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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是一个完全靠自学的音乐学生，也曾经有过正规学习音乐的梦想，也向上帝恳

切的祷告，到专业的音乐学习机构去系统的学习音乐。但是上帝好像堵住了他自己的

耳朵，完全不理会我的祈求。不过我的信心没有因此而软弱，因为上帝在他的计划中

早有安排……
感谢神，如今我已经是一名音乐教师了，回想起上帝的恩典和他伟大的计划，不

禁感叹神的伟大。他定义要叫我成为一名培养基层教会中普通信徒的教师。所以亲自

的交给我速成而且好听的钢琴技巧，使跟我学习过的学员都能在经过短暂培训后就能

一边学习一边侍奉教会了。

正规的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精英们确实是实力强大，素养很高。但是数量却不是

很多，并不能满足快速建立起来的教会需求，并且学习的时间和周期比较长，让很多

有家庭和经济上困难的信众都没有时间和经济实力来献上自己去学习。因此，在多年

的音乐探索中，在上帝亲自的指导下，我总结出了一套适用于短期速成而且实用性强

的键盘教程。让有心奉献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侍奉的瓦器。

这套教程的特点是，简单易学，注重音乐理论和理论的实践。并且强调音乐的自

由性，鼓励大家即兴发挥和即兴创作。让音乐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享受，一种自由抒发

情感的有力工具。

本教程共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键盘基础与无旋律伴奏》

这部分主要介绍了弹琴所需要的一些基本功，还有基本的和声概念。以及简单配

置和弦的方法。使用大量的练习曲来让大家直接投入到教会的侍奉之中去。

第二部分是《键盘独奏》

这部分主要介绍了键盘独奏的知识，包括 4beat 8beat 16beat的流行伴奏方式和一

些美化旋律的技巧，还有很多实用而华丽的插音技巧。让你用键盘来打动每一个听众。

这部分学习结束后，你便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司琴人员了。

第三部分是综合提高

这部分主要是介绍一些高级的和声知识，以及歌曲创作的基本知识。另外还有许多其

他风格的伴奏型式供大家丰富自己的弹奏。这部分学习完毕，你就可以成为一个

Musicman（音乐人）了。

如果大家按部就班的仔细学好这三本教程，你就已经打开了音乐的大门了，当然

要想可以自由自在的翱翔在音乐的天空路还有很远。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你应

该继续向那些有过专业音乐培训经验的老师和学生多多的学习，甚至当条件允许以后

再走近音乐院校，这些东西都能够成为帮助你的良好引导。

最后祝大家，学习顺利。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Emil-music5000@126.com 也可

以和我在 QQ中探讨关于音乐的问题 QQ 7077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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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就是专门研究声音的学科，那么我们就要系统的研究声音的特性和规律。这个世界上会存在很多的声音但

不是每一种声音都可以称之为“乐”。能够被们所利用的就是震动和谐的“乐音”，不能被利用的就是噪音。当然

了，噪音有些时候也用到音乐中来，大部分打击乐器都是噪音。乐音是有一定规律的，是我们主要研究的对象。

一、声音的四大要素 ——音高、时值、强弱、音色。

（1）音高——声音的高低。

1音高的原理

声音是由物体的震动产生的，震动的要素有两大点分别是震动的频率和振幅。

频率决定音高，振幅决定音量。震动的频率越快声音就越高，震动的越慢声音就越低。在相同的振幅下震动

的幅度越大音量就越大，震动的幅度越小音量就越小。琴弦越粗震动的频率就越慢所以声音就很低，但是由

于粗，所以震动起来的幅度就很大，因此能量也比细弦大。

2 音阶

在我们现阶段接触到的音高相关的知识就是音阶。而音阶在纸张上的表现就是乐谱，就像文字是记录声音的

方法一样，乐谱的任务就是在纸张上表现声音。世界上有很多种谱，不同的乐器记谱的方式也很多种，下面我

们介绍最实用最流行的两种谱——五线谱和简谱。

3音阶的模唱

跟着老师的钢琴来演唱如下练习。练习后需要背下来唱。自己练习的时候可以自己按键盘，跟着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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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值——声音的长短。

