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冠持牧杖） 

進堂詠：《上主庭院》 
 
 
（免冠免牧杖） 

致候禮 
主禮：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眾：亞孟。 

主禮：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

共融，與你們同在。 
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導言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我們代表著教區全體

聖職人員和天主子民，共聚一堂，為

祝福及祝聖為各堂區施行聖事所用的

聖油。我們矢志追隨基督，在各自的

崗位，繼續為人類的得救服務。 

現在讓我們省察自己，認罪悔改，好

能虔誠的舉行聖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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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禮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

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

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

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

主，我們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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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憐經（拉丁） 

 
光榮頌（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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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禱經 
主禮：天主，你以聖神給你的獨生子傅了

油，立他為基督，立他為主；你既賜

我們分享他的祝聖，求你也使我們，

能在人間為他的救世大業作證。他是

天主，和你及聖神，永生永王。 
眾：亞孟。 

（戴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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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 
 
讀經一（上主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窮人傳喜訊，治療破

碎的心靈。）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61:1-3, 6, 8-9 

吾主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上主給

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喜訊，治

療破碎了的心靈，向俘虜宣告自由，釋放獄

中的囚徒，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揭示我們

天主報仇的日期，安慰一切憂苦的人，給熙

雍悲哀的人一項冠冕來代替灰塵，以喜樂的

油代替喪服，以頌讚代替沮喪的心神。 
你們要被稱為「上主的司祭」，人要稱

你們為「我們天主的侍役」。 
我要信實地賜給他們報酬，與他們訂立

一項永久的盟約。他們的後裔在列國中，他

們的苗裔在萬民中，要受人賞識；凡看見他

們的，必要承認他們是上主所祝福的後

裔。——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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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唱詠 詠 88:21-22, 25, 27 
領唱：我要永永遠遠歌頌上主的恩寵。 
答唱：（同上） 
領：我揀選了我的僕人達味，給他傅了我的

聖油。我的雙手給他力量，我的臂膊使
他堅強。 

答唱：（同上） 
領：我常以信實和慈愛對待他。他必因我而

威震天下。他要稱呼我說：「我的父親！
我的天主！我的靠山！」 

答唱：（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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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READING (Christ has made us into a Kingdom, 

priests for his God and Father.)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Revelation  1:5-8 

Grace to you and peace from Jesus Christ, 
who is the faithful witness, the firstborn of the 
dead and ruler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  

To him who loves us and has freed us 
from our sins by his Blood, who has made us 
into a Kingdom, priests for his God and Father, 
to him be glory and power forever and ever. 
Amen.   

Behold, he is coming amid the clouds, 
and every eye will see him, even those who 
pierced him. All the peoples of the earth will 
lament him. Yes. Amen.   

“I am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says the 
Lord God, “the one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the Almighty.”  

—The word of the Lord. 
 

 6 



（免冠持牧杖） 

福音前歡呼 
領：願光榮與王權歸於他，至於無窮之世。 
答：（同上） 

領：上主的神降臨到我身上，派遣我向窮人

傳報福音。（路 4:18） 
答：（同上） 

福音（上主的神降臨在我身上，他給我傅了油。） 
恭讀聖路加福音 4:16-21 

那時候，耶穌來到了納匝肋，自己曾受

教養的地方；按他的習慣，就在安息日，進

入會堂，並站起來要誦讀。有人把依撒意亞

先知書遞給他；他於是展開書卷，找到了一

處，上邊寫著：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

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

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

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耶穌把書卷捲起來，交給侍役，就坐下

了。會堂內眾人的眼睛，都注視著他。他便

開始對他們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

經，今天應驗了。」——上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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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冠免牧杖） 

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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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宣聖職許諾 
主禮：親愛的教友、司鐸和執事： 

今天我們紀念基督以受傅者的身分奉

獻自己，完成天父的救世使命；同

時，基督亦召叫我們，各按其位，去

繼續他的任務。 

現在，我們重申許諾，並求主幫助我

們忠實履行各人的聖召。 

首先，我作為香港教區主教，懇請大

家為我——你們的僕人，也為我們的

榮休主教陳樞機、湯樞機，以及我們

的輔理主教祈禱。求主幫忙我們忠於

基督所託付的宗徒職務，日益肖似

他——我們的大司祭、善牧和導師，

謙誠地為天主子民服務。 

基督，求你垂憐。 

信友：基督，求你垂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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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各位司鐸弟兄： 
在請求天主子民為我們祈禱時，請問你

