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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琴等级演奏考纲

资格介绍 

等级演奏（线上演奏考级）由ABRSM于2020年推出，与我们存在已久的线下演奏考级并行，

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一个替代途径。该资格使学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专注并展示其演

奏技能。这套资格旨在使学习者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兴趣，同时仍然能够获得对其成就

水平正式认可的正规资格，在第6至8级还会获得UCAS分数（英国）。等级演奏考试易于参

加，因为它是纯演奏考试，不含任何配套测试。即使在最初的级别，它也鼓励考生选择一

套适当的曲目来持续演奏。 

音乐学生学习演奏乐器来探索和表现曲目，这就是为什么乐曲、及如何将乐曲组合成一场

有说服力且持续的演出，是该考试的核心。在等级演奏考试的每个级别，考生必须演奏四

首乐曲。 

ABRSM等级演奏考试使用与我们线下演奏考级相同的曲目。此考纲的曲目以列表的形式，

探索从文艺复兴时期至今的不同传统与风格。从不同的列表选择曲目，让考生有机会演奏

内容均衡的作品，展示多种多样的技能。 

等级演奏仅以演奏为重心，因此曲目的选择非常重要，应注意乐曲的对比方式、演奏顺序，

及其不同的情绪和特性。这使考生能够展示他们实现一场连贯且有说服力的演出活动，而

不仅仅是演奏一系列单独的乐曲的能力。考官根据整体演出评分标准为这方面评分。 

2023 & 2024考纲的改变内容 

2023 & 2024钢琴等级演奏考纲含有新的指定曲目。 

• 曲目列表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更新而不是全面更改，首次既包括新曲目又包括保留曲目 
• 为便于使用，所有2021 & 2022考纲的保留曲目都保持相同的列表编号

——这些总是曲目列表上的第4至10首 

• 曲目选择数量比以往更多，每个曲目列表扩展至13首（即每级共39首），收录更多元
化的作曲家作品 

等级演奏：要求和信息 

考纲曲目的有效期为2023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 

本章节概述老师及考生在参加ABRSM钢琴等级演奏考级时须知的最重要信息。详情及与考

试 相 关 的 运 营 信 息 载 于 ABRSM 考 试 规 则 页 面 ， 务 必 请 在 报 考 前 阅 读 ：

www.abrsm.org/examregulations。 

2 * 请参照www.abrsm.org/overlap，了解此日期后的重叠期信息。

http://www.abrsm.org/examregulations
http://www.abrsm.org/over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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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 

考试时应使用合适的钢琴演奏，以完整演绎所选择的曲目。可以是立式钢琴、三角钢琴或

数码钢琴。数码钢琴需要有清晰可辨的钢琴音色（由始至终需要用单一的钢琴音色）、触

键敏感的全尺寸配重力度键盘，以及与原声钢琴一致的功能、音域和配置，如曲目需要，

还应配备踏板。不能因应乐器而调整考试乐曲。 

例如，数码钢琴音域有限，且无法实现某些音乐效果。因此，如适用数码钢琴应考，必须

谨慎选择曲目。虽然考官可能会留意到某些乐器本身的特性，但他们仍会根据评分标准，

考虑音高、节拍、音色、轮廓及表现，以整体音乐效果为基础去作评核。 

整体演出 

演奏技能是等级演奏考试的核心，它不局限于筹备单独的乐曲。设计能够发挥学习者演奏

优势的演出曲目，然后以真正的音乐意图和音乐传达来实现这套演出曲目，是音乐发展的

重心。这也能锻炼耐力，培养演奏整套曲目所需的技巧控制力，其中包括从一首乐曲过渡

到另一首乐曲的掌控能力。寻找表达情绪和音乐特性的方式，切实了解不同类型曲目的风

格，并将乐曲编排成连贯且有说服力的演出曲目，会反过来扩展学习者的音乐知识与理解

力。 

关于如何评核考试整体演出的详情，请浏览《资格规范：等级音乐演奏》第4节。 

曲目选择 

乐曲数量：考生需要在一场连贯的演出中演奏四首乐曲，期间不设休息时间。选曲时，考

生须从三个曲目列表（A、B、C）中各选至少一首。第四首乐曲可以选自考试曲目列表，

也可以是考生自选的乐曲。这些乐曲可以以任何顺序演奏。在最终确定曲目前，请浏览此

“曲目选择”部分内的进一步曲目要求。 

自选乐曲：自选乐曲的选择有以下选项及限制： 

• 该乐曲须达到考生所报考级别的考试曲目大致相同或以上水平（无需获得ABRSM事先批
准）。 

• 该乐曲可选自该级别的任何一个曲目列表，只要符合此“曲目选择”部分内的所有其他要
求，包括最短 
演奏时间。考生演奏的四首乐曲全部选自曲目列表不占任何优势。 

• 该乐曲可以是考生自己创作或改编的作品（见“自创作品”）。 

• 该乐曲必须有清晰完整且使用标准音乐记谱法的乐谱（例如，不是TAB谱，如果考生演

奏和声乐器，则不是主领谱等），考生必须按照该乐谱演奏。 

如对考生演奏的自选乐曲的标准由疑虑，ABRSM有权利在不易获得乐谱副本时，要求申

请人提供副本。这可能会延误考试成绩的发放。 

https://gb.abrsm.org/media/66344/00-qualification-specification-music-performance-grades-2nd-edn-2411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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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乐曲须为钢琴独奏或钢琴二重奏（只要在整套演出曲目中，二重奏曲目惟此一首）。 

• 在各考试级别，该乐曲的演奏时间不得少于下表所示长度（除非整体演出时间会超时；
见“曲目时间”）： 

级别 

初级 1 2 3 4 5 6 7 8 

最短演奏时间 

（分:秒） 
00:20 00:25 00:30 00:35 00:45 01:00 01:30 02:00 03:00 

各级别的演奏时间是展示所需技能（包括耐力）的广度及深度所需的最短时间。 

还须满足此“曲目选择”部分内所述的其他曲目要求。 

曲目时间：整体演出，包括曲目之间的过渡，不应超过该考试级别规定的最长曲目时间，

如下表所示。曲目时间指自演出的第一个音符起至最后一个音符为止的时间。如果考生的

演出超过了最长曲目时间，考官可能会停止审听视频。 

级别 

初级 1 2 3 4 5 6 7 8 

最长曲目时间（分钟） 
5 6 7 8 10 12 15 20 25 

二重奏：考生可以演奏一首二重奏曲目。初级至第3级的曲目列表包括二重奏曲目，以 二重

奏 标示，并指定考生必须弹奏的部分，如为高音声部则标记为“第1部分”（primo part），

低声部则标记为“第2部分”（secondo part）。标有 

 二重奏／独奏 的乐曲可作为二重奏曲目或独奏曲目演奏。 

考生自带二重奏伙伴，考生的老师可以担任二重奏伙伴。不允许使用录制的二重奏声部。 

作曲家：考生最多可以演奏由同一作曲家创作的两首作品。如果考纲要求同一作曲家的两

首或以上乐曲／乐章（例如，在一个列表编号下并指明“和”），则它们被视为一首“乐曲”。 

自创作品：ABRSM欢迎考生将自己创作或改编的作品作为自选曲目演奏。我们不会对作品

的结构或质量作出评判或提供反馈，我们只评核作品的演奏。不过，与其他自选曲目一样，

作品的技术要求必须具有与考生所报考级别的考试曲目大致相同的水平。 

曲目列表：ABRSM尽最大努力使考纲曲目更具广泛性，以满足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背景

和兴趣的学生的需求。由于技术原因，某些曲目可能不适合所有考生，例如手的大小，或

者有在数码钢琴上无法实现音乐效果。还有些曲目则由于更广泛的曲目背景（大型作品的

历史、文化、主题，或改编曲目的歌词等），而可能不适合所有考生。请仔细选择适合考

生本人的乐曲，这可能需要老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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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照顾者之间做好协商沟通。老师与家长／照顾者还应在年幼考生上网搜索及研究曲

目时给予谨慎引导（可参见英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关于儿童网络安全的信息）：

www.nspcc.org.uk/onlinesafety。 

考试曲目列表与ABRSM线下演奏考级的曲目列表相同。打算在相同级别报考两个资格的考

生，会发现为两个考试准备不同的曲目对自己的音乐发展大有好处。 

考试乐谱和版本：对于改编曲目（在曲目列表中以“arr.”或“trans.”标示），考生必须使用考

纲指明的改编版本。对于所有其他曲目，考纲所列出的版本仅供参考，考生可以使用该曲

目的任一版本，包括下载版。关于购买考试乐谱的信息，请见第6页。 

运用踏板：考官在评分时会考虑到踏板的运用和控制，及其为音色和轮廓带来的效果。他

们会评估整体音乐效果，而不是考生有否遵照乐谱中的踏板记号（考生可酌情对待这些记

号）。如果考生无法纯熟地运用踏板，则不建议考生选用音乐效果过分依赖踏板的乐曲。 

对于二重奏曲目，第二演奏者（低音声部）应负责所有踏板。 

手的跨度：考生应选择最适合自己手的大小的乐曲。对于手太小，无法按照乐谱弹奏的考

生，在音乐效果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可采用分解和弦弹奏，或在跨度比较大的分解和弦中