时值，是一个对比的长短关系，是以拍子为单位的。音乐中的拍儿，就是拍手的意思，一拍儿就是拍一次

手，两拍儿就是拍两次手。声音在时间中出现，长短就是由拍手的次数和速度来决定了。在相同的速度下如果唱

一个音符的时间是需要拍一次的话，那么就比唱一个音符需要拍两次的时间短。

在音乐中不同时值的音符是有不同的名称的。但是他们的名称都是有联系的。

1 全音符 全音符，空符头。没有符干连着头。时值是 4拍儿。 简谱记法 X - - -

2二分音符 二分音符，空符头，还有符干连着头。时值是 2拍儿。 简谱记法 X -

3四分音符 四分音符，黑符头，符干向上写在左，符干向下写在右。时值是 1拍儿。 简谱记法 X

4八分音符 八分音符，黑符头，它有符尾连着干，也有符干连着头。时值是 1/2拍儿。 简谱记法 X

5十六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黑符头，两个符尾连着干，也有符干连着头。时值是 1/4拍儿。简谱记法 X

6其他音符以及休止符

（附点的长度相当于所附音符时值的一半。休止符的长度与其名称相符合只是不发出声音而已。）

附点二分音符 三拍儿 附点四分音符 1.5拍儿 附点八分音符 0.75拍儿

大家看看那些图形表现那些音符。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些非常必要的时值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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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以 C 自然大调为例的 61 键电子琴的音阶图。（同样适用于任何钢琴和电子钢琴）

一 视奏简谱

以下练习均要求看着简谱，然后对照着上面的图表来分别使用左手和右手相差一个八度弹奏熟练。

（1）全音符与二分音符

EX-1

EX-2

EX-3

EX-4

EX-5

EX-6

EX-7

EX-8

（2）四音符、八分音符与十六分音符

EX-1

EX-2

EX-3

EX-4

EX-5

EX-6

E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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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歌曲练习 要求分别使用左手和右手弹奏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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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音练习（哈农初级）速度 60-108—— 这些练习可以让你的手指速度和力量都很强大！！！

二 和弦练习

左手练习

以此类推一直弹到以 7开头的ＶＩＩ级和弦为止。

练习 常见的和弦连接

公式一：[1] [4] [5] [1]
公式二：[1] [6] [4] [2] [5] [1]
公式三：[1] [6] [2] [5] [1]
公式四：[6] [2] [3]（3、#5、7）[6]
公式五：[6] [4] [2] [3]（3、#5、7）[6]
公式六：[2] [5] [1] [4] [7] [3]（3、#5、7）[6]
公式七：[6] [2] [5] [1] [1、2] [3]（先是 3、6、7、3/后是 3、#5、7、3）
公式八：[1] [5] [6] [3] [4]
公式九：[1] [3] [6] [3] [4] [3] [2] [5] [1]
公式十：[1] [3] [4] [5] [1]
公式十一：[1] [7]（7、2、5） [6] [5]（5、1、3） [4] [3]（3、5、1） [2]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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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唱：就是使用电子琴的伴奏功能为演唱者伴奏。可以自弹自唱，也可

以为别人伴奏。

一、使用电子琴进行伴奏的方法有两种

（1）使用在电脑上制作好的 MIDI 文件通过电子琴的乐曲功能播放伴奏。

优点：1 这个功能能使零基础的人都给歌手伴奏。

2 在伴奏形式上比自动伴奏更加丰富灵活。

缺点：1 电子琴支持 MIDI 播放功能，而且需要下载伴奏（可以到福音音乐联盟网站下载）

2 歌曲的结构是死板的，不够灵活。

（2）使用电子琴自动伴奏功能现场伴奏。

优点： 结构灵活，随意唱。

缺点： 伴奏形式上受伴奏型的约束。

二、如何使用电子琴的乐曲功能

（1） 使用电脑软件制作好伴奏后，使用 U 盘，插到电子琴背面的 U 口上。选择乐曲功能然后选择

位置（用户、USB），之后选择曲目，再按播放按钮就可以了播放了。

（2） 在播放歌曲之前，首先要调节一些相应的参数。包括移调、速度、乐曲音量等。

移调功能表

下面我使用三首不同速度的歌曲来为大家示范，使用乐曲功能来为歌手伴奏。(以下是我的设置)

