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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辭                      眾坐 
主禮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主的慈愛、聖靈／聖神的契通，常與你們同在。 

會聚 也與你同在。 

主禮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今天聚集於此，一起為了基督徒之間的合一、世界的復和而禱告。基督徒
之間的分裂已經持續了多個世紀，不單為眾人帶來極大傷痛，也違背了上主的心意。我們相信祈
禱的力量，因此，我們與普世的基督徒，為了修補分裂，一起獻上禱告。 

本年度的合一禮文為馬爾他的教會所預備。基督宗教在這細小的島國上的歷史，可追塑到使徒的
年代。根據傳統，外邦人的使徒／宗徒保羅／保祿曾在公元 60 年抵達馬爾他的沿海地區，使徒
行傳／宗徒大事錄最後兩章經文亦為我們提供了這段滿有上主安排的記述。 

這段文字標誌著基督宗教在馬爾他的開始。這個小國由兩個主要島嶼——馬爾他島和戈佐島——
以及其他周邊小島組成。經文中的這塊土地位於地中海的中心地帶，處於西西里島南端和北非之
間，正是介乎於文明、文化和宗教的十字路口。 

在本年度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期間，我們今天的禱告和反思都會集中在這些島民對遭遇海難之

人的盛情款待，如經上所說：「他們非常友善地款待我們」。願我們今天為基督徒的合一禱告時彼
此展現的愛與尊重，同樣地展現在未來一年中。 

 

呼召聖靈/聖神                    眾坐 
主禮 仁愛的聖靈／聖神，請祢降臨於這崇拜，並居住在我們當中。 
會眾 聖靈／聖神，求祢降臨。 

主禮 合一的聖靈／聖神，請祢引導我們走向基督徒合一的道路。 
會眾 聖靈／聖神，求祢降臨。 

主禮 款待的聖靈／聖神，請祢教導我們好客之道。 
會眾 聖靈／聖神，求祢降臨。 

主禮 慈悲的聖靈／聖神，求祢澆灌我們，有尊敬待人的態度。 
會眾 聖靈／聖神，求祢降臨。 

主禮 盼望的聖靈／聖神，求祢幫助我們移開合一旅程上所有障礙。 
會眾 聖靈／聖神，求祢降臨。 
 

認罪及宣赦  
主禮 為著由於我們宗派和傳統過往之間差異而有的錯誤、不信任，和彼此惡待，上主，求祢寬恕我     

們。 
會眾 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 為著我們常在黑暗中，而不願尋找光明之路，上主，求祢寬恕我們，因為祢是獨一的真光。 
會眾 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 為著我們缺乏信心，沒有成為別人可依靠的盼望和真摯的關愛，上主，求祢寬恕我們。 
會眾 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 為著我們曾為他人帶來傷痛、困難和煎熬，上主，求祢寬恕我們。 
會眾 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 為著我們獨善其身，不但沒有好好款待他人，反而常常對人表現冷漠，尤其那些陌生者與流落

他鄉的難民，上主，求祢寬恕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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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 上主，求祢垂憐。 

主禮 上主滿有憐憫和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祂的

人也是何等的大！（詩／詠108:8, 11-12） 

會眾 阿們／亞孟。 

 

頌讚        主僕頌主歌（普天頌讚52）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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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主言                      眾坐 
 
讀經 天父，求祢開啟我們的心思意念，領受祢的聖言。 
會眾 祢的話就是靈／神，就是生命！ 
 
讀經 帶領我們彼此靠近，在仁愛和合一中成長。 
會眾 祢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使徒行傳 27:18-28:10（和修版） 

18我們被風浪逼得很急，第二天眾人就把貨物拋在海裏。 19第三天，他們又親手把船上的器具拋棄了。 

20許多天都沒有看到太陽和星辰，又有狂風大浪催逼，我們獲救的指望都放棄了。 

21眾人已有好幾天沒有吃東西，保羅就出來站在他們中間，說：「諸位，你們本該聽我的話不離開克里特

島，就不致遭到這樣的損失和破壞。 22現在我勸你們放心，除了損失這條船，你們中間沒有一人會喪失

性命。 23因為昨夜，我所屬所事奉的上帝的使者站在我旁邊， 24說：『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凱

撒面前；並且上帝已把安全賜給與你同船的人了。』 25所以，諸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怎樣對我說，事

