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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KAWAI 考级 

 

KAWAI 考级是一种音乐能力测试制度，适用于从初学者到专业人士的所有音乐学习者。 

目前，KAWAI 考级设有 16 级～2 级，16～7 级针对业余钢琴演奏和音乐学习者，而 6～2 级则是

针对音乐教育工作者或演奏者等有志成为音乐工作者的人士。 

我们希望“KAWAI考级”能成为各位学习音乐或指导过程中的目标，并对大家的自修有所帮助。 

 

KAWAI 考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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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生考级（16 级～７级） 

 

本考级基于 KAWAI 音乐教育体系下的教材《SOUND TREE》，为学习钢琴演奏或音乐的人士而设计。 

KAWAI 音乐教育体系将音乐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划分为若干阶段（级别），以确认各个级别的学习进度，并通

过考级设定不同级别的学习目标。 

我们希望本考级能成为漫长的音乐学习过程中的“小目标”，促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增强音乐体验中所获

得的喜悦和信心。 

 

〈考试方法〉 ・初次应试的考生须由考级委员会判断，决定考试级别。 

・合格后才能参加上一级别考试。不能跳级。 

 

 

 

关于教师考级（６级～２级） 

 

本考级针对有志成为音乐教师或职业演奏员的人士，测试有关必要的技能和知识。 

 

KAWAI 钢琴考级 

从 6 级到 2 级共有 5个级别，每个级别分为“演奏级”和“导师级”。 

“演奏级”主要考察乐器的演奏能力。 

“导师级”主要考察音乐理论和视唱练耳的能力。 

 

KAWAI音乐教育考级 

从 6 级到 3 级共有 4个级别，每个级别分为“技能级”和“理论级”。 

其中，“技能级”又分为“音乐活动”和“体态律动”。 

“技能级”主要通过器乐和肢体表现来考察音乐教育能力。 

“理论级”则考察对音乐教育的思考和知识。 

 

〈考试资格〉 ・无年令限制。 

・无国籍限制。 所有考试均以中文进行。 

〈考试方法〉 ・第一次参加考试从 6 级开始。 

・合格后才能参加上一级别考试。不能跳级。 

・只有“通过了同级别的演奏级”或“同时参加同级别的技能级和导师级”考试，才

能参加钢琴的导师级考试。 

・只有“通过了同级别的技能级（包括‘音乐活动’和‘体态律动’）”或“同时参加同

级别的技能级和理论级考级”，才能参加音乐教育考级的理论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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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考级机制 

 

 

 KAWAI 钢琴考级 KAWAI音乐教育考级 

 
演奏级 导师级 

技能级  
理论级 

 音乐活动 体态律动 

教师考级 

 

２级     

３级 ３级 ３级 ３级 ３级 

４级 ４级 ４级 ４级 ４级 

５级 ５级 ５级 ５级 ５级 

６级 ６级 ６级 ６级 ６级 

 
     

学生考级 

７级     

８级     

９级     

１０级     

１１级     

１２级     

１３级     

１４级     

１５级     

１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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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钢琴考级 

 

考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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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钢琴考级 演奏级 １６级 ～ ７級 考题 

 

16 

级 

演奏《SOUND TREE 1A》中下面１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37．嗡 嗡 嗡（波希米亚民歌）第 54 页 

※老师部分由考官演奏。 

15 

级 

《SOUND TREE 1B》 

学生 

演奏《SOUND TREE 1B》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25．布 谷 鸟（德国民谣）第 47 页 

【考题２】27．小野鸭搬家（本桥真雪）第 50 页 

《SOUND TREE J》 

学生 

演奏《SOUND TREE J》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28．小野鸭搬家（本桥真雪）第 38 页 

【考题２】30．在 桥 上（法国民谣）第 41 页 ※需从头反复（D.C.）。 

14 

级 

《SOUND TREE 2》 

学生 

演奏《SOUND TREE 2》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28．静静地说晚安（外国曲）第 48 页 

【考题２】30．森林中的小小音乐家（德国民谣）第 52 页 ※需从头反复（D.C.）。 

《SOUND TREE J》 

学生 

演奏《SOUND TREE J》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51．霍夫曼船歌（J. 奥芬巴赫）第 68 页 ※需从头反复（D.C.）。 

