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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 年 4 月 15 日 ( 週五 )

時間：晚上 20:00–21:30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九龍塘基址‧蝴蝶谷基址聯合聚會

受苦節網上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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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甘樹堅牧師　　講員：吳玉樹牧師　　主禮：羅錦添牧師

司琴︰甘莊詠倫姊妹、劉雅芝傳道　　　　　獻詩：塘宣詩班

讀經小組：葉俊輝牧師、劉雅芝傳道、盧鳳雯神學生

敬拜小組：車耀宏牧師、陳嘉榆牧師、葉俊輝牧師、麥倩儀傳道

 程 序 

安靜---------------------------------------- 司琴

Ⅰ 認罪‧潔淨

讀經--------------詩 51:1-2,5,7 ------------- 主席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恩待我！ 
按你豐盛的憐憫塗去我的過犯！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滌淨盡，潔除我的罪！ 
看哪，我是在罪孽裏生的， 
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 
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

祈禱---------------------------------------- 主席

唱詩------------ 生 #441《潔淨我》 -------- 敬拜小組

1. 懇求救主鑒察　知我心思　求主今試驗　知道我意念 
若在我心隱藏罪惡念頭　求主洗去不義　使我自由

2. 讚美我主　將我罪過洗清　願主的真道　使我心潔淨 
求主以火焚盡以往羞情　我今所求所望榮耀主名

3. 懇求我主　使我完全歸你　願在我心裡　充滿你愛意 
管理我心不再驕傲自私　我今奉獻所有　永居主裡

4. 懇求聖靈　賜下真正復興　首先復興我　潔淨我心靈 
主已應許使我靈性豐足　我今謙卑懇求賜下恩福

讀經-------------- 彼前 2:21-24---------- 讀經小組

你們蒙召就是為此，因為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
們留下榜樣，為要使你們跟隨他的腳蹤。「他並沒有犯罪，
口裏也沒有詭詐。」他被辱罵不還口，受害也不說威嚇的
話，只將自己交託給公義的審判者。他被掛在木頭上，親
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
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得了醫治。

默想----------------向主悔罪 ---------------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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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思念主恩‧賜下拯救

獻詩------- 《God So Love the World》 ------- 詩班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獨生子賜給萬民， 

that whosoever believeth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叫一切信他的，相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到永遠生命。 
For God sent not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上帝差祂兒子降世上來，不是定人罪，  
but that the world through him might be saved.  

乃叫世人因他都得到拯救。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獨生子賜給萬民， 
that whosoever believeth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叫一切信他的，相信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到永遠生命。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上帝愛世人。

讀經------------- 賽 53:2-6,9-10--------- 讀經小組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
形美容使我們注視他，也無美貌使我們仰慕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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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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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神擊打苦待。
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
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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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雖然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
同穴，與財主同墓。耶和華的旨意要壓傷他，使他受苦。
當他的生命作為贖罪祭時，他必看見後裔，他的年日必然
長久。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默想----------------思想主恩 ---------------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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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基督領受苦杯

獻詩--------------《因祂大愛》 ------------- 詩班

為何基督降世，成為人誕生馬棚中， 
為何替我成全救贖，使我得永生。

因祂大愛，竟撇棄天上的寶座， 
並一切尊貴榮耀，甘願降世來救贖我。因祂大愛。

為何神選各各他？為何耶穌要被釘十架？ 
為何祂要救我和你？為何神選各各他？

因祂大愛，竟撇棄天上的寶座， 
並一切尊貴榮耀，甘願降世來救贖我。

(因為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獨生愛子， 
賜給他們，使凡相信，凡信他的人，)

因祂大愛，因祂大愛，因祂大愛。

(不至滅亡，反得永遠的生命。) 

救主道成肉身成全父神旨意。無罪羔羊神子被殺加略山上， 
但祂戰死亡從墳墓中復活，基督為我成就一切，

因祂大愛，竟撇棄天上的寶座， 
並一切尊貴榮耀，甘願降世來救贖我，

因祂大愛，因祂大愛，因祂大愛，正因祂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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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 恩頌 #185《耶穌為愛受難》 ---- 敬拜小組

1. 來看祂　來看祂　看耶穌為愛受難 
看祂身穿紫袍荊冠戴頭上 

看兵丁淩辱祂　看祂屈身背十架 
看祂孤單獨步加略山路上

2. 來痛哭　來舉哀　你罪愆將祂刺透 
遠比荊棘刺和釘傷更難受 

傲與貪　恨與羞　人世間一切罪孽 
人所當得刑罰都歸祂承受

3. 你從天降人間　領人歸天父慈懷 
你洞悉一切　我今肅敬跪拜 

你喪生　賜永生　你的哀傷賜喜樂 
你復活大能提昇我進榮耀

(副歌 )來屈膝祂足前 
神震怒與恩典匯成愛的恩泉　洗人間罪孽 

你當悉心思想　罪愆歸祂身上 
慈愛創傷呼喊：父親，赦免！ 

我敬拜　我深敬拜　耶穌被殺羔羊

讀經--------------- 約 18:1-11----------- 讀經小組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和門徒一起出去，過了汲淪谷。
那裏有一個園子，他和門徒進去了。出賣耶穌的猶大也知
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多次在那裏聚集。所以猶大帶
着一隊士兵，以及祭司長和法利賽人的差役，拿着燈籠、
火把、武器，來到那裏。

