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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堂的故事】

「聖言（道）」的服事：

建立年度系列講台信息與

默想 

主
崇裡有紮實的「聖言

（道）」信息，是許多

弟兄姊妹來到信友堂的關鍵

原因之一，其中為會眾深深

珍惜的，是年度系列講台信

息。 

   受到內地會與英國教會

的影響，沈牧師長考持續性

的系列講台信息，也就是一

卷書一卷書按著經文章節次

序來講道，盼望能有系統地

建造會眾對神話語的認識。

建立系列講台信息的核心思

考關鍵，他說，「一間會眾

人數多的教會，每週主崇若

由不同牧師按著個人感動來

講主題和信息，弟兄姊妹很

容易變成每週吃一盤不同風

味的小菜，信息與主題無法

相互連結，不利於教會牧養

的整體性。」沈牧師認為教

會對會眾的牧養有兩大類：

崇拜信息與成人主日學，這

類公開性的神話語牧養；以

及個人生命關懷的牧養。他

說，「會眾人數多的教會牧

養上需要整體性的主軸，這

僕心樸語──深耕建造<沈正牧師專訪系列>（一）

主日崇拜精緻化

帶來深度的敬拜

／黃茗芬 採訪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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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絕不能存在人的思維

裡，而是要建立在神的話語

裡，所以我決定要展開講台

系列信息。」 

從預備的角度來說，系列講

台信息有利於傳道人提早準

備。每年九到十月間，主任

牧師會決定年度主題和經

文，並安排講道者。沈牧

師說，「信友堂弟兄姊妹對

真理很渴慕，大家知識水平

相對高，對真理的認識和應

用都很好，並帶有判斷與分

辨能力，這是神給信友堂弟

兄姊妹很大的恩典。此外，

在信友堂站講道是很有壓力

的，雖如此，我們需要有

好的講台，這是我們看重

的。」 

   約莫六年前，在主崇講道

後開始有短短兩分鐘的「默

想」時間。沈牧師說，「在

精緻的思維中有『默想』的

設計，是盼望弟兄姊妹聽了

40分鐘的證道後，腦子能轉

轉。對講道者來說，若沒有

事先提早有完善的準備，是

無法提出2-3分鐘的默想經

文。」這2-3分鐘的默想時

間，有器樂為背景音樂，讓

弟兄姊妹透過經文來思想所

聽的道，使靈裡有所沉澱。

 

主日崇拜是團隊的服事：

整體配搭 

  除 了 「 聖 言 」 和 「 聖

詩」，主日崇拜還有許多環

節：宣教關懷、歡迎新朋

友、教會報告，以及會後在

地下室歡迎新朋友茶會，這

涉及一個繁複的整體配搭，

涵蓋了第一線與幕後隱藏的

龐大服事團隊。沈牧師說：

「有的崇拜是2到3個人就

能帶領（講道、領會、司

琴）。然而，一個精緻的主

崇是需要團隊相互配合，特

別是許多隱藏、看不見的配

合，包括燈光、音響、投

影、招待、詩班、司琴（鋼

琴、電琴）、器樂同工、領

會同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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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沈牧師的觀察感受

