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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儀注： 

1. 本禮文共編撰以下禮儀：守夜祈禱、安息禮(入殮及出殯)、土葬禮、火葬

禮、安放骨灰禮、撒灰禮及追思禮，並在附頁提供喪禮適用之詩篇及經文。 

2. 守夜祈禱是出殯前夕之夜間禮儀，是考慮到本地之實際情況而修編。各堂

應以尊重亡者家人的意願，選擇舉行或不舉行。如舉行者，在聖堂或殯儀

館皆可。但不應以守夜祈禱代替安息禮，或將安息禮與守夜祈禱併合為一。 

3. 安息禮包括下列儀節：〈入殮〉及〈出殯〉。而入殮只限於亡者家人及其邀

請之親屬出席，入殮後由主禮牧師引領靈柩及亡者家屬進堂。 

4. 在守夜祈禱及安息禮中之經課及詩篇，可參考《附頁：喪禮適用詩篇及經

文》。建議選讀兩段經課，第一次經課後，可誦讀或唱頌詩篇，或由詩班

獻唱，然後宣讀第二次經課。第一次經課可選讀舊約、次經或新約，第二

次經課則選讀福音。 

5. 如在安息禮中有生平述史或家人悼念分享，可在經課後進行，隨後講道。 

6. 如在安息禮上家人提出舉行〈瞻仰遺容〉者，可考慮下列安排： 

6.1 如安息禮在殯儀館舉行，最合適是在〈入殮〉前進行，先讓親友到安

放靈柩之內室瞻仰遺容。〈入殮〉後蓋棺，整個安息禮不應在揭開靈

柩蓋面的情況下進行。 

6.2 如家人特別要求在安息禮中舉行〈瞻仰遺容〉，則應在〈祝福〉後舉

行，但主禮牧者宜先與亡者家人商議，盡量說服家人採納 6.1 之方式。 

6.3 如在聖堂舉行安息禮，則不適宜舉行〈瞻仰遺容〉。如家人要求舉行

〈瞻仰遺容〉，可在〈入殮〉前在副堂或小聖堂安放靈柩，先讓出席之

親友依指示逐一向亡者作最後致敬。在聖堂內絕對不宜在揭開靈柩蓋

面的情況下舉行安息禮。 

7. 如主教在主禮行列中，〈交託祈禱〉及〈祝福〉應由主教負責。 

8. 在守夜祈禱及安息禮中，如有報告事項，應在〈祝福〉後進行。 

9. 追思禮本屬記念亡者之禮儀，不能與守夜祈禱及安息禮混為一談。舉行日

期應在所有喪葬禮儀完成後，如於安葬禮後一個月或較後日子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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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夜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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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夜祈禱 

召聚 

主禮 上主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詩篇 46:1) 

今夜我們聚集一起，為要記念親愛的      弟兄/姊妹。他

/她息勞了，離開他/她至親的家人和認識他/她的人。我們

難免懷着悲哀的心情，但上帝滿有慈愛，因着祂的兒子耶

穌基督對人類的救贖，把永恆的生命帶到世界來，使世人

得着復活的生命。 

我們同心祈禱： 

滿有恩惠和慈愛的上帝啊，祢是一切悲傷者的大牧人和護

佑者，求祢領我們到那重新得力的地方，那裏有祢賜下的

平安；指引我們，使我們能到那活水的湧泉；掃除我們面

上的淚痕，使我們得着盼望，知道雖然死亡將我們與親愛

的      弟兄/姊妹分隔，但將來必能在上帝榮耀的國度

裏重聚。 

會眾 在那裏我們再看不到死亡、哀傷、哭泣和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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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由主禮或親屬其中一位成員點燃復活聖燭。點燃後， 

主禮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主禮 我們要祈禱。 

基督，祢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起初和現在

都屬於祢，祢是起始和終結、萬有的真源、寰宇的依歸，

時間屬於祢，歷史屬於祢，光榮與權能也屬於祢，直至永

遠。 

會眾 阿們。 

主禮 願基督的光在榮耀中亮起，照耀世界，驅除我們各人內心

的黑暗。 

會眾 感謝上主。 

此時可唱頌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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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聖言 

經課 

可參考附頁之喪禮適用經文選取經文及詩篇。 

應選讀兩段經課，第一次經課讀畢後，可誦讀或唱詩篇，或由詩班獻唱。 

經課後，讀經員說：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同應：感謝上主。 

全體靜默片刻。 

如有生平述史或家人悼念分享，可於經課後進行，然後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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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祈禱 

主禮 求主憐憫我們， 

會眾 求基督憐憫我們， 

主禮 求主憐憫我們。 

全體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祢的名被尊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天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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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 

阿們。 

此時可加入出席親友的代禱，或選讀以下一至兩段禱文或其他合宜的禱文。

每段禱文結束時，全體同應：阿們。 

領禱員 全能的上帝，祢是離世者的歸宿，凡信靠祢的人，在天國

裏都能享受永恆的福樂。我們感謝祢，因祢忠心的僕人為

我們留下真實信徒的榜樣，他們曾走在成聖的路上，如今

已找到了安息的地方。願我們也同樣與那些走在真道上離

世的人，同享成聖的喜樂，保守我們永遠在祢永恆和榮耀

的國度裏。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會眾 阿們。 

領禱員 上帝啊，我們為我們所敬愛，但現在與我們分離的     弟

兄/姊妹向祢禱告，求祢的榮光永遠照耀他/她，使他/她在

世時所成就的事，皆合乎祢美善的旨意，蒙祢悅納。因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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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禱員 主耶穌─我們的救贖者，為成就上帝的旨意，救贖世人，

甘願在十字架上犧牲自己，以至於死，但祂復活過來，使

世人從今不再受死亡的威脅，並因信祂而得永生。因此，

求主憐憫，使我們所敬愛的      弟兄/姊妹，因他/她的

信德，罪得寬恕，並得以在祢榮耀的國度裏，有祢為他/她

預備一處充滿幸福、光輝及平安的居所。因主耶穌基督的

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會眾 阿們。 

領禱員 全能的上帝，慈悲的主，安慰的賜予者，我們為所有哀哭

的人懇切呼求祢，求祢施憐憫，使他們得着從祢而來的安

慰。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會眾 阿們。 

禱告後，可唱頌聖詩。 

祝福 

主禮 聖父上帝，憐憫你們；聖子耶穌，救贖你們；常與人同在

的聖靈，引領你們。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

賜福給你們，保護你們，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如有報告，可在祝福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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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禮文 
 

[安息禮 (入殮及出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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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禮 

入殮 

主禮及離世者親屬齊集在入殮室。 

序詞 

主禮 願主與你們同在； 

親屬 也與你同在。 

主禮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

必復活。」(約翰福音 11: 25) 

或：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我要使你們

得安息。」(馬太福音 11: 28) 

各位親友，我們親愛的      弟兄/姊妹已走過他/她當走

的路，如今在主懷裏安息。我們為他/她的一生感謝主，因

為主的愛，使他/她在世的時候有聽聞福音的機會，蒙恩領

洗成為基督的門徒，得到主豐盛的恩賜。 

聖使徒保羅曾說：「既然我們信耶穌死了，復活了，那些

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勉。」因此我們既有這樣的

應許，就當感恩讚美，知道我們親愛的弟兄/姊妹在主的國

度裏，正享受基督為他/她預備了最美麗、最完備的地方。 

祈禱 

啟 創造天地萬物的主，生命的賜予者，求祢收納我們親愛

的      弟兄/姊妹，使物歸於物，靈歸於靈。 

應 求主保守他/她的靈魂。 

  



10 

啟 主啊，祢是真光，照耀世上一切信祢的人，求祢施恩，

因        弟兄/姊妹的信德和領洗，得享祢永恆光輝的

照耀。 

應 求主保守他/她的靈魂。 

啟 天父，祢是慈愛和信實的主，祢把他/她召回祢身邊，解除

他/她在世的勞苦和罪惡的勞役。 

應 求主保守他/她的靈魂。 

啟 我們感謝讚美祢，因祢賜他/她永恆的安息，蒙祢恩寵，承

受那在創世以來為他/她所預備的國。 

應 求主保守他/她的靈魂。 

啟 在聖徒相通中，求祢使他/她和眾聖徒，在沒有痛苦和憂傷、

只有永生的地方，同享安息。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祢俯

聽我們的祈禱。 

應 阿們。 

此時主禮向靈柩灑水，表明離世者是已領洗歸入教會，一生至死都是基督耶

穌忠實的門徒。 

祝福 

主禮 「從今以後，在主裏死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

他們要從自己的勞苦中得安息，因為工作的成果永隨着他

們。」 (啟示錄 14:1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團契，與我們

眾人同在。 

親屬 阿們。 

全體靜默片刻。 

然後主禮引領靈柩及離世者親屬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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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殯 

聖堂適用：入殮儀式後，聖堂鐘聲響起，主禮隨即引領靈柩及離世者親屬進入

聖堂。 

殯儀館禮堂適用：入殮儀式後，主禮隨即引領靈柩及離世者親屬進入禮堂。 

宣召 

當主禮引領靈柩及離世者親屬步進聖堂(禮堂)時，可選讀一至多段合宜的經句。

可參考附頁內提供之出殯禮儀適用經句。 

會眾站立。 

問安 

主禮 我們親愛的     弟兄/姊妹已息勞了，他/她要回到天家，那

裏是上帝為他/她預備最美好的地方。我們難免懷着悲哀的

心情，悼念這位我們認識，曾與我們一起生活的弟兄/姊妹。 

但上帝是憐憫世人、滿有慈愛的主，因着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對人類的救贖，把永恆的生命帶到我們中間。因此讓我們也

帶着感恩的心，來到上帝面前，向祂禱告。求上帝賜      弟

兄/姊妹永恆的安息，也賜給他/她的家人最深切的安慰。 

此時可唱頌聖詩。 

祝文 

主禮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主禮 我們要祈禱。 

全能的上帝，生命的主啊，昔日聖子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

我們捨命，救贖人類，又從死裏復活，克勝死亡，將上帝永

生的國度啟示給信祂的人。今天求祢也賜恩典給我們親愛的

______弟兄/姊妹，在天國裏與主同享基督復活的生命。藉賴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聖子和聖父、聖靈，三位一體的主，

唯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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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聖言 

經課 

可參考附頁之喪禮適用經文選取經文及詩篇。 

應選讀兩段經課，第一次經課讀畢後，可誦讀或唱詩篇，或由詩班獻唱。 

經課後， 讀經員說：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同應：感謝上主。 

全體靜默片刻。 

如有生平述史或家人悼念分享，可在經課後進行，然後講道。 

講道 

講道後，靜默片刻。 

  



