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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福德蘭修女聖髑蒞臨香港 

安奉於葛達二聖堂 

感恩聖祭 

 

 

 

 

 

 

 

 

 

 

 

 

 

 

 

 

 

 

 

主禮：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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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2 月 5 日(常年期第五主日) 晚上 7 時 30 分 荃灣葛達二聖堂 

 

 

加爾各答的真福德蘭修女 
 
 
 

真福德蘭修女，按她所說：「論血統，我是亞爾巴尼亞人；論

國籍，我是印度人；論信仰，我是天主教修女；論召叫，我

屬於世界；論我的心，我完全屬耶穌聖心。」 

 

她於 1910 年生於亞爾巴尼亞，原名 Gonxha Agnes 

Bojaxhiu，是家中么女。自她領聖體後，便充滿愛人靈的心

火。八歲時，父親突然逝世，母親以信德與愛心養育孩子，

堅定了 Gonxha 的性格和聖召；Gonxha 又得到本堂（聖心堂）

司鐸的悉心栽培。 

 

1928 年，Gonxha 離家修道，加入童貞聖瑪利亞修女會，取

名德蘭。德蘭修女往印度傳教；1929 年抵達加爾各答，在學

校任教師；1937 年矢發永願，正如她所說的：她成為了耶穌

永遠的淨配；1944 年德蘭修女更是一所學校的校長，她的修

道生活，充滿喜樂，她的事奉，備受賞識。但在 194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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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乘火車前往參加周年退省途中，受到很深的感召；按她所

說是「召叫中的召叫」。她說她永遠不能解釋的，就是耶穌在

十字架上對「愛情」和「人靈」的「渴」，佔據著她的心；耶

穌的「渴」，遂成為了她生命的動力。她意味到耶穌召叫她作

「光」，以耶穌的愛照耀眾靈魂，特別去服侍被遺棄的窮人，

為「窮人中的窮人」服務，。經過兩年多的考驗和分辨，德

蘭修女受感召要成立一個新的修會。在 1948 年，她獲得批

准，首次改穿藍白印度服作會衣，離開童貞聖瑪利亞修女會，

走進窮人的世界。 

德蘭修女開始收容被遺棄的臨終者、露宿者、病者、被遺棄

的婦女，以及滿身瘡疥的窮苦兒童等等。每天彌撒後，德蘭

修女手持念珠，在「被遺棄者、被鄙視者、沒有人照顧者」

身上服侍基督。漸漸，她的學生，她的朋友，以及仰慕者，

都紛紛加入這個新的修道團體。在 1950 年，加爾各答總教區

正式確認了德蘭修女創立的仁愛傳教女修會。 

 

德蘭修女隨後亦派遣修女往印度各地，且於 1965 年，得教宗

保祿六世稱許，派遣仁愛會修女往各大洲，為「窮人中的窮

人」服務。1980 年以後，德蘭修女在大部分共產國家，都建

立了團體，為在窮人身上的基督服務。德蘭修女本人亦多次

訪問香港；她的修會（仁愛傳教女修會），也在香港服務和作

見證。 

 

1963 年，德蘭修女成立了仁愛傳教兄弟修會；1976 年及 1979

年，先後成立了默觀的修女及修士團體；1984 年成立仁愛司

鐸傳教會；她又讓平信徒加盟成為仁愛會之友，後來，發展

成為仁愛平信徒傳教會。1981 年，德蘭修女開始基督聖體運

動，為司鐸提供她所說的「成聖小徑」，去分享她的神恩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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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1979 年，德蘭修女為「天主的光榮」，以「窮人的名義」接受

諾貝爾和平獎。她發表了「維護生命」和「反對墮胎」的演

說。 

 

1997 年 9 月 5 日，德蘭修女安逝於加爾各答。 

 

在她去世後，人們從她遺下的文稿中，才得知她經歷了多年

的「心靈黑夜」；這經年的「心靈黑夜」，使她更「渴」求天

主的愛，且更深感受到「被遺棄者」的傷痛。這「黑夜」也

使她奧妙地分享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渴」，渴求「愛情」和

「人靈」，且「愛」到受傷。 

進堂詠 

                   普天地頌揚上主  (頌恩 308 首) 

