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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  召………………【羅馬書 5:6-8】………………主席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為義人 

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有敢作的。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 

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二、唱 詩…………………………………………………會眾 
  【怎能如此】 

  【古舊十架】 
 
三、禱  告……………………………………………主席 
 
四、默想、唱詩 …………………………………主席 | 會眾 
 

第一站 : 彼拉多判耶穌釘十字架 (太 27:11-17，20-26)  

11 耶穌站在巡撫面前，巡撫問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 

     耶穌說：「你說的是。」 

12 他被祭司長和長老控告的時候，甚麼都不回答。  

13 彼拉多就對他說：「他們作見證告你這麼多的事，你沒有聽見 

     嗎？」  

14 耶穌仍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巡撫甚覺希奇。 

15 巡撫有一個常例，每逢這節期，隨眾人所要的，釋放一個囚犯給 

     他們。  

16 當時，有一個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  

17 眾人聚集的時候，彼拉多就對他們說：「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 

     你們？是巴拉巴呢？是稱為基督的耶穌呢？」…… 

20 祭司長和長老挑唆眾人，求釋放巴拉巴，除滅耶穌。 

21 巡撫對眾人說：「這兩個人，你們要我釋放哪一個給你們呢？」 

     他們說：「巴拉巴！」                                                                 -1- 

領會、講道 : 黃佩如傳道 

讀經 : 陳義生弟兄 

22 彼拉多說：「這樣，那稱為基督的耶穌，我怎麼辦他呢？」 

     他們都說：「把他釘十字架！」 

23 巡撫說：「為甚麼呢？他做了甚麼惡事呢？」 

     他們便極力地喊着說：「把他釘十字架！」 

24 彼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     

     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 

25 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26 於是彼拉多釋放巴拉巴給他們，把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 

     架。 

【默想】主耶穌面對無理的指控，卻默言不語，最後被判死刑。耶

穌親身經歷人世間的不公義、百姓的背棄、和權貴的腐敗。讓我們

進入耶穌的心腸，思想耶穌為了你與我所付上的代價。這是一個怎

樣的代價?  

• 【你在那裡】 詩歌默想 
 

第二站 : 耶穌背負十字架 (太 27:27-31; 約 19:17)  
 
27 巡撫的兵就把耶穌帶進衙門，叫全營的兵都聚集在他那裏。  

28 他們給他脫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紅色袍子；  

29 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拿一根葦子放在他右手裏，跪在 

     他面前，戲弄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啊！」  

30 又吐唾沫在他臉上，拿葦子打他的頭。  

31 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出去， 

     要釘十字架。 

17 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

方，名叫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 

【默想】耶穌為了你與我，甘願背上十架，為要我們在他的受苦中得

著平安、得著赦免，並且與神的關係復和，到底是誰釘祂十字架? 是

猶太人? 罪人? 還是世人? 我們有否得罪主，一同把祂釘十架呢? 
  

• 【紫色的袍】 詩歌默想 
 

第三站 : 西門替耶穌背十字架 (可 15:21; 路 9:23-25)  
 
21 有一個古利奈人西門，就是亞歷山大和魯孚的父親，從鄉下來， 

     經過那地方。他們就勉強他同去，好背着耶穌的十字架。 

23 耶穌又對眾人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 

     十字架來跟從我。  

24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    

     救了生命。  

25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了自己，賠上自己，有甚麼益處呢？    -2-



 
【默想】耶穌為了世人承受十架的刑罰，由於十字架實在沉重，主

耶穌體力不支，倒在地上。他需要同行者與他一同擔負十架，有一

些人是出於自願，但有些人卻是被強行徵召，倘若今天我們所背負

的重擔是為主而承擔的，你願意與我們親愛的救主同負一軛、一同

受苦嗎? 我們又是否願意輕看一切重擔來服事主呢?  
 

第四站 : 耶穌向婦女說話 (路 23:27-29) 

27 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內中有好些婦女，婦女們為他號咷痛哭。 

28 耶穌轉身對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 

       己和自己的兒女哭。  

29 因為日子要到，人必說：『不生育的和未曾懷胎的，未曾乳養    

      嬰孩的，有福了！』 

【默想】耶穌在十架路上，並沒有著眼於自己的孤單及痛苦，他反

而叫婦女們不要為祂難過，祂叮囑她們當為自己及兒女家人痛哭! 

