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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凱玲 

一．教會環境布置在禮儀中的角色 

  教會的環境布置與禮儀息息相關，它是一種藝術，也是禮儀的一部分。這些布置不但為崇拜提供了

適切的「禮儀環境」(liturgical environment)，同時顯示了神是最偉大的藝術家。教會的環境布置可分為

「固定」的設計（教堂建築、彩色玻璃、浸池等）和「暫時」的裝飾（橫幅、花藝等），以配合不同的

節期和禮儀。這些布置不單美化了敬拜的環境，也提供敬拜的指引和靈感，鼓勵會眾全人參與(active 
participation)；同時營造了一種呼籲和提升人與至聖者溝通的氣氛，讓人完全被神吸引(God-
attractiveness)，以至高度意識到神(God-consciousness)的本質與作為1。 
 
  為達致以上目標，布置禮儀環境常使用不少與信徒生活和信仰息息相關的象徵符號，如十架、餅、

杯、水、光、油和植物。這些符號不單為不懂文字的人提供了明白神話語的途徑，也承載著豐富的屬靈

意義，引領會眾與肉眼不能見的神溝通。它一方面表彰神的榮美，另一方面成為我們信仰的語言

(language of faith)。它超越文字，藉不同感官幫助我們產生對屬靈事物的認知(recognition)和經驗(ritual 
moments)，並刺激我們的思維和聯想，其含糊性也給予很大的思想空間。最奇妙之處，是它能將真理向

不願意主動尋求神的人隱藏，而向那些願意更深認識神的人顯明2。不過，教會的環境設計若與禮儀分

其象徵性便失去意義，反淪為一連串無屬靈效果的物體和影像而已。 
割，

 
  現今教會對環境布置的看法，多偏重實用而輕禮儀；除音樂外，便只有插花屬較純藝術和禮儀的性

質，會按節期（至少是聖誕節、復活節和新年）花上特別的心思。所以筆者嘗試從插花的歷史與神學，

找出不同節期的花藝設計原則和方向，讓我們藉視覺藝術的敬拜和啟示，多一個較踏實的起步點。 

二．教會插花的歷史與神學 

（一）聖經中的花卉和其他植物 

  聖經記載了不少花卉和植物。這些植物大都有象徵意義，插花員必須有所認識，以配合教會的各個

節期。 
 
花卉：聖經只提過三種花卉的名字。 
(1) 百合花3一般識別為白色百合花，象徵美和芬芳。它的希伯來文名字由SHESH演變而來，意思是

「六」，因它有六片花瓣和長雄蕊。 
(2) 谷中的百合花4其實不是百合花，因百合花不是在谷中生長的。它應是指水仙花或屬水仙科的一種

鬱金香，在谷中長得茂盛，象徵天堂的榮耀和神聖的愛。另外，谷中百合花也可能是指鈴蘭，是

年中最先盛放的花朵，預告著春天的來臨，也象徵將臨的基督。 
(3) 沙崙的玫瑰花5也不是玫瑰，因在聖經時代的以色列找不到它。它的希伯來文名字是指一種橙黃色

的番紅花，所以有學者認為它是鬱金香，象徵神聖的愛。另外，有不少認為它是一 種石蒜科全能

花屬，有白色球根，十分芳香，象徵荒蕪之地必開花茂盛（賽三十五 1-2）6。 
 
其他常見的植物： 
(1) 無花果樹7 象徵以色列國，開花結果表示安定和富裕；樹葉枯乾或掉落表示懲罰或災難（賽三十四

4）。 
(2) 葡萄樹在舊約中象徵以色列為神工作的成果（賽五 2；結十九 10-14）；在新約中，主是葡萄樹，

信徒是枝子，則象徵信徒與主結連，不結果子的枝子，就是缺乏長進的生命；而葡萄汁則象徵基

督的寶血和救贖。 



(3) 橄欖樹8 象徵和平與希望；又因橄欖油用作膏立聖職人員，所以橄欖樹也象徵先知的事工、受膏者

或聖靈（亞四 11-14）；此外也表示神賜福給敬畏祂的人（詩一二七 3-4）。 
(4) 蘆葦象徵信徒謙恭地按真理而活（伯八 11），或象徵脆弱的人生，指向救贖（太十二 20）；棕梠

