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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龐君華會督 

襄禮：黃寬裕牧師、邱泰耀牧師、李信政牧師、賴玲牧師 

賴明貞傳道、秋郁瑄傳道、侯富寶傳道 

主後 2021 年 4 月 2 日下午 7:30 

聖週五 Good Friday 

地點：衛理公會台北衛理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 113 號 

電話：02-2771-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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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公會北區 聖週五受難日晚聯合崇拜 

熄燭禮拜：十架七言 

主   禮：龐君華會督 司   琴：連明箴姐妹、盧思寧姊妹 

讀經/默想：黃寬裕牧師、邱泰耀牧師、李信政牧師、賴玲牧師 

林裕恩傳道、賴明貞傳道、秋郁瑄傳道、侯富寶傳道、 

顧維筠傳道、劉世凱弟兄、呂華光弟兄、牛履民弟兄、 

胡瑠美傳道、羅玉冰姊妹 

詩   班：台北衛理堂詩班（陳詩音指揮）、衛理城中牧區詩班、La Lay 

Singers（王微儂指揮） 

領   唱：王微儂老師、彭德全傳道 

預    備    禮 
（朝見上主的準備） 

領  唱                           王微儂指揮、彭德全傳道 

序  樂                                                司  琴 

宣  召                                                主  禮 

「為我們的罪，基督已被掛在十架上，因此對罪而言我們是死，對義而言

我們是活的」 

詩 歌 聯合詩選 86首〈至聖之首受重創〉(程序單第 12 頁)  詩班/會眾(立) 

始禮文               

啟：上主是世上的光，在祂裏頭毫無黑暗； 

應：基督是世界的光，是那真光，要照亮所有的人。 

啟：但世人卻不認識祂，也不接納祂。 

應：凡接納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 

祈  禱                                                 主禮 

獻  詩  〈花園的路上〉                             北衛詩班 

往花園的路上，救主獨自行走。祂向父禱告說，祢旨意成就。 

黑夜籠罩大地，祂跪下極悲苦，深知各各他之途是恩典的道路。 

耶穌行在寂寞山谷。祂必孤單獨自前行。 

無任何人能替祂前行。祂必孤單獨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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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西馬尼園，牧人詢問羊群，在這極深黑夜裡，能否同我警醒? 

隨後獨自走向唯祂能行的路，救主爬上加略山成全神的旨意。 

耶穌爬上寂寞山頂。祂必孤單爬上山頂。 

無任何人能替祂爬山。祂必孤單爬上山頂， 

耶穌行。在憂傷道路。祂必孤單獨自前行。 

無任何人能替祂前行。祂必孤單獨自前行。祂必孤單獨自前行。獨自行。 

聖  道  禮 

（聆聽上主聖道，在恩典中回應） 

祈光禱文              全體 

啟：我們一同求主賜下亮光！ 

合：全能的父上帝，今晚當我們聆聽祢在十架上的吶喊，求聖靈也深深

地札我們的心，使我們靈性能夠再次的覺醒，回到跟隨祢的路上。 

讀    經 以賽亞書 52:13-53:12 （和合本修訂版）   林裕恩傳道 

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升，高舉，升到至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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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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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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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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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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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上帝擊打苦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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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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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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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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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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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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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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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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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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死，也列在罪犯之中， 

他卻擔當多人的罪，為他們的過犯代求。 

啟：這是上主的道 

應：感謝上主 

啟應文   詩篇 22:1-8（和合本修訂版）…………………….…眾坐同應 

啟：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

我的呻吟？ 

應：我的上帝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也不得安寧。 

啟：但你是神聖的，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 

應：我們的祖宗依靠你；他們依靠你，你解救他們。 

啟：他們哀求你，就蒙解救；他們依靠你就不羞愧。 

應：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 

啟：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 

合：「他把自己交託給耶和華，讓耶和華救他吧！耶和華既喜愛他，

可以搭救他吧！」 

獻詩   〈Hiding in the Shadows〉（藏在黑暗陰影）     城中牧區詩班 

Hiding in the shadows of Jerusalem, skeptics whisper in the crowd. 

藏在耶路撒冷黑暗陰影裡，懷疑者散播耳語。 

The streets resound in song; hosannas fill the air. The praise is strong and loud! 

