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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路默想是大齋期的重點屬靈操練活動，大堂每年都

會為弟兄姊妹預備印刷版及 M P 3 版的苦路默想程序。

在 2 0 1 2 年開始，更為有年幼子女的父母編繪了「苦

路默想﹣兒童版」小冊子，讓父母可在大齋期與年幼

子女分享屬靈的信息，從小引導子女藉默想主耶穌的

受苦及受死，明白主耶穌為他們付上生命的代價，加

深體會主耶穌對他們的愛，並主耶穌復活的大能賜人

能力脫離罪惡，給人新生命和盼望。  我們為「苦路默想﹣兒童版」小冊子作出修訂，內容

編排仍以簡潔為主，適合幼稚園至初小級的小朋友。

我們找來精於繪畫及設計的姊妹重新為每一站配圖，

也著意在每一站選出一至兩節經文讓小朋友背誦。我

們鼓勵父母與子女一起讀這小冊子，一起背誦和默想

經文，讓小小心靈紮根在神話語中成長。每站約需 5 - 1 0 分鐘時間讀經及默想，可以按實際情

況而調節時間，並不一定需要在一日內完成十四站，

以下是運用這小冊子的建議步驟：1 . 先誦讀相關經文  （備註：請按子女的理解能力而作出相應的調節，父母可

  考慮採用講故事的形式表達經文內容）
  2 . 藉「思想重點」簡單地講解經文，提醒子女經

    文的默想重點
    3 . 鼓勵子女分享想法和感受，父母亦可按子女

      能理解的程度分享自己對經文的體會及領受

      4 . 與子女同誦禱文，或由子女領禱作結束

        5 . 背誦經文，即每站用粗黑體標示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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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是猶太人視為最重要的節期，就像中國人看重農曆新年一

樣。逾越節晚餐就像中國人的團年飯，一家人開開心心，齊齊整整共

享晚餐。主耶穌與十二位門徒一同吃逾越節的晚餐，表明祂將門徒看

為自己家人。可是，就在這本應是愉快的筵席，耶穌預知道在這些親

密的人中，有一人要出賣祂，有人會不認祂、所有人會離棄祂。雖然

如此，耶穌仍然愛他們每一個。

試想一下，如果有一位朋友表面上對你很好，但背後卻說你的壞

話，你會有什麼感受？主耶穌被祂所愛的人背叛、出賣，雖然祂十分

難過痛心，但祂不但沒有咒罵他們，反而仍然繼續表明祂願意為這些

人犧牲自己。

同樣地，主耶穌也十分愛我們，願意為我們犧牲自己。但我們會

否像那些門徒一樣，表面上對耶穌好，但背後卻令祂傷心？可能我們

有頑皮、惡作劇的時候、有偷懶、撒謊、發脾氣的時候、或者有做了

壞事而以為別人不知道的時候，主耶穌都一一看見，你覺得祂會有什

麼感受？如果我們不想愛我們的主耶穌傷心，我們可以怎樣做？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愛我，我要向祢承認我所犯的過錯，求祢赦免我。

我不想令祢傷心，求祢幫助我做一個愛祢的孩子，聽祢的話，遵行祢的教

導。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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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4:32-43,50

32 他們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

   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坐在這裏，等我禱告。」

33 於是帶著彼得、雅各、約翰同去，就驚恐起來，極其難過，

34 對他們說：「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

警醒。」

35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倘若可行，便叫那時候

過去。」

36 他說：「阿爸！ 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將這杯撤去。然

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37 耶穌回來，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西門，你睡覺嗎？