【重句】普天地頌揚上主，同聲讚美主！ 

1 殷勤侍主歡樂滿胸懷，我走向上主前踴躍歡欣。【重句】 

2 深認我主化育眾生靈，上主為我大父我為子民。【重句】 

3 我儕眾羊憩息綠草場，我等跪伏稱臣上主為王。【重句】 

4 進入主門感恩並還愛，我眾走向主殿歡樂歌詠。【重句】 

5 上主至善聖愛無終極，聖言長存普世永留人間。【重句】 

6 欽崇榮福應歸於聖父，歸於子及聖神萬世無窮。【重句】 

進堂後，主教、襄禮等就位 

導言及迎請聖髑 

主教：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眾：亞孟。 

主教：願主的平安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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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教：各位弟兄姊妹，我們今晚共聚一堂，非常榮幸，迎請

我們敬愛的真福德蘭修女的聖髑。 

真福德蘭修女是我們所熟悉的。她的仁愛風範是我們

所景仰的。在座中有些弟兄姊妹，亦曾與她見過面，

甚至被她的精神所吸引，去跟隨她的足跡，為窮人服務。 

今日，德蘭修女的聖髑蒞臨我們當中，提醒我們要效

法她的聖德，與她一起，為福音作證。 

現在，由真福德蘭修女的仁愛傳教女修會修女、她

所愛的窮人，以及義工、醫院牧靈同工、醫護人員，以

及神職人員，迎請真福德蘭修女的聖髑，亦請真福德

蘭修女，為我們祈禱。 

眾唱：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天主必常在。 

迎請聖髑進入聖堂 

仁愛會修女：真福德蘭修女，你聽見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喚：

「我渴！」基督對「愛」和「人靈」的渴望，佔據了

你的心。真福德蘭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眾：真福德蘭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眾唱：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天主必常在。 

平信徒：真福德蘭修女，你曾說過：「一顆純潔的心，很容易

看到基督，在飢餓的人中，在赤身露體的人中，在無

家可歸的人中，在寂寞的人中，在沒有人要的人中，

在沒有人愛的人中，在痲瘋病人身上，在酗酒的人身

上，在躺在街上的乞丐身上。我們必須在「愛」中成

長，為此我們必須不停地去愛，去給予，直到受傷。」

真福德蘭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眾：真福德蘭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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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唱：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天主必常在。 

醫護人員：真福德蘭修女，你對我們說：「今天最嚴重的病，

不是痲瘋或癌症，或肺結核；反之，是「不被需要」，

沒有「愛」，和「被眾人遺棄」；最大的「罪惡」，是對

近人，即對露宿者，受剝削者，被貧窮和疾病煎熬的

犧牲者，沒有愛心和關懷，且無動於衷。」真福德蘭

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眾：真福德蘭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眾唱：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天主必常在。 

牧靈工作者：真福德蘭修女，你對我們說：「我已習慣看到

人們的笑容，尤其臨終者的微笑。」真福德蘭修女，

請為我們祈禱。 

 眾：真福德蘭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眾唱：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天主必常在。 

義工代表：真福德蘭修女，你對我們說：「給人體貼的愛和照
顧，你們散發出關心；你們所散發出的喜樂，會帶給人極

大的希望。」真福德蘭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眾：真福德蘭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眾唱：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天主必常在。 

 

司鐸代表：真福德蘭修女，你對我們司鐸說：「無論到那裡，

我們發現眾人都同樣的渴求天主。這種飢渴只有你們

司鐸把耶穌送給他們，才可解除。」真福德蘭修女，

請為我們祈禱。 

 眾：真福德蘭修女，請為我們祈禱。 

眾唱：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天主必常在。 

 主教舉揚聖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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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鼓掌，執事恭放聖髑 

眾唱：何處有仁，何處有愛，何處有仁，天主必常在。 

 光榮頌  (頌恩 43 首) 

主教：天主在天受光榮。 

 眾：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

的天主聖父，我們為了祢無上的光榮，讚美祢、稱頌

祢、朝拜祢、顯揚祢、感謝祢。 

主、耶穌基督、獨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聖父之

子；除免世罪者，求祢垂憐我們。除免世罪者，求祢俯聽

我們的祈禱。坐在聖父之右者，求祢垂憐我們﹔因為

只有祢是聖的，只有祢是主，只有祢是至高無上的。

耶穌基督，祢和聖神，同享天主聖父的光榮。 

亞孟。 

 