偶尔跳过触不到的音符。 

演奏反复：在大多数情况下，考生必须遵照从头反复（da capo）和从记号处反复（dal 

segno）的演奏记号，是否演奏其他反复则由考生自行决定（以实现音乐效果令人满意的演

出）。若考纲规定应演奏某个反复，则考生必须遵照这个指示。若考纲规定某个从头反复

（da capo）／从记号处反复（dal segno）应省略，则考生可以选择是否演奏这个反复。在

决定是否演奏反复时，也应考虑最长曲目时间（见“曲目时间”）。 

考试准备 

考试曲目表格及演奏前的程序：考生须填写一份考试曲目表格，并在考试录像开始时向镜

头显示大约5秒。可供打印填写的表格载于第25页。另外，所需资料也可写在一张白纸上。

所需的曲目资料应按照乐曲的演奏顺序书写。 

在开始演奏之前，除了向镜头出示考试曲目表格，考生还应出示自选曲目的首页，并大声

通报自己的姓名和曲目名称。所有级别的考生均必须向镜头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

这是因为有些资格可作为报考更高级别或文凭的先决条件，或用于申请大学。 

如考生愿意，可由在场的成年负责人向镜头出示考试曲目表格及乐谱（但不包括身份证明

文件），作介绍通报，因为这不是演奏的一部分。对演奏的评核从考生演奏乐曲的第一个

音符开始。 

与 上 述 所 有 内 容 相 关 的 更 多 信 息 ， 载 于 《 等 级 音 乐 演 奏 考 试 指 引 》 ：

www.abrsm.org/performancegrades。 

http://www.nspcc.org.uk/onlinesafety
http://www.abrsm.org/performanceg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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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乐谱：考生可酌情对待乐谱中的记号，尤其是编者注，例如：指法、节拍记号、装饰

音的演绎等，这些并不需要严格遵照。无论乐曲是否含有这些记号，考生都应自行判断，

恰如其分地演绎曲目的音乐性和风格。对于爵士风格的乐曲，考生可略加风格相应的装饰

音，但不要包括大量的即兴演奏。考官的评分将取决于考生的决策所促成的每首乐曲及整

体演出的音乐效果。 

背谱演奏：考试不要求考生背谱演奏，然而，如果考生认为背谱会提高其表演水平，我们

鼓励他们这样做。背谱演奏不会直接加分。 

选奏：如果乐谱中出现选奏（替代的声部或音符），考生可以演奏任何一种选项，除非曲

目列表另有规定。 

翻谱：考生需要适当地控制翻谱，避免对考官会评核的整体演出造成不利影响。考生可以

使用额外一本乐谱或部分乐曲的复印谱（详细规定见“版权”），帮助解决翻谱问题。也可

由翻谱员协助翻谱（无须事先批准；翻谱员可以是考生的老师）。 

版权：考生必须使用正版乐谱，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禁止制作或使用复印谱（或其他形

式的复制本）或非法下载的乐谱。在英国，音乐出版商协会《公平行为准则》允许在某些

有限情况下使用复制本，详细信息请见 www.mpaonline.org.uk/ mpa-guidelines。在所有其

它情况下，制作任何复制本之前都应向版权持有者提出申请。在改编乐曲时也应注意，若

是有版权的音乐，则须取得许可。 

考生及申请人应遵守版权相关的法律行事。一经发现并非如此，ABRSM可拒绝发放考试成

绩。 

购买考试乐谱：备考书籍可以从ABRSM指定音乐经销商处（中国大陆：天天艺术书店）或

ABRSM官网购买：www.abrsm.org/shop。我们全力确保考纲所列的乐谱和出版物在本考纲

有效期内保持可购。有需要的师生请提前订购，以免因为书籍库存不足而耽误考试。与考

试无关的乐谱查询（如编辑、书籍库存等等）应向相关出版商提出：联系方式列载于

www.abrsm.org/publishers。 

http://www.mpaonline.org.uk/mpa-guidelines
http://www.mpaonline.org.uk/mpa-guidelines
http://www.abrsm.org/shop
http://www.abrsm.org/shop
http://www.abrsm.org/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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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演奏 钢琴 2023 & 2024

 初级考试 

4首乐曲：考生须从A、B和C三个曲目列表中至少各选一首曲目，第四首为考生的自选曲。关于乐曲和演奏的

详细要求，请参阅第3–5页。

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A   1 赤瓦塔尔 小玩伴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初级》 (ABRSM)

2 民歌 我们如何处置醉水手？欧纳奇改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初级》 (ABRSM)

3 海·沃尔法特 音型（《儿童钢琴学校》第10首），琼
斯改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初级》 (ABRSM)

4 古利特 舞曲（《小音乐会》Op.227第2首）  《音乐之路：曲目，第3A级》（卡尔·费舍尔） 

5 亨伯特 黑森林娃娃（《玩具大世界》第3首） 亨伯特：《玩具大世界》（朔特） 

6 卡巴列夫斯基 小谐谑曲（《24首钢琴小品》Op.39第6
首）  

卡巴列夫斯基：《24首钢琴小品》Op.39（博浩） 

7 亚·莱纳格尔 小快板：《24首简易小品》Op.1第9首 亚·莱纳格尔：《24首简易小品》Op.1（朔特）或  
《很弱：小钢琴》（朔特）或 
《钢琴时光乐曲 1》第23页（牛津大学出版社） 

8 伯特莱
姆·沙特
尔 

你追我赶（《献给罗莎莉和芬恩》第12
首）第1部分 二重奏

 伯特莱姆·沙特尔：《献给罗莎莉和芬恩》第23–24
页（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 

9  爱尔兰民歌 约翰·瑞恩的波尔卡，布莱克威尔改编 《钢琴小星星 2》(ABRSM) 

10 埃尔茜·韦尔斯 骑驴（选自《海滨图画》第1套） 
第1部分 二重奏

《与众不同的二重奏：钢琴时光二重奏》第1册
（牛津大学出版社） 

11 沃·卡罗尔 雨滴（《乡村》第4首） 沃·卡罗尔：《乡村》（福西斯） 

12 迪亚贝利 谐谑曲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课》第1册（费伯） 

13 帕姆·韦奇
伍德 

不可能的任务（《升级！钢琴第0–1
级》第11首） 

帕姆·韦奇伍德：《升级！钢琴第0–1级》（费伯） 

B    1 申塔尔 有点忧郁的圆舞曲（《幼儿钢琴印象小品
集》第1册第10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初级》 (ABRSM)

2 沃特曼和海
尔吾德 

天鹅和鸭子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初级》 (ABRSM)

3 内奥米·扬德尔 秘密小路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初级》 (ABRSM)

4 琼·阿姆斯
特朗 

蝴蝶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小星星二重奏》(ABRSM) 

5 褒丽·霍尔 秘密花园 踏板法可选 《钢琴时光乐曲 1》（牛津大学出版社） 

6 艾莉
森·马修
斯 

在月光赵晓的天空下航行 弱音踏板可选 《马赛克》第1册（费鲁姆音乐出版社） 

7 克里斯托弗·诺
顿 

魔法城伯（《简易爵士二重奏小品集 1》
第6首） 第1部分 二重奏

克里斯托弗·诺顿：《简易爵士二重奏小品集 1》
（博浩） 

8 奥尔夫 第1首（选自《两首乐曲》） 《从巴托克到斯特拉文斯基》（朔特） 

9 萨蒂 《郁金香小公主说的话》（《简短的儿童 
谈话》第2首） 

萨蒂：《9首儿童钢琴曲》 (ABRSM) 或 
《很弱：小钢琴》（朔特）或 
《从古典到现代作品集》第1册（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10 帕姆·韦奇
伍德 

直升飞机（《升级！钢琴第0–1级》第
2首） 

帕姆·韦奇伍德：《升级！钢琴第0–1级》（费伯）或 
帕姆·韦奇伍德：《开心钢琴》（费伯） 

11 阿盖 月光下的宝塔 《更多从古典到现代作品集》第1册（约克镇音
乐出版社） 

12 卡伦·马
歇尔 

洒落星尘 《钢琴小星星 2》(ABRSM) 

13  中国（江
苏）民歌 

月儿弯弯照九州，南·菲伯尔和兰·菲伯尔改编 
学生部分 二重奏／独奏  

《钢琴演出时刻：中国乐曲，第2A级》
（菲伯尔钢琴之旅） 

钢琴 等级演奏 2023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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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演奏 钢琴 2023 & 2024 初级考试 

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C   1 彼得·格里顿 鬼屋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初级》 (ABRSM)

2 克斯汀·施特雷
克 

癞蛤蟆圆舞曲（选自《蒂奥巡演之旅》）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初级》 (ABRSM)

3 黛安·希迪 金克斯（选自《凶恶的小怪兽》）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初级》 (ABRSM)

4 褒丽·霍尔和
保罗·德雷顿 

剑龙顿足爵士舞：选自《史前钢琴时间》 褒丽·霍尔和保罗·德雷顿：《史前钢琴时间》
（牛津大学出版社） 

5 希瑟·哈蒙德 各就各位 《钢琴小星星 2》(ABRSM) 