不能警醒片時嗎？

38 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

弱了。」

39 耶穌又去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

40 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甚是困倦；他們也不知道

怎麼回答。

41 第三次來，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夠了，時

候到了。看哪，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

42 起來！我們走吧。 看哪，那賣我的人近了！ 」

43 說話之間，忽然那十二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並有許多人帶著

刀棒，

從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那裏與他同來……

50 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

主耶穌在世上有一個重要的使命要完成，就是要為人犧牲自己，

代替犯了罪的世人承受罪的刑罰。耶穌知道自己將要受很多苦、被

親愛的門徒離棄、被釘在十字架上，心中又驚恐、又難受。於是祂

向天父禱告，坦誠地向天父表達自己的想法，希望不用受苦。但最

值得注意的是，耶穌的禱告還有下半部分，祂對天父說：「不要照

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即使天父要祂做祂不想做的事，祂

也願意聽從天父的話，因為祂相信天父知道怎樣做才是最好的。同

時，祂願意為人而犧牲，也是因為祂愛我們。

耶穌做決定時考慮的不是自己的感受，而是天父的旨意，以及

是否能拯救世人。那麼，我們選擇做或不做一些事情時，考慮的是

什麼？

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對我的愛，願意為了拯救我而犧牲自己。讓我學

習祢的榜樣，聽天父的話，做什麼都考慮祢的想法，做一個祢所喜悅的

小朋友。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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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是猶太人的最高法庭。祭司、文士和長老是猶太人

的宗教領袖，他們的職責是尋求真理，帶領屬神的人實踐神的教

導。但他們因為主耶穌對群眾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威脅他們的權威

和利益，所以千方百計要殺主耶穌。他們問耶穌：「你是不是基

督？」的目的，不是為了尋找真相，而是要找殺死耶穌的話柄，

這樣的心思使他們遠離真理，最終成為殺害耶穌的一分子。

親愛的主耶穌，祢是天父的獨生兒子，是親自降生世上，成就救恩之主。

我願意相信祢，作祢的門徒，求祢保守我的心，幫助我建立正確的心思，

加我力量做一個有名有實的基督徒。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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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主耶穌，求祢幫助我不要做彼拉多，教導我做一個誠實及

有正義感的小朋友。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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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衙門院裏，主耶穌被士兵戲弄、取笑。他們用荊棘做的冠冕

刺傷了主耶穌的頭，使祂滿頭都是鮮血，又向祂吐唾沫，嘲笑祂自

稱為猶太人的王。主耶穌承受的不只是肉身的疼痛、鞭打，更是這

些無知的人的侮辱。主耶穌本來是天上的君王，祂絕對有能力可以

隨時「還手」，阻止這些愚昧的人欺負祂，但祂卻默默承受，為了

成就更大的使命－就是要拯救我們。

主耶穌為了我們而忍受別人的侮辱，可見祂是多麼的愛我們。

你願意向其他人分享主耶穌的愛嗎？

親愛的主耶穌，祢是天父的獨生兒子，但祢竟然為了我而甘心忍受別人

的欺負和取笑，謝謝祢對我的愛。願我也同樣地愛祢，樂於向別人分享

祢對我們的愛。 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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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把沉重的十字架放在主耶穌的肩上，祂沒有反抗，也沒

有罵士兵，只默默背著沉重的十字架，辛苦地一步一步向前行。

想想你背著重重的書包走路時，有什麼感覺？好輕？好重？

不靈活？不舒服？不想背？想爸爸媽媽替你背？很多時候，大人

都會替你背厚重的書包，免你走路辛苦。

你可以怎樣為主耶穌背沉重的十架，讓祂行路可以舒服一點？

作為一個基督徒，有什麼是你因為主耶穌而願意付出的？

親愛的主耶穌，祢曾為我背起十字架，為我的罪而犧牲。求祢讓我知道

有什麼是我可以為祢而付出的，叫我懂得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

祢。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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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被判釘十字架之後飽受鞭打凌辱，身心疲累，已經無力擔

當十字架的重量。當主耶穌在十字架的重壓下不支跌倒的時候，負

責領隊的羅馬兵，便隨意地在人群中找來西門背起這十字架。

試想像你自己當時就在人群中，望著主耶穌疲累痛苦的身影，

你願意成為西門嗎？

在你的生活中，你可以如何在別人有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以

一種為主耶穌分擔十字架的心情，為他人分擔重擔？

親愛的主耶穌，我知道有些時候做基督徒不容易，但祢是我的救主，我願

意跟隨祢，求祢給我力量，好讓我無論遇到甚麼挑戰都不退縮。又求祢給

我為祢分擔十字架的機會，讓我甘心樂意地為別人分擔重擔。奉主耶穌基

督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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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主耶穌，感謝祢無私的大愛，即使在祢面對痛苦的時候，

