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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26 日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主禮：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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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堂詠
《奔赴主前》【請起立】

1. 我主，我們奔赴祢前，萬眾一心樂團圓，

因祢聖子偉大愛情，使我眾心成一片。

2. 全能聖父祈聽我禱，猶聽聖子的稟告，

我們藉祂歌頌致敬，眾口同聲示愛慕。

3. 葡萄麥穗意義深長，竟成我眾神聖糧，

在主愛內眾心合一，共同朝拜且讚揚。

4. 主念我們脆弱多憂，請聽我懇切哀求，

常與我偕振我佑我，殆抵天鄉共永遊。

致候詞
主禮：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全體：亞孟。

主禮：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你

們同在。

全體：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各位主內的兄弟姊妹，今天我們聚首舉行感恩

祭，慶祝聖類斯中學及小學創校九十週年。我

們感謝天主在這九十年對兩間學校的眷顧；使

學校能秉持鮑思高慈幼會教育青少年的目標，

讓學生在自由、自然、信任、家庭式的氣氛和

環境下學習和成長；亦使中學及小學的教職員

能追隨鮑思高神父的芳表，在聖母瑪利亞的引

導下，以溫暖和善的心，力行天主愛的誡命，

為實踐靈、德、智、體、群、美的全人教育

而努力；同時使兩校的學生在祢的護佑下，在

品德和學業上力臻至善。求主繼續保守兩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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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使各人能在福音的光照下，常懷信、望、

愛三德，共同營造一個關愛和共融的團體。

懺悔詞
主禮：各位兄弟姐妹，現在我們大家認罪，虔誠地舉

行聖祭。

主禮：基督，祢奉命來拯救懺悔的人：求祢垂憐。

全體：求祢垂憐。

主禮：基督，祢來召喚罪人，求祢垂憐。

全體：求祢垂憐。

主禮：基督，祢在天父面前為我們轉達，求祢垂憐。

全體：求祢垂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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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亞孟。

光榮頌
主禮：天主在天受光榮。

全體：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聖父，我

們為了祢無上的光榮，讚美祢、稱頌祢、朝拜

祢、顯揚祢、感謝祢。主、耶穌基督、獨生子；

主、天主、天主的羔羊，聖父之子；除免世罪

者，求祢垂憐我們。除免世罪者，求祢俯聽我

們的祈禱。坐在聖父之右者，求祢垂憐我們；

因為只有祢是聖的，只有祢是主，只有祢是至

高無上的。耶穌基督，祢和聖神，同享天主聖

父的光榮。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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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禱經
主禮：請眾同禱。

上主，我們的天主，祢使榮福童貞瑪利亞成為

信友的慈母和助佑，求祢因她的轉求，以祢的

聖神鞏固教會，使它能以智慧和愛情去征服所

有的考驗，和參與基督的勝利，直到永遠。祂

和祢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全體：亞孟。

聖道禮儀【請坐下】

讀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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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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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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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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感謝天主。

答唱詠 ( 路 1:46-55)
領唱：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主。

全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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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祂垂顧了祂卑微的使女，今後

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全能者給我做了奇

事，祂的名號何其神聖。

全體：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主。

領　：祂對敬畏祂的人們，廣施慈愛，千秋萬世。祂

運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氣傲的人擊潰。

全體：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主。

領　：祂從高位上推下權貴，卻提拔了弱小卑微。祂

使饑餓者飽饗美味，卻使富有者空手而回。

全體：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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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祂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因為祂常念及自己

的仁慈。正如祂曾應許我們的先祖：永久眷顧

亞巴郎和他的家族。

全體：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

的救主。

讀經二　（天主派遣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迦拉達人書 (4:4-7)

弟兄們，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

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

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為證實你們確實是

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

內喊說：「阿爸，父啊！」所以你已不再是奴隸，而

是兒子了；如果是兒子，賴天主的恩寵，也成了繼承

人。──上主的話。

全體：感謝天主。 

福音前歡呼
《上主！我在這裡》【請起立】

1.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 Alleluia!

2. Alleluia! Alleluia! 上主 ! 我在這裡靜待聆聽；

福音裡，是祢的話。Alleluia! Allelu, Alleluia!

