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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聖餐之流程及襄禮須知 
      

使命： 藉着事奉，讓弟兄姊妹進入全心全意向神的敬拜， 

  讓心靈向神發出讚美：「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 

       我的救主為樂」。 (路 1:46-47) 

 

生命： 注意自己屬靈生命，保持恆常與神交往的生活。 

  恆常讀經祈禱，緊守主的話語。 

 

1.  崇拜前的預備 

  1.1 襄禮之執事須衣著端莊。(弟兄穿恤衫、西褲； 

   姊妹穿裙或西褲) 

   1.2 襄禮之執事於 10:30a.m.前到達，並與傳道人、 

    主席及司琴一起會前祈禱。 

  1.3 當日牧師/傳道/當值執事可於聚會前與襄禮執事 

     /施餐之傳道人溝通，交待當中需要留意的地方。 

 

2.  施餐時 

 

 

 

 2.1 回應詩歌後，主席會把襄禮時段交給施餐的牧師 

     /傳道，他/她會負責整個「聖餐」環節。同時由 

     襄禮開無線咪作預備。  

  2.2 主持聖餐過程時，牧師/傳道及襄禮之執事需主 

     動站於台前。(牧師/傳道站於聖餐枱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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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禮之執事站於聖餐枱左右兩邊。) 

 2.3  牧師/傳道告訴會眾當預備自己，領受聖餐；當 

    自我省察（襄禮之執事已打開蓋著聖餐盆的布）。 

 2.4 牧師/傳道解釋聖餐意義，可先讀一段經文， 

    同時告訴會眾，只有已經領洗者方可領受聖餐。 

 2.5 牧師/傳道解釋領受餅的意義。 

 2.6 牧師/傳道請執事派發餅給會眾。(牧師把餅遞 

    給執事)(派發流程參閱註一) 

 2.7 請領聖餐者站立，（先詢問有沒有遺漏）由其中 

    一位襄禮的執事領禱（按程序表編排襄禮之第 

    一位），然後牧師/傳道指示會眾共享餅；請領 

    聖餐者坐下。 

 2.8 牧師/傳道解釋杯之意義。 

 2.9 牧師/傳道請執事派發杯。(牧師把杯遞給執事) 

    (派發流程參閱註一) 

 2.10請領聖餐者站立，（先詢問有沒有遺漏）由其中 

    一位襄禮的執事領禱（按程序表編排襄禮之第 

    二位），然後牧師/傳道指示會眾共享杯(葡萄汁)。 

 2.11牧師/傳道帶領禱告，求神復興會眾的心； 

    請領聖餐者坐下。 

 2.12請執事收回杯。(收回過程參閱註一) 

    牧師/傳道領詩(大會已安排詩歌/示意司琴彈琴)， 

    讓會眾安靜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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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襄禮之執事為聖餐盆蓋上白布，然後返回座位。 

 

(註一)派發餅及杯及收回杯之先後次序： 

  1. 鋼琴室   

  2. B 室   

  3. 禮堂左邊前排開始 

  4. 禮堂右邊前排開始  

  5. A 室/圖書室   

     -派發餅及杯及收回杯之方式︰由同一行之左及 

    右邊開始。 

     -鋼琴室︰從左邊及右邊派發及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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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當值執事須知  
 

使命： 藉着事奉，讓弟兄姊妹進入全心全意向神的敬拜， 

  讓心靈向神發出讚美：「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 

       我的救主為樂」。 (路 1:46-47) 

 

生命： 注意自己屬靈生命，保持恆常與神交往的生活。 

  恆常讀經祈禱，緊守主的話語。 

 

1 崇拜前的預備 

 1.1 衣著要端莊：弟兄穿恤衫、西褲；姊妹穿裙或 

西褲，切記不要穿牛仔褲及波鞋。 

 1.2 崇拜前 30分鐘到場，(即 10:15a.m.)並與司事 

一起祈禱。 

 1.3 安排司事工作 (如奉獻安排、沖茶、取詩歌、 

帶位、開關射燈)。 

 1.4 檢查佈置是否合適和妥當、音響是否妥當。 

 1.5 歡迎每位到會者，並鼓勵到會者簽到。若有需 

要，協助司事帶領到會者找合適座位。 

 1.6 歡迎講員到會，並帶領講員到最前排的座位。 

 1.7 安排初生嬰兒及其中一位家長留在「幼兒及家 

長敬拜室」進行崇拜，若有需要，可使用辦公 

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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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安排早到者到較前的座位，並保留較後的位置給 

