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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 十二 ：1）

受苦節崇拜 

4月 15日(五)    早上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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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離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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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召 

《啟》5：11-12 

 

我又觀看，我聽見寶座和活物及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

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大聲說：「被殺的羔羊配得權

能、豐富、智慧、力量、尊貴、榮耀、頌讚。」 

 

頌讚 

《榮耀神羔羊》 

 

榮耀，榮耀，榮耀神羔羊。 

榮耀，榮耀，榮耀神羔羊。 

   惟有祂是榮耀、尊貴，配得讚美， 

   在寶座上的真神羔羊；來敬拜祂， 

高聲齊來頌揚在寶座上的羔羊。 

 

 

 

《以色列的聖者》 

 

以色列的聖者，為我犧牲自己， 

神羔羊，你是彌賽亞， 

耶穌和平之君， 

我要跪拜，要敬拜你， 

主啊！因為你是萬王之王， 

我要跪拜，要敬拜你， 

我神！寶貴耶穌，和平之君。 

 

 

 



 

 

祈禱(頌讚) 

 

讀經 ：馬太福音 26 章 36-68 節 

在客西馬尼禱告 

 

26:36  耶穌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他對們 

 說：「你們坐在這裏，我到那邊去禱告。」 

26:37  於是他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他憂愁

起來，極其難過， 

26:38 就對他們說：「我心裏非常憂傷，幾乎要死；你們留

在這裏，和我一同警醒。」 

26:39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如果 

能，求你使這杯離開我。然而，不是照我所願的，

而是照你所願的。」 

26:40  他回到門徒那裏，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 

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一小時嗎？ 

26:41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陷入試探。你們心靈固然願 

意，肉體卻軟弱了。」 

26:42  他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 

我，必須我喝，就願你的旨意成全。」 

26:43   他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 

26:44   耶穌又離開他們，第三次去禱告，說的話跟先前一 

樣。 

26:45  然後他來到門徒那裏，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在睡

覺安歇嗎？看哪，時候到了，人子被出賣在罪人手

裏了。 

26:46   起來，我們走吧！看哪，那出賣我的人快來了。」 

 

 

 



 

 

耶穌被捕 

 

26:47   耶穌還在說話的時候，十二使徒之一的猶大來了，

還有一大群人帶著刀棒，從祭司長和百姓的長老那

裏跟他同來。 

26:48   那出賣耶穌的給了他們一個暗號，說：「我親誰，誰 

是。你們把他抓住。」 

26:49   猶大立刻進前來對耶穌說：「拉比，你好！」就跟他 

親吻。 

26:50   耶穌對他說：「朋友，你來要做的事，就做吧。」於 

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抓住耶穌。 

26:51   忽然，有一個和耶穌一起的人伸手拔出刀來，把大 

 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隻耳朵。 

26:52   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

下。 

26:53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現在為我差遣比十二營還多的 

天使來嗎？ 

26:54   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發生的話怎麼應 

驗呢？」 

26:55   就在那時，耶穌對眾人說：「你們帶著刀棒出來抓 

我，如同拿強盜嗎？我天天坐在聖殿裏教導人，你 

們並沒有抓我。 

26:56   但這整件事的發生，是要應驗先知書上的話。」那

時，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 

 

 

 

 

 

 



 

 

耶穌在議會受審 

 

26:57 抓耶穌的人把他帶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去，文士和長

老已經在那裏聚集。 

26:58  彼得遠遠地跟著耶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進到裏

面，就和警衛同坐，要看結局怎樣。 

26:59  祭司長和全議會尋找假見證控告耶穌，要處死他。 

26:60  雖然有好些人來作假見證，總找不到實據。最後有

兩個人前來， 

26:61  說：「這個人曾說：『我能拆毀神的殿，三日內又建

造起來。』」 

26:62  大祭司就站起來，對耶穌說：「這些人作證告你的

事，你甚麼都不回答嗎？」 

26:63  耶穌卻不言語。大祭司對他說：「我指著永生神命令

你起誓告訴我們，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兒子？」 

26:64  耶穌對他說：「你自己說了。然而，我告訴你們， 

           此後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

的雲來臨。」 

26:65  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說：「他說了褻瀆的話，我們何

必再要證人呢？現在你們已經聽見他這褻瀆的話

了。 

26:66  你們的意見如何？」他們回答：「他該處死。」 

26:67  他們就吐唾沫在他臉上，用拳頭打他，也有打他耳

光的， 

26:68  說：「基督啊，向我們說預言吧！打你的是誰？」 

 

 

 

 

 



 

 

路加福音 23 章 1-5 節 

耶穌在彼拉多面前受審 

 

23:1  眾人都起來，把耶穌解到彼拉多面前。 

23:2  他們開始控告他說：「我們見這人煽惑我們的國民，禁 

         止我們納稅給凱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 

23:3  彼拉多問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回答：

「是你說的。」 

23:4  彼拉多對祭司長們和眾人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甚麼罪 

    來。」 

23:5  但他們越發竭力地說：「他煽動百姓，在猶太全地傳 

         道，從加利利起，直到這裏了。」 

 

 

 

 

 

 

 

 

 

 

 

 

 

 

 

 

 

 



 

 

路加福音 23 章 13-25 節 

耶穌被判死刑 

 

