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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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以上述手冊為基

礎，準備逾越節三日慶典程序手冊，此即為之三：復活前

夕守夜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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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9 日 聖神降臨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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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儀 須 知 

1. 依照逾越節極古老的傳統，這一夜是向上主當守的一夜（出十二 42）。今晚的守夜禮是紀念主由死者中復活的至聖之夜，是所有「守夜禮」之

母。今夜教會醒悟期待，並舉行入門聖事以慶祝主的復活。傳統上，基督徒亦以此夜顯示教會期待主光榮的再來。 

2. 整個逾越節守夜禮必須在夜間舉行，故不得在黃昏前開始，且要在主日黎明前結束，故在星期六舉行黃昏主日彌撒的慣常時間舉行逾越節守

夜禮是不應該的。 

3. 整個慶典應適當延長，以突顯守夜的特色。 

4. 不容許刪去逾越節守夜禮的儀式，而只舉行一台彌撒。 

5. 逾越節守夜禮可在沒有舉行主的晚餐或救主受難紀念禮儀的聖堂或小堂舉行。但也不是說舉行過主的晚餐或救主受難紀念禮儀的聖堂或小堂

必須舉行逾越節守夜禮。 

6. 在整個守夜禮中，包括彌撒，聖職人員應穿白色或金色祭衣。 

7. 逾越節守夜禮應以燭光禮開始，這是守夜禮的第一部分。然後是第二部分，教會以聖道禮默想天主從起初為祂的子民所做的奇事，包括祂以

說話和許諾所堅守的。直至復活之日來臨即進入守夜禮的第三部分，透過入門聖事，教會的新成員藉洗禮而重生。然後是守夜禮的第四部分，

教會及其新生成員，被主所邀請，參加主為祂的子民所準備的盛宴，以紀念主的死亡與復活直到祂的再來。  

8. 整個逾越節守夜禮藉著標記和儀式來表達，必須莊嚴隆重的舉行且以邀請詞、禱文等幫助參禮信友準確理解禮儀中讀經與禮節的意義，也可

安排簡單的導言，以幫助信友明白宣讀舊約所預許的意義。 

9. 至於祝福的火焰盡可能在聖堂外合適的地方舉行，使得火光閃耀照亮黑夜。 

10. 復活蠟燭是真實的象徵，該是全新的，並以真蠟製成，作為每年的奉獻。復活蠟燭應是一支，並有可觀的體積以象徵基督；祂是普照世界的

真光。復活蠟燭須按禮書指定的禱文和儀式祝福。 

11. 需要時，可由平信徒領唱員詠唱復活宣報，平信徒不必請主禮祝福，也不說「願主與你們同在」。  

12. 讀經應至少選讀三篇舊約，若真有迫切情況，也必須宣讀兩篇舊約，但不可省略出谷紀第十四章的一篇讀經。  

13. 應為成人施行洗禮，使守夜禮達於圓滿，至少也應為嬰孩施洗，若沒有洗禮，堂區、聖堂仍應在洗禮池祝福聖水。若沒有洗禮，又沒有洗禮

池，仍須祝福聖水，在信友更新領洗誓願後，給信友灑聖水以紀念領洗。 

14. 宣讀福音時，可獻香，但不持蠟燭。 

15. 為更明確表達領受共融聖事的意義，逾越節守夜禮中應盡可能兼領聖體聖血。教區教長充分考量此舉的可行性及其客觀情況，制定兼領聖體

聖血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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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逾越節守夜禮的彌撒，就是耶穌復活主日的彌撒。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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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撒中再作主祭或共祭。 

18. 輔祭員於禮儀開始前 20 分鐘至更衣所更衣(白色的領帶及祭披)，同時準備主教洗手水及毛巾。 

19. 輔○6 和輔○7 特別照顧主教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遞給的牧杖和禮冠及小圓帽。 

20. 聖所內祭器桌：聖爵、聖爵布、聖蓋、聖盤、聖體布、洗手盆、擦手布、送聖體碟、盛放有麵餅的聖體盒及酒水壺(此二物如由信友獻上，則

放在進堂準備的地方)。祭台上：至少要鋪一層白色祭台布。 

21. 若教區主教獻祭，要放其專用蠟燭，連同祭台旁六支蠟燭均於詠唱光榮頌前點燃。 

22. 在彌撒開始至恭讀福音前，祭台上恭置福音書。彌撒經書(及麥克風)可置放於祭台旁合適處。 

23. 安置事項：退席用的十字架及蠟燭 2 支、復活蠟燭的燭台、復活宣報台、(麥克風)、盛聖水的水缸。 

24. 聖化聖油(由主教在聖週四彌撒中所祝聖)及油盒一個(或數個)，主教傅油後洗手的用品。 

25. 其他禮儀職務:讀經員、答唱詠員(包括福音前歡呼)、釋經員、帶禮品者、歌詠團、接待員等。 

26. 聖堂門口處：備妥以真蠟製成全新的復活蠟燭(若復活蠟未由執事或輔祭於遊行時帶至聚會處)、小刀及五枚乳香釘、取新火用的小蠟燭、取炭

火到提爐內的火鉗、手電筒(及麥克風)、主禮用經本及經架、已旺燃火苗的火爐(盆)一個、釋經員用的經架、信友手持未點燃的小蠟燭(候洗者

除外)。圍著一個已旺燃火苗的火爐而立。 

27. 聖堂：安排開關燈人員於守夜禮隆重開始時，將聖堂內所有燈光完全熄滅，並於復活蠟燭恭放在燭台上時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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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主禮 輔禮人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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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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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提爐(爐內不置炭)輔○1 ，香船輔○2 。 

