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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堂詠 

 教會根基 (頌恩 414 首) 

1. 教會唯一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聖水聖言所造成，

是主的新創作。主從上天來求她，為主聖潔新婦；

捨身流血求得她，建立萬年基礎。 

2. 雖從萬邦選出來，信徒却成一體；教會救恩的憑證，

一主一信一洗。同尊唯一的聖名，同餐唯一天粮；

同懷唯一的希望，同蒙恩愛久長。 

3. 她在戰爭喧聲裏，艱難勞苦之中；她却深信有平安，

安心靜待平安。直至欲穿的望眼，看見光榮遠象；

到時凱旋的教會，得享永憩無疆。 

4. 她雖在地却聯合，真神三位一體；已享安息聖眾的，

神秘甜蜜團契。懇求救主使我們，能像快樂聖眾；

同樣溫柔又謙虛，永在主前供奉。 

 

致候．導言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我們因主基督之名，相聚一起，送別

我們可敬的莫保祿神父。莫神父回應基督的召叫，遠

涉重洋，宣講福音，牧養天主的子民；愈顯主榮。 

的確，天主的計劃，出乎人的意料，就在莫神父剛好

慶祝他晉鐸 55 周年，並在他 80 歲生日的前兩天，天

主就召叫他去享受天國永福。 

我們為他的蒙召和服務，感謝天父，並求主賜予他

忠信僕人的賞報。 

現在，讓我們懷著信德，向主基督呼求，並懺悔我們

的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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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憐經 

主禮：主基督，你是羊群的善牧，你引導亡者到達永生的居

處。上主，求你垂憐。 

 眾：上主，求你垂憐。 

主禮：主基督，你藉十字架與人修好，你使亡者擺脫一切罪

過的桎梏。上主，求你垂憐。 

 眾：上主，求你垂憐。 

主禮：主基督，你已從死亡中進入復活的永生，你把同樣的

恩寵賜與亡者。上主，求你垂憐。 

 眾：上主，求你垂憐。 

 

集禱經 

主禮：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上主天主，求你俯聽我們為你僕人莫保祿神父所作的

祈禱。他曾盡忠職守，因你聖子的名，熱誠地宣揚福音，

牧養你的子民，求你恩賜他在天上與諸聖團聚，永遠

事奉你、光榮你。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聖道禮儀 
 

讀經（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好了。）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後書 4:6-8 

親愛的： 

我已被奠祭，我離世的時期，已經近了。這場好仗，我

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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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好了，就是主、正義的

審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賞賜給我的；不但賞賜給我，而且

也賞賜給一切愛慕他顯現的人。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主為我牧  (頌恩 276 首) 

 領唱：主為我牧，我一無所缺，祂領我到茵茵的草地。 

【重句】主為我牧，我一無所缺，祂領我到茵茵的草地。 

1. 引我到逸靜的水泉，因祂的聖名。【重句】 

2. 領回我的靈魂，走上義德之道。【重句】 

3. 即使走過陰谷，我也不怕危險，因祢同我同在。 
   【重句】 

4. 祢的牧杖和棍棒，成了我的安慰；在我仇敵前祢給

我設筵，用油敷我首，使我杯盈溢。【重句】 

5. 幸福與慈藹，將永伴我生；上主聖殿裡，我永居無間。 

 【重句】 
 
 
福音前歡呼  (頌恩 182 首)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面前來；我要使你們

安息。（瑪 11:28） 

 眾：亞肋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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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我是良善心謙的。） 

恭讀聖瑪竇福音 11:28-30 

那時候，耶穌發言說：「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

我面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習吧！

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柔和的，我的擔子是輕鬆的。」 

── 上主的話。 
 

講道 

 

禱詞 

主禮：天主是生命之源，他藉耶穌基督救贖了我們，我們向
他呼求。 

領：我們的天父既召選了莫保祿神父，分享他聖子的牧職。

願天主賜他在天上，置身於聖祖亞巴郎、依撒格、雅各

伯的行列，獲得忠僕的賞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唱： 求主俯聽我們。(頌恩 103 首) 

