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齋首日(聖灰日)
主禮 :
會眾 :

願主與你們同在。
也與你同在。

大齋首日祝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你不厭棄任何你親自創造之物，又赦免凡誠心悔過者的罪孽。求你在我們裏面營
造更新和痛悔的心，使我們真誠地為自己的罪哀痛,和承認人生的破碎時，得蒙憐憫人的上帝完全
寬恕和潔淨；靠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主與聖父、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同為一上帝，
永無窮盡。阿們。
經課
约珥書
2:1-2, 12-17a
詩 篇 103 篇 8-18 R: 上主記得我們只不過是塵土。
哥林多後書 5:20b-6:2 (3-10)
馬太福音
6: 1-6, 16-21

講道
講道後, 會眾站立, 主禮用如下的話邀請會眾同守大齋期。
親愛的主內朋友, 每一年在基督的逾越節, 我們都慶祝主耶穌透過他的死和復活救贖我們。大齋期
的設立, 是為這慶典作出準備, 即是一段更新我們體驗這奧秘的時間。在這節期的開始，我們重溫
我們多麼需要悔改，多麼需要主耶穌福音所宣講的恩典和寬恕。

如有塗灰, 可讀如下:
在這旅程的開始, 我們用灰來作提示, 灰是個古老的象徵, 表達人生的脆弱和變幻, 灰也是整個教會
懺悔的印記。
因此, 我奉主之名, 僅請各位來守一個聖潔的大齋期, 去自省, 悔罪, 禁慾和施捨, 更用心閱讀和默想
聖經 - 上帝的話語。現在讓我們在創造和拯救我們的主前跪下。
詩 篇 51 篇

按：* 是希伯來詩歌自然分段, 讀者應稍為停頓。會眾可同讀, 分段啟應, 也可由主禮或詩班領讀,
會眾在每段用 R 一同回應。
R: 上帝啊，求你為我們營造清潔的心。
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愛憐恤我！* 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過犯！
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因為，我知道我的過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這惡，
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 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

我是在罪孽裡生的，* 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愛的是內裡誠實；* 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 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 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踴躍。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 塗抹我一切的罪孽。
上帝啊，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 使我裡面重新有正直的靈。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面；* 不要從我收回你的聖靈。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樂，* 賜我樂意的靈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過犯的人，* 罪人必歸順你。
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脫離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頭就高聲歌唱你的公義。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張開，* 我的口便傳揚讚美你的話！
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 燔祭，你也不喜悅。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上帝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認罪
全體 :

至聖及最慈悲的上帝 , 我們向祢承認, 互相承認, 在天上地下眾聖徒面前
承認, 我們在思想 ，言語和行為上所犯的罪，我們咎由自取, 應做的不
做, 不應做的反去做。

主禮 :

我們沒有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愛袮,也沒有愛人如己。雖然
祢饒恕了我們的罪，但我們沒有饒恕得罪我們的人。
主啊,求祢憐憫我們。

會眾:
主禮 :
會眾:
主禮 :

我們對祢的呼召充耳不聞, 沒有像基督服事我們地去服務別人；
我們沒有以基督的心為心, 我們令聖靈擔憂。
主啊,求祢憐憫我們。

會眾:

主啊,我們向祢承認過去所有對祢的不忠,
我們的自傲, 虛偽和急躁。
主啊,求祢憐憫我們。

主禮 :
會眾:

我們放縱私慾, 也利用他人。
主啊, 我們向祢認罪。

主禮 : 我們對自己的挫敗忿怒, 也妒忌別人的幸福。
會眾: 主啊, 我們向祢認罪。
主禮 : 我們太愛屬世的事物和享受，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誠實正直。
會眾: 主啊, 我們向祢認罪。
主禮 : 我們疏忽了禱告和崇拜，也未有為自己的信仰作見證。
會眾: 主啊, 我們向祢認罪。

主禮 :
會眾:

求主接納我們懺悔所犯的過錯: 對人間疾苦視若無睹,
對不平和殘暴漠不關心。
主啊, 求祢接納我們的懺悔。

主禮 :
會眾:

為所有錯誤的論斷, 對友鄰的鄙視, 和歧視異於我們的人。
主啊, 求祢接納我們的懺悔。

主禮 :
會眾:

對祢創造的大地, 我們浪費，污染, 沒有關心下一代的權益。
主啊, 求祢接納我們的懺悔。

主禮 : 美善的上帝 , 修復我們, 把祢的義憤離開我們。
會眾: 求主垂聽, 祢的恩慈是大的。

塗灰
主禮 :

全能的上帝 , 祢從大地的塵土創造了我們: 求主使這灰作為我們
必朽肉身和真誠悔改的記號。並讓我們謹記, 惟有倚靠祢的宏恩,
我們才能得享永生；這都是靠賴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塗灰者用如以下的話向前來者塗灰:
謹記你原是塵土, 以後也會終歸塵土。

塗灰完畢, 崇拜繼續。
主禮 : 主啊, 請完成祢對我們所賜的救贖，
會眾: 使我們能在世上彰顯祢的榮光。
主禮 : 靠著聖子我主耶穌基督的十架受難,
會眾: 帶我們與眾聖徒進入復活的喜樂。
主禮 : 全能的上帝施恩給你們,
赦免與釋放你們的罪;
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增強與堅定你們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們進入永生。
。
會眾: 阿們。

平安禮
眾立, 主禮對會眾說 :
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 : 也與你同在。

會眾及牧師可奉主的名互祝平安。如有聖餐, 應用以下禱文:
獻禮禱文
慈悲的上帝，求使我們從罪惡轉向忠誠。求接納我們的奉獻，並預備我們的身心，去紀念
及頌揚我們的救主基督的死和復活。祂與你一同永生、一同掌權，從現在直到永遠。
餐後禱文
憐憫人的上帝，你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使你的子民與你復和。求使我們效法祂禱告和
齋戒的模樣，而能甘心的順服你，而在聖潔的相愛中彼此服事。藉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

棕樹主日 (受苦主日)
棕枝禮儀
若環境許可 ， 會眾可在教堂外齊集 ， 以行列進堂。行列中所攜帶的棕枝或其他枝幹 ， 可在崇
拜前或祝福棕枝禱文後 ， 分發與會眾。會眾站立 ， 唱或讀以下或其他合宜的聖頌
牧師：奉主名而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會眾：高高在上和撒那。
牧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大齋期內我們準備慶祝主耶穌逾越的奧秘，今天我們記念耶穌 基督
凱旋進入聖城耶路撒冷，群眾手搖著棕枝來高呼讚美，在他面前的是犧牲，受苦和死亡。
今天我們迎接主耶穌作為我們的王，雖然我們知道他的冠冕就是荊棘，他的寶座就是十架。
我們在這聖週裏追隨他從棕枝的榮耀到復活的榮耀，中間經歷黑暗和死亡的苦路。我們既
然與他在十字架的苦難上聯合，也將分享他的復活和新生命。
我們要祈禱：
賜救恩的主上帝，懇求你施恩扶助我們，可以滿心喜樂地稱頌你那賜我們生命和永生的大
能作為，藉著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此時 ， 由會吏或其他指定人員讀以下一段經課
甲年
乙年
丙年

馬太福音 21 : 1-11
馬可福音 11 : 1-11 上, 或約翰福音 12: 12-16
路加福音 19: 29-40

主禮人宣讀以下祝福棕枝禱文
主禮: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願主也與你同在。

主禮: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會眾: 感謝和讚美主上帝是理所當然的。
主禮:

全能的上帝 ，讚美你是應當的。因你大愛的作為 ，藉著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
救贖了我們。在這日 ，他凱旋地進入聖城耶路撒冷 ，民眾以衣飾和棕枝為他舖路 ，夾道
歡迎 ，宣稱他為萬王之王。求主使這些棕枝成為主勝利的記號 ，更使我們奉主的名手持
棕枝的人 ，能永遠尊他為王 ，在生命的道路上跟從他 ，直到永生 ; 主與聖父、聖靈 ，在
榮耀中 ，一同永生 ，一同掌權 ， 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

此時, 可唱或讀以下或其他合宜的聖頌
主禮: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會眾: 高高在上和撒那。
進堂行列
會吏:
會眾:

我們要在平安裡勇往直前 ;
奉基督的名。 阿們。

行列進行中 ， 會眾手持棕枝並唱合宜的聖詩、詩篇或聖頌, 如「無量榮光歌」及詩篇 118 : 19-29。
在適當處 ， 可暫停行列 ， 讀以下或其他合宜的祝文。
全能的上帝，主至愛的聖子降世 ，先經歷痛苦，然後進入喜樂 ; 先被釘十架，然後進入榮光 ; 求
主大發慈悲 ，使我們行走十架道路時 ，能認識這正是那生命和平安的真道路 ; 這都是靠著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阿們。

若主教或牧師不在場 ，以上崇拜可由會吏或司禱員主領。

聖餐禮
如施行聖餐禮 ， 則下接始禮啟應宣召文及本主日祝文
祝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向世人發慈悲，差遣聖子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降生在世，有 血肉之驅，
且受死在殘酷的十字架上。求主叫我們追隨他謙卑的榜樣，並得以分享他復活的榮耀，這是靠
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聖子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無窮盡。阿們。
獻禮禱文
恩慈的上帝，你獨生聖子耶穌的死和受苦，使我們在你眼前蒙喜悅，我們自已無力自救，
惟獨賴主的犧牲才能得救，求主使我們接納你的愛和慈悲。阿們。
餐後禱文
上帝是我們的救助和力量，主用聖餐餵飽我們心靈的飢渴，求主加深我們的信心，藉賴
聖子的死和復活，我們可以被引領到救贖的恩典中，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聖周星期一
始句
上帝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贖罪祭。 (約壹 4:10)
祝文
全能的上帝，祢至愛的聖子，昔日寧願經歷痛苦而不願先享快樂，寧願被釘於十字架而不願
先得榮耀：求祢發大慈悲，使我們跟從十字架之蹤跡，因而認識它就是生命與平安之道路；藉賴
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聖子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
無盡。阿們。
獻禮禱文
管治寰宇的上帝, 昔日聖子被敷上貴重的香膏, 為祂受死和埋葬作了預備, 求主接納我們今日的
奉獻, 藉賴為我們得生而受死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餐後禱文
拯救我們的上帝, 在這聖餐中祢已經更新了祢我之間的契約。求助我們跟隨那位使盲人看見, 領
囚犯進光明者的腳步, 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聖周星期二
始句
耶穌說：「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 (約 12:26)
祝文
上帝啊，藉着祢當受頌揚的聖子所受的苦，祢使羞辱和死亡成為我們獲得生命的方法：求祢
使我們能以基督的十字架為榮，以致我們能因為祢的聖子，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的緣故，欣然承
受羞辱和失敗；聖子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們。
獻禮禱文
生命的泉源, 求接納我們今日的奉獻，並使我們從罪惡和死亡中回首, 反能得分享生命樹的果實,
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餐後禱文
信實的上帝，願我們分享這筵席之人, 都能以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為榮，主是我們的救贖, 生命，
和希望, 祂是管轄萬物的主, 從今日直至永遠。阿們。

