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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部司職人員須知
A. 崇拜主席
(一) 崇拜主席的角色 :
崇拜主席主領崇拜各項程序，帶領會眾向神表達尊崇和感恩。
(二) 當崇拜主席的基本條件：
當崇拜主席的基本條件：
1. 本會會友；
2. 說話清楚及有條理；
3. 具有事奉心志，對主領聚會有負擔；
4. 順服崇拜部的編排；及
5. 經崇拜部審核。
(三) 崇拜主席須知
崇拜主席須知：
須知：
1. 靈性上的準備
主席是帶領會眾親近神，所以自己必先自潔，才能帶領人到神面前。
2. 主席的角色是崇拜的主領者
2.1 引領會眾讚美及回應神，使其心思以神為中心。
2.2 貫串崇拜各程序及控制聚會時間。
3. 事奉細則
3.1 衣著莊重(例如：西褲/西裙、恤衫、皮鞋)。
3.2 崇拜前 30 分鐘到達聚會地點準備。
3.3 確保清楚經文的讀音。
3.4 練習唱回應詩(如有需要)。
3.5 了解崇拜各程序，並預備所需用品（例如，見證分享週需要計時器及鳴鐘，以限制分
享者之時間，每位約三分鐘）。
3.6 坐於會場中間第一排位置，並預留位置給講員。
3.7 接待講員︰了解講員需要，並確保講員有水喝（請向幹事索取）。
3.8 於上午 9 時 50 分帶領當天眾事奉者祈禱。
3.9 見證分享週需致力控制見證分享於 20 分鐘內完成。
3.10 帶領程序時說話精簡。
3.11報告重點事項(例如：特別聚會、快要截止報名的活動)，並致力於上午 11 時 30 分前
完成所有程序。
3.12 若招待未能協助核點奉獻，請崇拜主席代點。
3.13 若不能出席事奉，須與其他主席調動，並盡快通知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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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敬拜隊 (領詩、領唱、樂手、搖鼓隊)
詩歌敬拜的目的和方向
• 目的是藉着詩歌歸榮耀與神，達致與神相遇。
• 內容應以讚美感恩為主，配合音樂來營造合適氣氛，而非抒發個人情緒。
• 讚美是稱頌神的屬性和神的作為。
(一) 敬拜隊的角色
敬拜隊的角色：
：
領導會眾以心靈和誠實朝見神︰透過音樂、詩歌、舞蹈敬拜讚美三位一體的上帝。
(二) 敬拜隊的基本條件
敬拜隊的基本條件：
基本條件：
1. 已受浸；
2.
3.
4.

常自潔、存敬畏的心事奉；
領詩和領唱須具基本程度的樂理知識，並具音準和拍子感；
樂手對彈奏樂器須有一定程度的造詣；

5.
6.
7.

搖鼓隊須對搖鼓及舞步具基本程度的認識及掌握；
具團隊合作精神並遵從崇拜部及負責人的安排；
穩定及準時出席崇拜。以每半年為計算期限，崇拜出席率原則上應達 70%，準時率應達
80%；
經崇拜部考核。

8.

