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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花地瑪聖母 

顯現一百周年 

     江克滿神父歌曲作品分享 

音樂祈禱會 

            程序 
     

《召叫》 
 

(I)  《花地瑪聖母》(全體) 

 

(II) 導言：陳鴻基神父 

 

(III)花地瑪聖母顯現一百周年 

- 花地瑪聖母的訊息 

- 如何回應花地瑪的訊息？ 

- 禱文：《奉獻給花地瑪聖母誦》  

            

(IV) 江克滿神父歌曲作品介紹及分享： 

(一)  莊宗澤神父 

(1) 《聖母升天》 

(2) 《聖母痛苦》 

 

    《團體》 
 

(二)香港仔聖伯多祿堂磐石之聲室樂團  

(1) 《孝愛聖母》 

(2) 《主慈頌》 

 

(三) 知音好友樂團 

(1) 《玫瑰花》 

(2) 《小毛蟲》 

(3) 《歌頌主名》 

(4) 《上主富於仁愛》 

 

 

 

                 

《派遣》 
 

(四) 聖類斯音樂小組  

(1) 《聖母經》 

(2) 《聖母讚主頌》 

 

(五) 聖類斯課後慶禮院 

《慷慨的回應》 

 

禱文：《為聖召祈禱文》 

 

(六) 聖安多尼堂聯合聖詠團  

(1) 《靜聽曠野有呼聲》 

(2) 《愛之歌》 

 

(七) 知音好友樂團  

(1) 《慈父！我兒！》 

(2) 《善牧》 

 

(八) 大合唱：《耶穌！請派遣我》 

 

(V)  分享(陳鴻基神父、聖鮑思高慈幼 

協進會及鮑思高研習中心) 

 

(VI)   鳴謝及致送紀念品 

 

(VII)  天主經 

 

(VIII) 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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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叫》 

(I)                      《花地瑪聖母》(全體) 

 

(II)                               導言                       陳鴻基神父 

 

今年二零一七年適逢花地瑪聖母在葡國花地瑪顯現一百周年，又是熙篤會會士江克滿神

父八十歲大壽，可謂喜事重重，值得高興，值得慶祝。這是包括普世教會性、教區性、修

會性、堂區性和學校性慶祝，原來他們也有三個相同之處。 

 

（一） 聖召︰聖召尌是回應天主的呼召，為了愛祂和事奉祂，甚至為祂的愛作見證。聖母

一生尌是蒙天主的召叫，以謙卑和服從跟隨天主，天主給予她的回饋尌是喜樂之源和

喜樂之泉。在花地瑪她顯現的三牧童，其中路濟亞也是獻身修道，另外兩位現在也被

冊封成為聖人。江克滿神父的一生，除了在聖類斯學校完成中學階段外，也是矢志修

道，奉獻自己給天主，恆心至終。 

 

（二） 團體︰在修道生活中修德成聖是目標，但也藉着團體一起生活，一起祈禱，一起工

作，大家互勵互勉，在團體中不但立己立人，成聖自己，聖化他人，江神父的一生乃

是在熙篤會中渡過。團體生活化成他的「心曲」。 

 

（三） 派遣︰修道生活可謂津津樂道。尋找到高尚的生活意義和價值。江克滿神父在其默

觀生活中得到滋養，把祈禱化作美妙的歌曲，不但在天主前詠唱，也是在世間讓人不

斷迴響，這和聖母的「我靈頌揚上主」收異曲同工之效。 

 

在這裏，讓我們感謝天主和聖母瑪利亞，使我們藉這機會可以舉心向上，並偕同江克滿

神父懷着感恩和讚頌︰「天主，在我們畢生的歲月裏，能不斷歌頌祢的甘飴慈祥」（詠 27）。 

  

慈幼會會士 

陳鴻基神父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 

聖多默使徒慶節 

(III)                    花地瑪聖母顯現一百周年 

 

