aesthetic feeling” and less attention to “life application.” Only a few lesson plans inte-
grated cross-disciplinary, cross-subject, or cross-cultural content into the course design. 
There were diversified options for music learning activities, music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music teaching materials, while the design of music learning assessment focused on 
the content of learning with a lack of plans for language assessment. Overall, pre-service 
teachers had the basic capabilities of bilingual music teaching design. However, there wa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understanding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needs, paying atten-
tion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ilingual music teaching and students’ lives, cross-cultural 
course design,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for bilingual learning outcome assess-
ment and learning objectives.

Keywords：Pre-service teachers, Lesson Plan, Instructional design, Bilingual, Bilingual 
music teaching, CL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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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

臺灣自 2018 年起於政策面及教學現場同步推行雙語教育，雙語實驗學校與

雙語課程在數年間大幅攀升，雙語教育議題之探討逐漸成為顯學。目前，國內雙

語教育面臨之挑戰包含各界對雙語教育的解讀不同，消耗雙語教育推動之動能；

現行學校體制的限制，造成大量雙語師資缺口；缺乏完備雙語教材與評量設計，

增加雙語教育實施難度；學生語言程度落差大，雙語教學成效兩極化；在職教師

語言準備度不足，雙語教學自我效能感低落；以及師資培育機構缺乏雙語教學人

才培育經驗等問題（王力億，2020；黃家凱、林子斌，2022；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22；嚴愛群，2022；羅文杏，2022）。雙語師資培育及雙語師資品質問題影響

層面大。

教育部（2018b）公告雙語師資培育實施計畫，訂定短期（108-111 年）、中

期（112-115 年）與長期（116-119 年）目標。因應前述政策，國內師資培育大學

自 109 學年度起，陸續開辦雙語師資培育課程，分為「在職進修」與「職前培育」

兩管道。截至2022年初，已有逾千名高中以下在職教師，修畢雙語教學增能學分，

擔任校內雙語課程授課（洪月女、陳敬容，2022）。以職前培育方式培訓的師資

生，亦將於近期陸續加入中小學雙語教學行列。臺灣雙語師資培育正由初期邁向

中期發展，適時檢視雙語師資培育課程成效，方能借鏡前期培育經驗，訂定未來

培育方向，促成雙語教育之成功。

教案為教師教學實踐之指引，從雙語師資培育觀點來看，師資生的雙語教案

建構體現其對雙語教學之理解、語言應用能力、課程目標與教材選擇適切性、雙

語教學策略與評量規劃能力等。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 - 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教育部，2021）將「雙語教學教案設計」及「雙語教

學活動設計」列為雙語師資職前培育課程的核心內容，顯示雙語教案設計知能培

養之重要性。此外，研究者紛紛點出雙語課程設計能力對師資生的重要性。如王

力億（2020）強調應培養師資生的雙語課程設計、教學發展與評量等實踐能力；

顏佩如（2022）歸納雙語師資生的意見，指出雙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增加英文

口說訓練、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與評量實踐等教學實務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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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模式眾多，近年來受到廣泛運用的「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學習」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簡稱 CLIL）模式，強調融合學科學習

及語言學習與跨文化溝通等概念，適用於各學科的雙語教學（鄒文莉、黃怡萍，

2022）。目前全球多國家採 CLIL 模式推動雙語教育，帶動以 CLIL 為主題之教

育研究風潮，建構完整的課程體系與 CLIL 教師專業知能指標（Marsh at al., 2007; 
Marsh at al., 2010; Bertaux at al., 2010）。同樣的，CLIL 亦為臺灣雙語教育的主流

模式之一，超過七成縣市以 CLIL 模式推動雙語教育，並積極辦理 CLIL 雙語教學

之教師增能活動（廖偉民，2020）。因此，在雙語師資培育階段，增進師資生或

在職教師對 CLIL 教學理念與教學實務應用能力，乃為必要。

研究者於 109 學年度起擔任大學「雙語音樂」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協同授課。

此課程以培養師資生具備國小雙語音樂教學能力為課程目標，修課師資生來自不

同系所。在一學期課程中，CLIL 雙語音樂教案設計佔有相當比例，課程內容包含

雙語音樂學習目標撰寫原則與實作、雙語音樂教學活動類型、雙語音樂教案實例

分享，以及雙語音樂學習評量設計等，最後規劃師資生的雙語音樂教案設計實作

任務。師資生所建構之雙語音樂教學設計教案，展現其對雙語音樂教學的理解與

應用能力，成為檢視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設計知能的重要工具。

教案反映教學者多面向的教學知能，足以作為研究教學者設計實踐之依據

（謝文敏，2019）。運用教案分析檢驗教學者能力之研究設計不少（Aditomo at 
al., 2011; Li & Zou, 2017；Sesiorina, 2014; Sias at al., 2017），亦有以師資生教案為

分析對象之研究。如 Ruys 等人（2012）分析 323 份師資生教案，以自編之合作

學習教學設計評分規準，檢視修業第二年的師資生在合作學習教學指示、組織和

評量規劃上的適切性。其研究提出師資生在合作學習設計上的優缺點，對於師資

培育課程具有啟發性。由此來看，教案分析可作為檢驗師資生雙語音樂設計知能

之方式。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透過量化與質性之內容分析，瞭解師資生

建構之 CLIL 雙語音樂教案，包含學習目標、學習內涵、課程設計、音樂學習活

動安排、音樂教學策略、音樂教材選擇、雙語評量活動設計之情形，同時檢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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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生的雙語音樂教學設計知能。期能作為國內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設計知能培育

之參考，提供未來雙語教育推行之參考。

貳、文獻回顧貳、文獻回顧

一、CLIL教師雙語教學設計知能

CLIL 教學涵蓋多語言及跨學科的概念，其教師專業知能之內涵相當多元，

常被提及的能力如雙語能力、學科知識、教案設計、教學策略、學習者溝通技巧、

資訊科技運用、跨領域結合、課室管理、方法評量等（Hansen-Paul et al., 2009; 
Marsh, 2002; Marsh at al., 2010; Pérez Ca ado, 2017）。上述不同面向的雙語教師知

能，有偏向理論面或實務面的知能，而教師的教案設計能力為銜接 CLIL 教學理

論與教學實踐的關鍵要素。

在眾多 CLIL 教師專業知指標的文獻中（Marsh at al., 2007; Marsh at al., 2010; 
Bertaux at al., 2010），Bertaux 等人（2010）提出之 CLIL 教師專業能力指標（The 
CLIL Teacher’s Competencies Grid），涵蓋統整、課程設計與實踐、與研習得與

