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ZARETH  納匝肋 

ANNUNCIATION BASILICA  聖母領報大殿 

THE MASS OF OUR LADY  聖母瑪利亞 

進堂詠 

萬福，聖母！你是出類拔萃的母親，因為你生育了世世代代管理天地的君王。  

集禱經 

全能的天主！求你使我們因童貞瑪利亞的護佑，歡欣踴躍；並因她慈祥的轉求，賞賜我們

現世脫免一切凶惡，將來在天上得享永遠的福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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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讀米該亞先知書  5:1-4 

上主這樣說：厄弗辣大白冷！你在猶大郡邑中雖是最小的，但是，將由你為我出生一位統

治以色列的人，他的來歷源於亙古，遠自永遠的時代。因此，上主必將遺棄他們，直到孕

婦生產之時，那時他弟兄中的遺民必將歸來，與以色列子民團聚。他必卓然屹立，以上主

的能力，和上主他的天主之名的威權，牧放自己的羊群。他們將獲得安居，因為他必大有

權勢，直達地極。他本人將是和平！當亞述侵入我們的地域，蹂躪我們的領土時，必有七

個牧者，八個人民首領，奮起對抗。──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13:1-2,3-4,5,6-7 

【答】：願上主的聖名受頌揚，自今世至到永遠。 

領：亞肋路亞！上主的僕人，請一齊讚頌，請一齊讚頌上主的聖名。【答】 

領：從太陽東昇直到西傾，願上主的聖名受讚頌；上主超越萬邦，他的光榮凌駕穹蒼。 

【答】 

領：誰能相似上主，我們的天主﹖他坐在蒼天之上最高之處，他必將垂目下視，觀看上天

和下地。 【答】 

領：他從塵埃提拔弱小，由糞土中舉揚窮人；使他與貴族們共席，與本國的王侯同位。

【答】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萬福，滿受恩寵者，上主與你同在，在女人中，妳是蒙受祝福的。  

眾：亞肋路亞。 

福音 

恭讀聖路加福音  2:41-52 

耶穌的父母每年逾越節往耶路撒冷去。他到了十二歲時，他們又照節日的慣例上去了。過

完了節日，他們回去的時候，孩童耶穌卻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並未發覺。他們只以為

他在同行的人中間，遂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後，就在親戚和相識的人中尋找他。既找不

著，便折回耶路撒冷找他。過了三天，才在聖殿裡找到了他。他正坐在經師中，聆聽他

們，也詢問他們。凡聽見他的人，對他的智慧和對答，都驚奇不止。他們一看見他，便大

為驚異，他的母親就向他說：「孩子，為什麼你這樣對待我們﹖看，你的父親和我，一直

痛苦的找你。」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尋找我﹖你們不知道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裡

嗎﹖」但是，他們不明白他對他們所說的話。他就同他們下去，來到納匝肋，屬他們管

轄。他的母親把這一切默存在心中。耶穌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

漸地增長。── 上主的話。 

獻禮經 

上主，求你收納我們在這天主聖母的紀念日，向你奉獻的禮品和祈禱，使我們常能獲得你

仁慈的助佑。因我們的主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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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卒世童貞瑪利亞的慶辰，我們讚美你，稱頌你，顯揚你。她藉聖神的庇蔭孕育了你的

獨生子，保持你童貞的榮耀，給世人帶來了永久的光明 ──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尊威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神聖，藉著基督讚美你，欽崇你，歡躍慶賀你。求你恩准我們

也和他們謙恭地同聲讚頌： 

領主詠 

因為天主垂顧了祂謙虛的婢女，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 



領聖體後經 

上主！我們慶祝天主聖母的佳節，領受了救恩的聖事；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使我們常能

體驗你救恩的實效。因我們的主基督。亞孟。 

 

THE MASS OF THE HOLY FAMILY  聖家

節 

進堂詠 

牧童急速前去，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以及臥在馬槽中的嬰兒。(路 2:6) 

集禱經 

天主，你以聖家作我們超卓的榜樣。求你賞賜我們，一生追隨聖家互愛互助的美德，將來

也能樂聚天庭，共享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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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一  (敬畏上主的人，必孝敬父母。) 