13 

祈禱 

代禱 

啟 上主啊，祢是世人千古的保障，是人的希望，我們為       

________弟兄/姊妹走過的一生感謝祢，因他/她蒙祢的揀

選，成為祢家裏的人。如今他/她在天上永久的家鄉裏，與

祢同住，他/她在世的家人也因此而得安慰。 

應 主啊，世人仰賴祢，就能抵禦風雨。 

啟 基督，我們的主啊，因着祢的引導，我們不致迷失方向。

有迷路的，祢也必不撇下他們不顧，必去尋找；找到了，

祢不責罰，反將他們輕輕安放在祢的肩頭上，讓他們再次

回到祢的身邊，得着真正的平安。 

應 主啊，祢是羣羊的大牧人，祢的仁慈，永世不移。 

啟 上帝啊，祢曾親眼看見祢的兒子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

難，祢最能明白失去親人的傷痛，知道我們的需要。因此

我們特別為離世者的家人，作出懇切的呼求，願祢醫治他

們心靈的傷痛。 

應 主啊，有祢的同在，我們就再沒有憂慮。 

啟 上帝啊，祢是我們生命的磐石，我們今生在祢手裏，所度

過的每一刻，都看見祢的愛是何等廣闊高深，堅定可靠，

跟隨祢的人必有恩惠慈愛隨着他們。 

應 主啊，我們倚靠祢，就不再徬徨。 

啟 上主聖靈啊，祢是基督所應許要來作我們的保惠師，求

祢使天上和地下的眾聖徒，皆因祢的引導而有着同一的

心志，懷着同一的盼望。 

應 如此，我們就能彼此分擔憂患，分肩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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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主啊，我們感謝祢，因祢使我們有份於聖徒的團契裏。 

應 願我們喜樂地一起等待基督的來臨，那時必得見祢微笑的

聖容。 

啟 我們亦懇求祢，顧念       弟兄/姊妹仍在世的家人。 

應 使他們也同樣有着復活的盼望。 

啟 主啊，求祢憐憫，俯聽我們的祈禱。 

應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如同時舉行聖餐禮，則於〈代禱〉後隨即進入〈平安禮〉。 

如沒有聖餐禮，則進入下一項：〈聖詩〉。 

聖詩 

唱詩時，主禮可向靈柩灑水，表示離世者藉洗禮歸於基督，與基督同死，也與

基督同復活。 

交託祈禱 

主禮 求主憐憫我們， 

會眾 求基督憐憫我們， 

主禮 求主憐憫我們。 

全體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祢的名被尊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天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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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 

阿們。 

主禮 耶穌說：清心的人有福了， 

會眾 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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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願主的名得讚美， 

會眾 從今日直到永遠。 

主禮 求主垂聽我們的祈禱， 

會眾 願我們呼籲的聲音上達於主。 

如在聖堂舉行安息禮，而主教在，則下列《交託禱文》應由主教領讀。 

主禮 慈悲的上帝，主耶穌基督的父啊，聖子耶穌曾說：「復活

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

着信主的人，必永遠不死。」主又藉聖使徒保羅教訓我們：

「不要為信耶穌而死的人悲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

樣。」 

主啊，祢是人類最終極的盼望，因此我們把      弟兄/姊

妹交託在祢的手中，求祢領他/她回到天家，在沒有痛苦，

沒有悲傷的國度裏，永遠與祢共住。 

又求祢引領我們，使我們遠離罪惡的威嚇和死亡的恐懼，

因祢救贖的恩典而得進入公義的新生命裏，在我們離世的

時候，可以因耶穌得平安，好像      弟兄/姊妹得享平安

一樣。到復活的時候，可蒙祢悅納，得聖子所應許的福，

聽見祂說：蒙我主寵愛的，可以來承受自創世以來為你們

所預備的國。求慈悲的上帝，因我們的中保，救主耶穌基

督，應允我們的祈禱。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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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頌 

此時可唱求主頌 (西面頌 路加福音 2:29-32)。 
 

主啊，如今可以照祢的話， 

  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祢的救恩。 

  就是祢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乃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祢以色列的榮耀。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祝福 

如主教在，應由主教祝福。 

主禮 願聖父的平安降臨你們；願聖子的仁愛環繞你們；願聖靈

的能力充滿你們；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

賜福你們，與你們同在，直至永遠。 

會眾 阿們。 

如有報告，可在祝福後進行。 

隨後由主禮帶領靈柩及離世者親屬步出聖堂(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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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祝謝 

如同時舉行聖餐禮，則在〈代禱〉後，按下列聖事禮儀進行。 

平安禮 
會眾站立。 

主禮 主啊，祢曾向門徒應許，常與他們同在；如今祢又在我們

當中，願祢賜平安，我們就有份於基督的團契內。 

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眾人奉主的名互相請安。 

奉獻 

主禮宣讀勸眾奉獻文，然後會眾站立同唱獻禮聖詩。 

唱詩時，主禮可先向靈柩灑水，以表示離世者藉洗禮歸於基督，與基督同死，

也與基督同復活。 

然後由離世者家人呈獻餅酒。 

獻禮文由主禮領讀： 

主禮 聖善的主，我們為      弟兄/姊妹走過的一生獻上感恩；

如今求祢悅納我們以愛所奉上的禮物，並以祢的愛，繼續

保守今天出席聚會的人，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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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祝謝文 

可選用聖餐禮文(第二式)其中一式《大祝謝文》。如選用《大祝謝文》甲或乙

者，應在《三聖哉頌》加上以下「序文」： 

主禮 祢照着祢的形像創造我們，使我們活着的日子，有着人性

的尊嚴。 

或： 

我們感謝祢，因為祢常常與愛祢的人同在，好像      弟

兄/姊妹在世時，祢常與他/她同在一樣。 

因此，我們與天使和天使長，天上的會眾，一同稱讚頌揚

祢榮耀的聖名，常讚美祢說： 

領餐後感謝禱文 

領過聖餐後，全體以下列禱文祈禱： 

主禮 我們要祈禱。 

全體 全能的上帝，我們感謝祢，因祢以祢的聖子耶穌基督的聖

體和寶血，餵養我們，並豐富了我們對生活的體驗和對生

命的尊重。我們現將自己的身體靈魂獻上，當作活祭，求

祢差遣我們，在聖靈的力量裏生活和工作，歸榮耀和讚美

與祢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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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託祈禱 

主禮 求主憐憫我們， 

會眾 求基督憐憫我們， 

主禮 求主憐憫我們。 

全體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祢的名被尊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天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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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 

阿們。 

主禮 耶穌說：清心的人有福了， 

會眾 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 

主禮 願主的名得讚美， 

會眾 從今日直到永遠。 

主禮 求主垂聽我們的祈禱， 

會眾 願我們呼籲的聲音上達於主。 

如在聖堂舉行安息禮，而主教在，則下列《交託禱文》應由主教領讀。 

主禮 慈悲的上帝，主耶穌基督的父啊，聖子耶穌曾說：「復活

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

着信主的人，必永遠不死。」主又藉聖使徒保羅教訓我們：

「不要為信耶穌而死的人悲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

樣。」 

主啊，祢是人類最終極的盼望，因此我們把      弟兄/姊

妹交託在祢的手中，求祢領他/她回到天家，在沒有痛苦，

沒有悲傷的國度裏，永遠與祢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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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求祢引領我們，使我們遠離罪惡的威嚇和死亡的恐懼，

因祢救贖的恩典而得進入公義的新生命裏，在我們離世的

時候，可以因耶穌得平安，好像      弟兄/姊妹得享平安

一樣。到復活的時候，可蒙祢悅納，得聖子所應許的福，

聽見祂說：蒙我主寵愛的，可以來承受自創世以來為你們

所預備的國。求慈悲的上帝，因我們的中保，救主耶穌基

督，應允我們的祈禱。 

會眾 阿們。 

求主頌 

此時可唱求主頌 (西面頌 路加福音 2:29-32)。 
 

主啊，如今可以照祢的話， 

  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祢的救恩。 

  就是祢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乃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祢以色列的榮耀。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祝福 

如主教在，應由主教祝福。 

主禮 願聖父的平安降臨你們；願聖子的仁愛環繞你們；願聖靈

的能力充滿你們；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

賜福你們，與你們同在，直至永遠。 

會眾 阿們。 

如有報告，可在祝福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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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 

主禮 你們要平平安安地去敬愛主，服侍主。 

會眾 感謝上主。 

結禮聖詩 

全體站立。 

唱詩時，離世者親屬及主禮步出聖堂。 

如有詩班及侍從，也一同步出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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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禮文 
 

[土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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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葬禮 

序詞 

主禮 願上主的恩惠平安，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主禮 各位親友及主內兄姊，      弟兄/姊妹的遺體將在這裏

安眠，我們把他/她交託給主上帝。 

此時可唱頌聖詩。 

交託 

會眾站立。 

主禮 耶穌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

你們所預備的國。」(馬太福音 25:34) 

全能慈悲的上帝既因祂的旨意把我們的      弟兄/姊妹

召回到天家，如今我們將他/她的遺體安葬在這裏，使塵

歸於塵，土歸於土；我們將他/她的靈魂交託給主，願主

收納。 

我們仰望主耶穌基督，確有復活和永生的盼望，屆時主必

用能力使萬物歸服在祂的大權能下，把我們能朽壞的身軀

變化過來，仿如祂光榮的身體，在末世的日子，與基督同

享復活的生命。 

此時主禮牧師可向靈柩和墓穴灑水。 

主禮 求主憐憫我們， 

會眾 求基督憐憫我們； 

主禮 求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 

會眾 以永遠不滅的光照耀他們； 



24 

主禮 我們深信日後必見主的慈容， 

會眾 在主永恆的國度裏； 

主禮 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會眾 願我們呼籲的聲音上達於主。 

主禮 上帝啊，祢的旨意無人能測，祢的工作最為奇妙，凡受造

的，祢必愛護；求祢安慰一切悲哀痛苦的人，使他們今世

能敬愛祢、服侍祢，來世與我們的      弟兄/姊妹同得祢

所應許的福。這都是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主禮 慈悲的主，祢深深明白離世者家人的哀傷，因祢的兒子

耶穌也曾經歷死亡，與祢分離；現今求祢賜恩惠平安給

_______弟兄/姊妹的家人，堅定他們的信心，在世度

日，常懷盼望，藉祢無盡的恩典，永遠走在永生的路

上，直至在天家再與離去的家人相聚。這都是靠着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會眾及親友可在此時逐一以手撮土撒於靈柩上，也可將鮮花擺放在靈柩上，

對離世者作最後的致敬。 

求主頌 

此時可唱求主頌 (西面頌 路加福音 2:29-32)。 
 

主啊，如今可以照祢的話， 

  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祢的救恩。 

  就是祢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乃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祢以色列的榮耀。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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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祝福 

主禮 願尊貴榮耀歸於永生的上帝，祂是賜生命的主，智慧的根

源，萬物的創造者；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團契，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 阿們。 

蓋土後禮成。 

全體靜默片刻，然後安靜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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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禮文 
 

[火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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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禮 

