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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內容，以訪談與內容分析為研究法，

從作者─凱薩琳‧羅琳女士、譯者─楊玉珍博士之角度探討教材內涵，並分析《鋼琴曲

集》教材內容之彈奏技巧、學習進程、音樂風格。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一、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內涵 

（一） 教材背景：教材呈現作者的個人信念─演奏者如能善用肢體彈奏將有助於

音樂詮釋，達到技巧與藝術融合的境界；譯者受作者之託進行中文翻譯，以其為個

人教育使命，並期冀在臺灣傳承。 

（二） 教材內容：作者強調以運用肢體的彈奏技巧為教材之核心概念，「手腕」則

為發展技巧的前提；譯者在翻譯上力求用字精準與通順，屢經審慎考量完成翻譯。 

（三） 教學應用：作者與譯者認為《鋼琴技巧》適用於各種教學對象，《鋼琴曲集》

能強化學生對各種技巧類型之應用，及對各式音樂風格與曲式結構的認識。譯者建

議舉辦教學研討會，並期許教材發展為教學法，進行師資培訓。 

二、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之教材內容 

    全套《鋼琴曲集》共 48 首為作者原創之樂曲，以《鋼琴技巧》之技巧類型作為類目

分析「彈奏技巧」，以《鋼琴技巧第一級》之「12 種基本鋼琴彈奏技巧」占最高比例，

其中 8 種技巧類型之運用達到五成以上之比例；將「學習進程」分為曲式結構與彈奏語

法兩類目，曲式結構以「三段式」占最高比例（近七成），彈奏語法以「連奏」占最高比

例（逾九成）；「音樂風格」以巴洛克、古典、浪漫、現代等四大音樂時期為類目，發現

全套各時期曲數比例差距不大，以「浪漫時期」占最高比例（近三成）。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論就教材出版、鋼琴教學，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教材、鋼琴技巧、鋼琴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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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content of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series using 

interviews and content analysis as primary research method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ontent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author, Catherine Rollin, and 

translator, Dr. Yang Yu-Jane, 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the “piano techniques,” “learning 

progressions,” and “musical styles” as introduced within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Repertoire 

Books has been undertaken. This study has arrived a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 Pathways to Artistry Connotations 

 1. Teaching material background: The teaching material expresses the author’s personal 

belief, i.e. making good use of physical techniques while playing will assist musicians in 

musical interpretation and help them achieve a fusion of technique and artistry. The translator, 

translating the book into Chinese, undertook this work at the author’s request and saw it as a 

personal mission to promote its pedagogical value within Taiwan. 

 2. Teaching material content: At the core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 is the author’s emphasis 

on physical techniques during the playing of the piano. Learning how to use the wrist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other skills. The translator, in the 

scope of the translation, has striven for fluency and clarity, using repeated, careful readings to 

achieve this goal.  

 3. Teaching material application: Both the author and translator believe that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Technique Books are applicable to all levels of learners, while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Repertoire Books work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us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various 

categories of techniques, as well a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musical styles and forms. 

The translator suggests that holding a teaching seminar on the topic could be helpful; hopes that 

teachers will see this teaching material as a valuable pedagogical tool; and encourag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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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ing of training courses to assist teachers with its application. 

 

II. Pathways to Artistry: Repertoire Series Instructional Content 

The entire Pathways to Artistry: Repertoire Books include 48 original compositions by the 

author. Using the topic of “technique categories” as discussed in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Technique Books as the basis for a category analysis of “piano techniques,” the “12 basic piano 

techniques” introduced within Pathways to Artistry: Technique, Book 1 were found to occur 

most frequentl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eight of those techniques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total. “Learning progression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ategories of “musical forms” and 

“performance articulation.” In the “musical forms” category, the ternary form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close to 70%), while in the “performance articulation” category, legato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at 90%. “Musical styles” were divided between the four 

major periods of music: baroque, classical, romantic, and modern. The numbers of piano pieces 

from each period was generally evenly spread out over the whole series, with the romantic 

period slightly edging out the rest at 30% of the total. 

 

Finally, based on its research findings, this study offers 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public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 piano pedagogy, and directions of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Pathways to Artistry, piano methods, piano techniques, piano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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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指揮家 Wilhelm Furtwängler（1886-1954）曾提到：「標準的技巧創造出標準的藝術。」

技巧是表達音樂的手段，演奏者透過純熟的技巧來表現音樂性。對於鋼琴家而言，鋼琴

技巧為必備素養，鋼琴技巧之訓練是學琴須不斷精進且不可或缺的一環。2014 年在臺灣

發行之美國教材《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介紹各種必備的鋼琴彈奏技巧，強調奠定學

生紮實的技巧並建立師生共同的技巧語彙，透過作者原創的樂曲使學生能運用及強化彈

奏技巧，並在早期即掌握不同時期的音樂風格，是極具研究價值的教材。本章共分為四

節，依次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名詞釋義、研究範圍與

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生活條件改善的環境下，許多父母在子女學齡前就為孩子安排課後的才藝課程以

啟發其興趣與潛能。依據內政部兒童局「中華民國九十九年臺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

況調查報告──兒童報告書」（2010），臺閩地區受訪家庭每月花費在兒童身上主要支出

項目以「教育、才藝」所占比例最高；家長為孩童安排參加的才藝課程也以藝術類型為

主（李敏雯，2006）。「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更是許多家長普遍的觀念，就擁有校外

音樂才藝學習經驗之學童而言，鋼琴之學習時間最長，遠遠超過於其他的音樂項目（吳

雪菁，2006）。 

現今最普遍的學琴模式為個別一對一的鋼琴教學，鋼琴教師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教

師為學生的典範，師生之間普遍形成一種親密的關係（Lyke，1996），教師必須充分瞭解

學生的特質與能力，並能因材施教對個別學生訂定教學計畫（胡聖玲，1998；黃麗瑛，

1993；劉瓊淑，1998）。鋼琴教學目標應包括彈奏技巧的訓練、啟發音樂思想、養成有效

率的練琴習慣、增進音樂知識與音樂感受力等（張大勝，1999；廖乃雄，1979），為能有

效達成鋼琴教學目標，教師須在教學中化繁為簡，快速掌握問題，並提供學生有效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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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彈奏方式（Siebenaler，1997），透過示範適當之練習方法，使學生建立良好的彈奏

習慣（黃麗瑛，1993）。演奏者為能達到演奏音樂的目的，須掌握各種技巧及正確的練習

方法（吳雅婷，2010），然而，「技巧」並非僅是能快速彈奏音階與琶音等，應是能達成

音樂與藝術的途徑（Rollin，2006）。由此可見，鋼琴技巧是彈奏鋼琴之前提，亦為鋼琴

教學重要的一環。研究者自幼以鋼琴為主修，習琴過程深切體會鋼琴技巧為詮釋音樂風

格的關鍵，更是表達音樂的必要條件。自大學至今，研究者亦從教學者的角度發現，鋼

琴技巧是學生在入門階段的重要課題，學生若未學習正確的彈奏方式，在往後的學習將

會遭遇技巧方面的阻礙，而無法自在地表達音樂語韻與作品風格。因此，如何指導學生

之彈奏技巧是教師須深思熟慮的面向，針對鋼琴技巧理論之探討，乃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之一。 

  鋼琴教材在教學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教材為實現教學目標的工具，教師依據教學

目標選擇適當教材，透過教材或作品以指導學生學習音樂。除了對於教材之性質、內容

組織、運用方法等具有深入研究之外，教師亦須精通於技巧訓練及各樂派不同風格之詮

釋（張大勝，1999）。學生具有個別差異，教師在選材上須考量學生的能力與興趣（林正

枝，1997），靈活運用教材而非僵化使用於每位學生，並選擇能兼顧發展技巧和音樂性的

教材（黃麗瑛，1993）。研究者在教學時也深切體會善用與慎選教材的重要性，從目前發

行之鋼琴教材來看，不論國內或國外授權翻譯出版之教材種類五花八門，挑選教材成了

一門學問。研究者為能深入瞭解與運用鋼琴教材，進而提升個人之鋼琴教學知能，鋼琴

教材之探討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之二。 

    研究者蒐集國內外有關鋼琴教材之學位論文共有 18 篇，其探究的內容包括：（1）

分析單一鋼琴教材之研究共計 4 篇，分別在功能性技巧（郭妤凡，2013）、教學內容、進

程與策略（楊雅茜，2012）、鋼琴聽音訓練（楊嘉怡，2006）之教材內容作分析，以及以

教材進行個別鋼琴啟蒙之教學（葉詩盈，2008）；（2）分析與比較兩種初級鋼琴教材，在

鋼琴教本內容共計 7 篇（林曄宣，2004；陳芯綺，2008；張喬惠，2010；陳慧，2014；

黃靖雅，1994；魏君如，2005；顏伊伶，2012）、聽音教學內容 1 篇（賴宜含，2009）以

及爵士音樂教學內容 1 篇（林京燕，2008）；（3）分析與比較三種初級鋼琴教材之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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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本內容共計 3 篇（林逸婷，2012；陳筱茜，2013；鍾靜儀，1999）；（4）分析多種鋼琴

教材之某一內涵內容共計 2 篇（Lu，2012；Sundell，2012）。其中，有關一至三種鋼琴

教材之分析與比較，教材包括「可樂弗鋼琴叢書」、「音樂樹」、「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

「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美啟思成

功鋼琴教程」等教材種類，皆為依程度分級之系列性教材，不僅具備「鋼琴教本」，尚有

「鋼琴技巧」、「鋼琴表演」、「鋼琴樂理」等輔助教材搭配使用。上述碩士論文研究中亦

注重於鋼琴教本教學內容之分析，僅有兩篇輔以其他研究方法，一篇先以教材分析再實

施教學應用之行動研究（葉詩盈，2008），另一篇則針對教材應用之有效選擇進行專家訪

談（黃靖雅，1994）。 

    研究者基於欲探討鋼琴技巧與教材之研究動機，針對各種鋼琴教材之技巧內容進行

初步搜查，在因緣際會之下接觸到《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Pathways to Artistry），此

套教材包括《鋼琴技巧》（Technique Book）與《鋼琴曲集》（Repertoire Book）兩種教本，

由美國作曲家暨鋼琴教育家─凱薩琳‧羅琳（Catherine Rollin，1952-）（以下稱為羅琳女

士）所作，2014 年由大陸書店發行中譯版本，譯者為旅美鋼琴教授楊玉珍（Yu-Jane Yang）

博士（以下稱為楊博士）。《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以下皆簡稱《鋼琴技

巧》）能建立與精進學生之彈奏技巧，學生能應用各種技巧類型於《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

法》《鋼琴曲集》（以下皆簡稱《鋼琴曲集》）之樂曲，是一套使學生從理解至應用各種鋼

琴技巧的教材。由於《鋼琴曲集》皆為羅琳女士取自各時期之音樂風格所創作的作品，

因而使學生在初學階段即可接觸不同的音樂風格。國內目前尚未有針對《羅琳鋼琴藝術

家教學法》探討之研究，不同於上述其他系列教材之「鋼琴技巧」為「鋼琴教本」的輔

助教材之一，此套教材著重於鋼琴技巧之學習，亦符合研究者在鋼琴技巧方面之研究動

機。因此，研究者基於對鋼琴技巧及教材研究方面的興趣，欲以《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

法》教材進行探討。 

    研究者為能深入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初步取得聯繫譯者──楊玉珍博

士之方式，並透過譯者之引薦以聯絡作者，再進一步進行作者、譯者之訪談，以瞭解作

者、譯者創作或翻譯教材之背景，如何編選或翻譯教材之內容，及其對於教材之教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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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看法，藉此發掘教材之內涵以探討其價值；本研究基於此教材強調將《鋼琴技巧》

所學之技巧類型應用至《鋼琴曲集》之樂曲練習，因此聚焦於鋼琴技巧、音樂風格以及

鋼琴教學內容查詢相關文獻，再依據文獻內容及《鋼琴曲集》之內涵，歸納出彈奏技巧、

學習進程、音樂風格等三面向作為分析類目，針對《鋼琴曲集》各級教材內容進行分析。

本研究欲採用訪談、內容分析等研究方法以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材內容，

希冀研究結果能提供教師於選擇鋼琴教材之參考。 

  

 



5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內涵。 

二、分析《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各級教材之內容。 

 

貳、 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從作者與譯者的角度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內涵為何？ 

(一) 創作或翻譯本教材之背景為何？ 

(二) 如何編選或翻譯本教材之內容？ 

(三) 對本教材在教學應用之看法為何？ 

二、《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之教材內容為何？ 

(一) 各級教材之彈奏技巧為何？ 

(二) 各級教材之學習進程為何？ 

(三) 各級教材之音樂風格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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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鋼琴教材（Piano Methods）： 

    “Method”依據《韋氏辭典》定義為運用教材進行教學時，所依循的一個系統化

計畫（Woolf，1980）， Bastien（1973）進一步表示其為發展一個整合性學習系統的

過程。就音樂教材而言，“Method”可視為指導演奏某種樂器的教本，亦可連結至特

定技巧或學派的演奏。最早使用在鋼琴教學的教本為 19 世紀初針對彈奏原則、技巧

等進行說明的著作，但尚未有「鋼琴教材」一詞的使用（Uszler et al.，2000），至 20

世紀後，始出現針對初級程度學生或學齡兒童的鋼琴系列教材（Piano Method Series）， 

Uszler（ 2000）指出此種系列教材為一套分級的叢書，各級之下具有數個教本。以

臺灣發行之鋼琴系列教材而言，《約翰‧湯姆遜現代鋼琴課程》為國內最早引進的版

本，時至今日發展已逾 50 年，各系列教材推陳出新，多數皆包括核心教本與輔助教

本等內容。 

    本研究所指之鋼琴教材為 2014 年發行於國內的《羅琳鋼琴系列》1 至 3─《羅

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此套教材為美國作曲家、鋼琴演奏暨教育家─羅琳女士所作

之一套強調鋼琴技巧及音樂風格的鋼琴教材，全套共分為三級，每一級皆包括《鋼

琴技巧》與《鋼琴曲集》兩本教材，本研究欲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

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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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考量研究實施之可行性，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材內容。研究對象如下： 

1.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作者與譯者。 

2.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全套分為三級共六冊教材，各級皆包括《鋼琴技

巧》與《鋼琴曲集》兩種教本。本研究進行作者與譯者之訪談以全套教材為

研究範圍；教材內容分析則僅針對《鋼琴曲集》共三冊教材內容進行分析。 

  

二、 研究限制：  

(一) 考量作者居於美國，因時差問題不易安排視訊訪談，經口試委員同意並與作者

商討後，決定採以電子郵件通訊進行訪談，以作者回覆之書面內容進行分析。 

(二) 本研究依據訪談大綱擬定之問題進行提問，並僅分析相關的訪談內容，訪談對

象如回答超出問題所及範圍，則不納入探討。 

(三) 本研究僅針對《鋼琴曲集》之彈奏技巧、學習進程、音樂風格三個面向進行分

析。 

(四) 本研究僅針對《鋼琴曲集》進行教材內容分析，不就教材之價格、版面設計、

裝訂規格等出版特性或物理特性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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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基於對鋼琴教學及鋼琴教材方面之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

學法》之教材內容。為建立本研究之學理依據，本章分別就鋼琴教學基本原理、鋼琴教

材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探討。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為鋼琴教學基本原理；第二節為鋼琴

教材相關研究。 

 

第一節 鋼琴教學基本原理 

基於《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強調鋼琴技巧與音樂風格的訓練，本節先探討鋼琴

教學之內容，進而探討各時期音樂風格之特色，以及鋼琴技巧理論及其練習策略，以建

立本研究探討教材之學理依據。 

一、 鋼琴教學之內容 

  「鋼琴教學法」即研究鋼琴教學的一門科學，教師與學生是研究基點，在教學中教

師扮演主導角色，教師教學是研究的重心（應詩真，2003），教師須先瞭解「對象」並在

適當「時機」選擇「教材」及「教法」，此四面向即是「鋼琴教學法」所要探討的內容（黃

麗瑛，1993）。鋼琴教師須具備完善的彈奏技巧、精通各類的鋼琴教材、發展完整的教學

方法以進行鋼琴教學（張大勝，1999）。實施鋼琴教學時，教師對於每位學生須安排計畫

性的目標，且不可忽略學生整體學習的過程（Camp，1992），教師應以系統化且有效的

步驟來刺激、指導、鼓勵學生的學習活動，以達到鋼琴教學的預期目標（張大勝，1999）。

鋼琴教學除了對於教學有所計畫之外，更應以因材施教方式為個別學生提供最適切的課

程（黃麗瑛，1993），鋼琴教育家 Theodor Leschetizky（1830-1915）曾說：「我主張沒有

理論的鋼琴教學法。」，但 Leschetizky 的教學卻能適應每個學生的需求。（引自 Brée，

1997，p. 3），從 Leschetizky 的說法也可發現，鋼琴教學並沒有一套僵化的教學模式，而

是符應每個學生的需求因材施教。由上述可知，鋼琴教師在教學上扮演重要的角色，須

根據學生之個別差異訂定教學目標，並掌握學生的學習現況調整教學。基於教學目標對

於鋼琴教學之重要性，茲說明鋼琴教學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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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目標為教師訂定學生須達成的目標，包括鋼琴技巧訓練、增進學生的音樂知識、

啟發學生的音樂思想、養成學生良好的練琴習慣、提供學生欣賞音樂的機會、指導學生

了解各時代鋼琴作品風格、陶冶高尚情操並培養優美德性（張大勝，1999）。上述之教學

目標，體現鋼琴教師須指導音樂專業知識、技術等面向之外，也要培養學生良好的習慣

並提升其音樂涵養。彈奏鋼琴涉及到頭腦、身體、情緒、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學

生在學習鋼琴過程中發展讀譜、節奏感、音樂理解、彈奏鍵盤技巧、音樂處理及風格詮

釋等能力，促使他們能學習、詮釋及演奏音樂（Camp，1992），鋼琴教育家 James W. Bastien

（1973）則認為學琴者應具備：了解整個鍵盤而非部分；能流暢認譜，包括上加線及下

加線的音符；能辨識並彈奏不同的和絃性質；了解速度記號、拍號、調號以及一般慣用

的術語；即興彈奏；移調；凸顯和聲旋律；視譜彈奏；伴奏等彈奏能力。為了使學生習

得彈奏鋼琴之能力，並達到教學目標，鋼琴教師須為學生安排授課內容，包括聽覺能力、

視覺讀譜、音樂知識、技巧練習等四大面向的訓練（黃麗瑛，1993）： 

1. 聽覺能力的訓練：音高、音長、音程、和絃的認識，並具有辨別聲響及控制節

奏的能力。 

2. 視覺能力的訓練：符幹、符頭、音群走向、音程距離、樂句、線條等所構成的

視覺圖像，能產生內在聽覺想像再以肢體彈奏。 

3. 音樂基本知識理論方面：音階、音程、和絃、調性的認識，並了解其功能以幫

助樂曲分析與表現。 

4. 基本技巧方面的練習：注重學生手指獨立性與肌肉適度放鬆，避免錯誤施力導

致手指僵硬。  

呈上所述，無論是教學目標、彈奏能力、訓練面向，皆顯現鋼琴教學須重視的學習

要項，包括認譜能力、聽辨能力、彈奏技巧、音樂知識理論、音樂風格詮釋、功能性技

巧等能力，以下就鋼琴教學之學習內容進行說明： 

1. 認譜能力：即認識音符、節奏（Bastien，1973；Slenczynska，1961），視唱練習

亦為鋼琴教學認譜內容之一（Slenczynska，1961）。 

2. 聽辨能力：學生應具有辨別聲響的能力（Bastien，1973；黃麗瑛，1993），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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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音響、音調、力度等（Camp，1992）。 

3. 彈奏技巧：教師須引導學生正確的技巧練習方式（黃麗瑛，1993），鋼琴教育家

Leschetizky 指導學生彈奏鋼琴的準則包括：五指運動、相似音型練習、自然音

階、半音階、分解三和絃、分解七和絃、同音重複換指、語法（圓滑奏、斷奏、

滑音）、八度音、和絃、琶音、雙音、凸顯和絃高聲部旋律、滑奏、裝飾音、力

度、踏板等技巧（Brée，1997），彈奏技巧是學生學習鋼琴須發展的一項重要能

力（Camp，1992）。 

4. 音樂知識理論：教師須建立學生正確的基本觀念，彈奏鋼琴應先了解正確的坐

姿及雙手彈奏的位置（Slenczynska，1961；Brée，1997），音樂知識的內容則包

括音階、音程、和絃、調性（黃麗瑛，1993）、拍號、術語（Bastien，1973）、

和聲（Slenczynska，1961）等。 

5. 音樂風格詮釋：Camp（1992）認為音樂藝術性即音樂性及精確處理音樂的程度，

學生透過學習過程習得音樂詮釋的能力，包括對於音樂風格感的掌握、處理音

樂的高低起伏。 

6. 功能性技巧：包括移調、即興、視奏、伴奏的能力（Bastien，1973），其中，視

譜彈奏更是鋼琴教學中必備的學習內容（Slenczynska，1961）。 

在六個學習要項之中，前四項「認譜能力」、「聽辨能力」、「彈奏技巧」、「音樂知識

理論」為學生入門即會接觸的學習內容，接著發展「音樂風格詮釋」、「功能性技巧」等

進階之能力，可見學習初期是奠定日後學習的重要階段。指導初級學生須放慢步調，以

強化學生穩固的基礎（Enoch，1996），亦須透過教師扎實的基礎教育，培養學生理解音

樂、發展音樂想像力、正確表現音樂、基本彈奏技巧等基礎能力（應詩真，2003）。基於

初學階段的基礎能力對於學習鋼琴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以下探討鋼琴初學階段的學習內

容。 

  林正枝（1997）提出對於初學階段的基本學習內容包括以下：認識音高、認識數字

和英文字母、認識鍵盤上音的位置、認識譜號、音符在五線譜上的位置、升降記號及還

原記號的認識、音符的認識、節奏感的培養、增進歌唱的愛好。林正枝也進一步提出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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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教學方法與內容如下：姿勢及手指的位置、圓滑奏與斷奏、音階、琶音及分解和絃、

指法、節奏訓練法、節奏、拍子、速度、輔助器材。 

  從以上內容可知，初學階段之鋼琴教學應注重學生對於基本音樂概念、符號、鍵盤

的認識，並培養其節奏感及喜好。教學方法與內容則包括基本彈奏概念，如：姿勢、手

型；圓滑奏或斷奏之不同的彈奏語法；技巧練習方面包括音階、琶音等，更要訓練學生

節奏、節拍等音樂基礎能力，並善用輔助器材以增進教學成效。 

    但昭義（2007）認為彈奏語法為鋼琴基礎階段重要的學習任務之一，將彈奏語法分

為三種，包括：非連奏（non legato），即「顆粒性」彈奏法；連奏（legato），即歌唱性彈

奏法；斷奏（staccato），即跳音彈奏法。Sandӧr 則將彈奏語法分為圓滑奏（legato）、斷

奏（staccato）、斷連奏（portato）、頓音記號（tenuto）等四種觸鍵方式（葉乃菁譯，2009）。

斷連奏為同時標記出斷奏記號及圓滑線的音符，適用於平靜的音樂演奏中，彈奏時須將

音與音之間溫和地隔開；頓音記號為音符上方的橫線記號，須彈奏音符完整的時值，但

非連奏般緊密連結每個音，而是使音符之間產生些微間隙（葉乃菁譯，2009；姜丹譯，

2015）。由此可將彈奏語法統整為非連奏（non legato）、連奏（legato）、斷奏（staccato）、

斷連奏（portato）、頓音記號（tenuto）等五種觸鍵方式，以詮釋不同的音樂語韻。 

  亦有專家提出初級程度學生在各階段須學習的內容。Bastien（1973）針對學琴前三

年─初級階段所提出之學習內容如表 2-1-1 所示。學生在學琴的第一年必須注重九項基

本學習內容；學琴第二年可發展個別手指的有效協調，並專注於手的反覆協調練習，其

內容可在第一年學琴即開始涉獵，但在第二年學琴時更須特別加強注重；學琴第三年則

為連接初級及中級程度的重要銜接階段，須專注於銜接前兩年與第四年中級程度的學習

基礎，如能有效克服作品中的新挑戰，學生將能順利銜接至中級程度，並可開始彈奏《小

奏鳴曲》（sonatinas）、《巴赫二聲部創意曲》（Bach Two-Part Inventions）等作品。 

 

表 2-1-1 

Bastien 初級階段學習內容一覽表 

學琴年份 內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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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1. 姿勢與手型 

2. 手臂落下，大肌肉的動作 

3. 圓滑奏觸鍵 

4. 斷奏觸鍵 

5. 旋律與伴奏的平衡 

6. 彈奏樂句使用的下與上手腕動作 

7. 大拇指的轉指或跨越大拇指 

8. 半音階 

9. 雙音 

第二年 1. 樂句 

2. 圓滑奏與斷奏的結合 

3. 兩手的平衡 

4. 力度明暗變化 

5. 分部彈奏 

6. 音階 

7. 三和絃與轉位 

8. 阿貝堤低音 

第三年 1. 指法模式 

(1) 手的位置移動 

(2) 跨越手指 

(3) 分解和絃 

(4) 雙音圓滑奏 

(5) 琶音準備 

2. 手指獨立性學習 

3. 前臂旋轉 

4. 踏板 

5. 技巧學習 

(1) 運指練習 

(2) 練習曲 

Note. From How to teach piano successfully (pp. 142, 179, 211), by J. W. Bastien, 1973, San 

Diego, CA: Neil A. Kjos Music Co. Copyright 1973 by the Neil A. Kjos Music Co. 

  從 Bastien 的論點可發現學生之學習內容隨經驗而逐漸加深，並且以技巧內容為主。

第一年以基本彈奏概念、技巧內容為主，其中包括彈奏姿勢、手型、彈奏語法，此看法

與林正枝（1997）相同，然而 Bastien 在彈奏技巧的動作上，強調從手臂落下的運動，至

彈奏樂句的上下手腕動作，以及大拇指的轉指與跨越，呈現大肌肉至小肌肉的運作；第

二年學習則以第一年的內容為基礎，更著重於手指練習與鍛鍊，須特別留意雙手之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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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圓滑奏與斷奏等不同彈奏語法的結合；第三年則是重要的銜接階段，須要求指法

良好運用、手指獨立性、踏板的練習等以銜接至中級程度的曲目。 

  黃麗瑛（1993）則將初學至彈奏小奏鳴曲之程度歸納為五個學習階段，自第二階段

起，各階段之內容以理論與技巧分述如下： 

1. 第一階段「聽→唱」：培養學生對旋律和節奏的記憶力及模仿力。理論方面包括

認識高音譜記號、低音譜記號、線與間、四拍子、三拍子。 

2. 第二階段「聽→唱→彈」：第一階段的簡短旋律聽唱應用至彈奏，並進一步練習

輪唱、輪奏之卡農。理論方面包括認識指法、五線譜、中央 C、鍵盤名稱、基

本拍、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簡單節奏型；技巧方面包括良好坐姿、

輕鬆彈琴、自然手型。 

3. 第三階段「讀譜→視唱→彈奏」：簡短淺易的兩聲部旋律，訓練雙手同時讀譜彈

奏。理論方面包括音階、音程、三和絃、調號、音樂符號（連結線、圓滑奏、

斷奏、音符時值、指法）、術語；技巧方面包括運用重量之觸鍵方式、五指運指

練習、拇指穿越動作、兩手彈奏不同的觸鍵方式。 

4. 第四階段「視譜→內在音響→彈奏」：對於視覺可產生內在音響的想像力，並開

始具備自我學習與要求的能力。理論方面包括認識大小調音階結構、大小三和

絃原位、C 大調主、屬、下屬三和絃與七和絃、切分音及複節奏、主、下屬、

屬和絃之功能與終止式、術語；技巧方面包括圓滑奏及跳音彈奏、手指擴張、

三度六度之雙音彈奏、三和絃觸鍵的平衡及音量控制、分解和絃、一個八度音

階反向及平行練習。 

5. 第五階段「視譜→內在音響→樂譜形象的領悟與記憶→背譜彈奏」：視覺、內在

聽覺、音樂記憶與樂器彈奏的高度配合能力。理論方面包括拍打與記憶四小節

較複雜的節奏型態、兩聲部旋律及和絃聽音、增減音程與和絃轉位之理論與聽

音、四個升降記號的大小調、速度及表情術語、音樂欣賞；技巧方面包括拇指

穿越練習、兩個八度音階平行與反行、分解和絃、三度跳音及圓滑奏、八度彈

奏、三和絃及其轉位、大小調終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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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黃麗瑛（1993）所提出之五階段學習內容進程，就理論而言，從最基本的認識

譜號、節拍，至能聽辨旋律、記憶節奏型等較高難度之學習內容；就技巧而言，自第二

階段起，從基本的坐姿要求，再從觸鍵的重力運用、五指音型彈奏，至拇指穿越、音階、

三度音等較困難的技巧練習。因此，可發現不論是理論或技巧皆是由淺至深、循序漸進

來編排。 

綜合上述，Bastien 及黃麗瑛皆針對自初學至小奏鳴曲之中級程度前，提出階段性的

學習內容，但二者之主張仍稍有出入，如：「拇指穿越」於黃麗瑛為第五階段之技巧練

習，而 Bastien 則列入第一年之學習內容中；「手型」之要求，黃麗瑛則指出初學階段不

應急於嚴格要求，然而，Bastien 則將「手型」列入第一年必備的基本學習內容並講究其

訓練。故可見即使專家們對於階段性教學內容有其相似性，但仍有不同之學習進程安排。 

根據本節所述之鋼琴教學內容，可發現鋼琴教學內容包括基本彈奏概念、音樂知識、

認譜能力、聽辨能力、彈奏技巧、觸鍵方式、彈奏語法、功能性技巧、音樂詮釋、踏板

運用等面向，並在不同學習進程安排相似的教學內容，初學階段更是以基礎樂理、彈奏

技巧兩方面的學習為主。因此，本研究欲以「學習進程」為分析主類目，也為能有效分

析《鋼琴曲集》之教材內容，依據文獻及教材所強調之曲式結構與音樂風格，歸納出兩

項次類目，「曲式結構」屬基礎樂理方面，由基本要素、音程、和絃、音階等所構成；「彈

奏語法」屬彈奏技巧方面，包括非連奏（non legato）、連奏（legato）、斷奏（staccato）、

斷連奏（portato）、頓音記號（tenuto）等五種觸鍵方式，可決定音樂的詮釋以表現不同

的音樂風格，據此分析《鋼琴曲集》之學習進程。 

 

二、 音樂風格 

學生透過音樂知識理論的學習有助於理解與表達音樂（黃麗瑛，1993），從前述之文

獻也可發現音樂風格詮釋亦為學生學習鋼琴要項之一。許多 20 世紀後的作曲家取用巴

洛克、古典、浪漫風格特色，並結合當代的作曲技巧創作作品（Camp，1992）。《鋼琴曲

集》各級之曲目即為羅琳女士取自巴洛克、古典、浪漫、現代等四個時期之音樂風格創

作而成，以使學生在學習初期即能掌握不同音樂風格（楊玉珍譯，2014a）。有鑑於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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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為《鋼琴曲集》之重要內涵之一，以下依序探討巴洛克、古典、浪漫、現代等四個

時期之音樂風格。 

 

（一） 巴洛克時期 

巴洛克（Baroque）在音樂史上為約於西元 1600 年至 1750 年所發展的音樂。當時

的音樂與繪畫、建築、文學、哲學等具有相似性，皆具有宏大構想、輝煌的效果，並著

重於對稱的表現以及華麗的裝飾（劉志明，1979）。巴洛克時期之鍵盤音樂具有以下特色

（Camp，1992；Heiles，2011a）： 

1. 巴洛克作品基本上皆以對位法創作。 

2. 樂句的組成來自動機的想法，而非長的旋律構想。 

3. 樂段相較於樂句來得對稱。 

4. 巴洛克的舞曲具有特定的韻律、節奏特性、速度及其特色。在演奏舞曲時，長

音須彈奏更長，短音則須彈奏更短。 

5. 彈奏巴洛克鍵盤音樂時，須在穩定的節拍下以有彈性且持續變化的語法彈奏，

而非一成不變的觸鍵方式。 

6. 大多數鍵盤作品從頭至尾保持相同的力度，不須頻繁變化力度以產生戲劇性

表情，或是彈奏大規模的漸強、漸弱。 

7. 節奏與和聲的考量經常決定樂句的型態，樂句高潮處來自於較長或最不諧和

的和聲音，而非來自最高的音。 

8. 手指踏板（Finger-Pedaling）是圓滑奏的延展，如同腳踏板般可增添聲音共鳴，

此種技巧經常使用於巴洛克及古典時期的鍵盤音樂。 

  

（二） 古典時期 

  從十八世紀的音樂發展來看，音樂風格的觀念、形式經歷一連串的發展過程，晚期

的巴洛克風格普遍使用在早期的古典風格（Camp，1992），因而無法確立兩者明確的分

界線，但自古典風格開始至全盛發展約自 1750 年至 1820 年為止（劉志明，1979）。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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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認為在學生初級程度時，須以簡化的版本學習古典風格，再進入真正的古典時

期作品，而學習快板奏鳴曲式有助於學生彈奏古典風格作品，古典時期之鍵盤音樂具有

以下特色： 

1. 隨著鋼琴的發展而興起古典風格的鍵盤作品。 

2. 作品普遍使用阿爾貝堤低音（Alberti Bass）、音階音型的樂段。 

3. 開始在樂譜上標示出不同彈奏語法，例如：斷奏（Staccato）、連奏（Legato）、

斷連奏（Portato）。 

4. 作品中使用強化主音的技法。 

5. 左手聲部的平衡與清晰度；旋律與伴奏間的平衡與清晰度。 

6. 鍵盤作品頻繁變換彈奏語法以及伴奏音型的和聲進行。 

 

（三） 浪漫時期 

浪漫時期的音樂發展約於 1820 年至 1900 年，浪漫特徵強調個人主義，重視情感、

主觀、新奇，注重民族性的國民主義更是研究當時藝術發展不容忽視的重點。雖然音樂

形式及技法承襲自古典樂派，但浪漫樂派的音樂風格自由奔放，善用描寫及抒情手法以

表現個人或民族色彩（劉志明，1979）。19 世紀的作曲家除了創作進階的難曲，亦有寫

給年幼學生較短小、簡易視譜、曲式結構較小且簡單抒情的小型作品，有助於學生學習

著名難曲，使學生能掌握樂曲要素再銜接至大師名曲。浪漫時期之鍵盤音樂具有以下特

色（Camp，1992）： 

1. 經常使用弱起拍的作曲技法。 

2. 以主音音樂為主。 

3. 歌唱性的長旋律。 

4. 反覆的伴奏音型。 

5. 彈奏浪漫時期作品時須注意下列五點： 

(1) 旋律及伴奏之間的平衡與清晰度。 

(2) 調性及節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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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觸鍵的產出是從聽覺圖像而來。 

(4) 樂句的走向受到旋律的方向及和聲的進行。 

(5) 踏板的使用須透過聽覺控制。 

 