情也要怎樣成就； 26只是我們必須在一個島上擱淺。」 

27到了第十四天夜間，船在亞得里亞海漂來漂去。約在半夜，水手以為漸近旱地， 28就去探測深淺，探

得有十二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淺，探得有九丈。 29恐怕我們撞到礁石，他們就從船尾拋下四個錨，盼

望天亮。 30水手想棄船逃走，把救生艇縋下海裏，假裝要從船頭拋錨的樣子。 31保羅對百夫長和士兵說：

「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你們就不能獲救。」 32於是士兵砍斷救生艇的繩子，由它漂去。 

33天快亮的時候，保羅勸眾人都用餐，說：「你們一直捱餓等候，不吃甚麼，已經十四天了。 34所以我勸

你們吃點東西，這是關乎你們獲救的，因為你們各人連一根頭髮也不至於掉落。」 35保羅說了這話，就

拿起餅來，在眾人面前祝謝了上帝，然後擘開來吃。 36於是他們都放心，就吃了。 37我們在船上的共有

二百七十六個人。 38他們吃飽了，為要使船輕一點，就把船上的麥子拋到海裏。 

39天亮的時候，他們不認得那地方，只見一個有岸可登的海灣，就想法子看能不能把船靠岸。 40於是他

們砍斷纜索，把錨丟到海裏，同時也鬆開舵繩，拉起頭篷，順風向著岸行去。 41但碰到兩水夾流的地方，

就擱了淺，船頭膠住不動，船尾被浪的猛力衝壞了。 42士兵的意思要把囚犯都殺了，免得有游水脫逃的。 

43但百夫長要救保羅，不准他們任意而行，就吩咐會游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 44其餘的人則用板子

或船的碎片上岸。這樣，眾人都獲救，上了岸。 

1我們既已獲救，才知道那島名叫馬耳他。 2當地人非常友善地接待我們；因為正在下雨，天氣又冷，他

們就生了火歡迎我們眾人。 3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中，有一條毒蛇，因為熱的緣故鑽了出來，

纏住他的手。 4當地的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上，就彼此說：「這人必是個兇手，雖然他從海裏獲救，天

理仍不容他活著。」 5保羅竟把那毒蛇甩在火裏，並沒有受傷。 6當地的人想他快要腫起來，或是忽然倒

下死了，但等了好久，見他沒有甚麼異樣，就轉念說他是個神明。 

7離那地方不遠有一些田產，是島長部百流的。他接納我們，盡情款待了我們三日。 8當時，部百流的父

親臥病不起，患了熱病和痢疾。保羅進去見他，為他禱告按手，治好了他。 9從此，島上其餘的病人也都

來，得了醫治。 10他們又多方面尊敬我們，到了開船的時候，又把我們所需用的東西送到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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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大事錄 27:18-28:10（思高版） 

18我們被風浪巔簸得太厲害，第二天他們便將貨物拋去；19第三天他們又親手把船上的用具也拋棄了。

20好多天看不見太陽，看不見星辰，狂暴的風仍不見小，從此我們獲救的希望，全都消失了。 

21眾人好久已沒有吃飯，保祿便站在他們中間說：「諸位同人，你們本該聽我的話，不該從克里特開船，

而遭受這場災害和損失。22雖然如此，我現在仍勸你們放心，因為除這隻船外，你們中沒有一個會喪命

的，23因為，我所歸屬和所事奉的天主的使者，今夜曾顯現給我，24說：保祿！不要害怕，你必要站在凱

撒面前。看，一切和你同船的人，天主都已賜給你了。25因此，諸位同人！請放心好了，因為我信天主對

我怎樣說，也必怎樣成就；26不過我們必要擱淺在一個島上。」 

27到了第十四天夜裡，我們在亞得里亞海飄來飄去；約在半夜時分，水手們猜想離一處陸地近了，28便拋

下測鉛，得知水深二十尋；隔了一會，又拋下測鉛，得知水深十五尋。29他們又怕我們碰在礁石上，就從

船尾拋下四個錨，切望天亮。30水手想法離船逃走，便將小艇繫到海裡，假裝要從船頭拋錨的樣子，31保

祿就給百夫長和士兵說：「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你們便不能獲救。」32那時，士兵便割斷小艇的纜索，

