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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樂促進會 

聖樂與崇拜牧養研究碩士文憑 
 

課程宗旨 

 

本課程爲有志以崇拜及聖樂牧養事工服事華人教會的同道而設，旨在提供有關崇拜與聖樂事奉的

聖經基礎及牧養的神學理論及反省，研究崇拜與聖樂牧養與更新的方向，提高崇拜與聖樂實踐與

牧養管理的素質，並把神學與音樂專業整合轉化成爲牧養服事教會的恩賜。 

 

課程特色 

 

1. 課程設計首重神學、聖樂與崇拜的整合，致力提供系統、全面而扎實的聖樂與崇拜牧養理論

基礎； 

2. 課程理論與實踐並重，以聖樂與崇拜實踐作爲學員研討思考與評估反省的平臺，藉閱讀、研

討與交流不斷擴闊聖樂與崇拜的視野。 

3. 本課程分網上遙距系統核心課程(甲)、崇拜牧養主修(乙)及聖樂牧養主修(丙)、學員可按事奉

需要安排，修讀分類或全科修讀文憑。 

4. 本課程以普通話授課，提供中文指定閱讀資料，祈讓國內外華人教牧及領導崇拜群體得以受

惠。 

 

對象 

 

1. 具備神學本科畢業證明又有志於崇拜與聖樂牧養事奉者；或 

具有大學或大專主 修音樂或音樂學院學位畢業證明者；或 

在職教會的聖樂與教牧傳道同工； 

2. 所有報讀者之首年均爲試讀生，若未能達到課程要求，仍可以旁聽生身份繼續修課；（每科

限量旁聽配額，由會方分配） 

3. 學員須具聽講普通話能力，並具中文寫作能力。 

 

課程設計      

 

聖樂與崇拜牧養研究碩士文憑乃以神學與音樂整合之系統課程，先從理論建立，後以討論互動緊

扣，並以營會崇拜牧養爲研究及實踐平台。學員須於聖樂與崇拜研討營勘察理論如何付諸實踐，

並參與討論、評估與完成總結學習報告。 

 

課程總監 － 譚靜芝博士  

 

課程認受  

 

本會開辦此文憑課程乃爲碩士層次，由譚靜芝博士親自設計、規劃與負責聘請教授，邀請資深牧

者學者參與教學，文憑畢業生可申請轉換同類課程學分至香港、各海內外神學院銜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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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辦法 
 

1. 網上遙距系統核心課程(甲) 全年均接受入學申請及選科，可於兩年內修畢。 

2. 本課程每科 3 學分，學員可按個人學習進度以網上遙距方式修讀；並必須報名參加暑期聖樂

與崇拜研討營，並在營費外以 2 學分作為聖樂與崇拜研討及實踐平台，學員須於營中出席硏

討及按要求呈交營會學習報告。 
3. 「主修選科」學員以短期密集方式修課，本會於每學年舉辦春、秋兩期密集課程，每期爲十

天之學習，於香港或國內上課： 
i. 學員應先修讀最少兩科網上遙距系統核心課程(甲)，爲必修的基礎理論課程部份，

其後方可按個人學習速率依次選讀。 
ii. 崇拜牧養主修(乙)及聖樂牧養主修(丙)之主修：每科均含 3 學分之理論部分與 2 學分

之實踐部分，學員可按所選主修及個人學習事奉需要修讀。 
iii. 暑期之聖樂與崇拜研討營作爲研討及實踐平台：學員必須註冊修課，並完成營會

研討與閱讀，呈交作業總結報告者可得 2學分。 
4. 講師可按其課程設計調整課程標題重點並安排授課形式，增減研討、實習、分組討論、研究

等，唯科目編號及範疇不變。 
 

5. 每學分除有 10 小時之面授課堂外，學員必須再另外運用約 10 小時完成閱讀、溫習及其他作
業。各科講師將按此標準指定該科作業，而學員則有責任自行安排時間，在指定日期內(修畢
該科之三個月內) 完成及呈交指定之作業。  

 
6. 每期密集課程於開課前約三個月會發放開課資訊，學員只需於電郵回覆註册上課，並以繳費

爲實。每科於開課前一個月發放課前閱讀，學員應於交費後留意經電郵收件，並於開課日期
前完成閱讀準備。如學員在完成課程註册後因任何理由未克上課，學員必須以書面通知行政
同工，本會將酌情考慮處理個案。 

