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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的意義 

起源 

由於安葬耶穌的日子是星期六，早期教會都沒有特別的慶典，只

在稱為「聖周六」的日間，鼓勵信徒禁食、默想、禱告，集中思想基

督的受死與埋葬，亦準備自己參與在晚上舉行的主復活日守夜禮儀。

這是教會每年最重要的一個晚上，從夜間至清晨，全體信徒將一起參

與，徹夜祈禱、聆聽聖言、感恩祝謝和愛筵。 

禮儀年的最高峰 

主復活日守夜禮儀是對基督已從受難、死亡與埋葬中，復活過來

這份信仰奧蹟的表達。在這神聖而隆重的慶典中，我們一方面追念主

的死亡──這與聖周五有着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慶祝主的復活──

復活日的開始。復活日是〈逾越三日慶典〉的第三日，也是偉大五十

天復活期(The Great Fifty Days)的第一天。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是不可分

離的，它是一個救贖的奧蹟，一個整體的兩面。故此，守夜禮儀是逾

越準備期的結束，是耶穌死亡奧蹟的高峰，也是祂戰勝死亡而榮耀復

活的五十天慶祝期的開始。聖周六又稱為「神聖的一夜」，因為這一

夜基督「為我們驅逐邪惡，滌除罪過，使罪人得悔改，憂傷者得喜樂」；

它又是「幸福的一夜」，因為「天上與人間重新走上合一之路，上帝

與人類再次和好如初。」 

神聖守夜禮之母 

守夜祈禱是教會古老的傳統，始自使徒時代。每個猶太家庭在逾

越前夕必定共進逾越慶典晚餐，耶穌與門徒的最後晚餐，正是逾越節

晚餐(路加福音 22:7–13)。猶太人十分重視這一夜，並舉行守夜禮，因

為「這一夜是上主領他們出埃及所守的一夜，也是以色列子民世世代

代向上帝常守的一夜」(出埃及記 12:42)。因為基督徒的復活節是新的

逾越節，所以基督徒也同樣守這節，更重要的是耶穌基督在這一夜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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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了死亡的枷鍊，凱旋地走出了陰間，真正的代罪羔羊為我們作了祭

獻，祂的寶血把平安帶給每個信徒的家庭。 

聖奧古斯丁稱復活日前夕守夜為「一切神聖守夜禮之母」(Mother 

of All Vigils)，因這夜是因上帝而守的夜(出埃及記 12:42)；路加福音

12:35–37 也勸導我們要做忠實的僕人，手持油燈，等待主人回來，那

麼，當祂回來時，看到我們守夜不寐，必邀請我們與祂共餐。這種古

老的主復活日前夕守夜遂成為了後來主日守夜禮，以及其他守夜禮的

原始模式，如聖誕節守夜禮(平安夜)，但它比其他任何守夜禮更為重

要。 

光的慶典 

光明是喜樂的象徵。復活期是教會洋溢喜樂的節期：因為全人類

都因為耶穌的死而復生獲得救贖。這種喜樂正源自基督的復活。 

這一夜可以說是「光」的慶典。慶典的禮儀從一支象徵基督復活

的大蠟燭作為開始，每位參加崇拜的信徒將手持一支小蠟燭，這小蠟

燭是從大蠟燭之燭光取火點燃，象徵每個人得成為上帝的義子義女，

全賴基督而來。復活聖燭象徵基督：祂燃燒自己，照亮他人，在黑暗

中照亮人們當走的道路。聖奧古斯丁把它比作為在曠野裏領導以色列

人邁向應許地的雲柱和火柱(出埃及記 13:21)，同樣地，基督是我們在

世生活中帶領我們走在朝聖路上的雲柱和火柱。這個禮儀原初是作為

守夜禮的開始，後來逐漸加入了祝聖聖燭的儀節，在聖燭上刻劃十字

架的記號，然後是希臘文字母的「Α」(開始)與「Ω」(終結)，還有是該

年份的數目字，最後是插上五口乳香釘，象徵基督的十架五傷。這使

信徒可以透過具體的圖像和標記，認識耶穌為人類所做的一切，特別

是祂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所作的犧牲，並宣示了一個極大的真理：基督

就是「世界的光」，普照整個黑暗的世界，為人類發出愛的光輝。 

 

 

 

 

 



3 
 

聖道禮儀 

這一夜所選讀的經課是全年中最長的。因為上帝願意以舊約和新

約的訓言，教導我們認識為何慶祝逾越奧蹟。 

每篇舊約讀經後都有一篇〈答唱詠〉，這是我們聆聽每段經課後

的回應，表達我們對上帝的讚頌、感恩和祈求。最後，主禮以祈禱結

束。 

當舊約經課部分讀畢後，侍從將點燃聖壇上的蠟燭(第一式禮文適

用，第二式禮文則在聖洗禮後)。此時，聖堂便會亮起所有燈光，主禮

亦會邀請全體會眾同唱《榮歸主頌》，而在頌唱前，聖堂可鳴鐘，號

角手可吹奏管樂，會眾也可一起搖鈴，表示復活的喜悅。 

《榮歸主頌》是一首最優美、最動聽的逾越詠歌。在很長的日子

裏，它在西方教會中，在這至聖的晚上詠唱乃表達了一份喜悅和人對

上帝的讚頌，也同時表達信徒對基督的信仰和祈求。 

整個聖道禮儀指出守夜慶典的兩層重要意義：一方面，上帝透過

這個禮儀，將基督復活的光輝真實地照亮了這至聖的晚上；另一方面，

它讓我們藉此慶典洗心革面，終能成為上帝家裏的人。 

入門聖事 

傳統上，慕道者會在復活日守夜禮中接受聖洗禮──又稱〈入門

聖事〉。透過聖洗禮，他們進入主救贖的奧蹟中，並得領受基督的聖

體和寶血。在這晚上舉行的入門禮儀，也可以說是「出死入生」的表

徵，因為基督也是在這個時分復活過來；對於行將領受洗禮的信徒，

他們將在這神聖的晚上親身經歷與基督一起復活。時至今天，教會仍

普遍地把聖洗禮安排在這復活日守夜時分舉行。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是這個晚上每位信徒熱切歡呼上帝的讚頌詞。它是

天上歡樂的凱歌，今夜就讓每位信徒用它來歡呼基督的勝利──祂戰

勝了死亡、戰勝了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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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儀注： 

1. 整個禮儀共分四個部份：祝聖新火、聆聽聖言、入門禮儀及感恩祝謝。而

舉行的時間，應在日落天黑時分後。崇拜開始前，應關上所有聖堂燈火。 

2. 如安排全體會眾參與進堂行列，即在聖堂以外地方進行〈祝聖新火〉者，

全體會眾及主禮團應在點燃新火的地方齊集──空曠地方最為合宜。 

3. 如因實際環境未能在聖堂外齊集，則會眾可先在聖堂內安坐。當禮儀開始

時，全體站立，面向聖堂門口──點燃新火的位置。 

4. 點燃新火的位置應在當眼處，讓所有會眾都能看見。 

5. 如有會吏(或助理牧師)協助，可由他手持復活聖燭。如沒有者，則由主禮手

持復活聖燭，站在點燃新火的位置。其他聖壇事奉人員及會眾亦手持小蠟

燭，準備參與傳光禮。 

6. 當主禮讀畢〈邀請詞〉後，將點燃及祝聖新火。隨後，主禮在復活聖燭上

劃上十字架記號，然後是希臘文字母「Α」及「Ω」，及依次寫上該年年份

數字。最後，主禮在聖燭上嵌上五口乳香釘。 

7. 以上儀節完成後，主禮便取新火點燃聖燭，開始列隊進堂。 

8. 主禮將手持聖燭走在最前，如由會吏或助理牧師持聖燭，主禮將緊隨其後，

一起領眾前進。各人手持未經點燃之蠟燭。 

9. 前進行列如下：持香爐侍從(如有)、持燭員(主禮、會吏或助理牧師)，如由

助理牧師持聖燭，主禮將隨後，然後是司禮員(Master of Ceremonies)、其

他牧者、持燭侍從(燭台不需放置蠟燭)、其他侍從、詩班、會眾。 

10. 如沒有以上進堂行列的安排，持燭之牧者應在點燃復活聖燭後，走到聖堂

門口，接着部份與下同。 

11. 到達聖堂門口時，持燭之牧者稍停下來，讓會眾齊集後，面向聖堂門口，

高舉聖燭，第一次宣讀或唱頌：「基督之光。」會眾隨即回應：「感謝上

主。」之後，侍從便從聖燭取火，先點燃部分會眾手持的小蠟燭。 

持燭之牧者走到聖堂中央時，再次停下來，高舉聖燭，第二次宣讀或唱頌：

「基督之光。」會眾回應後，侍從再從聖燭取火，點燃其他會眾手持的小

蠟燭。當所有小蠟燭都點燃後，持燭之牧者繼續前進。進入聖所後，便轉

身面向會眾，再次高舉聖燭，第三次宣讀或唱頌：「基督之光。」會眾回

應後，持燭之牧者把聖燭放在燭臺上，通常在講道臺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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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安放好復活聖燭後，便進入下一個重要儀節：宣誦《逾越頌》(Exsultet)。

如奉香者，主禮應先為香爐添乳香，並向宣誦《逾越頌》的會吏宣讀下面

祝福詞： 

主禮 願主臨在你的心和你的舌頭上，使你配得為祂宣告及頌揚

祂的復活。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 

會吏 阿們。 

如選擇站在復活聖燭旁宣誦《逾越頌》者，應先向《逾越頌》禮文書奉香，

再為復活聖燭奉香。 

如選擇站在講道臺上宣誦《逾越頌》者，則應先向復活聖燭奉香，才向《逾

越頌》禮文書奉香。 

如宣誦《逾越頌》者為助理牧師或平信徒，主禮不用宣讀祝福詞；平信徒

宣誦者亦不用奉香及念「願主與你們同在」。 

13. 《逾越頌》後便進入「聖道禮儀」。聖道禮儀之經課可多至九段(七段舊約、

一段書信及一段福音)、或五段(三段舊約、一段書信及一段福音)，因各堂

情況而定，本禮文只提供五段經課。每段經課結構：經課、答唱詠(最合適

是唱頌)、祝文或禱文。 

14. 若依《第一式》禮文，在宣讀所有舊約經課後，便進入「復活歡讚」儀節，

在主禮宣讀「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的信息前，侍從先燃點聖壇(聖

桌)上的一對蠟燭，然後聖堂隨即亮起全部燈光。而採用《第二式》禮文者，

則要等到聖洗禮後之〈復活宣告〉禮，才開啟聖堂燈光。 

14.1 《第一式》所凸顯的是出埃及的經驗──象徵人類從奴役中得拯救，

像奴隸重獲自由。聖道禮儀所側重的是「守夜」(Vigil)的等待，藉聆

聽上主的聖言，讓全體會眾一起等待基督復活這個神聖時刻。這時候，

就是主禮在〈復活歡讚〉中高呼：「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後，

應即開啟聖堂所有燈光，並敲響聖堂鐘聲。如有號角手，也可在此時

吹奏一段管樂。會眾也可用各類敲擊器敲出響聲，表達在這一刻，教

會全體信徒都熱烈地慶祝救主的復活。如果手上沒有敲擊器者，也可

鼓掌作為表示。 

14.2 《第二式》則與聖洗禮的神學連上關係，特別對當晚領洗的慕道者，

以及已領洗的信徒，具有很大的意義。聖道禮儀的重心在於教導，為

行將領洗的信徒作最後的準備：他們將要藉洗禮進入與基督同死、然

後與基督同復活的生命裏，出死入生，從黑暗走進光明(羅馬書 6:3–

4)。對於已領洗的信徒，他們聆聽聖言後，也在聖洗禮的過程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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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這份神聖和寶貴的領洗經驗，一起以堅定的心和復活的生命，重申

