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除夕團圓彌撒
（適用於常年期及四旬期）

進堂詠

只要你敬畏上主，在他道路上行走，就算有福！惟願上主
由熙雍聖山，向你祝福，使你一生得見耶路撒冷的福祿。
（詠128:1,5）
主祭可用以下或類似的導言

主祭：各位兄弟姊妹，我們大家歡聚一堂，共度除夕。我
們要感謝天主過去一年，對我們的照顧。
我們既是社會及家庭的一份子，也應藉此機會反
省：是否時常以基督徒的精神，盡善國民、丈夫、
妻子、父母，以及兒女的職責。
現在，讓我們靜默片刻，誠心懺悔，求主潔淨我們
的心靈，好能虔誠舉行感恩聖祭。（靜默片刻）
全體：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
主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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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憐頌
（光榮頌）

集禱經

主、聖父，感謝你在過去一年，賞賜我們各種恩惠。求你
使我們對來年所懷的希望，亦能按你的旨意，得以實現；
求你幫助我們常在你聖子的愛裡，精誠團結，全心全意，
仰望你，事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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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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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讀經見 3 頁）

隆重祝福

獻禮經

主祭：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聖父，在這團聚的時刻，我們感謝你的各種恩賜；求
你接納你子女的獻禮。願這奉獻加深我們的團結，並使我
們在堅定不移的信德中，以新的精神來事奉你。因主耶穌
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執事/主祭：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

頌謝詞（除夕團圓）

主祭：願他幫助你們除舊更新。
眾：亞孟。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
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在此除夕，大眾團聚的日子，我們更應讚美你，感謝你，
因為你藉著你的愛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創造了萬物，
且在他內加以保存，同時又藉著他，召集我們成為你特選
的子女，與你歡欣團聚。
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所有聖人，歌
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主祭向會眾伸手）

主祭：願全能的天主自高天降福你們。
眾：亞孟。

主祭：願他保佑你們精誠團結，日進於德。
眾：亞孟。
主祭：願全能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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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讀經一（你們該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繫。）

領主詠

在我一生歲月裡，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我將住在上主的
殿裡，直至悠遠的時日。（詠23:6）
領主後經

主、聖父，感謝你以你聖子的體血養育我們。求你使我們
藉此奧蹟，常能在你的慈愛中生活。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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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羅森人書 3:12-17
弟兄姊妹們：
你們該如天主所揀選的，所愛的聖者，穿上憐憫的
心腸、仁慈、謙卑、良善和含忍；如果有人對某人有什麼
怨恨的事，要彼此擔待，互相寬恕；就如主怎樣寬恕了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寬恕人。
在這一切事上，尤該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
繫。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你們所以蒙召
存於一個身體內，也是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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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該有感恩之心。要讓基督的話，充分存在
你們內，以各種智慧，彼此教導規勸，以聖詠、詩詞和屬
神的歌曲，在你們心內，懷著感恩之情，歌頌天主。你們
無論作什麼，在言語上或在行為上，一切都該因主耶穌的
名而作，藉著他，感謝天主聖父。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67:2, 3, 7, 8

【答】：請你們讚頌上主，因為他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
遠常存。（詠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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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領：願世人認識他的道路，萬民得知他的救贖。【答】
領：大地已經為我們出產五穀百果；天主，我們的天主，
給我們賜下祝福。【答】
領：願天主降福我們；願萬民都敬畏天主！【答】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或：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你。）
眾：亞肋路亞。
（或：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你。）
領：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們因耶穌基督，時常歡樂，不
斷祈禱，事事感恩。（參閱得前5:16-18）
眾：亞肋路亞。
（或：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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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你們只要尋求他的國，這些自會加給你們。）

