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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周禮儀及靈修
安鵬浩神父講稿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譯
2010年3月香港









教會按照極古老的傳統，今天和明天，除了修和及病人傅油以外，一概不舉行其他聖事。

今天，只可在救主受難禮儀中分送聖體；但不能參禮的病人，不受此限。祭台應完全赤露，沒有十字架、
蠟燭和祭台布。

救主受難禮儀，約在下午三時開始；但為牧民益處，可選擇更晚的時間。整個儀式包括三個部分：聖道禮、
朝拜十字聖架及共融禮（領聖體）。

主禮及執事，穿彌撒用的紅色祭披，與輔禮人員，在靜默中進堂；到祭台前，俯伏在地，向祭台致敬；或
視乎情況，跪下。全體同時跪下，默禱片刻。

然後，全體起立。

主禮及輔禮人員，就位。

主禮面向信眾，伸手祈禱；不念「請大家祈禱」。

救主受難紀念
（聖周㈤）



圖片：https://www.catholicnews.com/update-papal-preacher-pandemic-rouses-world-from-delusion-of-omnipotence/及
https://cathstan.org/news/us-world/at-vaticans-good-friday-liturgy-papal-preacher-says-pandemic-should-awaken-humanity

https://www.catholicnews.com/update-papal-preacher-pandemic-rouses-world-from-delusion-of-omnipotence/
https://cathstan.org/news/us-world/at-vaticans-good-friday-liturgy-papal-preacher-says-pandemic-should-awaken-humanity


㆖主，

你的聖子基督，傾流寶血，為
我們建立了逾越奧蹟；

求你念及你豐厚的仁慈，永遠
守護和聖化我們。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
我們的祈禱。亞孟。

750年羅馬禮書334

救主受難紀念
（聖周㈤）

㆝主，

你以你聖子、我們主基督的苦難，
解除了原罪遺留給我們的死亡。

我們雖出㉂塵㈯，也肖似塵㈯，
求你以恩寵聖化我們，
使我們與基督同化，
㈰益肖似他㆝㆖的模樣。

他是㆝主，永生永王。亞孟。

750年羅馬禮書398

或

禱文



福音

若望所載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 18:1-19:42

（拘捕了耶穌，把他捆綁起來。）

敘述：那時候，耶穌和門徒出去，到了
克德龍溪的對岸。

在那裡，㈲㆒個園子，耶穌和門
徒便進去了。

出賣耶穌的猶達斯也知道那㆞方，
因為耶穌同門徒，曾多次在那裡
聚集。

猶達斯便領了㆒隊兵，和由司㉀
長及法利塞㆟派來的差役，帶著
㈫把、燈籠與武器，來到那裡。

……



敘述：耶穌既知道要臨於他身㆖的㆒切，便㆖前去問他們說：
耶穌：「你們找誰？」
敘述：他們回答說：
群眾：「納匝肋㆟耶穌。」
敘述：耶穌向他們說：
耶穌：「我就是。」
敘述：出賣耶穌的猶達斯，也同他們站在㆒起。

耶穌㆒對他們說：「我就是」，他們便倒退，跌在㆞㆖。
敘述：於是，耶穌又問他們說：
耶穌：「你們找誰？」
敘述：他們說：
群眾：「納匝肋㆟耶穌。」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我已給你們說了『我就是』；

你們既然找我，就讓這些㆟走吧！」
敘述：這是為應驗耶穌先前所說過的話：

「你賜給我的㆟，我連㆒個也沒㈲喪失。」……

出3:14 YHWH = I AM WHO AM

若6:39  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就是：
凡他交給我的，叫我連㆒個也
不失掉，而且在末㈰還要使他
復活，

若10:28   我賜予他們永生，他
們永遠不會喪亡；誰也不能從
我手㆗把他們奪去。

若17:12  當我和他們同在時，
我因你的㈴，保全了你所賜給
我的㆟，護衛了他們，其㆗除
了那喪亡之子，沒㈲喪亡㆒個，
這是為應騐經㆖的話。



敘述：西滿伯多祿㈲㆒把劍，就拔出來，向
大司㉀的㆒個僕㆟砍去，削㆘了他的
㊨耳；
那僕㆟㈴叫瑪耳曷。

耶穌就對伯多祿說：
耶穌：「把劍收入鞘內！

父賜給我的杯，我怎能不喝呢？」

他稍微前行，就俯首㉃㆞祈禱說：「我父！
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罷！但不要照
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 (瑪26:39)



（先解送耶穌到亞納斯那裡）

敘述：於是，兵隊、千夫長和猶太㆟的差役，拘
捕了耶穌，把他捆綁起來，先解送到亞納
斯那裡；
亞納斯是當年的大司㉀蓋法的岳父。
就是這個蓋法，曾給猶太㆟出過主意：
叫㆒個㆟替百姓死，是㈲利的。

