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PHARNAUM  葛法翁 

THE MASS OF THE MOST PRECIOUS BODY AND 

BLOOD OF OUR LORD  基督聖體聖血節 

進堂詠 

上主要以精選的麥麵養育選民，用石縫中的野蜜飽飫他們。 (詠 81:17) 

集禱經 

主，你藉奧妙的聖體聖事，留下了你苦難的紀念；求你使我們虔誠地欽崇你體血的神聖奧

蹟，好能時常體驗你救恩的實效。你是天主，和天主聖父及聖神，永生永王。亞孟。 

甲年讀經 

讀經一  (祂以你和你們祖先所未嚐過的「瑪納」，養活了你。) 

恭讀申命紀  8:2-3, 14-16 

梅瑟對人民說：「你應當記著：上主你的天主使你在曠野中流浪了四十年。那是為了磨難

你，試探你，要知道你是否真心遵守祂的誡命。祂磨難你，要你捱饑抵餓，然後才以你和

你們祖先所未嚐過的『瑪納』養活你，使你知道人不僅靠食物生活，也靠上主親口所說的

每一句話。你不要忘記上主你的天主，祂曾引領你離開埃及、離開你們為奴之地，領你越

過火蛇和蠍子橫行的大荒野。經過了乾旱無水的可怖之地；是祂為你從堅硬的岩石中引水

出來；也是祂在曠野裡，以你祖先未嚐過的『瑪納』養活了你。」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47:12, 12-13, 14-15, 19-20 

【答】：耶路撒冷，你要讚頌上主！ 

領：耶路撒冷，你要讚頌上主！熙雍，你要讚頌你的天主！祂鞏固了你的城門，降福了你

懷中的子女。【答】 

領：祂使你境內平安，讓你飽享精選的麥麵。祂向大地發出自己的諭旨，祂的聖旨立即傳

遍四方。【答】 

領：祂將自己的旨意曉諭了雅各伯，把自己的誡律啟示給以色列。祂從沒有這樣恩待過任

何國家，也從未向他們宣示過自己的法令。【答】 

讀經二  （我們眾人都共享這同一個餅。）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0:16-17 

弟兄們：我們所祝頌的那祝謝之杯，豈不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

是共結合於基督的身體嗎？餅只是一個，我們雖然眾多，仍是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

共享這同一個餅。 ──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耶穌說：「我就是從天降下的生命之糧；誰若吃了，必要活到永遠。」 

眾：亞肋路亞。 

福音  （誰吃這食糧，必要活到永遠。） 

恭讀聖若望福音  6:51-58 

那時候，耶穌對群眾說：「我就是從天降下的生命之糧；誰若吃了，必要活到永遠。我所

賜的食糧，就是我的肉，為使世界獲得生命。」因此，猶太人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自

己的肉給我們吃呢？」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吃人子的肉，

不飲人子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有永恆的生命；在末

日，我要使他復活；因為我的肉才是真的食糧，我的血才是真的飲品。誰吃我的肉，喝我

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就如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同樣，吃我

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這就是從天降下的食糧，並不像你們祖先所吃過的『瑪納』，

他們吃了，仍然死去；誰吃這食糧，必要活到永遠。」 ── 上主的話。 

乙年讀經 

讀經一  （這就是盟約的血，是上主按這一切話與你們訂立的盟約的血。） 

恭讀出谷紀  24:3-8 

那時，梅瑟下山，將上主的一切話和誡命，陳述給人民聽，全體人民同聲回答說：「凡上

主所吩咐的，我們都要奉行。」梅瑟將上主的一切話都記錄下來。第二天早晨，梅瑟在山

腳築了一座祭壇，並豎立了十二根石柱，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又派了以色列人民中的一

些青年，去奉獻全燔祭，宰殺了牛犢作為獻給上主的和平祭。梅瑟取了一半的血，倒在盆

裡，將另一半，灑在祭壇上。然後把約書拿來，向人民宣讀。人民答說：「上主所吩咐的

一切，我們都要聽從奉行。」於是，梅瑟把血拿來，灑在人民身上，說：「這就是盟約的

血，是上主按這一切話與你們所訂立的盟約的血。」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16:13; 12-13, 15-18 