恭讀聖路加福音 12:22-32
那時候，耶穌對他的門徒說：「我告訴你們：不要為
生命思慮吃什麼，也不要為身體思慮穿什麼，因為生命貴
於食物，身體貴於衣服。
「你們看看烏鴉，牠們不播種，也不收割；牠們沒有
庫房，也沒有倉廩，天主尚且養活牠們，你們比起飛鳥更
要尊貴多少呢？你們中誰能運用思慮，使自己的壽數延長
一刻呢？如果你們連極小的事，也做不來，為什麼要思慮
別的事呢？
「你們看看百合花，是怎樣生長的：它們不勞作，也
不紡織；可是，我告訴你們：連撒羅滿在他極榮華的時
候，所披戴的，也不如這些花中的一朵。田野間的野草，
今天還在，明天就投入爐中，天主尚且這樣裝飾，何況你
們呢！
「小信德的人啊！你們不要謀求吃什麼，喝什麼，也
不要憂愁掛心，因為，這一切都是世上外邦人所尋求的；
至於你們，你們的父知道你們需要這些。你們只要尋求他
的國，這些自會加給你們。
「你們小小的羊群，不要害怕！因為你們的父喜歡把
天國賜給你們。」
——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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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適用於常年期）

進堂詠

請眾齊向上主歌唱新歌；普世大地，請向上主謳歌！請向
上主歌唱，讚美他的聖名，一日復一日，宣揚他的救恩。
（詠96:1-2）

聖道禮（讀經見 8 頁）
獻禮經

上主，求你悅納我們的獻禮，並恩賜我們新的精神，好
能承行你的旨意。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
禱。
亞孟。
頌謝詞（新春更新）（適用於常年期）

主祭可用以下或類似的導言

主祭：各位兄弟姊妹，在新春佳節，萬象更新之際，我們
共聚一堂，將今年的一切，託付給全能的天主，
祈求他的照顧。
現在，讓我們靜默片刻，懷著除舊更新的心，求天
主潔淨我們的心靈，好能虔誠舉行聖祭。
（靜默片刻）

全體：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
主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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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
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在新春佳節，大眾歡騰的日子，我們更當欽崇你、感謝
你！你創造了宇宙，且令寒來暑往，而有秋收冬藏。在此
大地回春之際，你使萬象更新，也提示我們藉著基督，日
新又新，在天國道上邁進。
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所有聖人，歌
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領主詠

上主，你一噓氣，萬物造成；你使大地，更新復興。
（詠104:30）

垂憐頌

領主後經

光榮頌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創造天地，又使萬象更新；我們感謝
你所賜的各種恩惠。求你使我們在聖神的引領下，能日新
又新，在聖德的道路上邁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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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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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藉這天上神糧，加增我們力量，幫
助我們誠心樂意承行你的旨意，以獲得永遠的幸福。因我
們的主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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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祝福

答唱詠

主祭：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執事/主祭：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

【答】：普世大地，請向上主歡呼。（詠100:1）
領：普世大地，請向上主歡呼，要興高采烈地事奉上主；
走到上主面前，應該歡呼！【答】
領：你們應該明認雅威就是天主；他造成了我們；我們非
他莫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場的羊群。【答】
領：高唱感恩歌，邁向他的大門；吟詠讚美詩，進入他的
宮庭，向他致謝，並讚美他的聖名。【答】
領：因為上主良善寬仁；他的慈愛直到永恆；他的信實世
世常存。【答】

（主祭向會眾伸手）

主祭：願恩寵之源的聖父，以他的慈愛降福你們，恩賜
你們整年平安。
眾：亞孟。
主祭：願他賜予你們堅強的信德，持久的望德，及堅貞的
愛德。
眾：亞孟。
主祭：願他恩賜你們生活愉快，工作順利，並自高天俯允
你們的祈禱。
眾：亞孟。
主祭：願 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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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經

詠100:1-2, 3, 4, 5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蒼天宣揚他的公正，萬民目睹他的光輝。（詠97:6）
眾：亞肋路亞。
福音（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

恭讀創世紀 1:27-31
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
造了人：造了他們男和女。天主祝福他們說：「你們要生
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
鳥、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天主又說：「看，全地面上結種子的各種蔬菜，在果
子內含有種子的各種果樹，我都給你們作食物；至於地上的
各種野獸，天空中的各種飛鳥，在地上爬行、有生魂的各種
動物，我把一切青草，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
——上主的話。