任它沉沒。33從那時直到天亮，保祿一直勸眾人用飯說：「你們一直忍饑期待，沒有吃甚麼，到今天已是

第十四天了。34所以我勸你們用飯；這與你們獲救有關，因為連你們頭上的頭髮也不會失掉一根。」35保

祿說了這話，便拿起餅來，在眾人前，感謝了天主，然後擘開，開始吃。36於是眾人都放了心，也都用了

飯。37當時我們在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六人。38眾人都吃飽了飯，便把麥子拋在海裡，使船輕些。 

39當天亮時，他們不認得那陸地，但瞥見一個有岸邊的海灣，如果可能，就願意把船駛進去。40於是將錨

割斷，棄在海裡，同時鬆開舵繩，拉上前帆，順著風，向岸邊前進。41不料卻碰到一道沙灘，兩邊有海，

竟把船擱淺了，船頭陷入，膠定不動，船尾卻被浪濤猛力衝壞。42那時士兵主張要把囚犯殺掉，免得有人

泅水逃走； 

43可是百夫長卻願救保祿，便阻止他們任意行事，遂命令會泅水的先跳入水中，先行登陸，44至於其餘的

人，有的用木板，有的憑船上的零碎東西：這樣眾人都登了陸，得了救。 

1我們得救以後，那時纔知道這島名叫默里達。2土人待我們非常友善，因為當時正在下雨，天又寒冷，他

們就生起一堆火來款待我們眾人。3保祿拾了一捆柴，放在火堆上；有一條毒蛇，因熱而出，纏住了他的

手。4土人一見毒蛇在保祿手上懸著，就彼此說：「這人必定是個兇手，雖然他從海裡得了救，天理仍不

容他活著。」5保祿竟把那毒蛇抖在火裡，一點也沒有受害；6他們等待保祿發腫，或者突然跌倒死去；但

等了好久，見沒有一點不對的地方在他身上發生，就轉念說他是個神。 

7離那地方不遠，有一塊田園，是島上的首領名叫頗里約的；他收留我們，款待了我們三天，很是厚道。

8適逢頗里約的父親臥病，患熱病和痢疾；保祿就到他那裡，祈禱以後，給他覆手，治好了他。9這樣一來，

島上其餘有病的人也都前來，也全被治好了。10他們處處表示十分尊敬我們；當我們開船的時候，還給我

們放上急需品。 

 
讀經 上主的道。 
會眾 感謝拯救與醫治的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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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07:8-9, 19-22, 28-32（和修版） 

8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 

9因他使心裏渴慕的人得以滿足，使飢餓的人得飽美食。 

 

19於是他們在急難中哀求耶和華，他就拯救他們脫離禍患。 

20他發出自己的話語醫治他們，救他們脫離陰府。 

21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 

22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他，歡呼述說他的作為！ 

 

28於是他們在急難中哀求耶和華，他就領他們脫離禍患。 

29他使狂風止息，波浪平靜， 

30既平靜了，他們就歡喜，他就領他們到想要去的海港。 

31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稱謝他。 

32願他們在百姓的會中尊崇他，在長老的座位上讚美他！ 

 
 
聖詠集107:8-9, 19-22, 28-32（思高版） 

8願他們感謝上主的仁慈，稱頌他給人子顯的奇蹟。 

9因為他使饑渴的人得到飽飫，他使肚餓的人享盡美物。 

 

19他們於急難中一哀求上主，上主即拯救他們脫離困苦。 

20主發一言就將他們病除，且拯救他們脫離了陰府。 

21願他們感謝上主的仁慈，稱頌他給人子顯的奇蹟。 

22願他們獻上感恩的祭獻，將他的工程歡樂地宣傳。 

 

28他們於急難中一哀求上主，上主即拯救他們脫離困苦。 

29他化風暴為平靜，海濤頓時便安定； 

30他使風平浪靜，大家個個歡忭，他領他們登上了渴望的海岸。 

31願他們感謝上主的仁慈，稱頌他給人子顯的奇蹟， 

32在人民的集會中頌揚他，在長老的議席上讚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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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16:14-20（和修版） 

14後來十一使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裏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復活以

後看見他的人。 15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

的必被定罪。 17信的人將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18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

物，也不會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 

19主耶穌和他們說完了話以後，被接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邊。 20門徒出去，到處傳福音。主和他們同

工，藉著伴隨的神蹟證實所傳的道。 

 
 
