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基督大愛中的敬拜 
“這是你的母親” -- 約翰福音 19：25b -27 

母親節聖餐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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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所需要的聖餐物品 – 

一小杯飲料和一些餅/麵包或其他小吃的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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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慶祝母親節作特別的裝置。 
 

兒童時刻 
“Out of the Bag:Jesus’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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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n of Norwich, 15世紀的英國隱秘信仰者，治療師，和聖人寫道： 

“耶穌是我們真正的母親， 

是永無止境愛的保衛者。 

我們在世的生存來自耶穌 

祂是母愛開始的基礎。 

神在所有方面都啟示了 - 

祂是我們真實的父親 

也是我們真實的母親。” 



“神是父親的大能和善良; 

也是母親的智慧和仁慈。 

神教導我們怎樣去愛， 

無休止地實現我們的願望。 

神讓基督成為我們的母親，兄弟，和救主， 

因為神在時間開始之前就認識我們，愛我們。” 
 

讓我們聚集在我們真正的母親基督耶穌面前。阿們。 
 

點燃基督蠟燭 
 

 

歡迎基督的詩歌 

建議:“What Child Is This” – W C Dix, GREENSLEVES, vs 1-2 (#162 Chalice) 

“奇妙聖嬰”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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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父母啊”，或“神，我的母親”，“我的母親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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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個最好的母親 

神永遠歡迎我們回家。 

不論我們經歷過,或未經歷過的地方； 

不論我們完成了,或尚未完成的事情； 



無論我們成就了什麼，或還沒有成就； 

我們是神所愛的兒女。 

神總是為我們的回轉而高興。 

倚靠神溫暖而屬靈的膀臂： 

被接納，赦免，擁抱，和祝福。阿們。 
 

我們聆聽 

智慧文學讀品：Sirach * 7：27-28 

“全心全意地尊敬你的父親, 

也不要忘記母親分娩的痛苦。 

請記住,你是由你父母出生的; 

你如何償還他們給你的一切?” 
 

經文閱讀：約翰福音 19: 25-27(和合本) 
25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與他母親的姊妹， 

並革羅罷的妻子馬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26耶穌見 

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母親， 

看你的兒子。27 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 

就接他到自己家裏去了。 
 

願神為閱讀和反思這聖潔話語的人增添福氣。阿們。 
 

反思神聖的“家庭關係” 
(如果你的牧師準備了講道，請現在閱讀/查看。) 
 

在 1990年代，從埃及 Nag Hammadi和巴勒斯坦 Dead Sea Scrolls所發現的聖經
時代著作的影響，聖經學者加深了對古代猶太人生活的認識，擴大了我們對
耶穌基督生平時代的了解。這些學者中有 Bruce Malina教授，他在描述第一世
紀的社會文化 (包括家庭生活)，描述得非常出色。 

耶穌與他母親的關係，當時正如現代許多猶太家庭一樣，是一種深切的尊重
和相互依靠的關係。從出生到成年，母親都對兒子的道德教育非常負責，並
極力地保護他們。喪偶之後，一個母親會完全依靠自己的兒子，才“被認可
為一個完整的人”。女性本身不會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人。(Malina)寫道，母子
之間的關係 “通常是一種深切聯繫的關係，這種關係是近乎北美社會所了
解的愛”。(Malina **第 84頁) 
今天從約翰福音的經文中看到了一個獨特溫柔的場面。耶穌將他的母親與他
最親愛的門徒聯繫在一起。馬利亞還有其他兒子。門徒也有自己親生的母



親。這個故事不是關於文化或社會習俗的描述，而是揭示了基督所祝福的一
原則，屬靈的愛是一個超越的博愛。通過基督我們彼此成為一個家庭。 
 

我們中有些人曾經有慈愛的父母，或者很容易成為一個慈愛的父母，或做一
個“如同母親“的人 。我們中或在做孩子或做父母的時候都有掙扎的過
程。我們大多數人是介於兩者之間。這個關於耶穌與另一個男子分享母愛的
故事加強了耶穌教導中的一個主題，就是屬靈的家庭和與生俱來的家庭是不
一樣的。 
 

在母親節這一天，讓我們記得我們親生的母親和屬靈的母親。神常常安排我
們透過我們的主內團契,擴展和加強了我們對屬靈的父親,母親，兒子和女兒
的關係。今天你記得誰呢？誰是神要你稱為“心裏家庭”的人呢？神是否要
你和“與生俱來的家庭”和平相處呢？感謝神為你帶來所有在情感和信仰內
的聯繫。 

特別音樂 
Music Salon at 5 "Daily Music" No3 Scarlatti Sonata in E, 5 點音樂沙龍 “每日一曲”第 3 曲 

Piano, Eileen Huang (Sonja Lee’s sister)  
video: https://youtu.be/5ifGrtcZQsE 
 

我們分享 

聖餐準備的詩歌 

建議:“Who Is My Mother, Who Is My Brother?”– S E Murray, KINDRED (#486 Chalice)  
video: https://youtu.be/hq_n_sx02Kg 

Who is my mother, who is my brother? 
All those who gather round Jesus Christ: 
Spirit-blown people, born from the Gospel 
sit at the table, round Jesus Christ. 
 

Differently abled, differently labeled 
widen the circle round Jesus Christ: 
crutches and stigmas, cultures' enigmas 
all come together round Jesus Christ.  (cont’d) 

 

Love will relate us--color or status 
can't segregate us, round Jesus Christ: 
family failings, human derailings-- 
all are accepted, round Jesus Christ. 
 

