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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堂奉献礼（隆重式）应用本∗ 
（适用于固定的圣堂） 

 

奉献新圣堂，要选择多数信友能出席参礼的日子，特别是主日。由于「奉献」的主题，贯串整个

「圣堂奉献礼」，故此，「圣堂奉献礼」不可于：逾越节三日庆典、耶稣圣诞节、主显节、耶稣升

天节、五旬节（圣神降临主日）、圣灰礼仪日、圣周平日，及追思已亡日等日子举行，以免该日

所应纪念的奥迹，极不适当地被忽略。 

举行弥撒与奉献圣堂的仪式，密切相连；因此，奉献圣堂时，省略当天的礼仪经文，而须采用「圣

堂奉献礼」专用的圣经选读（圣道礼），及弥撒祷文。 

圣堂奉献礼的主礼者，理所当然是教区主教。若教区主教不能出席，他可委托襄助他的其它主教，

或在特别情况下，委托司铎主持。 

 

进堂式 
 

新圣堂门关上 

堂区主任司铎、建堂专责组及信友等，在大门前，迎接主教。 

主教戴冠，持牧杖，来到门前。 

 
新堂竣工 
主任司铎可致词 
建堂专责组可致词，并可简略介绍新堂的设计意义。 

 
建筑师可把圣堂模型（或图则，或钥匙）送交主教，表示新堂竣工。主教放下牧杖，接受模型。

全体鼓掌 

 

开启圣堂大门 

 

主教免冠致词 

主教：愿主的恩宠与平安与你们同在。 
全体：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教：感谢天主，经过了多年的筹备和建筑，今日（××）堂新建落成。我们亦

感谢为建筑这新堂，而劳心劳力的全体工作人员，愿天主降福你们。 
今天，我们将这座新建的圣堂，奉献给天主，作为天主时刻与我们同在的

有形标记。现在，我们将要打开圣堂大门，邀请大家进堂。希望你们善用

这座圣堂，以信德聆听圣言，履行福传的使命，使人藉同一圣洗而重生，

又由同一餐桌分享主的圣宴，而成为一体。愿天主使你们成为圣神的活圣

殿，以言以行，吸引众人归向上主。 
                                                
∗ 参照《圣堂及祭台奉献礼典》Ordo dedicationis ecclesiae et altaris（1977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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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戴冠，持牧杖。 

 
主教：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羊栈的门，经过我，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

青绿的草场」（若 10:9）。现在请主任司铎，打开这座圣堂的大门，愿你们

通过基督，找到生命的泉源。 
 
主教指示主任司铎打开圣堂大门；全体欢呼鼓掌。 

主教首先进堂，然后，由十字架带领，全体进堂就位。 

 
同唱：「基督得胜」 咏 122:1-2, 6-7, 8-9 
（重句）基督得胜，基督为王，基督基督显权能。 
领：我喜欢，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我们的双足，

已经站立在你的门口。（重句） 
领：请为耶路撒冷祈祷和平：愿爱慕你的人获享安宁，愿在你的城垣内有平安，

愿在你的堡垒中有安全！（重句） 
领：为了我的兄弟和同伴，我要向你说：祝你平安！为了上主我们天主的殿宇，

我为你恳切祈祷，祝你幸福。（重句） 

 

全体进堂后，主教站在洗礼池旁，祝圣洗礼池；然后洒圣水。 

如果没有洗礼池，则主教进堂就位后，祝圣水及洒圣水，见 14页。 

 

祝圣洗礼池及洒圣水 
 

主教站在洗礼池旁 

建筑专责组或堂区代表，可简单介绍圣堂设计的意义，并请主教祝圣洗礼池和圣堂。 
 
可敬的主教：请你为我们堂区祝圣这洗礼池；这洗礼池既象征基督的坟墓和教会

的胎，是慕道者跟随基督死而复活的地方，并请主教祝圣这圣堂，使我们堂区大

家庭，借着弥撒圣祭，团结一致，履行福传的使命，并迈向天国的盛宴。 
 

主教免冠，放下牧杖。 

 
主教：请大家祈祷（全体静默片刻） 

天主圣父，在创世之初，你的圣神运行水面，赋予万物生命。你更以莫大

慈心，眷顾世人；你曾以洪水净世，又藉红海的水，拯救了你的选民。你

派遣你的圣子降生成人，救赎我们。他在约但河受洗时，天开了，圣神降

临在他身上，印证他是你的圣子，你所喜悦的。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世

的使命，流出血和水；他被埋葬后，第三天从死者中复活；他升天时，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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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门徒往训万民，使他们成为门徒，给他们授洗，使他们藉水和圣神而重

