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天主教香港教區考核傅油禮選曲及資料 

 
 

地區 新界區 (1) 新界區 (2) 九龍區 (1) 九龍區 (2) 將軍澳 (1) 將軍澳 (2) 香港區 (1) 香港區 (2) 

日  期： 3 月 4 日 (四旬期第三主日) 3 月 11 日 (四旬期第四主日) 3 月 11 日 (四旬期第四主日) 3 月 18 日 (四旬期第五主日) 

歌曲綵排： 下午 1 時 30 分 下午 3 時 45 分 下午 1 時 30 分 下午 3 時 45 分 下午 1 時 30 分 下午 3 時 45 分 下午 1 時 30 分 下午 3 時 45 分 

禮儀開始： 下午 2 時 30 分 下午 4 時 30 分 下午 2 時 30 分 下午 4 時 30 分 下午 2 時 30 分 下午 4 時 30 分 下午 2 時 30 分 下午 4 時 30 分 

地  點： 聖本篤堂 (沙田圍崗背街 7 號) 聖方濟各 (深水埗石硤尾 57 號) 聖安德肋堂堂 (坑口常寧路 11 號) 基督君王小堂 (銅鑼灣聖保祿修院) 

禮儀程序 ／ 歌曲 

進堂詠 (356) P.35 上主庭院 (414) P.34 教會根基 (356) P.35 上主庭院 (414) P.34 教會根基 (356) P.35 上主庭院 (414) P.34 教會根基 (356) P.35 上主庭院 (414) P.34 教會根基 

答唱詠 (276) P.46 主為我牧 (276) P.46 主為我牧 (276) P.46 主為我牧 (276) P.46 主為我牧 (276) P.46 主為我牧 (276) P.46 主為我牧 (276) P.46 主為我牧 (276) P.46 主為我牧 

福音前歡呼 (204) P.36 

基督是活水 

(204) P.36 

基督是活水 
(205) P.37 

基督是光明 

(205) P.37 

基督是光明 
(205) P.37 

基督是光明 

(205) P.37 

基督是光明 
(206) P.38 

基督是生命 

(206) P.38 

基督是生命 

信友禱文 (113) P.39 

天主,聽我禱聲 

(114) P.39 

求主俯聽我禱告 
(113) P.39 

天主,聽我禱聲 

(114) P.39 

求主俯聽我禱告 
(113) P.39 

天主,聽我禱聲 

(114) P.39 

求主俯聽我禱告 
(113) P.39 

天主,聽我禱聲 

(114) P.39 

求主俯聽我禱告 

傅油禮 (560) P.64 

我主,求你垂視 

(560) P.64 

我主,求你垂視 

(560) P.64 

我主,求你垂視 

(560) P.64 

我主,求你垂視 

(560) P.64 

我主,求你垂視 

(560) P.64 

我主,求你垂視 

(560) P.64 

我主,求你垂視 

(560) P.64 

我主,求你垂視 

 (453) P.68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453) P.68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453) P.68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453) P.68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453) P.68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453) P.68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453) P.68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453) P.68 

耶穌基督是生命源 

 (384) P.77 奇妙救恩 (384) P.77 奇妙救恩 (384) P.77 奇妙救恩 (384) P.77 奇妙救恩 (384) P.77 奇妙救恩 (384) P.77 奇妙救恩 (384) P.77 奇妙救恩 (384) P.77 奇妙救恩 

 (269) P.45 

天主啊!保佑我吧 

(269) P.45 

天主啊!保佑我吧 

(269) P.45 

天主啊!保佑我吧 

(269) P.45 

天主啊!保佑我吧 

(269) P.45 

天主啊!保佑我吧 

(269) P.45 

天主啊!保佑我吧 

(269) P.45 

天主啊!保佑我吧 

(269) P.45 

天主啊!保佑我吧 

結束傅油 (467) P.74 【重句】 

基督得勝 

(467) P.74 【重句】 

基督得勝[*領唱詩節] 

(467) P.74 【重句】 

基督得勝 

467) P.74 【重句】 

基督得勝[*領唱詩節] 

(467) P.74 【重句】 

基督得勝  

467) P.74 【重句】 

基督得勝[*領唱詩節] 

(467) P.74 【重句】 

基督得勝 

(467) P.74 【重句】 

基督得勝[*領唱詩節] 

傅油後祈禱 (247) P.40 

天主經 (+ Amen) 

(247) P.40 

天主經 (+ Amen) 

(247) P.40 

天主經 (+ Amen) 

(247) P.40 

天主經 (+ Amen) 

(247) P.40 

天主經 (+ Amen) 

(247) P.40 

天主經 (+ Amen) 

(247) P.40 

天主經 (+ Amen) 

(247) P.40 

天主經 (+ Amen) 

分派蠟燭   背 景 音 樂   

祝福禮 (170) P.44 

Amen [一] 禱文P.12 

(170) P.44 

Amen [一] 禱文P.12 

(170) P.44 

Amen [一] 禱文P.19 

(170) P.44 

Amen [一] 禱文 P.19 

(170) P.44 

Amen [一] 禱文P.27 

(170) P.44 

Amen [一] 禱文P.27 

(170) P.44 

Amen [一] 禱文P.27 

(170) P.44 

Amen [一] 禱文P.27 

禮成詠 (364) P.78 

眾心的太陽 

(364) P.78 

眾心的太陽 

(364) P.78 

眾心的太陽 

(374) P.63 

我們全心感謝天主 

(364) P.78 

眾心的太陽 

(364) P.78 

眾心的太陽 

(364) P.78 

眾心的太陽 

(374) P.63 

我們全心感謝天主 
 

( ) 數字為新頌恩的首數， P. 為禮儀小冊子的頁數 

※ 堂區歌詠團報名請於 2月 23日或之前,致電:2522 7577 聯絡聖樂委員會辦事處張小姐。多謝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