（四） 現代時期 

一般將二十世紀後的音樂統稱為「現代音樂」，「現代」意指一個新世代的開始，以

新的方法表現及感受音樂。現代時期打破以往既定的技法，出現革新的和聲使用、六全

音階、半音階、十二音列等，以及無調音樂、多調音樂等趨勢（劉志明，1979），在二十

世紀的音樂之中，作曲家以獨特的觀點詮釋過去的形式，作品以非傳統的方式重申傳統

的價值（Heiles，2011b），因此難以依循過去的音樂理論分析二十世紀音樂並歸納風格。

現代時期之鍵盤音樂具有以下特色（Camp，1992；Heiles，2011b）： 

1. 20 世紀的作曲家也有譜寫大量適合初級、中級程度學生的作品。20 世紀作曲家

給予學生學習各式各樣風格、形式、結構的機會。 

2. 新的技巧運用於實驗性的作品。例如：以前臂彈奏鋼琴。 

3. 以對位法創作並使用不和諧的 20 世紀和聲。 

4. 演奏者須具備彈奏更複雜節奏之技術。 

5. 使用複節奏的作曲技法，例如：三對二、二對三、五對二等節奏型。 

6. 20 世紀音樂具備難以預測的和聲語言及較複雜的節奏。 

7. 樂句間少有對稱並常重疊於另一個樂句，而非清楚分開的。 

    羅琳女士在《鋼琴曲集》各首樂曲，皆標示出該曲為取自巴洛克、古典、浪漫或現

代時期之音樂風格所作，羅琳女士將各時期之年份依序劃分為：巴洛克時期約 1600 年

至 1750 年；古典時期約 1750 至 1820 年；浪漫時期約 1790 年至 1910 年；現代時期約

1900 至今，僅有浪漫時期之年份與上述 1820 年至 1900 年有所不同，研究者自《鋼琴曲

集》發現羅琳女士將古典晚期視為至浪漫時期的過渡時期（楊玉珍譯，2014c），因此較

劉志明（1979）所劃分之浪漫時期早。綜合上述四個音樂發展時期之特色，本研究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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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分析《鋼琴曲集》教材內容之音樂風格質性描述時，說明樂曲符合上述音樂風格

特色之處。 

 

三、 鋼琴技巧 

（一） 鋼琴技巧理論 

  技巧為表達音樂的手段，技巧與音樂的表達是密不可分的關係（Matthay，1982）。

鋼琴技巧分為機械技巧及演奏技巧兩種類型，機械式技巧是手指具有快速靈巧的運指能

力，包括手指運動的速度、力量、靈敏度、平均度、獨立性和穩定性等能力；演奏技巧

則是運用機械技巧表現樂曲內容的能力（吳雅婷，2010）。鋼琴家 Slenczynska（1961）

在《指尖下的音樂》中提到：「完整控制鋼琴的技巧，是任何一位成功的鋼琴演奏家必須

先具備的條件與修養。」（露絲‧史蘭倩斯卡著，王潤婷譯，2009）；Franz Liszt（1811-

1886）曾提及：「高度的技巧是追求完美藝術之必要條件，好的技巧不只可以更容易控制

樂器，並可以更自由地表達音樂表情。」（引自張欽全，2006，頁 82）。鋼琴技巧是透過

鋼琴以表達音樂的手段，優秀的演奏家早年即藉著技巧性的鍛鍊以獲得手指成熟度，運

用不同手部部位來表現各種音樂風格的技巧（黃麗瑛，1993），並以最自然的方式來彈

奏，避免肩膀、上臂、前臂、手腕以及雙手過度的壓力（Krieger & Lyke，2011）。匈牙

利裔之美國籍鋼琴家 Gyorgy Sandӧr（1912-2005）在《論鋼琴彈奏》也提到：「技巧是演

奏者組織動作的總和，這些動作產生出的聲音在演奏者的詮釋下，再次創造了作曲家的

心境。」（葉乃菁譯，2009）。由此可知，技巧是每一位演奏者表達音樂的前提，更是鋼

琴家必備之能力與條件。 

  從鋼琴之發展史來看，自 18 世紀義大利人 Bartolomeo Cristofori（1655-1731）發明

鋼琴後，鋼琴逐漸發展成為一項重要的獨奏樂器，鋼琴作品亦如雨後春筍般興盛。19 世

紀初期，富有前瞻性的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Playing the Pianoforte 於 1803 年出版，

由 Muzio Clementi（1752-1832）所作，後人將 Clementi 視為 19 世紀鋼琴技巧的締造與

發明者。Clementi 認為學生每日須花費大量時間練習手指，五個手指必須接受同等訓練

使其強韌有力，更要求學生手指抬高大聲彈奏。而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教學法作品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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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828 年出版由 Johann Nepomuk Hummel（1778-1837）所作的三冊著作 A Complet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urse of Instructions on the Art of Playing the Piano Forte 

Commencing with the Simplest Elementary Principles and Including Every Requisite to the 

Most Finished Style of Performance，包括 2000 個短的練習及音樂範例。Hummel 要求手

指彈奏應呈圓形並保持靠近琴鍵，且須提早準備相等的力量以手指彈奏，並認為須透過

對手指的控制來表現完善的鋼琴技巧。19 世紀後期，Hummel 的教學雖已被視為傳統方

法，但仍影響著 19 世紀初期的音樂家深遠，亦是後人瞭解當時鋼琴技巧發展的代表作

（朱迪譯，2010；Uszler et al.，2000）。前述著重技巧訓練的主張至 Carl Czerny（1791-

1857）發展為完善的系統化方法，Czerny 認為技巧應先脫離音樂單獨練習，Charles Louis 

Hanon（1819-1900）在 The Virtuoso Pianist 也強調若能先將五個手指均衡訓練，即可彈

奏任何的鋼琴曲（朱迪譯，2010）。以上幾位 19 世紀教授鋼琴的作曲家一致認為須透過

手指訓練以獲致技巧，主張先建立純熟的鋼琴技巧與高度的技術才可演奏音樂。 

  19 世紀後半為講究準確性及客觀性的科學時代，鋼琴家們認為以往的彈奏法為舊

樂器的演奏方式，其強調獨立手指之技巧理論已無法符應鋼琴的進化，而教師卻仍承襲

以往鍵盤的技術原則（朱迪譯，2010），不少人開始認定科學方法能減少獲致鋼琴技巧所

耗費的精力與時間，包括機械學、解剖學、心理學及神經生理學等領域，相關的鋼琴彈

奏法研究開始在各地蓬勃發展（葉乃菁譯，2009）。打破傳統學派對於手指訓練的主張，

以科學基礎立足於骨骼肌肉組織的解剖結構和生理機能之技巧學派，稱為解剖生理學派，

代表人物即是最早主張運用臂力的德國學者 Rudolf Maria Breithaupt（1873-1945），其著

作 Natural Piano Technic 強調技巧原則是放鬆且重的手臂，建議使用手臂上部的搖擺轉

動來替換積極的手指，與傳統學派獨立手指彈奏之方式大相逕庭（葉乃菁譯，2009；朱

迪譯，2010）。 

  Breithaupt 之學派影響許多後代鋼琴家，Sandӧr 在《論鋼琴彈奏》提出五種基本技

巧模式將身體所有動作簡化成為限量的動作形式，其中第一種「自然落下（Free Fall）」

即是受到 Breithaupt 重力技巧觀念啟發（葉乃菁譯，2009），以下將 Sandӧr 之五種基本

技巧模式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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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Gyorgy Sandӧr 五種基本技巧模式與動作對應表 

技巧模式 動作 

自由落下（Free Fall） 

 

1. 自由落下的三個階段：抬起（lifting）、丟擲（drop）、降

落（landing）與回彈（rebound）。 

2. 以手臂力量垂直落下彈奏。 

3. 落下時手腕會落在低的位置並自然回彈。 

五手指、音階與琶音 

（ Five-fingers, scales, 

arpeggios） 

1. 手指及手臂是相互合作的關係，手指應借助手臂及身體

動作的重力，非僅依賴使用手指彈奏。 

2. 各個手指彈奏不同位置時，會連帶調整手臂動作及手腕

位置，使手部部位之間相互協調於平衡狀態。 

3. 手指與手腕在彈奏時有不同的高低位置：樂句開始及彈

奏黑鍵時較高；樂句結束及彈奏白鍵時較低。 

4. 音階與琶音的技巧動作相同，但琶音因較廣的音程需要

較大的手臂動作來彈奏。 

轉動（Rotation） 由附在上臂及前臂肌肉的前臂動作，執行前臂轉動以增加手

指彈奏的力量及速度。 

斷奏（Staccato） 手臂運用肌肉能量投擲重力至琴鍵，上臂、前臂、手腕及手

指應同時參與動作，可綜合其動作組合以改變它們的速度、

高度及位置，產生不同的聲響變化。 

刺入（Thrust） 肌肉的迅速緊縮動作為瞬間觸鍵的能量來源，其可決定彈奏

的音量大小。此種技巧有利於彈奏大跳及和弦。 

資料來源：彙整自葉乃菁（譯）（2009）。論鋼琴彈奏（原作者：Gyorgy Sandor）。桃園

市：原笙國際。（原著出版年：1995） 

Sandӧr提出的五種基本技巧模式提供鋼琴家與鋼琴教學一個良好解決技巧問題之模

式，透過基本動作形式或是各種動作之綜合形式，困難的技巧也得以解決。 

  國內黃麗瑛在著作《鋼琴教學論》也提出五種彈奏技巧的基本模式（黃麗瑛，1993），

以下將其技巧基本模式與動作如表 2-1-3 所示： 

 

表 2-1-3 

黃麗瑛五種技巧模式與動作對應表 

技巧模式 動作 

垂直型態 與琴鍵呈上下關係。 

前後推動 與琴鍵表面接觸，再利用推動觸壓琴鍵下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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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水平 利用肢體兩旁水平式移動以帶動手臂左右擺動的觸鍵方式。 

兩旁滾動 以手臂為運動的軸心，利用左右滾動方式觸鍵。 

圓形運轉 以手臂為中心，做上下左右圓形的運轉動作。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麗瑛（1993）。鋼琴教學論（頁 189）。臺北市：五南。 

黃麗瑛歸納五種彈奏技巧基本模式，其中第一種「垂直型態」屬由上往下的彈奏方

式為其他技巧模式的基礎，此垂直型態可配合其他運轉動作產生不同的觸鍵型態。應用

手臂可以彈奏垂直上下、前後推動、左右擺動、左右滾動、圓形或橢圓運轉的觸鍵方式，

即上表中的五種技巧模式。根據以上的觸鍵方式歸納出觸鍵的三個步驟，1. 選擇不同重

量的肢體部位，2. 經由肌肉伸縮性功能之操作，3. 產生對琴鍵的衝擊作用而發出擊鍵

的音響。手指關節技巧須配合手臂重量的適度應用才可具備完整之觸鍵技巧（黃麗瑛，

1993）。 

    美國作曲家暨鋼琴教育家─羅琳女士認為真正的技巧能成就音樂的藝術性，肢體動

作的運用並不會造成彈奏上的壓力，反而能使彈奏更具有音樂性。因此，羅琳女士重視

學生在肢體語彙上的瞭解以發展學生的彈奏技巧（Rollin，2011）。在其教材著作 Pathways 

to Artistry Technique, Books 1, 2 and 3 即著重於技巧語彙的使用及彈奏技巧的練習，並認

為師生間建立共同的技巧語彙有益於教學溝通，羅琳提出學生須紮實學習的十二種基本

鋼琴彈奏技巧，可視為基礎彈奏技巧練習，亦可運用至高難度的演奏曲目中（楊玉珍譯，

2014d）。關於十二種基本鋼琴彈奏技巧如表 2-1-4 所示： 

 

表 2-1-4   

羅琳 12 種基本鋼琴彈奏技巧一覽表 

單元名稱 技巧名稱 說明 

基本的鋼琴彈奏

技巧 1 至 12 

1. 有彈性的手腕 透過柔軟且有彈性的手腕動作，以手

臂的重量讓手腕自然落下並傳遞力量

至手指。 

2. 有力的手指 將手臂重量集中於指尖與琴鍵接觸的

指肉部分，須避免第一指節凹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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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手腕的左右轉動 使用手腕與前臂的轉動動作如同開關

門把一樣，彈奏時將手臂重量由一隻

手指轉移到另一隻手指。 

4. 兩個音的圓滑奏 兩音一組的圓滑奏，前一個音較強，後

一個音較弱。以「有彈性的手腕」彈奏

第一個音，並在第二個音時，將手腕上

提、手臂外移。 

5. 平衡的軀幹和前臂 軀幹和前臂要跟著正在彈奏的手指移

動。 

6. 獨立的手指 手指間在同一時間內做不同的動作。 

7. 連結音的彈奏技巧 藉由手腕落下將手臂重量轉移到每一

隻彈奏的手指上。音型向上時，手腕由

左向右移動，音型向下時，手腕由右向

左移動。 

8. 前臂的斷奏 整個手臂重量自然落至要彈奏的手指

上，琴鍵下壓後，讓手臂立即由琴鍵上

反彈跳開。彈奏時手腕不可彎曲。 

9. 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  輕抬手腕將手臂重量放到彈奏的手指

上，再以非常快的速度將手腕往上抬

起。彈奏重音或突強時，手腕上抬的動

作須更加快速。 

10. 手腕繞圈轉動的彈奏技巧 藉由手腕繞圓圈的動作來彈奏三個音

以上的重複音型。以手腕往上輕抬作

為繞圓圈的起始動作，當達到高點時

繼續繞圓圈以彈奏接下的音。重複的

音型要繼續做同樣的繞圈動作。 

11. 雙手分離獨立彈奏的技巧 左、右手同時做出不同的彈奏動作。 

12. 制音踏板的技巧 以右腳底拇指根部突起的肉球部分踩

下踏板。 

資料來源：彙整自楊玉珍（譯）（2014d）。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 1（原作者：

Catherine Rollin）。臺北市：大陸書店。（原著出版年：2003） 

 

    依據上述 12 種基本鋼琴彈奏技巧之彈奏動作可歸納出以下七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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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彈性的手腕」、「手腕的左右轉動」、「兩個音的圓滑奏」、「連結音的彈奏技

巧」、「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手腕繞圈轉動的彈奏技巧」皆是以手腕輕抬再

落下作為起始動作，將手臂重量傳至手指以彈奏。 

2. 「手腕的左右轉動」、「手腕繞圈轉動的彈奏技巧」皆為手腕轉動的動作，差異

為前者是手腕及前臂的左右方向轉動，後者是手腕向上繞圓圈的轉動。 

3. 「獨立的手指」、「雙手分離獨立彈奏的技巧」分別為手指間、雙手間能同時做

出不同動作的技巧。 

4. 「平衡的軀幹和前臂」強調身體及手臂須跟著手指移動以調整重心，與「連結

音的彈奏技巧」的手腕位置須跟著音型上或下行移動之概念相似，皆說明各部

位與手指須在彈奏時相互協調位置，以使手臂重量能傳遞至手指。 

5. 十二種基本鋼琴彈奏技巧包括兩種斷奏技巧，分別為「前臂的斷奏」、「迅速前

推離鍵的斷奏」，前者為手臂落下但手腕不可形成彎曲動作，強調運用整個手

臂力量彈奏；後者則以手腕落下並依賴手腕迅速上抬動作以產生不同的音響。 

6. 「制音踏板的技巧」為十二種基本鋼琴彈奏技巧中唯一的腳部動作之運用。 

7. 羅琳女士特別強調將「有力的手指」運用至每一個彈奏技巧之中，手指第一關

節不可凹陷且須支撐手臂重量，此為建立紮實技巧重要的一環。 

上述七點原則及內容與技巧動作及技巧類型對照如表 2-1-5 所示： 

 

表 2-1-5 

羅琳 12 種鋼琴基本彈奏技巧之動作與類型對應表 

技巧動作 技巧類型 

手腕落下 「有彈性的手腕」、「手腕的左右轉動」、「兩個音的圓滑奏」、「連結音

的彈奏技巧」、「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手腕繞圈轉動的彈奏技巧」 

轉動 「手腕的左右轉動」、「手腕繞圈轉動的彈奏技巧」 

同時彈奏 「獨立的手指」、「雙手分離獨立彈奏的技巧」 

手的位置 「平衡的軀幹和前臂」、「連結音的彈奏技巧」 

斷奏 「前臂的斷奏」、「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 

踏板 「制音踏板的技巧」 

手指 「有力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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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彙整自楊玉珍（譯）（2014d）。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 1（原作者：

Catherine Rollin）。臺北市：大陸書店。（原著出版年：2003） 

 

  以下歸納 Sandӧr、黃麗瑛、羅琳女士等三位專家所提出的技巧模式或技巧類型以比

較其異同，如下五點所述（楊玉珍譯，2014；葉乃菁譯，2009；黃麗瑛，1993）： 

1. 三者皆使用垂直落下的彈奏方式，強調手臂力量的下放。Sandӧr 及黃麗瑛分別

以「自由落下」及「垂直型態」來呈現彈奏時由上而下的彈奏動作；羅琳女士

以「有彈性的手腕」為基礎，強調以柔軟的手腕使手臂力量落下的彈奏動作。 

2. 從三者的理論中可發現皆注重在彈奏時手部部位之間的協調，包括前後、左右、

高低等位置，例如：Sandӧr 之「五手指、音階與琶音」技巧模式是針對手腕與

手指在彈奏音階、琶音等音型時的高低位置，黃麗瑛之「前後推動」技巧模式，

以及羅琳女士之「平衡的軀幹和前臂」、「連結音的彈奏技巧」，三者皆強調在彈

奏時手部部位的位置並非固定，而須根據彈奏的音型而調整。 

3. 三者皆具有配合音型以手臂「轉動」來帶動彈奏的動作模式。黃麗瑛提出之「兩

旁滾動」、「圓形運轉」模式，分別與羅琳女士提出之「手腕的左右轉動」、「手

腕繞圈轉動的彈奏技巧」相同，前者皆為如同轉動門把的轉動動作，後者則是

如同繞圓圈的轉動形式，皆源自「轉動」的肢體動作。 

4. 三者之中僅有黃麗瑛並未將「斷奏」作為技巧模式之一探討，但並非未包括「斷

奏」之彈奏技巧，其以「垂直型態」技巧模式之拋擲動作彈奏彈奏，以及「左

右水平」技巧模式彈奏大跳斷奏音型。羅琳女士在十二種基本鋼琴彈奏技巧之

中即包含兩種「斷奏」技巧，分別為「前臂的斷奏」、「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

前者如同 Sandӧr 以及黃麗瑛之技巧理論，強調前臂的積極參與，後者則以手腕

為主動動作，但仍須借助手臂力量來彈奏。 

5. 從三者之理論可發現其殊異處，羅琳女士分為十二種鋼琴基本彈奏技巧為最多

數，技巧類型較為特定且具體說明使用的音型與步驟；Sandӧr 則簡化身體動作

形式為五種技巧模式；黃麗瑛以身體動作所呈現的型態為五種技巧模式。 

    三者針對技巧模式具有相似的理論基礎，皆以生理構造解剖學進行彈奏技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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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肢體部位的運用來歸納與命名技巧模式，並強調手臂重量應以垂直方式的應用，呼應

Breithaupt 強調重而放鬆的手臂力量。在練習樂曲之鋼琴技巧時，更須透過演奏者個人

判斷與分析音型之彈奏方法來形成動作模式，並以更符合生理結構的彈奏方式來達成練

習之效益以避免造成手部傷害。 

    本研究為能貼近《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作者─羅琳女士的創作初衷，強調學生

將《鋼琴技巧》所學的技巧語彙運用至《鋼琴曲集》中，因此本研究在分析《鋼琴曲集》

之彈奏技巧時，以《鋼琴技巧》各級之技巧類型作為分析類目探討《鋼琴曲集》之技巧

運用。 

  

（二） 鋼琴技巧之練習原則與策略 

Liszt 認為音樂家首當要務即是「聆聽」，唯有將身體與手指、耳朵與心靈相互配合

的鋼琴家，才可視為真正的技巧大師（朱迪譯，2010）。Walter Gieseking（1895-1956）

談到其鋼琴教授 Leimer 要求學生須聆聽自己的演奏以培養學生自我的檢驗能力。

Gieseking 也認為在整個音樂學習中能以自我批評的方式聆聽自己演奏是相當重要的（姜

丹譯，2015）。鋼琴家 Slenczynska（1961）認為受過訓練的耳朵對於學習音樂的人而言

是絕對有益的，不僅要注重外在聽覺，也要發展內在聽覺能力。黃麗瑛（1993）也指出

在練習鋼琴過程中必須注重視覺的「內在音響」與傾聽的「外在音響」。鋼琴家 George 

Kochevitsky（1903-1993）在《鋼琴演奏的藝術──一種科學的方法》更舉出鋼琴教師應

建立和發展一種模式：視覺刺激（音符）→聽覺刺激（內心聽到的聲音）→假想運動行

為→運動行為的實際聲音結果→聽覺感受和對實際聲音的評估（朱迪譯，2010），可見彈

奏鋼琴須先經由視覺產生內在音響想像，再以動覺觸鍵產生外在音響，聽覺包括前者想

像之內在音響及後者觸鍵後產生之外在音響，是彈奏鋼琴的關鍵能力之一。 

除了聽覺之外，腦力亦是重要的一環。動腦練習是練琴事半功倍的要訣（但昭義，

2007）。Liszt 曾說：「通過對於樂曲技巧的分析，將鋼琴音樂的難處都簡化成某些基本模

式，一旦掌握這些模式，就具備演奏此樂器任一作品的能力。」（朱迪譯，2010）。Sandor

（1995）指出練習必須是有意識、有目的而非機械式的運作，若能有意識地運用正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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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練習，除可縮短練習時間也能獲得最佳練習效益。因此，在練習過程中應重視樂曲分

析的技能，將技巧加以分析處理，以達到練習之目的。Leimer 在教學上首重學生仔細讀

譜的基礎，使學生集中注意力並伴隨思考來背譜演奏。手指更被喻為「大腦的侍者」，必

須聽從大腦的指揮來掌握鋼琴技巧（姜丹譯，2015）。Slenczynska（1961）提出在練習時

必須將樂曲之困難樂段獨立練習，她也主張自我頭腦、內心及雙手才是解決困難技巧的

方法。 

綜上所述，可發現「聽覺」在練琴過程的重要性，尤其是「內在聽覺」使視讀樂譜

同時產生聽覺意象，並在實際彈奏時保持敏銳的聽覺反應；除了聽覺之外，也必須透過

大腦有意識地控制手指並分析、處理樂曲的彈奏技巧，才可達成練習之效益。可見聽力

及腦力之音樂訓練乃學習鋼琴不可或缺的。 

以下針對技巧練習策略進行說明： 

Slenczynska（1961）主張練習應充分發揮自己身體的潛能，透過專注於耐心努力練

習中，才可克服技巧之困難並獲得欲求的能力。她亦認為在練習時必須將樂曲之困難樂

段獨立練習，並提供下列 9 項彈奏鋼琴必要技巧的練習方法： 

1. 「變換重音」（shifting accents）即是置換音組的重音位置練習，先以節拍器設定

極慢速度再逐步加速。 

2. 「雙手跳躍」（hands bounce）使用在樂段要求雙手能快速觸鍵亦能快速離鍵，

須以正確動作配上節拍器，從慢速開始在不同調性上練習，再逐漸加速至理想

速度，一旦建立此種跳躍技巧，即可應用於具有相同技巧要求的樂曲。 

3. 「八度模型」（octave mold）使用於一連串八度音的進行，須將手形鞏固成一個

「八度的模型」，雙手中間的手指向內彎曲，大拇指及小拇指則堅固有力地向下

觸鍵，並須從各個大小調的八度音階練習，從慢速加快使動作成為習慣。 

4. 「和絃大跳」（jumping of the hands）要求手能準確從一端快速位移到另一端，

必須將眼光凝聚在將要彈奏的琴鍵位置上，先分手再合手練習，一次只練習兩

個大跳和絃，以慢速來回練習並能連續十次都準確落在正確音符上，才可接續

下面兩個跳躍的和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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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複音的練習」（repeated notes）意指以換指的方式來彈奏快速重複的音符，

可先在彈奏前蓋上琴蓋以不同手指敲擊，並注意敲擊力度是否平均，待手指熟

練重複音符節奏後便可轉移至琴鍵上彈奏。 

6. 「裝飾音的練習」（ornamentation）即樂曲出現的裝飾音型在十二個半音上各練

習四次，練習漣音或震音時，則可使用各種可能的指法，經由此練習可鍛鍊肌

肉並進而輕易掌握各類的裝飾音型。 

7. 「華麗裝飾奏的練習」（a long cadenza）則是將充滿小音符的樂段，盡可能將音

群按照節拍作平均分配，可先在雙手一起彈奏的拍子上加重音，直至掌握樂段

的韻律後再省去重音。 

8. 「複節奏的訓練」（polyrhythm）即雙手須同時掌握兩種不同型態的節奏練習，

在彈奏前須先遠離鋼琴，以手指在桌面上敲打二對三或三對四的節奏，稱為「複

節奏的手部訓練」，待節奏練至自然反應再回到琴鍵練習。 

9. 「指法」（fingering）應針對音樂線條的連貫性來設計，並建議在相似音型的模

進上採用同一種指法，以在彈奏相似音型不改變手的位置能保持一定手型。 

Sandӧr（1995）認為練習是藉由反覆動作而獲得動作習慣的過程，其提出之五種基

本技巧模式─「自由落下」、「五手指、音階與琶音」、「轉動」、「斷奏」、「刺入」，可獨自

或綜合應用於鋼琴彈奏技巧，透過對於樂譜上之樂句標示或觸鍵形式，例如圓滑奏、斷

奏、斷連奏、頓音等，將其套用適當的動作模式，即藉由讀譜來理解其技巧運用之能力。

練習中若能於相似的段落自動執行合適的動作模式，便可專注於音樂的詮釋。 

Sandӧr 認為慢速練習是為了能以足夠的控制力與察覺力來運作所需動作，並非僅為

了慢練而放慢速度，而是能察覺自己所能掌控的速度，且避免彈得比所能控制的速度快，

應在能完全駕馭的速度下有效地練習。他更強調「有意識的練習」，如集中注意力在正確

的反覆動作上，就可在最短時間內將動作內化，並在每一次反覆相同動作時，逐次加速

以增進練習效率，一旦技巧習得便不須再花時間練習，而是要以最佳方法使用，當已內

化為自發性技巧時，演奏熟悉的音樂形式就可以潛意識或無意識自然彈奏技巧，而有意

識的心靈則幫助我們面對不熟悉曲目時，能了解與解決技巧問題，並從中增進曲目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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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法則（葉乃菁譯，2009）。 

Leimer（1959）主張必須背譜並通過大腦活動來表現技巧，演奏者須強化對於每個

音的力度、指法、觸鍵、時值等要求之訓練。練習時應達到每個音的力度與時值都盡可

能完全相同，熟練後可逐漸加速直至樂曲之速度要求；之後的練習則可針對極小的困難

片斷進行重點練習，以緩慢的速度開始練習再逐漸加快，在較大的樂段及較長的的樂句

也須先分割再練習。當練習者能熟悉並掌握每個細節，即可清楚了解整首樂曲的曲式結

構，並使音樂表現符合其作品內容。力度方面的表現也須透過手指的訓練來感受與掌握，

而對力度的控制須依靠聽覺正確的訓練，耐心與努力是成功的關鍵，練習者若能每天集

中高度注意力進行六至八次的練習，控制每個手指以相同的力度彈奏，對於力度控制必

能獲得顯著進步。有鑑於此，Leimer 提出初學者要完成之練習首要任務為：能將不參與

彈奏運動的肌肉完全放鬆，能按樂譜的表情記號奏出弱音（p），能以每分鐘 70 次的緩

慢速度以四分音符的時值依序彈奏音列的每個音。在練習時須採用極連貫的

（leggatissimo）觸鍵方法，手指盡量不離開琴鍵，同時還應感受每個手指所需的力度並

學會控制手指的力量。 

  魏廷格（1997）提出在練習鋼琴時須專攻樂曲之技巧難處，此為練習中最重要的環

節，將時間與精力花費在加強練習難處是樂曲練習的有效方法。他同時強調慢速練習的

重要性，透過慢練可以使練習者有時間思考正確彈奏的所有因素，也可在慢練過程中強

化手指觸鍵動作之獨立與力量。在慢練時除速度按一定比例均勻變慢之外，其餘的手指

及全身動作都不因速度而改變，並須透過頭腦的思維及高度專注力避免慢速可能造成的

散漫及姿勢不良等狀況。簡而言之，慢速練習可使練習者發現並鞏固彈奏樂曲之最佳動

作達到有效的練習。當在慢練中能輕鬆自如地彈奏樂曲之細節後，即可逐漸提升速度直

至樂曲要求。魏廷格也強調分解練習的重要性，分解練習即對於樂曲任何一個局部的單

獨練習，是彈好整體樂曲的基礎和前提。在分解練習之過程中，對於各種彈奏因素的協

調、銜接，或對各種技巧的掌握，都在彈奏整體樂曲時獲得檢驗與實現。若分解練習的

成果無法適應整體彈奏時，則應重複回到分解練習，以更清楚瞭解練習之重點及整體彈

奏需求，總而言之，在練習時應經常交錯進行分解及整體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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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麗瑛（1993）指出「練習」即是經常反覆正確適當的觸鍵運作方式，練習的目的

是透過聆聽後得到判斷來控制肌肉觸鍵力量，促成腦中樞神經、聽覺神經、觸覺神經及

肌肉神經組織的高度配合。一般的練習著重於手與鋼琴的接觸，以控制觸鍵與踏板而達

到技巧與音樂之表現，唯有歷經反覆的練習過程並克服技術困難，才能達到高度控制的

自動化觸鍵能力；進一步則是培養練習之藝術直覺能力，須注重完整性讀譜，以產生音

樂的理解力與想像力，同時配合已建立的觸鍵能力以表達音樂。練習應配合個別差異以

擬定練習方式，加強練習不同年代派別及難易度之作品，且須依據樂曲之技巧、音樂進

行練習。技巧方面的練習包括指法的安排、觸鍵方法及彈奏方式的選擇，以及樂曲的分

句、力度、和聲色彩明暗、語法的應用等，須透過技巧方面不斷改進而達到音樂表達之

完整性。彈奏技巧方面相當重要的任務即是放鬆，初學者須將拇指柔軟穩定地配合放鬆

的腕關節，才可彈奏靈敏的音群。手指是作為接觸琴鍵並傳達手臂重量的媒介，觸鍵重

量程度的極小差異即可導致不平均的音量，良好的手指觸鍵技巧須配合手臂重量適度的

使用，才可使手指具備彈性平穩的支撐力及控制力。在奏出強大音量時，必須增強手指

關節的觸鍵並增加手臂振盪的動作，手指關節須配合手臂重量來表現音量變化，以豐富

音響之多樣性如此才是具備完整之觸鍵技巧。 

茲綜合上述鋼琴家及學者所提出之鋼琴技巧練習策略如下： 

1. 分析樂曲之技巧型態以進行獨立練習。 

2. 分解練習是練習過程重要的一環。 

3. 由慢速開始練習再逐漸加速。 

4. 技巧動作一旦獲得養成，即可應用在相似技巧的樂段。 

5. 練習過程須具高度專注力及聆聽能力，並耐心反覆技巧動作之練習。 

6. 應依個人之需求與條件設定練習目標與策略。 

從六項練習策略可知，自練琴開始之分析樂曲工作即是準備階段，為後續的練習作

引導，接下來之練習過程則須透過不斷的反覆以增進熟練，再依據個人所習得的彈奏技

巧應用於其他相似技巧之處。在《鋼琴技巧》各級之教材說明也可發現此套教材強調以

三大練習原則：「反覆、複習、加強」來強化學生學習的彈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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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鋼琴教材相關研究 

    本節針對鋼琴教材之相關研究進行探討。綜觀臺灣引進國外教材之概況，除了出版

於 1850 年歷史最為悠久之《拜爾》教本之外，自 1964 年起引進最早的中文版美國教材

為 1964 年發行之《約翰‧湯姆遜現代鋼琴課程》，至 2014 年發行之《羅琳鋼琴藝術家

教學法》，中文版之美國教材發行於臺已歷時 50 年之久。九零年代為鋼琴教材發展的重

要時期，包括引進中文版之《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以及原

先已發行之《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可樂弗鋼琴叢書》皆陸續增訂教材。國內鋼琴教

材相關研究則始於 1994 年，一篇針對《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及《可樂弗鋼琴叢書》兩

套教材進行分析之研究（黃靖雅，1994）亦可發現新教材的引進帶動教材之相關研究（葉

詩盈，2008；陳芯綺，2008；陳慧，2014）。可見自九零年代起，國內在鋼琴教材之蓬勃

發展與重視程度。 

研究者蒐集十八篇鋼琴教材研究，可發現皆以碩士論文為主，多採用內容分析法。

研究者擬歸納整理其研究目的、研究樣本、分析類目、研究方法，以作為本研究教材內

容分析之參考依據。表 2-2-1 為研究者彙整鋼琴教材相關研究之碩士論文內容如表 2-2-

1 所示： 

 

表 2-2-1 

鋼琴教材相關研究列表 

研究者 

（出版年） 

論文題目 研究目的 研究樣本 分析類目 研究方法 

陳慧 

（2014） 

「芬貝爾基

礎鋼琴教

材」與「美

啟思成功鋼

琴教程」兩

套初級鋼琴

教材內容分

析比較 

分析、比較

兩套初級鋼

琴教材之編

選內容以及

特色。 

1.芬貝爾基礎

鋼琴教程 

2.美啟思成功

鋼琴教程 

1.音樂知識 

2.彈奏技巧 

3.曲目編排 

內容分析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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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筱茜

（2013） 

幼兒鋼琴教

材之內容分

析 

以音樂概念

及鋼琴基本

技巧等兩面

向分析三套

幼兒鋼琴教

材，並比較

其異同。 

1.芬貝爾首部

鋼琴教程 

2.艾弗瑞全能

鋼琴教本 

3.巴斯田才能

鋼琴教程 

1.音樂概念 

2.鋼琴基本技

巧 

內容分析法 

郭妤凡

（2013） 

芬貝爾鋼琴

教材之鋼琴

功能性技巧

之內容分析

研究 

分析《芬貝

爾》鋼琴教

本之鋼琴功

能性技巧之

教學內容、

教學進程與

教學策略。 

芬貝爾基礎

鋼琴教程 

1.配伴奏 

2.視奏 

3.移調 

4.即興／創作 

內容分析法 

Lu, Y.

（2012） 

北美 18 套鋼

琴教材之曲

目選擇與分

類 

分析 18 套鋼

琴教材之曲

目分類，以

供教師選擇

適當教材。 

18 套北美鋼

琴教材 

1.基本資訊 

2.作者創作／

非作者創作 

3.古典音樂／

流行音樂 

內容分析法 

Sundell, K.

