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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道路、真理與生命。

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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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主教殯葬禮儀

天主教澳門教區

殯葬禮儀手冊

逾越聖祭

進堂詠

　　上主！求祢賜給他們永遠的安息，並以永遠的光輝
照耀他們。

致候詞

主禮：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眾：亞孟。

主禮：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
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各位親友，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曾接受水
和聖神的洗禮，又在感恩禮中得到聖言的教導，
和聖體聖事的滋養。我們知道，世上的感恩禮原
是天國盛宴的預象。我們在這感恩禮中，聯同整
個教會，紀念基督耶穌帶領我們由死亡進入永生
的奧蹟，並祈求天主垂顧（某某）弟兄/姊妹，
恩賜他（她）在天上參與天國的盛宴。現在我們
懷著信心，向主基督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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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憐經

主禮：主基督，祢是羊群的善牧，祢引導亡者到達永
生的居處。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主基督，祢藉十字架與人修好，祢使亡者擺脫
一切罪過的桎梏。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主基督，祢已從死亡中進入復活的永生，祢把
同樣的恩寵賜予亡者。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
們得到永生。

　眾：亞孟。

集禱經

主禮：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全能的天父，在祢內，亡者得到生命，聖者得到
圓滿的喜樂。求祢俯聽我們為祢僕人/僕婢（某
某）所作的祈禱，他（她）已不再依戀繁華繽紛
的塵世。求祢收納他（她）進入天上的聖城，得
見祢慈顏的榮耀，並在來日使我們在天鄉重逢。
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祢的聖子，祂和祢及聖
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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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儀（第一式）

讀經一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8: 31b-35, 37-39

　　弟兄姊妹們：若是天主偕同我們，誰能反對我們

呢？祂既然沒有憐惜自己的兒子，反而為我們眾人把

祂交出了，豈不也把一切與祂一同賜給我們嗎？誰能

控告天主所揀選的人呢？是使人成義的天主嗎？誰能

定他們的罪？是那已死或更好說已復活，現今在天主

右邊，代我們轉求的基督耶穌嗎？那麼，誰能使我們

與基督的愛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嗎？是迫害嗎？

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然而，

靠著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切事上，大獲全勝，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

者，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

深遠的勢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

天主的愛相隔絕，即是與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

相隔絕。——上主的話。

　眾：感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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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詠 122: 1, 3-4, 6, 8

　領：我喜歡，因為有人向我說：我們要進入上主的聖
殿！

答句：我喜歡，因為有人向我說：我們要進入上主的
聖殿！

　領：耶路撒冷建築的好似京城，確是內部劃一整齊的
京城。【答句】

　領：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齊集在那裏，按照以色
列的法律稱頌上主的名字。【答句】

　領：請為耶路撒冷祈禱和平：願愛慕你的人獲享安
寧。【答句】

　領：為了我的兄弟和同伴，我要向你說：祝你平安！
【答句】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眾：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領：因為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見子，並信從子的，
必獲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若 6: 40）

　眾：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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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恭讀聖若望福音　11: 17-27

　　耶穌一來到伯達尼，得知拉匝祿在墳墓裏已經四天

了。伯達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約十五「斯塔狄」，因

而有許多猶太人來到瑪爾大和瑪利亞那裏，為他們兄弟

的死安慰她們。瑪爾大一聽說耶穌來了，便去迎接祂；

瑪利亞仍坐在家裏。瑪爾大對耶穌說：「主！若祢在這

裏，我的兄弟決不會死！就是現在，我也知道：祢無論

向天主求什麼，天主必要賜給祢。」耶穌對她說：「你

的兄弟必定要復活。」瑪爾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

時，他必要復活。」耶穌對她說：「我就是復活，就是

生命；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著；凡活著而信從

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麼？」她回答說：「是的，

主，我信祢是默西亞，天主子，要來到世界上的那一

位。」——上主的話。

眾：基督，我們讚美祢。

禱詞

主禮：各位親友，讓我們信賴基督，我們的救主，祂
必改變我們卑微的肉軀，使之相似祂光榮的身
體。我們向祂祈求。

　領：基督，永生天主之子，祢曾由死者中把祢的朋友
拉匝祿喚起來。求祢把永遠的生命賜給祢的僕
人/僕婢（某某）。

　眾：主，祢是我們的生命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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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基督，祢曾把光明賜給瞎子。求祢向祢的僕人/
僕婢（某某）顯示祢的慈愛，使他（她）在天
堂永光之所，享見聖父聖容的光輝。

　眾：主，祢是我們的生命和復活。

　領：基督，祢安慰哀慟的人。求祢把力量與希望賜給
亡者的親友。

　眾：主，祢是我們的生命和復活。

　領：救主基督，祢以自己的死亡摧毀了我們的永死，
又以復活恢復我們的生命。求祢使我們因堅信
祢而獲享永生。

　眾：主，祢是我們的生命和復活。

　領：救主基督，祢是我們永生的希望。求祢引導更多
人歸向祢、認識祢，並分享信仰帶來的永恆生
命。

　眾：主，祢是我們的生命和復活。

主禮：主耶穌，祢憐愛眾人，祢在天上為祢所救贖的
人準備了新的居所。我們把（某某）弟兄/姊妹
交託在祢手中，全心信賴祢對他（她）美好的
安排。祢和聖父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
王。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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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儀（第二式）

