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神九日敬禮 -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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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同受欽祟，同享光榮，祂曾藉先知們發言……．（宗徒信經）」 

這本小冊子，取了新舊約中，部份有關聖神的章節，作為祈禱的脈絡，藉

此幫助信友在聖神的九日敬禮中，讓聖神更新我們的心思念慮，獲得所預

許的豐富生命，充滿聖神的德能，結出常存的果實，並歸光榮於天父。 

主耶穌升天後，聖母與宗徒們一起熱切祈禱，五旬節那天，聖神傾注在他

們身上。這應驗了岳尼爾先知和洗者約翰有關天主的應許。「我要將我的

神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你們的兒子們和你們的女兒們要說預言，

你們的老人要看夢境，你們的青年要見神視；在那些日子裡，甚至在奴僕

和婢女身上，我也要傾注我的神。」（岳3：1-2）「我固然以水洗你們，

但是，比我強的一位要來，就是解祂的鞋帶，我也不配，祂要以聖神的火

洗你們。」（路3：16） 

伯多祿對群眾說：「你們悔改罷l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

赦免你們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宗2：38）當我們領洗時，我

們已經領受聖神，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祈求主耶穌給我們被聖神充滿的

經驗，也就是耶穌升天後賜與宗徒充滿聖神的經驗。「五旬節日一到，眾

人都聚集一處。忽然，從天上來了一陣響聲，好像暴風颱來，充滿了他們

所在的全座房屋。有些散開好像火的舌頭，停留在他們每人頭上，眾人都

充滿了聖神，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話，說起外方話來。」（宗2：1-4） 

不少人會問，既然我們領洗時已經領受了聖神，為什麼我們還要再祈求聖

神的充滿呢？在初期教會，信友們熱心地敬禮聖神，教會也在聖神的德能

中蓬勃發展，慕道者領受入門聖事時，大多有被聖神充滿和領受運用神恩

的經驗。但隨著時間的流轉，教會因為愈來愈龐大和趨向制度化，以致信

友對聖神的敬禮及聖神的恩賜也日漸疏忽，神恩的經驗逐漸消退，所以，

慕道者在領洗時，很少經驗神恩；因此，在教會日常的信仰生活中，也很

少經驗到聖神。因為我們領洗時沒有充滿聖神的德能，我們仍隨從肉性生

活，聖神被困鎖住，沒有發揮祂能力的機會。主耶穌知道我們活在罪惡和

敗壞的世代，若要保持堅強的信心和剛毅有力的見證，就需要有「來自高

天的能力」去掌管我們的生命。只有當我們願意棄絕自己，隨從聖神引

領，讓祂掌管生命，聖神的德能才能展現。及至十九世紀末，天主給意大

利露嘉城的一位海勒納格拉修女（ElenaQuerrad@nLucca）啟示了不斷呼求

聖神的重要性。這位修女就是教宗若望廿三世所冊封的第一位真福，被號

稱為「聖神的宗徒」。一八九五年，海勒納格拉修女開始給教宗良十三世

寫了十二封信，催促他鼓勵大家熱心敬禮聖神。 

經過海勒納格拉修女不斷的請求，教宗良十三世確認這是出自天主的聖

意，遂邀請所有主教在聖神降臨節前，做聖神九日敬禮。教宗若望廿三世

為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繼續鼓勵普世教會呼求聖神。一九九四年

十二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了聖神通諭，敦請教會的所有子女，作

出共同、虔誠和熱切的努力，在聖神的帶領下，更新自己的信仰生活，為

基督作證，以迎接救恩兩千年，並以喜樂慶祝的心情邁向救恩的第三個千

年。 

一九六七年，在天主教會內開始了神恩復興運動，天主豐厚地傾注了祂的

聖神。今日，我們是生活在聖神的時代，主耶穌已復活升天，並賜下應許

的聖神。同樣，我們也應熱切敬禮聖神，祈求充滿聖神的德能，讓聖神引

導我們每日的生活，更新信仰。 

我們應不斷向天父祈求祂預許的聖神降臨於我們每人心中，並回應海勒納

格拉修女向教宗良十三世的催促，熱心敬禮聖神，天主必會應允我們的祈

禱。耶穌說：「我告訴你們，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著；

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路11：8-10）耶穌教訓我們要不斷地祈求，

我們在天的父親必給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祂必會把聖神賜給那些抱熱切態

度去祈求的人。「你們縱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你們的兒女，何況

在天之父，有不更將聖神賜與求牠的人嗎？」（路11：13） 

願大家一起回應天主對海勒納格拉修女的呼召，時��常敬禮聖神，熱切呼

求聖神的充滿，讓聖神的德能在信友的生活中再次被彰顯，使今日的教

