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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之問題與省思
--以打擊樂合奏為例

高正賢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音樂系、舞蹈系助理教授

黃秀雯    長庚科技大學高齡暨長期照護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

摘 要

研究者曾擔任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縣市初賽與決賽之評審，及現場

教學帶團的經驗 20 年，觀察發現音樂比賽現況的問題，如：無規定指定曲、城

鄉差距大、資源分配不公、中西打擊樂團一起比賽在曲目、配器、風格不同，難

以評比、音樂班與非音樂班一同比賽，難以評斷。鑒於上述的現況，為了改進打

擊樂合奏比賽的缺失，研究者訪談 12 位帶團打擊樂教師、8 位評審，並觀察團隊

練習的情景，輔以研究者札記等進行質性資料蒐集。研究發現當前打擊樂合奏比

賽之問題有五個面向，分別為外在環境支援 / 資源問題、缺乏友善的規劃、家庭

資源差異、參賽動機差異、競賽規則需再縝密考量，並依結果提出改進策略，供

欲成立打擊樂團的學校與推動比賽的主管機關參考。

關鍵詞：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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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之問題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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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er has served as a judge for the county and city preliminary and final 

competitions of percussion ensemble in the National Student Competition of Music, and 
has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on-site teaching and leading groups. The researcher ob-
served and found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usic competitions, such as: no 
specified music, larg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fair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Chinese and Western percussion ensembles compete with different repertoires, arrange-
ments, and styl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compare, music gifted classes and non-music 
gifted classes compete in the same competition. It’s difficult to judge. In view of the 
above situation,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12 percussion teachers and 8 judges, and ob-
served the situation of team practice, supplemented by researcher's notes and other qual-
itative data collec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percussion ensemble 
competitions have five aspects, namely, external environmental support/resource prob-
lems, lack of friendly planning, differences in family resources,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and competition rules need to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units.

Keywords: National Student Competition of Music, Percussion Ense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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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德國教育家 Carl Orff 曾指出兒童本身自有音樂性，節奏和律動的基礎音樂學

習，可以從打擊樂開始學習，不但適合兒童且能滿足孩子在音樂上製造聲響的欲

望（葉怡君，2008）。敲敲打打本來是兒童的本能，透過遊戲、身體律動、歌唱、

說故事、演奏、音樂欣賞等相關的活動，可以讓孩子們在自然、快樂的情境下接

觸音樂、學習音樂，透過專業引導，更可以從中感受到音樂、喜歡音樂，進而學

習音樂、享受音樂（朱宗慶，2022）。透過玩遊戲的方式，讓學生們創造許多變

化的節奏和拍子，過程中也能培養學生們的自信心與創造力，在合奏時，除了可

以讓學生們感受到音樂的美好，更可以讓他們感受如何去尊重彼此和合作的重要

性。

另外，美國音樂教育學者 Hackett 與 Lindeman（2006）指出學習樂器能夠幫

助學生理解音樂的基本要素與音樂概念，啟發學生的感知、技能與空間的推理能

力。學習音樂的過程，節奏感的培養比旋律感更重要，學習打擊樂可以培養孩童

專注力、肢體協調、統籌分配能力、提升自信力、更可以適當釋放壓力（Plusone，
2019）。

鑒於健康的體魄和人文美學是 E 世代青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教育部在挑戰

2008《2002-2007 國家發展重點計劃─ E 世代人才培育計劃》中，大力推動「一

人一樂器，一校一藝團」，希望各校能推展藝術團隊，帶動學校及社區藝術學習

及欣賞之風氣（教育部，2002）。因此近年來打擊樂團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參與

比賽的團隊也不斷增加。然而一個學校是否能組打擊樂團，主要因素包括：師資

的專業能力、樂器的編制、團員參與意願、行政單位、教師、家長的支持等（林

淑美，2002；林怡慧，2010）。是否能持續運作，則牽涉到樂團經營問題，包括：

人力資源、財務管理、經營方式等（吳國銘，2010）。

回顧十多年來，研究者經常擔任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縣市初賽與決

賽之評審，過去在教學現場曾帶領打擊樂團合奏，並帶領學生參與比賽，學生從

國中、高中到大學生皆有。研究者觀察發現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面臨的問題，如：

無規定指定曲、城鄉差距大、資源分配不公、中西打擊樂團一起比賽在曲目、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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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風格不同，難以評比、音樂班與非音樂班ㄧ同比賽，基礎及培養歷程不同，

也難以評斷。

鑒於上述打擊樂合奏比賽的問題，以及目前關於打擊樂合奏比賽之相關研究

匱乏，為了提升打擊樂合奏比賽的品質，本研究期望透過訪談帶團打擊樂教師、

評審委員，透過他們的經驗分享，統整當前打擊樂合奏比賽中的現況與問題，並

進一步思考解決方案，裨益未來欲成立打擊樂團學校、競賽舉辦之主管機關參考

之，具體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打擊樂合奏面臨的問題為何？

二、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打擊樂合奏遭遇問題的解決之道為何？

貳、打擊樂與全國音樂競賽相關文獻貳、打擊樂與全國音樂競賽相關文獻

一、臺灣打擊樂的發展

敲敲打打乃是人類的本能，舉凡各種敲出聲音皆可作為打擊樂器的素材（王

姝瓔，2005）。而打擊樂很容易親近的因素，包含了多元的音色、豐富的節奏性，

符合現代音樂求新求變的表現手法。假若舉凡能敲打聲音之器具，可列為打擊樂

器，那打擊樂的發展歷史便相當悠久。嚴格論之，大約在 12 至 13 世紀，因為十

字軍東征，才出現西洋打擊樂器的始祖 Kettledrum，因此打擊樂在西洋音樂史中

的發展算是比較晚的。由於在 19 世紀開始打擊樂在管絃樂團中被廣泛運用，直至

20 世紀，打擊樂才逐漸從樂團的伴奏角色走出來，20 世紀後半興起純打擊樂合

奏的表演形式，隨之打擊樂獨立作曲，及音效樂器開始加入（盧煥韋，2017），

促使打擊樂的曲調、音色、節奏等更加多元。

臺灣的打擊樂團在 1986 年因朱宗慶打擊樂團的成立（盧煥韋，2017），開

創臺灣的打擊樂文化（胡慧馨，1992），帶動國內知名打擊樂團的老師和團員，如：

1002打擊樂團、連雅文打擊樂團、十方打擊樂團等，一起為台引進許多打擊樂譜，

促進打擊樂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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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樂的興起間接地帶動了競賽活動，研究者整理從 99 至 110 學年參與全

國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決賽的團體數，北區成長 7 成，中區成長 5 成，南區成長