領：願天父按照基督的應許，恩賜莫保祿神父繼承天國的

產業，得與各使徒和諸聖一起，永享天福。為此，我們

同聲祈禱。 

眾唱： 求主俯聽我們。 

領：願天主召叫更多牧者，承先啟後，牧養主的羊群。

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唱： 求主俯聽我們。 

領：祈求良善心謙的主耶穌，親自安慰所有病人和長者；

並求主幫助所有照顧他們的人。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唱： 求主俯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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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願我們各人也蒙天主護佑，脫免罪過，和各種凶惡，

善生福終，來日在天鄉，與亡者和各親友相聚。為此，

我們同聲祈禱。 

眾唱： 求主俯聽我們。 

主禮：全能的天主聖父，求你以你的恩寵，時常護守、憐憫、

保佑我們，並因聖母瑪利亞和諸聖的轉求，恩賜莫保

祿神父，得享天上的真福。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

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聖祭禮儀 

預備禮品 

  上主萬有天主 (頌恩 208 首) 

1. 上主！萬有天主，我們同聲讚美；大地出產米麥， 

再用人力烘焙。多蒙祢的慈愛，我們奉獻此餅， 

來做精神食糧、來做精神食糧。願天主永受讚美。  

2. 上主！萬有天主，我們同聲讚美；葡萄結成水果， 

再用人力醞釀。多蒙祢的慈愛，我們奉獻此酒， 

來做精神飲品、來做精神飲品。願天主永受讚美。 

 

獻禮經 

主禮：上主，你的忠僕莫保祿神父，曾在教會內虔誠地為你

的子民舉行聖祭，現在我們為他的安息，而獻上禮

品，求你仁慈接待他，賜他藉著這逾越奧蹟，獲得救

贖，並能與眾聖者一起，共享永生。因主耶穌基督之

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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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謝詞 

主禮：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

處感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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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信仰你的人，生命只是改變，並非毀滅；當我們塵

世的居所被拆除後，你又賜給我們永恆的天鄉。 

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上座者、宰制者和

全體天軍，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眾唱：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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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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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詠 分享同一聖體 (頌恩 452 首) 

【重句】我們既分享同一的聖體，使我們在祢內合而為一。 

1. 請教導我們寬恕別人，如同祢寬恕了我們。 

教導我們互相愛護，如同祢愛護了我們。 

引導我們跟隨著祢，做個溫良和善的人； 

沒有寬恕和互愛，溫良與和善， 

我們何敢領受祢的聖身。【重句】 

2. 凡是信仰基督的人們，都要有犧牲的精神， 

在這愛情的聖事內，我們同體而且同心。 

基督在前循循善導，我們攜手跟隨前進。 

無分種族與文化，風俗和語言，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牧人。【重句】 

 奇妙救恩  (頌恩 384 首) 

1. 奇妙救恩何等甜蜜，救我可憐罪人； 
我曾失喪今復歸依，瞎眼今得看見。 

2. 主恩浩蕩我心敬畏，復使我得安慰； 
起初相信至今不疑，此恩何等寶貴。 

3. 一生路途都靠此恩，克勝困苦艱辛； 
藉它引導一路平安，直到天上家鄉。 

4. 在天之邊光明燦爛，永遠感謝稱讚； 
永永遠遠無盡無窮，歡喜快樂萬年。 

 

領主後經 

主禮：天主，我們領受了基督的聖體聖血，充滿著永生的希

望。懇求你垂念莫保祿神父，他曾忠誠地為你的子民

擺設逾越聖宴；求你也賜他能與諸聖，共享天上永

恆的筵席；並求你召選更多的司鐸，承先啟後，繼續

為你的羊群服務。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

們的祈禱。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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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靈禮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莫保祿神父所走過的路，我們也要

