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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事工部」簡介
／耿煒紅

時
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

實拜祂，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神是個靈（或無個

字），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四23-24）

「崇拜事工部」包含：

‧主日崇拜

講台信息：教會年度主題及每週崇拜經文進度，多數於

前一個年度即規畫完畢，並由教會傳道同工、幾位長老並幾

位外請講員承擔傳講的服事，每次連著服事第1-3堂崇拜。

領唱與主席：「領唱」於信息前，帶領會眾藉著詩歌和

祈禱敬拜神；「主席」於信息後，藉著回應奉獻、關懷相交

等傳遞教會消息。

周報與月服事表：幫助會眾預備心敬拜並作為傳遞教會

聖工訊息的管道。

主日崇拜的後勤支援：上述各同工間並隱藏的音控、錄

影、投影、插花、接待、守護等服事，都需要規畫分工、分

「

．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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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崇拜
─信友堂崇拜事工

享異象、邀請弟兄姊妹參與並協調同工間的配搭。

‧聖樂

詩班：教會禧爾、信友兩詩班承接多數主日崇拜獻詩及

節期音樂崇拜的服事，並邀請團契，藉著主日崇拜獻詩的

參與，呈現團契生命、提昇唱詩能力、參與敬拜的帶領。

音樂同工及音樂會：邀請有音樂專長的會友參與教會聖樂

服事，並藉音樂會等，提供音樂同工多元的配搭可能，也

豐富弟兄姊妹在音樂賞析的經驗。

領唱或司琴同工培訓：依團契或事工的邀請，提供領唱或

司琴同工培訓的師資或相關資源。

樂器、樂譜、詩歌錄音、聖樂叢書等聖樂資源的分享

及管理。

‧聖禮

洗禮：是信心的宣告並加入教會，於年度中至少安排5

次成人洗禮、1次幼年洗禮，並偶有個別的洗禮於醫院、家

中不定期舉行。例行的洗禮於洗禮前皆需安排與牧師談話、

洗禮見證會的規畫及執行，受洗及轉會者資料建檔等。

聖餐禮：是擘餅記念主的重要時刻。服事同工的個人省

察並預備心、詩歌、經文的揀選、餅杯的預備、傳遞餅杯

的次序與路線，每次均需妥善規畫，以期在短時間中個別

服事會堂中的每位弟兄姊妹。

按立禮、差派禮等：是教會牧養、治理及國度參與的大

事，與每位弟兄姊妹習習相關。故由服事同工、程序、致

願詞與禱詞的預備，都需要慎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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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

崇拜音控：崇拜音控及影像轉播於崇拜品質有重大影

響，故同工們於每次崇拜前架設麥克風、測試各場地音

響，每個環節都不可少。

崇拜錄音上網：為善用網路媒體傳揚福音並鼓勵靈修，

每週均於教會網站提供崇拜錄音全程或證道部分，也將獻

詩影像上傳YouTube，後製剪輯盼能忠實呈現崇拜原音、原

貌。

2001

2012
崇
拜
年
度
主
題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年度主題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全備的信

生命之道、生命之詩

曉諭與啟示

彌賽亞的國度

全備的救恩

傳揚祂

暗中之光

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更認識耶穌

新約書卷

使徒行傳、部分保羅書信

－

約翰福音

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書、約翰壹書

馬太福音

羅馬書

馬可福音、使徒行傳

哥林多前書

馬太福音

以弗所書

彼得前書、彼得後書、猶大書、約翰壹書、

約翰貳書、約翰叁書

馬太福音、約翰福音

．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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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崇拜
─信友堂崇拜事工

年度主題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全備的信

生命之道、生命之詩

曉諭與啟示

彌賽亞的國度

全備的救恩

傳揚祂

暗中之光

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更認識耶穌

新約書卷

使徒行傳、部分保羅書信

－

約翰福音

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書、約翰壹書

馬太福音

羅馬書

馬可福音、使徒行傳

哥林多前書

馬太福音

以弗所書

彼得前書、彼得後書、猶大書、約翰壹書、

約翰貳書、約翰叁書

馬太福音、約翰福音

舊約書卷

－

創世記、出埃及記

詩篇

但以理書

以賽亞書

出埃及記

－

士師記、路得記

撒母耳記上、下

列王記上、下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

／謝榮生、耿煒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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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唱著唱著忍不住落淚的「要等候主」，