祢都關注着人的需要。求祢幫助我活出祢的愛，關注祢所愛的人，並

能回應人的需要。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主耶穌辛苦地向前走，臉上、身上都是鮮血及傷痕，一些跟

隨主耶穌的婦女看見祂受的苦，不禁為祂流淚。主耶穌卻說「不

要為我哭」，在這最痛苦難當的時候，祂關心的竟然不是自己，

反而是其他人。

不要只看到主耶穌的身體軟弱、沒有氣力，其實祂內心十分堅

定，因為祂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決心要為全人類犧牲自己。

在受傷、乏力、傷心之際，主耶穌完全不顧自己的痛苦，反

而去安慰及提醒他人，可見祂對人偉大的愛。

讓我們檢視自己，平時會否只顧自己的感受，但對他人的需

要卻視而不見？

27 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內中有好些婦女；婦女們為他號咷痛哭。

28 耶穌轉身對她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

和自己的兒女哭。

29 因為日子要到，人必說：『不生育的，和未曾懷胎的，未曾乳養

嬰孩的，有福了！』

30 那時，人要向大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向小山說：遮蓋我們！

31 「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樹上，那枯乾的樹將來怎麼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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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主耶穌，感謝祢為我忍受苦難，讓我明白祢的愛。我愛祢，亦會

緊記祢為我所做的一切。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十字架是一個十分殘酷的刑罰，以又粗又大的鐵釘將人的手

腳釘在木頭上，而當十字架樹立起來後，被釘的位置承受了整個

身體的重量，使人極度疼痛。在釘十字架之前，一般來說士兵會

給被釘之人一些有麻醉作用的酒，以減低被釘之人的痛楚。但主

耶穌拒絕接受有麻醉作用的酒，決心嘗盡十字架的苦楚。

同時，士兵搶走主耶穌所有的衣服，主耶穌在十字架上連衣

服也沒有。祂頭頂有個牌子寫着：「猶太人的王」。耶穌本來是

王，但祂在十字架上不單止受盡痛苦，而且毫無尊嚴。

主耶穌沒有做過任何錯事，祂承受這些苦楚，是代替一切犯

錯、得罪神的人承受刑罰──包括你和我──可見祂是多麼的愛

我們。

在上面有他的罪狀，寫的是：「猶太人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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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犯人在十字架上時，都會因為太痛而大叫大罵，特別是

會罵那些把自己釘十字架的人。但主耶穌竟然寬恕那些取笑祂、

傷害祂、要殺祂的人，甚至為他們禱告，祈求天父原諒他們。同

時，有兩個壞人同主耶穌一起釘十字架，其中一個壞人求主耶穌

原諒，祂就原諒了這壞人。

同樣地，如果我們犯了什麼錯，只要我們承認並且求耶穌寬

恕，祂都會原諒我們。讓我們在祈禱中坦白地向主耶穌承認我們

的過錯，祈求祂的寬恕。

另外，你有沒有一些人是覺得很難原諒的？有沒有一些人曾

經傷害你、使你生氣，而你心中十分討厭的？請祈禱，求天父加

給你寬恕的力量。

親愛的主耶穌，雖然我常常犯錯，但謝謝祢寬恕我，我會改過，不會辜

負祢的愛。亦求祢給我有寬恕人的力量，原諒那些我討厭的人。奉主耶

穌基督名求，阿們。

34 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

得。」

39 那同釘的兩個犯人有一個譏笑他，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

救自己和我們吧！」

40 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神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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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

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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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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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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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她到自

己家裏去了。

親愛的主耶穌，我決定不論開心與不開心，都不會離開祢，又求祢

幫助我愛身邊的弟兄姊妹，就像祢愛我一樣。奉主耶穌基督名，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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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主耶穌，謝謝祢愛我，為我釘在十字架上，代替我承受罪的刑罰。我為

