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苦難主日 
（聖枝主日） 

 
教會今日紀念主基督榮進耶路撒冷，完成他的逾越奧蹟。 

因此，今日所有感恩祭開始時，都要以「聖枝遊行」，或「隆重進堂禮」，或「簡式進堂禮」，

來紀念耶穌榮進聖城的事蹟。 

每個堂區團體，當選擇其中一台主要的感恩祭，舉行「聖枝遊行」，或「隆重進堂禮」。 

其他感恩祭，可採用「隆重進堂禮」，或「簡式進堂禮」。 

「隆重進堂禮」可重複於人數眾多的感恩祭。 
 

紀念主基督榮進耶路撒冷 
 
第一式 聖枝遊行 
 
信眾手持棕櫚枝，集合於另一小堂，或聖堂以外某處合適的地方。 

 

主祭及執事穿紅色祭披，與輔禮人員，到信眾聚集的地方。 

若主祭穿紅色禮袍，則於聖枝遊行完畢，換上紅色祭披。 

 

此時，信眾唱以下對經，或其他合適的聖歌，如：「耶穌基督品位尊」。 
 
請向達味之子，高聲歡呼！奉上主名而來的、以色列的君王，當受讚美，賀三納

於至高之天。（瑪 21:9） 
 
唱畢；主祭帶領信眾劃十字聖號，致候後，用以下或類似的話，邀請信眾，積極並有意識地參與

本日慶典。 

 
主祭：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從四旬期開始，就已經藉著補贖和愛德工作，來準

備心靈。今天我們聚集一起，偕同整個教會，揭開慶祝主逾越奧蹟的序幕。

這逾越奧蹟，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苦難和復活。耶穌基督正是為了完成

這個奧蹟，才進入他的聖城耶路撒冷。 
因此，讓我們懷著信德，虔誠紀念耶穌榮進聖城耶路撒冷，並在恩寵的助

佑下，跟隨基督，與基督一同背負十字架，以分享他的復活和生命。 
 
主祭伸手祈禱，可選用以下其中一篇禱文，祝福樹枝。 

 
主祭：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以你的祝福，聖化這些樹枝，使我們能歡欣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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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基督君王，並靠他獲得力量，抵達永恆的耶路撒冷。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或 

主祭：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天主，我們寄望於你，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增強我們的信德。今天，我

們為基督的凱旋，而高舉樹枝；願我們也能在基督內，向你呈上善行的佳

果。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主祭向棕櫚枝灑聖水，不念經文。 

 
可重唱多次：「基督得勝」。 

 
宣讀福音 
執事或主祭，宣讀主基督榮進耶路撒冷的記述；可獻香。 

 
甲年 

 
福音（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 
恭讀聖瑪竇福音 21:1-11 

耶穌和門徒，走近耶路撒冷，來到靠近橄欖山的貝特法革時，耶穌就打發兩

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的村莊去，就會看見一匹拴著的母驢，及同母

驢在一起的小驢駒。解開，牽來給我！如果有人對你們說什麼，你們就說：主要

用牠們。他就會立刻放牠們來。」 
這事發生，是為應驗先知所說的：「你們應向熙雍女子說：看，你的君王來

到你這裡，溫和的騎著一匹驢，一匹母驢的小驢駒上。」 
門徒就去，照耶穌吩咐他們的，做了。他們牽了母驢和小驢駒來，把外衣搭

在牠們身上，扶耶穌坐在上面。很多群眾，把自己的外衣，舖在路上；還有些人，

從樹上砍下樹枝，舖在路上。前呼後擁的群眾，高聲歡呼：「賀三納於達味之子！

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賀三納於至高之天！」 
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全城鬨動，說：「這人是誰？」群眾說：「這

是加里肋亞納匝肋的先知耶穌。」 
——上主的話。 
 

乙年 
 
福音（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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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讀聖馬爾谷福音 11:1-10 
耶穌和門徒，走近耶路撒冷，到了貝特法革和伯達尼，在橄欖山那裡時，耶

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的村莊去，一進入村莊，就會看見

一匹拴著的驢駒，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把牠解開，牽來。若有人對你們說：你

們做什麼？你們就說：主要用牠，但是會很快把牠牽回來。」 
門徒去了，便見一匹驢駒，拴在門外街道上，就把牠解開。站在那裡的人，

有人對門徒說：「你們解開驢駒做什麼？」門徒就按照耶穌所吩咐的，對他們說

了；那些人於是容許了他們。 
門徒把驢駒牽到耶穌面前，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了上去。有許

多人，把自己的外衣，另有些人，把從田間砍來的綠樹枝，舖在路上；前呼後擁

的人，都高聲歡呼：「賀三納！奉上主之名而來的，應受讚頌！那要來的、我們

祖先達味之國，應受讚頌！賀三納於至高之天！」 
——上主的話。 
或 

福音（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 
恭讀聖若望福音 12:12-16 

那時候，來過節的群眾，聽說耶穌來到耶路撒冷，便拿起棕櫚枝，出去迎接

他，高聲歡呼：「賀三納！奉上主之名而來的，以色列的君王，應受讚頌。」 耶
穌找了一匹小驢，就騎上去，正如經上所記載的：「熙雍女子，不要害怕！看，

你的君王，騎著驢駒來了！」 
起初，耶穌的門徒，並沒有明白這些事，然而，當耶穌受光榮以後，他們才

想起這些話，是指耶穌而記載的。事實上，眾人也這樣對耶穌做了。 
——上主的話。 
 

丙年 
 
福音（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 
恭讀聖路加福音 19:28-32,35-40 

那時候，耶穌領頭前行，上耶路撒冷去。 
及至臨近貝特法革和伯達尼，在一座名叫橄欖山那裡，耶穌派遣兩個門徒，

說：「你們往對面的村莊去；一進入村莊，就會看見一匹拴著的驢駒，從來沒有

人騎過，把牠解開，牽來。如果有人問你們說：你們為什麼解開牠？你們就說：

主要用牠。」 
被派的人去了，所遇見的，正如對他們所說過的一樣。 
他們於是把驢駒，牽到耶穌面前，把他們的外衣，搭在驢駒上，扶耶穌騎上

去。前行時，人們把自己的外衣，舖在路上。當耶穌臨近橄欖山的下坡時，眾門

徒為了所見過的一切奇能，都歡欣的大聲頌揚天主說：「奉上主之名而來的君王，

應受讚頌！和平在天上，光榮於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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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有幾個法利塞人，對耶穌說：「師父，責斥你的門徒吧！」 
耶穌回答說：「我告訴你們：這些人若緘默不語，石頭也就要喊叫了！」 

——上主的話。 
 
福音後，可簡短講道。 

 

講道後，主祭（或執事，或一位輔禮人員），可用以下或類似的話，邀請信眾開始「聖枝遊行」： 
 
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效法耶路撒冷的群眾，向耶穌歡呼，在平安中列隊前進。 
或 

讓我們在平安中前進。（可詠唱） 
信眾：奉基督之名。亞孟。 
 
遊行開始，前往聖堂，舉行感恩祭。 

 

遊行次序為：持香爐者、持十字架者（可按本地習慣，用樹枝裝飾十字架），由持蠟燭者兩旁陪

同。然後，執事手持福音書、主祭及其他輔禮人員；全體信眾，手持聖枝隨後。 

 

遊行時可選用以下聖詠，或其他歌頌基督君王的聖歌，如：「西雍讚揚救主」，「希伯來的兒童」，

「耶路撒冷讚美上主」，「基督得勝」（重唱多次）。 

 
對經一：希伯來兒童，手拿橄欖樹枝，出來歡迎救主，向他高聲歡呼：「賀三納

於至高之天。」 
 
聖詠 24 
大地和其中的萬物，屬於上主， 
世界和其間的居民，屬於上主。 
是他在海洋上奠定了大地， 
是他在江河上建立了全世。 
【重唱對經一】 

 
誰能登上上主的聖山？ 
誰能居留在他的聖殿？ 
是那手潔心清、不慕虛幻的人， 
是那不發假誓、不行欺騙的人。 
【重唱對經一】 

 
他必獲得上主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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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拯救者天主的報酬。 
這樣的人，是尋求上主的苗裔， 
是追求雅各伯天主儀容的子息。 
【重唱對經一】 

 
城門，請提高你們的門楣， 
古老的門戶，請加大門扉， 
因為光榮的君王要進來。 
誰是這位光榮的君王？ 
就是英勇大能的上主， 
是那有力作戰的天主。 
【重唱對經一】 

 
城門，請提高你們的門楣， 
古老的門戶，請加大門扉， 
因為光榮的君王要進來。 
誰是這位光榮的君王？ 
其實，這位光榮的君王， 
就是萬軍之軍的上主。 
【重唱對經一】 

 
對經二：希伯來兒童，把衣服舖在地上，向救主歡呼：「賀三納！達味之子；奉

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美。」 
 
聖詠 47 
萬民，你們要鼓掌歡騰， 
也要向天主歡呼慶祝。 
因上主至大至尊，可敬可畏； 
他是統治宇宙的偉大君王。 
【重唱對經二】 

 
他鎮壓萬民屬我們管轄， 
他屈服列邦在我們腳下。 
他為我們選定了我們的基業， 
即他所鍾愛的雅各伯的光彩。 
天主上升，有歡呼之聲護送； 
上主騰空，有號角之聲相從。 
【重唱對經二】 

 5 



 
你們應歌頌，歌頌我們的天主， 
你們應歌頌，歌頌我們的君王。 
因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你們應該以詩歌讚揚他。 
【重唱對經二】 

 
天主為王，統治萬國， 
天主登上神聖的寶座。 
萬民的王侯聚集起來， 
要作亞巴郎天主的子民； 
因為大地的權貴，盡屬於天主， 
唯天主至高至尊。 
【重唱對經二】 