花地瑪聖母的訊息:  聖母警醒及要求我們去悔改，祈禱，每天誦念玫瑰經  

這訊息是給每一個人的  

如何回應花地瑪的訊息？ 多作祈禱 

每天誦唸玫瑰經  

首瞻禮七虔敬聖母無玷聖心  

奉獻自已給聖母無玷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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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文：《奉獻給花地瑪聖母誦》 

 

吁！可敬可愛的母親，至聖玫瑰經之后，聖母瑪利亞。 

我們謹遵您在花地瑪的訓示，痛悔所犯的罪過。 

今把思、言、行為、神形困苦， 以及祈禱、刻苦、補贖，  

全奉獻於您無玷聖心。  

吁！至潔童貞瑪利亞，求您引導罪人改過自新，  

更求您潔淨我們的心靈，聖化我們的家庭、修會，  

以及所有團體， 俾能彼此擔待、 相親相愛。  

吁！仁慈的天主，懇求您因聖母瑪利亞的轉求， 

恩賜聖教廣揚，國家安寧，世界和平， 

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亞孟。 

花地瑪聖母！為我們祈求！  

玫瑰經之后！為我們祈求！ 

(IV)                 江克滿神父歌曲作品介紹及分享 

(一) 莊宗澤神父 

(1) 《聖母升天》            曲：江克滿；詞：教會時辰祈禱讚歌；譯詞：李士漁 OFM 

 1. 身披太陽卒世貞，頭戴榮冠十二星; 腳踏月亮出天庭，榮耀無比放光明。 

2. 戰勝死亡鎮冥獄，身隨基督入天都; 孙宙環球祝萬福，我後威能稱九州。  

3. 蛇魔詐誘害元祖，流毒猶存禍遺族; 懷生天主童貞母，踏破仇顱解世苦。  

4. 仁慈母王開慈顔，涕谷囚徒仰垂憐; 祈主哀憐恕往愆，永生有望不盡歡。 

5. 皇皇聖三受頌揚，加冠錫寵立母皇; 生命多苦何用傷，慈親含笑在天鄉。阿們。 

  

(2) 《聖母痛苦》            曲：江克滿；詞：教會時辰祈禱讚歌；譯詞：李士漁 OFM 

1.金風送爽近黃昏，夕陽將殘主蒙塵。  

日月失光震乾坤，造物大宰已斷魂。 

2.生母親臨尌刑場，雙眼含淚心慟傷。  

愛兒身懸苦架梁，吞聲忍氣聲淒涼。 

3.遍體鱗傷鮮血流，不忍目睹慈母愁。  

兩心酸痛苦難休，相對無語母子憂。 

 

4.殉道之后聖童貞，
屹立不動驚乾坤。 
死而不死箭鑽心， 
玄妙神奇實難明。 

5.光榮讚頌與欽崇， 
  全歸聖三永無終。  

祈因聖母賜忠勇， 
  萬苦千辛示熱衷。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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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二) 香港仔聖伯多祿堂磐石之聲室樂團  

(1) 《孝愛聖母》    詞及曲：江克滿(香港：1978 年 1月主顯節) 

   

萬福瑪利亞！萬福瑪利亞！ 

投奔您的溫馨身邊，依偎著您，聆聽您的心聲，珍貴金言。 

慈母！顧盼垂聽，我們的心意。 

含笑互相切磋砥礪共勉。承擔痛苦創傷，篤愛我主、耶穌基督。 

忘卻宿怨，以愛包容。同甘共苦、寬恕、忍耐。               

萬福瑪利亞！萬福瑪利亞！慈母！您的叮囑，燭照我肺腑。 

耶穌！聖父之子、瑪利亞親兒，我們對祢：信、望、愛。 

萬福、萬福瑪利亞！萬福、萬福瑪利亞！萬福瑪利亞！  
 

(2) 《主慈頌》      曲：江克滿   詞：莊宗澤 (香港大嶼山熙篤會聖母神樂院，1969) 

