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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靈糧堂敬拜之沿革論文-汪美牧師篇 

※※※※本文摘自邱倩璿 2014 年「臺北靈糧堂敬拜之沿革」論文 

作者: 邱倩璿 姐妹 

（⼀）汪美牧師 

 

    1990年楊美惠老師因結婚將與先⽣⼀同前往新加坡神學院進修，離職前她將教會

⾳樂事奉的棒⼦交給汪美傳道，⾃此臺北靈糧堂展開⼀段敬拜讚美與傳統詩班都蓬勃

發展的璀璨樂章。  

 

    1969 年汪美拿到全額獎學金，前往美國攻讀生物碩士學位，後又到芝加哥學習「細

胞檢驗」技術，擔任醫技醫檢師。自幼習琴，並自大學期間就在教會擔任中學詩班指

揮，到美國後仍然以熱愛的音樂恩賜服事神，在教會中擔任管風琴司琴、詩班指揮，

組織跨教會的「芝加哥中國基督徒合唱團」，並且到美國音樂學院、美國路德會協和大

學深造（Concordia University），並取得教會音樂碩士，主修合唱音樂註 1 。  

     

    1990 年 8 月隨夫舉家返臺，並在中華福音神學院教授聖詩學，楊美惠老師與張玉

如邀請汪美傳道於 11 月 18 日「臺北靈糧堂成人主日學『聖詩世界』音樂崇拜」中擔

任雅歌小詩班指揮，同時力邀汪美傳道加入臺北靈糧堂服事團隊。1991 年元月，汪美



 

 2 

傳道正式以半職就職於臺北靈糧堂崇拜部聖樂組，並成為雅歌詩班指揮。  

 

    汪美傳道在臺北靈糧堂服事依教會組織架構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聖樂組時

期、藝術部時期、佈道組時期，這三個時期正也代表詩班不同發展階段。 

 

1.聖樂組時期（1991-2000 年） 

 

    汪美牧師接任雅歌詩班時，雅歌詩班已

有相當的基礎， 1991 年復活節，汪美傳道

召集管絃樂團與詩班辦⼀場復活節⾳樂崇

拜，整場崇拜由雅歌詩班、雅歌小詩班、雅

音詩班、聯合詩班分別獻唱八首詩歌，會眾

唱三首詩歌，弦樂四重奏與銅管五重奏分別

擔綱序樂與殿樂。藉由詩班演唱曲目【復活

頌歌】、【耶路撒冷】、【謙卑】、【你若愛我】、

【我賜你平安】、【客⻄⾺尼的禱告】、【基督

釘⼗架】、【萬王之王】，將⼀篇復活節信息，

以詩歌音樂的表現方式傳遞出耶穌從預備受

死到復活這之間情緒轉折，再配合牧師講

道，讓會眾更能感受基督的愛（圖 3-6）。 
圖 3-6：1991 年臺北靈糧堂復活節音樂崇拜 

出處：1991 年 3 月 31 日【靈糧週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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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音樂崇拜以管絃樂、合唱編制，呈現出莊嚴、壯闊、歡慶的氛圍，獲得很

好的迴響。自此，教會每年最重要的復活節與聖誕節，在決定好曲目後，汪美傳道總

是竭力整合教會資源，如各級詩班、召集樂手成立樂團、甚至加入舞團等，為主獻上

最美的祭物。從 1991 年到 2000 年間，幾次令人迴盪在記憶難以忘懷的有：1993年

聖誕節 Vivaldi 之 Gloria、1994年復活節巴哈、韓德爾、貝多芬神劇選曲、1995年

復活節 John Peterson 之清唱劇【無比的愛】、1995年聖誕節 John Ruther 之

Magnificat、1997年復活節唐蒙恩（Don Moen）【神同在】、1998 年復活節歌舞劇

【萬王之王】、2000 年復活節黃安倫【生命的讚歌】清唱劇、2000 年聖誕節 John 

Peterson【救主已降生】清唱劇等演出。 

 

    除了策畫教會節期的大型演出，汪美傳道持續進修，每年暑假赴美參加合唱指揮

營、管絃樂指揮大師班、及教會音樂研討會等，接觸到許多好的詩歌作品，也因此雅

歌詩班常常可以練唱平日在臺灣鮮少聽到的詩歌。好的曲目加上不斷精進的合唱詩

班，並汪美傳道旅居美國時累積多次錄製錄音帶的經驗與技能，1994年雅歌詩班第⼀

張專輯 CD《向山舉目》，在喜愛詩班合唱的臺北靈糧堂部分會眾企盼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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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 9 月並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行「向山舉目」音樂會，為幫助音樂詩歌能呈現更

好的意境，第⼀次與舞團配搭演出，開啟詩班與多元藝術結合的⾸⾴。同年 10 月，應

臺北市政府邀請，演出「大安森林公園周末音樂會」，更是讓臺北靈糧堂詩班不再侷限

在教會裡，政府、機關團體、公司行號陸續邀約演出，讓詩班能藉由音樂的魅力，將

基督的愛化身在音符

中，傳播到⽣⻑的⼟

地、熱愛的百姓中。圖

3-7 是 1994年 10 月

「大安森林公園周末

音樂會」演出照片。 

  

     

圖 3-7：1994 年雅歌詩班「大安森林公園周末音樂會」演出照片 

(資料來源：汪美牧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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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雅歌詩班錄製第二片專輯ＣＤ《基督的花園》，汪美傳道將 CD寄到國家

音樂廳申請演出，通過審核後，1996 年 9⽉雅歌詩班第⼀次進入⾳樂廳演出。⼀樣是

走出教堂建築的演出，但音樂廳聆聽音樂的環境，對演出者是更大挑戰。完全靜謐的

空間，只容許樂音穿梭流動，對於詩班、樂團而言是迎向專業水準的挑戰，也因此每

次歷經音樂廳發表演出，就是讓詩班、樂團再提升的淬鍊。1999 年雅歌詩班與靈糧堂

室內樂團於「新舞臺」舉辦「歌中之歌」，演出當代華人傑出音樂家之聖樂作品。 

 

