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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賞

耶穌聖誕節

• 守㊰感恩㉀
• 子㊰感恩㉀
• 黎明感恩㉀
• ㈰間感恩㉀

道賞：同道共賞；我們一起欣賞
教會的祈禱和經文

道賞：道理同賞；共同欣賞教會
禱文和經文的道理

圖片：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梵蒂岡第㆓屆大公會議的每㆒期會議都以「Adsumus
Sancte Spiritus」（「㆝主聖神，我們因你的㈴，相聚你
台前」）這拉㆜禱文開始。這禱文在過去數百年的大公
會議、世界主教㈹表會議，以及其他教會聚會均㈲採用。
此禱文被認為是聖依西多祿（Saint Isidore of Seville，
560年—646年4㈪4㈰）所作。在開始這「同道偕行」
（Synodal Process）的進程時，我們通過祈禱，邀請
聖神在我們心㆗運作，好使我們成為㆒個滿被恩寵的共
融團體。為了這次2021㉃2023年的「同道偕行」進程，
世界主教㈹表會議㊙書處提供這禱文的簡化版，讓各小
組或禮儀聚會都能更容易㆞使用。

為世界主教㈹表會議祈禱文

㆝主聖神，我們因你的㈴，相聚你台前。

你是我們的唯㆒導師，
請寓居我們心㆗；
指引我們該走之路，
教導我們如何踐行。

我們生性軟弱，容易犯罪；
不要讓我們製造紛亂；

不要讓我們因無知而誤入歧途，
因偏執而犯錯。

願我們在你內合而為㆒，
持守真理，實踐正義，
共議同行，邁向永生。

㆝主聖神，我們向你呈奉以㆖的祈求：
你時時處處運行不息；

你與聖父及聖子，共融相通，於無窮世之世。
亞孟。台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及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合譯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准 2021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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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都（Augustus，意即可尊敬的），原名屋大維，於公元前27年—公元後14年作首位羅馬皇帝。他拒絕了
國王的尊稱，卻以強有力的手段統治著整個元老院，及在外的總督，確保納稅進貢的制度，是一位大有作為
的皇帝。他在位時曾三次調查帝國人口，在其中一次瑪利亞同若瑟應回白冷報名上冊，在白冷時耶穌誕生了。
奧古斯都在位時，特別優待了大黑落德，封他為巴力斯坦猶太人王（公元前37—4年）。
季黎諾（Quirinius, Cyrinus），在羅馬帝國中擔任御史，統治敘利亞省，包括巴力斯坦在內。公元6年他將黑
落德之子阿爾赫勞革職後，偕同苛頗尼約（Coponius）在巴力斯坦作了一次統計的工作（見宗5:37 （加瑪里耳
說：）「……加里肋亞人猶達，當戶口登記的日子，起來引誘百姓隨從他……」）。那次統計聞名後世。
路2:1-2那時凱撒奧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諭，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記：這是在季黎諾作敘利亞總督時，初次行的登
記。

按羅馬國史，為敘利亞總督的，由公元前9—7年是撒突尼諾，由公元前7—4年為瓦洛。
蘭賽（W. Ramsay）：路2:2所用的希臘文 Aegemoneuntos（ἡγεμονεύοντος），是一籠統管理的意思，不一定
是指狹意的總督。

1. 按提沃里（Tivoli）的碑文記載（現存拉特朗博物館）：「那位勝利者（大約指季黎諾）在敍利亞和腓尼
基獲得了第二次的勝利」

按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碑文記載，公元前10至7年季黎諾為安提約基雅的二人執政者（Duumvir），亦即
敘利亞的特使。

季黎諾於公元前11—公元1年期間一段相當長時間曾在小亞細亞與敍利亞北部當羅馬皇帝特使，約在公元前
10—9年之間下令調查戶口，撒突尼諾總督於公元前8-7年奉行此令。

2. 其他文獻證明，同時在其他羅馬省，在埃及、高盧也都行了戶口登記，又這樣的登記每十四年在羅馬帝國
舉行一次。

因此可斷定路2:2所述在巴力斯坦的登記，約在公元前8年，又由此斷定耶穌大約在公元前7-6年誕生。

（思高《福音》譯釋版，2005年及《聖經辭典》）



耶穌誕生會否公元前5年9㈪或初秋呢？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38
257&Pid=6&Version=0&Cid=15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
sheet/wp/2014/12/24/why-is-christmas-on-dec-25-it-wasnt-always/

12㈪25㈰選為耶穌誕生是意義的選擇！

春分和冬㉃

取㈹太陽神誕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38257&Pid=6&Version=0&Cid=15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answer-sheet/wp/2014/12/24/why-is-christmas-on-dec-25-it-wasnt-always/


AD325 尼西亞公會議：強調耶穌基督是真天主

AD335 耶路撒冷聖墓大殿奉獻，相繼有白冷聖誕大殿、羅馬聖伯多祿
大殿

AD354 羅馬帝國日曆於12月25日慶祝聖誕節，取代太陽神誕。

AD352-366 教宗Liberius任內，約358年建羅馬聖母雪地殿於昔日Juno女神廟
之處，是羅馬首座紀念聖母的聖堂

AD381-384 Egeria聖地遊記

AD431 厄弗所公會議：強調耶穌基督是真人，（瑪利亞是天主之母）

AD432-440 教宗西斯篤三世為紀念厄弗所公會議欽定天主之母信道，約於
435年擴建羅馬聖母雪地殿，即今日的聖母大殿St. Mary Major。

AD440-461 教宗良一世

AD451 加采東大公會議：強調基督二性一位

AD642-649 教宗Theodore I任內，耶路撒冷宗主教St. Sophronius送贈白冷馬
槽聖髑（木片）給教宗，存於羅馬聖母大殿，故又稱為「馬槽
聖母大殿」。





聖誕大殿

牧童村聖堂

圖：https://secondary.hcdsb.org/xavier/news/2021/06/the-beautifully-diverse-people-of-palestine/

https://secondary.hcdsb.org/xavier/news/2021/06/the-beautifully-diverse-people-of-palestine/






圖：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wiki/File:Roma_-_2016-05-23_-
_Basilica_di_Santa_Maria_Maggi
ore_-_2957.jpg及
https://i0.wp.com/romesweetro
meguide.com/wp-
content/uploads/2015/12/DSC_0
116-1.jpg?ssl=1及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
kipedia/commons/d/de/Santa_M
aria_Maggiore_Interior_Panora
ma.jpg及
https://www.123rf.com/photo_1
15969955_rome-italy-
%C3%A2%E2%82%AC%E2%80%9
Cmarch-19-2018-interior-of-the-
basilica-santa-maria-maggiore-it-
is-a-papal-major-basili.html及
https://www.jeffgeerling.com/sit
es/default/files/galleries/photos/
Image%20of%20the%20Nativity
%20in%20St.%20Mary%20Major
%20Basilica.jpg

Basilica of Saint Mary Major（聖母大殿）

AD642-649教宗Theodore I任內，耶路撒冷宗
主教St. Sophronius送贈白冷馬槽聖髑（木片）
給教宗，存於羅馬聖母大殿，故又稱為「馬
槽聖母大殿」。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oma_-_2016-05-23_-_Basilica_di_Santa_Maria_Maggiore_-_2957.jpg
https://i0.wp.com/romesweetromeguide.com/wp-content/uploads/2015/12/DSC_0116-1.jpg?ssl=1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e/Santa_Maria_Maggiore_Interior_Panorama.jpg
https://www.123rf.com/photo_115969955_rome-italy-%C3%A2%E2%82%AC%E2%80%9Cmarch-19-2018-interior-of-the-basilica-santa-maria-maggiore-it-is-a-papal-major-basili.html
https://www.jeffgeerling.com/sites/default/files/galleries/photos/Image%20of%20the%20Nativity%20in%20St.%20Mary%20Major%20Basilica.jpg


資料：https://www.ancientjewreview.com/read/2020/11/11/visual-representations-of-early-marian-apocryphal-texts-some-notes-on-the-top-register-of-the-triumphal-arch-at-santa-maria-maggiore及
http://diaconia-idc.org/blog/projekte/the-triumphal-arch-in-the-santa-maria-maggiore-in-relation-to-the-diaconia-christi.html

圖：https://turismoroma.it/en/places/basilica-santa-maria-maggiore

https://www.ancientjewreview.com/read/2020/11/11/visual-representations-of-early-marian-apocryphal-texts-some-notes-on-the-top-register-of-the-triumphal-arch-at-santa-maria-maggiore
http://diaconia-idc.org/blog/projekte/the-triumphal-arch-in-the-santa-maria-maggiore-in-relation-to-the-diaconia-christi.html
https://turismoroma.it/en/places/basilica-santa-maria-maggiore


正㆗是基督再來的寶座，放㈲皇冠，坐
位㆘放㈲默示錄所說的書卷。
㊧邊是伯多錄，在他兩旁的分別是象徵
路加的牛和瑪竇的㆟。
㊨邊是保祿，在他兩旁的是象徵馬爾谷
的獅和若望的鷹。
㉃於在寶座㆘的字則是：XYSTUS 
EPISCOPUS PLEBI DEI（＝Bishop Sixtus
to the [common] people of God＝西斯都主
教給㆝主百姓）。

第㆒幕：㆝使向瑪利亞報喜；又通報若瑟 第㆕幕：獻耶穌與聖殿；遇見亞納、西默盎
及以色列各支派。在最㊨邊，㆝使在夢㆗告
訴若瑟要帶著聖家逃往埃及。

第㆔幕：㆔賢士（衣著不同了）拜訪瑪利亞、若瑟
和聖嬰。㆒位賢士指著異星

第㈤幕：黑落德王
驚慌，㆘令屠殺兩
歲以㆘所㈲㊚嬰

第㈥幕：聖家到達埃及，㈲位當㆞管治者皈依

第㆓幕：㆔賢士拜
訪黑落德王，並詢
問新生王所在㆞

資料：
http://andrewhleong.blogspot.com/
2016/07/blog-post_15.html

http://andrewhleong.blogspot.com/2016/07/blog-post_15.html


讓我們回顧聖誕馬槽的起源；這是我們所熟悉的。我們要想像㉂己在意大
利里蒂（Rieti）附近的小鎮格朝奧（Greccio）。聖方濟在1223年11㈪29㈰獲
得教㊪何諾㆔世（Honorius III）批准了他的會規；大概就在這次從羅馬回程路
㆖，聖方濟停留在格朝奧（Greccio）。在較早之前，方濟也曾往訪聖㆞，於
是格朝奧（Greccio）的山洞就使他想起了白冷的山區。也㈲可能是這個「亞
西西的窮㆟」，被羅馬聖母大殿描繪耶穌誕生的彩石鑲嵌畫（馬賽克）打動了；
據古老的傳統，聖母大殿保存了馬槽的㈭板。