3.十字架(進堂不用)輔○3 。 

4.蠟燭(進堂不用)輔○4 、輔○5 (由主教主 

 祭之隆重禮儀最多可安排七位輔祭持 

 燭)。 

5.牧杖輔○6 (chaplain) ─ 披戴披肩 

(VIMPA)。 

6.禮冠輔○7 (chaplain) ─ 披戴披肩

(VIMPA)。 

7.在隆重的主教禮儀可以安排 1-4 位司禮 

 (典禮長 Caeremoniere)。 

 (1)若無輔禮執事,則可安排兩位輔禮司鐸 

   在主教後面(司禮 1、2 為主教服務)。 

 (2)一位在執提爐輔祭旁邊(司禮 3 帶領輔   

  祭團及掌握整個遊行隊伍前進的速度)。 

 

3.列隊行進至聖 

 堂門口處 

主教與輔祭人員依下列次序自更衣所緩步行

進至聖堂門口處。 

1.輔○1 :手提爐內不置炭的提爐。 

2.輔○2 :香船，行於提爐者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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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3 。 

4.輔○4 、輔○5 。 

5.一位執事(或輔祭)持尚未點燃的復活蠟。 

6.如果有其他執事的話，則執事兩兩列隊。 

7.司祭團兩兩列隊。 

8.主教帶禮冠，左手持牧杖。 

9.輔○6 、輔○7  (負責主教的牧杖、禮冠)。 

一、燭光禮 

4.主教就位 主教到達位置後，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

主教遞給的牧杖，並為主教脫下禮冠。 

 

 

 

 

1. 輔○6 、輔○7 接到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遞給的牧杖(彎曲的頂部面向自

己)及禮冠後，站立於適當位置。 

2. 輔○3 (若無經架)打開主禮用經本給

主教。 

3. 輔○4 以手電筒照亮經本。 

4. 輔○5 為主教拿麥克風。 

 

5.主教問候及簡

介禮儀要義 

主教：「親愛的兄弟姊妹們…。」 

 

 主教面向全體信友， 

全體信友也面向主教聆聽。  

 

6.祝聖新火 主教：「請大家祈禱…求祢聖化+這新

火...。」 

 
祝聖新火畢，信友：「阿們。」 

7.祝聖蠟燭 1.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戴上禮冠。 

2.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或輔祭，若由輔祭

持燭,則在遊行前交給執事或輔禮司鐸)將蠟

燭帶到主教面前。 

1.輔○7 將禮冠遞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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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教用小刀在蠟燭上刻劃一個十字，又在

十字架上下兩端及四角空處依序刻劃，刻劃

時依序唸： 

一、「基督的過去和現在，」(劃十字的縱線) 

二、「元始和終結，」(劃十字的橫線) 

三、「阿而法，」(劃 A在十字上端) 

四、「和奧梅嘎，」(劃Ω在十字下端) 

五、「時間屬於祂，」(在十字左上角劃本年

第一數字) 

六、「世代也屬於祂，」(在十字右上角劃本

年第二數字) 

七、「願光榮和權力都歸於祂，」(在十字左

下角劃本年第三數字) 

八、「直到永遠。阿們。」(在十字右下角劃

本年第四數字) 

4.刻劃完後，主教將五枚乳香釘依十字形式

插入聖蠟中，同時依序唸： 

一、「願我們的主基督，」 

二、「因祂神聖的，」 

三、「光榮的五傷，」 

四、「助祐我們，」 

五、「保護我們。阿們。」 

5.主教以聖火點燃復活蠟。同時唸：「願光榮

復活的基督…」 

2.輔○7 將小刀遞給主教。 

 

 

 

 

 

 

 

 

 

 

 

 

 

 

3.刻劃畢，輔○7 從主教手中收回小刀並遞

上五枚乳香釘。 

 

 

 

 

 

 

4 .輔禮執事 (或輔禮司鐸 )或輔○7 以小 

 蠟燭燃點聖火後遞給主教。 

 

 

1. 表示主耶穌以十字架戰勝了死亡。 

 

 

2.表示時間與年代都屬於耶穌，祂是歷史 

的王，祂是無始無終永恆的天主。 

 

 

 

 

 

 

 

 

 

 

 

 

3.表示復活的主耶穌在我們中間。 



天主教新竹教區 輔祭員手冊 

逾越節三日慶典之三 

主教主禮之「復活前夕守夜禮」程序 

 

6 
 

5.復活蠟燭點燃後，持燭之輔禮執事(或輔

禮司鐸)移位至遊行起始位置。 

6.輔○1 拿火鉗取炭火入提爐內與輔○2 香

船一齊走到主教面前。 

8.提爐添香 主教在提爐內添香並以十字聖號祝福。 1.添香後輔○1 、輔○2 即走到復活蠟燭前

方位置。 

2.輔○4 遞上未點燃的蠟燭給主教。 

 

9.遊行禮 

 

 

 

全體列隊前往舉行彌撒的聖堂,如用香,則提

香爐者領隊，其次為持復活蠟燭的輔禮執事

(或輔禮司鐸)，隨後是執牧杖的輔祭○6 ，主

教及輔理的執事或司鐸，共祭司鐸，其他職

務員，最後為教友(含候洗者)每人手持未點燃

的小蠟燭。 

 候洗者不持蠟燭。 

10-1「基督之光」 

    (首次高唱) 

遊行開始，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舉起復活蠟

燭，首次高唱「基督之光」。之後，點燃主教

手中的蠟燭。 

  

信友答唱：「感謝天主。」 

10-2「基督之光」 

    (再次高唱) 

1.隊伍走到聖堂中間處，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舉起復活蠟燭，再次高唱「基督之光」。 

2.此時由復活蠟燭取火，點燃每人手中的小

蠟燭。 

 

 

