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 立 圣 餐 日



设立圣餐日

诚意地邀请您与耶稣基督一起走过从苦难到复活的道路， 这是超越时空的经
历。鼓励弟兄姐妹，积极地参与整个圣周礼仪， 因为「圣周」和「逾越三日
庆典」是一个完整奥秘的事迹。 在「圣周星期四」耶稣在这个神圣的逾越节
晚上，与门徒一起享用最后晚餐，而这又同时开始了教会在每年这时候最重要
的「逾越三日庆典」。进餐时，耶稣为门徒洗脚，并颁布新命令(Mandatum 
novum do vobis, A new commandment I give unto you):要他们彼此相爱。 
Maundy Thursday就是取自mandatum（命令）这个希腊字。耶稣又这个晚上，
亲自设立圣餐，吩咐门徒以后必须这样行，以纪念他。故此，今晚帮助我们记
念耶稣的牺牲，及「濯足礼」以表示彼此服侍。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祂一向爱世间属自己的
人，就 爱他们到底。晚餐的时候，耶稣知道父已把万有交在祂手里，且知道自
己是从上帝 出来的，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 耶稣就亲自为门徒的洗脚，洗
完之后，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
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
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为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
去做。」(约翰福音13:12-15 ) 今天教会为了遵照基督的教导与嘱咐，在享用圣
餐，聆听圣言，并以濯足礼仪戏剧性地重演重现基督为门徒洗脚的片段，提醒
各人必须力行「彼此相爱」这条新命令 。因此，在这晚上的圣餐礼中，我们将
举行「濯足礼」，这礼仪与设立圣餐有着密切的关系。像他在最后晚餐上吩咐
他的门徒:「你们要这样做，来记念我。」我们将这命令以礼仪方式表达:「你
们也要彼此洗脚」，作为彼此服侍的象征。约翰福音并没有叙述耶稣设立圣餐
礼，故此，今晚的礼仪都包含了基督给门徒的双重命令：举行「圣餐礼」以记
念主的牺牲，但所记载「濯足」的事迹，正好表明圣餐礼是 在谦卑服侍里成就
的。 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
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 基督已作好准备，为要完成上帝救赎世人的工作，朝向各各他，走上十字架
的苦路 。您是否已经准备好自己愿意为主牺牲吗? 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和朋友
们，愿意您有一个非凡的经历， 对那位愿意为您毫无保留的耶稣基督，为你牺
牲生命，为你身体破碎，流血功劳，为的是让你体会何为爱 。希望您也以爱来
回应耶稣基督对您的爱。 

杨淑娴牧师
辅理圣品兼普通话事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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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诗
无比大爱

颂主深奥大爱 奇妙无比难猜
加於冷酷之人 铁石心肠为开

主竟为我道成肉身
捐躯舍生苦杯亲饮

主曾舍弃宝座 成全救恩为我
人不认识基督 竟将主恩错过

救主是我最好朋友
甘愿牺牲赎我愆尤

有人以衣铺路 对主热烈拥护
前簇後拥高唱 和散那归基督

瞬间呼喊叫钉死祂
誓把恩主处死十架

救主所作何如 人竟这般恨主
祂使跛者行走 祂使盲者复睹

反遭厌弃排斥加害
无罪被钉甘果满载

我愿永远歌颂 主爱何等神圣
从无如此大爱 从无如此苦痛

因祂是我良友天朋
我愿一生赞美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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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十架

每逢思想奇妙十架 铭感救恩虔诚敬礼
从前所慕势虚荣 如今愿意完全抛弃

觐见宝架仰瞻圣范 寸心了解救恩浩大
莫让我为别事矜夸 生死安危惟夸十架

仰瞻圣首两手双足 慈爱忧愁沥流涓涓
愁爱可曾如此相接 荆棘可曾化作冠冕

救主大爱无限深广 尽献所有难报主恩
愿负十架学主牺牲 喝主苦杯效主求仁

请看上主-义仆君王

无助婴孩天上来 临到世问荣光掩藏
非受服事却服事 献上己身众得新生

在园中挣扎流泪 选择担当众生重罪
愁心忧戚苦断肠 宁愿舍己顺服主旨

请看祂手脚创痕 述主牺牲代价何深
此手铺张众星辰 却任铁钉刺穿破损

学效恩主甘服事 定意一生奉祂为王
先顾念他人需要 幸於小子如服事神

宣 召

主礼 : 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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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祝文

