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ERUSALEM  耶路撒冷 

119 LAST SUPPER CHURCH (CENACULUM)   

最後晚餐廳 

THE MASS OF THE MOST PRECIOUS BODY AND 

BLOOD OF OUR LORD  基督聖體聖血 

進堂詠 

上主要以精選的麥麵養育選民，用石縫中的野蜜飽飫他們。  (詠 81:17) 

集禱經 

主，你藉奧妙的聖體聖事，留下了你苦難的紀念；主你使我們虔誠地欽崇你體血的神聖奧

蹟，好能時常體驗你救恩的實效。你是天主，和天主聖父及聖神，永生永王。亞孟。 

甲年讀經 

讀經一  (祂以你和你們祖先所未嚐過的「瑪納」，養活了你。) 

恭讀申命紀  8:2-3, 14-16 

梅瑟對人民說：「你應當記著：上主你的天主使你在曠野中流浪了四十年。那是為了磨難

你，試探你，要知道你是否真心遵守祂的誡命。祂磨難你，要你捱饑抵餓，然後才以你和

你們祖先所未嚐過的『瑪納』養活你，使你知道人不僅靠食物生活，也靠上主親口所說的

每一句話。你不要忘記上主你的天主，祂曾引領你離開埃及、離開你們為奴之地，領你越

過火蛇和蠍子橫行的大荒野。經過了乾旱無水的可怖之地；是祂為你從堅硬的岩石中引水

出來；也是祂在曠野裡，以你祖先未嚐過的『瑪納』養活了你。」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47:12, 12-13, 14-15, 19-20 

【答】：耶路撒冷，你要讚頌上主！ 

領：耶路撒冷，你要讚頌上主！熙雍，你要讚頌你的天主！祂鞏固了你的城門，降福了你

懷中的子女。 【答】 

領：祂使你境內平安，讓你飽享精選的麥麵。祂向大地發出自己的諭旨，祂的聖旨立即傳

遍四方。 【答】 



領：祂將自己的旨意曉諭了雅各伯，把自己的誡律啟示給以色列。祂從沒有這樣恩待過任

何國家，也從未向他們宣示過自己的法令。 【答】 

讀經二  (我們眾人都共享這同一個餅。)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0:16-17 

弟兄們：我們所祝頌的那祝謝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

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餅只是一個，我們雖然眾多，仍是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

共享這同一個餅。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耶穌說：「我就是從天降下的生命之糧；誰若吃了，必要活到永遠。」  

眾：亞肋路亞。 

福音  (誰吃這食糧，必要活到永遠。) 

恭讀聖若望福音  6:51-58 

那時，耶穌對群眾說：「我就是從天降下的生命之糧；誰若吃了，必要活到永遠。我所賜

的食糧，就是我的肉，為使世界獲得生命。」因此，猶太人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自己

的肉給我們吃呢？」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吃人子的肉，不

飲人子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有永恆的生命；在末日，

我要使他復活；因為我的肉才是真的食糧，我的血才是真的飲品。誰吃我的肉，喝我的

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就如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同樣，吃我肉

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這就是從天降下的食糧，並不像你們祖先所吃過的『瑪納』，他

們吃了，仍然死去；誰吃這食糧，必要活到永遠。」 ──上主的話。 

乙年讀經 

讀經一  (這就是盟約的血，是上主按這一切話與你們訂立的盟約的血。) 

恭讀出谷紀  24:3-8 

那時，梅瑟下山，將上主的一切話和誡命，陳述給人民聽，全體人民同聲回答說：「凡上

主所吩咐的，我們都要奉行。」梅瑟將上主的一切話都記錄下來。第二天早晨，梅瑟在山

腳築了一座祭壇，並豎立了十二根石柱，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又派了以色列人民中的一



些青年，去奉獻全燔祭，宰殺了牛犢作為獻給上主的和平祭。梅瑟取了一半的血，倒在盆

裡，將另一半，灑在祭壇上。然後把約書拿來，向人民宣讀。人民答說：「上主所吩咐的

一切，我們都要聽從奉行。」於是，梅瑟把血拿來，灑在人民身上，說：「這就是盟約的

血，是上主按這一切話與你們所訂立的盟約的血。」──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16:13, 12-13, 15-18 

