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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接受信仰者
若願意聆聽天主的聖言，必須被帶至導師前，詢問他為什麼接
受信仰。帶領他們來的人，需要給予證明那位欲接受信仰的人
是否有資格，所問的問題包括他的整個生活：他是否有妻子？
他的主人是否信徒？他的主人是否准許他接受信仰？讓他聽道
後，如他的主人不證明他是一個善良的人，他將被拒絕。如他
的主人是外邦人，則教導他尊重主人的意見，避免發生是非。
聽道者是已婚的男人，或是有丈夫的婦人，則教導他們善度生
活。若男人不是與他的妻子一起生活，他將被教導不要繼續這
樣，要有一位合法的妻子。任何人被認為不潔，或行為與邪魔
有染，不准聽道，直至他被認為純潔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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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關於預備接受領洗者
被選定接受洗禮者，先讓他們的生活接受考驗，包括他們慕道期內的
道德生活是否有好的表現？有否尊重及照顧寡婦？是否有探望病者或
行各種善功？上述一切須要帶領他們前來的人予以證明。若說「是」，
才讓他們聽福音。
自被選定的時期開始，他們生活在一個特別的地方，每天聽道後，行
覆手禮及驅魔禮，直至洗禮的時間。主教將親自向他們逐一行驅魔禮，
使能更清楚明白他們是否有純潔向善的意向。如發現他們不符合要求，
他們不得接受洗禮。接受洗禮者，需在聖週四沐浴清潔。(在經期中的
婦女不得接受洗禮，而會另定日子舉行洗禮)。在星期五開始守齋，星
期六齊集在一個由主教指定的地方。他們要跪下祈禱，主教在他們頭
上覆手行驅魔禮，在他們面上吹氣，並在他們的前額、耳朵、及鼻上
作記號，表示開啟他們的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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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關於聖洗禮儀
……
他們整夜祈禱及聽取訓道。前來接受洗禮的人，除了在感恩祭
中用作奉獻的物品外，不用帶任何物件。
在雞鳴破曉的時間，先在施洗用的水旁祈禱，所用的水必須是
流動的，在必要時或危急時可用其他所能找到而能使用的水。
受洗者必須完全除掉身上的衣服，洗禮由年幼的開始至年長的，
會說話的在先，不會說話的在後，不會說話的由父母或家人代
答問話，而男性先受洗，接著是女性受洗，受洗者不帶任何物
件進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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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關於聖洗禮儀
……

在施行洗禮的同一時間，主教在祈禱中祝福兩種「油」(註12)，
一是感恩聖油，一是驅魔用的聖油。兩名執事，一名手持驅魔
禮用的聖油站在施行洗禮的司鐸左邊，另一名持著感恩聖油站
在右邊。當司鐸帶領每一位接受洗禮者領受洗禮峙，他將囑咐
受洗者，面向西方，大聲宣示說：

撒旦，我棄絕你，及你所有的服務和工作。當他們大聲逐一宣
示棄絕魔鬼的時候，司鐸為他傅上驅魔聖油說：讓所有不潔之
神遠遠地離開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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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關於聖洗禮儀

......

隨後受洗者便除去衣服，赤裸裸地走向站在水旁的主教或司鐸。
執事和他一起進入水中，施洗者覆手說：你信唯一的天主，全
能的父嗎？(註13)

受洗者說：我信。

施洗者把手按在他的頭上，把他浸入水中。施洗者再問說：你
信耶穌基督，天主聖子，藉著聖神生於童貞女瑪利亞，在總督
比拉多時受難至死，第三天自死亡中復活，並升天坐在聖父的
右邊，將會再次來臨，審判生者死者嗎？

受洗者答說：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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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關於聖洗禮儀

......

