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輔仁大學課程大綱天主教輔仁大學課程大綱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不得非法影印任何有版權的著作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不得非法影印任何有版權的著作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se the materials legally.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管、弦樂作品研究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朱育佑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0 學期
Semester 2

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中文) 二十世紀音樂（上學期）
 (英文) The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Since the Twentieth-Century
授課教師 陳惠湄 CHEN, Hui-Mei
開課目的 調性規範在統轄西方音樂幾世紀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漸漸崩塌瓦解，使得二十世紀以來音
樂的語法發生了大變動，欣賞音樂的角度也自然地跟著起了變化。很多人對於二十世紀以來的音樂作品望之
卻步，但是身為現代人，理解當代音樂也是理解現代音樂思潮的必要手段。
本課程希望可以銜接同學們到目前所上過的音樂史課程進度，透過現代音樂史的思潮變動介紹，配合各時期
重要作品的介紹與樂曲聆賞，來展現二十世紀以來音樂作品可能的欣賞角度。期待同學可以透過這樣的課程
，體驗聆賞與演奏現代音樂作品的樂趣，並思索音樂的功能和目的，探討現代音樂對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The loose from roots in diatonic (major-minor) tonality seems made the 
appreciation of Western Music from the 20th Century very difficult for many 
people. Beginning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modern era, with the late 
Romanticism of Debussy, the course shall trace the new directions of music 
through various paths made by a concentration on the major works and turning-
points in the music of our time. Wish the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to 
appreciate the music of our time.
課程簡介 銜接西洋音樂史的發展，介紹二十世紀以來的音樂作品與思潮。
為一學年的課程設計。
課程設計長度：每週兩堂課，共約100至120分鐘。一學期18週，課程以16週來設計，預留2週做為總複習、
討論與考試。

課程進行方式 一、講座：講授解說，利用電腦製作Power Point備課，利用投影機、白板等工具輔助講課
。視課程上傳講義。
二、音樂欣賞：配合每堂課之主題，欣賞重要樂曲片段，了解各時代的音樂風格。
三、分組報告：同學們依指定主題輪流上臺報告。

上課要求與期末評估方式 出席情況與上課表現、書面與口頭報告等，都將和筆試成績一併列入評量基準。評
估標準大略訂為：平時成績（出席與上課狀況、口頭報告、上課參與）60%，考試、書面或口頭報告等共
佔40%。
期末繳交書面報告：上學期主題為《二十世紀音樂－到1950左右》。以電子檔上傳到 
hmflute@go.tmue.edu.tw
報告內容不得少於五千字，請註明標題、學號、姓名與日期，內容編頁碼，後附個人之参考文獻。上課出席
率是期末評估的重要依據，評量比例為：平時成績（出席與上課狀況）與口頭報告60%，書面報告40%。缺席
次數的容許範圍按照系辦公室規定。缺席會影響平時分數，請注意。
第一學期授課進度
每週授課進度
（１８週） 週次 日期 上課主題與内容
 第一週 2011/09/13 上課要求、授課進度、参考資料與期末評估標準說明╱筆記記錄技巧╱課程介紹及
導論╱從華格納的崔斯坦和弦到德布西《牧神的午後》前奏曲
 第二週 2011/09/20 世紀交接時的彷徨與追尋╱白遼士、佛瑞、德布西、華格納等音樂家
 第三週 2011/09/27 從後期浪漫派談起╱新日耳曼學派、華格納、俄羅斯五人組等音樂家們
本週同學分組報告:1)佛瑞
 第四週 2011/10/04 世紀交接時的歐陸與俄羅斯音樂家們/俄羅斯音樂家們的影響/歐陸的民族主義/印
象派
本週同學分組報告:2)德布西
 第五週 2011/10/11 十九世紀後半歐洲主要的美學與思想趨勢╱印象派、象徵主義等╱第一次隨堂測驗
本週同學分組報告:3)雅納捷克
 第六週 2011/10/18 第一次隨堂測驗檢討/Grout課本772-818大綱/Expressionisme表現
主義/Cubism立體畫派/Abstract art抽象藝術/世紀交接時東歐北歐與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世紀交接時的
維也納：荀白克與他的十二音列
本週同學分組報告: 4)薩悌
 第七週 2011/10/25 新維也納樂派:荀白克、魏本、貝爾格
本週同學分組報告: 5)斯克里亞賓
 第八週 2011/11/01 重點複習新維也納樂派/Grout課本第829-846頁大綱
發還筆記╱本週同學分組報告: 6)荀白克
 第九週 2011/11/08 期中考╱上課主題：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
 第十週 2011/11/15 期中考檢討╱上課主題：巴爾托克(Bartók)/本週同學分組報告: 7)拉威爾
 第十一週 2011/11/22 整理從十九世紀末到兩次大戰之前的各種主義（潮流）/影片：蕭斯塔科維奇 
The War Symphonies
本週同學分組報告: 8)史特拉汶斯基
 第十二週 2011/11/29 兩次大戰之間的音樂╱法國的六人組、德國音樂家們、俄國音樂家
本週同學分組報告:本週同學分組報告: 9)魏本
 第十三週 2011/12/06 兩次大戰之間的拉丁美洲作曲家╱Grout課本第880-890頁大綱╱本週同學分組
報告: 10)貝爾格
 第十四週 2011/12/13 兩次大戰之間的蘇聯、德奧地區╱納粹統治下的音樂/新客觀主義╱社會寫實主義
╱新神秘主義等/課本第883-894頁大綱╱ 第二次隨堂測驗
 第十五週 2010/12/20 Grout課本第846-854,894-905頁大綱╱兩次大戰之間的美洲╱Edgard 
Varèse與電子聲響╱美國與拉丁美洲的作曲家們 /新大陸的爵士音樂╱本週同學分組報告: 10)貝爾格



 第十六週 2011/12/27 戰後的流行音樂/戰後的嚴肅音樂潮流╱具象音樂╱梅湘Olivier Messiaen 
(1908-1992)
 第十七週 2012/01/03 梅湘/序列音樂/學期總複習╱收學期上課內容總整理書面報告(電子檔或紙本)
 第十八週 2012/01/10 期末考/學期總複習
上學期作曲家報告：
1.佛瑞 （Gabriel Fauré，1845-1924）
2.雅納捷克 （Leoš Janáček, 1854-1928）
3.德布西 （Claude Debussy ，1862-1918）
4.薩悌（Erik Satie，1866-1925）
5.斯克里亞賓 （Alexander  Scriabin，1872-1915) 
6.荀白克（Arnold Schönberg，�1874-1938）
7.拉威爾（Maurice Ravel，1875-1938）
8.史特拉汶斯基 （Igor Stravinsky，1882-1971）
9.魏本（Anton Webern，1883-1945) 
10.貝爾格（Alban Berg，1885-1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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