近 4 成，整體呈現近 6 成的正成長趨勢來看（如表 1 及圖 1），可以瞭解到喜歡

和專攻打擊樂合奏的學生越來越多，而打擊樂合奏的競賽也日趨熱門。

表 1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各區決賽隊數統計表

年度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北區 45 42 39 52 53 55 59 55 60
因
疫
情
停
辦

64
中區 12 15 16 17 23 22 25 27 30 23
南區 15 17 29 27 19 32 35 40 37 38
各項
總數

72 74 84 96 95 109 119 122 127 125

註：研究者整理自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網站（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2021）

圖 1 歷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各區打擊樂合奏決賽隊數統計圖

5

註：研究者整理自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網站（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2021）

圖1 歷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各區打擊樂合奏決賽隊數統計圖

二二、、音音樂樂競競賽賽的的沿沿革革與與意意義義

音樂與生活密切相關，音樂應反映生活，一旦成為競賽，輸方可能因挫折對自

我產生質疑，抹煞了原本學習音樂的初衷，易使藝術本質的變調，然而不可抹滅的

是，這樣的一個競賽平台，也是促進觀摩和技術交流的一種推動策略（廖詩昀，2017）。

換言之，音樂比賽能幫助學生學習，提升音樂教育，音樂比賽的規劃，有助於達到

推廣音樂之目的。參賽者也能在比賽中展現實力，找到個人的舞台，與同好相互交

流分享對音樂的詮釋，進而增進自我的表現（施德玉，2013）。音樂比賽之意義應

在於增加舞台演出之經驗，培養參賽者獨立思考能力，創造正向思考與見賢思齊的

機會，是很好的訓練機會（施德玉，2013）。

樂隊在台灣教育的推動，早期50年代時，學校因為經費有限，多以打擊樂器為

主，直笛、口琴為輔，因此初期被稱為節奏樂隊。60年代政府開始有經費補助，許

多學校便以手風琴、口風琴、風琴、直笛等樂器為主、打擊樂器為輔，之後正式改

名為「兒童樂隊」（傅馨儀，2007）。自1973年的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指定兒童樂

隊為國小比賽項目，各縣市政府要求各校組隊參加，從中選拔優勝隊伍，代表該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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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競賽的沿革與意義

音樂與生活密切相關，音樂應反映生活，一旦成為競賽，輸方可能因挫折對

自我產生質疑，抹煞了原本學習音樂的初衷，易使藝術本質的變調，然而不可抹

滅的是，這樣的一個競賽平台，也是促進觀摩和技術交流的一種推動策略（廖詩

昀，2017）。換言之，音樂比賽能幫助學生學習，提升音樂教育，音樂比賽的規劃，

有助於達到推廣音樂之目的。參賽者也能在比賽中展現實力，找到個人的舞台，

與同好相互交流分享對音樂的詮釋，進而增進自我的表現（施德玉，2013）。音

樂比賽之意義應在於增加舞台演出之經驗，培養參賽者獨立思考能力，創造正向

思考與見賢思齊的機會，是很好的訓練機會（施德玉，2013）。

樂隊在臺灣教育的推動，早期 50 年代時，學校因為經費有限，多以打擊樂

器為主，直笛、口琴為輔，因此初期被稱為節奏樂隊。60 年代政府開始有經費補

助，許多學校便以手風琴、口風琴、風琴、直笛等樂器為主、打擊樂器為輔，之

後正式改名為「兒童樂隊」（傅馨儀，2007）。自 1973 年的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指定兒童樂隊為國小比賽項目，各縣市政府要求各校組隊參加，從中選拔優勝隊

伍，代表該縣市參加全國決賽，兒童樂隊比賽成為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一個很重

要的項目（林淑美，2002）。

雖然兒童樂隊成為中小型學校較容易達成目標的音樂性團隊，但因為學校資

源有限、教育經費預算降低、樂器設備、師資、曲目不足，難以繼續推展兒童樂

隊，兒童樂隊的參賽隊伍有明顯減少的趨勢（林淑美，2002；傅馨儀，2007）。

另一方面，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臺灣專業的打擊樂團不斷成立，帶動了打擊樂

的整體素質的提升，因學習打擊樂的人口逐漸增加，加上打擊樂器市場蓬勃迅速

發展，以及國內專業打擊樂團積極進行教育推廣和表演，許多國小的兒童樂隊已

轉型成打擊樂團。而打擊樂合奏也成為音樂比賽項目類別之一，最常見的打擊樂

合奏可分為西洋打擊樂、中國打擊樂（鑼鼓樂）、世界打擊樂（又稱拉丁打擊樂）

三大類，其中以西洋打擊樂最常見（音享，2016）。打擊樂合奏的挑戰之一即是

樂器相當廣泛與多樣性，有數十種合奏形式（Steiner, 2019）。Daughtry 認為打擊

樂合奏形式在過去的 10 至 15 年間，在學校能快速發展的原因來自於打擊樂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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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多元，雖然有些是較昂貴的樂器，不適合學校或家庭採購，甚至存放空間受限，

但是它仍具多種合奏形式可供選用（引自 Steiner, 2019）。打擊樂由於樂器種類

眾多，因此可以提供多樣不同的音色變化，在力度、層次上有很大的彈性空間，

因此在樂曲詮釋的效果上，佔了很大的優勢，成為現代音樂或各種不同音樂類型

所採用。

三、經驗觀察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打擊樂合奏的問題

教育部頒布「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要點」，說明比賽的宗旨有

二：第一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提昇學生的音樂素養；第二加強各級學校音樂

教育。由此可以看得出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設立的宗旨是希望培養學生們對音樂上

的興趣，提昇學生內在的音樂素養、並且加強各級學校實施音樂教育（教育部，

2015）。因此初賽是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來辦理，決賽則是交由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來主辦，從 2011 年開始辦理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其參賽