序詞 

主禮 願上主的恩惠平安，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主禮 各位親友及主內兄姊，      弟兄/姊妹的遺體將在這裏火

化，我們把他/她交託給主上帝。 

此時可唱頌聖詩。 

交託 

會眾站立。 

主禮 耶穌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

們所預備的國。」(馬太福音 25:34) 

全能慈悲的上帝既因祂的旨意把我們的______弟兄/姊妹

召回到天家，如今他/她的遺體將被火化，我們將他/她的

靈魂交託給主，願主收納。 

我們仰望主耶穌基督，確有復活和永生的盼望，屆時主必

用能力使萬物歸服在祂的大權能下，把我們能朽壞的身軀

變化過來，仿如祂光榮的身體，在末世的日子，與基督同

享復活的生命。 

此時主禮牧師可向靈柩灑水。 

主禮 求主憐憫我們， 

會眾 求基督憐憫我們； 

主禮 求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 

會眾 以永遠不滅的光照耀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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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我們深信日後必見主的慈容， 

會眾 在主永恆的國度裏； 

主禮 求主垂聽我們的禱告， 

會眾 願我們呼籲的聲音上達於主。 

主禮 上帝啊，祢的旨意無人能測，祢的工作最為奇妙，凡受造

的，祢必愛護；求祢安慰一切悲哀痛苦的人，使他們今世

能敬愛祢、服侍祢，來世與我們的      弟兄/姊妹同得祢

所應許的福。這都是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主禮 慈悲的主，祢深深明白離世者家人的哀傷，因祢的兒子耶穌

也曾經歷死亡，與祢分離；現今求祢賜恩惠平安給      弟

兄/姊妹的家人，堅定他們的信心，在世度日，常懷盼望，

藉祢無盡的恩典，永遠走在永生的路上，直至在天家再與離

去的家人相聚。這都是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求主頌 

此時可唱求主頌 (西面頌 路加福音 2:29-32)。 
 

主啊，如今可以照祢的話， 

  釋放僕人安然去世。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祢的救恩。 

  就是祢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 

乃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祢以色列的榮耀。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唱頌時，可逐一將鮮花擺放在靈柩上，對離世者作最後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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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主禮 願尊貴榮耀歸於永生的上帝，祂是賜生命的主，智慧的根

源，萬物的創造者；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團契，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 阿們。 

辭別靈柩後禮成。 

全體靜默片刻，然後安靜離開。 

  



30 

 

 

喪禮禮文 
 

[安放骨灰禮] 

  



31 

安放骨灰禮 

主禮及離世者親屬齊集在骨龕前。 

問安 

主禮 願從上帝聖父、主耶穌基督和聖靈而來的恩惠、慈愛、平

安，與你們同在。 

我們本是塵土，但上帝已為那些愛祂的人在天上預備了居

所。 

在安息禮上我們把      弟兄/姊妹的遺體交託給主──

全能的上帝，他/她的骨灰將要安放在這裏，使從創造而來

的，回歸創造，出於塵土的，歸回塵土。 

經句 

頌讀經句時，主禮可向骨龕灑水。 

主禮  亙古的上帝是避難所，下面有永久的膀臂。(申命記 33:27)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祂曾照自己的大

憐憫，藉着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

有活的盼望，好得到不朽壞、不玷污、不衰殘、為你們存

留在天上的基業。(彼得前書 1:3-4) 

詩篇 

可選讀下列其中一篇詩篇。其他合適的詩篇：121 

16:5-11 

啟 上主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福分； 

應 我所得的，祢為我持守。 

啟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 

應 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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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我要稱頌那指引我的上主； 

應 在夜間我的心腸也指教我。 

啟 我讓上主常在我面前， 

應 因祂在我右邊，我便不致動搖。 

啟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應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啟 因為祢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 

應 也不讓祢的聖者見地府。 

啟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應 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27:1, 4, 7, 13 

啟 上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 

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應 上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 

啟 有一件事，我曾求上主，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中， 

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應 上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 

啟 上主啊，我呼求的時候，求祢垂聽我的聲音； 

求祢憐憫我，應允我。 

應 上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 

啟 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見上主的恩惠。 

應 上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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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放骨灰 

親屬把離世者的骨灰安放在骨龕內。 

主禮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我要使你們

得安息。」(馬太福音 11:28) 

我們已把      弟兄/姊妹交託上主，現在我們安放他/她

的骨灰，使塵歸於塵，土歸於土。但我們仰望主耶穌基督

確有復活和永生的盼望，屆時祂必用能力使萬物歸服在祂

的大權能下，把我們能朽壞的身軀變化過來，仿如主光榮

的身體，在末世的日子，與基督同享復活的生命。 

全體 感謝上主，祂是戰勝死亡，帶給我們復活盼望的主及救主

耶穌基督。 

祈禱 

主禮 現在遵照我們救主基督的教訓，我們禱告說： 

全體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祢的名被尊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天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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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 

阿們。 

主禮 我們既將離世者交託給羣羊的大牧人，主耶穌基督必帶領

他/她返抵天家；求賜人盼望的主，使凡相信祢的人都能在

祢的愛中，與祢同享聖徒團契的喜樂和榮耀，這都靠着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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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主禮 三位一體的上帝，堅強你們的信心和愛心，引導你們在

各樣善行上見證基督的信仰，顯明祂的救恩。又願全能

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保護你們，直

到永遠。 

會眾 阿們。 

封碑後，全體安靜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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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禮文 
 

[撒灰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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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灰禮 

主禮及離世者親屬齊集後，先安靜默禱。 

問安 

主禮 願從上帝聖父、主耶穌基督和聖靈而來的恩惠、慈愛、平

安，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主禮 在火葬禮我們把      弟兄/姊妹的遺體，藉禱告交託給

主──全能的上帝。他/她的骨灰將要撒落在這庭園裏，使

從創造而來的，回歸創造，出於塵土的，歸回塵土。 

如撒在海上，則用下文： 

在火葬禮我們把      弟兄/姊妹的遺體，藉禱告交託給

主──全能的上帝。他/她的骨灰將要撒落在大海裏，使從

創造而來的，回歸創造。大海是主創造的，宇宙萬物，沒

有一樣不是祂創造的。 

經句 

主禮 亙古的上帝是避難所，下面有永久的膀臂。(申命記 33:27)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祂曾照自己的大憐

憫，藉着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活

的盼望，好得到不朽壞、不玷污、不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

上的基業。(彼得前書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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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可選讀下列其中一篇詩篇。其他合適的詩篇：121 

如進行海上撒灰禮儀，除詩篇 16:5-11；27:1,4,7,13 及 121 外，亦可選讀詩篇

95:1-6；35:1-3,5-6,13 

16:5-11 

啟 上主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福分； 

應 我所得的，祢為我持守。 

啟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 

應 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啟 我要稱頌那指引我的上主； 

應 在夜間我的心腸也指教我。 

啟 我讓上主常在我面前， 

應 因祂在我右邊，我便不致動搖。 

啟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應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啟 因為祢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 

應 也不祢的聖者見地府。 

啟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應 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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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4, 7, 13 

啟 上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 

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 

應 上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 

啟 有一件事，我曾求上主，我仍要尋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殿中， 

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應 上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 

啟 上主啊，我呼求的時候，求祢垂聽我的聲音； 

求祢憐憫我，應允我。 

應 上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 

啟 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見上主的恩惠； 

應 上主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 

撒灰 

親屬把離世者的骨灰撒落。撒灰後，安靜片刻。 

祈禱 

主禮 現在遵照我們救主基督的教訓，我們禱告說： 

全體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祢的名被尊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天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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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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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仁慈的主啊，我們為      弟兄/姊妹的一生向祢獻上感

恩的禱告，因為祢常與他/她同在，使他/她安詳地走完他/

她的一生。 

耶穌曾應許：「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裏來，我要使

你們得安息。」因此，我們深信      弟兄/姊妹已在祢的

懷裏得安息，他/她在世的家人也得到祢的安慰。 

我們亦確信：凡仰望主耶穌基督的必有復活和永生的盼望，

將來祢必用能力使萬物歸服在祢的大權能下，把我們能朽

壞的身軀變化過來，仿如主光榮的身體，在末世的日子，

與基督同享復活的生命，並蒙祢恩寵，親見祢的慈容。 

因此，求主使凡相信祢的人都能在祢的愛中，與祢同享聖

徒團契的喜樂和榮耀。這都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祝福 

主禮 願基督──永活的主，羣羊的大牧人，引導你們，堅固你

們的信心，在各樣善工上作美好的見證，顯明祂的救恩；

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保

護你們，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祝福後，全體安靜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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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禮文 
 

[追思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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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禮 

召聚 

宣召 

全體站立。 

主禮 主啊！祢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 

又是離世者的歸宿。 

進堂 

全體站立，主禮陪同離世者家人在寧靜氣氛中步進禮堂。 

進堂後，全體安靜默禱片刻。 

生平簡述 

進堂後，可由離世者家人或其好友，或牧師簡述離世者之生平。 

全體坐下。 

祝文 

主禮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主禮 我們要祈禱： 

滿有恩惠和慈愛的上帝啊，祢是一切悲傷者的大牧人和護

佑者。求祢領我們到那重新得力的地方，我們就得主所賜

的平安；指引我們，使我們能到那活水的湧泉。我們面上

帶着淚痕，因我們親愛的     弟兄/姊妹已離我們而去，

求祢抹去我們的眼淚，知道他/她已蒙祢的保守，到達祢為

他/她預備的地方。在那裏，他/她再看不到死亡、哀痛、

哭泣和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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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賜恩，使我們親愛的     弟兄/姊妹，在祢的國度裏

與眾信徒同享基督復活的生命。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

求；聖子和聖父、聖靈，三位一體的主，唯一上帝，一同

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 

會眾 阿們。 

此時點燃復活聖燭。點燃聖燭後， 

主禮 願基督的光在榮耀中亮起，照耀我們，驅除我們內心的黑

暗。 

聖詩 

唱詩後，全體坐下，聆聽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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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聖言 

經課 

可參考附頁之喪禮適用經文選取經文及詩篇，也可選讀合宜的文章。 

應選讀兩段經課，第一次經課讀畢後，可誦讀或唱詩篇，或由詩班獻唱。 

經課後， 讀經員說：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同應：感謝上主。 

全體靜默片刻。 

悼念 

離世者親友可逐一說出悼文，最後由牧師作結束語或講道。 

之後可邀請詩班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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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 

祈禱 

啟 求主憐憫我們， 

應 求基督憐憫我們， 

啟 求主垂聽我們的祈禱， 

應 願我們呼籲的聲音上達於主。 

全體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祢的名被尊為聖，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天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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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 

