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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相關文獻 

2.1 相關研究 

在資訊科技的學術研究中，已有許多電腦自動作曲之研究，卻顯少有電腦自動編曲之相

關研究。學者 Khalifa[34]、Brown[16]和 Towsey[51]利用基因演算法的概念和樂理的基

本規則，讓電腦自動產生音樂旋律。學者 Langston 則提出六個數學的演算法：Stochastic 

Binary Subdivision、Riffology、Auditals、Key Phrase Animation 和 Fractal Interpolation，

使得電腦能夠自動作曲[36]。Chiu 等學者使用了資料探勘的方式，從已知的數首音樂中，

找出音樂作曲的規則(例如：音樂結構、旋律風格和動機)，接著電腦自動產生一首與輸

入的數首音樂相類似的音樂曲風[22]。因此，目前顯少學者有利用分析與探勘音樂的內

容資料，達到電腦自動編曲之功能。 

從古典樂發展到現代樂，音樂創作者也常將數首已有的音樂重新組合及改編成一首

新音樂。舉例來說，兩世紀前音樂家莫札特利用骰子遊戲的概念，將事先已經寫好的許

多音樂小節重新組合，創造出小步舞曲[24]。這種將音樂重組成新音樂是隨機的，雖然

音樂的和聲部分已符合音樂理論，但音符的水平線條卻顯得不太自然，起伏變化非常大

[52]。 

電腦音樂的研究學者 David Cope 利用電腦的機器學習理論[25]，學習莫札特、巴哈、

貝多芬…等音樂家的創作曲風，並且在音樂重組時利用自然語言的技術，使音樂較符合

句子的意義。David Cope 藉由此種方式重組音樂，雖可使重組後的音樂具有音樂家的創

作曲風，卻可能讓某些音樂片段的銜接不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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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 Lee[37]和 Yoon[52]的研究中，產生音樂時也將音樂段落前後的連接流暢性

列入考慮。他們利用 music graph 讓許多音樂片段能互相連接，並且使用 melody blending

使得音樂段落的旋律在銜接時，音程差較小。如圖 2.1-A 所示， Transition Boundary 的

左邊與右邊分別是以小節為單位的音樂段落。由於在圖 2.1-A 的旋律 (melody)銜接部

分，實線方框記號與虛線方框記號的音高音程差大於 12，因此作者將圖 2.1-A 虛線方框

記號的音高改成圖 2.1-B 虛線方框記號的音高，使得 melody 銜接較為自然。雖然旋律的

銜接較為自然且音程差較小，但是以和弦的銜接角度來說，和弦進程可能會不太符合音

樂理論[30]。 

 
圖 2.1：An example of melody blending。 

  此外以電腦遊戲與玩家互動環境來說，背景音樂搭配的自然性，將影響遊戲進行

的流暢度。由於不同的場景畫面搭配不同的背景音樂，所以玩家在場景切換時的背景音

樂銜接，學者 Berndt 使用 cross-fade 的方法，使得背景音樂在場景的切換時，能夠更加

的自然[14]。而且電腦遊戲最常搭配的音樂是管弦樂，Ka-Hing 等學者發展了一套音樂

改編系統[33]，它可以根據作曲家提供的音樂素材、規則和參數，自動產生與當時遊戲

畫面情緒相同之音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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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音樂編曲 

在流行音樂中，編曲者使用的音樂要素，可以分類為六種[3][8][26]：曲式(structure)，伴

奏(accompaniment)，前奏(introduction)、過門(interlude)、間奏(bridge)、尾奏(ending)，

織體密度(density)，調性(key)，音色(timbre)。藉由音樂要素的分析和資料探勘技術的使

用，我們希望在『編曲要素』與『歌曲呈現風格』中找到關聯性，使得電腦能達到自動

編曲之功用。接著介紹六種編曲要素： 

(1) 曲式 

曲式是一種時間上的結構，無論歌曲的長短，從兩三分鐘的廣告插曲到二三十分鐘

的交響曲，都必須要有結構框架，才能流暢連續，前後呼應。由此可知，歌曲曲式的分

析研究是相當中要的，如今已有不少研究是分析音樂內容的音樂要素，達到曲式的分析

[2][39][40]。曲式的構成是透過各種音樂要素綜合而來，特別是『旋律』、『節奏』、『和

聲』以及『調性』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舉例來說，旋律可以有段落之間的輪廓，節奏

或調性的變化帶來對比，和聲的差異可獲得前後呼應。 

(2) 伴奏 

如果說旋律是歌曲的靈魂，伴奏則是歌曲的身體。伴奏主要目的是：用和聲的效果，

加強歌曲旋律的表現，使旋律的意義及特點更為明顯，更為深刻。和聲搭配的恰當與否，

直接影響到整首音樂的目的性、合理性和完美性。所以編曲者在創作伴奏時，往往會考

慮相當多的編曲要素且相當費時。因此，在電腦音樂伴奏的研究中，從 1984 年至今就

有許多學者希望利用電腦技術自動替旋律搭配伴奏[10][27][28]。 

旋律在搭配伴奏之前，首先必須搭配旋律的和弦。目前已有不少學者投入和弦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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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4][9][15][20]。相同的和弦有不同的伴奏方式，它可以使和聲變得華麗且豐富，

並且表現出不同的情感與氣氛。換句話說，相同的和弦組成音，可以在單一小節中構成

許多不同的伴奏方法[1][3][52]。如圖 2.2 所示的四個小節，每一小節皆由 C 和弦的組成

音(Do、Me、So)所構成的伴奏且風格不盡相同。由於伴奏影響著歌曲的曲風，若能利用

相關的音樂風格分類方法[38][41][47]，判段歌曲的情緒風格後，我們即可知道該歌曲適

用的歌曲伴奏。 

 

