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平均律(Twelve Tone Temperament)為中國

明代朱載堉(1536-1611年)1所發明，所著《樂律全

書》中有《律曆融通》、《律學新說》、《律呂精

義》等多種音樂論著。《樂律全書》在歷史學與

音樂學領域，備受國際重視，在樂律學的發展

上，已經可以稱為研究的最高成就，後來影響歐

洲音樂的發展深遠。十二平均律理論，最初發表

於早期著作《律曆融通》，稱十二平均律為「新法

密率」，一五八一年已有序文，發明應在此年之前

(可能早於成書前兩年)(繆天瑞，1996年，p.151)。

十二平均律是把一個八度分成頻率比相等的

十二個半音的律制。簡單來說，十二平均律就如

同在鋼琴一個八度音級內，十二個半音均等分，

一個八度以1200音分計算，每一個半音為100音

分。

朱載堉當時計算振動數的比值(非頻率)，曾用

八十一檔的大算盤(長四尺多)，計算的精準度達小

數點以下25位(實際已超過有效「數據」)。在當時

用「2」開「12」次方，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自

今仍為國際算學者佩服之至 (陳萬鼐，2000，

p.121)。

朱載堉的計算為理論上的顛峰，達到每個音

的距離都相等，用現代的數位測頻儀器也沒有如

此精準2，鋼琴調音師要在鋼琴上調出理論上的十

二平均律，似乎不可能辦到，只能達到接近人耳

可接受的音準範圍(每個半音頻率比相同的音高)，

所以就有調音師能力之差異，一方面是調音師的

音感訓練以及音樂能力；另一方面則是調音師的

調音經驗與技術能力。多數的調音師為了音樂會

的曲目，達到順耳就算完成調音工作，很難保證

鋼弦不再走音，或調音師調音時間過長，感到音

感疲乏現象，所以在比較重要的音樂會前，通常

有鋼琴調音師隨時待命，隨時調校鋼琴的現象。

現行鋼琴是用十二平均律調音(調律)，當然也

有所謂的特殊調音，例如三分損益律調音或純律

調音，為配合合奏樂器的調音，不過這屬於少數

的調音需求，目的能達到樂器合奏時，音響效果

的和諧。目前的鋼琴有八十八鍵(約七組半八度音

級)，調音師(或稱調律師)為調出理想的十二平均

律以及理想的音響效果(減少不協和的振動音)，首

要工作就是找到鋼琴中央區小字組的基準十二個

半音，再往兩端各組逐一跨音級調出各音律。當

基礎十二個半音調定後，為了顧及鋼琴鋼板的張

力，逐步往高音與低音調音，較能平衡鋼板張

力，所以會採取左邊延伸一個八度調音，再調右

邊一個八度調音的方式。

鋼琴調音師應具備的訓練就是「音程聽力」及

熟練的調音棒微調技術，藉由理論基礎的輔助，

與鋼琴調音實務結合，以符合作曲家與演奏家的

需求，獲得聽眾在音樂上的接受。為此，有必要

深入探討調音的原理原則，作為鋼琴調音師的參

考。

壹、鋼琴採用十二平均律的緣由

樂學定律的方法，常用的三種有：「五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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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結果顯示朱載堉的結論，已經符合鋼琴

調音需求範圍之內，在440Hz的各個八度頻率比

中，小數點以下十位就已經達到倍數數據，這樣

的頻率表已經超出調音師的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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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律」(即中國的三分損益律)、「純律」(Pure

