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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升天日 

基督升天日是「復活期」(Eastertide)內的一個重要節日。由基督復

活日至聖靈降臨日共五十天，教會稱之為復活期，又稱為「光榮五

十天」(The Great Fifty Days)。傳統上這五十天信徒都會在崇拜中高

聲唱頌「哈利路亞」，讓讚美之聲充滿整個教會。 

有關「升天節」的紀錄要到四世紀才出現，由復活日算起的第四十

日被稱為「升天日」(Ascension Day)，而且必定在星期四。這天是

要記念耶穌離開門徒升天去了，回到上帝那裏，而門徒亦在這天受

耶穌差遣，把福音傳到地極。 

升天日後的十天又稱為「升天期」(Ascensiontide)，以能專注地等

候聖靈降臨日的來臨。而升天日後的主日，傳統上又稱為「盼望主

日」(The Expectation Sunday)，以強調信徒等候和期待聖靈保惠師

的來臨，也期待主基督的再臨。 

升天日亦是基督工作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在這天之前，基督以「道」

成了肉身在世上工作；在這天之後，上帝所差遣的聖靈將繼續基督

在世的工作。在教會生活中，復活期是滿有喜樂氣氛的日子，門徒

與周圍的人分享喜樂，亦關顧有需要的人。從整個教會禮儀年曆來

看，大齋期的四十天用以認識自己，而復活期的首四十天則用以認

識主基督，至於升天日後十天實為預備期，預備聖靈的降臨；信徒

將得聖靈的保守，以生命實踐基督的信仰。 

讓我們藉升天日的崇拜慶祝基督榮升天庭，回到光榮的國度裏，亦

同時預備自己等候聖靈的臨格，在聖靈的力量裏歡欣快樂，努力傳

揚耶穌基督的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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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儀注： 

1. 此禮儀適用於基督升天日及復活期第七主日。 

2. 與一般聖餐有所不同的是在釋諭後隨即宣讀〈使徒行傳 1:4-11〉，是記

載有關「基督榮耀升天事蹟」的經文，其目的在於凸顯「召聚」是為了

記念和慶祝基督升天──帶着榮耀進入光榮的國度裏。 

3. 唱頌〈榮歸主頌〉比起誦讀方式更合適整個禮儀氣氛。 

4. 本禮文提供兩個〈祝文〉，主禮可自行選用其一。 

5. 由於在「召聚」的儀節中已讀出基督升天的經課，因此「聆聽聖言」禮

儀部分只有兩段經課，其中一段是福音經課。兩段經課亦各自提供兩個

選擇，可按教導需要各選其一。 

6. 在宣讀福音前可參照下列安排： 

6.1 在「聆聽聖言」之經課後唱頌或誦讀詩篇 47 或 93，也可安排詩班

獻唱，所獻唱的詩歌應盡量配合以上詩篇之教導。然後全體站立同

唱升階聖詩；或 

6.2 在「聆聽聖言」之經課後隨即唱頌升階聖詩。 

7. 本禮文提供兩式「會眾禱文」，可選其一。全體應站立祈禱，不應跪下

或坐下祈禱。 

8. 本禮文所提供之「大祝謝文」是特別為升天日和復活期第七主日編寫，

不應以其他大祝謝文替代。 

9. 為回應主耶穌在升天前向門徒交托祂的大使命，所以在「差遣」的儀節

上提供了以下兩個選擇： 

第一式：這與一般聖餐崇拜無異，在祝福後同唱結禮聖詩，唱詩時全體

聖壇事奉人員列隊退堂。然後主禮在聖堂門口以啟應方式宣讀差遣文。 

第二式：這個編排較為特別，首先是呼召，然後祝福，刻意表達基督藉

教會呼召信徒加入大使命的行列，在領受呼召後，蒙上帝的祝福。因此

在儀節上由主禮在聖壇先行呼召，然後祝福，唱結禮聖詩時退堂。 

如主教在，整個「差遣」禮儀應由主教主禮。 

10. 如有宣佈，可在「領餐後感謝文」後進行，然後進入「差遣」儀節。 

11. 「聖壇事奉人員」是指所有詩班、侍從及參與禮儀之聖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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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聚 