祂未曾應許天常蔚藍， 祂未曾應允花兒常開， 

祂卻恩許祂的慈愛常在。  

(重句) 是的，仁慈的主， 

懷念你的恩德， 

尌是絕妙的禱詞。 

讓我們於悠悠的歲月中，引腔詠唱。 

 

 

 (三)_知音好友樂團 

(1)  《玫瑰花》  曲、詞：江克滿 (香港，2012 年 1月) 

  

1. 玫瑰花，花中之花，玫瑰花燦爛高貴。玫瑰花呀！馥郁飄香，馥郁飄香。 

2._團團轉，花瓣繽紛，朝露降結成珍珠。閃爍花杯中滾滾搖蕩，晶瑩剔透。 

3._玫瑰花倒刺芒芒，卻不減美艷芬芳。一枝矗立傲視群芳，花中之花呀！ 

4._風雨來吹襲那花叢，斷枝殘葉散落滿天飛。肅煞景致，一片蕭條，蝴蝶不見，  

雨後風止靜。 

5._玫瑰花倒刺芒芒，卻不減美豔芬芳。一枝矗立傲視群芳，花中之花呀！ 
 

 

 

(2) 《小毛蟲》              曲：江克滿；詞：莊宗澤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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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樹椏枝上小毛蟲，肥又懶嬉戲無掛憂。 

飽吃昏沉胃饜足，腦兒滿生幻念： 

度一生甚是悠長，難道只吃與玩？ 

離別那溫室庇護，欲往高處攀。 

 

2. 互相踐踏越頭爬，柔弱輩慘作踏腳梯。 

掩蓋天良為競爭，拚命朝向高尌， 

但當登達盡頭時，才悟覺空與幻。 

其實都可化作蝶，自作孽相逼擠！ 

 

3. 嘆此生一向真胡塗，悟已往的昏誤迷， 

為達柱峰不用爬，賴翼飛升去。 

4. 冷笑聲此去彼復回，但靠信念支撐住， 

含淚痛苦走下來，前路多虛渺。 

 

5. 樹椏枝上自垂懸，愁悶焦躁內鬥爭。  

生態欲變豐皉尌要死！ 

眼前倍感幻滅。換新生命實煩難， 

無奈要將絲吐盡，待到黑暗消散後，

便化蝶高天飛。 

待到黑暗消散後，便化蝶高天飛。 

 

(3) 《歌頌主名》 曲：江克滿 (台中：1990年 1 月) 

 詞：詠 92：2-3，13-16 

(重句)： 上主！歌頌祢的聖名，多麼美好！  

1.至高的上主！感謝祢、歌頌祢，多麼美好！ 

清晨傳述祢的慈愛，夜間宣揚祢的正義，多麼幸福！ (重句) 

2. 正義的人們，好比棕櫚一樣茂盛、像黎巴嫩香柏一般高崇。 

他們栽植在上主的殿中，在我天主的庭院裡繁榮，多麼幸福！ (重句)  

3. 他們雖達高齡，枝葉茂盛、依然結果、長綠不謝。 

因為上主是何等正直，祂是我的依靠、是我的義德。 (重句) 
 

(4) 《上主富於仁愛》               曲：江克滿 (台中：1989) 

                            詞：詠 103: 1-4，8-10，12-13 
 

(重句)： 上主富於仁愛寬恕 

1. 我的心靈請歌頌上主！我的五內請讚美祂的聖名！ 

我的心靈請歌頌上主！不要忘記祂的一切恩寵。(重句) 

2.  祂赦免你所有的罪行，治愈你的各種疾病； 

祂救你脫離死亡，給你戴上仁愛和慈悲的冠冕。(重句) 

3.  上主富於仁愛寬恕，極期悲憫不輕易發怒！ 

祂沒有按我們的罪對待我們，祂沒有照我們的過犯報復

我們。(重句) 

4. 上主使罪遠離我們，有如東方距離西方那麼遠； 

上主愛憐敬畏祂的人，有如父親憐愛自己的子女。(重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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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遣》 

(四) 聖類斯音樂小組  

(1) 《聖母經》              曲：江克滿 1981 (香港) 

     詞：路 1:28,42; 十二世紀祈禱文 

 

萬福！瑪利亞 ，妳充滿聖寵，主與妳同在， 

妳在婦女中受讚頌，妳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 。 

天主聖母瑪利亞 ！求妳現在和我們臨終時， 

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 Amen. 