讀經一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25: 6-9

　　萬軍的上主在這座山上，要為萬民擺設肥甘的盛

宴，美酒的盛宴；肥甘是精選的，美酒是醇清的。在

這座山上，祂要撤除那封在萬民上的封面，那蓋在各

國上的帷幔。祂要永遠取消死亡，吾主上主要從人

人的臉上拭去淚痕，要由整個地面除去自己民族的恥

辱：因為上主說了。

　　到那一天，人要說：「看！這是我們所依賴拯救

我們的天主；這是我們所依賴的上主，我們要因祂的

救援鼓舞喜樂。」——上主的話。

眾：感謝天主。

答唱詠　詠 27: 1, 4, 7, 13

　領：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答句：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領：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還畏懼何人？
　　　上主是我生命穩固的保障，我還害怕何人？
　　　【答句】
　領：我有一事祈求上主，我要懇切請求此事：使我一

生的歲月，常居住在上主的殿裏；欣賞上主的
甘飴慈祥，瞻仰上主聖所的堂皇。【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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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上主，求祢俯聽我的呼號，上主，求祢憐憫我，
垂允我。我深信在此活人地區，定會享見上主
的幸福。【答句】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眾：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領：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
你們預備了的國度！（瑪 25: 34）

　眾：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福音

恭讀聖若望福音　14: 1-6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心裏不要煩亂；

你們要信賴天主，也要信賴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

多住處。我去，原是為給你們預備地方；如不然，我

早就告訴了你們。我去了，為你們預備了地方以後，

我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為的是我在那裏，你們

也在那裏。我去的地方，你們知道往那裏去的路。」

多默說：「主！我們不知道祢往那裏去，怎麼會知

道那條路呢？」耶穌回答說：「我是道路、真理、生

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裏去。」

　　——上主的話。　　　  眾：基督，我們讚美祢。



9天主教殯葬禮儀

禱詞

主禮：各位親友，我們確信基督是我們的救主；凡相
信祂的人，在末日必與祂一起復活。現在讓我
們一起為（某某）弟兄/姊妹祈禱。

　領：主基督，祢曾恩召（某某）弟兄/姊妹成為祢的
門徒，藉洗禮而重生。求祢使他（她）與天上
諸聖共享永遠的幸福。

　眾：主基督，祢是我們的救主。

　領：主基督，祢曾藉聖言和聖體聖事滋養祢的僕人/
僕婢（某某）。求祢使他（她）在天上繼續分
享祢的筵席。

　眾：主基督，祢是我們的救主。

　領：主基督，祢深愛祢的羊群，求祢使（某某）弟
兄/姊妹在天上得蒙祢的牧養，永遠跟隨祢。

　眾：主基督，祢是我們的救主。

　領：主基督，祢的作為，總是為人的得救。祢安排人
離別，亦安排人重逢。祢已收納（某某）弟兄/
姊妹進入天鄉，求祢使眾人有朝一日也在天鄉
相聚。

　眾：主基督，祢是我們的救主。

主禮：主、基督，祢是萬民的喜樂和希望，求祢俯聽
教會的禱聲，憐恤祢的僕人/僕婢（某某），為
他（她）大開救恩之門，讓他（她）欣然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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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鄉。祢和聖父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
王。

　眾：亞孟。

呈奉麵餅

主祭：上主，萬有的天主，祢賜給我們食糧；我們讚
美祢；我們將大地和人類勞苦的果實──麥麵
餅，呈獻給祢，使成為我們的生命之糧。

　眾：願天主永受讚美。

主祭：酒水的攙合，象徵天主取了我們的人性，願我
們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

主祭：上主，萬有的天主，祢賜給我們飲品，我們讚
美祢；我們將葡萄樹和人類勞苦的果實──葡
萄酒，呈獻給祢，使成為我們的精神飲品。 

　眾：願天主永受讚美。 

主祭：主，我們懷著謙遜和痛悔的心情，今天在祢面
前，舉行祭祀，求祢悅納。

主祭：上主，求祢洗淨我的罪污，滌除我的愆尤。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們祈禱，望全能的天主聖
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的聖祭。

　眾：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美並
光榮祂的聖名，也為我們和祂整個聖教會的益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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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經

主禮：全能的天主，基督在十字架上奉獻自己，救贖了
我們，求祢垂視（某某）弟兄/姊妹，他（她）
既在生前決心追隨基督，願他（她）藉此獻禮，
如願以償，獲得永遠與基督結合的保證。因主耶
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感恩經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請舉心向上。
　眾：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主禮：請眾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眾：這是理所當然的。

主禮：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
督，時時處處感謝祢，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
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在基督身上，我們有了光榮復活的希望。我們雖
為死亡的定律而悲傷，卻因永生的許諾，而獲
得安慰。主，為信仰祢的人，生命只是改變，
並非毀滅；當我們塵世的居所被拆除後，祢又
賜給我們永恆的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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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上座者、宰制
者和全體天軍，歌頌祢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全體：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祢的光榮充
滿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奉主名而來
的，當受讚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主禮：上主，祢實在是神聖的，祢是一切聖德的根
源。因此，我們懇求祢派遣聖神，聖化這些禮
品，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

主禮：祂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麵餅，感謝了，分
開，交給祂的門徒說：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晚餐後，祂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交給祂
的門徒說：

　　　　　　你們大家拿去喝：

　　　　　　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

　　　　　　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

　　　　　　以赦免罪惡。

　　　　　　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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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信德的奧蹟。
　眾：基督，我們傳報祢的聖死，我們歌頌祢的復

活，我們期待祢光榮地再來。

主禮：上主，因此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向祢
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感謝祢使我們得在
祢台前，侍奉祢。我們懇求祢，使我們分享基
督的聖體聖血，並因聖神合而為一。