6 马克·坦纳 怪驴 《钢琴小星星 2》(ABRSM) 

7 艾伦·霍
顿 

小心谨慎 《钢琴时光旅游》（牛津大学出版社） 

8 艾尔顿·约翰 我只是等不及成为狮子王（选自《狮子
王》），南·菲伯尔和兰·菲伯尔改编 学生部

分；带反复 二重奏  

《菲伯尔工作室曲集：〈钢琴演出时刻，第2A
级〉精选》（菲伯尔钢琴之旅） 

9 杰拉尔德·马丁 第1布吉 《布吉和蓝调快乐》（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10 简·塞巴 大圆舞曲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魔术二重奏》第1册（柯林斯音乐） 

11 汉斯-归
特·霍尔曼 

钢琴少年蓝调 《钢琴少年·演奏》第2册（朔特） 

12 朱莉·克纳尔 侦探袋熊蓝调 《钢琴野生动物园：音型小品 1》（钢琴野生动
物园） 

13 琼·玛·拉斯特 池塘里的鸭子 《钢琴时光乐曲 3》（牛津大学出版社） 



等级演奏 钢琴 2023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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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级 

4首乐曲：考生须从A、B和C三个曲目列表中至少各选一首曲目，第四首为考生的自选曲。关于乐曲和演奏的

详细要求，请参阅第3–5页。

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A   1 迪亚贝利 C大调小快板（《初级练习曲12首》
Op.125第3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1级》 (ABRSM)

2 玛·赫利尔 蜻蜓（选自《绿茵大树》）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1级》 (ABRSM)

3 亚·莱纳格尔 C大调小步舞曲（《24首简易小品）
Op.1第10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1级》 (ABRSM)

4 丹尼斯·亚历山
大 

小奏鸣曲 第1部分 二重奏 丹尼斯·亚历山大：《快乐钢琴基础教程，二重
奏》第2册（阿尔弗雷德） 

5 署名 
约·塞·巴赫 

赞美诗“愿神降罚与我”，BWV 514 《我的第一首巴赫》（朔特） 

6 古利特 狩猎（《钢琴初级教程》Op.117第15首） 《音乐之路：曲目，第3B级》（卡尔·费舍尔）或
《从古典到现代作品集》第1册（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或《21工作室》（第1辑）第1册（环球） 

7 亨德尔 C大调加沃特舞曲 装饰音可选 《我的第一场音乐会：钢琴》（朔特）或 
《从古典到现代作品集》第1册（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或 
《21工作室》（第1辑）第1册（环球） 

8 玛·赫利尔 晒干草（选自《绿茵大树》） 玛·赫利尔：《绿茵大树》（施泰纳和贝尔） 

9 涂尔克 F大调咏叙调（《12首钢琴曲》第1首） 《初学者钢琴曲》（朔特）或 
《音乐之路：曲目，第3A级》（卡尔·费舍尔）或 
《很弱：小钢琴》（朔特） 

10 埃尔茜·韦尔斯 库兰特舞曲 第1部分 二重奏 《混合双打：钢琴时光二重奏》第2册（牛津大学出版
社） 

11 胡克 C大调加沃特舞曲（《24首进阶教程》Op.81
第3首） 

《Encore》第1册 (ABRSM) 或 
《音乐无限，钢琴第1册》（牛津大学出版社） 

12 莫扎特 快板（《12首二重奏》K. 487第8
首，布莱克威尔改编 

《钢琴小星星：第1级》(ABRSM) 

13 普塞尔 A小调小步舞曲，Z. 649 《音乐无限，钢琴第1册》（牛津大学出版社） 

B    1 安德鲁·伊尔斯 新鲜空气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1级》 (ABRSM)

2 弗·普莱斯 一缕晨光（《给小钢琴家的3首素描曲》第3
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1级》 (ABRSM)

3 黑德 幽静的树林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1级》 (ABRSM)

4 丹尼斯·亚历山
大 

倒影（选自《只为我和你》第1册） 
第1部分 二重奏

丹尼斯·亚历山大：《只为我和你》第1册（阿尔弗雷

德） 

5 阿尔温 大雪覆盖的树林 《5乘10，第1级》（伦尼克） 

6 理·罗·贝内特 周五（选自《一周七天》） 理·罗·贝内特：《一周七天》（阿尔弗雷德）或 
《青年钢琴家名曲集》第1册（费伯） 

7 杰西·布莱克 小小白云 《进阶演奏曲目，钢琴第1级》（博浩） 

8 格列恰尼诺夫 童话（《儿童钢琴曲集》Op.98第1首） 格列恰尼诺夫：《儿童钢琴曲集》Op.98 (ABRSM) 或
《浪漫钢琴小品增编》第1册 (ABRSM) 或
《我的第一场音乐会：钢琴》（朔特） 

9 海伦·马登 被遗忘的森林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小星星：第1级》(ABRSM) 

10 鲍里斯
拉瓦·塔
内娃 

小圆舞曲 带反复 《马赛克》第2册（费鲁姆音乐出版社） 

11 阿格涅什
卡·拉斯科 

喷泉（选自《小故事》） 阿格涅什卡·拉斯科：《小故事》（欧忒耳珀） 

12 艾伦·曼肯 美女与野兽（选自《美女与野兽》，何
塞改编 

《考级克星第1级：钢琴》（哈尔·莱昂纳多） 

13 西格迈斯特 黑森林之歌 《音乐之路：曲目，第3B级》（卡尔·费舍尔） 



10 仅电子版，可从出版商网站获取 

等级演奏 钢琴 2023 & 2024 第1级 

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C   1 什鲁
蒂·拉贾
塞卡 

弗吉尼亚·霍尔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1级》 (ABRSM)

2 玛尔塔·米尔 偷偷摸摸的生意（选自《爵士乐，拉格
泰姆和蓝调》第1册）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1级》 (ABRSM)

3 卡罗琳·泰勒 小鲸探游宁静的大海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1级》 (ABRSM)

4 琼·阿姆斯
特朗 

阳光穿过树林 《钢琴小星星：第1级》(ABRSM) 

5 伊莱亚
斯·戴维森 

青蛙（选自《音乐天才》） 伊莱亚斯·戴维森：《音乐天才》（斯巴达出版社） 

6 艾莉
森·马修
斯 

林地民歌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小星星二重奏》(ABRSM) 

7 简·塞巴 拉丁笑声 第1部分；在第10小节和第28小节弹奏六

度 

 二重奏  

《钢琴魔术二重奏》第2册（柯林斯音乐） 

8 芭芭拉·斯诺 爵士龙（选自《动物爵士乐》） 芭芭拉·斯诺：《动物爵士乐》（HH出版社） 

9  埃维族
（加纳）
民歌 

小宝贝，查普曼·尼亚胡改编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小星星二重奏》(ABRSM) 

10  牙买加民歌 芒果园，科尼克改编 《钢琴曲目》第1级（环球） 

11 卡罗·巴勒特 奶酪蛋糕步态舞（选自《打起精神！》） 卡罗·巴勒特：《打起精神！》（切斯特） 

12 吉洛克 摇摆拍子 吉洛克：摇摆拍子（威利斯） 

13 陈志华（音

译） 

在海滨（选自《儿童诗园》） 陈志华（音译）：《儿童诗园》（钢琴野生动物园） 



等级演奏 钢琴 2023 & 2024 

第2级 

4首乐曲：考生须从A、B和C三个曲目列表中至少各选一首曲目，第四首为考生的自选曲。关于乐曲和演奏的详细要求，请参阅

第3–5页。 

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A   1 贝多芬 G大调埃科塞斯舞曲，WoO 23，车尔尼改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2级》 (ABRSM)

2 扬·拉·杜塞克 F大调加沃特舞曲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2级》 (ABRSM)

3 阿格涅什

卡·拉斯科 

塔兰泰拉舞曲（选自《小故事》）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2级》 (ABRSM)

4 佚名 库兰特舞曲（选自《菲茨威廉维吉那琴曲集》） 《进阶演奏曲目，钢琴第2级》（博浩） 

5 卡斯 乡村舞曲（《钢琴家进阶二重奏》第1册第7首） 

第1部分 二重奏

卡斯：《钢琴家进阶二重奏》第1册（施泰纳和贝尔） 

6 格季凯 A小调练习曲，Op.36第13首 《钢琴时光乐曲 3》（牛津大学出版社） 

7 海顿 小回旋曲（《D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主题），

阿盖改编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二重奏快乐》（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8 卡巴列夫斯基 加洛普舞曲（《24首钢琴小品》Op.39第18首） 卡巴列夫斯基：《24首钢琴小品》Op.39（博浩） 或

《浪漫钢琴小品增编》第1册 (ABRSM) 