【答】：上主舉起救恩之杯，我要呼號上主的名。 

領：上主賜我鴻恩，我將何以為報?我要舉起救恩之杯，我要呼號上主的名。【答】 

領：虔誠上主者的逝世，上主十分重視。上主，我是你的僕役，是你婢女的兒子，你解除

了我的束縛。【答】 

領：我要向上主獻上感恩的祭獻，呼號上主的名。我要在全體子民前，向上主還我所許的

願。【答】 

讀經二  （基督的血潔淨了我們的良心。）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9:11-15 

弟兄們：基督已經來了，祂就是那將要來臨的鴻恩的大司祭。祂經過了那更大、更完善

的、非人手所造，也不屬於這塵世的會幕。祂不是帶公山羊和牛犢的血，而是帶著自己的

血，只一次進入了至聖所，就攫取了永遠的救贖。如果公山羊和牛犢的血，以及母牛的灰

燼，灑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可淨化他們得到肉身的潔淨，何況基督的血呢?他藉著永

生的神，已把自己毫無瑕疵的奉獻於天主，他的血豈不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除去死亡的

行為，好去事奉生活的天主？為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以他的死亡補贖了在先前的盟約

之下所有的罪過，好叫那些蒙召的人，獲得所應許的永遠的產業。 ──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說：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誰若吃了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

（若 6:51） 

眾：亞肋路亞。 

福音（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的血。） 

恭讀聖馬爾谷福音 14:12-16,22-26 

無酵節的第一天，即宰殺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門徒對耶穌說：「你願意我們到那裡，給

你預備吃逾越節晚餐？」 



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城裡去，必有一個拿著水罐的人，迎面而來，

你們就跟著他走；他無論進入那裡，你們就對那家主說：師父問：我同我的門徒，吃逾越

節晚餐的客廳在那裡？他必指給你們一間舖設好的寬大樓廳，你們就在那裡，為我們預備

吧！」 

門徒去了，來到城裡，所遇見的，正如耶穌給他們所說的；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晚餐。他

們正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的

身體。」耶穌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從那杯喝了。耶穌對他們說：「這

是我的血，盟約的血，為大眾而傾流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我決不再喝這葡萄汁了，直到

我在天主的國裡，喝新酒的那天。」他們唱完聖詠，就出來，往橄欖山去。 ── 上主的

話。 

丙年讀經 

讀經一  （默基瑟德奉獻了餅和酒。） 

恭讀創世紀  14:18-20 

亞巴郎帶著戰利品凱旋回來時，至高者天主的司祭，撒冷王默基瑟德帶著餅和酒出來，祝

福亞巴郎說：「願天地的創造者、至高者天主降福亞巴郎！至高者天主把敵人交在你手

中，願祂受讚美！」亞巴郎就從所得的戰利品，拿出十分之一，給了默基瑟德。 ── 上主

的話。 

答唱詠  詠 110:4bc; 1-4 

【答】：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為司祭。 

領：上主對我主起誓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做你的腳凳。」【答】 

領：上主自熙雍伸出你的權仗，你要統治你的仇敵。【答】 

領：你誕生在聖山之日，王位就屬於你，我已經生了你，好像在黎明之前的朝露。

【答】 

領：上主決不變更自己的誓言：「你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為司祭。」【答】 

讀經二  (你們每次食這餅，飲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11:23-26 

弟兄們：我由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就是：主耶穌在被出賣的那一夜，拿起餅

來，感謝了，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的。你們要照樣做，紀念我。」晚餐



後，同樣拿起杯，說：「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飲這杯，要照樣做，紀念

我。」你們每次食這餅，飲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直到主再來。 ──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耶穌說：「我就是從天降下的生命之糧；誰若吃了，必要活到永遠。」 

眾：亞肋路亞。 

福音  （眾人都吃飽了。） 

恭讀聖路加福音  9:11b-17 

那時，耶穌向群眾講論天主的國，治好了那些需要治療的人。天將黑的時候，那十二人前

來對祂說：「請遣散群眾，讓他們到附近村莊田舍裡去投宿，找東西吃，因為我們這裡是

荒野的地。」耶穌卻向他們說：「你們給他們吃的吧！」他們答說：「我們只有五個餅和

兩條魚，除非我們去為這些人購買食物。」當時，男人大約有五千。耶穌卻對門徒說：

「叫他們分組坐下，每組約五十人。」門徒就照樣做了，叫眾人坐下。耶穌拿起那五個餅

和兩條魚，望著天，祝謝了，擘開，遞給門徒，叫他們分給眾人。眾人吃了，也都飽了；

他們把剩下的碎塊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籃。 ── 上主的話。 

獻禮經 

上主，願我們所獻上的禮品，為你的教會帶來這獻禮所象徵的平安與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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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我們的主基督，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