團體的資格與編制基本規定如下（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2015）： 

（一）參賽學生須以 6 至 25 人為限，可以增報 3 人為候補人員。可不限身分

指揮 1 人。

（二）打擊樂器種類包含調性與無調性樂器。不得使用管樂器、弦樂器、電

子擴音樂器、非打擊樂器之鍵盤樂器與鋼琴。

（三）團體項目決賽一共分為北區、中區、南區三區辦理。

根據研究者參與打擊樂競賽十餘年的經驗，觀察到 2011 年是臺灣第一屆打擊

樂合奏比賽的開始（廖詩昀， 2017），當年參賽團隊不多，團隊程度落差較大，

從參賽的隊伍來分析，仍停留在管樂團附屬的擊樂重奏團的水平，缺乏室內樂的

概念，對於音色的處理仍不夠細緻。但從 2013 起，很明顯可以看出有許多學校

投入大量資源在打擊樂的參賽項目，許多專業擊樂演奏者和教師，也陸續投入教

學帶團行列，大量打擊樂作品引進，學校亦找尋資源讓樂器編制趨於完整，使得

整體比賽水平得到提升，前段成績團隊的演奏，更加令人驚艷。看得出學生個別

技巧進步顯著，音樂能力、領悟力、感受力隨之增長，家長們的參與度變高，尤

其國小組家長會主動參與樂團的各項事務幫忙。 



113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之問題與省思

然而這幾年打擊樂學習環境改變，老師們為了要跟上比賽的腳步，在選曲上

不得不選擇符合比賽的曲目，而不是符合學生的程度，因參與的學校增加，演奏

技巧與難度都在提高，雖然對整體的演奏素質大為提升，但對學生而言是一種壓

力下的變相成長。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現場帶團的教學教師，以及評審委員們的

經驗，統整和分析指導打擊樂合奏教師的教學經驗，及其觀察到的競賽現況與問

題，進而提出解決之道，供公部門推動音樂比賽相關政策參考之。

參、研究方法與工具參、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以研究者歷年來，擔任打擊樂合奏之縣市賽與決賽的評審委員，及現

場教學帶團的觀察經驗為基礎，並透過與打擊樂指導教師和評審委員多重個案的

訪談、團隊練習時的參與觀察、研究札記等資料，針對打擊樂合奏競賽場域進行

質性資料蒐集，以瞭解當前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項目中，透過打擊樂合奏的現況與

問題，並進一步思索解決之道。

受邀請的研究對象共計 20 位，有 12 位現場教學帶團教師和 8 位評審委員，

其基本資料如表 2 和表 3。資料蒐集的時間受疫情的影響，分兩個階段，第一階

段是 107 年 3 月～ 108 年 4 月，第二階段為 110 年 3 月～ 111 年 4 月。訪談的方

式指導老師採用個別訪談，評審委員則是採焦點團體座談，訪談地點指導教師的

部分大多在研究者的研究室、受訪者指導之學校或是透過電話訪談。評審委員則

是在評審結束後的時間訪談，或是用餐時間時進行焦點座談。

訪談大綱之內容如下：1. 關於目前的比賽團隊的組成有哪些問題？ 2. 帶團隊

的瓶頸與困難有哪些？ 3. 可以如何有效且公平地評選不同背景的團隊？ 4. 比賽

場地與安排有何建議？ 5. 對於未來音樂環境、團隊學生能力的提升、主辦單位、

學校行政體系、家長方面、樂團指導老師等，有哪些需要改進與建議的地方？ 

研究效度的方面採用成員檢驗法（Member checks），透過不同的受訪者的

回饋，進行資料的檢驗，訪談結束後也會將逐字稿讓受訪者確認內容是否有誤，

資料分析階段受訪者亦可再次檢視研究者的資料歸納與分析的正確性，就研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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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研究者會將最後的研究發現與未來研究之使用告知受訪者（Lincoln & 
Cuba1985），受訪者若覺得自己不想參加本研究，或有所顧慮，隨時都可以退出，

並要求刪除訪談內容之檔案與文字稿。

表 2 打擊樂老師基本資料表

代碼 性別 教學年資 帶團年資 評審年資

1 TAF 老師 女 25 23 0
2 TBM 老師 男 13 10 6
3 TCF 老師 女 7 5 0
4 TDF 老師 女 16 13 10
5 TEM 老師 男 25 22 15
6 TFM 老師 男 11 9 0
7 TGM 老師 男 23 20 10
8 THF 老師 女 14 12 7
9 TIF 老師 女 22 20 7
10 TJF 老師 女 11 8 8
11 TKM 老師 男 21 18 10
12 TLM 老師 男 19 15 9

表 3 評審委員基本資料表

代碼 性別 教學年資 帶團年資 評審年資

1 AAF 評審 女 17 15 12
2 ABF 評審 女 15 12 10
3 ACF 評審 女 18 14 12
4 ADF 評審 女 23 12 11
5 AEM 評審 男 9 7 5
6 AFM 評審 男 26 20 16
7 AGF 評審 女 14 9 7
8 AHM 評審 男 28 20 18



115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之問題與省思

肆、研究發現肆、研究發現

一、打擊樂合奏現況與問題 
研究發現打擊樂比賽的現況與問題，共可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外在環境支

援 / 資源問題、缺乏友善的規劃、家庭資源差異、參賽動機的差異、競賽規則需

再縝密考量。

（一）外在環境支援/資源問題

1. 城鄉差距大，資源分配不公 

每次打擊樂合奏比賽，當每個團隊將樂器擺置在舞台上，就可以明顯發現，

學校城鄉差距大且各校資源分配不均，都會區的學校，或是有家長會支持的情況

顯然大不同，對於偏鄉地區的學校各校的經費補助不一，樂器不足，是各樂團常

面臨的難題，導致參賽學校在立足點上有明顯的落差。

我們學校經費真的很有限，每次出去比賽，看到一些都會區的學校他

們打擊樂團的設備都比我們好很多，就拿馬林巴木琴來說，有些學校

至少有兩台或三台，五個八度以上大型馬林巴木琴，在旋律中低音的

搭配上面就可以豐富許多，我們學校連一台五個八度以上的目木琴都

沒有，而且學生都是從頭開始學習，也沒有額外的課輔，當然在比賽

的過程中，就會顯得格外的吃力。（THF 老師訪談）

打擊樂合奏的比賽本來就不是在一個公平的起跑點上面，如果學校資

源越多、硬體設備越好，相對的可以選擇的曲目和配器就會比較豐

富。相對的如果是偏鄉地區的學校，在硬體設備方面就顯然不足，能

運用的樂器自然就有限，相對成績也勢必會受影響！雖然如此，我還

是會看孩子們的表現，像屏東、花東、澎湖這些偏遠地區的孩子，或

者是原住民學生，當他們在演奏時，你會感受到他們非常快樂，融入

在音樂裡面，雖然搭配樂器較為不足，但是我還是會很肯定他們的努

力！（AHM 評審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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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對於偏遠地區或班級數較少，在母群組小，能挑選的人有限的情

