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息禮拜 

 

始句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  (約 11:25-26)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

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

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   (約 14:1-3)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裡的。    (羅 8:38-39) 

 

宣召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同應：也與你同在。 
 
主禮：我們要祈禱。 

安慰人心的上帝啊，在主永恆不斷的愛和慈悲中，主將黑暗死亡轉化為有生命的黎

明。求主在你子民的苦痛中顯出恩慈。在悲痛黑暗中提升我們，作我們的避難所和

力量。引領我們到主平安和真光的跟前。 
 

    聖子我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受死克勝死亡，復活後更恢復了生命。 
 

願我們能誠懇地在人生旅途中前行迎向主，並在離世後與我們的兄弟姊妹重聚，在

那裏每一顆眼淚都被抹去。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 
 
同應：阿們。 

   

可讀一至兩篇經課, 如有生平分享, 可在宣召前或讀經前分享 

 

詩篇 

 

經課 

 

講道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子，因聖靈的能力成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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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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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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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代禱                                                                                                

啟：   我們要祈禱。 

 全能的上帝，主的選民連結在你兒子耶穌基督奧妙的身體中。 願你賜在天上和地上  

的教會有你的光明和平安。 

應：   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願所有在基督的死亡與復活中受洗的人都向罪惡死去， 

     並重新得生命，也願我們與主基督一同渡過墳墓與死亡的 

     門，同享快樂的復活。 

應：   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願我們這些依然在信心旅程中前行的，得著聖靈的帶領， 

     每日都能住在聖潔和公義裡。 

應：   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願你賜給你的子民饒恕及平安，使我們從罪中得潔淨，並 

     以安靜的心靈侍奉你。 

應：   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願我們將一切的悲傷擲於你面前，在你的愛裡得到信心和 

     安慰。 

應：   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願你賜勇氣和信心給喪失親人者，使他們得到肯定的盼望， 

     有上帝聖的力量面對前面的日子，更能歡欣盼望與他們所 

     愛的人共享永生。 

應：   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啟：   願主你接受 Name of Deceased 在你不息的愛裡，接受 Name of Deceased 在你憐憫的  

胸懷裡，並按你為你的子民所成就的恩典紀念他(她)。 

應：   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禱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饒恕我們的罪，如同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你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 

 

託付祈禱  

 

同讀：主基督啊，求你使你眾僕人得與眾聖者共享安息，在那裏不再有悲傷、痛苦、 和歎

息，只有永恆不息的生命。 

 

            主啊！你是唯一永生的，你是萬物的創造者；我們卻有終結的一天，我們出於塵土，

也歸於塵土，正如你創造我時說：「你是塵，也將會歸回塵土。」我們都歸於塵土，

但在墳墓中我們仍高唱：阿利路亞，阿利路亞，阿利路亞。 

            主基督，求你使你的眾僕人得與眾聖者共享安息，在那裏不再有悲傷、痛苦、和歎

息，只有永恆不息的生命。 

 

主禮：慈悲的救主，我們付託主的僕人 Name of Deceased 於主的恩手中。我們祈求主承認

他(她) 是主你羊欄中的小羊，是主親自拯救的罪人。求主用恩慈的膀臂懷抱他(她)，

進入主永恆的平安裏，同列在光明的聖徒中。阿們。 

 

祝福 

 

安葬禮  (在墓園用) 

 

主禮者說： 

耶穌說：凡父所賜給我的，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我總不丟棄他。 (約 6:37) 
 
那叫耶穌從死裡復活的神，必藉著住在我們心裡的聖靈，使我們必死的身體活過來。 

 (羅 8:11)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詩 16:9)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詩 16:11) 
 
(安葬禱文) 

我們依靠主耶穌基督，得著復活和永生確切的盼望。現在我們懇求全能的上帝，接納我們

這位弟兄(姊妹)Name of Deceased。此刻，我們將他(她)的身體埋葬於地，使土仍歸於土，

灰歸於灰，塵歸於塵。願上帝賜福給他(她)，保護他(她)，願上帝的臉光照著他(她)，賜恩

典給他(她)，願上帝向他(她)仰臉，賜他(她)平安。阿們。  

 