    截至 2000 年，雅歌詩班錄製的 CD專輯，除 1994年《向山舉目》、1996 年《基

督的花園》外，1997年應和散那事奉中心邀請，與天韻詩班共同錄製《神同在》CD，

1998 年錄製《請聽平安》專輯。這些 CD，除《神同在》是由以琳書房策劃、製作發

⾏外，其他專輯從錄製到後製，⼤都是汪美傳道⼀⼿包辦，再交由臺北靈糧堂事業處

發行銷售。 

 

    1996 年教會轉型小組教會，三個詩班同心尋求「詩班班員是否自成小組，或分散

⾄地區⼩組」，後來基於兩個原因，詩班成立了⼩組。第⼀，詩班弟兄姊妹彼此認同，

可算為教會中首創的「同質性小組」；第二，主以「大使命」勉勵，「你們要去，使萬

⺠作我的⾨徒……」，⽽「萬⺠」對詩班同⼯⽽⾔乃是「藝術⼈、⾳樂⼈」，詩班有⼩組，

不但彼此建立，更要得著藝術人註 2 。1997年在教會中素有「牧養達人」之稱梅媽媽

（梅許以瑾牧師），來協助汪美傳道牧養工作，為了解狀況就實際參加詩班練習，坐在

教室裡觀察，之後告訴汪美傳道她的想法，並協助建造團隊。因著梅媽媽有極深的藝

術領悟力，在觀察詩班練詩過程中，汪美傳道解析樂曲到引導班員唱出對音樂的感受，

梅媽媽大為激賞，經禱告後向教會進言，將聖樂組擴編成藝術部，隸屬於梅媽媽的事

工處註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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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藝術部時期（2001-2005 年） 

     

    藝術部在事⼯處⻑梅許以瑾牧師⿎勵下成立，由汪美傳道擔任藝術部總監，部⾨

有雅歌、雅音、詠聲三個詩班，另外還有管弦樂團、舞團及行政團隊，在此架構下，

詩班展開多元藝術的整合與演出。   

 

    這階段有兩部最令⼈難忘的經典作品，⼀部是聖誕節的「榮耀在今夜」，另⼀部是

復活節黃安倫《生命的讚歌》清唱劇。 

 

    2001 年聖誕節，藝術部首次呈現類似百老匯歌舞劇的表演形式 「榮耀在今夜」，

演唱當代作曲家 Camy Kirkland & Tom Fetke 之【In Adoration of the King of 

King】，傳統詩班搭配現代管弦樂團配樂，流暢舞蹈動作與肢體語言，影視多媒體穿梭

詮釋，是⼀個絕無冷場的新形態的聖誕頌歌。這場幕前幕後動員了將近兩百位，劇中

人物以歌舞音樂跨越古今對話，這樣形式的演出，為臺北靈糧堂會眾帶來驚奇，因為

在教會很難看到類似百老匯歌舞劇的表演註 4 。    

 

    相較於容易欣賞的「榮耀在今夜」，唐佑之牧師作詞，黃安倫弟兄作曲之《生命的

讚歌》清唱劇，則是⼀部相當有深度的當代作品。臺北靈糧堂藝術團隊共上演四次，

分別是 2000 年復活節、2001 年復活節、2004年 4月在「城市舞臺」及 2004年 9

月靈糧堂五十週年堂慶。  《生命的讚歌》清唱劇演出這麼多次的主因是，汪美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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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生命的讚歌》清唱劇有深度的音樂與信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接受﹑欣賞，並

受感動，所以將全劇三部(共六十分鐘)，規劃分成三年做。2000 年詩班演唱第三部【願

你們平安】，表達基督復活的意義；2001 年唱第二部【復活的清晨】，以歌劇方式表達

耶穌復活的早晨；2004年在城市舞臺演出全曲，以詩班歌者為主，加入服裝、戲劇及

多媒體元素；2004年 9 月靈糧堂五十週年在靈糧山莊，以歌劇形式演出全曲，並於第

⼀部【⼀粒麥⼦若是死了】及第三部【願你們平安】及尾聲部【在主裡的勞苦不是徒

然的】加入舞蹈部分，以戲劇角色分配來詮釋歌詞情節，以舞蹈、肢體動作來呼應戲

劇情緒，再輔以服裝、多媒體、燈光營造戲劇情境氛圍，各種多元藝術統整的呈現，

完成了汪美牧師將「清淡」的「清唱劇」裝扮起來成為歌劇的夢想註 5 。藝術部組織為

多元藝術架起合作的平臺，除上述兩部作品外，2005年聖誕節在臺大體育館舉辦「聖

誕聯合崇拜」中獻唱《彌賽亞》選曲，也結合管絃樂、舞蹈、戲劇、多媒體合作演出。 

     

    1999年起雅歌、雅⾳詩班因教會敬拜轉型後崇拜獻詩減少為⼀個⽉⼀次，因此更

能擴展不同的服事領域。短短五年間(2001-2005年)，參加八次音樂廳表演、錄製四

張專輯 CD、八場教會外演出。而最特別的經驗，是 2002年 7月雅歌詩班應華人知名

作曲家黃安倫邀請，參加北京第六屆國際合唱比賽。   

 

    雅歌詩班在比賽中唱了幾首曲子，有指定曲【牧歌】註 6 ，開幕式唱⼀⾸臺灣原住

⺠(瑟基克族太魯閣群人)莊春榮牧師作品【山海歡騰】，而讓雅歌詩班得到「中國作品

最佳演唱獎」則是演唱黃安倫的【詩篇 150】。為此合唱比賽，汪美傳道行前特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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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強⼒操練，曾引發⼀些反彈聲。⽽比賽過程中觀摩其他團隊的⽔準，卻刺激增

