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日感恩祭──福音前歡呼（乙年） 

首數 歌曲名稱 禮儀書 禮儀稱號 詩節 頁數 

1 主的寬仁  將臨期第一主日 詠 85:8 1 

2 上主的道路  將臨期第二主日 路 3:4, 6 2 

3 上主的神  將臨期第三主日 依 61:1 3 

4 上主的婢女 將 將臨期第四主日 路 1:38 4 

5 世界的救主 臨 耶穌聖誕節 (節日) 守夜感恩祭  5 

6 一個大喜訊 期 耶穌聖誕節 (節日) 子夜感恩祭 路 2:10-11 6 

7 主受光榮 及 耶穌聖誕節 (節日) 黎明感恩祭 路 2:14 7 

8 真光照臨普世 聖 耶穌聖誕節 (節日) 當日感恩祭  8 

9 天主在古時 誕 聖家節 (慶日) 希 1:1-2 9-10 

10 天主在古時 期 天主之母聖瑪利亞 (節日) 希 1:1-2 11-12 

11 我們讚美基督  聖誕節後第二主日 弟前 3:16 13 

12 見了主的星  主顯節 (節日) 守夜及當日感恩祭 瑪 2:2 14 

13 天主的羔羊  主受洗節 (慶日) 若 1:29 15 

14 天主的旨意 農 農曆除夕團圓彌撒 (適用於常年期及四旬期) 得前 5:16-18 16 

15a 祂的公正 曆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適用於常年期) 詠 97:6 17 

15b 祂的公正 新 農曆新春求恩彌撒 (適用於四旬期) 詠 97:6 18 

16 締造和平的人 春 新春主日 (適用於常年期) 瑪 5:9 19 

17 我們歸向主 禮 求恩彌撒 ──  萬象更新 (適用於常年期平日)  20 

18 求主賜勇力 儀 求恩彌撒 ──  國泰民安 (適用於常年期平日) 詠 29:11 21 

19 祂的公正  求恩彌撒 ──  邁向至善 (適用於常年期平日) 詠 97:6 22 

20 人生活不只靠餅  四旬期第一主日 瑪 4:4 23 

21 這是我的愛子 四 四旬期第二主日 瑪 17:5 24 

22 天主愛了世界 旬 四旬期第三主日 若 3:16 25 

23 天主愛了世界 期 四旬期第四主日 若 3:16 26 

24 誰若事奉我  四旬期第五主日 若 12:26 27 

25a 基督聽命至死 聖 基督苦難主日 (聖枝主日) 斐 2:8-9 28 

25b 上主的神 周 聖油彌撒 (聖周四) 路 4:18a 29 

26 一條新命令 
禮 

儀 

逾越節三日慶典──主的晚餐  

(聖周四) 
若 13:34 30 

27 基督聽命至死 
︵ 
逾 

逾越節三日慶典──救主受難紀念  

(聖周五) 
斐 2:8-9 31 

38a 請你們稱謝上主 
越 

節 

逾越節三日慶典──至聖之夜逾越節守夜禮 

(聖周六) 
詠 118:1-2, 16-17, 22-23 32-33 

38b 慶賀主的復活 ︶ 耶穌復活主日 格前 5:7-8 34 

* 歌曲首數與主日感恩祭答唱詠乙年相同 



  

