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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 
名單 

指揮：李中成 

司琴：王蕙芝 

女高音：勞美施、何麗珍、朱麗娟、梁小燕、林瑞芬、李敏儀、楊碧霞、黃美玲、 

 黃  程、方燕雯 

女低音：張美玲、劉文燕、簡佩琳、麥凱怡、黃  靜 

男高音：朱家鴻、陳煒榮、方敬石、陳興榮、陳嘉俊、黃家安 

男低音：李偉賢、吳劍峰 

 

成立時期 

自大埔堂建堂以來已成立詩班，可見教會是重視以聖樂配合去敬拜上帝的。 

 

練習時間 

逢星期日下午 2:00 – 4:00 在三樓會議室練習，為加強效率，有時會先分開男女聲部練

習，即姊妹留在會議室而弟兄到盼望室或禮堂練習，然後再四個聲部一起練習。指揮會

配合講員的主題或節期而揀選合適的詩歌。詩班每星期練習約三至四首詩歌，除了練習

下一主日的詩歌，也會練習接續下來的兩、三個主日的詩歌，以致詩班員可以對旋律更

熟練，並更能把詩歌的訊息表達出來。 

 

代禱事項 

 

a. 為詩班員的靈命祈禱：詩班的角色是代表會眾把歌聲呈獻給上帝，盼望詩班員能保持

與神有良好的關係，過聖潔的生活。 

b. 為事奉人手祈禱：由於詩班員有時會因工作或患病的緣故未能出席練習和獻唱，現時

詩班平均出席人數約十三、十四人。同時，詩班也有青黃不接的現象，很少新血(特別

是年輕人)加入，其中「司琴」、「女低音」、「男高音」和「男低音」極需要有更多弟兄

姊妹參與事奉。 

c. 為兒童的聖樂栽培祈禱：聖樂在教會是很重要的，盼望教會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立兒童

詩班，讓小孩子從小就能學習以歌聲來讚美上帝，並且能一代一代的培育下去。 



 

3 

                                                     詩班員分享：李敏儀姊妹 

 

參加詩班已一段日子，這是上帝給我的恩典，讓我有機會加入詩班這事奉群體。 

從前我也曾在不同崗位參與事奉，但詩班這事奉群體是非常特別的。弟兄姊妹在獻唱

前不單要先進行個人練習，也要一起練習，在當中我們要彼此服事，學習忍耐、接納。

我們的服事也不限於本堂，更會外出事奉，如在婚禮、喪禮或在友堂獻詩，服事其他群

體。 

雖然是群體的事奉，但每星期我們必需抽時間作個人練習，漸漸地詩歌便融入我們的

生活中，奇妙的是加上我每天的靈修，詩歌、經文、祈禱、事奉、團契便緊扣我的生活，

使我更能親近上帝。單單一首情歌能緊扣一對情侣的心弦，更可況是一首有感染力的詩

歌？有著聖靈的帶領，更可以使人認識自己的軟弱。感謝上帝對人寬恕的大愛，使我們

學習愛上帝、愛人及愛自己，對我有醫治之效，在困難中得見盼望。 

說到融入生活中，我的家庭和工作群體的生活也是需要 Connecting (連結)，現代社

會很多時會鼓勵自我表達，強調要突圍而出或片段式的連結。但是詩班這群體事奉是強

烈要求我們去聆聽、去留意其他聲部，更要跟隨指揮之帶領，加上其他樂器配搭，這一

切都需要整體性合作。這種訓練，使我在家中或工作中，都會留心聆聽別人的需要，得

以準確地合適地作出回應。Connecting (連結) 是需要 Communicating (溝通)。學習聆

聽不是平面的聲音，了解歌詞的真正意思後，會幫助我們在心中多方的反省，更能口唱

心和的讚美主。 

 從前我誤解詩班的事奉是單向性的，以為詩班員只是單向的獻詩，事實上，除讚美

上帝外，詩班亦能與會眾連在一起產生共鳴，一起回應上帝的信息，更能深化個人、群

體和上帝的關係。我還記得有一次與七十多位詩班班員一起獻詩，我站在中間的位置，

深深感覺到被歌聲緊緊擁抱著，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內心充滿喜樂，難以言喻。 

感謝上帝！從詩班群體的事奉中，我不單得到滿足感，更使我和我家一生都蒙福。 

最近，我發現經常練習呼吸，一方面改進唱詩的基本功，另一方面對身體健康也非常

有幫助，有研究表示加入合唱團的人是快樂的，因為有良好的支援系統，肺部更健康，

有助長壽。希望你們也嘗試下！馬上加入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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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堂敬拜隊 
組員名單及分工： 

