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九浸信會
六週年感恩崇拜�暨
吳偉良傳道按牧典禮

 ⼆零⼆⼀年

⼗⼆⽉⼗九⽇（主⽇）

下午三時三⼗分

�你當竭⼒在神⾯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摩太後書�2:15



按⽴牧師團：曹偉彤牧師
何家倫牧師
林⻑健牧師
陳活江牧師
馮煜強牧師
葉筱春牧師

�

主席：⽩振昌執事
領詩：彭林惠儀執事
司琴：⽩陳嘉雯姊妹
讀經：黎⿈美玲執事

序樂 按牧團及主禮進堂 眾⽴

宣召 眾⽴
彌迦書�6:8

「世⼈哪，耶和華已指⽰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與你的神同⾏。」

頌讚
《敬拜主》(世頌49)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榮耀、能⼒，⼀切讚美都歸與祂。
敬拜主，敬拜權柄的主，從祂寶座能⼒流出，歌聲⾼揚。

來⾼舉，⼀同⾼舉主耶穌聖名，來彰顯，⼀同彰顯耶穌榮耀王。
敬拜主，敬拜尊貴的主，祂曾捨命，今得榮耀，萬王之王。

《神配受崇拜》（世頌57）
神配受崇拜，配受讚美，祂配得尊貴與榮耀；

配受⽤⼀切歡樂歌頌揚，配受我們⼀切虔誠獻上。

神配受尊崇，配受敬畏，祂配受忠誠的熱愛；
神配受俯伏屈膝恭敬拜，配受這⼀切加上更愛戴。

全能的聖⽗，獨⼀上主，萬王之王並救贖主，
奇妙⼤策⼠保惠師良朋，救主是⽣命之源到永恒。

唯創造主，聖⽗才配受，唯扶助者，我主才配受，
唯你配受，奇妙神才配受，配受崇拜和頌揚。

眾⽴

�



禱告 主席

宣⾔ 眾⽴
宣讀2015年⽴會宣⾔

我們相信
聖經是神所默⽰的，全無謬誤，是信仰⽣活最⾼的權威。

�
我們相信

教會是神所設⽴的，藉着每⼀位重⽣得救的信徒，
以⽣命⾒證榮耀神，並完成主所委派的使命。

�
我們肩負

耶穌基督的⼤使命，讓未認識神的⼈成為主的⾨徒，
為神贏得這城市。

�
我們成為

⼀間健康的教會，在社區之中有影響⼒，
以神所賜各樣的恩賜與資源，將信仰滲透在家庭、

朋友和社區中，服侍他們的需要，
讓他們全⼈得救，建⽴基督化的社群。

�
我們是

⼀個充滿真愛的群體，在這群體裡我們重視關係，
珍惜友誼，願意彼此守望，彼此牧養，互相扶持服侍，
在互信中開放和接納⽣命，同⼼委⾝別⼈的成⻑，
以⽣命影響⽣命，建⽴⻑久真愛的關係，

成為神國裡的⼀家⼈。
�

我們各⼈
的⽣命願意不斷更新改變和陶造，在基督裡成⻑，效法基督。

並向⾝邊的家⼈、朋友、同事、同學分享福⾳；
也讓教會成為好鄰舍，讓每⼀位居⺠能聽聞福⾳，

成為神家裏的⼀份⼦。



讀經 讀經
出埃及記19:1-8

以⾊列⼈出埃及地以後，滿了三個⽉的那⼀天，就來到西
乃的曠野。他們離了利⾮訂來到西乃的曠野，就在那裏的
⼭下安營。摩西到 神那裡，耶和華從⼭上呼喚他說，你
要這樣告訴雅各家，曉諭以⾊列⼈說，我向埃及⼈所⾏的
事，你們都看⾒了，且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
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
在萬⺠中作屬我的⼦⺠，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
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這些話你要告訴以⾊列
⼈。摩西去召了⺠間的⻑⽼來，將耶和華所吩咐他的話，
都在他們⾯前陳明。百姓都同聲回答說，凡耶和華所說
的，我們都要遵⾏。摩西就將百姓的話回覆耶和華。」

