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西南聯區
聖路加堂、聖士提反堂、聖提摩太堂

救主受難紀念禮儀

日期：2019 年 4 月 19 日（禮拜五）
時間：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香港般咸道 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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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周五──救主受難紀念
聖周五 救主受難紀念】
救主受難紀念】

聖周五，亦即是耶穌受難日，是基督徒記念耶穌基督被釘死受難的日子。根
據記載，耶穌於公元三十三年猶太曆法尼散月十四日上午九時左右被釘，至下午
三時左右死亡。
早期教會原本只在記念耶穌復活的星期日才舉行節慶活動，並訂定這日為
「主日」。在每個主日，教會不僅慶祝基督的復生，亦同時紀念基督的受難和死
亡。到了四世紀，教會已把「主復活日」作為每年度最重要的節日，東方教會更
以這一天為每年禮儀年度的開始。而這又使每個「主日」原本作為紀念基督的受
難、死亡，和慶祝基督復活的日子，逐漸把重心放在慶祝基督的復活，而把紀念
基督的受難和死亡安排在每年的主復活日前舉行。因着耶路撒冷教會每年都會
舉行聖周禮儀，西方教會也相繼效法，把聖周的每一天定為聖日，藉此鼓勵信徒
參與聖周禮儀，準備自己，進入紀念基督耶穌的受難與死亡，和慶祝基督復活的
生命裏。
教會把基督受難這一天稱為「Good Friday」，許多人會覺得這個名稱不太
合適，又因中文無法直接翻譯出來，所以便根據發生的事件譯作「基督受難日」。
有人認為「Good」這個字是從「God」變化而來，意思是「God’s Friday」（上
帝的星期五）。也有人相信「Good」表示由耶穌的死亡帶來的救恩對世人是最
上好的禮物。
（節錄香港聖公會禮儀專責委員會
救主受難紀念禮儀第一頁）
【瞻仰十架】
（Veneration of the Cross）
）

十字架對基督徒有著莫大的意義，耶穌基督為拯救世人被釘在十字架上受
苦受死；然而十字架也象徵著上帝救贖計劃的勝利。在我們塵世的旅途中，十
字架上基督的苦難與復活一樣伴隨著我們。領洗時，主禮首先在我們的額上劃
上十字聖號，表示歡迎我們加入教會，作耶穌的門徒。領堅振時，我們被主教
按手授與聖靈的恩賜，成了屬於基督的人。
馬太福音 16:24：「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禮儀是公開的敬禮，是內在情感的外在表現，在今天「救主受難紀念禮
儀」的禮文中設有一個「瞻仰十架」的儀節，主禮牧師會將一個大十字架安放
在至聖所前，引領會眾唱詩及頌讀聖頌，然後是一段默想祈禱的時間。會眾可
留在座位或來到聖壇前祈禱，會眾可站、可跪。這儀節重點在於幫助信徒專注
耶穌為何而死，藉以思想耶穌所經歷的苦難與今天我們痛苦的關係，加深我們
與主一同受死，為誰而死，一同活著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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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區三堂聯合詩班獻唱】
西南聯區三堂聯合詩班獻唱】
佛瑞：
佛瑞：安魂曲，
安魂曲，作品編號 48 Fauré
Fauré: Requiem, Op. 48
佛瑞Gabriel
Gabriel Fauré
Fauré (1845-1924)是法國那年代其中一位最重要的作曲
家。他的歌唱作品在西方傳統古典音樂中尤其受歡迎。
他這首《安魂曲》寫於1887 和1890 之間，但直至1900 才完成，其
中包含了他作品中最優美的旋律。
這是一首優雅、動聽、充滿感染力和帶給人滿有盼望的樂曲。樂曲的
七個樂段剛好配合今日所誦讀的「基督十架七言」，幫助會眾默想基
督不受死亡的轄制，並復活過來。十字架的傷痛也就帶給人類復活的
盼望。
此作品旋律恬靜悠然，其曲調篇章可配合耶穌受難節崇拜的禮儀，營
造一個靈修自省的氣氛，讓會衆思想在耶穌基督受難復活的事跡.
安魂曲主要用於天主教的安魂彌撒，相當於現時的安息禮; 旨在悼念
亡者, 讓其靈魂安息以及給予在生者安慰及希望之意。安魂曲通常由
以下幾個樂章組成：進堂詠（Introitus）、垂憐經（Kyrie)、末日經
（Dies Irae)、奉獻經（Offertorium)、聖哉經（Sanctus)、羔羊頌
（Agnus Dei)、領主經（Communio）、救主頌（Libera Me)及往天經
（In Paradisum) 等等。佛瑞在全曲結構中打破傳統以來教廷的規範，
剔除掉敘述最後審判且深具恐怖氣息的「末日經」，擺脫了人對死亡
和末日審判的恐懼，讓音樂帶出寧靜、安息和盼望。
在這套作品中, 佛瑞表達了他對死亡的理解：重點不全在於恐懼之
中，而是一種對快樂的救贖解脫與天上喜樂盼望。這亦引申至我們對
耶穌基督受難復活的奧蹟上，叫我們知道在黑暗中無需懼怕，只要耐
心等候盼望、祈禱，上帝必使人得著安慰，找著亮光。
— 吳智誠 （本堂前詩班員，美國West Chester University 聲樂敎授，
香港嶺南大學駐校音樂家。）
陳樂怡，徐善盈