生。 
因此，天父，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洗礼池，使它成为受洗者重生

的水泉。愿信而受洗的人，从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活水正是信徒所要

领受的圣神。愿在这里受洗的人，能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成为你

的子女，基督纯洁的肢体、圣神的宫殿、永生的继承人。愿这圣水洒在圣

堂四壁及众人身上，帮助我们纪念你恩赐的洗礼，并振作信德。愿我们在

这圣堂举行的逾越奥迹，使我们充满圣神，以坚强的信德，载欣载奔，走

上生命的道路，今生致力传扬福音，来日在你预许的新天新地，与圣母玛

利亚、主保圣人（某某）和众圣徒一起，分享天国的盛宴。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全体：阿们。 
 
可由教友代表从洗礼池取出圣水，并陪同主教等洒圣水。 

主教戴冠及持牧杖，（及主任司铎）向信友、圣堂四周及祭台洒圣水。 
 
主教：愿仁慈的天主圣父，亲临这祈祷之殿，以圣神的恩宠净化我们，使我们在

基督内团结一致，成为圣神的居所。 
全体：阿们。 
 

全体咏唱合适圣歌 

洒圣水后，主教及襄礼等就位。 

 
光荣颂 
主教免冠 
 
集祷经 
主教：上主，请你驾临，并向所有呼求你的人，伸出援手，使我们在这里恭听你

的圣言，而得到安慰，领受你的圣事，而得到力量， 并能效法圣母玛利
亚，及主保圣人（某某），时时处处，为你作有效的见证。因你的圣子、我

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全体：阿们。 
 

圣道礼仪 
 

全体坐下。两位读经员上前，其中一位读经员手捧读经集，递给主教。主教戴冠站立，接过读经

集，显示给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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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在起初，已有圣言……，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若 1:1,3）愿上主降福

你们，在这圣堂，诚心诚意恭听他的圣言，以获得基督的救恩。 
全体：阿们。 
 
主教把读经集交读经员去宣读 

（乃赫米雅书（8:1-4; 5-6; 8-10）是必选读经，包括在复活期。） 

 
读经一（选民重归故里，聆听圣言。） 
恭读乃赫米雅书 8:1-4a; 5-6; 8-10 
那时候，所有人民，都聚集到水门前的广场，要求厄斯德拉经师，拿出上主

命令以色列当遵守的梅瑟法律书来。厄斯德拉司祭便在七月一日，将法律书拿到

会众前，即男女和所有能听懂的人前，在水门前的广场上，从早晨到中午，在男

女和能听懂的人面前，宣读了法律。所有人民，都侧耳静听法律书。厄斯德拉经

师，站在为此特备的木台上；众人都看见他展开书卷，因他高高站在众人以上。

当他展开书卷时，众人都站起来。厄斯德拉先赞颂了上主，伟大的天主，全民众

举手回答说：「阿们，阿们！」以后跪下，伏首至地，钦崇上主。厄斯德拉读一段

天主的法律书，即作翻译和解释，如此，民众都可以明白所诵读的。 

乃赫米雅省长，及厄斯德拉司祭兼经师，偕同教导民众的肋未人，向民众说：

「今天是上主你们天主的圣日，你们不可忧愁哭泣！」因为全民众听了法律的话，

都在哭泣。为此，乃赫米雅又向他们说：「你们应去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

且赠送一部分，给那些没有预备的人，因为今天是我主的圣日；你们不可忧愁，

因为喜乐于上主，就是你们的力量。」——上主的话。 
全体：感谢天主。 
 
答唱咏 咏 19:8; 9; 10; 15 
【答】：上主，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参阅若 6:63c） 
领：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能畅快人灵；上主的约章是忠诚的，能开启愚蒙。【答】 
领：上主的规诫是正直的，能悦乐心情；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能烛照眼睛。【答】 
领：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永远常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无不公允。【答】 
领：上主，我的盘石，我的救主！愿我口中的话，并愿我心中的思虑，常在你前

蒙受悦纳！【答】 
 

读经二（我们因着圣神，成为天主的住所。）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 2:19-22 
弟兄姐妹们： 
你们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圣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被建筑在

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基督耶稣自己却是这建筑物的角石，靠着他，整个建筑

物结构紧凑，逐渐扩大，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并且靠着他，你们也一同被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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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圣神，成为天主的住所。——上主的话。 
全体：感谢天主。 
 
