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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陳永生校長

使徒保羅的信仰告白：

「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加拉太書 2:20

我們在地上短暫的一生，所能經歷最大的恩典和神蹟，就是相信耶穌。信耶穌是人生最有福

的一件事，我們的身份也從信耶穌的那一刻起就改變了，從前我們是罪的奴隸，活在罪惡的

捆綁底下，身不由己。但是信主之後，就變成神的兒女，得着神的眷顧和祝福。我們的生命

是神所救贖的，祂賜我們豐盛的生命，使我們的生命充滿平安、喜樂和盼望。

使徒保羅在遇見耶穌以前，是迫害教會的人。但是，自從在大馬色的路上遇見耶穌以後，他

的生命就徹底改變更新。加拉太書 2 章 20 節，是保羅對基督的信仰告白：「我已經與基督同

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這表明當基督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時，神已經將我們擺在基督裏，和祂一同死了，我們是向罪而死，向主而活。保羅對基

督的信仰告白，是他一生信奉基督的總結。他持守這信仰告白，喜樂地服侍主，無論在任何

環境，他倚靠主，活出基督徒生命的見證！

讓今天的音樂劇「從瞎眼到光明—使徒保羅」成為我們的激勵。讓我們一同學效保羅的信仰

告白：「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當我們遇見主，相信主，倚靠主，

我們的生命也可以像保羅一樣，活出得勝的生命，精彩的人生，在基督裡面享受真正的喜樂

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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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usic (HKIIM)

HKIIM is an EDB-registered and a non-profit Christian-based music institution founded 

in July 1998 by a group of Christian musicians and experienced educators. Our goal is 

to provide a all-rounded music program for music lovers, as well as those who have the 

ambition to develop their music talents.

HKIIM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music program. We also believe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omposers and learning of their works, our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the beauty and goodness of classical music.

For more than 30 years, HKIIM has fostered countless students through a variety of music 

programs: Music Certificate and Diploma studies, short courses in spring and summer, 

and private instrumental lessons. We see many of them have developed and excelled in 

different areas of music. Some serve God in music ministry, some further studies in local 

or overseas institutions upon graduation, while some go for specific disciplines related 

to piano pedagogy, music education, composition or performance. Others join us simply 

out of a strong passion for music only to find a life that is more colorful than ever before. 

Our instrumental department also generates a great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Many of our 

graduates are teachers now, passing on their passion in music to our next generation. 

We are...

A group of professional musicians with vigor, enthusiasm and vision; talented teachers who 

are Christians; and who received formal music studies across Europe, North America, as well 

as Asia. 

We look forward to...

Inspiring you through the beauty and goodness of music; cultivating your noble character; 

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you to enjoy the happiness and fulfilment in learning music; 

paving the way if you plan for further studies; and assisting you in developing your music 

career.

Board of Directors

CHAN, Ka Yun LEUNG, Yiu Kuen CHENG HO, Mee Fong

PANG LAU, Sheung Man CHUNG, Wing Keung PANG, Hau Lim

MAN, Kwong Cheung

Chancellor

LEUNG, Yiu Kuen

Principal

CHAN, Wing Sang

Vice Principal

CHAN, Jojo

School Profile

Address: 182 Po Kong Village Road, Diamond Hill, Kowloon.

Website: http://www.hkiim.edu.hk

Enquiry: 2777 3452

Fax: 2788 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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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音樂學校

香港國際音樂學校為一教育局註冊之非牟利基督教教育團體，提供基督教優質音樂教育，於

一九八八年七月正式成立。我們的辦學抱負和使命是以聖經真理為辦學基石，以音樂作為培

育的土壤，盼望能為有意進修音樂之愛好者提供全面及優質的音樂教育。

我們提供有系統之音樂藝術課程，並相信透過學習古典音樂，了解音樂家的創作及其經歷，

能洗滌和淨化心靈，啟發學生對人生和人性的反思及對美善的追尋。

三十多年來，我們培育了無數莘莘學子，他們分別就讀於各項的音樂課程：音樂證書及文憑

課程、春夏季短期課程及個別教授之樂器課程。同學們來自各方，他們都是熱愛音樂。在本

校接受過音樂訓練的同學，都能各展所長，有多元化發展。有基督徒裝備後在不同教會崗位

事奉神，也有同學完成本校課程後繼續升讀本地及海外的音樂學府，亦有同學在本校進修其

專業範疇，如鋼琴教學、音樂教育、作曲及樂器演奏等，再而繼續發展。亦有同學單為熱愛

音樂而學習，從而豐富了他們的生命。本校的器樂部門過去孕育了無數音樂專才，許多亦已

為人師表，將音樂承傳。

我們是……

一群充滿朝氣、有教育理想和熱誠的專業音樂人士；曾在海外及本港接受專業及正統音樂訓

練，熱愛音樂，又具備音樂潛才的基督徒老師。

我們盼望……

音樂能啟發並培養你高尚的情操和激發你的人生理想；

提供機會讓你在課餘或工餘以外，享受音樂之趣味和發掘其中的真善美；

亦能輔助你進入本港及海外之音樂學院繼續深造，及提昇你在音樂事業的發展。

董事會

陳加恩先生	 梁耀權先生	 鄭何美芳女士	 龐劉湘文女士

鍾永強先生	 彭孝廉博士	 萬廣祥牧師

校監

梁耀權先生

校長

陳永生先生

副校長

陳祖慧小姐

學校介紹

電話：2777 3452
傳真：2788 4836

地址：九龍鑽石山蒲崗村道 182 號

網址 :	http : //www.hkiim.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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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o Is Jesus ? 
耶穌是誰？

2. Stone Him (Stephen)
砸死他 - 司提反

3.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我渴望耶穌與我同行

4. Blind to God’s Truth
從瞎眼到光明

5. There is Victory
終必得勝 - 保羅

6. Stone Him (Paul)
砸死他 - 保羅

7. The Welcome Table
天上的筵席

8. I Will Be With You
我會與你同在

9. Tribute to Scripture
經文頌讚

10. I Press On
直奔標竿

Producer and Conductor

總監及指揮

CHAN, Jojo
陳祖慧

Piano

鋼琴

NG, Wendy
吳婉嫻

Performers

演出

HKIIM Choir
香港國際音樂學校合唱團

HKIIM Choral Orchestra
香港國際音樂學校合唱團管弦樂團

Apostle Paul (Choral Drama)
從瞎眼到光明 — 使徒保羅（舞台音樂劇）

Song 曲 - Selection from “Who Is Jesus ?” - Words by Timothy Dudley-Smith / Music by Joel Raney
選自「耶穌是誰 ?」-	曲	:	喬爾•蘭內	/	詞：提摩西•杜德利•史密斯

Words & Music by Joel Raney
曲、詞 :	喬爾•蘭內

Selection from “Apostle PAUL” - Words & Music by Gloria L. Emmerich/Orchestration by Tim Lo
選自「使徒保羅」-	曲、詞：艾默里奇 /	配樂：盧潤誠

1,3,7 :

8 :

2,4,5,6,9,10 :

Programme
節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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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jo Chan is active in performing, conducting and 

teaching.  She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usic (HKIIM) 

for over 10 years and is currently the Vic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A holder of LTCL and FTCL, Chan graduated 

from the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MMus, MBA) 

and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A). She has studied 

piano under Chan Siu Fun, and Professor William 

Corbett Jones while choral conducting under Dr. Byron 

McGilvary. 

Chan was the music director of San Francisco Grace 

Baptist Church, the manager of SF Children Choir, and 

served as the resident piano accompanist for Golden 

Gate Baptist Seminary. In addition, her piano students 

have won multiple awards in the “SF Bach Festival”,“SF 

Chopin Competition for Young Pianist”, as well as other 

prestige competitions that took place in China, Taiwan, 

Malaysia, and Hong Kong. Chan has also produced 7 

musicals for HKIIM in the past with great success.

