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一日
瑪利亞， 天主之母1
奧蹟簡介

在福音中， 論及瑪利亞的章節並不多， 最早提及耶穌的母親的章節， 是寫在福音之先的聖保祿給迦拉達
教會的信： 「時期一滿， 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 生於女人， 生於法律之下， 為把在法律之下的
人贖出來， 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迦 4：4-5} 其中並沒有提及那個女人的名字。 然而， 最重要的
是指出了： 那個女人， 成了天主聖子進入人類歷史的通道。 「生於女人」
， 証明了耶穌真的是一個人，
是曾在歷史中被釘死， 又復活了的主。 在這意義下， 這個女人， 衪的母親就擔當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
色。
在路加福音的耶穌童年記載中， 敘述了天主如何邀請瑪利亞成為天主子的母親： 當瑪利亞將自己毫無保
留， 甘願為天主神聖的救恩計劃獻身時； 當她表示願如婢女一般完全按天主意願行事時， 藉著聖神， 天
主聖子就來到瑪利亞胎中， 天主逐取了人性， 居住在人當中， 以拯救人類。 。
瑪利亞， 耶穌的母親， 也是天主之母， 這種宣稱早始於教會初期。 公元 431 年， 厄弗所大公會議{Le
Council Ephese}為了澄清當時一些對耶穌基督的人性， 天主性的爭辯， 逐宣認： 天主聖言， 在衪內結合
了由理性的靈所推動的肉身， 而成為人， 藉聖神的行動， 經由瑪利亞誕生在世上。 大公會議也同時宣
稱： 瑪利亞， 因在她胎中所懷的是成了人的天主子， 因此她真是天主之母。 她是天主之母。 不是天主
子由她那裡獲得了天主性， 而是在她胎中， 那神聖的個體， 取了一個理性的靈， 聯結衪那天主性， 而
誕生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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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們認為： 瑪利亞首先是藉她的信德， 藉著她對天主使者所表示， 承行天主旨意的意願， 參於了天
主救恩的工作。 所以教父如 Justin 及 Irenaus 等， 均將瑪利亞與亞娃作比對： 原袓母亞娃， 由於不相
信， 不服從天主， 而將毀滅與死亡帶給了人類； 瑪利亞卻由於信德及承服於天主， 而為人類帶來了救
恩。 這不等於說： 天主必需靠著瑪利亞才能帶給人類救恩， 只是天主在衪的救恩計劃中， 這位「人」
中的女兒， 藉著神聖的恩寵， 接受了天主的救贖。 藉著瑪利亞向天主表示： 願按天主的話而行時，「人」
即重回到天主面前， 服從天主， 接受基督為救主。 因此， 瑪利亞獲得天主之母的稱謂， 不但指她完成
了生物性的母性功能， 而指她整個的存在， 在精神上都是母親。 瑪利亞全心擁抱了天主救人的意願， 拒
絕罪惡， 將自己視作為上主的婢女， 投進她聖子的生命中， 與她聖子緊密結合， 一生全屬於衪， 與衪
一起在上主的恩寵內， 參與了救贖的使命。 因此瑪利亞在歷史中帶出了拯救， 她自己首先接受了這救贖，
3