 
向基督君王讚歌 
歌詠團：基督君王，救世主，兒童以「賀三納」的歌聲，熱誠地向你歡呼。願光

榮、讚頌、崇敬都歸於你。 
信 眾：基督君王，救世主，兒童以「賀三納」的歌聲，熱誠地向你歡呼。願光

榮、讚頌、崇敬都歸於你。 
 
歌詠團：你是以色列的君王，達味的苗裔。你是奉上主之名而來的那一位；你是

當受讚美的君王！ 
信 眾：基督君王，救世主，兒童以「賀三納」的歌聲，熱誠地向你歡呼。願光

榮、讚頌、崇敬都歸於你。 
 
歌詠團：所有天朝神聖，及有死的人類，以及一切受造物，都同聲讚美你。 
信 眾：基督君王，救世主，兒童以「賀三納」的歌聲，熱誠地向你歡呼。願光

榮、讚頌、崇敬都歸於你。 
 
歌詠團：希伯來子民，帶著棕櫚枝，夾道相迎。請看，我們到你面前，獻上祈禱、

祝願和詩歌。 
信 眾：基督君王，救世主，兒童以「賀三納」的歌聲，熱誠地向你歡呼。願光

榮、讚頌、崇敬都歸於你。 
 
歌詠團：在你即將受難的時候，他們讚頌了你。在你為王的今天，我們向你歡呼

歌唱。 
信 眾：基督君王，救世主，兒童以「賀三納」的歌聲，熱誠地向你歡呼。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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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讚頌、崇敬都歸於你。 
 
歌詠團：良善慈悲的君王，你喜愛一切美善；你接受了希伯來人的讚頌，也請悅

納我們的禱聲。 
信 眾：基督君王，救世主，兒童以「賀三納」的歌聲，熱誠地向你歡呼。願光

榮、讚頌、崇敬都歸於你。 
 
【視乎情況，為牧民益處，遊行至聖堂大門時，可加入香港教區專用的 「敲門禮」。】 

 

當遊行隊伍進入聖堂時，詠唱以下對答詞，或詠唱其他關於耶穌榮進聖城的聖歌。 
 
領：救主進入聖城時，希伯來兒童，帶著棕櫚枝，預布生命的復活，歡呼說：「賀

三納於至高之天。」 
眾：民眾聽說耶穌來到耶路撒冷，都出來迎接他；兒童帶著棕櫚枝，歡呼說：「賀

三納於至高之天。」 
 
主祭及輔禮人員到達祭台，向祭台致敬，可獻香。 

若主祭身穿禮袍，則於此時換上祭披，然後就位。 

 

省去「懺悔詞」 

也可省去「垂憐頌」，或照常詠唱或念「垂憐頌」。 

念「集禱經」 

然後，感恩祭如常進行。 
 

（香港教區專用） 
敲門禮 

 
若然可能，當遊行行列，到達聖堂大門前，全體肅立。主祭高聲說： 

 
城門，請提高你們的門楣， 
古老的門戶， 
請加大門扉， 
因為光榮的君王要進來。（詠 24:7） 
 
然後，主祭以十字架敲打聖堂大門三次。 

 

聖堂大門打開後，全體進入聖堂，同時詠唱以下對答詞，或其他關於耶穌榮進聖城的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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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救主進入聖城時，希伯來兒童，帶著棕櫚枝，預布生命的復活，歡呼說：「賀

三納於至高之天。」 
眾：民眾聽說耶穌來到耶路撒冷，都出來迎接他；兒童帶著棕櫚枝，歡呼說：「賀

三納於至高之天。」 
 
主祭及輔禮人員到達祭台，向祭台致敬，可獻香。 

若主祭身穿禮袍，則於此時換上祭披，然後就位。 

 

省去「懺悔詞」 

也可省去「垂憐頌」，或照常詠唱或念「垂憐頌」。 

念「集禱經」 

然後，感恩祭如常進行。 
 
第二式 隆重進堂禮 
 
如不能在聖堂以外，舉行「聖枝遊行」，則在信眾眾多的感恩祭開始時，舉行「隆重進堂禮」，

以慶祝救主榮進耶路撒冷。 

 

信眾集合於聖堂大門前，或聖堂內，手持棕櫚枝。 

 

主祭、輔禮人員和一些教友代表，前往聖所以外一個合適行禮的地方，使大部分信眾，都能看到

儀式的進行。 

此時，可唱以下對經，或其他合適的聖歌，如：「耶穌基督品位尊」。 
 
請向達味之子，高聲歡呼！奉上主名而來的、以色列的君王，當受讚美，賀三納

於至高之天。（瑪 21:9） 
 
唱畢；主祭帶領信眾劃十字聖號，致候後，用以下或類似的話，邀請信眾，積極並有意識地參與

本日慶典。 

 
主祭：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從四旬期開始，就已經藉著補贖和愛德工作，來準

備心靈。今天我們聚集一起，偕同整個教會，揭開慶祝主逾越奧蹟的序幕。

這逾越奧蹟，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苦難和復活。耶穌基督正是為了完成

這個奧蹟，才進入他的聖城耶路撒冷。 
因此，讓我們懷著信德，虔誠紀念耶穌榮進聖城耶路撒冷，並在恩寵的助

佑下，跟隨基督，與基督一同背負十字架，以分享他的復活和生命。 
 
主祭伸手祈禱，可選用以下其中一篇禱文，祝福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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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以你的祝福，聖化這些樹枝，使我們能歡欣地跟

隨基督君王，並靠他獲得力量，抵達永恆的耶路撒冷。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或 

主祭：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天主，我們寄望於你，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增強我們的信德。今天，我

們為基督的凱旋，而高舉樹枝；願我們也能在基督內，向你呈上善行的佳

果。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主祭向棕櫚枝灑聖水，不念經文。 

可重唱多次：「基督得勝」。 
 
宣讀福音 
執事或主祭，宣讀主基督榮進耶路撒冷的記述；可獻香。 

 
甲年 

 
福音（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 
恭讀聖瑪竇福音 21:1-11 

耶穌和門徒，走近耶路撒冷，來到靠近橄欖山的貝特法革時，耶穌就打發兩

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的村莊去，就會看見一匹拴著的母驢，及同母

驢在一起的小驢駒。解開，牽來給我！如果有人對你們說什麼，你們就說：主要

用牠們。他就會立刻放牠們來。」 
這事發生，是為應驗先知所說的：「你們應向熙雍女子說：看，你的君王來

到你這裡，溫和的騎著一匹驢，一匹母驢的小驢駒上。」 
門徒就去，照耶穌吩咐他們的，做了。他們牽了母驢和小驢駒來，把外衣搭

在牠們身上，扶耶穌坐在上面。很多群眾，把自己的外衣，舖在路上；還有些人，

從樹上砍下樹枝，舖在路上。前呼後擁的群眾，高聲歡呼：「賀三納於達味之子！

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賀三納於至高之天！」 
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全城鬨動，說：「這人是誰？」群眾說：「這

是加里肋亞納匝肋的先知耶穌。」 
——上主的話。 
 

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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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 
恭讀聖馬爾谷福音 11:1-10 

耶穌和門徒，走近耶路撒冷，到了貝特法革和伯達尼，在橄欖山那裡時，耶

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的村莊去，一進入村莊，就會看見

一匹拴著的驢駒，是從來沒有人騎過的；把牠解開，牽來。若有人對你們說：你

們做什麼？你們就說：主要用牠，但是會很快把牠牽回來。」 
門徒去了，便見一匹驢駒，拴在門外街道上，就把牠解開。站在那裡的人，

有人對門徒說：「你們解開驢駒做什麼？」 門徒就按照耶穌所吩咐的，對他們

說了；那些人於是容許了他們。 
門徒把驢駒牽到耶穌面前，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了上去。有許

多人，把自己的外衣，另有些人，把從田間砍來的綠樹枝，舖在路上；前呼後擁

的人，都高聲歡呼：「賀三納！奉上主之名而來的，應受讚頌！那要來的、我們

祖先達味之國，應受讚頌！賀三納於至高之天！」 
——上主的話。 
或 

福音（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 
恭讀聖若望福音 12:12-16 

那時候，來過節的群眾，聽說耶穌來到耶路撒冷，便拿起棕櫚枝，出去迎接

他，高聲歡呼：「賀三納！奉上主之名而來的，以色列的君王，應受讚頌。」耶

穌找了一匹小驢，就騎上去，正如經上所記載的：「熙雍女子，不要害怕！看，

你的君王，騎著驢駒來了！」 
起初，耶穌的門徒，並沒有明白這些事，然而，當耶穌受光榮以後，他們才

想起這些話，是指耶穌而記載的。事實上，眾人也這樣對耶穌做了。 
——上主的話。 
 

丙年 
 
福音（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頌！） 
恭讀聖路加福音 19:28-32,35-40 

那時候，耶穌領頭前行，上耶路撒冷去。 
及至臨近貝特法革和伯達尼，在一座名叫橄欖山那裡，耶穌派遣兩個門徒，

說：「你們往對面的村莊去；一進入村莊，就會看見一匹拴著的驢駒，從來沒有

人騎過，把牠解開，牽來。如果有人問你們說：你們為什麼解開牠？你們就說：

主要用牠。」 
被派的人去了，所遇見的，正如對他們所說過的一樣。 
他們於是把驢駒，牽到耶穌面前，把他們的外衣，搭在驢駒上，扶耶穌騎上

去。前行時，人們把自己的外衣，舖在路上。當耶穌臨近橄欖山的下坡時，眾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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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為了所見過的一切奇能，都歡欣的大聲頌揚天主說：「奉上主之名而來的君王，

應受讚頌！和平在天上，光榮於高天！」 
人群中有幾個法利塞人，對耶穌說：「師父，責斥你的門徒吧！」 
耶穌回答說：「我告訴你們：這些人若緘默不語，石頭也就要喊叫了！」 

——上主的話。 
 
福音後，主祭、輔禮人員及教友代表，隆重進堂，往聖所前進。 

 

其時，可唱以下對答詞，或詠唱其他關於耶穌榮進聖城的聖歌，如：「西雍讚揚救主」，「希伯

來的兒童」，「耶路撒冷讚美上主」，「基督得勝」（重唱多次）。 
 
領：救主進入聖城時，希伯來兒童，帶著棕櫚枝，預布生命的復活，歡呼說：「賀

三納於至高之天。」 
眾：民眾聽說耶穌來到耶路撒冷，都出來迎接他；兒童帶著棕櫚枝，歡呼說：「賀

三納於至高之天。」 
 
主祭及輔禮人員到達祭台，向祭台致敬。然後就位。 

 

省去「懺悔詞」 

也可省去「垂憐頌」，或照常詠唱或念「垂憐頌」。 

念「集禱經」 

然後，感恩祭如常進行。 
 
第三式 簡式進堂禮 
【香港教區專用「簡式進堂禮」】 

 
不舉行「隆重進堂禮」的其他各台感恩祭，該用「簡式進堂禮」，以紀念救主榮進耶路撒冷。 

 