恭讀德訓篇  3:3-7, 14-17 

上主命令兒女尊敬父親，也確定了母親對兒女的權利。孝敬父親的人，必能補償罪過，並

且能戒避罪惡。孝敬母親的人，就像積蓄珍寶的人。孝敬父親的人，必在兒女身上獲得喜

樂，在祈禱之日，必蒙應允。孝敬父親的人，必享長壽；聽從父親的人，必使母親得到安

慰。  

我兒，你父親年老了，你當扶助；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憂傷。若是他的智力衰退了，

你要對他有耐心，不要因為你年富力強就藐視他，因為你對父親的孝，定不會被遺忘。因

為你容忍母親的過失，必獲賞報；天主必依公義，振興你的家庭。──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28:1-5 

【答】：凡誠心誠意敬畏上主、遵行祂道路的人，真是有福。 

領：凡誠心誠意敬畏上主、遵行祂道路的人，真是有福！你必能享用隻手辛勞的成果；你

必有福，萬事亨通！ 【答】 



領：你的妻子在你的家中，像結實纍纍的葡萄樹！你的子女圍繞著你的餐桌，好像橄欖的

嫩枝。 【答】 

領：請看，敬畏上主的人，就有這樣的福氣。但願上主從熙雍降福你，使你終身得享耶路

撒冷的幸福。 【答】 

讀經二  (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羅森人書  3:12-21 

弟兄們：你們是天主所揀選和鍾愛的聖徒，因此要有憐憫的心腸，要仁慈、謙虛、良善和

忍耐；如果對人有怨恨，該彼此擔待，互相寬恕；就如主寬恕了你們，你們也要照樣寬恕

別人。尤其是，在一切事上該有愛德，因為愛是全德的關鍵。要讓你們心中常享基督的平

安，天主召喚你們歸於一體，也正是為此。所以，你們該有感恩之心，要讓基督的話充分

地保存在你們心中，以各種智慧彼此教導，互相規勸；懷著感恩的心情，以聖詠和詩歌讚

頌天主。你們所作所為，都該因主耶穌的名而行，藉著祂感謝天主聖父。  

你們身為妻子的，要服從丈夫，這是敬奉上主的人所當行的。你們身為丈夫的，要愛妻

子，不可虐待她們。你們作兒女的，要事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你們作父母

的，不要專制， 以免你們的兒女灰心喪志。──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使基督的話充實你們。 

眾：亞肋路亞。 

福音  (你帶著嬰兒和祂的母親逃到埃及去吧！) 

恭讀聖瑪竇福音  2:13-15, 19-23 

賢士們離開以後，上主的天使托夢給若瑟說：「起來，帶著孩子和祂的母親逃到埃及去

吧！住在那裏，直到我再來通知你，因為黑落德要搜索這孩子，把祂殺死。」若瑟便起

來，星夜帶著孩子和祂的母親，到埃及避難去了。住在那裏，直到黑落德死去。這便應驗

了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我從埃及召回我的兒子。」 

黑落德死了以後，上主的天使又在埃及托夢給若瑟說：「起來，帶著孩子和祂的母親，回

以色列去吧！因為那些想害這孩子的人已經死了。」若瑟便起來，帶著孩子和祂的母親回



到以色列；可是一聽說阿爾赫勞繼承他父親黑落德，作了猶太王，就不敢到那裏去；他又

在夢中得到指示，便退避到加里肋亞境內，在名叫納匝肋的小鎮定居下來；這又應驗了先

知的預言：「祂要被稱為納匝肋人。」── 上主的話。  

獻禮經 

上主，求你收納這贖罪之祭，並因童貞聖母和聖若瑟的轉禱，恆常保祐我們的家庭，恩賜

幸福與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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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藉著聖子降生的奧蹟，你榮耀的新光，照亮了我們的心目，使我們由於認識降生可見

的天主，而嚮慕不可見的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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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天主降生人世，與人同居共處。 (巴 3:38) 

領聖體後經 

仁慈的天父，你以神糧加強了我們的力量。願我們效法聖家的榜樣，在經歷現世的憂患

後，共聚天鄉。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THE ANNUNCIATION OF THE LORD  預

報救主誕生 

進堂詠 

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看，我已來到；天主，我來是為承行你的旨意。」 (希 10:5, 7) 

集禱經 

天主，你願意你的聖子，在童貞瑪利亞懷中，降生成人。求你恩賜我們，明認祂是我們的

救主，是真天主又是真人；並使我們努力效法祂，以分享祂的天主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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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貞女要懷孕生子。)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7:10-14, 8:10 

