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朝聖旅程」，我們祈求聖神『七恩』
聖神！請祢降臨，充滿祢信徒的心。在我們心內，燃起祢
的愛火。AlleluiA

『智慧』﹣	明認天主大愛是大智慧。求使我能明認什麼為
這朝聖團是好的，讓我努力愛這個團體，以互
愛行動彰顯天主的愛。

『明達』﹣	基督是道路和真理，通達天國的大門。求使我
能明白朝聖的意義，明認行程表的帶領，準時
到達各集合或朝聖點，尋找真道。

『聰敏』﹣	專注造物主的化工、為主賜的救贖作回應莫遲
	 延。求使在這朝聖團裡能多聆聽大會講解，
	 以共融及彼此的鼓勵去分享主給我們的啟示和
	 喜悅。
『超見』﹣	生活在現世的旅途，卻掛念天上的事。求使在

這朝聖旅途中，不忘察覺同行兄弟姊妹的需
要，在他們身上見到天主的面容，與團體一起
去服侍他，事奉祂。

『剛毅』﹣	立志抗拒魔鬼與誘惑，以善行彼此作活見證。
求使在這朝聖的日子裡，能神貧節制，早起讚
美主，早睡感主恩，與團友互相擔待，保守自
身和大家的安全。

『孝愛』﹣	在生活及工作中善盡本份，向天父表達一份兒
女心意。求使在旅程中，能溫純地接受牧者、
神師、領隊及導遊的帶領，並以一份孝愛之情
去照顧年長團友。

『敬畏』﹣	凡天主不喜歡的事，我也不喜歡。求使我每到
一處朝聖點，盡力先聽講解，接著祈禱，才拍
攝購物，以一致行動去做天主喜歡的事，以表
達我們對祂的敬畏。亞孟！

聖神！請祢降臨，充滿祢信徒的心。在我們心內，燃起祢
的愛火。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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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天氣 

城市 香港 蘇黎世 日內瓦 安尼斯 杜林 亞斯底 摩爾尼斯

平均最高溫 °C 31.1 23.3 25.8 25.7 27.1 28.2 28.6

每日平均溫度 °C 28.6 18 19.5 21.8

平均最低溫度 °C 26.6 13.8 14 14.1 16.5 16.9 17.9

平均降雨 mm 432.2 124 82 114.8 76.1 42.9

平均降雨日數 (≥ 1.0 mm) 16.93 11.6 7.9 10 7.7

平均相對濕度 (%) 81 74 67 73

平均日照時數 188.9 200 237 242 223.2

各地溫度較香港低，宜帶長袖外套於晚間及清晨使用。雨量比香港少，較乾爽及日照

時數較長，宜備帽子、防曬及護膚用品；雖然降雨日數少，仍需帶雨傘等防雨用具。 

 

各地地理等資料 

城市 香港 蘇黎世 日內瓦 安尼斯 杜林 亞斯底 基愛里 摩爾尼斯

總面積

km
2 1,104 87.88 15.93 13.75 130.17 151.82 54.3 13.3

距海平面

m
0 408 375 418 239 123 305 380

人口

總數
7,234,800 390,474 197,376 51,012 911,823 75,793 35,931 726

人口

計算日期
Aug-14 Dec-14 Dec-14 2011 Dec-12 Apr-09 Apr-09 Dec-08

夏季

比香港遲
6小時 6小時 6小時 6小時 6小時 6小時 6小時

主保聖人 --
洗者

若翰

St.

Secundus

of Asti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主保慶日 -- 6月24日
5月首

聖期二
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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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幼 大 家 庭 DB200 尋 夢 之 旅 朝 聖 團 員名 單   (一 )

(主要按朝聖者姓氏筆劃順序)

No 姓名 Name

1 狄剛總主教 M Ti Kang                                     神師 

2 陳鴻基神父 M Chan Hung Kee                    領隊 / 神師

3 謝錦芳修女 F Tse Kam Fong                           神師

4 江志釗神父 M Kong Che Chiu                          神師   

5 王國基 M Wong Kwok Kei                     C 組長

6 王陳淑雲       F Chan Suk Wan

7 王富美           F Wang Fu Mei

8 王麗明           F Wang Li Ming

9 史景輝           M Shih Ching Hui

10 白蓮金           F Pak Lin Kum

11 石華               F Shek Wah Beatrice                  E 組長

12 朱婉儀         F Chu Yuen Yee

13 何泰安           M Ho Tai On

14 何媛青           F Ho Isabelle Nui Ching

15 何嘉偉           M Ho Ka Wai

16 何諾智           M Ho Lok Chi Inigo

17 余中海 M Yu Chung Hoi Philip         二號車 聯絡

18 余伍惠芳      F Ng Wai Fong     　  　           H 組長

19 余宏焯           M Yu Wang Cheuk

20 余郭鳳玲       F Kwok Fung Ling

21 余頌康           M Yu Chung Hong

22 余錫泉      M Yu Sik Chuen

23 余蕭少娟       F Siu Siu Kuen

24 利淑蘭           F Lei Sok Lan

25 吳幼蘭           F Ng Yau Lan Ada

26 吳潔儀           F Ng Kit Yee

27 李天成           M Lee Tien Chen

28 李世潔           F Lee Sai Kit Rose

29 李玉展           F Lei Iok Chin

30 李志君          F Leite Maria Jesus Da Silva

31 李梁麗珍      F Lee Leung Lai Chun Jennifer 

32 李華金          F Lei Wa Kam

33 李學啟          M Lee Hok Kai Savio

34 李袁碧君    F Yuen Bick Kwun Anna

35 周雁梅           F Chau Ngan Mui

36 招袁煥儀      F Chiu Yuen Woon Yee Winnie

37 林木容 F Lam Mok Yung        團長 / 一號車 聯絡

38 林育義          M Lam Yuk Yee Paul                 G 組長 

39 林玩來          F Lam Woon Loy

40 林健銘          M Lam Kin Ming Clement

41 林寶鈿          F Lam Maria Coleta

備  (a) 夫人名字前加夫姓，以便工作人員安排酒店房間。   (b)名單未列出團友所屬組別，以保留分組靈活性。

註  (c) 各組長有最新的組員名單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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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幼 大 家 庭 DB200 尋 夢 之 旅 朝 聖 團 員名 單   ( 二 )

(按朝聖者姓氏筆劃順序)

No 姓名 Name

42 邱鳳英           F Yau Fung Ying　　                      A 組長

43 姜愛玲           F Keung Oi Ling                              K 組長

44 高逸行          M Ko Yat Hang John

45 高吳潔蓮      F Ng Kit Lin

46 崔和桂修女   F Tsui Woo Kwai

47 康福英           F Kang Fu Ying

48 康福溶          F Kang Fu Jung

49 張玉貞           F Cheong Ioc Cheng

50 張琦文         F Cheung Yee Man

51 張麗安修女  F Cheung Lai On

52 張競偉修女 F Cheung King Wai Angela

53 梁仲成         F Leung Chung Shing

54 梁秀麗           F Leung Sau Lai 

55 梁官漢          M Leao Joao Baptista Manuel 

56 梁秋燕          F Leung Chau In                               L 組長

57 梁偉泉          M Leong Wai Chun 

58 梁麥妍珊      F Couto Maria Antonieta

59 梁嘉琪          F Leong Ka Kei

60 許家輝           M Hui Ka Fai

61 許彭淑英       F Pang Shuk Ying

62 郭志              M Kwok Che Peter

63 郭苗金華       F Miu Kam Wa

64 郭亮廷           M Kwok Leong Ting

65 郭芬蘭           F Kwok Fan Lan

66 郭純德           F Kuo Chun Te

67 陳子坤           M Chan Tze Kwan　　                     D 組長

68 陳允慈          F Chan Wan Chi Maria Fatima

69 陳永傑           M Chan Wing Kit Paul

70 陳袁麗珊       F Yuen Lai Shan Eppil

71 陳秀芳         F Leite Chan Sao Fong

72 陳俊麟           M Chan Chun Lun

73 陳林素紅       F Lam So Hung

74 陳偉超           M Chan Wai Chiu

75 陳莫金鳳       F Mok Kam Fung                             B 組長

76 陳啟靈           M Chan Kai Ning Bosco

77 陳李潔貞       F Lee Kit Ching

78 陳漢豪           M Chan Hon Hou

79 陳鳳儀           F Chan Fung Yee

80 陳艷美           F Chan Yim Mee

81 彭惠芳 F Pang Wai Fong

備  (a) 夫人名字前加夫姓，以便工作人員安排酒店房間。      (b)名單未列出團友所屬組別，以保留分組靈活性。

註  (c) 各組長有最新的組員名單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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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幼 大 家 庭 DB200 尋 夢 之 旅 朝 聖 團 員名 單    ( 三 )

(按朝聖者姓氏筆劃順序)

No 姓名 Name

82 黃小蓮      F Wong Siu Lin

83 黃杏盈           F Wong Hang Ieng

84 黃杏詩           F Wong Hang Si

85 黃佩芬          F Vong Pui Fan

86 黃美儀           F Wong Mei Yee

87 黃偉傑           M Wong Vai Kit

88 黃周美玲       F Chow Mei Leng

89 黃惠賢           F Wong Wai Yin Anita

90 黃德儀           F Wong Tak I

91 楊玉麟           M Ieong Iok Lon Pedro Leonel

92 楊林瑞馨       F Lam Sui Hing

93 楊景明 M Yang Ching Ming     三號車 聯絡 / J 組長

94 楊林白梅      F Lin Pai Mei

95 楊靜薇           F Yeung Ching Mei Anna

96 詹志光          M Chim Che Kong Dominicus          F 組長 

97 詹張美儀      F Cheung Mei Yi 

98 劉月嫦         F Lau Xavier Francisca

99 劉保琼           F Lau Po King Teresa

100 劉麗梅         F Lau Valeria                                 M 組長

101 歐陽潔庸       F Au Yeung Kit Yung

102 蔡潔英           F Tchoi Rosa

103 蔡麗容          F Choi Lai Yung Christina

104 鄧美蓮           F Tang Mei Lin

105 鄭玉葉           F Cheng Yuk Yip

106 鄭淑霞          F Cheng Shu Hsia

107 黎俊賢          M Lei Lagarica Bosco

108 黎國榮          M Lai Kwok Wing

109 黎德敏           F Lai Tak Man Berneadette

110 蕭玉珍           F Siu Yuk Chun Vienna

111 霍玉芬           F Fok Yuk Fun

112 霍漢強           M Fok Hon Keong

113 霍李曼儀       F Lee Man Yee

114 霍希               M Fok Hei

115 謝秀歡           F Tse Sau Foon Eveleen

116 鍾德利           M Chung Tak Li

117 鍾寶強           M Chung Po Keung

118 鍾盧葉嫺       F Lo Yip Han

119 羅小薇           F Lo Siu Mei Jenny

120 龐玉嫻           F Pong Yuk Han

備  (a) 夫人名字前加夫姓，以便工作人員安排酒店房間。              (b)名單未列出團友所屬組別，以保留分組靈活性。

註  (c) 各組長有最新的組員名單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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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取  悅  主  是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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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而行、無拘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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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望鮑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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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求  無  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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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內  而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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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每 一 天 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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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用  機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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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出  喜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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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在  自  由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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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八日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聖詠集第三周） 第一晚禱

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上主，你創造萬有，統治宇宙，你使白晝燦爛光輝，
黑夜適於安歇，讓勞作者安眠無憂。
 當體力恢復時，再負起工作的擔子，繼續向前走。
 仁慈的上主，減輕我心靈的疲勞，解除焦慮和憂愁。
日光流逝，又近黃昏，我們舉心向上，歌唱頌禱，
求你大發慈悲，接引罪人回頭。
 我們全心歌頌，我們同聲呼求，獻出聖潔的愛心，
 獻出赤子的思慕，在上主面前，敬拜叩首。 
白日盡，夜將臨，信德無所懼，信德無所憂；
上主的光明，照耀不分晝夜，溫暖在心頭。
 至仁至慈的天父，俯聽我們的哀求，偕聖子及聖神，
 掌管天地萬物，同享福樂，永無盡頭。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從日出到日落，願上主的名受讚美。
聖詠113(112) （願上主的名常受讚美） 
  「他從高座上推下了權貴，却提拔了卑微。」(路1:52) 
上主的僕人，請同聲讚 頌，讚頌上 主的名。
 願上主的名受讚 美，從現在直 到永遠。
從日出到日 落，願上主的名 受讚美。
     上主超越列國萬 邦，他的光榮凌 駕穹蒼。
誰能與上主，我們的天主相 比？他從高處俯視諸天 和大地。
     把軟弱的人從塵埃裡救 起，把窮苦的人由糞土 中高舉。
使他們與公卿同 席，與民間的晉 紳並坐。



83

 使那不妊的婦女安居家 中， 成為多子的母親，其 樂融融。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從日出到日落，願上主的名受讚美。 

對經二：我要舉起救恩的杯，我要呼號上主的名。
聖詠116:10-19 (115)（在聖殿中謝恩）
  「我們要藉著基督不斷地把讚頌之祭獻給天主。」(希13:15) 

雖然我說過：「我痛 苦萬分」，我仍然保持 信心。
     我徬徨時， 曾說過：「人心虛僞，不可 信託。」
上主賜 我鴻恩，我將何以 為報？
     我要舉起救 恩的杯，我要呼號上主 的名；
我要在全體 子民前，向上主還我許 的願。 
     聖徒 的逝世，上主十分 珍視。
上主，至於我，我是你 的僕役，我和母親同樣侍 奉你。
     你解除了我的羈絆，= 我要呼求 你的名， 
 向你獻上讚頌 之祭。 
我要在全體 子民前，在上主聖殿的 庭院，
        耶路撒冷啊！在 你中間，向上主還我許 的願。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 亞孟。
對經二：我要舉起救恩的杯，我要呼號上主的名。

