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大愛中的敬拜
“一件新的事物” -- 以賽亞書 43:15，18-21

適用於家庭或有隔離的小組崇拜
由 Kathryn M. Schreiber 牧師編寫
崇拜註解
當我們繼續為大眾的健康而居家抗疫時，我們體驗到新的損失和新的收穫。當我們開始
適應與以往不同的生活習慣時，我們可能會感到不安，孤獨，困惑，過度興奮，
甚至麻木。這崇拜是提供給因目前流行病而困擾的心靈設計的。

•
•
•
•
•
•

準備工作
你可以根據這程序與其他人作有距離的崇拜。
請你在開始敬拜前先閱讀如下程序，準備所需要的物品。
“基督蠟燭” 是可以代表基督同在的任何蠟燭或物品。
選擇要唱的詩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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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
裝飾像在教堂一樣，迎接神的同在。並為慶祝地球日作特殊的裝飾。
兒童時刻
“Out of the Bag:In God’s Hands”
在 YouTube 頻道上搜索：Kathryn Schreiber
崇拜程序
請不妨編改這崇拜程序成為適合你所需要的。
我們聚集

宣召
至聖的主,
你在沒有路徑的地方
開闢了新的道路。
所有生命的源頭阿，
無論那裏的河流乾了
你會供應水泉。
全能的神，
你呼召我們離開破壞性的過去
走向有新事物出現的未來。

讓讚美歸給神！阿們。
點燃基督蠟燭
歡迎創造者的詩歌
建議:“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 F Pierpoint, DIX (#56 Chalice)
“頌揚造物主” (#444 生命聖詩)

我們卸下重擔和提起盼望
提出我們所面對的實況

如果你在現場或通過網絡，與他人在一起，請分享你心裏的意念。如果你是
單獨一個人，請你放聲告訴神,今週你和你的親人怎樣渡過? 你最喜愛與誰
人在一起呢？什麼深深地安慰了你的心靈？什麼仍然是挑戰？放心坦白地吿
訴神，不管是什麼都可以提出。神正在傾聽。
默禱

在你心靈的寧靜中，只要享受與神的同在。
你的思念會漂移，會浮現。
請暫時擺下你自己的念頭。
在神的面前，重複說“創造的主”或“掌管宇宙的神”。
減輕重擔的標記

將小石子或一件小物件放在基督蠟燭前，默想你要神釋放的任何事件。
你的心靈知道什麼該交給神，神也知道要接受什麼。
恩典的祝福
沒有地方是我們可以去
而神從未到過的。
沒有我們過去的經驗
是神沒有嘗試過的。
沒有我們能感受的
而神不會理解的。
進入不斷發展世上的奧秘
神一直在前面領導我們
指引我們更好的方向，
帶領我們走向美好的未來。阿們。

我們聆聽
經文閱讀：以賽亞書 43:15，18-21(和合本)
15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聖者，是創造以色列的，是你們的君王。18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
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19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
知道麼.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20 野地的走獸必尊重我，野狗和鴕鳥也必如
此，因我使曠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賜給我的百姓我的選民喝。21 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
造的，好述說我的美德。

願神為閱讀和反思這聖潔話語的人增添福氣。阿們。
在奧秘的時辰讓我們反思神的信實
(如果你的牧師準備了講道，請現在閱讀/查看。)

今天的經文來自先知以賽亞的著作。以賽亞書中的這一系列經文是在不同時
間，不同地點寫的三冊文件。
第 1-39 章，被稱為“第一冊以賽亞書”，定於猶太人烏西雅 (Uzziah)死後 (約
公元前 738 年) *，在猶太地域發生，在四十年內，遭受了不斷的軍事侵略。
“第二冊以賽亞書”，第 40-55 章，記錄了以色列人流放到巴比倫 (公元前
597-539)的末期。在本書的最後幾章“第三冊以賽亞書”(第 56-66 章)中，被流
放的以色列人從返家園，儘管條件非常惡劣，仍然努力重建。
今天閱讀的背景在巴比倫，那裏的以色列人夢想回到猶太，但不是要回到過
去的痛苦和腐敗，磨難和暴力。他們夢想著神會做“一件新的事”，夢想著
成為神應許之地的一個新子民。
在經歷這全球大流行症的過程中，我們想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災難
呢？” “神阿，你為什麼要對我們這樣做？” “神阿，我們應該怎麼作才能
使事情變得更好？” 每當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時，人類就早已將自己的心
靈轉向神明。當我們無能為力時，我們會轉向能力的來源。我們也仰望神的
投入。我們在恐懼的謎團中尋求理解。
作為基督徒，我們跟隨彌賽亞，他經常認為我們將祈禱與行動融為一體–關
心飢餓的窮人，並實際地供養他們，祈求神的憐憫，並為世上的正義而努力。
實踐基督徒的信仰是人需要與神共同修復損傷的工作。
這種全球的疫情揭示了人類，特別是國家和地區集體所犯的錯誤，弱點，和
罪惡。這病毒揭示了我們所創建的系統有許多漏洞。目前，在居家抗疫時我
們好像被放逐。就像被放逐在巴比倫的以色列人一樣，我們同樣夢想著一個
美好的未來。今天從第二冊以賽亞書的經文，高舉了我們在沒有辦法時為我
們開一條出路的神。一位不是恢復過往的神，而是帶領所有造物者走向更美

