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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電視中音樂與影像完形作用的過程探求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與深度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自第一章發展六項研究問題

之後，進而在第二章耙梳文獻，對前五項問題提出解答。而在本章，則針對目前

所蒐集之文獻中，無法找出完整答案的第六個問題，設計一套深度訪談的方式，

以期待能由十位志願受訪者的回答，找出問題六的答案。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六大問題之回顧」，第二節為「訪談

之設計」，第三節為「訪談施行對象」，第四節為「訪談實施方式」，第五節為

「前測」。之後，導入第四章「電視畫面與音樂的時空協調感」。 

 

一、 研究架構與六大研究問題之回顧 

 

從第一章發展出來的六個研究問題： 

 

 問題一、「聲音」是什麼？「音樂」又是什麼？ 

 問題二、「音樂」如何能影響人體內部生理機制？音樂如何刺激情緒發

生？ 

 問題三、音樂如何能產生意義？其過程為何？ 

 問題四、音樂中的時間感為何？空間感為何？ 

 問題五、在電視中的音樂，與影像結合後，兩者之時間與空間感是否相

互影響？ 

 問題六、改變電視中音樂的時空線索，是否也就能改變整體的觀看感覺

？ 

 

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之中，已透過第一節「引發完形作用的音樂基本要素」

，從物理現象探究聲音的本質，到「樂音」的定義，再進一步討論了人類接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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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生理機制，而得到了問題一的解答： 

「聲音」是物理名詞，是高速振動下的能量發散結果，在一定頻率範圍內

（20Hz～20KHz），能使耳膜與之共振，而經由神經系統，使人感覺到「聲

音」。而「音樂」，則是人為所控制的聲音組合，並受一定的音樂樂理規

範。 

而藉由「激發狀態」的相關研究，證實音樂具有影響人體生理機制的力量（甚

至也會影響動物），並且藉由對於中樞神經系統的討論，描繪了音樂刺激情緒產

生的過程。因此針對問題二，我們可以這樣解釋： 

音樂，具有使身體的內部環境運動趨向與音樂一致的感染力。透過腦下皮

質對身體內在環境，以及可控制的骨骼肌加以探測之後，被大腦感知，於

是再進一步對骨骼肌的運動加以增強或抑制。而在中樞神經系統（包含腦

皮質以及下皮質）接收到音樂，而且感知到生理變化的同時，進一步產生

了相應的情緒，其中又以「速度」與「調性」這兩者對情緒的激發效果特

別明顯。 

 

在第二節「音樂審美過程」之中，本文從音樂美學的角度切入，參考了「自

律論」與「他律論」以及其他的幾種說法，並參考了社會學之中的「聯結作用」

，佐以班宗對腦皮質神經磁性活動的實驗，歸納繪製了圖 2-12 回答了問題三，

認為音樂產生意義的過程如下： 

 

音樂的意義來自三個不同的層面，即音樂本身、心理層面和社會層面。其

中來自音樂本身的意義又可稱之為形式作用，亦即代表著問題二所關切的

問題：音樂所引發的直接情緒。而心理層面和社會層面可稱之為內容作用

，前者為個人經驗和聯想的結果，後者為社會化的結果。而最後音樂所獲

得的心理或社會結果（意義），仍有可能再回頭重新進行意義的補充或刪



音樂的時空感與視覺的連結-電視中音樂的完形作用初探 

 

49

 

改，並非是固定的。審美結果在順序上，音樂則是先引發形式作用，其後

可能接著引發內容作用，或者直接成為審美結果，然後再重複進行形式或

內容所加諸或扣除的意義。 

 

透過第三節「音樂中的時間感與空間感」，藉由史脫爾和班宗在認知心理學

方面的論述，本文認為音樂中的時間感與空間感（問題四），可如下解釋： 

 

