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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信友堂聖樂事奉現況（下）

／董雅真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祂！在祂顯能力的

穹蒼讚美祂！

聖樂乃「分別為聖」之音樂，首要功能是敬拜上帝！

聖樂敬拜是神的兒女獻上尊祟、頌讚、懺悔、感恩⋯⋯的

祭，並在其中傳揚信息與見証福音的大能。

信友堂聖樂事工，藉著同工的委身事奉，學習操練與

裝備自己，不論在音樂上屬專業或非專業，每每尋求合一

的心志，帶領會眾獻上樂音齊心敬拜神。

主日崇拜的聖樂事奉

近十年，祟拜中的聖樂事奉，以全會眾更積極參與

「唱詩歌敬拜」為要！主日崇拜的聖樂事奉開展進程大致

分為四層次，即提昇會眾唱詩、設立教會詩班、推動團契

獻詩、鼓勵器樂參與。

一、提昇會眾唱詩

信友堂主日崇拜程序中，由序樂起始進入會眾詩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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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開端。聖樂事奉的首要目的即提昇會眾唱詩；具體規

劃詩班領唱、團契獻詩、器樂獻樂及領會訓練等。讓弟兄

姊妹都越來越會唱詩歌，聲如眾水響徹殿堂。

二、設立教會詩班

目前崇拜部編制下，教會詩班為信友詩班與禧爾詩

班，主要負責聖餐主日、聖樂主日、聖誕節及復活節獻

詩。

教會詩班由以專業委身的指揮與同心事奉的詩班員組

成。加入教會詩班基本條件為：1. 已受洗歸入主名下﹔2. 

穩定主日崇拜至少半年以上﹔3. 會籍會友。我們在事奉中

教導合神心意的敬拜與事奉，並操練音樂的屬靈觀，更藉

由音樂訓練及音樂知性與欣賞培養，提升專業知能，祈將

最好的獻在主壇前。

詩班除了主日獻詩，每月一次的聖樂主日，詩班帶領

會眾以更堅定的歌聲向神唱出讚美，藉由詩歌編排及和聲

設計，不僅提升整體崇拜唱詩，台上台下更像是一個大詩

班，合一的敬拜至善至美。

三、推動團契獻詩

崇拜部近年推動各級團契參與崇拜獻詩，原則上每半

年輪值一次。其中遇主題主日如母親節主日、父親節主

日、青年主日及嵩年主日等，更邀請相關團契參與獻詩。

團契獻詩為團契中重要的服事之一，團契詩班規格無

需比照教會詩班，指揮、司琴與詩班員原則上為契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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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自行規劃練唱排程及彩排，藉由團契獻詩的推動，大

家在喜樂服事中呈現各團契的特色。一年一年我們看到、

聽到大家專注的擺上，重視主日前的預備與詩歌信息的教

導，蒙神記念，團契獻詩已然成為信友堂的特色之一了。

四、鼓勵器樂參與

感謝神召聚多位有器樂恩賜的弟兄姊妹加入主日聖樂

的服事，以經文默想、配搭詩班獻詩、及每三個月一次的

獻樂為主。器樂小組包含鋼琴、管風琴、豎笛、長笛，雙

簧管、木笛、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等，因著器樂小組

的參與，豐富崇拜中的音樂元素，藉著器樂演奏，將會眾

帶入對神話語的默想與詩歌敬拜中。

器樂小組目前開始規劃定期性聚會，讓這群具有相同

專業背景的弟兄姊妹能在主裡彼此分享、互相勉勵、學習

合一，也讓教會的聖樂事奉內容，越來越生動豐富。

音樂事奉規劃

主日崇拜的聖樂事奉，除崇拜前的素常練習外，也規

劃提昇深度與廣度的事奉與操練平台，將聖樂服事擴及五

間堂會的連結，甚至到更多的角落，傳揚神的福音。

一、教會詩班特訓課程

由詩班指揮不定期規劃訓練課程，包含發聲、節奏、

合聲等課程，也針對詩班特別需要設計。每年更有一次移

地訓練，結合團契退修會與詩班訓練會的功能，詩班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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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彼此建造。此外，亦鼓勵詩班員一起聆聽與合唱相關