眾唱：亞肋路亞。

領經：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會成就的，是有福

的。

眾唱：亞肋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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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全體：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恭讀聖若望福音 (2:1-11)
全體：主，願光榮歸於祢。

第三天，在加里肋亞加納有婚宴，耶穌的母親也

在那裏；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婚宴。酒缺了，

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耶穌回答說：

「女人，這於我和你有甚麼關係？我的時刻尚未來

到。」他的母親給僕役說：「他無論吩咐你們甚麼，

你們就做甚麼。」在那裏放著六口石缸，是為猶太人

的取潔禮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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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不知是從那裏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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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門徒們就信從了

他。──上主的話。

全體：基督，我們讚美祢。

講道【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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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經【請起立】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在天主聖神的感動下，我們稱

天主為父、基督為主。現在讓我們在聖神的帶

領下，再一次宣認這信仰：

主禮：你們信天主聖父創造天地萬物嗎？

全體：我信。

主禮：天父深愛世人，派遣祂的聖子耶穌基督降生成

人，由童貞瑪利亞誕生。祂為愛我們，甘願在

十字架上犧牲自己，受難至死，又從死者中復

活，賜給我們永生，祂現在坐在天父的右邊，

將來還要降來審判生者死者。你們信主耶穌基

督嗎？

全體：我信。

主禮：天主聖神，由聖父、聖子所共發，為使我們與

天主和人共融合一。祂在聖而公教會內，使諸

聖相通，罪過得赦免，肉身得到復活，並賜給

我們永生。你們信嗎？

全體：我信。

信友禱文【請起立】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全能的天主願意我們敬愛祂聖

子的母親瑪利亞，並在過往一直照顧我們。現

在讓我們在今天的慶典中，誠心祈求上主，使

教會及所有善人都能參與這份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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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請為普世教會祈禱。

求主恩賜普世教會在主內團結合一，使教會成

為普世共融的標記，並降福我們的教宗方濟

各、我們的主教湯漢樞機、輔助他的兩位主教

及全體聖職人員，使他們藉著聖神的引領，成

為眾人的火炬，以真光引領教會在福傳、牧民

及愛德服務中彰顯天主慈悲的面容，引領世人

皈依天主；並求主感召更多青年加入牧者的行

列，承傳宗徒的使命，成為漁人的漁夫。為此，

讓我們同聲祈禱。

全體：願我的禱聲，能隨著歌聲，奉送到天空中感主

恩銘，願我的禱詞，能獲享天主的俯聽，盼主

慈愛在答應。

領　：請為慈幼會大家庭祈禱。

慈幼會在九十年前接辦聖類斯學校，神長們一

心一意、鞠躬盡瘁，以鮑思高神父的精神來培

育青少年。求主眷顧慈幼會的會士，賜予他們

堅毅和慈愛的心，使他們成為天主愛青年的標

記，並特別將天國的喜訊帶給那些貧苦無告的

青年。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全體：願我的禱聲，能隨著歌聲，奉送到天空中感主

恩銘，願我的禱詞，能獲享天主的俯聽，盼主

慈愛在答應。



10

St. Louis School 90th Anniversary

領　：請為聖類斯大家庭祈禱。

求主祝福聖類斯中、小學的教育牧民團體，賜

恩寵給現在及昔日在校內服務的每一位神長、

校長、教師、職員及工友，讓他們以耶穌基督

作楷模，追求真理，使學校成為培育生命、潤

澤心靈和傳揚福音的園地，並派遣聖神充滿他

們的心，讓他們常懷愛心、忍耐和希望，陪伴

學生成長，培養學生結出正義與和平的美果。

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全體：願我的禱聲，能隨著歌聲，奉送到天空中感主

恩銘，願我的禱詞，能獲享天主的俯聽，盼主

慈愛在答應。

領　：請為同學祈禱。

求主護祐我校的同學，使他們在福音的光照

下，智慧與日俱增，能抗拒生活中各種罪惡的

誘惑，擇善棄惡，熱愛生命，珍惜天恩，並在

努力不懈追求學問之餘，亦矢志培養高尚人

格，來日貢獻社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全體：願我的禱聲，能隨著歌聲，奉送到天空中感主

恩銘，願我的禱詞，能獲享天主的俯聽，盼主

慈愛在答應。

領　：請為家庭祈禱。

求主臨在每一個家庭之中，使各成員能奉納匝

肋聖家為典範，無論環境順逆，也懷著忍耐、



11
Re-echoing the Heritage of an All-round Education

寬恕和犧牲，面對生活上的各種挑戰，使家庭

永遠不再有暴力、封閉和分裂；求主特別祝福

父母，使他們按照基督的福音和教會的訓導教

養子女，亦令子女能孝順父母，善盡己任，彼

此溝通擔待，使家庭洋溢幸福和平安，成為慈

悲的牧場。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全體：願我的禱聲，能隨著歌聲，奉送到天空中感主