馬爾谷福音16:14-20（思高版） 

14最後，當他們十一人坐席的時候，耶穌顯現給他們，責斥他們的無信和心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由

死者中復活後，見了他的人。15然後耶穌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16信而

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 

17信的人必有這些奇蹟隨著他們：因我的名驅逐魔鬼，說新語言，18手拿毒蛇，甚或喝了什麼致死的毒物，

也決不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 

19主耶穌給他們說了這些話以後，就被接升天，坐在天主的右邊。20他們出去，到處宣講，主與他們合作，

並以奇蹟相隨，證實所傳的道理。 

 
讀經 這是上主的聖言。 
會眾 主耶穌基督，祢是福音，願讚美歸於祢！ 
 
 

講道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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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       我們是祢子民（頌主聖詩502）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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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西亞信經
1
（合一中譯本）[2019修訂稿]            眾立 

 
主禮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都在基督裡合而為一，因此我們都奉聖父、聖子、聖靈／神的名宣認同

一的信仰： 
 

會眾 我們信獨一上主，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之萬物的主。 

我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上主的獨生子， 

在萬世之前，由父所生，2 

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神的真神，  

受生而非被造，與父本性相同， 

萬物藉他而有。 

他為我們世人，並為我們的得救，從天降臨， 

因 聖靈／聖神 由童貞女馬利亞得了肉身，而成為人。 

在 般雀．比拉多 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十字架， 

受難、埋葬； 

照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 

升天，坐在父的右邊； 

將在榮耀中再來， 

審判活人、死人， 

他的國度永無窮盡。 

我們信 聖靈／聖神， 

是主及賦予生命者， 

自父3而發， 

                                                 
1
 本文乃公元 381 年第二次大公會議所通過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的中譯。我們主要根據希臘語原文，亦曾參考拉

丁語譯文，及各教會慣用的中譯本。由於該信經乃公元 325 年第一次大公會議通過的《尼西亞信經》的增訂版本（主要在於

論聖靈部份），故今天教會普遍簡稱之為《尼西亞信經》，又名為《尼吉亞信經》。 
2
 公元 325 年在尼西亞舉行的第一次大公會議所通過的《尼西亞信經》中，「出自光明的光明」之前有「出自上主的上主」。

然而公元 381 年在君士坦丁堡舉行的第二次大公會議所通過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後來簡稱《尼西亞信經》）則無

此句。 
3
 公元 381 年於君士坦丁堡舉行的第二次大公會議通過的《尼西亞信經》版本（原文為希臘文）只言聖靈/聖神「自父而發」

（ἐκ τοῦ Πατρὸς ἐκπορευόμενον）。自大約六世紀起部份西方教會所使用的《尼西亞信經》版本（拉丁文）加上了「和子」，

即聖靈/聖神「自父和子而發」（ex Patre Filioque procedit），後來在西方教會廣泛採用，並自公元 1215 年第四次拉特朗會

議（Fourth Lateran Council）起獲確認為教義。東方教會反對如此修改曾獲大公會議通過的《尼西亞信經》的文字，並強調

唯獨聖父是另外兩位格的神性源頭；正教會至今仍沿用此 381 年的版本。西方教會則強調加上「和子」並不意味著聖靈/聖神

有兩個神性源頭。此合一中譯本按 381 年的《尼西亞信經》，並無「和子」；個別教會使用時若要加上「和子」，宜以方括號或

註腳表明原文無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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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子同受敬拜，同享榮耀； 

他曾藉眾先知發言。 

我們信獨一、神聖、大公、使徒所傳的教會。 

我們承認獨一洗禮，使罪得赦。 

我們期待死人復活及來世生命。 阿們／亞孟。 

 

公禱                       眾坐 
 
公禱期間，八支船槳將會被帶進主禮台，它們分別代表「修和」、「啟示」、「盼望」、「信任」、「堅強」、
「款待」、「轉化」、「慷慨」。當代表不同意義的船槳按次舉起時，領禱員亦按次進行公禱。 
 
