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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聖樂學院問答集 

1. 道生聖樂學院是一所怎樣的學院？ 

道生聖樂學院位於台北市北投區，成立於 2005 年，為一所無宗派之聖樂專門學院。本院成立的主要

意義與任務是培育上帝國的音樂器皿，使學生在畢業後能用聖樂在教會中擔任教導與服事的事工。 

本院設有理論編作曲/合唱指揮/鋼琴/聲樂四系。各系皆擁有全國最優秀的指導老師。歷年來，本院教

師、畢業生和實習生，在不同的教派服事(長老會、浸信會、聖公會、信義會、貴格會、國語禮拜堂、

聖教會、召會、獨立教派教會…等)參與敬拜、帶領詩班、擔任司琴或支援教會的聖樂佈道及培育教

會音樂服事者。 

2. 道生聖樂學院的宗旨為何？ 

培育學生，在台灣各基層教會擔負音樂教導和服事的任務。 

◎呼籲眾教會重視音樂敬拜的重要。 

◎提昇教會音樂的品質。 

◎培育積極、勇敢、謙虛、溫和、忠心、良善、誠實、正直的音樂傳道人。 

3.道生聖樂學院的校園環境及設備如何？ 

○1 校園：學院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的錫安山坡上，可從校園內眺望關渡平原及台北市區。院內生態豐富，

除了狗與貓之外，還能欣賞到許多鳥類，讚嘆神的創造何等奇妙。 

○2 圖書館：共兩間圖書館，一間為「陳勗生紀念圖書館」另一間則與道生神學院共院的「兩院圖書館」。 

○3 宿舍：分為男生宿舍與女生宿舍，男生宿舍一層樓，女生宿舍兩層樓，提供學生簡樸的住宿環境。 

4.道生聖樂學院的課程規劃為何？ 

○1 四年學士課程(鋼琴/聲樂/作曲/指揮四主修) 

○2 三年碩士課程(擇一主修) 

○3 六年學碩士課程(擇一主修) 

○4 免試入學的延伸課程─進修班/教會詩班培訓課程/其他專案課程 

學程  學士班  碩士班  學碩班  進修班 

對象  蒙召有志全職於教

會事奉者 

1.蒙召有志全職於教

會事奉者 

2.大專音樂科系畢業

或具大學學士及同等

學歷者 

蒙召有志全職於教會

事奉者 

蒙召有志於職場

事奉或帶職事奉

者 

修讀年限  4‐6 年  3‐5 年  6‐8 年  無 

修讀學分  148 學分 

(含實習學分) 

鋼琴：126 學分 

聲樂：122 學分 

作曲：124 學分 

指揮：124 學分 

(含實習學分) 

鋼琴：174 學分 

聲樂：172 學分 

作曲：176 學分 

指揮：176 學分 

(含實習學分)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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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校生活  未婚與 26 歲以下全

修生一律住宿 

未婚與 26 歲以下全修

生一律住宿 

未婚與 26 歲以下全

修生一律住宿 

X 

畢業條件  學科：學科畢業鑑定

考及格 

術科：術科畢業鑑定

考及格後一年內完

成畢業音樂會 

學科：學科畢業鑑定考

及格 

術科：術科畢業鑑定考

及格後一年內完成畢

業音樂會 

學科：學科畢業鑑定

考及格 

術科：術科畢業鑑定

考及格後一年內完成

畢業音樂會 

X 

學位  教會音樂學士  教會音樂碩士  教會音樂碩士  X 

備註    非音樂系學士者須下

修：基礎樂理、基礎和

聲、鍵盤/和聲、兒童

音樂教育、對位法、配

器法 

於大三下學期申請直

升主修鑑定考，曲目

應與研究所程度相

同。 

1.若需進修學

分，須參加期中

期末考，及格者

補交 300 元手續

費 

2.可依興趣選擇

大班課及個別課 

5.道生聖樂學院的報名手續為何？ 

○1 招生時間：第一學期每年七月中招生；第二學期每年十二月初招生。外籍學生第一學期四月中招生，

第二學期九月初招生。 

○2 報名手續：可向本院(ts.acmusic@gmail.com)以 E‐mail 的方式、電洽(02‐2896‐0283#233)索取電子檔

或上學校網站下載招生簡章電子檔及報名表電子檔，並於期限內完成報名(傳真至 02‐2897‐7026 或以

E‐mail 回傳)，並將簡章中提到的各項需繳交資料以郵寄的方式寄到：112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錫安巷

112 號(道生聖樂學院  收) 

＊報考第二學期入學者，如遇一學年之課程，有可能會有銜接上的問題，請於面試時詢問程度能否跟

上。少修的課程則於未來開課時再補修。 

6.就讀道生聖樂學院有什麼限制嗎？ 

○1 年齡：18 歲以上。 

○2 健康：需具堅韌的心智足以勝任繁重的課業。 

○3 品格：需有良好品格且無不良嗜好，符合聖經所示聖工人員之條件。 

○4 申請獎學金之限制：在職生、年齡超過 40 歲者皆不適用獎學金制度。 

7.道生聖樂學院的考試內容為何？ 

大學部─四年學士班、六年學碩班(學士後經鑑定考直升碩士班) 