 
學科授課日期 
 
1. 網上遙距系統核心課程(甲)： 全年收生，全年開課，即開課日期由學員自選。 
2. 主修學科(乙)及(丙) ：每年春季及秋季開課 (於香港或國內舉行密集課程)。 
3. 暑期營會：一般於每年七月第四週舉行（暑期聖樂與崇拜研討營於香港或國內舉行）。 
4. 非常規選科：視乎教授選定日期，將公佈於本會網站。 
 
畢業要求 
 
1. a. 修讀「聖樂與崇拜牧養研究碩士文憑 —核心科目」者，應於兩年內修畢所有核心科目(甲)， 

共 16學分，當中包括至少兩個暑期聖樂與崇拜研討營，平均績分點爲 2.7或以上方可 
畢業。 

b. 修讀「聖樂與崇拜牧養研究碩士文憑 —全科」者，應於四年內修畢所有核心科目(甲)，另
200及 300系列科目(乙及丙)各兩科，共完成至少 40學分，當中包括至少四個暑期聖樂與 
崇拜研討營，平均績分點爲 2.7或以上方可畢業。 

c. (1)  修讀「聖樂與崇拜牧養研究碩士文憑—崇拜牧養主修」者，應於六年內完成聖樂與崇拜 
專文及修畢另外至少 50學分 (共至少 58學分)，其中 200系列科目(乙)不少於 20學分，
當中包括至少五個暑期聖樂與崇拜研討營，平均績分點爲 2.7或以上方可畢業。  

(2) 修讀「聖樂與崇拜牧養研究碩士文憑—聖樂牧養主修」者，應於六年內完成聖樂與崇拜 
專文及修畢另外至少 50學分 (共至少 58學分)，其中 300系列科目(丙)不少於 20學分，
當中包括至少五個暑期聖樂與崇拜研討營，平均績分點爲 2.7或以上方可畢業。 

(3) 修讀「聖樂與崇拜牧養研究碩士高等文憑」者，應於七年內修畢至少 62學分，當中包括
至少五個暑期聖樂與崇拜研討營，平均績分點爲 2.7或以上。 

 
2. 參加修業年期間之暑期聖樂與崇拜研討營，並在營中出席研討及按要求呈交營會學習報告。 

 
3. 學員如無神學修業必須補充所指定的三科聖經與神學課程，方能畢業。 
 
4. 學員撰寫專文之題目和建議須得指導老師同意，並按指定神學院論文格式與要求完成。 
 
5. 完成畢業前通過面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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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樂與崇拜牧養研究碩士文憑 
 

核心科目 (甲)   (網上遙距修課) 建議按次修讀 

MWMC101 聖經與崇拜# (3學分) 

MWMC102 崇拜神學# (3學分) 

MWMC104教會音樂牧養神學 (3學分)  

MWMC103教會音樂事奉企劃 (3學分)        

崇拜牧養主修 (乙)  主修科目範例 聖樂牧養主修 (丙)  主修科目範例 

MWMM201 崇拜更新與教育 (3學分) MWMM301 崇拜流程神學 (3學分) 

MWMP201 崇拜頌禱對話實踐 (2學分) MWMP301 神學與音樂辨識入門 (2學分) 

MWMM202 會衆聖樂教育基礎建設 (3學分) MWMM302 會衆聖詩牧養神學 (3學分) 

MWMP202 崇拜牧養教材編寫 (2學分) MWMP302 崇拜領詩牧養實踐 (2學分) 

MWMM203 詩篇在崇拜中的位置 (3學分) MWMM303 聖道與崇拜—詩班的角色 (3學分) 

MWMP203 詩篇的禮儀唱誦與運用 (2學分) MWMP303 詩班排練與牧養要領 (2學分) 

MWMM204 三一神學與崇拜 (3學分) MWMM304 以道爲中心的崇拜編排 (3學分) 

MWMP204 崇拜與文化對話 (2學分) MWMP304 崇拜選詩配合聖道要領 (2學分) 

MWMM205 聖經與禮儀 (3學分) MWMM305 聖道－經課結構認識 (3學分) 

MWMP205 禮儀行動與牧養 (2學分) MWMP305 回應經課的聖樂資源運用 (2學分) 

