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難週每日靈修經文和短文(李牧師參考網上資料編寫) 
4 月 5 日（週日）棕樹主日 ／受難主日   馬太福音 21 章 1～11 節   
來自疫區的呼求 

「和撒那啊！和撒那啊！」「拯救我們！拯救我們啊！」住在耶路撒冷的

人民聲嘶力竭地呼喊，渴望耶穌能來到他們的城市中，為他們帶來拯救。  

「和撒那啊！和撒那啊！」被新冠肺炎感染的人們懇切地呼喊著，渴望他

們能得著醫治，不會在集中營或隔離區中孤單地等待死亡。  

「和撒那啊！和撒那啊！」尚未確診的隔離人士這樣真心呼喊著，甚願診

斷結果確定非新冠肺炎的患者，期待自己能早日走出隔離區，重獲自由。  

「和撒那啊！和撒那啊！」爆發社區感染又被封城的居民這樣殷切地喊叫

著，盼望物資足夠、盼望物價穩定、盼望自己不會被犧牲、更希望自己有

一天能健康地走出被封鎖的城市。 

「和撒那啊！和撒那啊！」心中恐慌的人民這樣呼喊著。甚願疫情不要在

自己的國家傳開，甚願全國人民都能上下一心，能配合政策、不隱匿病

情、互相體諒，一起度過眼前的難關。  

「我在這！我在這！」騎在驢背上的耶穌，聽到了人們的呼喊，拯救的

主，看見了我們手上揮舞的棕樹枝。祂來了，為要替這個世界帶來拯救。  

耶穌進城了，來到需要救恩的耶路撒冷，來到肺炎患者的病床邊，來到隔

離人士的房間中，來到被封鎖的城市中，來到每個對抗新冠肺炎的國家

中。當然，耶穌也來到了美國。祂的臨到，為人們帶來了希望。 

耶穌已經來了，祂就在你我的身旁。  

默想 

關於新冠肺炎，我們目前最擔心的是什麼呢？許多人都為了這次的疫情向

上帝禱告，我們是否相信上帝已經垂聽禱告，並且與害怕的人同在了呢？ 

祈禱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深信祢已經聽見我們痛苦的哀號聲。我們的健康被

新冠肺炎威脅，我們的心靈被恐懼侵蝕，但我們相信，祢已經在我們當

中，樂意用笑臉幫助我們。願祢施恩，讓我們能走出病痛。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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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6 日（週一）訓誨日    約翰福音 12 章 1～11 節  