會，成為真正的由聖神領導的教會。 

前言 

耶穌基督在升天之前在加里肋亞山上派遣宗徒，吩咐他們說：「你們往普

夭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谷16：15）；叫他們「因祂的名向萬

邦宣講悔改�，以得罪之赦。」（路24：47）。但是，耶穌卻吩咐他們「應

當留在（耶路撒冷）城中，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路24：49）。

因為，「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

在耶路撒冷．……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証人」（宗1：8）。於是，在耶穌

升天後及至五旬節日之前的一段日子，「宗徒們偕同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同

心合意地專務祈禱」（宗1：14）。直至五旬節日那天，聖神傾注在每人

身上，他們才藉著聖神賜予的德能、勇毅、智慧及力量，到處宣講福音。

聖伯多祿當天的首次宣講，就已有三千人歸化（宗2：41）。 

到處宣講耶穌基督的福音是耶穌給我們的命令，這是每個基督徒的使命，

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不應單只靠我們美好的說話及善行，讓人知道我們

是基督徒；我們更應該肩負傳教的重責，讓那住在我們內的聖神透過我們

見証耶穌是主，使不信的人悔改歸依，使信仰冷淡的人對主重燃愛火。可

是，日常生活的重擔、困難、挑戰和引誘，以及世俗的道德準繩，使我們

不自覺地抑鬱了那住在我們心內的聖神，使我們不但沒有作福傳，而且更

常墜入撒旦的陷阱，做令天父不悅的事。 

今年是聖神年，教會亦重申基督徒福傳使命的重要性。聖神降臨節將至，

就讓我們立心決志悔改，不再讓天主的聖神憂鬱（弗4：30），向天父祈

求祂把祂的神重新傾注在我們身上，讓我們得到完全的重生和更新，使我

們與耶穌基督首先建立一個個人的關係，體驗到耶穌基督是一個活生生的

神。然後，再藉著聖神的能力，勇敢積極地帶不信主的人悔改歸依。 

願每一個基督徒，都熱切渴慕得到聖神的恩賜（格前14：1） 

這本「聖神九日敬禮」小冊子，獻給所有的基督徒，希望他們能夠藉著這

個九日敬禮，渴求聖神充滿，尤其是在聖神降臨節前，可以透過這小冊子

的禱文，藉�著基督，偕同聖母瑪利亞，向天父懇禱，祈求祂把聖神傾注

到每個基督徒身上，澆灌整個教會，使萬象更新，眾人歸依！「你們縱然

不善，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你們的兒女，何況在天之父，有不更將聖神賜

與求祂的人嗎？」（路11：13） 

香港神恩復興運動（中文組） 

聖神年支援工作小組召集人 

林慧靜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二日 

復活節 

聖神九日敬禮 

耶穌說：「我也要求父，祂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祂永遠與你們

同在。」（若14：16） 

（1）歌詠 

第一、四、七天：《伏求聖神降臨》 

1。伏求聖神，從天降臨，射發神光，光照我心。主為世界，普施太平，

時常降下，�七樣神恩。 

（重唱）讚美我主，永遠不停，讚美聖父，聖子聖神。 

2﹒伏求聖神，灌澤我心，賜我神慰，愛德生命。主為光明，常燃常生，

我�為瞽盲，賜我復明。 

（重唱）讚美我主，永遠不停，讚美聖父，聖子聖神。 

3﹒伏求聖神，賜我認清，天主聖三，待我深恩。聖父造世，聖子��降

生，聖神助我，獲享常生。 

（重唱）讚美我主，永遠不停，讚美聖父，聖子聖神。 



第二、五、八天：《衷心讚美》 

1。我的靈魂，頌揚上主，衷心讚美我們的天主。衷心讚美，衷心讚美，

（重唱）衷心讚美我們的上主。 

2。天主聖父，榮耀之王，愛我至深情願棄祂的愛子。亞肋路亞，亞�肋路

亞，（重唱）衷心讚美我們的上主。 

3。基督耶穌，和平之王，愛我至死留下了至愛護慰者。亞肋路亞，亞肋

路亞．（重唱）衷心讚美我們�的上主。 

4。天主聖神，請你來臨，照遍我心燃亮我心中愛火。亞肋路亞，亞肋路

亞，（重唱）衷心讚美我們的上主。 

第三、六，九天：《天主聖神》 

1。聽天主聖神流過小溪淙淙，再輕撫碧綠叢林和層峰，聖神祂處於天曙

曉光中。 

（重唱）請吹遍，海角天邊，任從你所願。風輕，催我甦醒，那天主的噓

氣使我溫暖。 

2。細草悄悄伴楊柳低聲嗚咽，那荒野裡羊群徬徨無算，聖神呀聽那普世

多哀怨。 

（重唱）請吹遍，海角天邊，任從你所願。風輕，催我甦醒，那天主的噓

氣使我溫暖。 

3。我恍見將逝年歲蹤跡荒廢，再聽到那夜禽長鳴垂涕．聖神呀看那暮雲

泣天際。 

（重�唱）請吹遍，海角天邊，任從你所願。風輕，催我甦醒，那天主的噓

氣使我溫暖。 

4。仰天主聖神憐我赤心一片，引頸企盼伏求重臨慈眷，聖神呀一心只渴

想得見。 

（重唱）請吹遍，海角天邊，任從你所願。風輕，催我甦醒，那天主的噓

氣使我溫暖。 

第一至第三天 

（2）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助我。 

