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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堂詩   快樂頌《新普天頌讚 31首》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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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召            眾坐 
 

主領： 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主的慈愛、聖靈／聖神的團契，常與你們同在。 

會眾： 也與你同在 

 

三、歡迎及簡介            眾坐 

主領：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今天早上來到這個合一聖餐崇拜當中，為的是要感謝上主

為基督徒遺留下豐富的產業，並在我們人類的歷史上拯救我們，讓我們得著自

由。 

 

 本年度的合一禮文來自加勒比地區的教會。當基督宗教傳播至這個中美洲的群島

時，為當地的居民帶來了一種令人感到矛盾的信仰。一方面，殖民者透過聖經讓

自己對原住民的征服、他們土地的掠奪變得合理。殖民者又從非洲、印度、中國

等地向加勒比地區輸入外勞，並視這些外勞為奴隸而給予枷鎖，為他們帶來各種

非人生活。另一方面，聖經卻又為這些遭受殖民者欺壓的原住民和外勞帶來安慰

和自由的盼望。 

 

 今天，聖經依然成為當地基督徒的安慰和盼望的源頭。當地的信徒依然面對有關

他們生活及尊嚴上的剝削。就讓我們放下眼前象徵被奴役的鐵鍊，教我們成為新

人而在群體裡得到愛和合一，此刻讓我們都為基督徒群體的合一禱告。 
 

四、始禮祝禱           眾坐 
   

主領： 因著加勒比的信徒，讓我們都一起祈求如火一般的聖靈／聖神進入我們內心，並

為教會的合一禱告。 

 願主讓你的僕人能夠緊緊結合在一起。 

會眾： 聖靈／聖神，求你降臨! 

 

主領： 願主教導我們禱告。 

會眾： 聖靈／聖神，求你降臨! 

 

主領： 願主讓我們得著自由、不再成為罪的奴僕。 

會眾： 聖靈／聖神，求你降臨! 

 

主領： 願主看顧我們的軟弱。 

會眾： 聖靈／聖神，求你降臨! 

 

主領： 願主讓我們重新得著你兒女的名份。 

會眾： 聖靈／聖神，求你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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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認罪禱文           眾坐 
 

主領： 我們從上主所領受的，並不是奴僕的精神，叫我們陷入恐懼之中。此刻就讓我們

祈求上主的憐憫，盼望他權能的右手加添我們獲得拯救的信心。 

(三位禮儀工作員此刻帶著項鍊上前。每當一段禱告結束，工作員便把當中的一條
項鍊放置於地上，象徵上主解開我們的枷鎖。) 

 
主領： 今天，我們的尊嚴受到徹底的破壞，世間亦出現對人形如奴役的各種剝削。上主

啊，求你拯救我們，憐憫我們。 

會眾： 上主，求你憐憫我們。 
 
主領： 今天，我們的決策和行為往往加深了弟兄姊妹之間的貧富差距，亦讓人被邊緣

化，飽受歧視。上主啊，求你拯救我們，憐憫我們。 

會眾： 上主，求你憐憫我們。 
 
主領： 今天，我們的恐懼與懷疑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身處不同的空間亦限制人

與人之間的盼望與復和。 

會眾： 上主，求你憐憫我們。 
 
主領： 上主是我們的力量與勇氣，他也始終作了我們的救援。願救贖我們的上主，帶領

我們進入他那神聖的居所。 

會眾： 阿們。 
 

六、聆聽上主聖道          眾坐 
 

主領： 求你救我們脫離人的欺壓。 

會眾： 我們要遵守你的訓詞。 

 

主領： 求你使你的臉向僕人發光。 

會眾： 又將你的律例教導我們（詩篇／聖詠集 119：134-135）。 
 

舊約經課 

出埃及記 15:1-21(和修版)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這歌，說：「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大大得勝，將馬

和騎馬的投在海中。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的上

帝，我要讚美他；我父親的上帝，我要尊崇他。耶和華是戰士；耶和華是他的名。「法老

的戰車、軍兵，他已拋在海中；法老精選的軍官都沉於紅海。深水淹沒他們；他們好像石

頭墜到深處。耶和華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大顯榮耀；耶和華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敵。