施洗者再次把他浸入水中。施洗者再問說：你相信聖神、聖教
會，及肉身的復活嗎？

受洗者說：我信。

受洗者再浸入水中一次。前後受洗者被浸入水中共三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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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關於聖洗禮儀

……

當受洗者從水中上來，司鐸為他傅上感恩聖油說：「我因耶穌基督
之名給你傅油。」每一位受洗者擦乾身體，穿上衣服後，進入教會
的團體聚集之處。

主教在他們頭上覆手，祈禱說：

主，天主，你使他們能堪當藉水和聖神擺脫罪惡，重獲新生，求你
賜給他們你的恩寵，（使他們堪當領受聖神，並賜給他們你的恩
寵，）使他們事奉你，承行你的旨意。光榮歸於你，聖父，及子，
及聖神在教會內，從現在直到永遠。亞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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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關於聖洗禮儀

……

接著主教將感恩聖油倒在手中，並擦在新頒洗者的頭上，說：
我因全能的天主父，及耶穌基督，並天主聖神給你再傅油。

在前額上作記號，主教向領受聖油者給予致候之吻說：願主與
你同在。

領受者說：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教向每一位新頒洗者，做同樣的儀式，最後他們與全體信眾
一起祈禱。未領洗者不能與信眾一起祈禱，直至他們完成了上
述一切禮儀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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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關於聖洗禮儀

……

當他們祈禱時，互相給予平安之吻。奉獻禮由執事把禮品呈
獻給主教，他接納後，祈禱感恩使麵飽成為基督的身體，酒
成為基督的血，為信仰他的人而傾流了。(註14)牛奶與蜜糖混
合在一起為表示出給我們祖先的諾言得到圓滿。一如天主在
聖經裡曾說過「一塊流奶流蜜的土地」。同樣，基督給予他
的身體，藉此使信仰他的人好像嬰兒一樣得到滋養，使受創
傷的心靈藉著聖言嚐到甘甜，並使洗滌用的水象徵清洗人的
內心，而靈魂得到潔淨好像身體被洗滌過一樣清潔。主教向
群眾解釋所有施行的一切禮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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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關於聖洗禮儀

……當他擘開麵飽，分給每人一小塊時，他說：在基督耶穌
內天國的麵飽。

領受者說：亞孟。

如果沒有足夠的司鐸，執事則拿起聖爵，站在適當的位置。
首先拿起水，隨後是奶，再後是酒。每位領受者在每一爵杯
三次。施行者說：在全能的天主父內。

領受者說：亞孟。

施行者說：及在主耶穌基督內。

領受者說：亞孟。

施行者說：及在聖教會的聖神內。

領受者說：亞孟。 此後每一位依此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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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關於聖洗禮儀

……

信友領受聖體聖血後，將踴躍做各種善功(註15)，慰悅
天主，使生活行為合乎規矩，並充滿熱忱地在教會內
學習虔敬的生活。

我們所記載的是簡短的描述，關於聖洗及神聖的奉獻
禮，已完全給教授了關於肉身的復活，及其他所寫下
的一切，但如有其他必須說的，主教會親自教導新信
友。不信者必不能知道，除非他們先接受洗禮。一如
聖若望所說『關於那塊白石：一個新的名字已寫在其
上，除非先接受了它，否則沒有人知道。』



米蘭主教座堂洗禮池（5世紀，聖安博在此為奧思定施洗）



米蘭主教座堂洗禮池（5世紀，聖安博在此為奧思定施洗）

















「當你參加望教者的行列，並開始遵守
教會的規矩時，你便越過了紅海。

當你穿過曠野時，在每站停留時，你天
天從事聆聽天主的法律，並窺見由上主
的榮耀而為你揭開的梅瑟的面容。

你來到洗禮神秘的水泉前，並在司祭和
執事面前被引入這偉大而令人敬畏的奧
秘之中——這是那些有權曉得的人所熟
悉的——這時候，你也是在藉司鐸的神
職而穿過約旦河。

你將進入福地，在那裡耶穌要像梅瑟一
樣接待你，並作你新旅程的嚮導。」

(奧利振若蘇厄書釋義) 