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3）引言 

領：各位兄弟姊妹，今天我們聚集在一起，偕同聖母瑪利亞 - 聖神的淨

配，參加第（一/二/三）天的聖神九日敬禮，我們懇求天父派遣聖神，開

啟我們的心靈。 

（4）集禱經 

領：請大家祈禱：（靜默片刻）仁慈的天主聖父，你以聖神的真光，照耀

了我們的心靈：求你派遣聖神不斷啟發我們、光照我們的認知，並以聖神

的愛火熾熱我們的心，好能實踐你的聖意。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祂和

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5）聖言宣讀 

領：天主，求你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你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求

你使我重獲你救恩的喜樂，求你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詠51：12，14）。 

眾：賜我一顆心，煥發更新，又望主聖神充滿我靈魂。 

第一天（默西亞與聖神）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11：1-2） 

領：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發出一個幼芽。上主的

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敬畏上主的神將住在祂

內。這是天主的聖言。 

眾：感謝天主。 

第二天（上主傾注的神） 

恭讀岳厄爾先知書（3：1-2） 

領：此後 -- 上主的斷語 -- 我要將我的神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

你們的兒子們和你們的女兒們要說預言，你們的老人要看夢境，你們的青

年要見神視；在那些日子裡，甚至在奴僕和婢女身上，我也要傾注我的

神。---這是天主的聖言。 

眾：感謝天主。 

第三天（聖神永遠同在，教訓，想起耶穌所說的一切） 

恭讀聖若望福音（14：15-17，26b） 

領：耶穌說：「如果你們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求父，祂必

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祂永遠與你們同在；祂是世界所不能領受的

真理之神，因為世界看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因為祂與你

們同在，並在你們內。但那護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來的聖神，

祂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 - 這是

基督的福音。 

眾：基督，我們談美你！ 

（6）講道/聖經分享/或聖經默想 

（7）聖神禱文（請翻看後頁的聖神禱文） 

（8）請大家祈禱（請翻看後頁的禱文） 

（9）結束詞（請翻看後頁的禱文） 

（10）聖詠 

第四至六天： 

（2）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助我。 

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3）引言 

領：各位兄弟姊妹，今天我們聚集在一起，偕同聖母瑪利亞--聖神的淨

配，參加第（四/五/六）天的聖神九日敬禮，我們懇求天父派遣聖神，領

導我們勇敢為基督的真理作證。 

（4）集禱經 

領：請大家祈禱：（靜默片刻）上主，昔日你曾豐厚地在宗徒們的心靈傾

注聖神的恩寵；今天，求你也在我們心中燃起聖神的愛火，讓我們如宗徒

們一樣充滿聖神的德能，為你作見證。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5）聖言宣讀 

領：耶穌說：「你們縱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你們的兒女，何況在

天之父，有不更將聖神賜與求祂的人嗎？」 

眾：聖神，請你來臨，充滿你�信眾的心，在我們心內燃起你的愛火，亞



肋路亞。 

第四天（聖神為基督作證，指證罪惡，引入真理，傳告末來事） 

恭讀聖若望福音（15：26；16：8，�13-15） 

領：耶穌說：「當護慰者，就是我從父那裡要給你們派遣的，那發於父的

真理之神來到時，他必要為我作證。當他來到時，就要指證世界關於罪

惡、正義和審判所犯的錯誤。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他要把你們引入一

切真理，因為他不憑自己議論，只把他所聽到的講出來，並把未來的事傳

告給你們。他要光榮我，因為他要把由我所領受的，傳告給你們。凡父所

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為此我說：他要由我領受而傳告給你們。」--這是

基督的福音。 

眾：基督，我們讚美你! 

