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越節三日慶典 
 
逾越節三日慶典，自聖周四黃昏（主的晚餐）開始，至復活主日晚禱後結束。 
 
教會極隆重地慶祝那使我們得救的奧蹟；藉著禮儀，紀念那被釘、被埋葬，並復

活起來的主。 
 
逾越節三日慶典，其實是唯一的逾越奧蹟的不同幅度：即主的晚餐、苦難及死亡

（聖周五），埋葬（聖周六），及復活（主日）。 
 
逾越節三日慶典，是整個教會的慶祝，因此，盡可能，只在主教座堂，及各堂區

舉行。 
 
小團體、善會及各類小組，都該到所屬堂區，參加禮儀，使得禮儀更隆重，並且

更顯出教會團結共融的精神。 
 
由於逾越節三日慶典，是全年最神聖隆重的，所有禮儀服務人員，該妥善準備，

熟悉自己的職務，使禮儀能標示出它的救恩意義。 
 
信眾、輔禮人員及主祭的詠唱，尤為重要，因為詠唱配合經文，更加有力表達箇

中意義。 
 
教會於聖周五（救主受難紀念），遵守逾越節齋戒的規定；這齋戒應盡可能延至

聖周六整天，作為我們舉心向上，以邁向主復活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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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周六 
 
教會在聖周六守候在基督的墓旁，祈禱及齋戒，默想他的苦難死亡，及下降陰府，

並期待他的復活。 
 
教會今天不舉行感恩祭；祭台赤露，沒有任何裝飾，直至晚上隆重的逾越節守夜

禮之後，逾越節的喜樂，才湧溢出來，且持續五十天之久。 
 
今天不送聖體，但「臨終聖體」例外。 
 
按《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26 號，今天該為候洗者，作領受「入門聖事」

前的最後準備：可為候洗者舉行退省，讓他們深入祈禱和反省，並量力守齋；或

可舉行候洗者聚會，及舉行一些最後準備的儀式，例如「公誦信經禮」、「開啟禮」

（ephphetha）、「選聖名禮」及「候洗者傅油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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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復活主日 
至聖之夜逾越節守夜禮 

 
依照極古老的傳統，這一夜，是向上主當守的一夜（出 12:42）。今夜，信眾遵從

福音（路 12:35-37）的教導，點著燈，等待主人回來；當他回來時，看到我們醒

寤著，便邀請我們一起參加他的筵席。 
 
逾越節守夜禮，是教會最崇高和最尊貴的慶典；每間聖堂只可舉行一次。 
 
逾越節守夜禮包括四個部分： 
1. 燭光禮及逾越頌 
2. 聖道禮：聖教會默想，天主從起初，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奇事；並堅信

天主的話和許諾。 
3. 入門聖事：日子到了，教會的新成員，藉洗禮而重生。 
4. 聖祭禮：教會被主所邀請，參加他為他子民所準備的盛宴，以紀念他的死亡

和復活，直到他的再來。 
 
整個逾越節守夜禮，必須在夜間舉行，故不得在入黑前開始，並且要在主日黎明

前結束。 
 
逾越節守夜禮的感恩祭部分，即使在午夜前舉行，仍是耶穌復活主日的感恩祭。 
 
參與逾越節守夜禮者，仍可在耶穌復活主日的日間感恩祭中，再一次領聖體。在

守夜禮中，主祭或共祭的神父，仍可在耶穌復活主日的日間感恩祭中，再作主祭

或共祭。逾越節守夜禮，取代「時辰頌禱禮」的「誦讀日課」（Office of Readings） 
部分。 
 
在逾越節守夜禮中，執事按慣例協助主祭。若沒有執事，則其職務，由主祭或一

位共祭者兼負，除非另有規定。今夜，主祭、共祭及執事，穿白色祭衣，一如在

感恩祭中所用者。 
 
該為所有參與逾越節守夜禮者，準備蠟燭。熄滅聖堂全部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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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隆重開始守夜：燭光禮 
 
祝福火焰及點燃復活蠟燭 
 
在聖堂外，合適地方，準備火盤；火焰需足夠照亮黑夜。信眾在該處聚集。主祭及輔禮人員到達

該處，其中一人持復活蠟燭；復活蠟燭該是全新，以真蠟造成的，作為每年的奉獻。 

 

今夜不持遊行十字架，也不持遊行蠟燭。 
 
如果因為困難，不能在聖堂外生火，則按環境許可，加以適應。信眾聚集於聖堂內；主祭及

輔禮人員，到聖堂大門口；一位輔禮人員持復活蠟燭。全體站立，盡量轉向大門，面對主祭。

照常祝福火焰，及點燃復活蠟燭。 

 

各主教團，按當地文化，為牧民益處，可另訂祝福火焰，及點燃復活蠟燭的方式。 
 
 

主祭帶領信眾劃十字聖號，如常致候後，可用以下或類似的話，向信眾簡介逾越節守夜禮的意義。 

 
主祭：親愛的兄弟姊妹：在今晚這至聖之夜，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經由死亡，進入

生命。教會邀請全球各地的子女，團聚一起，守夜祈禱。讓我們專心聆聽

救主的聖言，舉行聖事，虔誠慶祝他的奧蹟，紀念他的逾越；懇求天主賜

給我們懷有確切的希望，以分享主耶穌戰勝死亡的凱旋，並偕同他，一起

生活在天主內。 
 
主祭祝福火焰，伸手祈禱。 

 
主祭：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天主，你藉你的聖子，將你的光明賜給信眾。求你聖化這新火，並恩賜

我們，藉這逾越慶節，燃起對天上的嚮往，並能以純潔的心靈，參與永恆

光明的慶節。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祝福火焰後，一位輔禮人員持復活蠟燭，到主祭前。主祭以小刀，在蠟燭上刻上十字，並且在十

字的上端，刻上Α（希臘文的首字母），在下端，刻上Ω（希臘文最尾的字母）；在十字四臂交匯

的四個空位，刻上該年分的四個數字，說： 

 
1. 往昔和現在全屬於基督 刻十字的縱線 
2. 他是元始和終結 刻十字的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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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有的真源 刻Α字在十字上端 
4. 宇宙的依歸 刻Ω字在十字下端 
5. 時間屬於他 在十字四臂交匯的左上角，刻本年分第一個數字 
6. 世代屬於他 在十字四臂交匯的右上角，刻本年分第二個數字 
7. 光榮與權能都歸於他 在十字四臂交匯的左下角，刻本年分第三個數字 
8. 直到永遠。亞孟。 在十字四臂交匯的右下角，刻本年分第四個數字例： 
 
例： 
 
 
 
 
 

（以 2015 年為例） 

 
然後，主祭可把五枚乳香釘，依十字形，插入復活蠟燭；次序如下，並念： 

 
 
 
 
 
1. 願主基督， 
2. 因他神聖的、 
3. 榮耀的傷痕， 
4. 護衛我們， 
5. 保全我們。亞孟。 
 
點燃復活蠟燭 
主祭以新火，點燃復活蠟燭，並念： 

願光榮復活的基督，以他的光輝，驅除我們心靈的黑暗。 
 
遊行 
輔禮人員，從火盤取出炭塊，放入香爐；主祭如常添香。 

執事（如沒有執事，則由另一位合適的輔禮人員）手持復活蠟燭，開始遊行。 
 
遊行列隊次序：持冒煙的香爐者、持復活蠟燭者、輔禮人員及主祭；信眾隨後。 

全體手持未點燃的蠟燭。 

遊行至聖堂大門口，停下，持復活蠟燭者，舉起復活蠟燭，詠唱： 

Α 

2 0 
1 5 
Ω 

1 
4 2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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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光！（見 56 頁） 
 
全體答唱： 

感謝天主。 
主祭由復活蠟燭點燃他的蠟燭。 

 
繼續遊行，到達聖堂中央，第二次停下；持復活蠟燭者，高舉復活蠟燭，詠唱如前；全體也答唱

如前。 

全體信眾，在輔禮人員協助下，從復活蠟燭引火，點燃手中蠟燭。 

 

繼續遊行，到祭台前，第三次停下；持復活蠟燭者，面向信眾，高舉復活蠟燭，詠唱如前；全體

也答唱如前。 

 