音樂只是依序出現的聲音，本身並不帶物理性的時空特性，之所以會造成

時間感與空間感，是一種聽者的心理作用。基於在真實世界的經驗，我們

已經記憶了在不同環境之下，各種不同的聲音表現，因此我們也會將之類

比到音樂之中，尤其是關於所處空間的感覺。此外，音樂的連續性會影響

潛意識，也就是影響了判斷時間的要素之一的內在線索，因此對於音樂所

持續的時間，往往與絕對時間有所落差，承襲對問題一，認為音樂是人為

操作的結果，於是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樣的落差就是被塑造出的時間感。 

 

以及第四節「音樂與視覺結合後的完形效果」中的前兩段，關於「歌」的來

源和音樂中的完形意涵討論，而回答了問題五： 

 

人類從遠古時代便以歌聲增強助憶效果，以利於訊息的傳達；而同樣的口

語傳播模式也發生在電視之中，在刻意的包裝之下，音樂的存在都一定具

有輔助畫面的目的，但在影像與音樂兩者同時並行給予訊息的情況下，也

就等於分別給予時間與空間資訊，因此若兩者所給予的資訊類似，便應為

協調；不相似，則應為不協調。 

既然我們能在理論上推衍出，在電視上，若聲音與畫面所提供的時空線索相



音樂的時空感與視覺的連結-電視中音樂的完形作用初探 

 

50

 

左時，有可能造成閱聽者不協調的感覺，那麼我們便可以藉由問題六，「電視中

音樂與影像兩者的時空感覺，實際上如何交互影響閱聽者的心理感受？」來進一

步對這樣可能不協調的過程產生好奇。由於並沒有直接的文獻可以找到答案，因

此將進行深度訪談加以測試。 

茲整理第二章各節與第一章所提六大問題的關係，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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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第二章諸節與第一章所提六大問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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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之設計 

 

為了回答問題六，「改變電視中音樂的時空線索，是否也就能改變整體的觀

看感覺？」，有必要對閱聽者進行直接的觀察和訪談以獲取結果。本研究採用的

是深度訪談法，藉由十位志願受訪者，使之觀看設計過的影片，先行填答數個簡

單初步的問題之後，再進行較深入的訪談以獲得其感受及想法。 

(一) 訪談用影片之設計 

而進行訪談所使用的電視短片，則是依據本論文第二章耙梳文獻所得到的結

果，設計出兩部畫面相同而背景音樂完全不同的短片，以供訪談使用。 

 

1. 影片設計理論背景 

在本論文第二章第四節的圖 2-14，顯示了「電視」這一種媒體所帶給觀看者

的完形心理感受，是建構於影像以及聲音兩種途徑的同時傳輸之上。其中「內容

作用」的部分，依據本論文第二章第二節關於「審美作用」的探討，是受到個人

獨特經驗以及社會環境所影響。而在本論文第二章第三節所探討的時間感與空間

感，則是屬於「形式作用」的階段。而問題六所關注的焦點，便是在這較前端的

「形式作用」部分。 

因此，由圖 2-14 的概念，針對問題六來開展，可以預期在理論上，應該有

兩種可能的發展： 

(1). 聲部與影部所提供的時空線索一致 

當聲部與影部所提供的時空線索一致時，應可以使觀看者很順利的整合影像

以及畫面兩著的資訊，並使其對於此短片有較好的協調感覺，有較佳的記憶，以

及對此短片有較為趨向正面的觀感，並且也應較能適應短片的節奏，在觀看的時

候仍然可以保持著原本對時間的感覺。這樣的過程，可以以圖 3-2 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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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協調並統合的整體觀感 
 

影像部分提供一組時間與空間的線索，而音樂的部分也提供另一組時間與空

間的線索。假使這兩組時空線索互相吻合，也就是音樂所提供的非直觀時空感覺

，能與畫面所提供較為直觀的時空感覺相差不遠，則推測應可產生較為協調的感

覺。例舉數種在空間方面屬於「協調」的情況如表 3-1：103 

 