1 慢速歌曲示范《主你快来到》 歌曲参数 速度 086 移调 +4

2 中速歌曲示范《渴慕主爱》 歌曲参数 速度 085 移调 +0

3 快速歌曲示范《幸福的小羊》 歌曲参数 速度 120 移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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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练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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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练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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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练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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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使用电子琴的自动伴奏功能

电子琴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乐器。（注：其实就连钢琴也是因为技术的进步才产生的）电子琴的首

要特点是音色丰富，其次就是有很多风格的自动伴奏。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就具体的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这些

功能。

1 如何调换自动伴奏

在电子琴的面板上都会有“+”和“-”或者是一个圆形的轮盘。他们就是负责调取音色库或者是伴奏库中的

数据用的。

首先我们来选择个节奏：第一步就是要找到面板上标注的“节奏”二字，按一下这个按钮然后使用“+”和“-”

或者是一个圆形的轮盘来选择要使用的伴奏。一般电子琴上都会标出节奏表。

2“起动/停止”按钮来开始或关闭鼓的节奏。

在这个时候电子琴上只有鼓的节奏而没有其他的乐器。

3 开启伴奏开关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如何使用自动伴奏：自动伴奏功能一般都在电子琴的左侧。

最基本的要包括一下几个按钮

伴奏开关的灯亮了，就说明有伴奏了。在启动/停止按钮按下后，只有架子鼓，现在我们按伴奏开关”（sync

start）但是还不能会出现其他的乐器了包括弦乐、BASS、吉他等。

4 左手按电子琴自动伴奏区的和弦

一下子伴奏就变得很丰满很好听。一般的伴奏区都在左侧的 11 个白键区当中。

总结下要想调出想要的伴奏分四步

和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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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曲

注意要调节移调和速度到你喜欢的位置



16

ఐࡈ ᎭĲᓠĳ᎐ݔࠝ࠲ᕒ٭ᕅ༫ᕆࡕ

（自动伴奏的伴奏技巧）

一 为歌曲选择正确的节奏型

好听的弹奏是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的，不但和弦要编配的正确，也要按的正确。时值节拍都要正确。弹的

要正确，唱的也要正确。当然在选择节奏的时候也要正确。

什么样的歌选择什么样的节奏型呢？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因为这个是没有具体要求和规定的，靠你自

己的审美理解了。不过，不管怎么选择，在选择之前你需要对各种伴奏风格有个大体的了解，了解之后就可以自

由发挥了。

不同风格的伴奏适合于不同情感的歌曲。这里我按照歌曲的速度来区分各种节奏型比较好理解。速度慢的就

比较抒情，速度快就比较激烈。速度中就是在两种感情中间的情感了。（绝对速成的划分呵呵。）

（1）慢速抒情型的节奏 ： 4 拍 （4Beat ）8 拍（8Beat ） 16 拍（16 Beat ） 叙事曲

示范曲 《我心紧紧跟随你》 伴奏 EpBallad 速度 75

（2）中速快速型的节奏 ： 摇滚（rock） 芬克（funk） 拉丁 舞曲 DISCO

示范曲 《飞呀 飞呀》 伴奏 70’s Disco 速度 115

（3）3/4拍 6/8 拍节奏 ： 华尔兹（3/4）slow soul (6/8)