樹象徵基督勝過罪與死亡（約十二 12-13）；香柏樹則象徵堅定不變和彌賽亞的國度（結十七 22）

樹、

物，

9。 

（二）相關經文及神學 

  聖經沒有關於教會插花的記載，只在雅歌六章 2 節提過採摘花卉。的確，聖經對花卉的描寫，都以

香味和美態為重點（歌二 2；路十二 27），較少記述用作裝飾聖殿或敬拜奉獻等。不過，以賽亞書六十

章 13 節卻清楚說明，植物也用於修飾神的聖所，使神的殿得著榮耀：「利巴嫩的榮耀，就是松樹、杉

黃楊樹，都必一同歸你，為要修飾我聖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腳踏之處得榮耀。」 
 
  此外，果子、枝子等也是以色列人節期的象徵物和祭品。利未記二十三章 40 節記載以色列人在住棚

節時，要拿美麗的果子和茂密的樹枝，來慶祝豐收和記念在曠野飄流的景況。由此可見，聖經時代的人

已用果子和植物作節期的象徵，以突出節期的色彩和意義，增添崇拜的氣氛。箴言三章 9 至 10 節提及信

徒當以一切初熟的土產獻給神，為神所賜的豐富獻上感謝。雖然這裡指的土產並非經修剪和裝飾的植

但歷代教會也有奉獻鮮花的傳統，代表人將工作的成果奉獻給神。另外，鮮花的生命也象徵信徒獻上的

活祭。信徒可在堂慶、年終感恩、結婚周年、升學升職、嬰孩誕生等日子獻花給神，以感謝神對人手所

作的工的承認和保守。 
 
  羅馬書一章 20 節提到神所造之物都能顯出神的能力和屬性：「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因此，花藝的美感和色香

味形態，都能叫人藉不同的感官曉得神的存在。所以，主耶穌也常用自然之物（種子、水、光等）作比

喻的題材，宣講天國的奧祕。藝術將神學接通人的生活，插花藝術自然也能藉著結合聖言和信仰經驗，

有效地反映神的屬性，成為信仰和生活的接觸點。 

（三）教會插花藝術的歷史 

  插花這門藝術其實已發展了多個世紀，早期多用於民間傳統慶典和異教風俗。至於教會何時開始在

崇拜中擺設鮮花，則有兩個說法： 
 
(1) 源於墓前獻花的習俗，因為在主後四世紀開始，教會多建於殉道者的墓旁，故此常被鮮花包圍，後

來逐漸演變成在崇拜中擺設鮮花10。 
 
(2) 中世紀的教會是宗教、政治和生活的中心，所以教會節期成為生活大事。那時候，每逢大節期，信

徒便用鮮花製成花環，裝飾十字架，進殿時亦會沿途撒播花朵。 

三．節期花卉裝飾概念 

（一）常用花卉和其他植物 

  古今中外，不少民族都會用植物來表達感情和願望，稱為「花語」(language of flowers)。基督教也

按照聖經對某些植物的記載，構成一系列象徵符號。例如：花木果實都是地裡的出產，代表了生命的循

環─在不同季節中生長、死亡和「復活」；花卉由種子所出，是重生和結果的應許；果子裡的種子象徵新

一代和豐收（如聖靈果子），所以一籃桃、梨等果實可象徵美好的工作11。此外，三葉植物象徵三位一

體神12；長青樹(evergreen)象徵基督的永生和快樂13。以下是一些教會常用植物的象徵意義14： 



花卉：玫瑰（紅玫瑰象徵受難；白玫瑰象徵純潔） 
   康乃馨（純潔的愛、幸福的婚姻） 
   馬蹄蘭（純潔、潔白和無罪） 
   菊花（恆久不變、堅定不移、可靠、尊貴） 
   果實： 蘋果（罪） 
   橙（純潔和慷慨） 
   桃（善德和成果） 
草木：松樹（持久忍耐和常青） 
   荊棘（荊棘冠冕象徵基督受難） 
   常青藤（永恆的生命） 