應用、跨文化教學能力、學習環境營造、評量與評鑑、終身學習與教學創新等 14
個面向，29 種能力，共 129 項指標。其中，針對教師的雙語教案設計能力提出具

體的六項指標，分別為：（1）能設計任務幫助學生達成預期的學習目標；（2）
能設計任務使學生運用不同學習風格；（3）能採用符合學生學習興趣與需求的

真實（authentic）素材；（4）能審慎選擇及運用視覺、聽覺與多模態輔助教材；（5）
能解析學生的語言需求；以及（6）能設計跨文化主題。CLIL 教案設計能力為雙

語教學實踐基礎，牽動教師雙語教學行動與成效。

田耐青與簡雅臻（2021）依據臺灣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之理念，編製「雙

語課程設計與教學檢核表」，包含「素養導向之雙語課程設計」、「素養導向之

雙語教材研發與製作」、「素養導向之雙語學習任務設計」、「雙語授課與課室

互動語言」及「素養導向之雙語教學評量」等五層面，共 31 項檢核標準。其中，

「素養導向之雙語課程設計」與雙語音樂教學設計知能最為相關，檢核標準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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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綱，訂定學科知識、技能、態度及語言學習目標，以依

據學生學習順序安排課程等。層面三「素養導向之雙語學習任務設計」羅列雙語

教學活動設計檢核標準，如提供學生思考、討論、發表、體驗、實作等課堂參與

任務，引導學生運用適當的學習方法及策略，提升口語表達能力、設計生活情境

脈絡化之學科學習任務等。

二、CLIL雙語教學設計原則

 CLIL 是在 1994 年由雙語教育學者 David Marsh 與 Anne Maljers 提出的一

種雙語教學模式。此模式並不是指特定的教學法，而是一個光譜式、涵蓋多項教

學法的傘式集合名詞（鄒文莉、高實玫、陳慧琴，2018；Šulistová, 2013）。有關

CLIL 雙語教學模式的論述相當豐碩，以下歸納 CLIL 教學設計原則：

（一）彈性規劃學科內容及語言學習

根據Coyle（1999）提出的4C’s理論，CLIL課程架構涵蓋學科內容（content）、

溝通（communication）、認知（cognition）與文化（culture）四個面向。其中「學

科內容」與「認知」面向的教學，以涵養學生學科知識與技能，提升思考技巧，

促進概念形成為主，屬一般學科學習範疇；而「溝通」及「文化」面向之教學則

著重語言溝通訓練，提供學生使用第二語言學習及進行課室互動之機會，強調學

習跨文化交流，屬語言學習範疇。CLIL 雖強調學科與語言學習並重，但課程規畫

並無制式規範，而呈現多樣貌情形。有偏重學科內容學習之 Hard CLIL，亦有以

語言學習之 Soft CLIL（Šulistová, 2013）。因此，採 CLIL 教學模式之雙語教學設

計，在學科及語言學習規劃上有相當的彈性。

（二）建構鷹架提升學科及語言學習

鷹架理論（scaffolding）在教育中的運用相當普遍，強調教師在教學前、中、

後，透過適切的教學策略與行動，搭建學習鷹架，提供步驟化的學習方法，幫助

學生快速理解新概念或發展新技能。常用的鷹架策略包含提問、講述、指示、跨

語言策略、圖片或圖表輔助等方式（鄒文莉、黃怡萍，2021）。陳慧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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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學科教學之鷹架如連結生活情境；清楚列出學習步驟；或運用圖片及圖表呈

現概念等。而語言學習鷹架之搭建，則包含布置雙語教室環境；善用課室英文營

造雙語學習環境；結合肢體語言，增進詞彙理解；運用英文問答，確認學生理解

程度等。 

（三）強調溝通之語言學習目標

不同於一般語言教學著重字彙、文法、閱讀、寫作、聽力面向的教學成

效，CLIL 教學強調語言學習在溝通上的實用性，Cummins（1984）和 Coyle 等

人（2010）提出的語言學習類別，最常被用來檢視學生語言學習成效。根據

Cummins（1984）的主張，語言學習可分為基本人際溝通技能（Basic interpers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 簡稱 BICS）與認知學術語言能力（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簡稱 CALP），基本人際溝通技巧泛指教師使用的課室英語，

以及同學之間的互動溝通語言；認知學術語言能力則指學生為了解學科知識與概

念時所需的語言能力。Coyle 等人（2010）提倡的語言三角理論（The Language 
Triptych）包含學習學科知識或技巧所需的語言（Language of Learning）；課

室英文及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合作學習所需的語言（Language for Learning）；

以及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然產生的新概念或語言運用技巧（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

（四）結合跨語言實踐及多模態設計 

Lewis 等人（2012）指出跨語言實踐的概念，打破了過去雙語教學或外語教

學中，以單一語言為核心的觀點，提倡不同語言間相互增強的學習概念。在教學

中藉由兩種語言並用，以達到互相提升之目標。教師的跨語言實踐在教學中屬於

正式的教學語言，經過教師縝密的安排，使學生能有進行有目標性的對答。在教

學情境中，兩種語言的地位是平等且互補的，教師須依據學生語言能力，適時轉

換語言以幫助學生瞭解學習內容（高郁婷，2018；Gutiérrez et al., 2011）。從學習

者的層面來看，跨語言實踐可透過教師引導（如使用一種語言閱讀學習內容，另

一種語言紀錄討論過程），或由學生自發性在討論過程中，以兩種語言交替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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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 2012）。在跨語言實踐過程中，學生須使用不同的認知及訊息處理的

