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尖沙咀國語浸信會 
受苦節十架七言崇拜 
2022年 4月 15日（星期五） 

早上十一時正 



 

默想  

十架七言 

父 啊 
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 

我 實 在 告 訴 你 

今天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母親 
看你的兒子 

看你的母親 

我的神 
我的神為什麼 

離棄我 
我渴了 

成了 
父啊我將我的 

靈魂交在 

祢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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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架七言起源： 
古典時期奧國的名作曲家海頓(Joseph Haydn，1732-1809)，於 1875年接

受當時奧國卡迪茲(Cathedral of Cadiz)大主教的邀請，根據主耶穌在十

字架上所講的七句話，寫成一套音樂作品。這是七首為管弦樂團演奏的慢

板樂章，名為《我們救主在十架上最後的七句話》，簡稱《十架七言》，

天主教稱為《架上七言》。基督教傳統上認為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臨死

亡前的最後遺言。這些遺言分散於福音書裡，後人將其整理為七句話，稱

為《十架七言》。 

「十字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宗教的符號、美麗的飾物，可是對當日羅

馬人而言，是專為謀殺犯，造反的奴隸和一些其他殖民地的罪大惡極的罪

犯所設的。羅馬公民(除非是叛國罪)是絕不會受此酷刑的。耶穌是在午夜

時被捕，受審和被鞭打，至上午九時(巳初)被釘上十架上，下午三時正(申

初)死亡。在這十多小時裡，耶穌忍受了人世間最大的痛苦。今天早上，讓

我們以敬虔的心來到主面前，重溫恩主在十架上最後七句遺言。 

十架七言表： 
次序 經節/來源 內容 性質 對象 

1 路廿三34、賽五十三12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

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代禱 他們 

2 路廿三43、賽五十三

11-12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

我在樂園裡了。 

應許 強盜 

3 約十九26-27/可七10-

13、出廿12 

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

門徒說：看，你的母親！ 

託付 約翰 

4 太廿七46/可十五34、

詩廿二1 

我的 神！我的 神！為甚

麼離棄我？ 

哀求 天父 

5 約十九28、詩六十九21 我渴了。 哀求 天父 

6 約十九30、詩廿二31 成了。 宣告 世界 

7 路廿三４６/約十九

30、詩三十一5 

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

手裡。 

信靠 天父 

https://www.wikiwand.com/zh/%E8%80%B6%E7%A9%8C%E8%A2%AB%E9%87%98%E5%8D%81%E5%AD%97%E6%9E%B6
https://www.wikiwand.com/zh/%E6%AD%BB%E4%BA%A1
https://www.wikiwand.com/zh/%E6%AD%BB%E4%BA%A1


 

十架七言是神的兒子的話中之話，是祂離世前留下七句說話，讓我們要好

好地體會基督在十架上每一句的說話！ 

 

 

 

 安坐家中、預備心靈  

 

 

 靜心等候  

 

 
宣召   ~~~~~~~~~~~~~~~~~~~~~~~~~~~~~~~~~~~~~~~~~~~~~~~~~~~   主席 

 

耶穌順服天父的旨意，甘心領受苦杯，用祂無罪的身體，

和流出的寶血擔當世人的罪，完成救贖的工作。祂在十

字架上說的七句話，稱為「十架七言」。 

 

祈禱   ~~~~~~~~~~~~~~~~~~~~~~~~~~~~~~~~~~~~~~~~~~~~~~~~~~~   主席 

 

唱詩   ~~~~~~~~~~  奇妙十架（世紀頌讚 189首）  ~~~~~~~~~~   眾坐 

 

1. 每逢思想奇妙十架，榮耀之主在上懸掛， 

富貴榮華看為有損，從前所誇，今覺鄙下。 

 

2. 求主禁我別有所誇，但誇我主捨命十架， 

從前所慕虛榮宴樂，今因主血甘盡丟下。 

 

3. 試看其頭、其足、其手，慈愛憂愁和血並流， 

如此愛、憂自古焉有？荊棘反成榮耀冕旒。 

 

4. 宇宙萬物若歸我管，奉獻所有難報主恩， 

神聖奇妙主愛深厚，願獻我命、我身、我心。 



 十架七言  
苦路短片   ~~~~~~~~~~~~~~~~~~~~~~~~~~~~~~~~~~~~~~~~~~~   靜心觀看 

 

第一言(路廿三 32-34)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旁白(主席)：又有兩個犯人，和耶穌一同帶來處死。到了一個地方，名叫