㆒、推薦候洗者
（講道後，負責慕道者的司鐸、或執事、或導師／傳道員、或團體代表，用以下或類似的話，
向主禮推薦候洗者。）

推薦㆟：可敬的神父：復活節即將來到。我們團體的慕道者，
仰賴㆝主的恩寵、教會的榜樣和祈禱的支持，快要完
成慕道的階段。他們請求你以教會的㈴義，准許他們
在經過最後的準備，及考核儀式後，領受洗禮、堅振
和聖體聖事。
（主禮邀請被甄選的慕道者，及他們的代父母上前。）

主 禮：將被甄選領受聖事的慕道者，請同㈹父母㆖前。
（教導慕道者的傳道員，讀出每位被甄選者的名字。
被甄選者偕同代父母一起前來，站在主禮面前。）
（主禮可用以下或類似的話，向團體致詞。）

㆕旬期第㆒主㈰
候洗者甄選禮

1972年《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



主 禮：各位在場的兄弟姊妹：在我們面前的慕道者，請求教會准
許他們在復活慶典㆗，領受入門聖事。熟識他們的㆟，都
認定他們㈲誠意。這些慕道者聆聽基督的福音，已㈲相當
㈰子，並且努力實踐福音，又參與教會兄弟姊妹的聚會和
祈禱。現在，教會㈲意向大家宣告，准許這些慕道者領受
入門聖事。故此，我要求㈹父母公開說明他們的意見。
（主禮面向代父母）

主 禮：各位㈹父母，請你們在㆝主面前作出判斷，你們認為這些
候選者堪當領受入門聖事嗎？

㈹父母：他們堪當。
（主禮面向會眾）

主 禮：各位在場的兄弟姊妹：剛才你們聽見了導師／傳道員的推
薦，以及㈹父母的意見，那麼，你們是否同意這些候選者
領受入門聖事呢？

全 體：我們同意。
2023年2月修訂中譯



㆓、查考被甄選者的意願
（主禮面向候選者，用以下或類似的話勸勉他們。）

主 禮：各位親愛的慕道者：你們的㈹父母、導師／傳道員和在場的眾兄
弟姊妹，都為你們作了見證。教會信賴他們的判斷，並以耶穌基
督的㈴義，召叫你們領受重生的聖事。
你們聽到基督的㈺召，已㈲㆒段㈰子，現在，請你們在教會面前，
表明㉂己的回應。
你們是否願意領受基督所建立的聖洗、堅振和聖體聖事，加入他
的教會呢？

慕道者：我們願意。



主 禮：好！現在請你們呈㆖㉂己的入教申請書。
（被甄選的慕道者，在代父母陪同下，向主禮面前，呈上自己的入教申請書。）

或

主 禮：請你們報㆖㉂己的㈴字。
（慕道者由代父母陪同，報上自己的名字，登記在候洗者名冊。）

2023年2月修訂中譯



㆔、甄選候洗者
（主禮面向被甄選的候洗者）

主 禮：（某某），你（們）已經被揀選，在復活節守㊰慶典㆗，
領受入門聖事。

候洗者：感謝㆝主。

（主禮繼續勉勵候洗者）

主 禮：各位候洗者，我們要繼續㈺求㆝主的助佑。㆝主對他揀
選的㆟，常是信實的；你們也要忠信於㆝主，努力回應
他的召叫，到達㆝主子㊛的美滿境界。
（主禮再向代父母說）

主 禮：各位㈹父母，你們既為這些候洗者作了見證；我們把候
洗者交託給你們。你們要以身作則，關懷和陪伴他們，
幫助他們準備領受永生的聖事。
（代父母按手在候洗者肩上。）

2023年2月修訂中譯



㆕、為候洗者祈禱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今㆝，我們開始㆕旬期，準備慶㈷主基督的死而
復活。
我們要以身作則，幫助候洗者準備領受逾越的聖事。
讓我們㆒起祈禱，彼此勉勵，革新㉂己，共享逾越的喜樂。

領：請為候洗者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請為㈹父母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請為候洗者的親友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

