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4 月 15 日 (五) 晚上 8 時 

釘十架的耶穌 

受苦節崇拜 



— 等候主前 — 

序 樂 ············································································· 眾 坐 

宣 召 ························ 約翰福音 3:16 ························ 主 席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敬 拜 ····························· 古舊十架 ····························· 敬拜隊 

各各他山嶺上，孤立古舊十架，原是羞辱和痛苦記號。 

神愛子主耶穌，為世人被釘死，這十架為我最愛最寶。 

在這古舊十架，乃世人所輕視，我卻認識是神愛可誇。 

神愛子主耶穌，離棄天上榮華，背這十架走向各各他。 

我愛高舉主十字寶架，直到在主台前見主面； 

我要一生背負十字架，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 所有 蒙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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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祢對我深愛  我始終未明瞭   

難道我只得半知 只得半解  事實是這般 

原來世界最美的愛  是祢犧牲 不變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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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心懂得去思 懂得去想  事實是這般  

能明白祢對我深愛  祢甘犧牲一切 

唯願我甘將我心  甘將這生 盡力為祢傾 

來償祢那對我的愛  願我一生深愛著祢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 版權所有 獲准轉載) 

 

讀經  ······························· 約 13:1-15 ·············· 黃何麗珊姊妹 

耶穌為門徒洗腳 (愛的行動)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

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 隨後把水倒在

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挨到西門彼得，彼得對他說：「主啊，你洗我的腳嗎？ 

耶穌回答說：「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

彼得說：「你永不可洗我的腳！」 

耶穌說：「我若不洗你，你就與我無分了。」 

西門‧彼得說：「主啊，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

「我向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嗎？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

我主，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

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我給你們

作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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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默想 ·········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 敬拜隊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無限廣闊無限量； 
浩浩蕩蕩有如汪洋，主愛臨我何週詳。 
把我蔭庇把我環繞，是主滔滔大慈愛； 
導我前行領我歸家，安息天上到萬代。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萬國萬民當稱揚； 
何等的愛永久的愛，永永遠遠不更改； 
祂看顧屬祂的兒女，為我們十架捨身； 
為我們在父前代求，在寶座看顧施恩。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是愛中至上的愛； 
是廣闊賜福的洋海，是享安息的港口。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對我有如在天堂； 
領我進入榮光之中，領我就近你身旁。 

(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讀經  ························ 約 17:1-4,6,15-19  ·········· 黃強坤弟兄 

耶穌為門徒祈禱 (合而為一) 
耶穌舉目望天說：「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
使兒子也榮耀你。正如你曾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
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
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經榮耀
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
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 

「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
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
一，像我們一樣。」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
聖，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
到世上。我為他們的緣故，自己分別為聖，叫他們也因真理
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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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默想 ······················ 合而為一 ····························· 敬拜隊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相寬容，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版權屬 宗教教育中心 所有) 

讀經  ······························· 約 18:1-14 ·············· 黃何麗珊姊妹 

耶穌被賣和被捕 (背十架捨己之路) 
耶穌說了這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進了一個橄欖

園。出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常去那

裏。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讓猶大帶著一隊羅馬士兵和聖殿的守

衛，跟他一起過來，拿着燈籠、火把、兵器來到園裏。 

耶穌非常清楚將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於是上前問他

們：「你們找誰？」他們回答說：「找拿撒勒人耶穌。」 

耶穌說：「我就是！」  

出賣他的猶大也站在他們當中。耶穌一說「我就是」，他們

就退後跌倒在地！耶穌又問他們說：「你們找誰？」 

他們再次回答說：「找拿撒勒人耶穌。」 

耶穌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我就是。既然你們找的是我，

就讓這些人走吧！」  

這時西門彼得拔出刀來，向著大祭司的奴僕馬勒古砍了一

刀，削掉他的右耳。 

耶穌卻對彼得說：「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

可不喝呢？」 

那隊士兵和他們的指揮官和聖殿的守衛就逮捕了耶穌，把他

綁了起來，他們先把耶穌押到該亞法的岳父亞那那裡，該亞

法是當時的大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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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默想 ···················· 十架的冠冕 ··························· 敬拜隊 