恭讀聖若望福音 1:1-12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
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萬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凡
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內有生命，這
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勝不過他。
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來的，名叫若翰。這人來，
是為作證，為給光作證，為使眾人藉他而信。他不是那
光，只是為給那光作證。
那照亮每人的真光，正在進入這世界；他已在世界
上，世界原是藉他造成的；但世界卻不認識他。他來到了
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
的，他給他們，即給那些信他名字的人權能，好成為天主
的子女。
——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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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一（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他們男和女。）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適用於四旬期）

進堂詠

願諸天歡樂；願大地踴躍；願萬物在上主面前歡樂歌舞。
（參閱詠96:11-12）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是宇宙萬物的根源；眾生都仰賴你的
眷顧。在新春佳節，我們把今年的一切，全獻於你；求
你幫助我們善用你的恩寵，除舊更新，並以祈禱和善工，
來事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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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道禮（讀經見 13 頁）

主祭可用以下或類似的導言

主祭：各位兄弟姊妹，今日新春佳節，我們共聚一堂，把
整年的生活、工作、計劃等等，都交託於天主仁慈
的照顧。
同時，天主也藉教會所制定的四旬期，督促我們要
在信仰生活上，日新又日新。
現在，讓我們靜默片刻，反省自己，潔淨心靈，好
能虔誠舉行聖祭。（默禱片刻）
主祭：主，耶穌，求你親臨我們當中，使我們的喜樂圓滿
無缺。上主，求你垂憐。
眾：上主，求你垂憐。
主祭：主，耶穌，求你賜予我們聖寵，幫助我們除舊更
新。基督，求你垂憐。
眾：基督，求你垂憐。
主祭：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日新又新，日漸肖似你。
上主，求你垂憐。
眾：上主，求你垂憐。
主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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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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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經

上主，我們呈上大地的產物，人類勞力的成果，感謝你的
仁慈化育。請你降福我們，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願天下
萬民，在基督的愛內，和平團結。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
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頌謝詞（除舊迎新）（適用於四旬期）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
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你藉時令節氣的變化，使萬象更新，充滿活力。
聖父，你更藉教會，為我們制定了充滿救恩的四旬期，幫
助我們勉力祈禱，履行愛德，洗心革面，以迎向新生。
為此，我們聯同天下萬物，天使、聖人，歌頌你的光榮，
不停地歡呼：
領主詠

在我一生歲月裡，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我將住在上主的
殿裡，直至悠遠的時日。（詠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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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後經

讀 經

仁慈的父，我們聆聽了聖言，領受了你聖子的體血，求你
在我們心中，傾注聖神的力量，幫助我們以嶄新的精神，
來事奉你。因我們的主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隆重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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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祭：願恩寵之源的聖父，以他的慈愛降福你們，恩賜你
們整年平安。
眾：亞孟。
主祭：願他賜予你們堅強的信德，持久的望德，及堅貞的
愛德。
眾：亞孟。
主祭：願他恩賜你們生活愉快，工作順利，並自高天俯允
你們的祈禱。
眾：亞孟。

讀經一（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他們男和女。）

恭讀創世紀 1:27-31
天主於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
造了人：造了他們男和女。天主祝福他們說：「你們要生
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
鳥、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天主又說：「看，全地面上結種子的各種蔬菜，在果
內含有種子的各種果樹，我都給你們作食物；至於地上的
各種野獸，天空中的各種飛鳥，在地上爬行、有生魂的各種
動物，我把一切青草，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天主看了他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00:1-2, 3, 4, 5

【答】：普世大地，請向上主歡呼。（詠100:1）
領：普世大地，請向上主歡呼，要興高采烈地事奉上主；
走到上主面前，應該歡呼！【答】
領：你們應該明認雅威就是天主；他造成了我們；我們非
他莫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場的羊群。【答】

主祭：願全能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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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高唱感恩歌，邁向他的大門；吟詠讚美詩，進入他的
宮庭，向他致謝，並讚美他的聖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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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因為上主良善寬仁；他的慈愛直到永恆；他的信實世
世常存。【答】

