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聖公會 

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 
（禮儀中舉行入門聖事時適用） 

 

祝聖新火 
 

崇拜開始時，全體肅靜站立，並面向聖堂門口外的點燃新火處。 
 

邀請 及 祝聖新火 
（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9 頁 / 舊版冊子第 I-8 頁） 

 

主禮邀請會眾守夜祈禱以準備慶祝基督的復活奧蹟，然後祝聖新火。 

主禮燃點新火並讀出一段禱文，禱文結束時會眾同應「阿們」。 

然後主禮祝聖復活燭，當說到「直到永遠」及「保守我們」時，會眾齊應「阿們」。 
 

點燃復活聖燭 及 傳遞聖光 
（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10 頁 / 舊版冊子第 I-9 頁） 

 

主禮取新火燃點復活聖燭後，持燭員手持復活聖燭，由聖堂門口走進聖所，當他站在聖

堂門口、走到聖堂中央及進入聖所後，宣讀或唱頌： 
 

持燭員 基督的光。 

會  眾 感謝上主。 
 

當持燭員走到聖堂中央，侍從從聖燭取火，逐一為全體會眾點燃手上蠟燭。 
 

逾越頌 
 

全體仍然站立。持燭員站於復活聖燭旁頌唱《逾越頌》。 
 

［《逾越頌》短式］ 
 

若採用短式（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10–11 頁 / 舊版冊子第 I-9 至 I-10 頁），

持燭員先唱出《逾越頌》的首段，然後與會眾對答： 
 

願主與你們同在。   也與你同在。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我們心裏仰望主。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上帝是應當的。 
 

對答後，持燭員繼續頌唱《逾越頌》，唱至「祂是永活永遠掌權的主」一句，會眾同應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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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頌》長式］ 
 

若採用長式（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12–13 頁），持燭員唱至「永為一上帝，

永無窮盡」時會眾同應「阿們」，然後持燭員與會眾對答： 
 

願主與你們同在。   也與你同在。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我們心裏仰望主。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上帝是應當的。 
 

對答後，持燭員繼續頌唱《逾越頌》，唱至「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一句，

會眾同應「阿們」。 

 

聆聽聖言 
 

主禮先邀請會眾藉着經課認識上帝在人類歷史中的救贖工程（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

上版第 14 頁 / 舊版冊子第 I-11 頁），之後全體坐下，用心聆聽經課。 
 

經課一 
 

讀經員恭讀經課一。經課讀畢時，讀經員先靜默片刻，之後說「這是上主的道」。會眾

同應「感謝上主」。 
 

答唱詠 
 

可選用以下一式。 
 

［第一式］ 
 

全體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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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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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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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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後，主禮領眾祈禱（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17 頁 / 舊版冊子第 I-13

頁），會眾同應「阿們」。 
 

經課二 
 

讀經員恭讀經課二。經課讀畢時，讀經員先靜默片刻，之後說「這是上主的道」。會眾

同應「感謝上主」。 
 

答唱詠 
 

可選用以下一式。 
 

［第一式］ 
 

全體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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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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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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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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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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應後，主禮領眾祈禱（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20 頁 / 舊版冊子第 I-15

頁），會眾同應「阿們」。 
 

經課三 
 

讀經員恭讀經課三。經課讀畢時，讀經員先靜默片刻，之後說「這是上主的道」。會眾

同應「感謝上主」。 
 

答唱詠 
 

可選用以下一式。 
 

［第一式］ 
 

全體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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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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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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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  禱 
 

主禮 基督賜下活水， 

會眾 基督是永生之源。 
 

啟應後，主禮領眾祈禱（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22 頁 / 舊版冊子第 I-16

頁），會眾同應「阿們」。 
 

復活歡讚 
 

全體站立。聖堂所有燈光亮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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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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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掉世人罪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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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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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文 
 

主禮用祝文領眾祈禱（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23 頁 / 舊版冊子第 I-17 頁），

會眾同應「阿們」，之後坐下，用心聆聽經課。 
 

新約經課、升階聖詩及福音 
 

讀經員恭讀新約經課。經課讀畢時，讀經員先靜默片刻，之後說「這是上主的道」。會

眾同應「感謝上主」。然後全體站立，同唱升階聖詩。 
 

福音員宣佈福音（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24 頁 / 舊版冊子第 I-18 頁）： 
 