強了團員的團隊凝聚力，也更明瞭指揮要求嚴格操練之必要。團員張孝威感觸頗深：「像

這樣的視野拓展是很必要的，每隔兩、三年出去觀摩，的確可以刺激提升眼界與專業

素養註 7 。」 

 

    帶領藝術部嘗試多元藝術整合，牧養藝術部詩班、樂團、核心同工小組，2003年

汪美傳道正式按立為牧師。 

 

    藝術部時期，雅歌詩班平⽇在教會除⼀個⽉⼀次獻詩外，還負責帶領敬拜。1999

年⼭莊落成後，汪美牧師每個⽉⼀次在⼭莊主領敬拜，敬拜團就是雅歌詩班班員搭配

小型管弦樂團的編制。雖自 1991 年汪美牧師就職以來，每年復活節與聖誕節音樂崇拜

都有樂團搭配，但都是臨時性的樂團，直到 1999 年汪美牧師主領敬拜後，才有較固定

性的⼩管絃樂團成型。汪美牧師每次主領主崇敬拜前⼀天，下午雅歌詩班練習，晚上

跟樂團排練敬拜詩歌，樂團正式排練前，牧師會帶領樂團團員唱詩敬拜，之後再按照

當天樂器種類調配練習。曾有段時間樂團陳威仰老師想邀樂團其他成員每周固定練

習，可惜團員常因工作、演出等事，無法正常出席而作罷。因樂團練習時間不夠且部

分團員委身不足，原預期要精緻的品質因而打折扣。2007年汪美牧師結束帶領主日敬

拜工作，小型管弦樂團搭配敬拜團畫上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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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隨著組織架構調整，藝術部變成聖樂部，舞團與幕後團隊調往其他部門。

2008 年組織再度變更，雅歌、雅音詩班調整成以帶敬拜為主的詩班，隸屬敬拜中心。

自此整合多元藝術的詩班暫時熄燈。 

 

    汪美牧師帶領的臺北靈糧堂藝術部，為熱愛古典⾳樂的會友，創造⼀個可以將自

⼰所愛的⾳樂獻祭給神的機會，是專業、是藝術、是熱情也是擺上，在教會⼀片敬拜

讚美浪潮的通俗流⾏樂中，為少數的古典⾳樂⼈⼝保留⼀個擁有獨特感動，容易認識

神的媒介。 

 

    但汪美牧師願意在這轉折過程中選擇順服，謙卑⾯對藝術部的曇花⼀現，她以屬

靈導師梅媽媽勸她的⼀句話：「曾經擁有，何必永久」⾛過⼼情的低⾕，更以《聖經》

傳道書：「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勉勵與她⼀起打拼的詩班班員，以「季節」

替換來看待曾經走過的高峰。 

 

3.佈道組時期（2008-迄今） 

 

    2008 年雅歌、雅音詩班隸屬啟示性事奉處底下的敬拜中心，雅歌詩班正式交棒給

王健行傳道，汪美牧師接下不到 10 人的詠聲女聲詩班，同時徵招湧流男聲詩班與管弦

樂團，成立豐收佈道團，組織上同屬敬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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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89 年成立的詠聲詩班，是由平日白天可以參加追思禮拜、監獄佈道的婦女組

成的詩班。2008年汪美牧師接任詠聲詩班時，⼈數不超過⼗⼈，是⼀群⼼思單純熱⼼

愛主的好姊妹，且與汪美牧師年紀相仿，雖然⼀開始詩班合唱技巧不純熟，但是⼼靈

契合的甜蜜，讓汪美牧師很享受與詠聲詩班在⼀起服事。  

 

    而全新開始的湧流男聲詩班，初期人數也不到 10 人，而且技巧各方面都是零，因

此汪美牧師等於從頭教起。曾有詩班弟兄初來到湧流詩班時，笑說：「汪美牧師怎麼收

了⼀群破銅爛鐵」？這句話，讓汪美牧師突然感覺到這是上帝給她⼀個前所未有的體

驗「從零開始」。 

     

    2011 年因為湧流男聲成員大多是上班族，週間平日有服事請假不易，故湧流詩班

再招募女聲，成為混聲詩班。湧流詩班雖是從零開始，但汪美牧師專業的訓練課程，

與⼀場接著⼀場的佈道演出，促使這兩個詩班的成⻑是有⽬共睹。 

從 2009-2013年豐收佈道團的服事紀錄（附錄 3），可看到馬不停蹄的豐收佈道團其

主要的服事類別如下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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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服事團體服事團體服事團體服事團體 場次場次場次場次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追思禮拜 詠聲詩班 81 安息追思禮拜獻詩 