對經三：主耶穌自謙自卑，因此，天主高高舉揚了他。
聖歌  斐2:6-11 （論基督、天主的僕人）
耶穌基督雖具有天主的 形體，却沒有將自己與天主同等的地位，
把 持不捨。
     反而空虛自己，取了奴僕的 形體，降生成人，與 人相似。
形態上完全與人 一樣，他自謙自卑，服從至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
     因此，天主高高舉揚 了他， 
 賜給他一個名號，超越一 切名號； 
使天上人間，和地下的 一切，一聽耶穌的名號，都屈 膝叩拜。
     衆口同聲都明認耶穌基督 為主，以光榮天 主聖父。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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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三：主耶穌自謙自卑，因此，天主高高舉揚了他。 

簡短讀經　(希13:20-21)
賜平安的天主，曾憑著永約的血，把羣羊的大司牧我們的主耶
穌，從死者中領出來，願他使你們能行各種善功，以承行他的
旨意。願天主在我們身上，藉著耶穌基督，行他所喜悅的事；
願光榮歸於他，直到永遠。亞孟。

短對答詠
領：上主，你的化工何其浩繁。
答：上主，你的化工何其浩繁。
領：萬有都出於你的智慧。
答：何其浩繁。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上主，你的化工何其浩繁。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 主！讓我在水上走到你那裡去吧！耶穌伸手拉住伯多祿，
  向他說：你這個小信心的人，為什麼懷疑？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 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 孟。

對經： 主！讓我在水上走到你那裡去吧！耶穌伸手拉住伯多祿，
  向他說：你這個小信心的人，為什麼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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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詞
領： 基督憐憫饑餓的人民，為他們行了愛的奇蹟。我們想到他 
 的慈愛，也向他祈求：
眾： 主，求你對我們顯示你的慈愛。
領： 主，我們承認我們今天所得到的一切恩惠，全是出自你的
 慈愛，
     ──不要讓我們白白接受你的恩惠，而使我們能結出聖德
     的果實。
眾： 主，求你對我們顯示你的慈愛。
領： 你是萬民的光和救恩，求你護祐你派往普世的傳教士，
     ──在他們心內燃起聖神的熱火。
眾： 主，求你對我們顯示你的慈愛。
領： 求你通過他們使世人認識你和你的福音，
     ──在你的領導下，使我們都能慷慨地順從你的旨意。
眾： 主，求你對我們顯示你的慈愛。
領： 靈魂和肉身的神醫，求你安慰患病的人，援助臨終的人，
     ──求你也對我們廣施慈恩，扶助我們的軟弱。
眾： 主，求你對我們顯示你的慈愛。
領： 求你恩賜去世的人都加入你諸聖的行列，
     ──將他們的名字記錄在生命冊上。
眾： 主，求你對我們顯示你的慈愛。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在聖神的教導下，才敢稱你為父。求你
在我們心中，培育義子的精神，俾能堪當承受你許諾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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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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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聖詠集第三周） 第二晚禱

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創造光的天主，你使白晝大放光明； 
在新光的照耀下，開始創造宇宙的工程。
     自清晨到黃昏，白晝是你命名； 
 在這夜幕低垂時，俯聽我們的禱聲。 
當我們忘掉永生，沉溺在罪惡中， 
求你伸出援手，別讓我們失落生命。
     天國為我們開啓，爭取永恒的光榮； 
 逃避邪惡的遭遇，罪污皆洗淨。 
至仁至慈的天父，同性同體的聖子， 
二者與聖神共融，統治天地，萬世無窮。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上主對我主起誓說：你坐在我的右邊，阿肋路亞。=
聖詠 110(109) :1-5,7 （默西亞是君王也是祭司） 
   「基督必須為王，直到把一切仇敵屈服在他的腳下。」 

(格前15:25)

上主對我主起誓說：「你坐在我的右 邊， 
等我使你的仇敵，做你 的腳櫈。」
 上主自熙雍伸出你的權 杖，你要在你仇敵中統 治為王。 
在聖山上，你誕生之日，王位就屬於 你， 
我已經生了你，好像在黎明之前 的朝露。 
     上主發了誓，決不反 悔： 
 「你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 為祭司。」 
上主常在你的右 邊，他發怒之日，必要粉 碎列王。 
     君王將在路旁暢飲溪 水，因此他將挺 胸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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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上主對我主起誓說：你坐在我的右邊，阿肋路亞。

對經二：慈悲的上主使我們記憶他的奇蹟，阿肋路亞。
聖詠111(110) （上主的偉大工程）
  「上主，全能的天主，你的功行偉大奇妙。」(默15:3)
在義人的集會和 團聚中，我必要全心讚頌 上主。
     上主的化工確 實偉大，凡喜愛它的，必須 探察。
他的作為輝 煌光明，他的正義永遠 常存。
     上主實在慈 悲良善，他的奇蹟永留 人間。
他賜食物給敬畏 他的人，永遠懷念自己的 盟約。
     將他的奇能啓示給他 的子民，把外邦人的產業賞給 他們。
他的作為，真 誠公平，他的規誡，永不 變更，
     萬世萬代永 遠確定，是按照真理和公正而 構成。
他迅速救贖了他 的百姓，他訂立了永久的 誓盟。
     他的名號，神聖 而可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 開端。
按智慧行事，才能增 長見識，願上主受光榮，直到 永世。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對經二：慈悲的上主使我們記憶他的奇蹟，阿肋路亞。

對經三：我們全能的天主、上主已經為王，阿肋路亞。
聖歌  默19:1-2,5-7（論羔羊的婚筵）

阿肋路亞！勝利、光榮和德能，屬於我們的 天主，
因為他的判斷正確而又公平。阿 肋路亞！
     阿肋路亞！天主的僕人，請讚美我們的 天主，
     凡敬畏他的人，無論大小尊卑，請讚美天主。阿 肋路亞！
阿肋路亞！我們全能的天主上主掌握了 王權，
我們要歡欣鼓舞，將光榮歸於天主。阿 肋路亞！
     阿肋路亞！羔羊的婚期已經  臨近，  
 他的新娘也盛粧以待。阿 肋路亞！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我們全能的天主、上主已經為王，阿肋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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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讀經　(伯前1:3-5)
我們要讚美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他的父，他仁慈無量，藉耶穌
基督由死者中的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獲得那充滿生命的
希望，並獲得那為你們保留在天上的不朽壞而完整的產業。因
為天主以大能保護你們，使你們藉著信心而獲得救恩。這救恩
已準備好，要在末世實現。

短對答詠
領：上主，你在穹蒼之上應受讚美。
答：上主，你在穹蒼之上應受讚美。
領：應受讚美，應受光榮。
答：應受讚美。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上主，你在穹蒼之上應受讚美。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主說：你的財富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 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孟。

對經：主說：你的財富在那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禱詞
領：天主派遣聖子救贖世人，改造了昔日所創造的世界，並時 
 時以慈愛予以更新。我們現在以歡愉之心向他呼求：
眾：上主，求你在我們中間重行你慈愛的奇蹟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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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天主，我們感謝你，因為你在所創造的萬物身上啓示了你 
 的全能，
     ──宇宙的運行，顯示了你的照顧。
眾： 上主，求你在我們中間重行你慈愛的奇蹟異事。

領： 求你藉著你的聖子，和平的使者和十字架上的勝利者，
     ──救我們免除無謂的恐懼和失望。
眾： 上主，求你在我們中間重行你慈愛的奇蹟異事。

領： 求你賞賜所有愛護和尊重正義的人，
     ──誠心誠意地共同建立世界的真正和平。
眾： 上主，求你在我們中間重行你慈愛的奇蹟異事。

領： 求你援助受壓迫的，拯救被奴役的，安慰貧困的，給饑餓 
 的人食物，使病弱的人堅強，
     ──求你在一切事上，顯示出你聖子十字架的勝利。
眾： 上主，求你在我們中間重行你慈愛的奇蹟異事。

領：你曾奇妙地使死後被埋葬的你的聖子，光榮地復活，
     ──求你恩賜去世的人同你的聖子共享永生。
眾：上主，求你在我們中間重行你慈愛的奇蹟異事。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在聖神的教導下，才敢稱你為父。求你
在我們心中，培育義子的精神，俾能堪當承受你許諾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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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 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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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萬世萬代的君王，榮耀的君王，帶領你的忠僕，進入永恆的光明。
     請俯聽你的子民，為紀念你的殉道者， 
 唱出心底的讚頌，懇切的禱聲。
天主聖神的大能，使我們英勇奮戰， 
克服邪惡與死亡，享受勝利的光榮。
    殉道者的君王，基督，光榮歸於你， 
 及父及聖神，世世無窮。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老楞佐成為殉道者，他明認了主耶穌的聖名。
聖詠116:1-9 (114)  （謝恩）
  「我們必須歷盡艱苦，才能進入天主的國。」(宗14:22)
我傾心愛慕上 主，因為他俯聽了我 的哀訴。
     他側耳垂聽了 我，我要一生 呼求他。
死亡的繩索纏繞著我，= 陰府的恐懼籠罩著 我，
憂苦與煩惱困 擾著我。
     我呼求上主的聖 名：「上主，求你挽救我 的生命。」
上主富於憐憫和正 義，我們的天主慈 愛無比；
     上主愛護誠樸的 人，我遭受迫害，他救 拔了我。
我的靈魂，你要恢復平 靜，因為上主厚 待了你。
     因為他曾救我脫離死 亡，使我不再流淚，使我不 致跌倒。
我要在天主面 前，生活於 人世間。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老楞佐成為殉道者，他明認了主耶穌的聖名。

八月十日  聖老楞佐 (執事、殉道) (慶日)
 (常年期第都十九周星期一)  (聖詠集第一周) 晚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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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二：聖老楞佐高聲說：我非常高興，因為我堪作基督的犧牲。
聖詠116:10-19 (115) （在聖殿中謝恩）
  「我們要藉著基督不斷地把讚頌之祭獻給天主。」(希13:15) 

雖然我說過：「我痛 苦萬分」，我仍然保持 信心。
     我徬徨時，曾說過：「人心虛僞，不可 信託。」 
上主賜 我鴻恩，我將何以 為報？
     我要舉起救 恩的杯，我要呼號上主 的名；
我要在全體 子民前，向上主還我許 的願。
     聖徒 的逝世，上主十分 珍視。
上主，至於我，我是你 的僕役，我和母親同樣侍 奉你。
     你解除了我的羈絆，= 我要呼求 你的名， 
 向你獻上讚頌 之祭。
我要在全體 子民前，在上主聖殿的 庭院，
     耶路撒冷啊！在 你中間，向上主還我 的願。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對經二：聖老楞佐高聲說：我非常高興，因為我堪作基督的犧牲。

對經三：主耶穌基督，我感謝你，因為我堪當進入你的門戶。
聖歌  默4:11; 5:9,10,12 （蒙救贖者的讚詞）

上主、我們的 天主， 你理當接受光榮，尊威 和權能。
     因為你創造了 萬物，萬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而造成， 而存在。
上主，只有你堪當接受那 書卷，開啓書卷上 的封印。
     因為你曾被宰殺，= 從各支派，各語言，各民族，各國 家中，
     用你的血把我們贖回來，歸 於天主；
使我們成為天國的子民，和侍奉天主的 祭司， 
我們必要為王，統 治世界。
     被宰殺的羔羊理當接受 權能， 
 富裕、智慧、英勇、尊威、光榮 和讚頌！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主耶穌基督，我感謝你，因為我堪當進入你的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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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讀經　(伯前4:13)
你們要喜歡，因為分受了基督的苦難，這樣好使你們在他光榮
顯現的時候，也能歡欣踴躍。

短對答詠
領：天主，你曾考驗了我們，又領我們得到自由。
答：天主，你曾考驗了我們，又領我們得到自由。
領：他像煉銀子一般煉淨了我們，
答：又領我們得到自由。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天主，你曾考驗了我們，又領我們得到自由。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 聖老楞佐說：我的黑夜並不黑暗，一切都在光明中燦爛
  輝煌。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 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 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 孟。

對經： 聖老楞佐說：我的黑夜並不黑暗，一切都在光明中燦爛
  輝煌。

禱詞
領：正在此時，殉道者的君王，在最後晚餐中把自己的生命奉
 獻作為祭品，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出來了，我們
 要感謝他：
眾：主，我們頌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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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我們的救主，你是所有殉道者的根源和模範，我們讚
 美你，因為你愛我們愛到極點，
眾：主，我們頌揚你。

領：因為你召喚所有的罪人悔改，以獲得生命的賞報，
眾：主，我們頌揚你。

領：因為你傾流了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以赦免罪惡，並將這
 血賜給了教會，作為祭獻的犧牲。
眾：主，我們頌揚你。

領：因為靠著你的恩寵，我們才能堅持信德，直到今天，
眾：主，我們頌揚你。

領：因為今天你使許多弟兄有分於你的死亡，
眾：主，我們頌揚你。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天主，聖老楞佐受到你愛的驅使，忠誠地事奉了你，並為你光
榮殉道；求你賞賜我們愛他所愛的，並以行動，實踐他所教導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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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 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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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耶穌，貞潔的羔羊，童貞聖女的不朽榮冠， 請保護你的教會，使
它純潔聖善；
     眾童貞喜樂歡騰，經歷了世途的艱險， 
 追隨你到天國，參加永恆的聖筵。
童貞瑪利亞的聖子，貞潔生活的模範，
眾貞女齊聲歌頌，仰瞻你的慈顏；
     求你堅定我們的信仰，克服我們生活的困難，
     以天上的雨露，滋潤我們的心田。
耶穌，光榮歸於你，及父及聖神，  
世世代代，永不間斷。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上主保護他的子民。
聖詠125(124)（上主是他子民的守護者）
  「願平安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迦6:16)    
依賴上主的人，穩如熙雍 山， 要永遠屹 立不搖。
     群山圍繞著耶路撒冷，= 上主也保護著他的子 民， 
 從現在直 到永恆。
上主不容惡勢力統治義人的命 運，以免他們伸 手行凶。
     上主，求你恩待善良的 人，賜福給心地正 直的人。
那離棄正路，走入歧途的人，= 上主必使他們與惡徒一同沉 淪，
唯願以色列永 享太平。