9 莫扎特 D大调小步舞曲，K. 7 《我的第一首莫扎特》（朔特） 

10 署名 

列·莫扎特 

滑稽表演（选自《沃尔夫冈笔记本》） 

带第1次反复 

列·莫扎特：《沃尔夫冈笔记本》（朔特）或 

《青年钢琴家名曲集》第1册（费伯） 

11 圣-乔治骑士 回旋曲（选自《羽管键琴与弦乐四重奏》），塔尔伯

特-霍华德改编 

圣-乔治骑士：《羽管键琴与弦乐四重奏之回旋曲》 (ABRSM) 

12 普罗申斯基 铁匠学徒（选自《简易小品集》） 普罗申斯基：《钢琴简易小品集》（波兰音乐出版有限公司） 

13 普塞尔 D小调抒情调，Z. T676 《很弱：小钢琴》（朔特）或
《钢琴曲目》第1级（环球）或
《钢琴课》第1册（费伯） 

B    1 斯蒂芬·杜洛 勿忘我圆舞曲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2级》 (ABRSM)

2 斯坦福 摇篮曲（《6首素描曲》第5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2级》 (ABRSM)

3  中国民歌 康定情歌，叶浩堃改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2级》 (ABRSM)

4 巴托克 悲歌（《献给孩子们》第2册第7首） 巴托克：《献给孩子们》第2册（博浩）或 

《进阶演奏曲目，钢琴第2级》（博浩） 

5 格列恰尼诺夫 告别（《儿童钢琴曲集》Op.98第4首） 格列恰尼诺夫：《儿童钢琴曲集》Op.98 (ABRSM) 或 

《浪漫钢琴小品集》第1册 (ABRSM) 或 

《很弱：小钢琴》（朔特） 

6 希瑟·哈蒙德 雨滴上的倒影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小星星二重奏》(ABRSM) 

7 拉威尔 睡美人的帕凡舞曲（《鹅妈妈》 

第1首 第2部分 二重奏

拉威尔：《鹅妈妈》（杜朗） 

8 斯宾德勒 A小调圆舞曲 《艺术之路：名曲集》第3册（阿尔弗雷德） 

9 施泰贝尔特 A小调柔板（选自《C小调小奏鸣曲》） 《键盘曲集》第2辑第1册 (ABRSM) 或 

《核心经典，第1–2级》 (ABRSM) 或

《钢琴作品集 2》（牛津大学出版社）或

《很弱：小钢琴》（朔特）或

《我的第一场音乐会：钢琴》（朔特） 

10 萨拉·沃茨 来自巴黎的明信片（选自《狂欢爵士钢琴

曲目》） 

萨拉·沃茨：《狂欢爵士钢琴曲目》（凯文·梅休） 

11 埃尔-达巴 苏菲安（选自《点与面》第2册） 《非洲及非洲侨民钢琴音乐》第1册（牛津大学出版社） 

12 陈志华（音译） 月亮（选自《儿童诗园》） 陈志华（音译）：《儿童诗园》（钢琴野生动物园） 

13 柴可夫斯基 圆舞曲（选自《睡美人》），珍·勃莱德和阿·勃

莱德改编 

《钢琴作品集 1》（牛津大学出版社） 

11 仅电子版，可从出版商网站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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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C   1 戴维·布
莱克维
尔 

铁路蓝调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2级》 (ABRSM)

2 艾丽莎·米尔
恩 

蚊子（选自《简单的小辣椒》）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2级》 (ABRSM)

3 克里斯蒂
娜·阿拉
克良 

白日梦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2级》 (ABRSM)

4 本·克罗斯兰 在我的地盘 《马赛克》第2册（费鲁姆音乐出版社） 

5 萨拉·科
奈奇尼 

恐龙，不要！ 《马赛克》第2册（费鲁姆音乐出版社） 

6 鲁多维
科·艾诺
迪 

第3白雪前奏曲 仅此版本 鲁多维科·艾诺迪：《钢琴分级曲集，预备级到第2
级》（切斯特） 

7 加尔希恰 土匪之舞（选自《让我们来弹钢琴二重
奏》Op.37） 第1部分 二重奏 

加尔希恰：《让我们来弹钢琴二重奏》Op.37第2册

（波兰音乐出版有限公司） 

8 妮基·艾尔斯 香豌豆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小星星二重奏》(ABRSM) 

9 斯克尔索普 歌唱的太阳（《小小时间书》第6首） 斯克尔索普：《小小时间书》（费伯） 

10 贾尔斯·斯温 口哨小曲 《汇编 4》(ABRSM) 

11 米罗斯瓦
夫·甘谢
涅茨 

布谷鸟（一） 米罗斯瓦夫·甘谢涅茨：《儿童钢琴曲集》（波兰音乐

出版有限公司） 

12 格里格 第2首挪威舞曲，霍尔改编 
第1部分 二重奏

《混合双打：钢琴时光二重奏》第2册（牛津大学出版

社） 

13 塞伯 探戈（二）（哈巴涅拉舞曲）（选自《简易
舞曲 I》） 

塞伯：《简易舞曲》第1册（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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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级 

4首乐曲：考生须从A、B和C三个曲目列表中至少各选一首曲目，第四首为考生的自选曲。关于乐曲和演奏的

详细要求，请参阅第3–5页。

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A   1 佚名 G大调小步舞曲，BWV Anh.II 116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3级》 (ABRSM)

2 克莱门蒂 活板（《C大调小奏鸣曲》Op.36第1首第
3乐章）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3级》 (ABRSM)

3 米罗斯瓦
夫·甘谢
涅茨 

汉塞尔与格蕾特（选自《儿童钢琴曲集》）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3级》 (ABRSM)

4 安·赫奇斯 号笛舞曲回旋曲 第1部分 二重奏 安·赫奇斯：《为钢琴二重奏而作的号笛舞曲回旋曲》
（罗伯顿） 

5 列·莫扎特 英国舞曲（选自《沃尔夫冈笔记本》） 列·莫扎特：《沃尔夫冈笔记本》（朔特）或  
《青年钢琴家名曲集》第1册（费伯） 

6 维塔利·纽加
斯莫夫 

阴晴不定吉格舞曲（选自《钢琴小曲集》第1

册） 

维塔利·纽加斯莫夫：《钢琴小曲集》第1册（牛津大

学出版社） 

7 普罗科菲耶夫 加沃特舞曲（选自《古典交响曲》Op.25）， 
阿盖改编 第1部分；带反复——须演奏小音符 

 二重奏  

《钢琴二重奏快乐》（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8 赖内克 活板（《A小调小奏鸣曲》Op.136第4首
第4乐章） 

赖内克：《6首微型小奏鸣曲》Op.136
（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或 
《钢琴小奏鸣曲集》第1册（波兰音乐出版有限公司） 

9 塞伯 爵士小练习曲（选自《简易舞曲 II》） 《青年钢琴家名曲集》第1册（费伯） 

10 韦伯 谐谑曲 《古典乐派精神》第1册（阿尔弗雷德）或 
《艺术之路：名曲集》第3册（阿尔弗雷德） 

11 伊·霍斯特 托卡塔，霍尔改编 《钢琴时光乐曲 3》（牛津大学出版社） 

12 莫扎特 B-大调快板，K. 3 莫扎特：《早期作品25首》 (ABRSM) 或 
《必备键盘曲目》第6册（阿尔弗雷德） 

13 舒曼 狂野的骑士（《少年钢琴曲集》Op.68第
8首）  

舒曼：《少年钢琴曲集》Op.68 (ABRSM) 或《浪漫
钢琴小品集》第1册 (ABRSM) 或《钢琴文学：漆黑
的暴风雨之夜》第1册（菲伯尔钢琴之旅） 

B    1 南茜·利滕 悲伤的幽灵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3级》 (ABRSM)

2 莱施霍恩 F大调练习曲（《初级进阶钢琴练
习曲48首》Op.65第25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3级》 (ABRSM)

3 中田喜直 黄昏之歌（选自《儿童钢琴曲》 带反复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3级》 (ABRSM)

4 丹尼斯·亚历
山大 

秋之小夜曲 第1部分 二重奏 丹尼斯·亚历山大：《快乐钢琴基础教程，二重
奏》第4册（阿尔弗雷德） 

5 约·塞·巴赫 咏叙调，阿盖改编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二重奏快乐》（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6 巴托克 行板（《献给孩子们》第2册第2首） 巴托克：《献给孩子们》第2册（博浩） 

7 沃·卡罗尔 水雾茫茫（《在南部海域》第3首） 沃·卡罗尔：《在南部海域》（福西斯） 

8 古利特 歌曲，Op.172第1首 《浪漫钢琴小品增编》第2册 (ABRSM) 

9 保罗·哈里斯 靛色（《彩虹》第6首） 保罗·哈里斯：《彩虹》（博浩） 

10  爱尔兰民歌 她穿过集市，霍尔改编 《轻松出逃：18首钢琴曲》（斯巴达出版社） 

11 珍妮特·勃莱
德和阿兰·勃
莱德 

泰晤士日出 珍妮特·勃莱德和阿兰·勃莱德：《钢琴作品集：流行风

格》（牛津大学出版社） 

12 门德尔松 浪漫曲 《21工作室》（第1辑）第1册（环球） 

13 柴可夫斯基 意大利歌曲（《少年钢琴曲集》Op.39第
15首）  

柴可夫斯基：《少年钢琴曲集》Op.39 (ABR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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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C   1 桑尼·蔡 霸王龙饿了（选自《霸王龙的一日生活》）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3级》 (ABRSM)