讓人聽完忍不住嘆息「阿們」的詩班獻詩，

讓人從星期六下午就開始期待的講台信息，

主日崇拜的這一切美好，都是從何醞釀而來？　

主日崇拜：預備永遠不嫌早

「明年主日崇拜的講台經文，已經完全安排好了，」

指著辦公室桌子上玻璃墊下壓著的工整表格，沈牧師說：

「經過好一陣子的禱告，每年七、八月時，我們大概就可

以知道明年講台的經文大概，也開始連絡講員，讓講員可

以充份的預備、禱告，希望每堂講道都把神的真理講得清

楚明白，滿足人心裡的需要。」

哇，前一年的七、八月就可以大約知道明年的人心需

要？「是，」沈牧師很肯定：「藉著禱告，聖靈會顯明屬

靈的趨勢，我們的講台經文都是一年前就訂好的，但不知

分享恩典和真理
─專訪沈正牧師
／羅吉希

．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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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崇拜
─信友堂崇拜事工

為什麼，在講道的當時，往往會和當時發生的社會大事有

意想不到的相合之處，這不是人能預先設想到的；但聖靈

的確是在我們前面作引導的工作。」

做為信友堂的主任牧師，沈牧師安排講台經文的原則

意外地簡單，但執行起來卻比一般人所能想像的需要更多

資源：「不管是信友堂或是任何教會，我都很鼓勵主日講

台照著聖經的秩序，一卷卷的查考說明，讓會眾可以有系

統地了解神的話，在其中被餵養，被激勵。」

講台信息：著重在聖經真理

「不過這安排看似簡單，其實很難，」沈牧師說，

「信友堂講員多，每個講員研讀、擅長的經卷不一樣，每

位講員的背景、經歷和特質也不相同，有人著重哲學的思

辨、特別能關照信心與真實生活對立的兩難；有人能針對

經文帶出生活的應用，發揮牧養的長才。」一年五十二段

次序相連的經文，經過講員的不同詮釋，奇妙地滿足會眾

各種不同的屬靈需要。

但是「講員陣容堅強」還不是沈牧師心中「信友堂主

日崇拜的最大特色」，沈牧師說，目前有許多教會的崇拜

儀式講究拍手、大聲禱告、長時間敬拜讚美，比較起來，

信友堂崇拜的過程就比較安靜：「因為我個人的領受是在

安靜的環境中，聖靈更容易對我們說話，」沈牧師對主日

崇拜最堅持的，就是「必須清楚解釋神的真理，大家用心

靈和誠實敬拜神」。

為了讓大家聽完講道，能夠沉澱心得，打包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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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牧師也要求每位講員提供五則經文默想，在講台結束

後，用投影片打出來，讓會眾在詩歌的旋律聲中，安靜默

想經文，對當天的講道內容，歸結出自己第一手的回應。

聚會程序：安靜中聖靈感動

回顧信友堂的崇拜，從以前到現在，沒有太多的變

化，「雖然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取消了經文啟應，但大體

上仍是遵照加爾文的崇拜神學，」所謂的加爾文的敬拜傳

統，包含使徒信經的宣告、主禱文，較長時間的信息，並

且特別看重祝禱和阿門頌。

「這幾年，神給信友堂很多的恩典，在主日聚會前，

如果你站在二樓會堂往下看，會看到好多人從信友堂正門

前的四條巷子絡驛不絕地進到教會來，這景象常讓我很感

恩，有時前一堂的聚會如果晚一點點兒的結束，排隊等著

要進會堂的人就一直排到溫州公園，看到弟兄姊妹這樣排

隊，我很心疼；我一直希望主日雖然有很多人聚會，但一

定不能亂；我希望我們的場地安排、聚會程序、投影配

搭、醫療服事、兒童主日學⋯⋯都先有詳盡精密的安排，

讓每個來的弟兄姊妹都能經歷有真理、有感動的崇拜，而

且才參加完今日的聚會，就開始渴望下週崇拜的到來。」

影音系統：高科技分享靈糧

隨著聚會人數的增加，主日崇拜的場地也不斷增加：

四樓、隔壁二樓的會堂、教育中心八樓會堂─不知看閉

路電視的弟兄姊妹有沒有疑惑過，為什麼就算不坐在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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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崇拜
─信友堂崇拜事工