《獻唱詩班名單：》

第一女高音 ：利愷琪，郭錦如，徐善盈，黃家寶，何思路，謝子瑩
第二女高音 ：陳欣恩，李慧思，李正儀，曾愐殷，曾昭英，溫惠賢
女低音
：陳樂怡，陳婉芬，何仲賢，吳頌恩，李思薇
凌蔚璣，薛藹華，黃麗兒，袁華惠，張淑儀
男高音
：馮志清，呂大衞，關士成，蕭德威，周哲明
男低音
：郭家俊，梁繼善，歐陽浩榮，王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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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儀
(全體站立。
全體站立。主禮與聖壇事奉人員，
主禮與聖壇事奉人員，在靜默中進堂)
在靜默中進堂)

祝文
（主禮面向信眾領禱）
主禮面向信眾領禱）

主 禮 ： 主上帝，祢的聖子基督傾流寶血，為我們建立了逾越的奧蹟；
求祢以祢豐厚的仁慈，永遠守護我們，使我走上成聖的路上。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祢垂聽我們的祈禱。
會 眾 ： 阿們。
阿們。

（全體坐下，
全體坐下，聆聽聖言）
聆聽聖言）

第一次經課（戴崔淑儀）

讀經員 ： 以賽亞書第52章第13節至53章第12節。
上主說：「看哪，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祂必被高升，高
舉，升到至高之處。許多人因祂驚奇──祂的面貌比別人憔
悴，祂的外表比世人枯槁──同樣，祂也必使許多國家驚奇，
君王要向祂閉口。未曾傳給他們的，他們必看見；未曾聽見
過的事，他們要明白。」
人們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上主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祂在上主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祂無佳形美容使
我們注視祂，也無美貌使我們仰慕祂。祂被藐視，被人厭棄；
多受痛苦，常經憂患。祂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
我們也不尊重祂。
祂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祂受
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待。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
罪孽被壓傷。因祂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上主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
歸在祂身上。祂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祂像羔羊被牽去宰
殺，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祂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
欺壓和審判，祂被奪去，誰能想到祂的世代呢？因為祂從活
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姓的罪過祂被帶到死裏。祂雖然未行
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祂與惡人同穴，與財主同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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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旨意要壓傷祂，使祂受苦。當祂的生命作為贖罪祭時，
祂必看見後裔，祂的年日必然長久。上主所喜悅的事，必在
祂手中亨通。因自己的勞苦，祂必看見光就心滿意足。因自
己的認識，我的義僕使許多人得稱為義，祂要擔當他們的罪
孽。因此，我要使祂與位大的同份，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
為祂傾倒自己的生命，以致於死，也列在罪犯之中。祂卻擔
當多人的罪，為他們的過犯代求。
讀 經 員 ： 這是上主的道。
會 眾 ： 感謝上主。
感謝上主。

