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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九日敬禮 

─ 認識將誕生的耶穌基督 ─ 

 

依照教會禮儀年的規劃依照教會禮儀年的規劃依照教會禮儀年的規劃依照教會禮儀年的規劃，，，，聖誕節前的將臨期中聖誕節前的將臨期中聖誕節前的將臨期中聖誕節前的將臨期中，，，，自十二月自十二月自十二月自十二月 17171717 日到聖誕節是比較日到聖誕節是比較日到聖誕節是比較日到聖誕節是比較

重要的日子重要的日子重要的日子重要的日子，，，，有特別的禮儀經文有特別的禮儀經文有特別的禮儀經文有特別的禮儀經文，，，，為幫助為幫助為幫助為幫助我們更認識我們更認識我們更認識我們更認識即即即即將來將來將來將來臨臨臨臨的默西亞的默西亞的默西亞的默西亞，，，，做最後做最後做最後做最後

的準備的準備的準備的準備。。。。每日的主題取自日課經每日的主題取自日課經每日的主題取自日課經每日的主題取自日課經 17171717 日至聖誕節日至聖誕節日至聖誕節日至聖誕節晚禱晚禱晚禱晚禱謝主曲謝主曲謝主曲謝主曲（（（（magnificatmagnificatmagnificatmagnificat））））的的的的「「「「對對對對

經經經經」」」」    ，，，，這些對經禮儀稱之為大對經這些對經禮儀稱之為大對經這些對經禮儀稱之為大對經這些對經禮儀稱之為大對經（（（（AntiphonaAntiphonaAntiphonaAntiphonae majorese majorese majorese majores）。）。）。）。在革新的彌撒經文在革新的彌撒經文在革新的彌撒經文在革新的彌撒經文

中中中中，，，，將之改編將之改編將之改編將之改編，，，，也也也也用作將臨期十二月用作將臨期十二月用作將臨期十二月用作將臨期十二月 17171717 日至聖誕節日至聖誕節日至聖誕節日至聖誕節彌撒每日福音前的歡呼詞彌撒每日福音前的歡呼詞彌撒每日福音前的歡呼詞彌撒每日福音前的歡呼詞，，，，

意味著期待默西亞的來臨意味著期待默西亞的來臨意味著期待默西亞的來臨意味著期待默西亞的來臨，，，，為我們宣講福音為我們宣講福音為我們宣講福音為我們宣講福音。。。。如此如此如此如此，，，，每日晚禱與彌撒相配合每日晚禱與彌撒相配合每日晚禱與彌撒相配合每日晚禱與彌撒相配合。。。。因因因因

此此此此，，，，此聖誕節此聖誕節此聖誕節此聖誕節九日敬禮九日敬禮九日敬禮九日敬禮，，，，也宜於也宜於也宜於也宜於 17171717 日開始日開始日開始日開始。。。。    

此九日敬禮此九日敬禮此九日敬禮此九日敬禮在堂區內可與聖體降福配合或獨立舉行在堂區內可與聖體降福配合或獨立舉行在堂區內可與聖體降福配合或獨立舉行在堂區內可與聖體降福配合或獨立舉行。。。。在將臨期通常習慣唱在將臨期通常習慣唱在將臨期通常習慣唱在將臨期通常習慣唱「「「「快來快來快來快來

至聖默西亞至聖默西亞至聖默西亞至聖默西亞」」」」聖歌聖歌聖歌聖歌，，，，此九日敬禮此九日敬禮此九日敬禮此九日敬禮配合教會禮儀配合教會禮儀配合教會禮儀配合教會禮儀，，，，幫助我們更認識這位默西亞幫助我們更認識這位默西亞幫助我們更認識這位默西亞幫助我們更認識這位默西亞，，，，期期期期

待著他的來臨待著他的來臨待著他的來臨待著他的來臨。。。。    

 

一、聖歌聖歌聖歌聖歌：快來至聖默西亞（如舉行聖體降福，供出聖體） 

領/眾：快來至聖默西亞，速救萬民，從天降下，爾為罪人開恩赦，快來照

此長夜。 

 

詞與調請看聖歌集詞與調請看聖歌集詞與調請看聖歌集詞與調請看聖歌集，，，，以下的歌詞為新編以下的歌詞為新編以下的歌詞為新編以下的歌詞為新編，，，，取代舊有的取代舊有的取代舊有的取代舊有的，，，，以配合將臨期始自十以配合將臨期始自十以配合將臨期始自十以配合將臨期始自十