輔○4 、輔○5 由復活蠟燭取火，點燃每人

手中的小蠟燭。 

1.信友答唱：「感謝天主。」 

2.信友因信德而分享基督之光，所以一定

要以聖火點著手中的蠟燭，同時也把這光

傳給別人，表示要把信仰傳給別人。 

10-3「基督之光」 

   (第三次高唱) 

1.隊伍到達祭台前，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面

向信友，高舉復活蠟燭,第三次高唱「基督之

光」，而後將復活蠟燭恭放在燭台上。 

2.主教到達至聖所，立即到座位去，手上蠟燭

 

 

 

輔○6 將牧杖置於固定座上。 

 

信友答唱：「感謝天主。」 

此時聖堂中的燈均可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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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坐下，戴著禮

冠。 

11  復活宣報   全體信友手持點燃的小蠟燭，肅立恭聽。 

11-1 主教添香 主教添香。 輔○1 、輔○2 給主教添香。  

11-2 主教祝福 

 

1.宣報的執事(或司鐸)於復活宣報前先向主

教行深鞠躬禮請求祝福。主教祝福時低聲

念：「願主降福你……。」 

2.祝福結束，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脫

下禮冠，並遞上蠟燭後，主教起立。 

 
 
 
 

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冠

放置於祭器桌或合適的地方。 

 

11-3 向經書及復  

   活蠟燭奉香 

宣報者由輔○1 、輔○2 伴同向經書及復活蠟

燭奉香,依中、左、右順序搖兩次奉香,，然後

走向讀經台或宣報台宣報復活的喜訊。 

  

11-4 復活宣報 宣報者:「天上的眾天使…慶祝基督光榮的

復活。」 

領：「願主與你們同在。」 

  「請舉心向上。」 

  「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若宣報者由非執事的唱經員宣報, 則省略

以上問候。） 

宣報者：「我們全心全靈…永生永王。」 

輔○1 立於宣報者右側，輔○2 立於左側 

均齊轉身朝向讀經台或講道台。 
 
 
 

 

 

信友：「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這是理所當然的。」 

 

 

信友：「阿們。」 

11-5 宣報結束 主教吹熄手中的蠟燭，並由輔禮執事(或輔

禮司鐸)為主教戴上禮冠。                                                                                                                                                                                                     

1. 輔○1 、輔○2 與宣報者一齊回位。 

2. 輔○7 遞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3. 輔○3 、輔○4 將宣報台(及麥克風)移至

全體信友吹熄手中的小蠟燭後，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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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之處。 

二、聖道禮儀 

12.主教勸言 主教：「親愛的兄弟姊妹們…。」   

13.讀經 

(七篇取自舊約) 

13-1 讀經一 

 

    

 

    答唱詠 

 

 

禱  詞 

 

1.至少選讀三篇，若真有迫切情況也必須宣

讀二篇舊約，但不可省略出谷紀選民過紅海

讀經。 

恭讀創世紀一 1-二 2(長式)或一 26-31a(短式) 

天主創造天地之後，按自己肖像造了人，並

把一切託給人管理。 

主教與全體信友恭聽。 

2.聖詠員領頌答唱詠。 

 

3.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脫下禮冠，之後主

教起立。 

主教：「請大家祈禱…」。 

4.禱詞畢,主教坐下，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

主教戴上禮冠。 

1.司禮 4 可以接讀經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讀經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2.司禮 4 可以接答唱詠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答唱詠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3.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

冠 。 

 

 

4.輔○7 遞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1.讀經員讀畢，高呼：「上主的聖言。」 

信友：「感謝天主。」 

 

 

2.信友答誦:「上主,求祢派遣聖神,使大地

煥然一新。」 

3.答唱詠畢，全體信友起立。 

 

 

4.禱詞畢，全體信友：「阿們」後坐下。 

13-2 讀經二 

 

 

    答唱詠 

 

    禱  詞 

 

1.恭讀創世紀廿二 1-18(長式)或廿二 1-2,9,10-

13, 15-18(短式) 亞巴郎通過了天主的考驗。 

主教與全體信友恭聽。 

2.聖詠員領頌答唱詠。 

3.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脫下禮冠，

之後主教起立。 

主教：「請大家祈禱…。」 

1.司禮 4可以接讀經員及陪伴在讀經台旁,

俟讀經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2.司禮 4 可以接答唱詠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答唱詠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3.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冠。 

 

 

1.讀經員讀畢,高呼：「上主的聖言。」 

信友：「感謝天主。」 

 

2.信友答誦:「天主,求祢保佑我,因為祢是

我的寄託。」 

3.答唱詠畢，全體信友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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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禱詞畢,主教坐下，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

主教戴上禮冠。 

4.輔○7 遞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  

4.禱詞畢，全體信友：「阿們」後坐下。 

13-3 讀經三 

 

 

    答唱詠 

 

    禱  詞 

 

1.恭讀出谷紀十四 15-十五 1 選民過紅海。 

主教與全體信友恭聽。 

讀經三以「歌頌上主說」為結束，不加念

「上主的聖言。」 

2.聖詠員領頌答唱詠。 

 

3.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脫下禮冠，

之後主教起立。 

主教：「請大家祈禱…」。 

4.禱詞畢,主教坐下，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

主教戴上禮冠。 

1.司禮 4可以接讀經員及陪伴在讀經台旁,

俟讀經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2.司禮 4 可以接答唱詠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答唱詠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3.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冠。 

 

 

4.輔○7 遞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1.信友答誦:「我們要歌頌上主,因為祂大獲全

勝。」 

2.答唱詠畢，全體信友起立。 

 

 

3.禱詞畢，全體信友：「阿們」後坐下。 

13-4 讀經四 

 

 

   答唱詠 

 

   禱  詞 

 

1.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五四 5-14 天主要重

建一個新的耶路撒冷聖城。 

主教與全體信友恭聽。 

2.聖詠員領頌答唱詠。 

 