主祭及輔禮人員進堂前往祭台時，詠唱以下「進堂詠」，或唱其他相同意義的聖歌。 
 
進堂詠（參閱若 12:1,12-13; 詠 24:9-10） 
領：逾越節前六天，救主來到耶路撒冷城，兒童拿起棕櫚枝，出去迎接他，高聲

歡呼： 
眾：賀三納於至高之天。你帶著豐厚的憐憫而來，當受讚美。 
領：城門，請提高你們的門楣，古老的門戶，請加大門扉，因為光榮的君王要進

來。誰是這位光榮的君王？就是大能的上主。 
眾：賀三納於至高之天。你帶著豐厚的憐憫而來，當受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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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到達祭台後，向祭台致敬，然後就位。劃十字聖號後，向信眾致候，感恩祭如常進行。 

 

若不詠唱進堂詠，則主祭向祭台致敬，劃十字聖號，及向信眾致候之後，該誦讀本日專用「進堂

詠」。 

讀畢，感恩祭如常進行。 
 

（香港教區專用） 
簡式進堂禮 

 
信眾在聖堂內聚集，手持樹枝。 

主祭及輔禮人員進堂，全體詠唱有關耶穌榮進耶路撒冷的聖歌。 

 

主祭到達祭台前，如常向祭台致敬，就位。 

如常帶領信眾劃十字聖號，致候後，用以下或類似的話，邀請信眾，積極並有意識地投入本日慶

典。 
 
主祭：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從四旬期開始，就已經藉著補贖和愛德工作，來準

備心靈。今天我們聚集一起，偕同整個教會，揭開慶祝主逾越奧蹟的序幕。

這逾越奧蹟，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苦難和復活。耶穌基督正是為了完成

這個奧蹟，才進入他的聖城耶路撒冷。 
因此，讓我們懷著信德，虔誠紀念耶穌榮進聖城耶路撒冷，並在恩寵的助

佑下，跟隨基督，與基督一同背負十字架，以分享他的復活和生命。 
按聖若望福音記載： 
當時，來過節的群眾，聽說耶穌來到耶路撒冷，便拿起棕櫚枝，出去迎接

他，高聲歡呼： 
「賀三納！奉上主之名而來的，以色列的君王，應受讚頌。」（若 12:12-13） 
讓我們緊記主基督的苦難和光榮，並時常在生活中，迎接主耶穌。現在，

我們祈求天主，降福這些樹枝，作為我們追隨耶穌基督的標記。 
 
主祭伸手祈禱，可選用以下其中一篇禱文，祝福樹枝。 

 
主祭：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以你的祝福，聖化這些樹枝，使我們能歡欣地跟

隨基督君王，並靠他獲得力量，抵達永恆的耶路撒冷。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或 

主祭：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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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我們寄望於你，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增強我們的信德。今天，我

們為基督的凱旋，而高舉樹枝；願我們也能在基督內，向你呈上善行的佳

果。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主祭向棕櫚枝，灑聖水；信眾可唱合適的聖歌。 

 

省去「懺悔詞」 

也可省去「垂憐頌」，或照常詠唱或念「垂憐頌」。 

念「集禱經」 

然後，感恩祭如常進行。 
 

感恩祭 
 

「聖枝遊行」、「隆重進堂禮」，或「簡式進堂禮」後，念「集禱經」。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為要人類取法謙遜的榜樣，令我們的救主取了肉軀，並承受

了十字架的苦難；求你使我們服膺基督堅忍受苦的教訓，好能堪當分享他的復

活。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聖道禮 
 
讀經一（對於侮辱和唾污，我沒有遮掩我的面，因為我知道我不會受辱。）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0:4-7 

我主上主賜給了我受教的口舌，叫我會用言語，來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

晨喚醒我，喚醒我的耳朵，叫我如同學生一樣靜聽。我主上主開啟了我的耳朵。 
我並沒有違抗，也沒有退避。我將我背，轉給打擊我的人；把我的腮，轉給

扯我鬍鬚的人；對於侮辱和唾污，我沒有遮掩我的面。 
因為，我主上主協助我，因此，我不怕蒙羞；所以，我板著臉，像一塊燧石，

因為我知道：我決不會受辱。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答唱詠 詠 22:8-9, 17-18, 19-20, 23-24 
【答】：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詠 22:2） 
領：凡看見我的人都譏笑我；他們都撇著嘴，搖著頭說：「他既信賴上主，上主

就應救他；上主既喜愛他，也就該拯救他。」【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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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成群惡犬圍困著我；大批歹徒環繞著我。他們穿透了我的手腳；我的骨骼莖

莖可數。【答】 
領：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衣，他們拈鬮。上主！請不要遠離我；我的

勇力，請速來扶助我。【答】 
領：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揚你的聖名；在盛大的集會中，讚美歌頌你：「你們敬

畏上主的人，請讚美上主；雅各伯所有的後裔，請光榮上主；以色列的一切

子孫，請敬畏上主！」【答】 
 
讀經二（耶穌貶抑自己，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2:6-11 
弟兄姊妹們： 

耶穌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

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他貶抑自己，聽命

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

所有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

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宣讀救主受難始末 
宣讀救主受難始末時，不持蠟燭、不獻香，不念「願主與你們同在」，也不在福音書上劃十字。 

 

由執事或司鐸宣讀，但也可由聖言宣讀員宣讀，但「耶穌」部分，盡可能保留給司鐸。 

 

執事宣讀前，如常請求主祭祝福。 

 
福音前歡呼 
領：基督，願光榮和讚頌歸於你！ 
眾：基督，願光榮和讚頌歸於你！ 
領：耶穌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賜給

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斐 2:8-9） 
眾：基督，願光榮和讚頌歸於你！ 
 

甲年 
【長式】 

福音 
瑪竇所載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 26:14-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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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耶穌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什麼？） 

敘述：那時候，那十二人之一，名叫猶達斯依斯加略的，去見司祭長，說： 
猶達斯：「我把耶穌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我什麼？」 
敘述：他們約定給他三十塊銀錢。從此，猶達斯便尋找機會，要把耶穌交出。 
 
（你願意我們在那裡，給你預備逾越節晚餐？） 

敘述：無酵節的第一天，門徒前來對耶穌說： 
門徒：「你願意我們在那裡，給你預備逾越節晚餐？」 
敘述：耶穌說： 
耶穌：「你們進城去見某人，對他說：師父說：我的時候近了，我要與我的門徒，

在你那裡，舉行逾越節。」 
敘述：門徒就照耶穌吩咐他們的，做了，預備了逾越節晚餐。 
 

（你們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 

敘述：到了晚上，耶穌與十二門徒吃飯。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耶穌說： 
耶穌：「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 
敘述：門徒非常憂悶，開始各自對耶穌說： 
門徒：「主，難道是我嗎？」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那同我一起把手蘸在盤子裡的人，要出賣我。人子固然要按指著他所寫

的而去，但是出賣人子的那人，卻是有禍的！那人若沒有生，為他更好。」 
敘述：那要出賣耶穌的猶達斯，也開口問耶穌說： 
猶達斯：「辣彼，難道是我嗎？」 
敘述：耶穌對他說： 
耶穌：「你說的是。」 
 
（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 

敘述：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門徒說： 
耶穌：「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的身體。」 
敘述：然後，耶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 
耶穌：「你們都由這杯喝吧！因為這是我的血，盟約的血，為大眾傾流，以赦免

罪過。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了，直到在我父的國裡那一

天，與你們同喝新酒。」 
敘述：他們唱了聖詠，就出來，到橄欖山去。 
 
（我要打擊牧人，羊群就四散。） 

敘述：那時，耶穌對門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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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今夜，你們都要為我的原故跌倒，因為經上記載： 
『我要打擊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但是，我復活後，要比你們先到加里

肋亞。」 
敘述：伯多祿卻回答耶穌說： 
伯多祿：「即使眾人都為你的原故跌倒，我決不會跌倒。」 
敘述：耶穌對他說： 
耶穌：「我實在告訴你：今夜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敘述：伯多祿對耶穌說： 
伯多祿：「即使我必須同你一起受死，我也決不會不認你。」 
敘述：眾門徒也都這樣說了。 
 
（耶穌開始憂悶恐怖起來） 

敘述：隨後，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名叫革責瑪尼的莊園，便對門徒說： 
耶穌：「你們坐在這裡，等我到那邊去祈禱。」 
敘述：耶穌於是帶了伯多祿和載伯德的兩個兒子，一同前去；耶穌開始憂悶恐怖

起來，對他們說： 
耶穌：「我的心靈憂悶得要死；你們留在這裡，同我一起醒寤吧！」 
敘述：耶穌稍往前行，就俯首至地祈禱，說： 
耶穌：「我父！如果可能，就免去我這杯吧！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敘述：耶穌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便對伯多祿說： 
耶穌：「你們竟不能同我醒寤一個時辰嗎？醒寤祈禱吧！免陷於誘惑；心神固然

切願，但肉體卻軟弱。」 
敘述：耶穌第二次再去祈禱，說： 
耶穌：「我父！如果不能免去這杯，非要我喝不可，就成就你的意願吧！」 
敘述：耶穌又回來，見門徒仍然睡著，因為他們的眼睛十分沉重。耶穌再離開他

們，第三次去祈禱，又說了同樣的話。然後，回到門徒那裡，對他們說： 
耶穌：「你們睡下去吧！休息吧！看，時候到了，人子就要被交於罪人手裡。起

來，我們去吧！看，那出賣我的，已經來到了。」 
 
（他們下手，捉住了耶穌。） 

敘述：耶穌還在說話的時候，看！那十二人之一的猶達斯來到；同他一起的，還

有許多帶著刀劍棍棒的群眾，是由司祭長和民間長老派來的。那出賣耶穌

的，給了他們一個暗號，說： 
猶達斯：「我口親誰，誰就是；你們捉住他。」 
敘述：猶達斯一來到耶穌面前，就說： 
猶達斯：「辣彼，你好！」 
敘述：猶達斯就口親了耶穌。耶穌卻對他說： 
耶穌：「朋友，你來做的事，就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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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於是，群眾上前，向耶穌下手，捉住了他。 
有同耶穌在一起的一個人，伸手拔出自己的劍，砍了大司祭的僕人一劍，