二月十七日後之禮儀二月十七日後之禮儀二月十七日後之禮儀二月十七日後之禮儀） 

第一日：上主的智慧，請速駕臨，教導人類，開啟心門，接受福音，實踐聖

訓。 

第二日：人民的牧者，請速駕臨，尋找亡羊，領回牧場，共屬一牧，歡聚天

鄉。 

第三日：葉瑟的根苗，請速駕臨，達味後裔，萬民皈依，引領我人，邁向福

地。 

第四日：達味的鑰匙，請速駕臨，打開牢獄，釋放死囚，不再犯罪，獲享自

由。 

第五日：升起的旭日，請速駕臨，光輝四射，普照人群，驅逐暗暝，溫暖人

心。 

第六日：萬民的君主，請速駕臨，施展王權，建立神國，召喚世人，崇敬真

神。 

第八日：厄瑪努爾， 請速駕臨，與民同住，伴隨我們，穩走天路，追求永

福。 

第九日：和平的聖王，請速駕臨，領導人類，消除糾紛，和平相處，互愛互

助。 

唱歌後唱歌後唱歌後唱歌後，，，，全體劃十字聖號全體劃十字聖號全體劃十字聖號全體劃十字聖號：：：：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阿們阿們阿們。 



 2 

二二二二、、、、開端禱詞開端禱詞開端禱詞開端禱詞    

1、第一日：默西亞─上主的智慧 

默西亞默西亞默西亞默西亞、、、、即基督即基督即基督即基督，，，，是至高天主的智慧是至高天主的智慧是至高天主的智慧是至高天主的智慧，，，，是發自天主的聖言是發自天主的聖言是發自天主的聖言是發自天主的聖言，，，，天主第二位天主第二位天主第二位天主第二位，，，，天天天天

主藉著祂創造了萬有主藉著祂創造了萬有主藉著祂創造了萬有主藉著祂創造了萬有。。。。禮儀讓我們直接稱呼祂禮儀讓我們直接稱呼祂禮儀讓我們直接稱呼祂禮儀讓我們直接稱呼祂    「「「「智慧啊智慧啊智慧啊智慧啊！」！」！」！」    （（（（O O O O 

Sapientia!Sapientia!Sapientia!Sapientia!）。）。）。）。    

請大家祈禱： 

    主基督，至高天主的智慧，你創造了美妙的萬物，剛強柔和地治理一切，

使萬有井然有序，由於人類的愚蠢無知，常予以破壞。求你來教導我們明智

的道路，指示我們如何善用你所供給我們的一切事物。你和聖父及聖神是唯

一天主，永生永王。阿們。 

  下接聖經選讀下接聖經選讀下接聖經選讀下接聖經選讀 

2、第二日：默西亞─選民的牧者 

舊約時代舊約時代舊約時代舊約時代，，，，上主領導上主領導上主領導上主領導以色列脫離以色列脫離以色列脫離以色列脫離在埃及的在埃及的在埃及的在埃及的奴役生活奴役生活奴役生活奴役生活，，，，獲得自由獲得自由獲得自由獲得自由，，，，在曠野裡在曠野裡在曠野裡在曠野裡時時時時

時照顧他們時照顧他們時照顧他們時照顧他們，，，，帶領他們有如牧人帶領羊群帶領他們有如牧人帶領羊群帶領他們有如牧人帶領羊群帶領他們有如牧人帶領羊群，，，，而而而而被稱為選民的領袖被稱為選民的領袖被稱為選民的領袖被稱為選民的領袖、、、、牧者牧者牧者牧者（（（（參參參參

詠詠詠詠 22222222 首首首首）。）。）。）。教會要我們呼求上主教會要我們呼求上主教會要我們呼求上主教會要我們呼求上主（（（（O AdonaiO AdonaiO AdonaiO Adonai）））），，，，他他他他在今天仍領導我們在今天仍領導我們在今天仍領導我們在今天仍領導我們、、、、照顧我照顧我照顧我照顧我

