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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經第五式 （甲） 
邁向教會的合一

（本感恩經只可用於沒有專用頌謝詞的日子，在為教會、各級聖職人員、

各種教會會議和需要的求恩彌撒。）

主祭：（伸手）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祭：（舉手）請舉心向上。

信眾：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主祭：（伸手）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信眾：這是理所當然的。

主祭：（伸手）無限美善的天父，我們感謝你、歌頌你的光榮，實

在是理所當然的。

你藉著聖子所宣布的福音，把各民族、各文化，各言語的

人，聚合在同一教會內。你又向教會傾注聖神的德能，使

你的子民世世代代保持合一。

天父，你的教會為你的慈愛作見證，並為世人提供天國來

臨的希望，標誌著你在主基督耶穌內，應許給我們的永恆

盟約。

為此，上天下地的一切，都讚頌你；整個教會也一同歌頌

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全體：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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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經第五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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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伸手）上主、天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當受讚美。你在

我們的生命旅途上，常以信實的慈愛伴隨我們。

天主，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也當受讚美；他以自己的愛，把

我們聚集起來，並親臨我們中間，正如他曾親臨門徒當中

一樣。

我們深信，現在他正為我們開啟聖經的話，並為我們擘

餅，如同他為厄瑪烏的門徒所做的。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伸出雙手，向祭品

覆手。）

主祭：（雙手覆於祭品上）所以，我們懇求你、仁慈的父，派遣聖

神，聖化這些麵餅和葡萄酒，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

聖體V聖血。（合掌）

（信友可跪下）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於「你們大家……

犧牲」時，可伸出右手，向著祭品。）

主祭：他在捨身受難的前夕，同他深愛的門徒共進晚餐的時候，

（拿起麵餅，稍微提高）拿起餅來，感謝了你，把麵餅分開，

分給他的門徒說：（稍微俯首）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舉起聖體，顯示給信友，然後放回祭台上；致敬。）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於「你們大家……紀

念我」時，可伸出右手，向著祭品。）

主祭：晚餐後，（拿起聖爵，稍微提高）他又拿起杯來，感謝了你，

交給他的門徒說：（稍微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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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起聖爵，顯示信友，放回祭台上；致敬。）

祝聖後歡呼

主祭：信德的奧蹟：

全體：基督，我們傳報你的聖死，我們歌頌你的復活，我們期待

你光榮地再來。（或其他歡呼詞）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伸手低聲跟隨主祭祈禱。）

主祭：（伸手）為此，至聖的父，我們紀念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你

帶領他通過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到達復活的光榮，使他

坐在你的右邊。

天父，直到救主基督再來的日子，我們不斷宣示你愛的工

程，向你獻上這生命之糧和祝謝之杯。

求你垂視你教會的獻禮、基督的逾越犧牲，使我們在分享

你聖子的體血之後，藉著你愛情之神的德能，成為你聖子

的肢體，從現在直到永遠。

感恩經第五式（甲）感恩經第五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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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共祭者之一伸手誦念）

＊上主，求你以福音之光，更新________（這地方）教會，

使信眾和牧者緊密團結，與我們的教宗（某某）、我們的主

教（某某）、所有主教，和你的全體子民，都能同心同德，

在這充滿衝突和紛爭的世界，作和平與合一的見證。

＊上主，求你垂顧在基督內安眠的兄弟姊妹（和某某），以

及所有去世的人；他們的信德只有你知道。仁慈的父，求

你引領他們進入圓滿的復活，使他們得見你光輝的聖容。

＊上主，在我們結束這現世旅途之後，求你接納我們進入天

國，與你永遠生活在一起。那時，我們將聯同天主之母童

貞榮福瑪利亞、全體宗徒和殉道者、（聖_____），以及所

有聖人聖女，（合掌）永遠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光榮

你、讚美你。

主祭：（一手高舉置有聖體的聖盤，一手高舉聖爵。共祭可與主祭一起

念）全能的天主聖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

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

永遠。

全體：亞孟。

感恩經第五式 （乙） 
天主帶領教會走上得救之道

（本感恩經只可用於沒有專用頌謝詞的日子，在為教會、各級聖職人員、

各種教會會議和需要的求恩彌撒。）

主祭：（伸手）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祭：（舉手）請舉心向上。

信眾：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主祭：（伸手）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信眾：這是理所當然的。