第五天（預許聖神，等待聖神，聖神降臨） 

恭讀宗徒大事錄（1：6-8，12-14；2：1-4） 

領：他們聚集的時候，就問耶穌說：「主，是此時要給以色列復興國家

嗎?」他回答說：「父以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期，不是你們應當知道

的；但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

及全猶太和撒瑪黎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那時，他們從名叫橄欖

的山上，回了耶路撒冷，這山離耶路撒冷不遠，有一安息日的路程。他們

進了城，就上了那座他們所居住的樓房，在那裡有伯多祿、若望、雅各

伯、安德肋、斐理伯、多默、巴爾多祿茂、瑪竇、阿耳斐的兒子雅各伯、

熱誠者西滿及雅各伯的兄弟猶達。這些就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

亞並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五旬節日一到，眾人都聚集一

處。忽然，從天上來了一陣響聲．好像暴風颳來，充滿了他們所在的全座

房屋。有些散開好像火的舌頭，停留在他們每人頭上，眾人都充滿了聖

神，照聖神賜給他們的話，說起外方話來。---這是天主的聖言。 

眾：感謝天主 

第六天（與聖神結合，與祂成為一神）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6：17-20） 

領：但那與主結合的，便是與他成為一神。你們務要遠避邪淫。人無論犯

的是什麼罪，都是在身體以外；但是，那犯邪淫的，卻是冒犯自己的身

體。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這聖神是你們由天主而

得的，住在你們內，而你們已不是屬於自己的了嗎?你們原是用高價買來

的，所以務要用你們的身體光榮天主。---這是天主的聖言。 

眾：感謝天主。 

（6）講道/聖經分享/或聖經默想 

（7）聖神禱文：（請翻看後頁之聖神禱文） 

（8）請大家祈禱：（請翻看後頁之禱文） 

（9）結束詞：（請翻看後頁之禱文） 

（10）聖詠 

第七至九天： 

（2）開端詞 

領：天主，求你快來救我。 

眾：上主，求你速來助我。 

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眾：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3）引言 

領：各位兄弟姊妹，今天我們聚集在一起，偕同聖母瑪利亞--聖神的淨

配，參加第（七/八/九）天的聖神九日敬禮，我們懇求天父派遣聖神與我

們同在、同住、同行。 

（4）集禱經 

領：請大家祈禱：（靜默片刻）天主，你以聖神更新並聖化了分佈在世界

各國、各民族，包括中國、台灣及香港的整個教會，求你使聖神的恩寵充

滿寰宇，繼續在我們心中工作，光照並轉化我們，好能建立一個更基督化

的教會，使人間的天國在世界展現。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祂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 

眾：亞孟。 

（5）聖言宣讀 

領：那隨從內情撒種的，必由肉情收穫敗壞；然而那隨從聖神撒種的，必

由聖神收穫永生。（迦6：8） 

眾：聖神，請快來臨，進入我心：聖神，願你來臨，改變我心；火熱、希

望，充滿我心；聖神，我相信，你使我有愛。 

第七天（聖神領導，代禱） 

恭讀宗徒致羅馬人書（8：5b，6b，9b，l4-17，26-27） 

領：隨從聖神的人，切望聖神的事；隨聖神的切望，導入生命與平安。誰

若沒有基督的聖神，誰就不屬於基督。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

子女。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

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號：「阿爸，父啊！」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

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我們既是子女，便是承繼者，是天主的

承繼者，是基督的同承繼者；只要我們與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與祂一起

受光榮。同時，聖神也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

對，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那洞悉心靈的天主知

道聖神的意願是什麼，因為祂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聖徒轉求。---這是天

主的聖言。 

眾：感謝天主。 

第八天（在聖神內生活）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5：15-21） 

領：你們應細心觀察自己怎樣生活；不要像無知的人，卻要像明智的人；

應把握時機，因為這些時日是邪惡的；因此不要作糊塗人，但要曉得什麼

是主的旨意。也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淫亂；卻要充滿聖神，以聖詠、詩詞

及屬神的歌曲，互相對談，在你們心中歌頌讚美主；為一切事，要因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的名，時時感謝天主父；又要懷著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順

從。---這是天主的聖言。 

眾：感謝天主。 

第九天（要在私慾的果實和聖神的果實中作出選�擇）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迦拉達人書（5：16，19-23a，25-26） 