們們們們────────新選民新選民新選民新選民，，，，作我們的牧者作我們的牧者作我們的牧者作我們的牧者。 

請大家祈禱： 

全能的上主，以色列家的統治者、選民的牧者，你以大能的手領導他們擺脫

外族的奴役和壓迫，經過荒野、奔向福地，安度自由的生活。我們透過洗禮

成為你牧場的羊群，你派遣你的聖子，作我們的善牧，領導我們奔向永生的

牧場、天鄉。我們感謝你、讚美你，更求你施展大能，藉你的聖子基督，召

喚在這世界上許多迷途的羊群，使他們能聽從善牧的呼聲，進入他的羊棧、

教會大家庭，共度信、望、愛的生活。期能日後同進天國，共享永福。以上

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阿們。 

 

3、第三日：默西亞─葉瑟的根苗 

舊約中先知預言（依十一 1），人民所期待的默西亞將出自葉瑟之家，稱之為

葉瑟葉瑟葉瑟葉瑟之根之根之根之根。。。。葉瑟是達味之父葉瑟是達味之父葉瑟是達味之父葉瑟是達味之父，，，，意指默西亞出自達味的後裔意指默西亞出自達味的後裔意指默西亞出自達味的後裔意指默西亞出自達味的後裔，，，，日後在耶穌傳道日後在耶穌傳道日後在耶穌傳道日後在耶穌傳道

時時時時，，，，就就就就有人稱呼他為達味之子有人稱呼他為達味之子有人稱呼他為達味之子有人稱呼他為達味之子。。。。達味王國是以色列歷史中最強盛的世代達味王國是以色列歷史中最強盛的世代達味王國是以色列歷史中最強盛的世代達味王國是以色列歷史中最強盛的世代。。。。以以以以

後時期的人民常寄望一個強有力的君王重建像達味時代的後時期的人民常寄望一個強有力的君王重建像達味時代的後時期的人民常寄望一個強有力的君王重建像達味時代的後時期的人民常寄望一個強有力的君王重建像達味時代的王王王王國國國國，，，，尤其在國土尤其在國土尤其在國土尤其在國土

被羅馬帝國佔領時期被羅馬帝國佔領時期被羅馬帝國佔領時期被羅馬帝國佔領時期，，，，這種渴望尤為殷切這種渴望尤為殷切這種渴望尤為殷切這種渴望尤為殷切。。。。耶穌的降來耶穌的降來耶穌的降來耶穌的降來，，，，人民把這種渴望寄人民把這種渴望寄人民把這種渴望寄人民把這種渴望寄

託在他身上託在他身上託在他身上託在他身上。。。。一如以色列渴望默西亞的拯救一如以色列渴望默西亞的拯救一如以色列渴望默西亞的拯救一如以色列渴望默西亞的拯救，，，，禮儀也要我們呼求禮儀也要我們呼求禮儀也要我們呼求禮儀也要我們呼求此葉瑟之根此葉瑟之根此葉瑟之根此葉瑟之根

（（（（O radix JesseO radix JesseO radix JesseO radix Jesse）））），，，，達味之子達味之子達味之子達味之子，，，，來解救我們來解救我們來解救我們來解救我們，，，，使我們獲得身心的真正自由使我們獲得身心的真正自由使我們獲得身心的真正自由使我們獲得身心的真正自由，，，，

能實踐信仰能實踐信仰能實踐信仰能實踐信仰，，，，侍奉唯一真主侍奉唯一真主侍奉唯一真主侍奉唯一真主。 

請大家祈禱： 

主基督，達味之子，以色列、選民所期待的救主，在你所選定的時期，誕生

在白冷城。但是有許多人不接受你。你來到了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卻不承

認你。只有你特選的門徒，接受你、跟隨你，把你的福音帶給其他民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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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天主的新選民。我們感謝你、讚美你，但在今天的世界上仍有無數的人

未曾接受你的福音，求你降來，召喚更多的使徒，能到處廣傳你的福音，接

受你為萬民唯一的救主。你同聖父及聖神是唯一的天主。阿們。 

 

4、第四日：默西亞─達味的鑰匙 

依依依依撒意亞先知預言撒意亞先知預言撒意亞先知預言撒意亞先知預言（（（（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22222222）））），，，，天主將把達味的鑰匙交給他特選的一位僕人天主將把達味的鑰匙交給他特選的一位僕人天主將把達味的鑰匙交給他特選的一位僕人天主將把達味的鑰匙交給他特選的一位僕人

