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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禮儀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峰，同時也是教會一切

力量的泉源」（禮儀憲章 10）。 

「輔祭員、宣讀員、解釋員，以及屬於歌詠團的團員，

都是在履行真正的禮儀職務。因此，他們應該面對如此偉

大職務，及天主子民對他們的合法要求，以相稱的虔誠與

秩序，去執行自己的任務。」（禮儀憲章 29） 

以上梵二大公會議《禮儀憲章》說明了禮儀的重要性

及各項禮儀職務皆需善加準備及執行。因此，本會在新竹

教區禮儀管理人李克勉主教的委任下，綜理規劃教區重要

禮儀與慶典及推廣禮儀培育等事宜。同時並選派代表參與

台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以推行主教團各項禮儀決

議，達至豐富本教區禮儀生活之目的。 

自 2017年起，新竹教區性禮儀分別由四個總鐸區負責

輔祭團、聖詠團、讀經、信友禱詞、獻禮等服務，以彰顯

教區性慶典特性，並藉此培育及逐步建立各鐸區禮儀團

隊。因此，本會為輔祭團準備了一本手冊，列出在主教主

禮的隆重感恩祭流程中，輔祭員職務的一些規定及要點。 

  

逾越節三日慶典是「慶節中的慶節」、「慶典中的慶典」

(天主教教理 1169) 。2018 年開始，本會以上述手冊為基

礎，準備逾越節三日慶典程序手冊，此即為之二：主受難

日。 

為使主教主禮之感恩祭能流暢舉行，本手冊盡量詳述 

各項細節，若因輔祭員人數不足或其它理由，無法做到所

有事項，則可斟酌簡化。此外，若非由主教主禮，本手冊

亦為一實用的參考資料，只要略去主教主禮專有項目即可。 

在此特別感謝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執行秘書潘家駿神父

於百忙中撥冗審閱、指正及補充。更感謝李克勉主教核准

將手冊提供給新竹教區各堂區主任司鐸、牧委會禮儀組及

輔祭團使用。 

願天主在一切事上受光榮！  

 

新竹教區禮儀委員會 謹識 

主曆 2019年 2月 22日 聖伯鐸建立宗座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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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個聖教會在聖周五紀念救主受難，當天不舉行感恩祭，只可在救主受難禮儀分送聖體(聖體由前一日主的晚餐彌撒中祝聖保存)，但不能參禮

的病人不受此限。 

2. 紀念救主受難的禮儀包括聖道禮、隆重祈禱文、朝拜十字聖架及領聖體禮。 

3. 今日及明日除和好及病人傅油聖事以外，一概不舉行其他聖事，包括婚禮在內，如舉行殯葬禮(非殯葬彌撒)也不詠唱、彈琴及搖鈴。 

4. 今日是全教會的補贖日，應守大小齋。 

5. 祭台應完全赤露，沒有十字架沒有蠟燭，也沒有祭台布。 

6. 救主受難禮儀約在下午三點鐘舉行，但為牧民益處，也可選擇較晚時間(晚間九點以前)。 

7. 本日為聖地捐獻不宜於禮儀中舉行，可於禮儀前或後，邀請教友奉獻。 

8. 今天所有歌曲都宜於清唱，不使用任何樂器伴奏。 

9. 用作顯示及朝拜的十字架，應體積夠大而精美，並連同蠟燭二支與點火器置放於聖堂入口處。 

10. 依照《感恩祭典》顯示十字架禮有二式，本手冊採用第二式(未被遮蓋的十字架)。 

11. 顯示十字架時的邀請句及信友的回應，應詠唱。 

12. 保存聖體的小聖堂應簡單布置(花、蠟燭)，並備妥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恭迎聖體至祭台時所披的肩衣，與蠟燭二支及點火器。 

13. 祭器桌：祭台布、聖體布、送聖體碟、擦布二條(朝拜十字架用)。 

14. 至聖所 

1) 彌撒經書及(麥克風)可置於祭台旁合適處。 

2) 主教進堂至祭台前，行俯伏在地敬拜禮時所用的紅地毯。 

3) 恭讀救主受難史所用的三個讀經架、麥克風、經書。 

4) 安放十字架的基座一個。 

15. 聯繫並確認其他擔任職務人員皆已準備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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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主 禮 輔 禮 人 員 備 註 