福音前歡呼

領：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你。
眾：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你。
領：蒼天宣揚他的公正，萬民目睹他的光輝。（詠97:6）
眾：基督，天主聖言，願光榮歸於你。
福音（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

恭讀聖若望福音 1:1-12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
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萬物是藉著他而造成的；凡
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內有生命，這
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勝不過他。
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來的，名叫若翰。這人來，
是為作證，為給光作證，為使眾人藉他而信。他不是那
光，只是為給那光作證。
那照亮每人的真光，正在進入這世界；他已在世界
上，世界原是藉他造成的；但世界卻不認識他。他來到了
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卻沒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
的，他給他們，即給那些信他名字的人權能，好成為天主
的子女。
——上主的話。

新春主日
（適用於常年期）

進堂詠

願諸天歡樂；願大地踴躍；願萬物在上主面前歡樂歌舞。
（參閱詠96:11-12）

主祭可用以下或類似的導言

主祭：各位兄弟姊妹，在新春慶期的主日，我們共聚一
堂，祈求上主的降福，求他賜給我們恩寵及平安。
現在，讓我們反省自己的思言行為，謙遜地祈求上
主，幫助我們除舊更新。（靜默片刻）
全體：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
主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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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憐頌
光榮頌
集禱經

如新春期內，遇上聖灰禮儀日、四旬期主日，仍用聖灰禮儀日，及
四旬期主日的禱文及讀經，並照常舉行候洗者甄選禮。
主祭該在導言及講道中，提及新春除舊更新的精神，以配合四旬期
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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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聖父、宇宙的創造者，你上智的安排，使萬物不斷更
新向上。在這新春佳節，我們懇求你仁慈照顧，賜給我們
平安喜樂、風調雨順、四海安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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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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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祝福
聖道禮（讀經見 17 頁）

主祭：願主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執事/主祭：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

信經
獻禮經

（主祭向會眾伸手）

主、聖父，請接納我們的獻禮，恩賜我們在基督內，平安
團結，不斷逾越更新。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
的祈禱。
亞孟。

主祭：願恩寵之源的聖父，以他的慈愛降福你們，恩賜你
們整年平安。
眾：亞孟。
主祭：願他賜予你們堅強的信德，持久的望德，及堅貞的
愛德。
眾：亞孟。
主祭：願他恩賜你們生活愉快，工作順利，並自高天俯允
你們的祈禱。
眾：亞孟。
主祭：願全能天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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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頌謝詞（新春更新）（適用於常年期）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
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在新春佳節，大眾歡騰的日子，我們更當欽崇你、感謝
你。你創造了宇宙，且令寒來暑往，而有秋收冬藏。在此
大地回春之際，你使萬象更新，也提示我們藉著基督，日
新又新，在天國道上邁進。
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所有聖人，歌
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讀 經
讀經一（上主必按時給你們的土地降下時雨。）

領主詠

我把平安留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若14:27）
領主後經

仁慈的天主聖父，你既將你聖子的體血賜給我們，作為恩
寵生活的泉源，求你幫助我們，在基督內相親相愛，得享
真正的平安，及永恆的喜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
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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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讀申命紀 11:7-9,11-15
上主對他的子民說：「你們親眼見過上主所做的這一
切偉大作為。所以，你們應該遵守我今日吩咐你們的一切
誡命，好能有力量，去佔領你們過河要去佔領的地方，並
在上主向你們祖先誓許：要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的地方，即
流奶流蜜的地方，得享長壽。
「你們過河去佔領的地方，是一個有山有谷，有天上
的雨水，所滋潤的地方，是上主你的天主親自照顧和管理
的地方，是上主你的天主，自年首至年尾，時常注目眷顧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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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們真聽從我今日吩咐你們的誡命，愛上主你
們的天主，全心全靈事奉他，他必按時給你們的土地，降
下時雨、秋雨和春雨；必使你豐收五穀、新酒和新油；也
必使田野給你的牲畜生出青草；如此你必能吃飽。」
——上主的話。
答唱詠

此外，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
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不管是美
德，不管是稱譽：這一切，你們都該思念；凡你們在我身
上所學得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到的：這一切，
你們都該實行。這樣，賜平安的天主，必與你們同在。
——上主的話。

