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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節默想會 

日期：2021.4.2(五) 晚上 8:00-9:30 

地點：屯福堂 （彩暉花園實體，及網上直播： https://www.facebook.com/EFCCTuenMunChurch ） 

主題：主所喝的杯 

項目 內容 

會眾安靜 
 

宣召 
以賽亞書 51:22  

你的主耶和華， 

就是為他百姓辨屈的神如此說： 

「看哪！ 

我已將那使人東倒西歪的杯， 

就是我忿怒的爵， 

從你手中接過來，你必不至再喝。」 

 

敬拜  
 

【你是榮耀君王】[粵語] 

詩集：新歌頌揚，359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是和平之主， 

  祢是天地萬有主宰，惟有祢聖潔公義； 

  天使都向祢跪下，敬拜尊崇祢； 

  因為在祢有永生之道，祢是主耶穌基督。 

(副)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和散那歸於萬王之王！ 

  願榮耀歸於至高神，耶穌是彌賽亞！ 

 

【以色列的聖者】[粵語] 

詩集：頌樂樂，13 

 

  以色列的聖者，為我犧牲自己， 

  神羔羊，祢是彌賽亞，耶穌和平之君， 

 

(副)  我要跪拜，要敬拜祢，主啊！因為祢是萬王之王， 

  我要跪拜，要敬拜祢，我神！寶貴耶穌，和平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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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觸我心】 

詩集：讚美之泉 09 - 深觸我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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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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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誦讀聖言 
馬可福音 14:32-42 

32 他們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耶穌對門徒說：「你們

坐在這裏，等我禱告。」 33 於是帶着彼得、雅各、約翰同

去，就驚恐起來，極其難過， 34 對他們說：「我心裏甚是憂

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警醒。」 

35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倘若可行，便叫那時

候過去。」 36 他說：「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

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37 耶穌回來，見他們睡着了，就對彼得說：「西門，你睡覺

嗎？不能警醒片時嗎？ 38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

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39 耶穌又去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40 又來見他們睡

着了，因為他們的眼睛甚是困倦；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41 第三次來，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夠了，

時候到了。看哪，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 42 起來，我們走

吧！看哪，那賣我的人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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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1：驚奇 
耶穌：「於是帶着彼得、雅各、約翰同去，就驚恐起來，極其難過， 34 

對他們說：「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警醒。」 

反省： 

- 「驚恐起來」有「大為驚奇」的意思 

- 耶穌是「無所不知」的，為何會「大為驚奇」？ 

- 什麼事情令耶穌「大為驚奇」？ 

- 耶穌為我們「受驚」，跟隨祂的人不必再受如此痛苦經歷。 

回應（楊順強弟兄）： 

- 總要警醒禱告 

 

感恩（詩歌）：[客西馬尼]-司琴獻奏 

【客西馬尼】 

詩集：城市旋律第 05 集 - 客西馬尼，4 

 

(一) 夜已靜，夜已靜，夜深在客西馬尼， 

 傷痛，憂患，我主禱告，汗如血滴。 

(二) 是這夜，是這夜，是他在客西馬尼， 

 欺詐，出賣，我主竟要，被賣被囚。 

(副) 父啊，求你把這苦杯拿去，求你叫我不因罪孽受死， 

 父啊，求你不依我的意念，唯願你的旨意成就。 

(三) 是困倦，是困倦，是否在客西馬尼， 

 不覺昏睡，沒有儆醒，沒有預備。 

 

默想 2：死杯 
耶穌：「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

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反省： 

- 「杯」代表上帝向人類罪惡所發的憤怒（賽 51:22） 

- 為什麼這杯會令耶穌「大為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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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當然預早知道自己要死，但耶穌面對的並非能否有足夠資訊，而是

親「嚐」當中的味道，竟然是另一回事。 

- 感謝耶穌，我們不需要飲這杯，因為祂已經為我們喝盡這杯。 

回應（蕭潔芝姊妹）： 

- 總要警醒禱告 

 

感恩（詩歌）：[寶貴十架][普通話] 

【寶貴十架】[普通話] 

詩集：讚美之泉 11 - 寶貴十架、似乎在天堂，29 

 

(一) 主耶穌，我感謝你，你的身體，為我而捨。 

 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 

(二) 主耶穌，我感謝你，你的寶血，為我而流。 

 寶貴十架上，醫治恩典湧流，使我完全得自由。 

(副) 寶貴十架的大能賜我生命，主耶穌我俯伏敬拜你。 

 寶貴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約，你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默想 3：憤怒 
耶穌：「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警醒。」 

反省： 

- 「死」是上帝發出憤怒的極點。 

- 耶穌要承受上帝的憤怒。 

- 我們不用經歷耶穌的「死」，但我們是否明白耶穌的「憂傷」？ 

- 耶穌是上帝的愛子，為何上帝如此苦待耶穌？ 

- 為何愛我們的上帝要我們經歷「憂傷」？為什麼事情「憂傷」？ 

- 所以，耶穌吩咐門徒「等候，警醒」。 

- 究竟等候什麼，警醒什麼？ 

回應（李細妹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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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要警醒禱告 

 

感恩（詩歌）：[客西馬尼]-司琴獻奏 

【客西馬尼】 

詩集：城市旋律第 05 集 - 客西馬尼，4 

 

(一) 夜已靜，夜已靜，夜深在客西馬尼， 

 傷痛，憂患，我主禱告，汗如血滴。 

(二) 是這夜，是這夜，是他在客西馬尼， 

 欺詐，出賣，我主竟要，被賣被囚。 

(副) 父啊，求你把這苦杯拿去，求你叫我不因罪孽受死， 

 父啊，求你不依我的意念，唯願你的旨意成就。 

(三) 是困倦，是困倦，是否在客西馬尼， 

 不覺昏睡，沒有儆醒，沒有預備。 

 