街道傳來歌聲；和撒那震天響。讚美歌聲高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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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s are held up high, the Lord is passing by. 高舉棕樹枝，簇擁迎接救主。 

Lift up your voice and sing! (Blessed is the King! Lift up your voice and sing! ) 

揚聲歡呼歌唱！（稱頌我君王！揚聲歡呼歌唱！） 

 

Hiding in the shadows of Jerusalem, skeptics whisper in the crowd. 

藏在耶路撒冷黑暗陰影裡，懷疑者四處散播耳語。 

Hiding in the shadows of Jerusalem, seeds of hate and doubt are sown. 

藏在耶路撒冷黑暗陰影裡，仇恨與懷疑的種子已撒下。 

Religious leaders scheme; the evil plans are made: betrayal by His own! 

宗教領袖圖謀；惡毒詭計定案：祂被門徒背叛！ 

(Religious leaders scheme, plans are made)  

(The leaders watch and wait, their hearts are filled with hate!)  

宗教領袖圖謀，詭計定案：首領潛伏，心中充滿仇意！ 

Remove this devious fraud! He is no Son of God!  

說『除掉這騙子！祂不是神之子！』 

Hiding in the shadows of Jerusalem, seeds of hate and doubt are sown. 

藏在耶路撒冷黑暗陰影裡，仇恨與懷疑的種子已撒下。 

(聖詠)  

Ah, holy Jesus how have You offended, that mortal judgment has on You descended?  

喔！聖潔耶穌，何人如此冒犯袮，世上的審判怎能強加於袮？ 

By foes derided, by Your own rejected, O most afflicted. 

被仇敵嘲弄，被自己人背棄，喔！何等苦悽。 

Hiding in the shadows of Jerusalem, seeds of hate and doubt are sown. 

藏在耶路撒冷黑暗陰影裡，仇恨與懷疑的種子已撒下。 

熄燭禮 
（專注在十架前的省思） 

耶穌十架七言之一 

經文：路加福音 23:34                                 牛履民弟兄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他們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這時，士兵就抽籤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裏觀看。官長也嘲笑他，說：「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

督，是上帝所揀選的，救救他自己吧！」  

士兵也戲弄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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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  

在耶穌上方有一個牌子寫着：「這是猶太人的王。」 當下 

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默想：               李信政牧師 

我們往往自以為是，但卻傷害了主。 

祈禱：「耶穌！我的上主，請讓我知道，我就是那位叫祢流血的人。」 

熄燭：熄滅第一支蠟燭 

詩歌：讚美之泉＿讓讚美飛揚〈犧牲的愛〉（請參程序單第 13頁） 會眾(立) 

 

耶穌十架七言之二 

經文：路加福音 23:43                    羅玉冰姊妹 

同釘的犯人中有一個譏笑他，說：「你不是基督嗎？救救你自己和我

們吧！」  

另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上帝嗎？  

我們是應得的，因為我們是自作自受，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對

的事。」  

他對耶穌說：「耶穌啊，你進入你國的時候，求你記念我。」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默想：                     侯富寶傳道 

有時你好像靠主很近，其實卻離祂很遠，當你醒覺向祂呼

求時，祂卻總是接納你。 

祈禱：「主耶穌，請幫我們在犯人中認出我們自己，無論我曾離祢有

多遠，當我們求祢紀念時，祢總以最好的回應我」 

熄燭：熄滅第二支蠟燭 

獻詩： 〈Do This in Remembrance〉（如此行以紀念我） La Lay Singers  

My friends, I have longed for this moment, and this Passover meal we can share,  

我友，這時刻我等候已久，與你們共享逾越節的筵席 

but in a short while I must leave you, and no one can follow Me there. 

很快地，我將離開你，沒有人能隨我去到那處。 

So take this bread: this is My body. Take this wine: this is My blood,  

來吃這餅：這是我身體。喝這杯：是我寶血， 



 7 

shed for forgiveness, to set captives free.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為赦罪而流，使人得自由。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According to Thy gracious word, in meek humility, this will I do, my loving Lord,  

I will remember Thee. 

我今遵照救主恩言，謙恭到主面前，敬遵慈愛救主旨意，以此來紀念袮。 

So take this bread: this is My body. Take this wine: this is My blood. 

來吃這餅：這是我身體。喝這杯：是我寶血。 

(Thy body, broken for my sake, my bread of life shall be, shall be; Thy cup of blessing  

I will take.) 

