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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精緻化

帶來深度的敬拜（上）

 
／黃茗芬 採訪

三十餘年的教會牧養旅程

中，在沈正牧師心裡，主

日崇拜是教會和所有信徒接觸

最多、最頻繁與最直接之處，

也是教會最應該用心建立之

處。這樣的核心關懷推動沈牧

師長考醞釀並建立「主日崇拜

精緻化」，在信友堂累積建立

有深度的敬拜文化，以及帶來

有深度的心靈和誠實的敬拜。

在建立過程中，沈牧師細膩的

注意與堅持，絕不能失去信友

堂的神學─長老宗加爾文神

學模式的崇拜，也就是以「聖

【信友堂的故事】

  僕心樸語──深耕建造 <沈正牧師專訪系列>（一）

1957年，來自上海三個教會的基督徒在台北成立了「信友堂」，至

今已將近六十個年頭。在信友堂，神透過祂僕人的手，聯結眾心，

建立基督的身體。神的恩典與作為，在此數算不盡、訴說不完。

「信友堂的故事」希望透過深度的文字探尋，帶領弟兄姊妹，一起

走入教會的歷史故事，見證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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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道）」和「聖詩」為崇拜

主軸。

關 於 「 好 的 」 主 日 崇 拜 的
思考面向 

烙印在沈牧師心中關於主

日崇拜（簡稱「主崇」）的核

心思考，是林道亮院長曾說，

「傳道人在教會服事，無論教

會人數多或少，一定要將主崇

設立好」。這帶來後續一連串

的思考：什麼是「好的」主

崇？從哪些面向來「看」一個

好的主崇？他說，「我最盼望

的是上帝認為好，這個答案要

日後回天國才能知道。然而，

我認為上帝是很寬容慈愛，聖

靈樂於幫助我們；敬拜時，上

帝樂意在我們中間，我們做得

好不好，上帝是很寬容的、也

很鼓勵的。」

其次，從弟兄姊妹的領受

和感動，牧者能體會弟兄姊妹

覺得主崇好還是不好？當主崇

結束、弟兄姊妹離開教會時，

會對自己說「還想來參加主崇

嗎」？沈牧師說，「若崇拜有

神的同在、引導和祝福，信徒

的參與和感動，弟兄姊妹必會

想要再來。」

而對服事者、教會牧者來

說，需認真思考如何安排和預

備，如何「設計」和「經營」

主崇。沈牧師說，「主崇每週

都存在，對教會牧者很具挑

戰，這是長期沒得休息、沒得

停的服事，每週剛結束、很快

要預備下週的主崇。從一個好

的主導者、設計者、帶領者角

度來看主崇，非常重要。」

主日崇拜精緻化 
沈牧師說，「好的主崇能

讓弟兄姊妹在當中遇見主且

蒙恩，但設立一個好的主崇

實在涉及許多因素。隨著時

代與社會脈動、以及教會增

長，在我內心的思維是『主日

崇拜精緻化』。」所謂精緻

化，便是細膩，這是他擔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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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牧師第五到第十年間思考醞

釀的事。他進一步解釋，「主

崇雖然每週流程設計都一樣，

細膩處卻是不同的。『精緻』

意味深度，建立有深度的敬拜

文化，以及帶來有深度的心靈

和誠實的敬拜，盼望能在信友

堂一點一滴累積建立起來。」

沈牧師強調，「主崇精緻化無

法一天達成，而是慢慢變化與

累積的過程。一方面我致力建

立精緻、有深度的敬拜文化，

當中的每個小節都有其屬靈深

度的意義。同時要很細膩地注

意與堅持，絕不能失去信友堂

的神學─長老宗加爾文神學

模式的崇拜，也就是以『聖

言（道）』為崇拜的主軸，康

來昌牧師在我們當中便堅持了

『聖言』的服事。此外，使

徒信經、主禱文、阿們頌、

祝禱，是加爾文神學裡關於

敬拜的要素，我們至今仍然看

重。」

「聖詩」的敬拜：
〈要等候主〉啟動崇拜 

隨著時代變化與弟兄姊妹

心靈的需要，沈牧師同時看重

「聖言」和「聖詩」，成為設

計主日崇拜的主軸。

信友堂主崇一開始所唱的

詩歌〈要等候主〉，非常受弟

兄姊妹喜愛，戴繼宗牧師曾分

享，「走到全世界各地，在

主日崇拜時都會想到這首詩

歌。」沈牧師說，「今日當我

們唱這首歌，就會想到這是信

友堂的崇拜。」

談起最初選用〈要等候

主〉的緣由，有些細節在他記

憶裡已不可考，但選擇的初衷

倒很清晰，如細數歷史般的娓

娓道來，「過去信友堂的崇

拜，一開始是由詩班唱〈主在

聖殿中〉，但我慢慢希望能由

會眾來唱。詩班唱是宣召的神

學，會眾唱是回應的神學，若

是回應的神學，〈主在聖殿

中〉就不太合適。當時，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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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的是會眾能唱歌。」

