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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圣乐促进会 

圣乐与崇拜牧养研究硕士文凭 
 
 

课程宗旨 
 
      本课程为有志以崇拜及圣乐牧养事工服事华人教会的人士而设，旨在提供有关崇拜与圣乐

事奉的圣经基础及牧养的神学理论及反省，研究崇拜与圣乐牧养与更新的方向，提高崇拜与圣

乐实践与牧养管理的素质，并把神学与音乐专业转化成为服事教会的恩赐。 
 
课程特色 
 
1. 课程设计首重神学、圣乐与崇拜的整合，致力提供系统、全面而扎实的圣乐与崇拜牧养理

论基础； 

2. 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以圣乐与崇拜实践作为学员研讨思考与评估反省的平台， 
藉阅读、研讨与交流不断扩阔圣乐与崇拜的视野。 

3. 学员需先报读本课程之网上遥距核心(A)课程，然后才进入崇拜牧养主修(B)及圣乐牧养主

修(C)的学习，并可按自己需要安排，修读各级硕士文凭。 

4. 本课程以普通话授课，祈让国内外华人教牧及领导崇拜羣体得以受惠。 
 
对象 
 
1. 具备神学本科毕业证明又有志于崇拜与圣乐牧养事奉者；或， 

具有大学或大专主修音乐或音乐学院学位毕业证明者；或， 
在职教会的圣乐与教牧传道同工。 

2. 所有报读者之首年均为试读生，若未能达到课程要求，仍可以旁听生身份继续修学（每科

限量旁听配额，由会方分配。） 

3. 学员须具听讲普通话能力，并具中文写作能力； 
 
课程设计  
 
圣乐与崇拜牧养研究硕士文凭乃以神学与音乐整合之系统课程，先从理论建立，后以讨论互动

紧扣，并以崇拜牧养为实践平台。学员须于圣乐与崇拜研讨营勘察理论如何付诸实践，并参与

讨论、评估与完成总结学习报告。 
 
课程总监 － 谭静芝博士  
 
课程认受  
 
本会开办此文凭课程乃为硕士层次，由谭静芝博士亲自教授，并邀请资深牧者参与，文凭毕业

生可申请转换同类课程学分至各海内外神学院衔接课程 (已获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

建道神学院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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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资格 
 
1. 清楚重生得救，灵命、生活及事奉表现成熟，至少两年事奉经验，得所属教会推荐者优先 

2. 具有认可神学院、大学、音乐专科学士学位或本科同等学历者。 

3. 清楚蒙召献身教牧传道事工，并以此为终身志业。 

注：如未乎上述条件者可申请为旁听生（毋需呈交作业） 
 
申请手续 
 
1. 所有新申请者可从本会网页下载「入学申请表」。 

2. 填妥后连同报名费存入指定之户口，并把所需入学文件以电邮方式呈交本院，所需入学文
件包括： 

i. 入学申请表 
ii. 学历证明副本 
iii. 申请人近照乙张（白色背景为佳，尺码 3cm × 4cm) 
iv. 身份证或护照副本 
v. 报名费银行入数收据 
vi. 推荐信（个人推荐信一封，堂会推荐信一封） 
vii. 书写一篇 2000 字的个人见证，内容包括：得救见证、蒙召见证、个人恩赐、与崇

拜或圣乐相关之教会事奉体会，及投考课程的原因目的 

3. 各项文件交齐后约一个月，申请者将透过电邮获审核结果通知。 

4. 申请者提供的学历证明必须真实有效，若被发现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所有曾在本会修读
之学分均属无效，亦不会发还任何已缴之费用。 

 
学 费 
 
报  名  费：港币 300 元，取录与否概不退还。 
注  册  费：港币 200 元。 
每学分费：每学分港币 1000 元 
旁听学费：每学分港币 1200 元 
专  文  费：港币 7100 元（按需要缴付） 
报名费、学费及其他费用在汇款时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均须由申请人负担。 
附注： 

i. 选修课上课期间之食宿自行安排，费用自理。 
ii. 以上之学分收费均不适用于补修圣经与神学科目及暑期圣乐与崇拜研讨营/ 圣乐与

崇拜研讨会。有关之收费将按该科目之授课安排，以及营会／研讨会之食宿安排而
定，并会于开课通告中宣布。 

 
资助申请 
 
申请者若需要经济资助，请于本会网页内下载相关课程之「学费减免申请守则及申请表」，本
会将按助学资源及报读者的情况分配，将于取录结果公报后另行通知审批结果。 
 
修读办法 
 
1. 所有新学员必先报读网上遥距核心课程(A) ，此部份全年招生，可弹性配合学员的作息来

学习，乃必修的基础理论课程部份 (每科 3 学分) ， 完成其中最少两科后可同时选择修读其

他(B)或(C)的选修课程，毋需重新申请入学。 

 