技巧，透過母語及目標語的相互搭配，既可習得新的語言技能，又可鞏固舊有知

識，逐間縮短兩種語言能力間之落差（García & Kano, 2014）。

多模態設計（multimodality）為雙語教師的重要知能之一，臺灣雙語教師在

課堂中常用的多模態設計包含口說和肢體語言的搭配、口說和實物、圖像、影片、

實際示範或操作的搭配，這些策略有效地提升學生理解來自不同媒體、形式的資

訊。多模態策略的運用使課程更貼近現實的多元溝通環境，因此也成為雙語教學

中最常用的溝通方式（陳惠琴等人，2021）。

（五）學科評量為主軸，語言作為評量之溝通媒介

多數學者主張 CLIL 學習評量應包含學科內容及語言學習成果，但基於 CLIL
教學涵蓋多種樣貌，其評量設計可由教師依據課程目標，就「學科知識」及「外

語能力」發展，做輕重比例之設定。在學科知識評量方面，十二年國民教育基本

課程綱要（2004）所強調之多元評量時機（形成應評量、總結性評量）、多元評

量方式（紙筆測驗、實作評量、檔案評量、觀察評量、學習單、口頭評量等），

以及兼具質性及量化之評量成果，為一般學科共同評量原則。在語言學習成果方

面，評量重點應放在確認學生能否理解教師在課堂中所使用之語彙或句型，並能

使用這些字彙或句型來表達自己看法，而非採用字彙拼讀或文法句型之評量內容

（高實玫，2018）。

針對素養導向的雙語學習評量，高實玫等人（2021）提出幾項原則，包含應

以學科領域知能為評量主軸，語言宜作為評量過程的溝通媒介，而非評量的主要

內容；在評量方式上，應採多元評量的方式，以解釋學生的學習歷程與結果；評

量結果除瞭解學生的學科學習成果，亦要反映學生語言認知及使用能力。

三、教學設計之內涵與要素

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或教案設計（Lesson plan）常被視為相同概

念，指教學者構思教學計畫的活動與歷程，具有系統性 （systematic）與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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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ve） 的特性。在教學設計過程中，教學者將個人的教學理念與教學原則

展現在教材、教學方式及評量中（Smith & Ragan, 2005）。相較於教學經驗豐富

的教師，師資生或初任教師更需教學設計作為教學依據，在教學設計過程中建構

學習目標、組織教學活動、預判學生反應，並從教學指導者獲得回饋（Brown & 
Melear, 2006; Kagan & Tippin, 1992）。因此，師資職前培育階段，教學設計知能

的涵養至關重要。

教學設計並無一定格式，常見基本要素有課程目標（Goals）、學習目標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學習活動（Learning Activities）、教學策略（Teaching 
Strategy）、教學素材與學習評量（Assessment）（McNeil, 1996; Morrison at al., 
2007）。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另強調學習內涵、跨領域或學科間之聯繫等教學設

計要素（教育部，2018a），以下闡述各項音樂教學設計之要素。

（一）學習目標：描述學生完成特定學習內容後，所應展現出之學習成果（周

新富，2021）。Bloom 等人（1956）將學習目標分為認知（cognitive domain）、

情意（affective domain）與技能（psychomotor domain）三類，此分類成為各學科

學習目標規劃之共同依據。以音樂教學為例，認識各種音樂符號屬於認知學習目

標、主動參與音樂活動屬情意目標，而能以直笛吹奏樂曲則屬技能目標。

（二）學習內涵：用以引導課程設計、教學與學習評量之實施（教育部，

2018a）藝術領域課程綱要指出，國小音樂課程學習重點包含表現構面之歌唱演奏

與創作展現之關鍵內涵；鑑賞構面之審美感知與審美理解關鍵內涵，以及實踐構

面之藝術參與及生活應用關鍵內涵。

（三）學習活動：教師用來營造學習情境所設計之活動，教師教學活動的選

擇，體現其音樂教育哲學觀點。如 Reimer（1970）指出音樂學習活動包含歌唱、

演奏、創作、欣賞、音樂律動、讀譜與記譜等。這些音樂活動並非單獨呈現，常

與其他活動相連結，彼此增強，強化學生對音樂的知覺與回應。而 Elliott（1995）
則認為音樂學習活動以演唱、演奏、創作、編曲、即興與指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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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策略：為多面向的概念，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使用之方法、技

巧與教學步驟。根據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課程綱要（2018a），音樂教學應用多元、

靈活、彈性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的藝術素養，並依據教材性質斟酌採用講解、

示範、問答、發表、討論、遊戲、實作、展演、合作學習等教學方法。

（五）教材選擇：是教師用來達成學習目標之媒介，教材選擇影響教學成效。

音樂教材應含括各樂種與曲式、各時代與風格之代表作品，重視臺灣在地音樂與

各族群音樂，並自學生生活經驗取材，與當代議題或跨領域 / 科目相結合（教育

部，2018a）。本研究分析師資生選用之音樂教材類別，分為各國民謠、臺灣傳統

音樂、古典音樂、流行音樂、兒歌與其他七類。

（六）跨領域或跨科目之課程設計：教學設計除須注意各階段教學活動之間

的連結，亦要關注不同領域或學科之間的聯繫，以幫助學生在獲得整完整的知識

（周新富，2021）。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課程綱要（2018）亦強調藝術領域課程

可採跨科目或跨領域之主題設計，因此，在跨領域部分，可結合數學、社會、自

然科學、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進行教學設計；或與同領域的視覺藝術及

表演藝術學科進行統整教學設計。

（七）學習評量：規劃用來檢視學生是否達成學習目標，是教學設計的一環。

音樂學習評量方式相當多元，常見的有觀察評量、實作評量、紙筆測驗、口頭報

告、學習單、自我評量、同儕互評及檔案評量等；評量人數則可分為個別評量或

小組評量（余民寧 2017; Brophy, 2000）。

依據上述 CLIL 雙語教學模式之文獻研究及教學設計要素，研究者編製「師

資生 CLIL 雙語音樂教案分析類目表」，作為瞭解師資生雙語音樂設計內涵之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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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設計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分析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之內涵，作為雙語師資教學設計知能

提升之參考。採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之內容分析法（Krippendor, 2004; Patton, 
2002）。首先，以研究者自編之「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分析類目表」，解析師資

生 CLIL 雙語音樂教案之內涵，屬由上而下之分析方式；接著反覆閱讀師資生設

計的雙語音樂教案，以由下而上的質性內容分析方式，檢視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

設計知能。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來源為 110 學年度，雙語音樂課程師資生所建構之 38 份教案。修

習本課程的師資生來自不同系所，除 3 位音樂系學生外，其他學生約六成需加強

音樂基本知能，包含音樂唱奏、讀譜、音樂知識等。在語言能力方面，多數師資

生可理解課堂英文授課內容，約兩成師資生在理解英文授課方面較困難，需輔以

中文解說。為提升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設計知能，研究者透過講述、實作、案例

分享方式，於一學期雙語音樂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中，規劃雙語音樂教案設計課程

相關課程，內容包含雙語音樂學習目標撰寫與實作、CLIL 雙語音樂教學活動設

計、國內外雙語音樂教案實例分享，以及雙語音樂學習評量設計等。舉例來說，

雙語音樂教學目標之訂定，先由研究者說明雙語音樂課程目標撰寫原則，師資生

於課堂中嘗試編寫雙語音樂教學目標。接下來的雙語音樂實作活動中，師資生需

將每個活動連結到教學目標的敘寫。

經過一學期雙語音樂活動體驗及課程設計實作，師資生需於學期末，以國小

三至六年級雙語音樂教學為範圍。自訂雙語音樂教學主題，編製 1 至 4 節課的雙

語音樂教案，繳交至校內作業平台。表 1 為不同系所師資生之教案蒐集件數統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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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0 學年度不同系所師資生之雙語音樂教案統計