（安靜片刻）
安靜片刻）
詩篇

啓
應
啓

應
啓
應
啓
應
啓
應
啓
應

第 22 篇（劉偉倫牧師）

：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
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的呻吟？
我的上帝啊，我白日呼求，祢不應允；
夜間呼求，也不得安寧。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 但祢是神聖的，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
我們的祖宗倚靠祢；他們倚靠祢，祢解救他們。
他們哀求祢，就蒙解救；他們倚靠祢，就不羞愧。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 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
「他把自己交託給上主，讓上主救他吧！
上主既喜愛他，可以搭救他吧！」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但祢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裏，祢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就交在祢手裏，自我出母腹，祢就是我的上帝。
求祢不要遠離我！因為災難臨頭，無人幫助。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 許多公牛環繞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圍困我。
牠們向我張口，好像獵食吼叫的獅子。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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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

應
啓
應
啓
應
啓

應
啓
應
啓
應
啓
應

： 我如水被倒出，我的骨頭都脫了節，
我的心如蠟，在我裏面熔化。
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頭緊貼上顎。
祢將我安置在死灰中。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 犬類圍著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我數遍我的骨頭；他們瞪著眼看我。
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內衣抽籤。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啊，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救我的性命脫離刀劍，使我僅有的脫離犬類，
求祢救我脫離獅子的口；
祢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 我要將祢的名傳給我的弟兄，在會眾中我要讚美祢。
敬畏上主的人哪，要讚美祂！
雅各的後裔啊，要榮耀祂！
以色列的後裔啊，要懼怕祂！
因為祂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也沒有轉臉不顧他們；
那受苦之人呼求的時候，祂就垂聽。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 我在大會中讚美祢的話是從祢而來，
我要在敬畏上主的人面前還我的願。
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願尋求上主的人讚美祂。
願你們的心永遠活著！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 地的四極都要想念上主，並且歸順祂，
列國的萬族都要在祢面前敬拜。
因為國度屬於上主，祂是管理列國的。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 地上富足的人都必吃喝而敬拜，
凡下到塵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祂面前下拜；
必有後裔事奉祂，主所做的事必傳給後代。
他們必來傳祂的公義給尚未出生的子民，這是祂的作為。
： 上主啊，
上主啊，求祢不要遠離我！
求祢不要遠離我！求祢快來幫助我！
求祢快來幫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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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經課 （陳伍嘉敏）

讀經員 ： 希伯來書第10章第16至25節。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是這樣的：『我
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的心上，又要寫在他們的心思裏。』」
並說：「他們的罪惡和他們的過犯，我絕不再記得。」這些
罪過既已蒙赦免，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
所以，弟兄姊妹們，既然我們靠著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
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
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祭司治理上帝的
家，那麼，我們該用誠心和充足的信心，同已蒙潔淨、無虧
的良心，和清水洗淨了的身體來親近上帝。我們要堅守所宣
認的指望，毫不動搖，因為應許我們的那位是信實的。我們
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
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
更當如此。
讀 經 員 ： 這是上主的道。
會 眾 ： 感謝上主。
感謝上主。

（安靜片刻）
安靜片刻）
聖詩

普天頌讚156首（你是否在場歌）

（會眾站立）
會眾站立）
基督受難之
基督受難之十架七言

讀經者誦讀十架七言
（會眾坐
會眾坐下）

第一言 赦免他們
經文：路加福音 23:32-34
「另外有兩個犯人也被帶來和耶穌一同處死。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
地，他們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右邊，
一個在左邊。這時，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
們不知道。」

（全體靜默片刻）
全體靜默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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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唱：
獻唱：佛瑞 ─ 安魂曲
I. Introit － Kyrie (Lord have mercy)
進堂詠 及 憐憫頌
Introit 進堂詠
Requiem æternam dona eis Domine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s
Te decet hymnus, Deus in Sion
et tibi reddetur votum in Jerusalem
Exaudi orationem meam
ad te omnis caro veniet
(English translation:)
Grant them eternal rest, O Lord,
and may perpetual light shine
upon them
Thou, o God, art praised in Sion,
and unto Thee shall the vow be
performed in Jerusalem.
Hear my prayer,
unto Thee shall all flesh come.