主禮者說： 

啟   ：  願主與你們同在。 

應   ：  願主也與你同在。 

啟   ：  我們要祈禱。 
 
主禮：主啊，求你賜 Name of Deceased 永恆的安息。 

會眾： 讓光明永遠照耀他(她)。 

 

主禮： 願他(她)和所有離世的人的靈魂，藉著上帝的慈悲，得享安息。 

會眾： 阿們。 

 

主禮：  (祝福)賜平安的 上帝，既使大牧人我主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願他用永約的寶

血裝備你們有一切的美德，以致你們可以遵行主的旨意，在你們眾人中行出主所喜

悅的事。靠賴耶穌基督，願榮耀永遠歸與主。  

 

會眾：  阿們。 

 

主禮： 你們帶著主的平安回去，又要奉基督的名勇往直前。 

會眾： 感謝上主。 

 

以下的禱文可代替禮文代禱, 也適用於别處, 如墓園祈禱。 

恩慈和大有榮耀的上帝，我們為 Name of Deceased 感謝你。 Name of Deceased 曾與我們相

親相愛, 但現在已經辭世, 離開我們。 

 

我們感謝他(她) 帶給我們的友情, 力量和平安。 

 

我們感謝他(她)在世時所付出也接受的關愛。 

 

我們求主不要讓他(她)一生任何的美善被遺忘, 反而令那些他(她)著重的事物繼續為後人所

尊重; 讓他(她)出色的貢獻，在他(她)身後繼續祝福我們。 



 

求主幫助他(她)在兒女, 家人和朋友的心思,  回憶, 良心和勇氣, 永垂不朽。 

求主幫助我們與他(她)親密的人,彼此之間更能親近。於我們在世的路程, 享受到友情和平

安，深感到祢對我們的信實, 至死不渝。 

 

我們也為自己祈禱。這次的死亡實在深深地搖動了我們。求使我們不將痛失親人太輕易淡

化,  但也不讓它淹沒, 覆蓋和孤立我們。 

 

求主賜我們信心和勇氣踏上基督的新生命。 

 

此賴耶穌, 復活的主而求。 

  



安息礼拜 
 

始句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著信我

的人，必永远不死。」  (约 11:25-26) 

  

 你们心裏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许多住处。若是没

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

再来接你们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们也在那裏。   (约 14:1-3)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

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罗 8:38-39) 

 

宣召 

 

主礼：愿主与你们同在。 

同应：也与你同在。 

 

主礼：我们要祈祷。 

安慰人心的上帝啊，在主永恒不断的爱和慈悲中，主将黑暗死亡转化为有生命的黎明。求

主在你子民的苦痛中显出恩慈。在悲痛黑暗中提升我们，作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引领我

们到主平安和真光的跟前。 

 

圣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克胜死亡，复活後更恢复了生命。 

愿我们能诚恳地在人生旅途中前行迎向主，并在离世後与我们的兄弟姊妹重聚，在那裏每

一颗眼泪都被抹去。此赖我主耶稣基督而求。 

 

同应：阿们。 

   

可读一至两篇经课, 如有生平分享, 可在宣召前或读经前分享 

 

诗篇 

 

经课 



 

讲道   

 

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子，因圣灵的能力成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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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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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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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们。 

  

代祷                                                                                                

启：   我们要祈祷。 

 全能的上帝，主的选民连结在你儿子耶稣基督奥妙的身体中。愿你赐在天上和地上  

的教会有你的光明和平安。 

应：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启：   愿所有在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中受洗的人都向罪恶死去， 

          并重新得生命，也愿我们与主基督一同渡过坟墓与死亡的 

          门，同享快乐的复活。 

应：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启：   愿我们这些依然在信心旅程中前行的，得著圣灵的带领， 

 每日都能住在圣洁和公义里。 

应：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启：   愿你赐给你的子民饶恕及平安，使我们从罪中得洁净，并 

 以安静的心灵侍奉你。 

应：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启：   愿我们将一切的悲伤掷於你面前，在你的爱里得到信心和 