2 吉洛克 西班牙吉他（选自《南腔北调》）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3级》 (ABRSM)

3 乔普林 艺人，欧纳奇改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3级》 (ABRSM)

4 阿盖 匈牙利主题小狂想曲 
第1部分 二重奏

《钢琴二重奏快乐》（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5 梅·伯贝尔和
格·戈兰森 
格·戈兰森 

河水奔流 梅洛迪·伯贝尔和格洛丽·戈兰森：《河水奔流》
（FJH音乐出版公司） 

6 迈克·科尼克 大象圆舞曲（选自《聪明猫去游猎》） 迈克·科尼克：《聪明猫去游猎》（环球） 

7 马克·戈达德 锁定拉丁（选自《爵士乐手》） 
第1部分 二重奏

马克·戈达德：《爵士乐手》（斯巴达出版社） 

8 艾尔顿·约翰
和蒂姆·赖斯 

今夜爱无限（选自《狮子王》），南·菲伯
尔和兰·菲伯尔改编 八度可选

《菲伯尔工作室曲集：〈钢琴重要时刻，第4级〉精
选》（菲伯尔钢琴之旅） 

9 亨·曼西尼和 
强·默瑟 

月亮河（选自《蒂凡尼的早餐》，米
勒改编 

《一日一打歌曲集》第2册（威利斯） 

10 田中佳莲（音
译） 

北极光 《汇编 4》(ABRSM) 

11 瓦莱莉·卡珀斯 艾拉拟唱小羊羔（《爵士群像》第1首） 瓦莱莉·卡珀斯：《爵士群像》（牛津大学出版社） 

12 卡斯 查尔达什舞曲 第1部分 二重奏 卡斯：《钢琴家进阶二重奏》第2册（施
泰纳和贝尔） 

13 海·霍夫曼 林地小鸟（《小曲集》Op.77第15首）  《Encore》第2册 (ABR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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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级 

4首乐曲：考生须从A、B和C三个曲目列表中至少各选一首曲目，第四首为考生的自选曲。关于乐曲和演奏的

详细要求，请参阅第3–5页。

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A   1 佩谢蒂 急板（《C小调第6奏鸣曲》第3乐章）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4级》 (ABRSM)

2 法仑克 圆舞曲乐章（《25首简易练习曲》Op.50
第15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4级》 (ABRSM)

3 亨德尔 F大调快板，HWV 488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4级》 (ABRSM)

4 阿尔科克 加沃特舞曲（《B-大调第2组曲》第3乐章） 
须演奏第7、23和31小节的装饰音；所有其他为可选 

阿尔科克：《简易练习曲组曲6首》(ABRSM) 或 
《钢琴第4级金曲》（费伯） 

5 贝多芬 非常快的快板（《F大调小奏鸣曲》
Anh. 5第2首第1乐章）  

《新小奏鸣曲集》第1册（朔特） 

6 布克斯特胡德 萨拉班德（选自《E小调组曲》BuxWV 236） 《巴洛克钢琴曲选》第1册（朔特） 

7 德林 谐谑曲（选自《练习曲式作品12
首》） 

德林：《练习曲式作品12首》（温伯格） 

8 古利特 谐谑的小快板（《C大调小奏鸣曲》Op.188
第4首第3乐章） 

《钢琴小奏鸣曲集》第1册第13首（波兰音乐出版有限

公司） 

9 海顿 F大调谐谑的快板 《必备键盘曲目》第6册（阿尔弗雷德） 

10 斯·海勒 A小调练习曲，Op.45第2首  斯·海勒：《20首混合练习曲》 (ABRSM) 或
《钢琴文学：漆黑的暴风雨之夜》第1册第7–9页
（菲伯尔钢琴之旅） 

11 乔·贝尔格 快板（《C大调小奏鸣曲》Op.3第7
首第1乐章） 

乔·贝尔格：《小奏鸣曲12首》Op.3第2册（HH出版

社） 

12 约·弗·弗·
布格缪勒 

叙事曲，Op.100第15首 《Encore》第2册 (ABRSM) 或 
《跟郎朗学钢琴，第4级》（费伯） 

13 莫扎特 F大调回旋曲，K.15hh 《核心经典，第3–4级》 (ABRSM) 或
莫扎特：《早期作品25首》 (ABRSM) 或
《钢琴第4级金曲》（费伯） 

B    1 瓦莱莉·卡珀斯 比利之歌（《爵士群像》第7首） 
带反复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4级》 (ABRSM)

2 夏米娜德 牧歌（《儿童曲集，第2辑》Op.126第1
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4级》 (ABRSM)

3 柴可夫斯基 新的洋娃娃（《少年钢琴曲集》Op.39，
第6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4级》 (ABRSM)

4 卡·菲·埃·巴赫 行板（改编曲） 《跟郎朗学钢琴，第4级》（费伯） 

5 沃·卡罗尔 日出（《河与虹》第7首） 沃·卡罗尔：《河与虹》（福西斯） 

6 格拉纳多斯 奉献（《青春的故事》Op.1第1首） 格拉纳多斯：《青春的故事》Op.1 (ABRSM) 或 
《浪漫钢琴小品增编》第2册 (ABRSM) 

7 哈恰图良 一首小歌（小行板）（《童年映像》第1首） 哈恰图良：《童年映像》（博浩） 

8 李斯特 钟声，S. 238 《肖邦、李斯特、希勒：第一原始版》
第5册（维也纳原始文献出版社） 

9 门德尔松 行板（《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Op.64第2
乐章），斯科特-布特改编 

《Piano Mix 3》 (ABRSM) 

10 沃恩·威
廉斯 

缓慢的圆舞曲（选自《6首教学曲》） 沃恩·威廉斯：《小钢琴曲集》（牛津大学出版社） 

11 希瑟·哈蒙德 某年寒冬（选自《无词叙事歌》） 希瑟·哈蒙德：《无词叙事歌》第1册（EVC音乐
图书出版公司） 

12 胡梅尔 G大调浪漫曲，Op.52第4首 胡梅尔：《16首小品》(ABRSM) 

13  马来民歌 划舢板，夏吉安改编 带反复 《马来民歌选辑》（哈尔·莱昂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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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C   1 巴托克 五声曲调（《献给孩子们》第1册第29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4级》 (ABRSM)

2 内华达 尼内特的弥赛特舞曲（《浪漫派印
象》第5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4级》 (ABRSM)

3 弗·普莱斯 脚趾发痒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4级》 (ABRSM)

4 迈卡帕尔 在铁匠铺，Op.8第5首 《浪漫钢琴小品集》第2册 (ABRSM) 

5 艾莉
森·马修
斯 

埋藏的红宝石（《宝藏》第8首） 艾莉森·马修斯：《宝藏》（费鲁姆
音乐出版社） 

6 玛尔塔·米尔 忧心忡忡蓝调（选自《爵士乐，拉格泰
姆和蓝调》第3册） 

玛尔塔·米尔：《爵士乐，拉格泰姆和蓝调》第3册

（阿尔弗雷德） 

7 阿沃·帕特 献给安娜·玛利亚 快活的或沉思的 阿沃·帕特：《献给安妮·玛利亚》（环球） 

8 普罗科菲耶夫 进行曲（《儿童音乐》Op.65第10首）  普罗科菲耶夫：《儿童音乐》，
Op.65（博浩） 

9 维·斯托扬诺
夫 

保加利亚农民舞曲 《现代钢琴音乐快乐》（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10 民歌 仙纳度，贝内特改编 《分级钢琴演奏者，第3–5级》（费伯） 

11 格里格 在山魔王的宫殿里（选自《培尔·金特：
第1组曲》 Op.46），怀特改编 

《Piano Mix 3》 (ABRSM) 

12 卡巴列夫斯基 小托卡塔（《儿童钢琴曲30首》Op.27
第12首）  

卡巴列夫斯基：《儿童钢琴曲30首》Op.27
（博浩）或 
《钢琴第4级金曲》（费伯） 

13 沃勒，拉扎
夫和哈·布鲁
克斯 

并非无礼，艾尔斯改编 《妮基·艾尔斯和朋友们》第1册 (ABR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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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级 

4首乐曲：考生须从A、B和C三个曲目列表中至少各选一首曲目，第四首为考生的自选曲。关于乐曲和演奏的详细要求，请参

阅第3–5页。 

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A   1 奇马罗萨 快板（《C小调奏鸣曲》C. 68第3乐章）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5级》 (ABRSM)

2 海顿 小步舞曲和三声中部（《D大调奏鸣曲》，

Hob.XVI:4第2乐章）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5级》 (ABRSM)

3 陈志华（音译） 小丑的捷格舞曲（《皇家生日庆典：巴洛

克风格组曲》第7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5级》 (ABRSM)

