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福基督教會禮典手冊

陳敏欽

劉瑞義　許健全　謝建國　黃敏郎　陳善純

鄭恩仁

英文版：Pr. Gabe Barber　陳炳中

中文版：李輔仁

台語版：許輝世

陳怡慈

李嫈嫈

台福基督教會總會

9382 Telstar Ave., El Monte, CA 91731 U.S.A
電話：626-572-6630 傳真：626-572-6637
E-mail:efccc@efccc.org  http://efcga.org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二○一二年六月初版

書名─

編審─
參與同工─

潤稿同工─

封面設計─

版面製作─

出版─



I 

 

Preface
 

GA Secretary General

Peter Chen

2011.12.

Every denominatio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has its own unique form 

of worship. The Greek Orthodox are dramatic and symbolic – using 

tools at an altar as symbols to present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as the 

service begins. You will “Hear the Word of God” as Lutherans and 

Presbyterians worship. Anglicans and Roman Catholics practice 

rituals that reinforce faith. Quakers and Mennonites are encouraged 

to listen to God’s voice and enjoy his presence. Pentecostals focus on 

feelings from the Holy Spirit.

Although the form of worship may vary among these denominations, 

the purity of worship remains essential. In other words, the order 

of worship is a high priority. God’s people are to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John 4:24) and everything should be done in a fitting 

and orderly manner (1 Cor. 14:40). Given these biblical mandates, 

this handbook has been written for use in all local churches in EFC.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basic guidelines for conducting rituals and 

ceremonies as part of the worship service.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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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handbook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effort of three former 

General Assembly Secretary Generals and many other co-workers. A 

special thanks to Rev. Josue Hsu for providing the Taiwanese version 

published in 1998 as the base and for his final proofreading of the 

latest Taiwanese version. Also, special thanks to Rev. Gabe Barber 

and Rev. Benjamin Chen (English version) and Rev. Albany Lee 

(Mandarin vers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many have joined together in editing this 

handbook, including past directors of GA’s service department, GA 

secretaries, and former chairpersons of the Ministerial Association. 

Special thanks to Rev. Donald Liu, Rev. Isaac Hsu, Rev. Chien-

Kou Shieh, Rev. Minlang Huang and Director Sandra Sun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on this project. Special thanks to GA co-

workers Minister En-Jen Cheng and Teresa Wu for their time and 

effort spent on the final editing to complete this project on time.

This handbook reflects the wisdom of many people, yet there are still 

portions that require improvement. It is our hope that this handbook 

will help you conduct your worship service in a manner that leads 

your congregation to glorify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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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不同宗派的基督教會，各有其不同的崇拜型態（type）。

希臘東正教是比較戲劇性和象徵性的型態，祭司象徵性地在

聖壇上用一些道具來表達救贖的歷史，進而把信徒帶進崇拜。

「聽神的話」則是路德會和長老會的崇拜特色。英格蘭新教和

羅馬天主教是強調以聖儀來強化神子民的信仰。貴格會和門諾

會注意在安靜中聆聽神的聲音，享受上帝的同在。五旬節教會

則著重聖靈的感覺。

　　儘管各教派間崇拜型態有所不同，但在崇拜時卻少不了崇

拜的形式（form）。換言之，就是崇拜的次序是有需要的。敬

拜時當「用心靈和誠實」（約四24）來敬拜，也當「規規矩矩

的按次序行」（林前十四40）。台福基督教會總會基於這樣的

聖經教導，便著手編纂這本禮典手冊供台福眾教會使用，使教

會在舉行不同的聖禮典時，有最基本的形式和規矩可循，以致

於聖禮可以按次序進行。

　　這本禮典手冊的出版，是歷經三任總幹事的努力，集合許

多同工的力量才成的。謝謝許輝世牧師提供1998年所出版的台

語試用版作為基礎，並為本手冊台語版做最後潤稿；謝謝巴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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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典手冊

師（Pr. Gabe Barber）和陳炳中牧師為英文版、及李輔仁牧師為

華語版做最後潤飾。

　　過去十年來，一直陸陸續續參與這本禮典手冊修改工作的

同工，包括歷任的禮典部同工、總會秘書和傳教師會會長。感

謝劉瑞義牧師、許健全牧師、謝建國牧師、黃敏郎牧師與陳善

純主任的參與和協助；特別感謝總會同工鄭恩仁傳道及吳淑芬

姐妹，在最後的編輯與核定上，付出相當的時間與精力，使這

本手冊得以順利完成。

　　這本手冊的編纂匯集了許多人的智慧，然而仍然有遺漏不

足之處，需要我們不斷的努力與改進。深願此手冊可以使您帶

領教會禮典時得幫助，並進入更深、更榮耀神的敬拜。

總會總幹事

陳敏欽牧師 謹誌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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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主日禮拜程序（一）

一、用默禱等候來敬拜：

1.序樂：（司會的人應當控制會場內的安靜。）

2.宣召：這時咱要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來敬拜。

（司會的人可從詩篇等，挑選適當的經文來使用。例如：

詩一一七：1-2

「萬國啊，恁著謳咾耶和華！萬百姓啊，恁著稱呼伊！因

為伊對咱大施慈愛；耶和華的誠實永遠佇啲。恁著謳咾耶

和華！」）

二、用詩歌讚美來敬拜：

1.讚美敬拜：這時請大家起立，同心用短歌來敬拜。

2.牧禱：（請牧者為著今日的敬拜來認罪祈禱，為著病痛

和需要的會友，為著尋求真道的慕道友，為著教會、社

會、國家等代求。然後請會眾坐下。）

3.啟應文：（從《新聖詩》後面去挑選，共有五十二

篇。）

4.頌讚：（從《新聖詩》挑選聖詩。）

三、用感恩奉獻來敬拜：

1.什一與奉獻：（司會的人帶領全體會眾為奉獻祈禱。）

2.獻詩：（請詩班站在台前。）

四、用謙卑領受來敬拜：

1.讀經：（請司會的人讀講道的經文。）

主日禮拜程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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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講道：（若邀請外面的講員之時，請介紹講員。）

五、用回應呼召來敬拜：

1.頌讚：（吟聖詩中間，講員可用呼召邀請會眾到台前決

志。）

六、用迎新關懷來敬拜：

1.歡迎報告：（歡迎第一次來參加敬拜的朋友，請大家互

相握手請安。）

七、用頌榮祝福來敬拜：

1.頌榮：（從《新聖詩》335-337B中挑選。）

2.祝禱：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靈的感

動，常與恁同在。阿們！

（或以其他祝禱文。如：民六：24-26，帖前五：23-24，

來十三：20-21，猶24-25。）

3.殿樂：（請牧會者和講員站在門口與會眾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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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主日禮拜程序（二）

（禮拜前招待的人各就各位，並填好新來的人﹝來賓﹞的名單

交給司會的人。）

一、序樂：（司會的人控制會場內的安靜。然後宣佈說：「這

時咱要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一同來敬拜。請奏樂。」）

二、歡迎：（或司琴先彈序樂，牧師與司會纔一起上講台。牧

師先向會眾請安，然後由司會的人代表教會歡迎新來的人

（來賓）。

三、報告：司會報告。

（之後，司會不必說出「宣召」這二字，而由牧師接下來

很自然就向會眾宣召。）

四、宣召

五、讚美敬拜：請會眾起立來讚美敬拜上帝。

六、信仰告白：恭讀十條誡，恭讀最大誡命，恭讀新的誡

命。

1.主禱文：每禮拜可輪換上述之一項目；要舉行洗禮聖餐

時就採用信仰告白，按所採用項目，司會可宣佈如下：

《信仰告白》：這時咱一起以《使徒信經》告白咱的信

仰。

《恭讀十誡》：這時咱一起來恭讀「上帝的十誡」。

《最大誡命》：這時咱一起來恭讀「最大的誡命」。

《新的誡命》：這時咱一起來恭讀恭受「新的誡命」。

主日禮拜程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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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禱文》：這時咱一起以「主的祈禱文」恭敬來祈禱。

（這一項目可納入下面「牧禱」項目裡。）

七、牧禱：牧師牧禱之後可用「祈禱文」結束。

八、十一及奉獻：（奉獻與獻詩之間，獻詩與讀經之間，皆可

插入一些特別的節目如：短宣報告，兒童節目等等。）

九、獻詩

十、讀經

十一、證道

十二、回應詩歌：回應詩歌之後，可呼召會眾決志來到台前，

或有身心靈的病痛痛苦者來到台前祈禱。

十三、祝禱：可參考上列（七、牧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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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受難節禮拜

一、序樂

二、宣召

三、會眾唱詩

四、禱告

五、讀經：（約十六：33-十七：26）

六、詩歌

七、默想：被釘（可十五：21-26）

八、詩歌

九、默想：辱罵（可十五：27-32）

十、會眾唱詩

十一、默想：棄絕（可十五：23-36）

十二、聖餐

十三、默想：得勝（可十五：37-39）

十四、詩歌

十五、讀經：（加二：20、五：22-23、六：2,9,10）

十六、祝禱

十七、殿樂

復活節經文：

太28：1-10

可15：42-16：8

路24：1-10

約20：1-16

受難節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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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聖誕燭光禮拜

一、序樂

二、宣召

三、燃燭：（約八：12，太五14）

四、詩歌：（《請來忠實信徒》）

五、禱告

六、經文：（賽九：2,6-7及七：14）

七、詩歌：（《請來請來以馬內利》）

八、經文：（路一：26-35,38及46-49）

九、詩歌：（《在昔上帝差遣天使》）

十、經文：（路二：1-7）

十一、詩歌：（《於一個馬槽裡》）

十二、經文：（路二：8-16）

十三、詩歌：（《普天同慶主臨世界》/《天使吟講》）

十四、經文：（太二：1-11）

十五、詩歌：（《喔聖誕冥》）

十六、經文：（約一：1-9,14）

十七、詩歌：（《聖誕歡喜》）

十八、燭光儀式：

1.禱告

2.點燭

3.詩歌（《平安冥》）

（熄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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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經文：（路二：29：32,賽六十：1）

二十、詩歌：（《普天同慶主臨世界》）

二十一、禱告：主禱文

二十二、殿樂

聖誕節經文：

賽9：2,6-7;7-14

路1：26-35,38,46-49

路2：1-16

太2：1-11,1：18-23

彌5：2-5

受難節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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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聖別禮拜（除偶像）

（當先預備一件「基督是我家之主」或基督信仰標記圖案的匾

額，以備在聖別禮拜中安置在受聖別的家中。）

一、宣召：現在咱要為_____先生的家庭舉行除偶像的聖別禮

拜。

二、聖詩

三、祈禱

四、聖經：詩卅三：8-22，詩一一五，申四：39，賽四十三：

10-13，賽四十五：20-25，民卅：1-5，民卅：6-8，出

廿：3-6，利十九：1-4，廿：6-9，彼前一：13-21。（請

任選一處或數處經文）

五、經訓：（對除偶像的家族說。）

基督教所敬拜服事的上帝稱為耶和華。祂是創造天地的主

宰，是永活全能的上帝。祂吩咐說：「『我以外你呣通有

別個上帝。呣通為家己雕刻偶像，不論天頂、地下，及地

下水內所有的物，攏呣通妝亻因的像。呣通跪拜亻因，也呣通

服事亻因，因為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斷斷呣容允用別個上

帝匹配我。怨恨我的，我歸咎伊的罪，對父到子，到三、

四代；疼我、守我誡命者，我施恩互伊，直到千代。呣通

濫糝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因為濫糝稱伊的名的，耶

和華的確無掠伊做無罪。』」（申五：7-11。）

從前，恁雖然敬拜偶像鬼神。但是現在已經歸向耶和華上

帝。決心要敬拜耶和華。在這裏有幾項必須注意的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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恁全家注意來聽：

1.今天的聖別禮拜。最要緊的就是「人」當先受聖別。恁

有決心要接受耶穌基督做恁的救主。求祂的寶血來洗清恁

一切的罪無﹖

2.咱不但當給耶穌基督作救主。更加當於各日的生活中給

祂作咱生命的主。從今以後。恁是不是有歡喜要專心信靠

主﹖

3.敬拜上帝不但當有外表的敬虔，更必須用心靈和誠實來

敬拜祂，才能使祂歡喜。

4.信靠耶穌敬拜上帝的人，當離棄一切的異端和迷信;絕對

不可再去敬拜偶像或求問鬼神，來惹上帝的生氣。（出廿

一：20）

5.信靠耶穌敬拜上帝以後，敢彩恁的厝邊，親戚以及朋友

會譏笑或迫害恁;恁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人若因我辱罵

恁，窘逐恁，捏造各樣壞話毀謗恁，恁就有福了。應當歡

喜快樂。因為恁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太五：11-12）

6.當恁得到上帝的施恩與賜福以後，一方面要感謝上帝，

一方面要使人知道上帝的大恩。也要盡自己所能的，引領

別人一同來行永活的道路。

六、聖詩

七、禱告：

「滿有憐憫，滿有慈愛的天父上帝，懇求你記念你的聖子

在十字架上流血贖罪的功勞，赦免這個家庭過去所犯敬拜

偶像鬼神的罪。懇求聖靈賜給亻因有信心和能力，使亻因能得

聖別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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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撒但的攻擊與試探。懇求主耶穌的寶血將這個家庭每一

