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 

聖樂事奉見證集 



 

詩篇 150 篇 

1哈利路亞！你們要在上帝的聖所讚美他！ 

   在他顯能力的穹蒼讚美他！ 

2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因他極其偉大讚美他！ 

3要用角聲讚美他，鼓瑟彈琴讚美他！ 

4擊鼓跳舞讚美他！用絲弦的樂器和簫的聲音讚美他！ 

5用大響的鈸讚美他！用高聲的鈸讚美他！ 

6凡有生命的都要讚美耶和華！哈利路亞！ 

 

兒童詩班於 1998年成立，轉眼已 21個年頭。詩班成員是

本堂兒童主日學學生，充滿活力又可愛，他們當中更有懂

得演奏不同的樂器。他們自小學習事奉，並有紀律每周恆

常練習，以祈禱敬拜作開始、有開聲練耳的基本訓練；每

月一次在崇拜中獻唱；又有聖樂營，透過遊戲，培養唱詩

讚美的熱誠，藉著音樂事奉得著生命造就，成為一個有訓

練及有質素的詩班員，期望每一位兒童詩班員持續學習事

奉主、愛主，更成為一位敬拜的帶領者。 

 

「哈利路亞」，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讚美主」，出現

在詩篇 150 篇的開首和結尾，像三文治般夾在當中

的，是每一句均有其他讚美的方式和形態。詩篇 150

篇指出世上的嘆息，哭泣，患難，憂傷，痛苦，疾

病，死亡等都要過去，有一天萬有歌頌，天地齊和

應，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那時唱頌哈利路亞

的指望就都成全了。有著讚美的生活，能改變我們的

人生。 

 

在眾多生物中，人類是上主最精心的傑作，祂更將讚

美的恩賜賞給我們，又將福音的使命交託給我們，期

望我們藉著讚美傳揚祂的大德和犧牲的愛。但願兒童

詩班的導師及詩班員，繼續使用上主賞給我們的讚美

的恩賜，來完成祂的使命，使更多人認識祂、讚美

祂！ 

 

哈利路亞，阿們！ 

兒童詩班—兒童讚美上主     黃景業牧師 



「我們應當靠着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

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

果子。」(希伯來書 13:15) 

  

認識神更多 

用我們的嘴唇頌讚神，本是聖經對我們的要

求。感謝神，叫自己過去曾有機會參與詩班事

奉，由二十多年前開始在母會唱詩班，一唱就唱了十多年，在事奉過程中，不單發現音樂的奇

妙，更是認識神的機會。神在世界中創造了音樂，透過旋律、節奏、聲調、和聲，表達祂的不

同屬性，例如在不同節奏中表達神是可以快、可以慢、可以停下來的神，在不同聲部的合一

中，可以看見三一的奇妙，在和諧及不和諧的和聲中，看到神是豐富的，不是墨守成規的主。

而音樂好多時候比文字更有感染力，詩班員透過音樂，帶領會眾進入敬拜的場所，透過音樂，

會眾與事奉者同心地敬拜上帝。 

 

犧牲 

不單如此，感謝神，現在更有機會在大埔堂參與領唱、聖樂部的部牧及每月一次向詩班分享經

文信息，我多次強調，詩班是教會中其中一個最委身的事奉，每星期超過一小時的練習，崇拜

前的綵排，崇拜中的忠心事奉，在我們眼中可能只有 5分鐘多的獻唱，但背後是充滿了犧牲，

包括星期日下午的時間及當天的提早返來。而神正正是以犧牲角度看每位事奉者，耶穌怎樣讚

兩個小錢的窮婦人？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所投的比眾人還多； 因為眾人都是

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裏，但這寡婦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路 21:3-

4)，耶穌不是以「結果」來看奉獻者(兩個小錢)，而是以「犧牲」角度，讚賞窮寡婦，即讚她

那願意「付出一切」的心。 

因此，我們學習欣賞詩班，從犧牲角度看他們的事奉， 

甚至以此看每位事奉者，你會發現感覺好不同， 

當我們一起如此作時，甚至你會發現自己的事奉 

更得到別人的肯定，事奉更為有力。 

聖樂部部牧分享 黃國瀚先生 



我和兒童詩班一起走過的日子...       陳凱恩 
 

參加教會聚會以來，神透過不同的詩歌觸動我的心靈，當中有激勵、安慰、引領、督責、

包容…… 詩班和領唱的事奉也豐富了我的信仰生活。因此，在 2016 年就毅然接手負責兒

童詩班的聯絡工作，希望陪伴小朋友透過詩歌更認識神，也更經歷神。 

 