領：我告訴你們：你們若隨聖神的引導行事，就決不會去滿足本性的私

慾。本性私慾的作為是顯而易見的：即淫亂、不潔、放蕩、崇拜偶像、施

行邪法、仇恨、競爭、嫉妒、忿怒、爭吵、不睦、分黨、妒恨、兇殺、醉

酒、宴樂，以及與這些相類似的事。我以前勸戒過你們，如今再說一次：

做這種事的人，決不能承受天主的國。然而聖神的效果卻是：仁愛、喜

樂、平安、忍耐、良善、溫和、忠信、柔和、節制。如果我們因聖神生

活，就應隨從聖神的引導而行事。不要貪圖虛榮，不要彼此挑撥，互相嫉

妒。 -- 這是天主的聖言。 

眾：感謝天主 

（6）講道/聖經分享/或聖經默想 

（7）聖神禱文：（請翻看後頁之聖神禱文） 

（8）請大家祈禱：（請翻看後頁之禱文） 

（9）結束詞：（請翻看後頁之禱文） 



（10）聖詠- 

--------------------------------- 

（7）聖神禱文 

領：我們以聖神禱文，祈求天主聖神賞給我們豐厚的恩賜。 

（一） 

領：上主求你垂憐。 

眾：上主求你垂憐。 

領：基督求妳垂憐。 

眾：基督求你垂憐。 

領：上主求你垂憐。 

眾：上主求你垂憐。 

領：全能的天主聖父，天地萬物的創造者。 

眾：求你垂憐我們。 

領：聖父的愛子耶穌，世界的救主。 

眾：求你拯救我們。 

領：聖父聖子所共發的聖神，永恆的愛。 

眾：求你聖化我們。 

領：天主聖三。 

眾：求你住在我們心裡。 

（二） 

天主聖神，由聖父聖子所共發者。 

           眾：求你垂憐我們 

天主聖神，與聖父聖子同等者。 

天主聖神，主及賦予生命者。 

天主聖神，光照，聖化與治理教會者。 

天主聖子的顯揚者，全善的主宰者，至高無上者。 

天父的恩�許，盟約和恩賜。 

活水的泉源，熱烈的愛火。 

精神的慰藉與心靈創傷的治癒者。 

聖愛，聖寵與真理之神。 

讚美，祈禱與代禱之神。 

謙遜、團結與服務之神。 

上智，聰敏，超見與剛毅之神。 

明達，考愛與敬畏之神。 

仁愛，喜樂與和平之神。 

忍耐，良善與溫和之神。 

忠信，柔和與節制之神。 

（三） 

天主聖神，求你使地面更新、復興。 

天主聖神，求你教我們離開罪惡，使我們獲得心靈的自由。 

天主聖神，求你散佈你的神光，並銘刻你的愛律在我們心中。 

天主聖神，求你賜給我們你的聖愛，在我們心內燃起你的愛火。 

天主聖神，求你教導我們祈禱，帶領我們接近天主。 

天主聖神，求你指引我們領悟真理，賜給我們生命所需要的知識。 

天主聖神，求你使我們堅持正義，樂意實踐你的聖善之道。 

天主聖神，求你賜給我們一切聖寵，恩賜和德能，為光榮天主聖三。 

天主聖神，求你幫助我們時常熱切渴慕你，使我的靈魂願意服從你。 

（四） 

領：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眾：請遣發你的聖神。 

領：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眾：求你賞賜七樣神恩。 

領：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眾：求你使我們結出聖神的果實。 

領：天主聖神，請來充滿我們的心。 

眾：在我們心中燃起你的愛火。 

（8）請大家祈禱： 

第一，四，七天： 

領：天主，你藉著聖神把豐厚的恩寵賞賜了我們，求你也把聖神的德能傾

注在全世界，特別是中國、香港和台灣；使你最初傳播的福音，在我們心

中發揮效力，並把這喜訊帶給身邊的兄弟姊妹。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

督。 

眾：亞孟 

第二、五、八天： 

領：天主，你派遣了聖神光照、訓誨我們的心靈，求你讓我們渴慕和認識

真理之神，服從祂，並體驗祂的安慰與護佑。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

督。 

眾：亞孟。 

第三、六、九天： 

領：全能全知的天主，你認識和接納我們每一個罪人。�求你遣發聖神，

潔淨和聖化我們，使我們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愛慕你，事事讚美感謝

你。以上所求是靠我們的主基督。 

眾：亞孟。 

（9）結束詞 

領：願全能仁慈的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我們，保佑我們，引領我們

到達永生。 

眾：亞孟。 

（10）聖詠（自選歌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