　　　上主，求祢垂念普世的教會，使祢的子民偕同
我們的教宗（某某）、我們的主教（某某）與
所有主教，以及全體聖職人員、都在愛德中日
趨完善。

　　　求祢垂念祢的僕人/僕婢（某某），祢從人世將
他（她）召回。他（她）既因聖洗和祢的聖子
一樣地死亡，求祢也使他（她）和祢的聖子一
樣地復活。

　　　求祢也垂念懷著復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
妹；並求祢垂念我們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們享見祢聖容的光輝。

　　　求祢垂念我們眾人，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童貞
榮福瑪利亞、她的淨配大聖若瑟、諸聖宗徒，
以及祢所喜愛的歷代聖人、聖女、共享永生；
（合掌）並使我們藉著祢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
祢、顯揚祢。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
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並聯合聖神，都歸
於祢，直到永遠。亞孟。



14 天主教殯葬禮儀

天主經

主禮：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又承受祂的教導，才
敢說：

全體：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
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
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祢寬恕我們的
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
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主禮：上主，求祢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恩賜我們
的時代得享平安；更求祢大發慈悲，保祐我們
脫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使我
們虔誠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

　眾：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祢。

平安經

主禮：主耶穌基督，祢曾對宗徒們說：「我將平安留
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求祢不要看
我們的罪過，但看祢教會的信德，並按照祢
的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祢是天主，永生永
王。

　眾：亞孟。

主禮：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請大家互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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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頌

全體：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祢垂憐我們。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祢垂憐我們。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祢賜給我們平安。

主祭默念：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聖體聖血的攙合，使
領受的人，獲得永生。

主祭默念：主耶穌基督，永生天主之子，祢遵照聖父
的旨意，在聖神合作下，藉祢的死亡，使
世界獲得生命；因祢的聖體聖血，救我
脫免一切罪惡和災禍，使我常遵守祢的誡
命，永不離開祢。

領聖體

主禮：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蒙召
來赴聖宴的人，是有福的。

全體：主，我當不起祢到我心裏來，只要祢說一句
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瘉。

領主詠

　　上主！祢慈悲為懷，求祢以永恆的光輝照耀他們，
使他們與諸聖，永遠同住一起。上主！求祢賜給他們
永遠的安息，並以永遠的光輝照耀他們，使他們與諸
聖永遠同住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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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後經

主禮：請大家祈禱。
上主天主，我們為所領受的天上食糧而感謝祢。
祢既恩賜我們藉這生命之糧而與基督結合，求祢
使我們與（某某）弟兄/姊妹一同蒙受祢聖子的
救贖，今世生活在基督內，來日與基督和眾聖者
一起，永遠在天國的喜樂中生活。因主耶穌基督
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禮成祝福*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天主的愛超乎人的想像。他創
造了人類，又藉聖子基督賜給我們永生的希
望。願天主聖父賞賜亡者永享真福，並振作你
們的信德，幫助你們善盡本分，繼續世上的生
活。

　眾：亞孟。

主禮：願善牧基督引領亡者安抵天鄉，也幫助你們擺
脫俗世的羈絆。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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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天主聖神既使亡者獲得復活的保證。願聖神也
幫助你們在祂的慈愛中生活，彼此扶持，期待
來日的重逢。

　眾：亞孟。

主禮：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
　眾：亞孟。

主禮：彌撒禮成。
　眾：感謝天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下接辭靈禮，則不用禮成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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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靈祈禱

致候

主禮：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眾：亞孟。

主禮：各位親友，天主是我們的希望。願祂賜給你們
安慰與平安，並願生命之主耶穌基督常與你們
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家庭的愛、朋友的共融，使我們相聚一起。尤
其我們相信在基督內，愛是永恆的。我們與 
（某某）弟兄/姊妹的情誼，是不會因他（她）
的離世而終結的。今晚我們在主耶穌基督內懷
念（某某）弟兄/姊妹，同時，也與他（她）一
起祈禱。我們堅信天主不會忘記人的善行，祂
也寬恕我們的過犯。讓我們求主收納（某某）
弟兄/姊妹，安息在基督懷中。請大家祈禱：

（全體靜默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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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主禮：上主天主，我們今晚紀念（某某）弟兄/姊妹；
他（她）的離去，反映出我們人類共有的處
境，以及人世的短暫。但祢藉基督給我們啟
示，死亡不是終結，更不會奪去祢在人身上的
種種恩寵。

　　　天父，我們既然是祢的子女，分享了祢聖子的救
恩，得到永生的希望，求祢收納（某某）弟兄/
姊妹，進入祢聖子預許的天鄉，並求祢以基督
復活的信德，安慰我們、堅強我們，使我們善
度此生，來日與（某某）弟兄/姊妹同享復活的
光輝。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祢的聖子，祂和
祢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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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儀

讀經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後書　5: 1, 6-10

　　弟兄姊妹：我們知道：如果我們這地上帳棚式的

寓所拆毀了，我們必由天主獲得一所房舍，一所非人

手所造，而永遠在天上的寓所，所以不論怎樣，我們

時常放心大膽，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幾時住在這肉

身內，就是與主遠離——因為我們現今只是憑信德往

來，並非憑目睹——我們放心大膽，是為更情願出離

肉身，與主同住。為此我們或住在或出離肉身，常專

心以討主的喜悅為光榮。——上主的話。

眾：感謝天主。

答唱詠　詠 27: 1, 4, 7-9, 13-14

　領：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答句：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