個份子都潔淨，並分別為聖，拯救亻因從今以後脫離撒但的

權勢。求聖靈光照這個家庭中每一個人，清除亻因所有使用

於拜偶像，迷信及犯罪的物件。願上帝的恩惠平安常常與

這個家庭同在。願上帝也賜福給這時聚集在這裏的每一位

你的兒女。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來求。阿們。」

八、除偶像的方法：（根據申七：25-26的經訓）

禱告：「主阿!這時阮要將這些偶像除去，阮奉耶穌基督的

聖名，將這些偶像除，使它們不再有任何的影響於這個家

庭，使這個家庭每一個人，於主的內面完全得著釋放。奉

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拆的時候，可一面拆，一

面如此說：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將這些偶像拆下來。）

九、贈送禮物：將「基督是我家之主」或基督信仰標記圖案的

匾額，安置在客廳中。

十、宣告：「天父上帝，這個家庭將偶像除去了，現在阮繼續

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與聖靈的能力，砍斷黑暗權勢藉著

這些偶像迷信所帶來的轄制。今阮掛上「基督是我家之

主」或基督信仰標記圖案的匾額，祈求主的榮光充滿這個

家。耶穌的寶血遮蓋這個家。使亻因出入平安，受主賜福，

做主見証，榮耀主的名。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十一、短歌讚美：（唱《得勝！得勝！哈利路亞！》或《耶穌

全勝利》，等短歌）

（這些短歌也可在第九項項目中唱）

十二、祝禱：（離開之前，可奉主的名為這個家庭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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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要將神位牌或偶像，以及拜偶像有關的東西，如符咒紙等

一併除淨。

2.木頭或紙類可用火燒。瓷器要打破。金屬亦要破壞，避免

被別人拾去再使用為原則。

3.不可在未信者的面前焚燒或毀壞這些東西;最好是妥善包

好，帶回禮拜堂，在適當的場地，奉主的名燒毀它。

4.假使家中有賭博的東西，或其他迷信以及會引起犯罪的東

西與書籍，都要一併除去。（按照第2項的說法為之）。

聖別禮拜





貳、
聖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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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聖餐禮

（禮拜前，負責禮拜組的長老﹝執事或同工﹞，先預備好聖餐

用具用品用具用品等，並安放於聖餐桌上。）

（下列項目可放在崇拜中的證道後）

一、歡迎詞（牧師）：

親愛的兄弟姊妹，咱現在要照主的吩咐來守聖餐，相與坐

主的桌。聖餐是主耶穌在被賣那夜，在最後的晚餐中所設

立的，使咱能夠常常用此記念主救贖犧牲的恩典。

現在我奉主基督耶穌的名，歡迎所有曾接受成人洗禮或堅

信禮的兄弟姊妹一起來守聖餐，與主坐桌。如果你尚未接

受成人洗禮或是堅信禮的兄弟姊妹，歡迎恁在這個聖禮典

中觀禮。恁可以看到這些要領受聖餐的，是承認自己是罪

人，接受耶穌基督救恩，而被赦了罪的人。盼望恁早日

也考慮打開心門，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受洗歸於主的名

下，以後來參與聖餐紀念主。但現在請恁暫時不要領受餅

與杯。只深思其意義來預備自己。

二、聖經恩言：

主內親愛的兄弟姊妹，請注意聽主耶穌基督所說恩典的

話。祂說：「耶穌給亻因講：『我就是活命的餅。就近我

的人，決斷勿會枵；信我的人，永永勿會嘴乾。若是我曾給恁

講，恁已經看見我，亦猶原呣信。見若父所互我的欲攏就

近我；就近我的人，我決斷無棄拺伊」（約六：35-37）

聖餐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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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徛佇門外拍門，聽見我的聲來開的人，我欲入去就近

伊，來及伊食，伊亦及我食。」（啟三：20）

三、吟詩：

請咱相與吟詩：聖詩95首（87首或其他）第一節，吟詩的

時，請事奉的長執（同工）進前來備辦。

四、勸勉：

親愛的兄弟姊妹，照使徒保羅所教示，他對主所領受，又

傳給咱的就是咱的主受人賣那夜，有拿餅祝謝來擘它，

講：「此個是我的身軀，為著恁拍破的，恁著行按呢來紀

念我。」。

吃了後亦這樣捧杯講：「此個杯就是新約，佇我的血設立

的，見若飲的時，著行按呢來紀念我。」因為恁逐次吃這

個餅，飲這個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祂再來。（林前

十一：23-26）。

使徒保羅又清楚教示，講：「凡若食主的餅，抑是飲主的

杯無合宜的，是辜負主的身軀及血。」所以咱在領受主的

餅與杯以前，當自己在祂面前省察，有什麼得罪主的所在

抑無，若有，就先求主的寶血遮蓋洗淨，免得咱飲食自己

的罪，致到被主審判。（林前十一：27-34）。請默禱！

五、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今阮這些屬你的兒女圍纍在你的桌要恭守

聖餐。求你的聖靈先鑑察，光照阮的內心，看有得罪你的

惡心思，言語或行為無;若有，求你照你的應許，當阮誠心

認罪之時，求你赦免潔淨，使阮有清潔的心，正直的靈來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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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聖餐，也藉著聖餐，來調整和你有更好的關係。阮恭敬

祈禱都是倚靠主的聖尊名。阿們。

六、拿餅祝謝：

當主被人賣那夜，有拿餅祝謝，咱學主的款式，這時也要

拿餅來獻上感謝。（咱要請_______為餅來獻上感謝。）

七、牧師拿餅擘開：（牧師以手拿餅，高舉擘開說）

「此個是我的身軀，為著恁拍破的，恁著行按呢來紀念

我。」當事奉人員送餅到你那裏時，請你先拿在手裡，默

禱，自己省察。記念主為咱犧牲，並等候大家都拿到餅以

後，咱才相與來享受。

八、分餅：（事奉人員分餅的時候，請聖歌隊小聲反覆吟聖詩

95首第二節。）

（牧師問）是不是每位陪餐會員都有拿到餅，若無，請舉

手。（牧師又說）「這個是基督的身軀，為著咱打破的，

咱著行這樣來記念祂，請咱用感恩的心相與享受。」

九、捧杯祝謝：（牧師以手持杯高舉說）

吃了後，主又捧杯，講：「這個杯就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

約，為恁流出來的，見若飲的時，著行按呢來記念我。」

這時咱相與來獻上感謝。（或咱要請_______為杯獻上感

謝。）

十、分杯：

主耶穌講：「這個杯就是新約，用我的血所設立的，見若飲

的時著行這樣來記念我。」當事奉人員送杯到你那裏時，

請先拿在手裡默禱，自己省察。記念主為咱犧牲，並等

聖餐禮



禮典手冊台語版

20    

候大家都拿到杯以候，咱才相與享受。（事奉人員分杯的

時，請聖歌隊反覆小聲吟詩95首第3節）。是不是每位陪餐

會員都有拿到杯，若無，請舉手。

主耶穌講：「此個杯就是新約，佇我的血設立的，見若飲

的時，著行按呢來紀念我。」請咱用感恩的心相與來享

受。

十一、感謝祈禱：

敬愛的天父，阮對心底來感謝你，你差你的獨生子耶穌

基督，為著救贖阮的罪孽，道成肉體，犧牲流血，為阮

放棄生命且死在十字架上，這款的恩典高過天，阮無可

報答，只有用心來領受你的恩典。現在透過阮所恭守主

所設立的聖餐，使阮思念主為阮死的大恩典，再一次激

勵阮將自己重新奉獻給主，不忘記阮是屬主的人，當繼

續為主來活。這時阮相與享受主的餅與杯的時，也再一

次提醒阮知，阮是同屬一位主，一位聖靈，一個盼望，

一個信，一個洗的。

求主幫助阮，凡事謙卑，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

容，用和平彼此聯絡，致意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當阮感謝你賞賜阮這麼大恩典的時，求你提醒阮無未記

得你的吩附：「恁白白得著，著白白互人。」求你幫助

阮用愛你的心來遵趁你所給咱新的誡命，講：「你們要

彼此相愛，……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要從這樣知你們

是我的學生。」等一下阮所獻的愛心奉獻，願你歡喜鑑

納。阮的祈禱都是靠主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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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收愛心奉獻：（按需要可事先定一奉獻目的）此愛心奉

獻項目也可省略。

請聖歌隊反覆小聲吟聖詩95首第4節。

這時請______帶咱做奉獻的祈禱。

十三、頌榮

十四、祝禱：

「願耶和華賜福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互伊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互你。

願耶和華歡喜的面看你，賞賜你平安。」（民六：24-

26）

聖餐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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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成人洗禮（一）

（下列項目放在崇拜中的證道後）

（講道後可唱一首洗禮或適當的聖詩）

一、牧師致詞：

這時咱要舉行洗禮。耶穌基督為咱的罪受釘，死，復活，

祂升天以前，有說：「天頂地下的權已經攏總互我。所

以，恁著去招萬百姓來做學生，給亻因行洗禮，互亻因歸佇

父、子、聖神的名。見若我所有命令恁的，著教示亻因守，

閣我日日及恁佇，到世間的路尾。」（太廿八：18-20）

在五旬節，彼得傳福音時，對眾人說：「恁著反悔，逐人

佇耶穌基督的名受洗禮，到互恁的罪赦免，閣欲受聖神的

賞賜；因為所應允的歸佇恁及恁的子孫，以及攏總遠遠的

人，就是見若主──咱的上帝所欲召的。」（徒二：38、

39）

二、牧師：（請受洗者到台前，面對牧師。）

親像當時彼得教人悔改信耶穌基督，又受洗，今日我也要

對你（恁）說：『你（恁）當深信，你（恁）若真實悔改

告白你（恁）的信仰，奉祂的名受洗，這聖禮就要成為你

（恁）的罪得赦之記號，和表明從聖靈得重生而與基督相

結連的印證。』

三、誓約：（此時牧師也可請會眾起立恭讀使徒信經）

如今你（恁）要受洗，你（恁）要在上帝和眾人面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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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問的來告白你（恁）的信仰。

問：你（恁）是否誠心信靠耶穌基督救贖的功勞，悔改認

罪，接受祂做你（恁）的救主及活命（生命）的主﹖

答：是。

問：你（恁）是否信上帝為你（恁）的天父，聖靈為你

（恁）的保惠師來引領你（恁）的人生﹖

答：我相信。

問：你（恁）當依靠上帝的恩典，盡力服事祂，一生行祂

的道，盡信徒的本份，你（恁）願意如此行嗎﹖

答：我願意。

問：台福教會是注重人人傳福音的教會，你（恁）是否願

意遵行主的大使命，將福音介紹給未信的親友﹖

答：我願意。

四、施洗：（洗禮之時，受洗者也可跪於台前，原則上，本福

音教會不用浸禮。牧師依序叫受洗者姓名。將手伸進洗禮

盆中霑水灑（hiu）在受洗者的頭上，並按手為他祝禱）

______，「我用水給你（們）行洗禮，使你歸於父，子，

聖靈的名。阿們。」

（每一位受洗後可請他（她）做謝恩及委身的祈禱。）

1.牧師：（洗禮後，牧師說）

願平安的上帝使你（恁）完全潔淨。成聖，又願你（恁）

的靈。魂與身體，得到保守，在我主耶穌降臨的時候，完

全無可嫌（指摘）。阿們。

成人洗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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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告：你（恁）已告白你（恁）的信仰，我奉教會的

頭，咱們的主耶穌的名，並奉台福基督教會的權柄。接納

你（恁）成為____台福基督教會的成人會員，有份於主的

宴席和新約的恩典。阿們。

3.禱告：全能全智永恒的上帝，咱感謝你至大的恩惠，通

過聖子的降世受死贖罪。設立這洗禮來接納你的兒女進入

你的聖會，有份愛子的國度。使咱一同享受主救恩的平安

與喜樂。咱以感激的心獻上感謝。

慈悲憐憫的天父，阮恭敬來到你至聖的施恩座前。懇切求

你聖靈充滿在你兒女新的生命裡。使亻因堅固勇壯能結出聖

靈的果子，榮耀你聖名。設若有時亻因在試煉，或在試探中

將要跌倒時，願你賜下夠用的恩典與能力，扶持保守亻因。

用你無限的信實與慈愛引導亻因，使亻因靠你過得勝的生活，

永不忘記今日的信仰告白，盡心遵行你的真道，一生忠心

事奉你也盡力服務人群。

管理咱心靈生命的主阿!當咱眾兄弟姊妹有份於這聖禮時，

求你聖靈也幫助尚未洗禮的求道者，誠心迫切尋求真理，

來進入你的家中，早日同享你救恩的福份。同時也求你激

勵已經受洗的，時常儆醒，用同樣的心志，永遠跟隨你，

熱心服事你。使咱大家手牽手，心連心，相扶持，相鼓

勵，來跑走屬天的道路。阮同心祈禱是奉主耶穌的聖尊名

求。阿們。

4.接納：（牧師，長老（執事，同工）向受洗者握手表示

接納。也可邀請親友進前來握手或起立鼓掌表示恭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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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牧師：（對會眾說）

