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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彌撒補編 
任選紀念 

 
十二月九日 

聖若望．迪達谷（高樂多）（任選紀念） 
 
聖人屬於印第安族，約在一四七四年，生於現在被稱為墨西哥的地區。相傳聖母

曾於一五三一年在名為泰匹雅的小山，四度顯現給他。此後，聖人信德生活卓著，

以謙虛與熱忱，努力促使在該處建造了聖堂，又得主教准許，在該處度隱士生活，

並照顧到該地敬禮瓜達盧佩聖母的朝聖者。聖人於一五四八年在該處安逝。 
 
集禱經 
天主，你藉聖若望．迪達谷，將至聖童貞瑪利亞對你子民的愛護，顯示出來。求

你因聖人的代禱，恩賜我們聽從瓜達盧佩聖母的勸告，常能在生活中，承行你的

聖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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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聖人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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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二日 
瓜達盧佩聖母（任選紀念） 

 
相傳，聖母瑪利亞於一五三一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日，四度顯現給聖若望．迪達

谷（高樂多）；他是一位印第安原住民。 
聖母顯現之處，是今天墨西哥首都附近一座名為泰匹雅的小山；又印有聖母容貌

的斗蓬，仍保存在該地的瓜達盧佩大殿。 
 
進堂詠 
諸天，請滴下甘露；望雲彩降下仁義。願大地裂開，生出救恩；願正義一同出生！

（依 45:8） 
 
集禱經 
天主、極仁慈的大父，你把你的子民，託付於你聖子母親的特別照顧；求你使所

有呼求瓜達盧佩聖母的人，能以活潑的信德，在正義與和平的道路上，努力追求

民族的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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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以下獻禮經及領聖體後經 

 
獻禮經 
上主，請悅納這禮品，並以你的德能，使這獻禮，成為救恩的聖事。藉此獻禮，

聖祖們的祭獻已經完成，因為這些祭品所預告的真正羔羊，已被獻上；他就是由

卒世童貞瑪利亞，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所生的耶穌基督，你的聖子。他是天主，

永生永王。亞孟。 
 
頌謝詞 
（將臨期頌謝詞之一） 

 
領主詠 
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依 7:14） 
 
領聖體後經 
上主，我們的天主，但願我們所領的聖事，在我們身上，顯示你的仁慈；你既使

我們懷著信德，紀念你聖子的母親，求你也因你聖子的降生，拯救我們。他是天

主，永生永王。亞孟。 
 
讀經首選平日讀經；次選可用以下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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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一（天主與我們同在。）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7:10-14; 8:10 
那時候，上主又對阿哈次說：「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個徵兆吧！或求諸

陰府深處，或求諸上天高處。」 阿哈次回答說：「我不要求，我不願試探上主。」
依撒意亞說：「達味的家族，你們聽吧！你們使人厭惡還不夠，還要使我的天主

厭惡嗎？因此，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

名叫厄瑪奴耳。」因為天主與我們同在。——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67:2-3, 5, 7-8 
【答】：天主，願萬民都稱頌你，願列邦都讚美你！（詠 67:4） 
領：願天主憐憫我們，並降福我們，以自己的慈顏容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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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已經為我們產生百果五穀，天主，我們的天主給我們賜下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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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亞肋路亞。 
領：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們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路 1:28） 
眾：亞肋路亞。 
 
福音（那信了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 
恭讀聖路加福音 1:39-48 
瑪利亞就在那幾日起身，急速往山區去，到了猶大的一座城。她進入匝加利亞的

家，就向依撒伯爾請安。 
依撒伯爾一聽到瑪利亞請安，胎兒就在她腹中歡躍。依撒伯爾於是充滿了聖神，

高聲說： 
「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我主的母親，駕臨我這

裡，這是我那裡得來的呢？看，你請安的聲音，一入我耳，胎兒就在我腹中，歡

喜踴躍。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 
瑪利亞於是說：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因為他垂顧了她婢女的

卑微，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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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日 
耶穌聖名（任選紀念） 