況下，打擊樂學生大量重疊於各個校內音樂團隊當中，例如：管樂、管弦、國樂

合奏、國樂絲竹，以至於音樂比賽期間，學生在疲於奔命，但優點是學生的抗壓

性和自我解決音樂的能力被大量提升，缺點則是非音樂班學生，在課業和音樂雙

重夾殺下，很難兼顧面面俱到，研究者相信，這是整體臺灣教育的問題，學生授

課時間過長，而非單一學校的問題。

2. 學校樂器多寡、好壞、編制大小會影響曲目的選擇 

有些學校因為學校經費有限，沒有那麼多的樂器資源，甚至很多樂器也因多

年未更新，呈現老舊音色不佳，使得參與比賽的起跑點會有差別。當然有些縣市

的主辦學校會提供樂器，彌補這一塊的不足，但是平常樂團的練習、樂曲的選擇、

人數的編制等，這些都是指導老師要思考與頭痛的地方。

打擊樂比賽沒有指定曲，學校可以針對自己的樂器多寡、編制、人數，

來選擇適合自己團隊演奏的曲目，當然學生能力好的、硬體設備佳的

團隊相對能夠選擇的曲目，就多出許多，甚至看他們的比賽過程，我

們可以發現有些學生是有受到個別課的訓練，所以程度上高出許多，

相對的如果沒有接受這樣的訓練，兩者放在一起其實一比較就落差蠻

大的。（TIF 老師訪談）

常常在挑選曲子都是很頭痛的問題，一來學校並沒有給予這樣的經費

買譜，二來有些曲子的配器，尤其是大型的樂器，對於我們這中小型

的學校來說，就是一大考驗，往往選擇曲目之後，在樂器的部分也

得要重新編排，甚至簡化，主要是學校這方面的資源不是那麼足夠。

（TJF 老師訪談）

我們學校算是大型的學校，但是並沒有重點栽培社團，也就是學校有

不同的樂團包含管弦、管樂、打擊、還有其他非音樂類別，學校每個

團都必須照顧到，相對的能夠撥給打擊樂團的經費有限，加上打擊樂

器價格好的也不便宜，所以學校的樂器基本上偏老舊，每年要替換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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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麼快，相對的要選擇曲目上就會受影響。（TKM 老師訪談）

3. 學校校長、行政主管、教師的態度會影響樂團的運作 

面對打擊樂器的不足，通常經費缺口大，除非樂團有良好成績，學校才有可

能願意支持。校長在這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打擊樂器的取得，在經費資源

上不可能所有學校的立足點平等。另外國中、小學，倘若家長會的支持或行政事

務上給予協助，發展會更加容易。隨著學生的年齡，對於高中或大專院校較難有

發展打擊樂團的可能，主要原因學生還是考量升學，基本上很多都附屬在管樂團

當中。

每次的打擊樂比賽，我們都會看到國小的家長幾乎是全員出動，國中

家長只有少部分，越往上就越少，從這一點可以看得出在小學裡面，

家長，老師都非常支持，甚至學校的主管都會一起參與到現場打氣，

這也是很奇怪的現象，臺灣的打擊樂比賽，有些國小的團隊都比國

中、高中表現較優，這也可以看得出越往高年級階段，可能受到升學

環境的影響，被重視的層面也就越少，從團隊的參與比賽、發展數量

來看，也是如此。倘若我們的國中、高中端也能重視，相對他們的發

展一定會更好！（AAF 評審訪談）

我們小學有很強的家長團隊陣容，每次參與比賽、或對外表演，家長

們總是會全員動起來，這些爸爸媽媽們都會先把時間安排好，為了家

裡小寶貝都會全力以赴幫忙學校，從人員的編制，樂器的搬運，現場

人員的調動，甚至餐點的規劃，都會做好完善的準備。所以每次大家

看到我們團隊出來，可以說是大陣仗，當然每年的比賽成績壓力也是

很大的，如果沒有這些支持，一個團隊要形成真的不容易。（TAF 老

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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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缺乏友善的規劃

1. 比賽場地不利於樂器搬運 

這些年由於政府預算經費有限，在各項的考量下，比賽場地的找尋更加困難。

TBM 老師反應說：「打擊樂有許多大型樂器，有些後台的設計真的不利於樂器的

搬運，主辦單位不應該把所有的比賽集中在同一個場地，應該事先規劃好，看看

哪一個場地比較適合哪類型的比賽，這樣才不會讓比賽團隊造成樂器傷害（TBM
老師訪談）」。

另一方面由於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分為北、中、南三區，由各縣市輪流舉辦，

針對比賽的方式，每個學校必須每年帶一大卡車的樂器到各地去比賽，尤其是到

偏遠的地區，在樂器及人力上的損耗，實在不是很理想，有時候從準備區到舞台

非常遠，都需動用許多人力去幫忙搬運，樂器有時甚至還要上下舞台階梯，AEM
評審告知：「之前在北區第一隊比賽結束後，由於進場跟退場的位置不同，在退

場的時候沒注意到退場有一個斜坡，由於馬林巴木琴的低音管子又厚又長，當場

卡到斜坡嚴重受損，後來得知這台琴還是跟人租借，賠償的金額應該是蠻高的！

（AEM 評審訪談）」比賽場地需考量是否適合樂器搬運，以及等待區的規劃，都

值得主辦單位深思注意。 

TCF 老師也說：「比賽由於參與的人數眾多，往往需要找尋適合的停車場地，

因此市中心要找尋這樣的空間，實在不多，大多會找尋郊區或距離市中心有點距

離，但有時忽略了後台的空間也是非常重要，由於舞台上會有一隊參賽，舞台後

方會有兩隊預備，常常空間太狹窄，導致搬運不易，甚至樂器太多的時候還會有

搬運錯誤的狀況（TCF 老師訪談）」。

以台南市歸仁文化中心為例，後台有一層樓高的階梯，非常不利於打擊樂器

搬運，樂器等待區非常小且無遮蔽，參賽學校的打擊樂器，必需在太陽下曝曬至

少 20-30 分鐘才能進場（如遇下雨天，就是淋雨而非曬太陽了），加上賽程進行

的同時，後台持續的有隊伍及樂器車在搬運樂器（在觀眾席都能聽得到聲音），

嚴重影響到比賽的進行。另外較接近後台的區域（草地及停車場），若不開放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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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伍作為賽前暖身的場地，應提早宣佈並清楚標示，而不是等比賽開始進行，

發現受到影響，才前往制止參賽隊伍練習。

另外以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為例，過去曾因為比賽動線規劃不夠明確，決賽

當天下大雨，主辦單位沒有主動宣佈雨天替代方案的動線，參賽學校多次詢問工

作人員，卻得到不一致的回覆。因此建議在會場設立一個正式的大會詢問窗口，

以減少工作人員傳達錯誤訊息的機會。主辦單位若事先提供比賽場地平面圖，並

清楚標示樂器等待區、練習區、不開放參賽隊伍練習的區域，以及樂器搬運動線，

即可以讓參賽隊伍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2. 參與的學生與教師並沒有真正相互觀摩學習

