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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究TBL ( team-based learning)教学法在音乐教学法课程中的具体实践运用。设计了
详实的教学过程及具体的教学问题与评价方案,为各高校音乐教育理论教师应用TBL教学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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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 Cases Analysis of TBL Teaching Method in Music Teaching Method Curriculum
Reform
-- Taki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Jiangha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Yun F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Jiang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specific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BL (team-based learning) pedagogy
in music pedagogy courses, designs detailed teaching process and specific teaching problems and evaluation
schem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BL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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