3.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脫下禮冠，

之後主教起立。 

主教：「請大家祈禱…。」 

4.禱詞畢,主教坐下，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

主教戴上禮冠。 

1.司禮 4 可以接讀經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讀經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2.司禮 4 可以接答唱詠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答唱詠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3.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冠。 

 

 

4.輔○7 遞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1.讀經員讀畢，高呼：「上主的聖言。」 

信友：「感謝天主。」 

 

2.信友答誦：「上主,我稱揚祢,因為祢救拔

了我。」 

3.答唱詠畢，全體信友起立。 

 

 

4.禱詞畢,全體信友：「阿們」後坐下。 

13-5 讀經五 

 

1.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五五 1-11 天主自願

拯救所有的人。 

1.司禮 4 可以接讀經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讀經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1.讀經員讀畢，高呼：「上主的聖言。」 

信友：「感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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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唱詠 

 

    

   禱  詞 

 

主教與全體信友恭聽。 

2.聖詠員領頌答唱詠。 

 

 

3.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脫下禮冠，

之後主教起立。 

主教：「請大家祈禱…。」 

4.禱詞畢,主教坐下，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

主教戴上禮冠。 

 

2.司禮 4 可以接答唱詠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答唱詠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3.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冠。 

 

 

4.輔○7 遞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2.信友答誦:「你們要從救恩的泉源中,興

高采烈的汲水。」 

 

3.答唱詠畢，全體信友起立。 

 

 

4.禱詞畢，全體信友：「阿們」後坐下。 

13-6 讀經六 

 

 

   答唱詠 

 

   禱  詞 

 

1.恭讀巴路克先知書三 9-15,32-四 4 遵守天

主的法律和誡命就會找到智慧之泉。 

主教與全體信友恭聽。 

2.聖詠員領頌答唱詠。 

 

3.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脫下禮冠，

之後主教起立。 

主教：「請大家祈禱…。」 

4.禱詞畢，主教坐下，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

為主教戴上禮冠。 

1.司禮 4 可以接讀經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讀經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2.司禮 4 可以接答唱詠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答唱詠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3.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冠。 

 

 

4.輔○7 遞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1.讀經員讀畢，高呼：「上主的聖言。」 

信友：「感謝天主。」 

 

2.信友答誦：「主,惟獨祢有永生的話。」 

 

3.答唱詠畢，全體信友起立。 

 

 

4.禱詞畢，全體信友：「阿們」後坐下。 

13-7 讀經七 

 

 

   答唱詠 

 

 

1.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三六 16-28 天主告訴

祂的子民祂要給他們一顆新的心和新的精

神。 

主教與全體信友恭聽。 

2.聖詠員領頌答唱詠。 

 

1.司禮 4 可以接讀經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讀經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2.司禮 4 可以接答唱詠員及陪伴在讀經台

旁,俟答唱詠畢，再由司禮 4 帶返原位。 

 

1.讀經員讀畢，高呼：「上主的聖言。」 

信友：「感謝天主。」 

 

2.若沒有洗禮- 

信友答誦：「天主,我的靈魂渴慕祢,就像

小鹿渴望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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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  詞 

 

 

3.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脫下禮冠，

之後主教起立。 

主教：「請大家祈禱…。」 

 

3.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冠。 

 

3.若舉行洗禮- 

信友答誦：「天主,求祢給我再造一顆純潔

的心。」 

4.答唱詠畢，全體信友起立。 

 

5.禱詞畢，全體信友：「阿們。」 

14.點燃祭台上的

蠟燭 

 輔○4 、輔○5 從復活蠟燭取火，點燃祭台

上的蠟燭。 

 

15.光榮頌 主教以隆重聲調啟唱(或朗誦)：「天主在天受

光榮…。」 

輔○3 伴隨著信友詠唱光榮頌敲罄或搖

鈴。 

主耶穌經過死亡，光榮地復活了！信友詠

唱「光榮頌」。 

16.集禱經 主教：「請大家祈禱…。」 

 

 集禱經畢，全體信友：「阿們」後，主教

與信友坐下。 

17.書  信 1.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戴上禮冠。 

2.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六 3-11 

主教與全體信友恭聽。 

輔○7 遞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 書信畢，讀經員：「上主的聖言。」 

信友：「感謝天主」後起立。 

18.福音前的歡呼 1.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脫下禮冠，

之後主教起立。 

2.主教隆重地領唱「阿肋路亞」三次（如果需

要，也可由執事或共祭司鐸領唱），全體連唱

三次，然後聖詠員領唱聖詠一一七首 慶節遊

行曲。 

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冠。 

 

 

1.主教領唱「阿肋路亞」三次,信友連唱三

次。 

2.聖詠員領頌「阿肋路亞，阿肋路亞，阿

肋路亞。」 

信友：「阿肋路亞，阿肋路亞，阿肋路

亞。」準備心靈，恭聽福音。 

19.主教添香 主教坐下，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戴

上禮冠, 之後添香。 

1.輔○7 遞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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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1 、輔○2 走到主教位置給主教添香，

並劃十字聖號祝福，而後走至祭台前等候

宣報福音之執事(或司鐸)從祭台恭取福音

書，準備福音遊行。 

20.主教祝福 

 

1.執事(或司鐸)恭讀福音前，先向主教行深

鞠躬禮，請求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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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結束後,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接過禮冠,放置祭器桌或合適的地方。 

 

21.恭捧福音書遊 

  行至讀經台 

 1.執事(或司鐸)走向祭台恭取福音書,面向

信眾舉揚之，並由輔○1 、輔○2 前導，

走向讀經台。 

2.輔○1 立於執事(或司鐸)右側，輔○2 立 

於執事(或司鐸)左側，均齊身朝向讀經

台。 

 

