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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周年堂慶暨按立執事聯合崇拜 
 

時間：下午三時   地點：沙田培英中學一樓禮堂 

 
代堂主任：佘健誠牧師(沙龍區) 宣教師：呂彩嫺宣教師(沙勉區) 

牧師：張大華牧師(沙 B區總區牧、沙望區、沙旺區、沙約區及沙泉區) 盧雅麗宣教師(沙星區、沙宣區) 

王桂芳牧師(沙勉區、沙少區) 鄭詠怡宣教師(沙靖區) 

執事：羅偉真執事、王保強執事、 謝駿麒宣教師(沙 8區) 

林德瑩執事、司徒麗燕執事 黃慧貞宣教師(沙苗區) 

 鄭嘉慧宣教師(沙奮區) 

行政同工：楊麗珍、蔡碧翠、蔡榮欣、張雪瀅 詹志誠宣教師(沙綠區) 

工友：周劍平、張嘉輝、關自力、陳達文 陳智衡宣教師(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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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請關掉隨身響鬧裝置，如手提電話，傳呼機等，讓我們專心敬拜上帝。 

 
崇拜事奉人員 

主席/敬拜 司徒麗燕執事 

講員 劉世增牧師 

招待 

李柏鏗、何穎欣、何強華、羅淑卿、鄧逸章、陳務耘、 

譚兆恒、邱鎮威、沈怡、葉偉樂、吳偉基、朱慕賢、 

林少燕 

牧師主禮團 佘健誠牧師、張大華牧師、王桂芳牧師、劉世增牧師 

司事長 / 司事 潘建恩 / 林煒菁、羅偉成 

兒童小組 黃慧貞 

場務經理 楊麗珍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徒 20:28-35 

宣  道                   末世教會領袖的挑戰 

奉  獻                         要忠心 

執事按立                     佘健誠牧師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歡迎第一次參加我們崇拜的朋友，祝願你能在我們當中投入

參與，蒙上帝的呼召與我們一同追尋真理，活出信仰生活。 

2. 承蒙以利亞使團總幹事劉世增牧師蒞臨講道，不勝感激，謹

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凡未有教會組員證的弟兄姊妹，請盡快到接待處登記，方便

大家日後出入沙田培英中學。 



預備主道  
 
宣  召 ................................................................................... 主  席 

敬  拜 ................................................................................... 主  席 

讚美的孩子最喜樂 (兒童詩班獻唱) 

天父爸爸祢愛我 我要天天讚美祢 

大聲歡呼感謝祢 天天來愛祢 

耶穌是我好朋友 我要天天讚美祢 

困難來了不害怕 天天來愛祢 

副歌：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x2 讚美的孩子最喜樂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x2 讚美的孩子最喜樂 
 

我以歡欣歌聲去讚美祢 

我以歡欣歌聲去讚美祢 祢是拯救我的磐石 

以感恩的心到祢面前 用歌聲尊崇祢 

因祢是大君王 超乎萬有 掌管地上的一切 

我以歡欣歌聲去讚美祢 祢是拯救我的磐石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組曲 (成人詩班獻唱)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在祂的聖所讚美祂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在祂的穹蒼讚美祂 

要因著祂的大能讚美祂 要因著祂的榮耀讚美祂 

要因著祂的慈愛讚美祂 凡有氣息都要來讚美祂 

我們要讚美耶和華 來敞開胸懷讚美祂 

我們要讚美耶和華 來高聲歡呼讚美祂 

＊我們要鼓瑟彈琴讚美祂 我們來擊鼓跳舞讚美祂 

我們用絲弦樂器讚美祂 凡有氣息都要來讚美祂 x2 

＊歡欣歡欣齊來敬拜 榮耀慈愛大主宰  

  如同花朵向日綻放 我們心向主敞開 

  黑暗憂愁罪惡陰霾 靠主大能盡驅散  

 賜下祝福歡欣喜樂 光明與我永同在 x2 



 

我的救贖者活著 

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 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 祂伴我作我的燈 

副歌：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 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 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沙漠中的讚美 

凡事信靠主 不失去盼望 因為我的主仍然在掌權 

祂必在沙漠開江河 在曠野開道路 雖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我要在沙漠中讚美 在曠野中宣告 我的主永遠掌權 
 