遲來者及在崇拜期間離座者。 

 1.9 10:35a.m.之前，邀請小朋友到聚會地方。 

 1.10 10:40a.m.上台宣佈所有會眾安靜，省察自己及 

預備敬拜神。 

 

2 崇拜時 

 2.1 保持崇拜時的環境不受騷擾。 

 2.2 按程序表所列的，於崇拜後上台簡短報告重要的 

事項。 

  2.2.1 每月原則上第 1,2,3週由當值執事報告， 

       第 4/5週則由當值傳道人報告(當日執事 

       於崇拜之前及後負責接待)。 

  2.2.2  每週原則上只容許一個部門自行上台報告 

       (若有需要)，期望可控制時間。 

  2.2.3  每次報告時間約 5-10分鐘。 

  2.2.4 歡迎講員蒞臨。由當值傳道人將謝咭／ 

       講員費送予講員。 

  2.2.5  歡迎新朋友或致送禮物給結婚、新添子女 

       之家庭。 

  2.2.6  領會眾背誦每月經文。 

  2.2.7 若該週有太多事項報告，可選 2-3項較近 

       期之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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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報告本週生日肢體名單。 

  2.2.9   會眾代求時間共五分鐘，當會眾開始禱告 

       後三分鐘，當值執事便告訴會眾尚有兩分 

       鐘時間，珍惜時間開始代求，兩分鐘後作 

       總結禱告。負責代求之總結禱告，禱告須 

       簡短而扼要(需要時可在崇拜前向傳道人 

       了解代求事項之詳情)。 

 

3 崇拜後 

 3.1 散會後 15分鐘內在門口歡送離開之講員及弟兄 

姊妹，及關顧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3.2 散會後與教會幹事數點當日崇拜之獻金。 

 

 

 

 

 

 

 

 

 

 

 

 



               主日崇拜主席須知 
 

使命： 藉着事奉，讓弟兄姊妹進入全心全意向神的敬拜， 

       讓心靈向神發出讚美：「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 

       我的救主為樂」。 (路 1:46-47) 

 

生命： 注意自己屬靈生命，保持恆常與神交往的生活。 

       恆常讀經祈禱，緊守主的話語。 

 

1 注意 

 1.1 對 對主席服侍有負擔。 

 1.2    須了解崇拜及其中每個程序的意義。 

 1.3 說話清楚。 

 1.4 親切有禮。 

2 崇拜前預備 

 2.1 選歌 

  2.1.1 選擇詩歌共三至五首，包括回應和奉獻詩 

(最少一首選自《頌主新歌》)。 

  2.1.2 將詩歌於兩週前通知負責司琴的姊妹。 

  2.1.3 盡量了解當日主題，選擇適合的詩歌； 

(若牧者未能及時提供，詩歌可以「讚美」 

、「感恩」為主。) 

  2.1.4 配合會眾的程度，不要選太難或音階太高 

的詩歌。 

  2.1.5 切忌臨時選詩歌，或請台下會眾選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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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不負責任的表現。 

  2.1.6 

2.1.7 

只宜一首較為陌生的詩歌。 

※聖餐詩歌由傳道同工負責選擇。 

 2.2 練習 

  2.2.1 熟悉歌詞、曲調的旋律，能背下更好。 

  2.2.2 如用指揮，手法要純熟、正確。 

 2.3 協調 

  2.3.1 應與司琴先協調，商量拍子快慢，次數等 

安排。 

  2.3.2 與聚會有關負責人協調各程序的時間分配。 

 (如見証分享) 

  2.3.3 事先把領會程序寫下來，免得在台上不知 

所措，較容易控制時間。 

3 崇拜當日 

 3.1 預備 

  3.1.1 提早到達會堂(崇拜前 30分鐘，即 

10:15a.m.)，安靜禱告。 

  3.1.2 10:30a.m.與傳道人、司琴及聖餐襄禮 

(聖餐主日適用)一起會前祈禱。 

  3.1.3 

3.1.4 

招待外來講員，並應了解其概況。 

主日 10:40a.m.會眾安靜時由主席示意司 

琴可彈奏當日一首詩歌，到 10:43a.m.  