那時候，上主對阿哈次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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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聽著吧！你們使人厭惡還不夠，還要使我的天主厭惡嗎﹖因此，我主要親自給

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祂起名叫厄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

同在。」 ── 這是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40:7-8, 8-9, 10-11  

【答】：天主，看，我已來到，為承行你的旨意。 

領：上主，犧牲與素祭已非你所喜，就開了我的耳朵，全燔之祭以及贖罪之祭，也已非你

所要。於是我說：「你看，我已到來！」 【答】 

領：關於我，書卷上已有記載：我的天主，承行你的旨意為我所喜愛，你的法律常存於我

的心懷。 【答】 

領：在盛大的集會中，我宣揚了你的正義，看，我並沒有閉口不言，上主，你全知悉。 

【答】 

領：我從沒有將你的正義隱蔽在心間，你的忠厚和救援時時各處宣傳；對於你的慈愛和忠

義，在盛會中我沒有隱蔽。 【答】 

讀經二  （關於我，書上已有記載；天主，是為承行你的旨意。） 

恭讀致希伯來人書  10:4-10 

弟兄們，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斷不能除免罪過。為此，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犧牲與素

祭，已非你所要，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全燔祭和贖罪祭，已非你所喜，於是我說：

看，我已來到！關於我，書卷上已有記載：天主！我來為承行你的旨意。」前邊說：「祭

物和素祭，全燔祭和贖罪祭，已非你所要，已非你所喜。」這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所奉獻

的；後邊祂說：「看，我已來到，為承行你的旨意。」由此可見，祂廢除了那先前的，為

要成立那以後的。我們就是因這旨意，藉耶穌基督的身體，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得到了

聖化。──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耶穌，我們讚美光榮你。 



眾：主耶穌，我們讚美光榮你。 

領：聖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們中間，我們見了祂的光榮。 

眾：主耶穌，我們讚美光榮你。 

福音  (看，你將懷孕生子。) 

恭讀聖路加福音  1:26-38 

到了第六個月，天使加俾額爾奉天主差遣，往加里肋亞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去，到一位童

貞女那裏，她已與達味家族中的一個名叫若瑟的男子訂了婚，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亞。天

使進去向她說：「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 她卻

因這話驚惶不安，便思慮這樣的請安有什麼意思。天使對她說：「瑪利亞，不要害怕，因

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看，你將懷孕生子，並要給祂起名叫耶穌。祂將是偉大的，並

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主天主要把祂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祂。祂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

直到永遠；祂的王權沒有終結。」瑪利亞便向天使說：「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

人。」天使答覆她說：「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

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且看，你的親戚依撒伯爾，她雖在老年，卻懷了男胎，本月已六

個月了，她原是素稱不生育的，因為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瑪利亞說：「看！上主的

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天使便離開她去了。 ── 上主的話。 

獻禮經 

全能的天主，你聖子的降生是教會存在的開始，求你接納你教會的奉獻，使我們歡欣踴躍

的慶祝這個奧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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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使人得救。 

基督將要降生救世，居於人間的喜訊，已由天使報告給童貞聖母瑪利亞，聖母藉聖神德能

的蔭庇，以自己的淨血懷孕你的聖子，應驗了你對以色列的許諾，實現了萬民的期待。  

為此，天使和所有聖人聖女，藉著基督朝拜你，讚頌你，在你台前永遠歡欣不已。求你也

恩准我們，同他們一起，不停地高聲歡呼： 

領主詠 

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祂起名叫「厄瑪奴耳」。 (依 7:14) 



領聖體後經 

上主，願我們所領受的聖事，加強我們的信德，使我們堅信那由童貞瑪利亞所生的耶穌既

是真天主，也是真人；並求你使我們仰賴祂死而復活的能力，得享永生的喜樂。因主耶穌

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THE MASS OF SAINT JOSEPH, THE 

WORKER  聖若瑟工人主保 

進堂詠 

不拘你是誰，只要你敬畏上主，在祂的道路上行走，就算有福，你能吃你雙手賺來的食

物，你便實在幸運，也萬事有福。 (亞肋路亞)。 

集禱經 

天主，萬有的創造者！你制定了人類勞動的規律，求你使我們因聖若瑟的模範和庇護，完

成你規定的工作，獲得你預許的報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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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無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裡去作，如同是為主，而不是為人而作)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羅森人書  3:14-15, 17, 23-24 

