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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的禮儀經課 

1. 聖道禮儀(Ministry of the Word)在聖公宗教會的傳統 

1.1 從 1549年第一部《公禱書》說起 

1.1.1 名稱：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craments, and 

Other Rites and Ceremonies of the Church after the Us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1.1.2 內容編排： 

1 A Preface. 

2. A Table and Calendar for Psalms and Lessons, with necessary rules 

pertaining to the same 

3. The Order for Matins and Evensong, throughout the year. [i.e., Morning 

Prayer and Evening Prayer] 

4. The Introits, Collects, Epistles and Gospels, to be used at the celeb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and Holy Communion through the year, with proper 

Psalms and Lessons, for diverse feasts and days 

5. The Supper of the Lord and Holy Communion, commonly called the Mass. 

[followed by the Litany] 

Then to be followed by Baptism, Confirmation, Marriage, Funeral, etc. 

1.2 克藍瑪大主教(Thomas Cranmer,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在編纂第一部《公禱書》

時想着些甚麼？他在 1549《公禱書》的序言(Preface)中這樣寫着： 

1.2.1 教會是一個「禱告」的群體： 

There was never any thing by the wit of man so well devised, or so sure 

established, which in continuance of time hath not been corrupted: as, among 

other things, it may plainly appear by the common prayers in the Church, 

commonly called Divine Service: the first original and ground whereof, if a 

man would search out by the ancient fathers(承襲早期教會的傳統), he shall 

find, that the same was not ordained, but of a good purpose, and for a great 

advancement of godliness (要大大促進信徒的敬虔生命): 

1.2.2 教會也是一個「聽道」的群體。 

For they so ordered the matter, that all the whole Bible (or the greatest part 

thereof) should be read over once in the year, intending thereby, that the 

Clergy, and especially such as were Ministers of the congregation, should 

(by often reading, and meditation of God’s word) be stirred up to godliness 

themselves, and be more able to exhort others by wholesome doctrine, and to 

confute them that were adversaries to the truth. And further, that the people 

(by daily hearing of holy Scripture read in the Church) should continually 

profit more and more in the knowledge of God (不斷增進人對上帝的知識), 

and be the more inflamed with the love of his true religion (和加深信徒的宗

教體驗). 

1.2.3 目的：在於預備整個信徒群體參與更重要的慶典：聖餐崇拜。 

http://justus.anglican.org/resources/bcp/1549/front_matter_1549.htm#Preface
http://justus.anglican.org/resources/bcp/1549/Kalendar_1549.htm
http://justus.anglican.org/resources/bcp/1549/Matins_1549.htm
http://justus.anglican.org/resources/bcp/1549/Evensong_1549.htm
http://justus.anglican.org/resources/bcp/1549/collects_epistles_gospels_1549.htm
http://justus.anglican.org/resources/bcp/1549/Communion_1549.htm
http://justus.anglican.org/resources/bcp/1549/Litany_15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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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克藍瑪大主教製定的經課表 (lectionary scheme) 

2.1 主要承襲沙林聖餐禮儀之經課表(Sarum lectionary)，但作出少許改動及增刪： 

2.1.1 若干舊約或啟示文學經課以新約經課替代。 

2.1.2 除了進堂禮儀所使用之《詩篇》(聖詠)外，其餘《詩篇》一慨刪去，原因

是另外製定了一部《詩篇表》。 

2.1.3 早、晚禱之經課表重新編排，特別編排每日《詩篇表》： 

 

根據以上安排，以每月 30日及每天兩節計算，整部《詩篇》將平均分為

60 份，務求每月誦讀或唱頌整部《詩篇》一遍，這明顯是採納修院早晚

課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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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在每天的早、晚禱上，詩篇後將誦讀兩段「經課」，先讀舊約經課，然後

