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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020 甲年天主聖三節 

 

聖道禮儀 

 
禮儀用品：將整潔的擺佈鋪在桌子上，將十字架/聖像擺放中間位置，兩邊放置蠟燭或

花，將聖經擺放在十字架的前方，如同主日在聖堂看到的祭台的相類似。 
 
一、開始儀式 

1. 介紹今天禮儀的程式和要點  
2. 聖歌（歡欣相聚，讚美天主）（起立）  
3. 十字聖號 

領：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眾：阿們。。 
  

 4. 引言 （可參考以下的重點）：  

領：感謝天主讓我們教堂得以有限度地解封，在疫情期間仍可以到聖堂來恭敬

崇拜天主。感謝教友義工在每台彌撒前的徹底消毒清潔，來確保教友們的

安全健康。主日是教會相聚，慶祝主基督復活的日子。如果您還沒有準備

好前來參加聖堂彌撒，也歡迎您參加線上直播彌撒，一起聆聽上主的聖言，

（並以神領的方式領受耶穌基督的聖體）；我們為整個教會、我們堂區

（團體）的每一位成員，包括神父、主教祈禱。現在，讓我們懷著信德，

反省我們的思言行為，祈求上主更新我 們的生活。（省察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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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悔罪式（任選一式，目的是幫助信友懺悔。）  
【第一式】  
全體：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 過失。我

罪、我罪、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 天使、聖人、和你

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 
領：上主，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基督，求祢垂憐。   眾：基督，求祢垂憐。 

領：上主，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第二式】 
領：上主，求祢垂憐。       眾：因為我們得罪了祢。 
領：上主，求祢大發慈悲。  眾：施給我們救恩。  
【第三式】  
領：主基督，祢來是為使我們與主與人修好。上主，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祢治瘉了因紛爭與罪惡所帶來的傷害。基督，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領：主基督，祢為我們向天主祈求。上主，求祢垂憐。  
眾：上主，求祢垂憐。 
6. 按禮規可唱合適的聖歌（目的是 幫助信友讚美天主）  
7. 禱文（按照《彌撒經文》的集禱經） 

 
領：天主聖父，祢把真理的聖言及聖化的聖神派遣到世上來，向世人啟示了祢

偉大而奇妙的奧跡；求祢幫助我們明認此真實的信仰，認識無限榮耀的永恆

聖三，敬拜全能的唯一天主。 
 
 
 
 

二、聖道禮（天主親臨向他的子民說話）（坐下） 
 8. 恭讀聖經（宣讀福音時，全體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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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禮儀 
讀經一：     

出谷紀三四，4b~6，8~9 
那時候，梅瑟清晨起來，照上主的吩咐，手中拿著兩塊石版，上了西奈山。上主

乘雲降下，站在梅瑟身旁，宣告上主的名。上主從梅瑟面前經過時，大聲宣告說：

「我是上主，上主是慈悲寬仁的天主，不輕易發怒，富於慈愛和信實。」梅瑟急忙俯

伏在地朝拜說：「上主，如果我確實在祢眼中得寵，求祢與我們同行；這人民固然執

拗，但是求祢寬恕我們的過犯和罪惡，讓我們作祢的子民。」               

這是天主的聖言 
  
答唱詠：       達三，52~56 
 

 

 

 

 

 

答：上主當受稱揚和頌讚，直到永遠。 
 

一、上主，我們祖先的天主，當受頌讚，當受稱揚和頌讚，直到永遠。祢光榮的聖名，

當受頌讚，當受稱揚和頌讚，直到永遠。答 
二、祢在光榮的聖殿中，當受頌讚，當受稱揚和頌讚，直到永遠。答 
三、在祢王國的寶座上，當受頌讚，當受稱揚和頌讚，直到永遠。答 
四、祢坐在天使之上，透視深淵，當受頌讚，當受稱揚和頌讚，直到永遠。答 
五、祢在穹蒼之上，當受頌讚，當受稱揚和頌讚，直到永遠。答 
  
讀經二：   

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後書十三，11~13 
弟兄姐妹們！你們要喜樂，要努力追求完美，要接受勸勉，要同心合意，要彼此

和睦相處。這樣，仁愛與平安的天主必與你們同在。 
你們要以聖潔的吻彼此問候。這裡的眾聖徒都問候你們。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

聖寵，聖神的恩賜，常與你們同在。 
這是天主的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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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肋路亞：     參照默一，8 
答：阿肋路亞。 
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歸於那今在昔在及將來永在的天主！ 
答：阿肋路亞。 