空間 畫面 音樂 

大 

遠景、相對大型的物件（例

如山、海、平原之類）、

數量眾多、天災、遼闊的

環境、較多的場景變化 

音域分佈廣、音色嘹亮、

高低音差距大、多樂器或

多種不同樂器的合奏、較

複雜的和聲 

小 
特寫、顯微（例如細胞活

動）、較封閉的環境（如

房間）、少數的物件 

較小範圍的音域分佈、較

柔和的音色、較少的樂器

組合、較單純的和聲 

表 3-1  畫面與音樂在空間方面的數種協調線索 
 

                                                 
103 理論基礎可回顧本論文第二章第三節。 



音樂的時空感與視覺的連結-電視中音樂的完形作用初探 

 

54

 

時間 畫面 音樂 

長 

遲滯的場景變化、較少的

視角改變（鏡頭運動）、

和緩的物件運動、靜態的

場景 

較不具明顯的節奏、較多

的平滑音、較多的長音、

較少使用打擊樂器、較少

的變化 

短 

快速的鏡頭切換、較快的

物件運動、超越常規速度

的畫面運行（例如快轉、

跳接） 

明顯而快速的節奏、較多

的打擊樂器、短時間奏出

大量的音符、較多的音樂

變化 

表 3-2  畫面與音樂在時間方面的數種協調線索 
 

表 3-1 與表 3-2 所例舉的狀況並不是全部，也不是絕對；在實際電視節目製

作時，有太多的變化與組合方式被運用，而時間與空間的感覺，往往都是相對與

相較而來。但若取其中一個單純的片段，則大致上可以依據表 3-1 與 3-2 的方式

，對應畫面與聲音中的時空線索關係。 

 

(2). 聲部與影部所提供的時空線索不一致 

而當畫面與音樂所提供的時空線索不一致，也就是出現違反表 3-1 與表 3-2
的對應關係時，我們預期，觀看者勢必耗損額外的心力去處理這個矛盾，而這種

抽離的感覺依據本論文第二章第四節，關於音樂內容作用的討論，應會大幅降低

觀看者的涉入感，使其對於此短片的記憶能力較差，並且造成原本時間感的錯亂

，進而使其對此短片產生較為負面的觀感。這種情況，可以如圖 3-3 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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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不協調的整體觀感 
 

圖 3-3 即表示在觀看影像與聲音的時空感覺不一致的短片之後，畫面以及聲

音所提供的意義無法完全整合（但仍有部分整合），因此在各自有意義的情況下

，又因為出自於同一個媒體（電視）而必須強迫性地產生整體觀感，因此將造成

整體觀感的混亂，也增加不確定的感覺。 

因此我們預期，當音樂的時空線索與影像部分不一致的時候，可能會使得觀

看者的時間感覺遭到破壞、對影片的回憶能力降低、以及產生不協調感的現象。 

 

2. 影片取材及處理方式 

為此，我們需要設計測試用的電視短片。所選用的材料，取自「國家地理頻

道」（National Geography Society）所製作的一段兩分零四秒的短片。國家地理

頻道的節目在電視上有專屬的頻道，每日播出，而該段片頭也偶爾穿插於其間播

放，但密度並不高。 

本研究取此段原始的短片做為參考組，稱之為 A 短片。短片性質為國家地

理頻道的片頭，影像內容富含如冰川、海洋、草原等開闊的自然環境，人物與動

物大多是是近距離特寫以及遠遠一大群的遠景。為了表達該節目的歷史悠久，這

段片頭畫面並採用了許多黑白畫面的歷史鏡頭及珍貴鏡頭。由於是大量場景剪接

而成，類似索引功能，因此敘事成分極弱，各場景之間的切換幾無規則可循。 

而 A 短片，也就是原始短片，所使用的背景音樂，則是大編制的樂團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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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類似進行曲風格的音樂，並大量使用管樂器，又以銅管為多，節奏明快音色

