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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中國高校師範類教育的蓬勃發展，師範類高校中音樂教育專業學科已有了長足

的進步， 然而， 鋼琴教學作為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中的重要專業課程仍然存在教

育資源不足，教師水準有待改善，校園基礎建設薄弱以及課程設置不合理，培養目標不

明確等問題，這些問題已嚴重阻礙了我國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的發展進程。本研究

目的試圖通過以渭南師範學院為例，運用檔、文獻分析當前我國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

業鋼琴教學中面對的問題與現狀，並給與相應的一些可行建議，以助師範類高校音樂教

育專業鋼琴教學能找出解決問題之對策力求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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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隨著我國師範類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高等教育培養任務的調整以及新課改

的推行，一方面，不同層次的師範院校承擔著不同的任務。尤其是定位于建設特色鮮明

的綜合性研究型、具有一流水平和一流學科的師範大學，還承擔著培養卓越教師和教育

家，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教育最新研究成果，引領和推廣先進教育理念的重要使命，這些

師範大學代表了我國師範教育的最高水準 (程光旭、 姚若俠、孔祥利，2016)。 另一

方面，由於學生數量急劇上升，高校教師水準參差不齊，現代化設備不夠完善等條件影

響著我國師範類高校的發展，並在實際教學中產生諸多問題。要想發現師範類高校鋼琴

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並給與合理解決對策就要先瞭解師範類高校的培養目標。師範類高校

音樂學（教師教育）本科專業主要承擔了為中小學培養適應學校音樂教育的高素質音樂

教師， 為專業音樂學院研究生階段音樂教育方向輸送具有扎實理論基礎的學科人才。

教育部關於《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音樂學（教師教育）本科專業課程指導方案》中通知明

確指出， 本專業培養目標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 掌握音樂教育基礎理論、基礎知識、

基本技能， 具有創新精神、實踐能力和一定教以對廣大青少年兒童實施音樂審美教育、

促進身心全面發育教學研究能力的高素質的音樂教育工作者 (王志軍，2013)。”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採用檔、文獻分析、問題分析等方法，對渭南師範學院音樂學專業鋼琴教

師的教學作為研究物件，結合文獻中對於師範類高校鋼琴教學中的現狀與問題試圖揭示

我國普通二本師範類高校鋼琴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並給予相應的改進途徑與策略，為

提高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鋼琴教學改進提供有價值參考。也為普通師範類高校發展

規劃及行政管理提供建議。 



貳、渭南師範學院鋼琴教學現狀概述 

渭南師範學院（簡稱渭師院），是一所位於中國陝西省渭南市的公立大學，學科涵

蓋理學、文學、工學、歷史學、管理學、教育學、經濟學、法學、藝術學，具有學士學

位授予權。渭南師範學院始于 1923 年建立的赤水職業學校，經歷了原渭南師範學院、

渭南師範專科學校、渭南教育學院和渭南五七大學等階段，2000年 3月由原渭南師範專

科學校和原渭南教育學院合併組建而成。如今，已成為一所師範教育為主要特色的多學

科普通高等院校，目標成為“教師教育為主要特色的綜合性教學研究型大學”。目前學

校設有 10 個二級學院：人文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外國語學院、莫斯科藝術學院、數

理學院、化學與環境學院、網路安全與資訊化學院、商學院、管理學院、體育學院。其

中莫斯科藝術學院音樂學現有專職教師 59人，生源來自全國 15個省市自治區的全日制

在校本科學生 1059 人。現設音樂系、舞蹈系兩個系部。分別招收音樂學（師範）、音

樂表演（非師範）、舞蹈學（師範）、舞蹈表演（師範）四個本科專業和一個音樂教育

專科專業，具有藝術學士學位授予權。其中音樂學專業與音樂表演專業須進行聲樂、鋼

琴、視唱練耳、基本樂理、和聲學、曲式與作品分析、複調音樂、民族民間音樂概論、

中國音樂史、外國音樂史、合唱與指揮基礎、音樂教育理論基礎、音樂美學、器樂等課

程的學習。音樂學專業的培養目標為：掌握音樂學科基本理論、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

具備在中、小學校進行音樂教學和教學研究的教師、研究人員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學院

