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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等祢醒來 
 
 「忽然狂風大作，波浪打入船內，以致船灌滿了水。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

他，說：「老師！我們快沒命了，祢不管嗎？」耶穌醒了，斥責那風，向海說：「住了吧！靜

了吧！」風就止住，大大平靜了。」【可四 37-39 】 
 
一個如常的晚上，原本寧靜的天空和海洋，突然刮起狂風巨浪，為何沒有預兆？遇過無數風

浪的我，不斷握著快要斷裂船槳，但怎也不能取回這艘船的控制權。我只能拼命告訴自己不

要放棄。可怕的海水湧上來，我發慌地用手撥走船上的水，這一切有用嗎？我知道作用不大，

但我接受不到自己甚麼也不作。耶穌，我不能像祢，當作無事發生那樣安然睡覺。祢怎能這

樣？我們的生命，是祢賜給我們極珍貴的禮物，是我們一直努力守護的。為何現在對祢變得

不再重要？ 
 
我累了，真的太累了！我坐下來，看著自己發顫的手，發酸的腿，完全不能接受自己那麼軟

弱無力。這是我嗎？我怎會這樣不安、混亂和無能？外面的暴風雨，我根本無法阻止。但這

些狂風竟然猛力撞擊自己心裏隱藏已久的風眼，在我內心形成巨大的漩渦，五臟六腑顛簸翻

騰，威力比外面的風浪強勁得多。我感到仍未癒合的傷痕再度爆裂，讓我痛得動彈不得。我

看著漆黑的天空，聽著海浪碰擊的巨響，別人絶望的呼喊聲，還有自己內心無法駕馭的驚濤

駭浪，山崩地裂。我掩著耳朵，閉上眼睛，希望這一切會在我面前消失。 
 
迷糊之間，我隱約看見一個令我不寒而慄的惡魔從海上走過來。有一股寒氣在我背上掠過。

牠的眼神陰森詭異，帶點猙獰地凝視著我，好像隨時會撲過來侵襲我。我本能地避開牠，但

無論我轉到那一邊，牠都出現在我面前。這刻我才醒覺：牠不是來自海裏，而是一直埋伏在

我心靈一個隱蔽的角落，待著機會跳出來傷害別人，還要把我吞噬。我的不安、恐懼、憂傷，

怨恨，結集成一股力量。我大聲責駡耶穌：「祢和那些殘忍的人一樣裝睡，我們怎樣喊叫都

不能叫醒祢，祢太冷酷無情！」 
 
就在這時，耶穌終於醒了 (真的被我吵醒？) 。祂一聲令下，暴風巨浪都止靜了，那個惡魔也

不見了。其他門徒驚魂未定，我坐在這艘破爛不堪的木船 (身外物，不要緊)，黙黙享受這一

刻出奇的寧靜，思索一個有待我用一生回答的問題：我面前的這個耶穌到底是誰？我告訴自

己：從今天起，不管祂是誰，我也要跟著祂。因為只要有祂在我身邊，我不需要再懼怕突然

來侵的暴風與惡魔，當然我知道它們必會重來⋯⋯ 
 
我想起一首英文歌 (The Prayer) ，哼著： 
I pray you'll be our eyes, and watch us where we go, and help us to be wise, in times when we don't know. 

Let this be our prayer, when we lose our way⋯⋯I pray we'll find your light, and hold it in our hearts, when 

stars go out each night. Let this be our prayer, when shadows fill our day……Let this be our prayer, just like 

every child, need to find a place, guide us with your grace, give us faith so we'll be safe.  
 
耶穌，每次我遇到暴風，而祢在我旁邊睡覺時，我會以信心唱著這首歌，等祢醒來。 

 

江慕慈姑娘



 

 

二零一九年九月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十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以賽亞書 61 章 10-11 節 (舊約 1103 頁) ..................... 眾  立 

10 我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心因神喜樂； 

因他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以公義為外袍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華冠，又如新娘佩戴首飾。 

11 地怎樣使芽長出，園子怎樣使所栽種的生長， 

主耶和華也必照樣使公義和讚美在萬國中發出。。 

3. 讚美 ..............................上主永恆恩惠 (普天頌讚 24 首) ........................... 眾  立 

1 上主永遠慈恩，我靈藉祂行動，尋求父神聖面相認，安息主愛之中。 

2 上主真理、明光，貫徹古今、永恆，創造群星燦爛輝煌，我主─前路明燈。 

女聲：3 上主喜樂、平安，一切平安之源，更新信心，加增盼望，讚美歌聲不斷。 

4 上主權柄榮威，差來聖子獎賞：聖靈能力指出正軌，督促言行、思想。 

5 主愛永不變更：天父臉光慈仁─願與上天聖眾同聲，讚主榮耀、深恩。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 全能大主宰 (生命聖詩 2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45 篇 1-7 節 (舊約 803 頁) ............................ 眾  坐 

           路加福音 1 章 46-55 節 (新約 86 頁) 

7. 獻詩 ...............................基督賜新生 (普天頌讚 638 首) ............................ 詩  班 

