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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敬拜人生 
 

課程簡介：敬拜讚美常常是我們經歷神的時刻，因為上帝創造我們的目的就是敬拜祂！耶
穌說：“神是灵，敬拜他的必�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 在聖經當中有許多與敬拜有關
的真理，實在值得我們花心思來學習，好讓我們的敬拜讚美的生命是在建立在真理的根基
之上，也讓我們的生命能夠成為一個敬拜的人生。 
 
此課程乃生命河敬拜事工的創新體驗：此課程將透過各種角度來探討敬拜讚美：1) 敬拜
的真理 - 聖經中的敬拜教導，2) 敬拜的心靈 - 對神敞開的敬拜心態，3) 敬拜的技巧 - 基
本的樂器教學，4) 敬拜的配搭 - 分享小組或着崇拜中敬拜贊美配搭的經驗談。 
 
日期：9/9-11/18 
地點：G13 青崇聚會場地 
 
師資：王亞辰牧師，劉仲偉弟兄，胡詔棠弟兄，與七位生命河敬拜團團員 
pastorjames@rolcc.net, henryina@gmail.com, pliu77@yahoo.com 
 
時間表（請參考課程內容）： 

9:50 - 10:20 Session I 真理教導 (30 min) 

10:20 - 10:45 Session II 經驗分享 (25 min) 

10:45 - 11:10 Session III  彈奏時間 (25 min)  

 
目標：這學期下來，希望達到以下目標 
1) 學習到聖經中對於敬拜讚美的教導 (I) 
2) 對於敬拜讚美的正確觀念以及態度 (I,II) 
3) 學習如何帶領敬拜及與團隊配搭 (I,II,III) 
4) 幫助提升個人敬拜讚美生活 (I,II,III) 
5) 學習如何在樂團中配合 (II, III) 
6) 挑旺起對於敬拜讚美的興趣以及信心 (II, III) 
7) 幫助樂器技巧上的微調 (III) 
8) 能夠用某種樂器來彈奏兩首歌 (III) 
9) 更加愛神，活出敬拜的人生 (I,II,III)  
 

每週請帶：聖經，講義，靈修筆記本，筆，想練的歌譜 

鼓勵靈修：一天一篇詩篇 

練習歌曲： 美好清晨 D  E 

我要歌頌你愛到永遠  E 

Do Something New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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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Date Session I Topic Session II Topic 

Sept 9 James 關於敬拜 Bruno Bi 樂團配搭分享 

16  Henry 從外院到至聖所  James 如何欣賞音樂 

23   Paul 敬拜的河流  James 如何即興伴奏 

30 James 敬拜帶出神同在  Albert H. 敬拜者的個人靈命生活 

Oct 7 James 台下的敬拜  Melody 發聲法  

14 Henry 敬拜：征戰的兵器 Paul 如何帶領敬拜 

21 Paul 工作即敬拜 Tiffany 如何帶領自由敬拜 

28 James 提防耶洗別的靈 Albert W. 從古典到敬拜讚美的突破 

Nov 4 James 敬拜的最高潮：宣教 Hazel 小組領敬拜技巧- 主領篇 

11 Henry 敬拜與內在醫治 Joanne  小組領敬拜技巧- 伴奏篇 

18 Paul 敬拜團與教會 Henry Final Rec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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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ould sing of Your love forever 
|E  |F#m  |A |B 

 
Over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Your river runs with love for me 
And I will open up my heart and 
Let the Healer set me free 
 
I’m happy to be in the truth 
And I will daily lift my hands 
For I will always sing of 
When Your love came down 
 
I could sing of Your love forever 
(x4) 
 

Do Something New  
Key: (D)  E 
 
   (G) A    (A/G) B/A 
Do something  new in my life 
   (F#m) G#m  (Bm) C#m 
Something  new in my   life 
  (Em)F#m  (A) B   (D) E (D7) E7 
Something  new in my  life,  Oh  Lord 
 
   (G) A  (A/G) B/A 
Do something  new in my life 
   (F#m) G#m  (Bm) C#m 
Something  new in my   life 
  (Em) F#m  (A) B   (D) E (D7) E7 
Something  new in my  life,  Oh  L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