明亮，並佐以定音鼓加強節奏感。曲式方面則有明顯的起承轉合，整體感很高。

而此短片畫面與音樂部分，在時空線索上的關係，可以很明顯的觀察到，與表

3-1 以及表 3-2 所列舉的情況皆符合。 

並且，在原始短片的聲部當中，就已經沒有任何音樂以外的音效。畫面中的

濺水、跑步、敲擊等等的場景，其在現實中應有的音效完全沒有在此短片的聲部

之中表現出來。 

而在相同畫面之下的 B 短片用於操作組，完整保留 A 短片兩分零四秒的影

像部分，當然也完整保留一切影像方面的線索，包含剪接、場景順序、切換速度

與節奏、明亮度、對比度、畫質等等。 

但 B 短片則刻意更改了 A 短片的配樂，在音樂的編制、表現方式等方面，

力求與 A 短片的背景音樂相反。我們在 B 短片刻意使用了弦樂器（應為曼陀林

一類撥弦樂器）獨奏的音樂，以別於 A 短片的大編制樂團和銅管為主的演奏方

式。由於是獨奏，因此也沒有打擊樂器（如鼓類）的輔助，節奏雖沒有刻意求慢

，但相較於 A 短片所用配樂則明顯為緩慢。在 B 短片的配樂當中，也沒有與其

他任何樂器的和聲。而在曲式上，也為了本研究而遭到刻意的破壞，已不具有原

曲的架構，而是故意修剪成從頭到尾調性一模樣，也不多變化的旋律。如此一來

，表-與表 3-2 所列舉的，畫面與音樂的時空線索協調關係，則在 B 短片之中，

很大程度的違背了。 

由於使用完全相同的畫面，因此兩部短片的時間長度完全相同。B 短片的製

作方式是將 A 短片的聲部完全去除之後，再重新剪輯刻意製作過的音樂做為聲

部。由於 A 短片（原始短片）的聲部除了音樂以外已不具任何其他音效，因此 B
短片的聲部也沒有音樂之外的任何音效。兩部影片都是完全配樂，亦即從影片開

始到最後都有音樂的出現。擷取原始短片的部分內容，如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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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訪談用短片畫面片段 
 

(二) 訪談輔助問卷題型 

由於問題六涉及「感覺」，因此在參考一般社會學研究的方式之後，採取深

度訪談法作為獲得資訊的方式。依據來自於本研究第二章所參考的諸多理論，設

計了本研究專用之「音樂時空感與視覺時空感相互關係問卷」，作為在進行深度

訪談時，引導受訪者回答問題所用的輔助用提示問卷。在形式上採用以下三種填

答方式，對照題號則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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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方式 題號 

填充題 1-2, 11-15 
多重選擇題 3-5 
開放敘述題 6-10 

表 3-3   本研究問卷填答形式與題號對照表 
 

1. 填充題 

題號 1 至題號 2 為填充題，要求受訪者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直接回答答案。

目的在獲得不受干擾的原始結果。題號 11 至題號 15 則為相關基本資料填答。 

2. 多重選擇題 

題號 3 至題號 5 為多選題，可能的答案都明列在問卷之上，以提示受訪者，

目的在幫助受訪者針對這四題釐清可能的答案，也將並不具體的可能答案，分別

開來以供選擇。 

3. 開放敘述題 

題號 6 至題號 10 為開放敘述題，題目的內容為較深刻的感情或感覺描述。

在題目敘述之後，主試者將視情況協助受訪者瞭解問題，並針對受訪者的回答，

詢問更進一步的問題，期望受訪者盡可能以口語表達心中的想法及感受。預期能

由完全開放的回答方式之中，獲得受訪者較明確的想法，甚至是能獲得設計問卷

之初所沒有設想到的可能答案。 

(三) 問卷內容 

 
問卷內容作為深度訪談的引導之用，目的在於使受訪者對於電視中的時空感

覺能有初步的思考，內容也可做為訪談者對於受訪者的初步瞭解。因此，一些必

要的、方向性的問題，適合在此用作問卷之用。以下逐題說明： 

第一部份：重點在於電視中音樂感覺的概括樣貌，以及觀察受訪者對電視中

音樂的注意程度。依據第二章表 2-14，影部與聲部都具有能影響時空感覺的線索

，此兩者應該同時發生作用。因此問卷的第一部份，也可觀察音樂在電視型態下

的時間感覺是否傳達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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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方才所觀看的節目時間長度多長？（請不要看手錶或時鐘，僅