路是難走，但比起祢的十架路， 

我今天算甚麼；來起身再走過， 

遇著痛苦，祢亦經過世間苦與樂， 

祢的救贖愛海，我得勝和釋放。 

凝望著十架的冠冕，仰望祢渡過每天 

祢體恤我的軟弱，明白我親身處境， 

無論遇著困苦憂愁，祢亦會在我身邊， 

祢興起我的生命，我今得到信心面對挑戰。  
(伍偉基曲詞/曲詞版權屬共享詩歌所有) 

讀經  ······························ 約 18:28-40 ················· 黃強坤弟兄 

耶穌受審(面對地上黑暗權勢) 

耶穌在該亞法面前受審直到清晨，然後被押到羅馬總督府 

… 

彼拉多就出來說：「你們控告這人的罪名是甚麼？」… 

他們反駁說：「這人若不是作惡的，我們就不把他交給你。」 

彼拉多說：「那就把他帶走，按你們的律法審判他吧！」 

猶太人的領袖說：「只有羅馬人才有權把他處死。」 

彼拉多就回到總督府內，叫人把耶穌帶來，問他：「你是

猶太人的王嗎？」 

耶穌回答說：「這話是你自己想問，還是聽別人這麼說

我？」 

彼拉多說：「唔通我是猶太人嗎？是你的同胞和他們的祭

司長把你送來受審，為什麼？你到底做了什麼事呢？」 

5 



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是地上的國。假如我的國在地

上，跟從我的人早起來抗爭，不會讓我被交給猶太人領袖

的手中，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 

彼拉多就問：「這樣，你是王嗎？」 

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事實上我出生來到這世上，

是為了真理作見證。凡愛真理的人，都承認我說的是真

理。」 

彼拉多說：「真理是甚麼呢？」說了這話，又走到外面對

眾人說：「他甚麼罪也沒有，你們有個慣例，每年逾越節

都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囚犯，那麼你們要我釋放這個  

『猶太人的王』嗎？」 

眾人就大喊：「不要這個人，我們要巴拉巴！」這巴拉巴

是個強盜。 

詩歌 /默想 ·················· 黑暗終必過去 ························· 敬拜隊 

世間昏暗，願有點燭光，燃亮心底盼望； 

無盡旅途，仍信會有終點，再艱苦也能擋。 

縱使飄泊，但有主應許，疲乏者得靠岸； 

始終相信，神祢永遠掌管，讓我輕看禍困不安。 

永久不變，耀眼的真光，原是一生盼望； 

渴想得見，神國這裡彰顯，此刻心裡沒有驚慌。 

黑暗終必過去，消散似風吹， 

罪惡張狂顛覆錯對，祢未允許！ 

抬頭彷彿充斥烏雲，天空在流淚， 

我都相信平安是藏於祢的手裡。 

（我總相信平安在乎主！） 
(古丹青曲  朱浩廉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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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 約 19:1-16 ·············· 黃何麗珊姊妹 

耶穌被戲弄 (甘願受屈) 
於是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兵丁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
上，給他披上紫袍，又挨近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啊！」
他們就用手掌打他。 
彼拉多又走到外面對眾人說：「我要把他帶出來交給你們，
但你們要清楚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 
耶穌出來，戴着荊棘冠冕，披上紫袍。 
彼拉多對他們說：「他就在這裡！」 
祭司長和差役一見他，就喊着說：「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
架！」 
彼拉多說：「你們自己把他釘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甚
麼罪來。」 
猶太人回答說：「按我們的律法，他是該死的！因他以自稱
為神的兒子。」 
彼拉多聽見這話，就更害怕。他又把耶穌帶進總督府追問耶
穌：「你是哪裏來的？」耶穌卻不回答。  
彼拉多再質問他：「為什麼不回答我？你豈不知我有權柄
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嗎？」 
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權柄，你絕對無權處置
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罪更大了。」 
於是彼拉多設法釋放耶穌，無奈猶太人高喊：「你若釋放這
個人，就不是凱撒的忠臣。凡以自己為王的，就是背叛凱撒
了。」彼拉多聽見這話，就帶耶穌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
叫鋪石地，希伯來話叫厄巴大，就坐在台上。那日是預備逾
越節的日子。大約中午時份，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哪，
這是你們的王！」 
眾人大聲吶喊：「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問：「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 
祭司長回答說：「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 
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7 