陳祖慧現為香港國際音樂學校副校長，早於創校初期，

已參與學校學制草擬與推行工作，及後前往美國深造及

工作，於 2012 年回港重新投入學校發展工作。陳氏肄業

於香港浸會大學，主修鋼琴演奏，師隨陳兆勳老師，考

獲英國倫敦聖三一音樂學院之鋼琴演奏執業文憑 (LTCL)

及院士文憑 (FTCL)。畢業後赴美國加州三藩市州立大

學之文學及藝術創作研究院繼續攻讀，獲音樂碩士學

位 (Master of Music)，主修鋼琴演奏，師承 Professor 

William Corbett Jones，副修合唱指揮，師承 Dr. Byron 

McGilvary，其後亦於同校之商學研究院取得工商管理學

碩士 (MBA)。

陳氏曾任三藩市浸信會懷恩堂之音樂總監，三藩市兒童

合唱團經理，並三藩市金門浸信會神學院之駐院鋼琴伴

奏，曾任多項鋼琴比賽評審。在美二十年間，舉行過多

場獨奏會，私人教授學生亦於灣區之巴赫音樂節 (San 

Francisco Bach Festival)、蕭邦年青鋼琴音樂家大賽 (San 

Francisco Chopin Competition Young Pianists)以及亞洲地

區包括中國、台灣、馬來西亞、香港等地之大賽，屢獲

獎項。陳氏過去為香港國際音樂學校監製 7 套合唱劇，

反應熱烈，感動人心。

Performers
表演者

Producer & Conductor
監製及指揮

CHAN, Jojo
陳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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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ers
表演者

W e n d y  N g  s t u d i e d  p i a n o  w i t h  M i s s  N a n c y  L o o  a n d 

accompaniment with Dr. Mary Wu during her study at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After graduation from the 

HKAPA in 1993, she continued her study in the US and received 

her Bachelor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and 

Master's degree from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majoring in Piano 

Performance. During her stay in UNT, she studied piano under Mr. 

Joseph Banowetz, who is a regular quest pianist to Hong Kong.

Wendy is currently a piano instructor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usic. Besides teaching, she's also active both as 

a soloist and an accompanist of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pertoire.

Tim Lo is currently a student at HKIIM majoring in composition 

under the coaching of Dr. William So. He has been studying music 

for nearly 15 yea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learning, he mainly 

focused on piano while he later concentrated on composition.  

With his passion in music, Tim has been writing and composing 

unceasingly for more than 10 years.  He will continue studying 

composition and stay committed in creating music as the goal of 

his music career.

吳婉嫻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主修鋼琴，師隨羅乃新女士及

吳美樂博士，並取得高級文憑及獎學金前往美國深造。後畢

業於奧克拉荷馬州大學，獲鋼琴演奏學士學位及多項獎學

金。同年吳氏再赴北德薩斯州大學攻讀鋼琴演奏，並獲得鋼

琴演奏碩士學位。吳氏在校期間先後隨 Joseph Banowetz 及

Ezekiel Meza 研習鋼琴。除經常參與獨奏演出，吳氏更活躍於

伴奏、室樂及現代音樂演奏。此外，吳氏亦熱衷於音樂創作。

1997 年憑其作曲、填詞及編曲之作品《憑歌寄意》入選加拿

大多倫多華人電台舉辦的「原創人歌曲創作大賽」。吳氏更

獲電台邀請於多倫多 CN 塔首演，並由 EMI 灌錄成 CD。吳氏

於 1997 年回港發展，除致力培訓音樂人才外，亦經常參與

各種演出。2002 年 12 月於香港大會堂舉行了一場名為 "Love 

Was When” 的鋼琴四手聯彈音樂會，並於同年發行了同名 CD

及鋼琴譜。

除此，吳氏近年積極參與音樂劇創作、福音音樂創作、CD 及

多媒體 MV 製作，盼望能利用網上媒體，與更多人分享基督

教信仰。吳氏現為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國際音樂學校講師。

盧潤誠現為 HKIIM 作曲系學生，學習音樂有近 15 年，前期主

力鋼琴學科，後深造作曲。期間師從蘇偉雄博士。憑藉對音

樂的熱誠，持續創作超過 10 年。未來會繼續鑽研作曲技巧，

努力學習及致力發展音樂創作。

Piano Accompanist
鋼琴伴奏

Orchestration  配樂

NG, Wendy
吳婉嫻

LO, Tim  盧潤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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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ers
表演者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usic – The Choir. Established in October 1988, the 

choir of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usic (HKIIM) is currently under the baton of 

the vice principal Jojo Chan. We are devoted to nurturing students with the truth and the 

love of God, encouraging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hrough learning and practice, 

exploring the beauty of music, spreading the gospels, and glorifying God.  The choir enjoys 

extensive credits over the years through public performances and evangelistic events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from Vienna, France, Singapore, Malaysia to Guangzhou.  

The choir has given performances of different genres and was well received, including 

“Mass No.2 in G Major, D.167” by Schubert, “Messiah“ by Handel, “The Creation“ by Haydn, 

“Vesperae solennes de Confessore“ by Mozart, “Elijah”, “Hear My Prayer”, “Symphony No.2 

B flat major, Op.52 – Hymn of Praise”, “As the Hart Pants – Psalm 42” by Mendelssohn, 

“Mass of the Children” by John Rutter, “No Greater Love”, “Down from His Glory” by John W. 

Peterson, “Are We There Yet?”, “When Silent Voices” by Allen Pote, “King David”, “Jacob” by 

Gloria Emmerich and “At His Name” by Joel Raney.

香港國際音樂學校合唱團於一九八八年十月成立，現任指揮為陳祖慧副校長。樂團致力透過

多元化的音樂、並基督的愛和真理去培育學生，透過合唱訓練，促進音樂交流，並培養學生

謙讓合作的精神，讓更多熱愛古典音樂之人士能體會音樂中的善與美，亦藉此傳揚福音，榮

神益人。合唱團曾到多個地區進行巡迴演出、音樂佈道及舉辦培訓班，計有維也納、法國、

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廣州等，我們熱誠之演出屢獲好評。

合唱團每年均有演出，演唱之曲目廣泛而豐富，包括 : 舒伯特《G 大調第二彌撒曲，編號

167》、韓德爾《彌賽亞》、海頓《創世記》、莫札特《懺悔者的莊嚴晚禱》、孟德爾頌《以利

亞》、《聽我祈求》、《降 B 大調第二交響曲——讚美頌歌，作品 52》、《如鹿渴慕溪水——詩

篇四十二篇》、盧特《兒童彌撒曲》、彼得生《無比的愛》、《從榮耀降臨》、波特的《出埃

及記》及《那一天，他們遇見耶穌》、艾默里奇的《遵主意行——詩人大衛》、《與神相遇——

雅各》及喬爾蘭內的《看啊	!	神的羔羊》等。

HKIIM Choir

香港國際音樂學校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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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IIM Choir List
香港國際音樂學校合唱團名單

HKIIM Choral Orchestra List
香港國際音樂學校合唱團管弦樂團名單

第一小提琴 (First Violins)

吳鈞浩（樂團首席）NG, Kwan Ho (Concert Master)

卜銳燊	PUK, Yui San	

吳芷螢	NG, Tsz Ying	

陳桂蓉	CHAN, Kwai Yung

陳祥恒	CHEN, Tim

第二小提琴 (Second Violins)

許敏翩	HOI, Man Pin Pinsmond	

蔡智盈	CHOI, Chi Ying

薛柏康	SIT, Jeffrey

大提琴 (Cellos)

湯正行（聲部長）TONG, Tim (Section Leader )

羅永豪	LAW, Wing Ho

郭　謙	KWOK, Wulstan	

羅天朗	LAW, Fiddle

長笛 (Flutes)

張悅婷	CHEUNG, Yuet Ting

李傑民	LEE, Kit Man

女高音 (Soprano)

趙月蘭	CHIU, Yuet Lan	 莊穎心	CHONG, Wing Sam Crystal	 朱銘然	CHU, Rachel

崔惠貞	CHUI, Wai Ching	 郭嘉欣	KWOK, Ka Yan Elsa	 郭慧堅	KWOK, Sara

鄺淑儀	KWONG, Brenda	 藍彩雲	LAM, Choi Wan Shirley	 林愷欣	LAM, Hoi Yan

林寶茵	LAM, Po Yan Polly	 劉麗君	LAU, Lai Kwan Kith	 劉珊珊	LAU, Shan Shan Lisa

梁曼華	LEUNG, Man Wah	 呂敏怡	LUI Man Yee Janet	 吳寶芳	NG, Po Fong Shirley

徐芷菱	TSUE, Chi Ling	 徐嘉艷	TSUI, Ka Yim Yuki	 温麗梅	WAN, Lai Mui Mona

黃詠恩	WONG, Wing Yunn Christine		 黃頌欣	WONG, Chung Yan Miranda 楊曉芬	YEUNG, Hiu Fan

女低音 (Alto)