 

全體信友齊朝向讀經台，表示對基督福音

的特殊敬意。 

22.向福音書奉香 

   

執事(或司鐸)合掌唸：「願主與你們同在」

「恭讀聖(甲年:瑪竇；乙年:瑪爾谷；丙年:

路加)福音」【同時以拇指在福音書上劃十

字,及在己額上、口上和胸前從上往下、從

左往右劃十字聖號的同時，輔禮執事(或輔

禮司鐸)將牧杖呈給主教。】 

1.輔○6 將牧杖遞交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2.當執事(或司鐸)唸：「恭讀聖○○福 

音」後,輔○1 把提爐拿給執事(或司鐸)向

福音書奉香,依中、左、右順序搖兩次奉

香，而後從執事(或司鐸)手中接過提爐。 

信友：「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執事(或司鐸)續唸：「恭讀聖○○福音」

時,全體信友以同樣方式劃十字聖號。】 

信友：「主，願光榮歸於祢！」 

 

23.恭讀福音 1.執事(或司鐸)恭讀福音:主教與全體信友恭

聽。 

2.福音讀畢,高呼「上主的聖言」！輔禮執事

(或輔禮司鐸)可將福音書(Evangelarium)給

主教親吻。之後主教可手持福音書降福信友

3.執事(或司鐸)唸完福音後，輔○1 、輔○2
2 人即同時回到祭台前。 

 

信友：「基督，我們讚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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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聖職人員(GIRM175)。 

24.把福音書送回 

  福音架上 

 1.執事(或司鐸)恭捧福音書置於福音架上

後，回到祭台前與輔祭同向祭台鞠躬後，

回座位。 

2.輔○7 拿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後

復位。 

 

25.講 道 1.主教講道，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戴

上禮冠，並遞上牧杖，但主教可以按習慣選

擇是否戴禮冠或持牧杖。) 

2.講道畢，主教亦由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脫

下禮冠及接過牧杖。 

 

 

 

講道畢,輔○6 、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

司鐸)手中接過禮冠、牧杖後回座。 

1.全體信友坐下聆聽。 

 

 

2.講道畢，全體信友宜靜默片刻。 

三、聖洗禮儀 

26.主教教導群眾 1.如有人領洗- 

主教:「…今天有(幾位)朋友就要領受再生的

洗禮…。」 

2.只降福聖洗池,而沒有人領洗- 

主教:「…我們要祈求天主,降福這付洗用的

水池…。」 

 全體信友起立聆聽。 

27.諸聖禱文 1.如無人領洗，也不降福聖洗池,則不念禱

文，立刻進行降福聖水禮。 

2.主教由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前導至祭台

前中間位置，並面向祭台。 

3.諸聖禱文由唱經員領唱，全體答唱。 

  

1.祈求天上的聖人聖女轉求天主，賞賜信

友及候洗者們經過洗禮，領受新生命的

恩寵,善度信友生活。 

2.復活期內，全體站立答唱諸聖禱文。 

28.祝福水 1.主教降福付洗用水，合掌念：「天主,祢以無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從燭台恭取復活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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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能力…獲得新生。」後： 

2.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可協助主教，由主教

將復活蠟燭放入水中一次或三次,繼續念：

「天主, 願聖神的大能…充滿這個水泉。」 

3.主教手持放入水中的復活蠟燭繼續念：「使 

 所有藉洗禮……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

督。」然後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將從水中取

出的復活蠟燭恭放燭台上。 

燭，站在付洗用的水缸旁。  

 

 

 

 

全體信友：「阿們」後歡呼：「水泉水源！

請讚美上主，請歌頌祂直到永遠」或其他

歡呼歌，歡呼畢，全體信友坐下。 

29.候洗者 ,代父

母就位 

  候洗者及代父母到主教面前。 

30.棄絕罪惡 1.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戴上禮冠並

遞上牧杖。 

2.主教詢問並由候洗者公開地宣誓他們棄絕

罪惡的決心。 

1.輔○6 遞上牧杖及輔○7 遞上禮冠給輔禮

執事(或輔禮司鐸)。 

2.輔○3 打開《入門聖事禮典》給主教。 

3.輔○4 為主教拿麥克風。 

 

 

 

候洗者：「棄絕。」 

31.信仰宣誓 主教詢問並由候洗者公開地宣誓他們信仰天

主的決心。 

 候洗者:「我信。」 

宣誓畢，候洗者由代父(母)陪同前往聖洗

池。 

32.付洗(洗禮) 1.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從主教手中接過牧

杖。 

2.代父或代母或雙方用右手按在候洗者的右

肩上,候洗者將頭傾斜。 

3.主教三次在候洗者的頭上倒洗禮用水，因

天主聖三的名字給他(她)授洗。 

1.輔○6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手中接過

牧杖放回原位。 

2.輔○5 從聖水缸舀聖水至洗禮用水壺

(瓶)，輔○7 手捧擦布一齊到聖洗池,配合主

教完成付洗,輔○6 拿擦布為領洗者擦乾額

頭。 

3.付洗畢,輔○6 遞上擦布給主教擦手，主

教回到祭台前，新領洗者及代父母站在

 

 

 

1.代父(母)將右手按在受洗者的右肩上。 

2.主教為候洗者倒水付洗之後，全體信友

可為新領洗唱洗禮歡呼曲「復活的光,新生

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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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面前。 

33.授白衣 主教：「□□及□□藉著洗禮…與祂共享永

生。」 

輔○6 、輔○7 拿白衣給代父(母)，並由代父

(母)給新領洗穿上白衣。 

1.新領洗者：「阿們。」 

2.表示洗禮使新領洗者的心靈純潔，分享

了復活主耶穌的榮耀。 

3.穿白衣時，全體信友可唱《賀三納》187

首「主賜宏恩」，或其它適合的歌曲。 

34.授蠟燭 主教手持(觸)復活蠟燭念：「各位代父和代

母…。」 

主教：「你們已在基督內成為光明…。」 

輔○6 、輔○7 拿蠟燭給代父(母)，並由代父

(母)從復活蠟燭上點燃蠟燭，遞給新領洗

者。 

 