示范曲 《不变的爱》 伴奏 EnglishWaltz 速度 77

《平安夜》 伴奏 6-8soul 或者 6-8Modern 速度 43

二 使用前奏 A B 及尾奏

（1）使用前奏 和尾奏

在歌曲演唱之前一个好听的前奏会使我们有一个顺利过渡到歌曲中的准备

尾奏是在歌曲结束后安全着陆的一个步骤。

（《磐石、磐石耶稣基督》）伴奏 showtune 速度 138

（2）歌曲的 A 段和Ｂ段 及填充功能

一般歌曲都分Ａ段——诉述部分和Ｂ段——高潮部分。在叙述部分我们使用电子琴的Ａ伴奏（分四个的就

是Ａ和Ｂ）乐器比较少，听起来比较舒缓。在高潮部分我们使用电子琴的Ｂ伴奏部分（分四个的就是Ｃ和Ｄ）乐

器比较多，听起来比较热闹。和Ａ部分有对比，歌曲高潮感更强烈。在 A 过渡到 B 的时候电子琴会自动的加入一

个填充，使歌曲更丰满。如果在 A 部分中想加填充的鼓，但是不想变成 B 段就按 A，那么就会有一个填充但是不

会过渡到 B。在 B段中也是如此。

示范《你就是耶稣》伴奏 power Ballad 速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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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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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练习曲

6/8练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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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奏歌曲的前奏

电子琴伴奏型是有限的，而歌曲是无限的，不能所有的歌都用那几种前奏。而且很多歌手听不

准电子琴所提供的前奏。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歌曲的开头弹奏前奏。

一般情况下弹奏歌曲的前奏就像起歌一样，让大家找准调和速度，然后开始演唱。所以一般我

们的都要弹奏歌曲的最后一句当做前奏，因为一般歌曲在唱完最后一句后，逻辑上就是要接第一句

了。所以我们不弹歌曲的第一句当前奏。

这时左手可以不弹和弦，但是鼓点会启动。但是最好把左手的和弦加上，并且要使用歌曲高潮

部分的伴奏，因为最后一句在 B段中。弹奏完最后一句后，再切换到 A伴奏，因为我们要唱 A段了。

二 同步开始功能

（1） 弱起的歌曲的前奏

（2）作为一种结束的信号，给歌手做自由的结束。

二 同步停止功能

同步停止功能的用法

（1）歌曲的突然间断，然后马上接上。

这种用法会使歌曲更有力量，我管这种用法叫做“切”。因为歌曲会很整齐的同同时停止，并

且同时开始。

（2）配合跟不上拍的歌手。

如果问一个琴师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遇到一个不跟拍的歌手。任何美感都被破坏了。这种

现象在教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农村教会，领歌的人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或者基础音乐理论的

培训。所以并不能跟上正确的歌曲节奏。因此他们跟不上节拍我们并不怪他，但是，另一个存在的

现象就是，他们虽然跟不上节拍，却不思进取，也不学习，更不听琴师的指导。让琴师很痛苦。（呵

呵，我就吃了不少的苦）

面对这种情况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求上帝给歌手学习的机会和学习的心志，把最好的歌声献

给神。但是学习是需要时间的。在还没有正确演唱之前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使用同步停止配合击

拍和速度滑轮来解决。因为同步停止在手抬起来的时候就停止了伴奏，并且在按下去的时候会同步

开始演奏。这样就能让歌曲没有间断的演奏下去，来挽救对歌曲美感的破坏。方法就是，各说或者

是拖拍，或者是提前抢拍，你只要找到他演唱的每小节的第一拍与其跟住就行了。另外他们演唱的

速度也是不均匀的时快时慢，这时你可以用右手跟着他演唱的速度，从第一拍开始打拍子，如果还对不齐

就使用速度滑轮来进行微调。（具体看视频的示范）

下面我使用一首《因为有你》来把第 6-8 课的内容综合起来给大家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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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参数设置 伴奏型 PianoBallad 速度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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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参数 伴奏型 FunkPopRock 速度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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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参数 伴奏型 Schlager Beat 速度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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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参数 伴奏型 60's GuitarPop 速度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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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参数 伴奏型 Power Ballad 速度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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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参数 伴奏型 Bubbleguwr pop 速度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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ఐࡈ ᕒ᎐Ꭽࠝ࠲ᕒ٭ᕅ༫ᕆࡕ

一、学会左右手的配合

在第四课中我们学会了视奏，可以用一只手弹奏歌曲。在第六课到第八课，我们学活了使用左手和弦来给

歌曲伴奏，今天我们要学习左手弹奏和弦为右手的弹奏伴奏。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努力的练习。记住以下几句话，