陳婉清	CHAN, Elaine	 陳琪薇	CHAN, Ki Mei Kimi	 陳敏玲	CHAN, Peony

陳瑞芳	CHAN, Sui Fong	 陳曉欣	CHAN, Trenky	 鄭小麗	CHENG, Siu Lai Dilys

周惠慈	CHOW, Wai Chee Witty			 馮品嘉	FUNG, Pan Ka Biancha	 馮倩影	FUNG, Sin Ying Phoebe

江少雲	KONG, Siu Wan Jessie			 羅頌怡	LAW, Chung Yi Jane	 梁美心	LEUNG, Maxim

麥詠詩	MAK, Wing Sze	 吳慧玲	NG, Wai Ling Chris	 黃樹芬	WONG, Bonnie

黃鳳儀	WONG, Fung Yee

男高音 (Tenor)

徐志遠	CHUI, Chi Yuen Thomas	 馮頌熹	FUNG, Chung Hei	 顧敬慈	KU, King Chi Zachariah

黎嘉豪	LAI, Kar Ho Michael	 黃善衡	WONG, Sin Hang Eric

男低音 (Bass)

張鍵樂	CHEUNG, Kin Lok Kero	 張健和	CHEUNG, Kin Wo	 蔡幜泓	CHOI, King Wang Richard

關傑遜	KWAN, Jason	 葉偉雄	YIP, Wai Hung

Performers
表演者

雙簧管 (Oboe)

謝綽琳	TSE, Cheuk Lam Niki

單簧管 (Clarinet)	

胡恩傳	WU, Yan Chuen

長號 (Trombone) 

姚多加	YIU, Dorcas

鋼琴 (Piano)

吳婉嫻	NG, Yuen Han, Wendy

豎琴 (Harp)

劉雪婷	LAU, Suet Ting

敲擊 (Percussions)

陳庭章	CHAN, Ting Cheung Tim

鍵盤 (Synthesizer)

黎貝詩	LAI, Bui Sie Michelle

流行鼓 (Drumset)

林諾	LAM, Nok 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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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stle Paul - A legend in the era of the New 

Testament since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and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writers of the 

New Testament. He made an unprecedented 

contribution to the evangelical development 

for the Gentles. Paul was a Pharisee noted for 

his dogmatic adherence to the law.  He also 

adamantly rejected that Jesus is the only son 

of God and denied the fact of His resurrection.  

As a Roman citizen, Paul was being notorious 

for his hatred against Jesus's followers 

and persecution of countless Christians.  

Nevertheless, Jesus Christ came and sought for 

him.  He then repented, asked for forgiveness 

and was given a new life.   Paul thereafter was 

called and committed his whole life to the 

work of gospel ministry where he experienced 

tremendous hardship but abundant joy. He 

even gave his life for the Lord and eventually 

received the crown of life, forever glory and 

heavenly awards.

The turning point of Paul’s life was happened 

in Damascus when he was on the way hunting 

down Christians.  During the pursuit, Jesus 

appeared before Paul,  bl inded him by a 

brilliant light from heaven, and told him what 

he should do after he was struck blind.  All 

these sequences of events serve the only 

purpose to convince Paul that Jesus is the 

Almighty, resurrected Lord, and the only true 

God.  Salvation is found in no one else, except 

in Jesus Christ.  The light from the Lord opened 

the heart in Paul and made he realize the one 

he had been persecuting was Jesus Christ. Paul 

then sincerely confessed, repented, accepted 

Jesus as his savior and was miraculously able 

to see again.  Paul was absolutely convinced 

about his experience of being born again as a 

Christ follower.

I hope the musical “Apostle Paul” will enlighten 

and move you spiritually in a very special way. 

And the personal conviction of Paul would give 

you the courage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you experience during the time of turmoil. 

Let us enjoy, witness for Apostle Paul, and 

engage in the musical tonight! 

使徒保羅——耶穌死後新約時代的傳奇人物，

也是新約聖經重要作者之一，他為了福音能

夠被廣傳到外邦之地作出了巨大供獻。保羅

本是嚴守律法的法利賽人，對耶穌是上帝獨

身兒子及祂的復活作出堅決之否定，保羅也

是全力敵擋基督徒及迫害無數信徒的羅馬公

民。後來得到耶穌基督親自尋找，他悔罪求

赦免，並得重生，蒙召之後傾心盡意傳揚福

音，當中歷練了莫大苦楚，卻得著大大喜樂，

甚至甘心為主殉道，最後終得天上的冠冕、

榮耀和獎賞。

保羅人生的轉捩點發生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

上，他當時正在追捕基督徒，途中主耶穌向

他顯現說話，又用強光使他瞎眼，並說出他

瞎眼之後當做的事。這一切是要保羅明白天

上地下的權能都在主耶穌基督的手中，祂是

復活之主、是獨一真神，除祂以外，別無拯

救。在主的光照中，保羅才明白自己所迫害

的乃是主耶穌，於是他真心認罪痛悔，接納

基督作為救主，重得光明，保羅清楚並深切

體會到這個重生的經歷。

盼望今年「從瞎眼到光明——使徒保羅」的

音樂劇會帶給你一些人生信仰中的啟迪和感

動，並能鼓勵在患難中的你，可以靠着主耶

穌的大能昂步向前。

就讓我們今晚一同享受，見證並投入劇中的

音樂及保羅的故事。

Vice Principal, Jojo CHAN
陳祖慧副校長

Introduction
音樂劇介紹

Apostle Paul
從瞎眼到光明 — 使徒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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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Jesus?

Friend of sinners, 

whom in love the Father gave; 

born within a borrowed stable, 

laid within a narrow grave. 

Son of God and son of Mary, 

Son of man to seek and save.

Who is Jesus?

Man of sorrows!

See his glory all put by; 

Prince of life and sinners’ ransom 

stumbles forth to bleed and die.

Lamb of God and Love immortal 

hangs up on the cross, 

hangs up on the cross, up on the cross, 

the cross on high.

Who is Jesus?

Risen Savior! To his Father’s throne restored, 

first born of the new creation, 

sun and star and saints’ reward: 

Prince of glory. King of ages, 

Christ the ever living Lord!

Who is Jesus? 

Christ the ever living Lord!

耶穌是誰？

祂是罪人的恩友，

是父神憑愛所賜的。

生在借來的馬槽，

卻躺在狹窄的墳墓。

既是神的兒子，又是童貞女馬利亞所生的人子，

尋找拯救失喪的靈魂。

耶穌是誰？

背負哀傷的人！

看祂的榮耀盡被遮蔽；

生命的王、罪人的贖價，祂為我們受苦絆倒，	

流血至死。

神的羔羊、不朽的愛，

懸在十架上，懸在十架上，

在十架上，	

高掛在十架上。

耶穌是誰？

救主復活！重回父神的寶座得權柄，

新生命的起源，

太陽、星宿、聖徒的賞賜；

榮耀的王，萬世之君，

基督是那永活的主！

耶穌是誰？

基督是那永活的主！

1. Who is Jesus ? 1. 耶穌是誰？

Lyrics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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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碎他！撕碎他！

褻瀆者！褻瀆者！

處決他！處決他！

砸死他！砸死他！

我看見天堂開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求主耶穌迎接我的靈魂！

撕碎他！撕碎他！

褻瀆神！褻瀆神！

處決他！處決他！

砸死他！砸死他！

主耶穌，不要將這罪孽歸於他們！

撕碎他！撕碎他！

褻瀆者！褻瀆者！

處決他！處決他！

砸死他！砸死他！

死吧！

Tear him! Tear him! 

Blasphemer! Blasphemer! 

Kill him! Kill him! 