宣召經句 
全體站立。 

主禮 耶穌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我天天與你

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馬太福音 28:19-20) 

聖詩 
聖壇事奉人員與主禮列隊進堂。 

問安 

主禮 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 

會眾 阿們。 

主禮 哈利路亞！基督已經復活！ 

會眾 主果然復活！哈利路亞！ 

釋諭 

主禮 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過去四十天我們都以喜樂的心慶

祝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祂克勝了罪惡及死亡的權勢，

又多次向門徒顯現，並且教導他們關於上帝國的道理。 

今天我們追憶耶穌昔日從地上歸回天父那裏；祂已榮耀

升天，如今坐在統御萬有的寶座上，掌管一切。讓我們

因着主的權柄，信靠祂──萬王之王，並降服在祂的愛

裏。 

現在讓我們一起聆聽主基督昔日榮耀升天的事蹟。 

此時一起聆聽〈使徒行傳 1:4-11〉記載有關基督榮耀升天的事蹟。 

會衆仍然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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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員 恭讀基督榮耀升天的事蹟。 

耶穌和門徒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

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應許，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約

翰是用水施洗，但過了不多幾天，你們要在聖靈裏受

洗。」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主啊，你就要在這時候復

興以色列國嗎？」耶穌對他們說：「父憑着自己的權柄

所定的時候和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臨

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

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說了這

些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雲彩從他

們眼前把他接去。他升上去的時候，他們定睛望天，看

哪，有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他們旁邊，說：「加利利人

哪，你們為甚麼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

穌，你們見他怎樣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樣來臨。」 

讀經員 哈利路亞！基督已榮升天庭！ 

會眾 來吧，我們崇拜他。哈利路亞！ 

榮歸主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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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只有基督是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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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仍然站立。 

以下兩段祝文，可選其一。 

主禮 我們要祈禱。 

靜默片刻。 

全能的上帝，祢當受頌揚的聖子、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已經升到諸天之上，因此貫乎萬有：求祢施憐憫，賜給

我們信心，使我們知道，依照祂的應許，祂在地上和教

會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藉賴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聖

子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同

享尊榮，永世無盡。 

或： 

全能的上帝，我們深信獨生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已經

升天，求祢使我們的心靈嚮慕天上的事，如同升到天上，

常與祂同住；聖子和聖父、聖靈，惟一上帝，一同永生，

一同掌權，永世無盡。 

會眾 阿們。 

全體坐下，聆聽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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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聖言 

可選讀下列其中一篇經課：但以理書 7:9-14  或  以弗所書 1:15-23 

經課 

讀經員 經課記載在但以理書。 

我正觀看的時候，有寶座設立，上面坐着亙古常在者。他的衣服

潔白如雪，頭髮如純淨的羊毛。寶座是火焰，其輪為烈火。有火

如河湧出，從他面前流出來；事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

有萬萬；他坐着要行審判，案卷都展開了。於是我觀看，因這角

說誇大的話，我正觀看的時候，那獸被殺，身體被毀，扔在火中

焚燒。其餘的獸，權柄都被奪去，生命卻得以延續，直到所定的

時候和日期。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看哪，有一位像人子的，

駕着天上的雲而來，被領到亙古常在者面前。他得了權柄、榮耀、

國度，使各方、各國、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權柄是永遠的，

不能廢去，他的國度必不敗壞。 

或 

讀經員 經課記載在以弗所書。 

因此，我既然聽見你們對主耶穌有信心，對眾聖徒有愛心，就不

住地為你們感謝上帝，禱告的時候常常提到你們，求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上帝，榮耀的父，把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你們，使

你們真正認識他，照亮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呼召你們

來得的指望是甚麼，他在聖徒中所得榮耀的基業是何等豐盛，並

知道他向我們這些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這是照他的大

能大力運行的。這大能曾運行在基督身上，使他從死人中復活，

又使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越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

權能的、統治的和一切有名號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

超越了。上帝使萬有服在他的腳下，又使他為了教會作萬有之首；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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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經課後， 