将对你的练习带来很大的益处，少奏很多的弯路。

（1）一定要练习的正确。不要急于求成，慢慢的练习。（2）先练左手再练右手。（3）背谱、背和弦。

下面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简单的练习曲，大家要认真的练习好。

熟练以后就可以打开伴奏，跟着鼓点练习了。下面是提供给大家的练习曲。

乡村风格，清新明快，节奏感强且整齐的的歌非常适合使用此风格作为伴奏，一般 2/4拍的进行

音色：振琴或木琴或八音盒音色 节奏：乡村节奏或进行曲节奏 速度：128

《天国天国真美丽》

音色：铜管合奏 节奏：摇滚类 速度：120~140 移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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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会使用不同的音色

不同的音色表现了不同的意义。具体的得看你音乐素养的积累，和你日常听觉的培养了。我这里出于速成原

则，给大家提供些基础的乐器知识。

在电子琴演奏中我们最常用的音色有钢琴，电钢琴，吉他，电吉他，风琴，弦乐，萨克斯，铜管，合成主奏。

当然电子琴里所有的乐器都有用，但是在这里我先给大家讲解这几种音色。

（1）钢琴

钢琴因为，唯美浪漫，可塑性强几乎可以表现所有音乐形象。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钢琴

（2）电钢琴

电钢琴音色柔和，优美。有浓浓的现代都市味道。适合用于抒情类的歌曲。

（3）吉他

吉他分民谣吉他，古典吉他，电吉他。民谣吉他和古典吉他和电吉他清音，声音柔美浪漫，适用于歌曲的

叙述部分。电吉他失真音色适合于歌曲的高潮部分。

（4）风琴

管风琴，手风琴，口琴。都属于吹气的琴。管风琴是古代教堂用的琴，很庄严神圣。手风琴和口琴的音色

就比较怀旧了。表现叙述性的形象是很好用的。而且风琴的音色持续时间长，音色容易分辨出来。也可以

用在歌曲的高潮处。应用于摇滚乐中的摇滚风琴，给人激动人心的感觉，让人听起来就想跳舞。

（5）弦乐

弦乐是最常用的乐器之一了。他能表现非常细腻的情感，也能制造出气势恢宏的场景，弦乐的音色伸缩性

也很强，具体的看使用者如何来理解了。

（6）萨克斯

萨克斯音色甜美，能甜到人的骨头里。使用在抒情歌曲中或者歌曲的叙述部分是很好的。

（7）铜管乐

一般我使用这个音色都是合奏的音色，因为铜管乐自古以来就是胜利的象征。因此，在使用的时候我通常

都使用在比较积极的音乐中。表现欢快的气氛。

（8）合成主奏

是现代技术的产物，能表现更现代的气息。

如果你不会选择音色的话，一般雅马哈电子琴都会有音乐库功能，你在音乐库当中选择了相应的节奏后，

就会有适合该节奏风格的音色与之匹配了。

好了以上音色的特点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都只代表了我个人的观点，很不完全，至于何种乐器能给你带

来何种感觉，还要看你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你可以到网络上查找相应的资料，听听各

种乐器的演奏家们的演奏。记住，不要抹杀了你自己对音乐的创造性。音乐是表达你自己情感的东西。

下面给大家提供了几首练习曲，每首歌都使用到了几种音色，因为在不同的歌曲段落中使用不同的音色会给

歌曲段落之间带来变化，让你的演奏更好听。所以建议大家把你自己喜欢的常用的音色都提前存储起来使用的时

候直接调用就很方便了。所以会教给大家如何存储音色和删除存储的音色。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了颤音轮和弯音轮