主祭：（伸手）主，聖父，你是世界的創造者，和生命之源。我們

時時處處感謝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於我們獲得

救恩。

天父，你從不遺棄你以智慧所創造的世界，你時常與人同

在，並為了人的好處而大施神能。你曾伸展手臂，帶領你

的子民以色列經過沙漠。今日，你又藉著基督，以聖神的

德能，引領旅途中的教會，使教會經歷各時各代，平安抵

達充滿你永恆喜樂的天國。

為此，我們聯同所有天使和各位聖人聖女，歌頌你的光

榮，不停地歡呼：

全體：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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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經第五式（甲） 感恩經第五式（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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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伸手）上主、天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當受讚美。你在

我們的生命旅途上，常以信實的慈愛伴隨我們。

天主，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也當受讚美，他以自己的愛，把

我們聚集起來，並親臨我們中間，正如他曾親臨在門徒當

中一樣。

我們深信，現在他正為我們開啟聖經的話，並為我們擘

餅，如同他為厄瑪烏的門徒所做的。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伸出雙手，向祭品

覆手。）

主祭：（雙手覆於祭品上）所以，我們懇求你、仁慈的父，派遣聖

神，聖化這些麵餅和葡萄酒，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

聖體V聖血。（合掌）

（信友可跪下）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於「你們大家……

犧牲」時，可伸出右手，向著祭品。）

主祭：他在捨身受難的前夕，同他深愛的門徒共進晚餐的時候，

（拿起麵餅，稍微提高）拿起餅來，感謝了你，把麵餅分開，

分給他的門徒說：（稍微俯首）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舉起聖體，顯示給信友，然後放回祭台上，致敬。）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於「你們大家……紀

念我」時，可伸出右手，向著祭品。）

主祭：晚餐後，（拿起聖爵，稍微提高）他又拿起杯來，感謝了你，

交給門徒說：（稍微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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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起聖爵，顯示信友，放回祭台上；致敬。）

祝聖後歡呼

主祭：信德的奧蹟：

全體：基督，我們傳報你的聖死，我們歌頌你的復活，我們期待

你光榮地再來。（或其他歡呼詞）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伸手低聲跟隨主祭祈禱。）

主祭：(伸手）為此，至聖的父，我們紀念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你

帶領他通過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到達復活的光榮，使他

坐在你的右邊。

天父，直到救主基督再來的日子，我們不斷宣示你愛的工

程，向你獻上這生命之糧和祝謝之杯。

求你垂視你教會的獻禮、基督的逾越犧牲，使我們在分享

你聖子的體血之後，藉著你愛情之神的德能，成為你聖子

的肢體，從現在直到永遠。

感恩經第五式（乙）感恩經第五式（乙）



8 9

（＊可由共祭者之一伸手誦念）

＊上主，求你使我們因參與這盛宴而更趨團結，並與我們的

教宗（某某）、我們的主教（某某）、所有主教、司鐸、執

事和你的全體神聖子民，都能在信德和愛德中，跟隨你的

腳步，向普世人類傳報喜樂與信心。

＊上主，求你垂顧在基督內安眠的兄弟姊妹（和某某），以

及所有去世的人；他們的信德只有你知道。仁慈的父，求

你引領他們進入圓滿的復活，使他們得見你光輝的聖容。

＊上主，在我們結束這現世旅途之後，求你接納我們進入天

國，與你永遠生活在一起。那時，我們將聯同天主之母童

貞榮福瑪利亞、全體宗徒和殉道者、（聖_____），以及所

有聖人聖女，（合掌）永遠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光榮

你、讚美你。

主祭：（一手高舉置有聖體的聖盤，一手高舉聖爵。共祭可與主祭一起

念）全能的天主聖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

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

永遠。

全體：亞孟。

感恩經第五式 （丙） 
耶穌是往聖父的道路

（本感恩經只可用於沒有專用頌謝詞的日子，在為教會、各級聖職人員、

各種教會會議和需要的求恩彌撒。）

主祭：（伸手）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祭：（舉手）請舉心向上。

信眾：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主祭：（伸手）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信眾：這是理所當然的。