為何主會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世代仍然是黑暗和罪惡的。而上帝是

審判的神，祂必會審判我們現在所身處的社會與及週遭的每一個

人：包括我們和我們的兒女家人。誰能拯救我們脫離這個審判呢？

請放眼你的周圍，是甚麼事情令到你要為自己及家人擔心和痛哭

呢？ 

第五站 : 兵丁剝掉耶穌的衣服 (約 19:23-24) 

23 兵丁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為四份，每兵一   

     份；又拿他的裏衣，這件裏衣原來沒有縫兒，是上下一片織成的。 

24 他們就彼此說：「我們不要撕開，只要拈鬮，看誰得着。」這要   

     應驗經上的話說：「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拈鬮。」兵 

     丁果然做了這事。 
 
【默想】主耶穌不單甘願走上被釘十架的路，祂亦甘願承受不同人

的羞辱、嘲弄與奚落，主耶穌甚至被人剝掉身上所有的衣服，在眾

人面前光著身體，這是極大的侮辱，而主耶穌願意承受這一切，為

的是愛我們的緣故。基督已經全然順服神的意旨，在十架苦路上，

他為了拯救世人而受苦， 讓我們思想救主所作的一切，並且獻上感

恩。 

 第六站 : 耶穌被釘十字架 (可 15:22-32)  
 

22 他們帶耶穌到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出來就是髑髏地）， 

23 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他卻不受。 

24 於是將他釘在十字架上，拈鬮分他的衣服，看是誰得甚麼。 -3- 

25 釘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時候。  

26 在上面有他的罪狀，寫的是：「猶太人的王」。  

27 他們又把兩個強盜和他同釘十字架，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29 從那裏經過的人辱罵他，搖着頭說：「咳，你這拆毀聖殿，三日 

     又建造起來的，  

30 可以救自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31 祭司長和文士也是這樣戲弄他，彼此說：「他救了別人，不能救 

     自己。  

32 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 

     了！」那和他同釘的人也是譏誚他。 

【默想】耶穌可以救自己脫離這境況，但祂卻限制自己的能力，為了 

我們，甘願受這十字架的苦楚。兵丁愚弄他，周圍的人取笑他。那時， 

兵丁把已經疲憊不堪的耶穌放在木頭上，拿起鐵釘，一鎚、一鎚，把 

釘子打在耶穌的肋骨上，就好似將我們的罪都釘在耶穌身上，血從傷 

口滲出，耶穌發出痛楚的聲音，就是這些血將我們的罪洗清。 弟兄姊 

妹，試想像，我們每次的犯罪，就像是再次的把釘釘在耶穌身上。 

• 【為我受傷】 詩歌默想 

第七站 :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可 15:33-39)  

33 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34 申初的時候，耶穌大聲喊着說：「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 

     大尼？」翻出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35 旁邊站着的人，有的聽見就說：「看哪，他叫以利亞呢！」 

36 有一個人跑去，把海絨蘸滿了醋，綁在葦子上，送給他喝，說：   

    「且等着，看以利亞來不來把他取下。」  

37 耶穌大聲喊叫，氣就斷了。 

38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39 對面站着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 

     的兒子！」 

【默想】耶穌最終死在十字架上。雖然如此，耶穌的死卻除去死亡的毒

鈎，與及擊敗撒旦的權勢。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偉大

與震撼! 這個世界雖然完全陷入在黑暗之中，我們可以如何向世界見証

耶穌基督超乎萬有、勝過黑暗死亡權勢的大能呢?  

• 【十架七言】 詩歌默想 
  

五、祈  禱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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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講   道 ………【我現在心裏憂愁…】……黃佩如傳道 

 
經文 : 約翰福音 12:27-36 

 
 27 我現在心裏憂愁，我說甚麼才好呢？父啊，救我脫離

這時候，但我原是為這時候來的。 28 父啊，願你榮耀你的

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

還要再榮耀。」 29 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

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30 耶穌說：「這聲音不是

為我，是為你們來的。 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

被趕出去。32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

我。」 33 耶穌這話原是指着自己將要怎樣死說的。34 眾人

回答說：「我們聽見律法上有話說『基督是永存的』，你怎

麼說『人子必須被舉起來』呢？這人子是誰呢？ 35 耶穌對

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還有不多的時候，應當趁着有光行

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

去。 36 你們應當趁着有光，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

子。」耶穌說了這話，就離開他們，隱藏了。  
 

七、聖  餐………………………………………黃佩如傳道 

 
八、回應詩……………………………………………會眾
    【苦難之路 】 
 
九、祝 福………………………………………黃佩如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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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3章  

 1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2 他在耶和

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

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

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

被神擊打苦待了。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6我們

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

上。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8 因受欺壓和審

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

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9 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

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10 耶和華卻定

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耶和華以他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

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11 他必看見自

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

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

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至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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