基督身體為我受創，使我得生命糧，得靈糧；祝福的杯我今享用。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 

(I will remember Thee.) 我願為袮而活。 

耶穌十架七言之三 

經文：約翰福音 19:25-27               胡瑠美傳道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與他母親的姊妹，並革羅罷的妻

子馬利亞，和抹大拉的馬利亞。 

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他母親說：「母親，

看，你的兒子！」 

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裡

去了。 

默想：                 賴明貞傳道 

是否只顧自己的傷痕，對周遭人的命運卻是冷漠？ 

祈禱：「主耶穌，祢在深沈的疼痛中，沒有忘記周圍痛苦的親人，你也

沒有忘記在某種疼痛中的我…。即便疼痛中的我，也不敢忘記周

遭傷痛的心靈。」 

熄燭：熄滅第三支蠟燭 

詩歌：新普頌 256首〈你是否在場〉(請參程序單第 14頁)       會眾(立) 

耶穌十架七言之四 

經文：馬太福音 27:45-46                              顧維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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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正午到下午三點鐘，遍地都黑暗了。 約在下午三點鐘，耶穌大聲

高呼，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上

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  

站在那裏的人，有的聽見就說：「這個人呼叫以利亞呢！」 其中有

一個人立刻跑去，拿海綿蘸滿了醋，綁在蘆葦稈上，送給他喝。 

其餘的人說：「且等着，看以利亞來不來救他。」  

默想：                 邱泰耀牧師 

我是否從未曾真正付出過，更惶論捨己呢？ 

祈禱：「至聖的父啊！是怎樣的聖愛，使祢為了救贖我們，竟然將祢的

愛子捨棄在十架上？父啊！我還有什麼是不能捨下的呢？」 

熄燭：熄滅第四支蠟燭 

獻詩：  〈What Love is This?〉（何等大愛？）           城中牧區詩班  

What love is this the angels mourn? His diadem a crown of thorns, 

何等愛令天使悲傷？主被強戴荊棘冠冕， 

the King is now a thing of scorn. No other love is so transformed. 

如今君王受人輕視。別無他愛能夠如此， 

What love is this who stumbles now, and then moves on without a sound  

何等愛讓主今跌倒，仍舉步前行無怨無鬧， 

to bear His cross before a crowd? No other love is so profound.  

更背負十架面對眾人？別無他愛如此高深。 

What love is this? How can it be? 何等大愛？竟能如此？ 

He gives His life so willingly. 祂獻生命甘心如此， 

His arms outstretched for all to see. 祂敞雙臂向人明示。 

No other love would die for me, no other love would die for me. 

別無他愛願為我死，別無他愛願為我死。 

What love is this, love so divine that out of love for me You died? 

何等大愛，神聖的愛，主為我死出於此愛？ 

How marvelous to call You mine! 何等希奇我竟屬袮！ 

O wondrous Love, now I am Thine, O wondrous Love, now I am Thine. 

奇妙的愛，今我屬袮，奇妙的愛，今我屬袮。 

O wondrous Love, now I am Thine. 奇妙的愛，今我屬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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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十架七言之五 

經文：約翰福音 19:28-29                            劉世凱弟兄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使經上的話應驗，就

說：「我渴了。」 有一個盛滿了醋的罐子放在那裏，他們就拿海綿

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嘴邊。  

默想：                秋郁瑄傳道 

主啊！我何時給過祢水喝呢？ 

祈禱：「主耶穌，在劇烈的疼痛中，主啊，祢的口渴沒有得到善意的回

應。求祢助我，使我常以善意的回報在我周遭的小子們中最小的

人所發出的渴求..」 

熄燭：熄滅第五支蠟燭 

詩歌：新靈糧詩選第 491首〈十架為我榮耀〉(請參程序單第 15頁) 會眾(立) 

耶穌十架七言之六 

經文：約翰福音 19:30             呂華光弟兄 

他們就拿海綿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嘴邊。 耶穌嘗了那

醋，說：「成了！」 

默想：                賴  玲牧師 

主曾祈禱說：「我在地上已榮耀祢，祢交給我的工作，我已完成！」 

（約翰福音 17:4），主完成祂的任務，你人生的任務是什麼？ 

祈禱：「主耶穌，祢在地上已榮耀了父，父所交託祢的工作祢已完成。

現在父要榮耀祢，人類幽暗的歷史，也有了光明的曙光，主啊！

願我的一生也能完成祢對我的託付，願我成為祢所信任託付的

人。」 

熄燭：熄滅第六支蠟燭 

獻詩： 〈You Are the Bread〉（祢是生命糧） 學生團契&La Lay Singers 

We come to Your table, to take of the bread and the wine.  