集禱經 

天主，你天上的恩寵，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求你不斷以慈愛，

守護你的家庭。 

天主，你感召真福德蘭修女，回應你聖子在十字架上，對愛

及人靈的飢渴，以卓越的仁愛，為窮人中的窮人服務。藉真

福德蘭修女的轉求，求你幫助我們，在受苦的兄弟姊妹身上

事奉基督。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聖道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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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一 （我整夜輾轉反側，直到天亮。） 

恭讀約伯傳 7:1-4,6-7 

約伯說：人生在世，豈不像服兵役？人的歲月，豈不像

傭工的時日？有如奴工切望陰涼，傭工期待工資；這樣，我

也只有承受失意的歲月，及為我注定的苦痛長夜。 

我臥下時說：「幾時天亮？」我起來時又說：「黑夜何

時到？」我整夜輾轉反側，直到天亮。 

我的歲月流逝，速如織梭，也因無望而中斷。請你記住：

我的生命不過是一口氣；我的眼睛再也見不到幸福。 

——上主的話。 

眾：感謝天主。 

 

答唱詠 詠 147:1-2, 3-4, 5-6 

【答】：請讚頌上主，因為他醫治了心靈破碎的人。(參閱詠147:3) 

或：「亞肋路亞」 

領：請讚美上主，因為他是美善的。請歌頌我主，因為他是

甘飴的。我主上主，是應受讚美的！上主重建了耶路撒

冷城，聚集了四散的以色列民。【答】 

領：他醫治了心靈破碎的人，也親自包紮了他的傷痕。星辰

的數目，全由上主制定；星辰的稱號，也都由他命名。 

【答】：請讚頌上主，因為他醫治了心靈破碎的人。(參閱詠147:3) 

或：「亞肋路亞」 

領：我們偉大的上主，威能無比。他的智慧，高不可測。上

主扶起謙遜的人，將蠻橫的人貶抑於地。【答】 

 

讀經二（誰若不傳福音，就有禍了。）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9:16-19,22-23 

弟兄姊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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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傳福音，並沒有什麼可誇耀的，因為這是我不得已

的事；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 

如果我自願做這事，便有報酬；若不自願，可是責任已

委託給我。這樣看來，我的報酬是什麼呢？就是傳布福音時，

白白地去傳，不享用我在傳福音上，所有的權利。 

我原是自由的，不屬於任何人；但我卻使自己成了眾人

的奴僕，為贏得更多的人。對軟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

為贏得那軟弱的人；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

救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為了福音，為能與人共沾福音

的恩許。 

——上主的話。 

眾：感謝天主。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基督承受了我們的脆弱，擔負了我們的疾病。（瑪8:17） 

眾：亞肋路亞。 

福音（耶穌治好了許多患各種病症的人。） 

恭讀聖馬爾谷福音 1:29-39 

那時候，耶穌離開葛法翁的會堂，就同雅各伯和若望，

來到了西滿和安德肋的家。那時，西滿的岳母正躺著發燒；

有人就向耶穌提及她。耶穌上前，握住伯多祿岳母的手，扶

起她，熱症立即離開了她；她就侍候他們。 

到了晚上，日落之後，人把所有患病的，及附魔的，都

帶到耶穌面前。全城的人都聚在門前。耶穌治好了許多患各

種病症的人，驅逐了許多魔鬼，並且不許魔鬼說話，因為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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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認識他。 

第二天早晨，天還很黑，耶穌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

方，在那裡祈禱。西滿和同他一起的人，都去尋找耶穌，找

到了，就向耶穌說：「眾人都在找你呢！」 

耶穌對他們說：「讓我們到其他地方去，到鄰近的村鎮

去吧！好叫我也在那裡宣講，因為我正是為此而來的。」他

於是到加里肋亞各地，在他們的會堂裡宣講，並驅逐魔鬼。 

——上主的話。 

眾唱：亞肋路亞。 

 

講道 

 

信經 

 

信友禱文 

 

 

聖祭禮 

 
預備禮品 

  請接受我們的禮品    (頌恩 214 首) 

【重句】請接受我們的禮品，悅納我們的酒餅，人類勞苦的

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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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麥麵餅要成為基督的聖體，滋養我們的生命。【重句】 

2 葡萄酒要成為基督的聖血，消解我們的乾渴。【重句】 

3 酒與餅要成為贖罪的犧牲，人類合一的象徵。【重句】 

 

