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三三三、、、、殯葬禮儀的舉行殯葬禮儀的舉行殯葬禮儀的舉行殯葬禮儀的舉行

� 卒卒卒卒 ――――〉〉〉〉殮殮殮殮 ――――〉〉〉〉殯殯殯殯 ――――〉〉〉〉葬葬葬葬 ――――〉〉〉〉祭祭祭祭

� 顧顧顧顧 ――――〉〉〉〉卒卒卒卒 ――――〉〉〉〉慰慰慰慰 ――――〉〉〉〉殮殮殮殮 ――――〉〉〉〉殯殯殯殯 ――――〉〉〉〉葬葬葬葬 ――――〉〉〉〉祭祭祭祭





� 天主教殯葬禮的準備不天主教殯葬禮的準備不天主教殯葬禮的準備不天主教殯葬禮的準備不
單單只是為了讓禮儀順單單只是為了讓禮儀順單單只是為了讓禮儀順單單只是為了讓禮儀順
暢地進行暢地進行暢地進行暢地進行，，，，其實更重要其實更重要其實更重要其實更重要
的是提供了一個牧靈的的是提供了一個牧靈的的是提供了一個牧靈的的是提供了一個牧靈的
場所場所場所場所，，，，一個不僅服務亡一個不僅服務亡一個不僅服務亡一個不僅服務亡
者者者者，，，，也服務生者的牧靈也服務生者的牧靈也服務生者的牧靈也服務生者的牧靈
場域場域場域場域。。。。殯葬禮的準備為殯葬禮的準備為殯葬禮的準備為殯葬禮的準備為
親戚朋友提供了一個參親戚朋友提供了一個參親戚朋友提供了一個參親戚朋友提供了一個參
與禮儀服務的最好機與禮儀服務的最好機與禮儀服務的最好機與禮儀服務的最好機
會會會會，，，，同時也打開了他們同時也打開了他們同時也打開了他們同時也打開了他們
一個可以彼此陪伴及分一個可以彼此陪伴及分一個可以彼此陪伴及分一個可以彼此陪伴及分
享往生親友生命的最佳享往生親友生命的最佳享往生親友生命的最佳享往生親友生命的最佳
契機契機契機契機。。。。



• 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事實上，，，，天主教殯葬天主教殯葬天主教殯葬天主教殯葬
禮就是將整個的殯葬禮就是將整個的殯葬禮就是將整個的殯葬禮就是將整個的殯葬
過程和儀節視為是一過程和儀節視為是一過程和儀節視為是一過程和儀節視為是一
種陪伴種陪伴種陪伴種陪伴，，，，一方面陪伴一方面陪伴一方面陪伴一方面陪伴
亡者走向他們在主內亡者走向他們在主內亡者走向他們在主內亡者走向他們在主內
的安息之所的安息之所的安息之所的安息之所，，，，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
陪伴在生者的哀痛當陪伴在生者的哀痛當陪伴在生者的哀痛當陪伴在生者的哀痛當
中中中中。。。。這整個過程不單這整個過程不單這整個過程不單這整個過程不單
單只是殯葬彌撒而單只是殯葬彌撒而單只是殯葬彌撒而單只是殯葬彌撒而
已已已已，，，，還應該包括亡者還應該包括亡者還應該包括亡者還應該包括亡者
去世之前的探訪去世之前的探訪去世之前的探訪去世之前的探訪，，，，以以以以
至埋葬或火化之後的至埋葬或火化之後的至埋葬或火化之後的至埋葬或火化之後的
牧靈工作牧靈工作牧靈工作牧靈工作。。。。如此如此如此如此，，，，殯殯殯殯
葬禮才能真正成為出葬禮才能真正成為出葬禮才能真正成為出葬禮才能真正成為出
死入生的逾越慶祝死入生的逾越慶祝死入生的逾越慶祝死入生的逾越慶祝。。。。



