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大愛中的敬拜
“神在那裏被供奉？” -- 使徒行傳 17：24-29

適用於家庭或有隔離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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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
適應與以往不同的生活習慣時，我們的心靈需要得到特別的照顧。
這崇拜是提供給因目前流行病影響時期與永生神結連設計的。

•
•
•
•
•
•

準備工作
你可以根據這程序與他人作有距離的崇拜。
請你在開始敬拜前先閱讀如下程序，預備所需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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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時刻
“Out of the Bag: Where’s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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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會祈禱
讓我們讚美神 - 世界和萬物的創造者！
讓我們讚美神 - 掌管宇宙的主宰！
讓我們讚美神 - 超越世人行為和思念！
讓我們讚美神 - 使所有生物充滿活氣！
讓我們讚美神 - 全人類的作者！
讓我們讚美神 - 永存和不斷被尋求的神！
讓我們讚美神 - 我們生命的泉源和力量！
哈利路亞！阿們！
點燃基督蠟燭

歡迎基督的詩歌
建議:“Joyful, Joyful, We Adore You” – H van Dyke, HYMN TO JOY (#2 Chalice, “快樂崇拜”
#22 生命聖詩)或 “All Creatures of Our God and King” – F A, LASST UNS ERFRUEN (#22
Chalice,“讚美真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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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我們聚集在教會裏崇拜並享受彼此的團
契以來，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你和你的家人如何適應呢？你有什麼得失？你
最想念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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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心靈的安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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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天地的主”，或“我們生命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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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們可能感到離神很遠
特別是當我們保持彼此距離時
與至聖的地方和摯愛的朋友分開
但是神離我們並不遠,神就在這裏！
當我們不感覺到神的同在時
讓我們信靠他人的見證
說有一個非常美好的神
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乎衪。

永生神不是一個物質的神可以被偷去或失去光澤。
永生神不是我們創造性想像的產物。
永生神，儘管常常是神秘的，卻是永遠長存。阿們。
我們聆聽
經文閱讀：使徒行傳 17: 24-29 (和合本)
24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25 也不用
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26 他從
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
界.27 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28 我們
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
的。29 我們既是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
金，銀，石。

願神為閱讀和反思這聖潔話語的人增添福氣。阿們。
“神在那裏被供奉的反思”
(如果你的牧師準備了講道，請現在閱讀/查看。)

今天我們要反思我們親近神時的方式和地方。這可以是私下進行，也可以與
其他人討論分享。
回想我們的教會–深受歡迎的會堂，目前不開放為公眾崇拜。想像一下到達，
聚會，崇拜，團契，也許參加課程，各種事奉，或會議。讓記憶提升，將注
意力集中在特別得益或豐富的經驗上。在教會裏，你在什麼時候最振奮，最
舒適，最得到幫助呢？
記得有另一個神聖的地方。這可能不是宗教建築，但也可能是。在這個神聖
的地方，曾經有過特殊的事件或體驗，在這個神聖的地方你曾感受過深澈的
幸福，或聯繫到與比自己更偉大的力量。那時你在那裏？你在做什麼？那次
經歷有什麼特別之處，甚至可能是神聖的作為嗎？
留意當前的生活習慣，特別是有關保健，祈禱，奉獻，或崇拜。你是否有時
會感到特別的有力或振奮？那些事情最能幫助你感覺到與造物主，耶穌基督
或聖靈的聯繫？（這可能是一種微妙的經驗。與神聖聯繫可能是得到屬靈的
安慰，無與倫比的平安和智慧, 或深深的感激和滿足。）
在基督教的初期，遠未成立任何基督教會之前，耶穌的信徒已經非常親近神。
透過從拿撒勒人耶穌那裏獲得的直接經驗，其他門徒的見證，以及在私人家