以直覺作答即可） 
答：__________分_________秒。 

使受訪者憑直覺回答時間，可做為其所受電視音樂與畫面交互影響後「時間

感覺」的依據。此數字可與影片實際時間做比較，亦可與他人比較，極為重要。 

2. 請寫下一個在節目的背景音樂中，最讓您有印象的樂器名（若無則

可填寫『無』，若不知樂器名則可寫『不知』）： 
答：_________ 

此問題目的在測試受訪者的音樂素養，以及其對於電視中音樂的敏感度。能

回答此題者顯然對於音樂的瞭解較深，或者表示其對音樂較為敏感。 

3. 請問在影片中所使用背景音樂的形式（圈選一個）？ 
1.古典樂 2.爵士樂 3.情境音樂 4.以上皆非 5.沒注意 

此題目的仍在測試音樂素養及對電視中音樂的敏感程度。「古典樂」及「爵

士樂」堪稱眾所周知的音樂分類，「情境音樂」則概括其他。而最後兩個選項則

作為輔助。 

4. 請問你是否曾在別處聽過，剛才在節目中所聽到的背景音樂？（圈

選一個） 
1.是 2.否 3.好像有但不太確定 4.沒注意 

儘管在操作上將盡可能避免使用廣為週知的名曲，但若受訪者曾經聽過該音

樂，則可能因為熟悉而使音樂所造成的時空感覺與首次聽見的感覺不同。此點需

在深入訪談時特別注意並進一步詢問之前的體驗。 

5. 請從以下詞彙裡面，選擇符合於方才你所看影片的背景音樂（圈選

數個）（若沒印象則請圈選『沒印象』）： 
『活潑』、『平和』、『痛苦』、『輕快』、『沉悶』、『流暢』、

『和諧』、『哀傷』、『歡樂』、『激昂』、『深沉』、『自然』、

『沒印象』 

本題參考瓦倫汀書中音樂實驗常使用的方式，讓受訪者提供大略的音樂感覺

，此題答案不但可與其他受訪者相互比對以觀察該受訪者是否與眾不同，以及可

確實比較兩組受訪者對不同音樂所選用的詞彙是否的確不同，更可做為深入訪談

的切入點。主試者可依受訪者在此題所選擇的選項，在下一部分開放式的問題之

中，進一步追問這些感覺較為具體的描述，或產生的背景。 

第二部分為開放式問題，由於空間感覺無法具體描繪，因此藉由聯想或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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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來推測其對該電視節目所有的空間感覺。並以協調與否驗證第二章表 2-14
的推測，觀察當音樂與畫面所提供的時空線索相衝突時，會造成什麼樣的影響。 

6. 請問當你聽到節目中的背景音樂時，讓你聯想到什麼？ 

在此題希望受訪者能回答具體的事物，例如山川、河流、樹林之類。藉由其

聯想到的事物，來觀察其空間感覺。並可進一步於深訪時，詢問該聯想物的確切

樣貌，比如是什麼樣的山，或什麼樣的河，以做為協調感的評估。 

7. 請問你平常看電視的時候會特別注意背景音樂嗎？會或不會的原

因為何？ 

此題在觀察受訪者是否會對於電視中的音樂線索特別注意，在訪談時並可追

問原因，細探其對電視中音樂的態度，以觀察其原本對於電視中音樂的敏感程度

，據以瞭解音樂對該受訪者而言，是否較容易產生影響力。 

8. 整體而言，請問你是否喜歡這段節目的內容？原因為何？ 

「喜歡」是一個籠統又能定位的感覺，如果能回答「喜歡」，表示對於該影

片的態度為正面，整體協調感必然較高。相反的，若回答「不喜歡」或者沒有到

達「喜歡」的程度，表示對該影片的接受度有限，其中一定有狀況可以詢問。 

9. 請問你覺得背景音樂和節目內容，協調或不協調的原因為何？ 

本題承前一題而來，著重在影片中音樂與畫面的協調感覺。無論回答是協調

於否，一定有其原因，可於深訪時進一步詢問。 

第三部分則為基本資料填答，以供分析之用，包含年齡、性別等五題。詳見

附錄六的完整問卷。 

三、 訪談施行對象 

由於本研究所希望進行觀察及深度訪談的對象資格，只要是熟悉「電視」

這個媒介的人即可，因此訪談對像均來自於自願者，年齡分佈在 25 至 32 歲之間

，均為已有穩定職業之社會人，就業地點皆在台北市，居住地則為台北市及台北

縣，彼此之間並沒有明顯的數位落差。因此預期這群人做為訪談對象，將確實可

觀察到電視中音樂與影響的完形作用在他們心理層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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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談實施方式 