Stone him! Stone him!

I see the heavens opened and the Son of Man 

sitting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Lord Jesus, receive my spirit!

Tear him! Tear him! 

Blasphemer! Blasphemer! 

Kill him! Kill him! 

Stone him! Stone him!

Lord Jesus do not hold this sin against them!

Tear him! Tear him! 

Blasphemer! Blasphemer! 

Kill him! Kill him! 

Stone him! Stone him! 

DIE!

2. Stone Him (Stephen) 2. 砸死他 ( 司提反 )

Lyrics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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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all along my pilgrim journey,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walk with me 

Lord, please walk with me.

In my trials, Lord, please walk with me; 

in my trials, Lord, please walk with me. 

When the shades of life are falling,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Sweetly, Lord, have we heard thee calling. 

“Come follow me!” 

And we see where thy footprints falling, 

lead us to thee. 

Foot prints of Jesus 

that make the pathway glow; 

we will follow the steps of Jesus

where-e’er they go.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Savior, like a Shepherd lead us, 

much we need thy tender care;

in thy pleasant pastures feed us, 

for thy use thy folds prepare; 

Blessed Jesus, blessed Jesus, 

thou hast bought us, thine we are. 

Blessed Jesus, blessed Jesus, 

thou hast bought us, thine we are.

We will follow the steps of Jesus 

where-e’er they go.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我渴望耶穌與我同行；

我渴望耶穌與我同行；

伴我踏上朝聖的旅途，

我渴望耶穌與我同行，與我同行。

主，請與我同行。

面對試煉，主，請與我同行；

面對試煉，主，請與我同行。

當生命的陰霾籠罩降臨時，

我渴望耶穌與我同行。

親愛的主，我們有否聽見祢的呼召：

「來，跟從我！」，

我們看見地上祢所留下的足印，

引領我們走向祢跟前。

耶穌的足印照亮我們的前路；

我們會緊隨耶穌的腳踪，

無論耶穌往那裡去，

我渴望祂與我同行；	

我渴望耶穌與我同行。

救主，我們渴求祢溫柔的關愛，

如同牧羊人引領我們，

在怡人的牧場，

祢預備了羊圈餵養我們；

賜恩的耶穌，賜恩的耶穌，

祢為我們付了贖價，我們全屬祢。

賜恩的耶穌，賜恩的耶穌，

祢為我們付了贖價，我們全屬祢。

無論耶穌往那裡去，

我們會緊隨祂的腳步，

我渴望耶穌與我同行。

3. I Want Jesus to Walk With Me 3. 我渴望耶穌與我同行

Lyrics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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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se years I’ve been wrong, 

what a fool I was;

in my zeal I’ve been persecuting God.

I would just turn my back on the Lord 

and all because I was proud, 

I was blind to the Truth.

All the men and the women I committed,

were imprisoned or stoned at my command.

But I’ve now seen the light. 

I’ve seen His face, I admit it; 

And in spite of my sins, I’m in His hand.

Oh, how could I be so blind, 

I would not see.

I’m ashamed of all the harm that I’ve done, 

for now I know You are God’s Son.

In my mind, I can see the face of Jesus.

And His voice still is ringing in my ears.

I was blind to the Truth, 

now my heart’s torn in pieces; 

I’m a fool for wasting all these years.

Oh, how could I be so blind, 

I would not see.

I’m ashamed of all the harm that I’ve done, 

for now I know You are God’s Son.

Jesus, forgive me for the things I have done.

I believe you are God’s Son. 

Jesus, You are God’s Son.

我實是愚眛啊，多年以來，

我盡是錯了。

我一直歇斯底里地在迫害神。

全因我驕傲，以致我一直與神為敵，

對神的真理瞎了眼。

那些曾被拘禁或遭砸死的眾男女，

都是在我一聲令下所致的。

但現在我已看見神的光，

我已看到祂的臉，我坦然承認祂才是真神；

即使我罪行纍纍，祂的手仍然看顧我。

啊，為何我像瞎了眼似的，

看不見耶穌就是神。

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帶來的傷害感到羞恥，

因為現在我清楚祢就是神的兒子。

在我心裡，我能看見耶穌的臉。

我耳邊仍然響起耶穌的聲音。

我曾對神的真理瞎了眼，

如今我心如刀割。

我真是愚眛啊，枉然浪費多年的歲月。

啊，為何我像瞎了眼似的，

看不見耶穌就是神。

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帶來的傷害感到羞恥，

因為現在我清楚祢就是神的兒子。

人子耶穌，請寬恕我一切所作的。

我深信祢是神的兒子。

耶穌，祢就是神的兒子。

4. Blind to God’s Truth 4. 從瞎眼到光明

Lyrics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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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my pride causes me to sin.

I push aside the Holy Spirit within.

Help me be strong, 

don’t let my human nature win; 

though the road be long…

help me be strong! 

Lord help me be strong!

Though the road be long, 

there is victory in the end.

主，我的驕傲令我犯罪。

使我推開內住的聖靈。

求使我剛強，

別讓軟弱的人性征服我；

路途雖遙遠⋯⋯

求使我剛強，

求使我剛強，

路途雖遙遠，

但走到盡頭終必會得勝。

5. There is Victory - Paul 5. 終必得勝 - 保羅

Tear him! Tear him! 

Blasphemer! Blasphemer! 

Kill him! Kill him! 

Stone him! Stone him!

You must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Don’t reject Him!  Listen to me: 

In Jesus Christ there’s Salvation!

Tear him! Tear him! 

Blasphemer! Blasphemer! 

Kill him! Kill him! 

Stone him! Stone him!

No man can come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Jesus Christ!

Tear him! Tear him! 

Blasphemer! Blasphemer! 

Kill him! Kill him! 

Stone him! Stone him! 

DIE!

撕碎他！撕碎他！

褻瀆者！褻瀆者！

處決他！處決他！

砸死他！砸死他！

你必須相信

耶穌就是神的兒子。

別拒絕祂！請聽我說：

救贖就在耶穌基督裡！

撕碎他！撕碎他！

褻瀆者！褻瀆者！

處決他！處決他！

砸死他！砸死他！

除非藉著耶穌基督！

否則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撕碎他！撕碎他！

褻瀆者！褻瀆者！

處決他！處決他！

砸死他！砸死他！

死吧！

6. Stone Him (Paul) 6. 砸死他 ( 保羅 )

Lyrics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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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gonna sit at the welcome table, O Lord, 

I’m gonna sit at the welcome table 

one of these days, hallelujah!

I’m gonna sit at the welcome table, 

gonna sit at the welcome table 

one of these days.

I’m gonna feast on the bread of heaven, 

O Lord, 

I’m gonna feast on the bread of heaven 

one of these days, hallelujah!

I’m gonna feast on the bread of heaven, 

gonna sit at the welcome table 

one of these days. 

There’s a land that is fairer than day, 

and by faith we can see it afar.

For the Father waits over the way

 (at the welcome table) 

to prepare us a dwelling place there, 

a dwelling place the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In the sweet by and by,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I’m gonna share my cup with Jesus, O Lord,

I’m gonna share my cup with Jesus 

one of these days, hallelujah!

I’m gonna share my cup with Jesus, 

I’m gonna sit at the welcome table 

one of these days.

We sha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主啊，我將要與祢一同共享天上的筵席。

哈利路亞！終有一天，

我將要與祢一同共享天上的筵席。

終有一天，我將要與祢一同

共享天上的筵席，

與祢一同共享天上的筵席。

主啊，

我將要與祢一同共享天國的靈糧。

哈利路亞！終有一天，

我將要與祢一同共享天國的靈糧。

終有一天，我將要與祢一同

共享天國的靈糧，

與祢一同坐席天國的筵桌。

憑著信心，

我便能從遠方看見比現在更公義的國度。

因為父神正等候我們

（天上的筵席），

為我們預備與祂同在的住處，

與祂同在的住處。

我們在那美麗的

彼岸甜蜜中重聚。

我們在那美麗的

彼岸甜蜜中重聚。

主啊，我將要與主耶穌共享福杯。

哈利路亞！終有一天，

我將要與主耶穌共享福杯。

終有一天，

我將要與主耶穌共享福杯，

我將要與祢一同共享天上的筵席。

我們在那美麗的彼岸重聚。

7. The Welcome Table 7. 天上的筵席

Lyrics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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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pass through the water,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fire,

when the rivers over flow, I will be with you.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esert, 

when you are caught in the storm, 

when you lose your way, I will be with you.

