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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主教圣秩礼仪 
 

导言 
 

主教圣秩授予礼仪共分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是「圣道礼」。所选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主教职务是一项圣召，为

分担耶稣善牧的使命。 
第二部分是「授予主教圣秩」礼仪。其中最重要的，是主礼主教和在场主教

给受祝圣者覆手、把福音书覆在受祝圣者的头上，并以祝圣祷文，祈求圣神降临，

祝圣受祝圣者成为新主教，使与全世界的主教一起，共同继承宗徒的使命，作群

羊的善牧，并领导他们传扬福音。在祷文当中，列举了主教的职责。 
第三部分是「圣祭礼」。若新主教是该教区正权主教，则由他首次履行职责，

以主祭身分，与其它主教一起，为羊群摆设主的逾越祭宴。（若新主教不是该教区

正权主教，则由主礼主教继续主祭。） 
 
进堂咏 
谁若事奉我，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那里，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谁若事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若 12:26） 
 
（十字架、辅礼人员、执事持福音书、执事、共祭司铎、受祝圣者、襄礼主教及主礼主教进堂。

向祭台致敬后，就位。） 

（全体主教免冠，戴小红帽。） 
 
致候词 
主礼：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全体：阿们。 
主礼：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 
全体：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礼：今天我们欢聚一堂，举行（某某）教区（某某）主教（助理主教或辅理主

教）的祝圣礼，请各位兄弟姐妹特别为他（们）祈祷；圣神拣选他（们），

派遣他（们）作为宗徒的继承人，使他（们）肩负牧者的重任，领导天主

子民传扬福音。现在让我们静思片刻，反省我们的生活和福传使命，谦诚

地祈求天主的垂怜。 
 
忏悔词 
主礼：我向全能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捶胸）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

你们各位兄弟姐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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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礼：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全体：阿们。 
 
垂怜颂 
 
光荣颂（按礼规） 
 
集祷经 
主礼：请大家祈祷。（默祷片刻） 

天主，永恒的善牧，你以慈爱领导你的教会，求你以圣神的德能，帮助你

拣选作羊群司牧的仆人，使他（们）相称地以基督的名义善尽牧职。求你

帮助他（们）成为忠信的导师，聪敏的治理者，圣洁的大司祭，使他（们）

建树你的教会，成为救恩的有效标记。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全体：阿们。 
 

圣道礼仪 
（全体主教戴冠） 

 
读经（上主说：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 
恭读厄则克耳先知书 34:11-16 
我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犹如牧

人在羊群失散的那日，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怎样寻找我的羊；我要把那些曾在

阴云和黑暗之日，四散在各地的羊，从那些地方救回来。我要从各民族中，将他

们领出，从各国将他们聚集起来，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域；我要在以色列的群山

上、溪水畔，以及本国的一切牧场上牧放他们。我要在茂盛的草原上牧放他们，

在以色列的高山上有他们的羊栈，在那里，他们要卧在舒适的羊栈里，在以色列

的群山上，在肥美的牧场上吃草。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卧下——我

主上主的断语——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

病弱的，我要疗养；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上主
的话。 
全体：感谢天主。 
 
答唱咏 咏 23:1-3, 3-4, 5, 6 
【答】：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领：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近幽

静的水旁，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答】 
领：他为了自己名号的原由，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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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和舒畅。【答】 
领：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在我的头上傅油，使我的杯爵满溢。【答】 
领：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常随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

时日。【答】 
 
福音前欢呼 
领：阿肋路阿。（四旬期内，用其它短诵。） 

全体：阿肋路阿。 
领：主说：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若 10:14） 

全体：阿肋路阿。 
（全体主教免冠） 

 
（主礼主教持牧杖） 

福音（善牧为羊舍命） 
执事：愿主与你们同在。 
全体：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执事：恭读圣若望福音 10:11,14-16 
全体：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说：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我是善牧，我认识

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我的羊

舍掉我的性命。我还有别的羊，不属于这一栈，我也该把他们领来，他们要听我

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上主的话。 
全体：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教圣秩授予礼仪 
 

