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基督大愛中的敬拜 
“與耶穌在一起的復活節早餐” -- 約翰福音 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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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教會延遲復活節的崇拜直到能夠全體團聚，本文是用在代替復活節主日的崇拜。 
它注重約翰福音中記載復活的耶穌第三次的顯現，在提比哩亞海邊和門徒們吃早餐。 

 

準備工作 

• 你可以根據這程敘與其他人作遠距離崇拜。 

• 請考慮在早餐桌旁敬拜，邀請復活的基督進入你的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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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神在復活節的同在。 
 

兒童時刻 
“Out of the Bag:Waiting for 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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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我們聚集 

宣召 

透過聖靈我們聯繫了。 

心靈超越了時間和空間聚集在一起。 

包括每個不同宗派的基督徒。 

與因為居家抗疫的人在心靈上敬拜。 

病毒無法阻止我們的聯繫。 

我們在復活的主裏得到肯定：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基督已經死了。 

但是基督也復活了。 



基督還會再來。 

哈利路亞！阿們！ 
 

 

點燃基督蠟燭 
 

 

歡迎復活節的詩歌 

建議:“Christ the Lord is Risen Today” – C Wesley, EASTER HYMN(#216 Chalice) “基督耶穌
今復生 ” (#137 生命聖詩) 
 

信仰宣言(Pope John Paul II) 

“我們不假設生命全是美麗的。 

我們意識到黑暗與罪惡，貧窮與痛苦。 

但是我們知道耶穌已經戰勝了罪惡 

經歷了痛苦，在榮耀中復活了。 

我們正生活在他復活的奧秘中 -– 

他的死亡和復活的奧秘。 

我們是屬於復活節的人，哈利路亞是我們的詩歌！ 

我們不是在尋找膚淺的喜樂 

而是來自信心的喜樂， 

透過無私的大愛而成長 

尊重和愛鄰居的基本責任， 

若沒有這個都是不值得提及的喜樂。” 

 

我們卸下重擔和提起盼望 
 

提出我們面對的實況 

如果你在現場或通過設備，與他人在一起，請分享你心中的體會。如果你是
單獨一個人，請你放聲告訴神,在這個聖週你和你的親人如何渡過？你今年
又如何的復活了? 還有什麼是埋葬了正等待復活呢？忠實地吿訴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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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與神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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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主阿”或“主耶穌基督”或“救世的主”。 
 

https://w2.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angelus/1986/documents/hf_jp-ii_ang_19861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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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上帝也知道該接受什麼。 
 

 

恩典的祝福 

正當我們面對自己的恐懼和悲傷時, 

今天我們慶祝永恆的神蹟和禮物 -- 

就是耶穌的肉身從死裏復活. 

在這個煩雜的時刻， 

請我們聆聽仍在說話的神告訴我們： 

我們被赦免了。 

我們永遠是被愛護的； 

我們肯定比我們自己認為的還要強大。 

願我們的心靈與基督在這復活節的早晨一同振奮起來。阿們。 
 

我們聆聽 

約翰福音 21：1-14 
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 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2 有西門彼得，

和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

都在一處。3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 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

船，那一夜並沒有打著甚麼。4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 門徒卻不知道是耶穌。5耶

穌就對他們說, 小子 ,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6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

的右邊，就必得著。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7耶穌所愛的那門徒

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裏。8

其餘的門徒離岸不遠，約有二百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9他們上了岸，就看見

那裏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
10
耶穌對他們說，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

11
西門彼

得就去，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一百五十三條. 魚雖這樣多，網卻沒有破。12

耶穌說，你們來吃早飯. 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13耶穌就來拿

餅和魚給他們。14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 

 

這段經文可以設置為多個聲音誦讀。本文敘述出現在約翰福音（是四本福音
書晚期的記載），揭示了早期基督徒對復活的基督深入的理解。*特別說明：
“耶穌所愛的門徒”是約翰福音中使用的唯一術語。有人認為這是指門徒約翰。
其他人認為是故事開始的一種文學傳統。在今天的閱讀中，你可能想像自己
是這個心愛的門徒。 

 
 



講故事的人：首先，耶穌在空的墳墓旁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 

然後，復活的耶穌出現在躲藏的門徒前。 

後來，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再次向門徒們顯現。 

這次聚集在一起有西門彼得，低土馬的多馬，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業， 
還有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又有其他兩個門徒。 
 

西門彼得:我去打魚.  
 

門徒:我們也和你同去。 
 

講故事的人：他們出去上船了， 

但是那天晚上他們沒有打著什麼。 

天將亮的時後，耶穌站在岸上。 

但是門徒們並不知道他是耶穌。 
 

耶穌：“小子們，你沒有打到魚嗎？” 

門徒：“沒有。” 
 

耶穌：“將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 

講故事的人：他們撒了網， 

但是他們無法拉上來，因為那裏有太多魚。 

耶穌所愛的門徒：“彼得，這是主！” 
 

講故事的人：當西門彼得聽說那是主時， 

他穿上衣服，因為他是赤裸的，然後跳進湖裏。 

其他的門徒還在小船上，拖著滿網的魚， 

因為他們離陸地不遠，只有一百碼的距離。 

當他們上了岸，看見那裏有炭火， 

上面已經放著魚和餅。 
 

耶穌：“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 

講故事的人：西門彼得上船將網拖上岸， 

那網滿了大魚，共有一百五十三條； 

儘管有很多，但網沒有被撕裂。 

耶穌：“你們來吃早餐吧。” 