 

 

报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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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余崇拜牧养主修(B)及圣乐牧养主修(C)之选修 均含 3 学分之理论部分与 2 学分之实践部

分，学生可按所选主修及个人学习进度而修读。学员以短期密集方式修课，本会一般于每

学年举办两期密集面授课程，每期为一双连之学习周，一般为每年之 3 月及 9 月，于香港

或国内上课及住宿，讲师可按其课程设计安排授课形式，加研讨、实习、分组讨论、研究

等。 

3. 研讨及实践平台(D) : 可选暑期圣乐与崇拜研讨营(2 学分)或 11 月之圣乐与崇拜研讨会(2 学

分)。所有本课程之学员均可优先报名参加。 

4. 每学分除有 10 小时之面授课堂外，学生必须再另外运用约 10 小时完成阅读、温习及其他

作业。各科讲师将按此标准给予功课，而学员则有责任自行安排时间完成及呈交。  

5. 本会不会发出网上遥距核心科目之上课通知，学员可按实际情况发电邮向本会申请报读其

余之核心科目；而每次之主修科目则会于开课前约两至三个月向所有已完成不少于两科核

心科之学员发出主修科上课通知，学生只需于电邮回复，注册上课，并以缴费为实。如学

生在完成课程注册后因任何理由未克上课，学生必须书面通知，本会将酌情考虑。 

 
学科授课日期 
 
网上遥距核心科目 ：全年招生，可随时随地网上收看谭博士以普通话的教学录像上课 
主修科目   ：每年九月及三月的第三及第四周 (于香港或国内举行密集课程) 
暑期营会  ：每年七月的第四周（暑期圣乐与崇拜研讨营于香港举行） 
研讨会      ：每年十一月            （圣乐与崇拜研讨会于国内举行） 
非常规学科  ：视乎教授选定日期 
 
毕业要求 
 
1. a. 修读「圣乐与崇拜牧养研究硕士文凭—网上遥距核心课程」者，应于两年内修毕所有网

上遥距核心科目(A)，共 16 学分，当中包括至少两个暑期圣乐与崇拜研讨营/  圣乐与崇拜
研讨会 (D)，平均绩分点为 2.7 或以上方可毕业，并可向本会申请相关证书。 

b. 修读「圣乐与崇拜牧养研究硕士文凭 」者，应于四年内修毕所有核心科目(A)，另 200 及
300 系列科目(B 及 C)各两科，共完成至少 40 学分，当中包括至少四个暑期圣乐与崇拜研
讨营/  圣乐与崇拜研讨会(D)，平均绩分点为 2.7 或以上方可毕业。 

c. (1)  修读「圣乐与崇拜牧养研究硕士文凭—崇拜牧养主修」者，应于六年内完成圣乐与崇
拜专文及修毕另外至少 50 学分 (共至少 58 学分)，其中 200 系列科目(B)不少于 20 学
分，当中包括至少五个暑期圣乐与崇拜研讨营/  圣乐与崇拜研讨会(D)，平均绩分点为
2.7 或以上方可毕业。  

(2) 修读「圣乐与崇拜牧养研究硕士文凭—圣乐牧养主修」者，应于六年内完成圣乐与崇
拜专文及修毕另外至少 50 学分 (共至少 58 学分)，其中 300 系列科目(C)不少于 20 学
分，当中包括至少五个暑期圣乐与崇拜研讨营/  圣乐与崇拜研讨会(D)，平均绩分点为
2.7 或以上方可毕业。 

(3) 修读「圣乐与崇拜牧养研究硕士高等文凭」者，应于七年内修毕至少 62 学分，当中包
括至少五个暑期圣乐与崇拜研讨营/  圣乐与崇拜研讨会，平均绩分点为 2.7 或以上。 

2. 参加修业年期间之暑期圣乐与崇拜研讨营/  圣乐与崇拜研讨会(D)，并参与讨论、评估与完
成相关之总结学习报告。 

3. 学员如无神学修业必须补充所指定的三科圣经与神学课程，方能毕业。 

4. 学员撰写专文之题目和建议须得指导老师同意，并按神学院论文格式与要求完成。 

5. 完成毕业前通过面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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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乐与崇拜牧养研究硕士文凭 
 

(Ａ) 核心科目   (网上遥距核心课程) 建议按次修读 

1. MWMCW101 圣经与崇拜 (3 学分) 

2. MWMCW102 崇拜神学 (3 学分) 

3. MWMCW104 教会音乐牧养神学 (3 学分) 

4. MWMCW103 教会音乐事奉企划基础(3 学分) 

(Ｂ) 崇拜牧养主修  (主修科目范例) (Ｃ) 圣乐牧养主修  (主修科目范例) 