(一) 實施環境  

在沒有時鐘等時間器材存在的封閉式房間，由主試者和受訪者一對一進行訪

談。使用 14 吋螢幕之筆記型電腦並外接小型喇叭一對做為播放器材，並注意電

腦螢幕上的時間顯示功能必須關閉，播放影片時，時間軸功能也予以關閉。每一

次實施時間大約為十分鐘，觀看 A 短片與 B 短片的受訪者設定為各五人，視需

要增加或減少兩組各自的人數。 

(二) 訪談與填答過程 

首先請受訪者擲一枚銅板，若為正面則為參考組，觀看 A 短片；若為反面

則為操作組，觀看 B 短片。任一組先達到五人，則之後的受訪者皆自然成為另

一組。在主試者操作筆記型電腦，並使受訪者觀看影片之後，則使受訪者就電腦

螢幕上所顯示的問卷內容，閱讀並填答第一部份，其間主試者可解釋問題以使受

訪者確實瞭解題意，並由主試者代為以鍵盤輸入，兩人均可同時於螢幕上看到填

答問卷的結果。而第二部份則為深訪的主要問題，主試者除解釋題意外，並依受

訪者的回答進一步探索所回答答案的背景，以求取更多關於感覺的描述，並且避

免可能的語意誤會。同樣由主試者在電腦上直接以鍵盤打字輸入，在輸入的同時

受訪者可立即看到結果，並擁有訂正的權力。在第三部份則為基本資料填答，主

試者僅解釋題意即可。 

五、 前測 

(一) 第一次前測 

 
在正式進行十人訪談之前，為了確認問卷的效果以及做為主試者主試的練習

，對於參考組及操作組各進行了一次前測。前測內容實際執行了前節所規劃的訪

談流程，也產生了兩張完整填答的問卷。 

藉由前測的執行，瞭解到早先規劃問卷的不足。我們發現，在兩次訪談進行

中，都無可避免的需要受訪者回憶所看到短片的內容，因此決定將此問題獨立，

在第二部分增列了一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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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回憶剛才看到的影片之中的所有片段，以及剛才聽到的音樂是怎

樣的音樂？ 

藉由使受訪者回憶影片的內容敘述，我們可以從旁觀察受訪者對於這段短片

的理解程度，以及其所注意的面向。這些答案對於觀察電視中音樂與影像的時空

線索交互作用的情形，將有所幫助。另外，在本文第二章第四節第二段曾經提到

過，當音樂做為非單一呈現的時候，有幫助記憶的效果，而這樣的效果是一種完

形的作用。完形是一種整體的感覺，對於電視節目而言，這個整體感則來自於影

像及聲音的協調感覺。因此藉由回憶剛才所觀看的電視片段的程度，可以比較兩

組人在音樂不同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完形效果是否也有差異。 

在進行過兩次訪談之後，我們也發現留取相關基本資料的必要，可做為分析

受訪者背景之用，因此決定在問卷之後增加第三部份，讓受訪者在接受訪談完畢

之後，能留下一些基本的資訊。 

(二) 第二次前測 

在增列第二部份的第八題，以及第三部份的基本資料留存之後，我們再度以

此調整過後的新問卷進行一次深度訪談。我們發現這樣的增加的確可以使整個深

度訪談的過程更加流暢，讓受訪者循序漸進地探索自己的感覺並表達出來。因此

在第二次前測之後，我們確認了深訪用輔助問卷的全部題目，並以此用之於另外

七次的深度訪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