的音樂會（例如每年由國家音樂廳舉辦之國際合唱節），

觀摩是培養合唱質感與內涵不可少的學習。

二、與分堂連結

為增進五堂會詩班之聯結，凝聚信友堂的聖樂風格共

識，已連續四年舉辦五堂聯合詩歌讚美會。每年由一堂會

主辦，以詩歌敬拜、詩班獻詩、信息分享等，聯合敬拜也

彼此觀摩。去年關渡自強分堂更以佈道會形式舉辦五堂詩

歌讚美會，詩班獻詩曲目以佈道性質為主軸，邀請社區鄰

舍參加，五堂詩班一起同工，藉著詩歌傳揚福音信息，彼

此也一同激勵、合一事奉。

                   

三、福音詩歌CD製作

2001年崇拜部欲提供弟兄姊妹在聖誕節有特別的聖誕

禮物致贈親友，製作了「哦！聖善夜」CD。此後陸續錄製

選自紅色讚美（以琳出版）傳統詩歌和華人創作的福音詩

歌，提供弟兄姊妹聆聽、思想神話語，且得以分享未信主

之親人朋友，成為傳福音之管道。日前更與福音廣播電台

相互簽署授權書，授權電台使用本堂出版之CD，以促進聖

樂交流，同為福音廣傳而效力。

目前信友堂已錄音製作之專輯有「哦！聖善夜」

（2001）、「奇異恩典」（2003）、「禱」（2004）、

「耶穌，祢的全勝的愛」（2006）、「聽啊，天使高聲

唱」（2007）、「讚美的季節」（2008）、「至好朋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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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穌」（2012）。

四、舉辦詩歌或年度感恩音樂會

器樂小組的成立，使信友堂聖樂事奉更加豐富。在崇

拜的素常服事外，近兩年分別於春季與秋季舉辦主題性音

樂會，讓弟兄姊妹更認識我們的器樂同工和他們的音樂。

未來，器樂小組和教會詩班將共同舉辦福音性音樂會，帶

領大家在豐富的音樂敬拜中向神獻上感恩與讚美，向人傳

遞基督亙古彌新的大愛。

願榮耀歸聖父，榮耀也歸於聖子、聖靈！

願一切頌讚、尊貴、權柄歸給那羔羊！直到永永遠

遠，阿們！(禧爾詩班班長)

（編按：「信友堂聖樂事奉現況（上）」由謝吳碧玲師

母執筆，登載於2012.9信友通訊44-46頁；可至下列網址下載

瀏覽──http://www.hfpchurch.url.tw/custom_79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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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樂小組之介紹與服事
／吳曉貞

器樂小組的服事是藉著樂器的演奏，向神發出的讚美與

敬拜。由於沒有歌詞的意義傳遞，在服事時對聲音的

要求上必須非常謹慎！因此目前器樂同工皆為從小開始學

習，並現在以音樂為其專業的弟兄姊妹。主要成員如下：

長笛陳思倩、陳奐希、沈佑與吳曉貞四位姊妹，單簧管林

佩筠姊妹，雙簧管／電琴李斐雯姊妹，小提琴王心為姊

妹，中提琴張君瑜姊妹，大提琴孫小媚姊妹，電琴王俐俐

師母與謝宗仁弟兄以及陣容堅強的鋼琴司琴弟兄姊妹們共

約10位。

器樂小組目前服事的主要範圍有默想、主日崇拜之器

樂小組獻樂，以及每年舉辦的音樂會。在默想的部分，其

服事意義在於：當會眾觀看投影銀幕上之證道回應經文

時，利用器樂單純演奏出回應詩歌旋律，使弟兄姊妹更能

進入經文中享受主的話語。演奏的速度有時會比原來的詩

歌速度稍慢一些；若回應詩歌本身風格呈現雄壯感，在音

樂詮釋上也會輕柔一些，以不影響及不干擾會眾閱讀經文

為前提。

器樂小組獻樂則是主日崇拜時，純然以器樂呈現敬拜

神的方式。整體敬拜程序是從序樂（也就是崇拜開始前3

分鐘左右）開始、經過獻樂（相當於詩班的角色）、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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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至殿樂（崇拜結束時）完成。獻樂選擇內容先以證道