阿們。 

啟 上帝聖父，祢創造世界，並將一切生活的智慧賜給我們：

祢使我們活着，不是為自己而活，而是為祢而活，從而認

識和珍惜生命的可貴和人性的尊嚴。 

應 主啊，我們讚美祢。 

啟 上帝聖子，我們的救贖者，祢甘願在十字架上犧牲自己，

以至於死，使世人得着完全的救贖；不但如此，祢又勝過

死亡，從死裏復活過來，為所有相信祢的人開啟了生命的

門，得着復活的盼望。 

我們為      弟兄/姊妹的一生，向祢獻上我們眾人感謝

的心。我們深信祢必已為他/她預備了一處充滿幸福、光輝

及平安的居所，就是在祢榮耀的國度裏，與祢同享永遠同

在的福樂。 

應 主啊，我們感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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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上帝聖靈，安慰的賜予者，我們為所有因家人離世而感到

悲傷的人，懇切呼求祢，求祢因着祢對世人的憐憫，使他

們得着心靈的安慰。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應 阿們。 

如同時舉行聖餐禮，可在祈禱後，直接進入〈平安禮〉。 

聖詩 

祝福 

如主教在，應由主教祝福。 

主禮 聖父上帝，憐恤我們， 

會眾 因祂的愛無微不至； 

主禮 聖子耶穌，救贖我們， 

會眾 因祂的保守永不止息； 

主禮 常與人同在的聖靈，引導我們， 

會眾 因祂是真理的靈。 

主禮 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保護

你們，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全體站立，離世者親屬及主禮在寧靜氣氛中步出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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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祝謝 

如同時舉行聖餐禮，應在〈祈禱〉後，按下列聖事禮儀進行。 

平安禮 

會眾站立。 

主禮 主啊，祢曾向門徒應許，常與他們同在；如今祢又在我們

當中，願祢賜平安，我們就有份於基督的團契內。 

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眾人奉主的名互相請安。 

獻禮聖詩 

主禮宣讀勸眾奉獻文，然後會眾站立同唱聖詩。 

唱詩時，由離世者家人呈獻餅酒。 

獻禮文由主禮領讀： 

主禮 聖善的主，我們為       弟兄/姊妹走過的一生獻上感恩；

如今求祢悅納我們以愛所奉上的禮物，並以祢的愛，繼續

保守今天出席聚會的人，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大祝謝文 

可選用聖餐禮文(第二式)其中一式《大祝謝文》。如選用《大祝謝文》甲或乙

者，應在《三聖哉頌》加上以下「序文」： 

主禮 祢照着祢的形像創造我們，使我們活着的日子，有着人性

的尊嚴。 

或： 

我們感謝祢，因為祢常與愛祢的人同在，好像我們敬愛的     

______弟兄/姊妹在世時，祢常與他/她同在一樣。 

因此，我們與天使和天使長，天上的會眾，一同稱讚頌揚

祢榮耀的聖名，常讚美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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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餐後感謝禱文 
領過聖餐後，全體以下列禱文祈禱： 

主禮 我們要祈禱。 

全體 全能的上帝，我們感謝祢，因祢以祢的聖子耶穌基督的聖

體和寶血，餵養我們，並豐富了我們對生活的體驗和對生

命的尊重。我們現將自己的身體靈魂獻上，當作活祭，求

祢差遣我們，在聖靈的力量裏生活和工作，歸榮耀和讚美

與祢的聖名。阿們。 

祝福 

如主教在，應由主教祝福。 

主禮 聖父上帝，憐恤我們， 

會眾 因祂的愛無微不至； 

主禮 聖子耶穌，救贖我們， 

會眾 因祂的保守永不止息； 

主禮 常與人同在的聖靈，引導我們， 

會眾 因祂是真理的靈。 

主禮 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給你們，保護

你們，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結禮聖詩 

全體站立。唱詩時，離世者親屬及主禮步出聖堂。 

如有詩班及侍從，也一同步出聖堂。 

差遣 

主禮 你們要平平安安地去敬愛主，服侍主。 

會眾 感謝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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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喪禮適用經文 

甲. 宣召經句 (出殯禮儀適用) 

約翰福音 11:25-26 

25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

復活。26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 

羅馬書 8:35-36 

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迫害

嗎？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36 如經上所

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4, 17-18 

14 既然我們信耶穌死了，復活了，那些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上帝

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 

17 然後我們這些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

主相會。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18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

此勸勉。 

提摩太前書 6:7 及 約伯記 1:21 下 

提前 6:7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伯 1:21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

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耶利米哀歌 3:22-23 

22 因耶和華的慈愛，我們不致滅絕，因他的憐憫永不斷絕，23 每早

晨，這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馬太福音 5:4 

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約翰福音 3:16 

16 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

滅亡，反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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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經課 

一、 舊約及次經 

約伯記 19:23-27 

23「惟願我的言語現在就寫上，都記錄在書上；24 用鐵筆和鉛，刻在

磐石上，存到永遠。25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後他必站在塵土

上。26 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上帝。27 我自己要見

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陌生人。我的心腸在我裏面耗盡了！ 

以賽亞書 25:6-9 

6 在這山上，萬軍之耶和華必為萬民擺設宴席，有肥甘與美酒，就是

滿有骨髓的肥甘與精釀的美酒。7 在這山上，他必吞滅那纏裹萬民的

面紗和那遮蓋列國的遮蔽物。8 他已吞滅死亡直到永遠。主耶和華必

擦乾各人臉上的眼淚，在全地除去他百姓的羞辱；這是耶和華說的。 

9 到那日，人必說：「看哪，這是我們的上帝，我們向來等候他，他必

拯救我們。這是耶和華，我們向來等候他，我們必因他的救恩歡喜快

樂。」 

以賽亞書 53:1-10  

1 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2 他在耶和華面前

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使我們注視他，也無美貌

使我們仰慕他。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

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4 他誠然擔當我

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

待。5 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罰，

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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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他被欺壓受

苦，卻不開口；他像羔羊被牽去宰殺，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8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誰能想到他的世

代呢？因為他從活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姓的罪過他被帶到死裏。   

9 他雖然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穴，與財主

同墓。10 耶和華的旨意要壓傷他，使他受苦。當他的生命作為贖罪祭

時，他必看見後裔，他的年日必然長久。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

手中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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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55:1-10  

1 來！你們所有乾渴的，都當來到水邊；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你們

都來，買了吃；不用銀錢，不付代價，就可買酒和奶。2 你們為何花

錢買那不是食物的東西，用勞碌得來的買那無法使人飽足的呢？你們

要留意聽從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樂。3 當側耳

而聽，來到我這裏；要聽，就必存活。我要與你們立永約，就是應許

給大衛那可靠的慈愛。4 看哪，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證，立他作萬民

的君王和發令者。5 看哪，你要召集素不認識的國民，素不認識的國

民要奔向你；這都因耶和華─你的上帝，因以色列的聖者已經榮耀了

你。6 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他，在他接近的時候求告他。   

7 惡人當離棄自己的道路，不義的人應除掉自己的意念。歸向耶和

華，耶和華就必憐憫他；當歸向我們的上帝，因為他必廣行赦免。   

8 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這是耶和華

說的。9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過你們的意念。10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要滋潤土地，使地

面發芽結實，使撒種的有種，使要吃的有糧。 

以賽亞書 61:1-3  

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報好信息給貧

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捆綁的得自

由；2 宣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的上帝報仇的日子；安慰所有悲哀的

人，3 為錫安悲哀的人，賜華冠代替灰燼，喜樂的油代替悲哀，讚美

為衣代替憂傷的靈；稱他們為「公義樹」，是耶和華所栽植的，為要彰

顯他的榮耀。 

耶利米哀歌 3:22-26, 31-33   

22 因耶和華的慈愛，我們不致滅絕，因他的憐憫永不斷絕，23 每早

晨，這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24 我心裏說：「耶和華是我的

福分，因此，我要仰望他。」25 凡等候耶和華，心裏尋求他的，耶和

華必施恩給他。26 人仰望耶和華，安靜等候他的救恩，這是好的。 

31 主必不永遠撇棄，32 他雖使人憂愁，還要照他豐盛的慈愛施憐憫；

33 他並不存心要人受苦，令世人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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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 12:1-3   

1「那時，保佑你百姓的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難，自從

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未曾有過這樣的事。那時，你的百姓凡記錄在冊

上的，必得拯救。2 睡在地裏塵埃中的必有多人醒過來；其中有得永生

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3 智慧人要發光，如同天上的光；那領許

多人歸於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便西拉智訓 38:16-23 

16 我兒啊！當為死人流淚，表示你的憂傷，哀號而唱悲歌，將死人依

禮安葬，不要掩面不顧臨死的人。17 你哭的時候要悲慘，顯示你的深

情，照着人所應當的為他哀慟，或哀慟一天、兩天，免得受人的指

摘，而後才可以由於憂傷而得安慰。18 因為若過於憂傷是有害的，這

樣心裏的悲哀足以使精力衰弱。19 時常憂愁的不如死亡，窮命的人，

別人心中必咒詛他。20 人已經死去了，不要一心想念他，你當忘記

他，而紀念你自己的末日。21 你不必想念他，因為他已經絕了盼望，

也不能再給他甚麼利益，徒增你自己的損失；22 卻當紀念他的命運，

就是你的命運，昨日是他的，今日卻是你的，23 死人休息的時候你也

當停止紀念，因為他的靈魂離了身體，必然得了安慰。 

所羅門智訓 3:1-5, 9  

1 義人的靈魂在上帝手中，沒有痛苦能侵害他們。2 但是愚人看他們像

接近死亡，認他們的去世是遭了災殃。3 他們與我們分離，像是歸於滅

亡，其實他們卻得享平康。4 在世人看來，他們似乎受了刑罰，然而他

們得了永生的希望。5 他們受了微小的懲罰，卻是得了最大的賞賜。因

為上帝試煉了他們，看他們配作自己的僕人。 

9 倚靠主的人都能明白真理。凡信仰他的，必能與他同住相愛。因為恩

典與憐憫必施給聖徒。他必眷顧他所揀選的人。 

所羅門智訓 4:8-11 

8 因為高壽的人未必都是可敬的。可敬的，不在乎年齡的大小。9 惟有

智慧是真正的白髮。純潔的生命，是真正的高壽。10 義人蒙了上帝的

喜悅和慈愛，雖然活在罪人中間，必然接他上天，11 必速速的被接

去，使他的知識免受邪惡的變化，他的心靈不受欺詐。 



52 

二、詩篇 

詩篇 23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

你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

滿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

永遠。 

詩篇 25 

1 耶和華啊，我的心仰望你。 

2 我的上帝啊，我素來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敵

向我誇勝。 

3 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惟有那無故行奸詐的必要羞愧。 

4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指教我！ 

5 求你指教我，引導我進入你的真理，因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整日

等候你。 

6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你的憐憫和慈愛，因為這是亙古以來所常有的。 

7 求你不要記得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過犯；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良