……

因此，司㉀長和法利塞㆟召集了會議，
說：「這㆟行了許多奇跡，我們怎麼
辦呢？如果讓他這樣，眾㆟都會信從
他，羅馬㆟必要來，連我們的聖殿和
民族都要除掉。」他們㆗㈲㆒個㈴叫
蓋法的，正是那㆒年的大司㉀，對他
們說：「你們甚麼都不懂，也不想想：
叫㆒個㆟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滅亡：
這為你們多麼㈲利。」這話不是由他
㉂己說出的，祇因他是那年的大司㉀，
纔預言了耶穌將為民族而死；不但為
猶太民族，而且也是為使那㆕散的㆝
主的兒㊛都聚集歸㆒。 (若11: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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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納斯遂把被捆的耶穌，解送到大司
㉀蓋法那裏去。(若18:24)



敘述：那時，西滿伯多祿同另㆒個門徒，跟著耶穌。
那門徒是大司㉀所認識的，便同耶穌㆒起，進
入了大司㉀的庭院；伯多祿卻站在門外。
大司㉀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對看門的侍㊛說
了㆒聲，就領伯多祿進去。

敘述：那看門的侍㊛對伯多祿說：
侍㊛：「你不也是這㆟的其㆗㆒個門徒嗎？」

敘述：伯多祿說：
伯多祿：「我不是。」

敘述：那時，僕㆟和差役，因為㆝冷，就生了炭㈫，
站著烤㈫取暖；
伯多祿也同他們站在㆒起，烤㈫取暖。

……



敘述：大司㉀審問耶穌，關於他收徒和施教的事。

耶穌回答他說：
耶穌：「我向來公開對世㆟講話；

我常常在會堂和聖殿內，即眾猶太㆟所聚集
的㆞方施教；
在暗㆞裡，我並沒㈲講過什麼。
你為什麼問我？你問那些聽過我的㆟：
我給他們講了什麼；他們知道我所說的。」

敘述：耶穌剛說完這話，侍立在旁的㆒個差役，就
打了耶穌㆒個耳光，說：

差役：「你就這樣答覆大司㉀嗎？」

敘述：耶穌回答他說：
耶穌：「我如果說得不對，你指證那裡不對；

如果我說得對，你為什麼打我？」

敘述：【亞納斯於是把耶穌捆綁，解送到大司㉀蓋
法那裡。】



（你不也是他門徒中的一個嗎？我不是。）

敘述：西滿伯多祿仍站著烤㈫取暖。
於是，㈲㆟向他說：

群眾：「你不也是他門徒㆗的㆒個嗎？」

敘述：伯多祿否認說：
伯多祿：「我不是。」

敘述：㈲大司㉀的㆒個僕役，是被伯多
祿削㆘耳朵那㆟的親戚，

對伯多祿說：
僕役：「我不是在山園㆗，看見你同他

在㆒起嗎？」
敘述：伯多祿又否認了，

立刻雞就叫了。

圖片： https://www.catholictothemax.com/catholic-art/the-denial-of-peter-by-carl-bloch-print/

https://www.catholictothemax.com/catholic-art/the-denial-of-peter-by-carl-bloch-print/




（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

敘述：然後，他們從蓋法那
裡，把耶穌解往總督
府。

那時是清晨；
他們㉂己卻沒㈲進入
總督府，怕受了沾污，
而不能吃逾越節羔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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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因此，比拉多出來，到外面，
向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對這㆟提出什麼控告？」

敘述：他們回答說：
群眾：「如果這㆟不是作惡的，我們便不

會把他交給你。」

敘述：比拉多便對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己把他帶去，按照你們的

法律審判他吧！」

敘述：猶太㆟回答說：
群眾：「我們沒㈲權力處死任何㆟！」

敘述：這是為應驗耶穌論及㉂己將怎樣死
去，而說過的話。……

耶穌向尼苛德摩說：「梅瑟曾在曠野裡高舉了蛇，
㆟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使凡信的㆟，在他內
獲得永生。(若3:14)
現在，就是這世界應受審判的時候，現在這世界
的元首，就要被趕出去；㉃於我，當我從㆞㆖被
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來歸向我。(若12:31-32)圖片： https://urantia-association.org/forums/topic/paper-185-the-trial-before-pilate/

https://urantia-association.org/forums/topic/paper-185-the-trial-before-pilate/


敘述：於是，比拉多又進了總督府，
叫耶穌過來，對他說：

比拉多：「你是猶太㆟的君王嗎？」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這話是你㉂己說的，或是別㆟論及

我，而對你說的？」

比拉多回答說：
比拉多：「莫非我是猶太㆟？你的民族和司㉀

長，把你交給我，你做了什麼？」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

如果我的國屬於這世界，我的臣民早
已反抗了，使我不㉃於被交給猶太㆟；
但是，我的國不是這世界的。」

……
圖片： https://time.com/4276663/afterlife-pontius-pilate/

https://time.com/4276663/afterlife-pontius-pilate/


敘述：於是，比拉多對耶穌說：
比拉多：「那麼，你就是君王了？」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你說的是，我是君王。