現在請______來向大家分享他（她）決心信主的見證。

（請受洗者到台前一一作見證。牧師站在他旁邊讓他分享

信主經歷，他是如何認識主，接受主。這見證將會幫助許

多兄弟姊妹與慕道朋友。）

註：

受洗者的見證（請安排在講道前，後或洗禮後）

成人洗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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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成人洗禮（二）

（下列項目放在崇拜中的證道後）

（講道後可唱一首洗禮或適當的聖詩）

一、序言：

親愛的兄弟姊妹，現在要遵照主的命令來進行洗禮的聖

典。這次有__位兄弟（姊妹）要受洗禮[唱名____﹑____﹑

____]請咱來吟聖詩115首第一節，咱在吟的時，請這幾位

兄弟（姊妹）照順序來站在台前。

二、讀經：

親愛的兄弟姊妹，請注意聽主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昇

天以前向學生所吩咐的說：「天頂地下的權已經攏總互

我。所以，恁著去招萬百姓來做學生，給亻因行洗禮，互亻因

歸佇父、子、聖神的名。見若我所有命令恁的，著教示亻因

守，閣我日日及恁佇啲，到世間的路尾。」（太廿八：18-

20）。

在五旬節，聖靈降臨時，彼得對眾人說：「

恁著反悔，逐人佇耶穌基督的名受洗禮，到互恁的罪赦

免，閣欲受聖神的賞賜；因為所應允的歸佇恁及恁的子

孫，以及攏總遠遠的人，就是見若主──咱的上帝所欲召

的。」（徒二：38-39）

三、勸勉：

﹝可唱名____﹑____﹑____﹞親像當時彼得苦勸人悔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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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來受洗禮，今天我也要這樣勸恁。恁當深信恁若真

實悔改，告白恁的信仰，又奉主的名來受洗。這個洗禮就

會成為恁罪得洗清的印證與憑據，恁也會領受基督所賜重

生的生命，又得聖靈的引導走永生的道路。

四、告白與誓約：

現在恁已經決心要接受洗禮，恁要在上帝與眾人面前告白

恁的信仰，來回答以下所要問的：

問：恁有真實悔改恁的罪，也信靠耶穌基督救贖的功勞，

接受祂作恁的救主以及恁生命（活命）的主嗎﹖

答：有。

問：恁有相信上帝是恁的天父，聖靈是恁的保惠師，即接

受使徒信經為恁的信仰告白嗎?

答：有。

問：恁有立志要倚靠上帝的恩典，盡力服事祂，一生遵行

主的道。盡信徒的本份，成為基督忠誠的門徒嗎?

答：有。

問：台福教會是人人傳福音的教會，你（恁）是否願意遵

行主的大使命，將福音介紹給未信的親友﹖

答：我願意。

五、祈禱：

至聖的天父，你已經聽到亻因在你及眾人面前的信仰告白，

求你照聖經的應許，「只要心裡相信，口裡承認就可以得

救。」成全在亻因身上，現在你的奴僕遵照主的命令，用水

成人洗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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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亻因行洗禮，象徵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清亻因一切的罪。求你

將亻因分別為聖，成為上帝的兒女。奉主基督的名祈禱。阿

們。

六、行洗禮：（行洗禮時，受洗者也可跪於台前，原則上，本

福音教會不施浸禮。）

牧師依序叫名。並將手伸進洗禮盆中霑水灑（hiu）在受

洗者頭上，依序叫名按手為他祝禱，說：______，我奉教

會的頭，主耶穌基督的權柄，用水給你行洗禮，使你歸於

父，子，聖靈的名。阿們。

願賜平安的上帝施恩使你成聖，又保守你的靈、魂、體，

聖潔無瑕疵，直到見主的面。阿們。

七、宣告：

﹝唱名____﹑____﹑____﹞已經公開告白亻因的信仰並接受

洗禮，現在我奉教會的頭耶穌基督的名及台福基督教會的

權柄宣告並接納亻因成為______教會的會員，有份主的聖餐

與新約的恩典。

八、祈禱：

慈悲憐憫的天父，阮感謝你極大的恩典，設立洗禮，來接

納你的兒女進入福音大船--你的教會，願你賜福亻因，你的

聖靈充滿亻因，又賞賜亻因屬靈的恩賜，來服事教會，當亻因軟

弱要跌倒的時，願你扶持亻因。並賜亻因夠用的恩典，願你保

守亻因勝過撒但一切的試探。願你用你無限的信實與慈愛來

引導亻因。使亻因盡一生服事你。並遵行你的道。

親愛的主，當阮兄弟姊妹聚集參加這個洗禮時，求你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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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再一次叫醒阮這些已經受洗歸入你名下的人，使阮反省

自己是否已經偏離你的正道，以致失去你的同在與恩典，

求你幫助阮回轉歸向你，求你再一次用耶穌基督的寶血洗

清阮的罪，讓阮能夠與亻因手牽手，心連心，相扶持，相勸

勉，來奔跑這屬天的道路，若有未信慕道的親友在場。也

使亻因早日認識你，信靠你，同享福音的好處。阮安呢同心

祈禱都是倚靠耶穌基督的聖尊名。阿們。

九、接納與祝賀：

咱們要請本會主席代表教會頒發洗禮證書給他（們）。

（若有聖經，靈修書籍，禮物等，亦可在此贈送。）這時

咱要請教會長執，同工，牧師室同工，輔導進前來與亻因握

手代表教會的接納。（請兄弟姊妹及親友也進前來與亻因握

手[或起立鼓掌]表示祝賀。）

十、牧師：（對會眾說）

現在請______來向大家分享他（她）決心信主的見證。

（請受洗者到台前一一作見證。牧師站在他旁邊讓他分享

信主經歷，他是如何認識主，接受主。這見證將會幫助許

多兄弟姊妹與慕道朋友。）

註：

受洗者的見證（請安排在講道前，後或洗禮後）

成人洗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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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堅信禮（一）

（信徒已受幼兒洗，經信仰的培育，並得小會許可要接納為成

人會員，並領聖餐者，適用此儀）

（下列項目放在崇拜中的講道後可唱一首適當的聖詩）

一、牧師：這幾位兄弟姊妹在幼年時已經受洗，今日要告白他

（亻因）的信仰，受接納有份於主的聖餐。

（向入會者）

主內親愛的弟兄（姐妹），你（恁）幼年時已經受洗屬於

耶穌基督，上帝的恩典使你（恁）長成，你（恁）已清楚

上帝藉耶穌為人類所預備屬靈救恩的道路。今你（恁）要

在上帝與眾人的面前承認父母為你（恁）所立之約，告白

你（恁）的信仰，奉獻自己給主，也重新誓約服事祂。咱

的主耶穌基督曾說：「所以見若佇人的面前認我的，我亦

佇我佇天裡的父的面前欲認伊。」（太十：32）

所以你（恁）當告白你（恁）的信仰，在上帝和眾人面前

慎重回答我所要問的。

問：你（恁）相信上帝為你（恁）的天父，耶穌基督是你

（恁）的救主，聖靈為你（恁）的保惠師嗎?

答：我相信。

問：你（恁）是否誠心悔改認罪，信靠耶穌基督救贖的功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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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

問：你（恁）要信靠上帝的恩典，盡力服事祂，一生行在

祂的道路，盡一個信徒的本份，你（恁）願意如此嗎﹖

答：我願意。

二、宣告：

﹝唱名____﹑____﹑____﹞已經在上帝與眾人面前告白他

（們）的信仰，公開告白亻因的信仰並接受堅信禮，現在我

奉教會的頭耶穌基督的名及台福基督教會的權柄宣告並接

納他（們）成為______教會的會員，有份在主的聖餐與新

約的恩典。阿們。

三、祈禱：

接納：（牧師及長執向他（們）握手表示接納。會眾亦可

前來向他（們）握手或起立鼓掌表示歡迎）

四、牧師：（對會眾說）

請______分享決心接受堅信禮告白信仰主基督的見證。

（牧師站在他旁邊讓他分享告白信仰的經歷，他是如何體

驗主並更深地認識主。這見證將會幫助許多兄弟姊妹及慕

道中的朋友。）

註：

堅信禮者的見證（請安排在講道前，後或堅信禮後）

堅信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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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堅信禮（二）

（信徒已受幼兒洗，經信仰的培育，並得小會允准要接納作成

人會員並領聖餐者，適用此儀）

（下列項目放在崇拜中的講道後可唱一首適當的聖詩）

一、牧師宣佈：

親愛的兄弟姊妹。有的教會為亻因的小子施行幼兒洗禮。等

到亻因長成，纔在上帝與眾人面前進行堅信禮。告白亻因的信

仰。現在有__位兄弟（姊妹），就是唱名﹝____﹑____﹑

____﹞，要接受堅信禮。

請咱來吟聖詩115首第三節。咱在吟的時，請這幾位兄弟

（姊妹）照順序站到台前。

二、聖經恩言：

親愛的兄弟姊妹，請注意聽主耶穌向學生親口說的話，主

說：「所以見若佇人的面前認我的，我亦佇我佇天裡的父

的面前欲認伊。」（太十：32）保羅向腓立比監獄官傳福

音的時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因此

每一位希望得救的人都需要表明自己對耶穌基督的信心。

三、勸勉：

﹝唱名____﹑____﹑____﹞你（恁）在小時候，恁的父母

己經帶你（恁）領受幼兒洗禮，歸入上帝的家，你（恁）

的父母也有照當時的誓約，用主的愛與教示，將你（恁）

養育長大成人。照耶穌與保羅的教示，每一位願意在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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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告白他對耶穌信仰的人，都可以接受主的救恩，我勸

你（恁），今日就把握機會來接受主的救恩。

四、信仰告白誓約：

所以你（恁）現在當告白你（恁）的信仰，在上帝和眾人

面前慎重回答我所要問的：

問：你（恁）相信上帝是你（恁）的天父，耶穌基督是你

（恁）的救主，聖靈是你（恁）的保惠師嗎?

答：我相信。

問：你（恁）是不是誠心悔改認罪，信靠耶穌基督救贖的

功勞。

答：是。

問：你（恁）要信靠上帝的恩典，盡力服事祂，一生行在

祂的道路，盡一個信徒的本份，你（恁）願意如此嗎?

答：我願意。

五、祈禱：

親愛的天父，你已經聽到亻因在你與眾人面前的信仰告白

求你照聖經的應許說：「見若接納伊的，就是信伊的名

的人，伊就賞賜亻因有權成做上帝的子兒。」來成全在亻因身

上。求你用主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清他（們）一切的罪。使

他（們）得到享受在主真理中之真自由與喜樂。阮這樣祈

禱都是靠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六、宣告：

﹝唱名____﹑____﹑____﹞已經在上帝與眾人面前公開告

堅信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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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他（們）的信仰並接受堅信禮，現在我奉教會的頭耶穌

基督的名及台福基督教會的權柄宣告並接納他（們）成為

______教會的會員，有份在主的聖餐與新約的恩典。

七、祈禱：

慈悲愛疼的天父，阮感謝你給他（們）生長在基督徒家

庭，他（們）的父母用主的教示來教導他（們），他

（們）在你的恩典保守下已經長大成人。今日他（們）

在你與眾人面前公開告白他（們）的信仰。願你賜福他

（們），讓他（們）的信心與愛心都能在你的恩典中成

長。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讓他（們）過得勝的生

活，求你賜給他（們）更豐盛的生命，叫他（們）成為別

人的祝福。當他（們）行過死蔭的幽谷時，願你的杖你的

杆保守帶領他（們），叫他（們）一直在你的愛中，直到

與你見面的時刻。咱這樣祈禱都是奉靠阮的主耶穌基督的

聖尊名。阿們。

八、接納與祝賀：

咱要請本會主席代表教會頒發堅信禮證書給他（們）。

（若有聖經，靈修書籍，禮物等，亦可在此贈送。）這時

咱要請教會長執，同工，牧師室同工，輔導進前來與他

（們）握手代表教會的接納。請兄弟，姊妹，親人及朋友

進前來與他（們）握手（或起立鼓掌）表示祝賀。

九、牧師：（對會眾說）

請______分享決心接受堅信禮告白信仰主基督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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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站在他旁邊讓他分享告白信仰的經歷，他是如何體

驗主並更深地認識主。這見證將會幫助許多兄弟姊妹及慕

道中的朋友。）

註：

堅信禮者的見證（請安排在講道前，後或堅信禮後）

堅信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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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入籍禮（接納新會友）

一、序言：

親愛的兄弟姊妹，教會是咱屬靈的大家庭，基督是教會的

頭，咱都是祂教會中的肢體，在基督裏，所有承認耶穌為

救主與生命的主的人，都是主內的兄弟姊妹，咱真歡迎，

在______台福基督教會裏。大家同心興旺福音。這次有__

位已經在別的教會受洗的兄弟姊妹申請入籍加入______台

福基督教會。咱以歡喜的心情要舉行入籍儀式。

請咱來吟聖詩239首第一節，咱在吟的時，請﹝唱名____﹑

____﹑____﹞照順序來站在台前。

二、讀經：

親愛的兄弟姊妹，使徒保羅告訴提摩太說，「設使若延

延，也是互你通知應該著怎樣行佇上帝的厝。就是真活上

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及地基。」（提前三：15）保羅在

以弗所人書教導咱，「是亻店佇仁愛講話真實，互咱佇萬項

漸漸大，到佇彼個做頭者，就是基督，對佇伊全身結合聯

絡，就是對百節的相接應，照逐體該然的運動，致到身軀

愈長大，佇仁愛家己起造。」（弗四：15-16）

三、勸勉：

﹝唱名____﹑____﹑____﹞恁已經在別的教會受洗歸入基

督，現在遷移來到______台福基督教會一起敬拜上帝。為

著想要達到肢體相聯絡，功用相幫助，於愛中建立上帝的

家的目的，要申請加入______台福基督教會，現在請恁回

答下列所要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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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恁）有相信上帝是恁的天父，耶穌基督是恁的救

贖主，聖靈是恁的保惠師，並相信使徒信經嗎?