【答】：上主舉起救恩之杯，我要呼號上主的名。 

領：上主賜我鴻恩，我將何以為報﹖我要舉起救恩之杯，我要呼號上主的名。【答】 

領：虔敬上主者的逝世，上主十分重視。上主，我是你的僕役，是你婢女的兒子，你解除

了我的束縛。【答】 

領：我要向上主獻上感恩的祭獻，呼號上主的名。我要在全體子民前，向上主還我所許的

願。【答】 

讀經二  (基督的血潔淨了我們的良心。)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9:11-15 

弟兄們：基督已經來了，祂就是那要來臨的鴻恩的大司祭。祂經過了那更大、更完善的、

非人手所造，也不屬於這塵世的會幕。祂不是帶公山羊和牛犢的血，而是帶著自己的血，

只一次進入了至聖所，就攫取了永遠的救贖。如果公山羊和牛犢的血，以及母牛的灰燼，

灑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可淨化他們得到肉身的潔淨，何況基督的血呢﹖祂藉著永生的

神，已把自己毫無瑕疵的奉獻於天主，祂的血豈不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

為，好去事奉生活的天主﹖為此，祂作了新約的中保，以祂的死亡補贖了在先前的盟約之

下所有的罪過，好叫那些蒙召的人，獲得所應許的永遠的產業。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說：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若

6:51）  

眾：亞肋路亞。 

福音  （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 

恭讀聖馬爾谷福音  14:12-16,22-26 



無酵節的第一天，即宰殺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門徒對耶穌說：「你願意我們到那裡，給

你預備吃逾越節晚餐？」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城裡去，必有一個拿著水罐的人，迎面而來，

你們就跟著他走；他無論進入那裡，你們就對那家主說：師父問：我同我的門徒，吃逾越

節晚餐的客廳在那裡？他必指給你們一間舖設好的寬大樓廳，你們就在那裡，為我們預備

吧！」 

門徒去了，來到城裡，所遇見的，正如耶穌給他們所說的；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晚餐。他

們正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的

身體。」耶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從那杯喝了。耶穌對他們說：「這

是我的血，盟約的血，為大眾而傾流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我決不再喝這葡萄汁了，直到

我在天主的國裡，喝新酒的那天。」他們唱完聖詠，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 上主的

話。  

丙年讀經 

讀經一  (默基瑟德奉獻了餅和酒。) 

恭讀創世紀  14:18-20 

亞巴郎帶著戰利品凱旋回來時，至高者天主的司祭，撒冷王默基瑟德帶著餅和酒出來，祝

福亞巴郎說：「願天地的創造者、至高者天主降福亞巴郎！至高者天主把敵人交在你手

中，願祂受讚美！」亞巴郎就從所得的戰利品，拿出十分之一，給了默基瑟德。 ──上主

的話。 

答唱詠  詠 110:4bc; 1-4 

【答】：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為司祭。 

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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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領：上主自熙雍伸出你的權仗，你要統治你的仇敵。【答】 

領：你誕生在聖山之日，王位就屬於你，我已經生了你，好像在黎明之前的朝露。 

【答】 

領：上主決不變更自己的誓言：「你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為司祭。」 【答】 

讀經二  (你們每次食這餅，飲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1:23-26 



弟兄們：我由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就是：主耶穌在被出賣的那一夜，拿起餅

來，感謝了，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的。你們要照樣做，紀念我。」晚餐

後，同樣拿起杯，說：「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飲這杯，要照樣做，紀念

我。」你們每次食這餅，飲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直到主再來。 ──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耶穌說：「我就是從天降下的生命之糧，誰若吃了，必要活到永遠。」 

眾：亞肋路亞。 

福音  (眾人都吃飽了。) 

恭讀聖路加福音  9:11b-17 

那時，耶穌向群眾講論天主的國，治好了那些需要治療的人。天將黑的時候，那十二人前

來對祂說：「請遣散群眾，讓他們到附近村莊田舍裡去投宿，找東西吃，因為我們這裡是

荒野的地。」耶穌卻向他們說：「你們給他們吃的吧！」他們答說：「我們只有五個餅和

兩條魚來，除非我們去為這些人購買食物。」當時，男人大約有五千。耶穌卻對門徒說：

「叫他們分組坐下，每組約五十人。」門徒就照樣做了，叫眾人坐下。耶穌拿起那五個餅

和兩條魚，望著天，祝謝了，擘開，遞給門徒，叫他們分給眾人。眾人吃了，也都飽了；

他們把剩下的碎塊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籃。 ──上主的話。 

獻禮經 

上主，願我們所獻上的禮品，為你的教會帶來這獻禮所象徵的平安與合一。因主耶穌基督

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頌謝詞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著我們的主基督，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