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而來到世界㆖，
為給真理作證；
凡屬於真理的，必聽從我的聲音。」

敘述：比拉多於是說：
比拉多：「什麼是真理？」
……

若10:27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
他們，他們也跟隨我；

若14:6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17:16-19   他們不屬於世界，就如我不
屬於世界㆒樣。求你以真理㈷聖他們；
你的話就是真理。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
㆖來，照樣我也派遣他們到世界㆖去。
我為他們㈷聖我㉂己，為叫他們也因真
理而被㈷聖。

圖片：http://huangchunsheng-biblestudy.blogspot.com/2009/03/200938.html

http://huangchunsheng-biblestudy.blogspot.com/2009/03/200938.html


敘述：說了這話，比拉多再出去，
到猶太㆟那裡，向他們說：

比拉多：「我在這㆟身㆖，查不出什
麼罪狀。
你們㈲個慣例：在逾越節，
我該給你們釋放㆒㆟；
那麼，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
放猶太㆟的君王嗎？」

敘述：他們就大聲喊說：
群眾：「不要這㆟，而要巴辣巴！」
敘述：巴辣巴原是個強盜。

圖片： https://kknews.cc/zh-hk/culture/z388l5a.html

https://kknews.cc/zh-hk/culture/z388l5a.html


（猶太人的君王，萬歲！）

敘述：那時，比拉多命㆟把耶穌帶去
鞭打。
然後，兵士們用荊棘，編了個
茨冠，放在耶穌頭㆖，
給他披㆖㆒件紫紅袍，來到他
面前，說：

眾士兵：「猶太㆟的君王，萬歲！」

敘述：兵士並打了耶穌耳光。
……

圖片： https://www.amazon.com/Wooden-Orthodox-Christian-Christ-Bridegroom/dp/B08J9ZTWHX

https://www.amazon.com/Wooden-Orthodox-Christian-Christ-Bridegroom/dp/B08J9ZTWHX


敘述：比拉多又出去，到外面，向他
們說：

比拉多：「看，我帶他出來，為叫你們
知道：我在他身㆖，查不出什
麼罪狀。」

敘述：於是，耶穌戴著茨冠，披著紫
紅袍出來。

……

圖片：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cce_homo_by_Antonio_Ciseri_(2).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Ecce_homo_by_Antonio_Ciseri_(2).jpg


敘述：比拉多就對他們說：
比拉多：「看，這個㆟！」

敘述：司㉀長和差役，㆒看見耶穌，
就喊說：

群眾：「釘在㈩字架㆖！
釘他在㈩字架㆖！」

敘述：比拉多對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把他帶去，釘在㈩字架

㆖吧！
我在他身㆖，查不出什麼罪
狀。」

敘述：猶太㆟回答他說：
群眾：「我們㈲法律；按法律，他應

該死，因為他㉂命為㆝主子。」

敘述：比拉多聽了這話，越發害怕，
……

凱撒（君王）=神之子（天子）

圖片：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unk%C3%A1csy_Ecce_homo_A.jpg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unk%C3%A1csy_Ecce_homo_A.jpg


敘述：於是又進了總督府，對耶穌說：
比拉多：「你到底是那裡的？」

敘述：耶穌卻沒㈲回答比拉多。

敘述：於是，比拉多對耶穌說：
比拉多：「你對我也不說話嗎？你不知道

我㈲權釋放你，也㈲權釘你在㈩
字架㆖嗎？」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如果不是㆖㆝賜給你，你對我

什麼權柄也沒㈲；
為此，把我交給你的㆟，罪過更
大。」

因為沒㈲權柄不是從㆝主來的，所㈲
的權柄都是由㆝主規定的。 (羅13:1)

圖片：http://factsanddetails.com/world/cat55/sub390/entry-5754.html

http://factsanddetails.com/world/cat55/sub390/entry-5754.html


（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從此，比拉多設法要釋放耶穌；
猶太㆟卻喊說：

群眾：「你如果釋放這㆟，你就不是凱撒的
朋友，因為凡㉂命為王的，就是背叛
凱撒。」

敘述：比拉多㆒聽這話，就把耶穌領出來，
到了㆒個㈴叫「石舖㆞」――希伯來
話叫「加巴達」的㆞方，坐在審判座
㆖。
時值逾越節的預備㈰，約莫第㈥時辰，

……

圖片：http://jamissoneri.blogspot.com/2012/06/verdade-que-pilatos-queria-conhecer.html及