們是否願意，在你們的主教和天主子民

面前，重申你們以前所許下的諾言，善

盡鐸職嗎？ 
司鐸：願意。 
 
主禮：你們是否願意與主耶穌更親密結合，

更相似他，犧牲自己，任勞任怨，並

願意忠實履行你們在領受司祭聖職

時，所許下的諾言，追隨基督，以牧

靈愛德，為教會服務嗎？ 
司鐸：願意。 
 
主禮：你們是否願意忠誠地分施天主救世的

奧蹟，舉行感恩祭宴，和其他聖事及

禮儀，並追隨我們的元首——善牧基

督，執行神聖的訓導職務，宣講福

音，不貪求己益，只為熱誠地拯救人

靈嗎？ 
司鐸：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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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親愛的教友，請為你們的司鐸祈禱。 

願天主賜給他們豐富的恩寵，使他們

成為基督大司祭的忠僕，引導你們找

到救恩的泉源。 

基督，求你垂憐。 

信友：基督，求你垂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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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各位執事，今日在紀念基督謙抑自

下，為門徒洗腳的日子，請謹記： 

你們蒙召是要作基督僕人的肖像；他

來不是受服事，而是服事人，並交出

自己的生命，為大眾作贖價（瑪 20:28）。 

你們是否願意重申許諾，以純潔的良

心，保存信德的奧蹟，並謙誠地履行

執事的愛德職務嗎？ 

執事：願意。 
 
主禮：親愛的教友，請為你們的執事祈禱。 

願天主賜給他們力量和智慧，使他們

善盡職務，彰顯教會的僕人使命。 

基督，求你垂憐。 

信友：基督，求你垂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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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請你們亦為全體天主子民祈禱。 

求主幫助大家善盡在洗禮時所得到的

司祭使命，在生活中奉獻自己，繼續

基督的救世工程。 

基督，求你垂憐。 

信友：基督，求你垂憐。 
 
主禮：請為教會的共融合一祈禱。 

求主使信仰基督的弟兄姊妹，在信德

和愛德中，精誠團結，同為福音作證。 

基督，求你垂憐。 

信友：基督，求你垂憐。 
 
主禮：請為世人的健康祈禱。 

求主醫治病人、拯救亡者、安慰生者、

扶助醫護人員、遏止疫症、守護世人

健康。 

基督，求你垂憐。 

信友：基督，求你垂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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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請為世界和平祈禱。 

面對世界各地的戰亂，我們求主恩賜

和平。 

基督，求你垂憐。 

信友：基督，求你垂憐。 
 
主禮：願天主以他的慈愛保存我們眾人，領

導我們全體牧者和羊群安抵永生。 
信友：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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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和祝聖聖油禮 

O REDEMPTOR SUME（祝聖前） 

祝福「病人聖油」（OI） 
 
執事：請大家祈禱，求主垂顧所有患病的弟

兄姊妹，並降福這些為照顧病人所用

的油：（全體默禱片刻） 

 

主禮：天主，施與安慰的慈父，你曾藉你的

聖子，醫治人的疾苦；求你俯聽我們

出自信德的祈禱：在你所創造，為舒

緩我們身體的油，傾注施慰者聖神，

降福所有傅抹這油的人，獲得身心

靈的醫治，除去一切痛苦、衰弱和

疾病。 

上主，願這聖油成為你向我們施恩的

工具。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

祈禱。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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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慕道聖油」（OC） 
 
執事：請大家祈禱，求天主祝福這些油，使

候洗者藉此傅油，獲得天主的助力。

（全體默禱片刻） 

 
主禮：天主，你是你子民的力量和保障；你

以所創造的油，作為賦予力量的標

記。 

求你降福這些油，使慕道者藉傅油

獲得力量，接受天上的智慧和德能，

更深入了解基督的福音，勇於接受基

督徒生活的挑戰。 

天主，求你準備他們相稱地成為你的

子女，在你的教會內獲得重生的喜樂。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

祈禱。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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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聖「至聖聖油」（SC） 