Temperament )、十二平均律來定律 (陳萬鼐，

1978，p.59)。筆者目前未見到三分損益律與純律

的調音實例，以後再討論這兩種調音技術，目前

以十二平均律調音佔絕大部分，前述兩種實際運

用應少見，最有可能的屬於中國樂器的合奏；純

律的調法在合唱團會應用到，要視音樂演出的需

求而定。

在十七、十八世紀時期，為因應音樂上的移

調、轉調和變化音的需要，十二平均律在當時堪

稱最切實可行的律制，用在鋼琴上作為多種功能

的音樂創作與演奏等需要，應算是相當方便的律

制。

如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在

一七二二年發表的「平均律鋼琴曲集」 (Wel l -

Tempered Clavichord)第一卷，應用十二個大調與

十二個小調(當時作曲未曾使用#C大小調)作成前奏

曲(Prelude)3與賦格曲(Fugue)4，就是最佳的早期代

表作品，突破了當時完全不用#C大調與#c小調作

曲，運用任何調都可以作曲，又可自由轉調，轉

調的範圍擴張許多，並盛行於歐洲，影響後世音

樂家甚深 (陳萬鼐，2000，pp.123-124)。

朱載堉的發明早於巴哈的音樂作曲，這個音

樂影響，在律學理論與音樂史上，受到音樂學家

與歷史學家等的眾多討論。朱載堉與巴哈似乎前

後呼應，將理論的最高成就，表現在鋼琴藝術

上。巴哈的音樂也在當時產生重大的音樂革命現

象，擴展音樂的表現張力，讓音樂的轉調自然且

順暢，對於古典樂派等的音樂調性應用，提昇作

曲家對音樂的表現能力。

在十二平均律上，由於「等音變換(enharmonic

change)」，不同音名的音程，有相等的音程( 如c

至 be = c至 #d音程 )，解決了作曲及演奏上的困

擾，同時也引起「協和音程」與「不協和音程」

的混淆，雖美中不足，但在音樂的實踐上簡便多

了(繆天瑞，1996，p.289)。據朱載堉的十二平均

律結論，在一條弦上的二分之一處，找到八度的

定點，似乎只要將二分之一的弦段，將2開12次

方，就可以得到一個「等比率」數目(在數學上稱

為「等比級數」)。

將√2=1.059463094359289(「等比率」) (陳萬

鼐，2000，p.121)連續自乘十二次，即可算出頻率

倍數。計算結果如下表：(繆天瑞，1996，p.87)

(採微軟Excel軟體計算，有效數字達小數點以下第

十四位)。

上 表 的 計 算 結 果 ， 音 級 第 1 2 為

1.99999999999965，幾乎是八度的振動比「2」。另

以「音分」5 (也就是每一個半音分成100等分為計

算單位)相當普遍，也合實用，方便於表示一個半

音內誤差的多寡。求每秒頻率振動數的方式，可

將√2=1.059463094359289(「等比率」) 這個數

據，乘以國際標準音高440Hz，往上取得半音，再

以440Hz除以「等比率」，取得往下各半音的頻

率，檢驗是否達到八度比例為2：1。換算頻率的

結果如下表：6

十二平均律的頻率對照表

音級 音名 產生方法 頻率倍數 音分值

1  c
1

1  0  0  

2  #c
1

1.059463094359289  1.05946309435928  100

3  d
1

(1.059463094359289)2 1.12246204830934  200

4  #d
1

(1.059463094359289)3 1.18920711500267  300

5  e
1

(1.059463094359289)4 1.25992104989480  400

6 f
1

(1.059463094359289)5 1.33483985416994  500

7  #f
1

(1.059463094359289)6 1.41421356237297  600

8  g
1

(1.059463094359289)7 1.49830707687653  700

9  #g
1

(1.059463094359289)8 1.58740105196802  800

10  a
1

(1.059463094359289)9 1.68179283050721  900

11  #a
1

(1.059463094359289)10 1.78179743628042  1000

12  b
1

(1.059463094359289)11 1.88774862536309  1100

13 c
2

(1.059463094359289)12 1.99999999999965  1200

鍵序 律名 頻率(Hz)