　領：上主是我的光明，我的救援，我還畏懼何人？上
主是我生命穩固的保障，我還害怕何人？

　　　【答句】
　領：我有一事祈求上主，我要懇切請求此事：使我一

生的歲月，常居住在上主的殿裏，欣賞上主的
甘飴慈祥，瞻仰上主聖所的堂皇。【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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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上主，求祢俯聽我的呼號，上主，求祢憐憫我，
垂允我。上主，我在尋求祢的儀容。求祢不要
掩住祢的臉面。【答句】

　領：我深信在此活人地區，定會享見上主的幸福。你
要鼓起勇氣，期望上主，你要振作精神，期望
上主。【答句】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眾：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領：主說：「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從我的人，
必永遠活著」。（若 11: 25-26）

　眾：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福音

恭讀聖路加福音　12: 25-34

　　那時候，耶穌說：「你們中誰能運用思慮，使

自己的壽數增加一肘呢？如果你們連極小的事還做不

來，為甚麼要思慮別的事呢？你們看看百合花，是怎

樣生長的：它們不勞作，也不紡織；可是，我告訴你

們：連撒羅滿在他極盛的榮華時所披戴的，也不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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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花中的一朵。田野間的野草，今天還在，明天就投

入爐中，天主尚且這樣裝飾，何況你們呢！小信德的

人啊！你們不要謀求吃甚麼，喝甚麼，也不要憂愁掛

心，因為這一切都是世上的外邦人所尋求的，至於你

們，你們的父知道你們需要這些。你們只要尋求祂的

國，這些自會加給你們。

　　「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為你們的父喜

歡把天國賜給你們。要變賣你們所有的來施捨，為你

們自己備下經久不朽的錢囊，在天上備下取用不盡的

寶藏；那裏盜賊不能走近，蠹蟲也不能損壞，因為你

們的寶藏在那裏，你們的心也必在那裏。」

　　——上主的話。

眾：基督，我們讚美祢。

講道

禱詞

主禮：各位親友，我們相信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
們犧牲，又從死者中復活，賜給我們永生，現
在讓我們誠心地向祂呼求。

　領：上主，祢是復活，是生命，我們要因祢而生活。
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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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主，我們相信祢的許諾，我們將永遠肖似祢。求
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祢來是為消滅罪惡與死亡。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祢拯救我們脫免死亡的恐懼。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祢曾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犧牲，並在光榮中復
活。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耶穌，祢是溫良的善牧，祢帶領我們跨越死亡
的幽谷。求祢把永遠的平安賜給（某某）弟兄/
姊妹。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耶穌，祢憐愛哀慟和悲傷的人。求祢安慰（某
某）弟兄/姊妹的家人和親友，使他們能在希望
中繼續人生的路程，來日在天鄉重逢。求祢垂
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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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各位親友，我們真正的家鄉是在天上。讓我們
按照耶穌基督的教導，向在天之父祈禱：

全體：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
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
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祢寬恕我們的
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
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祈禱

主禮：主耶穌，祢是人類的救主；祢曾甘願交付自
己，經歷死亡，好使我們獲得拯救，出死入
生。

　　　我們謙誠地求祢，以祢的憐憫收納（某某）弟
兄/姊妹，使他（她）安息在祢的懷中，並安慰
他（她）的親友。

　　　主，唯獨祢永遠常在，祢的慈愛永無窮盡，祢藉
著死亡為人開啟了永生之門。求祢以祢的仁慈
和寬恕，賜給（某某）弟兄/姊妹快樂、光明與
平安的天上居所。在那裏，祢和聖父及聖神，
永享光榮，至於無窮世之世。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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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禱

主禮：凡在主內蒙召的人是有福的，願他們在勞苦後
得到安息，他們的善行常伴隨著他們。

　　　　（參閱默 14: 13）

主禮：上主，求祢賜給（某某）弟兄/姊妹永遠的安
息。

　眾：並以祢的永光照耀他（她）。

主禮：願諸聖接他（她）到天主台前，與諸信者一
起，永享安息。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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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殯祈禱

致候

主禮：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眾：亞孟。

主禮：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共融，與
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各位親友，我們以主耶穌基督的名，在這裏相
聚，為（某某）弟兄/姊妹祈禱，求天主帶領他
（她）抵達天上永恆的家鄉。

　　　雖然人生的離別使我們感到迷惘，但天主永生的
許諾重燃我們的希望。讓我們在主的愛內彼此
扶持，全心歸向天主，向祂呼求。

（全體靜默片刻）

祈禱

主禮：天主，全能的父，我們確信祢的聖子在十字架
上為我們犧牲，又從死者中復活，率先離開長
眠者的境界。祢既恩賜祢的僕人/僕婢（某某）
弟兄/姊妹步武基督的芳蹤，求祢今天也賞賜
他（她）獲享基督復活的生命。因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祢的聖子，祂和祢及聖神，是唯一天
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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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儀

讀經　

恭讀智慧篇　3:1-6, 9

　　義人的靈魂在天主手裏，痛苦不能傷害他們。在愚

人看來，他們算是死了，認為他們去世是受了懲罰，

離我們而去，彷彿是歸於泯滅；其實，他們是處於安

寧中；雖然在人看來，他們是受了苦，其實，卻充滿

著永生的希望。他們受了些許的痛苦，卻要蒙受絕大

的恩惠，因為天主試驗了他們，發覺他們配作自己的

人：祂試煉了他們，好像爐中的黃金；悅納了他們，

有如悅納全燔祭。倚恃上主的人，必明白真理；忠信

於上主之愛的人，必與祂同住，因為恩澤與仁慈，原

歸於祂所選拔的人。——上主的話。

眾：感謝天主。

答唱詠　詠 23

　領：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
答句：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