持復活蠟燭者，把復活蠟燭，放在讀經台旁，或聖所中央。點亮聖堂燈光，但不點燃祭台蠟燭。 
 
逾越頌 
主祭抵達祭台，就位，如常添香。逾越頌由執事詠唱；沒有執事時，由主祭，或共祭，或在需要

時，由「平信徒領唱員」詠唱。 

 
執事來到主祭前，請主祭祝福，低聲說：「請神父祝福」，主祭低聲念：「願上主在你心中並在你

口裡，使你誠心誠意，宣告他逾越的喜訊。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執事回答：亞孟。 

 

若不是由執事詠唱逾越頌，則不用祝福。 

 

執事向經書及復活蠟燭獻香。 

在讀經台，或合適位置，詠唱逾越頌。 

全體站立，手持點燃的蠟燭。 
 
「逾越頌」長式見 58-64 頁；短式見 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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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聖道禮 
 
逾越節守夜禮，是所有守夜禮之母。教會為今晚提供了九篇讀經，其中七篇取自舊約，兩篇新約

（包括一篇書信及一篇福音）。 

 

應盡可能誦讀全部選經，使守夜禮，顧名思義，以一段長時間來守夜的特徵，得以表達出來。 

 

如因嚴重牧民情況，可減少舊約讀經的數目，但應注意，宣讀「天主聖言」是逾越節守夜禮的基

本部分；應至少選讀三篇舊約，且該包括「法律書」和「先知書」，及其答唱詠；又總不可省略

出谷紀十四章，及其聖歌（答唱詠）。 

 

全體坐下 

主祭在讀經前，可用以下或類似的話，勸勉信眾： 
 
主祭：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已經進入隆重的守夜禮。讓我們靜心聆聽天主的聖

言，默想天主在過去如何拯救他的子民，並且到了最後時期，派遣他的兒

子，來到世上，作我們的救主。 
讓我們祈求天主，完成他藉聖子基督，使我們逾越得救的工作，並使他救

贖世人的工程，達於圓滿。 
 
聖言宣讀員到讀經台，開始讀經。讀畢，領唱員領唱或念答唱詠；信眾以答句回應。 

然後，全體起立。主祭說：「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後，主祭誦念專屬該篇讀經的禱文。 

也可用默禱，代替答唱詠；這樣，便取消「請大家祈禱」後的默禱。 
 
讀經一（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 
恭讀創世紀 1:1-2:2【長式】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虛，深淵上還是一團黑暗；天主

的神，在水面上運行。 
 
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天主見光好，就將光與黑暗分開。天主稱光

為「晝」，稱黑暗為「夜」。 
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一天。 
 
天主說：「在水與水之間，要有穹蒼，將水分開！」事就這樣成了。天主造

了穹蒼，把穹蒼以下的水，及穹蒼以上的水分開了。天主稱穹蒼為「天」。 
天主看了，認為好。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二天。 
 
天主說：「天下的水應聚在一處，使旱地出現！」事就這樣成了。天主稱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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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陸地」，稱水匯合之處，為「海洋」。天主看了，認為好。 
天主說：「在陸地上，土地要生出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和結果子的果樹，

各按其種子分類。」事就這樣成了。土地就生出了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各按其

類，和結果子的樹木，各按其種子分類。 
天主看了，認為好。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三天。 
 
天主說：「在天空中要有光體，以分別晝夜，作為規定時節，及年月日的記

號；並要在天空中放光，照耀大地！」事就這樣成了。天主於是造了兩個大光體：

較大的控制白天，較小的控制黑夜，並造了星宿。天主將星宿擺列在天空，照耀

大地，控制晝夜，分別明與暗。 
天主看了，認為好。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四天。 
 
天主說：「水中要孳生蠕動的生物；地面上、天空中，要有鳥飛翔！」事就

這樣成了。天主於是造了大魚，及所有在水中孳生的蠕動生物，各按其類，以及

各種飛鳥，各按其類。天主看了，認為好，於是祝福牠們，說：「你們要孳生繁

殖，充滿海洋；飛鳥也要在地上繁殖！」 
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五天。 
 
天主說：「地上要生出生物，各按其類；走獸、爬蟲，及地上的各種生物，

各按其類！」事就這樣成了。天主於是造了地上的生物，各按其類；各種走獸，

各按其類；以及地上所有的爬蟲，各按其類。 
天主看了，認為好。 
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魚、

天空的飛鳥、牲畜、各種野獸、在地上爬行的各種爬蟲。」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

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他們男和女。天主祝福他們說：「你

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

爬行的生物！」 
天主又說：「看，全地面上結種子的各種蔬菜，在果子內含有種子的各種果

樹，我都給你們作食物；至於地上的各種野獸，天空中的各種飛鳥，在地上爬行、

有生魂的各種動物，我把一切青草，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六天。 
 
這樣，天地和天地間的一切點綴，都完成了。到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

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讀經一（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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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讀創世紀 1:1,26-31【短式】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 
天主說：「讓我們照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魚、

天空的飛鳥、牲畜、各種野獸、在地上爬行的各種爬蟲。」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

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他們男和女。天主祝福他們說：「你

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

爬行的生物！」 
 
天主又說：「看，全地面上結種子的各種蔬菜，在果子內含有種子的各種果

樹，我都給你們作食物；至於地上的各種野獸，天空中的各種飛鳥，在地上爬行、

有生魂的各種動物，我把一切青草，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答唱詠 詠 104:1-2, 5-6, 10,12, 13-14, 24,35 
【答】：上主，請你噓氣，使大地更新。（參閱詠 104:30）（詠唱見 65 頁） 
領：我的靈魂，請頌讚上主！上主、我的天主，你偉大無比；你以尊威作衣冠；

你身披光明，好像披上外氅。【答】 
領：你奠定大地於基礎之上，使它永不動搖。你用汪洋作氅衣，遮蓋大地，淹沒

群山。【答】 
領：你使水泉成為河川，奔流於群山之間；天上飛鳥，在水邊棲息，往來枝頭，

婉轉歌唱。【答】 
領：你從高天，灌溉大地，使大地出產果實，飽飫普世。你使青草和植物生長，

餵養牲畜，為給人服務；你又使土地出產五穀。【答】 
領：上主，你的化工，何其繁浩，全是你以智慧所創辦；你創造的萬物，充滿大

地。我的靈魂，請讚頌上主！【答】 
或 

答唱詠 詠 33:4-5, 6-7, 12-13, 20,22 
【答】：上主的慈愛瀰漫大地。（詠 33:5）（詠唱見 65 頁） 
領：上主的言語是正直的；他的一切作為都是信實的。他愛護正義和公理；他的

慈愛瀰漫大地。【答】 
領：因天主的一句話，諸天造成；因上主的一口氣，萬象生成。他把海水好似聚

於皮囊；他將汪洋好似貯於池塘。【答】 
領：上主選為自己產業的百姓，真是有福！上主由高天監臨，注視亞當的子孫。

【答】 
領：我們的靈魂，仰望著上主；他是我們的保障和扶助。上主，求你向我們廣施

慈愛，有如我們對你的期待。【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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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請大家祈禱。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在一切工程上，顯示出你奇妙的安排。求你幫助你所

救贖的人，都能明瞭：在這末世，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的犧牲，所

完成的救世工程，比當初的創世工程，更為卓越。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

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或（人類的創造） 

主祭：請大家祈禱。 
天主，你奇妙地創造了我們人類，更奇妙地救贖了我們。求你賜我們堅強

的心智，以抵抗罪惡的誘惑，好能堪當進入永恆的福樂。因主耶穌基督之

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讀經二（我們聖祖亞巴郎的祭獻。） 
恭讀創世紀 22:1-18【長式】 

