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難週靈修日引 2019 

  



 

【受難週靈修日引】指引 

根據大公教會傳統，由每年的復活主日向前數算 40 天（不

包括所有跨越的主日），就稱為「大齋期」（Lent, 或預苦期）。在

「大齋期」中，信徒特別會在基督進入光榮復活前的日子，學效

基督耶穌的克己、受苦，和捨己的情操教導。早期信徒在這段期

間會悔改自省、禁食禱告，也有信徒會以蒙灰表達個人對罪的痛

悔，因此大齋期的開展也以抹灰作開始，即思念本為塵土的謙卑

自省。1「大齋期」重要的標記是主耶穌的十架，因著沒有保留的

愛，2 神的獨生子，基督耶穌為世人的罪被釘在十架上，以傾流

的寶血抹掉人的過犯，以致我們可得與上帝復和。 

願跟從主耶穌的，都可以從身體的渴求中作謹守，叫我們的

肉體需要降一級，並在屬靈生命進一級，與主一同攻克己身，經

歷試鍊和得勝試探。 

而在「大齋期」的最後一週，又稱為「受難週」（Passion 

Week），或「聖週」（Holy Week），就是從耶穌榮耀進入耶路撒

冷被高呼「和散那」，直至被定罪釘身十架的「釘死他」。今年，

教會在籌備受難節崇拜時，也將 3-4 月份的祈禱會，與「受難週

靈修」一併納入計劃之中，盼望讓弟兄姊妹透過從「大齋期」開

始便與主耶穌一同進入預苦，並面向既是救恩的踐行，也是苦杯

臨在的時刻作屬靈操練和反省。 

                                                      
1 Ash Wednesday，又稱作聖灰日，抹灰除表達對罪的痛悔外，也標誌人卑微如塵土，因出於

塵土、必歸回塵土。（參創三 19） 
2 約十三 1：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一向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

愛他們到底。 



 

【靈修日引】主題為「與主同行」，當中所有經文為《和合本

修訂版》，按主耶穌受難前一週的時序作經文選取，以讓肢體能

在當中細味耶穌受難前所經歷的點點滴滴。當中包括 1) 默想主

題、2) 經文淺釋、3) 思考反省、4) 文章分享及 5) 禱文等部份。

當中留白的位置，乃讓肢體寫下自己的點點領受。 

容許再三提醒弟兄姊妹，靈修主要是從神的話語中，與神建

立更親密的關係。故懇請弟兄姊妹不要匆匆略過經文，便跳到文

章分享之上。正確的態度是，請先花時間細味經文，然後安靜、

默想，並隨著聖靈的帶領，與神對談或回應神給你的信息。繼後

才翻到分享內容，並容讓自己再行默想、思考反省，最後祈禱結

束。 

 

四天靈修經文： 

1) 訓誨日（Holy Monday）：虛有其表？！（太廿一 18-19） 

2) 辨惑日（Holy Tuesday）：光與暗！（約十二 35-36） 

3) 寂靜日（Spy Wednesday）：是我嗎？（太廿六 20-25） 

4) 濯足日（Maundy Thursday）：與主有份？！（約十三 6-11） 
 

  



 

4月 15日（訓誨日）@受難週靈修日引 

 

主題：虛有其表？！ 

 

經文：馬太福音 21 章 18-19 節 
18早晨回城的時候，他餓了，19看見路旁有一棵無花果樹，就走到

跟前，在樹上找不到甚麼，只有葉子，就對樹說：「從今以後，你

永不結果子！」那無花果樹立刻枯乾了。 

 
經文淺釋： 

無花果樹被置放於耶穌兩次進入聖殿的故事之間，當中皆記

載了祭司長的不滿，更於 v.23 中質疑耶穌潔淨聖殿的「權柄」何

來。故要理解無花果樹事件，就要以「權柄」的向度來思考了。 

「餓」是身體對食物的渴想，「找」是一種詳細察看的搜尋，

簡單就是耶穌渴求於無花果樹上找到可滿足的果子。有釋經學者

解釋逾越節前後根本不是結果的時間，故耶穌不可能找到果子。

但續後於 vv.20-21 節中，耶穌沒有跟進解釋為何要詛咒無花果

樹，反之向門徒授以「信心」的重要，這就補充了，若門徒對耶

穌和神有「信」，他們必不會如祭司長一般質疑「權柄」何來，無

花果樹在這裡，可能只是反照耶穌渴求於「不信」的世代仍能找

著滿足心腸的「信」。 

 