（（（（國王國王國王國王），），），），新約中指出這位掌握達味的鑰匙者即是基督新約中指出這位掌握達味的鑰匙者即是基督新約中指出這位掌握達味的鑰匙者即是基督新約中指出這位掌握達味的鑰匙者即是基督（（（（參閱默一參閱默一參閱默一參閱默一 18181818；；；；三三三三 17171717）。）。）。）。

掌握鑰匙象徵握有大權能掌握鑰匙象徵握有大權能掌握鑰匙象徵握有大權能掌握鑰匙象徵握有大權能。。。。耶穌曾把天國的鑰匙交託給伯鐸耶穌曾把天國的鑰匙交託給伯鐸耶穌曾把天國的鑰匙交託給伯鐸耶穌曾把天國的鑰匙交託給伯鐸（（（（瑪十六瑪十六瑪十六瑪十六 19191919）。）。）。）。

教會在禮儀中直呼默西亞教會在禮儀中直呼默西亞教會在禮儀中直呼默西亞教會在禮儀中直呼默西亞////降來的救主為降來的救主為降來的救主為降來的救主為「「「「達味達味達味達味的鑰匙的鑰匙的鑰匙的鑰匙」（」（」（」（O Clavis DavidO Clavis DavidO Clavis DavidO Clavis David），），），），

說明耶穌是擁有大權能的國王說明耶穌是擁有大權能的國王說明耶穌是擁有大權能的國王說明耶穌是擁有大權能的國王，，，，來到世界上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王國來到世界上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王國來到世界上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王國來到世界上要建立一個強大的王國，，，，但不是但不是但不是但不是

世俗的世俗的世俗的世俗的，，，，而是屬神的王國而是屬神的王國而是屬神的王國而是屬神的王國，，，，他的教會他的教會他的教會他的教會。。。。 

請大家祈禱： 

主基督，你降來人世，拯救萬民，藉著十字架、永生的鑰匙，給人類開啟了

天國之門。我們感謝你、讚美你；人類之中還有許多人坐在金錢、名利、虛

榮、迷信、酒醉金迷的牢獄中，求你以你大能的鑰匙，打開他們牢獄之門，

領導他們邁向永生的天國。你和聖父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們。 

 

5、第五日：默西亞─升起的旭日 

稱默西亞為旭日稱默西亞為旭日稱默西亞為旭日稱默西亞為旭日，，，，源自路加福音源自路加福音源自路加福音源自路加福音（（（（一一一一 78787878）：「）：「）：「）：「旭日由高天旭日由高天旭日由高天旭日由高天 Oriens ex altoOriens ex altoOriens ex altoOriens ex alto 向向向向

我們照耀我們照耀我們照耀我們照耀」，」，」，」，是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是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是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是依撒意亞先知的預言（（（（九九九九 1111））））的應驗的應驗的應驗的應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到了一道皓光看到了一道皓光看到了一道皓光看到了一道皓光，，，，光輝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光輝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光輝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光輝射在那寄居在漆黑之地的人們身上」。」。」。」。默西亞是天父的默西亞是天父的默西亞是天父的默西亞是天父的

光輝光輝光輝光輝，，，，把真光帶到黑暗的世界上把真光帶到黑暗的世界上把真光帶到黑暗的世界上把真光帶到黑暗的世界上。。。。教會禮儀讓我們稱呼他教會禮儀讓我們稱呼他教會禮儀讓我們稱呼他教會禮儀讓我們稱呼他「「「「升起的旭日升起的旭日升起的旭日升起的旭日」」」」( O( O( O( O    

Oriens)Oriens)Oriens)Oriens)。。。。他來到世界他來到世界他來到世界他來到世界上上上上，，，，驅逐黑暗驅逐黑暗驅逐黑暗驅逐黑暗，，，，光耀人間光耀人間光耀人間光耀人間。。。。 

請大家祈禱： 

主耶穌基督，你是由東方升起的旭日，給我人帶來光明和溫暖，我們感謝你、

讚美你；求你乃驅逐我們社會間的黑暗，暖化人間冰冷的心腸。你也是正義

的太陽，求你施展大能在人間彰顯你的真理，伸張你的正義，使世人都能以

誠信交往，按公平相處，使人人都享有安和樂利的生活。求你俯聽我們的呼

求，你和聖父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們。 

 