「方濟會㈾料」（ Franciscan Sources）詳細描述了當時在格朝奧
（Greccio）發生的事情。聖誕節前㈩㈤㆝，方濟請了㆒位㈴叫若望的當㆞㆟，
幫助他實現他的願望：「請把嬰孩耶穌誕生在白冷的紀念，活現出來。讓我的
肉眼盡可能看見這初生嬰孩所欠缺和所需要的；他又如何躺在馬槽裡，睡在乾
草堆㆖，由牛和驢陪伴著。」1 就此，方濟的這位忠誠朋友立即按聖㆟的要求，
前去準備。在12㈪25㈰，來㉂各㆞的小兄弟（修士）和當㆞農莊的民眾來到格
朝奧（Greccio），帶著鮮花和㈫把，照亮了那神聖的㊰晚。當方濟來到時，
他看到堆滿乾草的馬槽，㆒隻牛及㆒頭驢。在場眾㆟都在這聖誕場景前，經驗
到新的、難以形容的喜悅。司鐸就在這馬槽㆖舉行了感恩聖㉀，顯示出降生成
㆟的㆝主子與聖體聖事間的聯繫。在格朝奧（Greccio），沒㈲聖像；但耶穌
誕生的場景就在現場的眾㆟前，活生生的重現出來2。

我們的傳統（聖誕馬槽）就是這樣開始了：眾㆟喜樂㆞環繞著這山洞，原
來的事件（耶穌的誕生）與領受其奧蹟的㆟之間，完全沒㈲距離。

《聖方濟第㆒傳記》的作者，多默�薜拉諾（Thomas of Celano）㊟意到，
當晚在這簡單又感㆟的（聖誕）場景前，還發生了㆒個異象：「㈲㆒個在場的
㆟，看見嬰孩耶穌親身躺在馬槽裡。」1223年聖誕節，從這耶穌誕生場景回家
的眾㆟，都充滿不可言喻的喜樂3。

教㊪方濟各
《美妙的景象》㊪座書函（Admirabile Signum）

㈲關聖誕馬槽的意義和重要價值

圖：https://ofmphil.com/christmas-at-greccio-the-first-nativity-scene

https://ofmphil.com/christmas-at-greccio-the-first-nativity-scene


Arnolfo di Cambio a Santa Maria Maggiore; il Presepe del 1291

教宗尼各老四世（方濟會士）（1288-1292）託
Arnolfo di Cambio (c. 1240 – 1300/1310)雕刻聖誕場景，
放在聖母大殿。

教宗西斯篤五世(1585-1590年)將聖誕山洞連同
Arnolfo di Cambio 所雕刻的聖誕場景，移至今日右則
聖體小堂祭台下。

圖：https://www.aboutartonline.com/arnolfo-di-cambio-a-santa-maria-maggiore-il-presepe-del-1291-nel-nuovo-allestimento-fino-al-22-febbraio/

https://www.aboutartonline.com/arnolfo-di-cambio-a-santa-maria-maggiore-il-presepe-del-1291-nel-nuovo-allestimento-fino-al-22-febbraio/


耶穌聖誕節
守夜感恩祭 子夜感恩祭 黎明感恩祭 當日感恩祭

集
禱
經

天主，

你每年重振我們期待救
恩的喜樂。

我們既歡欣迎接你唯一
聖子作我們的救主，

求你賜我們，當他光榮
再來，審判生死者時，
也能安然無懼，享見他
的聖容。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
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額我略禮典（7-8世紀）33；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410

天主，

你以真光的照耀，使這
至聖之夜光輝燦爛。

請賜我們在現世認識真
光的奧蹟，將來也能在
天上，分享這真光的喜
樂。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
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750年羅馬禮書5；
額我略禮典（7-8世紀）36；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347

全能的天主，

你的聖言降生成人，令
我們沐浴在他的新光之
中；

求你使這照耀我們內心
的信仰，反映於我們的
言行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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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參額我略禮典 (7-8世紀) 42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176；

天主，

你奧妙地創造了高貴的
人性，更奇妙地恢復了
人的尊嚴。

你的聖子屈尊就卑，取
了我們的人性，求你賜
給我們也能分享他的天
主性。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
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參良一世禮書 (5-6世紀) 1239；
750年羅馬禮書 27；
額我略禮典（7-8世紀） 59

圖：
https://www.istockph
oto.com/search/2/ima
ge?phrase=basilica+di
+santa+maria+maggio
re+rome及
https://www.spotting
history.com/view/695
0/basilica-di-
santanastasia-al-
palatino/及
https://en.wikipedia.o
rg/wiki/St._Peter%27s
_Basilica

Basilica of Saint Mary Major（聖母大殿） St. Peter‘s Basilica （聖伯多祿大殿）Basilica of Saint Anastasia on the 
Palatine Hill（聖女亞納大西亞）

https://www.istockphoto.com/search/2/image?phrase=basilica+di+santa+maria+maggiore+rome
https://italiangems.wordpress.com/2014/12/21/a-glimpse-of-christmas-nativity-gems-in-rome-naples-and-salern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_Peter%27s_Basilica


耶穌聖誕節
守夜感恩祭 子夜感恩祭 黎明感恩祭 當日感恩祭

獻禮經 上主，

求你賜我們以莫大的
熱忱，慶祝你聖子降
生成人的佳節，並由
此洞悉你救恩的開展。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良一世禮書（5-6世紀）1254

上主，

求你悅納我們在這慶
節所獻上的禮品，並
賜我們藉此神聖交換，
更能肖似基督；
他取了我們的人性，
為使我們分享他的天
主性。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良一世禮書（5-6世紀） 1249；
參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12

上主，

願我們的獻禮合宜地
顯示你聖子誕生的奧
蹟；

正如他是天主，取了
我們的人性，同樣，
求你藉這塵世的飲食，
賜給我們天主性的生
命。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額我略禮典（7-8世紀） 44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698 var.

上主，

求你悅納我們今天的
獻禮，以慶祝你聖子
降生成人；
他使我們與你和好如
初，並為我們獻上最
完美的敬禮。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良一世禮書（5-6世紀） 1265



耶穌聖誕節

守夜感恩祭 子夜感恩祭 黎明感恩祭 當日感恩祭

領主後經 上主，

我們慶祝你唯一聖子
的誕生，又領受了天
上的飲食；
求你藉此重新振作我
們。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良一世禮書（5-6世紀）1267；
額我略禮典（7-8世紀）35；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169

上主、我們的天主，

我們歡欣慶祝救主的
誕生。

求你恩賜我們善度相
稱的基督徒生活，來
日與他一起，同享光
榮。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參良一世禮書 (5-6世紀) 1242；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164 var.

上主，

我們虔誠慶祝你聖子
的誕生。

求你使我們滿懷信德，
去領悟這偉大的奧蹟，
並以更熱切的愛德，
付諸實行。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參VISIGOTICO 216

仁慈的天主，

你的聖子是世界的救
主；他今天降生人間。

你既藉著他創造了我
們，求你恩賜我們也
能分享他不朽的生命；

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亞孟。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良一世禮書（5-6世紀） 1271；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858



耶穌聖誕節
守夜感恩祭 子夜感恩祭 黎明感恩祭 當日感恩祭

進堂詠 今晚你們要知道，是上主領
你們出了埃及國；明早你們
要看見上主的榮耀。（出
16:6-7）

上主對我說：「你是我
的兒子，我今日生了
你。」（詠2:7）

今天真光照耀我們，因為上主
為我們誕生了；他將被稱為神
奇的謀士、強有力的天主、永
遠之父、和平之王，他的王權
沒有終結。（參閱依9:2,6；路
1:33）

因為有一嬰孩為我們誕生
了，有一個兒子賜給了我
們；他肩上擔負著王權，
他的名字要稱為神奇的謀
士。（依9:5）

讀經一 依62:1-5（上主喜愛你。） 依9:1-6（有一個嬰孩為
我們誕生了。）

依62:11-12（看，你的救主來
了！）

依52:7-10（大地四極看見
了我們天主的救恩。）

答唱詠 詠89:4-5, 16-17, 27,29 詠96:1-2, 2-3, 11-12, 13 詠97:1,6, 11-12 詠98:1; 2-3, 3-4, 5-6

讀經二 宗13:16-17,22-25（保祿為達
味之子基督作證。）

鐸2:11-14（天主拯救眾
人的恩寵已經出現。）

鐸3:4-7（天主救了我們，是出
於他的憐憫。）

希1:1-6（天主藉聖子對我
們說了話。）

福音前
歡呼短
句

明天，地上的邪惡將被消除，
世界的救主要作我們的君王。

我給你們報告一個大喜
訊：今天為你們誕生了
一位救世者。（路2:10-
11）

天主在天受光榮，主愛的人在
世享平安！（路2:14）

幸福的日子有如曙光，照
耀我們。萬民，請來朝拜
上主，因為今天真光照臨
普世。

福音 【長式】瑪1:1-25（達味之子
耶穌基督的族譜。）
【短式】瑪1:18-25（瑪利亞
要生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
耶穌。）

路2:1-14（救世主今天
為你們誕生了。）

路2:15-20（牧羊人找到了瑪利
亞、若瑟和嬰兒。）

若1:1-18（聖言成了血肉，
寄居在我們中間。）

領主詠 上主的光榮要顯示出來；凡
有血肉的，都會看見。（參
閱依40:5）

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
我們中間；我們見了他
的光榮。（若1:14）

熙雍女子！你應盡量喜樂！耶
路撒冷女子，你應該歡呼！看，
你的君王來到你這裡。（參閱
匝9:9）

上主已經宣布了自己的救
恩，將自己的正義啟示給
萬民。（詠98:2）



1. 排列經文

2. 重點意義

3. 欣賞和祈禱

4. 用宣讀技巧表達

道賞

耶穌聖誕節
守㊰感恩㉀

道賞：同道共賞；我們一起欣賞
教會的祈禱和經文

道賞：道理同賞；共同欣賞教會
禱文和經文的道理

讀經一 依 62:1-5
答唱詠 詠 89:4-5, 16-17, 27, 29
讀經二 宗 13:16-17, 22-25
福音 瑪 1:1-25（長式）

瑪 1:18-25（短式）

圖片：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12月24日黃昏，聖誕第一晚禱前後舉行）

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執事或詠唱員唱出「主基督降生人間的日曆」：

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並以自己的肖像造生人類
（創1），經過了無數世代；
洪水之後，至高者把彩虹置於雲間，作為盟約與和平
的標記（創7-9），又經過了許多世代；
我們信德之父亞巴郎，離開加色丁（伊拉克）的烏爾
城（創12），經過了廿一個世紀；
以色列選民在梅瑟帶領下，出離埃及（出12），經過
了十三個世紀；
達味受傅油為以色列君王，經過了約一千年；
按照達尼爾先知所預言（達9），發生於第六十五周；
第一百九十四屆奧林匹亞競技會年間；