連續彈奏《頌主》618 首：「主在聖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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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讓會眾安靜默禱，省察自己敬拜 

神)並由主席開始宣讀宣召經文。 

 3.2 基本 

  3.2.1 衣著要端莊：弟兄穿恤衫、西褲；姊妹穿裙或 

西褲，切記不要穿牛仔褲及波鞋。 

  3.2.2 上落講台要穏重，表情自然而親切，略帶 

笑容，眼睛要注視會眾，切忌誇張和表現 

自己。 

  3.2.3 注意聲音大小的控制。 

  3.2.4 用適當說話將每個程序連貫起來，避免說 

話太多，少作個人分享。 

  3.2.5 要守時，準時開始和結束。 

 3.3 領唱 

  3.3.1 報告第幾首時，聲音要宏亮。 

  3.3.2 領唱時應將聲量放大，有領導作用，但要 

有節制。 

  3.3.3 不應隨意增減詩歌的節數，因唱詩不是為 

了調節時間。 

  3.3.4 領唱應唱主音，以防走音影響會眾情緒。 

 3.4 祈禱 

  3.4.1 配合流程(如敬拜、奉獻)、簡潔、不宜 

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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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導言可說「讓大家同心禱告」，不宜說 

「讓大家低頭祈禱」。 

 3.5 讀經 

  3.5.1 要清楚宣佈經文卷名、章節。 

  3.5.2 留意弟兄姊妹是否已經翻到該頁。 

  3.5.3 讀時要注意聲調快慢和詞意分明。 

 3.6 回應  

  

 

3.6.1 提醒會眾思想所領受信息，不宜為 

講員所傳講的再作總結或補充。 

 3.7 聖餐(※聖餐主日適用) 

  

 

3.7.1 

 

回應詩歌後，請把襄禮時段交給施餐的 

牧師/傳道，他/她會負責整個「聖餐」 

環節。    

 3.8 奉獻 

  3.8.1 可請會眾唱奉獻歌或只彈奏。 

  3.8.2 導言：「奉獻是表達愛神的心，象徴向神 

呈獻自己的行動」。 

  3.8.3 宜崇拜前通知司事，何時收奉獻，免在講 

台上詳述安排。 

  3.8.4 若請司事禱告，需於崇拜前邀請。 

 3.9 默禱後 

  3.9.1 

 

唱完《三一頌》後， 

可說：「請大家安靜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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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崇拜前 

- 主日 10:40a.m.會眾安靜時由主席示意司琴可彈奏當日 

   一首詩歌，到 10:43a.m.連續彈奏《頌主》618 首： 

  「主在聖殿中」2次，(讓會眾安靜默禱，省察自己敬 

   拜神)並由主席開始宣讀宣召經文。 

崇拜程序 

1.  默禱︰省察、安靜(崇拜前 5 分鐘由當值執事上台 

           宣佈) 

2.  宣召 

    -只須由主席誦讀，不需讀章節 

3.  唱詩 

選詩建議︰ 

- 若有新歌，或選團契式的詩歌、播放短片或在崇 

    拜前播放詩歌，可先跟同工商討。 

技巧建議︰ 

- 現只得一本詩集，所以只需說︰「讓我們同唱詩 

    歌第 x 首」，不需讀詩集名稱。 

- 每次唱詩時，可以在歌曲尾句進入詩歌。 

- 若有需要，可邀請會眾站立來配合唱詩。 

4.  祈禱  

技巧建議︰ 

- 領禱者代表全會眾向神說話，要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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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宜太長。 

- 導言︰如不需說「為開會祈禱」，可改用「讓我 

    們一同/同心禱告」﹔「讓我們同心向上主禱告」﹔ 

   「讓我們禱告」等。 

- 不用說「低頭祈禱」，因稱頌神的祈禱姿勢不一定 

    是低頭，舉手仰天等亦是其中一些方式。 

5.  若有獻詩/詩班︰「現在請詩班獻詩」，「詩歌是…」。 

6.  讀經 

 技巧建議： 

- 要用心讀，態度真誠。並將難讀的字先行查考；因 

   自己若能先領會其意，才能與別人分享。 

- 導言︰例如「請聆聽上主的話」﹔「主耶穌論天國 

      的比喻」﹔「聖誕節是……」﹔不需說︰「現在 

      是讀經時間」。 

- 讀經完畢，可直接介紹證道環節，不需要再說 

     「聖經一段讀畢」。 

- 觀察會眾翻查聖經的情況，並耐心等候﹔只需重 

      覆一、兩次經文出處。 

- 不是所有經文也可作「啟應方式」讀出，請多留 

      意。 

7.  證道︰現在是「證道時間」，證道題目是「……」， 

   請「xx」傳道宣講信息(只需簡潔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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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應 

