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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項目一：教育目標 

 

本系成立於民國 60 年，為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音樂系。民國 81 年成立碩士班。本系的

教育目標為：(一)學士班：1.培育具人文修養之音樂人才。2.培育音樂展演、創作、教學能力。

3.培育對音樂歷史的認知，樂曲分析及詮釋的能力。4.強化國際視野、推展社會服務。(二)碩

士班：1.培育具人文修養之專業音樂人才。2.培育音樂展演、創作、教學專業能力。3.培育對

音樂歷史的認知，樂曲分析及詮釋的專業能力。4.強化國際視野、推展社會服務。 

     

學生核心能力為：(一) 學士班：1.演奏(唱)及創作之基礎能力。2.音樂研究之能力。3.音樂教

學之能力。4.團隊合作之能力。5.多元應用之能力。(二)碩士班：1.演奏(唱)及創作之專業能力。

2.音樂研究之能力。3.音樂教學之能力。4.團隊合作之能力。 

 

1-1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 

本系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乃根據創系理念，以及專業、務實和社會需求的考量，配

合校、院之教育目標而制訂，經系務會議通過。以此制訂之本系教育目標，實與校、院之教

育目標一脈相承、緊密結合。學生核心能力的呈現，奠基在本系所開授之課程。本系以實踐

教育目標、培養核心能力、創造系所特色為依據，所規劃的專業課程著重演奏能力與學術研

究。在演奏能力的專業訓練上，除音樂學系固有的主副修教學外，另有演奏實習課程、室內

樂、伴奏實習及樂團合奏課程，增加學生上台表演經驗，並提供學生充分學習團隊演奏的基

本技巧。學術研究的專業課程包括音樂理論及音樂史兩個部分，未來期待規劃出具內涵與深

度的音樂學課程，拓展學生在專業知識上的宏觀視野。 

 

1-2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配合系所擬定之教育目標 

在系教育目標引導下的系所發展，學士班以教學為重，以大量而均衡的課程培育穩重而

沈實的音樂人才，碩士班則以專業為導向。學士班特色為：培養出演奏（唱）、創作、教學等

全方位優質音樂人才。碩士班特色為：以專業宏通的精神，培育其演奏（唱）、創作、研究教

學之專業音樂學人。除依此特色開設課程外，並邀請校外知名學者講學，定期舉辦國際性、

全國性學術研討會、大師班。另與國外音樂大學簽訂姊妹校，師生前往國外參與交流演出。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實與系所之教育目標緊密配合，期能培育優秀且具特色之東海音樂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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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教育目標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除傳授音樂專業及通識課程外，本系積極配合學校所提倡之各項策略，如「勞作教育」、

「學生自治」、「民主」、「生命與人格」等人文素養之養成，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養成品學兼

優、身心健康之音樂人。博雅學習，生命轉化落實實踐，就是校內擴散和校外開創。本系在

通識中心開設的音樂博雅課程以及舉辦校外巡迴公演等，都旨在教育目標結合專業學習與博

雅學習。 

 

1-4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程度 

本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訂定，均配合校務及院務發展方向。透過全系同仁積極參

與、溝通、協調，凝聚共識後制訂，並公布及強力宣導，因此全系師生對本系教育目標的瞭

解和認同度極高。為確保學生充分了解學科之教學目標與內容，安排專門人力提供教學等相

關支援服務，包含措施有：1.系主任之輔導；2.落實「導師↔導生」間輔導、交流之功能；3.

系助教之輔導；4.配合Ｅ化教學潮流；5.強化「教學助理」之輔導、學習、互動功能。透過充

分之宣導與完善之機制，使系上師生能瞭解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內容。 

    

103 學年度音樂系專任教師及應屆畢業生對系所教育目標之認同度調查表，可參見項

目一：教育目標中效標 1-4之圖表分析。 

 

 

項目二：課程設計 

 
2-1課程設計理念與原則 

本系以實踐教育目標，培養核心能力，創造系所特色為依據，所規劃的專業課程著重演

奏能力與學術研究雙向並重。在演奏能力的專業訓練上，除音樂學系固有的主副修教學之外，

另有演奏實習課程，增加演奏組學生上台表演的實務經驗；室內樂與伴奏實習課程，則提供

學生充分學習團隊演奏的基本技巧。而參與大型樂團的演出更是修業課程中必要的學習，本

系共有管絃樂團、合唱團、管樂團、歌劇團、打擊樂團、電子鍵盤管絃樂團等六種樂團，讓

學生實際參與大型演出的排練、製作與最終的舞台呈現。學術研究的專業課程包括音樂理論

及音樂史兩個部分：音樂理論課程如學士班的音樂基礎訓練、和聲學、鍵盤技巧、總譜視奏、

對位法及曲式分析；碩士班則有和聲複習及樂曲分析。音樂史課程則以學士班為主，共六個

學期修習從中古時期至二十世紀的西方音樂史，未來更期待進一步規劃出更具內涵與深度的

音樂學課程，拓展學生在專業知識上的宏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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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 

    課程規劃設計之機制，依據學校課程委員會規定設立系課程委員會，由系主任為召集人

並擔任主席。本委員會由各組推派一名專任教師代表組成，負責規劃、研議、審定必修科目

及選修科目，定期檢討或修訂課程，每學期因議題需要召開會議，並將決議交付系務會議討

論後公告施行。 

 

 

項目三：師資教學 

 

3-1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學位學程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

生學習需求之情形 

    東海大學音樂系自民國 60年由羅芳華博士創系以來，擁有由國內外菁英所組成的堅強師

資團隊。本系目前由林得恩博士擔任主任，專任教師共 15 位，包含教授 4 位，副教授 5 位，

助理教授 4位，講師 2位，其中具博士學位者 10位；兼任教師共 67位，包含榮譽教授 1 位，

教授 1位，副教授 4位，助理教授 31位，講師 30位，其中具博士學位者 25位，演奏家（藝

術家）文憑者 16 位，碩士學位者 25 位，技術教師 1 位。每位老師都是該領域的一時之選，

其專業能力及授課內容皆能充分與本系所規劃之教育目標相互契合。 

 

    為達到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依科目需要，主修、副修、首要樂器等皆採一對

一個別教學；室內樂課程採用小組教學。在多數學校為了節省成本的狀況下，室內樂已經逐

漸變成大班課形式－無論選課人數多寡，指導老師只有一位；這些同學必須輪流上課。相對

的，本系堅持室內樂原有及應有的教學方式－不論編制大小，從三重奏到爵士室內樂團，每

一組由一位老師每週個別指導一個鐘點，且學生可以自行選擇指導老師。本系認為如此才能

充分達到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3-2教師展演、創作、學術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 

    長期以來，本系教師之個人展演、各樂團之定期公演，均得到各界肯定，數件申請案通

過國科會與教育部國際文教處之補助款，多位教師之展演、創作亦獲得校方專任教師學術著

作獎勵。數名教師參與國內、外各大學所主辦之展演、學術活動，包括音樂會、研討會、演

講、大師班，也曾數次前往歐洲、美國、中國大陸、泰國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本系教師近年

積極發展結合演奏、學術研究的活動。101-103學年度平均每年舉辦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內

容包含論文發表、演奏（唱）會、演講式音樂會(lecture recital/concert)，參與者包括系內專、

兼任教師及國內、外學者，會後並出版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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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 

    本系遵循東海大學各系所評鑑機制，以學期為單位，定期實施期中學習意見調查與期末

教學評量。系主任與全體系教評委員依此評量結果開會研議，主動與該任課教師溝通並商討

改善現況的具體對策，並邀請評量結果欠佳之任課老師與會說明，充分了解該課程授課狀況，

以確保學生學習權益暨教學品質的提升。此外，本系以學期為單位，定期舉行師生座談之系

大會，統合學生對課程教學等議題的意見，學生可在會中與專任老師或相關教師面對面討論

課程執行上的實際困難。會後由系主任召集各相關委員會，研議有效的解決辦法。 

 

3-4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學生學習評量之成效 

    教師於教學準備時能提供完整之教學大綱，依據科目所能培養之核心能力設計教學內

容，並應用適當之教學與學習評量方法。本系課程設計之考量，著重於演奏、研究能力、教

學能力三者間之互補。此原則反映系核心能力的設計上，特重專業演奏、創作、研究、教學、

團隊合作以及溝通能力。 

 

3-5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 

    學校設有多種提升教師教學能力、態度、及輔導技術之機制。「教學卓越計畫」鼓勵教師

組織社群，建立教師間進行教學專業對話機制。教學發展委員會之設立，則可提升教師教學

成效，檢驗現行制度，並研擬新制，設法提升教師教學及提升學生學習之品質。設立「教學

助理」制度，協助提升教學效能。「數位教學平台」使教師可提供課後輔助教學。「東海大學

專任教師教材教具製作費補助辦法」鼓勵本校教師開發新教材及教具。校方並設立各種獎勵

辦法，促進教師的教學效能，包括教師特優教學獎、教學創新獎、東海大學彈性薪資實施辦

法、榮譽講座、東海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等。另設有「新進教師輔導制度」，協助新進教師

適應校園環境。 

 

    本校設有「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積極鼓勵教師參與展演、創作或撰寫著作使專

業能力日益精進。本系各專任教師在所有展演及創作面向上，均多有卓越成就。也常在各種

學術刊物與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研究成果。本系教師除了教學、演奏、演唱、作曲外，也貢獻

一己之專長，於校內、校外，以產學合作、演講、評審、評鑑、大師班、音樂治療等方式對

政府及各公私立機構提供專業服務。 

     本校音樂系實施家族導師制。若學生之主修老師為專任教師，此教師即為自己的導師。

此種家族式導師制度，讓導師能密切地輔導學生。若主修科目教師為兼任教師，則以班級為

單位，另指定非術科教師擔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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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習資源  

 

4-1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 

    本系所自 90 學年度起實施「家族導師制」，所有專任教師皆須擔任導師工作，學生自己

的主修老師即為家族導師。本系「教學助理」由高年級學生中，成績優異且服務態度熱誠者

擔任，旨在幫助學生學習，並協助授課教師輔導在大班課上學習有問題的學生，課程包括音

樂理論、音樂史等。本系所獨特的術科評量與鑑定制度，在入學時，即能對程度偏低的學生

及時提出預警，情況嚴重時，輔導其轉主修或轉系。而為達成有效學習目的，嚴格控管學生

的演奏及學術水準 

 

4-2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 

    本系近年來迎向臺灣高等教育大學嚴重供過於求的發展危機，以及十二年國民教育教育

改革等大環境的變遷與挑戰，全體教師更是相互支援，以充分整合所有可以獲得的學習資源。

本系所圖書、期刊、多媒體資料，存放於第一教學區圖書館總館；樂譜則存放於圖書館的以

供使用，樂團總譜則存放在音樂系館。此外，在資訊軟體方面，協助學生使用「課程資訊網」，

規劃自己的課程需要，所有上課教室均有多媒體設備，透過網路教室(I-Learning)平台串連各

項教學功能。而全校師生均可經由帳號、密碼使用免費 Wi-Fi 無線上網，建立自由學習的環

境。 

 

4-3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本系自立系以來，各種音樂理論、音樂史、及其他曲目學課程，均使用英文教科書。因

熟悉國際化的語言，本系學生暑假參與本系所辦之國際音樂營，亦被鼓勵參加國外音樂營或

音樂節活動。本校亦設有「國際教育合作室」，積極推動學生利用求學期間的某一學期，或某

一段時間前往世界其他國家遊學，並進行學術研究。除了配合國家的政策，給予相當金額的

學費、旅費補助外，又可在國外修學分，並轉回東海大學，成為畢業學分的一部分。本系也

開放交換學生，讓國外學子就讀本系，藉由不同文化的交流，讓學生之間有更多的成長空間。 

 

4-4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 

    本系提供學生生活或生涯輔導之作法，包括 1.實習演奏課及各類音樂會、2.國際研討會

及大師班、3.東海大學已全面實施的網路輔助教學（系所學生皆適用）、4.協同教學、5.數位

與多媒體音樂、6.家族導師制、7.生涯輔導、8.博雅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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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學習成效 

 

5-1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 

    本系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在課程設計上為音樂基礎知識及基本演奏能力打下扎實的

基礎，以提升專業演奏技能、專業樂器詮釋及教學能力，給予學生完整而扎實的裝備，進而

達到卓越的職場表現。為了學生學習專業能力的品質管制，本系設立了嚴格的鑑定考及分級

制度。自創系以來一直嚴格要求學生獨奏（唱）及合奏（唱）的能力。本系自立系以來，各

種音樂理論、音樂史等課程，均使用美國著名音樂學府所普遍使用的英文教科書，學生從大

學一年級開始，即以國際化的語言直接學習，因此學士班學生在畢業後多能順利地考進國內

外研究所。 

 

    本系每年上學期辦理所有樂器的協奏曲及歌劇選粹比賽，下學期則為鋼琴主修學生舉辦

鋼琴協奏曲比賽（曲目為莫札特或貝多芬），學生皆積極踴躍地參與；比賽獲獎者，有機會與

樂團共同演出。歷屆得獎者畢業後，於音樂界皆有傑出的表現，呈現本系扎實專業教育的成

果。 

 

5-2碩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 

    本系碩士班除了作曲組之外，以演奏為主。本系研究生修業期間參與多次個人和團體演

出，展演型態鋼琴組多為室內樂、協奏曲、獨奏、電子鍵盤管絃樂團之音樂會或擔任其他器

樂、聲樂之鋼琴合作(Collaborative piano)。聲樂組參與歌劇團、聖樂團之定期公演與各大小型

歌劇表演及個人獨唱音樂會；管樂、絃樂、擊樂組則參與樂團定期公演及個人獨奏音樂會。

本系為提升研究水準及畢業生之專業程度，研究生的畢業製作以展演方式及論文寫作呈現，

展演時間為六十分鐘，論文寫作可分為三類，第一案：一場音樂會及一篇 30,000 字論文；第

二案：二場音樂會，其中一場為演講音樂會及 15,000 字論文；第三案：二場音樂會及 10,000

字論文。本系研究生除了參與具評鑑制度之展演外，亦積極參與校內外之各種型式之展演，

藉由參與演出，提升術科專業能力。 

 

5-3碩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 

    碩士班學生數量逐年增加，目前學校推動國際化，除本國國籍學生外，亦招收外籍學生。

碩士班新生入學後，需先通過各種鑑定考，其他鑑定考未通過者，可選擇旁聽學士班課程，

在通過期中及期末考試後即可抵免。本系為激發學生追求卓越，常鼓勵研究生參與國內外的

音樂比賽。除了專業課程的銜接外，為秉持本系碩士班核心能力，提升「演奏（唱）及創作之

專業能力」，每年均舉辦多場大師班及大師講座，涉及領域包括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作曲、古典吉他、法國號、豎笛、長笛、打擊木琴、指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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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 

    本系在中部地區的演出一直獲得各界肯定與好評，而本系肩負教育使命，且身為中部唯

一私校的音樂系，在民間機構的支援及實務學習下，藉由產、學、研合作，使音樂素養在學

生心中成長，讓藝術文化深耕。合作對象相當多元，橫跨產、學、研界，以 99-103學年度來

說，就有二十八筆產、學、研合作之活動。 

 

 

項目六：生涯追踪 

 

6-1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 

    本系所重視畢業生之生涯發展，學生辦理離校前皆需填寫「音樂系所應屆畢業生問卷調

查」，每年持續實施五年內畢業系友之電話訪查，關懷系友近況、更新通訊資料、紀錄最新工

作項目與學習變動，由此建立系友資料庫。 

 

     根據本系所 99-102 學年應屆畢業生升學與就業狀況的統計顯示，學士班畢業生多數選

擇進入國內外音樂領域碩士班，追求更精進的學問與演奏實力。部分修習教育學程的畢業生

選擇於國、高中任教，其他畢業生則服務於音樂教室或從事非音樂領域之工作。 

 

6-2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 

    屆畢業生離校前所填寫之問卷，內容除了就學、就業計畫外，並對整體學習成效及系所

教育目標之認同度予以調查，並請畢業生對系所課程、教學、為學生提供的服務等提出建議。

音樂系學生學習評量方式多採取多元評量的方式，除了紙筆測驗、書面報告之評量方式外，

另還有主副修的技巧考、鑑定考、分組音樂會、術科期末考、音樂會演出表現等方式進行評

量學士、碩士畢業生於舉行畢業音樂會之前都必須再經過術科鑑定考試，亦即畢業音樂會的

資格審核。 

 

6-3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

生學習成效意見之情行 

    本系系友動態資料的蒐集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是本系學生自評問卷調查、二是畢業生學

習成效調查、三是音樂系之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 

 

    整體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本系畢業生從事音樂相關領域的工作表現，在專業知識

及技能上都能發揮所學；與同儕間之溝通、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均受到肯定；面對挑戰

時的抗壓能力以對自我提升的學習，也得到雇主的欣賞與認同。根據雇主反應，少數從事非

音樂領域之畢業生，其敬業的精神亦獲得雇主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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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整體改善 

 

7-1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 

    本系行政人員包含系主任、行政專員一名及約聘人員兩名外，各專任教師分配負責財產

及琴房管理。系主任負責全部行政系務與職員三名，綜理系務。另設有各項委員會，協助系

務工作之推展。委員會議皆有其組織章程，使各項公共議題能透過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

系課程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學生系大會等管道，經教師與學生代表、校友代表、業界代

表充分討論、溝通後，改善並制定相關規定。與師生相關之新規定，皆於決議後立即公告於

本系佈告欄、系網站及臉書社群網站。 

 

7-2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 

    根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本系針對各個項目之訪評意見，均列表說明執行改善情形，其

中有關課程設計與教學，本系對降低必修課程學分數，提高選修學分比重，以符合「培養多

元化素養」的教育目標，做了明顯的改善，例如開設「台灣音樂概論」、「舞台藝術」、「歌唱

的藝術」、「音樂美學」、「世界音樂」、「音樂治療」等選修課程並取消部份必修課程及學分數。 

 

課程有了完善安排後，未來增聘師資便有所依據，以兼任授課補齊課程缺口。對於學生

而言，不但能廣學多聞，發掘興趣志向所在，也能習得實用專長，以為將來就業之資。透過

課程的精心設計，將可使老師們發揮各自專長，因材施教；而學生亦可在此設計之下探索自

己所好，既能開拓眼界也能深入精進，由此整合培養出未來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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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東海大學音樂系成立於民國 60年，由美籍傳教士羅芳華博士，聘請國內外菁英，腁手胝

足，以嚴謹之教學理念，奠定紮實基礎，培育人才無數，創立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音樂系，

並自民國 74 年起，每年夏季均舉辦全國性之國際音樂營，自民國 85 年擴大為國際音樂節至

100 年止。目前每年定期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77 年，郭宗愷博士接任系主任，成立管

絃樂團，並於民國 81 年設立音樂碩士班，建立各項公正而人性化之術科評分制度。民國 83

年，徐以琳博士擔任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以健全的教育體制使學生發揮個人音樂潛能，並

致力於促進國際音樂及學術交流。民國 86年，馬邁克博士接任系主任及碩士班所長，成立音

樂系發展基金，開始累積各種款項，設立急難救助金。民國 88年，羅芳華博士再度接掌系主

任及研究所所長，致力籌募經費興建新系館暨音樂廳。民國 93年，陳思照教授擔任系主任及

研究所所長，帶領音樂系師生走出校園、進入社區，推廣音樂文化，創設打擊樂團並擴大音

樂會演出，包括邀請著名國際級小提琴家林昭亮來校舉辦演奏會、東海大學音樂系師生公演

史特勞斯輕歌劇「蝙蝠」，獲得極熱烈的迴響。民國 96 年徐以琳博士擔任系主任，積極整頓

系務，迎接社會新挑戰，成立「東海大學音樂先修班」(Tunghai University Music Preparatory 

School)，以國際化視野，運用東海大學一流師資與設備，造福國內具有音樂才華之青年學子。

民國 99年陳思照教授接任系主任，戮力擴展國際交流，先後與日本德島大學、名古屋音樂大

學、東京音樂大學簽訂姊妹校，並率領師生前往大陸廈門大學、華僑大學、集美大學、福州

大學、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等校參與交流演出。2013 年並代表中華民國文化部率領教授團，

前往美國德州舉辦交流音樂會，積極拓展國際學術交流管道。現任系主任林得恩博士，2013

年 10月 18-25日邀請台灣師範大學、新加坡楊秀桃音樂院、日本德島文理大學等著名師資及

本系教師共同合作舉辦，題目「革命的年代」國際術研討會。2015 年 3 月 14-15 日辦理國際

藝術節暨學術研討會，標題「1874-1914的歐亞榮景與衝突」。 

    本系原隸屬文學院，在前任程海東校長的推動下，96學年度與美術、建築、工業設計、

景觀五系整合成立「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一方面配合教育部推動「創造力與創意設計教育

師資培育計畫」為實施遠景，如計畫成立創意學程、創意媒體中心等；另方面也期望經營創

新的學習環境與活潑的教學氣氛，以提升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品質。令全系師生振奮的消

息是本系新建系館於民國 98 年 2月正式啟用，以全新面貌，結合「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資

源，孕育創意蓬勃之藝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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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音樂系歷任系主任及任期一覽表 

序號 任    期 性  名 

1 民國 60年 8月 –民國 73年 7月 羅芳華 

2 民國 71年 8月 - 民國 72年 7月 郭宗愷代理 

3 民國 73年 7月 - 民國 76年 7月 羅芳華 

4 民國 76年 8月 - 民國 83年 1月 郭宗愷 

5 民國 83年 3月 - 民國 86年 1月 徐以琳 

6 民國 86年 2月 - 民國 88年 7月 馬邁克 

7 民國 88年 8月 - 民國 94年 7月 羅芳華 

8 民國 96年 8月 - 民國 99年 7月 徐以琳 

9 民國 99年 8月 - 民國 102年 7月 陳思照 

10 民國 102年 8月迄今 林得恩 

  

 

表二、東海大學音樂學系大事年表 

時  間 概   況 

49學年度 由鄭得安教授創立東海大學聖樂團，初期為學校社團，逐年漸進成為一專

業合唱團，1999年起，在現任指揮鍾安妮博士的計劃下，東海聖樂團透過

各式的曲目以充實團員的演出經驗；更藉與本系管絃樂團的合作，擴展大

型交響合唱曲目的演出範疇。 

60學年度 美籍傳教士羅芳華博士，聘請國內外菁英，胼手胝足，創立了當時國內首

屈一指的音樂學系，培育人材無數。 

74學年度起 首次舉辦第一屆暑期國際音樂節，聘請國內外。 

77學年度 郭宗愷博士接任系主任，更努力擴充師資、設備，成立管絃樂團及音樂研

究所。1998年起，在現任指揮鍾安妮博士接手下，樂團不斷在曲目拓展、

練習方式，以及表演領域上精益求精，演出場次及品質激增，獲得專業人

士一致的肯定與讚賞。 

79學年度 成立之初由本系戴念平教授所指揮帶領，團員大多為本校音樂系之學生。

1999年，特聘自美國曼哈頓音樂院畢業的許榮富老師來帶領本團。經過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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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富老師十年多的指導，目前本團的特色趨向以輕鬆活潑，又不失古典氣

息的曲目為主。 

81學年度 成立碩士班。郭宗愷博士在東海大學創組了「東海大學電子鍵盤管絃樂

團」，隨著音響科技長足的進步，在十多年的實驗及研發後，這種新的音

樂演奏媒體，已漸臻實用。 

84學年度 徐以琳博士接掌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本著培育具實力之演奏、演唱及作

