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體聖血節九日敬禮                   

(第⼀天)            聖詩 

正義的太陽，永生天主的聖言，請以祢永

恆不滅的光芒，照耀祢的教會。   

天父，祢是愛情的根源，我們投奔到祢台

前；祢的恩寵浩瀚無邊，祢的光榮永恆不

變。 

請幫助我們謙誠地熱愛今日，歡欣地

善度今天。啊！信德的光芒，永不西

沉。   

基督，是我們的食糧、生命的活泉。

在祢內，我們如沐春風，充滿聖神。

亞孟。 
 

信經   我信全能的天主聖父，天地

萬物的創造者；我信祂的唯一聖

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信祂因聖

神受孕，由童貞瑪利亞降生；在般雀

比拉多執政時，受苦受難，被釘在十

字架上，死而埋葬；我信祂降到陰府，

第三天從死者中復活；我信祂升了

天，坐在全能聖父的右邊；我信祂還

要降來，審判生者死者。我信聖神。我

信聖而公教會，諸聖相通功。我信罪的

赦免，肉身的復活，以及常生。亞孟。 
 

天主經、 聖三光榮經 

向聖體求恕及補辱誦 

救贖我的主、耶穌基督，養活人

靈的至聖聖體，我今朝拜祢，敬愛祢，

並懺悔沒有以虔敬的心領受祢。雖然

祢在我內，我卻冷淡待祢，沒有以善

言善行將祢顯示在人間。求祢寬恕我

對祢的輕漫，賜我聖神的恩寵和力

量，使我能熱誠地在家庭和團體中，

宣揚祢的聖名。  亞孟。 
 

(第二天)           新約聖歌 

感謝天父，使我們在光明中，堪

享聖徒的福分。祂救我們脫離了黑暗

的權勢，把我們徙置到祂愛子的國內。 

在祂愛子內，我們得到了救贖，

獲得了罪赦。祂是看不見的天主的肖

像，是超越萬物的長子。 

因為上天下地的一切，無論有形

與無形，上座者或宰制者，率領者或

掌權者，都是藉著祂而受造的。 

一切都藉著祂，並為了祂而受

造。祂在萬有之先就已存在，萬有都

賴祂而各得其所。 

祂是教會的頭，也就是祂身體的

頭。祂是原始，是首先從死者中復活

的，使祂在萬有之中高居首位。 

因為天主樂意，使整個圓滿住在

祂內，並藉著祂在十字架傾流的血，

建立了和平。使人間和天上的一切，

都與天主重歸於好。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 

亞孟。 
天主經 

 

禱詞 

上主，祢恩賜我們救主和聖神，為指

導我們作祢的子女。求祢幫助我們全

體基督徒，都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

永恆的產業。 上主，在我們領受了祢

的聖子----神聖的食糧---後，求祢藉

此增強我們對祢及對眾人的愛。因主

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

禱。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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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讚美詩   

天明初現，白晝開始，  

誘惑遠去，光明在望；  

夜的陰影消逝，失足跌倒的人，  

快速振作奮起，懇求上主原諒。  

在這一週的清晨，我們虔恭讚頌，  

早日脫離黑暗的威脅，  

進入上主的光芒。  

光榮歸於父，  

及唯一聖子，  

施慰的聖神，  

萬世無疆。亞孟。 

默想   耶穌基督把自己完全給與我們；祂

使聖體和我們的身體聯合，由此，我們的

精神和祂⼀致。正如我們所吃的食物滋養

我們的身體，聖體聖事滋養我們的靈魂。

因為正如食物變成我們⾝體的⼀部份，聖

體聖事把我們變成耶穌基督。 (聖若翰喇沙)   

 