○1 筆試：聖經─提摩太前書(可翻閱聖經)、英文簡易自我介紹、基礎樂理、視唱/聽寫 

○2 術科：鋼琴─自選曲一首(小奏鳴曲快板樂章以上)、詩歌演奏曲一首 

                聲樂─自選曲一首(宗教歌曲、民俗歌曲、藝術歌曲皆可)、古典詩歌一首 

＊若需伴奏請事先向學校申請，伴奏費 800 元。 

○3 口試 

研究所 

○1 筆試：聖經─歌羅西書(可翻閱聖經)、英文簡易自我介紹、音樂史、視唱/聽寫、音樂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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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術科 

系別  主修考試曲目  副修考試曲目 

鋼琴系  1.自選曲：古典或浪漫樂派奏鳴曲快板樂

章 

2.詩歌變奏曲一首 

3.指定曲：巴哈創意曲三聲部一首 

4.大小調音階與琶音 

聲樂─古典詩歌自選曲一首 

聲樂系  1.指定曲─神劇或清唱劇的詠嘆調一首 

2.自選曲一首(藝術歌曲) 

＊若需伴奏請事先向學校申請，伴奏費

800 元 

鋼琴自選曲一首(奏鳴曲以上快板樂章) 

理論作曲系  1.和聲學 

2.現場創作鋼琴曲一首(作曲時間 2 小時)

鋼琴自選曲一首(奏鳴曲以上快板樂章) 

指揮系  指揮一作品 

＊請於考前三週來信詢問曲目 

鋼琴自選曲一首(奏鳴曲以上快板樂章) 

○3 口試 

8.道生聖樂的師資如何？ 

本院網羅國內的基督徒音樂家作為師資。學院目前有理論作曲教授二位、指揮教授二位、鋼琴教授四

位、聲樂教授三位、神學教授二位及六位其他方面學有專長的兼任教師。師資陣容可上學校網站

(http://www.taosheng.org.tw/music/)查詢。 

9.就讀道生聖樂需預備多少經費？ 

就 2019 年的標準，大學部每學期學雜費(不含住宿費用)約 79,000 元；研究所約為 96,000 元。經濟有

困難的學生可申請分期付款，並於所定期限內繳交完畢。不同主修的學費會有些許差異。 

10.若想更了解道生聖樂學院，尚有何管道？ 

○1 最直接且最深入的方法為利用週一至週五前來參觀，並歡迎事先預約與院長協談。 

○2 歡迎來電索取道生院訊或到學校網站(http://www.taosheng.org.tw/music/)閱讀院訊電子檔，本院院

訊為季刊，每年的 3、6、9、12 月出刊，內容有神學、音樂及個人靈修、遊記等文章。 

○3 至學校網站 http://www.taosheng.org.tw/music/  或臉書搜尋：道生聖樂學院，粉絲專頁將不定期發

佈學校相關訊息。 

11.若想為聖樂學院奉獻，請問有哪些管道？ 

○1 劃撥帳戶：帳號 12381070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道生院 

○2 銀行匯款：華南商業銀行北投分行  帳號：178200173755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道生院 

○3 獎學金奉獻專戶：合作金庫中山分行  帳號：5023871228335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道生院 

如用電匯、銀行轉帳方式奉獻，請務必於轉帳後來電(02‐2896‐0283#235)或傳真(02‐2897‐7026)告知，

以便開立抵稅收據，謝謝！ 

○4 國際奉獻 

受款人姓名(Beneficiary's Name)：TAIWAN CHRISTIANITY TAO‐SHENG INSTITUTE 

受款人地址(Beneficiary's Address)：112 Si‐An Lane, Chung‐Ho St. Pei‐Tou, Taipei11252,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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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款人電話(Beneficiary's Tel No.)：(886)‐2‐2896‐0283 

受款人帳號(Beneficiary's A/C No.)：102970230935 

受款人銀行(A/C with Bank)：Hua Nan Commercial Bank 

SWIFT：HNBKTWTP178 

華南商業銀行北投分行  地址 

Hua Nan Commercial Bank Beitou Branch： 

No.13, Sec. 2, Beitou Rd., Beitou Dist., Taipei City 112, Taiwan (R.O.C.) 

 

美國支票奉獻： 

Title：Calvary Outreach Mission U.S.A. 

Memo：For Taosheng College of Sacred Music 

Add.：115 W. Newmark Ave. 

                      Monterey Park CA,91754 

                      Mrs. Grace Lin 

★若使用支票奉獻，請在奉獻後 E‐mail (ts.acmusic@gmail.com)通知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