或三樓的會堂中，仍有和許多弟兄姊妹一起崇拜、被聖靈

感動的奇妙感受？

沈牧師的回答是：「現代人都非常習慣從電視螢幕或

電腦框框中得到資訊；而且教會的影音同工技術非常好，

也在影音設備上投資了許多錢；透過轉播看講員講道，有

時比坐在二樓會堂看得更清楚，這就是在家看電視時，無

法取代的臨場感。不過，」沈牧師特別說：「我知道有些

弟兄姊妹，就算早到，也特別去坐在四樓或隔壁二樓，好

把會堂位子留給需要的人或新朋友，這些默默付出的愛

心，就和講員的講道或是崇拜事工部同工的付出，一樣重

要，共同成就了信友堂每個主日神同在、神喜悅的主日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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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之聲

此
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

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

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與坐在寶座上

我們的神，也歸與羔羊！』……坐寶座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日頭和炎熱也必不傷害他們。因為寶座

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

們一切的眼淚。」（啟七9-17）

是萬族萬民的敬拜

雖然我們的會眾多數有著近似的文化背景，也多數在

這裡長期穩定地聚會，但盼望每一次的敬拜，可迎接從各

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人，向神獻上頌讚，也蒙神的

帳幕覆庇那就近祂的人，持續在國度的寬廣及永生的見識

上警醒。

是合一的敬拜

雖有領唱、司琴、講員、主席、詩班、音控、投影、

會眾的分工，但盼望在詩歌、祈禱、讀經、默想中，可同

「

─我所認識的主日崇拜
／崇拜部行政同工

．崇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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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崇拜
─信友堂崇拜事工

心說「阿們」。因此，在崇拜前，按著對會眾及同工的認

識，每一首詩歌的揀選，包含詞意、旋律、調性、速度、

音量、表情、前奏、尾奏⋯⋯都斟酌再三；每一段的默

想，包含文字、斷句、色調、明暗、背景、速度、音樂

⋯⋯都反覆推敲；每一句問安及報告，也將會堂各年齡

層、各角落的領受都列入考慮，但惟有聖靈參透萬事也認

識人的內心，因此，崇拜前殷實的禱告及靈裡的清潔，就

成為預備敬拜的必要功夫。

是天國的敬拜

我們不憑著外貌認基督，也就在敬拜的形式上盡可能

地單純；所作的一切，在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並因

信徒皆祭司，就盼望為每個人預留進入幔內，與主密契的

時間；讓主耶穌親自動工，使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

見，受壓制的得自由，有大牧人的牧養在當中。

是眾人的敬拜

在崇拜前、中、後，帶職的弟兄姊妹分別投入各服事

中：周報月表編輯6人、投影編輯5人、歌譜預備及周報整

理9人、音控7人、播投影8人、每週接待36人、司獻36人、

守護3人、醫護3人，若再加上詩班員，就有一百多位弟兄

姊妹獻上自己的五餅二魚，建立基督的身體，成全了眾人

的敬拜。

如此行並不為誇耀我們有什麼好的，乃是持續開放事

奉的管道，讓願意的都可獻上自己為祭。有人閒站的嗎？

歡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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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祢的
／盒子

第二堂的崇拜只有5100秒─從9:15到10:40。

但這5100秒讓我遇見祂，讓五十歲的人可以找到位

置，可以重新當一個孩子。

祢，有看到我這個躲在邊邊的小孩嗎？

今年一月八日主日崇拜時，趙偉文牧師以〈路〉為

題，傳講馬太福音三章1-6節。我讀過經文，但也只是讀，

無太多體會，而牧師的證道內容，我已全然還諸天地了。

唯一留在心裡的、讓我記憶深刻的，是一段他準備內容時

的經歷。

他說自己是個勤奮讀書的人，為了該次的講道又特意

地讀了許多書，累積了許多的想法在腦子裡轉，但他一直

準備到星期四的夜裡，還是弄不出個架構來。他發現自己

心裡裝滿東西，但卻不是神的東西，所以無法整理出他要

傳講的訊息。於是他禱告，跟神說自己心裡的東西太滿

了，進不了新的東西。

那一天，我心裡只記得他這句「再次像個孩子單純來

到神面前。」他說他來到神面前，把內心的東西丟掉，讓

．洗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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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像個孩子單純的、空空的，再重新打開聖經、整理。