洗禮時向上帝作出的承諾。因此，在聖洗禮結束時，主禮便向全體信

眾宣告：「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的大喜訊，而大家亦隨即高

呼：「主果然復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讓這喜樂的

信息不斷傳遞開去。 

15. 當晚之講道，宜短不宜長。 

16. 就聖洗禮部份，有下列注意事項： 

16.1 步向洗禮池(盆)行列 

會吏或助理牧師(如沒有，則由主禮)手持復活聖燭走向洗禮池(盆)，行

將領洗者緊隨(第二式適用：領洗者無須手持燭光)，然後是侍從、施

洗牧師，各人都手持燭光(第二式適用)。如聖堂環境許可，會眾也可

加入，圍繞洗禮池(盆)站着──這是強調整個信徒羣體的參與(full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聖洗禮是整個教會的事，不單是為了領洗

者。在進行這個行列時，可唱一首與聖洗禮有關之聖詩。 

16.2 祝水成聖 

如沒有聖洗禮，也當舉行這個儀節。在讀出「祝水成聖」禱文前，先

將一壺水注入洗禮池(盆)中，可邀請其中一位行將領洗者，或其中一

位教父母，由他/她將水注入洗禮池(盆)中。 

然後牧師拿起復活聖燭，放在洗禮池內，或洗禮盆旁邊。此時可唱頌

一首以「上帝拯救，賜人生命」為主題的聖詩，也可由詩班唱頌。 

16.3 重申洗禮承諾 

由施洗牧師引領會眾──特別是已領洗的教友，以啟應方式宣認信經

及領洗時的承諾。 

16.4 水禮及傅油 

如主教在，由他作為首牧(chief pastor)為領洗者施洗是最合宜的。主

教也可委任該堂主任牧師或相關聖品施行水禮。 

16.5 灑水禮：這是象徵各人都已是領洗重生的基督徒。 

由施洗牧師向全體信徒灑水，如主教在，則由主教灑水。可鼓勵教友

當水灑到自己身上時，劃上十字架記號 (signing of the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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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歡迎新領洗教友 

全體信徒可鼓掌歡呼。詩班在此時獻唱也十分合適。 

16.7 堅振/接納禮 

如同時舉行〈堅振禮〉(Confirmation)或〈接納禮〉(Reception)，則應

在〈歡迎〉儀節後舉行。主教在聖所中央位置，面向會眾，領堅振者

逐一走到主教前，由主教按手祈禱。隨後領〈接納禮〉之教友亦走到

主教面前，主教將逐一與他們握手，表示正式接納他們成為聖公會教

友。 

17. 聖餐禮之《大祝謝文》是特別為本禮儀編寫，不應以其他祝謝禱文替代。 

18. 就感恩祝謝部份，有下列注意事項： 

18.1 奉獻餅酒 

最合適是邀請其中幾位剛領洗的教友負責。如想隆重其事，而情況

容許，可由會吏或助理牧師手持復活聖燭，引領獻禮教友呈獻餅酒。 

18.2 為新領洗者點燃「洗禮蠟燭」(baptismal candles) 

當主禮祝福後，新領洗者將齊集在復活聖燭前，由主禮或新領洗者

之教父母從復活聖燭取火，點燃「洗禮蠟燭」，然後逐一交到新領洗

教友手中。 

18.3 退堂及差遣 

當全體唱頌結禮聖詩時，持十字架侍從先行，詩班、侍從及襄禮牧師

隨後，新領洗者也在退堂行列內，走在主禮前。結禮聖詩後，由會吏

(如沒有，則由主禮)高聲差遣，並加上「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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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復活日守夜禮儀 

[第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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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聖新火 

聖堂燈光熄滅。會眾肅靜。不用鳴鐘。 

主禮團與全體會眾應齊集在聖堂外點燃新火處，一起參與祝聖新火及進堂禮。 

如客觀環境未能配合，會眾則在聖堂內齊集，並保持安靜。崇拜開始時，全體站

立，並面向聖堂門口。 

邀請 

主禮 親愛的主内弟兄姊妹，在這至聖的晚上，我們的救主耶穌基

督克勝死亡，進入生命；教會邀請分佈各地信徒同心聚集，

守夜祈禱。 

這是我們救主的逾越聖蹟。讓我們藉聆聽祂的聖言及慶祝祂

復活的奧蹟，以記念祂的受死和復活，以致我們滿懷信心地

分享祂克勝死亡的大勝利，並在上帝裏與祂永遠同活。 

祝聖新火 

主禮將燃點新火。並以下列禱文祈禱。 

主禮 主啊，祢藉聖子照亮我們的生命，求祢祝福這火焰，燃起我

們對祢的嚮往，以純潔的心靈，藉此逾越慶典，參與永恆光

輝的喜慶，這都是靠著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會眾 阿們。 

主禮在復活聖燭上先劃上十字架聖號，然後希臘文的「Α」(阿拉法) 與「Ω」(俄

梅戛)，最後是本年年份。 

主禮 起始和現在 [劃上十字架聖號] 都屬於基督，衪是始 [Α]，衪是

終 [Ω]，萬有的真源，寰宇的依歸。時間屬於祂 [年份數字]，

世代屬於衪 [年份數字]；光榮與權能也屬於祂 [年份數字]，直

到永遠 [年份數字]。 

會眾 阿們。 

然後主禮在復活聖燭上嵌上乳香釘。 

主禮 [上] 因祂神聖 [中] 及光榮的聖傷，[下] 願基督──我們的主 

[左] 護衛我們，[右] 保守我們。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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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復活聖燭 
此時主禮取新火燃點復活聖燭，然後向會眾宣讀： 

主禮 願光榮復活的基督，以祂的真光，驅除我們內心的黑暗。 

傳遞聖光 
持燭員將手持復活聖燭，站在聖堂門口，高舉聖燭，宣讀或唱頌： 

持燭員 基督的光。 

會眾 感謝上主。 

侍從便從聖燭取火，先點燃部分會眾手持的小蠟燭。 

持燭員繼續前進，走到聖堂中央時再次停下，高舉聖燭，宣讀或唱頌： 

持燭員 基督的光。 

會眾 感謝上主。 

侍從再從聖燭取火，點燃其他會眾手持的小蠟燭。 

之後，持燭員繼續前進，進入聖所後，便轉身面向會眾，然後再次高舉聖燭，宣

讀或唱頌： 

持燭員 基督的光。 

會眾 感謝上主。 

逾越頌 
全體仍然站立。 

持燭者站於復活聖燭旁頌唱以下頌歌： 

［短式］ 

持燭員 天上的衆天使，請歡欣踴躍高唱，從天來的權柄！上帝寶座

四周之萬物，請歡樂歌舞！耶穌基督我們的君王已復活了！

請吹起救恩的號角！普世萬民，請在光輝中歡呼，因永生的

君王照亮了你！基督已得勝，光榮充滿你！黑暗已永被驅除！

喜樂吧！慈母聖教會，在光榮中歡騰！復活救主的光輝照臨

著你！讓此地迴響著歡樂之聲，以和應上帝所有子民的威榮

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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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燭員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持燭員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會眾 我們心裏仰望主。 

持燭員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會眾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上帝是應當的。 

持燭員 我們全心全意，以我們的歌聲讚美那看不見的上帝，即全權

之父，又稱揚上帝的唯一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替

我們向天父償還了亞當的罪債，拯救我們免受死亡。祂是上

帝逾越節的真羔羊，因祂為我們所流的血，祂的子民便得蒙

聖化及保護。 

這一夜，祢拯救了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欺壓，引領他們安然

渡過紅海，這一夜，主耶穌基督摧毀了地獄的權勢，克勝墳

墓而復活了。這一夜，祢拯救了凡信奉祢的人，遠離邪惡，

使他們重新進入恩典和神聖的生命中。 

天父啊，這全是蒙福的晚上，它為我們驅逐邪惡，滌除我們

的罪過，墮落者能痛改前非，憂苦者則重獲喜樂。這真是蒙

福的晚上，天國降臨人間。受造之物與上帝和好！ 

天父啊，在這充滿恩典的晚上，願祢悅納我們所獻的祭和神

聖的燭光；願這復活的燭光不斷燃點，驅逐長夜的黑暗；因

基督──明亮晨星已活過來，永不沉落。祂是永活永遠掌權

的主。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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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式］ 

持燭員 天上的眾天使，請謳歌慶祝！環繞上帝寶座的一切創造，請

歡欣鼓舞！因為救恩吹起號角！耶穌基督，我們的王，已經

復活！全地在壯觀的榮光中，應當歡欣，因你們的君王而發

出的光輝！基督已經得勝！榮耀充滿你！黑暗要永遠被驅

散！慈母教會，妳當歡欣！在榮耀中鼓舞！已復活的救主照

耀着你！讓喜樂充滿這裏，讓所有上帝子民的偉大歌聲迴響！ 

《逾越頌》若由平信徒宣誦，應省略下列括號內「眾位弟兄姊妹⋯⋯也與你同在」

部分。 

（眾位弟兄姊妹，與我站在這神聖之光面前，與我一起祈求上

帝的憐憫，好叫祂賜給祂不配的僕人一切恩典去歌唱祂復活

的頌讚。聖父，我們向祢祈求，藉賴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祂和祢及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為一上帝，

永無窮盡。 

會眾 阿們。 

持燭員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持燭員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會眾 我們心裏仰望主。 

持燭員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會眾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上帝是應當的。 

持燭員 我們全心全意、同聲讚頌那無形可見的上帝，全能的聖父，

和祂的唯一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基督以祂的寶血贖了我們，向永恆的父償還了亞當的罪

債。 

這是我們的逾越慶典；真正的羔羊——基督——已作為祭獻，

他的寶血保護信徒闔家平安。 

在這一夜，祢拯救了我們的列祖，把以色列人從勞苦中拯救

出來，領他們穿過紅海之乾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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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夜，祢藉火柱的光芒，驅散了罪惡的黑暗。 

在這一夜，普世的基督信徒，遠離了邪惡，潔淨了罪污，恢

復了恩典，並在神聖裏一同成長。 

在這一夜，耶穌基督摧毀了死亡的鎖鍊，從墳墓凱旋地走出

來。 

若基督沒有來作我們的救贖者，我們的生命要變成如何？ 

聖父，祢對我們的照顧何其多！祢對我們的慈愛何其深！為

了拯救奴婢，祢竟將愛子捨棄。 

喜樂的過錯啊！亞當那必須之罪，竟然為我們賺得了如此偉

大的救贖者！ 

這真是眾夜中最神聖之夜，是上帝所揀選的，因為可以看見

基督從死裏復活！經上是這樣記這一夜：「黑夜要如白晝發

亮：它要成為我的亮光，我的喜樂。」 

這神聖之夜的大能要驅除一切邪惡，洗淨過犯，使墮落的人

痛心懊悔，使哀傷的人重拾喜樂。它驅逐仇恨，帶來和平，

也叫地上的驕傲變為謙卑。 

這真是有福的一夜：天上與人間又走上合一之路，上帝與人

類再次和好！ 

所以，天上的聖父，在這喜樂之夜，收納我們以頌讚所作的

晚祭、祢教會的莊嚴奉獻： 

求祢接納這復活蠟燭，因它的火光分散而不滅：它是為上帝

之榮耀而發光的火柱。 

求祢讓它與天上的光合而為一，並繼續勇敢地燃燒下去，驅

逐長夜的黑暗！ 

願這燭光在那永遠照耀的明亮晨星面前常燃不熄，基督──

就是那明亮晨星，祂已從死裏復活，並將祂平安之光普照全

人類，祂是祢的聖子，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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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聖言 