並將這救恩帶給了全人類。 聖奧古斯定更以瑪利亞， 天主之母的角色比喻教會： 瑪利亞為人類帶來天
主的生命， 是天主之母， 也是信友之母； 教會藉宣講及施行聖事， 也給予人屬神的生命， 因此教會也
是信友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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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瑪利亞身上， 聖神實現了天父慈愛的計劃， 是藉著聖神， 偕同聖神， 童貞瑪利亞懷孕了「整個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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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一日天主之母慶日,在會祖時代並不存在, 故此篇默想資枓取自會祖其它寫作而成.
新教理 no.466
參考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and “Sacramentum”
參考梵蒂岡笫二次大公會議, 教會憲章 no.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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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主性」 {哥 2：9} 聖神也在她內， 讓天父的聖子成為了童貞女之子； 童貞女之能夠成為天主之母， 是
藉著聖神及由於她的信德。 也因此成了新亞娃 「生命之母」 及「整個基督之母」
。 瑪利亞帶來的基督救
恩不是一件物件， 而是整個基督的行動， 基督與人的關係； 因此在耶穌升天後， 她仍然和宗徒們在高
樓上等待聖神， 陪伴箸他們， 她也再次接受聖神。 就是在她死後， 她在參與救恩的工作仍未完結， 因
為她的愛永遠投向她的聖子， 投向聖子的兄弟姊妹。 因此， 她作了接受救恩者的典範： 人應不單求自
己得救， 人得到救恩後， 應使他成了別人恩寵的泉源， 一個人的美善， 也成了別人的祝福。

聖經選讀
時期一滿， 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 生於女人， 生於法律之下， 為把在
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 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 {迦 4：4-5}
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亞， 天使進去向她說： 「萬福！ 充滿聖寵者， 上主與你
同在！」 她卻因這話驚惶不安， 便思慮這樣的請安有什麼意思。 天使對她說：
「瑪利亞， 不要害怕， 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 看， 你將懷孕生子， 並
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他將是偉大的， 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 上主天主要把
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 他要為王統治雅各伯家， 直到永遠； 他的王權沒
有終結。」 瑪利亞便向天使說： 「這事怎能成就？ 因為我不認識男人。」 天
使答覆她說： 「聖神要臨於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 因此， 那要誕生的
聖者， 將稱為天主的兒子…瑪利亞說： 「看！ 上主的婢女。 願照你的話成就
於我罷！」 天使便離開她去了 {路 1：26-38}
賢士們來到嬰孩所在地方， 星就停在上面。 他們一見到那星， 極其高興歡喜。
他們走進屋內， 看見嬰兒和他的母親瑪利亞， 逐俯伏朝拜了他。 {瑪 2：9-11}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 他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聖若瑟後， 在同居前， 她
因聖神有孕的事巳顯現出來。 她的丈夫若瑟因為是義人， 不願公開羞辱她， 有
意暗暗地休退她。 當他在思慮這事時， 看， 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現給他說：「達
味之子若瑟， 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 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 是出於聖神。
她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因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 由罪惡中
拯救出來。」 這一切事的發生， 是為應驗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 「看， 一位
童貞女， 將懷孕生子， 人將稱他的名字為厄瑪奴耳， 意思是： 天主與我們同
在。」 {瑪 1：18-23}
耶穌的母親和兄弟到他這裡來了， 因為人多， 不能與他相會。 有人告訴他說：
「你的母親和你的兄弟站在外邊， 願意見你。」 他卻回答他們說： 「聽了天
主的話而實行的， 才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 {路 8： 19-21}
人群中有一個婦人高聲向耶穌說： 「懷過你的胎， 及你所吮吸過的乳房， 是