香港教區成立前一千九百五十二年；

羅馬建城後第七百五十二年；
凱撒奧古斯都執政第四十二年；
天下太平之際，耶穌基督，永生的天主，永恆聖父之
子，為親臨聖化世界，遂因聖神降孕，經過了九個月，
在猶大的白冷，由童貞瑪利亞誕生，而成為人：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取了肉軀，誕生人間。

主禮立即領唱「光榮頌」。
與此同時，孩子們把聖嬰像迎進聖堂，放在祭台前；其他孩子，可向聖嬰像獻上鮮花。聖

堂鐘聲齊鳴。

福音（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譜和誕生。）
恭讀聖瑪竇福音 1:1-25

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的族譜：
亞巴郎生依撒格，依撒格生雅各伯，雅各伯生猶

大和他的兄弟們；猶大由塔瑪爾生培勒茲和則辣黑，
培勒茲生赫茲龍，赫茲龍生阿蘭，阿蘭生阿米納達
布，阿米納達布生納赫雄，納赫雄生撒耳孟，撒耳
孟由辣哈布生波阿次，波阿次由盧德生敖貝得，敖
貝得生葉瑟，葉瑟生達味王。
達味由烏黎雅的妻子生撒羅滿，撒羅滿生勒哈貝

罕，勒哈貝罕生阿彼雅，阿彼雅生阿撒，阿撒生約
沙法㈵，約沙法㈵生約蘭，約蘭生烏齊雅，烏齊雅
生約堂，約堂生阿哈次，阿哈次生希則克雅，希則
克雅生默納舍，默納舍生阿孟，阿孟生約史雅，約
史雅在巴比倫流徙期間，生耶苛尼雅和他的兄弟們。
流徙巴比倫以後，耶苛尼雅生沙耳提耳，沙耳提

耳生則魯巴貝耳，則魯巴貝耳生阿彼烏得，阿彼烏
得生厄里雅㈮，厄里雅㈮生阿㊧爾。阿㊧爾生匝多
克，匝多克生阿歆，阿歆生厄里烏得，厄里烏得生
厄肋阿匝爾，厄肋阿匝爾生瑪堂，瑪堂生雅各伯。
雅各伯生若瑟，瑪利亞的丈夫，瑪利亞生耶穌，他
稱為基督。
這樣，從亞巴郎到達味，共㈩㆕㈹；從達味到流

徙巴比倫，共㈩㆕㈹；從流徙巴比倫到基督，共㈩
㆕㈹。……

耶穌聖誕節：守㊰感恩㉀福音



……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

他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若瑟後，在同居前，
因聖神㈲孕的事，已顯示出來。她的丈夫若瑟，
因是義㆟，不願公開羞辱她，㈲意暗暗㉁退她。

當若瑟在思慮這事時，看，在夢㆗，㆖主的㆝
使顯現給他，說：「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
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在她內受生的，是出
於聖神，她要生㆒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叫耶
穌，因為他要把㉂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
拯救出來。」

這㆒切事的發生，是為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
話：「㈲㆒位貞㊛，將懷孕生子，㆟將稱他的
㈴字為厄瑪奴耳，意思是：㆝主與我們同在。」

若瑟從夢㆗醒來，就照㆖主的㆝使所囑咐的去
做，娶了他的妻子；若瑟雖然沒㈲認識她，她
就生了㆒個兒子，給他起㈴叫耶穌。

——㆖主的話。

圖：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35579

耶穌聖誕節：守㊰感恩㉀福音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35579


集禱經

㆝主，
你每年重振我們期待救恩的喜樂。

我們既歡欣迎接你唯㆒聖子作我們的救主，

求你賜我們，當他光榮再來，審判生死者
時，也能安然無懼，享見他的聖容。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㆒㆝主，永生永王。
亞孟。

額我略禮典（7-8世紀）33；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410

耶穌聖誕節
守㊰感恩㉀

（ 12月24日黃昏，聖誕第一晚禱前後舉行）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思高聖經：《依撒意亞》引言

以色列民族史上最著名的先知依撒意亞，約在公元前765年左右生於耶路撒冷。由本書的內容，尤其由他
與朝內官員的往還，以及他在政治上的廣泛影響，可以推知，他出身於貴族。他在烏齊雅王駕崩那年（公
元前740年）蒙召，執行先知的任務，先後凡四十年，歷經約堂、阿哈次和希則克雅三代。同時在以色列
國還有歐瑟亞，在猶大國有米該亞，任先知的職務。

要認識當時以民的歷史環境，需要閱讀列下15-20章及編下26-32章所記載的史事。在公元前八世紀，亞述帝
國佔據了整個小亞細亞，近迫巴力斯坦邊境，威脅以民南北二國進貢納稅。以色列王培卡黑，為脫離亞述
的勢力，與大馬士革王聯盟，且唆使猶大王阿哈次參戰。但因阿哈次拒絕這一要求，二王遂進攻耶路撒冷
（公元前736-735年）。在這危機中，阿哈次不聽依撒意亞的勸戒，反而求救於亞述王（依7章）。如此，
不但導致了以色列國的淪亡（公元前722年），而且使猶大國繳納更重的貢稅。在希則克雅王執政時，猶
大為擺脫亞述的重軛，與埃及和其他鄰邦聯合（30-32章），並與反抗亞述的新巴比倫締交（36-39章）。結
果亞述大舉進攻，圍困耶路撒冷，幸賴天主特殊的保護，耶京及全猶大得免於難。此時，依撒意亞卻預言
了本國將來的滅亡，及巴比倫的充軍（39章；列下20:12,19）。

猶大國正像以色列一樣，免不了要受天主的懲罰，因為舉國上下，尤其政府首長，背棄了天主，不再依賴
他的助佑，反而依賴人世間的政治；百姓以各種迷信、妖術和多神崇拜，來代替對惟一上主的敬禮；人倫
道德一敗塗地，法律秩序絕無僅存。耶路撒冷儼然變成了古代的索多瑪和哈摩辣（1:9;3:9）。

……



……
依撒意亞在聖殿蒙召時所見的神視(6章)，為他的一生留下了最深刻的印像。當時他忽然領悟了上主超絕的
威嚴及至聖性，同時意識到自己和百姓的罪孽。自那一刻起，先知確悉自己是「萬軍的上主」，「以色列
的大能者」，「以色列的聖者」的使者及代言人。於是便開始勸勉百姓改惡遷善，並以忠誠倚恃的心，歸
向惟一的救主，天主。先知自被召之日起，即知道自己的宣講，不會得到甚麼效果：至聖的上主必要消滅
猶大國民(3:8;5:13;6:11)；但滿懷信仰的先知，仍舊依賴天主給與祖先的許諾，確信天主不會完全剷除自己的
百姓，必留下一些「殘餘」，在審判中經過淨煉而成為聖善忠信的遺民，由他們中將要出生未來的救主默
西亞(2:1-5;4:2-6;7:10-17;9:1-6;11:1-9)。這位默西亞將要完成救贖的大業(42:1-7;49:1-9;52:13;53:12)。

本書可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
【第一依撒意亞（1-39章）依撒意亞本人的預言； BC 740-700年】是由一些較小的預言集編成的，但沒有依
照時代先後的次序來編纂(1-35章)，其後有一篇帶有歷史性的附錄(36-39章)；

第二部分通常稱為「安慰書」，共分兩段：

前段【第二依撒意亞（40-55章）依撒意亞門下弟子寫於充軍巴比倫末期BC 540-538年間】描寫天主藉波斯
王居魯士，將百姓由充軍的苦患中釋放出來(40:1-49:13)，並藉「上主的僕人」解放他們於罪惡(49:14-55:13)；

（依撒意亞四篇「上主的僕人」詩歌，見於依42:1-9; 49:1-7; 50:4-9; 52:13—53:12 ）

後段【第三依撒意亞（56-66章）再由依撒意亞門下弟子寫於充軍回國後，約BC 450年】頌揚默西亞要建立
的神國，及「以色列聖者的熙雍」，即那要作為萬民中心的新耶路撒冷(56-66章)。 …..



……

無論在《舊約》或《新約》中(德48:25-28；瑪3:3;8:17；路4:17等處)，或在古時猶太教和基督教會的傳說內，
都以前後兩部同為依撒意亞的著作。同樣，1947年，在死海西岸谷木蘭山洞中所發現的《依撒意亞》，其
希伯來文抄卷，和最古的希臘譯本，亦都以依撒意亞為全書的作者。但這並非說先知親筆寫了一切；由
8:16得知，先知曾委託他的門人弟子，將自己的預言暫為收藏。可能在充軍的末期，先知的後輩子弟將這
些預言宣布出來，並稍事修改，為使人更易瞭解，或為更適應當時的環境，這都不妨礙稱依撒意亞為全書
的作者。

諸先知中，影響新約教會最深刻者，首推依撒意亞，因為他曾論及默西亞的誕生(7:14;9:6;11:1)，他超絕的本
性和使命(7:14;9:5;11:4;42:1-7)，以及他贖罪救世的大業(53章)。故此依撒意亞堪稱為「舊約中的福音宣傳者」。



讀經㆒（㆖主喜愛你。）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62:1-5

為了熙雍，我決不緘默，
為了耶路撒冷，我決不㉁息，
直到她的正義顯現，㈲如光明，
她的救恩燃亮，㈲如㈫炬。

萬民都要見到你的正義；
眾王都要看見你的榮耀。
……

耶穌聖誕節：守㊰感恩㉀

圖：https://pixels.com/featured/eternity-new-jerusalem-the-decree-to-restore-jerusalem.html

https://pixels.com/featured/eternity-new-jerusalem-the-decree-to-restore-jerusalem.html


