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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SS OF THE CHRIST THE KING   

基督普世君王節 

進堂詠 

被宰殺的羔羊理當享有權能、富裕、智慧、勇毅和尊威；願祂獲得榮耀及王權，直到萬世

萬代。 (默 5：12，1：5，6)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願意藉著你的聖子基督、普世君王，使萬象更新；願從罪惡中被解救

的人類，都能事奉你，永遠讚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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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年讀經 

讀經一  (我要在羊與羊之間、綿羊和山羊之間，施行審判) 

恭讀厄則克耳先知書  34:11-12, 15-17 

我主上主這樣說：「看！我要親自尋找我的羊，照顧我的羊。牧人在羊群失散時，怎樣尋

找自己的羊，我也要怎樣尋找我的羊；我要把在陰暗的日子中四散的羊救回來，我要親自

牧放我的羊，親自使牠們歇息。我主上主說：失落的，我要尋找；迷路的，我要領回；受

傷的，我要包紮；病弱的，我要治療；肥壯的，我要護守；我要廣施救恩牧養牠們。」  

「我主上主這樣說：我的羊群，看！我要在羊與羊之間、綿羊和山羊之間，施行審判。」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23:1, 1-3, 5-6 

【答】：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一無所缺。 

領：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一無所缺。祂領我到翠綠的草地上。 【答】 

領：祂帶我走近幽靜的溪水旁，祂使我心靈舒暢；為了光榮祂的名，祂領我踏上了正途。 

【答】 



領：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在我頭上傅油，使我的杯爵滿溢。在我一生的歲月

裡，常沐浴在你的恩寵如幸福中；在我有生之日，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裡。 【答】 

讀經二  (那時，基督把自己的王權還給天主父，好讓天主成為萬物中的萬有。)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5:20-26, 28 

弟兄們：基督確實從死者中復活，是第一位從死者中復活的，因為死亡是因一個人而來。

死者的復活也是因一個人而來：就如，因著亞當眾人都死了，同樣，在基督內眾人都要復

活。但要依照個別的次序：首先，是第一位復活的基督，然後，是基督再來時屬於祂的

人，最後，才是結局。那時，基督將消滅一切率領者、掌權者和大能者，並把自己的王權

還給天主父。原來，基督必須為王，直到所有仇敵屈伏在祂的腳下。那最後被毀滅的仇

敵，就是死亡。在萬物都隸屬聖子權下之後，甚至聖子也要屈伏於那位使萬物隸屬子的

父，好讓天主在萬有中，超越萬有、統御萬有。 ──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我是元始和終結。是現在存在，昔日存在，將來永在的那一位。你們應堅持信仰的恩

寵，直到我再來。  

眾：亞肋路亞。 

福音  (祂要坐在光輝的寶座上，把義人和惡人分開。) 

恭讀聖瑪竇福音  25:31-46 

耶穌對門徒說：「當人子在自己的光榮中，與眾天使一同降來時，祂要坐在光輝的寶座

上，萬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祂要把他們分開，好像牧人分開綿羊和山羊一樣：把綿羊放

在右邊，山羊放在左邊。那時候，君王要對祂右邊的人說：「我父所降福的人，你們來

罷！承受從創世時就給你們預備好的王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了，你們給我

喝；我無家可歸，你們收留我；我衣不敝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照顧我；我被監

禁，你們來探望我。」義人回答祂說：「主！我們什麼時候看見你饑餓，而給你吃，或口

渴而給你喝呢﹖我們什麼時候看見你無家可歸，而收留你，或衣不敝體而給你穿呢﹖我們

什麼時候看見你生病，或被監禁，而來探望你呢？」君王便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你們對我最小的一個兄弟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然後祂又對左邊的人說：「該死的

人啊！你們離開我罷！到那預備給魔鬼和牠的使者的永火裡去。因為我餓了，你們沒有給

我吃；我渴了，你們沒有給我喝；我無家可歸，你們沒有收留我；我衣不敝體，你們沒有

給我穿；我生病或被監禁，你們沒有來探望我。」他們回答說：「主！我們什麼時候見你



饑餓、口渴、無家可歸、衣不敝體、生病、或被監禁，而沒有服侍你？」君王便回答他們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沒有為最卑微的一個人做這些事，就是沒有為我做。這些不

義的人要永受懲罰，而那些義人卻要到永生。」 ── 上主的話。 

乙年讀經 

讀經一  (祂的王權是永遠的王權。) 