答：我相信。

問：請問你（恁）是否已經在別的教會受洗歸入基督名下?

答：是。

問：請問你（恁）是否願意接受台福基督教會信仰告白，

遵守教會法規，盡心做一位台福基督教會會友的責任，大

家同心興旺福音，引領人歸主，榮耀主的名?

答：我願意。

四、祈禱：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阮都是你所創造。親愛的救主耶

穌，阮都是你用寶血救贖的兒女，阮要感謝你奇妙的拯

救，親愛的聖靈，是你感動阮的心，將永活的真理啟示在

阮心裏，並賞賜阮合一的心。現在這幾位兄弟姊妹要加入

______台福基督教會成為會員，願主賜福亻因，讓亻因也成為

阮教會的祝福，願亻因的靈命，在教會中不斷長進成熟，結

出豐富的果子，榮耀主聖名。阮是奉主耶穌的名祈求。阿

們。

五、宣告：

﹝唱名____﹑____﹑____﹞已經公開表示他（們）是基督

徒並且願意加入______台福基督教會成為會員，現在我奉

教會的頭耶穌基督的名，以及______台福基督教會的權柄

宣告，並接納亻因成為本會會員，有份於教會的事工。一世

人榮耀上帝，利益眾人。

入籍禮(接納新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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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接納與祝賀：

咱要請長執會主席______代表教會頒發會員證書給他

（們），同時請教會長執，牧師室同工進前來與亻因握手，

表示接納。（可請會眾也前來握手或起立鼓掌，表示對亻因

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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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幼兒奉獻禮（一）

（為讓受洗的感動加深赦罪的確信，本會不擬施行幼兒洗禮，

只採幼兒奉獻禮，若出於信徒要求對幼兒洗禮亦不反對。申請

幼兒奉獻禮的，其父母中至少要有一位是已受洗的信徒。請父

母先填寫幼兒奉獻須知表格）

（下列項目放在崇拜中的講道後（前），可唱一首適當的聖

詩，唱詩時幼兒的雙親抱兒女站於台前。）

一、牧師：

「阮得著幫助，是靠耶和華的名，伊是創造天地者。」

（詩一二四：8）。親愛的兄弟姐妹，主耶穌降世為人，祂

的父母曾照摩西的律法，帶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祂獻給

上帝。（路二：22）咱因這模範，也勸勉為人父母者帶兒

女在上帝面前獻給祂，這樣兒女必會得到神和人的喜愛，

智慧和身体一齊成長，父母必須清楚知道，惟有上帝能成

就這事。

另外請聽馬可十：13-15所記載：「有人帶細子就近耶穌，

欲互伊摸亻因，學生責備亻因。耶穌看見按呢大無歡喜，給學

生講：「容允細子就近我，莫得禁亻因；因為上帝的國，是

此號人的。我實在給恁講，凡若承接上帝的國，無親像細

子的，決斷勿會得入去。」

因為咱的幼兒不明白這些事，咱卻要因所應許的帶幼兒到

上帝面前獻給祂，求祂賜福保守，使亻因成為恩典之約的後

裔。

幼兒奉獻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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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牧師：（對幼兒之雙親）

照聖經的教訓，做父母的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

子女。恁必須先有此決心並請回答下面所要問的。

1.誓約：

問：恁有信上帝作恁的天父，耶穌基督作恁的救主與活

命的主宰，聖靈作恁的保惠師嗎?

答：阮相信。

問：兒女是耶和華所賞賜，你必須倚靠上帝所賜的智慧

能力，好好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亻因，以自己信仰

的好模樣與見証培育他（們），你願意如此行嗎?

答：我（阮）願意。

2.按手祈禱：（牧師抱幼兒，叫他的名字為他按手祈禱）

求主賜福你僕人按手祈禱在這孩子______，使他自小得上

帝的靈充滿，智慧和身體都長大，上帝和人都愛他，將來

成為恩典之約，虔誠的後裔，成為主合用的器皿。阿們。

3.勉勵會友

4.祝賀及贈送幼兒奉獻禮證書：

咱要請長執會主席______代表本教會贈送證書。（同時請

教會長執，同工[牧師室同工]進前給亻因祝賀，請會眾起立

鼓掌表示咱同心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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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幼兒奉獻禮（二）

（為讓受洗的感動加深赦罪的確信，本會不擬施行幼兒洗禮，

只採幼兒奉獻禮，若出於信徒要求對幼兒洗禮亦不反對。申請

幼兒奉獻禮的，其父母中至少要有一位是已受洗的信徒。請父

母先填寫幼兒奉獻須知表格）

（下列項目放在崇拜中的講道後，可唱一首適當的聖詩。唱詩

時幼兒的雙親抱兒女站於台前。）

一、序言：

親愛的兄弟姊妹，家庭是上帝所設立，兒女是上帝所賞賜

的後裔與產業，父母接受上帝的託付，養育教示兒女，直

到亻因長大成人。成為虔誠的後裔。在舊約哈拿將撒母耳獻

給上帝，撒母耳長大以後成為拯救全以色列的偉大士師。

在新約，耶穌的父母也在耶穌出生不久，就抱他到聖殿獻

給上帝，耶穌長大後，成為全人類的救主。

這次有__對父母要將亻因的兒女獻給主，就是﹝唱名____﹑

____﹑____﹞請咱來吟聖詩252首第一節，咱在吟詩的時，

請父母帶小子按順序來站在台前。（公眾吟詩）

二、讀經：

馬可福音有記載，有一次有人帶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

摸亻因。門徒卻責備那些人，耶穌看見就大無歡喜，對門徒

說：「容允細子就近我，莫得禁亻因；因為上帝的國，是此

號人的。我實在給恁講，凡若承接上帝的國，無親像細子

幼兒奉獻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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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斷勿會得入去。」就抱亻因。給亻因按手。祝福亻因。（可

十：13-16）

三、勸勉：

恁已經帶上帝所賞賜給恁的兒女來到上帝的聖殿，要獻給

上帝，歸耶和華為聖。請恁注意聽並誠實回答下面所要問

的。

問：恁有相信上帝是恁的天父，耶穌基督是恁的救贖主與

生命的主宰，聖靈是恁的保惠師嗎﹖

答：阮有。

問：恁願意倚靠上帝的恩典，盡做父母的責任來養育兒

女，並且將聖經的真理及信徒的責任來教示兒女，使亻因在

智慧與身體都一齊成長，成為一個使上帝與眾人都愛疼的

人，恁決意如此行否﹖

答：阮決意。

問：恁願意不停替兒女祈禱，凡事做好模樣，使兒女學

習，一直到他長大成人，在上帝與眾人面前告白他自己的

信仰，恁決意如此行否?

答：阮決意。

四、祈禱：

慈悲愛疼的天父，你已經聽到這幾位父母。誠心在你面前

所下的心願，懇求你從天頂鑑納。賞賜亻因足夠的愛心與智

慧來栽培你所賞賜並託付給亻因的兒女，使亻因的兒女在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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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理中漸漸長大，直到亻因可以自己告白亻因的信仰。阮這

樣祈禱都是仰望阮的救主的名。阿們。

五、祝福：

現在咱要學習主的榜樣，按手在小子身上，來為亻因祝福，

我叫小子的名時，請父母帶他來接受祝福。（依序叫小子

名字）親愛的天父[姓名______]的父母，將他奉獻給你歸

耶穌基督為聖。求主鑑納賜福，使他在上帝的愛疼與恩典

中長大成人。成為你合用的器具榮光上帝又利益內外的

人。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六、祝賀及贈送獻兒禮證書：

咱要請長執會主席_____代表本教會贈送證書，同時請教會

長執，同工（牧師室同工）進前給亻因祝賀，請會眾起立鼓

掌表示咱同心的祝福。

幼兒奉獻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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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幼兒洗禮

（為讓受洗的感動加深赦罪的確信，原則上本會不施行幼兒洗

禮，只採幼兒奉獻禮。若出於信徒要求對幼兒施洗亦可。請按

下列秩序進行）。

一、序言：

親愛的兄弟姊妹，家庭是上帝所設立，兒女是上帝所賞賜

的後裔與產業。父母接受上帝的託付，養育教導兒女到亻因

長大成人。

在舊約，上帝有吩咐施行幼兒的割禮，表示上帝的百姓自

出生就當分別為聖，父母也當負起養育子女成為虔誠後裔

之責任。

在新約，雖已廢除割禮，但以耶穌設立的洗禮，應許說：

「信來受洗禮的，欲得著救。」（可十六：16;徒二：

38）。幼兒雖然尚未明白救恩，但使徒行傳二：39說：

「因為所應允的歸佇恁及恁的子孫。」所以父母應該照著

主的應許，用主的福音真理，盡心培育兒女，使兒女自幼

成長於主恩典中，直到領受聖靈的感動（林前十二：3），

而承認並接受耶穌為亻因個人的救主，並且藉著堅信禮，在

神和眾人面前告白他對三位一體真神上帝的信仰。

二、經訓：（徒二：38，39）

馬可福音有記載，有一次有人帶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

摸亻因門徒責備那些人，耶穌看見就大無歡喜，對門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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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允細子就近我，莫得禁亻因；因為上帝的國，是此號人

的。我實在給恁講，凡若承接上帝的國，無親像細子的，

決斷勿會得入去。」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亻因按手，為亻因祝

福。（可十：13-16）

三、勸勉：

﹝唱名____﹑____﹑____﹞恁已經帶上帝所賞賜給恁的兒

女來到上帝的聖殿，要接受幼兒洗禮奉獻給上帝，歸耶和

華為聖。請恁注意聽並誠實回答下面所要問的：

問：恁有相信上帝是恁的天父，耶穌基督是恁的救贖主與

生命的主宰，聖靈是恁的保惠師，並相信使徒信經嗎?

答：阮相信。

問：恁願意倚靠上帝的恩典，盡做父母的責任來養育兒

女，並且將聖經的真理，以及基督徒的責任來教導兒女，

使亻因在智慧與身量都一齊成長，成為一個使上帝與眾人你

愛疼的人，恁決意如此行否?

答：阮決意。

問：恁願意不停替兒女祈禱，凡事做好榜樣，使兒女學

習，一直到他長大成人，自己在上帝與眾人面前告白他自

己的信仰，恁決意如此行否?

答：阮決意。

四、祈禱：

慈悲愛疼的天父，你已經聽到這幾位父母親誠心在你面

幼兒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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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下的心願，懇求你從天頂鑑納亻因的心願，賞賜亻因足夠

的愛心與智慧來栽培你所賞賜並託付亻因的兒女，使亻因的兒

女在恩典與真理中漸漸長大，直到亻因可以自己告白亻因的信

仰。阮這樣祈禱都是仰望阮的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五、施洗與祝福：

現在咱要奉父子聖靈的名行洗禮，並按手在小子頭上，來

為亻因祝福。我叫小子的名時，請父母帶他來接受洗禮與祝

福。（牧師依序叫小子名字並將手伸進洗禮盆中，灑水在

小子頭上，並按手在小子頭上，來為亻因祝福，說）：

親愛的天父，[姓名______]的父母，帶他來到你面前受

洗。也將他奉獻給你，歸耶穌基督為聖。求主鑑納賜福。

使他在上帝的愛疼與恩典中長大成人。直到亻因接受堅信

禮，來自己告白亻因的信仰。成為你合用的器具。榮光上

帝，又利益內外的人。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六、勉勵會友：

七、祝賀及贈送幼兒洗禮證書：

咱要請長執會主席______代表本教會贈送證書，同時請教

會長執，同工（牧師室同工）進前給亻因祝賀，請會眾起立

鼓掌表示咱同心的祝福。



參、
授職禮





49 

甲、牧師按立（或就任）典禮

一、序樂：（牧師團入席）

二、宣召

三、頌讚

四、祈禱

五、聖經

六、獻詩：（詩班）

七、證道

八、介紹與審查報告：（已按立為牧師者，審查報告省略）

九、按立誓約：

（堂會或本總會所屬機構若預備聘牧師，並已依法規規定

程序完成手續就可定日期，按照以下程序按立或設立。）

1.宣佈：

此時小會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聚集要按立（設立）

______為______教會的牧師。聖經說：「他所賜的有使

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各位牧長，來賓，兄弟姊妹;依照台福基督教會的章程與

法規_____已經受______堂會（或機構）監選。總會認為

妥當。現在將依照典禮來按立______為本會牧師，（設立

______就任為本會牧師），擔當主所託付的聖職。所以現

在請要受按立（或就任）的______站在上帝及眾人的面前

來誓約。

牧師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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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牧師的誓約：

問：你要領受牧師的職務，你確信這是上帝的呼召嗎?