聖周星期三
始句
耶穌說：「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 13:35)
祝文
上帝啊，祢當受頌揚的聖子，我們的救主，昔日任人鞭打祂的身體，並吐唾沫在祂臉上：
求祢施恩，使我們堅信將來必顯的榮耀，就能欣然承受今世的痛苦；藉賴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而求；聖子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們。
獻禮禱文
榮耀之主上帝, 願今天的崇拜把我們的信心凝視於耶穌，新人類的創始成終者。 祂坐在祢
寶坐的右邊，從現在直至永遠。阿們。
餐後禱文
幫助我們的上帝, 祢的聖子竟被自稱為祂的朋友者出賣!願我們稱祂為主的人能永遠作祂的
忠實子民, 因祂現與祢同活同治, 直至永遠。阿們。

設立聖餐日
會眾聚集，主禮可向會眾宣讀下文或類似的話。
正在今天，基督上帝的羔羊把自己交給要宰殺他的人手上。
正在今天，基督和他的門徒在客房那裡聚集。
正在今天，基督拿起一條巾為他的門徒洗腳，為我們作了榜樣，要像他對待我們一樣去對待人。
正在今天，基督我們的上帝為我們設立聖筵, 我們吃這餅, 喝這杯者能宣佈祂聖潔的犧牲, 能參與祂
的復活；並在末日能在天上與祂一同掌權。
祝文
全能的天父，祢的愛子在受難的前夕，設立聖體寶血的聖事，並將這至聖的奧秘，賜給我
們作永生的保證：求祢大發慈悲，使我們領受的時候，常存感恩的心，記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聖子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們。
經課

甲年

出埃及記 12.1–4, (5–10), 11–14
詩篇 116.1, 10–17 R: 我將舉起救贖之杯。或 11 節
哥林多前書 11.23–26 約翰福音 13.1–17, 31b–35

乙年

出埃及記 24: 3-8
詩篇 116.1, 10–17
哥林多前書 10: 16-17 馬可福音 14:12-26

丙年

耶利米書 31: 31-34
希伯來書 10: 16-25

詩篇 116.1, 10–17
路加福音 22: 7-20

若奉行時洗腳儀式，應在福音和講道後。 主禮可以使用以下或類似的話介紹儀式:
各位跟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僕人,
在他死前的一天晚上
耶穌用洗腳, 這個謙卑服務，為他的門徒樹立了榜樣。
他教導的就是: 在上帝的國度，
力量和成長不是靠力量, 權威, 甚至奇跡去爭取,
卻透過如此卑微的服務得來。
因此, 我邀請你，這分享基督的君尊祭司的人們
(代表會眾) 出來接受我為你洗腳。
幫助我切記我是誰的僕人， 跟隨我主人的榜樣。
但你出來, 也需記住他的告誡: 將會為你做的, 你也要做給別人,
因為 “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一盆水放在聖壇的臺階上。會眾, 或其代表, 坐在靠近會眾前方的椅子上。
主禮用毛巾洗那些坐在他面前眾人的腳。在儀式進行期間可唱適當的讚美詩。
崇拜在會眾代禱後繼續。可用以下獻禮禱文:
獻禮禱文
父啊，我們預備了聖桌, 是為了記念祢愛子耶穌基督為愛而作的犧牲; 求接納我們今日的奉
獻，更求使我們在祂的愛中連結, 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在祝聖時. 聖餐禱文第三 式的祝聖詞可改為:
就在這一夜, 當在衪安然接受死亡與受苦的夜 . . .。

聖餐禱文 1 和 6 也是適用於本日。在聖餐禱文第一 式的祝聖詞可改為:
就在這一夜, 當他自願獻出自己生命的夜 . . . ,

在聖餐禱文第一六式的祝聖詞可改為:
今晚, 衪和他們同進晚餐的時候，拿起餅來. . . ,

若要在受難日用保留已祝聖的聖餅和聖酒施與會眾 ¸ 所需的聖餅和聖酒 ¸ 要在本崇拜中祝聖。
餐後禱文
聖潔的上帝, 愛的根源，耶穌在被賣之夜給門徒立下一條新戒命, 叫我們彼此相愛, 像祂愛我們
一樣。求主將此戒命刻在我等心內；效法主取了奴僕的形象去服侍他人, 甚至為我們捨命。但祂已
經復活, 並與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們。

如需宣召經句, 可用如下:
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
愛。」 (約 13:34)

基督受難日
主禮 :
會眾 :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主禮 :
會眾 :

基督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禮 :
會眾 :

全能的上帝
我們承認在思想 ，言語和行為上 ，
常常得罪了袮。
應做的不做 ，不應做的反去做。
我們沒有盡心愛袮 ，也沒有愛人如己。
現在我們痛心懊悔 ，懇求袮施憐憫 ，
為了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們 ，
好叫我們樂意遵行袮的旨意 ，蒙袮悅納 ，
而歸榮耀給袮的聖名。阿們。

主禮 :

我們要祈禱。
求全能的上帝施恩，眷顧你自己的家。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昔日為這家甘心被賣，被交在
罪人手中，且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聖子和聖父、聖靈 ，現今一同永生 ，一同掌權 ，惟
一上帝 ，永無窮盡。阿們。

經課
舊約
書信

以賽亞書 52 : 13– 53 : 12 ， 詩篇
希伯來書 4:14 -16; 或 5:7-9

22 : 1–17

用下列方式宣讀救主受難福音。宣讀福音前後習慣上的應答 ，應予略去。救主受難福音可由平信
徒唱或讀 ， 亦可指定由不同的人擔任特殊的角色 ， 會眾則負責群眾部份。宣讀救主受難福音的
前部份時 ， 會眾可坐著。當讀至「到了一個地方. . . 名叫各各他」的經文時 ( 約 19 : 17) ， 全體
會眾肅立恭聽後半部的受難福音。
我主耶穌基督的受難事蹟載在約翰福音。18: 1-19 19:17-30

講道
此時可唱聖詩一首。
莊嚴禱文

會眾站立 ， 會吏或被指定者向會眾說
親愛的主民:我們的天父差遣他的聖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使凡信
他的人，都能脫離罪惡和死亡的權勢，與主同享永生。

在以下的每段代禱中，主禮人可配合當時情況，自行決定增減禱告項目。 會眾可依指示，站立或
跪下。每段代禱事項，可由會吏或被指定者讀之，並由主禮人宣讀祝文。
我們要為基督在普世聖而公之教會祈禱 :
為教會在見證和服侍中的合一 ;
為所有主教和其他聖職人員 ;
以及他們所服侍的會眾 ;
為我們的主教 ____ ，和本教區所有的信眾 ;
為本社區內所有信奉基督的人 ;
為即將接受聖洗禮的人 (特別為 _________________ )
惟願上帝在信仰上堅固、在愛心裡增長、在平安中保守他的教會。

靜默
全能永生的上帝啊 ，你以聖靈治理眾信徒 ，把他們分別為聖 :求主接納我們為你聖教會全體會
眾所獻上的禱告和祈求 ，使他們在事奉和工作上 ，都能各盡其職、誠實虔敬地事奉你 ; 這都是
靠著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阿們。
我們要為世上萬國、萬民 ，以及他們當中的執政掌權的人祈禱 ;
為伊麗莎白女王和王室成員；
為 _____ 總理和本國政府；
為 _____ 省長和省議會；
為 _____ 市長和在本市議會執政及一切服務社會的人；
願他們藉著上帝的幫助 ，能找到正義與真理 ，並且和睦融洽地相處。

靜默
全能的上帝 ，我們懇求你 在每人心中激起對和平的真愛 ，並以你的智慧 引導所有協商國際事務
的人 ; 使你的統轄在祥和中增強 ，直到全地都充滿對你仁愛的認識 : 這都是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阿們。
我們要為所有身心遭受苦難的人祈禱 ;
為飢寒交迫、無家可歸、貧窮絕望、身受壓迫的人;
為患病受傷、身帶殘疾的人;
為孤單寂寞、惶恐懼怕 ，焦慮苦惱的人;
為面對試探、心感懷疑 ，沉淪喪志的人;
為憂傷悲慟、喪失親友的人;
為被擄被囚、身陷危難的人;
願上帝以主的慈悲、安慰 ，拯救他們 ，使他們能認識及體會上帝之大愛 ; 並且激勵我們的意志和
耐心去為他們的需要服務。

靜默
恩慈的上帝 ，你是憂傷者的安慰 ，受苦者的力量 : 願困苦貧乏者的呼聲達到主前 ，叫他們可以
在一切的苦難中 ，得到你的憐恤 ，更求你因那曾替我們受苦的聖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賜我
們力量去服侍他們。 阿們。
我們要為一切尚未接受基督福音的人祈禱 :
為從未聽聞救贖真道的人;
為喪失信心的人;
為因罪惡或冷漠 ，心裡剛硬的人;
為心存蔑視和意帶輕侮的人;
為敵對基督十 架 ，和逼迫信徒的人;
為藉基督之名逼迫他人的人;
願上帝開啟他們的心靈得以接受真理 ，並且引導他們信靠並順服主。

靜默
恩慈的上帝 、世上萬民的創造主、所有靈魂的愛護者 : 求主憐憫那些尚未因你藉著你愛子耶穌基
督之顯現而認識你的人;又求主用恩典和能力 ，叫主的福音傳給未曾聽聞的人 ; 感化頑固抗拒的
心 ， 帶領迷失的人重歸你的羊欄 ，好叫群羊都歸回惟一的牧者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我們要把自己奉獻給上帝 ，懇求主賜我們能過聖潔生活的恩典 ，好叫我們可以與那些在基督的
平安裡已經去世的人 ，和那些只有主才知道他們具有信心的人 ，一同得著救主全備的喜樂 ，在
復活時也能得享永生的冠冕。