監獄佈道 詠聲詩班 11 
前往大臺北地區的戒治所、少年觀護所、看守所、女子監

獄等，以唱詩、演戲、做見證等活動進行佈道。 

靈糧分堂及友堂 
詠聲詩班 

湧流詩班 
29 

應全省各靈糧分堂或友堂邀請，於主日崇拜、復活節、母

親節、平安月、父親節、聖誕節等節期崇拜獻詩，或舉辦

音樂佈道會。 

本堂 

詠聲詩班 

湧流詩班 

管弦樂團 

42 本堂(包含福音中心)獻詩、佈道、音樂會。 

社區佈道 

詠聲詩班 

湧流詩班 

管弦樂團 

21 
到社區、公園等辦福音音樂會，或接受邀約參加報佳音等

活動。 

政府機關、公司團體 
詠聲詩班 

湧流詩班 
10 接受市府、機關邀請辦音樂會或參與表演 

地區佈道 
詠聲詩班 

湧流詩班 
3 地區 

接受遠程距離教會邀請，前往該地巡迴監獄、醫院、安養

院、技能訓練所、教會等場所，為期 3-5 天的音樂佈道。 

類別 服事團體 場次 說明 

追思禮拜 詠聲詩班 81 安息追思禮拜獻詩 

監獄佈道 詠聲詩班 11 
前往大臺北地區的戒治所、少年觀護所、看守所、女子監

獄等，以唱詩、演戲、做見證等活動進行佈道。 

靈糧分堂及友堂 
詠聲詩班 

湧流詩班 
29 

應全省各靈糧分堂或友堂邀請，於主日崇拜、復活節、母

親節、平安月、父親節、聖誕節等節期崇拜獻詩，或舉辦

音樂佈道會。 

本堂 

詠聲詩班 

湧流詩班 

管弦樂團 

42 本堂(包含福音中心)獻詩、佈道、音樂會。 

社區佈道 

詠聲詩班 

湧流詩班 

管弦樂團 

21 
到社區、公園等辦福音音樂會，或接受邀約參加報佳音等

活動。 

政府機關、公司團體 
詠聲詩班 

湧流詩班 
10 接受市府、機關邀請辦音樂會或參與表演 

地區佈道 詠聲詩班 

湧流詩班 
3 地區 

接受遠程距離教會邀請，前往該地巡迴監獄、醫院、安養

院、技能訓練所、教會等場所，為期 3-5 天的音樂佈道。 

  表 3-9：2009-2013 年臺北靈糧堂豐收佈道團服事類別與場次統計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汪美牧師提供 2009-2013 年豐收佈道團服事紀錄與臺北靈糧堂豐收聖樂佈道團網站資料
註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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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9 可看到短短五年，豐收佈道團服事次數高達 222場次以上註 9 ，其服事大

可分為幾種形式：（1）獻詩（2）辦佈道會（3）辦音樂會。 

 

    ⽬前靈糧堂各地分堂與福⾳中⼼⼤多沒有詩班，遇到復活節、⺟親節、⽗親節、

平安月註 10 、聖誕節等教會節期，或教會舉辦佈道會時，許多牧⻑都期待能有詩班獻詩，

此時豐收佈道團的詠聲詩班、湧流詩班就成為靈糧體系教會的首選。這幾個節期就屬

聖誕節最為忙碌，舉 2012年為例，12月詠聲詩班與湧流詩班共有 14場服事，其中

最滿檔的 12月 23日，早上詠聲詩班在三樹靈糧福音中心獻詩，同時段湧流詩班與樂

團在⽵北靈糧堂參與兩堂崇拜獻詩，晚上再⼀同趕場到宣教⼤樓參與聖誕晚崇拜獻詩。 

 

    對豐收聖樂佈道團而言，獻詩只是佈道的媒介，傳福音才是佈道團的目的，因此

有許多場佈道會是由佈道團⼀⼿包辦將近兩⼩時的聚會流程。最典型的例⼦就是在臺

北靈糧堂周末派的服事，除了獻詩外，還要帶會眾唱詩做動作，演戲、配合短講設計

道具、做見證等非詩歌的內容設計。同樣的聚會內容稍作改變，就可應用在不同場合

的佈道會，如監獄佈道、社區佈道等。 

 

    豐收聖樂佈道團辦音樂會的目的還是為了佈道！只是因應場地與聽眾不適宜有太

濃烈宗教色彩時，技巧性的命名節目名稱，適當的曲目安排是重要的。 



 

 13 

    從 2012年聖誕季起，汪美牧師積極地在大安森林公園音樂臺舉辦音樂佈道會，並

為音樂會命名，如「愛我們的家音樂會」、「春天捎來的消息音樂會」、「秋月頌平安」

等。從 2012歲末到 2014年九月共舉辦六場音樂會，每場音樂會都有將近 17、18 首

歌曲，有平易近人的歌曲，如李泰祥的【春天的故事】，但也有莫札特的【聖體頌】等

古老樂章，巧妙將基督的信仰藉著歌詞傳遞出來。 

 

    汪美牧師總是竭盡所能地站在教會任命她的職份上，被她帶領的詠聲、湧流詩班

與樂團，現在的人數已將近八、九十人，正用無比的熱情迎接臺灣各角落的福音需要，

因此他們佈道的蹤跡從北到南、從⻄到東，甚⾄到離島，這或許是神要汪美牧師「從

零開始」的緣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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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註 1. 本段汪美任職臺北靈糧堂前學經歷，參考自陳倩儀（2007）。〈帶著天使歌聲，傳揚主愛與祝福，

汪美牧師樂在音樂事奉中〉，《佳音廣播月刊》，2007 年 02 期網路電子版。上網日期 2008 年 8 月 8

日。網址：http://www.goodnews.org.tw/magazine.php?id=12125。 

 
註 2.  汪美(2006)。〈得地為業──藝術部之回顧及展望〉，《靈糧文薈網站》，原載於靈糧月刊 2006

年 5/6 月號 94 期。上網日期：2014 年 8 月 12 日。網址：

http://literary.llc.org.tw/search.php?mode=simple&keyword=%E6%B1%AA%E7%BE%8E&aid=1076 

 
註 3.  汪美（2014）。〈緬懷追念梅媽媽〉，《Stand By Me/梅媽媽/主的使女》紀念網站。上網日期：

2014 年 8 月 12 日。網址：http://www.standbyme.com.tw/blog.html。 

 
註 4. 考自「榮耀在今夜」入場卷之文字說明，及汪美牧師參加「古典音樂如何生存」座談會紀錄。《古

典音樂如何生存﹖》座談會紀錄，主持人：黃奕明，主講人：汪美。上網日期：2014 年 8 月 12 日。

網址：http://host.ccea.org.tw/~teamtc/health/life/survival.htm 

 
註 5. 參考自蕭瓊玉(2010)。《教會舞蹈之多重對話：以臺北靈糧堂 2004 節慶「生命的讚歌」為例》

碩士論文，頁 45-47。臺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汪美(2005)。〈從「清唱劇」談起〉，《靈糧文薈網站》，原載於靈糧月刊 2005 年 1/2 月號 86