1. 交託及安慰交託及安慰交託及安慰交託及安慰

� 基督徒的殯葬禮儀具有許多的基督徒的殯葬禮儀具有許多的基督徒的殯葬禮儀具有許多的基督徒的殯葬禮儀具有許多的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當然這些目的不可能在當然這些目的不可能在當然這些目的不可能在當然這些目的不可能在
個把鐘頭的殯葬彌撒中完成個把鐘頭的殯葬彌撒中完成個把鐘頭的殯葬彌撒中完成個把鐘頭的殯葬彌撒中完成，，，，
因此我們就得仰賴一系列的牧因此我們就得仰賴一系列的牧因此我們就得仰賴一系列的牧因此我們就得仰賴一系列的牧
靈拜訪及家庭祈禱儀式來輔靈拜訪及家庭祈禱儀式來輔靈拜訪及家庭祈禱儀式來輔靈拜訪及家庭祈禱儀式來輔
助助助助。。。。也因此殯葬禮的服務員也因此殯葬禮的服務員也因此殯葬禮的服務員也因此殯葬禮的服務員
（（（（包括團體包括團體包括團體包括團體、、、、本堂神父本堂神父本堂神父本堂神父、、、、殯葬殯葬殯葬殯葬
業者業者業者業者、、、、協調員協調員協調員協調員、、、、禮儀服務員禮儀服務員禮儀服務員禮儀服務員
等等等等））））應該各司其職應該各司其職應該各司其職應該各司其職，，，，並且需具並且需具並且需具並且需具
有專業的牧靈及禮儀訓練有專業的牧靈及禮儀訓練有專業的牧靈及禮儀訓練有專業的牧靈及禮儀訓練。。。。

� 牧靈訪問及家庭祈禱儀式的目牧靈訪問及家庭祈禱儀式的目牧靈訪問及家庭祈禱儀式的目牧靈訪問及家庭祈禱儀式的目
的是將基督徒團體聚集起來的是將基督徒團體聚集起來的是將基督徒團體聚集起來的是將基督徒團體聚集起來：：：：



� －－－－ 對亡者的一生表示尊敬及感謝對亡者的一生表示尊敬及感謝對亡者的一生表示尊敬及感謝對亡者的一生表示尊敬及感謝。。。。
� －－－－ 將亡者交託給天主將亡者交託給天主將亡者交託給天主將亡者交託給天主。。。。
� －－－－ 提供給生者一個哀悼的空間提供給生者一個哀悼的空間提供給生者一個哀悼的空間提供給生者一個哀悼的空間，，，，並鼓勵他們繼續並鼓勵他們繼續並鼓勵他們繼續並鼓勵他們繼續
� 人生的旅程人生的旅程人生的旅程人生的旅程。。。。
� －－－－ 提供一個修和的機會提供一個修和的機會提供一個修和的機會提供一個修和的機會。。。。
� －－－－ 向喪家表達出天主的愛和憐憫向喪家表達出天主的愛和憐憫向喪家表達出天主的愛和憐憫向喪家表達出天主的愛和憐憫。。。。
� －－－－ 宣告基督死亡和復活的福音訊息宣告基督死亡和復活的福音訊息宣告基督死亡和復活的福音訊息宣告基督死亡和復活的福音訊息。。。。
� －－－－ 提醒生者死亡的必然性提醒生者死亡的必然性提醒生者死亡的必然性提醒生者死亡的必然性，，，，但也鼓勵他們懷著永但也鼓勵他們懷著永但也鼓勵他們懷著永但也鼓勵他們懷著永
� 生的盼望過一生生的盼望過一生生的盼望過一生生的盼望過一生。。。。
� －－－－ 幫忙在喪家佈置具有信仰及逾越幅度的靈幫忙在喪家佈置具有信仰及逾越幅度的靈幫忙在喪家佈置具有信仰及逾越幅度的靈幫忙在喪家佈置具有信仰及逾越幅度的靈

位位位位 ，，，，
並舉行祝福儀式並舉行祝福儀式並舉行祝福儀式並舉行祝福儀式。（。（。（。（祝福水祝福水祝福水祝福水、、、、安置聖像安置聖像安置聖像安置聖像、、、、十字十字十字十字
架架架架、、、、聖經聖經聖經聖經、、、、遺像遺像遺像遺像、、、、蠟燭蠟燭蠟燭蠟燭、、、、香爐等香爐等香爐等香爐等）。）。）。）。