靜默
永恆之光輝、權能不變的上帝啊 : 求主眷顧你奇妙、聖潔和奧秘的全教會 ，就是你藉著你的旨意
有效的運行 ，在祥和中完成你救贖的計劃 ; 叫世人能看見並明白 ，凡跌倒的被興起 ，陳舊的被
更新 ， 萬物都是藉著你的愛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受造而止於至善。聖子和聖父、聖靈 ， 三
位一體的主 ， 一同永生 ，一同掌權 ，惟一上帝 ，永無窮盡。阿們。

此時可唱聖詩或聖頌一首 ， 並讀主禱文最後的一段禱文結束崇拜。

默想十字架
若願如此，可將木製之十字架迎進聖堂 ，置於會眾可見之處。接著 ，可用合宜的敬拜文。進行
時 ， 唱或讀下列部份或全部 ，或其他合宜的聖頌。若選擇誦讀時 ，可用啟應方式。
主禮 : 這是十字架的木頭，世人的救主懸掛在上面。
會眾 : 讓我們同來敬拜。
主禮 : 基督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會眾 : 讓我們同來敬拜。

聖頌一
啟 : 掛在十架上的基督在呼喊：
你們這些經過的人啊，請看我現在何等憂傷！
應 : 神聖上主，大能永生的主，憐憫我們。
啟 : 我的子民，我的教會啊，
我對你們有做錯甚麼，可以指控我。
我從埃及地領你們出來，經過紅海，
但你們竟把救主釘十字架！
應 : 神聖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憐憫我們。
啟 : 我領你們經過曠野四十年，以嗎哪餵養你們。
我領你們經歷試煉，以我自己的身體作你們的靈糧，
但你竟把救主釘十字架！
應 : 神聖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憐憫我們。
啟 : 我還有甚麼未為你做的嗎？
我栽種你作至美的葡萄園，使你作我葡萄樹的枝子，
但我在十架上渴了，你給我的是醋，又用槍剌你救主的肋旁。
應 : 神聖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憐憫我們。
啟:

雲柱中我領你前行；

但你卻領我到彼拉多前受審。
我領你勝過敵人，得以自由；
但你卻謿弄、鞭打我。
我從磐石中給你救恩的水；
但你卻給我苦膽，任我口渴。
應: 神聖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憐憫我們。
啟:

我給你權杖和天國的鑰匙；
但你卻給我荊棘冠冕。
我提升高舉你；
但你卻把我高懸十架上。
應: 神聖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憐憫我們。
啟:

我給你們世上不能得的平安，又以愛心洗你們的腳；
但你們卻用我的名動刀槍，
又要在我的國爭高位。
我為你們奉上我的身體和血；
但你們卻不認我，離棄我。
應: 神聖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憐憫我們。
啟: 我差真理的聖靈來引導你；
但你卻硬心不聽聖靈的感動。
我祈求你們在我和聖靈裏合一；
但你們卻仍舊紛爭。
我呼召你們去結果子；
但你們卻分了我的衣服。
應: 神聖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憐憫我們。
啟: 我把你們接枝在選民以色列之上；
但你們卻迫害殘殺他們。
我使你們與他們一同承受我所立的約；
但你們卻使他們成為代罪羔羊。
應: 神聖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憐憫我們。
啟: 我以弱小的弟兄姊妹身份來到你面前，
我餓了，你不給我吃，
我渴了，你不給我喝，
我異鄉作客，你不歡迎我，
赤身，你不給我穿，
病了、下監了，你不來探我。
應: 神聖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憐憫我們。

聖頌二
啟:

主啊 ! 我們尊崇你的十架 ，

應:

讚美和榮耀你神聖的復活 ;
因你十架的功勞 ，
喜樂遍臨全世界。

啟:

願上帝憐憫我們 ， 賜福給我們 ，
願主臉上的榮光照耀我們 ， 眷顧我們。
願世人明白主的聖道 ，
使萬國認識你的救恩。

應:

啟:
應:

上帝啊 ! 願世人稱頌你 ，
願萬民讚美你。
主啊 ! 我們尊崇你的十架 ，
讚美和榮耀你神聖的復活 ;
因你十架的功勞 ，
喜樂遍臨全世界。

聖頌三
啟:
應:

基督啊 ! 我們讚美你 ，我們稱頌你。
靠著主的聖十架 ，你已經救贖了世界。

啟:

我們若與主一同受死 ，也必與主一同復活 ;
我們若忍耐到底 ，就必與主一同掌權。
基督啊 ! 我們讚美你 ，我們稱頌你。
靠著主的聖十架 ，你已經救贖了世界。

應:

聖頌四
啟:
應:

世界的救主啊 !
藉著你的十架和寶血 ，你已經救贖了我們。
主啊 ! 我們謙恭地懇求你 ，拯救我們、
幫助我們。

接著 ， 可唱「寶架歌」，或有關頌揚十字架榮耀的聖詩。崇拜可在讀主禱文及最後的一段禱文後
結束。若無主教或牧師在場 ，以上的禮文可由會吏或司禱員主領。若以保留之祝聖餅酒施行聖
餐 ， 即按下列程序進行。
認罪文
主禱文
領受聖餐

受難日通常不設聖餐 , 如破格使用, 則可用以下禱文 :

獻禮禱文
聖潔的上帝, 愛子耶穌基督在自己的肉體上擔起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能得生命。願我們記念主受
難日的人皆能在祂裡面得生, 在今生也在來世, 就是祂與祢和聖靈永活永在的世界。阿們。
餐後禱文
主禮 : 全能永恆的上帝，
會眾 :

祢藉着基督的復活, 榮耀地克勝死亡, 已經把生命還原給我們。求繼續醫治我們, 永不停止
盡心盡力地去侍奉祢。藉賴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或
主禮 :

主耶穌基督, 永生上帝的兒子,

會眾 : 我們懇切祈求主將祢的受難, 十架和受死放在祢的審判和我們的靈魂中間, 從現在至我們臨
終的一刻。對活著的, 求賜憐憫和恩慈, 對已故的, 求賜寬恕和安息, 對祢的聖教會, 求賜平
安與和睦, 對我們罪人, 永生榮耀; 因主與聖父、聖靈，同一上帝，一同掌權，從今直至永
遠。阿們。

崇拜用以下禱文結束 ，不用祝福文和差遣文。
主啊，求大大降福予在這裡聚集的子民。他們本著復活和永生確切的盼望, 虔誠地記念聖子的死。
求饒恕他們的罪，安撫他們，增強他們的信心，令他們對永恆救贖有確實的保證。我們藉賴主基
督而求。阿們。

主復活大守夜施行須知

若舉行主復活大守夜崇拜 ¸ 該崇拜即為主復活日的首次禮拜。崇拜應在聖週六日落後 ¸ 及救主復
活日日出前之適當時間進行。
崇拜通常包括下列四部份 :
一.
點燃復活燭。
二.
聖言禮。
三.
聖洗和按手禮 ¸ 或更新聖洗禮誓約。
四.
復活日聖餐禮。
傳統上 ¸ 所有聖職人員 ¸ 聯同司禱員、詩班員 ¸ 及其他有關人員 ¸ 均須參加 ¸ 分別承擔不同的職
責。
主教若在場 ¸ 應為主禮人 ¸ 主持聖洗和按手禮 ¸ 並擔任講道。

在座的牧師 ¸ 可分擔宣讀每段經課後的祝文 ¸ 並襄助聖洗禮和聖餐禮。主教若不在場 ¸ 則由一
位牧師主持崇拜。
通常 ¸ 會吏負責領進復活燭 ¸ 放置在復活燭台上 ¸ 並唱「復活禮讚」。會吏亦可按照職分。襄
助聖洗禮和聖餐禮。
平信徒宣讀經課和書信 ¸ 並協助其他有關項目。由一位指定的平信徒唱「復活禮讚」。經課可由
不同的平信徒宣讀。
若主教或牧師都不在場 ¸ 可由會吏或司禱員主領禮文的前二部分 ¸ 即更新聖洗禮誓約和復活大守
夜聖餐禮中的聖言禮 ¸ 並以會眾禱文 ¸ 主禱文 ¸ 及差遣文結束崇拜。
若無牧師主持崇拜時 ¸ 可由主教授權一位會吏在聖堂主持聖洗禮 ¸ 並可用已祝聖之餅酒來奉行復
活日聖餐禮。
若不舉行復活守夜崇拜 ¸ 點燃復活燭可在復活日崇拜前之適當時間舉行。

主復活大守夜
點燃復活燭
在黑暗中 ， 點燃新火。此後 ，主禮人可向會眾宣讀下文或類似的話。
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 : 在這至聖之夜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經歷死亡進入生命 ，教會邀請她散在全
球各地的肢體 ，聚集守夜和祈禱。因為這是主的逾越節 ，我們在此藉著聆聽主的聖言 ，慶祝主
所立的聖禮 ，分享主克服死亡的勝利。

主禮人可讀以下禱文
我們要祈禱 :
上帝啊 ，藉著你的聖子 ，你把燦爛的光輝賜給你的子民 :求主祝聖這新火 ，使我們在這復活節的
慶典裡 ，得以燃起屬天的願望 ，使我們藉著純淨的心靈 ，可以參與天上永恆光明的慶典 ; 這都
是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接著從燃燒中的新火 ，引燃復活燭。會吏 ( 若無會吏則由主禮人 ) 手持復活燭 ， 引領行列進入聖
堂。其間 ，停步三次 ，唱或讀 :

會眾

基督的光。
感謝上帝。

若事前已分發蠟燭給會眾 ，此時應從復活燭引燃它們。聖堂內 (除聖壇外) 其他的蠟燭及燈火也可
在此時點燃，然後將復活燭放置在燭台上。
接著 ，會吏或其他指定人員 ，站在復活燭旁 ，唱或讀以下的「復活禮讚」(劃線部份可以省略)。
天上的天使天軍 ，你們都當歡欣 !
當用號角吹出拯救之音 ，
讚美偉大君王的勝利。
地上的萬民萬物 ，你們都當歡唱 !
因永生的君王已驅散了黑暗 ，
使燦爛的光輝普照世界。
聖潔的慈母教會 ，妳當滿心歡樂 !
妳神聖的院宇在光輝中 ，
迴響妳子民的頌讚。
∣凡站在這奇妙神聖燭火旁的 ，
∣為得著恩典能歌頌那配得頌讚的大光。
∣請與我同向上帝祈禱 ;
∣這都是靠著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聖子和聖父、聖靈 ，三位一體的主 ，
│一同永生 ，一同掌權 ，
│惟一上帝 ，永無窮盡。阿們。
會吏
會眾
會吏
會眾

願主與你們同在。
願主也與你同在。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感謝和讚美主上帝是理所當然的。