八月十一日  聖嘉勒 (貞女) (紀念)
 (常年期第都九周星期二)  (聖詠集第三周) 晚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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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上主保護他的子民。

對經二：你們若不變得像似孩童，決不能進入天國。
聖詠131(130)（赤子般的信賴上主）
  「我是良善心謙的，你們要向我學習。」(瑪11:29)

上主，我不心 高氣傲，我也不敢自視 過高；
     我決不好 大喜功，也不妄想成 大業。
但願我 的心靈，得享平靜與 安寧；
     我的心靈好似吃奶 的嬰兒，就像嬰兒偎依在母親 懷中。
以色列，你要仰 賴上主，從現今直到 永遠！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對經二：你們若不變得像似孩童，決不能進入天國。

對經三： 上主，求你使我們成為天國的子民和侍奉天主的祭 
  司。
聖歌  默4:11; 5:9,10,12（蒙救贖者的讚詞）

上主，我們的 天主，你理當接受光榮，尊威 和權能；
     因為你創造了 萬物，萬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而存在， 而造成。
上主，只有你堪當接受那 書卷，開啟書卷上 的封印。
     因為你曾被宰殺，= 從各支派，各語言，各民族，各國 家中，
     用你的血把我們拯救出來，歸 於天主；
使我們成為天國的子民和祭司，侍奉我們的 天主， 
我們必要為王，統 治世界。
     被宰殺的羔羊理當接受 權能，  
 富裕、智慧、英勇、尊威、光榮 和讚頌！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 上主，求你使我們成為天國的子民和侍奉天主的祭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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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讀經　(格前7:32,34b)
我願你們無所掛慮：沒有妻子的所掛慮的是主的事，只想怎樣
悅樂天主；沒有結婚的女子和童貞女，所掛念的是主的事，一
心使身心聖潔。

短對答詠
領：貞女被帶到君王面前，滿心喜樂。
答：貞女被帶到君王面前，滿心喜樂。
領：她們進入君王的宮殿。
答：滿心喜樂。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貞女被帶到君王面前，滿心喜樂。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你們歡欣踴躍吧！因為你們的名字已登記在天上了。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 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 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孟。

對經：你們歡欣踴躍吧！因為你們的名字已登記在天上了。

禱詞 
領： 基督讚揚那些為天國而守貞的人；我們要熱烈的讚美他、 
 祈求他：
眾： 基督，貞女的君王，求你俯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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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基督，你將教會作為獻給你的、貞潔的淨配，
 ──求你使它常保持純潔神聖。
眾： 基督，貞女的君王，求你俯聽我們。

領：基督，聖潔的貞女提著燈來迎接你，
　 ──求你保護獻身於你的修女，使她們忠信的燈常燃不
 熄。
眾：基督，貞女的君王，求你俯聽我們。

領： 主，身為貞女與慈母的教會，對你常常保持完整與純真的 
 信德，
 ──求你使眾信友也能保持信仰的純真與完整。
眾： 基督，貞女的君王，求你俯聽我們。

領： 你使你的子民歡慶童貞聖女嘉勒的慶節，
 ──求你使我們常常因她的代禱而感到歡欣。
眾： 基督，貞女的君王，求你俯聽我們。

領： 你曾迎接聖潔的貞女，參加天上的婚筵，
 ──求你恩賜已亡的信眾，進入天上婚筵的大廳。
眾： 基督，貞女的君王，求你俯聽我們。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仁慈的天主，你曾引導聖嘉勒熱愛神貧；求你藉她的代禱，幫
助我們以安貧樂道的精神追隨基督，將來也能到達天國，永遠
瞻仰你的聖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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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 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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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至聖的造物真主，你的光明充滿宇宙， 
萬物燦爛光輝，日月運行，從不越軌。
     群星閃動，各有規律；晝夜有分界， 
 月份各不同，莫不依次進退。
上主，求你照亮人心，洗淨精神的污染，  
解除罪惡的桎梏，粉碎邪惡的勢力，一片祥和福瑞。
     仁慈的天父，偕唯一聖子，施慰的聖神， 
 統治乾坤，大地春回。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含淚播種的，必含笑收割。
聖詠126(125) （我們的喜樂和希望全在天主）
  「你們如何分擔了痛苦，也要同樣共享安慰。」(格後1:7)

上主率領俘虜回到熙 雍，我們彷佛身 在夢中。
 那時，我們滿心歡 樂，我們引 吭高歌。
那時，異民彼此 說： 「上主為他們作 了大事！」
     上主為我們行了奇 蹟， 我們都滿 心歡喜。
上主，求你領我們重歸故 里， 好像沙漠中再 見小溪。
     含淚播種 的， 必含 笑收割。
他們且行且哭，出去播種耕 耘，
他們載欣載奔，回來背 著麥捆。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含淚播種的，必含笑收割。

八月十二日  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三
或 聖婦方濟加．尚達爾 (紀念)

 (聖詠集第三周) 晚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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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二日  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三
或 聖婦方濟加．尚達爾 (紀念)

 (聖詠集第三周) 晚禱
對經二：上主為我們興工建屋，防守城堡。
聖詠127(126) （若無天主，則徒勞無功）
  「你們是天主的建築物。」(格前3:9)    
若非上主興 工建屋，建築的人徒然 勞碌；
     若非上主防 守城堡，警醒護守也是 徒勞。
縱然你清 晨早起，深夜不眠，也徒然 無益。
     茹苦含辛，也僅 得一飽；上主所愛的，卻毫無 煩惱。
子女是上主恩賜 的產業，兒孫承歡是他的 酬報。
     年輕力壯所得 的子嗣，有如勇士手中的 箭矢；
裝滿箭囊的人，確 實有福，城門之前與敵相爭，決不 受辱。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二：上主為我們興工建屋，防守城堡。

對經三：基督是萬物的長子，他在萬有中高居首位。
聖歌  哥1:12-20 
  （基督是萬物的長子，是首先從死者中復活的。）

感謝天父，使我們在光 明中，堪享聖徒 的福分。
     他救我們脫離了黑暗的 權勢，把我們徙置到他愛子 的國土。
在他愛子內，我們得到了 救贖，獲得 了罪赦。
     他是看不見的天主的 肖像，是萬物 的長子。
因為上天下地的一切，無論有形與無形，=

上座者或宰制者，率領者，或掌 權者，都是藉他而 創造的。
     一切都藉著他，並為了他而受造，=

     他在萬有之先就已 存在，萬有都賴他而各 得其所。
他是教會的頭，也就是他身體的頭，=

他是原始，是首先從死者中復 活的，使他在萬有之中高 居首位；
     因為天主樂意使整個圓滿住在 他內，
     並藉著他在十字架傾流的血，建立 了和平。
使人間和天上的 一切， 都與天主重 歸於好。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基督是萬物的長子，他在萬有中高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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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讀經　(弗3:20-21)
願光榮歸於天主，他能以在我們身上所發揮的德能，成就一
切，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願他在教會內，藉著耶穌基督獲
享光榮，至於萬世萬代。阿孟。

短對答詠
領：上主，求你救助我，求你憐憫我。
答：上主，求你救助我，求你憐憫我。
領：不要把我的靈魂與罪人一同拋棄。
答：求你憐憫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上主，求你救助我，求你憐憫我。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全能者給我作了奇事，他的名號何其神聖。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 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 遠。亞 孟。

對經：全能者給我作了奇事，他的名號何其神聖。

禱詞
領： 天主派遣自己的聖子作他子民的救主和模範。我們現在謙
 恭地呼求他：
眾： 上主，願你的子民都讚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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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我們感謝你，因為你揀選了我們獲享救恩的初果，
　 ——你召叫了我們分享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榮耀。
眾： 上主，願你的子民都讚頌你。

領： 願所有信仰你的人，都能一致相信你啟示的真理，
　 ——並願他們藉著愛德彼此團結，和平相處。
眾： 上主，願你的子民都讚頌你。

領： 宇宙萬物的造主，你願意你的聖子下降人間，與世人一齊
 出力工作。
　 ——求你眷顧那以勞力血汗而謀生的工人。
眾： 上主，願你的子民都讚頌你。

領： 也求你眷顧那些為服務人群而獻身的人，
　 ——不要讓他們因失敗或他人的過失，而灰心喪志。
眾： 上主，願你的子民都讚頌你。

領： 求你憐憫我們已亡的弟兄，
　 ——不要將他們交於惡魔權下。
眾： 上主，願你的子民都讚頌你。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仁慈的天主，求你俯聽你教會的禱聲，寬恕我們的過犯，使我
們靠你的寵佑忠誠地侍奉你，並在你的保護下，身心獲得保
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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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 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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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大能的天主，你造生萬物，魚族水中游， 
鳥類飛翔在天空，各歸其所，各顯其能。
     求你普施宏恩，滌除僕人的罪污，使我們不再失足，
     免遭喪亡的悲痛；上主，我們的天主，我們向你哀禱歌頌。
慈悲的天主，求你大力助佑，不怕邪惡的張狂，也不自滿自足，
不因挫折而灰心喪志，不因驕傲而失落恩寵。
     仁慈的天父，偕唯一聖子，施慰的聖神，
     統治大地乾坤，同享尊威與光榮，世世無窮。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上主，願你的聖民踴躍歡欣，進入你的住所。
聖詠132(131) （天主給達味宗室的恩許）
  「上主天主要把耶穌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路1:32)
上主，求你懷念達 味，和他的一 切勞瘁。
     因為他曾向上主發 誓，向雅各伯的大能 者許願：
除非我為上主找到居 處，為雅各伯的大能者，準備 好帳幕，
     我決不進入我的房 屋，也決不登 上牀鋪，
我決不合 眼，也 不睡眠。
     我們聽說約櫃在厄弗 辣，就在雅爾平原找 到了它。
「讓我們進入他的住 宅，在他腳前俯 首叩拜。」
     上主，你和你威能的約 櫃，請起來，駕臨你安 居之所。
願你的祭司身披正 義，願你的聖民踴 躍歡喜。

八月十三日  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四 
或 聖彭謙 (教宗、殉道)

及 聖希玻里 (司鐸、殉道) (紀念)
(聖詠集第三周) 晚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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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  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四 
或 聖彭謙 (教宗、殉道)

及 聖希玻里 (司鐸、殉道) (紀念)
(聖詠集第三周) 晚禱

     為了你的僕人達 味，莫將你的受傅 者拋棄。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上主，願你的聖民踴躍歡欣，進入你的住所。

對經二：上主揀選了熙雍做他的王宮。
上主向達味 起了誓，決不會將誓言 收回：
     「我要使你 的兒子， 繼承你的 王位。」
你的子孫若遵守我的誓約 和典章，他們的子孫也必世代 為王，
     上主揀選 了熙雍，作為自己的 王宮：
「這是我永久安 息之處，我願意在這裡 居住。
     我要賞賜城中食 糧充裕，窮人都得 飽飫，
祭司蒙 受救恩，聖民踴躍 歡欣。
     我要在這裡為達味興起一 位後裔， 
 受傅者前明燈常燃，王位永垂 弗替。
我要使他的仇敵備 嘗羞辱，使他頭上的冠冕光耀 奪目。」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對經二：上主揀選了熙雍做他的王宮。

對經三：上主，萬民將一同前來，向你叩拜。
聖歌  默11:17-18; 12:10-12 （天主的審判）

今昔永存的上主，全能的天主！=  我們感 謝你， 
因為你掌握大權，統 治乾坤。
     異民憤憤 不平，你的震怒隨 即來到。
那時你也審判死者，= 對你的僕人、先知、聖徒，
以及敬畏你名的，無論尊卑，一 律酬庸。
     現在我們的天主已完成救恩，彰顯威能，建立 神國，
     他的受傅者基督已擁 有權威；
日夜在天主面前的控 訴者， 
那誣告我們弟兄的，已從天上 被摔下。
     他們靠自己的證言和羔羊的血，戰勝了 惡魔，
     他們寧願殺身成仁，捨 生取義。
為此，高天和天上的 聖民， 請你們鼓 舞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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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上主，萬民將一同前來，向你叩拜。

簡短讀經　(伯前3:8-9)
你們大家都要同心合意，同甘共苦，友愛如弟兄，慈悲為懷，
謙虛溫和；總不要以惡報惡，以罵還罵；反而要祝福，因為你
們蒙召，就是為了承受主的降福。

短對答詠
領：上主要以上等的麥麵養育選民。
答：上主要以上等的麥麵養育選民。
領：用石縫中流出的野密飽飫我們。
答：養育選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上主要以上等的麥麵養育選民。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上主從高座上推下權貴，卻提拔了弱小卑微。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 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 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 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 孟。

對經：上主從高座上推下權貴，卻提拔了弱小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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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詞
領：基督是他子民的牧者，保護者和安慰者。我們現在以虔誠
 的心懇求他：
眾： 主，我們的避難所，求你俯聽我們。
領： 主，你召叫了我們進入你的聖教會，我們感謝你，
　 ——求你保佑我們，使我們常常忠於你的教會。
眾： 主，我們的避難所，求你俯聽我們。
領： 你曾把照顧全世教會的責任，交托給我們的教宗，
　 ——求你賞賜他堅強的信德，活潑的望德和熱切的愛德。
眾： 主，我們的避難所，求你俯聽我們。
領： 求你賞賜罪人回頭改過，使失足跌倒的人能再站起來，
　 ——使所有的人，都能改過自新，獲得救恩。
眾： 主，我們的避難所，求你俯聽我們。
領： 你曾寄居異地，度過流亡的生活，
　 ——求你記得那些離鄉背井，居無定所的人。
眾： 主，我們的避難所，求你俯聽我們。
領： 求你也記念那些曾仰望你的亡者，
　 ——賞賜他們永遠的安息。
眾： 主，我們的避難所，求你俯聽我們。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天主，在這一天快要結束的時刻，我們感謝你的照顧；並求你
以無限仁慈，寬恕我們因人性脆弱所造成的種種過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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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106