�
路加福⾳10:25-37

有⼀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我該作甚麼纔可
以承受永⽣。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念的是
怎樣呢？他回答說：『你要盡⼼、盡性、盡⼒、盡意，愛
主你的 神，⼜要愛鄰舍如同⾃⼰。』耶穌說：你回答的
是。你這樣⾏就必得永⽣。那⼈要顯明⾃⼰有理，就對耶
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耶穌回答說：有⼀個⼈從耶路撒
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中，他們剝去他的⾐裳，把他
打個半死，就丟下他⾛了。偶然有⼀個祭司，從這條路下
來。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有⼀個利未⼈，來到這地
⽅，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惟有⼀個撒瑪利亞
⼈，⾏路來到那裡。看⾒他就動了慈⼼。上前⽤油和酒倒
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的牲⼝，帶到店裏
去照應他。第⼆天拿出⼆錢銀⼦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
應他。此外所費⽤的，我回來必還你。你想這三個⼈，那
⼀個是落在強盜⼿中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

說，你去照樣⾏罷！
�



回應詩 眾⽴

《⾄於我和我家》（同⼼圓）
⾄於我和我家，必事奉耶和華，
⾮勢⼒才能，以正直真摯的⼼，
你愛，如滔滔江⽔湧流，

縱天與地都過去，你的應許，永不變更，
�

耶和華的⼦⺠今要，⿑頌你偉⼤聖名，
默然愛我，扶助更新，施⾏奇妙救贖，
耶和華的⼦⺠今要，尋求公義與謙卑，

以躍動歡欣，⼼與你和應。

按⽴ 牧師團

宣告

牧師團按⼿領禱

頒授牧師證書

感恩祈禱

讀經

證道及訓勉
遵守⼗⾔⾛⽣命路�•�作別⼈鄰舍顯主愛

出19:1-8；路10:25-37

曹偉彤院⻑

頒贈按牧禮物 執事會主席

約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
你們去結果⼦，叫你們的果⼦常存，使你們奉我
的名，無論向⽗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

曹偉彤院⻑

陳活江牧師

葉筱春牧師

馮煜強牧師

林⻑健牧師

�



述志 吳偉良牧師

因祢的慈愛⽐⽣命更好，我要⽤咀唇讚美祢。詩63:3
�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就枉然勞⼒．若不是耶和華看守
城池、看守的⼈就枉然儆醒。詩127:1

�
回想事奉的路途全是恩典！

還記得有家⼈朋友同事話：「你哋係咪傻㗎？！」有未信主的親戚
話：「你兩公婆信耶穌信到Short咗？！」2000年當⼤⼥約⼀歲時，
太太全職照顧家庭，希望將最好的照顧和培育給予上帝所賜的產
業。當時⼤部分認識她的⼈都話：「有律師唔做，做師奶咪好

嘥？！」。2006年她蒙召進⼊神學院接受裝備，對有些⼈來講更是
匪夷所思。2008年我蒙召，辭去放射師讀神學的時候，同事話：
「你兩個⼥讀書要錢㗎喎？！你會唔會太⾃私呀？」當時我和太太
真是很單純，只覺得我的公積⾦⾜夠全家在讀神學的幾年⽣活費便
可以了，無顧慮太多就去回應上帝的呼召。還記得當時與⼥兒開家
庭會議時，⼥兒話：「爸爸唔做嘢去讀書，我哋咪冇錢交學費？」
當時我⼼裡⼀酸，但我相信主恩典夠⽤，我話：「有㗎，夠㗎，神
會供應。」現我倆經歷了⼗三、四年的讀神學及牧會⽣涯，看⾒的

全是恩典，再是恩典。
�

我倆在粉浸成⻑，被造就，學事奉，被神呼召，
在浸神接受神學裝備。

�
我在粉浸，埔浸做神學⽣，在埔浸，以浸做傳道，在西九做主任，
所遇⾒的每⼀位弟兄姊妹，包括現在坐在禮堂的每⼀位家⼈、朋
友、牧⻑、同⼯和弟兄姊妹，都是上帝親⾃揀選與我們相遇，在相
遇的過程就是恩典的經歷，⼤家給予不同的意⾒、正⾯反⾯的回
應、⽀持、反對、讚賞、批評、⿎勵或強烈的交流，全都是上帝的
恩典。感謝每⼀位與我們夫婦相遇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因你們每⼀
個都是我們⽣命的師傅，從你們每⼀位⾝上都有主的美善，讓我們
夫婦⼀同學習，讓主琢磨我們、修剪我們、拆毀我們，讓我們看⾒
神的恩⼿塑造我們。被神雕琢，縱然是痛，但全然是神對我們賜予