答：是，我確信。

問：你是不是相信新約和舊約的聖經是上帝的真道，也

作你的信仰和職務唯一的根據嗎﹖

答：我相信。

問：你是不是要接受使徒信經，與台福基督教會的信仰

告白，作你的信仰的告白﹖

答：我接受。

問：你願意做______教會的牧師，是要忠誠盡職服事教

會，遵奉基督做教會的頭，帶領長執與兄弟姊妹，同心

合意推動教會聖工，興旺主的福音，歸榮耀給上帝嗎﹖

答：是，我願意。

問你是否肯用祈禱來摸主聖工，用生命來事奉主的教會?

答：我願意。

問：台福基督教會以遵奉上帝旨意，熱心傳福音為職

志，你是否願意順服台福基督教會的章程和法規?

答：我願意。

3.會員誓約：（本會會員起立）

問：恁已經選_____來當牧師，恁是否誠心實意要接納

他?

答：是。

問：他依法治理教會，恁是否願意遵從他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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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咱願意。

問：恁當敬愛他、體貼他、為他祈禱。他為著恁的信仰

生活勞苦，為要使恁得救，恁當幫助他，使他更能盡牧

師的職責，恁願意這樣行嗎﹖

答：是，阮願意。

問：關於維持教會的秩序，若彼此有過失，應該稟請小

會處理，不可到處傳揚喧嚷致到影響教會之名聲，恁是

否願意遵守﹖

答：是，阮願意。

4.按手禮：

（要按立的牧師跪著，按牧團牧師們一起按手。主禮牧師

祈禱，然後請受按立[設立]的牧師做獻身的祈禱。）

5.授袍：（已按立過的牧師不必授袍）

6.宣告：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及台福基督教會總會的權柄設立你為

_____堂會（機構）的牧師，也宣告給眾會友知道，這個職

份是按照規矩交托你。現在聖靈設立你作為牧師，當照顧

上帝教會的羊群，做羊群的模範，將一切榮耀歸給上帝。

阿們。

7.勉勵：

a.對牧師會友

b.對會友長執同仁

十、新任牧師致詞

牧師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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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祝詞祝歌

十二、奉獻

十三、歡迎報告

十四、頌榮

十五、祝禱

十六、殿樂

註：

按立乃指初任牧師者;設立就任乃指曾任牧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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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傳道師就任典禮（囑託牧師亦適用）

（傳道師受總會差派至任地教會，教會與代理牧師洽定一主

日，在禮拜中證道後，按照以下秩序舉行傳道師就任典禮。）

一、宣佈教訓：

這時教會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聚集;要設立______為

______教會的傳道師。在舊約時代有長老，祭司與利未人

一同來管理會幕，聖殿與照顧會眾。在新約時代也設立牧

師和傳福音的，教師和長執一同來照顧祂的教會。傳道師

的職務是要牧養羊群治理教會，與長執同工配搭興旺福音;

帶領敬拜，造就信徒，服務教會與社會，訪問有病的，勉

勵冷淡的，教育年幼的，培養慕道的，堅固會員的信仰，

做信徒的模樣，引領全群虔誠事奉主。

現在我將依照典禮授職給______傳道為本會傳道師，擔當

主所託負的聖職。所以要請______傳道來前面。在上帝及

眾人面前誓約。

二、傳道師的誓約：

問：你要領受傳道師的職務，你確信這是上帝的呼召嗎?

答：我確信。

問：你是否相信新約和舊約的聖經是上帝的聖道也作你的

信仰和職務唯一的根據?

答：我相信。

問：你是否接受使徒信經。與台福基督教會信仰告白作你

的信仰的告白?

傳道師就任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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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接受。

問：你願意做教會的傳道師，是否要遵奉基督為教會的

頭，來牧養羊群治理教會，與長執同工配搭，忠誠盡職服

事教會，歸榮耀給上帝?

答：我願意。

問：你是否肯用祈禱來摸主聖工，用生命來事奉主的教會?

答：我願意。

問：台福基督教會以遵奉上帝旨意，熱心傳福音為職志。

你是否願意順服台福基督教會的章程和法規?

答：我願意。

三、信徒立誓

四、按手祈禱

（新任傳道師跪著，主禮牧師按手祈禱，然後請新任傳道

師做獻身的祈禱。）

五、宣告：

我奉父、子、聖靈的名及台福基督教會總會的權柄設立你

為______教會機構）的傳道師，也宣告給眾會友知道，這

個職份已按照規矩交托你，現在聖靈設立你為_____教會

（機構）的傳道師，當照顧上帝教會的羊群，做羊群的模

範，將一切榮耀歸給上帝。

（牧師﹑現任長老﹑執事同工與他行握手禮表示接納。）

六、主禮牧師勉勵：（對會友及新任傳道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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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任傳道師致詞

八、祝詞祝歌

九、奉獻

十、歡迎報告

十一、頌榮

十二、祝禱

十三、殿奏

傳道師就任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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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長老授職禮

（堂會若已經照台福基督教會法規選舉長老，就可訂日期在主

日禮拜講道後按照以下秩序封立或設立。）

一、宣布教訓：

此時小會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聚集要封立（設立）為

教會的長老。在舊約時代有長老，祭司與利未人一同來管

理會幕，聖殿與會眾，在新約時代也設立牧師和長老一同

來照顧祂的教會。

長老的職務是要與牧師治理教會，宣揚福音帶領敬拜，造

就信徒，服務教會與社會，訪問有病的，勉勵冷淡的，教

育年幼的，帶領慕道的，造就會員的信仰，做信徒的模

樣，引領全群虔誠事奉主。

二、長老的誓約：

問：你要領受長老的職務，你確信這是上帝的呼召嗎﹖

答：我確信。

問：你是否相信新約和舊約的聖經是上帝的聖道，也作你

的信仰和職務唯一的根據嗎﹖

答：我相信。

問：你是否接受使徒信經作你的信仰的告白﹖

答：我接受。

問：你願意做教會的長老，是要忠誠盡職服務教會，遵奉

基督為教會的頭，來協助牧師治理教會，歸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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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願意。

問：你是否肯用祈禱來摸主聖工。用生命來事奉主的教會?

答：我願意。

問：台福基督教會以遵奉上帝旨意，熱心傳福音為職志，

你是否願意順服台福基督教會章程和法規﹖

答：我願意。

三、會員誓約：（會眾起立）

問：恁已經選____當長老，恁是否誠心實意接納他（們)﹖

答：是。

問：他（們）依法治理教會，恁是否願意遵從他（們）的

帶領﹖

答：是，阮願意。

問：恁當敬愛他（們），體貼他（們），為他（們）祈

禱。他（們）為著恁的信仰生活勞苦，為要使恁得救，恁

當幫助他（們），使他（們）更能盡長老的職責，恁願意

這樣行嗎﹖

答：是，阮願意。

問：關於維持教會的秩序，若彼此有過失，應該稟請小會

處理，不可到處傳揚喧嚷，致到影響教會之名聲，恁是否

願意遵守﹖

答：是，阮願意。

長老授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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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手祈禱：

（要封立的長老跪著，牧師個別按手祈禱，曾經按手的則

免。然後牧師一一請之做獻身的祈禱）

五、宣告：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及台福基督教會和______堂會小會權柄

設立你（恁）為______堂會的長老來協助牧師，也宣告給

眾會友知道，這個職份按照規矩交托你（恁）。現在聖靈

設立你（恁）為長老，當照顧上帝教會的羊群，做羊群的

模範，將一切榮耀歸給上帝。

六、接納：

（牧師與現任的長老行握手禮接納）

註：

封立乃指初任長老者。設立乃指曾任長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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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執事、同工授職禮

（適用教會團契時期。開拓時期及組織時期之同工授職禮）

一、宣佈：

這時小會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聚集要設立教會的執

事。使徒時代教會曾設立七人作執事來辦理教會的事務。

咱也選人來協助牧師傳道人（與長老）。使亻因更專心以祈

禱，傳道而牧養羊群。

二、執事（同工）的誓約：

問：你（恁）要領受執事（同工）的職務，你（恁）是否

確信這是上帝的呼召﹖

答：我確信。

問：你（恁）願意當______教會的執事（同工），是要忠

誠盡職，協助傳道人，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來榮耀上帝，

事奉祂的教會，你（恁）是否願意這樣做?

答：我願意。

問：教會的頭是耶穌基督，教會中獨獨祂作主，凡是關於

教會的事務要依靠祂來處理，你（恁)是否願意如此遵行﹖

答：我願意。

問：你（恁)是否願意順服台福基督教會一切章程和法規﹖

答：我願意。

執事、同工授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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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員的誓約：

問：恁已經選_____，當恁的執事（同工），恁是否誠心實

意接納他（亻因）?

答：是。

問：他（亻因）為恁辦理教會的事，恁應該尊重他（亻因）敬

愛他（亻因），體貼他(亻因），協助他(亻因），常常為他(亻因）

祈禱，恁是否願意這樣行?

答：咱願意。

問：關於維持教會的秩序，若彼此有過失、爭執或誤會，

應稟請小會來處理，不可到處散播喧嚷以致影嚮教會之聲

譽，恁願意這樣遵守嗎?

答：咱願意。

四、按手祈禱：

（要設立的執事（同工）跪著，牧師個別按手祈禱，然後

牧師一一請之做獻身的祈禱）

五、宣告：（牧師舉右手）

我奉耶穌基督的聖名和台福基督教會______教會小會的權

柄。設立你（恁）為______教會的執事（同工），並宣佈

給會友知道，這個職份是按照規矩交給你（恁），現在你

（恁）接受執事的職份，要協助傳道人，團隊互相服事

主。所以當存清潔的良心。辦理教會事務，使上帝的家日

日進步，福音日日廣傳，上帝的聖名得榮耀。阿們。

六、接納：（牧師和現任長老（執事﹑同工）行握手禮接納執

事（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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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同工就職禮（各機構﹑團契負責同工）

一、誓約：

問：你要領受的這職份，你確信是上帝所呼召嗎?

答：我確信。

問：你要領受這個聖職，你當依靠教會之元首耶穌基督，

事事尊他為主，盡你的職份，你是否願意這樣做?

答：我願意。

二、祈禱

三、宣告：

我奉耶穌基督之聖名和台福基督教會_______教會（小會）

的權柄任命你為本會______，要謹慎你的行動舉止，常常

關心你的職份，盡力做主的聖工，榮耀主的聖名。阿們。

同工就職禮





肆、
開拓自立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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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開拓感恩禮拜

一、序樂

二、宣召

三、讚美敬拜

四、祈禱

五、啟應：（或省略）

六、聖詩：（或合併於上面的讚美敬拜）

七、聖經

八、獻詩

九、證道

十、聖詩

十一、教會開設籌備報告

十二、使命交托

1.開拓牧師或傳道就任（參考禮典授職禮甲或乙項目）

2.同工設立（參考禮典授職禮丁項目）

十三、宣告：（全體肅立）

我今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及台福基督教會總會

（及______教會）的權柄，開設這間主耶穌的教會，做

為宣揚耶穌救贖恩典，敬拜上帝，承受主耶穌的教訓與

聖靈的相通，並執行聖禮典的所在，成為本地之福音燈

台。

願真神上帝藉著這聖會，

開拓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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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許多失喪靈魂得以尋回，

許多創傷心靈得到醫治，

許多上帝的百姓得到好的裝備，

並得以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使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願一切榮光歸於聖父，聖子，聖靈的名。阿們。

十四、議長勉勵

十五、祝詞祝歌

十六、奉獻

十七、歡迎報告

十八、頌榮

十九、祝禱

二十、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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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自立感恩禮拜

（在通常的禮拜中，將下列項目列於證道之後。）

一、聖詩：

1.堂會自立籌備報告：

二、自立誓約：（請本會會員起立）

今日本教會要晉階自立。在宣佈自立之前，請所有的會員

起立，站在主面前，為教會的自立來誓約：

問：恁有承認耶穌基督是教會的頭，凡事要遵照祂的教訓

來料理教會的聖工嗎?

答：阮有。

問：恁有歡喜時時為咱的教會祈禱。用十一與甘心的奉獻

來支持教會一切所需要的嗎?