現有教學用房建築面積 7000 平米，擁有各類琴房 120 間，舞蹈教室 5 間，現代化音響

視聽室 1間、電鋼琴教室 1間，MIDI教室 2間，國產、進口鋼琴 130 餘架，全套西洋樂

器和民族樂器。學院資料室收藏有專業圖片集數千冊，各類專業 CD、DVD等音像視聽資

料 3000余張，中英文期刊 20餘種。筆者服務于渭南師範學院莫斯科藝術學院任鋼琴教

師，將相關文獻與工作期間所遇到各類相關鋼琴教學之問題相結合，試圖揭示我國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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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鋼琴課程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幾個問題，並提出相應改善途徑

與策略。 

 

叁、師範類高校鋼琴教學存在問題 

一、師資與學生人數不匹配 

隨著師範類高校招生人數的逐年上漲，鋼琴教師的人數變化不大，這就意味著每一

位教師的工作量上漲甚至超額。以渭南師範學院為例莫斯科藝術學院為例，音樂學部的

鋼琴專任教師為 10 人，單音樂學專業一個年級的學生為 180 人左右，根據鋼琴課程專

業要求應為一對一小課輔導，每節課 45 分鐘，每位學生每週應上一學時鋼琴專業課，

教師的工作量每人應為 18 課時，如只計算一、二年級鋼琴必修課程，每位鋼琴教師每

週須完成 36 學時，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為了壓縮課時，渭南師範學院採用小組課

程（3 人）的方式完成學生的鋼琴專業課，在一節課內教師平均給每位學生講授的時間

不到 20 分鐘，這種做法雖然壓縮了課時，學生在小組課程中也可以相互學習交流，但

問題依然顯而易見。師範類高校招生的生源鋼琴專業水準明顯低於專業音樂學院，因

此，培養學生的鋼琴專業水準壓力與難度更大，要在四年內培養出可以適應我國中小學

音樂教師的專業人才，鋼琴課程的內容遠不能在每週 20 分鐘內完成，不少學生因基礎

薄弱並在課堂上學習時間不夠造成鋼琴專業水準難以提高的窘境。 

 

二、教師專業水準參差不齊 

目前我國師範類高校的鋼琴教師大部分來自于專業音樂學院或師範類高校音樂專

業，在自身鋼琴演奏與教學水準上還存在差距。鋼琴教師的專業水準與教學態度直接影

響學生的學習效果。如一些善於鋼琴演奏的教師將精力較少用在鋼琴教學當中，教學方

法單一，學生只能通過模仿練習來學習鋼琴演奏；或一些鋼琴教師不注意學生自身特點



與基礎，選用不適當的教材教學，使學生對鋼琴學習產生厭學心理或進步較慢(官圓媛，

2009)。再或是一些鋼琴教師不能熟練掌握鋼琴教學心理，加上不注意教學態度，學生

和教師在短暫的課堂上不能得到良好的溝通，學生對教師產生偏見以至於難以進行正常

的鋼琴教學。教師是教學過程的組織者，學生學習的指導者、促進者、幫助者，在教學

過程中，教師的教學態度是影響學生學習的一個關鍵因素。而鋼琴課程對學習者的心理

要求是極高的，學生在演奏時很容易受外界環境因素干擾而影響演奏效果，如教師沒有

耐心或講究方法引導啟發，鼓勵學生，對於基礎薄弱的學生易於產生厭學或怯場的心理

從而影響鋼琴教學效果。 

 

三、學校硬體設施不足 

鋼琴學習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學生課後的練習，要保證每一位學生每天有三個小時在單

獨配備鋼琴的琴房練習是大部分師範類高校甚至於專業音樂學院難以達到的理想狀

態。目前我國大部分師範類高校的琴房數量遠不夠負荷在校需練習鋼琴的學生人數，在

琴房使用情況緊張時規定每位元學生每天最多使用 3個小時，不少學生因排不到琴房達

不到練習時間，直接影響學習效果。而現階段師範類高校由於經費原因不能保證琴房的

鋼琴品質也將學生練琴效果大打折扣(蔣小燕，2012)。鋼琴學習不僅需要琴房，更需要

專業書籍與音像製品，學生在學習鋼琴時須閱讀大量相關文獻，觀看或聆聽大量的音樂

作品從而提高自身音樂素養，而專業的音樂類圖書音像往往是師範類高校圖書館最稀

缺、最不被重視的科目。學生難以在教師以外的途徑中吸取音樂養分將直接影響學生對

音樂的興趣，使鋼琴學習更加抽象，音樂素養的欠缺也將在學生畢業後工作中顯現出來

（Koga & Tims，2001）。 

 

 



