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请一位基信团的少女成员来念结束祷。

我们今天为所有感到不堪重负的家庭祈祷；
这些家庭是那些无法应付日常生活的压力和
要求的家庭，是那些有困难和感到没有希望
的家庭。主啊，求祢与他们同在，安慰他们，
安抚他们的心身灵。求祢给予他们希望、和
平和休息。请帮助他们在家庭内保持忠诚。
阿们

万福海星

万福海星天主圣母，我们在世如在狂流；

前有颠危后有险阻，如无海星救恩难求。

世海明星基督之母，拯救我们突险过阻。

万福海星天主圣母，圣三宫殿天使之后；

罪人之托进教之佑，怜我世人走投无路。

指我迷津引向正途，克苦修行战胜三仇。

万福海星天上母皇，始胎无玷贞洁辉煌；

无玷圣心谦恭温良，天主特选救世栋梁。

怜视我人歧途彷徨，代我求主赐升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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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內部傳閱

简介:  联合国大会于1993年宣布了5月15日为“国际家庭
日”。1994年5月15日首次庆祝这一特殊日子。人们庆
祝此日以表扬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我们
成长时期的大多岁月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而家人很可
能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人。因此，我们应该庆祝家庭
日。让我们在这个月，花些时间，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也想办法保护并珍惜我们社会中的家庭单位。

（取自：联合国家庭日献词——2012年5月15日）

结束祷: 

结束咏:

月份主要事项： 国际家庭日

网络社交媒体： #theyaintheavy

基信团月省
望德： 相 信 、 活 现 及 施 予 2021年5月 

有福同享，有难同担



托马斯和伊莱结婚80多年了，现在住在印度的喀拉拉邦。
他们于1932年结婚，83周年的婚姻使他们成为印度结婚时
间最长的一对夫妇。根据他们的说法，成功的婚姻生活靠
两个词——“爱”和“宽容”。这对8个孩子的夫妻还有18
个孙子女和14个曾孙子女。2015年1月31日，他们在伊杜
基区的家乡—托杜普扎，庆祝了83周年结婚纪念日。

托马斯出生在一个以农业为收入来源的小村庄。他在18岁
时按照当时的习俗结了婚。伊莱也出生在同一地区，结婚
时她只有15岁。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于订婚仪式上。托马
斯看到了他的妻子伊莱的第一眼，据他形容那是他一生中
最快乐的时刻之一。他们的结婚仪式非常简单。他们在成
为四个孩子的父母之后，才拍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

对这对夫妇来说，一切都不容易。每一段婚姻都有它的起
伏，对他们来说也是如此。这对夫妇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
所遭受的痛苦和他们所庆祝的喜乐一样多。他们不仅失去
了第一个孩子，而且贫穷的经济状况使生活更加困难。这
是一场真正的生活挣扎，但他们一起勇敢地面对。托马斯
说：“我们一直都很努力，现在我们都很
开心。”。但当被问到在这段关系中，
他是否曾感到厌倦无聊时，他很惊
讶。“怎么会觉得厌倦无聊呢？
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他
们的其中一个儿子，詹姆斯，
也同意这对夫妇是一个完美的
匹配，他们更是伟大的父母。

（来源：2015年1月26日《新闻分钟》）

   

与你的基信团成员分享你的想法。
• 你认为婚姻生活中幸福与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 今天家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有什么方法能让一个
家庭无论在顺境或逆境时，都能保持同心合一呢？

分辨主旨：交流与分享

邀请一位基信团成员领导祈祷。

天父，正当我们庆祝“国际家庭日”，

请赐予所有家庭得以成为生命和爱

的真正源泉。愿祢的恩宠保守那些

被召叫进入婚姻生活和为人父母者，

引导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他们为

自己的家庭及世界上所有家庭的利

益而努力。我们这样求是因主耶稣

基督之名，阿们。

爱我们的家  
每个人爱它，

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

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

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迦六：2-5
你们应彼此协助背负重担，这样，你
们就满全了基督的法律。人本来不算
什么，若自以为算什么，就是欺骗自
己。各人只该考验自己的行为，这样，
对自己也许有可夸耀之处，但不是对
别人夸耀，因为各人要背负自己的重
担。

反省︓ 
• 大声朗读本经文，并以开放的态度

聆听。

• 自己静静地阅读，直到一个词或短
句触动你为止。

• 圣神要藉着这词或短句告诉你什么
呢？

• 你要对天主说些什么以回应祂的圣
言？

• 分成小组（3-4人）分享你的个人经
验：分享你是如何被他人对你的关
爱和怜悯所感动。

实行:
• 已婚夫妇：写一封信给你的配偶，

感谢他/她无论是在顺境或逆境时，
对你表现出的爱、耐心和理解。

• 父母：给每个孩子写一封简短的信，
感谢他/她成为家庭的一份子，也
感谢他/她在顺境或逆境时，都能
彼此担待。

• 孩子：写一封信给你的父母，感谢
他们的爱和牺牲，感谢他们在顺境
或逆境时所给予的指导。

会前祈祷：

开场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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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的圣神，求祢降临，
眷顾祢的子民，
使祢创造的心胸，
充满天上的神恩。

至高上主的恩惠，
大慰人心的圣神，
祢是灵膏与温暖；
活泉与爱心。

七恩的泉源，
上主的右手，
祢是圣父的恩许，
普施言语的奇恩。

求祢光照我们的认知，
以爱火炽热我们的心神，
藉祢的大能，
坚固软弱的肉身。

驱逐仇敌远遁，
赐和平给我们，
诸害望风而逃，
求祢领导我们勇敢前进。

我们因祢认识父及圣子，
祢是父子共发的圣神，
我们坚信祢的大能，
永远感谢祢的神恩。阿们。

赞美诗 

领：天主，求祢快来拯救我；
答：上主求祢速来扶助我。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阿肋路亚。

