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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F 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  

2022 年  

基督受难周默想 
 

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CCEF）成立于 1998 年 1 月 13 日， 

本会致力于传扬耶稣的名，分享基督的爱。 

我们立志“跟基督走，伴同学行”； 

在加拿大各校园与同学们相伴相随，探索人生真道， 

在学业、生活、灵性上一起成长，活出丰盛的生命。 

 

奉献支持:电子转账 finance@ccef-oc.org 

https://www.ccef-oc.org/donation 

YouTube 频道： CCEF 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 

https://www.youtube.com/CCEF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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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受难周默想：“伤痛的爱”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大家来参加基督受难周默想，一起操练用全人投入的默想方式在基

督受难的过程中陪伴他，经历与他同受苦。 

我们的世界充满苦难，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也常遭遇忧患和痛苦。面对苦难，我们往往不知

所措，或者本能地想要逃避。但我们从圣经知道，基督来到世上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

们的痛苦；更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

伤，使我们因他受的刑罚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神对我们至高至深的爱也就在基

督的受难中完全显明出来了。 

我们怎样不单从知识和理性上知道这爱，更是切身领受这爱，因而得着信心、盼望和力量

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心灵的伤痛呢？这周的操练帮助我们切身感受基督的受难。我们寻求

在静默中领会这些熟悉的经文情节，和主交流，让圣灵带我们更深进入神救恩的奥秘，更

深感受和领会基督伤痛的爱，不但经历这爱带来的医治和安慰，更得着力量陪伴和分担别

人的痛苦，将基督的爱分享给他们。 

 

内容：6天个人默想操练，两次全体聚会和小组分享。 

4 月 2 日晚 7：00-9：30：全体，介绍默想内容和安排，操练全人投入的默想方法。 

视频请点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7S9Uv1n9mc&list=PLIw8eS5YzJEnyVaa5LMO1ii0FUCZ

P3BLp&index=3 

4 月 3-8日：个人默想，30-45分钟。 

4 月 9 日晚 7：00-9：30：全体，彼此分享默想的感受，总结和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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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投入的读经 

目的：藉着读经和祷告进入和天父上帝的双向对话；从追求知识到进入与神的亲密关系。 

方法：运用想像力在心中描绘福音书的一段经文，然后将自己置于场景中， 尝试通过故事的情景来与主相

遇，以带动我们的思想，情感和心灵与主有个人接触，使我们与主的相遇超越认知层面，进入心灵相交。 

步骤：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 

放 松，坐舒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吸气时心里说

“主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 

2. 阅读，默想：慢慢地读出经文，每读完一遍安静几分钟，并参考下面的提示默想和祷告。 

1) 读第一遍，对福音故事有初步理解，留意： 

是什么事？ 

发生什么时候，在哪里？有哪些人？ 

过程如何：起因，转折，高潮，结果？ 

2) 读第二遍,建立场景.用想像力描绘故事中的地方，并想像自己身在其中。 

身临其境：我是哪个角色？我在哪里？ 

运用五官：我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闻到什么？尝到什么？触摸到什么？ 

3) 读第三遍，全人投入，感受默想。 

留意你心中的感受：什么感动我、吸引我？或者，什么使我抗拒、惧怕？ 

留意特别打动你的字/词/句：我想到什么？ 

3. 与主对话： 

祷告寻求：“主啊，你要藉着这个字/词/句跟我说什么？”“主啊，我为什么有这种感受？” 

 祷告回应：“主啊，谢谢你藉着这段经文  提醒我/引导我/让我思想/让我明白。。。” 

 “求主帮助我学习/效法/跟随/顺从。。。”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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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笔记 

在灵修结束时，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回顾、反思并写下灵修过程中的主要经历和感受，比如读经时特别留

意到的地方、得到的亮光、当时心灵的感受、对主的祷告，等等。我们可以这样写灵修笔记： 

1) 简记一下时间、地点、自己的身心状态、灵修的主题或读经的章节 

2) 主要经历和感受 

● 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 我领受了什么洞见，或心灵的感知？ 

● 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或感知？ 

● 我留意到什么与我当前的生活或从前的经历相关的事？ 

● 我有没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想问神的？ 

3) 与主的关系和属灵的情感 

● 我跟主的关系有没有改变或成长？有没有感到主的同在？感到亲近还是疏隔？ 

● 与主对话是什么感觉？ 

● 心灵有否感受到从圣灵来的平安、喜乐、爱、信心、盼望。。？还是感到枯干、焦虑、抑郁、

愤怒。。？为什么会有这些感受？ 

 