讀經員 這是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上主。 

靜默片刻。 

然後可唱頌或誦讀詩篇 47或 93  (誦讀本見禮文第 22頁)。 

也可以在經課後進入「宣讀福音禮儀」，全體站立同唱升階聖詩。 

福音 
可選讀下列其中一篇福音：路加福音 24:44-53  或  馬可福音 16:9-15, 19-20 

福音員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主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看哪，我天天

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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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 

會眾 願榮耀歸與主基督。 

耶穌對門徒說：「這就是我從前和你們同在時所告訴你們的話：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一切指着我的話都必

須應驗。」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又對他

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並

且人們要奉他的名傳悔改、使罪得赦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

萬邦。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

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面來的能力。」 

耶穌領他們出來，直到伯大尼附近，就舉手給他們祝福。正祝福

的時候，他離開他們，被帶到天上去了。他們就拜他，帶着極大

的喜樂回耶路撒冷去，常在聖殿裏稱頌上帝。 

或 



8 

福音員 主耶穌基督的聖福音記載在聖馬可福音。 

會眾 願榮耀歸與主基督。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復活了，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

穌曾從她身上趕出七個鬼。她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那時他

們正哀慟哭泣。他們聽見耶穌活了，被馬利亞看見，可是不信。這

些事以後，門徒中有兩個人往鄉下去；正走着的時候，耶穌以另一

種形像向他們顯現。他們去告訴其餘的門徒，那些門徒還是不信。 

後來十一使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裏

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後看見他的人。他又對他們

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以後，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邊。門

徒出去，到處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藉着伴隨的神蹟證實所傳

的道。 

宣讀福音後， 

福音員 這是上主的福音。 

會眾 願讚美歸與主基督。 

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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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認信仰 
全體站立。 

主禮 讓我們承認我們的信仰。 

全體 我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聖父── 

創造天地，並一切有形無形萬物的主。 

我們信獨一的主，耶穌基督， 

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為聖父所生， 

從上帝所出的上帝， 

從光所出的光， 

從真神所出的真神， 

是生、非造、與聖父同體。 

萬物都是藉着祂受造。 

祂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 

因聖靈的大能，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成為人身，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 

被害，受死，埋葬。 

應驗了聖經的話，第三天復活，升天， 

坐在聖父的右邊。 

將來必在榮耀中再臨，審判活人死人， 

祂的國永無窮盡。 

我們信聖靈，是主、是賜生命者， 

從聖父、聖子所出， 

與聖父、聖子，同受敬拜，同享尊榮。 

昔日藉眾先知傳話。 

我們信使徒所傳惟一聖而公之教會。 

我們承認為赦罪而設的獨一洗禮。 

我們盼望死人的復活，並來世的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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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禱文 
祈禱時，全體站立。 

以下兩式會眾禱文。可選其一。 

(第一式) 

主禮 上帝啊，聖子耶穌雖然離開我們，回到天上榮耀的國度

裏，但基督應許永遠與我們同在，而我們也深深感到祂

常在我們中間。在復活主基督的權能下，讓我們的心思

意念都歸向祂。 

領禱 我們為所有因疑惑而感到徬惶的人，為被恐懼所困擾的

人，為失去信心的人，亦為因前路茫茫而分不清方向的

人，禱告上主：求主使教會能宣揚及彰顯主的臨在，以

致跌倒的人可以重新站立起來，瞎眼的人得看見，失去

遠象的人得知方向，信德得以堅定，因主的引領，得見

天上的榮耀。 

靜默片刻。 

基督，榮耀的君王， 

會眾 我們的心思意念都歸向祢。 

領禱 我們為一切因為戰爭、暴政、疾病或遭遇不幸境況而被

迫與家人分離的人，為孤單的人、與外界隔絕的人、被

迫流徙異地的人，還有四處尋找摯親的人，禱告上主：

求主使他們得着主的懷抱，不再感到徬徨，藉主恩手的

護祐，得見盼望在他們心中滋長，他們所關心的人也同

得主的保守。 

靜默片刻。 

基督，榮耀的君王， 

會眾 我們的心思意念都歸向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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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禱 我們要常存感謝的心：感謝主時刻與我們同在，使我們