「髑髏地」，就在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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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耶穌說： 
 
讀經(會眾)：「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廿

三 34) 

默想(謝姑娘)：弟兄姊妹，您們有否想過，耶穌在十架上所做的第一件事

是甚麼？是禱告，並且為那些傷害祂、鞭打祂、羞辱祂、

甚至釘祂在十架的人禱告。當我們聽到耶穌說：「父啊！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他們是誰？

大祭司和宗教領袖？群眾？彼拉多和羅馬的兵丁？他們

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聖經多次宗教領袖因為耶穌威脅他

們的權力地位，密謀殺害耶穌。彼拉多清楚知道耶穌無罪，

只是明哲保身順從宗教領袖的心意。群眾更是現實，耶穌

進入耶路撒冷時候，他們高呼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名來

的應當稱頌；一個轉眼改口高呼：釘死祂！釘死祂！他們

不是無知，而是現實。 
 

事實他們真是無知，假如他們知道耶穌是 神的兒子，大

概不敢將主釘在十架上。無論有意或是無知，他們做了。

但受苦的基督在十架上第一句話竟然為他們禱告，向父神

求赦免，主啊！祢的愛為何如此驚人？完全超越我們的理

智和認知。 

禱告：親愛的主，若我說：「我願意饒恕，可是我不能忘記！」似乎神可

每日兩次把全世界所有海灘上的沙都洗淨，但祂卻無法把那些恨的

記憶從我腦海洗去，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賈艾梅：若)。 

Dear Lord, If I say, "Yes, I forgive, but I cannot forget," as though the 

God who twice day washes all the sands on all the shores of all the world, 

could not wash such memories from my mind,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Amy Carmichael: If)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y_Carmichael


第二言(路廿三 39-43) 
 

「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旁白(主席)：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笑祂，說：「祢不是基督嗎？可以

救自己和我們吧！」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

受刑的，還不怕 神嗎？我們是應該的，因我們所受的與我

們所做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就說：

「耶穌啊，祢得國降臨的時候，求祢記念我！」耶穌對他說： 

 

讀經(會眾)：「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路廿三 43) 

 

默想(謝姑娘)：強盜的懇求正正反映我們心底裡的真相：渴求被主記念。

無論是事業、學業、家庭、教會、健康、朋友等等……。

我們努力經營，很想得到別人的認同，怕被遺忘，希望被

人記念。但這些都會變化，真正值得我們追求，是被主記

念。當耶穌提到「樂園」的時候，祂說的不是有朝一日他

們要去的地方，而是耶穌當日與那位強盜將要進入一種新

的關係。與主同在就是「樂園」，被主稱為朋友，一同結伴。

今天您已經與主同在「樂園」嗎？我再說，不是地方，是

一種新的關係。 
 
禱告：若我在遇到麻煩事的時候，不想到救主的痛心，遠多於想到自己的

憂慮，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賈艾梅：若)。 

If I do not feel far more for the grieved Savior than for my worried self 

when troublesome things occur,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Amy Carmichael: If) 

 

第三言(約十九 26-27) 

「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 
 

旁白(主席)：耶穌見母親和祂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祂母親說： 

 

讀經(會眾)：「母親，看妳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

(約十九 26-27)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y_Carmichael


默想(謝姑娘)：耶穌的母親馬利亞隨著人群來到各各他山上，看見自己的

兒子被釘在十字架上，受盡凌辱，她無助，無力反抗，肝

腸寸斷默然站在人群中。突然聽到耶穌在十架上說：「母

親，看你的兒子！」不是提醒她看十架上的自己，而是將

母親托付給一位門徒。然後又對那位門徒說：「看，你的母

親！」耶穌不是在拉攏關係，而是要求那位門徒代為履行

兒子的責任，照顧馬利亞，視她為母親。原來在十字架底

下，一種天國價值的人與人的關係展開，沒有直接血源的

關係，卻在基督裡成為一家人。 

 

禱告：若我對別人的需要不夠體貼，或對他們的感受，或甚至他們小小的

軟弱毫無感覺；若我沒有留心注意他們所受的小小傷害，因而失掉

機會去撫慰、幫助他們；若我破壞了家庭中彼此間的和諧，那我就

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賈艾梅：若)。 

 

If I am inconsiderate about the comfort of others, or their feelings, or 

even of their little weaknesses; if I am careless about their little hurts and 

miss opportunities to smooth their way; if I make the sweet running of 

household wheels more difficult to accomplish,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Amy Carmichael: If) 

 