主禮 在我們等候基督復活的時分，一起聆聽聖言，認識上帝如何

在歷史中拯救人類，追念祂在過去的世代怎樣救贖祂的百姓，

並在日期滿了的日子，差遣祂的聖子作為人類的救主。現在

讓我們藉著這基督復活的慶典，經歷上帝在我們身上已開展

的救恩。 

全體坐下，聆聽聖言。 

經課一  創世記 1:1–2:4 [上帝創造世界]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深淵上面一片黑暗；上帝的靈

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

於是上帝就把光和暗分開。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

上，有早晨，這是第一日。上帝說：「眾水之間要有穹蒼，把水和水

分開。」上帝就造了穹蒼，把穹蒼以下的水和穹蒼以上的水分開。事

就這樣成了。上帝稱穹蒼為「天」。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二日。

上帝說：「天下面的水要聚集在一處，使乾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

了。上帝稱乾地為「地」，稱聚集在一起的水為「海」。上帝看為好

的。上帝說：「地要長出植物，就是含種子的五穀菜蔬，和會結果子、

果子裏有種子的樹，在地上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長出

了植物：含種子的五穀菜蔬，各從其類；會結果子、果子裏有種子的

樹，各從其類。上帝看為好的。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三日。上帝

說：「天上要有光體來分晝夜，讓它們作記號，定季節、日子、年份，

它們要在天空發光，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於是上帝造了兩個

大光體，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了星辰。上帝把這些光體擺列在

天空，照在地上，管理晝夜，分別光暗。上帝看為好的。有晚上，有

早晨，這是第四日。上帝說：「水要滋生眾多有生命之物；要有鳥飛

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創造了大魚和在水裏滋生的各樣活

動的生物，各從其類，以及各樣有翅膀的鳥，各從其類。上帝看為好

的。上帝就賜福給這一切，說：「要繁殖增多，充滿在海的水裏；飛

鳥也要在地上增多。」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五日。上帝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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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出有生命之物，各從其類，就是牲畜、爬行動物、地上的走獸，

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於是上帝造了地上的走獸，各從其類；

牲畜，各從其類；和地上一切的爬行動物，各從其類。上帝看為好的。

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

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

動物。」上帝就照著祂的形像創造人，照著上帝的形像創造他們；祂

創造了他們，有男有女。上帝賜福給他們，上帝對他們說：「要生養

眾多，遍滿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各樣活

動的生物。」上帝說：「看哪，我把全地一切含種子的五穀菜蔬和一

切會結果子、果子裏有種子的樹，都賜給你們；這些都可作食物。至

於地上一切的走獸、天空一切的飛鳥，並一切在地上爬行的，有生命

的動物，我把綠色植物賜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上帝看一

切所造的，看哪，都非常好。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六日。天和地，

以及萬象都完成了。到第七日，上帝已經完成了造物之工，就在第七

日安息了，歇了祂所做一切的工。上帝賜福給第七日，將它分別為聖，

因為在這日，上帝安息了，歇了祂所做一切創造的工。這就是天地創

造的來歷。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答唱詠 

可選用以下其中一式。 

[第一式] 

全體同唱。 

全體 醒吧！醒吧！抛開黑夜，上帝已差遣光明至， 

在基督内，活新日子，我衆將黑暗盡抛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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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式] 

全體同讀或由詩班領唱。 

 

全體 祢差遣祢的靈，使地面更換為新。 

持燭員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上主！ 

上主——我的上帝啊，祢為至大！ 

祢以尊榮威嚴為衣， 
 

披上亮光，如披外袍， 

鋪張穹蒼，如鋪幔子， 
 

在水中立樓閣的棟梁， 

用雲彩為車輦，藉着風的翅膀而行， 
 

以風為使者， 

以火焰為僕役， 
 

將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動搖。 
 

祢用深水遮蓋地面，猶如衣裳； 

諸水高過山嶺。 
 

祢的斥責一發，水就奔逃； 

祢的雷聲一發，水就奔流。 

《詩篇》104:1–7 

全體 祢差遣祢的靈，使地面更換為新。 

祈禱 

主禮 基督是那看不見的上帝之像； 

會眾 萬有都是在衪裏面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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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我們要祈禱。 

主禮可選擇下列其中一篇禱文領眾祈禱。 

全能的上帝，祢創造天地，並以祢自己的形像創造我們：求

祢教導我們認識祢手所作的工，及在世人身上，看見祢的形

像；奉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或： 

上主啊，祢創造萬物，顯示了祢奇妙的智慧；求祢幫助祢所

救贖的人，能善用祢所賞賜的智慧，抗拒罪惡的誘惑，得享

永恆的福樂。這都是靠著我主耶穌基督的名。 

會眾 阿們。 

經課二  出埃及記 14:10-15:1 [越過紅海] 

法老逼近的時候，以色列人舉目，看哪，埃及人追來了，就非常懼怕，

以色列人向上主哀求。他們對摩西說：「難道埃及沒有墳地，你要把

我們帶來死在曠野嗎？你為甚麼這樣待我們，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呢？

我們在埃及豈沒有對你說過，不要攪擾我們，讓我們服事埃及人嗎？

因為服事埃及人總比死在曠野好。」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怕，要站

穩，看上主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拯救，因為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及

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上主必為你們爭戰，你們要安靜！」上主對摩

西說：「你為甚麼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舉手向海

伸杖，把水分開。以色列人要下到海中，走在乾地上。看哪，我要任

憑埃及人的心剛硬，他們就跟著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軍、戰車、

戰車長身上得榮耀。我在法老和他的戰車、戰車長身上得榮耀的時候，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上主。」 

在以色列營前行走的上帝的使者移動，走到他們後面；雲也從他們的

前面移動，站在他們後面。它來到埃及營和以色列營的中間：一邊有

雲和黑暗，另一邊它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 

摩西向海伸手，上主就用強勁的東風，使海水在一夜間退去，海就成

了乾地；水分開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乾地上，水在他們左右

成了牆壁。埃及人追趕他們，法老一切的馬匹、戰車和戰車長都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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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海中。破曉時分，上主從雲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軍兵，使埃及

的軍兵混亂。衪使他們的車輪脫落，難以前行，埃及人說：「我們從

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上主為他們作戰，攻擊埃及了。」 

上主對摩西說：「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們的戰車和

戰車長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時候，海恢復原狀。埃

及人逃避水的時候，上主把他們推入海中。海水回流，淹沒了戰車和

戰車長，以及那些跟著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軍，連一個也沒有

剩下。以色列人卻在海中走乾地，水在他們的左右成了牆壁。 

那一日，上主拯救以色列脫離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見埃及人死在

海邊。以色列人看見上主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上主，

並且信服上主和衪的僕人摩西。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上主唱這歌，說：「你要向上主歌唱，因衪

大大得勝。」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答唱詠 

可選用以下其中一式。 

[第一式] 

全體同唱。 

全體 醒來高唱，舉聲頌揚，詩章頌詞靈歌對唱。 

讓愛隨著真誠良善，更新我們所說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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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式] 

全體同讀或由詩班領唱。 

全體 我要向上主歌唱，因祂大大得勝。 

持燭員 我要向上主歌唱，因祂大大得勝， 

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上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 

祂也成了我的拯救。 
 

這是我的上帝，我要讚美祂； 

我父親的上帝，我要尊崇祂。 
 

上主是戰士； 

上主是祂的名。 
 

上主啊，祢的右手施展能力，大顯榮耀； 

上主啊，祢的右手摔碎仇敵。 
 

祢用風一吹，海水就淹沒他們； 

他們像鉛沉在大水之中。 
 

祢以慈愛引領祢所救贖的百姓； 

祢以能力引導他們到祢的聖所。 
 

祢要將他們領進去， 

栽在祢產業的山上， 
 

上主啊，就是祢為自己所造的住處， 

主啊，就是祢手所建立的聖所。 

《出埃及記》15:1下–3, 6, 10, 13, 17 

全體 我要向上主歌唱，因祂大大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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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主禮 上主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的詩歌。 

會眾 衪也成了我們的拯救。 

主禮 我們要祈禱。 

主禮可選擇下列其中一篇禱文領眾祈禱。 

上主，我們的救贖者，祢已聽聞祢子民的哀號，差遣了祢的

僕人摩西，帶領他們離開為奴之地：求祢也把我們從罪惡和

死亡的枷鎖中釋放出來，並藉祢聖靈的引領，使我們都能到

達應許之地；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或： 

上主啊，昔日祢為以色列人施行的奇事，如今仍顯示給我們

記念：使過紅海的救贖事蹟，就是將從奴役中被拯救出來的

以色列，象徵萬國萬族皆因主聖教會的洗禮而得拯救；求祢

使普天下的人都因信靠祢，得以領受作為選民的恩典，一起

歡呼稱頌。這都是靠著我主耶穌基督的名。 

會眾 阿們。 

經課三  以西結書 36:24-28 [以生命的水澆灌] 

上主的話臨到以西結：「我必從列國帶領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領

你們回到本地。我必灑清水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

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絕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

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

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

我的典章。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祖先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們的上帝。」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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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可選用以下其中一式。 

[第一式] 

全體同唱。 

全體 藉著基督，感謝上帝，也去提醒衆沉睡者： 

「醒吧，基督今照耀你，復活必然克勝死亡！」 

[第二式] 

全體同讀或由詩班領唱。 

全體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 

持燭員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 

如鹿切慕溪水。 
 

 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 

我幾時得朝見上帝呢？ 
 

 我晝夜以眼淚當食物， 

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上帝在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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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哪，妳為何憂悶？ 

為何在我裏面煩躁？ 
 

 應當仰望上帝， 

我還要稱謝祂，我當面的拯救，我的上帝。 

《詩篇》42:1–6 上 

全體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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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主禮 基督賜下活水， 

會眾 基督是永生之源。 

主禮 我們要祈禱。 

若當晚有舉行聖洗禮者適用： 

天父，因祢聖靈的能力，藉聖洗禮的水將新生命賜給信祢的

人。求祢藉同一聖靈引導及增強我們所有重生的人，能在信

德及愛德中服侍祢，並長成至肖似祢兒子完全的形像。耶穌

基督與祢和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 

或：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在逾越的奧秘中建立了復和的新約，求

祢幫助在基督團契內得重生的人，特別是即將領洗的人，願

他們在生命的每時每刻都在見證基督。這都是靠著我主耶穌

基督的名。 

若當晚沒有舉行聖洗禮者適用： 

全能、全知、全愛的上帝，祢是永恆的真光，求祢眷顧祢的

教會，藉她在地上的工作，廣佈救恩，使萬民皆得信仰的體

驗，藉基督在十架犧牲的功勞，重獲新生，使破損的生命得

以重整。這都是靠著我主耶穌基督的名。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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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歡讚 
全體站立。 

侍從將點燃聖壇(聖桌)上的蠟燭，聖堂所有燈光隨即亮起。 

主禮 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 

會眾 主果然復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此時，聖堂即行鳴鐘，號角手吹響號角。會眾可敲響敲擊樂器，以作歡讚。 

榮歸主頌 
會眾仍然站立。 

全體 惟願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的子民。 

主上帝，天上的王，全能的上帝聖父。 

我們敬拜祢，感謝祢，為祢的榮耀稱頌祢。 

主耶穌基督，聖父的獨生聖子， 

主上帝，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憐憫我們； 

坐在聖父右邊的主：應允我們的禱告。 

因為只有基督是聖，只有基督是主， 

只有耶穌基督和聖靈， 

在上帝聖父榮耀裏，同為至上。阿們。 

祝文 

主禮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藉聖子大能的復活克勝了罪惡和死亡，

使萬物因衪得以更新：求祢使我們能在罪上死，以致我們能

與耶穌基督一同復活，同享榮耀；主耶穌與聖父、聖靈，同

享讚美、尊貴、榮耀、權能，從現在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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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經課  羅馬書 6:3-11 [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就是受洗歸入衪的