的家成為彰顯主愛和榮耀主名的地方。求主顧念我們的

鄰舍和我們的親友，特別那些未能經常見面的親友，願

主的恩惠也同樣臨到他們中間。 

靜默片刻。 

基督，榮耀的君王， 

會眾 我們的心思意念都歸向祢。 

領禱 我們記念一切心靈憂傷的人，及那些感到失落及需要幫

助的人。我們亦為患病者，特別為患上慢性疾病的人，

和需要長期照顧的病者──其中可能有我們的家人和親

友，也叫我們不要忘記長期服侍和照顧病者的人。求主

的靈常與他們同在。 

靜默片刻。 

基督，榮耀的君王， 

會眾 我們的心思意念都歸向祢。 

領禱 我們的主基督已榮升天庭，以致一切信主的人因得見天

國大門大開而感到歡欣快樂。這正是主來到世上的原因：

要把世人從幽暗和死亡中，帶進主永恆光輝的國度裏。

我們也記念離世的家人和信徒：求主使他們在主永恆的

國度裏與主同在。 

靜默片刻。 

基督，榮耀的君王， 

會眾 我們的心思意念都歸向祢。 

主禮 上帝聖子，祢曾對門徒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

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求祢因祢的憐憫，和對教會的信

心，將屬天的平安與合一賜給我們，聖子與聖父，聖靈，

一同永生，一同掌權，從現在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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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禱文 
祈禱時，全體站立。 

(第二式) 

主禮 上帝啊，聖子耶穌雖然離開我們，回到天上榮耀的國度

裏，但基督應許永遠與我們同在，而我們也深深感到祂

常在我們中間。在復活主基督的權能下，讓我們的心思

意念都歸向祂。 

領禱 為教會在世的使命祈禱：求主使我們不會忘記耶穌吩咐

門徒的大使命，願意努力傳揚主的福音，使世人認識上

帝，願意共同為教會建立在地若天的國度，多出一分力

量，身心力行，彰顯主的榮耀。為此，我們禱告上主。 

會眾 求主憐憫，垂聽我們的祈禱。 

領禱 為上帝國的臨在祈禱：求主教導我們認識上帝國猶如酵

母發起麵團，使我們在工作和生活中，成為有活力的酵，

與基督同工，促成上帝國實現在人間，使全人類認識主

的救恩，同頌主的聖名。為此，我們禱告上主。 

會眾 求主憐憫，垂聽我們的祈禱。 

領禱 為信徒彼此相愛祈禱：求主使我們認識沒有人只為自己

而活，而是要愛鄰如己，願意施予，彼此扶助，特別在

教會中，因主愛我們的緣故，建立愛與關懷的團契。為

此，我們禱告上主。 

會眾 求主憐憫，垂聽我們的祈禱。 

領禱 我們為教會的[年青]信徒祈禱：求主激發他們有熱心追

求信仰的心，開啟他們的心懷，使他們願意多學、多聽、

多問、認識真理，對信仰認真，對生命肯定，一生為主

所用，立志活出福音的精神。為此，我們禱告上主。 

會眾 求主憐憫，垂聽我們的祈禱。 



13 

領禱 為渴慕認識主的人祈禱：求主開啟他們的心，有認識主

的意願，有慕道的心志，特別在我們中間仍有未認識主

的家人和朋友，求主使我們彼此代禱關懷，在信心和行

為上，多作見證基督的事。為此，我們禱告上主。 

會眾 求主憐憫，垂聽我們的祈禱。 

領禱 為身體和心靈受創傷的人祈禱：求主顧念他們的需要，

在每天與疾病戰鬥時，也許會漸漸失去信心，但我們相

信主必不會離棄他們；求主因着我們的信心，醫治他們。

為此，我們禱告上主。 

會眾 求主憐憫，垂聽我們的祈禱。 

領禱 為離世的家人和信徒祈禱：求主使我們因基督已榮升天

庭，開啟了天國的大門而歡欣快樂；幽暗和死亡再不會

成為人類的威脅。為此，我們禱告上主。 

會眾 求主憐憫，垂聽我們的祈禱。 

主禮 生命的主啊，求祢聯合所有信祢的人，使我們不會與祢

分離，得以連於祢，我們的禱告也因此成為有力的見證；

藉賴死而復生、永遠長存、住在無量榮光中的主和救主

耶穌基督而求。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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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罪及赦罪 