挑旺火焰 

1. 同行邁進 踏步祈禱 火熱的心 不息求告 

懷新希望 清晨將現 雄壯歌聲遍地面 

2. 聖靈火焰 歷年未滅 仍在世間 不熄常燃 

人心迫切 深盼等待 期望復興快重來 

3. 扶弱濟幼 盡力行義 靠主耶穌 加添能力 

      為傳祂恩愛 為施行真理 使整個國家歌頌祢 

副歌：應當挑旺火焰 光照黑暗的世界 讓榮光盡驅黑夜 

    我們洪亮歌聲 天天與愛俱增 傳主光 傳主光* 

 

（請 3-12 歲兒童前往 202,203 室參加兒童小組）  



 
聆聽主道  

證  道 ........................ 末世教會領袖的挑戰.................... 劉世增牧師 

使徒行傳 20 章 28-35 節 

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羣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羣謹慎，

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29 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

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羣。30 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

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31 所以你們應當警醒，記

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地流淚，勸戒你們各人。32「如今我把你們交

託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

業。33 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34 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

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35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

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

比受更為有福。 

奉獻/詩歌 ................................ 要忠心 ..................................... 會眾 

１.從奉獻祭壇我們今要出發 回想曾坐在主足前 

   我們曾得飲真理聖泉活水 嘗其味有如蜜甘甜 

 我們要為主負起證道之責 到世界廣大禾田 

   主差我們去要帶著此口號 無論何事總要忠心 

２.從相聚之樓我們今要出發 正如五旬節時一般 

   我們已經將自己完全奉獻 並已得著聖靈充滿 

 我們今出去有如一本聖書 要活出基督樣式 

   我們要時常都表彰主耶穌 一生一世都要忠心 

３.帶榮耀使命我們今要出發 有如天國所遣使者 

   奉派去傳揚天國恩惠福音 使萬民之罪惡得赦 

 奉派去拯救黑暗憂傷之人 除他們罪惡苦痛 

   如此大事工及聖潔之託付 我怎能不為主盡忠 

副歌：要忠心 忠心 此口號要播四方 忠心 要忠心 忠於你的榮耀王 

要忠心 忠心 縱別人都不遵從 無論何境況 必站在主旁 願主常見你忠心 
 

（聯合崇拜不設流動奉獻箱，會眾請於崇拜期間之奉獻時段，將奉獻投進奉獻袋。） 



執事按立  
 

介  紹 ............................................................................ 佘健誠牧師 

祈  禱 ............................................................................ 張大華牧師 

讀  經 ............................................................................ 王桂芳牧師 

提摩太前書 4 章 14-16 節 

14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着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候

賜給你的。15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

長進來。16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

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願  詞 ....................................................... 林偉漢弟兄和莫苑萍姊妹 
 

主禮： 林偉漢弟兄和莫苑萍姊妹，你既願意擔任這聖職，我

現在謹奉上主的聖名，和教會的規定，問你們以下的

問題，請心口如一回答。 

問： 你是否相信聖經新舊兩約為上帝的聖言，是我們信仰

和行為的無上準則？ 

答： 我堅定相信 

問： 你既願意擔當本堂執事，是否應許忠實履行執事的職

責，維護教會的聖潔和合一，遵行耶穌基督交付給教

會的使命？ 

答： 我鄭重應許 

問： 你是否願意持定與上主有緊密的關係，愛神愛人，不

單追求個人屬靈生命的長進，也身教言教，培育教會

肢體的屬靈素質？ 

答： 我願意，求主恩助 

問(會眾)： 

 

本堂眾弟兄姊妹，你們是否願意支持林偉漢弟兄和莫

苑萍姊妹為本堂的執事，按著聖經的教導，去尊敬他

們，勉勵他們，也順服他們呢？ 

答(會眾)： 我們同心支持 



按  立 ............................................................................ 牧師主禮團 

 

獻禱： 三一真神，祢藉著教會全體的領袖和全體的會眾，印證上

主呼召林偉漢弟兄和莫苑萍姊妹擔任執事的聖職。現在我

們為你按手，將你分別為聖，願上主把屬天的智慧和信實

的慈愛，豐豐富富的賜給你，叫你的生命不斷長進，作眾

人的模範，滿有信心，被聖靈充滿，本著敬畏上主的心，

忠心履行執事的職責，在將來大牧人顯現的時候，能獲得

上主稱許和嘉賞，奉主耶穌的聖名祈求，誠心所願。 

宣告： 奉上主之名，並教會的託付，我敬謹宣告：林偉漢弟兄和

莫苑萍姊妹受按立成為執事，在此也謹代表教會與你握

手，表示主內的團契，歡迎你加入牧養教導以及治理教會

的行列。 

家事分享 ........................................................................ 佘健誠牧師 

祝  福 ............................................................................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彼此問安 

（請家長前往 202,203 室接回參與兒童小組之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