死嗎？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衪一同埋葬，是要我們行事為

人都有新生的樣子，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我們若

與衪合一，經歷與衪一樣的死，也將經歷與衪一樣的復活。我們知道，

我們的舊人和衪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隸，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我們信也必與衪同活，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人中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祂的主了。祂

死了，是對罪死，只這一次；祂活，是對上帝活著。這樣，你們也要

看自己對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穌裏對上帝卻是活的。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 眾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升階聖詩 
會眾站立。 

福音經課 
會眾仍然站立，面向福音行列。 

福音員可選用以下其中一式福音前歡呼。 

[第一式] 

福音員 耶穌基督已從死裏復活。 

會眾 哈利路亞。 

福音員 祂已戰勝死亡的權勢。 

會眾 哈利路亞。 

福音員 耶穌將我們的憂傷化爲喜樂。 

會眾 哈利路亞。 

福音員 祂有永生之道。 

會眾 哈利路亞。 



25 
 

福音員 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記載在聖       福音。 

會眾 願榮耀歸於主基督 
 

[第二式]  

福音員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主說：「我是首先的，是末後的，又是永活的。 

我曾死過，看哪，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遠遠。」 

會眾 哈利路亞！  

福音員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福音員 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記載在聖       福音。 

會眾 願榮耀歸與主基督。 

[甲年]  馬太福音 28:1-10 

安息日過後，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

亞和另一個馬利亞來看墳墓。忽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

一個使者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

同閃電，衣服潔白如雪。看守的人嚇得渾身顫抖，甚至和死

人一樣。天使回應婦女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

那釘十字架的耶穌。衪不在這裏，照衪所說的，衪已經復活

了。你們來！看看安放衪的地方。快去告訴衪的門徒，說衪

已從死人中復活了，並且要比你們先到加利利去，在那裏你

們會看見衪。看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婦女們急忙離開

墳墓，又害怕，又大為歡喜，跑去告訴衪的門徒。忽然，耶

穌迎上她們，說：「平安！」她們就上前抱住衪的腳拜衪。

耶穌對她們說：「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叫他們

往加利利去，在那裏會見到我。」 

[乙年]  馬可福音 16:1-8 

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馬利亞、雅各的母親馬利亞，和撒羅

米，買了香料，要去膏耶穌的身體。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太

陽出來後，她們來到墳墓那裏，彼此說：「誰要替我們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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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從墓門滾開呢？」她們抬頭一看，看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原來那石頭很大。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年輕人坐在右邊，

穿著白袍，就很驚奇。那年輕人對她們說：「不要驚慌！你

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衪已經復活了，不在這

裏。來看安放衪的地方。你們去，對衪的門徒和彼得說：『衪

要比你們先到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會看見衪，正如衪從前

所告訴你們的。』」於是她們出來，從墳墓那裏逃走，又發

抖又驚訝，甚麼也沒有告訴人，因為她們害怕。 

[丙年]  路加福音 24:1-12 

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

到墳墓那裏，發現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她們就進去，只

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正在為這事困惑的時候，忽然有兩個

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婦女們非常害怕，就俯伏在地上。

那兩個人對她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衪不在這

裏，已經復活了。要記得衪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

的，衪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第

三天復活。』」她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於是她們從墳墓那

裏回去，把這一切事告訴十一個使徒和其餘的人。把這些事

告訴使徒的有抹大拉的馬利亞、約亞拿，和雅各的母親馬利

亞，還有跟她們在一起的婦女。她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

言，就不相信。彼得起來，跑到墳墓前，俯身往裏看，只見

細麻布，就回去了，因所發生的事而心裏驚訝。 

宣讀福音後， 

福音員 這是上主的福音。哈利路亞！ 

會眾 願讚美歸於主基督。哈利路亞！ 

靜默片刻。 

講道 
會眾坐下。 

講道後，靜默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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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禮 

聖詩 
唱詩時，會吏或助理牧師(如有者，否則由一位侍從負責)將手持復活聖燭走向洗

禮池(盆)，領洗者及其教父母跟着，然後是侍從、施行洗禮之主禮牧師(如主教

在，應由主教施行洗禮)。 

如實際環境許可，會眾也可加入，圍繞洗禮池(盆)站着。 

主禮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成就了逾越的奧蹟，讓我

們藉洗禮一起進入與基督同死、與基督同復活的生命裏。 

引薦 
領洗者之父母及教父母站在洗禮池(盆)旁邊，向全體會眾逐一引薦領洗者。 

教父母 我向大家引薦       前來領洗，加入教會──聖徒的團契，

請為他(們)祈禱。 

如同時舉行堅振禮，領堅振者的教父母將向全體會眾逐一引薦領堅振者。 

教父母 我向大家引薦       前來領受堅振，請為他(們)祈禱。 

主禮向會衆宣諭： 

主禮 聖洗禮是教會首要的聖事。基督耶穌在大使命中就曾吩咐門

徒，要往普天下傳福音，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奉父、子、聖

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使徒彼得受聖靈感動，也談到洗禮的事，說：「你們各人要

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使你們的罪得赦免，就會領受

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

遠方的人，就是給所有主──我們的上帝所召來的人。」 

如有嬰孩及孩童洗禮，應加讀下列一段： 

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有人帶着小孩子來見祂，祂就對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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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也同樣依從主的教導，並相信這是出

於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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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教會一直以來持守的：我們都活在罪裏，心靈軟弱，惟

靠上帝救贖的恩典，方能重生。願你們也能藉着對主堅固的

信心，並教會的信徒為你們的禱告，因着上帝的恩典，得入

聖徒的團契裏，永遠走在朝聖的路上。 

主禮察問成人領洗者： 

主禮 你們都聽見了這些話，都是因為上帝的揀選，賜恩給你們，

叫你們因能受水和聖靈的洗禮，得以成為祂的子女。因此，

我要察問你們：你們是否願意領受洗禮？ 

領洗者 我願意。 

主禮察問嬰孩及孩童領洗者之父母及教父母： 

主禮 你們帶這(些)嬰孩及孩童前來領洗，是否願意承擔作

為父母及教父母應當履行的責任：以你們的禱告和見

證，以你們的愛和關懷，活出基督的樣式，教導他(們)

一生跟隨基督？ 

父母/教父母 我們願意。 

主教察問曾領洗而即將領受堅振之教友： 

主教 我們歡迎你(們)前來接受按手祈禱，祈求上帝藉聖靈的工

作，堅固你(們)的信心。你(們)是否願意藉聖靈的幫助，持

守教會所傳承基督的道，身心力行？ 

領堅振者 我(們)願意。 

主禮面向會衆，問：(如主教在，則由主教問) 

主禮 信德是上帝賜給祂子民的禮物，在聖洗禮中，祂呼召信祂的

人加入我們這個信仰羣體。你們作為上帝的子民，是否願意

接納他們，並支持他們走進基督的的生命裏？ 

會眾 藉賴上帝的幫助，我們願意。 



29 
 

應許 
主禮向領洗者察問。如有嬰孩及孩童領洗者，應由父母或教父母代答。 

主禮 在聖洗禮中，上帝呼召我們脫離黑暗，並進入祂奇妙的光明

中，跟隨基督，你們便得以在罪上死，然後與祂一同在新生

命中活過來。所以，我要察問你們：你是否決意拒絕魔鬼、

不再叛逆上帝？ 

領洗者 我決意拒絕。 

主禮 你是否決意棄絕一切罪惡，和從罪而生的虛浮與敗壞？ 

領洗者 我決意棄絕。 

主禮 你是否決意悔改，不再與上帝和友鄰隔絕？ 

領洗者 我決意悔改。 

主禮 你是否歸向基督──我們的救主？ 

領洗者 我歸向基督。 

主禮 你是否接納基督為主？ 

領洗者 我接納基督為主。 

主禮 你是否願意親近基督──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領洗者 我願意。 

祝水成聖 
主禮先將一壺水注入洗禮池(盆)中，也可邀請其中一位行將領洗者，或其中一位

教父母，由他將水注入洗禮池(盆)中，然後主禮領眾祈禱： 

主禮 願讚美歸與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 

會眾 祂必永遠持守祂的應許。 

主禮 我們感謝主──我們的上帝， 

會眾 感謝讚美上帝是應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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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全能的上帝，祢的兒子耶穌基督在約旦河成就洗禮的聖事，

使我們因基督所作的工，藉水和聖靈的洗禮，得獲重生。 

施行救贖的主， 

會眾 賜給我們生命。 

主禮 我們感謝祢藉紅海的水，將祢的子民從奴役中，釋放出來，

得享自由，並得應許之地為業。 

施行救贖的主， 

會眾 賜給我們生命。 

主禮 我們感謝祢，因祢藉聖子耶穌基督的死亡，和祂在凱旋中的

復活，將祂的生命賜給我們。 

施行救贖的主， 

會眾 賜給我們生命。 

主禮 求祢差遣聖靈，將這些水分別為聖，以致信而受洗的人得潔

淨，離惡除罪，並藉基督的死亡和復活與祢合而爲一。 

施行救贖的主， 

會眾 賜給我們生命。 

主禮 主啊，求祢也差遣祢的聖靈降臨在信祢的人身上，重生他們，

使他們得與基督一同在完滿與永恆的生命中生活。因為一切

尊貴、榮耀、權能、光輝都屬於祢，從現在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重申洗禮承諾 

主禮 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們在基督顯示復活的時刻，與即將領洗

的信徒，一同宣認教會的信仰，並重申在洗禮時向主許下的

承諾。 

全體面向洗禮池(盆)。 

主禮 你是否相信和信靠上帝聖父？ 

會眾 我信上帝，全能的聖父，是創造天地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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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你是否相信和信靠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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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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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將要再來，審判活人死人。 

主禮 你是否相信和信靠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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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主禮 你是否願意拒絕魔鬼及魔鬼各樣行為；當陷落在罪惡裏，你

是否願意悔改，轉歸上帝？ 

會眾 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主禮 你是否願意傳揚主道，身體力行，見證主耶穌的福音？ 

會眾 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主禮 你是否願意在人羣中尋找基督，服侍基督；愛你們的鄰舍如

同自己？ 

會眾 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主禮 你是否願意奮力追求正義與和平，增進人類的尊嚴？ 

會眾 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洗禮 
主禮將逐一為領洗者施行水禮。若主教在，可由主教施行水禮。 

主禮        ，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你施洗。阿們。 

隨即在領洗者額上傅油，劃上十字架記號。 

主禮 我們接納       進入基督的教會，將十架聖號畫在他額上

為記，表明他自今以後，必真信奉釘十字架的基督，在人面

前承認基督不以為恥，在基督旗下，與罪惡、世俗及魔鬼奮

勇爭戰，一生盡忠，事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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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如主教在，則由主教領讀： 

主禮 一主，一信，一洗：我們都受洗於一位聖靈，成爲一體。 

會眾 我們歡迎你們加入信徒的團契裏，成為上帝家裏的人。 

會衆鼓掌，歡迎新領洗者加入教會的大家庭。 

應同時舉行灑水禮。主禮向會眾灑水，象徵大家都曾領受水和聖靈的洗禮，都是

全心歸向基督的信徒。如主教在，則由主教灑水。 

隨後會眾返回座位，並舉行堅振禮/接納禮。 

堅振禮/接納禮 
主教在聖所中央位置，面向會眾。領堅振者站在主教面前。 

主教 全能永生的上帝，我們感謝祢，因祢藉水除凈我們的罪，又

藉聖靈重生我們，使我們能坦然無懼地站在祢面前；求祢使

我們因得着新生命，能忠實地履行洗禮時與祢所立的約，並

蒙聖靈光照，滿有喜樂和能力，做祢忠心的僕人，敬愛祢，

服侍祢；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與聖父、聖靈，一同永

生，一同掌權，永為一上帝，永世無盡。 

會眾 阿們。 

領堅振者將依次來到主教面前，主教按手在每位領堅振者頭上，也可同時傅油。 

主教 求主施天恩與主的兒女       ，保護他，使他永遠屬主，

日日多蒙聖靈的感化，直至他進入主永遠的國。 

會眾 阿們。 

或： 

主教 求主以聖靈的能力，裝備主的兒女       ，堅立他，使他

能忠實地履行主的旨意。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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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屬主教制教會已領洗及已領堅振的信徒適用： 