你大發威嚴，摧毀了你的敵人；你發出烈怒，滅他們如同碎稭。因你鼻中的氣，水就聚成

堆，大水豎立如壘，海的中心深水凝結。仇敵說：『我要追趕，我要追上，我要分擄物，

在他們身上滿足我的心願，我要拔刀，親手毀滅他們。』你用風一吹，海水就淹沒他們；

他們像鉛沉在大水之中。「耶和華啊，眾神明中，誰能像你？誰能像你，至聖至榮，可頌

可畏，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就吞滅他們。「你以慈愛引領你所救贖的百姓；你以能

力引導他們到你的聖所。萬民聽見就戰抖；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時，以東的族長驚

惶，摩押的英雄被戰兢抓住，迦南所有的居民都融化。驚駭恐懼臨到他們；耶和華啊，因

你膀臂的大能，他們如石頭寂靜不動，等候你百姓過去，等候你所贖的百姓過去。你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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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領進去，栽在你產業的山上，耶和華啊，就是你為自己所造的住處，主啊，就是你手

所建立的聖所。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法老的馬匹、戰車和戰車長下到海中，

耶和華使海水回流到他們身上；以色列人卻走在海中的乾地上。那時，米利暗女先知，亞

倫的姊姊，手裏拿著鈴鼓；眾婦女也跟她出去打鼓跳舞。米利暗回應他們：「你們要歌頌

耶和華，因他大大得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出谷紀 15:1-21(思高版) 

那時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唱了這篇詩歌，歌頌上主說：我要歌頌上主，因他獲得全勝，將馬

和騎士投於海中。上主是我的力量和保障，他作了我的救援。他是我的天主，我要頌揚

他；是我祖先的天主，我要讚美他。上主是戰士，名叫「雅威」。法郎的戰車軍隊，他投

於海中，使他的良將沉於紅海。浪濤淹沒了他們，像大石沉入海底。上主，你的右手大顯

神能；上主，你的右手擊碎了敵人。以你無比的威嚴，毀滅了你的敵人；你發出的怒火，

燒滅他們像燒麥稭。你鼻孔一噴氣，大水聚集，浪濤直立如堤，深淵凝固於海心。仇人

說：「我要追擊擒獲，分得獵物，才心滿意足；我要拔刀出鞘，親手斬滅。」但你一噓

氣，海將他們覆沒，像鉛沉入深淵。上主，眾神誰可與你相比？誰能像你那樣，神聖尊

威，光榮可畏，施行奇跡！你伸出右手，大地就吞了他們；以你的慈愛，領出了你所救的

百姓；憑你的能力，領他們進入了你的聖所。外邦聽了，必驚慌戰慄，恐怖籠罩了培肋舍

特居民；那時厄東的酋長驚惶失措，摩阿布的首領嚇得發抖，客納罕的居民膽戰心寒。驚

慌與恐怖降在他們身上；因你大能的手臂，他們像石塊僵立不動，直到你的百姓走過，上

主！直到你所救贖的百姓走過。上主，你引領他們，吾主，在你為物業的山上，在你為自

己準備的住所，在你親手建立的聖所，培植了他們。上主為王，萬世無疆！法郎的馬、戰

車和騎兵一到海中，上主就使海水回流，淹沒了他們；以色列子民卻在海中乾地上走過。

此時亞郎的姊妹女先知米黎盎手中拿著鼓，眾婦女也都跟著她，拿著鼓舞蹈。米黎盎應和

他們說：「你們應歌頌上主，因他獲得全勝，將馬和騎士投入海中。」 

 

詩篇 118:5-7, 13-24(和修版) 

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耶和華就應允我，把我安置在寬闊之地。耶和華在我這邊，我必

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在那幫助我的人中，有耶和華幫助我，所以我要看見那些恨

我的人遭報。 

你用力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華幫助了我。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

了我的拯救。在義人的帳棚裏，有歡呼拯救的聲音，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華的右

手高舉，耶和華的右手施展大能。我不至於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耶和

華雖嚴嚴地懲治我，卻未曾將我交於死亡。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這是耶

和華的門，義人要進去！我要稱謝你，因為你已經應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丟棄

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這是耶和華所

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聖詠集 118:5-7, 13-24(思高版) 

我在急難中呼求上主，他即垂允我，將我救出。上主偕同我，我不怕什麼，世人對待我，

究竟能如何？上主偕同我，作我的助佑，我必看見我的仇人受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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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雖推撞我，叫我跌倒，然而上主卻扶持了我。上主是我的力量與勇敢，他也始終作了我