（二）節期顏色的搭配 

  不同顏色的使用，旨在有效地表達節期的信息和特色；同時表示基督徒生命進程的意識15。顏色的

運用可以有不同的標題和方向，以下介紹兩個教會插花必須參考的原則，以增強插花員對事奉的信心。 
 
節期顏色：顏色常用作象徵教會不同的生命階段16。五種教會正統的顏色（canonical colors）為紅17、白

紫、綠和黑（可以其他顏色作搭配，但不能喧賓奪主）

、

池、

18。各節期用色均有規定，但不同地區或宗派亦

有差異。有關指引可參考本文的第四部分。 
 
顏色的和諧：插花藝術既是一種視覺藝術，顏色的搭配便十分重要。不過，教會插花與一般商業或家庭

插花的目標不同，後者為表達贈花人或收花者的情感，前者則用作敬拜神。因此，在教會插花，必須注

重顏色的象徵意義與和諧，因顏色有「說話」的能力，且能設定崇拜的氣氛。插花員除要留意花藝與教

會整體布置是否和諧外，亦應留意顏色所表達的信息是否一致，以免傳遞的信息太過雜亂和互相矛盾。 

（三）節期象徵物和花藝形狀 

  插花員可考慮以花卉造成或加上不同的節期符號或象徵物，以突顯節期的色彩和意義。例如在受苦

節的花飾加上十字架，或在聖餐日的花卉旁放置一個銀杯子（聖餐杯）。不過，象徵物不宜過於突出，

以免信息過分露骨，令作品失去美感。我們可考慮利用程序表或布告板，來解釋節期信息的重點和符號

的意思，引導會眾正確地理解有關布置。當然，最有效的解說還是配合禮儀。一致而有進程的信息，若

能配合適切的禮文和詩歌，再加上合宜的布置，會眾順著聖靈的導引，必能發現箇中啟示。 
 
  插花是一種立體藝術，其線條、形式、顏色、質地、對稱、比例和規模，都能表達不同的禮儀色彩

和效果。不同的插花形態也有不同的意思，例如：新月形代表馬利亞；橢圓形代表完美、完全和永恆。

除將花材直接插於容器外，插花員也可用花卉造成垂花或花柱來裝飾教會內外（如講台、讀經台、浸

聖餐桌、入口等），藉以表達不同的節期色彩。若教會有懸掛十架，在不同節期可套上不同的花環，突

出以基督為中心的節期意義。 

四．節期插花設計的原則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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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臨期（4 主日） 

信息：紀念主的降生和救贖（悔改認罪）；以及祂要再來，以君王的地位審判列國。 
顏色：傳統以紫色代表尊貴和悔罪，近來有人提倡改用藍色，象徵期待的心。 
象徵物：四蠟燭─棄黑暗向光明，迎接救主降生，也代表將臨期的四個主日。另有鴿子、蠟燭、

杖、十字架、王冠、牧杖、馬槽。 



布置特色：傳統不放鮮花；若希望擺放鮮花，亦須有節制，以免過早展現聖誕的喜慶色彩20。可

掛一小長形紫色布條在講台前面。 
花卉布置：將臨環(advent ring/wreath)──象徵基督真光來臨。用長青樹（如松枝、香柏）葉子

做成環形，再放上四支蠟燭。四支蠟燭代表將臨期的四星期；圓圈代表永遠，象徵永不止息的

沒有開始、沒有結束和永遠的盼望。 
愛，

子，

聖誕樹：代表耶西的枝條，象徵基督的永生和快樂。在樹頂放一顆「大衛之星」，導引我們迎向

基督。教會的聖誕樹不宜懸掛燈飾和太多飾物，否則會像商場裡的聖誕樹。裝飾可用白花蕾（象

徵純潔）、紅山果（象徵犧牲）或有刺的葉子（象徵荊棘冠冕）和有關聖經的聖誕裝飾，或由團

契設計一些象徵圖案21。另外，用長青樹比沒有生命的膠樹更佳。 
聖誕花：象徵應許來臨的彌賽亞，可擺放在聖台上。 

（二）聖誕期（2 主日） 

信息：慶祝救主耶穌基督的降生、分享及給予。 
顏色：白色代表慶祝救主降生與再來、聖潔與無罪；金色象徵彌賽亞和君王。 
象徵物：馬槽（代表降生、貧窮、樸素）、天使、牧羊人、引導星。 
布置特色：可搭建聖景，在不同主日換上合宜的景物。 
花卉布置：聖誕玫瑰�白色玫瑰。 
花冠──用紅山果、白色乾花或絲花(everlasting flower)等裝飾金屬冠冕，象徵犧牲、聖潔及和平

的君王；也可用於講台或讀經台、聖餐桌和十字架上22。若用乾花，可重複使用。 

（三）顯現期／常年期前段（9 主日） 

信息：基督身分和能力的顯現─受洗、成長和受聖靈，開始傳道。信徒要奮發傳揚福音，使基督

的光普照世界。 
顏色：白色象徵主如真光照臨；綠色代表希望、成長和生命。 
象徵物：顯現的星（民二十四 17）、東方博士、黃金（獻給君王）、乳香（獻給祭司）、沒藥

（獻給垂死者）。 
花卉布置：用星狀花飾裝飾講台或讀經台，象徵君王的顯現，引領人敬拜朝見神23。 
其他建議 
救主受洗主日（白） 
主題：主完全順服與受洗，祂是真神的兒子。 
花卉：以花飾裝飾浸池，或用橢圓形的玻璃花瓶盛水插花；用白菊花（象徵可信靠、順服）、羊

齒葉、小石等。 
第二主日（綠） 
主題：呼召門徒擴展神的國。 
花卉：以白色、淡黃、桃色花卉組成高身花束，象徵神的光；在其底部散開五條白絲帶，末端繫

上葉子球，以傘形排開，代表神光照和差遣不同的人為祂發光。 

（四）預苦／大齋／四旬期（40 日，6 主日）
24 

信息：耶穌決意上耶路撒冷，為世人捨命。我們應認罪悔改，禁食禱告，將有餘的賙濟貧窮人。 
顏色：紫色代表尊貴和悔罪；黑色／灰暗色代表死亡和哀傷；白色／紅色代表慶祝主的救贖和寶