執事：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請大家祈禱，求

全能的天主聖父垂顧他的子民，降福

並聖化這些油：使所有傅上聖油的

人，都能在內心得到聖神的力量，並

獲得永恆的救恩。（全體默禱片刻） 

主禮：天主，我們感謝你無比的慈愛，因為你

創造了生命，又建立聖事，以聖化生

命。 

你在舊約時代，曾以油的功用，預示

了你聖化世人的德能。及至時期一

滿，你就將這聖化世人的奧蹟，在你

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身上，完

全彰顯出來。 

基督以自己的死亡和復活，拯救了人

類，並以聖神充滿了你的教會，賦予

她各種天上的恩寵，使她在世上完成

你的救世工程。 

從那時起，你就以傅油聖事，給世人

分施恩寵；在你的子女經過洗禮，獲

得重生之後，你藉聖神的傅油，使他

們日益堅強，肖似基督，分享他先

知、司祭和王者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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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共祭神父伸出右手，不念經文，向聖油覆手，直到主

教念畢全部經文。） 
主禮：上主，所以我們懇求你，以你恩寵

的德能，聖化這混和了香料的油

膏，使它成為你降福的標記、施恩

的工具。 

求你將聖神的恩賜，慨然傾注在接

受傅油的弟兄姊妹身上；並使傅過

油的地方或物品，放射出聖潔的光

輝。 

求你藉傅油聖事，擴展你的教會，直

到她達至圓滿的境界；那時你將在永

恆的光輝中，偕同基督，在聖神內，

成為萬有中的萬有，直到永遠。 

眾：亞孟。 
 
O REDEMPTOR SUME（祝聖後） 
獻上餅酒。彌撒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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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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你慈悲為懷，我們求你以這聖

祭的力量，使我們脫離舊我，革新生

活，獲得救恩。因主耶穌基督之名，

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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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小圓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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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藉聖神的傅油，祝聖了你的唯一聖

子為新而永久盟約的大司祭；並以奧

妙的安排，使他的唯一司祭職，在教

會中歷久常新。 

基督不但把他王者的司祭職，賜給了

他所救贖的全體子民，又以兄弟般的

愛，選拔了公務人員，使他們透過覆

手禮，分擔他的神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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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你要他們以基督的名義，獻上他萬古

常新的救世犧牲，為你的子女擺設逾

越聖宴，並以愛心領導你的神聖子

民，以聖言培育他們，以聖事賜給他

們力量。 

你又願意聖職司祭努力效法基督，為

事奉你，及為弟兄姊妹的得救，而獻

出生命，在信德和愛德中，勇敢為你

作證。 

為此，我們隨同所有天使和聖人，感

謝你，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眾：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你

的光榮充滿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

霄。奉上主之名而來的，當受讚美。

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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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上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是一切聖

德的根源。 
（全體共祭者低聲誦念） 

主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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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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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信德的奧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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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共祭者低聲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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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共祭者誦念： 

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會，使你的

子民，及我們的教宗方濟各、我們的

主教周守仁、所有主教和全體聖職人

員，都在愛德中，日趨完善。 
 

一位共祭者誦念： 

上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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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享見你聖容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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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共祭者誦念： 

上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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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歷代你

所喜愛的聖人，共享永生；並使我們

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顯

揚你。 
 

（全體共祭者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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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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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經 

主禮：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又承受他的

教導，才敢說： 
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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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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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

歸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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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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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執事：請大家互祝平安。 
 
羔羊頌 
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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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受共融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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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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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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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詠 
我要永永遠遠歌頌上主的恩寵，要世世代代

稱揚你的信實。（詠 89:2） 
 
（戴小圓帽） 

領主後經 
主禮：全能的天主，你既藉聖體聖事更新我

們，求你使我們也能在生活中散發基

督的芬芳。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

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亞孟。 

報告事項 

 27 



（戴冠持牧杖） 

禮成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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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上主的聖名受頌揚。 
眾：從現在直到永遠。 

主禮：上主的聖名，是我們的助佑。 
眾：因他創造了天地。 

主禮：願全能的天主，聖父、聖子、聖

神降福你們。 
眾：亞孟。 

執事：請大家恆心祈禱，參與基督的死而復

活，更新我們的生命。彌撒禮成。 
眾：感謝天主。 

 

 28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Revelation  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