 
「耶穌」的名，是阿辣美語（Yeshua），解釋「天主拯救」。正是天主經天使，轉
告瑪利亞（路 1:31）和若瑟（瑪 1:21），要給嬰孩所起的名。這個名字說明耶穌
的使命。教會常宣揚耶穌的名號，明認他是救主。 
自聖伯納定（St Bernardine of Siena，1380-1444）提倡，耶穌的名號更常受頌揚，
且常以 IHS為標記，顯揚耶穌聖名；又在聖母經加上「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
頌」。 
IHS乃「耶穌」之希臘文 IHΣOYΣ的首三個字母；另一說法則以 IHS為拉丁文
Jesus Hominum Salvator，意思是「耶穌、人類救主」。 
 
進堂詠 
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無不明

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斐 2:10-11） 
 
集禱經 
天主，你把拯救世人的工程，建基於你降生成人的聖言；求你對你的子民，廣施

仁慈，使我們明認：只有呼求你唯一聖子的聖名，才能得救。他和你及聖神，是

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獻禮經 
上主，我們為頌揚耶穌的聖名，向你呈上這禮品。耶穌服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你於是賜給他一個使人得救的名號；求你也恩賜我們，得到耶穌聖名的力量

和保佑。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領主詠 
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詠 8:2） 
 
領聖體後經 
上主，我們領受了為尊敬耶穌聖名所奉獻於你的祭品；懇求你，賜給我們豐富的

恩寵，使我們因我們的名字已登記在天上，而歡欣踴躍。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

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讀經首選平日讀經；次選可用以下讀經： 

 
讀經一（天上、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明認耶穌為主。）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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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們： 
如果你們在基督內獲得了鼓勵、愛的勸勉、聖神的交往、哀憐和同情，你們就應

彼此意見一致、同氣相愛、同心合意、思念同樣的事，以滿全我的喜樂。不論做

什麼，不從私見，也不求虛榮，只存心謙下，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各人不可只

顧自己的事，也該顧及別人的事。 
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他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

同等，為應當把持不捨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

一見如人；他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

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

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

聖父。——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8:4-5, 6-7, 8-9 
【答】：上主，我們的主！你的名號在普世何其美妙！（詠 8:2） 
領：當我仰觀你手指創造的穹蒼，及你在天上布置的星辰月亮，世人算什麼，你

竟對他懷念不忘？人子算什麼，你竟對他眷顧周詳？【答】 
領：你竟使他稍微遜於天使，以尊貴和光榮，作他的冠冕，令他統治你手的造化，

將一切放在他的腳下。【答】 
領：所有的羊和牛，與野外的走獸，天空的飛鳥和海裡的魚類，及種種游泳於海

裡的水族。【答】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我的口要頌揚上主的光榮，願一切有血氣的，都要讚美他的名。（詠 145:21） 
眾：亞肋路亞。 
 
福音（給他起名叫耶穌。） 
恭讀聖路加福音 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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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梅瑟的法律，一滿了他們取潔的日期，耶穌的父母——若瑟和瑪利亞，

便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獻給上主，就如上主法律所吩咐的：「凡開胎首生的

男性，應祝聖於上主。」 並該照上主法律所吩咐的，獻上祭品：一對斑鳩或兩
隻雛鴿。——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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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八日 
聖若瑟芬．柏姬達（修女） 

 
聖女約在一八六八年，出生於蘇丹之達福（Darfur）。年輕時，被人劫持，多次
被賣給商人為奴，度過殘酷的奴隸生活。之後獲得自由，於威尼斯成為基督徒，

並加入嘉諾撒修女會。其餘生在意大利威岑撒之斯基歐（Schio）度過，獻身為
民眾服務。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逝世。 
 
集禱經 
天主，你曾使聖若瑟芬．柏姬達，擺脫奴役生活，並引導她獲得作你的女兒，及

基督淨配的尊嚴。懇求你，恩賜我們效法她的芳表，以始終不渝的愛，追隨為人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並常以愛德精神，關注慈善事業。因祢的聖子、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他和祢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可選用平日或貞女通用彌撒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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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三日 
聖道博（主教、殉道） 