上等痛悔經 

吾主耶穌、基利斯督，造我養我，救

我的主。我重罪人，得罪於天主。今

特為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專心痛悔，

惱恨我罪，決意定改，寧死再不敢犯

天主的誡命。懇望吾主，念爾受難之

功，可憐赦我的罪。亞孟。 
天主經、 聖三光榮經 

禱詞    

天主，祢曾允諾過永遠與我們在一

起。今天每個家庭需要知道祢真的臨

在他們當中。請幫助所有家庭成員欣

然接受每個人的善意，同時也接納彼

此的過錯，因而向世界見證祢永不止

息的愛。 以上所求，因主耶穌基督之

名。亞孟。  



(第四天)           聖詩        

基督，祢是聖父的獨子，  

聖潔童貞的愛兒；  

祢是天上的榮光，人間眾生的希望；  

求祢支持我們，恩賜力量，  

滿懷虔敬和興奮，向祢讚頌歌唱。  

曉星升起，迎接朝日的光芒，  

黑暗已逝，得見基督的聖光。  

但願正義的太陽，照在我們身上，  

照亮我們的心胸，黑暗不再狂妄。  

信德在心中生根，望德使生活振作，  

愛德光芒四射，日益茁壯。  

基督，大慈大悲的君王，  

偕聖父及聖神，同享榮光，  

萬世無疆。亞孟。 
 

聖依納爵禱文  

寬恕我，完美的天主，因為我曾捨棄祢而

追隨不良的、邪惡的傾向。 

寬恕我，公義的天主，因為我以罪惡

凌辱了祢！ 

寬恕我，聖善的天主，因為我長久以

罪惡污損了祢純潔的眼。 

寬恕我，仁慈的天主，因為我長久蔑

視了祢仁慈的呼召！ 

我深深地俯伏在祢跟前，悲哀痛悔：

求祢赦免我吧。亞孟。 

天主經、聖三光榮經 

禱詞    天主，祢的聖子在祂的苦難中

經歷了無比的慘痛，因此，我們確信

祢瞭解我們的悲傷和苦痛。請俯聽我

們為病人、憂愁的人和意志消沉的人

的祈禱。求祢安慰祂們，使祂們從耶

穌身上學會轉化痛苦的能力。以上所

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亞孟。 

(第五天)           聖詩 

晨光報喜，人心舒暢，  

大地一片錦繡，萬物光輝明朗。  

基督，祢是生命的活力，  

祢是永恒的太陽，我們向祢歡唱新歌，  

信賴祢的人永不失望。  

祢是聖父的智慧，光照世界的聖言，  

使萬物光輝燦爛，秩序井然，  

令人心神嚮往；  

請指引我們做光明之子，  

孜孜行善，以言以行，  

使天父的形像大放光芒。  

求祢護佑我們，口舌寬厚真誠，  

透過真理的實踐，喜樂洋洋。  

基督，仁慈的君王，偕聖父及聖神，  

同享榮光，萬世無疆。亞孟。 

默想   在我們靈性的⽣活中，我們需要⼀位

師父、指導者、朋友。耶穌是天主之子，讓

我們欽崇祂。 

在我們信仰的生活中，我們需要個模範、榜

樣。耶穌是天主之子，讓我們欽崇祂。 

在人類不間斷的尋找中，我們需要看見天

主。耶穌是天主之子，讓我們欽崇祂。 

在我們的問題及恐懼中，我們需要光明。 

耶穌是天主之子，讓我們欽崇祂。 

在人類尋找真愛、平安及喜樂中，我們需要

真實的安慰。耶穌是天主之子，讓我們欽崇

祂。 

天主經、聖三光榮經 

禱詞  全能永生的天主，祢藉著基督的

復活，使我們重獲永生；求祢幫助我

們藉祢的聖子----永生的食糧，得到

充沛的力量。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

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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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天)           聖詩 

