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來欽崇 

1. 信友們快起來，一齊高聲歌唱，同歌頌奏凱音，前

往白冷郡。耶穌聖嬰已誕生在馬槽中。我們齊來欽崇

他，我們齊來欽崇他， 

我們齊來欽崇降生的救主。 

2. 天上真主降生，童貞女作親娘，他原本是無始，真

光的真光。他非受造物，與聖父同永生。我們齊來欽

崇他，我們齊來欽崇他，我們齊來欽崇降生的救主。 

3. 眾牧童喜盈盈，捨羊群忙趕程，到馬槽致崇敬，新

生的救星。我今同喜慶，歌頌叩拜聖嬰。我們齊來欽

崇他，我們齊來欽崇他，我們齊來欽崇降生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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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廣場 

主禮以十字聖號及致候開始儀式。 

主禮：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眾：亞孟。 
主禮：願天父的慈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平

安、聖神的共融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各位弟兄姊妹：教宗為普世教會開啟

了慈悲之年，邀請我們每個人更深入

經驗天主的恩寵及和好。 
我們的主教湯樞機亦指定鹽田梓聖

若瑟堂設立「慈悲之門」，好讓朝聖

的信眾獲得天主的慈悲和大赦。 
今日，天主之母聖瑪利亞的慶節，同

時，亦是為世界和平祈禱的日子。我

們更感受到教宗的呼籲：當今的人迫

切需要從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
穌基督的面容，領悟天父的慈悲，而

變得更慈悲。 
為虔誠舉行彌撒及開啟「慈悲之

門」，讓我們首先懺悔我們的罪過。 
（默禱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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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禮 

主禮：上主，你奉命來拯救懺悔的人：上主，

求你垂憐。 
 眾：上主，求你垂憐。 
主禮：基督，你來召喚罪人：基督，求你垂

憐。 
 眾：基督，求你垂憐。 
主禮：上主，你在天父面前，為我們轉求：

上主，求你垂憐。 
 眾：上主，求你垂憐。 
主禮：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

罪，使我們得到永生。 
 眾：亞孟。 
 

光榮頌 

主教：天主在天受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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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禱經 

主禮：天主，你使童貞瑪利亞孕育了我們的

救主，給人類帶來永恆的救恩。求你

使我們體驗聖母的代禱，因為藉著

她，我們才得到生命之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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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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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一（我必祝福皈依我的人。） 
恭讀戶籍紀 6:22-27 

上主訓示梅瑟說：「你告訴亞郎和他的

兒子說：你們應這樣祝福以色列子民說：『願

上主祝福你，保護你；願上主的慈顏光照

你，仁慈待你。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

安』。 
「這樣，他們將以色列子民歸我名下；

我必祝福他們。」——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答唱詠 詠 67:2-3, 5, 6,8 

【答】：願天主憐憫我們，並降福我們。（詠

67:2） 
領：願天主憐憫我們、降福我們，並以他自

己的慈顏容光照耀我們！願世人認識

他的道路，萬民得知他的救贖。【答】 
領：萬民都要踴躍歡欣；你以正義統治世

人，且在地上領導萬民。【答】 
領：天主，願萬民都稱頌你；願列邦都讚美

你！願天主降福我們；願萬民都敬畏天

主！【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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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二（天主派遣他的兒子來，生於女人。）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迦拉達人書 4:4-7 
弟兄姊妹們： 

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

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為把在法律

之下的人救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

位。為證實你們確實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

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裡，喊說：

「阿爸，父啊！」所以，你已不再是奴隸，

而是兒子了；如果是兒子，賴天主的恩寵，

也成了承繼人。——上主的話。（默想片刻）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天主在古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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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

了話。天主立了他為萬有的承繼者，並

藉著他，造成了宇宙。（希 1:1-2） 
眾：亞肋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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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牧羊人找到了瑪利亞、若瑟，和那躺在馬槽中