系所 英語系 史地系 教育系 特教系 音樂系 中語系 地生系 其他 總計

件數 13 5 4 4 3 3 2 4 38

註：其他系所涵蓋心諮系、視覺藝術系、數學系、體育系及學材系各 1 份

教學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計

件數 19 7 7 5 38

三、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

為瞭解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內容及評估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設計知能，研究

者依據文獻探討結果，編製分析類目表，邀請三位具備雙語音樂師資培育經歷之

大學音樂系教授，協助檢視研究工具之內容並建立專家效度。研究工具「師資生

雙語音樂教案分析類目表」，內含音樂及語言學習目標、跨領域 / 跨科目課程設

計、音樂學習活動、音樂教學策略、音樂教材選擇與雙語評量設計 7 大構面（見

表 2）。以「單份」教案為分析單位，採單次劃記方式。以音樂學習目標構面為例，

一份教案的三個次類目 ( 認知、情意、技能 ) 最多各劃記一次。因此，若一份教

案兼具認知、情意與技能目標，三個次類目各劃記一次。

表 2  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分析類目表

構面 次類目 畫記方式 分類依據

音樂
學習目標

認知、情意、技能 單次劃記 Bloom等人（1956）

CLIL 語言
學習目標

Language for Learning
Language of Learning
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

單次劃記 Coyle 等人（2010）

音樂
學習內涵

表現 - 歌唱演奏、表現 - 創作展現
鑑賞 - 審美感知、鑑賞 - 審美理解
實踐 - 藝術參與、實踐 - 生活應用

單次劃記
藝術領域課程綱要
（教育部，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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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次類目 畫記方式 分類依據

課程設計

跨領域
數學、社會、自然科學、
綜合活動、科技、健康
與體育

單次劃記
藝術領域課程綱要
（教育部，2018a）領域內

跨科目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跨文化 是、否

音樂
學習活動

歌唱、演奏、創作、音樂欣賞、音感、
認譜、音樂知識、其他（     ） 單次劃記

Reimer（1970）
Elliott（1995）

音樂
教學策略

講解、示範、問答、發表、討論、
遊戲、實作、展演、合作學習、
資訊融入、其他（     ）

單次劃記
藝術領域課程綱要
（教育部，2018a）

音樂
教材選擇

風格
各國民謠、臺灣傳統音
樂、古典音樂、流行音
樂、兒歌、其他（     ）

單次劃記 藝術領域課程綱要
（教育部，2018a）

樂曲形式 器樂曲、歌唱曲 單次劃記

CLIL 雙語
評量設計

評量方式

觀察評量、實作評量、
紙筆測驗、口頭報告、
學習單、自我評定、
同儕互評、情意評量、
其他（     ）

單次劃記
Brophy（2000）
余民寧（2017）

評量人數 個別評量、小組評量 單次劃記 直觀編碼

評量內容 音樂評量、語言評量 單次劃記 Coyl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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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設計之內涵，並檢視師資生的雙語音樂

教學設計知能，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設計之內涵

（一）音樂學習目標

在音樂學習目標方面（見圖 1），約 9 成雙語音樂教案包含認知與技能之

學習目標。其中，音樂認知學習目標常用動詞有 understand, recognize, identify, 
distinguish, discriminate 與 differentiate 等屬於理解及分析層面之認知目標。而音

樂技能學習目標多與音樂實作活動相關，如 sing, create, make, play 等。在音樂情

意目標設定上，因部分師資生未理解音樂情意目標之內涵，將音樂認知目標或技

能目標（如 to make different rhythm patterns）誤為情意學習目標，因此約有 2 成

雙語音樂教案設計未包含情意學習目標。音樂情意學習常用之動詞有與音樂感

受相關，如 feel, express, appreciate, enjoy，或與學習態度相關，如 collaborate 與

respect。

初步看來，多數雙語音樂教案的音樂課程目標涵蓋認知、情意與技能面向，

但具體檢視課程目標與教學內容後可知，音樂課程目標常有未完整對應教學內容

的情形，如僅設定音樂唱奏課程目標，忽略音樂知識或文化相關的課程目標。

圖 1  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之音樂學習目標分析

認知 情意 技能

教案數 ( 分 ) 34 30 34

15 
 

計知能，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一、、師師資資生生雙雙語語音音樂樂教教學學設設計計之之內內涵涵  

（（一一））音音樂樂學學習習目目標標  

 在音樂學習目標方面（見圖 1），約 9 成雙語音樂教案包含認知與技能之學習目標。

其中，音樂認知學習目標常用動詞有 understand、recognize、identify、distinguish、discriminate

與 differentiate 等屬於理解及分析層面之認知目標。而音樂技能學習目標多與音樂實作活

動相關，如 sing, create, make, play 等。在音樂情意目標設定上，因部分師資生未理解音

樂情意目標之內涵，將音樂認知目標或技能目標（如 to make different rhythm patterns）誤

為情意學習目標，因此約有 2 成雙語音樂教案設計未包含情意學習目標。音樂情意學習

常用之動詞有與音樂感受相關，如 feel、express、appreciate、enjoy，或與學習態度相關，

如 collaborate 與 respect。 

 初步看來，多數雙語音樂教案的音樂課程目標涵蓋認知、情意與技能面向，但具體

檢視課程目標與教學內容後可知，音樂課程目標常有未完整對應教學內容的情形，如僅

設定音樂唱奏課程目標，忽略音樂知識或文化相關的課程目標。 

圖圖 11  

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之音樂學習目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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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LIL語言學習目標

在語言學習目標方面（見表 3），高達 32 份（84%）的雙語音樂教案兼具

Language of Learning、Language for Learning 與 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 三項語

言學習目標，且能正確設定目標。顯示多數師資生對於 CLIL 語言三角的概念清

楚。除了雙語音樂課程之訓練，大部分修課師資生表示曾在其他雙語師資培育課

程中，學習過相關的概念。因此，僅有少數教案未達成 CLIL 雙語教學之語言學

習目標設定，包含語言學習目標概念錯誤及未包含三項語言學習目標之情形，各

為 3 份（8%）。

Language of Learning 為音樂相關的語言學習目標，訂定時需考量學生音樂學

習順序，符合藝術領域學習內涵。研究者以歸納方式，將分析教案中 Language of 
Learning 分為 9 類。其中，節奏雙語詞彙之學習目標最為常見，超過 6 成雙語教