主教        ，我們接納你(們)成為香港聖公會教友，就是作為

使徒所傳承神聖大公教會內的信徒，在聖徒相通的團契內

彼此共融。 

會眾 阿們。 

此時，主教逐一與領受接納禮者握手表示接納他(們)成為聖公會教友。 

會眾禱文 

代禱時，全體站立。 

主教 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蒙恩得救，又藉聖洗禮加入教會，成

為基督的門徒，得着主光明子女的名份，因此，我們可以坦

然無懼地站在主的面前，向主禱告。 

代禱員 為今天領受洗禮的信徒：他們藉水和聖靈的洗禮，得以潔淨，

求主繼續引領他們，藉聖靈居於他們心裏，使他們有效法基

督的決心，一生過敬虔的生活，在上帝家裏，成為主所愛的

兒女，我們禱告上主。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為每天所要面對的試煉：求主堅立我們的信心，特別在我們

獨處時，不被魔鬼的試探所誘惑，以致叛逆主，離棄上帝，

我們禱告上主。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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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員 為上帝的眷顧，我們不再憂慮：求主藉聖子耶穌基督，賜下

信心，並教導我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曉得凡事

交託，相信主必用手扶持我們，給我們世人不能給的平安，

我們禱告上主。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為我們的家庭生活：求主照顧，並教導我們遠離怨恨的根苗，

虛榮的欲望和人性的驕傲；賜我們知識與節制、忍耐與虔誠、

愛心與德行，在相親相愛中，建立幸福的家庭，我們禱告上

主。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為建立信徒的團契：求主使我們合而為一，藉聖靈的引導，

彼此聯絡，互相效力，願意擔當彼此的重擔，能以謙卑的心，

互相服侍，在教會中多作上帝的聖工，我們禱告上主。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為心靈和肉體軟弱的人，[特別為       ]：求主眷顧，施恩

保守，使他們的身心快快得以康復。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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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員 為一生相信主、信靠主，如今在天家裏蒙恩的眾信徒，[特別

為       ]：求主賜他們永恆的福樂，也使我們將來也有份

於主的國度裏。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教 主啊，我們都屬於祢，因為祢尋找我們，亦使我們可以尋見

祢，成為祢忠心的僕人：求祢因愛我們的緣故，又因我們都

是聖徒團契裏的一員，悅納我們的禱告，增加我們遵行祢旨

意的力量；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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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祝謝 

平安禮 
全體站立。 

主禮 復活的基督站在祂的門徒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

安！」他們都因為主的同在，歡欣喜樂。 

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全體 也與你同在。 

各人奉主的名互祝平安。 

獻禮聖詩 
全體站立同唱。 

會眾呈獻餅酒。 

獻禮文 

主禮 生命的主，我們以無盡的喜樂獻上我們讚美的祭。當我們

得享天上的靈糧時，便更能了解祢復活的大能；奉我們復

活的主基督。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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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祝謝文 

全體仍然站立。 

主禮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主禮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會眾 我們心裏仰望主。 

主禮 我們應當感謝我主上帝。 

會眾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上帝是應當的。 

主禮 無論何時何地感謝祢──全能永活的主，上帝，是合理，喜

樂的，也是我們本份所當作的。 

在這得蒙救贖的晚上，我們以喜樂的心一起慶祝祢奇妙的作

爲。藉祢聖子耶穌基督受難和復活的奧蹟，克勝了死亡及地

獄的權勢，並在世人中重新塑造祢榮耀的形像。 

祢把他們再次領回祢的樂園裏，為他們打開了永生之門。 

因此，在這逾越的慶典裏，天地萬物，並與天使和天使長，

及眾聖徒，一同稱讚頌揚祢榮耀的聖名，常讚美祢說： 

全體 聖哉，聖哉，聖哉， 

大有權能，大有威嚴的主，祢的榮光充滿天地。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主禮 上主，祢是神聖的，也是至聖的根源；求祢賜下聖靈，按祢

的旨意，將這些餅和酒分別為聖，使它們成為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聖體和寳血。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

擘開，分給祂的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是

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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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後，祂拿起杯來，祝謝了，就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

這個，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使

罪得赦。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主禮 這是信德的奧蹟： 

全體 基督曾經受死， 

基督現已復活， 

基督將要再臨。 

主禮 天父啊，我們追念聖子在十架上受死，為世人將己身一次獻

上，作完全的贖罪祭；使我們可以因祂大能的復活和榮耀的

升天而滿懷喜樂，並期待祂榮耀的再臨。如此，我們便能藉

着這救恩而慶祝基督的復活。 

現在我們奉上這讚美和感恩的獻祭，呈上這餅和杯，並感謝

祢讓我們配得站於祢跟前服侍祢。 

求祢差遣聖靈臨在我們當中，使所有同享這餅和這杯的人都

能進入祢的國，讓我們和蒙福的童貞女聖母馬利亞、      

(本堂守護聖者)、歷代聖徒和天上的會衆，一同讚美祢，榮

耀祢，直到永遠。 

我們所願所求的，皆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藉著基督，偕同

基督，在基督内，並在聖靈的合一裏，一切尊貴榮耀皆歸與

祢──全能的聖父，從現在直到永遠。 

全體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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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 
會眾仍然站立。 

主禮 現在遵照救主基督的教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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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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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國度、

權柄、榮耀，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 

擘餅 
此時主禮擘餅。擘餅後，安靜片刻，然後領讀： 

主禮 耶穌說：我是生命之糧，凡吃這糧的必得永生。 

會眾 上主，我們的心渴慕祢；請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全體同唱《羔羊頌》：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憐恤我們。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憐恤我們。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賜我們平安。 

主禮及聖壇事奉人員領過聖餐後，主禮先向新領洗教友施聖餐，然後是其他教

友。 

虔領聖餐 

主禮 哈利路亞。基督逾越節的羔羊為我們被獻上了。 

會眾 讓我們虔守這節。哈利路亞。 

領餐後感謝禱文 

主禮 賞賜生命的上帝，祢為救贖人類，賜下祢的獨生子，為我們

釘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又藉祂榮耀的復活，使我們免於仇敵

的權勢：求祢使我們在罪上死而得以在義上生，並永遠活在

祂復活的生命裏，常懷喜樂。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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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遣 

祝福 

主禮 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 

會眾 祂果然復活。哈利路亞。 

主禮 上帝聖父，祂藉愛子基督從死裏復活，為你們打開永生之門。 

會眾 阿們。 

主禮 上帝聖子，祂衝破墳墓的捆鎖，並贏得榮耀的勝利，使你們

得以分享復活的喜樂。 

會眾 阿們。 

主禮 上帝聖靈，祂曾使復活主的生命充滿衆門徒，如今亦加增你

們的靈力，並使你們充滿基督的平安。 

會眾 阿們。 

主禮 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你們，保護你們，

從今日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授予燭光 
主禮或新領洗者的教父母從復活聖燭取火，點燃洗禮蠟燭，然後逐一交到新領

洗教友手中。此時可唱聖詩，或詩班獻詩。 

授予燭光後， 

主禮 上帝已經使你們從黑暗的權勢中釋放出來，使你們與天上的

眾聖徒一起走進光明裏。你們既接過了象徵基督的亮光，就

應作光明的子女。 

會眾 我們要在世上為主發光，歸榮耀與主上帝。 

結禮聖詩 
主禮、聖壇事奉人員、新領洗者及堅振者隨行列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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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 
會眾仍然站立。 

啟 你們要在基督的平安裏，藉基督復活的生命向前邁進。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應 感謝上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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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復活日守夜禮儀 

[第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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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聖新火 

聖堂燈光熄滅。會眾肅靜。不用鳴鐘。 

主禮團與全體會眾應齊集在聖堂外點燃新火處，一起參與祝聖新火及進堂禮。 

如客觀環境未能配合，會眾則在聖堂內齊集，並保持安靜。崇拜開始時，全體站

立，並面向聖堂門口。 

邀請 

主禮 親愛的主内弟兄姊妹，在這至聖的晚上，我們的救主耶穌基

督克勝死亡，進入生命；教會邀請分佈各地信徒同心聚集，

守夜祈禱。 

這是我們救主的逾越聖蹟。讓我們藉聆聽祂的聖言及慶祝祂

復活的奧蹟，以記念祂的受死和復活，以致我們滿懷信心地

分享祂克勝死亡的大勝利，並在上帝裏與祂永遠同活。 

祝聖新火 

主禮將燃點新火。並以下列禱文祈禱。 

主禮 主啊，祢藉聖子照亮我們的生命，求祢祝福這火焰，燃起我

們對祢的嚮往，以純潔的心靈，藉此逾越慶典，參與永恆光

輝的喜慶，這都是靠著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會眾 阿們。 

主禮在復活聖燭上先劃上十字架聖號，然後希臘文的「Α」(阿拉法) 與「Ω」(俄

梅戛)，最後是本年年份。 

主禮 起始和現在 [劃上十字架聖號] 都屬於基督，衪是始 [Α]，衪是

終 [Ω]，萬有的真源，寰宇的依歸。時間屬於祂 [年份數字]，

世代屬於衪 [年份數字]；光榮與權能也屬於祂 [年份數字]，直

到永遠 [年份數字]。 

會眾 阿們。 

然後主禮在復活聖燭上嵌上乳香釘。 

主禮 [上] 因祂神聖 [中] 及光榮的聖傷，[下] 願基督──我們的主 

[左] 護衛我們，[右] 保守我們。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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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燃復活聖燭 
此時主禮取新火燃點復活聖燭，然後向會眾宣讀： 

主禮 願光榮復活的基督，以祂的真光，驅除我們內心的黑暗。 

傳遞聖光 
持燭員將手持復活聖燭，站在聖堂門口，高舉聖燭，宣讀或唱頌： 

持燭員 基督的光。 

會眾 感謝上主。 

侍從便從聖燭取火，先點燃部分會眾手持的小蠟燭。 

持燭員繼續前進，走到聖堂中央時再次停下，高舉聖燭，宣讀或唱頌： 

持燭員 基督的光。 

會眾 感謝上主。 

侍從再從聖燭取火，點燃其他會眾手持的小蠟燭。 

之後，持燭員繼續前進，進入聖所後，便轉身面向會眾，然後再次高舉聖燭，宣

讀或唱頌： 

持燭員 基督的光。 

會眾 感謝上主。 

逾越頌 
全體仍然站立。 

持燭者站於復活聖燭旁頌唱以下頌歌： 

［短式］ 

持燭員 天上的衆天使，請歡欣踴躍高唱，從天來的權柄！上帝寶座

四周之萬物，請歡樂歌舞！耶穌基督我們的君王已復活了！

請吹起救恩的號角！普世萬民，請在光輝中歡呼，因永生的

君王照亮了你！基督已得勝，光榮充滿你！黑暗已永被驅除！

喜樂吧！慈母聖教會，在光榮中歡騰！復活救主的光輝照臨

著你！讓此地迴響著歡樂之聲，以和應上帝所有子民的威榮

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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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燭員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持燭員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會眾 我們心裏仰望主。 

持燭員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會眾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上帝是應當的。 