會吏
無論何時何地 ， 我們全心全意地讚美你隱而不見、全能、永生的上帝和你的獨生聖
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 這是理所當然 ，也是美好喜樂的事 ; 因為主是逾越節的真羔羊 ，為我們
償還了亞當的罪債 ， 用寶血拯救了你信實的子民。
在這一夜 ，你帶領了我們列祖 ，以色列的後裔 ，脫離埃及的捆鎖 ，走過紅海。
在這一夜 ，所有信奉基督的人 ，都從罪惡的幽暗中得拯救 ，重獲蒙恩和聖潔的生命。

在這一夜 ，基督斷裂了死亡和地獄的枷鎖 ，從墳墓中凱旋地復活。
│上帝啊 ! 你對我們的憐憫和慈愛是何等的奇妙 ，超乎我們所能理解。你為救贖一│個奴僕 ，
賜下了你的聖子。
│這一夜 ，是何等的聖潔 : 邪惡消滅 ，罪孽洗淨 ，墜落的重獲純潔 ，哀傷的再得喜│樂 ;
棄絕驕傲與仇恨 ，帶來平安與和諧。
│這一夜 ，是何等的美善 : 天地相承接 ，人神重和好。
聖父啊 ! 求你悅納我們的晚祭 ，就是為榮耀主而獻的這蠟燭。願它一直發光照耀 ，驅逐一切黑
暗。又願永在的晨星基督 ，見證它的長燃不熄。更願賜光明與萬有的基督永遠長存 ，永遠掌權 ，
永無窮盡。阿們。

習慣上 ，從復活日到聖靈降臨日 ，在所有的崇拜中 ，都要點燃復活燭。

聖言禮
主禮人可用以下或類似的話作為經課引言
我們現在要聽歷史上所載上帝拯救的作為 ，他在過去的世代裡如何拯救他的子民 ; 也要懇求上帝 ，
帶領我們每一個人獲得全備的救贖。

至少要讀下列經課兩段 ，其中一段應是「出埃及記」的經文。每段經課讀畢 ，可唱所列出的詩篇
或頌歌 ，或其他合宜的詩篇、頌歌或聖詩。然後可靜默片刻 ; 並讀所指定的祝文 ，或其他合宜的
祝文。
1 創世
創世記 1 : 1 – 2 : 2
詩篇 33
我們要祈禱。 ( 靜默 )
上帝啊 ， 你奇妙地創造 ， 更奇妙地恢復了人性的尊嚴 : 聖子耶穌基督曾經自甘卑微 ，
分享了我們的人性 ， 求主使我們因此也能夠分享他神性的生命 ; 這都是靠著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阿們。
2 洪水
創世記 7:1– 5，11–18; 8:6 -18; 9 : 8-13
詩篇 46

我們要祈禱。 ( 靜默 )
全能的上帝 ， 你曾在天上安置你與眾生立約的記號 : 求你使我們既從水和聖靈得救 ，
就配向你獻上感恩的獻祭 ; 這都是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3 亞伯拉罕獻以撒
創世記 22 : 1 – 18
詩篇 16
我們要祈禱。 ( 靜默 )
眾信徒的聖父上帝 ，為著你聖名的榮耀 ，和藉著復活節聖禮的恩典 ，加添你子民的數
目 ; 使你的教會因看見你實踐了對我們列祖亞伯拉罕的應許而歡欣 ; 這都是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阿們。
4 以色列民在紅海得拯救
出埃及記 14:10 –15:1
頌歌: 摩西頌歌
我們要祈禱。 ( 靜默 )
上帝啊 ，你昔日奇妙的作為 ，發出光輝 ，直到今天。你以大能膀臂的權柄 ，拯救了你
的選民 ， 脫離法老的奴役 ，這作為就成了萬邦藉著水的洗禮得蒙救贖的記號 : 求你使地上萬
民都同被列為亞伯拉罕的後嗣 ，因成為以色列民的繼承者而歡欣快樂 ; 這都是靠著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阿們。
5 上帝臨在更新的以色列
以賽亞書 54: 5-14
詩篇
122
我們要祈禱。 ( 靜默 )
上帝啊 ， 你在古時 ， 白天用雲柱 ， 夜間用火柱 ， 引導你的子民 : 求你叫我們如今在地
上事奉主的人 ， 將來都能獲得天上相通的喜樂 ， 在那裡所有的淚水都被擦乾 ， 在那裡眾聖不
停地稱頌你 : 這都是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6 救恩無條件地賜給眾人
以賽亞書 55 : 1 – 11
頌歌 : 以賽亞第一頌歌 ( 救恩頌 ) ，
我們要祈禱。 ( 靜默 )

上帝啊 ，你曾藉聖言的大能創造了萬物 ，並藉聖靈更新了全地 : 現在懇求你將生命的
活水賜給渴慕你的人 ，使他們能夠在主榮耀的國度裡 ，結出豐盛的果實 ; 這都是靠著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阿們。
7 智慧之道
巴魯書 (次經 Baruch) 3:9–15, 32–4:4
詩篇 19
我們要祈禱。 ( 靜默 )
創造天地的上帝，萬光之源；求教導我們堅守智慧之道，
而得永遠活在主燦爛的榮光之下。奉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名祈求。阿們。
8 新心與新靈
以西結書 36: 24 –28
詩篇 42
我們要祈禱。 ( 靜默 )
全能永生的上帝，從前在逾越節羔羊的奧秘中，訂立了和好的新約 : 求主使凡聯合在基
督身體重生的人，都能將他們信仰所承認的事，在他們的生活裡實踐出來; 這都是靠著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阿們。
9 谷中的骸骨
以西結書 37: 1–14
詩篇 143
我們要祈禱。 ( 靜默 )
全能的上帝 ，藉著你聖子的逾越節 ，你曾帶領我們捨罪從義 ，出死入生 : 求你使所有接
受聖靈印記的人，能有意願和力量向世人宣揚你 ; 這都是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10 召聚上帝的子民
西番雅書 3 :12–20
詩篇 98
我們要祈禱。 ( 靜默 )
永恆之光輝，權能不變的上帝 : 懇求主眷顧主那奇妙、聖潔和奧秘的全教會 ; 你藉著你旨
意有效的運行，在祥和中完成你救贖的計劃; 叫世人都能看見並明白，凡跌倒的被興起，陳舊的被
更新，而萬物都因著基督止於至善; 這都是靠著創造萬物的主宰 ，主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阿們。

可在以上所讀任何經課之後講道。
上帝啊 ，你使這至聖的黑夜，發射出主復活榮耀的光輝:求主在主的教會裡，激發那在聖洗禮中
賜給我們，又接納我們為主兒女的聖靈，使我們身心都蒙更新，就能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這都是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聖子和聖父、聖靈 ，一同永生 ，一同掌權，惟一上帝，永無窮盡。阿們。

接著唱下列頌歌一首:
榮歸主頌
讚美頌
復活頌
書信
詩篇
福音

羅馬書 6 : 3 – 11
114
甲年 馬太福音 28 : 1 – 10
乙年 馬可福音 16: 1-8
丙年 路加福音 23:55 – 24:9

若前面尚未講道 ， 可在此時進行。

更新聖洗誓約
可在此時或宣讀福音之後施行聖洗禮 ，(從引薦及察問開始 ， 至歡迎新領洗的人結束)。堅信禮也
可在此時施行。若無聖洗禮或堅信禮的候禮人 ，主禮人可在此時或在宣讀福音之後 ，帶領會眾讀
以下的更新聖洗禮誓約。可用以下禱詞將水祝聖。
主禮：我們要感謝主上帝。
會眾：稱頌感謝主是理所當然。
主禮：全能的上帝, 我們為你賜下的水感謝你。在創造之初,聖靈在水面運行, 你又曾通過水, 帶領
以色列的子民脫離埃及的束縛而到達應許之地。你的兒子耶穌也曾在水中受約翰的洗禮,
由聖靈膏冕為彌賽亞。基督照樣領我們經過死亡進入復活, 從罪悪的束縛得釋放而進入永
生。
天父阿！我們為聖洗禮的水獻上感謝。我們在水中同葬在基督的死, 也藉洗禮分享基督的
復活, 經過水的洗禮我們在聖靈中重生。因此, 我們觀觀喜喜地順服聖子, 將憑信心来到主
面前的人帶進主的團契,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他們施洗。

求主以聖靈祝聖這水 † 使凡從罪惡洗淨的都得重生, 在主耶穌基督的復活生命中得永生。
願尊貴, 榮耀歸與聖父, 聖子, 聖靈, 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此時 ，全體站立 ，主禮人先向會眾說以下或類似的言詞
親愛的弟兄姊妹，在復活的奧秘中，我們已經藉著聖洗禮，與基督一同埋葬，歸入他的死，並與
基督一同復活，進入新生命。現在大齋節期既已結束，我呼召你們更新聖洗禮莊嚴的應許與誓約，
藉著這些誓約，我們曾棄絕撒但和他的作為，並且應許在主聖而公之教會裡，忠誠地事奉上帝。
主禮:

你們是否願意重申棄絕邪惡 ，並願意更新向耶穌基督的委身 ?

會眾:

我願意。

主禮:

你們是否相信上帝聖父?

會眾:

我信上帝，全能的聖父，創造天地的主。

主禮

你們是否相信上帝聖子耶穌基督 ?

會眾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聖子。
因聖靈的大能感孕，
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他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 ，
被釘在十字架上、被害、埋葬。
他降至陰間。
第三天他復活、升天 ，
坐在聖父的右邊。
他必再臨 ，審判活人、死人。

主禮

你們是否相信上帝聖靈 ?

會眾

我信聖靈 ，
我信聖而公的教會 ，
我信聖徒相通 ，
我信罪得赦免 ，
我信身體復活 ，
我信永生。

主禮

你們是否願意持守使徒的訓誨和團契生活，擘餅和祈禱 ?

會眾

我願意，求主幫助。

主禮

你們是否願意堅決抗拒邪惡。若有過犯，願意悔改，歸回上帝 ?

會眾

我願意，求主幫助。

主禮

你們是否願意宣講上帝的道，以言行闡揚基督的福音 ?

會眾

我願意，求主幫助。

主禮

你們是否願意在各式各類的人裡，尋求和事奉基督，並愛鄰如己 ?

會眾

我願意，求主幫助。

主禮

你們是否願意在人間力求正義與和平，並尊重每個人的尊嚴 ?