4 约·塞·巴赫 F大调第8二部创意曲，BWV 779 约·塞·巴赫：《二部创意曲》(ABRSM) 或 

约·塞·巴赫：《二部创意曲和三部创意曲》（亨勒）或 

《核心经典，第5–6级》(ABRSM) 或

《跟郎朗学钢琴，第4级》（费伯） 

5 贝多芬 G小调小品，Op.119第1首 《键盘曲集》第1辑第3册 (ABRSM) 或 

《核心经典，第4–5级》(ABRSM) 或 

《初级钢琴家经典曲集》第3册（阿尔弗雷德） 

6 约·赫·菲奥科 行板（选自《羽管键琴曲》Op.1） 约·赫·菲奥科：《8首键盘曲》(ABRSM) 

7 海顿 快板（《G大调奏鸣曲》Hob.XVI:G1第1乐章）  海顿：《键盘奏鸣曲选》第1册第41–43页 (ABRSM) 或 

《必备键盘曲目》第5册（阿尔弗雷德） 

8 胡梅尔 C大调快板（《6首简单易学小品》Op.52第2首）  胡梅尔：《16首小品》(ABRSM) 

9 约·路·克雷布斯 E-大调托卡塔 《必备键盘曲目》第6册（阿尔弗雷德） 

10 莫扎特 主题、变奏1和变奏5（选自《小星星变奏曲》K. 
265） 

莫扎特：《小星星变奏曲》 

K. 265（亨勒）或

莫扎特：《C大调小星星变奏曲》KV 265（熊骑士） 

11 加德 男孩们的圆环舞

（《孩子们的圣诞节》Op.36第2首）  

加德：《水彩画及其他》 (ABRSM) 或 

《浪漫钢琴小品增编》第3册 (ABRSM) 

12 斯·海勒 E小调练习曲（《30首进阶练习曲》）Op.46第7

首） 

斯·海勒：《30首进阶练习曲》（环球） 

13 莱奥 第3托卡塔 《高级钢琴家》第1册（费伯） 

B    1 海·霍夫曼 情歌（《心情图画》Op.88第7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5级》 (ABRSM)

2 伯纳黛特·马

米恩 

柳林风声（选自《什锦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5级》 (ABRSM)

3 皮林 菲勒美拉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5级》 (ABRSM)

4 理·罗·贝内特 小悲歌 理·罗·贝内特：《小悲歌》（诺维罗） 

5 格拉纳多斯 孤儿（《青春的故事》Op.1第9首） 格拉纳多斯：《青春的故事》Op.1 (ABRSM) 

6 斯·海勒 E小调练习曲，Op.47第15首 带反复 斯·海勒：《20首混合练习曲》 (ABRSM) 

7 马斯奈 旋律（《10首性格小品》Op.10第5首） 《法国浪漫派曲目，第1级》（费伯） 

8 蒙波 小船（选自《爱的感言》） 蒙波：《爱的感言》（联合音乐出版社）或 

蒙波：《钢琴曲集》（联合音乐出版社） 

9 帕初尔斯基 C小调前奏曲，Op.8第1首 《浪漫钢琴小品集》第3册 (ABRSM) 

10 舒曼 异国和异国的人们（《童年情景》Op.15第1
首） 

舒曼：《童年情景》Op.15 (ABRSM) 或

舒曼：《童年情景》 Op.15（亨勒）或

《跟郎朗学钢琴，第4级》（费伯）  

11 格里埃尔 傍晚（《8首简易小品》Op.43第5首） 格里埃尔：《8首简易小品》Op.43 (ABRSM) 

12 菲利普·雷恩 在公园里散步（《大苹果城上的三小口》第2首） 菲利普·雷恩：《大苹果城上的三小口》（古德音

乐） 

13  朝鲜民歌 阿里郎，勃莱德改编 《跟郎朗学钢琴，第4级》（费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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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C   1 迈克·科尼克 融入律动（选自《钢琴练习曲20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5级》 (ABRSM)
2 卡巴列夫斯基 谐谑曲（《儿童钢琴曲30首》Op.27第14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5级》 (ABRSM)

3 大卫·欧纳奇 寂静中一颗遥远的星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5级》 (ABRSM)

4 阿盖 蓝色圆舞曲 《布吉和蓝调快乐》（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5 阿尔温 大海在愤怒 《钢琴作品集 2》（牛津大学出版社） 

6 巴托克 冬至歌（《献给孩子们》第1册第38首） 巴托克：《献给孩子们》第1册（博浩） 

7 维多利亚·鲍
里索娃-奥拉
斯 

寂静之岛 《汇编 3》(ABRSM) 

8 鲁多维
科·艾诺
迪 

北极悲歌 仅此版本  鲁多维科·艾诺迪：《更多音乐元素》第7–9页（切斯

特） 

9 平托 前进，小士兵！（《儿时回忆》第3
首）刮奏可选 

平托：《儿时回忆》（古·舍尔莫） 

10 凯瑟
琳·罗林 

爱的主题（选自《抒情时刻》第2册） 凯瑟琳·罗林：《抒情时刻》第2册（阿尔弗雷德） 

11 阿伦 风暴天气，艾尔斯改编 《妮基·艾尔斯和朋友们》第1册 (ABRSM) 

12 玛尔塔·米尔 燕尾服爵士乐（选自《爵士乐，拉格泰姆和蓝
调》第4册） 

玛尔塔·米尔：《爵士乐，拉格泰姆和蓝调》第4册
（阿尔弗雷德） 

13 安德烈·班
甘布拉·文
杜 

摇篮曲（选自《钢琴组曲》） 《非洲及非洲侨民钢琴音乐》第1册（牛津大学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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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级 

4首乐曲：考生须从A、B和C三个曲目列表中至少各选一首曲目，第四首为考生的自选曲。关于乐曲和演奏的详细要求，请参

阅第3–5页。 

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A   1 斯·海勒 C+ 小调前奏曲（《24首前奏曲》Op.81第10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6级》 (ABRSM)

2 甘巴里尼 D大调吉格舞曲（选自《羽管键琴教程》

Op.2）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6级》 (ABRSM)

3 库劳 快板（《C大调小奏鸣曲》Op.20第1首第1乐章）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6级》 (ABRSM)

4 卡·菲·埃·巴赫 C小调视唱曲，Wq.117/2 卡·菲·埃·巴赫：《键盘作品选》第2册 (ABRSM) 或
《从古典到现代作品集》第6册（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5 约·塞·巴赫 E大调第6二部创意曲，BWV 777 约·塞·巴赫：《二部创意曲》(ABRSM) 或 

约·塞·巴赫：《二部创意曲和三部创意曲》（亨勒） 

6 约·弗·弗·布

格缪勒 

快步，Op.109第10首 约·弗·弗·布格缪勒：《练习曲》Op.109（彼得斯） 

7 奇马罗萨 快板（《G大调第6奏鸣曲》第1乐章） 《古典乐派精神》第2册（阿尔弗雷德） 

8 亨德尔 A大调幻想曲 《从古典到现代作品集》第6册（约克镇音乐出版社） 

9 海顿 终曲：很快的快板（《G大调奏鸣曲》Hob.XVI:6

第4乐章） 

海顿：《键盘奏鸣曲选》第1册 (ABRSM) 或 

海顿：《钢琴奏鸣曲全集》第1册（维也纳原始文献出版社） 

10 多·斯卡拉蒂 A大调奏鸣曲，Kp.208，L. 238 多·斯卡拉蒂：《奏鸣曲200首》第2册（EMB音乐出版社） 

11 胡梅尔 C大调回旋曲，Op.52第6首 胡梅尔：《16首小品》(ABRSM) 

12 舒伯特 F小调音乐瞬间（ 

《音乐瞬间》D. 780第3首） 

舒伯特：《音乐瞬间》D. 780 (ABRSM) 或 

舒伯特：《即兴曲和音乐瞬间》（亨勒） 

13 泰勒曼 快板（《D大调第1幻想曲》第1组TWV 33:1第1乐

章） 

泰勒曼：《幻想曲：第1组（12首）》 (ABRSM) 

B    1 德特 亲爱的（幽默曲）（《在底部平原》第3乐章）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6级》 (ABRSM)

2 格拉纳多斯 诗意圆舞曲（《诗意圆舞曲集》第6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6级》 (ABRSM)

3 门德尔松 威尼斯船歌（《无词歌》Op.19b第6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6级》 (ABRSM)

4 约·鲍恩 粉彩 约·鲍恩：《粉彩》（切斯特） 

5 德洛·乔伊奥 斗牛士的祈祷（《儿童抒情小品集》第2首） 《博浩20世纪钢琴作品精选：自1945年》（博浩） 

6 格里埃尔 D- 大调前奏曲（《8首简易小品》Op.43第1首） 格里埃尔：《8首简易小品》Op.43 (ABRSM) 或 

《浪漫钢琴小品集》第4册 (ABRSM) 

7 克·哈特曼 夜曲 克·哈特曼：《两首钢琴曲》（HH出版社） 

8 斯蒂

芬·霍夫 

小摇篮曲（《R-B组曲》第4乐章） 斯蒂芬·霍夫：《R-B组曲和其他奥秘》（温伯格） 

9 豪厄尔斯 有一位最美丽的女士（ 

《乡村盛会》第3首） 

豪厄尔斯：《乡村盛会和舞曲小曲集》 (ABRSM) 或 

《核心经典，第5–6级》 (ABRSM) 