　領：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祂使我臥在
青綠的草場，又領我走近幽靜的水旁，還使我
的心靈得到舒暢。【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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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祂為了自己名號的原由，領我踏上了正義的坦
途。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險，
因祢與我同住。祢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
舒暢。【答句】

　領：在我對頭面前，祢為我擺設了筵席，在我的頭上
傅油，使我的杯爵滿溢。在我一生歲月裏，幸
福與慈愛常隨不離；我將住在上主的殿裏，直
至悠遠的時日。【答句】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眾：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領：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
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瑪 25: 34）

　眾：亞肋路亞。
　　　【四旬期：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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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恭讀聖若望福音　6: 37-40

　　那時候，耶穌說：「凡父交給我的，必到我這裏

來；而到我這裏來的，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因為

我從天降下，不是為執行我的旨意，而是為執行派

遣我來者的旨意。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就是：凡祂交給

我的，叫我連一個也不失落，而且在末日還要使他復

活，因為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見子，並信從子的，

必獲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復活。」

　　——上主的話。

眾：基督，我們讚美祢。

講道

禱詞

主禮：各位親友，全能的天主從死者中復活了祂的聖
子耶穌基督，讓我們懷著信心，祈求天主收納
亡者，拯救生者。

　領：我們的親友（某某）於領洗時曾獲得永生的保
證，願天主現在收納他（她）到達天上的家
鄉，與各位聖人聖女同享永福。為此，我們同
聲祈禱。

　眾：上主，請俯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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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我們的親友（某某）曾領受基督的聖體——生命
之糧，求天主在末日使他（她）與基督一起獲
享復活的光輝。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上主，請俯聽我們。

　領：我們也紀念所有已亡的親人、朋友和所有曾經恩
待我們的人。願天主豐厚地賞報他們。為此，
我們同聲祈禱。

　眾：上主，請俯聽我們。

　領：我們也為所有懷著永生的希望而安息於主的人祈
禱，願他們都能享見天主的聖容。為此，我們
同聲祈禱。

　眾：上主，請俯聽我們。

　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曾因朋友拉匝祿的死而落
淚，祂同情一切心靈痛苦的人。願我們都能在
主內找到安慰和力量。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上主，請俯聽我們。

　領：願我們在今天的祈禱中獲得安慰，彼此扶持，度
過憂傷的時刻，積極迎向未來的生活。為此，
我們同聲祈禱。

　眾：上主，請俯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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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現在讓我們把（某某）弟兄/姊妹交託給天主，
以耶穌基督教導我們的祈禱，與亡者一起祈
求：

全體：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
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
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祢寬恕我們的
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
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主禮：天主聖父，祢是我們的保護和力量，求祢仁慈
地俯聽祢子民的呼求，使亡者得到淨化，獲享
圓滿的救恩。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
們的祈禱。

　眾：亞孟。

（以下接辭靈禮 35 頁或 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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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殮禮（土葬適用）

（主禮及亡者家屬到內堂入殮室集合）

致候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各位親友，主耶穌曾說過：「凡勞苦和負重擔
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
（瑪 11: 28）

　　　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走完了人生的路，安
息主懷。我們為他（她）的一生感謝天主，因
為天主曾賜予他（她）種種恩惠，尤其是領洗
成為基督徒的大恩。我們的救贖既來自天主，
讓我們一起呼求祂大顯仁慈，拯救（某某）弟
兄/姊妹。

聖詠 130（主禮引領在場家屬一起誦念聖詠）

　領：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諾言。
　眾：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諾言。

　領：上主，我由深淵向祢呼號。我主，求祢俯聽我的
呼號，求祢側耳俯聽我的哀禱。上主，祢若細
察人的罪愆，我主，有誰還能站立得住？

　眾：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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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可是祢以寬恕為懷，令人對祢起敬起愛。我仰賴
上主，我靈期待祂的聖言。我靈等候我主，切
於更夫的待旦。

　眾：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諾言。

　領：上主富於仁慈，祂必定慷慨救援。祂必要拯救以
色列人，脫離一切罪根。

　眾：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諾言。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灑聖水

主禮：上主是我們的牧者，祂領我們到達活水的泉
源。上主領導祂的羊群，躺臥在青綠的草地
上，使他們的心靈得到舒暢。（參閱詠 23:2-3）

（主禮向亡者遺體及靈柩灑聖水。）

祈禱

主禮：天主，祢對人類的愛是信實可靠的，祢把 
（某某）弟兄/姊妹從人間召回祢身邊，求祢為
他（她）解除罪過的束縛，使他（她）堪當在
天國得享永遠的光明與平安，來日與祢的諸聖
一同光榮復活。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
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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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禱

主禮：凡在主內安眠的人是有福的。願他們在勞苦後
得到安息，他們的善行常伴隨著他們。

　　　（參閱默 14: 13）

（主禮伸手向著遺體和靈柩繼續誦念：）

主禮：主，求祢在天上賜給（某某）弟兄/姊妹平安的
居所，使他（她）永遠得見祢的慈顏，與諸聖
一起稱頌祢。

　眾：亞孟。

（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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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靈禮（土葬適用）