圣 神 降 临 主 日
晚 祷    2 0 2 1 年 5 月 开端词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受显扬，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

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

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

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

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天主圣父藉着基督创始了祂的教会，在五旬节日藉着圣神
向世界显示了祂的教会；我们现在以欢欣的心情恳求祂：

求祢给教会，派遣祢的圣神。

祢愿意所有带有基督名号的人，都藉着同一洗礼，
在圣神内，成为一体，
── 求祢赏赐信众一心一意，彼此合作。

祢愿意使圣神的爱火充满世界，
──求祢帮助所有的人共同建设一个正义与和平的
世界。

主天主，万有之父，祢愿意四散的子女，因着同一
信仰，聚集在一起，
──求祢以祢圣神的恩宠，光照世界。

祢藉圣神更新一切，
──求祢治好病患，安慰忧苦，使所有的人都得到
救恩。

祢藉圣神，使祢的圣子，死而复活，
──求祢赏赐已亡的兄弟姊妹，来日也得到复活的
光荣。

 结束祷词:

天主，祢以今天庆祝的奥迹，圣化了分布在世界各国、
各民族间的整个教会。求祢使圣神的恩宠，充满寰宇；
并继续在信徒们心中完成祢的神妙化工，犹如当年开始
传布福音时祢所完成的一样。以上所求是靠祢的子，我
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祂和祢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

结束词: 

领：祝大家平安！阿肋路亚，阿肋路亚。
答：感谢天主，阿肋路亚，阿肋路亚。

天主经

只供內部傳閱

祷词:



谢主曲对经：今天五旬节期已满，
阿肋路亚；今天圣神以火的形象显现
给门徒们，赐给他们奇恩异宠；派遣
他们到世界各地宣讲、作证：凡相信
而受洗的，必会得救，阿肋路亚。

谢主曲对经：今 天 五 旬 节 期
已满，阿肋路亚；今天圣神
以火的形象显现给门徒们，
赐给他们奇恩异宠；派遣他
们到世界各地宣讲、作证：
凡相信而受洗的，必会得救，
阿肋路亚。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
我的心灵欢跃于我的救主、天主。

因为祂垂顾了祂卑微的使女，
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

全能者给我作了奇事，
祂的名号何其神圣。

祂对敬畏祂的人们，
广施慈爱，千秋万世。

祂运用手臂，大施神威，
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

祂从高位上推下权贵，
却提拔了弱小卑微。

祂使饥饿者饱飨美味，
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

祂扶助了祂的仆人以色列，
因为祂常念及自己的仁慈。

正如祂曾应许我们的先祖：
永久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日亦然，直到永远。

阿们。

谢主曲阿肋路亚！
天主的仆人，请赞美我们的天主，
凡敬畏祂的人，无论大小尊卑，
请赞美天主。
阿肋路亚！

阿肋路亚！
我们的上主，全能的天主已经为王，
我们要欢欣鼓舞，将光荣归于天主。
阿肋路亚！

阿肋路亚！
羔羊的婚期已经临近，
祂的新娘也盛妆以待。
阿肋路亚！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对经三：众人都充满了圣神，并开始讲话，

阿肋路亚。

  简短读经 弗 四,3-6

你们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
合一，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只
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只有
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祂超越众人，贯
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

  短对答咏 

领：上主的神充满了大地，阿肋路亚，
阿肋路亚。

答：上主的神充满了大地，阿肋路亚，
阿肋路亚。

领：祂包罗万象，通晓一切言语。

答：阿肋路亚。阿肋路亚。

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答：上主的神充满了大地，阿肋路亚，
阿肋路亚。

  圣咏 一一三: 1-8 

“ 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些弃绝世俗
的人，也就是出离埃及。”（圣思定）

当以色列出离埃及之时，
雅格家离开蛮夷之日，

犹大成了上主的圣所，
以色列做了祂的王国。

海洋见势，立刻逃走，
约旦河也回转倒流。

山岳好似公羊跳跃，
丘陵有如羔羊舞蹈。

海洋，你为什么逃走？
约旦，你为什么倒流？

山岳，你为什么好似公羊跳跃？
丘陵，你为什么有如羔羊舞蹈？

大地！你要在上主面前战栗，
在雅格的天主面前震撼。

祂使磐石变成了水潭，
祂使岩石变成了水泉。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对经二：天主，求祢从耶路撒冷的圣

殿，显示出祢为我们施展的大能，

阿肋路亚。

对经三：众人都充满了圣神，并开始

讲话，阿肋路亚。

  圣歌 默十九：1-2.5-7 

阿肋路亚！
胜利、光荣和德能，属于我们的天主，
祂的判断正确而又公平。
阿肋路亚！

对经一：上主的神充满了大地，阿
肋路亚。

“ 基督必须为王，直到把一切仇敌
屈服在祂的脚下。”
（格前十五：25）

上主对我主起誓说：
祢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祢的仇敌，做祢的脚凳。

上主自熙雍伸出祢的权杖：
祢要在祢仇敌中统治为王。

在圣山上，祢诞生之日，
王位就属于祢，
我已经生了祢，好像在黎明之前的
朝露。

上主发了誓，绝不反悔：
“ 祢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
永为祭司。”

上主常在祢的右边，
祂在发怒之日，必要粉碎列王。

君王将在路旁畅饮溪水，
因此祂将挺胸抬头。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

对经一：上主的神充满了大地，阿

肋路亚。

对经二：天主，求祢从耶路撒冷的圣
殿，显示出祢为我们施展的大能，阿
肋路亚。

圣咏 一一零: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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