的救援。在義人居住的帳幕中，響起了勝利的歡呼聲：上主的右手大顯威能，上主的右手

將我舉擎，上主的右手大顯威能。我不至於死，必要生存，我要宣揚上主的工程。上主懲

罰我雖嚴厲非常，但卻沒有把我交於死亡。請給我敞開正義的門，我要進去向上主謝恩；

正義的門就是上主的門，惟獨義人才能進入此門。我感謝你，因為你應允了我，你也將你

的救恩賜給了我。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為，在

我們眼中神妙莫測。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 

 

新約經課 

羅馬書 8:12-27(和修版)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而活。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定會

死；若靠著聖靈把身體的惡行處死，就必存活。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上帝的兒

子。你們所領受的不是奴僕的靈，仍舊害怕；所領受的是兒子名分的靈，因此我們呼叫：

「阿爸，父！」聖靈自己與我們的靈一同見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若是兒女，就是後嗣，

是上帝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們和他一同得榮耀。我

認為，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示給我們的榮耀，是不足介意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

上帝的眾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屈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而是因那使它屈服的

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從敗壞的轄制下得釋放，得享上帝兒女榮耀的自由。我們

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陣痛，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

作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內心呻吟，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就是我們的身體得救贖。我們

得救是在於盼望；可是看得見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誰還去盼望他所看得見的呢？但我們若

盼望那看不見的，我們就耐心等候。同樣，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知道當怎樣

禱告，但是聖靈親自用無可言喻的嘆息替我們祈求。那鑒察人心的知道聖靈所體貼的，因

為聖靈照著上帝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羅馬人書 8:12-27(思高版)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欠肉性的債，以致該隨從肉性生活。如果你們隨從肉性生

活，必要死亡；然而，如果你們依賴聖神，去致死肉性的妄動，必能生活，因為凡受天主

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

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號：「阿爸，父呀！」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

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我們既是子女，便是承繼者，是天主的承繼者，是基督的同承

繼者；只要我們與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與他一同受光榮。我實在以為現時的苦楚，與將

來在我們身上要顯示的光榮，是不能較量的。凡受造之物都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

因為受造之身被屈伏在敗壞的狀態之下，並不是出於自願，而是出於使它屈伏的那位的決

意；但受造之物仍懷有希望，脫離敗壞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榮自由。因為我們知

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歎息，同受產痛；不但是萬物，就是連我們這已蒙受

聖神初果的，也在自己心中嘆息，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即我們肉身的救贖。因為我們

得救，還是在於希望。所希望的若已看見，就不是希望了；那有人還希望所見的事物呢？

但我們若希望那未看見的，必須堅忍等待。同時，聖神也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

道我們如何祈求纔對，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那洞悉心靈的天主

知道聖神的意願是什麼，因為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聖徒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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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聖詩               民眾呼聲歌 《普天頌讚 292首》   眾立 

 

 
 

八、福音            眾坐 

馬可福音 5:21- 43(和修版) 

耶穌又坐船渡到對岸，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他身邊；他正在海邊。有一個會堂主管，名叫葉

魯，也來了，一見到耶穌，就俯伏在他腳前，再三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求

你去為她按手，使她痊癒，可以活下去。」耶穌就和他同去。有一大群人跟隨他，擁擠著

他。 有一個女人，患了經血不止的病有十二年，在好多醫生手裏受了許多苦，又花盡了她

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反而更重了。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夾在眾人中間，從後面來摸耶

穌的衣裳，因她想：「我只摸到他的衣裳，就會痊癒。」於是她的流血立刻止住，她覺得

身上的疾病好了。耶穌頓時心裏覺得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眾人中間轉過來，說：

「誰摸我的衣裳？」門徒對他說：「你看眾人擁擠著你，還說『誰摸我』呢？」耶穌周圍

觀看，要見做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耶穌

跟前，將實情全告訴他。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你的疾病

痊癒了。」耶穌還在說話的時候，有人從會堂主管的家裏來，說：「你的女兒死了，何必

還勞駕老師呢？」耶穌不理會他們所說的話，就對會堂主管說：「不要怕，只要信！」於

是他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約翰同去，不許別人跟著他。他們來到會堂主管的家

裏，耶穌看到一片吵鬧，並有人大聲哭泣哀號，就進到裏面，對他們說：「為甚麼大吵大

哭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著了。」他們就嘲笑耶穌。耶穌把他們都趕出去，帶著孩子的