主禮：各位親友，在結束祈禱之前，讓我們正式向 
（某某）弟兄/姊妹的遺體辭別。願我們的哀愁
遠去，重懷希望。到了預定的日子，主基督會
徹底地摧毀死亡；那時，我們將要復活，在主
的愛內重逢，永遠團聚一起。

（全體靜默片刻）

灑聖水（主禮向靈柩灑聖水）

主禮：天主，祢藉洗禮，滌除人的罪污，給予信者新
生，使他們作基督的門徒。願（某某）弟兄/姊
妹現今在天上繼續伴隨基督，得享永生。

　眾：亞孟。

（如奉香，可使用以下經文）

主禮：天主，祢祝聖了信者，使他們的身體成為祢聖
神的宮殿。願（某某）弟兄/姊妺的善行，猶如
馨香，蒙祢悅納，願他（她）在來日獲得復活
的光榮。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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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詠/諸聖禱文

（此時可詠唱合適聖歌或誦念以下諸聖禱文）

領：上主，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基督，求祢垂憐。　　　眾：基督，求祢垂憐。
領：聖母瑪利亞。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上主的天使。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若瑟。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若翰洗者。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伯多祿、聖保祿。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安德肋。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若望。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主的聖宗徒。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斯德望及諸位殉道聖人聖女。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奧思定。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方濟和聖道明。　　　眾：請為亡者祈求。

（可加其他聖人聖女，如本堂或亡者的主保聖人名字）

領：中國諸位聖人聖女。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天上的聖人聖女。　　眾：請為亡者祈求。

主禮：天上的聖者，請來扶助（某某）弟兄/姊妹；上
主的天使，請來迎接他（她）；請接他（她）到
達天父台前。

　眾：請迎接他（她），領他（她）到天父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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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基督召喚了他（她），願基督收納他（她），領
他（她）回到天父的懷抱。

　眾：請迎接他（她），領他（她）到天父台前。

主禮：上主，求祢賜給他（她）永遠的安息，並以永
恆的光輝照耀他（她）。

　眾：請迎接他（她），領他（她）到天父台前。

辭靈禱文

主禮：慈悲的父，我們懷著確切的希望，把（某某）
弟兄/姊妹託付在祢的手中。

　　　願他（她）與所有在基督內安眠的人，來日如同
基督一樣，復活起來，進入永生。

　　　慈悲的主，求祢轉面俯聽我們的祈求，為祢的
僕人（某某）弟兄/姊妹打開天鄉的大門，收納
他（她）在祢懷中安息，並使我們仍在世途中
的親友，堅信祢的許諾，期待來日在基督內重
逢，與祢及所有聖者，永遠同享天國的幸福。
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祢的聖子、祂和祢及聖
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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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伸手向著靈柩祝禱）*

主禮：（某某）弟兄/姊妹，願天使領你（妳）進入天
堂，願殉道諸聖迎接你（妳），並領你（妳）
進入天上聖城耶路撒冷。願天使的樂隊迎接你
（妳），與諸聖一起到達天主台前。

（瞻仰遺容可由堂倌、主禮或一位親友主持，隨後報告注意事
項及三鞠躬禮。禮畢，主禮帶領靈柩步出靈堂，家屬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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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葬禮

致候

主禮：各位親友，（某某）弟兄/姊妹已在基督內安
息。願基督收納他（她），賜給他（她）參與
天國的盛宴。

　　　按若望福音記載，主耶穌說：「我就是復活、
就是生命；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著。」

　　　（若 11: 25）

　　　天主既將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召回祂的身
邊，我們也把他（她）的遺體歸於大地，因為
我們的軀體是從塵土而來，也要歸於塵土。

　　　但主耶穌基督會改變我們可朽壞的軀體，使之相
似祂光榮的身體，因為祂已經復活起來，成為
死者中的首生者。讓我們將（某某）弟兄/姊妹
託付給主，願主懷抱著他（她），並且在末日
使他（她）復活。（全體默禱片刻）

祝聖墓穴

主禮：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主耶穌基督，祢曾三天置身在墳墓內，使所有
信者的墳墓得到祝聖，並使墳墓成為希望的標
記；雖然它埋葬人的軀體，但也向人預示復
活，正如祢被埋葬三天後復活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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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只有祢是復活和生命，願（某某）弟兄/
姊妹在這墳墓中安眠，直到祢喚醒他（她）進
入光榮復活的日子。那時，他（她）將完全肖似
祢，並且在祢真光的照耀下，永遠享見天父的光
榮。祢和聖父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主禮向靈柩和墓穴灑聖水）

禱詞

主禮：各位親友，主耶穌既應許：「我父所祝福的，
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
國度。」（瑪 25: 34）讓我們懷著這份信德，向
主耶穌基督祈禱：

　領：主基督，祢曾安慰哀傷的瑪爾大和瑪利亞。求祢
憐憫哀慟的人，抹去他們的淚痕。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祢曾在朋友拉匝祿的墓前落淚。求祢安
慰亡者的親友。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祢使亡者得到新的生命。求祢把永生賜
予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

　眾：上主，求祢垂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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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主基督，祢曾把天國許諾給悔改的右盜。求祢帶
領（某某）弟兄/姊妹進入天國的喜樂。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曾領受永生
的洗禮，又曾接受聖神的傅油。求祢使他（她）
在天上與諸聖一起，在共融中生活。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曾領受祢的
聖體聖血，得到滋養。求祢使他（她）得享天
國的筵席。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祢是憂苦者的安慰。求祢保護眾人，使
我們在信德中充滿著永生的希望，並能善度此
生，期待來日的重逢。