【考题２】53．圣者的行进（美国民谣）第 72 页 ※省略反复。 

13 

级 

演奏《SOUND TREE 3A》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29．跳 舞（C. 奥尔夫）第 54 页 ※需反复及从头反复（D.C.）。 

【考题２】36．在月光下（法国民谣）第 68 页 

12 

级 

演奏《SOUND TREE 3B》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30．小步舞曲（L. 莫扎特）第 58 页 ※省略所有反复。 

【考题２】35．美人鱼之歌（C. M. v. 韦伯）第 68 页 ※省略反复。 

11 

级 

演奏《SOUND TREE 4A》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34．小 钢 琴（G. 默尼耶）第 70 页 

【考题２】36．斯拉夫舞曲（E. J. 彭德尔顿）第 76 页 

10 

级 

演奏《SOUND TREE 4B》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32．快乐的磨坊主（鹅妈妈童谣）第 70 页 

【考题２】36．小奏鸣曲 第一乐章（L. 科勒）第 76 页 ※省略所有反复。 

９ 

级 

演奏《SOUND TREE 5A》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16．小奏鸣曲 第一乐章（A. 迪亚贝利）第 30 页 ※省略反复。 

【考题２】25．左手练习（B. 巴托克）第 48 页 

８ 

级 

演奏《SOUND TREE 5B》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21．机器娃娃（D. 肖斯塔科维奇）第 42 页 

【考题２】23．小奏鸣曲 第一乐章（F. 库劳）第 46 页 ※省略反复。 

７ 

级 

演奏《SOUND TREE 6》中下面２首乐曲。（背谱・看谱均可） 

【考题１】13．赋格曲  G 小调（G. P. 泰勒曼）第 38 页 

【考题２】17．小小牧羊人（C. 德彪西）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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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钢琴考级 演奏级 6 级 考题 

 

曲 目 １ 自选以下任意一首巴赫作品，并背谱弹奏。 

１）巴赫 二部创意曲No.2, C小调, BWV773 

２）巴赫 二部创意曲No.4, D小调, BWV775 

３）巴赫 二部创意曲No.14, 降 B 大调, BWV785 

曲 目 ２ 自选一首曲目。不能挑选 J. S. Bach 的作品。 

背谱弹奏。 

＊演奏时间：5 分钟左右 

编配伴奏 1. 旋律与低音 

根据当天提示的旋律、音级标记及最初小节的低音音型，弹奏旋律与低音。 

＊小 节 数：8～12 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C, G, F 大调 及 A, E, D 小调 

＊音级标记：           

＊准备时间：30 秒 (不可出声) 

考试要点：能够正确理解音级标记与低音之间的关系并弹奏。 

(参考例) 根据以下旋律、音级标记及最初小节的低音音型，右手弹奏旋律、左手弹奏低音。 

 
 

 

2. 和弦与低音 

根据当天提示的和弦标记及最初的音型，弹奏和弦与低音。 

＊小 节 数：８～12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C, G, F 大调 及 A, E, D 小调  

＊和弦范围：大/小和弦，半减七和弦, 属七和弦. 

原位和第二转位（  ），及借用和弦。 

＊准备时间：30 秒（不可出声） 

考试要点：对和声标记有正确的理解。 

(参考例) 根据以下的和弦标记及最初的音型，右手弹奏和弦，左手弹奏低音。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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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钢琴考级 导师级 6 级 考题 

 

理   论 音乐知识问题 

（音乐术语, 音程, 罗马数字低音, 和声标记, 音阶） 

考试要点：测试考生对于乐理知识的理解（主要考察古典音乐知识）。 
 

 

和   声 完成下列带音级标记的四部和声。 

包括和弦的原位，第一转位和第二转位。  

＊小 节 数：8 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C, G, D, F, 降 B 大调 及 A, E, B, D, G 小调 

＊考试时间：60 分钟 (含“理论”及“和声”) 

考试要点：测试考生理解音级标记及编配合适的和声进行的能力。 

(参考例) 完成四部和声 

  