案涵蓋節奏詞彙的教學（66%），包含各種節奏名稱與概念。顯示對多數非音樂

系師資生而言，節奏是較容易掌握之概念。其餘音樂領域的雙語詞彙，如曲調、

樂器 / 音色、和聲、音樂符號 / 術語、曲式、力度、演出形式和其他類音樂概念，

則依據教材不同而有不同語言學習目標。此外，研究者發現非音樂系師資生在語

言目標設定上，較常以單一音樂要素為主，如皆為節奏語彙；而音樂系師資生教

案所涵蓋的音樂語言學習目標相對較廣，如曲式（waltz, variation）、調性（major, 
minor）與樂器名稱（cello, timpani）等。

表 3  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之語言學習目標分析結果 (N=38 份 )

語言學習目標 ( 單次劃記 ) 數量（份） 比例

含三項語言學習目標
內容正確 32 84%
內容有誤 3 8%

未包含三項語言學習目標 3 8%
總計 3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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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of Learning 內涵分析

音樂概念分類 音樂雙語詞彙 數量（份） 比例

節奏

beat, rhythm, speed, tempo, duration, time 
signature, whole note, half note, quarter note, 
eighth note, rest,dotted eighth note, dotted 
quarter note, sixteenth note

25 66%

曲調
flat, sharp, melody, whole tone, semitone, 
scale, pitch, solfege, 6 16%

樂器 / 音色
recorder, cello, timpani, piccolo, percussion, 
drums, strings, oboe, bassoon, French horn, 
flute, clarinet, woodwinds, instrument, timbre

5 13%

和聲 chord, major, minor, key 4 11%

音樂符號 / 術語
repeat sign, treble, clef, measurement, Legato, 
Allegro,  Coda, Da capo, Dal Segno 4 11%

曲式 musical form, waltz, variation 2 5%

力度 dynamics, f（forte）, p（piano）, crescendo 2 5%

演出形式 orchestra, choral singing, canon 2 5%

其他
musical notation, lyric, metronome, echo, folk 
song, pianist, composer, indigenous music 10 26%

從語言目標的難度來看，師資生設定 Language of Learning 目標時，普遍有

難度過高的情形，包含字彙數量太多及概念太難的狀況，如以三年級為教學對象

的雙語音樂教案（一節課）中，共列出 quarter notes、dotted quarter notes、simple 
meter、measure、rhythm、beat、melody 和 indigenous music 八個不同音樂雙語字

彙與音樂概念作為語言目標。此情形顯示師資生對於國小學生音樂學習及語言學

習發展瞭解尚不足。

（三）音樂學習內涵

內容分析結果顯示在雙語音樂學習內涵方面（如圖 2），師資生最常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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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構面的「歌唱演奏」（66%）與鑑賞構面的「審美感受」（58%）作為雙語

音樂學習內涵。歌唱演奏之課程目標如 singing the song“Rocky Mountain”；

playing“Jingle Bells”by the recorder。審美感受之目標則以表達對樂曲的聆聽

感受最為常見，如 expressing their feelings regarding different songs。其次為表現

構面的「創作展現」（39%），如 using the concepts of whole tone and semi tone 
to create a song 與實踐構面的「藝術參與」（37%），如 discussing and creating 
movement for the music“In a Persian Market”。

相對的，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中，僅有不到兩成納入鑑賞構面之「審美理

解」（18%）。具體來看，審美理解的學習表現為「能認識與描述樂曲創作背景，

體會音樂與生活的關聯」（2- Ⅱ -4）與「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

並表達自我觀點，以體認音樂的藝術價值」（2- Ⅲ -4）（教育部，2018a），

在 38 份教案中，僅有 7 份涵蓋認識樂曲創作背景之課程目標與活動規劃，如

understanding the story of Mozart and“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多數教案未能

透過樂曲背景介紹，加深學生對樂曲的理解與感受。最後，生活應用之課程內涵

（11%）最少被關注，顯示師資生的教學設計須強化雙語音樂教學與學生生活的

連結。

圖 2  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之課程目標分析

歌唱演奏 創作展現 審美感受 審美理解 藝術參與 生活應用

教案份數 25 15 22 7 14 4
比例 (%) 66% 39% 58% 18% 37% 11%

教案總數：38 份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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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設計

就課程設計面向來看，無論跨領域、領域內跨科目或跨文化設計，在師資生

雙語音樂教案中出現的比例都偏低，不到 2 成。跨科目雙語音樂教學設計僅有 5
份（約 13%），如以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畫作介紹聲音與顏色的關係；

或結合戲劇表演之音樂欣賞。跨領域之雙語音樂課程設計有 7 份（約 18%），如

透過舒伯特〈野玫瑰〉教學，導入電影《海角七號》，並介紹二次世界大戰後臺

灣社會的時代背景。

文化學習為 CLIL 教學四要素之一，跨文化課程之融入在雙語教案設計中相

當重要。然而，本研究發現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雖有不少採用各國文化音樂為素

材，卻未能進一步將音樂教學延伸至文化面向的討論或介紹，甚為可惜。在 38
份教案中，僅有 3 份教案（約 8%）連結音樂與文化的教學，分別為教唱聖誕歌

曲〈Jingle Bell〉，介紹樂曲創作背景及聖誕節在西方文化中的意涵；教唱〈Hello 
to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探討不同文化打招呼的方式；以及介紹阿美族傳

統音樂〈Ho I YO HO YAN〉的文化意涵與演唱時機，並加上肢體打擊樂器。

表 4  師資生雙語音樂課程設計分析結果 (N=38)

課程設計 數量（份）比例（%） 說明

領域內
跨科目

是 5 13% 視覺藝術 4 份；表演藝術 1 份

否 33 87% 無

跨領域
是 7 18% 社會、自然科學跨領域各 3 份、

健康與體育跨領域 1 份

否 31 82% 無

跨文化
是 3 8% 無

否 35 92% 無

（五）音樂學習活動

從分析結果可知，認譜學習活動在師資生雙語音教案比例最高，約為 63%，

但認譜多與其他音樂活動合併實施，如認譜歌唱、認譜吹奏直笛等。其次為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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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音樂知識學習活動，各接近 5 成（47%）；第三為音樂欣賞與創作活動，各佔