的，並能使人得救。基督是真實永恆的司祭，制定了長存的祭禮，首先將自己奉獻於你，

作為救世的祭品；又命令我們紀念祂而祭獻，使我們在聖餐中領受生命之糧，傳報祂的聖

死，期待祂再度來臨。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神聖，歌頌你的光榮，

不停地歡呼： 

領主詠 



主說：「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祂內。」 (若 6:56) 

領聖體後經 

主，我們現在領受你的體血，象徵與你圓滿結合，願這聖事保證我們能享受你永恆的生

命。你是天主，和天主聖父及聖神，永生永王。亞孟。 

 

  



THE MASS OF THE HOLY SPIRIT  聖神降臨 

進堂詠 

上主的神充滿世界，包羅萬象，通曉一切語言。亞肋路亞。  (智 1:7)  

集禱經 

天主，你以我們今天所慶祝的奧蹟，聖化遍佈各國和各民族的普世教會。求你傾注聖神的

恩寵滿溢寰宇，並繼續在信徒心中完成你的神妙工程，猶如當年開始宣講福音時，你所完

成的一樣。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

孟。 

讀經一 

恭讀宗徒大事錄  2:1-11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從天上傳來一陣響聲，好像暴風吹襲，充滿了他

們所在的那座房屋。有些像火一般的舌頭出現，分別停留在他們每一個人的頭上，眾人都

充滿了聖神，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能力，說起其他語言來。那時，住在耶路撒冷的，有從天

下各國來的虔誠猶太人，這聲音一響，就聚集了許多人，都非常驚奇，因為人人都聽見他

們說各人本鄉的話。他們驚訝奇怪地說：「看！這些說話的，不都是加里肋亞人嗎﹖怎麼

我們每人聽見他們講我們本鄉的話呢﹖我們中有帕提雅人、瑪待人、厄藍人和居住在美索

不達米亞、猶太和卡帕多細雅、本都和亞細亞、夫黎基雅和旁非里雅、埃及和靠近基勒乃

的利比亞一帶的人，以及從羅馬來的猶太人和歸依猶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我

們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言語，講論天主的偉大工程！」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04：24，29﹣30，31，34 

【答】：上主，求你噓氣，使大地煥然一新。 

領：我的靈魂，你要讚頌上主；上主，我的天主，你何等偉大。上主，你的工程多采多

姿，萬有都是你智慧的成果，大地充滿你的傑作。 【答】 

領：上主，你若收回他們的氣息，他們就會歸於灰土。你一噓氣，萬物化生，你使大地煥

然一新。 【答】 

領：願上主的光榮永世長存，願上主喜愛自己的工程！願我的默禱蒙上主喜悅，我將要因

上主而歡樂。 【答】 

讀經二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迦拉達人書  5:16-25 

弟兄們：如果你們按照聖神的引導行事為人，就決不會滿足本性的私慾，因為本性的私慾

與聖神的引導對立，聖神的引導與本性的私慾對抗：二者互相對敵，致使你們不能做你們

所願意做的事；但是，如果你們隨從聖神的引導，就不受法律的約束了。本性私慾的作為

是顯而易見的，例如：淫亂、不潔、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鬥爭、嫉妒、忿怒、爭

吵、不睦、分黨、妒恨、謀殺、酗酒、狂歡宴樂、以及類似這樣的事。我以前勸戒過你

們，如今再說一次：做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天主的國。然而聖神的果實是：仁愛、喜

樂、平安、忍耐、良善、慈祥、忠信、溫柔、自律；這些事，是沒有法律禁止的。凡是屬

於耶穌基督的人，已經將肉體同私慾偏情都釘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們靠聖神生活，就該

依照聖神的引導行事。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聖神，請你降臨，充滿你信徒的心；在他們心中燃起你的愛火。 

眾：亞肋路亞。 

福音 

恭讀聖若望福音  15:26-27, 16:12-15 

那時，耶穌對門徒說：「我要從父那裡給你們派遣一位護慰者，就是出自父的真理之神。

他來到時，必要為我作證；你們也要作證，因為你們從開始就同我在一起。我還有許多事

要告訴你們，但是你們現在不能承擔。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到時，他要指引你們明白全部