耶穌知道將要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就上前，對他
們說：「你們找誰？」他們回答：「拿撒勒人耶穌。」耶
穌說：「我是。」出賣他的猶大也跟他們站在一起。耶穌
一說「我是」，他們就往後退，跌倒在地上。耶穌再問他們：
「你們找誰？」他們說：「拿撒勒人耶穌。」耶穌回答：「我
對你們說了『我是』。既然你們找的是我，就讓這些人走
吧。」這是要應驗他說過的話：「你賜給我的人，我一個
都不丟失。」

西門．彼得有一把刀，就拔出來砍了大祭司的僕人一
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耶穌對彼得說：
「把刀收回鞘內！父賜給我的杯，我怎可不喝呢？」

默想----------------基督苦杯 --------------- 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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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基督受難

唱詩--------- 頌主 #151《你是否在場》 ----- 敬拜小組

1. 當我主受難　你是否在場？　當我主受難　你是否在場？ 
啊　有時想起就不禁戰慄　戰慄　戰慄 

當我主受難　你是否在場？

2. 當我主被釘　你是否在場？　當我主被釘　你是否在場？ 
啊　有時想起就不禁戰慄　戰慄　戰慄 

當我主被釘　你是否在場？

3. 當我主被葬　你是否在場？　當我主被葬　你是否在場？ 
啊　有時想起就不禁戰慄　戰慄　戰慄 

當我主被葬　你是否在場？

4. 當我主受難　我是否在場？　當我主受難　我是否在場？ 
啊　有時想起就不禁戰慄　戰慄　戰慄 

當我主受難　我是否在場？

讀經------------約 19:17-19,23-27 ------- 讀經小組

耶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
髏」，希伯來話叫各各他。他們在那裏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和他一起被釘的，還有兩個人，一邊一個，耶穌在中間。
彼拉多寫了一個牌子，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拿撒勒
人耶穌，猶太人的王。」。

士兵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以後，拿他的衣服，分成四
份，每人一份。士兵又拿他的襯衣，那件襯衣沒有縫合的
地方，是由上而下織成整件的。他們就彼此說：「我們不
要撕開它，我們抽籤吧，看看是誰的。」這是要讓經上的
話應驗：「他們分了我的衣服，又為我的衣裳抽籤。」士
兵果然做了這些事。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的母親和他母親的姊妹，
還有革羅罷的妻子馬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耶穌看見母
親，又看見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婦人，
看啊，這是你的兒子！」然後對那門徒說：「看啊，這是
你的母親！」從那時起，那門徒就把她接到自己家裏去。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一切都完成了，為要讓經上的話
成就，就說：「我渴了。」 那裏放了一個罐子，盛滿了醋，
他們拿了一塊蘸滿醋的海綿，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嘴邊。
耶穌嘗了那醋，說：「成了！」就垂下頭，把靈魂交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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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詩---------- 恩頌 #183《君尊義僕》 ------ 敬拜小組

1. 貧窮嬰孩天上來　進到世間　掩祂光榮 
不求供奉　卻服侍　為救眾生　捨祂性命

2. 在園中掙扎流淚　選擇擔當眾生重罪 
拒己心意　遵父旨　慈愛的心痛傷破碎

3. 請看祂手上釘痕　那手曾鋪滿天星宿 
卻以傷痕證主愛　曾任鐵釘扎傷刺透

4. 效法恩主服侍人　決定一生以祂為王 
顧念他人的需求　如事奉祂　學祂榜樣

(副歌 )謙卑上主　君尊義僕　召我們跟從祂腳蹤 
身心所有每日獻作活的祭　謙恭敬拜君尊義僕

領受信息

讀經-------約 18:15-18,33-38 及 19:8-11 ------ 主席

西門．彼得和另一個門徒跟着耶穌。那門徒是大祭司
認識的，他隨着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卻站在門外。
於是大祭司所認識的那門徒出來，跟那看門的婢女說了一
聲，就領彼得進去。看門的婢女對彼得說：「你不會也是
這人的門徒吧？」他說：「我不是。」由於天冷，僕人和
差役就生了炭火，站着取暖；彼得也跟他們站在一起取暖。

於是，彼拉多又進了總督府，叫耶穌來，對他說：「你
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回答：「這話是出於你自己，還
是別人論到我時對你說的呢？」彼拉多回答：「難道我是
猶太人嗎？是你的同胞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到底做了
甚麼事？」耶穌回答：「我的國不屬這個世界；我的國如
果屬這個世界，我的僕役就會為我爭戰，我就不會被交給
猶太人了；只是我的國不在這裏。」彼拉多說：「那麼，
你是王了？」耶穌回答：「是你自己說我是王。我為此而
生，也為此來到世上，好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
都聽我的聲音。」彼拉多說：「真理是甚麼？」說了這句話，
彼拉多又出去，到猶太人那裏，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
有甚麼罪。」

彼拉多聽見這話，就更害怕。他又進去總督府，對耶
穌說：「你是從哪裏來的？」耶穌卻不回答他。彼拉多說：
「你不對我說話嗎？難道你不知道我有權釋放你，也有權
把你釘十字架嗎？」耶穌回答：「這若不是從上面賜給你的，
你就不會有任何權柄辦我。因此，把我交給你的人有更大
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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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為羊捨命的君王 ------ 吳玉樹牧師

經文：約 18-19 章

回應詩-------- 齊唱 #4《是為了我罪》 ------ 敬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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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犧牲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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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領聖餐------------------------------ 羅錦添牧師

祝福---------------------------------- 羅錦添牧師

〜 默禱散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