 
聖人在 957年生於希玻米亞；983年升任布拉格第二任主教，為消除外教不良風
俗而辛勤工作。後受到政治上嚴重的反對，而被迫離開。後來往普魯士，宣揚福

音，於 997年 4月 23日獲得殉道的榮冠。 
集禱經 
天主，聖道博主教因救靈熱切，而獲得了殉道的榮冠；求你因他的代禱，使羊群

服從牧者，也使牧者時常照顧他們的羊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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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殉道者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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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八日 
聖路易瑪利．葛利寧．蒙福（司鐸） 

 
聖人在 1673年出生於法國（Monfort sur Meu），1700年晉鐸，積極福傳及救助
窮人，創立修會，照顧貧病。一生特別敬禮聖母，著有多冊敬禮聖母的作品，其

中《玫瑰經的奧秘》一書，更是首本詳論玫瑰經祈禱的好書。 
 
集禱經 
天主，你曾指導聖路易瑪利，在聖母的陪伴下，穩走救恩與熱愛基督的道路；求

你恩賜我們，效法他的榜樣，時常默想你愛的奧蹟，為建設你的教會，而努力不

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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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藉聖母瑪利亞的手，使聖路易瑪利，成為完全獻身於你聖子

基督的見證和導師；求你恩賜我們，追隨他神修生活的道路，俾能盡心盡力，擴

展你的神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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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聖人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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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三日 
花地瑪聖母 

 
集禱經 
天主，你使你聖子的母親，成為我們的母親；求 恩賜我們，恆心為世界的得救，

常作祈禱和補贖，好能一天比一天，更有效地擴展基督的神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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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聖人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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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一日 
聖多福．麥哲倫（司鐸及同伴殉道、墨西哥殉道者） 

 
聖多福 1869年生於墨西哥聖辣法鎮；當地發生教難時，勇敢為信仰作證。1927
年 5月 25日，聖多福與 21位教區司鐸，及 3位平信徒被槍斃，為主捐軀。在行
刑之前，他勇敢承認基督君王，且堅定同伴之信心，說：「不要怕，只有一刻，

以後就是天堂。」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曾使聖多福及其同伴，忠實明認基督君王，並為此流血捐軀；

求你恩賜我們，仰賴他們的代禱，也能時常堅決承認真純的信仰，並能遵守你愛

的誡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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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殉道者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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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二日 
聖李達．加西亞（修女） 

 
聖李達 1381年生於翁伯利亞（意大利），婚後以極大的耐心，容忍殘暴的丈夫，
使他與天主和好。在丈夫被謀殺後，她寬恕了兇手，改變了當時報仇的習尚，後

來進入聖奧思定女隱修院，四十年之久，為眾人立了祈禱、默觀，以及服務貧病

的好榜樣。1457年安息於該隱修院。 
 
集禱經 
上主，你曾使聖李達充滿十字架的智慧與毅力，求你賞賜我們同樣的恩惠，使我

們能與基督一同忍受困難，密切參與他的逾越奧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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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聖人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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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四日 
聖母進教之佑（任選紀念） 
特別為中國教會祈禱 

 
【復活期外適用】 

 
進堂詠 
宗徒與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同心合意地共同祈禱。（參閱宗 1:14） 
 
集禱經 
天主，你使榮福童貞瑪利亞，成為信友的慈母和助佑；求你因她的轉求，保護和

鞏固你的教會，使能克服內外一切困擾，並得享永遠的喜樂與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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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之間） 
恭讀創世紀 3:1-6,13-15 
在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野獸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對女人說：「天主真說了，