曲者的宗旨，以健全的教育體制使學生發揮個人音樂潛能，並致力於促進

國際音樂及學術交流。 

86學年度 馬邁克博士接任系主任，在加強軟、硬體設備及現代化教學上，努力不懈，

並成立音樂系基金。 

88學年度 羅芳華博士再度接掌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並致力於籌募經費以興建新系

館，期使藝術的創作與傳承，能在系統化、專業化的環境中順利茁壯。 

93學年度 陳思照副教授接掌系主任，持續催生新系館及演奏廳，帶領音樂系師生走

出校園、進入社區，推廣音樂文化。 

96學年度 徐以琳再度接任系主任，順利完成音樂系搬遷工程，充實設備；並成立國

內第一所音樂先修班，以大學音樂系資源培養更多青少年音樂家。 

本系原隸屬文學院，與美術、建築、工業設計、景觀五系整合成立「創藝

設計藝術學院」。 

99學年度 陳思照教授再度接任系主任，持續充實新系館設備。為了面對少子化衝擊，

積極向外推動國際交流及音樂文化，吸引國外優秀青年學子就讀。 

102學年度 林得恩博士接任系主任，致力於籌畫各式跨領域活動之結合，並積極拓展

國際外籍生、港澳僑生及陸生之招生事宜。 

 

 

 

二、自我評鑑過程 

 

    為達成東海大學設定的教育目標，增進整體校務運作的效率，本校依據「教育部試辦認

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則」，參酌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之第二週期 103學年

度系所評鑑實施計畫之內涵，成立「東海大學校務及系所評鑑推動辦公室」，訂立自我評鑑作

業要項及流程，本系配合本校展開推動實施自我評鑑計畫，建立自我評鑑機制，以確保學生

學習成效。在此機制下，本系成立了「音樂系評鑑工作籌備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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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04學年度系所評鑑工作分配一欄表【總負責人：林得恩主任】 

評鑑項目 負責人 組員 助教 備註 

項目一：教育目標 陳思照 林得恩 郭宗愷 徐以琳  韓麗麗  

項目二：課程設計 陳玫君 馬邁克 杜明錫 陳敏華 洪意雯  

項目三：師資教學 郭宗愷 陳玫君 杜明錫 李奉書 洪意雯  

項目四：學習資源 鍾安妮 李秀芬 古今奇 許榮富 池孟娟  

項目五：學習成效 馬邁克 艾嘉蕙 戴念平 李奉書 池孟娟  

項目六：生涯追蹤 陳敏華 艾嘉蕙 李秀芬 許榮富 韓麗麗  

項目七：整體改善 徐以琳 林得恩 陳思照 鍾安妮 韓、池、洪  

 

 

表四、104學年度系所評鑑訪視工作分配一欄表 

項

目 
工作內容 

小組負責人 

（一名） 

小組工作人員 

（數名） 
自我檢核重點 

一 
接待評鑑委員 

相關事宜 
林得恩 

韓麗麗 

池孟娟 

洪意雯 

系學會 

1.至學校總接待處引領評鑑委員

至評鑑委員休息室，召開評鑑委

員預備會議（建議由教師擔

任）。 

2.訪評過程「教學現場訪視」、「師

生晤談」與「休息用餐」相關場

地陪同引導。 

二 製作系所宣導海報 鍾安妮 

池孟娟 

洪意雯 

系學會 

1.系所整體規劃與發展之呈現。 

2.系所評鑑項目重點特色呈現。 

三 
製作評鑑委員 

訪視手冊 
池孟娟 

韓麗麗 

洪意雯 

1.訪視時程表。 

2.蒞校貴賓一覽表。 

3.參與簡報人員一覽表。 

4.簡報會場座位配置圖。 

5.系所訪評抽點名單。 

6.東海大學簡圖。 

7.系所訪評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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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工作內容 

小組負責人 

（一名） 

小組工作人員 

（數名） 
自我檢核重點 

四 調度訪評所需空間 韓麗麗 
池孟娟 

洪意雯 

1.評鑑委員休息室。 

2.系所簡報及綜合座談場地（需陳

列書面資料供委員資料檢閱）。 

3.三至五個獨立之晤談場地（依訪

評委員人數擇定）。 

五 
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 

因應事宜 
林得恩 專任教師 

1.評鑑委員於訪評兩週前提出「待

釐清問題」，受評系所於訪評當

日簡報時回應。 

2.事先針對系所可能受到質疑之

弱項效標進行推演。 

六 雜項工作小組 洪意雯 
韓麗麗 

池孟娟 

1.訂購便當。 

2.聯絡晤談師生。 

3.其他。 

     

    此外，學校自 102 學年度起，辦理多場知能研習，教職員可自行選擇參與。期能在此次

自我檢測中，檢核本系所定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開授是否對應，學生學習之成效是

否符合，並針對本系內部師資專業結構、授課種類與未來發展，進行討論與尋求解決，對於

本系原有之特色及發展優勢，如何持續發展，針對學生需求與社會多元發展，能夠提供適切

的培養與人材，此皆可藉由本次自我評鑑與實地訪評，建立有效的評估與改善機制，俾使本

系有良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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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教育目標 

現況描述 

 

東海大學音樂系成立於民國 60年，由美籍傳教士羅芳華博士，聘請國內外菁英，腁手胝

足，以嚴謹之教學理念奠定扎實基礎，創立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音樂系，並先後成立了聖樂

團、管絃樂團、管樂團、歌劇團、電子鍵盤管絃樂團、打擊樂團，以國際化視野，運用東海

大學一流師資與設備，造福國內具音樂才華之青年學子。目前每年定期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民國 77 年，郭宗愷博士接任系主任，並於民國 81 年設立音樂研究所碩士班，建立各項公正

而人性化之術科評分制度。民國 83年，徐以琳博士擔任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以健全的教育

體制使學生發揮個人音樂潛能，並致力於促進國際音樂及學術交流。民國 86年，馬邁克博士

接任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成立音樂系發展基金，開始累積各種款項，設立急難救助金。民

國 88年，羅芳華博士再度接掌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致力籌募經費興建新系館暨音樂廳。民

國 93年，陳思照副教授擔任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帶領音樂系師生走出校園、進入社區推廣

音樂文化，師生們更為籌建新系館積極募款。民國 96 年徐以琳博士擔任系主任，積極整頓系

務，迎接社會新挑戰，成立「東海大學音樂先修班」，以國際化視野，運用東海大學一流師資

與設備，造福國內具有音樂才華之青年學子。民國 99 年陳思照教授續任系主任，戮力擴展國

際交流，民國 100-102 年間，陸續與日本德島大學、名古屋音樂大學、東京音樂大學簽定姊

妹校，並率領師生前往大陸廈門大學、華僑大學、集美大學、福州大學、北京中央音樂學院…

等校參與交流演出。民國 102 年更代表中華民國文化部率領教授團，前往美國德州舉辦交流

音樂會，隨後與 Trinity大學簽約，積極拓展國際學術交流管道。現任系主任林得恩博士，於

民國 102 年邀請台灣師範大學、新加坡楊秀桃音樂院、日本德島文理大學等著名學術專家與

本系教師共同合作舉辦「革命的年代」國際學術研討會。民國 104 年 3 月辦理「1874-1914

的歐亞榮景與衝突」舉行泰國、美國、法國與中華民國之國際藝術節暨學術交流研討會，並

擴大吸收外生、僑生、陸生與國際交換生。 

 

本系原隸屬文學院，在前任程海東校長的推動下，96學年度與美術、建築、工業設計、

景觀五系整合成立「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一方面配合教育部推動「創造力與創意設計教育

師資培育計畫」為實施遠景，如計畫成立創意學程、創意媒體中心等；另方面也期望經營創

新的學習環境與活潑的教學氣氛，以提升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品質。在校方經費預算及全

系師生積極募款三千多萬元下，音樂系新建系館於民國 98年 2月正式啟用，以全新面貌，結

合「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資源，孕育創意蓬勃之藝術文化。音樂系新館空間與動線設計精

緻，內部隔音及燈光、音響工程完善，相關設備逐年增購。民國 100年再度募款購入 Steinway

演奏型鋼琴兩台，全系師生歡欣鼓舞，在堪稱全國最典雅之音樂系館中，秉持一貫優良傳統，

學科與術科並重、加強知能與專業的培養，面對社會需要及挑戰，進入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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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系所之教育目標，訂定學生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本系所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乃根據創系理念，以及專業、務實和社會需求的考量，

配合校、院知教育目標而制定。本系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如下表： 

 

表 1-1音樂系 教育目標 

大學部 研究所 

1.培育具人文修養之音樂人才 1.培育具人文修養之專業音樂人才 

2.培育音樂展演、創作、教學能力 2.培育音樂展演、創作、教學之專業能力 

3.培育對音樂歷史的認知，樂曲分析及詮釋

的能力 

3.培育對音樂歷史的認知，樂曲分析及詮釋的

專業能力 

4.強化國際視野、推展社會服務 4.強化國際視野、推展社會服務 

 

表 1-2音樂系 學生核心能力 

大學部 研究所 

1.演奏(唱)及創作之基礎能力 1.演奏(唱)及創作之專業能力 

2.音樂研究之能力 2.音樂研究之能力 

3.音樂教學之能力 3.音樂教學之能力 

4.團隊合作之能力 4.團隊合作之能力 

5.多元應用之能力  

 

圖 1-1、校、院、系教育目標 

 

 

 

 

 

 

 

 

 

 

 

 

 

校教育目標 

一、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二、人文素養  

三、服務關懷熱忱  

四、國際視野  

五、創新能力 

五、創新能力 

 院教育目標 

一、以創意為基礎，培育兼具理論與實務素養之人才 

二、強化「藝術與設計」教育面向 

三、培育國際視野、社會關懷、溝通表達能力 

 
系教育目標 

一、培育具人文修養之音樂人才 

二、培育音樂展演、創作、教學能力 

三、培育對音樂歷史的認知，樂曲分析及詮釋的能力 

四、強化國際視野、推展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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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校、院、系教育目標對應圖 

 

 

圖 1-3、校、院、系核心能力對應圖 



18 
 

1-2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東海大學的知識歷史格外彌足珍貴，其所蘊含的思想新生命與新力量，透過對獨特教育

理想的追求，以及無畏的拓荒精神，處處彰顯勇於創造與實驗的信條，藉由悠遠的傳承學風

與人文革新，使東海的高等教育進程，為我國高階知識領域，開創思想先驅者的新價值，並

擘劃出宗教教育與人文學風的璀璨風華。 

 

 

1-3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東海大學音樂系自創系之始，即承續優良校風，以「求真、篤信、力行」為校訓，創造

出自由而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環境。以專業宏通的精神，培養出演奏（唱）、創作、教學等全

方位優質音樂人才。其中，「德、智、體、群、美、事、情」皆不偏廢的全人教育，更為所有

教職員共同追求的理想。因此，除傳授音樂專業及通識課程外，本系積極配合學校所提倡之

各項策略，如「勞作教育」、「學生自治」、「民主」、「生命與人格」等人文素養之養成，以積

極樂觀的態度，養成品學兼優、身心健康之東海人。 

    96學年度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成立，將建築、美術、景觀、工業設計、音

樂五系之教學資源及師資共同整合，提供系所跨越領域的學習課程與資源共享，充分發揮優

勢，提升學生競爭力。為呈現教育與生活並重的多元氣息，本系師生定期舉行公開演奏會及

校內外藝術活動，包括樂團、歌劇團之巡迴公演，以及師生演奏會、獨奏（唱）會等。以樂

會友，促成「藝術即生活，生活有藝術」的國人休閒品質，音樂系提倡社會善良風氣可謂不

遺餘力。 

 

圖 1-4、博雅教育在東海：系所課程與組織結構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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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分項一：博雅學習．生命轉化 

 

 

 

 

 

 

 

 

 

 

 

 

 

 

 

 

 

 

圖 1-6、分項二：專業學習．適性分流 

 

 

 

 

 

 

 

 

 

 

 

 

 

 

 

 



20 
 

圖 1-7、分項三：多元開創．學用合一 

 

 

 

 

 

 

 

 

 

 

 

 

 

 

 

 

 

1. 開設跨領域多元學習博雅課程 

     東海大學創意暨藝術設計學院與通識中心自 2013 年開始合作開設「數位互動音樂劇」

課程，並結合美術系之「再利用藝術專題」課，由音樂系、美術系、建築系與外文系(戲劇專

長)等師資進行跨院系合作，開放校內跨科系學生選修，參與同學遍及校內各科系，不同專長

興趣師生共同為音樂劇演出而團結努力，且以化垃圾為神奇舞衣落實環保關懷行動，師生都

獲得在舞台上下一起成長的機會。 

 

     東海大學創藝學院「音樂劇團」，由羅時瑋院長領導，音樂系陳思照教授策劃、郭宗愷

教授指揮，加上舞台技術專業蘇曉青老師、建築系邱浩修主任、外文系蔡奇璋戲劇博士及舞

蹈教師顏秀茹共同指導，從戲劇編導、音樂演唱、結合互動影像，合作帶領全校學生共同演

出音樂劇。另外，美術系鄭月妹教授的「再利用藝術研究」，由同學利用廢棄物再製作成音樂

劇演出者服裝，為每位角色量身訂作服裝與造型，落實多元創意與跨領域教育精神。自 2013

年 2月起已連續執行三個學期，並於校內公演三齣戲碼─「東海之貓 Cats」、「東海彩衣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及「國王與東海 The King and I」，於校內獲一致好評。

2015 年將「東海之貓」再度擴大製作，配合東海大學音樂系獨有之電子鍵盤管絃樂團，共同

合作演出，使演出延伸到鄉鎮社區，讓社會大眾亦能欣賞學生們努力學習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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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為何？ 

 

    本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訂定，均配合校務及院務發展方向，內文參酌校外評鑑委

員、系友意見，經過全系專任教師共同參與討論後制訂，提交系務會議通過。由於透過全系

同仁積極參與、溝通、協調，凝聚共識，並公布及強力宣導，因此全系師生對本系教育目標

的了解和認同度極高。 

 

 

1. 本系專任教師對系所教育目標之認同度調查表(對象：專任教師 15位) 

 

1. 培育具人文修養之（專業）音樂人才 2. 培育音樂展演、創作、教學之（專業）能力 

  

3. 培育對音樂歷史的認知，樂曲分析及詮釋

的（專業）能力 

4. 強化國際視野、推展社會服務 

 
 

 

 

 

67%

33%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極度不認同

67%

33%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極度不認同

73%

27%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極度不認同

46%

47%

7%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極度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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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屆畢業生對系所教育目標之認同度調查表(對象：應屆畢業生 24位) 

 

1. 培育具人文修養之（專業）音樂人才 2. 培育音樂展演、創作、教學之（專業）能力 

  

3. 培育對音樂歷史的認知，樂曲分析及詮釋

的（專業）能力 

4. 強化國際視野、推展社會服務 

  

 

 

 

 

 

 

 

 

 

 

 

 

33%

63%

4%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極度不認同

46%

54%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極度不認同

33%

67%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極度不認同

21%

46%

33%

非常認同 認同 尚可 不認同 極度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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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本系探討中西古典音樂、培養創作專業人才及演奏專業技巧、加強音樂理論分析與詮釋

及相關表演藝術之訓練、增進人文基礎修養、實施科際整合與交流為教學目標。具體達成既

定之教育計畫項目與時程，調整必要修習之課程，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與音樂表演活動。 

 

    本系招收學生雖非全國錄取分數最高之族群，但因大學本身體制健全，理想崇高，系上

優秀教師們努力付出，設計完善的課程內容與評量標準，提供資源鼓勵學生上台演出，幫助

學生發揮最大潛能。行政的運行配合教學系統，確保資源有效分配利用，維護新系館空間設

備與整體安全，致力於幫助學生、教師、學校、家長、社會以及國內外學校與音樂家做縱向、

橫向之聯結，共同為音樂系整體發展而努力。 

 

 

 

問題與困難 

 
    近年來少子化危機來襲，私立大學學雜費無法與國立大學一致，造成學生和家長壓力，

影響學生就讀意願，再加上大學新生入學比例大幅攀升，且政府編列補助公立學校的經費不

均，相對擠壓了私立學校的發展空間，導致學生素質明顯落差，成績不及格比率上升。 

 

    由於學校刪減各系所每年編列之預算，因經費不足，造成本系鋼琴、擊樂、大型樂器等

多項樂器，已超過使用年限，無法更新，只能利用維修做有限的保養，嚴重影響本系設備汰

舊更新。第二，維護樂器必備的冷氣與除濕機，每月電費所費不貲，亦因業務費不足，需自

實習費餘額中勉強申請流用支出。第三，樂團採購或租借原版樂譜，因經費有限，影響樂團

排定演出曲目的空間與發展。 

 

 

 

改善策略 

 
1. 爭取系務發展經費 

加強本系所原有各方面的優勢，並繼續提升辦學目標，發展成為東海具特色的重點系所，

以爭取更多的經費補助。鼓勵教師進修及升等，提升教學品質，穩固卓越教學之特色。需加

強督促學生保養、愛惜各項樂器，減少儀器設備維修費支出，對內向校方提出計畫，對外則

積極募款，逐年汰換老舊樂器及添購原版樂譜。 

 



24 
 

2. 促進國際交流 

吸引國外優秀青年學子就讀，定期舉辦教師音樂會及師生聯合展演，供專兼任老師展現

專業領域研究之成果，積極邀請國內外菁英舉辦講座、大師班及演奏會，並定期辦理國際學

術研討會及配合之音樂會，提供系所師生觀摩學習及學術交流的機會。推動與國外大學交流，

如邀請美國 Millikin、Trinity 大學音樂系教授及學生前來互相觀摩學習，提供在校、畢業生

及國內音樂和社會人士國際教育的進修管道。 

 

3. 促進社區文化創意產業 

持續加強與文化部、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國立彰化美學館、台灣工業銀行、上海商業銀

行、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中華民國古典騎士音樂協會、愛樂合唱團、功學社音樂教室、河

合音樂教室、台中市文化局及各縣市文化中心、各縣市交響樂團、打擊樂團之產學合作，規

劃學子未來職涯發展路線。爭取商業界贊助，配合飯店與業者舉辦音樂會表演活動，提升附

近餐飲業及觀光業的景氣，並由系學會設計製作 T 恤及紀念商品，促進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繁

榮。 

 

 

 

總結 

 
綜合上述所言，可知本系之教育目標實與校、院之教育目標緊密結合，且依據環境與社

會的變遷有所修訂。修訂過程嚴謹，經過一定的機制、諮詢與審核。而系所訂定之學生核心

能力實能反映系所設立的宗旨與教育目標，系所的發展與特色亦能配合訂定之教育目標。在

宣導的機制與方式方面，能有效讓師生瞭解。對於第一週期評鑑委員之建議，亦已有具體之

改善作為或策略。雖仍有實際的問題或困難，卻可在系所同仁共同的努力下進行改善，以確

保系所教育目標的落實與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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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課程設計 

 

現況描述 

 

2-1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

果為何? 

 

本系以實踐教育目標，培養核心能力，創造系所特色為依據，所規劃的專業課程著重演

奏能力與學術研究雙向並重。在演奏能力的專業訓練上，除音樂學系固有的主副修教學之

外，另有演奏實習課程，增加演奏組學生上台表演的實務經驗；室內樂與伴奏實習課程，則

提供學生充分學習團隊演奏的基本技巧。而參與大型樂團的演出更是修業課程中必要的學

習，本系共有管絃樂團、合唱團、管樂團、歌劇團、打擊樂團、電子鍵盤管絃樂團等六種樂

團，讓學生實際參與大型演出的排練、製作與最終的舞台呈現。學術研究的專業課程包括音

樂理論及音樂史兩個部分：音樂理論課程如學士班的音樂基礎訓練、和聲學、鍵盤技巧、總

譜視奏、對位法及曲式分析；碩士班則有和聲複習及樂曲分析。音樂史課程則以學士班為

主，共六個學期修習從中古時期至二十世紀的西方音樂史，未來更期待進一步規劃出更具內

涵與深度的音樂學課程，拓展學生在專業知識上的宏觀視野。 

 

 本系學士班課程包括基礎課程、通識必修課程、系共同必修科目、各組必修科目及選修

課程。基礎課程包括中文、英文、資訊教育（自 102 學年度取消）、歷史（104 學年度併入

通識人文課程）、公民文化。通識課程則分為五個學科領域（100 學年度起改為四個學科領

域），必須修滿至少三個領域且達 11學分（自 102學年度起修改為須達 14學分），基礎課程

及通識課程為全校共同必修科目。各組必修學分數因課程略有差異，本系共同必修科目為

77-82 學分，選修科目約 20 學分，總畢業學分數為 128 學分。為奠定扎實的基礎，一、二年

級多以必修課程為主，選修課程較少，三、四年級則著重在各組必修與選修之專業科目。 

 

碩士班課程包括碩士班共同必修科目、各組必修科目及選修課程。其規劃以專業領域的

專業訓練為主，故以系共同必修與分組必修之學分佔大多數，總畢業學分數為 33-38 學分，

各組因課程設計的不同而略有差異。【詳見附件 2-1、學士班及碩士班課程與學分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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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學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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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碩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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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學士班開設之必修及選修課程與系核心能力對應表 

  課程名稱 

   核心能力 

& 

 

必修 

選修    

課程名稱 

系核心能力 

演奏（唱）

及創作之

基礎能力 

音樂研究

之能力 

音樂教學

之能力 

音樂藝術

之原創、

獨立詮釋

與自我表

達的能力 

團隊合作

與溝通之

能力 

共 

必 

修 

主修樂器 ＊ ＊  ＊  

首要樂器 ＊   ＊  

音樂基礎訓練 ＊ ＊ ＊ ＊ ＊ 

和聲學(一) ＊ ＊ ＊ ＊  

和聲學(二) ＊ ＊  ＊  

對位法 ＊ ＊    

曲式學  ＊ ＊ ＊ ＊ 

管絃樂法 ＊ ＊ ＊ ＊ ＊ 

總譜視奏 ＊ ＊ ＊ ＊ ＊ 

鍵盤技巧 ＊ ＊ ＊ ＊ ＊ 

音樂資源利用與寫作  ＊   ＊ 

西洋音樂史 

(中古文藝復興) 
＊ ＊  ＊ ＊ 

西洋音樂史(巴洛克) ＊ ＊ ＊ ＊ ＊ 

西洋音樂史(古典) ＊ ＊  ＊ ＊ 

西洋音樂史(浪漫 I) ＊ ＊ ＊ ＊ ＊ 

西洋音樂史(浪漫 II) ＊ ＊  ＊ ＊ 

西洋音樂史(現代) ＊ ＊ ＊ ＊ ＊ 

中國音樂史  ＊   ＊ 

合唱 ＊   ＊ ＊ 

合奏：管絃樂 ＊   ＊ ＊ 

合奏：管樂 ＊   ＊  

合奏：電子鍵盤樂團 ＊ ＊ ＊ ＊ ＊ 

擊樂合奏 ＊ ＊ ＊ ＊ ＊ 

指揮學(合唱) ＊  ＊ ＊ ＊ 

指揮學(器樂) ＊   ＊ ＊ 

室內樂 ＊ ＊  ＊ ＊ 

伴奏實習    ＊ ＊ 

演奏與批評  ＊  ＊  

 

 

 

 

 

 