6、第六日：默西亞─萬民的君王 

舊約中舊約中舊約中舊約中尤其聖詠中尤其聖詠中尤其聖詠中尤其聖詠中常稱呼天主為王常稱呼天主為王常稱呼天主為王常稱呼天主為王，「，「，「，「上上上上主為王主為王主為王主為王，，，，統治萬統治萬統治萬統治萬邦邦邦邦」，」，」，」，世界上其他國世界上其他國世界上其他國世界上其他國

王僅是天主的代表王僅是天主的代表王僅是天主的代表王僅是天主的代表。。。。舊約中已經有預言舊約中已經有預言舊約中已經有預言舊約中已經有預言，，，，默西亞將稱為萬民之王默西亞將稱為萬民之王默西亞將稱為萬民之王默西亞將稱為萬民之王（（（（創四十九創四十九創四十九創四十九

10101010）。）。）。）。米該亞先知預言米該亞先知預言米該亞先知預言米該亞先知預言（（（（五五五五 1111----3333），），），），以色列的國王將生自白冷以色列的國王將生自白冷以色列的國王將生自白冷以色列的國王將生自白冷。。。。當耶穌誕生時當耶穌誕生時當耶穌誕生時當耶穌誕生時

有外邦的賢士有外邦的賢士有外邦的賢士有外邦的賢士（（（（國王國王國王國王））））前來朝拜前來朝拜前來朝拜前來朝拜，，，，已已已已顯示基督的王權將普及萬邦顯示基督的王權將普及萬邦顯示基督的王權將普及萬邦顯示基督的王權將普及萬邦。。。。但他的國但他的國但他的國但他的國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世俗的國世俗的國世俗的國世俗的國（（（（若十八若十八若十八若十八 36363636），），），），他的王權也不侷限於一個地區他的王權也不侷限於一個地區他的王權也不侷限於一個地區他的王權也不侷限於一個地區。。。。他的名號將稱他的名號將稱他的名號將稱他的名號將稱

為為為為「「「「萬王之王萬王之王萬王之王萬王之王，，，，萬主之主萬主之主萬主之主萬主之主」（」（」（」（默十九默十九默十九默十九 33336666）。）。）。）。    

請大家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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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基督，舊約預言的默西亞，誕生白冷，蒙聖神傅油，賜以王位；以十

字架的犧牲，解救人類擺脫邪惡權勢，建立真理與生命的神國，正義、仁愛

與和平的神國──你的聖教會，使世人都在你的國內享有自由和幸福的生

活；我們感謝你、讚美你；現在世界上，黑暗的勢力、虛偽的迷信，仍控制

著許多人的心靈，求你快來解救，使你的神國快速擴展，人人都承認你為萬

王之王，萬主之主。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們。 

 

7、第七日：默西亞─厄瑪努爾 

依照舊約先知的預言依照舊約先知的預言依照舊約先知的預言依照舊約先知的預言，，，，默西亞的名字默西亞的名字默西亞的名字默西亞的名字，，，，將稱為將稱為將稱為將稱為「「「「厄瑪努爾厄瑪努爾厄瑪努爾厄瑪努爾」（」（」（」（依七依七依七依七 14,14,14,14,八八八八 8888、、、、9999、、、、

10101010），），），），意思意思意思意思是是是是「「「「天主與我們同在天主與我們同在天主與我們同在天主與我們同在」。」。」。」。耶穌的誕生應驗了此預言耶穌的誕生應驗了此預言耶穌的誕生應驗了此預言耶穌的誕生應驗了此預言（（（（瑪一瑪一瑪一瑪一 22222222----23232323；；；；

路二路二路二路二 6666----11111111）。）。）。）。這降生的默西亞並非普通的人這降生的默西亞並非普通的人這降生的默西亞並非普通的人這降生的默西亞並非普通的人，，，，而是天主自己的兒子而是天主自己的兒子而是天主自己的兒子而是天主自己的兒子（（（（迦四迦四迦四迦四 4444），），），），

來到世界上來到世界上來到世界上來到世界上，，，，與我們同居共處與我們同居共處與我們同居共處與我們同居共處，，，，是要是要是要是要把我們由奴役中解救出來把我們由奴役中解救出來把我們由奴役中解救出來把我們由奴役中解救出來，，，，使我們成為使我們成為使我們成為使我們成為