東方發白，曙光初現， 

大地燦爛，基督已來臨。  

陽光撥烏雲，普照塵寰， 

五光十色，萬物莫不振奮。  

心靈的昏瞶，人間的虛偽， 

也雲消霧散，因為上主已降臨。  

基督，我們只尋求祢，懷著純樸的心

神，向祢屈膝叩拜，哀禱歌吟。  

求祢垂顧我們的心願， 

掃除生活的困惑及缺失， 

在祢的光明中，重獲自由的精神。  

基督，大慈大悲的君王， 

偕聖父及聖神，同享光榮， 

永無窮盡。亞孟。 

默想   在今天的社會，⼯作被當作衡量⼀個

人價值的準則；以對方所從事的工作性質來判

斷人。因此，面臨失業總是會令人沮喪，失去

自信，憂心如焚。 

 我們渴望履行應盡的義務，還清債務，

也願家人衣食無缺。但是工作除了供給我們維

持生命外，還有另⼀理由，就是參與天主造化

的工程，祂「到了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做的

⼀切⼯程。」如果我們以坦誠的⼼，將⼯作也

視為天主對我們的計劃，將「尋找工作」視自

己為天主的創造伙伴，我們的內心，會得到轉

化，在找尋工作時，使我們更親近天主。 

天主經、聖三光榮經 

禱詞  天主，祢經由人類的工作，繼續

祢無限的造化工程。求祢賜給每個人

獲得一份有尊嚴、及能提昇人性價值

的職業。透過工作和彼此服務，使我

們更能合一。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

祢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第七天)           聖詩 

黑夜遁去，旭日東升，人心不安，  

羞愧又懺悔，誰能作奸犯科，  

光天化日中？  

盲目與無知，使人常誤入歧途；  

光明帶來寧靜，使心靈玉潔冰清；  

口不出奸詐，心離黑暗向光明。  

願今日平安寧靜，上主常護佑，  

口舌保持純潔，雙目雙手不放縱；  

心身不受邪惡污染，生活磊落光明。  

觀察人心的上主，從日出到日落，  

日以繼夜，不離我們左右。  

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慈光普照，世世無窮。亞孟。 

默想   我們每個⼈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有⼀

些需要寬恕的人和事。當受到些微的觸犯時，

可以很容易忘懷；但有時受到的傷害很深，我

們只感到受傷、被出賣或羞愧，卻不願去寬恕。   

可是，我們可以選擇做天主的子女。解

決問題不單只靠理性和反省，也應該從天主的

眼光來看，因為寬恕是⼀種神聖的態度。天主

是寬恕的標準，祂總是寬恕人。祂能幫助我們

打開視野，使我們的心胸更為寬廣，再次顯示

給我們走向真正平安的道路。 

天主經、聖三光榮經 

 

禱詞  天主，基督謙遜地以聖體的形狀

讓人領受祂。求祂幫助我們待人溫和

良善，也樂於寬恕人，並邀請人親近

祢。祢知道我們軟弱，和有限的，求

祢憐憫我們，幫助我們實行祢的旨

意，恩賜我們寬恕、寧靜、和平安。

以上所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

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第八天)           聖詩 

偉大的聖日，終於露出曙光，  

基督，人類的希望，榮歸天鄉。  

祂以艱苦的奮鬥，制服了邪惡的魔王，  

以勝利的成果，增添聖父的榮光。  

救主上升天庭，信友充滿希望，  

原祖封閉的天堂，重新為我們開放。  

偉大的喜慶，萬民歡騰，  

貞女生子受苦難，連接人間天上。  

天上人間同喜樂，感謝救主大恩，  

天門一次開啟，永遠為我們開放。  

上升天朝的基督，使我們舉心向上，  

呼求祢的聖神，賞賜神恩沛降。亞孟。 

默想   從新聞報道或朋友的談話中，我們聽

⾒或看⾒⼀些⼈受苦的事。的確，從我們⾃⼰

的經驗，也知道受苦是不可避免的，而克服逆

境的方式常能影響我們的餘生。我們逃不了世

上存在的痛苦，耶穌也親身經歷了這奧祕。藉

著反省耶穌的苦難和死亡，我們瞭解天父親近

那些受苦的人。 天父沒有捨棄耶穌，反而高

舉祂，叫祂復活。同樣地，我們不是孤單地處

在黑暗中。救主耶穌以⼀種奧祕卻真實的⽅式

陪伴我們越過苦難，並使我們勝過黑暗，贏得

最後的勝利。 

 

天主經、聖三光榮經 

禱詞  天主，祢的聖子耶穌給我們留下

富有信德的生活及死亡的榜樣。請賜

與我們藉著領聖體帶來的恩寵，能度

合乎祢子女身份的生活。聖體既然是

復活的保證，願我們懷著希望和信德

面對我們每天的死亡。以上所求，因

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

禱。亞孟。 
 

~  3  ~ 

(第九天)           聖詩 

基督，祢是聖父的獨子，  

聖潔童貞的愛兒；  

祢是天上的榮光，人間眾生的希望；  

求祢支持我們，恩賜力量，  

滿懷虔敬和興奮，向祢讚頌歌唱。  

曉星升起，迎接朝日的光芒，  

黑暗已逝，得見基督的聖光。  

但願正義的太陽，照在我們身上，  

照亮我們的心胸，黑暗不再狂妄。  

信德在心中生根，望德使生活振作，  

愛德光芒四射，日益茁壯。  

基督，大慈大悲的君王，  

偕聖父及聖神，同享榮光，  

萬世無疆。亞孟。 

默想   天主每天以無數的祝福環繞著我們，

⼀個懂得感恩的⼈會洞悉天主的照顧。「感恩」

是基督徒信仰活潑的標誌。事實上，在生活

中，聖體聖事，就是「感恩」的意思。 

 經由祈禱，我們在信仰中成⻑，漸漸瞭

解每件事物都是禮物，「⼀切」都是天主慷慨

的賜與。我們接受了禮物，應該讚美和感謝天

主。⼀個感恩的⼦女會認出天⽗愛的計劃，當

我們將受自天父的愛傳給周遭的人時，我們也

將心中感受到的喜悅注入祂人的生命中。 

天主經、聖三光榮經 

 