八月十五日  聖母蒙召升天節 (節日) 
第一晚禱

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萬福童貞瑪利亞，人類的希望，俯聽我們的呼求，顯示慈母的心腸。
     罪惡的枷鎖沉重，怎不顫慄驚慌？ 
 慈母速來解救，心靈得以舒暢。
助我遠離邪惡，矢志追隨基督，使我身在塵世，心繫天鄉。
     死亡的威脅可怕，世俗誘惑使我傍徨， 
 懇求天上慈母，時刻伴隨身旁。
基督，你生於童貞，光榮歸於你，偕父及聖神，萬世無疆。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基督上升天廷，為他極貞潔的母親準備了永生的住所。
聖詠113(112) （願上主的名常受讚美） 
  「他從高座上推下了權貴，却提拔了卑微。」(路1:52) 

上主的僕人，請同聲讚 頌，讚頌上 主的名。
     願上主的名受讚 美，從現在直 到永遠。
從日出到日 落，願上主的名 受讚美。
     上主超越列國萬 邦，他的光榮凌 駕穹蒼。
誰能與上主，我們的天主相 比？他從高處俯視諸天 和大地。
     把軟弱的人從塵埃裡救 起，把窮苦的人由糞土 中高舉。
使他們與公卿同 席， 與民間的晉 紳並坐。
    使那不妊的婦女安居家 中，成為多子的母親，其 樂融融。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基督上升天廷，為他極貞潔的母親準備了永生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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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二： 樂園的門因厄娃而對全人類關閉，卻被貞女瑪利亞再
  度洞開，阿肋路亞。
聖詠147:12-20 （重建耶路撒冷）
  「你來，我要把新娘－羔羊的淨配，指給你看。」(默21:9)

耶路撒冷，你要讚 頌上主！ 熙雍，你要讚頌你的 天主！
     因為他鞏固了你 的城門， 降福了在你中間的 子女 ；
也使你的四 境平安， 讓你飽享上好的 麥麵。
     他向大地發出自己 的諭旨， 他的聖旨即刻迅速 傳遞。
他降雪有 如羊毛， 他撒霜好似 飛絮。
     他拋下冰雹好 似碎石，他發出寒氣，水便 凝結；
他一發言，冰塊即 刻溶化，他一噓氣，靜水立即 流動。
     他將自己的旨意曉諭  雅各伯。把自己的誡律啟示給以  色列。
他從沒有這樣恩待過任 何國家， 
也從未向他們宣示過自己的 律法。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對經二： 樂園的門因厄娃而對全人類關閉，卻被貞女瑪利亞再
  度洞開，阿肋路亞。

對經三： 童貞瑪利亞已被高舉在諸天之上；請大家前來：讚美
  君王基督，他的王國萬世常存。
聖歌  弗1:3-10 （論救主天主）

願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受 讚美，
他在天上，在基督內，賜給我們各種屬神 的福份；
     因為他在創世之前，已在基督內簡選了 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聖 潔無瑕。
他又出於愛心，按照自己的決意，= 藉耶穌基督預定了 我們，成
為他的義子，而歸 他所有，
     使人頌揚他恩寵的 光榮， 這是他在愛子內賜給我們 的恩寵；
我們藉他愛子的血在他愛 子內， 獲得了救贖和罪過 的赦免。
     天主把這恩寵，豐厚地傾注在我們 身上，  
 賜給我們各種智慧 和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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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 奧秘， 

這都是依照他在愛子內所定 的計劃。
     按照他的措施，時期 一滿， 
 就使上天下地的一切，重歸 於基督。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 童貞瑪利亞已被高舉在諸天之上；請大家前來：讚美
  君王基督，他的王國萬世常存。

簡短讀經　(羅8:30)
天主不但召叫了他所預定的人，而且也使他召叫的人成義，並
使成義的人分享他的光榮。

短對答詠
領：瑪利亞被接升天，天使歡欣鼓舞。 
答：瑪利亞被接升天，天使歡欣鼓舞。
領：他們歌頌讚美上主。 
答：天使歡欣鼓舞。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瑪利亞被接升天，天使歡欣鼓舞。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
 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因為全能者給我做了奇事，阿肋
路亞。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 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109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孟。

對經： 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因為全能者給我做了奇事，阿
  肋路亞。

禱詞
領： 全能的天父使他聖子的母親瑪利亞世世代代受人稱揚。我
 們要熱烈地讚美他，懇切向他祈禱：
眾：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領：天主，你行了奇妙的事，你使無玷童貞瑪利亞，肉身和靈
 魂都能分享基督天上的光榮，
　 ──求你使你子女們的心靈也能嚮慕同樣的光榮。
眾： 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領：你將瑪利亞賜給我們，作我們的母親，
　 ──求你因她的轉求治癒懦弱的、安慰憂苦的、寬恕罪
 人，並賜給眾人救恩與平安。
眾： 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領： 你曾使瑪利亞充滿恩寵，
　 ──求你也賜給我們你豐富的恩寵。
眾：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領： 求你使你的教會一心一德，在愛德中團結一致，
　 ──並使所有信徒與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同心合意地專務
 祈禱。
眾： 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領： 你立了瑪利亞為天上的母后，
　 ──求你使所有去世的人在你的國內能與諸聖共用永福。
眾： 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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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天主，你垂顧了榮福童貞瑪利亞的卑微，使她充滿聖寵，成為
你唯一聖子藉以降生成人的母親；今天，你又加給她至高的榮
耀。求你因她的轉求，使我們獲得你的救贖之恩，日後同享升
天的光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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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 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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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  聖母蒙召升天節 (節日) 
第二晚禱

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萬福童貞瑪利亞，人類的希望，   

俯聽我們的呼求，顯示慈母的心腸。
     罪惡的枷鎖沉重，怎不顫慄驚慌？ 
 慈母速來解救，心靈得以舒暢。
助我遠離邪惡，矢志追隨基督，使我身在塵世，心繫天鄉。
     死亡的威脅可怕，世俗誘惑使我傍徨， 
 懇求天上慈母，時刻伴隨身旁。
基督，你生於童貞，光榮歸於你，  
偕父及聖神，萬世無疆。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瑪利亞被接升天，天使歡欣鼓舞，歌頌讚美上主。
聖詠 122(121) （耶路撒冷聖城）
  「你們走進了熙雍山和永生天主之城，天上的耶路撒冷」

(希12:22) 
我真高興，因為有人對我 說：「我們要進入上主 的聖殿！」
     耶路撒冷！我們的 腳，已經進入你 的門限。
耶路撒冷的確是一座京 城，有雄偉的建築，整齊 的市容。
     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湧向城  中，  
 按照以色列的慣例，稱頌上 主的名。
這裡設有審判的寶 座， 就是達味宗室 的寶座。
     請為耶路撒冷祈求太 平； 願那喜愛你的人獲 享安寧。
願你的城垣內永享和 平， 願你的堡壘中常 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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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我的弟兄和同  伴，  
 我要祝禱說：「願平安常在  你中間。」
為了上主我們天主的殿 宇， 我要祝福你萬 事如意。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瑪利亞被接升天，天使歡欣鼓舞，歌頌讚美上主。

對經二： 童貞瑪利亞被接到天廷，萬王之王在那裡，坐在群星
  圍繞的寶座上。
聖詠127(126) （若無天主，則徒勞無功）
  「你們是天主的建築物。」(格前3:9)

若非上主興 工建屋， 建築的人徒然 勞碌；
     若非上主防 守城堡，警醒護守也是 徒勞。
縱然你清 晨早起， 深夜不眠，也徒然 無益。
     茹苦含辛，也僅 得一飽；上主所愛的，卻毫無 煩惱。
子女是上主恩賜 的產業， 兒孫承歡是他的 酬報。
     年輕力壯所得 的子嗣，有如勇士手中的 箭矢；
裝滿箭囊的人，確 實有福，城門之前與敵相爭，決不 受辱。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對經二： 童貞瑪利亞被接到天廷，萬王之王在那裡，坐在群星
  圍繞的寶座上。

對經三： 你是上主所降福的女兒，因為通過你，我們才能分享 
  常生的果實。
聖歌  弗1:3-10 （論救主天主）  
願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受 讚美，
他在天上，在基督內，賜給我們各種屬神 的福份；
     因為他在創世之前，已在基督內簡選了 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聖 潔無瑕。
他又出於愛心，按照自己的決意，= 藉耶穌基督預定了 我們，
成為他的義子，而歸 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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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頌揚他恩寵的 光榮，這是他在愛子內賜給我們 的恩寵；
我們藉他愛子的血在他愛 子內，獲得了救贖和罪過 的赦免。
 天主把這恩寵，豐厚地傾注在我們 身上， 
 賜給我們各種智慧 和明達，
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 奧秘，這都是依照他在愛子內所定  的計劃。
     按照他的措施，時期 一滿，  
 就使上天下地的一切，重歸 於基督。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 你是上主所降福的女兒，因為通過你，我們才能分享 
  常生的果實。

簡短讀經　(格前15:22-23)
就如在亞當內，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內眾人也都要復
活；不過各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序：首先是初果基督，然後是那
些在基督再來時屬於他的人。

短對答詠
領：童貞瑪利亞已被高舉在天使之上。 
答：童貞瑪利亞已被高舉在天使之上。
領：願高舉她的天主受讚美。
答：在天使之上。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童貞瑪利亞已被高舉在天使之上。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 今天童貞瑪利亞被接升天；請歡欣踴躍，因為她與基督 
  永遠為王。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 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 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 賜予敬畏 祂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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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 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 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 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 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 孟。

對經： 今天童貞瑪利亞被接升天；請歡欣踴躍，因為她與基督 
  永遠為王。

禱詞
領： 全能的天父使他聖子的母親瑪利亞世世代代受人稱揚。我
 們要熱烈地讚美他，懇切向他祈禱：
眾：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領：天主，你行了奇妙的事，你使無玷童貞瑪利亞，肉身和靈
 魂都能分享基督天上的光榮，
　 ──求你使你子女們的心靈也能嚮慕同樣的光榮。
眾： 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領： 你將瑪利亞賜給我們，作我們的母親，
　 ──求你因她的轉求治癒懦弱的、安慰憂苦的、寬恕罪
 人，並賜給眾人救恩與平安。
眾： 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領： 你曾使瑪利亞充滿恩寵，
　 ──求你也賜給我們你豐富的恩寵。
眾：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領：求你使你的教會一心一德，在愛德中團結一致，
　 ──並使所有信徒與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同心合意地專務
 祈禱。
眾： 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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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你立了瑪利亞為天上的母后，
　 ──求你使所有去世的人在你的國內能與諸聖共用永福。
眾：求你因滿被聖寵者的轉求，俯聽我們。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恩賜你聖子的母親、無玷童貞瑪利亞，靈
魂肉身光榮升天；求你也賞賜我們，今世常仰慕天鄉，日後
與她同享光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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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 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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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六日 常年期第二十主日
（聖詠集第四周）第二晚禱

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太陽下山，黃昏已近，三位一體的天主，  
光明的光明，照耀我們的心靈。
     讚美你在早晨，讚美你在傍晚，  

 我們永遠光榮你，永遠向你呼求，向你歌頌。
全能的聖父，聖子及聖神，三位一體的天主，
    保祐國泰民安，俯聽我們的禱聲。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我已經生了你，好像在黎明前的朝露，阿肋路亞。 
聖詠 110(109) :1-5,7 （默西亞是君王，也是祭司。）
  「基督必須為王，直到他把一切仇敵屈服在他的腳下」

（格前15:25）

上主對我主起誓說：「你坐在我的右 邊， 
等我使你的仇敵，做你 的腳凳。」 
     上主自熙雍伸出你的權 杖，你要在你仇敵中統 治為王。
在聖山上你誕生之日，王位就屬於 你， 
我已經生了你，好像在黎明之前 的朝露。
     上主發了誓，決不反 悔， 
 「你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 為祭司。」
上主常在你的右 邊，他在發怒之日，必要粉 碎列王。
     君王將在路旁暢飲溪 水，因此，他將挺 胸抬頭。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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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一：我已經生了你，好像在黎明前的朝露，阿肋路亞。
對經二： 慕義如饑似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得飽飫， 
  阿肋路亞。 
聖詠 112(111) （義人的幸福）
  「你們為人務要像光明之子，光明所結的各種果實就是良善、
正義和誠實。」（弗5:8-9）

敬畏上主的人，真 有福氣，酷愛他誡命的人，真有 福氣。
     他的子孫在世必 會強盛，義人的後裔必蒙 祝福。
他的家族要享榮 華富貴，他的仁風必將萬世 永垂。
     黑暗中必有光明向義 人照耀，  
 因為他富於仁愛，慈悲和 公道。
樂善好施的人必 然幸福，他公正無私處理 事物。
     因為義人永 不動搖，他將永遠被人 懷念。
噩耗不能使 他驚惶，他仰賴上主，心志 堅強。
     他必心意堅定，無 恐無憂，直到看見他的仇敵 蒙羞。
他施捨錢財，扶弱濟貧，= 他的仁風萬 世流芳，  
他將頭角崢嶸，受人 敬仰。
     惡人看見，必怒火填胸，= 咬牙切齒，氣 憤而終， 
 惡人的願望，終成 泡影。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二： 慕義如饑似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得飽飫， 
  阿肋路亞。

