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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感恩經第一式

主祭伸手念： 

主祭： 至仁慈的聖父，我們仰賴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合掌）

懇求祢悅納（在祭餅和聖爵上劃十字）並降福十這些聖潔無玷的犧
牲；（伸手）我們將這些禮品呈獻給祢，首先是為祢的聖而公教
會：求祢在全球各地賜她平安與團結，保護她、治理她；同時，也
為祢的僕人我們的教宗、我們的主教與所有主教，以及所有崇奉真
道，忠於大公和宗徒信仰的人們。

 
紀念生者 

主祭： 上主，求祢垂念祢的僕婢（某某）（合掌默禱片刻，伸手）和所有參禮
的人，他們的信德和虔誠，是祢所深知的。我們為他們，或他們為
自己和親友，將這讚頌之祭奉獻給祢以獲得他們自身的得救，和所
希望的身心安全；他們並向永生真實的天主――祢，呈獻自己的心
願。

 
紀念諸聖 
（聖誕週、主顯節、復活節、耶穌升天節及五旬主日，另有經文，見下列節日專用。） 

主祭： 我們聯合整個教會，首先紀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天主之母――終身
童貞榮福瑪利亞，※並紀念聖母的淨配聖若瑟，及祢的聖宗徒和殉
道者：伯鐸和保祿、安德、（雅格、若望、多默、雅格、斐理、祿
茂、瑪竇、西滿和達德：理諾、克來、克勉、思德、高略、啟廉、
樂倫、利叟、若望和保祿、高邁和達勉），以及所有聖人；求祢看
他們的功勞和祈禱，在各種境遇中，護祐我們。（以上所求，是靠
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節日專用
 
聖誕節及八日內： 

主祭： 我們聯合整個教會，共同慶祝這至聖之（夜）日，因為無玷童貞榮
福瑪利亞，給世界產生了救主；我們首先紀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天
主之母――終身童貞榮福瑪利亞，（接上一段※） 

主顯節： 

主祭： 我們聯合整個教會，共同慶祝這至聖之日，因為與祢永遠共享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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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祢的唯一聖子，以真實的肉體現身人間，我們首先紀念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天主之母――終身童貞榮福瑪利亞，※ 

由復活前夕至復活第二主日： 

主祭： 我們聯合整個教會，慶祝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肉身復活的至聖之

（夜）日；我們首先紀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天主之母――終身童貞

榮福瑪利亞，※

耶穌升天節： 

主祭： 我們聯合整個教會，慶祝這至聖之日，因為我們的主――祢的唯一
聖子，使祂的天主性結合了我們軟弱的人性，而把它提升到祢光榮
的右邊；我們首先紀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天主之母――終身童貞榮
福瑪利亞，※ 

五旬主日（聖神降臨） 

主祭： 我們聯合整個教會，慶祝這五旬節至聖之日，因為聖神藉著無數的
火舌顯現給宗徒們；我們首先紀念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天主之母――
終身童貞榮福瑪利亞，※ 

主祭伸手念：（復活前夕至復活第二主日另有專用，見下一段） 

主祭： 上主，我們懇求祢悅納祢的僕人和祢全家所奉獻的這些禮品，使我
們一生平安度日，脫免永罰，並得列入祢簡選的人群中。

            （合掌）（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由復活前夕至復活第二主日： 

主祭： 上主，我們懇求祢，悅納祢的僕人和祢全家所奉獻的這些禮品，我
們特別為所有從水和聖神再生的人們奉獻，他們全部罪過已獲得赦
免。求祢使我們一生平安度日，脫免永罰，並得列入祢簡選的人群
中。（合掌）（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主祭覆手於祭品上念： 

主祭： 天主，我們懇求祢，聖化並接受這些禮品，使成為祢歆饗的完美祭
獻：就是祢鍾愛之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