來到死裡復活之處 

耶穌再次來到了馬利亞的家。這是一間充滿驚奇的房子。不久前，眾人才

因為拉撒路的死而哭得肝腸寸斷；旋即不久，人們又因拉撒路的死而復活

歡喜快樂。耶穌又一次來到這裡，來到「祂叫拉撒路從死裡復活之處」

（約翰福音 12 章 1 節）。人們忘不了這裡，就在這個地方，墳墓的石頭

被移開，死人從墳墓中出來，憂傷的人們在一天之內破涕為笑，悲傷化為

喜樂。 

然而，很快地，下一場悲劇就要降臨。再不久，他們所景仰的耶穌，就是

下一個進入墳墓的人選。過沒幾天，他們的喜樂將轉為哀號。不過，他們

不知道的是，將墳墓的石頭移開是耶穌的拿手絕活，很快地，在三天之

內，他們的眼淚又會被笑容給擦乾。  

耶穌也曾來到美國，讓人們從哀傷轉為喜樂。2003 年，SARS 奪去許多東

南亞國家人的性命。如同拉撒路，這些人被石頭封在墳墓，不知何時能得

救。然而，耶穌來了，陪伴他們走過 SARS、走過傷痛，再次呼吸到充滿

生命的空氣。這裡是「耶穌叫世界上的人從死裡復活之處。」 

2020 年，新冠肺炎來到美國，我們陷入恐慌之中。然而，耶穌仍然與我

們同在。17 年前，祂叫東南亞國家的人從 SARS 中死裡復活，這次，也必

叫美國人從新冠肺炎中死裡復活。畢竟，推開墳墓的石頭，是耶穌最拿手

的事。願我們不失去盼望，用信心等待新冠肺炎的石頭被推開、眾人驚喜

到目瞪口呆的那天。 

默想 

我們是否相信上帝有能力出手解決疫情呢？如果相信，我們對上帝能帶領

我們走過新冠肺炎的信心程度（0～100）有多少呢？為什麼？ 

祈禱  

愛世人的主，我們向祢獻上感恩，因祢沒有離棄我們。願祢在這次肺炎的

威脅中施行拯救，讓世人看見祢的慈愛。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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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週二）辯惑日   約翰福音 12 章 20～36 節  
當外國人來求見耶穌 

當耶穌來到耶路撒冷，祂的名聲讓外國人都爭相要來認識祂。「那時，上

來過節禮拜的人中，有幾個希臘人。他們來見加利利伯賽大的腓力，求他

說：『先生，我們願意見耶穌。』」（約翰福音 12 章 20～21 節）然而，

許多法利賽人卻看不起耶穌，認為祂不過是鄉下來的野雞教師，來到大城

市當神棍騙吃騙喝。當耶穌在耶路撒冷時，法利賽人處處挑耶穌毛病。  

在美國，在這次對抗新冠肺炎的過程中，疫情似乎失控。死亡人數和感染

人數與日遽增，我們的醫療技術同樣也遭許多本國人和世界各國人士所鄙

視。許多人嫌美國的口罩少、反應慢、防患疫情的政策差、醫療水平不夠

好，在上執政掌權者和團隊受到極大的攻擊。 

當耶穌在耶路撒冷時，連希臘人都來見祂；當耶穌與美國人同在時，美國

對抗新冠肺炎的過程也會有所成果。我們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驚慌，更

不需要看不起自己的國家。當耶穌站在美國這塊土地上，我們便有了最強

的後盾。願我們每個人都能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用我們的支持與鼓勵和

代禱，成為美國政府最強大的後盾。 

默想 

我們覺得美國比別國落後嗎？如果有，是誰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呢？這樣對

我們的好處是什麼呢？美國的醫療領先許多國家，這都是上帝所賜的智

慧，我們是否為此而感謝過上帝呢？ 

祈禱  

慈愛的主，謝謝祢讓美國的抗疫團隊有智慧，能有效對抗病毒的侵擾。願

祢讓我們不看輕自己的國家，能好好珍惜這塊土地。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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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週三）退修日    約翰福音 13 章 21～32 節   