（中文翻譯：）
賜他們永遠的安息，主啊，以永恆
的光亮照耀他們。
上帝啊，在錫安，人都等候讚美祢，
在耶路撒冷要向祢還所許的願。
聽禱告的主啊，凡有血肉之軀的都
要來就祢。

Kyrie 憐憫頌
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Kyrie eleison.
(English translation:)
Lord have mercy,
Christ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中文翻譯：）
求主憐憫
求基督憐憫
求主憐憫

第二言 同在樂園
經文：路加福音 23:35-43
百姓站在那裏觀看。官長也嘲笑他，說：「他救了別人，他若是基督，
是上帝所揀選的，救救他自己吧！」士兵也戲弄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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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若是猶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在耶穌上方有一個牌子寫
著：「這是猶太人的王。」同釘的犯人中有一個譏笑他，說：「你不是
基督嗎？救救你自己和我們吧！」另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是一
樣受刑的，還不怕上帝嗎？我們是應得的，因為我們是自作自受，但這
個人沒有做過一件不對的事。」他對耶穌說：「耶穌啊，你進入你國的
時候，求你記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
樂園裏了。」

（全體靜默片刻）
全體靜默片刻）
II. Offertorium (Offertory)
奉獻曲
O Domine, Jesu Christe, Rex Gloriae
libera animas defunctorum
de poenis inferni et de profundo lacu.
O Domine, Jesu Christe, Rex Gloriae
libera animas defunctorum de ore leonis,
ne absorbeat eus Tartarus
ne cadant in obscurum

男中音獨唱：周哲明

Hostias et preces tibi Domine, laudis offerimus,
tu suscipe pro animabus illis
quarum hodie memoriam facimus.
Fac eas, Domine, de morte transire ad vitam
quam olim Abrahæ promisisti et semini eus.
O Domine, Jesu Christe, Rex Gloriae,
libera animas defunctorum
de poenis inferni et de profundo lacu
ne cadant in obscurum. Amen.
(English translation:)
Lord Jesus Christ, King of glory,
deliver the souls of all the faithful
departed
from the pains of hells and from the
bottomless pit.
Lord Jesus Christ, King of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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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譯：）
主耶穌基督，榮耀的君王
拯救已故信徒的靈魂遠離地
獄苦刑與深淵。
主耶穌基督，榮耀的君王
從獅子口拯救他們，

Deliver them from the lion's mouth,
不遭地獄吞噬，也不落入黑
nor let them fall into darkness,
暗中
neither the black abyss swallow them up.
我們奉上禱告與稱頌作獻祭
We offer unto Thee this sacrifice of
給祢
prayer and praise.
求祢悅納為了我們今日追念
Receive it for those souls
的靈魂
whom today we commemorate.
主啊，求祢使他們超越死亡
Allow them, o Lord, to cross from death
進入永生
into the life
如同昔日祢應許亞伯拉罕和
which once Thou didst promise to
他的子孫
Abraham and his seed.
Lord Jesus Christ, King of glory,
主耶穌基督，榮耀的君王
deliver the souls of all the faithful
拯救已故信徒的靈魂遠離地
departed
獄苦刑與深淵
from the pains of hells and from the
不遭地獄吞噬，也不落入黑
bottomless pit,
暗中。阿門。
nor let them fall into darkness. Amen

第三言 看顧母親
經文：約翰福音 19:25-27
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的母親、姨母、革羅罷的妻子馬利亞，
和抹大拉的馬利亞。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
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
親。」從那刻起，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裏去了。