            （合掌）

 
成聖體（清晰朗誦下列經文） 

主祭： 祂在受難的前夕，（雙手拿祭餅，略舉起）把麵餅拿在祂神聖而可敬
的手中，（舉目向上）舉目向天，仰望祢――祂的全能天主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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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讚頌祢，把麵餅分開，交給祂的門徒說：（稍微俯身）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雙手舉起聖體，置於聖盤內，請安） 

成聖血 

主祭： 晚餐後，（雙手拿聖爵，略舉起）祂同樣把這珍貴的杯，拿在祂神聖
而可敬的手中，又感謝讚頌祢，交給祂的門徒說：（稍微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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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舉起聖爵，置於聖體布上，請安） 

祝聖後的歡呼（起立） 

主祭：信德的奧蹟： 

第一式 
信友： 基督，我們傳報祢的聖死，我們歌頌祢的復活，我們期待祢光榮的

來臨。 

第二式 
信友： 基督，我們每次吃這餅，飲這杯，就是傳報祢的聖死，期待祢光榮

的來臨。 

第三式 
信友： 救世的恩主，祢藉著苦難及復活，恢復了我們的自由，求祢拯救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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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伸手念： 

主祭： 上主，因此我們作祢僕人的，和祢的全體神聖子民，紀念祢的聖
子、我主基督神聖的苦難，和祂從死者中的復活，以及祂光榮的升
天；我們從祢所賜的恩物中，把這純潔、神聖、無玷的犧牲，永恆
生命之糧，和救恩之杯，奉獻於祢台前。 

呼求接受祭獻： 

主祭： 求祢慈祥的垂視這些祭品，並欣然予以接受，就如祢曾接受了祢的
義僕亞伯爾的祭品、我們的信仰之父亞巴郎的祭獻，和祢的大司祭
默基瑟德所奉獻給祢的、聖潔的祭品，無玷的犧牲。 

主祭俯身合掌： 

主祭： 全能的天主，我們墾切求祢命祢的聖天使，將這祭品呈獻到祢至高
的祭台上，在祢神聖的尊威台前，使我們凡參與這祭獻的，領受了
祢聖子的聖體聖血之後，（直立，劃十字聖號）得以充滿一切天恩和
聖寵。（合掌）（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紀念亡者（伸手念：） 

主祭： 上主，求祢也垂念我們的祖先和祢的僕婢（某某），他們保持著信
德，先我們而去，如今正在安眠休息。（合掌為求主垂念的人默禱片

刻，然後，伸手）上主，我們求祢賞賜他們及所有安息於基督懷中的
人，進入永福、光明和安寧的天鄉。（合掌）（以上所求是靠我們
的主基督。阿們。） 

主祭右手搥胸： 

主祭： 至於祢的僕役、我們罪人，（伸手）依恃祢無限的仁慈，求祢惠賜
我們加入祢的聖宗徒及殉道者的團體：就是若翰、德範、瑪迪、納
博、（納爵、力山、才林、伯鐸、芬莉、蓓蓓、佳德、璐琪、雅
妮、采琪、德霞）以及祢的諸聖團體；求祢不要看我們的功過，但
按祢的寬仁好施，恩准我們加入諸聖的行列。（合掌）以上所求，
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然後繼續： 

主祭：   上主，祢藉著祂，不停的創造、聖化、滋生、降福這一切美好之
物，而賜給我們。 



5

聖三頌 

主祭一手持聖爵，一手將置有聖體的聖盤一同舉起： 

主祭：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
內，並聯合聖神，都歸於祢，直到永遠。 

全體：阿們。 

－下接領聖體禮。 

感恩經第二式 

主祭伸手念： 

主祭： 上主，祢實在是神聖的，祢是一切聖德的根源。※因此我們懇求祢
派遣聖神，聖化這些禮品，（合掌，對祭餅及聖爵劃十字）使成為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 