（2012） 

整合性音樂

能力與初級

鋼琴教材：

內容分析  

分析教材之

中包含整合

性音樂能力

核心元素之

內容。 

12 套初級鋼

琴教材 

1.聽覺技巧 

2.作曲 

3.即興 

4.音樂史 

5.音樂理論 

6.演奏實作 

內容分析法 

林逸婷

（2012） 

巴斯田才能

鋼琴教程、

芬貝爾基礎

鋼琴教材、

可樂弗鋼琴

叢書鋼琴教

材內容分析 

探討三套鋼

琴教材內

容，比較三

套鋼琴教材

之教材內容

及其課程銜

接方式與異

同。 

1. 巴斯田才

能鋼琴教程 

2.芬貝爾基礎

鋼琴教程 

3.可樂弗鋼琴

叢書 

1.力度 

2.調性 

3.語法 

4.曲式 

內容分析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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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伊伶

（2012） 

《巴斯田才

能鋼琴教

程》與《芬

貝爾基礎鋼

琴教程》之

內容分析研

究 

分析與比較

兩套初級鋼

琴教材之各

級鋼琴教本

內容。 

1.巴斯田才能

鋼琴教程 

2.芬貝爾基礎

鋼琴教程 

1.彈奏基本概

念 

2.認譜與音樂

知識 

3.樂曲基本結

構 

4.彈奏技巧訓

練 

內容分析法 

楊雅茜

（2012） 

音樂樹鋼琴

教本內容分

析之研究 

分析《音樂

樹》鋼琴教

本之教學內

容、教學進

程與教學策

略。 

音樂樹 1.音樂概念 

2.音樂知識 

3.彈奏技能 

4.應用技能 

5.教學進程 

6.教學策略 

內容分析法 

張喬惠

（2010） 

「艾弗瑞」

與「芬貝

爾」初級鋼

琴教材內容

之分析研究 

分析兩套初

級鋼琴教材

之各十一級

鋼琴教本內

容，並比較

這兩套教材

中鋼琴教本

內容架構。 

1.艾弗瑞全能

鋼琴教程 

2.芬貝爾基礎

鋼琴教程 

 

 

 

1.音樂知識 

.2 彈奏技巧 

3.曲目編排 

內容分析法 

 

賴宜含

（2009） 

艾弗瑞全能

鋼琴教程與

巴斯田才能

鋼琴教程學

齡前鋼琴併

用聽音教材

教學內容之

比較研究 

分析、比較

兩套學齡前

鋼琴併用聽

音教材之教

學內容。 

1.艾弗瑞全能

鋼琴教程 

2.巴斯田才能

鋼琴教程 

1.節奏 

2.旋律 

3.和聲 

4.音色 

5.曲式 

內容分析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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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京燕

（2008） 

艾弗瑞全能

鋼琴教程與

好連得成功

鋼琴教程鋼

琴教本中運

用爵士音樂

教學內容之

比較研究 

分析、比較

兩套教材之

鋼琴教本中

爵士音樂運

用狀況。 

1.艾弗瑞全能

鋼琴教程 

2.好連得成功

鋼琴教程 

1.爵士音樂要

素運用 

2.爵士音樂教

學進程 

3.爵士音樂選

曲風格 

內容分析法 

 

陳芯綺

（2008） 

芬貝爾基礎

鋼琴教程與

好連得成功

鋼琴教程兩

套初級鋼琴

教材之比較

研究 

探討兩套兒

童初級鋼琴

教材之編選

內容及特

色。 

1.芬貝爾基礎

鋼琴教程 

2.好連得成功

鋼琴教程 

1.基本知識 

2.讀譜能力 

3.節奏能力 

4.技巧練習 

5.樂曲詮釋 

內容分析法 

葉詩盈

（2008） 

以「芬貝爾

基礎鋼琴教

程」作為鋼

琴啟蒙教材

之探究 

了解芬貝爾

的鋼琴教學

法及解析

《芬貝爾基

礎鋼琴教

程》的教材

內容，並運

用教材實施

鋼琴啟蒙教

學之行動研

究。 

芬貝爾基礎

鋼琴教程 

1.課程架構 

2.36 週教學

觀察 

3.第三人檢測

及自製評量

測驗 

內容分析法 

行動研究 

楊嘉怡

（2006） 

探討學齡期

學生鋼琴聽

音訓練及其

與鋼琴彈奏

之關係-以艾

弗瑞全能鋼

琴教程為例 

研究學齡期

七至九歲

《鋼琴聽音

訓練》內涵

之素材編

排，及其與

《鋼琴教

本》之間所

呈現的運用

和搭配。 

艾弗瑞全能

鋼琴教程 

1.旋律 

2.節奏 

3.和聲 

內容分析法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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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君如

（2005） 

『艾弗瑞全

能鋼琴教

程』與『好

連得成功鋼

琴教程』兩

套初級鋼琴

教材之內容

分析與比較 

分析兩套鋼

琴教材之

《鋼琴教

本》與其他

系列教本之

內容。 

1.艾弗瑞全能

鋼琴教程 

2.好連得成功

鋼琴教程 

1.基本預備知

識 

2.讀譜訓練 

3.節奏練習 

4.彈奏技巧 

5.樂曲詮釋 

內容分析法 

林曄宣

（2004） 

『艾弗瑞全

能鋼琴教

程』與『好

連得成功鋼

琴教程』兩

套初級鋼琴

教材之比較

研究 

探討兩套初

級鋼琴教材

編選內容及

特色，針對

其內容進行

分析與比

較。 

1.艾弗瑞全能

鋼琴教程 

2.好連得成功

鋼琴教程 

1.基本概念 

2.讀譜訓練 

3.節奏練習 

4.彈奏技巧 

5.樂曲詮釋 

內容分析法 

黃靖雅

（1994） 

巴斯田與可

樂弗兩套初

級鋼琴教材

之分析比較 

了解兩套兒

童初級鋼琴

教材編選的

特色及有效

應用之可行

性。 

1.巴斯田才能

鋼琴教程 

2.可樂弗鋼琴

叢書 

1.基礎能力 

2.教材特性 

3.教學進程 

內容分析法 

訪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彙整  

 

  依據表 2-2-2 研究者歸納以下幾個面向： 

（一） 關於研究內容 

研究者蒐集之鋼琴教材相關碩士論文共十八篇，依照其研究內容分為三類，如下所

示： 

1. 單一鋼琴教材之研究：共 4 篇，分別在功能性技巧（郭妤凡，2013）、教學內

容、進程與策略（楊雅茜，2012）、鋼琴聽音訓練（楊嘉怡，2006）之教材內容

作分析，以及以教材進行個別鋼琴啟蒙之教學（葉詩盈，2008）。 

2. 分析與比較兩種初級鋼琴教材：在鋼琴教本內容共 7 篇（林曄宣，2004；陳芯

綺，2008；張喬惠，2010；陳慧，2014；黃靖雅，1994；魏君如，2005；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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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2012）、聽音教學內容 1 篇（賴宜含，2009）以及爵士音樂教學內容 1 篇

（林京燕，2008）。 

3. 分析與比較三種初級鋼琴教材之鋼琴教本內容共 3 篇（林逸婷，2012；陳筱茜，

2013；鍾靜儀，1999）。 

4. 分析多種鋼琴教材內容之某一內涵共 2 篇（Lu，2012；Sundell，2012）。 

 

（二） 關於研究方法 

針對上述十八篇鋼琴教材相關碩士論文，依照其研究方法可分為五類，如下所示： 

1. 初級鋼琴教本內容分析比較研究（林曄宣，2004；林逸婷，2012；陳芯綺，

2008；張喬惠，2010；郭妤凡，2013；陳筱茜，2013；陳慧，2014；楊雅茜，

2012；鍾靜儀，1999；魏君如，2005；顏伊伶，2012）。 

2. 初級鋼琴教材曲目選擇與分類之內容分析研究（Lu, 2012）。 

3. 初級鋼琴教材之整合性音樂能力內容分析研究（Sundell, 2012）。 

4. 初級鋼琴教材之聽音教材內容分析比較研究（楊嘉怡，2006；賴宜含，2009）。 

5. 初級鋼琴教材之爵士教學內容分析比較研究（林京燕，2008）。 

6. 鋼琴教材內容分析及行動研究（葉詩盈，2008）。 

7. 鋼琴教材內容分析及訪談（黃靖雅，1994）。 

  經歸納整理後，可發現以鋼琴教本內容分析比較之研究占多數，再者為針對特定教

材內容進行分析比較，例如：曲目編選、整合性音樂能力、聽音訓練、爵士。僅葉詩盈

（2008）以及黃靖雅（1994）之研究，兩者除針對教材內容分析之外，亦分別採用啟蒙

教學之行動研究，以及專家訪談。 

 

（三） 關於研究結果 

以上述研究方法之七種分類，依序說明鋼琴教材相關碩士論文之研究結果： 

1. 初級鋼琴教本內容分析比較研究 

陳慧（2014）在《芬貝爾基礎鋼琴教材與美啟思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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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分析比較》，以內容分析法探討《芬貝爾基礎鋼琴教材》與《美啟思成功鋼琴教程》兩

套初級鋼琴教材之編選內容以及特色。該研究從兩套教材之《鋼琴教本》內容的縱向銜

接，與輔助教材《鋼琴樂理》、《鋼琴表演》、《鋼琴技巧》之橫向聯繫，依循音樂知識、

彈奏技巧、曲目編排等三個範疇進行分析與比較。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音樂知識方面：《芬貝爾》與《美啟思》兩套教材內容豐富，《芬貝爾》教材以

漸進式教法為主，《美啟思》教材教學進程緊湊，認知內容較深入。 

(2) 彈奏技巧方面：《芬貝爾》與《美啟思》兩套教材編排由易至難、循序漸進。《芬

貝爾》將彈奏技巧以《鋼琴技巧》為輔助教材，強調不同觸鍵之方式；《美啟思》

將技巧融入《鋼琴教本》，強調身體與手指的運作關聯。 

(3) 曲目編排方面：《芬貝爾》與《美啟思》兩套教材多以編者創作或改編曲居多，

樂曲皆涵蓋多樣化音樂風格。 

陳筱茜（2013）在《幼兒鋼琴教材之內容分析》，採以量輔質的內容分析法，運用研

究者自編之「幼兒鋼琴教材內容類目表｣作為研究工具，針對《芬貝爾首部鋼琴教程》、

《艾弗瑞全能鋼琴教本－幼童本》及《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幼童本》三套幼兒鋼琴教

材之各級教本內容，以音樂概念及鋼琴基本技巧等兩面向進行分析，並比較其內容之異

同。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芬貝爾首部鋼琴教程》之音樂概念學習注重力度教學，並以各種音樂符號來

引導幼兒理解；鋼琴基本技巧內容則著重在正確彈奏姿勢的教學。 

(2) 《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幼童本》在音樂概念及鋼琴基本技巧內容皆較另外兩

套教材具深度及廣度。 

(3) 《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幼童本》著重於視譜練習，音樂概念內容主要著重於

節拍、音值及音高；注重鋼琴基本技巧彈奏能力。 

(4) 《芬貝爾首部鋼琴教程》、《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幼童本》、《巴斯田才能鋼琴教

程-幼童本》三套教材音樂概念內容在力度、音值及節奏型、音高、音程及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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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相同，節拍、速度、曲式內容則不同；鋼琴基本技巧內容在技巧類型內

容相同，彈奏方式內容不同。 

郭妤凡（2013）在《芬貝爾鋼琴教材之鋼琴功能性技巧之內容分析研究》，採用內容

分析法，以定質為主分析《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鋼琴教本的鋼琴功能性技巧之教學內

容、教學進程及其教學策略；以定量為輔去計算此套教材在視奏、移調、即興／創作、

配伴奏上所占的比例，及其教學策略所使用的次數。研究者以自編之研究工具，包括「芬

貝爾鋼琴教本內容分析之整體分析表」、「芬貝爾鋼琴教本內容分析之次類目分析表」、

「芬貝爾鋼琴教本之鋼琴功能性技巧分析表」進行教材內容分析。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芬貝爾鋼琴教本》之鋼琴功能性技巧教學內容以「配伴奏」占最高比例，其

次依序為「視奏」、「移調」、「即興／創作」。 

(2) 《芬貝爾鋼琴教本》之鋼琴功能技巧的教學進程，均依附於整體教學內容，並

未獨立規劃，僅在「移調」及「配伴奏」因連結於調性、和聲之教學內容，故

其教學進程相對上較為完整。 

(3) 《芬貝爾鋼琴教本》之各鋼琴功能性技巧，系統規劃其多樣化教學策略，其中

以唸唱運用占最多數，但較缺乏生動性的律動之教學策略。 

林逸婷（2012）在《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芬貝爾基礎鋼琴教材、可樂弗鋼琴叢書

鋼琴教材內容分析》，採用內容分析法比較三套鋼琴教材之教材內容及其課程銜接方式

之異同。研究工具為研究者參考國內外文獻後所編製的內容分析類目表「鋼琴教材內容

分析類目表」，分析鋼琴教本之力度、調性、語法、曲式等內容，主要進行量化分析並輔

以質性的敘述，以達成研究目的。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三套之《鋼琴教本》及《鋼琴曲集》教材銜接方式相同處為力度記號以弱、中

弱、中強及強出現次數居多；語法記號出現次數以圓滑線、斷奏、強音居多；

調性出現次數以大調、小調及五聲音階居多；曲式出現次數以三段體、二段體

及一段體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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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三套之《鋼琴教本》及《鋼琴曲集》於力度記號之教材銜接的類別及比重，

以《巴斯田》及《芬貝爾》具較佳的銜接方式。 

(3) 比較三套之《鋼琴教本》於語法記號之教材銜接的類別及比重，以《巴斯田》

較為嚴謹，其次分別為《可樂弗》及《芬貝爾》。 

(4) 比較三套之《鋼琴教本》於調性之教材銜接的比例，以《巴斯田》較《可樂弗》

及《芬貝爾》嚴謹。 

(5) 比較三套之曲式的教材銜接，《巴斯田》教程未採用奏鳴曲式，《巴斯田》與《芬

貝爾》在《鋼琴曲集》皆未採用變奏曲，《巴斯田》及《可樂弗》銜接較為嚴謹。 

顏伊伶（2012）在《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與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之內容分析研究》，

採用質化的內容分析法，運用研究者自編之「鋼琴教本分析類目表」作為研究工具，分

析與比較《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與《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材之各級

鋼琴教本內容；針對各級鋼琴教本內容之彈奏基本概念、認譜與音樂知識、樂曲基本結

構和彈奏技巧訓練等四個面向進行分析。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彈奏基本概念：《巴斯田》與《芬貝爾》兩套教材皆僅在初級介紹彈奏基本概念

面向，且透過圖片與淺顯的文字以建立孩童彈奏鋼琴的基礎知識。 

(2) 認譜與音樂知識：此面向分為節奏、曲調、音程與和弦、曲式、音樂術語及符

號等五個項目分析《巴斯田》與《芬貝爾》兩套教材內容。 

(3) 在「節奏」項目的教學內容大致相同，但兩者之教學順序不同；在「曲調」項

目的教學內容依序包含「音高名稱」、「譜表與譜號」、「調性與音階」等教學；

在「音程與和弦」項目皆包含「音程」、「和弦級數」與「和弦結構」等內容，

《巴斯田》在和弦結構部分的教學內容較多，《芬貝爾》則在音程部分的教學內

容較多；在「曲式」項目的教學皆包含「樂段結構」的內容，此外《芬貝爾》

尚包含「樂句結構」的教學；在「音樂術語及符號」項目的教學皆包含「力度

術語」、「速度術語」、「表情術語」和「音樂符號」等內容，兩者在「力度術語」

與「音樂符號」的教學內容相似，《芬貝爾》則具較多「表情術語」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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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樂曲基本結構：《巴斯田》與《芬貝爾》兩套教材皆以 C 大調及 4/4 拍之樂曲所

占比例最多，《巴斯田》以各種和弦、節奏型和轉調的練習較多，《芬貝爾》則

以不同曲式與音樂性的表達練習較多。 

(5) 彈奏技巧訓練：《巴斯田》與《芬貝爾》兩套教材在「彈奏技巧訓練」面向的內

容由淺至難，《巴斯田》教學進程緊湊，《芬貝爾》則採漸進式且注重手部的彈

奏姿勢。 

楊雅茜（2012）在《音樂樹鋼琴教本內容分析之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以分析《音

樂樹》鋼琴教本之教學內容、教學進程與教學策略。定質部分以「鋼琴教本教學內容分

析表」、「鋼琴教本音樂向度內容分析表」、「鋼琴教本音樂向度進程規劃表」與「鋼琴教

本策略分析表」為工具，進行編碼及分析處理；定量部分以「鋼琴教本音樂向度類目表」

計算各類目所占比例，「鋼琴教本策略次數表」計算各音樂行為所出現的次數。本研究之

分析內容中，主類目有音樂概念認知／感應、音樂知識、彈奏技能、應用技能等，次類

目有曲調／和聲、節奏性、組織性、風格、音的相對位置、術語、其他、技巧、運用等

九項；策略分析之類目有唸唱、即興與創作、律動、合奏。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音樂樹》鋼琴教本教學內容具全面性鋼琴教本的功能，除提供彈奏樂曲外，

包含音樂概念認知／感應、音樂知識、彈奏技能、應用技能等四大內容，並以

音樂概念認知／感應所占比例最多，其次依序為音樂知識、彈奏技能、應用技

能。 

(2) 《音樂樹》鋼琴教本教學進程由淺入深，以九向度觀察，包含曲調／和聲、節

奏性、組織性、風格、音的相對位置、術語、其他、技巧、運用等，皆以循序

漸進且近似螺旋模式來發展其進度。 

(3) 《音樂樹》編輯結構為多元連續性的模式，每冊以十單元為原則，每單元皆含

「發現」、「使用你所發現」、「每日練習」、「節奏練習」、「紙筆練習」、「運用」。 

(4) 《音樂樹》提供多樣式教學策略指引，其中以唸唱、即興與創作、律動、合奏

為主。占最多比例為合奏項目，其次依序為即興與創作、律動、唸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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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喬惠（2010）在《艾弗瑞與芬貝爾初級鋼琴教材內容之分析研究》，採用質化的內

容分析法，運用研究者自編之「鋼琴教本內容類目表」作為研究工具，分析《艾弗瑞全

能鋼琴教程》與《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材之各十一級鋼琴教本，針對

各級內容中屬於音樂知識、彈奏技巧，以及曲目編排等三面向進行分析，並比較兩套教

材之鋼琴教本的內容架構。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艾弗瑞》與《芬貝爾》兩套教材在音樂知識面向具有豐富內容，皆自各式音

符、休止符時值長短的介紹起，接續為音高與譜表等其他音樂知識面向的內容

介紹，《艾弗瑞》教材教學進程緊湊，《芬貝爾》教材教學採漸進式。 

(2) 《艾弗瑞》與《芬貝爾》教材在彈奏技巧面向的內容編排由易而難、循序漸進，

《艾弗瑞》教材較重視手指技巧的訓練，《芬貝爾》教材強調觸鍵彈奏姿勢。 

(3) 《艾弗瑞》與《芬貝爾》教材在曲目編排面向的內容，兩套教材多以編者創作

曲或改編曲占多數，且涵蓋多樣化音樂風格。 

陳芯綺（2008）在《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材

之比較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探討兒童初級鋼琴教學相關之教學理論文獻，並分析

《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兒童初級鋼琴教材之編選內容

及特色。針對所選定兩套教材之《鋼琴教本》、《鋼琴技巧》或，《技巧教本》、《鋼琴樂理》

或《樂理教本》、《鋼琴表演》或《獨奏教本》，檢視其編排內容並進行歸納。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兩套鋼琴教材的內容編排，皆將同一等級的相關教材與《鋼琴教本》之教學進

度作聯繫配合。  

(2) 兒童初級鋼琴教學，必須符合完善的音樂教育理念，培養學習者良好的音樂基

礎能力。《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兒童初級鋼琴

教本，皆能符合文獻相關理論所強調之教材特性。 

魏君如（2005）在《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材

之內容分析與比較》，採用內容分析法以分析《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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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教程》兩套鋼琴教材之《鋼琴教本》，與其他系列教本，包含《樂理教本》、《技巧教

本》、《獨奏教本》以及《鋼琴表演》之內容，分別就「基本預備知識」、「讀譜訓練」、「節

奏練習」、「彈奏技巧」以及「樂曲詮釋」等五面向加以分析，說明其中搭配使用之要點，

並列舉兩套教材內容之優缺點。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艾弗瑞》與《好連得》兩套鋼琴教材皆以循序漸進為原則，並與其相關教材

搭配緊密。 

(2) 樂理知識與彈奏技巧皆以生活化及多樣化的方式呈現，融入教學之中。 

(3) 兩套教材之間有其共通性，可供教學者將兩套教材互相搭配使用。 

林曄宣（2004）在《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材

之比較研究》，採內容分析法探討兒童鋼琴教學相關之教學理論，並分析與比較《艾弗瑞

全能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材內容。該研究以兩套教材

之《鋼琴教本》、《鋼琴理論》或《樂理教本》、《鋼琴技巧》或《技巧教本》、或《獨奏教

本》，檢視各教材之編排內容並進行歸納。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兩套鋼琴教材的內容編排上，皆將同一等級的相關教材與《鋼琴教本》之教學

進度作緊密配合，可強化學生學習音樂概念。 

(2) 初級階段的兒童鋼琴教學須符合完善的音樂教育理念，注重完整且均衡的教學，

培養學習者良好的音樂基礎能力。兩套兒童初級鋼琴教材，皆符合相關理論所

強調之教材特性。 

鍾靜儀（1999）在《初級鋼琴系列教材之比較研究：可樂弗鋼琴叢書、巴斯田才能

鋼琴教程、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以《可樂弗鋼琴叢書》、《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以及

《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三套教材作為研究對象，該研究依循教材內容的縱向銜接、橫

向聯繫、初級功能性技巧、以及其輔助教材的適用性與配合性等四個方向，進行分析與

比較。針對縱向銜接與橫向聯繫兩個範疇，以基本認識、讀譜訓練、節奏訓練、彈奏技

巧、詮釋與表情等四個面向進行分析；初級功能性技巧之分析則依據視奏、移調、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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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弦的伴奏配置、主三和弦的進行等四個音樂素材；三套教材的輔助教材亦根據上述分

析項目探討其與《鋼琴教本》的橫向聯繫。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三套教材之核心課程內容皆具有縱向銜接與橫向聯繫，也顧及輔助教材與《鋼

琴教本》的適用性與配合性，其中以《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最周全。 

(2) 《可樂弗鋼琴叢書》最強調初級功能性技巧之主三和弦的伴奏配置與主三和弦

的進行。 

(3) 研究者建議以《可樂弗鋼琴叢書》的《鋼琴併用曲集》作為核心教材使用，更

能符合教材中橫向聯繫的原則。 

(4) 《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是唯一含有功能性之視奏技巧教材，亦最著重功能性

的移調技巧。 

2.  初級鋼琴教材曲目選擇與分類之內容分析研究 

    Lu（2012）在 Survey of Eighteen North-American Piano Method Books: Repertoire 

Selection and Categories，研究目的為檢核 18 套北美鋼琴教材的曲目分類，以提供各系

列教材之曲目分類並計算各分類之曲目數量清單目錄，使教師更明瞭教材之中的曲目種

類，有助於選擇適合學生使用的教材。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研究結果發現北美鋼琴教材包含多樣的曲目內容。 

(2) 若須以特定的作品分類來引起學生的動機，鋼琴教師能選擇一套教材主要聚焦

於某種分類的作品；或是選擇一套包含多種曲目的教材使學生盡可能學習不同

的曲目。 

(3) 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被視為北美鋼琴教材中重要的分類，大部分的教材皆包含

所有的古典音樂分類，但沒有一個鋼琴教材包含全部流行音樂分類。The Music 

Tree 以及 Alfred’s Premier Piano 具備最多的流行曲。 

(4) 要求學生在初學階段學習不同種類的音樂相當重要，能使他們盡早熟悉不同音

樂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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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多數的鋼琴教材皆包含輔助教本，例如技巧、表演、獨奏等。這些輔助教本

提供鋼琴教師有機會為學生選擇不同音樂類別的曲目。 

3.  初級鋼琴教材之整合性音樂能力內容分析研究 

    Sundell（2012）在 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 and Beginner Piano Method Books: A 

Content Analysis 指出整合性音樂能力（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是一個發展於 60 年

代的哲學，其鼓勵當代音樂之研究以及學生之創造力。它的目標是鼓勵教師跨出技巧與

演奏的音樂層面，在課程中整合理論、歷史、作曲、即興、聽覺技巧等面向。雖然整合

性音樂能力對於許多音樂課程有極大影響，但卻無法清楚得知其對於個別指導鋼琴課程

是否具有影響，或其核心元素是否有包括或整合於初級鋼琴教材中，因而引起該研究動

機以分析 12 套鋼琴教材之整合性音樂能力核心元素內容的分類。該研究採用內容分析

法，分析類目表之主類目／次類目依序為「聽覺技巧／批判聆聽」、「聽覺技巧／耳朵訓

練」、「聽覺技巧／重奏」、「作曲／書寫或創作演奏」、「即興／創造性」、「即興／移調」、

「音樂史」、「音樂理論／分析」、「音樂理論／手寫練習」、「演奏實作／姿勢」、「演奏實

作／技巧」、「演奏實作／音調」。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聽覺技巧／重奏」活動為所有分析教材皆具有的內容，主要為學生與教師的

二重奏；「即興／移調」亦為所有教材具有的活動。 

(2) 其次為「音樂理論／手寫練習」活動，僅 Leila Fletcher Piano Basics 未具有該

內容。 

(3) 最少教材具有的活動內容為「音樂史」；「演奏實作／音調」則略高於「音樂史」。 

(4) 分析結果顯示教材皆聚焦於聽覺技巧（與教師二重奏）以及音樂理論；較缺乏

即興及作曲等創造性的活動。 

(5) 分析結果顯示某些音樂活動分類保有持續的價值性，其他則是不具代表或占較

少的比例。 

4.  初級鋼琴教材之聽音教材內容分析比較研究 

賴宜含（2009）在《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學齡前鋼琴併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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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教材教學內容之比較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探討《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巴斯田

才能鋼琴教程學齡前鋼琴併用聽音教材》之教學內容。本研究以自編的「聽音訓練音樂

向度類目表」作為研究工具。分析的範圍為《艾弗瑞學齡前幼童本鋼琴併用聽音訓練 A

級到 D 級》、《巴斯田小小鋼琴家併用聽音第一冊到第三冊》。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艾弗瑞學齡前幼童本鋼琴聽音訓練》之教學內容包含節奏、旋律、和聲及音

色四個音樂向度但缺乏曲式向度。在進程上則以搭配《鋼琴教本》之進度為主。 

(2) 《巴斯田小小鋼琴家併用聽音》之教學內容包含節奏、旋律、和聲及音色等四

個音樂向度。在進程方面，以旋律向度、和聲向度之曲調音程分項、音樂行為

具有邏輯性、順序性。 

(3) 兩套鋼琴併用聽音教材之教學內容，因具有不同的設計理念，在各個音樂向度

皆有差異。《巴斯田》較注重感受的培養，符合學齡前兒童之音樂能力；《艾弗

瑞》偏重知識的學習，C、D 級超出學齡前兒童之音樂能力。 

(4) 兩套鋼琴併用聽音教材在教學進程上均具有其邏輯性及順序性，但在各向度的

規畫亦有差異。《巴斯田》以《鋼琴教本》之樂理要素進度為主軸，且頗具完整

性；《艾弗瑞》大致皆配合《鋼琴教本》之樂理要素進度編排，但部分內容未考

量學齡前兒童之音樂能力。 

  楊嘉怡（2006）在《探討學齡期學生鋼琴聽音訓練及其與鋼琴彈奏之關係─以艾弗

瑞全能鋼琴教程為例》，以內容分析法分別就《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之《鋼琴聽音訓

練》的「旋律」、「節奏」與「和聲」等三大主軸，及其音樂元素加以分析，以探討學齡

期七至九歲《鋼琴聽音訓練》內涵之素材編排，及其與《鋼琴教本》之間所呈現的運用

和搭配。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艾弗瑞》之《鋼琴教本》與《鋼琴聽音訓練》教本相互並用，以循序漸進方

式作為難易度編排之原則，充分運用《鋼琴教本》樂曲素材於《鋼琴聽音訓練》。 

(2) 《艾弗瑞》以「旋律」、「節奏」、「和聲」及其細部音樂元素作聯繫，使兩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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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密切、頻繁的互動關係。 

(3) 藉由兩教本呈現之關聯性，使鋼琴教學重視聽覺的運用，並於音樂學習和彈奏

中，發揮更佳的學習效率與領悟力。 

5.  初級鋼琴教材之爵士教學內容分析比較研究 

林京燕（2008）在《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鋼琴教本中運用爵

士音樂教學內容之比較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探討《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好連得

成功鋼琴教程》其鋼琴教本中爵士音樂運用狀況。以自編的「鋼琴教本各冊單元分析表」、

「鋼琴教本爵士音樂教學內容一覽表」、「鋼琴教本各冊進程分析表」、「鋼琴教本爵士音

樂內涵類目表」、「鋼琴教本中爵士音樂教學進程規劃分析表」、「爵士音樂教學內容比例

並列及比較表」、「鋼琴教本爵士音樂選曲風格並列及比較表」、「爵士音樂進程規劃並列

及比較表」作為研究工具。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關於《艾弗瑞》鋼琴教本中運用爵士音樂的狀況，乃配合一般古典鋼琴教學之

進度而融入，故僅有 11.1%的相關內容，且並非涉及全面的爵士音樂內容及曲

風，亦無系統性規劃的進程。 

(2) 關於《好連得》鋼琴教本中運用爵士音樂的狀況，乃配合一般古典鋼琴教學之

進度而融入，故僅有 11%的相關內容，且並非涉及全面的爵士音樂內容及曲風，

亦無系統性規劃的進程。 

(3) 關於兩套鋼琴教材在爵士音樂教學內容之狀況，《好連得》鋼琴教本所使用的爵

士音樂內容較《艾弗瑞》鋼琴教本豐富。 

(4) 關於兩套鋼琴教材在爵士音樂教學進程，乃配合一般古典鋼琴教學之進度而融

入，故兩套鋼琴教材在爵士教學進程皆無完整之爵士音樂系統及順序規劃。 

(5) 關於兩套鋼琴教材在爵士音樂選曲風格之狀況，以古典鋼琴教學為主，故兩套

鋼琴教程在爵士音樂選曲風格的種類上並非全面採用爵士曲風。 

6.  鋼琴教材內容分析及行動研究 

葉詩盈（2008）在《以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作為鋼琴啟蒙教材之探究》，以《芬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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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鋼琴教程》為研究對象，了解其鋼琴教學法及解析教材內容之系統架構，並運用這

套教材實施鋼琴啟蒙教學，實行為期三十六週的行動研究，透過客觀的第三人檢定以及

研究者自編評量，檢視孩童在使用教材後鋼琴學術科表現的能力。該研究同時對臺灣新

竹縣市地區於 YAMAHA 鋼琴教室任教的鋼琴教師進行「鋼琴啟蒙教材選用之問卷調查」。

資料分析綜合教學日誌之觀察、問卷調查之數據、第三人檢定與自製評量之結果。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之編寫採用螺旋式架構，教材以「鋼琴教本」為核心，

適合鋼琴啟蒙教學使用。 

(2) 學生在 36 週行動研究中，舊課程與新課程之出錯程度，都呈現幾乎全對的程

度，並透過第三人檢測及自編評量測驗，顯示學生對於正確彈奏姿勢、認譜、

基礎樂理皆正確，能有效達成認知教學目標。 

(3) 《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螺旋式課程編排，使學生精熟各項技巧，經由第三人

檢測及自編評量測驗，顯示有效達成技能教學目標。 

(4) 經由教學日誌顯示孩童經由學習鋼琴後更喜愛音樂，協同觀察者評鑑學生課程

喜好程度超過一般水準，顯示有效達成情意教學的目標。 

7.  鋼琴教材內容分析及訪談 

黃靖雅（1994）在《巴斯田與可樂弗兩套初級鋼琴教材之分析比較》，為了解《巴斯

田》、《可樂弗》兩套兒童初級鋼琴教材編選特色及其在國內教學應用之有效選擇，採用

敘述研究法，包括文獻探討，鋼琴教材內容分析、訪談，並針對兒童初級鋼琴教學的各

種相關理論基礎、價值與功能及教學理念等，作全面性的探討。其中，該研究進行 6 位

鋼琴教育專家訪談調查，依據訪談主題、內容及綱要，對兩套教材提出意見，同時針對

未來兒童鋼琴教學之教材、教學法發展，提供具體建議。訪談綱要內容包括兒童初級鋼

琴教學在音樂教育上的價值與功能；兩套教材在結構、內容及應用方面之意見；兒童初

級鋼琴教學合理教材之編選原則、有效教學方法以及教學內容重點之建議。 

該研究之結論如下： 

(1) 兒童初級階段鋼琴教學應合乎綜合性音樂教育理念，注重完整的教學，《巴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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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樂弗》兩套兒童初級鋼琴教材皆能符合相關理論所強調的教材完整性。 

(2) 《巴斯田》、《可樂弗》兩套兒童初級鋼琴教材皆重視教材編選的系統性，能提

供我國兒童初級階段之鋼琴教材編選參考，並作為我國鋼琴老師實施教學的良

好教材範本。 

(3) 《巴斯田》、《可樂弗》兩套兒童初級鋼琴教材編排具有系統性及完整性，如能

補充適合兒童之中國曲集，其於國內教學應用之可行性將更能充分發揮。 

綜合上述鋼琴教材相關研究論文，就其鋼琴教材版本數量而言，單一教材分析的學

位論文有 4 篇（郭妤凡，2013；楊嘉怡，2006；葉詩盈，2008；楊雅茜，2012）；分析與

比較兩種初級鋼琴教材共有 9 篇（林曄宣，2004；林京燕，2008；張喬惠，2010；陳芯

綺，2008；陳慧，2014；黃靖雅，1994；賴宜含，2009；魏君如，2005；顏伊伶，2012）；

分析與比較三種初級鋼琴教材共有 3 篇（林逸婷，2012；陳筱茜，2013；鍾靜儀，1999），

分析範圍超過三種初級鋼琴教材共有 2 篇（Lu，2012；Sundell， 2012）。 

就教材種類而言，依據教材原版發行年份由新至舊依序為：1 篇《美啟思成功鋼琴

教程》（陳慧，2014）；8 篇《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林逸婷，2012；陳芯綺，2008；張

喬惠，2010；郭妤凡，2013；陳筱茜，2013；陳慧，2014；葉詩盈，2008；顏伊伶，2012）；

4 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林曄宣，2004；林京燕，2008；陳芯綺，2008；魏君如，

2005）；8 篇《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林曄宣，2004；林京燕，2008；張喬惠，2010；

陳筱茜，2013；楊嘉怡，2006；賴宜含，2009；鍾靜儀，1999；魏君如，2005）；6 篇《巴

斯田才能鋼琴教程》（林逸婷，2012；陳筱茜，2013；黃靖雅，1994；賴宜含，2009；鍾

靜儀，1999；顏伊伶，2012）；1 篇《音樂樹》（楊雅茜，2012）；3 篇《可樂弗鋼琴叢書》

（林逸婷，2012；黃靖雅，1994；鍾靜儀，1999）。 

就研究結果而言，從各篇學位論文之分析類目可歸納出以下六項分析面向： 

1. 音樂知識：包括基本概念、音樂基本要素、音樂結構（林曄宣，2004；林京燕，

2008；林逸婷，2012；陳芯綺，2008；張喬惠，2010；陳筱茜，2013；陳慧，

2014；黃靖雅，1994；楊嘉怡，2006；楊雅茜，2012；賴宜含，2009；鍾靜儀，

1999；顏伊伶，2012；魏君如，2005；Sundel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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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彈奏技巧：手的訓練、彈奏語法等鋼琴彈奏技巧（林曄宣，2004；陳芯綺，2008；