的嬰兒。滿了八天，於是給他起名叫耶穌。） 
恭讀聖路加福音 2:16-21 

那時候，牧羊人急忙去了，找到了瑪利

亞和若瑟，及那躺在馬槽中的嬰兒。他們看

見以後，就把天使對他們所說有關這小孩的

事，傳揚開了；凡聽見的人，都驚訝牧羊人

向他們所說的事。 
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

中，反覆思想。 
牧羊人回去；為了他們所聽見和看見的

一切，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一樣，光榮讚

美天主。 
滿了八天，孩子應受割損，於是給他起

名叫耶穌；這是他降孕母胎前，由天使所起

的。——上主的話。 
 
講道 

（講道後默想片刻） 

 
信經 

主禮：我信唯一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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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友禱文 

 
奉獻詠 

新生王 

1. 請聽天使高聲唱：榮耀歸於新生王， 

天人從此長結合，恩寵平安被萬方！ 

萬國萬民請歡欣，響應諸天歌頌聲； 

天主榮福樂天廷，善人在地享太平（享太平）。 

2. 歡迎天降和平王！歡迎輝煌正義光！ 

他賜世人新生命，消除苦痛治創傷。 

捨棄光榮離天上，降生奮鬥勝死亡； 

普世萬民齊歡慶，耶穌誕生白冷郡（白冷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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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禮品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們祈禱，望全能

的天主聖父，收納我和你們共同奉獻

的聖祭。 
 眾：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

為讚美並光榮他的聖名，也為我們和

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 
 
獻禮經 

主禮：天主，一切美好的事物都由你開始，

也因你的仁慈而達於圓滿。在今日天

主之母的慶節，我們歡欣慶祝，因為

你的恩寵開展在我們身上；求你使我

們來日也能在你的恩寵中，得享圓滿

的喜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

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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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經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請舉心向上。 
 眾：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主禮：請眾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眾：這是理所當然的。 
主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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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在這卒世童貞榮福瑪利亞天主之母

的節日，我們讚美你、稱頌你、顯揚

你。榮福瑪利亞藉聖神的庇蔭，孕育

了你的獨生子，保持著童貞的榮耀，

給世界帶來永久的光明——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 
為此，藉著基督，你的天使讚美你的

尊威；天上的宰制者、掌權者、異能

者和色辣芬天使，也欽崇你、敬畏

你、歡躍慶賀你。求你恩准我們隨同

他們，謙恭地同聲讚頌： 
 
眾：聖、聖、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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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上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是一切聖

德的根源。 
因此，我們求你派遣聖神，聖化這些

禮品，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

體聖血。 
他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麵餅，感

謝了你，把麵餅分開，交給他的門

徒說：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主禮：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

你，交給他的門徒說： 
 

你們大家拿去喝： 

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 

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 

以赦免罪惡。 

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主禮：信德的奧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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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救世的恩主，你藉著苦難及復活，恢

復了我們的自由，求你拯救我們。 
 
主禮：上主，因此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

活，向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

感謝你使我們得在你台前事奉你。我

們懇求你，使我們在分享基督的聖體

聖血之後，因聖神合而為一。 
 
共祭：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會，使你

的子民和我們的教宗方濟各、我們

的主教湯漢，與所有主教，以及全

體聖職人員，都在愛德中，日趨完

善。 
 
共祭：求你也垂念懷著復活的希望而安息

的兄弟姊妹；並求你垂念所有去世

的人，使他們享見你光輝的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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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祭：求你垂念我們眾人，使我們得與天

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聖母的淨

配聖若瑟、諸聖宗徒、中華殉道諸

聖、聖福若瑟，以及歷代你所喜愛的

聖人聖女，共享永生；並使我們藉

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顯

揚你。 
 
主禮：全能天主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

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

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

到永遠。 
眾唱：亞孟。亞孟。亞孟。 
 
天主經 

主禮：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又承受他

的教導才敢唱： 
眾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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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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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上主，求你拯救我們免於一切凶