詠85:9,10, 11-12, 13

【答】：上主向自己的聖者和子民，所說的話，確是和平
綸音。（詠85:9）
領：我要聽天主上主說的話；他向自己的聖者和子民，及
向全心皈依他的人，所說的話，確是和平綸音。他的
救恩必接近敬畏他的人，為使光榮在我們的地上久
存。【答】
領：仁愛和忠信，必彼此相迎；正義與和平，必彼此相
親。忠信從地下生出，正義由天上遠矚。【答】
領：上主也必賜下康樂幸福；我們的土地，必有收穫。正
義在上主前面行走，救恩必緊隨上主的腳步。【答】
讀經二（在一切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著感謝之心，向天主呈上你們的
請求。）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4:6-9

弟兄姊妹們：
你們什麼也不要掛慮，只在一切事上，以懇求和祈
禱，懷著感謝之心，向天主呈上你們的請求；這樣，天主
那超乎各種意想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穌內，固守你們的
心思念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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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
女。（瑪5:9）
眾：亞肋路亞。
福音（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恭讀聖瑪竇福音 5:1-12
那時候，耶穌一見群眾，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門徒
來到他面前，他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說：「神貧的人是有福
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
受安慰。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飢渴
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憐憫人的人是有
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
他們要看見天主。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
為天主的子女。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
他們的。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
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
上的賞報是豐厚的。」
——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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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恩彌撒
（適用於常年期平日）

萬象更新

領主詠

上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
神。（詠51:12）
領主後經

進堂詠

萬民，你們要鼓掌歡騰，也要向天主歡呼慶祝。（詠47:2）
集禱經

天主，你是一切美善的根源；求你啟發我們尋求正確的事
理，並賴你的助佑，付諸實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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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你以聖言及天上神糧，養育我們，更新我們的生
命；但願我們因你聖子豐厚的恩寵，奮勇前進，堪當做
他的門徒。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讀 經
讀經一（你們應穿上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新人。）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
聖道禮（讀經見 21 頁）

4:17, 20-24

弟兄姊妹們：

獻禮經

天主，我們誠心向你奉上禮品，求你悅納。願我們藉此祭
獻，獲得你的救恩。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
祈禱。
亞孟。
頌謝詞（新春更新）（適用於常年期）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
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在新春佳節，大眾歡騰的日子，我們更當欽崇你、感謝
你！你創造了宇宙，且令寒來暑往，而有秋收冬藏。在此
大地回春之際，你使萬象更新，也提示我們藉著基督，日
新又新，在天國道上邁進。
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所有聖人，歌
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20

我在主內苦勸你們，不要像外邦人一樣，順隨自己的
虛妄思念而生活。
你們從基督所學的，並不是這樣。如果你們真的聽過
耶穌，又按照在他內的真理，受過教導，就該改變你們從
前的生活，脫去你們的舊人，即因順從享樂的慾念，而敗
壞的舊人；應更新你們的心思念慮，穿上新人，即按照天
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實的正義和聖善的新人。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104:1,14,24; 51:10

【答】：我的靈魂，請讚頌上主。（詠104:1）
領：你使青草和植物生長，餵養牲畜，為給人服務。
【答】
領：上主，你的化工，何其繁浩，全是你以智慧所創辦；
你創造的萬物充滿大地。【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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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求你賜我聽見快慰和喜樂，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歡
躍。
【答】：我的靈魂，請讚頌上主。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上主，求你叫我們歸向你，求你重整我們的時代，如
同往昔一樣。
眾：亞肋路亞。
福音（由肉生的屬於肉，由神生的屬於神。）

恭讀聖若望福音

3:1-8

有一個法利塞黨人，名叫尼苛德摩，是個猶太人的
首領。有一夜，他來到耶穌前，向他說：「辣彼，我們知
道：你是由天主而來的師父，因為天主如果不同他在一
起，誰也不能行你所行的這些神蹟。」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上而
生，不能見到天主的國。」
尼苛德摩說：「人已年老，怎樣能重生呢？難道他還
能再入母胎，而重生嗎？」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水和聖
神而生，不能進天主的國：由肉生的屬於肉，由神生的屬
於神。
「你不要驚奇，因我給你說了：你們應該由上而生。
風隨意向那裡吹，你聽到風的響聲，卻不知道風從那裡
來，往那裡去：凡由聖神而生的，就是這樣。」
——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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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恩彌撒
（適用於常年期平日）