　眾：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現在讓我們按照主基督所教導的經文，與亡者
一起，向天父祈禱：

全體：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
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
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祢寬恕我們的
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
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42 天主教殯葬禮儀

主禮：天主，祢是聖善的，是生命之主。求祢接納我
們為祢僕人/僕婢所作的祈禱。祢善察人心，祢
知道（某某）弟兄/姊妹願意承行祢的旨意，求
祢滿全他（她）的心願，以祢的仁慈，恩賜他 
（她）加入天上聖者的行列，正如他（她）在世
時曾加入祢子民的行列一樣。因主耶穌基督之
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祝禱（主禮向亡者家人伸手祝福）

主禮：慈悲的主，祢樂意俯聽謙卑者的祈禱，亦明白
人的哀傷。求祢俯聽祢子民的呼求，垂視在場
的親友，賜予他們力量，使他們保持著希望，
期待祢無盡的恩許。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
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主禮可向靈柩劃十字）

主禮：上主，求祢賜給（某某）弟兄/姊妹永遠的安
息。

　眾：並以祢的永光照耀他（她）。

主禮：願諸聖接他（她）到天主台前，與諸信者一
起，永享安息。

　眾：亞孟。

（離開前可行鞠躬及撒土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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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殮辭靈禮（火葬）

（主禮及亡者家屬到內堂入殮室集合）

致候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各位親友，主耶穌曾說過：「凡勞苦和負重擔
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
（瑪 11: 28）

　　　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走完了人生的路，安
息主懷。我們為他（她）的一生感謝天主，因
為天主曾賜予他（她）種種恩惠，尤其是領洗
成為基督徒的大恩。我們的救贖既來自天主，
讓我們一起呼求祂大顯仁慈，拯救（某某）弟
兄/姊妹。

聖詠 130（主禮引領在場家屬一起誦念聖詠）

　領：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諾言。
　眾：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諾言。

　領：上主，我由深淵向祢呼號。我主，求祢俯聽我的
呼號，求祢側耳俯聽我的哀禱。上主，祢若細
察人的罪愆，我主，有誰還能站立得住？

　眾：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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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可是祢以寬恕為懷，令人對祢起敬起愛。我仰賴
上主，我靈期待祂的聖言。我靈等候我主，切
於更夫的待旦。

　眾：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諾言。

　領：上主富於仁慈，祂必定慷慨救援。祂必要拯救以
色列人，脫離一切罪根。

　眾：我的心靈期待上主，期待上主的諾言。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灑聖水

主禮：天主，祢藉著洗禮，滌除人的罪污，給予信者
新生，使他們作基督的門徒。願（某某）弟兄/
姊妹現今也在天上繼續伴隨基督，得享永生。

　眾：亞孟。

（如奉香，可使用以下經文）

主禮：天主，祢祝聖了信者，使他們的身體成為祢聖
神的宮殿。願（某某）弟兄/姊妹的善行，猶如
馨香，蒙祢悅納，願他（她）在末日獲得復活
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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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主禮：天主，祢對人類的愛是信實可靠的，祢把（某
某）弟兄/姊妹從人間召回祢身邊，求祢為他 
（她）解除罪過的束縛，使他（她）堪當在天
國得享永遠的光明與平安，來日與祢的諸聖一
同光榮復活。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
們的祈禱。

　眾：亞孟。

緊接辭靈禮（可在靈寢室或靈堂大廳舉行）

主禮：各位親友，在結束祈禱之前，讓我們正式向 
（某某）弟兄/姊妹的遺體辭別。願我們的哀愁
遠去，重懷希望。到了預定的日子，主基督會
徹底地摧毀死亡；那時，我們將要復活，在主
的愛內重逢，永遠團聚一起。

（全體靜默片刻）

歌詠/諸聖禱文

（此時可詠唱合適聖歌或誦念以下諸聖禱文）

領：上主，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基督，求祢垂憐。　　　眾：基督，求祢垂憐。
領：聖母瑪利亞。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上主的天使。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若瑟。　　　　　　　眾：請為亡者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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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聖若翰洗者。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伯多祿、聖保祿。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安德肋。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若望。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主的聖宗徒。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斯德望及諸位殉道聖人聖女。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奧思定。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聖方濟和聖道明。　　　眾：請為亡者祈求。

（可加其他聖人聖女，如本堂或亡者的主保聖人名字）

領：中國諸位聖人聖女。　　眾：請為亡者祈求。
領：天上的聖人聖女。　　　眾：請為亡者祈求。

主禮：天上的聖者，請來扶助（某某）弟兄/姊妹；上
主的天使，請來迎接他（她）；請接他（她）到
達天父台前。

　眾：請迎接他（她），領他（她）到天父台前。

主禮：基督召喚了他（她），願基督收納他（她），領
他（她）回到天父的懷抱。

　眾：請迎接他（她），領他（她）到天父台前。

主禮：上主，求祢賜給他（她）永遠的安息，並以永
恆的光輝照耀他（她）。

　眾：請迎接他（她），領他（她）到天父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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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亡者交託給天主

主禮：天主既將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召回祂的身
邊，他（她）的遺體將被火化。我們的軀體是
由塵土而來，又要歸於塵土；但主基督會改變
我們可朽壞的軀體，使之相似祂光榮的身體。
讓我們把（某某）弟兄/姊妹交託給上主，願主
收納他（她），並且在末日使他（她）復活。

（全體默禱片刻）

禱詞

主禮：各位親友，主耶穌基督曾經說過：「我就是復
活，就是生命；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
著。」（若11:25）讓我們懷著這份信仰，向主耶
穌祈禱。

