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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教會 2006 年受難週靈修特刊 
受難週內發生的主要事件 

從禮拜日（棕樹日）到禮拜三，耶穌每一晚都在伯大尼過夜。伯大尼位於耶路撒冷東面三公里，

橄欖山東南坡。是耶穌所愛的朋友馬利亞、馬大和拉撒路的家鄉，耶穌大概是住在他們家裡。禮拜

四晚，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裡祈禱。禮拜五和禮拜六兩晚，耶穌的身體被安放在墳墓裡。 

日子 事件 經文參考 

禮拜日 
眾人沿途鋪棕樹枝，迎接耶穌騎驢光榮地

進入耶路撒冷。 

太 21:1-11 ； 可 11:1-10 ； 路 19:29-40 ； 約

12:12-19 

禮拜一 耶穌潔淨聖殿。 太21:12-13；可11:15-17；路19:45-46 

在聖殿裡，耶穌的權柄受到挑戰。 太21:23-27；可11:27-33；路20:1-8 

耶穌用比喻來教訓人，與猶太領袖對質。 太21:28-23:36；可12:1-40；路20:9-47 

希臘人求見耶穌。 約12:20-26 

耶穌在橄欖山上講道。 太24-25章；可13章；路21:5-38 

禮拜二 

猶大同意出賣耶穌。 太26:14-16；可14:10-11；路22:3-6 

禮拜三 
聖經沒有提到耶穌在這天做了些甚麼，祂

大概是留在伯大尼，與門徒一起。 

 

耶穌與門徒共進最後晚餐。 太26:26-29；可14:22-25；路22:14-20 

耶穌在樓房裡向門徒說話。 約13-17章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裡祈禱。 太26:36-46；可14:32-42；路22:39-46；約18:1 禮拜四 

耶穌被賣、被捕。 太26:47-56；可14:43-52；路22:47-53；約

18:2-12 

猶太和羅馬當局連夜審判耶穌。 太 26:57-27:2 ， 11-31 ； 可 14:53-15:20 ； 路

22:54-23:25；約18:13-19:16 

彼得不認耶穌。 太27:31-56；可15:20-41；路23:26-49；約

19:17-30 
禮拜五 

上午9:00耶穌被釘。 

中午12:00-15:00遍地黑暗。 

耶穌斷氣，17:00前羅馬兵槍刺耶穌身體。 

18:00前，亞利馬太的約瑟領屍。 

可15:24；路23:33；約19:18 

太27:45；可15:33；路23:44-45 

約19:31-37 

太27:57-60；可15:42-46；路23:50-54；約19:38 

禮拜六 猶太人守安息日，羅馬軍隊看守墳墓。 太27:62-66 

禮拜日 耶穌復活。 太28:1-10；可16:1-11；路24:1-12；約20:1-18 

 

2006受難週靈修特刊總主題：天國的價值觀 

 

一個人的價值觀決定他人生的取向。今日

世俗流行的價值觀左右著世人的生活方式和追

求路線。世俗的價值觀和天國的價值觀，有著

重大的區別。每一個天國的子民都必須接受天

國的價值觀，並且在我們的生活中實踐出來。

基督徒要用天國的價值觀來抗衡世俗的價值

觀。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5-7章的登山寶訓裡

面，將天國的價值觀告訴我們。在受難週裡，

我們就要根據登山寶訓中主耶穌的教訓，從八

個方面來看天國的價值觀。 

 

 

棕樹日：4 月 9 日（禮拜日） 

主  題：有福的人生 

經  文：馬太福音 5:1-12 

耶穌所講的「八福」和台灣人功利私有的

「福、祿、壽」極為不同。 

1.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太5:3）「虛心」表示對整個天國福分的渴

慕和追求。俗世的福氣觀是：「驕傲的人有

福了！因為世界是他們的。」 

2.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太5:4）一個人為自己的罪過憂傷痛悔，同

時也為其他人的痛苦感到傷心，為他們哭

泣。而俗世的福氣觀，卻是：「吃喝玩樂的

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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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太5:5）地土即天國的財富。而俗世的價值