國泰民安
進堂詠

善人將繼承樂土，必將樂享平安幸福。（詠37:11）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掌管天地萬物；求你仁慈俯聽我們的
祈禱，賜我們得享你所賜的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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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道禮（讀經見 24 頁）
獻禮經

上主，請俯允我們的祈禱，惠然收納你子女的獻禮，使我們
為尊崇你名，所獻上的禮物，能有助普世人類獲享救恩與和
平。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頌謝詞（新春更新）（適用於常年期）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
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在新春佳節，大眾歡騰的日子，我們更當欽崇你、感謝
你！你創造了宇宙，且令寒來暑往，而有秋收冬藏。在此
大地回春之際，你使萬象更新，也提示我們藉著基督，日
新又新，在天國道上邁進。
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所有聖人，歌
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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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詠

答唱詠

求你注視正直的人，觀看正人君子；愛好和平的人，他的
子嗣必定連綿。（詠37:37）

【答】：我要向你說：祝你平安！（詠122:8）
領：請為耶路撒冷祈禱和平：願愛慕你的人獲享安寧。【答】

詠122:6, 7, 8

領：願你的城垣內有平安，願你的堡壘中有安全！【答】
領主後經

上主，願這天上神糧，賦予我們行善避惡的力量，並幫助
我們履行正義，締造和平。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
我們的祈禱。
亞孟。
讀 經
讀經一（天主是愛。）

恭讀聖若望一書

4:9-16

親愛的諸位：天主對我們的愛，在這事上已顯示出
來：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上來，好使我
們藉著他，得到生命。愛就在於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
而是他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做贖罪祭。
可愛的諸位：既然天主這樣愛了我們，我們也應該彼
此相愛。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如果我們彼此相愛，天主
就存留在我們內，他的愛在我們內，才是圓滿的。我們所
以知道我們存留在天主內，天主存留在我們內，就是由於
他賜給了我們他的聖神。
至於我們，我們卻曾見過，並且作證：父打發了子，
來作世界的救主。誰若明認耶穌是天主子，天主就存在他
內，他也存在天主內。我們認識了，且相信了天主對我們
所懷的愛。天主是愛，那存留在愛內的，就存留在天主
內，天主也存留在他內。
——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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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為了我的兄弟和同伴，我要向你說：祝你平安！【答】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上主，求以勇力賜給你的百姓，以平安祝福你的人
民。（參閱詠29:11）
眾：亞肋路亞。
福音（願他們完全合而為一。）

恭讀聖若望福音

17:20-26

那時候，耶穌舉目向天說：「聖父啊！我不但為他們
祈求，而且也為那些因他們的話，而信從我的人祈求，好
使他們都合而為一。父啊！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使
他們也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你在我內，我在你內，為
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
「我將你賜給我的光榮，賜給了他們，為叫他們合而
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我在他們內，你在我內，
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並
且你愛了他們，如愛了我一樣。
「父啊！你所賜給我的人，我願我在那裡，他們也同
我在一起，使他們享見你所賜給我的光榮，因為你在創世
之前，就愛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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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的父啊！世界沒有認識你，我卻認識了你，這
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我已經將你的名，宣示給他
們了，我還要宣示，好使你愛我的愛，在他們內，我也在
他們內。」
——上主的話。

求恩彌撒
（適用於常年期平日）

邁向至善
進堂詠

請眾齊向上主歌唱新歌；普世大地，請向上主謳歌！請向
上主歌唱，讚美他的聖名，一日復一日，宣揚他的救恩。
（詠96:1-2）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創造天地，又使萬象更新，我們感謝
你所賜的各種恩惠；求你使我們在聖神的引領下，能日新
又新，在聖德的道路上邁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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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道禮（讀經見 28 頁）
獻禮經