2023年2月修訂中譯



⋯⋯
領：請為所㈲傳道員和導師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請為所㈲信友善度㆕旬期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請為㆒切仍在疑惑、迷惘的㆟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可加上其他意向，尤其是為教會和普世的需要。）

2023年2月修訂中譯



主禮：㆝主，你是㆟類的創造者，你不斷更新我們；求你垂視你甄選的
候洗者，幫助他們成為你新約的子民。求你使他們克勝本性的軟
弱，靠你聖寵的力量，承受你的恩許，常享永生的喜樂。因主耶
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或

主禮：全能仁慈的㆝主聖父，你願意以基督的愛革新萬物。我們懇求你
引領你教會的候洗者，使他們忠於你的召叫，進入你聖子的國度，
並領受你所恩許的聖神。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
禱。

眾：亞孟。

（主禮向候洗者伸手，用以下的祈禱作為結束。）

2023年2月修訂中譯



㈤、遣散候洗者
（主禮用以下或類似的話，遣散候洗者。）

主 禮：各位候洗者：你們已被㆝主所選拔，和我們㆒起邁向
復活的光榮。
基督就是你們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願基督的平安與你們同在。

候洗者：亞孟。
（候洗者離開聖堂；若因某些重大理由，他們必須留在聖堂，與信友一起，
亦應說明他們有別於信友，不能領聖體聖血。）
（感恩禮如常舉行，可略去信經及信友禱文，立即預備禮品。）

2023年2月修訂中譯



㆕旬期第㆔主㈰
候洗者第㆒次考核禮

㆒、默禱
（講道後靜默片刻，然後由傳道員，邀請候洗者和代父母到主禮前。）

傳道員：請各位候洗者和㈹父母㆖前。
（主禮用以下或類似的話，邀請信眾祈禱）

主 禮：各位在場的兄弟姊妹：我們的候洗者，需要大家的祈禱
和支持，好使他們徹底認識罪惡對㆟的傷害，並且渴望
獲得㆝主子㊛的㉂由。
（主禮面向候洗者，用以下或類似的話，訓勉他們。）

主 禮：各位候洗者，你們要依靠㆝主的德能和他的慈愛，勉力
離開罪惡的控制。現在請你們跪㆘（或俯首），表示在
㆝主面前的懺悔。
（候洗者跪下〔或俯首〕，信眾站立，一齊為候洗者默禱片刻。）

1972年《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



㆓、為候洗者祈禱
（代父母把右手按在候洗者肩上）

主禮：各位在場的兄弟姊妹，請為我們的候洗者祈禱。教會懷
著信心，甄選了他們。
求主幫助他們妥善準備㉂己，好能在即將來臨的逾越慶
典，領受基督所賜的入門聖事。

領：願候洗者時常把㆝主聖言保存心㆗，並㈰漸深入體會聖
言的教導。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基督來，是為拯救迷失的㆟。願候洗者能深入認識基督，
並決心跟隨他。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



⋯⋯
領：願候洗者能存心謙㆘，承認㉂己的罪過。為此，我們同聲
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願候洗者在生活㆗，能㈲堅決的意志，拒絕㆒切相反基督
的言行和價值觀。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願洞悉㆟心的聖神，幫助候洗者克服他們的軟弱。為此，
我們同聲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願同㆒的聖神，教化候洗者，幫助他們認識㆝主，並使他
們的行為舉止，都能㆗悅於㆝主。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



⋯⋯
領：願候洗者的親友，全心寄望基督，並由基督手㆗，得到
平安和聖化。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願我們全體會眾，在準備逾越慶典的同時，都能得到心
靈的更新，並積極祈禱，實行愛德。為此，我們同聲祈
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願軟弱者得到堅強；破碎的心靈，得以恢復完整；迷途
的㆟，被領回正軌；在正途㆗生活的㆟，獲得救恩。為
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可加上其他意向，尤其是為教會和普世的需要。）