  
福    音：         

聖若望福音 三，16~18 
那時候，耶穌對尼苛德摩說：「天主竟這樣愛了世人，甚至賜下了祂的獨生子，

使所有信祂的人不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因為天主派遣子到世界上來，不是要定世

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藉著祂而得救。信祂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經定了；因

為他沒有信天主獨生子的名。」 

這是基督的福音 
  

 
  

 
  

  

  
10. 按禮規可念或唱信經（目的是幫助信友宣認信仰）（起立）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聖父，天地萬物，無論有形無形，都是祂所創

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祂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

生。祂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祂是聖

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祂為了

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鞠躬)「祂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

取得肉軀，而成為人」。祂在般雀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

受難而被埋葬。祂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祂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

邊。祂還要光榮地降來，審判生者死者，祂的神國萬世無疆。 
我信聖神，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聖子所共發。祂和聖父聖子，

同受欽崇，同享光榮，祂曾藉先知們發言。 
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我承認赦罪的聖洗，只

有一個。我期待死人的復活，及來世的生命。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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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友禱詞（為教會、主教和神職人員、世界、社會、有需要的人、團體及聖

召祈禱。） （起立） 
 

主禮：各位兄弟姊妹，我們曾因聖三之名受洗，聖神寓居在我們心中，教
我們祈求。讓我們誠心地把一切祝願交付給天主。讓我們為此向天
父祈求： 

 
領：請為普世教會祈禱。求主帶領她克服分裂和各種邪惡力量的攻擊，早日以淨

化了的精神，忠誠地向世界傳揚福音。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天主聖三是愛的共融合一團體。但願所有基督徒的家庭生活都能以聖三作榜

樣，成為聖三的肖像，而各民族之間亦反映聖三的共融。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請為生活越來越陷於艱難的巿民祈禱。經濟發展往往使少數人得益，並沒有

惠及巿民。求主幫助這個社會能以智慧制定短期的舒緩政策，以及長期的均富

政策。                                                                                               眾：求主俯聽我們 

 

領：現在，就讓我們靜默片刻，為各人心中的意願向天父祈求（稍候片刻）求主

垂允我們心中的默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眾：求主俯聽我們。 

 

 

主禮：天主父，你與聖子及聖神之間的愛，以及對我們的愛，完全超乎我們所能想像。

求你不斷以這愛聖化教會及世界。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

眾：阿們。 
 
 

 
  
 
三、神領聖體禮 

12. 天主經  
領：請大家起立。在領受基督聖體之前，讓我們以耶穌基督所教導 的經文，

求天父幫助我們相稱地領受這天國的食糧。（起立） 
全體：（念或唱天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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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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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平安禮 領：在領受基督聖體之前，讓我們首先互祝基督的平安。(互祝平安）  

 

14. 神領聖體經：吾主耶穌，我俯伏在祢腳前，向祢獻上我痛悔之心的懺悔。 

我的心陷入虛無的深淵，卻又沉浸於祢聖善的親臨。在祢愛的

聖事裡，我朝拜祢；在我心獻給祢的簡陋居所內，我渴望領受

祢。在等待聖事性共融的福樂之際，我願在精神上擁有祢。 

吾主耶穌，求祢來到我內，我也進入祢內。願祢的聖愛能燃燒

我的整個生命，無論生死。主耶穌，我相信祢，我盼望祢， 

我愛祢。阿們。（後可唱聖體的聖歌。） （領聖體後默禱。） 
  
15. 禱文（按照《彌撒經文》的領聖體後經）（起立）  

 
 
四、結束儀式  

16.  結束  
領：願天主降福我們，保護我們免於災禍，引領我們到達永生。 

 眾：阿們。 

 17. 禮成可唱一首聖歌 

 

※ 為避免接觸感染，這段期間不印製分發主日通訊經文單，若有需要每

主日網上經文單的教友們，歡迎致電華人辦公室告知您的電子郵箱或

微信號，我們將每主日為您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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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是愛 
林思川神父 