� 而為了達成以上的目而為了達成以上的目而為了達成以上的目而為了達成以上的目
的的的的，，，，除了言語的表除了言語的表除了言語的表除了言語的表
達達達達、、、、鼓勵及安慰之鼓勵及安慰之鼓勵及安慰之鼓勵及安慰之
外外外外，，，，最好的表達方式最好的表達方式最好的表達方式最好的表達方式
就是與亡者的親友一就是與亡者的親友一就是與亡者的親友一就是與亡者的親友一
起祈禱起祈禱起祈禱起祈禱。。。。而不斷地為而不斷地為而不斷地為而不斷地為
亡者祈禱正是教會從亡者祈禱正是教會從亡者祈禱正是教會從亡者祈禱正是教會從
歷史以來一貫的傳歷史以來一貫的傳歷史以來一貫的傳歷史以來一貫的傳
統統統統，，，，藉著祈禱而陪伴藉著祈禱而陪伴藉著祈禱而陪伴藉著祈禱而陪伴
亡者到達天鄉亡者到達天鄉亡者到達天鄉亡者到達天鄉；；；；同時同時同時同時
也藉著祈禱和團體的也藉著祈禱和團體的也藉著祈禱和團體的也藉著祈禱和團體的
臨在臨在臨在臨在，，，，而以信德和愛而以信德和愛而以信德和愛而以信德和愛
德支持及安慰那些失德支持及安慰那些失德支持及安慰那些失德支持及安慰那些失
去至親的親友去至親的親友去至親的親友去至親的親友，，，，並激並激並激並激
發起他們的望德發起他們的望德發起他們的望德發起他們的望德。。。。



� 我們此時可以用的祈禱我們此時可以用的祈禱我們此時可以用的祈禱我們此時可以用的祈禱
形式包括了形式包括了形式包括了形式包括了：：：：早禱或晚早禱或晚早禱或晚早禱或晚
禱禱禱禱（（（（追思亡者日課追思亡者日課追思亡者日課追思亡者日課，，，，見見見見
《《《《每日頌禱每日頌禱每日頌禱每日頌禱》）、》）、》）、》）、玫瑰玫瑰玫瑰玫瑰
經經經經、、、、為亡者頌禱禮為亡者頌禱禮為亡者頌禱禮為亡者頌禱禮、、、、守守守守
靈祈禱靈祈禱靈祈禱靈祈禱（（（（見見見見《《《《追思禮追思禮追思禮追思禮
儀儀儀儀》）》）》）》）等等等等。。。。

� 在祈禱時在祈禱時在祈禱時在祈禱時，，，，也可將復活也可將復活也可將復活也可將復活
蠟點燃蠟點燃蠟點燃蠟點燃，，，，表示亡者已領表示亡者已領表示亡者已領表示亡者已領
受入門聖事受入門聖事受入門聖事受入門聖事，，，，與基督出與基督出與基督出與基督出
死入生死入生死入生死入生，，，，並顯示他已進並顯示他已進並顯示他已進並顯示他已進
入永恆的光輝入永恆的光輝入永恆的光輝入永恆的光輝，，，，同時這同時這同時這同時這
光輝也將為生者帶來無光輝也將為生者帶來無光輝也將為生者帶來無光輝也將為生者帶來無
限的盼望限的盼望限的盼望限的盼望。。。。

�



2. 守夜禮守夜禮守夜禮守夜禮的舉行的舉行的舉行的舉行

� 殯葬禮儀以守夜禮開始殯葬禮儀以守夜禮開始殯葬禮儀以守夜禮開始殯葬禮儀以守夜禮開始，，，，更顯教會對亡者的陪伴之更顯教會對亡者的陪伴之更顯教會對亡者的陪伴之更顯教會對亡者的陪伴之
誼誼誼誼，，，，以及家屬的孝道之情以及家屬的孝道之情以及家屬的孝道之情以及家屬的孝道之情。。。。而從牧靈及福傳的角度而從牧靈及福傳的角度而從牧靈及福傳的角度而從牧靈及福傳的角度
來說來說來說來說，，，，也比較能夠切合本地文化的需求也比較能夠切合本地文化的需求也比較能夠切合本地文化的需求也比較能夠切合本地文化的需求。。。。守夜禮可守夜禮可守夜禮可守夜禮可
採採採採《《《《追思禮儀追思禮儀追思禮儀追思禮儀》》》》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守夜禮守夜禮守夜禮守夜禮」（」（」（」（頁頁頁頁11111111----28282828 ）））） 。。。。