獻禮經 

上主、我們的天主，你既創造了餅和酒，來維持我們脆弱的

生命，求你使這些餅酒，也成為給予我們永生的聖事。因主

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領主詠 
  愛德歌  (頌恩 482 首) 

【重句】我實在告訴你們，凡是給這些最小的一個做的，就是做

了給我。 

我父祝福的人，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備給你們的天國。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 

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 

我無衣，你們給了我穿。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 

我在監裡，你們探望過我。 

 
 

 
奇妙的主愛  (頌恩 407 首) 

1  主愛，無分膚色界限，祂的愛全無疆界， 

主愛，全能奇妙可貴！祂的愛示人類真諦。 

2  主愛，無分高低貴賤，祂的愛全無偏見， 

主愛，仁慈無限寬恕！祂的愛教我欣慰！ 

耶穌揭主愛，慈愛與真理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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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點祂的愛，一起傳揚人類的喜訊。 

3  主愛，無私伸張正義，祂的愛言行一致， 

主愛，全能奇妙可貴！祂的愛傳揚普世。 

4  主愛，慈悲堪稱至善，祂的愛完全忠信， 

主愛，仁慈無限寬恕！祂的愛教我欣慰！ 

主愛，永遠奇妙可貴！祂的愛獻出一切！ 

 

領主後經 

天主，你願意我們分享同一個餅和同一爵杯；求你賞賜我們

也在基督內合而為一，為世界的得救，結出豐碩的果實。因

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隆重祝福 

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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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教： 願上主的聖名受頌揚。 

 眾： 從現在直到永遠。 

主教： 上主的聖名，是我們的助佑。 

 眾： 因他創造了天地。 

 

主教： 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 

 眾： 亞孟。 

執事： 讓我們效法德蘭修女的精神，在窮人中的窮人身上，
事奉基督。彌撒禮成。 

 眾： 感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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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成詠 

  傳揚福音  (頌恩 405 首)  

1 我們傳揚的福音，銘刻在人們的心坎， 

耶穌基督所立的教會，我們歡樂的大家庭。 

我們來頌讚天父，齊來傳揚福音。 

我們福音的生活，永遠快樂歡暢。 

兄弟們！姊妹們！我們都應傳揚福音。 

兄弟們！姊妹們！我們傳揚福音。 

我們是至聖教會的子女，帶著愉快的心情， 

踏著歡欣的步伐，向著幸福的路邁進。 

2 我們傳揚的福音，銘刻在人們的心坎， 

使人分享這大的喜訊，我們歡樂的大家庭。 

我們福音的生活，永遠快樂歡暢。 

耶穌基督的精神，藉以革新世界。 

兄弟們！姊妹們！這是每個人的使命。 

兄弟們！姊妹們！我們傳揚福音。 

我們是至聖教會的子女，使世界導向基督， 

藉著信望愛三德，齊來合力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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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真福若望保祿二世 

在真福德蘭修女宣福禮中講道 

2003 年 10 月 19 日傳教節主日 

 

 

1.  「你們中間為首的，就當作眾人的奴僕。」（谷 10:44）

耶穌對他門徒的話，正迴盪於這廣場，向我們指出一條道

路，為邁向福音所說的「偉大」。這條道路是基督親自走

過的，且引領他走上十字架：這就是「愛與服務」的旅程。

「成為眾人的僕人」，簡直推翻了世人的邏輯。 

 

「成為眾人的僕人」，這精神指導著加爾各答的德蘭姆

姆、仁愛傳教女修會的創立者；我今天就要把她列入「真

福」的名錄。我個人特別感謝這位勇敢的姆姆；我感覺她

常在我身邊。 

 

德蘭姆姆是「善心撒瑪黎雅人」的活肖像；她到各處，去

服侍那在「窮人中的窮人」身上的基督；任何衝突和戰爭

都不能阻止她。 

 

她常常告訴我，有關她為「福音價值」服務的經驗。例如，

我記得她在領受「諾貝爾和平獎」時（1979 年 12 月 10

日），那番「維護生命」和「反對墮胎」的演說。她常說：

Revised: 30 J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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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聽到有婦女不願意養育她的孩子，而要墮胎，請

說服她，把這孩子送來給我；我會愛這孩子；我會把這孩

子，看作是天主愛的標記。」 

 