思考反省： 

1. 這個世代要的是外表的風光、枝葉的繁茂，但耶穌看重的卻是

不疑惑的「信」。「信」若只有外顯的「葉子」，而失卻當結「果

子」的實在，於耶穌看來就是死的... 



 

文章分享 

從舊約最後一卷「瑪拉基書」到新約的「馬太福音」相距了

400 年，神向子民沉默了，不再藉先知向屬祂的子民發聲... 

在這沉默的 400 年，猶太民族一直渴望神的受膏者（彌賽亞）

來臨復興以色列國，實在的渴望、渴想是一種動力，會驅使人作

出相應的行動，就如耶穌「餓了」，他就會走向無花果樹找食物。

為何作祭司長、文士、長老熟讀經訓，口裡渴想神的國度降臨，

但對耶穌潔淨聖殿時所引述的『我的殿要稱為禱告的殿』（參賽

五十六 7）又或是出於大衛的詩『你藉孩童和吃奶的口發出完全

的讚美』（參詩八 3），這些標誌彌賽亞及君王身份的經文聽若不

聞？他們真的渴望神的公義、神的國獻彰嗎？還是仍只看到自己

的地位被耶穌所震動？！ 

常聽見職場的弟兄姊妹談及「扮工」文化，不就是在上司面

前「扮」好企業要員的樣子！辦事是否盡責、盡忠，誰知道？只

要在上司前不穿幫就可以了！今天作為信徒，「扮忠」是否我們

在人前、神前的模樣？求主鑒察，願聖靈提醒。 

願認識神、跟隨神的信徒，不單圖外在的身份認同，更要在

言行上結出果子來，與所領的救恩相稱。 

 

 

禱文：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主無花果樹的教導，讓我們知道在不信的世

代更要行出信心的行為。主啊！我們信，只是信不足，求聖靈堅

立和提醒，好叫我們的生命能與救恩相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4月 16日（辨惑日）@受難週靈修日引 

 

主題：光與暗！ 

 

經文：約翰福音 12 章 35-36 節 
35耶穌對他們說：「光在你們中間為時不多了，應該趁著有光的時

候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裏行走的，不知道往何處

去。36你們趁著有光，要信從這光，使你們成為光明之子。」 

 
經文淺釋： 

vv.35-36是耶穌回應門徒的提問：『…基督是永存的；你怎麼

說，人子必須被舉起來呢？這人子是誰呢？』而 v.37是對跟隨多

年門徒的評價『他們還是不信他。』 

「光」與「暗」是一個二元的相對，當人在黑暗中未曾見過

「光」時，他們不會知道甚麼是「光」，但無論「光」有多強、多

弱，只要一丁點就反照出黑暗的不一樣。 

耶穌再重申基督不會在人世間永存，因為基督道成了肉身成

為「人子」就必受時空所限（即生命的有限性）。要解決「光」有

一天不在的必然問題，跟隨者必然要成為「光」，才能與黑暗抗

衡。但「光」不是人的「本質」，所以要藉「信」進入這神聖的領

域，才能將光延續，不被黑暗趕上（臨到：即追趕臨至）。 

 

思考反省： 

2. 「信」是未知之事的確據（希十一 1），今天，我們的「信」

可以叫我們分辨「光」與「暗」嗎？耶穌恩賜相信祂的都能成

為「光明之子」，你願意讓人也看見耶穌的「光」嗎？ 



 

