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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敬拜

什麼是敬拜

MGC/教會崇拜的定位
詩歌敬拜领袖的的角色

詩歌敬拜的艺术

詩歌敬拜的科学

主席 投影組 设置/清潔組的職責

敬拜那一天要注意的事情

Appendix 1神的屬性
Appendix 2 神的名/耶穌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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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斯敏斯德小要理問答:

問 1： 人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答：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榮耀神，永遠以神為樂。

詩73.25-26: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
我也沒有所愛慕的。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

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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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 is to feel in your heart 
and express in some appropriate manner a humbling 

but delightful sense of admiring awe 
and astonished wonder and overpowering love 
in the presence of that most ancient mystery, 

that majesty which philosophers call the First Cause, 
but which we call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 A.B. Si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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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hip is the believers response of all that he is 
mind, emotion, will and body to all that God is and 
says and does. This response has a mystical side in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it's practical side in 
objective obedience to God's revealed truth. It is a 
loving response that is balanced by the fear of the 
Lord, and it is a deepening response as the believer 

comes to know God better.
- Warren Wiers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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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ship is a full confrontation 
- with the self-revealed God of the Scriptures

- with ample opportunity to respond. 
- Worship is any and every worthy response to God.

- Donald Hu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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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 is an attitude of heart, a reaching towards 
God, a pouring out of our total self in thanksgiving, 

praise, adoration and love to the God who created us 
and to whom we owe everything we have and are. 

Worship is the interaction of man's spirit with God in 
a loving response.
- Judson Corn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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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 –以聖乐牧養會眾、幫助人來到神面前
敬拜者 – 100% 在敬拜

领导者 -在100%敬拜同時也100%在帶領
时间管理者 –不超時 (連講話平均一首歌

不超過5分鈡)
真理守望者 –避免具神学爭議/錯誤的詩歌
音乐家 –處理好音乐能幫助會眾更投入敬拜

11



选择的主题：神的屬性(1)、神的名(2) 、或神的拯救/作为
选感动你的诗歌

选择回应詩跟講道主题/當天查經应有明顯、自然的關系
敬拜是庆祝的活动（群体）和个人回应的平衡（留出时间和

空间给个人默想和回应和）
进行敬拜好像一首诗,要庄注意节奏和自然轉接

当领歌曲時，少说话为好/画龙点睛

(1)參考Appendix 1
(2)參考Appendi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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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好诗歌的定义: 
真理無誤，在褔音教会中不具神学的爭議性。

有优美的旋律，以及歌词与旋律相配。
了解你的环境/限制（时间，设备，赞美团队）
主日敬拜选择的诗歌 –

可能的話包括一首傳統诗歌

一首回应讲道/查經主题的诗歌
一般不选太私人/只合適独唱的詩歌
不迭音太高/太低,拍子太难的詩歌
尽量不要選超过一首新歌(对會眾而然)

熟悉你的诗歌（主题信息，气氛，关键词语等）
了解你的会众（属灵的成熟度，音乐能力和音乐爱好等）

管理时间（Rule of Thumbs：每首歌約3-5分钟）

13



崇拜的召喚

崇拜的祈禱 –可專注于神屬性、神的名、或神的拯救/作为的
一方面。也可與當天講道有關(如講道是講神的應許,主席可在
祈禱里專重神是信实的上帝)。
連接的所有元素 –设計一些自然流程與流程之間的接連。
歡迎新朋友 –温馨、自然地欢迎新朋友。
分享教會的異象 –有好機會重申一下教會的異象
管理時間 –尽量在三時左右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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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 Powerpoint时一些指导方针：
-根据帶詩組的要求，和根据一般投影准则制作powerpoint
幻灯片

-在崇拜之前与帶詩組练习
-灵活地和有音乐感地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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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标点符号，允许更大的字体（中文标点符号常常分散注
意力）

-大小字体大约40或更大
-在顶部留下一些空格，以致第一行歌词不会超过屏幕投影区
域

-可將所有将歌词放在每个模板的空白区域中，然后删除不需
要的歌词

-尽量把歌词放在屏幕的上半部分（因为MGC會眾通常在唱
歌时都站着）

-选择字体颜色时，我通常会参考 sharefaith.com 网站的原版
字体颜色

16



- -主日学前查看設置: 音响(mic & speaker)、琴、房溫度,  和主
日学房是否可以進入。如有问題主即向security guard desk 求
助。

- -主日学前查看投影設置、聖歺餠和杯(第一周的話)。有问題告
訴Duncan。

- -午歺前放好需要的物品: 水、杯、叉、碟、紙巾等等。
- -電腦、電线、投影機、投影機屏幕
- -尽量在敬拜前 7分鈡前預備好設置 (15分鈡前开始預備)
- -崇拜/聖餐/午餐的事后清理
- -聚会完后查看弟兄姊妹有否遺下個人物件。有的話處理、通知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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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天早上/之前开始存敬拜的心。
處理好自己心態,以喜樂的心帶領會眾。

早早到达准备好一切。
预计将有分心，无法预料的事件(mic, music, projection, etc)。
用祈祷献上你准备的，在敬拜的时候专注于敬拜和领导。