圖 2.2：伴奏方式。 

(3) 前奏、過門、間奏、尾奏 

(3.1) 前奏 

所謂的前奏是指歌曲的第一主題出現前的音樂。以流行歌曲來說，主歌開始前的部

分即稱為前奏。前奏目的在於告知一首歌的開始與信號，以及給聽者在情緒上的導引與

準備。前奏的好與壞，影響歌曲的第一印象。此外，前奏的長短在音樂編曲理論中，通

常不超過八小節。 

舉例來說，圖 2.3 是林俊傑『江南』歌唱主旋律的歌曲片段，其中第 1 小節與第 5

小節的實線方框是歌曲的原動機。圖 2.4 則是這首歌曲的前奏，其中實線方框是採用原

歌曲歌唱部分主旋律的原動機。編曲者將歌唱部分主旋律的原動機運用在前奏中，並且

加入編曲者的創意，延續動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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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原曲旋律。 

 

圖 2.4：前奏。 

(3.2) 過門與間奏 

過門讓音樂段落連接有間歇的效果，間奏則讓音樂段落連接更為自然且順暢。以流

行樂來說，過門發生點是在同一曲式中的音樂段落連接，間奏發生點則是在曲式之間的

音樂段落連接。舉例來說，圖 2.5 是流行音樂常見的曲式：A A B A，其中 A 與 B 分別

是兩個不同的音樂段落主題(主歌與副歌)，A’與 B’則是將 A 與 B 作些微的變化。以此例

來說，過門發生的地方在 X 或 Y 中的主題段落連接，間奏則發生在不同曲式 X 與 Y 之

間段落的連接。此外，在音樂編曲理論中，過門的小節數通常介於一至四小節，而間奏

的小節數則介於四至八小節。 

[前奏] - [A A B A] – [間奏] – [A’ A’ B’ A’] – [尾奏] 

 

圖 2.5：流行歌曲常見曲式。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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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流行音樂有使用過門與間奏，古典音樂中也常使用。以過門來說，圖 2.6 是日

向大介『Minami-Piano Piece of Sena』的音樂片段，其中 3,4 小節是過門 (如實線方框部

分)，而且過門的方法是音高漸高和音量漸強。以間奏來說，圖 2.7 是貝多芬『allegro melto』

的音樂片段，其中 2-5 小節為間奏(如實線方框部分)，而且間奏的方法是在和聲部分漸

進的加入降 Re 大調應有的和聲。 

 
圖 2.6：上行加漸強。 

 

圖 2.7：由 F 大調轉入 D 大調之間奏。 

 

 



 10

(3.3) 尾奏 

尾奏的搭配，不僅使歌曲有收尾的動作，亦使歌曲有前後的呼應和對比，以及讓歌

曲有更完美充實的意境與情感。此外，尾奏通常不超過八小節。舉例來說，在光良『童

話』的六小節音樂片段中 (如圖 2.8)，1-3 小節是主題後半段，4-6 小節則是尾奏部分。

其中尾奏部分的和弦進程(如虛線方框部分)重複原本 1-3 小節的和弦進程及終止式(如實

線方框部分)，使得最後有收尾的感覺。 

 

圖 2.8：重複和聲序列之尾奏。 

(4)  織體密度 

織體密度是指同一時間點使用器樂聲部的多寡。在多器樂聲部的音樂中，為了使段

落的變化更有層次感，編曲者利用不同器樂聲部的數目來凸顯段落的差異感。織體密度

變厚 (器樂聲部變多)，可以將歌曲一步一步順勢推向高潮；編曲密度變薄 (器樂聲部變

少)，可以形成歌曲段落間的變化。因此編曲者利用織體密度的改變手法，突顯段落的

層次，以達到段落之間的聽覺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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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性 

為什麼『歡樂年華』、『情非得已』與『志明與春嬌』的歌曲，聽起來是這麼的有活

力、熱情與愉快；而『傷心的酒店』、『我們的愛』與『melody』的歌曲，聽起來卻是這

樣的悲傷、痛苦與憂鬱。這是因為歌曲調性的不同，而影響聆聽的心情。其中調性與情

緒之對應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調性與情緒之對應[3]。 

C 大調： 和平、高潔、嚴整、樸素 c 小調： 溫和、景仰、思慕

D 大調： 雄壯、歡樂、充實、華麗 d 小調： 勇壯、沉鬱 
E 大調： 華美、高貴、溫和 e 小調： 憂鬱、羞恥 
F 大調： 柔和、喜悅、平和、充滿 f 小調： 暗淡、質樸 
G 大調： 爽快、熱情、快活、華美 g 小調： 沉思、感慨 
A 大調： 希望、光輝、活潑、熱情 a 小調： 柔和、流麗 
B 大調： 銳利、典雅 b 小調： 嚴正、鈍重 

(6) 音色 

音色是指使用樂器的種類，為了營造不同的歌曲風格及增加聽者印象，音色亦是重

要的角色。下表 2.2 所列的是不同音樂曲風之間，音色使用組合之差異。 

表 2.2：曲風與器樂種類之對應[1][3][12]。 

流行歌曲： 吉他、鼓、BASS 
抒情歌曲： SAX、鋼琴、小提琴 
民族音樂： 二胡、琵琶 
搖滾音樂： 鼓、電子節奏、吉他、BASS 
爵士音樂 BASS、鋼琴、SAX 
藍調音樂 吉他、口琴、五弦琴、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