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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2018 年基督受難節聖樂默想聚會 

主席：楊國姿執事  講員：呂君望牧師 

導唱：劉永生先生 鋼琴：王德泰弟兄 電琴：江培薇姊妹 

詩班指揮：劉永生先生、梁美鳳執事  聯合詩班：聖歌團及少年詩班 

傳譯：楊秀湘姊妹(普)、陳家創⻑老(潮)、莫貝茵姊妹(英) 

影音：彭銘濂弟兄、余詠豪弟兄 

    

宣召 ................................................ 《頌稱君尊》 ..........................................詩班 

頌稱君尊，上帝親差遣拯救主！ 

頌稱君尊，上帝親差遣拯救主！ 

頌稱君尊，來到世界拯救眾生！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Alleluia!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Alleluia! 

頌稱君尊，上帝親差遣拯救主！Hosanna! 

頌稱君尊，來到世界拯救眾生！ 

Hosanna! 頌稱君尊，上帝親差遣拯救主！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Alleluia! 

Hosanna! Hosanna! Hosanna Alleluia! 

頌稱君尊，上帝親差遣拯救主！Hosanna! 

頌稱君尊，來到世界拯救眾生！ 

Hosanna! 頌稱君尊，上帝親差遣拯救主！ 

Hosanna! 讓我唱讚歌! 

經文 ................................................... 太 21:6-11 ................................................. 主席 

6 門徒就照耶穌所吩咐的去行， 7 牽了驢和驢駒來，把

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 8 眾人多半把衣服

鋪在路上；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路上。 9 前行後隨的

眾人喊着說：和散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是稱頌的話歸

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

散那！10 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都驚動了，說：「這

是誰？」 11 眾人說：「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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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述 .............................................. 《上主恩不變》 ........................................詩班 

經千百億年，地飄、天轉，上主恩不變； 

創設、維持、照顧、愛惜，永不打盹、不眠。 

恩主眾⼦⺠誠⼼禱告，誓要侍奉神， 

冀盼真摯，意志決堅，靠依、信賴心虔！ 

地位、勢力、聲譽、權利，薰閉目眼與心！ 

但賴我主恩惠拯救，絕途遇見天蔭！ 

二部合唱： 

（⼀）謝主每日念顧，引牽超脫誘惑、罪困，

凱歌高唱：萬王之君萬世國度就任！ 

（二）恩主每天垂顧，親牽我出黑夜，死蔭，

勝過魔鬼誘騙、引拐；決心天路追尋！ 

祈禱 .............................................................  .................................................主席/眾立 

歌唱憶記 .............................. 《受傷聖首》(譜在第 8 頁) ............................ 眾立同唱 

(⼀) 耶穌憂困俯聖首，力抗哀傷悲痛，受荊冠刺入壓傷，

面對侮辱譏諷，蒼白顔容來對抗，四周嘲笑戲弄，

背負⼀切的創傷，若暗卻仍光亮。 

(二) 受憂傷苦難打擊，為擔當眾過犯，為使普世得救恩，

願意犧牲遭難。屈膝誠實盡懺悔，感激恩主替位，

信賴恩主的體恤，獲賜救贖恩惠。 

(三) 覓不到語彙鳴謝，念我恩主拯救，歷經過釘死痛苦，

贖我深恩不朽。我盡情投入這愛，信心不再退後，

我願堅決地承諾，立志侍神左右。 

經文 ........................................... 約 19:1-6 及 14-16 ......................................... 主席 

1 當下彼拉多將耶穌鞭打了。 2 兵丁用荊棘編做冠冕戴在

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 3 又挨近他，說：「恭喜，猶太

人的王啊！」他們就用手掌打他。 4 彼拉多又出來對眾人

說：「我帶他出來見你們，叫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

來。」 5 耶穌出來，戴着荊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對

他們說：「你們看這個人！」 6祭司⻑和差役看⾒他，就

喊着說：「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彼拉多說：「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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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把他釘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 

14 那日是預備逾越節的日子，約有午正。彼拉多對猶太人

說：「看哪，這是你們的王！」 15 他們喊着說：「除掉他！

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我可以把你們的

王釘⼗字架嗎？」祭司⻑回答說：「除了凱撒，我們沒有

王。」 16 於是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唱述 ................................................ 《瞻觀救主》 .............................................. 詩班 

瞻觀救主拯救罪人，甘心替死、獻身； 

釘身各各他披血成仁，厚恩舉世未聞！ 

深海、峻山皆已震撼，大漠、盆地塌崩； 

光天變黑，海嘯、陸沉；愛心傾注凡塵！ 

挽救萬有，我主犧性，意志決斷喪生！ 

身心痛傷，減除怒憤，救主拯救罪人！ 

諸天唱歌、普世頌神！復活榮耀帝君！ 

恩披眾⽣，施愛萬⺠，我今恭敬熱忱！ 

 《耶穌為愛紆尊降卑》 

耶穌為愛竟紆尊生於世間，聖至尊降罪世變作此小聖嬰； 

世上不曉得，這莫大恩典！我漠視恩典！ 

耶穌在世顯真光，真愛心！上帝親賜福！ 

賜福、教導、照顧，每天導前路！ 

我竟卻步！不接受不跟主蹤！生命之道！我不知主蹤！ 

啊！基督聖範，明白我眾憂患，令我心驚嘆！ 

基督恩光璀璨！擔當我過犯，替我遭到侮謾，主！堪當稱讚！ 

耶穌為愛竟紆尊釘身於各各他！ 

至聖主替代我痛苦犧牲，然而世上不知不接受這莫大恩典， 

生命之道，我漠視恩典！不接受！ 

不跟主蹤！生命之道，我竟不知！ 

Kyrie, Kyrie, Kyrie eleison（求上主垂憐) 