1.表示接受信德之光，並成為光明之子。 

2.新領洗者：「阿們。」 

3.全體信友可唱《賀三納》198 首「基督之

光」，或其它適合的歌曲。 

4.新領洗者的蠟燭可持續點燃，直到禮儀

結束。 

35.堅振禮 

35-1 主禮致詞 

   (向新領洗者)  

 

主教：「親愛的新教友…現在你們還要領受聖

神…。」致詞畢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

脫下禮冠。 

 

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冠

放置祭器桌或合適的地方。 

 

35-2 為領堅振者      

祈禱(全體信友) 

主教：「親愛的兄弟姊妹們…願聖神以祂豐厚

的恩寵堅強他們…。」 

 全體信友起立。 

(默禱片刻)  全體信友默禱片刻。 

35-3 覆手禮 1.主教和陪同他一起傅堅振的司鐸向所有領

堅振者覆手。 

2.主教單獨念：「全能的天主…求祢派遣施惠

者聖神…。」 

3.覆手禮畢，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戴

 

 

 

 

輔○7 拿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後

1.領堅振者領受聖神的恩惠，堅定聖洗聖

事所賦予的聖寵。 

 

2.全體：「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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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禮冠。 復位。 3.信友坐下。 

35-4 傅油禮 1.輔禮將聖化聖油遞給主禮。 

2.每位領堅振者由代父(母)陪伴來到主教前，

亦可由主教親自走到每位領堅振者前。  

3.代父(母)將右手按在代子(女)右肩上，並向

主教報告姓名，或由領堅振者自動報名或掛

名牌於胸前。主教以右拇指蘸聖油，在領堅

振者額上劃十字念：「(某)請藉此印記十，領

受天恩聖神」。 領堅振者：「阿們。」 

主教：「祝你平安。」領堅振者：「感謝天主。」 

1.輔○5 拿聖化聖油給主教。 

 

 

 

 

 

 

 

2.輔○6 於傅油畢拿洗手的用品給主教。 

 

 

 

1.傅油表示領堅振者分享基督的先知、司 

祭、君王的職務，成為更肖似耶穌的人，

在人間散發基督的芬芳。 

2.領堅振者領受了聖神的印記，好比是聖

神作出的抵押。 

36..授禮物及歡

迎 

1.主教送禮物給新領洗者。 

2.新領洗者的教友及代父(母)向後轉,面向大

家。 

3.主教與全體信友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新領洗 

 者加入天主教會大家庭。 

4.歡迎結束，新領洗者及代父(母)回席。 

輔○6 、輔○7 配合主教授禮物。  

37.點燃蠟燭  1.輔○4 、輔○5 、輔○6 、輔○7 手持小蠟

燭一齊向復活蠟燭鞠躬後，取火並傳光給

每位信友。 

2.輔○3 備妥聖水壺,供灑聖水時用。 

全體信友起立，手持點燃的蠟燭。 

38.重宣聖洗誓 

  願 

1.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遞給牧杖給主教。 

2.主教詢問已領過洗的教友，並由他們重宣

領洗時所發的誓願，「棄絕罪惡，信仰天

主。」 

 1.全體信友起立，手持點燃的蠟燭。 

2.全體信友分別以「棄絕」「我信」重發聖

洗誓願。 

3.結束時,全體「阿們」並吹熄手上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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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灑聖水 1. 宣誓畢,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從主教手中

接過牧杖。 

2. 向全體信友灑聖水。 

3. 灑聖水畢主教返回座位並由輔禮執事(或

輔禮司鐸)脫下禮冠。 

1.輔○6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手中接過

牧杖放回原位。 

 

2.輔○3 持聖水壺，伴隨主教灑聖水。 

3.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接過禮

冠，放回原位。 

全體信友齊唱復活期灑聖水歌：「我看見有

水…阿肋路亞。」 

40.信友禱詞 主教合掌唸信友禱詞的開端邀請祈禱。  信友站立，於每端祈禱意向後，以共同的

答句表達出自己的祈求(不必鞠躬)。 

41.結束禱詞 主教在執事或信友提出祈禱意向之後，伸開

雙手唸結束禱詞。唸畢，主教坐下。                                                                                    

 信友禱詞結束，全體信友坐下。 

四、聖祭禮儀：預備禮品 

42.唱奉獻詠準備  

  祭台,信友自行  

  捐獻 

主教坐下，待執事及輔祭準備祭台，如時間

許可，等待捐獻收集結束。 

1.信友禱詞結束，若有執事在場,由執事準

備祭台；不然輔○4 、輔○5 將聖體布、聖

爵布、主教專用的聖爵和聖蓋、彌撒經

書、(麥克風)等置放於祭台上。 

2.輔○7 送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1.唱奉獻詠時，收捐獻者進行收集，以便與

獻禮者同時到達祭台。 

2.歌詠團與全體信友唱奉獻詠，新領洗者

代表奉獻禮品(獻儀、餅酒)。 

3.奉獻詠至少唱至禮品放在祭台上為止。 

4.奉獻詠唱至主教洗手時就可結束。 

43.呈送禮品 主教由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戴上禮冠到祭

台前，接過新領洗者的獻禮後，由輔禮執事 

(或輔禮司鐸)脫下禮冠，走上祭台。 

1.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伴同主教到祭台

前接受新領洗者的獻禮，若有需要輔○3、

輔○6 協助主教接受新領洗者的獻禮，並

把餅酒帶往祭台。若有輔禮執事(或輔禮

司鐸)在場，則交給他們轉呈主教，其他

禮品則放於另一適宜的地方。 

2.輔○7 從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手中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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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冠，將其放妥後，雙手合十站立。 