When you can’t find the answer, 

when you’re filled with despair, 

when you stumble and fall, I will be with you.

When you’re tired from the struggle, 

when you’re weak from the pain, 

lean on me. I will be with you!

For I have called you by name, 

you’ve heard the echo of my voice whisper, 

“I love you, you are mine.”

For you are precious in my sight,

and I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night.

When you walk, 

walk by faith 

and I will be with you.

In your joy, and in your pain, 

if you call out my name, I will be with you.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have no fear, I will be with you!

For I have called you by name, 

you’ve heard the echo of my voice whisper. 

“I love you, you are mine.”

And you are precious in my sight, 

and I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night, 

through the storm, 

through the rain, 

through the joy, 

through the pain.

When you walk, 

walk by faith 

and I will be with you.

With you.

當你蹚過水流，

當你走過火海，

當河道氾濫，我都會與你同在。

當你走過沙漠，

當你受困於風暴中，

當你迷失方向，我都會與你同在。

當你迷惘存疑，

當你灰心失望，

當你絆腳倒地，我都會與你同在。

當你掙扎無力，

當你軟弱悲痛，

依靠我，我便會與你同在！

因我曾呼喚你的名字，

你就能聽到我低聲細語的迴響：

「我愛你，你是屬我的。」

因你在我眼中極其寶貴，

我會引領你走過黑夜。

憑信心

向前行，

我便會與你同在。

喜樂時，悲痛時，

若你呼求我的名，我便會與你同在。

當你走過

死蔭的幽谷，

不要懼怕，我會與你同在！

因我曾呼喚你的名字，

你就能聽到我低聲細語的迴響：

「我愛你，你是屬我的。」

因你在我眼中極其寶貴，

我會引領你走過黑夜，

走過風暴，

走過暴雨，

走過喜樂，

走過痛悲。

憑信心

向前行，

我便會與你同在。

與你同在。

8. I Will be With You 8. 我會與你同在

Lyrics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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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s 10:9

“ If you declare with your mouth, “Jesus is 

Lord,” and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raised him from the dead, you will be saved.”

2 Corinthians 5:17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the new creation has come: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is here!”

1 Corinthians 13:7-8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re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Ephesians 6:13-14, 17

“Therefore put on the full armor of God……

with the belt of truth buckled around your 

waist, with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in place……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and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which is the word of 

God”

Galatians 5:22-23

“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forbeara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control.”

Philippians 4:13

“I can do all this through him who gives me 

strength.”

Romans 8:38-39

“For I am convinced that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either the present nor the future……

nor anything else in all creation, will be able 

to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 that is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羅馬書 10:9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

心裏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

就必得救。」

哥林多後書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前書 13:7-8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以弗所書 6:13-14,17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

胸……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着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加拉太書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腓立比書 4:13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羅馬書 8:38-39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9. Tribute to Scripture 9. 經文頌讚

Lyrics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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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rics
歌詞

1 Thessalonians 5:18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Philippians 3:13-14

“Brothers and sisters,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yet to have taken hold of it. Bu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2 Timothy 4:6-8

For I am now ready to be offered, and the time 

of my departure is at hand. I have fought a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my course, I have 

kept the faith: Henceforth there is laid up 

for me a crown of righteousness, which the 

Lord, the righteous Judge, shall give to me 

at that Day: and not to me only, but unto all 

them also that love his appearing.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

們所定的旨意。」

腓立比書 3:13-14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

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着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

召我來得的獎賞。」

提摩太後書 4:6-8

「我已經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也到了。那

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

盡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公義審判的

主在那日要賞給我的；不但賞給我，也賞給

所有愛慕祂顯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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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 : I press on toward the Mark, for 

the prize of the high calling of 

God, in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my goal.

SOLO : I am persuaded that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or principalities, 

nor things above, nor below; 

nor angels, nor powers, nor 

any other creature, can ever 

separate us from the love of 

God, in Jesus Christ, my Lord!

CHORUS : I press on toward the Mark, for 

the prize of the high calling of 

God in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my goal.

SOLO: Forget the past, reach for the 

future. In faith stand fast, girded 

in Truth; Salvation’s helmet,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the Word as your sword, the 

armour of God, to fight the fight.

ALL: I press on toward the Mark, for 

the prize of the high calling of 

God, in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my goal. Forget the past in 

faith stand fast, in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My Goal! My 

Goal!

前奏： 我向著標竿直奔，為要得著神在愛子

基督耶穌裡至高呼召的獎賞；這是我

的目標。

獨唱： 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統治者，

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淵的，

是天使、是掌權的，或是任何別的被

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

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裡

的。

副歌： 我向著標竿直奔，為要得著神在基督

耶穌裡至高呼召的獎賞；這是我的目

標。

獨唱： 忘記背後，努力前面的事。憑信心站

穩，用真理當帶子束腰，披上公義的

胸甲，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起神的道

作寶劍，去打那美好的仗。

全體： 我向著標竿直奔，為要得著神在愛子

基督耶穌裡至高呼召的獎賞，這就是

我的目標。憑信心忘記背後，在神的

兒子耶穌基督裏，站立得穩。這就是

我的目標！這就是我的目標！

10. I Press On 10. 直奔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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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Team
工作人員

Producer & Conductor

CHAN, Jojo

Production & Stage Manager

TSE, Karen

Stage Designers

WONG, Sing (Section Leader)

LAI, Kar Ho Michael

CHENG, Siu Lai Dilys

WONG, Kenneth

WONG, Ching Yee

Stage Workers

KWAN, Kayee (Assistant Stage Manager)

LAI, Chi Yuen

LO, Yun Shing Tim

TSE, Wing Fai Raymond

MARK, Tsz Ho

CHENG, Jason

LAI, Wendy

YIP, Yee Man Ida (Costume)

LAM, Ching (Costume)

Front Stage Coordinator

CHENG, Toi Yan Grace

NG, Yuk Choi Cherry

Costume Designer & Production

CHENG, Siu Lai Dilys (Section Leader)

CHUI, Wai Ching

FUNG, Sin Ying Phoebe

LAU, Shan Shan Lisa

Screenplay

TSE, Karen

Choreography

LUI, Ching

HO, Jessica

Sound Controller

Kampopopo

LAM, Federick

Lighting Effect & Powerpoint Design

LAM, Hong Lim Paul

Follow Spots

LAM, Peter

LAM, Sze King

CHIU, Yin Bok

Powerpoint Operator

CHOW, YY Elisa

監製及指揮

陳祖慧

統籌及舞台監督

謝玉枝

舞台效果設計

黃振聲（製作負責）

黎嘉豪

鄭小麗

黃嘉華

黃靜儀

舞台工作人員

關嘉怡 ( 助理舞台監督 )

黎智遠

盧潤誠

謝永輝

麥子浩

鄭學謙

賴慧匯

葉綺雯 ( 服裝 )

林		靜 ( 服裝 )

前台工作協調

鄭岱恩

吳玉彩

服裝設計

鄭小麗（製作負責）

崔惠貞

馮倩影

劉珊珊

劇本

謝玉枝

舞蹈設計及排練

呂程

何梓琪

音響 

謝金寶

林禮濤

燈光效果及投影設計

林康廉

追光燈操作

林子強

林四經

趙賢博

投影操作

周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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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Team
工作人員

Makeup Artists

Love Makeup Studio Limited

Translation

YIP, Wai Hung

Programme Book

CHEUNG, Wai Man Phyllis

Photography

Stephen @ Uriah Gallery

Videography 

YUEN, Nok Hang 

CHOW, Ka Lun 

TO, Lok Hei 

TUNG, Tsui Chi

化妝

Love Makeup Studio Limited

歌詞翻譯

葉偉雄

場刊

張慧敏

攝影

Stephen @ Uriah Gallery

錄影

阮諾行

周家綸

陶樂禧

董趣之

Special Thanks 鳴謝

Igneous Rock Engineering Co. 火成岩專業音響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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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ers
表演者