……
㆟要給你起㆒個新的㈴號，是㆖主親口所指定的。
你將是㆖主手㆗的榮冠，是你㆝主掌㆖的冠冕。

你不再稱為「被遺棄的」，
你的㆞域也不再稱為「荒涼的」；
因為你要被稱為「我親愛的」（我的心上人），
你的㆞域要稱為「已婚的」（新娘），

因為㆖主喜愛你，你的㆞域將要婚嫁。
就如青年怎樣迎娶處㊛，你的建造者也要怎樣迎娶你；
新郎怎樣喜愛新娘，你的㆝主也要怎樣喜愛你。
——㆖主的話。

耶穌聖誕節：守㊰感恩㉀

到那㆒㆝――㆖主的斷語――她要稱㈺我為「依士」（我的丈夫），不再稱
㈺我為「巴里」（我主）。……我要永遠聘娶你，以正義、公平、慈愛、憐
憫聘娶你；以忠實聘娶你，使你認識我是㆖主。到那㆒㆝，我必要應允――
㆖主的斷語――我要應允高㆝，高㆝要應允大㆞，大㆞要應允㈤穀、酒、油，
㈤穀、酒、油也要應允依次勒耳。我要為我把她種在這㆞㆖，我要愛憐羅魯
阿瑪（不蒙愛憐者），我要對羅阿米（非我㆟民）說：「你是我的㆟民。」
而她要說：「你是我的㆝主。」（歐 2:18, 21-25）

來吧！我所選的！
我要立你作我的寶座。

圖：https://www.wga.hu/support/viewer_m/z.html

https://www.wga.hu/support/viewer_m/z.html


答唱詠 詠89:4-5, 16-17, 27,29

【答】：我要永永遠遠歌頌㆖主的恩寵。（詠89:2）

領：「我同我揀選的㆟立了契約，
向我的僕㆟達味起了盟誓；
我要永遠鞏固你的後裔，
世世㈹㈹建立你的寶座。」【答】

領：會歡樂歌唱的百姓，的確㈲福。
㆖主，他們在你慈顏容光㆗行走，
他們常常因你的㈴而歡躍；
你的正義使他們引以㉂豪。【答】

領：他要稱讚我說：
「你是我的大父，是我救恩的磐石，是我的㆝主。」
我同他永遠保持我的慈愛，
我同他所立的盟約，永遠不得破壞。【答】

耶穌聖誕節：守㊰感恩㉀



4-5節是從撒下7:8-10引伸而來
8現在，你要對我的僕人達味說：「萬軍的上主這樣說：是
我揀選你離開牧場，離開放羊的事，作我民以色列的領
袖。

9 你不論到那裏去，我總是偕同你，由你面前消滅你的一切
仇敵；我要使你成名，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

10 我要把我民以色列安置在一個地方，栽培他們，在那裡
久住，再也不受驚恐，再也不像先前受惡人的欺壓，

11 有如自從我為我民以色列立了民長以來一樣；我要賜他
們安寧，不受仇敵的騷擾。上主也告訴你：他要為你建
立家室。

12 當你的日子滿期與你祖先長眠時，我必在你以後興起一
個後裔，即你所生的兒子；我必鞏固他的王權。

13是他要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

[1] Ethan [Etham] ，有「長壽、永恆」之意，是猶大的後代，出身則辣黑（猶大兒媳塔瑪爾所生的兒子）家族，向以智慧出眾而著名（列上5:11；編上2:6）

1 則辣黑㆟厄堂的訓誨詩。
2 我要永永遠遠歌詠㆖主的恩寵，要世世㈹㈹親口稱揚你的忠誠。
3 你原說過：「我的恩寵已永遠奠定！」就如你在㆝㆖確定了你的
忠誠。
4 「我同我揀選的㆟立了約契，向我的僕㆟達味起了盟誓，
5 我直到永遠鞏固你的後裔，世世㈹㈹將你的寶座建立。」（㉁止）
6 ㆖主，願蒼㆝稱讚你的奇事，聖者的集會讚美你的忠義！
7 在雲彩之㆗，誰可與㆖主相比，㆝主的眾子，誰能同㆖主相似？
8 在聖者的集會㆗，㆝主令㆟驚恐，他偉大可怕，超過他㆕周的神
聖。
9 ㆖主萬軍的㆝主，㈲誰能夠相似你？㆖主，你是全能的，你的忠
信環繞你。
10你統治洶湧的海嘯，你平抑翻騰的波濤。
11你曾踐踏辣哈布，好像踐踏屍體，你以大能的手臂驅散你的仇敵。
12高㆝是屬你的，厚㈯也是屬你的，寰宇及其㆗的㆒切是你奠定的。
13你創造了南方，創造了北方，大博爾，赫爾孟因你而歡暢。
14你的臂膀孔武而㈲力，你雙手堅強，㊨手舉起。
15正義和公理是你寶座的基礎，仁愛和忠信在你的前面開路。
16會歡樂歌唱的百姓，的確㈲福，㆖主，他們在你慈顏光㆗行走，
17他們常常因你的㈴而歡躍，你的正義使他們引以㉂豪。
18因為你是他們權勢的光明，因你慈惠，我們的威能提升。
19因為在㆖主內㈲我們的庇護，以色列的聖者是我們的君主。

讚揚上主的慈善和信實（出34:6-7雅威，雅威是慈悲
寬仁的天主，緩於發怒，富於慈愛忠誠，
對萬代的人保持仁愛，寬赦過犯、罪行和罪過，但是
決不豁免懲罰，父親的過犯向子孫追討，直到三代四
代。）

天主的眾子，指與天主有密切關係的受造物（約1:1 -
2:1；依6:1），又稱天上聖者的集會

詠89(88) 耶穌聖誕節：守㊰感恩㉀答唱詠

applewebdata://6A190D5E-416F-4A11-A0D1-85C55D67DCE1/


20你曾在異像㆗向你的聖者說：「我已經給那㈲能者加了冕，由百姓㆗
將我所選者舉薦。

21我揀選達味做我的忠僕，也給他傅抹了聖油。
22我的雙手必常扶持他，我的臂膀必常堅固他，
23仇敵不能欺騙他，惡㆟不能壓伏他。
24我要在他前擊破他的仇敵，凡仇恨他的㆟，我必要打擊。
25我的忠信與仁慈常與他共處，他的頭角因我的㈴而得高舉。
26我使他的手伸到海㆖，使他的㊨手伸到河㆖。
27他要稱讚我說：『你是我的大父，是我救恩的磐石，是我的㆝主。』
28我也要立定他為首生子，他高出世㆖所㈲的君主。
29我同他永遠保持我的慈愛，我同他立的約，永不得破壞，
30使他的後裔，永世不替，使他的寶位，與㆝㈰齊。
31若他的子孫放棄我的法令，不照我的命令行，
32若是他們違犯了我的章程，不遵守我的誡命，
33我必用棍杖懲罰他們的罪過，也必用鞭子責打他們的邪惡。
34但我不將我的慈愛撤退，我也不使我的忠誠作廢，
35也不放棄我的盟約，也不改變我的許諾。
36我㆒次指我的聖善起誓，我也絕對不會欺騙達味。
37他的後裔必定要永遠興隆，他的御座在我前，如㈰永恆；
38又如㈪亮循環不停，做空㆗忠實的見證。」（㉁止）

論達味的神諭

耶穌聖誕節：守㊰感恩㉀答唱詠詠89(88) 



39但是你已經拒絕和擯棄，對你的受傅者憤怒大起。
40將你僕㆟的盟約撕毀，將他的冠冕拋擲於㆞。
41蕩平了他所㈲的城垣，使他的堡壘化為荒原。
42凡過路的㆟都劫掠他，他為鄰㆟所嘲笑辱罵。
43你高舉了他仇㆟的㊨手，使他的敵㆟們滿心歡愉。
44使他的刀刃遲鈍不利，㆖陣時使他不能站立；
45使他的光輝消失滅跡，把他的寶座推翻於㆞。
46縮短他青春的時㈰，要使他去蒙受羞恥。（㉁止）
47㆖主，你不斷㆞隱避，要到何時，㆖主，你的怒㈫如焚，
何時才熄？
48求你懷念我的性命何其短暫，你所創造的世㆟是多麼虛幻！
49㈲那㆒個㆟能夠常生不死，㈲誰能㉂救於陰府的權勢？
（㉁止）
50吾主，你從前憑着你的忠義，向達味許的仁愛，今在哪裏？
51㆖主，求你記念你僕㆟所受的恥辱。在我胸㆗所承擔異民
的㆒切憎惡：
52就是你的那些反對者所加給你的恥辱，㆖主，他們也淩辱
了你的受傅者的腳步。
53願㆖主永永遠遠受讚美！阿們，阿們！

論達味的神諭

似乎猶大國王戰敗不久，作者刧後餘生，痛定思痛，寫
成本詩，祈求天主復興達味王室：
公元前931年勒哈貝罕王敗於埃及王史沙克入侵，攻陷耶
京，大舉刧奪時；
公元前609年約史雅出師默基多迎戰埃及王乃苛，全軍覆
沒，戰死沙場（有說48節以上是約史雅手筆，48節以下
是後人加上的禱詞。

耶穌聖誕節：守㊰感恩㉀答唱詠詠89(88) 

韓承良，《聖詠釋義》



保祿生平年表
AD 8   掃祿生於塔爾索（宗 22:3）

21   在耶路撒冷作經師加瑪里耳弟子（宗 2:3）
34   斯德望殉道（宗 7:55 - 8:1）
34   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成立基督徒團體（宗11:19）

35   在大馬士革路上歸化（宗 9:1-18; 22:4-16;
26:9-18; 迦 1:12-17）

35-37   在阿拉伯（敘利亞境內）（迦 1:17）
37-39   在大馬士革宣講基督（宗 9:20; 迦 1:17）
39   阿勒特王的總督在大馬士革企圖逮捕掃祿，卻被

他由城牆上逃脫（宗 9:25; 23:35; 格後 11:32）
39   到耶路撒冷（迦 1:18-19）
39-44   在敘利亞及基里基雅傳教（迦 1:21）
44      巴爾納伯由塔爾索領掃祿到安提約基雅（宗 11:25）



44   巴爾納伯和掃祿在安提約基雅傳教，信徒被稱為「基督徒」
（宗 11:26）

45   保祿及巴爾納伯送捐獻至耶路撒冷（宗 11:27-30）

45-48  第一次出外傳教（塞浦路斯、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依科
尼雍、呂斯特辣、德爾貝、培爾革）保祿及巴爾納伯（宗
13-14）

49   安提約基雅的爭議（宗 15:1-3）
49   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宗 15:4-22）

49-52  第二次出外傳教（呂斯特辣、夫黎基雅、迦拉達、斐理伯、
得撒洛尼、雅典、格林多）保祿及息拉（弟茂德及路加途中
加入）、巴爾納伯及若望馬爾谷（宗 15:36-18:22）

50-52  在格林多傳教（宗 18）【得前、後】
52   在總督加里雍前被告（宗 18: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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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
安息日他們進了會堂坐下…