2

有福的！」 耶穌卻說： 「可是那聽天主的話而遵行的人， 更是有福的！」 {路
11：27-28}
苦難瑪利亞修女
瑪利亞， 她謙遜， 空虛自己。 天主聖三首先臨在她無玷的靈魂內， 並在她內
將自己呈顯出來； 跟著， 愛{聖子}降生在她內； 最後， 她將愛交給世界。 這
一切都由於她恆常地謙遜的注視著上主…我默想： 「願主的旨意承行」這句話…
我對上主說： 任由衪領我到何處？ 做何事？ 因為我願全心說： 「願你的旨意
承行」
， 並願意一生為此而活。 我呼求教會的勝利； 「願主的旨意承行」這句
話使我時常面對這召叫。 她呼喚默西亞， 也帶來了默西亞。 5
今日{聖誕}， 為我們---瑪利亞傳教士是特具意義的一天。 童貞聖母經過了九個
月， 如同聖體龕一樣， 孕育了耶穌， 而現在她要將衪呈放在人面前， 讓人朝
拜。 如奧斯定所言： 今日真是童貞女凱旋的日子。 妳們因基督的緣故放棄為
人母的權利， 然而那位非妳們所生的， 今天卻為妳們而生。 若然妳們聽從衪
的說話， 承行父的旨意， 妳們不就是衪的母親嗎？ 因為衪曾說過： 誰履行我
父的旨意， 就是我的兄弟， 姊妹， 母親。 如同聖母懷著耶穌一樣， 妳們心
中也應懷著上主的說話。 6
耶穌居於瑪利亞胎中。 母親， 她並非兒子的創造者， 但卻賦予她兒子生命。 我
們也不是耶穌恩寵的創造者； 然而我， 我們卻能賦予耶穌生命， 給予我們自
己， 及眾人恩寵。 我看， 這是何等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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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若承行我父的旨意， 就是我的母親， 我的弟兄。」
「看， 主之婢女在此。」 瑪利亞是順服於愛的自獻者， 是愛的婢女。 她和耶
穌的關係， 是那超乎血統的無何比擬的愛。 而那些和那位犧牲者{指耶穌基督}
結合的， 都成為瑪利亞的兒女， 是耶穌的兄弟姊妹…我看得很清楚： 童貞媽
媽， 愛的聯繫確比血統重要。 我看到她為了將耶穌---真理及愛帶給那些拒絕接
納衪的人， 而耗盡自己。 我分擔了她對天主的渴求， 對天堂的渴求， 以及她
那對天主旨意， 天國來臨於世的渴求。 我也渴求成為耶穌的母親， 靈魂的母
親， 在靈魂中的耶穌的母親。 8
「妳要成為耶穌的母親！「是藉著聖神而來的母性。 這道光讓我看到一位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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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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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同嬰兒和他的母親。」 在妳們的福音生活中， 請帶著耶穌， 瑪利亞， 若
瑟。 是服從讓瑪利亞成為聖體龕， 攜帶著耶穌， 與衪一起生活…妳們亦應攜
帶耶穌， 衪的母親， 按福音的真道， 藉福音的愛德， 妳們要與他們結合。 母
親及那嬰兒會給予眾人福音真道。 並藉福音的愛德將人們， 以耶穌， 瑪利亞，
若瑟之名聯結一起。 10
瑪利亞傳教士的標誌就是愛德， 是的， 她， 來自天上的童貞女， 她來， 是
為將聖子帶到人間， 她佩帶著愛德而來。 11
以瑪利亞方式去履行傳教士的職務， 即是： 藉著基督。 這就是聖母的做法， 在
耶穌及他的宗徒陰影下， 去當一位傳教士。 我們將耶穌及瑪利亞一起帶到人前。