黑暗悄悄靠近美國 

信仰最美好的畫面，是耶穌與十二門徒永遠都彼此相愛，同心合一。然

而，這樣的畫面不存在於聖經，只存在於童話故事中。在最後的晚餐時，

耶穌點出令人心痛的事實：「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

要賣我了。」（約翰福音 13 章 21 節）門徒面面相覷、難以置信地彼此對

看：「我們不是有共同的目標嗎？我們不是有共同的敵人嗎？怎麼可能還

會有人想當叛徒呢？」就在門徒彼此對看、猜不透耶穌為何如此說的時

候，猶大已經帶著錢囊，悄悄地走了。  

在對新冠抗肺炎疫情時，最美好的畫面，該是美國人能彼此相愛，上下一

心，不分政治立場，共同對抗從新冠肺炎。然而，這樣的畫面，同樣也只

能在童話故事中找到。這些事，我們都時有所聞。不少政客拚命地抹黑政

府的防疫策略；還有不安好心的人傳遞假新聞，製造恐慌；更有國民不服

從政府的居家政策，讓疫情容易擴散，讓美國無力對抗疫情，更遑論網路

上數不盡的酸言酸語。 

在對抗新冠肺炎的過程中，我們看不見最美好的畫面。許多時候，我們看

見前線防疫人員努力地對抗疫情，可是卻有人不斷地在他們腳邊放石頭，

期待他們能跌個四腳朝天。然後，讓美國疫情劇緒失控、淪陷。 

被同伴傷害的心情，沒有人比耶穌更了解。耶穌知道前線防疫人員心中的

痛，當他們被傷害與攻擊時，耶穌都陪在他們身旁。被自己人抹黑的這些

過程，耶穌都走過。願美國人能在對抗疫情的過程中，用愛彼此合一。願

我們能用愛和鼓勵來保護我們前線的防疫人員，讓彼此相愛的童話能在美

國成為真實的故事。 

默想 

哪些人在破壞美國的防疫行動呢？上帝希望我們如何為這些人禱告呢？ 

祈禱  

慈愛的主，願祢將彼此相愛的心放在居住在美國這片大土地上的人。願祢

讓我們放下私心，用愛來對抗病毒的侵害。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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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9 日（週四）洗足暨聖餐日    約翰福音 13 章 1～17 節、31～35 節  
從愛身邊的人開始 

「從愛自己的同伴開始！」在耶穌死前，唯一還有機會能和門徒好好說話

的時候，祂並沒有叮嚀門徒要用矯情的博愛去愛世上所有人，也沒有再次

呼籲要去愛身邊的鄰舍。耶穌語重心長地對同席的門徒說，你們這幾個好

夥伴要「彼此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

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 13 章 35 節）如果一個團體連自己的人都不能

彼此相愛了，又要如何去愛其他的人呢？這是耶穌最在意的事，也是耶穌

的遺言。 

這應該也是耶穌對美國最在意的事，許多時候，我們總不疼愛自己移民來

的國家和同胞。在新冠肺炎期間，我們是否先彼此相愛了呢？我們真的考

慮過美國同胞的安危了嗎？ 

在對抗病毒的過程中，盼望所有居在美國的人能彼此相愛，將物資留給需

要的人、將讚美留給防疫人員、將溫暖帶給恐慌的人。近日那些自願走上

紐約市第一線醫療院所的退休醫療人員，是所有美國人「彼此相愛」的榜

樣。因為 2020 年的疫情，期待美國人對「愛」更有行動力。當我們美國

人能彼此相愛、站立得穩時，才有足夠的力量去照顧其他人，世界就因此

認出美國人是跟隨耶穌的門徒了。 

默想 

在這次新冠肺炎的過程中，我們會用哪個字來形容自己呢？上帝希望我們

做些什麼來表現彼此相愛呢？ 

祈禱  

愛我們的主，願我們能學習彼此相愛，從愛自己的同伴開始，從愛美國人

開始。讓我們透過全體國人彼此相愛，讓世界上的人認出我們是跟隨祢的

門徒。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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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週五）受難日   約翰福音 18 章 1 節～19 章 42 節  

因著不知道的犧牲 

「成了！」當耶穌如此大聲喊叫時，世界上有許多角落的人們並不知道發

生了什麼事。有人正在為了工作而辛苦流汗，有人正在思考下一餐該吃什

麼好，有人正在逃避債主的追殺，有人正坐在河邊靜靜地發著呆。許多人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上帝的兒子，剛剛為世人受盡屈辱，被鞭打、被刑

