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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靈修 
 

需要叫醒耶穌嗎？ 

 

                             
               
                                                                             
 
 
兩幅圖畫都是以耶穌平靜風浪為主題。左圖著重人的反應，右圖亮點在耶穌身上。我們的人生總有

一些時期，如圖中被風浪包圍的船上掙扎求存。 
 
暴風，代表失控的局面。所謂失控，是人憑著過往的經驗、閱歷亦難以駕馭，或無法重拾事情的掌

控權。現在，你經歷的暴風是甚麼？疫症或措施帶來的影響？工作、家庭、健康或情緒的危機？你

心裏的波浪 ？我們的人生不停在掌控和失控之間遊走。 
 
湧進你船的海水是怎樣的呢？圖中哪些船員的反應曾經出現在你身上呢？你是奮力要奪回人生的掌

控權，還是瑟縮在船的一角？你手緊握著的槳是甚麼？你奮力撥走的水又是甚麼？你靠近耶穌的同

時，心裏想說的又是甚麼？ 
 
讓風浪湧進你的心，是海水，風聲還是來自船上的聲音？  
 
睡著的耶穌令你更焦躁不安？還是讓令你漸漸安穩呢？ 
 
耶穌堅持睡著，是無能無情？是考驗我們？還是邀請我們感受一種在風浪中的平靜安穩呢？若是後

者，我們是否一定要叫醒耶穌？風浪是否一定要即時停止呢？ 
 

人生的風浪又怎會只是一次，這刻的暴風是為下一次作靈性上的預備。但無論哪一次，或多少

次，耶穌總在船上。到㡳是祂啓動每次的航程，亦會帶你安達彼岸。 

江慕慈姑娘  

The Storm on the Sea of Galilee,  

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Be Calm, Sieger Kö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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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 顯現期第八主日（綠） 

1. 安靜默禱 眾坐 

2. 宣召：山上變像禱文 (普天頌讚 196 首) 眾立 

主：求主領我們到山上，因此我們有廣闊的視野： 

眾：我們見到過去信心的偉人，並會珍惜他們生命的影響。 

主：求主領我們到山上，以致我們會驚訝： 

眾：我們見到祢的愛子耶穌，並知道祂有話語我們當聆聽的。 

主：求主領我們到山上，我們便會敬畏、戰兢： 

眾：因我們認識至聖者的奧秘，並要預備自己崇敬主。 

主：求主帶我們從山上下來，並裝備我們服事主： 

合：我們要將耶穌拯救的工作傳遍此處、在這社群、 

  並這苦難的世界中。阿們。 

3. 讚美：上主，永恆聖光 (普天頌讚 197 首) 眾立 

1 上主，永恆聖光，因祢所賜應許： 

 我眾亞伯拉罕後嗣宣祢尊名榮譽。 

 懇求悦納祭品，開啟信仰人生， 

 烈火熊熊，改變、熬煉、更新戰慄心靈。 

2 祢曾立在高山，彰祢榮光威煌， 

 異采華輝奇妙無匹，深奧真理掩藏— 

 何等“可畏”雲彩—至今聲、形無異： 

 描繪神子尊貴難述，威榮超越言辭！  (間奏) 

3 展望來日光輝：基督從天降臨， 

 揭示永生，將我改變—身體取主榮形！ 

 萬有共仰同瞻顯赫偉大神光， 

 平安、真理遍漫寶座，公義普世流長！ 

4. 祈禱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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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誦讀經文 眾坐 

申命記 34 章 1-12 節 (舊約 289 頁) 

1 摩西從摩押平原登上尼波山，到了耶利哥對面的毗斯迦山頂。
耶和華把全地指給他看：從基列到但， 

2 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蓮、瑪拿西的地，猶大全地直到西邊的海，
3 尼革夫，從棕樹城耶利哥的平原到瑣珥。 

4 耶和華對他說： 

 「這就是我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之地，說： 

 『我必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現在我使你親眼看見了， 

 你卻不得過到那裏去。」 

5 於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在摩押地那裏，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6 耶和華將他葬在摩押地，伯‧毗珥對面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沒有人知道他的墳墓。 