中，「信友堂的弟兄姊妹特

質傾向是以內斂、安靜的方

式與神互動，而我們的心一

直在神面前，聽道、唱詩都

是如此。」這三、四年來，

在崇拜後加上宣教關懷，是

戴繼忠牧師成為宣教部主任

後，所看重與建議的做法，

他說，「盼望能藉由宣教關

懷，在主崇中帶著弟兄姊妹

打開屬靈眼睛，關心教會差

派出去的宣教士，而宣教關

懷的屬靈涵意，是幫助弟兄

姊妹不要只顧自己，雖然中

產階級教會本質很容易陷入

冷漠，但我不希望信友堂是

冷漠的。」 

   歡迎新朋友所唱的兩首

歡迎歌都是專屬於信友堂的

原創詩歌。一首是由從小在

信友堂長大的成立弟兄所創

作，成立弟兄於清華大學畢

業那年因癌症過世，但他所

創作的歡迎歌卻在信友堂裡

生生不息的傳遞著祝福與關

懷，這首歡迎歌的手稿仍保

留在教會。另一首歡迎歌則

由馬淑慧姊妹所創作。 

沈牧師認為教會報告不

只是將週報內容讀一遍，他

說，「這在30-40年前的台灣

有其必要，因為有些可愛的

弟兄姊妹不識字，教會應該

讀一遍，於現在的台北，我

們沒有這樣的需要。而報告

最忌諱報告錯、讀錯名字，

報告者應當對教會的事情有

所理解。」陳偉仁長老在教

會週報報告上的預備，讓沈

牧師很是佩服，主崇前，陳

長老會將報告事項抄過一

遍，完全熟悉內容。 

   主崇涵蓋許多程序，哪

一樣最重要呢？沈牧師再次

引用林道亮牧師的教導，回

歸聖經的教導：摩西帶百姓

離開埃及、在曠野中開始

敬拜神起，最重要的可能是

「祝禱」，也就是出於神的

寶座、透過神的僕人向神的

兒女所發出的祝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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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在主崇時，奉獻

後就先離開，雖然信友堂的

弟兄姊妹提早離席的比例很

低，但我還是要提醒幫助弟

兄姊妹，不要失去領受崇拜

中最後的『祝禱』」。

 

引導會眾與神相遇在主日

崇拜 

   在聖言與聖詩的主軸、

精心設計的主日崇拜，整體

而言，沈牧師很在乎弟兄姊

妹的反應。他說，「這不是

從上對下的思維和設計，我

很在意弟兄姊妹，因為我要

牧養弟兄姊妹。在整個牧養

的思維上，教會一定要有立

場原則與神學，然而，這並

不是要築起一座又一座牆，

讓人看不見裡面、並被排拒

在外面。關鍵在於如何引領

弟兄姊妹深入到牆裡面，很

多弟兄姊妹走到牆邊上了，

牧者要帶他們進來。有些時

候，弟兄姊妹自己的思維會

造成些阻隔，牧者要藉著

愛，帶領弟兄姊妹轉個彎、

走進來。」 

   以唱詩歌為例，沈牧師

說，「30年前，我們觀察弟

兄姊妹，很多詩歌大家不會

唱（最早唱的詩歌本是《萬

民頌揚》，裡面有許多深奧

的字彙要用康熙字典才查的

到，後來改為《讚美》，一

用就25年），這就是我們要

改變。歌詞太深，或太新的

詩歌，這就是設立一座牆，

我們選詩歌就要慢慢改變

（新歌與古典詩歌能同時並

進），選對詩歌，就是拋開

一座牆。神學絕不是高高立

在上面，神學是要深深埋在

基礎裡，崇拜的神學也是如

此。」 

   沈牧師再次強調，「崇拜

中遇見神是第一重要，遇見

神後，神話語就能進入我們

的心裡。在詩歌中、敬拜中

與在話語中遇見神，這便是

聖言與聖詩為主軸的主崇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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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崇講台守住真理，帶出

生命主軸與力量 

   深究信友堂的主崇講台

信息，如何應對30年來台

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整體

環境的變化，如何在大環境

的變化中選定大方向，沈牧

師說，「過去30年，信友堂

的主崇講台信息並不直接回

應時代議題，回應時代議題

實屬教會的社會責任，我們

的回應比較在團契中與禱告

會裡。過去30年，台灣政治

環境特殊，在講台上我們不

談政治，信友堂裡各種政治

立場的弟兄姊妹都有，這都

屬於個人不同的立場與背景

使然。30年來，我們的人數

持續成長，在大環境的變化

中，我們的主崇講台信息守

住真理，神是道路、真理與

生命，在信友堂，弟兄姊妹

在日積月累中能感受到有個

主軸，也就是神的話是力

量、是生命，這便是我很盼

望帶出的生命信息教導。」 

此外，過去30年台灣的

教會有許多變化，沈牧師

說：「我們從不批判靈恩背

景的教會，這是神給他們的

帶領，然而神給信友堂的帶

領就是長老宗、加爾文神學

與相對保守的立場。雖如

此，在這當中，我們覺得有

活潑的空間，因為神的話語

是活潑的，因為清楚上帝的

引導，30年來我們並沒有人

家做什麼、我們就跟著去做

什麼。我認為一個教會要來

到神面前，領受神對教會的

引導是很重要的，這便是神

給信友堂的路線和引導。這

樣一個帶領，很奇妙的，教

會也有所成長。」 

   主日崇拜不會停止，直

到永遠，主日崇拜的實際光

景，牽動了信徒的靈命與教

會的見證。「帶領」主日崇

拜的同工，應當是有責任

與使命的。更何況上帝「喜

悅」人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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