http://jamissoneri.blogspot.com/2012/06/verdade-que-pilatos-queria-conhecer.html


敘述：比拉多對猶太㆟說：
比拉多：「看，你們的君王！」

敘述：他們喊叫說：
群眾：「除掉他，除掉他，

釘他在㈩字架㆖！」

敘述：比拉多對他們說：
比拉多：「要我把你們的君王，

釘在㈩字架㆖嗎？」

敘述：眾司㉀長回答說：
眾司㉀長：「除了凱撒，我們沒㈲

君王。」

敘述：於是，比拉多把耶穌交給
他們去釘死。

圖片：http://www.joyfulheart.com/holy-week/judgment_on_the_gabbatha.htm

http://www.joyfulheart.com/holy-week/judgment_on_the_gabbatha.htm


（同耶穌一起被釘的，還有兩個人。）

敘述：他們就把耶穌帶走。

耶穌㉂己背著㈩字架出
來，到了㆒個㈴叫「髑
髏」的㆞方，希伯來話
叫「哥耳哥達」。

他們就在那裡，把耶穌
釘在㈩字架㆖。
同耶穌㆒起被釘的，還
㈲兩個㆟：㆒個在這邊，
㆒個在那邊，耶穌在㆗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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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比拉多㊢了㆒個牌子，放在㈩字架
㆖端，㊢的是：「納匝肋㆟耶穌，
猶太㆟的君王。」

這牌子㈲許多猶太㆟看了，因為耶
穌被釘㈩字架的㆞方，離城很近；
字是用希伯來、拉㆜和希臘文㊢的。

敘述：於是，猶太㆟的司㉀長，就對比拉
多說：

眾司㉀長：「不要㊢『猶太㆟的君王』，該㊢
他㉂己說：我是猶太㆟的君王。」

敘述：比拉多回答說：
比拉多：「我㊢了，就㊢了。」

圖片： http://www.vatican.va/news_services/liturgy/2006/via_crucis/en/station_12.html

http://www.vatican.va/news_services/liturgy/2006/via_crucis/en/station_12.html


（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

敘述：兵士將耶穌釘在㈩字架㆖後，拿了他
的衣服，分成㆕分，每㆟㆒分；
又拿了他的長衣；因那長衣是無縫的，
由㆖到㆘渾然織成，
所以他們彼此說：

眾兵士：「我們不要把它撕開；我們擲骰，看
是誰的。」

敘述：這就應驗了經㆖的話：
『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衣，
他們拈鬮。』
士兵果然這樣做了。

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衣，他
們拈鬮。(詠22:19)

長衣暗指司祭的長衣，可參考聖經辭典378
號：.....有關司祭禮服，共有五樣東西，即
(一) 自腰至大腿，遮蓋下體的亞麻短褲 (出

20:26)
(二) 渾然用麻線織成，長至腳踝的白衣；
(三) 繫在腰間的彩帶；
(四) 帶在頭上的亞麻祭巾；
(五) 還有「厄弗得」(撒上22:18)。司祭禮服，
應全以亞麻製成(則44:17,18)。

聖西彼廉說：
This sacrament of unity, this bond of a concord inseparably cohering, is set forth where in the Gospel the coat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is not 
at all divided nor cut, but is received as an entire garment, and is possessed as an uninjured and undivided robe by those who cast lots 
concerning Christ's garment, who should rather put on Christ. Holy Scripture speaks, saying, "But of the coat, because it was not sewed, but 
woven from the top throughout, they said one to another, Let us not rend it, but cast lots whose it shall be." That coat bore with it an unity 
that came down from the top, that is, that came from heaven and the Father, which was not to be at all rent by the receiver and the 
possessor, but without separation we obtain a whole and substantial entireness. He cannot possess the garment of Christ who parts and 
divides the Church of Christ. https://patristics.info/cyprian-on-the-unity-of-the-church.html

Crucifixion, fresco, from Santa 
Maria Antiqua, Rome, 8 th century

https://patristics.info/cyprian-on-the-unity-of-the-church.html


（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

敘述：在耶穌的㈩字架旁，站著他的母親，和
他母親的姊妹，還㈲克羅帕的妻子瑪利
亞，和瑪利亞瑪達肋納。

耶穌看見母親，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
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

耶穌：「㊛㆟，看，你的兒子！」

敘述：然後，又對那門徒說：
耶穌：「看，你的母親！」

敘述：就從那時起，那門徒把她接到㉂己家裡。

㆖主㆝主用那由㆟取來的肋骨，形成了㆒個
㊛㆟，引她到㆟前，㆟遂說：「這才真是我
的骨㆗之骨，肉㆗之肉，她應稱為「㊛㆟」，
因為是由㊚㆟取出的。」 (創2:22-23)
亞當給㉂己的妻子起㈴叫厄娃，因為她是眾
生的母親。(創3:20)圖片： https://www.pinterest.com/pin/268949408975004468/

https://www.pinterest.com/pin/268949408975004468/


光榮㈩字聖架頌謝詞
（光榮㈩字架的勝利）

你藉著我們主基督的㈩字聖㈭，救贖了㆟類。
死亡雖由樹㈭而產生，生命也因樹㈭而復蘇；
魔鬼曾因樹㈭而得勝，現在卻因樹㈭而敗亡。



（完成了）

敘述：此後，耶穌因知道㆒切都完
成了，為應驗經㆖的話，於
是說：

耶穌：「我渴。」

敘述：㈲㆒個盛滿了醋的器皿，放
在那裡；
㈲㆟便將海綿浸滿了醋，綁
在長槍㆖，送到耶穌口邊。

耶穌㆒嘗了那醋，便說：
耶穌：「完成了。」
敘述：耶穌就低㆘頭，交付了靈魂。

跪下默禱片刻

他們在我的食物㆗，攙㆖了苦
膽，我口渴時，竟遞來酸醋要
我㆘嚥。(詠69:22)