對經三： 上主的眾僕人，無論大小，請讚美我們的天主，阿肋
  路亞。 
聖歌  默19:1-2,5,7 （論羔羊的婚筵） 

阿肋路亞！勝利、光榮和德能，屬於我們的 天主，
因為他的判斷正確而又公平。阿 肋路亞！
     阿肋路亞！天主的僕人，請讚美我們的 天主，
     凡敬畏他的人，無論大小尊卑，請讚美天主。阿 肋路亞！
阿肋路亞！我們全能的天主上主掌握了 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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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歡欣鼓舞，將光榮歸於天主。阿 肋路亞！
     阿肋路亞！羔羊的婚期已經 臨近， 
 他的新娘也盛粧以待。阿 肋路亞！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 上主的眾僕人，無論大小，請讚美我們的天主，阿肋
  路亞。

簡短讀經  (希12:22-24)
你們來到了熙雍山和永生天主的城，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來
到了千萬天使和那些已被登錄在天上的首生者舉行的盛會，來
到了審判衆人的天主，和功德圓滿之人的靈魂面前；來到了新
約的中保耶穌，以及他所灑的血那裏。這血所傳的信息比亞伯
爾的血所傳的更美。 

短對答詠
領：我們的天主至大至尊，威能無比。
答：我們的天主至大至尊，威能無比。
領：他的智慧不可估計。
答：威能無比。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我們的天主至大至尊，威能無比。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 我來是要在地上點火，如果這火燃燒起來，我才如願以
  償。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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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 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孟。
對經： 我來是要在地上點火，如果這火燃燒起來，我才如願以
  償。

禱詞
領： 一切美善都是由上主而來；因此，我們現在滿懷喜樂之情
 向他祈禱： 
眾：上主，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領：天父，宇宙萬物的主宰，你派遣你的聖子降臨人間，是為
 使你的聖名到處受頌揚。 
   ──求你鞏固你的教會，使它在萬民中能為你勇敢作證。
眾：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領： 求你使我們接受使徒們宣講的福音， 
   ──使我們的生活符合我們信仰的真理。
眾：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領： 你喜愛正義，照顧義人， 
   ──求你為那遭受不合理待遇的人，主持公道。
眾：上主，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領： 求你使被壓迫的人獲得自由，使瞎子重見光明，
   ──使傴僂的人直身，對旅客時加保護。
眾：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領： 對那安息在你懷中的人，求你滿足他們的願望， 
   ──使他們靠你的聖子，日後也能得到光榮的復活。
眾： 上主，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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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天主，你為愛你的人，準備了眼所未見的真福，求你把至愛之
情，傾注在我們心中，使我們愛你在萬有之上，以獲得遠超我
們所想望的恩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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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 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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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七日　常年期第二十周星期一
（聖詠集第四周）晚禱

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上主，永恆的救主，一切光明的來源，俯聽我們的祈禱，
驅散罪惡的陰影，照耀你的子民。
     一天的工作完成，懇求天父，保佑我們平安，
     我們時時讚頌，感謝你無數的慈恩。
夕陽西下，夜幕低垂，你的光輝，  
永不消逝，日夜照耀著我們。
    仁慈的聖父，寬恕我們的過錯，在漫漫長夜裡，
     以你的慈光，護守我們的心神。
願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  
歸於聖父聖子聖神，永無窮盡。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請你們稱謝上主，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
聖詠136(135) （逾越節讚美詩）
  「傳述上主的豐功偉業，就是讚美上主。」（加西道）

請你們稱謝上主，因為他美善寬 仁， 因為他的仁慈永 遠常存。
     請你們稱謝眾神之 神， 因為他的仁慈永 遠常存。
請你們稱謝萬主之 主， 因為他的仁慈永 遠常存。
     只有他施展了偉大奇 能， 因為他的仁慈永 遠常存。
他以智慧創造了蒼 天， 因為他的仁慈永 遠常存。
     他將大地鋪展在大水之 上， 因為他的仁慈永 遠常存。
他創造了巨大的光 體， 因為他的仁慈永 遠常存。
     他創造了太陽統治白 晝， 因為他的仁慈永 遠常存。
月亮和星辰光照黑 夜， 因為他的仁慈永 遠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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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請你們稱謝上主，因為他的仁慈永遠常存。

對經二：全能的天主，你的作為偉大奇妙。

他擊殺了埃及人 的長子，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由他們中間領出了 以色列，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伸出手臂施展 了大能，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把紅海從 中分開，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領以色列人從海 中走過，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把法郎和他的軍隊投 入紅海，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領百姓經 過曠野，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擊敗了強大 的君王，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殺死了阿摩黎 王息宏，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殺死了巴珊的 敖格王，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使選民佔領了他們 的土地，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由他的僕人以色列 來繼承，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我們遭難時，他懷念 了我們，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救我們脫離 了仇人，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他把食品供給一 切生靈，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你們要稱謝天上 的天主，因為他的仁慈永遠 常存。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 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對經二：全能的天主，你的作為偉大奇妙。

對經三： 天主按照他的措施，時期一滿，就使一切重歸於基
  督。
聖歌  弗1:3-10 （論救主天主）

願天主，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受 讚美， 
他在天上，在基督內，賜給我們各種屬神 的福分；
     因為他在創世之前，已在基督內簡選了 我們， 
 使我們在他面前聖 潔無瑕；
他又出於愛心，按照自己的決意，= 藉耶穌基督預定了 我們，
成為他的義子，而歸 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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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頌揚他恩寵的 光榮， 
 這是他在愛子內賜給我們 的恩寵。
我們藉他愛子的血在他愛 子內，獲得了救贖和罪過 的赦免。
     天主把這恩寵，豐厚地傾注在我們 身上，  
 賜給我們各種智慧 和明達，
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 奧秘， 
這都是依照他在愛子內所定 的計劃。
     按照他的措施，時期 一滿， 
 就使上天下地的一切，重歸 於基督。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 天主按照他的措施，時期一滿，就使一切重歸於基
  督。

簡短讀經  (得前3:12-13)
願主使你們彼此間的愛，和對眾人的愛日益增長，就像我們對
你們所懷的愛一樣；為使你們的心志堅強，當我們的主耶穌
同他的諸聖來臨時，在我們的父天主面前，完全聖潔，無可指
摘。

短對答詠
領：上主，願我的祈禱上達於你。
答：上主，願我的祈禱上達於你。
領：在你面前有如馨香。 
答：上達於你。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上主，願我的祈禱上達於你。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我的天主，我願常常頌揚你。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 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 他的名字 是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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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 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 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 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 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慈， 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 許的 恩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孟。
對經：我的天主，我願常常頌揚你。

禱詞
領： 耶穌不捨棄仰望他的人；我們現在謙恭地祈求他：
眾： 我們的天主，求你俯聽我們。

領： 帶給人類光明的主基督，求你以你的真光，照耀你的教
 會，
   ——使她將聖言降生成人的偉大奧蹟、傳報給萬民。
眾： 我們的天主，求你俯聽我們。

領： 求你保護你教會中的司鐸和各級職員，
   ——使他們為你宣講時，自己常能保持對你的忠貞。
眾： 我們的天主，求你俯聽我們。

領： 你藉著你的聖血，給世界帶來和平，
   ——求你消除人間不和睦的罪惡，和戰爭的痛苦。
眾： 我們的天主，求你俯聽我們。

領： 求你賞賜所有夫婦豐富的恩寵，
   ——使他們更完善地表現你教會的奧蹟。
眾： 我們的天主，求你俯聽我們。

領： 求你赦免所有亡者的罪過，
   ——使他們因你的仁慈、安息於諸聖之中。
眾： 我們的天主，求你俯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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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主耶穌，請你留下，因為天色已晚。求你作我們生命旅途的伴
侶，熾熱我們的心靈，喚起我們的希望，使我們在讀經與分餅
時，也能跟我們的兄弟姊妹認出你來。你和聖父及聖神，是唯
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結束詞 
領： 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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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八日　常年期第二十周星期二
（聖詠集第四周）晚禱

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創造時間的上主，劃分白晝與黑夜，   
使人日出而作，日入而安眠；
 求你指引我們向善，不受邪魔的陷害， 
 罪惡的玷染，身心確保安全；
護佑我心靈，擺脫私慾的紛擾，莫讓人間虛榮，破壞真平安。
     大慈大悲的天父，俯聽我們的呼求，偕聖子及聖神，
     萬世為王，光耀無邊。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耶路撒冷，我若是忘記你，寧願我的右手喪失絕技。
聖詠 137(136) :1-6 （巴比倫河畔）
  「以民的被俘，應視為靈性被俘的寫照。」（聖依拉略）

我們坐在巴比倫河 畔，一想起熙雍就淚 流滿面。
     在河邊的楊柳樹 上，掛起了我們 的豎琴。
俘虜我們的人要我們謳歌，= 迫害我們的人要我們奏 樂：
「給我們唱一首熙雍 的詩歌！」
     但是我們現在淪落異 域，又怎能唱出上主 的歌曲？
耶路撒冷！我若是忘記 你，寧願我的右手喪 失絕技。
     我若不懷念你，= 不把你當作我最大的喜 樂，
     就讓我的舌頭僵硬，再不 能唱歌。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耶路撒冷，我若是忘記你，寧願我的右手喪失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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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二：我的天主，我要在萬神前歌頌你。
聖詠 138(137)（謝恩）
  「世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光榮和聲譽帶到聖城。」

(參照 默21:24)
上主，我要全心 稱謝你，因為你俯聽了我口中的 禱詞。
     我要在萬神前 歌頌你，向你的聖所叩首 至地；
我要頌揚你的聖名，= 因為你真誠 而慈愛， 
實踐了你的諾言，超過我們的 期待。
     我一呼求你，你 就俯聽， 使我的靈魂力量 倍增。
上主，地上的君王都要 稱謝你，因為他們聽到你的 訓諭。
     他們要歌頌上主 的功績：「上主的榮耀偉大 無比！」
上主無上尊高，却垂 顧弱小，傲慢人在他面前無法 遁逃。
     我若處於困境，你必使 我生存， 
 以右手拯救我，打擊狂怒的 敵人，
上主必為我完成這項事功！= 上主，你的慈愛永 世無窮，
不要放棄你雙手的 妙工！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二：我的天主，我要在萬神前歌頌你。

對經三：被宰殺的羔羊理當接受榮耀和尊威。
聖歌  默 4:11；5:9,10,12 （蒙救贖者的讚詞）

上主，我們的 天主， 你理當接受榮耀，尊威 和權能。
     因為你創造了 萬物， 萬物全憑你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
上主，只有你堪當接受那 書卷， 開啓書卷上 的封印。
     因為你曾被宰殺，= 從各支派，各語言，各民族，各國 家中，
     用你的血把我們贖回，歸 於天主，
使我們成為天國的子民，和侍奉天主的 祭司，  
我們必要為王，統 治世界。
     被宰殺的羔羊理當接受 權能， 
 富裕、智慧、英勇、尊威、光榮 和讚頌！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被宰殺的羔羊理當接受榮耀和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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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讀經  (哥 3:16)
要讓基督的話充分地保存在你們心中，用盡智慧彼此教導互相
規勸，懷著感恩的心情以聖詠、聖詩和聖歌，讚頌天主。

短對答詠
領：上主，只有在你面前，才有圓滿的喜悅。
答：上主，只有在你面前，才有圓滿的喜悅。
領：在你右邊方有永遠的福樂。
答：才有圓滿的喜悅。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上主，只有在你面前，才有圓滿的喜悅。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全能的上主，你是神聖的，求你向我們施展大能。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 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 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孟。
對經：全能的上主，你是神聖的，求你向我們施展大能。

禱詞
領： 基督賞賜他的子民權能和力量；我們要歡欣踴躍，以真誠
 的心呼求他：
眾： 主，求你俯聽我們，我們要時時讚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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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基督，我們的勇力，你曾召叫你的信衆接受你的真理，
   ──求你恩賜他們堅定不移的信心。
眾： 主，求你俯聽我們，我們要時時讚頌你。

領： 主，請依照你的心意，引導我們的上司，
   ──求你賜給他們智慧，使他們能穩妥地領導我們。
眾： 主，求你俯聽我們，我們要時時讚頌你。

領： 你曾用餅和魚飽饗了聽道的羣衆，
   ──求你教導我們、以所有財富幫助有急需的人。
眾： 主，求你俯聽我們，我們要時時讚頌你。

領： 求你使各國的當權者不但注意自己的國民，
  ──而且也尊重、照顧所有的人們。
眾： 主，求你俯聽我們，我們要時時讚頌你。

領： 求你賞賜我們去世的弟兄，獲得復活和永生的幸福，
   ──使他們在你第二次來臨時，也分享你的光榮。
眾： 主，求你俯聽我們，我們要時時讚頌你。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仁慈的天父，求你接受我們在你面前所作的祈禱，使我們以唇
舌所宣揚的，也常能在心中深思默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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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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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八月十九日 常年期第二十周星期三
或 聖若望．歐德 (司鐸) (紀念)

（聖詠集第四周）晚禱
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夕陽西沉，夜幕低垂，黑暗籠罩了大地，  
旭日再度升起，仍會大放光明。
     創造萬物的天主，你使時光川流不息， 
 日夜交替，令人讚歎稱頌。
黑夜籠罩大地，到處一片沉寂，  
辛勤勞作的工人，尋求一時的寧靜；
     只有在信德與望德中，才能享受聖言的光輝，
     聖言起初就有，是天父永恆的光明。
他是永遠照射的太陽，無始也無終， 
上天下地，莫不因他而歡騰。
     至聖聖父，賜我們永享光明，我們向你及子及聖神， 
 永遠謳歌讚頌。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上主，你的知識深奧無比。
聖詠139(138) :1-18,23-24 （上主明察秋毫）
  「有誰知道上主的心意？或者，有誰當過他的顧問？」