文章分享 
人人都有追求「最」的心念，就如之前一個電視廣告表達婦

女們為使家人有「最好的」，她們會竭盡所能的在菜巿場上東翻

西倒，務求選上「最好的」素材，當人曾嚐過「好」，就不會接受

較次等級的「不太好」。但這也涉及甚麼是「最」的問題，因為

「最」只能表達程度上的分別，但卻不能表達本質的差異。「光」

正好解釋這劃破的差異，並且只能選擇「要」或「不要」，因為那

怕只是劃上一根火柴的「光」，在暗中就能分別出來。 

能與神相遇的信徒，每一個都曾經歷神光照的一刻，是「光」

的美、善、真和毫無保留，就吸引人願意決志一生跟從。 

在今天的靈修經文，我們可以思考耶穌所說的「在你們中間」，

就像當日門徒只看到世界中「有限」的同在，在身處的世界經歷

風浪時，他們就仿如黃大仙信眾一般認為「神」不在，這就是為

甚麼他們不停反覆問耶穌：「人子」不是常存的嗎？ 

耶穌曾告訴婦人神是個靈（也解作風、氣，參約四 24），神

是無所不在的，更是住在人心裡的。所以耶穌叫門徒當信從這「光」

（耶穌），以致他們可以成為從耶穌而出的—光明之子，自己也

可以分享「光」的美善和平安，因為「光」已進入人的心，他們

就不會再因世界而來的不安使他們經歷「黑暗」。 

每一個信徒都應該是「光明之子」，能在黑暗的世代反照神

的榮耀。 

 
禱文： 
親愛的聖靈願祢來，願祢內住我們的心，讓我們與世界不再一樣，

成為神美好的見證，叫人從我們身上看到這光，願上主加力。奉

主基督聖名求，阿們。 



 

4月 17日（寂靜日）@受難週靈修日引 

 

主題：是我嗎？ 
 

經文：馬太福音 26 章 20-25 節 
20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使徒坐席。21他們吃的時候，耶穌說：「我

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22他們就非常憂

愁，一個一個地問他：「主，該不是我吧？」23耶穌回答說：「同

我蘸手在盤子裏的，就是要出賣我的。24人子要去了，正如經上

所寫有關他的；但出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人沒有出生倒好。」
25出賣耶穌的猶大回答他說：「拉比，該不是我吧？」耶穌說：「你

自己說了。」 
 

經文淺釋： 

按使徒馬太於前文的舖排，耶穌榮入聖城後，縱然被高舉為

王，但耶穌卻從沒有提及揭竿起義，更在一連串天國的比喻中，

說明神的國不在地上（世界），而是在天上。再加上預言耶路撒

冷和聖殿被毁，都說明了以色列國當時在地上的復興無望…… 

而猶大決心賣主的「最後一根稻草」是耶穌與世界價值的反

差（參太廿六 6-13）。 

逾越節餐桌上，門徒聽到耶穌說「你們中間」會有一個人出

賣我時，各人…包括猶大都問：「該不是我吧？」但分別在於各人

對耶穌的稱謂仍是：『主』，只有猶大說明是「拉比」（老師）。 
 

思考反省： 

3. 讓我們都從猶大的回應中思想，今天神的話語和教導予我們

是「學識」，還是「吩咐」？耶穌於我們是「老師」，還是「主」？

讓我們都安靜主前。 



 

文章分享 

從猶大的出賣事件簿中，大部份人都會將焦點放在 1) 作為

鑒誡，提醒自己不要出賣耶穌、2) 不要如猶大的貪愛世界、3) 猶

大賣主是必然的事，否則就不會有耶穌被釘十架的事了… 

當然以上皆是，但神不是全能、全智和「全知」的主嗎？所

以，耶穌應早知猶大行事為人，必然是耶穌早已揀選猶大做「壞

人」的角色，以致可以成全十架釘身的犧牲；但誰會喜歡被神揀

選作為「壞人」，甚至不得好死的角色？ 

故，猶大賣主不是出於揀選，若是命定，耶穌不用刻意的說

明有人出賣，更不會再次提醒『你自己說了。』耶穌三番四次的

挽回，希望被魔鬼進入了心的猶大可以止住心中的惡念，不被世

界擄去，只是事與願違。 

可能大家又會想若猶大不賣主，哪有十架代贖的拯救恩情？！

神既是偉大全能，豈會想不到我們所想？神豈沒有 Plan B, C, D

在手？ 

在無償的救恩面前，讓我們都全然寂靜…… 
 

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
路。這是耶和華說的。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
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賽五十五 8-9） 