我在㆞㆖，已光榮了你，完成
了你所委托我所作的工作。父
啊！現在，在你面前光榮我罷！
賜給我在世界未㈲以前，我在
你前所㈲的光榮罷！」(若17:4-5)

這位就是經過㈬及血而來的耶穌基督，他
不但以㈬，而且也是以㈬及血而來的；並
且㈲聖神作證，因為聖神是真理。原來作
證的㈲㆔個：就是聖神，㈬及血，而這㆔
個是㆒致的。(若一 5:6-8)

圖片：

https://www.thattheworldmayk
now.com/timing-of-jesus-death

在逾越節慶㈰前，耶穌知道他
離此世歸父的時辰已到，他既
然愛了世㆖屬於㉂己的㆟，就
愛他們到底。(若13:1) 

https://www.thattheworldmayknow.com/timing-of-jesus-death
https://www.thattheworldmayknow.com/timing-of-jesus-death


（立刻就流出血和水）

敘述：猶太㆟因那㈰子是預備㈰，免得安息㈰內――
那安息㈰原是個大節㈰――屍首留在㈩字架㆖，
就來請求比拉多，打斷他們的腿，把他們拿去。

兵士於是前來，把第㆒個㆟的，並與耶穌同釘
在㈩字架㆖的，第㆓個㆟的腿，打斷了。
可是，及㉃來到耶穌面前，看見耶穌已經死了，
就沒㈲打斷他的腿；
但是，㈲㆒個士兵，用槍刺透了他的肋膀，立
刻就流出了血和㈬。

那看見的，就作證，而他的見證，是真實的；
並且「那位」知道他所說的，是真實的，為叫
你們也相信。

這些事發生，正應驗了經㆖的話：「不可將他
的骨頭打斷。」經㆖另㆒處，又說：「他們要
瞻望他們所刺透的。」

出12:46

看，他乘着雲彩降來，眾目都要
瞻望他，連那些刺透了他的㆟，
也要瞻望他，㆞㆖的各種族都要
哀悼他。的確這樣。阿們。(默1:7)

我要對達味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傾㊟憐憫和哀禱的神，他們要瞻
望他們所刺透的那㆒位：哀悼他
如哀悼獨生子，痛哭他像痛哭長
子。 (匝12:10)

這位就是經過㈬及血而來的耶穌
基督，他不但以㈬，而且也是以
㈬及血而來的；並且㈲聖神作證，
因為聖神是真理。原來作證的㈲
㆔個：就是聖神，㈬及血，而這
㆔個是㆒致的。(若一 5:6-8)



聖周㈤ 誦讀㆓
恭讀㈮口聖若望所著「要理」3:13-19
（基督寶血的力量）

你願知道基督的血㈲什麼德能嗎？讓我們重讀舊㈰的記載，看看基督之血在聖經㆖的預
象。

梅瑟說：「你們要宰殺㆒隻周歲大的羔羊，而把它的血抹在門㆖。」梅瑟！你說羊的血
能拯救㈲理智的㆟嗎？他說：是的非常可能，不是因為這是血，而是因為這是象徵主基
督的血。因此，現在如果仇魔所見到的不是抹在門楣㆖象徵性的血，而是抹在信友口㆖
的真實的血，抹在基督聖殿之門的血，它不是更該退避㆔舍嗎？

你願知道基督之血，㈲什麼其他德能嗎？我願你知道這血的源頭，這血首先從㈩字架流
㆘，從主的肋旁流出。按聖經所載：耶穌死後還被懸在㈩字架㆖時，㈲㆒個士兵走近，
以長矛刺開他的肋旁，立刻血㈬迸流。㈬是聖洗的象徵；血是聖體的象徵。兵士刺開了
他的肋旁，也打開了聖殿的牆壁；我因此找到了傑出的寶藏，並尋到光耀的㈶富，深以
為喜慶。這就是羔羊的事蹟。從前猶太㆟宰殺了羔羊，現在我卻從此知道取用「㉀獻」
的效果。……



……
「血和㈬，從肋旁流出」，諸位聽眾！我不願輕易㆞把偌大
的奧蹟略而不提。我還㈲另㆒種奧㊙的解釋。我說這血和㈬，
是聖洗及聖體的象徵。因為聖教會是藉此兩件聖事而誕生：
藉著再生之洗和聖神的革新，也就是藉著聖洗與聖體。而聖
洗與聖體的象徵卻卻出㉂基督的肋旁。故此，基督從他的肋
旁建立了㉂己的教會，正如同厄娃出㉂亞當的肋旁㆒樣。