福音前欢呼 
领：阿肋路阿。 
众：阿肋路阿。 
领：这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他将与他们在那里同住。（默 21:3） 

众：阿肋路阿。 
 

主教免冠、手持牧杖。 

执事或共祭司铎宣读福音 

 
福音（他所指的，是他的身体。） 

恭读圣若望福音 2:13-22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便上耶路撒冷。在圣殿庭院里，耶稣看见有卖牛、

羊、鸽子的，并有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

羊带牛，都从圣殿庭院里赶出去，并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

给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都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

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的话：『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 

犹太人便问耶稣说：「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些事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

就说：「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年，你在三天之内就把它重建起来吗？」但耶稣

所指的，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了他

曾说过这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上主的话。 
全体：基督，我们赞美你。 
 
讲道 
主教免牧杖、戴冠。 

全体坐下 

 

信经（必念） 

全体起立 

主教免冠 

不念信友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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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堂礼 
 

奉献祭台及傅油 

（此仪式只适用于以石材作桌面的固定祭台） 
 
主教：以上是由宗徒传下来的信仰，是历代圣人圣女所作证的。现在，在奉献这

座圣堂和祭台的时候，让我们请圣母玛利亚、主保圣人（某某）、中华殉道

诸圣，以及全体圣人，为我们代祷，好使我们也能相似他们，常以心神及

真理朝拜父，并在爱德中成长，成为圣神的宫殿。 
 
诸圣祷文 
（如在主日，全体站立咏唱；否则，全体跪下。） 

可封存圣髑于祭台下，以表示与圣人一起，跟随基督，奉献自己。封存的圣髑，必须是真实的，

且可认出是人体的一部分。 

没有圣髑，则无须举行封存圣髑的仪式。 

如封存圣髑于祭台下，则在咏唱诸圣祷文时，把圣髑请至祭台。 

 

领：上主，求你垂怜。     众：上主，求你垂怜。 
领：基督，求你垂怜。     众：基督，求你垂怜。 
领：上主，求你垂怜。     众：上主，求你垂怜。 
领：天主之母圣玛利亚。     众：请为我们祈祷。 
领：圣弥额尔。 
领：天主的诸圣天使。 
领：圣若翰洗者。 
领：圣若瑟。 
领：圣伯多禄及圣保禄。 
领：圣安德肋及圣若望。 
领：圣女玛达肋纳。 
领：圣斯德望。 
领：圣依纳爵。 
领：圣老楞佐。 
领：圣女依搦斯。 
领：圣额我略及圣奥斯定。 
领：圣亚大纳修及圣巴西略。 
领：圣本笃。 
领：圣方济及圣道明。 
领：圣方济各沙勿略及圣女小德兰。 
领：圣维雅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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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圣赵荣。       众：请为我们祈祷。 
领：圣王亚纳。 
领：圣张大鹏。 
领：中华诸位圣人。 
领：天上诸位圣人。 
领：望主垂怜。       众：求主拯救我们。 
领：从一切灾祸中。 
领：从罪恶中。 
领：从永死中。 
领：因主降生成人的奥迹。 
领：因主的圣死与复活。 
领：因圣神的降临。 
领：我们罪人。        
领：求主管理和保存他的圣教会。   众：求主俯听我们。 
领：求主保护教宗及教会各级圣职人员。 
领：求主赐全人类获享和平与真正的和谐。  
领：求主激励我们，诚心事奉他。 
领：求主助佑全体天主子民团结一致，  
传扬福音。 

领：求主降福全国同胞安居乐业，   
 同沾恩泽。 
领：求主圣化这圣堂，并恩赐全体教友 
精诚团结，荣主福传。 

领：耶稣，生活天主之子。 
领：基督，求你俯听我们。    众：基督，求你俯听我们。 
领：基督，求你垂允我们。    众：基督，求你垂允我们。 
 
主教起立，伸手祈祷： 

主教：上主，请接纳诸圣的代祷，使这奉献于你的圣堂，成为你施恩之殿，并帮

助我们偕同诸圣，团结一致，为你作证。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

们的祈祷。 
全体：阿们。 
 
全体起立 

如封存圣髑于祭台下，则主教戴冠，接过圣髑，把圣髑封存于祭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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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祷文 
主教免冠，在祭台前祈祷。 

 

