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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21世纪国际音乐教育的最新议题 

1. 运用科技于音乐教育 

2. 音乐教育与文化传承 

3. 非正规音乐学习 (informal music learning) 

4. 培养音乐教师以发展学生的创意 

5. 以小区音乐家辅助音乐课堂教学 

6. 融合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 

7. 职前音乐教师教育 

8. 在职音乐教师的专业发展 梁寶華 版權所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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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运用科技于音乐教育 

• 科技是必要的方式 , 以引起学生学习动机 

• 音乐教师教育必须加入科技元素 (Haning, 2016) 

• MIDI 科技能协助学生自学 / 创作 / 聆听 等 (Zhang & Sui,  
2017) 

• 学习内容应与科技融合 (Donovan et al, 2011) 

• 然而 , 音乐科技仍未能广泛运用于教师教育课程 - 在美国一项 
调查 , 只有40%的音乐教师教育课程教授学生有关音乐软件 
(Price & Pan, 2002) 

• 教育改革仍然保守 : 大学教师未能追上科技发展 梁寶華 版權所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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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如何改变音乐教育? 

•从教学主义(Instructivism) 转变为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的教育哲学 

•从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活动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活动 

•从关注本地信息转变为全球信息 

•任务和多模式信息的使用越见复杂 (Way & Webb,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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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乐教育与文化传承 
• 传承自身民族文化 

• 发展学生的文化能力 (cultural competence) 

•  文化能力有助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尊重和接受不同文化观点， 
促进机会均等 

• 正念：认知如何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 

• 认知灵活性：从多个角度看待以及理解其他文化 

• 容忍不确定：在不了解其他文化的情况下保持专注而不是变得焦虑的能 
力 

• 行为灵活性：适应和适应不同文化的行为的能力 

• 跨文化同理心：具有从想象力和情感角度来想象其他文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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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 
典型教学(authentic pedagogy) 

• 世界音乐教育 (world music education) 

• 音乐教师学习及运用该种民族音乐的内容和教学法为基础 

• 运用民族乐器等 – 还原民族音乐 

• 让学生反思民族音乐跟西方古典音乐的分别 – 文化的分别 
(Evele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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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 在亚洲, 仍然未能全面执行 

• 例如 : 马来西亚拥有多元民族和文化 , 但据 Wong, Pan & Shah  
(2015) 的调查 , 学校音乐教育面对很多困难, 包括 : 

• 教学资源不足 

• 教师教育欠完善 

• 对传统音乐文化欠深入了解 

• 音乐教师教育是关键 , 也是恶性循环 

• 教师教育课程内容如果欠缺有关训练 , 未来教师不会教授民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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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正规音乐学习 (informal music learning) 

• 来自流行音乐的学习方式 : 非正规学习 (Green, 2008) 

• 同学之间互相学习 / 学生要喜欢学习内容 , 从而自主学习 

• 教师提供环境 : 自由的空间 / 充分的时间 / 设备和器材 

• 教师提供学习的目标 

• 流行音乐是可行的学习内容 (但教师对以上的方法和教学法有保 
留) 

梁寶華 版權所有 2020 

8 



针对不参与或被动的学生的研究 (Vasil, 2019) 
运用非正规音乐学习 , 八个成功因素 : 

1. 渐进地改变 

2. 教师的自我反思 

3. 教师的自主权 

4. 加强教师的指导技巧 

5. 运用多种的协助 , 包括互联网等 

6. 学生为本的教学法 

7. 教师参与专业发展课程 

8. 在正规和非正规学习中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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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音乐教师以发展学生的创意 

富创意的教师要 : 

1. 反应灵敏，灵活且即兴 

2. 能容忍含混不清 

3. 以新颖有趣的方式思考，并把看似不一致和新颖的想法并置在 
一起 

4. 确认并使用灵活的身份 (Abramo & Reynold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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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小区艺术家辅助音乐课堂教学 

• 音乐教师未必对所有音乐内容有足够的专门知识以教学 

• 小区艺术家对艺术有专门知识和技巧 , 但欠教学法 

• 两者协作会有互补作用 , 但亦可能会有反效果 

• 梁宝华 (Leung, 2018)指出四种协作模式 : 

1. 教师主导 ; 艺术家辅助 

2. 艺术家主导 ; 教师辅助 

3. 两者共同协作 , 互相交流互补不足 

4. 教师同时跟艺术家学习 , 并获得足够知识和技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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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合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 

• 香港的小学音乐教室提供了三个政策相互影响的场所： 

• 教育改革政策 :“学会学习” 

• 融合教育政策（自闭症／过度活跃…) 

• “节省政府预算”政策 

 

• 研究指出 , 香港对音乐的融合教育的支持不足 (Wong & Chi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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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职前音乐教师教育课程 

• 如何面对教育政策 

• 培养教师解难能力、批判思维、主动等特质比证书更重要  
(Musset, 2010) 

• 加强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 , 配合音乐的知识技能 , 再加上研
究能力 , 才能成为音乐教师 (Musset, 2010) 

• 强调课程应配合当地的教育环境 , 综合多样知识 , 并让未来教师
能自行学习以应付工作需要 (Ballantyn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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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职音乐教师的专业发展 

• 在职音乐教师极需要专业课程以持续他们的发展 

• 在设计专业课程时 , 应咨询在职音乐教师 , 照顾他们的需
要 (Eros, 2011) 

• 在职音乐教师课程是最佳的方式以协助教师进步以提升教学
质 素(Vasil, 2019) 

• 流行音乐可能是最佳的音乐种类 , 它可以作为模范 , 让学生
以 非正规方式自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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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师教育在中国的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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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课题有待研究: 
•音乐种类与地域的关系 

•现在的教材中, 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比例 

•音乐教师教育课程的教学法 

•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和教学法 

•教学设备的设置以支持科技教学 

•在职和职前教师的能力和兴趣 

•中小学生的音乐兴趣和能力 

•教师教育课程的成效 – 音乐教育毕业生在学校教学 的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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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世界音乐教育接轨? 

•学者多参与国际音乐学术活动 , 如 ISME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 

•参与其世界会议及其 “学校音乐及教师教育委员会”的研讨会 

•观摩国际学者的研究和工作坊 

•与国际学者协作研究 

•参考国际期刊 , 了解国际的研究 

•发展实证研究的能力 

•邀请国际学者和大学到国内开办课程 / 讲座 

•鼓励大学课程以英语授课 , 提升大学教师和学生的英语写作 
和沟通能力 梁寶華 版權所有 202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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