3. 迎靈禮迎靈禮迎靈禮迎靈禮的舉行的舉行的舉行的舉行



� 在舉行迎接禮前在舉行迎接禮前在舉行迎接禮前在舉行迎接禮前，，，，靈柩先停放在聖堂門口靈柩先停放在聖堂門口靈柩先停放在聖堂門口靈柩先停放在聖堂門口，，，，，，，，當參禮者齊當參禮者齊當參禮者齊當參禮者齊
聚門口處時聚門口處時聚門口處時聚門口處時：：：：

� －－－－ 聖歌聖歌聖歌聖歌

� －－－－ 主禮以福音書或聖經向參禮者致候主禮以福音書或聖經向參禮者致候主禮以福音書或聖經向參禮者致候主禮以福音書或聖經向參禮者致候（（（（之後將之覆在靈柩之後將之覆在靈柩之後將之覆在靈柩之後將之覆在靈柩

� 上上上上））））

� －－－－ 並向靈柩灑聖水並向靈柩灑聖水並向靈柩灑聖水並向靈柩灑聖水

� －－－－ 禱詞禱詞禱詞禱詞（「（「（「（「在聖洗的水中在聖洗的水中在聖洗的水中在聖洗的水中，，，，我們追憶他曾經接受洗禮我們追憶他曾經接受洗禮我們追憶他曾經接受洗禮我們追憶他曾經接受洗禮，，，，皈皈皈皈

依基督依基督依基督依基督，，，，成為基督的門徒成為基督的門徒成為基督的門徒成為基督的門徒；；；；願他也能追隨基督願他也能追隨基督願他也能追隨基督願他也能追隨基督

，，，， 到達永福的天鄉到達永福的天鄉到達永福的天鄉到達永福的天鄉。」）。」）。」）。」）

� －－－－ 在聖歌聲中緩緩移靈進入聖堂在聖歌聲中緩緩移靈進入聖堂在聖歌聲中緩緩移靈進入聖堂在聖歌聲中緩緩移靈進入聖堂，，，，到達基督徒在世生命旅到達基督徒在世生命旅到達基督徒在世生命旅到達基督徒在世生命旅

途起始處途起始處途起始處途起始處，，，，同時也是終點站同時也是終點站同時也是終點站同時也是終點站 －－－－ 祭台前祭台前祭台前祭台前，，，，並得以窺見那並得以窺見那並得以窺見那並得以窺見那

在寶座上的羔羊在寶座上的羔羊在寶座上的羔羊在寶座上的羔羊（（（（默七默七默七默七9999）。）。）。）。



� 灑聖水是對梵二禮儀革灑聖水是對梵二禮儀革灑聖水是對梵二禮儀革灑聖水是對梵二禮儀革
新殯葬禮的回應新殯葬禮的回應新殯葬禮的回應新殯葬禮的回應，，，，也就也就也就也就
是對亡者的基督徒受洗是對亡者的基督徒受洗是對亡者的基督徒受洗是對亡者的基督徒受洗
身份所作的表達身份所作的表達身份所作的表達身份所作的表達，，，，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出他是經過受洗而與基出他是經過受洗而與基出他是經過受洗而與基出他是經過受洗而與基
督一起死於罪惡督一起死於罪惡督一起死於罪惡督一起死於罪惡，，，，並且並且並且並且
一起復活進入新的生命一起復活進入新的生命一起復活進入新的生命一起復活進入新的生命
當中當中當中當中。。。。除了在入殮禮及除了在入殮禮及除了在入殮禮及除了在入殮禮及
守夜禮可採用此儀式守夜禮可採用此儀式守夜禮可採用此儀式守夜禮可採用此儀式
外外外外，，，，迎接禮及告別禮迎接禮及告別禮迎接禮及告別禮迎接禮及告別禮，，，，
甚至安葬禮也可用此儀甚至安葬禮也可用此儀甚至安葬禮也可用此儀甚至安葬禮也可用此儀
式式式式。。。。灑水的器具可用傳灑水的器具可用傳灑水的器具可用傳灑水的器具可用傳
統的灑水器統的灑水器統的灑水器統的灑水器，，，，也可用青也可用青也可用青也可用青
綠的樹枝代替綠的樹枝代替綠的樹枝代替綠的樹枝代替。。。。