平日練詩花絮 

家長和小朋友一起練詩 

家長分組祈禱會 



音樂日營─親子競技遊戲 

音樂日營─樂器工作坊 

音樂日營─玩水大激鬥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

24 章 15 節)常教導兒子，事奉是要甘心樂意，因這是「事

奉」，不是一份興趣。 

羅馬書中這樣說：「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 你們、將

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 喜悅的．你們如此

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能讓諾謙參與詩班是一種福氣，也是學習。起初為孩子選了

詩班這項服侍，今天他長大了，我們夫婦二人讓他由心的重

新去選擇，2019年初曾暫停參與詩班，是要讓諾謙自己去想

一想，思想這是否你所樂意委身的事奉。重點是要他學習，你回應的是「上帝」，而不是回應「父

母」，你唱得好與不好，不重要！你懂得讀上歌詞嗎? 也不重要！你不懂什麼樂器嗎? 更不重要！

重點應好好放在「謙卑」！我倆總是要提醒孩子要盡力明白歌詞的內容及意思，要明白自己有什麼

話對主耶穌說，才能獻頌讚給天上的父！ 

感謝在兒詩服侍的團隊，看見大家為著孩子盡心盡力，將美好的獻上，是何等寶貴！我們在天上的

父是鑒察人心的上帝，主必不輕看！ 

姓名：白諾謙 

聖樂事奉崗位：兒童詩班員 

事奉年資： 4 年 

姓名：李晞藍 

聖樂事奉崗位：兒童詩班員 

聖樂事奉年資： 4至 5年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願主保守我們平安 

不經不覺我有幸係詩班事奉了 14年，好

慚愧我仍然要好好努力學習。 

係呢個崗位上我最大得著莫過於 

被詩歌造就了我的靈性。 

願榮耀歸給主，阿門 

我是詩班員黎凱恩，在詩班侍

奉已有十多年了，過去的詩班

侍奉我們有一起練習、音樂技

巧訓練、參與一些教會以外的

大型詩班、節日、喜慶獻唱，

詩班退修等活動，雖然每星期

都要付出下午的時間練習預備

詩歌，有時會感疲累，但我們

的一團有說有笑有分享有經

歷，大家像是一家人般一齊合

一侍奉，每人都是同一目標，

為的是仰望把最美的獻給神榮

耀上帝。 

姓名：黎玉珍 

聖樂事奉崗位：詩班員 

聖樂事奉年資：約 2 年 

如何成為了詩班員！ 

沒想過......竟然... 

沒想過竟然自己可以成為詩班員！一直以來都好欣賞詩班

員和司琴！但從來都無想過可以當上!過去廿幾年都當過

很多事奉崗位！回到大埔堂！神讓我醞釀超過一年的時

間！內心時常都好像說妳可以...（參加詩班）！但我怕

只是自己的想法！一直都不敢嘗試！好奇妙！經過不只一

次的印證！終於我接受了。我就甚麼都不曉得！踏上這讚

美的侍奉崗位了！哈利路亞！ 

姓名： 黎凱恩 

聖樂事奉崗位：詩班員 

聖樂事奉年資： >10 年 

姓名：賴玉琼 

聖樂事奉崗位：詩班員 

聖樂事奉年資：約 14年 



很高興和感恩可以加入大埔堂的詩班，雖然我在大埔

堂的日子只有一年半的時光，但是每每在崇拜時，都

被詩班或兒童詩班的歌聲觸動，藉著他們或孩子們的

歌聲，帶我到上帝面前，使我得見天國！儘管由大學

至今參與聖樂事奉已有差不多九年的時光，但聽著大

埔堂詩班的歌聲，往往令我更投入於敬拜當中，也讓我重新體會到音樂可以把神和人連繫，同

時也不想浪費一直以來所學習的，這使我想加入大埔堂的詩班。 

 

儘管心有感動，也有不同的弟兄姊妹邀請我加入，但是我依然卻步，原因是家住將軍澳，與大

埔相距甚遠。平日因工作緣故已經需要每天早上七時（甚至更早）起床，星期天為何還要早起

呢？ 

 

然而當我安靜下來，我隨即想起平日敬拜時的觸動，又想起在大學詩班事奉的日子。那四年的

自己是多麼努力，多麼堅持去事奉。從前，常常抱怨在前教會沒有機會參與聖樂事奉，想事奉

也不能！現在，機會來了，我卻說要考慮？我忘記了能夠事奉並非必然！實在是退步太多。因

此，最後我也決定加入詩班。 

 