善，按你的慈愛記念我。 

8 耶和華是良善正直的，因此，他必教導罪人走正路。 

9 他要按公平引領謙卑人，將他的道指教他們。 

10 凡遵守他的約和他法度的人，耶和華都以慈愛信實待他。 

11 耶和華啊，求你因你名的緣故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 

12 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教導他當選擇的道路。 

13 他要安然居住，他的後裔必承受土地。 

14 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他要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 

15 我的眼目時常仰望耶和華，因他必將我的腳從網裏拉出來。 

16 求你轉向我，憐憫我，因我孤獨困苦。 

17 我心裏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脫離我的禍患。 

18 求你看顧我的困苦、我的艱難，赦免我一切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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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求你察看我的仇敵，因為他們人數眾多，並且痛恨我。 

20 求你保護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為我投靠你。 

21 願純全、正直保護我，因為我等候你。 

22 上帝啊，求你救贖以色列脫離他一切的愁苦。 

詩篇 27 

1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生命的

保障，我還懼誰呢？ 

2 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絆跌仆倒。 

3 雖有軍隊安營攻擊我，我的心也不害怕；雖然興起戰爭攻擊我，我

仍舊安穩。 

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

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宇裏求問。 

5 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將我隱藏在他的帳棚裏，把我藏在他帳幕的

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 

6 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裏歡然獻祭，

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7 耶和華啊，我呼求的時候，求你垂聽我的聲音；求你憐憫我，應允

我。 

8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的心向你說：「耶和華啊，你

的面我正要尋求。」 

9 求你不要轉臉不顧我，不要發怒趕逐你的僕人，你向來是幫助我 

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離開我，也不要撇棄我。 

10 即使我的父母撇棄我，耶和華終必收留我。 

11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敵的緣故引導我走平坦的

路。 

12 求你不要把我交給敵人，遂其所願；因為妄作見證的和口吐凶言的

都起來攻擊我。 

13 我深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見耶和華的恩惠。 

14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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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42:1-8 

1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2 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我幾時得朝見上帝呢？ 

3 我晝夜以眼淚當食物，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上帝在哪裏呢？」 

4 我從前與眾人同往，領他們到上帝的殿裏，大家用歡呼稱頌的聲音

守節；我追想這些事，我的心極其悲傷。 

5 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上帝，我還

要稱謝他，我當面的拯救， 

6 我的上帝。我的心在我裏面憂悶，所以我從約旦地，從黑門嶺，從

米薩山記念你。 

7 你的瀑布發聲，深淵就與深淵響應，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 

8 白晝，耶和華必施慈愛；黑夜，我要歌頌祈禱賜我生命的上帝。 

詩篇 46 

1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2 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 

3 其中的水雖澎湃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細拉） 

4 有一道河，這河的分汊使上帝的城歡喜，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聖

所。 

5 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動搖；到天一亮，上帝必幫助這城。 

6 萬邦喧嚷，國度動搖；上帝出聲，地就熔化。 

7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細拉） 

8 你們來看耶和華的作為，看他使地怎樣荒涼。 

9 他止息戰爭，直到地極；他折弓、斷槍，把戰車焚燒在火中。 

10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我必在列國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

尊崇。 

11 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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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90:1-12 

1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 

2 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上帝。 

3 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世人哪，你們要歸回。」 

4 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 

5 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 

6 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 

7 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憤怒而驚惶。 

8 你將我們的罪孽擺在你面前，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 

9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 

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

過是勞苦愁煩，轉眼即逝，我們便如飛而去。 

11 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因著敬畏你而曉得你的憤怒呢？ 

12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詩篇 106:1-5 

1 哈利路亞！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2 誰能傳揚耶和華的大能？誰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 

3 凡遵守公平、常行公義的，這人有福了！ 

4 耶和華啊，你恩待你百姓的時候，求你記念我；你拯救他們的時候，

求你眷顧我， 

5 好使我經歷你選民的福分，享受你國民的喜樂，與你的產業一同誇耀。 

詩篇 116:1-8 

1 我愛耶和華，因為他聽了我的聲音和我的懇求。 

2 他既向我側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3 死亡的繩索勒住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難愁苦。 

4 那時，我求告耶和華的名：「耶和華啊，求你救我！」 

5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上帝有憐憫。 

6 耶和華保護愚蒙的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7 我的心哪！你要復歸安寧，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8 主啊，你救我的命脫離死亡，使我的眼不再流淚，使我的腳不致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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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21 

1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 

2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3 他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4 保護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覺。 

5 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6 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也不害你。 

7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詩篇 130 

1 耶和華啊，我從深處求告你！ 

2 主啊，求你聽我的聲音！求你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 

3 耶和華啊，你若究察罪孽，主啊，誰能站得住呢？ 

4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5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 

6 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 

7 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因耶和華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 

8 他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 

詩篇 139:1-11 

1 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2 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3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4 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 

5 你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 

6 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7 我往哪裏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裏逃，躲避你的面？ 

8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裏；我若躺在陰間，你也在那裏。 

9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 

10 就是在那裏，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11 我若說「黑暗必定壓碎我，我周圍的亮光必成為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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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約書信 

羅馬書 4:25, 5:1-5, 8-9, 11  

4:25 耶穌被出賣，是為我們的過犯；他復活，是為使我們稱義。 

5:1 所以，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以與上帝和

好。2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以進入現在所站立的這恩典中，並且歡

歡喜喜盼望上帝的榮耀。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

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5 盼望不至於

落空，因為上帝的愛，已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裏。 

8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

顯明了。9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得救，免受上

帝的憤怒。 

11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以與上帝和好，也就藉

著他以上帝為樂。 

羅馬書 8:18-25  

18 我認為，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示給我們的榮耀，是不足介

意的。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眾子顯出來。20-21 因為受造之物屈

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而是因那使它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

造之物仍然指望從敗壞的轄制下得釋放，得享上帝兒女榮耀的自由。

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陣痛，直到如今。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作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內心呻吟，等

候得著兒子的名分，就是我們的身體得救贖。24 我們得救是在於盼

望；可是看得見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誰還去盼望他所看得見的呢？25

但我們若盼望那看不見的，我們就耐心等候。 

羅馬書 14:7-9  

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死。8 我們若

活，是為主而活；我們若死，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死或活總是

主的人。9 為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和活人的主。 

  



58 

哥林多前書 15:20-26, 35-38, 42-44, 53-58  

20 其實，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21 既然

死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因一人而來。22 在亞當裏眾人都死了；

同樣，在基督裏眾人也都要復活。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

初熟的果子是基督；然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於基督的。24 再

後，終結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權能的都毀滅

了，就把國交給父上帝。25 因為基督必須掌權，等上帝把一切仇敵都

放在他的腳下。26 他要毀滅的最後仇敵就是死亡。 

35 但是有人會問：「死人怎樣復活呢？他們帶著甚麼身體來呢？」36 無

知的人哪，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37 並且你所種的不是那將來要

有的形體，無論是麥子或別樣穀物，都不過是子粒。38 但上帝隨自己

的意思給它一個形體，並叫各樣子粒各有自己的形體。 

42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會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43 所

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

的；44 所種的是血肉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既有血肉的身

體，也就有靈性的身體。 

53 這會朽壞的必須變成不朽壞的；這會死的總要變成不會死的。54 當

這會朽壞的變成不朽壞的，這會死的變成不會死的，那時經上所記

「死亡已被勝利吞滅了」的話就應驗了。55「死亡啊！你得勝的權勢

在哪裏？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裏？」56 死亡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權

勢就是律法。57 感謝上帝，他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58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動搖，常常竭力多做主

工，因為你們知道，你們在主裏的勞苦不是徒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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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4:16-5:9   

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雖然我們外在的人日漸朽壞，內在的人卻日

日更新。17 我們這短暫而輕微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

的榮耀。18 因為我們不是顧念看得見的，而是顧念看不見的；原來看

得見的是暫時的，看不見的才是永遠的。 

5:1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篷若拆毀了，我們將有上帝所造的

居所，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在天上永存的。2 我們在這帳篷裏嘆息，

渴望得到那從天上來的居所，好像穿上衣服；3 倘若脫下也不至於赤身

了。4 其實，我們在這帳篷裏的人勞苦嘆息，並不是願意脫下地上的帳

篷，而是願意穿上天上的居所，好使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5 那為我

們安排這事的是上帝，他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6 所以，我們總是勇敢

的，並且知道，只要我們住在這身體內就是離開了主。7 因為我們行事

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8 我們勇敢，更情願離開身體，與主

同住。9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或住在身外，我們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

喜悅。 

以弗所書 3:14-19  

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15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從他得名的－16 為

要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使你們內心的力量剛強起來；

17 又要他使基督因著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使你們既在愛中生根立

基，18-19 能夠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

並知道這愛是超過人的知識所能測度的，為要使你們充滿上帝一切的

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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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3:10-21  

10 使我認識基督，知道他復活的大能，並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

的死，11 或許我也得以從死人中復活。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

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或許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著的。 13 弟

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的，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

獎賞。15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成熟的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

上存別樣的心，上帝也會把這些事指示你們。16 然而，我們達到甚麼地

步，就當照這個地步行。17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

些效法我們榜樣的人。18 因為，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告訴你

們：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滅亡。他們的

神明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光榮，專以地上的事為念。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21

他要按著那能使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把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帖撒羅尼迦前書 4:13-18   

13 弟兄們，至於已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

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14 既然我們信耶穌死了，復活了，那些已經

在耶穌裏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15 我們照主的話

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來臨的人，絕不會在那已經睡

了的人之先。16 因為，召集令一發，天使長的呼聲一叫，上帝的號角一

吹，主必親自從天降臨；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17 然後我們

這些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會。這

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18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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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書 2:8-13  

8 要記得耶穌基督，他是大衛的後裔，從死人中復活；這就是我所傳的

福音。9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像犯人一樣被捆綁，然而上帝的話沒

有被捆綁。10 所以，我為了選民事事忍耐，為使他們也能得到那在基督

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11 這話是可信的：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

必與他同活；12 我們若忍耐到底，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

他也必不認我們；13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否認自

己。 

約翰一書 3:1-2  

1 你們看父賜給我們的是何等的慈愛，讓我們得以稱為上帝的兒女；我

們也真是他的兒女。世人不認識我們的理由，是因他們未曾認識父。   

2 親愛的，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我們所知道的

是：基督顯現的時候，我們會像他，因為我們將見到他的本相。 

彼得前書 1:3-9 

3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

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活的盼望，4 好得到不朽

壞、不玷污、不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5 就是為你們這些藉

著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能獲得他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6 雖然你們必須在百般試煉中暫時憂愁，你們要為此喜樂 ，7 使你們的

信心既被考驗，就比那被火試煉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

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8 雖然你們沒有見過他，卻是

愛他；如今雖看不見，你們卻因信他而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喜樂， 

9 因為你們得到信心的效果，就是靈魂的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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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7:9-17  