　領：主基督，祢曾安慰哀傷的瑪爾大和瑪利亞，求祢
憐憫哀慟的人，抹去他們的淚痕。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祢曾在朋友拉匝祿的墓前落淚，求祢安
慰亡者的親友。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祢使亡者得到新的生命，求祢把永生賜
予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

　眾：上主，求祢垂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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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主基督，祢曾把天國許諾給悔改的右盜，求祢帶
領（某某）弟兄/姊妹進入天國的喜樂。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曾領受永生
的洗禮，又曾接受聖神的傅油，求祢使他（她）
在天上與諸聖一起，在共融中生活。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我們的弟兄/姊妹（某某）曾領受祢的
聖體聖血，得到滋養。求祢使他（她）得享天
國的筵席。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祢是憂苦者的安慰，求祢堅強我們，使
我們懷著信德，善度此生，期待永生重逢的日
子。

　眾：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讓我們以基督所教導的經文，與亡者一起，向
天父祈禱：

全體：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
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
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祢寬恕我們的
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
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48 天主教殯葬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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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天主，祢是聖善的，是生命之主。求祢接納我們
為祢僕人所作的祈禱。祢善察人心，亦知道（某
某）弟兄/姊妹願意承行祢的旨意，求祢滿全他
（她）的心願，以祢的仁慈，恩賜他（她）加入
天上聖者的行列，正如他（她）在世時曾加入祢
子民的行列一樣。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
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祝禱（主禮可向亡者家人伸手祝福）

主禮：慈悲的主，祢樂意俯聽謙卑者的祈禱，祢明白
人的哀傷。求祢俯聽祢子民的呼求，垂視在場
的親友，賜予他們力量，使他們保持著希望，
期待祢無盡的恩許。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
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主禮可向靈柩劃十字）

主禮：上主，求祢賜給（某某）弟兄/姊妹永遠的安
息。

　眾：並以祢的永光照耀他（她）。

主禮：願諸聖迎接他（她）到天主台前，與諸信者一
起，永享安息。

　眾：亞孟。
（三鞠躬。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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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葬禮

（如無神職人員，由教友誦禱。）

全體：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孟。

聖詠 121

我舉目向聖山瞻望，我的救助要來自何方？
我的救助來自上主，祂創造了天地宇宙。

祂決不讓你的腳滑倒；保護你的也決不睡覺。
看，那保護以色列者，不打盹也不會睡著。

上主站在你的右邊，作你的護衛和保安。
白天太陽必不傷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

上主保護你於任何災患，
上主保護你的心靈平安。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全體：吁！吾主耶穌，請寬赦我們的罪過，救我們於
永火之中。求祢把眾人的靈魂，特別是那些需
要祢憐憫的靈魂，領到天國裡去。亞孟。

【一遍天主經，一遍聖母經，一遍聖三光榮經。】

全體：花地瑪聖母，為我等祈。
全體：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孟。

（三鞠躬。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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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骨殖安放禮

（主禮及家屬集合在骨龕前）

致候

主禮：各位親友，我們現在安放（某某）弟兄/姊妹的
骨殖/骨灰，再次肯定我們的信仰。萬物都是天
主創造的，最後都要歸於天主。耶穌基督曾許
諾：「我就是復活，就是生命，信從我的，即
使死了，仍要活著。」（若 11: 25）現在我們祈
求天主，祝聖安放（某某）弟兄/姊妹骨殖/骨
灰的地方，使成為期待復活的標記。

灑聖水（主禮向骨龕灑聖水，同時全體宣示信仰：）

全體：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我信
父的唯一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信祂因聖
神降孕，由童貞瑪利亞誕生。我信祂在比拉多
執政時蒙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而安葬。我
信祂下降陰府，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我信祂
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邊。我信祂要從
天降來，審判生者死者。我信聖神。我信聖而
公教會，諸聖的相通。我信罪過的赦免。我信
肉身的復活。我信永恆的生命。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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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詠 121

　領：上主是我的救援，我的希望。
答句：上主是我的救援，我的希望。

　領：我舉目向聖山瞻望，我的救助要來自何方？我的
救助來自上主，祂創造了天地宇宙。【答句】

　領：祂決不讓你的腳滑倒；保護你的也決不睡覺。
看，那保護以色列者，不打盹也不會睡著。

　　　【答句】
　領：上主站在你的右邊，作你的護守和保衛。白天太

陽必不傷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答句】
　領：上主保護你於任何災患，上主保護你的心靈平

安。上主保護你出外，保護你回來，從現在起
一直到永遠的世代。【答句】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天主經

主禮：現在讓我們以救主耶穌所教導的經文，與亡者
一起懇求天父：

全體：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
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
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祢寬恕我們的
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
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53天主教殯葬禮儀

主禮：仁慈的天主聖父，祢藉著主基督的死亡、埋葬
及復活，摧毀了死亡和罪惡在我們身上的勢
力。求祢恩賜（某某）弟兄/姊妹安息在祢懷
中，期待復活的來臨，也求祢幫助我們全心歸
向祢，善度聖善和互愛的生活，日後與我們的
弟兄姊妹，在天鄉同享祢慈顏的光輝。因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祢的聖子，祂和祢及聖神，是
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祝禱

主禮：我們既把亡者交託給善牧基督，願基督帶領他
（她）安抵天鄉，並願基督保佑你們在平安中
繼續為信仰作證，宣示基督的救恩。

　眾：感謝天主。

（封碑後，可獻花和行三鞠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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