張喬惠，2010；陳筱茜，2013；陳慧，2014；楊雅茜，2012；鍾靜儀，1999；

魏君如，2005）。 

3. 功能性技巧：移調、即興／創作、視奏、配伴奏等技能（郭妤凡，2013；楊雅

茜，2012；Sundell，2012）。 

4. 曲目編排：選曲型態、樂曲風格（林京燕，2008；張喬惠，2010；陳慧，2014； 

Yu，2012）。 

5. 教學進程：教材之學習內容進度安排（郭妤凡，2013；黃靖雅，1994；楊雅茜，

2012；鍾靜儀，1999）。 

6. 教學策略：針對教本所提供之某一面向學習內容的教學策略（郭妤凡，2013；

楊雅茜，2012）。 

  由上述六項分析類目面向，可歸納出相關研究以「音樂知識」面向進行分析占最多

數，其次為針對「彈奏技巧」面向分析教材內容。在「功能性技巧」、「曲目編排」、「教

學進程」、「教學策略」則各有數篇研究針對其研究的教材內容進行分析。 

    基於「音樂知識」面向之「音樂結構」、「彈奏技巧」面向之「彈奏語法」兩類目，

各與第一節所述之分析類目「曲式結構」、「彈奏語法」內涵相近，而「曲目編排」之「樂

曲風格」類目亦與前一節所探討之「音樂風格」相似，研究者據此編製分析類目表。 

本節探討之 18 篇分析鋼琴教材之相關研究，各鋼琴教材相關研究均採用內容分析

法探討鋼琴教材內容，有鑑於此，本研究擬採內容分析法並參考黃靖雅（1994）之訪談

綱要內容，作為本研究編製訪談大綱之依據。 

 

小結  

本章之文獻探討，第一節透過各專家所提出之鋼琴教學內容，瞭解學習者應具備的

能力及其學習進程，以及有關各時期的音樂風格特色，並探討鋼琴技巧方面之理論及其

練習原則與策略，作為本研究分析類目之學理依據；第二節則探討鋼琴教材之相關研究

並參考其研究方法及分析類目，作為本研究工具之研究依據。本研究依據此兩節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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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獻內容，以「彈奏技巧」、「學習進程」、「音樂風格」等三面向作為分析主類目，每

個面向下具有數個子面向作為次類目，據此進行教材內容之分析。關於研究工具將於第

三章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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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說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與實施，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方法與架構，第二

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步驟，第五節為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針對《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全套教材內容進行探討，欲採用內容分析法

進行教材內容分析，並以訪談法從作者與譯者的角度探討教材之內涵。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為透過量化研究與質的分析，以客觀及系統化的態度，針對文件或資

料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藉以瞭解該文件內容之環境背景及其意義的研究方法（歐用生，

1991）。訪談法（interview）為訪問者與受訪者雙方進行言詞溝通，訪問者企圖瞭解受訪

者的想法與感觸。訪談方式採用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訪談前先訂

下訪談大綱，訪談著重於受訪者的看法，引導受訪者針對訪談主題深入陳述（管倖生，

2010）。本研究依據擬定的訪談大綱，於中華民國 105 年暑期譯者返臺期間，採面對面

方式進行正式訪談約兩小時；後續再透過譯者之引薦，於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間採電

子郵件方式聯繫作者約六週的時程完成訪談。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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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進程 

音樂風格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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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譯者 

《鋼琴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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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作者、譯者，以及《羅琳鋼琴藝術家教

學法》之教材內容。以下分別介紹研究對象： 

一、 作者： 

    凱薩琳‧羅琳為美國作曲家、鋼琴演奏家暨教育家，羅琳女士創作累積超過 200

本的鋼琴演奏曲集，亦經常受邀委託寫曲及擔任作曲比賽之評審，並活躍於底特律

地區室內樂及鋼琴獨奏演出，曾獲得底特律音樂家聯盟「年度最佳教師」之殊榮。

其足跡踏遍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多達五十幾個地區演講與演出，並舉辦累積超過

150 場的鋼琴工作坊，更以作曲家的角度來分享鋼琴演奏及鋼琴教育。羅琳女士累

積創作超過 200 本鋼琴教材、演奏曲集，出版之樂譜屢獲網路書店「亞馬遜公司

（Amazon）」五顆星評價。 

二、 譯者： 

    臺灣旅美鋼琴教授楊玉珍博士，現任 Weber State University 正教授及鋼琴主任。

楊博士曾獲美國波音鋼琴教學獎（Baldwin Fellowship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in 

Piano），並四度榮登美國教師名人錄，更獲得美國猶他州音樂教師協會頒發「終生

成就獎（Legacy Award）」，Weber State University 更授予特優教授（Presidential 

Distinguished Professor）的榮譽，楊博士指導的學生亦在美國的鋼琴獨奏或協奏比賽

中屢次獲獎。除了教學上的成就，楊博士經常受邀至全國性或國際性之鋼琴教學年

會演講，並活躍於世界各地演出、演講及大師班教學。楊博士擔任《羅琳鋼琴藝術

家教學法》中文翻譯工作，歷時五年的時間講究翻譯的流暢及精確度，本身也是教

材之愛用者。 

三、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 

    2003 年由美國艾弗瑞出版社（Alfred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2014 年由臺

灣大陸書店出版《羅琳鋼琴系列》，共有 1 至 10 系列教材，如表 3-2-1 所示，本研

究以《羅琳鋼琴系列》1 至 3 之《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為研究對象，其為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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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教材之中唯一獨立成套的教材。《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全套共分為三級，每一

級皆包括《鋼琴技巧》與《鋼琴曲集》兩本教材，自第一級至第三級共有六冊教材。

羅琳女士強調《鋼琴技巧》可以幫助學生了解、改善肢體的運用，彈奏樂曲時，既

能展現紮實的技巧又能同時表達音樂性；《鋼琴曲集》使學生能進一步運用《鋼琴技

巧》裡所學到的技巧語彙之原創樂曲，這些作品除了加強特定的鋼琴技巧之外，也

可提升學生對鋼琴名曲的詮釋及對音樂風格的鑑賞力。楊博士則指出一般鋼琴學生

在學習上困惑而難以突破的兩大項目，即是認識基本及進階的鋼琴技巧語彙、了解

及詮釋不同的音樂風格。此教材詳細介紹、分析及帶領學生以有系統的方式學習技

巧，亦是學習高難度曲目所必備的技巧練習，其為一套提升鋼琴技巧及音樂性的教

材（楊玉珍譯，2014d）。關於《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教材之出版資訊、教材基

本資料如表 3-2-2。 

 

表 3-2-1 

《羅琳鋼琴系列》基本資料 

系列名稱 教材名稱 

《羅琳鋼琴系列 1》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 1》（鋼琴技巧 + 鋼琴曲集） 

《羅琳鋼琴系列 2》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 2》（鋼琴技巧 + 鋼琴曲集） 

《羅琳鋼琴系列 3》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 3》（鋼琴技巧 + 鋼琴曲集） 

《羅琳鋼琴系列 4》 《抒情的時刻》（1-2 冊合輯） 

《羅琳鋼琴系列 5》 《爵士快與慢》（1-2 冊合輯） 

《羅琳鋼琴系列 6》 《鋼琴前奏曲》（1-2 冊合輯） 

《羅琳鋼琴系列 7》 《豆豆動物園》（A 冊） 

《羅琳鋼琴系列 8》 《豆豆動物園》（1 + 2 冊） 

《羅琳鋼琴系列 9》 《雙人舞曲集第 1 集》（四手聯彈） 

《羅琳鋼琴系列 10》 《雙人舞曲集第 2 集》（四手聯彈） 

 

表 3-2-2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教材基本資料 

教材名稱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 

出版年份 美國 2003／臺灣 2014 

出版公司 Alfred Publishing Company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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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代理 大陸書店 

教材基本

資料 

教材類別 級數名稱 頁數 內容 

《鋼琴技巧》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共 44 頁 

共 44 頁 

共 44 頁 

5 個單元 

6 個單元 

5 個單元 

《鋼琴曲集》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共 37 頁 

共 37 頁 

共 37 頁 

20 首樂曲 

13 首樂曲 

13 首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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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兩種研究工具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材內容，分別為研究者

自編之「訪談大綱」、「《鋼琴曲集》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以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

法》之教材內容。針對研究工具之編製過程、內容架構說明如下： 

一、 研究工具之編製過程 

本研究在初擬研究工具後，取得作者與譯者之授權，向教材之出版商大陸書店借閱

2014 年作者、譯者來臺巡迴演講之影片，透過觀看影片以確認研究工具內容之適切性。

本研究分為兩階段進行專家效度審查，專家之背景如表 3-3-1 所示。第一階段將研究工

具初稿交由兩位相關專家學者（專家 A、專家 B）進行內容效度審查，並依據專家學者

所提出的建議修改研究工具之表格內容，以完成試探性專家效度審查；第二階段再次委

請兩位相關專家學者（專家 C、專家 D）審查研究工具其內容適切性，再綜合專家之檢

核結果並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意見，以修改並形成正式之研究工具。專家效度審查建議

詳見附錄三。 

表 3-3-1 

專家基本資料 

專家代號 服務單位 職稱 專長 

專家 A 國立臺南大學音樂學系 教授 音樂教育 

專家 B 波士頓音樂教育中心 教師 音樂教育 

專家 C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副教授 音樂教育 

專家 D 私人鋼琴教學工作室 教師 鋼琴演奏 

 

二、 研究工具之內容架構 

（一） 訪談大綱 

本研究為能自作者及譯者之角度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內涵，研擬相關

問題對作者、譯者進行訪談。訪談大綱之內容架構針對作者創作教材之背景並如何編選

教材內容；譯者翻譯教材之背景並如何考量教材內容翻譯；作者與譯者對教材之教學應

用看法進行訪談。訪談大綱之內容架構如圖 3-3-1 所示，訪談大綱詳見表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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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訪談大綱 

本研究之 

待答問題 

訪談

對象 
訪談問題 

創作與翻譯

教材之背景 

作者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中文版在 2014 年於臺灣問

世，為能瞭解您在創作及出版此套教材之背景，提出問題如下： 

1. 教材之創作動機與理念為何？ 

1-1 教材之創作動機為何？  

1-2 教材之創作理念為何？  

1-3 您身兼 pianist, composer, clinician, teacher 等角色，這

些角色對於您在教材創作的影響為何？ 

2. 教材之出版源起與歷程為何？ 

2-1 身為“Alfred Music”之常駐作者，您認為此套教材與其

他教材的不同為何？ 

譯者 

    為能瞭解《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翻譯背景，針對您

擔任教材譯者之緣起過程，提出問題如下： 

1. 擔任教材譯者之原由為何？ 

1-1 起初以何種方式接觸到此套教材？ 

1-2 接下翻譯工作之個人期望為何？ 

（續下頁） 

 

 

 

作者：

凱薩琳‧羅琳

(Catherine Rollin)

創作教材之背景

編選教材之內容

譯者：

楊玉珍

(Yu-Jane Yang) 博士

翻譯教材之背景

考量教材內容之

翻譯

作者與譯者

對於教材在教學應

用之看法

圖 3-3-1  訪談大綱內容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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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選與翻譯教

材之內容 

作者 

    從教材中可看出您特別強調技巧之藝術性，針對《羅琳鋼

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技巧內容，提出問題如下： 

1. 如何選擇與編排技巧學習內容？ 

1-1 為何選擇 12 種基本彈奏技巧作為必備技巧？依據何

種原則編排其順序？ 

1-2 技巧多數運用到「手腕」的動作，是源自何種學理基

礎或個人經驗？能否說明原因為何？  

1-3 教材強調「反覆、複習、加強」之技巧三大練習準則

是源自何種學理基礎或個人經驗？能否說明原因為何？ 

譯者 

    從教材中獲知您對於翻譯工作的重視，為瞭解您在翻譯教

材名稱與內容的考量，提出問題如下： 

1. 如何翻譯與定義中文教材名稱？ 

1-1 翻譯教材名稱之考量為何？ 

1-2 教材命名為「教學法」之用意為何？ 

2. 進行中文翻譯時有哪些考量？ 

2-1 翻譯教材內容的原則為何？ 

2-2 翻譯過程遭遇的困難為何？ 

對教材在教學

應用之看法 

作者

與 

譯者 

    請依據您的教學經驗，針對下列教學應用相關問題，提出

您的看法。 

1. 教材之使用經驗與策略為何？ 

1-1 您有哪些實際的教學經驗？ 

1-2 能否舉例說明其策略為何？ 

1-3 教材說明中提到此套教材能與其他教材進行搭配使

用，能否舉例說明？ 

2. 對《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學期許為何？ 

2-1 預期教材能帶給鋼琴教學領域的助益為何？ 

 

（二）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 

本研究分析教材內容之研究工具為「《鋼琴曲集》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分為彈奏

技巧、學習進程、音樂風格等三個主類目，詳細類目見表 3-3-3 之說明，《鋼琴曲集》教

材內容分析類目表見表 3-3-4。 

    「彈奏技巧」之次類目為《鋼琴技巧》各級之彈奏技巧內容，《鋼琴技巧第一級》包

括 12 種技巧類型，《鋼琴技巧第二級》包括 10 種技巧類型，《鋼琴技巧第三級》包括 11

種技巧類型，關於《鋼琴技巧》各級各單元之技巧類型代碼一覽表詳見附錄一；「學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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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分為曲式結構、彈奏語法等二個次類目；「音樂風格」分為巴洛克時期、古典時期、

浪漫時期、現代時期等四個次類目。 

表 3-3-3 

教材內容類目說明 

主類目 次類目 說明 

彈奏技巧 依據各級各

單元之技巧

類型 

依據《鋼琴技巧》各級各單元之技巧類型代碼作為分析

次類目，技巧一覽表詳見附錄一。 

學習進程 曲式結構 依據《鋼琴曲集》譜上已標示之樂段判斷該曲之曲式結

構。 

彈奏語法 連奏（legato）、非連奏（non-legato）、斷奏（staccato）、

斷連奏（portato）、頓音記號（tenuto）。 

音樂風格 巴洛克時期 約 1600-1750 年。 

古典時期 約 1750-1820 年。 

浪漫時期 約 1790-1910 年。 

現代時期 約 1900-現在。 

 

表 3-3-4 

《鋼琴曲集》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  

《鋼琴曲集第___級》 

編碼：         

曲目名稱 分析項目 分析內容 

 主類目 次類目 符合 

(勾選) 

教材內容 

 

彈奏技巧 依據《鋼琴技巧》各級

各單元之技巧類型代碼 

 

 

 

 

學習進程 曲式結構   

彈奏語法   

音樂風格 巴洛克時期   

古典時期   

浪漫時期   

現代時期   

分析者：□研究者  □協同分析者 

分析日期：10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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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分為下列實施步驟：1. 決定研究主題；2. 訂定研究問題；3. 擬定研究架構；

4. 發展、編製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5. 擬定訪談大綱；6. 借閱影片並確認研究工具內

容；7. 完成正式之訪談大綱及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8. 進行訪談；9. 進行教材分析；

10. 研究結果與討論；11. 論文撰寫，如圖 3-4-1 所示。 

 

 

 

 

 

 

 

 

 

 

  

 

 

 

 

 

 

 

 

 

 

 

 

 

 

 

圖 3-4-1 研究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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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研究主題 

訂定研究問題 

擬定研究架構 

發展編製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 

建立專家效度，修訂並完成正式之

訪談大綱及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 

進行教材分析 

研究結果與討論 

擬定訪談大綱 

借閱影片並確認研究工具內容 

進行訪談 

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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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節依序說明本研究之資料處理、資料檢核。資料處理分別說明「逐字稿」、「《鋼琴

曲集》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之編碼及分析方式；資料檢核以三角校正法進行研究效度

之檢核。 

 

一、 資料處理 

（一） 逐字稿 

本研究依據擬定之「訪談大綱」進行作者、譯者之訪談。研究者透過指導教授之引

薦，在譯者返臺時初步與本人接觸，並取得同意進行面對面訪談，訪談過程採以錄音方

式紀錄，再將錄音檔轉為逐字稿。研究者再經由譯者得以聯繫作者本人並取得訪談同意，

採用電子郵件通訊方式進行訪談，將回信內容譯成中文逐字稿。研究者將兩次訪談內容

之逐字稿進行編碼並歸納，再進行資料之詮釋，進而自作者、譯者教材之角度探討教材

之內涵。茲就逐字稿之編碼過程說明如下： 

為能有效分析與統整訪談結果，研究者將逐字稿依據訪談大綱之內容進行編碼，將

之說明如表 3-5-1。  

表 3-5-1 

逐字稿編碼說明表 

資料形式 資料代碼 說明 

逐字稿 

C、T 作者、譯者 

創、翻、編、譯、應 作者創作教材之背景、譯者翻譯教材之背

景、作者編選教材之內容、譯者翻譯教材

之內容、對教材在教學應用之看法 

1-1、1-2……（以此類推） 各大題下的子題題號 

如表 3-5-1 所示，第一個字母為受訪者代號，分別以作者 C、譯者 T 代之，字母後

的數字依序為問題之面向與題項，各代碼間以「/」作間格，例如：C/創/1-1，即作者回

答有關教材創作之背景第 1-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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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內容分析 

本研究之內容分析以各級《鋼琴曲集》為分析樣本，依據《鋼琴曲集》教材內容分

析類目表內容勾選適用該曲之次類目選項，並輔以文字描述進行分析。為能依序分析各

級曲目，研究者將《鋼琴曲集》之第一級至第三級之樂曲進行編碼，編碼之第一個數字

為教材級數，次為樂曲的頁碼，代碼之間以「/」作間格，例如：1/8 即為《羅琳鋼琴藝

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第一級》第 8 頁之樂曲，關於《鋼琴曲集》曲目一覽表詳見附錄

二。 

本研究採描述性統計以處理與解釋分析結果。量化資料源自《鋼琴曲集》教材內容

分析類目表各次類目之次數統計除以各級曲目數，以四捨五入法取至整數得出各次類目

之比例，再以描述性統計解釋數據並輔以質性分析內容，以探討《鋼琴曲集》之彈奏技

巧、學習進程、音樂風格等所占比例與內容。 

《鋼琴曲集》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之次類目採以複選方式勾選，並於「教材內容」

之欄位進行文字輔助說明符合該次類目之內容。分析方式如下說明： 

1. 本研究以勾選方式表示符合該次類目，同一次類目於同一樂曲如出現多次，僅

計算為一次，並於表格之「教材內容」欄位以文字描述說明。 

2. 「彈奏技巧」之分析次類目係《鋼琴技巧》之各技巧類型並以代碼表之（附錄

一）。一首樂曲通常包含一種以上之彈奏技巧，分析時須先將曲目已標示之技巧

類型劃記，且得以複選該曲運用之其他技巧類型，並於表格之「教材內容」欄

位以文字描述其出現之處，研究者再進一步整理與詮釋欄位資訊。 

3. 「彈奏語法」為「學習進程」之次類目之一，研究者根據文獻歸納五種彈奏語

法，須於表格之「教材內容」欄位標示其種類，研究者再統計其總次數。 

  

二、 資料檢核 

    本研究以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檢核教材分析內容資料。三角校正法是指進行

複核資料來源、資料蒐集策略、時間、理論架構等之效度（王文科、王智弘，2014）。三

角校正法又稱為三角交叉法、三角檢定法、三角檢驗法。本研究在教材內容分析採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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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者」的三角校正，由不同分析者的角度來檢核研究發現結果（吳芝儀、李奉儒譯，1995）。 

研究者採用研究工具「《鋼琴曲集》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分析《鋼琴曲集》三冊後，

為提高教材內容分析結果之效度，委請兩位目前從事鋼琴教學之教師擔任協同分析者

（如表 3-5-2 所示），以《鋼琴曲集》各級曲目數量的三分之一作為檢核範圍，第一級為

7 首，第二級為 5 首，第三級為 4 首，共計 16 首，請兩位協同分析者依據教材分析方式

進行教材內容分析，再就三人之分析結果檢核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之相互同意度。研究

者與協同分析者 1 共 14 首相同分析結果，其相互同意度為 87.5%；研究者與協同分析

者 2 共 12 首相同分析結果，其相互同意度為 75%，綜合二者得本研究之相互同意度為

81.25%，研究者再與兩位協同分析者討論分析結果，發現具有相異之處皆為彈奏技巧面

向，因此針對此分析結果進行二次分析，以提升本研究之內在效度。 

 

表 3-5-2 

三角校正分析者名單 

研究人員 學歷 工作領域 

研究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碩士班音樂教育組

研究生 

研究生、鋼琴教學 

分析者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演奏碩士 鋼琴教學 

分析者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學士 鋼琴教學 

 

 

 

 

  

 



63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材內容，透過訪談法進行作者、譯

者之訪談，並以內容分析法分析《鋼琴曲集》之彈奏技巧、學習進程與音樂風格。本章

說明研究結果，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教材內涵之探討，第二節為《鋼琴曲集》教材內

容分析結果。 

 

第一節  教材內涵之探討 

    本節依據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將作者與譯者之受訪結果分為三部分歸納與詮釋，依

序為創作或翻譯教材之背景，編選或翻譯教材之內容，對教材在教學應用之看法，以探

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內涵。  

 

壹、 創作或翻譯教材之背景 

    第一部分依據本研究之訪談問題，先呈現作者、譯者在創作或翻譯教材之背景的受

訪結果，再綜合兩者之受訪內容加以詮釋。 

 

一、 作者創作教材之背景 

（一） 教材理念─技巧與藝術的融合 

    羅琳女士的信念即教材之核心概念─鋼琴演奏者如具備肢體運用的彈奏方法，

將有助於在實現音樂詮釋的同時保持肢體放鬆。羅琳女士深信發展此種彈奏方法將

可使技巧與藝術融合，產生富有表情的音樂。 

The key concept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my Pathways to Artistry series is my strongly 

held belief that for all pianists - students (of all levels) and professionals – having an 

informed physical approach will help all of us realize our musical goals and at the 

same time stay physically relaxed. I believe that the 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skills can lead to the fusion of technique and artistry that will help make 

expressive and beautiful music making possible! (C/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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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創作─身兼多職的影響 

1. 教材作曲家（pedagogical composer）： 

    羅琳女士為創作教材音樂之作曲家，她善於分析學習重點並考量學生有限的技

巧能力來創作樂曲。羅琳女士經常創作聽起來比實際演奏更難的作品，使學生獲得

如同大師演奏的經驗。透過羅琳女士創作並指導這些“聽起來很難”的教材曲目，學

生能從中瞭解如何分配手臂重量彈奏，進而在真正的大師名曲而非教材曲目時，他

們同樣能以肢體運用的概念演奏。 

My work as a pedagogical composer has led me to be very analytical about what is 

important in the writing of a pedagogical piece. In my pedagogical writing I am alway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if what I am writing is accessible to a student with limited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ten when I am writing for students I try to write music that 

sounds more difficult than it is so the student will have that very gratifying experience 

of sounding like a virtuoso. As I wrote and taught many pieces that “sounded hard” 

but were indeed quite accessible this led to my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help 

distribute the arm weight effectively and to then transfer that understanding to apply 

to when the student advances on to truly virtuosic masterworks as opposed to 

pedagogical music. (C/創/1-3) 

 

    羅琳女士瞭解到學生能保持好的手型姿勢是多麼重要，特別是在創作能使學生

以舒適的手型且彈奏起來如藝術大師為目標的樂曲。這種好的手型位置即是放鬆的

姿勢，而非手指間張的很大時，此姿勢有助於良好分配手臂重量以彈奏出飽滿的聲

音。羅琳女士不僅教導學生也同樣自我要求在彈奏教材曲目甚至是困難名曲時，手

型仍須維持在舒適放鬆的 5 指音型姿勢。 

In all my pedagogical music, but especially in music where the goal is to have the 

music fit well in the hands and sound virtuosic, I have realized just how crucial it is 

for the student to be able to maintain a good hand position. By this I specifically mean 

a position where the arm weight can be distributed well. This is usually most possible 

when the general position of the hand is relaxed and not opened wide to help the 

weight of the arm to stay focused behind the key that is depressed. In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technique books this is referred to as the perfect position. By writing 100’s of 

pedagogical pieces that are in comfortable hand positions, I taught myself as well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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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students how to keep their hands in comfortable positions even when playing very 

difficult repertoire. (C/創/1-3) 

 

2. 實務經驗者（Clinician）： 

實務經驗對於羅琳女士而言具有極大幫助。羅琳女士活躍於各地舉辦鋼琴教學

工作坊，介紹與示範肢體性的鋼琴技巧，進而更加釐清與明確化其個人的觀念。因

為許多鋼琴教師表達對於教材出版的興趣，因而促使羅琳女士致力於創作此套以技

巧為核心概念的系列教材。 

In addition to my composing, my work as a clinician has helped me a great deal. In 

my many workshops that I have presented specifically on technique, I have explained 

the physicality involved in all of the many skills - many times. Explaining and 

demonstrating these skills to my colleagues has brought greater clarity and 

crystallization of my concepts. If it weren’t for the interest that many teachers 

expressed in my publication of Pathways to Artistry, I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endeavored into writing a series that is technique based since I was primarily known 

for my pedagogical composing. (C/創/1-3) 

 

3. 教師（Teacher）： 

    身為鋼琴教師是羅琳女士在創作此套教材最具影響力的層面，也使她成為以

創作教材音樂為主的作曲家。這套教材系列是羅琳女士不斷探究鋼琴技巧所尋求

的答案，學生即是這些努力的動力來源。羅琳女士為使學生對技巧語彙更加瞭解與

精熟以成為更好的音樂家與藝術家。  

Finally though, it is the role of teacher that has been the most influential aspect in my 

writing of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series as well as my becoming a pedagogical 

composer. Specifically to the Pathways series, it has been my role as teacher and my 

desire to find answers to help my students be the best musicians they can be that has 

been the greatest catalyst for my constant exploration of technique. Everything that I 

have been able to show my students in terms of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y 

has helped them become much better musicians and artists. (C/創/1-3) 

 

（三） 肢體技巧為教材的核心元素 

    不同於一般鋼琴教材對於技巧籠統的定義，此套教材最核心的元素為習得明確

的肢體技巧，透過清楚描述的技巧內容使學生瞭解每種觸鍵形式，更能在學完《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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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技巧》時，習得四種不同的斷奏語法，包括「前臂（Forearm）」、「推離（Push-off）」、

「手腕（Wrist）」、「斷連奏（Portato）」。以及各種圓滑奏線條等技巧，例如：「手腕

由下往上繞圈轉動（under-over wrist rolls）」、「手腕繞圈轉動（rolling wrist）」、「圓

規作圖般的重心轉移（compass pivots）」等，教師須提醒學生運用特定的技巧語彙

來彈奏《鋼琴曲集》。因此，教師與學生應持續意識到在詮釋樂曲時，運用特定技

巧語彙彈奏的重要性。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series is the only “method” that I know of that emphasizes 

the acquisition of specific physical skills as the most central element of the series. In 

the methods that I am aware of - from all publishers, physical skills are not described 

in depth. Generally students will be told that staccatos are short and legato is smooth 

and this is the extent of the description. In my series, each technique is described in 

depth - both to what the sound is like that is to be produced as well as in the physical 

movements one makes to attain that sound. Thus - a student who has gone through 

level 1, 2 and 3 of my technique books knows how to produce a wide variety of 

staccato touches: Forearm (short and bouncy sound) Push -off(short, but with after- 

ring) , Wrist (gives a great individuality to each note) Portato (sticky note, gives a 

great character to the slightly detached sound.) Similarly, the students will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n how to unite notes to create a wide variety of legato shapes - such 

as under-over wrist rolls, rolling wrist, compass pivots, etc. Additionally, a student 

who uses the companion books - Repertoire and/or Masterworks is constantly 

reminded to employ these very specific skills. For a student who combines using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Technique books with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Repertoire 

and/or Masterwork books, the student will be reminded in every single piece to use 

the specific technique skills to play their piece effectively. So the student and teacher 

are constantly mad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specific physical vocabulary to 

attain a musical result. (C/創/2-1) 

 

二、 譯者翻譯教材之背景 

（一） 初識的機緣與共鳴 

    楊博士說明與作者─羅琳女士的初識機緣，因為彼此具有相似的教學理念與熱

忱而結為好友。之後，羅琳女士在一場演講中，從介紹鋼琴名曲使用之彈奏技巧，

再連結至此套教材的技巧內容，強調學生在初學階段如接觸此套教材，即可習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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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曲目運用之技巧類型。楊博士對這場講座內容感到十分震撼，並肯定此套教材的

使用價值。 

我認識羅琳老師很久，大概有十幾二十年。第一次認識她是她到我們猶他州鋼

琴教師協會演講……，從那次我跟她第一次接觸，因為我們音樂教師協會是負

責招待並請她來，就從接送她的途中覺得兩人有非常大的交集，因為我們對教

學的理念還有熱情，以及很多教學的經驗都非常類似，就從那以後跟她變成很

熟的朋友。因為我去參加羅琳老師在美國音樂家教師協會的一個演講，她講到

技巧怎麼樣可以讓學生充分利用他們的肢體，經過技巧來表達他們在音樂裡所

想表達的樂思與感情。我覺得印象深刻的是，他不是從這套教材開始講，而是

從非常有名的那些作曲家的作品，程度非常高的作品，像是李斯特、蕭邦、貝

多芬這些作品裡面來衍生到這些樂段需要哪些技巧，最後她將這些技巧介紹在

學生一開始學琴的時候就可以教，那一開始教的這些技巧，到後來彈這些非常

難的曲子，用的是同一個技巧，他從一開始學對就不用再重學了。這對我來講，

震撼力非常大！我相信除了我之外，當場在那聽的音樂老師、鋼琴老師也會有

類似的想法，覺得非常震撼，真的是可以這樣嗎？然後，她再由這個演講帶到

那時剛出來的這本教材，所以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套太好的教材，能夠解決我們

當一個鋼琴老師一直想要為學生解決的問題。(T/翻/1-1) 

 

    楊博士初探教材後，發現教材強調的手腕動作更是多年教學經驗中學生經常出

現的問題，自此後便開始使用此套教材於自己的教學中，並經常向羅琳女士請教與

討論其困惑之處。 

我跟她講說我非常欣賞她這套教材，非常值得運用。那時候翻開這套教材，我

記得我的第一印象是，這簡直是我的知音，第一個講到最基本的技巧竟然是手

腕，我就非常佩服而且也非常有共鳴。因為多年的教學經驗，我教到程度非常

高的學生，但是，我幾乎教的學生裡面，可能 95%甚至更高比例的人都有手腕

的問題，音沒有辦法彈得很放鬆，覺得自己的肢體很僵硬，而且練久可能很痠

或是身體會受傷，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這些彈得這麼高程度的學生都還會有這

個手腕不靈活的問題呢？因此我一看到第一個講到的這個(手腕)，我就覺得這

簡直是解決所有最基本的東西，我就很興奮地開始用這套教材。雖然我教的是

大學，但是也有使用在我當成示範鋼琴教學法的這些小朋友身上，甚至也開始

用在大一技巧比較不好的學生身上。我也在這個過程中跟她討論，有一些我覺

得有問題的地方，或是我不那麼清楚她寫的、使用的東西。(T/翻/1-1) 

 

（二） 翻譯使命─教育傳承 

    由於許多華人教師對於中文版教材之需求與請願，羅琳女士親自向楊博士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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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其教材之中文翻譯工作。楊博士考量個人長年旅外生活，希望能藉著翻譯的機

會，將這套富有學習價值的教材在臺灣傳承，並對祖國有所回饋與貢獻。 

大概七八年前左右，羅琳老師說她在美國到處演講，[華人]老師有些人英文不

是這麼好，可是他們還是非常希望能夠使用這套教材，所以她問我有沒有這個

興趣幫她翻譯，我本來是有點猶豫，因為我平常上課很忙所以時間也不多，可

是我非常相信這套教材的價值，它可以用到學生來幫他們解決很多的問題。我

心裡也想我出國很久了，一直沒有在臺灣有什麼具體的貢獻，我除了每年回來

會去不同學校指導大師班之外，我覺得好像自己也已經到了一個階段，想要為

臺灣留下一點什麼東西，我覺得這麼多年在美國受到這些訓練，有這麼多的經

驗在教學方面，我希望我的這個經驗能夠經過某種方法，傳承給下面這個階段

的孩子們，所以後來我想一想，我就答應她了……。(T/翻/1-2)  

 

三、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背景 

（一）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材理念 

    作者創作此套教材之初衷是為能解決多數學生遭遇之技巧問題，此套教材以鋼琴技

巧為核心，建立學生對肢體運用之技巧語彙觀念，這些技巧訓練能使學生自初學階段即

掌握任何曲目之必備技巧類型。此套教材希望能使學生運用放鬆的肢體來發展對技巧的

理解，且有助於學生進行音樂的詮釋。 

    譯者身為資深鋼琴教授，在多年的教學經驗中發現學生經常遭遇手腕無法放鬆彈奏

的問題，初次接觸教材時，譯者對於其肢體運用的概念產生強烈的震撼，第一種技巧類

型─「有彈性的手腕」更使她深感共鳴，且認同此套教材能真正解決學生的技巧問題。 

 

（二） 孕育中文版教材 

    羅琳女士在她所舉辦的教學工作坊，經常針對鋼琴技巧進行介紹與探討，由於與會

的鋼琴教師期盼她能將技巧觀念出版成一套教材，促使羅琳女士完成此套教材創作。之

後，由於許多華人教師使用教材的語言需求，羅琳女士遂決定發行中文版教材，並邀請

楊博士擔任此套教材之中文翻譯工作。 

    譯者在臺完成大學學業並赴美深造後，即長年旅居於美國並活躍於當地之鋼琴教學

與演奏領域。作者與譯者兩人為結識多年的好友，譯者在接獲翻譯邀約時，原先考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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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工作繁忙可能無法勝任該職，然而，由於長年旅外生活未能在臺灣有所回饋與貢獻，

希望能透過翻譯工作為臺灣盡上一己之力。譯者極為重視翻譯的工作，堅持以最高標準

要求其翻譯品質，更在出版過程肩負遠遠超過翻譯的工作，身兼校稿審訂以求最好的出

版成果，希望能將此套富有學習價值的教材在臺灣傳承，以幫助更多的鋼琴學子，可見

譯者對於翻譯工作具有教育傳承的使命感。 

 

貳、 編選或翻譯教材之內容 

  第二部分依據本研究之訪談問題，先呈現作者、譯者在編選或翻譯教材之內容的受

訪結果，再綜合兩者之受訪內容加以詮釋。 

 

一、 作者編選教材之內容 

（一） 必備之基礎技巧─「有彈性的手腕」與「有力的手指」 

    羅琳女士基於對學生最必要且易使用的技巧類型編排與選擇教材內容，在《鋼

琴技巧第一級》之 12 種基本彈奏技巧中，最初出現的「有彈性的手腕」與「有力的

手指」為密切的關係，有彈性的手腕動作能使前臂放鬆，並透過手腕落下將手臂重

量傳遞至第一指節，此種肢體運用的方式能強化手指關節的力度，以產生具有共鳴

的音響。須先精熟此兩種基本技巧動作以建立技巧基礎，才可準確達成大多數的技

巧類型練習。 

The overall arrangement was based on my selecting the skills that are in the most 

essential and accessible order for the student. So - the two first skills: Elastic wrist and 

strong fingers are inextricably related. These two skills have to be mastere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realize most of the other skills correctly. The wrist serves as a shock 

absorber for the arm weight. The slight “give” of the wrist (as I describe as “elastic”) 

helps keep the forearm relax and helps the player produce a warm sound and achieve 

more resonance - rather than pure loudness. In order to do this however, the player 

must put the arm weight into a strong and supportive foundation of the “strong fingers.” 