（全體靜默片刻）
全體靜默片刻）
III. Sanctus (Holy Holy)
三聖哉頌
鋼琴：湯袁華惠 小提琴：呂頌珩
Sanctus, Sanctus, Sanctus Dominus Deus Sabaoth
Pleni sunt coeli et terra gloria tua
Hosanna in excelsis.
(English translation:)
（中文翻譯：）
Holy, holy, holy, Lord God of Hosts， 聖哉、聖哉、聖哉，天地萬
heaven and earth are full of Thy glory， 軍之主上帝，
Hosanna in the highest！
祢的榮光充滿天地！
和撒那響徹雲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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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言 為何離棄
經文：馬太福音 27:46
約在下午三點鐘，耶穌大聲高呼，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
尼？」就是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

（全體靜默片刻）
全體靜默片刻）

IV. Pie Jesu (Merciful Jesus)
Pie Jesu 仁慈的耶穌

女高音獨唱：黃利愷琪

Pie Jesu, Domine,Dona eis requiem
Dona eis requiem, sempiternam requiem
(English translation:)
（中文翻譯：）
Merciful Jesus, Lord, grant them rest, 仁慈的主耶穌，賜予他們安息，
Grant them rest, eternal rest.
賜予他們安息，永恆的安息。

第五言 渴與傷痛
經文：約翰福音 19:28
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
「我渴了﹗」

（全體靜默片刻）
全體靜默片刻）

V. Agnus Dei (Lamb of God)
羔羊頌
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dona eis requiem (x2)
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dona eis requiem, sempiternam
requiem.
Lux æterna luceat eis, Domine,
Cum sanctis tuis in æternum,
Quia pius es
Requiem æternam dona eis Domine,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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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ranslation:)
O Lamb of God, that takest aways the
sin of the world, grant them rest (x2)
O Lamb of God, that takest aways the
sin of the world, grant them rest,
everlasting rest.

（中文翻譯：）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
賜我們安息。 (x2)
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
賜我們安息，永恆的安息。

May eternal light shine on them, o Lord, 主啊，以永恆的光亮照耀他們。
與天上的眾聖徒永遠同在，
With Thy saints for ever,
Because Thou are merciful.
因為祢是仁慈的
Grant them eternal rest, o Lord,
主啊，賜他們永恆的安息
and may perpetual light shine on them. 以永不止息的光亮照耀他們。

第六言 成全
經文：約翰福音 19:29-30
「有一個盛滿了醋的罐子放在那裏，他們就拿海綿蘸滿了醋，綁在牛
膝草上，送到他嘴邊。耶穌嘗了那醋，說：「成了！」

（全體靜默片刻）
全體靜默片刻）

VI. Libera Me (Deliver Me)
上主 拯救我
Libera me, Domine, de morte æterna,
in die illa tremenda, in die illa.
Quando coeli movendi sunt,
quando coeli movendi sunt et terra.
Dum veneris judicare sæculum per ignem.
Tremens, tremens factus sum ego,
et timeo, dum discussio venerit
at que ventura ira.
Dies illa, dies iræ,
calamitatis et miseriæ.
Dies illa, dies magna
et amara, amara valde.
Requiem æternum donna eis, Domine,
et lux perpetua luceat eis, luceat eis.
Libera me, Domine, de morte æterna.
libera me, Do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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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中音獨唱：郭家俊

(English translation:)
Free me, Lord, from eternal death,
on that terrible day, on that day.
When the skies are to be moved,
when the skies are to be moved, and the
earth.
As you'll come to judge the world by fire.
Terrified, terrified I have been caused to
become,
and I fear, as the tremor will come
and the rage is going to come.

（中文翻譯：）
上主，求祢拯救我
從永恆的死亡中拯救我
在那恐怖的日子
天地將震動搖憾
祢要帶火來審判世界
我戰慄恐懼，驚顫遍佈我身，
面對審判的日子和忿怒的
降臨
那是一個極震怒的日子
是悲苦萬分的日子

That day, the day of rage,
danger and misery
That day, the great and bitter,
very bitter day.
Bestow us eternal rest, Lord,
and constant light may shine for them,
may shine for them.
Free me, Lord, from eternal death.
Free me, Lord.