來到祢的桌前，同領受這餅和這杯。 

We come to Your table, to know You , to share the divine, divine.  

來到祢的桌前，認識你，得分享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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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ear once again of Your grace, of the Passover lamb, sacrifice, and redemption,  

再次得聽祢的恩惠，自逾越節羔羊，來犧牲，成為贖價， 

Your merciful plan from before time began, from before time began, before time began.  

祢憐憫計畫，創世前就開始，創世前就開始，創世前就開始。 

 

Your are the bread; Blessed art Thou, O Lord our God, King of the universe  

Who bringest forth bread from the earth.  

祢是這餅，稱頌於我主我神，宇宙大君王使大地豐收糧食充足。 

You are the Bread of Life; take and eat, never hunger again, never hunger again.  

祢是生命的糧，拿著吃必永遠不再餓，必永遠不再餓。 

You are the wine; blessed art Thou, O Lord our God, King of the universe  

Creator of the fruit of the vine.  

祢是這杯；稱頌歸於我主我神，宇宙大君王，使葡萄樹結果子的創造主。 

You are the wine, the blood that is shed; You are the bread. You are the bread, 

祢是這杯，流寶血設立；祢是這餅，祢是這餅。 

耶穌十架七言之七 

經文：路加福音 23:46           張瑾瑜師母 

那時大約是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點鐘， 太陽變黑了，

殿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  耶穌大聲喊着說：「父啊，我將我的靈

交在你手裏！」他說了這話，氣就斷了。  

默想：                                             黃寬裕牧師 

這不是我們人生近終點時的祈禱，而是我們隨時向主所作的自我

交付。立志一切交在祢的手裏，是我們生命聖化的過程。 

祈禱：「主耶穌，祢向父的呼喊，將成為我一生的祈

禱，主啊！我將一切交在祢的手裏…」 

熄燭：熄滅第七支蠟燭 

默禱： 

卅三響十架釘錘聲（象徵耶穌在世三十三年以及被釘十架之苦） 

 

默禱的時間內，請盡量安靜直到錘聲結束，請將注意力集中在思想十字架，若您仍有感

動，可以繼續禱告及靜默。所以也請不要打擾仍在靜默中的會眾。此外，牧師將在辦公

室為有需要特別代禱或懺悔者個人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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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燭禮拜 A Service of Tenebrae 

龐君華 

Tenebrae拉丁原文為「黑暗」（Darkness）之意，是根據一個十

二世紀的午夜至清晨的禮拜，作為延續基督受難的默想。其用途可

以被用作 1.) 作為一個總結的崇拜，在聖餐設立日（或聖週四 Holy 

Thursday）後的總結。2.)用於聖週五（或受難日 Good Friday）的晚

崇拜後，特別是延伸到星期六守夜禮拜的開始。【參 UMC: The Book 

of Worship p.354（美國聯合衛理公會：崇拜書）】 

由於 A Service of Tenebrae，強調的是在黑暗中期待光明，猶如

經歷苦難的基督到復活的基督。所以在崇拜中，陸續把照明設備

（燭光）熄滅（故中譯作「熄燭禮拜」），象徵在黑暗中等候光明，

同時在黑暗中默想上帝透過基督所經歷的苦難，也正是要把祂的百

姓從黑暗中拯救出來。 

若無基督的救贖，我們是處身在何等的黑暗之中！這黑暗是滲透

在心靈裏，人性裏；同時是個人的，也同時是社會（社群）結構的

黑暗中與無助。若沒有深刻的體認，我們無從領略基督受難的真實

意義。也無法真實聽到要我們背起十架跟隨主的呼召，使我們仍在

黑暗中，成為黑暗的一部份而不知，更不用說我們找到生存的意義

與勇氣了。總之，基督的苦難是人類脫離黑暗，進入上主的光明的

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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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復活節主日（4/4）崇拜時間： 

台北衛理堂： 主日崇拜 9:30am 

朝陽崇拜 7:00am 

衛理城中教會： 主日崇拜 10:00am 

朝陽崇拜 7:00am 

東吳大學安素堂： 主日崇拜 9:40am 

衛理平安堂：  主日崇拜 10:00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