詩歌 /默想 ···················· 是為了我罪 ··························· 敬拜隊 

在十架上被人冷眼嘲笑，汗血淌滴下救主被釘死， 

主宰基督為人背上苦擔，繫掛那木頭的應是我， 

是為了我罪祂捨尊貴，是為了我罪祂犧性一切， 

在十架上恩主彰顯祂的愛，罪債於一身祂拯救萬世。 

復活盼望罪人今得新生，信祂的必可承受永生， 

復活盼望罪人變改身心，並賜我聖靈祂一世護蔭， 

被罪惡枷鎖今得釋放，被罪惡枷鎖今可得衝破， 

復活盼望是讓主居於心裡，願一生跟主祂一世導引。 
  (鄭楚萍曲，陳芳榮詞/曲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獲准使用) 

讀經  ······························ 約 19:17-24 ················· 黃強坤弟兄 

耶穌被釘十字架 (成就救恩) 
他們就把耶穌帶走了。耶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來到髑髏
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他們就在那裏釘他在十字架上，還
有兩個人和他一同釘着，一邊一個，耶穌在中間。 

彼拉多又用牌子寫了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
「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並且是用希伯來、羅馬、
希臘三樣文字寫的。  

猶太人的祭司長反對這樣寫，就對彼拉多說：「不要寫『猶
太人的王』，要寫『他自己說我是猶太人的王』。」 

彼拉多說：「不必了，我寫了就寫了。」 

兵丁把耶穌釘在十字架後，他們四人就把他的衣服分了；
又拿走他的長袍。他們就彼此說：「我們不要撕開，只要抽
簽，看誰得着。」 

耶穌知道，現在他的使命已經完成了，為要使經上的話應
驗，就說：「我渴了。」 有一個器皿盛滿了醋，放在那裏，
他們就拿海絨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耶穌
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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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默想 ···················· 祢成就救恩 ··························· 敬拜隊 

是祢寧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 

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 

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 

頌揚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 

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祢是王。 
(Larry Hung 曲/朱浩廉詞，曲詞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事工所有，獲准使用) 

短講  ····························· 釘十架的耶穌 ················ 麥惠賢牧師 

主餐  ···························· 林前 11:23-29 ··············· 麥惠賢牧師 
23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

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24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

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25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

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26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27 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

主的身、主的血了。 28 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喝

這杯。 29 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

己的罪了。 

頌讚  ································· 願你平安 ·································· 主席 

願主看顧您  願平安歸於您 

願主保守您  一生直到萬代 

願主的福氣傾倒於您  我的主真的愛您 
(曲/詞：鄧淑儀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版權所有) 

祝福  ········································································ 麥惠賢牧師 

殿樂  ······················································································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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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會：竹園浸信會 

聚會地址：黃大仙竹園南邨浸信會天虹小學 1 樓禮堂 

主日崇拜：逢禮拜日早上 10 時 

聯絡電話： 2327 2322 

網  頁： www.cybc.org.hk 

 

受苦節崇拜事奉人員 

主 席 蔡創仁執事 

敬 拜 隊 蔡黃艷芬姊妹、黃悅茵堂委 

司 琴 蔡信行弟兄 

讀 經 黃強坤弟兄  黃何麗珊姊妹 

講 員 / 主 餐 麥惠賢牧師 

直 播 劉鳳怡姊妹 

http://www.cyb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