削去了他的一個耳朵。 
耶穌於是對他說： 

耶穌：「收回你的劍，因為凡動劍的，必死於劍下。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即刻

給我調動十二軍以上的天使嗎？如果這樣，怎能應驗經上所載，必須這樣

發生的事呢？」 
敘述：在那時，耶穌對群眾說： 
耶穌：「你們帶著刀劍棍棒，出來捉拿我，如同對付強盜。我天天坐在聖殿裡施

教，你們卻沒有捉拿我。」 
敘述：這一切都發生了，是為應驗先知所記載的。 

門徒於是都撇下耶穌，逃跑了。 
 
（你們將要看見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邊） 

敘述：那些捉住耶穌的人，將耶穌帶到大司祭蓋法前；經師和長老已聚集在那裡。 
伯多祿遠遠跟著耶穌，直到大司祭的庭院。伯多祿也進入裡面，坐在差役

當中，觀看結局。 
司祭長和全公議會，捏造相反耶穌的假證據，要把他處死。雖然，有許多

假見證出庭，但沒有找出什麼。 
最後，有兩個人前來說： 

兩人：「這人曾經說過：我能拆毀天主的聖殿，在三天內把它重建起來。」 
敘述：大司祭就站起來，對耶穌說： 
大司祭：「這些人作證反對你的事，你什麼也不回答嗎？」 
敘述：耶穌卻默不出聲。於是，大司祭對他說： 
大司祭：「我因生活的天主起誓，命你告訴我們：你是不是默西亞，天主之子？」 
敘述：耶穌對大司祭說： 
耶穌：「你說的是。並且，我告訴你們：從此你們將要看見人子，坐在大能者的

右邊，乘著天上的雲彩降來。」 
敘述：大司祭於是撕裂自己的衣服，說： 

大司祭：「他說了褻瀆的話。還需要什麼見證嗎？你們剛才聽到了這褻瀆

的話，你們以為該怎樣辦？」 
敘述：他們回答說： 
群眾：「他該死。」 
敘述：眾人於是向耶穌臉上吐唾沫，用拳頭打他；另有一些人，也用巴掌打他，

說： 
群眾：「默西亞，你猜猜是誰打你？」 
 
（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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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伯多祿在外面庭院，坐著。 
有一個使女來到他面前，說： 

使女：「你也是同那加里肋亞人耶穌一起的。」 
敘述：伯多祿當著眾人否認說： 
伯多祿：「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敘述：伯多祿出去，到了門廊，另有一個使女看見他，就對那裡的人說： 
使女：「這人是同那納匝肋人耶穌一起的。」 
敘述：伯多祿又發誓否認說： 
伯多祿：「我不認識這個人。」 
敘述：過了一會，站在那裡的人，前來對伯多祿說： 
群眾：「的確，你也是他們中的一個，因為你的口音把你暴露出來了。」 
敘述：伯多祿就開始詛咒發誓說： 
伯多祿：「我不認識這個人。」 
敘述：立刻，雞就叫了。伯多祿便想起耶穌所說的話：「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

認我。」 
伯多祿一到了外面，就傷心痛哭起來。 

 
（解送給總督比拉多） 

敘述：到了早晨，眾司祭長和民間長老，就決議陷害耶穌，要把他處死，於是把

他捆綁了，解送給總督比拉多。 
 
（這是血價，不可放入獻儀箱內。） 

敘述：這時，那出賣耶穌的猶達斯，見耶穌已被判決，就後悔了，要把那三十塊

銀錢，退還給司祭長和長老，說： 
猶達斯：「我犯了罪，出賣了無辜者的血！」 
敘述：他們卻說： 
群眾：「這與我們何干？是你自己的事！」 
敘述：於是，猶達斯把那些銀錢，扔在聖所裡，就走出去，上吊死了。 

司祭長拿了那些銀錢，說： 
司祭長：「這是血價，不可放入獻儀箱內。」 
敘述：他們商議後，就用那銀錢，買了陶工的田，作為埋葬外鄉人之用。為此，

直到今日，仍稱那塊田為「血田」。 
這就應驗了耶肋米亞先知所說的話：「他們拿了三十塊銀錢，即以色列子

民為被賣的人，所估定的價錢，用這錢，買了陶工的那塊田，正如上主吩

咐我的。」 
 
（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耶穌站在總督面前，總督便審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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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拉多：「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你說的是。」 
敘述：當司祭長和長老控告耶穌時，耶穌什麼也不回答。於是比拉多對耶穌說： 
比拉多：「你沒有聽見，他們提出多少證據，來控告你嗎？」 
敘述：耶穌連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以致總督大為驚異。 

每逢節日，總督慣常給民眾，釋放一個他們願意釋放的囚犯。那時，正有

一個出名的囚犯，名叫巴辣巴。 
敘述：當群眾聚集一起時，比拉多對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那一個？巴辣巴，或是那稱為默西亞的耶穌？」 
敘述：原來比拉多知道，他們是由於嫉妒，才把耶穌解送來的。 

比拉多正坐堂時，他的妻子，派人到他面前說： 
來人：「你千萬不要干涉那義人的事，因為我為他，今天在夢中，受了許多苦。」 
敘述：司祭長和長老，卻說服了民眾，叫他們要求巴辣巴，而除掉耶穌。 

總督又向他們說： 
比拉多：「這兩個人中，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那一個？」 
敘述：民眾說： 
群眾：「巴辣巴。」 
敘述：比拉多對他們說： 
比拉多：「那麼，對於那稱為默西亞的耶穌，我該怎麼辦？」 
敘述：眾人回答說： 
群眾：「該釘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總督又問： 
比拉多：「他究竟做了什麼惡事？」 
敘述：他們越發喊說： 
群眾：「該釘死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比拉多見事情毫無進展，反倒更為混亂，就拿水，當著民眾洗手，說： 
比拉多：「對這義人的血，我是無罪的；你們自己負責吧！」 
敘述：全體百姓回答說： 
群眾：「他的血，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敘述：於是，比拉多給他們釋放了巴辣巴；把耶穌鞭打了以後，交給人，釘在十

字架上。 
 
（猶太人的君王，萬歲！） 

敘述：那時，總督的兵士，把耶穌帶到總督府內，召集了全隊，圍著耶穌，脫去

了他的衣服，給他披上一件紫紅色的外氅；又用荊棘，編了一個茨冠，戴

在他頭上；拿一根蘆葦，放在他右手裡；然後跪在他面前，戲弄他說： 
群眾：「猶太人的君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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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然後，兵士向耶穌吐唾沫，拿起蘆葦，來敲他的頭。 
戲弄完了，就給他脫去外氅，又給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去釘在十字

架上。 
 
（與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強盜。） 

敘述：他們出來時，遇見一個基勒乃人，名叫西滿，就強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 
到了一個名叫哥耳哥達的地方，即稱為「髑髏」的地方，他們就拿苦艾調

和的酒，給耶穌喝；耶穌只嘗了一嘗，便不願意喝。 
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以後，就拈鬮，分了耶穌的衣服；然後坐在那

裡，看守他。 
在耶穌的頭上，放了他的罪狀牌，寫著：「這是耶穌，猶太人的君王。」 
當時，與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還有兩個強盜：一個在右邊，一

個在左邊。 
 
（如果你是天主子，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敘述：路過的人，都搖頭辱罵耶穌說： 
群眾：「你這拆毀聖殿，而三日內重建起來的，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

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敘述：司祭長和經師與長老，也同樣戲弄耶穌，說： 
群眾：「他救了別人，卻不能救自己；他既是以色列君王，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

吧！我們就信他。他信賴天主；如果天主喜歡他，現在就該救他，因為他

說過：我是天主子。」 
敘述：同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也這樣譏笑他。 
 
（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塔尼！） 

敘述：從第六時辰起，直到第九時辰，遍地都黑暗了。約莫第九時辰，耶穌大聲

呼喊說： 
耶穌：「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塔尼！」 
敘述：就是說： 
耶穌：「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敘述：站在那裡的人中，有幾個聽見了，就說： 
群眾：「這人呼喚厄里亞呢！」 
敘述：他們中有一個人，立即跑去，拿了海綿，浸滿了醋，綁在蘆葦上，遞給耶

穌喝。其餘的人卻說： 
群眾：「等一等，我們看，是否厄里亞來救他！」 
敘述：耶穌又大喊一聲，遂交付了靈魂。 
 
跪下默禱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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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看，聖所的帳幔，從上到下，分裂為二，大地震動，巖石崩裂，墳墓自開。

許多長眠的聖者的身體，復活了；在耶穌復活後，他們由墳墓出來，進入

聖城，顯現給許多人。 
百夫長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穌的人，一見地動和所發生的事，就非常害怕，

說： 
群眾：「這人真是天主子！」 
敘述：有許多婦女在那裡，從遠處觀望；她們從加里肋亞，就跟隨了耶穌，為服

事他。其中有瑪利亞瑪達肋納，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與載伯德兒

子的母親。 
 
（若瑟把耶穌的遺體，安放在自己的新墓穴裡。） 

敘述：到了傍晚，來了一個阿黎瑪特雅的富翁，名叫若瑟；他也是耶穌的門徒。

這人去見比拉多，請求領取耶穌的遺體；比拉多就下令交給他。 
若瑟領了耶穌的遺體，就用潔白的殮布，將它包好，安放在他為自己在巖

石間鑿成的新墓穴裡；並把一塊大石頭，滾到墓口，塞住墓門，就走了。 
那裡還有瑪利亞瑪達肋納，及另外一個瑪利亞，面對墳墓，坐著。 

 
（你們可帶一隊衛兵，盡你們所能，好好看守。） 

敘述：第二天，即預備日以後的那天，司祭長和法利塞人，一同來見比拉多，說： 
群眾：「大人，我們記得那個騙子活著的時候，曾說過：三天以後，我要復活。

為此，請你下令，把守墳墓，直到第三天；怕他的門徒來了，把他偷去，

而對百姓說：他從死人中復活了。那最後的騙局，就比先前的，更壞了！」 
敘述：比拉多對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可帶一隊衛兵，盡你們所能，好好看守。」 
敘述：司祭長和法利塞人就去，在石上加上封條，派駐衛兵，把守墳墓。 
——上主的話。 
（講道後默想片刻） 

 
【短式】 

福音 
瑪竇所載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 27:11-54 
 
（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那時候，耶穌站在總督面前，總督便審問他說： 
比拉多：「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你說的是。」 
敘述：當司祭長和長老控告耶穌時，耶穌什麼也不回答。於是比拉多對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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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拉多：「你沒有聽見，他們提出多少證據，來控告你嗎？」 
敘述：耶穌連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以致總督大為驚異。 