持燭員 我們全心全意，以我們的歌聲讚美那看不見的上帝，即全權

之父，又稱揚上帝的唯一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替

我們向天父償還了亞當的罪債，拯救我們免受死亡。祂是上

帝逾越節的真羔羊，因祂為我們所流的血，祂的子民便得蒙

聖化及保護。 

這一夜，祢拯救了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欺壓，引領他們安然

渡過紅海，這一夜，主耶穌基督摧毀了地獄的權勢，克勝墳

墓而復活了。這一夜，祢拯救了凡信奉祢的人，遠離邪惡，

使他們重新進入恩典和神聖的生命中。 

天父啊，這全是蒙福的晚上，它為我們驅逐邪惡，滌除我們

的罪過，墮落者能痛改前非，憂苦者則重獲喜樂。這真是蒙

福的晚上，天國降臨人間。受造之物與上帝和好！ 

天父啊，在這充滿恩典的晚上，願祢悅納我們所獻的祭和神

聖的燭光；願這復活的燭光不斷燃點，驅逐長夜的黑暗；因

基督──明亮晨星已活過來，永不沉落。祂是永活永遠掌權

的主。 

會眾 阿們。 

［長式］ 

持燭員 天上的眾天使，請謳歌慶祝！環繞上帝寶座的一切創造，請

歡欣鼓舞！因為救恩吹起號角！耶穌基督，我們的王，已經

復活！全地在壯觀的榮光中，應當歡欣，因你們的君王而發

出的光輝！基督已經得勝！榮耀充滿你！黑暗要永遠被驅



46 
 

散！慈母教會，妳當歡欣！在榮耀中鼓舞！已復活的救主照

耀着你！讓喜樂充滿這裏，讓所有上帝子民的偉大歌聲迴響！ 

 

《逾越頌》若由平信徒宣誦，應省略下列括號內「眾位弟兄姊妹⋯⋯也與你同在」

部分。 

(眾位弟兄姊妹，與我站在這神聖之光面前，與我一起祈求上

帝的憐憫，好叫祂賜給祂不配的僕人一切恩典去歌唱祂復活

的頌讚。聖父，我們向祢祈求，藉賴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祂和祢及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為一上帝，

永無窮盡。 

會眾 阿們。 

持燭員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持燭員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會眾 我們心裏仰望主。 

持燭員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會眾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上帝是應當的。 

持燭員 我們全心全意、同聲讚頌那無形可見的上帝，全能的聖父，

和祂的唯一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基督以祂的寶血贖了我們，向永恆的父償還了亞當的罪

債。 

這是我們的逾越慶典；真正的羔羊——基督——已作為祭獻，

他的寶血保護信徒闔家平安。 

在這一夜，祢拯救了我們的列祖，把以色列人從勞苦中拯救

出來，領他們穿過紅海之乾旱地。 

在這一夜，祢藉火柱的光芒，驅散了罪惡的黑暗。 

在這一夜，普世的基督信徒，遠離了邪惡，潔淨了罪污，恢

復了恩典，並在神聖裏一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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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夜，耶穌基督摧毀了死亡的鎖鍊，從墳墓凱旋地走出

來。 

若基督沒有來作我們的救贖者，我們的生命要變成如何？ 

聖父，祢對我們的照顧何其多！祢對我們的慈愛何其深！為

了拯救奴婢，祢竟將愛子捨棄。 

喜樂的過錯啊！亞當那必須之罪，竟然為我們賺得了如此偉

大的救贖者！ 

這真是眾夜中最神聖之夜，是上帝所揀選的，因為可以看見

基督從死裏復活！經上是這樣記這一夜：「黑夜要如白晝發

亮：它要成為我的亮光，我的喜樂。」 

這神聖之夜的大能要驅除一切邪惡，洗淨過犯，使墮落的人

痛心懊悔，使哀傷的人重拾喜樂。它驅逐仇恨，帶來和平，

也叫地上的驕傲變為謙卑。 

這真是有福的一夜：天上與人間又走上合一之路，上帝與人

類再次和好！ 

所以，天上的聖父，在這喜樂之夜，收納我們以頌讚所作的

晚祭、祢教會的莊嚴奉獻： 

求祢接納這復活蠟燭，因它的火光分散而不滅：它是為上帝

之榮耀而發光的火柱。 

求祢讓它與天上的光合而為一，並繼續勇敢地燃燒下去，驅

逐長夜的黑暗！ 

願這燭光在那永遠照耀的明亮晨星面前常燃不熄，基督──

就是那明亮晨星，祂已從死裏復活，並將祂平安之光普照全

人類，祂是祢的聖子，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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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聖言 

主禮 在我們等候基督復活的時分，一起聆聽聖言，認識上帝如何

在歷史中拯救人類，追念祂在過去的世代怎樣救贖祂的百姓，

並在日期滿了的日子，差遣祂的聖子作為人類的救主。現在

讓我們藉著這基督復活的慶典，經歷上帝在我們身上已開展

的救恩。 

全體坐下，聆聽聖言。 

經課一  創世記 1:1–2:4 [上帝創造世界]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深淵上面一片黑暗；上帝的靈

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

於是上帝就把光和暗分開。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

上，有早晨，這是第一日。上帝說：「眾水之間要有穹蒼，把水和水

分開。」上帝就造了穹蒼，把穹蒼以下的水和穹蒼以上的水分開。事

就這樣成了。上帝稱穹蒼為「天」。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二日。

上帝說：「天下面的水要聚集在一處，使乾地露出來。」事就這樣成

了。上帝稱乾地為「地」，稱聚集在一起的水為「海」。上帝看為好

的。上帝說：「地要長出植物，就是含種子的五穀菜蔬，和會結果子、

果子裏有種子的樹，在地上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長出

了植物：含種子的五穀菜蔬，各從其類；會結果子、果子裏有種子的

樹，各從其類。上帝看為好的。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三日。上帝

說：「天上要有光體來分晝夜，讓它們作記號，定季節、日子、年份，

它們要在天空發光，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於是上帝造了兩個

大光體，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了星辰。上帝把這些光體擺列在

天空，照在地上，管理晝夜，分別光暗。上帝看為好的。有晚上，有

早晨，這是第四日。上帝說：「水要滋生眾多有生命之物；要有鳥飛

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上帝就創造了大魚和在水裏滋生的各樣活

動的生物，各從其類，以及各樣有翅膀的鳥，各從其類。上帝看為好

的。上帝就賜福給這一切，說：「要繁殖增多，充滿在海的水裏；飛

鳥也要在地上增多。」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五日。上帝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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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出有生命之物，各從其類，就是牲畜、爬行動物、地上的走獸，

各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於是上帝造了地上的走獸，各從其類；

牲畜，各從其類；和地上一切的爬行動物，各從其類。上帝看為好的。

上帝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

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

動物。」上帝就照著祂的形像創造人，照著上帝的形像創造他們；祂

創造了他們，有男有女。上帝賜福給他們，上帝對他們說：「要生養

眾多，遍滿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各樣活

動的生物。」上帝說：「看哪，我把全地一切含種子的五穀菜蔬和一

切會結果子、果子裏有種子的樹，都賜給你們；這些都可作食物。至

於地上一切的走獸、天空一切的飛鳥，並一切在地上爬行的，有生命

的動物，我把綠色植物賜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上帝看一

切所造的，看哪，都非常好。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六日。天和地，

以及萬象都完成了。到第七日，上帝已經完成了造物之工，就在第七

日安息了，歇了祂所做一切的工。上帝賜福給第七日，將它分別為聖，

因為在這日，上帝安息了，歇了祂所做一切創造的工。這就是天地創

造的來歷。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答唱詠 

可選用以下其中一式。 

[第一式] 

全體同唱。 

全體 醒吧！醒吧！抛開黑夜，上帝已差遣光明至， 

在基督内，活新日子，我衆將黑暗盡抛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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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式] 

全體同讀或由詩班領唱。 

 

全體 祢差遣祢的靈，使地面更換為新。 

持燭員 我的心哪，祢要稱頌上主！ 

上主——我的上帝啊，祢為至大！ 

祢以尊榮威嚴為衣， 
 

披上亮光，如披外袍， 

鋪張穹蒼，如鋪幔子， 
 

在水中立樓閣的棟梁， 

用雲彩為車輦，藉着風的翅膀而行， 
 

以風為使者， 

以火焰為僕役， 
 

將地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不動搖。 
 

祢用深水遮蓋地面，猶如衣裳； 

諸水高過山嶺。 
 

祢的斥責一發，水就奔逃； 

祢的雷聲一發，水就奔流。 

《詩篇》104:1–7 

全體 祢差遣祢的靈，使地面更換為新。 

祈禱 

主禮 基督是那看不見的上帝之像； 

會眾 萬有都是在衪裏面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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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我們要祈禱。 

主禮可選擇下列其中一篇禱文領眾祈禱。 

全能的上帝，祢創造天地，並以祢自己的形像創造我們：求

祢教導我們認識祢手所作的工，及在世人身上，看見祢的形

像；奉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或： 

上主啊，祢創造萬物，顯示了祢奇妙的智慧；求祢幫助祢所

救贖的人，能善用祢所賞賜的智慧，抗拒罪惡的誘惑，得享

永恆的福樂。這都是靠著我主耶穌基督的名。 

會眾 阿們。 

經課二  出埃及記 14:10-15:1 [越過紅海] 

法老逼近的時候，以色列人舉目，看哪，埃及人追來了，就非常懼怕，

以色列人向上主哀求。他們對摩西說：「難道埃及沒有墳地，你要把

我們帶來死在曠野嗎？你為甚麼這樣待我們，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呢？

我們在埃及豈沒有對你說過，不要攪擾我們，讓我們服事埃及人嗎？

因為服事埃及人總比死在曠野好。」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怕，要站

穩，看上主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拯救，因為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及

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上主必為你們爭戰，你們要安靜！」上主對摩

西說：「你為甚麼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舉手向海

伸杖，把水分開。以色列人要下到海中，走在乾地上。看哪，我要任

憑埃及人的心剛硬，他們就跟著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軍、戰車、

戰車長身上得榮耀。我在法老和他的戰車、戰車長身上得榮耀的時候，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上主。」 

在以色列營前行走的上帝的使者移動，走到他們後面；雲也從他們的

前面移動，站在他們後面。它來到埃及營和以色列營的中間：一邊有

雲和黑暗，另一邊它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 

摩西向海伸手，上主就用強勁的東風，使海水在一夜間退去，海就成

了乾地；水分開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乾地上，水在他們左右

成了牆壁。埃及人追趕他們，法老一切的馬匹、戰車和戰車長都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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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海中。破曉時分，上主從雲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軍兵，使埃及

的軍兵混亂。衪使他們的車輪脫落，難以前行，埃及人說：「我們從

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上主為他們作戰，攻擊埃及了。」 

上主對摩西說：「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們的戰車和

戰車長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時候，海恢復原狀。埃

及人逃避水的時候，上主把他們推入海中。海水回流，淹沒了戰車和

戰車長，以及那些跟著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軍，連一個也沒有

剩下。以色列人卻在海中走乾地，水在他們的左右成了牆壁。 

那一日，上主拯救以色列脫離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見埃及人死在

海邊。以色列人看見上主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敬畏上主，

並且信服上主和衪的僕人摩西。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上主唱這歌，說：「你要向上主歌唱，因衪

大大得勝。」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答唱詠 

可選用以下其中一式。 

[第一式] 

全體同唱。 

全體 醒來高唱，舉聲頌揚，詩章頌詞靈歌對唱。 

讓愛隨著真誠良善，更新我們所說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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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式] 

全體同讀或由詩班領唱。 

全體 我要向上主歌唱，因祂大大得勝。 

持燭員 我要向上主歌唱，因祂大大得勝， 

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上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 

祂也成了我的拯救。 
 

這是我的上帝，我要讚美祂； 

我父親的上帝，我要尊崇祂。 
 

上主是戰士； 

上主是祂的名。 
 

上主啊，祢的右手施展能力，大顯榮耀； 

上主啊，祢的右手摔碎仇敵。 
 

祢用風一吹，海水就淹沒他們； 

他們像鉛沉在大水之中。 
 

祢以慈愛引領祢所救贖的百姓； 

祢以能力引導他們到祢的聖所。 
 

祢要將他們領進去， 

栽在祢產業的山上， 
 

上主啊，就是祢為自己所造的住處， 

主啊，就是祢手所建立的聖所。 

《出埃及記》15:1下–3, 6, 10, 13, 17 

全體 我要向上主歌唱，因祂大大得勝。 

  