1  A
3

27.50000000001900 

2  #A
3

29.13523509490040 

3  B
3

30.86770632852820 

4  C
2

32.70319566259610 

5  #C
2

34.64782887213100 

6  D
2

36.70809598969870 

7  #D
2

38.89087296528370 

8  E
2

41.20344461413310 

9  F
2

43.65352892915070 

10  #F
2

46.24930283898030 

11  G
2

48.99942949774550 

12  #G
2

51.91308719752080 

13  A
2

55.00000000002860 

14  #A
2

58.27047018979070 

15  B
2

61.73541265704580 

16  C
1

65.40639132518080 

17  #C
1

69.29565774425000 

18  D
1

73.41619197938470 

19  #D
1

77.78174593055390 

20  E  82.40688922825200 

21  F  87.30705785828620 

22  #F
1

92.49860567794460 

23  G
1

97.99885899547410 

24  #G
1

103.82617439502400 

25  A
1

110.00000000003800 

26  #A
1

116.54094037956100 

27  B
1

123.47082531407000 

28  c  130.81278265033900 

29  #c  138.59131548847600 

30  d  146.83238395874400 

31  #d  155.56349186108100 

32  e  164.81377845647500 

33  f  174.61411571654200 

34  #f  184.99721135585700 

35  g  195.99771799091400 

36  #g  207.65234879001200 

37  a  220.00000000003800 

38  #a 233.08188075908200 

39  b  246.94165062809800 

40  c
1

261.62556530063300 

41  #c
1

277.18263097690400 

42  d
1

293.66476791743700 

43  #d
1

311.12698372210800 

44  e
1

329.62755691289400 

45  f
1

349.22823143302400 

46  #f
1

369.99442271165000 

47  g
1

391.99543598176100 

48  #g
1

415.30469757995100 

49  a
1

440.00000000000000 

50  #a
1

466.16376151808300 

51  b
1

493.88330125611000 

52  c
2

523.25113060117500 

53  #c
2

554.36526195371200 

54  d
2

587.32953583477300 

55  #d
2

622.25396744410800 

56  e
2

659.25511382567300 

57  f
2

698.45646286592700 

58  #f
2

739.98884542317300 

59  g
2

783.99087196338600 

60  #g
2

830.60939515975900 

61  a
2

879.99999999984800 

62  #a
2

932.32752303600500 

63  b
2

987.76660251204900 

64  c
3

1,046.50226120217000 

65  #c
3

1,108.73052390723000 

66  d
3

1,174.65907166934000 

67  #d
3

1,244.50793488800000 

68  e
3

1,318.51022765112000 

69  f
3

1,396.91292573161000 

70  #f
3

1,479.97769084609000 

71  g
3

1,567.98174392650000 

72  #g
3

1,661.21879031923000 

73  a
3

1,759.99999999939000 

74  #a
3

1,864.65504607169000 

75  b
3

1,975.53320502376000 

76  c
4

2,093.00452240397000 

77  #c
4

2,217.46104781408000 

78  d
4

2,349.31814333828000 

79  #d
4

2,489.01586977557000 

80  e
4

2,637.02045530178000 

81  f
4

2,793.82585146274000 

82  #f
4

2,959.95538169167000 

83  g
4

3,135.96348785246000 

84  #g
4

3,322.43758063788000 

85  a
4

3,519.99999999817000 

86  #a
4

3,729.31009214273000 

87  b
4

3,951.06641004683000 

88  c
5

4,186.00904480723000



便，當然也比較容易產生聽力疲勞，這種調音方

法的好處是，以三度音程來調音。

資深的調音師，對於三度的調音掌握熟悉，

也為了達到迅速調出準確的十二個半音，通常採

用此種方式，快速的用兩個手指，隨時以三度音

程用聽力辨別是否達到理想。由上圖可見，取得

第一個八度音後，隨即以三度音程取得第三音。

如果往上往下可以取得協和音，儘可能取得協和

音程，減少一次的音程判斷錯誤機率。這種方式

基本上可以看成，往上三度取得三度音程，往上

不超過一個八度基礎調音區，連續兩次取得三度

音後，往下取得四度獲五度完全音程。這樣的調

音方法，只要取得十三次，就可取得基礎的十二

個半音。

三、第三種求十二個半音的方法：

(陳儀進，1994，p.59)