The strong fingers are actually created because the weight of the arm focused into the 

first segment of the finger reinforces the finger joint. Without the “elastic wrist” and 

“strong fingers”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any of the other skills - that is why thes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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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are presented first. (C/編/1-1) 

 

（二） 智慧地運用「手腕」動作 

1. 手腕的落下與提起： 

    手腕的落下與提起動作是彈奏其他技巧的基礎。透過手腕落下將重量傳遞至琴

鍵，再以流暢的提起動作將力量從琴鍵鬆開。包括「斷連奏（portatos）」、「迅速

前推離鍵的斷奏（push-off staccatos）」、「兩個音的圓滑奏（two-note slurs）」等

技巧類型會運用此種手腕動作。 

The wrist is very important in serving as a shock absorber for dropping the weight into 

the keys as well as helping to release the weight out of the keys with a fluid movement. 

Using the wrist to drop the weight in and then lift the weight out is also the basis of 

several other skills including portatos, push-off staccatos and two-note slurs. (C/編/1-

2) 

 

2. 手腕的拋擲： 

    手腕的拋擲動作為彈奏手腕斷奏之樞紐位置。從手腕中心做出拋擲動作，有助

於彈奏快速拋擲的斷奏─尤其是彈奏八度音程。 

The wrist is also a hinge point from which we throw for wrist staccatos. Throwing 

from the wrist hinge creates a very distinctive staccato sound as well as helping with 

fast throwing staccatos - especially for throwing octaves. (C/編/1-2) 

 

3. 手腕的轉動： 

    「手腕左右轉動」為前臂在手肘窩槽裡轉動的動作。手腕的轉動動作可將手臂

重量傳遞至手指，有助於彈奏「震音」與「阿爾貝堤低音」的技巧。 

It is also the point that we watch to see the actual rotation of the forearm in the 

elbow socket for the “wrist rotation” movement. Rotation is very crucial for 

getting arm weight into every finger, it is also incredibly helpful for trills and Alberti 

bass. (C/編/1-2) 

 

二、 譯者翻譯教材之內容 

（一） 教材名稱─藝術家之命名 

 



71 

    楊博士指出翻譯教材名稱經過許多反覆考量，因為此套教材具備豐富且完整的

學習內容，以技巧為基礎再發展風格、曲式、歷史等，楊博士也認為“pathways”正

是指學生在成為對於音樂很專精的藝術家前所必經的學習過程，因此將其命名為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為一套能引領學生通往成為藝術家道路之教材。 

因為它的原文是叫作 Pathways to Artistry，也是講到翻譯的問題了，如果要用中

文來翻，可能直覺會是成為藝術家的通路，我覺得這唸起來一點藝術氣息都沒

有，後來，我本來一直在想說，這個原文本來沒有藝術家，“artistry”事實上只

是藝術、藝術性而已，你這個藝術性的通路中文來講又不通，我在要不要用藝

術家，這個“家”字上面也斟酌了非常久，為什麼呢？因為你通常學音樂，他

們會覺得是音樂家，人家比較不會講到是藝術家，可是我覺得羅琳老師的這套

教材，是要你從很多的角度來學音樂，為什麼？她將技巧當成一個基本，可是

事實上她是講到風格、歷史、甚至曲式，所以，讓一個學生的學習變得非常豐

富、多元、完整。所以後來我想，藝術這個東西本來就是一個很包容、很多的，

而不是只有單一的。我可能有一兩年的考慮最後決定把它叫成鋼琴藝術家。(T/

譯/1-1) 

 

（二） 作為教學法使用 

    楊博士指出“method book”為美國教材使用名稱，“method”意指「教學法」，這套

教材的教學方法即是出自羅琳女士個人的教學經驗，為能解決學生的彈奏問題因而

完成此套教材，使用教材前必須具備基本認譜的先備能力。學生學習此套教材有助

於建立穩固的技巧基礎，使這些訓練成為銜接至進階程度或名曲彈奏的橋樑，讓學

生平穩地銜接至更難的樂曲，也可幫助已學完其他初級程度鋼琴教材的學生，能夠

順利提升至小奏鳴曲的練習。 

羅琳老師自己有講，美國教學法就是用“method”，一個方法，她自己定義是這

樣，我覺得所謂的教學法還真的是她自己教學衍生出來的，她為什麼會開始寫

這套東西，她的目的就是她自己教學上的學生遇到困難，她要幫學生解決問題，

所以她只好去想，我要做什麼才能幫學生解決他們的問題？事實上，你如果講

到教學法很多人的印象可能會是，從一個學生什麼都不會，開始教到認音、認

節奏這些才叫作教學法。可是羅琳老師的這套不是那樣用的，因為她並沒有教

學生怎麼認譜，也沒有教學生怎麼認節奏，這些都是要學生事前已經會了，才

可以進到這個教材來，她也寫得很清楚說，學生你要什麼時候開始用，一定要

你會認譜之後才可以用……。那時候她來臺灣巡迴演講的時候，也有老師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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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如果要使用這套教材，要怎麼讓原來什麼都不會的學生使用？這也是她建

議別的老師，你先用別的東西來視譜，節奏學好了，幾個簡單沒有那麼難的節

奏……，甚至她裡面自己也講，你可以用別套教材來教小孩認譜，然後教他們

節奏，等到他們這些基本認譜都會了，就開始用這套教材跟原來的教材配在一

起，也完全沒有衝突。很多人就問，我的學生那些基本的鋼琴教學法的書─鋼

琴教材學完之後，他接不上去那些小奏鳴曲的東西，這中間我要怎麼辦？銜接

的問題，這個教材也想讓學生可以很順暢地把這個東西接起來。(T/譯/1-2) 

 

（三） 高標準的翻譯原則與使命 

    楊博士十分重視翻譯教材的使命，對於翻譯的品質要求甚高，不但力求用字優

美且通順，翻譯細節也經過反覆思量才決定，更請益身邊友人的建議以求更準確的

翻譯用字，因此花費極大的心力與時間才完成翻譯，也為能將最好的成果在臺灣傳

承下去。 

我比較意外的是，翻譯音樂上面的東西，竟然會有這麼大的挑戰性。我遭遇到

的困難是在有很多東西你翻譯出來正確了可是並不漂亮，唸起來也並不這麼通

順，因為英文跟中文的語法是不太一樣的，所以翻譯上面花了最多的時間，反

而是在怎麼樣把每一個句子翻得除了正確之外，還要非常流暢，而且用字要優

美有條理，前後很貫通，有時候一個句子甚至會花上我兩三個鐘頭，就要把它

寫得漂亮。(T/譯/2-1) 

 

還有一些是中文沒有的字，要去把它找出來。我記得幾個例子，原來我們中文

在講手的時候，每一個手的部位有些名詞並不是這麼的特定仔細的，譬如說，

羅琳老師在裡面會講到手指的第幾個指關節，這變成中文來講會翻成好幾個字

來講才能講得這麼清楚；踏板就更好玩了！我們很多學生幾乎從小到大老師從

來沒有真正地、很仔細地教過他們怎麼樣踩踏板，用腳的什麼部分來踩踏板，

羅琳老師講到你踩踏板，右腳的延音踏板，你必須要用你的「右腳拇指根部突

起的肉球」，這每一個字我都要花好多時間來翻譯，因為英文來講它非常地合理，

但翻成中文就變得有點奇怪，所以這上面我有時可能為了一個字還要打電話問

好多人，大家覺得哪一個字比較好？像例如，也有另一個我印象比較深的字，

像英文“voicing”，也是花了我好多時間，因為中文就沒有這個字，就好像以前老

師從來就沒講過這個字，最後，我終於決定這個字就叫作「強化主音」，我覺得

這個詞很清楚表達英文要講的東西，而且似乎也把該做的事情都在這個詞裡講

出來了。還有，另外一個詞我印象也很深刻的是，像英文分學生彈琴的程度，

有 elementary、early-elementary、late-elementary，那像這個還有 intermediate，

我們當然講初級程度、中級程度、高級程度，可是當你要翻 early-elementar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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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這個就造成一個很大的挑戰，我也翻了很多的名詞，又問了很多音樂界

的朋友，最後決定就是初級前期，這個是經過好多討論，改到最後決定用這個

詞。所以每個詞的小小細節，會花到很多的時間。我本來預計最多兩年應該可

以結束，結果為了這套教材我從頭到尾一共花了五年的時間，經過這麼久的時

間，終於在臺灣出版。(T/譯/2-2) 

 

所以我就是要一直翻到感覺不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我希望它唸起來像是這邊

的人用中文寫的，所以才會這樣一直改，真的從頭到尾每一個文字的部分，至

少有六個版本，從最早到最後……。所以，我是真的非常用心做這個，把它當

成一個大事情來做，不只是我要把這個書翻出來，趕快讓它出版，因為我要留

這個東西，把它留在臺灣，希望以後真的對這邊的人的教學有用，我就要這個

東西必須是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好的狀態，我才要讓它留下來。(T/譯/2-1) 

 

（四） 不僅止於翻譯工作─出版過程的付出 

    在後續的每個出版環節楊博士皆親自把關與審訂，更克服時差問題嚴謹校正教

材內容的細節，盡己所能將這套教材做到理想。因為楊博士對於高品質的要求及付

出的用心，最後的成果令其感到滿意且引以為榮。 

因為要把這套教材在臺灣出版，把成品用得好，所以變成每個環節我都親自去

參與了，可是，這些花了非常多的時間，我記得到最後要出版的前幾個月，晚

上十點到半夜兩點就一直在 Skype，這個地方、那個地方有什麼問題，校訂的問

題，字體太大太小、太寬太窄，這用什麼顏色、那用什麼顏色……，那個是一

套大工程，一般人你拿到一本書不會去想到的事情，全部都要做。這套教材因

為我很堅持，大陸(書店)後來這個楊小姐也很配合，所以我覺得這套教材最後出

來的產品，我是覺得很開心、很引以為傲的，因為他們的那些用心，所有的封

面、封底，所有的東西、印刷、顏色，真的是做得非常精美，我也很感謝大陸

(書店)的張先生，他也是這麼久的時間支持我並配合，最後真的把這些用出來，

最後的成品印出來我自己是覺得很感動的，好像一個孩子終於生出來了！(T/譯

/2-1) 

 

三、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內容 

（一） 《鋼琴技巧》 

1. 明確之技巧語彙 

    作者指出此套教材不同於一般教材對於技巧單一而籠統的定義，而是對每

種技巧語彙明確描述其肢體運用，使學生瞭解每種觸鍵形式，並建立師生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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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技巧語彙。除了上述之特色之外，譯者也認為《鋼琴技巧》系統化的內容

有助於教師清楚指導技巧步驟，家長也能依據說明內容來檢視孩子的練習過程，

每種技巧的簡短練習也能使初學學生獲得正確且有效的訓練，以建立學生的技

巧基礎進而順利銜接至更高程度的學習。 

 

2. 必備之手腕運用 

《鋼琴技巧》之第一種技巧為「有彈性的手腕」，以手腕落下將手臂重量傳

遞至手指，其能幫助演奏者保持前臂的放鬆；第二種技巧為「有力的手指」，

須透過前述之「有彈性的手腕」動作來強化指節彈奏的力度，以產生集中

且具有共鳴的音響。作者強調此兩種技巧是發展其他技巧的前提，而手腕

更是傳遞手臂重量至手指的手段，須先掌握手腕落下與提起的動作，進而

延伸至彈奏斷奏之手腕拋擲動作，或彈奏震音與阿爾貝堤低音時的手腕轉

動動作等。譯者從多年的教學經驗也發現，即使高程度的主修學生也經常

無法以放鬆的手腕來彈奏。作者與譯者皆認為善用手腕有助於學生以更放

鬆的肢體彈奏，並可避免造成彈奏傷害，由此可見「手腕」為彈奏鋼琴重

要的部位。 

 

（二） 《鋼琴曲集》 

    作者經常創作“聽起來很難”的教材樂曲，這些曲目能使學生彈奏起來感覺如同

藝術大師一樣，但卻是以舒適的手指位置而非擴張的姿勢彈奏。作者在《鋼琴曲集

第一級》即以雙手皆不超過 5 度音程的 5 指音型範圍創作樂曲，透過作者的創作巧

思，使學生能練習多種的 5 指音型位置，可將《鋼琴技巧》應用於這些較簡易的曲

目練習，從中瞭解如何借助手臂重量來彈奏，為後續彈奏名曲時建立正確運用肢體

的習慣。研究者也認為此原則即是《鋼琴技巧第一級》之「連結音的彈奏技巧（1-

2-7）」，強調藉著手腕動作將手臂重量依序轉移至每個彈奏的手指上。《鋼琴曲集》

除了技巧應用層面之外，透過每首樂曲取自的音樂風格，也能使學生在達到彈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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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之程度前，及早掌握各時期之音樂風格特色。 

 

參、  對教材在教學應用之看法 

    第三部分依據本研究之訪談問題，先呈現作者、譯者對教材在教學應用之看法的受

訪結果，再綜合兩者之受訪內容加以詮釋。 

 

一、 作者對教材在教學應用之看法 

（一） 初學階段即可發展鋼琴技巧 

    學生在已具備基本認譜能力的初學階段時，即是開始學習運用肢體技巧的良

好時機。羅琳女士分享在她的教學經驗裡，初級學生即可使用《鋼琴技巧》的練習，

並將技巧應用至《鋼琴曲集》，其譜上標示的技巧類型也能強化學生所習得的肢體

語彙，有助於他們以放鬆的肢體演奏並發展整體的音樂性。 

For a student who is just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 and has finished the typical method 

book level 1 B - it is the perfect time to start being very specific about the physical 

skills. I currently have a 7 year old student who has studied with me just 4 months. 

She came to me having gone through about the middle of a 1 B method with a previous 

teacher. (C/應/1-1) We have been working in my technique books since the beginning. 

She is now getting quite good at the elastic wrist, strong fingers, two note slurs, 

forearm staccato, push off staccato, rotation and balanced torso. She has done about 

12 pieces in the masterworks book and about 5 in the repertoire books. I feel that 

having the skills listed on the page is a great help in getting her to reinforce the skills 

that we have learned in the technique books. If a student starts using these skills at an 

early point in their studies they will have a much greater chance of playing with 

relaxation as well as a variety of physical vocabulary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their 

overall musicianship. (C/應/1-2) 

 

（二） 教材也適用於成人學生 

    在指導成人學生時，將《鋼琴技巧》與《鋼琴曲集》併用相當有效。成人學生

喜愛閱讀《鋼琴技巧》中明確的步驟指示說明，並將技巧類型應用至《鋼琴曲集》

中練習。 

I have also seen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series combining the technique and repert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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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work extremely well with adult students who love reading the specific 

instructions on technique and applying them to the pieces. (C/應/1-2) 

 

（三） 《鋼琴技巧》可應用於高難度曲目 

    羅琳女士對於中級後期和高級程度之學生僅讓他們使用《鋼琴技巧》教材，並

在學完第一級至第三級的技巧類型後，從他們正在練習的困難曲目中，標示出技巧

類型如何出現，並將所學的這些肢體彈奏方式應用至樂曲。 

In my own studio I also have many transfer students who come to me as later 

intermediate through very advanced players. (C/應/1-1) I have all of these students 

study all the skills in books 1, 2 and 3 of the technique series so they can start to apply 

these foundational skills to all of their repertoire immediately. Thus, with these 

students, I immediately start putting labels on their difficult repertoire and show them 

how to incorporate each new technique skill as it arises in the actual music. With these 

late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students I use only the technique books of Pathways 

to Artistry and then apply all of the skills to their masterwork repertoire. (C/應/1-2) 

 

（四） 建立鋼琴主修學生之技巧語彙觀念 

    就羅琳女士所知，有許多鋼琴主修的大學生使用《鋼琴技巧》，能幫助他們發

展對肢體技巧的察覺並瞭解每個技巧的肢體語彙。教材之重要核心即是對於每種技

巧皆具備清楚的定義與描述，其特定的名稱有助於建立師生間共同的「技巧語彙」。

在大學的教學法課程如能使用此套教材，也能確保未來擔任鋼琴教師的大學生，瞭

解技巧的本質並能運用於自身的教學及演奏，引導他們成為更具技巧性的音樂家。

透過這種肢體運用的彈奏方法，也可有效避免大學生可能因長時間練習造成的手臂

傷害。 

I also know of many students who study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technique series as 

college piano majors so they are sure to have a well-developed sense of physical skills 

as well as clear labels for all the skills. (C/應/1-1)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eries is to 

have clear cut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on of the skills and specific names for them so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 have a shared “physical vocabulary.” Using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books in college pedagogy class ensures that the students who are our future 

teachers will understand the skills themselves and can not only teach these skills, but 

apply them to their own playing. This will lead to them being better and more skillful 

musicians. It will also help avoid arm tension problems that might develop as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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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begin to play longer hours and increasingly difficult music themselves. 

(C/應/1-2) 

 

（五） 加強 5 指音型位置的練習 

    《鋼琴曲集第一級》之曲目皆使用 5 指音型位置，能強化學生對於 2 度至 5 度

音程的視譜能力。羅琳女士創作的樂曲使用到 5 指音型範圍的不同位置，因此，學

生雖在 5 指音型範圍的位置彈奏，卻能接觸到相較於多數教材更為豐富的音樂，

羅琳女士也使用到許多大、小調，甚至是全音音階。  

Additionally, since all of the pieces in Repertoire and/or Masterworks level 1 are 

basically in five finger position - the student can also reinforce their reading skills of 

intervals of 2nds, 3rds, 4ths and 5th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 playing music that is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the typical 5 finger position pieces of most methods. I have 

written the repertoire pieces to move to many 5 finger positions and sounds - 

representing many major, minor and even whole tone sounds. (C/應/1-2) 

 

（六） 鋼琴教學領域的期望 

    羅琳女士對於教材最大的期望即是幫助學生發展廣泛的「肢體語彙」，當學生

瞭解這些特定的肢體動作會產生何種聲響時，將能依據樂曲需求選擇適當的彈奏

技巧，幫助他們富有藝術性地彈奏。羅琳女士希望學生及其鋼琴教師皆能將這些技

巧融入至個人的肢體，靈活運用於演奏之中。 

My greatest hope is that the Pathways to Artistry series will help students develop a 

very broad “physical vocabulary” and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use that vocabulary to 

help them to play much more artistically. My hope is that students and their teachers 

will have these skill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corporated into their natural physicality 

and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hoose between a wide variety of these skills as they make 

music. If a student ha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fic physicality that will produce a 

certain sound they will be able to choose the skill that best fits the music’s needs. (C/

應/2-1) 

 

    學生具備這些肢體語彙能使他們更專注與洞察彈奏過程，因而表現富有想像

且具說服力的演奏。對於彈奏高難度樂曲之學生而言，自《鋼琴技巧》中習得如何

保持放鬆並運用手臂重量彈奏的能力，有助於他們在成為更進階的鋼琴家時，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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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奏過程可能造成的手臂傷害。 

Having this physical vocabulary will lead the students to play with so much more focus 

and insight resulting in much more imaginative and convincing performances. For 

students who are playing very advanced repertoire and have studied the skills in 

Pathways to Artistry, the ability to stay relaxed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do 

this will help them play with better arm weight and help avoid arm injuries as they 

grow into more advanced pianists. (C/應/2-1) 

 

    羅琳女士在《鋼琴曲集》中除了明確標記出各曲所使用的技巧之外，也希望透

過標示樂曲之音樂風格與曲式，能使學生具備對音樂史與曲式結構的概念。即使這

套教材強調以技巧為核心，羅琳女士仍希望能將《鋼琴技巧》與《鋼琴曲集》併用，

以發展學生更全面的音樂學習。 

Finally, in my repertoire and/or masterwork books - in addition to labeling for specific 

techniques to use, I have also included a music timeline to give students a sense of 

music history and have labeled the pieces for form to help give students a sense of 

structure in music. Although technique is at the heart of my series, I am also hoping 

that those who use the technique book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epertoire and/or 

masterwork books will also develop an informed awareness of music history and form 

as a result of these features. (C/應/2-1) 

 

二、 譯者對教材在教學應用之看法 

（一） 知易行難─教師指導技巧的困難 

    楊博士指出鋼琴教師經常未將彈奏方法的程序或細節解釋清楚，導致學生不知

如何練習與分辨對錯，並在學習過程日漸產生挫折。楊博士觀察到目前學琴人數縮

減，教師應在第一時間即指導學生正確有效的方法，使學生從中獲得成就感才會長

久學琴。 

一般來說，學生來上課老師有一件很生氣的事就是：「我上禮拜就告訴過你了，

你怎麼都沒有練……」，很多情況不是學生沒有練，而是他根本不知道怎麼練。

你沒有在上課的時候教學生練，學生怎麼回家練？，他練一下沒有成就感，因

為他練得亂七八糟……。你沒有好好把這些程序講出來，你就只叫他去練，他

如果練錯了，他在腦中的連結其實是比不練還糟糕，因為他練錯的那個連結會

很強，你要再把它修改然後才能再把它教正確，你為什麼不第一次就教正確？

現在學音樂的小孩變少了，這是一般我回來觀察的情況，那你的人數已經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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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如果再不把他教好，以後就沒有人學了。(T/應/1-1) 

 

 

（二） 鋼琴技巧─長期受用的彈奏能力 

    楊博士認為此套教材能解決上述之教學問題。《鋼琴技巧》為無論學生程度高或

低皆適用的教材，可使初級學生順利地銜接至更高程度的曲目彈奏，高程度的學生

則可用來矯正或加強其技巧練習，對於成人學生更能以清楚的內容使其更加理解並

獨立完成練習。《鋼琴技巧》中循序漸進的內容可使教學具有次序、系統性，簡短的

技巧練習也使學生不易失去耐性，清楚的技巧定義及步驟描述使學生及家長都易於

瞭解，也使教師與學生能建立共同的技巧語彙。 

羅琳的這個教材目的是要讓你去銜接那些所謂的鋼琴名曲，你先把這些最基本

的技巧學了、鞏固好了，很基礎很 solid，你就可以開始教他們小奏鳴曲等等，

這些東西她裡面也寫到，她是希望當一個橋樑讓這兩個東西銜接得很平穩。(T/

應/1-2) 

 

我用到大學那些技巧基礎沒有學得很好的學生，我就覺得這套教材這樣子感覺

起來，它適用性非常高，好像沒有特定的一個年紀必須要用，你什麼時候都可

以用，甚至你說我有學生已經跟別的老師學了好一陣子，他現在換到你這邊來

了，你覺得他技巧基礎不好，你也可以用這個讓它當成你要引導他有正確的技

巧學習，這樣子的用途也是可以的。還有一個好處，我把它實驗用在大人身上，

也發現它竟然相當成功，這套教材不是只有那些音，它有很正確的文字描述，

所以大人就可以再看一下，回想起老師上課教些什麼，自己回家又可以好好練

習，不會怕忘記了。(T/應/1-1) 

 

現在的小孩他們所有的東西因為科技的關係都是很快，什麼東西都是馬上上手，

那這種情況之下，他們不像我們以前一樣的耐心，尤其是那些不要變成音樂專

業的人，他真的沒有那心去學這些基礎。所以這套教材我覺得很好的地方是，

羅琳老師她自己把每一個技巧用很簡單方式來介紹，她寫一個 4 小節最多不會

超過 8 小節的東西讓你練這個技巧，你這個技巧 4 小節練會了你就會了，你為

什麼要練 64 小節呢？還有，小朋友學了，爸爸媽媽因為他(小孩)練這些東西也

看得懂，老師叫你手腕這裡不能彎，爸爸媽媽也看得清清楚楚的。技巧每一本

最後，她又寫了大概一頁東西，她想像你會了再運用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她這

些後面比較長的東西，我感覺她是從這些曲子裡面真正會用到的，她把它像是

精華一樣拉出來，然後寫了這樣一頁的練習，讓學生能夠運用。(T/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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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琳老師希望這個技巧，你對自己的身體(肢體)非常熟悉，我現在用手的哪一

個部位來彈、我做什麼動作、我用什麼角度，這些你都非常清楚，就變成讓老

師跟學生之間有一個很好的溝通管道，我們大家都講得很清楚，都知道彼此在

講什麼，我們有共同的語言來溝通，把這個東西更迅速、更準確地教給學生，

學生回家就會照著這些去練。(T/應/2-1) 

 

    當學生在接觸一首陌生的曲目時，可辨識出樂曲須使用的技巧類型，即是培養

學生長期受用的彈奏技能，這位學生已具備帶著走的能力，將會一生持續彈奏鋼琴。 

例如我有一個七、八歲的學生，他真的學了這些技巧術語之後……，他到後來

等到我開始上他的小奏鳴曲，他就開始指出這是什麼……。等到他自己一個曲

子都還沒學、還沒練，他看到就會說這用什麼技巧，這個學生他這輩子絕對不

會把鋼琴放下來了，因為你已經教他可以帶著走的東西了。(T/應/1-1) 

 

（三） 必備的 12 種鋼琴基本彈奏技巧 

    楊博士認為《鋼琴技巧第一級》之 12 種基本彈奏技巧為羅琳女士分析許多樂曲

所統整而來，幾乎是名曲或早期可接觸的小奏鳴曲皆可運用的技巧類型。楊博士指

出第一種技巧類型─「有彈性的手腕」以手腕動作將手臂力量傳遞至手指的彈奏技

巧，能幫助學生克服先天條件之弱勢，彈奏出更集中有力的聲音。這套教材須先學

會這 12 種基本彈奏技巧，再將所學的技巧運用於《鋼琴曲集》。 

這 12 個彈奏技巧我覺得是羅琳老師經過很多深思熟慮並分析很多樂曲總結的，

這 12 個(彈奏技巧)很基本，就是你在名曲、世界名曲，比較早期初級的，或是

像小奏鳴曲等…，你幾乎完全會用到而且完全必要的。(T/應/2-1) 

 

我有一個也是鋼琴老師的朋友，我在臺灣時，她問我可不可以幫她看一個學生，

她說這個學生剛轉到她那裡來，這個小孩最大的問題就是彈得很沒有力，音都

很小聲，本來就小小的，小學三、四年級的學生，如果你一開始就叫這個小孩

用高指法彈，她一定沒有力氣，因為她的指頭就是那麼小，可是如果你一開始

就用羅琳老師教的，你用這個有彈性的手腕，你是用手腕把手臂的力量放到手

指上面，你每一個音都很大聲，所以那個小孩當場就換了一個基本的彈法，她

的音馬上就大聲了，因為手臂比手指是多少倍的力氣呀！(T/應/1-1) 

 

當我教完 12 個(彈奏技巧)之後，我也把《鋼琴曲集》給大學生彈，我說你自己

去彈，彈好了而且覺得都用對技巧，你再回來彈給我看，我要看看你運用的對

不對，當然它的音很簡單，但是你的技巧都用對了嗎？(T/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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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材多用途─來自教師的巧思 

    楊博士強調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親自示範的重要性，應將錯誤與正確彈法清楚彈

奏，使學生能夠辨別對與錯的音響。教師彈奏曲目時，更應表現出樂曲的風格，引

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也端看於教師的巧思使不同程度的學生挑戰不同練習方法，

可將《鋼琴曲集》譜上未標示或遮蓋已標示技巧類型之處，以隨堂測驗方式來檢視

學生是否能應用技巧類型，對於高程度的學生也可進一步將樂曲作為移調、視奏的

練習。 

我覺得最重要的第一點，老師要把這個東西教給學生之前，他自己一定要試過，

要照著這些文字，你自己先去試，做這些基本動作、這些練習，你能夠自己融

會貫通再去教學生，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第一個步驟。老師第一個要自己去做，

第二點，老師在教學生的時候，你必須要自己做給他看，讓他有感覺，甚至我

常常叫他摸摸那裡、摸摸這裡。再來，學生做的時候，你也要摸摸看他的手，

你讓他做錯的再改對的，這樣子學生就知道什麼是錯、什麼是對。他可以自己

檢查，家長也知道，原來要看小孩是要看什麼地方。還有常常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在做這些東西會叫學生錄影起來，你就只要錄個 30秒，他回家就看著錄影，

他就可以看自己的錄影帶在那裡做。這東西你用嘴巴講很難，你要真的用手的

觸感去感覺，這個才有可能。第三個你一定要示範彈出來的聲音，彈出來的聲

音到底會有什麼不同，我很緊的時候彈出來是這樣，我很放鬆的時候彈出來是

這樣，學生也是，你現在這個動作要有一個結果(音響)。(T/應/1-2) 

 

老師要自己先彈過(曲子)，而且你要給示範給學生聽，不要說這是初級的曲子所

以隨便彈，你要把初級的曲子彈得就像你上台彈蕭邦一樣，會吸引學生，因為

你給學生他的是第一印象，第一印象不好他根本不想學，你隨便彈沒有情感、

音響不漂亮、分句不好，這些都不會吸引他們，可是你真正彈得很漂亮，他們

就會說我要學這個曲子。(T/應/1-2) 

 

我覺得任何程度跟年紀的學生的都有他的用法，完全看你自己有沒有這個巧思，

你知不知道你到底要把學生帶到什麼程度？那你就用這個學生、這個程度可以

挑戰他們的方法來教。(T/應/1-2) 

 

我覺得它裡面已經有寫了這裡跟那裡用什麼技巧，有時候它沒有寫的地方我也

會讓學生寫進去，就是先不要讓他們看，問你覺得這裡應該要用什麼技巧？甚

至有些學生，我覺得他技巧真的不夠好的，羅琳老師也是這麼講的，我叫他們

每一個都可以移調練習，你還可以練視譜，所以那個東西(曲集)我也讓他們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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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視譜。(T/應/1-2) 

 

    楊博士指出多數學生不擅於背譜因而害怕上台演奏，在《鋼琴曲集》之樂曲皆

標示清楚的曲式結構，此能解決學生在背譜上的困難，楊博士更舉例能以不同的形

狀代號以代表各個樂段，學生便可輕易辨識出各樂段之相異，更有助於學生背譜。 

羅琳老師一開始也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背譜)，她的學生也一定有這個問題，所

以她寫的這些曲子有很清楚的曲式，這一段叫作 A，這一段叫作 B，你看多大

的小孩可以做到這種事？我跟你說，幼稚園就可以了！為什麼？幼稚園老師就

教他，這是三角形、這個是四方形，上面有 A 段、B 段，A 段你就叫他會一個

三角形，B 段就叫他畫一個四方形，現在彈三角形這段，現在彈四方形這段，

根本要不了幾分鐘，他就可以自己把譜認出來。(T/應/1-2) 

 

（五） 音樂風格的挹注─未來的學習養分 

    《鋼琴曲集》之樂曲為羅琳女士取自各音樂風格特色所創作而來，使學生在尚

未達到彈奏名曲的程度前，也能及早掌握不同時代的音樂風格並與日後的生活經驗

連結，累積未來學習的養分，促使學生能一直喜歡音樂，並願意至音樂廳欣賞音樂。 

羅琳老師也是一個非常有天分的作曲家，所以她想學生要學多久才能彈到德布

西？可能如果學個三、四年就不學了，那他一輩子彈不到德布西。讓他們在學

初級，可能學個兩年、三年都可以彈到德布西的音響。你如果不了解德布西的

音樂，它的本質、最基本的東西是什麼？你沒辦法寫出這樣子的東西，可是她

真的把它作出來了，她把她的《鋼琴曲集》都用這些蕭邦的音響……，你聽你

真的會大大嚇一跳，聽起來很有程度，可是你一翻開看真的沒有幾個音，這些

東西小孩覺得很好聽，他的學習動機會強很多。(T/應/2-1) 

 

還有一個羅琳老師寫的這個曲集裡面，每一首都有一個標題，沒有一個曲子是

沒有標題的，小孩練「第五首」跟他練「小叮噹圓舞曲」，哪一個你覺得小孩會

想要學？所以，有這個標題的東西，在教小朋友的時候非常重要，他可以刺激

小孩的想像力，他又去看到「蕭邦圓舞曲」，就想到我很小的時候也有彈過圓舞

曲，他這個東西的連結很快。這也是我覺得這套教材很特別，也因為羅琳老師

本身的關係，才有這樣子的可能性，讓小孩兩年三年彈巴洛克的東西，巴洛克

的東西通常你不彈到巴哈初步舞曲是不可能的。(T/應/2-1)  

 

你要讓學生對音樂，在他長大以後對這些還有一點了解或是覺得跟他有一點關

係。你看曲集裡面他給你寫，這個是巴洛克風格、這個是葛利格風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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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會聽到葛利格說：「我小時候也彈過！」，他馬上就有這個連結……，我彈

過葛利格。他去國家音樂廳聽交響曲，他也會想到我以前彈過這個東西，馬上

就覺得很親切。這東西真的都是你無形中幫學生累積以後要讓他能夠長期學習，

一輩子都跟音樂會有連結的方式。如果你現在的學生他沒有這個耐心學琴學那

麼久，他們沒有要走音樂專業的人，你有這個機會教他音樂幾年，是不是應該

更寶貝，把需要的東西都完全地教給他，你希望他一輩子一直都記得這些東西，

你希望他自己就算不跟老師學了以後，他還是可以繼續往前走，繼續喜歡音樂，

繼續去國家音樂廳當一位聽眾！(T/應/2-1) 

 

    楊博士建議《鋼琴曲集》可以配合樂曲的時期風格或創作手法，讓學生自己搜

尋相關資料，以加深學生對於樂曲的印象。 

講到這個什麼時期的，現在的小孩自己找資料這麼容易，國小二、三年級都很

會了，下一次的功課就是你回去找找再告訴老師什麼是浪漫時期……，這些東

西就會讓學生覺得跟這個曲子更有連結性、更有關係。(T/應/1-2) 

 