主祭：（伸手）至聖的父，上天下地的主，我們時時處處感謝你，

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並有助於我們獲得救恩。

你藉著永恆的聖言創造了萬物，並以無限的智慧管理它

們。你把降生成人的聖言，賜給我們作為中保。他又把你

的話傳告給我們，召選我們作門徒。

他是道路，使我們歸向你；他是真理，使我們獲得自由；

他更是生命，使我們獲得圓滿無缺的喜樂。

聖父，你藉著聖子，把我們聚集成為一個大家庭，使眾子

女都藉十字架，而獲得救贖，並領受了聖神的傅油，為光

榮你的聖名而生活。

為此，我們讚美你的偉大工程，與天上的天使和各位聖人

聖女，聯合一起，永遠宣揚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

全體：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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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經第五式（丙）感恩經第五式（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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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祭：（伸手）上主、天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當受讚美。你在

我們的生命旅途上，常以信實的慈愛伴隨我們。

天主，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也當受讚美，他以自己的愛，把

我們聚集起來，並親臨我們中間，正如他曾親臨在門徒當

中一樣。

我們深信，現在他正為我們開啟聖經的話，並為我們擘

餅，如同他為厄瑪烏的門徒所做的。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伸出雙手，向祭品

覆手。）

主祭：（雙手覆於祭品上）所以，我們懇求你、仁慈的父，派遣聖

神，聖化這些麵餅和葡萄酒，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

聖體V聖血。（合掌）

（信友可跪下）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於「你們大家……

犧牲」時，可伸出右手，向著祭品。）

主祭：他在捨身受難的前夕，同他深愛的門徒共進晚餐的時候，

（拿起麵餅，稍微提高）拿起餅來，感謝了你，把麵餅分開，

分給他的門徒說：（稍微俯首）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舉起聖體，顯示給信友，然後放回祭台上；致敬。）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於「你們大家……紀

念我」時，可伸出右手，向著祭品。）

主祭：晚餐後，（拿起聖爵，稍微提高）他又拿起杯來，感謝了你，

交給他的門徒說：（稍微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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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起聖爵，顯示信友，放回祭台上；致敬。）

祝聖後歡呼

主祭：信德的奧蹟：

全體：基督，我們傳報你的聖死，我們歌頌你的復活，我們期待

你光榮地再來。（或其他歡呼詞）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伸手低聲跟隨主祭祈禱。）

主祭：（伸手）為此，至聖的父，我們紀念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你

帶領他通過十字架的痛苦和死亡，到達復活的光榮，使他

坐在你的右邊。

天父，直到救主基督再來的日子，我們不斷宣示你愛的工

程，向你獻上這生命之糧和祝謝之杯。

求你垂視你教會的獻禮、基督的逾越犧牲，使我們在分享

你聖子的體血之後，藉著你愛情之神的德能，成為你聖子

的肢體，從現在直到永遠。

感恩經第五式（丙）感恩經第五式（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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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共祭者之一伸手誦念）