MWMM206 崇拜牧養－經課深研 (3學分) MWMM306聖樂與聖道—歷史巡禮（3學分） 

MWMP206 經課講章預備 (2學分) 

 

MWMP306聖樂選材與會眾牧養（2學分） 

MWMM207 教會年與經課的牧靈應用(3學分) 

 

MWMM307教會音樂：樂器與崇拜、聖禮（3學

分） 
MWMP207 節期牧養企劃（2學分） 

 

 

 

MWMP307教會音樂：樂器編配入門（2學分） 

 
MWMM208青少、兒童崇拜牧養（3學分） 

 

MWMM308教會節期神學重點（3學分） 

 
MWMP208讀經訓練要領（2學分） 

 

MWMP308會眾節期牧靈音樂教育（2學分） 

 
主修專文（學分視程度而定） 

MWMT401 崇拜牧養主修專文  MWMT402 聖樂牧養主修專文 

暑期聖樂與崇拜研討營 (每年 2學分) 

MWMS 501 – 508 

修業年期間之暑期聖樂與崇拜研討營，幷參與討論、評估與完成相關之總結學習報告。 

聖經與神學科目 

未有神學訓練學員必須自行補修以下指定聖經與神學科目，並將修業證明於畢業前呈交本會 info@hkchurchmusic.org 

1. 舊約概論         2. 新約概論                3. 聖經神學或系統神學 

 
# 核心科目(甲) 將全以遙距方式修讀 

# 主修科目(乙)或(丙)可同時選讀，請留意開課選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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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資格 

 

1. 清楚重生得救，靈命、生活及事奉表現成熟，至少兩年事奉經驗，如得所屬教會推薦者可獲

優先考慮。 

2. 具有認可神學院、大學、音樂專科學士學位或本科同等學歷者。 

3. 清楚蒙召獻身教牧傳道事工，並以此爲終身志業。 

4. 未符上述資格條件者可申請為旁聽生(毋須呈交作業)。 

 

申請手續 

 

1. 申請者可從本會網頁中填寫或下載相關課程之「入學申請表」。 

2. 填妥後連同一次性的報名費存入指定之戶口，並把所需入學文件以郵電交至本會，所需入學

文件包括： 

i.  入學申請表 

ii.  學歷證明副本 

iii.  申請人近照乙張（白色背景爲佳，尺碼 3cm × 4cm) 

iv.  身份證或護照副本 

v.  報名費銀行入數收據 (報名費港幣$300／人民幣¥260，取錄與否概不退還) 

vi.  推薦信（個人推薦信一封，堂會推薦信一封） 

vii.  書寫一篇 2000字的個人見證，內容包括：得救見證、蒙召見證、個人恩賜、與崇拜

或聖樂相關之教會事奉體會，及投考課程的原因目的 

3. 各項文件交齊後一個月，申請者將獲通知審核結果，申請者可能需要接受面試。 

4. 申請者提供的學歷證明必須真實有效，若被發現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所有修讀之學分均屬

無效，本會將不會發還任何已繳之費用。 

5. 於申請入學手續辦妥後，學員將收到本會正式通知，方可進行選科申請。 

 

學 費 

 

註  册  費：港幣$200元(¥175)（一次性） 

學 費：每學分港幣$1000元（3學分 港幣$3000／¥2600元，5學分港幣$5000元／¥4330） 

旁聽學費：每學分港幣$1200元（3學分 港幣$3600／¥3120元，5學分港幣$6000元／¥5200） 

專  文  費：港幣$7100元（按每年繳付） 

營會學分費用： (2學分 港幣$2000／¥1750元） 

附注(一)：學員交費付款後必須保留電子訊息票據為入數證明，發放本會作實，如經他人戶口代

轉者，務要在票據上註明學員名稱及修讀科目。 

附注(二)：密集課程上課期間之食宿由學員自行安排，費用自理。補修聖經與神學科目收費及暑

期聖樂與崇拜研討營之營費均不在此列。 

附注(三)：報名費、學費及其他費用在匯款時所發生的費用均由申請人負擔。 

 

資助申請 

     

申請者若需要經濟資助，請於本會網頁內下載相關課程之「學費減免申請守則及申請表」， 

本會將按助學資源及報讀者的情況分配，將於取錄結果公佈後另行通知審批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