鍵盤組 

鋼琴伴奏法 

(鋼琴合作藝術) 
＊ ＊  ＊ ＊ 

樂曲研究：鋼琴 ＊ ＊  ＊ ＊ 

鍵盤教學法 ＊ ＊ ＊ ＊ ＊ 

聲樂組 
歌劇表演 ＊ ＊  ＊ ＊ 

藝術歌曲研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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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組

共

必

修 

語韻學：義大利文 ＊ ＊  ＊  

語韻學：英語 ＊ ＊ ＊   

語韻學：德語 ＊ ＊ ＊ ＊  

語韻學：法語 ＊ ＊ ＊ ＊  

絃樂組 樂曲研究：絃樂  ＊  ＊  

木管組 
樂曲研究：木管 ＊ ＊ ＊ ＊  

木管教學法 ＊  ＊ ＊ ＊ 

銅管組 

樂曲研究：銅管 ＊ ＊  ＊  

管樂教學法(銅管) ＊  ＊   

銅管演奏法 ＊ ＊ ＊   

擊樂組 
樂曲研究：擊樂 ＊ ＊  ＊ ＊ 

敲擊樂教學法 ＊ ＊ ＊ ＊ ＊ 

理論作曲組 當代理論與趨勢 ＊ ＊ ＊ ＊ ＊ 

選修 

課程 

副修樂器 ＊   ＊  

木笛團體課 ＊ ＊ ＊  ＊ 

吉他團體課    ＊ ＊ 

手鐘團 ＊ ＊  ＊ ＊ 

爵士即興演奏 ＊ ＊  ＊ ＊ 

義大利文基礎會話     ＊ 

台灣音樂概論  ＊   ＊ 

劇場技術實務     ＊ 

舞台藝術 ＊   ＊ ＊ 

亞歷山大技巧 ＊  ＊   

音樂教學法 ＊ ＊ ＊ ＊ ＊ 

音樂美學 ＊ ＊ ＊ ＊ ＊ 

數位音樂導論 ＊ ＊ ＊ ＊  

數位音樂應用 ＊ ＊ ＊ ＊ ＊ 

音樂與律動 ＊     

歌唱的藝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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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學士班開設之必修及選修課程與（新）系核心能力對應表 

   課程名稱 

     核心能力 

必修 

選修    

課程名稱 

系核心能力 

演奏（唱）

及創作之

基礎能力 

音樂研

究之能

力 

音樂教

學之能

力 

團隊合

作之能

力 

多元應

用之能

力 

共 

必 

修 

主修樂器 ＊ ＊  ＊  

首要樂器 ＊ ＊    

音樂基礎訓練 ＊ ＊  ＊  

和聲學(一) ＊ ＊    

和聲學(二) ＊ ＊ ＊   

對位法 ＊ ＊ ＊   

曲式學  ＊ ＊ ＊ ＊ 

管絃樂法  ＊ ＊ ＊ ＊ 

總譜視奏 ＊ ＊ ＊ ＊ ＊ 

鍵盤技巧 ＊ ＊ ＊ ＊ ＊ 

音樂資源利用與寫作 ＊ ＊   ＊ 

西洋音樂史 

(中古文藝復興) 
＊    ＊ 

西洋音樂史(巴洛克) ＊ ＊ ＊  ＊ 

西洋音樂史(古典) ＊    ＊ 

西洋音樂史(浪漫 I) ＊ ＊   ＊ 

西洋音樂史(浪漫 II)  ＊ ＊ ＊ ＊ 

西洋音樂史(現代)  ＊ ＊ ＊ ＊ 

中國音樂史  ＊  ＊ ＊ 

合唱 ＊ ＊ ＊ ＊ ＊ 

合奏：管絃樂 ＊ ＊ ＊ ＊ ＊ 

合奏：管樂 ＊ ＊ ＊ ＊ ＊ 

合奏：電子鍵盤樂團 ＊  ＊ ＊ ＊ 

擊樂合奏 ＊ ＊  ＊  

指揮學(合唱) ＊ ＊ ＊ ＊ ＊ 

指揮學(器樂) ＊ ＊ ＊ ＊ ＊ 

室內樂 ＊ ＊  ＊  

伴奏實習 ＊ ＊  ＊  

演奏與批評  ＊  ＊  

 

 

 

 

 

 

 

 

鍵盤組 

鋼琴伴奏法 

(鋼琴合作藝術) 
＊ ＊  ＊ ＊ 

樂曲研究：鋼琴 ＊ ＊  ＊  

鍵盤教學法 ＊ ＊ ＊ ＊ ＊ 

聲樂組 

歌劇表演 ＊ ＊  ＊  

藝術歌曲研究 ＊ ＊ ＊ ＊ ＊ 

語韻學：義大利文 ＊ ＊    

語韻學：英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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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組

共

必

修 

語韻學：德語 ＊ ＊ ＊ ＊  

語韻學：法語 ＊ ＊ ＊  ＊ 

絃樂組 樂曲研究：絃樂  ＊  ＊  

木管組 
樂曲研究：木管 ＊ ＊ ＊ ＊  

木管教學法 ＊  ＊ ＊ ＊ 

銅管組 

樂曲研究：銅管 ＊ ＊ ＊  ＊ 

管樂教學法(銅管) ＊  ＊  ＊ 

銅管演奏法 ＊ ＊ ＊  ＊ 

擊樂組 
樂曲研究：擊樂 ＊ ＊ ＊  ＊ 

敲擊樂教學法 ＊  ＊  ＊ 

理論作曲組   當代理論與趨勢 ＊ ＊ ＊ ＊ ＊ 

選修 

課程 

副修樂器 ＊ ＊    

木笛團體課 ＊  ＊ ＊  

吉他團體課 ＊   ＊  

手鐘團 ＊ ＊  ＊ ＊ 

爵士即興演奏 ＊ ＊  ＊ ＊ 

義大利文基礎會話    ＊ ＊ 

台灣音樂概論  ＊ ＊  ＊ 

劇場技術實務    ＊ ＊ 

舞台藝術 ＊   ＊ ＊ 

亞歷山大技巧 ＊  ＊   

世界音樂  ＊  ＊ ＊ 

音樂教學法 ＊ ＊ ＊ ＊ ＊ 

音樂美學  ＊ ＊  ＊ 

數位音樂導論 ＊ ＊ ＊ ＊ ＊ 

數位音樂應用 ＊ ＊ ＊ ＊ ＊ 

音樂與律動 ＊     

歌唱的藝術 ＊ ＊  ＊ ＊ 

和聲總論   ＊ ＊  ＊ 

※（新）系核心能力自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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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碩士班開設之必修及選修課程與系核心能力對應表 

  課程名稱 

   核心能力 

& 

 

 

必修 

選修    

課程名稱 

系核心能力 

演奏

（唱）

及創作

之專業

能力 

音樂研

究之能

力 

音樂教

學之能

力 

音樂藝

術之原

創、獨

立詮釋

與自我

表達的

能力 

團隊合

作與溝

通之能

力 

共 

必 

修 

主修樂器 ＊ ＊  ＊ ＊ 

首要樂器 ＊ ＊  ＊  

音樂研究方法 ＊ ＊ ＊ ＊ ＊ 

樂曲分析  ＊ ＊ ＊ ＊ 

音樂行為與教學 ＊ ＊ ＊ ＊ ＊ 

室內樂 ＊ ＊  ＊ ＊ 

伴奏實習 ＊   ＊ ＊ 

合唱 ＊   ＊ ＊ 

合奏：管絃樂 ＊   ＊ ＊ 

合奏：管樂 ＊   ＊ ＊ 

合奏：電子鍵盤樂團 ＊ ＊ ＊ ＊ ＊ 

擊樂合奏 ＊ ＊ ＊ ＊ ＊ 

分
組
共
必
修 

鍵盤組 

鋼琴曲目與風格研究 ＊ ＊ ＊ ＊ ＊ 

鋼琴演奏之生理與心理基礎 ＊ ＊ ＊  ＊ 

鋼琴演奏法之沿革與趨勢 ＊ ＊ ＊ ＊ ＊ 

聲樂組 

歌劇表演 ＊ ＊ ＊ ＊ ＊ 

藝術歌曲研究 ＊ ＊ ＊ ＊ ＊ 

聲樂教學法 ＊ ＊ ＊ ＊ ＊ 

合唱曲目與風格研究 ＊ ＊ ＊ ＊ ＊ 

高級合唱指揮法 ＊    ＊ 

絃樂組 
絃樂曲目與風格研究 ＊ ＊  ＊ ＊ 

絃樂演奏風格與詮釋 ＊   ＊ ＊ 

木管組 
早期樂器演奏風格與詮釋 ＊ ＊  ＊  

木管曲目與風格研究 ＊ ＊ ＊ ＊ ＊ 

銅管組 

銅管曲目與風格研究  ＊    

銅管演奏法 ＊ ＊ ＊  ＊ 

銅管教學法 ＊  ＊   

擊樂組 打擊曲目與風格研究 ＊ ＊  ＊  

理論作曲組 

現代理論與趨勢 ＊ ＊ ＊ ＊ ＊ 

進階管絃樂法 ＊ ＊ ＊ ＊  

高級指揮法 ＊   ＊ ＊ 

選修 

課程 

副修樂器 ＊   ＊  

專題演講 ＊ ＊ ＊   

鋼琴教學法 ＊ ＊ ＊ ＊ ＊ 

世界音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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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碩士班開設之必修及選修課程與（新）系核心能力對應表 

  課程名稱 

   核心能力 

必修 

選修    

課程名稱 

系核心能力 

演奏（唱）

及創作之

專業能力 

音樂 

研究 

之能力 

音樂 

教學 

之能力 

團隊 

合作 

之能力 

共 

必 

修 

主修樂器 ＊ ＊  ＊ 

首要樂器 ＊ ＊   

音樂研究方法  ＊   

樂曲分析 ＊ ＊ ＊ ＊ 

音樂行為與教學  ＊ ＊ ＊ 

室內樂 ＊ ＊  ＊ 

伴奏實習 ＊   ＊ 

合唱 ＊ ＊ ＊ ＊ 

合奏：管絃樂 ＊ ＊ ＊ ＊ 

合奏：管樂 ＊ ＊ ＊ ＊ 

合奏：電子鍵盤樂團 ＊  ＊ ＊ 

擊樂合奏 ＊ ＊  ＊ 

分
組
共
必
修 

鍵盤組 

鋼琴曲目與風格研究 ＊ ＊ ＊  

鋼琴演奏之生理與心理基礎 ＊ ＊ ＊ ＊ 

鋼琴演奏法之沿革與趨勢 ＊ ＊ ＊  

聲樂組 

歌劇表演 ＊ ＊  ＊ 

藝術歌曲研究 ＊ ＊ ＊  

聲樂教學法 ＊ ＊ ＊ ＊ 

合唱曲目與風格研究 ＊ ＊ ＊  

高級合唱指揮法 ＊ ＊ ＊ ＊ 

絃樂組 
絃樂曲目與風格研究 ＊   ＊ 

絃樂演奏風格與詮釋 ＊  ＊  

木管組 
早期樂器演奏風格與詮釋 ＊ ＊  ＊ 

木管曲目與風格研究 ＊ ＊ ＊ ＊ 

銅管組 

銅管曲目與風格研究 ＊ ＊ ＊ ＊ 

銅管演奏法 ＊ ＊ ＊  

銅管教學法 ＊  ＊  

擊樂組 打擊曲目與風格研究 預計 104學年度開課 

理論作曲組 

現代理論與趨勢 ＊ ＊ ＊ ＊ 

進階管絃樂法 預計 104學年度開課 

高級指揮法 預計 104學年度開課 

選修 

課程 

副修樂器 ＊ ＊   

專題演講 ＊ ＊   

鋼琴教學法 ＊ ＊ ＊ ＊ 

世界音樂  ＊  ＊ 

※（新）系核心能力自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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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1. 課程委員會 

    課程規劃設計之機制，依據學校課程委員會規定設立系課程委員會，由系主任為召集人

並擔任主席。本委員會由各組推派一名專任教師代表組成，負責規劃、研議、審定必修科目

及選修科目，定期檢討或修訂課程，每學期因議題需要召開會議，並將決議交付系務會議討

論後公告施行。【詳見附件 2-3、99-103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除此之外，系課程委員會更積極提案增開具創意與啟發的選修課程，開放外系學生修

習，並鼓勵本系同學跨系選課。99-103學年度新增的選修課程如下表所列。 

 

表 2-7、99-103學年度新增選修課程一覽表 

開設學制 開設學年度 課程名稱 

學士班 

99下 台灣音樂概論 

100上 開心音樂教室-流行音樂專輯製作與行銷 

102下 世界音樂 

103上 和聲總論（和聲複習班） 

碩士班 

99下 專題：亞歷山大技巧 

100下 專題：表演藝術傷害探討 

101下 專題：亞歷山大技巧 

102下 專題：古典、浪漫器樂中的即興演奏 

103下 專題：音樂與文學 

103上 世界音樂與文化變遷 

103上 鋼琴演奏風格詮釋概念 

 

2. 系大會 

    系大會為師生溝通的另一有效機制。創立於 78學年度的系大會原名「師生座談會」，每

學期由系學會籌備召開，系學會會長任當然主席，邀請系主任、全體專任老師與在校生共同

出席討論由系學會幹部在會前所收集整合的議題。藉此，教師能直接明瞭學生在各方面的疑

難雜症，並能即時互動溝通，進一步商討解決之道；同時也能使學生對於課程整體規劃與目

標更加了解，加強師生之間的交流及連結。【詳見附件 2-4、101-103 學年度系大會會議紀錄】 

 

3. 期中學習意見調查與期末教學評量 

本系遵循東海大學各系所評鑑機制，以學期為單位，定期實施期中學習意見調查與期末

教學評量，由修課學生依各任課老師之專業能力，教學態度，課程內容，執行效率及師生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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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狀況作出評量，供各任課老師做修正的參考建議，系主任與系教評委員會也將依此評量

結果開會研議，邀請評量結果欠佳之任課老師與會說明，充分了解該課程授課狀況，主動與

該任課老師溝通並商討改善現況的具體對策，以確保學生學習權益、提升教學品質。期中學

習意見調查由 96學年度開始於本校教學平台實施至今；期末教學評量則自 98學年度起使用

創藝學院所訂定之問卷至今。【附件 2-5、101-103學年度教學意見反映統計總表】 

 

4. 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表 

    透過應屆畢業生在離校前所填的問卷調查表，幫助全系教師瞭解學生在修業期間是否認

同本系所提供的專業課程對於未來升學或就業的助益，並藉此聽取應屆畢業生對於本系課程

規劃與設計的建言。【詳見附件 2-6、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表】 

 

 

 

特色 

 

1. 力行務實的專業課程 

    本系課程設計的理念為演奏能力與學術研究雙向並重，培養音樂演奏演唱、創作、教學

與研究之專業人才，冀使本系畢業生均能順利的繼續深造或就業。課程內容豐富多元，以追

求專業領域之精進為目標，加強學生專業能力，更提供了與未來職場接軌的實務訓練。 

 

2. 按部就班的學習評量   

    本系常態的學習評量包括：學期術科評量、技巧考、分組音樂會、鑑定考、學位音樂會

以及畢業製作。其中學士班的學位音樂會包括：大三半場獨奏會以及大四畢業製作；而碩士

班的學位音樂會則包括一場全場獨奏（唱）會及畢業製作。各組學位音樂會的曲目皆有嚴格

且明確的規定，讓學生清楚知道在修業年限中必須達到的專業水準。而技巧考、分組音樂會

為本系獨創之特色。技巧考設計的目的，在於幫助演奏組的學生循序漸進打下紮實的演奏基

礎；而分組音樂會則提供各組學生在學期術科評量之前，與組內同學彼此切磋與觀摩學習的

機會。上述每一項評量方式皆訂定嚴謹的考試規則與評量標準，讓學生在有系統的評量制度

中，按部就班地充實必備的專業能力。【詳見附件 2-7、東海大學音樂系主副修科目修習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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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困難 

 

1. 必修學分被迫刪減的現況 

    本系課程是為貫徹創系以來培育專才的教育理念所作的通盤設計，面對近年來教育部課

程規劃導向「通才教育」，本系持續面臨必修科目及學分被迫刪減的壓力，如此一來對於授

予學生繼續深造或就業所需之專業技能，恐有力不從心且流於淺碟之隱憂。【詳見表 2-8、

99-103學年度刪減之學分表】 

 

表 2-8、99-103學年度刪減之學分表 

學年度 學分數 課程名稱 備註 

99學年度 2 / 必修 和聲學（一） 自 3學分改為 2學分 

99學年度 

第二學期 

1 / 選修 合唱實習 

已於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刪除該

科 

1 / 選修 合奏：管絃樂實習 

1 / 選修 合奏：管樂實習 

1 / 選修 擊樂合奏實習 

103學年度 2 / 選修 音樂教學法 適用於 101學年度後入學學生 

  

2. 不符實際的教學評量制度 

    由於校方教學評量制度的設計是針對以大班授課為主的科系，並非完全適用於小班制及

個別教學的本系；在本系所作的問卷統計數據，往往因為有效參考樣本不足，而無法真實反

映授課現況。 

 

 

改善策略 

 

針對必修學分被迫刪減的現況，本系課程執行全人教育的總體規劃，同時配合教育部「通

才教育」的導向，在 99-103 學年度已刪減和聲學（一）、音樂教學法、合唱實習、合奏：管

絃樂實習、合奏：管樂實習、擊樂合奏實習等必修學分，並增開世界音樂、和聲總論等選修

學分，貫徹專業學門與多元領域並重之教育目標。【詳見表 2-7、99-103 學年度新增選修課

程一覽表】 

 

    針對校方教學評量制度不適用於本系的狀況，本系將與統計系研議為小班制的系所設計

個別的教學評量制度，同時將繼續鼓勵學生透過問卷踴躍表達意見，以供任課老師在提高教

學效率與品質上作為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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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系自創系以來，在課程設計方面，堅持一貫培養音樂專才之核心思想，自學士班至碩

士班的各類必修與選修課程，皆為專業演奏能力與學術研究並重的設計，期能教育出具就業

力或能繼續深造之學子；近年來更積極增加各領域選修課程，提供學生更有效益且與實務接

軌的學習。本系設有課程委員會、系大會以及期中學習意見調查與期末教學評量，定期實施

對課程內容的檢討與修訂，透過多重管道的制衡與溝通機制，讓教師與學生積極面對、處理

問題，以期對課程規劃與執行能有最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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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師資教學 

 

現況描述 

 

3-1教師之數量、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

形為何？ 

 

    東海大學音樂系自民國 60年由羅芳華博士創系以來，擁有由國內外菁英所組成的堅強師

資團隊。本系目前由林得恩博士擔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專任教師共 15 位，包含教授 4 位，

副教授 5 位，助理教授 4 位，講師 2 位，其中具博士學位者 10 位；兼任教師共 67 位，包含

榮譽教授 1位，教授 1位，副教授 4位，助理教授 31 位，講師 30位，其中具博士學位者 25

位，演奏家（藝術家）文憑者 16 位，碩士學位者 25 位，技術教師 1 位。每位老師都是該領

域的一時之選，其專業能力及授課內容皆能充分與本系所規劃之教育目標相互契合。【詳見附

件 3-1、103學年度音樂系師資分佈統計表及附件 3-2、音樂系教師學經歷、教授科目資料表】 

 

    本系教師除了在教學、展演、創作與學術研究表現傑出外，並鼓勵教師積極升等。99至

103 學年度已有陳思照及林得恩兩位副教授升等為教授，本（103）學年度尚有杜明錫及陳敏

華兩位教師申請升等副教授審核中。 

 

    自創系以來，本系堅持培養音樂專業人才，因此不論是學士班或碩士班，各類必修與選

修的課程規劃皆為專業演奏能力與學術研究並重而設計；近年來更增加多元化的選修課程。

教師的專業能力充分配合所開設之課程，以滿足學生之學習需求。 

 

    為達到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個別的學習需求，依科目需要，主修、副修、首要樂器等皆

採用一對一的教學。室內樂課程則採用小組教學，不論編制大小，從三重奏到爵士室內樂團，

每一組由一位老師每週個別指導一個鐘點，且學生可以自行選擇指導老師。本系認為如此才

能充分達到教育目標及學生個別差異的發展需求。 

 

 

 

3-2教師展演、創作、學術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系所教師學術與專業表現之質量，能符合學校發展定位、系所編制結構及所屬學門之學

術成果。【詳見附件 3-2、音樂系教師學經歷、教授科目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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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本系教師之個人展演、各樂團之定期公演，均得到各界肯定，數件申請案通

過科技部與教育部國際文教處之補助款；多位教師之展演、創作亦獲得校方專任教師學術著

作獎勵。數名教師參與國內、外各大學所主辦之展演、學術活動，包括音樂會、研討會、演

講、大師班，也曾數次前往歐洲、美國、中國大陸、泰國參與國際學術交流。【詳見附件 3-3、

101-103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明細】 

 

表 3-1、99-103學年度教師國際、國內學術、展演紀錄 

參與教師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陳思照、鍾安妮 
2010.12.17-

2010.12.18 

原住民電影．音樂．劇「很久沒有敬我

了你」 

中國香港 

香港演藝學院 

許榮富 2011.10.05 
愛無限-東京音樂大學交響管樂團訪台

友好交流暨災害復興支援感謝音樂會 

台灣台中 

中興堂 

陳思照、徐以琳、

李秀芬 

2011.11.12-

2011.11.15 
天津大學北洋合唱團訪台音樂會 

台灣台中 

東海大學 

陳思照、徐以琳、

李秀芬、陳敏華 

2012.04.17-

2012.04.20 
東海音樂系師生前往日本巡迴公演 

日本 

名古屋音樂大學 

東京音樂大學 

德島文理大學 

陳思照 
2012.06.01-

2012.06.03 

東海音樂系歌劇團廈門學術交流巡迴

公演 

中國廈門 

集美大學 

華僑大學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 

陳思照、戴念平、

許榮富 

2012.11.04-

2012.11.10 

2012 海峽兩岸青年學生中華音樂文化

之旅研習營 

中國北京 

北京中央音樂院 

陳思照、徐以琳、

李秀芬 

2013.03.26-

2013.03.30 
2013莫札特：歌劇「魔笛」公演 

台灣台中 

東海大學 

陳思照 
2013.04.16-

2013.04.17 

東海大學音樂系歌劇團「兩岸音樂學術

交流」公演 

中國福州 

福州大學人文社

會科學學院 

福州大學陽光學院 

林得恩、艾嘉蕙、

郭宗愷、陳思照、

徐以琳、李秀芬、

古今奇、陳敏華 

2013.11.09- 

2013.11.15 

台灣與古典音樂文化禮讚音樂會 

When East Meets West 

An Evening of Taiwanese and Western 

Music  

美國德州 

Trinity University 

Stephen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 

林得恩、郭宗愷、

艾嘉蕙、徐以琳、

陳敏華、王裕文、 

謝釆芝 

2014.08.30-

2014.09.06 

台灣東海大學創意暨藝術學院與中國

吉林藝術學院交流會議暨音樂會 

中國吉林 

吉林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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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近年積極發展結合演奏、學術研究的活動。101-103學年度平均每年舉辦一次國

際學術研討會，內容包含論文發表、演奏（唱）會、演講式音樂會(lecture recital/concert)，參

與者包括系內專、兼任教師及國內、外學者，會後並出版論文集。【詳見附件 3-4、99-103 學

年度東海大學音樂系主辦之國際音樂節暨研討會論文發表資料】 

 