� 靈柩上除了福音書或聖經之外靈柩上除了福音書或聖經之外靈柩上除了福音書或聖經之外靈柩上除了福音書或聖經之外，，，，可以放置一個小可以放置一個小可以放置一個小可以放置一個小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把福音書或十字架放在靈柩上把福音書或十字架放在靈柩上把福音書或十字架放在靈柩上把福音書或十字架放在靈柩上，，，，可作為可作為可作為可作為
救恩的證物救恩的證物救恩的證物救恩的證物，，，，印證亡者已被基督救贖印證亡者已被基督救贖印證亡者已被基督救贖印證亡者已被基督救贖，，，，是基督的是基督的是基督的是基督的
肢體肢體肢體肢體，，，，已經擁有復活的希望已經擁有復活的希望已經擁有復活的希望已經擁有復活的希望。。。。



4. 禮儀空間的安排禮儀空間的安排禮儀空間的安排禮儀空間的安排

• 在靈柩旁應矗立復活蠟在靈柩旁應矗立復活蠟在靈柩旁應矗立復活蠟在靈柩旁應矗立復活蠟，，，，靈柩的置放的高度一定不靈柩的置放的高度一定不靈柩的置放的高度一定不靈柩的置放的高度一定不
要超過祭台要超過祭台要超過祭台要超過祭台，，，，若可以的話若可以的話若可以的話若可以的話，，，，靈柩可直接放在鋪著地靈柩可直接放在鋪著地靈柩可直接放在鋪著地靈柩可直接放在鋪著地
毯的地面上毯的地面上毯的地面上毯的地面上，，，，或是安放在低架子上或是安放在低架子上或是安放在低架子上或是安放在低架子上。。。。



� 另外另外另外另外，，，，照片習慣放照片習慣放照片習慣放照片習慣放
在靈柩的前方在靈柩的前方在靈柩的前方在靈柩的前方，，，，其其其其
結果是把整個祭台結果是把整個祭台結果是把整個祭台結果是把整個祭台
遮住了遮住了遮住了遮住了，，，，應該避應該避應該避應該避
免免免免。。。。照片位置的安照片位置的安照片位置的安照片位置的安
排要端視禮儀空間排要端視禮儀空間排要端視禮儀空間排要端視禮儀空間
的狀況的狀況的狀況的狀況，，，，使之不阻使之不阻使之不阻使之不阻
擋祭台的視線擋祭台的視線擋祭台的視線擋祭台的視線，，，，也也也也
方便讓參禮者瞻方便讓參禮者瞻方便讓參禮者瞻方便讓參禮者瞻
仰仰仰仰。。。。通常解決的方通常解決的方通常解決的方通常解決的方
法是用支架將照片法是用支架將照片法是用支架將照片法是用支架將照片
安放在聖所的一方安放在聖所的一方安放在聖所的一方安放在聖所的一方
空間空間空間空間。。。。花的佈置也花的佈置也花的佈置也花的佈置也
是以不影響祭台的是以不影響祭台的是以不影響祭台的是以不影響祭台的
視線為最高原則視線為最高原則視線為最高原則視線為最高原則。。。。

















5. 禮儀中的記號禮儀中的記號禮儀中的記號禮儀中的記號

• 善用好的禮儀標記更勝千善用好的禮儀標記更勝千善用好的禮儀標記更勝千善用好的禮儀標記更勝千
言萬語言萬語言萬語言萬語，，，，且更能表達出在且更能表達出在且更能表達出在且更能表達出在
基督內基督內基督內基督內「「「「交託交託交託交託」、「」、「」、「」、「送送送送
行行行行」」」」和和和和「「「「重逢重逢重逢重逢」」」」的盼望的盼望的盼望的盼望。。。。
例如在靈柩前點燃復活蠟例如在靈柩前點燃復活蠟例如在靈柩前點燃復活蠟例如在靈柩前點燃復活蠟
燭燭燭燭，，，，乃是表示亡者已領受乃是表示亡者已領受乃是表示亡者已領受乃是表示亡者已領受
入門聖事入門聖事入門聖事入門聖事，，，，與基督出死入與基督出死入與基督出死入與基督出死入
生生生生，，，，並顯示他已進入永恆並顯示他已進入永恆並顯示他已進入永恆並顯示他已進入永恆
的光輝的光輝的光輝的光輝。。。。