運用上升四度和下生五度交叉進行。將音叉

對準a
1
調到下方八度的a音，在調準上方四度音d

1
，

繼續往下生五度求得g。這種上升四度，下生五度

交叉的生律法，叫做「四五度循環法」，這種方法

似乎是現行調音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運用440Hz

音叉開始調音。詳細程序如下：

a
1
↘a↗d

1
↘g↗c

1
↘f↗#a↗#d

1
↘#g↗#c

1
↘#f↗b↗e

1

從鋼琴鍵盤來看調音步驟如下：

這種調音方法引自「日制」鋼琴調音方法，

日本功學社調音師使用此法(1973年音樂之友社出

版) (陳萬鼐，1992，p.87)。運用四度、五度、八

度協和音程，用人耳聽取協和音程。

折衷的調音方式，採用此種調音技巧，取得

第一個八度音程後，採取上下方四度或五度的音

程，往上又往下的四度或五度調音，也可以看成

是一左一右的完全音程調音方式，在八度內保持

以四度音程為主，連續取得十二個半音。這種方

式只要十一次就可以完成基礎十二個半音的取

得。

依此三種原理調音，將鋼琴調好基礎的八度

音之後，調音師並非全按基礎八度內各音向上照

高度(1200音分)疊加，或向下照低八度疊加而調

音；而是用一定組位的基礎八度音(通常就是用中

央C的組位)，向上超過八度，及向下超過八度來

調音，因此衍生出「偏差音」(inharmonicity)的問

題，為降低「偏差音」的影響程度，通常運用偏

差數據表作為參考，最低音區與最高音區，是影

響最多的音區，也是最不容易調準的音區。

又如果鋼琴的國際標準音高不是440Hz，而在

438Hz或更低7，則高低音區的琴弦，因為琴弦的

張力關係，調音時更不容易聽出基音(Fundamentel

tone；泛音列中聲響最大的第一基礎音)。

以調音器(測頻器)作為調音檢測儀器，在偏差

音的範圍音區，通常調不出理想的音高，或調音

器根本測不出音高。唯一的方法便是運用超過八

度的音程調音，並用「泛音」的振動原理，依靠

音感聽力調音。

例如在鋼琴鍵的C
2
音琴鍵按下不放，再以強

音彈奏C
4
琴鍵，立刻放開琴鍵，此時因為琴弦同

音的共振原理，振動到C
2
弦的「泛音列」(同倍音

列的音列)，會發出微弱的C
4
音，用這種方法檢

測，聽看看是否產生琴弦的某一振動節(一條弦的

振動中，如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各等分的琴弦

也會產生振動)，產生同音共振，如果沒有則表示

八度音還沒有調準。

偏差音主要因琴弦的性質而起。高音方面，

琴弦張力大使琴弦變得堅硬，振動時摻入「棒振

動」的性質，導致琴弦頻率偏大。反之，低音方

面，琴弦多用纏弦，纏弦比粗細或重量相同的實

心弦柔軟，導致琴弦頻率偏小。不同類型的鋼琴

偏差音有所不同，以平台大鋼琴偏差最小，次為

立式大鋼琴，偏差音最大的為直立式小鋼琴。舉

例來說，平台鋼琴大鋼琴在大字一組及小字四組

約為 +9音分與 +8音分；直立式小約為 +16音分及

■ 美育第131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31 藝海拾貝 Jewels of the Art World   92／93

貳、三種鋼琴十二平均律的調音法

調音的關鍵在「音程」(或音與音的距離)的

「協和」與「不協和」的音感聽力問題。十二平均

律用於多聲部音樂，以「協和音程」與「不協和

音程」兩大範疇，作為「音」的結合，如八度與

五度兩音程的結合，所產生的「協和音程」；大

小三度和大小六度兩音的結合，產生「不協和音

程」。

調音的音程聽力訓練，主要依協和音程作為

依歸，如八度、五度、四度，再次依大小三度或

六度音程來訓練聽力，或作為檢驗基礎音級的十

二個半音是否準確。另需注意的是，高音區與低

音區，不可採用倍音的頻率調音，否則依照倍頻

率調音，就會很像電子琴的聲音。

實驗與經驗證明，約在鋼琴鍵g3以上的高音

區不夠高，C
1
以下的低音區不夠低的聽覺現象(龔

鎮雄、董馨著，1995，pp.197-198)。以下介紹三

種調出十二個基準音級的半音方式，及兩音的協

和程度檢驗方法，另提供偏差音曲線圖，作為鋼

琴調音的基礎參考依據。

一、第一種求十二個半音的方法：

(繆天瑞，1996，p.291)

