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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Antiphon 

 

Gospel at the Procession with Palms    Luke恭讀聖路加福音 19:28-40 

                                                      

那時候，耶穌領頭前行，上耶路撒冷去。 

及至臨近貝特法革和伯達尼，在一座名叫橄欖山那裡，耶穌派遣兩個門徒，

說：「你們往對面的村莊去；一進入村莊，就會看見一匹拴著的驢駒，從來沒有

人騎過，把牠解開，牽來。如果有人問你們說：你們為什麼解開牠？你們就說：

主要用牠。」 

被派的人去了，所遇見的，正如對他們所說過的一樣。他們正在解驢駒的時

候，驢駒的主人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解開這驢駒？」他們說：「主要用牠。」 

他們於是把驢駒，牽到耶穌面前，把他們的外衣，搭在驢駒上，扶耶穌騎上去。

前行時，人們把自己的外衣，舖在路上。當耶穌臨近橄欖山的下坡時，眾門徒

為了所見過的一切奇能，都歡欣的大聲頌揚天主說：「奉上主之名而來的君王，

應受讚頌！和平在天上，光榮於高天！」 

人群中有幾個法利塞人，對耶穌說：「師父，責斥你的門徒吧！」 

耶穌回答說：「我告訴你們：這些人若緘默不語，石頭也就要喊叫了！」——上主

的話。 



Opening Hymn           “All Glory, Laud, and Honor”  ST. THEODULPH 
 

 All glory, laud, and honor 

To you, Redeemer King! 

To whom the lips of children 

Made sweet hosannas ring. 

You are the King of Israel, 

And David's royal Son, 

Now in the Lord's Name coming, 

Our King and Blessed One. 

 

無量讚美和榮光，全歸救世君王. 

受造萬物與萬民，在地高聲響應 

達味王室之後裔，以色列人君王， 

奉父聖名來世界，當受萬民頌揚！  

 

2. All glory, laud, and honor 

To you, Redeemer King! 

To whom the lips of children 

Made sweet hosannas ring. 

The company of angels 

Are praising you on high; 

And mortals, joined with all things 

Created, make reply. 



Penitential Rite 

I confess to almighty God 

and to you,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I have greatly sinned, 

in my thoughts and in my words, 

in what I have done and in what I have failed to do, 

through my fault, through my fault, 

through my most grievous fault; 

therefore I ask blessed Mary ever-Virgin, 

all the Angels and Saints, 

and you,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pray for me to the Lord our God. 



Liturgy of the Word 
 

First Reading          Isaiah 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 50:4-7  

我主上主賜給了我受教的口舌，叫我會用言語，來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喚

醒我，喚醒我的耳朵，叫我如同學生一樣靜聽。我主上主開啟了我的耳朵。 

我並沒有違抗，也沒有退避。我將我背，轉給打擊我的人；把我的腮，轉給扯我

鬍鬚的人；對於侮辱和唾污，我沒有遮掩我的面。 

因為，我主上主協助我，因此，我不怕蒙羞；所以，我板著臉，像一塊燧石，因為

我知道：我決不會受辱。——上主的話。 

 

Psalm 答唱詠 22 

 

 

 

          【答】：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詠22:2） 

 

領：凡看見我的人都譏笑我；他們都撇著嘴，搖著頭說：「他既信賴上

主，上主就應救他；上主既喜愛他，也就該拯救他。」【答】 

領：成群惡犬圍困著我；大批歹徒環繞著我。他們穿透了我的手腳；我的

骨骼莖莖可數。【答】 

領：他們瓜分了我的衣服；為我的長衣，他們拈鬮。上主！請不要遠離

我；我的勇力，請速來扶助我。【答】 

領：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揚你的聖名；在盛大的集會中，讚美歌頌你：

「你們敬畏上主的人，請讚美上主；雅各伯所有的後裔，請光榮上主；以

色列的一切子孫，請敬畏上主！」【答】 



Second Reading     Philippians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 2:6-11  
 

Christ Jesus, though he was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regard equality with God 

            something to be grasped. 