結果，十五分鐘內他就完成了要傳講的架構。

我的內心好羨慕趙牧師能夠做到「丟掉丟掉，統統丟

掉」；我的理智也能理解趙牧師「像個孩子單純」是在說

什麼；但我的生命卻很難體驗，因為沒有經驗，因為不知

道如何像個孩子單純。

那天，牧師就這樣在我心中畫了個畫面：有個小孩和

爸爸在互動，但我只能在旁邊看，像個沒有爸爸的小孩，

看著別的小孩拿到爸爸給的糖。

祢真的是我的天父嗎？祢有看到我這個躲在邊邊的小

孩嗎？

我，一塊塊地被剝落

隔了兩週，農曆年的除夕主日。我早已忘了兩週前的

羨慕，安安靜靜地來到信友堂。我在右手邊的第四排坐下

來。從這個位子看過去，那個十字架因著背後的燈光，有

種浮現在空中的感覺。我安靜地坐在那裡，感覺整個空間

已無旁人，只有我自己一人。電琴聲音響起，敬拜從第1秒

開始。

那一天，5100秒彷如只是1秒的瞬間。我跟著詩班從要

等候主開始、聽著何長老講耶穌的試煉。結束後走出教會

時，我的模樣像個又哭又笑的瘋小孩─我的眼角還有著

淚光，但嘴角卻是上揚的喜悅。

是喜悅讓我掉淚、是內心被暖化而掉淚。我記得那天

很冷，但心裡很暖。我記得那天的感受：祂來看我這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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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邊的小孩。我這麼說，是因為那天走出教會時，感到

一種生命無限美好的溫度。儘管還有許多未盡、待了之

事，但是，就是可以「很陽光的面對」，或是自己就成了

那天的陽光。那種喜悅，勝過考上台大、勝過拿到某個職

位、勝過贏到某個標案⋯⋯

為什麼會這樣？是那天的讚美詩歌？還是那天的證

道？那天在崇拜裡，我做了甚麼事？怎麼會有那樣的感

受？我這樣一個初信者怎麼可能會像「功力」深厚的牧師

那樣，丟掉一切去當孩子呢？

我沒有答案。我只知道，那天，我竟然「真的願意」

乖順地看著祂、或者說仰望祂。

打從我進到座位上，我就一直看著祂。我告訴祂：天

父，我來到祢面前了。

當我看著祂，我身上一塊塊的記號、身分、怨怒、哀

樂⋯⋯，也一塊塊地剝落，我不再是社會上的那個我。我

只是一個受到祂關愛的、單純的孩子。

於是，所有事情都找到了位置

那個主日起，我漸漸發現這5100秒對我的重要─單

純地看著祂。

沈牧師曾在某次崇拜裡提到，要把心中的「h」讓給祂

坐（寶座，因為椅子的形狀長得很像英文字母h）。他說他

也曾想跟祂討價還價，一人坐一半，或是自己坐一點點，

大部分讓給祂坐。但結果都不好。對我來說，沈牧師是用

另一個方式來教我們如何當祂的小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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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公會的史丹利‧鐘斯（E. Stanley Jones）曾寫過這

麼一段話：

「有一天早晨，起床的時候我問自己：『史丹利，你好

嗎？』

我發現自己是這樣回答的：『我很好，因為我是祂的。』

這一點讓所有事情都找到了位置。……」

我是祂的。史丹利寫出這句話，背後是一個多大感動

帶領著他呢？

我喜歡史丹利這段話。因為是祂的，所以每件事情都

能找到位置。

那天的主日，我也找到了一個位置，就像趙牧師準備

講綱一樣，當所有的內容都找到了位置後，架構就出來

了。

那一天之後，每當歡迎新朋友唱《歡迎歌》時，唱到

「祂在等你，就在你心外」我就會哽咽。這句話，意思很

簡單，但只有抬頭看時，才會知道，祂在等我。

今年六月三十日，五十歲的我決定當小孩，在主前重

生，告訴祂─我是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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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祂」的聖餐
能在每次領餅和杯時親身經歷主的「靈」和「話語」，