唱詩   ~~~~~~~~  領我到髑髏地（世紀頌讚 190 首）  ~~~~~~~~   眾坐 

 

1. 生命之主願祢作王，榮耀都歸於祢； 

使我莫忘祢荊棘冕；領我到髑髏地。 
 

2. 讓我看見在祢墓前，門徒憂傷哭泣； 

光明天使看守侍候；等待救主復活。 
 
3. 願像馬利亞清早起，預備來膏抹祢； 

讓我看見墓門已開；領我到髑髏地。 
 
4. 主啊，我甘心又樂意，背十架跟隨祢； 

救主苦杯我願分嘗，因祢為我捨己。 
 

副歌： 使我莫忘客西馬尼，莫忘我主痛苦受死， 

   莫忘我主仁愛慈悲，領我到髑髏地。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y_Carmichael


第四言(太廿七 45-46) 
 

「我的 神！我的 神！為甚麼離棄我？」 
 

旁白(主席)：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著說： 
 

讀經(會眾)：「我的 神！我的 神！為甚麼離棄我？」(太廿七 46) 

 

默想(謝姑娘)：耶穌本身是完全的 神，現在卻被父神離棄，掩面不看，是

多麼令人難以接受的事。我們從聖子的禱告中發現， 神

有時並沒有按我們期盼的形象出現；相反，祂甘願倒空自

己，付上一切。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作事的方式不一定合

乎我們的期望，滿足我們的要求，有時甚至叫我們失望。

但您有沒有想過，這種「失望」，亦可以是祂永恆救贖計劃

的一部份。 

 

耶穌在十架上被離棄，正是 神的榮耀彰顯，無能者的大

能(power of the powerless)。祂選擇了道成肉身，默默

地與我們一同經歷和承受所有的苦難：包括死亡帶給我們

那種無法逆轉、與萬物甚至永生神永遠隔絕的痛苦，然而

卻在死亡之中彰顯生命、愛與復和的那一位。 
 
禱告：若當我發現了某個令許多人苦思不解的難題的答案時，卻忘記祂是

顯明一切深奧的隱秘事，又知道並向我們啟示暗中所有的；若我忘

了是祂把亮光賜給祂最不配的僕人，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

愛。(賈艾梅：若) 

 

If, when I am able to discover something which has baffled others, I 

forget Him who revealeth the deep and secret things, and knoweth what 

is in the darkness and showeth it to us; if I forget that it was He who 

granted that ray of light to His most unworthy servant,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Amy Carmichael: If) 

 

第五言(約十九 28-29) 
 

「我渴了。」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y_Carmichael


旁白(主席)：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上的話

應驗，就說： 

 

讀經(會眾)：「我渴了。」(約十九 28) 

 

默想(馮牧師)：耶穌曾在約翰福音中，在撒瑪利亞的井旁對那婦人說：「你

若知道 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

求祂，祂也必早給了你活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

渴。我所賜的水要在祂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約

四 10、14)既然耶穌是活水的泉源，為何祂在十字架上會說

出那句跟祂本質那麼大反差的說話？耶穌的口渴，不單是

經過整夜受凌辱，懸掛在十架上多個小時肉身上需要。更

是祂的犧牲，即將成就祂渴求的救恩臨到世人，完成天父

的旨意。 

 

我們不需要到了乾旱疲乏無水之地才渴想 神， 神渴求我

們，祂已預備好自己與我們親近。同樣我們可以時刻去渴

求祂，因祂呼籲：「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

的水要在祂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有這樣一個無法抒解的渴求，就是得著我們每一個。我

們的心也願意全然奉上嗎？您渴求祂嗎？您相信唯有祂才

是您真正的滿足嗎？  

 

禱告：若我拒絕讓自己所親愛的人為基督的緣故受苦；若我不能體會這樣

的受苦乃是任何一個跟隨那位被釘十架之主者所能得到的最高榮

譽，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賈艾梅：若) 

If I refuse to allow one who is dear to me to suffer for the sake of Christ, 

if I do not see such suffering as the greatest honor that can be offered to 

any follower of the Crucified,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Amy 

Carmichael: If) 

 

第六言(約十九 29-30 

「成了！」 
旁白(主席)：有一個器皿盛滿了醋，放在那裡；他們就拿海絨蘸滿了醋，

綁在牛膝草上，送到祂口。耶穌嘗了那醋，就說：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y_Carmichael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y_Carmichael


讀經(會眾)：「成了！」(約十九 30) 

 