那時候，天主試探亞巴郎，說：「亞巴郎！」亞巴郎回答說：「我在這裡。」

天主說：「帶你心愛的獨生子依撒格，到摩黎雅地方去，在我要指給你的一座山

上，將他獻為全燔祭。」 
亞巴郎次日清早起來，把驢準備好，帶了兩個僕人，及自己的兒子依撒格，

劈好為全燔祭用的木柴，就起身，前往天主指給他的地方去。 
第三天，亞巴郎舉目，遠遠看見了那個地方，就對僕人說：「你們同驢，在

這裡等候；我和孩子，要到那邊去朝拜，然後就回到你們這裡來。」 
亞巴郎將為全燔祭用的木柴，放在兒子依撒格的肩上，自己手中拿著刀和

火；兩人一同前行。路上，依撒格對父親亞巴郎說：「阿爸！」他答說：「我兒，

我在這裡。」依撒格說：「看，這裡有火有柴，但作全燔祭的羔羊在那裡呢？」

亞巴郎答說：「我兒！天主自會照料作全燔祭的羔羊。」於是兩人再繼續一同前

行。 
當他們到了天主指給亞巴郎的地方，亞巴郎便在那裡，築起一座祭壇，擺好

木柴，將兒子依撒格捆好，放在祭壇的木柴上。 
亞巴郎正伸手舉刀，要宰獻自己的兒子時，上主的使者從天上，對亞巴郎大

聲說：「亞巴郎！亞巴郎！」亞巴郎回答說：「我在這裡。」 
使者說：「不可在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傷害他！我現在知道你實在敬畏天

主，因為你為了我，竟然連自己的獨生子，也不顧惜。」 
亞巴郎舉目一望，見有一隻公綿羊，兩角纏在灌木中，於是，前去取了那隻

公綿羊，代替自己的兒子，獻為全燔祭。 
亞巴郎給那地方命名，叫「上主自會照料」。直到今日，人還說：「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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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自會照料。」 
上主的使者由天上，又呼喚亞巴郎說：「我指著自己起誓——上主的斷語——

因為你做了這事，沒有顧惜你的獨生子，我必多多降福你，使你的後裔繁多，如

同天上的星辰，如同海邊的沙粒。你的後裔，必佔領他們仇敵的城門；地上萬民，

都要因你的後裔，而蒙受祝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讀經二（我們聖祖亞巴郎的祭獻。） 
恭讀創世紀 22:1-2,9,10-13,15-18【短式】 

那時候，天主試探亞巴郎，說：「亞巴郎！」亞巴郎回答說：「我在這裡。」

天主說：「帶你心愛的獨生子依撒格，到摩黎雅地方去，在我要指給你的一座山

上，將他獻為全燔祭。」 
當他們到了天主指給亞巴郎的地方，亞巴郎便在那裡，築起一座祭壇，擺好

木柴，將兒子依撒格捆好，放在祭壇的木柴上。 
亞巴郎正伸手舉刀，要宰獻自己的兒子時，上主的使者從天上，對亞巴郎大

聲說：「亞巴郎！亞巴郎！」亞巴郎回答說：「我在這裡。」 
使者說：「不可在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傷害他！我現在知道你實在敬畏天

主，因為你為了我，竟然連自己的獨生子，也不顧惜。」 
亞巴郎舉目一望，見有一隻公綿羊，兩角纏在灌木中，於是，前去取了那隻

公綿羊，代替自己的兒子，獻為全燔祭。 
上主的使者由天上，又呼喚亞巴郎說：「我指著自己起誓——上主的斷語——

因為你做了這事，沒有顧惜你的獨生子，我必多多降福你，使你的後裔繁多，如

同天上的星辰，如同海邊的沙粒。你的後裔，必佔領他們仇敵的城門；地上萬民，

都要因你的後裔，而蒙受祝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答唱詠 詠 16:5, 8, 9-10, 11 
【答】：天主，求你保佑我，因為我只投靠你。（詠 16:1）（詠唱見 65 頁） 
領：上主，你是我的產業，是我的杯爵，有你為我守著。我常將上主，置於我的

眼前；我決不動搖，因他在我右邊。【答】 
領：因此，我心高興，我靈喜歡，連我的肉軀，也無憂安眠。因為你絕不會將我

遺棄在陰府，也絕不會讓你的聖者見到腐朽。【答】 
領：請你將生命的道路，指示給我；唯有在你面前，才有圓滿的喜悅；永遠在你

右邊，也就是我的福樂。【答】 
 
主祭：請大家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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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你是信者的大父，你藉逾越聖事，傾注了義子的恩寵，使你預許的

子女，在全球各地，繁衍增多；如此，你使你僕人亞巴郎，有如你所誓許

的，成為萬民之父。求你幫助你的子民，都能相稱地回應你的召喚，在你

的恩寵中生活。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讀經三（以色列子民在海中乾地上走過去。） 
恭讀出谷紀 14:15-15:1 

那時候，上主向梅瑟說：「你為什麼向我哀號！吩咐以色列子民起營前行；

你舉起棍杖，把你的手伸到海上，分開海水，叫以色列子民在海中乾地上走過。

你看，我要使埃及人心硬，在後面追趕以色列子民；這樣，我好在法郎和他全軍，

戰車和騎兵身上，大顯神能。我向法郎，向他的戰車和騎兵，大顯神能的時候，

埃及人將會知道：我是上主。」 
走在以色列大隊前面的天主的使者，就轉到他們後面，雲柱也從他們前面，

轉到他們後面，停下，即來到埃及軍營，和以色列軍營中間。那一夜，雲柱一面

發黑，一面發光；這樣，整夜，軍隊彼此不能接近。 
梅瑟向海伸手，上主就用極強的東風，一夜之間，把海水颳退，使海底成為

乾地。水分開以後，以色列子民，便在海中乾地上走過；水在他們左右好像牆壁。 
隨後，埃及人也趕來；法郎所有的馬、戰車和騎兵，都跟著以色列子民，來

到海中。 
到了晨時末更，上主在火柱和雲柱上，窺探埃及軍隊，使埃及的軍隊混亂；

又使他們的車輪脫落，難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說：「我們由以色列人前逃走吧！

因為上主替他們作戰，攻擊埃及人。」 
上主對梅瑟說：「向海伸出你的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們的戰車和騎兵

身上。」到了天亮，梅瑟向海伸手，海水流回原處。埃及人迎著水，逃跑的時候，

上主將他們投入海中。回流的水，淹沒了法郎的戰車、騎兵，以及跟著以色列子

民，來到海中的法郎軍隊；一個人也沒有留下。但是，以色列子民，卻在海中乾

地上走過去；水在他們左右好像牆壁。 
這樣，上主在那一天，從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見了

埃及人的屍首，浮在海邊。以色列人見上主向埃及人顯示的大能，百姓都敬畏上

主，信從了上主和他的僕人梅瑟。那時，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唱了這首詩歌，歌

頌上主說： 
（不念「上主的話」；立即接唱「答唱詠」） 

 
答唱詠 出 15:1-2, 3-4, 5-6, 17-18 
【答】：我要歌頌上主，因他獲得全勝。（出 15:1）（詠唱見 65 頁） 
領：我要歌頌上主，因他獲得全勝，將馬和騎士投於海中。上主是我的力量和保

障；他作了我的救援。他是我的天主，我要頌揚他；他是我祖先的天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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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讚美他。【答】 
領：上主是戰士，名叫「上主」。他把法郎的戰車軍隊，投於海中；他使法郎的

猛將，沉於紅海。【答】 
領：浪濤淹沒了他們，像大石沉入海底。上主，你的右手大顯神能；上主，你的

右手擊碎了敵人。【答】 
領：上主，你引領你的百姓。我主，在你作為基業的山上，在你作為居所的地方，

在你親手建立的聖所，培植了他們。上主為王，萬世無疆！【答】 
 
主祭：請大家祈禱。 

天主，你昔日所行的奇蹟，今日仍閃爍生輝。正如你昔日曾以大能的右手，

拯救了一個被法郎迫害的民族；現在，你願以再生的洗禮，拯救整個人類。

求你使天下萬民，都能成為亞巴郎的子孫，圓滿地進入以色列選民的恩

許。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或 

 
主祭：請大家祈禱。 

天主，你以新約的光芒，展示了你在古時所行奇蹟的意義。你以紅海，作

為聖洗池的預像，使從奴役中被釋放的選民，預示了基督子民的奧蹟。求

你使所有民族，都能藉著信德的功效，獲享以色列子民的特恩，並因分享

你的聖神，而得到重生。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讀經四（你的救主上主，要以永遠的慈悲憐憫你。）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4:5-14 