好未來的神。神為地球預備了什麼新的事物呢？所有挑戰，啟示，和解構在
這時期帶來什麼好處呢？顯露了什麼呢？從現在開始一年後，我們會讚美神
嗎？海洋和野生萬物，森林和天空將慶祝什麼呢？
反思的詩歌
建議:
“Tough the Earth Lightly” – S E Murray, TEDERNESS (#693 Chalice)
“We Cannot Own the Sunlit Sky” – R Duck, HOW CAN I KEEP FROM SINGING (#684 Chalice)

我們一同禱告
祈求的禱吿
今天當我們禱告時，讓我們與人類之外,鄰近的花草，鳥獸，和水土,我們
的動植物伴侶一起禱告,讓我們為一切被造萬物的喜悅和憂慮祈禱。
祈禱的詩歌

建議:
Suggestion: “Shelter Me” – Mike Joncas. Copyright 2020. The Jan Michael Joncas Trust.
YouTube: https://youtu.be/1EbCgi_7gQs (music and lyrics PDF’s attached)

主禱文(請同誦讀)

回想一下你通常在教會聚會。讓團契美好的回憶充滿你的心靈。讓我們一起
誦讀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
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
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我們謝恩
奉獻

做一些事來表達你對造物主的愛。餵些雀鳥，給植物澆水，和家庭寵物一起玩。
捐贈時間，才幹，或金錢去造益這大自然。為這個美好的宇宙讚美神。
(請參閱本文末端的捐贈說明)

感恩的詩歌
Suggestions: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 C F Alexander, ROYAL OAK (#61 Chalice)
“天父世界真美麗” (#514 生命聖詩)

我們繼續在盼望中

希望之詩

“Go to the Limits of Your Longing” by Rainer Maria Rilke
閱讀詩詞或聆聽 “Sent Out” Song by Rev. Will Burhanshttps://youtu.be/R-I130x1RYM

(翻譯)
神造我們的時候向我們說話，
然後與我們一起靜靜地走出黑夜。
這些是我們隱約聽到的話。
你要去信息以外的地方，
去你渴望的盡頭。
做我的代表，
像火焰一樣燃燒
並留下空間讓我可以進去。
讓一切美麗與恐怖都發生在你身上。
儘管繼續吧，沒有感覺是終了的。
但是不要喪失了我。
附近就被稱為生命的國度。
你會從它的莊嚴認識它。
把你的手給我吧。
希望之歌
建議：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 M D Babcock, TERRA BEATA (#59 Chalice)
“這是天父世界”(#512 生命聖詩)

祝福
Julian of Norwich 看到一個異象：
她看到手裏有一個圓球
看起來很像普通的小榛子。
神告訴她這就是所造的一切。
她看到它具有三個特性：
“首先是神創造了它。
第二個神愛它。
第三個神保守了它。”
但是 Julian 擔心這麼小的東西
非常脆弱，
神向她保證一切在祂的慈愛
和保護下都會安穩的。

我們有一位充滿慈愛和憐憫的造物主引導我們。
讓我們懷著平安與盼望向前走吧。阿們。
（聚會結束）
註解
* BCE=“共同時代之前”和 CE=“共同時代”，以 BC=“在基督之前”和
AD=“安諾”多米尼”(拉丁語：“主年”）。今年是 2020 年。公元前 1 年的
日期是 2021 年。公元前 738 年將是 2758 年前。
在網上讚美詩：https://hymnary.org/hymnal/CH1995 YouTube 音樂視頻：按標題和
作者之一搜索以獲得最佳結果。
“保護我”：GIA 出版物將在 2021 年 3 月底之前提供免費分數，網址為
www.onelicense.net
YouTube 音樂視頻：按標題和作者之一搜索以獲得最佳結果。
崇拜資源：所有內容均由 Kathryn M. Schreiber 牧師編寫，除非歸因於其他來
源。(NRSV) 新修訂的標準版本©1989，美國基督教會全國理事會基督教教育
處。經許可使用。版權所有。(Chalice) 讚美詩(Chalice Hymnal) 和其他敬拜出版
物一樣，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期間暫停了版權限制。
崇拜認可：©2020，Rev. Kathryn M. Schreiber，Living Liturgies.
權限:未經作者直接許可，不授予你在社區外分發此資源的權限。
捐贈內容：由於當前冠狀病毒大流行，此內容是免費提供的。但是，你可以
透過向當地組織提供財務, 捐助給脆弱動物的需求，例如當地的人道庇護所
或區域性的荒野保護區。如果你不能捐錢，請支持或積極鼓勵這些有價值的
組織,並儘可能作議務的工作。謝謝。
Living Liturgies 的有關資料：
網站：www.inthebiglove.com；臉書網：“Living Liturgies”；YouTube：“Kathryn
Schrei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