34%。其他類學習活動以肢體律動為主，佔 21%。相對的，演奏學習活動僅約 1
成（13%）、音感學習活動則不到 1 成（8%）。上述學習活動中，音樂創作包含

運用資訊融入進行樂曲創作或改編、簡易節奏創作，以及歌詞改編活動。

音樂教學設計需綜合不同音樂學習活動，結合認譜、音樂知識、欣賞與唱作

實作等，方能使學生的音樂學習更具脈絡化。大部分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可搭配

不同音樂學習活動，如教唱歌曲〈The Farmer in the Dell〉，介紹音樂知識（強弱

記號），並透過肢體動作表現強弱；或結合歌曲教唱、和弦介紹與資訊輔助之音

樂創作活動。但仍有少部分雙語音樂教案，以單一音樂知識或概念為主軸，缺乏

與其他音樂學習活動的連結，偏重片段音樂知識，而非統整的音樂學習。例如，

以節奏符號認識為準備活動，節奏拍打練習為發展活動，以節奏符號辨識搶答遊

戲為綜合活動，而未將各種節奏符號連結至歌曲唱奏或實作活動。

音樂欣賞活動的實施方式相當多元，包含動態的肢體感受、靜態之樂曲介

紹、問答教學、小組討論、演譯和歸納與比較欣賞法等（吳舜文，2000；范儉

民，1990）。透過引導學生感受音樂曲調、節奏、音色、和聲等因素，可將音樂

刺激轉化成意象創造性思考（邱垂堂，2000）。然而，研究者檢視師資生雙語音

樂教案的音樂欣賞活動設計，發現多數音樂欣賞活動缺乏適切聆賞引導與活動設

計（如 Teacher plays the video of the song and asks students how they feel about the 
music），顯示師資生尚缺乏建構良好音樂欣賞學習鷹架的知能，易使雙語音樂欣

賞活動流於表面聆聽，缺乏深入音樂理解及感受。

表 5  師資生雙語音樂學習活動分析結果與排序 (N=38)

排序 音樂學習活動
數量
（份）

比例
（%）

說明

1 認譜 24 63% 認讀、書寫或唱奏節奏、唱名、音名、
數字譜等

1 歌唱 18 47% 演唱各類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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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音樂學習活動
數量
（份）

比例
（%）

說明

3 音樂知識 18 47% 認識和弦、樂曲背景、作曲家、音樂
概念等

3 創作 13 34% 改編、即興或創作樂曲與節奏；
改編歌詞

5 音樂欣賞 13 34% 欣賞樂曲與分享

6 其他 8 21% 進行音樂肢體律動

7 演奏 5 13% 吹奏直笛、敲擊樂器（手鐘、鐵琴等）

8 音感 3 8% 聽辨節奏、聽辨調性

（六）教學策略

在雙語音樂教學策略方面（見表 6），講解普遍被用於各種情境的雙語音樂

教學中，比例高達 9 成以上（92%）。如說明音樂資訊軟體操作方式、解釋音樂

實作任務、介紹音樂概念或評量方式等。第二，音樂教學涵蓋歌唱、樂器演奏、

創作、音樂律動等需要透過實際操作之學習活動，因此，實作教學策略亦常於雙

語音樂教案中被採用，比例約為 89%。第三，有 74% 的雙語音樂教案採用問答策

略，進一步分析之後可知，音樂學習面向的問答設計，多用於引導學生觀察或分

享音樂感受，例如，How many different rhythms did you hear in this song?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music? Do you like the music?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s better。
語言學習面向的問答策略則提供語言溝通練習的管道，如 The teacher greets the 
class and ask students some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topic“weather”today. T: What 
kind of weather do you like? Why? 

採用示範策略對於學生音樂學習具有相當重要性，無論歌唱、樂器演奏、

創作教學，都需透過教師示範，提供學生學習的鷹架。然而，本研究結果發現，

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設計雖有 9 成涵蓋音樂實作活動，卻僅有約 5 成（53%）的

教案中涵蓋示範策略。推測是因為非音樂系所師資生對於音樂示範普遍較缺乏信

心，因此以播放音樂替代教師示範，如 Teacher plays the video of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It”. Students follow the video to sing and move。此狀況顯示師資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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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提供音樂唱奏學習鷹架方面，仍需加強。

此外，約有半數（47%）雙語音樂教學設計採用合作學習策略，多與其他教

學策略（如討論、實作、展演等）合併運用，如分組討論、分組展演、分組創作等。

展演策略使用比例約 32%，包含個人與小組的音樂演出。其餘教學策略運用依序

為討論（26%）、資訊融入教學（26%）、發表（24%）與遊戲（16%）。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師資生嘗試在雙語音樂教學中採用資訊融入策略，多用

於音樂創作活動，常用軟體包含 GarageBand 與 Chrome Music Lab，擴展雙語音樂

教學的可能性，亦透過資訊輔助方式，建構良好的音樂學習鷹架。如同 Ludovico
與 Zambelli（2016）主張，音樂常以多媒體方式呈現，例如以不同的樂器、數位

媒材、資訊科技等媒介傳達應月的內容，因此，學生運用 CLIL 方式學習音樂領

域的內容時，也能同時達成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方面的成長。

表 6 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策略分析結果與排序 (N=38)

排序 音樂教學策略
數量
（份）

比例
（%）

策略說明或範例

1 講解 35 92% 教師以口頭方式解釋說明課程內容或活
動進行方式

2 實作 34 89%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歌唱、樂器吹奏、音
樂律動、節奏練習、音樂創作等實作活
動

3 問答 28 74% 教師在課程中安排一系列的問題，透過
提問方式引導學生回答

4 示範 20 53% 教師透過具體行為展示，引導學生習得
知識或技能

5 合作學習 18 47% 學生以小組形式進行學習，透過組員之
間的相互幫助提升學習成效

6 展演 12 32%
音樂相關演出活動，如歌唱表演、樂器
演奏、音樂搭配戲劇演出等，含個人與
團體演出形式



56

Journal of Arts
2022, 14(2), 33-66

排序 音樂教學策略
數量
（份）

比例
（%）

策略說明或範例

7 討論 10 26% 採用對話形式，使教師與學生、或學生
與學生之間可相互交換意見和觀點

8 資訊融入教學 10 26%
教師運用各種音樂相關資訊軟體或網
頁進行教學，如 GarageBand、Chrome 
Music Lab

9 發表 9 24% 教師安排學生以口頭方式發表成果或報
告

10 遊戲 6 16% 遊戲融入課程，如拼圖遊戲、歌唱接龍

（七）音樂教材選擇

內容分析結果顯示，師資生使用的雙語音樂教材以英文兒歌最多，共有 14
首不同的兒歌，部分歌曲如〈If You are Happy and You Know It〉和〈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多次被採用於不同教案中。進一步檢視後發現，兒歌教材因

歌詞簡單、樂曲較短、旋律及節奏重複性高，多用於歌唱或直笛吹奏活動。而少

數兒歌教學可結合文化介紹，如〈Hello to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等。古典音