用十二平均律純五度(700音分)，加入八度而

調音。從a音(220Hz)出發，上升(往上生律稱謂)高

八度a
1
音(440Hz)，再從a

1
上升純五度e

1
音。詳細取

得十二個半音的程序為(符號「↗」表上升；「↘」

表下生)：

a↗a
1
↘e

1
↘e↗b

1
↗#f

1
↘#f↗#c

1
↗#g

1
↘#g↗#d ↘#a

(=bb)↗f
1
↘f↗c

1
↗g

1
↘g↗d

1
↗a

1

從鋼琴鍵盤來看調音步驟如下：

這種方法步驟繁複，目的在經過四度、五

度、八度音程的調音後，能夠回到原來的基礎開

始音，作為調音的檢驗，主要運用的為協和音

程，作為調音的音程聽力輔助。

第一音與第二音的八度，是最容易用音感取

得協和的音級，找到最容易取得的音。第二音往

下取得第三個音為完全四度音，也屬於協和音

程。在十二個半音的取得中，盡可能減少較不協

和的音，降低調音時的音感疲乏或調音失敗。第

四音後往上取得完全五度音的協和音程第五個

音。為了保持在一個八度內調完時二個音，先行

取得八度、四度、五度的音。往下調音找到八度

音，再往上找四度獲五度音，這種調音方式是儘

可能運用八度的協和音程，調完時二個半音，也

是一種比較安全的調音方式。當然這種調音方

式，要調校的音比較多，過程比較久，為較不熟

練或要求較高的調音師所用。

二、第二種求十二個半音的方法：

(繆天瑞，1996，p.292)

用十二平均律純五度和大三度(400音分)調

音。從C
1
音下生低八度c音，從c音連續上升兩個大

三度e音和#g音；再從#g音下生純五度#c音，從#c音

連續上升兩個大三度#e(= f )音和a音(f至a音之間加

入c音，作為檢查純四度f至c)。詳細取得十二個半

音的程序為：

c
1
↘c↗e↗#g↘#c↗#e(= f；用c音檢查純四度)↗a(用

下方e音檢查純四度)↘d↗#f↗#a(=bb；用下方f音檢

查純四度)↘be↗g(用下方c音檢查純四度)↗b

從鋼琴鍵盤來看調音步驟如下：

這種調音方法，適用於具有三度、六度音程

訓練的進階調音師，運用三度調音、四度檢驗的

方法，取得十二平均律半音，調音過程較為簡



學生，長期沒有在經常調音的鋼琴下練習，不知

不覺地影響本身聽力音感(音準)問題。

為達到合理的十二平均律理論標準，調音師

也經常使用弦振動的倍音比來檢驗(亦可稱為泛音

列)9，運用倍音的振動比關係，超越八度的方式，

一邊調音一邊檢驗音高是否準確，特別在高音區

與低音區，則依據調音師對音感的感受，參考偏

差音的數據圖，調出感覺較舒服的音程，適用於

各種大小調音樂。

這倍音的原理，是調音師必須具備的訓練，

也就是弦振動的特性。弦振動的特性有兩種：當

弦的張力越大時，頻率越高；一條弦振動時，實

際上不僅全弦振動，同時全弦的各均等分也會振

動，因此產生複合音(Compound tone)，以下倍音

列(或稱分音)，可看出除了基音發出最大聲響外，

還有這些聽不太清楚的倍音10。基音所佔的響度百

分比，依樂器特性而異，筆者曾研究板振動樂

器，以麻江型銅鼓的頻譜分析為例，以聲譜圖

(Spectrum)測量結果，基音的響度dB約佔泛音列的

80%-99%左右(劉客養，1996，pp.10-16、28、

169)。以下第一基音響度最大，其餘的各倍音數字

越大，響度就越小。

[倍音列]