恳求圣神降临（全体起立） 
（主礼主教及襄礼主教戴冠，坐在预设的座位。） 

（受祝圣者由襄礼司铎领到主礼主教座前） 
 
引荐候任主教 
（一位襄礼司铎向主礼主教说：） 

襄礼司铎：最可敬的主教，（某某）教会请你将主教圣秩，授予（某某）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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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受祝圣者不是教区主教，则用： 

襄礼司铎：最可敬的主教，慈母圣而公教会，请求你将主教圣秩，授予（某某）

神父。） 

 
主  礼：你们有宗座任命状吗？ 
襄礼司铎：我们有。 
主  礼：请宣读。 
 
宣读任命状 
（全体坐下） 

（宣读毕） 
全体：感谢天主。 
 
讲道 
（主礼主教可用以下或类似的内容讲道）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请你们细心想一想，我们这（几）位弟兄，今天在

教会内领受的，是怎样的职务。 
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由圣父派遣来救赎人类，他又派遣了十二位使徒，

充满圣神的德能，去世界各地，传扬福音，以善牧基督之名，召集万民成为一个

羊群，圣化他们、领导他们。为使这个职务能够延续不断，直到世界末日，使徒

们便为自己选择了助手，把当初由基督所承受的圣神恩赐，以覆手的方式，传授

给他们，授予他们圆满的圣秩圣事。如此，使徒的职务，便借着主教的相继承袭，

一脉相传，而救主的事业，也藉此一直实现人间，且不断发展。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大司祭，借着由司铎们所拥护的主教，现身于你

们中间。是主基督藉主教的职务，亲身宣讲福音，为信徒施行信德的圣事。是主

基督透过主教慈父般的职务，团结教会大家庭，推动福传工作，使主的教会：基

督的奥体，不断增添新的成员。是主基督借着主教的智能，以善牧的身分，在这

世界的旅途中，领导你们走向永福。 
我们在场的主教，就要以覆手礼，收录（某某）神父，加入我们普世的主教

团。请你们以欢欣感激的心情接待他（们）。你们要尊敬他（们），如同基督的

仆役、天主恩宠的管理人。他（们）受命为福音真道作证，履行神圣正义的工作。

请各位记得基督对使徒们所说的话：「凡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轻视你们的，

就是轻视我。凡轻视我的，就是轻视派遣我来的那一位」。 
（转向受祝圣者）亲爱的（某某）神父，蒙主特选的弟兄，我要对你（们）说几

句话：请你（们）记得你（们）是由人群中所选拔，奉派在属于天主的事上，为

人群服务。主教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项服务。主教的职责，与其说是治理，不

如说是服务。因为按照我们导师基督的教训：「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

就当作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当作众人的奴仆，因为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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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来受服事，而是来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作赎价」。 
你（们）既承担基督导师之职，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总要宣讲真道，以百

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劝勉众人。 
你（们）要在祈祷和圣祭中，为托付给你（们）的人民祈求，好使他们由基

督的圣德泉源里，得到丰富的恩宠。 
你（们）要在托付给你（们）的教会内，成为基督奥迹的忠实分施者、管理

者与守护者。 
你（们）由天父所选拔，作为善牧基督的代表，去照顾和领导他的家庭，便

要常常效法善牧的榜样，牧放主的羊群：失落的，你（们）要寻找；迷路的，你

（们）要领回；受伤的，你（们）要包扎；病弱的，你（们）要疗养；强壮的，

你（们）要看守；你（们）要按正义牧养他们。你（们）更要紧记善牧基督的教

导：他认识自己的羊，羊也认识他，他曾不惜为羊舍弃自己的生命。 
你（们）要以慈父及兄弟手足之情，爱护天主托付给你（们）的每一个人。

你（们）要特别爱护与你（们）同为基督仆役的神父与执事，好使他们得到安慰

和鼓励，与你（们）及全体子民，团结合一，推展使徒工作。你（们）尤其要关

爱贫病弱小、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的人。 
你（们）要劝导教友，在传教事业上，和你（们）一起工作，并且要听取他