若問為何我會於九年前選擇參與聖樂事奉，這必須由大學基督徒詩班說起。還記得起初我帶著

充滿掙扎和雀躍的心情加入香港理工大學的基督徒詩班，雀躍是我能以高級文憑學生的身份參

與一個同是喜歡歌唱的大學事奉團隊，這是我以往從沒有參與的；掙扎是當我看到詩班滿滿的

事工表，我很擔心自己無法從事奉和學業升學中取得平衡，我擔心自己無法升讀大學，最終令

家人失望。 

 

誠然，一邊參與詩班事奉（那時我還有做詩班不同事工籌委，又一腔熱血的參選做詩班職

員），一邊要努力讀書爭取高 GPA 入大學，同時又要面對家人的壓力，而身邊的基督徒同學又

不理解為何我要花這麼多時間於詩班上。另外也包括在事奉時不斷發現自己有很多不足之處，

對自己產生種種不解⋯⋯⋯那時候真的感到很大壓力又很孤單。可是當時我依然硬著頭皮堅持下

去，原因是我要堅持最初對上帝的承諾，要委身參與事奉，同時我又很愛這個事奉團隊，願意

為這個地方付出更多。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要退出。感謝天父，最後我還是平安渡過。雖然

最後不是升讀政府資助的學士課程，但是也讀到適合自己的課程，最後也順利大學畢業。大學

畢業後，隨即加入青年會聖詠團，一直參與至今。 

 

現在回想，我認為事奉過程中最艱難的時刻是要面對事奉和生活的各種拉扯，小時候是學業，

現在是生活不同方面的事情。可是，大學時代的經歷讓我知道，事奉是需要付代價的。我們需

要付上自己的時間（青春）、心機、精神去努力學習，為上帝獻上最美好的祭。面對樂譜上艱

難的音符，無論如何也要不斷嘗試！只有嘗試，才能突破，才能進步。當你願意為上帝堅持，

上帝也會給你力量去完成！就像平日下班後很累，有不想練歌的時候，但我依然選擇去練歌。

當練習過後，起初的疲倦彷彿消失得無影無蹤！也滿有力量！而操練音樂的過程也讓我明白事

奉跟藝術一樣，是要力臻完美，止於至善。同時，由於詩班是合唱音樂，我們也需要放下自己

聲音的獨特之處，與身邊的詩班員聲音融合，達至聲合為一，以呈獻最美好的音樂。事奉，就

是要堅持到底，止於至善。 

姓名：李嘉敏 Carmen 

聖樂事奉崗位：詩班員、詩班職員 

聖樂事奉年資： 9年 



還記得當初加入詩班的時候，我甚麼也不懂，不

懂看五線譜、不懂控制聲線、不懂怎樣用

氣......但天父上帝仍然使用這個不足的我去事

奉祂。指揮們的教導指示、訓練班工作坊的學

習、以及在外參與大詩班的獻唱等等，都讓這個

不足的我一點一滴地進步，為要把美好的祭獻呈

給我們的主。 

回想這些年在詩班的事奉，有喜有悲、有熱切有

失落、有得力有疲乏，但我知道詩班員的職份是

祭司的職份，我們的服侍是向著我們的主，我們

要把最美好的祭獻給我天上的主。 

姓名：賴儀耕 

聖樂事奉崗位：聖樂部部長、詩班、領唱、司琴 

聖樂事奉年資： 8年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

裏，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

被恩感，歌頌神。」(歌羅西書 3 章 16節) 

 

詩班這個事奉崗位是神送給我的一份禮物。仍記得我

在 2009年 12月 25 日洗禮後，心裡默默地禱告神

「如果有機會入詩班就好了!」然後，詩班竟然就在

下一個主日便召募詩班員，我就認定是天父回應我那

微小的禱告，二話不說地加入了詩班，期間除了

2015-17年去了台灣服事外，我一直都在教會擔任詩

班員、領唱及司琴。 

 