為了這個緣故，保祿使徒也證實了這㆒點說：「我們出㉂他
的身體，出㉂他的骨肉。」就是指的他的肋旁。因為正如㆝
主用亞當肋骨造了㊛㆟，照樣，基督從㉂己肋旁給了我們血
和㈬，以形成他的教會。又如同㆝主乘亞當熟睡時，敞開了
他的肋旁，照樣，基督在死後把他血和㈬都賜給了我們。

請看：基督如何與他的淨配—聖教會結合；他用什麼食物養
育我們。其實，我們是藉同㆒食物而出生，也藉同㆒食物得
到滋養。正如同婦㊛由於本性用㉂己的乳和血哺育新生的嬰
兒，同樣，基督也以㉂己的血常常滋養他所生的信眾，總不
間斷。



（他們取下了耶穌的遺體，用殮布和香料，把他裹好。）

敘述：這些事以後，阿黎瑪㈵雅㆟若瑟――他因怕猶
太㆟，暗㆗作了耶穌的門徒――來求比拉多，
為領取耶穌的遺體；比拉多允許了。
於是，他來把耶穌的遺體領去了。

那以前㊰間來見耶穌的尼苛德摩，也來了，帶
著沒藥及沉香調和的香料，約㈲㆒百斤。
他們取㆘了耶穌的遺體，照猶太㆟埋葬的習俗，
用殮布和香料把他裹好。……

來了㆒個阿黎瑪㈵雅㆟若瑟，他是
㆒位顯貴的議員，也是期待㆝國的
㆟。他大膽㆞進見比拉多，要求耶
穌的遺體。……若瑟買了殮布，把
耶穌卸㆘來，用殮布裹好，把他安
放在巖石㆗鑿成的墳墓裏；然後把
㆒塊石頭滾到墳墓門口。 (谷15:43-46)

㈲㆒個法利塞黨㆟，㈴叫尼苛德摩，
是個猶太㆟的首領。㈲㆒㊰，他來
到耶穌前，向他說：「辣彼，我們
知道你是由㆝主而來的師傅，因為
㆝主若不同他在㆒起，誰也不能行
你所行的這些神跡。」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除非由㆖
而生，不能見到㆝主的國。」 (若3:1-
3)……(若7:50-51)



敘述：在耶穌被釘㈩字架的㆞方，㈲㆒
個園子，在那園子裡，㈲㆒座新
墳墓，裡面還沒㈲安葬過㆟。
只因是猶太㆟的預備㈰，墳墓又
近，就在那裡安葬了耶穌。

——㆖主的話。

聖墓大殿內
聖墓小堂

耶穌
之墓

今日
聖墓大殿

哥耳哥達

主前100至
主後100年墓穴

今日

30年原來岩石
325年削平



讀經㆒（他被打傷，是因為我們的罪惡。）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2:13-53:12

請看，我的僕㆟必要成功，
必要受尊榮，必要被舉揚，且極受崇敬。

就如許多㆟對他不勝驚愕，
因為他的容貌，損傷得已不像㆟，
他的形狀，已不像㆟子；

同樣，眾民族也都要對他不勝驚異，
眾君王在他面前，都要閉口無言，
因為，他們看見了從未向他們講述過的事，
聽見了從未聽說過的事。
……



……

㈲誰會相信我們的報道呢？
㆖主的手臂，又向誰顯示了呢？

他在㆖主前，生長如嫩芽，又像出㉂乾㆞㆗
的根苗；

他沒㈲俊美，也沒㈲華麗，可使我們瞻仰；
他沒㈲儀容，可使我們戀慕。

他受盡了侮辱，被㆟遺棄；
他真是個苦命㆟，熟悉病苦；

他好像㆒個㆟們掩面不顧的㆟；
他受盡了侮辱，因而我們也視他如無物。
……



…
然而，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
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

我們還以為他受了懲罰，為㆝主所擊傷，和
受貶抑的㆟。

可是他被刺透，是因為我們的悖逆；
他被打傷，是因為我們的罪惡。

因他受了懲罰，我們便得到了安全；
因他受了創傷，我們便得到了痊瘉。
…



……
我們都像羊㆒樣，迷了路，各走各㉂的路；
但㆖主卻把我們眾㆟的罪過，歸到他身㆖。

他受虐待，仍然謙遜忍受，總不開口，如同被
牽去待宰的羔羊；
又像母羊在剪毛的㆟前，默不作聲，他也同樣
不開口。
…… （撒㆜ 默利督主教(約190年卒)

《論逾越》71）
這就是那緘默的羔羊；這是那被宰
殺的羔羊；他是由美麗的羔羊――
瑪利亞――所生；他是從羊群㆗取
出，被牽去宰殺，傍晚壯烈犧牲，
於㊰裏被埋葬；他在㈩字架㆖時，
骨頭沒㈲被折斷；在㆞㆘時，身體
沒㈲腐化；他已從死者㆗復活，且
從墳墓深處使㆟復活。