倍音列的功用有幾種：倍音列1表示「基音」

(Fundamental tone)，其他音都稱為倍音。每一個數

字代表弦分為幾節振動，如3表示弦三等分振動所

產生的音，依此類推。倍音數也表示為頻率的倍

數，如3表示基音的三倍音，這數字也作為倍音的頻

率比數，如3倍音為基音的3:1(繆天瑞，1996，p.6)。

筆者有一套鋼琴調音工具，工具使用技巧繁

多，以我個人在鋼琴調音的經驗，也是採用前述

三種方式練習，這三種調音方式，我會混合應

用，用來檢測調音過程，避免聽錯音。

首先調音環境要在安靜的環境下，另外我也

以電子測頻儀輔助我的調音，避免聽力疲乏，在

調音過程中，在鋼琴中央音區，測頻儀可以提供

協助，有一半的鋼琴音區，測頻儀是無法提供協

助的，只能運用八度技巧，協助聽力，測頻儀只

能協助中央區的調音，提供隨時調音檢驗。

簡易的調音工具有：調音棒、測頻儀、大軟氈、

小止音器、音差，即可進行調音，另外二十餘件的調

音工具則應用在整個鋼琴的調校，暫不在此說明。

調音時注意右手的微調動作，不可抓緊調音

棒；站立姿勢保持右側靠鋼琴；琴鍵擊弦的時間長

度，依照高音與低音有所不同，高音較短，低音需

要較長的音響時間，判斷音高是否協和。通常採用

四度、五度音程交互彈奏，提供聽力判斷。

最困難的音區，應該算是最低音區，很容易讓

調音師感到聽力模糊，特別是最低音區往上一個八

度的音區，如果沒有調準，最低音區就很難調好。

另外最高音區也會有聽力模糊的現象，在完全沒有

測頻儀的輔助下，這些困難的音區，就是調音師的

最大考驗，熟練的右手微彈調音棒的技術，更是不

容易用文字的描述，只能以實際經驗體會，稍微彈

一下調音棒，就可能超過想要取得的音高，難怪調

音師要花費數萬元買一支調音棒。

一般一台鋼琴的調音時間，大約在三十分鐘

內完成，熟練的調音師可以快速完成，但不保證

就是音樂會的音準水準。鋼琴在完成調音後，受

到時間、溫度、溼度，或用力彈奏等影響，也許

過不久就會產生走音的現象，隨時微調鋼琴就是

調音師的重要工作，讓鋼琴經過音樂的彈奏後，

還可以保持轉調時聽起來也順耳。

肆、十二平均律鋼琴調音檢討

十二平均律的發明是人類重要的科技進步，

應用於鋼琴演奏實務，需藉由鋼琴調音師的技術

與音感，相互配合才能達到理論與實務的相得益

彰。律學(或稱數理音響學)在數學上的計算已經達

到幾乎完美的境界(超出實務需求範圍)，作為調音

師的調音準則有餘，然調音師的程度各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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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音分(繆天瑞，1996，p.293)。

今日的德國Steinway公司製造的平台大鋼琴，

據稱不存在「偏差音」，可見鋼琴製造技術也在追

求消除調律的窒礙問題，以達理想的調音境界(繆

天瑞，1996，p.292)。小型直立式鋼琴，產生的偏

差音較大，調音難度應較高，因為鋼琴製造技術

之因素使然。

在繆天瑞的《律學》曾引用美國聲學家羅辛

(Thomas D. Rossing)，於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聲音

的科學》(書名翻譯名稱)指出偏差音數據，資料來

源為：美國馬薩諸塞州芝加哥公司提供的鋼琴偏

差音處理資料，可惜缺乏精確的數據，本文依據

該書僅提供曲線，這數據有待日後研究。偏差音

分數如下圖(繆天瑞，1996，pp.292-293)：

鋼琴琴弦偏差音曲線圖 (繆天瑞，1996)