上主，求你悅納我們的獻禮，並恩賜我們新的精神，好能承
行你的旨意。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頌謝詞（新春更新）（適用於常年期）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督，時時處處
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我們獲得救恩。
在新春佳節，大眾歡騰的日子，我們更當欽崇你、感謝
你！你創造了宇宙，且令寒來暑往，而有秋收冬藏。在此
大地回春之際，你使萬象更新，也提示我們藉著基督，日
新又新，在天國道上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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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所有聖人，歌
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領：你們應該明認雅威就是天主；他造成了我們；我們非
他莫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場的羊群。
【答】：普世大地，請向上主歡呼。（詠100:1）

領主詠

領：高唱感恩歌，邁向他的大門；吟詠讚美詩，進入他的
宮庭，向他致謝，並讚美他的聖名。【答】

上主，你一噓氣，萬物造成；你使大地，更新復興。
（詠104:30）

領：因為上主良善寬仁；他的慈愛直到永恆；他的信實世
世常存。【答】

領主後經

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藉這天上神糧，加增我們力量，幫
助我們誠心樂意承行你的旨意，以獲得永遠的幸福。因我
們的主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蒼天宣揚他的公正；萬民目睹他的光輝。（詠97:6）
眾：亞肋路亞。

讀 經
福音（慈悲的天父。）

讀經一（天主召叫人成聖。）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前書

4:1-3

弟兄姊妹們：
我們在主耶穌內，請求和勸勉你們：你們既由我們學
會了應怎樣行事，為中悅天主，你們就該怎樣行事，還要
更向前邁進。你們原來知道：我們因主耶穌給了你們什麼
誡命；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聖。
——上主的話。

恭讀聖路加福音

6:31-36

那時候，耶穌向門徒說：「你們願意人怎樣對待你
們，也要怎樣對待人。如果你們愛那愛你們的人，為你們
還算什麼功德？因為連罪人也愛那愛他們的人。你們善待
那善待你們的人，為你們還算什麼功德？因為連罪人也這
樣做。你們如果借給那些有希望償還的人，為你們還算什
麼功德？連罪人也借給罪人，為能如數收回。

領：普世大地，請向上主歡呼，要興高采烈地事奉上主；
走到上主面前，應該歡呼！【答】

「但是，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善待他們；借出去，
不要再指望收回：如此，你們的賞報必是豐厚的，且要成
為至高者的子女，因為他對待忘恩負義的人和惡人，也是
仁慈的。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
——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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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詠100:1-2, 3, 4, 5

【答】：普世大地，請向上主歡呼。（詠100:1）

目 錄
農曆除夕團圓彌撒

序
1

（適用於常年期及四旬期）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6

（適用於常年期）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10

農曆新春慶期，充滿團聚共融、除舊更新的精神。
香港教區的農曆新春禮儀，就是按這精神而編訂。
今次的重新編訂，是基於1988年的試用本在應用後，
從牧者及教友而來的意見，並基於禮儀聖事部《Liturgiam
Authenticam》（2001年）的原則。

（適用於四旬期）

新春主日

15

（適用於常年期）

求恩彌撒——萬象更新

20

（適用於常年期平日）

求恩彌撒——國泰民安

23

（適用於常年期平日）

求恩彌撒——邁向至善

這試用本修訂版提供了在新春慶期合宜的求恩彌撒，
但如遇上聖灰禮儀日、四旬期主日，仍用聖灰禮儀日，及
四旬期主日的禱文及讀經，並照常舉行候洗者甄選禮。
在新春慶典中可舉行的儀式，如敬祖、隨獻禮獻上團
拜食品，或為有需要者獻上禮物等，請各堂區按習慣，自
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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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常年期平日）

如新春期內，遇上聖灰禮儀日、四旬期主日，仍用聖灰禮儀
日，及四旬期主日的禱文及讀經，並照常舉行候洗者甄選禮。

願天主賜我們不斷逾越更新的精神！

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辦事處謹識
2010年主顯節

主祭該在導言及講道中，提及新春除舊更新的精神，以配合
四旬期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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