首數 歌曲名稱 禮儀書 禮儀稱號 詩節 頁數 

39 沒見而相信  復活期第二主日 若 20:29 35 

40 主耶穌  復活期第三主日 路 24:32 36 

41 我是善牧  復活期第四主日 若 10:14 37 

42 住在主內 復 復活期第五主日 若 15:4-5 38 

43 誰愛主 活 復活期第六主日 若 14:23 39 

44 天天在一起 期 耶穌升天節（節日）守夜及當日感恩祭 瑪 28:19-20 40 

45 我決不留下你們  復活期第七主日 若 14:18 41 

46 請聖神降臨  五旬節主日守夜感恩祭  42 

47 請聖神降臨  五旬節主日當日感恩祭  42 

48 惟主有永生的話  常年期第二主日 撒上 3:9; 若 6:68 43 

49 天主的國  常年期第三主日 谷 1:15 44 

50 百姓看見了皓光 常  常年期第四主日 瑪 4:16 45 

51 我們的脆弱 年 常年期第五主日 瑪 8:17 46 

52 天主眷顧了我們 期 常年期第六主日 路 7:16 47 

53 傳報喜訊 一 常年期第七主日 路 4:18 48 

54 真理之言  常年期第八主日 雅 1:18 49 

55 異邦的光明  獻主節 (慶日) 路 2:32 50 

56 光榮歸於父  天主聖三節 (節日) 五旬節後首主日 默 1:8 51 

57 生命之糧  基督聖體聖血節 (節日) 若 6:51 52 

58 主的話就是真理  常年期第九主日 若 17:17 53 

59 眾人來歸向主  常年期第十主日 若 12:31-32 54 

60 天主的話  常  常年期第十一主日  55 

61 天主眷顧了我們 年 常年期第十二主日 路 7:16 56 

62 我們的救主 期 常年期第十三主日 弟後 1:10 57 

63 上主的神 二 常年期第十四主日 路 4:18 58 

64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常年期第十五主日 弗 1:17-18 59 

65 我的羊  常年期第十六主日 若 10:27 60 

66 為給光作證  聖若翰洗者誕辰 (節日) 守夜感恩祭 若 1:7 ; 路 1:17 61 

67 至高者的先知  聖若翰洗者誕辰 (節日) 當日感恩祭 路 1:76 62 

68 一切祢都知道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 (節日) 守夜感恩祭 若 21:17 63 

69 你是伯多祿  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 (節日) 當日感恩祭 瑪 16:18 64 

70 飢渴慕義的人  中華諸聖及真福 (慶日) 瑪 5:6, 10 65 



  

首數 歌曲名稱 禮儀書 禮儀稱號 詩節 頁數 

71 天主眷顧了我們  常年期第十七主日 路 7:16 66 

72 人生活不只靠餅  常年期第十八主日 瑪 4:4 67 

73 生命的食糧  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若 6:51 68 

74 我也住在他內  常年期第二十主日 若 6:56 69 

75 主的話就是神 常  常年期第二十一主日 若 6:63, 68 70 

76 真理之言 年 常年期第二十二主日 雅 1:18 71 

77 天國的福音 期 常年期第二十三主日 瑪 4:23 72 

78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三 常年期第二十四主日 迦 6:14 73 

79 天主召叫了我們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得後 2:14 74 

80 主的話就是真理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若 17:17 75 

81 這是我的愛子  耶穌顯聖容 (慶日) 瑪 17:5 76 

82 那聽天主的話  聖母蒙召升天節 (節日) 守夜感恩祭 路 11:28 77 

83 天使都歡欣踴躍  聖母蒙召升天節 (節日) 當日感恩祭  78 

84 我們欽崇基督  光榮十字聖架 (慶日)  79 

85 彼此相愛  常年期第二十七主日 若一 4:12 80 

86 神貧的人  常年期第二十八主日 瑪 5:3 81 

87 人子是來服事人  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谷 10:45 82 

88 我們的救主  常年期第三十主日 弟後 1:10 83 

89 誰愛我 常  常年期第三十一主日 若 14:23 84 

90 神貧的人 年 常年期第三十二主日 瑪 5:3 85 

91 應警醒祈禱 期 常年期第三十三主日 路 21:36 86 

92 奉主名而來的 四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普世君王 (節日) 

(常年期最後主日) 
谷 11:9-10 87 

93 宣傳福音  傳教節 谷 16:15 88 

94 勞苦和負重擔  諸聖節 (節日) 瑪 11:28 89 

95 我父所祝福的  追思已亡諸信者：第一式 瑪 25:34 90 

96 我就是復活  第二式 若 11:25 91 

97 天主愛了世界  第三式 若 3:16 92 

98 祝聖這殿宇  祝聖拉特朗大殿 (慶日) 編下 7:16 93 

99 萬福瑪利亞  聖母無玷始胎節 路 1:28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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