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浸信會立會 62 周年按立牧師執事典禮
主

席：陳傑文執事

領
詩：青年團契聯合敬拜隊
司
琴：蕭孟婷姊妹
獻
詩：少年詩班
指
揮：李海欣姊妹
按 立 團：李淑儀牧師(主禮)、曹偉彤院長、葉約但牧師、
方兆雄牧師、李文忠牧師
受按牧師：蘇鳳珊傳道﹑楊樂怡傳道
受按執事：劉天亮弟兄
序樂---------------------- This I Believe ----------------------司琴
宣召-----節錄弗 4:11-12, 16 上；林前 12:4-7；提後 1:6-7-----主席
帶領︰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
會眾︰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帶領︰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會眾︰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
帶領︰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
會眾︰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一位。
帶領︰功用也有分別，神卻是一位，在眾人裡面運行一切的事。
會眾︰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
帶領︰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
挑旺起來。
齊聲：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强，仁愛，
謹守的心。
詩歌---------------------

求祢興起我 -----------------眾立齊唱

（版權屬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所有）

在這些年日，求主興起我，願獻禱告作兵器進攻。
連於主基督，竭力要忠心堅持，為我神作精兵。
在這些年日，求主差遣我，願意倚靠祢話語進攻。
連於主基督，竭力與魔鬼爭戰，為我神大發熱心。
求祢興起我，差遣我，在這末後世代，
為祢發熱，為祢發亮，作寶貴活祭，
求祢興起我，差遣我，是我衷心祈求，讓我們呼聲蒙祢垂聽。

祈禱-----------------------------------------------------------主席
歡迎---------------------------------------姚惠嫻執事(執事會主席)

We pray You'll be our eyes, and watch us where we go,
and teach us to be wise in times when we don't know.
Let this be our prayer when we lose our way.
Lead us to a place,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to a place where we'll be safe.
We pray we'll find Your light, and hold it in our hearts
as darkness falls each night, remind us where You are.
Let this be our prayer when shadows fill our day.
Lead us to a place,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Give us faith so we'll be safe.
Lead us, Lord, lead us in Your righteousness;
make Your way plain for us to see.
Lead us, Lord, lead us in Your righteousness;
make Your way plain for us to see.
We pray we'll find Your light, and hold it in our hearts
as darkness falls each night, remind us where You are.
Let this be our prayer, just like ev'ry child
needs to find a place,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Give us faith so we'll be safe.
Lead us to a place,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to a place where we'll be safe. Lead us, Lord.
歌詞中文翻譯：
求祢做我雙眼，看顧我的去向，在傍徨的時候賜下屬天智慧。
這是我懇求，當迷失方向，
賜下祢慈愛，引導我前路，能得享平靜安穩。
願祢所賜亮光深深藏在我心，縱然星光黯淡，讓我緊記祢同在。
我衷心懇求每當失落迷惘，賜豐富慈愛引領我前行，得信心可享安穩。
領我，主！憑祢公義領我路，讓我清𥇦看見祢路徑。
領我，主！憑祢聖潔領我路，讓我清𥇦看見祢路徑。
願祢所賜亮光深深藏在我心，縱然星光黯淡，讓我緊記祢同在。
這是我祈求像無助小孩，需要祢慈愛引領向前行，得信心可享安穩。
賜豐富慈愛引領我前行，得信心可享安穩。領我，主！

讀經------------------ 但以理書 3:16-30 ------------黃潔勤執事
16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對王說：
「尼布甲尼撒啊，這件事我們不
必回答你；17 即便如此，我們所事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窰中救出
來。王啊，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18 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
們決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聖靈的烈火，來焚燒這地；燒盡一切過犯與不義，
聖靈的烈火，來煉淨這地；使萬民聖潔都回轉向祢。
復興的風，要吹遍全地；這片土地必然要得救。

19 當時，尼布甲尼撒怒氣填胸，向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變了臉
色，吩咐人把窰燒熱，比尋常更加七倍；20 又吩咐他軍中的幾個壯士，
將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窰中。21 這三人穿着褲
子、內袍、外衣，和別的衣服，被捆起來扔在烈火的窰中。22 因為王命
緊急，窰又甚熱，那抬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人，都被火焰燒死。
23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這三個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窰中。

勇敢站立，齊為此地呼求；心連心，高舉敬拜雙手，
主願祢從天上垂聽醫治這地，願我們的國家回轉向祢；
勇敢宣告，齊為此地呼求；心連心，高舉敬拜雙手。
主求祢仰起你的臉光照我們，願屬祢的子民定意跟隨祢。

24 那時，尼布甲尼撒王驚奇，急忙起來，對謀士說：
「我們捆起來扔
在火裏的不是三個人麼？」他們回答王說：
「王啊，是。」25 王說：
「看
哪，我見有四個人，並沒有捆綁，在火中遊行，也沒有受傷；那第四個
的相貌好像神子。」