23:13  彼拉多傳齊了眾祭司長、官長和百姓， 

23:14  對他們說：「你們解這人到我這裏，說他是煽惑百姓

的。看哪，我也曾在你們面前審問他，並沒有查出

這人犯過你們控告他的任何罪； 

23:15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來。可見他沒有

做甚麼該死的事。 

23:16  所以，我要責打他，把他釋放。」 

23:18  眾人卻一齊喊著說：「除掉這個人！釋放巴拉巴給我

們！」 

23:19  這巴拉巴是因在城裏作亂和殺人而下在監裏的。 

23:20  彼拉多願意釋放耶穌，就再次向他們講話。 

23:21  無奈他們喊著說：「把他釘十字架！把他釘十字

架！」 

23:22  彼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為甚麼呢？這人做了甚麼

惡事呢？我並沒有查出他有甚麼該死的罪來。所

以，我要責打他，把他釋放。」 

23:23  他們大聲催逼彼拉多，要求他把耶穌釘十字架；他

們的聲音終於得勝。 

23:24  彼拉多這才照他們的要求定案； 

23:25  又把他們所要求的那因作亂和殺人而下在監裏的人

釋放了，而把耶穌交給他們，隨他們的意思處置。 

 

 

 

 

 

 



 

 

馬太福音 27 章 27-31 節 

士兵戲弄耶穌 

27:27  總督的兵把耶穌帶進總督府，把全營的兵都聚集在

耶穌那裏。 

27:28  他們脫了他的衣服，穿上一件朱紅色的袍子， 

27:29  用荊棘編了冠冕，戴在他頭上，拿一根蘆葦稈放在

他右手裏，跪在他面前，戲弄他，說：「萬歲，猶太

人的王！」 

27:30  他們又向他吐唾沫，拿蘆葦稈打他的頭。 

27:31  他們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袍子，又穿上他自己的

衣服，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 

 

 

 

 

 

 

 

 

 

 

 

 

 

 

 

 

 

 



 

 

《真愛》 

 

當我想到耶穌獨自背著十架，行向這辛酸之路， 

譏諷嘲笑，旁人在恥笑責罵，祂卻決心為我受盡痛苦， 

天也昏暗，疲倦且軟弱，鮮血在滲，祂卻甘心堅持， 

原是主真愛，情願捨棄性命，忍受痛苦在十架上為我死， 

 

在我心不懂去思，不懂去想，事實是這般， 

為何袮對我深愛，我始終未明瞭， 

難道我只得半知，只得半解，事實是這般， 

原來是世界最美的愛，是袮犧牲，不變的愛， 

 

願我心懂得去思，懂得去想，事實是這般， 

能明白袮對我深愛，袮甘犧牲一切， 

唯願我甘將我心，甘將這生，盡力為袮傾， 

來償袮那對我的愛，願我一生深愛著袮。 

 

 

讀經 

路加福音 23 章 33-47 節 

23:33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他們就在那裏把耶穌釘 

             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右邊，一個在

左邊。 

23:34  〔 這時，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 

             的，他們不知道。」〕士兵就抽籤分他的衣服。 

23:35    百姓站在那裏觀看。官長也嘲笑他，說：「他救了別 

            人，他若是基督，是神所揀選的，救救他自己吧！」 

23:36    士兵也戲弄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 

23:37    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 



 

 

23:38    在耶穌上方有一個牌子寫著：「這是猶太人的王。」 

23:39    同釘的犯人中有一個譏笑他，說：「你不是基督嗎？救 

             救你自己和我們吧！」 

23:40    另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 

             神嗎？ 

23:41    我們是應得的，因為我們是自作自受，但這個人沒有 

             做過一件不對的事。」 

23:42    他對耶穌說：「耶穌啊，你進入你國的時候，求你記念 

             我。」 

23: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 

             了。」 

 

耶穌之死 

 

23:44    那時大約是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點鐘， 

23:45    太陽變黑了，殿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 

23:46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交在你手裏！」 

             他說了這話，氣就斷了。 

23:47    百夫長看見所發生的事，就歸榮耀給神，說：「這人真 

      是個義人！」 

 

《深觸我心》 

   

耶穌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痛苦。 

耶穌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你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你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完全得醫治。 

感謝耶穌，我的救主，我得平安，我得醫治。 

我的耶穌，愛我的主，你的恩典，深觸我心。 

 



 

 

聖餐 

耶穌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痛苦。 

耶穌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你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你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完全得醫治。 

感謝耶穌，我的救主，我得平安，我得醫治。 

我的耶穌，愛我的主，你的恩典，深觸我心。 

 

 

講道 

講題：為甚麼離棄我 

經文：馬可福音 15：33 至 39 節 (和修版) 

15:33   到了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點鐘。 

15:34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耶穌大聲呼喊：「以羅伊！以羅 

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上帝！我 

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 

15:35  旁邊站著的人，有的聽見就說：「看哪，他叫以利亞

呢！」 

15:36  有一個人跑去，把海綿蘸滿了醋，綁在蘆葦稈上，送給 

他喝，說：「且等著，看以利亞會不會來把他放下 

來。」 

15:37  耶穌大喊一聲，氣就斷了。 

15:38  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15:39  對面站著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說：「這人真 

是上帝的兒子！」 

 

 

 

 

 



 

 

報告 

 

祝福 

 

回應詩歌： 

 

《為耶穌而活》 

 

1.為耶穌而活，是生命真義，思想或言行，滿足主心意， 

欣然順服主，憑主旨引領，這樣為主活，是蒙福路程。 

 

2.為耶穌而活，祂為我受死，背負我罪債，受凌辱唾棄， 

如此大慈愛，感動我歸依，我願獻一切，跟隨主到底。 

 

3.為耶穌而活，在短暫世間，我心最寶貴主慈愛笑容， 

深願為我主，去尋找迷羊，帶領疲倦者，安息主懷中。 

 

副歌：基督耶穌我救主，我獻身心給你； 

因你在十字架上，甘願為我捨己； 

你是我唯一主宰，我心作你寶座， 

從此我要為主而活，主阿，專一為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