答：阮有。

問：恁是不是有歡喜接受裝備。各盡其職。來建立咱的教

會﹖

答：阮願意。

三、宣告：（全體肅立）

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及台福基督教會總會的權柄

宣佈：此間教會從今日起成為自立堂會。願聖靈繼續扶持

自立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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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不斷長進，與總會、各教會相及配搭，一同追求上帝

國度在本地，及各地的擴展。願榮光歸於真神上帝。願咱

常常為福音的廣傳，心中火熱，宣揚神的愛，直到地極。

阿們。

四、勉勵：（議長或總會代表）



伍、
獻堂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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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獻堂感恩禮拜

一、序言：牧師和會眾聚集在大門前，若環境許可，行列可以

唱詩圍繞將被奉獻的教堂，再前往大門口。

二、啟鑰禮：在大門前，先宣佈，唱詩讚美，讀經，祈禱，並

由主禮人剪彩、獻鑰、啟門;然後由主禮人，司會者，詩

班，來賓，會眾，等按秩序列隊，唱詩來進入教堂會場。

1.奏樂

2.宣召：詩篇100

3.頌讚

4.祈禱

5.聖經

6.讚美：（詩班獻詩）

7.證道

8.建堂報告

9.獻堂禮文：（全體肅立）

a.主禮人：為著欲將榮光、尊貴與讚美歸互天父上帝，

救主耶穌基督，與聖靈咱的保惠師。

b.會眾：阮恭敬奉獻這間聖殿。

主禮人：為著要感謝報答上帝的慈愛、鴻恩

c.會眾：阮恭敬奉獻這間聖殿。

d.主禮人：為著要祈禱，敬拜，讚美上帝，宣揚聖經的

真道，遵行教會聖禮典，以及聖徒的交陪。

e.會眾：阮恭敬奉獻這間聖殿。

獻堂感恩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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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主禮人：為著要宣揚天國的福音，報揚主的名互萬百

姓，來拯救失喪的靈魂。

g.會眾：阮恭敬奉獻這間聖殿。

h.主禮人：為著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

體。

i.會眾：阮恭敬奉獻這間聖殿。

j.主禮人：咱今在此舉行奉獻的聖禮典。願主悅納咱的

奉獻。願聖靈幫助咱奉獻自己，成作活的殿，給主居住

在咱的心內，彰顯主的榮美，領受聖經真道與聖靈充

滿，做基督的精兵，作主的見證，來榮光主的聖名。

k.齊聲：阿們。

二、獻堂祈禱：（全體肅立）

阮今虔誠奉獻自己，也奉獻這間聖殿。求你接納阮所起、

所獻、將這個厝分別作聖．願這間殿成為祈禱的殿，互眾

人得著祝福，互榮光歸於上帝。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

阿們。

四、宣告：（全體肅立）

我今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奉獻這間聖殿，成做宣揚

福音，敬拜上帝，執行聖禮典，承受主耶穌的教示，及聖

神相通，服務社會的所在。願榮光歸於真神上帝。願恁常

常向著這聖殿心內火熱，傳揚上帝的愛，直到地極。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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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奉獻

六、祝詞祝歌

七、謝詞與報告

八、頌榮

九、祝禱

十、殿樂

獻堂感恩禮拜





陸、
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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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訂婚式

一、序言：

基督徒的訂婚式，應當以符合聖經真理為原則。訂婚的禮俗要

簡化，誠懇，而隆重。訂婚禮拜可照下列的順序。關於座位;訂

婚人坐在各家長的身邊，面向主禮人，男方右邊，女方左邊。

訂婚戒指先交給主禮人，屆時由主禮人，主持互相交換。

二、奏樂

三、聖詩

四、祈禱

五、聖經

創二十四：10-27，32-53;詩一二一：1-8;箴三十一：10-

13，23-31;約壹四：7-18，約十五：9-17;林前十三：全

章，或4-8節;彼前一：13-23，二：11-12。

六、信息

七、勸勉：

兩家家長，諸位來賓，及親友，這時______和______二位

要用純潔的愛來訂婚。懇求聖靈帶領，天父施恩賜福在今

日的禮式：

1.婚姻是上帝所設立，所看重的，所以恁要確信今天的訂

婚是上帝的攝理（liap-li）安排的，所以今後訂婚人男

女要預備心，更加迫切尋求上帝的帶領，並遵守上帝的教

訓，堅信上帝的應許，才能夠順利的完成這件婚姻。榮光

上帝，並得到祂的賜福。

訂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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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聖經說：「婚姻人人當尊重。」訂婚不是結婚，不可混

亂。因為上帝是聖，恁也當守這聖道，互相尊重，持守純

潔，預備結婚。

3.從今以後恁一切的行為要遵照上帝聖經的教導，彼此相

愛，互相代禱，互相瞭解，彼此勉勵。凡事尊主做大，共

同建立好的品德，預備將來可在上帝與人面前舉行神聖的

婚禮，成為美好的見證。

七、祈禱：（下面可省略）

咱在天上的父，感謝你照顧了＿＿＿和＿＿＿，使亻因受到

父母養育已經成人，咱為亻因兩位舉行訂婚禮。願天父賜福

引導亻因，來建立信仰與德行，榮光你的聖名。奉主之名

求。阿們。

八、聖詩：

九、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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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結婚式

一、序言：

結婚是男女終生大事，聖經說：『婚姻人人當尊重。』所

以基督徒的結婚式，當以符合聖經真理為原則。結婚的禮

俗要對簡化，誠懇，而隆重來設法。並應依照教會的規

矩，順從上帝的道理來結婚，使亻因明白上帝的教訓，認識

夫婦的本份，一生記著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約，使亻因按照誓

約，相愛相扶持，來作伙生活。

結婚典禮可照下列的順序舉行：

二、奏樂：（新郎、新婦入場，會眾起立）

三、入席：（入席後牧師與女方主婚人對答）

1.牧師：是誰允准這件婚事，把新娘帶到新郎的面前來結

婚?

2.女方主婚人：是我。（或「是我和她的母親」，「是我

的妻子和我」）

3.牧師：請坐！

四、歡迎：感謝上帝賜咱好日子來參加______、______的婚

禮。

五、宣佈：「聖經說：厝宅若不是耶和華起造，起造伊的人就

空空著磨」。「咱得到幫助是倚靠創造天地之耶和華的

名。」諸位親愛的兄弟姊妹，咱現在聚集在這裡，是為了

男_____和女_____要在上帝和眾人的面前結婚立約，建立

結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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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滿的家庭來做見證。婚姻的起頭是上帝所設立，幸福

的家庭是由於上帝的恩賜，凡若敬畏上帝，遵行祂的道理

的，的確會得著賜福。所以要用聖潔的心，以正式的禮儀

來結婚，才能建立幸福，和諧，美滿的家庭。

六、聖詩：

七、祈禱：

（若有洗禮，可以安排於禱告後進行）

八、讀經：創二：18，21-25;詩六七：1-7;可十：6-9;林前

十三：全章或4-8節;弗五：21-33;西三：18，19;彼前三：

1-7;約壹四：7-18。

九、聖詩：

十、信息：

十一、勸勉：

現在阮聚集在上帝和眾人面前，欲按照聖經的教訓要使

男______和女______結為夫婦，結婚的禮儀要敬畏上帝

為主，照祂的道理來結合，才能得到上帝的賜福不可將

異端、迷信以及上帝所不歡喜的事加入婚姻的禮儀，請

新郎新婦及會眾，留心來聽關於結婚的道理，以及夫婦

應盡的本份。

1.結婚是上帝起初創造人時，就設立神聖的制度（創

一：27，二：18，21-24）。當時上帝創造人是一男而

已，後來又創造一個女人來相幫助，藉著這個結合，上

帝欲賜福於人類。婚姻是上帝的安排，夫婦是上帝所配

合的，所以要用恭敬的心來領受上帝所安排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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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婚是一男一女的立約（太十九：5;弗五：31）。因

為上帝起初創造亞當和夏娃，是一男和一女組成的家

庭，做咱的好模樣，所以妻子還在，丈夫不可再娶；丈

夫還在，妻子不可再嫁。

3.結婚是一生的盟約（林前六：15-16）。當記得魔鬼

破壞上帝的創造是由破壞家庭開始，所以當謹慎守約。

五倫中夫婦最第一親密，聖經說：「亻因亻要結連，二人成

為一體。丈夫不可離棄妻子，妻子也不可離棄丈夫。」

主耶穌說：「上帝所配合的，人呣通分開伊。」（太

十九：6）

4.夫婦要相愛，如同愛自己一樣（弗五：28-33;彼前

三：8-9）。上帝設立丈夫做妻子的頭，因此丈夫要愛惜

照顧他的妻子，如同基督愛惜祂的教會；妻子當順服他

的丈夫，如同教會順服基督。夫婦同居一處，當存敬畏

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建立基督化家庭，凡事謙卑、溫

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保守聖

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來榮光父上帝。

十二、誓約：

現在______、______恁二人已經聽見聖經的這些教訓，

恁若願意結婚，請恁相牽來誓約。

（新郎、新婦都信主，可用1或2）

結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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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新郎

問：______，你確信這個婚姻是上帝所配合，願意承認

接納______，為你的妻子嗎﹖

答：我確信並願意。

問：上帝使你活在世上，你當常常以溫柔體貼，來照顧

你的妻子，敬愛她，惟獨（獨獨）與她居住，建立基督

化的家庭。尊重她的家族為你的家族，盡你做丈夫的本

份到終身（一世人）。你在上帝和眾人面前決意欲這樣

行嗎?

答：我決意。

2.問新娘：

問：______，妳確信這個婚姻是上帝所配合，願意承認

接納______，為妳的丈夫嗎﹖

答：我確信並願意。

問：上帝使妳活在世上，妳當常常以溫柔端莊，來順服

妳的丈夫，敬愛他，幫助他，惟獨（獨獨）與他居住，

建立基督化家庭。閣尊重他的家族作妳本身的家族，盡

力孝順，盡妳做妻子的本份到終身（一世人）。妳在上

帝和眾人面前，決意這樣行嗎﹖

答：我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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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郎、新婦跪著，並隨著主禮人唸或將由新郎、新

婦自己誠懇講出來）

a.新郎：我______願意存敬畏基督的心，承認並接納妳

______做我的妻子。我要誠實遵照上帝的誡命，和妳生

活在一起。無論在什麼環境，願意終生（一世人）扶養

妳，愛惜妳，安慰妳，尊重妳，保護妳，與妳同甘共

苦。並敬畏基督，互相順服真理，直到我見主之面。

b.新婦：我______願意存敬畏基督的心，承認並接納你

______做我的丈夫。我要誠實遵照上帝的誡命，和你生

活在一起，無論在什麼環境，願意終生（一世人）幫助

你，愛惜你，安慰你，尊重你，保護你，與你同甘共

苦，並敬畏基督，互相順服真理，直到我見主之面。

4.（新郎或新娘一方未信主可用這種方式）

a.未信主之新郎的誓約：（信主的一方可用1.或2.式）

問：______，你承認並接納______做你的妻子﹖

答：我願意。

問：你要遵守主耶穌一夫一婦的道理，無論在什麼環

境，一生敬愛她，互相體貼，互相謙卑，尊重她的基督

教信仰，同心協力，建立美滿的家庭，閣尊重她的家族

為你的家族，盡你做丈夫的本份直到終身，你願意這樣

行嗎﹖

結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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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未信主之新婦的誓約：（信主的一方可用1或2式）

問：______，妳承認並接納______做妳的丈夫﹖

答：我願意。

問：妳要遵守主耶穌一夫一婦的道理，無論在什麼環

境，終身敬愛他，互相體貼，互相謙讓，尊重他的基督

教信仰，閣尊重他的家族為你的家族，同心協力，建立

美滿的家庭，盡妳做妻子的本份直到終身，妳願意這樣

行嗎﹖

答：我願意。

十三、信物交換：

（伴郎、伴娘遞上戒指,牧師將戒指交給新郎）

1.牧師：戒指是看得到婚約的記號．每次看到這戒指，

恁當記住，恁在上帝及眾人面前的誓約，並且照著彼此

的誓約來相互對待。

2.新郎：＿＿＿，我將這戒指戴在妳的手指上，代表我

對妳完全的愛和我的誓約－與妳結為夫妻，一生不改

變！

3.新娘：＿＿＿，我將這戒指戴在你的手指上，代表我

對你完全的愛和我的誓約－與你結為夫妻，一生不改

變！

十四、勉勵與祈禱：

（牧師按手在新郎及新娘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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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賜福恁倆人之心志，當恁看見這戒子，就記得倆人

今天在上帝和人的面前，所立婚姻的誓約，珍惜恁的夫

婦關係。願恁靠著主決心一世人相愛，也要凡事謙卑，

溫柔，忍耐，寬容，用愛心相款待，用和平彼此聯絡，

盡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之心。一生二人成為一體，

日日經營美滿的婚姻生活。阿們。

十五、宣告：（請會眾起立）

（主禮人舉起右手以示莊重）

現在恁倆人在上帝和眾人面前已經結了這重要的盟約，

恁當時常照約相款待，天天蒙恩得福氣，也使人得利

益。現在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恁二人證婚成為

夫婦，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願耶和華賜福保護

恁。願耶和華的臉光照恁。願耶和華歡喜的臉看顧恁，

賜恁平安。阿們。

十六、揭紗、吻新娘、兩人點合一燭

十七、祈禱：（新郎、新婦跪下）

牧師：慈愛的天父上帝，阮感謝你將美好的家庭制度賜

給人類，從你美好的旨意，使這一對新郎新婦，在你面

前誓約，成為夫婦。願你的靈扶持帶領亻因，從今以後，

讓亻因互相幫助，同甘共苦，永遠相親相愛。阮懇求你賜

給亻因虔誠的後裔，使亻因能建設美滿的基督化家庭，阮也

懇求你賜給亻因從上面來的智慧與力量，使亻因順從主的旨

意，服事你的聖國，利益人群，榮光上帝，阮這樣祈求

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結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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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祝歌，祝詞，謝詞，等可斟酌……安排於此

十九、答謝父母：新郎和新娘向男方主婚人，女方主婚人答謝.