每逢節日，總督慣常給民眾，釋放一個他們願意釋放的囚犯。那時，正有

一個出名的囚犯，名叫巴辣巴。 
當群眾聚集一起時，比拉多對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那一個？巴辣巴，或是那稱為默西亞的耶穌？」 
敘述：原來比拉多知道，他們是由於嫉妒，才把耶穌解送來的。 

比拉多正坐堂時，他的妻子，派人到他面前說： 
來人：「你千萬不要干涉那義人的事，因為我為他，今天在夢中，受了許多苦。」 
敘述：司祭長和長老，卻說服了民眾，叫他們要求巴辣巴，而除掉耶穌。 

總督又向他們說： 
比拉多：「這兩個人中，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那一個？」 
敘述：民眾說： 
群眾：「巴辣巴。」 
敘述：比拉多對他們說： 
比拉多：「那麼，對於那稱為默西亞的耶穌，我該怎麼辦？」 
敘述：眾人回答說： 
群眾：「該釘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總督又問： 
比拉多：「他究竟做了什麼惡事？」 
敘述：他們越發喊說： 
群眾：「該釘死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比拉多見事情毫無進展，反倒更為混亂，就拿水，當著民眾洗手，說： 
比拉多：「對這義人的血，我是無罪的；你們自己負責吧！」 
敘述：全體百姓回答說： 
群眾：「他的血，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敘述：於是，比拉多給他們釋放了巴辣巴；把耶穌鞭打了以後，交給人，釘在十

字架上。 
 
（猶太人的君王，萬歲！） 

敘述：那時，總督的兵士，把耶穌帶到總督府內，召集了全隊，圍著耶穌，脫去

了他的衣服，給他披上一件紫紅色的外氅；又用荊棘，編了一個茨冠，戴

在他頭上；拿一根蘆葦，放在他右手裡；然後跪在他面前，戲弄他說： 
群眾：「猶太人的君王，萬歲！」 
敘述：然後，兵士向耶穌吐唾沫，拿起蘆葦，來敲他的頭。 

戲弄完了，就給他脫去外氅，又給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去釘在十字

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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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強盜。） 

敘述：他們出來時，遇見一個基勒乃人，名叫西滿，就強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 
到了一個名叫哥耳哥達的地方，即稱為「髑髏」的地方，他們就拿苦艾調

和的酒，給耶穌喝；耶穌只嘗了一嘗，便不願意喝。 
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以後，就拈鬮，分了耶穌的衣服；然後坐在那

裡，看守他。 
在耶穌的頭上，放了他的罪狀牌，寫著：「這是耶穌，猶太人的君王。」 
當時，與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還有兩個強盜：一個在右邊，一

個在左邊。 
 
（如果你是天主子，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敘述：路過的人，都搖頭辱罵耶穌說： 
群眾：「你這拆毀聖殿，而三日內重建起來的，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天主子，

從十字架上下來吧！」 
敘述：司祭長和經師與長老，也同樣戲弄耶穌，說： 
群眾：「他救了別人，卻不能救自己；他既是以色列君王，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

吧！我們就信他。他信賴天主；如果天主喜歡他，現在就該救他，因為他

說過：我是天主子。」 
敘述：同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也這樣譏笑他。 
 
（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塔尼！） 

敘述：從第六時辰起，直到第九時辰，遍地都黑暗了。約莫第九時辰，耶穌大聲

呼喊說： 
耶穌：「厄里、厄里，肋瑪撒巴黑塔尼！」 
敘述：就是說： 
耶穌：「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敘述：站在那裡的人中，有幾個聽見了，就說： 
群眾：「這人呼喚厄里亞呢！」 
敘述：他們中有一個人，立即跑去，拿了海綿，浸滿了醋，綁在蘆葦上，遞給耶

穌喝。其餘的人卻說： 
群眾：「等一等，我們看，是否厄里亞來救他！」 
敘述：耶穌又大喊一聲，遂交付了靈魂。 
 
跪下默禱片刻 

 
敘述：看，聖所的帳幔，從上到下，分裂為二，大地震動，巖石崩裂，墳墓自開。

許多長眠的聖者的身體，復活了；在耶穌復活後，他們由墳墓出來，進入

聖城，顯現給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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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長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穌的人，一見地動和所發生的事，就非常害怕，

說： 
群眾：「這人真是天主子！」 
敘述：——上主的話。 
（講道後默想片刻） 

 
乙年 

【長式】 

福音 
馬爾谷所載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 14:1-15:47 

 
（他們設法用詭計捉拿耶穌，要殺害他。） 

敘述：逾越節和無酵節的前兩天，司祭長和經師設法用詭計捉拿耶穌，要殺害他；

他們說： 
群眾：「不要在慶節內，怕民間發生暴動。」 
 
（她提前傅抹了我的身體，是為安葬之事。） 

敘述：當耶穌在伯達尼痳瘋病人西滿家裡，正吃飯的時候，來了一個女人，拿著

一玉瓶珍貴的純「納爾多」香液。那女人打破玉瓶，把香液倒在耶穌頭上。

有些人頗不滿意，就彼此說： 
群眾：「為什麼要這樣浪費香液？這香液原可以賣三百多塊銀錢，施捨給窮人！」 
敘述：他們對那女人很生氣。耶穌卻說： 
耶穌：「由她吧！你們為什麼叫她難受呢？她在我身上做了一件好事；因為你們

常有窮人同你們在一起，你們幾時願意，都可以給他們行善；但是我，你

們卻不常有。她已做了她能做的：提前傅抹了我的身體，是為安葬之事。

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福音無論傳到全世界什麼地方，必要傳述她所做的

事，來紀念她。」 
 
（他們答應給猶達斯銀錢） 

敘述：於是，那十二人之一，猶達斯依斯加略，去見司祭長，要把耶穌交給他們。

他們聽了以後，不勝歡喜，答應給他銀錢；他就尋找機會，將耶穌交出。 
 
（我同我的門徒，吃逾越節晚餐的客廳在那裡？） 

敘述：無酵節的第一天，即宰殺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門徒對耶穌說： 
門徒：「你願意我們到那裡，給你預備吃逾越節晚餐？」 
敘述：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 
耶穌：「你們往城裡去，必有一個拿著水罐的人，迎面而來，你們就跟著他走；

他無論進入那裡，你們就對那家主說：師父問：我同我的門徒，吃逾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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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的客廳在那裡？他必指給你們一間舖設好的寬大樓廳，你們就在那

裡，為我們預備吧！」 
敘述：門徒去了，來到城裡，所遇見的，正如耶穌給他們所說的；他們就預備了

逾越節晚餐。 
 
（你們中有一個，與我同席的，要負賣我。） 

敘述：到了晚上，耶穌同那十二人來了。他們坐下吃飯時，耶穌說： 
耶穌：「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有一個，與我同席的，要負賣我。」 
敘述：門徒就都憂悶起來，一個一個的問耶穌說： 
門徒：「難道是我嗎？」 
敘述：耶穌對他們說： 
耶穌：「是十二人中的一個，同我一起在盤子裡蘸手的那個。人子固然要按照指

著他所寫的而去，但是負賣人子的那人，是有禍的！那人若沒有生，為他

更好。」 
 
（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盟約之血。） 

敘述：他們正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說： 
耶穌：「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的身體。」 
敘述：耶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從那杯喝了。耶穌對他們說： 
耶穌：「這是我的血，盟約的血，為大眾而傾流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我決不再

喝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天主的國裡，喝新酒的那天。」 
 

（雞叫兩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敘述：耶穌和門徒唱完聖詠，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耶穌對門徒說： 

耶穌：「你們都要跌倒，因為有記載說：『我要打擊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但

我復活後，要在你們以先，到加里肋亞去。」 
敘述：伯多祿對耶穌說： 
伯多祿：「即使眾人都要跌倒，我也不會。」 
敘述：耶穌就向伯多祿說： 
耶穌：「我實在告訴你：就在今天夜裡，雞叫兩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敘述：伯多祿更加激烈地說： 
伯多祿：「即使我必須同你一起死，我也決不會不認你。」 
敘述：眾人也都這樣說了。 
 

（耶穌開始驚懼恐怖） 

敘述：他們來到一個名叫革責瑪尼的莊園裡；耶穌對門徒說： 
耶穌：「你們坐在這裡，等我去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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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耶穌於是帶了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同去；耶穌開始驚懼恐怖，便對他們

說： 
耶穌：「我的心靈悲傷得要死；你們留在這裡，且要醒寤。」 
敘述：耶穌往前走了不遠，就俯伏在地祈求：如果可能，使這時辰離他而去；耶

穌說： 
耶穌：「阿爸！父啊！一切為你都可能；請免去我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的意

願，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敘述：耶穌回來，見他們睡著了，就對伯多祿說： 
耶穌：「西滿！你睡覺嗎？你不能醒寤一個時辰嗎？你們醒寤祈禱吧！免陷於誘

惑。心神固然切願，但肉身卻軟弱。」 
敘述：耶穌又去祈禱，說了同樣的話。耶穌又回來，見他們仍然睡著，因為他們

的眼睛沉重，也不知道要怎樣回答耶穌。 
耶穌第三次回來，對他們說： 

耶穌：「你們還睡下去嗎？還休息嗎？夠了！時辰到了，看，人子就要被交付在

罪人手裡。起來！我們去吧！看，那負賣我的，來了。」 
 

（你們捉住他，小心帶走。） 

敘述：耶穌還在說話的時候，那十二人之一的猶達斯，也就到了；同他一起的，

還有帶著刀劍棍棒的群眾，是由司祭長、經師和長老派來的。那出賣耶穌

的人，曾給他們一個暗號說： 
猶達斯：「我口親誰，誰就是；你們捉住他，小心帶走。」 
敘述：猶達斯一來，便立刻到耶穌面前說： 
猶達斯：「辣彼！」 
敘述：於是，猶達斯口親了耶穌。他們就向耶穌下手，捉住了他。 

站在旁邊的人之中，有一個拔出劍來，砍了大司祭僕人一劍，削下他的一

個耳朵。 
耶穌開口對他們說： 

耶穌：「你們帶著刀劍棍棒，出來捉拿我，如同對付強盜一樣；我天天在你們當

中，在聖殿裡施教，你們卻沒有捉拿我；但這是為應驗經上的話。」 
敘述：門徒都撇下耶穌，逃跑了。 

那時，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著一塊麻布，跟隨耶穌。 
人們就抓住了那少年人；但他撇下麻布，赤身逃走了。 