㆔、驅魔
（祈禱後，主禮面向候洗者，合掌誦念。）

主禮：請大家祈禱：
㆝主聖父，你派遣你的聖子，作我們的救主。
今㆝，在你面前的候洗者，如同當㈰的撒瑪黎
雅婦㆟㆒樣，渴求活㈬；求你以聖言改造候洗
者的生命，幫助他們承認㉂己的罪過和軟弱，
不致絆倒。不要讓他們過分㉂恃，而被撒旦所
欺騙；更求你拯救他們脫離虛偽與錯謬，並認
清內心的惡念，而得到潔淨。

㆝主，求你幫助候洗者走㆖救恩的道路。因主
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若方便，主禮在默禱中，逐一為候洗者覆手。）

（然後向他們伸開雙手，繼續誦念。）

主禮：主、耶穌，你是我們所渴求的永生之泉、所尋找的
導師；只㈲你是神聖的。
今㆝，候洗者在你面前，誠懇㆞打開心門，承認㉂
己的過犯，求你寬恕。為此，請你以慈愛扶助他們；
在他們軟弱時，堅強他們，恢復他們身心靈的健康，
消除他們的飢渴，並賜給他們平安。
主耶穌，我們以信德㈺求你，請你以你聖㈴的德能，
快來救助候洗者。正如你復活時，已戰勝了罪惡的
勢力，求你為候洗者驅逐惡神。
主耶穌，求你向候洗者指示在聖神內生活的道路，
引領他們歸向㆝父，並以真理去朝拜他。他和你及
聖神，是唯㆒㆝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㆕、遣散候洗者
（主禮用以下或類似的話，遣散候洗者。）

主 禮：各位候洗者：我們㆘次考核禮時，再相聚祈禱。
現在你們可先行回去。
願主的平安與你們同在！

候洗者：亞孟。
（候洗者離開聖堂；若因某些重大理由，他們必須留在聖堂，與信

友一起，亦應說明他們有別於信友，不能領聖體聖血。）

（感恩禮如常舉行，可略去信經及信友禱文，立即預備禮品。）





諸聖禱文

全體起立，唱諸聖禱文。

站立祈禱是復活期及主日，紀念基督復活的姿態。

諸聖禱文，可加入聖堂主保、當地主保及領洗者主保的名字。

遊行到洗禮池。持復活蠟燭者領前，依次為：候洗者及代父母、輔禮人員、執事及主祭。

到達洗禮池，結束諸聖禱文。主祭伸手祈禱。

耶穌復活主日
至聖之夜逾越節守夜禮

可由負責慕道者的司鐸、或執事、或導師／
傳道員、或團體代表，讀出候洗者的名字。
候洗者由代父母陪同，起立。



主㉀：全能永生的㆝主，

求你親臨你這偉大愛情的聖事，並派遣
義子之神，
使蒙你召選，在這洗禮㈬泉誕生的㆟，
重新受造，成為新的子民。

願我們以謙卑之心，所舉行的奧蹟，依
賴你的大能，產生圓滿的效果。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
禱。

信眾：亞孟。



㆝主，在聖事的標記㆗，你以不可見的能
力，產生奇妙的功效。

你創造了㈬，賦予它多種功能，以顯示洗
禮的恩寵。

㆝主，早在創世之初，你的聖神曾運行於
大㈬之㆖，使這㆝然的㈬，孕育出聖化的
能力。

㆝主，你曾傾出洪㈬，洗滌世界的罪污，
預示重生。
你藉同㆒㈬的奧蹟，消滅罪惡，開展㆟的
聖潔生活。

㆝主，你使亞巴郎的子孫，乾腳走過紅海，
擺脫了法郎的奴役；你以這被解救的民族，
預示由洗禮所產生的子民。……

㈷福洗禮的㈬

乾腳走過紅海

傾出洪㈬，
洗滌世界

創世之初，你的聖神
曾運行於大㈬之㆖

Sieger Köder



……
㆝主，你的聖子，在約但河的㈬裡，接受若
翰的洗禮，以及聖神的傅油。

當他懸在㈩字架㆖時，血和㈬從他肋膀流出。

他復活後，吩咐門徒說：
「你們要去訓導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
給他們施洗。」
……