惡，恩賜我們今世平安，使我們仰

賴你的仁慈，永久脫免罪惡，並在

一切困擾中，安然無恙，虔誠期待

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基督的來

臨。 
眾唱：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

永歸於你。 
 
互祝平安 

主禮：主耶穌基督，你曾對宗徒們說：「我

將平安留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賞給

你們。」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但

看你教會的信德，並按照你的聖

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是天主，

永生永王。 
 眾：亞孟。 
主禮：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您的心靈同在。 
執事：請大家互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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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頌 

眾唱：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

們。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

們。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賜給我

們平安。 
 
領主 

主禮：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

罪者。被邀請來赴羔羊聖宴的人，

是有福的。 
全體：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裡來，只要你

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癒。 
 
領主詠 

聖誕佳音 

1. 天使初報，聖誕佳音，先向田間貧苦牧人； 

牧人正當看守羊群，嚴冬方冷，長夜已深。 

歡欣，歡欣，歡欣，歡欣；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2. 牧人抬頭，見一異星，遠在東方燦爛晶明； 

發出奇光照耀塵寰，不分晝夜，光彩永恆。 

歡欣，歡欣，歡欣，歡欣；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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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博士三人，因見星光，遠道而來拋棄家鄉； 

專心一意尋求真主，追隨異星，不怕路長。 

歡欣，歡欣，歡欣，歡欣；天國君王今日降生。 
（領主後默禱片刻） 

 
領主後經 

主禮：上主，在今天的慶節，我們有幸宣認

卒世童貞榮福瑪利亞是你聖子的母

親，也是教會之母。願我們歡欣領受

的天上神糧，幫助我們邁向永生。因

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

禱。 
 眾：亞孟。 
 
主任司鐸致辭並宣布在聖若瑟堂的朝聖及求大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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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啟「慈悲之門」及進入「慈悲之門」 

主禮：各位弟兄姊妹：在領受了天路行糧

後，讓我們懇求天主指引我們走過世

上的「慈悲之門」，以獲得恩寵，邁

向永恆慈悲的天國。 
現在讓我們讚美常常施恩救世的天

主。 
 
主禮：天主聖父，我們讚美你；惟獨你為我

們行了偉大的奇事。（參詠 136:4） 
【答唱】：因為他的恩愛永遠常存。（詠 136:1） 
 
主禮：天主的獨生子，我們讚美你；你以自

己的血解救我們脫離我們的罪過。（參

默 1:5）【答唱】 
 
主禮：天主聖神，我們讚美你；你是良善的

施慰者，你是心靈甘飴的賓客，你是

甜蜜的涼蔭。（五旬節繼抒詠）【答唱】 
 

唱「伏求聖神誦」，主禮等邁向「慈悲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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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造物主聖神降臨 

1. 求造物主聖神降臨，眷顧你的信眾之心， 

使你所造的眾靈魂，充滿上天聖寵甘露。 

2. 你被尊為安慰之神，至高天主特殊寵恩。 

你是活泉、神火、聖愛，眾善靈的聖德馥芬。 

3. 你是七神恩的施主，全能聖父堅強右臂， 

你是聖父慨然許諾，作我喉舌導我言語。 

4. 求光照我三司五官，以你聖愛充我心靈， 

更以你的超人力量，堅我積弱蚑我諸短。 

5. 驅逐敵仇悉使遠遁，惠賜我們諸事平順， 

俾能避免諸般危害，賴你領導安穩前進。 

6. 使能藉你獲識聖父，與其唯一所生聖子， 

你是父子共發之神，我虔信你畢生不渝。 

7. 但願至尊天主聖父，死而復活天主聖子， 

偕同施慰天主聖神，獲享光榮萬世無已。 

 

主禮：這是上主之門，我們要經此門進入，

以獲得天父的慈悲和寬恕。 

【主禮推開慈悲之門】 

 
（可鳴鐘） 

（全體肅立，默禱片刻，深鞠躬致敬） 

（主禮向慈悲之門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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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請大家祈禱（默禱片刻） 
天主聖父，你當受讚美，你派遣你的