们的意见。对那些尚未加入基督唯一羊栈的弟兄，你（们）要努力不懈地关心他

们，因为他们也是主所托付给你（们）的人。 
你（们）决不可忘记：在以爱德联合起来的大公教会内，你（们）是全世界

主教团的一员，因而你（们）不能不关心所有的教会，并要甘心为困乏的教会，

提供援助。 
亲爱的（某某）神父：既然是圣神安排你（们）在羊群中，作为使徒的继承

人、善牧基督的代表，管理天主的教会，你（们）便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牧养整个羊群：因父之名，就是你（们）要在教会内，代表天上慈父的肖像；因

圣子耶稣基督之名，就是你（们）要代表为人舍生的基督，执行导师、司祭及牧

者的职务；因圣神之名，因为是圣神赋予教会生命与爱情，并以他的德能坚强我

们的软弱。 
 
圣秩许诺 
（讲道以后，受祝圣者起立，站在主礼主教面前，主礼主教用以下的话询问他（们）：） 

主  礼：遵照教父们的古训，对领受主教职务者，应当众询问他（们），有关

保持信德，及履行职责的心愿。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们）愿意借

着圣神的恩宠，终身不渝，去完成我们由使徒所领受，并在今天以覆

手礼交给你（们）的职务吗？ 
受祝圣者：我愿意。 
 
主  礼：你（们）愿意忠实不懈地去宣讲基督的福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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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祝圣者：我愿意。 
 
主  礼：你（们）愿意按照教会历代在各处所保存的使徒传统，去维护信德宝

库的纯洁与完整吗？ 
受祝圣者：我愿意。 
 
主  礼：你（们）愿意建设基督的身体——教会，在圣伯多禄继承人的领导下，

在世界主教团内，保持教会的团结合一吗？ 
受祝圣者：我愿意。 
 
主  礼：你（们）愿意对圣伯多禄的继承人，表示忠实的服从吗？ 
受祝圣者：我愿意。 
 
主  礼：你（们）愿意与协同你（们）一起工作的司铎及执事，像慈父一样，

去培育天主的神圣子民，并指导他们，走向永生吗？ 
受祝圣者：我愿意。 
 
主  礼：你（们）愿意因主之名，仁爱无私地，关怀那些贫苦无依、流离失所、

遭受困难的人吗？ 
受祝圣者：我愿意。 
 
主  礼：你（们）愿意履行善牧的职责，去寻找亡羊，并引导他们重归主的羊

栈吗？ 
受祝圣者：我愿意。 
 
主  礼：你（们）愿意无可指责地，不断为天主的神圣子民祈祷，并克尽大司

祭的职责吗？ 
受祝圣者：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主  礼：天主在你（们）身上开始了美好的工作，愿天主完成它。 
 
诸圣祷文 
（全体起立。全体主教免冠。） 

主礼：亲爱的教友！请大家祈祷，望全能仁慈的天主，把丰富的恩宠赐给这（几）

位被选者，为使教会得到益处。 
执事：请大家跪下。 
（全体跪下；主日及复活期不跪下，全体站立。） 

（受祝圣者俯伏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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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入教区主保、受祝圣者主保等圣人名字。） 

（当中特别为新主教祈祷） 

（唱毕诸圣祷文，主礼主教一人起立祈祷：） 
主礼：上主，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把大司祭的恩宠，倾注给这（几）位仆人，