恭讀達尼爾先知書  7:13-14 

在夜間的異像中：我看見一位像人子的，乘著雲彩降來，走到萬古常存的面前。祂便把統

治權、尊榮和王國，賜給像人子的那一位。所有民族、國家和各種語言的人，都要事奉

祂；祂的王權是永遠的，永存不替；祂的王國永不滅亡。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93:1-2, 5 

【答】：上主為王，以尊威作衣冠。 

領：上主為王，以尊威作衣冠；上主身披德能，腰繫大權。【答】 

領：上主奠定了大地，永不搖撼。上主的寶座由太初就已建立，從永遠就已存在。

【答】 

領：上主，你的誓言信實可靠；願你的殿宇永保聖潔。【答】 

讀經二  (耶穌是地上萬王的元首，祂使我們成為王國，成為事奉天主的司祭。) 

恭讀聖若望默示錄  1:5-8 

耶穌基督是信實的見證，是死者中首先復活的，是地上萬王的元首，祂愛我們，並以自己

的血救我們脫免罪過，使我們成為王國，成為司祭，事奉祂的天主父。願光榮與權能都歸

於祂，直到無窮之世。亞孟。看！祂乘著雲彩降來，全人類都要瞻仰祂，連那些曾經刺傷

祂的人也要瞻仰祂；地上的所有民族都要為祂哀悼，事實確會是這樣。亞孟。今天，昔在

和將來永在的全能者上主天主這樣說：「我是元始和終結。」 ──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奉上主之名而來的，應受讚頌！祂的王國，應受讚頌！  



眾：亞肋路亞。 

福音  (你說的對，我是君王) 

恭讀聖若望福音  18:33-37 

那時候，比拉多問耶穌說：「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耶穌回答說：「這話是你說的，還

是別人對你說的呢？」比拉多說：「難道我是猶太人嗎？你本國的人和司祭長把你交給

我，你究竟做了什麼事呢﹖」耶穌回答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假使我的國屬於這世

界，我的臣民早已起來抵抗，使我不至被交給猶太人；但是，我的國不是屬於這世界。」

於是比拉多問祂說：「那麼，你就是君王了﹖」耶穌回答說：「你說的對，我是君王。我

為此而生，也為此而來到這世界上，就是為給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人，必聽從我的聲

音。」 ── 上主的話。 

丙年讀經 

讀經一  (以色列的長老給達味傅油，立他為以色列王。) 

恭讀撒慕爾紀下  5:1-3 

那時候，以色列各支派來到赫貝龍見達味說：「看，我們都是你的骨肉。從前，撒烏耳做

我們君王時，也是你率領以色列出入戰場；上主對你說：「你要牧養我的子民以色列，做

以色列的領袖。」於是，以色列所有的長老都到赫貝龍來見達味王，達味就在赫貝龍、在

上主面前和他們立了盟約；他們便給達味傅油，立他為以色列王。」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22:1, 1-5 

【答】：我真高興，因為有人對我說：「你們要進入上主的聖殿！」 

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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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腳踏你

的門限。【答】 

領：耶路撒冷的確是一座京城，有宏偉的建築，整齊的市容。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齊

集城中，按照以色列的慣例，稱頌上主的名。【答】 

領：這裡設有審判的寶座，就是達味宗室的寶座。請為耶路撒冷求和平，願愛她的人獲享

平安。 【答】 

讀經二  (天父把我們徙置到他愛子的王國。)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羅森人書  1:12-20 



弟兄們：感謝天父，使我們有資格在光明中，分享聖徒的福分。祂救我們脫離了黑暗的權

勢，把我們徙置到祂愛子的王國。在祂愛子內，我們得到救贖，獲得罪赦。祂是看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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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祂內受造的。一切都藉著祂，並為了祂而受造，祂存在於萬

有之先，萬有都賴祂而存在。祂是教會的頭，也就是祂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首先從死

者中復活的，在萬有中高居首位。天主樂意使一切在祂內達致圓滿，並藉著祂在十字架上

傾流的血，建立和平，使人間和天上的一切，與天主重歸於好。 ──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奉上主之名而來的，應受讚頌！祂的王國，應受讚頌！ 

眾：亞肋路亞。 

福音  (主，當你進入你的王國時，請你紀念我！) 

恭讀聖路加福音  23:35-43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民眾的領袖嘲笑耶穌說：「祂救了別人，如果祂是天主揀選的默