主教：全能的天主圣父，你是生命的终向，圣德的根源，你应受赞美，我们今天

来到你面前，把这祈祷之所，崇拜之殿，呈献给你。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的

家，为使我们得到圣言的启迪、圣事的滋养，并彰显你教会的奥秘。 

你的教会是忠信的，是持守着完整信德的贞女，是基督以宝血所圣化的新

娘；圣神以他的德能，使她成为众生的母亲。 
 
你的教会是神圣的，是特选的葡萄树，开枝散叶，结实累累，沿着十字圣

架直达天国。 

你的教会是团结的，是你在人间的居所，由活石所建成的圣殿，建基于使

徒和先知身上，以耶稣基督为角石。 

你的教会是瞩目的，是建在山上的城，召叫世人在她内找到安身之所；羔

羊的光辉要照耀她，圣者的祷声在她内响彻云霄。 

上主，求你派遣圣神，降临这圣堂，圣化这里的子民和这个祭台，使这圣

堂成为你与我们同在的神圣标志，使这祭台成为基督新约之祭的餐桌。 

上主，愿你的子民在这里履行福传的使命，以信德藉洗礼使人涤除罪恶，

获得新生，成为你宠爱的子女。 

上主，愿你的子女在这里欢聚，围绕着新约羔羊的餐桌和祭台，举行逾越

庆典：饱享你圣言的甘饴，并分享你圣子的体血，得到滋养，在他内成为

一体。求你俯听教会在这里的祈祷，为世人带来救恩。 

上主，愿穷苦者在这里寻获公义；愿受压迫者在这里找到自由。愿众人在

这里分享到你子女的尊严，欣然进入你和平之城、天上的耶路撒冷，与圣

母玛利亚，主保圣人（某某）及众圣人一起，参与天国的盛宴。因你的圣

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全体：阿们。 
 
傅油 
主教戴冠，束上「围裙」，把「至圣圣油」倒在祭台中央和四角。 

 
主教：藉此傅油，愿上主以他的大能，圣化这祭台和圣堂， 

使它彰显基督及他教会的光辉，愿上主的圣神常常降临在我们当中。    

全体：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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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可把圣油交给主任或襄礼司铎，往圣堂墙壁的四个或十二个位置傅油。 

主教在祭台桌面傅油 

全体坐下 

全体咏唱合适圣歌 

傅油后，傅油者洗手。 

 

奉香和点燃蜡烛 
全体起立，信友送上香炉。 

主教免冠，在祭台上燃香。 

 
主教：天主，愿我们的祈祷，犹如馨香上升，蒙你的垂允；愿基督的芬芳充盈这

圣殿；愿你的芳名传遍普世。 
 

全体可唱合适圣歌 

主教戴冠，把烛光交给执事，去点燃祭台和圣堂四周的蜡烛。 

主教：愿基督的光，照耀这座圣殿，并由这圣殿发出光芒，照遍大地，使万民认

识真理。 
全体：阿们。 
 

执事及襄礼等，向主教（戴冠）、信友及圣堂四周奉香，并点燃圣堂内四周的蜡烛。 

全堂亮起灯光 

全体咏唱合适圣歌 

同时，信友代表抹干祭台圣油，铺上祭台布。 

 

感恩祭宴 
 

献礼 
信友坐下。全体咏唱合适圣歌。 

信友代表呈上礼品 

主教如常准备礼品 

 

主教：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

的圣祭。 
全体：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

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献礼经 
主教：仁慈的圣父，请接受我们的礼品，并俯允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借着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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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举行的圣事，获得力量和恩宠，成为生活的祭品。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全体：阿们。 
 
感恩经 
主教：愿主与你们同在。 
全体：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教：请举心向上。 
全体：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主教：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全体：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教：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 
你创造了世界，以它作为你的圣所，向万民传述你的圣名。然而，你又屈

居于这人手所造的圣堂，为俯听我们的祈祷，并藉此彰显基督的奥迹，因

为基督降生成人，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新约的祭品和活圣殿，以圣化万民，

并光荣你的圣名。基督又建立教会，作为他的奥体和圣殿，使教会建立在

使徒和先知身上，以基督为角石，好让我们靠着他的爱，在圣神内结构紧

凑，继续福传的使命，使世人蒙受基督的光照，日臻圣善，迈向天上的圣

城，永享欢乐。 
为此我们随同天使、主保圣人（某某），以及所有圣人，歌颂你的光荣，不

停地欢呼： 
全体：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主教：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主教清晰诵念，共祭低声念。 

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祝圣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X

圣体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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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主教：信德的奥迹。 
全体：救世的恩主，你借着苦难及复活，恢复了我们的自由，求你拯救我们。 
 
主教清晰诵念，共祭低声念：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事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