走，就是經過世上的旅程，在完成世間的使命後，

安抵天鄉。現今世上所有的痛苦，再不能困擾我們

的兄弟莫保祿神父，疾病再不能折磨他，罪惡的

勢力也再不能傷害他。天主為我們作他子女的，預備

了天上的筵席，終有一天，我們會在天鄉重逢。讓

我們信賴天主的許諾，因為主耶穌曾說過：「這是

我父的旨意，凡父交給我的，叫我連一個也不失落，

並且在末日使他復活。」(若 6:39) 

 

告別禱詞 

主禮：天上的聖者，請來扶助莫保祿神父；上主的天使，

請來迎接他；請接他到達天父台前。 

 眾：請迎接他，領他到天父台前。 

主禮：基督召喚了他，願基督收納他，領他回到天父的

懷抱。  

 眾：請迎接他，領他到天父台前。 

主禮：上主，求你賜他永遠的安息，並以永恆的光輝照耀他。 

 眾：請迎接他，領他到天父台前。 

 

灑聖水 

主禮：天主，你藉著洗禮，滌除人的罪污，給予信者新生，

使他們作基督的門徒。願莫保祿神父現今也在天上，

繼續伴隨基督，得享永生。 

 眾：亞孟。 
 

（主禮向靈柩灑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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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與復活 (頌恩 666 首) 

復活與生存，須賴主耶穌，凡諸信仰者，死亡亦復甦。 

聖洗與主結一體，與主同死亦同埋； 

同埋乃沾天父澤，復活喜度新生涯。 

既然一體伴主死，欣然復活與主偕； 

主為我罪死非命，復活銷罪救吾儕。 

復活與生存，須賴主耶穌，凡諸信仰者，死亡亦復甦。 
 

奉香 

主禮：天主，你祝聖了信者，使他們的身體成為你聖神的

宮殿。願莫保祿神父的牧職和善行，猶如馨香，蒙你

悅納，願他在末日獲得復活的光榮。 

 眾：亞孟。 

（主禮向靈柩奉香） 

 死亡與復活           (頌恩 666 首) 

復活與生存，須賴主耶穌，凡諸信仰者，死亡亦復甦。 

主曰予乃生命餅，此餅下降自天堂； 

但凡食者永不死，乃因予肉化為糧。 

予為活世捐我軀，我血爾飲肉爾嘗； 

我存乎爾爾存我，末日活爾上天鄉。 

死亡非末路，從此獲新生；子民聚天所，永頌主光榮。 

復活與生存，須賴主耶穌，凡諸信仰者，死亡亦復甦。 
 

祈禱 

主禮：仁慈的聖父，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我們的希望，

一切光榮歸於你。我們把莫保祿神父交託在你手中；

雖然他的遺體將要歸於塵土，但我們深信你已把他

安置在聖祖亞巴郎懷中，使他與天上的聖者同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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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天父，求你垂顧我們仍在此世的人，使我們生活正直，

互助互愛，盡忠職守，善度此生，來日在天鄉重逢。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主禮伸手向著靈柩祝禱） 

主禮：莫保祿神父，願天使領你進入天堂，願殉道諸聖迎接

你，並領你進入天上聖城耶路撒冷。願天使的樂隊

迎接你，與諸聖一起到達天主台前。 

（全體肅立，向靈柩行三鞠躬禮。） 

 
 
移靈 

  耶路撒冷，讚美上主        (頌恩 576 首) 

1. 請耶路撒冷，讚美上主！信友讚美您的天主。 

【重句】 請讚頌！請讚頌！請讚頌達味子耶穌。 

2. 請耶路撒冷，顯揚上主！祂是造世贖世天主。 

3. 請耶路撒冷，依賴上主！祂是至信至忠天主。 

4. 請耶路撒冷，愛慕上主！祂是無窮慈善天主。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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