弟兄們：在一切美德以上，尤其要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繫。要教基督的平安在你

們心中作主；你們之所以蒙召屬於一個身體，也是為此，所以你們該有感恩之心。你們無

論作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該因主耶穌的聖名而作，藉著祂感謝天主聖父。你們無論作

什麼，都要從心裏去作，如同是為主，而不是為人，因為你們該知道，你們要由主領取產

業作為報酬；你們服事主基督罷！因為凡行不義的，必要得到他所行不義的報應，天主決

不看情面。 ──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90：2﹣4，12﹣14，16 

【答】：上主促使我們的工作順利成功。 

領：上主，群山尚未形成，宇宙尚未出生，從永遠直到永遠，你就是天主。 【答】 

領：你命世人仍歸灰塵，說：歸來，亞當的子孫們！因為千年在你眼前，好像是剛過去的

昨天，好像夜裡的一更時間。 【答】 



領：求你教導我們詳數年歲，使我們達到內心的智慧。上主，求你歸來，尚待何時？求你

快來憐恤你的僕役。【答】 

領：使我們清晨飽享你的慈愛，讓我們歡欣鼓舞天天愉快！使你的僕人得見你的化工，給

他們的子孫彰顯你的光榮。【答】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願上主天天受讚美，祂承擔了我們的重負，祂是救我們的天主。  

眾：亞肋路亞。 

福音 

恭讀聖瑪竇福音  13:54-58 

那時候，耶穌來到自己的家鄉，在會堂裏教訓人以致人們都驚訝說：「這人從那裏獲得了

這樣的智慧和奇能？這人不是那木匠的兒子﹖他的母親不是叫瑪利亞，他的兄弟不是雅各

伯、若瑟、西滿和猶達嗎﹖他的姊妹不是都在我們這裏嗎﹖那麼他的這一切是從那裏來的

呢？」他們就對他起了反感。耶穌卻對他們說：「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鄉本家外，沒有不

受尊敬的。」他在那裏，因為他們不信，沒有多行奇能。 ── 上主的話。 

獻禮經 

天主，慈祥的根源！求你垂顧我們為了紀念聖若瑟，而呈獻於你至尊臺前的禮品，並求你

開恩，使所呈獻的禮品，成為祈求者的助佑。因我們的主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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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聖若瑟的紀念日，我們以適當的讚詞稱揚你、歌頌你。他是義人，你選他為天主之母

童貞瑪利亞的淨配；他是明智的忠僕，你立他為聖家之長，代行父職，守護因聖神而降孕

的獨生子 ──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尊威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神聖，藉著基督讚美你、欽崇你、敬畏你、歡躍慶賀你。求你

恩准我們也和他們謙恭地同聲讚頌： 

領主詠 



你們無論作什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因主耶穌的名而作，藉著他感謝天主聖父。(亞肋

路亞)。 (哥：3：17) 

領聖體後經 

上主！我們飽饗了天上的美味，懇切求你，使我們因聖若瑟的模範，內心常能保持你聖愛

的信證，享受永久平安的果實。因我們的主基督。亞孟。 

 

ST. JOSEPH’S CHURCH  聖若瑟堂 

THE MASS OF ST. JOSEPH, SPOUSE OF 

BLESSED VIRGIN MARY  聖若瑟，聖母之

淨配 

進堂詠 

請看，那忠信又精明的管家，主人派祂管理自己的家務。(路 12:42)  

集禱經 

全能的天主！你從開始就把救主基督及祂的母親瑪利亞，託付給聖若瑟照顧。求你恩賜你

的教會，在聖若瑟的護佑下，忠實履行你聖子所託付的救世使命。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亞孟。 