小组属灵交谈程序 

另见视频 worksho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wy0bYm5AIo&list=PLIw8eS5YzJEnyVaa5LMO1ii0FUCZP3BLp&index=1 

时间：50-60分钟，分三轮分享 

以安静开始（1-2 分钟），向神的奥秘开放，彼此聆听，更聆听圣灵 

1)  聆听：个人灵修操练的经历（35 分钟，每位 8-9分钟） 

• 分享者：过去一周的操练中，我特别留意到什么？最感动我的是什么？ 

• 聆听者：全身心专注地聆听，留意吸引你的内容，求圣灵通过灵修同伴的分享向我启示洞见。

不论断，不评论，不提建议。 

2)  回应：第一轮聆听的感触（15 分钟，每位 3-4分钟） 

• 在你聆听的时候，什么触动你？你留意到什么？什么让你感到惊讶？你学到什么？ 

3)  祷告：感谢圣灵的礼物（5 分钟，每位 1 分钟） 

• 在今天的交流中，我从圣灵领受到什么礼物？我们小组从圣灵领受了什么礼物？ 

• 什么对你有帮助？你感激什么？什么让你感到有挑战？ 

  

小组属灵交谈是彼此聆听和聆听圣灵： 

• 不是分析聚会，也不是努力控制将来的结果，而是以温柔的眼光，与神一起留意整个聚会时间

内小组进行情况，并且诚实地分享从四周所观察到的东西。 

• 重点是放在对小组和个人心里的恳切祷求的感觉，如下问题或许可以帮助你反思： 

1)  你留意到什么？什么让你感到惊讶？ 

2)  你感激什么？什么让你感到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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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你是分享者，什么对你有帮助？什么对你可能会更有帮助？ 

4)  如果你是回应者，在你聆听的时候，什么触动你？ 

  

给分享者的建议： 

• 选择任何适合你和小组开放程度的内容分享 

• 以祈祷的心临在，真诚地表达，留意未被打开的经验 

• 避免询问信息，解决方法或建议 

• 可以分享你生命历程中你留意到神的片段，比如： 

1)    邀请、挑战、确认等 

2)    你留意到的你自己和你生活中的变动 

3)    充满恩典的的时刻、主题 

4)    挣扎、苦难等 

 

回应分享者的一些方式： 

• “我听到……”   …反馈分享中所提到的内容 

• “我留意到……” …主题、模式、分享者陈述时的一些方式等 

• “我有点惊讶……” …你没有预期的内容，或者在聆听过程中吸引你注意的内容 

• “我想知道……” …一个关于分享者内在或圣灵感动的真诚的开放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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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3 

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 26：20-30   

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

卖我了。 

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

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

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

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放 松，

坐舒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 吸气

时心里说“主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在基督的悲伤中同伤悲，在他的痛楚中同伤痛，因着基督为

我所受的苦难而流泪和心痛。   

 

2. 阅读，默想：慢读经文三遍，每遍之间静默几分钟。 

1) 读第一遍，理解故事，留意事情发生的过程。 

2) 读第二遍，建立场景： 

想像我在场和门徒们一起，我在什么位置？离耶稣有多远？ 

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我闻到什么？吃喝时尝到什么？触摸到什么？ 

3) 读第三遍，感受默想：想像我是门徒中的一位， 

• 当我听到耶稣说有人要卖他时，我心里怎么想？ 

• 我会不会像门徒一样问耶稣，“主，是我吗？”为什么会？或为什么不会？ 

• 当耶稣说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血为多人流出时，我的感受是什么？ 

• 当耶稣把饼和杯递给我，我的手指触到他的手指时，你有什么感受？我的内心深处感

觉到什么？ 

3. 与主对话：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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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4 

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 26：36-41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

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

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

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

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放松，坐舒

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吸气时心里说

“主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在基督的悲伤中同伤悲，在他的痛楚中同伤痛，因着基督为我所

受的苦难而流泪和心痛。  

 

2. 阅读，默想：慢读经文三遍，每遍之间静默几分钟。  

试想像耶稣挑选我与他一起去客西马尼园： 

• 在去客西马尼园的路上，我有什么感受？ 

• 当我听到耶稣恳求父神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 

• 当我因为睡着了被耶稣责备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 

 

3. 与主对话：我你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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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5 