 歌手：陳麗華、李妙、曾凱雯、謝潔虹、劉國康 

 樂手：曾凱雯(琴)、陳國明、林志明、劉國康、馬家寶(結他)、劉國康(鼓) 

  

練習時間： 

一般於星期五晚上 

綵排時間：星期日上午 7:45 開始 

負責敬拜時段： 

早堂：主日上午 8:30 – 8:45 

中堂：主日上午 10:00 – 10:15 

  

代禱事項 

a. 人手不足，希望有心志於敬拜讚美事奉的兄姊加入。 

b. 記念林志明弟兄的身體健康，特別是手部於手術後仍時有痛楚。 

c. 隊員的工作壓力及時間分配。 

d. 隊員靈命生活及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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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中堂敬拜隊員分享：劉國康– 意志力的考驗 

 

在這個年頭，身為一個就業中的香港人，工作忙碌，每個星期一至五(甚至星期六)都

要早出晚歸，睡眠時間不足。所以，在不用工作的日子，都希望可以多作休息，晚一點

起床。 

在未加入早中堂敬拜隊前的每個星期日，我根本不會像在工作或上學的日子般早上七

點多左右起床。有時日上三竿，仍會賴在被窩內，甚至讓午餐變成我的「早餐」，連午堂

崇拜也缺席。 

轉眼間，當我發現我在早中堂的敬拜隊中已經事奉了約五載，我絕對相信這是聖靈的

作為。 

在最初參與事奉的時期，內心都會有掙扎。 尤其在寒冬季節，每個星期日我都要不

斷在暖暖的被窩及早起的事奉兩者中做選擇；慶幸聖靈會讓我選擇後者。 

到了今天，教會中聖樂事奉的機會是比以前多，有詩班、晚堂或少青等敬拜崗位；對

我來說，它們的時段會比早堂時段相對舒服一點，而且事前預備及綵排的時間安排亦可

以多一點。早堂是早上八點半開始，若要一個小時綵排時間，各人要在七點半準時到達

教會，綵排要包括開聲、調較樂器、調較音響、預備投影片、練習整個流程等等。 要多

一點綵排時間便要更早回到教會了。七點…六點…不要吧！ 

那麼，我為何不轉到別些崗位呢? 

早中堂敬拜隊人手比我最初參加時都已經轉變很多，最近人手上都變得缺乏，所以聖

靈讓我知道我更加需要留在早中堂敬拜隊的事奉崗位。當然，早中堂敬拜隊隊員之間相

處的點滴及早中堂會眾對詩歌的投入，都會成為我的支持，叫我捨不得離開。 

聖靈讓我知道事奉不是為了一時的興致，對事奉要有承擔，我才可以堅持到今天。 

參加早中堂敬拜隊的事奉是神對我意志力的鍛鍊，雖然現在有困局要面對，但我相信

神會保守缺乏的地方。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妳會接受這個挑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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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堂敬拜隊 
組員名單及分工 

樂手： 張栢軒 (結他、鼓)、鄧樂汶 (琴)、謝學章 (結他)、馮宏偉 (低音結他) 

歌手： 朱家鴻、鄧錦輝、黃正淳、蘇智新、羅燕琳、李穎傑、龔美怡、黃筱雯、梁婉雯 

 

成立時期 

晚堂敬拜小組前為早堂詩班，由幾位弟兄姊妹組成，後來演變為早堂敬拜小組，只有

結他為唯一的樂器。及後，更多不同恩賜的弟兄姊妹受洗加入，因而增加樂器的配搭，

加入 Keyboard 及低音結他，令背景音樂更加有層次，而且人聲更加豐富。隨著教會

分齡牧養的發展，部份晚堂敬拜小組的弟兄轉到少青敬拜小組事奉，現時晚堂敬拜小

組總人數為 13 人，包括 4 位樂手及 9 位歌手。 

 

一般練習時間 

練習時間分為季度練習及每星期練習： 

季度練習 – 每兩季(半年)選取指定的詩歌於該季內選唱，以便會眾及小組組員更熟識

詩歌，特別是新歌。所選歌曲分不同類別，包括敬拜、讚美、回應等。季度練習於每

兩季(半年)舉行一次分為三天練習，主要為練習所選的詩歌及學習新歌為主。 

每星期練習 – 領唱於一星期前選取詩歌及編定流程，並於每星期的星期二(或星期三) 