 

（你是默西亞，那應受讚頌者的兒子嗎？） 

敘述：他們把耶穌帶到大司祭那裡，所有司祭長、長老和經師，也都聚集在那裡。 
伯多祿遠遠的跟著耶穌，直到大司祭的庭院裡面，同差役們坐在一起，烤

火取暖。 
敘述：司祭長和全體公議會，尋找控告耶穌的證據，好把他處死，卻沒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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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有許多人，捏造假證據控告耶穌，但那些證據，各不相符。有幾個人

站起來，作假見證，控告耶穌說： 
群眾：「我們曾聽他說過：我要拆毀這座用人手建造的聖殿，三天內，要另建一

座非人手所造的。」 
敘述：連他們這個證據，也不相符合。 

於是，大司祭起來，站在中間，問耶穌說： 
大司祭：「這些人作證控告你的事，你什麼也不回答嗎？」 
敘述：耶穌默不作聲，什麼也不回答。 

大司祭又問耶穌說： 
大司祭：「你是默西亞，那應受讚頌者的兒子嗎？」 
敘述：耶穌說： 
耶穌：「我是，並且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邊，乘著天上的雲彩降來。」 
敘述：大司祭於是撕裂自己的衣服，說： 
大司祭：「何必還需要見證呢？你們都聽見這褻瀆的話了，你們看！該怎辦？」 
敘述：眾人都判耶穌該死。有些人就開始向他吐唾沫，蒙住他的臉，用拳頭打他，

對他說： 
群眾：「你猜是誰吧！」 
敘述：差役且用巴掌打他。 
 

（我不認識你們說的這個人） 

敘述：伯多祿在下邊庭院；來了一個大司祭的使女，看見伯多祿烤火，就注視他，

說： 
使女：「你也是和那個納匝肋人耶穌一起的。」 
敘述：伯多祿卻否認說： 
伯多祿：「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說什麼。」 
敘述：伯多祿於是走出去，到了門廊，雞就叫了。 

那使女看見伯多祿，就又對站在旁邊的人說： 
使女：「這人是和他們一起的。」 
敘述：伯多祿又否認了。 

過了一會兒，站在旁邊的人，又再對伯多祿說： 
群眾：「你的確是和他們一起的，因為你也是個加里肋亞人。」 
敘述：伯多祿就開始詛咒，並發誓說： 
伯多祿：「我不認識你們說的這個人。」 
敘述：立刻雞就叫了第二遍。 

伯多祿於是想起耶穌對他所說的話：「雞叫兩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就放聲大哭起來。 
 

（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君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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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到了清晨，司祭長、長老及經師，和全體公議會，商討完畢，就把耶穌捆

綁起來，解送給比拉多。 
比拉多問耶穌說： 

比拉多：「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你說的是。」 
敘述：司祭長控告耶穌許多事；比拉多又問耶穌說： 
比拉多：「你看，他們控告你這麼多的事，你什麼都不回答嗎？」 
敘述：耶穌仍然沒有回答什麼，以致比拉多大為驚異。 

每逢節日，總督慣常給民眾釋放一個他們所要求的囚犯。當時，有一個名

叫巴辣巴的，他是與那些在暴動中殺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群眾上去，

要求按慣例給他們辦理。比拉多回答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比拉多原知道司祭長是由於嫉妒，才把耶穌解送來的。 

但是，司祭長卻煽動群眾，寧要給他們釋放巴辣巴。比拉多又向他們說： 
比拉多：「那麼，對你們所稱的猶太人君王，我可怎麼辦呢？」 
敘述：群眾又喊說： 
群眾：「釘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比拉多對他們說： 
比拉多：「他做了什麼惡事？」 
敘述：他們越發喊說： 
群眾：「釘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比拉多願意滿足群眾，就給他們釋放了巴辣巴，把耶穌鞭打後，交給他們，

釘在十字架上。 
 

（編了一個茨冠，給他戴上。） 

敘述：兵士把耶穌帶到庭院裡面，即總督府內，把全隊叫齊，給耶穌穿上紫紅袍，

編了一個茨冠，給他戴上，開始向他致敬說：「猶太人的君王，萬歲！」

然後用一根蘆葦，敲他的頭，向他吐唾沫，屈膝朝拜他。 
兵士戲弄了耶穌之後，就給他脫去紫紅袍，給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後

帶他出去，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他們把耶穌帶到哥耳哥達地方） 

敘述：有一個基勒乃人西滿，是亞歷山大和魯富的父親，他從田間來，正路過那

裡；他們就強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 
他們將耶穌帶到哥耳哥達，解說「髑髏」的地方。 

 

（他被列於叛逆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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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他們就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喝，耶穌卻沒有接受。 
他們就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並把他的衣服分開，拈鬮，看誰得什麼。 
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時，正是第三時辰。他的罪狀牌上寫的是：「猶

太人的君王。」 
與耶穌一起，還釘了兩個強盜：一個在他右邊，一個在他左邊。【這就應

驗了經上所說的：『他被列於叛逆者之中。』】 
 

（他救了別人，卻不能救自己！） 

敘述：路過的人都侮辱耶穌，搖著頭說： 
群眾：「哇！你這拆毀聖殿，三天內重建起來的，你從十字架上下來，救你自己

吧！」 
敘述：同樣，司祭長與經師也譏笑他，彼此說： 
群眾：「他救了別人，卻不能救自己！默西亞，以色列的君王！現在從十字架上

下來吧，叫我們看了，好相信！」 
敘述：連與他一起，釘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辱罵他。 
 

（耶穌大喊一聲，就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敘述：到了第六時辰，遍地昏黑，直到第九時辰。 
在第九時辰，耶穌大聲呼號說： 

耶穌：「厄羅依，厄羅依，肋瑪撒巴黑塔尼？」 
敘述：意思是： 
耶穌：「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敘述：旁邊站著的人，有的聽見了，就說： 
群眾：「看，他呼喚厄里亞呢！」 
敘述：有一個人就跑過去，把海綿浸滿了醋，綁在蘆葦上，遞給他喝，說： 
群眾：「等一等，我們看，是否厄里亞來將他卸下。」 
敘述：耶穌大喊一聲，就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跪下默禱片刻 

 
敘述：聖所裡的帳幔，從上到下，分裂為二。 

站在十字架對面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了氣，就說： 
群眾：「這人真是天主子！」 
敘述：還有一些婦女從遠處觀望，其中有瑪利亞瑪達肋納，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

親瑪利亞，及撒羅默。她們當耶穌在加里肋亞時，就跟隨了他，服事他；

還有其他許多與耶穌一同上耶路撒冷的婦女。 
 

（滾來一塊石頭，堵住墳墓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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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到了傍晚，因為是預備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來了一個阿黎瑪特雅人

若瑟，他是一位顯貴的議員，也是期待天國的人。他大膽地進見比拉多，

要求領取耶穌的遺體。比拉多驚異耶穌已經死了，於是叫百夫長來，問他

耶穌是否已死。既從百夫長口中，得知了實情，就把屍體交給了若瑟。 
若瑟買了殮布，把耶穌卸下來，用殮布裹好，把他安放在巖石中鑿成的墳

墓裡；然後滾來一塊石頭，堵住墳墓門口。 
那時，瑪利亞瑪達肋納，及若瑟的母親瑪利亞，留心觀看安放耶穌的地方。 

——上主的話。 
（講道後默想片刻） 

 
【短式】 

福音 
馬爾谷所載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 15:1-39 
 

（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到了清晨，司祭長、長老及經師，和全體公議會，商討完畢，就把耶穌捆

綁起來，解送給比拉多。 
比拉多問耶穌說： 

比拉多：「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你說的是。」 
敘述：司祭長控告耶穌許多事；比拉多又問耶穌說： 
比拉多：「你看，他們控告你這麼多的事，你什麼都不回答嗎？」 
敘述：耶穌仍然沒有回答什麼，以致比拉多大為驚異。 

每逢節日，總督慣常給民眾釋放一個他們所要求的囚犯。當時，有一個名

叫巴辣巴的，他是與那些在暴動中殺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群眾上去，

要求按慣例給他們辦理。比拉多回答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比拉多原知道司祭長是由於嫉妒，才把耶穌解送來的。 
但是，司祭長卻煽動群眾，寧要給他們釋放巴辣巴。比拉多又向他們說： 
比拉多：「那麼，對你們所稱的猶太人君王，我可怎麼辦呢？」 
敘述：群眾又喊說： 
群眾：「釘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比拉多對他們說： 
比拉多：「他做了什麼惡事？」 
敘述：他們越發喊說： 
群眾：「釘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比拉多願意滿足群眾，就給他們釋放了巴辣巴，把耶穌鞭打後，交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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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在十字架上。 
 

（編了一個茨冠，給他戴上。） 

敘述：兵士把耶穌帶到庭院裡面，即總督府內，把全隊叫齊，給耶穌穿上紫紅袍，

編了一個茨冠，給他戴上，開始向他致敬說：「猶太人的君王，萬歲！」

然後用一根蘆葦，敲他的頭，向他吐唾沫，屈膝朝拜他。 
兵士戲弄了耶穌之後，就給他脫去紫紅袍，給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然後

帶他出去，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他們把耶穌帶到哥耳哥達地方） 

敘述：有一個基勒乃人西滿，是亞歷山大和魯富的父親，他從田間來，正路過那

裡；他們就強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 
他們將耶穌帶到哥耳哥達地方，解說「髑髏」的地方。 

 

（他被列於叛逆者之中） 

敘述：他們就拿沒藥調和的酒，給耶穌喝，耶穌卻沒有接受。 
他們就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並把他的衣服分開，拈鬮，看誰得什麼。 

敘述：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時，正是第三時辰。他的罪狀牌上寫的是：「猶

太人的君王。」 
與耶穌一起，還釘了兩個強盜：一個在他右邊，一個在他左邊。【這就應

驗了經上所說的：『他被列於叛逆者之中。』】 
 

（他救了別人，卻不能救自己！） 

敘述：路過的人都侮辱耶穌，搖著頭說： 
群眾：「哇！你這拆毀聖殿，三天內重建起來的，你從十字架上下來，救你自己

吧！」 
敘述：同樣，司祭長與經師也譏笑他，彼此說： 
群眾：「他救了別人，卻不能救自己！默西亞，以色列的君王！現在從十字架上

下來吧，叫我們看了，好相信！」 
敘述：連與他一起，釘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辱罵他。 
 