Bound by one vision, met for one mission 
we claim each other, round Jesus Christ: 
here is my mother, here is my brother, 
kindred in Spirit, through Jesus Christ. 
 

請邀請他人參加， 

讓我們說出他們的名字... 
(說出你想與分享這份聖餐的人的名字。) 

https://youtu.be/5ifGrtcZQsE


 
 

奉獻祈禱 
親愛的耶穌，你呼召了每個人參加事奉。 

你也和所有人共享你的豐富的筵席。 

今天求聖靈充滿我們的杯和餅。阿們。 
 

會眾共識 (啟應式) 

這是猶太人的風俗， 

每週一次和家人圍聚在餐桌前， 

邀請神光輝的同在， 

因為安息日在每星期五晚日落時開始。 
 

這也是猶太人每年的傳統， 

準備象徵性食物和特別閱讀材料， 

記念神逾越節的恩典禮物, 

希望明年大家都團聚在耶路撒冷。 
 

耶穌在世也遵守猶太人的習俗， 

與家人和門徒聚會在借來的餐桌旁， 

是他們最後一次聚集在耶路撒冷過的逾越節。 

他的母親馬利亞像每週一次， 

點燃逾越節安息日蠟燭並祈禱。 
 

每當我們奉耶穌的名聚集在桌子前 

我們加入了猶太人的團體 

去記念神的信實。 
 

神將希伯來人奴隸們帶出了埃及。 

神同樣通過耶穌基督使人類擺脫了罪惡。 

神是偉大的極救者，神聖的救贖主，萬福恩典的源頭。 
 

(舉起餅) 

從我們不同的桌子 

讓我們一起說基督的話： 

全體：“拿起來吃吧, 

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的,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一同吃餅) 
 

(舉起杯子) 

從我們不同的桌子 

讓我們一起說基督的話： 

全體：“請一同喝,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你們每逢喝這杯的時候, 

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從杯子喝) 
 

感恩祈禱 

孕育我們的神，你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們！ 

即使我們遠離你， 

你仍然用聖靈充滿了我們的餅和杯。 

你用信實，希望，和慈愛養育我們的靈魂。 

多謝你,信實和聖潔的神。阿們。 
 

 

我們一同禱告 

祈求的禱吿 

在這個母親節，我們感謝那些生育我們身心靈的婦女。無論她們是在世上還

是在天堂，讓我們求神祝福她們。讓我們為所有母親們祈求，尤其是那些在

大流行病有危險的母親們。你本週會掛念著那些母親？..與子女的分開的母

親；在悲痛的母親；或等待孩子出生的母親？讓我們也為在醫療前線工作的

母親們，並與她們一起祈禱；失業的母親；要照顧孩子和父母的母親。如果

你的社區有分享祈禱的請求，請也將項目包括在內。 
 

祈禱的詩歌 

建議: “Shelter Me” – Mike Joncas. Copyright 2020. The Jan Michael Joncas Trust. 
video: https://youtu.be/1EbCgi_7gQs  
 

主禱文(請同誦讀) 

回想一下你通常在教會聚會的時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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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事情來紀念您的母親，或生命中代替了你母親的人。她教了你什麼是你

今天可以送給別人的禮物呢？(請參閱本文末端的捐贈說明) 
 

感恩的詩歌 

建議:“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 T O Chisholm, FAITHFULNESS (#86 Chalice) 

“你的信實廣大” (#18生命聖詩) 
 

 

我們繼續在盼望中 

希望之歌 

建議:“Like a Mother Who Has Borne Us” – D Bechtel, AUSTIN (#583 New Century Hymnal) 
 

對母親的祝福 

如果你與自己，或別人的母親在一起，請把手放在她的身上。 

如果她不在場，請把手放在你的心頭上。 

下面祈禱時，加入“她”的名字， 

這可能包括他人的母親，或包括基督所賜給你的母親。 
 

慈愛的神阿，請聽這個祈禱： 

聖潔母親們的神， 

約翰的母親,以利沙伯, 

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請聆聽這個祈求 

祝福我們家裏的母親。 

求聖靈賜力量和祝福給 ___________________ (她的名字)。 

以你大愛的曲調祝福 ___________________ (她的名字)。 

祝福 _______________ (她的名字) 在你的宴席上有一個永恆的座位。 

祝福___________ (她的名字) 從今時直到永遠都有恩典的福份。阿們。 

（聚會結束） 
 

註解 

*Sirach (也稱為“傳教士”或“Sirach兒子耶穌的智慧”）是古時希伯來語文

本，可追溯到耶穌在世之前或之後。注 - 標題中的“耶穌”是希伯來語名稱

“Yeshu’a”，是通用名，在這種情況下，是一個名叫“Sirach”的人的兒子。

大多數新教徒的基督徒都認為這些“偽經”或“申命化”的聖書具有屬靈重要

性，但與正統的“聖經”並不相稱。 



 

** (Malina), (Bruce J.) ©1993. 威斯敏斯特/約翰·諾克斯出版社。肯塔基州路易

斯維爾。(平裝) 
 

在網上讚美詩：https://hymnary.org/hymnal/CH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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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天啟》。(rdac) 

(Ronda De Sola Chervin)，經過大量編輯，摘自《威斯敏斯特基督教祈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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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財務捐助給弱勢婦女 (尤其是母親) 的需求。我們喜歡

的社區慈善機構是婦女日間活動中心，在疫情大流行期間保持開放：https：
//secure.donationpay.org/womensdropin/ 
 

Living Liturgies 的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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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eiber”. 

https://hymnary.org/hymnal/CH1995
http://www.onelicense.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