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洗禮

圣洗礼

召聚會眾

召聚会众

眾立。主禮向會眾請安。

众立。主礼向会众请安。

願我主耶穌的恩惠 ¸ 上帝的慈 愛¸ 聖靈的感動¸
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 : 也與你同在。

主礼 :

自復活節至聖靈降臨日 :

自复活节至圣灵降临日 :

主禮 :
會眾 :

哈利路亞 ¸ 基督已經復活。
主果然復活 ¸ 哈利路亞。

主礼 :
会众 :

哈利路亚 ¸ 基督已经复活。
主果然复活 ¸ 哈利路亚。

主禮 :
會眾 :

願衪的恩惠與平安與你們同在。
願衪的喜樂充滿我們的心。

主礼 :
会众 :

愿衪的恩惠与平安与你们同在。
愿衪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

主禮 :

会众 :

愿我主耶稣的恩惠 ¸ 上帝的慈爱 ¸ 圣灵的感动 ¸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主禮繼續
主礼继续
主禮 :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
會眾 : 我們蒙召, 同有一個指望。
主禮 :
會眾 :

一主, 一信, 一洗禮。
同一上帝, 就是眾人的天父。

主礼 :
会众 :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我们蒙召, 同有一个指望。

主礼 :
会众 :

一主, 一信, 一洗礼。
同一上帝, 就是众人的天父。

祝文

祝文

主禮 : 請祈禱。

主礼 : 请祈祷。

會眾可作默禱。主禮唱或讀祝文。會眾「阿們」。

会众可作默祷。主礼唱或读祝文。会众同应「阿们」。

宣讀聖言

宣读圣言

經課

经课

本主日第一次經課。

本主日第一次经课。

讀經員 :

读经员 :

經課選自 . . .

經課讀畢 ¸ 讀經員說 :
會眾 :

這是上主的道。
感謝上主。

经课选自 . . .

经课读毕 ¸ 读经员说 :
这是上主的道。
会众 :
感谢上主。

靜默。 然後同讀本主日詩篇。

静默。 然後同读本主日诗篇。

第二次經課。

第二次经课。

讀經員 :

读经员 :

經課選自 . . .

經課讀畢 ¸ 讀經員說 :

會眾 :

這是上主的道。
感謝上主。

经课选自 . . .

经课读毕 ¸ 读经员说 :

会众 :

这是上主的道。
感谢上主。

經課後靜默片刻。 然後可唱或讀詩篇 ¸ 聖頌 ¸ 聖詩或
獻詩。

经课後静默片刻。 然後可唱或读诗篇 ¸ 圣颂 ¸ 圣诗或献
诗。

讀福音時 ¸ 全體起立。

读福音时 ¸ 全体起立。

讀經員 :
會眾 :

读经员 : 愿主与你们同在。
会众 :
也与你同在。

願主與你們同在。
也與你同在。

讀經員 : 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 ¸ 記載在 . . .
會眾 :
願榮耀歸與主耶穌基督。

读经员 : 主耶稣基督的圣福音 ¸ 记载在 . . .
会众 :
愿荣耀归与主耶稣基督。

福音讀畢 ¸ 讀經員說 :

福音读毕 ¸ 读经员说 :
这是上主的福音。
会众 :
愿讚颂归与主耶稣基督。

會眾 :

這是上主的福音。
願讚頌歸與主耶穌基督。

講 道

讲 道

講道後會眾可靜默 ¸ 以作回想。

讲道後会众可静默 ¸ 以作回想。
引荐及察问

引薦及察問
牧師:

現在請教父母引薦 接受聖洗禮者。

牧师:

现在请教父母引荐 接受圣洗礼者。

成年或青少年受洗者

成年或青少年受洗者

成年及青少年的教父母: 我們為(某某)請求受洗。
牧師:
你是否願意受洗？

成年及青少年的教父母: 我们为(某某)请求受洗。
牧师: 你是否愿意受洗？

受洗者: 我願意。

受洗者: 我愿意。

嬰孩或兒童受洗者
父母親及教父母:

婴孩或儿童受洗者
我們為(某某)請求受洗。

牧師:

你們是否願意負責使這(些)孩童在基督教會的信仰
和生活中長大？
父母及教父母: 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父母亲及教父母:

我们为(某某)请求受洗。

牧师:

你们是否愿意负责使这(些)孩童在基督教会的信仰
和生活中长大？
父母及教父母: 我愿意,愿上帝助我。

牧師:

你們是否願意以禱告和生活見証,盡力支持這(些)孩
童在基督裡的生命成長？
父母及教父母: 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牧师:

成年或青少年回答下列問題,孩童由父母及教父母代答下列
問題

成年或青少年回答下列问题,孩童由父母及教父母代答下列
问题

問：你是否抛棄魔鬼及所有反叛上帝的邪力和罪惡？
答：我抛棄他們。

问：你是否抛弃魔鬼及所有反叛上帝的邪力和罪恶？
答：我抛弃他们。

問：你是否抛棄破壞上帝所創造萬物的世俗邪惡勢力？
答：我抛棄他們。

问：你是否抛弃破坏上帝所创造万物的世俗邪恶势力？
答：我抛弃他们。

問：你是否拒絕一切使你離棄上帝之愛的罪惡情慾？
答：我拒絕他們。

问：你是否拒绝一切使你离弃上帝之爱的罪恶情慾？
答：我拒绝他们。

問：你是否歸向耶穌基督, 接受他為你的救主？
答：我歸向。

问：你是否归向耶稣基督, 接受他为你的救主？
答：我归向。

問：你是否信靠耶穌基督的恩典和大愛？
答：我信靠。

问：你是否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大爱？
答：我信靠。

你们是否愿意以祷告和生活见证,尽力支持这(些)孩
童在基督里的生命成长？
父母及教父母: 我愿意,愿上帝助我。

問：你是否應許服從耶穌基督為你的主？
答：我應許。

问：你是否应许服从耶稣基督为你的主？
答：我应许。

為受洗者祈禱

为受洗者祈祷

我們要為這些將要接受新生命聖禮的人祈禱。

我们要为这些将要接受新生命圣礼的人祈祷。

主禱：主啊！拯救他們脫離罪惡與死亡的道路。
會眾：主啊！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祷：主啊！拯救他们脱离罪恶与死亡的道路。
会众：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禱：求主開啟他們的心門, 領受恩典與真理。
會眾：主啊！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祷：求主开启他们的心门, 领受恩典与真理。
会众：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禱：求主用你神聖及賜生命的靈充滿他們。
會眾：主啊！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祷：求主用你神圣及赐生命的灵充满他们。
会众：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禱：求主教導他們藉聖靈的能力去愛人。
會眾：主啊！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祷：求主教导他们藉圣灵的能力去爱人。
会众：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禱：差遣他們進入世界去見証主愛。
會眾：主啊！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祷：差遣他们进入世界去见证主爱。
会众：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禱：求主帶領他們進入主的完全平安和光榮之中。
會眾：主啊！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祷：求主带领他们进入主的完全平安和光荣之中。
会众：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

牧師：主啊！求你使所有受洗歸入基督的人, 能與聖子同死,
並在基督復活大能中活過來,更盼望祂在榮耀中再來。基督
是永活的掌權者,世世無盡。 阿們。

牧师：主啊！求你使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 能与圣子同死,
并在基督复活大能中活过来,更盼望祂在荣耀中再来。基督
是永活的掌权者,世世无尽。 阿们。

祝水成聖

祝水成圣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也與你同在。

主礼：愿主与你们同在。
会众：也与你同在。

主禮：我們要感謝主上帝。
會眾：稱頌感謝主是理所當然。

主礼：我们要感谢主上帝。
会众：称颂感谢主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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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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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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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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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讓我們大家與現在委身基督的人, 一同申述自己受洗
時的誓約

主礼： 让我们大家与现在委身基督的人, 一同申述自己受
洗时的誓约

聖洗誓約

圣洗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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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礼：你们是否相信上帝圣父？
会众：我信上帝,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的主。

主禮：你們是否相信耶穌基督,上帝的聖子？
會眾：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為受聖靈感孕的童貞女
馬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十字架上,
死了被埋葬;降至陰間;第三天復活,升天,坐在聖父的
右邊。他將要再來審判活人死人。