會眾

我願意，求主幫助。

主禮：
會眾：

你們是否願意努力去保護上帝創造的完整, 並且尊重、持守和更新這大地的生命？
我願意, 求主幫助。

主禮人用以下的禱文結束更新誓約
創造萬物的上帝，我們救贖的磐石，已經藉著水和聖靈，賜給我們新生命；並靠著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赦免我們一切的罪，願主保守, 使我們忠於祂的呼召; 從今直至永遠。阿們。

聖餐禮
在這崇拜中 ， 將不使用尼吉亞信經。崇拜於會眾互祝平安後, 繼續於聖餐禮文之獻禮祝聖。
獻禮禱文
賜予生命與健康的上帝，求悅納祢聖潔子民的奉獻，更賜我們受洗進入基督的人，能在祢的
救恩內得到完全；奉復活的主耶穌督之名而求。阿們。
餐後禱文
施予萬恩的上帝，復活的聖禮現今滋養我們。求祢讓愛的靈充滿我們， 讓信心連繫我們，
使我們能為主的復活作證， 向全世界彰顯祢的榮光。奉復活之主耶穌督的名。阿們。

復活節和以後的崇拜程序與祝文, 請參考全年祝文和聖餐禮文。

大斋首日(圣灰日)
主礼 :
会众 :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大斋首日祝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你不厌弃任何你亲自创造之物，又赦免凡诚心悔过者的罪孽。求你在我们裏面
营造更新和痛悔的心，使我们真诚地为自己的罪哀痛,和承认人生的破碎时，得蒙怜悯人的上帝完
全宽恕和洁净；靠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主与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同为一上
帝，永无穷尽。阿们。
经课
约珥书
诗 篇 103 篇
哥林多後书
马太福音

2:1-2, 12-17a
8-18 R: 上主记得我们只不过是尘土。
5:20b-6:2 (3-10)
6: 1-6, 16-21

讲道
讲道後, 会众站立, 主礼用如下的话邀请会众同守大斋期。
亲爱的主内朋友, 每一年在基督的逾越节, 我们都庆祝主耶稣透过他的死和复活救赎我们。大斋期
的设立, 是为这庆典作出準备, 即是一段更新我们体验这奥秘的时间。在这节期的开始，我们重温
我们多麽需要悔改，多麽需要主耶稣福音所宣讲的恩典和宽恕。
[如有塗灰, 可读如下: 在这旅程的开始, 我们用灰来作提示, 灰是个古老的象徵, 表达人生的脆弱和
变幻, 灰也是整个教会忏悔的印记。]
因此, 我奉主之名, 仅请各位来守一个圣洁的大斋期, 去自省, 悔罪, 禁慾和施捨, 更用心阅读和默想
圣经 - 上帝的话语。现在让我们在创造和拯救我们的主前跪下。
诗 篇 51 篇

按：* 是希伯来诗歌自然分段, 读者应稍为停顿。会众可同读, 分段启应, 也可由主礼或诗班领读,
会众在每段用 R 一同回应。
R: 上帝啊，求你为我们营造清洁的心。
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塗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乾净；*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 塗抹我一切的罪孽。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讚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 燔祭，你也不喜悦。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认罪
全体 :

至圣及最慈悲的上帝 , 我们向祢承认, 互相承认, 在天上地下众圣徒面前承认, 我们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所犯的罪，我们咎由自取, 应做的不做, 不应做的反去做。

主礼 :

我们没有尽心,尽性, 尽意, 尽力地爱袮, 也没有爱人如己。虽然
祢饶恕了我们的罪，但我们没有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主啊,求祢怜悯我们。

会众:
主礼 :
会众:
主礼 :

我们对祢的呼召充耳不闻, 没有像基督服事我们地去服务别人；
我们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令圣灵担忧。
主啊,求祢怜悯我们。

会众:

主啊,我们向祢承认过去所有对祢的不忠,
我们的自傲, 虚伪和急躁。
主啊,求祢怜悯我们。

主礼 :
会众:

我们放纵私慾, 也利用他人。
主啊, 我们向祢认罪。

主礼 :

我们对自己的挫败忿怒, 也妒忌别人的幸福。

会众:

主啊, 我们向祢认罪。

主礼 :
会众:

我们太爱属世的事物和享受，在日常生活過往往不诚实正直。
主啊, 我们向祢认罪。

主礼 :
会众:

我们疏忽了祷告和崇拜，也未有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證。
主啊, 我们向祢认罪。

主礼 :
会众:

求主接纳我们忏悔所犯的过错: 对人间疾苦视若无睹,
对不平和残暴漠不关心。
主啊, 求祢接纳我们的忏悔。

主礼 :
会众:

为所有错误的论断, 对友邻的鄙视, 和歧视异於我们的人。
主啊, 求祢接纳我们的忏悔。

主礼 :
会众:

对祢创造的大地, 我们浪费，污染, 没有关心下一代的权益。
主啊, 求祢接纳我们的忏悔。

主礼 :
会众:

美善的上帝 , 修复我们, 把祢的义愤离开我们。
求主垂听, 祢的恩慈是大的。

塗灰
主礼 :

全能的上帝 , 祢从大地的尘土创造了我们: 求主使这灰作为我们
必朽肉身和真诚悔改的记号。并让我们谨记, 惟有倚靠祢的宏恩,
我们才能得享永生；这都是靠赖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塗灰者用如以下的话向前来者塗灰:
谨记你原是尘土, 以後也会终归尘土。
塗灰完毕, 崇拜继续。
主礼 : 主啊, 请完成祢对我们所赐的救赎，
会众: 使我们能在世上彰显祢的荣光。
主礼 : 靠着圣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十架受难,
会众: 带我们与众圣徒进入复活的喜乐。
主礼 : 全能的上帝施恩给你们,
赦免与释放你们的罪;
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增强与坚定你们行善的力量,
保守你们进入永生。
。
会众: 阿们。

平安礼
众立, 主礼对会众说 :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会众 : 也与你同在。

会众及牧师可奉主的名互祝平安。
如有圣餐, 应用以下祷文:
献礼祷文
慈悲的上帝，求使我们从罪恶转向忠诚。求接纳我们的奉献，并预备我们的身心，去纪念及
颂扬我们的救主基督的死和复活。祂与你一同永生、一同掌权，从现在直到永远。
餐後祷文
怜悯人的上帝，你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使你的子民与你复和。求使我们效法祂祷告和斋
戒的模样，而能甘心的顺服你，而在圣洁的相爱中彼此服事。藉赖我主耶稣基督而求。

棕树主日 (受苦主日)
棕枝礼仪
若环境许可 ， 会众可在教堂外齐集 ， 以行列进堂。行列中所携带的棕枝或其他枝幹 ， 可在崇拜
前或祝福棕枝祷文後 ， 分发与会众。会众站立 ， 唱或读以下或其他合宜的圣颂
牧师：奉主名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会众：高高在上和撒那。
牧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大斋期内我们準备庆祝主耶稣逾越的奥秘，今天我们记念耶稣 基督
凯旋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群众手摇着棕枝来高呼讚美，在他面前的是牺牲，受苦和死亡。
今天我们迎接主耶稣作为我们的王，虽然我们知道他的冠冕就是荆棘，他的宝座就是十架。
我们在这圣週裏追随他从棕枝的荣耀到复活的荣耀，中间经历黑暗和死亡的苦路。我们既
然与他在十字架的苦难上联合，也将分享他的复活和新生命。
我们要祈祷：
赐救恩的主上帝，恳求你施恩扶助我们，可以满心喜乐地称颂你那赐我们生命和永生的大
能作为，藉着主耶稣基督而求。阿们。

此时 ， 由会吏或其他指定人员读以下一段经课
甲年
乙年
丙年

马太福音 21 : 1-11
马可福音 11 : 1-11 上, 或约翰福音 12: 12-16
路加福音 19: 29-40

主礼人宣读以下祝福棕枝祷文
主礼: 愿主与你们同在。
会众: 愿主也与你同在。
主礼: 我们应当感谢我们的主上帝。
会众: 感谢和讚美主上帝是理所当然的。
主礼:

全能的上帝 ，讚美你是应当的。因你大爱的作为 ，藉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救
赎了我们。在这日 ，他凯旋地进入圣城耶路撒冷 ，民众以衣饰和棕枝为他舖路 ，夹道欢
迎 ，宣称他为万王之王。求主使这些棕枝成为主胜利的记号 ，更使我们奉主的名手持棕
枝的人 ，能永远尊他为王 ，在生命的道路上跟从他 ，直到永生 ; 主与圣父、圣灵 ，在荣
耀中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 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

此时, 可唱或读以下或其他合宜的圣颂
主礼: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会众: 高高在上和撒那。

进堂行列
会吏: 我们要在平安里勇往直前 ;
会众: 奉基督的名。 阿们。

行列进行中 ， 会众手持棕枝并唱合宜的圣诗、诗篇或圣颂, 如「无量荣光歌」及诗篇 118 : 19-29。
在适当处 ， 可暂停行列 ， 读以下或其他合宜的祝文。
全能的上帝 ， 主至爱的圣子降世 ， 先经历痛苦 ， 然後进入喜乐 ; 先被钉十架 ， 然後进入荣光 ;
求主大发慈悲 ， 使我们行走十架道路时 ， 能认识这正是那生命和平安的真道路 ; 这都是靠着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若主教或牧师不在场 ，以上崇拜可由会吏或司祷员主领。

圣餐礼
如施行圣餐礼 ， 则下接始礼启应宣召文及本主日祝文
祝文

全能永生的上帝，向世人发慈悲，差遣圣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世，有 血肉之驱，且受
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求主叫我们追随他谦卑的榜样，并得以分享他复活的荣耀，这是靠着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圣子和圣父圣灵，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无穷尽。阿们。
献礼祷文
恩慈的上帝，你独生圣子耶稣的死和受苦，使我们在你眼前蒙喜悦，我们自已无力自救，惟独
赖主的牺牲才能得救，求主使我们接纳你的爱和慈悲。阿们。
餐後祷文
上帝是我们的救助和力量，主用圣餐餵饱我们心灵的饥渴，求主加深我们的信心，藉赖圣子的
死和复活，我们可以被引领到救赎的恩典中，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圣周星期一
始句

上帝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 (约壹 4:10)