本系每一位專任教師均擔任導師：個別課專任教師擔任家族導師，大班課教師擔任班級

導師，提供學生在課業與生涯規劃上的協助。近年來，本系多位專任教師在教學上的成就獲

得各界的肯定，這些獎項突顯本系教學、研究合一的理念，如郭宗愷教授於 2012 年榮獲東海

大學「特優教學獎」及 2013年教育部「師鐸獎」、陳玫君助理教授於 2014年榮獲東海大學「優

良教學獎」、鍾安妮助理教授於 2014 年榮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百年紀念-「傑出百名華裔校

友」、許榮富老師於 2015年榮獲青年節「社會優秀青年獎」。  

 

多位專任教師也負起指導研究生畢業論文的責任。【詳見附件 3-5、99-103學年度碩士畢

業論文指導教授、學生名單】 

 

 

 

3-3教師評量之執行情形為何？ 

 

    本系遵循東海大學各系所評鑑機制，以學期為單位，定期實施期中學習意見調查與期末

教學評量，由修課學生依各任課老師之專業能力，教學態度，課程內容，執行效率及師生互

動的狀況作出評量。【詳見附件 3-6、99-103學年度個別課（主修、副修、首要樂器）、室內樂、

大班課授課問卷統計結果】 

 

對評量結果欠佳之任課老師，系主任將適時主動與該任課教師溝通，了解學生學習，及

教學的困難，提供改善教學現況之具體建議與協助；當教學情况未能改進時，則邀請該教師

出席系教評委員會加以說明，充分了解該課程授課狀況，研擬改進對策，以確保學生學習權

益暨教學品質的提升。【詳見附件 2-5、101-103 學年度教學意見反應統計總表】 

 

除上述定期實施期中學習意見調查與期末教學評量之外，本系以學期為單位，定期舉行

師生座談之系大會，聽取學生對課程教學等議題的意見，學生可在會中與專任老師或相關教

師面對面反映課程執行上的實際困難。會後由系主任召集各相關委員會，研議有效的解決辦

法。大會決議由系辦公室公告，確切落實師生間之有效溝通。【詳見附件 2-4、101-103 學年

度系大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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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學生學習評量之成效為何？ 

 

教師於學科及大班課的教學，提供完整之教學大綱，依據該科目之核心能力，設計教學

內容。對於術科及學科，皆能以客觀適當之評量方式檢視學生之學習成果。 

 

本系課程設計之考量，著重於演奏、研究能力、教學能力三者間之互補。此原則反映在

系核心能力的設計上，特別重視專業演奏、創作、研究、教學、團隊合作以及溝通能力的建

力及發展。【詳見附件 2-2、學士班及碩士班開設之必修及選修課程與系核心能力對應表】 

 

大班課授課老師之教學大綱，須考量課程內容與校、系核心能力及課程內容、學生生涯

發展能力之關聯。教學大綱於開課前一學期末由教務處統一上傳，作為學生下學期選課的參

考。教學目標、大綱、內容及進度，於每學期第一次上課時詳細討論，確保學生充分瞭解。

實際上課進度則視學生之需要彈性調整，以期達到最佳學習效果。個別課教學目標、內容由

各主、副修老師，參照本系之「主副修科目修習規定」確實執行。【詳見附件 2-7、東海大學

音樂系主副修科目修習規定及附件 3-7、103學年度東海大學音樂系大班課教學大綱】。 

 

由於影音科技日新月異的精進，及網路影音資料及知訊資料庫的極度擴充及完備，音樂

的教學亦隨電腦科技及網路的發展而改變。學校網路的「數位教學平台」、修課同學在網路群

組的設定，賦予學生更多元的學習與連絡方式，包括作業的規定與繳交、課前課後的討論、

師生學習的溝通等，在學生的學習上皆增添了許多方便性及有效性。在演奏的能力上，大部

分學生的進步，每年皆非常顯著；在學科的充實及多面性上，學生亦呈現多元的發展。 

 

預警制度可讓學生知道他們落後的情形。在期中考剛過時，教師即依學生期中考試及平

時表現的成果，做出評估，對落後的同學發出預警。老師可與同學們一起，對自己在上半學

期的學習表現加以檢討，並擬定改進的方法及修正的態度。 

 

在主修的演奏上，期未的考試評量，本系用的是變異量修正評分法。不單以評審教師的

平均分數為評量標準，而是另以評分的變異量加以修正學生的演奏分數。此槪念是如果評分

教師們對某考生的評分結果一致，羞異量極微，則平均分幾乎不做修正；如果評分教師們的

分數非常分歧，則主修教師有更大的自由度修正該生的演奏分數。如此，學生的努力成果，

及獨立思考及獨創的能力，較能被保護及受尊重。另外，對於術科主修程度落後的學生，在

期未的主修考試之後，如果被評分教師評定為 L（不用功）、W（程度偏低）、U1（不及主修

程度）、U2（嚴重不及主修程度）、U3（嚴重不及主修程度，應考慮轉主修或轉系）的學生，

則由主任通知家長，讓學生能及早認知自己的程度、能力，並對未來的學習能有所警惕。學

生在這樣的評分制度下，對自己的能力有清楚定位，重新調整自己的工作態度，或重新規劃

自己的人生。這制度實施後，落後的學生明顯因受到警惕而改變態度，努力趕上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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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1. 提升教師教學之成效 

本系學生可用以下三種主要管道，反映對教師的教學意見： 

(1) 每學期舉辦之系大會。 

(2) 學期末學生對每位授課教師之「教師教學評量」。 

(3) 學生對導師反映所學科目之教學情形。 

 

 系大會由系主任率全體專任教師列席、本系全體學生出席，由系學會統合學生對課程、

教學等議題之相關意見，於座談會時與各相關教師面對面溝通。任何議題需要後續處理者，

由系主任召集各相關委員會，討論解決方案。專任教師的系務會議，也邀請學生會會長等代

表學生權益的相關同學參加，確實針對學生之問題做改進。 

 

 針對每位授課教師進行「教師教學評量」。每學期末，學生可逕自上網填寫「教師教學評

量」意見調查表。其後，學校將統計結果，通知系主任及各任課教師。 

 

    當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有困難時，可向導師反映教學的問題癥結，若對教師教學行為有不

適應的情形，導師可向任課教師、主任或相關的委員會提出教學改善或人事調整之方案。 

 

 對於新聘教師之教學考核與輔導，教師教學評鑑結果欠佳，或當學生經適當管道反映某

教師有教學問題時，可由以下教學成長機制加以改進提升： 

(1) 每位新聘教師教授新開之課程時，於期中及期末，由系教評會指派委員，隨機至教

室進行觀課，或用錄影器材記錄授課情形，再由系教評委員會於必要時，提出適當

之指導、建議或改進方案。 

(2) 對「教師教學評量」表現欠佳（分數低於 70分）之教師，先由系主任適時約談溝通，

反映學生意見，找出造成評鑑低分之癥結，擬定改善方案，並指派相關科目授課教

師，參與建議改善教學現況的具體方法，並提供協助，藉以提升學品質。 

(3) 系主任約談之後，若該教師之教學無明顯改善，評量結果仍低於 70 分，則提交系教

評會，研議改進之具體方案，或由教評委員親臨教室觀課，並錄影授課情形，再由

教評會作出適當之指導、建議、及改進方案。經輔導仍無成效時，則由教評會作出

更換教師之決議。自 100-103學年度，全系專兼任教師之教師教學評量結果有 12位

低於 70分，其中 4 位已不再續聘。 

(4) 本系術科主修、副修，及室內樂課程，由學生自己選擇教師，音樂系辦公室不予分

配教師。如果連續三年，教師未被學生選為主修、副修、室內樂教師，則該教師不

再續聘，如此可自然淘汰不適任教師。如此三年後，如果要再聘同一教師，得經正

式教師招考管道，再次審核通過後，始予以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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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一術科科目至少聘請兩位教師，讓學生有選擇教師的機會與權利，不保護單一教

師，藉此促進教師間的良性競爭。 

(6) 本系實施家族導師制，主修的個別課教師若為專任教師即為該生之導師。若主修科

目教師為兼任教師，則以班級為單位，另指派非個別課專任教師擔任導師。是以，

本系專任教師皆有其導生。校方在每學期導師會議上，皆由校長、教務長、及外聘

專家學者講授教學及輔導新知，並在學期間時常舉行教學、輔導相關之座談及研討

會。 

(7) 教學資源中心定期舉辦多場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活動。以 102-103 學年度為例，該中

心即已為所有教師舉辦 96場與提升教學相關之演講或研討會，各教師依個人興趣或

需求，自行選擇適當之場次參與。 

(8) 學校設有多種提升教師教學能力、態度、及輔導技術之機制。「教學卓越計畫」鼓勵

教師組織社群，建立教師間進行教學專業對話機制。教學發展委員會之設立，則可

提升教師教學成效，檢驗現行制度，並研擬新制，設法提升教師教學及提升學生學

習之品質。設立「教學助理」制度，協助提升教學效能。「數位教學平台」使教師可

提供課後輔助教學。「東海大學專任教師教材教具製作費補助辦法」鼓勵本校教師開

發新教材及教具。校方並設立各種獎勵辦法，促進教師的教學效能，包括教師特優

教學獎、教學創新獎、東海大學彈性薪資實施辦法、榮譽講座、東海大學特聘教授

設置辦法等。另設有「新進教師輔導制度」，協助新進教師適應並提升教學能力。 

 

2. 提升教師研究之成效 

 本系專任教師在展演、創作與學術研究方面，皆有豐碩的表現，新進教師也被鼓勵積極

升等。本校設有「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積極鼓勵教師參與展演、創作或撰寫著作使

專業能力日益精進。本系各專任教師在所有展演及創作面向上，皆有許多卓越成就；也常在

各種學術刊物與國際研討會上發表研究成果。 

 

3. 提升教師服務之成效 

 本系教師除了教學、演奏、演唱、作曲外，也貢獻一己之專長，於校內、校外，以產學

合作、演講、評審、評鑑、大師班、音樂治療等方式對政府及各公私立機構提供專業服務。 

 

 本系敎師常擔任中部地區，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入學考試評審委員；各縣市文化中

心演出節目審核委員；各級學校音樂班之入學輔導教授及訪視委員；經常評審國內公、私立

機關，所舉辦的各級音樂比賽，也常受聘至國外參與各級國際音樂比賽之評審工作。 

 

 本系經常辦各類型音樂會、音樂研討會、大師班、國際藝術節暨學術研討會，並邀請中

部地區音樂界人士共襄盛舉，也常應邀到各級學校、機構進行專題演講、大師班，化育更多

莘莘學子。另外，針對台中市石岡區、清水區銀髪族長輩們，本系也長期提供音樂治療的服

務。凡此種種，皆顯示本系師生在中台灣已累積相當之社區、社會之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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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輔導之成效 

 本校音樂系實施家族導師制。若學生之主修老師為專任教師，此教師即為自己的導師。

此種家族導師制度，讓導師能密切地輔導學生，本系專任教師皆有自己的導生。音樂表達之

最高層次是超越技巧的，學生對所演奏（唱）之作品產生之情緒，是結合過去經驗及心靈活

動的投射。在主修教師兼導師的制度下，導師可更了解學生的個性、內心世界、及過去經歷；

在同學的身心行為上，可給予更為全面的照顧與關懷。【詳見附件 4-1、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

導生名單】 

 

 

 

特色 

 

1. 國際接軌：教師陣容、教學制度、教學內容國際化 

    本系創系系主任為美國籍的羅芳華教授，擁有博士學位，在創系之初即訂立嚴謹的課程

標準，並慎選享有國際聲譽之專業教師來校任教。早期專任師資結構，絕大部分為擁有博士

學位的外籍音樂家及學者；學生就讀東海大學音樂系，形同出國留學。音樂理論、音樂史、

曲目學研究、音樂教學法等所有音樂基礎課程，皆使用英語原文教科書，也常以英語為主要

授課用語言；音樂史及音樂專有名詞，皆以各國原文為主。 

 

    由於教學目標及課程設定，皆以國外一流學校的高標準為主，配合占大多數的外籍師資、

外文教科書、外語教學，本系畢業生的演奏與學識成就，皆能與國際接軌；至國外學習、升

學、或與外國音樂家互動，都不困難。本系一向以「量少質精」為招收學生及教育學生之原

則，畢業生總人數雖不多，但在國外拿到博士學位的人數累計已有五十多人，拿到碩士學位

或演奏文憑的則更多。 

 

    國際化的傳統一直延續於本系。現今的專任教師中，仍有近半數師資為俄、美國籍。此

外，擁有博士學位與同等最高學位的師資，在三十年前即占所有專任人數四分之三以上。近

年自世界各地留學歸國的本國音樂家、學者，也逐漸加入主要師資陣容，每位新進教師均獲

得博士或同等學位。 

 

2. 以校為家，與學生朝夕相處 

 專任教師住校為本校特色。具專任教師資格者，皆配予專用宿舍。步行約三至十分鐘左

右即可到系館，如此環境提供了教師同儕間及師生間互動之良好條件。 

 

 專任教師住校內，以系館為家。教師在系館教學、備課、研究、練琴、練唱、創作、寫

文章，除了成為學生們耳濡目染之楷模，亦提供學生隨時能與教師學習、互動、接受輔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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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除日間課程外，常有大班團體課、合奏課、實習課、音樂會等團體活動課程安排在晚

間；師生一家，朝夕相處；教師能為學生提供適時、即時之學習及行為上的幫助。 

 

3. 主動開設演奏實習課 

 創系近五十年來，專任主修課的教師一直自動自發，不求支薪，堅持開設每星期一次的

演奏實習課。學生每星期在實習課上演奏，互相觀摩、競爭，學習講評與激勵同儕，並適應

舞台上的演奏情境，克服怯場心理，學會在大眾面前展現自己，分享音樂演出的喜悦。 

 

4. 嚴格要求學習品質 

 本系專任師資皆有留學國外之教育背景，學識或演奏能力高而整齊，對學生之基礎教育、

演奏及行為規範，容易達成共識；教學嚴謹，懷抱高度教育熱忱，以愛心與專注態度投入教

學，以作育英才為主要任務，兼具專業演奏（唱）或學術研究能力。對學生學習成就有相當

高的要求，並認同國外一流大學與音樂院之標準。全系教師皆對程度落後的學生，給予更多

關注、鼓勵及輔導。 

 

5. 教學與演奏研究並重，堅持終身學習 

 本系教師均著重終身學習，積極爭取各項教學、輔導、演奏、創作與研究機會，並常常

參與國內外音樂交流演奏會、研討會、音樂節等活動，與國際的專家學者們經常互動、觀摩，

認識全球音樂潮流及學生生涯發展之各種可能性。 

 

 

 

問題與困難 

 

1. 「教師教學評量」之解讀 

 學生在學期末給每位授課教師之「教師教學評量」，其分數解讀方式，影響教師教學態度

與教學理想；長期下來，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及學習成效。以正向觀之，教師針對學

生給自己教學之意見，可找出施教上之問題，並藉以擬定改進之方案。由此觀之，該制度對

學生的學習及教師的教學法，應是有助益的。反之，如果只以分數高低來斷定老師的好壞，

則教師為了避免得到低分，不敢或不願得罪學生，不敢嚴格要求，不敢「當」學生，更甚者，

造成部分教師，為了得高分，百般討好學生，大量給營養分數，則這對教育即有極深的傷害。 

 

 如果嚴格的好老師，受到學生不當或刻意的圍剿，得到偏低的分數而感到挫折，其教學

熱忱與教育理想可能消磨殆盡。長久的惡性循環下，老師可能不再要求學生，對教學失望而

不再有熱忱；如此，則學生可能呈現能力逐漸降低，學習態度鬆懈，競爭力轉弱、經不起挫

折及考驗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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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樂表演藝術的多元蛻變 

少子化及經濟不安定，使人民對生活缺乏安全感，將嚴重影響學生或家長們讓孩子以音

樂為專業的意願。 

學院派的音樂教學內容與教育目標，漸與現今社會大眾的音樂環境脫節。平時大眾所聽

的音樂、甚至音樂系學生所聽、畢業後所教的音樂，也常是大學學習內容所缺的。 

高科技聲光色的發展，及其在多元演奏藝術的應用，也改變著人們對傳統音樂藝術的態

度與價值觀。 

 

3. 未來七年內專任教師大量退休 

目前本系有三分之二的專任教師，在未來七年內陸續退休。在報考學生人數降低，加上

人事緊縮，對未來專任教師的人力，及課程規劃將造成很大的影響。 

 

表 3-2、專任教師學歷、學術專長與到職日一覽表 

姓名 職級 學歷 專長 到職日期 

林得恩 
教授 

兼系主任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音樂系鋼琴演奏博士 鋼琴 1986年 8月 

艾嘉蕙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音樂研究所鋼琴演奏
博士 

鋼琴 1979年 8月 

郭宗愷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音樂研究所鋼琴演奏
博士 

鋼琴 1987年 8月 

陳思照 教授 
義大利米蘭威爾第音樂學院聲樂演唱家文
憑 

聲樂 1987年 8月 

馬邁克 副教授 美國得週週立大學音樂研究所博士 理論 1982年 8月 

徐以琳 副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聲樂演唱博
士 

聲樂 1983年 8月 

戴念平 副教授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長笛演奏博士 長笛 1983年 8月 

李秀芬 副教授 美國曼哈頓音樂學院聲樂演唱碩士 聲樂 1986年 8月 

古今奇 副教授 白俄羅斯國立音樂院室內樂文憑 大提琴 1997年 2月 

陳玫君 助理教授 美國伊士曼音樂學院理論作曲博士 理論作曲 1997年 8月 

鍾安妮 助理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管絃樂指揮博士 指揮 1998年 8月 

杜明錫 助理教授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音樂藝術博士 小提琴 2007年 8月 

李奉書 助理教授 美國芝加哥大學音樂學博士 音樂學 2013年 8月 

陳敏華 講師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鋼琴演奏碩士 鋼琴 1987年 8月 

許榮富 講師 美國曼哈頓音樂院小號碩士 小號 2000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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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策略 

 

1. 「教師教學評量」應配合多方向的綜合評量 

 應破除認為「教師教學評量」，自學生拿到越高分即是越好的教師之迷思。學生的評量分

數，因關係到有些學生會用來報復老師，影響其他學生，或討好老師，讓該教師的教學分數

偏離了常態，因而產生效度上的偏差。 

 

 獲得超高分的教師，有可能是優良教師，也有可能是討好學生，專給營養分數的教師。

反而大部份學生給高分，少部學生給低分的老師才可能是最好的老師，因他們可能是嚴師，

是要求學生實力，又敢將學習態度不佳或程度低的學生「當」掉的教師。因此，對評量結果

的解讀，不能只看總分，而應觀察分數的分佈圖形。 

 

 對於分數偏低的教師，更應加上對學生的個別訪查，以檢視真正造成教學問題的癥結。

另外，對分數的認定，只要過了中等分數，即不應再以分數高低，做為評鑑或比較教師教學

優劣的工具。 

 

    因此，「教師教學評量」結果之解讀，應非常小心，超高分不一定是好老師，敢「當」掉

程度低或不用功的學生，有可能是好老師，或「好學的學生愛、混的學生恨」的老師，才是

真的好老師。亦即，教師的評量，不能以單一變數評估，而應以多變數的綜合評量才不致對

教育產生負面的影響。 

 

 

2. 不與社會脫節，「學而能用」 

 數位音響及多媒體科技的高度發展，使現代的演奏形態整體藝術化，這種跨領域的多元

演奏藝術改變，影響著人們對傳統音樂的態度與價值觀。音樂系的學習目標、學習方式、學

習內容，是否與社會需求脫節，需更客觀、更打開心胸的探討。如何將音樂系的教育內容，

與未來社會的音樂需求結合，調整成「學而能用」，是必要的考量；但如何不使音樂藝術低俗

化，則是另一需要謹慎思考的決策。 

 

    如何在課程上，開設合於社會需求，或合於未來畢業生專業生活上需要的多元課程，是

未來音樂系發展所應注意的方向。 

 

3. 慎選能配合教育目標的傑出師資 

本系十年後的成敗，取決於現今之決策是否正確。未來七年內三分之二以上的專任教師

將陸續退休。聘任多量的兼任教師，雖亦能補足專任的職缺，但未來七年，如何聘到專業上

優秀，教學上熱忱，又肯在行政上公正投入的專任師資，是未來正向發展的契機。 



49 
 

總結 

 

 東海大學音樂系在全校師生、校友及有心人士的努力下，建立了現在健康的體質與未來

發展的穩固基礎。目前本系享有寬大、自然、優美的校園及系所環境；實用、夠用、音響舒

適擬真、功能完整的音樂廳及教室、琴房；教育目標明確、課程設計嚴謹；教師團隊全力以

愛心投入教育。學校具備合理的教學檢視及輔導系統，提供教師終身學習的環境，數十年來，

培育出許多能與國際接軌之頂尖演奏、演唱者及優秀的音樂師資。 

 

 未來七年內，本系的師資結構將有極大的變化。大部分的專任教師即將退休，這也是本

系調整與改變的契機。台灣面對世界經濟情勢嚴峻及少子化現象的衝擊、網路資訊與影音多

媒體的快速升級變革、人們對音樂功能與價值的態度轉變。在這種情勢下，如何一方面制定

出與社會不脫節又可保持音樂藝術高尚情操的教育目標；另方面又能招聘配合此目標的傑出

新師資，將是本系即將面臨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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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習資源 

 

現況描述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1. 實施家族導師制 

    本系所自 90 學年度起實施「家族導師制」，所有專任教師皆須擔任導師工作，學生自己

的主修老師即為家族導師。本系所專任教師多半於學校宿舍或校學校附近，能迅速有效地解

決學生的生活、心理及學業等問題。學生的主修老師為兼任教師時，學生可自行選擇任一專

任教師，或由辦公室安排大班課專任教師為其導師（即班級導師）。【詳見附件 4-1、103學年

導師學生分配名單及附件 4-2、102 學年第一學期教師提供學生特定晤談時間(office hours)執

行情形表】 

    實質內容如下： 

(1) 每週於個別的主修課，可關心學生生活、交友及學業情形。 

(2) 每一~二週與主修學生有兩小時的演奏實習課，為主修教師另一輔導學生問題的時

間。 

(3) 每學期至少一次的聚餐或團體活動。 

(4) 其他急需時，隨時與導師約時間晤談。 

(5) 利用網路教學平台及各種網站，如東海大學教學平台、臉書(Facebook)、即時通訊

(Line)等，導師可有效地與學生晤談。 

(6) 學生有實際生活問題時，導師亦可請值勤教官協助處理。學校每年舉辦「校園危安

處理機制研習」，同時要求各系助教參與，讓系所能夠同步接收最新校園安全法則，

並藉由經驗交流，充分了解學生的問題及解決方式。 

(7) 學生有嚴重心理或生活問題時，導師可透過學生諮商中心，尋求諮商專家的協助。 

 

2. 設有學生「教學助理」 

    本系「教學助理」由高年級學生中，成績優異且服務態度熱誠者擔任，協助授課教師輔

導對大班課上學習落後的學弟妹，課程包括音樂理論、音樂史等，這些教學助理也能獲得更

多教學相關經驗，累積學習能量，無形中提升做事及處世能力。 

 

3. 預警機制 

(1) 本系所獨特的術科評量與鑑定制度，在入學時，即能對程度偏低的學生及時提出預

警，情況嚴重時，輔導其轉主修或轉系。而為達成有效學習目的，嚴格控管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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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及學術水準，本系設立了下列考試： 

(a) 學科鑑定考：在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入學時，須參加本系舉辦的鑑定考試，內