罰，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送給世人一個最大的禮物──生命的救贖。然

而，我們卻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不知道耶穌正在為我們犧牲，讓我

們能夠得到救贖：罪得赦免、與神和好。 

「成了！」許多研究員正在實驗室大聲呼喊，因著他們對於新冠病毒的研

究更進了一步，世人得到救贖的日子又更近了一些。然而，我們其實不知

道發生了什麼事。也許我們當時正在補眠、也許我們正在網路中發呆、也

許我們正在跟親人賭氣。就在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研究員默默地又

完成了一項新的突破。我們不明白他們犧牲了多少時間，也不清楚他們心

中的焦慮。在不知不覺之間，我們向著救贖又靠近了一步。  

「成了！」在美國和世界各地，許多人跟隨耶穌一樣走上這條犧牲的路，

讓我們能領受救贖的恩典。有人犧牲自己的家庭、有人犧牲自己的健康、

有人犧牲自己的前途。因著這些人默默的犧牲，我們在不知不覺間獲救

了。願我們常常帶著感謝的心記念為了疫情付出的每個人，也願上帝的靈

持續與世人同在，透過每個人在不同崗位上的犧牲與受苦，能早日經歷得

贖的日子來到。 

默想 

我們是否關心過前線防疫人員的犧牲與付出呢？我們是否曾為不同的前線

防疫人員禱告過呢？ 

祈禱  

慈愛的主，願祢記念那些和祢一樣犧牲自己、為救助他人的防疫人員。他

們所失去的，願祢補足，也喚醒民眾帶著感恩之心來看待每個付出犧牲的

人。阿們。 

  

https://tcnn.org.tw/archives/67783
https://tcnn.org.tw/archives/67783


4 月 11 日（週六）墳墓日   馬太福音 27 章 57～66 節   

只要再一下下 

耶穌的屍體被送到墳墓之中，世界的真光被埋葬在最深的黑暗裡。然而，

這一切都只是暫時的。馬太福音 27 章記載了耶穌的死亡，如果我們的故

事只停留在這裡，如果我們聖經看到這裡便打起了瞌睡，那我們將失去最

令人驚豔稱奇的篇章。只要再一下下，當我們翻到第 28 章時，我們就會

看見那最美的畫面。就在眾人尚未預備好的時刻，石頭被推開，黑暗被光

芒籠罩，救主耶穌從黑暗中出來，人們再次被喜樂所充滿。  

同樣地，世界新冠肺炎也是暫時的。這些日子裡，我們彷彿被墳墓的大石

頭給死死堵住。我們不敢出門、不敢放下口罩、不敢與人接觸，也不敢自

由地呼吸。甚至，我們開始懷疑上帝到底存不存在，祂怎能放任這些事情

發生呢？不過，這一切都是暫時的，上帝並沒有讓我們的故事停格在這

裡。 

只要再一下下，天使會悄悄降臨，他會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刻推開堵住墳墓

的石頭。在那時，黑暗將從世界散去，恐懼將從人的心裡消失。我們再也

不必害怕出門，我們再也不必害怕買不到酒精與口罩，因為已經沒有對抗

新冠病毒的需要了。只要再一下下，也許就在明天，當我們打開新聞的時

候，我們將會看到世界得到救贖的消息，我們就會像馬利亞們一樣的喜

樂！在那日，耶穌帶著笑臉看著我們，並用祂的手擦去我們的淚水，我們

也用許久未見的笑容迎接祂，眾人一同用歡喜快樂的聲音頌讚上帝的大

能。是的，只要再一下下。 

默想 

一個多月過去了，我們是否還持續為了新冠肺炎的疫情禱告呢？我們是否

還期待著上帝的拯救呢？ 

祈禱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願祢推開名為新冠肺炎的石頭，讓世上的人能再

次看見希望的光。願祢擦去我們的淚水，能在得救之後再次展露笑容。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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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週日）復活日   馬太福音 28 章 1～10 節   

主耶穌從死裡復活了 

安息日將近，七日的頭一日，天快亮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和那個馬利亞

來看墳墓。忽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使者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開，坐

在上面。他的像貌如同閃電，衣服潔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嚇得渾身亂

戰，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對婦女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

十字架的耶稣。祂不在這裡，照祂所說的，已經復活活了…… 

 

默想 

耶穌基督每一天都是為了我們，祂為我們死而復活，我們該如何活著呢？ 

祈禱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願祢復活的大能改變我們，使我們經過這次疫情

的衝擊，更知道生命的意義是為祢而活。願祢喚醒我們之後，我們靈裡從

此不再昏睡，將耶穌復活的好消息，傳遍世界各地，直到耶穌的再來。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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