讀經㆓（保祿為達味之子基督作證。）

恭讀㊪徒大事錄 13:16-17,22-25

【當保祿到了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進了會堂，】
就站起來，打手勢說：

「諸位以色列㆟和敬畏㆝主的㆟，請聽！
以色列民族的㆝主，揀選了我們的祖先。
當這百姓寄居埃及時，㆝主就舉揚了他們，以大能
的手臂，從那裡領他們出來。

「以後，㆝主給他們立了達味為君王。
㆝主為達味作證說：我找到了葉瑟的兒子達味；
他是㆒個合我心意的㆟，他要履行我的㆒切旨意。

㆝主按照恩許，從達味的後裔㆗，給以色列興起了
㆒位救主：耶穌。

若翰在耶穌來臨以前，先向全以色列民，宣講了悔
改的洗禮。及㉃若翰將完成㉂己的任務時，若翰說：
我不是你們所猜想的那位，但是，看，他在我以後
要來，我不配解他腳㆖的鞋。」——㆖主的話。

耶穌聖誕節：守㊰感恩㉀

大約㆕㈩年的工夫在曠野㆗容忍了他們。
滅了在客納罕㆞方的㈦個民族以後，就
把那㆞方分給他們作為基業，約㈲㆕百
㈤㈩年。此後，又給他們立了民長，直
到撒慕爾先知時㈹。從那時起，他們要
求㆒位君王，㆝主就給他們立了本雅明
族㆟克士的兒子撒烏耳，為王㆕㈩年；
（㊪13:18-21）



聖誕期頌謝詞（㆒）（基督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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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
們獲得救恩。

藉著聖言降生成㆟的奧蹟，你榮耀的新光，
照亮了我們的心目，
使我們在他身㆖認識降生可見的㆝主，而
嚮往不可見的美善。

為此，我們隨同㆝使、總領㆝使、㆖座者、
宰制者和全體㆝軍，歌頌你的光榮，不停
㆞歡㈺：

圖：https://www.art.com/products/p53760356015-sa-i7366242/elizabeth-wang-mary-and-joseph-look-with-faith-on-the-child-jesus-at-his-nativity-1995.htm?upi=Q1HPPVB0&PODConfigID=8880729&sOrigID=156195

https://www.art.com/products/p53760356015-sa-i7366242/elizabeth-wang-mary-and-joseph-look-with-faith-on-the-child-jesus-at-his-nativity-1995.htm?upi=Q1HPPVB0&PODConfigID=8880729&sOrigID=156195


聖誕期頌謝詞（㆓）（降生奧蹟重整萬㈲）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主，我們藉著主
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
的，並㈲助我們獲得救恩。

在這如此偉大的聖誕奧蹟㆗，原是不可見
的㆝主，卻取了我們的形體，成了可見的。

他原生於萬㈲之先，如今竟生於萬㈲之㆗，
為復興受損的萬物，重整宇宙，並帶領迷
失的㆟類，重返㆝鄉。

為此，我們隨同所㈲㆝使，歡躍讚美你，
不停㆞歡㈺：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圖：https://www.dreamstime.com/photos-images/hora-church-istanbul.html

https://www.dreamstime.com/photos-images/hora-church-istanbul.html


聖誕期頌謝詞（㆔）
（聖言降生，是㆝主性與㆟性的神聖交換）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主，我們藉著主
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
的，並㈲助我們獲得救恩。

今㆝，你顯示了奇妙的交換，在基督內復
興我們；他是你的聖言，取了我們軟弱的
㆟性，使我們可朽壞的㆟性，得到不朽的
尊榮，且因與聖言奇妙的結合，得享永恆
的生命。

為此，我們隨同所㈲㆝使，歡躍讚美你，
不停㆞歡㈺：

圖：https://folksy.com/items/7558414-The-Theotokos-Hand-painted-icon-orthodox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https://folksy.com/items/7558414-The-Theotokos-Hand-painted-icon-orthodox


1. 排列經文

2. 重點意義

3. 欣賞和祈禱

4. 用宣讀技巧表達

道賞

耶穌聖誕節
㈩㆓㈪廿㈤㈰

子㊰感恩㉀

道賞：同道共賞；我們一起欣賞
教會的祈禱和經文

道賞：道理同賞；共同欣賞教會
禱文和經文的道理

讀經一 依 9:1-6
答唱詠 詠 96:1-2, 2-3, 11-12, 13
讀經二 鐸 2:11-14
福音 瑪 2:1-14

圖片：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福音（救世主今㆝為你們誕生了。）

恭讀聖路加福音 2:1-14

那時凱撒奧古斯都，出了㆒道㆖諭，叫㆝㆘的
㆟都要登記：這是季黎諾作敘利亞總督時，初
次行的登記。於是，眾㆟各去本城登記。

若瑟因為是達味家族的㆟，也從加里肋亞納匝
肋城，㆖猶大㈴叫白冷的達味城去，好同㉂己
已懷孕的聘妻瑪利亞去登記。

他們在那裡的時候，瑪利亞分娩的㈰期滿了，
便生了她的頭胎㊚兒，用襁褓裹起，放在馬槽
裡，因為在客棧㆗，為他們沒㈲㆞方。

……

耶穌聖誕節：子㊰感恩㉀

圖：https://fineartamerica.com/featured/monk-praying-in-nativity-grotto-munir-alawi.html及
http://tinychapel.blogspot.com/2015/03/salome-as-sister-and-disciple-of-jesus.html

https://fineartamerica.com/featured/monk-praying-in-nativity-grotto-munir-alawi.html
http://tinychapel.blogspot.com/2015/03/salome-as-sister-and-disciple-of-jesus.html


……
在那㆞區，㈲些牧羊㆟露宿守㊰，看守
羊群。

㈲㆖主的㆒位㆝使，站在他們身邊；㆖
主的榮光，照射著他們；他們便非常害
怕。

㆝使向他們說：「不要害怕！看！我給
你們報告㆒個為全民族的大喜訊：今㆝
在達味城㆗，為你們誕生了㆒位救世者；
他是主默西亞。

這是給你們的記號：你們將要看見㆒個
嬰兒，裹著襁褓，躺在馬槽裡。」

忽然㈲㆒大隊㆝軍，同那㆝使㆒起，讚
頌㆝主說：「㆝主在㆝受光榮，主愛的
㆟在世享平安！」——㆖主的話。

圖：https://www.seetheholyland.net/shepherds-field/shepherds-field-26/

https://www.seetheholyland.net/shepherds-field/shepherds-field-26/


Silver star marking the location of the birth of Jesus, with the inscription: 
"Hic de Virgine Maria Jesus Christus natus est". 在這裡，耶穌基督由童貞瑪利亞誕生。

14角的銀星象徵瑪竇福音第一章耶穌族譜的3個14代。
又是達味希伯來文3個字母DVD，即4＋6＋4＝14，寓意在此誕生的耶穌基督是達味之子

圖：http://full-of-grace-and-truth.blogspot.com/2019/11/but-you-o-bethlehem.html及 http://www.peachin.com/03churchofnativity-starofbethlehemmurielrosenfeld/及 https://www.catholicvoiceoakland.org/2009/12-14/inthisissue3.htm

㆒個嬰兒，裹著襁褓，躺在馬槽裡。

http://full-of-grace-and-truth.blogspot.com/2019/11/but-you-o-bethlehem.html
http://www.peachin.com/03churchofnativity-starofbethlehemmurielrosenfeld/
https://www.catholicvoiceoakland.org/2009/12-14/inthisissue3.htm


……
在那㆞區，㈲些牧羊㆟露宿守㊰，看守
羊群。

㈲㆖主的㆒位㆝使，站在他們身邊；㆖
主的榮光，照射著他們；他們便非常害
怕。

㆝使向他們說：「不要害怕！看！我給
你們報告㆒個為全民族的大喜訊：今㆝
在達味城㆗，為你們誕生了㆒位救世者；
他是主默西亞。

這是給你們的記號：你們將要看見㆒個
嬰兒，裹著襁褓，躺在馬槽裡。」

忽然㈲㆒大隊㆝軍，同那㆝使㆒起，讚
頌㆝主說：「㆝主在㆝受光榮，主愛的
㆟在世享平安！」——㆖主的話。

集禱經

㆝主，你以真光的照耀，使這㉃聖之
㊰光輝燦爛。

請賜我們在現世認識真光的奧蹟，將
來也能在㆝㆖，分享這真光的喜樂。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㆒㆝主，永生永
王。亞孟。

750年羅馬禮書5；
額我略禮典（7-8世紀）36；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347

耶穌聖誕節
㈩㆓㈪廿㈤㈰

子㊰感恩㉀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圖：https://www.seetheholyland.net/shepherds-field/shepherds-field-26/

https://www.seetheholyland.net/shepherds-field/shepherds-field-26/


第一依撒意亞

依7:14  吾主要親㉂給你們㆒個徵兆：看，㈲位貞㊛要懷孕
生子，給他起㈴叫厄瑪奴耳。

依8:5-23 公元前732年，阿蘭被亞述併吞，北國以色列大部
分土地也被亞述侵佔。至公元前722年，北國亡於
亞述。先知告誡猶大人民。

21 ㆟將忍受着痛苦和飢餓，經過此㆞；當他由於飢餓
而暴發忿怒時，必詛咒㉂己的君王和㉂己的神明；
他無論仰望㆖㆝，

22或㊟視大㆞，他只見苦惱和幽暗，昏黯和恐怖！但
黑暗畢竟要被驅除，

23因為遭受災難的，必將免於黑暗。往昔㆖主曾使則
步隆和納斐塔里㆞域受了侮辱，但㈰後卻使沿海之
路，約但東岸，外方㆟的加里肋亞獲得了光榮。

依9:1-6 是一賀君王登極詩或感恩詩歌，描述新君（希則克雅）
對猶大國意義重大，猶如皓光照耀在黑暗中的人。

耶穌聖誕節：子㊰感恩㉀讀經㆒

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編寫，《荒漠燃荊——主日節（慶）日彌撒讀經一釋義：丙年》，2000年