＊全能的聖父，求你使我們因參與這奧蹟，而獲得你聖神的

生命力，好能相似你的聖子基督。也求你使我們與教宗

（某某）、我們的主教（某某）、所有主教、司鐸、執事和你

的全體神聖子民，共融團結，勇於接受福音的挑戰，堅守

信德，明辨時代徵兆，了解他人的需要，分擔眾人的焦慮

和不幸、喜樂和希望，好使我們能忠信地將救恩的喜訊，

傳報給他們，並與他們一起邁向天國。

＊上主，求你垂顧在基督內安眠的兄弟姊妹（和某某），以

及所有去世的人；他們的信德只有你知道。仁慈的父，求

你引領他們進入圓滿的復活，使他們得見你光輝的聖容。

＊上主，在我們結束這現世旅途之後，求你接納我們進入天

國，與你永遠生活在一起。那時，我們將聯同天主之母童

貞榮福瑪利亞、全體宗徒和殉道者、（聖_____），以及所

有聖人聖女，（合掌）永遠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光榮

你、讚美你。

主祭：（一手高舉置有聖體的聖盤，一手高舉聖爵。共祭可與主祭一起

念）全能的天主聖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

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

永遠。

全體：亞孟。

感恩經第五式 （丁） 
耶穌顯示天主的憐憫

（本感恩經只可用於沒有專用頌謝詞的日子，在為教會、各級聖職人員、

各種教會會議和需要的求恩彌撒。）

主祭：（伸手）願主與你們同在。

信眾：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主祭：（舉手）請舉心向上。

信眾：我們全心歸向上主。

主祭：（伸手）請大家感謝主，我們的天主。

信眾：這是理所當然的。

主祭：（伸手）天父，你是信實和富於憐憫的。我們感謝你，讚美

你，實在是理所當然的。

你派遣聖子耶穌基督來到我們中間，作我們的朋友和救

主。他對貧窮的人、罪人、患病者和弱勢者，常動憐憫的

心。他又作受迫害者的近人，藉言語和行動，向世界宣示

你是人類的天父，樂於眷顧所有子女。

為此，我們聯同所有天使和各位聖人聖女，向你高歌歡呼：

全體：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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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天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當受讚美。你在

我們的生命旅途上，常以信實的慈愛伴隨我們。

天主，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也當受讚美，他以自己的愛，把

我們聚集起來，並親臨我們中間，正如他曾親臨在門徒當

中一樣。

感恩經第五式（丁）感恩經第五式（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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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深信，現在他正為我們開啟聖經的話，並為我們擘

餅，如同他為厄瑪烏的門徒所做的。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伸出雙手，向祭品

覆手。）

主祭：（雙手覆於祭品上）所以，我們懇求你、仁慈的父，派遣聖

神，聖化這些麵餅和葡萄酒，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

聖體V聖血。（合掌）

（信友可跪下）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於「你們大家……

犧牲」時，可伸出右手，向著祭品。）

主祭：他在捨身受難的前夕，同他深愛的門徒共進晚餐的時候，

（拿起麵餅，稍微提高）拿起餅來，感謝了你，把麵餅分開，

分給他的門徒說：（稍微俯首）

你們大家拿去吃：

這就是我的身體，

將為你們而犧牲。

（舉起聖體，顯示給信友，然後放回祭台上；致敬。）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低聲跟隨主祭祈禱，並於「你們大家……紀

念我」時，可伸出右手，向著祭品。）

主祭：晚餐後，（拿起聖爵，稍微提高）他又拿起杯來，感謝了你，

交給他的門徒說：（稍微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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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起聖爵，顯示信友，放回祭台上；致敬。）

祝聖後歡呼

主祭：信德的奧蹟：

全體：基督，我們傳報你的聖死，我們歌頌你的復活，我們期待

你光榮地再來。（或其他歡呼詞）

（主祭高聲祈求。共祭者伸手低聲跟隨主祭祈禱。）

主祭：（伸手）為此，至聖的父，我們紀念你的聖子耶穌基督。你

帶領他通過十字架上的痛苦和死亡，到達復活的光榮，使

他坐在你的右邊。

天父，直到救主基督再來的日子，我們不斷宣示你愛的工

程，向你獻上這生命之糧和祝謝之杯。

求你垂視你教會的獻禮、基督的逾越犧牲，使我們在分享

你聖子的體血之後，藉著你愛情之神的德能，成為你聖子

的肢體，從現在直到永遠。

（＊可由共祭者之一伸手誦念）

＊上主，求你使教會在信德和愛德中，日趨完善，並使我們

與教宗（某某）、我們的主教（某某）、全體主教、司鐸、

執事，和你聖子救贖的所有人，相愛合一。

＊求你開啟我們的眼目，好能看到別人的需要，並幫助我們

以言以行，去安慰那些受苦和負重擔的人，使我們遵照基

督的榜樣，為眾人服務。

天主，願你的教會成為真理、自由、公義與和平的活見

證，使眾人相信世界總有更新的一天，而振作精神。

感恩經第五式（丁）感恩經第五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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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求你垂顧在基督內安眠的兄弟姊妹（和某某），以

及所有去世的人；他們的信德只有你知道。仁慈的父，求

你引領他們進入圓滿的復活，使他們得見你光輝的聖容。

＊上主，在我們結束這現世旅途之後，求你接納我們進入天

國，與你永遠生活在一起。那時，我們將聯同天主之母童

貞榮福瑪利亞、全體宗徒和殉道者、（聖_____），以及所

有聖人聖女，（合掌）永遠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光榮

你、讚美你。

主祭：（一手高舉置有聖體的聖盤，一手高舉聖爵。共祭可與主祭一起

念）全能的天主聖父，願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

同基督，在基督內，並在聖神的團結中，都歸於你，直到

永遠。

全體：亞孟。

感恩經第五式（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