 

(2) 《聖母讚主頌》        曲、詞：江克滿 (香港,1970) 

 (重句) 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 

1. 因為他垂顧了祂婢女的卑微 ，今後萬世的人都要稱我有福。  

2. 因為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祂的名字是聖的。(重句)  

3. 祂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窮之世，賜與敬畏祂的人。 

4. 祂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 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 (重句) 

5. 祂從高位上推下有權勢者，卻舉掦了卑微貧困的人。 

6. 祂曾使飢餓者飽饗美物， 反使那富有者反而空手而去。(重句) 

7. 祂曾回憶起了自己的仁慈，扶助了祂的僕人以色列。 

8. 正如祂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恩許，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直到永遠。(重句) 

9. 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以至永遠，及世之世。Amen。(重句) 

 

(五)  聖類斯課後慶禮院 

《慷慨的回應》     曲：江克滿   詞：莊宗澤 (香港，1982) 

 

1. 朋友!你緊握的是什麼? 對了!是 施與的力量。 

永恆的主進入了你的生命，輕輕地扣動你的心弦。  

【重句】是愛的呼召、是愛的呼召，基督的愛催逼著您！期待您那欣悅而慷慨的回應。 

 

2. 步趨仁愛謙遜導師，仰法效忠偉大善牧。  

救援眾生賜貧病痛苦者希望，令他人感受父愛的豐皉。 

【重句】是愛的呼召、是愛的呼召，基督的愛催逼著您！期待您那欣悅而慷慨的回應。 

 

3. 傳遞悔改皈依的信息， 到處行醫治療殘疾。 

每每黃昏徹夜默禱山上，這一切盼望藉你顯示不遺。 

【重句】是愛的呼召、是愛的呼召，基督的愛催逼著您！期待您那欣悅而慷慨的回應。 



8 
 

 

禱文：《為聖召祈禱文》 

 

天父啊！增加我們教友團體的信德吧！尤其是那些祢已經召選， 

及將蒙召選為事奉祢的人。願祢聖子基督的聖愛，感召更多青年， 

使遲疑不決的人作出決定，使受召的人能持孚不渝。 

天父，當我們要作犧牲時，使我們堅強起來，效法祢的聖子〃 

承行祢的旨意，擯棄一己的私意。亞孟。 

 
 

(六) 聖安多尼堂聯合聖詠團 

 

(1) 《靜聽曠野有呼聲》               曲：江克滿  詞：李士漁（香港，1972） 

 

1 靜聽曠野有呼聲 ，驚喚世界夢裏人；光明來臨速清醒 ，耶穌由天已起程 。 

2 莫再沉醉人世慾 ，心思念慮宜避俗；新星已耀光如炬 ，明察秋毫罪沃除 。 

3 無罪羔羊來人間 ，盡償罪債恩無邊；人人悔過淚洗面 ，哀懇主慈赦罪愆 。 

4 德能尊敬與頌讚 ，連同光榮歸聖三；聖父聖子聖神兼 ，世世無窮永相傳 。亞孟。 
 

(2) 《愛之歌》                          曲：江克滿 (香港，1974) 

詞：格前：13：4，7，13；詠： 133 

  

(重句)：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 

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永存不朽。現存的有信望愛，最大的尌是愛。 

1. 看！兄弟們同居共處，多麼快樂多麼幸福！ 

像珍貴的油流在亞郎頭上，流在他的鬍鬚上。 

又由他的鬍鬚上，流在他的衣領上； 

又像赫爾孟的甘露，時常降落在熙雍山。 (重句)  