(三) 敬拜隊須知：
敬拜隊須知：
1. 綵排
1.1敬拜隊須於事奉日前一週主日崇拜後下午 1 時 15 分(如有聖經班延至下午 1 時 30
分)，於十二樓綵排。領詩可更改時間，但需自行知會其他隊員。(若當天有聖經班，
則延於聖經班後進行。)
1.2 若不能於事奉日前一週主日進行綵排，須自行安排在其他日子進行。
1.3 事奉日須準時
準時於上午
9 時到達禮堂綵排。(樂手/搖鼓隊需事先自行於十二樓取樂器
準時
/搖鼓。)
1.4 事奉日綵排必須於上午 9 時 50 分前完結，讓會眾可以靜候主前。
2. 事奉日的衣著服飾
領詩的衣著必須莊重(例如：西褲/西裙、恤衫、皮鞋) ；
樂手的衣著必須整潔、合適(例如：長褲/裙、恤衫/T 恤、皮鞋/波鞋)；
領唱的衣著必須整潔、合適(例如：長褲/裙、恤衫/T 恤、皮鞋/波鞋)；
搖鼓隊請穿著搖鼓隊制服。
3. 敬拜隊的合作和配搭
3.1 領詩須預備敬拜流程(25-30 分鐘)予領唱、樂手、音響及投影機控制員。
3.2 為與領唱、樂手及影音操控員有更佳默契，領詩宜運用手勢表達唱詩編排。
3.3 若不能出席事奉，須與同一季的司職人員對調，及預早通知領詩及辦事處。
4. 選用詩歌
(a) 領詩要留意選曲是否適合與會眾同唱、是否太難唱(如節奏有許多變化)、是否切
合特別主日主題，如差傳主日。
(b) 應盡量選用教會的詩歌，如需領新歌，須事先將歌譜交予或傳真教會幹事，以便
準備歌詞及存檔。
(c) 新歌的數量：每次不多於一首。
5. 主日崇拜只用教會詩歌系統作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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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音響員
(一) 音響員的角色：
音響員的角色：
為崇拜提供完善的音效，令崇拜得以暢順地進行。
(二) 當音響員的基本條件：
當音響員的基本條件：
1. 清楚重新得救的基督徒(組長須是本會會友)。
2. 常自潔、存敬畏的心事奉。
3. 熟識操作音響設備系統，如混音器、線路接駁及麥克風等。
4. 穩定及準時出席崇拜。
5. 遵從崇拜部的編排。
(三) 音響員須知：
音響員須知：
1. 須於事奉日前一週主日下午為敬拜隊綵排設置音響，並了解敬拜流程、樂器及詩歌的
音效需要。
2. 須衣著端莊，於事奉日上午 8 時 45 分到達十二樓取音響物資，並按需要協助樂手於十
二樓取樂器，然後到場地架設音響設施，並須於 9 時前完成。
3. 主動協助現場擴音器使用者調較收音位置，務求達到最佳音效。
4. 崇拜進行中，須以警醒的觸覺，監察全場的音效變化，隨時作出調整，以達到最佳效
果。
5. 為講道錄音。
6. 崇拜後關掉音響系統，並收拾擴音器、樂器、譜架等放回原處。
7. 主日崇拜專用音響線於其他情況下，如非必要不可使用；用後請緊記放回十二樓鼓後
櫃內。
8. 若不能出席事奉，須自行與同一季的司職人員對調，及預早通知負責人和辦事處。

D. 投影機控制員
(一) 投影機控制員
投影機控制員的角色：
的角色：
為崇拜提供完善的視像，令崇拜得以暢順地進行。
(二) 當投影機控制員的基本條件
當投影機控制員的基本條件：
：
1. 清楚重新得救的基督徒。
2. 常自潔、存敬畏的心事奉。
3. 需清楚崇拜流程，熟識操作電腦、投影機及教會詩歌系統。
4. 穩定及準時出席崇拜。
5. 遵從崇拜部的編排。
(三) 投影機控制員須知
投影機控制員須知：
：
1. 須衣著端莊，於事奉日準時於 9 時到達場地，開啓電腦、投影機功能。
2. 須了解敬拜流程和詩歌的轉換、講員或報告時的投射需要。
3. 核對當日敬拜及回應詩歌詞的準確度，需要時作出修改。
4. 崇拜期間負責將預設的經文內容、講道簡報(如有)及宣傳資料(如有)投射於屏幕上。
5. 若不能出席事奉，須自行與同一季的司職人員對調，及預早通知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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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招待員
(一) 招待員的角色：
招待員的角色：
代表教會歡迎及接待赴會者，並協助崇拜暢順地進行。
(二) 當招待員的基本條件
當招待員的基本條件：
：
1. 清楚重新得救的基督徒。
2. 常自潔、存敬畏的心事奉。
3. 熟識簡單的電腦操作並懂得使用掃描器輸入數據。
4. 能面帶笑容接待赴會者，並給予簡單歡迎辭，例如「早晨，歡迎你」、「耶穌愛你」。
5. 穩定及準時出席崇拜。
6. 能主動協助有需要的會眾
7. 遵從崇拜部的編排。
(三) 招待員須知︰
招待員須知︰
1. 崇拜前準備：
1.1 穿著端莊(整潔、合適)衣服，準時於上午
上午 9 時到達場地。
1.2 場地準備
(a) 協助幹事運送物資至崇拜場地(週刊、詩歌紙、奉獻箱、奉獻封、電腦、掃描
器、名牌、各類表格、文具、易拉架、聖經、新人紀錄咭、披肩、迎新禮物…)
(b) 招待處︰設置電腦及掃描器作點名用，放置週刊、詩歌紙及其他資料供赴會
者索取。
(c) 入口處︰擺放奉獻箱、奉獻封、筆、聖經和其他資料，供赴會者使用。
(d) 張貼宣傳海報、協助架設易拉架(如適用)。
1.3 接待工作︰
(a) 會眾︰派發週刊、詩歌紙，並協助赴會者用掃描器點名。（請緊記協助禮堂及
十二、十三樓之司職人員點名）
(b) 新朋友︰請先於「新朋友留名表」記下新朋友基本資料，以便知會主席，然
後將「新人紀錄咭」給新朋友填寫，並於報告時段收回。
1.4 若不能出席事奉，須自行與同一季的司職人員對調，及預早通知辦事處。
2.