MWMM201 崇拜更新与教育 (3学分) MWMM301 崇拜流程神学 (3 学分) 

MWMP201 崇拜颂祷对话实践 (2学分) MWMP301 神学与音乐辨识入门 (2 学分) 

MWMM202 会众圣乐教育基础建设 (3学分) MWMM302 会众圣诗牧养神学 (3学分) 

MWMP202 崇拜牧养教材编写 (2学分) MWMP302 崇拜领诗牧养实践 (2学分) 

MWMM203 诗篇在崇拜中的位置 (3学分) MWMM303 圣道与崇拜—诗班的角色 (3 学分) 

MWMP203 诗篇的礼仪唱诵与运用 (2学分) MWMP303 诗班排练与牧养要领 (2学分) 

MWMM204 三一神学与崇拜 (3学分) MWMM304 以道为中心的崇拜编排 (3学分) 

MWMP204 崇拜与文化对话 (2 学分) MWMP304 崇拜选诗配合圣道要领 (2学分) 

MWMM205 圣经与礼仪 (3学分) MWMM305 圣道－经课结构认识 (3学分) 

MWMP205 礼仪行动与牧养 (2 学分) MWMP305 经课诵读要领 (2学分) 

MWMM206 崇拜牧养－经课深研 (3学分) MWMM306 圣乐与圣道—历史巡礼（3学分） 

MWMP206 经课讲章预备 (2学分) MWMP306 圣乐选材与会众牧养（2学分） 

MWMM207 教会年与经课的牧灵应用(3学分) MWMM307 教会音乐：乐器与崇拜、圣礼（3学分） 

MWMP207 节期牧养企划（2学分） MWMP307 教会音乐：乐器编配入门（2学分） 

MWMM208 青少、儿童崇拜牧养（3学分） MWMM308 教会节期神学重点（3学分） 

MWMP208 读经训练要领（2学分） MWMP308 会众节期牧灵音乐教育（2学分） 

MWMT401 崇拜牧养主修专文（学分视程度而定） MWMT402 圣乐牧养主修专文（学分视程度而定） 

(D) 研讨及实践 

MWMS 501-8 暑期圣乐与崇拜研讨营(每年 2 学分)  /  APF 圣乐与崇拜教牧研讨会 (每年 2 学分)   

暑期圣乐与崇拜研讨营  /  圣乐与崇拜教牧研讨会，并参与讨论、评估与完成相关之总结学习报告。 

圣经与神学科目 

未有神学训练学员必须自行补修以下指定圣经与神学科目，并将修业证明于毕业前呈交本会 admissions@hkchurchmusic.org 
1. 旧约概论         2. 新约概论                3. 圣经神学或系统神学 

 

 

请浏览本会网站 www.hkchurchmusic.org/index.php/trainings/diploma 参阅最新课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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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圣乐促进会 

圣乐与崇拜牧养研究碩士文凭 
入学申请表 

 
 

报读主修： 网上遥距核心课程(C)  无主修(PM)      崇拜牧养主修(W)   圣乐牧养主修(M)   
 

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男 /   女  出生日期：（日/月/年）________________ 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证件类别：  香港身份证   中国内地身份证   其他海外护照：__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 

联络电话：（住宅）_________________（办事处）_________________（手提）__________________ 

电 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号 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微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sApp：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邮政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巿/州/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镇/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村/小区/街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厦/楼层/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奉教会/机构(全职事奉者)/任职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年资：（年）__________________ 

所属教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洗年份（如适用）：_______________ 

教会推荐信 推荐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个人推荐信 推荐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历（必须附上学历证件及文凭等之扫描副本） 
公开考试 （请将中学及以上之科目及成绩列出） 

类别 年份 成绩     副本 

      

      

      

院校（大专或以上，包括神学院） 
学校/学院名称 入学日期 离校日期 课程/程度 主修(如适用)    副本 

         

         

         

其他文凭/证书/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音乐证书及等级 
学校名称 文凭/证书名称 日期    副本 

       

       

       

申请人所提供的学历证明资料如非属实，一经发现或被举报，将立即革除其学员资格，所交一切费用将不获退还。 
本会将于收齐所有入学申请文件及报名费后一个月内以电邮通知申请人审批结果。 未接纳之入学申请文件将于一年内销毁。 
有关本课程之查询，请电邮至 admissions@hkchurchmusic.org 或于办公时间内致电(852)3590-2835。 

申请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供本会填写*   收到报名费$_______________ 

 收齐文件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批结果: ＿＿＿＿＿＿＿学号:______________ 

备注: 

签名及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