真理，因為他不憑自己說話，而是將他所聽到的說出來，並且要將未來的事向你們宣佈。

他要光榮我，因為他要將從我所領受的，告訴你們。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

說：他要將從我所領受的告訴你們。 ──上主的話。  

獻禮經 

仁慈的天主，求你實現你聖子的恩許，派遣你的聖神，將這祭獻的奧秘，充分啟示給我

們，並引導我們領悟全部真理。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頌謝詞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堪當接受天地萬物的歌頌；我們應該時時感謝你，處處讚

美你，這實在有助於我們獲得救恩。因為你今天完成了逾越奧蹟，派遣聖神，降臨到那些



因分享基督的生命，而成為你子女的人心中；又因為在教會誕生之日，聖神曾使列國萬民

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並團聚不同語言的民族，眾口同聲明認同一的信仰。 

為此，普世萬民洋溢著復活的喜樂，踴躍歡騰；同時天上的天使、和所有聖人也同聲歌頌

你，不停地歡呼： 

領主詠 

眾人都充滿了聖神，講天主的事。亞肋路亞。 

領聖體後經 

天主，你把天上的恩寵，賜給了你的教會；求你保存你所賜予我們的恩惠，使聖神的德能

在我們之內日益發揮效能，願我們領受的天上神糧，幫助我們獲得永恆的救恩。因主耶穌

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THE MASS OF THE PENTECOST  五旬節 

進堂詠 

上主的神充滿世界，包羅萬象，通曉一切語言。亞肋路亞。  (智 1:7) 

集禱經 

天主，你以我們今天所慶祝的奧蹟，聖化遍佈各國和各民族的普世教會。求你傾注聖神的

恩寵滿溢寰宇，並繼續在信徒心中完成你的神妙工程，猶如當年開始宣講福音時，你所完

成的一樣。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

孟。 

讀經一  (眾人都充滿了聖神。) 

恭讀宗徒大事錄  2:1-11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從天上傳來一陣響聲，好像暴風吹襲，充滿了他

們所在的那座房屋。有些像火一般的舌頭出現，分別停留在他們每一個人的頭上，眾人都

充滿了聖神，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能力，說起其他語言來。那時，住在耶路撒冷的，有從天

下各國來的虔誠猶太人，這聲音一響，就聚集了許多人，都非常驚奇，因為人人都聽見他

們說各人本鄉的話。他們驚訝奇怪地說：「看！這些說話的，不都是加里肋亞人嗎﹖怎麼

我們每人聽見他們講我們本鄉的話呢﹖我們中有帕提雅人、瑪待人、厄藍人和居住在美索

不達米亞、猶太和卡帕多細雅、本都和亞細亞、夫黎基雅和旁非里雅、埃及和靠近基勒乃

的利比亞一帶的人，以及從羅馬來的猶太人和歸依猶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我

們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言語，講論天主的偉大工程！」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04:24, 29-30, 31, 34 

【答】：上主，求你噓氣，使大地煥然一新。 

領：我的靈魂，你要讚頌上主；上主、我的天主，你何等偉大。上主，你的工程多采多

姿，萬有都是你智慧的成果，大地充滿你的傑作。 【答】 

領：上主，你若收回他們的氣息，他們就會歸於灰土。你一噓氣，萬物化生，你使大地煥

然一新。 【答】 

領：願上主的光榮永世長存，願上主喜愛自己的工程！願我的默禱蒙上主喜悅，我將要因

上主而歡樂。【答】 

讀經二  (我們都因一個聖神受了洗，成了一個身體。)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2:3-7, 12-13 

弟兄們：除非受聖神感動，沒有一個人能說：『耶穌是主』。神恩雖有區別，卻只有一個

聖神；服務雖有多種，卻只有一個主；工作雖有區別，卻是由同一的天主所推動眾人做

的。聖神在各人身上的顯示，都是為了眾人的好處。 

正如身體只有一個，但有許多肢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因為我們

眾人，不論是猶太人、希臘人、為奴的、或自由的，到因同一聖神受了洗，成為一個身

體，並暢飲了同一的聖神。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聖神，請你降臨，充滿你信徒的心；在他們心中燃起你的愛火。  