(羅11:34)
上主，你洞察我，認清我，= 我一舉一動，你無不深 知，
你在遠處也透澈我 的心思。
     我或行或止，你明察無 遺， 我所作所為，你 都熟悉。
我的話尚未出 口， 上主，你 已知曉，
     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 聖手所指，不 離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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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知識深奧無 比， 為我確實高 不可及。
     我到何處，才能躲開你的神 能？  
 我到何處，方能逃避你 的面容？
我到天上，你已在那 裡，我潛入陰府，你也 在那裡。
     我若振翼飛往日出之 鄉，我若遁跡息影於遼 海之濱，
你的手仍在那裡引導著 我，你的右手依然緊緊地 握著我。
     我若說：願黑暗把我籠 罩，願我四周的光明變 為黑夜；
但黑夜為你並非朦朧，= 黑夜與白晝同樣光 明， 
黑暗與光明為你完 全相同。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上主，你的知識深奧無比。

對經二： 我是明察人心，洞悉肺腑的上主；我要依照各人的善
  惡，予以賞罰。
上主，我的臟腑原是 你造成，你使我在母胎中 成型。
     我稱謝你，你神奇地把 我創造，我深切瞭解你工程的 奧妙。
我未見天 日之前，我在母胎受 造時，
     我的靈魂，你已完 全知曉，我的形骸，你已完全 明瞭。
我尚未出生，你 已洞察，你的書卷全部 記錄。
     歲月尚 未開始，壽限早已 註定。
天主，你的計劃為我是何 等深奧！你的意念浩繁，不可 勝數。
     我若計算，多 於沙粒，我若醒來，你仍然與我 同在。
天主，求你明察我，認清我 的心思，考驗我，洞悉我的 念慮。
     看我是否誤 入歧途，引我邁向永生的 道路。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 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 亞孟。
對經二： 我是明察人心，洞悉肺腑的上主；我要依照各人的善
  惡，予以賞罰。

對經三：一切都藉著他而受造，萬有都賴他而存在。
聖歌  哥1:12-20
 （基督是超越萬物的長子，他在萬有中高居首位。）

感謝天父，使我們在光 明中， 堪享聖徒 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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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救我們脫離了黑暗的 權勢， 
 把我們徙置到他愛子 的國土。
在他愛子內，我們得到了 救贖，獲得 了罪赦。
     他是看不見的天主的 肖像，是超越萬物 的長子。
因為上天、下地的一切，無論有形與無形，=

上座者或宰制者，率領者或掌 權者，都是藉他而 創造的。
     一切都藉著他，並為了他而受造，=

     他在萬有之先就已 存在，萬有都賴他而各 得其所。
他是教會的頭，也就是他身體的頭，=

他是原始，是首先從死者中復 活的，使他在萬有之中高 居首位；
     因為天主樂意使整個圓滿住在 他內，
     並藉著他在十字架傾流的血，建立 了和平。
使人間和天上的 一切，都與天主重 歸於好。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一切都藉著他而受造，萬有都賴他而存在。

簡短讀經　(若一2:3-6)
如果我們遵守基督的命令，我們就知道我們認識他。那說：
「認識他」而不遵守他命令的，是撒謊的人，在他心內就沒有
真理。但是誰若遵守他的道，他對天主的愛才圓滿無缺。這樣
我們就知道我們是與他相契合。那說住在他內的，就該照他所
行的去行。

短對答詠
領：上主，求你護衛我，有如眼中的瞳人。
答：上主，求你護衛我，有如眼中的瞳人。
領：讓我們藏身在你的翼蔭下。
答：有如眼中的瞳人。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上主，求你護衛我，有如眼中的瞳人。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 天主，求你運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氣傲的人擊
  潰，提拔弱小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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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 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孟。

對經： 天主，求你運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氣傲的人擊
  潰，提拔弱小卑微。

禱詞
領： 永恆的聖父對我們的慈愛超越諸天；我們現在以歡欣鼓舞
 的心情呼求他：
眾： 上主，願投靠你的人都興高采烈。

領：上主你派遣聖子降來，不是為審判世界，而是為拯救世
 界。
　 ——求你使他的光榮犧牲，帶給我們豐富的恩寵。
眾： 上主，願投靠你的人都興高采烈。

領： 上主你選派了祭司，為基督服務，分施你的恩惠，
　 ——求你賞賜他們忠於職守，知識豐富，充滿愛心。
眾： 上主，願投靠你的人都興高采烈。

領： 你召叫了修士修女為天國的緣故度貞潔的生活，
　 ——求你使我們忠貞不貳，追隨你的聖子。
眾： 上主，願投靠你的人都興高采烈。

領： 你從起初就造了男人女人，使他們結為夫婦，
　 ——求你保護所有的家庭，使他們在純正的愛中度日。
眾： 上主，願投靠你的人都興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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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你藉著基督的犧牲，赦免了人類的罪過，
　 ——求你恩賜所有亡者獲得罪赦。
眾： 上主，願投靠你的人都興高采烈。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仁慈的天主，你慈悲為懷，願用天上的財富滿足飢渴者的心
靈，求你也以豐富的恩寵滿足我們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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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孟。

結束詞
領： 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135

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拯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扶助我。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阿肋路亞。 

讚美詩
耶穌，萬民的善牧，聖徒的榮冠，人類的救主， 
願你的名受顯揚，時時處處。
     請垂視聖伯爾納鐸的轉求，鞏固你的教會，
     領導你的子民，戰勝邪惡，光榮上主。
我們向聖人致敬，他一生追隨你的腳步，孝愛天父，
以言以行，為福音作證不辭辛苦。
     基督，求你在聖人的國裡，給我們指引及保護，
     光榮歸於你，及父及聖神，超越千古。亞孟。

聖詠吟唱
對經一：上主是我的力量，我的干城，我的避難所。
聖詠144(143) （求賜勝利與和平）
  「當耶穌戰勝世界的時候，他的手學會了戰鬥；因為他說：我
已戰勝了世界。」（聖依拉略）

我的磐石，上主，應受讚 頌！  
他訓練我如何迎戰，指導我從 事戰爭。
     他是我的力量，我的堡 壘，我的干城，我 的救星；
他是我的盾牌，我的避難 所，他使萬民都來 歸服我。
     上主，人算什麼，你對他如此關 懷？ 
 世人又算什麼，你對他如 此眷愛？
他的生命不過是一口氣 息，人的歲月有如過 眼雲煙。
     上主，求你使高天低垂，親臨人 間， 
 你觸摸群山，群山立 即冒煙。

八月二十日 聖伯爾納鐸 (院長、聖師) (紀念)
（聖詠集第四周星期四）
（教會聖師通用）晚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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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發出閃電，將敵人驅 散，射出你的利箭，使他 們混亂。
     求你從高處伸手救拔 我，救我脫免洪水和敵人 的掌握。
他們滿口謊 言，舉手發誓，也 是欺騙。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一：上主是我的力量，我的干城，我的避難所。

對經二：奉上主為天主的民族，真有福氣。
天主，我要向你高 唱新歌，彈著十弦琴向你 奏樂。
     你使君王獲得 了勝利，拯救了你的僕人 達味。
求你由無情的刀劍下 搶救我！從外邦人的手中搭 救我！
     他們滿 口謊言，舉手發誓，也是 欺騙。
願我們的兒子從小就像茂盛 的果樹，
願我們的女兒像宮殿中雕刻的 石柱！ 
     願我們的倉廩中，食糧時 常充滿，
 願我們的牧場上，羊群成千 累萬！
願我們的牛群繁殖肥壯，= 城牆沒有塌陷，也無 人陣亡，
願我們的街市中沒有 悲傷！
     身處此境的百姓，多 麼幸福，  
 奉上主為天主的民族，真有 福氣！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 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對經二：奉上主為天主的民族，真有福氣。

對經三：如今我們天主的救恩和國度都已建立。
聖歌  默11:17-18; 12:10-12 （天主的審判）

今、昔永存的上主，全能的天主！= 我們感 謝你！  
因為你掌握大權，統 治乾坤。
     異民憤憤 不平，你的震怒隨 即來到。
那時你也審判死者，= 對你的僕人、先知、聖徒，
以及敬畏你名的，無論尊卑，一 律酬庸。
     現在我們的天主已完成救恩，彰顯威能，建立 神國，
     他的受傅者基督已擁 有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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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夜在天主面前的控 訴者， 
那誣告我們弟兄的，已從天上 被摔下。
     他們靠自己的證言和羔羊的血戰勝了 惡魔， 
 他們寗願殺身成仁，捨 生取義。
為此，高天和天上的 聖民，請你們鼓 舞歡欣。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 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 遠。亞孟。
對經三：如今我們天主的救恩和國度都已建立。

簡短讀經　(雅3:17-18)
從上而來的智慧，首先是純潔的，其次是和平的，寬仁的，柔
順的，滿有仁慈和善果的，不偏不倚的，沒有偽善的。為締造
和平的人，正義的果實，乃是在和平中種植的。

短對答詠
領：在集會中，他開口發言。
答：在集會中，他開口發言。
領：上主使他充滿智慧聰敏之神。
答：他開口發言。
領：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答：在集會中，他開口發言。

聖母謝主曲  (路1:46-55)

對經： 伯爾納鐸是甘飴如蜜的聖師、基督的挈友，令人讚賞的
  童貞聖母之宣揚者，在明谷成為最傑出的牧者。

我的靈魂頌揚 上 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 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 大 事，他的名字 是聖 的。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 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 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 世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祂使饑餓的人飽饗 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祂想起了自己的 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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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祂向我們祖先所預許的 恩 許，
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 到永 遠。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 光 榮，
 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亞 孟。

對經： 伯爾納鐸是甘飴如蜜的聖師、基督的挈友，令人讚賞的
  童貞聖母之宣揚者，在明谷成為最傑出的牧者。

禱詞
領：基督被立為大祭司，代表世人與天主交往；我們要熱烈的
 讚美他，謙恭的祈求他：
眾：主，求你援助你的子民。

領：你曾藉聖善和傑出的牧者，奇妙的光耀了你的教會，
　 ──求你使你的信徒，也能享有同樣的光輝。
眾：主，求你援助你的子民。

領：你因牧者諸聖，如同梅瑟一樣祈求了你，你就赦免了人們 
 的罪過，
　 ──求你因他們的轉求，不斷淨化你的教會，使它聖潔無
 瑕。
眾：主，求你援助你的子民。

領：你從弟兄中選拔了你的聖人，給他們敷了油，並遣發你的
 聖神，降臨在他們身上，
　 ──求你使你子民的牧者都充滿聖神。
眾：主，求你援助你的子民。

領：你是牧者諸聖的產業，
　 ──求你使那些用你聖血所拯救的人，都能與你常在一
 起。
眾：主，求你援助你的子民。

領： 你藉著教會的牧者，將永生賜給了你的群羊，求你不要讓
 任何人從你的手中將他們奪去，
　 ──求你也拯救所有去世的人，因為你為了他們，曾犧牲
 了你的性命。
眾： 主，求你援助你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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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
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
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

結束禱詞 
天主，你曾在聖伯爾納鐸心中燃起對天國的愛火，使他在教會
中發放光明；求你使我們藉他的代禱，也具有同樣熱忱，善度
光明之子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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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結束詞 
領： 願全能的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
 達永生。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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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聖若望鮑思高/聖瑪利亞瑪沙利羅

(01)  來恭候好聖母 Lodate Maria  
  來恭候好聖母，眾教友，趨庭前，讚美爾，同心口。致敬
  拜，共稽首。
  吁聖母我慈后，歌頌聲請收受。
  Lo-da-te Ma-ri-a o lin-gue fe-de-li Ri-suo-ni nei cie-li la 
  vo-stra armo-ni-a
  Lo-da-te lo-da-te lo-da-te Ma-ri-a.

(02)  1 中國聖母  
1  懇求聖母，中國主保，信眾之希望，為我轉禱；教內信眾託 
 於妳懷抱。
 中國聖母！中國聖母！中國聖母！盛德稱道。(x2)
2  無玷聖母，中國主保，萬國諸民族，尚賴營救；教外眾人亟 
 望妳扶祐。
 求賜我們，求賜我們，求賜我們，功成德就。(x2)

(03)  19 極温良的母親  
1.  極溫良的母親，至潔無玷纖塵；去我心的污穢，助我悔改自
 新。
 得同妳聖子接近，侍奉妳到終身；傳揚主名於萬民，到天國
 同歡欣。(重句)
2. 吁！甘飴的母親，我們求妳憐憫；增我聖寵勇力，沐浴聖德
 芳芬。
 一生不沾染罪污，傳揚基督精神；遵守耶穌的聖訓，保存聖
 寵終身。(重句)
(重句) 我的母親我的母皇，妳是我的仰望；求妳將我靈魂改
       造，像妳聖子一模樣。

(04)  24 玉潔冰清  
1.  玉潔冰清，光耀海星，妳是迷途者的嚮導。世途多艱，極需 
 妳照料，請救助我們於凶濤。基督之母！光耀海星！求為我 
 罪人代禱。

朝聖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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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慈悲聖潔，天上貞女，我們罪人托妳庇下。念妳聖子，為補
 贖我罪，已付出了絕大代價。至潔貞女！光耀海星！為我罪
 人轉求吧。

(05) 讚美人類之后 (國語)  
  讚美人類之后瑪利亞，仰賴我們母親瑪利亞，
  領我們到基督的真光，她如明星閃耀在天上。
  瑪利亞是滿被聖寵者，我們旅途上的扶持者，
  成為我們天主的母親。她一生愛慕主。
  萬福，萬福，萬福瑪利亞。
  萬福，萬福，萬福瑪利亞。