默想(馮牧師)：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當主耶穌即將離世，主的

使命快將完成，主耶穌說：「成了！」「成了！」不是就此

完結了；「成了」是勝利的呼喊，是得勝的呼喊，是耶穌藉

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完成了只有 神才能完成的救贖。

只是， 神的工作是「成了，但未完結」，神仍在工作。親

愛的弟兄姊妹，您有想過您可以參與 神未完結的工作？

延續這救贖的故事？作為信仰群體教會的見證，作為信仰

群體的一份子，我們實在有責任延續這救贖的故事。我所

指不是擔任某個崗位的任期完成了，不是某個您答應參與

的項目完成了，不是某個課程完成了，不是某卷經卷完成

了。而是只要仍有一人未認識主，我們實在有責任延續這

救贖的故事，否則是浪費主在十架上所作的一切。 

 

「成了」也是一個救贖計劃的達成，自從二千多年前，基

督在十架上成就的救恩，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影響世界，

改變世界。「成了」是一句莫大的祝福和應許，因著認識這

位救贖主，我們成了天父的兒女，重新復和的關係。 

 

禱告：若我熱切渴望被主使用來向一個被捆綁的靈魂指引通往自由之路，

卻非單單關心他是否確實得救；若我在傳講失敗的時候，只是自憐

自艾，卻不向主求下一個可以接受得救之道的靈魂，那我就還是絲

毫不懂加略山的愛。(賈艾梅：若) 

If I crave hungrily to be used to show the way to liberty to a soul in 

bondage, instead of caring only that it is be delivered; if I nurse my 

disappointment when I fail, instead of asking that to another the word of 

release may be given,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Amy 

Carmichael: If) 

 

第七言(路廿三 44-46) 
 

「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裡。」 
 

旁白(主席)：那時約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頭變黑了；殿裡

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耶穌大聲喊著說：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y_Carmichael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y_Carmichael


讀經(會眾)：「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裡。」(路廿三 46) 

 

默想(馮牧師)：這時大約是中午，遍地都昏黑了，直到下午三點，太陽失

去了光，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耶穌大聲呼喊說：「父啊，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祢手裡。」這是耶穌死前最後的話，是

再次向聖父祈禱，表明祂甘願擁抱死亡的冰冷死寂，祂向

聖父示意，祂預備好面對惟有耶穌才能做的最後工作。耶

穌透過交出自己，將自己的靈交給聖父，邀請我們，又使

我們能夠交出自己。「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羅六 5)。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來吧，近前來，不用怕，背起您

自己的十字架，快跑跟從主，經歷祂那十字架的奧秘和奇

妙。 

 

禱告：若我堅持任何抉擇，只因它們是我所選定的；若我讓個人的喜厭好

惡占任何空間，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賈艾梅：若) 

If I hold on to choices of any kind, just because they are my choice; if I 

give any room to my private likes and dislikes,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lvary love. (Amy Carmichael: If) 

 

唱詩   ~~~~~~~~~~~  十架七言（YouTube播放） ~~~~~~~~~~~~   眾坐 

 

【十架七言】團契遊樂園 3（音樂 2000有限公司） 

 

我的耶穌，我的救贖，祢的恩典，在我心靡； 

我的一切，祢都知道，我往那裡，逃祢的靈？ 

我的耶穌，祢的犧牲，在各各他，髑髏之地； 

捨下尊貴，拋下榮華，在十架上，祢的禱告： 

「父呀！赦免他們，他們不曉得他們所作的…」 

祢說：「今天我要與你一同在樂園。」 

「看，妳的母親！看，你的兒子！」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我渴了…」「成了…」 

 

我的耶穌，我的救贖，祢曾為我，白白犧牲； 

我的軟弱，被祢剛強，「我把靈魂，交在祢手裡…」 

我的軟弱，被祢剛強，「我把靈魂，交在祢手裡…」 

http://en.wikipedia.org/wiki/Amy_Carmichael
http://www.music2000.com.hk/


主餐   ~~~~~~~~~~~~~~~~~~~~~~~~~~~~~~~~~~~~~~~~~~~~~   馮煜強牧師 

 

唱詩   ~~~~~~~~  十架為我榮耀（世紀頌讚 192 首）  ~~~~~~~~   眾坐 

 

1. 求主使我近十架，在彼有生命水， 

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赦我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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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誇主十字架！ 

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世界。 

 

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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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   馮煜強牧師 

 

 會眾靜默散會、可以使用十架七言默想材料思想主恩  

在受難日避免太多娛樂及大吃大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