上主向耶路撒冷說：你的夫君，是你的創造主；他的名字是「萬軍的上主」。

你的救主，是以色列的聖者；他將稱為「全世界的天主」。 
是的，上主召見你時，你是一個心靈憂傷的棄婦。你的天主說：人豈能遺棄

他青年時的妻子？其實，我離棄了你，只是一會兒，但是，我要用絕大的仁慈，

召你回來。在我的盛怒中，我曾暫時掩面不看你，可是，我要以永遠的慈悲，憐

憫你：你的救主上主這樣說。 
這事對我，有如諾厄的時日一樣；就如那時，我曾發誓說：諾厄的大水不再

淹沒世界；同樣，我如今起誓：再不向你發怒，再不責斥你。高山可移動，丘陵

能挪去，但我對你的仁慈，決不變異；我的和平盟約，總不動搖：憐憫你的上主

說。 
你這遭磨難、受顛沛、無安慰的城啊！看，我要用孔雀石，作為你的基石；

以碧玉，奠定你的根基；我要以紅瑪瑙，修建你的城垛；以水晶石，修築你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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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以各種寶石，建造你的圍牆。你所有的兒子，都是上主所訓誨的；你的兒子

們，要享受絕大的幸福。你將屹立於正義的根基上。欺壓已遠去，你無需再有所

恐懼；驚嚇亦遠去了，再不會臨近你。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答唱詠 詠 30:2, 4, 5-6, 11, 12, 13 
【答】：上主，我稱揚你，因為你救拔了我。（詠 30:2）（詠唱見 65 頁） 
領：上主，我稱揚你，因為你救拔了我。你也沒有使我的仇敵，向我誇耀。上主，

你由陰府中把我救出，又使我安全復生，免降幽谷。【答】 
領：上主的聖民，請向上主歌頌，稱謝他的聖名。因為他的憤怒，瞬息消散；他

的恩愛，卻要終生綿延。晚間雖令人哭泣，清晨卻使人歡喜。【答】 
領：上主，請俯聽我，憐憫我；上主，求你前來助佑我。你把我的哀痛，化成了

舞蹈。上主，我的天主，我要永遠稱謝你！【答】 
 
主祭：請大家祈禱。 

全能永生的天主，為了你名的光榮，求你滿全眾聖祖，以信德所接受的許

諾，使你預許的子女，蒙你收養，日益增多，並使教會體認古聖堅信的諾

言，已充分實現。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或 

如果省去讀經五、六及七，則可以選念這些讀經後的其中一篇禱文。 

 
讀經五（你們如果走近我，側耳聽我，你們必將獲得生命；我要與你們訂立一項永久的盟約。）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5:1-11 

上主說：「凡口渴的，請到水泉來！那沒有錢的，也請來吧！請來買不花錢、

不收費的酒和奶！你們為什麼為那些不能充飢的東西花錢；為那些不足果腹的東

西浪費薪金呢？你們如果細心聽我，你們就能吃到豐美的食物；你們的心靈必因

飽享佳餚而喜悅。 
「你們如果走近我，側耳聽我，你們必將獲得生命；我要與你們訂立一項永

久的盟約，即誓許於達味的恩惠。看，我立了你為萬民的證人，為列國的領袖與

主宰。看哪！你要召見你不認識的民族；不曾認識你的民族，也要奔向你；這都

是為了那光榮你的、以色列的聖者、上主你天主的原故。 
「趁可找到上主的時候，你們應尋找他；趁上主還在近處的時候，你們應呼

求他。罪人應離開自己的行徑，惡人該拋棄自己的思念，來歸附上主，好讓上主

憐憫他。請來歸附我們的天主吧！因為他是富於仁慈的。因為我的思念，不是你

們的思念，你們的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上主的斷語。就如天離地有多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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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徑離你們的行徑，我的思念離你們的思念，也有多高。 
「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不再返回原處，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長萌芽，償

還播種者種子，供給吃飯者食糧；同樣，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也不能空空地回

到我這裡來；反之，它必實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答唱詠 依 12:2-3, 4, 5-6 
【答】：你們要愉快地從救援的泉源裡汲水。（依 12:3）（詠唱見 66 頁） 
領：天主是我的救援；我依靠他，決不畏懼，因為上主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歌頌；

他確是我的救援。你們要愉快地從救援的泉源裡汲水。【答】 
領：你們應稱頌上主，呼號他的名！將他的作為，宣告於萬民；稱述他崇高的名

號。【答】 
領：請歌頌上主，因為他行了顯赫的事；這事應該遍傳天下。熙雍的居民，你們

應歡呼高唱，因為以色列的聖者，在你們中間，是偉大的。【答】 
 
主祭：請大家祈禱。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是世界唯一的希望。你藉著眾先知的預布，宣告了現

今的奧蹟。求你仁慈地加深你子民的渴望，因為只有依賴你的啟發，我們

才能日進於德。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讀經六（向著上主的光輝進發。） 
恭讀巴路克先知書 3:9-15,32-4:4 

以色列，請聽取生命的規律，請側耳領會智慧。 
以色列！這是什麼事呢？怎麼你竟住在敵人的國內，在異地衰老，與亡者同

污，與降入陰府的人同列呢？ 
這是因為你離棄了智慧的泉源。倘若你走在天主的道路，你必永遠處於平安

之中。 
你應學習智慧的所在，力量的所在，聰明的所在；這樣，你也能知道長壽和

生命的所在，雙眼的光明與平安的所在。誰找到了智慧的居所？誰進入了智慧的

寶庫？ 
唯有那全知者認識她，以自己的才智尋獲了她；是他永遠堅定了大地，使大

地充滿了牲畜；是他命令閃光發出，閃光即刻發出；他一召回閃光，閃光即戰兢

服從。星辰各在自己的崗位閃爍，喜形於色；他一召喚星辰，星辰隨即答說：我

們在此！遂向自己的創造者欣然閃爍。 
他就是我們的天主；沒有別的，可同他相比；他尋得了智慧的一切道路，將

她賜給了他的僕人雅各伯，和他心愛的以色列；從此，智慧在地上出現，與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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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相往還。 
智慧就是天主的誡命書，是永存的法律；凡遵守她的，必得生命；凡離棄她

的，必要死亡。 
雅各伯！你該悔悟，該爭取智慧，該在她的光照下，向著光輝進發。你不該

將你的光榮，給與他人，不要將你的特權，讓給異民。以色列人，我們真有福！

天主將所喜悅的，啟示了給我們。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答唱詠 詠 19:8, 9, 10, 11 
【答】：主！唯你有永生的話。（若 6:68）（詠唱見 66 頁） 
領：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能暢快人靈；上主的約章是忠誠的，能開啟愚蒙。【答】

領：上主的規誡是正直的，能悅樂心情；上主的命令是光明的，能燭照眼睛。【答】

領：上主的訓誨是純潔的，永遠常存；上主的判斷是真實的，無不公允。【答】

領：比黃金，比極純的黃金，更可愛戀；比蜂蜜，比蜂巢的流汁，更要甘甜。【答】 
 
主祭：請大家祈禱。 

天主，你召喚萬民，加入你的教會，使教會繁衍擴展。求你使那些經由洗

禮的水，而滌除罪污的人，時常得到你的保護。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

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讀經七（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我要賜給你們一顆新的心。） 
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 36:16-17, 18-28 

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人子，以色列家族住在自己的地域時，以自己的品行

和作為，玷污了此地。由於他們在此地所流的血，又由於他們的偶像，玷污了此

地，我於是在他們身上，發洩我的憤怒；將他們分散於異民中，散布在各國；照

他們的品行和作為，懲罰了他們。但是，他們到了應去的異民那裡，還褻瀆我的

聖名，因此，當人們論及他們，便說：『這些人原是上主的百姓，但他們卻應當

離開上主的地域！』我於是憐惜我的聖名，即以色列家族在他們所到的異民中，

所褻瀆的聖名。 
「為此，你要告訴以色列家族，我主上主這樣說：以色列家族，我做這事，

並不是為了你們，而是為了我的聖名，即你們在所到的異民中，所褻瀆的聖名。

我要使我的大名顯聖，即在異民中被褻瀆，即你們在他們中，所褻瀆的聖名；當

我在你們身上，在他們眼前，顯為聖的時候，異民就要承認我是上主——吾主上

主的斷語。 
「我要把你們從異民中領出，從各地聚集你們，領你們返回你們的地域。那

時，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潔淨你們，淨化你們脫離各種不潔和各種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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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要賜給你們一顆新的心；在你們五內，注入一種新的精神；從你們身