(06) 讚美進教之佑聖母歌
1.  每當聖教會遭受地獄惡魔，猛烈的攻擊及仇敵的折磨。
    童貞瑪利亞必定前來救助，光照和指導。
2.  教父的遺著很多的勝利品，為感謝聖母所建立的聖殿。
    所設的慶典樣樣都在作証，聖母的仁善。
3.  看哪在羅馬及普世的教民，都鼓舞歡欣不斷地利用著。
    美妙的詩文虔誠讚頌感謝，聖母的慈恩。
4.  暴風雨過後光榮的那一天，流亡的教宗凱旋地回永城。
    羅馬的教民歡呼雀躍忘形，一齊來歡迎。
5.  天真活潑的童男與童女們，虔誠的教民與及聖職人員。
    載歌載舞地齊來感謝讚頌，聖母的鴻恩。
6.  童貞女之中至聖者瑪利亞，耶穌的母親請妳繼續施恩。
    庇護聖教會引導人類進入，永生的福門。      亞孟。

(07)  青年慈父鮑思高  
  青年慈父鮑思高，建樹人間好規模。
  榮主救靈施教育，含辛茹苦不憚勞。
  ※ 大海茫茫尋道岸，明星指引勝波濤。
         群羊今日齊歌頌，望爾神光照我槽。 ※ (x2)

(08)  天賜聖召  
1.  天賜聖召，你回應忠心；辭別鄉井，傳播福音。
 媽媽獨自了解你胸襟，助你遵奉聖神綸音。
 但是現在已非孤掌，萬眾同道，共與擔當：
 搶救靈魂，聖歌廣揚，引導青年普渡慈航。(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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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遵你教導，追隨著真光，信賴基督耶穌幫忙，
 定可戰勝一切的魍魎，不怕洶濤暗礁狂浪。
 敬禮聖母勤領天糧，肉身快樂，靈魂安康。
 預防教育，發展所長，栽培青年國家棟樑。(重句)
 (重句)  大聖若望鮑思高，求你賜我們，大家一條心，
   相愛相親！
   大聖若望鮑思高，求你助我們，宣揚主慈恩救助靈
   魂。

(09)  673 司鐸的使命
(重句) 身穿司祭錦袍，無忘記！從此起，應該開始受苦犧牲。
1.  像粒種籽在地下給冰霜浸蓋，以愛作記號革面洗心；
    終身的服役基督的翼下，甘將生命為主犧牲。(重句)
2.  受先知的大任務將福音播送，永遠要記著你是基督；
    甘遵主諭令終生不辱命，開心慷慨奉獻忠貞。(重句)

(10)  愛心永不變  
 (重句) 百年時勢也轉變，鮑聖愛心不變，我們同頌讚鮑聖，
 把一片丹心獻。
1. 受盡萬苦千萬少年，混濁霧中黑一片，墮落罪淵失落了自
 由，喪失了信心絕望裏奮鬥中，蒙鮑思高關愛與勵勉。
 (重句)
2. 但願受苦風暴少年，混濁霧中得光線，自力自身恢復了自
 由，在固信心互助裏友愛中，蒙鮑思高關愛與勵勉。(重句)
3. 望著目標生命里程，望著上天的光線，事事認真不陷世俗情，
 為了那永生盡力拼，壯志堅，蒙鮑思高關愛與勵勉。(重句)

(11)  聖女瑪沙利羅  
  齊來引吭高歌同頌讚，可敬聖女瑪沙利羅，
  畢生謙遜，勤謹不畏勞工作，孝愛聖母，愛主救靈熱，
  慈母心懷熱愛女青年，極盡艱辛灌輸教育精神，
  今在天庭尤念記塵寰，轉禱上主惠賜深恩。
  可敬愛瑪沙利羅，請為我等在天代禱，
  祈求上主神光照亮我心，奮勉修德以獲永生，
  祈求上主使我正視真理，造福社會與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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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禱/晚訓/晚禱

(12)  415 歡欣 (每次早禱開始時用)  
1. 歡欣！為迎接新的一天，歡欣！為主賜青春年華，歡欣！
 為認識主的真理和祂的聖愛。
2. 歡欣！為得聽基督福音，歡欣！為天賜生命神糧，歡欣！
 為主的恩光普照慈愛滿寰宇。
3. 歡欣！為慷慨奉獻一生，歡欣！為戰勝患難重重，歡欣！
 為心中充滿快樂傳天國喜訊。
4. 歡欣！為祢所賞的天恩，歡欣！為世界光明前途，歡欣！
 願我們永遠一意同心讚頌祢！

(13)  330 天真  
1.  我心如小鳥，毛羽未全豐，不作高飛想，依依幽谷中。
2.  我心如赤子，不知驕與橫；慈母懷中睡，恬靜復安寧。
3. 上主眾百姓，飲水輒思源；世世承流澤，莫忘雨露恩。

(14)  377 平安歌
  願您平安，願您平安！平安！平安！願主祝福您，賜給您
  安康，平安！平安！

(15)  378 祥 
1. 平安極珍貴，注心中滿平靜。平安極珍貴，靠天主的眷顧，
 能教我變換，盡力作肇造和平人。平安是福氣，載於心更莫
 辭！
2. 愉悅極珍貴，注心中滿怡樂。愉悅極珍貴，靠天主的眷顧，
 憑恃這禮物，就做了悅樂領路人。愉悅是福氣，載於心更莫
 辭！
3. 誠心極珍貴，注心中滿明達。誠心極珍貴，靠天主的眷顧，
 懷抱我信念，願活出福音的真諦。誠心是福氣，載於心更莫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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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賜福與你 (國語)  
  願主的恩惠慈愛與你同在，願主聖神時時圍繞，恩典降下
  賜福與你，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願主的喜樂天天充滿
  你。賜福與你，賜福與你，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賜福與
  你，賜福與你，平安喜樂天天充滿你。
(17)  心願  (國語)
(重句)  主啊！我願奉獻我自己，主啊！我願永遠服事你。
    無論我在何處，無論我何境遇，我願一生順從你旨意。
1. 願為主捨生命，願為主救人靈；願為主作僕人，願為主愛人
 群。(重句) 
2.  無論我在何處，無論我何境遇，我願一生順從你旨意。
 (Refrain) To my Lord, I devote all myself. Of my Lord, 
  be servant forever.
 Wherever I will be; How my life it will be, I will follow 
 Your Wills all my life.
 1. Thro’ my Lord, sacrifice, With my Lord, souls divine.
   To my Lord, I must serve, In my Lord, love deserves. 
   (Refrain)
 2.  Wherever I will be; How my life it will be, I will follow Your
   Wills all my life.

(18)  389 聖母讚主曲 (每次結束晚禱用) ——分單雙數輪唱
        5           61  5     6                     5 32  5
1.  我的靈魂頌揚上 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 主。
2. 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卑 微，從此萬世萬代都要稱 我有 福。
3.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 事，祂的名字 是聖 的。
4.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窮 世，賜予敬畏 祂的 人。
5.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了大 能，驅散了那些心高氣 傲的 人。
6.  祂從高座上推下有權勢 者，卻舉揚了卑微貧 困的 人。
7.  祂使飢餓的人飽饗美 物，使那富有者反空 腹離 去。
8.  祂想起了自己的仁 慈，扶助了祂的僕人 以色 列。
9.  正如祂向我們的祖先所預許的恩 許，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
  子孫直 到永 遠。
10.  願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獲享光 榮，過去、現在及至永 
  遠A - m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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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聖通用歌曲

(19)  112 願我的禱聲  
  願我的禱聲至於高天，我舉心向祢，猶如馨香的祭獻。

(20)  188 上主！我在這裡  
1.  Alleluia! (x2)  Alleluia! (x3)  Allelu,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 alleluia!
2. Alleluia!(x2)上主！我在這裡靜待聆聽；福音裡，是你的話。
 Alleluia! Allelu, alleluia!
3.  Alleluia! (x2) 上主！我在這裡請你派遣；一生裡，求你引導。
 Alleluia! Allelu, alleluia!

(21)  192 ALLELUIA  
1.  Alleluia! Allelu,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x2)
2.  願大家前來讚頌上主！以一個奉獻的全心，
 讚頌天父我們的主，獻出我們的自由。

(22)  211 敬獻給主  
1.  敬獻給你，救主耶穌！健康智慧愛情。
 只求取悅你，承行你聖意，求主賜鴻福聖教會。
2.  敬獻給你，在天大父！一生快樂悲傷。
 藉著司鐸手，供在祭台前，求主降福我眾信友。
3.  祭壇之上，禮品馨香，一生快樂悲傷。
 聖父啊！求你收納，我們虔誠的奉獻。

(23)  221 獻上  
1. 歡欣痛苦及成敗，在基督內呈奉，此刻一心一意，聚集在你 
 內。(重句)
2. 基督降生為人類，謝恩澤無窮，深深感激救贖我，在十字架 
 上。(重句)
 (重句)共一起獻上，葡萄酒與麵麥，同聲高歌，頌主到永
 遠。(x2)

(24)  227 信德的奧蹟 
(主禮)  信德的奧蹟。
(眾)   救世的恩主！祢藉著苦難及復活，恢復了我們的自由，
   求祢拯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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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75 我是主的羊 
(重句) 主領導來到綠茵清溪水泉傍，當黃昏偕天主一處行。
   此棧羊隻屬於主的都強壯。我是主的羊。
青草地，     溪澗傍，      天將晚，  偕主祢結伴往；黑暗夜，
      林蔭幽谷，     崇屹山嶽，     黃昏偕主祢結伴往。  林蔭幽谷，
山路傍，        偕主祢        邁步前行。(重句)
      崇屹山嶽，      隨著主邁步前行。(重句)

(26)  353 上主的聖殿 
 (重句) 我們來到上主的聖殿，圍繞祂的祭壇，同心祈禱，
   齊唱 Alleluia!
1.  讓我們攀登全能天主的聖山，上主天主的聖城，
 到達那天上的耶路撒冷。(重句)
2. 讓我們歌頌上主無窮的慈愛，讓我們依賴上主，
 誠切期待我主速來看顧。(重句)
3. 讓我們虔誠參加聖徒的聚會，恭聆天主的聖言，
 分享那天賜的旅途食糧。(重句)
4. 願天下萬邦讚美上主我天主，願天國早日降臨，
 盡解人間痛苦死亡悲愴。(重句)

(27)  356 上主庭院
(重句) 上主庭院建基於世上，以世人為子民。上主永為萬乘之
   尊！
1.  上主藉著眾先知所召喚的人民，聚首於上主聖殿內的百姓，
 待立於主前的子民，是基督的教會。(重句) 
2.  藉聖神的水而重生的人民，印上聖神印記的百姓，
 合一於聖神的子民，是基督的教會。(重句) 
3.  接枝於耶穌葡萄樹上的人民，藉上主聖寵結果的樹枝，
 植根於聖愛的子民，是基督的教會。(重句) 
4.  自信德中被上主所堅定的人民，蒙主召請棄暗投明的百姓，
 被喚作皇族的子民，是基督的教會。(重句) 
5.  眾民皆齊聲歌頌聖父榮光，也稱揚聖子我主耶穌基督，
 並讚美天主聖神，千秋萬世無盡。(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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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357 讓兒童來近我主
  讓兒童來近我主，分享愛和福蔭；
  讓兒童去領會，天主的真心！
  讓兒童來受降福，分享美善歡欣；
  讓兒童去接受，天主的指引。
  在今天的世上，萬千惡魔會害人！
  快讓兒童受我主護愛，常保天真美善心！
  讓兒童來近我主，天天也來接近；
  帶著兒童親身領受，天主的指引。

(29)  402 傳揚福音
1.  使我的生命，充滿著活力，時常傳揚福音真理的喜訊。
 救主！我願意，奉獻我生命，用來傳揚福音真理的喜訊。
 有耶穌在我心，一切都必如意，他能使最憂傷心靈得安寧。
 救主！我願意，奉獻我生命，用來傳揚福音真理的喜訊。
2.  使我的生命，充滿著活力，時常宣揚上主對人類的愛。
 救主！我願意，奉獻我生命，用來宣揚上主對人類的愛。
 有耶穌在我心，一切都必如意，他能使最憂傷心靈得安寧。
 救主！我願意，奉獻我生命，用來宣揚上主對人類的愛。

(30)  403 宣揚福音
(重句) 我們都是基督宗徒，多麼光榮！我們盡忠跟隨基督，
       宣揚福音。
1. 我的口號不怕吃苦，喜歡祈禱；我的精神熱愛耶穌，
 傳教救靈。(重句)
2. 我的旗幟愛人如己，四海一家；我的食糧聖體聖血，
 充滿活力。(重句)
3. 我的軍火聖寵聖祐，充實豐富；我的刀槍祈禱讀經，
 多麼精良。(重句)
4.  我的工作犧牲服役，促進友愛；我的雄心感化萬眾，
 領受福音。(重句)

(31)  414 教會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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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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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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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卻成一體；
 教會救恩的憑証，一主一信一洗。
 同尊唯一的聖名，同餐唯一天糧；
 同懷唯一的希望，同蒙恩愛久長。
3. 她在戰爭喧聲裡，艱難勞苦之中；
 她卻深信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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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雖在地卻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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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422 耶穌我信你
1.  耶穌我信你，耶穌我望你，耶穌我愛你，永遠結合不相離。
2.  耶穌我恩主，我全獻給你，將我的生死，盡行託付你手裏。
3.  耶穌可憐我，耶穌寬待我，仁慈引導我，賜我天堂享福樂。

(33)  450 弟兄們齊奉聖言
(重句) 弟兄們齊奉聖言，歡暢聚會於主前；領受主惠血和體，
     共同詠彈愛樂弦。Allelu, allelu, allelu, alleluia!
1. 信眾手足即一體，今生今世方開展；
 常存熱誠人未老，生命得享永延。(重句)
2.  信眾一心呼天主，祂有諾言賞恩典；
 賜我今世綿澤遠，死後得享永年。(重句)
3.  切記基督所差遣，親愛別人致力虔；
 以至天國才任免，天上安享永年。(重句)

(34)  487 愛之歌
 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永存不朽。現存的有信望愛，
 最大的就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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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501 主任爾為傳信者 
(重句)  主任爾為傳信者，任情呼喊勿畏虞；攀上崇山振臂呼，
   傳余喜訊與選民；曉諭猶太各城鎮，請看汝等之天主。
1.  天主挾威降人世，但憑一臂統領愚；主之償報主攜帶，優酬
 厚賞與主俱。(重句)
2. 上主恰似牧羊者，親以手臂聚羊雛；擁入懷中善撫視，更引
 母羊憩庭除。(重句)

(36)  638 聖神！請祢降臨！
  聖神！請祢降臨，充滿祢信徒的心。在我們心內，燃起祢
  的愛火。Alleluia!