主礼 : 我们的父上帝，你邀请我们分享你的儿子赐给教会的筵席，借此宣
扬他的受死，直到他再临。如今也愿主耶稣临在喂养我们，使我们
在他的爱里合二为一。圣子和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
唯一上帝，永世无穷。

会众 : 阿门。

问 安

主礼 :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团契常与你们同在。

会众 : 也与你们同在。

始礼祷文

主礼 : 上帝的百姓，同来聚集！

会众 : 上帝召聚我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阴下。

主礼 : 上主的百姓，同来等候基督位临！

会众 : 奉天上荣耀的主之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求洁心祝文

全体 : 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你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你都知
道；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你。求你赐圣灵，感化我们，洁净我们
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尽心爱你，恭敬归荣耀与你的圣名；借赖我们的
主基督而求，阿门。

宣扬圣言

读经员 : 第一次经课记载在出埃及记。
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
首。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各人要按着家庭取羔
羊，一家一只羔羊。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羔
羊，就要按照人数和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要按
每人的食量来估算羔羊。

旧约经课：出埃及记 12:1-4,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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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这样吃羔羊：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快快地吃。
这是耶和华的逾越。因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
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我要对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审
判。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记号；我一见这
血，就逾越你们。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施
行毁灭。”“你们要记念这日，世世代代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日，作
为你们永远的定例。

读经员 :             

会众 :             

这是上主的道。

感谢上主。

启 : 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上主的名。

耶和华向我赏赐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上主的名。

我要在他的全体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
在耶和华眼中，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耶和华啊，哦，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的仆人，是你使女的儿子。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上主的名。

你已经解开我的捆索。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耶路撒冷当中，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在他的全体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哈利路亚！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上主的名。

诗篇：诗篇 116:1-2, 12-19

应 :

启 :

应 :

启 :

应 :

启 :

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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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阶诗

读经员 :             

会众 :             

这是上主的道。

感谢上主。

读经员 : 第二次经课记载在哥林多前书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
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
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
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来。

书信经课：哥林多前书 11:23-26

奇妙十架

每逢思想奇妙十架 铭感救恩虔诚敬礼
从前所慕势虚荣 如今愿意完全抛弃

觐见宝架仰瞻圣范 寸心了解救恩浩大
莫让我为别事矜夸 生死安危惟夸十架

仰瞻圣首两手双足 慈爱忧愁沥流涓涓
愁爱可曾如此相接 荆棘可曾化作冠冕

救主大爱无限深广 尽献所有难报主恩
愿负十架学主牺牲 喝主苦杯效主求仁

福音员 : 基督，荣耀的君王，我们赞美祢。
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一
样。」

福音：约翰福音 13:1-17,31b-35

宣扬福音

会众 :             基督，荣耀的君王，我们赞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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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员 :

会众 :             

主耶稣基督的圣福音记载在圣约翰福音。

愿荣耀归于主基督。

福音员 :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一向爱世间
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晚餐的时候，魔鬼已把出卖耶稣的
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把万有交在
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回到神那里去，就离席
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
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到了西门‧彼得跟前，彼得
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他说：“我所做的，
你现在不知道，但以后会明白。”彼得对他说：“你绝对不可以洗
我的脚！”耶稣回答他：“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
彼得对他说：“主啊，不仅是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对
他说：“凡洗过澡的人不需要再洗，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
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已知道要出卖他
的是谁，因此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
吗？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
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为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大于主人；奉差的人也不大于差
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实行就有福了。

福音员 :

会众 :             

这是上主的福音。

愿赞美归于主基督。

证 道

尼吉亚信经

主礼 :             

全体 :

让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
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圣
父所生，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神所出的真神，是
生、非造、与圣父同体。万物都是藉着他受造。为要拯救我们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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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降临。因圣灵的大能，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成为人身，在本丢
彼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圣父——
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圣父所生，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
出的光，从真神所出的真神，是生、非造、与圣父同体。万物都是藉
着他受造。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的大能，为童贞女
马利亚所生，成为人身，在本丢彼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被
害，受死，埋葬。应验了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
右边。将来必在荣耀中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永无穷尽。

我们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圣父、圣子所出，与圣父、圣
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昔日借众先知传话。我们信使徒所传唯一
圣而公之教会。我们承认为赦罪而设的独一洗礼。我们盼望死人的复
活，并来世的永生。阿们。