(帶诗者)找机会最後练习,如有太困难的音樂簡單化去處理。
(帶诗者)在帶诗時用心聽帶詩者、音樂、和會衆的音量

是否平衡, 作可能的調整。
(帶诗者)有困難或新的歌可請司琴在prelude或

唱前先彈一次(並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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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可交通的屬性 (incommunicable  attributes)

B.1  自主性
B.2  不改變性
B.2.1  經文証據

B.2.2  神是否有時會改變他的心意？
B.2.3  關于神的無痛感性
B.2.4  過程神學的挑戰

B.2.5  神既是無限的又是有位格的
B.2.6  神的不改變性的重要

B.3  永恆性
B.3.1  神在他自己的實存里沒有時間性
B.3.2  神看所有的時間都是一樣地鮮活

B.3.3  神在時間里看事件，也在時間里行事
B.3.4  我們永遠是存在于時間里的

B.4  無所不在
B.4.1  神在各處同在

B.4.2  神沒有空間的維度
B.4.3  神可以為懲罰、維持或祝福而同在

B.5  純一性

http://www.pcchong.net/mydictionary1/Special/The_characters_of_God1.htm#A.1  神的屬性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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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可交通的屬性 (communicable  attributes)

A.描述神實存的屬性
A.1  靈性

A.2  不可見性
B.神的心智屬性
B.1  知識(無所不知)

B.2  智慧
B.3  真實(與信實)
C.神的道德屬性

C.1  良善
C.2  慈愛

C.3  憐憫、恩典、忍耐
C.4  聖潔

C.5  平安(即和平或秩序)
C.6  公義（Righteousness），公正（Justice）

C.7  忌邪（Jealousy）
C.8  忿怒（Wrath）

http://www.pcchong.net/mydictionary1/Special/The_characters_of_God2.htm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names-Jesus-Chr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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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許多名字中，每一個名字都描述了神多面品質的一個不同方面。
下面是一些聖經中比較常見的名字：

以利，以羅欣：神“大能，力量，至高”（創世記7:1；以賽亞書9:6）
伊羅興：神“造主，大能和力量”（創世記17:7；耶利米書31:33）
以利沙代： “全能的神”，“雅各的大能者”（創世記49:24；詩篇132:2,5）
亞杜乃： “主”（創世記15:2；士師記6:15）
也威/雅巍/耶和華： “主”（申命記6:4；但以理書9:14）
耶和華以勒： “耶和華必預備”（創世記22:14）—這個名字是亞伯拉罕用來紀念神預備了公綿羊來代替
他的兒子以撒做燔祭。
耶和華拉法： “耶和華是醫治者”（出埃及記15:26）
耶和華尼西： “耶和華是我旌旗”（出埃及記17:15）
耶和華麥加底西： “耶和華是叫你們成聖的”（利未記20:8；以西結書37:28）
耶和華沙龍： “耶和華賜平安”（士師記6:24）
耶和華伊羅欣： “主神”（創世記2:4；詩篇59:5）
耶和華齊根努： “耶和華我們的義”（耶利米書33:16）
耶和華羅伊：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詩篇23:1）
耶和華沙瑪： “耶和華的所在”（以西結書48:35）
耶和華沙玻斯： “萬軍之耶和華”（以賽亞書1:24；詩篇46:7）
伊利昂： “至高者”（申命記26:19）
耶和華羅以： “看顧人的神”（創世記16:13）
以愛俄蘭： “永生的神”（詩篇90:1-3）
耶和華基伯： “耶和華是大能者”（以賽亞書9:6）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names-of-God.html



基督的本質

房角石：（以弗所書 2:20 ）
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歌羅西書 1:15 ）
教會之首：（以弗所書 1:22 ； 4:15 ； 5:23 ）
聖潔者：（使徒行傳 3:14 ；詩篇 16:10 ）

審判者：（使徒行傳 10:42 ；提摩太后書 4:8 ）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提摩太前書 6:15 ；啟示錄 19:16 ）

世界的光：（約翰福音 8:12 ）
和平的君：（以賽亞書 9:6 ）

神的兒子：（路加福音 1:35 ；約翰福音 1:49 ）
人子：（約翰福音 5:27 ）

道：（約翰福音 1:1 ；約翰一書 5:7-8 ）
神之道：（啟示錄 19:12-13 ）
生命之道：（約翰一書 1:1 ）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names-Jesus-Chr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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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三位一體中的位置

阿拉法和俄梅戛：（啟示錄 1:8 ； 22:13 ）
以馬內利：（以賽亞書 9:6 ；馬太福音 1:23 ）
自有：（約翰福音 8:58 ，與出埃及記 3:14 ）

萬有的主：（使徒行傳 10:36 ）
真神：（約翰一書 5:20 ）

他在世上做的工

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希伯來書 12:2 ）
生命的糧：（約翰福音 6:35 ； 6:48 ）

新郎：（馬太福音 9:15 ）
拯救者：（羅馬書 11:26 ）

好牧人：（約翰福音 10:11,14 ）
大祭司：（希伯來書 2:17 ）
神的羔羊：（約翰福音 1:29 ） –
中保：（提摩太前書 2 ： 5 ）
磐石：（哥林多前書 10:4 ）

復活和生命：（約翰福音 11:25 ）
救主：（馬太福音 1:21 ；路加福音 2:11 ）

真葡萄樹：（約翰福音 15:1 ）
道路、真理、生命：（約翰福音 14:6 ）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