中進行的聚會，早期的基督徒在他們中間找到了神。他們認識一位活著，無
處不在的神，不需要在特定的寺廟或祭壇前敬拜。沒有供奉在特定的寺廟或
祭壇上。
偉大的使徒保羅在整個羅馬帝國傳道，宣稱這位“永遠與我們同在”的神。
他以深厚的宗教關係和習俗向羅馬和猶太人宣講福音。今天的經文落在雅典
這個偉大的城市，這個地方充滿了西方世界最壯觀的建築和雕塑。在那裏，
保羅談到神是一個神靈，在任何地方隨處可見。是一個不需要在廟宇或巨大
雕像前供奉的神。一位屬於所有人類, 並關懷眾生的神。這是太激進了！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基督教已成為一項全球事業。祂為世界帶來了許多令
人驚嘆的藝術作品和建築，更不用提音樂，詩歌，和文學了。
在當今世界的某些地區，以耶穌的名義建造的“廟宇”比所有羅馬眾神聚集
的地方還要多。但是我們仍然喜歡自己不起眼的教堂，我們的正堂和好用的
副堂。我們想念在那裏像往常一樣一起事奉及團契。
最近，Pacific School of Religion 院長 David Vásquez-Levy 博士描述了一個當前
COVID-19 的卡通。它以魔鬼與神交談為題目。魔鬼對神說：“哈哈！我關閉
了你所有的教堂！” 神回答說：“哈哈！我在每個家庭都開了一個！”我們
UCC 全國領導人,Rev. Traci Blackmon 在居家抗疫開始時說：“神已經離開了建
築物，走上了街頭！”
請想一想。今天神被安放在那裏？今天在那裏會面對神？明天我們本地教會
事工又意味著什麼？願這些問題能激發你本週的思想和祈禱。
特別音樂
“You Do Not Walk Alone”
Lyrics: Traditional Irish Blessing Music: Elaine Hagenberg
Performed by the Charlotte Community Virtual Choir, Lance Burnette, piano, conducted by
David Tang, Andrew and Irene’s nephew. Permission granted.
video: https://youtu.be/bi5cQTrcFVc

我們一同禱告
祈求的禱吿
春天來了–所有的創造物都讚美神！但是，在這可怕的疫症流行中，這是人
類一個最特別的春天。這個全球的災害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我們正在努力衡
量各種操作的輕重，包括教會當前和將來可能改變的地方。讓我們為所有人
類的宗教祈禱。願我們聆聽那位仍在說話, 與我們同在，並邀請我們進入一
個未知的未來的神。如果你的社區有祈禱的請求，請在繼續祈禱時將它們包
括在內。

祈禱的詩歌

建議:“Come and Find the Quiet Corner” –S E Murray, BEACH SPRING (#575 Chalice)
主禱文(請同誦讀)

回想一下你通常在教會聚會的時光。讓你心愛的社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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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記得，即使我們沒有聚集在教堂裏，我們教會的事工仍在繼續。職業人
士和義工們仍在工作。我們也繼續為其他非營利組織提供資金和支持。請用你
的祈禱和善意,以及捐贈時間和金錢來支持當地的教會。奉獻這些禮物感謝永
生的神。不論在我們會堂之內或之外。
感恩的詩歌

建議:“Who is My Mother, Who is My Brother?” – S E Murray, KINDRED (#486 Chalice)
video: https://youtu.be/hq_n_sx02Kg (lyrics in previous LL service)

我們繼續在盼望中
希望之歌

建議:“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 D Iverson, LIVING GOD (#259 New Century,“來復興我”
#390 生命聖詩)
祝福
當我們想念彼此最喜歡的地方時，讓我們記得：
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乎神。
當我們感到微風輕拂時，讓我們記得：
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乎神。
當未來潛伏著不可預測的恐懼時，讓我們記得：
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乎神。
當悲傷的淚水從我們的眼中落下時，我們記得：
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乎神。

當希望發芽，嫩綠的時候，讓我們記得：
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乎神。
（聚會結束）
在網上讚美詩：https://hymnary.org/hymnal/CH1995
在網上 New Century Hymnal：https://hymnary.org/hymnal/NCH1995
HOL：生命聖詩，雙語讚美詩。©1986，China Allianc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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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l）Pacific School of
Religion 院長,David Vásquez-Levy 博士在 2020 年 5 月 12 日在網上對話中描述了
這幅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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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信仰社區捐款來表示對經源的感謝, 以彰顯永生神的價值。謝謝！
Living Liturgies 的有關資料：
網站：www.inthebiglove.com；臉書網：“Living Liturgies”；YouTube：“Kathryn
Schrei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