是新約經課(書信及福音)，以連續方式(continuous readings)在一年內把主

要的舊約聖經讀畢一次，而新約聖經則讀畢三次。 

2.1.5 在舊約及新約經課在每天早、晚禱之安排：星期一至五之第一次經課為舊

約經課，星期六及主日為新約經課。 

2.1.6 克藍瑪大主教亦同時製定了一年制主日聖餐崇拜禮經課表(Eucharistic 

lectionary)，主要特色是聖餐崇拜只誦讀兩段經課：先書信，後福音，並

與祝文一起編印在《公禱書》內。 

 
而且以主旨式(thematic)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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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549年至上世紀 70年代，在普世聖公宗(Anglican Communion)內的教

省(Province)仍普遍採用這個一年制主日聖餐崇拜禮經課表。 

2.1.7 早、晚禱仍大致採用連續式經課，但保留與某些重要節期主旨(thematic)

有關經課在該些節期內誦讀。重要節期：聖誕、大齋(四旬)首日、復活、

升天日，及聖靈(神)降臨日及聖日等。 

3. 後來發展：從聖餐崇拜走向早、晚禱作為主要崇拜禮儀 

(Daily Office becoming principal services) 

3.1 宗教改革氣候的影響：聖經及教義的教導凌駕一切。 

3.2 清教徒在政治舞台上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宗教道德及理性化。 

3.3 崇拜生活以「聖道」先行，一切儀節的表達(ritual expression)都受制約。 

3.4 十九世紀中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所帶來的禮儀復辟(liturgical restoration)，

由大公教會一直傳流下來的崇拜禮儀再次在英國教會，以致其他聖公宗地區，得

以「重生」，對日後教會崇拜生活具深遠的影響，特別逐漸對聖餐禮的重視。這

在 1928 年後特別明顯，在該年所編纂的《婚禮禮文》及《喪禮禮文》都加入聖

餐禮，這在 16世紀英國教會進行改革時曾被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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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十世紀的重要改變 

4.1 美國和英國聖公會在牛津運動下，於 1928 年各自推出其新編《公禱書》，其中

在主日經課表作出若干改動，在固有的一年制聖餐經課表內，若干(其實不太多)

主日原有之書信經課(epistle readings)，改以舊約經課替代。例如： 

聖誕後第二主日：以賽亞書 61:1-3；馬太福音 2:19-23 (約翰福音 1:14-18) 

大齋首日：約珥書 2:12-17；馬太福音 6:16-21 

聖週一(復活前之星期一)：以賽亞書 63；馬可福音 14 

聖週二(復活前之星期二)：以賽亞書 50:5-11；馬可福音 15:1-39 

4.2 雖然舊約經課在主日聖餐禮上仍沒有特別位置，但每日讀經表仍將舊約經課列為

第一次經課，而且在主日的早、晚禱被誦讀。特別在美國聖公會，在 1892至 1928

年期間，都規定主日舉行聖餐禮之先，必須舉行早禱。 

 

而經課仍沿用連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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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二屆梵諦岡大公會議之禮儀改革：天主教為禮儀改革而編製之《彌撒讀經表》