節日的來源 

「天主聖三節」所紀念與慶祝的核心，並不是一個耶穌在世上生活的事件，而是

教會有關天主內在本質所肯定的一個信仰教導。這個節日產生的歷史背景是有關「基

督論」和「天主論」的神學爭議，第四世紀中著名的亞略異端（Arianismus）過度強

調嚴格的一神主義，主張天主子不能被視為和天主一樣。教會面對這個挑戰，則根據

聖經的整體啟示，肯定天主父、子和聖神是三個不同位格，但卻是同一個天主，並運

用希臘哲學的概念，將這個信仰內涵綜合表達成「三位一體」的信裡。於是，許多不

同的地方教會便開始慶祝這個慶節，但直到主曆 1334 年才由當時居住在法國亞威農

（Avignon）的教宗若望二十二世訂為普世教會共同慶祝的節日。 
 

慶節的日期與福音選讀 

教會在聖神降臨節後的主日慶祝天主聖三節，目的在於邀請普世基督徒，一起以

感恩的心來回顧在歷史中已完成的救援奧蹟：「天主聖父、藉著聖子、在聖神的共融

中施予人類的救援工程」。 

天主三位一體這個信理的聖經基礎並不是某段特殊的聖經經文，而是根據聖經的

整體啟示，因此在今日所選讀的福音中，天主三位的稱號並未全都出現，也不足為怪。

應該注意的是，今日所選讀的福音雖然只有短短的三節經文，卻包含了天主救援世人

的三個核心主題：天主的愛、普世性的救援、人的審判。 
 

天主是愛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致喪亡，反

而獲得永生。」（若三 16）這段經文以精簡的語句綜合了基督信仰最核心的救恩喜訊。 

「天主為了世人把他的獨生子交付出來」，這是在新約聖經中常見到的初期教會

的信仰表達格式，其中所謂的「交付出來」狹義而言就是指十字架上的死亡；廣義而

言則更是指天父賦予耶穌的整個派遣使命。今日的福音經文我們讀到的並非「交付」，

而是「賜下」，更強調出天主子是天主父最心愛的，也是他給予世人的最珍貴的「禮

物」。天主之所以如此做只能有一個理由，就是對祂世人的愛。若壹四 9 對這個真理

作了最好的詮釋：「天主是愛，天主對我們的愛在這世上已顯露出來：就是他把自己

的獨生子，打發到世界上來，好使我們藉著他得到生命。」天主是深愛世人、並因此

而參與人類的歷史的天主，天主藉著把自己的獨生子賜給世人這個歷史性行動，使祂

對世人的愛成為具體可見的。天主的這個愛的行動的目的就是，使原本因犯罪走向喪

亡人得以脫離喪亡而得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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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性的救援 

天主子被派遣到世界上來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拯救世人：「因為天主沒有派

遣子到世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他而獲救。」（若三 17）這段話表現出天

主在耶穌身上所施展的救援是「普世性」的救援，天主絕不願意世界喪亡，也不是緊

緊希望某些人得救而已，天主的意願是要祂的子來拯救一切人。關於這一點若望壹書

也提出了最好的詮釋：「我們曾瞻仰過，並且作證：父打發子來做世界的救主。」

（若壹四 14）在這個愛的行動中，天主顯示自己實在是舊約天主子民所經驗到的「慈

悲寬仁的天主，不輕易發怒，富於慈愛和信實。」（出三四 6） 
 

人的審判 

救援的反面就是「喪亡」！若望福音的作者在這裡用「審判」來表達這個狀態：

「那信從他的，不受審判；那不信的已受了審判，因為他沒有信從天主獨生子的名

字。」（若三 18）誰如果不相信天主子給人帶來生命，不領受他贈與的生命，就已經

跌入決定性、「末世性」審判的狀態。若望福音強調審判的發生並不是在死後，反而

就是在此時此刻，就在人生活的每一個當下。而且事實上也並非天主將要審判我們，

因為就天主本身而言，祂所願意的根本不是審判，而是救援。如果在這種情形之下，

仍然有審判發生的話，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因為人不相信子。所謂天主的審判，不

過就是祂對人由於不信的抉擇而造成的結果加以確認而已。 
 

救援是天主聖三愛的工程 

雖然這段經文肯定，審判就發生在此時此刻，這是一種「現時性」的末世論；但

就若望福音整體而言，這個肯定卻並未排除「將來性」的末世論。人的確因為不相信

天主子而已被審判，但是由於人活在歷史時空當中，還一直有機會從不信當中悔改而

相信天主子。因為天主是愛，祂的旨意是要讓一切人都得救，祂派遣聖神來教導人認

識一切真理，目的就是幫助人相信子。因為聖神在歷史中一直伴隨著人生活，引人進

入真理而相信子，並因此而脫離喪亡，得到永生。救援實在是天主聖三在世人身上進

行的愛的工程！ 
 
反省與實踐： 

1. 我經驗過天主聖三嗎？我和聖父、聖子、聖神分別有怎麼樣的關係？ 
2. 聖三的共融，如何影響了我？我如何讓自己進入聖三的共融中？ 
3. 我最常向聖三中的哪一位祈求？為什麼？ 