主礼：你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圣子？
会众：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为受圣灵感孕的童贞女
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上,
死了被埋葬;降至阴间;第叁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
右边。他将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

主禮：你們是否相信上帝聖靈？
會眾：我信上帝聖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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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礼： 你们是否相信上帝圣灵？
会众： 我信上帝圣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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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你們是否願意持守使徒的教訓和團契,同心領受聖餐,
恆常禱告？
會眾：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主礼： 你们是否愿意持守使徒的教训和团契,同心领受圣餐,
恒常祷告？
会众： 我愿意,愿上帝助我。

主禮：你們是否願意堅決抗拒罪惡,並且在陷入罪過時懺悔
改過歸向主？
會眾：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主礼： 你们是否愿意坚决抗拒罪恶,并且在陷入罪过时忏
悔改过归向主？
会众： 我愿意,愿上帝助我。

主禮：你們是否願意宣揚主道,身體力行上帝在基督裡的福
音？

主礼： 你们是否愿意宣扬主道,身体力行上帝在基督里的
福音？
会众：我愿意,愿上帝助我。

會眾：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主禮： 你們是否願意在別人身上尋求和服侍基督, 以達到愛
人如己？
會眾：我願意, 願上帝助我。

主礼：你们是否愿意在别人身上寻求和服侍基督, 以达到爱
人如己？
会众：我愿意, 愿上帝助我。

主禮：你們是否願意奮勉推行公義與和平,尊重每一個人的
人性尊嚴？
會眾：我願意, 願上帝助我。

主礼：你们是否愿意奋勉推行公义与和平,尊重每一个人的
人性尊严？
会众：我愿意, 愿上帝助我。

主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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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眾：我願意, 願上帝助我。

主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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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众：我愿意, 愿上帝助我。

聖洗禮

圣洗礼

主禮：「某某」, 我為你施洗, 奉聖父, 聖子, 聖靈的名,

主礼：「某某」, 我为你施洗, 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我為你劃上十字架的印記, 表明你從今以後必永遠
屬於基督。阿們。
主禮： (我們同心祈禱)。 天父, 我們感謝你, 藉水與聖靈的
洗禮使這些你的僕人得到罪的赦免, 又叫他們在恩典
的新生命中復活過來。
求主保守他們在你的聖靈裡。
賜給他們追求真道和明辨的心,
堅决行道的毅力和勇氣,
真知道你和愛你的心靈,
使他們因你的一切作為而充滿喜樂和讚歎。阿們。

我为你划上十字架的印记, 表明你从今以後必永远
属於基督。阿们。
主礼：(我们同心祈祷)。 天父, 我们感谢你, 藉水与圣灵的
洗礼使这些你的僕人得到罪的赦免, 又叫他们在恩典
的新生命中复活过来。
求主保守他们在你的圣灵里。
赐给他们追求真道和明辨的心,
坚决行道的毅力和勇气,
真知道你和爱你的心灵,
使他们因你的一切作为而充满喜乐和讚歎。阿们。

授光禮

授光礼

主禮：接受基督的真光, 表明你已經離開黑暗,進入光明。
會眾：願你的光照在人面前, 使人見到你的善行, 歸榮耀給
你在天上的父。

主礼：接受基督的真光, 表明你已经离开黑暗,进入光明。
会众：愿你的光照在人面前, 使人见到你的善行, 归荣耀给
你在天上的父。

主禮：我們歡迎新受洗者。
會眾：我們迎接你們加入上帝的家, 承認基督十字架的信
仰, 宣揚他的復活, 與我們分享他的祭司職份。

主礼：我们欢迎新受洗者。
会众：我们迎接你们加入上帝的家, 承认基督十字架的信
仰, 宣扬他的复活, 与我们分享他的祭司职份。

平安禮
主禮：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也與你同在。

平安礼
主礼：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会众：也与你同在。

會眾互祝平安, 崇拜繼續於聖餐禮文之獻禮祝聖。

会众互祝平安, 崇拜继续於圣餐礼文之献礼祝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