9 此後，我觀看，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計算，是從各邦國、各支

派、各民族、各語言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

枝，10 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上帝，也歸於羔

羊！」11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以及四個活物的周圍，俯伏在寶

座前，敬拜上帝，12 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

能、力量都歸於我們的上帝，直到永永遠遠。阿們！」13 長老中有一位

回應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哪裏來的？」 14 我對他說：「我

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他們曾

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潔白。15 所以，他們在上帝寶座前，晝夜在他殿

中事奉他；那坐在寶座上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16 他們不再飢，不再

渴；太陽必不傷害他們，任何炎熱也不傷害他們，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

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啟示錄 21:1-7  

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經過去了，海也

不再有了。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預備

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齊，等候丈夫。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

說：「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和他們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

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4 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

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5 那位坐

在寶座上的說：「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又說：「你要寫下

來，因為這些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6 他又對我說：「成了！我

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開始，我是終結。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

賜給那口渴的人喝。7 得勝的要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

作我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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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21:22-27, 22:3-5 

21:22 我沒有看見城內有殿，因主—全能者上帝和羔羊就是城的殿。23

那城內不用日月光照，因為有上帝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24

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帶給那城。25 城門

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沒有黑夜。26 人要將列國的榮耀尊貴帶給那城。

27 凡不潔淨的，和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

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 

22:3 以後不再有任何詛咒。在城裏將有上帝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

要事奉他，4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將寫在他們的額上。5 不再有黑

夜；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或日光，因為主上帝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

直到永永遠遠。 

 

四、福音 

馬可福音 10:13-16   

13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他摸他們，門徒就責備那些人。14 耶

穌看見就很生氣，對門徒說：「讓小孩到我這裏來，不要阻止他們，

因為在上帝國的正是這樣的人。15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接受上帝國

的，若不像小孩子，絕不能進去。」16 於是他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

手，為他們祝福。 

路加福音 2:29-32 (《求主頌》) 

29「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話，容你的僕人安然去世；30 因為我的眼

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31 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32 是啟示外邦

人的光，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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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5:19-25   

19 於是耶穌回答，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

不能做甚麼，惟有看見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樣

做。20 父愛子，將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給他看，還要將比這更大的

事給他看，使你們驚訝。21 父怎樣叫死人復活，賜他們生命，子也照

樣隨自己的意願賜人生命。22 父不審判任何人，而是把審判的事全交

給子，23 為要使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

尊敬差子來的父。24「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

那位的，就有永生，不至於被定罪，而是已經出死入生了。25 我實實

在在地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上帝兒子的聲

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約翰福音 6:35, 37-40 

35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絕不飢餓；信

我的，永不乾渴。 

37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來的，我總不丟棄

他。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願行，而是要遵行差

我來那位的旨意。39 差我來那位的旨意就是：他所賜給我的，要我一

個也不失落，並且在末日使他復活。40 因為我父的旨意是要使每一個

見了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約翰福音 10:11-16  

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12 雇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

的，他一看見狼來，就撇下羊群逃跑；狼抓住羊，把牠們趕散。13 雇

工逃走，因為他是雇工，對羊毫不關心。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

羊，我的羊也認識我，15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

羊捨命。16 我另外有羊，不屬這圈裏的，我必須領牠們來，牠們也要

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 

  



65 

約翰福音 11:17-27  

17 耶穌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墳墓裏已經四天了。18 伯大尼離耶路撒冷

不遠，約有六里路。19 有好些猶太人來看馬大和馬利亞，要為她們弟

弟的緣故安慰她們。20 馬大聽見耶穌來了，就出去迎接他；馬利亞卻

仍然坐在家裏。21 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這裏，我弟弟就

不會死了。22 我也知道，即使現在，你無論向上帝求甚麼，上帝也必

賜給你。」23 耶穌對她說：「你弟弟會復活的。」24 馬大對他說：

「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會復活。」25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26 凡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嗎？」27 馬大對他說：「主啊，是的。我信你

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約翰福音 14:1-6  

1「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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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

裏，叫你們也在哪裏。4 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5 多馬對他

說：「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去哪裏，怎麼能知道那條路呢？」6 耶穌對

他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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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喪禮適用聖詩 
 

夕陽西沉歌 Abide with me (普天頌讚 481 首)  

 

夕陽西沉，求主與我同居；黑暗漸深， 

求主與我同居；求助無門，安慰也無求處， 

常助孤苦之神，與我同居。 

 

渺小浮生，飄向生涯盡處，歡娛好景， 

轉瞬都成過去；變化無常，環境何能留住？ 

懇求不變之神，與我同居。 

 

我深需主，時刻需主眷顧，除卻主恩， 

尚有何法驅魔？誰能如主，時常導引扶持？ 

無論風雨晦明，懇求同居。 

 

有主降祥，仇敵何須畏懼？淚不辛酸， 

病痛也無足慮；墳墓威權，鋒鋩今在何處？ 

我仍欣然得勝，主若同居。 

 

示我寶架，雙眸垂閉之時，照徹昏幽， 

指我直上天衢；陰翳飛逝，欣看天光破曙， 

無論天上人間，懇求同居。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383 首、恩頌聖歌 400 首(偕我同住) 

 

基督在前方 Going home (新普天頌讚 480 首) 

 

回天鄉，向前行，天門已開敞，靈安息， 

莫驚惶，基督在前方。離別苦，愛仍在， 

難免心悲傷；主基督賜盼望，永生勝死亡。 

 

無悔疚，無恐懼，主恩醫傷創，夢破碎， 

今重圓，主恩全顯彰。主捨生、王復活、 

祂必再來臨；滅死權，賜永生，惟主愛統領。 

 

(副歌) 回天鄉，向前行，天門主開敞，靈安息， 

      莫驚慌，基督在前方，基督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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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我心盼望根源 All my hope on God is founded (新普天頌讚 697 首) 

 

主是我心盼望根源，祂必更新我信靠， 

藉著事物改變、遷移，導向真實、美善道。 

居於天，不可見，卻召我心趨主前。 

 

驕矜人類貪慕虛榮，刀槍、冕冠使失信， 

營營役役、積聚金銀，依仗即倒傾。 

大能主，可信靠，必作我高臺、居處。 

 

主良善廣大、永存，聖智精深超思想， 

祢是真光、生命威煌，自“無”創造美萬象。 

天地新，祢為源；興起，崇尊萬有神。 

 

地上同尊永恆真神，敬獻頌歌美詩辭， 

揚聲歡欣超越、殷切，謝主恩賜祂愛子。 

主基督召我眾：跟祂腳蹤不傾覆。 

 

其他來源：恩頌聖歌 339 首(施恩神是我盼望) 

 

睡主懷中歌 Asleep in Jesus, blessed sleep (紅色普天頌讚 213 首) 

 

睡主懷中！何等清福！從未有人醒來哀哭， 

清靜，安寧，和平，快樂，不受任何敵人束縛。 

 

睡主懷中！何等甘美！四圍惟有溫柔的愛， 

醒來儘可放心歌唱，死亡已失舊日權威。 

 

睡主懷中！何等平安！醒來定能蒙福無邊， 

救主權能彰顯之日，再無憂愁、禍患、艱難。 

 

睡主懷中！我願亦然，賴主蔭蔽，舒適安全， 

靜掩雙眸，一無罣慮，醒來與主同進樂園。 

 

睡主懷中！雖離親族，醒後相逢，更加歡樂； 

睡主懷中！無窮清福！從未有人醒來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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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恩典歌 Amazing Grace (新普天頌讚 654 首) 

 

奇妙恩典何等甘美，赦我深重罪愆； 

我曾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見。 

 

此恩何深教我敬畏，疑懼始得安慰； 

初信之時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 

 

雖然經過多種災禍，痛苦、危險、詭詐； 

此恩領我平安度過，更將領我歸家。 

 

上主應許信實完備，承諾永不落空， 

作我盾牌保守安慰，在我一生之中。 

 

當我身心衰弱漸休，碌碌浮生將竟， 

在主居所為我存留喜樂、平安生命。 

 

將來天家安居萬年，如日光輝榮耀， 

頌歌之日無減以前，讚美永遠不休。 

 

其他來源：普天頌讚 609 首、奇異恩典(恩頌聖歌 324 首、頌樂樂 42 首) 

 

慈光歌 Lead, kindly light (普天頌讚 453 首) 

 

懇求慈光，導引脫離黑蔭，導我前行！ 

黑夜漫漫，我又遠離家庭，導我前行！ 

我不求主指引遙遠路程，我祗懇求，一步一步導引。 

 

向來未曾如此虛心求主，導我前行； 

我好自專，隨意自定程途，直到如今！ 

從前我愛沉迷繁華夢裡，驕癡無忌，舊事乞莫重提！ 

 

久蒙引導，如今定能繼續，導我前行， 

經過洪濤，經過荒山空谷，夜盡天明； 

夜盡天明，晨曦光裡重逢多年契闊，我心所愛笑容。阿們。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353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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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靈鎮靜歌 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your side (新普天頌讚 684 首) 

 

我靈，鎮靜：上主在你一方； 

憂痛十架，你要忍耐擔當； 

但憑上主供應、吩咐、主張； 

萬變之中，惟神信實永長。 

我靈，鎮靜：天友最是善良， 

經過荊棘，引到歡樂地方。 

 

我靈，鎮靜：上主必然擔當 

未來導引--仍似過去情況。 

莫讓何事搖你盼望、信心， 

目前奧祕，最終必盡顯明。 

我靈，鎮靜：風浪依舊聆聽 

救主當年加利利發號令。 

 

我靈，鎮靜：摯友別離憂傷， 

身處淚谷，四顧黑暗茫茫； 

此時更見我主大愛深長， 

親來撫慰，使你止息悲傷。 

我靈，鎮靜：上主重建信、望， 

一如往昔，教你剛強膽壯。 

 

我靈，鎮靜：歲月過矢如飛， 

那時我眾永能在主周圍； 

失望驚慌完全消蹤滅跡； 

憂愁忘記，純愛之樂再起。 

我靈，鎮靜；世變淚痕既逝， 

歡聚天鄉，大家平安永憩。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340 首、普天頌讚 441 首、恩頌聖歌 352 首(安靜
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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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得勝 Christ the Victorious (新普天頌讚 474 首) 

 

基督得勝之神，懇請祢賜恩，讓祢僕人安居光明之中。 

哀痛今終止，嘆息聲已不再，得享永生，福氣樂無窮。 

 

獨一永生真永生真神，大能創造主，我眾是祢慈愛雙手所造。 

泥土裏塑造，鴻恩厚賜生命，雖必歸土，卻披戴榮耀。 

 

創造發出預言，主曾經明示：塵土中來，也必歸回塵土。 

雖臨墳墓，我仍高聲唱凱歌：阿利路亞！讚頌歸上主。 

 

基督得勝之神，懇請祢賜恩，讓祢僕人安居光明之中。 

哀痛今終止，嘆息聲已不再，得享永生，福氣樂無窮。 

 