觀：「強暴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獲得財

富。」 

4.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

足。」（太5:6）他們超越了物質主義的束縛，

不像世人般飢渴慕「利」，而是飢渴慕義，

必得心靈的飽足。 

5.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太5:7）世人卻說：「勝者稱王有福了！因

為他們必然成功。」 

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

（太5:8）人若將心裡的污穢雜念除去，上帝

就要向他們顯現。反之，一個利慾薰心的人，

只看見自己。我們將心靈的鏡面擦乾淨，上

帝的形象才能反射出來。 

7.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上

帝的兒子。」（太5:9）那正如上帝的兒子耶

穌使人和睦一樣。世人的觀念卻是：「挑撥

離間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漁人得利。」 

8.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太5:10）天國子民不僅慕義，也甘願

為「義」付代價。相反的，世上許多人仗勢

欺人，荼毒百姓。 

 

代禱事項 

一、為個人追求「八福」的人生。 

二、為教會能有力的成為福音的見證者。 

三、為台灣人能有充滿憐憫的心，並除去利慾

薰心。 

 

 

訓誨日：4 月 10 日（禮拜一） 

主  題：社會的光和鹽 

經  文：馬太福音 5:13-14 

耶穌在馬太福音5:13-14說，上帝的子民就

是世上的鹽和世上的光。鹽有防腐的作用，在

現實的社會中有太多腐敗的事存在，主耶穌要

他們作社會的「防腐劑」。 

世界的王撒但用他黑暗的權勢控制世界，

使整個世界烏煙瘴氣，正如啟示錄所講的一樣

（啟9:1-2）。在這黑暗的世界中，主耶穌要祂

國度的子民作光。如果基督徒能作這世上的鹽

和光，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基督徒要關心

社會；我們不愛世界，但我們愛社會。「世界」

兩字是世俗的意思。基督徒要清楚「世界」和

「社會」的區別。主耶穌為我們向天父祈求：

「我不求祢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祢保守他們

脫離那惡者」（約17:15），因為「他們不屬世

界」（約17:16）。天國的子民被上帝從世俗的

黑暗和罪惡中分別出來，但我們仍要關心、服

務社會。這是上帝國度的社會價值觀。 

 

代禱事項 

一、為菜寮、三重地區的潔淨代禱，使上帝的

愛與公義遍行全地。 

二、使重新教會能見證福音，高舉上帝的榮耀。 

三、使禧年館（社區教育中心）能夠早日帶出

福音的行動。 

 

 

辯惑日：4 月 11 日（禮拜二） 

主  題：真正的信仰態度 

經  文：馬太福音 5:23-24 

耶穌在這兩節經文中教導我們，真正的信

仰態度有兩方面，一是人與上帝的關係，一是

人與人的關係。如果一個人與上帝的關係正

確，他與人的關係也跟著正確。所以主耶穌要

求我們在向上帝獻祭時，要想想自己與別人的

關係如何。假的宗教只要求人向上帝獻祭，向

上帝求福，卻不注意人際關係。 

上帝為人所預備那最簡單的救恩（其實也

是最深奧的），產生了最真實的作用。主所賜

的生命之道，人人都可以領受得到。我們有了

基督的生命，才能成為好樹，結出好果子。 

我們的屬靈生命和我們的實際生活緊密聯

繫在一起，這是上帝國度要緊的價值觀。主耶

穌說過：「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

都進天國；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

去。」（太7:21）那些不能進天國的人，是因為

他們沒有在實際的生活中表露基督的生命，而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有基督生命的表現。

如果一個人說自己有基督的生命，卻不遵行天

父的旨意，誰能相信他真正擁有基督的生命

呢？所以，真正的信仰態度是會彰顯於實際的

生活中。 

 

代禱事項 

一、與上帝和好的人，必定也與人和好。為重

新教會每一位兄弟姊妹代禱，使人人在主

裡和好，得以見證上帝的愛。 

二、如果一個人說自己有基督的生命，卻不遵

行天父的旨意，誰能相信他真正擁有基督

的生命呢？為讀經、祈禱的生活代禱。 

三、為重新教會的各肢體、小組、團契代禱，

能夠成為信仰造就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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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修日：4 月 12 日（禮拜三） 