在司鐸前， 應如瑪利亞一樣， 要有愛德， 意向純正， 謙遜， 及熱誠。 12
何謂瑪利亞傳教士呢？ {本會早期的名稱} 即是要在人間繼續她們母親的行動。
而瑪利亞的行動又是什麼呢？ 她藉著將聖子帶到世上， 而拯救世界。 跟隨著
這位致命者之后， 盡量和那犧牲者，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結合； 並緊隨著衪， 分
擔十字架的犧牲。
一位瑪利亞傳教士， 要偕同救主耶穌， 偕同她們的母親瑪利亞， 作犧牲者； 盡
可能為天主的王國及眾靈自獻作補贖。 妳們要代表我們的母親， 她在世人前平
凡至極， 但她為世界而言卻極為重要， 因為她給人們帶來了天主聖子， 讓他
們得到救恩。
一位瑪利亞傳教士， 本身並沒有能力作些什麼， 但她們應該是自願的犧牲者，
熱愛及熱切渴望天國的來臨， 及耶穌教會的勝利。
是在納匝肋， 瑪利亞為世界求得救主， 因此， 親愛的女兒， 妳們應該不斷懇
求， 在世上繼續妳們母親的使命。 13
真人真感受
當苦難瑪利亞修女撰寫那五冊默想書的時候， 當時教會的禮儀， 一月一日是紀
念耶穌受割損禮。 至梵二禮儀改革後， 教會才於元旦日， 即聖誕八日慶典期
間， 舉行聖母乃天主之母慶日。 因此會祖並沒有寫下一篇天主之母慶日的默想，
然而由於瑪利亞乃天主之母這奧蹟， 在會祖， 在我們特恩中佔著核心位置， 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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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可以在會祖的各類寫作中， 找到大量有關這項奧蹟的反思及詮釋{會祖寫
下有關瑪利亞的資料， 共有 776 條之多}。 透過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 天
主聖神是如何透過這項奧蹟， 把會祖的使命啟示給她； 另一方面， 我們---瑪
利亞方濟傳教士， 也可以透過默想這項奧蹟， 而能更深入認識， 天主對本會
的特殊召叫。 因此，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 在這慶日與會祖一起去默想這項奧
蹟。
路加福音記載了聖母領報的事蹟， 作為降生奧蹟的始點， 也為瑪利亞被召作降
生聖言之母作了詮釋。 這段聖經的記載， 常佔據著苦難瑪利亞修女的心靈； 在
默觀這奧蹟時， 她看到的不單只是一間平凡不過的小屋； 她聽到的， 也不單
只是使者與瑪利亞兩者的對話。 她內心慧眼所見： 是一幅如天國般燦爛光耀的
圖像： 永恆的天主聖三正與那位人間少女對話， 是憐愛人類的天主向人發出的
邀請； 她聽到的： 是天主聖言甘願犧牲自己， 向父作出愛的回應： 「我來！
承行你的旨意」
。 她看到： 聖神的大能正在運行， 把人類歷史牽上一個新的轉
捩點： 天主降生成人， 而人成了天主的母親； 她也看到： 那位人間女兒， 代
表了整個人類， 如上主的婢女般俯伏在天主跟前， 應允要按天主的話而行。 她
更聽到： 一把和諧的神人共鳴的聲音， 聖言與瑪利亞齊說： 「犧牲與素祭非
你所喜， 我巳來到， 承行你的旨意！」{詠 40； 希 10：5-7} 這是扭轉乾坤的
一刻， 天主將自己的生命交給了人類， 人間的女兒-瑪利亞也全然信靠天主， 毫
無保留地將生命交予上主手上， 藉著聖神的大能， 神與人永恆地結合， 聖言
成了人， 臨在這位女子胎中， 而這位女子成了天主的母親， 人從此也有了再
作天主子女的可能。
苦難瑪利亞修女默觀這神人交會的一刻時， 體會到 「天主之母」不單只是一個
稱謂， 更是一項使命： 是要將聖言帶到人間的使命。 聖言及瑪利亞同聲的一
句話 「願上主的旨意承行」