領受與主同座席的福份─這真是莫大的奧秘！

／李輝雄

儆醒地聽⋯⋯祂說：「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

我。」

憶起十多年前，教會正調整參與預備聖餐崇拜的工作

小組，當時接到通知，我誠感惶恐，壓力不小！只有感謝

神，因祂早已備妥了忠心事主的同工（使女）張金珠老

師，由於金珠老師既熟稔又忠心投入備餐工作，使我們全

家能順利地加入服事，直到如今。

十多年來的配搭中，有件值得提的事，就是金珠老師

由於其高度責任感之心驅使，經常於聖餐主日清晨四、五

點就獨自在堂裡打點聖餐杯、盤和餅⋯⋯等（逢冬季，這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真叫我深受感動且尊敬她。

那一夜主親自設立、示範了聖餐禮「⋯⋯你們應當如

此行，為的是記念我。」「行此以憶我」（串珠／新約聖

書版，可見於教會二樓大堂前方之聖餐桌正面）。主基督

．聖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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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捨身、流血、赦罪意義頗為重大，故神的眾兒女們

當儆醒謹守聖餐，務必要「記念祂」。除了應打從心底

「預備」這件看得見的聖餐，如杯、盤和餅等，更進而在

聖餐中同享那看不見的主，真真實實臨在我們當中，「充

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約一14），能在每次領餅和杯

時親身經歷主的「靈」和「話語」，領受與主同座席的福

份─這真是莫大的奧秘！

近年來，教會崇拜中領聖餐的份數驟增，幸有崇拜部

辦公室同工事先作有效的協調，致使人力、物力不致缺

乏，每次都能順暢搭配完成事工，真是要由衷感謝又真又

活的神。無論在聖餐前的準備，或事後的收拾整理，都能

即時獲得教會總務同工的支援，過程中誠感溫馨。在此，

特地要向恩典團契的婦女、媽媽們致上最大的謝意，因早

在五年前她們就主動加入聖餐後杯盤清理工作，同在「記

念主」的事上有份，的確是神成就了團隊事奉的美事，真

叫人喜樂無比。

近月來，饒鳳英及鄭文化兩位執事亦加入聖餐服事

陣容，深信在主愛裡彼此服事，必得神的喜悅。當我們

「肯」為「記念祂」而做事，祂必親自來「記念我們」、

保守我們！祂的美意本是如此！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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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

有一次聖餐主日，沈牧師在主領聖餐中和教會的弟兄姊

妹分享，有弟兄姊妹私下向他建議，在領聖餐時先

在各樓層預備好餅和杯，會使領聖餐的時間縮短、速度加

快。沈牧師笑著說：「信友堂堅持如此作，是為了符合信

仰的真理─『聖餐是從主的身體分出去』。每次聖餐主

日，長執傳道同工都會依序從講台前聖餐桌上領餅和杯，

然後一樓接一樓、一排接一排，等到每一位受洗的弟兄姊

妹都拿到餅和杯，大家一起用主的身體、主的血，為的是

紀念主。」

我今年五月才加入「聖餐」的服事，我可以和弟兄姊

妹分享的是以下兩點。

聖餐預備的流程

首先，在每個月的聖餐主日，服事同工都會先收到崇

拜事工部寄來一份「杯、餅」數量預估分區表。負責總務

的同工就會將杯盤及聖餐所需用的相關物品，放在教會二

─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
／鄭文化

．聖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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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固定的地方，讓聖餐服事的同工方便使用。目前聖餐服