代 祷

代祷员 :

会众 :             

天父，祢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被卖那一夜为门徒洗脚，我们愿意效法
祂，以祂的爱和服侍为榜样。
主啊，求祢怜悯。

垂听我们的祷告。

代祷员 :

会众 :             

在这晚上，耶稣向天父祈祷，求祂使门徒合而为一。我们也为教会
的合一祷告。 
主啊，求祢怜悯。

垂听我们的祷告。

代祷员 :

会众 :             

在这晚上，祂吩咐我们彼此相爱，但自己却被弃绝。我们为同样被
人拒绝和不被爱的人祷告。
主啊，求祢怜悯。

垂听我们的祷告。

代祷员 :

会众 :             

在这晚上，祂唤醒门徒，因为世界恨恶祂，所以也恨恶他们。我们
为一切因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祷告。
主啊，求祢怜悯。

垂听我们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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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 最慈悲的主，祢的爱让我们前来亲近祢。我们双手不洁，又未有好好
预备我们自己的心灵；我们就是拾祢圣桌下的零碎也是不配的。但祢
是赐予恩典的上帝，祢愿意与罪人同席，以祢圣子的圣体宝血洁净及
喂养我们，并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也能活在祂里面，在天国里与基
督的众信徒一起坐席。阿门。

濯足礼

主礼 : 在耶稣受难前一夜，耶稣为门徒洗脚，借此给他们作了一个榜样，
吩咐他们以后也要彼此谦卑服侍。因为得进入天国的人，不是靠权
力、威望、或异能，而是因为他们愿意谦卑服侍。
耶稣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但他甘愿
谦卑自己 ，为门徒洗脚，因此，作为基督的信徒，我们也应该以此
为榜样， 彼此谦卑服侍。

主礼 : 全能的上帝，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当我们作在一个最小的弟
兄身 上，就是坐在他身上。让我们也立志作众人的仆人，如同主作
众人的仆人 一样，他为我们舍去性命，现在与你和圣灵，一同永
生、一同掌权，永为 一上帝，永世无尽。

濯足后祈祷

悔罪与赦罪

主礼 : 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乐。”(约翰福音13:8)

全体 : 永恒的上帝，光明与恩典的赐予者，我们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
都得罪了你，也得罪了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无知和软弱，明知故犯，
也伤害了你的爱，破坏了你在我们里面的形象。我们感到痛悔和难
过，并承认我们的罪，求你因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的
缘故，赦免我们的过犯， 引导我们脱离黑暗，使我们成为光明的子
女。阿门。

主礼 : 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所犯的
罪，增加你们行善的力量，并借圣灵的大能，保守你们进入永生。

会众 : 阿门。



平安礼

主礼 : 主耶稣基督，祢曾对祢的使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
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全体 : 也与你同在。

奉献诗
无比大爱

颂主深奥大爱 奇妙无比难猜
加於冷酷之人 铁石心肠为开

主竟为我道成肉身
捐躯舍生苦杯亲饮

主曾舍弃宝座 成全救恩为我
人不认识基督 竟将主恩错过

救主是我最好朋友
甘愿牺牲赎我愆尤

有人以衣铺路 对主热烈拥护
前簇後拥高唱和散那归基督

瞬间呼喊叫钉死祂
誓把恩主处死十架

救主所作何如 人竟这般恨主
祂使跛者行走 祂使盲者复睹

反遭厌弃 排斥 加害
无罪被钉甘果满载

我愿永远歌颂主爱何等神圣
从无如此大爱 从无如此苦痛

因祂是我良友天朋
我愿一生赞美主神

献颂礼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阿门。

主礼 :

会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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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祝谢文

主礼 : 愿主与你们同在。

会众 : 也与你同在。

主礼 : 你们心里当仰望主。

会众 : 我们心里仰望主。

主礼 : 我们应当感谢我们的主上帝。

会众 :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上帝是应当的。

主礼 : 至圣的上帝，借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感谢祢，是理所当然
的。在这晚上，祂取了奴仆的样式，用手巾束腰，为祂的门徒濯足。
祂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吩咐我们彼此相爱，象祂爱我们一样。当时
候到了，因祂的大爱，他预备这晚餐，与门徒一起分享，以纪念祂的
受难，使我们宣扬祂的死，直等到祂再来，并在祂的国度里与祂共享
欢筵。因此，普天下地共谱新歌，并于天使和天使长，天上的会众，
一同称赞颂扬你荣耀的圣名，常赞美祢说:

会众 : 圣哉，圣哉，圣哉，
天地万军的主上帝，祢的荣光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奉祢名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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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礼 : 在圣餐的庆典里，我们将与受难和复活的主同在，也与历代先哲圣
贤，同得救赎，脱离捆绑，重获自由，放下哀愁，同享欢筵。
我们的主当晚与他的门徒一起来楼房内，今夜也与我们同在。

会众 : 让我们庆祝今夜的筵席，直至上帝的国降临。

主礼 : 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上帝，你将饼赐给我们，我们颂扬你。
会众 : 愿赞颂归于上帝，直到永远。

主礼 : 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上帝，你将制酒的葡萄赐给我们，我们颂扬你。

会众 : 愿赞颂归于上帝，直到永远。

主礼 : 慈悲的天父，我们赞美祢，颂扬祢。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
们听从祢的旨意，求祢差遣圣灵使这擘开的饼和倾流的酒，成为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宝血的新约圣事。



主礼 : 生命的主，求祢帮助我们一起事奉祢，使你的国度来临，祢的公义与
怜悯在地上实现。求祢垂顾祢的子民，以祢的圣臂环抱我们，并使我
们和天上的会众，并与蒙福的童贞女玛利亚和历代众圣徒，共享天国
的筵席。
借着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内，及在圣灵的合一里，一切尊贵荣耀
皆归于祢——全能的圣父，从现在直到永远。

会众 :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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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分给祂的
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
的是记念我。」餐後,祂拿起杯来,祝谢了,就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
个,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你们每
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因此，天父啊，我们追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祂曾为世界的罪
而将己身一次献上。 我们将生命的粮和救恩的杯摆在祢面前，借以宣
扬祂的死和复活，直到祂荣耀地再临。

会众 : 主啊，你是世界的救赎主;借着你的十架和复活，我们得释放。

主礼 : 现在我们遵照救主基督的教训，我们祷告说：

会众 :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祢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饶恕我们
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
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祢的，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

主祷文

主礼 : 我们擘开这饼，分享基督的身体，

会众 : 我们虽众，仍属一体；因我们都是分享这饼。

擘 饼

邀 请

上帝赐给他子民的圣物，你们应当凭着信心前来领受
纪念基督为你们舍身流血，心里感谢。



主礼 : 全能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借这圣体宝血的奥妙圣事，让我们纪
念圣子耶稣基督的苦难:求你赐给我们对你圣体宝血的神圣奥迹有一颗
尊敬的心，以致我们的内心和生活，能够结出救恩的果子。主耶稣与
你及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为一上帝，永世无尽。

会众 : 阿门。

领餐后祈祷

奇妙十架

每逢思想奇妙十架 铭感救恩虔诚敬礼
从前所慕势虚荣 如今愿意完全抛弃

觐见宝架仰瞻圣范 寸心了解救恩浩大
莫让我为别事矜夸 生死安危惟夸十架

仰瞻圣首两手双足 慈爱忧愁沥流涓涓
愁爱可曾如此相接 荆棘可曾化作冠冕

救主大爱无限深广 尽献所有难报主恩
愿负十架学主牺牲 喝主苦杯效主求仁

圣餐诗

主礼 : 当耶稣和门徒吃过主餐，便往橄榄山去。在那里，耶稣独自一人向天
父祈祷:“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
随后，他见到门徒都睡着了，便对他们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
一小时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出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然
而，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因此，你们要在他的平安里进入世界。

差 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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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诗

请各位移步至 旧牧师楼户外公园

在客西马尼园默想
「主被出卖的当晚」

如今更爱主

主耶稣我爱祢 深知我属祢
世上罪中宴乐 甘心愿舍弃
我主恩慈救主 我向祢伏拜
若我曾爱耶稣 如今更深爱

主耶稣我爱祢 因祢先爱我
被钉十字架上 为赎我罪过
祢戴荆棘冠冕 受凌辱苦待
若我曾爱耶稣 如今更深爱

无论生活存留 我爱慕耶稣
在世一息尚存 依然颂扬主
死亡阴影临到 还赞美感戴
若我曾爱耶稣 如今更深爱

在荣耀的天庭 快乐无尽期
在光辉的美地 永远敬拜祢
头戴璀璨冠冕 歌颂大主宰
若我曾爱耶稣 如今更深爱

静默片刻后安静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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