（耶穌大喊一聲，就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敘述：到了第六時辰，遍地昏黑，直到第九時辰。 
在第九時辰，耶穌大聲呼號說： 

耶穌：「厄羅依，厄羅依，肋瑪撒巴黑塔尼？」 
敘述：意思是： 
耶穌：「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敘述：旁邊站著的人，有的聽見了，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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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看，他呼喚厄里亞呢！」 
敘述：有一個人就跑過去，把海綿浸滿了醋，綁在蘆葦上，遞給他喝，說： 
群眾：「等一等，我們看，是否厄里亞來將他卸下。」 
敘述：耶穌大喊一聲，就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跪下默禱片刻 

 
敘述：聖所裡的帳幔，從上到下，分裂為二。 

站在十字架對面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了氣，就說： 
群眾：「這人真是天主子！」 
敘述：——上主的話。 
（講道後默想片刻） 

 
丙年 
【長式】 

福音 
路加所載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 22:14-23:56 
 

（我渴望又渴望，在我受難以前，同你們吃這一次逾越節晚餐。） 

敘述：時候到了，耶穌就入席；宗徒也同他一起。 
耶穌對他們說： 

耶穌：「我渴望又渴望，在我受難以前，同你們吃這一次逾越節晚餐。我告訴你

們：非等到這晚餐在天主的國裡成全了，我決不再吃它。」 
敘述：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 
耶穌：「你們拿這杯，大家分著喝吧！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非等到天主的國

來臨了，我決不再喝這葡萄汁了。」 
 

（你們要這樣做，為紀念我。） 

敘述：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說： 
耶穌：「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你們要這樣做，為紀念我。」 
敘述：晚餐以後，耶穌同樣拿起杯來，說： 
耶穌：「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所立的新約。」 
 

（那負賣人子的人，是有禍的。） 

敘述：耶穌又說： 
耶穌：「但是，看，負賣我者的手，正同我一起放在餐桌上。 

人子固然要按照所預定的離去，但那負賣人子的人，是有禍的。」 
敘述：他們便彼此相問，他們中那一個會做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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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在你們中間，卻是服事人的。） 

敘述：宗徒中又起了爭論：他們中究竟誰最大。 
耶穌給他們說： 

耶穌：「外邦人有君王宰制他們；掌權管治他們的，要被稱為恩主。但你們卻不

要這樣。 
「你們中最大的，要成為最小的；為首領的，要成為服事人的。是誰大呢？

是坐席的，還是服事人的？不是坐席的嗎？可是，我在你們中間，卻是服

事人的。 
「在我的困難中，同我常常在一起的，就是你們。所以，我將王權賜給你

們，正如我父賜給了我一樣，為使你們在我的國裡，一同在我的筵席上吃

喝，並坐在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待你回頭以後，你要堅固你的弟兄。） 

敘述：耶穌又說： 
耶穌：「西滿，西滿，看，撒旦求得了許可，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是，

我已為你祈求，為叫你的信德，不至喪失，待你回頭以後，你要堅固你的

弟兄。」 
敘述：伯多祿向耶穌說： 
伯多祿：「主，我已經準備同你一起坐監，一同去受死。」 
敘述：耶穌說： 
耶穌：「伯多祿，我告訴你：今天雞還未叫以前，你要三次說不認識我。」 
 

（經上所載的，必須應驗在我身上。） 

敘述：然後，耶穌又對宗徒說： 
耶穌：「我以前派遣你們的時候，沒有帶錢囊、口袋及鞋，你們缺少了什麼沒有？」 
敘述：他們說： 
宗徒：「什麼也沒有缺。」 
敘述：耶穌向他們說： 
耶穌：「可是現在，有錢囊的，應當帶著；有口袋的，也一樣；沒有劍的，應當

變賣自己的外衣，去買一把。我告訴你們：經上所載：『他被列於叛逆者

之中』這句話，必須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有關我的事，快要成就了。」 
敘述：他們說： 
宗徒：「主，看，這裡有兩把劍。」 
敘述：耶穌給他們說： 
耶穌：「夠了！」 
 

（他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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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著他。 
到了那地方，耶穌便給他們說： 

耶穌：「你們應當祈禱，免陷於誘惑。」 
敘述：耶穌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投石那麼遠，屈膝祈禱，說： 
耶穌：「父啊！你如果願意，請免去我這杯吧！但不要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

願，成就吧！」 
敘述：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給耶穌，加強他的力量。 

耶穌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他的汗如血珠，滴在地上。 
耶穌從祈禱中起來，到門徒那裡，看見他們都因憂悶睡著了，就給他們說： 

耶穌：「你們怎麼睡覺呢？起來祈禱吧！免陷於誘惑。」 
 

（猶達斯，你用口親，來負賣人子嗎？） 

敘述：耶穌還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群人；那十二人之一，名叫猶達斯的，走在

他們前面。猶達斯走近耶穌，要口親耶穌。耶穌給他說： 
耶穌：「猶達斯，你用口親，來負賣人子嗎？」 
敘述：在耶穌左右的人，一見要發生的事，就說： 
群眾：「主，我們可以用劍砍嗎？」 
敘述：他們中有一個人，砍了大司祭的僕人，把他的右耳削了下來。耶穌說道： 
耶穌：「到此為止！」 
敘述：耶穌就摸了摸那人的耳朵，治好了他。 

耶穌對那些來到他面前的司祭長，及聖殿警官和長老說： 
耶穌：「你們拿著刀劍棍棒出來，好像對付強盜嗎？我天天同你們在聖殿裡，你

們卻沒有下手捉拿我；但現在，是你們的時候，是黑暗當權的時候！」 
 

（伯多祿一到外面，就大哭起來。） 

敘述：他們既捉拿了耶穌，便押到大司祭的住宅。伯多祿遠遠地跟著。 
他們在庭院中間生了火，大家圍著火，坐著；伯多祿也坐在他們中間。 

敘述：有一個使女看見伯多祿面對火光坐著；便定睛注視他，說： 
使女：「這個人也是同他一起的。」 
敘述：伯多祿否認說： 
伯多祿：「女人，我不認識他。」 
敘述：過了不久，另一個人看見伯多祿，又說： 
來人：「你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個。」 
敘述：伯多祿說： 
伯多祿：「你這個人！我不是。」 
敘述：約隔一個時辰，又有一個人肯定說： 
來人：「這個人，的確是同他一起的，因為他是加里肋亞人。」 
敘述：伯多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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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多祿：「你這個人！我不懂你說的。」 
敘述：伯多祿還在說話的時候，雞便叫了。 

主轉過身來，看了看伯多祿；伯多祿就想起主對他說的話：「今天雞叫以

前，你要三次不認我。」 
伯多祿一到外面，就大哭起來。 
 

（你猜一猜：是誰打你？） 

敘述：那些羈押耶穌的人，戲弄耶穌、打他；又蒙住他的眼，問他說： 
群眾：「你猜一猜：是誰打你？」 
敘述：他們還說了許多其他侮辱耶穌的話。 
 

（把耶穌帶到他們的公議會） 

敘述：天一亮，民間長老及司祭長並經師，集合起來，把耶穌帶到他們的公議會，

說： 
群眾：「如果你是默西亞，就告訴我們吧！」 
敘述：耶穌回答他們說： 
耶穌：「即使我告訴你們，你們也不會相信。如果我問，你們也不會回答。從今

以後，人子要坐在大能者天主的右邊。」 
敘述：眾人於是說： 
群眾：「那麼，你就是天主子了？」 
敘述：耶穌對他們說： 
耶穌：「你們說了，我就是。」 
敘述：他們說： 
群眾：「我們何必還需要見證呢？我們親自從他的口中聽見了。」 
敘述：於是，他們全體起來，把耶穌押送到比拉多面前。 
 

（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來。） 

敘述：司祭長及群眾開始控告耶穌說： 
群眾：「我們查得這個人，煽惑我們的民族，阻止給凱撒納稅，且自稱為默西亞、

君王。」 
敘述：比拉多於是問耶穌說： 
比拉多：「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你說的是。」 
敘述：比拉多對司祭長及群眾說： 
比拉多：「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來。」 
敘述：他們越發堅持說： 
群眾：「他在猶太全境，從加里肋亞起，直到這裡，施教，煽動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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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比拉多聽了，就問耶穌是不是加里肋亞人。既知道他屬黑落德統治，就把

他轉送到黑落德那裡。這幾天，黑落德也在耶路撒冷。 
 

（黑落德及他的侍衛，鄙視耶穌，並譏笑他。） 

敘述：黑落德見了耶穌，不勝歡喜，原來他早就想看看耶穌，因為他曾聽說過關

於耶穌的事，也指望耶穌顯個奇蹟。 
於是，黑落德問了耶穌許多事，但耶穌什麼都不回答。 
司祭長及經師，站在那裡，極力控告耶穌。 
黑落德及他的侍衛，鄙視耶穌，並譏笑他，又給他穿上華麗的長袍，把他

解回比拉多那裡。 
黑落德與比拉多，就在那一天，彼此成為了朋友；他們原先彼此有仇。 

 

（比拉多把耶穌交出，讓他們隨意處理。） 

敘述：比拉多召集司祭長、官吏及人民來，對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把這個人押來給我，好像他是一個煽惑民眾的人。看，我在你們

面前審問了他，而你們控告他的罪狀，我在這人身上，並查不出一條來；

而且，黑落德也沒有查出，因而又把他押回到我們這裡，足見他沒有做

過該死的事。所以，我鞭打他以後，便釋放他。」 
敘述：每逢節日，比拉多必照慣例，給他們釋放一個囚犯。但他們卻齊聲喊叫，

說： 
群眾：「除掉這個人，給我們釋放巴辣巴！」 
敘述：巴辣巴原是因為在城中作亂殺人，而入獄的。 

比拉多又向他們聲明，願意釋放耶穌。但他們卻不斷地喊叫，說： 
群眾：「釘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比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 
比拉多：「這人到底做了什麼惡事！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麼該死的罪狀來。所