祝文
全能的上帝，祢至爱的圣子，昔日宁愿经历痛苦而不愿先享快乐，宁愿被钉於十字架而不愿先
得荣耀：求祢发大慈悲，使我们跟从十字架之踪迹，因而认识它就是生命与平安之道路；藉赖祢
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圣子和圣父、圣灵，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
尽。 阿们。
献礼祷文
管治寰宇的上帝, 昔日圣子被敷上贵重的香膏, 为祂受死和埋葬作了预备, 求主接纳我们今日的
奉献, 藉赖为我们得生而受死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餐後祷文
拯救我们的上帝, 在这圣餐中祢已经更新了祢我之间的契约。求助我们跟随那位使盲人看见, 领
囚犯进光明者的脚步,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圣周星期二
始句
耶稣说：「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 (约 12:26)
祝文
上帝啊，藉着祢当受颂扬的圣子所受的苦，祢使羞辱和死亡成为我们获得生命的方法：求祢
使我们能以基督的十字架为荣，以致我们能因为祢的圣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欣然承
受羞辱和失败；圣子和圣父、圣灵，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尽。阿们。
献礼祷文
生命的泉源, 求接纳我们今日的奉献，并使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回首, 反能得分享生命树的果实,
藉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餐後祷文
信实的上帝，愿我们分享这筵席之人, 都能以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荣，主是我们的救赎, 生命，
和希望, 祂是管辖万物的主, 从今日直至永远。阿们。

圣周星期叁
始句
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 13:35)
祝文
上帝啊，祢当受颂扬的圣子，我们的救主，昔日任人鞭打祂的身体，并吐唾沫在祂脸上：求
祢施恩，使我们坚信将来必显的荣耀，就能欣然承受今世的痛苦；藉赖祢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而求；圣子和圣父、圣灵，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尽。阿们。
献礼祷文
荣耀之主上帝, 愿今天的崇拜把我们的信心凝视於耶稣，新人类的创始成终者。 祂坐在祢宝坐
的右边，从现在直至永远。阿们。
餐後祷文
帮助我们的上帝, 祢的圣子竟被自称为祂的朋友者出卖!愿我们称祂为主的人能永远作祂的忠实
子民, 因祂现与祢同活同治, 直至永远。阿们。

设立圣餐日
崇拜开始, 主礼人可向会众宣读下文或类似的话。
正在今天，基督上帝的羔羊把自己交给要宰杀他的人手上。
正在今天，基督和他的门徒在客房那里聚集。
正在今天，基督拿起一条巾为他的门徒洗脚，为我们作了榜样，要像他对待我们一样去对待人。
正在今天，基督我们的上帝为我们设立圣筵, 我们吃这饼, 喝这杯者能宣佈祂圣洁的牺牲, 能参与祂
的复活；并在末日能在天上与祂一同掌权。
祝文
全能的天父，祢的爱子在受难的前夕，设立圣体宝血的圣事，并将这至圣的奥秘，赐给我们作
永生的保證：求祢大发慈悲，使我们领受的时候，常存感恩的心，记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子
和圣父、圣灵，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尽。阿们。

甲年

出埃及记 12.1–4, (5–10), 11–14 诗篇 116.1, 10–17 R: 我将举起救赎之杯。或 11 节
哥林多前书 11.23–26 约翰福音 13.1–17, 31b–35

乙年

出埃及记 24: 3-8
诗篇 116.1, 10–17
哥林多前书 10: 16-17 马可福音 14:12-26

丙年

耶利米书 31: 31-34
希伯来书 10: 16-25

诗篇 116.1, 10–17
路加福音 22: 7-20

若奉行时洗脚仪式，应在福音和讲道後。 主礼可以使用以下或类似的话介绍仪式:
各位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僕人,
在他死前的一天晚上
耶稣用洗脚, 这个谦卑服务，为他的门徒树立了榜样。
他教导的就是: 在上帝的国度，
力量和成长不是靠力量, 权威, 甚至奇迹去争取,
却透过如此卑微的服务得来。
因此, 我邀请你，这分享基督的君尊祭司的人们
(代表会众) 出来接受我为你洗脚。
帮助我切记我是谁的僕人， 跟随我主人的榜样。
但你出来, 也需记住他的告诫: 将会为你做的, 你也要做给别人,
因为 “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也不能大於差他的人。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一盆水放在圣坛的臺阶上。会众, 或其代表, 坐在靠近会众前方的椅子上。
主礼用毛巾洗那些坐在他面前众人的脚。在仪式进行期间可唱适当的讚美诗。
崇拜在会众代祷後继续。可用以下献礼祷文:
献礼祷文
父啊，我们预备了圣桌, 是为了记念祢爱子耶稣基督为爱而作的牺牲; 求接纳我们今日的奉
献，更求使我们在祂的爱中连结, 藉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在祝圣时. 圣餐祷文第叁 式的祝圣词可改为:
就在这一夜, 当在衪安然接受死亡与受苦的夜 . . .。

圣餐祷文 1 和 6 也是适用於本日。在圣餐祷文第一 式的祝圣词可改为:
就在这一夜, 当他自愿献出自己生命的夜 . . . ,

在圣餐祷文第六式的祝圣词可改为:
今晚, 衪和他们同进晚餐的时候，拿起饼来. . . ,

若要在受难日用保留已祝圣的圣饼和圣酒施与会众 ¸ 所需的圣饼和圣酒 ¸ 要在本崇拜中祝圣。
餐後祷文
圣洁的上帝, 爱的根源，耶稣在被卖之夜给门徒立下一条新戒命, 叫我们彼此相爱, 像祂爱我们
一样。求主将此戒命刻在我等心内；效法主取了奴僕的形象去服侍他人, 甚至为我们捨命。但祂已
经复活, 并与圣父、圣灵，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世无尽。阿们。

如需宣召经句, 可用如下:
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
爱。」 (约 13:34)

基督受难日
主礼 :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会众 :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主礼 : 基督存心顺服，以至於死，
会众 :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礼 : 全能的上帝
会众 : 我们承认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 ，
常常得罪了袮。
应做的不做 ，不应做的反去做。

我们没有尽心爱袮 ，也没有爱人如己。
现在我们痛心懊悔 ，恳求袮施怜悯 ，
为了圣子耶稣基督饶恕我们 ，
好叫我们乐意遵行袮的旨意 ，蒙袮悦纳 ，
而归荣耀给袮的圣名。阿们。
主礼 : 我们要祈祷。
求全能的上帝施恩，眷顾你自己的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昔日为这家甘心被卖，被交在罪
人手中，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圣子和圣父、圣灵 ，现今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惟一上
帝 ，永无穷尽。阿们。
旧约
书信

以赛亚书 52 : 13– 53 : 12 ， 诗篇 22 : 1–17
希伯来书 4:14 -16; 或 5:7-9

用下列方式宣读救主受难福音。宣读福音前後习惯上的应答 ，应予略去。救主受难福音可由平信
徒唱或读 ， 亦可指定由不同的人担任特殊的角色 ， 会众则负责群众部份。宣读救主受难福音的
前部份时 ， 会众可坐着。当读至「到了一个地方. . . 名叫各各他」的经文时 ( 约 19 : 17) ， 全体会
众肃立恭听後半部的受难福音。
我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事蹟载在约翰福音。18: 1-19 19:17-30

讲道
此时可唱圣诗一首。

莊严祷文
会众站立 ， 会吏或被指定者向会众说
亲爱的主民 : 我们的天父差遣他的圣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 使凡
信他的人 ，都能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权势 ，与主同享永生。
在以下的每段代祷中 ，主礼人可配合当时情况 ，自行决定增减祷告项目。 会众可依指示 ，站立
或跪下。每段代祷事项 ，可由会吏或被指定者读之 ，并由主礼人宣读祝文。
我们要为基督在普世圣而公之教会祈祷 :
为教会在见證和服侍中的合一
为所有主教和其他圣职人员
以及他们所服侍的会众
为我们的主教 ____ ，和本教区所有的信众
为本社区内所有信奉基督的人
为即将接受圣洗礼的人 (特别为 _________________ )
惟愿上帝在信仰上坚固、在爱心里增长、在平安中保守他的教会。

静默
全能永生的上帝啊 ，你以圣灵治理众信徒 ，把他们分别为圣 :求主接纳我们为你圣教会全体会众
所献上的祷告和祈求 ，使他们在事奉和工作上 ，都能各尽其职、诚实虔敬地事奉你 ; 这都是靠着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
我们要为世上万国、万民 ，以及他们当中的执政掌权的人祈祷 ;
为伊丽莎白女王和王室成员；
为 _____ 总理和本国政府；
为 _____ 省长和省议会；
为 _____ 市长和在本市议会执政及一切服务社会的人；
愿他们藉着上帝的帮助 ，能找到正义与真理 ，并且和睦融洽地相处。

静默
全能的上帝 ，我们恳求你 在每人心中激起对和平的真爱 ，并以你的智慧 引导所有协商国际事务
的人 ; 使你的统辖在祥和中增强 ，直到全地都充满对你仁爱的认识 :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阿们。
我们要为所有身心遭受苦难的人祈祷 ;
为饥寒交迫、无家可归、贫穷绝望、身受压迫的人
为患病受伤、身带残疾的人
为孤单寂寞、惶恐惧怕 ，焦虑苦恼的人
为面对试探、心感怀疑 ，沉沦丧志的人
为忧伤悲恸、丧失亲友的人
为被掳被囚、身陷危难的人
愿上帝以主的慈悲、安慰 ，拯救他们 ，使他们能认识及体会上帝之大爱 ; 并且激励我们的意志和
耐心去为他们的需要服务。

静默
恩慈的上帝 ，你是忧伤者的安慰 ，受苦者的力量 : 愿困苦贫乏者的呼声达到主前 ，叫他们可以在
一切的苦难中 ，得到你的怜恤 ，更求你因那曾替我们受苦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赐我们
力量去服侍他们。 阿们。
我们要为一切尚未接受基督福音的人祈祷 :
为从未听闻救赎真道的人
为丧失信心的人
为因罪恶或冷漠 ，心里刚硬的人
为心存蔑视和意带轻侮的人
为敌对基督十 架 ，和逼迫信徒的人
为藉基督之名逼迫他人的人

愿上帝开启他们的心灵得以接受真理 ，并且引导他们信靠并顺服主。

静默
恩慈的上帝 、世上万民的创造主、所有灵魂的爱护者 : 求主怜悯那些尚未因你藉着你爱子耶稣基
督之显现而认识你的人;又求主用恩典和能力 ，叫主的福音传给未曾听闻的人 ; 感化顽固抗拒的
心 ， 带领迷失的人重归你的羊栏 ，好叫群羊都归回惟一的牧者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恳求主赐我们能过圣洁生活的恩典 ，好叫我们可以与那些在基督的平
安里已经去世的人 ，和那些只有主才知道他们具有信心的人 ，一同得着救主全备的喜乐 ，在复
活时也能得享永生的冠冕。