禱詞  全能永生的天主，我們的「所有」

都是來自祢的愛和美善。我們願以這

祈禱來感謝祢；我們常常由於掛慮和

擔心，而疏忽了向祢感恩。願基督聖

體增加我們渴求精神價值、義德、和

愛德，並且不忘向祢感恩。以上所求，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

祈禱。亞孟。 



(個人朝拜聖體用) 

向聖體求恕及補辱誦 

救贖我的天主耶穌基督，養活人靈的

至聖聖體，我今跪伏在祢台前，朝拜

祢，恭敬祢，並懺悔我所犯的重罪，

補贖我曾冒領聖體，對祢的不敬；痛

悔領聖體後所犯諸罪，給祢所受的輕

漫凌辱；惱恨我浪費時光，沉迷於自

己的私慾偏情，沒有愛祢在萬有之

上；內疚領聖體後沒有真誠謝恩，及

不願朝拜祢。現在懇求祢，饒恕我的

冒犯。我願多做補贖，行愛德，立善

功，虔誠朝拜祢，補償對祢的冷淡之

情；並願多作犧牲，滿全祢的聖意。

亞孟。 
 

上等痛悔經 

吾主耶穌、基利斯督，造我養我，救

我的主。我重罪人，得罪天主。今特

為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專心痛悔，惱

恨我罪，決意定改，寧死再不敢犯天

主的誡命。懇望吾主，念爾受難之功，

可憐赦我的罪。亞孟。 
 

崇敬聖體仁愛誦 

至仁慈我主耶穌基督，自甘受傷，傾流寶

血，死在十字架上，以補贖我等諸罪。又

永留聖體大祭，養活人靈，醫治人心，更

顯其無窮之愛。我罪人感受如此洪恩，痛

悔往罪，大發心願。今將我神形，獻於我

主。時時欽崇，思慕聖體；懇賜恩佑，堅

心定志，令我修德立功，報主無窮仁愛，

得至善終，獲享永福。亞孟。 

默想 

若無聖體聖事，我們會覺得基督的愛只是沒有

生命的愛、已成過去的愛，我們會很快忘記

它，而且這樣做也幾乎情有可原的。 愛有它

的律法、它的條件，只有聖體聖事能圓滿地適

應它們。              (聖猶利安愛默 1811-68) 

 

 

信經 

我信全能的天主聖父，天地萬物

的創做者；我信祂的唯一聖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信祂因聖神受

孕，由童貞瑪利亞降生；在般雀比拉

多執政時，受苦受難，被釘在十字架

上，死而埋葬；我信祂降到陰府，第

三天從死者中復活；我信祂升了天，

坐在全能聖父的右邊；我信祂還要降

來，審判生者死者。我信聖神。我信聖

而公教會，諸聖相通功。我信罪的赦

免，肉身的復活，以及常生。亞孟。 
 

 

禱詞 

上主以無限的愛心照顧祂的選民，願上主

的名在眾人身上受顯揚。我們現在讚美

祂，向祂祈求： 

 

上主，求祢紀念祢的教會， 

----保護她脫離一切凶惡，使她在慈愛中

日趨完善。 

 

求祢常常助佑我們的教宗和所有主教， 

----並以聖神的恩寵幫助祂們，使祂們在愛

德與平安中，團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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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使信徒們與祢密切結合， 

----以生活為祢作見證，宣揚天國的來臨。 

 

求祢賞賜世界和平， 

----使所有人都能安居樂業。 

 

求祢使勞苦和負重擔的人獲得安慰， 

----使受輕視的人恢復自尊。 

 

求祢賞賜去世的人，在末日獲享光榮的復活， 

----也使我們將來能與祂們同享永生的

幸福。 

 

天主經 

聖三光榮經 

 

讚美天主   (頌恩 #174) 

讚美天主。讚美天主聖名。 

讚美耶穌基利斯督真是天主又真是

人。讚美耶穌聖名。 

讚美耶穌至聖之心。讚美耶穌寶血。 

讚美耶穌在至聖之聖體聖事內。讚美

師保聖神。 

讚美至高至聖瑪利亞天主之母。讚美

聖母至聖而無玷之始胎。 

讚美聖母蒙召升天。讚美童貞聖母瑪

利亞之名。 

讚美聖若瑟聖母之淨配。 

讚美天主於其天神及諸聖人中，至於

世世。亞孟。 
 

結束禱詞 

上主，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晝夜保

護我們。我們雖然生活在不停變化的

世界，但祢卻是永恒不變的。求祢眷

顧我們，使我們堅定不移地愛祢在萬

有之上。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

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