的，並能使人得救。基督是真實永恆的司祭，制定了長存的祭禮，首先將自己奉獻於你，

作為救世的祭品；又命令我們紀念祂而祭獻，使我們在聖餐中領受生命之糧，傳報祂的聖

死，期待祂再度來臨。 

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神聖，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領主詠 

主說：「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 (若 6:56) 



領聖體後經 

主，我們現在領受你的體血，象徵與你圓滿結合，願這聖事保證我們能享受你永恆的生

命。你是天主，和天主聖父及聖神，永生永王。亞孟。 

 

THE MASS FOR THE POPE為教宗 

進堂詠 

你是伯多祿(磐石)，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邪惡的勢力決不會戰勝它；我要把天

國的鑰匙交給你。(瑪 16:18-19) 

集禱經 

天主！你依照你的上智安排，將你的教會建基在眾宗徒之長 ── 聖伯多祿身上；求你垂視

我們的教宗，你揀選他作了伯多祿的繼承人，願他也能成為你子民信仰統一、精誠團結的

基礎。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讀經一 

恭讀撒慕爾紀上  16:1, 6-13 

那時，上主對撒慕爾說：「把你的油角裝滿了油，我派你到白冷人葉瑟那裏去，因為我已

選定了他的一個兒子做國王。」葉瑟和他的兒子們來到了，撒慕爾看見厄理雅布，心裏就

想：「這一定是站在上主面前的受傅者。」但是上主對撒慕爾說：「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

和他高大的身材，我拒絕要他，因為天主的看法與人不同：人看外表，上主卻看人心。」

葉瑟叫阿彼納達布來，領他到撒慕爾面前；但是他說：「這也不是上主所揀選的。」葉瑟

就叫他的七個兒子都到撒慕爾面前來，撒慕爾對葉瑟說：「上主沒有揀選這些人。」於是

撒慕爾問葉瑟說：「你的孩子們全到了嗎？」他回答說：「還有一個最小的，正在放

羊。」撒慕爾對葉瑟說：「快派人帶他來，因為他不來，我們決不入席。」於是葉瑟派人

把他帶來，他是一個滿面紅潤，眉清目秀，外貌英俊的少年。上主說：「起來，給他傅

油，就是這一個。」撒慕爾拿起油角來，在他哥哥面前給他傅了油。從那天起，上主的神

便降臨在達味身上。然後撒慕爾就起身回辣瑪去了。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10:1-4 

【答】：你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為司祭。 

領：上主對我主起誓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做你的腳凳。【答】 



領：上主自熙雍伸出的權仗，你要在仇敵中統治為王！【答】 

領：在聖山上，你誕生之日王位就屬於你，我已經生了你，好像在黎明之前的朝露。

【答】 

領：上主發了誓，決不反悔：你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為司祭。【答】 

讀經二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  9:16-19, 22-23 

弟兄們：我若傳福音，原來沒有甚麼可誇耀的，因為這是我不能不做的事，如果我不傳福

音，就有禍了。假使我甘願做這事，便有報酬；若不甘願，這責任已經委託給我了。這樣

看來，我的報酬是甚麼呢？就是傳佈福音時免費地去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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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卻自願成為眾人的奴僕，為贏得更多的人。對軟

弱的人，我就成為軟弱的人；為了要贏得軟弱的人，對甚麼人，我就作甚麼人，目的是要

盡自己的力量救一些人。我所做的一切，純粹是為了福音，好使我能與別人去沾福音的恩

許。 ──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主說：來跟隨我吧，我要使你成為捕人的漁夫。 

眾：亞肋路亞。 

福音 

恭讀聖瑪竇福音  16:13-19 

那時，耶穌來到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就問門徒們說：「一般人說人子是誰呢？」他們

說：「有的說是洗者若翰，有的說是厄里亞，也有的說是耶肋米亞，或其他先知中的一

位。」耶穌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呢？」西滿伯多祿回答說：「你是默西亞，永生天

主之子。」耶穌對他說：「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血肉之身啟示了

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啟示你的。我對你說：你是伯多祿，就是磐石，我要在你身上，有如

