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期第三周

星期五

讀經一（這人是我所揀選的工具，為把我的名字帶到外邦人
前。）
恭讀宗徒大事錄 9:1-20
那時，掃祿還是向主的門徒口吐恐嚇和兇殺之氣，遂去見
大司祭，求他發文書給大馬士革各會堂，凡他搜查出信這道的
人，不拘男女，都綁起來，解送到耶路撒冷。當他前行，快要
臨近大馬土革的時候，忽然從天上有一道光，環射到他身上。
他便跌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向他說：「掃祿，掃祿，你為什麼
迫害我？」他答說：
「主！你是誰？」主說：
「我就是你所迫害
的耶穌。但是，你起來進城去，必有人告訴你當作什麼。」陪
他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只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什
麼人。掃祿從地上起來，睜開他的眼，什麼也看不見了。人們
牽著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士革。三天看不見，也不吃，也不
喝。在大馬士革有個門徒，名叫阿納尼雅，主在異象中向他說：
「阿納尼雅！」他答說：
「主，我在這裏。」主向他說：
「起來，
往那條名叫「直街」的地方去，要在猶大家裏找一個名叫掃祿
的塔爾索人；看，他正在祈禱。」——掃祿此時在異象中看見
一個名叫阿納尼雅的人進來給自己覆手，使他復明——阿納尼
雅卻答說：「關於這個人，我聽許多人說：他在耶路撒冷對你
的聖徒作了許多壞事！他在這裏也有從大司祭取得的權柄，要
捆綁一切呼號你名字的人。」主卻向他說：「你去吧！因為這
人是我所揀選的器皿，為把我的名字帶到外邦人、國王和以色
列子民前，我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字該受多麼大的苦。」阿納
尼雅就去了，進了那一家給他覆手說：「掃祿兄弟！在你來的
路上，發顯給你的主耶穌打發我來，叫你看見，叫你充滿聖神。」
立刻有像鱗甲一樣的東西，從他的眼中掉了下來，他便看見
了，遂起來領了洗。進食以後，就有了力量。他同大馬土革的
門徒住了幾天之後，即刻在各會堂中宣講耶穌，說他是天主
子。——上主的話。
（默想片刻）
答唱詠 詠 117:1,2
【答】：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
或詠唱「亞肋路亞」
領：列國萬民，請讚美上主，一切民族，請歌頌上主！【答】
領：因為他的仁愛厚加於我們，上主的忠誠必要永遠常存。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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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前歡呼
領：亞肋路亞。
眾：亞肋路亞。
領：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
眾：亞肋路亞。
福音（我的肉是真的食物，我的血是真的飲料。）
恭讀聖若望福音 6:52-59
那時，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人怎麼能把他的肉，賜給
我們吃呢？」耶穌向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
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誰吃我
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復活，因
為我的肉，是真實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實的飲料。誰吃我的
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就如那生活的
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樣，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
生活。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食糧，不像祖先吃了『瑪納』仍然
死了；誰吃這食糧，必要生活直到永遠。」這些話是耶穌在葛
法翁會堂教訓人時說的。——上主的話。
（講道後默想片刻）

CONSECRATING CANADA TO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May 1, 2020
Prayer of Consecration 交托及奉獻自己於天上慈母瑪
利亞誦
Most Blessed Virgin Mary, Mother of the Church, in this
time of pandemic, we turn our gaze to you, and in Christ
consecrate to you the faithful of our Diocese together with
all the people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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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Annunciation, fear gave way to trust as you
embraced the mysterious and loving plan of God, who
through his providence, care and concern brought about
newness of life in you and through you. Intercede, we pray,
on our behalf as your children, Virgin most faithful. Grant
us faith, hope, and perseverance, as we strive to serve and
bear witness to all persons, responding to the needs of
those affected by this virus.
Standing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 at Calvary, you united
yourself with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and so uniquely
contributed to the mystery of our redemption. We
beseech you as Health of the sick, draw to yourself in
maternal compassion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your Son
Jesus and all those who are grieved by this pandemic.
Strengthen the dying and comfort those who weep so that
all may experience the healing grace of Christ our Divine
Physician.
At the Cenacle, after the Resurrection, you accompanied
the Apostles with prayer for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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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In your maternal care as Consoler of the afflicted,
accompany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ll who minister to
the sick, and those who seek a cure to end this pandemic,
that the Holy Spirit may renew the face of the earth. To all
of us, dearest Mary, Mother of all the living, be present
and show forth your tenderness, as we raise our eyes to
you who shines forth before the entire community as a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companion on our journey.
Time and time again, with burdens weighing heavily on
their hearts and in their many necessities, the Christian
faithful have sought refuge under your mantle of
protection.
Come quickly to our aid at this time, Mother of Mercy, and
deliver us from the dangers that surround us in our hour of
need; watch over especially the elderly, the weak and the
infirm, our children and the unity of our families, and all
those who give of themselves selflessly in pastoral care to
those in need until in your arms and in your gentle
embrace we all find safety and solac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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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2020年5月聖母月禱詞
向聖母祈求（一）
聖母瑪利亞，妳總是在我們生命的旅途中閃耀發光，
一如救恩和希望的標記。
我們將自己託付於妳、病人之痊。
妳持守著堅定的信德，在十字架下參與耶穌的苦難。
妳，羅馬人民的救援，明瞭我們的需要；
我們確信妳的照顧。
一如在加里肋亞加納，在這考驗的時期過後，
妳將恢復我們的喜樂與歡慶。
天主仁愛之母，
請幫助我們眾人順從天父的旨意，
並實踐耶穌所吩咐的；
他承擔了我們的苦難，藉著十字架，
引領我們到達復活的喜樂。亞孟。
天主聖母，我們投奔到妳的保護下。
噢！榮福童貞瑪利亞，
請勿輕忽我們在急需中的懇求，
但救我們免於一切危險。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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