上，取去鐵石的心，給你們換上一顆血肉的心。 
「我要將我的神，注入你們五內，使你們遵行我的規律，恪守我的誡命，且

一一實行。如此，你們要居住在我賜給你們祖先的地方；你們要做我的百姓，我

做你們的天主。」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答唱詠 詠 42:3, 5, 43:3, 4 
【答】：天主，我的靈魂渴慕你，好像牝鹿渴慕溪水。（詠 42:2）（詠唱見 66 頁） 
領：我的靈魂渴念天主，生活的天主；我何時來，才能目睹天主的儀容？【答】 
領：我想起昔日周旋在歡樂的群眾裡，在群眾歡呼讚頌的歌聲裡，領他們朝覲天

主的聖殿時，我的心不免感到憂傷悲哀。【答】 
領：求你發出你的光明，並指出你的真道；引導我，帶我到你的聖山和居所。【答】 

領：我要走近天主的祭壇前，走近我最喜悅的天主面前。天主，我主！我要向你

彈琴頌讚。【答】 
 
或（用於舉行洗禮） 

 
答唱詠 依 12:2-3, 4, 5-6（與讀經五的答唱詠相同，見 21 頁） 
 

或 

答唱詠 詠 51:12-13, 14-15, 18-19 

【答】：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詠 51:12）（詠唱見 66 頁） 
領：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求你不

要從你的面前，把我拋棄；不要從我身上，收回你的聖神。【答】 
領：求你使我重獲你救恩的喜樂；求你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我要給惡人教

導你的道路；罪人們都要回頭，向你投奔。【答】 
領：因為你既然不喜悅祭獻，我獻全燔祭，你也不喜歡。天主，我的祭獻，就是

這痛悔的精神。天主，你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答】 
 
主祭：請大家祈禱。 

天主，你是不朽的權能，你又是永恆的光輝。求你仁慈垂顧作為聖事的整

個教會；使教會在安寧中，完成你從永遠就已計劃好，為拯救人類的工程；

使普世萬民都能體驗到：跌倒的將站起來，古舊的得以更新，一切都要在

基督內重歸完整，因為基督是萬物的根源。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信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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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主祭：請大家祈禱。 

天主，你藉著舊約和新約聖經，教導我們慶祝逾越聖事。求你幫助我們領

悟你的慈愛，使我們現在所領受的恩賜，加強我們對將來永福的期望。因

我們的主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光榮頌 
讀畢最後一篇舊約及其答唱詠，並誦念其禱文後，點燃祭台蠟燭。主祭領唱「天主在天受光榮」；

信眾一起繼續詠唱；並可依照本地習慣，鳴鐘或搖鈴。 

【在香港教區，也可在宣讀主復活福音前，唱「亞肋路亞」時，再點亮更多燈光，及鳴鐘奏樂。】 

 
集禱經 
主祭：請大家祈禱。 

天主，你以主基督復活的光輝，照亮這至聖之夜；求你在你的教會內，振

興義子的精神，使我們得到更新，並能以純潔的身心事奉你。因你的聖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信眾：亞孟。 
 
書信（基督既從死者中復活，就不再死。）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6:3-11 
弟兄姊妹們： 

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受過洗，歸於基督耶穌的人，就是受洗，歸於他的死

亡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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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死者中復活了，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 
如果我們藉著同他相似的死亡，已與他結合，也要藉著同他相似的復活，與

他結合，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舊人，已與他同釘在十字架上了，使那屬罪惡的

自我消逝，好叫我們不再作罪惡的奴隸，因為已死的人，便脫離了罪惡。 
所以，如果我們與基督同死，我們相信也要與他同生，因為我們知道：基督

既從死者中復活，就不再死；死亡不再統治他了。因為他死，是死於罪惡，僅僅

一次；他活，是活於天主。你們也要這樣，看自己是死於罪惡，在基督耶穌內，

活於天主的人。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福音前歡呼及聖詠 118:1-2, 16-17, 22-23 
讀畢宗徒書信後，全體起立。主祭或領唱員，三次隆重領唱「亞肋路亞」， 聲音逐次提高；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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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三次回應；見 67 頁。 

 

【在香港教區，可在此時，點亮更多燈光，及鳴鐘奏樂。】 

 

領唱員領唱聖詠 118；全體以「亞肋路亞」回應。 

 

主祭如常添香，祝福執事。 

 

讀福音時，不持蠟燭，但獻香。 

 

福音後，應講道。 
 
福音前歡呼 詠 118:1-2, 16-17, 22-23 
 
【答】：亞肋路亞。亞肋路亞。亞肋路亞。 
領：請你們讚頌上主，因為他是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願以色列家讚美

說：上主的仁慈永遠常存。【答】 
領：上主的右手將我高舉；上主的右手，大顯威能。我不至於死，必要生存，並

要宣揚上主的工程。【答】 
領：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這是上主的所作所為，在我們

眼中，神妙莫測。【答】 
 

甲年 
 
福音（他復活了，並在你們之先，到加里肋亞去。） 
恭讀聖瑪竇福音 28:1-10 

安息日一過，一周的第一日，天快亮時，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另外一位瑪利

亞，來看墳墓。忽然發生了大地震，因為上主的天使從天降來，上前把石頭滾開，

坐在上面。天使的容貌好像閃電；他的衣服潔白如雪。看守的人由於怕他，嚇得

打顫，變得好像死人一樣。 
天使對婦女說：「你們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尋找被釘死的耶穌。他不在這

裡，因為他已經照他所說的，復活了。你們來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並且快去告

訴他的門徒：他已經由死者中復活了。看！他在你們之先，到加里肋亞去；在那

裡，你們要看見他。看！我已經告訴了你們。」 
婦女們趕快離開墳墓，又恐懼，又非常喜樂，跑去報告耶穌的門徒。 
忽然，耶穌迎面而來，對婦女們說：「願你們平安！」她們於是上前，抱住

耶穌的腳，朝拜了他。耶穌對她們說：「不要害怕！你們去，報告我的兄弟，叫

他們往加里肋亞去；他們要在那裡看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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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話。 
（講道後默想片刻） 

乙年 
 
福音（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納匝肋人耶穌，已經復活了。） 
恭讀聖馬爾谷福音 16:1-7 

安息日一過，瑪利亞瑪達肋納、雅各伯的母親瑪利亞，和撒羅默，買了香料，

要去傅抹耶穌。一周的第一天，大清早，她們來到墳墓那裡；那時，太陽剛升起。 
她們彼此說：「誰能給我們從墳墓門口，滾開那塊石頭呢？」但舉目一望，

看見那塊很大的石頭，已經滾開了。 
她們進入了墳墓，看見一個少年人，坐在右邊，穿著白衣，就非常驚恐。 
那少年人向他們說：「不要驚惶！你們尋找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納匝肋人耶

穌，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了；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但是，你們去，告訴他

的門徒和伯多祿，說：他在你們之先，到加里肋亞去；在那裡，你們要看見他，

就如他曾告訴過你們的。」 
——上主的話。 
（講道後默想片刻） 

 
丙年 

 
福音（你們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恭讀聖路加福音 24:1-12 

一周的第一天，天還很早，婦女們便帶著預備好的香料，來到墳墓那裡，見

石頭已由墓穴滾開了。她們進去，不見了主耶穌的遺體。 
婦女們正為此事疑慮的時候，忽然有兩個人，穿著耀目的衣服，站在她們身

邊。她們都害怕，於是把臉垂向地上。那兩個人對婦女們說：「你們為什麼在死

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裡了，他已經復活了。你們應當記得：他還在加里肋亞

時，怎樣告訴你們說：人子必須被交付於罪人之手，被釘在十字架上，並在第三

日復活。」婦女們於是想起了耶穌的話。 
婦女們從墳墓那裡回去，把這一切事，報告給那十一位門徒，及其餘的眾人。

這些婦女是瑪利亞瑪達肋納，及約安納，及雅各伯的母親瑪利亞；其餘同她們一

起的婦女，也把這些事，報告給宗徒。但婦女們的這些話，在他們看來，好像是

無稽之談，不敢相信。 
伯多祿卻起來，跑到墳墓那裡，屈身向裡面窺看，只看見殮布，就走了，心

裡驚訝所發生的事。 
——上主的話。 
 
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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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後默想片刻） 