在 1969 年公佈後，大受其他基督宗派歡迎，美國的主流教會，如聖公會、長老

會、信義宗、聯合衛理公會、the United Church of Christ、the Disciples of Christ

等教會，紛紛採用，並且稱之為《通用讀經表》(Common Lectionary)，使該讀經

表意外地成為教會合一的其中一個主要象徵。美國聖公會於 1970 率先試用，到

1979 年當其新編纂之《公禱書》正式面世，便全面採用。其後其他聖公宗教省

也陸續採用。聖公會港澳教區則在 1989年第 39屆教區議會通過使用《通用讀經

表》。 

4.4 《通用讀經表》是一份三年制為主日聖餐崇拜而制定的讀經表，分甲、乙、丙年，

每主日提供三段經課：舊約經課、新約(書信)經課，及福音經課，而詩篇則放在

舊約與新約經課之間。至於福音經課則將對觀福音分三年逐一誦讀：甲年選讀馬

太福音，乙年為馬可福音，丙年為路加福音，以三年時間將全部對觀福音誦讀一

遍。約翰福音則在每年顯現日至大齋期、復活期，及乙年某些主日內誦讀。 

4.5 但是在採用的過程中，各宗派因應本身之傳統和神學立場，對《通用讀經表》作

出不同程度的修改。十多年後，上述教會的讀經表雖然基本上仍然是以《通用讀

經表》作為骨幹，但亦有顯著的差異。為了保全該讀經表的合一特色，美國主流

教會於 1962年組成的「教會合一咨詢議會」(Consultation on Church Union，簡稱

COCU)，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便成立了一個「通用崇拜禮文咨詢委員會」

(Consultation on Common Texts，簡稱為 CCT)，其任務之一是研究怎樣協調各宗

派的讀經表的差異，及負起修訂《通用讀經表》的工作，使它儘量容納上述的差

異，繼續被各宗派採用，而成為教會合一的一個重要象徵。 

4.6 經過差不多長達十年的咨詢和研究，CCT 於 1992 年出版《修訂通用讀經表》

(Revised Common Lectionary，簡稱為 RCL)，並大獲好評，北美各主流宗派，陸

續接納採用。2006年 6月，美國聖公會舉行的第 75屆總議會，通過接納該讀經

表。英國聖公會則在 2000年推出《Common Worship》的公共崇拜禮文時，亦同

時採用《修訂通用讀經表》。香港聖公會則於 2013年第 6屆教省總議會正式通

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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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聖公會對「上主聖言」之禮儀表達(liturgical expression) 

5.1 「聖道禮儀」作為主日崇拜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不單是用作宣講上主的聖言，

更要重視會眾的參與和經歷。 

5.4 與天主教相若，「聖道禮儀」在聖公會的聖餐崇拜中不僅是誦讀經課，也強調如

何通過若干禮儀去表達上主聖言的臨在。整個聖道禮儀包括： 

祝文(集禱經 Collect)：作為進堂禮(Introit)的總結，亦讓會眾預備聆聽上主

的聖言。 

第一次經課：舊約經文 (包括次經經文)，由平信徒誦讀。 

(經課後靜默片刻) 

詩篇：不屬於經課，但發揮會眾「回應」的表達。(參看附件) 

第二次經課：新約經文，由平信徒誦讀。 

(經課後靜默片刻) 

升階聖詩 (Gradual hymn) 或 福音前讚頌 (Acclamation) 

福音經課：福音行列──由聖壇侍從領會吏(執事 deacon)走到讀經講道台

(ambo)，或會眾中間，宣讀福音。全體站立，聆聽福音。 

講道：以該主日之經課作為講道的要點。在新教的傳統中，「講道」有着

重要的位置。 

信經：以《尼西亞信經》(Nicean Creed)宣認信仰。 

會眾禱文：由平信徒領全體會眾祈禱，最後由主禮總結。(參看附件) 

6. 總結 

6.1 「道」在希伯來文 דבר (dabar) 或 希臘文 λογος (logos) 都不光指「文字」或「說

話」，而是有其生命，是上主參與其中的「事件」或「行動」(thing, action, event)，

使聽「道」的人可以見得到及參與在其中。 

6.1.1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深淵上面一片黑暗；上帝的靈運行

在水面上。上帝說(דבר)：「要有光」，就有了光。(創世記 1:1-3) 

6.1.2 太初有道(λογος)，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

物都是藉著他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在他裏面有生

命，這生命就是人的光。(約翰福音 1:1-4) 

6.1.3 「Word of God」，不是「words of God」。 

6.2 Mark Searle: 

“The Scriptures are read as the memory which makes the present intelligible, to help 

us understand our own lives and interpret the significant events in our lives and in our 

world as “Word of God.” (Liturgy Made Simple. Collegeville, MI: 1981, 42.) 