四、重課堂輕實踐，學生就業能力差 

在德國，高師音樂教育被分為三級，學生按所選的級別分別學習教授小學、初中、

高中的音樂教育課。大學畢業後要實習並參加培訓班兩年，之後還要通過國家二級考

試，才能申請教師工作。在美國，學校規定學生學習時不分級，而是把大學第四年的全

年都用於實習，以提高實際能力。凡是選擇中小學音樂教育職業的畢業生都必須經過國

家教師資格考核，取得該方面的證書後，方可到相應級別的學校執教。這種國家考核的

內容由個人素質、音樂專業能力、教育專業能力三大類組成 (栗曉洋，2014)。而在我

國大部分師範類高校鋼琴教學過程中，教師多注重培養學生演奏鋼琴的能力而忽略師範

專業學生的就業需求。只有少部分學生自發在課餘擔任培訓班教師兼職等工作，教學能

力水準遠不足以完成工作。以渭南師範學院為例，雖然在大學四年級時安排學生進入中

小學實習，但大學所學專業知識卻無法得心應手的投入在實際教學工作中，這與教師平

時的教學側重點是密不可分的。學生在鋼琴專業課上大部分是被動的學習，較少去思考

如何去“教”，更少去思考教學系統與教學方法，教學經驗的積累更不足以支撐“師範

生”的專業要求，不少學生因教學能力不足在大學畢業後不得不選擇改行，就業壓力十

分嚴峻。 

 

肆、面對鋼琴教學改進途徑 

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的培養目標是素質高能力強的中小學音樂教師，而良好的

音樂基礎也將是中小學學生以後在音樂方面發展的重要關鍵，因此，針對以上問題，筆

者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相應之策略。 

一、合理配置師生比例，科學規劃課程建設 

    在教師方面，師範類高校應科學合理規劃教師人力資源配置，確保每一位元學生



“有課上，上好課”；同時保證教師在教學工作之余有充分的精力投入科研工作。師者，

傳道授業解惑者也。教師在教學中是起著主體作用的，在擴招帶來的巨大壓力之下必須

提高教師的待遇，因為只有保證了教師品質的穩定性才能保證學生的品質 (栗曉洋，

2014)。另一方面，面對我國高校擴招的趨勢我們應進行反思，冷靜思考師範類高校的

可持續發展與提高生源素質的有效途徑。在招生上，儘管對於選擇什麼樣的考生進入藝

術院校還是處於各自為政的現狀，但是就師範院校而言，全面型的考生是越來越受親

睞，已被列為最理想的音樂師資人才來儲備。這樣的招生導向，也使得許多準備報考師

範音樂專業的考生開始注重全面發展，不僅能夠專長一項樂器，而且文化基礎也比較

好。事實上也證明，這樣的音樂師範生在走上教師崗位後往往能夠發揮出最大的人才效

能。因此，在音樂師範生的招考上，如果能把全面型的考生作為優先的錄取對象，將會

極大地促進中小學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造就出一支實力雄厚的骨幹音樂教師隊伍 (丁