 
 

听写旋律 听一段复调音乐（二声部），并写出旋律声部。 

＊小 节 数：8 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C, G, F 大调 及 A, E, D 小调 

考试要点：听写复调（二声部）音乐的旋律进行。 

 

［考试方法］ 

调性·拍子·主和弦于演奏开始前提示。  

１．全 曲 演 奏：１次 

２．前 半 部 分：３次 

３．全 曲 演 奏：１次 

４．后 半 部 分：３次 

５．全 曲 演 奏：１次 

各演奏之间间隔 15 秒。 

 演奏全部结束后有 1 分钟的答疑时间。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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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钢琴考级 演奏级 5 级 考题 

 

曲 目 １ 自选以下任意一首巴赫作品，背谱弹奏。 

１）巴赫 三部创意曲No.10, G大调, BWV796 

２）巴赫 三部创意曲No.11, G 小调, BWV797 

３）巴赫 三部创意曲No.14, 降 B 小调, BWV800 

曲 目 ２ 自选一首曲。不能挑选 J. S. Bach 的作品。背谱弹奏。 

＊演奏时间：5 分钟左右 

编配伴奏 １．旋律与低音 

根据当天提示的旋律、音级标记及最初小节的低音音型，弹奏旋律与低音。 

＊小 节 数：12～16 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C, G, D, F, ♭B 大调 及 A, E, B, D, G 小调 

＊音级标记： 

＊准备时间：30 秒 (不可出声) 

考试要点：能够正确的理解罗马数字标记与低音之间的关系并弹奏。 

(参考例) 根据以下旋律、音级标记及最初小节的低音音型，右手弹奏旋律、左手弹奏低音。 

 

D:   
 

 

２．和弦与低音 

根据当天提示的和弦标记及最初小节的音型，弹奏和弦与低音。 

＊小 节 数：12～16 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C, G, D, F, ♭B 大调 及 A, E, B, D, G 小调 

＊和弦范围：大/小调，小七和弦, 减七和弦 

半减七和弦, 属七和弦（包括转位和借用和弦） 

＊准备时间：30 秒 (不可出声) 

考试要点：对和声标记有正确的理解，用合适的和弦进行连接。 

(参考例) 根据以下的和弦标记及最初小节的音型，右手弹奏和弦，左手弹奏低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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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钢琴考级 导师级 5 级 考题 

 

理   论 音乐知识问题。 

(音乐术语, 乐理知识, 和弦标记, 调性及移调, 音乐分析) 

考试要点：测试考生对于乐理知识的理解（主要考察古典音乐知识）。 
 

 

和   声 完成下列带音级标记的四部和声。 

包括属七和弦的原位, 第一转位, 第二转位及第三转位。 

＊小 节 数：8～12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C, G, D, A, E, F, ♭B, ♭E, ♭A大调 以及 A, E, B, #F, #C, D, G, C, F 小调 

＊考试时间：60 分钟 (包括“理论”和“和声”部分) 

考试要点：测试考生理解罗马数字低音及编配和声进行的能力。 

(参考例) 完成四部和声 

 

 
 

听写旋律 听一段复调音乐（二声部），并写出旋律声部。 

＊小 节 数：8 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C, G, D, F, ♭B 大调 及 A, E, B, D, G小调 

考试要点：听写复调（二声部）音乐进行的旋律。 

 

［考试方法］ 

调性·拍子·主和弦于演奏开始前提示。  

１．全 曲 演 奏：１次 

２．前 半 部 分：３次 

３．全 曲 演 奏：１次 

４．后 半 部 分：３次 

５．全 曲 演 奏：１次 

各演奏之间间隔 15 秒。 

 演奏全部结束后有 1 分钟的答疑时间。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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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钢琴考级 演奏级 4 级 考题 

 

曲 目 １ 自选以下任意一首巴赫作品，背谱弹奏。 

只弹奏前奏曲。 

１）巴赫 前奏曲与赋格No.4, 升 C小调, BWV849 (巴赫十二平均律 上册) 

２）巴赫 前奏曲与赋格No.18, 升G 小调, BWV863 (巴赫十二平均律 上册) 