 
若想閱讀更多林思川神父的作品，歡迎點選林神父的個人網站：【思高聖經推廣中心】 



蒙市 聖湯瑪斯堂 本週彌撒意向 
6-7-2020 

感  恩 

楊雪虹(九)，Jeffrey 蔡及家人，陳蘇、陳科全家(四)，陳明娟(九)，陳月琴(十)， 

徐培芳(十)，林允錦及家人(六)，余佩瑜全家(六)，周稚傑全家(六)， 

吳嘉寶及家人(五)，崔忠海、馬秀慧為兒子 Tony 崔感恩全額獎學金順利進入 MIT(四) 

吳蓉、樓華期(二) 
 
求恩：(求平安、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等) 
楊曉春(三)，鄒忠禮(三)，鄒麗文(二)，楊欣暢(三) 

薛瑞琴為小孫子 Evan Yu 求身體早日康復(三)，黃小鳳為長輩朱建國求早日恢復健康 

吳春輝、陳月琴求平安渡過疫情(八)，余佩瑜為媽媽梁滿英(六) 

 李雲達全家(十)，潘明勇及家人(四)，陳明娟(五)，朱藝為父母朱承先、王培明(五) 

朱藝為子女朱和睿、朱菀婷求學習進步品德兼優(五) 
米蘭花求主降福學校和兒女孫輩們順利平安(五)，劉忻忻為妹妹劉惠惠(一) 

谷睿珩為父親谷毅貴、母親米蘭花一切順利、姐姐谷睿瑄(七) 
朱威、陳皓為父親朱建國求早日恢復健康(一)，劉雅詩(八)，吳嘉寶及家人(五) 

李文淵、李世澤、李遠澤、王鄭紅、李嘉儀 事事順利(十) 
王喃、呂鵬、張亞云、楊忠平、Aaron, Dorothy 全家 
  

煉靈：(求靈魂永安、安息主懷、早升天國) 
 
Sindy Ng 與家人追思母親吳張其英(八)，劉貴蘭追思母親由秀鈴(十) 
蔣俊育、朱萍追思母親余榮妹、姨媽王培亞(三) 

胡登書、樓華期追思余榮妹、王培亞(二) 

薛瑪利追思余榮妹、王培亞(一)，薛瑪利追思林寶金、薛清宋、孫乃宋、余朱宋(一) 

教友追思新亡者蔣繼承(三)，黃小鳳及家人追思父親黃定成(六) 
吳春輝、陳月琴追思舅舅陳炳渭、長輩黃定成(五) 
黑幼靜、劉鎮邦追思新亡者大哥黑幼虞 (十) 
蔣俊育、朱萍追思伯父蔣宗英(十)，蔡瑩、蔡德強追思母親蔡冰輝(五) 

羅思虹、羅嬋雁追思母親伯母黃維香(四) 

周稚傑、周王健華率子女追思父親周全、母親周劉智賢靈魂安息主懷(三) 
孫清秀及家人追思父親孫元興、母親陳金蓮、奶奶羅灑，姑姑孫月珠，孫月娥(四) 
孫清秀及家人追思外婆孫蘭田，舅舅陳在寶，陳在俤、陳嫩太、陳細俤，阿姨陳蓮香(四) 
王萍及家人追思父親王長有，母親袁淑云，哥哥王  強 
黃鳳瓊追思丈夫 Simon 黃兆銘(五)，林秀娟追思林其佑、陳孝貴(二) 
林麗珠及家人追思父親、公公李世恩 
梁慈瑞追思父親梁金山、母親鄧華文(九) 
梅花 Strotman 率兒子 追思 先生、父親 Robert Strotman 鄭永祥  
王家兄弟姐妹追思父親王錫棠、四哥王建榮(一) 
杜桂香追思父親杜伯勛、母親關鳳芝 (一) 
蔡家兄弟姐妹追思父親蔡桀南、母親蔡何蘭芳、大哥蔡義昆、 

 大姐蔡少芳、二姐蔡少明、姪女蔡惠燕(八) 

教   友  追思   江貞德 修女、李志賢神父、林平華神父 

教友為眾嬰靈、眾煉靈  祈禱(八) ，教友為眾煉靈  祈禱(五) 

教友為眾煉靈  祈禱(九)，馮家為眾嬰靈、眾煉靈祈禱(四) 

陳蘇為 眾嬰靈、眾煉靈  祈禱，鄭美芳為 眾嬰靈、眾煉靈  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