你們不可吃樂園中任何樹上的果子嗎？」 

女人對蛇說：「樂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都可吃；只有樂園中央那棵樹上的

果子，天主說過，你們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死亡。」 

蛇對女人說：「你們決不會死！因為天主知道，你們那天吃了這果子，你們

的眼就會開了，將如同天主一樣知道善惡。」 

女人看那棵果樹實在好吃好看，令人羨慕，且能增加智慧，遂摘下一個果子

吃了，又給了她的男人一個，他也吃了。 

上主天主遂對女人說：「你為什麼作了這事？」女人答說：「是蛇哄騙了我，

我才吃了。」 

上主天主對蛇說：「因你做了這事，你在一切畜牲和野獸中，是可咒罵的；

你要用肚子爬行，畢生日日吃土。 

「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後裔和她的後裔之間，她的後裔要踏碎你

的頭顱，你要傷害他的腳跟。」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路 1:46-55 
【答】：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 
領：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靈歡躍於我的救主、天主。因為他垂顧了他卑微

的使女，今後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全能者給我做了奇事，他的名號何其

神聖。【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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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他對敬畏他的人們，廣施慈愛，千秋萬世。他運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

氣傲的人擊潰。【答】 
領：他從高位上推下權貴，卻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饑餓者飽饗美味，卻使富有

者空手而回。【答】 

領：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因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應許我們的

先祖：永久眷顧亞巴郎和他的家族。【答】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萬福無玷貞女，請常在天主前，為我們祈禱。 
眾：亞肋路亞。 
 
福音（耶穌初行奇蹟，他的母親也在場。） 
恭讀聖若望福音 2:1-11 
第三天，在加里肋亞加納有婚宴，耶穌的母親也在那裡；耶穌和他的門徒也

被請去赴婚宴。酒不夠了，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回答說：

「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他的母親給僕役說：「他

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在那裡放著六口石缸，是為猶太人取潔禮

用的；每口可容納兩三桶水。耶穌向僕役說：「你們把缸灌滿水罷！」他們就灌

滿了，直到缸口。然後，耶穌給他們說：「現在你們舀出來，送給司席！」他們

便送去了。司席一嘗已變成酒的水——他並不知道是從那裡來的，舀水的僕役卻

知道──司席便叫了新郎來，向他說：「人人都先擺上好酒，當客人都喝夠了，

纔擺上次等的；你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 
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是在加里肋亞加納行的；他顯示了自己的光

榮，他的門徒就信從了他。——上主的話。 
 
獻禮經 
上主，我們在你聖子母親的紀念日，向你獻上祈禱和犧牲，求你悅納，並賜我們

因聖母進教之佑的代禱，常能在一切境遇中，得到你的助佑。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頌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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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童貞瑪利亞、進教之佑的慶辰，讚頌祢、稱揚祢、光榮你。 
瑪利亞的愛情，完全反映於她謙遜的服務，和完備的聖德。她更以充滿信德的服

從，及熱切的愛德，與我們救主基督的救贖工程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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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在光榮中，也和我們聯合一起；她仍繼續在教會內的使命，以慈母的救助，

扶持她的子女，克服挑戰和危險，好能邁向天上的聖城──耶路撒冷。 
為此，我們聯同聖母瑪利亞，以及所有天使和聖人，讚頌你，歡躍慶賀你，不停

地歡呼： 
 
領主詠 
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滿溢恩寵和真理。（若 1:14） 
 
領主後經 
上主，我們既在這聖事中，領受了你的聖子；求你以這天上的食糧，滋養我們，

並使我們因你聖子母親的助佑，能以言以行，堅貞地為主作證。因主耶穌基督之

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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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四日 
聖母進教之佑（任選紀念） 
特別為中國教會祈禱 

 
【復活期適用】 

 
進堂詠 
宗徒與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同心合意地共同祈禱。亞肋路亞。（參閱宗 1:14） 
 
集禱經 
天主，你使榮福童貞瑪利亞，成為信友的慈母和助佑；求你因她的轉求，保護和

鞏固你的教會，使能克服內外一切困擾，並得享永遠的喜樂與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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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他們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 
恭讀宗徒大事錄 1:12-14 
耶穌被接升天後，門徒從名叫橄欖的山上，回到耶路撒冷，這山離耶路撒冷

不遠，有一安息日的路程。 
他們進了城，就上了那座他們所居住的樓房。在那裡有伯多祿、若望、雅各

伯、安德肋、斐理伯、多默、巴爾多祿茂、瑪竇、阿耳斐的兒子雅各伯、熱誠者

西滿及雅各伯的兄弟猶達。這些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他的兄

弟，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路 1:46-55 
【答】：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 
領：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靈歡躍於我的救主、天主。因為他垂顧了他卑微