 技巧建議︰ 

- 可考慮只是聆聽音樂﹔若時間不足，彈奏一次便可。 

- 詩歌可考慮從領詩部份中所選的一首。 

聖餐(※聖餐主日適用) 

- 回應詩歌後，請把襄禮時段交給施餐的牧師/傳 

    道，他/她會負責整個「聖餐」環節。 

9.  奉獻 

技巧建議︰ 

- 若請司事禱告，當詩歌接近完結時，司事便自行 

        上台﹔禱告時要手持奉獻袋。 

- 結束禱告︰非為「獻金」，或說「微少的金錢」。 

    例如可說︰「感謝神曾應許我們『若先求祂的國 

    和祂的義，就必將我們每天所需用的賜給我們』」﹔ 

   「所獻上的象徵我們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神使用」﹔ 

   「求神幫助教會將奉獻『運用』在主的聖工上」﹔ 

   「讓我們同心禱告」。 

10. 《三一頌》︰ 

- 認定和讚美敬拜的對象，將一切頌讚榮耀歸給神， 

    並帶着立志的心，「出來」進入人群見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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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安排 

-  主席查閱教會傳送有關程序表的電郵，如檢查錯字， 

    詩歌次序等。 

- 崇拜前的週四可修改詩歌的次序。 

 

小結︰ 

- 整個崇拜也要有一明確的主題，精簡介紹每個項目， 

    達至一氣呵成的效果。不宜被太多說話打斷了﹔避免 

    過長，因長而重覆的說話使本來已被動的會眾更被動， 

    使崇拜變得長、呆滯和鬆散。 

-  帶領時要帶著感染力和震撼力，使人聽而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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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司琴須知 
 

使命： 藉着事奉，讓弟兄姊妹進入全心全意向神的敬拜， 

       讓心靈向神發出讚美：「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 

       我的救主為樂」。 (路 1:46-47) 

 

生命： 注意自己屬靈生命，保持恆常與神交往的生活。 

       恆常讀經祈禱，緊守主的話語。 

 

1 服侍心態 

 1.1 司琴的態度要謙卑，應多注意聖詩本身，而不是 

注意自己。 

 1.2 作司琴事奉因為會影響全會眾的敬拜，所以你要 

更注重自己的敬拜靈性，在生活中作個常常敬拜 

的人，多培養對音樂的興趣，多聽詩歌。 

 1.3 要追求成長，使你在彈奏歌曲時，有更新演譯和 

體會。 

2 奏樂須知 

 2.1 司琴的工作，性質上本來就是頌唱，而完全不是 

普通的伴奏。 

 2.2 司琴要給會眾一個明確的起音，使會眾確定詩歌 

的音調。 

 2.3 司琴要用琴音維持會眾以平穩均勻的節拍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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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司琴要注意音調與拍子的準確。 

 2.5 司琴要以適合崇拜的音色和速度去彈奏。 

 2.6 司琴要藉所彈奏樂譜豐富的音樂內容，幫助會眾 

進入作曲者所追求的境界。 

3 崇拜前的預備 

 3.1 司琴可向主席提供選歌意見。 

(參考書籍：1.聖樂綜編－ 羅炳良著，天道出 

版社。2.教會音樂事工－易啟年著，證道出 

版社。） 

 3.2 請準時出席與崇拜主席配合(即 10:15a.m.)。 

 3.3 10:30a.m.與傳道人、主席及聖餐襄禮(聖餐主日 

適用)一起會前祈禱。 

 3.4 主日 10:40a.m.會眾安靜時由主席示意司琴可彈 

奏當日一首詩歌，到 10:43a.m.連續彈奏《頌主》 

618 首：「主在聖殿中」2次，(讓會眾安靜默禱， 

省察自己敬拜神)並由主席開始宣讀宣召經文。 

 3.5 衣著要端莊：弟兄穿恤衫、西褲；姊妹穿裙或 

西褲，切記不要穿牛仔褲及波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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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司事須知 
 