一、準備禮 

1. 準備心靈   全體信友保持靜默 

2. 更衣 主教隨同司祭團、輔祭人員至更衣所

更換紅色彌撒禮服(祭披)。 

主教使用簡樸的禮冠，不戴權戒，不

持牧杖。 

1. 輔助主教洗手並擦乾，之後由輔禮執事或輔禮

司鐸為主教穿、披戴禮服及禮冠。 

2. 輔祭四人，應按本手冊所載服務內容完全盡好

自己的職務。 

1. 禮儀開始前 20分鐘至更衣所更衣，同時

準備主教洗手用水及毛巾。 

2. 輔○3輔○4特別照顧主教從輔禮執事或輔

禮司鐸遞給的禮冠及紫色小圓帽。 

3. 列隊進堂  主教與輔禮人員在靜默中依下列

次序緩步行進至祭台前，順序： 

1. 輔○1輔○2  

2. 司祭團 

3. 輔禮執事/輔禮司鐸 

4. 主教 

5. 輔○3輔○4  

 

全體信友起立。 

4. 到達祭台前  說明： 

1. 司祭團到達祭台前行深鞠躬禮後

至指定位置雙膝跪下默禱。 

2. 主教到達祭台前輔禮執事或輔禮

司鐸為主教脫下禮冠及紫色小圓

帽，並視需要攙扶主教俯伏在地向

祭台敬拜。(或視情況需要雙膝跪

下敬拜)默禱片刻。 

1. 輔○3接到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遞給的禮冠，並

將其放妥後，雙膝跪下默禱。 

2. 輔○4接到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遞給的紫色小

圓帽後，雙膝跪下默禱。 

3. 主教俯伏在地時，輔○1輔○2視需要給予協助，

不然亦雙膝跪下默禱。 

全體信友跪下默禱。 

5. 禱詞 主教默禱片刻後，由輔禮執事或輔禮

司鐸視需要攙扶起立，並為主教戴上

紫色小圓帽，隨即回到自己的座位

前，面向信友合掌。 

1. 輔○4將主教的紫色小圓帽交給輔禮執事或輔

禮司鐸，並與其他三人將地毯移除至適當位置

後回座，雙手合十站立。 

2. 禱詞畢，輔○3將禮冠遞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1. 全體信友起立。 

2. 禱詞畢，信友「阿們」 

3. 全體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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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祢的聖子基督…聖化我們。

以上…」 

鐸，並由其為主教戴上。 

 

二、聖道禮儀 

6. 讀經一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2:13~53:12(祂

被打傷是因為我們的罪惡) 

與全體信友恭聽。 

靜坐聆聽。 

1. 讀經員讀畢高呼「上主的聖言」 

2. 信友「感謝天主」 

3. 讀經畢，全體信友靜默片刻。 

7. 答唱詠 答唱詠取自聖詠 31 

答句取自路加福音 23:46「父啊！我把

靈魂交在祢手裡。」 

與全體信友念或唱答唱詠的答句。 

靜坐聆聽。 

 

8. 讀經二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4:14~16；5:7~9 

(祂學習了服從，為所有服從祂的人，

成為永久救恩的根源。) 

與全體信友恭聽。 

靜坐聆聽。 

1. 讀經員讀畢，高呼「上主的聖言」 

2. 信友：「感謝天主」 

3. 讀經畢，全體信友靜默片刻。 

9. 福音前歡呼

詞 

主教仍戴禮冠於座位上。 

全體信友起立齊唱「基督，光榮的君

王，我們讚美祢」 

 全體信友起立，準備心靈恭聽福音。 

10. 宣讀員就位 

 

 

 

 

1. 代表耶穌者站在中間。 

2. 敘述史實者站在右邊。 

3. 代表司祭長，比拉多等站在左邊。 

4. 代表「群眾」說的話，信友可一起

唱或念。 

  

11. 主教祝福 

 

1. 宣讀主的受難史耶穌部分的輔禮

執事或輔禮司鐸，先向主教行深鞠

躬禮請求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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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祝福結束後，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