事的同工，主要是由李輝雄長老及張金珠執事負責，他們

都在聖餐上忠心服事有十多年了。

每個聖餐主日的清晨，金珠執事在深夜天未亮就要先

到教會預備聖餐：帶鑰匙開教會大門、鎖門；從地下室上

二樓大堂，開燈；推聖餐桌子到講台中央，鋪上桌布；先

預備第一堂的杯和餅，蓋上桌布；再預備第三堂的杯和

餅；最後預備第二堂的杯和餅。

輝雄長老同時要再確認一次每一堂杯和餅的數量，在

每一堂崇拜結束後，總要忙進忙出，直到整個聖餐服事結

束才有真正的休息。

聖餐結束後收納的服事

第二是，整個聖餐結束後，還有多位弟兄姊妹參與

「收納」的服事。這裏要特別提到「恩典團契」多位愛主

的姊妹，她們很喜樂地在第二堂崇拜結束後主動將杯盤

收、洗、擦，然後由李賢鎧長老娘（侯姊）用布打包整

齊，放到四樓的櫃子裏，下個月的聖餐主日再使用。

參與聖餐服事的同工有很多，其中還包括「第三堂聖

餐主日」服事的同工。參與聖餐服事的同工，不分服事份

量大或小、多或少，只要是忠心的擺上，在主眼中都是看

為喜悅的。

忠心服事的動力從主而來

我和鳳英姊有機會能參與聖餐預備的服事，心裏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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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敬畏又感謝主！因為，當牧師引領弟兄姊妹吃主的餅、

喝主的杯時，主設立聖餐的話便熟悉地在我耳邊響起：

「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

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

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

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

我。』」（林前十一23-25）

「捨」這個字，我有特別的感動。因為，忠心服事聖

餐十多年的同工，在無數的深夜，多數的人還在睡夢打鼾

中，他們就要穿戴整齊，摸黑地踏上聖餐服事的路途─

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他們數餅倒杯的指頭彎曲了、頭髮

花白了。金珠執事曾和我分享：「在數餅倒杯的安靜時間

中，可以常常將心裏的話告訴主、默想主、和主談話。」

我想這種從主來的平安喜樂，實在是很特別的祝福和經

歷；可能也是吸引他們能忠心服事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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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命的服事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

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10）

／劉茲心

看見神奇妙作為

在教會每次的洗禮過程中，總是因弟兄姊妹被神尋回的

過程深深感動。神在每個人身上有著獨特的帶領，

在不同的時間，遇見不同的事物，交織出每個人的生命

故事、一個個遇見神的故事。或許是漫長的等待，也可能

是艱難的處境，伴隨著眼淚與歡笑，也或許是單純渴慕的

心；神透過弟兄姊妹生命中的每一人、事、物，讓我們終

於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祂。這生命更新的過程乃是有人栽

種、有人澆灌，但最重要的是那惟一叫人生長的主。我看

見耐心等候、恩慈憐憫的父神，更看見掌管萬有、大能運

行的主。實在叫人不得不驚呼：我們的主真是一位奇妙的

救主！透過生命更新的故事見證祂自己的榮耀。

與建造生命的服事相銜接

慕道朋友決定受洗之前，神就已開始在他們的生命中

．洗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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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的安排預備。有人將福音的種子撒在他們心田；有

人在他們尋求的時候，溫柔地持續邀請他們來教會；有人

在他們來參加主日崇拜或團契時，以真誠接待驅走冷漠；

有人在他們生命遇難關時，用神所賜的安慰持續陪伴；有

人在他們似要放棄時，用禱告持續托住；有人在他們想要

進一步認識上帝時，用神的話語建造他們，鼓勵甚或陪伴

他們參加信仰課程。在這一切事情上，神使萬事互相效

力，叫那愛神、渴慕神的人得到益處。這一切的陪伴、同

行、關懷、代禱、建造，是順服在神的引導帶領之下，使

慕道朋友得以認識神，得著新生命。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可

以是別人生命中那陪伴走一哩路的人。雖然我們不知上帝

安排的時間是何時，但相信愛我們的主必有安排預備。

為生命持續更新作預備

因此洗禮與教會各樣的服事連結成為生命的建造。透

過主日崇拜、團契生活、真理建造、牧養關懷的整全事

奉，將人帶到預備受洗的階段。洗禮服事銜接前述各樣建

造生命的服事，好叫慕道朋友預備好接受耶穌基督成為生

命的主。目前的洗禮服事過程中，有著以下的安排─

■ 與真理班老師、助教們的配搭：透過老師、助教的協

助，了解學員預備受洗的狀況，並適時提供所需的洗禮

資訊，並幫助他們認識信友堂。

■協助受洗者各項預備：洗禮申請資料的提供；透過與牧

者的洗禮前約談，更確認所信；見證會的提醒通知；洗

禮證明文件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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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禮感恩見證聚會的安排：透過洗禮感恩聚會，見證