這幾年比賽的會場，很明顯的是當比賽結束後，真正會留下來觀摩的團隊老

師和學生真的不多，大部分在比賽一結束，老師就連忙將學生帶走，主要原因是

校方要求學生們必須回到學校繼續上課，不要影響學習進度。從另外一個觀點來

看，政府每年花費大筆經費舉辦音樂比賽，但很可惜活動並沒有達到相互觀摩學

習的目的，往往比賽結束後，大家就迅速離開，倘若教育單位可以跟學校老師、

家長、學生多宣導，讓比賽也成為一種藝術的交流與學習，才不失政府的美意與

比賽的宗旨。

最近這幾年發現比賽現場，有時候台上的評審，還比台下的觀眾來得

多，很多團隊ㄧ比賽結束就把學生帶走，都沒有留下來看，透過觀摩

學習是很重要，每年政府花很多錢辦這項活動，這樣子是蠻可惜的。

（AFM 評審訪談）

其實我們也希望學生可以留下來觀摩，但是學校總是會督促我們趕快

回去上課，怕影響學生的功課。（TDF 老師訪談）

（三）家庭資源差異

經過這幾年比賽下來，整個打擊樂團的程度明顯提升非常多，但卻逐漸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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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校間樂器設備的競爭，TDF 老師說：「目前打擊樂合奏的比賽，除了大專組

有分 A、B 組，其他國小、國中、高中尚未分組，常常我們會發現比賽中的學生

程度落差很大，主要原因是有些學生在課後是有接受個別課的訓練，因此往往在

能力上就會有明顯的落差（TDF 老師訪談）」。雖然這是一個良性技術技巧提升

的方式，但卻對家長與學校造成很大的負擔，幾乎變成打擊樂團都是財力雄厚的

學校，或是有家長後援會才能擁有的團隊，這樣對於音樂的推廣，顯然不是一個

良性的發展。TEM 老師補充說：「我們的學校學生大部分來自於弱勢的家庭，家

長也沒有多的經費，負擔個別課的費用，只能利用團體課程，每個禮拜一次的訓

練，比賽時才做加課練習，能夠這樣表現已經不錯了（TEM 老師訪談）」。

（四）參賽動機的差異

1. 升學主義的影響，很多團隊的組成是為了加分 

由於十二年國教的影響，過去學生若是參與縣市比賽或是全國音樂比賽中獲

得好成績，將有助於他們申請入學。ABF 評審說：「現在有很多管樂班是變相升

學班，也就是一年級訓練，二年級參加比賽，獲勝的時候還可以團隊加分，對升

學是有幫助的，國三則就回歸學科班準備高中的衝刺，所以有很多能力不錯的學

生，因為升學的關係，到國三就被迫放棄音樂的學習，實在很可惜。」（ABF 評

審訪談）由此可知，某些團隊，尤其現今的管樂班或是藝才班，其目的不是學生

對音樂有興趣，而是許多家長希望透過這樣管道，來提高學生的成績，導致有些

音樂能力不錯的學生，最後因為升學主義環境下，最後放棄音樂的學習，這不僅

對人才培育有些可惜，相對也造成另外一些問題。

過去各縣市會鼓勵參加音樂比賽，獲獎的同學可以加分在多元學習有

助於升學成績。近幾年來很多縣市已經廢掉了，或是加分的管道更多

元，相對的報考藝術才能班、或是往這方面的學生也就變少，相對的

招生更加不容易。（TFM 老師訪談）

近兩年因為大環境景氣的關係，加上多元入學，家長會考量投資報酬率，學

生不一定透過這樣管道來加分。另一方面現在的學生，因為補習較多，沒什麼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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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練琴的時間，因此有些學習進度上比較緩慢。

2. 大專組參與比賽意願不高

臺灣總共約有一百六十所大專院校，當中有二十三所大學設立音樂科系，但

每年參加比賽的大專隊伍，卻只有個位數。TGM 老師說：「臺灣有 23 所大學院

校有音樂系，但是每年參與全國音樂比賽的隊伍並不多，甚至能夠持續更是難上

加難，實在有些可惜。」（TGM 老師訪談）就拿 2022 年南區的大專組打擊樂合

奏來說，A、B 組總共才三隊。長期帶領大專組打擊樂比賽，經驗豐富的 ACF 評

審提到，大專團隊長期因樂器不足，學校對於音樂性社團的硬體資源挹注普遍不

足，或是僧多粥少，這也是許多綜合大學課外活動經營上的最大問題，以至於大

專組的擊樂合奏和管樂合奏的參賽團隊數和熱烈程度，有非常懸殊的差距 ( 就今

年南區管樂有 13 團，擊樂僅有 2 團 )（ACF 評審訪談），這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

的，當中小學的音樂教育和資源若能更普及與完善，才能逐漸延續到高教系統。

（五）競賽規則需再縝密考量

1. 比賽無規定指定曲

由於目前打擊樂合奏比賽，並無指定曲的規範，AEM 評審委員說：「以兩首

自選曲來參與，由於打擊樂的曲目眾多，選擇性很廣，實在很難去評斷（例如有

些團隊以穀鼓類為主，有些團隊，則是以鍵盤，甚至許多自創的曲目），在評分

立足點上，其實很難下筆（AEM評審訪談）。」而樂團指導老師TGM則認為：「既

然有兩首自選曲，或許主辦單位可以規範出比賽的一些規定，讓評審在評分的過

程更加的客觀，要不然每個評審評分的角度會很不一樣（TGM 老師訪談）。」，

在選曲方向上很難拿捏，加上樂團的性質也不同，因此不少團隊在成績導向的影

響下，紛紛選擇編制較大、舞台效果佳的曲目，或者是大量重疊鍵盤樂器的編制，

以量取勝，其目的是掩飾學生基本技巧的缺陷。雖然這是比賽慣用的技巧，然而

太過仰賴這樣方式，往往造成學生在訓練過程中，參賽曲目的訓練比重遠多過基

本能力的培養，站在演奏者養成的長遠角度來看，實在不是值得鼓勵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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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西打擊樂團一起比賽，曲目、配器、風格不同，難以評比