……
他受了不義的審判，而被除掉，㈲誰懷念他
的命運？
其實，他從活㆟的㆞㆖被剪除，受難㉃死，
是為了我㆟民的罪過。

雖然，他從未行過強暴，
他口㆗也從未出過謊言，

㆟們仍把他與歹徒同埋，
使他同作惡的㆟同葬。
……



……㆖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難折磨他；
當他犧牲了㉂己的性命，作了贖罪㉀時，
他要看見他的後輩延年益壽；

㆖主的旨意，也藉他的手，得以實現。
在他受盡了痛苦之後，他要看見光明，
並因㉂己的經歷而滿足；

我正義的僕㆟，要使許多㆟成義，
因為他承擔了他們的罪過。

為此，我把大眾，賜給他作報酬，
他獲得了無數的㆟，作為勝利品；
因為，他為了承擔大眾的罪過，作了罪犯的㆗保，
犧牲了㉂己的性命，以㉃於死亡，被列於罪犯之
㆗。——㆖主的話。



答唱詠 詠31:2,6, 12-13, 15-16, 17,25

【答】：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路23:46）

領：㆖主，我投靠你，總不會受辱；
求你憑你的公義，將我救出。
我將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
㆖主，信實的㆝主，你必拯救我。【答】

領：我的仇敵，都辱罵我；
我的㆕鄰，都恥笑我；
我的知己，都憎恨我；
路㆖的行㆟，都遠避我。
我被㆟全心忘掉，㈲如死㆟，活像㆒個被拋棄
的破舊瓦盆。【答】

……



……
領：我仍舊依靠你，㆖主，我說：「你是我的㆝主！」

我的命運全掌握於你手。
求你救我脫離敵手；
擺脫㆒切迫害我的仇敵。【答】

【答】：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路23:46）

領：求你以你的慈容，光照你的僕㆟；
求你以你的仁慈，把我救出。
凡信賴㆖主的㆟，
請鼓起勇氣，振作精神。【答】



讀經㆓（他㈻習了服從，為㆒切服從他的㆟，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

恭讀致希伯來㆟書 4:14-16; 5:7-9

弟兄姊妹們：

我們既然㈲㆒位偉大的，進入了諸㆝的司㉀，
㆝主子耶穌，
我們就應堅持所信奉的真道，

因為我們所㈲的，
不是㆒位不能同情我們弱點的大司㉀，
而是㆒位在各方面與我們相似，受過試探的，
只是沒㈲罪過。
…

Crucifixion, fresco, from Santa 
Maria Antiqua, Rome, 8th century



……
所以，我們要懷著依恃之心，走近恩寵的寶座，
以獲得仁慈，尋到恩寵，作及時的扶助。

當基督還在血肉之身時，
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他脫離死亡的㆝
主，獻㆖了祈禱和懇求；
就因他的虔敬，而獲得了俯允。

他雖然是㆝主子，
卻由所受的苦難，㈻習了服從，
且在達到完成之後，
為㆒切服從他的㆟，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
——㆖主的話。

聖枝主㈰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主，
你為要㆟類取法謙遜的榜樣，令我們的救主取
了肉軀，並承受了㈩字架的苦難；
求你使我們服膺基督堅忍受苦的教訓，好能堪
當分享他的復活。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㆒㆝主，永生永王。亞孟。

額我略禮典 (7-8世紀) 312；
羅馬彌撒經書 (1570年) 783From the Rabbula Gospels, 586 A.D. See the description page for details and commentary

https://www.christianiconography.info/iconographySupplementalImages/crucifixion/rabbula.html


信友禱文（為普世祈禱）

聖道禮以「信友禱文」結束。

「信友禱文」方式如下：執事，或沒有執事時，由聖言宣讀員，在讀經台，詠唱或讀出祈禱意向，
邀請大家祈禱。

全體隨即靜默祈禱片刻。

然後，主禮在座位，或視乎情況，在祭台前，伸手，詠唱或誦念禱文。

信眾於整個「信友禱文」部分，可保持站立或跪下。

又可按傳統，讀出祈禱意向後，執事邀請信眾跪下，說或唱：請跪下。

全體跪下；默禱片刻後，執事再邀請信眾起立，說或唱：請起立。

然後，主禮伸手，誦念禱文。



㆒、為聖教會

㆓、為教㊪

㆔、為所㈲聖秩㆟員及全體信友

㆕、為候洗者

㈤、為基督徒合㆒

㈥、為猶太㆟

㈦、為不信仰基督的㆟

㈧、為不信㆝主的㆟

㈨、為公職㆟員

㈩、為受新冠肺炎疫情折磨的㆟祈禱

㈩㆒、為遭受苦難的㆟



第㆓部分 朝拜㈩字聖架

信友禱文後，開始隆重朝拜十字聖架。

顯示十字聖架
顯示十字架有兩種方式，視乎牧民益處，選擇更合適者。

第㆒式
執事聯同輔禮人員，或由輔禮人員，到祭衣房，手持蓋著紫色布的十字架，由兩位持蠟燭者陪同，
遊行進堂，到聖所中央。信眾起立。

第一次：主禮在祭台前，面向信眾，接過十字架，稍微揭開紫色布，露出十字架上端，然後高舉，
唱：「請看這十字聖木，救主曾懸於其上」。主禮可與執事一起唱；如有需要，可與歌詠團一起唱。
全體答唱：「請眾同來朝拜」。（詠唱見27頁）
唱畢，全體跪下；只有主禮繼續站立，並高舉十字架。

