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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為愛我們而死，
為賦予我們天主子女的生命而復活
（羅5:8；若一4:10；若20:17；格前15:20-22；格後5:15；哥1:18）。















《岳厄爾書》引言

《岳厄爾書》在《小先知書》中排列第二；不過由它的內容及史
事的背景，可以推定：本書是較晚的作品，大約寫在第二次充軍
以後，可能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岳厄爾本人是屬於巴力斯坦南
部猶大國的先知。

先知宣講的起因，是由於本國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蝗災。他以
信德來判斷這蝗災的成因，聲言這次災禍，非來自偶然，而是來
自上主的措施。那遮天蔽日將一切田禾及青草吃光了的蝗蟲，就
是執行上主命令的隊伍；蝗災是由人民的罪惡招致來的，也就是
「上主的日子」，即將來可怕審判之日的預兆。為此，先知勸導
百姓，要悔過自新，並懇求上主憐恤。

http://www.sbofmhk.org



讀經一（應撕破的不是衣服，而是你們的心。）

恭讀岳厄爾先知書 2:12-18
至少現在——上主的斷語——

你們應全心歸向我，禁食，哭泣，悲哀！
應撕裂的，是你們的心，而不是你們的衣服；
你們應歸向上主你們的天主，
因為他寬仁慈悲，遲於發怒，富於慈愛，常懊悔降災。

有誰知道，也許他會轉意後悔，
在這場災禍後，給你們留下祝福，
好使你們能給上主你們的天主獻上素祭和奠祭。……

出34:6-7上主由他面前經
過時，大聲喊說：「
1.雅威，
2.雅威是
3.慈悲的天主
4.寬仁的天主，
5.緩於發怒，
6.富於慈愛
7.富於忠誠，
8.對萬代的人保持仁愛，
9.寬赦過犯、
10.寬赦罪行和
11.寬赦罪過，
12.但是決不豁免懲罰，
13.父親的過犯向子孫追
討，直到三代四代。」



……
你們要在熙雍吹起號角，
制定一個齋期，召開一個盛會。

要召集民眾，制定一個集會。
召集老人，集合幼童，甚至吃奶的嬰兒；
新郎應走出他的洞房，新娘應離開她的閨房。

上主的僕人——司祭，應在殿廊與祭台之間痛哭，說：

「上主，求你憐恤你的百姓，
不要讓你的基業遭受侮辱，使異民取笑他們！
為什麼讓人在異民中說：
他們的天主在那裡？」

上主對自己的地域又重加妒愛，
憐憫了自己的百姓。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51:3-6,12-14,17

【答】：天主！我們犯了罪，求你垂憐。

領：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憐憫我，
依你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罪惡。
求你把我的過犯洗盡，
求你把我的罪惡除淨。【答】

領：因為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眼前。
我得罪了你，惟獨得罪了你，
因為我作了你視為惡的事；
因此，在你的判決上，顯出你的公義，
在你的斷案上，顯出你的正直。【答】
……

羅5:12-21



……

領：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
求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
求你不要從你的面前把我拋棄，
不要從我身上將你的聖神收回。【答】

領：求你使我重獲你救恩的喜樂，
求你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
我主，求你開啟我的口唇，
我要親口宣揚你的光榮。【答】



53-57  第三次出外傳教（厄弗所、格林多）保祿、弟茂德、
路加（宗 18:23-20:38）

54-56  在厄弗所兩年零三個月（宗 19），其間曾於55年
冬到格林多（格前 16:5-9）【格前】

56     經馬其頓（宗 20:1）【格後】
57     回程時在格林多三個月（宗 20:2-3）【迦、羅】
57     在米肋托會見厄弗所長老（宗 20:17-38）

57-59  在耶路撒冷被捕，囚禁在凱撒勒雅
（宗 21:33; 23:35）

59     在總督斐斯托前辯護（宗 26:24-32）
59-60  乘船往羅馬（宗 27:1-28:16）
60-63  第一次在羅馬下獄（宗 28:16-31）

【斐、費、哥、弗】
63     獲釋後到西班牙傳教（？）【弟前、鐸】
67/68  在尼祿皇執政期間第二次被捕入獄及殉道【弟後】



讀經二（你們與天主和好吧！現在正是施恩的時候。）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後書 5:20-6:2

弟兄們：
我們是代基督作大使了，好像是天主藉著我們來勸勉世人。

我們如今代基督請求你們：
與天主和好吧！

因為他曾使那不認識罪的，替我們成了罪，
好叫我們在他內成為天主的正義。

我們與天主合作的人，也勸你們不要白受天主的恩寵——
因為經上說：
「在悅納的時候，我俯允了你；
在救恩的時日，我幫助了你。」

看！如今正是悅納的時候；
看！如今正是救恩的時日。——上主的話。

天主教教理1987



福音（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

恭讀聖瑪竇福音 6:1-6,16-18

那時候，耶穌對門徒說，

「你們應當心，
不要在人前行你們的仁義，為叫他們看見；
若是這樣，你們在天父之前，就沒有賞報了。

所以，當你施捨時，不可在你前面吹號，
如同假善人在會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樣，為受人們的稱讚；
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獲得到了他們的賞報。