經文 ................................................. 路 23:33-38................................................ 主席 

33到了⼀個地⽅，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

⼗字架上，⼜釘了兩個犯⼈：⼀個在左邊，⼀個在右邊。 

34 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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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 35 百姓站在那裏

觀看。官府也嗤笑他，說：「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神

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吧！」 36 兵丁也戲弄他，上前拿

醋送給他喝， 37 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

吧！」 38在耶穌以上有⼀個牌⼦有古卷加：⽤希臘、羅

馬、希伯來的文字寫着：「這是猶太人的王。」 

唱述 .............................. 《耶穌真愛⻑闊⾼深》(譜在第 9 頁) ................... 眾坐同唱 

1. 耶穌真愛⻑闊⾼深，⾃天卑降，救苦、濟困； 

為我眾生披荊戴棘，流血、碎心，救贖全人。 

2. 無聲、不語，面對痛楚，力枯精竭，背頸綻破； 

受創聖子，身、首血披，無辜替死，解釋枷鎖。 

3. 墳塚安置斷氣聖軀；地、天悲愴，眾心破碎， 

萬有痛哭，星宿暗黑，時間止息，臉剩熱淚！ 

4. 耶穌真愛⻑闊⾼深，受死解救眾⽣牢禁。 

萬有載歌，基督再生。人領永福，快樂無垠！ 

 

 《明明我犯刑》 ............................................ 詩班 

明明我犯刑，竟要祂喪命！獨耶穌可敬，來代我受罰領懲。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上主，求袮憐憫！基督，求袮憐憫！上主，求袮憐憫！) 

重重重罪名，竟已得潔淨，莫名主恩永，神為我開鎖斷繩！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上主，求袮憐憫！基督，求袮憐憫！上主，求袮憐憫！) 

至奇恩典美妙甘甜，我罪人竟得免罪愆；以前失喪沛顛， 

這刻改變，眼盲再見上帝恩萬千！神慈愛無窮，祂救恩至重， 

代人擔苦痛(無窮大愛恩，榮耀大救恩，啊)，全賴基督恩典傾送！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上主，求袮憐憫！基督，求袮憐憫！上主，求袮憐憫！)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上主，求袮憐憫！基督，求袮憐憫！上主，求袮憐憫！) 

 

 



6 

 

 《妙論句句，莫如看見》 

妙論句句莫如看見：看見真相勝辯！ 

為著愛基督降臨情願親替我死！ 

妙論句句莫如看見：我見祂親身死去！ 

願擔傷痛，誠意拯救，全靠祂有真愛！ 

基督孤單親禱告！無懼快要身死各各他！ 

基督犧牲的愛，能讓世界看真！ 

仁慈耶穌的言行，乃真光輝映璀璨！ 

勝過你我萬語千言，耶穌經已戰勝死！ 

妙論句句莫如看見：看見真相勝辯！ 

贖罪救法，經已完成！凡信皆有永生！ 

妙論句句莫如看見：我見祂犧牲的愛！ 

上帝恩賜，人可得救，完美拯救真愛！ 

經文 ................................................. 約 12:23-33................................................ 主席 

23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24 我實實在在

地告訴你們，⼀粒麥⼦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25 愛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

到永生。 26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

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人子必須被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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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 .............................................................  ...........................................................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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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 .............................................................  .............................................. 呂君望牧師 

回應 ............................. 《我今遵照恩主教訓》(譜在第 10 頁) .................. 眾坐同唱 

1. 我今遵照恩主教訓，常記基督愛憫， 

誠心同意食餅盡杯，深盼耶穌即近。 

2. 上主開創萬物萬象，人世天海奏唱， 

神子完美，位居尚尊，竟往人間方向！ 

3. 救主親降地上成人，除痛釋苦濟困， 

奇恩無界，越超望想，廣賜慈悲恤憫。 

4. 聖子寶血涓涓滴下，神愛普世教化， 

耶穌流血，被釘、受死，⼀切仇寃消化！ 

主餐 .............................................................  .............................................. 樓恩德牧師 

唱頌 ...................................... 《耶穌得勝》(譜在第 11 頁) ................ 詩班+眾立同唱 

1. 耶穌得勝，捨身拯救，確偉大、妙奇基督， 

眾得拯救，罪得寬恕，要讚頌主施拯救！ 

2. 耶穌竟然受死不計，確偉大、妙奇基督， 

被釘身十字苦寶架，配頌讚偉大神奇！ 

副歌：頌讚祂，妙奇基督，是我救主耶穌！ 

同來高歌心稱讚，頌主施拯救！ 

奉獻/祈禱 ...................................................  ........................................................... 眾坐 

三⼀頌/祝福 ..............................................  ........................................................... 眾立 

 

殿樂結束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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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2   他在耶和華⾯前⽣⻑如嫩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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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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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

犯代求。 

 聖經以賽亞書 53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