全體跪下。 

主禮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上帝

的兒子耶穌，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

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現在讓我們承認對上帝和友鄰的過錯。 

靜默片刻。 

會眾 最慈悲的上帝，我們承認因愚昧和軟弱，明知故犯，在

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祢和我們的鄰舍。現

在我們痛心懊悔，求祢憐憫我們，為了聖子耶穌基督，

饒恕我們的以往，扶助我們的現在，引導我們的將來，

在新生命中服侍祢，歸榮耀給祢的聖名。阿們。 

主禮 全能的上帝憐憫你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饒恕你

們所犯的罪，增加你們行善的力量，並藉聖靈的大能，

保守你們進入永生。 

會眾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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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祝謝 

平安禮 
全體站立。 

主禮 若我們彼此相愛，主必在天父那裏因我們而歡欣快樂。 

願復活和榮升天庭的基督，祂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各人奉主的名互祝平安。 

獻禮聖詩 
全體站立。 

會眾呈獻餅酒。 

獻禮文 

主禮 上主，求祢悅納祢子民的禮物，使這些餅和酒成為稱頌

感恩的祭和生命的糧，因為這是獻給那惟一和永遠掌權

的主，天上的君王──基督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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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主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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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永生的聖父上帝，是合理

的，是我們的本份，也是美好可喜的。祢藉榮耀的君王

耶穌基督──由女子所生，降生成人，為要救贖人類。 

主耶穌為我們受死，戰勝死亡，克勝罪惡。藉祂榮耀的

復活，為我們開啓了永生的道路；因祂的升天，賜給我

們確切的盼望，知道祂離去其實是為我們預備地方，將

來我們必在那裏與祂相遇。 

因此，在這復活和基督榮耀升天的歡慶中，天上地下和

主所創造的一切宇宙萬物，必歡欣快樂，並與天使和天

使長及眾天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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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名而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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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上主，祢是聖潔的，也是至聖之源；求祢按祢的旨意，

藉聖靈的大能，使這些餅和酒成為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聖

體和寳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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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拿着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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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後，祂拿起杯來，感謝祢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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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宣揚信仰的奧秘： 

全體 基督曾經受死， 

基督現已復活， 

基督將要再臨。 

主禮 因此，天父啊，我們追念祂在十架上的受死，為世人作

了惟一的，和完全的贖罪祭，使我們可以因祂大能的復

活和榮耀的升天，滿懷喜樂，並期待祂在榮耀中再臨。 

我們現在奉獻這聖物作為稱頌感恩的祭，以感謝祢使我

們配得站於祢的跟前，謙卑服侍祢。 

求祢差遣聖靈進入祢的子民中，使所有同享這餅和這杯

的人都能進入祢的國，與永遠蒙福的聖母馬利亞、

______及眾聖徒，在上帝的家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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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基督，

偕同基督，在基督內，及在聖靈的合一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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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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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擘餅 
此時主禮擘餅。擘餅後，安靜片刻，然後領讀： 

主禮 我們擘開這餅，分享基督的身體。 

會眾 我們雖眾，仍屬一體，因爲我們都是分享這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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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受聖餐 

主禮 上帝賜給祂子民的聖物，你們應當憑着信心前來領受， 

記念基督為你們捨身流血，心裏感謝。 

凡已領洗的基督信徒，歡迎前來領受聖餐。 

若未領洗者，也歡迎前來接受祝福祈禱。 

領聖餐後，可唱頌聖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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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餐後感謝禱文 
祈禱前，先靜默片刻。 