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 18：12-27   

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那面前，因为亚那是本年作

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

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

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

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 

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

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

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

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

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亚那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 

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

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

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放松，坐舒

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吸气时心里说

“主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在基督的悲伤中同伤悲，在他的痛楚中同伤痛，因着基督为我所受

的苦难而流泪和心痛。   

2. 阅读，默想：慢读经文三遍，每遍之间静默几分钟。  

想像我是彼得，远远地跟着主耶稣和人群。当主耶稣被带到里面的时候，我站在那里烤火，想看

一看将要发生什么。 

• 当我被问到是不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 

• 当我否认我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 

• 当我想起自己说过的话“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有什么感

受？ 

• 当我想起耶稣回答你“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我有什

么感受？ 

• 当我第二和第三次否认我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 

• 在我第三次否认我是耶稣的门徒之后，鸡就叫了，我有什么感受？ 

3. 与主对话： 

我对承认自己是耶稣的跟随者感觉困难吗？或在什么情况下感觉困难？ 

我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否认自己是耶稣的跟随者？ 

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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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6 

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 23：13-25    

彼拉多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

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作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有古卷在此有每

逢这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众人却一齐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 

彼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彼拉多第三次

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作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

把他释放了。 

他们大声催逼彼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彼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

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放松，坐舒

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吸气时心里说

“主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在基督的悲伤中同伤悲，在他的痛楚中同伤痛，因着基督为我所受

的苦难而流泪和心痛。   

 

2. 阅读，默想：慢读经文三遍，每遍之间静默几分钟。  

想像我跟着耶稣，从希律的宫中又来到彼拉多的堂前： 

● 我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 当我听到彼拉多说要责打耶稣后释放他，我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 当我听见众人叫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时，我的感受是什么？ 

● 当彼拉多屈从众人的要求、同意把耶稣钉十字架时，我的感受是什么？ 

 

3. 与主对话：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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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4/7 

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 23：33-46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

右边。 

当下耶稣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

子，（有古卷在此有用希利尼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

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阿，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记念我。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

说，父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放松，坐舒

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吸气时心里说

“主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在基督的悲伤中同伤悲，在他的痛楚中同伤痛，因着基督为我所受

的苦难而流泪和心痛。   

 

2. 阅读，默想：慢读经文三遍，每遍之间静默几分钟。  

想像我和众人站在十字架附近： 

● 我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承受怎样的剧痛？我的感受是什么？ 

● 我听见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我想

到什么？ 

● 当我听见其中一个犯人讥诮耶稣时，我看到耶稣有什么反应？我有什么感受？ 

● 当我听到耶稣对另一个求告他的犯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乐园里了”

时，我的想法是什么？我心里有什么感受？ 

● 我听见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看见他断气，我的感受是什

么？我此刻心里对天父的想法是什么？ 

 

3. 与主对话：我此刻想对主说什么？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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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总结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尝试用另一

种更能够表达我内心感受的身体姿势（如：平躺、俯伏、双膝跪地、慢走、举起双手……）来

到神面前。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在基督的悲伤中同伤悲，在他的痛楚中同伤痛，因着基督为我所受的

苦难而流泪和心痛。    

 

2. 回顾这周的操练： 

● 在这周的灵修中，什么特别触动到我？为什么？ 

● 在这周的灵修中，有什么让我吃惊的事？为什么？ 

● 我所求的心之所愿，在过去几天对我有什么影响？ 

 

3. 与主对话：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并预备明天的分享。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或《苦路》）结束今天的灵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x4sDDvb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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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经文： 路加福音24：1-9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

了。她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她们

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记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

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她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放 松，坐

舒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 吸气时心里

说“主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 求神让我能因主耶稣复活的荣耀和喜乐而高兴欢喜。 

 

2. 阅读，默想：慢读经文三遍，每遍之间静默几分钟。 

1) 读第一遍，理解故事，留意事情发生的过程。 

2) 读第二遍，建立场景： 

想象我是这些妇女中的一位，我看到坟墓前的状况是怎样的？我走进坟墓里，看到什么情

景？ 

3) 读第三遍，感受默想：  

• 在前往坟墓途中，我在想什么？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 当我看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坟墓里主耶稣的身体也不见了，我的感受是什么？我

想到什么？我的同伴的反应是什么？ 

• 当我看到两个衣服发光的人时，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的同伴的反应是什么？ 

• 当我听到他们所说的话时，我的感受是什么？我想到什么？我的同伴怎么反应？ 

 

