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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召]  

希伯來書 9章 12,15節 

12 他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 

而是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進入至聖所 

就獲得了永遠的贖罪。 
 

15 為此，基督作了新約的 

中保；因為他的死，贖了 

人在第一個約之時所犯的 

罪過，使蒙召的人能得著 

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你在那裡?（536A） 
（詞、曲：美國民歌  譯：教會聖詩） 
 

1.主捨命十架時你在那裡 

  主捨命十架時你在那裡 

  啊有時我一想到就 

  戰抖戰抖戰抖 

  主捨命十架時你在那裡 
 

2.當救主被釘時你在那裡 

  當救主被釘時你在那裡 

  啊有時我一想到就 

  戰抖戰抖戰抖 

  當救主被釘時你在那裡 
 

3.主被葬墳墓時你在那裡 

  主被葬墳墓時你在那裡 

  啊有時我一想到就 

  戰抖戰抖戰抖     

  主被葬墳墓時你在那裡 

 

 [經課一]  
以賽亞書 52 章 13 節 - 53 章 12節 

52章 

13 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 

智慧，他必被高升，高舉，

升到至高之處。 

14 許多人因他驚奇 -  

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 

他的外表比世人枯槁 -  

15 同樣，他也必使許多國家 

驚奇，君王要向他閉口。 

未曾傳給他們的，他們必 

看見；未曾聽見過的事， 

他們要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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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無佳形美容使我們 

注視他，也無美貌使 

我們仰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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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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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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被神擊打苦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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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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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

他像羔羊被牽去宰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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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想到他的 

世代呢？因為他從活人之地

被剪除，為我百姓的罪過 

他被帶到死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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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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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因自己的勞苦， 

他必看見光就心滿意足。 

因自己的認識，我的義僕 

使許多人得稱為義， 

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 

12 因此，我要使他與位大的 

同份，與強盛的均分擄物。

因為他傾倒自己的生命， 

以致於死，也列在罪犯之中。 

他卻擔當多人的罪， 

為他們的過犯代求。 

 
  



2021年 4月 2日受難節經文及歌詞(會眾版) 

第 3/共 6 頁 

何等奇妙慈愛（344） 
（曲、詞：美國民歌調子  譯：鄭浩賢  

編：曾以撒  新心音樂事工） 
 

1.何等奇妙慈愛 

我的靈我的靈 

  何等奇妙慈愛我的靈 
 

  何等奇妙慈愛我親愛的救主 

竟背負罪痛苦為我靈為我靈 

  竟背負罪痛苦為我靈 
 

2.當我正沉溺時 

  沉溺時沉溺時 

  當我正沉溺時沉溺時 
 

  當我正沉溺時在神的義怒下 

  基督竟捨寶座為我靈為我靈 

  基督竟捨寶座為我靈 
 

  

 

 

 

 

 

 

 

 

 

 

 

 

 

 

 

 

 

[經課二]  

詩篇 22篇 1-5,19節 

1 我的神，我的神， 

為甚麼離棄我？ 

為甚麼遠離不救我， 

不聽我的呻吟？ 

2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 

你不應允；夜間呼求， 

也不得安寧。 

 

3 但你是神聖的，用以色列的

讚美為寶座。 

4 我們的祖宗倚靠你； 

他們倚靠你，你解救他們。 

5 他們哀求你，就蒙解救； 

他們倚靠你，就不羞愧。 

 

19 耶和華啊，求你不要 

遠離我！我的救主啊， 

求你快來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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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羔羊（1446） 
（詞、曲：Twila Paris  新歌頌揚） 

 

1.上帝兒子聖潔無瑕 

 竟被差遣離天座位 

 踏上塵土罪惡世界 

 甘願成為神的羔羊 
 

（副歌 1、2） 

 真神羔羊寶貴羔羊 

 我深愛慕聖潔羔羊 

 求祢寶血來洗淨我 

 耶穌基督真神羔羊 
 

2.神的愛子被釘十架 

 受盡凌辱遭人厭棄 

 謙卑君王頭戴荊冠 

 成為犧牲真神羔羊 
 

3.前我失喪毫無盼望 

 蒙祢救贖近祢身旁 

 用杖與竿領我一生 

 我今成為主的小羊 
 

（副歌 3） 

 真神羔羊寶貴羔羊 

 我深愛慕聖潔羔羊 

 求祢寶血來洗淨我 

 我今成為主的小羊 

 
  

 

 

 

[經課三]  
希伯來書 4 章 14-16 節,5 章 7-9節 
4章 

14 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 

進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耶穌 - 

神的兒子，我們應當持定 

所宣認的道。 

15 因為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 

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在各方面

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 

只是他沒有犯罪。 

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

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憫， 

蒙恩惠，作及時的幫助。 
5章 

7 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 

曾大聲哀哭，流淚禱告， 

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神， 

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 

8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 

苦難學了順從。 

9 既然他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 

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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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血活泉（460A） 
（詞：William Cowper  曲：美國調子  生命聖詩） 

 

1.今有一處寶血活泉 

從救主身發源 

罪人只要在此一洗 

能除全身罪愆 
 

能除全身罪愆 能除全身罪愆 

罪人只要在此一洗 

能除全身罪愆 
 

2.與主同釘有一強盜 

臨終喜見此泉 

我罪雖然同樣深重 

主能潔淨完全 
 

主能潔淨完全 主能潔淨完全 

我罪雖然同樣深重 

主能潔淨完全 
 

3.被殺羔羊奇妙寶血 

永有除罪能力 

直到所有天父子民 

洗清一切罪迹 
 

洗清一切罪迹 洗清一切罪迹 

直到所有天父子民 

洗清一切罪迹 
 

4.自從因信見此泉源 

流自救主肋旁 

我便讚美主恩奇妙 

立志一生傳揚 
 

立志一生傳揚 立志一生傳揚 

我便讚美主恩奇妙 

立志一生傳揚 

 [經課四]  

約翰福音 19章 16-22節 

16 於是彼拉多把耶穌交給 

他們去釘十字架。 

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 

17 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 

出來，到了一個地方， 

名叫「髑髏地」， 

希伯來話叫各各他。 

18 他們就在那裏把他釘在 

十字架上，還有兩個人 

和他一同被釘，一邊一個，

耶穌在中間。 

19 彼拉多又寫了一個牌子， 

釘在十字架上，寫的是： 

「猶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穌。」 

20 有許多猶太人念這牌子， 

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

靠近城，而且牌子是用 

希伯來、羅馬、希臘三種 

文字寫的。 

21 猶太人的祭司長就對 

彼拉多說： 

「不要寫『猶太人的王』， 

  要寫『那人說： 

  我是猶太人的王』。」 

22 彼拉多回答： 

「我寫了就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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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十架（56A） 
（詞：Isaac Watts  曲：Edward Miller   

  譯：滕近輝  編：余遠淳  新心音樂事工） 
 

1.每逢思念奇妙十架 

  榮耀救主在上懸掛 

  從前名利富足矜誇 

  我看如土完全撇下 
 

2.求主禁我別有所誇 

  只誇救主捨身十架 

  基督為我獻身流血 

  我願捨盡虛空榮華 
 

3.試看祂頭祂足祂手 

  慈愛憂傷和血並流 

  從前可曾愛憂交織 

  荊棘可曾化作冕旒 
 

4.宇宙萬物若歸我有 

  盡獻所有何足報恩 

  神聖大愛奇妙難測 

  願獻我命我心我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