的使女，今後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全能者給我做了奇事，他的名號何其

神聖。【答】 
領：他對敬畏他的人們，廣施慈愛，千秋萬世。他運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

氣傲的人擊潰。【答】 
領：他從高位上推下權貴，卻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饑餓者飽饗美味，卻使富有

者空手而回。【答】 

領：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因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應許我們的

先祖：永久眷顧亞巴郎和他的家族。【答】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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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亞肋路亞。 
領：萬福無玷貞女，請常在天主前，為我們祈禱。 
眾：亞肋路亞。 
 
福音（耶穌初行奇蹟，他的母親也在場。） 
恭讀聖若望福音 2:1-11 
第三天，在加里肋亞加納有婚宴，耶穌的母親也在那裡；耶穌和他的門徒也

被請去赴婚宴。酒不夠了，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回答說：

「女人，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到。」他的母親給僕役說：「他

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在那裡放著六口石缸，是為猶太人取潔禮

用的；每口可容納兩三桶水。耶穌向僕役說：「你們把缸灌滿水罷！」他們就灌

滿了，直到缸口。然後，耶穌給他們說：「現在你們舀出來，送給司席！」他們

便送去了。司席一嘗已變成酒的水——他並不知道是從那裡來的，舀水的僕役卻

知道──司席便叫了新郎來，向他說：「人人都先擺上好酒，當客人都喝夠了，

纔擺上次等的；你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 
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是在加里肋亞加納行的；他顯示了自己的光

榮，他的門徒就信從了他。——上主的話。 
 
獻禮經 
上主，我們在你聖子母親的紀念日，向你獻上祈禱和犧牲，求你悅納，並賜我們

因聖母進教之佑的代禱，常能在一切境遇中，得到你的助佑。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復活期頌謝詞 

 
領主詠 
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滿溢恩寵和真理。亞肋路亞。（若 1:14） 
 
領主後經 
上主，我們既在這聖事中，領受了你的聖子；求你以這天上的食糧，滋養我們，

並使我們因你聖子母親的助佑，能以言以行，堅貞地為主作證。因主耶穌基督之

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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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 
聖亞博那（主教、殉道） 

 
相傳聖亞博那來自安提約基亞。他於第二世紀在外邦人當中傳揚福音；後就任拉

文納（Ravenna）嘉西（Classe）教會首任主教，後來為主殉道。 
 
集禱經 
上主，求你引導你的信眾，按照聖亞博那主教以宣講及殉道所作證的，走上永遠

救恩的道路。求你幫助我們，因他的代禱，能恆心遵守你的誡命，並與他一樣獲

得永生的榮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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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殉道者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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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四日 
聖撒柏．麥祿福（司鐸） 

 
聖人一八二八年出生於黎巴嫩。及長，進入黎巴嫩馬落尼禮（Maronite）修會，
取名撒柏；晉鐸後，專務嚴格獨修及全德生活，因而從阿那雅隱修院引退而獨居，

度苦修生活，以持續的守齋、不斷的祈禱，事奉天主。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安息主懷。 
 
集禱經 
天主，你召喚了聖撒柏司鐸，過特別的獨修生活，以陶冶他各種虔敬之德；求你

恩賜我們，今世能效法基督的苦難，日後也能進入他的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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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聖人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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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日 
聖艾伯鐸（司鐸） 

 
聖艾伯鐸在一八一一年生於法國，熱心敬愛聖體，並以在教會內推廣聖體敬禮為

己任。他創立了聖體男修會和聖體女修會。他深信聖體聖事是愛情的聖事，是更

新教會和社會的動力。他於一八六八年八月一日安逝。教宗若望廿三世在一九六

二年把他列入聖品。 
 
集禱經 
天主，你恩賜聖艾伯鐸恩寵，使他特別敬愛基督聖體聖血的奧蹟。求你同樣賞賜

我們能在基督的聖餐中，獲得充份的滋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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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聖人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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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 
聖十字德蘭．本篤（修女、殉道） 