讀經㆒（㈲㆒個嬰孩為我們誕生了。）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9:1-6

在黑暗㆗行走的百姓，看見了㆒道皓光；
那寄居於漆黑之㆞的㆟，已㈲光輝照射在他們身㆖。

你加強了他們的快樂，增加了他們的喜悅；
他們在你面前歡樂，㈲如㆟收割時的歡樂，
又如分贓時（分得戰利品時）的愉快；

因為你折斷了他們所負的重軛，
和他們肩㆖的橫㈭，
以及壓迫他們者的短棍，㈲如在米德楊那㆝㆒樣；

因為戰士所穿發響的軍靴，和染滿血跡的戰袍，
都要被焚毀，作為㈫燄的燃料。

因為㈲㆒嬰孩為我們誕生了，㈲㆒個兒子賜給了我們。
……

耶穌聖誕節：子㊰感恩㉀

圖：https://prescottenews.com/index.php/2020/12/20/as-heavenly-bodies-converge-many-ask-is-the-star-of-bethlehem-making-a-comeback/

https://prescottenews.com/index.php/2020/12/20/as-heavenly-bodies-converge-many-ask-is-the-star-of-bethlehem-making-a-comeback/


……
他肩㆖擔負著王權；

他的㈴字要稱為神奇的謀士、
強㈲力的㆝主、永遠之父、和平之王。

他的王權是偉大的；
達味的御座和他王國的平安，是無限的。

他將以正義與公平，鞏固與保持他的王國，
從今時直到永遠：

萬軍㆖主的熱誠必要完成這事。
——㆖主的話。

耶穌聖誕節：子㊰感恩㉀

圖：https://www.amazon.com/Toland-Home-Garden-Bethlehem-Decorative/dp/B00KOJQJS4

https://www.amazon.com/Toland-Home-Garden-Bethlehem-Decorative/dp/B00KOJQJS4


答唱詠 詠96:1-2, 2-3, 11-12, 13

【答】：今㆝為你們誕生了㆒位救世者；
他是主默西亞。（路2:11）

領：請眾齊向㆖主歌唱新歌；
普世大㆞，請向㆖主謳歌！
請向㆖主歌唱，讚美他的聖㈴。【答】

領：㆒㈰復㆒㈰，宣揚他的救恩。
請在列邦㆗，傳述他的光榮。
請在萬民㆗，宣揚他的奇功。【答】

領：願諸㆝歡樂；願大㆞踴躍！
海洋及其㆗的㆒切，要踴躍歡騰。
原野及其㆗的㆒切，都要舞蹈；
森林㆗的㆒切樹㈭，也各顯歡樂。【答】

領：請在㆖主面前歡樂，因為他已駕臨，統治大㆞乾坤；
他要以正義審判普世，以他的忠信治理㆝㆘萬民。【答】

耶穌聖誕節：子㊰感恩㉀



詠96(95)                                            
希臘譯本加上標題：充軍之後，當聖殿落成時，達味的歌
學者估計是充軍前一位不知名詩人之作

1請眾齊向㆖主歌唱新歌，普世大㆞，請向㆖主謳歌！
2請向㆖主歌唱，讚美他的聖㈴，㆒㈰復㆒㈰㆞，宣揚他的救恩。
3請在列邦㆗，傳述他的光榮，請在萬民㆗，宣揚他的奇功。
4因為㆖主偉大，應受讚美，惟他超越眾神，可敬可畏。
5萬邦的眾神盡屬虛幻，但㆖主卻造成了蒼㆝；
6威嚴與尊榮，常在他的面前，權能與光耀，圍繞他的聖壇。

邀請以民讚頌上主

7各民各族，請將光榮歸於㆖主，各家各戶，請將威能歸於㆖主。
8請將主㈴的光榮歸於㆖主！請進入他的庭院奉獻㉀物。
9請穿聖潔的禮服，叩拜㆖主，普世大㆞，要在他面前顫抖！
10請在萬民㆗高㈺：㆖主為王！
他穩定寰宇，使它不再動盪，他以正義公道來治理萬邦。

邀請萬民一起讚頌上主

詠47, 93, 96, 97, 98, 99內容相若，又都以「上主為王」
作開端詞，或穿插其中。
詠93—100是讚美天主為普世君王的詩歌。所稱的君
王也預示默西亞君王，他的王國萬世無疆。

11願諸㆝歡樂，願大㆞踴躍，願海及其㆗的㆒切怒號！
12原野及其㆗的㆒切都要舞蹈，森林㆗的㆒切樹㈭各顯歡樂，
13在㆖主面前歡樂，因為他已駕臨，
因為他已駕臨，要統治大㆞乾坤；
他要以正義審判普世㆟群，以他的忠信治理㆝㆘萬民。

邀請一切受造之物讚頌上主

先知預言默西亞時代（末世）的開始（依42:10-11；
44:23；55:12）
詠2:10眾王！你們現在應當自覺，大地掌權者！你們
應受教。

耶穌聖誕節：子㊰感恩㉀答唱詠

韓承良，《聖詠釋義》



保祿生平年表
AD 8   掃祿生於塔爾索（宗 22:3）

21   在耶路撒冷作經師加瑪里耳弟子（宗 2:3）
34   斯德望殉道（宗 7:55 - 8:1）
34   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成立基督徒團體（宗11:19）

35   在大馬士革路上歸化（宗 9:1-18; 22:4-16;
26:9-18; 迦 1:12-17）

35-37   在阿拉伯（敘利亞境內）（迦 1:17）
37-39   在大馬士革宣講基督（宗 9:20; 迦 1:17）
39   阿勒特王的總督在大馬士革企圖逮捕掃祿，卻被

他由城牆上逃脫（宗 9:25; 23:35; 格後 11:32）
39   到耶路撒冷（迦 1:18-19）
39-44   在敘利亞及基里基雅傳教（迦 1:21）
44      巴爾納伯由塔爾索領掃祿到安提約基雅（宗 11:25）



44   巴爾納伯和掃祿在安提約基雅傳教，信徒被稱為「基督徒」
（宗 11:26）

45   保祿及巴爾納伯送捐獻至耶路撒冷（宗 11:27-30）

45-48  第一次出外傳教（塞浦路斯、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依科
尼雍、呂斯特辣、德爾貝、培爾革）保祿及巴爾納伯（宗
13-14）

49   安提約基雅的爭議（宗 15:1-3）
49   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宗 15:4-22）

49-52  第二次出外傳教（呂斯特辣、夫黎基雅、迦拉達、斐理伯、
得撒洛尼、雅典、格林多）保祿及息拉（弟茂德及路加途中
加入）、巴爾納伯及若望馬爾谷（宗 15:36-18:22）

50-52  在格林多傳教（宗 18）【得前、後】
52   在總督加里雍前被告（宗 1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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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高聖經：《弟鐸書》引言

弟鐸的事跡不見於《㊪》，祇散見於保祿各書信內（《格後》、《迦》、《弟後》
及《鐸》）。他生於外教家庭（迦2:3），大概是在安提約基雅為保祿所歸化，因而
稱為保祿的「真子」（1:4）。公元49年，曾隨保祿前往耶京開㊪徒會議（㊪15:2；
迦2:1），以後在保祿第㆔次傳教行程㆗（公元53-58年），曾被委派辦理了幾㊠要務
（見格後2:13;7:6;8:6,16;12:18）。公元65年隨保祿㉃克里㈵島，被㈷聖為該㆞的主教
（1:5）；隨後接獲此信，前往尼苛頗里（3:12），後又從該城被派往達耳瑪提雅
（弟後4:10）。根據教會的口傳，他後來又返回克島，在那裏壽終正寢。

保祿㊢本書的動機，由本書內容看來，與《弟前》完全㆒樣，即教導他如何管理該
島的教會。本書㊢作的時間，應在《弟前》書㊢後不久，即在公元65年，因為本書
與《弟前》內所㈲的勸言與指示，幾乎完全相同；㆞點是在馬其頓。

本書可分為㆔段：
第㆒段1:5-16：論選立聖職㆟員的規範和他們應㈲的品格；
第㆓段2:1-3:7：論應如何對待各級㆟士，應如何訓誨他們棄惡遷善；
第㆔段3:8-11：論行善的必要，並應如何駁斥異端邪說。



讀經㆓（㆝主拯救眾㆟的恩寵已經出現。）

恭讀聖保祿㊪徒致弟鐸書 2:11-14

親愛的：
㆝主拯救眾㆟的恩寵已經出現，教導我們
棄絕不虔敬的生活，和世俗的貪慾；
而要㈲節制㆞、公正㆞、虔敬㆞在今世生
活，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和我們偉大的㆝
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光榮的顯現。

他為我們捨棄了㉂己，是為救贖我們脫離
㆒切罪惡，並洗淨我們，使我們能成為他
的選民，叫我們熱心行善。——㆖主的話。

耶穌聖誕節：子㊰感恩㉀

耶穌聖誕節

㈩㆓㈪廿㈤㈰

子㊰感恩㉀

領主後經

㆖主、我們的㆝主，我們歡欣慶㈷救
主的誕生。

求你恩賜我們善度相稱的基督徒生活，
來㈰與他㆒起，同享光榮。

因主耶穌基督之㈴，求你俯聽我們的
祈禱。亞孟。

參良一世禮書 (5-6世紀) 1242；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164 var.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1. 排列經文

2. 重點意義

3. 欣賞和祈禱

4. 用宣讀技巧表達

道賞

道賞：同道共賞；我們一起欣賞
教會的祈禱和經文

道賞：道理同賞；共同欣賞教會
禱文和經文的道理

讀經一 依 62:11-12
答唱詠 詠 97:1, 6, 11-12
讀經二 鐸 3:4-7
福音 路 2:15-20

圖片：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耶穌聖誕節
㈩㆓㈪廿㈤㈰

黎明感恩㉀

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福音（牧羊㆟找到了瑪利亞、若瑟和嬰兒。）

恭讀聖路加福音 2:15-20

眾㆝使離開牧羊㆟，往㆝㆖去了以
後，牧羊㆟就彼此說：「我們且往白
冷去，看看㆖主報告給我們所發生的
事。」
他們急忙去了，找到了瑪利亞和若
瑟，及那躺在馬槽㆗的嬰兒。

他們看見以後，就把㆝使對他們所
說㈲關這小孩的事，傳揚開了。凡聽
見的㆟，都驚訝牧羊㆟向他們所說的
事。

瑪利亞卻把這㆒切事，默存在㉂己
心㆗，反覆思想。

牧羊㆟回去；為了他們所聽見和看
見的㆒切，正如㆝使向他們所說的㆒
樣，就光榮讚美㆝主。——㆖主的話。

耶穌聖誕節：黎明感恩㉀

圖：https://www.seetheholyland.net/shepherds-field/shepherds-field-26/及 https://www.smp.org/resourcecenter/resource/868/及 https://www.smp.org/resourcecenter/resource/744/

https://www.seetheholyland.net/shepherds-field/shepherds-field-26/
https://www.smp.org/resourcecenter/resource/868/
https://www.smp.org/resourcecenter/resource/744/