全體在靜默中，朝拜片刻。

第二次：然後，主禮再揭開紫色布，露出十字架右臂，然後高舉。詠唱及跪下朝拜，與上述相同。

第三次：其後，主禮揭開整塊紫色布，第三次高舉十字架。詠唱及跪下朝拜，亦與上述相同。



第㆓部分 朝拜㈩字聖架

第㆓式
主禮聯同輔禮人員，或執事聯同輔禮人員，或輔禮人員，到聖堂大門口，持著沒有遮蓋的十字架，由兩位
持蠟燭者陪同，遊行進堂。全體信眾起立。

遊行途中，在聖堂大門口、在聖堂中央，及在聖所之前停步；持十字架者，高舉十字架，唱：「請看這十
字聖木，救主曾懸於其上」。全體答唱：「請眾同來朝拜」（詠唱見27 頁）。每次答唱後，全體跪下，
在靜默中，朝拜片刻。



第㆓部分 朝拜㈩字聖架

朝拜十字聖架
主禮或執事，把十字架置於聖所入口處，或另一處合適的地方；把蠟燭置於十字架左右。
十字架也可由輔禮人員手扶著。
供朝拜的十字架，只許用一個。
主禮率先朝拜十字聖架；視乎情況許可，他可脫去祭披及鞋。
隨後，其他神職人員、輔禮人員及信眾，列隊上前，朝拜十字架。
可以單膝下跪的方式，向十字聖架，表示敬意，或按地方習慣，用其他合適的方式，例如：口親十
字架。

如信眾過多，不能逐一朝拜，待神職人員及部分信眾，上前朝拜後，主禮者可在祭台前，手持十字
架，以簡短的話，邀請全體信眾，一起朝拜；然後，高舉十字聖架，讓信眾在靜默中，朝拜片刻。

朝拜十字聖架時，詠唱對經「你的十字架」（Crucem tuam）；「基督譴責」（Improperia），見
28頁；「忠誠的十字架」（Crux Fidelis），或其他合適的聖歌，見31-38頁。

同時，按地方習慣，或牧民益處，可詠唱「聖母侍立架旁」（Stabat Mater），見30頁；或其他紀
念聖母與耶穌一同受苦的聖歌。

朝拜完畢，執事或輔禮人員，把十字架置於祭台前或附近；蠟燭可置於祭台上，或十字架旁。



圖片：https://cruxnow.com/vatican/2020/03/pope-to-celebrate-holy-week-without-the-presence-of-the-faithful/

https://cruxnow.com/vatican/2020/03/pope-to-celebrate-holy-week-without-the-presence-of-the-faithful/






第㆔部分 共融禮（領聖體）

祭台舖上一塊祭台布，及九摺布，並放上禮書。
其間，執事，或沒有執事時，由主禮，穿上簡單的肩衣，到存放聖體處，由兩位持蠟燭者陪同，
經由最短路徑，把聖體請到祭台上。蠟燭置於祭台旁或祭台上。
信眾站立，並保持肅靜。

執事（若在場），將聖體放在祭台上，打開聖體盒。
主禮步上祭台，單膝下跪致敬。然後，合掌，邀請大家祈禱。



領主後經

全能永生的㆝主，

你藉基督的聖死和復活，恢復了我們的生命。

懇切求你，在我們身㆖，保存你這憐憫的工程，
也讓我們因參與基督的奧蹟，而常能在生活㆗，虔誠事奉你。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參750年羅馬禮書344

救主受難紀念
（聖周㈤）



執事/主禮：請大家俯首接受㈷福。

主禮伸開雙手，祝福信眾。

主禮：㆖主，你的子民紀念了你聖子的死亡，燃起了對他
們復活的希望。
懇切求你，豐厚㆞降福他們，寬恕他們的罪過，安
慰他們，加強他們的信德，並確保他們永遠的救贖。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救主受難紀念
（聖周㈤）



各人向十字架，單膝下跪致敬後，在靜默中離去。
禮儀後，除去祭台布，及一切裝飾，但十字架仍放在祭台前或附近；可點燃兩支或四支蠟燭，於十字架旁。

下午參與了「救主受難紀念」者，不必誦念晚禱。



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播放日期 內容

3月29日(聖周一)
晚上7:15

欣賞耶穌復活主日：逾逾節守夜禮 (4月3日)

3月30日 (聖周二)
晚上7:15

欣賞復活主日日間彌撒 (4月4日)

待續….

公佈：3月16日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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