使命： 藉着事奉，讓弟兄姊妹進入全心全意向神的敬拜， 
       讓心靈向神發出讚美：「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 
       我的救主為樂」。 (路 1:46-47) 

 
生命： 注意自己屬靈生命，保持恆常與神交往的生活。 
       恆常讀經祈禱，緊守主的話語。 
 
1 功能 
 1.1 協助會眾投入敬拜。 
 1.2 作教會的親善大使(向新朋友和弟兄姊妹)。 

 
2 崇拜前工作 
 2.1 事奉前先由當值執事帶領禱告。 
 2.2 早 30分鐘(即 10:15a.m.)到達，作會前 

工作並與當值執事一起祈禱。 
 2.3 確保禮堂已安排妥當(座位、音響)， 

若有問題，須通知總務部。 
 2.4 負責沖温水給講員、主席。 
 2.5 派發聖經、詩歌及程序表。 
 2.6 協助會眾簽到。 
 2.7  歡迎新朋友及外來講員，協助新朋友填 

 寫新朋友資料表；然後把資料表交給負 
 責報告之執事/傳道人。 

 2.8 邀請肢體進入禮堂，並鼓勵肢體坐前排， 
留下空位給遲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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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安排初生嬰兒及其中一位家長留在 

「幼兒及家長敬拜室」進行崇拜﹔若有需要， 

 可使用辦公室(1)。 
 2.10 主日崇拜開始前 10分鐘(即 10:35a.m.前邀請 

會眾盡快入座。請小朋友往聚會地點。 
10:40a.m.弟兄姊妹停止傾談，完全安靜， 
省察自己及準備敬拜神。) 

 2.11 10:40a.m.把簽到枱摺好放於辦公室內， 
並於(二至三人)祈禱會後把摺枱打開放 
好位置，以便會後整理聖經及簽到之用。 

3 崇拜進行中 
 3.1 派發聖經、詩歌及程序表。 
 3.2 給遲來者安排就坐後排座位。於會眾頌 

唱時才輕聲開椅子，盡量保持安靜環境。 
 3.3 司事員工作協調 
  3.3.1 司事員須分配收奉獻的位置： 

右進：1. A室/圖書室  2.禮堂右邊 
左進：1. 鋼琴室      2. B室      
      3. 禮堂左邊。 

  3.3.2 司事員彼此協助進行，收完奉獻後， 
一齊行往禮堂花桌之左右兩邊面向會眾，  
拿雙手奉獻於胸前。 

  3.3.3 負責謝禱的肢體仍拿奉獻袋上台領禱，  
另一位司事則仍然手拿奉獻袋站著，待 
謝禱後才把奉獻袋擺在花桌上，然後返 
回禮堂接待處。 

  3.3.4 結束禱告︰非為「獻金」，或說「微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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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例如可說︰「感謝神曾應許我們 

『若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就必將我們 

每天所需用的賜給我們』」﹔「所獻上 

的象徵我們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神使用」﹔ 

「求神幫助教會將奉獻『運用』在主的 

聖工上」﹔「讓我們同心禱告」。 
 3.4 協助當值執事同工數點崇拜出席人數。 
 3.5 在崇拜進行期間，若沒有特別需要，弟兄/姊妹 

不宜離座；若弟兄/姊妹有特別需要(如前往洗 
手間及出外聽電話)而離座者，離座後不宜回到 
原來座位，請安排坐於禮堂後排。 

4 崇拜後工作 (10-15分鐘) 
 4.1 幫助收拾場地、茶杯、椅套、聖經、詩歌書 

(一本詩歌叠聖經放好)、枱布、關掉禮堂前排 
射燈、執拾自由取閱之雜誌及清理垃圾等(與總 
務部合作)。 

5 服裝和儀表 
 5.1 衣著要端莊：弟兄穿恤衫、西褲；姊妹穿裙或 

西褲，切記不要穿牛仔褲及波鞋。 
 5.2 要掛司事牌（崇拜前在簽到處領取，崇拜後交 

回簽到處）。 
 5.3 面帶笑容，態度要親切有禮。 
6 若未能出席擔任崇拜司事，須最少一週前通知傳道人 

或幹事，以便調配事奉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