耶穌基督已從死裏復活。 哈利路亞。 

祂已戰勝死亡的權勢。 哈利路亞。 

耶穌將我們的憂傷化爲喜樂。 哈利路亞。 

祂有永生之道。 哈利路亞。 
 

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記載在聖＿＿福音。 

願榮耀歸與主基督。 
 

宣讀福音後，福音員說：「這是上主的福音。哈利路亞！」 

會眾同應「願讚美歸與主基督。哈利路亞！」 
 

講  道 
講道後靜默片刻。 
 

入門禮 
 

聖詩 及 引薦 
（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27–28 頁 / 舊版冊子第 I-21 至 I-22 頁） 

 

唱詩後，主禮在洗禮池（盆）位置先作簡短引言，隨後領洗者的（父母及）教父母和領

堅振者的教父母引薦受禮者： 
 

我向大家引薦＿＿＿ 

前來領洗，加入教會──聖徒的團契 / 前來領受堅振， 

請為他（們）祈禱。 
 

引薦後，主禮向會眾宣諭及察問成人領洗者和嬰孩及孩童領洗者之父母及教父母，主教

察問即將領受堅振之教友；他們回答： 
 

我（們）願意。 
 

主禮問（如主教在場，則由主教問）會眾是否願意接納和支持受禮者，會眾回應 
 

藉賴上帝的幫助，我們願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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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29–30 頁 / 舊版冊子第 I-23 至 I-24 頁） 

 

主禮先將一壺水注入洗禮池（盆）中，然後開始領眾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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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繼續領眾祈禱，每當主禮說「施行救贖的主」，會眾同應「賜給我們生命」。 

最後主禮以一段禱文作結，主禮念至「從現在直到永遠」時，會眾同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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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洗禮承諾 
 

主禮邀請會眾宣認信仰並重申洗禮承諾（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30 頁 / 舊版

冊子第 I-24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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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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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歡迎 
（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31–32 頁） 

 

主禮為全體領洗者施洗及傅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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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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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會眾返回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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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振禮 / 接納禮 
（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32–33 頁 ） 

 

主教領眾祈禱，念至「永世無盡」時，會眾同應「阿們」；之後主教施行堅振禮和接納

禮。 
 

會眾禱文 
 

全體站立，主禮先作引言，然後由代禱員領禱（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33–35

頁）。於每段禱文後，代禱員說「主啊，求祢憐憫」，會眾同應「垂聽我們的禱告」。 

最後，主禮念出一段禱文作結，會眾同應「阿們」。 
 

感恩祝謝 
 

平安禮、獻禮聖詩及獻禮文 
 

會眾站立。主禮領平安禮（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36 頁 / 舊版冊子第 I-27

頁）。當主禮說畢「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會眾同應「也與你同在」。眾人奉主

的名互相請安，然後同唱獻禮聖詩，接着主禮以獻禮文祈禱，會眾同應「阿們」。 
 

大祝謝文 
（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37–38 頁 / 舊版冊子第 I-28 至 I-29 頁） 

 

願主與你們同在。   也與你同在。 

你們心裏當仰望主。   我們心裏仰望主。 

我們應當感謝我主上帝。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上帝是應當的。 
 

主禮誦畢序文，讀到下列一句後，同讀或唱「三聖哉頌」：「一同稱讚頌揚祢榮耀的聖

名，常讚美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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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讀祝聖餅酒文，讀到「這是信德的奧蹟」，全體同讀或唱： 

 

基督曾經受死，基督現已復活，基督將要再臨。 
 

之後繼續「大祝謝文」，當主禮讀至末段「全能的聖父，從現在直到永遠」，會眾同應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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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擘餅、羔羊頌、邀請 及 領餐 
 

主禮說：「現在遵照我們救主基督的教訓，我們禱告說」，全體同唸主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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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都是祢的，從現在直到永遠。阿們。 
 

主禮說：「耶穌說：我是生命之糧，凡吃這糧的必得永生。」會眾同應下列一句，之後

同唱「羔羊頌」： 
 

上主，我們的心渴慕祢；請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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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恤我們。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賜我們平安。 
 

主禮以邀請辭邀請會眾上前領受聖餐： 
 

哈利路亞。基督逾越節的羔羊為我們被獻上了。 

讓我們虔守這節。哈利路亞。 
 

領餐後主禮以感謝禱文領眾祈禱（主復活日守夜禮儀禮文網上版第 39 頁 / 舊版冊子第

I-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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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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領洗教友接受洗禮蠟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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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差遣 
 

唱結禮聖詩時，主禮、聖壇事奉人員、新領洗者及堅振者隨行列退堂。結禮聖詩後，會

眾接受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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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