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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質性研究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林清財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5 學期
Semester 2

開課系所名稱及代碼： G-848     音樂博士班演奏組   
                     G-806     音樂碩士班
開課科目代碼：12542              
學分數：2
開課名稱：
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開課教授：
林清財
課程綱要：

週次 教 學 主 題 
及 活 動 主 要 討 論 內 容
1.
9/23 課程概論與規劃 1. 學習進度、習作分配與教學評量
2.John Tosh著1988《史學導論》，台北，五南圖書。（第七章 歷史知識的局限）、（第八章 歷史學和
理論）。
2.
9/30 音樂史學的建構：從方法學派到年鑑學派 賴建誠譯著2001《年鑑學派管窺》，台北，左岸文化。（
第I-2 方法學派）、（第I-3 年鑑學派）。
3. 
10/07 質性研究
 Anselm Strauss & Juliet Corbin 著 徐宗國 譯1997 《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出版。（
第一章）
Benjamin F. Carbtree & William L. Miller 著 黃惠雯 童婉芬 粱文蓁 林兆衛 譯2003 《最
新質性方法與研究》，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第一章）
4.
10/14 紮根理論 胡幼惠 主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出版。（第
三章）
5.
10/21 紮根理論研究方法 Anselm Strauss & Juilet Corbin 著 吳芝儀?廖梅花 譯2001 《紮根
理論研究方法》，台北，濤石文化事業公司。（第二篇）
6.
10/28 詮釋學 洪漢鼎 2002《詮釋學史》，台北，桂冠圖書公司。（第一章）
7.
11/04 詮釋方法：詮釋學與人文社會科學 Paul Ricoeur 著 陶遠華 袁耀東 馮俊 郝祥等 譯1981 《
解釋學與人文科學》，河北，人民出版社。（英文版導言與Ricoeur答言）。
8.
11/11 音樂詮釋：帝國與地方 紀爾茲 著 楊德睿譯《地方知識》台北，麥田出版。第五章（藝術乃一文化
體系）
薩伊德 著 蔡源林 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麥田出版。第II-4（運作中的帝國：威爾第的「阿
伊達」）
9.
11/18 期中考 
10.
11/25 結構主義 李維史陀著 周昌忠譯1992《生食與熟食》（前言）台北，時報出版。
李維史陀著 周昌忠譯2000《裸人》（終樂章）台北，時報出版。
李維史陀著 王志明 譯1989 《憂鬱的熱帶》（第七部）〈南比克瓦拉族〉台北，聯經出版。
11. 
12/02 結構主義與音樂學 滕斯托爾 著 司徒幼文 譯 1993（概論結構主義與音樂學）刊於《音樂美學》
台北，紅葉文化。
于蘇賢編著1993《申克音樂分析理論概要》，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第一章 緒論）。
12.
12/09 結構主義與音樂神話 李維史陀著 楊德睿譯2001《神話與意義》（第五章）〈神話與音樂〉台北，
麥田出版。
李維史陀著 周昌忠譯1994《從蜂蜜到煙灰》（第四篇）〈熄燈禮拜樂器〉台北，時報出版。
13.
12/16 結構主義與華格納歌劇 李維史陀著 肖聿譯1992《廣闊的視野》，台北，時報出版。（第十四章
）〈畢達格拉斯在美洲〉、（第十七章）〈從克雷斯蒂安˙德˙特洛阿到理查˙華格納〉、（第十八章）〈四
聯劇的啟示〉。
14
12/23 音樂史學與民族音樂學 New Grove字典2005  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
Historiography等詞條。
15.
 12/30 民族誌研究法 R. Keesing 著 張恭啟 于嘉雲 譯 1989 《文化人類學》，臺北，巨流出版。
（第一章）
劉仲冬刊於胡幼惠 主編1996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巨流出版。（第九章）
16.
1/06 人類學家的知識建構：「田野工作」與音樂學研究         馬凌諾斯基（于嘉



課程大綱

雲譯），1991(1921)，《南海舡人》台北：遠流。（第一章）。
潘英海，1996，「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從馬凌諾斯基談」，發表於「質性研究研習營」。臺北：國際
榮譽護理學會臺灣分會。
17.
1/13 音樂的記憶與紀錄：
1.紙筆記錄與田野日誌   
2.影像紀錄與照相機的應用
3.訪談紀錄與錄音機的應用
4.動態記錄與錄影機的應用 Danny L. Jorgensen著 王昭正 朱瑞淵譯 1999《參與觀察法》。台北：
弘智。（第七章）
David M. Fetterman著 賴文福 譯2000《民族誌學》。台北：弘智。（第四章）
※ 繳交期末報告
18. 
1/20 結論：綜合討論 
課程綱要：