主禮  我們不能獨自面對驚濤駭浪，一艘船只有在所有船槳都一起推動時，才會前進。所以面對艱難

的境況時，我們也必需齊心協力，一起撐動船隻前行。讓我們同心禱告： 
 
會眾靜默，第一支船槳給帶上前來，跟著是其他的船槳。 
 
禱告  恩慈的上主，求祢醫治我們過去的痛苦回憶，它們傷害了我們的教會，並使我們一直分離。 
會眾  聆聽我們的禱告，使我們得著修和。 
 
禱告  恩慈的上主，求祢教導我們較準航道走向基督──世界的真光。 
會眾  聆聽我們的禱告，使我們得著啟示。 
 
禱告 恩慈的上主，當我們面對人生的風浪感到力不能勝時，求祢增強我們的信心，知道祢有安妙的

安排。 
會眾  聆聽我們的禱告，使我們得著盼望。 
 
禱告  恩慈的上主，求祢把我們的分歧化為和諧，彼此的猜疑化為互相信任。 
會眾  聆聽我們的禱告，使我們得著信任。 
 
禱告  恩慈的上主，求祢給予我們勇氣，能在愛中為真理以公義發聲。 
會眾  聆聽我們的禱告，使我們變得堅強。 
 
禱告  恩慈的上主，求祢為我們拆除一切可見和不可見的藩籬，因為它們攔阻我們接待那些在危難或

有需要的兄弟姊妹。 
會眾  聆聽我們的禱告，使我們敢於款待。 
 
禱告  恩慈的上主，求祢改變我們和所屬的信仰群體的心，使我們可以成為祢醫治他人的工具。 
會眾  聆聽我們的禱告，使我們得以轉化。 
 
禱告  恩慈的上主，求祢開我們的眼，看見整個創造都是祢所賜的恩典，並張開我們的手，在團結中

分享其上的收成。 
會眾  聆聽我們的禱告，使我們變得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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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詩       我今所作奉獻（頌主聖詩424）       
 

 

 
（奉獻為支持神學對談小組的出版事工，此小組由本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與 
天主教會香港教區基督徒合一委員會聯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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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餐禮儀 

預備禮                      眾坐 

主禮 宇宙的上主，祢是當受讚美的。祢賜下這餅和這禮物，是大地的出產和人類勞動的成果，

求主使它成為生命之餅。宇宙的上主，祢是當受讚美的。祢賜下這酒，是葡萄的果實和人

類勞動的成果，求祢使它成為天國的美酒。從前散佈在田野和山邊的穀物和葡萄，現在結

合成為枱上的餅和酒。主啊，求祢亦使教會從世界每個角落聚集祢的子民，領他們進入祢

的國。 

會眾 阿們／亞孟。 

祝謝              

主禮 願主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主禮 你們的心當仰望主。 

會眾 我們的心仰望主。 

主禮 我們應當感謝我們的上主。 

會眾 感謝我們上主是應當的。 

主禮 主聖父，全能無始無終的上主啊，無論在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感謝讚美祢實在是適合和

美好的。祢藉活潑之道創造萬物，又宣告它們是美好的。祢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使他們

分享祢的生命和反映祢的榮耀。當日子臨到的時候，祢賜下基督給我們。作世界的道路、真

理、生命，祂接受洗禮，奉獻自己，成為祢的僕人，去向窮人傳福音。在最後晚餐中，祂設

立聖餐，教我們舉行紀念十字架和復活的聖禮，並藉著領受生命之餅而得基督和我們同在。

因此，我們和天使及眾聖徒，宣揚主的榮耀說： 

會眾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的上主，主之榮光，充滿天地，願榮耀歸於至高之主。 

主禮 宇宙萬物的上主啊，祢是聖潔的，祢的榮耀無窮無盡。求祢把賜生命的聖靈／聖神沛降在
這聖禮中，聖靈／聖神曾藉摩西／梅瑟和眾先知傳話，使童女馬利亞大大蒙福。祂曾降臨
在約但河受洗的耶穌身上，又在五旬節感動眾使徒。所以，求祢現在降下聖靈／聖神，使這

感恩筵席的餅和酒成為基督的聖體和寶血。 
會眾 聖靈／聖神啊，求祢來臨在我們當中，用祢的恩賜充滿我們。 

主禮 願創造主的靈，成就祢愛子的話。祂在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擘開，分給祂的門徒
說：你們拿這個吃，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所捨的。你們當這樣做，以紀念我。餐後，祂
拿起杯來祝謝，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和眾人免
罪流的。你們當這樣做，以紀念我。讓我們一同宣揚偉大的信仰奧秘。 