静默
永恒之光辉、权能不变的上帝啊 : 求主眷顾你奇妙、圣洁和奥秘的全教会 ，就是你藉着你的旨意
有效的运行 ，在祥和中完成你救赎的计划 ; 叫世人能看见并明白 ，凡跌倒的被兴起 ，陈旧的被更
新 ， 万物都是藉着你的爱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造而止於至善。圣子和圣父、圣灵 ， 叁位一
体的主 ，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惟一上帝 ，永无穷尽。阿们。

此时可唱圣诗或圣颂一首 ， 并读主祷文和最後的一段祷文结束崇拜。

默想十字架
若愿如此，可将木製之十字架迎进圣堂 ，置於会众可见之处。接着 ，可用合宜的敬拜文。进行
时 ， 唱或读下列部份或全部 ，或其他合宜的圣颂。若选择诵读时 ，可用启应方式。
主礼 : 这是十字架的木头，世人的救主悬掛在上面。
会众 : 让我们同来敬拜。
主礼 : 基督存心顺服，以至於死，
会众 : 让我们同来敬拜。

圣颂一
启 : 掛在十架上的基督在呼喊：
你们这些经过的人啊，请看我现在何等忧伤！
应 : 神圣上主，大能永生的主，怜悯我们。
启 : 我的子民，我的教会啊，
我对你们有做错甚麽，可以指控我。
我从埃及地领你们出来，经过红海，
但你们竟把救主钉十字架！
应 : 神圣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怜悯我们。

启 : 我领你们经过旷野四十年，以吗哪餵养你们。
我领你们经历试炼，以我自己的身体作你们的灵粮，
但你竟把救主钉十字架！
应 : 神圣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怜悯我们。
启 : 我还有甚麽未为你做的吗？
我栽种你作至美的葡萄园，使你作我葡萄树的枝子，
但我在十架上渴了，你给我的是醋，又用枪剌你救主的肋旁。
应 : 神圣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怜悯我们。
启:

云柱中我领你前行；
但你却领我到彼拉多前受审。
我领你胜过敌人，得以自由；
但你却謿弄、鞭打我。
我从磐石中给你救恩的水；
但你却给我苦胆，任我口渴。
应: 神圣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怜悯我们。
启: 我给你权杖和天国的钥匙；
但你却给我荆棘冠冕。
我提升高举你；
但你却把我高悬十架上。
应: 神圣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怜悯我们。
启: 我给你们世上不能得的平安，又以爱心洗你们的脚；
但你们却用我的名动刀枪，
又要在我的国争高位。
我为你们奉上我的身体和血；
但你们却不认我，离弃我。
应: 神圣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怜悯我们。
启: 我差真理的圣灵来引导你；
但你却硬心不听圣灵的感动。
我祈求你们在我和圣灵裏合一；
但你们却仍旧纷争。
我呼召你们去结果子；
但你们却分了我的衣服。
应: 神圣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怜悯我们。
启: 我把你们接枝在选民以色列之上；
但你们却迫害残杀他们。
我使你们与他们一同承受我所立的约；
但你们却使他们成为代罪羔羊。
应: 神圣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怜悯我们。

启: 我以弱小的弟兄姊妹身份来到你面前，
我饿了，你不给我吃，
我渴了，你不给我喝，
我异乡作客，你不欢迎我，
赤身，你不给我穿，
病了、下监了，你不来探我。
应: 神圣上帝，大能永生的主，怜悯我们。

圣颂二
启:
应:

主啊 ! 我们尊崇你的十架 ，
讚美和荣耀你神圣的复活 ;
因你十架的功劳 ，
喜乐遍临全世界。

启:

愿上帝怜悯我们 ， 赐福给我们 ，
愿主脸上的荣光照耀我们 ， 眷顾我们。
愿世人明白主的圣道 ，
使万国认识你的救恩。

应:

启:
应:

上帝啊 ! 愿世人称颂你 ，
愿万民讚美你。
主啊 ! 我们尊崇你的十架 ，
讚美和荣耀你神圣的复活 ;
因你十架的功劳 ，
喜乐遍临全世界。

圣颂叁
启:
应:

基督啊 ! 我们讚美你 ，我们称颂你。
靠着主的圣十架 ，你已经救赎了世界。

启:

我们若与主一同受死 ，也必与主一同复活 ;
我们若忍耐到底 ，就必与主一同掌权。
基督啊 ! 我们讚美你 ，我们称颂你。
靠着主的圣十架 ，你已经救赎了世界。

应:

圣颂四
启:
应:

世界的救主啊 !
藉着你的十架和宝血 ，你已经救赎了我们。
主啊 ! 我们谦恭地恳求你 ，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

接着 ， 可唱「宝架歌」，或有关颂扬十字架荣耀的圣诗。崇拜可在读主祷文及最後的一段祷文後
结束。若无主教或牧师在场 ，以上的礼文可由会吏或司祷员主领。若以保留之祝圣饼酒施行圣餐 ，
即按下列程序进行。
认罪文
主祷文
领受圣餐

受难日通常不设圣餐 , 如破格使用, 则可用以下祷文 :
献礼祷文
圣洁的上帝, 爱子耶稣基督在自己的肉体上担起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能得生命。愿我们记念主受
难日的人皆能在祂里面得生, 在今生也在来世, 就是祂与祢和圣灵永活永在的世界。阿们。
餐後祷文
主礼 : 全能永恒的上帝，
会众 : 祢藉着基督的复活, 荣耀地克胜死亡, 已经把生命还原给我们。求继续医治我们, 永不停止
尽心尽力地去侍奉祢。藉赖耶稣基督而求。阿们。
或
主礼 : 主耶稣基督, 永生上帝的儿子,
会众 : 我们恳切祈求主将祢的受难, 十架和受死放在祢的审判和我们的灵魂中间, 从现在至我们临
终的一刻。对活着的, 求赐怜悯和恩慈, 对已故的, 求赐宽恕和安息, 对祢的圣教会, 求赐平
安与和睦, 对我们罪人, 永生荣耀; 因主与圣父、圣灵，同一上帝，一同掌权，从今直至永
远。阿们。

崇拜用以下祷文结束 ，不用祝福文和差遣文。
主啊，求大大降福予在这里聚集的子民。他们本着复活和永生确切的盼望, 虔诚地记念圣子的死。
求饶恕他们的罪，安抚他们，增强他们的信心，令他们对永恒救赎有确实的保證。我们藉赖主基
督而求。阿们。

主复活大守夜施行须知
若举行主复活大守夜崇拜 ¸ 该崇拜即为主复活日的首次礼拜。崇拜应在圣週六日落後 ¸ 及救主复活
日日出前之适当时间进行。
崇拜通常包括下列四部份 :
一.
点燃复活烛。
二.
圣言礼。

叁.
四.

圣洗和按手礼 ¸ 或更新圣洗礼誓约。
复活日圣餐礼。

传统上 ¸ 所有圣职人员 ¸ 联同司祷员、诗班员 ¸ 及其他有关人员 ¸ 均须参加 ¸ 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责。
主教若在场 ¸ 应为主礼人 ¸ 主持圣洗和按手礼 ¸ 并担任讲道。
在座的牧师 ¸ 可分担宣读每段经课後的祝文 ¸ 并襄助圣洗礼和圣餐礼。主教若不在场 ¸ 则由一位牧
师主持崇拜。
通常 ¸ 会吏负责领进复活烛 ¸ 放置在复活烛台上 ¸ 并唱「复活礼讚」。会吏亦可按照职分。襄助圣
洗礼和圣餐礼。
平信徒宣读经课和书信 ¸ 并协助其他有关项目。由一位指定的平信徒唱「复活礼讚」。经课可由
不同的平信徒宣读。
若主教或牧师都不在场 ¸ 可由会吏或司祷员主领礼文的前二部分 ¸ 即更新圣洗礼誓约和复活大守夜
圣餐礼中的圣言礼 ¸ 并以会众祷文 ¸ 主祷文 ¸ 及差遣文结束崇拜。
若无牧师主持崇拜时 ¸ 可由主教授权一位会吏在圣堂主持圣洗礼 ¸ 并可用已祝圣之饼酒来奉行复活
日圣餐礼。
若不举行复活守夜崇拜 ¸ 点燃复活烛可在复活日崇拜前之适当时间举行。

主复活大守夜
点燃复活烛
在黑暗中 ， 点燃新火。此後 ，主礼人可向会众宣读下文或类似的话。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 : 在这至圣之夜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经历死亡进入生命 ，教会邀请她散在全
球各地的肢体 ，聚集守夜和祈祷。因为这是主的逾越节 ，我们在此藉着聆听主的圣言 ，庆祝主
所立的圣礼 ，分享主克服死亡的胜利。
主礼人可读以下祷文
我们要祈祷。
上帝啊 ，藉着你的圣子 ，你把灿烂的光辉赐给你的子民 :求主祝圣这新火 ，使我们在这复活节的
庆典里 ，得以燃起属天的愿望 ，使我们藉着纯净的心灵 ，可以参与天上永恒光明的庆典 ; 这都是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接着从燃烧中的新火 ，引燃复活烛。会吏 ( 若无会吏则由主礼人 ) 手持复活烛 ， 引领行列进入圣
堂。其间 ，停步叁次 ，唱或读 :

会众

基督的光。
感谢上帝。

若事前已分发蜡烛给会众 ，此时应从复活烛引燃它们。圣堂内 (除圣坛外) 其他的蜡烛及灯火也可
在此时点燃，然後将复活烛放置在烛台上。
接着 ，会吏或其他指定人员 ，站在复活烛旁 ，唱或读以下的「复活礼讚」(划线部份可以省略)。
天上的天使天军 ，你们都当欢欣 !
当用号角吹出拯救之音 ，
讚美伟大君王的胜利。

地上的万民万物 ，你们都当欢唱 !
因永生的君王已驱散了黑暗 ，
使灿烂的光辉普照世界。
圣洁的慈母教会 ，妳当满心欢乐 !
妳神圣的院宇在光辉中 ，
迴响妳子民的颂讚。
∣凡站在这奇妙神圣烛火旁的 ，
∣为得着恩典能歌颂那配得颂讚的大光。
∣请与我同向上帝祈祷 ;
∣这都是靠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圣子和圣父、圣灵 ，叁位一体的主 ，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
│惟一上帝 ，永无穷尽。阿们。
会吏
会众
会吏
会众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也与你同在。
我们应当感谢我们的主上帝。
感谢和讚美主上帝是理所当然的。

会吏
无论何时何地 ， 我们全心全意地讚美你隐而不见、全能、永生的上帝和你的独生圣
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 这是理所当然 ，也是美好喜乐的事 ; 因为主是逾越节的真羔羊 ，为我们
偿还了亚当的罪债 ， 用宝血拯救了你信实的子民。
在这一夜 ，你带领了我们列祖 ，以色列的後裔 ，脱离埃及的捆锁 ，走过红海。
在这一夜 ，所有信奉基督的人 ，都从罪恶的幽暗中得拯救 ，重获蒙恩和圣洁的生命。
在这一夜 ，基督断裂了死亡和地狱的枷锁 ，从坟墓中凯旋地复活。