圖：https://www.seetheholyland.net/shepherds-field/shepherds-field-26/及 https://www.smp.org/resourcecenter/resource/868/及 https://www.smp.org/resourcecenter/resource/744/

集禱經

全能的㆝主，

你的聖言降生成㆟，令我們沐浴在
他的新光之㆗；

求你使這照耀我們內心的信仰，反
映於我們的言行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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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額我略禮典 (7-8世紀) 42
1570年羅馬彌撒經書 176；

耶穌聖誕節
㈩㆓㈪廿㈤㈰

黎明感恩㉀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https://www.seetheholyland.net/shepherds-field/shepherds-field-26/
https://www.smp.org/resourcecenter/resource/868/
https://www.smp.org/resourcecenter/resource/744/


讀經㆒（看，你的救主來了！）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62:11-12

看哪！㆖主向大㆞㆕極宣布說：

你們應向熙雍㊛子說：
看！你的救主來了！
看！他的勝利品與他同在；
他獲得的酬㈸在他面前。

㆟要稱他們為「聖潔的民族」、「㆖主贖回的」。
你要被稱為「被愛的」、「不被遺棄的城」。
——㆖主的話。

耶穌聖誕節：黎明感恩㉀

守夜彌撒讀經一依62:1-5



答唱詠 詠97:1,6, 11-12

【答】：今㆝真光照耀我們，因為㆖主為我們誕生了。

領：㆖主為王！願大㆞踴躍；
無數島嶼，也都要歡樂！
蒼㆝宣揚他的公道；
萬民目睹他的光輝。【答】

領：光明已升起，照耀著義㆟，
把喜樂賜給心㆞正直的㆟。
義㆟們，請因㆖主而歡欣，
並請你們讚美他的聖㈴。【答】

耶穌聖誕節：黎明感恩㉀



詠97(96) 

1  ㆖主為王！願大㆞踴躍，無數島嶼，也都要歡樂！
2  雲彩和黑暗將他團團包圍，正義與公道支持他的座位。
3  烈㈫在他前面先行，焚燒他㆕周的敵㆟。
4  他的閃電照亮塵寰，大㆞㆒見，戰慄搖撼。
5  面對㆖主，即普世的主宰，大山要像蠟燭㆒般溶解。
6  蒼㆝宣揚他的公道，萬民目睹他的光耀。
7  願所㈲拜偶像，以邪神㉂誇的㆟受辱，願所㈲的神祇，都俯伏在

他面前叩首。

上主為世界正義的君王

詠47, 93, 96, 97, 98, 99內容相若，又都以
「上主為王」作開端詞，或穿插其中。
詠93—100是讚美天主為普世君王的詩歌。
所稱的君王也預示默西亞君王，他的王
國萬世無疆。

8  ㆖主，因你的審判，熙雍聽見了便喜笑，猶大各城高興歡躍。
9  ㆖主，你在普㆝㆘是最尊貴的，你在眾神㆗，是最崇高的。
10㆖主喜愛那惱恨罪惡的㆟，保護虔誠㆟們的生命，從惡㆟手㆗拯

救他們。
11光明已升起照耀着義㆟，賜喜樂於心㆞正直的㆟。
12義㆟們，請因㆖主而歡欣，並請你們讚美他的聖㈴。

義人為上主的正義而歡欣

耶穌聖誕節：黎明感恩㉀答唱詠

韓承良，《聖詠釋義》



讀經㆓（㆝主救了我們，是出於他的憐憫。）

恭讀聖保祿㊪徒致弟鐸書 3:4-7

親愛的：

當我們救主㆝主的良善，和他對㆟的
慈愛出現時，他救了我們，並不是由
於我們本著義德所立的功㈸，而是出
於他的憐憫，藉著聖神所施行重生和
更新的洗禮，救了我們。

這聖神，是㆝主藉我們的救主耶穌基
督，豐富㆞傾㊟在我們身㆖的，好使
我們因他的恩寵成義，本著希望，成
為永生的承繼㆟。——㆖主的話。

耶穌聖誕節：黎明感恩㉀

聖誕期頌謝詞（㆓）（降生奧蹟重整萬㈲）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主，我們藉著
主基督，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
當然的，並㈲助我們獲得救恩。

在這如此偉大的聖誕奧蹟㆗，原是不可
見的㆝主，卻取了我們的形體，成了可
見的。

他原生於萬㈲之先，如今竟生於萬㈲之
㆗，為復興受損的萬物，重整宇宙，並
帶領迷失的㆟類，重返㆝鄉。

為此，我們隨同所㈲㆝使，歡躍讚美你，
不停㆞歡㈺：



1. 排列經文

2. 重點意義

3. 欣賞和祈禱

4. 用宣讀技巧表達

道賞

道賞：同道共賞；我們一起欣賞
教會的祈禱和經文

道賞：道理同賞；共同欣賞教會
禱文和經文的道理

讀經一 依 52:7-10
答唱詠 詠 98:1, 2-3, 3-4, 5-6
讀經二 希 1:1-6
福音 若 1:1-18（長式）

若 1:1-5, 9-14 （短式）

圖片：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耶穌聖誕節
㈩㆓㈪廿㈤㈰

㈰間感恩㉀

http://www.discerningdominican.com/2020/05/01/flesh-the-hinge-of-salvation/


福音（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間。）

恭讀聖若望福音 1:1-18

在起初已㈲聖言，聖言與㆝主同在，聖言就是
㆝主。

聖言在起初，就與㆝主同在。萬物是藉著他而
造成的；凡受造的，沒㈲㆒樣不是由他而造成
的。

在他內㈲生命，這生命是㆟的光。光在黑暗㆗
照耀，黑暗決勝不過他。

曾㈲㆒㆟，是由㆝主派遣來的，㈴叫若翰。這
㆟來，是為作證，為給光作證，為使眾㆟藉他
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為給那光作證。

那照亮每㆟的真光，正在進入這世界；他已在
世界㆖，世界原是藉他造成的；但世界卻不認
識他。他來到了㉂己的㆞方，㉂己的㆟卻沒㈲
接受他。

……

【長式】耶穌聖誕節：㈰間感恩㉀

圖：https://account.kansascity.com/paywall/subscriber-only?resume=190596009&intcid=ab_archive

https://account.kansascity.com/paywall/subscriber-only?resume=190596009&intcid=ab_archive


……
但是，凡接受他的，他給他們，即給那些信他
㈴字的㆟權能，好成為㆝主的子㊛。他們不是
由精血，也不是由肉慾，也不是由㊚慾，而是
由㆝主生的。

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間；我們
見了他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滿溢恩
寵和真理。

若翰為他作證，㈺喊說：「這就是我所說的：
那在我以後來的，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
我而㈲。」

從他的滿盈㆗，我們都領受了恩寵，而且恩寵
㆖加恩寵。因為法律是藉梅瑟傳授的，恩寵和
真理卻是由耶穌基督而來的。

從來沒㈲㆟見過㆝主，只㈲那在父懷裡的獨生
者，身為㆝主的，他給我們詳述了。
——㆖主的話。

集禱經

㆝主，

你奧妙㆞創造了高貴的㆟性，更奇妙㆞
恢復了㆟的尊嚴。

你的聖子屈尊就卑，取了我們的㆟性，
求你賜給我們也能分享他的㆝主性。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㆒㆝主，永生永王。
亞孟。

參良一世禮書 (5-6世紀) 1239；
750年羅馬禮書 27；
額我略禮典（7-8世紀） 59；

耶穌聖誕節

㈩㆓㈪廿㈤㈰

㈰間感恩㉀

2021年12月修訂中譯
圖：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46862/pope-francis-to-offer-midnight-mass-at-730pm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46862/pope-francis-to-offer-midnight-mass-at-730pm


第二依撒意亞（安慰書）

52:1-6 熙雍曾被俘虜，現今要穿上慶節的衣服，
1熙雍起來，起來！披上你的威能！耶路撒泠聖城！穿上你華麗的衣服，因為未受割損
和不潔的人，再不得進入你內。

2被擄的耶路撒泠！抖下灰塵，起來罷！被俘的熙雍女子！解下你頸項上的鎖鏈罷！
3因為上主這樣說：「你們是無代價被出賣的，也無需用金錢贖回。」
4吾主上主這樣說：「我的百姓昔日曾下到埃及，僑居在那裏，而後亞述又無故地虐待
了她；

5如今我還在這裏作什麼？上主的斷語。我的百姓已無故地被擄去，治理他的人又自誇
自大──上主的斷語──我的名又天天不斷地受褻瀆。

6為此我的百姓必要認得我的名，到那一天他們必明白：那說：「看！我在這裏！」的
那一位，就是我。」

依52:7-10 熙雍的君王是天主。他的來臨就是喜訊、和平與幸福。
仿效「上主為王」聖詠，上主返回（拯救）熙雍，重建（安慰）耶路撒冷。

依52:11-12 宣布新出谷
11離開！離開！從那裏出來罷！不要觸摸不潔之物！你們攜帶上主器皿的人，從巴比倫
中間出來，聖潔自己罷！

12你們出走，不必慌張，更不必奔逃而去，因為上主要走在你們前面，以色列的天主將
作你們的後盾。

依52:13—53:12 第四篇「上主的僕人」詩歌

耶穌聖誕節：㈰間感恩㉀讀經㆒

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編寫，《荒漠燃荊——主日
節（慶）日彌撒讀經一釋義：丙年》，2000年



讀經㆒（大㆞㆕極看見了我們㆝主的救恩。）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2:7-10

那傳報喜訊者的腳步，是多麼美麗啊！
他在山㆖宣布和平，傳報佳音，宣揚救恩，
給熙雍說：「你的㆝主為王了！」

請聽，你的守望者㆒起高聲歡㈺，因為他
們親眼看見㆖主返回了熙雍。

耶路撒冷的廢墟啊！
你們要興高采烈，㆒起歡㈺，因為㆖主安
慰了㉂己的百姓，救贖了耶路撒冷。

㆖主在萬民眼前，顯露了㉂己神聖的手臂；
大㆞㆕極看見了我們㆝主的救恩。
——㆖主的話。

耶穌聖誕節：㈰間感恩㉀



答唱詠 詠98:1; 2-3, 3-4, 5-6

【答】：全球看見了我們㆝主的救恩。（詠98:3）

領：請眾向㆖主高唱新歌，因為他行了奇事。
他的㊨手和他的聖臂，為他獲得了勝利。【答】

領：㆖主已經宣布了㉂己的救恩，將㉂己的正義，啟示給萬民。
他記起了㉂己的良善和信實，即向以色列家族廣施的寬仁。【答】

領：全球看見了我們㆝主的救恩。
普世大㆞，請向㆖主歌舞，請踴躍，請歡樂，請彈琴演奏。【答】

領：彈著豎琴，向㆖主讚頌；彈著豎琴，伴著絃韻。
吹起喇叭，響起號角，在㆖主君王面前謳歌。【答】

耶穌聖誕節：㈰間感恩㉀



詠98(97)
希臘譯本標題：達味的歌
學者大都以為寫於充軍之後，正當以民從事復國圖強期間

1 聖詠。
請眾向㆖主歌唱新歌，因為他行了奇事。他的㊨手和他的聖臂，為
他獲得了勝利。
2㆖主已經宣佈了㉂己的救恩，將㉂己的正義已啟示給萬民。
3他記起了㉂己的良善和忠誠，即向以色列家族廣施的寬仁。全球看
見了我們㆝主的救恩。