（六） 《羅琳鋼琴系列》教材相互併用 

  羅琳鋼琴系列之其他曲集皆可與此套教材併用，依照學生的程度加入曲集的使

用，從初級可以搭配的《豆豆動物園》（系列 7&8），再至較難的《爵士快與慢》（系

列 5）。《抒情的時刻》（系列 4）則是中級程度的學生，其富有旋律線條可增強其音

樂性，此系列教材最高程度的曲集則是《鋼琴前奏曲》（系列 6），可作為學生表演

或比賽的曲目。 

在臺灣發表的那些作品，也是我和羅琳老師還有張先生一起選的，希望選一些

風格非常不同的東西。《抒情的時刻》因為是到中級程度，如果從小時候學起，

大概是到國中程度非常適合青少年，而且我們常常說學生彈琴容易不夠有音樂

性，但這些曲子非常容易讓學生有音樂性，因為它的歌唱性很好，而且曲子樂

句很清楚，又有一大堆很大的和絃，讓他們表達很豐富情感的時刻；羅琳老師

寫的這個《爵士快與慢》，他其實是給初級程度，初級就可以開始彈爵士就是很

神奇。再來中級這樣的學生我希望他也有這樣的教材可以選，這些東西又跟《抒

情時刻》是兩個完全風格不同的東西；《前奏曲》通常是程度更高的學生學，像

蕭邦的前奏曲……，它這個前奏曲都是以一個動機來寫每一個曲子，可是你只

要知道這個動機，你的技巧、背譜一下就解決的，小孩也有這個可能性，好像

彈到聽起來很厲害的曲子，這種東西最適合小孩子要去比賽、表演……；很多

學生都很愛彈四手聯彈，她也寫很好的四手聯彈，可是那時候我們就只選這個

舞曲的四手聯彈，這裡面的曲子很好聽，兩個人配起來的程度都差不多；《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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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園》是羅琳老師希望她女兒可以很有想像力，她女兒很喜歡一隻烏龜的話

她寫一首烏龜的曲子……每一個(動物)都有牠的曲子。這些她都寫得很像，而且

小孩還很小，她希望她可以一邊彈一邊唱，小孩就很開心，所以她每一個曲子

都有寫歌詞，因此，每個曲集裡面我花最多的時間就是這個(翻譯歌詞)……。羅

琳老師在美國出的曲集非常多，絕對不止這幾本東西而已。(T/應/1-2) 

 

例如他學《豆豆動物園》的時候，他的程度可能是初級第一冊，如果你還覺得

這個小孩視譜還很好，他也開始學到升降記號了，你要用這些讓他當成他應用

的東西也很好。爵士可能再過一年，節奏也學多了，也學到一些和絃了，你要

用這個東西也可以。到中級程度《抒情時刻》，甚至後來的《鋼琴前奏曲》，我

想最難的就是《鋼琴前奏曲》了。這些東西就是他們每一個程度在學的時候你

要把它加進來是也都有可能的。(T/應/1-3) 

 

（七） 教材期許─交流研討與師資培訓 

    國內缺乏如同美國定期舉辦全國性的鋼琴研討會，或是各地區不定期的研討會，

其能促進鋼琴教師彼此交流、分享教學經驗，並能共同討論以解決教學問題。透過

研討會的講座課程，也能幫助教師吸收資訊、學習新知，更能保持其教學熱忱。 

    很可惜的是，我覺得臺灣習慣上沒有什麼一般鋼琴教師的研討會，它的研

討會比較針對大學生、研究生，或是大學的鋼琴教授，可是我覺得一般的老師

應該要有這樣的管道，才能夠刺激他們，讓他們把這些初級、中級的學生教得

很好的時候，再把他們交到大學老師的手上，所以不曉得要怎麼樣讓臺灣慢慢

有這樣的風氣。美國的習慣是這樣，它有一個全國的年會，它每年都辦一次一

個禮拜，有鋼琴老師還有大學教授，數千個人就會飛到那個城市，你有興趣想

要學的，它每天就安排很多不同、很豐富的節目，讓你這個小時聽這個老師演

講，下個小時聽這老師介紹新的曲子、新的教材，就有很多讓你去學習的機會，

可以讓你有進步、有學習動機，而且你會覺得好像充電了，想要趕快回去示範

在學生身上、跟學生分享，可是臺灣我不曉得怎麼樣才有這樣的可能性，讓這

些老師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有這種聚會方式。(T/應/2-1) 

 

    楊博士建議《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可實行類似研討會之教學討論聚會，鋼

琴教師間透過分享、討論在教材以及教學方面的問題，從中得以解決自身的困難，

以更有效的方式幫助學生學習與進步。 

我希望看到的是，有沒有人會有興趣，他們用了這個教材之後，可能定期聚會，

一個月兩個月定期一次心得分享，我每年暑假回來我就可以來參與你們這個組

織，找這些有興趣的人也不用太多，二、三十個也沒有關係，大家找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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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一個場地，我們大家就來討論，每個老師上來彈，你的左右轉動彈得怎麼樣？

大家就討論如果你是學生、我是老師，你要怎麼改這個學生？我覺得這些就會

是很好的互動，說不定羅琳老師也很願意每隔兩年來參與一下也都有可能，把

這些有熱忱、興趣的老師，讓他們的熱忱不要因為每天做一樣的事情就消磨掉

了，而且讓他們開始教學以後的困難跟問題，有一個得以解決的管道，又有這

些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互相討論，我們怎麼樣能把學生教得更好，怎麼樣讓我們

的學生真的會喜歡彈鋼琴，怎麼樣讓他們一輩子都會繼續彈鋼琴。(T/應/2-1) 

 

    楊博士更認為此套教材亦能成為一套教學法推廣師資培訓，由羅琳老師親自認

證合格，使這套教學法在臺灣鋼琴教學傳承下去。 

我覺得羅琳教材的師資培訓也是一個以後可以做的事情，大家都有教過第一個

level 的，讓這些老師也都真的認證，也許你們送 video 過去讓羅琳老師她看，

大家都做得很好了，這些人你們大家都有一個 A certificate 還是什麼的，第二年

又換第二級……，你三級都很好了，你可能就變成種子老師什麼的，這也是都

有可能性。你們有這個機緣去知道這教材，可能用了以後還有一些問題，所以

你們必須要繼續地研討來解決，我相信你們教出來去銜接這些東西的學生，你

們會發現跟以前的學生差太多了。所以才會值得把這個東西好像當成一個教學

的中心推廣出去。(T/應/2-1) 

    譯者對教材在臺灣鋼琴教學方面具有極高的期望，給予研究者諸多實務建

議，但因受訪內容超出預設之訪談問題範圍，故不在此詳加討論。 

 

三、 作者與譯者對教材在教學應用之看法 

（一） 適用於各種教學對象 

    作者與譯者皆提出個人使用此套教材之教學經驗，更強調《鋼琴技巧》對於各

種程度的學生皆適用，以下統整兩者之受訪結果，以呈現《鋼琴技巧》與《鋼琴曲

集》針對各種教學對象之功能與策略，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教材功能與策略 

教學對象 《鋼琴技巧》 《鋼琴曲集》 

初級     當學生已具備基本認譜能力

即可學習《鋼琴技巧第一級》。 

譜上所標示的技巧類型能加深對

於技巧語彙的印象，並強化技巧

類型的應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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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至中級

小奏鳴曲 

    當學生已學完初級鋼琴教材，

準備銜接至名家原創作品之中級

階段時，透過其系統化的技巧訓

練，能使學生應用技巧於名曲之

中。 

    能在接觸名家原創作品前，先

透過羅琳女士原創之各音樂風格

之樂曲，先建立進而加深不同時期

風格的印象。 

中級後期或

高級 

    對於程度極高的學生可使用

《鋼琴技巧》全三級之內容以建立

對於肢體運用之彈奏概念，再加以

應用至他們練習的難曲中。 

    能從樂曲中練習並辨識不同

技巧類型之應用，並能確保在這些

簡易的曲目中確實達到正確的技

巧動作，也可作為視譜及移調的練

習。 

成人     具備清楚的描述與定義，使成

人學生不需擔心遺忘彈奏步驟，能

自行按照指示完成技巧練習。 

    將技巧類型應用至樂曲練習，

加強對於各種技巧的瞭解與應用。 

大學主修     作為矯正技巧動作之教材，能

使他們清楚瞭解每種技巧語彙之

肢體運用，並應用至彈奏的困難名

曲，也強化正確的肢體運用以避免

長時間彈奏的傷害；使用於大學教

材法課程可建立學生未來指導技

巧正確的觀念。 

    從簡單的樂曲中，檢查每種技

巧是否熟練應用，並能辨識出樂曲

未標示之技巧類型，以正確的肢體

動作彈奏；《鋼琴曲集》亦能作為移

調與視譜練習的教材。 

    綜合上表，此套教材對於各種教學對象皆適用，在《鋼琴技巧》中，學生能學

習正確運用肢體的彈奏方式，更能建立明確的技巧語彙觀念；教師能透過清楚的技

巧定義描述，不但能釐清自己對於技巧的迷思，也能將技巧教學系統化地傳授給學

生。在《鋼琴曲集》中，對於低程度學生能由淺入深學習各級樂曲並應用《鋼琴技

巧》之技巧類型，並加深他們對各時期音樂風格的印象；對於高程度學生，雖然這

些樂曲相較於名曲簡易許多，但卻能將技巧類型紮實地應用練習，並透過教師的教

學巧思將《鋼琴曲集》作為其他練習之途，以訓練高程度學生全面的彈奏能力。 

 

（二） 《鋼琴曲集》之內涵 

    《鋼琴曲集》除了上述提及在技巧應用、音樂風格層面之外，作者也標示出每

首樂曲之樂段使學生能覺察曲式結構。這些樂段能使學生掌握該曲的組織脈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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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他們背譜彈奏。譯者建議也可將樂段改以符號標示讓學生辨識出各段差異，如

此一來，即便是年幼的學生也能輕鬆掌握曲式結構。由此可知，作者創作《鋼琴曲

集》來強化此套教材之技巧核心訓練外，也一併考慮了音樂風格與曲式結構對於學

生的重要性，希望能帶給學生更完整全面的學習，因此建議將《鋼琴技巧》與《鋼

琴曲集》搭配使用。譯者也認為此套教材能使學生習得長久的彈奏能力，透過這些

樂曲的練習可增進學生對於音樂的喜愛並從中獲得成就感，學生將會持續一生彈奏

鋼琴。 

 

（三） 作為教學法傳承 

  譯者認為此套教材其系統性的技巧內容富有教學價值，建議可集結國內使用教

材之鋼琴教師定期舉辦研討會，共同討論與解決在教學上之問題，以使學生獲得更

有效的學習，也希望有助於興起國內鋼琴教學的研討風氣。譯者期許能將此套教材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視為一套教學法進行師資培訓，由作者親自認證鋼琴

教師之技巧等級，使教材能在國內推廣與傳承，以幫助師生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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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鋼琴曲集》教材內容分析結果 

    本節針對《鋼琴曲集》教材內容呈現各類目之分析結果，分為各級之彈奏技巧、學

習進程、音樂風格等三部分探討教材內容。 

 

壹、 各級之彈奏技巧 

    彈奏技巧之分析次類目為《鋼琴技巧》各級之彈奏技巧內容，各技巧類型一覽表詳

見附錄一。《鋼琴技巧第一級》包括 12 種技巧類型；《鋼琴技巧第二級》包括 10 種技巧

類型；《鋼琴技巧第三級》包括 11 種技巧類型。各級《鋼琴技巧》之技巧類型運用於各

級《鋼琴曲集》之曲目，例如：《鋼琴曲集第一級》運用《鋼琴技巧第一級》之技巧類型

於樂曲，然而，至《鋼琴曲集第二級》、《鋼琴曲集第三級》除了其所對應同級《鋼琴技

巧》外，仍包含前一級之技巧類型內容，例如：分析《鋼琴曲集第三級》則須以《鋼琴

技巧》第一級至第三級之全套技巧類型作為其分析次類目。以下分為四部分呈現分析結

果，依序為《鋼琴曲集》第一級至第三級之彈奏技巧、全套《鋼琴曲集》之彈奏技巧。 

 

一、 《鋼琴曲集第一級》之彈奏技巧分析結果 

（一） 量化統計 

    《鋼琴曲集第一級》共有 20 首由羅琳女士原創之曲目，《鋼琴技巧第一級》12 種技

巧類型運用於樂曲之次數統計如表 4-2-1 所示。高達 50%以上之技巧類型共有 7 個，依

序為「有力的手指（1-1-2）」占 100%（20 次），羅琳女士強調應使用該技巧彈奏每首樂

曲（楊玉珍譯，2014a），其為各曲必備之彈奏技巧，其次為「連結音的彈奏技巧（1-2-

7）」占 85%（17 次），再者為「雙手分離獨立彈奏的技巧（1-2-11）占 75%（15 次）。在

12 種基本鋼琴彈奏技巧包括兩種斷奏技巧，分別為「前臂的斷奏（1-2-8）」占 75%（15

次），「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1-2-9）」占 70%（14 次）。其中占 50%（10 次）以上之技

巧類型尚包括「有彈性的手腕（1-1-1）」以及「平衡的軀幹和前臂（1-1-5）」，分別各占

65%（13 次）、60%（12 次）。未達 50%之技巧類型共 5 個，依序為「制音踏板的技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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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占 45%（9 次），「手腕的左右轉動（1-1-3）」占 30%（6 次），「兩個音的圓滑奏

（1-1-4）」占 25%（5 次），「手腕繞圈轉動的彈奏技巧（1-2-10）」占 15%（3 次），「獨立

的手指（1-1-6）」占 5%（1 次）。 

 

表 4-2-1 

《鋼琴曲集第一級》之彈奏技巧分析結果 

註：同一技巧類型運用於同一曲僅計算一次；曲目數＝次數。 

 

（二） 質性描述 

  研究者依照《鋼琴技巧第一級》各種技巧類型之排序，列出《鋼琴曲集第一級》首

次使用該技巧之樂曲，可發現「有彈性的手腕（1-1-1）」、「有力的手指（1-1-2）」、「連結

音的彈奏技巧（1-2-7）」、「前臂的斷奏（1-2-8）」、「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1-2-9）」皆於

技巧類型 運用之曲目 次數 比例 (%) 

1-1-1 
1/8, 1/9, 1/10-11, 1/12, 1/13, 1/14, 1/15, 1/19, 1/26-27, 

1/28-29, 1/30-31, 1/32-33, 1/34-36 
13 65% 

1-1-2 

1/8, 1/9, 1/10-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23, 1/24-25, 1/26-27, 1/28-

29, 1/30-31, 1/32-33, 1/34-36 

20 100% 

1-1-3 1/12, 1/14, 1/15, 1/16, 1/21, 1/28-29 6 30% 

1-1-4 1/13, 1/15, 1/20, 1/21, 1/32-33 5 25% 

1-1-5 
1/9, 1/14, 1/15, 1/17, 1/18, 1/21, 1/22-23, 1/24-25, 

1/28-29, 1/30-31, 1/32-33, 1/34-36 
12 60% 

1-1-6 1/16 1 5% 

1-2-7 

1/8, 1/9, 1/10-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4-25, 1/26-27, 1/28-29, 1/30-31, 

1/34-36 

17 85% 

1-2-8 
1/8, 1/9, 1/10-11, 1/12, 1/13, 1/15, 1/17, 1/19, 1/21, 

1/24-25, 1/26-27, 1/28-29, 1/30-31, 1/32-33, 1/34-36 
15 75% 

1-2-9 
1/8, 1/9, 1/10-11, 1/12, 1/13, 1/15, 1/19, 1/21, 1/24-25, 

1/26-27, 1/28-29, 1/30-31, 1/32-33, 1/34-36 
14 70% 

1-2-10 1/20, 1/26-27, 1/32-33 3 15% 

1-2-11 
1/10-11, 1/12,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4-25, 1/26-27, 1/28-29, 1/32-33, 1/34-36 
15 75% 

1-2-12 
1/10-11, 1/20, 1/21, 1/22-23, 1/24-25, 1/26-27, 1/28-

29, 1/32-33, 1/34-36 
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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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答彌賽特舞曲〉（1/8）首次出現，如圖 4-2-1 所示，以右手彈奏技巧 1-2-8 居多，左

手以長音彈奏 1-1-1，並在彈奏 1-2-7 後以 1-2-9 彈奏斷奏語法，此曲左手部分簡易可專

注於右手四種技巧類型之應用練習。 

 

 

    「手腕的左右轉動（1-1-3）」首次出現於〈布倫斐男爵進行曲〉（1/12）之右手主旋

律部分，以手腕轉動方式彈奏相鄰二度音型的連奏，並接續 1-2-9 以彈奏斷奏語法，如

圖 4-2-2 所示。 

 

 

    「兩個音的圓滑奏（1-1-4）」首次出現於〈拓荒者的遊戲〉（1/13），如圖 4-2-3 所示，

以兩音一組音型彈奏連奏，其第二音必須以 1-2-9 彈奏斷奏語法。 

圖 4-2-1  彈奏技巧示例 1 

出自：《鋼琴曲集第一級》〈滴答彌賽特舞曲〉p. 8 

圖 4-2-2  彈奏技巧示例 2 

出自：《鋼琴曲集第一級》〈布倫斐男爵進行曲〉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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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的軀幹和前臂（1-1-5）」首次出現於〈快樂舞曲〉（1/9），此技巧強調在彈奏

不同音域時，透過重心轉移以達身體平衡，在此曲運用到右手移動至低音音域時須轉移

身體重心來彈奏，如圖 4-2-4 與 4-2-5 所示。 

    「獨立的手指（1-1-6）」首次出現於〈優雅的彌賽特舞曲〉（1/16）之左手伴奏部分，

強調左手 5 指保留長音並以 1、2 與 3 指彈奏另一聲部，如圖 4-2-6 所示，以產生「持續

低音（Pedal Point）」的和聲效果。 

圖 4-2-3  彈奏技巧示例 3 

出自：《鋼琴曲集第一級》〈拓荒者的遊戲〉p. 13 

圖 4-2-4  彈奏技巧示例 4                圖 4-2-5  彈奏技巧示例 5 

出自：《鋼琴曲集第一級》〈快樂舞曲〉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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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腕繞圈轉動的彈奏技巧（1-2-10）」首次出現於〈悲傷的洋娃娃〉（1/20）之左手

伴奏音型，如圖 4-2-7 所示，透過使用 1-2-10 技巧彈奏以手腕繞圈轉動動作反覆彈奏三

音一組之伴奏音型。 

 

 

    「雙手分離獨立彈奏的技巧（1-2-11）」、「制音踏板的技巧（1-2-12）」皆於〈鼓之舞〉

（1/10-11）首次出現，1-2-11 技巧為強調雙手同時彈奏不同的技巧類型，在 1/10-11 此

曲運用到左手彈奏斷奏時，右手彈奏連奏技巧，並在結束音加上 1-2-12 踏板技巧，如圖

4-2-8 所示。從此曲亦可發現較前二曲篇幅長，左手除擔任伴奏角色，亦與右手同時齊奏

相同主旋律。 

圖 4-2-6  彈奏技巧示例 6 

出自：《鋼琴曲集第一級》〈優雅的彌賽特舞曲〉p. 16 

圖 4-2-7  彈奏技巧示例 7 

出自：《鋼琴曲集第一級》〈悲傷的洋娃娃〉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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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鋼琴曲集第二級》之彈奏技巧分析結果 

（一） 量化統計 

    《鋼琴曲集第二級》共有 15 首由羅琳女士原創之曲目，《鋼琴技巧第一級》與《鋼

琴技巧第二級》共 22 種技巧類型運用於樂曲之次數統計如表 4-2-2 所示。高達 50%以上

之技巧類型依序為「有力的手指（1-1-2）」占 100%（15 次），其次為「連結音的彈奏技

巧（1-2-7）」占 93%（14 次），再者為「有彈性的手腕（1-1-1）」占 87%（13 次），「雙手

分離獨立彈奏的技巧（1-2-11）」占 73%（11 次），「平衡的軀幹與前臂（1-1-5）」占 60%

（9 次）。「前臂的斷奏（1-2-8）」、「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1-2-9）」、「制音踏板的技巧（1-

2-12）」、「拇指滾動（2-1-1）」四種技巧類型皆占 53%（8 次），同時可發現「拇指滾動（2-

1-1）」為《鋼琴技巧第二級》之技巧類型運用於《鋼琴曲集第二級》最多者。 

    未達 50%之技巧類型依序為「拇指和其他手指重心的轉移（2-1-2）」占 47%（7 次），

「拇指穿山洞（2-1-3）」占 40%（6 次），「重疊踏板的技巧（2-2-1）」、「斷連奏（2-2-3）」

皆占 33%（5 次），「手腕的左右轉動（1-1-3）」占 27%（4 次），「兩個音的圓滑奏（1-1-

4）」、「手腕由下往上繞圈轉動（2-2-2）」皆占 20%（3 次），「獨立的手指（1-1-6）」、「手

腕繞圈轉動的彈奏技巧（1-2-10）」、「手腕的斷奏（2-2-4）」、「強化主音（2-2-6）」皆占

13%（2 次），「震音（2-2-5）」占 7%（1 次），「手臂平穩移動（2-1-4）」則未出現於《鋼

琴曲集第二級》之樂曲。 

圖 4-2-8  彈奏技巧示例 8 

出自：《鋼琴曲集第一級》〈鼓之舞〉p. 10-11 

 



94 

表 4-2-2 

《鋼琴曲集第二級》之彈奏技巧分析結果 

註：同一技巧類型運用於同一曲僅計算一次；曲目數＝次數。 

技巧類型 曲目 曲目小計 比例 

1-1-1 
2/8-10, 2/12-13, 2/15, 2/16-17, 2/18-19, 2/20-21, 2/22-

23, 2/24-25, 2/26-27, 2/28-29, 2/30-31, 2/32-33, 2/34-36 
13 87% 

1-1-2 

2/8-10, 2/11, 2/12-13, 2/14, 2/15, 2/16-17, 2/18-19, 

2/20-21, 2/22-23, 2/24-25, 2/26-27, 2/28-29, 2/30-31, 

2/32-33, 2/34-36 

15 100% 

1-1-3 2/8-10, 2/12-13, 2/15, 2/34-36 4 27% 

1-1-4 2/8-10, 2/14, 2/16-17 3 20% 

1-1-5 
2/8-10, 2/12-13, 2/16-17, 2/22-23, 2/24-25, 2/26-27, 

2/30-31, 2/32-33, 2/34-36 
9 60% 

1-1-6 2/32-33, 2/34-36 2 13% 

1-2-7 

2/8-10, 2/11, 2/12-13, 2/14, 2/15, 2/16-17, 2/20-21, 

2/22-23, 2/24-25, 2/26-27, 2/28-29, 2/30-31, 2/32-33, 

2/34-36 

14 93% 

1-2-8 
2/12-13, 2/16-17, 2/20-21, 2/22-23, 2/24-25, 2/28-29, 

2/30-31, 2/34-36 
8 53% 

1-2-9 
2/8-10, 2/12-13, 2/16-17, 2/22-23, 2/24-25, 2/28-29, 

2/30-31, 2/34-36 
8 53% 

1-2-10 2/11, 2/16-17 2 13% 

1-2-11 
2/8-10, 2/11, 2/12-13, 2/15, 2/16-17, 2/18-19, 2/22-23, 

2/24-25, 2/26-27, 2/30-31, 2/34-36 
11 73% 

1-2-12 
2/12-13, 2/16-17, 2/18-19, 2/20-21, 2/24-25, 2/28-29, 

2/30-31, 2/34-36 
8 53% 

2-1-1 
2/8-10, 2/12-13, 2/16-17, 2/20-21, 2/22-23, 2/26-27, 

2/30-31, 2/34-36 
8 53% 

2-1-2 
2/8-10, 2/12-13, 2/14, 2/22-23, 2/24-25, 2/26-27, 2/34-

36 
7 47% 

2-1-3 2/8-10, 2/12-13, 2/14, 2/22-23, 2/24-25, 2/26-27 6 40% 

2-1-4  0 0% 

2-2-1 2/24-25, 2/26-27, 2/30-31, 2/32-33, 2/34-36 5 33% 

2-2-2 2/18-19, 2/32-33, 2/34-36 3 20% 

2-2-3 2/8-10, 2/11, 2/15, 2/18-19, 2/34-36 5 33% 

2-2-4 2/22-23, 2/28-29 2 13% 

2-2-5 2/11 1 7% 

2-2-6 2/26-27, 2/30-31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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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性描述 

    《鋼琴技巧第二級》共有 10 種新技巧，包括「音階的技巧」及「六種新的技巧」，

研究者依照該冊技巧類型之排序，列出《鋼琴曲集第二級》首次使用該技巧之樂曲，可

發現「拇指滾動（2-1-1）」、「拇指和其他手指重心的轉移（2-1-2）」、「拇指穿山洞（2-1-

3）」、「斷連奏（2-2-3）」皆於〈C 大調小奏鳴曲第一樂章〉（2/8-10）首次出現，此曲 A

段右手運用許多音階音型模進，有助於學生練習音階技巧，其大量使用 2-1-2 與 2-1-3 為

彈奏上行音階的技巧，如圖 4-2-9 所示，較少使用 2-1-1 與 2-1-2 彈奏下行音階的技巧，

由此亦可發現， 2-1-1、2-1-3 分別與 2-1-2 的重心轉移併用於下行及上行音階。2-2-3 使

用於左手和絃的斷連奏，此曲亦是此套教材首次出現斷連奏語法的曲目。 

 

 

    「重疊踏板的技巧（2-2-1）」出現於〈轉位的雷格舞曲〉（2/24-25）分解和絃轉位練

習，配合左手低音連續踩踏延音踏板來彈奏，如圖 4-2-10 所示。 

 

圖 4-2-9  彈奏技巧示例 9 

出自：《鋼琴曲集第二級》〈C 大調小奏鳴曲第一樂章〉p.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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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腕由下往上繞圈轉動的技巧（2-2-2）」出現於〈藍調鋼琴曲〉（2/18-19）之右手

三連音音型，以 2-2-2 之手腕繞圈轉動動作反覆彈奏貫穿全曲的右手旋律，如圖 4-2-11

所示。 

 

 

    「手腕的斷奏（2-2-4）」出現於〈莊嚴的進行曲〉（2/22-23）之 B 段右手部分，以 2-

2-4 彈奏同音重複及三度上行的斷奏音型，如圖 4-2-12 所示，此曲亦同時使用 1-2-8、1-

2-9 兩種斷奏技巧以展現不同斷奏之觸鍵形式。 

 

 

    「震音（2-2-5）」出現於〈C 大調小奏鳴曲第二樂章〉（2/11）之右手八分音符音型，

如圖 4-2-13 所示，以連奏表現歌唱性的旋律線條。 

圖 4-2-10  彈奏技巧示例 10 

出自：《鋼琴曲集第二級》〈轉位的雷格舞曲〉p. 24-26 

圖 4-2-11  彈奏技巧示例 11 

出自：《鋼琴曲集第二級》〈藍調鋼琴曲〉p. 18-19 

圖 4-2-12  彈奏技巧示例 12 

出自：《鋼琴曲集第二級》〈莊嚴的進行曲〉p.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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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  彈奏技巧示例 13 

出自：《鋼琴曲集第二級》〈C 大調小奏鳴曲第二樂章〉p. 11 

    「強化主音（2-2-6）」出現於〈G 大調變奏曲〉（2/26-27），以 2-2-6 彈奏須強化主音

之主題旋律，如圖 4-2-14 所示，左手 3 度與右手 6 度之雙音皆須以強化主音的彈奏方式

凸顯出相同旋律。 

 

 

    「手臂平穩移動（2-1-4）」與 2-1-2 有關，強調手臂平穩跟著手指彈奏移動，在《鋼

琴曲集第二級》中羅琳女士並未將其特別標示，故研究者亦未標示出 2-1-4 之運用，並

推測此技巧為 2-1-2 之衍生觀念。 

  

圖 4-2-14  彈奏技巧示例 14 

出自：《鋼琴曲集第二級》〈G 大調變奏曲〉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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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鋼琴曲集第三級》之彈奏技巧分析結果 

（一） 量化統計 

    《鋼琴曲集第三級》共有 13 首由羅琳女士原創之曲目，《鋼琴技巧》共 33 種技巧

類型運用於樂曲之次數統計如表 4-2-3 所示。高達 50%以上之技巧類型依序為「有力的

手指（1-1-2）」占 100%（13 次），其次為「有彈性的手腕（1-1-1）」、「連結音的彈奏技

巧（1-2-7）」皆占 92%（12 次），再者為「雙手分離獨立彈奏的技巧（1-2-11）」、「制音

踏板的技巧（1-2-12）」皆占 85%（11 次），「平衡的軀幹和前臂（1-1-5）」、「拇指和其他

手指重心的轉移（2-1-2）」、「拇指穿山洞（2-1-3）」皆占 69%（9 次）。 

    未達 50%之技巧類型依序為「前臂的斷奏（1-2-8）」、「拇指滾動（2-1-1）」、「重疊踏

板的技巧（2-2-1）」、「斷連奏（2-2-3）」皆占 46%（6 次），「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1-2-

9）」占 38%（5 次），「圓規作圖般的重心轉移（3-1-1）」占 31%（4 次），「手腕繞圈轉動

的彈奏技巧（1-2-10）」、「手腕的斷奏（2-2-4）」、「弓形的琶音（3-2-3）」皆占 23%（3 次），

「手腕的左右轉動（1-1-3）」、「兩個音的圓滑奏（1-1-4）」、「手腕由下往上繞圈轉動的技

巧（2-2-2）」、「雙手交互使用的技巧（3-3-1）」、「手的伸展與收縮（3-3-3）」、「騎在鍵上

的技巧（3-3-4）」皆占 15%（2 次），「獨立的手指（1-1-6）」、「琶音的重心轉移（3-2-1）」、

「半音階音型及半音階的技巧（3-3-2）」、「柔音踏板的技巧（3-3-6）」皆占 8%（1 次）。

「手臂平穩移動（2-1-4）」、「震音（2-2-5）」、「強化主音（2-2-6）」、「手的張開與合起（3-

1-2）」、「均衡的琶音（3-2-2）」、「手腕的翻轉輕打（3-3-5）」等技巧類型則未出現於《鋼

琴曲集第三級》之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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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鋼琴曲集第三級》之彈奏技巧分析結果 

（續下頁） 

技巧類型 曲目 曲目小計 比例 

1-1-1 
3/8-9, 3/10-11, 3/12-13, 3/14-15, 3/20-21, 3/22-24, 

3/25-27, 3/28-29, 3/30-31, 3/32-33, 3/34-35, 3/36 
12 92% 

1-1-2 

3/8-9, 3/10-11, 3/12-13, 3/14-15, 3/16-19, 3/20-21, 

3/22-24, 3/25-27, 3/28-29, 3/30-31, 3/32-33, 3/34-35, 

3/36 

13 100% 

1-1-3 3/16-19, 3/30-31 2 15% 

1-1-4 3/16-19, 3/28-29 2 15% 

1-1-5 
3/8-9, 3/12-13, 3/20-21, 3/22-24, 3/25-27, 3/30-31, 

3/32-33, 3/34-35, 3/36 
9 69% 

1-1-6 3/20-21 1 8% 

1-2-7 
3/8-9, 3/10-11, 3/12-13, 3/16-19, 3/20-21, 3/22-24, 

3/25-27, 3/28-29, 3/30-31, 3/32-33, 3/34-35, 3/36 
12 92% 

1-2-8 3/14-15, 3/16-19, 3/20-21, 3/22-24, 3/28-29, 3/36 6 46% 

1-2-9 3/8-9, 3/16-19, 3/22-24, 3/30-31, 3/32-33 5 38% 

1-2-10 3/8-9, 3/12-13, 3/16-19 3 23% 

1-2-11 
3/8-9, 3/10-11, 3/12-13, 3/16-19, 3/20-21, 3/22-24, 

3/28-29, 3/30-31, 3/32-33, 3/34-35, 3/36 
11 85% 

1-2-12 
3/8-9, 3/10-11, 3/14-15, 3/16-19, 3/20-21, 3/22-24, 

3/28-29, 3/30-31, 3/32-33, 3/34-35, 3/36 
11 85% 

2-1-1 3/10-11, 3/16-19, 3/20-21, 3/22-24, 3/30-31, 3/34-35 6 46% 

2-1-2 
3/8-9, 3/10-11, 3/16-19, 3/20-21, 3/22-24, 3/25-27, 

3/28-29, 3/30-31, 3/34-35 
9 69% 

2-1-3 
3/8-9, 3/10-11, 3/12-13, 3/16-19, 3/20-21, 3/22-24, 

3/25-27, 3/28-29, 3/34-35 
9 69% 

2-1-4  0 0% 

2-2-1 3/12-13, 3/14-15, 3/16-19, 3/20-21, 3/22-24, 3/25-27 6 46% 

2-2-2 3/20-21, 3/28-29 2 15% 

2-2-3 3/10-11, 3/12-13, 3/16-19, 3/22-24, 3/30-31, 3/34-35 6 46% 

2-2-4 3/10-11, 3/22-24, 3/32-33 3 23% 

2-2-5  0 0% 

2-2-6  0 0% 

3-1-1 3/12-13, 3/16-19, 3/20-21, 3/30-31 4 31% 

3-1-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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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同一技巧類型運用於同一曲僅計算一次；曲目數＝次數。 

 

（二） 質性描述 

    《鋼琴技巧第三級》共有 11 種新技巧，包括「手臂重力的均衡傳遞」、「一個八度的

琶音技巧」與「六種難度較高的進階技巧」，研究者依照該冊技巧類型之排序，列出《鋼

琴曲集第三級》首次使用該技巧之樂曲，可發現「圓規作圖般的重心轉移（3-1-1）」、「弓

形的琶音（3-2-3）」、「手的伸展與收縮（3-3-3）」皆於〈渴望〉（3/12-13）首次出現，3-

1-1 強調相鄰兩音的跳進須以重心轉移方式運用於此曲 B 段的右手旋律，3-2-3 同樣運用

於 B 段左手的向上琶音音型，強調以手腕上繞的動作彈奏，如圖 4-2-15 所示。此曲在結

束音時，則以 3-3-3 的伸展技巧來彈奏八度音。 

 

 

    「琶音的重心轉移（3-2-1）」出現於〈F 大調古典變奏曲〉（3/16-19）之右手主旋律，

以連奏彈奏此琶音音型，如圖 4-2-16 所示，可發現此種技巧強調在跳進音程間須以手指

重心轉移方式彈奏。 

3-2-1 3/16-19 1 8% 

3-2-2  0 0% 

3-2-3 3/12-13, 3/16-19, 3/30-31 3 23% 

3-3-1 3/14-15, 3/22-24 2 15% 

3-3-2 3/36 1 8% 

3-3-3 3/12-13, 3/30-31 2 15% 

3-3-4 3/30-31, 3/34-35 2 15% 

3-3-5  0 0% 

3-3-6 3/25-27 1 8% 

圖 4-2-15  彈奏技巧示例 15 

出自：《鋼琴曲集第三級》〈渴望〉p. 12-13 

 



101 

 

 

    「雙手交互使用的技巧（3-3-1）」出現於〈手的遊戲〉（3/14-15），此技巧強調雙手

交互輪流彈奏，在此曲雙手以斷奏方式平均輪奏八分音符，如圖 4-2-17 所示。 

 

 

    「半音階音型及半音階的技巧（3-3-2）」出現於〈半音階練習曲〉（3/36），此曲運用

半音音型於左手伴奏與右手八分音符旋律，如圖 4-2-18 與 4-2-19 所示，使雙手皆能練

習半音階音型及其指法的運用。 

      

 