二十、頌榮

廿一、祝禱

廿二、介紹新人：牧師向會眾介紹新郎、新娘。

廿三、奏樂：（新郎新婦退場。會眾不要撒佈彩色紙屑，紙條

或鞭炮）。

廿四、（若有照相留念，司會或牧師可以宣佈照相順序）

與新人合影順序建議如下：

1.新人及伴郎、伴娘、花童2.女方家人、親友3.男方家

人、親友4.牧師及牧師娘5.教會長執、長輩6.教會會友

7.其他師生8.新人的朋友9.個別與新人合照



柒、
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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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入殮禮拜

一、聖詩：（選喪事用或安慰的詩歌）

二、祈禱：

大有憐憫的天父上帝，你是一切憂傷的安慰，是一切軟弱

的幫助；求你現在幫助阮並扶持阮，施恩給阮，使阮的信

心不致動搖。此時唯有你與阮最為親近，讓阮重新接受你

豐盛的慈愛。

天父阿！阮感謝你，因基督耶穌得勝復活的生命已經顯

明，使阮不致於失去盼望，滿了喜樂。主阿！你曾應許阮

說：「我活，恁亦活。」（約十四：19）。阮相信在主裏

睡了的靈魂，在天上的家裏永遠享受安息。所以求你扶持

一切憂傷的心，使阮藉著永生的盼望而剛強壯膽。奉靠主

耶穌的名。阿們。

三、聖經：約翰十四：16;帖前四：13-18;詩篇卅九：1-13;啟

示錄七：13-17;十四：13；廿一：3-4。

四、信息：

諸位親戚朋友與弟兄姊妹，咱今天看見了這個千古不變的

事實，就是人有一次生也有一次死。這位弟兄（姊妹），

比咱先過死河，今後世界黑暗的權勢無法再影響他，人生

的痛苦不再攪擾他，咱雖然不再見到他的面，他卻已到天

上安息在上帝的面前。

在人情上咱難免會哀傷，但是有一天咱也要走上他所經過

的這路程，與他在天上團聚。人的生或死的事實，是在証

入殮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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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上帝是大權能的創造者，並指導人類追求永遠的生命。

人唯有從（對）祂纔能得指引。走上永生的道路。在今生

有意義，有方向，在來生又有希望，有歸宿。

五、入殮：（全體肅立，唱詩時，遺族及幫手們將遺體小心放

進棺木內）

六、頌樂

七、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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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告別禮拜

一、序言：

（信主的家庭舉行告別禮拜，不可參雜異端迷信。不可向

死人祈禱，不可跪拜焚香，可穿麻衣哀哭盡孝。以鞠躬表

示尊敬故人。不可擺設祭物。可用花圈<亦可懇辭>，最好

用一個花十字架。不辦喪宴，也不可虛華舖張，嚴肅追思

故人，虔誠恭敬求上帝安慰遺族，勉勵遺族及參會者是最

要緊的。）

二、奏樂

三、宣勉：

咱在這嚴肅的時刻，不忘記咱得著幫助是在乎依靠耶和華

之名，祂是創造天地的。主說：「復活及活命是在佇我。

信我的人雖莽死，猶久欲活。」（約十一：25;或申卅三：

27;詩廿七：1;林後五：1）

四、聖詩：（選喪事用或安慰的詩歌）

五、祈禱：

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上帝，咱感謝你。因為你是阮生命

的源頭與能力，你是阮的避難所，也是阮患難中及時的

幫助。阮這時一齊聚集來就近你，因為你恩召了阮的弟

兄（姊妹），息勞離開這物質世界，在此咱要舉行告別禮

拜。主阿!求你引導阮，通過這告別禮拜，大家更親近你。

喪家得到安慰。親友得到鼓勵。創造咱的天父上帝更感謝

你的救恩，因為你曾賜下你所愛的獨生聖子耶穌基督，為

告別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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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死，而復活。使阮有永生的盼望，使阮知道阮的生命是

你所賜的，阮也要回到你身邊。因為那是阮永遠的家鄉。

父阿！求你聖靈在這個時候扶持幫助阮，使阮的心靈得著

平安。也求你開阮屬靈的眼睛，使阮能看透萬事。從今世

看到來世，從悲傷黑暗看到榮耀光明，從暫時看到永恆。

使阮無論處境如何，都能得著你的保守。也賜阮足夠的力

量盡所當跑走的路程。阮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懇求，阿

們。

六、聖經：

創廿三：1-4;詩廿三;廿七;卅九;九十：1-17;一二一;傳

七：1-4;路十六：19-31;約十四：1-6;林前十五：20-28，

50-58;林後五：1-10;提前六：7-8，11-12;啟七：9-17;廿

二：1-5。

七、信息：

論到死亡是人生難免要面對最嚴肅的事實，咱信主的人遭

遇死亡，雖然在人情上有憂愁，但不絕望。因為人若信靠

主耶穌，他的身體雖然死了，他的靈魂卻被接與主同住，

並有復活的指望。

八、祈禱：

慈愛的主阿！你在世的時候，也曾在拉撒路的墓前哭過，

因此你必能體諒阮的軟弱與愁苦。你也曾應許必不撇下

阮，願你的應許今天應驗在阮身上，好叫人知道阮雖然落

在愁苦裏，你仍然恩待了阮。

主阿！你曾對阮說：「復活在我，生命在我」（約十一：



93 

25），求主幫助阮因為你的話得安慰，一心一意信靠你;也

叫阮對來生的事滿有信心與盼望，直到親自見你的面。奉

靠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九、聖詩：（可用故人愛吟的聖詩）

十、故人略歷：（故人生平事略）

十一、安慰的話：（若沒有適當的人就不必安排）

十二、靜默：（全體起立以肅靜的態度思念故人，並可請司會

替遺族祈禱）

十三、謝詞：（喪家代表）

十四、頌榮

十五、祝禱

十六、瞻仰遺容：

（至親家屬站在一邊。會眾瞻仰遺容後可一一握手致

意。之後牧師帶親人圍著棺木一起祈禱如下）：

「主阿！現在阮要封棺，以後阮不再看到他，直到將來

在天上相聚。求你差遣聖靈賜下力量，給阮能繼續在

地上奔跑天路。阮這樣懇求是奉主耶穌基督聖名。阿

們。」

十七、封棺：依下列秩序走出，牧師﹑持相片者﹑棺木﹑至親

與友人，移步到墓園準備安葬。

告別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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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埋葬禮

一、前言：

（牧師在執紼[送殯人]行列的最前面行。當棺木安置在墓

穴中後，牧師要站立在墓穴的上方。）

二、聖詩：（選喪事用或安慰的詩歌）

三、聖經：詩九十：1-2;一零三：13;約十四：1-3;帖前四：

13-14。

「見若父所互我的欲攏就近我；就近我的人，我決斷無棄

拺伊。」（約六：37）

「獨獨互耶穌對死人中復活的，伊的神若徛起佇恁，就互

基督耶穌對死人中復活的，也欲將伊的神就是徛起佇恁

的，互恁會死的身軀復活。」（羅八：11）

「你欲將活命的路指示我。佇你的面前有滿足的歡喜；佇

你的正手有永遠的快樂。」（詩篇十六：11）

諸位兄弟姊妹，咱將已故的弟兄（姊妹）之靈魂交託主，

將他的遺體埋葬於此，使塵土歸塵土。但阮確信，信徒必

得著榮耀的復活，享受永生的福氣。

四、信息：

既然是天父上帝的美意，照祂的智慧與旨意，把咱親愛的

______弟兄（姊妹）接到祂的面前，因此咱將他（她）的

遺體安葬在此。使土歸土，塵埃歸塵埃，咱卻要抬頭仰望

天上的大福份，而且等待主耶穌榮耀的顯現。因為「咱是

天頂的國民，也向望拯救者對遐來，就是主耶穌基督。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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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權能會互萬物降服伊本身，就欲用彼個權能來變換

咱卑賤的身軀，及伊榮光的身軀同款。」（腓三：20-21）

五、祈禱：

阮在天上的父上帝，阮感謝你，因你曾差遣你的聖子耶穌

基督道成肉身來拯救阮，使阮得更豐盛的生命。主阿！阮

深信，信你的人雖然死了，你卻按你所應許的為了他在天

上預備了地方，使你的兒女可在主裏面得享安息。主阿！

這個時刻咱將所敬愛的弟兄（姊妹）的遺體安葬於此處，

求主保守阮，使阮有你所賜的平安，繼續在世上奔跑天路

也盼望將來在天上的見面。慈悲的天父，阮祈禱是奉復活

的救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六、全體用主禱文公禱

七、祝禱

埋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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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非信徒的葬禮

（藉著這葬禮，咱盼望能把未信與慕道的親友，帶到上帝面

前，得到主的安慰與福音的救恩）

參考經節：傳三：1-15，七：1-4;詩卅九，九十，一三九;約

十四：1-7。

一、聖詩

二、聖經：詩卅四：18;一三九：1-6;一四七：3，5;箴三：

5-6。

三、祈禱：

全能的上帝，大有憐憫的天父，阮在愁苦的時候來親近你，阮

懇切的需要你的安慰，阮深深知道，除你以外別無盼望，唯有

你是施拯救的主。求你幫助阮用信心的眼睛，來看透這勞苦愁

煩的世界，求你安慰阮哀慟的心，從阮疲乏的心裏除去重擔。

求你以得勝的權柄幫助阮忘記死失的悲痛，多多想到永活不死

的生命。你是世人的道路，真理，生命。阮全心信靠你。奉主

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四、聖訓

五、故人略歷：（並略述死者生平）

六、祝禱

七、奏樂

註：

可參考告別禮拜的項目酌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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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孩童的葬禮

（請參考告別禮拜的項目酌予安排）

一、牧師致詞參考：

咱的主，祂既然將咱所愛小子的靈魂接回天家，祂的愛過

於咱所能測度的，萬事都有祂美好的旨意和安排。如今咱

把他的身體埋葬於這塊土地，咱也一同存著真實的盼望，

希望他（她）在主再來的日子，蒙恩像主有同樣榮耀的復

活，直到永生。

二、聖經提示：

撒下十二：16-23;賽四十：11;耶卅一：15-17;伯一：21;

詩一零三：13-14，一三九：13-16;太十八：1-5，10-14;

約十四：1-3。

孩童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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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追思禮拜

一、前言：

（在信徒的忌日可舉行追思禮拜，其目的乃在喪事上使人

敬畏上帝，思念故人，學他的好榜樣，以盡基督徒的孝

道。在聚會中，家長親友可藉思念故人的美德，來互相勸

勉。若有故人的遺像，或家譜內的記事，可給後輩及親戚

朋友看，為追思的資料。只是不可參雜異端，迷信，或向

遺像的敬拜。當注重嚴肅，不可世俗化，或奢侈浪費。舉

行這個禮拜的日期是在忌日，或在忌日的前後，或在復活

節前後，若在該日去掃墓更好。主禮者為傳教師，長執同

工或家長，長輩。）

二、聖詩

三、祈禱

四、聖經：創四十九：28-32;申五：16;詩一零三;箴六：20-

23;約十四：15-24;林後五：1-10;來十一：1-6;啟七：

9-17。

五、證道

六、聖詩：（可用故人愛吟的聖詩）

七、故人的生平與遺訓：（家族的長輩可談起故人的簡略生平

與美德）

八、追思的話：（請家族及親友踴躍談起有關故人信仰美德的

感人軼事）



99 

九、靜默：（對故人的追思及為遺族祈禱）

十、頌榮

十一、祝禱

追思禮拜





捌、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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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祝禱經文

1.「願創造天地的耶和華，對錫安賜福氣互你！」(詩一三四：

3；弗三：21)

2.「今我將恁交託上帝及伊恩典的道；是會建立恁，互恁得著

業佇攏總成聖的人的中間。」(徒廿：32)

3.「願賞賜吞愞安慰的上帝互恁大家同心志，照基督耶穌，

互恁一樣心一樣嘴榮光上帝──就是咱的主耶穌基督的

父。」(羅十五：5-6)

4.「願賞賜向望的上帝，互恁對信來充滿逐樣的歡喜、平安，

互恁佇聖神的權能得著滿滿的向望。」(羅十五：13)

5.「願咱的主耶穌基督的恩及恁佇啲。」(羅十六：20)

6.「願恁對咱的父上帝及主耶穌基督得著恩典、平安。」(林前

一：3)

7.「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聖神的相通及恁眾人

佇啲！。」(林後十三：14)

8.「就上帝的平安、x過一切人所想會到的，欲佇基督耶穌保守

恁的心恁的念頭。」(腓四：7)

9.「願你對父上帝及咱的主基督耶穌得著恩典、憐憫、平

安！」(提前一：2)

10.「願主及你的神佇啲。願恩典及恁佇啲！。」(提後四：22)

11.「今願平安的上帝，就是曾佇永遠的約的血、對死人中導

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穌閣起來，互恁佇逐項好事完

全，來行伊的旨意；閣對耶穌基督佇咱的心內行代誌，得

祝禱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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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歡喜佇伊的面前。願榮光歸佇伊，代代無息。阿們！」

(來十三：20-21)

12.「閣萬項恩典的上帝就是曾佇基督召恁，得著伊永遠的榮

光的，佇恁暫時受苦的了後，家己欲互恁齊全、堅固、勇

健。」(彼前五：10)

13.「願榮光、威嚴、權能、氣力，對咱的主耶穌基督攏歸伊，

對萬古以前及現今，直到萬世。阿們！」(猶一:25下)