主自己的榮耀；也透過洗禮見證，成為傳揚福音的機

會。在洗禮聚會中有許多參與服事的同工，無論領會、

司琴、招待、攝影、錄影、音控、場地總務、各級團契

代表，及每位參與者，都一同在此聚會中敬拜主、服事

主、見證主的榮耀。

■ 製作繕打及彙整受洗者資料，建立會友資訊。

■ 與牧者傳道、團契的配搭：提供受洗者名單給團契同

工，以便後續關懷邀請，也提供牧者關懷牧養。

■ 鼓勵受洗者受洗之後繼續上信徒造就課程。

生命的更新不是停留在受洗時就畫上句號。耶穌說：

「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約 十10）上述的洗禮服事渴望將受洗者生命的建造繼續

連結於牧養事工、教育事工與團契事工，而教會中的每位

弟兄姊妹也可以成為那繼續陪走一哩路的好鄰舍，幫助初

信的弟兄姊妹得著更豐盛的生命。期待生命影響生命，帶

出更多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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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您聽說「信友堂的會眾很會唱歌」嗎？您在崇拜中與

弟兄姊妹齊聲頌讚起，是否也有過心中激動的經驗呢？一

位牧師去國多年，回台後第一個參與崇拜的主日，適逢教

會詩班帶領的大敬拜。在詩班獻詩「全然聖潔主」併帶入

全體會眾頌唱「聖哉！聖哉！聖哉！」的敬拜中，他置身

會眾群，感受到如同一個六百多人的大合唱一齊頌讚在主

前的震撼。崇拜後，這位牧師欣喜地來跟指揮說：「今

天，我覺得自己好會唱詩！」

主日崇拜的聖樂事奉

提昇會眾唱詩，為信友堂的聖樂事奉之首要。這一思

維使得聖樂事工開展有具體規劃，詩班不再只是崇拜獻

信友堂聖樂事奉現況（上）

──崇拜中的聖樂事奉
／吳碧玲

．聖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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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崇拜
─信友堂崇拜事工

詩，在行之有年的大敬拜，「歌唱的利未人」配搭領會一

起領詩歌敬拜。崇拜部更於近年推動各級團契參與崇拜獻

詩，並邀請有器樂恩賜的同工，以器樂小組型態豐富崇拜

的音樂元素。

崇拜中的聖樂事奉規劃

崇拜中會眾唱詩時的司琴，主要的樂器是數位管風琴

和鋼琴的配搭。崇拜獻詩有二個系統，教會詩班專責聖餐

主日、大敬拜主日、聖誕復活節。團契詩班服事原則上半

年輪值一次和主題主日獻詩。（青年主日：學生團契，母

親節：姊妹會、兒童詩班 ，嵩年主日：迦勒團契，家庭

月：伉儷、活水、雅斤、恩典、婦女查經團契⋯⋯）

教會詩班事奉

教會詩班是一群願意將時間「分別為聖」、磨練技巧

也學習委身的弟兄姊妹所組成。他們將聲音獻給神，日積

月累，自己被建造，也為會眾示範一種唱詩在主前的態

度。每個月一次的領敬拜，主日早晨七點集合預備，至第

三堂崇拜服事後約是下午二點，體力、聲音的考驗，他們

多已通過了。如今累積出主裡同甘苦的情誼，看著會眾堅

定唱詩，聽著會眾歌聲如眾水澎湃，往往心靈受感，而流

下喜樂的淚水。

團契詩班主日獻詩，是團契重要服事之一，卻無需比

照教會詩班規格。指揮和司琴原則上是契友，在獻詩前規

劃三次練唱加上一次彩排，以大家一起喜樂獻詩，能呈現

信友堂聖樂事奉現況（上）

──崇拜中的聖樂事奉
／吳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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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特色與為宗旨。每一次獻詩，都期許討神喜悅，也是