千古保障歌 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 (普天頌讚 30 首) 

 

上帝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將來希望， 

是人居所，抵禦風雨，是人永久家鄉。 

 

在主寶座蔭庇之下， 聖一向安居； 

惟賴神臂威權保護，永遠平安無慮。 

 

山川尚未發現之時，星球未結之先， 

遠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無窮盡年。 

 

在神眼中，億千萬年，恍若人間隔宿； 

恍若初聞子夜鐘聲，轉瞬東方日出。 

 

時間正似大江流水，浪淘萬象眾生， 

轉瞬飛逝，恍若夢境，朝來不留餘痕。 

上帝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將來希望， 

是人居所，抵禦風雨，是人永久家鄉。阿們。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21 首、恩頌聖歌 58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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忿怒日歌 Day of wrath! O day of mourning (紅色普天頌讚 69 首) 

 

忿怒日子！哭泣聲高！應了往昔先知警告，天地都在灰裏焚燒！ 

裁判親從天庭臨降！萬人靜候他來刑賞，胸中何等恐懼驚惶！ 

號角吹聲，四下普傳，響徹世上千萬墓間，召集萬民到主座前。 

死亡發抖自然震駭，受造萬有正在醒來，同向裁判吐心懷。 

看哪！案卷措詞精密，一切詳情都經登記，將來審判，必然本此。 

審判大主，寶座榮登，隱蔽行為，都經審問，再無寃抑，不蒙伸明。 

 

軟弱似我，何從置辯？倘然裁判審究殊嚴，誰為中保，代我居間， 

威嚴君王，代我求情！白賜我們寶貴救恩，更做我們親密友朋！ 

慈愛取穌，懇求思念，主為救我，曾降世間，莫再容我，跌入死淵。 

主來尋我，僕僕途間，苦架拾身，將我贖還，這般恩典，豈是徒然？ 

公義裁判！因罪深沾，懇在大日尚未臨前，早賜主的寬恕恩典。 

我今痛悔，悲淚傾流，自認罪過，心有深憂；求主施恩，代我懇求。 

 

犯罪婦人，主曾拯救；垂死強人，主曾矜宥；我亦蒙恩，希望仍有。 

我的哀呼，不足深多，但求恩主，慈悲允可，救我脫離炎炎永火。 

將我放入蒙愛羊羣；莫放我入被棄羊羣，求伸恩手，舉我上升。 

到時惡人驚惶悲切，災難火中，慘遭毁滅，求使我與聖徒為列。 

我敬低頭，心中認罪，懇鑒悔心，若視塵灰；助我到底翻然能改。 

 

到時哀哭日子來臨！人從塵土中間回醒必須準備受神質審； 

神啊，懇求寬宥哀矜！ 

 

多福耶穌慈悲神，懇賜他們永安寧。 

蒙愛得福聖徒 Forever loved, forever blessed (新普天頌讚 476 首) 

 

或是跟隨，或帶領，或是栽種、施餵養， 

多方愛主事神基督，生命糧。 

 

或是傳楊，或聽道，或是勤工苦與勞， 

多方愛主事神，堅守主聖道。 

 

或是堅守，正乖謬，或是勇戰以跌倒， 

多方愛主事神，唱凱歌悠揚。 

 

(副歌) 永遠蒙愛，永遠得福，永蒙上主念記。 

      為主勞苦工作聖徒，天父家永享安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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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神歌 God of our life (新普天頌讚 36 首) 

 

生命之神，經過漫漫長年，我信靠祢； 

過去時光，經歷希望憂艱，主手扶持， 

每過一天，晨曦之幕揭開， 

主恩主德，永不落空失敗。 

 

主昔之神，今生交祢掌管，作我倚靠； 

憑信領進盼望應許之邦，作我引導。 

祢若賜福，漆黑放射亮光； 

信心所望，憧憬變作真象。 

 

來日之:神，縱然前路茫茫，我跟隨祢； 

當我強壯，莫離我獨徬徨，更新信仰。 

在生年月，求作我每日糧； 

此生終結，作我心真家鄉。 

 

其他來源：普天頌讚 34 首、恩頌聖歌 384 首(人生的主) 

 

求主帶領 Guide me, O thou great Redeemer (新普天頌讚 702 首) 

 

偉大救主，懇求引導經過曠野荒漠地； 

我雖軟弱，上主剛強，願祢恩手常護庇； 

求暘天糧，求賜天糧，充足供應永無憂， 

充足供應永無憂。 

 

求主啟開晶亮泉源，湧流活水可治病； 

常賜雲柱、火柱引領，伴我一生窄路徑； 

大能救主，大能救主，施恩賜力常保守， 

施恩賜力常保守。 

 

約但河畔旅途終點，懇求上主驅憂驚； 

復活基督已勝死權，讓我安抵迦南境： 

讚美歌頌，讚美歌頌，永遠讚美主宏恩！ 

永遠讚美主宏恩！阿們。 

 

其他來源：荒原行旅歌(紅色普天頌讚 356 首、普天頌讚 456 首)、恩頌聖歌
395 首(求耶和華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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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領我歌 He leadeth me, O blessed thought (新普天頌讚 705 首) 

 

耶穌領我，我真喜歡！恩言引導，滿心平安！ 

不論日夜、動靜、起坐，耶穌聖手時常領我。 

 

有時遭遇困苦憂傷，有時喜樂，心花開放， 

不論危險、平安、穩妥，全靠耶穌親手領我。 

 

我願緊握恩主聖手，甘心樂意隨主行走， 

遇禍、遇福，兩般皆可，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到時完成人生路程，靠託主恩，至終得勝， 

死亡冷河我不怕過，因有耶穌親手領我。 

 

(副歌) 耶穌領我，耶穌領我，耶穌天天親手領我！ 

      我願為主忠心僕人，因蒙主恩，親手領我。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357 首、普天頌讚 457 首、恩頌聖歌 335(祂帶領
我)  

聞聲應主 I heard the voice of Jesus say (新普天頌讚 707) 

 

我聞耶穌柔聲說道：“濁望安息，請來； 

勞苦之人都當休歇，低頭靠我胸懷。” 

我本憂傷、疲勞、衰殘，如此前來就主， 

在主愛中歡欣快樂，覓得安身之處。 

 

我聞耶穌柔聲說道：“我有活水甘泉， 

可讓渴者自由飲用，得著生命之源。” 

我聞主言，即來就主，暢飲生命活水； 

我渴頓消，我心甦醒，主懷平安樂居。 

 

我聞耶穌柔聲說道：“我乃世界明光； 

仰望我面，曙光將露，生活明亮輝煌。”  

我聞主言，仰望主面，得見紅日、明星； 

我必藉主永生之光行完人生路程。 

 

其他來源：享受平安歌(紅色普天頌讚 274 首、普天頌讚 346 首)、回應主呼
召(恩頌聖歌 241 及 242 首) 

 



74 

常住愛中歌 In heavenly love abiding (新普天頌讚 708 首) 

 

居住天來妙愛裏，我心不怕楚遷， 

這般信靠真隱妥，變遷不到此間； 

縱使身外風怒吼，心中愁煩憂慮， 

天父臂膀保護我，豈會孤單恐懼？ 

 

靠主引我往何方，艱難也不回頭， 

大牧走在我身旁，此外我更何求？ 

聖智永遠作前導，聖目永遠清明， 

主愛堅定不轉移，我願與主同行。 

 

青翠草場必在前，我今雖未看見； 

風暴、黑雲當頭處，將成榮耀光天； 

我心希望無限量，得行生命路程； 

我將珍寶全獻呈，主願與我同行。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284 首、普天頌讚 355 首、恩頌聖歌 334 首(常居
屬天的愛中) 

仰望羔羊歌 My faith looks up to thee (新普天頌讚 639 首) 
 

我憑信心仰望十架犧牲羔羊，神聖之主！ 

求主聽我禱告：將我罪孽勾消； 

使我一生自此完全歸主。 

 

求主賜我宏恩，壯我軟弱心靈，燃起熱誠； 

主曾為我捨身，願我愛主之心清潔、 

殷切、永恆，如火長明。 

 

我行黑暗世程，憂苦四面相侵，求作南針； 

為我化暗為明，為我擦乾淚痕， 

免我迷失路程，離主孤行。 

 

令生大夢將醒，死亡寒流來臨，將淹我身， 

那時求主施恩，消除疑懼憂驚， 

仰主救渡我雯安進天庭。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278 首、普天頌讚 343 首、恩頌聖歌 401 首(我憑
信心仰望)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hymns/text/sounds_of_grace401.html
http://www.christianstudy.com/data/hymns/text/sounds_of_grace4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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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復活歌 Jesus lives! Thy terrors now (普天頌讚 193 首) 

 

主復活！從今以後，死亡恐怖，再不驚心； 

主復活！從今以後，墳墓幽暗，再不困人。哈利路亞！ 

 

主復活！主為我死；因此我生專誠為主， 

願使我，清心一志，頌揚，讚美，歸榮救主。哈利路亞！ 

 

主復活！我心明白，主愛極深，莫能分開； 

生與死，地獄權威，不能割斷主之關懷。哈利路亞！ 

 

主復活！榮升天庭，寶座莊嚴，君臨萬國， 

主所向，我願追隨，偕主同享天家安息。哈利路亞！阿們。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135 首、頌樂樂 111 首、恩頌聖歌 190 首(主耶穌
復生得勝) 

耶穌普治歌 Jesus shall reign where'er the sun (普天頌讚 281 首)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南北西東，主治普及，千秋萬古，悠久無疆。 

 

無盡禱聲，向祂奉獻，無量頌歌，成祂冠冕； 

耶穌聖名，好比馨香，隨同晨祭，上升於天。 

 

萬方，萬國，萬族，萬民，不停頌讚妙愛奇恩； 

嬰孩亦將同聲歌唱，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在主治下，人人多福：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勞人獲得永恆安樂，貧人獲得豐盈富足。 

 

受造群生，皆當興起，超特敬禮向主獻呈； 

天使再來高聲歌唱，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225 首、恩頌聖歌 200 首(萬國必尊主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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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主 Lord of the living (新普天頌讚 479 首) 

 

生靈的主宰，今奉祢名聚集， 

為安息肢體，我們獻上感謝； 

願父施憐憫：賜祢兒女盼望， 

因信得釋放。 

 

教我懂珍惜一切美好追億， 

過去歲月中，豐富佳趣往事； 

創造大主宰安置於此世代， 

充滿祢大愛。 

 

每當遇試探，心靈沮喪悲痛， 

求助我銘記上主復活大能。 

祢賜下耶穌，愁苦盡皆消破， 

復生喜樂播。 

 

惟主能救拔脫離憂傷死墳， 

進入主光明，同在永恆有分； 

恩賜眾百姓，世雖經苦困厄， 

終得主福樂。 

萬古磐石歌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新普天頌讚 651 首) 
 