 
禱文： 

慈悲仁愛的主耶穌，求祢教導我們不以世界的眼光思索別人的得

救，因為我們都只是蒙恩的罪人，願祢幫助我們聽到祢的聲音，

叫我們能回轉過來，不致得罪祢。奉主名求，阿們。 



 

4月 18日（濯足日）@受難週靈修日引 

 

主題：與主有份？！ 
 

經文：約翰福音 13 章 6-11 節 
６到了西門‧彼得跟前，彼得對他說：「主啊，你洗我的腳嗎？」
7 耶穌回答他說：「我所做的，你現在不知道，但以後會明白。」
8彼得對他說：「你絕對不可以洗我的腳！」耶穌回答他：「我若不

洗你，你就與我無份了。」9西門‧彼得對他說：「主啊，不僅是

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10耶穌對他說：「凡洗過澡的人不需

要再洗，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然而不

都是乾淨的。」11耶穌已知道要出賣他的是誰，因此說「你們不

都是乾淨的」。 
 

經文淺釋： 

從經文看到，對於耶穌為門徒洗腳，彼得一直沒有作聲，直

至耶穌臨到他的跟前；從彼得強烈的回應「絕對不可」看來，他

對於耶穌所作的一定不明白，甚至反對，但他尊重耶穌作主，以

致他不讓主洗自己的腳。 

「與我無份」成為彼得的轉捩點，「無份」從原文是：你不會

「有」與我的部份。「有」所表達的是：擁有、得著，不論屬耶穌

的「部份」是甚麼、是多少，但「有」於彼得而言就是好和珍貴，

以致彼得即時反口的說：『不僅是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 
 

思考反省： 

4. 耶穌並沒有說明屬各人的「份」是甚麼和有多少，因為這全是

神的主權所在。惟願我們珍貴屬自己的「份」，別與他人作較

量，因為都是耶穌所賜與的。 



 

文章分享 

作為信徒，我們既有從主耶穌寶血而來的「合一性」，就是我

們都同屬主耶穌的身體（教會），但卻又保留著我們的「個別性」，

就是我們都來自不同的文化、家庭，擁有個別的價值觀，就如經

文中所看，主耶穌「逐一」洗門徒的腳，並且按祂對彼得的說話，

是讓每一個門徒都與祂「有」份，就連出賣耶穌的猶大，耶穌也

沒有輕看依然洗他的腳。 

在教會生活，我們都是蒙恩的罪人，但相處起來，我們都總

會掛著自己的眼鏡看別人，對別人有不同的要求和看法，但這些

在耶穌眼中可能就是屬他們自己的「份」。 

在教會生活，若我們都本著耶穌的愛彼此相交，各人以不貶

損他人，又以聖經的教導為依歸，應該還是可以。我記得神學科

老師曾說過：『若不同的教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見，還是可

以呀，只要他們不偏離神的道、神的救恩、神的福音就是了！』 

在十二使徒中除卻猶大，其餘 11 人的個性也不一樣，但在

教會歷史中，他們都守住了福音，也將福音傳開，只是各人方法

不同，也不一定如彼得和約翰留下了〈彼得前後書〉、〈約翰福音〉

和〈約翰一、二、三書〉。 

能「和而不同」才是主耶穌給我們各人的「份」！ 

 

 

禱文： 

主啊！求祢按祢的旨意將我拆毀又陶造，以致能成為祢手中施恩

的流通管子，願祢洗淨不合祢心意的脾氣、習慣和價值觀，以致

我能在主內與他人合一，傳揚真道。奉主名求，阿們。 



 

 

 

 

 

 

 

 

 

 

 

 

 

 

 

請預留時間出席「受苦節崇拜」 

主題：十架上的呼喊 

日期：2019年 4月 19日（禮拜五） 

時間：晚上 7:30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禮拜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