我們縱然失信，祢仍是可信；天父我們屬祢，祢是我的神。

26 於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窰門，說：
「至高神的僕人沙得拉、米
煞、亞伯尼歌出來，上這裏來吧！」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就從火中
出來了。27 那些總督、欽差、巡撫，和王的謀士，一同聚集看這三個人，
見火無力傷他們的身體，頭髮也沒有燒焦，衣裳也沒有變色，並沒有火

詩歌--------------------- 齊為此地呼求 ---------------------會眾
（版權屬讚美之泉音樂所有）

獻詩------------- The Prayer with Lead us Lord ---------少年詩班
(Arranged by Tom Fettke, Words and Music by Carole Bayer Sager and David Foster)

燎的氣味。28 尼布甲尼撒說：
「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的神，是應當稱
頌的！他差遣使者救護倚靠他的僕人，他們不遵王命，捨去己身，在他
們神以外不肯事奉敬拜別神。29 現在我降旨，無論何方、何國、何族的
人，謗讟沙得拉、米煞、亞伯尼歌之神的，必被凌遲，他的房屋必成糞
堆，因為沒有別神能這樣施行拯救。」30 那時王在巴比倫省，高升了沙
得拉、米煞、亞伯尼歌。

訓勉------------------ 即或不然，只事真神 ------------曹偉彤院長
按立禮----------------- 主禮：李淑儀牧師 -----------------按立團
介紹受按牧師執事：李淑儀牧師
宣讀約章（眾立）
受按牧師
我 蘇鳳珊 / 楊樂怡 蒙天父所召，教會所託，願仰賴聖靈的能力與智慧，
承擔大埔浸信會牧師之職份。靠著神的恩典，我立志跟隨基督這位大牧
長，甘心樂意、盡心竭力完成神和教會的託付，忠心牧養群羊，並與眾
肢體一起建立基督的身體。我願依靠聖靈，按著神的聖言行事為人，天
天更新自省，不斷追求聖潔，在生活上作信徒的榜樣，在言行上作社會
的明燈。我務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作神無愧的工人，使教會得著
造就，使神得著榮耀。
受按執事
我 劉天亮 蒙天父所召，教會所託，願仰賴聖靈的能力與智慧，承擔大
埔浸信會執事之職份。靠著神的恩典，我立志按聖經真理協助牧者成為
好牧人，盡心與其他執事一同建立教會，竭力與眾肢體一起支持聖工，
看顧有需要的人，領人歸主，造就門徒。我願依靠聖靈，按著神的聖言
行事為人，天天更新自省，不斷追求聖潔，在生活上作信徒的榜樣，在
言行上作社會的明燈，使神得著榮耀。
埔浸會友
我作為大埔浸信會的會友，願意支持教會按立的牧師和按立的執事，在
主內尊敬他們，順服他們，關心他們，並常常為他們禱告。我願按聖經
真理實踐會友的職責，協助牧者及執事從事教會聖工，與弟兄姊妹彼此
相愛，竭力保守合而為一的心。
全體會眾同誦
我們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藉真理與禱告建立基督的身體，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使榮耀歸與三一真神。
介紹按立團：李淑儀牧師
為受按牧師/執事禱告及頒發證書
蘇鳳珊傳道

曹偉彤院長

楊樂怡傳道

葉約但牧師

劉天亮弟兄

方兆雄牧師

述志--------------------------蘇鳳珊牧師、楊樂怡牧師、劉天亮執事
致謝／報告----------------------------------------------------主席
祝福---------------------------------------蘇鳳珊牧師、楊樂怡牧師
差遣詩----------------- 我在這，請差遣我 ---------------眾立齊唱
（版權屬白裡透紅音樂所有）

我的生命單是屬於祢，我主。祢從黑暗深淵拯救我，耶穌。
當我聽見祢聲音，呼召我跟隨祢，我就撇棄一切來回應祢心。

我在這，請差遣我。為祢活，更為祢用。
傳講祢屬天大能話語，釋放祢所愛的兒女，
經歷祢醫治，全然回轉歸向祢。
我在這，請差遣我。為祢活，更為祢用。
在祢的面前得蒙稱許，生命能無愧祢心意。
主，我在這裡，只與祢同行。
祢揀選不曾改變，祢呼召我仍堅決，求祢堅固我，求祢帶領我。
我所求、所願、所要，全然交付祢腳前，求祢悅納我，我一生的交託。