(37)  659 中華諸聖殉道者
1.  中華諸聖殉道者，可欽可羨；頭顱雖身可毀，此志不變。
 申明信德，寧將生命全獻，凜然浩氣堪歌傳。
2.  中華諸聖殉道者，為義捨生；淋漓碧血奏凱旋，聖城榮登。
 中華神花，基督榮譽勇兵，千秋史冊頌英名。

(38)  680 越之悅
1. 越夢境跨出虛渺，方會清醒；越童真跨出雛幼，方會生長。 
 為甚麼跨越安固的溫巢，才能去涉飛躍的風險？(重句)
2. 越時光超出分秒，方至千秋；越河山超出疆界，方至無限。 
 為甚麼超越束縛的守舊，才能勇破挑戰的新關？(重句)
3. 越桎梏跳出鎖扣，方見青天；越敗績跳出波折，方建功勳。 
 為甚麼跳越哀痛的死亡，才能見到一線的生機？(重句)
4. 越自身飛出軀殼，找到真心；越逆境衝出厄困，開創新高。 
 為甚麼克服今世的艱難，才能再上超性的高峰？(重句)
(重句) 於風裡振翅膀！將普世所有的怡悅搜集；為著那風雨中，
      正蘊藏永恆的歡欣。

(39)  主耶穌是生命源 (國語)
1. 我主耶穌是生命源，我主耶穌是活水泉，凡喝這水主曾明
 說，到永遠再不渴，難道永遠再不渴，真正永遠再不渴，難
 道永遠再不渴，真正永遠再不渴，凡喝這水，主曾明說到永
 遠再不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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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在曠野裏開道路，主在沙漠要開江河，流出活水澆灌我
 心，到永遠再不渴，難道永遠再不渴，真正永遠再不渴，難
 道永遠再不渴，真正永遠再不渴，凡喝這水，主曾明說到永
 遠再不渴。
3. 口渴的人就近水源，願意的人白白來喝，必在腹中成為泉
 源，到永遠再不渴，難道永遠再不渴，真正永遠再不渴，難
 道永遠再不渴，真正永遠再不渴，凡喝這水，主曾明說到永
 遠再不渴。
4. 活水之泉指主聖神，活水之泉指主聖神，我主耶穌曾經明
 說，祂要遣發聖神，主耶穌充滿聖神，宗徒也充滿聖神，聖
 神住在教會內，我們也充滿聖神，我主耶穌曾經明說祂要遣
 發聖神。

(40)  如鹿渴慕溪水 (國語) 
 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渴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愛，
 我渴慕來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靈單單降服於你。
 唯有你是我心所愛，我渴慕來敬拜你。

(41)  撒種  (國語) 
1. 撒種撒於清晨，撒種撒於日中，撒種撒於黃昏。
 勤墾撒善種，等候不久收割，等候豐盛收穫。
 攜回肥美嘉禾，將何等歡樂！攜回嘉美禾，攜回嘉美禾，
 將要何等歡樂，攜回嘉美禾，將何等歡樂，將何等歡樂，
 攜回肥美嘉禾，將何等歡樂！
2. 撒種不懼烈日，撒種不畏嚴風，撒種不怕暴雨。
 不管陰與晴，勞苦不久將過，轉眼即是收穫。
3. 去時或有淚痕，辛勞乃為恩主，長年或受虧損。
 心靈或痛苦，哭泣不久將了，救主歡迎非遙。

(42)  我要向高山舉目 (國語)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救援從哪裡而來？
 我的救援從創造天地的上主而來。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救援從哪裡而來？
 我的救援從創造天地的上主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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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主，請你告訴我 (國語)
  主，請你告訴我吧，我該如何愛你。
  如果可以交出，我願意交出我。
  主，請你教我吧，我該如何愛人，
  如果可以獻出，我獻出我自己。
  ※  你為何交出了你自己，補贖了我的罪，
   走上了那條痛苦路，背上我的十字架。
   主，請你答覆我吧，為何要愛我。
   如果沒有主愛，生命沒有意義。
   死亡換來了永生，復活帶來了希望。
   小小生命得永福，都靠主的血和淚。
   主，請你教我吧，我該如何愛你。
   痛苦若是生命，我願意跟隨你。※ (x2)

(44)  How Great Thou Art 祢何等偉大
1.  O Lord, my God, when I in awesome wonder, 
 主，我天主，當我畏懼疑惑時
 Consider all the worlds Thy Hands have made; 
 想到世界是祢親手造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rolling thunder,
  我看見星宿，聽到隆隆雷聲
 Thy power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displayed. 
 宇宙展現祢的大能 (重句)
2.  When through the woods, and forest glades I wander 
 當我漫步林間
 And hear the birds sing sweetly in the trees. 
 又聽到樹上鳥兒甜美的歌聲
 When I look down, from lofty mountain grandeur 
 當我自巍峨壯麗的高山俯瞰
 And see the brook, and feel the gentle breeze. 
 又看見小溪，感到微風 (重句)
3.  And when I think, that God, His Son not sparing; 
 又當我想到，主派遣聖子降世
 Sent Him to die, I scarce can take it in; 
 毫無保留為捨生，我愧不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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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on the Cross, my burden gladly bearing, 
 祂在十字架上，欣然背負我的重擔
 He bled and died to take away my sin. 
 傾流寶血至死，除去我的罪污 (重句)
4.  When Christ shall come with shout of acclamation, 
 當基督在歡呼聲中再來
 And take me home, what joy shall fill my heart. 
 接我返回天鄉時，我心將充滿喜樂
 Then I shall bow, in humble adoration, 
 我要俯首謙恭敬拜
 And then proclaim, “My God, how great Thou art!” 
 頌揚「我主，祢何等偉大！」 (重句)
  (重句)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ur God, to Thee, 
 我靈向祢，我的救主歌讚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祢何等偉大，祢何等偉大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ur God, to Thee, 
 我靈向祢，我的救主歌讚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祢何等偉大，祢何等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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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澤歌曲

(45)  T6 讚美我上主 Bless the Lord 
  讚美我上主，並歌頌他的名。
  讚美我上主，他復活我生命。
  Bless the Lord, my soul, and bless God’s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my soul, who leads me into life.

(46)  T11 請大家讚美上主 Confitemini Domino 
  請大家讚美上主，因為祂是美善的；
  請大家讚美上主，阿肋路亞！
  Con-fi-te-mi-ni Do-mi-no, quo-ni-am bo-nus, 
  Con-fi-te-mi-ni Do-mi-no, al-le-lu-ia.

(47)  T13 我們敬拜祢的十字架 Crucem tuam
  耶穌我們敬拜祢的十字架，敬拜祢的光榮復活，
  讚美復活上主。
  讚美祢主耶穌基督，敬拜祢的光榮復活，讚美復活上主。
  Cru-cem tu-am a-do-ra-mus Do-mi-ne, re-sur-rec-ti-o-nem
  tu-am lau-da-mus Do-mi-ne.
  Lau-da-mus et glo-ri-fi-ca-mus. Re-sur-rec-ti-o-nem 
  tu-am lau-da-mus Do-mi-ne.

(48)  T25 在主內 In the Lord
  在主內常懷感謝的心，在主內我心喜悅。
  信賴祂，就不用害怕，在祂內歡欣，祂將來臨，
  在祂內歡欣，祂將來臨。
  In the Lord I’ll be ever thankful, in the Lord I will rejoice!
  Look to God, do not be afraid. Lift up your voices, the Lord 
  is near; lift up your voices, the Lord is near.

(49)  T27 你們歡樂於主 Jubilate Deo
  你們歡樂於主，你們歡樂於主，亞肋路亞。
  Ju-bi-la-te De-o, Ju-bi-la-te De-o, al-le-lu-ia.



154

(50)  T29 耶穌，請記得我 Jesus, remember me
  耶穌，請記得我，當你回到你的王國。(x2)
  Jesus, remember me when you come into your kingdom. (x2)

(51)  T31 普世萬民齊來 Jubilate servite ／祈望中國萬民
  普世萬民齊來，在主內歡樂。一齊來，歡樂地，
  事奉主基督。
  亞肋路亞，亞肋路亞，歡樂地事奉。亞肋路亞，
  亞肋路亞，歡樂地事奉！
  Ju-bi-la-te De-o om-nis ter-ra. Ser-vi-te Do-mi-no in lae-ti-ti-a.
  Al-le-lu-ia, al-le-lu-ia in Lae-ti-ti-a. Al-le-lu-ia, al-le-lu-ia in 
  Lae-ti-ti-a!
  祈望中國萬民，常獲康泰樂。為中國、為教會，齊來祈禱吧。
  亞肋路亞，亞肋路亞，齊來祈禱吧。亞肋路亞，
  亞肋路亞，齊來祈禱吧！

(52)  T35 衷心讚美 Magnificat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衷心讚美我們的天主上主。
  衷心讚美，衷心讚美，衷心讚美我們的上主！
  Ma-gni-fi-cat, ma-gni-fi-cat, 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um.
  Ma-gni-fi-cat, ma-gni-fi-cat, ma-gni-fi-cat a-ni-ma me-a!

(53)  T49 何處有仁 Ubi Caritas
  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上主必常在。
  U-bi ca-ri-tas et a-mor, u-bi ca-ri-tas De-us i-bi 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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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拜聖體

(54)  447 虔誠朝拜
1. 耶穌救主君王，我們朝拜你；你是天上真主，我們稱頌你。 
 全能上主降臨，普施諸恩寵。你作亞當子孫，為把救恩賜。
2. 耶穌我感謝祢，賜我此神糧：祢在這旅途上，養活著我們。 
 我們共享奧秘，常與祢契合。願為祢的聖名，奉獻我辛勤。
3. 萬歲降生救主，生於貞母胎；偉哉不朽威能，復活自墓中。
 賜我常蒙你佑，分沾你勝利。請勿棄我卑陋，常作你聖宮。 
     亞孟

(55)  437 皇皇聖體
1. 皇皇聖體尊高無比，我們俯首致欽崇；古教舊禮已成陳跡， 
 新約禮儀繼聖功；五官之力有所不及，應由信德來補充。
2. 讚美聖父讚美聖子，歡欣踴躍來主前，歌頌救主凱旋勝利，
 頌揚主德浩無邊，聖神發自聖父聖子，同尊同榮同威嚴。       
 亞孟。 

(56)  439 讚美天主
 讚美天主。讚美天主聖名。
     讚美耶穌基利斯督真是天主又真是人。讚美耶穌聖名。
 讚美耶穌至聖之心。讚美耶穌寶血。
     讚美耶穌在至聖之聖體聖事內。讚美師保聖神。
 讚美至高至聖瑪利亞天主之母。
 讚美聖母至聖而無玷之始胎。
     讚美聖母蒙召升天。讚美童貞聖母瑪利亞之名。
 讚美聖若瑟聖母之淨配。
     讚美天主於其天神及諸聖人中，至於世世。 
 亞孟。

(57)  422 耶穌我信祢
1.  耶穌我信你，耶穌我望你，耶穌我愛你，永遠結合不相離。
2.  耶穌我恩主，我全獻給你，將我的生死，盡行託付你手裏。
3.  耶穌可憐我，耶穌寬待我，仁慈引導我，賜我天堂享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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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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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思高跟隨者
（姓名）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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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留言



159

  鮑思高跟隨者
（姓名）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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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聖者的禱文》
短頌：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救援從那裡而來？我的救援
	 	 從創造天地的上主而來。(x2)
*		 出發前，行程若有任何延誤或更改，而令我感到憂慮。主，
	 讓我記得我是朝聖者，不是遊客。
*		 在飛機上或巴士上，若我未被編排喜愛的座位。主，讓我記
	 得我是朝聖者，不是遊客。
*		 若活動未有依照行程表安排。主，讓我記得我是朝聖者，不	
	 是遊客。
*		 若我感到疲倦而想發脾氣時。主，讓我記得我是朝聖者，不
	 是遊客。
*		 若食物不符合我的喜好時。主，讓我記得我是朝聖者，不是
	 遊客。
*		 若其他朝聖者大聲說話，令我未能聽到導遊的講解。主，讓
	 我記得我是朝聖者，不是遊客。
*		 若有人在巴士上佔了較佳座位，或在餐廳裡佔用了較佳位
	 置。主，讓我記得我是朝聖者，不是遊客。
*		 當我排在隊尾或等候被接待時。主，讓我記得我是朝聖者，
	 不是遊客。
*		 當前面那個人買了我心愛的東西。主，讓我記得我是朝聖
	 者，不是遊客。
*		 當我有機會幫助某一個人，但他卻常使我感到惱怒。主，讓
	 我記得我是朝聖者，不是遊客。
*		 若有人時常最遲返回巴士，而我時常守時。主，讓我記得我
	 是朝聖者，不是遊客。
*		 主，特別讓我記得，別人令我感到不滿意的地方，其實也是
	 祢對我感到不滿意的地方。讓我不要忘記：要不斷寬恕別
	 人，尤如祢不斷寬恕我一樣。	亞孟。
***		 你的心神會見到哪座山？獅子山？東望洋山？亞里山？
	 	 泰山？西乃山？熙雍山？加爾亞略山？鮑思高崗？
***	 我要向高山舉目，我的救援從那裡而來？我的救援從創造
	 	 天地的上主而來。(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