圖 4-2-16  彈奏技巧示例 16 

出自：《鋼琴曲集第三級》〈F 大調古典變奏曲〉p. 16-19 

圖 4-2-17  彈奏技巧示例 17 

出自：《鋼琴曲集第三級》〈手的遊戲〉p. 14-15 

圖 4-2-18  彈奏技巧示例 18              圖 4-2-19  彈奏技巧示例 19 

出自：《鋼琴曲集第三級》〈半音階練習曲〉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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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在鍵上的技巧（3-3-4）」出現於〈極快板的華爾滋〉（3/30-31）的左手伴奏，如

圖 4-2-20所示，可發現此技巧結合手腕左右轉動動作，將手臂力量拋到另一側的手指上，

此肢體動作能以輕鬆的方式彈奏重複的音。 

 

 

    「柔音踏板的技巧（3-3-6）」出現於〈蓮花園〉（3/25-27），使用左踏板的技巧於 A

段以產生較為柔和的音色效果，如圖 4-2-21 所示。 

 

 

    「手的張開與合起（3-1-2）」、「均衡的琶音（3-2-2）」、「手腕的翻轉輕打（3-3-5）」

雖然皆未出現於《鋼琴曲集第三級》，但研究者發現 3-1-2 與 3-2-2 分別為 3-1-1 及 3-2-1

重心轉移的衍生觀念，而 3-3-5 則是 3-3-4 強化音型中特定的重音練習。 

 

四、 《鋼琴曲集》全套之彈奏技巧分析結果 

（一） 量化統計 

    綜合上述各級之彈奏技巧分析結果，研究者依據全套《鋼琴技巧》共 33 種技巧類

型運用至《鋼琴曲集》共 48 首樂曲，統計次數以呈現各技巧類型於全套《鋼琴曲集》之

圖 4-2-20  彈奏技巧示例 20 

出自：《鋼琴曲集第三級》〈極快板的華爾滋〉p. 30-31 

圖 4-2-21  彈奏技巧示例 21 

出自：《鋼琴曲集第三級》〈蓮花園〉p.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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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比例，如表 4-2-4 所示，可發現《鋼琴技巧第一級》之技巧類型其運用之比例最高，

符合羅琳女士強調 12 種基本鋼琴彈奏技巧為各種程度之曲目皆適用的必備技巧（楊玉

珍譯，2014a）。高達 50%以上之比例即有 8 種技巧類型，由高至低依序為「有力的手指

（1-1-2）」、「連結音的彈奏技巧（1-2-7）」、「有彈性的手腕（1-1-1）」、「雙手分離獨立彈

奏的技巧（1-2-11）」、「平衡的軀幹與前臂（1-1-5）」、「前臂的斷奏（1-2-8）」、「制音踏板

的技巧（1-2-12）」、「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1-2-9）」。 

    《鋼琴技巧第二級》、《鋼琴技巧第三級》之技巧類型運用於曲目之比例皆低於 50%，

研究者推測因至《鋼琴曲集第二級》、《鋼琴曲集第三級》曲目數量減少，而《鋼琴技巧

第三級》僅使用於《鋼琴曲集第三級》，因此其比例明顯偏低為合理現象。從有關音階技

巧的技巧類型來看，可發現其比例相近，分別為「拇指和其他手指重心的轉移（2-1-2）」

占 36%（16 次），「拇指穿山洞（2-1-3）」占 31%（15 次），「拇指滾動（2-1-1）」占 29%

（14 次）。 

    「手臂平穩移動（2-1-4）」、「手的張開與合起（3-1-2）」、「均衡的琶音（3-2-2）」、「手

腕的翻轉輕打（3-3-5）」等四種技巧類型未曾運用於《鋼琴曲集》，研究者分析內容發現

此四種技巧皆為各自的前一技巧（2-1-3, 3-1-1, 3-2-1, 3-3-4）之衍生應用觀念，因此推測

為未標示於樂曲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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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鋼琴曲集》全套之彈奏技巧分析結果 

註：同一技巧類型運用於同一曲僅計算一次；曲目數＝次數。 

教材名稱 單元名稱 技巧類型 次數 比例 

《鋼琴技巧第一級》 

基本的鋼琴彈奏技巧 1 至 6 

1-1-1 38 79% 

1-1-2 48 100% 

1-1-3 12 25% 

1-1-4 10 21% 

1-1-5 30 63% 

1-1-6 4 8% 

基本的鋼琴彈奏技巧 7 至 12 

1-2-7 43 90% 

1-2-8 29 60% 

1-2-9 27 56% 

1-2-10 8 17% 

1-2-11 37 77% 

1-2-12 28 58% 

《鋼琴技巧第二級》 

音階的技巧 

2-1-1 14 29% 

2-1-2 16 36% 

2-1-3 15 31% 

2-1-4 0 0% 

六種新的鋼琴彈奏技巧 

2-2-1 11 23% 

2-2-2 5 10% 

2-2-3 11 23% 

2-2-4 5 10% 

2-2-5 1 2% 

2-2-6 2 4% 

《鋼琴技巧第三級》 

手臂重力的均衡傳遞 
3-1-1 4 8% 

3-1-2 0 0% 

一個八度的琶音技巧 

3-2-1 1 2% 

3-2-2 0 0% 

3-2-3 3 6% 

六種難度較高的進階技巧 

 3-3-1 2 4% 

 3-3-2 1 2% 

 3-3-3 2 4% 

 3-3-4 2 4% 

 3-3-5 0 0% 

 3-3-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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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性描述 

    《鋼琴曲集第一級》為適合初級至初級後期程度之學生學習的教材，其曲目音型皆

不超過五指音型範圍，學生可應用練習 12 種基本彈奏技巧於樂曲，以建立學生穩固的

技巧基礎。〈小小古典曲〉（1/21）、〈小曲〉（1/28-29）、〈小迴旋曲〉（1/32-33）此三曲為

《鋼琴曲集第一級》運用最多技巧類型之曲目，皆使用共 9 種基本彈奏技巧，可加強學

生綜合練習多種技巧。 

    《鋼琴曲集第二級》為適合初級後期程度之學生學習的教材，曲目音型的使用已超

過五指音型範圍，其中〈匈牙利變奏曲〉（2/34-36）為運用最多技巧類型之曲目，共有

15 種。該級教材不但能持續強化《鋼琴技巧第一級》之 12 種基本彈奏技巧，並運用《鋼

琴技巧第二級》之音階技巧來練習音群，再加上新的 6 種技巧於該冊曲目，加深加廣學

生先前的學習經驗。 

    《鋼琴曲集第三級》為適合中級前期程度之學生學習的教材，曲目的音型已超過五

指音型範圍，可作為學生彈奏小奏鳴曲之預備曲目，其中〈F 大調古典變奏曲〉（3/16-

19）為三級教材中具備最多種技巧類型之曲目，共使用 17 種技巧類型，該曲亦為全套

規模最大的曲目能使學生複習並運用新的技巧。該級教材能持續強化《鋼琴技巧第一級》、

《鋼琴技巧第二級》之技巧類型，亦能從中應用練習《鋼琴技巧第三級》之琶音技巧、

進階的彈奏技巧類型等，除了加深加廣學生的學習經驗，更為未來彈奏名曲作準備，以

建立學生紮實的彈奏能力。 

    綜合上述，羅琳女士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安排各級難度，創作適合不同程度學生的曲

目，並將各級技巧類型運用於原創曲目，從五指音型範圍至音階技巧再至琶音技巧的練

習，使學生逐步加深技巧的訓練。透過技巧類型反覆出現在不同的曲目中，學生能發現

技巧如何真正運用於樂曲，進而分析名家作品所使用的技巧類型，幫助學生突破在技巧

練習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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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級之學習進程 

    學習進程之次類目分為曲式結構、彈奏語法。羅琳女士注重學生在學習《鋼琴曲集》

各級曲目時能熟練至背譜彈奏以發展其音樂性，故在各樂曲皆標示出段落以呈現該曲之

曲式結構（楊玉珍譯，2014a），本研究針對各曲之曲式結構進行分析及統計。彈奏語法

包括連奏、非連奏、斷奏、斷連奏、頓音記號等五種觸鍵方式，研究者根據各樂曲之記

譜方式分析其彈奏語法，進而統計各彈奏語法之比例。以下分為《鋼琴曲集》各級之曲

式結構、彈奏語法等兩部分呈現分析結果。 

 

一、 《鋼琴曲集》各級之曲式結構分析結果 

（一） 量化統計 

    各級《鋼琴曲集》之樂曲皆在譜上清楚標示段落，研究者據此判斷該曲之曲式結構，

各曲式在各級之次數統計結果如表 4-2-5 所示。就曲式之數量而言，《鋼琴曲集第一級》

包括二段式、三段式、迴旋曲式、變奏曲式等四種曲式，《鋼琴曲集第二級》包括二段式、

三段式、奏鳴曲式、迴旋曲式、變奏曲式等五種曲式，《鋼琴曲集第三級》包括三段式、

迴旋曲式、變奏曲式等三種曲式，以《鋼琴曲集第二級》之曲式種類最多，《鋼琴曲集第

三級》之曲式種類最少。就曲式之相異而言，「二段式」出現於《鋼琴曲集第一級》、《鋼

琴曲集第二級》，「奏鳴曲式」僅出現於《鋼琴曲集第二級》；「三段式」、「迴旋曲式」、「變

奏曲式」為各級曲目皆具有的曲式種類。就曲式之比例而言，「三段式」曲種在各級皆占

最高比例，第一至第三級依序占 75%（15 次）、53%（8 次）、77%（10 次），「三段式」

在全套占 69%（33 次）亦為最高比例，次高為「二段式」占 13%（6 次），再者為「變

奏曲式」占 10%（5 次）以及「迴旋曲式」占 6%（3 次），而「奏鳴曲式」於全套則僅

占 2%（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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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鋼琴曲集》之曲式結構分析結果 

      曲式結構 

級數/比例 
二段式 三段式 奏鳴曲式 迴旋曲式 變奏曲式 

第一級 

(20 首) 

次數 3 15 0 1 1 

比例 15% 75% 0% 5% 5% 

第二級 

(15 首) 

次數 3 8 1 1 2 

比例 20% 53% 7% 7% 13% 

第三級 

(13 首) 

次數 0 10 0 1 2 

比例 0% 77% 0% 8% 15% 

合計 

(48 首) 

次數 6 33 1 3 5 

比例 13% 69% 2% 6% 10% 

註：曲目數＝次數。 

 

（二） 質性描述 

    依據各曲式在《鋼琴曲集》曲目之應用，列出各曲式結構及其特色如下： 

1. 「三段式」以“A-B-A”（1/8, 1/12, 1/14, 1/19, 1/30-31, 2/14）、“A-B-A1”（1/10-11, 1/18, 

3/32-33）、“A-B-A-Coda”（1/13, 1/15, 1/17, 1/20, 1/21, 1/24-25, 1/26-27, 2/15, 2/16-17, 

2/20-21, 2/24-25, 2/28-29, 2/30-31, 3/8-9, 3/12-13, 3/14-15, 3/20-21, 3/30-31, 3/34-35, 

3/36）、“A-B-A1-Coda”（1/28-29, 2/22-23, 3/10-11, 3/28-29）結構所構成，可發現以

“A-B-A-Coda”之結構為最多，並標示 D. C. al Coda 以指示彈奏者從頭反覆 A 段完

再接至 Coda 尾聲段落，此種記譜方式使篇幅較短，學生也不易失去練習耐性。羅琳

女士也表示，三段式返回 A 段的結構特點，也是最令人滿意的聽覺體驗。 

2. 「兩段式」以“A-B”（1/9）、“A-A1”（1/22-23, 2/18-19）、“A-A1-Coda”（2/11）、“A-

B-Coda”（2/32-33）、“A-A1-B-B1”（1/16）所構成，出現於《鋼琴曲集第一級》、《鋼

琴曲集第二級》中，可發現「兩段式」為 A、B 段或其各自之相似段落所組合而成。 

3. 「變奏曲式」以  “Theme-Var.1-Var.2-Var.3-Var.4-Var.5”（1/34-36）、“Theme-Var.1-

Theme-Var.2-Theme”（2/26-27）、“Theme-Var.1-Var.2-Var.3”（2/34-36, 3/16-19）、

“Theme-Var.1-Var.2-Var.3-Var.4”（3/22-24）所構成，可發現「變奏曲式」皆為 3 頁

以上規模較大的樂曲，以一段主題旋律再延伸發展不同的變奏段落，以〈快樂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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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奏曲〉（1/34-36）為例，變奏 1 與變奏 2 為雙手交換彈奏主旋律聲部，在變奏 3

則從大調轉到平行小調，並在段落間不斷轉換連奏與斷奏的技巧。 

4. 「迴旋曲式」以“A-A1-B-A-A1-Coda”（1/32-33, 3/25-27）、“A-B-A-C-A-Coda”（2/12-

13）所構成，可發現「迴旋曲式」為樂曲不斷返回 A 段部分，“A-A1-B-A-A1-Coda”

之結構如將其 A 段與 A1段合併則類似三段式，但因各段之規模相等，因此仍以五

段結構視之。 

5. 「奏鳴曲式」以呈示部、發展部、再現部三段所構成，僅出現在一首〈C 大調小奏

鳴曲〉（2/8-10），在呈示部與再現部皆由第一主題、第二主題所組成，發展部規模

較小，僅有 8 小節。 

    綜合上述，各曲式皆由各段落的反覆或變化來組成其曲式結構，透過作曲者羅琳女

士在每首樂曲中標示的段落，教師能向學生說明該曲之曲式結構，亦能使學生瞭解各曲

式的特色，有助於提升其練習效率與背譜能力。 

 

二、 《鋼琴曲集》之彈奏語法分析結果 

（一） 量化統計 

    彈奏語法包括連奏、非連奏、斷奏、斷連奏、頓音記號等五種觸鍵方式，研究者依

據《鋼琴曲集》各曲之記譜以分析其彈奏語法，但不計算單首樂曲之中使用各種彈奏語

法之次數，僅統計各級《鋼琴曲集》之彈奏語法種類，其分析結果如表 4-2-6 所示。就

比例而言，《鋼琴曲集第一級》以「連奏」占 95%（19 次）為最高比例，「非連奏」占 90%

（18 次）為次高比例，「斷奏」與「頓音記號」分別各占 75%（15 次）、45%（9 次），

「斷連奏」占 0%，為三級教材中唯一未含「斷連奏」之彈奏語法；《鋼琴曲集第二級》

每首樂曲皆具有「連奏」，占 100%（15 次）之使用比例，「非連奏」、「斷奏」皆占 60%

（9 次），「頓音記號」則占 40%（6 次），「斷連奏」占 33%（5 次）雖為最少比例，但為

首次出現「斷連奏」於教材曲目；《鋼琴技巧第三級》亦以「連奏」占 92%（12 次）為

最高比例，「斷奏」與「非連奏」則分別占 77%（10 次）、69%（9 次），「斷連奏」占 46%

（6 次）高於《鋼琴曲集第二級》之比例，「頓音記號」則占 31%（4 次）低於前兩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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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之使用。就全套之彈奏語法而言，全套 48 首曲目以「連奏」占 96%（46 次）為最高

比例，依序為「非連奏」占 75%（36 次），「斷奏」占 71%（34 次），「頓音記號」、「斷

連奏」則低於 50%比例，分別占 40%（19 次）、23%（11 次）。由此可見，《鋼琴曲集》

相當注重於連奏的練習，其比例在各級皆遠高於其他彈奏語法種類。 

 

表 4-2-6 

《鋼琴曲集》之彈奏語法分析結果 

      彈奏語法 

級數/比例 
連奏 非連奏 斷奏 斷連奏 頓音記號 

第一級 

(20 首) 

曲數 19 18 15 0 9 

比例 95% 90% 75% 0% 45% 

第二級 

(15 首) 

曲數 15 9 9 5 6 

比例 100% 60% 60% 33% 40% 

第三級 

(13 首) 

曲數 12 9 10 6 4 

比例 92% 69% 77% 46% 31% 

合計 

(48 首) 

曲數 46 36 34 11 19 

比例 96% 75% 71% 23% 40% 

註：同一彈奏語法運用於同一曲僅計算一次；曲目數＝次數。 

 

（二） 質性描述 

    研究者為能呈現各彈奏語法在《鋼琴曲集》之應用，以首次出現該彈奏語法之樂曲

作為範例，連奏、非連奏、斷奏、頓音記號等四種彈奏語法同時出現於《鋼琴曲集第一

級》之〈滴答彌賽特舞曲〉（1/8），斷連奏則出現於《鋼琴曲集第二級》之〈C 大調小奏

鳴曲〉（2/8），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1. 示例一（圖 4-2-22）：《鋼琴曲集第一級》〈滴答彌賽特舞曲〉（1/8），在高音聲部依

序出現斷奏、連奏、頓音記號；在低音聲部以非連奏彈奏重複的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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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2  彈奏語法示例 1 

出自：《鋼琴曲集第一級》〈滴答彌賽特舞曲〉p. 8 

 

2. 示例二（圖 4-2-23）：《鋼琴曲集第二級》〈C 大調小奏鳴曲〉（2/8-10），在低音聲部

之和絃以圓滑線加上斷奏記號以表示斷連奏之彈奏語法。 

 

圖 4-2-23  彈奏語法示例 2 

出自：《鋼琴曲集第二級》〈C 大調小奏鳴曲〉p.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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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各級之音樂風格 

    音樂風格之次類目分為巴洛克時期、古典時期、浪漫時期、現代時期等四個音樂發

展時期。《鋼琴曲集》各樂曲皆為羅琳女士取自上述四個音樂史時期之風格所作，並於譜

上清楚標記該曲之音樂風格，研究者據此統計各級曲集之音樂風格比例，以瞭解《鋼琴

曲集》全套音樂風格之編排及比重，以下呈現分析結果。 

 

一、 《鋼琴曲集》之音樂風格分析結果 

（一） 量化統計 

    《鋼琴曲集》取自巴洛克、古典、浪漫、現代等四個音樂發展時期之音樂風格所作，

各級之各時期音樂風格分析結果如表 4-2-7 所示。在《鋼琴曲集第一級》20 首樂曲中，

可發現各時期作品之比例相同，皆為 25%（5 次），其中一首現代時期作品為取自印象樂

派之風格（曲 1/22-23）。  

    在《鋼琴曲集第二級》15 首樂曲中，各時期音樂風格作品之比例依序為 27%（4 次）、

20%（3 次）、27%（4 次）、27%（4 次），可發現該冊教材各時期作品之比例相近，巴洛

克、浪漫、現代時期作品之比例相等，僅古典時期略少於其他時期一首。 

    在《鋼琴曲集第三級》13 首樂曲中，各時期音樂風格作品之比例依序為 23%（3 次）、

8%（1 次）、38%（5 次）、31%（4 次）。首先，可發現浪漫時期之作品占 5 首為最多數，

次多為 4 首現代時期作品，其中一首（曲 3/25-27）為取自印象樂派風格，再者為 3 首巴

洛克時期作品，古典時期之作品則明顯少於其他時期作品，僅占 1 首。  

    在《鋼琴曲集》全套 48 首樂曲中，各時期音樂風格作品之比例依序為 25%（12 次）、

19%（9 次）、29%（14 次）、27%（13 次）。首先，可發現以 14 首浪漫時期作品占最多

數，再來為現代時期作品占 13 首，巴洛克時期作品占 12 首，古典時期則為全套曲目最

少數，僅占 9 首。古典時期作品數雖然明顯少於其他三個時期，但羅琳女士表明並非有

意安排此結果，而是希望學生能認識各式音樂風格，尤其在涵蓋許多風格的現代作品，

包括印象派、爵士、德布西、巴爾托克、庫普蘭、蓋西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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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鋼琴曲集》之音樂風格分析結果 

       音樂風格 

級數/比例 
巴洛克時期 古典時期 浪漫時期 現代時期 

第一級 

(20 首) 

曲數 5 5 5 5 

比例 25% 25% 25% 25% 

第二級 

(15 首) 

曲數 4 3 4 4 

比例 27% 20% 27% 27% 

第三級 

(13 首) 

曲數 3 1 5 4 

比例 23% 8% 38% 31% 

合計 

(48 首) 

曲數 12 9 14 13 

比例 25% 19% 29% 27% 

註：曲目數＝次數。 

 

（二） 質性描述 

    上一部分之量化統計係依據羅琳女士在《鋼琴曲集》各樂曲所標示之音樂風格計算

其出現次數，此部分則以表格整理每首樂曲之靈感出處或樂曲描述，再加以文字詮釋其

《鋼琴曲集》取自各時期風格之特色，如表 4-2-8 所示。 

表 4-2-8 

《鋼琴曲集》之音樂風格特色 

音樂發展

時期 
《鋼琴曲集》內容 音樂風格特色 

巴洛克 

1. 樂曲種類方面：彌賽特舞曲

（1/8）、進行曲（1/12, 2/22-23）、

變奏曲（2/26-27）、組曲之輕快舞

曲（3/28-29） 

2. 作曲家作品方面： 

(1) 巴哈：持續低音手法（1/16）、

小步舞曲（2/14, 2/15）、平均

律（3/34-35） 

(2) 韓德爾：生氣蓬勃的進行曲

（1/19） 

(3) 史卡拉第：雙手交錯及其他

相當難度的技巧（1/24-25） 

1. 舞曲具有特定韻律、節奏特性

等特點，在〈巴洛克吉格舞曲〉

（3/28-29）即取自吉格舞曲

輕快的複拍子韻律。 

2. 在穩定的節拍下彈奏富有變

化的語法，如：〈滴答彌賽特

舞曲〉使用四種彈奏語法表現

不同觸鍵方式。 

3. 手指踏板能增添聲音共鳴，在

〈優雅的彌賽特舞曲〉（1/16）

之左手聲部即以持續低音 G

音產生手指踏板的和聲效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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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傑里邁亞‧克拉克：精神奕

奕的風格（3/10-11） 

 

古典 

1. 作曲特色方面：古典時期傳統和

聲（1/9）、阿爾貝提分解和絃伴奏

型（1/15）、古典時期傳統和聲與旋

律及伴奏型（1/21） 

2. 作曲家作品方面： 

(1) 貝多芬：小曲（1/28-29）、古

典時期變奏曲（3/16-19） 

(2) 克萊蒙第：小奏鳴曲（1/32-

33） 

(3) 克萊蒙第與庫勞：小奏鳴曲

（2/8-10, 2/11, 2/12-13） 

1. 阿爾貝提低音（Alberti Bass）

頻繁使用於左手伴奏音型。 

2. 經常使用音階音型的樂段，

如：〈C 大調小奏鳴曲第一樂

章〉（2/8-10）第一主題與發展

部右手旋律大量使用音階，

為古典時期典型手法。 

3. 標示出彈奏語法，如：斷連奏

（Portato）首次出現於〈C 大

調小奏鳴曲第一樂章〉（2/8-

10）。 

浪漫 

1. 作曲特色方面：描寫自然景觀

（1/14）、兼具戲劇性和抒情性的

作品（2/30-31, 2/32-33）、豐富的

旋律（1/17） 

2. 作曲家作品方面： 

(1) 柴可夫斯基：富有表現力的

作品（1/20） 

(2) 阿爾班尼士：歌唱風格的作

品（1/26-27） 

(3) 葛利格：充滿想像力的童話

故事（1/30-31） 

(4) 佈爾格彌勒：短曲（2/16-

17） 

(5) 海勒：短曲（2/20-21）、 

(6) 孟德爾頌：表達不同情感的

風格（3/8-9） 

(7) 芬妮‧孟德爾頌：戲劇性及

流暢性的曲風（3/12-13） 

(8) 舒伯特：抒情與技巧的風格

（3/20-21） 

(9) 蕭邦：華麗鋼琴技巧作品

（3/30-31） 

(10) 舒曼：戲劇性作品（3/32-

33） 

1. 重視情感的表達，豐富的表

現力（ 1/20, 3/8-9, 3/20-21, 

3/30-31）。 

2. 歌唱性的長旋律（1/17, 1/26-

27）。 

3. 善用描寫的作曲手法（1/14, 

1/30-31）。 

4. 自由奔放，戲劇性的風格

（ 2/30-31, 2/32-33, 3/12-13, 

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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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 

1. 作曲特色方面：兩個獨立聲部的

調式音樂（1/18） 

2. 作曲家作品方面： 

(1) 印象時期（1887-1920）：德

布西（1/22-23）、拉威爾其

作品的意象（3/25-27） 

(2) 巴爾托克：民謠旋律與切分

音節奏（1/10-11）、切分音

節奏及變化氣氛（2/34-36） 

(3) 柯普蘭：受到美國民謠影響

的風格（1/13, 2/28-29） 

(4) 卡巴列夫斯基：變奏曲多變

氛圍與不同觸鍵方式（1/34-

36, 3/22-24） 

(5) 蓋希文：爵士及藍調和聲

（2/18-19） 

(6) 喬普林：雷格舞曲（2/24-

25） 

(7) 海托爾‧維拉─羅伯斯：遊

戲風格及雙手交互使用技巧

的作品（3/14-15） 

(8) 蕭士塔高維契：新奇風格的

作品（3/36） 

1. 打破既定作曲技法，全音階、

半音階等，如：兩首印象時期

風格之樂曲（1/22-23, 3/25-

27）、半音階練習曲（3/36）。 

2. 演奏者須具備彈奏複雜節奏

型態之技術。在（1/10-11）、

及（2/34-36）即取自巴爾托克

作品之切分音節奏要素。 

3. 以對位法創作，如：〈小創意

曲〉（1/18）為雙手兩個獨立聲

部的調式音樂，仿自巴洛克

的創意曲手法。 

4. 難以預測的和聲語言，如：

〈藍調鋼琴曲〉（2/18-19）使

用藍調和聲，其音響效果不

同於傳統和聲之和諧感。 

5. 可學習各式風格，包括民謠

（1/10-11, 1/13, 2/28-29）、爵

士藍調（2/18-19）等。 

  《鋼琴曲集》在巴洛克時期風格之作品，主要取自其各式樂曲種類以及巴洛克時期

代表性作曲家之創作手法如：「持續低音」，及其作品經常出現的鋼琴技巧如：以左手跨

越右手彈奏高音聲部的「雙手交錯」技巧，或是模仿代表性作品的風格；在古典時期風

格之作品取用傳統和聲進行、阿爾貝堤伴奏型等經常運用於小奏鳴曲之創作手法，以克

萊蒙第與庫勞為代表性，羅琳女士取其風格創作唯一一首奏鳴曲式（2/8-10）；在浪漫時

期風格之作品取其具有戲劇性與抒情性對比的特色，強調對於情感的表現、富有歌唱性

旋律的風格，並能描述故事與自然景象等意境。羅琳女士亦在樂曲上說明取自何位作曲

家之作品，共有 10 位不同音樂家之作品風格，使彈奏者能接觸相較原曲簡易的相似風

格樂曲；在現代時期風格之作品主要取自現代時期作曲家之作品風格，包括採用民謠旋

律的創作、爵士藍調風格，切分節奏、多種彈奏語法的使用等。其中，羅琳女士將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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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派納入現代時期，可發現取自當時兩位代表性作曲家使用全音音階、平行五度等手法

之作品風格。 

    綜上所述，羅琳女士取自各時期之音樂風格創作《鋼琴曲集》，包括當時盛行的作曲

手法、代表性作曲家之作品風格等，可見羅琳女士對於每一時期之音樂風格，甚至每位

作曲家之手法與特色皆能掌握。初級至中級前期程度之學生透過《鋼琴曲集》的練習，

即可及早接觸與各時期之音樂風格相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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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材內容，透過訪談法進行作者、譯

者之訪談，並以內容分析法分析《鋼琴曲集》之彈奏技巧、學習進程、音樂風格等內容，

分別以自編之「訪談大綱」、「《鋼琴曲集》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作為研究工具。本研究

依據訪談結果探討本教材之內涵，並針對《鋼琴曲集》之彈奏技巧、學習進程、音樂風

格等分析結果進行討論。 

    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為針對研究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結論，第二節為依據研究結果

與結論提出本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針對《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作者與譯者在教

材內涵之受訪結果，以及《鋼琴曲集》之彈奏技巧、學習進程、音樂風格等教材內容之

分析結果，提出以下結論。 

 

壹、 探討《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內涵 

一、 創作或翻譯本教材之背景 

（一） 不同角色對作者創作教材的影響 

    鋼琴教學、教材創作、實務經驗等層面皆對羅琳女士創作此套教材產生影響。

身為鋼琴教師，解決學生的困難是羅琳女士持續探究鋼琴技巧的動力，此套教材即

是她所尋求的解答；身為教材作曲家，羅琳女士考量學生的技巧需求與能力，創作

簡易的 5 指音型位置樂曲使學生養成運用肢體彈奏的習慣；身為實務經驗者，羅

琳女士舉辦多場教學工作坊，向與會的鋼琴教師介紹與示範彈奏技巧，也促使她完

成創作此套教材。 

（二） 教材理念─技巧與藝術的融合 

    教材以羅琳女士的信念為理念：演奏者如能善用肢體將有助於放鬆彈奏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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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音樂詮釋，以達到技巧與藝術的融合。本研究探討之文獻與羅琳女士的觀點相同，

主張彈奏技巧是每位演奏者表達音樂的前提更是必備之能力與條件。然而，也可發

現此套教材不同於其他教材之鋼琴技巧內容為橫向的輔助教材，而是以鋼琴技巧

為核心，強調學生發展善用肢體彈奏的能力。 

（三） 譯者親身使用教材 

    楊博士與羅琳女士為結識多年的好友，彼此具有相似的熱忱與教學理念。在一

場羅琳女士介紹如何運用《鋼琴技巧》至名曲的講座，對楊博士產生極大的震撼，

楊博士初探教材後，也發現教材強調的手腕動作是學生經常無法放鬆的癥結點。楊

博士也親身使用此套教材並經常與羅琳女士討論教材內容，可見在擔任譯者前即

對教材具備一定程度的瞭解。 

（四） 譯者對翻譯工作的重視 

    由於許多華人教師對於中文版教材的需求，羅琳女士親自邀請楊博士擔任教

材之中文翻譯工作，楊博士考量個人長年旅外生活，希望藉著翻譯的機會對臺灣

教育有所回饋與貢獻，傳承此套富有學習價值的教材。楊博士對於翻譯工作深具

使命感，希望能為臺灣鋼琴教學領域盡上一己之力。 

 

二、 如何編選或翻譯本教材之內容 

（一） 以鋼琴技巧為核心 

    鋼琴技巧為此套教材的核心內容，羅琳女士就學生最必要且易使用的技巧類

型編排「12 種基本鋼琴彈奏技巧」。最初出現的「有彈性的手腕」與「有力的手

指」為其他技巧的前提，「有彈性的手腕」能使學生前臂達到放鬆，再將手臂重量

傳遞至第一指節以達成「有力的手指」，必須先精熟此兩種技巧以建立技巧基礎，

才可發展各種技巧類型。 

（二） 「手腕」動作的運用 

    羅琳女士強調學生應有智慧地運用「手腕」之落下─提起、拋擲、轉動等三種

動作，「手腕」為此套教材之技巧根本元素，善用手腕能使手指借助手臂重量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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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飽滿集中的音響。 

（三） 翻譯教材名稱之考量 

    本教材原文名稱為“Pathways to Artistry”，楊博士認為此套教材具備豐富且完

整的學習內容，“pathways”即是學生在成為專業的音樂藝術家前所必經的學習過程。

此套教材出自於羅琳女士為能解決學生的彈奏問題而作，系統化的內容也可作為

一套技巧教學法使用，楊博士因而將中文版教材譯為《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 

（四） 教學傳承的使命 

    楊博士將翻譯教材視為個人的教育使命，由於她對翻譯細節的審慎考量，以

及高標準的品質要求，因而花費遠超過預期的時間才完成翻譯，後續的出版環節

也肩負校對與審訂的工作，可見楊博士全心投入於中文版教材之出版歷程，最後

的成果也達到理想，並期許此套教材能在臺灣傳承。 

 

三、 對本教材在教學應用之看法 

（一） 《鋼琴技巧》─適用於各種教學對象 

    此套教材主張以肢體運用的方式彈奏，對於每種技巧類型皆具清楚的定義與

描述，因此適用於各種程度的教學對象。從初級至高級程度學生、成人學生，甚至

是大學主修鋼琴之學生等，皆能從《鋼琴技巧》的技巧練習中建立正確運用肢體的

觀念，進而應用技巧類型至《鋼琴曲集》之樂曲，或是個人原先練習的困難名曲等。

透過肢體運用的彈奏方式，能使演奏者在彈奏高難度曲目時仍能保持放鬆，以避免

長時間彈奏帶來的傷害。 

（二） 《鋼琴曲集》─學習音樂內涵 

    《鋼琴曲集》除了強化學生應用各種技巧類型之外，羅琳女士也一併考慮了音

樂風格與曲式結構對於學生的重要性，希望能帶給學生完整的學習，並建議將《鋼

琴技巧》與《鋼琴曲集》搭配使用。楊博士也指出因羅琳女士熟捻各時期之風格特

色加上極富天分的創作能力，使學生在尚未達到彈奏名家作品的程度前，透過學習

《鋼琴曲集》能掌握不同時期的音樂風格，充實未來學習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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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增進教師專業能力 

    羅琳女士期待此套教材系列能幫助學生及教師瞭解肢體技巧語彙，且能依據

不同曲目的需求選擇技巧類型，以放鬆的肢體彈奏富有藝術性的音樂。楊博士也指

出此套教材能解決鋼琴教師在指導技巧的困難，使技巧教學具有次序與系統性，並

培養學生長期受用的能力。可見此套教材不僅能對學生產生學習助益，也能增進教

師的教學與演奏。 

（四） 教師教學之原則與策略 

    楊博士觀察到近年學琴人數縮減，教師應投入教學以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並使

其獲得成就感。教師在使用此套教材時，應就學生之程度與需求發揮教學巧思來設

計不同的應用練習，也應使學生自《鋼琴曲集》之音樂風格、曲式結構等內容學到

更多元的音樂面向，並依據學生程度將此套教材與《羅琳鋼琴系列》之其他曲集併

用。楊博士強調教師須身體力行練習教材內容以指導正確的技巧動作，透過教師的

教學示範使學生能清楚分辨對錯並提升練習效率。 

（五） 舉辦教學研討會─推廣與傳承 

    楊博士認為此套教材富有教學價值，建議能透過小型教學研討會，定期集結教

師討論並解決教學上的困難，希望藉此帶起基層鋼琴教師的研討風氣，激勵教師彼

此學習，提升國內鋼琴教學效能。楊博士也期許將此套教材發展為技巧教學法，進

行師資培訓。 

 

貳、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之教材內容 

一、 各級教材之彈奏技巧 

    各彈奏技巧於全套《鋼琴曲集》之運用比例，以《鋼琴技巧第一級》之「12 種基

本鋼琴彈奏技巧」之運用比例最高，其中高達 50%以上（24 首）之運用比例的技巧類

型即有 8 種，符合羅琳女士強調其為各種難度曲目皆適用的必備技巧。《鋼琴技巧第二

級》、《鋼琴技巧第三級》技巧類型之運用比例則皆低於 50%，研究者推測因至《鋼琴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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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二級》、《鋼琴曲集第三級》曲目數量減少，而《鋼琴技巧第三級》僅使用於《鋼琴