偏差數值單位：音分

鋼琴偏差音全憑訓練有素的調音師，以音感

聽覺來調整。音樂家和調音師的音樂聽覺感受標

準不同，或鋼琴結構的差異，都會影響偏差音的

大小。因為鋼琴每一個半音的頻率差相當接近，

常用的調音器使用「音分」為計算單位。因為每

兩個音的頻率差都不相同，應用「音分」為計算

單位，應是相當恰當的計算單位，便利於律學計

算。例如#A
3
-A

3
的頻率差=1.63523509488133；#C

1
-

C
1
=3.88926641906922，數字不容易分辨，運用音

分為單位，就可以在一個半音音程內，作為調音

檢測數據，分辨誤差的頻率多寡。

參、鋼琴調音關鍵要因

每一架新鋼琴出廠之前必須調好音，調音要

三次才算完成，因為鋼琴會走音。第一次要比標

準音高約高四分之一，第二次要比標準音高約八

分之一，第三次才按標準音高來調，每次調音時

間間隔約為四到五天，總共加起來要十八天才能

完成鋼琴的調音工作。但是鋼琴還是會走音，所

以有就必須經常調音，這是在所難免的。走音的

因素關係到鋼琴設計與使用的材料有關，高價位

的鋼琴據說是較不容易走音的(辛丰年，1999，

p.56)。

調音師的音程聽力訓練、拍音的調法、偏差

音數據圖、倍音檢測、熟練的微調琴弦張力⋯

等，應可作為鋼琴調音的主要關鍵要因。

鋼琴調音師的基礎訓練首要是練習「音程」，

從協和音程開始練習，純八度、純五度、純四

度，在練習大小三度、大小六度音程。音程聽力

基礎之後，一定要會聽「拍音」8。練習聽拍音的

方法，例如取三支音叉練習，兩支同頻率440Hz敲

擊發音，因為頻率相同所以沒有拍音現象；一支

440Hz與一支435Hz，同時敲擊發音，就可以聽到

拍音的現象。每秒鐘拍音次數的算法為：440-

435=5個拍音，調音師就是依此原則調音(陳儀進，

1994，pp.46-47)。

聽覺與儀器的調出來的音，仍有聽覺滿意度

的差別。經過實驗的結果，多數的演奏者，較滿

意的是憑聽覺調出的音，用儀器調出的音，聽起

來感到高音區偏低，低音區又偏高，這是屬於人

聽覺上的共同習慣性。依照現行調音師的調音，

約在大字二組A
2
約須調低2-12音分，小字三組到小

字四組a
1
起約須調高3-40音分，鋼琴中央區影響較

小，幾乎沒有調增或調減音分，這屬於經驗獲得

的數據(陳儀進，1994，pp.79-80)。

從調音實務的數據(陳儀進：鋼琴調律修護指

南)，及美國聲學家羅辛所提的偏差音數據(繆天

瑞：律學)各有所不同，目的都是想達到理想的音

響效果，而每個調音師都有不同調音音感，影響

十二平均律理論的實踐，顯見又回到不平均律的

範疇內，只是人耳聽覺未察覺而已。若學音樂的



同，調音師又不能是作曲家兼演奏家，演奏家又

不全然可以作為調音師，所以整理配合起來也困

難許多。

又因為多數人的音感聽力，約在2個音分(一個

半音有100音分；半音之內分為100個等分)內不容

易聽出來，也算是十二平均律理論在實踐上的安

慰。具有天生絕對音感的人，或訓練有素的音樂

家(或演奏家)，兩個或一個音分的頻率差，在合奏

的狀態下，都有可能被聽出來音高的差異，這則

是調音師與音樂家必須面對的挑戰，以迎合作曲

上與演奏上的需求。

經過細微的調律過程，仍然影響整個鋼琴的

音準與音響品質，調音問題依然存在。鋼琴調音

師調出的「十二平均律」，也許音響效果有所差

異，在音樂上較重要的是，音律應有適度的「變

通性」與「靈活性」。美籍德國音樂學家愛因斯坦

(Alfred Einstein﹐1880-1952)，曾指出：「『靜態』

與『動態』的觀念，指一音處於和聲的地位或曲

調的地位而言」(繆天瑞，1996，p.274)。十二平

均律的相關問題，似乎必須考量在其他樂器上的

應用，考量音樂的「和聲性」與「曲調性」之

需。

筆者主修中國樂器「笙」，大學音樂系背景出

身，每每上台演奏必檢測樂器的音高，是否遭濕

氣、溫度所影響，經常適度的調整音高；也經常使

用鋼琴調音器材對鋼琴調音，發現鋼琴的音域甚

廣，初學調音練習時，運用調音器調校鋼琴後，總

是調不出適合聽覺的音準，顯然就是因為偏差音的

因素所造成。對於這兩種樂器，一種是管樂器，一

種是弦樂器，都是依靠八度、五度、四度，及大小

三度的協和音程檢測調音，依音程聽力判斷完成調

音。又因這兩項樂器是其他合奏樂器，在演奏前的