 21 



第三部分 聖洗及堅振聖事 
 
講道後，舉行入門聖事，即守夜禮的第三部分：聖洗及堅振聖事，以及守夜禮的第四部分：共融

（聖體）聖事。 

若沒有洗禮，仍要祝福聖水，及信眾更新領洗誓諾，見 42 頁。 
 
 

聖洗聖事 
 
聖洗應於洗禮池舉行；可盡量讓會眾可以看見洗禮的進行。 

若沒有洗禮池，則在聖所準備一個水盆。 

主祭用以下或類似的話作導言 
 
主祭：各位兄弟姊妹：現在是整個教會等候多時的神聖時刻。候洗者渴求洗禮，

經過慕道和四旬期的準備，即將領受入門聖事，為能與基督同死同生。現

在請各位候洗者上前。 
 
可由傳道員或代父母宣讀名單，邀請候洗者上前。 

 
主祭：讓我們為候洗的兄弟姊妹祈禱。天主既召喚並守護他們，來到這復活的時

刻。我們懇求天主，廣施仁慈，賜給他們光明和力量，使他們勇往直前，

追隨基督，並能公開宣認教會的信仰。我們也求聖神降臨於洗禮的水，恩

賜候洗者藉水和聖神而重生。現在，讓我們偕同整個教會、全體聖人，為

候洗者祈禱。 
 
諸聖禱文 
全體起立，唱諸聖禱文，見 68-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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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祭：全能永生的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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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洗禮水泉誕生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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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22 



 
祝福洗禮的水 
 
主祭面向洗禮池，邀請信眾祈禱。 

請大家祈禱。 
默禱片刻 

主祭伸手祈禱 

 
天主，在聖事的標記中，你以不可見的能力，產生奇妙的功效。你創造了水，賦

予它多種功能，以顯示洗禮的恩寵。 
 
天主，早在創世之初，你的聖神曾運行於大水之上，使這天然的水，孕育出聖化

的能力。 
 
天主，你曾傾出洪水，洗滌世界的罪污，預示重生。你藉同一水的奧蹟，消滅罪

惡，開展人的聖潔生活。 
 
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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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你的聖子，在約但河的水裡，接受若翰的洗禮，以及聖神的傅油。當他懸

在十字架上時，血和水從他肋膀流出。他復活後，吩咐門徒說：「你們要去訓導

萬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施洗。」 
 
天主，求你垂視你的教會，給她開啟洗禮的水泉。 
 
願聖神向這些水，傾注你唯一聖子的恩寵，使按照你的肖像所創造的人，在聖洗

聖事中，滌除往日生活的污穢，能由水及聖神再生，成為你新生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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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願聖神的德能，藉你的聖子，充滿這水泉， 
 
〔主祭持著仍放於水中的復活蠟燭，繼續念：〕 

使所有藉洗禮歸於死亡、與基督同葬的人，也與基督一起復活，獲得新生。他和

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信眾：亞孟。 
〔主祭將復活蠟燭，從水中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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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歡呼： 

水泉水源，請讚美上主，歌頌稱揚他，直到永遠。（達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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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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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為得享天主子女的自由，你們棄絕罪惡嗎？ 

候洗者：棄絕。 

主 祭：為擺脫罪惡的操縱，你們棄絕邪惡的誘惑嗎？ 

候洗者：棄絕。 

主 祭：你們棄絕萬惡之源的魔鬼嗎？ 

候洗者：棄絕。 

 
信眾重申棄絕罪惡 
信眾手持蠟燭，重申棄絕罪惡。 
主祭：各位已經受洗的兄弟姊妹：現在亦讓我們一起，重申我們棄絕罪惡的決心。 
主祭：為得享天主子女的自由，你們棄絕罪惡嗎？ 

信眾：棄絕。 

主祭：為擺脫罪惡的操縱，你們棄絕邪惡的誘惑嗎？ 

信眾：棄絕。 

主祭：你們棄絕萬惡之源的魔鬼嗎？ 

信眾：棄絕。 

 
【再轉身，面向祭台，宣認信仰。】 

 
宣認信仰（聖洗誓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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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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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你們信全能的天主聖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嗎？ 

候洗者：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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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祭：你們信天主的獨生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由童貞瑪利亞誕生，受難至

死，被埋葬，從死者中復活，現今坐於天父的右邊嗎？ 

候洗者：我信。 

主 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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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眾宣認信仰 
信眾手持蠟燭，宣認信仰。 

主祭：各位已經受洗的兄弟姊妹：現在亦讓我們重宣洗禮時的誓願，忠信地持守

這盟誓。 
主祭：你們信全能的天主聖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嗎？ 

信眾：我信。 

主祭：你們信天主的獨生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由童貞瑪利亞誕生，受難至死，

被埋葬，從死者中復活，現今坐於天父的右邊嗎？ 

信眾：我信。 

主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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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眾：我信。 
 
此時，主祭向信眾灑聖水；或可於新教友進堂時，主祭向信眾灑聖水。 

 
施行洗禮 
候洗者個別領洗。 

多位司鐸和執事，可同時為個別受洗者施洗。 

洗禮可採用浸洗式或注洗式，兩者皆合法；但浸洗式更恰當地表達參與基督的死亡和復活。（「基

督徒入門聖事總論」22 條；《天主教法典》854 條） 

施洗時，信眾可詠唱合適聖歌，或短誦，也可默禱。 
 
浸洗 
施行浸洗，即全身沒入水中，或只把頭部沒入水中，要莊重得體。 

施洗者扶著受洗者，把受洗者全身沒入水中，重複三次，或按手在受洗者頭上，把頭沒入水中，

重複三次，以天主聖三之名施洗。 

 
司鐸或執事：（某某），我因父（浸第一次）及子（浸第二次）及聖神之名（浸第三次）

給你授洗。 

 
代父母扶助代子代女 

每位施洗後，可唱短誦歡呼，或合適的聖歌。已受洗者隨即在適當地方，換上乾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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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洗 
如以注水式施洗，施洗者從洗禮池取水，注於受洗者頭上，重複三次，以天主聖三之名施洗。 

 
司鐸或執事：（某某），我因父（注水第一次）及子（注水第二次）及聖神之名（注水第

三次）給你授洗。 
 
代父母以右手按在受洗者右肩 

每位施洗後，可唱短誦歡呼，或合適的聖歌。 
 
釋義禮 
釋義禮僅為闡釋所領聖事的意義。 

成人受洗者，此刻不用傅油，待釋義禮後，隨即領受堅振聖事。嬰孩受洗者，則在穿白衣前，接

受傅油。 

就領受洗禮而言，「成人」的定義，指「超出嬰孩期，而能使用理智的人。」（《天主教法典》852

條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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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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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現在既穿上這件純潔的白衣，就要保持純潔無瑕，直至到達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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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燭光 
主祭扶著復活蠟燭說： 

主祭：各位代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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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各位新教友，你們已在基督內成為光明之子，就要在光明中生活和行動，

並保持著信德的火焰，直到基督再來時，能與天上諸聖迎接基督，樂敘

天庭。 

新教友：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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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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行時可唱「我看見水從聖殿右邊湧出，亞肋路亞。所有被這水潔淨的人，都已得救；他們高唱：

亞肋路亞」，或其他合適的聖歌。 

若還未向信眾灑聖水，則於新教友進堂時，主祭向信眾灑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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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振聖事 
 
成人受洗者，在釋義禮後，隨即領受堅振聖事。 

堅振聖事，視乎環境，可在聖所前，或在洗禮池旁舉行。 

 

【在香港教區，遇有已領洗者，今晚接受堅振聖事，主祭可調整以下導言內容。】 
 
主祭用以下或類似的話向新教友說： 

 
主祭：各位新教友：你們已在基督內重生，成為基督及他司祭子民的一分子。 

現在，你們要領受在我們當中的聖神。聖神是主基督在五旬節，所派遣給

宗徒的，並由宗徒和他們的繼位人，傾注給領洗的人。 
你們要領受的、主所預許的聖神的德能，將使你們更肖似基督，並幫助你

們，為基督的苦難、死亡和復活作見證。聖神會堅強你們，使你們作教會

活潑的肢體，在信德和愛德中，建設基督的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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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祭與協同他的司鐸一起，向領堅振者覆手。主祭念： 
 