Actors / Actresses

CHEUNG, Kin Lok Kero (Saul / Paul)

FUNG, Chung Hei (Stephen / Captain)

LAM, Choi Wan (Prostitute)

KWAN, Jason (Lazarus / Sailor)

LAI, Kar Ho Michael (Soldier)

CHAN, Ki Mei Kimi (Narrator - Jail)

CHUI, Chi Yuen Thomas (Jailer)

NG, Po Fong Shirley (Narrator - Shipwreck)

YIP, Wai Hung (Sailor)

CHEUNG, Kin Wo (Crowd - Stone Stephen)

CHENG, Siu Lai Dilys (Crowd - Stone Stephen)

CHU, Ming Yin Rachel (Crowd - Stone Stephen)

WONG, Sin Hang Eric (Crowd - Stone Paul)

Soloists(I Press On)

WONG, Wing Yunn Christine

KU, King Chi Zackariah

FUNG, Chung Hei

CHEUNG, Kin Lok Kero

Reciting

WONG, Bonnie (Romans 10:9)

NG, Po Fong Shirley (2 Corinthians 5:17)

CHAN, Peony (1 Corinthians 13:7-8)

CHEUNG, Kin Wo (Ephesians 6:13-14, 17)

WONG, Fung Yee (Galatians 5:22-23)

CHAN, Ki Mei, Kimi (Philippians 4:13)

KU, King Chi (Romans 8:38-39)

KWONG, Suk Yee Brenda (1 Thessalonians 5:18)

FUNG, Chung Hei (Philippians 3:13-14)

CHEUNG, Kin Lok Kero (2 Timothy 4:6-8)

Narrator

LUK, Kin Chi Enico

LAM, Chun Ting Michael

Key Dancers

CHAN, Ki Mei Kimi

CHAN, Trenky

CHENG, Siu Lai Dilys

CHONG, Wing Sam Crystal

FUNG, Pan Ka Biancha

KWOK, Ka Yan Elsa

LAU, Lai Kwan Kith

LAW, Chung Yi Jane

Horse Controller

WONG, Sing

LAM, Hoi Yan

YEUNG, Hiu Fan

演員

張鍵樂（掃羅	/	保羅）

馮頌熹（司提反	/	船長）

藍彩雲（妓女）

關傑遜（拉撒路	/	水手）

黎嘉豪（兵丁）

陳琪薇（監獄旁白）

徐志遠（獄卒）

吳寶芳（海難旁白）

葉偉雄（水手）

張健和（審問司提反民眾）

鄭小麗（審問司提反民眾）

朱銘然（審問司提反民眾）

黃善衡（審問保羅民眾）

獨唱（直奔標竿）

黃詠恩

顧敬慈

馮頌熹

張鍵樂

經文頌讚

黃樹芬（羅馬書	10:9）

吳寶芳（哥林多後書	5:17）

陳敏玲（哥林多前書	13:7-8）

張健和（以弗所書	6:13-14,17）

黃鳳儀（加拉太書	5:22-23）

陳琪薇（腓立比書	4:13）

顧敬慈（羅馬書	8:38-39）

鄺淑儀（帖撒羅尼迦前書	5:18）

馮頌熹（腓立比書	3:13-14）

張鍵樂（提摩太後書	4:6-8）

旁白

陸堅智（耶穌）

林俊廷（經文頌讚）

舞蹈員

陳琪薇

陳曉欣

鄭小麗

莊穎心

馮品嘉

郭嘉欣

劉麗君

羅頌怡

馬匹控制員

黃振聲

林愷欣

楊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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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成立目的

香港國際音樂學校先後成立合唱團、室樂團及手鐘隊。成立目的旨在為熱愛古典音樂人士提供各類專業

的合唱、合奏訓練和演出機會。本校秉承以基督的愛和真理去培育學生成長，希望透過樂團訓練，促進

音樂交流，讓學生體會音樂的美與善，學習友愛、謙讓和團隊合作的精神，並藉著音樂傳揚福音、榮神

益人。歡迎本校的同學及校外人士報名參加。

校外團員申請資格

a)  室樂團 / 結他樂團	:	該樂器已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六級或以上程度 *
b) 合唱團：具基本視譜能力

c) 合唱團室樂小組：該樂器已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或以上程度 *
* 報名時須呈交證書副本

練習日期、時間及地點

2022 年 10 月 11 日起逢星期二本校

室樂團：7:00-9:30 PM	

合唱團及合唱團室樂小組：7:00-9:30 PM	

結他樂團：7:30-9:00 PM

團費

全學年 $ 2,100	( 學年為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6 月 )

試音日期

2022 年 9 月 29 日 ( 星期四 )	

報名方法

請瀏覽本校網頁 www.hkiim.edu/hk 下載報名表 ,	傳真或寄交本校。

最後截止報名日期

2022 年 10 月 10 日 ( 星期一 )

室樂團 / 合唱團 /

合唱團室樂小組 / 結他樂團

2022-2023 年度招收新團員

（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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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證書及文憑課程

上課時間 科目 科目內容

學分

第一 

學期

10-12 月

第二 

學期

1-3 月

第三 

學期

4-6 月

星

期

一

7:00-
8:15PM

1021-3

西洋音樂 

歷史

認識浪漫時期及後浪漫時期音

樂家的背景及價值觀，欣賞其

作品之特色及風格。

1 1 1

8:30-
9:45PM

1031-3

視唱練耳

訓練學員的節奏感、讀譜及聽

寫能力。
1 1 1

星

期

四

7:00-
8:15PM

1570-90

合奏及合唱

透過小組合唱、手鐘及敲擊樂

之合奏，提供多元化的音樂訓

練。

1 1 1

8:30-
9:45PM

1011-3

樂理

認識基本的音樂語言，提昇學

生在音樂學習中對樂譜的理解

能力。

1 1 1

個別上課

(可選擇校內

或

校外老師 )

1501-3

實科演奏

以個別形式上課，同學須選修

一種樂器，並跟隨校內或校外

之樂器導師 ( 須達該樂器之演

奏級或以上程度 )，每學年 (10

月至 6 月 ) 根據學科要求上課

30 節 ( 以每週一節計算 )，並

須參加校內考試和學生音樂會。

1 1 1

備

註

入學資格：

對音樂有興趣，並具中學程度，無須參加程度測試。

學費：

全學年分三學期，三個月為一學期，學費按每學期繳交。

每學分 $950；1501–3 實科演奏全年 3 學分註冊費為 $950。

其他收費：報名費 $100 及學生會費 $50。

開課日：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 ( 星期一 )

音樂證書及文憑課程 網實

Diploma and Certificate Music Program

初級證書課程（一年制） Ordinary Certificate 
初
級
證
書
課
程
（
一
年
制

）

20

https://www.hkiim.edu.hk/ordinary-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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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證
書
課
程
（
一
年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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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證書及文憑課程

開課日：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 ( 星期一 )

上課時間 科目 科目內容

學分

第一 

學期

10-12月

第二 

學期

1-3月

第三 

學期

4-6月

星

期

一

7:00-
8:15PM

2031-3

視唱練耳

此為 1031-3 視唱練耳 (I) (II) (III) 的延續，進

深訓練學員的節奏感、讀譜及聽寫能力。
1 1 1

8:30-
9:45PM

2070-90

西洋音樂 

歷史

此為 1021-3 西洋音樂歷史 (I) (II) (III) 的

延續，認識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

及古典時期的文化背景、音樂家及其作

品之特色與風格。

1 1 1

星

期

二

7:00-
9:30PM

2570-90

合唱團 

及樂團

此為 1570-90 合奏及合唱 (I) (II) (III) 的延

續，透過參與大型合唱及合奏，汲取演

出經驗及促進音樂交流。

1 1 1

星

期

四

7:00-
8:15PM

2011-3

和聲學

此為 1011-3 樂理 (I) (II) (III) 的延續，學

習四部和聲寫作的原則、和弦的運用並

以和聲進行音樂分析。

1 1 1

8:30-
9:45PM

2041-3

合唱指揮

認識基本拍子指揮圖式、左右手配合運

用、樂曲分析及處理。
1 1 1

個別上課

(可選擇校內

或

校外老師 )

2501-3

實科演奏

此為 1501-3 實科演奏 (I) (II) (III) 的延續，

以個別形式上課，同學須選修一種樂

器，並跟隨校內或校外之樂器導師(須

達該樂器之演奏級或以上程度)，每學

年(10月至 6月)根據學科要求上課 30
節(以每週一節計算)，並須參加校內

考試和學生音樂會。

1 1 1

備

註

入學資格：

1. 已修畢初級證書課程（共 15 學分）　或

2.  
 