讀經一 

恭讀撒慕爾紀下  7:4-5, 12-14, 16 

那時候，上主的話傳於納堂說：「你去告訴我的僕人達味，上主這樣說：當你的日子期滿

與你祖先長眠時，我必在你以後興起一個後裔，即你所生的兒子；我必鞏固他的王權。是

他要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我要作他的父親，他要作我的兒

子。」「你的家室和王權，在我面前永遠存在，你的王位也永遠堅定不移。」 ── 上主的

話。 

答唱詠  詠 89:2-3，4-5，12-14，27﹣29  

【答】：他的後裔必定要永遠興隆。 



領：我要永永遠遠歌詠上主的恩寵，要世世代代親口稱揚你的忠誠。你原說過：「我的恩

寵已永遠奠定！」就如你在天上確定了你的忠誠。 【答】 

領：我同我揀選的人立了契約，向我的僕人達味起了盟誓，我直到永遠鞏固你的後裔，世

世代代將你的寶座建立。 【答】 

領：他要稱讚我說：「你是我的大父，是我救恩的磐石，是我的天主。」我同他永遠保持

我的慈愛，我同他立的約，永不得破壞。 【答】 

讀經二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  4:13, 16-18, 22 

弟兄們：許給亞巴郎和他後裔的恩許，使他作世界的承繼者，並不是藉著法律，而是藉著

因信德而獲得的正義。為此，一切都是由於信德，為的是一切都本著恩寵，使恩許為亞巴

郎所有的一切後裔堅定不移，不僅為那屬於法律的後裔，而且也為那有亞巴郎信德的後

裔，因為他是我們眾人的父親，正如經上所載：「我已立你為萬民之父」；亞巴郎是在他

所信的天主面前，就是在叫死者復活，叫那不存在的成為存在的那位面前，作我們眾人的

父親。他在絕望中仍懷著希望而相信了，因此他成了萬民之父，正如向他所預許的：「你

的後裔也要這樣多。」天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義。──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主耶穌，我們讚美光榮你。 

眾：主耶穌，我們讚美光榮你。 

領：上主，居住在你的殿宇，常讚美你的，真是有福。 

眾：主耶穌，我們讚美光榮你。 

福音(任選一篇) 

(若瑟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作了) 

恭讀聖瑪竇福音  1:16, 18-21, 24 

雅各伯生若瑟，瑪利亞的丈夫，瑪利亞生耶穌，祂稱為基督。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

祂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若瑟後，在同居前，她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她的丈夫若

瑟，因是義人，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休退她。當他在思慮這事時，看，在夢中上

主的天使顯現給他說：「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那在她內受生

的，是出於聖神。她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為祂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



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若瑟從睡夢中醒來，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辦了。── 上主的

話。 

或 

(看，你的父親和我，一直痛苦的找你) 

恭讀聖路加福音  2:41-52 

耶穌的父母每年逾越節往耶路撒冷去。他到了十二歲時，他們又照節日的慣例上去了。過

完了節日，他們回去的時候，孩童耶穌卻留在耶路撒冷，祂的父母並未發覺。他們只以為

祂在同行的人中間，遂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後，就在親戚和相識的人中尋找祂。既找不

著，便折回耶路撒冷找祂。過了三天，才在聖殿裡找到了祂。祂正坐在經師中，聆聽他

們，也詢問他們。凡聽見祂的人，對祂的智慧和對答，都驚奇不止。他們一看見祂，便大

為驚異，祂的母親就向祂說：「孩子，為什麼你這樣對待我們？看，你的父親和我，一直

痛苦的找你。」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尋找我﹖你們不知道我必須在我父親那裡

嗎？」但是，他們不明白祂對他們所說的話。祂就同他們下去，來到納匝肋，屬他們管

轄。── 上主的話。 

獻禮經 

天主，聖若瑟曾經忠誠地為你那生於童貞瑪利亞的獨生子服務，求你使我們也能像他一

樣，心地純潔，忠信地事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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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聖若瑟的慶辰(敬禮日)，我們以適當的讚詞稱揚你、歌頌你。他是義人，你選他為天

主之母童貞瑪利亞的淨配；他是明智的忠僕，你立他為聖家之長，代行父職，守護因聖神

而降孕的獨生子 ──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尊威的天主，天使以及天上神聖，藉著基督讚美你、欽崇你、敬畏你、歡躍慶賀你。求你

恩准我們也和他們謙恭地同聲讚頌： 

領主詠 

好！善良忠信的僕人，進入你主人的福樂吧！  (瑪 25:21) 

領聖體後經 

上主！我們今天歡度聖若瑟的節日，又領受了生命之糧。求你常常護佑我們，使我們善用

你賜給我們的恩惠。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THE MASS OF THE HOLY FAMILY  聖家

節  

進堂詠 

牧童急速前去，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以及臥在馬槽中的嬰兒。(路 2:16)  