眾：亞肋路亞。 

福音  (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你們領受聖神吧！) 

恭讀聖若望福音  20:19-23 

一週的第一天黃昏，門徒聚集一起，因為害怕猶太人，就把門戶關上。耶穌來了，站在他

們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了

主，非常歡喜。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派遣了我，我也怎樣派遣你

們。」說了這話，就對他們吹了一口氣，說：「你們領受聖神吧！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

罪就得赦免；你們不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不得赦免。」 ──上主的話。 

獻禮經 

仁慈的天主，求你實現你聖子的恩許，派遣你的聖神，將這祭獻的奧秘，充分啟示給我

們，並引導我們領悟全部真理。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頌謝詞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堪當接受天地萬物的歌頌；我們應該時時感謝你，處處讚

美你，這實在有助於我們獲得救恩。因為你今天完成了逾越奧蹟，派遣聖神，降臨到那些

因分享基督的生命，而成為你子女的人心中；又因為在教會誕生之日，聖神曾使列國萬民

認識你，唯一的真天主，並團聚不同語言的民族，眾口同聲明認同一的信仰；為此，普世



萬民洋溢著復活的喜樂，踴躍歡騰；同時天上的天使，和所有聖人也同聲歌頌你，不停地

歡呼： 

領主詠 

眾人都充滿了聖神，講述天主的奇事。亞肋路亞。  (宗 2:4) 

領聖體後經 

天主，你把天上的恩寵，賜給了你的教會；求你保存你所賜予我們的恩惠，使聖神的德能

在我們內日益發揮效能，並願我們所領受的天上神糧，幫助我們獲得永恆的救恩。因主耶

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THE MASS OF THE LORD’S LAST SUPPER   

主的晚餐 

進堂詠 

我們必須以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為榮，因為祂是我們的救恩、生命和復活；藉著祂，我們

才獲得釋放和自由。 (參閱迦 6:14) 

集禱經 

天主，你的唯一聖子在受難前的晚餐中，把萬古常新的祭獻、愛的聖宴交給教會；我們現

在正參與這晚餐，願我們從這偉大的聖事中，獲取完美的愛德和豐富的生命。因你的聖

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讀經一  (逾越節晚餐) 

恭讀出谷紀  12:1-8, 11-14 

那時，上主在埃及訓示梅瑟和亞郎：「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作為一年的開端。你們要訓

示以色列會眾，本月初十，各人應為自己的家庭準備羔羊，每戶一隻。若是家庭人口太

少，吃不了一隻，家長應和鄰居按人數，估計各人的食量而準備。這羔羊應是一歲而無殘

疾的公羊，可從綿羊或山羊中挑選，把牠留到本月十四日，那天黃昏，以色列會眾應將羔

羊宰殺。吃羔羊的每家把羔羊的血塗在門楣和兩邊門框上。當晚，大家應把羔羊用火來

烤，同無烤餅和苦菜一起吃。 

你們該束著腰，穿著鞋，手持著棍杖，盡快地吃；這是上主的逾越。這一夜我要走遍埃及

全國，將埃及所有的第一胎，無論是人或是畜牲都要殺死。對於埃及的眾神，我也要嚴加

懲罰，因為我是上主。這血塗在你所住的房屋上，當作你們的記錄；我打擊埃及的時候，

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毀滅的災禍便不降在你們身上。這一天將是你們的紀念日，要視

為上主的節日，加以慶祝；你們要世世代代過這個節日，訂為永遠的法規。 ──上主的

話。  

答唱詠  詠 116：12﹣13，15﹣16，17﹣18  

【答】：藉著祝福之杯，我們共飲基督聖血，結合為一。 

領：上主鴻恩，我何以為報﹖我要舉起救恩之杯，呼求上主的名。【答】 

領：聖徒的逝世，上主十分重視。我是你的僕役，是你婢女的兒子；你解除了我的羈絆。 

【答】 

領：我要呼求你的名，向你獻上讚頌之祭。我要在全體子民前，向上主還願。 【答】 



讀經二  (你們每次食這餅，飲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1:23-26 

弟兄們：以下是我由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主耶穌在被出賣的那一夜，拿起餅，

感謝天父，把餅擘開，說：「這是我為你們而犧牲的身體，你們要照樣做，紀念我。」晚

餐後，同樣拿起杯，說：「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每次你們飲這杯，要照樣做，紀念

我。」你們每次食這餅，飲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直到主再來。 ── 這是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耶穌，我們讚美你，光榮你！ 