在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勢力決不能戰勝它。我要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你在地上

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 ── 上主的

話。 



獻禮經 

上主！求你悅納我們的禮品，並不斷地保護、指引你的聖教會，和你所委任的牧者、我們

的教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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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能使人得救。

你是永恆的善牧，決不離棄你的羊群，你藉著宗徒們不斷地守護我們，你立了他們為你羊

群的牧者，以你聖子的名義繼續領導我們。 

因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諸聖，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領主詠 

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比別人更愛我嗎﹖主！你無所不知，你知道我愛你。(若 21:15, 17) 

領聖體後經 

上主！我們分享了天上的聖餐；懇求你因這奧蹟的能力，使教會團結一致，在愛德上堅定

不移；你將牧職交付給你的僕人我們的教宗，願你常助祐他，並保護你所託付給他羊群。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THE MASS OF THE ST. PETER THE 

APOSTLE 聖伯多祿宗徒 

進堂詠 

耶穌對西滿伯多祿說：「我已為你祈求了，為叫你的信德不至喪失，待你回頭以後，要堅

固你的兄弟。」 (路 22:32) 

集禱經 

全能的天主！你既在使徒信仰的磐石上堅定了我們，求你不要讓我們遭受任何騷擾的打

擊。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你的聖子，祂是天主，和你及聖神，永生永王。亞孟。 

讀經一  （我這同為長老的，為基督苦難作證。） 

恭讀聖伯多祿前書  5:1-4 



現在我向諸位長老說：「我這同為長老的，為基督苦難作證的，和同享那將要顯示的光榮

的人，勸勉你們中間的眾長老：你們務必要牧放天主托付給你們的羊群；盡監督之職，不

是出於不得已，而是出於甘心，隨天主的聖意；也不是出於貪圖卑鄙的利益，而是出於情

願；不是要做托給你們照管的人的主宰，而是做群羊的模範：這樣，當總司牧出現時，你

們必要接受那不朽的榮冠。」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23:1-6 

【答】：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 

領：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實在一無所缺。他使我臥在青綠的草場，又領我走近幽靜的水

旁，還使我心靈得到舒暢。【答】 

領：他為了自己名號的原由，領我踏上了正義的坦途，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我不怕

兇險，因你與我同在；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暢。【答】 

領：你在我對頭面前，為我擺設了筵席；你在我頭上傅油，使我的杯爵滿溢。【答】 

領：我的一生歲月裏，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我將住在上主的殿裏，直到悠遠的時日。

【答】 

福音前歡呼  （瑪 16:18） 

領：主耶穌，我們讚美光榮你。 (或：亞肋路亞) 

眾：主耶穌，我們讚美光榮你。 (或：亞肋路亞) 

領：你是伯多祿，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絕不能戰勝它。 

眾：主耶穌，我們讚美光榮你。 (或：亞肋路亞) 

福音  （你是伯多祿，我要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 

恭讀聖瑪竇福音  16:13-19 

耶穌到了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就問門徒們說：「人們說人子是誰呢？」他們說：「有

人說是洗者若翰，有人說是厄里亞；也有人說是耶肋米亞，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穌對他

們說：「你們說我是誰？」西滿伯多祿回答說：「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耶穌回

答他說：「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因為不是肉和血啟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

我再給你說：你是伯多祿(磐石)，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絕不能戰勝

她。我要把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

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 ── 上主的話。 



獻禮經 

上主，求你俯聽你教會所作的祈禱，接受它所獻上的禮品，使教會既因伯多祿的教導得以

保持完整的信仰，也能因他的領導到達永福的天鄉。因我們的主基督。亞孟。 

頌謝詞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著我們的主基督，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

的，並能使人得救。因為你曾將你的教會建立在使徒們身上，使教會在地上成為你聖潔的

永恆標誌，把天上的教誨宣報給普世萬民。 

為此，從現在直到永遠，我們偕同所有天使，熱誠地向你謳歌，不停地高聲歡呼： 

領主詠 

伯多祿對耶穌說：「你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耶穌回答說：「你是伯多祿，我要在

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 (瑪 16:16, 18) 

領聖體後經 

天主！在這聖伯多祿的慶節，你以基督的體血滋養了我們，求你使我們所領的這合一的聖

事，帶給我們和平，加強我們的團結。因我們的主基督。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