到祢的受難而難過。祢是神的兒子，讓我都相信祢，作一個跟隨祢的門徒。 

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是上午9：00，而在中午12：00

（午正）至下午3：00（申初），本應是太陽最猛烈的時候，竟然

遍地都黑暗了，天地都在為主耶穌的受苦而傷心。

主耶穌死之前說的其中一句話是：「成了」。 祂很清楚自己

來到世間是為了拯救世人而受苦，在祂斷氣之前，這句話是表達

祂的任務完成：在十字架上代替人類受罰，讓人一切的罪得到原

諒。

有一個羅馬軍官，他過去常常見人釘十字架，但這是他第一

次見一個人釘十字架之前是這麼平靜，沒有一點怨氣或驚怕，而

且好像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個軍官因為看見主耶穌在十

字架上與普通人不一樣的表現，就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

對面站著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喊叫斷氣，就說：「這人

真是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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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主耶穌，求祢叫我因祢的愛而勇敢，放膽讓別人知我是基督徒，

向其他人作祢的見證。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羅馬人一般都不會好好對待被釘十架之人的屍體，只會由

它掛在十字架上，或是丟進亂葬崗。亞利馬太人約瑟是猶太人

公會的議員，是有地位的人。他以前是偷偷地作耶穌的門徒，

不敢讓人知道，因為怕會被人取笑，又怕一些討厭耶穌的猶太

領袖會討厭自己。但他被耶穌的犧牲感動了，而又不想耶穌的

屍體被胡亂丟棄，就不再怕其他人怎樣看自己，放膽地去求彼

拉多拿耶穌的身體，並且將耶穌好好地安葬。 

看到主耶穌為了我們在十字架上死去所顯明的愛，你會怎

樣回應祂的愛？你會像約瑟一樣，勇敢地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

份，不怕別人的取笑嗎？

42 到了晚上，因為這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43 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他是尊貴的議士，也是等候神國的。

他放膽進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

44 彼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便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死了久不

久。

45 既從百夫長得知實情，就把耶穌的屍首賜給約瑟。

46 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

中鑿出來的墳墓裏，又滾過一塊石頭來擋住墓門。

47 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都看見安放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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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讓人知道，因為怕會被人取笑，又怕一些討厭耶穌的猶太

領袖會討厭自己。但他被耶穌的犧牲感動了，而又不想耶穌的

屍體被胡亂丟棄，就不再怕其他人怎樣看自己，放膽地去求彼

拉多拿耶穌的身體，並且將耶穌好好地安葬。 

看到主耶穌為了我們在十字架上死去所顯明的愛，你會怎

樣回應祂的愛？你會像約瑟一樣，勇敢地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

份，不怕別人的取笑嗎？

42 到了晚上，因為這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43 有亞利馬太的約瑟前來，他是尊貴的議士，也是等候神國的。

他放膽進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

44 彼拉多詫異耶穌已經死了，便叫百夫長來，問他耶穌死了久不

久。

45 既從百夫長得知實情，就把耶穌的屍首賜給約瑟。

46 約瑟買了細麻布，把耶穌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

中鑿出來的墳墓裏，又滾過一塊石頭來擋住墓門。

47 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都看見安放他的地方。



親愛的主耶穌，祢是勝過死亡的救主，祢是我最大和最可信賴的依靠，

求祢讓我可以靠着祢作一個勇敢的基督徒，作祢的見證，一生愛祢，跟

隨祢。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們。

死亡是人生命的終結，但主耶穌竟然能從死裏復活、不被死亡拘

禁，因為祂是神。主耶穌不只是歷史上出現過的一個偉大的人、為人

犧牲自己，更重要的是祂復活了，讓一切信祂的人都可以不再懼怕死

亡，生命充滿盼望。

死亡是人類覺得最可怕的事，但主耶穌都勝過了。

現在有什麼事情使你懼怕呢？我們都可以向主耶穌禱告，求祂加

力量給我們去面對，勝過一切的挑戰。

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
出於我們。

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致失望；

9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

10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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