會眾 主耶穌，我們宣揚祢的死亡，慶祝祢的復活，等候祢在榮耀中再臨。 

主禮 主啊，因為這樣，我們今天舉行此聖禮，慶祝我們得蒙救贖。紀念祢的聖子曾誕生和生活在
我們中間：祂受約翰洗禮，和門徒共進最後晚餐，受死，降到陰間，復活和榮耀升天，在天
上作我們的大祭司，永遠為萬民代求，我們盼望祂最後的降臨。在基督的祭司職份裡我們
聯合在一起，向祢獻上這祭禮：求祢垂念祢聖子的犧牲，賜全人類因基督救贖工作而來的
福澤。 

會眾 求主快快來臨。哈利路亞／阿肋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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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主啊，求祢像接納祢聖子奉獻那般，施恩悅納我們的感謝。這是祢自己賜給教會的聖禮，使
我們藉此和祢重新立約。求祢沛降聖靈／聖神充滿我們領受基督聖體寶血的人，我們便在
基督裡同感一靈，聯成一體，成為頌揚主榮耀的活祭。 

會眾 聖靈／聖神啊，求祢降臨在我們當中，用祢的恩賜充滿我們。 

主禮 求主引導我們來到祢為萬民所預備的快樂筵席，使我們與蒙福的眾聖徒一同坐席，同聲讚
美主，一同等候天國的福樂，在那裡我們和祢所創造的萬物，最終必從罪惡和死亡中被拯
救出來，就可以藉著我主基督榮耀祢。 

會眾 求主快快來臨。哈利路亞／阿肋路亞。 

主禮 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裡，及在聖靈／聖神的合一裡，所有榮耀皆歸給祢，全能的上
主聖父從現在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亞孟。 
 

主禱文／天主經                    眾立 

主禮 因著同一聖靈／聖神而在同一洗禮中成為同一基督的身體，我們同作上主兒女的禱告說： 

會眾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祢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

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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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天主經） 

平安禮             

主禮 主耶穌基督，祢曾經告訴祢的使徒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求祢不要看

我們的罪過，只看祢教會的信德，為成就祢的旨意。求祢賜我們這種平安，引導我們走向主國度

裡的完全合一。 

會眾 阿們／亞孟。 

主禮  願主的平安時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主禮 馬爾他的島民以非常友善的態度接待保羅／保祿。讓我們彼此之間亦能互相款待、並以基督的平

安作為禮物分享。 
 

擘餅／祝杯             

主禮   我們擘開這餅，分享基督的聖體；祝謝這杯，分享基督的寶血。 
 

虔領聖餐 

（各與會者按同工指引順序離座，上前虔領聖餐） 

 
感謝文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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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 在平安裡，我們要向上主禱告：上主，我們感謝祢，因祢藉洗禮，使我們與基督身體合而為

一，藉聖餐使我們充滿喜樂。求祢引領我們邁向教會可見的合一，幫助我們珍惜一切復和的

象徵。此復和乃是祢所賜的。現在我們所得嚐的筵席，乃是祢為我們在世上所預備的，求主

使我們能在祢國度裡，分享聖徒的傳統。靠耶穌基督，祢的兒子，我們之主，祂與祢和聖靈

／聖神同享永生，一同掌權，合而為一，獨一之主，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亞孟。 
 

差遣 
主禮  我們作為基督徒聚集在一起， 

  因此都是基督門徒的伙伴。 

  我們渴求基督徒之合一， 

  讓我們重新立志， 

  致力實踐為這個共同目標。（靜默片時） 
 
教會牧長可在此上前為會眾祝福祈禱。 
 
牧長  願帶領我們出黑暗入光明的聖父上帝，使我們成為上主之光的真誠承載者。 
會眾  阿們／亞孟。 
 
牧長  願以寶血救贖我們的聖子上帝，幫助我們能以追隨祂的榜樣，服侍他人。 
會眾  阿們／亞孟。 
 
牧長 願生命之主和賜予者的聖靈／聖神上帝加能賜力，使我們能渡過人生汪洋航道上的危難，安然

抵達救贖的彼岸。 
會眾  阿們／亞孟。 
 
牧長  願大能與仁慈的上主——聖父、聖子、聖靈／聖神，賜福及保護我們，從今時直到永遠。 
會眾  阿們／亞孟。 

我們一同出發遠航，宣揚上主奇妙的大愛。 

  阿們／亞孟！哈利路亞／阿肋路亞！阿們／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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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堂詩        上主賜福差遣（頌主新詩41）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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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崇拜負責人退堂後將重返聖堂，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致謝、報告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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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聯合呼籲文 