父母和跟隨的人進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著孩子的手，對她說：「大利大，古米！」翻

出來就是說：「女孩，我吩咐你，起來！」那女孩子立刻起來走動—她已經十二歲了；他

們就非常驚奇。耶穌切切地囑咐他們，不要讓人知道這事，又吩咐給她東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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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谷福音 5:21- 43(思高版) 

耶穌乘船又渡回對岸，有大夥群眾聚集在他周圍；他遂留在海濱。那時，來了一個會堂

長，名叫雅依洛，一見耶穌，就跪伏在他腳前，懇切求他說：「我的小女兒快要死了，請

你來，給她覆手，叫她得救回生。」耶穌就同他去了。有一大群人跟隨著他，擁擠著他。

那時，有一個婦人，患血漏已有十二年。她在許多醫生手裡，受了許多痛苦，花盡了自己

所有的一切，不但沒有見效，反而病勢更加重了。她聽了有關耶穌的傳說，便來到人群

中，從後邊摸了耶穌的衣裳，因為她心裡想：「我祇要一摸他的衣裳，必然會好的。」她

的血源立刻涸竭了，並且覺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耶穌立時覺得有一種能力從自己身上出

去，就在人群中回過頭來說：「誰摸了我的衣裳？」他的門徒向他說：「你看！群眾四面

擁擠著你，你還問：誰摸了我？」耶穌四周觀望，要看作這事的婦人。那婦人明知在自己

身上所成的事，就戰戰兢兢地前來，跪伏在耶穌前，把實情完全告訴了他。耶穌便向她

說：「女兒，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罷！你的疾病必得痊癒！」他還說話的時候，有人

從會堂長家裡來，說：「你的女兒死了，你還來煩勞師傅做什麼？」耶穌聽見所說的話，

就給會堂長說：「不要怕，祇管信。」除伯多祿、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外，他沒有

讓任何人跟他去。他們到了會堂長的家裡，耶穌看見群眾非常喧噪：有的哭泣，有的哀

號，便進去，給他們說：「你們為什麼喧噪哭泣呢？小女孩並沒有死，祇是睡著了！」他

們都譏笑他。他卻把眾人趕出去，帶著小女孩的父親和母親，及同他在一起的人，進了小

女孩所在的地方。他拿起小女孩的手，對她說：「塔里塔，古木！」意思是：「女孩子，

我命你起來！」那女孩子就立刻起來行走，原來她已十二歲了；他們都驚訝得目瞪口呆。

耶穌卻嚴厲命令他們，不要叫任何人知道這事；又吩咐給女孩子吃的。 

 

九、講道            眾坐 

十、聖詩            決定歌 《普天頌讚 312首》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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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信心與合一的回應         眾立 

 

尼西亞信經 (合一中譯版)  

此版本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及天主教會基督徒合一委員會一同

組成的神學對談小組，參考原文及不同版本的中譯《尼西亞信經》，重新翻譯而成的

合一中譯本。翻譯原則及詳細注釋刊於第 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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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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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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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父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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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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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代禱            眾坐 
 

主領： 感謝上主使我們脫離罪的奴役而得自由，此刻讓我們都在主前陳明我們的需

要，祈求他解開令我們成為奴僕的枷鎖，進入他愛和合一的團契。 

 

代禱一： 帶領以色列民離開埃及的上主，你引領你的子民跨過紅海的分隔並救贖他們。

求你此刻亦與我們同在，讓我們從各種形式的奴役中得釋放、在一切的難阻中

重拾人的尊嚴。 

會眾： 上主啊，讓我們得着從上而來的生命。 

 

代禱二： 擁有豐盛生命的上主，以你的良善為我們提供所需。求你此刻亦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放下各自的私心與貪婪，並賜我們勇氣在世上實踐公義。 

會眾： 上主啊，讓我們得着從上而來的生命。 

 

代禱三： 充滿仁愛的上主，以你的形象創造眾人，並透過基督救贖我們。求你此刻亦與

我們同在，讓我們勇敢去愛我們的鄰舍，並接待遠方而來的陌生人。 

會眾： 上主啊，讓我們得着從上而來的生命。 

 