嫚莉、權輝，2013)。 

關於授課形式的比較，無論是傳統“一對一”的個別授課，還是“一對多”的小組

授課方式，甚至多人的“數碼鋼琴集體課”都要針對不同專業水準的學生合理設置。 

（一）、“一對一”的個別授課方式爭取讓每一位元師範類高校學生有所體驗。以

渭南師範學院為例，不少基礎較差的學生入校時被分配鋼琴集體課或一對多小組授課，

完成兩年鋼琴必修課之後沒有考取鋼琴主修名額的話就結束了自己大學的鋼琴學習，這

對於培養中小學音樂教師的專業素質要求是遠遠不夠的。每一位學生掌握鋼琴演奏技藝

的能力各有差異，而對音樂藝術的理解也是千差萬別的，因此每一位學習鋼琴演奏課程

的學生需要一對一個別課的獨立指導，教師才能針對學生自身的水準與特點選擇適合的

教學方式，説明建立學生的演奏意識，提高學生音樂審美、創造力以及鋼琴教學的正確

思考(Walmsley，2002)。  



（二）、“一對多”的小組授課方式可以作為輔助教學方式針對不同級別的鋼琴學

生，這種授課方式更利於教師與學生相互探討鋼琴有關的歷史、文化、鑒賞以及發現一

些共同的鋼琴演奏規律與教學方法等，這種交流碰撞與研究探討，進一步激發學生學習

鋼琴的興趣，尤其是對拓展獨立學習與思考能力的提高較有優勢。 

（三）、關於近年來普遍流行的“數碼鋼琴集體課”則應作為輔助教學方式針對初

級鋼琴水準的學生提高演奏基礎技能以及學習音樂基礎理論奠定基礎。鋼琴集體課教法

的特點是: 教材新穎獨創， 大綱合理嚴謹、內容廣泛全面， 課程加強了和其它音樂課

程( 樂理、視唱練耳、和聲、曲式、複調、鋼琴伴奏) 的內部橫向聯繫。它打破了鋼琴

歷來只能個別教學的傳統模式， 創立了一種讓若干學生共同聽課、練習、彈奏和複習

的課堂綜合教學的新形式。這種在美國已獲得成功的新的鋼琴教學方法， 對現代的音

樂教育顯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特別對於師範的鋼琴教育和兒童的鋼琴學習， 更是有著

明顯的優越性， 它使鋼琴學習從神秘走向通俗， 從封閉變成開放， 第一次使得普及

鋼琴音樂教育成為可能。雖然它不能代替傳統的鋼琴專業教學， 然而就是在美國的某

些音樂學院， 也有人採用這一教學法， 開設了某些專修課程， 彌補了個別教學的不

足 (李和平，1995)。 

二、完善提高教師素質 

    關於提高師範類高校鋼琴教師專業能力水準以及教師繼續學習深造的問題早已成

為高校師資隊伍建設的重要問題。而針對師範類高校鋼琴教師的專業特色，各類高校應

建立一套完整科學規劃，使教師在完成教學工作與科研工作的同時不斷提高自身業務能

力與師德品質。 

   （一）、樹立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鋼琴教學的正確指導思想。明確師範類高校

的培養目標，針對不同鋼琴水準的學生因材施教，充分利用課堂教學時間提高學生對鋼



琴學習的興趣，引導學生合理規劃專業學習的方法，注重學習效果與課外實踐的結合，

不僅培養學生提高音樂理論基礎與鋼琴演奏技巧，更注重培養學生教學實踐能力與思考

能力。 

   （二）、加強教師自我學習再深造。教師的知識儲備不能單停留在本科或研究生時

所積累的專業知識水準，學校應鼓勵教師參加各類教學研討會，音樂節，大師課或教學

競賽等交流經驗，不斷吸收新鮮資訊，利用網路平臺為教師創造繼續深造的機會。 

   （三）、根據時代發展注重教學內容改革與創新。根據國家教音委員會頒發的《關

於發展與改革藝術師範教音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的：“改革教學方法，使課程結構

和教學內容向綜合性、應用性發展”，我們應從嚴要求，強調學生的基本彈奏方法，把

鋼琴技巧訓練和應用能力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努力提高學生的演奏水準 (王藝紅，

2006)。時代的不同要求師範類高校鋼琴教師在教材選擇上應適當更新，多元化。近年

來流行的許多優秀鋼琴教學法與教材都可以填充進師範生鋼琴課程教學內容中，例如針

對兒童鋼琴教學的日本《鈴木教學法》、鋼琴基礎技巧訓練的新方法《史密特鋼琴手指

練習》以及根據兒童心理特徵編寫的兼具趣味性以及易學習的鋼琴基礎教程《巴斯蒂安

鋼琴教程》、美國以獨特教學理念、新穎的教學模式著稱的《菲伯爾鋼琴基礎教程》等；

樂曲教材選擇上應根據學生自身特點穿插學習中外不同時期、風格的作品作為教材，不

僅豐富學生的學習資源，讓學生體驗不同文化的音樂藝術薰陶，同時為鋼琴即興伴奏，

音樂賞析，合唱、作曲與藝術指導等課程打下堅實基礎。 

三、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打造高水準的師範類高校首要任務就是加強建設校園基礎設施，我國高等教育起步