容包括音樂理論課程、音樂史課程、音樂基礎訓練，以區分學生們的程度，分

發到適當程度的班級學習。研究生程度未達標準者，聲樂組學生可旁聽學士班

語韻學（義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其他鑑定考未通過者，可選擇旁聽學

士班課程，在通過期中及期末考試後即可抵免。 

(b) 主修樂器技巧考：本系對各種器樂主修，皆設立屬於該樂器必備的演奏基本技

巧要求，並依此訂定不同內容及程度的進階考試。除聲樂學生外，器樂學生須

通過最高階的技巧考，方可舉行大三半場獨奏（唱）會。 

(c) 畢業製作鑑定考：畢業音樂會兩週前，學生必須通過系上舉辦的鑑定考，才能

舉辦畢業音樂會。碩士班學生在畢業製作鑑定考前一個月，必須繳交畢業論文

初稿，始可參加鑑定考。 

(2) 預警制度及讓學生有機會努力彌補的評量方法：當學生術科考試未達標準時，評分

教師們討論及裁定學生所屬情况，並以下列六種代號去函告知家長。預警之後，學

生多半能警惕用功，並在次一學期加倍努力，將自己的程度提高，改變學習態度： 

L：表示學生本學期不夠用功，未發展自己的才能，需要非常努力，這是警告。 

N：表示學生尚未通過技巧考，不准予開大三半場獨奏會。 

W：表示學生程度偏弱，需非常用功，這是警告。 

U1：表示學生未達主修程度，需加倍努力。大二下、大三及大四被評為任何 U級者，

次一學期擋修「主修」，只可修「首要樂器」（將延遲畢業一學期）。 

U2：表示學生遠低於主修程度，需極努力，應考慮轉主修或轉系。大二上及更高的

年級學生，被評為 U2 或 U3者，次一學期擋修「主修」，只可修「首要樂器」（將延

遲畢業一學期）。 

U3：表示嚴重低於主修程度，很難在音樂的演奏上求發展，留在音樂演奏的領域，

將極困難，應轉系。次一學期擋修「主修」，只可修「首要樂器」（將延遲畢業一學

期）。 

 

 

 

4-2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1. 關於系所提供圖書儀器、資訊科技、專業教室設備之數量與品質 

(1) 本系所圖書、期刊、多媒體資料，存放於第一教學區圖書館總館；樂譜則存放於圖

書館的以供使用，樂團總譜大部分則存放在音樂系館。 

 

 



53 
  

    表 4-1、音樂類圖書數量一覽表 

類  別 數  量 備註 

音樂類圖書 9503冊 含中、西文圖書 

音樂類期刊 30種 含中、西文及電子期刊 

音樂類樂譜 5125冊 含中、西文樂譜 

音樂類有聲資料 9295片（卷） 含中、西文 CD、DVD、OD、VCD、LD、

flash card、錄影帶、錄音帶、磁碟片 

藝術類電子資料庫 26種 其中 Naxos Music Library, Oxford Music 

Online, Music Index, JSTOR 是師生最常

使用的查詢工具。這些電子資料庫現已被

多校列為重要的查詢系統。 

 

(2) 資訊科技、專科教室設備 

2009年 3月本系新系館落成後，不論是教室、學生琴房、教師琴房、專業教室、演

奏廳，皆較舊系館大上兩倍。新系館教學硬體設備包括：理論教室二間、電腦鍵盤

教室、樂團排練室一間、演奏廳二間（系上的演奏廳及第一教學區的芳華廳）、歌劇

及電子鍵盤樂團排練室一間、打擊樂排練室一間、打擊樂練習室一間、室內樂教室

兩間、教師琴房（研究室）十八間、學生琴房四十二間。新系館斥資三千多萬建造

專業反射音及隔音設備，以及中央空調設備。 

 

2. 系所管理與維護圖書儀器、資訊科技、專業教室設備之情形 

(1) 本系圖書、有聲多媒體資料及設備存放於學校總圖書館，由專人管理。管理辦法依

館方借還規定實施。 

(2) 本系館亦裝設監視系統及六套保全系統，如遇狀況可直接連線本校交通安全組及保

全公司，立即處理。並派遣專人定時開關系館。【詳見附件 4-3、103 學年度下學期

系所教學空間每週固定使用數量表及附件 4-4、系所空間設備一覽表】 

(3) 演奏廳及相關專業場地的借用辦法明確，專業設備操作及場地管理，也由助教訓練

專屬工讀生管理。【詳見附件 4-5、專業場地管理辦法】 

(4) 學生音樂會的申請與音樂廳的使用，觀眾車輛出入申請等，皆有詳細清礎辦法。【詳

見附件 4-6、音樂會流程表】 

(5) 教師琴房、學生琴房及專業教室內鋼琴，皆有固定技師定期調音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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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本系管絃樂團、管樂團、聖樂團（合唱團）、歌劇團、電子鍵盤管絃樂團及打擊樂團的演

出每學期均舉辦多場音樂會，學生能與教師們同台演出。【詳見附件 4-7－95-97 學年度樂團

演出紀事】 

 

表 4-2、99-103學年度樂團演出音樂會統計表 

99 學年度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合  計 

11 場 23場 12場 18場 19場 83 場 

 

    除此之外，系所並協助國際學生學習，以及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活動，作法如下： 

1. 提供國際學生進修管道與輔導 

    音樂系是特殊才能的學系，國際學生需經由審核合格後，即可入學。至今入學人數最多

的國際學生來自馬來西亞，亦有印尼、香港、中國大陸學生就讀，本系師生對他們皆提供仔

細的照顧與輔導。100 學年度本系學士班有 2名外籍生，皆來自馬來西亞；101學年度學士班

本系有外籍生 4名，3位來自馬來西亞，1位來自印尼，另有 2位陸生；102學年度學士班本

系有外籍生 6 名，皆來自馬來西亞，另有 1 位港生及 2 位陸生；103 學年度學士班本系有外

籍生 6名，5位來自馬來西亞，1位來自印尼，另有 2 位港生及 2位陸生。本系專任教師四分

之一為外籍教師，使用外語交談，接觸其他國際人士，在本系是日常發生的事。對於外籍生

及僑生，學校也設立獎助學金提供優秀或清寒學子申請。 

 

表 4-3、100-103學年度外籍生（含僑生及陸生）學生數量統計表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2 名 6名 9名 10名 

 

(1) 外籍生部分 

本校為鼓勵優秀外籍學生，並提昇外籍學生學習效果及培養優良讀書風氣與學習態

度，希望能擴大招收外籍生，吸引更多非本國籍的學生來東海大學學習中文或深造

研修，特別設立以下三類獎學金。 

(a) 台灣獎學金：台灣政府為了擴大招收外籍生，由外交部(MOFA)、教育部(MOE)、

國科會(NSC)及經濟部(MOEA)提供外籍學生每月 25,000-30,000 元不等之獎學

金。 

(b) 東海大學外籍生獎學金（有學籍的學生才可以報名）：此獎學金為東海大學所

提供，其目的為了獎助優秀外籍學生，只要資格符合，可申請全額補助（減免

學雜費）或部份補助（減免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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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華語中心獎學金：華語中心為了獎勵優秀外籍學生，並提昇學習風氣，特別設

立「勤學獎」及「師薦獎」兩種獎勵辦法。申請勤學獎之學生需通過資審核、

筆試、口試，獲獎生可得獎學金 60,000 元。由華語中心老師推薦品學兼優的學

生，以投票方式決定師薦獎人選，獲獎生可得獎學金 10,000元。 

(2) 僑生部分 

本校依據僑委會及教育部僑民教育委員會之指導，僑外組以現有輔導人員，全力投

入僑生輔導服務工作，辦理僑生各項業務工作：入出境、簽証、僑保、獎助學金、

公費待遇、生活學業輔導等。輔導僑生聯誼會，辦理全年度各項僑生聯誼活動，迎

新送舊，旅遊及參觀活動，幹部訓練，研討，講習會，遊子溫馨活動，國際僑生週，

僑聯新、舊任幹部薪火相傳研習等活動。共分成公費、獎學金及校內外工讀三類。 

(a) 僑生公費：海外地區回國升學僑生，在台辦妥居留手續，且確屬清寒、生活困

窘、品行端正、節儉樸實者，始得申請。提供越、棉、寮、緬甸、印尼、馬拉

加西、帝汶、泰國（清萊、清邁）等八個地區清寒僑生符合申請公費待遇條件

者，優先核給。每月五天的餐費3,528元，每學期初加發書籍費1,500元及服裝費

1,000元。 

(b) 僑生獎學金：本校僑生可於每學年開始時，持所需文件（如成績單，申請書）

向本校獎學金委員會（學務處）申請獎學金。獎學金分為學行優良僑生獎助學

金、中華文化獎學金、海華獎助學金、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獎助學金、偏遠地區

海外僑生回國升讀大專院校獎助學金、華僑捐贈獎助學金、華僑協會總會僑生

獎學金、優良畢業僑生機票補助。 

(c) 僑生校內外工讀：在學僑生課餘工讀可分為「校內」及「校外」工讀兩大類。

校內工讀又可分為「教育部工讀金」及「僑委會工讀金」。校內工讀又分為「教

育部工讀金」及「僑委會工讀金」；校外工讀需依據「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

第四十七條規定：於校外工讀前須向學校申請「校外工作准證」，且除寒暑假

外，每星期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2. 鼓勵學生參與國際學習活動 

    本系自立系以來，各種音樂理論、音樂史、及其他曲目學課程，均使用英文教科書。因

熟悉國際化的語言，本系學生暑假參與本系所辦之國際音樂營，亦被鼓勵參加國外音樂營或

音樂節活動。本校亦設有「國際教育合作室」，積極推動學生利用求學期間的某一學期，或某

一段時間前往世界其他國家遊學，並進行學術研究。除了配合國家的政策，給予相當金額的

學費、旅費補助外，又可在國外修學分，並轉回東海大學，成為畢業學分的一部分。本系也

開放交換學生，讓國外學子就讀本系，藉由不同文化的交流，讓學生之間有更多的成長空間。

主要活動如下： 

(1) 本系每年在六、七月期間皆舉辦國際音樂營，皆自國外名校聘請各領域的專家來校，

開設各種樂器的個別演奏課，並開設各種一至兩星期的短期專題課程。2012 年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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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型態於每年 10 月或 3 月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除本校師生受益外，中部地區乃至

全國的音樂工作者亦得到進修的機會。 

(2) 經常邀請國內外的音樂家來校舉辦大師課及音樂會。 

(3) 經常性地邀請國內外的重要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4) 開設學生可修學分的短期課程。 

(5) 與學生會合作辦理「職涯規劃」的學習講座；學生會亦經常性地舉辦學生有興趣的學

術活動或學習機會。 

 

 

4-4系所提供學生學習、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1. 實習演奏課及各類音樂會  

    專任主修教師每星期為學生開設演奏實習課，兼任主修教師的學生亦有固定的綜合實習

課，讓學生有充分的上台演奏經驗。本系每學期另有分組音樂會、大三半場音樂會、畢業製

作（學士班及碩士班）及各種合奏團體演出，並提供室內樂、協奏曲、歌劇演出，讓每位學

生有許多正式公演的機會。 

 

2. 國際研討會及大師班 

    本系已舉辦二十多年的國際音樂節，2012年起改辦理國際研討會。本系也經常舉辦國內

外名師來訪的大師課、專題演講及邀請國際音樂家來本校舉辦音樂會，讓學生有機會學習並

與國際接軌。大師講座暨音樂會於 99 學年共舉辦 26 場；100 學年共舉辦 17 場；101 學年共

舉辦 16場；102學年共舉辦 27場；103學年至今共舉辦 25場。 

 

3. 東海大學已全面實施的網路輔助教學 

1. 教學公告：每種課程的授課大綱、每種課程之註冊學生的名單及照片、成績登錄、

預警系統（警告學生該科目可能不及格）等資料已全面上網。 

2. 教學平台：本系多位教師在本校數位教學平台上出作業、改作業、回答學生問題、

並且放上課程補充教材，以提供學生自行下載。 

3. 音樂系近年來，在音樂歷史及音樂理論等科目已普遍用網路來輔助教學；術科亦曾

進行遠距教學。 

 

4. 協同教學 

    本系所開課程，常邀專家協同教學，如「鋼琴演奏的生理與心理基礎」，邀請榮民總醫院

復健科主任周崇頌開課；「合奏」課程，邀請名演奏家在課堂上做分部指導；「當代文化思想

與理論」，由音樂、建築及美術系專任教受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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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數位與多媒體音樂 

    本系電子鍵盤管絃樂團，以高功能之數位電子琴組成，提供另一種合奏之學習機會。本

系亦開設打譜軟體課程(Finale for Windows)及數位音樂選修課程。 

6. 家族導師制 

    如前述，本系行之有年的家族導師制，使導師們能掌握狀況，盡速與學生晤談，有效解

決學生生活、心理、學業等問題。 

 

7. 生涯輔導 

給予畢業生適當的就業輔導：學校設有「就業輔導室」，專司學生的生涯輔導事宜。 

 

8. 博雅書院 

    鼓勵大一成績優良新生參與博雅書院課程。博雅書院以生活學習及品格教育為核心，其

教育重視知識與實踐，「知行合一」的精神。課程與活動，生動有趣、深具啟發性與人文精神，

能提供學生在未來生涯規劃上更具宏觀格局。 

 
 
 

特色 
 

1. 本系非常注重學生專業的演奏能力，而對造就音樂內涵、架構思考的專業課程，亦分級

精細、循序漸進，且嚴格把關。 

 

2. 為了落實治學理想，及加強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系建立許多專屬的優良特色，包括：家

族導師制、設立教學助理、程度分班、鑑定考制度、主修樂器技巧考、預警制度、每週

實習演奏課及各式音樂會、網路輔助教學、協同教學…等。 

 

3. 除了課堂上的學習，為使學生能與國際同步接軌，本系已連續舉辦二十多年的國際音樂

節。每年六、七月，邀請國、內外名師到東海大學開設課程，2012年改舉辦國際研討會，

本校及全國各地區的音樂師生，長期皆從東海大學國際音樂節得到適當的進修與學習。 

(1) 2009 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際學術研討會「1850 年至 21 世紀法國與西班牙古典音

樂作品」 

(2) 2010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跨越世紀的作曲家」 

(3) 2011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際學術研討會「法蘭茲，李斯特：音樂的變色龍」 

(4) 2012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際學術研討會「繽紛卓越的鋼琴教學藝術」 

(5) 2013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際學術研討會「革命的年代」 

(6) 2015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暨學術研討會「1874-1914的歐亞榮景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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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系經常性地舉辦國、內外音樂家及學者參與專題演講、大師班及音樂會。 

 

5. 在學習資源方面，硬體方面，2009年3月，在新的音樂系及美術系系館落成後，空間使用

上較以往改善許多；持續增加的音樂藏書、樂譜、影音資料、電子資料庫以及學校全面

使用的網路教學更使得學生學習資源更為豐富，能享用的學習資源較以往更齊備。 

 

6. 國際學生來台學習的管道與資源，及博雅書院提供所有東海大學的學生另一面向思考未

來規畫，加上學校原有的就業輔導機制，使學生能接觸到的學習資源，從系到校，從台

灣到國際，完整度較以往更高。 

 

 

 

 

問題與困難 
 

1. 部分專業設備老舊急需汰換 

    本系成立四十多年，部分琴房鋼琴老舊，每年學校編列的預算僅能購買一台新琴，汰舊

速度過慢。 

 

2. 演出經費近年逐漸刪減，導致展演活動辦理困難重重 

    本系管絃樂團、管樂團、合唱團、歌劇團、電子鍵盤管絃樂團、打擊樂團、室內樂團對

內、對外每年都舉行許多音樂會。而近年因配合多元學習、跨界學習的趨勢及方向，本系在

樂團部份，增開數個新的課程與團體，總量增加、經費縮減，造成辦理展演活動困難重重。 

 

 

 

改善策略 
 

1. 積極向各領域募款及申請經費，將系館老舊鋼琴汰舊換新，目前計畫於年底，與東海大

學系友會合作辦理募款餐會，並積極爭取學校專案計畫，期望能在 106 學年度前達成目

標。 

 

2. 展演活動經費縮減，本系早有共識，且已積極向外尋求，如：申請教育部卓越計畫或產

學合作計畫。本系預定提出展演長程計畫，盼校方能重視音樂系在外公開展演所帶來的

良好效益及形象影響，共同積極籌備專款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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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為落實治學理想，齊備學生專業能力，加強學習成效，在制度上，本系建立「家族導師」

制，以便盡速關懷學生學業、生活、心理的問題；訂定清楚的「鑑定考、技巧考」制度，俾

使學生在主修專業上循序漸進，並能理解「預警」制度的用意；每週舉行的「實習演奏課」

及學期中各類音樂會，有效地讓學生學習舞台經驗；程度分班、設立「教學助理」，運用「網

路輔助教學」，兼以「協同教學」等設計，幫助學生學習上細節扎實且層面多元。 
 

    為使學生學習上的請益具國際眼界，本系連續舉辦國際音樂節二十多年，近年亦舉辦國

際研討會。整學年經常性地舉辦國、內外名師的大師課、專題演講、音樂會。同時，國際學

生來台學習的管道與資源暢通，促進本地學生與國外學生的文化交流。 

 

    學習設備上，2009年3月新的音、美兩系系館落成後，空間使用上較以往改善許多，且製

訂了有效的管理辦法並實施。音樂藏書、樂譜、影音資料等軟體設備，每年皆有一定程度的

預算挹注。 

 

    生涯輔導的機制上，除學校原有的就業輔導機制，前述的家族導師制的輔助，系所與學

生會也常不定期舉辦各類講座或相關活動，幫助學生認識就業市場與自身學習間的關係。而

東海大學特有的博雅書院人文教育，更鼓勵學生實踐「知行合一」的價值，創造「學習」二

字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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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學習成效 

 

現況描述 

 

    本系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特強化課程設計為學生音樂基礎知識及基本演奏能力打下

紥實的基礎，故本系學生之專業演奏技能及教學能力，均可稱穩定而優秀，對其於職場上之

表現亦可予以期待。為給予學生學習專業能力上之品質管制，本系設立了嚴格的鑑定考及分

級制度：自創系以來一直嚴格要求學生獨奏（唱）及合奏（唱）的能力，期許學生於畢業後，

在主修樂器的演奏（唱）與教學上，能感游刃有餘，規定每學期學生必須參加音樂會之公開

演出。透過參與本系各種樂團演出經驗，學生亦可為成為職場新鮮人做準備。 

 

 

 

5-1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1. 設立制度，鼓勵學生提升專業演奏（唱）能力 

    本系自創系以來一直嚴格要求學生獨奏（唱）及合奏（唱）的能力，規定學生每學期必

須參加分組音樂會的公開演出，大三學生必須舉辦半場獨奏（唱）會（二十五至三十分鐘），

大四學生必須舉辦全場獨奏（唱）會－即畢業製作（五十至六十分鐘）。以 99-103 學年度來

看每學年平均舉辦 58 場音樂會（99 學年度共舉辦 65 場、100 學年度 48 場、101 學年度 69

場、102學年度 54場、103 學年度 56場）。【詳見附件 5-1、99-103學士班學生舉辦大三半場

及大四全場獨奏會一覽表】 

 

2. 藉團隊公開演出，增加學生演奏經驗與專業態度 

    本系管絃樂團、管樂團、聖樂團（合唱團）、歌劇團、電子鍵盤管絃樂團及打擊樂團的演

出每學期均舉辦多場大型音樂會，能看見學生與教師們同台演出，藉此提升學生專業能力，

也是學生學習成果表現的重要一環。演出場地遍佈全台各地，國家級場地平均每年都有一次

演出機會，讓學生得以發揮展現學習成果。【詳見附件 4-7、99-103 學年度樂團演出紀事】 

 

表 5-1、99-103學年度樂團大型音樂會統計表 

99學年度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合  計 

11場 23場 12場 18 場 19場 83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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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用教材與國際接軌 

本系自立系以來，各種音樂理論、音樂史等課程，均使用美國著名音樂學府所普遍使用

的英文教科書，學生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即以國際化的語言直接學習，因此學士班學生在畢

業後皆能順利地考進國內外研究所。 

 

表 5-2、各科使用英文教科書一覽表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外文書名 

音樂史 李奉書、陳玫君 Burkholder, J. Peter, Donald Jay Grout, and Claude V. 

Palisca. A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9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和聲學 林雅淳、陳玠如 Edward Aldwell, Carl Schacter, and Allen Cadwallader: 

Harmony and Voice Leading (textbook and workbook), 

4th edition. 

鍵盤技巧 馬邁克 Arthur Frackenpohl, Harmonization at the Piano, 6th ed.  

Mark Manno, Keyboard Score Reading Anthology edited 

語韻學：德語 呂華恩 Odom, William and Benno Schollum. German for 

singer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Schirmer, 1997. 

曲式學 陳玫君 Form in Tonal Music—an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by 

Douglas M. Green, second edi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9. 

藝術歌曲（學士

班及碩士班） 

李秀芬 Carol Kimball, A Guide to style & Literature 

Stevens,Norton, A history of song 

音樂基礎訓練 馬邁克、陳玠如 

鄭佳姍 

Ann K. Blombach. MacGAMUT 6 for Mac and 

Windows. MacGAMUT Mus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www.macgamut.com 

對位法 黎國峰 Jeppesen, Knud. Counterpoint, the polyphonic vocal style 

of the sixteen centur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2 

聲樂教學法（研） 林芳瑜 McKinney, James, C. Diagnosis and Correction of Vocal 

Faults. TN: Genevox, 1994. 

Sataloff, Robert Thayer. Vocal Health and Pedagogy. NY: 

Delmar Cengage Learning, 1998.  

Miller, Richard. The Structure of Singing. NY: G. 

Schirmer Books, 1986 

樂曲分析法（研） 陳玫君 Introduction to Schenkeria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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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llen Forte & Steven Gilbert, selected chapters 

Form in Tonal Music—an Introduction to Analysis, by 

Douglas M. Green, second edition,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9. 

管絃樂曲目與

風格研究（研） 

李奉書 Berlioz, Hector. Berlioz’s Orchestration Treatise: A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Trans. Hugh MacDona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Carse, Adam von Ahn. The History of Orchestration. New 

York: Dover, 1924.  

Ott, Leonard. Orchestration and Orchestral Style of Major 

Symphonic Works: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Lewiston, 

NY: Mellon Press, 1997.  

Rameau, Jean Philippe. Treatise on Harmony. Trans. 

Philip Gossett. New York: Dover, 1971. 

早期樂器演奏風

格與詮釋（研） 

戴念平 Music, treatises, Free Ornamentation in Woodwind Music 

(Mather and Lasocki), The Classical Woodwind Cadenza 

(Mather and Lasocki) 

鋼琴曲目與風格

研究（研） 

謝采芝 Stewart Gordon. A History of Keyboard Literature. New 

York: Schirmer Books, 1996. 

絃樂演奏風格與

詮釋（研） 

杜明錫、李奉書 Auer, Leopold. Violin Playing as I Teach It.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1960.  

Galamian, Ivan. Principles on Violin Playing & Teaching.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5.  