上主，求祢賜他們永遠的
安息
並以永恆的光照耀他們
上主，求祢拯救我
從永恆的死亡中拯救我

第七言 靈魂交主
經文：路加福音 23:44-46
「那時大約是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點鐘，太陽變黑了，
殿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
交在你手裏！」

（全體靜默片刻）
體靜默片刻）

VII. In Paradisum (In Paradise)
在天堂
In Paradisum deducant Angeli in tuo
Adventu suscipiant te Martyres
Et perducant te in civitatem sanctam Jerusalem
Chorus Angelorum te suscipit
Et cum Lazaro quondam paupere
Æternam habeas requ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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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ranslation:)
May the angels receive them in Paradise,
at they coming may the martyrs receive
thee and bring thee into the holy city
Jerusalem

（中文翻譯：）
願天使引領你進入天堂
殉道者到你身旁接待你，
將你帶往耶路撒冷的聖城。

There may the chorus of angels receive
thee,
And with Lazarus, once a beggar,
May thou have eternal rest.

那兒有天使的歌頌迎接你
願你與曾經貧苦的拉撒路
同享永恆的安息。

講道

（蔡樂媚會吏）

（講道後，
講道後，全體靜默片刻）
全體靜默片刻）
會眾禱告

（會眾跪下）
會眾跪下）

（杜美玲）

一、為上帝的聖教會
代禱員 ： 親愛的兄弟姊妹，請為上帝的聖教會祈禱。
願我們的主──上帝，施恩給教會，守護在地上的教會，
賜教會平安、團結；又賜我們有安定的生活，以榮耀全
能的主──上帝。

（靜默片刻）
默片刻）
主

會

禮 ：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在基督內，將榮耀的啟示給萬民。
求祢守護祢所憐愛的人，使分佈各地方的教會，能以堅
定的信仰，不斷宣揚祢的聖名。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祢垂聽我們的祈禱。
眾 ： 阿們。
阿們。

二、為所有聖品及全體信眾
代禱員 ： 請為所有主教、牧師及會吏，以及全體信眾祈禱。

（靜默片刻）
默片刻）
主

會

禮 ：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以聖靈感化我們，引導我們，使教
會內的眾肢體都能合而為一；求祢俯聽我們為祢的僕
人獻上的祈禱，使他們因仰賴祢的恩寵，能忠誠地事奉
祢。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祢垂聽我們的祈禱。
眾 ： 阿們。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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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將要領洗的信徒
代禱員 ： 請為將要領洗的信徒祈禱。求我們的主──上帝，開啟
他們心靈的耳朵，並為他們打開慈愛的大門，使他們經
由重生的洗禮，得蒙罪的赦免，歸屬主耶穌基督。

（靜默片刻）
默片刻）
主

會

禮 ：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使祢的教會，不斷孕育新生的子
女；求祢加強領洗者的信德，光照他們，使他們經由洗
禮的活泉，得以重生，並加入祢義子的行列。因主耶穌
基督的名，求祢垂聽我們的祈禱。
眾 ： 阿們。
阿們。

四、為基督徒合一
代禱員 ： 請為所有信奉基督，互為兄弟姊妹的信徒祈禱。求我們
的主──上帝，幫助他們追隨真理，在主的教會內，合
而為一，並守護他們。

（靜默片刻）
默片刻）

主 禮 ：

會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使分散的人團聚，歸為一體，求祢
垂顧聖子的羣羊，使所有藉同一洗禮而得聖化的人，都
能被滿全的信德團結起來，並在愛德的連繫中彼此共
融。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祢垂聽我們的祈禱。
眾 ： 阿們。
阿們。