并以你的大能降福他（们），护佑他（们）。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

听我们的祈祷。 
全体：阿们。 
执事：请起立。 
（全体起立；全体主教戴冠。） 

 
祝圣礼 
 
覆手 
（受祝圣者跪下。主礼主教在（个别）受祝圣者头顶覆手，不诵念经文；其它主教也同样覆手，

然后站在主礼主教两旁。） 

 
覆圣经 
（主礼主教把展开的福音书，覆在（个别）受祝圣者头上；两位执事站在受祝圣者左右，扶着福

音书，直到祝圣祷文结束。） 

 
祝圣祷文 
（全体主教免冠。主礼主教伸开双手，念祝圣祷文：） 

 
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仁慈的大父、施予安慰的天主，你居住高天，俯

察人间；在万物出生以前，你已认识他们；你曾以恩宠的言语，在教会内订立了

规范；你从起初就预定了使亚巴郎的后裔，成为忠义的子民；你设立了王者和司

祭，使他们服务你的圣所。你从创世之初，就愿意在你拣选的人身上受光荣。 
 
（全体主教合掌，一起低声诵念下节祷文，主礼主教继续高声诵念以下祷文：） 

现在，求你在这（几）位被选者身上，倾注你的德能，就是领导之神，你曾将这

神赐给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又亲自将这神赋予圣使徒，使他们到处建立教会，

作为你的圣所，以永远光荣并赞颂你的圣名。 
 
（主礼主教一人继续念：） 

洞察人心的大父，求你使这（几）位蒙你选立为主教的仆人，妥善牧养你的神圣

羊群；在你前执行大司祭的职务，无可指责，日夜不懈地事奉你；愿他（们）时

常获得你的仁慈垂顾，并奉献你圣教会的礼品；愿他（们）借着圣神的德能，享

有大司祭的职权，按照你的命令，赦免罪过；按照你的旨意，分配职务；按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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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使徒的权柄，解除各种束缚；愿他（们）以温良和纯洁的心，取悦于你，并

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向你献上馨香之祭；借着基督，偕同圣神，在教会内，

一切荣耀、权能、崇敬，都属于你，从现在，直到永远。 
全体：阿们。 
（祝圣祷文结束以后，执事把覆在新主教头上的福音书拿去，待后来交予新主教。全体主教戴冠

坐下。） 

 
傅油礼 
（新主教跪在主礼主教前） 

（主礼主教束上围裙，（个别地）在新主教头上傅以「至圣圣油」（坚振圣油）。） 
主 礼：天主既使你分享基督的大司祭职，愿他藉此神圣的傅油，以圣神的恩宠

降福你，使你硕果丰盛。 
新主教：阿们。 
（主礼主教洗手） 

 
授福音书 
（主礼主教将福音书授予（个别的）新主教） 

主 礼：请接受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要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

宣讲天主的圣道。 
新主教：阿们。 
（新主教（们）接过福音书，亲吻后，可交执事，放回圣器桌。） 

 
授戒指 
（主礼主教拿指环戴在（个别的）新主教右手的无名指上） 

主 礼：请接受这戒指，这是忠贞的信物；你要以纯洁的信德，忠贞地保护天主

的净配——圣教会。 
新主教：阿们。 
 
授冠 
（主礼主教为（个别的）新主教戴上礼冠） 

主 礼：请接受这礼冠；愿上主以圣德的光辉照耀你，好使你在善牧基督再来时，

得到他赐给你的不朽荣冠。 
新主教：阿们。 
 
授牧杖 
（主礼主教为（个别的）新主教授予牧杖） 

主 礼：请接受这牧杖，这是牧职的象征：圣神既立了你作羊群的主教，管理天

主的教会，你便要照顾整个羊群，带领他们迈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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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教：阿们。 
 
登上牧座 
（全体起立） 

（主礼主教邀请新的教区主教（戴冠持牧杖），坐在该教区的牧座，并向信友说：「各位教友：

这就是你们的主教」。全体鼓掌。原来的主礼主教，改坐于新主教的右边。） 

（若新主教（们）不是该教区主教，则由主礼主教邀请，坐于襄礼主教的首席。） 
 
平安礼 
（新主教放下牧杖，起立，与全体主教，互祝平安。） 

（全体圣职人员，可与新主教互祝平安。新主教也可到信友中，互祝平安。） 
 
 

感恩祭宴（圣祭礼仪） 
 

（新主教若是该教区主教，当由他立即履行职务，主持圣祭礼。否则，由主礼主教继续主祭。） 

 
献礼 

奉献咏 

（主教戴冠，接过信友呈上的饼和酒；然后，如常举行弥撒。） 

 
准备饼酒 

主教：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

的圣祭。 
全体：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

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献礼经 
主教：仁慈的天父，你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开创者和完成者。请藉此献礼，帮助我