主祭：全能的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你既以水及聖神，使你這些子女，

擺脫罪惡的束縛，重獲新生。求你派遣施慰者聖神，降臨到他們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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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代父母把右手按在代子代女的右肩上。 

司鐸以右姆指蘸「至聖聖油」，在個別領堅振者額上，劃十字聖號，同時覆手，說： 
 
司  鐸：（某某），請藉此印記，領受天恩聖神。 
領堅振者：亞孟。 
司  鐸：祝你平安。 
領堅振者：感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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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擦掉額上聖油，以免失去印記之意。） 

 
堅振傅油進行時，信眾可唱合適的聖歌。【在香港教區，施行堅振完畢，主祭可邀請教友，以合

適方式，歡迎新教友。】 

 

然後，新教友和代父母靠近聖所就座。 
 
 

嬰孩洗禮後傅油 
 
嬰孩洗禮後，不立即領受堅振聖事，於穿白衣前，先傅「至聖聖油」。 

司鐸或執事向全體新受洗嬰孩說： 
 
全能的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父，既藉水和聖神重生了你們，也赦免你們

的一切罪惡。現在，他更為你們傅上救恩之油。 
你們既已加入他子民的行列；正如基督接受傅油，成為司祭、先知和王者，願

你們也常作他的肢體，直到永生。 
眾：亞孟。 
 
司鐸或執事，在個別嬰孩受洗者額上，以「至聖聖油」傅油，不念經文。 

然後，繼續穿白衣、授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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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洗禮時，祝福聖水，及信眾重宣聖洗誓願 

 
如果沒有人領洗，不用唱諸聖禱文。 

立即祝福聖水 
 
主祭：親愛的兄弟姊妹：我們懇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降福他所創造的這些水，

讓我們灑在身上，以紀念領洗的鴻恩。求天主以他的聖寵，幫助我們革

新自己，使我們常能忠於所領受的聖神，成為天主的好兒女。 
 
默禱片刻 

主祭伸手祈禱 
 
主祭：上主，我們的天主，求你親臨在此守夜的子民當中，仁慈地降福?這些

水，使我們紀念你奇妙地創造了我們，又更奇妙地救贖了我們。 
你創造了水，使大地出產豐盛，又以水給我們解渴，及潔淨我們的身體。 
你更使水成為你廣施慈恩的工具，因為你藉紅海的水，使你的子民，脫

離奴役，並在沙漠中，以泉水給他們解渴；眾先知也宣告：你要用水，

與人訂立新的盟約。 
最後，基督在約但河受洗，聖化了水，藉以革新我們敗壞了的本性，使

我們在重生的洗禮中，獲得新生。 
因此，願這水灑在我們身上，使我們紀念領洗的鴻恩，並能與在這逾越

節領洗的兄弟姊妹，共享復活的喜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

們的祈禱。 
信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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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宣聖洗誓願 

 
主祭用以下或類似的話向信眾說： 

主祭：親愛的兄弟姊妹：藉著逾越奧蹟，我們在領洗時，已與基督一起被埋葬，

並與他一同進入新的生命。 
我們既完成了四旬期的善功，現在就要更新我們領洗時所許下的誓諾，

就是棄絕魔鬼，和它的一切惡行，並誓許在神聖大公教會內，事奉天主。

所以，請你們回答： 
 
重申棄絕罪惡 
【在香港教區，按教會傳統，可轉身面向聖堂大門之外，重申棄絕罪惡。】 

信眾手持蠟燭，重申棄絕罪惡。 
 
主祭：為得享天主子女的自由生活，你們棄絕罪惡嗎？ 
信眾：棄絕。 
主祭：為脫離罪惡的操縱，你們棄絕邪惡的誘惑嗎？ 
信眾：棄絕。 
主祭：你們棄絕萬惡之源的魔鬼嗎？ 
信眾：棄絕。 
【再轉身，面向祭台，宣認信仰。】 

 
宣認信仰 
信眾手持蠟燭，宣認信仰。 

 
主祭：你們信全能的天主父、上天下地的創造者嗎？ 
信眾：我信。 
主祭：你們信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我們的主；他由童貞瑪利亞誕生，受

難至死，被埋葬，從死者中復活，現今坐在天父的右邊嗎？ 
信眾：我信。 
主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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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嗎？ 
信眾：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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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全能的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父，以水和聖神，重生了我們，並赦

免了我們的罪過。願他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寵，保護我們，直到永

生。 
信眾：亞孟。 
 

主祭向信眾灑聖水 

全體可詠唱合適聖歌。 
 
省略信經 

立即信友禱文 

然後，如常舉行聖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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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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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詠可見 83-86 頁 
 
獻禮經 
上主，求你收納你子民的祈禱和奉獻，使這由逾越奧蹟所開始的祭獻，賴你的工

作，成為我們獲得永生的良藥。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感恩經中，有特別為新教友和代父母的祈求。） 

 
頌謝詞（逾越奧蹟）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時時歌頌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

獲得救恩。 
由於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犧牲，今夜我們更當隆重地讚美

你。 
因為基督真是除免世罪的羔羊，他以自己的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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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掌權者和大能的

天使，都同聲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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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祭：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被邀請來赴羔羊盛宴的人，是有

福的。 
全體：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裡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瘉。 
 
領主詠 
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被祭殺，作了犧牲。所以，我們過節，只可用純潔和

真誠的無酵餅。亞肋路亞。（格前 5:7-8） 
（領主後默禱片刻） 

 
歌詠可見 87-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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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後經 
上主，求你將你的愛德之神，傾注給我們，好使我們飽饗逾越聖事的滋養，在你

的愛內，團結一致。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在香港教區，於祝福前，可詠唱 「天皇后喜樂頌」，向聖母致敬，恭賀救主復活，見 92-95 頁。】 

 
隆重祝福 
主祭：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執事/主祭：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 
主祭向會眾伸手 

主祭：願全能的天主，藉今日隆重的逾越慶典，降福你們，仁慈地護佑你們，使

你們脫離一切罪惡。 
信眾：亞孟。 
主祭：天主既因他獨生子的復活，更新了你們，恩賜你們永生；願天主賞賜你們

充滿不朽的生命。 
信眾：亞孟。 
主祭：今天，結束了主苦難的日子。你們既歡欣慶祝主的逾越；願你們滿懷歡躍

之情，依靠主的助佑，邁向天上永恆喜樂的慶節。 
信眾：亞孟。 
主祭：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的降福，臨於你們，並永遠存留在你

們當中。 
信眾：亞孟。 
 
視乎情況，也可使用祝福新教友的祝福詞。 

 
執事/主祭：彌撒禮成。亞肋路亞。亞肋路亞。（詠唱見 56 頁） 
信眾：感謝天主。亞肋路亞。亞肋路亞。 
 
復活節八日慶期內，該使用上述的禮成遣散式。 

禮成時，亦可詠唱 109-127 頁。 

復活期內，在隆重的禮儀，當點燃復活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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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復活主日 
日間感恩祭 

 
進堂詠 
我已復活了，仍同你在一起。亞肋路亞。你的手常庇蔭著我。亞肋路亞。你的智

慧深奧無比。亞肋路亞。（參閱詠 139:18, 5-6） 
或 

主真復活了。亞肋路亞。願光榮與權能歸於他，直到萬世萬代。亞肋路亞。（路

24:34；默 1:6） 

或合適的聖歌 
 
復活主日日間彌撒應極其隆重舉行，用逾越節守夜禮所祝福的聖水，給全體信友灑聖水，以代替

懺悔禮，為紀念他們的洗禮。 

 
光榮頌 

 
集禱經 
天主，你的唯一聖子，今日戰勝了死亡，為我們開啟了永生之門。我們既隆重慶

祝主的復活，求你派遣聖神，更新我們，復活我們，使我們的生命充滿光明。因

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聖道禮 
 
讀經一（我們在他從死者中復活後，與他同食共飲。） 
恭讀宗徒大事錄 10:34,37-43 

那時候，伯多祿說：「你們都知道：在若翰宣講洗禮以後，從加里肋亞開始，

在全猶太所發生的事：天主怎樣以聖神和德能，傅了納匝肋人耶穌，使他巡行各

處，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壓制的人，因為天主同他在一起。 
「耶穌在猶太人地區，及在耶路撒冷所行一切，我們都是見證人。但是，他