這些都是我非常喜愛的事奉，每次獻唱或領詩前，我

都能更先享受與主親近的甜蜜、更先被詩歌的歌詞觸

動、更先體會與主同在的平安、更先經歷與詩班四部

合唱的美好，透過事奉更深培養我對神的順服及信

心，實在是莫大的福氣啊。雖然事奉當中會有許多的

擔憂，擔心自己彈錯音、走音、揀歌不好、入不到

歌、講錯說話等等，但每次聖靈都提醒我「敬拜」的

真意並不是要求音準、拍子或甜美聲音，而是是否帶

著「心靈及誠實」、「心被恩感歌頌神」。所以靠著

神的豐富的大能及恩典，使我在軟弱的時候、傷心難

過的時候、黑暗籠罩的時候，都仍然能歌唱讚美神。

現在每次獻唱，我都心裡禱告「若是主願意，我便一

直讚美祢直到永遠，阿門。」 

姓名：梁曉冬 

聖樂事奉崗位：詩班員 

聖樂事奉年資： 9年 



感謝神能讓我在這兩個崗位上事

奉，這全是神的恩典，因自己實在

卑微不配，音樂造詣不足，幾年前

左手開始水腫不能用力，但感恩仍

能被神所用，每次都經歷從神而來的恩典，又有其他司琴幫忙

分担，況且每次事奉都能使我和神的關係更拉近。另外亦很感

恩能參與聖樂部，因有非常好的部長、部牧及部員，大家齊心

合力推行聖樂事工，願一切榮耀頌讚歸與天上的父。 

姓名：陳旻蔚 

聖樂事奉崗位：司琴、指揮、詩班員、詩班職員 

聖樂事奉年資： 24 年 

回想多年的音樂事奉﹐當中確實有許多豐富的恩典。走過事奉歲

月﹐當中經歷了求學時期、工作、婚姻、懷孕、照顧小朋友等，感

恩天父在每個階段叫我能倚靠衪﹐叫我堅持不斷地事奉。 

詩班事奉要付出的時間和心力都很多，除了星期日的練習和事奉﹐

平日也要為事奉作準備。 

如作為司琴﹐要為歌曲設計演繹風格、前奏、間奏、結尾、轉接的

處理，每一段歌曲的伴奏變化、如何用鋼琴出做敲擊樂效果等﹐當

然少不了花時間去練琴。 

如作為指揮﹐透過反覆細閱講道經文的內容，去選合適的歌曲作獻

唱，構思相關的開聲練習、了解歌曲背景及內容、計劃練習步驟、

預算練習時面對的困難及想出解決方法、男女聲分部或合唱鋪排

等。 

短短文字未能完全道出所有事奉點滴﹐但心中確實有數不盡的感

恩﹐若不是上帝當中賜下恩典、力量、智慧、能力﹐我甚麼也不

是﹐所以能參與事奉﹐是莫大的福氣。 

在此也想多謝在事奉路上一直支持我的同路人﹐有在我事奉路上教

導我做得更好的、有一起事奉同行的、鼓勵我的、幫我照顧女兒

的、為我禱告的﹐你們都在聖樂事奉中有份﹐感恩有你們同行。 

姓名：王素珊 

聖樂事奉崗位及年資： 司琴(~4 年) 

                     聖樂部職員(~2 年) 



 

【神奇妙看顧】 

 

重返詩班事奉轉眼就兩年過去，當初還擔心自己能否適應

星期日下午練詩時間，但結果一切順利，並享受其中。我

講「重返」，因我在 1991年已經加入詩班事奉，一共十三

個年頭直至 2004年父親患病，我才退下事奉崗位，專心照

顧父親。2008年父親離世後，人生便走進一個沒有方向、

沒有力量、自我封閉的日子。2016 年，當時崇拜部部長邀請我參加聖樂主

日獻詩，她計劃集合舊詩班員組成大詩班獻唱。我答應了。隨後她也問我有

否考慮重返詩班，當時我回答暫未下決定。神很奇妙，透過兩次講壇信息，

聖靈大大感動，不停地流淚，心裏很是激動。那時我意識到我要改變，不想

繼續當時的狀態，立志 2017年開始再次加入詩班，重新教會事奉。算起

來，我為自己過去那八年光景感到難過，覺得自己浪費了寶貴光陰，為什麼

不早點醒過來呢！ 

 