３）巴赫 前奏曲与赋格No.19, A大调, BWV888 (巴赫十二平均律 下册) 

曲 目 ２ 自选一首曲目。不能挑选 J. S. Bach 的作品; 背谱弹奏。 

＊演奏时间：5～10分钟 

编配伴奏 根据当天提示的旋律，编配伴奏并演奏。 

音级标记中会有借用和弦。 

＊小 节 数：12～16 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F大调 ／♭B 大调 ／ C小调 ／ E小调 ／ B 小调 ／ A大调 

＊准备时间：１分钟 (可出声) 

考试要点：根据旋律编配合适的和声伴奏并弹奏。 

用合适的和弦进行和声连接。 

根据旋律编配合适的伴奏音型并弹奏。 

(参考例) 给下面的旋律编配伴奏，在给出罗马标记的地方用正确的和声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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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钢琴考级 导师级 4 级 考题 

 

理   论 １．读谱 

回答古典音乐中管弦乐队或室内乐总谱的一些问题。 

考试要点：测试考生关于管弦乐队和室内乐总谱的音乐知识。 

测试考生是否掌握总谱中的音乐记号，音乐体裁，乐器种类等。 
 

 

２．钢琴谱写作 

根据当天提示的旋律、音级标记、和弦标记及最初的伴奏音型, 写出合适的内声部及左手声部。 

与 4 级和声内容相同（包含减七和弦, 增六和弦）。 

考试时不能使用键盘乐器。 

＊小 节 数：８小节左右 

考试要点：测试考生和声进行的知识掌握能力。 

根据旋律编配合适的伴奏。 

通过旋律和和声标记来确定合适的内声部。 

选择合适的和声进行连接。 

用给出的数字低音确定合适的伴奏音型。 

(参考例) 根据旋律、和声标记及数字低音完成括号中左手伴奏的部分， 

以及标有★括号的内声部部分。 

 

 

♭B        ♭B  /D      ♭E        ♭Em      ♭B  /D               ♭E         

 ♭B   :                        ⅳ               /Ⅵ                 

 

 
 

♭B         /B       Cm              ♭B  /F              /♭B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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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声 完成除高声部外其余所有不完整声部的四部和声。 

包含借用和弦。 

＊小 节 数：8～12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所有调性 

＊考试时间：90 分钟 (包括“理论”及“和声”部分) 

考试要点：根据音乐的走向及和声进行，测试考生对和声的理解能力。 

(参考例) 完成四部和声。 

 

 
 

视   奏 读谱并视奏当天提示的一首钢琴乐曲（不能提前看谱）。 

＊小 节 数：12～16 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C, G, D, A, F, ♭B, ♭E 大调 及 A, E, B, #F, D, G, C小调。 

＊准备时间：１分钟（不可出声) 

考试要点：从乐谱中判断音乐的调性并表现出来。 

(参考例) 分析乐谱后，弹奏下面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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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钢琴考级 演奏级 3 级 考题 

 

曲 目 １ 自选以下任意一首巴赫作品，背谱弹奏。 

弹奏前奏曲及赋格。 

１）巴赫 前奏曲与赋格No.11, F大调, BWV856 (巴赫 十二平均律上册) 

２）巴赫 前奏曲与赋格No.13, 升 F 大调, BWV858 (巴赫 十二平均律上册)  

３）巴赫 前奏曲与赋格No.12, F小调, BWV881 (巴赫 十二平均律下册)  

曲 目 ２ 自选一首曲目。不能挑选 J. S. Bach 的作品。背谱弹奏。 

＊演奏时间：5 分～10 分钟以内 

编配伴奏 根据当天提示的旋律，编配伴奏并演奏。 

＊小 节 数：16～20 小节左右 

＊调性范围：G小调 ／ C 小调 ／♭A大调 ／ G大调 ／ B 小调 ／ A大调 

＊准备时间：１分钟（可出声） 

考试要点：根据旋律选择合适的和声及转调方式并弹奏。 

用合适的伴奏形式连接的进行。 
 

 

 

 

 

 

 

 

KAWAI 钢琴考级 导师级 3 级 考题 

 