8. 奉獻 ...............................聖靈居心內 (普天頌讚 31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撒母耳記上 1 章 6-8、14-16、26-28 節 ...................... 眾  坐 

            及 2 章 8-10 節 (舊約 373 頁) 

10.信息 ............................................. 從無聲到有聲 ........................................... 眾  坐 

11. 回應 ................................. 禱告良辰 (生命聖詩 427 首) .............................. 眾  立 

1 禱告良辰，何等歡欣，使我離開俗務紛紜， 

 施恩座前與主親近，將我心事向主述陳。 

 每逢心中痛苦憂愁，我靈得著安慰解救； 

 脫離試探網羅圍困，皆因有此禱告良辰。 

2 禱告良辰，何等歡欣，如生兩翼向主飛昇， 

 在主面前傾心吐意，主按真理信實垂聽， 

 遵主命令尋求主面，信主言語靠主宏恩， 

 一切掛慮全交託主，歡喜等候禱告良辰。 

 

 



 

 

12. 公禱、家事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 

 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約翰福音 14-20 章。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3) 崇拜職事人員季會於今天上午 10:20 於禮堂召開，請所有相關弟兄姊妹預留

時間出席，共商聖工。成人主日學暫停，兒童詩班改在 105 室練習。 

4) 10 至 12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 

5) 兒童部已開始為兒童主日學生安排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每位學生

$120（溫柔班及信實班學生除外），請各家長到圖書閣辦理登記及繳費手續。 

6) 9 月 14 日（六）為公眾假期，藍田堂暫停開放。 

7) 2019-2020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2019 年 9 月 15 日開始，上課時間

是上午 10:30-11:15。這季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今天開始報名。各課 

程簡介已上載於藍田堂網站、電子屏幕或留意圖書櫃門的海報。 

8) 9 月 21 日（六）晚上 8:00 至 9:30 舉行泰國宣教士分享會，由朱佩儀宣教士

及蔡玉英傳道負責分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同心守望宣教需要。是

日所有團契參與聚會。 

9) 兒童部於 10 月 6 日至 11 月 24 日 (上午 10:30-11:20) 在本堂開辦「兒童主日

學師資培訓課程」，由兩位客席講員及本堂資深教師授課，歡迎各兒童主日學

老師、助教及家長參加，報名表及有關詳情已貼在圖書閣對出的間板。 

10) 10 月 27 日舉行會友大會，屆時亦會選舉新一屆執事。邀請參與選舉之提名

信已派發予合資格之弟兄姊妹，請肢體認真禱告尋求主，並於 9 月 22 日前

交回條（參加與不參加均須回應）。 

11)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6/10、13/10、20/10、27/10、3/11 及 10/11 進行，共六堂，

上課時間為是下午 1:00-2:00。凡有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

申請表。 

12) 會友黃宗麟弟兄於 9 月 3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其家人。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 ...........................憑信，不憑眼見 (普天頌讚 287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睇真 D 
陳麗樟姑娘 

吳可淇弟兄、陳樂獻弟兄 

高中主日學       亂世中的召命人生 劉皓然弟兄、林恩庭姊妹 

成人主日學 (基礎)      同遊《撒母耳記》- 第一站  江慕慈姑娘 

成人主日學 (中級)        跨文化福音之旅 劉麗梅姑娘 

成人主日學 (進深) 情【緒】不自禁 麥志成牧師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周家揚弟兄 周家揚弟兄

讀經: 林洛琛弟兄 區惠娟姊妹 林洛琛弟兄 區惠娟姊妹 李芷珊姊妹 顧建德弟兄 連思樺姊妹 蔡小鳳姊妹

司琴: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執事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執事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葉海婷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鄭　琦姊妹 鄧柏齡弟兄 康　全弟兄 張慧清姊妹 趙惠蘭姊妹 陳惠霞姊妹 黃嘉鳳姊妹 黃盛霞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黃慧儀姊妹 黃菁菁姊妹 温寶儀姊妹 李笑歡姊妹 陳翠珍姊妹 譚建偉弟兄 莫雪貞姊妹

當值: 林景輝弟兄 黃翠屏姊妹 徐潔玲姊妹 劉嘉敏姊妹 張漢榮弟兄 孔憲榮弟兄 鄧佩珊姊妹 楊彼得弟兄

影音: 葉德誠弟兄 李芷珊姊妹 雷偉勝弟兄 林溢謙弟兄 陳朝發弟兄 李雪葵姊妹 黃曉媚姊妹 鄭心怡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徐俊榮執事 陳貽添執事 林殷宏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鄭穎儀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　- -　-

司琴: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　- -　-

讀經: 鄔瑜正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　- -　-

司事: 余凱琳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　- -　-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林滿泰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麗堅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四主日（綠）(9月15日) 聖靈降臨期第十三主日（綠）(9月8日) 

本月累積奉獻: $172,599  (包括發展及購堂: $11,740) 上週奉獻總數: $172,599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陳志立夫婦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