以我懲罰他以後，便釋放他。」 
敘述：但是，他們更大聲喊叫，要求釘耶穌在十字架上。 

他們的喊聲越來越厲害。比拉多於是宣判：照他們所請求的執行，便釋放

了他們所要求的、那個因作亂殺人而入獄的犯人；並把耶穌交出來，讓他

們隨意處理。 
 

（耶路撒冷女子！你們不要哭我。） 

敘述：他們把耶穌帶走的時候，就抓住一個從田間來的基勒乃人西滿，把十字架

放在他肩上，叫他在耶穌後面背著。 
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著耶穌。婦女搥胸痛哭耶穌；耶穌轉身向她們說： 

耶穌：「耶路撒冷女子！你們不要哭我，但應哭你們自己，及你們的子女，因為

日子將到，那時，人要說：那荒胎的，那沒有生產過的胎，和沒有哺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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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乳，是有福的。那時，人要開始對高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吧！對丘陵說：

蓋住我們吧！如果對於青綠的樹木，他們還這樣做，對於枯槁的樹木，又

將怎樣呢？」 
敘述：另有兩個凶犯，也被帶去，同耶穌一同受死。 
 

（父啊！寬赦他們吧！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敘述：他們既到了那名叫髑髏的地方，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也釘了

那兩個凶犯：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耶穌說： 

耶穌：「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敘述：他們拈鬮分了耶穌的衣服。 
 

（這是猶太人的君王） 

敘述：民眾站著觀望。首領們嗤笑說： 
群眾：「別人，他救了；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傅者，被選者，就讓他救救他自己

吧！」 
敘述：兵士也戲弄耶穌，前來把醋遞給他，說： 
兵士：「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就救你自己吧！」 
敘述：在他上頭，還有一塊用希臘、拉丁及希伯來文寫的罪狀牌：「這是猶太人

的君王。」 
 

（今天，你就要同我一起在樂園裡。） 

敘述：懸掛著的凶犯中，有一個侮辱耶穌說： 
凶犯：「你不是默西亞嗎？救救你自己和我們吧！」 
敘述：另一個凶犯，應聲責斥他說： 
凶犯：「你既然受著同樣的刑罰，連天主你都不怕嗎？我們罪有應得；我們所受

的，正相稱於我們所做的；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 
敘述：隨後，那凶犯又對耶穌說： 
凶犯：「耶穌，當你來為王時，請你記得我！」 
敘述：耶穌給他說： 
耶穌：「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同我一起在樂園裡。」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 

敘述：這時，大約已是第六時辰，遍地都昏黑了，直到第九時辰。太陽失去了光，

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耶穌大聲呼喊，說： 
耶穌：「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 
敘述：耶穌說完這話，便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37 



跪下默禱片刻 

 
敘述：百夫長看見所發生的事，於是光榮天主說： 
百夫長：「這人，實在是一個義人。」 
敘述：所有來看熱鬧的群眾，見了這情形，都搥著胸膛，回去。 

所有與耶穌相識的人，和那些由加里肋亞來跟隨耶穌的婦女，遠遠地站著

觀看。 
有一個人名叫若瑟，是一個議員，又是一個善良公正的人。他原是猶太阿

黎瑪特雅城的人，一向期待天主的國；他沒有贊同其他人的計謀和作為。

他去見比拉多，要求領取耶穌的遺體。他把遺體卸下，用殮布裹好，安葬

在由巖石鑿成，而尚未葬過人的墓穴裡。那天是預備日，安息日快到了。 
從加里肋亞陪同耶穌來的那些婦女，在後邊跟著，觀看那墓穴，並觀看耶

穌的遺體，是怎樣安葬的。她們回去，就預備下香料和香膏。安息日，她

們依照誡命安息。 
——上主的話。 
（講道後默想片刻） 

 
【短式】 

福音 
路加所載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 23:1-49 

 
敘述：那時候，民間長老、司祭長和經師都起來，把耶穌押送到比拉多面前。 
 

（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來。） 

敘述：他們開始控告耶穌說： 
群眾：「我們查得這個人，煽惑我們的民族，阻止給凱撒納稅，且自稱為默西亞、

君王。」 
敘述：比拉多於是問耶穌說： 
比拉多：「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你說的是。」 
敘述：比拉多對司祭長及群眾說： 
比拉多：「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來。」 
敘述：他們越發堅持說： 
群眾：「他在猶太全境，從加里肋亞起，直到這裡，施教，煽動民眾。」 
敘述：比拉多聽了，就問耶穌是不是加里肋亞人。既知道他屬黑落德統治，就把

他轉送到黑落德那裡。這幾天，黑落德也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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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落德及他的侍衛，鄙視耶穌，並譏笑他。） 

敘述：黑落德見了耶穌，不勝歡喜，原來他早就想看看耶穌，因為他曾聽說過關

於耶穌的事，也指望耶穌顯個奇蹟。 
敘述：於是，黑落德問了耶穌許多事，但耶穌什麼都不回答。 

司祭長及經師，站在那裡，極力控告耶穌。 
黑落德及他的侍衛，鄙視耶穌，並譏笑他，又給他穿上華麗的長袍，把他

解回比拉多那裡。 
黑落德與比拉多，就在那一天，彼此成為了朋友；他們原先彼此有仇。 

 

（比拉多把耶穌交出，讓他們隨意處理。） 

敘述：比拉多召集司祭長、官吏及人民來，對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把這個人押來給我，好像他是一個煽惑民眾的人。看，我在你們

面前審問了他，而你們控告他的罪狀，我在這人身上，並查不出一條來；

而且，黑落德也沒有查出，因而又把他押回到我們這裡，足見他沒有做

過該死的事。所以，我鞭打他以後，便釋放他。」 
敘述：每逢節日，比拉多必照慣例，給他們釋放一個囚犯。但他們卻齊聲喊叫，

說： 
群眾：「除掉這個人，給我們釋放巴辣巴！」 
敘述：巴辣巴原是因為在城中作亂殺人，而入獄的。 

比拉多又向他們聲明，願意釋放耶穌。但他們卻不斷地喊叫，說： 
群眾：「釘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比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 
比拉多：「這人到底做了什麼惡事！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麼該死的罪狀來。所

以我懲罰他以後，便釋放他。」 
敘述：但是，他們更大聲喊叫，要求釘耶穌在十字架上。 
敘述：他們的喊聲越來越厲害。比拉多於是宣判：照他們所請求的執行，便釋放

了他們所要求的、那個因作亂殺人而入獄的犯人；並把耶穌交出來，讓他

們隨意處理。 
 

（耶路撒冷女子！你們不要哭我。） 

敘述：他們把耶穌帶走的時候，就抓住一個從田間來的基勒乃人西滿，把十字架

放在他肩上，叫他在耶穌後面背著。 
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著耶穌。婦女搥胸痛哭耶穌；耶穌轉身向她們說： 

耶穌：「耶路撒冷女子！你們不要哭我，但應哭你們自己，及你們的子女，因為

日子將到，那時，人要說：那荒胎的，那沒有生產過的胎，和沒有哺養過

的乳，是有福的。那時，人要開始對高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吧！對丘陵說：

蓋住我們吧！如果對於青綠的樹木，他們還這樣做，對於枯槁的樹木，又

將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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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另有兩個凶犯，也被帶去，同耶穌一同受死。 
 

（父啊！寬赦他們吧！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敘述：他們既到了那名叫髑髏的地方，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也釘了

那兩個凶犯：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耶穌說： 

耶穌：「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敘述：他們拈鬮分了耶穌的衣服。 
 

（這是猶太人的君王） 

敘述：民眾站著觀望。首領們嗤笑說： 
群眾：「別人，他救了；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傅者，被選者，就讓他救救他自己

吧！」 
敘述：兵士也戲弄耶穌，前來把醋遞給他，說： 
兵士：「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就救你自己吧！」 
敘述：在他上頭，還有一塊用希臘、拉丁及希伯來文寫的罪狀牌：「這是猶太人

的君王。」 
 

（今天，你就要同我一起在樂園裡。） 

敘述：懸掛著的凶犯中，有一個侮辱耶穌說： 
凶犯：「你不是默西亞嗎？救救你自己和我們吧！」 
敘述：另一個凶犯，應聲責斥他說： 
凶犯：「你既然受著同樣的刑罰，連天主你都不怕嗎？我們罪有應得；我們所受

的，正相稱於我們所做的；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 
敘述：隨後，那凶犯又對耶穌說： 
凶犯：「耶穌，當你來為王時，請你記得我！」 
敘述：耶穌給他說： 
耶穌：「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同我一起在樂園裡。」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 

敘述：這時，大約已是第六時辰，遍地都昏黑了，直到第九時辰。太陽失去了光，

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耶穌大聲呼喊，說： 
耶穌：「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 
敘述：耶穌說完這話，便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跪下默禱片刻 

 
敘述：百夫長看見所發生的事，於是光榮天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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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長：「這人，實在是一個義人。」 
敘述：所有來看熱鬧的群眾，見了這情形，都搥著胸膛，回去。 

所有與耶穌相識的人，和那些由加里肋亞來跟隨耶穌的婦女，遠遠地站著

觀看。 
——上主的話。 

 

「救主受難始末」後，該作簡短講道，並可靜默片刻。 

信經 

信友禱文 
 
獻禮經 
上主，求你因你獨生子的苦難，寬恕我們的罪過；雖然我們的行為，不配領受你

的恩惠，但靠你聖子獨一無二的祭獻，願我們也能體驗到你的憐憫。因主耶穌基

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基督苦難主日頌謝詞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著我們的主基督，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

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基督清白無辜，卻甘願為不虔敬的人受苦；他接受定罪，為拯救罪人。他的死亡，

洗脫我們的過犯；他的復活，促使我們成義得救。 
為此，我們隨同所有天使，讚美你，稱頌你，不停地歡呼： 
 
領主詠 
我父，如果不能免去這杯，非要我喝不可，就成就你的意願吧！（瑪 26:42） 
（領主後默禱片刻） 

 
領主後經 
上主，我們飽饗了神聖的食糧。你既藉聖子的死亡，使我們對所信的，懷有希望；

懇切求你，使我們也因他的復活，得以到達我們嚮往的天鄉。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隆重祝福 
主祭：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執事/主祭：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 
主祭向會眾伸手 

主祭：上主，我們懇求你，垂顧這大家庭，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曾為了她，毫

不遲疑地把自己交於惡人手中，並接受了十字架苦刑。他是天主，永生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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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信眾：亞孟。 
主祭：願全能天主，聖父、聖子聖神的降福臨於你們，並永遠存留在你們當中。 
信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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