聖子來到人間，藉他所流的血，把因

罪惡而受傷，且彼此分離的人類，重

新召集，成為一體。 
你以你的聖子作為牧者；他又是羊棧

的門，使所有經由他而進入的人，得

到救恩，又使凡經由他出入的人，找

到永生的草場。 
聖父，我們求你使所有進入這門的信

友，蒙你歡迎，到達你台前，好使他

們經驗到你豐富的慈悲。因主耶穌基

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紀念洗禮：灑聖水 

執事：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現在進入慈悲之門，並灑上聖

水，作為我們洗禮――入門聖事的紀
念。讓我們記得，藉著基督的死而復

活，天主賜給了我們他的慈悲和救

恩。 
主禮等經慈悲之門進入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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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教友 

我是教友，頂大光榮，領洗以後，做耶穌兵， 

現在唱歌，發顯愛情。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 

(女)在天 聖   父，是我父  親， 

(男)    在天聖父，是我父親， 

(女)在天 聖   父，是我上主。   

(男)    在天聖父，是我上主。 

我是教友，頂大光榮，領洗以後，做耶穌兵， 

現在唱歌，發顯愛情。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 
 
【教友分批經「慈悲之門」進堂後，主禮領念「慈悲

禱文」。灑聖水。主禮祝福後，教友從另一度門離去。

第二批教友再進堂。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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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禱文 

主耶穌基督，你教導我們要如同天父滿懷慈

悲， 
並告訴我們：看到你，就是看見天父， 
請向我們顯示你的面容，我們就能得救。 
你慈愛的目光，把匝凱和瑪竇從金錢的奴役

中釋放出來， 
使罪婦和瑪達肋納不再只從受造物中尋找

幸福， 
令伯多祿在背主後痛哭， 
又把天堂應許給悔改的右盜。 
讓我們每人都能聽到你對撒瑪黎雅婦人所

說的：「如果你知道天主的恩賜。」 
 
你是不可見的天父可見的面容， 
彰顯天主寬恕和慈悲的力量； 
願教會成為你在世上可見的面容： 
你是世界的光榮、復活之主。 
 
你容許你的僕人也會陷入軟弱， 
好使他們對無知和犯錯的人，能感同身受， 
讓向他們求助的人，能體會到被天主所尋

覓、眷愛和寬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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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派遣你的聖神，以他的傅油聖化我們每一

個人， 
願慈悲禧年是上主廣施恩寵之年，  
願你的教會，以更新的熱忱，為窮苦者帶來

喜訊、 
向俘虜和受壓迫的人宣告自由、使瞎子復

明。 
我們藉瑪利亞，慈悲之母的轉禱，向你祈求； 
你與聖父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亞孟。 
 

主禮向會眾灑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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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祝福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執事：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 
（主禮向會眾伸手） 

主禮：天主是一切美善的泉源。願他在新的

一年，恩賜你們幸福滿盈，保護你們

平安順遂。 
 眾：亞孟。 
主禮：願天主賜你們完備的信德、持久不渝

的望德、以及任勞任怨的愛德。 
 眾：亞孟。 
主禮：願天主賜你們歲歲平安；時時處處俯

聽你們的祈禱，並引領你們喜樂地走

永生的道路。 
 眾：亞孟。 
主禮：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

的降福臨於你們，並永遠存留在你們

當中。 
 眾：亞孟。 
執事：請大家回去為主作證：滿懷慈悲，如

同天父。彌撒禮成。 
 眾：感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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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成詠 

普世歡騰 

1. 普世歡騰！救主下降：大地接她君王，惟願眾心預

備地方， 

諸天萬物歌唱，諸天萬物歌唱，諸天，諸天萬物歌唱。 

2. 普世歡騰！主治萬方，民眾首當歌唱；沃野、洪濤、

山石、平原，響應歌聲嘹亮，響應歌聲嘹亮，響應，

響應歌聲嘹亮。 

3. 罪惡憂愁，不容再長，世途荊棘消亡，化詛為恩，

無遠弗屆，到處主澤流長，到處主澤流長，到處，到

處主澤流長。 
 
【信友懷著慈悲之心，踏上成聖之路，可前

往聖福若瑟故居，念天主經、聖母經、聖三

光榮經，及為教宗意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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