一次讓會眾看見這個團契的機會，那些在神家中未歸入團

契的弟兄姊妹，或可因而看見可以同奔天路的一群人。

信友堂的大敬拜和團契參與獻詩，促使許多弟兄姊妹

有了練唱和獻詩經驗。操作幾年下來，崇拜中整體會眾唱

詩被提昇了，在這裡，只要您願意，您都有機會和團契一

起唱詩唱到老。年紀最長的迦勒團契有近百歲的長輩，看

著他們如孩童般的單純唱在十字架前時，誰人能不感動

呢？

美好的聖樂事奉，它不該是少數聖樂同工或詩班的任

務而已。它是神的子民心口同頌、樂聲悠揚的事奉。

「

教會詩班

聖餐主日

聖樂主日

聖誕及復活節

團契詩班

主題主日

半年輪值一次

主日崇拜的聖樂事奉開展進程

提昇會眾唱詩

設立教會詩班

推動團契獻詩

鼓勵器樂參與

崇拜中的音樂事奉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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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崇拜
─信友堂崇拜事工

歌唱的利未人
╱董雅真

分別為聖

大
衛吩咐利未人的族長、派他們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鈸作

樂、歡歡喜喜的大聲歌頌。」(代上十五16)在聖殿中，

詩班是一群分別為聖的僕人，用詩歌頌詞服事神、敬拜神。

詩班遵循著聖經的教導，儆醒地面對每一場服事。我

們常常提醒自己身為崇拜詩班應有的態度和責任。詩班員

擺上時間，每個周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練習並參與服

事，為要唱出神的真理。如果有機會崇拜後看到一群詩班

員聚集，或許你會聽到詩班員們正在開批鬥大會，討論著

哪個音唱錯、哪個音不準，或者很開心地說：「好險，沒

出錯。」詩班員不只是為了唱詩好聽而已，而是上帝配得

最好的擺上。詩班謹慎地看待每場服事，學習操練與裝備

自己，用更純潔的聲音和合一的心志與會眾一起敬拜神。

教會的縮影

詩班就像是教會的縮影，與其說我們是詩班員，我們

更互稱為家人。在詩班平日往返的信件中，最常看到的抬

頭就是「各位家人平安」的問候語。在這個家中，我們將

生活的難處帶到神的面前，彼此代禱、守望。詩班的服事

或許看似不再單為自己生活，乃是要為著事奉神而生活，

．聖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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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賜給我們的更是超過所求所想，祂的恩典彰顯在許多

美好的見證中。看見弟兄姊妹的心被堅固，原本軟弱的肢

體被詩歌的信息醫治，我們除了感謝神，更真實經歷神的

大能，每每激勵著詩班員，努力做主工。長時間反覆的練

習，詩班員有更多的時間能思想上帝的話語，常常在不知

不覺中，神的話進入我們心中，以至於重擔得到釋放，上

帝也適時回應詩班員的需要。

感謝主揀選這群甘心樂意事奉的團隊，能委身參與教

會各項聖樂服事中。詩班服事於主日崇拜獻詩、復活節、

聖誕節音樂崇拜，甚至各項特會的音樂事奉。詩班是傳遞

信息者、是帶領敬拜者、是獻祭的祭司，這群歌唱的利未

人，蒙神的揀選在聖殿中服事，服事的比重在崇拜事工中

其實是相當吃重的，但詩班員都知道不是自己能做，乃是

出於上帝的恩典使我們能做，也因此這群利未人越發火熱

服事，靈裡越發地喜樂與滿足。

福音的出口

當「要等候主」的歌聲響起，詩班帶領會眾進入敬

拜。當眾人揚聲讚美敬拜神，詩班在前領唱，像是一群

高唱凱歌的精兵，高聲頌揚讚美神。從崇拜經文到講台

信息，從詩歌敬拜到詩班獻詩，我們述說一樣的真理，

講著、唱著同樣的信息，在這高舉十字架的教會，我們眼

目定睛在神身上，專一的敬拜上帝。願神祝福祂所設立的

詩班，成為福音的出口。願神賜福祂的教會，傳揚神國福

音，使更多人歸向獨一真神，願一切頌讚和榮耀歸給坐寶

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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