音乐分析 回答当天提示的钢琴谱中的问题。 

考试要点：从调性及其关系调，终止式，和弦外音，动机用法，乐句高潮的形成，和声变化的技巧等

各个方面来测试考生理解，掌控音乐的能力。 
 

 

钢琴谱写作 根据当天提示的旋律，音级标记和已给出的伴奏，写出合适的内声部和左手声部。 

考试时不能使用键盘乐器。 

＊小 节 数：16～32 小节左右 

＊考试时间：90 分钟 (包括“音乐分析”和“编写钢琴曲谱”部分) 

考试要点：测试考生对于和声进行知识的掌握能力。 

测试考生编配和声连接的能力。 

通过给出的数字低音来确定合适的伴奏形式。 

根据给出的和声进行来确定合适的内声部。 
 

 

视   奏 读谱并视奏当天提示的一首钢琴曲谱（不能提前看谱）。 

＊小 节 数：16～20 小节左右 

＊准备时间：１分钟 (不可出声) 

考试要点：观察发现乐谱中拍子，调性以外的为微妙变化，以提高音乐的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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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钢琴考级 演奏级 2 级 考题 

 

自选曲目 自行选择曲目并举办小型演奏会。 

至少弹奏一首巴赫的作品。 

要求全部背谱演奏。 

演奏时间：30～40分钟（演奏开始～演奏结束） 

曲目及数量不限。 

＊递交音乐会曲目后不得临时更换曲目。 

＊尽量使用原版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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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考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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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技能级 音乐活动 6 级 考题 

 

节奏演奏 Ⅰa 

（节奏视奏） 

 

 

 

预读并演奏当天所提示的节奏谱，以下方式任选其一。 

１）双响筒   ２）响 板   ３）铃 鼓   ４）拍 手 

１）～４）可任意选择。 

＊小 节 数：８小节左右 

＊准备时间：10秒（不可出声） 

※考场的乐器由 KAWAI 考级委员会准备。 

 (参考例) 演奏以下节奏。 

 
 

 

节奏演奏 Ⅰb 

（节奏模仿） 

 

模仿考官演奏的，以两小节为单位的节奏，下面方式任选其一。 

１）双响筒   ２）响 板   ３）铃 鼓   ４）拍 手 

１）～４）选项中可任意选择。 

※考官用双响筒演奏节奏。 

※考场的乐器由 KAWAI 考级委员会准备。 

 (参考例) 考官演奏后，随即模仿演奏相同的节奏。 

 
 

 

歌   唱 当天将从以下乐曲中指定一首演唱。 

背谱唱・看谱唱均可。 

１）“小鸟小鸟” 作詞：金波 / 作曲：刘庄（G Major） （仅演唱第一段歌词） 

２）“小子兎乖乖” 民谣（C Major） （仅演唱第一段歌词） 

※考场的乐谱及伴奏由 KAWAI 考级委员会准备。 

  

考官 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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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技能级 体态律动 6 级 考题 

 

基于音乐要素 

安排动作 Ⅰ 

捕捉所听音乐的节奏和重拍，按照正确的节奏做踏步及行进动作。 

当天的考题音乐，没有试听时间。 

编创动作 Ⅰ 

 

用身体动作来表现当天演奏的标题音乐。 

当天的考题音乐，可以试听一次。 

(参考例) 用身体动作来表现以下标题音乐。 

“愉快地做饭”   “星期日的公园” 
 

 

印象正即兴演奏 根据当天提示的标题，进行演奏。 

＊准备时间：１分钟（不可出声） 

＊演奏时间：１分钟左右 

(参考例) 根据以下标题，进行演奏。 

“大象和老鼠的对话”   “郁金香田” 
 

 

 

 

 

 

 

 

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理论级 ６级 考题 

 