Geminiani, Francesco. The Art of Playing the Viol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Goehr, Lydia. The Imaginary Museum of Musical Work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us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ozart, Leopold. A Treatise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Violin Playing. Trans. Edita Knock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Stowell, Robi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Vio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zigeti, Joseph. Szigeti on the Violin. London: Cassell,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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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勵學生參與音樂相關學術活動，開展其國際視野 

本系每年邀請國外著名音樂家、學者參與東海國際藝術節及研討會，鼓勵學生參與。透

過學者的演講、音樂會演出及研討會出版品，學生皆有豐碩的收穫，在校內即可與國際學術

接軌。此外，本系學生也會主動參與美國、德國…等地區辦理之音樂營及音樂節活動，拓展

視野。 

    本系每年上學期辦理所有樂器的協奏曲及歌劇選粹比賽，下學期則為鋼琴主修學生舉辦

鋼琴協奏曲比賽（曲目為莫札特或貝多芬），學生皆積極踴躍地參與；比賽獲獎者，有機會與

樂團共同演出。歷屆得獎者畢業後，於音樂界皆有傑出的表現，呈現本系扎實專業教育的成

果。 

 

表 5-3、100-103學年度學士班參與國內外音樂營及研討會一覽表 

姓名 名稱 日期 地點 

丁于恬 2013台灣青年節慶合唱團音樂營 2013.08.09-08.21 輔仁大學 

丁于恬 2014台灣青年節慶合唱團音樂營 2014.07.08-07.16 輔仁大學 

鍾侑庭 2014 NTSO 管弦樂營 2014.07.07-07.22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鍾侑庭 2014 NTSO 管樂營    2014.07.26-08.03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曾寶萱 2014 NTSO管弦樂營 2014.07.07-07.22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曾寶萱 2013 NTSO管樂營 2013.07.13-07.23 國立台灣交響樂團 

陳恩力 2013同心歌頌—合唱指揮研習 2013.04.20 台中蒙恩長老教會 

陳恩力 藝翼-希望之光-滿州偏鄉服務藝術

營_音樂組課程策劃及教學 

2014.07.26-08.03 屏東滿州國中 

吳欣頤 2014亞洲青年管弦樂團排練營 2014.07.18-08.08 香港 

居昕庭 徐家駒低音管室內樂團音樂營 2013.07.21-07.28 真理大學 

居昕庭 臺灣師範大學寒假巡迴訓練營 2014.01.13-01.16 臺灣師範大學 

姜雯華 Saarburg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2014.07.25-08.06 德國 

蔡以庭 CCM Prague International Piano 

Institute  

2012.07.01-07.13 Prague, Czech 

Republic  

蔡以庭 Amalfi Coast music and arts festival 

2013 

2013.07.03-07.14 Amalfi, Italy 

楊翌蓁 2014 Beverly Hills music festival 2014.08.01-08.11 Temple Emanuel of 

Beverly Hills, 

Califori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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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蔚齊 「藍色狂想曲」逢甲大學管樂營 2013.07.04-07.30 逢甲大學 

呂偉宏 2014 Vincent Bach Camp 第一屆國

際小號專業研習營 

103.08.09-08.12 實踐大學 

張景涵 音樂學部之冬令營 2012.02.06-02.10 日本德島文理大學 

張景涵 The Golandsky Institute 音樂營 2013.07.15-07.20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張景涵 NCKP (National Conference of 

Keyboard Pedagogy) 的鍵盤教學國

際研討會活動。 

2013.07.24-07.26 美國芝加哥 

 

 

5-2碩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本系碩士班除了作曲組之外，以演奏為主。本系研究生修業期間必須參與多次個人和團

體演出，展演型態鋼琴組多為室內樂、協奏曲、獨奏、電子鍵盤管絃樂團之音樂會或擔任其

他器樂、聲樂之鋼琴合作(Collaborative piano)；聲樂組參與歌劇團、聖樂團之定期公演與各大

小型歌劇表演及個人獨唱音樂會；管樂、絃樂、擊樂組則參與樂團定期公演及個人獨奏音樂

會。 

 

本系為提升研究水準及畢業生之專業程度，研究生的畢業製作以展演方式及論文寫作呈

現，展演時間以六十分鐘，論文寫作可分為三類，第一案：一場音樂會及一篇 30,000字論文；

第二案：二場音樂會，其中一場為演講音樂會及 15,000 字論文；第三案：二場音樂會及 10,000

字論文。【詳見附件 3-5、99-103學年度研究生論文一覽表】 

 

表 5-4、99-103學年度研究生論文統計表 

99學年度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合  計 

24篇 20篇 19篇 13 篇 10篇 86篇 

 

本系研究生除了參與具評鑑制度之展演外，亦積極參與校內外之各種型式之展演，藉由

參與演出，提升術科專業能力。以校內音樂會來說，99-103 學年度來看每學年平均舉辦 24

場音樂會（99學年度共舉辦 39場、100學年度 20場、101 學年度 34 場、102 學年度 27 場、

103 學年度 24場）。【詳見附件 5-2、99-103 學年度研究生學生參與校內音樂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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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碩士班學生之數量與品質如何？ 

 

碩士班學生數量逐年增加，目前學校推動國際化，除本國國籍學生外，亦招收外籍學生。

碩士班新生入學後，需先通過各種鑑定考(Placement Test)：學士班西洋音樂史（須通過四個

不同時期的考試）、和聲學(I) (II)、音樂基礎訓練。為了補強程度，聲樂組學生可旁聽學士班

語韻學（義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其他鑑定考未通過者，可選擇旁聽學士班課程，在

通過期中及期末考試後即可抵免。本系為激發學生追求卓越的企圖心，常鼓勵研究生參與國

內外的比賽。【詳見附件 5-3、99-103學年音樂系學生參與國內外比賽獲獎名單】 

 

除了專業課程的銜接外，為秉持本系碩士班核心能力，提升「演奏（唱）及創作之專業能

力」，每年均舉辦多場大師班及大師講座，以國際性知名大學音樂系師資為主，國籍遍佈全世

界，有來自美國、德國、英國、日本、大陸等知名學者，系所師生參與熱烈，並經常開放外

校學生及愛樂者參加，涉及領域包括鋼琴、聲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作曲、古典吉

他、法國號、豎笛、長笛、打擊木琴、指揮等。【詳見附件 5-4、99-103學年音樂系系舉辦之

大師班暨音樂會及講座一覽表】 

 

 

5-4學生參與國內實務應用或創新活動之情形如何？ 

 

    本系在中部地區的演出一直獲得各界肯定與好評，而本系肩負教育使命，且身為中部唯

一私校的音樂系，在民間機構的支援及實務學習下，藉由產、學、研合作，使音樂素養在學

生心中成長，讓藝術文化深耕。 

 

    合作對象相當多元，橫跨產、學、研界，國際部分有美國德拉瓦大學、香港光華新聞中

心、日本東京音樂大學、日本德島文理大學、日本名古屋音樂大學、中國集美大學、中國華

僑大學、中國廈門大嘉庚學院、中國北京中央音樂院、中國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

國福州大學陽光學院，國內部分有角頭音樂有限公司、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東京音樂

大學台北聯絡事務所、台灣管樂指導者聯盟、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蘭陽文教基金會、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國立台灣交響樂

團、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西螺鎮公所、宜蘭縣政府及國內音樂大學。以 99-103 學年度來說，

就有 28筆產、學、研合作之活動。【詳見附件 5-5、99-103學年度參與產、學、研合作之情

形一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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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1. 嚴格的學習品質管制 

    本系自創系以來，一向堅持學生在畢業時，必具備相當水準的音樂知識、音樂內涵、及

高水準的演奏(唱)能力。在治學上，教師們秉持優質而有使命感的教學，全力以赴、認真教

學，是本系之傳統。因此，本系之畢業生皆能以所學服務社會。 

 

2. 演奏實習 

    本系另外演奏實習課（類似美國音樂學院的 Studio lessons），目的是為了讓學生能循序漸

進的習慣舞台的演奏情境，並避免學生演出時怯場，每週皆為其所有主修學生舉辦演奏實習

課，時間約二至三小時，視學生多寡而定。由於本系特有的家族導師制度，主修教師並可以

導師的身分，利用時間輔導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問題。 

 

表 5-5、103學年度下學期教師演奏實習課時數表 

主修專任教師 時間 時數 地點 備註 

徐以琳 每週四 18:10-21:10 3小時 MU320  

艾嘉蕙 
每週二 12:30-14:00 及

17:30-18:30 
2.5小時 MU125  

郭宗愷 每週日 19:00-21:00 2小時 MU001  

林得恩 每週一 19:30-21:30 2小時 MU320  

陳思照 每週二 20:00-21:30 1.5小時 MU128  

李秀芬 每週四 19:00-22:00 3小時 MU128  

陳敏華 每週三 12:30-15:00 2.5小時 MU320  

許榮富 期中期末考各一次 3小時 MU320 不固定 

杜明錫 周四 15:00-17:00 2小時 芳華廳 不固定 

 

3. 重視國際、國內音樂及各領域藝術之交流 

    本系每年邀請國際及兩岸傑出的音樂家、學者教授，蒞校舉辦多場大師班暨音樂會，增

加學生的國際視野，加強音樂教學與演奏的交流。樂團則在與大師的合作中，獲得寶貴的機

會與大師同台演出或是詮釋其作品。近幾年，校際之間樂團的交流機會增多，99-103 已與高

師大、交通大學、台南大學、台北教育大學、台北藝術大學等學校聯合音樂會。本系師生更

走向國際，前往美國、日本、大陸、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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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術與展演 

    六大樂團每年定期演出，演出地點除校園內並延伸至全省多處國家級、地方性的場地，

教師常和學生聯合演出。每學年也會舉辦教師音樂會，專兼任教師能提供演出曲目，在教學

之餘，使學生能觀摩師長的演出。自 96學年度開始，每年固定舉辦一場學術研討會，103學

年更結合創意暨藝術學院（建築、美術、景觀）各系共同辦理。 

(1) 2009 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際學術研討會「1850 年至 21 世紀法國與西班牙古典音

樂作品」 

(2) 2010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際學術研討會「跨越世紀的作曲家」 

(3) 2011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際學術研討會「法蘭茲，李斯特：音樂的變色龍」 

(4) 2012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際學術研討會「繽紛卓越的鋼琴教學藝術」 

(5) 2013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際學術研討會「革命的年代」 

(6) 2015年：東海大學音樂系國暨學術研討會「1874-1914的歐亞榮景與衝突」 

 

 

 

問題與困難 

 

1. 中部缺乏橫向連結與資源交流以致影響學習表現 

    本系為了使學生學術及專業表現發展有多元化的方向，本系也辦理多項活動，雖然能透

過本系教師之連結能與北部、南部學校有合作計畫，卻受限於中部僅兩所學校設置有音樂系

所，嚴重缺乏中部同質性學校系所之橫向合作關係。亦因地理位置居中，具有下列幾項較直

接衝擊本系的問題： 

(1) 北部國際性音樂藝術表演活動頻繁，中部較少機會能接觸此類活動。 

(2) 目前尚未完成國際標準規格之展演場地。 

(3) 其他音樂系所多集中於北南地區之學校。 

 

2. 南北部教師來校兼課之意願低 

    南北部教師往往因學生人數少而影響來校上課之意願，一方面為本系招生人數少，部分 

器樂全系僅一至二名學生，另一方面團體選修課教師因每週少則僅有二個鐘點，容易轉往其

他南部或北部學校兼課，放棄奔波到中部。 

 

3. 學生程度不齊，導致部分學生學習成效不佳 

    近年來，本系教師在教學上發現，學生音樂上的背景差異，常導致程度不齊，在各科教

學上（尤其是大班教學）發生許多困難，無法在教學品質上獲得平衡，導致部分學生學習成

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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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策略 

 

1. 本系所處地理位置所遭遇的問題及改善： 

(1) 雖然國際性音樂活動不常選擇中部地區，但教師常鼓勵學生多參與接觸，並主動為

學生爭取票價折扣。 

(2) 台中市政府所規劃之「國家歌劇院」，將能成為中部地區國際級展演場地，預計於

2016 年下半年正式開館。目前 2015 年下半年正與國家歌劇院合作計畫從 6 月份開

始至 12月份，共舉辦 14場「人文藝術沙龍－古典音樂講座」活動，並於 5月份及

10月份舉辦 2場校園「校園想樂系列」活動。 

(3) 中南部較缺乏欣賞古典音樂藝術之人口，展演活動常無法廣泛取得共鳴或回應，而

中部科學園區所帶來之高階人士，成為本系目前積極開發與培養的聽眾。 

 

2. 希望能夠在招生上改善，目前本系除本國學生外，亦積極招收外籍學生及大陸生，透過

申請審核招收優秀的外籍學生來本校就讀，另外，經常有來自各地的交換生（如美國及

中國大陸），我們鼓勵學生依自己所學專長，修習主修個別課，藉使兼任老師能夠有較多

的鐘點。近年來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建教合作機會增多，可提高本系曝光率，進而吸引

本國學生就讀意願。 

 

3. 學生程度不齊：除鼓勵教師在授課內容上做調整之外，另有補救教學方案，本系於 103

學年度下學期制定了「東海大學音樂系志願服務服務辦法」，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方可

提出申請，主要是協助授課教師執行學生課後輔導，期望藉此能協助學習有困難的學生。

【請見附件 5-6、東海大學音樂系志願服務服務辦法】 

 

 

 

結論 

 

    東海大學創校以來，即以求真、篤信、力行為校訓，教師們犧牲奉獻的精神，教育學子。

本校的博雅教育發揮了基督教倫理，重視實踐精神及生活學習，與中國儒家倫理所秉持「知

行合一」的理念相通，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涵養，注重審美教育、品格教育、勞作教育、通

才教育、小班教學、關懷服務與住宿學習。 

 

    本校音樂系長久以來，極注重學生專業的演奏能力，同時對於能造就學生音樂內涵的音

樂理論、音樂史及曲目研究課程，則特別加強學生的學習成效。為了落實這些治學的理想，

本系已建立了許多專屬的優良傳統，包括部分教師住校、導師家族制、鑑定考試制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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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班、主修樂器技巧考、大三半場獨奏（唱）音樂會、畢業製作術科鑑定考、大四全場獨奏

（唱）畢業音樂會。另外，全系學生皆可自本系聘請的選術科教師、學生每學期做教師的授

課評鑑 、網路輔助教學、預警制度。 

 

    本系除了謹守崗位，更推己及人，所主辦的大師班及國際學術研討會，廣邀國內外知名

之音樂家、專家、學者，來本系開班授課、舉辦演奏會或從事專題演講，除了本系師生熱心

參與外，更回饋給外校師生。讓系上音樂教學、演奏、研究等的工作更向下紮根，師生們皆

在無形中日益成長。 

 

 

 

 

圖 5-1、樂團演出照片及音樂節暨研討會活動照片 

說明： 2011年 5月 20 日假台中中山堂舉辦之「東海大學創系四十週年音樂會-管絃樂團及合

唱團音樂會」演出照，由本系教師鍾安妮老師指揮合唱團與管絃樂團演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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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2011年 5月 19日假台中中山堂舉辦之「東海大學創系四十週年音樂會-電子鍵 

盤管絃樂團音樂會」演出照，由本系教師郭宗愷老師指揮電子鍵盤管絃樂團與艾嘉蕙 

老師及謝采芝老師演出照片。 

 

 

 

 

 

 

 

 

 

 

 

 

 

 

 

 

 

 

說明：2011年 3月 1日假台北國家音樂廳舉辦之「PIONEERING! 東海大學音樂系 2011 



72 
 

年度音樂會」演出照，由本系教師許榮富老師指揮管樂團彩排照片。 

說明： 2011年 5月 19日假台中中山堂舉辦之「東海大學創系四十週年音樂會-管樂團音樂會」

演出照，由本系教師許榮富老師指揮管樂團與校內協奏曲比賽優勝者張志宇同學同台演出照

片。 

 

 

說明： 2011年 5月 20 日假台中中山堂舉辦之「東海大學創系四十週年音樂會-歌劇法斯塔夫

選粹」演出照，由本系教師鍾安妮老師指揮管絃樂團與教師徐以琳老師、鄭海芸老師、系友

陳珮琪、李增銘及在校生洪聖鈞、陳沅宜…等同台演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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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2013年 3月 29日假台中中山堂舉辦之「莫札特：歌劇-魔笛公演」演出照片，由日本

名古屋音樂大學師生及東海大學音樂系師生共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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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2013年 12月 29-30日假東海大學演奏廳舉辦之「歌劇-可愛的牧羊女公演」演出照片，

由本系教師陳思照老師指導學士班歌劇團共同演出。 

 

說明：2013 年 12 月 29-30 日假東海大學演奏廳舉辦之「歌劇-裝傻的姑娘公演」演出照片，

由本系教師陳思照老師指導學士班歌劇團共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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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2009 年國際音樂節大師音樂

會，女高音卜若嘉演出照片。 

 

 

 

 

 

 

 

 

 

 

說明：2009 年國際音樂節學員成果

發表音樂會，學員洪郁菁同學演出照

片。 

 

 

 

 

 

 

 

 

 

 

說明：2009 年國際音樂

節 -百老匯音樂劇演員

指導學員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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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2011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法蘭茲，李斯特：音樂的變色龍研討會現場演講之情形 

，此演講者為車炎江博士。 

 

 

 

 

 

 

 

 

 

 

 

 

 

 

 

 

說明：鋼琴大師班上課之情形，由本系教師陳敏華老師擔任大師班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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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生涯追蹤 

 
現況描述 

 

學士班 

本系學士班學生畢業後繼續升學及就業概況分別如下： 

1. 升學： 

    本系學生在大學畢業後繼續升學之比例均保持 50%以上。大部分考取延續大學音樂專業

領域之音樂研究所，小部分跨領域學習等。顯示本系在專業音樂訓練外，亦提供多元化的應

用課程與學習空間，使部分學生能發揮優勢的音樂能力，再補強其他專業知識，發展其他領

域空間。 

 

2. 就業： 

   本系學士班畢業生最主要的就業規劃以擔任音樂教師為主。系上學生修畢本系「中學音樂

師資教育學程」完成實習學程，進而考取教師證書者比例約佔整體畢業生之 17.19%，近 5年

來順利謀得國高中專任教職，成為教育學子的優秀師資人才。 

 

   由於近年來社會少子化現象，導致學校被迫減少班級數，每年能遞補之教師缺額大量減少，

衝擊畢業生擔任教師職務的機會，只有先擔任兼任音樂教師或轉入其他行業。但依整個職業

比例來看仍以音樂專業有關，如進入音樂教室擔任教學、樂團或合唱團團員、個人工作室等；

另外少數畢業生從事經營婚禮活動安排。 

 

   也有小部分畢業生接收家中事業，經營與本科系無關之職業；或者投入美容、瑜珈師等不

同音樂類別行業。 

 

   就學生不同工作狀況分析可知，音樂系畢業學生多能發揮學習專長，投入相關職業；其餘

也能按照學生興趣踏入社會其他領域。 

 

碩士班 

   本系 99-102 學年碩士班畢業生，多數直接投入職場，部分為繼續深造與教師實習、擔任

職業鋼琴合作、樂團分部老師、樂團指揮、合唱團聲樂指導，或開設個人工作室。根據統計

資料，近二年碩士班畢業生繼續深造比例提高，出國進入博士班研讀或修習專業演奏文憑；

另外教師實習亦維持相當的比例。整體而言本所畢業生在各領域皆能發揮所長。近年國、高

中教師甄試錄取率下降，且教師甄試競爭激烈，本所 99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有二位系友於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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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即考上專任教職，實屬難得。 

 

   本系在協助學生職涯規劃上，獲得校方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之經費支持，每學期舉辦「就

業職涯專題演講」、「企業參訪」、「履歷自傳講座」及「職涯適性測驗與分析講座」，邀請傑出

系友及音樂相關領域之業界人士蒞校演講，對於學生畢業後如何與職場接軌、培養基本就業

能力、工作態度、市場需求等課題，提供寶貴意見。參與活動的學生對於講座內容的安排表

示滿意，對未來就業認知與態度上產生明顯的改變，激起主動蒐集職場、產業相關訊息的行

動力。 

 

表 6-1、99-103學年度音樂系職涯講座一覽表 

時間 講員 生涯發展活動主題 

參加人

數 

99.11.25 杜雪芬 音樂教育面對未來文化產業之衝擊與反思 40-50 

99.12.02 系友周明宇 Center‧Center 給你一個 special 40-50 

100.03.24 系友洪婉芳 音樂治療演講 50-60 

100.04.25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企業參訪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樂團排練及音樂文

化園區 
90 

101.04.25 系友葉娜心 順勢而為，逆勢成長-人生不設限，樂趣無邊界 32 

101.05.30 

龍男．以撒克．凡亞

思 (紀錄片導演) 

紀錄夢想-電影．音樂．劇「很久沒敬我了你」 — 

跨界紀實《很久》紀綠片放映 
83 

102.01.03 系友石易巧 勇敢逐夢 40-50 

102.05.10 系友吳怡姿、陳俐安 如何搶到鐵飯碗---漫談教師甄 38 

102.06.05 台南奇美博物館 企業參訪【奇美博物館-世界名琴鑑賞】 46 

103.05.05 

台北山水音樂教室

負責人劉慧真 
音樂教室經營之道 40 

103.11.6 系友梁華蓁 探索特質、尋找出路 36 

104.05.04 昝懿珍 職涯適性測驗與分析 30 

104.05.18 徐黛屏  履歷自傳講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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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1. 持續關懷畢業系友 

    本系所重視畢業生之生涯發展，學生辦理離校前皆需填寫「音樂系所應屆畢業生問卷調

查」，每年持續實施五年內畢業系友之電話訪查，關懷系友近況、更新通訊資料、紀錄最新工

作項目與學習變動，由此建立系友資料庫。 

 

    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亦要求畢業生離校時需填寫問卷，並對畢業一年後的校友動

態進行流向調查。目前已有自 99-102學年度資料，可隨時上網申請調閱。就業輔導暨校友聯

絡室與本系的調查活動雖有重疊，但問卷內容稍有差異，二種問卷皆是本系所改進的珍貴資

料。 

 

 根據 104年最新調查，本系所 99-103學年應屆畢業生升學與就業狀況的統計顯示，學士

班畢業生多數選擇進入國內外音樂領域研究所，追求更精進的學問與演奏實力。部分修習教

育學程的畢業生選擇於國、高中任教，其他畢業生則服務於音樂教室或從事非音樂領域之工

作。 

 

表 6-2、104年調查本系 99-103年學士班畢業生升學與就業狀況統計表 

畢業學年度 99 100 101 102 103 總計 

畢業人數 21 41 32 34 22 150 

擔任正式教師 0 1 0 0 0 1 

擔任兼任或代課教師 5 1 4 0 0 10 

國內研究所進修 2 12 11 14 8 47 

國外研究所進修 4 9 4 7 2 26 

音樂家教 3 12 5 2 6 28 

準備考試(研究所、國考等) 2 0 2 3 0 7 

教育學程實習 0 0 0 2 2 4 

服役 0 0 0 3 2 5 

非音樂相關領域 2 3 1 0 2 8 

其他 3 3 5 3 0 14 

 

 由 104年訪談的最新資料顯示，學士班系友就業比例逐年提高，顯示系友們在畢業多年

後，都能順利進入職場貢獻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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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71% 

繼續就學 就業 

58% 21% 

18% 

3% 

繼續就學 就業 服兵役 其他 

49% 
51% 

繼續就學 就業 

45% 

29% 

23% 

3% 

繼續就學 就業 服兵役 教育學程實習 

53% 

47% 

繼續就學 就業 

59% 23% 

12% 

6% 

繼續就學 就業 服兵役 其他 

表 6-3、99-103學年音樂系學士班畢業生動向調查 

學年度 第一階段調查（離校前） 第二階段調查（104年聯絡） 

99 學年

畢業生

（21人） 

  