集禱經 

天主，你以聖家作我們超卓的榜樣。求你賞賜我們，一生追隨聖家互愛互助的美德，將來

也能樂聚天庭，共享永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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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一  (敬畏上主的人，必孝敬父母。) 

恭讀德訓篇  3:3-7, 14-17 

上主命令兒女尊敬父親，也確定了母親對兒女的權利。孝敬父親的人，必能補償罪過，並

且能戒避罪惡。孝敬母親的人，就像積蓄珍寶的人。孝敬父親的人，必在兒女身上獲得喜

樂，在祈禱之日，必蒙應允。孝敬父親的人，必享長壽；聽從父親的人，必使母親得到安

慰。  

我兒，你父親年老了，你當扶助；在他有生之日，不要使他憂傷。若是他的智力衰退了，

你要對他有耐心，不要因為你年富力強就藐視他，因為你對父親的孝，定不會被遺忘。因

為你容忍母親的過失，必獲賞報；天主必依公義，振興你的家庭。── 上主的話。  

答唱詠  詠 128:1-5 

【答】：凡誠心誠意敬畏上主、遵行祂道路的人，真是有福。 

領：凡誠心誠意敬畏上主、遵行祂道路的人，真是有福！你必能享用隻手辛勞的成果；你

必有福，萬事亨通！ 【答】 

領：你的妻子在你的家中，像結實纍纍的葡萄樹！你的子女圍繞著你的餐桌，好像橄欖的

嫩枝。 【答】 

領：請看，敬畏上主的人，就有這樣的福氣。但願上主從熙雍降福你，使你終身得享耶路

撒冷的幸福。【答】 



讀經二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哥羅森人書  3:12-21 

弟兄們：你們是天主所揀選和鍾愛的聖徒，因此要有憐憫的心腸，要仁慈、謙虛、良善和

忍耐；如果對人有怨恨，該彼此擔待，互相寬恕；就如主寬恕了你們，你們也要照樣寬恕

別人。尤其是，在一切事上該有愛德，因為愛是全德的關鍵。要讓你們心中常享基督的平

安，天主召喚你們歸於一體，也正是為此。所以，你們該有感恩之心，要讓基督的話充分

地保存在你們心中，以各種智慧彼此教導，互相規勸；懷著感恩的心情，以聖詠和詩歌讚

頌天主。你們所作所為，都該因主耶穌的名而行，藉著祂感謝天主聖父。 

你們身為妻子的，要服從丈夫，這是敬奉上主的人所當行的。你們身為丈夫的，要愛妻

子，不可虐待她們。你們作兒女的，要事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你們作父母

的，不要專制， 以免你們的兒女灰心喪志。── 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使基督的話充實你們。  

眾：亞肋路亞。 

福音  (你帶著嬰兒和祂的母親逃到埃及去吧！) 

恭讀聖瑪竇福音  2:13-15, 19-23 

賢士們離開以後，上主的天使托夢給若瑟說：「起來，帶著孩子和祂的母親逃到埃及去

吧！住在那裏，直到我再來通知你，因為黑落德要搜索這孩子，把祂殺死。」若瑟便起

來，星夜帶著孩子和祂的母親，到埃及避難去了。住在那裏，直到黑落德死去。這便應驗

了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我從埃及召回我的兒子。」 

黑落德死了以後，上主的天使又在埃及托夢給若瑟說：「起來，帶著孩子和祂的母親，回

以色列去吧！因為那些想害孩子的人已經死了。」若瑟便起來，帶著孩子和祂的母親回到

以色列；可是一聽說阿爾赫勞繼承他父親黑落德，作了猶太王，就不敢到那裏去；他又在

夢中得到指示，便退避到加里肋亞境內，在名叫納匝肋的小鎮定居下來；這又應驗了先知

的預言：「祂要被稱為納匝肋人。」── 上主的話。  

獻禮經 



上主，求你收納這贖罪之祭，並因童貞聖母和聖若瑟的轉禱，恆常保祐我們的家庭，恩賜

幸福與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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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藉著聖子降生的奧蹟，你榮耀的新光，照亮了我們的心目，使我們由於認識降生可見

的天主，而嚮慕不可見的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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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天主降生人世，與人同居共處。 (巴 3:38) 

領聖體後經 

仁慈的天父，你以神糧加強了我們的力量。願我們效法聖家的榜樣，在經歷現世的憂患

後，共聚天鄉。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