五、為未信奉福音的人
代禱員 ： 請為未信奉福音的人祈禱。求我們的主──上帝，使他
們能得聖靈的光照，竭力走在救恩的路上。

（靜默片刻）
默片刻）
主

禮 ： 全能永生的上帝，求祢使還未信奉福音的人，常懷真誠
的心，在祢面前生活，並尋獲真理；又求祢讓我們彼此
間的友愛日益增長，致力尋求和領悟祢生命的奧蹟，在
這世上為祢作美好的見證。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祢垂
聽我們的祈禱。
會 眾 ： 阿們。
阿們。
六、為不接受上帝的人
代禱員 ： 請為不承認上帝的人祈禱。求我們的主──上帝，幫助
他們隨從良心的引導，一心追求正確及公義的事，終能
接受上帝。

（靜默片刻）
默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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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會

禮 ：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創造了人類，使人渴慕祢，尋找祢，
並因找到祢而得安寧。求祢賜予所有身處各種障礙和
險惡的人，能辨認出祢慈愛的標記，並因見到基督徒的
善行，欣然承認祢是唯一的上帝和人類的救贖主。因主
耶穌基督的名，求祢垂聽我們的祈禱。
眾 ： 阿們。
阿們。

七、為公職人員
代禱員 ： 請為所有公職人員祈禱。求我們的主──上帝，引導
他們的心思意念，能按照上帝的旨意，為人類謀求真
正的和平與自由。

（靜默片刻）
默片刻）
主

會

禮 ： 全能永生的上帝，世人心裏的意念及本有的權利，都在
祢手中；求祢眷顧所有身負公職、擁有管治權力的人，
使萬國萬族的人，在祢的仁慈下，獲得持久的和平、幸
福的生活，以及信仰的自由。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祢
垂聽我們的祈禱。
眾 ： 阿們。
阿們。

八、為遭受苦難的人
代禱員 ： 親愛的兄弟姊妹，請向全能的主──我們的上帝祈禱：
求祂糾正世上一切的錯誤，消除疾病，驅逐飢饉，平息
戰亂，使被虜的得釋放，作客旅的得平安，流徙者可以
重返家園，患病者能早日康復，臨終者皆得心靈的安
慰。

（靜默片刻）
默片刻）
主

會

禮 ： 全能永生的上帝，祢賜予悲痛者安慰、勞苦者力量；祢
是俯聽一切患難者的主，求祢在他們急需幫助的時候，
得祢賜下的恩典，安慰他們，憐憫他們。因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祢垂聽我們的祈禱。
眾 ： 阿們。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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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 （葉錦輝牧師）

（會眾坐下
會眾坐下）
坐下）
奉獻詩

（會眾站立）
會眾站立）

普天頌讚171首（奇妙十架歌）

瞻仰十架
（ 主禮牧師會將一個大十字架安放在至聖所前，
主禮牧師會將一個大十字架安放在至聖所前 ， 引領會眾頌讀聖
引領 會眾頌讀聖
頌 ， 然後是一段默想祈禱的時間
然後是一段默想祈禱的 時間。
時間 。 會眾可留在座位或來到聖壇前
祈禱，
祈禱 ， 會眾可站、
會眾可站 、 可跪。
可跪 。 這儀節重點在於幫助信徒專注耶穌為何
而死，
而死 ， 藉以思想耶穌所經歷的苦
藉以 思想耶穌所經歷的苦難與今天我們痛苦的關係
思想耶穌所經歷的苦 難與今天我們痛苦的關係，
難與今天我們痛苦的關係 ， 加深
我們與主一同受死，
我們與主一同受死 ， 為誰而死，
為誰而死 ， 一同活著的盼望。）
一同活著的盼望 。）

聖頌

啓
應
啓
應
啓
應

：
：
：
：

基督啊！我們讚美祢，我們稱頌祢。
靠著主的聖十架，
靠著主的聖十架，祢已經救贖了世界。
祢已經救贖了世界。
我們若與主一同受死，也必與主一同活著；
我們若忍耐到底，就必與主一同掌權。
基督啊！
基督啊！我們讚美祢，
我們讚美祢，我們稱頌祢。
我們稱頌祢。
靠著主的十架，
靠著主的十架，世界終得救贖。
世界終得救贖。
： 世界的救主啊！
藉著祢的十架和寶血，祢已經救贖了我們。
： 主啊！
主啊！我們謙恭地懇求祢，
我們謙恭地懇求祢，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拯救我們。
拯救我們。