期。上網日期：2014 年 8 月 12 日。網址：

http://literary.llc.org.tw/search.php?mode=simple&keyword=%E6%B1%AA%E7%BE%8E&aid=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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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
【牧歌】合唱曲是蒙古⺠歌，瞿希賢編曲的混聲四部合唱。 

 

註 7. 陳淑儀 (2005)。〈⼀個認真唱歌的⼈--張孝威選擇合⼀的聲⾳〉，《臺灣合唱音樂中心》網站。上

網日期：2014 年 8 月 12 日。網址：

http://www.tcmc.org.tw/index.php/cms/contentview/action/view/frmContentId/1526/。 

 

註 8. 本表資料事整理自汪美牧師提供 2009-2013 年豐收佈道團服事紀錄與臺北靈糧堂豐收聖樂佈道

團網站資料，但有多筆資料日期方面有誤差，但因網路上是重點紀錄，故本表統計場次以汪美牧師提

供資料為主。 

 

註 9. 222 場次數量統計是由汪美牧師提供。 

 

註 10. 安月即是農曆七月。臺灣素來將農曆七月稱為鬼月，近年來臺灣基督教界推動平安七月節佈道

行動，其目的有三：1.於俗稱「鬼月」、「開鬼門」之時，奉主名捆綁惡者，除去懼怕的轄制。2.宣告

上帝賜福每個日子，破除鬼月的恐懼﹐重建臺灣人的心靈。3.破除鬼月的迷惑﹐轉移七月為平安月。

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2011)。〈平安七月節佈道〉，《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網站。上網日期：2014

年 8 月 15 日。網址：http://www.ccea.org.tw/Content/Page.aspx?t=3&u=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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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0：：：：汪美牧師訪談紀錄汪美牧師訪談紀錄汪美牧師訪談紀錄汪美牧師訪談紀錄 

訪問人：邱倩璿 

受訪人：汪美牧師（臺北靈糧堂第一位全職音樂牧師/成立豐收佈道團並擔任指

揮/曾任雅歌詩班指揮/曾任藝術部、聖樂部部長）。 

時 間：2014 年 8 月 5 日下午 2 點 

地 點：臺北靈糧堂和平宣教大樓 

訪談記錄：由於訪談問題有許多汪美牧師已有書面檔案，故本段訪談記錄將綜

合訪談與書面資料整理而成。 

 

ㄧㄧㄧㄧ、、、、聖樂組詩班與樂團聖樂組詩班與樂團聖樂組詩班與樂團聖樂組詩班與樂團 

1. 1991年您加入臺北靈糧堂服事工作前學經歷為何年您加入臺北靈糧堂服事工作前學經歷為何年您加入臺北靈糧堂服事工作前學經歷為何年您加入臺北靈糧堂服事工作前學經歷為何？？？？ 

臺大畢業，拿到全額獎學金，前往美國攻讀生物碩士學位，後又到芝加哥學習「細胞檢驗」技

術，擔任醫技醫檢師。在美國國家音樂學院及協和大學學習音樂，獲教會音樂碩士，主修合唱指揮。

在美國的服事經歷有擔任美國芝加哥海德園改革宗長老會(Hyde Park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管風

琴師、詩班指揮，以及芝加哥中國基督徒合唱團指揮。1990 年回臺後在華神任教，教授聖詩學。 

2.雅歌詩班自雅歌詩班自雅歌詩班自雅歌詩班自 1996年起有數次在音樂廳演出年起有數次在音樂廳演出年起有數次在音樂廳演出年起有數次在音樂廳演出，，，，請問那時詩班班員入選資格請問那時詩班班員入選資格請問那時詩班班員入選資格請問那時詩班班員入選資格、、、、詩班編制詩班編制詩班編制詩班編制、、、、練習時間練習時間練習時間練習時間、、、、詩詩詩詩

班組織分工等情形班組織分工等情形班組織分工等情形班組織分工等情形，，，，以及如何獲得演出機會以及如何獲得演出機會以及如何獲得演出機會以及如何獲得演出機會，，，，是邀約是邀約是邀約是邀約？？？？還是由教會主辦還是由教會主辦還是由教會主辦還是由教會主辦？？？？ 

詩班班員經過試音，辨其音域、音準，再測試譜、試唱判斷其看譜能力、節奏能力，有一套試

音法叫做 Pitch Retention Test，施測者彈一句，被測者跟唱一句，這套測驗最難的就是唱全音音階。

如果測驗情況試譜不優，但其音樂性是好的，還是會錄取。雅歌詩班指揮及牧養都是我。詩班設有

班長、副班長、四位聲部長等核心同工，其他還有譜務、袍務、司庫等同工。練習時間在每周六下

午，大約三小時，每一次練習約有 3-4 首詩歌，每首詩歌幾乎都練習一個月時間後才獻詩。因著持續

性的練習，密集的獻詩頻率與指揮的調教，一段時日後，累積了一些不論是演唱者或聆聽者都喜愛

的曲目，因此 1994 年出版第一張雅歌詩班專輯《向山舉目》，1996 年 8 月出版第二張專輯《基督的

花園》。1996 年 9 月第一次在國家音樂廳舉辦「基督的花園」音樂會，演出機會是自己寄錄音 CD去

國家音樂廳申請來的，幾次在音樂廳演出都是自己申請或受邀，都不是教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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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樂團的過程是如何形成成立樂團的過程是如何形成成立樂團的過程是如何形成成立樂團的過程是如何形成？？？？在籌組樂團時是否遇到很難解決的困難在籌組樂團時是否遇到很難解決的困難在籌組樂團時是否遇到很難解決的困難在籌組樂團時是否遇到很難解決的困難？？？？樂團是否有作曲編譜人可協樂團是否有作曲編譜人可協樂團是否有作曲編譜人可協樂團是否有作曲編譜人可協