講故事的人：“但是，沒有一個門徒敢問他，你是誰， 

因為他們知道那是主。” 

耶穌拿了餅和魚給他們， 

這是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第三次向門徒顯現。 
 

願神祝福給閱讀和反思這聖潔話語的人。阿們。 



 

反思復活的基督和我們自己的需要 
 

(如果你的牧師準備了講道，請現在閱讀/查看。) 

 

在這個聖經記載中，復活的耶穌不斷為門徒的福利著想。耶穌尋找他們，等
待他們，幫他們打魚，準備炭火，給他們做早餐，餵養他們。在這一系列明
顯愛心的行動之後，他們吃完早餐後，耶穌開始指示他們在他不在的情況下
繼續事奉。 
讓我們想像一下門徒們可能正在經歷什麼：僅在幾週前，彌賽亞的到來使人
群歡欣鼓舞。然後，他們慶祝逾越節，耶穌向他們講了即將發生的事情。然
後，耶穌被出賣，逮捕，受到會堂和帝國同時的逼害。耶穌被他的核心門徒
拋棄，因為他們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懼。一些女門徒，包括他的母親，被當
局認為是微不足道的，能在他最後的幾個小時安全地和他在一起。婦女們在
安息日後返回，在一個借給他墳墓的有錢人的協助下保管他的屍體。 
儘管復活的基督曾顯現在抹大拉的馬利亞和躲藏的門徒面前，但在這段經文
中我們得知，被任命為耶穌首領的西門彼得建議他們去打魚 - 回到耶穌叫他
們  “得人如得魚”之前所做的工作。 

我們也是沉迷於現在發生的事情中,並對未來感到困惑。我們也很固持熟悉
的做法和安全感。記得復活節那天早上,復活的耶穌和門徒們一起吃早餐時，
我們在這個復活節的早晨，想想基督這一刻在那裏？基督如何來到我們這裏，
等待我們，幫助我們，餵養我們，愛護我們呢？想像一下如果復活的耶穌坐
在你早餐桌旁。你問復活的主-你現在在那裏？你現在幫助誰呢？你現在如
何照顧我們脆弱的身體？ 
 

願永生的基督,在復活的早晨與我們同在–無論我們是誰，無論我們在人生
旅途任何境况當中，無論我們最需要那種的護理。 
 

特別詩歌 
建議: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th” – solo from GF Handel’s Messiah (YouTube) 
 

 

 
 

我們一同禱告 

祈求的禱吿 

在這聖潔的主日，祈禱有特殊的能力。仔細考慮你祈禱的請求。這個復活節

最緊迫的是什麼？最讓我們喜樂和最擔憂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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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I Come to the Garden Alone” – C S Miles, GARDEN (Chalice #227) 
 
 

主禱文(同聲誦讀) 

回想一下你通常在崇拜時你對教會和社團美好的回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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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奉獻 

感謝主耶穌基督與我們同在，背負著我們罪惡的重擔和錯失，把自己獻上作為
感謝人與神之間重新的聯繫。讓我們獻上讚美與感恩。也考慮採取一個事工作
禮物，贈送給有需要的人。（請參閱本文末端的捐贈說明） 
 

感恩詩歌 

建議: 
“Now the Green Blade Rises” – JM Crum, NOEL NOUVELET (#230 Chalice) 

 

 

我們繼續在盼望中 
 

復活的確認(馬太福音 25：35 -36) 

這才是真正的復活節： 

若能給所有飢餓的人提供食物。 

這才是真正的復活節： 

若能給所有口渴的人喝一杯。 

這才是真正的復活節： 

當所有被貼上“陌生人”標記的人都受到歡迎。 

這才是真正的復活節： 

當所有赤裸的人都得到了衣服。 

這才是真正的復活節： 

當所有生病或入獄的人都被探訪時。 

這才是真正的復活節： 

當我們在當中看到復活基督的同在。 

阿們。 
 



希望之歌 

建議： 
“All Creatures of Our God and King” – Francis of Assisi, LASST UNS ERFRUEN (#22 Chalice)  

“讚美真神 ” (#20 生命聖詩)  
 

祝福 

在拉撒路從死裏復活之前， 

耶穌對他的姐姐馬大說：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翰福音 11：25 - 26）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彌賽亞， 

神心愛的兒子捨身救贖我們。 

我們相信生命永遠歸於基督。 

願我們在復活節的早晨堅定我們的信仰 

現在和永遠成為我們心靈深處的祝福，阿們。 
（聚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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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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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ii) Pope John Paul II 

http://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angelus/1986/documents/hf_jp-
ii_ang_198611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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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滿足最弱勢群體的需求。或者

為你最脆弱的鄰居縫製口罩，或聯繫一個獨居的人。讓我們慷慨地與我們的

鄰居分享復活節的恩典。謝謝！ 
 

https://hymnary.org/hymnal/CH1995
http://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angelus/1986/documents/hf_jp-ii_ang_19861130.html
http://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angelus/1986/documents/hf_jp-ii_ang_19861130.html


Living Liturgies 的有關資料： 

網站：www.inthebiglove.com；臉書網：“Living Liturgies”；YouTube：“Kathryn 

Schrei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