「他們非常友善地接待我們」 
（宗／徒 28:2） 

 

2020 年基督徒合一祈禱週的材料，是由馬爾他島和哥佐島的基督教會準備的，內容紀念聖保祿／保羅的

海上遇險，但賴上智的安排，基督信仰竟因此而傳入這些島嶼。 

 

船上的 276 人，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群體，百夫長和他的士兵是掌權者，但他們卻要依賴水手的技能和

經驗。儘管所有人在海浪中都感到恐懼和脆弱，但被囚禁的囚犯卻是最脆弱的。他們的生命甚至面臨被

集體處決的危險（宗／徒 27:42）。在壓力和恐懼中，我們看到不同群體之間的互不信任和猜疑，擴大了

他們的分歧。現時在不同基督徒的團體中，我們是否仍然很容易產生和誇大了我們的分歧？ 

 

保祿／保羅在這動盪中卻成為和平的中心。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受命運的束縛，而是掌管在他所歸屬和

崇拜的上主手中（見宗／徒 27:23）。由於這信心，上主的上智安排得以實現。我們願意成為和平的中心，

各自在崗位上承行上主的旨意，配合上主的計劃。 

 

百夫長在惡劣的天氣中決定啟航，在整個風暴中，如何操控這艘船卻落在水手的手中，但是最後他們各

自的盤算都遭到了挫敗。只有團結在一起，把船放棄，他們才能通過上主的上智安排而獲救。這艘船及

其全部有價值的貨物將丟失，但所有的生命將獲救。在我們尋求基督徒合一的過程中，上主的上智安排

要求我們放下許多我們深深依附的東西。因為上主最重視的是所有人的得救。 

 

上主把這群多樣化且相互衝突的人「擱淺在一個島上」（27:26）。他們被安排在同一條船上，到達了相同

的目的地，他們從島民那裡得到的款待，表明了合一的基本條件莫非是彼此善待？當他們圍著火埋靠攏

時，周圍是一群既不認識，也不了解他們的人，彼此間權力和地位的差異逐漸消失。這 276 人不再受制

於冷漠的力量，而是被上主的愛心所擁抱，這愛心正通過人們待他們「非常友善」而表現出來（28:2）。

我們也願意透過愛心建造彼此間的橋樑，因為我們愛和侍奉的是同一個上主。 

 

熱情好客是我們尋求基督徒合一時非常需要的美德，這美德促使我們對需要幫助的人更加慷慨。對保祿

／保羅和他的同伴非常友善的人並不認識基督，但是正是由於他們非常友善，才使分裂的人們更加緊密

地團結在一起。我們不僅可以通過相互展示熱情好客而發現基督徒之間的合一，儘管這很重要，但合一

也可以通過與不同語言，文化或信仰的人們的恆常接觸而發現。 

 

在如此艱苦的旅程和偶然的遭遇中，上主對他的教會和所有人的意願都得以實現。正如保祿／保羅將在

羅馬宣布的那樣，上主的救恩已經發給了所有人民（見宗／徒 28:28）。 

 

天主教香港教區 正教會普世宗主教聖統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基督徒合一委員會 香港及東南亞都主教教區 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 

 

二零二Ｏ年一月 

  



19 

 

 

 

 

 

 

 

 

 

 

 

 

 

 

 

 
 本禮文取材自「普世教會協會」出版之 2020「基督徒合一祈禱週」手冊，參考香港基督徒合一聚

會籌備小組翻譯本，並香港基督教協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的禮文小組協助編訂。（禮文中之

聖餐環節乃採用利馬聖餐禮儀。） 

 本禮文內《聖經》經文節錄《和合本修訂版》／《思高版》，謹此致謝。 

 承蒙道聲出版社同意轉印《頌主聖詩》第 207、424 和 502 首，《頌主新詩》第 41 首，文藝出版社

同意轉印《普天頌讚》第 52 首，謹致謝忱。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 

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 

電話：2368-7123 傳真：2724-2131 

網址：http://www.hkcc.org.hk 電郵：hkcc@hkc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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