 

 

林振偉牧師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完稿 



詩篇 23  上主是我的牧者 

大衛的詩。 

 
 

1 上主是我的 牧 -- 者， 我必 不 致 缺 -- 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 地 -- 上， 領我在可 安 歇 的 水 邊。 

3 他使我的靈魂 甦 -- 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 我 走 義 -- 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

不怕 

遭 -- 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

杖、你的竿， 

都 -- 安 慰 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 筵 -- 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

的 

福 杯 滿 -- 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 隨 著 我； 我且要住在上主的殿中， 直 到 永 -- 遠。 

 願 榮 -- 耀， 歸於聖 父、聖 子、聖 靈； 

 起初這樣，現在 這 -- 樣， 將來也這樣，永 世無 盡。阿 們。 

 
 
 
 
 
 
 
 
 
 
 
 
 
 
 
 
 
 
 
 
 
 
 
 
 
 
 
 
 

復活期第四主日 



詩篇 23  上主是我的牧者 
大衛的詩。 

領誦 1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應) 
(應) 

會眾 1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領誦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應) 

 

領誦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應) 

 

領誦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上主的殿中，直到永遠。(應) 

 

領誦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會眾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甲、乙、丙年) 復活期第四主日 

(第一式)  



 

詩篇 23  上主是我的牧者 
大衛的詩。 

領誦 1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會眾 2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領誦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會眾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領誦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 
會眾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領誦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上主的殿中， 

會眾  直到永遠。 
 

領誦 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 
會眾 起初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也這樣，永世無盡。阿們。 
 
 
 
 
 
 
 
 
 
 
 
 
 
 
 
 
 
 
 
 
 
 
 
(甲、乙、丙年) 復活期第四主日 

(第二式) 



會眾禱文 

復活期第四主日 

主禮 主耶穌是我們的好牧人，祂認識我們，我們也認識祂。

因此，讓我們聽主的聲音，彼此合而為一，向主祈禱，

願主垂聽。 

代禱員 請為教會祈禱：求主施恩，使主的教會能盡心履行主所

交托的使命，與主同工，牧養主的羊──照顧無助的人，

關心貧窮人的苦困，致力在地上建立主的國度。 

靜默 

主啊，祢是我們的好牧人， 

會眾 願祢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請為迷途的人祈禱：求主發亮光，照耀一切失去生命方

向，走在迷路上的人，使他們得見到主的亮光，前來親

近主，認識主，他們的生命就得改變過來。 

靜默 

主啊，祢是我們的好牧人， 

會眾 願祢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請為世人有寬大的胸襟祈禱：求主使人類不再活在無知

和視野狹隘的世界裏，能有歡容的心懷，珍惜和維護各

人生來而有的平等與自由，願意接納與自己不同信仰或

理念的人，不再讓偏見令人類和社會變得紛亂。 

靜默 

主啊，祢是我們的好牧人， 

會眾 願祢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請為活在恐懼中的人祈禱：求主特別施恩看顧那些因戰

亂、社會不安，和家庭暴力而喪失生命保障的人，亦使

信徒不會以冷漠的心，看待這些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我

們雖然力量不足，但求主使我們的心仍存留一點溫暖，

我們就能暖和這個世界。 

靜默 

主啊，祢是我們的好牧人， 

會眾 願祢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請為失去希望的人祈禱：求主振奮人的心，使人認識到

憂傷困苦不會突然消失，但都能因着信靠主，就有活下

去的勇氣，面對困難，也不輕易退縮。 

靜默 

主啊，祢是我們的好牧人， 

會眾 願祢垂聽我們的禱告。 

代禱員 請為患病者祈禱，[特別為     ]：求主常與他們同在，

他們就能得着信心──無論大小，也不感到無望。又請

為離世者祈禱，[特別為     ]：求主領帶他們的靈魂，

到永遠安息的地方。 

靜默 

主啊，祢是我們的好牧人， 

會眾 願祢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禮 復活的主啊，祢牧養祢的羊，求祢帶領我們到青草地上，

溪水旁邊；如此，我們便得平安，身、心、靈魂都得飽

足；藉賴我們的善牧主耶穌基督──永活的上帝。 

會眾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