恩銘，願我的禱詞，能獲享天主的俯聽，盼主

慈愛在答應。

領　：請為香港社會祈禱。

求富於仁愛、慈悲而又公義的天主以真理之光

照耀香港，開啟執政者和香港巿民的心目，使

他們常懷平安、喜樂，彼此尊重、互相包容、

求同存異，共同創造一個和諧安定，合乎天主

旨意的社會。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全體：願我的禱聲，能隨著歌聲，奉送到天空中感主

恩銘，願我的禱詞，能獲享天主的俯聽，盼主

慈愛在答應。

主禮：天主，祢願意童貞瑪利亞參與祢聖子的救世工

程；藉她的轉禱，求祢降福所有參與教育工作

的人，使他們都按祢的旨意，陶冶青少年，啟

發他們，保持純潔的心靈，熱心侍主。因主耶

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全體：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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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祭禮儀
奉獻詠【請坐下】

《呈奉》

1. 餅是眾生禮品，代表耕耘兼血汗；

酒也是世間勞力成果，寄望能呈奉上。

求主一一將禮收納，使它成為活我糧；

期可分享主祢生命，使我更加像祢。

2. 餅成救主聖身，萬世天糧主饋贈；

酒要成為生命活泉水，潔淨靈魂罪惡。

耶穌捐軀捨棄生命，犧牲贖罪為世人；

寧死交出體血相贈，主愛極真善美。

主禮：各位兄弟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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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美並

光榮祂的聖名，也為我們和祂整個聖教會的益

處。

獻禮經
主禮：上主，請接納祢的信友在至聖童貞瑪利亞、信

友之助佑的慶日上，並在聖類斯中、小學九十

周年校慶慶典中，呈獻給祢揉合著各教職員、

同學、家長、親友、恩人多年所作的祈禱和犧

牲；求祢因瑪利亞的轉求，使我們能在信德、

望德和愛德上成長，更能肖似基督，因為祂為

了世界曾犧牲了自己。祂是天主和祢及聖神，

永生永王。

全體：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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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經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全體：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請舉心向上。

全體：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主禮：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全體：這是理所當然的。

頌謝詞
主禮：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藉著主基

督，時時處處感謝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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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祢。瑪

利亞的愛情，完全反映於她謙遜的服務，和完

備的聖德。她以充滿信德的服從，及熱切的愛

德，與我們救主基督的救贖工程相配合。聖母

在光榮中，也和我們聯合一起；她繼續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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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頌祢，歡躍慶賀祢，不停地歡

呼：

全體：聖、聖、聖，上主、萬有的主，祢的光榮充滿

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奉主之名而來的，

當受讚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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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聖體經
主禮：上主，祢實在是神聖的，祢是一切聖德的根源。

因此，我們求祢派遣聖神，祝聖這些禮品，使

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

【請跪下】

主禮：祂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麵餅，感謝了祢，把

麵餅分開，交給祂的門徒說：

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

而犧牲。

成聖血經
主禮：晚餐後，祂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祢，交給

祂的門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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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為紀念我而舉行這事。

祝聖後的歡呼
主禮：信德的奧迹：

全體：基督，我們傳報祢的聖死，我們歌頌祢的復活，

我們期待祢光榮地來臨。

主禮：上主，因此我們紀念基督的聖死與復活，向祢

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感謝祢使我們得在

祢台前侍奉祢。我們懇求祢，使我們在分享基

督的聖體聖血之後，因聖神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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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祭：上主，求祢垂念普世的教會，使祢的子民和我

們的教宗方濟各、我們的主教湯漢樞機和輔助

他的兩位主教，以及全體聖職人員，都在愛德

中，日趨完善。

求祢也垂念懷著復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

妹；並求祢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們享見祢

光輝的聖容。

求祢垂念我們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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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若望鮑思高、聖類斯公撒格，以及歷代孝愛