54 
 

祈禱 

主禮 上主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的詩歌。 

會眾 衪也成了我們的拯救。 

主禮 我們要祈禱。 

主禮可選擇下列其中一篇禱文領眾祈禱。 

上主，我們的救贖者，祢已聽聞祢子民的哀號，差遣了祢的

僕人摩西，帶領他們離開為奴之地：求祢也把我們從罪惡和

死亡的枷鎖中釋放出來，並藉祢聖靈的引領，使我們都能到

達應許之地；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或： 

上主啊，昔日祢為以色列人施行的奇事，如今仍顯示給我們

記念：使過紅海的救贖事蹟，就是將從奴役中被拯救出來的

以色列，象徵萬國萬族皆因主聖教會的洗禮而得拯救；求祢

使普天下的人都因信靠祢，得以領受作為選民的恩典，一起

歡呼稱頌。這都是靠著我主耶穌基督的名。 

會眾 阿們。 

經課三  以西結書 36:24-28 [以生命的水澆灌] 

上主的話臨到以西結：「我必從列國帶領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領

你們回到本地。我必灑清水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

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絕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顆

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

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

我的典章。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祖先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你們的上帝。」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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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可選用以下其中一式。 

[第一式] 

全體同唱。 

全體 藉著基督，感謝上帝，也去提醒衆沉睡者： 

「醒吧，基督今照耀你，復活必然克勝死亡！」 

[第二式] 

全體同讀或由詩班領唱。 

全體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 

持燭員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 

如鹿切慕溪水。 
 

 我的心渴想上帝，就是永生上帝， 

我幾時得朝見上帝呢？ 
 

 我晝夜以眼淚當食物， 

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上帝在哪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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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哪，妳為何憂悶？ 

為何在我裏面煩躁？ 
 

 應當仰望上帝， 

我還要稱謝祂，我當面的拯救，我的上帝。 

《詩篇》42:1–6 上 

全體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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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主禮 基督賜下活水， 

會眾 基督是永生之源。 

主禮 我們要祈禱。 

若當晚有舉行聖洗禮者適用： 

天父，因祢聖靈的能力，藉聖洗禮的水將新生命賜給信祢的

人。求祢藉同一聖靈引導及增強我們所有重生的人，能在信

德及愛德中服侍祢，並長成至肖似祢兒子完全的形像。耶穌

基督與祢和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 

或：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在逾越的奧秘中建立了復和的新約，求

祢幫助在基督團契內得重生的人，特別是即將領洗的人，願

他們在生命的每時每刻都在見證基督。這都是靠著我主耶穌

基督的名。 

若當晚沒有舉行聖洗禮者適用： 

全能、全知、全愛的上帝，祢是永恆的真光，求祢眷顧祢的

教會，藉她在地上的工作，廣佈救恩，使萬民皆得信仰的體

驗，藉基督在十架犧牲的功勞，重獲新生，使破損的生命得

以重整。這都是靠著我主耶穌基督的名。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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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經課  羅馬書 6:3-11 [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就是受洗歸入衪的

死嗎？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衪一同埋葬，是要我們行事為

人都有新生的樣子，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我們若

與衪合一，經歷與衪一樣的死，也將經歷與衪一樣的復活。我們知道，

我們的舊人和衪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隸，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我們信也必與衪同活，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人中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祂的主了。祂

死了，是對罪死，只這一次；祂活，是對上帝活著。這樣，你們也要

看自己對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穌裏對上帝卻是活的。 

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升階聖詩 
會眾站立。 

福音經課 
會眾仍然站立，面向福音行列。 

福音員可選用以下其中一式福音前歡呼。 

[第一式] 

福音員 耶穌基督已從死裏復活。 

會眾 哈利路亞。 

福音員 祂已戰勝死亡的權勢。 

會眾 哈利路亞。 

福音員 耶穌將我們的憂傷化爲喜樂。 

會眾 哈利路亞。 

福音員 祂有永生之道。 

會眾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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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員 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記載在聖       福音。 

會眾 願榮耀歸於主基督。 

 

[第二式]  

福音員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主說：「我是首先的，是末後的，又是永活的。 

我曾死過，看哪，我是活着的，直到永永遠遠。」 

會眾 哈利路亞！  

福音員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福音員 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記載在聖       福音。 

會眾 願榮耀歸與主基督。 

[甲年]  馬太福音 28:1-10 

安息日過後，七日的第一日，天快亮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

亞和另一個馬利亞來看墳墓。忽然，地大震動；因為有主的

一個使者從天上下來，把石頭滾開，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

同閃電，衣服潔白如雪。看守的人嚇得渾身顫抖，甚至和死

人一樣。天使回應婦女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

那釘十字架的耶穌。衪不在這裏，照衪所說的，衪已經復活

了。你們來！看看安放衪的地方。快去告訴衪的門徒，說衪

已從死人中復活了，並且要比你們先到加利利去，在那裏你

們會看見衪。看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婦女們急忙離開

墳墓，又害怕，又大為歡喜，跑去告訴衪的門徒。忽然，耶

穌迎上她們，說：「平安！」她們就上前抱住衪的腳拜衪。

耶穌對她們說：「不要害怕！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叫他們

往加利利去，在那裏會見到我。」 

[乙年]  馬可福音 16:1-8 

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馬利亞、雅各的母親馬利亞，和撒羅

米，買了香料，要去膏耶穌的身體。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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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出來後，她們來到墳墓那裏，彼此說：「誰要替我們把石

頭從墓門滾開呢？」她們抬頭一看，看見石頭已經滾開了，

原來那石頭很大。她們進了墳墓，看見一個年輕人坐在右邊，

穿著白袍，就很驚奇。那年輕人對她們說：「不要驚慌！你

們尋找那釘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穌，衪已經復活了，不在這

裏。來看安放衪的地方。你們去，對衪的門徒和彼得說：『衪

要比你們先到加利利去，在那裏你們會看見衪，正如衪從前

所告訴你們的。』」於是她們出來，從墳墓那裏逃走，又發

抖又驚訝，甚麼也沒有告訴人，因為她們害怕。 

[丙年]  路加福音 24:1-12 

七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

到墳墓那裏，發現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她們就進去，只

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正在為這事困惑的時候，忽然有兩個

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婦女們非常害怕，就俯伏在地上。

那兩個人對她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衪不在這

裏，已經復活了。要記得衪還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

的，衪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裏，釘在十字架上，第

三天復活。』」她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於是她們從墳墓那

裏回去，把這一切事告訴十一個使徒和其餘的人。把這些事

告訴使徒的有抹大拉的馬利亞、約亞拿，和雅各的母親馬利

亞，還有跟她們在一起的婦女。她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

言，就不相信。彼得起來，跑到墳墓前，俯身往裏看，只見

細麻布，就回去了，因所發生的事而心裏驚訝。 

宣讀福音後， 

福音員 這是上主的福音。哈利路亞！ 

會眾 願讚美歸於主基督。哈利路亞！ 

靜默片刻。 

講道 
會眾坐下。 

講道後，靜默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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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禮 

聖詩 
唱詩時，會吏或助理牧師(如有者，否則由一位侍從負責)將手持復活聖燭走向洗

禮池(盆)，領洗者及其教父母跟着，然後是侍從、施行洗禮之主禮牧師(如主教

在，應由主教施行洗禮)。 

如實際環境許可，會眾也可加入，圍繞洗禮池(盆)站着。 

主禮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成就了逾越的奧蹟，讓我

們藉洗禮一起進入與基督同死、與基督同復活的生命裏。 

引薦 
領洗者之父母及教父母站在洗禮池(盆)旁邊，向全體會眾逐一引薦領洗者。 

教父母 我向大家引薦       前來領洗，加入教會──聖徒的團契，

請為他(們)祈禱。 

如同時舉行堅振禮，領堅振者的教父母將向全體會眾逐一引薦領堅振者。 

教父母 我向大家引薦       前來領受堅振，請為他(們)祈禱。 

主禮向會衆宣諭： 

主禮 聖洗禮是教會首要的聖事。基督耶穌在大使命中就曾吩咐門

徒，要往普天下傳福音，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奉父、子、聖

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使徒彼得受聖靈感動，也談到洗禮的事，說：「你們各人要

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使你們的罪得赦免，就會領受

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

遠方的人，就是給所有主──我們的上帝所召來的人。」 

如有嬰孩及孩童洗禮，應加讀下列一段： 

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有人帶着小孩子來見祂，祂就對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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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也同樣依從主的教導，並相信這是出

於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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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教會一直以來持守的：我們都活在罪裏，心靈軟弱，惟靠上帝救

贖的恩典，方能重生。願你們也能藉着對主堅固的信心，並教會的信

徒為你們的禱告，因着上帝的恩典，得入聖徒的團契裏，永遠走在朝

聖的路上。 

主禮察問成人領洗者： 

主禮 你們都聽見了這些話，都是因為上帝的揀選，賜恩給你們，

叫你們因能受水和聖靈的洗禮，得以成為祂的子女。因此，

我要察問你們：你們是否願意領受洗禮？ 

領洗者 我願意。 

主禮察問嬰孩及孩童領洗者之父母及教父母： 

主禮 你們帶這(些)嬰孩及孩童前來領洗，是否願意承擔作

為父母及教父母應當履行的責任：以你們的禱告和見

證，以你們的愛和關懷，活出基督的樣式，教導他(們)

一生跟隨基督？ 

父母/教父母 我們願意。 

主教察問曾領洗而即將領受堅振之教友： 

主教 我們歡迎你(們)前來接受按手祈禱，使上帝堅固你們的信

心。你(們)是否願意藉聖靈的幫助，持守教會所傳承基督

的道，身心力行？ 

領堅振者 我(們)願意。 

主禮面向會衆，問：(如主教在，則由主教問) 

主禮 信德是上帝賜給祂子民的禮物，在聖洗禮中，祂呼召信祂的

人加入我們這個信仰羣體。你們作為上帝的子民，是否願意

接納他們，並支持他們走進基督的的生命裏？ 

會眾 藉賴上帝的幫助，我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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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 
主禮向領洗者察問。如有嬰孩及孩童領洗者，應由父母或教父母代答。 

主禮 在聖洗禮中，上帝呼召我們脫離黑暗，並進入祂奇妙的光明

中，跟隨基督，你們便得以在罪上死，然後與祂一同在新生

命中活過來。所以，我要察問你們：你是否決意拒絕魔鬼、

不再叛逆上帝？ 

領洗者 我決意拒絕。 

主禮 你是否決意棄絕一切罪惡，和從罪而生的虛浮與敗壞？ 

領洗者 我決意棄絕。 

主禮 你是否決意悔改，不再與上帝和友鄰隔絕？ 

領洗者 我決意悔改。 

主禮 你是否歸向基督──我們的救主？ 

領洗者 我歸向基督。 

主禮 你是否接納基督為主？ 

領洗者 我接納基督為主。 

主禮 你是否願意親近基督──祂是道路，真理，生命？ 

領洗者 我願意。 

祝水成聖 
主禮先將一壺水注入洗禮池(盆)中，也可邀請其中一位行將領洗者，或其中一位

教父母，由他將水注入洗禮池(盆)中，然後主禮領眾祈禱： 

主禮 願讚美歸與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 

會眾 祂必永遠持守祂的應許。 

主禮 我們感謝主──我們的上帝， 

會眾 感謝讚美上帝是應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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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全能的上帝，祢的兒子耶穌基督在約旦河成就洗禮的聖事，