与音乐和教育 

相关的问题 

１．理论问题 

回答与音乐·音乐教育·教育相关的问题。 

※考题涉及领域较为广泛。 

２．旋律创作 

根据指定调性和拍子，从当天提示的五首歌曲的曲名中任选一首，另行创作单声部旋律。 

标注合适的速度记号和强弱记号。不需填写歌词。 

＊考试时间：60分钟（含“笔试问题”和“乐谱改编”部分） 

 (参考例) 按照指定调和拍子，创作单声部旋律。 

标注合适的速度记号和强弱记号。不必标记歌词。 

“看星”  作詞：钟 灵 ／ 作曲：佚名 

C 大调  2/4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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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技能级 音乐活动 ５级 考题 

 

节奏演奏 Ⅱ 

(手脚的节奏视奏) 

 

视唱当天提示的两部分节奏谱后，请使用手和脚来演奏。 

＊小 节 数：８小节左右 

＊准备时间：20秒（不可出声） 

※手的演奏部分，可拍手或拍打身体。 

※可坐在椅子上演奏。 

※考场椅子由 KAWAI 考级委员会准备。 

 (参考例) 演奏以下节奏。 

不能太慢 

 
 

 

弹 唱 Ⅰ 钢琴弹唱以下指定乐曲之一，乐曲将于当天指定。 

背谱唱・看谱均可。 

１）古老的大钟   

２）在桥上 

３）森林中的小小音乐家   

★指定乐谱《跟孩子们一起来唱唱吧（子どもと歌おう）》KAWAI 出版 

如需阅览乐谱，请咨询 KAWAI 考级委员会。 

※考场乐谱由 KAWAI 考级委员会准备。 

读给孩子听・ 

朗读讲故事 

下列故事任选其一读给孩子听。 

１）读给孩子听 

  《小黑鱼》  文・图：李欧・李奥尼 ／ 译：彭 懿 （南海出版） 

２）讲故事 

从《伊索寓言》（任意出版社）中任意选择一个故事。 

可记住故事内容并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 

※考场用书由 KAWAI 考级委员会准备。 

※不能使用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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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技能级 体态律动 ５级 考题 

 

基于音乐要素 

安排动作 Ⅱ 

捕捉所听音乐的节奏和重拍，按照正确的节奏做踏步及行进动作。 

当天的考题音乐，没有试听时间。 

编创动作 Ⅱ 

 

配合当天演奏的标题音乐做身体动作。 

※当天的考题曲目，可以试听一次。 

 (参考例) 配合以下标题音乐做身体动作。 

“动摇之心”   “早春” 
 

 

用于活动的 

即兴演奏 Ⅰ 

按顺序即兴演奏能够启发诱导当天指定的两个动作的音乐。 

＊出题范围：走 / 跑 / 蹦跳 

＊演奏时间：１分钟左右 

※按顺序即兴演奏能够启发诱导当天指定动作的音乐。 

※各段音乐之间不能断开，并保持流畅。 

 (参考例) 演奏并启发诱导下个动作。 

“ 走 → 蹦跳 ” 

 
 

 

 

 

 

 

 

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理论级 ５级 考题 

 

关于体态律动的

论述 

围绕当天提示的主题展开论述。 

＊考试时间：60分钟 

（参考例）围绕以下主题展开论述。 

主  题：阐述自己对体态律动教育有哪些意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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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技能级 音乐活动 4 级 考题 

 

弹 唱 Ⅱ 钢琴弹唱下面任意一首乐曲。 

不需要唱音名。用“啦啦啦”演唱右手的旋律部分。 

背谱唱・看谱唱均可。 

１）“波兰舞曲”  作曲：C.C. 施威斯特鲁 

２）“恶 作 剧” 作曲：J. 阿布西尔 

★指定乐谱《儿童钢琴专辑 下》KAWAI 出版 

※考场乐谱由 KAWAI 考级委员会准备。 

※如想阅览或购买指定乐谱，请联系考级委员会。 

 

舞台表演・ 

拍手游戏・ 

唱歌游戏 

任选下面一首作品，设想以孩子为对象进行表演。 

１）“在大大的栗子树下”   英国民歌    译词：KAWAI 

２）“亚伯拉罕的孩子”   外国游戏歌曲  作词：不详  译词：KAWAI 

３）“Five Currant Buns”  英国游戏歌曲  译词：KAWAI 

即使乐谱上记有游戏的描述，也不必按其所述去表演，，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考题乐曲的特点，去