100學年

畢業生

（41人） 

  

101學年

畢業生

（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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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23% 

6% 3% 

繼續就學 就業 服兵役 教育學程實習 

65% 

26% 

6% 3% 

繼續就學 就業 服兵役 教育學程實習 

學年度 第一階段調查（離校前） 第二階段調查（104年聯絡） 

102學年

畢業生

（34人） 

  

103學年

畢業生 

(22人) 

 

 

 

 

 

 本系 100-103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多數直接投入職場，部分為繼續深造與教師實習、

擔任職業鋼琴合作、樂團分部老師、樂團指揮、合唱團聲樂指導，或開設個人工作室。根據

統計資料，近二年碩士班畢業生繼續深造比例提高，出國進入博士班研讀或修習專業演奏文

憑；另外教師實習亦維持相當的比例。整體而言本所畢業生在各領域皆能發揮所長。近年國、

高中教師甄試錄取率下降，且教師甄試競爭激烈，本所 99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有二位系友於畢

業當年即考上專任教職，實屬難得。 

 

表 6-4、100-103年碩士班畢業生升學與就業狀況統計表 

畢業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總計 

畢業人數 21 19 13 7 60 

擔任正式教師 5 0 0 0 5 

擔任兼任、代課教師 6 3 4 1 14 

繼續升學 1 3 2 1 7 

53% 

26% 

10% 
11% 

繼續就學 就業 兵役 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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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室、個人工作室 5 9 4 3 21 

樂團、合唱團 4 2 3 1 10 

教育學程實習 0 0 0 0 0 

非音樂領域 0 2 0 1 3 

 

2. 系友會展現活力 

    本系所自 1997年成立東海音樂系系友會，並訂定系友會組織章程、系友會組織架構圖，

建立臉書社群網站等。現任系友會會長謝采芝戮力辦理聯誼活動，與音樂系辦公室保持密切

聯繫，共同追蹤調查系友動向，隨時更新畢業生資料，建立完善的系友聯絡資訊網。 

 

 本系系友黃蕙美於大陸湖北武漢創辦「聲音藝術學校」及民辦中小學，擬招聘各種不同

器樂教師，除提供畢業學生就業管道外，並擬與湖北音樂院、湖北職業音樂藝術學院等洽談

合作事宜，期待藉由引導及互動，為畢業生開啟另一扇窗。 

 

 

6-2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1. 學生自評機制：應屆畢業生離校前所填寫之問卷，內容除了就學、就業計畫外，並對整

體學習成效及系所教育目標之認同度予以調查，並請畢業生對系所課程、教學、為學生

提供的服務等提出建議。本系課程規劃配和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校級、院級的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力設計學習評量方法，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展。 

 

2. 教師評估機制：音樂系學生的核心能力涵蓋演奏、演唱、音樂研究、音樂教學、團隊合

作、及多元應用等能力，以技能性的能力居多，因此學習評量方式多採取多元評量的方

式，除了紙筆測驗、書面報告之評量方式外，另還有主副修的技巧考、鑑定考、分組音

樂會、術科期末考、音樂會演出表現…等方式進行評量學士、碩士畢業生於舉行畢業音

樂會之前都必須再經過術科鑑定考試，亦即畢業音樂會的資格審核，鑑定委員除了學生

自己的主修老師之外，所有該組專任教師也必須出席擔任委員，若委員不足三位，會再

邀請相關領域專兼任教師出席擔任，考試通過後二週才能舉行畢業音樂會，也方能完成

學業，藉此完整的評估畢業生在學時專業領域的學習成效。 

 

3. 未達標準學生補救教學機制：本系的學習輔導機制包含有暑修、變更輔導機制、教資生、

外校課程、跨校修學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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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 業雇主對

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情行為何? 

 

1. 本系學生自評問卷調查 

 為確保畢業生具備音樂系所之核心能力，本系配合學校於每個學期末，要求學生上網對

修習的每一門科目填寫「教學意見反映問卷調查」。此問卷第一部分即為「學生學習自評」，

其檢視項目包括： 

(1) 這門課我的出席率。 

(2) 我每週課後用於這門課的自修時數。 

(3) 我了解這門課的課程目標與所要培養的核心能力。 

(4) 修完這門課後，我的核心能力有所提升。 

 此問卷結果，反映學生對於課程的投入、核心能力以及認同度，並做為教師在課程規劃

設計、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等修正之依據，以有效提升學生在專業上之核心能力。 

 

2. 畢業生學習成效調查 

 本系畢業生所作之「音樂系所應屆畢業生問卷調查」中，以下列問題作為學生在校學習

之整體成效滿意度調查： 

(1) 系上所學之專業知識對於目前就業或繼續就學的幫助。 

(2) 運用系上所學專業知識與技能，在就業或就學的自我滿意度。 

(3) 系上所學之專業知識與技能，與同儕或同事競爭力的滿意度。 

(4) 對系所的滿意度。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本系碩士班與學士班之畢業生對於所學之專業知識在就業與繼續就

學上的幫助、支持，給予肯定與滿意的態度。至於學生的專業能力，在與同儕、同事之間的

競爭力，稍有不滿意之反應，提供了本系具體的警醒訊息，未來在教學發展上除了強化專業

學習外，也要注意其他音樂系的特色發展，知己知彼，才能提升學生的就業與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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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50% 

4% 0% 0% 

極有幫助 有幫助 無意見 

無幫助 毫無幫助 

31% 

67% 

2% 0%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16% 

80% 

3% 1%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表 6-5、100-103學年學士班暨碩士班畢業生對於系所滿意度調查 

1. 系上所學之專業知識對於目前就業或繼續就學的幫助為何？ 

學士班 碩士班 

 

 

2. 運用系上所學專業知識與技能，在就業或就學的自我表現滿意度為何？ 

學士班 碩士班 

  

3. 系上所學之專業知識與技能，與同儕或同事競爭力的滿意度如何？ 

學士班 碩士班 

  

30% 

60% 

10% 
0% 

0% 

極有幫助 有幫助 無意見 

無幫助 毫無幫助 

29% 

71% 

0% 0%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4, 20% 

90, 76% 

4, 3% 1, 1%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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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63% 

1% 1%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5% 

75% 

0% 

0%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4. 對系所的滿意度如何？ 

學士班 碩士班 

 

 

 

3. 音樂系之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 

 本系為了解畢業生學習成效及畢業後就職的表現，辦理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追蹤

畢業生的就業表現。103-104 年之雇主滿意度調查，對象為 97-101 學年度大學畢業生及

98-101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生之就業狀況，調查人數共計 44 人（學士班 17 人、碩士班 27

人），回收 22人（學士班 6人、碩士班 16人）。檢視項目包括： 

(1) 具備的專業知識符合工作需求。 

(2) 工作效率與工作態度。 

(3) 具有表達與溝通能力。 

(4) 參與學習的意願或注重自身的進修計畫。 

(5) 抗壓能力。 

(6) 團隊精神與同事相處融洽程度。 

(7) 對於此名員工綜合表現之滿意度。 

 

 整體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本系畢業生從事音樂相關領域的工作表現，在專業知識

及技能上都能發揮所學；與同儕間之溝通、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均受到肯定；面對挑戰

時的抗壓能力以對自我提升的學習，也得到雇主的欣賞與認同。根據雇主反應，少數從事非

音樂領域之畢業生，其敬業的精神亦獲得雇主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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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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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8 

10 

12 

14 

16 

18 

1 2 3 4 5 6 7 

18 

16 

13 

15 

13 

15 
16 

4 

6 

9 

7 

9 

7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表 6-6、雇主滿意度調查統計表 

 

 

 

 

特色 

 

1. 畢業生奉獻國內外音樂教育圈，桃李無數 

    本系歷屆畢業生約有六十餘人已獲得博士學位，在國內、外各大學院校音樂系及通識教

育領域等擔任專任教職者，計有五十餘人，擔任兼任教師者不勝枚舉。 

 

2. 畢業生在表演藝術舞台上發光發熱，爭取榮譽 

本系所聲樂組畢業生人才輩出，除多人獲得聲樂比賽大獎外，目前皆活躍於國內、外音

樂舞台，獲邀參加歌劇等大型演出，在如此競爭的音樂環境下實屬難得。本系所器樂組畢業

生在國內各大樂團擔任團員，包括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台北

市立交響樂團、高雄市立交響樂、長榮交響樂團、國防部示範樂隊等。台灣現代樂曲創作方

面，系友許雅民、陳玫君等人的創作樂曲數量與所獲獎項都很可觀。 

 

3. 畢業生融合所學於社會服務，展現大愛 

    系友傅上珍與梁華蓁，分別擔任北部與南部地區「罕見疾病天籟合唱團」指導教師，十

二年來風雨無阻每週六為罕見疾病病友指導聲樂及合唱，並舉辦多次全省巡迴演出，其愛心

深受病友們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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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困難 

 

1. 前述各項數據皆顯示系友在職場的專業實力以及人際關係，皆獲得雇主極高的滿意度，

在各領域的表現也十分傑出，可為後輩之表率，因此本系邀請系友做職涯專題演講，分

享求職與工作經驗。然系所雖大力宣傳職涯規劃活動，學生的參與度與積極性仍不足，

十分可惜。 

 

2. 少數學生對畢業後的就業方向缺乏想法與目標，就學態度不夠積極，導致學習成效不佳，

未能於四年內順利畢業，對於就業更無理想可言。 

 

 

 

改善策略 

 

1. 強化建置線上學生學習履歷(e-portfolio)，推動並鼓勵學生使用該系統，包括社團活動、

學術研討、工讀經驗、校內外音樂參賽得獎紀錄等歷程紀錄成果，藉此讓導師能掌握學

生學習狀況，協助學生了解其個人特色，引導學生發揮其長處，成為進入職場的有效準

備。 

 

2. 本系於第一週期評鑑後，在課程上已做適度的調整，幫助學生在音樂專業外，能多元的

學習。當今社會迅速變遷、科技驚人發展、藝術表演型態不斷創新，對本系所傳統式音

樂教育與畢業生就業造成或多或少的壓力，因此課程內容的調整，仍是今後努力的方向。 

 

 

結論 

 

 本系歷屆系友在藝術表演舞台、各級學校音樂教育及音樂基礎教學等職場表現優異，其

專業實力與敬業精神，亦獲得雇主高度的肯定，為本系建立良好口碑，證明本系教學給予學

生紮實的根基及充足的專業能力。 

 

 為因應職場競爭，本系致力於強化學生就業準備，定期舉辦職涯講座，學生皆有豐富的

收穫。今後本系將持續邀請系友及業界精英，提供與職場接軌的寶貴經驗。此外，建置畢業

生生涯發展追蹤系統，並與職涯規劃結合，亦是本系欲落實的目標。 

 

 為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符合學術及就業市場的需求，將持續追蹤在校生與畢業生學習成

效及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作為課程及教學調整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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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整體改善 

 

現況描述 
 

本系成立於民國 60 年，民國 81 年成立研究所碩士班，具有匯聚人才、承接並開創音樂

文化之深意。並為配合政府之大學推廣教育政策，平衡地區學術發展。創系一甲子以來，造

就無數優秀學者及社會人材，散見國內外大學、研究機構、文化工作崗位，在中臺灣以具文

化素養、學風樸實濃厚見稱。 

 

本系之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能力以學士班而言，為：具備演奏（唱）及創作之基礎能力；

具備對音樂研究之能力；具備音樂教學之能力；具備團隊合作之能力；具備多元應用之能力。

近年來，為因應臺灣社會發展及高等教育形態之變遷，本系積極規劃多元發展方向，如：在

學術發展方面，視學術界與社會的需要，加強博雅學習之比重，以中國文學的基礎學術研究、

古今作家研究、文類研究與文學批評為發展之重點，鼓勵老師在學術研究上爭取更好的成績，

積極推動兩岸及國際學術交流。在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方面，積極延攬國內外優秀人才，強

化師資陣容，鼓勵老師精進教學，與學生建立良好互動網絡。除此之外，本系開設先修班，

為社會大眾提供更為廣闊的學習途徑，並嘗試與社區合作，加強文化推廣的工作以回饋社會。 

 

 

 

7-1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本系行政人員包含系主任、行政專員一名及約聘人員兩名外，各專任教師亦分配財產管

理及琴房管理。由音樂系主任綜理行政系務，並帶領專員、約聘助教們分工合作各司其職，

運作良好。行政人員與專兼任教師們及學生群體互動密切，隨時反應需求。【詳見附件 7-1、

專任教師財產分配表及附件 7-2、音樂系助教工作職掌表】 

 

 本系各項會議皆有其組織章程，使各項公共議題能透過系務會議、系教評會議、系課程

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學生系大會等管道，經教師與學生代表、校友代表、業界代表充分

討論、溝通後，改善並制定相關規定。與師生相關之新規定，皆於決議後立即公告於系上佈

告欄、系網站及臉書社群網站。【詳見附件 7-3、音樂系各會議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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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音樂系行政組織圖 

 

 
 

 

 

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

何？  

 

根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委員給予之改善建議，本系持續檢討並落實改善，執行情形說明

如下： 

項目 訪評意見及改善建議 執行改善情形 

一 

目標、特色 

1. 建議整合「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專業基本

能力」，建置學生的

t-Profolio，使能從自己的學

習歷程網路資料中，得知自

己的學習成果、生涯、職涯

規劃，充分發揮關聯矩陣圖

「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專業基本能

力」，建置學生的數位學習歷程檔案

(t-Profolio)；經學校資料庫顯示自 102 學年度

起，已有大學部一年級 4 人，大學部二年級 9

人、三年級 20 人、四年級 26 人，研究所一年

級 7 人，二年級 3 人、三年級 7 人、四年級 2

人，共 78 人已上網建置學習檔案。「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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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評意見及改善建議 執行改善情形 

之效能。 標」、「核心能力」已於 103 年 6 月 2 日修訂，

6 月 24 日建構完成。 

2.宜有分別之課程學習架構

圖（學習地圖），並與就

業職能類別相結合，使學

生能一目了然其學習成

果，以便規劃就業或繼續

升學之學習方向。 

東海大學課程學習架構圖已經建立於教務處

課程地圖網站：http://coursemap.thu.edu.tw/ 。 

系所課程地圖如：表 2-1、大學部之課程地圖 

表 2-2、研究所之課程地圖 

 3. 針對 96 年邀請外界專

業同儕進行之自我評鑑，

宜有回饋改善的機制及有

效管考檢核，進而提出改

進計畫，不斷進行自我改

善，並在自我評鑑報告

中，呈現追蹤改善情形，

以提高教育品質。 

針對 98 年邀請外界專業同儕進行之自我評

鑑，本案已於 98 年 4 月 8 日完成具體改進計

畫。 

 4. 宜加強課程大綱之明確內

容，增加學生對課程之認

知，以避免選錯課程之現象

發生。 

本系遵循東海大學各系所評鑑機制，以學期為

單位，定期實施期中學習意見調查與期末教學

評量，由修課學生依任課老師之專業能力、教

學態度、課程內容、執行效率及師生互動的狀

況作出評量，供各任課教師做修正的參考建

議，系主任與系教評委員會也將依此評量結果

開會研議，邀請評量結果欠佳之任課老師與會

說明，充分了解該課程授課狀況，主動與該任

課老師溝通並商討改善現況的具體對策，以確

保學生學習權益、提升教學品質。期中學習意

見調查由 96 學年度開始於本校教學平台實施

至今；期末教學評量則自 98 學年度起使用創

藝學院所訂定之問卷至今。 

 5. 宜針對教育目標擬定短中

長期計畫、各學年度重點工

作，並提出每學期工作成果

報告，逐年朝目標前進，以

確保教育目標之達成。 

已於 99 年 8 月 1 日向創藝學院提出音樂系

100-104 學年度系務發展計畫，內容包括：現

況簡述、發展目標與標竿對象、策略規劃、整

體規劃與行動方案、時程規劃、預算需求與預

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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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評意見及改善建議 執行改善情形 

 6. 建議碩士班之教育目標

與學士班教育目標有所區

隔，以劃分屬性層次之不

同。 

「教育目標」已於 103 年 6 月 6 日修訂，碩士

班之教育目標與學士班教育目標有所區隔，已

劃分屬性層次之不同。 

 7.宜適度降低必修學分所占

比例，讓學生可依其興趣多

選修課程。 

碩士班畢業製作由 6 學分改為 4 學分，並增加

專題選修課程。 

100 下專題：表演藝術傷害探討，101 下專題：

亞歷山大技巧，102 下專題：古典、浪漫器樂

中的即興演奏，103 下專題：音樂與文學，103

上世界音樂與文化變遷，103 上鋼琴演奏風格

詮釋概念。 

二 

課程設計與

教師教學 

1.建議降低必修課程所占學

分，提高選修學分比重，

以符合「培養多元文化素

養」的教育目標。 

和聲學（一）已由 3-3 學分數為 2-2 學分，於

99 學年度執行。 

碩士班畢業製作由 6 學分改為 4 學分。 

取消大學部「歌劇作品詮釋」2 學分擬由各組

教師每學期輪流開設碩士班「專題」課程。 

97-98 學年度以「培養多元文化素養」的教育

目標開設「台灣音樂概論」、「舞台藝術」、「歌

唱的藝術」、「音樂美學」、「管絃樂團曲目片

段」、「絃樂合奏」等選修課程，並將於課程委

員會檢討開課規劃。 

曾於 100學年度與角頭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學合作開設選修課程「流行音樂專輯製作與

行銷」。 

2.教師授課之課程大綱宜有

統一格式，並確實與課程內

容相符，以利學生修習。 

教師授課之課程大綱依據統一格式，並確實與

課程內容相符，以利學生修習。 

3.畢業後之生涯規劃，宜訂定

技巧考試之相關補救策略。 

技巧考為本系各主修項目（聲樂、作曲、指揮、

電子鍵盤除外）演奏之基本進度要求，為使學

生程度日後能符合職場需要，所有師資亦負責

在修業年限內讓學生達到相當演奏水準。師生

若有異議，亦可採取考試錄音並另聘專家予以

鑑定，確保學生獲得最佳教育品質。且技巧考

本身僅 2-3 年，亦可跳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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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評意見及改善建議 執行改善情形 

4.宜適度調整合奏(唱)課程

之必修學分數。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合唱實習，合奏：管絃樂實

習，合奏：管樂實習，擊樂合奏實習。已於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全數刪除。 

5.課程設計欠缺本土及世界

音樂的瞭解，建議加強「台

灣音樂史」或「世界音樂概

論」相關課程。 

【學士班新開課程】 

大學部：99 下「台灣音樂概論」，100 上「開

心音樂教室-流行音樂專輯製作與行銷」，102

下「世界音樂」。  

碩士班：99 下專題：「亞歷山大技巧」、「表演

藝術傷害探討」、「古典浪漫器樂中的即興演

奏」、「世界音樂與文化變遷」等。 

三 

學生學習與

學生事務 

1. 宜落實學士班之選修課

程，並增設碩士班之選

修課程，使學生可依不

同興趣發展，對未來就

業做準。 

本系將逐步調整必修課程所占之學分數，提高

選修學分的比重，以符合「培養多元文化素養」

的教育目標。目前已調整的必修學分數如下，

並已於 99 學年度執行： 

1. 碩士班畢業製作由 6 學分改為 4 學分。 

2. 調整合奏﹝唱﹞課程之必修學分數，並補增

選修實習學分。 

3. 調整和聲學（一）由 3-3 學分數為 2-2 學分。 

4. 將取消大學部「歌劇作品詮釋」2 學分，擬

由各組教師每學期輪流開設碩士班「專題」課

程。 

5. 本系通過新開「音樂教育行政」、「表演藝術

行政」、「音響學」、「表演課程(肢體開發)」等

選修課程，師資對外延聘中。 

6. 99-103 學年度選修課程開課狀況，詳見表

2-3、99-103 學年度新增選修課程一覽表。 

7.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正師資職前教育中等

學校音樂科專門課程，送教育部審查通過。99

學年度第 1學期新增師資職前教育高級中學藝

術生活科音樂應用藝術專門課程，送教育部審

查通過。 

8. 100 學年度與角頭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產

學合作開設選修課程「流行音樂專輯製作與行

銷」，目的在培養學生專業能力外並具備音樂

基本素養與實務能力能與市場接軌，並培養領



94 

 

項目 訪評意見及改善建議 執行改善情形 

導、溝通、協調與終生學習之能力，使學生在

多元文化在就業管道上具備良好人際關係。 

9. 99 學年度學校完成全校課程地圖，提供產業

實務之未來規劃，有助於提升學生修課方向的

指引，提前規劃自己未來就業能力；並且於授

課大綱加入課程內涵與就業力對應表，以利學

生選課參考。 

2. 宜積極爭取於新系館增

設大教室及中型室內樂

教室，以符教學所需。 

本系新系館現有教學空間使用迄今已 6 年，因

招生人數增加（包括僑生、陸生、外籍生及交

換生），原有教室、琴房已達飽和且有不足之

虞。幸尚有芳華廳可提供實習課、音樂會、音

樂劇排練及全校通識教育博雅課程大班授課。 

四 

研究與 

專業表現 

1.宜儘速聘請音樂學領域教

師以利教學與學術發展 

本系自創系以來，以音樂學術及相關知識之基

礎教育為重點科目，並積極延聘音樂史學領域

專任教職教師。由於董事會於 98 學年度第二

學期進行人事預算刪減，導致原本為音樂學領

域教師預留之專任職缺遭刪除。在現狀的限制

之下，本系仍多方延聘優良兼任師資以提供學

生選修多元之音樂學相關課程，並以本系全方

位發展之迫切性持續向校方提出此專任教職

的請求。102 學年，音樂學博士李奉書已通過

系\院\校教評會三級三審，已獲聘為本系專任

助理教授。 

 

 2. 宜加強教師在學術期刊論

文發表之能量 

東海大學在過去五年來以學術獎勵的方式鼓

勵各領域的專業教師在學術論文的寫作與發

表。【東海大學音樂系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

審查細則】 

本系也從 97 學年度開始與一年一度的國際夏

令營合併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一方面鼓勵系

內老師們從事學術研究，發表專文；一方面加

強本系與相關科系之學術交流。至今已進入第

四年，成果豐碩，本系於 100 年 3 月 26 日辦

理音樂教育相關領域之研討會，為本系教師再

增添一學術研究與成果發表之平台。期望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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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評意見及改善建議 執行改善情形 