血（主立聖餐日）。 
象徵物：聖灰日（灰燼）、棕枝主日（棕櫚樹、小孩、號角）、荊棘王冠、十字架等。 
花卉布置：傳統不擺放鮮花，表示哀悼、懺悔、清心禁食禱告。如有花飾，必須簡單或只用葉

引發信眾默想。花架鋪上紫色布。 



主題建議：靈修讀經（花旁放置聖經）、奉獻賙濟（花旁放置奉獻袋）、認罪懺悔（花旁放置聖

餐餅與杯）。 
其他建議 
聖灰日（三）（紫／黑） 
主題：悔改禁食，安靜與反省。 
花卉：用木頭／枝子縛成十架，在其上撒灰。 
棕枝主日（紫／紅） 
主題：主是和平君王，「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花卉：將棕枝插成 V 字形，代表凱旋；羊齒葉代表主騎驢子的謙卑，並可加上十架；兒童詩班可

揮動棕枝進堂。 
受難節（五）（黑） 
主題：主被釘十架。 
花卉：用黑布鋪花架，用黑紗圍著十架座，旁邊放置荊棘冠冕。 

（五）復活期（50 日，7 主日） 

信息：主復活、顯現和升天掌權，帶給人新生命、更新和希望。 
顏色：白色和金色代表慶祝主得勝和復活，表示極大的喜樂和讚美。 
象徵物：十字架、太陽、蠟燭、蝴蝶。 
主題建議：復活的花園（園中有百合花、馬蹄蘭、白劍蘭、黃玫瑰等）、生命的啟示（花草叢中

放置一本打開的聖經，旁邊放一枝白蠟燭，象徵在綠洲得著啟示）、新生命的香氣（水仙）。 
其他建議 
復活節主日（白／金） 
主題：主復活，勝死亡。 
花卉：百合花象徵無罪、天堂、喜樂和復活；萬年青代表永生。三角花形象徵三位一體；以金色

的十架作花器。可配合大白蠟燭，象徵復活與生命之光。 
升天節（四）（白） 
主題：主升天，永遠榮耀掌權。 
花卉：用草藤和應節的花卉朝上圍繞柱子，象徵主榮登寶座。 

（六）聖靈降臨節、常年期後段，到基督君王主日（28 主日） 

信息：基督是教會的主。聖靈降臨使教會充滿能力，在靈裡彼此交通，在主裡成為一體。求聖靈

引領澆灌，奮力實踐真道，為主作證。提示我們的神是三位一體的。 
顏色：紅色象徵聖靈與火、見證能力和寶血；綠色象徵希望、教會成長和新生命；白色代表神的

聖潔和公義；金色代表頌讚和榮耀。 
象徵物：聖靈�鴿子、火、風、雙三角形（象徵三位一體神）。 
主題建議：普世福音（用花飾布置地球儀，象徵福音廣傳）。 
其他建議 
聖靈降臨／五旬節（紅） 
主題：聖靈如火舌。 
花卉：紅玫瑰配金黃色的禾穗或羽毛，隨風飄揚。 
三一主日（白） 
主題：與三位一體神團契。 
花卉：將三朵花、三枝嫩枝、三葉草等插在一塊木頭上。 
感恩日（白） 
主題：感謝及回報主的創造、供應與救贖。 



花卉：以一束豎立的麥子作中心，周圍放置各種蔬果，象徵神的保守、豐收和感恩獻祭。 

五．結語 

  現今教會雖有不少信徒有心志以藝術服事神，但實用主義和忙碌的生活，分散了教會的注意

力，使她缺乏對這方面的要求作出回應，也未能刺激信徒在事奉中作屬靈的思考，以孕育有深度

的信仰和神觀去承托他們的藝術事奉。所以，我們在堂會的裝修、壁報設計、插花藝術、詩歌選

用等藝術事奉中，雖看到不少用心設計和漂亮的作品，但其中卻往往缺少了屬靈的觸覺或深度。 

  崇拜環境藝術是一個有效的真理啟示方式，同時也表露了神的智慧與美。教會可以成立一個

崇拜環境小組，由牧者領導，加上各禮儀工作者和信徒參與，一同為崇拜環境的設計作定期的計

劃和檢討；並且藉著彼此禱告、分享異象和靈感，配合經課和節期信息，從而建造合宜的崇拜環

境。這比重新建立新的崇拜程序和風格，似乎來得更簡易、直接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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