世亞，就救祂自己罷！」兵士也戲弄祂，上前把醋遞給祂說：「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

救救你自己罷！」在祂頭頂上有一塊木，用希臘、拉丁和希伯來文寫著：「這是猶太人的

君王。」兩個綁在十字架的罪犯，有一個侮辱耶穌說：「你不是默世亞嗎？救救你自己和

我們罷！」另一個就斥責他說：「你受同樣的刑罰，連天主也不怕嗎？我們是罪有應得，

因為我們所受的，正是我們該得的報應；但是，這個人從沒有做過任何錯事。」接著又

說：「耶穌，當你進入你的王國時，請你紀念我！」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天

你就要和我一起在樂園裡。」 ── 上主的話。 

獻禮經 

天父，請接納這個修好的祭獻，並因你聖子基督的功勞，恩賜天下萬民和平合一。祂和你

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頌謝詞  (基督是司祭及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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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理

當處處讚美你，這實在有助我們獲得救恩。以喜樂之油，祝聖了你的獨生子、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立祂為永恆的司祭和普世的君王。祂在十字架祭壇上犧牲自己，成為修好的無玷



祭品，完成了救贖人類的奧蹟；祂使一切受造物歸於自己權下，將永久而普遍的神國，即

真理與生命的神國、聖德與恩寵的神國、正義仁愛和平的神國，呈獻於你至尊台前。 

為此，我們偕同列位天使、總領天使、與天上聖人，永遠歌頌你的光榮，高聲歌唱：  

領主詠 

上主永遠為王，降福百姓，國泰民安。  (詠 2:10-11) 

領聖體後經 

上主，我們已領受了永生之糧。求你使我們以服從基督普世君王為榮，他日在天國和祂共

享永生。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THE MASS OF THE PRECIOUS BLOOD OF OUR 

LORD  基督寶血感恩祭 

進堂詠 

基督服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舉揚了他，賜給他一個名號，超越一切名

號。 

集禱經 

主，耶穌基督，你離開聖父的懷抱，從天而降，傾流你的寶血為補贖我們的罪。我們謙恭

地祈求你，使我們在審判的日子，能倚立在你的右邊，聽到你對我們說：「我父所祝福

的，請來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你和聖父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

生永王。亞孟。 

讀經一 

恭讀默示錄  7:9-14 

在這些事以後，我看見有一大夥群眾，沒有人能夠數清，是來自各邦國、各支派、各民

族、各異語的，他們都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持棕櫚枝，大聲呼喊說：「救

恩來自那坐在寶座上的我們的天主，並來自羔羊！」於是所有站在寶座、長老和那四個活

物周圍的天使，在寶座前俯伏於地，朝拜天主說：「阿們。願讚頌、光榮、智慧、稱謝、

尊威、權能和勇毅，全歸於我們的天主，至於無窮之世。阿們。」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說：

「這些穿白衣的人是誰﹖他們是從那裏來？」我回答他說：「我主，你知道。」於是他告

訴我說：「這些人是由大災難中來的，他們曾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裳，使衣裳雪

白。」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69：21，22  

【答】：父啊！我把靈魂交在你手中。 

領：侮辱破碎了我心，使我憂傷難過；我期望有人同情，卻未找到一個，我渴望有安慰，

可是尋不著。 【答】 

領：他們在我的食物中，攙上了苦膽，我口渴時，竟遞來酸醋要我下嚥。 【答】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基督服從至死，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舉他，賜給他一個名號，超越一切名號。 

眾：亞肋路亞。 

福音 

恭讀聖若望福音  19:28-37 

此後，耶穌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為應驗經上話，遂說：「我渴。」有一個盛滿了醋的

器皿放在那裡，有人便將海綿浸滿了醋，綁在長槍上，送到他的口邊。耶穌一嚐了那醋，

便說：「完成了。」就低下頭，交付了靈魂。猶太人因那日子是預備日，免得安息日內 

── 那安息日原是大節日 ── 屍首留在十字架上，就來請求比拉多打斷他們的腿，把他們

拿去。兵士遂前來，把第一個人的，並與耶穌同釘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個人的腿打斷了。可