默想 4：慈愛 
耶穌：「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要從我

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反省： 

- 「你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 上帝的意思是愛耶穌，所以要耶穌死，這似乎是不可能解決的矛盾？ 

- 「父啊！在你凡事都能」 

- 耶穌的答案：「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即管在這矛盾下，上帝仍然能

夠完全地愛。 

- 愛，不是空泛概念；愛，是要負代價。 

- 慈愛的上帝，看見自己的最愛的兒子背負全人類的罪，必然發出最大的

憤怒。 

回應（符梅芳姊妹）： 

- 總要警醒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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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詩歌）：祢的愛不離不棄 [普通話] 

【你的愛不離不棄】詩集：神機會的風，4 - 施弘美 

 

(一) 沒有一個憂患，耶穌不能擔當。 

 沒有一個痛苦，耶穌不能背負。 

(二)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你而來， 

 滿有豐盛的慈愛，賜給凡求告你名的人。 

(副) 你的愛總是不離不棄，憐憫如江河湧流， 

 在我敵人面前擺設筵席，使我的福杯滿溢。 

 你的愛總是不離不棄，時刻將我環繞， 

 你必永遠紀念與我所立的約，使我領受豐盛的恩典。 

 

默想 5：順服 
耶穌：「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反省： 

- 學習順服，從「我的意思」開始，何解？ 

- 坦白向上帝承認自己的諗法，顯示人是軟弱的。 

- 若繼續「我的意思」, 只會與上帝的意思越走越遠。 

- 放棄「我的意思」，因為「我的意思」不能真正使我們滿足。 

回應（伍志業弟兄）： 

- 總要警醒禱告 

 

感恩（詩歌）：靠近十架  – 司琴獻奏 

靠近十架  

 

1.  求主使我近十架，在彼有生命水，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賜人洗罪。 

2. 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今基督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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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並祂為我釘十架，復活作救贖主。

4. 我願意別無所誇，只誇救主十架，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待它。 

[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默想 6：迷惑 
耶穌：「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

了。」 

反省： 

- 「免得入了迷惑」的有「免得陷入試探」意思 

- 魔鬼試探我們：真正的愛，為何會帶來痛苦？ 

- 心靈知道上帝的確愛我，但自身感受卻是另一回事。 

回應（陳振華弟兄）： 

- 總要警醒禱告 

 

感恩（詩歌）：[只因愛] [粵語] 

【只因愛】[粵語] 

詩集：同在的神 - 以馬內利，10 

 

  祢的愛，我怎猜透，捨尊降貴，貧苦中馬槽降生， 

  沒有佳美肖顏容，但賜我勇氣面對生命， 

  被擄得釋放，餵飽飢渴，一生以愛，神蹟可見神同在， 

  頭被戴上荊棘冕，被厭棄替我遍歷痛苦， 

(副)  誰瞭解祢在十架甘心犧牲，只因愛救贖世上人， 

  流盡血見證祢的愛，誰配得可擁有，神恩典像海般深， 

  誰會知祢在墓裡三天復活，得勝已賜下我盼望， 

  神大愛抱緊我，我願一生一世靠緊祢，感恩滿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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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7：禱告 
耶穌：「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

了。」 

反省： 

- 這是耶穌的命令：警醒禱告。 

- 勝過迷惑的方法是禱告。 

- 耶穌面對「宇宙級」的危機，絕對有權和有能力改變現狀，但耶穌只

「禱告」。 

- 「禱告」不是向上帝爭取最佳條件，而是降服。 

- 禱告必須配合警醒，警醒什麼？ 

回應（王培冬姊妹）： 

- 總要警醒禱告 

 

感恩（詩歌）：靠近十架 – 司琴獻奏 

靠近十架  

 

1.  求主使我近十架，在彼有生命水，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賜人洗罪。 

2. 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今基督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3. 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並祂為我釘十架，復活作救贖主。

4. 我願意別無所誇，只誇救主十架，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待它。 

[副]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默想 8：行動 
耶穌：「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嗎！夠了，時候到了。看哪，人子被賣在

罪人手裏了。 起來，我們走吧！看哪，那賣我的人近了！」 

反省： 

- 回應耶穌的呼召，再沒有任何拖延空間。 

- 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 

- 現在是明白上帝的愛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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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行在上帝的愛中！ 

回應（洪麗芳姊妹）： 

- 總要警醒禱告 

 

感恩（詩歌）： 勇敢走出去  

【勇敢走出去】[普通話] 

詩集：讚美之泉 12 - 永遠尊貴、最珍貴的角落，44 

 

 我並不完美，也並不特別，而祢卻是為我捨棄生命的主； 

 我時常軟弱，有時會迷惑，但祢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副) 主祢要往哪裡走，我就跟祢走，領我走到世界盡頭，一生不再回頭； 

 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我們的禱告， 

 讓復興從我們開始，將主愛帶到人群中。 

(尾) 縱然有許多的問題，我也不放棄， 

 你大能賜給我勇氣，我會勇敢走出去。 

 

讚美上帝 

呈獻生命 

【榮耀的呼召】[普通話] 

詩集：讚美之泉 20B - 新的事將要成就，4 

 

 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作主聖潔貴重的器皿， 

 你豐富恩惠必充足澆灌我，使我瓦器裡充滿莫大能力。 

(副) 高舉雙手讚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給你耶穌， 

 一生意義，活出榮耀的呼召，勇敢地向著標竿直跑。 

(橋) 跟隨耶穌，愛我的主，我愛你，耶穌。 

 跟隨耶穌，愛我的主，我愛你，耶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