晚上跟樂手練習歌曲的音樂編排；星期六下午 3:00-5:45 跟樂手及歌手練習所選歌曲

及流程。 

 

代禱事項 

a. 為各人的靈命祈禱 – 敬拜者必須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才有能力帶領會眾親近主，盼望

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夠建立良好敬拜生活，作神所喜悅的僕人。 

b. 為人手方面祈禱 – 樂手人手方面比較緊張，盼望有更多樂手參與，並且有不同音樂恩

賜的樂手加入，令音樂方面可以更為豐富；求神興起對音響有恩賜的弟兄姊妹加入以

協助音響上的安排；求神賜和唱弟兄姊妹歌唱的恩賜，讓我們的聲音為美好的祭獻給

主，並各人因著神的恩賜彼此配合，作合一的敬拜。 

c. 為教會聖樂事工祈禱 – 為不同的聖樂事工小組祈禱，求神叫我們意念相同，愛心相

同，存心謙卑，彼此配合服事主，讓聖樂事工為神的國作更多，讓更多的人透過音樂

認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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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堂敬拜隊成員分享：蘇智新 

 

不經不覺在晚堂敬拜小組事奉原來已經約有一年的時間，記得當初梁婉雯姊妹問我為

甚麼想加入敬拜小組時，我說因為自己很喜歡唱詩歌，希望用詩歌去感動人，讓更多人

認識耶穌和經歷上帝的愛，就像自己當初被詩歌感動一樣。 

未加入敬拜小組以前，以為敬拜就是基督徒一起唱詩歌，然後去稱頌讚美上帝，但原

來真正的敬拜有更深的意義。敬拜不是崇拜中的一個程序，而是人在上帝的殿中見上帝

的面，一個有榮耀、聖潔、公義和慈愛的上帝；而因為耶穌，我們才能夠坦然無懼的親

近祂、近距離的敬拜和讚美祂。上帝配得讚美，聖經說「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祂的名，

天天傳揚祂的救恩」(詩 100: 2)、「求你使我嘴唇張開、我的口便傳揚讚美祢的話」(詩 51: 

15)，聖經多次提到人要用「口」去讚美上帝，述說祂的作為，因此我們要開口歌唱；以

前的我很怕在人面前高聲唱詩歌，因為自己的性格讓我很在意別人的眼光。直到有一次

在同心圓 (敬拜者使團) 舉辦的敬拜讚美研習班的課堂上聽到「開口歌唱就是人用信心宣

認、宣告上帝的主權」，我才明白為甚麼人開口是如此重要。如果上帝是如此的真實，自

己又曾深深的經歷過，為何不敢盡情的敬拜？這讓我反省以往自己錯誤的把焦點放在自

己身上，而不是上帝。 

同時敬拜小組的事奉讓我明白敬拜最重要的並不是形式，而是實質。任你高舉雙手，

貌似很投入的放聲大唱，然後讓自己的心跟隨音樂起伏，感覺很「敬拜」，但實質上也可

以跟敬拜完全沒有關係。敬拜是用「心靈」和「誠實」，誠實就是向上帝全然敞開包括自

己經常逃避或不願面對的罪；心靈指著聖靈，因此敬拜是建基人深知、深感上帝捨身的

愛和奇異的恩典，不是建基於一時的感覺或情緒，否則一旦詩歌旋律不動聽，起伏不大，

歌詞不能連繫自己，甚或自己情緒受外在環境影響時，人豈非不能敬拜？這一直是自己

的提醒。此外真正的敬拜除了要有「心靈」和「誠實」外，行為一致也是十分重要，因

為只有行為一致，敬拜才會有關係；反之如果人沒有真正的經歷和見證，就不能有一個

有力的敬拜。曾經聽過一句很深刻的說話，就是最好、最有力的敬拜就是先讓自己的生

命成為讚美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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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員及晚堂敬拜隊員：朱家鴻 

 

