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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加利利海上風暴中的基督 

 
 

馬可福音 4 章 35-41 節所記載的耶穌事迹，相信很多信徒都熟悉，《和合本》聖經將這

段經文命題為「平靜風和海」，其他版本的聖經大多採用類似的標題，突出主耶穌平息暴風浪

的權柄和能力。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有記載這一段事迹，當然，若細心比較三部福音書的敍

述，不難發現三位作者描繪當時的情景、門徒的反應、耶穌止息風浪的過程和耶穌對門徒的詰

問都稍有不同。其中一處是耶穌睡覺的情節，馬太的講法是「耶穌卻睡着了」（熟睡），路加

更直接了當「耶穌睡着了」（原文只有一個動詞）。相反，一貫簡潔的馬可，這次卻詳細地交

待了耶穌睡覺的位置（在船尾）、怎樣睡（枕在枕頭上）和睡態（熟睡）。在風急浪高船危的

環境𥚃，耶穌竟然睡得安穩，睡得香甜。 
 

曾幾何時，在巴士上和地鐵車廂𥚃經常見到倦極而睡的乘客，睡醒一覺差不多已到家門。

對於今天的香港人，就算是身心疲憊，但神經若繃緊，不要説睡覺，連讓身體放鬆都不容易。 
 

早在 2003 年，香港大學民研受委託進行了一項在職人士睡眠質量的調查，結果頗驚人，

調查發現 92%的被訪者有睡眠不足的徵狀，61%的被訪者未能擁有無中斷的睡眠，五成的被訪

者曾有持續睡眠欠佳的經驗。這項調查是在「沙士」疫症消退之後進行的，當時社會的集體焦

慮才開始緩和。如果今天再進行類似的調查，被訪者涵蓋非在職人士，恐怕更多的被訪者有睡

眠問題，因為今天我們同樣處於集體焦慮中，比起「沙士」更嚴重。 
 

特別是在這種社會氛圍底下，讓我們記得，不單記得，更是親眼看見主耶穌在風急浪高

船危中的安然熟睡。 
 

十七世紀的荷蘭畫家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有一幅名為 Christ in the 

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 的畫作，畫中呈現了門徒在危急關頭的各種反應：有人驚惶失措，

有人焦急地叫醒耶穌，更多的人拼盡力氣穩住船身，也有人似乎放棄了。唯獨一人，安靜地跪

在耶穌面前低頭祈禱，等候主。正確來說，這是一個不應出現在這個場景的人，原因很簡單，

在馬可、馬太和路加的敍述裡，這個人並不存在。 但諷刺地，這個人的反應和行動，恐怕正是

主耶穌期望門徒能做到的。 
 

今天是將臨期的第三主日，我們要燃點起「喜樂之燭」，迎接那位安然熟睡於馬槽内的

聖子耶穌。期盼我們在主耶穌的同在中無所懼怕，縱有風浪，主的安穩使我們喜樂。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

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他必在 大衛 

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 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

熱心必成就這事。（以賽亞書9 章 6-7 節） 
 

 

劉麗梅姑娘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將臨期第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燭光禮 .............................. 點燃燭光 (普天頌讚 125 首) .............................. 眾  坐 

3. 宣召 ........................... 路加福音 1 章 46-50 節 (新約 86 頁) ........................ 眾  立 

主席： 46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 

  47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會眾： 48 因為他顧念他使女的卑微；從今以後，萬代要稱我有福。 

同誦： 49 因為那有權能的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聖的。 

  50 他憐憫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4. 讚美 ................................... 天使報信 (生命聖詩 98 首) ............................... 眾  立 

1 聽阿！天使高聲唱：“榮耀歸與新生王； 

 地上平安人蒙恩，神人和好再相親！” 

 興起！地上大小邦，響應諸天共頌揚， 

 樂與天使同宣告：“基督生於伯利恆；” 

 樂與天使同宣告：“基督生於伯利恆。” 

2 至高天庭同敬拜基督萬代永生王， 

 萬世所望從天降，甘心卑微居陋房； 

 至高上主披肉體，道成肉身降麈世， 

 甘與世人居下地，耶穌是以馬內利； 

 甘與世人居下地，耶穌是以馬內利。  (間奏) 

3 歡迎天降和平王，歡迎輝煌公義光； 

 帶來生命顯光芒，起死回生醫創傷； 

 捨棄榮華離天上，降生救人出死亡， 

 降生使人得高升，降生使人得重生； 

 降生使人得高升，降生使人得重生。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聖嬰孩主耶穌 (美樂頌 152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35 章 1-10 節 (舊約 1051 頁) ...................... 眾  坐 

 馬太福音 11 章 2-6 節 (新約 18 頁) 

8. 獻詩 .................................. 歡迎基督 (普天頌讚 137 首) .............................. 兒童詩班 

9. 奉獻 .................................. 滿懷喜樂 (生命聖詩 108 首) .............................. 眾  坐 

10. 見證 .......................................... 吳鍚霖弟兄 (早堂) ....................................... 眾  坐 

               周浩邦弟兄 (午堂) 



 

 

11. 信息經文 .................. 阿摩司書 9 章 1-15 節 (舊約 1377 頁) ....................... 眾  坐 

12. 信息 .................................................. 重新修造 ............................................... 眾  坐 

13. 回應 .................................. 堅固磐石 (生命聖詩 277 首) .............................. 眾  立 