Rather, he emptied himself, 

            taking the form of a slave, 

            coming in human likeness; 

            and found human in appearance, 

            he humbled himself, 

            becoming obedient to the point of death, 

            even death on a cross. 

Because of this, God greatly exalted him 

            and bestowed on him the name 

            which is above every name, 

            that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end, 

            of those in heaven and on earth and under the earth, 

            and every tongue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Father. 



Gospel Acclamation        福音前歡呼 

Christ became obedient to the point of death,  

even death on a cross. 

Because of this, God greatly exalted him 

and bestowed on him the name which is above every name.  

 

耶穌貶抑自己，聽命至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 

賜給了他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 

 

Gospel                       Luke 路加所載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22:14-23:56 

 （我渴望又渴望，在我受難以前，同你們吃這一次逾越節晚餐。） 

敘述：時候到了，耶穌就入席；宗徒也同他一起。 

耶穌對他們說： 

耶穌：「我渴望又渴望，在我受難以前，同你們吃這一次逾越節晚餐。我告訴你

們：非等到這晚餐在天主的國裡成全了，我決不再吃它。」 

敘述：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 

耶穌：「你們拿這杯，大家分著喝吧！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非等到天主的國

來臨了，我決不再喝這葡萄汁了。」 
  

（你們要這樣做，為紀念我。） 

敘述：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說： 

耶穌：「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你們要這樣做，為紀念我。」 

敘述：晚餐以後，耶穌同樣拿起杯來，說： 

耶穌：「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所立的新約。」 
  

（那負賣人子的人，是有禍的。） 

敘述：耶穌又說： 

耶穌：「但是，看，負賣我者的手，正同我一起放在餐桌上。 

人子固然要按照所預定的離去，但那負賣人子的人，是有禍的。」 

敘述：他們便彼此相問，他們中那一個會做這事。 
  

 