特殊禮儀日，可加念經文如下： 

主日 

因此我們來到祢台前，與普世教會共同慶祝本週的第一天――基督從死者
中復活的日子，祢已高舉祂，使祂坐在祢的右邊。我們靠祂的名懇求祢，
（接上一段※） 

聖誕節至新年 

因此我們來到祢台前，與普世教會共同慶祝這至聖之（夜）日：因為無玷
童貞瑪利亞今（夜）天給世界帶來了救主。我們靠祂的名懇求祢，※ 

主顯節 

因此我們來到祢台前，與普世教會共同慶祝這至聖之日：與祢同享永遠光
榮的祢的唯一聖子、今天顯示出祂人性與天主性的光輝：我們靠祂的名懇
求祢，※ 

復活節及八日慶期 

因此我們來到祢台前，與普世教會共同慶祝我主耶穌基督復活的（至聖之
夜）偉大的節日。祢已高舉祂，使祂坐在祢的右邊。我們靠祂的名懇求
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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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升天節 

因此我們來到祢台前，與普世教會共同慶祝我主耶穌基督，祢的聖子光榮
升天的慶節，祂同時也將我們軟弱的人性、同祂那與天主性相結合的人
性、提升到祢的右邊。我們靠祂的名懇求祢，※

 
五旬主日（聖神降臨） 

因此我們來到祢台前，與普世教會共同慶祝這偉大的五旬節日：因為祢的
聖子所預許的聖神、今天以火舌的形像降臨到門徒們身上。我們現在懇求
祢，※ 

成聖體

 
主祭： 祂甘願捨身受難時，（雙手拿祭餅，略舉起）拿起麵餅，感謝了，分

開，交給祂的門徒說：（稍微俯身）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雙手舉起聖體，置於聖盤內，請安） 

成聖血 

主祭： 晚餐後，祂同樣拿起杯來，（雙手拿聖爵，略舉起）又感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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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 

             （雙手舉起聖爵，置於聖體布上，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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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聖後的歡呼（起立） 

主祭：信德的奧蹟： 

第一式 

信友： 基督，我們傳報祢的聖死，我們歌頌祢的復活，我們期待祢光榮的
來臨。

 
第二式 

信友： 基督，我們每次吃這餅，飲這杯，就是傳報祢的聖死，期待祢光榮
的來臨。

 
第三式 

信友： 救世的恩主，祢藉著苦難及復活，恢復了我們的自由，求祢拯救我
們。 

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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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分
享基督的聖體聖血，並因聖神合而為一。

 
               上主，求祢垂念普世的教會，使祢的子民偕同我們的教宗方濟各、

台北總教區的主教若翰，與所有主教，以及全體聖職人員、都在愛
德中日趨完善。

 
              （追思彌撒中可以加念此節） 

                 求祢垂念祢的僕人（某某），祢（今天）從人世將他（她）召回。
他（她）既因聖洗和祢的聖子一樣的死亡，求祢也使他（她）和
祢的聖子一樣的復活。

 
               求祢也垂念懷著復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妺；並求祢垂念我們

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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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聖

宗徒，以及祢所喜愛的歷代聖人，共享永生；（合掌）並使我們藉
著祢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祢、顯揚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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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頌 

主祭：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
內，並聯合聖神，都歸於祢，直到永遠。 

信友：阿們。 

－下接領聖體禮。 

感恩經第三式 

主祭伸手念： 

主祭： 上主，祢實在是神聖的，祢所創造的萬物、理當讚美祢：因為祢藉
著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以聖神的德能，養育聖化萬物，
又不斷為祢召集子民，好能時時處處，向祢呈上純潔的祭獻。

 
主祭合掌，覆手於祭品上： 

主祭： 上主，所以我們懇求祢，藉著聖神，聖化我們獻給祢的這些禮品，
（合掌，在祭餅和聖爵上畫十字）使成為祢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的聖體＋聖血，（合掌）我們遵照祂的命令，舉行這項奧蹟。

 
成聖體（清晰朗誦下列經文）
 
主祭： 祂在被出賣的那個晚上，（雙手拿祭餅，略舉起）拿起麵餅，感謝讚

頌祢，把麵餅分開，交給祂的門徒說：（稍微俯身）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雙手舉起聖體，再放回聖盤內，請安）