為主教脫下禮冠，主教起立。 

輔○3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手中接過禮冠，置於

合適處。 

12. 宣讀主的受

難史 

恭讀聖若望所記吾主耶穌基督受難史

18:1~19:42 

主教與全體信友恭聽。 

1. 宣讀時，不持蠟燭，不獻香，不唸「願主與你

們同在」，也不在福音上劃十字。 

2. 宣讀畢，念「上主的聖言」但不用親吻福音書 

3. 受難史之開端(恭讀…)及結束(上主的聖言)皆

由三位宣讀員中之聖職人員唱或念。 

4. 宣讀畢，宣讀員回座。輔祭○1○2○3○4即把三個

讀經架移到至聖所外合適處後回座。 

1. 宣讀至「就低下頭，斷了氣」時，全體

跪下靜默片刻後再起立。 

2. 信友：「基督，我們讚美祢」 

13. 講道 1. 主教簡短講道(由輔禮執事或輔禮

司鐸為主教戴上禮冠)。 

2. 講道畢，主教亦由輔禮執事或輔禮

司鐸脫下禮冠。 

輔○3向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遞送及取回禮冠，並

置其於合適處。 

 

1. 全體信友坐下聆聽。 

 

2. 講道畢，全體信友靜默片刻。 

14. 隆重祈禱文 1. 主教站在座位前，合掌念提示意向

的前禱詞。 

2.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唱「請大家跪

下」 

3. 全體呼求「慈悲的天主，求祢俯聽

我們」 

4. 默禱片刻。 

5.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唱：「請起立」 

6. 主教伸手念祝文。 

7. 隆重祈禱文之意向依序如下： 

1) 為聖教會 

2) 為教宗 

3) 為各級神職人員及教友 

 1. 全體信友起立。 

 

2. 全體信友雙膝跪地，唱完呼求後，各自

默禱。 

 

 

 

3. 全體信友起立。 

4. 祝文畢，信友「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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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望教友 

5) 為基督徒合一 

6) 為猶太人 

7) 為尚未信仰基督的人 

8) 為不相信天主的人 

9) 為政府官員 

10) 為遭受苦難的人 

三、朝拜十字聖架 

15. 顯示十字架

禮(第二式)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偕同輔○1輔○2到聖堂大門

前，拿一個未被遮蓋的十字架，輔○1點燃蠟燭，

然後列隊(十字架在前，蠟燭伴隨兩側)走向祭台。 

信友起立，一同面向聖堂大門。 

16. 近聖堂大門

處稍停 

主教跪下默禱時，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為主教脫去紫色小圓帽，默禱畢，

起立復帽。 

1.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將十字架高舉，同時唱

「請看十字聖架…」 

2. 全體信友答唱「請大家前來朝拜」 

3. 答唱畢，全體跪下，默禱片刻。 

4. 起立 信友目光注視十字架。 

17. 聖堂中央處

稍停 

禮節程序同 16 禮節程序同 16 

18. 祭台間入口

處 

禮節程序同 16 禮節程序同 16 

19. 安置十字架  1. 輔○3將十字架基座置於聖所入口處。 

2.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將十字架安置於基座上

(也可手扶著)。 

3. 輔○1輔○2將蠟燭置於十字架後側兩旁。 

 

20. 朝拜十字聖 1. 主教率先朝拜十字聖架(視情況許 輔○1輔○2以擦布抹淨親吻十字架處。 1. 朝拜十字架時，可唱苦難歌，或其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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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可，可脫去祭披及紫色小圓帽並於

朝拜後穿回祭披)。 

2. 司祭團、輔禮人員及信眾列隊上

前，以單膝下跪禮或以其他合適的

方式(如口親、鞠躬或跪拜等)向十

字架致敬。 

適的聖歌。行過朝拜禮後，回座坐下等

候，直到眾人朝拜完畢。 

2. 如信友過多，不能逐一朝拜時，可待神

職人員及部分信友上前朝拜後，由主教

在台前手持十字架，以簡短的話邀請全

體信友朝拜，然後高舉十字架，讓信友

在靜默中朝拜片刻。 

21. 朝拜禮畢  1. 輔○3將十字架（含基座）敬放在祭台前中央處

而後回座。 

2. 輔○1輔○2將點燃的蠟燭置於十字架後側兩

旁，而後回座。 

 