當你施捨時，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
好使你的施捨隱而不露，你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

……



……

當你祈禱時，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樣，
愛在會堂及十字街頭立著祈禱，為顯示給人；
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獲得到了他們的賞報。

至於你，當你祈禱時，要進入你的內室，
關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
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

幾時你們禁食，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樣，面帶愁容；
因為他們苦喪著臉，是為叫人看出他們禁食來。
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獲得到了他們的賞報。

至於你，當你禁食時，要用油抹你的頭，洗你的臉，
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來，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見；
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
——上主的話。



集禱經

㆝主，在這㆕旬期的開始，

求你賜給我們去惡從善的力量，幫助我們藉著克己守齋、
（祈禱悔罪），好能戰勝邪惡的勢力，不斷㆞歸向你。

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和你及聖神，是唯㆒㆝
主，永生永王。亞孟。

良一世禮典（5-6世紀）107；
羅馬彌撒經書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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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灰土

第一式
㆝主，你見㆟謙虛認罪，便大動慈心；

見㆟賠補罪過，便平息義怒；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降福即將領受
聖灰的信友，

賜給他們豐厚的恩寵，使他們善度㆕
旬期，悔改㉂新，

能以聖潔的心神，準備慶㈷你聖子的
逾越奧跡。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㆒㆝主，永生永
王。亞孟。
參羅馬彌撒經書(1474年) 356 + 新

第二式
㆝主，你不願意罪㆟喪亡，而要他
們回頭改過。

求你大發慈悲，俯聽我們的祈禱：

降福X即將撒在我們頭㆖的這些灰㈯。
我們㉂知原來是塵㈯，將來還要歸
於塵㈯。

求你賞賜我們能謹守㆕旬期，悔改
㉂新，獲得罪赦，

並效法你復活的聖子，善度新生活。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㆒㆝主，永生
永王。亞孟。

參羅馬彌撒經書(1474年)356；新



主祭在灰上灑聖水。信友上前來領受聖灰。主祭向每個人說：

你要回頭改過，信從福音！（谷1:15）

或說：

人啊！你要記住，你原來是塵土，將來還要歸於
塵土。（參閱創3:19）

撒聖灰

疫情期間聖灰星期三撒放聖灰備註(禮儀及聖事部，2021年1月12日)

司鐸念祝福灰燼的禱文，然後在靜默中灑上聖水。司鐸面對會眾，按《羅馬

彌撒經書》所載，向會眾念一次以下其中一式經文：

你要回頭改過，信從福音！（谷1:15）
或者說：
人啊！你要記住，你原來是塵土，將來還要歸於塵土。（參閱創3:19）

繼而，司鐸清潔〈消毒〉雙手，戴上口罩，保護口鼻；然後，給來到他前的

信友撒放聖灰，或按情況，司鐸前往站立原位的信友，給他們撒放聖灰。司

鐸在領聖灰者頭上撒下聖灰，不用念任何經文。



獻禮經

㆖主，在這㆕旬期的開始，我們隆重㆞向你獻㆖禮品。

求你激勵我們改過㉂新、力行仁愛（履行補贖和愛德善
工），好能克制邪惡的慾念，洗淨以往的罪過，虔誠紀念
你聖子的苦難，（得到他救贖的恩寵）。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參750年羅馬禮書106；
羅馬彌撒經書116 (四旬期第一主日)＋ Bergomense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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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旬期頌謝詞（三）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主，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
在是理所當然的，並能使㆟得救。

你願意我們克己苦身，向你謝恩，並壓伏使㆟犯罪的傲
慢，並能慷慨賙濟貧窮，效法你的溫良慈善。

為此，我們隨同眾位㆝使，同聲歌頌你的光榮，不停㆞
歡㈺：

聖灰禮儀星期㆔



四旬期頌謝詞（四）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主，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
理所當然的，並㈲助於我們的得救。

你藉著我們的主基督，教導我們刻苦齋戒，清心寡欲，培德
養性，舉心向㆖，而獲得㆝㆖的賞報。

尊威的㆝主，㆝使以及㆝㆖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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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聲讚頌，不停㆞歡㈺：

聖灰禮儀星期㆔



領聖體後經

㆖主，願我們所領受的聖事能幫助我們（改過㉂新），

使我們的齋戒蒙你悅納，

並治愈我們的心靈（成為治癒我們的良藥）。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羅馬彌撒經書814；

750年羅馬禮書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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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6頁



85-86頁



86-88頁



88-89頁



88-89頁



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播放日期 內容

1月27日 (星期三)
晚上7:15

欣賞常年期第五主日乙年讀經 (2月7日)
及
欣賞常年期第六主日乙年讀經 (2月14日)

2月2日 (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農曆除夕團圓彌撒讀經 (2月11日)
及
欣賞農曆新春求恩撒讀經 (適用於常年期) (2月12日)
及
欣賞新春主日讀經 (2月14日)

2月9日 (星期二)
晚上7:15

禮儀日曆 (四旬期)
及
欣賞聖灰禮儀日彌撒讀經 (2月17日)

2月16日 (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四旬期第一主日乙年讀經 (2月21日)

待續….

公佈：1月20日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

道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