14.「閣對耶穌基督就是忠信的干證、死人中頭一個活的、地上

諸個王的主宰。伊疼咱，用伊的血解放咱脫離咱的罪，互

咱做國，做伊的父上帝的祭司。願榮光、權能歸佇伊，到

代代。阿們！」(啟一：5-6)

15.「願耶和華賜福你，保護你。民數記願耶和華互伊的面的

光照你，施恩互你。願耶和華歡喜的面看你，賞賜你平

安。」(民六：24-26)

註：

祝福與賜福之參考（民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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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各種慶典應用經文

一、新年用經文：

1.「獨獨恁所欲入去承接的地就是有山有山谷，來承受天的雨

水的地，是耶和華──你上帝所眷顧的地；對年頭到年

尾，耶和華──你上帝的目睭常常看伊。」(申十一：11-

12)

2.「阮佇世間的日子親像影，無通向望長長佇啲。」(代上廿

九：15下)

3.「你用活命及慈愛互我；你的眷顧保全我的生命。」(伯十：

12)

4.「求你互我知本身的結局！及我年歲的數額偌多？」(詩卅

九：4)

5.「我欲吟詩，我欲唱歌謳咾！。」(詩五七：7下)

6.「求你教示阮怎樣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著智慧的心。」(詩

九十：12)

7.「獨獨你無變換；你的歲壽無窮盡。」(詩一○二：27)

8.「總是耶和華的慈愛歸佇敬畏伊的人，對永遠到永遠；伊的

公義也歸佇子子孫孫。」(詩一○三：17)

9.「保守你者是耶和華。」(詩一二一：5)

10.「一代過去，閣一代來，總是地猶原佇啲。」(傳一：4)

11.「人活多多年，就著快樂多多年；總是也著想到黑暗的日

子。因為日子欲多多，所欲來的攏是空虛。」(傳十一：8)

12.「伊變換時期、節季。」(但二：21上)

各種慶典應用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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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恁甚麼人會用掛慮互生命卡長一刻久？」(太六：27)

14.「……莫得為著生命掛慮欲食甚麼……。」(路十二：22)

15.「……主啊，今年請閣容允伊……。」(路十三：8)

16.「因為咱亻店佇伊來活、來振動，來佇啲。」(徒十七：28)

17.「……主看一日親像一千年，一千年親像一日。」(彼後

三：8)

二、復活節用經文

1.「伊對黑暗死蔭中導亻因出來……。」(詩一○七：14)

2.「伊有吞滅死無到永遠。」(賽廿五：8上)

3.「你的死人欲復活，我諸個身屍欲閣起來。」(賽廿六：19

上)

4.「……我欲開恁的墓，互恁對恁的墓起來……。」(結卅七：

12)

5.「我欲贖回亻因脫離陰府的權，我欲拯救亻因脫離死無。」(何

十三：14上)

6.「學生執此句話，相及議論看「對死人中復活」此句甚麼意

思。」(可九：10)

7.「有按呢記載，基督著受苦，第三日對死人中復活。」(路廿

四：46)

8.「……恁毀壞此個殿，我三日欲閣起伊。」(約二：19)

9.「行好的，閣起來得著活；行歹的，閣起來受審判。」(約

五：29)

10.「因為我的父的旨意就是見若看見子來信伊的人攏有永活，

也我佇末日互伊復活。」(約六：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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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有權通放拺，亦有權通復倒。……。」(約十：18)

12.「復活及活命是在佇我。信我的人雖莽死，猶久欲活；見若

活來信我的人永永勿會死。你信此個嗎？」(約十一：25-26)

13.「因為我活，恁亦活。」(約十四：19下)

14.「此個耶穌，上帝已經互伊復活，阮諸個攏做伊的干證。」

(徒二：32;三：15;五：30-31;十三：37-39)

15.「……閣為著咱的稱做義，來得著復活。」(羅四：25)

16.「將伊的神就是徛起佇恁的，互恁會死的身軀復活。」(羅

八：11下)

17.「用心信上帝互伊對死人中起來，就會得著救。」(羅十：9

下)

18.「上帝曾互主復活，也欲對伊的權能互咱復活。」(林前

六：14)

19.「死人若無復活，就基督未曾復活；基督若未曾復活，就阮

所傳的是空空，恁的信也是空空。」(林前十五：13-14)

20.「家己知互主耶穌復活的，也欲互阮及耶穌復活。」(林後

四：14上)

21.「閣伊替眾人死，是欲互諸個活的人以後無為著家己來活，

是為著替亻因死來復活者。」(林後五：15)

22.「恁若曾及基督同復活，就著求佇頂面的事。」(西三：1

上)

23.「伊已經廢無死，閣對福音，互活命及X敗壞的攏顯明。」

(提後一：10)

24.「……咱若及伊同死，也欲及伊同活。」(提後二：11)

各種慶典應用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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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莫得驚！我是起頭的，及續尾的，亦是活的；我曾

死，今你看，我是活到代代；閣有死無及陰府的鎖匙。」

(啟一：17-18)

26.「得勝的人，決斷無受著第二擺死的害。」(啟二：11下)

三、母親節用經文：

1.「恁逐人攏著孝敬伊的老母伊的老父。」(利十九：3上)

2.「佇白頭毛的人的面前，你著起來徛。」(利十九：32上)

3.「看輕老父抑是老母的，著受咒詛！」(申廿七：16上)

4.「伊互亻因生育的婦仁人料理家，做多多子的老母來歡喜。」

(詩一一三：9上)

5.「呣通棄拺你的老母的教示。」(箴六：20下)

6.「你的老母老的時，也呣通看輕伊。」(箴廿三：22下)

7.「放出在伊的囝仔會互伊的老母見誚。」(箴廿九：15下)

8.「有一派的人……也無給伊的老母祝福。」(箴卅：11)

9.「獨獨敬畏耶和華的婦仁人必得謳咾。」(箴卅一：30下)

10.「親像人得著伊的老母安慰伊，我亦欲按呢安慰恁。」(賽

六六：13上)

11.「……甚麼人是我的老母?……」(太十二：48)

12.「……伊的老母豈呣是叫做馬利亞?……」(太十三：55)

13.「徛佇耶穌十字架邊，有伊的老母。」(約十九：25上)

14.「……看，你的老母!……」(約十九：27)

15.「伊的老母；也是我的老母。」(羅十六：13下)

16.「著尊敬你的父母，欲互你亨通，長歲壽佇世間。」(弗

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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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誕節用經文

1.「你是我的子，我今仔日生你。」(詩二：7下)

2.「這是耶和華所定著的日，咱佇此日的中間欲歡喜快樂！」

(詩一一八：24)

3.「人子來為要拯救失喪的人。」(太十八：11下)

4.「狐狸有孔，天中的飛鳥有巢，獨獨人子無靠頭殼的所

在。」(路九：58)

5.「我是活的餅對天降落的；人若食此個餅，就活到永世

代。」(約六：51上)

6.「我來，是欲互亻因有活，閣有豐盛。」(約十：10下)

7.「我就是光，來入世間，互見若信我的人，無徛起佇暗。」

(約十二：46)

8.「因為恁知咱的主耶穌基督的恩：伊本好額，為著恁成做喪

鄉，欲互恁對伊的喪鄉，來成做好額。」(林後八:9)

9.「反轉傾空家己，取奴僕的形狀，成做人的樣相。」(腓二：

7)

10.「著常常亻店佇主來歡喜。我欲閣講伊，著歡喜。」(腓四：

4)

11.「上帝差伊獨生的子入世間，互咱對伊來活，上帝的疼對此

個顯明佇咱。」(約壹四：9)

12.「父差伊的子做世間的救主；阮曾看見也做干證。」(約壹

四：14)

各種慶典應用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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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教牧協談參考經文

1.上癮者（Addiction）：

a.（加五：1）b.（約八：32）c.（箴廿：1）

2.上年紀者（Aging）：

a.（箴九：11）b.（傳十一：10）c.（箴十：27）

3.怒氣（Anger）：

a.（彼前二：23）b.（弗四：26-27）c.（帖前五：9）

4.憂慮（Anxiety）：

a.（約十四：27）b.（弗四：6-8）c.（詩四六：1-3）

5.墮落（Backsliding）：

a.（箴廿八：13）b.（詩五一：10-12）c.（約六：37）

6.喪失親人（Bereavement）：

a.（林前十五：54-57)b.（賽廿五：8)c.(帖前四：13-14)

7.苦難悲慟（Bitterness）：

a.（弗四：31）b.（來十二：15）c.（雅三：14-15）

8.淫色（Carnality）：

a.（羅六：6-9）b.（弗四：22-24）c.（林後四：16）

9.罪的宣告（Condemnation）：

a.（羅八：1）b.（羅三：10-12）c.（賽六四：6-8）

10.迷惑（Confusion）：

a.（賽廿九：3）b.（林前十四：33）c.（賽五五：8-9）

11.死（Death）：

a.（羅十四：7-8）b.（伯十九：25-27）c.（賽廿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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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沮喪（Depression）：

a.（尼九：10）b.（腓四：8）c.（羅八：28）

13.失望（Dissatisfaction）：

a.（箴廿九：20）b.（來十三：5-6）c.（提前6：6-8）

14.懷疑（Doubt）：

a.（雅四：8）b.（羅十：17）c.（來十：32，35-39）

15.失敗（Failure）：

a.（箴廿四：16-18）b.（詩一四五：14-16）c.林後三：

5）

16.懼怕（Fear）：

a.（提後一：7）b.（腓四：13）c.（啟一：17-18）

17.窮困（Finances）：

a.（太六：31-34）b.（詩卅七：25-26）c.（腓四：19）

18.生病（Illness）：

a.（雅五：14）b.（詩廿三：2-4）c.（詩四三：5）

19.耽心（Insecurity）：

a.（帖後三：3）b.（詩九一：3-7）c.（林後三：4-5）

20.論斷（Judging）：

a.（林前四：5）b.（太七：3-5）c.（約五：22）

21.孤單（Loneliness）：

a.（約十四：18）b.（詩一四七：3）c.（詩廿七：10）

22.慾念（Lust）：

a.（彼後二：9）b.（太十九：8-9）c.（箴六：25-26）

教牧協談參考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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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婚姻（Marriage）：

a.（林後六：14-17）b.（林前七：10-17）c.(來十三：4)

24.驕傲（Pride）：

a.（太十八：2-4）b.（箴廿七：1-2）c.（路十八：11-

14）

25.撒但（Satan）：

a.（弗六：10-17）b.（約壹四：1-3）c.（路十：18-19）

26.受苦（Suffering）：

a.（來五：8-9）b.（林後四：8-10）c.（彼前四：19）

27.試探（Temptation）：

a.（雅一：12）b.（彼後二：9）

28.試煉（Trials）：

a.（提後二：3）b.（彼前四：12-13）c.（詩卅四：17）

d.（雅一：2-4）

29.軟弱（Weakness）：

a.（林後十二：9）b.（太十一：28-30）c.（詩一二一：

2-3）

30.世俗（Worldliness）：

a.（可四：18-20）b.（約壹五：5）c.（約壹二：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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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訪問病人要點

一、牧者在人生病期間的探訪是牧會中重要的一環，無論在醫

院或家中，應在痊癒的前後作連續性的訪問，以掌握此表

達關懷的誠意，宣慰信息的機會。

二、牧者應有誠摯的態度，不作虛偽的應對，其中最能表達愛

心的是神的話語。此類帶有勸勉和安慰的經句，不宜過多

或過長。當病者不能閱讀時，宜輕讀給亻因聽，並盡量使其

複誦記憶，以作心靈上的幫助。切忌不要有責備之類的教

訓。

三、此外，攜帶屬靈刊物，鮮花等物，均能達到安慰關懷，表

露愛心的目的。

四、在臨走之前不忘為病者祈禱，藉此堅固病人的信心，使病

情能康復進步。

五、成功的探訪病家可以使病人得長進，甚有全家歸主的機

會。

六、對患重病的人不可多事詢問，增加對方的煩擾，甚至只用

輕聲祈禱，或懇切跪下代禱最為適宜。

七、牧者如有不便時，對患病婦女可改由牧師娘代替，或女傳

道及女執事均宜。

訪問病人要點



禮典手冊台語版

114    

戊、開刀前的探訪

（參考：Don Damsteegt）：患者會有以下幾種反應：

一、否認：亻因會否認自己情況的嚴重性，否認將帶來的疼痛，

甚至否認即將接受手術。此時，牧者不是要矯正患者否認

的心境，而是與亻因同行，藉著溝通了解患者的懼怕心理，

並指引亻因明白神的同在。

二、患者會想起幼年時父母懲罰的威脅：因此患者會盡力討好

四周的人，亻因害怕把真實的負面情緒，如生氣，或懼怕表

達出來，為了耽心周圍的人與亻因疏離。在此情況下，牧者

可成為幫助者，完全接納亻因，使亻因坦露內在的消極情緒，

使亻因恢復平靜。

三、想認罪的心態：在潛意識中，想向權威人士認罪，取得神

與人的赦免。此時，牧者可以成為亻因傾述的對象，向亻因保

証神的保護和寬免，並表示會持續關懷。

四、想找到手術的積極意義及補償：藉此，患者盼望自己所受

到的痛苦是有代價的。牧者在這方面的安慰與協談，可以

使亻因認識手術的積極面，藉合宜的回應，讓患者對手術有

新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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