 安慰。 

应：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启：   愿你赐勇气和信心给丧失亲人者，使他们得到肯定的盼望， 

 有上帝圣的力量面对前面的日子，更能欢欣盼望与他们所 

 爱的人共享永生。 

应：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启：   愿主你接受 Name of Deceased 在你不息的爱里，接受 Name of Deceased 在你怜悯的    

           胸怀里，并按你为你的子民所成就的恩典纪念他(她)。 

应：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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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 

 

託付祈祷  

 

同读：主基督啊，求你使你众僕人得与众圣者共享安息，在那裏不再有悲伤、痛苦、 和

歎息，只有永恒不息的生命。 

 

           主啊！你是唯一永生的，你是万物的创造者；我们却有终结的一天，我们出於尘土，

也归於尘土，正如你创造我时说：「你是尘，也将会归回尘土。」我们都归於尘土，

但在坟墓中我们仍高唱：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 

            主基督，求你使你的众僕人得与众圣者共享安息，在那裏不再有悲伤、痛苦、和

歎息，只有永恒不息的生命。 

 

主礼：慈悲的救主，我们付託主的僕人 Name of Deceased 於主的恩手中。我们祈求主承认

他(她) 是主你羊栏中的小羊，是主亲自拯救的罪人。求主用恩慈的膀臂怀抱他(她)，进入

主永恒的平安裏，同列在光明的圣徒中。阿们。 

 

祝福 

 

安葬礼  (在墓园用) 



 

主礼者说： 

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约 6:37)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必藉著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 

 (罗 8:11)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诗 16:9)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诗 16:11) 

 

(安葬祷文) 

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得著复活和永生确切的盼望。现在我们恳求全能的上帝，接纳我们

这位弟兄(姊妹)Name of Deceased。此刻，我们将他(她)的身体埋葬於地，使土仍归於土，

灰归於灰，尘归於尘。愿上帝赐福给他(她)，保护他(她)，愿上帝的脸光照著他(她)，赐恩

典给他(她)，愿上帝向他(她)仰脸，赐他(她)平安。阿们。  

 

主礼者说： 

启   ： 愿主与你们同在。 

应   ： 愿主也与你同在。 

启   ： 我们要祈祷。 

 

主礼：主啊，求你赐 Name of Deceased 永恒的安息。 

会众：让光明永远照耀他(她)。 

 

主礼：愿他(她)和所有离世的人的灵魂，藉著上帝的慈悲，得享安息。 

会众：阿们。 

 

主礼： (祝福)赐平安的 上帝，既使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愿他用永约的宝

血装备你们有一切的美德，以致你们可以遵行主的旨意，在你们众人中行出主所喜

悦的事。靠赖耶稣基督，愿荣耀永远归与主。  

 

会众： 阿们。 

 

主礼： 你们带著主的平安回去，又要奉基督的名勇往直前。 



会众： 感谢上主。 

 

以下的祷文可代替礼文代祷, 也适用於别处, 如墓园祈祷。 

恩慈和大有荣耀的上帝，我们为 Name of Deceased 感谢你。 Name of Deceased 曾与我们相

亲相爱, 但现在已经辞世, 离开我们。 

 

我们感谢他(她) 带给我们的友情, 力量和平安。 

 

我们感谢他(她)在世时所付出也接受的关爱。 

 

我们求主不要让他(她)一生任何的美善被遗忘, 反而令那些他(她)著重的事物继续为後人所

尊重; 让他(她)出色的贡献，在他(她)身後继续祝福我们。 

 

求主帮助他(她)在儿女, 家人和朋友的心思,  回忆, 良心和勇气, 永垂不朽。 

求主帮助我们与他(她)亲密的人,彼此之间更能亲近。於我们在世的路程, 享受到友情和平

安，深感到祢对我们的信实, 至死不渝。 

 

我们也为自己祈祷。这次的死亡实在深深地摇动了我们。求使我们不将痛失亲人太轻易淡

化,  但也不让它淹没, 覆盖和孤立我们。 

 

求主赐我们信心和勇气踏上基督的新生命。 

 

此赖耶稣, 复活的主而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