祢的全體聖人，共享永生；並使我們藉著祢的

聖子耶穌基督，讚美祢、顯揚祢。

主禮：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一切崇敬和

榮耀歸於祢，全能的天主聖父及與祢同體的聖

神，世世無窮。

全體：亞孟。

天主經
主禮：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又承受祂的教導，才

敢說：

全體：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臨；

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祢今

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祢寬恕我們的罪

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

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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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上主，我們期待祢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

來臨。求祢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恩賜我

們今世平安，使我們仰賴祢的仁慈，永久脫免

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

全體：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祢。

平安經
主禮：主耶穌基督，祢曾對宗徒們說：「我將平安留

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求祢不要看

我們的罪過，但看祢教會的信德，並按照祢的

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祢是天主，永生永王。

全體：亞孟。

主禮：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

全體：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請大家互祝平安。

全體：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祢垂憐我們。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祢垂憐我們。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祢賜給我們平安。　

【請跪下】

主禮：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來赴宴的

人，是有福的。

全體：主，我當不起祢到我心裏來，只要祢說一句話，

我的靈魂就會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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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詠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1.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我主基督是活流泉，

凡是喝過這水的人，將永不感口渴。【重句】

2. 在曠野裏綠茵綿延，沙丘之中出活靈泉，

請用活水灌我心田，使永不感乾涸。【重句】

3. 若你覺渴請近源頭，若你覺渴可以暢盡求，

活水將化作永生流，使永不感口渴。【重句】

【重句】絕對不需再怕渴，當真不必再怕渴，

確是終身得甘飴，真正終身不欠缺，

主曾說過：人將永遠都不再感口渴。

《極溫良的母親》

1. 極溫良的母親，至潔無玷纖塵。

去我心的污穢，助我悔改自新。

得同妳聖子接近，侍奉妳到終身。

傳揚主名於萬民，到天國同歡欣。【重句】

2. 吁甘飴的母親，我們求妳憐憫。

增我聖寵勇力，沐浴聖德芳芬。

一生不沾染罪污，傳揚基督精神。

遵守耶穌的聖訓，保存聖寵終身。【重句】

【重句】我的母親我的母皇，妳是我的仰望；

求妳將我靈魂改造，像妳聖子一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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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聖體後經【請起立】

主禮：請眾同禱：

上主，祢的聖言既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

成為人。我們領受了祂的聖體聖血，得到滋養；

求祢藉此神糧，幫助我們也能分享救主的神聖

生命。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

禱。

全體：亞孟。

90 週年校慶啟動儀式

隆重祝福禮
主禮：願主與你們同在。

全體：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禮：請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

主禮：天父，祢願意榮福童貞瑪利亞成為信友的助

佑，求祢因她的轉禱，給我們傾注祢無限的

愛。

全體：亞孟。

主禮：耶穌基督，死亡的戰勝者，祢在十字架上將榮

福童貞瑪利亞給予我們為慈母，願我們也能因

她的眷顧，分享祢生命的富饒。

全體：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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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天主聖神，祢在晚餐廳中，降臨在榮福童貞瑪

利亞及宗徒們身上，願我們聖類斯大家庭各成

員在世界各地，亦能成為耶穌復活的見證。

全體：亞孟。

主禮：願全能天主聖父，聖子及聖神降福你們。

全體：亞孟。

主禮：彌撒禮成。

全體：感謝天主。

禮成詠
《露德聖母》

1. 我們熱烈歌頌，無玷瑪利亞，

你偕基督君王，恩德臨天下。【重句】

2. 巍巍天朝神聖，雀躍同歡賀，

紛紛俗世眾人，虔誠致慶歌。【重句】

3. 我眾懇求慈母，主旨獲承行，

天國早日臨格，上主享光榮。【重句】 

4. 謹為慈母教會，向你切呼求，

並為我們祖國，懇求常恩祐。【重句】

【重句】萬福，萬福，萬福瑪利亞。

萬福，萬福，萬福瑪利亞。



20

St. Louis School 90th Anniversary

School Song

All Hail! All Hail! 
Salesian School to thee!
By time endeared the more, 
our hearts shall ever ever loyal be
to thee and friends of yore, 
and memories that shall never never fade
wherever we may roam, 
shall rivet fast the friendships made
in youth at boyhood's home.

Long live our Alma Mater!
On thee may blessings rain, 
and may thy sons hereafter
bring honour to thy name.

Refrain:
Saint Louis School, guide of our youth, 
we are loyal to you in faith and truth.

Saint Louis School, guide of our youth, 
we are loyal to you in faith and truth.

All H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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