， 讓瑪利亞成了天主之母， 藉此參於了天主降生救
贖的計劃， 為因厄娃帶來罪惡的人間， 再帶來天主的生命， 開展了人神之間
新的盟約。 苦難瑪利亞修女在她的靈魂深處， 在她不斷尋找天主旨意的過程中，
發現到： 天主不但將這使命委託給瑪利亞， 同時在人類歷史進程中， 也委托
給她， 委托給她的修會。 她曾不由自主地說： 「我看到： 「願上主的旨意承
行」這句話也是對我說的， 我也有份成為人靈的母親。」 14 她又說： 「多年
以來， 我常默觀瑪利亞 「順應主旨」這句話， 這話同樣召叫了我。」15 於是 「順
應主意」這句對天主的回應， 也就成了苦難瑪利亞修女神修生活的核心， 並成
了本會特恩的主旨。
1877 年當本會成立之初， 苦難瑪利亞修女於 3 月 14 日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笫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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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遠在印度的修女。 闡釋本會成立的目的及宗旨{請參考前面資料：公函 no。
2}。 她闡釋道： 本會取名為 「瑪利亞傳教士」是指： 要以瑪利亞的方式去
傳教， 即將耶穌基督帶到我們所活著的時空中； 是繼續瑪利亞向永恆的天主聖
三說： 願你的旨意承行； 是要如瑪利亞一般自獻一生， 為世界帶來天主的生
命。 亦如瑪利亞一樣不斷祈求天國的臨現。 如瑪利亞一樣成為天主的母親。 這
封信可以說是陳列了一位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的聖召。
然而這召叫是苛求的。 特別是經歷了創會初期的種種磨難， 苦難瑪利亞修女越
來越明白這使命的要求： 於一八八五年， 她如此寫下： 我被一種不是來自自
己的力量所吸引， 讓我明白這是何等美好。 我看得十分清晰： 瑪利亞的順應
主旨所涵括的： 是服從， 捨棄自我， 祭獻與犧牲。 我靈感到 「愛」{天主}
對我的要求， 「順應主旨」的責任， 我不知道它要帶我到何處， 但這足以令
我戰慄…16 如同瑪利亞一樣， 天主之母的使命由馬槽伸延到加爾瓦略山； 由
攜帶嬰孩耶穌逃亡， 跟著他走遍巴肋斯坦地， 至伴同著他的門徒在那高樓上等
待聖神； 所要求的， 是遠超越了納匝肋， 它伸延至普世人類； 也遠超出為母
者的喜悅， 它要求犧牲甚至死亡。 苦難瑪利亞修女在她生命進程中， 逐漸瞭
解這些要求， 她也知道她所建立的修會， 若要在人類歷史中跟隨這位天主之母，
就要在現實生活中繼續天主聖言及那位新厄娃對天主的回應， 不斷向天主說：
「願你的旨意成行」
； 這回應要求： 要一生與基督為伴， 作一個常恆的朝拜者；
要交付自己的一生由天主作主， 作一個悅樂天主的犧牲祭餅； 為的是要在世上，
在人間帶出天主的生命， 作一個前瞻性的傳教士。
苦難瑪利亞修女， 在瑪利亞天主之母身上， 看到天主賦予女性在救恩史上的特
殊角色。 瑪利亞的傳教方式， 也是一種女性的傳教方式。 在會祖最後的一次
避靜中， 17 強調我們要如瑪利亞一樣， 要成為一位擁有真權能的女子， 要做
具有真權能女子的工作， 她看所謂的真權能， 就是愛。 她認為如瑪利亞般的
女性傳教特色就是： 愛心， 及滋養生命。 18 是陪伴， 是關懷， 是對人的柔
情， 19 是親切， 20 總括之： 是將天主的慈愛帶到人間， 也在我們生活中呈現
出天主慈愛， 及憐憫的面貌。 會祖更認為： 我們這群瑪利亞的女兒， 傳教士，
以女兒身在傳教中度默觀生活， 正彌補了方濟大家庭的不足。 21 這正指出我們
在方濟精神內， 作瑪利亞傳教士的特質。
今人今事
16
17
18
19
20
21