天主的兒女天主的兒女天主的兒女天主的兒女。。。。    

請大家祈禱： 

主耶穌，先知預言的、選民期盼的默西亞，你終於誕生在一個小鎮、白冷， 

脫去了至高天主的威嚴，有如一個弱小的嬰兒出現人間，免除了我們人性的 

懼怕，使我們能與你容易接近，並伴隨我們走人生之路。我們感謝你、讚美 

你。求你再度顯示在我們的聖堂中、在我們的團體中，在我們的家庭中，使 

人人都接近你、敬愛你，如同牧羊人及東方賢士朝拜你，承認你是萬民的救 

主、天地間唯一的主宰。你是天主之子，永生永王。阿們。 

 

8、第八日（聖誕節前夕）：默西亞─和平的聖王 

默西亞是默西亞是默西亞是默西亞是世界世界世界世界之光之光之光之光、、、、是是是是和平之王和平之王和平之王和平之王，，，，給人帶來溫暖給人帶來溫暖給人帶來溫暖給人帶來溫暖、、、、帶來平安帶來平安帶來平安帶來平安。。。。這也這也這也這也是依撒意是依撒意是依撒意是依撒意

亞先知的預言亞先知的預言亞先知的預言亞先知的預言（（（（九九九九 5555----6666），），），），這預言應驗在耶穌基督身上這預言應驗在耶穌基督身上這預言應驗在耶穌基督身上這預言應驗在耶穌基督身上（（（（參瑪四參瑪四參瑪四參瑪四..15,..15,..15,..15,路二路二路二路二 22,22,22,22,

若一若一若一若一 4444、、、、7777、、、、9999）。）。）。）。耶穌誕生的夜晚耶穌誕生的夜晚耶穌誕生的夜晚耶穌誕生的夜晚（（（（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月月月 24242424），），），），我們稱之為我們稱之為我們稱之為我們稱之為「「「「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是和平之王駕臨之夜是和平之王駕臨之夜是和平之王駕臨之夜是和平之王駕臨之夜。。。。耶穌降來人間的使命耶穌降來人間的使命耶穌降來人間的使命耶穌降來人間的使命，，，，首先是天人之間的和好首先是天人之間的和好首先是天人之間的和好首先是天人之間的和好，，，，使人使人使人使人

回頭改過回頭改過回頭改過回頭改過，，，，能接近天主能接近天主能接近天主能接近天主；；；；其次是促進人類彼此之間的和諧其次是促進人類彼此之間的和諧其次是促進人類彼此之間的和諧其次是促進人類彼此之間的和諧，，，，度安和樂利的生度安和樂利的生度安和樂利的生度安和樂利的生

活活活活。。。。希望藉此敬禮幫助我們更瞭解子夜彌撒的意義希望藉此敬禮幫助我們更瞭解子夜彌撒的意義希望藉此敬禮幫助我們更瞭解子夜彌撒的意義希望藉此敬禮幫助我們更瞭解子夜彌撒的意義。。。。 

請大家祈禱： 

主耶穌基督，和平之王，我們的世界各地仍常有動亂糾紛，許多人身心都處

於混亂、不安的生活中；現在、一如以往，都需要你的駕臨，帶給我們真正

的平安和幸福。我們懇求你，在紀念和慶祝你誕生的大慶節時，再度降臨我

們每個人心中，以你締造和平的教導，化解人心的仇恨，使人人能攜手合作，

共謀大眾的和諧與幸福，使我們的世界真能享有永久的和平。你是和平的主

宰，永生永王。阿們。 

 

三三三三、、、、任選讀經任選讀經任選讀經任選讀經 

1. 箴八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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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七 5-3,14-27 

3.依十一 1-10 

4.依二二 1-23 

5.路一 68-79 

6.依三二 1-8 

7.依七 1-16 

8.依九 1-6 

每篇讀經後每篇讀經後每篇讀經後每篇讀經後，，，，唱唱唱唱「「「「快來快來快來快來，，，，至聖默西亞至聖默西亞至聖默西亞至聖默西亞」」」」及一節合適詩句及一節合適詩句及一節合適詩句及一節合適詩句。。。。 

然後可做簡短講道然後可做簡短講道然後可做簡短講道然後可做簡短講道，，，，或分享或分享或分享或分享；；；；或默想或默想或默想或默想。。。。 

 

四四四四、、、、    祈祈祈祈禱文禱文禱文禱文 

（可誦念每日禮讚十二月可誦念每日禮讚十二月可誦念每日禮讚十二月可誦念每日禮讚十二月 17-24 日之晨禱或晚禱的禱詞日之晨禱或晚禱的禱詞日之晨禱或晚禱的禱詞日之晨禱或晚禱的禱詞） 