近年來打擊樂合奏參賽團隊大量成長，許多打擊樂教師和評審們認為，必

須朝分類、分組或是制定指定曲等方法改進，讓更多團隊可以進到全國賽觀摩，

並且讓評審更客觀的選出好的優秀隊伍。參與評審的老師，在擊樂合奏審評過程

中，遇到最大的難題就是，不同類別的音樂和組成樂器，如何放在同一個天秤上

評比？將傳統鼓樂、世界音樂、一般制式擊樂室內樂放在同一個平台上競爭，實

在過於牽強。若能加以分類，勢必更加有助於評比，也較不失公平性。評審老師

AFM 說：「中西打擊樂團本身的配器就很不一樣，加上曲子的風格，曲目也截

然不同，實在很難評斷，因為中打的團隊大部分都是鑼鼓樂器比較多，並不像西

打樂器，音色較豐富，相形之下中打的團隊比賽時就會比較吃虧（AFM 評審訪

談）。」

在打擊樂合奏比賽的參賽辦法中規定：本類組其樂器種類包含有調及無調打

擊樂器，不得使用管樂器、弦樂器、電子樂器、鍵盤樂器及鋼琴。但有些老師提

出質疑，規定是否應該更明確精準呢 ? 比賽中經常有鼓陣、行進鼓的隊伍，甚至

結合了舞蹈、舞台聲光效果的參賽團隊，這樣的形式，適合放在一起作評比嗎？

中國傳統的鼓陣，已經有傳統藝陣比賽，各民族傳統敲擊樂器實在不應混在一起

競賽。

我們可以從兒童樂隊的參賽規定看出：（一）主體樂器以使用鋼琴、風琴、

手風琴、口琴、口風琴、直笛、木琴、鐵琴、三角鐵、鈴鼓、大小鼓、鐃鈸、鑼

等相關打擊樂器之組合為限，不得使用電子琴或弦樂器。（二）至少應有二分之

一以上參賽學生，使用風琴、手風琴、口風琴等簧片類樂器演出。因此就打擊樂

合奏來說，似乎仍有許多模糊地帶（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2015）。 

中西打擊樂比賽制度應分開，因為中打與西打本來就不同，不管是樂曲上的

表現、樂器上的編制完全不一樣，西打講求樂曲和聲旋律、線條層次分明；中打

講求節奏外的精、氣、神。兩者根本不能混合比賽，加上中打的訓練還帶有肢體

動作，一場比賽混合下來，又是多為西打專業評審評比，要達到完全的客觀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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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TLM 老師忿忿不平的說：「每次的比賽，中打的團隊真的很難拿到第一

名，因為兩種樂團的屬性，曲目、配器、風格都不一樣。另外一方面七位評審大

部分都是西打背景的評審比較多，整體來講，對中打團隊較不公平（TLM 老師訪

談）。」

3. 因應比賽規定，只練習兩首曲目，學生程度難以提升 

很多團隊為了因應比賽之規定，一整年只讓學生練習兩首比賽曲子，目的是

希望讓學生技術精熟，在比賽時可以拿到佳績，但這樣的學習方式很難提升學生

本身的程度，對於帶隊的老師而言，除了必須考量學生的能力之外，也必須顧及

到比賽成績結果，假若比賽成績不佳，隔年團隊可能就無法成形。

每年的比賽對我們這些外聘的老師其實壓力都很大，因為有可能成績

不佳，隔年就會被換掉或者是團隊就無法成形，因此只能利用每一週

有限的時間，將比賽的曲目練好，實在很難加強學生其他方面的音樂

能力（TGM 老師訪談）。

另一方面，每週練習時間有限，實在很難達到各項指標。TDF 老師說：「學

生平常練習時間有限，尤其是九月份開學往往 11 月就得要參加比賽，所以只能

全力拼兩首自選曲，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教練其他東西，學生的程度很難提升

（TDF 老師訪談）。」

4. 國內的打擊樂曲目少，比賽時曲目重複性高 

就研究者觀察與帶隊老師反應，90% 以上的參賽學校未使用原版譜，除非指

導老師購譜首演，否則就是互相資源，主辦的政府機關，更應率先嚴格要求所有

參賽學校團體使用原版樂譜的觀念，建立對於著作權的重視。TDF 和 TIF 兩位指

導老師對於買譜的問題很有同感：「學校通常只給指導老師鐘點費，並沒有編列

買譜的預算，所以在樂譜方面我們都會幾個老師資源共享，畢竟原版譜的總譜價

格不便宜，也是一筆開銷（TDF 老師訪談、TIF 老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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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打擊樂比賽辦理已多年，AEM 評審老師發現：「每年的比賽常常

會發現一個狀況，就是一旦有新的曲目出現，其他的團隊馬上隔年立刻跟上，而

且會連續好幾年。另外不難發現國內打擊樂團的指導老師，大多偏愛日本的作品，

可能是因為日本作品比較能夠獲得評審老師們的青睞（AEM 評審訪談）」。雖然

比賽規則整體而言已臻成熟，但主辦單位對其賽制應有更明確的規範。

5. 音樂班與非音樂班ㄧ同比賽，難以評比 

根據比賽參賽辦法人數規定，打擊樂合奏人數限制是 6-25 人，在人數上是否

差距是否太大？打擊樂合奏因為沒有分 A、B 組比賽，人數下限是否應上修，對

非音樂特殊班級參賽隊伍是否較公平？ TLM 老師說：「我們的縣市只能有一隊

有資格代表參加全國賽，但是對於我們非音樂班的團隊來講，要跟音樂班的團隊

競爭，其實真的不容易。（TLM 老師訪談）」。另外各類組的特優名額應有一定

比例，因為這個成績對學生的升學有影響，有的項目組別成績居然全部特優，或

是比例過於懸殊，有失公平性。AHM 評審說：「好的音樂班跟普通班學生的程

度有明顯的落差，倘若有分組或者是規定指定曲，這樣對非音樂班的學生比較公

平，因為音樂班有個別課的訓練，普通班的學生不一定有（AHM 評審訪談）。」

在人員的規定限制上，同一區比賽隊伍，大團成績必定能蓋掉小團表現，更

甚者，會如同管樂比賽，部份學校的家長及指導老師為追求自己的教學地位及成

績，竟出現惡性招生的情況（例如：遷移戶口）。再者人員規定限制，若能間接

將曲目粗略分級，同級程度的選手一起比賽，才能享有一起被公平評比的機會。

6. 評審委員的聘任應慎選

有些學校基本功並不紮實，卻能得到好成績，這讓人很納悶，TIF老師說：「不

知道評審的資格是如何挑選？有時候會發現某些評審並不是這個領域，甚至也不

會演奏這個樂器，不知道這樣子是否有欠公平？因為從分數上面會發現有些老師

給的成績，與其他評審完全不同。（TIF 老師訪談）」，因此在評審的聘任上應

慎思，應該要去除具商業身分背景的人選，尤其是樂器廠商、代理商、代言人，

這些都應迴避。TFM 老師說：「評審成績出來，有時候會看到有些評審的意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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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他有落差，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主觀意識，但是倘若當中牽扯到購買樂器