主  題：內在真實的義 

經  文：馬太福音 5:20，6:3 

「善」和「義」這兩個字具有相同的意義，

主耶穌的登山寶訓用了這兩個字。上帝的「義」

是內在性的：「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

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太

5:20）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是外表的義，是表演

給別人看的義，是偽善的義。主耶穌要求我們

有內在真實的義。 

「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

作的」（太6:3）。主耶穌在這裡用一種「誇張」

的文學表達方式來教導我們善的真理：真善必

須是內在的善，不求人知。上帝國度的子民行

善是為了行善而行善，為了義而行義，這才是

真的義，真的善。這種價值觀使我們一切的行

動都發自內心。 

世上很多人只是為了沽名釣譽而行善。「釣

譽」這個形容詞很生動，它的意思是用釣魚的

方法來得到名譽。釣魚的人在魚鉤上放上很小

的魚餌來釣大魚。抱這樣的心態而行的善，是

外表的善，是偽善。世上諸多「做功德」的心

態就是這一類。 

 

代禱事項 

一、能夠謙卑由內心而發的服事，而不誇耀人

的名或能力。讓我們為榮耀上帝而服事。 

二、求聖靈進入眾人的內心，並帶來悔改與更

新。 

三、為牧師、長老、執事及任職的同工代禱，

讓我們的服事得以榮神益人。 

 

 

洗足日/聖餐日：4 月 13 日（禮拜四） 

主  題：看重家庭的價值觀 

經  文：馬太福音 5:15、31-32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主耶穌在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不僅要作世上的光，還要作家裡的光。事

實上，作家裡的光比作世上的光困難得多。一

個人在別人面前，總想隱藏自己不好的一面，

而把好的一面給人家看，藉此獲取別人的讚

許。可是當他一回到家裡，弱點就一下子暴露

出來了。很多人在外邊是一個樣子，在家裡又

是另一個樣子。如果一個人真能在家裡「發

光」，那才是真的「光」；那是他每天實際生

活的見證。主要求我們在這方面多加學習和追

求。 

「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

緣故，就是叫她作淫婦了」。耶穌在這兩節經

文中表達：婚姻是神聖的。上帝為人類設立一

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從創世記就顯明出來了，

這是出於上帝的愛。基督徒結婚時，新郎新娘

都要在上帝面前立約彼此相愛──用愛來解決婚

姻中的一切問題。上帝設立婚姻制度，是為了

讓我們享受幸福的生活。 

上帝國度的家庭價值觀是人人成為家庭的

光，人人成為家人的看守者。當該隱殺害弟弟

亞伯之後，上帝質問他，該隱回答說：「我豈

是看守我兄弟的嗎？」許多時候人的犯罪乃出

於自私，就連自己的至親弟弟的生死也不顧。

但上帝子民的家庭成員，卻是彼此扶持，以上

帝的話照亮彼此的心靈。不僅如此，尊重神聖

的婚約，才能期待上帝的賜福。 

 

代禱事項 

一、人人尊重上帝所祝福的婚約，夫妻在基督

裡彼此順服，彼此扶持。 

二、為家人的和諧、團結、相愛代禱，並一同

建立榮耀基督的家庭。 

三、為社區的家庭代禱，讓孩童在家庭有充足

的溫暖，並成為良善之家。 

 

 

受難日：4 月 14 日（禮拜五） 

主  題：以善勝惡 

經  文：馬太福音 5:41，7:12 

「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待人」（太7:12）。主耶穌說這句話

是舊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的總綱。祂要求基督

徒用一種積極主動的心態與別人交往。不是等

別人先善待我們，然後我們才善待別人；而是

我們希望別人怎樣待我們，我們就先主動去那

樣待他們。 

在馬太福音5:41，主清楚告訴我們說：「有

人強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第一

里路是迫不得已而走的，第二里路卻是主動性

的善意行動。主強調我們要以善勝惡，同樣的

道理，5:39「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

由他打」。我們不要拘泥於左臉與右臉的字面

意思，主乃是強調我們要以善勝惡。 

以善勝惡須要鼓起最高、最強、最尊貴的

勇氣才做得到。報仇心理失去了勇敢的真正意

義。有一本見證書叫《走第二里路的人》，書

內所介紹的都是一些超越自己生活圈子，伸出

手去幫助別人的人；他們原來不須要那樣做，

但他們卻做了。他們都是真正的偉人，願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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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里路」。他們之所以那樣做，是受了主