你的聖子，在約但河的㈬
裡，接受若翰的洗禮，以
及聖神的傅油。

當他懸在㈩字架㆖時，
血和㈬從他肋膀流出。

你們要去訓導萬民



……
㆝主，求你垂視你的教會，給她開啟洗禮的
㈬泉。

願聖神向這些㈬，傾㊟你唯㆒聖子的恩寵，
使按照你的肖像所創造的㆟，
在聖洗聖事㆗，滌除往㈰生活的污穢，
能由㈬及聖神再生，成為你新生的子㊛。
…… 求你垂視你的教會，

給她開啟洗禮的㈬泉。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除非由㈬和聖神
而生，不能進㆝主的國。(若3:5)

米蘭：374年聖安博
在這裡受洗

1993年重修
荃灣葛達二聖堂

1995年重修
聖斯德望堂圓形洗禮池

六世紀 Bardo

4世紀厄弗所聖母大殿

2002年
天水圍聖葉理諾堂

2001年
灣仔聖母聖衣堂



……
主祭覆手，以右手接觸水面，並念：

或〔如果合適，主祭可將復活蠟燭插入水中一次或三次，繼續念：〕

㆖主，願聖神的德能，藉你的聖子，
充滿這㈬泉，

〔主祭持著仍放於水中的復活蠟燭，繼續念：〕

使所㈲藉洗禮歸於死亡、與基督同葬的㆟，
也與基督㆒起復活，獲得新生。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㆒㆝主，永生永王。

信眾：亞孟。

〔主祭將復活蠟燭，從水中取出〕

信眾歡呼：

㈬泉㈬源，請讚美㆖主，歌頌稱揚他，直到
永遠。（達3:77）

我們藉著洗禮，已歸於死亡，與他同葬了，
為的是基督怎樣藉著父的光榮，從死者㆗復
活了，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度生。 (羅6:4)

5-6世紀 Seljuke
(今土耳其境內)
聖若望堂

北非
Sbeitla
St Vitalis 
聖洗池
(4-5世紀) 

斐理伯城

4世紀初聖洗池



棄絕罪惡

【在香港教區，按教會傳統，可轉身面向聖堂大門之外，棄絕罪惡。】

候洗者棄絕罪惡

若候洗者是嬰孩，則由父母及代父母回答。

主 ㉀：各位候洗者：
在領受洗禮之前，請你們在大家面
前，聲明棄絕罪惡，及跟隨基督的
決心。

主 ㉀：為得享㆝主子㊛的㉂由，你們棄絕
罪惡嗎？

候洗者：棄絕。

主 ㉀：為擺脫罪惡的操縱，你們棄絕邪惡
的誘惑嗎？

候洗者：棄絕。

主 ㉀：你們棄絕萬惡之源的魔鬼嗎？
候洗者：棄絕。

可由代父母將個別候洗者姓名告知主禮。
主禮個別詢問候洗者棄絕罪惡。



宣認信仰（聖洗誓願）【再轉身，面向祭台，宣認信仰。】

候洗者宣認信仰

若候洗者是嬰孩，則由父母及代父母回答。

主 ㉀：各位候洗者：
請你們宣認基督的信仰；你們要因
這信仰，藉洗禮而重生。

主 ㉀：你們信全能的㆝主聖父、㆝㆞萬物
的創造者嗎？

候洗者：我信。

主 ㉀：你們信㆝主的獨生子、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由童貞瑪利亞誕生，受難
㉃死，被埋葬，從死者㆗復活，現
今坐於㆝父的㊨邊嗎？