樂教材有 6 首，通常配合課程主題，作為音樂欣賞、音樂知識或創作教學的教

材，如以莫札特的《小星星變奏曲》介紹變奏曲曲式（音樂知識）；以《Peter 
and theWolf》、〈In a Persian Market〉作為音樂欣賞素材、以 Bach〈Menuet in G 
major〉作為資訊融入音樂創作的題材等。

各國民謠（2 首）或臺灣傳統音樂（1 首）相對較少出現於雙語教案中，有

以歌劇〈茉莉花〉為引起動機，帶入歌劇《杜蘭朵公主》的介紹；以義大利民謠

〈Isola di Capri〉則為直笛吹奏曲；或以阿美族樂曲〈Ho I Yo Ho Yan〉為音樂欣

賞及律動樂曲。其他類的音樂教材包含打擊樂演出（如日本太鼓音樂、韓國亂打

秀、STOMP）、聖誕歌曲及電影配樂。流行歌曲並未在師資生的雙語音樂教學中

被採用。此外，並非所有的教案都採用樂曲作為音樂教材，有 3 份教案在教學設

計時，未採用任何樂曲作為素材，包含 1 份以自編節奏練習為教材之教案，以及

2 份採用資訊融入方式進行音樂錄音與創作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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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教材分析結果 (N=38)

樂曲風格 數量（首） 樂曲名稱

兒歌 14

〈The Cuckoo Waltz〉、〈If You are Happy and You 
Know It〉、〈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The 
Farmer in the Dell〉、〈Let’s Us Sing Together〉、
〈Clap Your Hands〉、〈Baby Shark〉、〈Tooty Ta 
Sea Turtle〉、〈Hello to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Rain Rain Go Away〉、〈I’ve Been Working on the 
Railroads〉、 〈Teddy Bear〉、〈Apple Tree〉、〈Rocky 
Mountain〉

古典音樂 6

Mozart：12 Variations in C Major《Ah, vous dirai-
je Maman》、Bach〈Menuet in G major〉、Schuber
〈Heidenroslein〉、

Prokofiev《Peter and the Wolf》、Ketelbey〈In a 
Persian Market〉
Chopin〈Etude Op.10, No.3, Tristesse〉

各國民謠 2 〈茉莉花 -中國民謠〉、〈Isola di Capri-義大利民謠〉

臺灣傳統音樂 1 〈Ho I Yo Ho Yan〉（阿美族 - 狂歡舞曲）

其他 7
日本太鼓音樂、韓國亂打秀、STOMP、聖誕歌曲
〈Jingle Bell〉、〈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電影音樂〈Do-Re-Mi〉、〈When I’m Gone〉

流行音樂 0 無

總計 共 30 首

（八）CLIL雙語教學評量設計

從評量方式來看，雙語音樂教學最常採用實作評量（63%），包含小組或個

人的音樂唱奏表演、音樂創作分享或音樂律動表演等。相對的，其他評量方式包

含學習單（18%）、觀察評量（16%）、同儕互評（13%）與口頭報告（10%）比

例不高。學習單的內容有歌詞紀錄、音樂家介紹、音樂欣賞感想、節奏創作紀錄

等；觀察評量多以口頭問答或搶答活動方式為主；同儕互評常與實作評量搭配運

用，而口頭發表評量包含表達個人對音樂的感受（如 All students need to describe 
their feelings of the indigenous music 或說明演出內容（如 Students would hav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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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ir song and then play the recorder and sing the song.）。另有 2
份教案缺乏評量活動之規劃。

從評量人數來看，在 38 份教案中，有 26 份運用小組評量，比例約為 68%，

個別評量則有 53%。實作評量常以小組方式呈現，學習單、同儕互評部分則多為

個別評量。從評量內容來看，除了有 2 份教案未規劃評量活動外，其他雙語音樂

教學設計都涵蓋音樂評量，相對的，明確呈現語言評量或將語言作為評量工具的

教案僅有 4 份，例如學生進行討論後，以教師提供的句型 I can hear…說明討論結

果。

針對 CLIL 學習評量，高實玫等人（2021）主張應以學科領域知能為評量主

軸，語言宜作為評量過程的溝通媒介，而非評量的主要內容。評量重點應放在確

認學生能否理解教師在課堂中所使用之語彙或句型，並能使用這些字彙或句型來

表達自己看法。師資生的雙語音樂教案中多可以音樂評量為主軸，對於語言評量

則顯少重視，包含缺乏確認學生是否理解教師語彙之觀察評量或以語言作為評量

溝通工具之設計。

表 8 師資生雙語音樂學習評量設計分析結果 (N=38)

音樂評量設計 數量（份） 比例（%）

評量方式

實作評量 24 63%
學習單 7 18%
觀察評量 6 16%
同儕互評 5 13%
口頭報告 4 10%

未規劃評量活動 2 5%
紙筆測驗 0 0
自我評定 0 0

評量人數
個別評量 20 53%
小組評量 26 68%

評量內容
音樂評量 36 95%
語言評量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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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討論

依據內容分析結果與文獻探討之對應，以下分別探討師資生 CLIL 雙語音樂

教學設計知能：

首先，在雙語音樂課程目標設定方面，師資生多能瞭解學科及語言學習並重

之 CLIL 教學理念，於設計雙語音樂教學時，可規劃音樂及語言兩類課程目標。

然音樂課程目標與音樂教學內容的對應上仍須加強。而語言學習目標則常有難度

過高之問題，顯示師資生對國小學生音樂能力及語言學習發展，需有更深入的瞭

解。對應 Bertaux 等人（2010）的 CLIL 教師專業能力指標，師資生在「能解析學

生的語言需求」方面尚需加強。

其次，就音樂學習內涵來看，師資生的雙語音樂教學設計在藝術「表現」與

「鑑賞」構面的符應度較佳，與「實踐」構面的「生活應用」內涵關聯性較低，

須強化雙語音樂教學設計與學生生活之連結。以雙語教學「學習任務符合學生生

活情境脈絡」檢核標準來看（田耐青、簡雅臻，2021），尚有強化空間。

第三，師資生對十二年國教強調跨領域 / 跨科目之理念，或 CLIL 跨文化課

程設計原則的掌握度較弱。不少師資生選擇各文化音樂做為教材，嘗試於雙語音

樂教學中融入跨文化課程，但因缺乏適切的教學引導或活動設計，無法發揮培養

學生跨文化瞭解與溝通之成效。因此在「能設計跨文化主題」之 CLIL 教師專業

知能指標（Bertaux at al., 2010）方面尚未達標。

第四，檢視師資生學習鷹架之建構，在音樂教學上，師資生多可透過語言引

導、視覺圖片輔助、直笛指法圖、音樂影片與資訊輔助方式，提供學生音樂學習

之鷹架。其中，音樂唱奏與音樂欣賞活動之鷹架輔助較為不足。唱奏教學應增加

示範鷹架，音樂欣賞活動則須運用多元策略（如故事引導、肢體感受等），幫助

學生深入感受音樂。在語言鷹架方面，多數師資生可透過提供句型，幫助學生進

行口語問答及溝通，少數師資生強調透過肢體輔助學生語言理解。

第五，就雙語音樂教學評量設計來看，師資生可掌握以音樂評量為主軸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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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但對於語言評量的關注較少。根據高實玫等人（2021）主張，英語字彙或句