音樂真是一種奇妙的東西，感謝神創造了音樂，使世界添上了色彩。環顧四周大家都

被形形色色的音樂包圍著，音樂是人們最直接表達情感的工具，詩歌在我們的信仰亦擔

當了這重要的角色。 

成為詩班員讓我每星期都可有機會於崇拜中獻詩，但每星期不斷的練習，獻詩時往往

把時間集中於音準、拍子方面，忽略了歌詞的意義，好多時又因詩歌是英文、普通話或

其他外文的緣故，對內容不甚了解，沒有細味箇中內容就唱出這些詩歌，心中總是缺少

了甚麼似的。但有一次為要準備唱新的詩歌而聽著 Youtube 學習，聽著聽著淚水不其然

就掉下來，那種感覺就是這般直接，那歌聲深深的觸動了我，這讓我體會到只要真誠地

唱詩歌就可以，敬拜讚美就是這樣簡單，將自己的領受，對神愛的回應，真心傾意的用

歌聲表達出來就足夠了。 

加入詩班讓我與弟兄姊妹更加接近。聖誕節時與會眾普天同慶，洗禮時同頌新葡加入

的喜悅，婚禮時慶賀新人的結合，喪禮時用歌聲安慰悲傷的，就是這樣神的歌陪伴著我

們經歷每段時間。 

 加入敬拜小組也讓我獲益良多。透過敬拜課程與及參予敬拜音樂會大型詩班，使我對

敬拜讚美有新的領受與得著。神如何透過詩歌觸動人的深處，醫治受傷的心靈，以及把

祂的力量充滿我們，都讓我有深刻的印象。於敬拜小組中，大家一起同心為神的事工努

力，同心合一的為主作工是多麼美好的事情。每每見到缺乏、不足的時候，神就會為我

們開拓前路，帶領我們面對與渡過各樣的困難，我們無不讚嘆上帝的奇妙和豐足的供應。 

求主興起教會的聖樂，讓教會裏不只是詩班、敬拜小組，各人都可唱咏主恩，一起欣

賞聖樂、享受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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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青敬拜隊 
組員名單及分工： 

  敬拜隊隊長：姚偉業 

領唱：黃日貞傳道、姚偉業、胡雅婷、黃穎芝 

和唱：鄧詠詩、陳欣俊、潘洛洋、李智謙、林美嘉、李嫣寧 

樂手：甄文皓（鼓），鄒曉晴、李嫣寧（琴），梁凱朝（低音結他、結他）、 

温仲賢（結他） 

  

成立時期：2008 年 

  

一般練習時間：星期六下午 12：30 – 14：00 及少崇前一小時三十分 

 

代禱事項： 

a. 新敬拜隊員的適應。 

b. 新地方及崇拜時間，大家也需要重新適應。 

c. 求主保守敬拜隊員有更多的溝通，建立合一的團隊。 

d. 來年隊員訂立目標，努力裝備自己，獻上盡忠的事奉。 

 

                                                  少青敬拜隊分享文章：姚偉業 

隨著教會分齡牧養的及擴展，少年部因此成立了以年青人為主要成員的敬拜隊。少年

人對於夾 Band、敬拜的概念等全不認識，這是最令人懊惱，到底如何帶領一群年青人敬

拜呢？但是憑著信心去行走上帝的道路，讓我們一次又一次經歷上帝為我們預備的奇妙

安排！主為我們準備許多的青年人加入敬拜隊，雖然他們對敬拜的運作不太了解，但他

們卻學習得很快，在短時間內已掌握了一些基礎。不經不覺，少青敬拜隊成立已有兩年

了。 

未來的我們的年青人需要繼續努力被陶造，才能成為合上帝心意的器皿，畢竟我們的

少年人還很幼嫩，在多方面也等待教導，但是我相信他們的能力，上帝必會帶領及保守

他們的心志！ 

齊為我們的新一代青年人祈禱，求主賜給他們更廣闊的視野，抗衡世俗的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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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司琴 
名單 

黃筱雯、梁婉雯、麥凱怡、鄧樂汶、蘇慧茵、黃卓風、陳穎雯、董陳培東、 

王頌星、張柏軒、吳楚銘、鄭綺華、黃瑞梅、王蕙芝、李中成 

 

運作情況 

教會有四堂成人崇拜(晚堂、早堂、中堂和午堂)，每主日由弟兄姊妹輪流擔任司琴， 

一般約每月輪值一至兩次。 

 

代禱事項 

a. 為司琴對詩歌有更多的領受祈禱：司琴先要對詩歌有認識和領受，才能幫助會眾投入

崇拜，求天父讓司琴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更多的時間來準備。 

b. 為事奉人手祈禱：由於弟兄姊妹有時會因工作或患病的緣故，未能穩定或恒常擔任司

琴，有時會出現司琴短缺或人手緊張的情況，求天父感動更多弟兄姊妹擔任司琴。 

 

 

 

------------------------------------------------------------------------------- 

回應 

我期望參加 / 了解………… 

 詩班           早中堂敬拜隊   晚堂敬拜隊  

 少青敬拜隊   司琴                                   請聯絡我！ 

 

姓名：                               電話：                        

如有查詢，請與譚牧師或幹事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