高學術研究風氣，並大量增加本系教師之專業

研究在專業刊物上的能見度。 

 3. 宜加強國科會相關專案補

助之申請，包括整合型計畫 

除上述所提對於發表專業學術研究的鼓勵方

案之外，積極申請國科會相關專案補助以至於

參與其整合型計畫也是本系籌畫學術研究發

展平台的延伸。 
計畫將邀請國科會專案計畫、整合型計畫審查

委員，或申請補助案件成果優異的校外音樂教

師，蒞系演講座談、分享經驗。另外，102 學

年度起，本系郭宗愷教授承接科技部「中臺灣

銀色健康照護及療癒社區發展研究計畫，子計

畫五：音樂美感經驗與律動藝術體操對銀髮族

心理環境健康提升」 

 4. 為落實該系特色『學術與

展演發展』，建議儘速訂定學

報徵稿，審查及出版辦法之

相關規定 

本校創藝學院（包含本系）已於 98 學年度第

二學期開始籌劃創藝學報事宜。本系陳敏華老

師及陳蕙芬老師已被延聘為「學報企劃小組」

成員，100 年 1 月 4 日舉辦「玩．弄創藝 --「實

虛整合之創新原型」學術研討會」。 

 5.對於『論文』之格式與內涵

建議再明確規劃 

關於碩士班畢業製作之論文格式與內涵的相

關規定，已委託本系因樂教育及因樂學的教師

們共同商討，研擬出清楚且適切的規範，以提

高論文寫作的品質。已於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

將此辦法修訂完成。（詳見附件 7-5、畢業製作

修習須知及畢業製作規定 申請作業流程） 

五 

畢業生 

表現 

1. 宜加強系友聯繫管道，隨

時更新資料，介紹系所活

動，落實有效的雙向溝

通。  

每年定期更新系友資料，自 99 下學期起，已由

系友陳玫君（國內）、莊德龄（國外）建置臉書

網路與系友聯繫，反應熱絡，效果良好。本系

網頁亦隨時公告系所最新活動內容，系友可隨

時上網搜尋或提供意見，有效落實雙向溝通。 

現任會長: 謝采芝 

2. 考量社會環境的變遷，除

音樂演奏(唱)外，建議發

展其他相關領域之輔助

能力，以因應未來職場的

需要。 

本系自 99 學期起，每學期邀請 1-2 位畢業系

友、產業界或學界人士，針對市場分析，提出

發展其他相關領域的可能性。至 103 學年度已

舉辦約十場職涯講座，包括適性及履歷自傳講

座，另舉辦企業參訪，提供學生就業前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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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訪評意見及改善建議 執行改善情形 

訊息與準備。 

 

3. 宜儘早架構新網頁，與該

校就業輔導單位合作，以

確實掌握系友發展情況。

102 強化系網英文內容。 

本校就業輔導室暨校友聯絡室為服務全球校

友，且快速更新校友資料，瞭解校友就業等狀

況，將原「校友聯絡系統」及「畢業生問卷系

統」整合，建立「全球東海人資訊系統」，提

供校友資料更新及校友問卷調查。校友可至東

海網站→行政系統→就業輔導室暨校友聯絡

室→全球東海人資訊系統。若系友能隨時更正

或告知近況，本系即可透過就輔室掌握系友發

展情況。 

 

4. 宜針對雇主滿意度調查

之結果，訂定改善策略，

作為品質持續改善之依

據。 

本系自 99-102 學年度，針對每年應屆畢業學生

做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對在校學習之滿意度及

對系所教育目標之認同度，並計劃針對五年內

畢業系友做雇主滿意度調查，將結果提交系務

會議討論，作為品質持續改善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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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東海大學音樂系創系至今４４年，無論在目標、特色、師資、學生、課程、學生學習活

動、人事制度各方面，均透過組織運作，以民主化方式並遵照國家、學校、學院政策，不斷

更新，產生出本系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之明確內容，在專業及全人教育兼備的架構上，

設計課程內容，鼓勵學生與教師在共同的理想上齊步向前。 

 

    本系課程設計的理念為演奏能力與學術研究雙向並重，培養音樂演奏演唱、創作、教學

與研究之專業人才，冀使本系畢業生均能順利的繼續深造或就業。課程內容豐富多元，以追

求專業領域之精進為目標，加強學生專業能力，更提供了與未來職場接軌的實務訓練。 

 

 

 

問題與困難 
 

    近年來出生人口急速降低，大學入學比例大幅攀升，學生素質明顯落差，成績不及格比

率上升，加上私立大學之學雜費無法與國立大學一致，造成學生和家長壓力，影響學生就讀

意願，且政府編列補助公立學校的經費不均，相對擠壓了私立學校的發展空間。 

 

    學校刪減各系所每年編列之預算，造成本系鋼琴、大型樂器、擊樂…等多項樂器，雖已

超過使用年限，但因經費不足無法更新，只能利用維修費做有限的保養，嚴重影響本系設備

汰舊更新。另外維護樂器必備的冷氣與除濕機，每月電費所費不貲，因業務費不足，亦需自

維修費或實習費餘額中勉強申請流用支出。另外，樂團採購或租借原版樂譜，在不足之經費

下，影響樂團排定演出曲目的空間與發展。 

 

 

 

改善策略 
 

1. 爭取補助經費 

加強本系所原有各方面的優勢，並繼續提升辦學目標，發展成為東海具特色的重點系所，

以爭取更多的經費補助。鼓勵教師進修及升等，提升教學品質，穩固卓越教學之特色。需加強

督促學生保養、愛惜各項樂器，減少儀器設備維修費支出，並向校方提出計畫，逐年汰換老舊

樂器及添購原版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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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推動國際交流 

    吸引國外優秀青年學子就讀，定期舉辦教師音樂會及師生聯合展演，供專兼任老師展現

專業領域研究之成果，積極邀請國內外菁英舉辦講座、大師班及演奏會，並定期辦理國際學

術研討會及配合之音樂會，提供系所師生觀摩學習及學術交流的機會。推動與國外大學交流，

如邀請美國 Millikin、Trinity 大學音樂系教授及學生前來互相觀摩學習，提供在校、畢業生

及國內音樂和社會人士國際教育的進修管道。 

 

3. 加強產學合作 

持續加強與文化部、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國立彰化美學館、台灣工業銀行、上海商業銀

行、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中華民國古典騎士音樂協會、愛樂合唱團、功學社音樂教室、河

合音樂教室、台中市文化局及各縣市文化中心、各縣市交響樂團、打擊樂團之產學合作，規

劃學子未來職涯發展路線。爭取商業界贊助，配合飯店與業者舉辦音樂會表演活動，提昇附

近餐飲業及觀光業的景氣，並由系學會設計製作 T 恤及紀念商品，促進社區文化創意產業繁

榮。 

 

4. 基礎音樂教育向下扎根 

本系本著走入社區推廣文化教育的宗旨，開辦「音樂先修班」，使大台中地區的青少年，

早期即接受深度與廣度的西洋古典音樂教育，更希望藉由「音樂先修班」，整合中部地區音樂

資源，培育有才華的音樂菁英。除教授音樂系課程外，並於全校之通識課程，教授音樂賞析

及音樂美學課程。 

 

5. 啟動職涯輔導機制 

    為因應職場競爭，本系致力於強化學生就業準備，定期舉辦職涯講座，學生皆有豐富的

收穫。今後將持續邀請系友及業界精英，提供與職場接軌的寶貴經驗。此外建置畢業生生涯

發展追蹤系統，並與職涯規劃結合，亦是本系落實的目標。 

 

 

結論 
本系招收學生雖非全國錄取分數最高之族群，但由於大學本身體制健全，理想崇高，系

上優秀教師們努力付出，設計完善的課程內容與評量標準，提供資源鼓勵學生上台演出，幫

助學生發揮最大潛能。行政的運行配合教學系統，確保資源有效分配利用，維護新系館空間

設備與整體安全，致力於幫助學生、教師、校方、家長、社會以及國內外學校與音樂家做縱

向及橫向之聯結，共同為音樂系整體之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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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八、與他校同質性分析(SWOT)分析 

 

 

他校同質系所發展特色比較表 

學校名稱 發展特色 

東海大學 

音樂學系 

以「求真、篤信、力行」為校訓，創造出自由而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環境。

以專業宏通的精神，培養出演奏（唱）、創作、教學等全方位優質音樂人

才。「德、智、體、群、美、事、情」皆不偏廢的全人教育，更為所有教

職員共同追求的理想。除傳授音樂專業及通識課程外，積極配合學校所提

倡之各項策略，如「博雅教育」、「勞作教育」、「學生自治」、「民主」、「生

命與人格」等人文素養之養成，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養成品學兼優、身心

健康之東海人。 

台中教育大學 

音樂學系 

中部地區唯一設置音樂學系之國立大學，與地方政府機關有較多互動，能

實踐社會責任。位居臺中市區，周邊有國美館、文化中心、科博館等文教

設施，辦理音樂藝術展演與國內外團體交流合作具優勢。擁有獨立系館，

學習環境單純、教室使用自主性高。積極推動國際化，本系配合學校雁行

策略，學生能與國外姐妹校交流展演，強化學生國際視野。 

輔仁大學 

音樂學系 

華人地區唯一教廷認可天主教大學，自 94學年度起，本校為教育部教學卓

越大學，傳承天主教精神，加強音樂史與音樂理論的訓練，綜合大學，可

運用學校資源結合跨領域，.擁有完整學制之私立學校（學士、碩士、博士），

教師教學認真、踏實、穩定，並提攜學生演出機會，設備新穎，每間琴房

皆為平台鋼琴，維護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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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SWOT 分析表 

強點 

(Strengths) 

1. 本校為中部地區培育音樂人才的重要搖籃，亦為中部地區唯一設置音樂

學系之國立大學，與地方政府機關有較多互動，能實踐社會責任。 

2. 本系位居臺中市區，周邊有國美館、文化中心、科博館等文教設施，辦

理音樂藝術展演與國內外團體交流合作具優勢。 

3. 本系專兼任教師皆為國內外優秀的音樂專業領域之碩、博士，專業背景

符合課程需求。 

4. 在本校精緻校園內，本系仍擁有獨立系館，學習環境單純、教室使用自

主性高。 

5. 本校近年積極推動國際化，本系配合學校雁行策略，學生能與國外姐妹

校交流展演，強化本系學生國際視野。 

弱點  

(Weaknesses) 

1. 社會大眾或家長對本校仍停留在以師資培育發展主軸之傳統印象。 

2. 本系轉型至今僅五年多，與友校相較，相對資淺；在專業形象與知名度

的提升，仍有拓展空間。 

3. 本系因主修樂器較多，在學校統一開課的標準下，學生選課人數將影響

開課。 

4. 因應全校員額編制，各系系辦皆為一人；但本系除一般行政及教學業務

外，音樂會及各項相關活動頻繁，行政人員負荷較重。 

5. 學校固定核撥之經費僅能供給各系基本行政及教學運作所需。 

機會 

(Opportunities) 

1. 本系教師專長涵蓋各專業領域，且具演奏及教學經驗；學生可申請主修

志願教師，能提高學習動力。 

2. 本校優良的導師制度，能適時在課業及生活上輔導學生，與學生互動良

好。 

3. 本系學生升學研究所人數逐年增加；學生參加各項音樂競賽亦屢獲佳

績。 

4. 本系在98 及100 學年度新生報到率皆達100%，辦學績效能獲社會大眾

所肯定。 

5. 本系積極爭取各項補助，舉凡教育部計畫、產官學合作、校內經費補助

等，能充實系上教學設備及舉辦各項活動。 

威脅 

(Threats) 

1. 師培生畢業出路減少，系所轉型發展勢在必行，唯教育並非一蹴可及，

仍待時間考驗。 

2. 系館教學設備及樂器較為昂貴，在頻繁的使用率下，無法單靠行政人力

維護。 

3. 本校校地狹小，政府經費不足，發展受限，亟需爭取更多支援及經費。 

4. 時代變革快速，學生由專重教師甄詴轉變為多元就業準備，仍待調適因

應業界所需之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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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仁大學音樂系 SWOT分析表： 

強點 

(Strengths) 

1. 華人地區唯一教廷認可天主教大學。 

2. 自 94 學年度起，本校為教育部教學卓越大學。 

3. 傳承天主教精神，加強音樂史與音樂理論的訓練。 

4. 綜合大學，可運用學校資源結合跨領域。 

5. 為全國唯一擁有完整學制之私立學校（學士、碩士、博士）。 

6. 系上師生共融凝聚力強、認同度高。 

7. 教師教學認真、踏實、穩定，並提攜學生演出機會。 

8. 設備新穎，每間琴房皆為平台鋼琴，維護良好。 

弱點  

(Weaknesses) 

1. 因屬私立學校，學雜費相對高於國立大學。 

2. 師生比雖符合教育部規定，但相較於其他學校稍嫌過高。 

3. 缺乏正式專屬音樂廳，無法吸引知名音樂家至學校演出。 

機會 

(Opportunities) 

1. 捷運開通，占有地理上的優勢。 

2. 開設多門應用領域課程，增加學生就業能力及市場競爭力。 

3. 近年來，積極爭取學生出國交流機會，擴展國際視野。 

4. 學生演出表演活動，力求完美，屢獲好評。 

威脅 

(Threats) 

 

 

 

 

 

 

3. 東海大學音樂系 SWOT分析表： 

教學方面（教學資源、師資、課程、….） 

強點 

(Strengths) 

1. 東海傳統優良校風所建構的優勢，讓本校成為中部地區學術領域及教育

學制最完整，體質健全的綜合大學。校地面積廣大、環境優美。 

2. 師資結構優良，具有高度的專業素養；數位教學平台提供師生教學溝通

管道；教師熱誠進取有創意，彼此充分協調合作。 

3. 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檢討教學評鑑及修正課程內容，促進教學品質及成

效。 

弱點  

(Weaknesses) 

1. 國家資源分配不均，私立大學經費預算無法與國立大學相抗衡。 

2. 圖書儀器設備及教學使用空間僅能滿足基本需求，學術活動及專業領域

發展受限。 

3. 教務處所設計課程問卷調查表，無法完全反映音樂類科之教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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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ies) 

1. 我國產業轉型與全球化需要各種人才。社會對創意、設計及藝文的重視

與需求大增；社會對跨領域整合研究與課程需求增加。 

2. 社會對學術界提供各種專業認證、檢定及職場服務之需求增加。 

3. 與文化部、國家樂團及民間團體進行產學合作。 

4. 教育部卓越計畫、亮點課程改進計畫等多元跨領域教學。  

5. 因應未來社會老化現象，配合國科會對老年人的健康療癒計畫，提供學

生音樂教育及音樂治療的相關課程。 

6. 與世界各國締結姊妹校，加強國際學術交流。 

威脅 

(Threats) 

1. 大專院校數量過多而又面臨少子化的趨勢，產生招生不足及學生素質普

遍降低之壓力。 

2. 國家資源對公私立學校長期分配不均；社會對合理調漲學費的不理性反應。 

3. 退輔制度及福利方面不及國立大學，優良師資有流失轉任國立大學的傾向。 

4. 社會文化潮流趨向通俗化，影響學生未來音樂就業發展。 

研究方面（學術研究、產學合作、…） 

強點 

(Strengths) 

1. 新系館提供優質教學、研究及表演空間。 

2. 本系近年來已經和國家樂團及各國內外大專院校樂團有密切的合作演

出機會。 

弱點  

(Weaknesses) 

1. 教師教學負擔較公立學校稍重。 

2. 產學合作仍待加強開展。 

3. 學生在學習上的思考力及創造力越來越薄弱。 

機會 

(Opportunities) 

1. 提供國際化研討會。 

2. 調降必修科目，鼓勵同學跨系選修，提供學生更多元化的學習。 

3. 因應未來社會老化現象，配合國科會對老年人的健康療癒計畫，提供學

生音樂教育及音樂治療的相關課程。 

威脅 

(Threats) 

1. 研討會無法取得教育部的資金。 

2. 學校研討會不列入學術著作獎勵、教師評鑑項目。 

訓輔方面（人格教育、輔導、……） 

強點 

(Strengths) 

1. 實施導師「家族制」，所有專任老師皆須擔任導師工作，師生互動頻繁，

較能迅速的接觸到學生，並協助學生處理問題。 

2. 畢業系友在社會各界有傑出表現。 

弱點  

(Weaknesses) 

1. 大五、研三以上延畢生，課程較少，不易輔導。 

2. 兼任教師之主修學生不易接受專任教師擔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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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Opportunities) 

1. 導師每學期安排定期與不定期的聚會。輔導重點包括課業輔導及生活輔

導，主動接觸生活上或課業上需要輔導的學生，設法協助解決問題。 

2. 提供就業相關訊息。 

威脅 

(Threats) 

1. 重新整班調整專任老師輔導編班方式，需要師長及學生共同配合。 

2. 迫切需要家長的密切配合。 

3. 教育部與國家產業的資源太少。 

國際化方面 

強點 

(Strengths) 

1. 專任師資數名為外籍教師，多項課程均使用英語教材。 

2. 舉辦二十餘年國際音樂節，邀請國際性大師蒞臨本系舉行專業講座及大

師班。 

3. 公開表演，老師和學生具有國際水準之音樂會。 

弱點  

(Weaknesses) 
1. 必須自籌經費，國家沒有充裕補助。 

機會 

(Opportunities) 
1. 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合作的趨勢，大學特色化與國際化的接軌需求加深。 

威脅 

(Threats) 
1. 國家對文化建設的國際觀過於注重本土化。 

推廣服務方面 

強點 

(Strengths) 

1. 社區音樂表演，每年舉辦各種合奏團體之對外公演，質量精益求精，尤

其本系所有團隊演出結合全系能量，師生合力演出，已然成為本系一大

特色。 

2. 音樂系提供音樂藝術文化推廣窗口。 

弱點  

(Weaknesses) 
1. 需要政府重視表演活動。 

機會 

(Opportunities) 

1. 師生共同打拼，和中部地區政府組織（文化局）等相互合作，努力營造

完美的學習環境。 

2. 因應未來社會老化現象，配合國科會老年人的健康療癒計畫，師生提供

社會銀髮族的身心音樂療癒活動。 

威脅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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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策略 

 

1. 教學方面（教學資源、師資、課程、…） 

(1) 教學設備汰舊換新。 

(2) 提高師資整體素質。 

(3) 提升教學成效，淘汰不適任師資。 

(4) 增聘不足之專業領域師資。 

(5) 開設符合社會需求之多元課程，增加就業機會。 

(6) 與台中歌劇院合作演出。 

 

2. 研究方面（學術研究、產學合作、…） 

(1) 鼓勵教師舉辦音樂發表會或撰寫論文出版，提高專業素養。 

(2) 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 

(3) 加強與產學界合作（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台中歌劇院、各縣市藝文單位）。 

(4) 由系務發展基金，與樂器廠商提供獎助學金，開放學生申請。 

(5) 增加跨院系活動。 

 

3. 訓輔方面（人格教育、輔導、…） 

(1) 落實家族導師與班級導師制度，建立密切師生關係。 

(2) 加強家長與教師之聯繫。 

(3) 系學會每學期召開系大會，讓學生有機會充分表達意見作為改革之方向。 

(4) 實施補救教學計畫，協助提升程度不足之學生。 

(5) 落實本校預警制度。 

(6) 落實本系主修預警制度，針對程度未達標準之學生，由系主任發函通知家長。 

 

4. 國際化方面 

(1) 開放招收優秀國際學生。 

(2) 邀請國際知名音樂大師來校指導及合作演出。 

(3) 鼓勵學生赴國外大學參與交換學生計畫。 

(4) 鼓勵師生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演講、教學及演奏活動。 

(5)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6) 舉辦國際音樂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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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廣服務方面 

(1) 針對本校相關科系師生進行音樂治療服務人才之培訓。 

(2) 推動以台灣中部地區銀髮族進行音樂療癒之活動。 

(3) 邀請台灣中部地區愛樂人士或弱勢團體，參與本系舉辦之各項演奏（唱）、學術活動。 

(4) 規劃本系學生組織演出團隊，至中部地區醫療、安養、家扶等機構進行慈善演出。 

(5) 鼓勵本系師生以音樂展演配合綠色環保活動。 

(6) 鼓勵本系教師至校外進行演講、開設大師班。 

(7) 應邀擔任比賽評審、學校評鑑委員、藝文機關之審核委員等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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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東海大學創校以來，即以求真、篤信、力行為校訓，教師們犧牲奉獻的精神，教育學子。

本校的博雅教育發揮了基督教倫理，重視實踐精神及生活學習，與中國儒家倫理所秉持「知

行合一」的理念相通，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涵養，注重審美教育、品格教育、勞作教育、通

才教育、小班教學、關懷服務與住宿學習。 

 

東海大學音樂系在全校師生、校友及有心人士的努力下，建立了現在健康的體質與未來

發展的穩固基礎。目前本系享有寬大、自然、優美的校園及系所環境，實用、夠用、音響舒

適擬真、功能完整的音樂廳及教室、琴房，教育目標明確、課程設計嚴謹，教師團隊全力以

愛心投入教育。學校具備合理的教學檢視及輔導系統，提供教師終身學習的環境，數十年來，

培育出許多能與國際接軌之頂尖演奏、演唱者及優秀的音樂師資。 

 

本系在課程設計方面，堅持一貫培養音樂專才之核心思想，自大學部至研究所的各類必

修與選修課程，皆為專業演奏能力與學術研究並重的設計，期能教育出具就業力或能繼續深

造之學子；近年來更積極增加各領域選修課程，提供學生更有效益且與實務接軌的學習。本

系設有課程委員會、系大會以及期中學習意見調查與期末教學評量，定期實施對課程內容的

檢討與修訂，透過多重管道的制衡與溝通機制，讓教師與學生積極面對、處理問題，以期對

課程規劃與執行能有最大助益。 

 

未來八年內，本系的師資結構將有極大的變化。大部分的專任教師即將退休，這也是本

系調整與改變的契機。台灣面對世界經濟情勢嚴峻及少子化現象的衝擊、資訊取得媒介與影

音多媒體方面的快速升級變革、人們對音樂功能與價值的態度轉變、如何一方面制定出與社

會不脫節又可保持音樂藝術高尚情操的教育目標，另方面又能招聘高品質的教師新血輪，將

是本系未來之教育團隊即將面對的重要課題。  

 

為落實治學理想，齊備學生專業能力，加強學習成效，在制度上，本系建立「家族導師」

制，以便盡速關懷學生學業、生活、心理的問題；訂定清楚的「鑑定考、技巧考」制度，俾

使學生在主修專業上循序漸進，並能理解「預警」制度的用意；每週舉行的「實習演奏課」

及學期中各類音樂會，有效地讓學生學習舞台經驗；程度分班、設立「教學助理」，運用「網

路輔助教學」，兼以「協同教學」等設計，幫助學生學習上細節紮實且層面多元。為使學生

學習上的請益具國際眼界，本系連續舉辦國際音樂節二十多年，近年亦舉辦國際研討會。整

學年經常性地舉辦國、內外名師的大師課、專題演講、音樂會。同時，國際學生來台學習的

管道與資源暢通，促進本地學生與國外學生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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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輔導的機制上，除學校原有的就業輔導機制，前述的家族導師制的輔助，系所與學

生會也常不定期舉辦各類講座或相關活動，幫助學生認識就業市場與自身學習間的關係。而

東海大學特有的博雅書院人文教育，更鼓勵學生實踐「知行合一」的價值，創造「學習」二

字的真正意義。 

 

本系歷屆校友在藝術表演舞台、各級學校音樂教育及音樂基礎教學等職場表現優異，其

專業實力與敬業精神，亦獲得雇主高度的肯定，為本系建立良好口碑，證明本系教學給予學

生紮實的根基及充足的專業能力。為因應職場競爭，本系致力於強化學生就業準備，定期舉

辦職涯講座，學生皆有豐富的收穫。今後將持續邀請系友及業界精英，提供與職場接軌的寶

貴經驗。此外建置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系統，並與職涯規劃結合，亦是本系落實的目標。為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符合學術及就業市場的需求，將持續追蹤在校生與畢業生學習成效及雇

主滿意度問卷調查，作為課程調整之依據。 

 

本系招收學生雖非全國錄取分數最高之族群，但由於大學本身體制健全，理想崇高，系

上優秀教師們努力付出，設計完善的課程內容與評量標準，提供資源鼓勵學生上台演出，幫

助學生發揮最大潛能。行政的運行配合教學系統，確保資源有效分配利用，維護新系館空間

設備與整體安全，致力於幫助學生、教師、校方、家長、社會以及國內外學校與音樂家做縱

向及橫向之聯結，共同為音樂系整體之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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