44.為餅酒讚主禱 

  詞及恭放餅酒   

  於祭台上 

1.執事或襄禮司鐸將從輔祭手中接過的餅呈

給主教。 

2.主教略舉起聖盤和麵餅默唸「上主,萬有的

天主…」然後將聖盤和麵餅放於聖體布上。 

3.執事(或襄禮司鐸)可將從輔祭手中接過的

酒放在祭器桌上或祭台旁，把酒水注入聖爵

內,同時默唸指定經文後，把聖爵交給主教。 

4.主教略舉起聖爵默唸「上主,萬有的天主… 

」然後將聖爵放於聖體布上。 

5.主教默唸「上主,我們懷著謙遜…舉行祭

祀,求祢悅納。」 

 

 

 

1.輔○4 配合遞送並取回酒水壺。 

 

 

 

 

2.輔○1 、輔○2 準備提爐及香船。 

3.輔○4 、輔○5 準備供主教洗手之水及擦手

布。 

若不唱奉獻詠,主祭可將經文高聲唸出，

信友答：「願天主永受讚美。」 

45.向禮品及十字 

  架、祭台奉香 

主教於提爐中添香，並予以降福後，繞行祭

台，向禮品、十字架及祭台奉香。 

輔○1 、輔○2 走向主教添香，而後輔○2 回

位，輔○1 在旁等候主教奉香完成。 

 

46.向主教、司祭 

  團、信友奉香 

 1.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或輔○1 從主教手

中接過提爐後，向主教奉香三次（每次搖

兩下）。 

2.輔○1 從執事(或襄禮司鐸)手中接過提爐

後,先向他們奉香，而後再向司祭團奉香

三次（每次搖兩下）。 

3.輔○1 至聖所外向信友奉香三次(依中、

左、右順序，每次搖兩下)，而後回座。 

 

 

 

1.共祭司鐸起立，接受奉香。 

 

 

2.信友起立，接受奉香。 

47.主祭洗手 奉香完畢,主教站在祭台旁,輔祭人員為主教

倒水洗手(主教默唸:「上主,求祢洗淨我的罪

汙…。」 

輔○4 、輔○5 服務主教洗手後，向主教鞠

躬，並把洗手盆及擦手布放回祭器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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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邀請信友祈禱 1.主教回到祭台中間，面向信友。 

2.主教伸開雙手「各位兄弟姊妹(或教友),請

你們祈禱…。」 

 全體信友起立，並答以「望上主從你的手

中…整個聖教會的益處。」 

49.獻禮經 1.主教伸開雙手，以『獻禮經』祈禱。 

2.主教唸完『獻禮經』後，共祭者走近祭台並

環繞祭台而立。(共祭者人數過多時，部分可

留在原位) 

 『獻禮經』唸畢，全體信友歡呼「阿們。」 

四、聖祭禮儀：感恩經 

50.頌謝詞 1.主教由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脫去小圓

帽，伸開雙手依規則唱(唸)合適的感恩經。 

「願主與你們同在。」 

「請舉心向上。」 

「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2.主教伸開雙手唸「頌謝詞」專用經文。 

 

輔○7 將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交給之小

圓帽置於小托盤，放在祭器桌上。 

 

 

信友：「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這是理所當然的。」 

 

51.歡呼歌 主教合掌與全體參禮者同聲詠唱「聖、聖、

聖…。」 

當唱完時,輔○1 、輔○2 、輔○4 、輔○5 走

到祭台前鞠躬並跪下,輔○3 準備敲罄或搖

鈴。  

信友同聲詠唱歡呼歌。 

52.呼求聖神 主教覆手於祭品上，唸「…派遣聖神,聖化這

些禮品…。」 

當唸到派遣聖神時，輔○3 敲罄一下(或搖

鈴一次),全體跪下。 

信友跪下。 

53.成聖體經 

 

 

  成聖血經 

主教舉揚聖體時。 

主教向聖體行禮致敬。 

 

主教舉揚聖血時。 

輔○3 敲罄一下(或搖鈴一次)，聖體舉到高

點及放下時，再各敲一下(或搖鈴一次)，同

時執事或輔○1 配合奉香(三次，每次搖兩

下）)。 

信友瞻仰聖體，致敬。 

 

 

信友瞻仰聖血，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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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向聖血行禮致敬。 同上動作。 

 

54.祝聖後的歡呼 

    

主教唱(唸)「信德的奧蹟。」 輔○1 、輔○2 、輔○4 、輔○5 待主教唸(唱)

「信德的奧蹟」時起立，單膝跪下向聖體

致敬後，退回座位。 

1.主教致敬畢，信友起立。 

2.成聖體後的歡呼詞，信友以規定的經文

之一,作歡呼回應。 

55.紀念/奉獻/轉

求 

主教頌唸感恩經中的經文   

56.聖三頌 若有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在場,應在「聖三

頌」時立於主教稍後一側舉起聖爵，主教則

應舉起聖盤(無論祭台上有多少個裝聖體的

聖盤和裝聖血的聖爵，只要舉起一套即可) ;

不然，主教一手持聖爵，一手持置有聖體的

聖盤，一同舉揚至一樣的高度，唱(唸) :「全

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直到永

遠。」 

  

 

 

 

 

 

聖三頌，全體信友以大「阿們」回應。 

四、聖祭禮儀：領聖體禮 

57.天主經 1.主教：「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才敢說: 