候洗者：我信。

主 ㉀：你們信聖神，聖而公教會，諸聖的
相通，罪過的赦免，肉身的復活和
永恆的生命嗎？

候洗者：我信。

可由代父母再將個別候洗者姓名告知主禮。
主禮個別詢問候洗者宣認信仰，隨即為他施洗。



司鐸或執事：（某某），我因父（浸第一次）及子（浸第二次）
及聖神之㈴（浸第三次）給你授洗。

代父母扶助代子代女



釋義禮

穿白衣
當顧慮當地習慣，選用合適顏色的衣服。
也可省略此儀式

主 ㉀：各位新教友，藉著洗禮，你們已死於
罪惡，獲得新生，成為基督的門徒。
你們現在既穿㆖這件純潔的白衣，就
要保持純潔無瑕，直㉃到達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的審判座前，以獲享永生。

新教友：亞孟。

代父母協助新教友穿上潔白的衣服



釋義禮

授燭光
主祭扶著復活蠟燭說：

主 ㉀：各位㈹父母：請把基督之光，傳遞給新教友。
代父母上前，從復活蠟燭，點燃蠟燭，遞給代子代女。

主 ㉀：各位新教友，你們已在基督內成為光明之子，
就要在光明㆗生活和行動，並保持著信德的㈫
焰，直到基督再來時，能與㆝㆖諸聖迎接基督，
樂敘㆝庭。

新教友：亞孟。

新教友遊行進入聖堂；次序如下：復活蠟燭、新教友手持蠟燭，及代父母、輔禮人員、
執事及主祭。



主祭與協同他的司鐸一起，向領堅振者覆手。

主㉀：全能的㆝主、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的父！
你既以㈬及聖神，使你
這些子㊛，擺脫罪惡的
束縛，重獲新生。
求你派遣施慰者聖神，
降臨到他們心㆗，賜給
他們智慧和聰敏之神，
超見和剛毅之神，明達、
孝愛以及敬畏之神。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
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主的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
和剛毅的神，明達和敬畏㆖主的神
將住在他內。（依11:2）

如果領堅振者人數眾多，主祭可邀請其他司鐸，協同
他一起施行堅振聖事。
主祭與協同他一起施行堅振聖事的司鐸，面向信眾，
合掌。主祭邀請信眾祈禱。

主祭：親愛的弟兄姊妹：

請向全能的天主聖父祈禱，

祈求他將聖神的德能，傾注於這些新教友身上；

願聖神以他豐厚的恩寵，堅強他們，

並藉聖神的傅油，祝聖他們，使他們更相似

天主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全體默禱片刻)



司 鐸：（某某），請藉此㊞記X，領受㆝恩聖神。
領堅振者：亞孟。
司 鐸：㈷你平安。
領堅振者：感謝㆝主。

代父母按手在領堅振者肩上。

司鐸以右姆指蘸「至聖聖油」，在領堅振者額上劃十字。

然後，新教友和代父母靠近聖所就座。

代父母陪同新教友逐一到主禮或施堅振者前。
可由代父母將個別領堅振者姓名告知主禮。



獻禮經

㆖主，

求你收納你子民的祈禱和奉獻，

使這由逾越奧蹟所開始的㉀獻，賴你
的工作，成為我們獲得永生的良藥。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
祈禱。亞孟。

耶穌復活主日
至聖之夜逾越節守夜禮

=額我略禮典(7-8世紀)378；羅馬彌撒經書1131

省略信經；也可省略信友禱文。
如有信友禱文，最好由新教友讀出意向；
這是他們首次以信友身分參與。
獻禮：由新教友獻禮；這是他們首次以
信友身分，參與基督的祭獻。

我以㆝主的仁慈請求你們，獻㆖你們的身體當作生活、
聖潔和悅樂㆝主的㉀品：這纔是你們合理的敬禮。 (羅12:1)



頌謝詞（逾越奧蹟）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主，我們時時歌
頌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助我們獲
得救恩。

