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愛中生活的敬拜
你給他們吃吧！ --

太福

14：13-21

用於家庭或小組崇拜
由 Kathryn M. Schreiber 牧師編寫
準備工作
• 你可以安排與他人有
•
•
•
•
•

同時的崇拜。
請你在 始敬拜前先
如下程序，尤其是 要的物品。
基督蠟燭 是可以代表基督同在的任何蠟燭或物品。
擇要唱的詩歌（採用我們提供的，或你所喜愛的詩歌)。
安排一個不會受干擾的崇拜地方。
佈 像在教堂一樣， 接神的同在。
兒童時刻
O of he Bag: Sharing!
在 YouTube
上搜索：Kathryn Schreiber
崇拜程序
請編改 崇拜程序成為 合你自己的敬拜。
我們聚

祈禱(同聲誦 )
我們心 渴望活著的基督，
因為我們聽到了壞消息。
我們 要最好的消息。
請來，主耶穌，請來吧！
我們感到痛苦和恐懼。
我們 要同情和智慧。
我們 要屬 的 袖。
請來，主耶穌，請來吧！
我們為別人的病痛和死亡感到
我們也擔心親人會生病，
並且 心我們自己的健康。

。

聖潔的 治者，我們 要你的幫助。
請來，主耶穌，請來吧！
燃基督蠟燭
接聖
建 :

的詩歌

Come to Me, O Wear Tra eler
Come unto Me, Ye Wear
生命聖詩 191 )

S Dunstan, W Rowan; AUSTIN (#353 Chalice)
W. Dix, S Wesley; AURELIA ( 勞苦者得平安 –

我們卸下
提出我們最

擔

的實況

如果你現在或
設備與他人聯絡在一 ，也許你知 有人病了或被
了，
請彼此討論你們對 COVID-19
傳播的反應？
如果你是單獨一個人，請你大聲告訴神 去一星期，最困 的是什 ？最令
人 訝的是什 ？最令人振奮的是什 ？說實話，不管是什
可以提出。
上帝正在傾聽。
禱

在你心 的寧 中，只要與上帝同在。
你的思考會漂移，會浮現。
請暫時擺下你自己的念 。
在神的 前， 複說“聖潔的神 ！”或“親愛的 爸父！”
減

擔的標記

將小石子或小物件放在基督蠟燭下， 想你要神 放的任何事物。
你的心 知 什 該給上帝，上帝也知 該接受什 。
恩典的祝福(同聲誦

)

我們祈禱：
在我們說出一句話之前，
在我們說明心裏不安的理由前，
神呀，你知 我們 擔的東西；
並呼喚我們要 放,
在 時刻要完全減 去我們的 擔。
仁慈的神，我們感謝,多謝你。 們。

我們聆聽
經（啟應式）
我們的經文 自 太福 14:13-21（(NRSV)。 個故事也出現在 可福 6:
32-44， 加福 9:10b-17 和約翰福 6：1-15 中。在 太福 ， 可福 和
加福 中，施洗約翰被處死後，發生了
群眾的神 。
在 太福 14：1-12 中，希律王因施洗約翰批評他與兄弟腓力的妻
希羅底發生性 係， 捕了施洗約翰。希律王囚禁約翰並想殺死他，但國王
擔心公眾會有強烈的反對。在希律王誕 之 ，他的侄女希羅底的女兒 了
很特殊的舞 。希律王很 興地答應了給她任何所求的。她問媽媽要什 ：
她要施洗約翰的 。聖經說 國王悲痛不已 ，但希律 是堅持，殺死了先知
約翰。當我們
太福 14: 13-21 時，請記住 一 。
段經文包括了耶穌和他的 徒之 的一次 要對話。下 是為講故事的人，
徒，和耶穌而設的。一個人可能以不同的聲 朗 ，或在多人時每人朗
一 分。

講故事的人的聲 ：
當耶穌聽說施洗約翰被殺時，他獨自
到一處荒蕪的地方。但是當群眾聽
到施洗約翰被殺的消息時，他們正在從城 步行
耶穌。耶穌上岸，看見
了一大群人。他同情他們，治癒了他們的病。傍晚時分， 徒們來到耶穌
裏。

徒們的聲 ：
裏是
吧。

，時 已經晚了； 人群 去使他們可以 入村莊自己

耶穌的聲 ：
他們不用

；你給他們吃 東西。

徒們的聲 ：
我們 裏只剩下五個

和兩條

。

耶穌的聲 ：
把它帶到我

裏來。

講故事的人的聲 ：
然後，耶穌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

物

拿著五個 和兩條 ，
耶穌仰望著天，
祝福並擘 了 ，交給了 徒；
徒把他們交給了群眾。
所有人 吃 了。
他們拿 了剩下的碎片，
滿十二個籃子。
了婦女和兒童外, 些吃 的大約有五千人。
神祝福
和反思 聖經話語的人。 們。
對恐懼， 求，和 源的反思
(如果你的牧師準備了講 ，請現在