型為不應是雙語教學的評量內容，而要瞭解學生對教師語言或字彙的理解度，或

將語言作為評量溝通工具，然而僅有極少數師資生可於教學設計中，呈現對學生

語言學習成效之評量設計。而由於缺乏語言評量設計，對應「依據學習目標設計

教學及評量」檢核標準（田耐青、簡雅臻，2021），師資生的評量設計與教學目

標對應尚仍有較大落差。

伍、結論與建議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檢視師資生於雙語音樂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中建構之 38
份雙語音樂教案，包含音樂及語言學習目標、音樂學習內涵、課程設計、音樂學

習活動、音樂教學策略、音樂教材選擇與學習評量設計七個分析面向，並檢視師

資生的雙語音樂教學設計知能。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設計涵蓋音樂及語言學習目標；著重「歌唱演奏」

與「審美感受」之學習內涵；少融合跨領域、領域內跨科目或跨文化之課程設計；

音樂學習活動、音樂教學策略、音樂教材選擇多元；音樂評量設計以音樂學習內

容為核心，少關注語言評量之規劃。

師資生雙語音樂教學設計多兼具音樂及語言學習目標，音樂學習目標包含各

種音樂認知、情意與技能之內容，語言學習目標設定多符合 CLIL 語言三角分類，

而節奏相關語彙最常被設定為 Language of learning 目標。在音樂學習內涵方面，

表現構面的「歌唱演奏」與鑑賞構面的「審美感受」為最常被採用，實踐構面的

「生活應用」則較少納入雙語音樂課程中。

在課程設計方面，採用跨領域、跨科目與跨文化設計之雙語音樂教案不多。

就音樂學習活動來看，不同活動常合併運用於雙語音樂課程中，以認譜、歌唱及

音樂知識學習活動最常見，演奏與音感訓練活動最少見。配合不同音樂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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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施，音樂教學策略之採用多元化，講解、實作與問答策略使用比例極高，合

作學習與資訊融入等教學策略亦被用於雙語音樂教學中。在雙語音樂教材選擇方

面，各種簡短易唱之兒歌最常被選用於雙語音樂教學中，其次為古典音樂教材，

多用於音樂欣賞活動，其他類型音樂教材選用比例極低。在雙語音樂學習評量設

計方面，音樂評量設計以實作為主，包含小組評量與個別評量比例各約一半。而

相對於音樂學習評量設計，語言評量（如確認學生能否理解教師在課堂中所使用

之語彙或句型）在雙語音樂教學中極少有明確規劃，因此，師資生的雙語音樂設

計在課程目標與學習評量設計上的符應度較為不足。 

（二）師資生具備基本 CLIL 雙語音樂教學設計知能，而在瞭解教學對象的

語言學習需求、關注雙語音樂教學與學生生活之連結，以及跨文化課程設計及雙

語評量設計與課程目標之對應上，仍需強化。

整體來看，師資生理解 CLIL 雙語教學模式之理念，在教學設計時可兼顧音

樂及語言目標之訂定、嘗試運用多元文化之音樂教材、建構音樂及語言學習鷹架、

設計以音樂為主軸之評量方式。然而，因對學生語言學習需求理解不夠，在語言

目標訂定時常有難度過高之情形。規劃課程時，較少考量雙語音樂與學生生活之

連結。此外，師資生在跨文化音樂課程設計知能上較不足，因此未能將跨文化音

樂素材轉換為有效之教學活動。最後，運用適切語言評量方式瞭解學生語言學習

情形亦為師資生須強化之能力。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一）透過雙語教學設計檢核表，引導師資生檢視個人雙語教學設計之前後

對應、與學生生活之連結，以及跨文化課程之規劃。

本研究發現師資生雙語課程設計較缺乏課程目標與評量設計之前後對應，當

師資生嘗試將透過各種音樂活動設計達成課程目標時，較易忽略雙語音樂課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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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活之關聯性，更少顧及跨文化課程之融入。因此，研究者建議，師資培育

課程可透過提供自編或現有的雙語教學設計檢核表，給予師資生雙語音樂教案設

計的明確指引，以達成符合 CLIL 雙語教學精神之教學設計。

（二）結合實地觀課活動，幫助師資生瞭解各階段教學對象的語言學習需求

與程度，有助於其雙語音樂教學設計。

本研究發現師資生不熟悉教學對象的語言程度，不易拿捏語言學習目標之難

度，進一步影響其雙語音樂設計之實施成效。因此，建議未來雙語師資培育課程

應結合雙語教學的實地觀課，幫助師資生從實際觀課經驗中，瞭解學生語言使用

程度與可能遭遇之困境，並在雙語教學設計時，考量跨語言溝通、多模態教學融

入之時機與實施方式。

( 三 ) 雙語師資培育課程宜提供多元的雙語教學設計示例，透過適切引導、課

堂討論與實作，幫助師資生有效轉化雙語教學理論至雙語教學實務。

研究者於雙語音樂課程中融合音樂實作任務、雙語教學理念，以及雙語教學

設計原則之課程內容，然而師資生在將理論轉化為實務時，仍常遇到困難，無法

各面向的雙語教學。因此，未來雙語師資培育課程在理論與實務的鏈結上，師資

培育課程的授課教師，應更注重教案設計前的引導，結合多元雙語教案示例解析、

討論與實作，幫助師資生檢視個人雙語教學設計之適切性。

( 四 ) 結合不同研究方法，全面檢視雙語師資生之教學效能

本研究僅透過教案分析，瞭解師資生在 CLIL 雙語音樂教學設計上的知能。

然而，師資生的教學效能涵蓋許多面向，包含教學理念、教學實施、教學創新與

教學反思等。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可採取不同的研究方式，如透過調查研

究瞭解師資生雙語教學理念，或透過觀察研究及任務實作評量瞭解師資生教學表

現等，更全面的蒐集資料，以真實呈現師資生雙語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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