晚，水準低，與其他教育發達地區的高校在校園基礎設施上還存在很大差距，雖然近年

來各地高校紛紛擴建校園翻新校舍，但在實際教學活動中，多媒體教室少，琴房數量不



足，圖書館資源少更新慢等問題還是普遍存在的。對比美國的音樂學院，教師琴房基本

上配備兩台品質較高的三角鋼琴，作為教師與學生共同演奏所用，學生練習琴房 24 小

時開放，學生可通過預約的方式隨意選擇練琴實踐，這為學生學習鋼琴專業打下堅實基

礎保障（Tubiana，2005）。圖書館音樂類藏書少，更新較慢，多媒體製品更是寥寥無

幾。師範類高校應注重建設校園文化，打造藝術氛圍加強學生學習動力。不僅提高圖書

館等硬體設施建設，更應多舉辦專業音樂會，讓音樂專業學生充分得到藝術氛圍滋養與

薰陶。 

四、調整教學規劃 ，重視實踐 

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課程設置是學校教學環節的重中之重，它將直接反應學校

的教育理念、教學效果和人才培養目標的實現，直接關係到所誒楊人才的知識結構、能

力和素質結構，體現國家或學校教學的具體要求。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的課程改革

承辦關鍵在於教學實踐，而教學實踐重點在於教學的知識含量、科學性與文化性的結

合。由此以突出鋼琴音樂文化學習為出發點，掌握基本技能為基礎，提高綜合素質為目

的，培養編配能力為教學的指導思想，在保證教學內容的藝術價值與含金量的同時，結

合文化的多樣性來擴展學生音樂學習的深度，使其具備認知和瞭解鋼琴藝術發展歷史、

現狀與未來發展趨勢的開闊視野，有效拓展其綜合音樂知識結構，培養能奏、能唱、能

導、能講、能寫的“全能型”音樂人才 (詹藝虹，2012)。期為培養能適應經濟社會發

展需要，體現大學高水準辦學思想的鋼琴教育。（見表 1） 

表 1 師範類高校鋼琴課程設置參考 

鋼琴課程設置 必修與選修 周課時 內容 

專業技能課程 

（1—4學年） 

必修 1    提倡關注基礎音樂教育改革，轉變課程

體系與內容設置只關注專業技能而忽視對

課程學科理論體系與基礎教育的緊密聯

繫；轉變從過於關注“技術”提升到“藝

術”的層面，在突出師範教育的特點中，



使多種授課形式與內容更好地融通與互

滲。 

專業基礎理論課程 

（1—3學年） 

必修與選修 2    以圍繞教師教育專業的培養目標為出

發點，銜接緊密、層層遞進。在保證課時

充足的同時，力求課程設置與新的專業人

才培養方案適應音樂教師教育專業的實際

需要。 

基礎理論課程 

（1-4 學年） 

必修與選修 2    以對課程性質與課程目標的明確認識

為基礎，構建基礎理論課程內容與教學，

培養鋼琴專業學生探索音樂創造性的教師

教育方法與觀念，為學好專業技能技巧和

專業基礎理論打好基礎。 

教育實踐課程 

（1—4學年） 

必修 2 以提高實踐能力為目的的充實專業課，是

實現鋼琴專業教育培養目標的重要環節。

一方面，在專業教學中保證針對解決技術

問題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另一方面，還應

增設教育理論及專業範疇中不同表演形態

的分析等知道實踐環節，提升實踐演奏，

以及從事基礎音樂教育課程改革和教學創

新實踐能力的更深認識。 

 

伍、結語 

 

    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擔負著我國未來音樂教育發展和國民音樂素質教育的雙重重

擔， 任重而道遠。其中， 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中鋼琴課程教學更顯得尤為突出和

重要。特別是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快速發展， 音樂等藝術課程教育的作

用與價值也日益凸顯， 培養素質全面的音樂教師迫在眉睫(譚順來，2009)。然而， 目

前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在鋼琴教學過程中的出現問題， 如教學資源欠缺， 音樂教育專

業體系建設不合理沒有明確而又獨立的學科價值觀等問題， 己經嚴重地阻礙了我國師

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學科的發展進程。 

“窮則思變， 變則通”， 只要我們順應時代的變革， 將所面臨的巨大的危機轉

變成重大的機遇與挑戰， 迎頭趕上， 才能取得更為顯著的建設成果， 獲得更大的發



展空間， 解決現階段鋼琴教學中的問題與不足，建立起完善的音樂教育專業學科體系， 

才能使得我國的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獲得更長足的發展。作為師範類高校鋼琴教育

工作者， 應該跳出目前的體系局限， 從思想和觀念上對當前我國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

專業鋼琴教學面臨的問題展開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推動我國師範類高校音樂教

育專業中鋼琴教學改革與優化， 以求我國師範類高校音樂教育專業鋼琴教學發展能儘

快走出當前的困境， 促進鋼琴課程在師範類音樂教育專業教學中的可持續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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