週次 教 學 主 題 
及 活 動 主 要 討 論 內 容
1.
9/23 課程概論與規劃 1. 學習進度、習作分配與教學評量
2.John Tosh著1988《史學導論》，台北，五南圖書。（第七章 歷史知識的局限）、（第八章 歷史學和
理論）。
2.
9/30 音樂史學的建構：從方法學派到年鑑學派 賴建誠譯著2001《年鑑學派管窺》，台北，左岸文化。（
第I-2 方法學派）、（第I-3 年鑑學派）。
3. 
10/07 質性研究
 Anselm Strauss & Juliet Corbin 著 徐宗國 譯1997 《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出版。（
第一章）
Benjamin F. Carbtree & William L. Miller 著 黃惠雯 童婉芬 粱文蓁 林兆衛 譯2003 《最
新質性方法與研究》，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第一章）
4.
10/14 紮根理論 胡幼惠 主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出版。（第
三章）
5.
10/21 紮根理論研究方法 Anselm Strauss & Juilet Corbin 著 吳芝儀?廖梅花 譯2001 《紮根
理論研究方法》，台北，濤石文化事業公司。（第二篇）
6.
10/28 詮釋學 洪漢鼎 2002《詮釋學史》，台北，桂冠圖書公司。（第一章）
7.
11/04 詮釋方法：詮釋學與人文社會科學 Paul Ricoeur 著 陶遠華 袁耀東 馮俊 郝祥等 譯1981 《
解釋學與人文科學》，河北，人民出版社。（英文版導言與Ricoeur答言）。
8.
11/11 音樂詮釋：帝國與地方 紀爾茲 著 楊德睿譯《地方知識》台北，麥田出版。第五章（藝術乃一文化
體系）
薩伊德 著 蔡源林 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麥田出版。第II-4（運作中的帝國：威爾第的「阿
伊達」）
9.
11/18 期中考 
10.
11/25 結構主義 李維史陀著 周昌忠譯1992《生食與熟食》（前言）台北，時報出版。
李維史陀著 周昌忠譯2000《裸人》（終樂章）台北，時報出版。
李維史陀著 王志明 譯1989 《憂鬱的熱帶》（第七部）〈南比克瓦拉族〉台北，聯經出版。
11. 
12/02 結構主義與音樂學 滕斯托爾 著 司徒幼文 譯 1993（概論結構主義與音樂學）刊於《音樂美學》
台北，紅葉文化。
于蘇賢編著1993《申克音樂分析理論概要》，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第一章 緒論）。
12.
12/09 結構主義與音樂神話 李維史陀著 楊德睿譯2001《神話與意義》（第五章）〈神話與音樂〉台北，
麥田出版。
李維史陀著 周昌忠譯1994《從蜂蜜到煙灰》（第四篇）〈熄燈禮拜樂器〉台北，時報出版。
13.
12/16 結構主義與華格納歌劇 李維史陀著 肖聿譯1992《廣闊的視野》，台北，時報出版。（第十四章
）〈畢達格拉斯在美洲〉、（第十七章）〈從克雷斯蒂安˙德˙特洛阿到理查˙華格納〉、（第十八章）〈四
聯劇的啟示〉。
14
12/23 音樂史學與民族音樂學 New Grove字典2005  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
Historiography等詞條。
15.
 12/30 民族誌研究法 R. Keesing 著 張恭啟 于嘉雲 譯 1989 《文化人類學》，臺北，巨流出版。
（第一章）
劉仲冬刊於胡幼惠 主編1996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巨流出版。（第九章）
16.
1/06 人類學家的知識建構：「田野工作」與音樂學研究         馬凌諾斯基（于嘉
雲譯），1991(1921)，《南海舡人》台北：遠流。（第一章）。
潘英海，1996，「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從馬凌諾斯基談」，發表於「質性研究研習營」。臺北：國際
榮譽護理學會臺灣分會。
17.
1/13 音樂的記憶與紀錄：
1.紙筆記錄與田野日誌   
2.影像紀錄與照相機的應用
3.訪談紀錄與錄音機的應用
4.動態記錄與錄影機的應用 Danny L. Jorgensen著 王昭正 朱瑞淵譯 1999《參與觀察法》。台北：
弘智。（第七章）
David M. Fetterman著 賴文福 譯2000《民族誌學》。台北：弘智。（第四章）



※ 繳交期末報告
18. 
1/20 結論：綜合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