結禮祈禱

全體跪下

主 禮 ： 最慈悲的上帝，祢的聖子耶穌基督藉着十字架的受死和復
活，釋放我們，拯救我們；求祢使所有信靠耶穌基督的人，
皆能在祂大勝利的權能中得着凱旋。奉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而求。
會 眾 ： 阿們。
阿們。
【 主禮及聖壇事奉人員先安靜地離開聖堂，
主禮及聖壇事奉人員先安靜地離開聖堂，會眾安靜默禱
會眾安靜默 禱 後離開。
後離開。牧師
不會與會眾握手謝別，
不會與會眾握手謝別，以專心紀念基督之受難，
以專心紀念基督之受難，等待救主榮耀之復活。
等待救主榮耀之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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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區報告事項》

1.
2.

3.
4.

5.

今天崇拜之獻金全部繳交教區再轉教省，以便彙贈耶路撒冷教區，藉
增兩地之教誼。
聖周期間聯合聚會：
【主復活日守夜禮儀暨聖洗禮】
日期：4 月 20 日（禮拜六）
時間：下午 6:00
地點：聖士提反堂
講員：葉錦輝牧師
聖士提反堂將於崇拜中舉行成人及嬰孩聖洗禮，歡迎教友參加。
今天崇拜後，將在本堂正門派發十字飽以供教友享用。
聖提摩太堂消息：
聖提摩太堂消息：
i)聖提摩太堂將於 4 月 21 日（主日）上午 10:30 舉行救主復活日聖餐崇拜
暨聖洗禮，歡迎參加。
ii)基督受難日苦路默想 2019
日期：4月19日（禮拜五）
主領：何潔瑩牧師
內容：輪流背負木製十架，沿路默想十四苦路的經文
集合時間：基督受難日崇拜結束後15分鐘（約中午12時15分）
集合地點：聖士提反堂
預計完結時間：下午2:00
主要路線：聖士提反堂 中山紀念公園
名額：30人 《歡迎各教友參加。參加者宜穿著輕便服裝》
聖路加堂消息：
i)本堂將於 4 月 21 日 ( 主日 ) 上午上午8:00及11:00舉行救主復活日聖餐崇
拜，並在午堂崇拜中舉行成人聖洗禮，敬請各教友為將要領洗者代
禱及參加。
ii)主復活日聯歡聚餐暨 3 月至 4 月份生日慶祝會
本堂謹定於 4 月 21 日(主日)午堂崇拜後假呂明才小學禮堂舉行主復活日
聯歡聚餐暨 3 月 4 月份生日慶祝會，屆時香港聖公會聖路加福群會長者
鄰舍中心會友將應邀參加，同享主愛，同頌主恩，歡迎各兄姊奉獻支持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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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聖 公 會 聖 路 加 堂

主任牧師：葉錦輝牧師
堂 址：香港堅尼地城加惠民道 31 號
牧民中心：香港堅尼地城域多利道 47 號
電 郵：skh.stluke@yahoo.com.hk
網 址：http://dhk.hkskh.org/stluke

電
電
傳

話： 2817-7881
話： 2817-7338
真： 3914-8602

香 港 聖 公 會 聖 士 提 反 堂

主任牧師：葉錦輝牧師
輔理聖品：林壽楓法政牧師
助理聖品：劉偉倫牧師、蔡樂媚會吏
堂 址：香港般咸道71號
電 郵：info@ststephenschurch.org.hk
網 址：http://dhk.hkskh.org/ststephen

電 話： 2546-1212
傳 真： 2858-1154

香 港 聖 公 會 聖 提 摩 太 堂

主任牧師：何潔瑩牧師
堂 址：香港華富村華富道 57 號聖公會呂明才中學內 電 話：2550-5362
電 郵：sttimothy1993@yahoo.com.hk
傳 真：2551-4159
網 址：http://dhk.hkskh.org/sttimo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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