曲集第三級》，因此比例明顯偏低為合理現象。然而，「手臂平穩移動（2-1-4）」、「手的

張開與合起（3-1-2）」、「均衡的琶音（3-2-2）」、「手腕的翻轉輕打（3-3-5）」等未運用於

《鋼琴曲集》，研究者發現此四種技巧類型為其前一技巧之衍生應用觀念，因此推測為

未標示於樂曲之原因。 

    羅琳女士以循序漸進方式創作適合初級至中級前期學生使用的《鋼琴曲集》，並使

學生將各級《鋼琴技巧》之技巧類型應用於《鋼琴曲集》。《鋼琴技巧》從 5 指音型至音

階技巧，再至手型擴張的琶音技巧練習，使學生逐步加深技巧的訓練。透過技巧類型反

覆出現於《鋼琴曲集》，學生能發現並分析技巧如何真正運用於樂曲，進而解決日後練

習技巧所遭遇的困難。 

  

二、 各級教材之學習進程 

    學習進程在曲式結構方面，就數量而言，《鋼琴曲集第二級》之曲式最多，《鋼琴曲

集第三級》之曲式最少；就種類而言，「二段式」出現於《鋼琴曲集第一級》、《鋼琴曲

集第二級》，「奏鳴曲式」僅出現於《鋼琴曲集第二級》，「三段式」、「迴旋曲式」、「變奏

曲式」各級皆有出現；就比例而言，「三段式」在各級皆占最高比例。曲式結構由各段

的反覆或變化所組成，透過作者明確標示出各曲之段落，能使教師向學生說明曲式結構

亦能幫助學生瞭解各曲式特色，有助於提升其練琴與背譜效率。 

    學習進程在彈奏語法方面，「連奏」為最高比例占 46 首，依序為「非連奏」、「斷

奏」、「頓音記號」、「斷連奏」，在《鋼琴技巧第二級》始出現「斷連奏」之技巧類型，

因此其未出現於《鋼琴曲集第一級》。從全套樂曲使用連奏之極高比例（96%）可見教

材相當注重連奏的練習，使用比例在各級亦遠高於其他彈奏語法。 

 

三、 各級教材之音樂風格  

    《鋼琴曲集》為羅琳女士取自巴洛克、古典、浪漫、現代時期風格所創作之 48 首

樂曲，從各時期音樂風格所占之作品數來看，可發現以浪漫時期占 14 首為最多，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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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代時期占 13 首、巴洛克時期占 12 首，古典時期僅占 9 首為全套曲目最少數。羅

琳女士對於各時期之音樂風格，甚至每位作曲家之手法與特色皆能掌握，初級至中級前

期程度之學生，透過《鋼琴曲集》的學習可提早接觸與各時期音樂風格相似的作品。羅

琳女士創作的《鋼琴曲集》也呼應 Camp（1992）認為學生可先從較簡易的樂曲掌握各

時期的曲式與風格，以銜接至更高程度的名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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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與結論，針對教材出版商、鋼琴教學、未來研究等三方面提出

建議以作參考。 

 

壹、 對教材出版商之建議 

一、 《羅琳鋼琴系列》教材之間併用方式說明 

    本套教材《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為《羅琳鋼琴系列》之系列 1 至 3，建議

出版商能將此套教材與其他系列曲集之併用方式詳加說明，例如：建議使用第一級

的初級程度者亦可搭配《豆豆動物園》曲集等，以供鋼琴教師選材之參考。 

二、 《鋼琴技巧》之彈奏步驟可輔以圖片說明 

    《鋼琴技巧》雖具備清楚詳盡的步驟描述，使用者可遵照指示以正確的肢體動

作彈奏，但如能搭配技巧各步驟的肢體動作圖片示例，將能使學生更易掌握正確的

姿勢，並能在練習過程檢視自己的動作是否正確以提高學習效率。 

三、 《鋼琴曲集》各曲錄製成 CD 隨書贈送 

    《鋼琴曲集》各曲因涉及到音樂風格的詮釋，彈奏的表情、速度、觸鍵等因素

皆會影響其表現的風格，如能請羅琳女士本人將各樂曲錄製成 CD 隨書贈送，將能

使學生掌握各曲的風格韻味，並從聆聽之中發現各種技巧類型應用於樂曲所產生的

音色與音響效果。 

 

貳、 對鋼琴教學之建議 

一、 教學相長─從中釐清觀念並獲得新知 

    《鋼琴技巧》針對每種技巧語彙皆具詳盡的說明步驟，更清楚定義每種技巧類

型，教師也能透過教材釐清與強化個人的技巧觀念。在教學前，建議將全套技巧類

型熟練後再指導學生，以掌握教材之脈絡並能正確示範每種技巧類型。 

二、 鋼琴教師應具備多方面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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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琳女士為一位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更是多產的教材創作作曲家，為不同程度

之學生創作適合他們學習的樂曲，也投入於舉辦鋼琴教學實務工作坊，使自己能與

同業相互學習與討論。羅琳女士不斷自我增能的學習態度，及其在教學、創作、實

務方面等多角化的經營，都是我們須敬佩並學習之處。 

三、 對於鋼琴教學領域深具使命感 

    從楊博士的身上可學到身為教師並不僅於教學現況的付出，更應具有傳承教育

的使命感，也須不斷充實新知以增進自我教學能力，楊博士對於教育的熱忱與投入

是我們後輩值得學習與景仰的態度。 

 

參、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 以行動研究之教學設計探討技巧教學實際情形 

    由於本研究以訪談與內容分析法針對《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材內容進

行探討，建議未來研究能以教學設計之行動研究，探討《鋼琴技巧》之實際教學應

用情形。 

二、 此套教材於國內之教學使用現況 

    此套教材於 2014 年在臺灣發行中文版至今逾三年，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本教

材之市占率進行普查，或針對現職鋼琴教師進行問卷訪問，以瞭解本教材於國內之

使用狀況。 

  

 



125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部分： 

內政部兒童局（2010）。中華民國九十九年臺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兒

童報告書）。取自：

http://www.mohw.gov.tw/cht/DOS/DisplayStatisticFile.aspx?d=28198&s=1 

王文科、王智弘（2014）。教育研究法（16 版）。臺北市：五南。 

王潤婷（譯）（2009）。指尖下的音樂（原作者：Ruth Slenczynska）。臺北市：大地。 

朱迪（譯）（2010）。鋼琴演奏的藝術──一種科學的方法（原作者：George 

Kochevitsky）。北京市：人民音樂。（原著出版年：1959） 

但昭義（2007）。少兒鋼琴教學與輔導。臺北市：世界文物。 

吳芝儀、李奉儒（譯）（1995）。質的評鑑與研究。臺北市：桂冠。 

吳雪菁（2006）。國小學童校外音樂才藝學習、父母管教態度與自我概念關係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大學，臺東市。 

吳雅婷（2010）。談鋼琴技巧教學。藝術研究期刊，6，143-178。 

李敏雯（2006）。影響家長選擇幼兒課後才藝班因素之研究──以臺北縣公立幼稚園為

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林正枝（1997）。兒童鋼琴教學。臺北市：樂韻。 

林京燕（2008）。《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鋼琴教本中運用

爵士音樂教學內容之比較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林明慧（2005）。《可樂弗鋼琴叢書》之分析。載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編），鋼琴教

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4-73）。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林逸婷（2012）。《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芬貝爾基礎鋼琴教材》、《可樂弗鋼琴叢書

鋼琴教材》內容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126 

林曄宣（2004）。《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

材之比較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臺北市。 

姜丹（譯）（2015）。現代鋼琴演奏技巧（原作者：Karl Leimer; Walter Gieseking）。上

海市：上海音樂。 

胡心麗（2005）。《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拜爾》教本之分析。載於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主編），鋼琴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21）。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 

胡聖玲（1998）。鋼琴初階基本教學。載於彭聖錦等著，鋼琴音樂教育論文集，175-

183。臺北市:：雙木林。 

張大勝（1999）。鋼琴彈奏藝術。臺北市：五南。 

張喬惠（2010）。《艾弗瑞》與《芬貝爾》初級鋼琴教材內容之分析研究（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張欽全（2006）。論浪漫主義教學觀──李斯特。載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編），鋼

琴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0-85）。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郭妤凡（2013）。《芬貝爾鋼琴教材》之鋼琴功能性技巧之內容分析研究（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郭長揚（1985）。鋼琴教學及民族音樂。臺北市：樂韻。 

郭曉玲（2005）。《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教本之分析。載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

編），鋼琴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94-112）。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玉芸（2006）。讓琴音源自鬆靜之間──鋼琴實務教學。桃園市：原笙國際。 

陳芯綺（2008）。《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

材之比較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市。 

陳筱茜（2013）。幼兒鋼琴教材之內容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市立大學，臺

北市。 

 



127 

陳慧（2014）。《芬貝爾基礎鋼琴教材》與《美啟思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材

內容分析比較（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黃靖雅（1994）。《巴斯田》與《可樂弗》兩套初級鋼琴教材之分析比較（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黃麗瑛（1993）。鋼琴教學論。臺北市：五南。 

楊玉珍（譯）（2014a）。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 1（原作者：Catherine 

Rollin）。臺北市：大陸書店。 

楊玉珍（譯）（2014b）。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 2（原作者：Catherine 

Rollin）。臺北市：大陸書店。 

楊玉珍（譯）（2014c）。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 3（原作者：Catherine 

Rollin）。臺北市：大陸書店。 

楊玉珍（譯）（2014d）。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 1（原作者：Catherine 

Rollin）。臺北市：大陸書店。 

楊玉珍（譯）（2014e）。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 2（原作者：Catherine 

Rollin）。臺北市：大陸書店。 

楊玉珍（譯）（2014f）。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 3（原作者：Catherine 

Rollin）。臺北市：大陸書店。 

楊淑媚（2005）。《約翰‧湯姆遜》與《約翰‧修姆》鋼琴預備教本之分析。載於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主編），鋼琴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41）。臺北市：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 

楊雅茜（2012）。《音樂樹》鋼琴教本內容分析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南

大學，臺南市。 

楊嘉怡（2006）。探討學齡期學生鋼琴聽音訓練及其與鋼琴彈奏之關係-以《艾弗瑞全

能鋼琴教程》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葉乃菁（譯）（2009）。論鋼琴彈奏（原作者：Gyorgy Sandor）。桃園市：原笙國際。

（原著出版年：1995） 

 



128 

葉詩盈（2008）。以《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作為鋼琴啟蒙教材之探究（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管倖生（2010）。設計研究方法（第三版）。新北市：全華圖書。 

劉志明（1979）。西洋音樂史與風格。臺北市：大陸書店。 

劉瓊淑（1998）。鋼琴教師的基本素養。載於彭聖錦等著，鋼琴音樂教育論文集，

103-112。臺北市：雙木林。 

劉瓊淑（2005）。《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教本之分析。載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

編），鋼琴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4-93）。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歐用生（1991）。內容分析法。載於簡茂發、黃光雄（主編），教育研究法（頁 229-

254）。臺北市：師大書苑。 

歐用生（1994）。教育研究法。臺北市：師大書苑。 

賴宜含（2009）。《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學齡前鋼琴併用

聽音教材教學內容之比較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應詩真（2003）。鋼琴教學法。臺北市：世界文物。 

鍾靜儀（1999）。初級鋼琴系列教材之比較研究：《可樂弗鋼琴叢書》、《巴斯田才能鋼

琴教程》、《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高雄市。 

顏伊伶（2012）。《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與《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之內容分析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魏君如（2005）。《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與《好連得成功鋼琴教程》兩套初級鋼琴教

材之內容分析與比較（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大學，臺南市。 

魏廷格（1997）。鋼琴學習指南─答鋼琴學習 388 問。北京市：人民音樂。 

蘇金輝（2005）。《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之分析。載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編），鋼

琴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42-63）。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29 

二、 外文部分： 

Bastien, J. W. (1973). How to teach piano successfully. San Diego, CA: Neil A. Kjos Music. 

Brée, M. (1997). The Leschetizky method: A guide to fine and correct piano playing. New 

York, NY: Dover. 

Camp, M. W. (1992). Teaching piano: The synthesis of mind, ear and body. Los Angeles, 

CA: Alfred. 

Drake, K. (2011). An approach to classic repertoire. In J. Lyke, G. Haydon & C. Rollin 

(Eds.), Creative piano teaching (4th ed.). (pp. 241-254). Champaign, IL: Stipes. 

Enoch, Y. (1996). The private lesson-how to begin. In J. Lyke, Y. Enoch & G. Haydon (Eds.), 

Creative piano teaching (3rd ed.). (pp. 24-28). Champaign, IL: Stipes. 

Heiles, W. (2011a). An approach to Bach and Scarlatti. In J. Lyke, G. Haydon & C. Rollin 

(Eds.), Creative piano teaching (4th ed.). (pp. 223-234). Champaign, IL: Stipes. 

Heiles, W. (2011b). An approach to twentieth century music and beyond. In J. Lyke, G. 

Haydon & C. Rollin (Eds.), Creative piano teaching (4th ed.). (pp. 307-314). Champaign, 

IL: Stipes. 

Krieger, K. & Lyke, J. (2011). Technical development for the young pianist. In J. Lyke, G. 

Haydon & C. Rollin (Eds.), Creative piano teaching (4th ed.). (pp. 95-119). Champaign, 

IL: Stipes. 

Lu, Y. (2012). Survey of eighteen North-American piano method books: Repertoire selection 

and categories (Master’s thesis). Retrieved from http://piano.uottawa.ca/wp-

content/themes/pianolab/Publications/Methods/Lu_Yuanyuan_2012_thesis.pdf 

Lyke, J. (1996). Modes of instruction: private, group or both? In J. Lyke, Y. Enoch & G. 

Haydon (Eds.), Creative piano teaching (3rd ed.). (pp. 29-36). IL: Stipes. 

Matthay, T. (1982).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in pianoforte techniqu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0 

Rollin, C. (2006). Studio profile─summer camp for teachers. Clavier, 45(4), 16-17. 

Rollin, C. (2011). Technique and artistry. In J. Lyke, G. Haydon & C. Rollin (Eds.), Creative 

piano teaching (4th ed.). (pp. 355-364). Champaign, IL: Stipes. 

Sandӧr, G. (1995). On piano playing: Motion, sound and expression. Boston, MA: Schirmer.  

Siebenaler, D. J. (1997). Analysi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s in the piano lessons of adults 

and childre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 45(1), 6-20. 

Slenczynska, R. (1961). Music at your fingertips. New York, NY: Da Capo Press. 

Sundell, K. (2012). Comprehensive musicianship and beginner piano method books: A 

content analysis (Master’s thesi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uor.uottawa.ca/handle/10393/23570 

Uszler, M., Stewart, G., & Scott, M. S. (2000). The well-tempered keyboard teacher (2nd ed.). 

New York, NY: Schirmer. 

Woolf, H. B. (Ed.). (1980). 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8th ed.). Springfield, Mass. : 

Merriam-Webster.  

   

  

 



131 

附錄一  《鋼琴技巧》技巧代碼一覽表 

    研究者依據《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各技巧類型之級數、單元、次

序進行代碼編輯，例如：代碼 1-1-1 即為《鋼琴技巧第一級》之第一單元的第一種技巧

類型，以此類推，各級技巧內容如下表 1 至表 3 所示。 

表 1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第一級》代碼一覽表 

單元 名稱 技巧類型 代碼 

一 基本的鋼琴彈奏技巧 1 至 6 

1. 有彈性的手腕 1-1-1 

2. 有力的手指 1-1-2 

3. 手腕的左右轉動 1-1-3 

4. 兩個音的圓滑奏 1-1-4 

5. 平衡的軀幹和前臂 1-1-5 

6. 獨立的手指 1-1-6 

二 基本的鋼琴彈奏技巧 7 至 12 

7. 連結音的彈奏技巧 1-2-7 

8. 前臂的斷奏 1-2-8 

9. 迅速前推離鍵的斷奏 1-2-9 

10. 手腕繞圈轉動的彈奏技巧 1-2-10 

11. 雙手分離獨立彈奏的技巧 1-2-11 

12. 制音踏板的技巧 1-2-12 

註：《鋼琴技巧第一級》之第二單元「基本的鋼琴彈奏技巧 7 至 12」，並非自 1-2-1 開

始編碼，而是依循前一單元之技巧次序，自 1-2-7 開始編碼至 1-2-12。 

表 2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第二級》代碼一覽表 

單元 名稱 技巧類型 代碼 

一 音階的技巧 

1. 拇指滾動（與手的位置變換） 2-1-1 

2. 拇指和其他手指重心的轉移 2-1-2 

3. 拇指穿山洞 2-1-3 

4. 手臂平穩移動 2-1-4 

二 六種新的鋼琴彈奏技巧 

1. 重疊踏板的技巧 2-2-1 

2. 手腕由下往上繞圈轉動的技巧 2-2-2 

3. 斷連奏 2-2-3 

4. 手腕的斷奏 2-2-4 

5. 震音 2-2-5 

6. 強化主音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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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第三級》代碼一覽表 

單元 名稱 技巧類型 代碼 

一 手臂重力的均衡傳遞 
1. 圓規作圖般的重心轉移 3-1-1 

2. 手的張開與合起 3-1-2 

二 一個八度的琶音技巧 

1. 琶音的重心轉移 3-2-1 

2. 均衡的琶音 3-2-2 

3. 弓形的琶音 3-2-3 

三 六種難度較高的進階技巧 

1. 雙手交互使用的技巧 3-3-1 

2. 半音階音型及半音階的技巧 3-3-2 

3. 手的伸展與收縮 3-3-3 

4. 騎在鍵上的技巧 3-3-4 

5. 手腕的翻轉輕打 3-3-5 

6. 柔音踏板的技巧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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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鋼琴曲集》各級曲目一覽表 

 

表 

《鋼琴曲集》各級曲目一覽表 

教材名稱 曲目名稱 編碼 

《鋼琴曲集第一級》 

滴答彌賽特舞曲 1/8 

快樂舞曲 1/9 

鼓之舞 1/10-11 

布倫斐男爵進行曲 1/12 

拓荒者的遊戲 1/13 

破曉時分 1/14 

為阿爾貝堤所寫的小快板 1/15 

優雅的彌賽特舞曲 1/16 

俄羅斯大黑熊 1/17 

小創意曲 1/18 

巴洛克進行曲 1/19 

悲傷的洋娃娃 1/20 

小小古典曲 1/21 

西風的話 1/22-23 

吉格舞曲 1/24-25 

西班牙舞曲 1/26-27 

小曲 1/28-29 

大巨人和小矮人 1/30-31 

小迴旋曲 1/32-33 

快樂主題變奏曲 1/34-36 

小計 20 首 

《鋼琴曲集第二級》 

C 大調小奏鳴曲第一樂章（快板） 2/8-10 

C 大調小奏鳴曲第二樂章（優雅的行板） 2/11 

C 大調小奏鳴曲第一樂章（迴旋曲─極快

板） 

2/12-13 

小步舞曲 1 2/14 

小步舞曲 2 2/15 

阿拉貝斯克舞曲 2/16-17 

藍調鋼琴曲 2/18-19 

小觸技曲 2/20-21 

莊嚴的進行曲 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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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位的雷格舞曲 2/24-25 

G 大調變奏曲 2/26-27 

美國前奏曲 2/28-29 

義大利塔朗泰拉舞曲 2/30-31 

無言歌 2/32-33 

匈牙利變奏曲 2/34-36 

小計 15 首 

《鋼琴曲集第三級》 

興奮 3/8-9 

小喇叭進行曲 3/10-11 

渴望 3/12-13 

手的遊戲 3/14-15 

F 大調古典變奏曲 3/16-19 

A 小調即興曲 3/20-21 

C 大調音階變奏曲 3/22-24 

蓮花園 3/25-27 

巴洛克吉格舞曲 3/28-29 

極快板的華爾滋 3/30-31 

飛奔的騎士 3/32-33 

升 C 大調前奏曲 3/34-35 

半音階練習曲 3/36 

小計 13 首 

合計 48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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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專家效度審查建議 

壹、 訪談大綱──第一階段專家效度審查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作者 

（一）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創作背景。 

1. 教材之創作動機與理念為何？ 

2. 教材之出版源起與歷程為何？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宜將想追問的可能列為備忘，以（）提醒

自己。 

需修正 將訪談大綱的題目改成母

題下具有數個子題，使內

容更清楚易懂。 

 

B 可增加：「在創作過程中遇到最困難的部分

是？」 

適合 關於此問題因較偏離母題

所問的創作動機與理念，

因此未採用。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作者 

（二）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編選方式與原則。 

1. 如何選擇與編排 12 種基本彈奏技巧？ 

2. 如何編排各級教材內容之順序與難易程度？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宜再細緻先頭分析其教材，設計進一步的

問題，否則易流於表面，或問不入核心。 

需修正 針對教材初步分析後所提

出之疑問，再次進行修改

為數個子題。 

B  適合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譯者 

（一） 中文版《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緣起。 

1. 教材發行中文版之由來為何？ 

2. 擔任教材翻譯之契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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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譯者的話已有，你想進一步知道什麼？ 需修正 欲更深入瞭解中文版形成

之脈絡，因訪談問題之題

意不清，修改為更清楚詳

細的子題，並將受邀擔任

譯者之問題改成提問作

者。 

B  適合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譯者 

（二） 翻譯《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材名稱與內容。 

1. 如何翻譯與定義中文教材名稱？ 

2. 進行中文翻譯時有哪些考量？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題目與內容不盡相符，須先分析後再提

問。 

需修正 已先初步分析並提出欲釐

清之問題進行提問。但因

題意表達不清，決定將題

目再修改為數個子題並將

內容撰寫更為清楚。 

B  適合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作者與譯者 

（三）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學應用策略。 

1. 教材之適用對象為何？ 

2. 教材之應用策略為何？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教材已出版，故從作者、譯者的話採進一

步設計的問題才有意義，因對對象、策

略，書上有基本答案了。 

需修正 應用策略改為針對作者、

譯者於此套教材的使用經

驗來提問，希望能發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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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之實際應用情形。 

B （訪問作者）應用策略的問題有些過於廣

泛，能否提出更具體的問題讓作者回答，

如：「預計學生能在多久的時間內完成大約

幾冊的課程內容？」 

需修正 將有關於教材的教學應用

層面之問題內容修改更為

具體。 

（訪問譯者）感覺問譯者這個問題有點

怪，因為譯者只是傳達者的角色，這些教

材核心價值問題應由作者回答即可。 

不適合 因譯者本身亦使用這套教

材教學，欲針對其豐富的

教學經驗來訪談此套教材

之教學應用層面。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作者與譯者 

（四） 對《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期許。 

1. 期待教材對於教師教學的助益為何？ 

2. 期待教材對於學生學習的助益為何？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具體些，分層次地設計，若有多次訪問更

應再具體分次設計。 

需修正 受限於研究時程與通訊時

間無法進行多次訪問，但

希望作者、譯者能提出對

於此套教材的教學期許。 

B 訪問作者可增加：「與市面上其他教材相

比，羅琳教材最具體、最大的不同與優勢

為何？」 

需修正 關於此套教材與其他教材

之不同，已列入教材背景

層面進行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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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談大綱──第二階段專家效度審查：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作者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中文版在 2014 年於臺灣問世，為能瞭解您在創作及出

版此套教材之背景，提出問題如下： 

1. 教材之創作動機與理念為何？ 

1-1 教材之創作動機為何？  

1-2 教材之創作理念為何？  

1-3 您身兼 pianist, composer, clinician, teacher 等角色，這些角色對於您在教材創

作的影響為何？ 

2. 教材之出版源起與歷程為何？ 

2-1 身為“Alfred Music”之常駐作者，您認為此套教材與其他教材的不同為何？

2-2 出版中文版教材之背景為何？ 

2-3 邀請楊玉珍博士擔任譯者之原因為何？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C  適合  

D  適合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譯者─楊玉珍 (Yu-Jane Yang) 博士 

    為能瞭解《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翻譯背景，針對您擔任教材譯者之緣起

過程，提出問題如下： 

1. 擔任教材譯者之原由為何？ 

1-1 起初以何種方式接觸到此套教材？ 

1-2 接下翻譯工作之個人期望為何？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C 一位是作者、一位是譯者，因此不宜同時

歸在「教材之背景」的訪談面向中。應同

步調整研究目的一及對應之待答問題。 

需修正 關於譯者翻譯教材背景之

提問，單獨成一待答問題。 

D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作者─凱薩琳‧羅琳 (Catherine Ro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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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教材中可看出您特別強調技巧之藝術性，針對《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

技巧內容，提出問題如下： 

1. 如何選擇與編排技巧學習內容？ 

1-1 為何選擇 12 種基本彈奏技巧作為必備技巧？依據何種原則編排其順序？ 

1-2 技巧多數運用到「手腕」的動作，是源自學理基礎或個人經驗而來？  

1-3 教材強調「反覆、複習、加強」之技巧三大練習準則是源自學理基礎或個人

經驗而來？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C 1-2、1-3 問題是二選一的選擇題形式，應

進一步深探 what and why！ 

需修正 修改訪談問題 1-2、1-3，改

成提問種類及原因為何。 

D  適合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譯者─楊玉珍 (Yu-Jane Yang) 博士 

    從教材中獲知您對於翻譯工作的重視，為瞭解您在翻譯教材名稱與內容的考

量，提出問題如下： 

1. 如何翻譯與定義中文教材名稱？ 

1-1 翻譯教材名稱之考量為何？ 

1-2 教材命名為「教學法」之用意為何？ 

2. 進行中文翻譯時有哪些考量？ 

2-1 翻譯教材內容的原則為何？ 

2-2 翻譯過程遭遇的困難為何？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C 同「教材之背景」的建議，以更適宜的連

結這些問題內容與研究目的、待答問題。 

需修正 關於譯者翻譯教材內容之

提問單獨成一待答問題。 

D  適合  

 

 

專家審查─訪談問題 

訪談對象：作者─凱薩琳‧羅琳 (Catherine Rollin) 

    請依據您的教學經驗，針對下列教學應用相關問題，提出您的看法。 

1. 教材之使用經驗與策略為何？ 

1-1 除了適用於教材說明所指之初級至中級前期程度的學生外，此套教材還適用

於哪些教學對象？能否舉例說明其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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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材說明中提到此套教材能與其他教材進行搭配使用，能否舉例說明？ 

2. 對《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之教學期許為何？ 

2-1 預期教材能帶給鋼琴教學領域的助益為何？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C 為何不詢問原設定教學對象的「使用經驗

與策略」？如果要排除這部分的話，就需

要修改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 

但我建議應加入此部分。 

需修正 1-1 訪談問題改以提問原

設定之教學對象的使用經

驗與策略，其他提問則挪

後於 1-2、1-3 接續提問。 

D  適合  

 

 

參、 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 

一、 類目說明 

（一） 彈奏技巧 

主類目 次類目 說明 

彈奏技巧 自由落下(Free Fall) 以手臂力量垂直落下彈奏。 

五手指、音階與琶

音(Five-fingers, 

scales, arpeggios) 

手指與手腕在彈奏時有不同的高低位置；樂句開始

及彈奏黑鍵時較高，樂句結束及彈奏白鍵時較低。 

轉動(Rotation) 由上臂及前臂的肌肉所運作的前臂動作，提供拋擲

至手指的一種對稱動作。 

斷奏(Staccato) 拋擲來自上臂，手臂、手腕及手指動作同時參與。 

刺入(Thrust) 極大的瞬間觸鍵能量及琴鍵快速回應。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次類目的選擇和分析時的紀錄方式需同時

附上，否則無法理解分析的意義與目的。 

需修正 研究者依據修正意見並與

指導教授討論後，改以《鋼

琴技巧》各單元之技巧類型

作為分析次類目以計算次

數。 

 

B 彈奏技巧也許能再給手腕的運用更多說明。

還有延音踏板的運用不包含在彈奏技巧內

嗎？ 

適合／

需修正 

C 1. 多個次類目之說明不完整。 

2. 第二次類目用詞需與說明內文更貼切，

如：指腕位置。 

3. 第五次類目用詞之翻譯不甚合宜，請使

用貼近實際教學的用語。 

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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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是否有關於如何表現表情的技巧？以及踏

板技巧呢？ 

需修正 

 

（二） 學習進程 

主類目 次類目 說明 

學習進程 音樂知識 基本彈奏概念、音樂基本要素、音樂曲式結構。 

彈奏語法 非連奏、連奏、斷奏。 

技巧運用 運用何種技巧類型彈奏。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同上) 需修正  

B  適合  

C 1. 音樂知識、彈奏語法等次類目之說明文，

應加入「其他」。 

2. 技巧運用次類目的說明，應與前兩項相

同，舉出主要的類型，並加入「其他」。 

需修正 「彈奏語法」依據文獻整理

新增為五種觸鍵方式。「技

巧運用」之次類目因與「彈

奏技巧」衝突予以刪除。 

D  適合  

 

（三） 練習策略 

主類目 次類目 說明 

練習策略 準備 技巧動作之預備練習。 

反覆 反覆練習技巧類型之動作。 

加強 以不同之應用練習來強化技巧。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同上) 需修正 研究目的有所調整，因此

刪除分析《鋼琴技巧》之

類目。 

B  適合 

C 建議合併「反覆」與「加強」次類目，目

前「加強」的分析內容不易區分清楚，其

實反覆也是加強的一種練習策略。 

需修正 

D  適合  

 

（四） 音樂風格 

主類目 次類目 說明 

音樂風格 巴洛克時期 約 1600-1750 年。 

古典時期 約 1750-1820 年。 

浪漫時期 約 1790-19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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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時期 約 1900-現在。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同上) 需修正  

B  適合  

C 如鎖定這四個次類目，那主類目應改名為

「時代風格」。 

+「其他時期」次類目 

由於我沒有看過這個教本，所以有個疑問…

如有童謠、民謠、通俗樂曲、流行音樂等改

編的教材，妳要如何歸類呢？ 

需修正 本教材之曲目內容僅包括

作者取用四時期之音樂風

格所創作的作品。因此，

次類目遵照作者的四時期

分類方式，並維持以「音

樂風格」命名主類目。 

D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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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內容分析類目 

（一） 《鋼琴技巧》 

1. 分析類目表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同上) 需修正  

B 有個疑問：「彈奏技巧部分能否有更多細項

來做分類？」 

適合 改以《鋼琴技巧》之技巧

類型作為次類目，其涵蓋

《鋼琴曲集》所使用到的

彈奏技巧。 

C 不太瞭解這份工具的功能為何？如何使

用？應提供說明或是使用範例，以便於進行

效度審查。 

需修正 後方附上使用範例供參考。 

D  適合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第___級》 

技巧名稱 

分析項目 分析內容 

主類目 次類目 適用 

(勾選) 

教材內容 

 

彈奏技巧 自由落下   

五手指、音階

與琶音 

  

轉動   

斷奏   

刺入   

學習進程 音樂知識   

彈奏語法   

技巧運用   

練習策略 準備   

反覆   

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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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劃記方式示例 

譜例 1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第一級》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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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1 之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 

分析者：研究者  □協同研究者 

分析日期：105 年 7 月 15 日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C 1. 彈奏語法：非連奏，也非斷奏喔！ 

2. 譜上並未說明練習 3 要「用不同手指彈

奏每個音」，而且此頁的點是手腕。 

需修正 1. 依據文獻歸納出五種彈

奏語法，「非連奏」為 non-

legato 不具有圓滑線及斷

奏記號的音符，因此仍歸類

為「非連奏」。 

2. 因練習 3 是彈奏五指音

階位置，以不同的手指輪流

彈奏，因此分類為「加強」，

為應用手腕技巧的五指音

階練習。 

3. 因研究目的調整，本研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技巧第一級》：第一單元 

技巧名稱 分析項目 分析內容 

基本的鋼琴彈

奏技巧 1 

主類目 次類目 適用 

(勾選) 

教材內容 

有彈性的手腕 

(p. 10) 

彈奏技巧 自由落下 v 手腕藉著手臂重量自然落下。 

五手指、音階

與琶音 

  

轉動   

斷奏   

刺入   

學習進程 音樂知識   

彈奏語法 v 非連奏。 

技巧運用   

練習策略 準備 v 手腕輕輕抬起→手腕藉著手臂

力量落下琴鍵→放開琴鍵同時

手腕抬起。 

反覆 v 練習 1、2 彈兩次，練習 3 前

一、二小節連續彈三次。 

加強 v 練習 3 以不同手指彈奏每個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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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僅分析《鋼琴曲集》教材

內容。 

D  適合  

 

（二） 《鋼琴曲集》 

1. 分析類目表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第___級》 

曲目名稱 

分析項目 分析內容 

主類目 次類目 適用 

(勾選) 

教材內容 

 

彈奏技巧 自由落下   

五手指、音階

與琶音 

  

轉動   

斷奏   

刺入   

學習進程 音樂知識   

彈奏語法   

技巧運用   

音樂風格 巴洛克時期   

古典時期   

浪漫時期   

現代時期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同上) 需修正  

B  適合  

C 同前一部分主、次類目命名的建議！ 需修正 同前部分之修改方式。 

D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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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劃記方式示例： 

 

譜例 2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第一級》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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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例 2 之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鋼琴曲集第一級》 

曲目名稱 

分析項目 分析內容 

主類目 次類目 適用 

(勾選) 

教材內容 

滴答彌賽特

舞曲 

(p. 8) 

彈奏技巧 自由落下 v 前臂的斷奏、有彈性的手腕。 

五手指、音階

與琶音 

v 連結音的彈奏技巧。 

轉動   

斷奏 v 前臂的斷奏。 

刺入   

學習進程 音樂知識 v 彌賽特舞曲之簡介。 

彈奏語法 v 斷奏、連奏。 

技巧運用 

v 

前臂的斷奏、迅速前推離鍵的

斷奏、連結音的彈奏技巧、有

力的手指、有彈性的手腕。 

音樂風格 巴洛克時期 v 靈感來自巴洛克時期的彌賽特

舞曲。 

古典時期   

浪漫時期   

現代時期   

分析者：研究者  □協同研究者 

分析日期：105 年 7 月 15 日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C 1. 部分疑問請看表格中的標示。 

2. 這首曲子是作者創作的，而非採用這些

時期的樂曲。為避免讀者、分析者的誤

會，妳應該重新第一章名詞釋義中的撰

寫操作型定義。 

需修正 1. 「前臂的斷奏」為此曲作

者標示教材之彈奏技巧，出

自於《鋼琴技巧第一級》，

因此不討論「離鍵的斷奏」。 

2. 將再新增操作型定義內

容以說明教材曲目皆為作

者取自四個時期之音樂風

格特色所創作。 

D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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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專家綜合建議 

專家建議 回應與修改 

A 1. 研究目的和訪談問題不宜直接同，而需

深入找出問什麼才能夠收集到解答研究

問題的資料。 

2. 分析的目的和統計不同，需明確釐清，

並預想資料要如何整理的方式，再修改

工具。 

1. 將待答問題改為訪談問題內容

的面向，以統整訪談問題的內

涵，並將訪談問題改成更清楚、

深入的子題內容。 

2. 附上分析範例以呈現使用研究

工具之分析結果。資料整理方

式採用質性方式以文字描述各

單元分析結果，不以量化方式

統計各類目之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