當我在惋惜的同時，神讓我在 2018 年 1月某個晚上，想到當時不是正好

2017 年過去，剛剛好在 2007年，十年前我曾向神許願說：「我在下一個十

年，要活得精彩，像煙花一樣叫人嘩然的生命。」我頓時發現過去很艱難的

日子原來是我求回來的，上帝正正聽了禱告。我心中「活得精彩」明顯跟神

的「活得精彩」不一樣。過去十年，我沒有為祂作了轟轟烈烈的事，祂只是

使我沉澱、深化信仰，讓我的屬靈生命更加有根有基，祂拆毁我、修剪我、

建立重整我生命。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過去梗梗於懷那八年光

陰，就變得有價值。滿以為神在我身上所作的大圖畫我看清楚了，但神卻透

過這次聖樂事奉見證分享，讓我再看到祂的大能作為，祂是如何奇妙的看顧

我。昔日我是詩班員身分，祂就用我這身分把我從底谷中領出來，重新安置

在衪的園子裏，心中滿有平安、喜樂。現在不單用我口去歌頌讚美祂，更用

我口去宣揚祂的信實、奇妙看顧！ 

 

能夠事奉神是福氣， 

每星期用嘴唇獻祭也是一份 

恩典，願主繼續使用我，阿們！ 

 

姓名：謝璧璣-守望者小組 

聖樂事奉崗位：詩班員 

聖樂事奉年資： 15 年 



姓名：陳玉佩 

聖樂事奉崗位及年資： 司琴(10 年) 

                     指揮(3 年) 

姓名：陳玉冰 

聖樂事奉崗位：兒童詩班指揮 

              司琴 

能夠事奉是上帝的恩典！ 

多年在兒童詩班事奉，陪伴一代又一

代孩子成長，每主日崇拜後一同練

詩，每月一次獻唱，看着孩子純真地

學習將最好的獻給上主，實是感恩！

盼望孩子能從小建立正確的事奉態度

和心態，對準事奉的對象------神，

一生給神使用，這是我的期望。 

感恩，我能在兒時學習鋼琴，有機會透過音樂事奉

上帝。記得第一次擔任崇拜司琴，戰戰兢兢的我，

只願上主悅納我的獻呈。在這崗位事奉，明白謙卑

恭敬在主面前是最重要的。近年在詩班指揮崗位服

侍，由於沒有受過正統的指揮訓練，有時未能完全

發揮指揮的角色，感謝一班有經驗的詩班員時常提

點補足，令我們能合力將最好的獻上。我有一個小

小的心願日後有更多時間透過音樂事奉上主。 



自小沒有機會學習樂器或加入合唱團，但神卻帶領我愛上唱詩

歌，參與少年團契的敬拜，到今天在主日崇拜中擔當領唱和唱

的崗位，只能說全是上帝的恩典。 

 

當我們傷心難過時，詩歌能成為安慰；若是感恩喜樂的日子，

詩歌能鼓舞人心。現在站於台上仍會膽怯，但記得有牧者鼓勵

我時，分享道事奉中保持敬畏的心，就能記得這個事奉的尊貴

和重量。在台上投入敬拜上帝時，也總會瞥到台下會眾的面

孔。或流淚、或歡笑、或閉口、或高唱，我相信詩歌都能成為

我們的禱告或心聲，同心合意定睛於上帝。 

 

最後分享一首近來觸動我心的詩歌《我向你禱告》中一節歌詞

彼此勉勵： 

我向祢禱告  縱使我軟弱 

 我雖失信   祢仍然可信 

面對的山嶺那麼高 

   路徑艱難如沒去路 

     但信靠祢  祢定會開路 

 

向世界宣告  祢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   靠著祢得勝 

讓祢的手替我爭戰 

   奉祢的名成就美事 

             一心倚靠祢  遵行祢旨意 

姓名：黃天願 

聖樂事奉崗位：領唱、司琴 

聖樂事奉年資：兩年 

姓名：陳淑敏 

聖樂事奉崗位：領唱、和唱 

聖樂事奉年資：約 5 年（2014 開始） 

感恩天父給我能力和恩賜事奉祂，更感恩我對事奉主的熱誠在這兩

年間不但沒有減退，反更增加。當初首次擔任領唱和司琴，不但會

緊張，更會擔心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現在回望這兩年事奉的歷

程，卻很感動。不是因為看到自己有能力做到了，而是看到神使用

我，加能賜力給我，使我能透過音樂去事奉祂。願榮耀歸主！ 

自小參與兒童詩班，成長後享受與

弟兄姊妹以聖樂讚美及事奉。聖樂

事奉幫助我們反省及更新生命方

向，不斷成長。 

 

姓名：吳智超（Michael） 

聖樂事奉崗位：崇拜領唱 

聖樂事奉年資： 17年 



2017年大埔堂堂慶 

2019年聖樂部退修 

2018年聯合詩班(成詩+兒詩) 

2018年區會百週年獻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