 

成聖血 

主祭： 晚餐後，祂同樣拿起杯來，（雙手拿聖爵，略舉起）感謝讚頌祢，交
給祂的門徒說：（稍微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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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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舉起聖爵，置於聖體布上，請安） 

祝聖後的歡呼（起立）
 
主祭：信德的奧蹟：
 
第一式 
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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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式 
信友： 基督，我們每次吃這餅，飲這杯，就是傳報祢的聖死，期待祢光榮

的來臨。 

第三式 
信友： 救世的恩主，祢藉著苦難及復活，恢復了我們的自由，求祢拯救我

們。 

主祭伸手念： 

主祭： 上主，因此我們紀念祢的聖子為拯救世人所受的苦難，和祂光榮的
復活、升天，並期待祂再度來臨，以感恩的心情，獻上這具有生命
的聖祭。

 
              請垂顧祢教會的奉獻，並接受這贖罪的犧牲，求祢使我們藉祢聖子

的聖體聖血得到滋養，並充滿祂的聖神，在基督內成為一心一體。 

               願聖神使我們成為祢永恆的祭品，得與祢簡選的人，首先與天主之
母童貞榮福瑪利亞、祢的聖宗徒及光榮的殉道者（和﹝本日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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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主保﹞聖……），以及全體聖人，共同繼承天國的產業；我們靠他
們的轉求，不斷的獲得助祐。上主，但願這與祢修好之祭，有助於
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得救，並使旅途中的教會：我們的教宗、我們的
主教、所有主教、聖職人員，以及祢所救贖的全體子民，在信德和
愛德中堅定不移。祢既願這大家庭侍立在祢台前，求祢也俯允全家
的願望。仁慈的聖父，求祢使散居各處的子女，和祢團聚。

 

追思彌撒可以念以下經文。 

               求祢垂念祢的僕人（某），祢（今天）從人世將他（她）召回。他
（她）既因聖洗和祢的聖子一樣地死亡，求祢也使他（她）和祢的
聖子一樣的復活；將來基督使肉身復活的時候，我們卑微的肉軀，
也能相似祂光榮的身體。求祢也垂憐我們的祖先、已亡親友，和所
有在祢寵愛中去世的人，恩准他們進入天國。我們也希望將來在天
國，永遠同他們共享祢的光榮：那時祢將擦乾我們的眼淚，因為我
們要親眼看見祢，我們的天主，永遠相似祢，不停地讚美祢。（合

掌）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因為祢藉著祂賜給世界一切美
善。 

               求祢垂憐我們的祖先、已亡的親友，和所有在祢寵愛中去世的人，
恩准他們進入天國。我們也希望將來在天國永遠同他們共享祢的光
榮。（合掌）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因為祢藉著祂賜給世
界一切美善。

 
聖三頌

 
主祭一手持聖爵，一手將置有聖體的聖盤，一同舉起念： 

主祭：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
內，並聯合聖神，都歸於祢，直到永遠。 

信友：阿們。

 
－下接領聖體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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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經第四式 

頌謝詞 

主祭：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友：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祭：請舉心向上。 
信友：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主祭：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信友：這是理所當然的。 

主祭： 聖父，感謝祢、顯揚祢，實在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祢是唯一、生
活、真實的天主，萬世以前祢已存在，而且永遠常存，祢居住在無
法接近的光明中；祢也是唯一慈善的天主，又是生命之源：祢創造
了一切，使萬物滿渥祢的恩澤，分享祢的光輝。

              因此，無數的天使侍立在祢座前，瞻仰祢的容光，日夜侍奉祢，不
停地頌揚祢。我們隨同天使，並代表天下萬物，藉著我們的歌聲，
歡躍稱揚祢的聖名，同聲歌頌： 

全體： 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祢的光榮充滿天地。歡呼之聲，
響徹雲霄。奉上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