利益、曾經幫忙指導過比賽團隊，這樣會造成評分的不公。（TFM 老師訪談）」

另外，有評審委員建議應聘請該領域的專長教師或是有帶隊經驗曾經獲得佳

績的老師，來擔任評審工作，讓比賽更具公平性，AFM 評審說：「每一個團隊要

成立很不容易，尤其帶團的團隊老師都很辛苦，有時候會發現有些評審並沒有這

方面的經驗，擔任該項的評審會讓團隊有一些質疑。（AFM 評審訪談）」。這兩

年的市賽，不難發現台中市和高雄市在聘任評審都會注意到這個問題，在評審名

單中，除了有大學的專業教授之外，還會聘請該領域的專長教師或是有帶隊經驗，

曾經獲得好成績的老師，讓比賽更具客觀性。

二、打擊樂合奏比賽問題的解決策略

本研究透過多重個案的訪談、團隊練習時的參與觀察，分析資料發現當前打

擊樂合奏比賽的現況問題，本針對問題提出相關解決策略。 

（一）外在環境支援/資源問題方面

1. 提供專案計畫申請經費

城鄉差距造成資源差異，學校沒有經費購買樂器，除了造成練習上的問題，

間接影響比賽的公平性，硬體設備的完善也是影響學生練習的因素，打擊樂團練

習時音量大，學校倘若沒有好的隔音設備，在一般教室練習常常會被抗議太吵。

許多投入樂團的老師、家長、學生都有發展的熱情，但現實上經費卻完全沒有補

助的，很難與理想共進。建議有關單位能透過偏鄉藝術人才培植的專案計畫，挹

注偏鄉學校補足硬體設備之不足。

2. 扶植優秀團隊

建議舉辦單位可以扶植優秀團隊，在參賽中表現傑出的學校，倘若能提供專

業資源，大至扶植計劃、演出機會與經費，小則提供樂團行政人員研習的機會，

給積極發展音樂團隊的學校。讓音樂比賽與音樂團隊的經營與成長有更多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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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而非只是流於獲獎的形式，應讓獲獎後有更多的發揮與延續的可能。

3. 提升指導老師增能

各縣市會舉辦管樂團、合唱團、直笛團、弦樂團的音樂比賽指定曲詮釋研習，

希望打擊樂團也能夠有類似的研習機會。目前許多學校並沒有多餘的經費能夠聘

請專業打擊老師來指導團隊，很多是由原校內音樂老師來組訓指導，希望能夠有

師資培育的機構，來辦理帶團老師的研習進修，或經驗分享，對於團隊指導老師

增能，將大有幫助。

4. 訓練學生找到好聲音

若要在短期內能得到改善，倘若有更多專業演奏師資的投入，加強學生對音

樂基本能力的訓練，讓學生充分瞭解室內樂的概念，加強 Ensemble 當中聽彼此聲

音的習慣與共同的呼吸、律動等，並且強化學生對於擊樂音色的要求，尤其是在

音色這一塊是臺灣擊樂發展中最緩慢的一環，唯有讓學生了解音樂的元素，才能

讓臺灣的擊樂比賽跳脫數大便是美，走向更精緻的境界。 

（二）缺乏友善的規劃方面

1. 提供樂器支援或良好的比賽場地

建議主辦單位可以提供音色較佳的鍵盤或打擊樂器，不要讓打擊樂比賽淪為

樂器好壞較勁的平台，讓資源較少的學校可以更具有競爭力。另一方面比賽場地

的選擇也不容忽略，這些年因為市中心停車空間有限，加上租用場地費用問題，

許多比賽場地會選擇學校大禮堂或較偏遠的地區。倘若比賽能提供好的音色環

境，演奏時學生可以清楚去感受到什麼才是好的樂音，而不是一味的只有音量，

忘了音樂中還有許多重要因素，包含：音色、樂句、層次、力度、和聲、曲調、

節奏、速度等，演奏時都值得注意。

2. 成立一個打擊樂器租借的平台

未來若能成立一個打擊樂器租借的平台，這樣沒有足夠的經費預算購買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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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樂器的學校，就能有合理的租借管道，既可以減輕學校老師、家長、學生經費

負擔，也可以讓團務的發展更加完善。研究者看到一些偏鄉的團隊，他們的樂器

設備跟都會區學校相比之下，格外辛苦許多，看到這些孩子們這麼努力，如果有

一個這樣的平台來幫助他們，相信他們會有更好的表現。

3. 觀摩比賽也是一種學習

研究者記得有一年擔任澎湖縣市的音樂比賽評審，發現比賽兩天，所有澎湖

縣學校皆停課，學校老師帶學生前往比賽現場，一方面觀摩學習，另一方面讓學

生接受音樂藝術的薰陶，培養學生對音樂美感能力的訓練（徐懿亭，2013），讓

比賽的實質價值發揮到極致，這樣的做法值得主辦單位或其他縣市參考學習。

（三）針對家庭資源差異部分

家庭資源差異方面來自於經濟狀況之落差，但為了加強學生相關資訊和文化

資本，可透過學校的資源來協助補強孩子因家庭弱勢，所造成的差異。建議家庭

資源不足的學校能「透過網路平台，加強學生音樂欣賞的素養」，可以將每年比

賽成績優異的隊伍，舉辦成果發表會，讓學生們多去欣賞好的音樂，好的聲音，

培養學生的音樂素養。對於城鄉差距比較大的地區，可以結合 YouTube 或者是第

四台，讓偏遠的學生也可以同時欣賞到好的演出。

（四）參賽動機與意願方面

1. 健全音樂職能發展的配套措施

因受升學的影響，學生參加比賽很多都是為了加分。現在多元入學管道，可

以讓學生們自由選擇最適合他們的學習方向，而不是一味往升學主義道路邁進，

對於音樂專長能力較好的學生，學校可鼓勵學生和家長往音樂方面發展，而政府

單位也需要健全職能發展配套措施，讓家長和學生看得到前景，及發展的機會，

讓音樂不僅是休閒、興趣，而是能謀生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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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大學音樂系學生提供不同的參賽文宣