使我們因基督所作的工，藉水和聖靈的洗禮，得獲重生。 

施行救贖的主， 

會眾 賜給我們生命。 

主禮 我們感謝祢藉紅海的水，將祢的子民從奴役中，釋放出來，

得享自由，並得應許之地為業。 

施行救贖的主， 

會眾 賜給我們生命。 

主禮 我們感謝祢，因祢藉聖子耶穌基督的死亡，和祂在凱旋中的

復活，將祂的生命賜給我們。 

施行救贖的主， 

會眾 賜給我們生命。 

主禮 求祢差遣聖靈，將這些水分別為聖，以致信而受洗的人得潔

淨，離惡除罪，並藉基督的死亡和復活與祢合而爲一。 

施行救贖的主， 

會眾 賜給我們生命。 

主禮 主啊，求祢也差遣祢的聖靈降臨在信祢的人身上，重生他們，

使他們得與基督一同在完滿與永恆的生命中生活。因為一切

尊貴、榮耀、權能、光輝都屬於祢，從現在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重申洗禮承諾 

主禮 各位弟兄姊妹，讓我們在基督顯示復活的時刻，與即將領洗

的信徒，一同宣認教會的信仰，並重申在洗禮時向主許下的

承諾。 

全體面向洗禮池(盆)。 

主禮 你是否相信和信靠上帝聖父？ 

會眾 我信上帝，全能的聖父，是創造天地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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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你是否相信和信靠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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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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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將要再來，審判活人死人。 

主禮 你是否相信和信靠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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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主禮 你是否願意拒絕魔鬼及魔鬼各樣行為；當陷落在罪惡裏，你

是否願意悔改，轉歸上帝？ 

會眾 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主禮 你是否願意傳揚主道，身體力行，見證主耶穌的福音？ 

會眾 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主禮 你是否願意在人羣中尋找基督，服侍基督；愛你們的鄰舍如

同自己？ 

會眾 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主禮 你是否願意奮力追求正義與和平，增進人類的尊嚴？ 

會眾 我願意，願上帝助我。 

洗禮 
主禮將逐一為領洗者施行水禮。若主教在，可由主教施行水禮。 

主禮       ，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你施洗。阿們。 

隨即在領洗者額上傅油，劃上十字架記號。 

主禮 我們接納      進入基督的教會，將十架聖號畫在他額上為

記，表明他自今以後，必真信奉釘十字架的基督，在人面前

承認基督不以為恥，在基督旗下，與罪惡、世俗及魔鬼奮勇

爭戰，一生盡忠，事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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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如主教在，則由主教領讀： 

主禮 一主，一信，一洗：我們都受洗於一位聖靈，成爲一體。 

會眾 我們歡迎你們加入信徒的團契裏，成為上帝家裏的人。 

會衆鼓掌，歡迎新領洗者加入教會的大家庭。 

應同時舉行灑水禮。主禮向會眾灑水，象徵大家都曾領受水和聖靈的洗禮，都是

全心歸向基督的信徒。如主教在，則由主教灑水。 

隨後會眾返回座位，並舉行堅振禮/接納禮。 

堅振禮/接納禮 
主教在聖所中央位置，面向會眾。領堅振者站在主教面前。 

主教 全能永生的上帝，我們感謝祢，因祢藉水除凈我們的罪，又

藉聖靈重生我們，使我們能坦然無懼地站在祢面前；求祢使

我們因得着新生命，能忠實地履行洗禮時與祢所立的約，並

蒙聖靈光照，滿有喜樂和能力，做祢忠心的僕人，敬愛祢，

服侍祢；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與聖父、聖靈，一同永

生，一同掌權，永為一上帝，永世無盡。 

會眾 阿們。 

領堅振者將依次來到主教面前，主教按手在每位領堅振者頭上，也可同時傅油。 

主教 求主施天恩與主的兒女      ，保護他，使他永遠屬主，日

日多蒙聖靈的感化，直至他進入主永遠的國。 

會眾 阿們。 

或： 

主教 求主以聖靈的能力，裝備主的兒女      ，堅立他，使他能

忠實地履行主的旨意。 

會眾 阿們。 



66 
 

為原屬主教制教會已領洗及已領堅振的信徒適用： 

主教       ，我們接納你(們)成為香港聖公會教友，就是作為使

徒所傳承神聖大公教會內的信徒，在聖徒相通的團契內彼

此共融。 

會眾 阿們。 

此時，主教逐一與領受接納禮者握手表示接納他(們)成為聖公會教友。 

會眾禱文 

代禱時，全體站立。 

主教 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蒙恩得救，又藉聖洗禮加入教會，成

為基督的門徒，得着主光明子女的名份，因此，我們可以坦

然無懼地站在主的面前，向主禱告。 

代禱員 為今天領受洗禮的信徒：他們藉水和聖靈的洗禮，得以潔淨，

求主繼續引領他們，藉聖靈居於他們心裏，使他們有效法基

督的決心，一生過敬虔的生活，在上帝家裏，成為主所愛的

兒女；我們禱告上主。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為每天所要面對的試煉：求主堅立我們的信心，特別在我們

獨處時，不被魔鬼的試探所誘惑，以致叛逆主，離棄上帝；

我們禱告上主。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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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員 為上帝的眷顧，我們不再憂慮：求主藉聖子耶穌基督，賜下

信心，並教導我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曉得凡事

交托，相信主必用手扶持我們，給我們世人不能給的平安，

我們禱告上主。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為我們的家庭生活：求主照顧，並教導我們遠離怨恨的根苗，

虛榮的欲望和人性的驕傲；賜我們知識與節制，忍耐與虔誠，

愛心與德行，在相親相愛中，建立幸福的家庭，我們禱告上

主。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為建立信徒的團契：求主使我們合而為一，藉聖靈的引導，

彼此聯絡，互相效力，願意擔當彼此的重擔，能以謙卑的心，

互相服侍，在教會中多作上帝的聖工，我們禱告上主。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為心靈和肉體軟弱的人，[特別為       ]：求主眷顧，施恩

保守，使他們的身心快快得以康復。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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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員 為一生相信主、信靠主，如今在天家裏蒙恩的眾信徒，[特別

為       ]：求主賜他們永恆的福樂，也使我們將來也有份

於主的國度裏。 

靜默片刻。 

主啊，求祢憐憫， 

會眾 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教 主啊，我們都屬於祢，因為祢尋找我們，亦使我們可以尋見

祢，成為祢忠心的僕人：求祢因愛我們的緣故，又因我們都

是聖徒團契裏的一員，悅納我們的禱告，增加我們遵行祢旨

意的力量；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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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祝謝 

復活宣告 
全體站立。 

當全體領洗者及主禮返回座位後，侍從將點燃聖壇(聖桌)上的蠟燭，聖堂內的燈

光隨即開啟，主禮站在聖壇前，歡欣地宣告： 

主禮 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 

會眾 主果然復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此時，聖堂即行鳴鐘，號角手吹響號角。會眾可敲響敲擊樂器，以作歡讚。 

獻禮聖詩 
全體站立同唱。 

會眾呈獻餅酒。 

獻禮文 

主禮 生命的主，我們以無盡的喜樂獻上我們讚美的祭。當我們

得享天上的靈糧時，便更能了解祢復活的大能；奉我們復

活的主基督。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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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祝謝文 

全體仍然站立。 

主禮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主禮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會眾 我們心裏仰望主。 

主禮 我們應當感謝我主上帝。 

會眾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上帝是應當的。 

主禮 無論何時何地感謝祢──全能永活的主，上帝，是合理，喜

樂的，也是我們本份所當作的。 

在這得蒙救贖的晚上，我們以喜樂的心一起慶祝祢奇妙的作

爲。藉祢聖子耶穌基督受難和復活的奧蹟，克勝了死亡及地

獄的權勢，並在世人中重新塑造祢榮耀的形像。 

祢把他們再次領回祢的樂園裏，為他們打開了永生之門。 

因此，在這逾越的慶典裏，天地萬物，並與天使和天使長，

及眾聖徒，一同稱讚頌揚祢榮耀的聖名，常讚美祢說： 

全體 聖哉，聖哉，聖哉， 

大有權能，大有威嚴的主，祢的榮光充滿天地。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主禮 上主，祢是神聖的，也是至聖的根源；求祢賜下聖靈，按祢

的旨意，將這些餅和酒分別為聖，使它們成為我們主耶穌基

督的聖體和寳血。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在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

擘開，分給祂的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是

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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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後，祂拿起杯來，祝謝了，就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

這個，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使

罪得赦。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主禮 這是信德的奧蹟： 

全體 基督曾經受死， 

基督現已復活， 

基督將要再臨。 

主禮 天父啊，我們追念聖子在十架上受死，為世人將己身一次獻

上，作完全的贖罪祭；使我們可以因祂大能的復活和榮耀的

升天而滿懷喜樂，並期待祂榮耀的再臨。如此，我們便能藉

着這救恩而慶祝基督的復活。 

現在我們奉上這讚美和感恩的獻祭，呈上這餅和杯，並感謝

祢讓我們配得站於祢跟前服侍祢。 

求祢差遣聖靈臨在我們當中，使所有同享這餅和這杯的人都

能進入祢的國，讓我們和蒙福的童貞女聖母馬利亞、      

(本堂守護聖者)、歷代聖徒和天上的會衆，一同讚美祢，榮

耀祢，直到永遠。 

我們所願所求的，皆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藉著基督，偕同

基督，在基督内，並在聖靈的合一裏，一切尊貴榮耀皆歸與

祢──全能的聖父，從現在直到永遠。 

全體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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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 
會眾仍然站立。 

主禮 現在遵照救主基督的教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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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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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國度、

權柄、榮耀，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 

擘餅 
此時主禮擘餅。擘餅後，安靜片刻，然後領讀： 

主禮 耶穌說：我是生命之糧，凡吃這糧的必得永生。 

會眾 上主，我們的心渴慕祢；請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全體同唱《羔羊頌》：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憐恤我們。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憐恤我們。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賜我們平安。 

主禮及聖壇事奉人員領過聖餐後，主禮先向新領洗教友施聖餐，然後是其他教

友。 

虔領聖餐 

主禮 哈利路亞。基督逾越節的羔羊為我們被獻上了。 

會眾 讓我們虔守這節。哈利路亞。 

領餐後感謝禱文 

主禮 賞賜生命的上帝，祢為救贖人類，賜下祢的獨生子，為我們

釘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又藉祂榮耀的復活，使我們免於仇敵

的權勢：求祢使我們在罪上死而得以在義上生，並永遠活在

祂復活的生命裏，常懷喜樂。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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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遣 

祝福 

主禮 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 

會眾 祂果然復活。哈利路亞。 

主禮 上帝聖父，祂藉愛子基督從死裏復活，為你們打開永生之門。 

會眾 阿們。 

主禮 上帝聖子，祂衝破墳墓的捆鎖，並贏得榮耀的勝利，使你們

得以分享復活的喜樂。 

會眾 阿們。 

主禮 上帝聖靈，祂曾使復活主的生命充滿衆門徒，如今亦加增你

們的靈力，並使你們充滿基督的平安。 

會眾 阿們。 

主禮 又願全能的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你們，保護你們，

從今日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授予燭光 
主禮或新領洗者的教父母從復活聖燭取火，點燃洗禮蠟燭，然後逐一交到新領

洗教友手中。此時可唱聖詩，或詩班獻詩。 

授予燭光後， 

主禮 上帝已經使你們從黑暗的權勢中釋放出來，使你們與天上的

眾聖徒一起走進光明裏。你們既接過了象徵基督的亮光，就

應作光明的子女。 

會眾 我們要在世上為主發光，歸榮耀與主上帝。 

結禮聖詩 
主禮、聖壇事奉人員、新領洗者及堅振者隨行列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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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 
會眾仍然站立。 

啟 你們要在基督的平安裏，藉基督復活的生命向前邁進。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應 感謝上主！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