设计自己的游戏。 

＊表演时间：３分钟左右 

★指定乐谱《游戏歌曲手册（あそびうたハンドブック）》KAWAI 出版 

如需阅览乐谱，可咨询 KAWAI 考级委员会。 

 

※不要用授课的方式讲课。 

※可利用纸偶戏或布板戏等方式。 

※可自由携带伴奏、乐器或其他道具。 

※考场仅提供钢琴和音源播放设备。 

※关于可播放的音源种类，可联系考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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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技能级 体态律动 4 级 考题 

 

用身体表现音乐 试听当天提示的乐曲，用身体动作来表现音乐。 

※当天的考题乐曲，可试听一次。 

※考生的所在位置，将在考试当天给予提示。 

（参考例）伴随以下乐曲，全身心来表现音乐。 

      第二钢琴奏鸣曲 Op.35 第三乐章  作曲：肖邦 

《圣者进行曲》 美国民歌 
 

 

用于活动的 

即兴演奏 Ⅱ 

用转调方式，按顺序来演奏可启发诱导当天指定的三个动作的音乐。 

＊出题范围：走 / 跑 / 蹦跳 / 摇摆 / 转圈 / 跳跃 

＊演奏时间：１分 30秒钟左右 

※按顺序来演奏可启发诱导指定动作的音乐。 

※每段音乐之间不能断开，并保持流畅。 

※演奏中要有明确的转调。在哪个位置转调都可以。 

（参考例）用音乐演奏来启发诱导下一个活动。 

“ 走 → 跳跃 → 转圈 ” 
 

 

基于小故事 

印象的即兴演奏 

根据当天提示的故事展开，演奏音乐。 

＊准备时间：2 分钟（可出声） 

＊演奏时间：2 分 30 秒钟左右 

※考题中将提示故事的标题和五个左右的场景内容。 

※不要在演奏过程中出声朗读故事，只能通过演奏来表现场景内容的发展。 

（参考例）用音乐来表现以下故事情节。 

主  题  《快乐游乐场》 

场景提示  1. 有个小男孩在休息日的时候来到了一个游乐场； 

       2. 当他走进大门，看到一个小丑在跳舞； 

      3. 小丑给了小男孩一张卡丁车的游戏券； 

      4. 小男孩坐了卡丁车； 

       5. 小男孩玩累了，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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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理论级 4 级 考题 

 

关于音乐教育的

小论文 

根据下面主题，写一篇 2,800～4,000 字的小论文。  

“游戏”是孩子（幼儿）必不可少的活动。围绕“游戏”对孩子的意义以及能充分体现该意

义且有效的音乐教育方法，举例说明并陈述自己的想法。 

※按照［笔试规定］来写。 

※考试当天提交原件和复印件各 1份给考级委员会。 

※收到的稿件将不予退还。 

 

［笔试规定］ 

＊用 Word 文档输入或者用 400 字的稿纸手写（横向书写）。 

＊Word 文档格式要求：每行 45 个字，每页 35 行。 

＊纸张大小：A4。要求加入页码。 

＊准考证号、职务（工作单位）、姓名、论文主题的封面。 

＊书写提交格式 : 每 1 个字格写入 1 个英文大写字母，每 1 个字格写入 2 个英文小写字母。 

＊2 个阿拉伯数字写入 1 个字格。 

＊使用公历纪年。 

＊用引号将文中引用文献的部分括起来，并添加脚注说明来源。 

＊最后一页内容为参考文献列表。并按照作者名、文献名称、出版社名称、出版年份、页数的顺序

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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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技能级 音乐活动 3 级 考题 

 