主題為亮光，再佐以古典宗教音樂加以配合：如作曲家巴

哈（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第147號清唱劇中

的第6首《耶穌，人類盼望的喜悅》（Jesus, Joy of Man's 

desiring）即是常見的選擇；抑或是將詩歌改編成數個樂器

合奏之室內樂形式呈現，如讚美詩歌第214首《耶穌，沙

崙玫瑰》改編予雙長笛與鋼琴的版本亦於器樂獻樂中出現

過。

至於音樂會的服事具有兩項意義：其一是提供教會弟

兄姊妹藉著音樂放鬆心靈，除去疲憊；另一則是有機會可

以在一場音樂會中享受到不同的器樂組合之配搭及接觸多

樣的音樂風格！我們設計於每個節目開始前，請演奏者分

享他們挑選這首樂曲的動機與這首樂曲對他們生命中的意

義，並將演奏的樂曲作簡單的介紹，使聽眾於聆賞時能更

深入的了解與享受。目前音樂會已經舉辦兩次，地點皆於

四樓副堂舉行，分別為2011年3月19日春天音樂會《復活》

與2012年10月27日之秋天音樂會。而今年11月3日我們將

要擴大音樂會的形式，藉由活潑的器樂音樂，以佈道訊息

穿插其中，再配上會眾一齊唱詩敬拜！讓更多慕道者藉著

神賜下的音樂，接近祂，信靠祂；也讓我們眾弟兄姊妹藉

著音樂，口唱心和的大聲頌讚我們獨一無二、萬王之王的

主！這也正應許了詩篇一百四十九篇1-3節：「你們要讚美

耶和華！向耶和華唱新歌，在聖民的會中讚美祂！願以色列因

造他的主歡喜！願錫安的民因他們的王快樂！願他們跳舞讚美

祂的名，擊鼓彈琴歌頌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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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服事越甘甜
／陳思倩

感謝上帝，帶領我在2004年進入信友堂參與音樂的服

事，時至今日已有九年的光陰，在這不算短的服事過

程裡，箇中滋味現今回想起來真是有神滿滿的恩典與祂的

教導。有一句話說的很好：「某些最棒的體驗、成長與收

穫，往往是來自『改變』。」這句話在我身上有著貼切的

感受：因著上帝使用我以音樂來服事祂，當我在服事過程

中學習改變自己，脫去自我中心的堅持時，所有的成長與

收穫都成為這服事過程中最棒的體驗！

從小我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和家人在離家不遠的一

個小長老教會聚會直到出社會工作後。回想過去一到星期

六、日，便是全家在教堂聚會、服事的時間，這漫長的時

光中，從高中開始，不論是唱詩班、司琴或指揮詩班等音

樂相關的服事對我來說並不陌生，當初對服事的觀念是

「教會若有需要我就出來」，不論指揮詩班也好、司琴也

好，甚至有時候需要我用長笛在弟兄姊妹的婚禮或告別式

上吹奏，我總是用自己認為好聽的詩歌或音樂來服事弟兄

姊妹，卻不知道其實上帝悅納的是生命裡最寶貴、屬神單

純的愛心，我把音樂放大、上帝變小了，縱然當初有許多

淺顯的服事態度，但感謝上帝一直以來包容著我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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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觀，這些過程中祂也讓我體會到「越服事越甘甜」的

滋味。從最初的音樂服事階段中，我看到了神的包容與寬

廣。

來到信友堂聚會後，我比較固定的服事是吹奏長笛來

帶領會眾默想信息經文，其實用我最拿手的專業來服事上

帝應該是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但不同於以往的，是要學

習如何能在短暫的默想時間裡，帶出講員信息的內容，導

引會眾這段默想與省思的時刻，這樣的服事，我覺得比我

平時音樂會中演奏長笛音樂作品還要困難許多，因為吹奏

默想不是演奏音樂。常常在默想吹奏裡，我努力用精緻的

技術想表達詩歌中美麗的線條，有時卻難以在短暫的默想

時刻裡，貼切而中肯地把基督犧牲的愛與救贖的大能分享

出來。在摸索了好多年後，才慢慢地意會到，其實上帝看

■ 2011年器樂小組音樂同工春天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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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我的心更勝於我技巧的呈現（音色、音準、與鋼琴的配