是，及至來到耶穌跟前，看見他已經死了，就沒有打斷他的腿；但是，有一個兵士用槍刺

透了他的肋膀，立時流出了血和水。那看見這事的人就作證，而他的見證是真實的；並且

「那位」知道他所說的是真實的為叫你們也相信。這些事發生，正應驗了經上的話說：

「不可將他的骨頭打斷。」經上另有一句說：「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 ── 上主的

話。  

獻禮經 

上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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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能使人得救。

你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將人類的得救建立在十字架聖木上，使死亡從何處發生，生命

也從何處復甦；使魔鬼因樹木而獲勝，也因聖木而敗亡。尊威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神

聖，藉著基督讚美你，欽崇你，敬畏你，歡躍慶賀你。求你恩准我們也和他們謙恭地同聲

讚頌： 

領主詠 

他們穿透了我的手腳，我竟能數清我的骨骼。  (詠 22：17﹣18) 

領聖體後經 

主耶穌基督，永生天主之子，你在第六時辰為救贖世界，而接受了十字架的極刑，並傾流

你的寶血為補贖我們的罪；我們懇切求你，賞賜我們在死後進入天堂的恩典。你是天主，

永生永王。亞孟。 



THE MASS OF THE PASSION OF OUR LORD   

基督苦難感恩祭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的聖子承行你的旨意，屈尊就卑，降生成人，服從至死，死在十字架

上。求你助佑我們，步武謙抑自下的基督，俾能分享祂的復活。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

主，永生永王。亞孟。 

讀經一  (我遭受侮辱，面不改容，像一塊燧石，因為我知道我不會受辱。)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0:4-7 

我主上主賜給我訓誨者的口才，使我勸慰心力交瘁的人。祂每天清晨喚醒我，使我像學徒

一樣悉心聆教。我主上主開啟了我的耳朵，我沒有抗拒，也沒有退避。人擊我背，我就迎

之以背；拔我鬍鬚，我就迎之以腮；辱我唾我，我也沒有遮掩我的臉面。由於我主上主的

支持，我不怕蒙羞；我面不改容，像一塊燧石，因為我知道我不會受辱。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22:8, 17-20, 23-24 

【答】：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我﹖ 

領：凡看見我的人都譏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他既然信賴上主，上主就應解救他；上主

既然喜愛他，就該救助他。 【答】 

領：成群惡犬圍困我，大批歹徒逼近我；他們穿透我的手腳，我的骨骼莖莖可數。 

【答】 

領：他們瓜分我的衣服，抽籤奪取我的長袍。上主！求你不要離棄我；我的救主，求你速

來救助我。 【答】 

領：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揚你的名，在盛會中向你歌頌；敬畏上主的人，請讚美上主；雅各

伯的後裔，請顯耀上主；以色列的子孫，請敬畏上主！【答】 

讀經二  (基督謙抑自下，因此天主高舉了祂。)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2:6-11 

耶穌基督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但並沒有堅持與天主同等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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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抑自下，服從至死，死在十字架

上。因此，天主高舉了祂，賜給祂一個名號，超越一切名號，使上天、下地和陰府，一聽



耶穌的名號，都屈膝叩拜，眾口同聲宣認耶穌基督是主，以顯耀天主聖父。 ── 上主的

話。  

福音前歡呼 

領：基督，願光榮和讚頌歸於你！ 

眾：基督，願光榮和讚頌歸於你！ 

領：基督服從至死，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舉他，賜給他一個名號，超越一切名

號。  

眾：基督，願光榮和讚頌歸於你！ 

福音 

恭讀聖若望福音  19:28-37 

此後，耶穌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為應驗經上話，遂說：「我渴。」有一個盛滿了醋的

器皿放在那裡，有人便將海綿浸滿了醋，綁在長槍上，送到他的口邊。耶穌一嚐了那醋，

便說：「完成了。」就低下頭，交付了靈魂。猶太人因那日子是預備日，免得安息日內 

── 那安息日原是大節日 ── 屍首留在十字架上，就來請求比拉多打斷他們的腿，把他們

拿去。兵士遂前來，把第一個人的，並與耶穌同釘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個人的腿打斷了。可

是，及至來到耶穌跟前，看見他已經死了，就沒有打斷他的腿；但是，有一個兵士用槍刺

透了他的肋膀，立即流出了血和水。那看見這事的人就作證，而他的見證是真實的；並且

「那位」知道他所說的是真實的，為叫你們也相信。這些事發生，正應驗了經上的話說：

「不可將他的骨頭打斷。」經上另有一句說：「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 ── 上主的