代禱四： 帶來和平的上主，在你與你民所立的約前信實不變，縱然我們有時對你表現怠

慢，但你依然藉基督的犧牲重修我們的關係。求你此刻亦與我們同在，賜予我

們新的心靈，好讓我們能夠拒絕世上的暴力，並成為你和平的使者。 

會眾： 上主啊，讓我們得着從上而來的生命。 

 

代禱五： 帶著榮光的上主，你是全能的主宰。然而你卻願意藉耶穌的身份進入我們人類

當中，又以水作為聖禮讓我們都歸入成為你的兒女。求你此刻亦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都能夠忠於自己對家人的承諾，並對社會的責任；又求你藉基督的緣

故，使我們弟兄姊妹之間有更深入的團契。 

會眾： 上主啊，讓我們得着從上而來的生命。 

 

代禱六： 三一的上主，你讓我們在基督裡得以與你合而為一，彼此結連。求你此刻亦與

我們同在，藉聖靈／聖神的能力和勸慰，教我們脫離自我、傲慢和恐懼，並為

邁向教會圓滿可見的合一而努力。 

會眾： 上主啊，讓我們得着從上而來的生命。 

 

十三、奉獻            眾坐 
 

主領： 讓我們學習耶穌獻上我們的生命，作為慈愛的記號。上主，願我們都能夠成為

你的活祭，宣揚你的聖道與恩典。 

 (奉獻支持〈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及 Caribbean Church Minis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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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奉獻詩            感謝獻呈《新普天頌讚 836首》             眾立 

 

 

 
 

十五、聖餐禮儀 

唱詩    頒禮歌《普天頌讚 253首》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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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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坐 

主禮： 藉同一洗禮、同一聖靈／聖神，同一基督的身體的聯繫，我們作上主兒女的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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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

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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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彼此互祝平安，表示和好 

 (每人都向鄰近的人問好，例如說：願主的平安與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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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羔羊頌  
會眾：         上主之羔羊，除去世人罪之主，憐恤我們。 

上主之羔羊，除去世人罪之主，憐恤我們。 

上主之羔羊，除去世人罪之主，賜我們平安。 

虔領聖餐 (各與會者順序離座，上前虔領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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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唱詩         主裡合一歌《普天頌讚 250首》      眾立 

 

十七、感謝文           眾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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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祝福及差遣          眾立 

牧長： 讓我們都被上主大能的右手所救贖，在基督裡結合為一，並透過聖靈／聖

神的大能勇往直前。 

會眾： 上主的靈臨於我們身上， 

 因為他給我們傅了油， 

 派遣我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 

 向俘虜宣告釋放， 

 向盲者宣告復明， 

  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 

  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阿們。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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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退堂詩           上主形象 《新普天頌讚 575首》              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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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聯合呼籲文 

“上主，你的右手大顯神能” 

（出谷記／出埃及記 15:6） 

 

出谷記（出埃及記）中，有以色列人從埃及人的奴役中被神妙地解救出來的精彩陳述。這個陳

述並不只指向一個單一民族的歷史，它預示了主耶穌基督拯救世人，是全人類從可怕的死亡朽

壞奴役中獲得救贖的先兆。 

神子聖言道成肉身，揭示了人存在的價值和莊嚴；人按上主的形象和模樣造成，是上主造物的

巔峰及總結。 自由是上主給予人的神聖恩賜，自由讓人可以不停地上進。  

然而，世人錯誤濫用自由，違抗上主旨意，妄自作孽，忤逆賦予生命的主，招致了人類的墮落

和朽壞的一切可怕後果。   

暴力，道德敗壞，種族主義，偏執不容，戰亂，社會不平等，飢饉，貧窮，人權受限萎縮，經

濟不平等，難民危機，環境污染破壞；這些全都印證了人墮落後的貧乏困境，和他來自上主的

價值的低貶陷落。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到來，是要恢復人原有的價值和光榮，消除世上的分歧分裂、疏離隔膜、種

族歧視和仇恨敵意。基督徒的理想，是最崇高的平安，自由，融洽團契，愛心和社會公平正

義，所有這些，和基督信仰連結在一起，就可以重塑世界的精神和文化本質。 

我們基督徒每天都受召喚，向我們殘破的世界宣講“和平的福音”  （厄弗所書／以弗所書 

6:15），並顯示作為上主形象的人的神性和莊嚴。我們的召喚包括為基督徒間的合作和各宗教

間的諒解作出貢獻。 所有形式的壓迫，剝奪了來自上主的自由、平和及平等，我們都要努力消

除。 

我們相信，我們作為上主的同工，能夠與所有真正愛和平，有善意的人攜手致力這個事工，使

我們的社會受益，也讓人與人和民族與民族之間達致仁愛及和平。 

天主教香港教區基督徒    正教會普世宗主教聖統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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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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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西亞信經》[381年](合一中譯試用版) 