（可是，我在你們中間，卻是服事人的。） 

敘述：宗徒中又起了爭論：他們中究竟誰最大。 

耶穌給他們說： 

耶穌：「外邦人有君王宰制他們；掌權管治他們的，要被稱為恩主。但你們卻不

要這樣。 

「你們中最大的，要成為最小的；為首領的，要成為服事人的。是誰大呢？是坐

席的，還是服事人的？不是坐席的嗎？可是，我在你們中間，卻是服事人的。 

「在我的困難中，同我常常在一起的，就是你們。所以，我將王權賜給你們，正

如我父賜給了我一樣，為使你們在我的國裡，一同在我的筵席上吃喝，並坐在

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待你回頭以後，你要堅固你的弟兄。） 

敘述：耶穌又說： 

耶穌：「西滿，西滿，看，撒旦求得了許可，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是，我

已為你祈求，為叫你的信德，不至喪失，待你回頭以後，你要堅固你的弟

兄。」 

敘述：伯多祿向耶穌說： 

伯多祿：「主，我已經準備同你一起坐監，一同去受死。」 

敘述：耶穌說： 

耶穌：「伯多祿，我告訴你：今天雞還未叫以前，你要三次說不認識我。」 
  

（經上所載的，必須應驗在我身上。） 

敘述：然後，耶穌又對宗徒說： 

耶穌：「我以前派遣你們的時候，沒有帶錢囊、口袋及鞋，你們缺少了什麼沒

有？」 

敘述：他們說： 

宗徒：「什麼也沒有缺。」 

敘述：耶穌向他們說： 

耶穌：「可是現在，有錢囊的，應當帶著；有口袋的，也一樣；沒有劍的，應當變

賣自己的外衣，去買一把。我告訴你們：經上所載：『他被列於叛逆者之

中』這句話，必須應驗在我身上，因為那有關我的事，快要成就了。」 

敘述：他們說： 

宗徒：「主，看，這裡有兩把劍。」 

敘述：耶穌給他們說： 

耶穌：「夠了！」 
  

（ 



他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 

敘述：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著他。 

到了那地方，耶穌便給他們說： 

耶穌：「你們應當祈禱，免陷於誘惑。」 

敘述：耶穌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投石那麼遠，屈膝祈禱，說： 

耶穌：「父啊！你如果願意，請免去我這杯吧！但不要隨我的意願，惟照你的意

願，成就吧！」 

敘述：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給耶穌，加強他的力量。 

耶穌在極度恐慌中，祈禱越發懇切；他的汗如血珠，滴在地上。 

耶穌從祈禱中起來，到門徒那裡，看見他們都因憂悶睡著了，就給他們說： 

耶穌：「你們怎麼睡覺呢？起來祈禱吧！免陷於誘惑。」 
  

（猶達斯，你用口親，來負賣人子嗎？） 

敘述：耶穌還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群人；那十二人之一，名叫猶達斯的，走在

他們前面。猶達斯走近耶穌，要口親耶穌。耶穌給他說： 

耶穌：「猶達斯，你用口親，來負賣人子嗎？」 

敘述：在耶穌左右的人，一見要發生的事，就說： 

群眾：「主，我們可以用劍砍嗎？」 

敘述：他們中有一個人，砍了大司祭的僕人，把他的右耳削了下來。耶穌說道： 

耶穌：「到此為止！」 

敘述：耶穌就摸了摸那人的耳朵，治好了他。 

耶穌對那些來到他面前的司祭長，及聖殿警官和長老說： 

耶穌：「你們拿著刀劍棍棒出來，好像對付強盜嗎？我天天同你們在聖殿裡，你

們卻沒有下手捉拿我；但現在，是你們的時候，是黑暗當權的時候！」 
  

（伯多祿一到外面，就大哭起來。） 

敘述：他們既捉拿了耶穌，便押到大司祭的住宅。伯多祿遠遠地跟著。 

他們在庭院中間生了火，大家圍著火，坐著；伯多祿也坐在他們中間。 

敘述：有一個使女看見伯多祿面對火光坐著；便定睛注視他，說： 

使女：「這個人也是同他一起的。」 

敘述：伯多祿否認說： 

伯多祿：「女人，我不認識他。」 

敘述：過了不久，另一個人看見伯多祿，又說： 

來人：「你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個。」 

 



敘述：伯多祿說： 

伯多祿：「你這個人！我不是。」 

敘述：約隔一個時辰，又有一個人肯定說： 

來人：「這個人，的確是同他一起的，因為他是加里肋亞人。」 

敘述：伯多祿說： 

伯多祿：「你這個人！我不懂你說的。」 

敘述：伯多祿還在說話的時候，雞便叫了。 

主轉過身來，看了看伯多祿；伯多祿就想起主對他說的話：「今天雞叫以前，你

要三次不認我。」 

伯多祿一到外面，就大哭起來。 
  

（你猜一猜：是誰打你？） 

敘述：那些羈押耶穌的人，戲弄耶穌、打他；又蒙住他的眼，問他說： 

群眾：「你猜一猜：是誰打你？」 

敘述：他們還說了許多其他侮辱耶穌的話。 
  

（把耶穌帶到他們的公議會） 

敘述：天一亮，民間長老及司祭長並經師，集合起來，把耶穌帶到他們的公議

會，說： 

群眾：「如果你是默西亞，就告訴我們吧！」 

敘述：耶穌回答他們說： 

耶穌：「即使我告訴你們，你們也不會相信。如果我問，你們也不會回答。從今以

後，人子要坐在大能者天主的右邊。」 

敘述：眾人於是說： 

群眾：「那麼，你就是天主子了？」 

敘述：耶穌對他們說： 

耶穌：「你們說了，我就是。」 

敘述：他們說： 

群眾：「我們何必還需要見證呢？我們親自從他的口中聽見了。」 

敘述：於是，他們全體起來，把耶穌押送到比拉多面前。 
  

（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來。） 

敘述：司祭長及群眾開始控告耶穌說： 

群眾：「我們查得這個人，煽惑我們的民族，阻止給凱撒納稅，且自稱為默西亞、

君王。」 

 