音高調校或對音標準的相對樂器，相形之下，對於

音樂演奏的協和度顯得更為重要。

《註釋》

1 朱載堉家學淵源、精研算學、樂學、曆學、韻學、樂

器、樂舞等，所著《律呂全書》四十八卷，堪稱中國音

樂理論最具有價值的書籍。專書研究朱載堉請見台灣陳

萬鼐《朱載堉研究》及北京戴念祖《中國聲學史》。

2 據筆者所悉目前測頻器精準度達小數點以下四位，為日

本YAMAHA調音師專用儀器，這種儀器在台灣仍然少

見，專為理論與訓練所用。

3 十五、十六世紀的曲式名稱，主要根據短小的音形及樂

想，運用轉調的方法作成樂曲(請見大陸音樂辭典)。

4 是一種模仿對位法的作曲方式，此種對位法風格盛行於

十七世紀。由數個單獨的聲部所組成，以短旋律應用對

位法，反覆出現旋律動機(motifs)的方法作成樂曲(請見

大陸音樂辭典)。

5 一般有五種計算方法，如Herschell主張一個音級分成

1000分；Karl Lakes主張一個音級分成100分；Gaudy

主張一個音級分成十二分，A. J. Eills主張一個音級分為

1200分；Joseph Yasser主張一個音級分成600分(陳萬

鼐，1992，p.92)。

6 頻率表鋼琴鍵序集律名，依照比利時馬絨館長記音高的

方式(陳萬鼐，1992，p.92)。

7 鋼琴如果是調為4 3 6 H z，通常逐步調音往上調到

440Hz，不會一次就調到440Hz，這樣鋼板會突然增加

張力，走音的機率會增加，另外鋼琴弦也會容易調斷。

8 所謂「拍音」就是兩個振幅大致相同，頻率相近的音波

合成後，其合成音波振幅發生週期性的強弱變化，稱為

「拍音」。

9 倍音與泛音的差別在於名稱的不同，如第一泛音，其實

就是基音的第二倍音。

10 聽倍音的方法是當基音響過後，注意聽其他倍音，有很

微弱的倍音列音高。倍音的強弱，其實就是影響樂器音

色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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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三不運動︰危險公共場所，不去。標示不全商品，不買。問題食品藥品，不吃。

一、國劇劇本

二、舞臺劇劇本

三、短篇小說

四、散文

五、新詩

六、古典詩

七、聲樂曲

名次別 作者 作品名稱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從缺

第三名 從缺

佳作 陳佳彬 金針情

佳作 黃英雄 侵功記

佳作 從缺

第一名 陳緯恩 枯榮裡

第二名 黃淑錦 盡頭世界

第三名 邱少頤 迷局破

佳作 高煜玟 紅色咖啡館

佳作 陳嬿靜 On Air

佳作 林乃文 那年夏天

第一名 吳俊龍 家的拼圖碎片

第二名 胡淑雯 末花街38巷

第三名 林育涵 米亞的背包

佳作 張瀛太 靈姬之城

佳作 劉俊輝 少年白

佳作 戴玉珍 文公尺

第一名 陳政國 髮

第二名 楊孟煌 最後的鹿仔樹

第三名 陳惠琬 跨界

佳作 林欣誼 安達魯西亞的旅人

佳作 周惠菁 八腳眠床

佳作 方中士 浮影人生

第一名 陳雋弘 夢境、與麻雀一起早餐、深眠-過屏東縣

某一原住民部落、這個世界容不下美好

如你的人—致梵谷

第二名 解昆樺 島嶼．噤聲

第三名 林巧鄉 有時她們鑿深井熱愛老動物

佳作 陳惠菁 十七點三十七分北上復興號在第一月台

快開了，未上車旅客，請趕快上車

佳作 楊原億 棉被

佳作 黃千芳 虫二

第一名 許永德 玉子誼詩稿

第二名 張國彥 不著齋吟草

第三名 周肇基 肇基詩稿

佳作 任真慧 摘星閣詩稿

佳作 李佩玲 微雪齋吟草

佳作 姚孝彥 空谷清音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從缺

第三名 林茵茵 錦瑟、荷塘夜色、青玉案

第三名 吳慈菁 相思、清夜吟、卷頭詞

佳作 蘇凡凌 催妝曲、去罷、颯颯東風細雨來

佳作 從缺

佳作 從缺

(以上七項，總計得獎人三十五名)

九十一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揭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