領：主、基督，你是至高天主之子，卻甘願屈尊就卑，下降人間，解救人類的苦 

難。 

答：主、基督，請快來，帶給我們真正的幸福和平安。 

領：主，你是智慧之源，通達一切，也能治理一切。 

答：主基督，請快來，帶給我們真正有益的知識，而能善為利用。 

領：主，你是天國的鑰匙，為人類開啟天國之門，為囚犯打開監牢。 

答：主基督，請快來，給受迫害的教會帶來真正的信仰自由。 

領：主，你是東方升起的旭日，驅除人間黑暗，給我人帶來溫暖。 

答：主基督，請快來，給世界帶來真理之光，照亮人生應走之路。 

領：主，你是「厄瑪努爾」，甘願與卑微的人為伴，同居共處。 

答：主基督，請快來，給孤苦的人們帶來所需要的慰藉。 

領：主，你是和平的君王，是使萬民合一與團結的角石。 

答：主基督，請快來，給分裂的民族、破碎的家庭帶來統一與和諧。 

（可加念其他意向禱詞可加念其他意向禱詞可加念其他意向禱詞可加念其他意向禱詞） 

結束禱詞結束禱詞結束禱詞結束禱詞 

     主基督，至高天主之子，請俯聽我們的祈禱；你甘願藉由童貞瑪利亞降生

成人，居住人間，與人同甘共苦；求使所有的人，認出來並體驗到你的臨在，而

得到真正的信仰，獲得所希求的幸福。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答：阿們。 

最後可唱合適聖歌做結束。 

    

第九日第九日第九日第九日、、、、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聖誕節：默西亞─天主聖子 

   聖誕節是次於復活節的大慶節聖誕節是次於復活節的大慶節聖誕節是次於復活節的大慶節聖誕節是次於復活節的大慶節，，，，在此節日在此節日在此節日在此節日，，，，每位司鐸可舉行三台彌撒每位司鐸可舉行三台彌撒每位司鐸可舉行三台彌撒每位司鐸可舉行三台彌撒，，，，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也鼓勵信友盡可能參與也鼓勵信友盡可能參與也鼓勵信友盡可能參與也鼓勵信友盡可能參與，，，，使我們更深入地瞭解使我們更深入地瞭解使我們更深入地瞭解使我們更深入地瞭解，，，，誕生誕生誕生誕生的默西亞的默西亞的默西亞的默西亞，，，，不僅是一位特殊不僅是一位特殊不僅是一位特殊不僅是一位特殊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他他他他更更更更是天主是天主是天主是天主的的的的唯一聖子唯一聖子唯一聖子唯一聖子。。。。    

            今天除到教堂參與彌撒外今天除到教堂參與彌撒外今天除到教堂參與彌撒外今天除到教堂參與彌撒外，，，，可在馬棚前做默觀祈禱可在馬棚前做默觀祈禱可在馬棚前做默觀祈禱可在馬棚前做默觀祈禱。。。。透過恭讀聖經默想耶穌透過恭讀聖經默想耶穌透過恭讀聖經默想耶穌透過恭讀聖經默想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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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的史實誕生的史實誕生的史實誕生的史實。。。。相信每個聖堂內都有相信每個聖堂內都有相信每個聖堂內都有相信每個聖堂內都有馬棚的設置馬棚的設置馬棚的設置馬棚的設置，，，，馬棚中除放置主要人物外馬棚中除放置主要人物外馬棚中除放置主要人物外馬棚中除放置主要人物外，，，，馬棚馬棚馬棚馬棚

旁最好也放置一支復活大蠟燭旁最好也放置一支復活大蠟燭旁最好也放置一支復活大蠟燭旁最好也放置一支復活大蠟燭，，，，象徵耶穌是真光象徵耶穌是真光象徵耶穌是真光象徵耶穌是真光，，，，來到世界上來到世界上來到世界上來到世界上，，，，照耀人間照耀人間照耀人間照耀人間；；；；也象也象也象也象

徵他的徵他的徵他的徵他的降生是他逾越奧蹟的開始降生是他逾越奧蹟的開始降生是他逾越奧蹟的開始降生是他逾越奧蹟的開始，，，，他的一生將是走向他苦難他的一生將是走向他苦難他的一生將是走向他苦難他的一生將是走向他苦難、、、、死亡與復活的旅程死亡與復活的旅程死亡與復活的旅程死亡與復活的旅程。。。。    