1 我心所望別無依靠，只有基督公義寶血； 

 我無好處堪足自誇，惟全然靠救主聖名。  ** 

2 有時黑雲遮蔽主面，主恩不變是我倚靠； 

 在風浪中不會飄流，我錨拋牢在主恩中。  ** 

3 基督寶血奠立聖約，救我不受洪流吞滅； 

 其他倚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 ** 

4 末日聽見號角響起，那時我必在基督裏， 

 穿戴救主雪白義袍，聖潔無瑕立寶座前。  ** 
 

** 立在基督堅固磐石，其餘根基全是沙土，耶穌基督就是磐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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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詩篇 91-97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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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會訂於 12 月 19 日 (四) 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依時出席，並

求主賜智慧共商聖工。 

4) 12 月 24 日 (二) 平安夜晚上 7:45 開始，成人詩班將在滙景花園平台及

啓田報佳音，同向為我們降生的基督獻上感恩。 

5) 12 月 25 日 (三) 上午 10:00 聖誕崇拜及洗禮，請肢體依時出席，同來敬

拜為我們降生的主基督。 

6) 2020 年 1 至 3 月崇拜事奉輪值表已張貼出來，請弟兄姊妹查閱。 

7) 2020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額為$300 或

以上。 

8) 本堂會友黃林桂芳姊妹（黃麗堅姊妹伯娘），於 12 月 9 日 (一) 安息主

懷，安息禮定於 12 月 23 日 (一) 於香港殯儀館舉行，求主安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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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慶賀主受膏為王 (生命聖詩 96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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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陳麗樟姑娘 陳麗樟姑娘

主席: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柯綽瑤姊妹 區惠娟姊妹 柯綽瑤姊妹 區惠娟姊妹 雷書昊弟兄 陳朝發弟兄 雷書昊弟兄 朱麗麗姊妹

司琴: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執事 周　悠姊妹 楊穎君執事

招待: 張穎明姊妹 黃香娣姊妹 葉翠蓮姊妹 黃嘉鳳姊妹 梁銘章弟兄 林瑞馨姊妹 黃菁菁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袁麗嬋姊妹 賴文湘姊妹 譚建偉弟兄 盧麗雯姊妹 陳景安弟兄 陳翠珍姊妹 黃曉媚姊妹 莫雪貞姊妹

當值: 孔憲榮弟兄 李美琼姊妹 曾建恆弟兄 呂君達執事 方艾洲弟兄 林景輝弟兄 劉柏堅弟兄 彭秀群姊妹

影音: 陳永祐執事 陳卓欣姊妹 郭　宏弟兄 藍天晴姊妹 黃永賢弟兄 鍾穎嵐姊妹 蔡加德弟兄 陳其銘弟兄

執事: 王偉樂執事 林殷宏執事 陳貽添執事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錢惠如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葉蔓菲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林滿泰弟兄 林滿泰弟兄

司琴: -　- -　-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　- -　- 譚梓泓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司事: -　- -　- 劉卓言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信實: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李寶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黃鑾鳳姊妹 李芷珊姊妹 譚慧冰姊妹

喜樂: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周潔頤姊妹 李敬因姊妹 林曉潼小朋友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將臨期第四主日（紫）(12月22日) 將臨期第三主日（紫）(12月15日) 

上週奉獻總數: $166,112 本月累積奉獻: $348,686  (包括發展及購堂: $31,650)

本週獻花: 黃盛霞姊妹、黃翰濤夫婦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常費 : O256 主知名 1000 P201 主知名 650 P684 主知名 5000 P881 主知名 4000 P975 主知名 1500
Q258 主知名 1000 Q436 主知名 1000 Q438 主知名 200 Q525 主知名 500 Q885 主知名 12500
R164 主知名 2000 R502 主知名 3000 S622 主知名 200 S677 主知名 3000 S732 主知名 11140
S792 主知名 1000 S812 主知名 6000 T027 主知名 3000 T033 主知名 1000 T038 主知名 3000
T068 主知名 200 T173 主知名 7500 T174 主知名 4000 T196 主知名 5000 T214 主知名 2000
T222 主知名 1000 T289 主知名 3300 T294 主知名 3000 T295 主知名 500 T509 主知名 7500
T514 主知名 500 T516 主知名 500 T527 主知名 500 T528 主知名 2000 T529 主知名 8000

T536 主知名 2000 T689 主知名 2000
慈惠 : O256 主知名 1000 T190 主知名 1200
感恩 : O256 主知名 2000 Q258 主知名 350 Q600 主知名 500 R101 主知名 1000 S028 主知名 500

S541 主知名 1500 S790 主知名 100 T032 主知名 1000 T068 主知名 1000 T173 主知名 2000
T174 主知名 2000 T185 主知名 200 T191 主知名 3000 T197 主知名 1000 T222 主知名 1000
T270 主知名 500 T290 主知名 620 T392 主知名 630 T514 主知名 300 T529 主知名 2000
T689 主知名 2000

發展 : M713 主知名 2000 Q258 主知名 1000 R284 主知名 4000 R502 主知名 3000 S299 主知名 500
T222 主知名 1000 T528 主知名 1000

差傳 : O256 主知名 1000 Q258 主知名 1000
教育 : O256 主知名 1300 T222 主知名 900
鮮花 : T504 主知名 500 T530 主知名 1000

*********************************  奉獻封編號及金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