│上帝啊 ! 你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是何等的奇妙 ，超乎我们所能理解。你为救赎一│个奴僕 ， 赐
下了你的圣子。
│这一夜 ，是何等的圣洁 : 邪恶消灭 ，罪孽洗净 ，坠落的重获纯洁 ，哀伤的再得喜│乐 ; 弃绝骄
傲与仇恨 ，带来平安与和谐。
│这一夜 ，是何等的美善 : 天地相承接 ，人神重和好。
圣父啊 ! 求你悦纳我们的晚祭 ，就是为荣耀主而献的这蜡烛。愿它一直发光照耀 ，驱逐一切黑暗。
又愿永在的晨星基督 ，见證它的长燃不熄。更愿赐光明与万有的基督永远长存 ，永远掌权 ， 永
无穷尽。阿们。

习惯上 ，从复活日到圣灵降临日 ，在所有的崇拜中 ，都要点燃复活烛。

圣言礼
主礼人可用以下或类似的话作为经课引言
我们现在要听历史上所载上帝拯救的作为 ，他在过去的世代里如何拯救他的子民 ; 也要恳求上帝 ，
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获得全备的救赎。
至少要读下列经课两段 ，其中一段应是「出埃及记」的经文。每段经课读毕 ，可唱所列出的诗篇
或颂歌 ，或其他合宜的诗篇、颂歌或圣诗。然後可静默片刻 ; 并读所指定的祝文 ，或其他合宜的
祝文。
1 创世
创世记 1:1– 2:2
诗篇 33
我们要祈祷。 ( 静默 )
上帝啊 ， 你奇妙地创造 ， 更奇妙地恢复了人性的尊严 : 圣子耶稣基督曾经自甘卑微 ， 分
享了我们的人性 ， 求主使我们因此也能够分享他神性的生命 ; 这都是靠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阿们。
2 洪水
创世记 7: 1–5，11–18; 8:6-18; 9:8-13
诗篇 46
我们要祈祷。 ( 静默 )
全能的上帝 ， 你曾在天上安置你与众生立约的记号 : 求你使我们既从水和圣灵得救 ， 就
配向你献上感恩的献祭 ;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3 亚伯拉罕献以撒
创世记 22 :1–18
诗篇 16

我们要祈祷。 ( 静默 )
众信徒的圣父上帝 ，为着你圣名的荣耀 ，和藉着复活节圣礼的恩典 ，加添你子民的数目 ;
使你的教会因看见你实践了对我们列祖亚伯拉罕的应许而欢欣 ;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们。
4 以色列民在红海得拯救
出埃及记 14:10– 15:1
颂歌: 摩西颂歌
我们要祈祷。 ( 静默 )
上帝啊 ，你昔日奇妙的作为 ，发出光辉 ，直到今天。你以大能膀臂的权柄 ，拯救了你的
选民 ， 脱离法老的奴役 ，这作为就成了万邦藉着水的洗礼得蒙救赎的记号 : 求你使地上万民都同
被列为亚伯拉罕的後嗣 ，因成为以色列民的继承者而欢欣快乐 ;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们。
5 上帝临在更新的以色列
以赛亚书 54: 5-14
诗篇 122
我们要祈祷。 ( 静默 )
上帝啊 ， 你在古时 ， 白天用云柱 ， 夜间用火柱 ， 引导你的子民 : 求你叫我们如今在地
上事奉主的人 ， 将来都能获得天上相通的喜乐 ， 在那里所有的泪水都被擦乾 ， 在那里众圣不停
地称颂你 :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6 救恩无条件地赐给众人
以赛亚书 55:1–11
颂歌 : 以赛亚第一颂歌 ( 救恩颂 ) ，
我们要祈祷。 ( 静默 )
上帝啊 ，你曾藉圣言的大能创造了万物 ，并藉圣灵更新了全地 : 现在恳求你将生命的活水
赐给渴慕你的人 ，使他们能够在主荣耀的国度里 ，结出丰盛的果实 ;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阿们。
7 智慧之道
巴鲁书 (次经 Baruch) 3:9–15, 32 – 4:4
诗篇 19
我们要祈祷。 ( 静默 )
创造天地的上帝，万光之源；求教导我们坚守智慧之道，
而得永远活在主灿烂的荣光之下。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
8 新心与新灵
以西结书 36:24–28
诗篇 42

我们要祈祷。 ( 静默 )
全能永生的上帝，从前在逾越节羔羊的奥秘中，订立了和好的新约 : 求主使凡联合在基督
身体重生的人，都能将他们信仰所承认的事，在他们的生活里实践出来;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阿们。
9 谷中的骸骨
以西结书 37 : –14
诗篇 143
我们要祈祷。 ( 静默 )
全能的上帝 ，藉着你圣子的逾越节 ，你曾带领我们捨罪从义 ，出死入生 : 求你使所有接
受圣灵印记的人，能有意愿和力量向世人宣扬你 ; 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
10 召聚上帝的子民
西番雅书 3: 12–20
诗篇 98
我们要祈祷。 ( 静默 )
永恒之光辉，权能不变的上帝 : 恳求主眷顾主那奇妙、圣洁和奥秘的全教会 ; 你藉着你旨
意有效的运行，在祥和中完成你救赎的计划; 叫世人都能看见并明白，凡跌倒的被兴起，陈旧的被
更新，而万物都因着基督止於至善; 这都是靠着创造万物的主宰 ，主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们。

可在以上所读任何经课之後讲道。
上帝啊 ，你使这至圣的黑夜，发射出主复活荣耀的光辉:求主在主的教会里，激发那在圣洗礼中赐
给我们，又接纳我们为主儿女的圣灵，使我们身心都蒙更新，就能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 这都是靠
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子和圣父、圣灵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惟一上帝，永无穷尽。阿们。

接着唱下列颂歌一首:
荣归主颂
讚美颂
复活颂
书信
诗篇
福音
乙年
丙年

罗马书 6 : 3 – 11
114
甲年 马太福音 28 : 1 – 10
马可福音 16: 1-8
路加福音 23:55 – 24:9

若前面尚未讲道 ， 可在此时进行。

更新圣洗誓约
可在此时或宣读福音之後施行圣洗礼 ，(从引荐及察问开始 ， 至欢迎新领洗的人结束)。坚信礼也
可在此时施行。若无圣洗礼或坚信礼的候礼人 ，主礼人可在此时或在宣读福音之後 ，带领会众读
以下的更新圣洗礼誓约。可用以下祷词将水祝圣。
主礼：我们要感谢主上帝。
会众：称颂感谢主是理所当然。
主礼： 全能的上帝, 我们为你赐下的水感谢你。在创造之初,圣灵在水面运行, 你又曾通过水, 带领
以色列的子民脱离埃及的束缚而到达应许之地。你的儿子耶稣也曾在水中受约翰的洗礼,
由圣灵膏冕为弥赛亚。基督照样领我们经过死亡进入复活, 从罪悪的束缚得释放而进入永
生。
天父阿！我们为圣洗礼的水献上感谢。我们在水中同葬在基督的死, 也藉洗礼分享基督的
复活, 经过水的洗礼我们在圣灵中重生。因此, 我们观观喜喜地顺服圣子, 将凭信心来到主
面前的人带进主的团契,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求主以圣灵祝圣这水 † 使凡从罪恶洗净的都得重生, 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中得永生。
愿尊贵, 荣耀归与圣父, 圣子, 圣灵, 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此时 ，全体站立 ，主礼人先向会众说以下或类似的言词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复活的奥秘中，我们已经藉着圣洗礼，与基督一同埋葬，归入他的死，
并与基督一同复活，进入新生命。现在大斋节期既已结束，我呼召你们更新圣洗礼莊严的
应许与誓约，藉着这些誓约，我们曾弃绝撒但和他的作为，并且应许在主圣而公之教会里，
忠诚地事奉上帝。
主礼:
会众:

你们是否愿意重申弃绝邪恶 ，并愿意更新向耶稣基督的委身 ?
我愿意。

主礼:
会众:

你们是否相信上帝圣父?
我信上帝，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的主。

主礼
会众

你们是否相信上帝圣子耶稣基督 ?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圣子。
因圣灵的大能感孕，
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他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
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害、埋葬。
他降至阴间。
第叁天他复活、升天 ，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必再临 ，审判活人、死人。

主礼
会众

你们是否相信上帝圣灵 ?
我信圣灵 ，

我信圣而公的教会 ，
我信圣徒相通 ，
我信罪得赦免 ，
我信身体复活 ，
我信永生。
主礼
会众

你们是否愿意持守使徒的训诲和团契生活，擘饼和祈祷 ?
我愿意，求主帮助。

主礼
会众

你们是否愿意坚决抗拒邪恶。若有过犯，愿意悔改，归回上帝 ?
我愿意，求主帮助。

主礼
会众

你们是否愿意宣讲上帝的道，以言行阐扬基督的福音 ?
我愿意，求主帮助。

主礼
会众

你们是否愿意在各式各类的人里，寻求和事奉基督，并爱邻如己 ?
我愿意，求主帮助。

主礼
会众

你们是否愿意在人间力求正义与和平，并尊重每个人的尊严 ?
我愿意，求主帮助。

主礼：
会众：

你们是否愿意努力去保护上帝创造的完整, 并且尊重、持守和更新这大地的生命？
我愿意, 求主帮助。

主礼人用以下的祷文结束更新誓约
创造万物的上帝，我们救赎的磐石，已经藉着水和圣灵，赐给我们新生命；并靠着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愿主保守, 使我们忠於祂的呼召; 从今直至永远。阿们。

圣餐礼
在这崇拜中 ， 将不使用尼西亚信经。崇拜於会众互祝平安後, 继续於圣餐礼文之献礼祝圣。
献礼祷文
赐予生命与健康的上帝，求悦纳祢圣洁子民的奉献，更赐我们受洗进入基督的人，能在祢的
救恩内得到完全；奉复活的主耶稣督之名而求。阿们。
餐後祷文
施予万恩的上帝，复活的圣礼现今滋养我们。求祢让爱的灵充满我们， 让信心连繫我们， 使
我们能为主的复活作證， 向全世界彰显祢的荣光。奉复活之主耶稣督的名。阿们。

复活节和以後的崇拜程序与祝文, 请参考全年祝文和圣餐礼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