3. 与主对话：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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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24：10-12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马利亚，还有与她们在一处的妇女。

她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希奇所成的事。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放松，坐舒

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吸气时心里说“主

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因主耶稣复活的荣耀和喜乐而高兴欢喜。   

 

2. 阅读，默想：慢读经文三遍，每遍之间静默几分钟。  

试想象我是彼得，听到这些妇女们告诉我和其他使徒她们在耶稣的坟墓所看见的和听见的事： 

• 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些妇女们所说的是胡言？ 

• 当我们表示不相信她们的话时，她们的反应是什么？ 

• 我为什么决定去坟墓那里看？ 

• 当我看到坟墓里的情形时，我的感受是什么？我有什么想法？ 

 

3. 与主对话：我你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CCEF 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 2022 年 基督受难周默想 
 
 

版权归属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所有；欢迎分享             机构网站: https://ccef-oc.org/ 

 
 

2022/4/13 

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24：13-24    

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他们

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

革流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

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

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

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放松，坐舒

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吸气时心里说“主

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因主耶稣复活的荣耀和喜乐而高兴欢喜。    

 

2. 阅读，默想：慢读经文三遍，每遍之间静默几分钟。  

想象我是走在往以马忤斯路上的其中一个门徒： 

• 走在路上时，我的心情是怎样的？我在想什么？ 

• 当一个陌生人开始和我们同行时，我心里怎么想？是高兴他同行，还是不欢迎他？ 

• 当他询问和聆听我们诉说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时，我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为什么？ 

 

3. 与主对话：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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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24：25-35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

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

白了。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

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

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

经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放松，坐舒

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吸气时心里说“主

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因主耶稣复活的荣耀和喜乐而高兴欢喜。    

 

2. 阅读，默想：慢读经文三遍，每遍之间静默几分钟。  

还是想象我是走在往以马忤斯路上的其中一个门徒： 

• 当我听到那人回答我们、对我们讲解圣经中关于基督的启示时，我内心的感受和想法是怎样

的？ 

• 在我们与这人交流的过程中，我感到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当他似乎要和我们分开时，

我的感受时什么？ 

• 当我认出耶稣、他却忽然消失不见时，我的反应是什么？ 

 

3. 与主对话：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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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24：36-49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

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

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希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有

古卷在此有和一块蜜房）。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

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

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

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放松，坐舒

服，体会一下自己的脖子、肩膀、腿，有没有都很放松；然后做 5 次深呼吸，吸气时心里说“主

的平安”，呼气时心里说“我的疲累”。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因主耶稣复活的荣耀和喜乐而高兴欢喜。    

 

2. 阅读，默想：慢读经文三遍，每遍之间静默几分钟。  

想象我是门徒中的一位，当耶稣站在我们中间、向我们问安时： 

• 我的反应是什么？ 

• 当耶稣指给我们看他的手和脚、并且向我们要了一块烧鱼吃的时候，我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 当我听到耶稣对我解释圣经的预言怎么应验在他身上时，我有什么感受和想法？ 

• 当我听到耶稣吩咐我们要为他的受害和复活作见证和传道、并且等候他所应许的能力时，我

的感受和想法是什么？ 

 

3. 与主对话：我此刻想对主说什么？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灵修. 

 

  



CCEF 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 2022 年 基督受难周默想 
 
 

版权归属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所有；欢迎分享             机构网站: https://ccef-oc.org/ 

 
 

2022/4/16 

回顾总结  

1. 预备：安静在神面前，回顾一天所经历的神的祝福和恩典，留意自己身心的状态。尝试用另一

种更能够表达我内心感受的身体姿势（如：平躺、俯伏、双膝跪地、慢走、举起双手……）来

到神面前。  

求“心之所愿”：求神让我能因主耶稣复活的荣耀和喜乐而高兴欢喜。     

 

2. 回顾这周的操练： 

• 在这周的灵修中，什么特别触动到我？为什么？ 

• 在这周的灵修中，有什么让我吃惊的事？为什么？ 

• 我所求的心之所愿，在过去几天对我有什么影响？ 

 

3. 与主对话：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主；等候聆听主的回应。  

 

4. 写属灵日记：记下今天与主交流时的感受，并预备明天的分享。  

  

5. 静默片刻，用主祷文（或聆听“In Christ Alone”）结束今天的灵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9-UNer6M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