2. 今天傳教節主日，是她宣福的日子，不是沒有意義

的。德蘭姆姆，以她一生的見證，提醒每一個人：教會的

福傳是通過愛德，由祈禱所滋養，並聽從上主的話。這福

傳方式的標幟，常是新真福（德蘭姆姆）的肖像：她拖著

一個小孩子的手，而她另一隻手，正在數著玫瑰念珠。 

 

默觀與行動、福傳及維護人權：德蘭姆姆以生活宣講福

音，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當作禮物，送給窮苦者，但同時

，完全浸淫於祈禱之中。 

 

3. 「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

役。」（谷 10:43）我特別以敬愛之情，紀念德蘭姆姆；她

是窮苦者、教會，以及全世界的「偉大僕人」。她的一生，

見證了「謙卑服務」的「尊嚴」和「榮譽」。她選擇不單

成為「最小者」，更要成為「最小者的僕人」。她真是窮苦

者的母親；為那些因各種方式的貧窮而受苦的人，她鞠躬

盡瘁。她的偉大，在於她有能力，毫不計較地付出，「直

到受傷」。她的一生，徹底活出「福音」，且勇猛地宣告了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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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在十字架上喊說：「我渴」（若 19:28）；這表達了天主

深切地渴望著人；這「渴」深深進入了德蘭姆姆的靈魂，

並在她心中找到肥沃的園地。 

 

聯同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去滿足耶穌對「愛」和「人靈」

的渴望，成為了德蘭姆姆存在的唯一目標，且在她內，成

為一股力量，使她跨出自己，焦急地走遍全球，去為「窮

人中的窮人」，以及他們的得救和聖化，勞碌服務。 

 

4. 「凡你們為我弟兄中最小的一個所做的，就是為我

做的。」（瑪 25:40）這福音中的話，是了解德蘭姆姆為窮

人服務的關鍵。她最基本的信念就是：「在照顧窮苦者受

傷的肢體時，就是照顧基督的身體。」在服侍受苦和被鄙

視的「窮人中的窮人」時，就是服侍那隱藏於他們身上的

基督。德蘭姆姆突顯了「服務」的最深意義：在愛中，為

飢餓者、口渴者、流浪者、赤裸者、病者，和受囚者，所

做的一切，就是為基督本人而做。（瑪 25:24-36） 

 

德蘭姆姆認出基督，全心全意地服侍基督，正好表達出她

作為基督淨配的愛。如此，德蘭姆姆把自己完全當作禮

物，奉獻給天主和近人，使她得到最大的滿足，並活出「作

為女性最崇高的素質」。她要成為「天主的愛」、「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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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臨和天主施行仁愛」的標記，提醒眾人：天主每個子女

的價值和尊嚴；他們是「為愛和被愛」而「受造的」。如

此，德蘭姆姆把人靈帶到天主前，也把天主帶給人靈，且

滿足了基督的「渴想」，尤其在服侍有嚴重需要的人，以

及服侍那些因所受痛苦，而漸漸對天主視覺模糊的人。 

 

5. 「人子來……交出生命，為大眾作贖價。」（谷 10:45）

德蘭姆姆以經年的「心靈黑夜」，特殊地分擔了被釘十字

架上的基督的痛苦。為她，這是考驗，有時更是極大的痛

苦，但她卻把這一切，當作稀有的「禮物和榮譽」。 

 

在「黑夜」中，她更依恃和抓緊在聖體前祈禱。這嚴厲的

心靈考驗，引領她把自己，日益認同於她每天所服侍的

人；她感受到他們的痛苦，有時，甚至是他們的被遺棄。

她喜歡重複說：最大的貧窮是「被遺棄」、沒有人的照顧。 

 

 

6.  「主啊！請垂憐我們；我們寄望於你。」多少次，

德蘭姆姆，如同聖詠作者，在心靈的孤寂中，向她的天主

說：「我主，我寄望於你；我只寄望於你。」 

 

讓我們為這位深愛天主的「矮小女士」讚美天主；她是謙

卑的福音使徒，永不言休的大眾恩人。我們尊敬她，作為

我們時代的偉大榜樣；讓我們迎接她給我們的訊息，並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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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她的芳表。 

 

童貞瑪利亞，眾聖人之后，請幫助我們效法這位無懼的愛

情使者，同樣溫柔和良善心謙；請幫助我們以喜樂和微

笑，去服侍每個人；幫助我們成為基督的福傳者；他是我

們的和平與希望。亞孟。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准  2012 年 1 月 31 日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