此敬禮開始此敬禮開始此敬禮開始此敬禮開始大家先劃十字聖號大家先劃十字聖號大家先劃十字聖號大家先劃十字聖號。。。。    

     1））））  序經序經序經序經對經對經對經對經 

答：基督今天為我們誕生了基督今天為我們誕生了基督今天為我們誕生了基督今天為我們誕生了，，，，請大家前來朝拜請大家前來朝拜請大家前來朝拜請大家前來朝拜。。。。 

領經者可領念聖詠九十四首領經者可領念聖詠九十四首領經者可領念聖詠九十四首領經者可領念聖詠九十四首。。。。每節後全體答念對經每節後全體答念對經每節後全體答念對經每節後全體答念對經。。。。 

或念或念或念或念/唱以下詩歌唱以下詩歌唱以下詩歌唱以下詩歌：：：： 

（一）基督是真光， 

來到世界上 

像光芒四射的太陽， 

給人溫暖，炙熱冰冷的心腸， 

給人光亮，照耀人生的方向， 

我們要向基督歡唱， 

你是萬民的救主， 

普世的君王。   答：基督今天… 

(二) 基督生活在昨天， 

基督生活在今天， 

基督生活到永遠， 

放射亮光在人間， 

導引迷途的羊群， 

回歸永生的羊棧。  答：基督今天… 

（二）基督在我們旁邊 

基督在我們心田， 

基督在我們中間， 

點燃摯熱的火焰，. 

炙熱冷酷的世界， 

散播天父的溫暖。  答：基督今天… 

   2）恭讀聖經恭讀聖經恭讀聖經恭讀聖經 （隨讀經默想基督誕生的事蹟） 

      ─路二 1-5：聖母瑪利亞與若瑟到白冷，天主的救恩計畫開始逐步實現… 

      ─路二 6-7：耶穌誕生，天主子屈尊就卑，至高君王甘願做人子… 

      ─路二 8-20：牧羊人來朝拜，貧窮、謙卑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能看到

天主、與天主接近… 

3）））） 祈禱文祈禱文祈禱文祈禱文 

領：讓我們朝拜降生在馬棚中的基督，他空虛了自己，取了奴隸的身體， 

除了罪以外，完全與人一樣，好能與我人相處。讓我們以熱誠的信德 

向他祈禱：    

答答答答：：：：主基督主基督主基督主基督，，，，我們讚美你我們讚美你我們讚美你我們讚美你、、、、感謝你感謝你感謝你感謝你，，，，請俯聽我們的祈禱請俯聽我們的祈禱請俯聽我們的祈禱請俯聽我們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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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主基督，你取了人性的軟弱，與人同甘共苦；求你做脆弱者的 

力量，受苦者的安慰。答同上。 

       領：主基督，你生來就忍受貧窮，而待人溫良；求你憐憫貧困，使獲得 

豐衣足食，度安定的生活。 

       領：主基督，永恆的聖言，你的誕生給世人帶來了救恩的喜訊；求你常 

眷顧我們，使我們對永生常保持希望。 

       領：主基督，和平的君王，你派遣了天使向人類傳報平安；求你使我們 

的國家、社會、家庭安享太平。 

       領：主基督，你降生成人，願體驗人類生命的短暫和坎坷的命運；求你 

恩賜我們安然度此短暫的生活後，也能進入你永恆的國度。 

       領：請大家祈禱：（靜默靜默靜默靜默片刻片刻片刻片刻，，，，各自為其他意向祈禱各自為其他意向祈禱各自為其他意向祈禱各自為其他意向祈禱） 

主基督，你誕生成為一個弱小的嬰兒，但我們相信你是全能的天主 

之子，永恆的君王，今天你已經不再是馬棚中的嬰兒，而是死而復 

活的享有光榮的主。求你俯聽我們懇切的祈禱。你和聖父及聖神是 

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答：阿們。 

4）））） 最後祝福最後祝福最後祝福最後祝福 

願今天誕生人間的救主、天主子和聖父及聖神，降福我們。阿們。 

5）））） 結束聖歌結束聖歌結束聖歌結束聖歌 

A.C. 

寫於寫於寫於寫於 2006 降臨期第一主日降臨期第一主日降臨期第一主日降臨期第一主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