/查看。)

我們試想像 年前的情況。 施洗約翰的
者會感到
。許多人以為
他是彌 亞。其他人則認為約翰宣告的耶穌是彌 亞。既然國王殘 地殺死
了施洗約翰，
所有人 一定想 有誰處於危 之中呢。耶穌也會被殺嗎？
有可能嗎？
些懼怕和患病
耶穌的人，正在尋找從他得著的安慰和 治。
耶穌獨自
，為施洗約翰的死感到悲痛。他
了自己祈禱的地方，看到
了聚 的人群。耶穌撇 了自己的悲傷， 治和
其他的人群。晚上時，
耶穌的 徒來找他，告訴他 人們
去
的村莊去
物。
耶穌如何回應？他說： 他們不 要
；你給他們吃的東西吧。 基本上，
耶穌對他的 徒說： 你給他們吃吧。 徒很困惑，因為他們只有五個 和
兩條 。你認為耶穌知 其中 有其他 物嗎？耶穌知 人群中的口袋，籃
子，和袋子 有多 的 物嗎？正如 William SloanCoffin 牧師喜歡說的 樣：
源不是問 。分發的才是問
，聽 來有 熟悉？
是可 知人 的行為,當我們害怕時我們會囤積 物。全世界恐懼的人們
會為私人用 存放 要的物品，也許我們也正在 樣做？ 於 次 COVID-19
大流行，你認為耶穌會對我們說什 ？
個故事深深地困擾著你的心 。你現在真正 要的是什 ？上帝會對你
和你的親人說什 ？
我們繼續往前時，請聆聽大自然的聲 或特 的 樂。反思時 完結後，只
說: 們。
我們一同禱告

祈求的禱吿
在禱告中 我們提出個人的喜樂和憂慮。如果你為社區有代禱的請求,或為
牧者的祈禱，請在此時也包括在內。
祈禱之歌

建 :
S eet Hour of Pra er - W Walford, W Bradbury (#570 Chalice; 禱告良晨 - 生命聖詩
427 )
Standing in the Need of Pra er - African American spiritual; PENITENT (#579
Chalice)

主禱文(同聲誦

)

回想一下你 常在崇拜時你對教會和社區美好的回憶。 我們一 誦 耶穌
教導我們的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人 尊祢的名為聖， 祢的國 臨,
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
，今日 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
人的債，不叫我們 見試探，救我們脫 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
祢的，直到永 。 們。
我們謝恩
奉獻

為要表 你對神的愛，也向永 供應我們的 位的愛慕， 我們為別人做一些
其他人會 免做的事情。捐出你的時 ，才幹，或
。
（請參 本文末端提供的捐 說明）
感恩詩歌
建 :
Gloria Patri - Doxology
Great is Th Faithfulness
聖詩 18 )

T Chisholm, W Runyan (#86 Chalice; 你的信實廣大 - 生命

我們繼續在盼望
滿 的肯定(同聲誦
在人群的籃子裏，
在我們家的廚房裏
在我們內心的角落
已經 夠了。

)

在我們全球的 居中，
在我們的朋友和家人中
在我們 個家庭中
已經 夠了。
永活甜美的耶穌
繼續對我們說：
你給他們吃吧。
我們熱切地回答：
我們會的！ 們。
希望之歌
建 ：
God of Grace and God of Glor
H Fosdick, J Hughes; CWM RHONDDA (#464 Chalice)
"We Are the World - M Jackson & L Richie, 1985.

祝福
Thérèse of Lisieux 於 100 年前居住在法國。她之所以被稱為 耶穌的小花朵，
是因為她 勵基督徒 簡單，實 的信仰生活。
Thérèse of Lisieux 寫 ：
我們的主對我們行為上的 獻，
甚至在他 程中的困 ，
沒有太多的 注。
只看我們在工作上的愛心。
親愛的朋友，本
我們懷著極大的愛心去行事。
請平安地 去吧。基督會繼續與我們同在。 們。
（聚會結束）
在網上

樂：https：//hymnary.org/ YouTube：在 google 搜索主

崇拜 源：
權所有。

和作者的

料。

有其他來源，所有內容均由 Kathryn M. Schreiber 牧師編寫，版

崇拜認可：©2020，Rev。Kathryn M. Schreiber，Living Liturgies
權 :未經作者直接許可，不授予你在社區外分發此 源的權

。

捐 內容：由於當前冠狀病毒流行，此內容是免 提供的。但是，你可以直
接捐 給你當地的教堂或教會團 ，以表示對經源的感謝。請與你教會的司
庫聯繫，以了解在此期 的最佳捐獻方式。你的捐獻將觸及許多生命。謝謝！
Living Liturgies 的有
料：
網站：www.inthebiglove.com 臉書網： Living Liturgies
Sch eibe

YouTube： Ka h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