搭），當然這並不是說任何音樂技術上的訓練不重要，而

是在音樂服事過程裡所該面對的先後次序，神做了恰當的

調整，首先是我與神的關係。與上帝建立關係是很美的過

程，面對生命中各式各樣的操練，在逐漸體會到上帝在我

生命裡的計畫時，我學會了謙卑，而唯有在謙卑裡，我才

能發現隱藏在生命裡的祝福。每次的講台信息、每次默想

的詩歌，句句呼應著我對上帝的委身，有了這樣的體會，

我也從詩歌中看見撫慰人心靈深處的一股力量。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

的……」（雅一17）。感謝上帝！將音樂這美好的禮物給

我們，任何技術的磨練都是表達音樂的工具，除了我與上

帝的關係，我也必須努力練習長笛吹奏的技術，不論是音

色、音準的要求，或與司琴的配搭默契等等，為的是希望

能全力以赴地將最好的獻上。我相信服事這條路不是容易

的，而且是漫長的，也許未來還會嚐到許多甘甜或挫折的

滋味，但至少在信友堂這九年的音樂服事階段裡，我看見

神的掌權與能力，我體會到唯有不斷地活出新的生命，才

能用音樂為主做美好的見證。（長笛默想服事同工）



信友通訊
2013·0631

信友堂聖樂事工

竭誠獻上
／張君瑜

2007年聖誕節前夕，我在德國杜賽道夫華人教會信主受洗。半年後，我參加了在紐倫堡舉辦的復活節

營會，並在當中和來自美國的新心音樂事工一起服事。我

在事奉中看見新心的音樂人是如何謙卑自己，把神所賜的

天賦才華都用來回應上帝，不禁深深被這樣的生命撼動，

決志一生以音樂來事奉主。這也許是初信者在營會中常有

的反應：「情感一時火熱便決志跟隨主」，但我卻又在

2010年的夏天於台灣的青年宣道大會中第二次被神呼召。

當時的我也是和新心音樂事工到青宣來服事。這是我第

一次參加青宣，知道這是個宣教的營會，我就特別「儆

醒」，深怕一不小心就被呼召去「宣教」了。正因為如

此，我在禱告中故意不閉眼以保持清醒，希望自己只是來

拉琴，但不準備回應上帝更進一步的呼召。沒想到上帝仍

然藉著牧師的禱告問我：「妳願意嗎？」「是的主，我願

意！」我竟然情不自禁地再次回應了神。這一次，我更加

清楚上帝要裝備我、使我合乎所用，作貴重的器皿。

回台灣之後，我投入在信友堂多樣的音樂事奉中，使

我多得造就也不斷被裝備。過去兩年在信友團契擔任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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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這段時間是神所賜我極寶貴的單身事奉時光。我在

事奉中與弟兄姊妹有美好的同工，一起跌跌撞撞摸索神的

心意，經歷祂的帶領。我們為主來夢想，希望敬拜神成為

祂每一位子民最大的渴望。信友團契是教會中最大的社青

團契，其中近兩百位年齡介於二十至四十歲的社會青年，

每個人都正處在人生中最動盪的撞牆期。這時候將時間心

力分別為聖來服事，好像特別奢侈。

信友團契每年共有兩次機會參與主日獻詩，聽說多年

前曾有過只有十幾人上台獻詩的窘況，由此可見這樣的服

事即便是對一個頗有規模的團契來說，也不是容易的擔

子。但是，敬拜神難道是勉為其難的事嗎？我想不是的。

那該怎麼辦才好呢？怎樣才能使弟兄姊妹願意將時間心力

分別出來參加詩班，把歌聲獻給神呢？

我想想起初的自己為什麼願意事奉？是因為在事奉中

經歷到上帝的同在，也看見美好的榜樣，使我羨慕與神同

工。於是我嘗試在獻詩的過程中分享自己是如何在心靈誠

實的敬拜中被神得著，又藉著真理和音樂結合的敬拜去為

上帝得人。若我們一起見證了神的工作，如此寶貴的經歷

就會使我們更加渴慕與神同工、被神使用。

過去兩年，我們在信友團契詩班中有許多新鮮的嘗

試，這是我所說的「為主來夢想」。我們嘗試了頗有難度

的四部和聲、純人聲A Cappella；我們也挑戰不同的曲風，

有熱血沸騰的《竭誠獻上》，也有帶著眼淚的《破碎》；

我們運用不同的配器，有由音樂同工演奏的管弦樂器，也

有弟兄姊妹擊打的鈴鼓和響板。這一切努力不是為了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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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在音樂上的表現，而是為了將最美的音樂獻給我們配

得一切歌頌讚美的神！上帝是何等的奇妙，當我們決定將

最好的竭誠獻上，祂就成就我們大膽為主而有的夢想！

我也在事工中被神更新，學習放下自己，更多親近弟

兄姊妹，不再像從前，背著琴到場演奏，拉完了就離開，

反而花更多時間和弟兄姊妹一起禱告和交通。上帝給我最

棒的禮物，是知道有許多人在事奉中被神摸著。有不少弟

兄姊妹寫信給我，與我分享神是如何藉著詩歌挽回他的

心，或者她的生命是如何在事奉中被神挑旺。是的，神以

最真實的同在，使弟兄姊妹們嚐到與主同工的甜美，回首

來時路，每步路確確實實都滴下了恩典的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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