助助助助？？？？ 

嚴格說來這個教會樂團沒有真正成功。演出時的樂團都是臨時性的組合，從我上任時，每逢復

活節、聖誕節就會提出邀請，樂團大都是配合詩班，很少有單獨樂團曲目，有的話頂多一首序樂或

收奉獻時演奏。有一段滿長時間，從 1999 年山莊落成起，我每個月在靈糧山莊一次帶領敬拜，每次

大概會有十多位樂手（弦樂、木管、銅管、打擊、鍵盤）配搭，於帶敬拜前一天晚上聚集練習，練

習前會先唱明天崇拜詩歌後再練習。本來有一位陳威仰弟兄想推動每周練習，但是樂手委身不夠沒

有成功。後來我沒帶敬拜，主崇就沒有管弦樂配搭的敬拜團了，只剩有些敬拜團有小喇叭、小提琴

等樂器配搭。樂團很難做，因為沒有專門幫忙編曲的人，許多管弦樂譜都是從美國買的，如 Hymnal

有許多華人教會熟悉的傳統詩歌， World則出版許多敬拜讚美的管絃編曲，這些教會都有支持買譜，

只是樂團部分團員常常沒辦法穩定出席，所以有時無法很完整的合奏。遇到沒有編曲的譜則汪美牧

師自己編，學習巴哈精神為主擺上，臨陣磨槍，從經驗中累積能力，此外更努力地多次請教前省交

樂團指揮陳澄雄，花很多時間做編曲。雖然自 2008 年組織改變，汪美牧師幾乎從零開始訓練詠聲、

湧流詩班，但豐收佈道團最近幾年聖誕節仍然招募樂團，感謝神，這幾年都可以湊到 full orchestra

的規模。近年來，由於過去在美國的經驗，善於運用 organ, brass,chorus 的編制，如此有一個好處，

音響方面比較沒有弦樂、木管樂器需收音、擴音的問題。很感謝臺北靈糧堂的音控同工們，遇到樂

團演出與平日敬拜團是很大的差異，但是音控同工們不以為苦，把這項任務視為挑戰，全力配合樂

團，是很棒的團隊。 

4.詩班錄製錄製詩班錄製錄製詩班錄製錄製詩班錄製錄製 CD是如何發想是如何發想是如何發想是如何發想？？？？錄製的分工錄製的分工錄製的分工錄製的分工：：：：錄音工程錄音工程錄音工程錄音工程、、、、後製後製後製後製、、、、發行情形發行情形發行情形發行情形？？？？ 

神在美國已預備我有錄製 tape 的經驗。有段時間，我參加一個召集芝加哥各教會中熱愛唱歌的

華人，成立「芝加哥中國基督徒合唱團」，我們在那裏錄製了許多卡帶，尤其在錄製 10 週年的卡帶

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音樂製作牧師來幫忙，我跟他學到很多混音後製的技巧。從 1991 年開始帶雅

歌詩班，我將許多我在美國喜愛的詩歌翻譯給雅歌詩班唱，一段時間後，累積不少首不論對詩班班

員或是會友都得益處的詩歌，因著在美國有錄音的經驗，開始錄製第一張專輯《向山舉目》。接下來

每次製作 CD，從錄音到後製我都親自參與，面對監聽喇叭聽，我總覺得哪邊還不夠好，還可以怎麼

改進，不過多年後再聽到這些 CD，發現其實品質還相當不錯。我們製作 CD 成本很低，在錄音方面，



 

 18 

由於我個人喜愛現場收音的效果，所以我們借用過懷恩堂，也曾用天韻的錄音室、樓恩奇弟兄的個

人工作室錄音，幾次經驗累積下來，發現靈糧山莊殘響與吸音的音場比例非常好。當錄音與後製混

音都完成後，再交給事業處包裝、行銷。或許對於事業處而言，我們雅歌詩班的 CD實在是低成本，

所以就沒有特別行銷廣告，甚至幾年後，有的書房也沒有鋪貨販賣。所以這或許是音樂人的缺點，

只在意怎麼做好 CD，但卻不懂如何包裝行銷。 

5.詩班獻詩曲目與崇拜講臺關係詩班獻詩曲目與崇拜講臺關係詩班獻詩曲目與崇拜講臺關係詩班獻詩曲目與崇拜講臺關係。。。。 

想拼命配合，但是很難。因為練一首合唱詩歌至少需要一個月，但很少有講員可以提早一個多

月前就給講章，所以只能說盡量。尤其初到臺北靈糧堂時，有三堂聚會，第一堂是小詩班，第二、

三堂都是大詩班獻詩，很難為每次的講章都配合獻詩曲目，後來想即使獻詩詩歌與講道信息不同，

讓會友一次聚會中有機會從兩個角度來思想神，也還可以，如此想之後，就釋放了獻詩的詩歌信息

一定要與講道信息一致的規則。 

6.雅歌團契結束後雅歌團契結束後雅歌團契結束後雅歌團契結束後，，，，您接任雅歌詩班您接任雅歌詩班您接任雅歌詩班您接任雅歌詩班，，，，那時詩班團員是分散在各團契或有集中在什麼團契聚會那時詩班團員是分散在各團契或有集中在什麼團契聚會那時詩班團員是分散在各團契或有集中在什麼團契聚會那時詩班團員是分散在各團契或有集中在什麼團契聚會?教會推教會推教會推教會推