大學音樂系學生的參賽動機與其他階段不同，因此主辦單位得透過不同的文

宣方式，宣傳打擊樂可以結合很多不同的音樂，舉凡管弦樂、管樂，打擊樂合奏、

國樂、現代音樂、流行音樂、民族音樂，一旦加上了打擊樂，可以讓樂曲的色彩

豐富不少。另外打擊樂除了可以擔任主奏之外，在很多方面是可以扮演協奏的角

色，無形中訓練音樂系學生們扮演一個協奏的角色，因此合奏是一個很重要的訓

練過程。主修老師也可以多鼓勵學生們自作為打擊樂團，訓練同儕之間合奏的能

力，並透過競賽獲得成就感。

（五）競賽規則建議方面

1. 打擊樂合奏比賽，應該和其他組別一樣有指定曲

目前打擊樂的比賽，仍無指定曲的規範，打擊樂老師們建議，讓參賽的團隊

至少是由三首公告的指定曲中擇一，這樣可以讓參賽隊伍有公平的基準點，評分

也比較客觀性。若短時間內分類無法有所共識訂定指定曲，為讓各種不同類型團

隊，仍能有一個競爭基準點，建議可規定不得改變原始作曲者的樂器編制的手段，

抑制資源優勢學校大量重疊聲部的狀況，可以呈現參賽隊伍的基本演奏能力，在

評比上有初步統一的標準，也給部份資源不足的學校一個公平參賽的機會。

2. 中國傳統打擊樂與西洋打擊樂建議分組比賽

為提高比賽的公平性，建議討論與評估中國傳統打擊與西樂打擊樂分組辦理

的可行性，並且有更多中國傳統打擊樂的團體產生，對傳統打擊樂團也有正面的

影響。或建議打擊樂合奏應增加一條規則：各組團隊至少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參賽

學生，使用有調樂器類演出。這樣各團隊至少有一定的遵循規則，較具公平性。

3. 打擊合奏建議分A、B 組辦理 

以 110 學年度北區打擊樂決賽為例，國小、國中、高中組分別有 20、18、17
隊參加決賽，每個組別皆有音樂班 ( 管樂班 ) 與非音樂班的學校參賽。管樂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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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絃樂合奏、室內樂皆有分組，對於非音樂班、管樂班比賽的團隊來說，相形之

下真的不容易，音樂班的學校往往夾帶樂器、人才的資源優勢，讓各地區 B 組學

校很難有機會進入全國賽。當各個參賽項目皆有分 A、B 組時，唯獨擊樂合奏不

分組，因此建議打擊樂合奏能比照其他參賽項目分組。

伍、結論與建議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打擊樂合奏之問題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舉辦 10 餘年，已成為音樂界每年盛事，是樂團學生表演

的舞台，也是老師檢視學習成果的時刻，透過比賽的儀式讓全國的樂音好手齊聚，

各自展現個人和團體的藝術學習成果，藉此也可以觀摩他人高操的演奏技巧，此

為施德玉（2013）另類的藝術教育。本研究以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的打擊樂合奏

為研究場域，根據 20 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研究者綜合歸納出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中的打擊樂合奏項目中的問題現況有五個面向，分別為外在環境支援 / 資源問

題、缺乏友善的規劃、家庭資源差異、參賽動機差異、競賽規則需再縝密考量，

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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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的問題架構圖

（二）解決策略與建議

針對訪談資料綜整的問題，本研究試圖提出相關的解決策略（如下圖 3）。

在外在環境資源方面，希冀舉辦單位能提供專案計畫申請，或是尋求企業贊助，

協助偏鄉地區有意願成立樂團的學校，增添所需之設備。軟體資源的部分則是延

續比賽獲獎之榮耀，能提供更多的表演舞台，扶植優秀團隊，為指導老師提供增

能的機會。

在缺乏友善規劃的部份，則是建議舉辦單位能夠事先，依據比賽項目所需的

樂器加以考量場地的適當性，或是成立打擊樂租借平台，讓經費有限或是偏遠地

區樂器搬運不便的學校，提供更好的服務。比賽和觀摩都是一種藝術學習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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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鼓勵參賽隊伍除了比賽，也能靜心的欣賞他人的演出。針對家庭資源較弱的學

生，舉辦單位可以定期舉辦相關的打擊樂教師研習，或是錄製打擊樂相關技巧的

影片教學，置於共享平台，讓有心想學習的孩子，可以有更多觀摩和自主學習的

機會。

關於參賽動機和意願方面，升學不是唯一的發展之路，建議學校能夠鼓勵孩

子多元發展，培養孩子的興趣，看見自己的潛能。也鼓勵音樂系的學生除了個人

的主奏技能外，也能試圖與其他樂器融合的機會，以拓展自己對來音樂發展之路。

比賽規則的建立是讓參與者瞭解遊戲準則，然而也因考量樂器的特性、學生身分

別，做進一步的修正，建立更公平的評分機制。

圖 3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比賽解決策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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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比賽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判定誰勝誰負，而是透過比賽過程中讓學生知

道，除了平日老師的教導訓練與同儕之間的學習，「觀摩」也是音樂學習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門課程，並且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了解自己學習層次。「比賽」

對學生來說可以磨練並精進音樂技術能力，更重要的是培養藝術涵養、了解藝術

理念，提高時間管理能力。因此透過比賽，可以從過程中了解自己的優缺點，學

會如何在舞台前勇於表現自己、超越自己，進而創造自己的紀錄，給自己更大的

挑戰，讓專業技術更強化，比賽不是學習道路上的終止線，而是學習階段的紀錄。

二、建議

（一）教學單位：拓展比賽的教育意義

現今社會，比賽是存在人類的日常行為，當我們無力避免的同時，相對的應

該正面重視它的正面價值意義。雖然音樂比賽已經執行多年，或多或少產生一些

負面的影響；但是整體而言，音樂比賽提供學生具體目標，帶給學生許多的觀摩

學習的機會與演奏技藝進步的空間，使音樂教育透過音樂比賽，檢視該階段的學

習成果，舞台的表演更是一個整體性的演出，讓學生們有機會多參與，從體驗中

習得更多教室外的學習。

（二）舉辦單位

1. 提升比賽規劃的友善性

教育部、藝教館辦理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之初衷良善，然而比賽規則的制定有

助於參加者瞭解和遵守比賽的規定，但有些現場執行面上的問題，如：場地選擇、

評審委員的遴選條件等，仍需要每幾年做一次滾動式的修正，讓比賽的制度更友

善，讓參與的學校團體和學生都能在友善的場域中，享受舞台表演和觀摩他人精

湛的演出。

2. 設置音樂資源共享平台

資源不公一直是存在教育中長久的問題，為了維護與重視偏遠地區的學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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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受教權利，政府機關或教育單位可建立一個區域整合、資源共享的平台，讓

偏鄉學校的孩子也能享受音樂資源，瞭解當前音樂發展的現況，拉近城鄉之間的

距離，平衡區域文化之目標。

3. 未來相關研究

本研究僅針對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的現場帶團教師、評審委員進行訪談，未來

可針對參與的教師、學生、承辦單位做進一步相關研究的調查，以瞭解他們參與

全國性音樂比賽的滿意度，以及參與歷程需改進與需求之處，提供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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