們卻把耶穌懸在木架上，殺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復活了，叫他顯現出來，不

是給所有百姓，而是給天主所預先揀選的見證人，就是給我們這些、在他從死者

中復活後，與他同食共飲的人。 
「他吩咐我們向百姓講道，指證他就是天主所立：生者與死者的判官。一切

先知都為他作證：凡信他的人，賴他的名字，都要獲得罪赦。」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答唱詠 詠 118:1-2, 16-17,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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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詠 118:24）（詠唱見 96 頁） 
或 

亞肋路亞。亞肋路亞。亞肋路亞。（詠唱見 96 頁） 
領：請你們讚頌上主，因為他是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願以色列家讚美

說：他的仁慈永遠常存。【答】 
領：上主的右手將我高舉；上主的右手大顯威能。我不至於死，必要生存，並要

宣揚上主的工程。【答】 
領：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這是上主的所作所為，在我們

眼中，神妙莫測。【答】 
 
讀經二（你們就該追求天上的事；在那裡，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邊。）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羅森人書 3:1-4 
弟兄姊妹們： 

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了，就該追求天上的事；在那裡，有基督坐在天主

的右邊。你們該思念天上的事，不該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

生命，已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內；當基督、我們的生命，顯現時，那時，你們也

要與他一同，出現在光榮之中。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或 

 
（你們應把舊酵母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和的麵團。）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5:6-8 
弟兄姊妹們： 

你們豈不知道：少許的酵母，能使整個麵團發酵嗎？你們應把舊酵母除淨，

好使你們成為新和的麵團，正如你們原是無酵餅一樣，因為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

督，已被祭殺，作了犧牲。所以，我們過節，不可用舊酵母，也不可用奸詐和邪

惡的酵母，而只可用純潔和真誠的無酵餅。 
——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復活節讚歌 
起立 

在耶穌復活主日該誦念；或詠唱，見 97-105 頁。八日慶期內可隨意念或詠唱。 
 
領：各位基督徒，請向逾越節羔羊，獻上讚頌之祭。 
眾：羔羊贖回了羊群；聖潔無罪的基督，使罪人與天父和好。 
領：生命與死亡展開奇妙的決鬥，生命的主宰，死而復活，永生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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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瑪利亞，請告訴我們，你在路上看見了什麼？ 
領：我看見永生基督的墓穴和他復活的光榮、作證的天使、頭巾和殮布。 
眾：基督、我的希望、已經復活，他要在你們之先到加里肋亞。 
領：我們知道，基督確實從死者中復活。勝利的君王，求你垂憐我們。 
眾：亞孟。亞肋路亞。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亞肋路亞。（詠唱見 106-108 頁） 
眾：亞肋路亞，亞肋路亞。 
領：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被祭殺，作了犧牲；所以，我們要歡欣慶賀主的

復活。（參閱格前 5:7-8） 
眾：亞肋路亞，亞肋路亞。 
 
也可選用逾越節守夜禮的福音，見 28-30 頁。 

 
福音（耶穌必須從死者中復活。） 
恭讀聖若望福音 20:1-9 

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還黑的時候，瑪利亞瑪達肋納，來到墳墓那裡，看

見石頭已從墓門挪開了。於是，她跑去見西滿伯多祿，及耶穌所愛的那另一個門

徒，對他們說：「有人從墳墓中，把主搬走了；我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那裡。」 
伯多祿便和那另一個門徒出來，到墳墓那裡去。兩人一起跑，但那另一個門

徒，比伯多祿跑得快，先來到了墳墓那裡。他俯身看見了放著的殮布，卻沒有進

去。 
跟著他的西滿伯多祿，也來到了，進入了墳墓，看見了放著的殮布，也看見

耶穌頭上的那塊汗巾，不同殮布放在一起，而在另一處捲著。 
先來到墳墓的那個門徒，也進去了，一看見就相信了。 
這是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耶穌必須從死者中復活的那段聖經。 

——上主的話。 
（講道後默想片刻） 

 
耶穌復活主日黃昏感恩祭可選用以下福音 

 
福音（請同我們一起住下吧！因為天已垂暮了。） 
恭讀聖路加福音 24:13-35 

就在一周的第一天，耶穌的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莊去，村名厄瑪烏，

離耶路撒冷約六十『斯塔狄』。他們彼此談論所發生的一切事。正談話討論的時

候，耶穌親自走近他們，與他們同行。他們的眼睛卻被蒙蔽住了，以致認不出耶

穌來。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些什麼事？」他們就站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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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愁容。 
一個名叫克羅帕的，回答耶穌說：「在耶路撒冷作客的，獨有你不知道這幾

天在那裡所發生的事嗎？」 
耶穌問他們說：「什麼事？」 
他們回答說：「就是有關納匝肋人耶穌的事。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眾

百姓前，行事說話都有權力。我們的司祭長及首領，竟解送了他，判了他死罪，

釘他在十字架上。我們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可是……此外還有：這

些事發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我們中有幾個婦女，驚嚇了我們；她們清早到

了墳墓那裡，沒有看見耶穌的遺體，回來說她們見了天使顯現，天使說耶穌復活

了。我們中也有幾個，到過墳墓那裡，所遇見的事，如同婦女們所說的一樣，但

是，沒有看見耶穌。」 
耶穌於是對他們說：「唉！無知的人哪！為信先知們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

心竟是這般遲鈍！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他的光榮嗎？」耶穌於是

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把全部經書論及他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 
當他們走近他們要去的村莊時，耶穌裝作還要前行。他們強留他說：「請同

我們一起住下吧！因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耶穌就進去，同他們住下。 
當耶穌與他們坐下吃飯的時候，就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他

們的眼睛開了，這才認出耶穌來；但耶穌卻由他們眼前隱沒了。他們就彼此說：

「當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 
他們於是立即動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見那十一位門徒，及同他們一起的人，

正聚在一起，彼此談論說：「主真復活了，並顯現給西滿！」兩人就把在路上的

事，及在分餅時，他們怎樣認出了耶穌，述說了一遍。 
——上主的話。 
（講道後默想片刻） 

 
信經 

 
獻禮經 
上主，我們帶著逾越節的喜樂，踴躍歡騰，獻上禮品。願你的教會，藉此祭獻的

滋養，神妙地得以重生。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頌謝詞（逾越奧蹟）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時時歌頌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

獲得救恩。 
由於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犧牲，今日我們更當隆重地讚美

你。 
因為基督真是除免世罪的羔羊，他以自己的死亡，消滅了我們的死亡，並以復活，

恢復了我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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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普世萬民，洋溢著復活的喜樂，踴躍歡騰。同時，天上的掌權者和大能的

天使，都同聲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領主詠 
我們的逾越節羔羊基督，已被祭殺，作了犧牲。所以，我們過節，只可用純潔和

真誠的無酵餅。亞肋路亞。（格前 5:7-8） 
（領主後默禱片刻） 

 
領主後經 
天主，請不斷眷顧你的教會，使教會藉著逾越的奧蹟，獲得更新，到達復活的光

榮。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隆重祝福 
主祭：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執事/主祭：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 
主祭向會眾伸手 

主祭：願全能的天主，藉今日隆重的逾越慶典，降福你們，仁慈地護佑你們，使

你們脫離一切罪惡。 
信眾：亞孟。 
主祭：天主既因他獨生子的復活，更新了你們，恩賜你們永生；願天主賞賜你們

充滿不朽的生命。 
信眾：亞孟。 
主祭：今天，結束了主苦難的日子。你們既歡欣慶祝主的逾越；願你們滿懷歡躍

之情，依靠主的助佑，邁向天上永恆喜樂的慶節。 
信眾：亞孟。 
主祭：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的降福，臨於你們，並永遠存留在你

們當中。 
信眾：亞孟。 
 
視乎情況，也可使用祝福新教友的祝福詞。 

 
執事/主祭：彌撒禮成。亞肋路亞。亞肋路亞。（詠唱見 56 頁） 
信眾：感謝天主。亞肋路亞。亞肋路亞。 
 
復活節八日慶期內，該使用上述的禮成遣散式。 

禮成時，亦可詠唱 109-127 頁。 

復活期內，在隆重的禮儀，當點燃復活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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