7 摩西死的時候一百二十歲，眼目沒有昏花，力量沒有衰退。 

8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為摩西哀哭了三十天， 

 為摩西哀哭居喪的日期才結束。 

9 嫩的兒子約書亞，因為摩西曾為他按手，他就被智慧的靈充滿。
以色列人聽從他，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去做。 

10 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 

 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 

11 耶和華差派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僕， 

 以及他的全地，行了各樣神蹟奇事， 

12 又在以色列眾人眼前顯出大能的手，行了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希伯來書 3 章 1-6 節 (新約 347 頁) 

1 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 

 要思想我們所宣認為使者、為大祭司的耶穌； 

2 他向指派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向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3 他比摩西配得更多的榮耀，好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更尊榮；
4 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萬物的是神。 

5 摩西作為僕人，向神的全家盡忠，為將來要談論的事作證； 

6 但是基督作為兒子，治理神的家。 

 我們若堅持因盼望而有的膽量和誇耀，我們就是他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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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奉獻：祢真偉大 (青年新歌 3 首) 眾坐 

7. 信息經文：約翰福音 4 章 23-24 節、羅馬書 12 章 1-2 節、 眾坐 

     阿摩司書 5 章 21-24 節、馬可福音 12 章 28-31 節 

     (新約 144、242、舊約 1372、新約 74 頁) 

23 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敬拜他。 

24 神是靈，所以敬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他。」 

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21 「我厭惡你們的節期，也不喜悅你們的嚴肅會。 

22 你們雖然向我獻燔祭和素祭，我卻不悅納， 

 也不看你們用肥畜獻的平安祭。 

23 要使你們歌唱的聲音遠離我， 

 因為我不聽你們琴瑟的樂曲。 

24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 

28 有一個文士來，聽見他們的辯論，知道耶穌回答得好， 

 就問他說：「誡命中哪一條是第一呢？」 

29 耶穌回答： 

 「第一是： 

  『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的神是獨一的主。 

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31 第二是：『要愛鄰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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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虛擬中的真實敬拜 眾坐 

9. 回應：靠我靈成事 (青年新歌 50 首) 眾立 

   1 高山將你前路隔阻，陷疑惑與恐懼。 

    放心靜聽親愛聖靈：高山終必下塌。  ** 

   2 深水將你前路隔阻，這河又闊且深。 

    放心踏上水必消退，安抵岸邊地界。  ** 

誦讀 3 火般苦困熬煉你身，令人沒法忍受。 

    看主基督君尊之子，共行並肩面對。  **(間奏) 

   4 單單靠神能力救拯，風也願聽指示； 

    壯膽踏上不必灰心，祂會開闢路徑。  ** 

 

**   非勢力，非勢力，靠我靈引導方會成事； 

    非勢力，非勢力；靠我靈引導前行。 

    這高山終必動搖，這大山要被移動； 

    這高山終必動搖；靠我靈引導前行。 

10. 家事 眾坐 

11.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2. 殿樂：奇異恩典 (生命聖詩 185 首)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所有，獲

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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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主席:

讀經:

司琴:

招待:

司事:

當值:

影音:

執事:

插花/司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司琴:

讀經:

司事:

信實:

温柔:

喜樂:

仁愛: 暫　停 暫　停

暂　停 暂　停

暫　停 暫　停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同　工

暫　停

暂　停 暂　停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林溢敏姊妹 利珍寶姊妹

譚慧冰姊妹 葉翠妍姊妹

暫　停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利珍寶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溢敏姊妹 陳可媚姊妹

陳志輝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游志豪先生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 早 堂 *** *** 早 堂 ***

主日職事人員表
預苦期第一主日（紫）(3月6日) 聖餐顯現期第八主日（綠）(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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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

堂聚會。 

2)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

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感謝香港宣道差會教育及推展副主任游志豪先生蒞臨本堂證

道。 

4) 網上讀經計劃《民數記》的經文簡述和反思內容每天會上載

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鼓勵大家每天思想上帝的話，並在生

活中實踐。 

5) 弟兄姊妹欲參閱區聯會出版之「宣訊」，請用以下二維碼。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