某次在美國某個聚會中

（非主崇）唱到〈要等候主〉

這首詩歌，沈牧師便馬上背下

歌詞帶回信友堂。他分享詩歌

帶來的感動，「這首詩歌很

穩，很合信友堂的背景，又有

加爾文神學，等候在主的面

前，安靜與等候是我格外喜歡

的事，就擇定這首詩歌。」在

信友堂這一唱就二十餘年，後

來內湖、關渡信友堂的主崇都

唱這首詩歌。沈牧師補充說

明：「這首詩歌很短、很直

接、涵義很清楚。我慢慢發

現，有一首詩歌能有這樣的代

表性，在崇拜的起頭來開啟敬

拜，是非常好的。」

「聖詩」的敬拜：
領會者的預備 

在沈牧師眼中，「聖詩」

的敬拜裡，領會者的角色很重

要。這包括領會者會不會唱詩

歌？口齒是否清楚？靈性如

何？預備如何？對教會和信徒

的認知有多少？這都會帶來敬

拜結果的差別。他說，「若有

個人很會唱歌，卻不在信徒中

間，他就只是個會唱歌的人；

另一個人在信徒中間，雖不這

麼會唱歌，後者帶出來的詩歌

崇拜效果可能是更好的。」

談到詩歌的選擇，除了要

能和崇拜信息有連結，沈牧師

強調，「一個能帶領會眾藉著

詩歌進入崇拜的領會同工，他

要有『想法』─為什麼選這

首歌？為什麼唱？要怎麼唱？

希望帶著會眾唱這首歌的重點

在哪裡？要將什麼信息帶給會

眾？很多時候帶領詩歌的人只

是帶領，卻沒有『想法』；然

而，要有『想法』，就必須

要有「靈性」，因為這是崇

拜。」談到預備「想法」，有

的人會去讀詩歌的歷史背景

（在什麼環境中受到神感動而

創作出詩歌）來幫助預備，他

進一步分享，「詩歌的歷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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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只是一點，更重要的是每

首詩歌有其中心信息，若無法

幫助帶領弟兄姊妹唱出詩歌的

中心信息，那真是遺憾了。」

沈牧師認為選詩歌的關鍵

祕訣是要選會眾會唱的，他

說，「若有一首詩歌非常棒、

卻很新，會眾還不會唱，我會

建議與鼓勵在各團契與各小組

中先唱，等大家熟悉了，我們

崇拜時再來唱。崇拜唱詩歌時

間不應當是練習唱詩歌時間，

而是直接敬拜，若詩歌大家都

不太熟，大部分人都不太會

唱，只有領唱同工會唱，弟兄

姊妹不會唱，大家都還在抓曲

調和音符，我們進不了詩歌的

信息和內容的深度。崇拜時間

很短、一剎那就過去，詩歌的

選擇不能以領唱者個人愛好為

選擇主軸，要思考信徒、弟兄

姊妹們會不會唱，能不能唱進

去，能不能領受。有了這些前

提，再有些提醒分享來幫助弟

兄姊妹於詩歌中深入，雖然只

有短短十幾到二十分鐘，就能

幫助弟兄姊妹靈裡提升到神面

前，這便是我所謂的精緻。一

個精緻的思維，不容易表達，

卻是有精心禱告、設計、安排

與選擇的。這個選擇的出發

點，不是我、而是要以弟兄姊

妹為主，這便是弟兄姊妹一起

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神很重要的

一環，內容雖被設計，真正引

導的卻是聖靈在我們當中，引

導我們的心來敬拜上帝。」

「聖詩」的敬拜：
珍惜能唱詩歌的會眾 

除了領會，沈牧師開懷地

訴說信友堂有著認真唱詩歌的

弟兄姊妹，「有一段日子，我

們非常認真地唱詩歌，為此

很感謝神。某次我遇到紐約救

贖主長老教會的亞洲宣教部牧

師，他來信友堂參加主崇，散

會後他告訴我，『我有個強烈

感覺，你們的弟兄姊妹很會唱

詩歌。』」一直到有機會去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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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造訪救贖主長老教會，方才

明白那句話的意思，在沈牧師

眼中，紐約救贖主長老教會講

台上有很高品質的音樂節目

（好的詩班、好的樂器，茱麗

亞音樂學院就在附近），但會

眾卻不會唱詩歌。這讓沈牧師

格外珍惜會唱詩歌的信友堂會

眾，他說，「我們的會眾很會

唱歌，對於會眾能唱歌、會唱

歌，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寶

貴、也非常重要；因為當我們

向神敬拜時，我們的口開了，

我們的心就開了。」

「聖詩」的敬拜：
聖樂主日 

近年來，信友堂開始有

「聖樂主日」。相較於其他許

多教會，主崇有敬拜團帶領敬

拜，在沈牧師眼中，那些都很

好，但並不適合信友堂，並開

始長考在信友堂由詩班來帶領

會眾敬拜，也就是後來發展出

來的「聖樂主日」。他說，

「關鍵靈感是從詩班獻〈全然

聖潔主〉這首詩歌而來，這首

詩歌最後會帶動會眾一起唱來

回應神。我們能讓詩班帶著會

眾唱歌，一起互動。」

然而，要讓詩班帶著會眾

一起唱詩歌敬拜，詩歌有些地

方要另寫譜，當時詩班由謝吳

碧玲師母負責，沈牧師和謝師

母、馬淑慧姊妹有許多討論。

除了另寫譜，詩班也需要付上

代價，聖樂主日當週的週六下

午來教會預演，而帶領崇拜的

領會者要懂音樂、會唱歌，並

和詩班能配搭。在沈牧師一路

走來的感受裡，在主崇每推動

一個新環節或流程設計，就涉

及更多同工的投入與配搭，以

及要持續下去的堅持，這些都

並不容易，一個改變必先在他

心裡有長時間的思考醞釀和籌

備，開展了就有長久持續下去

的執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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