話。  

獻禮經 

天主，求你因聖子的苦難，寬恕我們的罪過；雖然我們不配深受宏恩，但願能依靠你的仁

慈，並藉聖子獨一無二的祭獻，與你重歸於好。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亞孟。 

頌謝詞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應當藉著主基督時時感謝你，處處讚美你，這實在有助於

我們的得救。基督純潔無罪，卻甘為罪人受苦，代罪犯受刑。祂的死亡，洗脫我們的罪

過，祂的復活，促使我們成義得救。 

為此，天地萬物，總領天使和列位天使，永遠衷心讚頌你，高聲歌唱： 



領主詠 

聖父，如果可能，就免去我這苦杯罷！但是不要隨我的意願，而要照你的旨意。 (瑪
26:42) 

領聖體後經 

天主，你藉著聖子的死亡，你使我們對永生有了希望。現在我們飽饗了聖宴；懇求你，讓

我們因祂的復活，能抵達天鄉。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THE MASS OF THE TRIUMPH OF THE CROSS 

十字聖架節 

進堂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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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獲得釋放和自由。 (迦 6:14) 

集禱經 

天主，你寧願你的唯一聖子死在十字架上，以拯救人類；願我們今世領悟這愛的奧蹟，來

日在天獲享基督的圓滿救恩。祂是天主，和你及聖神，永生永王。亞孟。 

讀經一  (那被蛇咬傷的，望著銅蛇，生命就得以保存。) 

恭讀戶籍紀  21:4-9 

那時，以色列子民在曠野很不耐煩，對天主和梅瑟說：「你們為什麼由埃及帶領我們來死

在曠野呢﹖這裡沒有糧食，又沒有水，我們對這淡而無味的食物感到厭惡。」上主就打發

火蛇到人民那裡，咬死許多以色列人。於是人民來到梅瑟面前說：「我們犯了罪，埋怨了

上主和你；現在，請轉求上主，給我們趕走這些火蛇。」梅瑟就為人民轉求。上主對梅瑟

說：「你做一條火蛇，懸在木竿上；凡被咬的，望了它，就得生存。」梅瑟便做了一條銅

蛇，懸在木竿上，凡被咬傷的，望了它，生命就得保存。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78:1-2, 34-38 

【答】：你們不要忘記天主的作為。 

領：我的子民，你們要聆聽我的教導，側耳細聽我的訓誨；我要講述比喻，揭開歷史的奧

秘。 【答】 

領：人民遭受天譴時，才歸天主，痛改前非，急切投靠祂，記起天主是他們的磐石，至尊

的天主是他們的救主。【答】 

領：但是他們滿口謊言，以唇舌欺騙上主；他們對天主毫無誠意，對祂的盟約也不忠不

貞。【答】 

領：天主慈悲為懷，赦免罪孽，沒有把他們消滅。祂多次抑制怒火，從不盡量發洩祂的憤

怒。【答】 

讀經二  (基督謙抑自下，因此天主高舉了祂。)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2:6-11 

耶穌基督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但並沒有堅持與天主同等的地位，反而空虛自己，取了奴僕

的形體，生而為人，形態上完全與人一樣，謙抑自下，服從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

此，天主舉揚了祂，賜給祂一個名號，超越一切名號，使上天、下地和陰府，一聽到耶穌

的名號，都屈膝叩拜，眾口同聲宣認耶穌基督是主，以榮耀天主聖父。 ──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基督，我們欽崇你、讚美你，因為你藉著十字架救贖了普世。  

眾：亞肋路亞。 

福音  (人子也要被舉起來。) 

恭讀聖若望福音  3:13-17 

耶穌向尼苛德摩說：「除了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人子，沒有人上過天。正如梅瑟曾在曠

野高舉了蛇，同樣，人子也要被舉起來，使所有信祂的人，在祂內得到永生。」 ── 上主

的話。 

或 

天主篤愛世界，甚至不惜交付自己的獨生子，使所有信祂的人不致死亡，反而獲得永生，

其實，天主派遣子到世上來，不是為審判世界，而是為使世界藉祂而得救。 ── 上主的

話。 

獻禮經 

上主，你聖子在十字架上的祭獻，消除了普世人類的罪惡；但願今天舉行的同一祭獻，也

能清除我們的一切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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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受天地萬物的歌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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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藉我們的主基督的十字聖木救贖了人類。死亡雖由禁