10 哈恰图良 传奇（《童年映像》第6首） 哈恰图良：《童年映像》（博浩） 

11 梅尔·波尼斯 间奏曲（选自《间奏曲和缓慢的圆舞曲》Op.38） 

在第53小节结束 

梅尔·波尼斯：《钢琴音乐第5卷：舞曲A》（弗洛

勒出版社） 

12 瓜斯塔维诺 第1抒情曲“哭泣的圣达菲”（选自 

《阿根廷抒情曲10首》 

瓜斯塔维诺：《阿根廷抒情曲10首》（梅洛斯） 

13 舒曼 孤独的花（《森林情景》Op.82第3首） 舒曼：《森林情景》Op.82 (ABRSM) 

报考资格：先通过ABRSM乐理、实际音乐技巧或线下演奏考级爵士乐器独奏的第5级（或以上）。其他可接
受的替代条件，请参阅 www.abrsm.org/prerequisite。

http://www.abrsm.org/prerequisite
http://www.abrsm.org/prerequi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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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C   1 理·罗·贝内特 安息日出生的孩子（选自《一个星期的
生日》）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6级》 (ABRSM)

2 艾丽莎·米尔
恩 

靛蓝月亮（选自《急性子爵士乐》第2册）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6级》 (ABRSM)

3 奥·彼德森 爵士技巧训练第2首（选自《爵士钢琴技巧训
练，小步舞曲，练习曲和乐曲》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6级》 (ABRSM)

4 伦·伯恩斯坦 献给斯蒂芬·桑德海姆（ 
《13周年》第3首） 

伦·伯恩斯坦：《13周年》（博浩） 

5 卡塞拉 加洛普舞曲终曲（《11首儿童钢琴曲》
Op.35第11首）  

卡塞拉：《11首儿童钢琴曲》（环球） 

6 本·克罗斯兰 窗外的风景（《酷酷小曲！》第1册第12
首） 

 本·克罗斯兰：《酷酷小曲！》第1册第24-27页
（费鲁姆音乐出版社） 

7 保罗·哈维 伦巴托卡塔 保罗·哈维：伦巴托卡塔（里科尔蒂） 

8 妮基·艾尔斯 东岸蓝调 《夏日爵士乐》（牛津大学出版社） 

9 斯蒂芬·蒙
太古 

海啸 《汇编 2》(ABRSM) 

10 普罗科菲耶夫 蚱蜢的游行（《儿童音乐》Op.65第7首）  普罗科菲耶夫：《儿童音乐》， Op.65（博浩） 

11 恩凯如·奥科

耶 

在雨中赤脚跳舞（选自《非洲素描》） 《非洲及非洲侨民钢琴音乐》第1册（牛津大学出
版社） 

12 保罗·鲁得斯 流星 《汇编 3》(ABRSM) 

13 比利·泰勒 希望我知道自由的滋味，邱吉尔改编 《妮基·艾尔斯和朋友们》第1册 (ABR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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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首乐曲：考生须从A、B和C三个曲目列表中至少各选一首曲目，第四首为考生的自选曲。关于乐曲和演奏的详细要求，请参

阅第3–5页。 

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1 海顿 有节制的快板（《B小调奏鸣曲》Hob.XVI:32第

1乐章）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7级》 (ABRSM)

2 马尔蒂努 小快板（《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H. 257第4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7级》 (ABRSM)

3 马丁尼兹 小步舞曲速度（《A大调奏鸣曲》第3乐章）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7级》 (ABRSM)

4 卡·菲·埃·巴赫 很快的快板（《F小调奏鸣曲》Wq.63/6第1乐
章） 

 卡·菲·埃·巴赫：《键盘作品选》第4册第40–43页 (ABRSM) 或 

《古典乐派精神》第2册（阿尔弗雷德） 

5 海顿 中板（《E大调奏鸣曲Hob.XVI:31第1乐

章） 

海顿：《键盘奏鸣曲选》第3册 (ABRSM) 或 

海顿：《钢琴奏鸣曲全集》第3册（维也纳原始文献出版社） 

6 库劳 活泼的快板（《A大调小奏鸣曲》Op.60第2首第1乐

章）  

库劳：《小奏鸣曲集》第2册（彼得斯） 

7 莫扎特 G大调吉格舞曲，K. 574 《键盘曲集》第2辑第5册第11–12页 (ABRSM) 或 

莫扎特：《成熟期钢琴作品集》(ABRSM) 或 

莫扎特：《钢琴作品精选》（亨勒） 

8 帕拉迪斯 快板（《A大调第6奏鸣曲》第2乐章）  帕拉迪斯：《大键琴奏鸣曲集》第1册第45–47页（朔特） 

9 拉莫 野蛮人（选自《羽管键琴曲》） 拉莫：《独眼巨人／野蛮人》（熊骑士）或 

拉莫：《羽管键琴曲》第96–97页（乌杰尔） 

10 多·斯卡拉蒂 E大调奏鸣曲，Kp.380，L. 23  多·斯卡拉蒂：《键盘作品和奏鸣曲集》第3册第30–

33页 (ABRSM) 或 

多·斯卡拉蒂：《奏鸣曲200首》第3册（EMB音乐出版社） 

11 贝多芬 小步舞曲和三声中部（《D大调奏鸣曲》Op.10第3
首第3乐章） 

贝多芬：《D大调奏鸣曲》Op.10第3首 (ABRSM) 或

贝多芬：《35首钢琴奏鸣曲》第1册 (ABRSM) 或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第1册 (ABRSM) 

12 亨德尔 阿勒曼德舞曲和库兰特舞曲（《D小调组曲》HWV 

437第2和第3乐章） 

亨德尔：《键盘作品集》第2册（熊骑士） 

13 华金·图里纳 市场（《小品集》Op.52第5首）  华金·图里纳：《小品集》（朔特） 

B    1 肖邦 A小调玛祖卡舞曲，Op.68第2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7级》 (ABRSM)

2 扬·弗莱德林 薄暮窗前（《4个故事》第4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7级》 (ABRSM)

3 莫什科夫斯基 夜色宁静（《10首小品》Op.94第2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7级》 (ABRSM)

4 阿兰·勃莱德 第9前奏曲（选自《为钢琴独奏而作的12或
13首前奏曲》第1套） 

阿兰·勃莱德：《为钢琴独奏而作的12或13首前奏曲第1
套：第9前奏曲》（科恩出版社）或 

阿兰·勃莱德：《为钢琴独奏而作的12或13首前奏曲》第1套 

（科恩出版社） 

5 亨塞尔 旋律，Op.4第2首 《女作曲家钢琴作品集》（阿尔弗雷德）或

《女作曲家钢琴作品集（2011年第4次修订版）》（朔特） 

6 李斯特 E大调第5安慰曲（选自《安慰曲集》S. 172） 李斯特：《21首钢琴小品集》(ABRSM) 或 

李斯特：《安慰曲集》（维也纳原始文献出版社） 

7 里亚多夫 F小调玛祖卡舞曲（《3首小品》Op.57第3首）  里亚多夫：《前奏曲、小品和其他作品集》(ABRSM) 或 

《浪漫钢琴小品集》第4册 (ABRSM) 

8 门德尔松 无词歌，Op.19第1首 门德尔松：《无词歌》(ABRSM) 

9 艾·理查森 中庸的慢板（《F大调小奏鸣曲》Op.27第2乐章）  艾·理查森：《F大调小奏鸣曲》Op.27（温伯格） 

21 仅电子版，可从出版商网站获取 

报考资格：先通过ABRSM乐理、实际音乐技巧或线下演奏考级爵士乐器独奏的第5级（或以上）。其他可接
受的替代条件，请参阅 www.abrsm.org/prerequisite。

http://www.abrsm.org/prerequisite
http://www.abrsm.org/prerequi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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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10 舒曼 入眠（ 
《童年情景》Op.15第12首） 

舒曼：《童年情景》Op.15 (ABRSM) 或舒曼：《童
年情景》Op.15（亨勒）或《夜与梦》（朔特） 

11 德彪西 小牧童（《儿童乐园》第5首） 《键盘曲集》第1辑第5册 (ABRSM) 

12 伊林斯基 摇篮曲（《努尔和安尼特拉》Op.13第7首） 《核心经典，第6–7级》(ABRSM) 或 
《键盘曲集》第3辑第5册 (ABRSM) 

13 奥·拉塞尔 第2首牙买加舞曲（选自《3首牙买加舞
曲》） 

《非洲及非洲侨民钢琴音乐》第3册（牛津大学出
版社） 

C   1 克里斯托
弗·诺顿 

新来的小孩（《克里斯托弗·诺顿爵士前
奏曲集》第9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7级》 (ABRSM)

2 黛安·古尔卡
西安·拉赫比 

前奏曲：暮色，Op.69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7级》 (ABRSM)

3 帕拉姆·维尔 白光赞美诗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7级》 (ABRSM)