萬古磐石，為我開，容我藏身在主懷； 

主創傷所流水、血，能洗清我眾罪孽， 

救我脫離罪綑鎖，洗我污垢得淨潔。 

 

縱使眼淚水長流，縱使火熱志持久， 

仍舊不足抵罪過，惟有耶穌能救我； 

手無他物作贖價，只靠恩主十字架。 

 

當我呼吸一息餘，臨終一刻閉目去， 

當我飛升新世界，施恩座前見主面， 

萬古磬石，為我開，容我藏身在主懷。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124 首、普天頌讚 178 首、恩頌聖歌 244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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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接近 Nearer, my God, to thee (新普天頌讚 481 首) 
 

更加與主接近，愈加接近！ 

縱然是十字架高舉我身； 

我心依然詠唱，更加與主接近， 

更加與主接近，愈加接近！阿們。 

 

雖如曠野遊行，紅日西沉， 

黑暗籠罩我身，倚石為枕； 

夢中依舊追尋，更加與主接近， 

更加與主接近，愈加接近！阿們。 

 

願有階梯顯現，上達天庭； 

一生蒙主賜恩，憐憫充盈， 

欣看天使招迎，更加與主接近， 

更加與主接近，愈加接近！阿們。 

 

醒來讚美滿心，思想光明， 

悲傷之中見主，石壇為證； 

痛苦也使我心，更加與主接近， 

更加與主接近，愈加接近！阿們。 

 

喜樂如翼加身，向天飛昇， 

超過日月星辰，上進不停， 

我心依然詠唱，更加與主接近， 

更加與主接近，愈加接近！阿們。 

平安彼岸歌 O what their joy and their glory must be (普天頌讚 271 首) 

 

蒙福的靈，能見永恆安息，何等的榮耀，又何等歡喜； 

勇者得冠冕，辛勞得安寧；主是一切，受一切所頌稱。 

 

我稱彼岸，真真耶路撒冷，平安遠象，帶來歡樂永恆； 

願望與成功，永遠不離分，凡有所求，樣樣都蒙施恩。 

 

在那地方，無煩惱，無憂傷。錫安之歌，我將安然高唱； 

因主慈恩，廣無邊，深無量，屬主的人，永遠高聲讚揚。 

 

我們恭敬，同俯伏頌揚主；所有一切，全都屬於聖父， 

藉聖子得救，從聖靈得慰；父、子、聖靈，永遠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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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愛保存歌 Now the labourer's task is o'er (普天頌讚 270 首) 

 

勞苦工程已完畢；兇猛戰爭已經歷； 

行人既渡世風波，身登彼岸享安息。 

 

到彼啼痕皆消失，到彼疑難多明白； 

一生工作究如何，主為裁判公而直。 

 

悔罪生靈垂死時，若向十架轉雙睛， 

能進樂園登彼岸，主前覺悟主愛深。 

 

到彼再無地獄權，能來破壞他平安； 

基督受死解放他，定能保護他安全。 

 

土歸土兮塵歸塵，我雖言此心安定， 

我們天程後去人，虔信靜候復活晨。 

 

副歌：父啊，敬將安睡僕人，奉交我父慈愛保存。 

 

其他來源：紅色普天頌讚 214 首 

耶穌恩友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新普天頌讚 695 首) 

 

何等恩友，慈仁救主，負我罪孽，擔我憂； 

何等權利，能將萬事來到耶穌座前求！ 

多少平安，我們坐失，多少痛苦冤枉受， 

都是因為未將萬事，來到耶穌座前求。 

 

我們有無試探引誘？有無難過苦關頭？ 

決不應當因此灰心：仍當到主座前求！ 

何處能尋這般良友，同嘗一切苦與愁？ 

我們弱點，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 

 

我們是否軟弱多愁，千斤重擔壓肩頭？ 

主仍是我大能拯救，耶穌俯聽眾所求！ 

你若真逢友叛親離，當向耶穌座前求！ 

到祂懷中，祂必保護，有祂安慰便無憂。 

 

其他來源：恩頌聖歌 353 首、恩友歌(紅色普天頌讚 505 首、普天頌讚 618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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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勞苦、進安歇 O rest in peace at last (新普天頌讚 478 首) 
 

安息終達，躺臥滿足中酣睡， 

任務已完，成功奮鬥才歇， 

活力、生機、衝勁消耗不復追， 

已登高峰，上主更新一切。 

 

何用悲傷？在主懷中多安泰。 

毋庸置疑基督關愛常在。 

耶穌平安應詐現在正等待： 

毋庸痛苦哀哭，憂愁不再。 

 

盼望充滿，期待上主之應許， 

主工成全--咒詛變為祝福， 

當信上主更大恩典緊相隨， 

終必應驗天堂福樂豐富。 

 

視野所限，今世知識所綑鎖-- 

神工奧妙，遠超世俗思想。 

安心祈盼，聖靈賜勇氣增多， 

足可坦然見神光耀聖顏。 

 

在主懷中歌 The Lord's my shepherd (普天頌讚 29 首) 

 

主耶和華是我善牧，我不躭心飢餓， 

得嘗芳草，安息水邊，在主懷中安臥。 

有主使我靈魂蘇醒，引我義路遵行， 

放膽走過幽谷死蔭，仇敵威嚇不驚。 

 

有主時常與我同在，杖竿扶持安慰， 

面前排滿豐富盛筵，甘漿斟滿瓊杯。 

 

血洗我污，油膏我頂，福樂滿我行程， 

恩惠慈愛，充滿我心，大哉我主宏恩。 

 

一生一世，慈愛恩惠，必常與我同行， 

將來永住在主殿中，樂享永恆生命。 

其他來源：恩頌聖歌 317 首(主耶和華是我牧者) 



80 

小羊睡卧歌 Tender shepherd, thou hast stilled (紅色普天頌讚 216 首) 

 

現在溫柔大牧人，止住小羊啼哭聲音， 

何其平安，何其靜，小床中間睡臥安寧！ 

再無憂愁歎息聲，能來纏擾小羊心。 

 

主再不願讓小羊，在此世界多受憂傷； 

主今伸手接小羊，到主光明快樂地方； 

身穿清潔白衣裳，隨着我主居天堂。 

 

求主使我隔不久，便到小羊居住地方， 

能見快樂芳草場，到處滿有豐富天糧； 

主今收去我寶貝，證明從死得主愛。 

 

我來歸從祢 Jesus, I come (恩頌聖歌 243 首) 

 

脫離煩憂、黑夜與捆縛，耶穌我來，耶穌我來， 

進入亮光、自由與歡暢；主，我來歸從祢。 

脫離殘傷，入祢的健康；脫離困迫，入祢的富強； 

脫離罪愆，進主裏成長；主，我來歸從祢。 

 

脫離蒙羞、失敗的自己，耶穌我來，耶穌我來， 

進入榮光、十架的勝利；主，我來歸從祢。 

從世界憂患入祢平安，從人生風浪進祢安恬。 

從絶望哀嘆進入頌讚；主，我來歸從祢。 

 

脫離自誇、爭競的血氣，耶穌我來，耶穌我來， 

進入蒙福、美好的旨意；主，我來歸從祢。 

脫離自私，入主的愛中；脫離痛傷，入天上歡慶； 

迅捷如鷹，我展翅上騰；主，我來歸從祢。 

 

脫離死蔭、墳墓的恐懼，耶穌我來，耶穌我來， 

進入父家光明與歡愉；主，我來歸從祢。 

脫離陷坑、滅亡的罪淵，入祢羊圏，平安旳家園， 

永遠仰瞻恩主的榮臉；主，我來歸從祢。 

 
  



81 

光榮屬主歌 Thine be the glory (新普天頌讚 265 首) 

 

光榮屬上主，聖子已復生； 

勝利永屬基督，征服死權能！ 

天使穿著白衣，墓石早輥開， 

頭巾、麻布尚存，身體已不在。 

 

看!我主耶穌墳墓中復生； 

慈顏向眾顯露，憂懼不專萌。 

教會信眾歡然高唱凱旋歌， 

因主今已復生，死鈞可奈何？  

 

光榮生命主，我今篤信恆！ 

生命於我何取，倘主非我朋？ 

藉主永遠大愛得勝且有餘， 

約但河谷穩渡，住天家安居。 

 

(副歌) 光榮屬上主，聖子已復生； 

      勝利永屬基督，征服死權能！ 

 

其他來源：普天頌讚 183 首、恩頌聖歌 194 首(榮耀歸與你) 

我心確知救主活着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s (恩頌聖歌 191 首) 

 

我心確知救主活着，這確據時刻安慰我， 

我主耶穌曾經被釘，復生升天，永遠得勝。 

 

主勝死威權，永活着，永遠活着，施恩救我， 

主得榮耀，永活在天，蒙天父高舉永執權。 

 

主救我生命脫死亡，主為我解開罪捆縛， 

主活在天，憑愛賜福，為我每天求告天父。 

 

主知我需要親援助，餵養靈命，供應、照顧， 

賜我氣息，賜我永生，我靠祂必向死誇勝。 

 

仁愛導師，忠實良友，永遠活着，恩眷保守， 

我要一生沐主榮光，頌我先知、祭司、君王。 

 

耶穌每天親帶領我，為我預備天家居所， 

復活基督，永不變更，榮耀歸祂至聖尊名！ 



82 

安穩在耶穌懷內 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 (恩頌聖歌 331 首) 

 

安穩在耶穌懷內，惡魔不能害我， 

因蒙主慈愛蔭庇，心靈安恬、穩妥。 

遙聞天使唱頌歌，向我宣揚主愛， 

從那燦爛的晶海、榮耀高天傳來。 

 

安穩在耶穌懷內，世間誘惑無效， 

不怕罪惡的侵迫，不被掛慮纏擾。 

愁苦中仍享平安，脫離驚懼、懷疑， 

現在雖略經憂患，稍淌傷心眼淚。 

 

基督，祢為我受死─我心的避難所， 

堅固的萬世磐石，必永作我依託。 

現在要常存耐心，等待黑暗盡散。 

直到見榮光清晨，遠處金光燦爛。 

 

(副歌) 安穩在耶穌懷內，惡魔不能害我， 

      因蒙主慈愛蔭庇，心靈安恬、穩妥。 

 

死亡萌發豐盛生命 Thou whose hearts are racked with pain  (新普天頌讚

475 首) 

 

心靈苦痛遭折磨，失敗悲傷來毀破， 

內裏煎熬心哀痛，得重拾喜樂。 

 

勇敢吐綵作繭者，彩蝶破繭來相迎； 

種子深入土裹藏，花朵會綻放。 

 

背負他人十字架，慷慨樂施跨苦痛， 

用愛謹度每一天，活看非徒然。 

 

 

(副歌) 死亡萌發豐盛生命；黑暗孕出新黎明； 

      陰霾過後見艷陽；靜寂發樂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