 

學費：

全學年分三學期，三個月為一學期，學費按每學期繳交。

每學分 $1,000；2570-90 合唱團及樂團每學分 $700；2501-3 實科演奏全年 3 學分註冊

費為 $1,000。
其他收費：報名費 $100 及學生會費 $50。

a. 通過本校之程度測試（請參考 P.25）　及

b. 具中學程度　及

c. 已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三級或以上樂器證書及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五級樂理證書。 

 ( 凡於五年內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樂理證書者，可豁免部份程度測試。)

高級證書課程（一年制） Higher Certificate 

https://www.hkiim.edu.hk/higher-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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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憑
課
程
（
兩
年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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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證書及文憑課程

2022-2023
文憑第一年

第一學期 

（2022年10月至12月）

第二學期 

（2023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3年4月至6月）

星期二
7:00-

9:30PM
3570 

合唱團及樂團 (IV)
3580 

合唱團及樂團 (V)
3590 

合唱團及樂團 (VI)

星期三

7:00-
8:15PM 

3031 
視唱練耳 (VII)

3032 
視唱練耳 (VIII)

3033 
視唱練耳 (IX)

8:30-
9:45PM

3011 
和聲學 (IV)

3012 
和聲學 (V)

3013 
和聲學 (VI)

星期四

7:00-
8:15PM

3130 
樂器學

3021 
旋律寫作 (I)

3022 
旋律寫作 (II)

8:30-
9:45PM

3121 
曲式分析初階 (I)

3122 
曲式分析初階 (II)

3123 
曲式分析初階 (III)

個別上課 3501 實科演奏 (VII) 3502 實科演奏 (VIII) 3503 實科演奏 (IX) 

2023-2024
文憑第二年

第一學期 

（2023年10月至12月）

第二學期 

（2024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4年4月至6月）

星期二
7:00-

9:30PM
4570 

合唱團及樂團 (VII)
4580 

合唱團及樂團 (VIII)
4590 

合唱團及樂團 (IX)

星期三

7:00-
8:15PM 

4011 
對位法 (I)

4012 
對位法 (II)

4013 
對位法 (III)

8:30-
9:45PM

4130 
西洋音樂歷史 (VII)

4140 
西洋音樂歷史 (VIII)

4090 
從聖經看音樂

星期四
7:00-

8:15PM
4121 

鍵盤和聲及即興初階 (I)
4122 

鍵盤和聲及即興初階 (II)
-

個別上課 4501 實科演奏 (X) 4502 實科演奏 (XI) 4503 實科演奏 (XII) 

開課日：二零二二年十月五日 ( 星期三 )

所有文憑課程學生必須修讀共同科課程，並須選修至少一個主修科，主修科分為作曲、

聖樂、音樂教育、鋼琴教學及演奏

共同科

備

註

入學資格：

1. 已修畢高級證書課程 (共 18 學分 ) 或

2.  

 

 

學費：文憑課程每學分 $1,100，詳細收費、課程內容及上課時間，請瀏覽本校網頁。

a. 通過本校之程度測試（請參考 P.25）　及

b. 具中學程度　及

c. 已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五級或以上樂器證書及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樂理

證書，並合乎各主修科之修讀要求。

文憑課程（兩年制） Diploma 

General Studies Modules 

https://www.hkiim.edu.hk/_files/ugd/6b2a05_616392e5949046a0949c6ba2d096789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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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證書及文憑課程

文
憑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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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日：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 (星期一 )

了解教會音樂歷史的演變、聖樂教育的意義及聖詩學，更會學習教會音樂事工的推行、

合唱指揮和領詩技巧，幫助同學在教會聖樂事工上更全面事奉，以音樂見證及榮耀  神。

修讀要求：須為基督徒及具合唱指揮經驗

聖樂

開課日：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 (星期一 )

學習分析各個時期的音樂特色及作曲家的風格，以及掌握樂曲的元素和多種作曲技巧，

讓同學不單能夠用音樂去表達自己的意念，更可透過音樂創作去榮耀  神。

修讀要求：須對和聲寫作有充分掌握

作曲

2022-2023
文憑第一年

第一學期 

（2022年10月至12月）

第二學期 

（2023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3年4月至6月）

星期一

7:00-
8:15PM 

4071 合唱音樂研習 (I) 4072 合唱音樂研習 (II) 3060 聖詩學

8:30-
9:45PM

4081 高級合唱指揮 (I) 4082 高級合唱指揮 (II) 4060 會眾領詩法

2023-2024
文憑第二年

第一學期 

（2023年10月至12月）

第二學期 

（2024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4年4月至6月）

星期一

7:00-
8:15PM 

4050 教會音樂史 3050 教會音樂事工 -

8:30-
9:45PM

3070 聖樂教育 3080 音樂與崇拜 -

個別導修 4131-2 合唱指揮實踐 (I) (II)

2022-2023
文憑第一年

第一學期 

（2022年10月至12月）

第二學期 

（2023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3年4月至6月）

星期一

7:00-
8:15PM 

3181 高級和聲學 (I) 3182 高級和聲學 (II) 3183 高級和聲學 (III)

8:30-
9:45PM

3041 作曲研習 (I) 3042 作曲研習 (II) 3043 作曲研習 (III)

2023-2024
文憑第二年

第一學期 

（2023年10月至12月）

第二學期 

（2024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4年4月至6月）

星期一

7:00-
8:15PM 

4141 曲式分析 (I) 4142 曲式分析 (II) 4143 曲式分析 (III)

8:30-
9:45PM

4051 管弦樂法 (I) 4052 管弦樂法 (II) 4053 管弦樂法 (III)

個別導修 4041-3 作曲研習 (IV) (V) (VI)

主修科 Core Studies Modules 
Composition

Church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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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證書及文憑課程

開課日：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 (星期一 )

學習多位音樂教育家的哲學及教學法，探討音樂教育的意義，並幫助同學整合及靈活運

用多種教學法，以實踐音樂教育的理想。

修讀要求：須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五級樂器或六級聲樂證書或同等程度

音樂教育

2022-2023
文憑第一年

第一學期 

（2022年10月至12月）

第二學期 

（2023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3年4月至6月）

星期一

7:00-
8:15PM 

3101 近代音樂教育家

之哲學及教學法 (I)
3102 近代音樂教育家

之哲學及教學法 (II)
3103 近代音樂教育家

之哲學及教學法 (III)

8:30-
9:45PM

3201 教學法實踐

及課程設計 (I)
3202 教學法實踐

及課程設計 (II)
4150 教學法整合

及創意音樂法

2023-2024
文憑第二年

第一學期 

（2023年10月至12月）

第二學期 

（2024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4年4月至6月）

星期一
7:00-

8:15PM
4111 合唱及器樂

之選曲及編曲法 (I)
4112 合唱及器樂

之選曲及編曲法 (II)
4113 合唱及器樂

之選曲及編曲法 (III)

個別導修 4201-3 音樂教學實踐 (I) (II) (III) 

開課日：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 (星期一 )

掌握鋼琴教學法，透過教學示範及個別教學指導，提昇同學的鋼琴教學水平。

修讀要求：須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七級或以上鋼琴證書

鋼琴教學

2022-2023
文憑第一年

第一學期 

（2022年10月至12月）

第二學期 

（2023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3年4月至6月）

星期一

7:00-
8:15PM 

3131 鋼琴教學法 (I) 3132 鋼琴教學法 (II) 3133 鋼琴教學法 (III)