敘述：比拉多於是問耶穌說： 

比拉多：「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 

敘述：耶穌回答說： 

耶穌：「你說的是。」 

敘述：比拉多對司祭長及群眾說： 

比拉多：「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來。」 

敘述：他們越發堅持說： 

群眾：「他在猶太全境，從加里肋亞起，直到這裡，施教，煽動民眾。」 

敘述：比拉多聽了，就問耶穌是不是加里肋亞人。既知道他屬黑落德統治，就

把他轉送到黑落德那裡。這幾天，黑落德也在耶路撒冷。 
  

（黑落德及他的侍衛，鄙視耶穌，並譏笑他。） 

敘述：黑落德見了耶穌，不勝歡喜，原來他早就想看看耶穌，因為他曾聽說過

關於耶穌的事，也指望耶穌顯個奇蹟。 

於是，黑落德問了耶穌許多事，但耶穌什麼都不回答。 

司祭長及經師，站在那裡，極力控告耶穌。 

黑落德及他的侍衛，鄙視耶穌，並譏笑他，又給他穿上華麗的長袍，把他解回

比拉多那裡。 

黑落德與比拉多，就在那一天，彼此成為了朋友；他們原先彼此有仇。 
  

（比拉多把耶穌交出，讓他們隨意處理。） 

敘述：比拉多召集司祭長、官吏及人民來，對他們說： 

比拉多：「你們把這個人押來給我，好像他是一個煽惑民眾的人。看，我在你們

面前審問了他，而你們控告他的罪狀，我在這人身上，並查不出一條

來；而且，黑落德也沒有查出，因而又把他押回到我們這裡，足見他沒

有做過該死的事。所以，我鞭打他以後，便釋放他。」 

敘述：每逢節日，比拉多必照慣例，給他們釋放一個囚犯。但他們卻齊聲喊

叫，說： 

群眾：「除掉這個人，給我們釋放巴辣巴！」 

敘述：巴辣巴原是因為在城中作亂殺人，而入獄的。 

比拉多又向他們聲明，願意釋放耶穌。但他們卻不斷地喊叫，說： 

群眾：「釘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敘述：比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 

比拉多：「這人到底做了什麼惡事！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麼該死的罪狀來。

所以我懲罰他以後，便釋放他。」 

 



敘述：但是，他們更大聲喊叫，要求釘耶穌在十字架上。 

他們的喊聲越來越厲害。比拉多於是宣判：照他們所請求的執行，便釋放了他

們所要求的、那個因作亂殺人而入獄的犯人；並把耶穌交出來，讓他們隨意處

理。 
  

（耶路撒冷女子！你們不要哭我。） 

敘述：他們把耶穌帶走的時候，就抓住一個從田間來的基勒乃人西滿，把十字

架放在他肩上，叫他在耶穌後面背著。 

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著耶穌。婦女搥胸痛哭耶穌；耶穌轉身向她們說： 

耶穌：「耶路撒冷女子！你們不要哭我，但應哭你們自己，及你們的子女，因為

日子將到，那時，人要說：那荒胎的，那沒有生產過的胎，和沒有哺養過的

乳，是有福的。那時，人要開始對高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吧！對丘陵說：蓋

住我們吧！如果對於青綠的樹木，他們還這樣做，對於枯槁的樹木，又將

怎樣呢？」 

敘述：另有兩個凶犯，也被帶去，同耶穌一同受死。 
  

（父啊！寬赦他們吧！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敘述：他們既到了那名叫髑髏的地方，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也釘了

那兩個凶犯：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 

耶穌說： 

耶穌：「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敘述：他們拈鬮分了耶穌的衣服。 
  

（這是猶太人的君王） 

敘述：民眾站著觀望。首領們嗤笑說： 

群眾：「別人，他救了；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傅者，被選者，就讓他救救他自己

吧！」 

敘述：兵士也戲弄耶穌，前來把醋遞給他，說： 

兵士：「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就救你自己吧！」 

敘述：在他上頭，還有一塊用希臘、拉丁及希伯來文寫的罪狀牌：「這是猶太人

的君王。」 
  

（今天，你就要同我一起在樂園裡。） 

敘述：懸掛著的凶犯中，有一個侮辱耶穌說： 

凶犯：「你不是默西亞嗎？救救你自己和我們吧！」 

 