4 巴托克 风笛：小快板（《小奏鸣曲》第1乐章） 巴托克：《小奏鸣曲》（EMB音乐出版社或亨勒） 

5 陈怡 竹竿舞之二 《汇编 5》(ABRSM) 

6 吉纳斯特拉 向罗伯托·加西亚·莫里略致敬（《12首 
美洲前奏曲》Op.12第6首） 

吉纳斯特拉：《12首美洲前奏曲》Op.12（卡尔·费舍

尔） 

7 格罗夫莱兹 猎人之歌（《年鉴图片》第4首） 格罗夫莱兹：《年鉴图片》（施泰纳和贝尔）或  
《超越浪漫乐派精神》第2册（阿尔弗雷德） 

8 科恩 烟雾弥漫你的眼睛（选自《罗伯
塔》），埃文斯改编 

《李·埃文斯改编杰罗姆·科恩作品集》（哈尔·莱昂纳

多） 

9 弗洛伦
汀·缪桑 

第14前奏曲（选自《24首钢琴前奏曲》
Op.38） 

弗洛伦汀·缪桑：《24首钢琴前奏曲》Op.38
（弗洛勒出版社） 

10 克里斯托
弗·诺顿 

流行巴萨（《拉丁前奏曲集 2》第5首） 克里斯托弗·诺顿：《拉丁前奏曲集》（博浩） 

11 格里格 蝴蝶（《抒情小品集》第3册Op.43第1首） 格里格：《38首钢琴曲》第2册 (ABRSM) 

12 皮亚佐拉 天使米隆加舞曲 皮亚佐拉：皮亚佐拉：《天使钢琴曲》（Tonos音乐出
版公司） 

13 乌佐伊戈维 第1首尼日利亚舞曲（选自《4首尼日利亚舞

曲》） 

《非洲及非洲侨民钢琴音乐》第2册（牛津大学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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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A   1 约·塞·巴赫 B-大调前奏曲与赋格，BWV 866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8级》 (ABRSM)

2 莫扎特 快板（《F大调奏鸣曲》K. 322第1乐章）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8级》 (ABRSM)

3 舒伯特 C+ 小调音乐瞬间（ 

《音乐瞬间》D. 780第4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8级》 (ABRSM)

4 约·塞·巴赫 G大调前奏曲与赋格，BWV 884 约·塞·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2卷 (ABRSM) 

5 贝多芬 快板：《E大调奏鸣曲》Op.14第1首第1乐章 贝多芬：《E大调奏鸣曲》Op.14第1首 (ABRSM) 或

贝多芬：《35首钢琴奏鸣曲》第1册 (ABRSM) 或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第1册 (ABRSM) 

6 亨德尔 前奏曲和快板（赋格）（《F小调第8组曲》HWV 

433第1和第2乐章） 

亨德尔：《8套大组曲》第2册 (ABRSM) 或 

亨德尔：《键盘作品集》第1册（熊骑士） 

7 马丁尼兹 快板／中板（《A大调奏鸣曲》第1乐章） 《女作曲家钢琴作品集（2011年第4次修订版）》（朔特）或 
《核心经典，第7–8级》 (ABRSM) 

8 莫扎特 优雅的行板和变奏1–6 

（《A大调奏鸣曲》K. 331第1乐章） 

莫扎特：《A大调奏鸣曲》K. 331 (ABRSM) 或 

莫扎特：《钢琴奏鸣曲》第2册 (ABRSM) 

9 拉莫 独眼巨人（选自《羽管键琴曲》） 拉莫：《独眼巨人／野蛮人》（熊骑士）或 

拉莫：《羽管键琴曲》（乌杰尔） 

10 多·斯卡拉蒂 D大调奏鸣曲，Kp.443，L. 418  多·斯卡拉蒂：《键盘奏鸣曲选》第1册第4–7页 (ABRSM)或 

多·斯卡拉蒂：《奏鸣曲200首》第4册（EMB音乐出版社） 

11 海顿 有活力的快板（《D大调奏鸣曲》Hob.XVI:37第1

乐章） 

海顿：《键盘奏鸣曲选》第3册 (ABRSM) 或 

海顿：《钢琴奏鸣曲全集》第3册（维也纳原始文献出版社） 

12 斯蒂

芬·霍夫 

小托卡塔（《R-B组曲》第5乐章） 斯蒂芬·霍夫：《R-B组曲和其他奥秘》（温伯格） 

13 克·舒曼 稍微激动地（《4首瞬息幻想作品》Op.15第2
首） 

克·舒曼：《浪漫主义钢琴音乐》第2册（熊骑
士）或 克·舒曼：《4首瞬息幻想作品》Op.15 
（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 

B    1 塞·科尔里奇-

泰勒 

B小调即兴曲（ 

《2首即兴曲》第2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8级》 (ABRSM)

2 法仑克 D-大调练习曲，Op.41第5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8级》 (ABRSM)

3 柴可夫斯基 六月：船歌（《四季》Op.37b第6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8级》 (ABRSM)

4 阿连斯基 D-大调夜曲（《24首性格小品》Op.36第3首）  阿连斯基：《24首性格小品》Op.36（普立兹姆）或 

阿连斯基：《24首性格小品》Op.36（阿尔弗雷德） 

5 肖邦 《A小调玛祖卡舞曲》Op.17第4首 肖邦：《玛祖卡舞曲集》（亨勒） 

6 艾尔兰 哥伦拜恩 艾尔兰：《钢琴作品集》第4册（施泰纳和贝

尔） 

7 雅纳切克 行板（《在雾中》第1首） 雅纳切克：《在雾中》（熊骑士） 

8 拉赫玛尼诺夫 D-大调音乐瞬间，Op.16第5首 拉赫玛尼诺夫：《6首音乐瞬间》Op.16（辛洛克） 

9 舒伯特 A-大调即兴曲（《4首即兴曲》Op.142，D. 935第2
首） 

舒伯特：《即兴曲》Op.142 (ABRSM) 或 

舒伯特：《即兴曲和音乐瞬间》（亨勒） 或

《核心经典，第7–8级》 (ABRSM) 

10 舒曼 F+大调浪漫曲（《3首浪漫曲》Op. 28第2首）  舒曼：《3首浪漫曲》Op.28 (ABRSM) 

11 艾·比奇 晨曦中的隐夜鸫，Op.92第2首 《艾米·比奇钢琴音乐》（哈尔·莱昂纳多）或 

《艾米·比奇钢琴音乐》（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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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 曲目／作品／改编者 书籍（出版商） 

12 贝多芬 如歌的柔板（《C小调“悲怆”奏鸣曲》
Op.13第2乐章） 

贝多芬：《C小调奏鸣曲，Op.13（悲怆）》 
(ABRSM) 或 
贝多芬：《35首钢琴奏鸣曲》第1册 (ABRSM) 或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第1册 (ABRSM) 

13 塔耶芙尔 即兴曲 塔耶芙尔：《即兴曲》（乔伯特出版社） 

C   1 阿尔贝尼斯 海湾的喧嚣（马拉加舞曲）（《旅行回
忆》Op.71第6首）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8级》 (ABRSM)

2 德彪西 第2首阿拉伯风格曲（选自《2首阿拉伯风格
曲》L. 66）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8级》 (ABRSM)

3 詹·普·约翰逊 越过小节 《钢琴考级作品2023 & 2024第8级》 (ABRSM)

4 夏米娜德 女丑角（芭蕾咏叹调），Op.41 《女作曲家钢琴作品集（2011年第4次修订版）》（朔
特） 

5 陈培勋 旱天雷 《百花争艳——中华钢琴100年（第3卷）民族
风韵作品集锦（第2集）·民族器乐风韵》（上海
音乐学院出版社） 

6 德彪西 梦幻曲 德彪西：《梦幻曲》（乔伯特出版社）或 
《夜与梦》（朔特） 

7 哈恰图良 托卡塔 哈恰图良：《托卡塔》（博浩） 

8 乌维·科恩 西班牙马 《当探戈遇见爵士》（朔特） 

9 塞西莉
亚·麦克道
尔 

在威尼斯晚祷（选自《4首钢琴独奏曲》） 塞西莉亚·麦克道尔：《4首钢琴独奏曲》（亨特出版

社） 

10 维拉-罗伯斯 小丑（选自《洋娃娃家族第1部》） 维拉-罗伯斯：《小丑》（埃西克）或  
《超越浪漫乐派精神》第2册（阿尔弗雷德） 

11 巴托克 第6首保加利亚节奏舞曲（ 
《小宇宙》第153首） 

巴托克：《6首保加利亚节奏舞曲》（亨勒）或 
巴托克：《小宇宙》第6册（博浩） 

12 佐伊·拉曼 随波逐流 《妮基·艾尔斯和朋友们》第2册 (ABRSM) 

13  爱尔兰民歌 丹尼少年，艾尔斯改编 秋之爵士乐（牛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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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 ‘OC’ for your own-choice piece/song

(unless from the repertoire lists);

leave ‘List’ blank if a Snare Drum, Timpani or

Tuned Percussion candidat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or own-choice piece/song (unless chosen from the repertoire lists) 

Arranger 
(if applicable) 

Book/publication title 
(if applicable) 

Publisher/availabl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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