小組教會後小組教會後小組教會後小組教會後，，，，詩班班員參加小組狀況詩班班員參加小組狀況詩班班員參加小組狀況詩班班員參加小組狀況？？？？ 

我接雅歌詩班時，沒有聽說詩班班員有參加其他團契的情形，倒是曾有討論詩班是否要增加專

題時間。教會推小組後，聖樂組也曾討論過是不是要讓詩班自己成立小組，後來的結論是，聖樂組

這邊有成立小組，沒有小組的才來，有小組的繼續留，只是一定要得到小組長的支持，且若詩班活

動與小組時間有衝突時，必須以詩班為優先。 

7.何時開始藝術牧區何時開始藝術牧區何時開始藝術牧區何時開始藝術牧區?其牧養是如何進行其牧養是如何進行其牧養是如何進行其牧養是如何進行？？？？(此段部分參考汪美牧師寫於紀念梅媽媽部落格文章) 

藝術牧區是藝術部底下的牧養工作，而藝術部之所以會開始是因為梅媽媽。當時梅媽媽曾經進

入詩班旁聽，指導我建造團隊，又欣賞我帶領詩班班員從引導到表達音樂有獨到之處，經過禱告而

向教會進言，就在梅媽事工處之下成立了藝術部。又因梅媽鼓勵我們自己來牧養「藝術人」，我們就

成立小組，有了藝術牧區。當時梅媽先幫助我揀選並建造第一層全職及帶職核心同工，以 G12 的模

式帶領我們藝術部八位同工。接著再帶著第一層核心同工及第二層班長聲部長去嶺頭退修會，一起

尋求藝術部的異象方向。透過梅媽媽牧養達人的建立下，藝術區才能做出聖誕節【榮耀在今夜】復

活節【生命的讚歌】等多元藝術整合的歌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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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雅歌雅歌雅歌雅歌、、、、雅音雅音雅音雅音、、、、詠聲詩班歷任指揮詠聲詩班歷任指揮詠聲詩班歷任指揮詠聲詩班歷任指揮？？？？ 

雅歌：楊美惠→汪美→王健行 

雅音：張玉如→陳淑芬→孫愛莉→郭貞蘭 

詠聲：孫愛莉→汪美→陳麗娟→汪美 

其他屬國中的愛鄰詩班約在 1992、3 年開始，由鐘美瑜老師指揮，當時愛鄰詩班也做得很好，

可惜維持一、兩年後，因學生牧區成立後就沒有了。 

 

二二二二、《、《、《、《新靈糧詩選新靈糧詩選新靈糧詩選新靈糧詩選》》》》 

1. 1997年出版年出版年出版年出版《《《《新靈糧詩選新靈糧詩選新靈糧詩選新靈糧詩選》》》》是如何選曲是如何選曲是如何選曲是如何選曲？？？？選曲的標準與期待為選曲的標準與期待為選曲的標準與期待為選曲的標準與期待為何何何何？？？？有多少人力投注在這本詩集出版有多少人力投注在這本詩集出版有多少人力投注在這本詩集出版有多少人力投注在這本詩集出版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並其工作流程與配搭情形並其工作流程與配搭情形並其工作流程與配搭情形並其工作流程與配搭情形。。。。 

陶玉瑩是主編，我只是其中編輯委員，由陶玉瑩負責做，每隔一段時間編輯委員開會討論，大

部分選歌以小組詩集、靈糧詩選為主，編輯出大概後再依類別檢視，有缺歌再補歌。 

2.詩歌教唱詩歌教唱詩歌教唱詩歌教唱 CD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由什麼單位錄製由什麼單位錄製由什麼單位錄製由什麼單位錄製？？？？ 

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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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藝術部藝術部藝術部藝術部 

1.在您擔任在您擔任在您擔任在您擔任「「「「藝術部藝術部藝術部藝術部」」」」時期時期時期時期，，，，藝術部組織分工與工作異象為何藝術部組織分工與工作異象為何藝術部組織分工與工作異象為何藝術部組織分工與工作異象為何？？？？(書面資料) 

組織圖： 

 

 

 

 

 

 

 

 

 

 

異象為：建立讚美的大軍，獻上卓越的音樂，領受恩膏、釋放能力、榮神益人 

 

2. 2002年年年年 7月雅歌詩班應邀月雅歌詩班應邀月雅歌詩班應邀月雅歌詩班應邀參加北京國際合唱比賽參加北京國際合唱比賽參加北京國際合唱比賽參加北京國際合唱比賽，，，，當時參加總人數與詩班編制情行為何當時參加總人數與詩班編制情行為何當時參加總人數與詩班編制情行為何當時參加總人數與詩班編制情行為何？？？？印象中在印象中在印象中在印象中在

崇拜聚會時聽您見證都是團員請假崇拜聚會時聽您見證都是團員請假崇拜聚會時聽您見證都是團員請假崇拜聚會時聽您見證都是團員請假，，，，自掏腰包去參加自掏腰包去參加自掏腰包去參加自掏腰包去參加，，，，請問參加過程中請問參加過程中請問參加過程中請問參加過程中，，，，教會有給予什麼協助嗎教會有給予什麼協助嗎教會有給予什麼協助嗎教會有給予什麼協助嗎？？？？ 

雅歌詩班在我剛接時有二十多位，到北京比賽時已經有四、五十位班員。 

當時比賽的訊息是黃安倫提供的，我們練了幾首曲子，指定曲是【牧歌】，開幕式時唱一首原住民

牧師莊春榮寫的【山海歡騰】，其中我們唱黃安倫的【詩篇 150】得到「中國作品最佳演唱獎」。 

3. 2006年組織調整年組織調整年組織調整年組織調整，，，，從從從從「「「「藝術部藝術部藝術部藝術部」」」」到到到到「「「「聖樂部聖樂部聖樂部聖樂部」，」，」，」，從組織看是幕後團隊與舞蹈部分分屬不同部門從組織看是幕後團隊與舞蹈部分分屬不同部門從組織看是幕後團隊與舞蹈部分分屬不同部門從組織看是幕後團隊與舞蹈部分分屬不同部門，，，，實質實質實質實質

