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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神父抵達時，應先向家屬致唁慰問；禮儀進行時，神父穿短白衣繫領帶。 

l 若沒有神父，亦可由傳道員或信友擔任主禮。 

 

 

 

（禮儀開始時，可唱合適的聖歌） 

 

1.致候 

主禮：我們在這裡聚集，是因父、及子、 

及聖神之名。（全體劃十字聖號） 

眾：阿們。 

 

 

主禮：各位親友，ＯＯＯ弟兄（或姊妹） 

的遺體將在這裡火化。 

願天父和基督，賜給他、 

以及你們（若主禮由平信徒擔任，應改為『我們』） 

恩寵及平安。 

 
眾：也賜給你。（若主禮由平信徒擔任，則改為『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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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祈禱 

主禮：請大家祈禱 

      （靜默片刻） 

全能永生的天主， 

ＯＯＯ弟兄（或姊妹）生前 

曾蒙受禰的照顧和安慰。 

 

我們肯求禰，收納他 

到禰天上聖徒的居所， 

並求禰垂憐ＯＯＯ弟兄（或姊妹） 

的親友，恩賜我們平安的心、 

與重逢的希望。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禰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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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恭讀聖言（瑪竇福音 25：34） 

 

主禮：主耶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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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眾：基督，我們讚美禰！ 

 
（靜默片刻） 
 
 
 
 

4.信友禱詞 

主禮：親愛的兄弟姊妹， 

天主收回了ＯＯＯ弟兄（或姊妹） 

的生命、 

並將他的靈魂收在自己的懷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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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命，來自天主口中的氣息， 

我們的軀體，來自大地的塵土， 

因此，塵歸塵、土歸土， 

但凡屬於天主的，必也將回歸天主。 

 

我們的軀體雖是可朽壞的， 

因著主基督，我們在末日必要復活、 

也必將會相似祂光榮的身體。 

 

現在讓我們誠心誠意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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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上主，求禰垂憐。 

 

  領：主基督，禰曾在朋友拉匝祿的墓前落淚，求禰安慰亡者的親友。 

  眾：上主，求你垂憐。 

 

  領：主基督，禰使禰者得到新的生命，求你把永生賜予我們的弟兄（或姊妹）ＯＯＯ。 

  眾：上主，求禰垂憐。 

 

  領：主基督，禰曾把天國許諾給悔改的右盜，求禰帶領ＯＯＯ弟兄（或姊妹）進入天

國的喜樂。 

  眾：上主，求禰垂憐。 

 

  領：主基督，我們的弟兄（或姊妹）ＯＯＯ曾領受永生的洗禮，又曾接受聖神的傅油，

求禰使他在天上與諸聖一起，在共融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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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上主，求禰垂憐。 

 

  領：主基督，我們的弟兄（或姊妹）ＯＯＯ曾領受禰的聖體聖血，得到滋養。求禰使

他得享天國的筵席。 

  眾：上主，求禰垂憐。 

 

  領：主基督，禰是憂苦者的安慰，求禰堅強我們，使我們懷著信德，善度此生，期待

永生重逢的日子。 

  眾：上主，求禰垂憐。 

 

 

主禮：主耶穌基督，禰曾經說過： 

「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命； 

信從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著。」 

 

求禰俯聽我們的哀求、 

堅強我們對禰的信德、 

不要讓任何事情，將我們 

與禰的愛分離。 

 

我們仰賴禰的聖名，向禰乞求。 

禰是天主，和聖父及聖神， 

永生永王。 
  眾：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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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主經 

主禮：現在讓我們以耶穌基督所教導的經文， 

與亡者一起，向天父祈禱： 

 

全體：我們的天父，願禰的名受顯揚； 

願禰的國來臨； 

願禰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 

求禰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 

求禰寬恕我們的罪過， 

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 

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 

但救我們免於兇惡。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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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亡者家屬親友祝禱 

（主禮朝向在場的亡者家屬與親友，伸手唸） 

 

主禮：慈悲為懷的父啊， 

禰總是願意俯聽哀慟者的祈禱， 

禰也明白人的哀傷。 

 

懇求禰，俯聽禰子民的哀求、 

擦乾這些家屬與親友的眼淚、 

賜予他們力量與希望， 

讓他們繼續期待禰無盡的恩許， 

在末日可以親眼看見禰、 

永遠相似禰、不停地讚美禰。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向禰祈求這一切恩典。 
  眾：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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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交托亡者 

主禮：全能永生的天主，禰是生命之主、 

一切美善的來源！ 

我們現在將ＯＯＯ（聖名：Ｎ） 

完全交托給禰，求禰派遣禰的使者， 

接引他到禰寶座面前、 

恩准他進入永恆的天鄉、 

目睹禰光輝的聖容。 

 

仁慈的父啊！禰是觀察人心的神， 

禰知道ＯＯＯ弟兄（或姊妹） 

願意承行禰的旨意；求禰依照禰的

仁慈，滿全他的心願， 

恩賜他加入天上聖者的行列， 

一如他在世時，曾加入禰子民 

的行列一樣。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禰俯聽我們的

祈禱。 
  眾：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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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降福亡者 

（主禮向靈柩灑聖水） 

主禮：ＯＯＯ弟兄（或姊妹）， 

你藉著洗禮已歸於基督， 

並與祂同死同生。 

願你也與基督共享永恆的生命。 
 眾：阿們。 

 

 

（主禮向靈柩劃十字） 

主禮：全能永生的聖父，  

求禰＋賜給ＯＯＯ弟兄（或姊妹） 

永遠的安息。 
  眾：並以永恆的光輝照耀他。 

 

主禮：凡諸信者靈魂，賴天主仁慈， 

息止安所。 
  眾：阿們。 

（劃十字聖號） 

 

10. 禮成（可行三鞠躬禮） 

（將亡者棺木推進火化機具，啟動火化） 

 

（遺體火化的同時，可由主禮帶領大家齊聲誦念下列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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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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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們。 

聖母經 

萬福瑪利亞，妳充滿聖寵，主與妳同在，妳在婦女中受讚頌，妳的親子耶穌同受讚

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妳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祈求天主。阿們。 

又聖母經 

母后萬福，仁慈的母親，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甘飴，我們的希望。厄娃子孫在此塵

世向妳哀呼，在這涕泣之谷，向妳嘆息哭求。我們的主保，求妳回顧憐視我們。一旦流

亡期滿，使我見到妳的聖子，萬民稱頌的耶穌。童貞瑪利亞！妳是寬仁的，慈悲的，甘

飴的。天主聖母，為我們祈求，使我堪受基督的恩許，阿們。 

聖三光榮經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 

 

經文唸畢後，可接續吟唱合適的聖歌，例如：【慈光歌】、【奇異恩典】、或從《殯葬彌

撒》中挑選；並在歌聲中離開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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