8:30-
9:45PM

3061 鋼琴伴奏 (I) 3062 鋼琴伴奏 (II) -

2023-2024
文憑第二年

第一學期 

（2023年10月至12月）

第二學期 

（2024 年 1 月至 3 月）

第三學期 

（2024年4月至6月）

星期一
8:30-

9:45PM 
3071 鋼琴文學 (I) 3072 鋼琴文學 (II) 3073 鋼琴文學 (III)

星期四
7:00-

8:15PM
- -

3170 高級鍵盤和聲 

及即興法

個別導修 4101-3 鋼琴教學法 (IV) (V) (VI) 

認識各時期樂曲的演奏風格，透過導師的專業指導，幫助同學成為優秀的演奏者，並透

過室樂訓練，讓同學掌握演繹合奏作品的技巧。

修讀要求：須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或以上樂器證書或同等程度及通過面試

詳情請瀏覽本校網頁。

演奏（鋼琴、聲樂、古典結他、弦樂及管樂）

文
憑
課
程
（
兩
年
制

）

24

Mu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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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兒童、青少年及成人修讀，因應個人興趣，學習自己喜愛的樂器。課程由專業老師悉心

教授，同學可獲保送參加公開考試、比賽及本校的學生音樂會，以增加演奏機會。

按級每堂收費如下：

每堂費用

鋼琴、古典結他、小提琴、	
聲樂（六級起收費）、指揮（八級起收費）

長笛、單簧管、	
薩克管、敲擊、	

木箱鼓

級別 30分鐘 45分鐘 60分鐘 45分鐘 60分鐘
1 $175 $265 $350 $270 $360

2 $180 $270 $360 $285 $380

3 $185 $280 $370 $300 $400

4 - $285 $380 $315 $420

5 - $315 $420 $330 $440

6 - $330 $440 $360 $480

7 - $355 $470 $390 $520

8 - - $500 - $570

演奏級 L1
(DipABRSM/ATCL)

- - $680 - $780

演奏級 L2（其他） - - $850 - $970

課程根據樂理及聆聽考試範圍而設計，適合將應考樂理及器樂考試之人士，學生可選擇個別

或小組形式報讀。

每堂費用 (60分鐘 ) 個別 2人小組 3人小組

G1-5 $420 $315 $245

G6-8 $500 $375 $310

AMusTCL $680 $560 $480

1.器樂課程

2.個別或小組樂理 /聆聽課程系列

21

個別及小組教授音樂課程個別及小組教授音樂課程

https://www.hkiim.edu.hk/individual-group-courses


3030

22

4.鋼琴伴奏及鋼琴合奏訓練

適合有意提高鋼琴伴奏技巧或擔當考試和比賽之伴奏者。課程融合鋼琴

獨奏及伴奏的基礎，提昇考試及比賽伴奏技巧。學習範疇包括認識另類

樂器及聲樂的特質，其協調之法規，以及了解各音樂時期之伴奏要訣。

個人鋼琴伴奏 

訓練課程

適合有意提高鋼琴合奏技巧者。教授範圍由鋼琴二重奏（包括四手聯

彈）至鋼琴與另類器樂的合奏。課程以合奏協調技巧、各類器樂音色處

理及整合融和之合作性為基礎。課程可為學生預備參加英國皇家音樂學

院之合奏考試，以及各合奏比賽或演出。

鋼琴合奏訓練課程

個人鋼琴伴奏訓練
鋼琴合奏訓練

2 人合奏 3 人合奏 3 人以上

樂器級別 每小時費用

1-5 $430 $330 X 2 $230 X 3

另議
6-7 $520 $420 X 2 $320 X 3

8 $650 $550 X 2 $450 X 3

DIP $780 $680 X 2 $580 X 3

課程為有志成為教會司琴之事奉人士而設，導師會按同學的程度提供教

學，無論是初學者或有一定程度的彈奏者，導師將會提昇同學對現代聖

詩的了解及詩歌伴奏的技巧。

5.聖樂系列

司琴訓練

級別 每堂費用（60分鐘）
1-5 $420

6-8 $500

個別及小組教授音樂課程個別及小組教授音樂課程

爵士音樂千變萬化，充滿情調又富現代感，曲風獨特，若能拿捏其中竅門，便能充分發揮，

趣味盎然。本校爵士鋼琴彈奏訓練課堂將透過有系統地認識、學習及鍛鍊，讓學生享受彈奏

爵士音樂，適合所有有興趣人士。

爵士彈奏級別 每堂時間 (60分鐘 ) 鋼琴彈奏技巧要求

L1-2 $430 Grade 1-5

L3-4 $520 Grade 6-7

L5 $650 Grade 8

Advanced $780 Diploma

3.爵士鋼琴彈奏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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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為有志用爵士鼓在敬拜隊及教會事奉之人士而設。導師會按同學的

程度提供教學，教授多種風格的演奏技巧、節奏模式、Fill in… 等等。

讓學員於敬拜隊及詩歌中發揮鼓手的角色，協助會眾投入敬拜。

敬拜隊鼓手

級別 每堂費用（45分鐘） 每堂費用（60分鐘）
1-5 $375 $500

6-8 - $590

課程為即將參與器樂或聲樂考試之考生而設。考生將安排參與一次模擬

考試，由本校資深導師給予評語，並於練習及改進後再有一次模擬考

試，從而提昇考試的成功率及演奏水平，課程最少兩堂，考生可按需要

增加堂數。

模擬考試課程

6.考試及比賽系列

樂器級別 每堂時間 費用（2堂）
1-5 60 分鐘 $1,400

6-7 60 分鐘 $1,800

8 75 分鐘 $2,600

DIP 90 分鐘 $3,600

23

個別及小組教授音樂課程個別及小組教授音樂課程

課程為有志以敲擊樂豐富詩歌音樂之人士而設。課堂將介紹教會常用的

敲擊樂器，如搖鼓、響板、三角鈴，以及木箱鼓、邦高鼓等，教授學生

如何把敲擊樂有效活潑地應用於詩歌敬拜中。

課程為有志以結他伴奏事奉之人士而設。導師會按同學的程度提供教

學，無論是初學者或有一定程度的結他演奏者，均可於此課程學習中提

昇技巧，讓同學能有效投入音樂事奉當中，用音樂榮耀上帝。

聖詩結他伴奏課程

詩歌敲擊伴奏課程

級別 每堂費用（45分鐘） 每堂費用（60分鐘）
1-5 $315 $420

6-8 - $500

級別 每堂費用（45分鐘） 每堂費用（60分鐘）
1-5 $330 $440

6-8 -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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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為即將參與比賽之學生而設。由本校資深導師將為學生在音樂理解

及技巧上提供深度意見，進而提昇學生演奏競爭力。讓學生能夠於比賽

前提昇個人演奏狀態及演出水準，在比賽中獲得佳績，可按需要增加堂

數。

備註：

 ✽ 考試及比賽系列：8 級或以上程度，將由陳祖慧副校長親自指導

比賽訓練課程

樂器級別 每堂時間 每堂費用

1-5 45 分鐘 $500

6-8 60 分鐘 $850

其他 75 分鐘 $1,250

課程專為對作曲有興趣之人士而設，導師將提供完備的作曲指引，協助學生完成作品；導師又

可為已有之作品提供專業意見及指導，使作品更臻完美。

7.作曲及作品指導課程

每堂費用（45分鐘）
$590

24

本校提供專業鋼琴伴奏服務，以協助有需要人士在考試、比賽及演出能提昇果效。本校之伴奏

為專業音樂人士，在本地及海外之音樂學院或大學修讀音樂，主修鋼琴，並獲取國際認可資歷，

更具有多年伴奏經驗。

8.專業鋼琴伴奏

伴奏對象樂器級別 45分鐘費用 每小時費用

1-5 $475 $630

6-7 - $750

8 - $890

ATCL/DipABRSM - $1,150

LTCL/DipLRSM - $1,350

FTCL/DipFRSM - $1,600

注意事項：

1. 練習場所在本校進行，如需在校舍以外地方上課，須每次課堂另加 $500 交通費。

2. 伴奏安排最少兩課堂，1-5 級每次由 45 分鐘起，其他級數由 1 小時起。

3. 考試、比賽、表演當日將採用以上費用計算，另加其級別 1 小時之費用，費用已包括交通費。

個別及小組教授音樂課程個別及小組教授音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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