(主教伸手與信友唸/唱)我們的天父…。」 

2.天主經唸畢，主教唸附禱經「上主,求祢

從一切災禍中…。」 

 1.為領主做準備，求賜日用糧並恕罪。 

全體信友一起唸/唱。 

2.全體信友歡呼「天下萬國…。」 

 

58.平安禮 1.主教:「主,耶穌基督…祢是天主,永生永

王。」、「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之後由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發出邀請的宣

告：「請大家互祝平安。」 

 

 

全體輔祭面向信友鞠躬，再向主教(司祭

團)鞠躬。 

1.表示平安、共融、愛德。 

信友：「阿們。」「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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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教先向信友，而後向近旁至少二位共祭

者互祝平安，然後近旁的執事接受主教的平

安禮。 

2.信友向主教(司祭團)鞠躬，再相互鞠

躬。 

59.擘餅禮/羔羊

頌 

1.主教在聖盤上將聖體分開，並將一小份聖

體放入聖爵內，默唸「願我們的主耶穌…。」 

2.全體同時唱(唸)羔羊讚「除免世罪的天主

羔羊…。」 

在啟唱後，如遇領聖體者眾多時，輔○4 再

加送聖體盒至祭台。(聖爵的數量應在準備

餅酒時、祝聖之前、就確定數量並分盛完

畢，時按禮規不能再行分盛聖血的行動) 

 

 

信友伴隨擘餅禮，同時唱羔羊讚。最後一

句常以「求祢賜給我們平安」結束。 

60.領聖體(共融) 1.主教默唸祈禱文 「主耶穌基督…。」 

2.主教請安。一手拿聖盤,一手拿起一片擘開  

 的聖體，在聖盤上舉起面向信友,高聲唸:「請 

 看,天主的羔羊…。」 

3.主教和信友同唸「主,我當不起…。」 

4.主教恭領聖體聖血時，開始唱「領主曲。」 

5.主教恭領聖體聖血之後，司鐸前往祭台恭

領聖體聖血。 

  

 

1.信友瞻仰聖體。 

 

 

2.信友唱領主曲。 

61.分送聖體 1.主教持聖盤或聖體盒先給輔禮執事送聖

體，其次給輔祭分送聖體，唸「基督聖體」,

而後給新領洗者初領聖體聖血，之後，可以

安排代父(母)和教友親戚及教理老師領聖體

聖血，再給其他教友領受基督聖體。 

2.如領聖體者眾多，可由在場之輔禮執事、司

鐸，若仍不敷所需，則可由非常務送聖體員

協助。若領聖體兼領聖血，當遵守特定的禮

規。 

1.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持聖爵立於主教

旁送聖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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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下，並回座默

禱，感謝聖體。 

62.清理祭台 1.主教及其他司鐸們給信友分送聖體後，回 1.輔○4 、輔○5 、輔○6 、輔○7 把聖體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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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2.聖體恭放至聖體龕後,輔○7 遞上小圓帽,由

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為主教戴上。 

送到祭台上，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應立

刻恭領全部餘下的聖血，餘下的聖體則恭

放至聖體龕內。 

2.若需要在領聖體禮後立刻清理祭器，輔 

 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宜在祭台旁行之。但 

 若祭器數量眾多，則應將所有祭器移至

祭器桌或祭器室清理，以免干擾整個聚

會團體的默禱時間。 

3.輔○3 、輔○4 從旁配合清理(包括注水)  

 (只保留彌撒經書及麥克風)。 

4.清理祭器之時機也可在彌撒禮成後，在 

 祭器桌上清理之。 

63.感謝聖體 默禱片刻，可唱合適的聖詠、讚美詩或聖

歌。 

 信友在默禱中感謝聖體，或唱謝聖體曲。 

64.領聖體後經 主教立於座位或祭台合掌唸「請大家祈

禱…。」然後主教伸開雙手唸『領聖體後經』。 

準備十字架、提爐、蠟燭、主教之禮冠及

牧杖。 

信友起立，主教唸畢，信友高呼「阿

們。」 

禮成式 

65.報告事項  領聖體後經畢(或報告事項畢)。輔○6 、輔

○7 拿牧杖、禮冠，其餘輔祭(十字架、蠟

燭、提爐、香船)則各就各位。 

全體坐下，聆聽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畢，全體起立) 

66.降福 1.主教由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戴上禮冠，起  

 立，伸開雙手「願主與你們同在…。」 

2.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將牧杖遞交給主教 

 後，向會眾邀請:「請大家俯首接受降福。」 

1.輔○7 送上禮冠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 

 

2.輔○6 送上牧杖給輔禮執事(或輔禮司

鐸)。 

1.信友起立，並答：「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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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教則以復活前夕的隆重降福經文祝福信 

 眾並向信眾劃三次十字聖號。 

4.祝福既畢，在旁輔禮執事(或輔禮司鐸)宣

告：「彌撒禮成，阿肋路亞，阿肋路亞。」 

 

 

 

 

3.輔祭領降福後，出列整隊。 

2.信友俯首接受降福，並答：「阿們。」 

 

 

3.信友：「感謝天主，阿肋路亞，阿肋路亞。」 

67.向祭台致敬 主教、執事、司鐸和其他輔禮人員，一起向祭

台行深鞠躬禮後，退席。 

 信友唱禮成曲。 

68.退席 依下列次序，隊伍緩步離開聖堂回到更衣所。 1.輔○1 ：香爐、輔○2 ：香船。 

2.輔○3 ：十字架。 

3.輔○4 、輔○5 ：蠟燭。 

4.輔禮執事。 

5.司祭團。 

6.主教。 

 輔○6 、輔○7 。 

 

七、整理善後 

1.更衣所 隊伍回到更衣所後，全體向蠟燭伴隨兩側的

十字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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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輔○7 協助)在安靜中協助主教，除去禮儀

服飾。 

 

2.整理祭台  輔祭幫忙整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