的恩典和祝福。



我們家庭和教會經歷很多上帝的恩典和祂奇妙的作為，因時間和篇幅
所限，不能在此盡錄。神先後讓我們的家⼈信主。外⺟信主，神賜她
有平安和喜樂的⽣命。她幫助我們照顧兩個⼥兒，使我們可以安⼼讀
神學；⼥兒受浸加⼊教會，委⾝學習跟隨主的教導；上個⽉我⺟親在
⼊院前⼀天決志信主，並願意拆除全屋的偶像。我們都經歷到「當信
主耶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的應許。這都是出於主耶穌的愛與赦

勉，我們原是不配的罪⼈，卻得著神莫⼤的恩典。
�

我更看⾒主的引導和⼤能。由⼀間教會轉到另⼀間教會服侍，無論當
時感覺是好是壞，是善是惡，在時間、⽣命和⽣活上，全都經歷上帝

的恩典、完美適切的供應和賜予。
�

我深願我和我家⼀⽣敬拜神，⼀⽣服侍主，榮耀主耶穌基督。榮耀上
帝，永遠以上帝為樂，因我深知愛、赦免、引導、供應、能⼒、保守

及榮耀，所有都是上帝所賜的恩典。
�

願我和我家成為真正的⾨徒，透過承認上帝的聖潔和救贖，接受祂的
赦免（約壹1:9）；透過敬拜的⽣命，作尊崇上帝的僕⼈（瑪3:3）；
透過主話語，我們被煉淨，得著智慧，每⼀天跟從主的腳蹤⾏（詩
90:12）；透過聖靈的提醒，我們學習屬靈的品格，貼近主耶穌的⼼

腸（加5:22-23）。
�

我更願作主的僕⼈領袖，在主委託的群體中牧養祂所賜的群⽺，引領
他們完完全全的到主跟前，使他們成為真⾨徒（西1:28-29）。



頌讚 眾⽴
《真光普照》（世頌477）

主愛光輝正照耀⼈間，照遍⿊暗地⽅像明燈；
主基督乃真光照亮萬邦，賜予真理，使釋放離罪鎖。

照耀我靈，照亮我⼼。
�

主，我依近你威嚴座前，撇棄幽暗投向你榮耀；
靠主寶⾎今得進⼊光明，鑒察、試煉、洗清⼀切罪污。

照耀我靈，照亮我⼼。
�

當定睛瞻仰君王光輝，讓我彰顯主聖範形像；
從榮耀到榮耀不斷更新，在我⾝上反映救主⽣命。

照耀我靈，照亮我⼼。
�

真光普照，充滿天地乃聖⽗榮耀，⽕焰聖靈熾熱千顆⼼。
主愛湧流，施恩典、憐憫，救贖眾⽣；請賜真理，將主光輝照遍

祝福 吳偉良牧師
致謝及報告 主席

拍照程序

牧師團、吳牧師、師⺟
牧師團、吳牧師、師⺟、執事
主禮團、臺上主禮、司琴
主禮團、全體同⼯、執事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師、校友
尖國浸「⺟會」、華基聯、YMCA佐敦會所

吳牧師家⼈親友
粉嶺浸信會會友
⼤埔浸信會會友

以⾺內利浸信會會友
西九浸信會會友
摩西團
M&M團
百基拉團

第四分隊基督少年軍
朋友

⾃由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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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20�⽴會禮

2021.5.23�獻堂禮



謙卑與主同⾏
 

ALK HUMBLY WITH GODW
K
B
C

⽴志遵⾏⼤使命
 

EEP FULFILLING THE GREAT COMMISSION WITH ASPIRATION

作⼀群⾏公義好憐憫的⾨徒
 

E DISCIPLES WITH RIGHTEOUSNESS AND MERCY 

以上帝的愛互為肢體彼此相交
 

OMMUNE IN GOD’S LOVE

西九浸信會
West Kowloon Baptist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