的使用和双音色的使用。希望大家好好的练习，为主学习，将来更好的侍奉教会！

（学到这里也许有同学要问老师，你说的我都理解了，但是我还不能活用因为我

还不知道怎么为歌曲编配和弦！请不要着急，后面的课程我会详细的讲解如何为歌曲

编配和弦。这里没有教就是为了让你静下心来好好的练习给大家提供的示范曲。打好

基础，然后再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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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 伴奏 速度 移调 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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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黑管 长笛 萨克斯 伴奏：4拍或 8 拍或抒情节奏 速度：7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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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合成器 伴奏：DiscoFox 速度：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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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色：民族乐器 伴奏：喜庆锣鼓 速度：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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ဦఐࡈ ႅ၎ᇞറ٭ᕒࣚ

(１)左手八度与右手六和弦的结合的柱式按法

柱式按法，是比较舒缓的。一边用在比较抒情的歌曲中，或歌曲的抒情部分。

右手

左手

（２）弹唱练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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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舒缓

在边弹边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双手按键盘力量要有强弱的对比，这样才能让歌曲有感情。并且要通过这首歌

了解到，左手八度和五度与右手六和弦的指法。在将来的即兴伴奏中会有很多的时候用到这些东西的。

在这首歌里，左手要多一些变化，右手也多一些插音。不过你们会发现整体指法都没有变，这意味着什么？这是

既简单又实用还不容易错的伴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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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两首练习曲提供了和弦，大家负责使用学习过的伴奏音型来做弹唱练习。最好是能加入低音的变化和

右手的分解和弦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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ဦፃఐࡈ ႅ၎ᇞറ٭ᕒࣚ࠲ዹဂ

在下面的课程中，我们来实践一下各种节奏型的实际应用。

（1） 的应用 “公鸡母鸡” 左手公右手母（呵呵）

弹的要求：

这首歌曲要使用柱式无旋律来伴奏，在弹奏的时候注意双手的配合，节奏一定要稳定，不要越弹越快。在感情

上要欢快一点，手上要干脆利落（一抓一抓的感觉）并且不要踩延音踏板。有能力的同学可以在力度的大小上

来提高歌曲的表现力！另外如果男生感觉高的话可以使用电子琴的移调（Transposition）功能。好了，跟着电

子琴的鼓点演唱吧！

唱的要求：

在自己弹唱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唱的时候要情感饱满，面带微笑。身体或头部要跟着节奏有规律的小幅度的摆动，

一边唱一遍找感觉。为了能够找到感觉，你可以在弹唱的时候，突然停止伴奏——然后干唱。唱几句之后再加上

钢琴的伴奏，你一下子就能找到弹琴和唱歌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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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鸡鸡鸡 公鸡母鸡”（嘿嘿）

在弹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使用其他的伴奏形式，去尝试去感受不同伴奏型所带来的不同音乐形象

和效果。另外我们还可以给这首歌配上一个简短的前奏和尾奏，让歌曲更完整。

ᐏዹᆐཎܠቖ଼༄ᔔ

在实际的司琴侍奉中都要给歌手一个前奏，让歌手找到要唱的音高和速度。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必要为大家讲

解一下简单的前奏的写法。

最简单的前奏写法就是重复歌曲的最后一句（通常都是最后的 4 小节，如果歌手的素质不是太高就给他弹 8

小节让他听。）接下来我们以 4 小节为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看一看《跟着圣灵走》这首歌。这首歌的组后 4 小节是：

我们首先还是要弹好这段的旋律部分，弹熟练以后再加入左手。左手是可以直接按和弦 8 度与 5 度的结合。希

望同学们能够找到里面的规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为其他歌曲也能配上简单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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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鸡 鸡 公鸡母鸡”

（这首《我们在基督里》歌在弹和唱的配合上有点难度，不过只要稍加练习就会通顺很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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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提供几首歌曲的和弦谱，希望大家能够综合上面的各种节奏型，混合起来创作出自己的伴奏风格，来为下面

几首歌编配伴奏，边弹边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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ဦఐࡈ ႅ၎ईୠࣚظ

（L 代表左手 R 代表右手）

这种分解按法一般都用在抒情的歌曲当中，或者是在柱式按法为 A段伴奏的情况下，歌曲的 B段使用的弹奏

方法，就是从 4Beat——8Beat的感觉。分解和弦的方法有很多很多，上面这种按法是最简单而且最实用，使用率

也是最高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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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2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