们：你的羊群和牧者，在基督内精诚团结，忠诚地事奉你。因主耶稣基督

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全体：阿们。 
 

（全体主教免小红帽） 

 
感恩经 
主教：愿主与你们同在。 
全体：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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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请举心向上。 
全体：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主教：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全体：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教：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 
你藉圣神的傅油，立了你的唯一圣子，为新而永久盟约的大司祭，并以奥

妙的安排，使他的唯一司祭职，在教会内历久不息。 
基督不但把他王者的司祭职，赐给了他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又以兄弟般的

爱，选拔了公务人员，透过覆手礼，委派他们分担他的神圣职务，以他的

名义，献上他万古常新的救世圣祭，为你的子女摆设逾越圣筵，并以爱心

领导你的子民，以圣道培育他们，以圣事带给他们力量。 
你愿意圣职司祭，努力效法基督，为事奉你，并为兄弟姐妹的得救，而献

出生命，在信德与爱德中，勇敢为你作证。 
为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所有圣人，同声赞美你，不停地欢

呼： 
全体：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

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主教：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 
 

（主教高声祈求，共祭者低声跟随主教祈祷，并伸出双手或右手，向祭品覆手。） 

 
主教：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圣体V圣血。 
 
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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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主教：信德的奥迹： 
全体：救世的恩主，你借着苦难及复活，恢复了我们的自由，求你拯救我们。 
 

（主教高声祈求。共祭者举手低声跟随主教祈祷。） 

 
主教：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事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

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 
 
一位共祭：（若主祭者为该教区的新主教） 

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和我们的教宗、我们的新主教，

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 
 
一位共祭：（若主祭者仍为主礼主教） 

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和我们的教宗、我们的主教、今

天领受圣秩的新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

趋完善。 

 
一位共祭： 

上主，求你垂念怀着复活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

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 
 
一位共祭： 

上主，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诸圣宗

徒，以及历代你所喜爱的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

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 
 
（执事协助举扬圣血，主教举扬圣体。） 

主教及全体共祭同唱： 

全能天主父，愿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

圣神的团结中，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全体：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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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圣事（领圣体圣血） 
 
天主经 
主教：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全体唱或念天主经） 

主教：上主，求你拯救我们免于一切凶恶，恩赐我们今世平安，使我们仰赖你的

仁慈，永久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安然无恙，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 
全体：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互祝平安 
主教：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

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

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全体：阿们。 
主教：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全体：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执事：请大家互祝平安。 
（全体互祝平安） 

 
擘饼 

 
羔羊颂 

 
领圣体圣血 

主教：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被邀请来赴圣筵的人，是有福的。 
全体：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领主咏 
主，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

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若 17:17-18） 
 
（信友领圣体圣血） 

 
领主后经 
（全体主教戴小红帽） 

主教：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既领受了天上的神粮；求你藉此圣事，使我们牧者与羊群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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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受圣神的助力，善尽己职，团结合一，传扬福音，日后同享救恩的果实。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全体：阿们。 
 
（全体主教戴冠） 

新主教巡行，祝福会众 
（新主教（们）戴冠，持牧杖，由祝圣者陪同巡行，并祝福会众。信友可唱合适圣歌。） 

（之后，新主教（们）可向会众作简短讲话。） 
 
礼成祝福 
（主教戴冠，向会众伸手） 

主教：愿主与你们同在。 
全体，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主教合掌） 

主教：愿上主的名受颂扬。 
全体：从现在直到永远。 
主教：上主的圣名，是我们的助佑。 
全体：因为他创造了天地。 
（主教持牧杖） 

主教：愿全能的天主圣父V、圣子V、圣神V，降福你们。 
全体：阿们。 
执事：弥撒礼成。 
全体：感谢天主。 
 
（全体共祭人员向祭台致敬后退席。信友可唱合适圣歌。）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