由於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完
成了犧牲，今㊰我們更當隆重㆞讚美你。

因為基督真是除免世罪的羔羊，他以㉂己
的死亡，消滅了我們的死亡，並以復活，
恢復了我們的生命。

為此，普世萬民，洋溢著復活的喜樂，踴
躍歡騰。同時，㆝㆖的掌權者和大能的㆝
使，都同聲歌頌你的光榮，不停㆞歡㈺：

1970年羅馬彌撒經書405
750年羅馬禮書458：I, XLV, 逾越節守夜禮
額我略禮典（7-8世紀）379：逾越節守夜禮

耶穌復活主日
至聖之夜逾越節守夜禮



羔羊頌後，主祭可向新教友簡

單說明：他們首次領受基督的

聖體和聖血：與基督合為一體，

並參與基督新而永久的盟約，

是入門過程的高峰和完成；從

此，共融（聖體）聖事，便是

他們整個基督徒生活的中心。

耶穌復活主日
至聖之夜逾越節守夜禮

（感恩經中，有特別為新教友和
代父母的祈求。）



領主後經

㆖主，求你將你的愛德之神，傾㊟給我們，
好使我們飽饗逾越聖事的滋養，在你的愛內，團結㆒致。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耶穌復活主日
至聖之夜逾越節守夜禮

=額我略禮典(7-8世紀) 382；羅馬彌撒經書1069 in apparato（復活主日）；
參良一世禮書 (5-6世紀) 1049；750年羅馬禮書1330

極宜讓新教友、代父母、
新教友的父母、配偶，以及
傳道員和導師兼領聖體聖血



困難： 陌生

性格

經驗

能力

聆聽

信德起伏



聯絡： 多元陪伴……whatsapp，參加彌撒，朝聖，避靜

定期精心交談

領洗周年慶祝，主保日，生日……



19.  慕道期（求道期）是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在這時期，
慕道者應得到牧靈的培育，及生活紀律的適當訓練。
這樣，他們在加入慕道期時所表現的心靈素質才得以
發展、漸趨成熟。為達到這目的，有以下四種方法：

(1) 合適的教理講授：由司鐸、執事或傳道員，及其
他平信徒給與合適的教理講授，有計劃地逐步進
行，講解完整，配合禮儀年及節令，並要舉行聖
道禮儀來輔助他們。這樣，不但使慕道者對信理
和誡命有適當和相當的認識，而且也引領他們更
深入認識他們所渴望分享的救恩奧蹟。

……

1972年《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



……
(2) 慕道者逐漸熟習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他
們因著保證人和代父母以及整個信友團
體的善表、支持和幫助，學習慣於向天
主祈禱、為信仰作證、在一切事上仰望
基督、在行為上依循天主的感召，並實
踐愛人的德行，達到忘我的地步。

1972年《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

在這樣的培育下，「新皈依者踏上一個靈性歷程。他們已藉信德
參與了基督死亡和復活的奧蹟，從舊人逾越到在基督內得到成全
的新人。這過程漸漸在慕道期間實現，帶來思想和行為上的逐步
改變，以及在社會生活上的效果。因為我們所信的主是被反對的
記號，所以皈依者也往往經歷到離棄和隔絕的痛苦，但也嘗到天
主慨然所賜的無限喜樂。」……



……
(3) 慈母教會在慕道者的皈依歷程中，以適當的禮儀
幫助他們，使他們逐漸淨化，並以天主的降福堅
強他們。在合適時候，要為他們的益處舉行聖道
禮儀；他們亦可與信友一起參加〔彌撒中的〕聖
道禮，好能更妥善地準備自己，來日參與感恩禮
(祭宴)。不過，當他們出席彌撒時，通常要在開始
聖祭禮之前，若沒有困難，應以友善的態度遣散
他們，因為他們必須等到領洗後，成為享有司祭
職的子民，才有資格名正言順地參與基督的新敬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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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會的生活是使徒性的，所以
慕道者也要學習以生活的見證
和信仰的宣示，與其他信友一
起，積極宣揚福音和建設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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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mf7P_Pr4Z_Y

2019/04/20 聖母聖衣堂至聖
之夜逾越節守夜禮（領洗聖事、
感恩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7P_Pr4Z_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7P_Pr4Z_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