崇拜進行中：
2.1 協助遲到之會眾點名、給予週刊，並按情況領他們入座。
2.2 於上午 10 時 10 分擺放告示牌，並請遲到會眾站立等候至敬拜完結才入座。
2.3 於上午 11 時收拾電腦及掃描器，不再接受點名。
2.4 點算崇拜出席人數及填寫統計表(包括兒童及於十二樓事奉的弟兄姊妹在內)，連
同新朋友資料交給主席報告。
2.5 若是聖餐主日，須指引會眾列隊到台前領聖餐及返回原位。
2.6 整理招待處物品，然後擺放各式報名表供會眾會後填寫。
2.7 如有疑問，須主動向部長或幹事查詢。

3.

崇拜完結：
3.1 收拾禮堂之紙類、聖經等物品，放回十二樓、十三樓及地庫之儲物櫃。
3.2 協助會眾報名參加教會活動。
3.3 協助核點奉獻的招待須為本會會友。如未能核點，請找崇拜主席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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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插花員
(一) 插花員的角色：
插花員的角色：
崇拜鮮花擺設乃獻祭的一部分，獻祭者代表會眾將最好的祭獻上，故插花員必須認真準備。
(二) 當插花員的基本條件
當插花員的基本條件：
：
1. 已受浸。
2. 常自潔、存敬畏的心事奉。
3. 對插花的技巧有基本的認識及掌握。
4. 穩定及準時出席崇拜。
5. 遵從崇拜部的編排。
(三) 插花員須知︰
插花員須知︰
1. 事奉日須於上午 9 時 45 分前擺放好鮮花。（聖餐主日放於講台左側，其他主日放於講台
前面。）
2. 崇拜完結後須將鮮花移放於十二樓禮堂講台桌旁。

G. 兒童導師
(一) 兒童導師的角色
兒童導師的角色：
：
協助教會牧養兒童，讓他們認識真理及崇拜的意義和禮儀，以便將來能適應大堂崇拜。
(二) 當兒童導師的基本條件
當兒童導師的基本條件︰
︰
1. 清楚重新得救的基督徒。
2. 常自潔、存敬畏的心事奉。
3. 在教導及對聖經的認識上，不斷裝備自己。
4. 對兒童工作有承擔。
5. 穩定及準時出席崇拜。
6. 遵從兒童組負責人及崇拜部的編排。
(三) 兒童導師須知
兒童導師須知：
：
1. 認真備課，早作預備。
2. 幼兒導師必須在崇拜前三十分鐘到達教會預備當日的事奉，包括個人預備和場地佈
置，其他導師必須在崇拜前十五分鐘到達教會預備。
3. 倘若在崇拜當日未能準時到達，或缺席，須盡早通知有關負責人，以便及時作出安排。
4. 敬拜導師及司琴於敬拜後收拾琴譜。
5. 主日導師於兒童崇拜後須看守兒童，維持秩序，直至家長前來接走為止。
6. 崇拜後須清理場地。
7. 點算奉獻後交教會司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