敘述：另一個凶犯，應聲責斥他說： 

凶犯：「你既然受著同樣的刑罰，連天主你都不怕嗎？我們罪有應得；我們所受

的，正相稱於我們所做的；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 

敘述：隨後，那凶犯又對耶穌說： 

凶犯：「耶穌，當你來為王時，請你記得我！」 

敘述：耶穌給他說： 

耶穌：「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同我一起在樂園裡。」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 

敘述：這時，大約已是第六時辰，遍地都昏黑了，直到第九時辰。太陽失去了

光，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耶穌大聲呼喊，說： 

耶穌：「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 

敘述：耶穌說完這話，便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跪下默禱片刻 
  

敘述：百夫長看見所發生的事，於是光榮天主說： 

百夫長：「這人，實在是一個義人。」 

敘述：所有來看熱鬧的群眾，見了這情形，都搥著胸膛，回去。 

所有與耶穌相識的人，和那些由加里肋亞來跟隨耶穌的婦女，遠遠地站著觀

看。 

有一個人名叫若瑟，是一個議員，又是一個善良公正的人。他原是猶太阿黎瑪

特雅城的人，一向期待天主的國；他沒有贊同其他人的計謀和作為。他去見比

拉多，要求領取耶穌的遺體。他把遺體卸下，用殮布裹好，安葬在由巖石鑿

成，而尚未葬過人的墓穴裡。那天是預備日，安息日快到了。 

從加里肋亞陪同耶穌來的那些婦女，在後邊跟著，觀看那墓穴，並觀看耶穌的

遺體，是怎樣安葬的。她們回去，就預備下香料和香膏。安息日，她們依照誡

命安息。——上主的話。 

  



Apostles’ Creed 

I believe in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Cre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in Jesus Christ,  

his only Son, our Lord, who was conceived by 

the Holy Spirit,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suffered under Pontius Pilate, 

was crucified, died and was buried; 

he descended into hell; 

on the third day he rose again from the dead; 

he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from there he will come to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and life everlasting. Amen. 

 

Liturgy of the Eucharist 
Gift of the People            “By Your Cross”                       Suzanne Toolan 

 

 



Preface Acclamation 

Sanctus, Sanctus, Sanctus 

Dominus Deus Sabaoth. 

Pleni sunt cæli et terra gloria tua. 

Hosanna in excelsis. 

Benedictus qui venit in nomine Domini. 

Hosanna in excelsis. 

 

Mystery of Faith 

Save us Savior of the world 

For by your Cross and Resurrection  

You have set us free. 

Great Amen 

Amen! Amen! Amen! 

The Communion Rite 

Lord’s Prayer              

Sign of Peace             

Breaking of Bread     

 

 
_ 

Cheui min sai    jeui dik Tin   Jue  _  Go Yeung,           Kau nei seui  lin      ngo moon 

Cheui min  sai        jeui    dik    Tin       Jue  _                  Go     Yeung,        

     Kau     nei       chi        cup     ngo    moon      ping                   on. 



Communion  Procession        “O Sacred Head Surrounded”            

 

O Sacred Head, surrounded  

 By crown of piercing thorn!  

 O bleeding Head, so wounded,  

 Reviled and put to scorn!  

 The pow’r of death comes o’er you,  

 the glow of life decays,  

 Yet angel hosts adore you  

 And tremble as they gaze. 

 

哦，至聖之首低垂，滿了憂痛創傷， 

遭凌辱荊棘刺遍，作成冠冕戴上； 

哦，至聖之首本有天上一切榮光; 

雖被棄嫌並血染，我樂歸附祢旁 

 

I see your strength and vigor  

 All fading in the strife,  

 And death with cruel rigor,  

 Bereaving you of life;  

 O agony and dying!  

 O love to sinners free!  

 Jesus, all grace supplying,  

 O turn your face on me. 

 

我主祢受盡苦楚，罪人得蒙恩典， 

祢受創痛至死亡，是因我的罪愆； 

思念苦刑我當受，俯伏我主腳邊； 

懇求繼續賜恩典。願常贍仰聖顏。 



Closing Hymn             “Jesus, Remember Me”                               Ta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