果的樹木而來，生命卻由十字架而復甦；魔鬼雖曾因禁果的樹木而得勝，現在卻因十字聖

木而挫敗。 



尊威的天主，藉著基督，各位天使和聖人都讚美你、欽崇你、敬畏你、歡欣歌頌你。求你

恩賜我們也和他們一起，同聲讚頌你，不停地歡呼： 

領主詠 

主說：當我從地上被高舉時，我要吸引眾人歸向我。 

領聖體後經 

主、耶穌基督，你以神聖的筵席養育我們，以十字架救贖我們、復甦我們的生命，求你引

導我們邁向復活的光榮。你是天主，和天主聖父及聖神，永生永王。亞孟。 

 

  



THE MASS OF OUR LADY OF SORROWS   

痛苦聖母 

進堂詠 

西默盎對瑪利亞說：看，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興，並成為反對

的記號；至於你，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心靈。  

集禱經 

天主，你的聖子身懸十字架時，祂的母親瑪利亞等侍立在旁，一起受苦；求你賞賜你的教

會也偕同瑪利亞分擔基督的苦難，將來能與基督同享復活的光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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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學習了服從，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5:7-9 

弟兄們：當基督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祂脫離死亡的天主，獻上

了祈禱和懇求，就因祂的虔敬而獲得了俯允。祂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

服從，且在達到完成之後，為一切服從祂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31:2-3, 3-4, 5-6, 15-16, 20  

【答】：上主，請以你的仁慈拯救我。 

領：上主，我投靠你，總不會受辱，求你憑你的公義將我救出；求你側耳聽我，速來救

我。 【答】 

領：上主，你是我避難的磐石，獲救的城堡。因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城堡，為你的名，

求你引導我，指教我。 【答】 

領：求你救我脫免暗佈的羅網，因為唯有你是我的避難所。我將我的靈魂託於你的掌握，

上主，忠實的天主，你必拯救我。 【答】 

領：我仍舊依靠你，上主，我說：「你是我的天主！」我的命運完全掌握於你手，求你救

我脫離我的敵人，擺脫一切迫害我的仇人。 【答】 

領：上主，你為敬畏你的人所保留的恩澤，是何等豐盛！在人前施予投奔於你者的慈惠，

又是何等寬宏！【答】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童貞聖母瑪利亞真是有福，因為她雖然沒有致命，卻在主的十字架下，獲得了殉道的

榮耀。 

眾：亞肋路亞。 

福音  (任選一篇) 

(聖子高懸十字架上，慈母悲傷立其旁) 

恭讀聖若望福音  19:25-27 

那時候，在耶穌的十字架旁，站著祂的母親和祂母親的姊妹，還有克羅帕的妻子瑪利亞和

瑪利亞瑪達肋納。耶穌看見母親，又看見祂所愛的門徒站在對旁邊，就對母親說：「女

人，看，妳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就從那時起，那門徒把

她接到自己家裡。 ── 上主的話。  

或 

(有一把利劍要刺透瑪利亞的心靈。) 

恭讀聖路加福音  2:33-35 

那時候，耶穌的父親和母親對西默盎關於耶穌所說的話，感到驚異。西默盎祝福了他們，

又向祂的母親瑪利亞說：「看，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興，並成

為反對的記號 ── 至於你，要有一把利劍要刺透你的心靈 ── 為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

出來。」 ── 上主的話。 

獻禮經 

慈悲的天主，瑪利亞侍立在耶穌的十字架下時，你把她賜給我們作為最善良的母親。今天

我們在她的敬禮日感謝你、讚美你、向你獻上祈禱和祭品，求你欣然悅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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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能使人得救。

在這卒世童貞瑪利亞的痛苦日，我們讚美你、稱頌你、顯揚你。她藉聖神的庇蔭，孕育了

你的獨生子，保持著童貞的榮耀，給世界帶來了永久的光明 ──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尊威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神聖，藉著基督讚美你、欽崇你、敬畏你、歡躍慶賀你。求你

恩准我們也和他們謙恭地同聲讚頌： 

領主詠 

你們要分受基督的苦難而喜樂，好使你們在祂光榮地顯現時，歡欣踴躍。 

領聖體後經 

上主，我們領受了永恆救恩的聖事，求你使我們因紀念聖母瑪利亞與耶穌同受苦的苦難，

也能為你的教會忍受痛苦，以分擔基督的苦難。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

禱。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