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 
 
一位共祭： 

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我们的主教、所有主教，以及

全体教士，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一位共祭： 

上主，求你垂念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求你垂念

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 
 
一位共祭： 

上主，求你垂视在这新圣堂向你祈祷的信众，俯允他们的祈祷，圣化这圣

堂成为教会的家，和传报救恩的场所，使众人在这里得到圣言和圣事的滋

养，今生跟随基督，来日参与天上的盛宴。 
 

一位共祭： 

上主，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诸圣宗

徒，主保圣人（某某），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

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 
 
主教及共祭： 

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

圣神的团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全体：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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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礼 
主教：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全体：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

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主教：上主，求你拯救我们免于一切凶恶，恩赐我们今世平安，使我们仰赖你的

仁慈，永久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安然无恙，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 
全体：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教：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

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

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全体：阿们。 
主教：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全体：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执事：请大家互祝平安。 
 
全体：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主教：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全体：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领主咏 
我们是天主的宫殿，天主圣神住在我们心中；天主的宫殿是神圣的，这宫殿就是

我们自己。（参阅格前 3:16-17） 

 

隆重供奉圣体于圣体柜 

领圣体后，把圣体置于圣体盒，放在祭台上。 

 
领主后经 
主教：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圣父，你以现世的教会，向我们预报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求你

藉我们所领受的共融圣事，使我们成为圣神的宫殿，团结一致，偕同圣母

玛利亚及主保圣人（某某），一起为你作证，日后也能进入永恒的天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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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全体：阿们。 
主教向圣体奉香后，主任司铎隆重供奉圣体到圣体柜；奉香后，点燃圣体灯。 

全体咏唱合适圣歌 

 
主任司铎可致谢词 

主教戴冠坐下 

全体坐下 
 
祝福及遣散礼 
全体起立 

主教戴冠 

主教：愿主与你们同在。 
全体：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执事：请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 

主教向全体信友覆手 

主教：今日，天地的主宰召集你们，在这座圣堂举行圣祭；愿上主使你们成为圣

神的居所，生活的圣殿，奉献自己，为主作证。 
全体：阿们。 

主教：天父既愿他的子女在基督内彼此相爱，愿你们团结一致，履行福传的使命。 
全体：阿们。 

主教：你们既蒙圣言的启迪，圣事的滋养，愿主常与你们同行，并赐你们与所有

圣人一起，共同继承永生的产业。 
全体：阿们。 

主教戴冠；持牧杖。 

主教：愿全能的天主圣父X、圣子X、圣神X降福你们。 
全体：阿们。 

执事：你们平安回去，在圣母的代祷下，同主保圣人（某某）一起，传扬福音。

弥撒礼成。 
全体：感谢天主。 
 
礼成咏 
全体咏唱合适圣歌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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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圣水及洒圣水 

 

主教站在座位前 

建筑专责组或堂区代表，可简单介绍圣堂设计的意义，并请主教祝圣水和圣堂。 

 

可敬的主教：请你为我们祝圣水及洒圣水，以提醒我们洗礼的大恩，及福

传的使命，并请主教祝圣这圣堂，使我们堂区大家庭，借着弥撒圣祭，团

结一致，建设天国，将来能分享永生的盛宴。 
 

主教免冠，放下牧杖。 

辅礼者捧着盛水器，站在主教前。 

 

祝圣水 

主教：请大家祈祷（全体静默片刻） 

全能的天主圣父，你创造了万物，更以莫大慈心，眷顾世人；你曾以洪水

净世，又藉红海的水，拯救了你的选民；你派遣你的圣子降生成人，救赎

我们；他在约但河受洗，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流出血和水；他应许以水

和圣神使人重生。 
圣父，你上智的安排，使人借着洗礼，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成为

基督纯洁的肢体、圣神的宫殿、永生的继承人。因此，我们恳求你降福X

这些水。愿这圣水洒在圣堂四壁及众人身上，帮助我们纪念你恩赐的洗礼，

并振作信德。愿我们在这圣堂举行的逾越奥迹，使我们充满圣神的恩宠，

载欣载奔，走上生命的道路，今生致力传扬福音，来日与诸圣一起，共享

永生的盛宴。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全体：阿们。 

 

主教戴冠及持牧杖，（及主任司铎）向信友、圣堂四周及祭台洒圣水。 
 
主教：愿仁慈的天主圣父，亲临这祈祷之殿，以圣神的恩宠净化我们，使我们在

基督内团结一致，成为圣神的居所。 
全体：阿们。 
 

全体咏唱合适圣歌 

洒圣水后，主教及襄礼等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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