• 把福音書或十字架放在把福音書或十字架放在把福音書或十字架放在把福音書或十字架放在
靈柩上靈柩上靈柩上靈柩上，，，，可作為救恩的可作為救恩的可作為救恩的可作為救恩的
證物證物證物證物，，，，印證亡者已被基印證亡者已被基印證亡者已被基印證亡者已被基
督救贖督救贖督救贖督救贖，，，，是基督的肢是基督的肢是基督的肢是基督的肢
體體體體，，，，已經擁有復活的希已經擁有復活的希已經擁有復活的希已經擁有復活的希
望望望望。。。。





• 灑聖水是紀念洗禮灑聖水是紀念洗禮灑聖水是紀念洗禮灑聖水是紀念洗禮 －－－－ 與基督出死入生的最好標記與基督出死入生的最好標記與基督出死入生的最好標記與基督出死入生的最好標記。。。。



• 而香也可表示亡者的身體而香也可表示亡者的身體而香也可表示亡者的身體而香也可表示亡者的身體
曾是聖神的宮殿曾是聖神的宮殿曾是聖神的宮殿曾是聖神的宮殿，，，，今日他今日他今日他今日他
已在天上獲得永遠的居已在天上獲得永遠的居已在天上獲得永遠的居已在天上獲得永遠的居
所所所所。。。。其實其實其實其實，，，，香也可以引伸香也可以引伸香也可以引伸香也可以引伸
為亡者的善行為亡者的善行為亡者的善行為亡者的善行，，，，這善行隨這善行隨這善行隨這善行隨
著亡者著亡者著亡者著亡者，，，，如馨香的晚祭如馨香的晚祭如馨香的晚祭如馨香的晚祭，，，，
上達天主台前上達天主台前上達天主台前上達天主台前，，，，蒙主悅蒙主悅蒙主悅蒙主悅
納納納納。。。。





6. 6. 6. 6. 禮儀中的音樂禮儀中的音樂禮儀中的音樂禮儀中的音樂

• 1) 1) 1) 1) 為什麼需要音樂為什麼需要音樂為什麼需要音樂為什麼需要音樂？？？？殯葬禮規殯葬禮規殯葬禮規殯葬禮規（（（（30303030））））
中特別提到中特別提到中特別提到中特別提到：「：「：「：「在殯葬禮中在殯葬禮中在殯葬禮中在殯葬禮中，，，，音樂是音樂是音樂是音樂是
不可或缺的不可或缺的不可或缺的不可或缺的。。。。它讓團體能夠表達出那它讓團體能夠表達出那它讓團體能夠表達出那它讓團體能夠表達出那
單靠語言所無法表達出的信仰和感單靠語言所無法表達出的信仰和感單靠語言所無法表達出的信仰和感單靠語言所無法表達出的信仰和感
受受受受，，，，它同時也有一種安慰舉哀者它同時也有一種安慰舉哀者它同時也有一種安慰舉哀者它同時也有一種安慰舉哀者，，，，並並並並
幫助他從悲痛中昇華的力量幫助他從悲痛中昇華的力量幫助他從悲痛中昇華的力量幫助他從悲痛中昇華的力量；；；；同時也同時也同時也同時也
在信德和愛德中在信德和愛德中在信德和愛德中在信德和愛德中，，，，使舉哀的聚會團體使舉哀的聚會團體使舉哀的聚會團體使舉哀的聚會團體
結合為一結合為一結合為一結合為一。」。」。」。」因此因此因此因此，，，，音樂的重要性是音樂的重要性是音樂的重要性是音樂的重要性是
不容忽視的不容忽視的不容忽視的不容忽視的。。。。