眾：主耶穌，我們讚美你，光榮你！ 

領：主說：我給你們一項新命令，你們應該彼此相愛，如我愛你們一樣。  

眾：主耶穌，我們讚美你，光榮你！ 

福音 

恭讀馬爾谷福音  14:22-25 

他們正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去吃罷！這是我

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從杯中喝了。耶穌對他們說：「這是

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家流出來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我決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

天主的國裡喝新酒的那天。」 ──上主的話。 

獻禮經 

主，我們每次為紀念救主而舉行聖祭，就是實行你救贖我們的工程，願我們能相稱地參與

這神聖的奧蹟。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頌謝詞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著我們的主基督，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

的，並能使人得救。基督是真實永恆的司祭，制定了長存的祭禮，首先將自己奉獻於你，

作為救世的祭品；又命令我們紀念祂而祭獻，使我們在聖餐中領受生命之糧，傳報祂的聖

死，期待祂再度來臨。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神聖，歌頌你的光榮，

不停地歡呼： 

領主詠 



主說：「這是我為你們而犧牲的身體；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約，每次你們飲這杯，要照

樣做，紀念我。」 (格前 11:24, 25) 

領聖體後經 

全能的天主，我們今天飽享你聖子的晚餐，求你賞賜我們來世得享你永恆的聖宴。祂和你

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THE MASS OF ST. THOMAS THE APOSTLE   

聖多默宗徒 

進堂詠 

上主，我的天主，我感謝你；我的天主，我高聲頌揚你，因為你救助了我。 (詠 117:28)  

集禱經 

全能的天主，求你賞賜我們歡度聖多默使徒的慶節，使我們常能得到他的協助，效法他認

識並確信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並因祂的名獲得永生。祂是天主，和你及聖神，

永生永王。亞孟。 

讀經一  (你們已被建築在宗徒的基礎上)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  2:19-22 

弟兄們：你們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聖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被建築在宗徒

和先知的基礎上，而基督耶穌自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石；靠著他，整個建築物結構緊湊，

逐漸擴展，在主內成為一座聖殿；並且靠著他，你們也一同被建築，因著聖神，成為天主

的住所。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17:1-2  

【答】：你們往普天下去宣傳福音。 

領：亞肋路亞。列國萬民，請讚美上主；一切民族，請歌頌上主！ 【答】 

領：因為祂的仁愛厚加於我們，上主的忠誠必要永遠常存。 【答】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說：多默！因為你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 

眾：亞肋路亞。 

福音  (我的主，我的天主！) 



恭讀聖若望福音  20:24-29 

十二人中的一個，號稱狄狄摩的多默，當耶穌來時，卻沒有和他們在一起。別的門徒向他

說：「我們看見了主。」但他對他們說：「我除非看見他手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探入釘

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決不信。」八天以後，耶穌的門徒們又在屋裏，多默也和

他們在一起。門戶關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說：「願你們平安！」然後對多默說：「把

你的指頭伸到這裏來，看看我的手罷！並伸過你的手來，探探我的肋旁！不要作無信的

人，但要作個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說：「我的主，我的天主！」耶穌對他說：「因為

你看見了我，纔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纔是有福的！」 ──上主的話。 

獻禮經 

上主，我們按照應盡的職務，向你奉上禮品；今天為敬禮聖多默使徒的殉道，向你奉獻讚

頌之祭，求你保衛你賜給我們的種種恩惠。因我們的主基督。亞孟。 

頌謝詞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著我們的主基督，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

的，並能使人得救。因為你曾將你的教會建基於使徒身上，使教會在地上成為你聖潔的永

恆標誌，並把天上的教誨宣報給普世萬民。為此，從現在，一直到永遠，我們偕同所有天

使，熱誠地向你謳歌，不停地高聲歡呼： 

領主詠 

伸過你的手來，摸摸我的釘痕，不要作一個無信者，卻要作一個有信德人。(若 20:27) 

領聖體後經 

天主，我們藉著這聖事所領受的，確實是你唯一聖子的聖體；求你使我們如聖多默使徒一

樣，以信德確信，並以言行明認祂是我們的主天主。因我們的主基督。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