视谱弹唱 现场视谱后，用钢琴弹唱该乐谱。 

演唱方法自由（固定唱名法、首调唱名法）。 

＊小 节 数：12～20 小节左右 

＊准备时间：２分（不可出声） 

※考题乐曲里不包含歌词。 

自编自演 按照以下设定，创作故事并表演。 

此时，须加入一首童谣（中国传统歌曲）和以下两首歌曲。 

标  题：列车的梦想 

场景设定：那是一条沿着海岸线的观光列车线路。 

多少年来，列车就一直来往于这条铁道线上。 

有一天…… 

１）“海”      作詞：林 柳波  作曲：井上武士 

２）“黄色的列车”  作詞・作曲：後藤紀子   

即使乐谱上看到关于游戏的描述，也不必按其所述去表演，将其用作音乐剧的插曲即可。 

表演时间：５分钟左右 

★指定乐谱 

１）《跟孩子们一起来唱吧（子どもと歌おう）》KAWAI 出版 

２）《游戏歌曲手册（あそびうたハンドブック）》KAWAI 出版 

如需阅览乐谱，可咨询 KAWAI 考级委员会。 

※歌唱、跳舞、聊天以及自由演奏。 

※可自带伴奏、乐器或其他道具。 

※考场仅提供钢琴和音源播放设备。 

※关于可播放的音源种类，请联系考级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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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技能级 体态律动 3 级 考题 

 

乐曲形象化 把下面乐曲的音乐要素置换为身体表现，以便从视觉上理解把控声音和音乐，并将其通过身

体表现出来。 

交响诗《荒山之夜》 作曲：穆索尔斯基  編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从开头到第 128 小节为止。 

※考试将根据音源的演奏来进行。 

※音源由考生准备，并带到考场。 

※应使用收录原曲的音源，不允许改编。不限定演奏者。 

用于活动的 

即兴演奏 Ⅲ 

根据所给场景设定，演奏当天提示的乐曲。 

如果是声乐，可弹唱，也可只有伴奏。 

＊准备时间：３分钟（可出声） 

※同时提示乐谱和场景。 

 ※首先，按照所给乐谱，直接演奏。 

  随后，按照所给场景设定，边演奏边赋予音乐以变化。 

（参考例）下面乐曲，首先按乐谱演奏，随后按照场景设定，边演奏边赋予音乐以变化。。 

乐  曲：橡果滚滚 

场景设定：课堂上，孩子尝试剥开捡来的橡果给别的孩子看， 

刚剥开，橡果就滚落到地上。 

孩子们随之在地上打滚并唱起这首乐曲。音域可稍偏高些来唱。 
 

 

风格正即兴演奏 以当天提示的两段音乐（各４～８小节左右）为开头，分别做即兴演奏的展开。 

＊准备时间：各３分钟（可出声） 

＊演奏时间：各２分钟左右 

※所提示音乐包含古典、流行、爵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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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I 音乐教育考级 理论级 3 级 考题 

 

教学实践报告 提交以下三份报告。 

1) 教    案：20 分钟左右的儿童音乐课堂。 

         ※按照［笔试规定］来写。 

※考试当天提交原件和复印件各 1份给考级委员会。 

※收到的稿件将不予退还。 

2) 课后考察报告：教案实施后的考察总结。 

         ※使用［教案模版］制作教案。 

         ※考试当天提交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给考级委员会。 

         ※收到的稿件将不予退还。 

3) 视 频 录 像：所作教案实施的实况记录。 

※视频录像所用载体可任意决定。 

※考试当天提交原件。 

※收到的录像将不予退还。 

※课堂内容和形态（一对一/小组课）可任意选择。 

 

［教案模版］ 
      

 第   次 年  月  日  （出席人数     名）  
      

 教室名称     

 担当姓名     

      

 时间 目标 活动 孩子们的样子  

      

※上课前，填写“时间”、“目标”和“活动”。上课后，填写“孩子们的样子”。 

※总结本次课为止的教学过程、孩子的课堂实况、教学目标、注意事项等，并附上报告。 

考试要点：要求具备掌握对象状态、计划并实施教学、客观并理性地对教学进行自我评价的能力。 
 

 

音乐教育 

研究论文 

围绕以下主题，展开调查研究并写 8,000～16,000 字的论文。 

主 题：对日本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教育历史”展开调查研究，并指出所发现的问题点以后，

就音乐教育的未来展望阐述自己的音乐教育观及想法。 

※按照［笔试规定］来写。 

※考试当天提交原件和复印件各 1份给考级委员会。 

※收到的稿件将不予退还。 

考试要点：要求具备调查研究、深入探讨及论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