 
主祭伸手念： 

主祭： 聖父，我們頌揚祢，因為祢是偉大的，以大智大仁創造了萬物，按
照祢的肖像造生了人類，使人管理世界，統馭萬物，只事奉祢，萬
有的創造者。人雖然違背了祢的命令，失去了祢的恩寵，祢並沒有
棄置不顧，任其喪亡，反而大發慈悲，向所有的人伸出援助的手，
使尋求祢的人都能找到祢。 

               祢多次與人訂立盟約，並藉先知教導人類，期待著救恩。聖父，祢
愛世人如此之深，時期一滿，祢就派遣祢的唯一聖子，作我們的救
主：祂因聖神降孕，由童貞瑪利亞誕生，除了罪過，度著和我們一
樣的生活。祂給窮人傳布救恩的喜訊，向被奴役者宣告自由，為憂
苦者帶來喜樂。祂為完成祢的計畫，自我犧牲，又從死者中復活，
摧毀了死亡，再造了生命。 

              祂為我們死而復活，是要我們不再為自己生活，卻要為祂而生活：
因此，聖父，祂由祢那裡派遣了聖神，這是初次賜給信者的大恩，
使聖神在人間完成祂的事業，聖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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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掌，覆手於祭品上： 

主祭： 上主，所以我們懇求祢，派遣聖神聖化這些禮品，（合掌，對祭餅及

聖爵畫十字）使成為我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合掌）以舉行這
項偉大的奧蹟，就是基督留給我們的永恆盟約。

 
成聖體（清晰朗誦下列經文）
 
主祭： 聖父，祢顯揚基督的時刻一到，祂又愛祂在世的弟子，愛到了極

點，於是祂在與門徒共進晚餐的時候，（雙手拿祭餅，略舉起）拿起
麵餅，讚頌了，分開，交給祂的門徒說：（稍微俯身）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雙手舉起聖體，置於聖盤內，請安）

成聖血
 
主祭： 祂同樣拿起一杯葡萄酒，（雙手拿聖爵，略舉起）感謝了，交給祂的

門徒說：（稍微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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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舉起聖爵，置於聖體布上，請安） 

祝聖後的歡呼（起立） 

主祭：信德的奧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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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式 

信友： 基督，我們傳報祢的聖死，我們歌頌祢的復活，我們期待祢光榮的
來臨。

  
第二式 

信友： 基督，我們每次吃這餅，飲這杯，就是傳報祢的聖死，期待祢光榮
的來臨。 

第三式 

信友： 救世的恩主，祢藉著苦難及復活，恢復了我們的自由，求祢拯救我
們。 

主祭伸手： 

主祭： 上主，所以我們現在舉行救恩大典，追念基督的死亡與下降陰間，
宣揚祂的復活與光榮的升天；我們期待著祂榮耀的降來，向祢獻上
祂的聖體聖血，作為祢所歆饗的就是聖祭。 

              上主，求祢垂顧祢為教會準備的祭品，恩准所有分享同一個餅和同
一杯酒的人，由聖神合為一體，在基督內成為生活的祭品，歌頌祢
的光榮。 

               上主，現在我們向祢奉獻這聖祭，求祢垂念我們的教宗、我們的主
教、所有主教、聖職人員，求獻彌撒的人，參禮的人，祢的全體子
民，以及誠意尋求祢的人。求祢也垂念安息於基督的信眾；並垂念
我們的祖先和所有的亡者，他們的信德只有祢知道。仁慈的父，求
祢恩准我們作祢子女的，隨同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和祢的宗
徒及聖人，共同繼承天國的產業，偕同由罪惡及死亡中解脫的萬
物，（合掌）藉著我們的主基督頌揚祢，祢藉著祂賜給世界一切美
善。

 
聖三頌
 
主祭一手持聖爵，一手持置有聖體的聖盤，一同舉起：

主祭： 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
內，並聯合聖神，都歸於祢，直到永遠。 

信友：阿們。 

－下接領聖體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