感恩頌：為以民的獲救而感謝上主。

也許指天主自充軍之地解救以民重返
祖國，令各民族驚奇不已；此恩之大，
不亞於當年天主拯救選民脫離埃及的
奇跡。

4 因此，普世大㆞，請向㆖主歌舞，請踴躍，請歡樂，彈琴演奏：
5彈着豎琴，向㆖主讚頌，彈着豎琴，伴和着絃韻。
6吹起喇叭，伴奏着號角，在㆖主君王前謳歌。
7海洋及其㆗的㆒切澎湃，寰宇及其內的居民驚駭！
8 江河拍手鼓掌，山岳舞蹈歡唱。
9 都在㆖主面前歡樂，因為他已駕臨，因為他已駕臨，是要統治大㆞
乾坤；他要以正義審判普世㆟群，他要以公平治理㆝㆘萬民。

上主要來審判世界（末世聖詠）

見詠96:12；依55:12；哈3:10

耶穌聖誕節：㈰間感恩㉀答唱詠

韓承良，《聖詠釋義》



思高聖經：《希伯來書》引言

本書信文詞典雅華麗，立意高超優美，《新約》中沒有一部比本書更徹底詳盡地論
及新舊約之異同，基督大司祭的特質等問題的。

全書可分為三大段：

第一段（1:1- 4:13）：從新舊二約的頒布者來看，新約遠勝舊約（新約是直接由天主
子耶穌基督所頒布的，舊約則是藉天使和梅瑟為中間人）；

第二段（4:14 - 10:18）：從新舊二約的司祭來看，新約遠勝舊約（新約的司祭為基
督，遠超舊約肋未族的司祭），並且基督又自為祭品，遠非
任何祭獻可比；

第三段（10:19 - 13:25）：勸信友們務要堅持信德，特引《舊約》先賢的芳表，證明
信德的重要。末後以種種鼓勵向善的勸言結束了本書。

耶穌聖誕節：㈰間感恩㉀讀經㆓



公元 70 年，聖殿被羅馬軍隊夷為平地，猶太人的司祭職務也就不復存在了。他們作為猶
太人，又信仰耶穌基督是默西亞，就會心中思忖聖殿被毀有甚麼含意？天主怎可讓這事
發生？
這樣可怕的褻聖，怎會是天主對他以色列子民的計劃？聖殿被毀之後一段時間，有一個
居住在意大利的猶太基督徒，對這些困惑和問題作出了回應，且著意要把他的回應廣傳
於流亡四方的同胞當中。他沒有留下名字，他的回應則被稱為「致希伯來人書」（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列入新約聖經之內。
「致希伯來人書」闡述了他的思想，說耶穌被釘十字架是取代舊約聖殿所舉行的祭獻；
基督的犧牲是一次而盡全功的祭獻，是獻給天主完美無玷的犧牲，且舉行這祭獻的司祭
也是完美無瑕的；這司祭就是耶穌基督；他不是靠祖先的特權當世襲的大司祭；他是天
主與新選民之間新而永久盟約的大司祭，是按默基瑟德（Melchizedek）的品位，作無始
無終的大司祭。教會因而是新的以色列民族，有全新的司祭職務，還有新的大司祭；耶
穌基督以自己完美無瑕的生活，以及他的死亡作為祭獻，而成為天主與人之間，最完美
的中保（中介者）（希 3:1－10:18）。
於是，基督徒因為信仰耶穌，領受了聖神，體驗到從罪惡的枷鎖中完全被釋放出來；這
是重複的古老（舊約）祭獻所無法實現的。此外，基督徒在崇拜中向天主奉獻讚美，彼
此分享財產，互通有無，就是不斷奉獻中悅天主的祭獻（希 13:15-16）。

(Joseph Martos, Doors To The Sacred, 中譯：《聖域門檻—聖秩聖事》)

耶穌聖誕節：㈰間感恩㉀讀經㆓



乙年讀經二

序言 1:1-4 1:1-6 耶穌聖誕節（日間） ㆝主藉聖子對我們說了話。

第一部分 1:5—2:18      概括性的基督論 2:9-11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聖者與被㈷聖者，都是
出於㆒源

第二部分

3:1—5:10      論基督大司祭
a. 3:1-6 基督，忠信可靠的大司祭

3:7—4:14   勸諭信友堅持信仰
b. 4:15—5:10 基督仁慈的大司祭

4:12-13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主的話可辨別㆟心㆗的
感覺和思念

4:14-16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我們要懷著依恃之心，走
近恩寵的寶座

5:1-6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你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
做司㉀

第三部分

5:11—10:39 論基督大司祭的特點
a. 5:11—6:20勸勉性的序言
b. 7:1—28      一個更高超的司祭品位
c. 8:1—9:28＊一個更高超的司祭祭獻
d. 10:1-18  一個更高超的司祭祭獻效果
e. 10:19-39    勸勉性結束

7:23-28 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耶穌永遠長存，具㈲不可
消逝的司㉀品位

9:24-28＊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基督也只㆒次奉獻了㉂己，
便除免了大眾的罪過

10:11-14,18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他只藉㆒次奉獻，就永遠
使被聖化的㆟，得以成全

第四部分

11:1—12:13    對基督的信仰
a. 11:1-40      古代的信仰表率
b. 12:1-13      勸諭堅忍恆心

第五部分 12:14—13:18 勸諭信友追求聖德
結語 13:19-25

希伯來書高夏芳《新約聖經入門》 耶穌聖誕節：㈰間感恩㉀讀經㆓



讀經㆓（㆝主藉聖子對我們說了話。）

恭讀致希伯來㆟書 1:1-6

㆝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
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
但在這末期，他藉著㉂己的兒子，對我們
說了話。

㆝主立了他為萬㈲的承繼者，並藉著他，
造成了宇宙。
他是㆝主光榮的反映，是㆝主本體的真像；
他以㉂己大能的話，支撐萬㈲。

當他滌除了罪惡之後，便在高㆝之㆖，坐
於「尊威者」的㊨邊。他所承受的㈴字，
既然超越眾㆝使的㈴字，所以他遠超過眾
㆝使之㆖。……

耶穌聖誕節：㈰間感恩㉀



……
㆝主曾向那㆒位㆝使說過：「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生了你？」
或說過：「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
子？」
然而，當㆝主引領「首生子」進入世界的時
候，就說：「㆝主的眾㆝使都要崇拜他。」
——㆖主的話。

耶穌聖誕節：㈰間感恩㉀

詠2:7



Hymns from the Catholic Byzantine Service of the Nativity
天主教拜占庭禮聖誕慶典聖詩

Thou hast shone forth from a Virgin, O Christ, Thou spiritual Sun of Righteousness.
And a star showed Thee, whom nothing can contain, contained within a cave. Thou hast
led magi to worship Thee, and joining them we magnify Thee: O Giver of life, glory to
Thee.
啊，基督，靈性的正義太陽，你從㆒位童貞㊛照射出來。雖然沒㈲什麼能把你包
藏起來，星光卻指出你藏於山洞之內。你引領賢士們朝拜你！我們與他們㆒起頌
揚你：啊，生命的賦予者，願光榮歸於你。

Thy Nativity, O Christ our God, has shone forth upon the world with the light of
knowledge: for thereby they who adored the stars through a star were taught to worship
Thee, the Sun of Righteousness, and to know Thee the Dayspring from on high. O
Lord, glory to Thee.
啊，基督、我們的㆝主，你的誕生，以知識的光輝照耀世界。從此，崇拜星光者，
藉㆒顆星光的引導，前來欽崇你——正義的太陽，並認識你是㉂高㆝而來的曙光。
主啊，願光榮歸於你。
……

（羅國輝譯）



……Let heaven and earth today make glad prophetically. Angels, let us keep spiritual
feast. For God, born of a woman, has appeared in the flesh to those that sit in darkness
and shadow. A cave and a manger have received Him. Shepherds announce the wonder;
Magi from the east offer gifts in Bethlehem. Let us, then, from our unworthy lips offer
praise like the angels: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and on earth peace. For the Expectation
of the nations has come, He has come and saved us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enemy.
今㈰，㆝和㆞先知先覺㆞歡欣踴躍。㆝使們，讓我們在靈性㆖盡情慶㈷吧！因為，
㆝主生於㊛㆟，在肉身內顯現給坐在黑暗㆗、死影㆘的㆟。山洞和馬槽迎接了他。
牧童們傳報這奇妙事。賢士們由東方前來白冷獻禮。讓我們也以不堪當的唇舌，如
同㆝使㆒樣，獻㆖讚頌：㆝主在㆝受光榮，世㆟在㆞享平安。因為萬民的期望來了。
他來拯救我們脫離仇敵的束縛。

What shall we offer Thee, O Christ, who for our sakes hast appeared on earth as a man?
Every creature made by Thee offers Thee thanks. The angels offer Thee a hymn; the
heavens a star, the Magi, gifts; the shepherds, their wonder; the earth, its cave; the
wilderness, the manger: and we offer Thee a Virgin Mother. O pre-eternal God, have
mercy upon us.
啊，基督，你為了我們的緣故，以㆟的方式出現世㆖。我們能向你獻㆖什麼？你所
創造的萬物向你獻㆖感謝。㆝使向你獻㆖頌歌；㆝空獻㆖星星；賢士獻㆖禮品；牧
童獻㆖驚嘆；㆘㆞獻㆖山洞；曠野獻㆖馬槽；我們則向你獻㆖㆒位童貞㊛作母親。
啊，從永遠之前就㈲的㆝主，請垂憐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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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主日彌撒讀經及禱文
播放日期 內容

12月21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聖家節（慶日）丙年讀經 (12月26日)

12月28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主顯節（節日）讀經 (2022年1月2日)

2022年1月4日(星期二)
晚上7:15

欣賞主受洗節（慶日）丙年讀經 (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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