主禮 我們的父上帝，祢在基督裏提升了我們的人性，並以天

上的靈糧餵養我們。現在求祢憐憫我們，以這些屬靈的

福澤滋養我們，以致天國常存在我們心裏。奉主耶穌基

督而求。 

會眾 阿們。 

全體 天父，永生的上帝，祢已經施恩，接納我們作為聖子救

主耶穌基督的活潑肢體，並在祂聖體寶血的聖事裏，用

靈糧餵養了我們。現在求祢差遣我們平安奔走世程，並

賜給我們力量和勇氣，專心樂意的敬愛祢，服侍祢，藉

賴我們的主基督而求。阿們。 

如有報告，可在祈禱後進行。 

差  遣 
(第一式) 

祝福 

主禮 我們的君王基督使你們既忠心又堅強，遵行祂的旨意。

如此，你們就可以與祂在榮耀裏一起掌權；又願全能的

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你們，保護你們，直至永

遠。 

會眾 阿們。 

可於此時唱結禮聖詩。唱詩時，聖壇事奉人員及主禮列隊退堂。 

差遣啟應文 

啟 你們要在基督的光照和平安中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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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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遣 
(第二式) 

呼召 
會眾站立。 

主禮站在聖壇前中央，面向會眾。 

主禮 耶穌在升天前囑咐門徒，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 

耶穌又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

並且派你們去結果子，讓你們的果子得以長存。」 

我們都蒙主的揀選，但願我們願意承擔祂的使命：使萬

民作主的門徒，在世為鹽為光，結出佳美的果實。 

全體靜默片刻，等候聖靈的工作，然後以肯定的聲音回應： 

主禮 看啊！你們都是主所揀選的人： 

會眾 我們必與主同工，建立天國在人間。 

主禮 看啊！你們都是主的門徒： 

會眾 蒙主呼召，我們一生跟從基督。 

主禮 看啊！你們都是上帝家裏的人： 

會眾 因着主的名，我們彼此聯絡，合而為一。 

主禮 如此，你們就能效法基督： 

那裏有創傷，那裏就有醫治； 

那裏有孤單，那裏就有關懷； 

那裏有仇恨，那裏就有寬恕； 

那裏有紛擾，那裏就有平安。 

會眾 願上帝幫助我們，使我們能忠實履行祂的旨意。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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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 

主禮 上主是你們隨時的幫助，願聖父的慈愛環繞你們，願聖

子的恩惠保守你們，願聖靈的感動聯絡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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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我們的君王基督使你們既忠心又堅強，遵行祂的旨意。

如此，你們就可以與祂在榮耀裏一起掌權；又願全能的

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你們，保護你們，直至永

遠。 

全體 阿們。 

聖壇事奉人員及主禮列隊退堂。 

退堂時可全體同唱結禮聖詩，或奏樂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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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詩篇 

詩篇 47  至高的主宰 

可拉後裔的詩，交給聖詠團長。 

領誦 萬民哪，你們都要鼓掌！用歡呼的聲音向上帝呼喊！ 

因為上主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應] 

[應] 

會眾 上主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 

領誦 他使萬民服在我們以下，又使萬族服在我們腳下。 

他為我們選擇產業，就是他所愛之雅各的榮耀。(細拉)  [應] 

領誦 上帝上升，有喊聲相送；上主上升，有角聲相送。 

你們要向上帝歌頌，歌頌！向我們的王歌頌，歌頌！ 

因為上帝是全地的王，你們要用聖詩歌頌。[應] 

領誦 上帝作王治理萬國，上帝坐在他的聖寶座上。 

萬民的君王聚集，要作亞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 

因為地上的盾牌是屬上帝的，他為至高！[應] 

詩篇 93  上帝是王 

領誦 上主作王！他以威嚴為衣穿上； 

上主以能力為衣， 以能力束腰， 

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 

你的寶座從太初立定，你從亙古就有。[應] 

[應] 

會眾 上主作王！上主啊，你的法度最為確定； 

你的殿宜稱為聖，直到永遠。 

領誦 上主啊，大水揚起，大水發聲，大水澎湃。 

上主在高處大有威力，勝過諸水的響聲，洋海的大浪。[應] 

領誦 上主啊，你的法度最為確定； 

你的殿宜稱為聖，直到永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