四、領聖體禮 

22. 布置祭台  輔○1輔○2在祭台上鋪上祭台布並放置聖體布和經

本（麥克風）。 

 

23. 迎接聖體到

祭台 

 1.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由輔○3輔○4陪同至小聖

堂請聖體 

2.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披上肩衣，並由輔○3輔○4

手持蠟燭前導，將聖體恭放在祭台上，並打開

聖盒，脫下肩衣，將其放在祭器桌上 

3. 輔○3輔○4則將蠟燭置於祭台上兩邊。 

 

 

聖體從小聖堂進入大堂時，全體信友靜默肅

立。 

24. 天主經 1. 主教到祭台前，請安後登上祭

台，合掌朗誦「我們既遵從天主

的訓示……」 

2. 主教伸手與全體一齊念/唱「我們

的天父……」 

 全體念/唱天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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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教伸手獨自念「上主，求祢從

一切災禍中……」 

4. 主教合掌信友念「天下萬國……」 

5. 主教合掌默念：「主耶穌基

督……」 

25. 領聖體 1. 主教請安，右手持聖體，稍高舉，

面向信友說「請看天主的羔

羊……」 

2. 主教與信友一齊念「主，我當不

起祢到我的心裏來……」 

3. 主教面向祭台恭領聖體。 

  

信友瞻仰聖體。 

 

 

 

信友唱領主詠 

26. 分送聖體 1. 主教持聖盤或聖體盒先給輔禮執

事送聖體而後給輔祭及信友分送

聖體。唸「基督聖體」 

2. 如領聖體者眾多，可由在場之輔

禮執事、司鐸協助。若仍不敷所

需，則可由非常務送聖體員充任。 

輔○1輔○2手持聖體盤，引導主教或司鐸（執事）

至定點送聖體。 

信友列隊前往恭領聖體，回答「阿們」後必

須隨即將整個聖體入口，並回座默禱、感謝

聖體。 

27. 恭捧聖體至

小聖堂供奉 

主教送聖體後，將聖體盒置於祭台

上。返回座位，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

為主教戴上紫色小圓帽。 

1. 輔○2遞上主教之紫色小圓帽給輔禮執事或輔

禮司鐸。 

2. 輔○1遞上肩衣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並協

助披上，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走上祭台，用

肩衣邊覆蓋聖體盒雙手捧起。 

3. 輔○3輔○4拿起祭台上兩邊的蠟燭前導，引聖

體至小聖堂供奉，而後一齊回到至聖所。 

 

28. 感謝聖體   全體默禱片刻（不唱歌）。 

29. 領聖體後經 1. 主教立於座位合掌念「請大家祈  主體信友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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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2. 主教伸開手念「全能永生的天

主……」 

主教念畢，信友高呼「阿們」 

30. 遣散禮 主教面向信友，並向他們伸出雙手念

為信友祝福禱詞「天主，祢的子民……

以上…」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念或唱「請大家俯首接受降

福」 

信友俯首接受。 

信友領降福並答「阿們」 

31. 向十字架致

敬 

主教、司祭團及輔禮人員一齊向十字

架行單膝下跪敬拜禮。 

  

32. 退席 1. 主教由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戴上

禮冠。 

2. 隊伍依進場順序在靜默中緩慢離

開聖堂回到更衣所。 

 1. 信友離開前，向十字架致敬（單膝下跪、

鞠躬等方式）後，在靜默中離去。 

2. 參與此禮儀者，不必念晚禱，教會鼓勵

信友聖週六繼續守齋或做適合的補贖或

克己。 

33. 更衣所 隊伍回到更衣所後全體向主教鞠躬致

敬後解散之。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如有必要由輔○3輔○4協助）

在安靜中協助主教，除去禮儀服飾。 

 

34. 整理祭台  輔○1輔○2除去祭台布及一切裝飾，但留下十字架

及蠟燭供信友繼續默想、祈禱和朝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