 
聖女原名 Edith Stein，一八九一年在德國伯萊斯勞，生於一個猶太家庭。及長，
專研哲學，取得博士學位；在當地時局困難期間，曾教授哲學。受洗皈依基督之

後，在科隆進入嘉爾默羅聖衣修女會，取名十字德蘭．本篤修女。納粹迫害猶太

人時，被長上派往荷蘭修院避難，但仍為德國秘密警察逮捕，一九四二年被帶往

奧斯維茲（Auschwitz）集中營，與其他同伴在瓦斯室被毒氣致死。 
 
集禱經 
我們祖先的天主，你曾引導殉道聖德蘭．本篤修女，認識了你那被釘十字架的聖

子，並效法他，至死不渝。求你因聖女的代禱，使眾人都承認基督為救主，並藉

著基督，得到永遠享見你的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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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殉道者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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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二日（原見 12月 12日） 
聖婦方濟加．尚達爾 

 
聖女公元一五七二年生於法國狄榮城，及長，與貴族尚達爾結婚，生有子女六人，

皆受良好教育。夫卒後，在聖方濟各．沙雷氏的領導下，聖德進步神速，對貧病

者之愛德，尤為馳名。創立聖母往見會，親予管理，教導有方。一六四一年逝世。 
 
集禱經 
天主！你曾使聖女方濟加，在複雜的人生旅途中，建立了特殊的功績；求你因她

的轉求，使我們忠於自己的聖召，也能給人樹立信仰生活的榜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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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聖人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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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 
聖高華（司鐸） 

 
聖人在一五八○年生於西班牙，及長，加入耶穌會，致力護衛從非洲被擄往拉丁

美洲為奴的黑人，爭取停止買賣黑奴，並向他們傳福音；因他的愛德，被譽為黑

奴的宗徒。他於一六五七年九月八日安逝於南美洲哥倫比亞。教宗良十三世立他

為黑人傳教的主保。 
 
 
集禱經 
天主，你恩賜聖高華卓越的忍耐和愛德，為最弱小者服務，並提供他們及時的援

助。藉著他的代禱，求你賞賜我們常能忠於基督，設法以真實的行動，去關心和

愛護我們的弟兄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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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聖人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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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二日 
聖母瑪利亞聖名 

 
進堂詠 
貞女瑪利亞，你在全世界婦女中，蒙受至高者上主天主的祝福，因為他如此讚揚

了你的名，使萬民也對你讚口不絕。（參閱友 13:18-19） 
 
集禱經 
全能的天主，懇求你恩賜所有慶賀童貞聖母瑪利亞聖名的人，都能獲得你仁慈的

恩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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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禮經 
上主，懇求你因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的代禱，悅納我們的獻禮，並使我們敬禮她

聖名的人，都蒙你接納。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領主詠 
萬世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因為天主垂顧了他卑微的使女。（參閱路 1:48） 
 
領聖體後經 
上主，求你使我們仰賴天主之母瑪利亞的代禱，獲得你的降福，並使我們因慶賀

並敬禮她的聖名，常能在任何急需時，獲得她的助佑。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

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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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五日 
聖加大利納．亞歷山大卓（貞女、殉道） 

 
傳說聖女出生於亞歷山大卓，為信仰殉道，年代不詳。聖女天資聰敏，兼具智慧

和堅強的心志。（有另一傳說，聖女是第四世紀初一位受過教育的少女，十八歲

受洗後，傳福音於亞歷山大卓及埃及；後來被皇帝囚禁，但聖女卻因此使皇后和

軍中將領皈依，因而被殺殉道。）殉道後，她的遺體安放於著名的西乃山隱修院。 
 
集禱經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把聖女加大利納賜給你的子民；她不屈不撓傳揚福音，終以

殉道為你作證。求你因她的代禱，加強我們的信德與毅力，並能盡心盡力，促使

教會合而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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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選用平日或紀念殉道者的獻禮經和領聖體後經 

讀經一般選用平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