2. 因上主在那裡賜福，又賜生命直到永遠。 

看！兄弟們同居共處，多麼快樂多麼幸福！ 

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於無窮世。A-men！ 

(重句) 

 

(七) 知音好友樂團  

(1) 《慈父！我兒！》  曲、詞：江克滿 (香港，2012 年 9月) 

慈父！悲憫可憐我罪人，莫要令我笨舌，無言向你申訴，親愛天父，終不會將我拋棄！ 

我兒，你的歌聲你的淚，我聽到了，它鑽入我肺腑深處，我如何可能忘記你，我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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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善牧》                                      曲：江克滿 (香港，2004) 

                                               詞：取材自【聖詠 23篇】 

1 主飲我澄清溪畔，食我豐嫩新草地上。青翠綠油油牧草中，身心舒暢精神爽。 

活水邊安逸躺臥，主呼喚我名。使我心神永溫馨，心神永溫馨。 

2 他領我走於正路，他的忠信愛永存留。倘若悻然迷徑幽谷，顛仆險峻誘惑中。 

主躬親衝破阻礙，罔顧自身危。纏在荊棘叢刺中，主抱我脫困。 

3 祂為我鋪張盛讌，炫展憎恨我者面前。矜貴醇油祂傅我首，我的福爵滿溢傾。  

孜孜收割主莊稼，決不言辛勞。蒙受恩澤細細數，數到永永遠。 

 

(八) 大合唱： 《耶穌！請派遣我》                  曲、詞：江克滿（香港，1981） 

1. 舉目極望天下，待收的莊稼遍地。 

求莊稼主人派遣，熱心忠耿青年。 

2. 失落的我要找尋，迷失的我要領回； 

病弱的我要療養，受傷的我要包紮。 

3. 抛卻世上暫短享樂，播下孑然麥種， 

傳遞喜訊，安慰憂傷，釋放階下罪囚。 

4. 我將派遣誰？誰肯替我出力？ 

我在這裏，請派遣我！ 耶穌！請派遣我！ 

5. 彼得！瑪利！保祿！德蘭！來！跟隨我！  

6. 由衷響應主音，廣傳天國福音， 

攜手並全心，點燃基督之光！ 

7. 由衷響應主音，廣傳天國福音， 

將天主救恩，宣達海角天涯！ 

8. 狐狸有窠，飛鳥有窩，人子四海缺枕首之所； 

但我父的家寬敞又永久，冀望淪喪衆生，回歸憩息。 

9. 由衷響應主音，廣傳天國福音， 

將天主救恩，宣達海角天涯！ 

10. 我將派遣誰？誰肯替我出力？ 

我在這裏，請派遣我！耶穌！請派遣我！ 

 

(V) 分享 (陳鴻基神父、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及鮑思高研習中心) 
 
(VI)  鳴謝及致送紀念品 
 
(VII) 天主經 
 
(VIII) 降福五) 嘉賓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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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大嶼山熙篤會江克滿神父 
大嶼山熙篤會莊宗澤神父 
聖安多尼堂主任司鐸梁熾才神父  
 
演出團體: 
1. 香港仔聖伯多祿堂磐石之聲室樂團 
2. 聖類斯音樂小組 
3. 聖類斯課後慶禮院 
4. 聖安多尼堂聯合聖詠團  
5. 知音好友樂團 
 
獻唱團體： 
1.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 
2. 鮑思高研習中心 
 
服務人士及團體: 
1. 大會司儀王慧儀女士  
2. 聖安多尼堂禮儀委員會 
3. 聖安多尼堂音響小組 
4. 聖鮑思高慈幼協進會 
5. 聖類斯同學會 
6. 香港鮑思高同學聯合會 
7. 王苑斯小姐 
8. Mandy Lee 
9. Herman Yeung 
10. Bernard Tsui 
 
贊助團體： 
1. 香港培聖會  
2. 知音好友樂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