 

譯本說明 

 

此《尼西亞信經》合一中譯本的翻譯過程考慮過以下原則： 

(1) 我們依據的原文乃公元 381 年第二次大公會議所通過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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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部份名詞未能找到天主教及基督教共用的中譯，故同時列出兩種中譯。 

(3) 正文兩處以半型方括號標示的字眼，乃 381 年增訂版《尼西亞信經》原文所無，但卻常用

於西方教會傳統（包括華人的天主教及基督教）。請參考該兩處的註腳。 

(4) 其他註腳乃為供神學對談小組以至各教會考慮合一譯本時參考，到正式採用時可以刪去，

惟前述提及的兩個特別註腳則不應刪去。 

(5) 我們希望合一中譯本最終能在各教會採用並被教友接受，故翻譯原則除準確表達原文字義

外，也參考各教會所用中文版《尼西亞信經》的用語。若原文字詞在不同教會中有不同中

譯，我們會盡量採用其中一個教會的習慣用語，避免採用所有教會教友皆感陌生的新詞。 

 

合一版本註釋 

1 「我們信」：《尼西亞信經》原文開首是「我們信」，表達我們與普世教會及歷代教會先賢宣

認共同信仰；《使徒信經》則以「我信」開首。 

2 「上主」：對於基督徒信靠和敬拜的對象，天主教會稱為「天主」，基督教會稱為「上帝」

或「神」。今用大家皆可接受的「上主」。 

3 **「出自上主的上主」載於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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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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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不少西方教會所用的《尼西亞信經》

版本恢復使用此句。** 

4  「本性相同」：原文 ὁμοούσιος 可譯作「本性相同」或「本體相同」。今採用前者譯

法，乃為免「體」可令人誤解為身體，而且一般談論耶穌基督的神人二性之時，也採用

「性」此字。 

5 「他」：耶穌基督同時是完全的人及完全的神，故以「他」或「祂」作為代名詞皆可；此譯

本用「他」。 

6  「有」：原文意思是「發生」、「出現」、「形成」而非「創造」，「有」是較簡潔明確的中譯。 

7   原文「聖靈／聖神」與「瑪利亞」以簡單的καí（「和」或「並」）平行相連，兩個名詞

之前皆用ἐκ。該前置詞同時包含「原因」和「來源」的意思；今分別以「因」和「由」譯

出。 

8   天主教慣用「瑪利亞」，基督教慣用「馬利亞」；兩者有一字之別，但讀音相同。這裡本著

教會合一精神，採用基督教的譯名（另參下面有關比拉多的註腳）。 

9 「得了肉身，而成為人」：可隱約看出亞歷山大學派（School of Alexandria）及安提阿學

派（School of Antioch）兩種路向的基督論。 

10 比拉多名字的中譯，基督教用「本丟彼拉多」，天主教用「般雀比拉多」。因「馬利亞」之

名的中譯已採用基督教用語，故「比拉多」名字的中譯使用了天主教的用語，以表達教會

合一精神。 

11 「在……比拉多執政時」：原文中前置詞ἐπí有在該段時間統治的意思。 

12  「被釘十字架」：原文是被動語態，故譯為「被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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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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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父而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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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父和子而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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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由……而發」：原文譯為「出」或「發」皆可。東方教會的神學關注是源頭（聖靈/聖神

從誰出來？），西方教會的神學關注是差遣（聖靈/聖神被誰差遣到世上？）。今譯為

「發」，因可同時照顧兩者的理解（出發、遣發）。  

15 「我們信……教會」：譯文清楚顯示原文四個形容教會的標記。第四標記若只譯為「使徒

的」， 意思略為含糊，今譯作「使徒所傳的」意思更為清楚。



 



 

 

 

 

 

 

 

 

 

 

 

 

 

 

 

 

 本禮文取材自「普世教會協會」出版之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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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中恩教授及蒲錦昌牧師協助編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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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出版社同意轉印《普天頌讚》第 250、253、292 及 312，《新普天頌讚》第 31、575

及 836 首，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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