殿樂---------------------

全然為祢 ---------------------司琴

~ 敬請留步拍照 ~

按立感言

蘇鳳珊
感謝神恩典，感謝弟兄姊妹多年的包容、愛心與
協調，在埔浸的日子，記載著喜樂與恩典。感謝
教會和執事們推薦我承擔牧師職份，從聖經和
信仰看，成為牧師並不是升職；在浸信宗，按
牧是地方教會對受按牧者的公開認同、肯定和
更大託付（徒 6:6，13:1-3）
，這是一份對牧職的
肯定，並差遣授權承擔牧師的職責。
面對牧師的聖職，誠然是戰戰兢兢，因知道自己
在神的尺度之下，遠遠未達到要求，仍然有需要學習改進之處，需要神
恩典的幫助。我經禱告得鼓勵提醒（書 1:1-9）不要懼怕，只要靠主剛強，
因神與你同在，便心存順服領受這聖職。
成為牧師任重道遠，在外圍環境處於一個非常的時期，若沒有神恩典及
牧長的指導，必然是寸步難行。誠然，我相信神帶領我與弟兄姊妹同行，
堅守主道，回應這時代對信仰的挑戰。所以，我期盼成為大家的同行守
望者，盡力牧養神所交付的羊群，幫助羊群在靈命上有根有基的成長，
邁向成熟；在神的話語上盡心教導，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我亦被提醒，
要作美好的見證，作羊群的榜樣，使神的名得榮耀。
最後誠盼你們用禱告成為我的盾牌，使我有識見、智慧與神的恩典，忠
心剛強壯膽作屬靈領導。敬請適時作出鼓勵與提醒，同心在埔浸這個屬
靈的家為神打一場美好的仗，使榮耀歸於三一神，讓平安歸與祂所喜悅
的人。

楊樂怡
「孩子，起來回應呼召，背起你的十字架，為
我走窄路！」神在我生命正重建破碎時呼召我。
在尋求呼召的大學時期，神領我踏上多個改變
自己的短宣。回想由蒙召到今天，經歷了很多
對自己的失望、服侍上的挫折、被神磨練自己
尖角的時刻；這些經歷讓我深深感受到神大能
的臨在和恩典的帶領，在牧養中先被牧養。

「呼召」
這次，神再次呼召我在這時代被按立作牧師，我明白不是我有多大的才
能，而是單單倚靠神恩去承接這一棒，與神的眾僕人同工，讓我繼續謙
卑學習主樣式、專心聆聽主聲音、忠心宣講主真理、清心牧養主的羊。
「背起十字架」
耶穌作了眾人的榜樣，背起十字架走上救贖的路。耶穌對門徒說：
「若有
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因為，凡要救自己
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太 16:24-25）
。
我願能時刻儆醒，先作捨己的操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主，並
竭力帶領群羊、教會一同學效基督。
「為主走窄路」
從被呼召起，神不斷地讓我看見和經歷走窄路的挑戰。感恩過去九年的
牧養經歷中，雖充滿挑戰，卻總看見神的同行和看顧。這段日子，神讓
我在這個城市和自身的家庭都經歷震盪，衝擊著我站穩的步伐；然而神
應許同在的平安和安慰，提醒著我不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倒空自己，
讓神的靈充滿我。面對「身份」轉變，願我能更靠主力為主走窄路，並
與弟兄姊妹一同為基督走一條與世界相違背的窄路。
踏上未知的前路，我很需要大家為我及我的家庭禱告守望，好讓我們一
家能以事奉主為樂，讓我能時刻記起自己只是瓦器，需要神在我裏面，
使我能顯出這超越自己能力的是神；常思念耶穌釘十字架的救恩，不忘
活出重價恩典的生命，使自己能忠心忠於主！

劉天亮
神恩帶領，努力事主，把握機會，不負使命
87 年我從一家公司轉投母校工作，不久被當時一位
老師邀請，有機會在母校參與小學團契導師工作。
在 1991 年，全澳彩虹佈道會在培正學校舉行，當中
我受到見證感動，決志信主。後來埔浸在澳門植堂，
我知道天父安排我有機會在自己成長的母校裏事奉，
於是在 2010 年參與澳門堂第一屆浸禮，並同時開始
事奉之路，至今已經 11 個年頭了。
在教會內遇到執事們言傳身教，讓我有機會學習如何全心全意追隨神。在
事奉的過程中常常讓我經歷到的，就是天父用我不是我有什麼地方比他
人強，反而用我是我比他人弱，例如：唱歌並不是我的強項，但主使用我，
在全澳浸聯會培靈會中，讓我有機會成為敬拜隊成員之一，用嘴唇讚美主。
這些是以前的我難以置信的事，今日的我卻相信並順服於主，因為主的恩
典夠我用。
還有一件很值得分享的事，就是去年三月在疫情當中，順利完成了我的婚
禮，娶得一位很賢淑的妻子。妻子也是基督徒，雖然她有自己事奉的教會，
但她亦很支持我在教會的事奉工作，逢星期六她都與我參與澳門堂的崇
拜，我們在主內互相提醒，彼此扶持。
感謝主一路的帶領和栽培，人生匆匆，為主所用是人生最美之事，我願意
回應主的召命，盡自己所能獻上更多。我明白「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腓 4:13)，往後日子，願以基督為榜樣，讓更多生命能靠
着主恩，共同踏上豐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