• 2) 2) 2) 2) 音樂的功能音樂的功能音樂的功能音樂的功能？？？？不管使不管使不管使不管使
用何種音樂用何種音樂用何種音樂用何種音樂，，，，它都該當它都該當它都該當它都該當
能夠能夠能夠能夠「「「「支持支持支持支持、、、、安慰及昇安慰及昇安慰及昇安慰及昇
華參禮者華參禮者華參禮者華參禮者，，，，並能在他們並能在他們並能在他們並能在他們
內產生一種望德內產生一種望德內產生一種望德內產生一種望德，，，，一種一種一種一種
對基督戰勝死亡對基督戰勝死亡對基督戰勝死亡對基督戰勝死亡，，，，並分並分並分並分
享基督勝利的盼望享基督勝利的盼望享基督勝利的盼望享基督勝利的盼望
（（（（31313131）。」）。」）。」）。」歌詞也應該歌詞也應該歌詞也應該歌詞也應該
要表達出要表達出要表達出要表達出「「「「基督受苦基督受苦基督受苦基督受苦、、、、
死亡及復活的逾越奧死亡及復活的逾越奧死亡及復活的逾越奧死亡及復活的逾越奧
蹟蹟蹟蹟，，，，同時應該與聖經的同時應該與聖經的同時應該與聖經的同時應該與聖經的
經文相聯繫經文相聯繫經文相聯繫經文相聯繫（（（（30303030）。」）。」）。」）。」



7. 告別禮告別禮告別禮告別禮

• 現在教會鼓勵殯葬禮時將靈柩抬至聖堂現在教會鼓勵殯葬禮時將靈柩抬至聖堂現在教會鼓勵殯葬禮時將靈柩抬至聖堂現在教會鼓勵殯葬禮時將靈柩抬至聖堂，，，，且按照且按照且按照且按照
GIRM #384 GIRM #384 GIRM #384 GIRM #384 ，，，，若遺體不在場若遺體不在場若遺體不在場若遺體不在場，，，，不得舉行不得舉行不得舉行不得舉行「「「「告別禮告別禮告別禮告別禮」」」」
（（（（辭靈禮辭靈禮辭靈禮辭靈禮）））） ，，，，即過去的即過去的即過去的即過去的「「「「擺安所擺安所擺安所擺安所」」」」 （（（（AbsolutioAbsolutioAbsolutioAbsolutio ）））） 。。。。



8. 家奠及公奠家奠及公奠家奠及公奠家奠及公奠



10. 安葬禮的方式安葬禮的方式安葬禮的方式安葬禮的方式





10. 諸聖相通功諸聖相通功諸聖相通功諸聖相通功（（（（紀念紀念紀念紀念））））

� “作七作七作七作七” 所強調信仰的含意所強調信仰的含意所強調信仰的含意所強調信仰的含意。。。。

� 紀念亡者紀念亡者紀念亡者紀念亡者，，，，除了在逝世紀念日除了在逝世紀念日除了在逝世紀念日除了在逝世紀念日、、、、追追追追
思已亡或清明節等特定日子為他們思已亡或清明節等特定日子為他們思已亡或清明節等特定日子為他們思已亡或清明節等特定日子為他們
獻彌撒獻彌撒獻彌撒獻彌撒，，，，並上聖山追思之外並上聖山追思之外並上聖山追思之外並上聖山追思之外，，，，堂區堂區堂區堂區
通常通常通常通常也設計具有創意的祖宗牌位也設計具有創意的祖宗牌位也設計具有創意的祖宗牌位也設計具有創意的祖宗牌位，，，，
將新亡者的名字鑲入其中將新亡者的名字鑲入其中將新亡者的名字鑲入其中將新亡者的名字鑲入其中，，，，以便團以便團以便團以便團
體及個人紀念他們體及個人紀念他們體及個人紀念他們體及個人紀念他們。。。。另外另外另外另外，，，，還有幾還有幾還有幾還有幾
種紀念的方式可以採行種紀念的方式可以採行種紀念的方式可以採行種紀念的方式可以採行：：：：

�

� －－－－ 捐錢或禮物給慈善機關團體捐錢或禮物給慈善機關團體捐錢或禮物給慈善機關團體捐錢或禮物給慈善機關團體。。。。

� －－－－ 捐錢或禮物給堂區為特定的牧靈捐錢或禮物給堂區為特定的牧靈捐錢或禮物給堂區為特定的牧靈捐錢或禮物給堂區為特定的牧靈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