的感動，因為主自己已作了最高的榜樣。祂要

我們跟著祂的腳蹤行。 

 

代禱事項 

一、求主使我們有能力去接待，有意願去接待

他人，並懂得尊重他人。 

二、求主使我們溫柔謙卑，不以暴制暴，更有

勇氣赦免人。 

三、求主使重新教會的社區事工，能夠成為福

音的行動領人認識福音。 

 

 

墳墓日：4 月 15 日（禮拜六） 

主  題：蛻變的生命 

經  文：馬太福音 6:19-20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

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

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

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太6:19-20）在這兩節

經文中，主耶穌教導我們追求天上永恆的財

寶，而非世上隨時會消失的財寶。 

美國著名的鋼鐵大王洛克菲勒的人生轉

變，帶給我們很大的啟發。他從小就決心致富。

33歲賺進了他第一個百萬美金，43歲時控制了

全世界最大的公司，53歲時登上全球財主的寶

座，成為當時全世界唯一的億萬富翁。 

財富並沒為他帶來祝福，洛克斐勒染上了

脫毛症，頭髮掉落，眉毛和眼睫脫光，活像個

乾瘦的木乃伊。雖然他每週收入上百萬美元，

但只能吃餅乾和牛奶。白天晚上保鑣隨伺身

旁，不能睡覺，不會笑，毫無生命情趣可言。

醫生說，他不能活過一年。就連報社也寫好了

訃聞，只等他一死就登出。 

在這生死時刻，他獲得人生重大的醒悟。

他體會到人生的短促，財富並不是真正屬他

的。第二天清晨，他開始決志信仰耶穌基督，

並捐錢給教會、學校、醫院，用他的財富來資

助貧寒人家，他創立了洛克斐勒基金會。他所

支持的醫學研究機構，因此發明了盤尼西林和

許多新藥造福世人。 

他的生命發生了奇妙的蛻變。最後，他活

到98歲高齡才去世。我們可以從洛克菲勒身上

學習到甚麼功課？到底我們認為甚麼才是最有

價值的東西？到底我們是飢渴慕義，還是飢渴

慕「利」？到底我們對物質抱甚麼態度？這些

問題的答案是非常重要的，能決定我們一生追

求的路線。 

 

代禱事項 

一、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但是，若有人在基

督裡，就成為新造的人。為你所認識的人

代禱，使他回轉歸向上帝。 

二、為過著聖潔的生活代禱，求聖靈幫助我們

軟弱的心志。 

三、為生命價值觀得以蛻變代禱，使我們更向

天父上帝一樣完全。 

 

 

復活日：4 月 16 日（禮拜日） 

主  題：永恆的歸宿 

經  文：馬太福音 6:25-26，7:13-14 

有人說：「所有的宗教都是勸人為善，信

甚麼都一樣」，這句話「不對」。首先，勸人

為善的不一定是宗教，就像正常的父母、長輩

會勸晚輩為善，但是他們不是「宗教」；為善

乃是做人的「基本態度」，宗教勸人為善並不

是專利，而是做人最起碼的。其次，信甚麼都

不一樣，「信」是種價值觀、是種生命態度，

你成為基督徒，意味你願意按照基督的教導來

看待生命。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6:25-26教導我們不要為

衣食憂慮，接著在第27節向我們發問：「你們

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主耶穌

用這個問題來強調人生的價值不在於壽命的長

短，乃在於人生有沒有永恆的價值與歸宿。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七章將人生歸宿的價

值觀告訴我們：「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

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

也少。」（太7:13-14）有兩條人生道路：一條

是寬的，卻是滅亡之路；另一條是窄的，卻是

永生之路。有的人揀寬路走，因為在這條道路

上，他們可以自己做主，為所欲為，很自由，

所以這條路似乎是寬的，但終點卻是滅亡。跟

從主的人走在窄路上，而這條路上的人受真理

的約束，但這條路的終點是永生。 

 

代禱事項 

一、決志一項改變，為此決志代禱。 

二、決志一項服事，為此決志代禱。 

三、決志向一人傳福音，為此決志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