對服事上或節慶演出有對服事上或節慶演出有對服事上或節慶演出有對服事上或節慶演出有什麼影響什麼影響什麼影響什麼影響？？？？ 

從那之後就沒有合作，所以沒有各種藝術綜合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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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佈道組佈道組佈道組佈道組 

1. 2008年年年年「「「「聖樂部聖樂部聖樂部聖樂部」」」」改成改成改成改成「「「「敬拜中心敬拜中心敬拜中心敬拜中心」，」，」，」，您改成帶豐收佈道團您改成帶豐收佈道團您改成帶豐收佈道團您改成帶豐收佈道團，，，，其轉變的過程讓學古典音樂的我感覺惋其轉變的過程讓學古典音樂的我感覺惋其轉變的過程讓學古典音樂的我感覺惋其轉變的過程讓學古典音樂的我感覺惋

惜與失落惜與失落惜與失落惜與失落，，，，可是幾年下來可是幾年下來可是幾年下來可是幾年下來，，，，看到牧師您仍堅立在您的服事工作上看到牧師您仍堅立在您的服事工作上看到牧師您仍堅立在您的服事工作上看到牧師您仍堅立在您的服事工作上，，，，請教您是如何面對與調整請教您是如何面對與調整請教您是如何面對與調整請教您是如何面對與調整？？？？ 

這當中真的經歷過很多心情低谷，我一直跟神對話，神也藉著這過程破碎，但也同時建造我。

在這過程中神透過幾個方面來跟我對話： 

(1)去泰國希望教會，看到希望教會很興旺，但是教會並沒有詩班，帶給我很深的感觸，好像神再跟

我對話：look! 教會沒有音樂也是可以的。所以回來後我想：我就算沒有詩班也不想到別的教會，

我想要在有福音動力的教會。 

(2)教會同工一起到香港參加禱告聖會，很多時候進入單獨與主交通時訴苦時，主總是溫柔的說：孩

子！我知道！It’s ok！I know！ 

(3)梅媽媽的安慰與鼓勵，一句「建造何等艱辛，拆毀何其容易啊！」深刻理解我的失落，另一句話

「曾經擁有，何必永久」因而受傷的心釋懷了。 

(4)神用傳道書：「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thing. 來啟示我，我也以

這句話來告訴愛我的同工們。 

(5) 神給我重零開始的美好歷練：剛開始詠聲詩班剩不到 10 人，全新開始的湧流男聲詩班也不到 10

人，而且技巧各方面都是零，因此我等於是有一個前所未有的體驗「從零開始」。 

到現在詠聲有 30 人，我很享受與她們在一起，因為年紀相仿，而且都是愛主且委身的好姊妹。

本來因佈道團需要有混聲合唱，所以成立湧流詩班來跟詠聲搭，不過不一樣練習時間，加上週間的

追思與佈道活動，弟兄們請假困難，所以湧流再召女聲，成為混聲。目前我們佈道團有裝備時間，

如上初信造就、長大成熟；詠聲詩班上聖詩學，詩篇禱唱等。 

2. 從從從從 2008年至今年至今年至今年至今 2014年年年年，，，，豐收佈豐收佈豐收佈豐收佈道團的服事工作有哪些道團的服事工作有哪些道團的服事工作有哪些道團的服事工作有哪些？？？？佈道團編制佈道團編制佈道團編制佈道團編制、、、、練習情形練習情形練習情形練習情形、、、、服事異象為何服事異象為何服事異象為何服事異象為何？？？？ 

目前詠聲與湧流詩班各有 30 人，樂團部分有一位領時薪的同工，幫我處理，聯絡、印譜等行政

工作，是我很得力的助手。詠聲詩班除了追思禮拜還做監獄佈道等事工，為了做監獄佈道，我們還

會搭配戲劇等來做。另外鑒於只唱追思禮拜，詩班會在音樂方面成長較少，所以目前會安排其他活

動，如大安森林公園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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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豐收佈道團之除豐收佈道團之除豐收佈道團之除豐收佈道團之外外外外，，，，我我我我知知知知道您還帶道您還帶道您還帶道您還帶佳佳佳佳音音音音電電電電臺臺臺臺兒童兒童兒童兒童合唱團合唱團合唱團合唱團，，，，崇拜中還聽到區牧師說您帶崇拜中還聽到區牧師說您帶崇拜中還聽到區牧師說您帶崇拜中還聽到區牧師說您帶「「「「安康社安康社安康社安康社區區區區」」」」孩孩孩孩

童童童童練合唱練合唱練合唱練合唱，，，，請教請教請教請教汪美汪美汪美汪美牧師您牧師您牧師您牧師您現現現現在的服事工作還有哪些在的服事工作還有哪些在的服事工作還有哪些在的服事工作還有哪些？？？？對這些服事的看對這些服事的看對這些服事的看對這些服事的看法法法法？？？？ 

我是有負擔帶領安康社區孩童練合唱，可惜這群孩子現實生活中有許多困難與攪擾，很難固定

時間來練習，所以很難靠我單方面的教導帶唱就可以做起來，所以目前沒做了。 

4.帶詩班與帶佈道團選曲帶詩班與帶佈道團選曲帶詩班與帶佈道團選曲帶詩班與帶佈道團選曲方方方方面有何不同面有何不同面有何不同面有何不同？？？？其其其其理念理念理念理念為何為何為何為何？？？？ 

去監獄佈道時，需設計能吸引觀眾的活動，例如演戲，用氣球造型來佈道、獻唱歌曲外，還要

帶他們唱一些他們熟悉的曲目，如【掌聲響起】或一些臺語歌，如此比較容易獲得共鳴。記得有一

次去少年觀護所，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有一樂句是「輕輕的一個吻（一個吻一個吻）」，由合唱編

曲技巧唱出迴音的效果，結果引起臺下觀眾跟著唱（一個吻一個吻），也因此拉近了距離。所以做佈

道時，要考慮場合與對象，選唱適合的曲子，並安排多元的活動，才能做出果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