同上
參閱 Ou me conduisez-vous? 21-29 mai, 1903 避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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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誰拯救一個生命就是拯救世界
一九九五年， 猶太人聯會， 在意大利翡冷翠， 舉行了一項頒獎禮， 將一項名
為 「民族正義者勳章」 頒授給意大利藉的艾斯德修女{ Sr。 Ester Busnelli f。m。
m。} 感謝她在笫二次大戰期間， 冒著生命危險， 拯救了許多猶太人的生命。
被尊稱為 「民族正義者」 是以色列國的最高榮譽。 艾斯德修女所接受的勳章
上除刻著她的姓名外， 並且刻著： 「誰拯救了一個生命， 就是拯救了世界」
的字句。 頒獎禮是在今年{1995}， 當全球紀念笫二次大戰結束五十週年時， 在
意大利翡冷翠的一所猶太會堂內， 在一項由猶太教徒-基督徒友好聯會主辦的慶
典中舉行。 目的是為紀念笫二次大戰期間被害的千萬猶太人， 以及感謝那些有
愛心， 甘願慷慨冒生命危險， 拯救人生命的人。
慶典中有一位猶太男士作証， 述說了艾斯德修女在 1943 年 11 月 20 日， 如何
把當年只有 12 歲的他， 冒險收藏在我們翡冷翠會院內的經過， 今日， 這位男
士巳成了一位猶太史學家， 也是一位禮儀學家。 現在艾斯德修女的名字巳刻在
耶路撒冷， 一個名為 「正義花園」 的一塊紀念碑上。 謝謝妳， 艾斯德修女，
因為妳帶來了， 並保護了生命！22
二. 大男人世界中的小女人
出道巳來， 都有幸在不同的教區性機構中， 與大司鐸共事。 在其中， 我發現
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那就是： 我是一個 「女人」
。 當然自小我就知道： 我
是有別於男孩的女孩。 在讀社會學時， 亦曾經寫過一些討論女權運動的論文。
但是直到我與這些大司鐸共事後， 我才發現我女性的真面目， 及真能力。 而
這種女性的魅力也真是不可思議！ 作為一個基督徒團體的服務者， 原來女性有
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例如： 當那位大鐸坐在主席位時， 妳總是察覺到有人面
色不對， 而妳會說些緩衝的說話； 當那位大鐸羞於向另一位大鐸下問時， 妳
會發現： 妳是最佳的外交使節， 而通常都能馬到功成； 當那位大鐸在指揮大
局時， 那些青年會約妳去講悄悄話； 當那位大鐸做大事時， 妳會發現細微細
眼的事是如此重要。 當那位大鐸義正詞嚴的時候， 妳會發現妳的笑容和妳的雙
手可以撫平許多的傷痕…當那位大鐸經過了一輪慶典， 出現了熊貓眼的時候，
妳會發現妳仍精神十足的收拾殘局。 大鐸們需要解釋， 妳卻用心去體會； 大
鐸們建立程序， 妳會營造氛圍； 妳更會做一些大鐸們不會做或做得不如妳那麼
好的事， 例如： 去抹乾臉頰上的淚痕， 去擁抱一個急於分享他喜與悲的人， 去
靜靜地聆聽心底的細訴， 去選擇切合實用的聖誕禮物， 在一切似乎都不對勁時
送上一個笑容…以上情況若有雷同， 實非巧合， 只因天主召叫了我們， 這些
「女人「 以女性的方式參與衪慈愛的救恩計劃。 就如在亞洲特殊主教會議中，
22

F.M.M. Information Documentation, 1995,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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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主教說： 「我們時常埋沒了天主母性的面貌。」 但也請各位姊妹不要過份
陶醉， 因為女性還有她的另一面： 她小氣， 八卦， 以愛去控制別人， 被動，
怕事， 潑辣… 及厄娃所傳授的一切。 是的， 女性確是既可傾{傾慕}國， 也
可傾{傾覆}城！ 23
祈禱反思


請與會祖一起去默觀聖母領報的記載。 瞻仰天主父愛的計劃， 聽聽聖言的
回應， 體會聖神的運作， 默想聖母聽到天主召喚時的心境與回應。



回到我內心深處， 感謝天主做了我是一位女性， 感謝衪讓我有份參與衪的
救恩計劃， 感謝衪召叫了我作天主之母。



為我們的修會感謝天主， 說說妳感謝什麼？ 也為我們祈禱， 說說妳求些
什麼？



今日我要回應上主說： 「願你的旨意承行「， 天主的旨意究竟具體指的是
什麼？我如何得知？ 這要求我作什麼？



今日我要如何將天主帶到我生活的世界內及人群中？ 用些什麼方法？

23

一位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的分享. 部分內容可見於 FMM Information Documentation, 1998,
September p.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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