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臨期1

禮儀簡介
[將臨]一詞， 希臘原文本用於描述或誌念某位重要人物的到任。 基督徒用了[將臨]一詞指： 基
督來到人間展開了默西亞時期， 以及衪將在世界終結展現圓滿救恩時的再來。 早於笫四及笫五
世紀， 高盧{即現今的法國}及西班牙等地的基督徒即有預備聖誕及主顯節的習慣。 公元 380
年， 沙夏高大公會議{Le Concile de Saragosse}要求信友們要多舉行聚會祈禱， 克己以預備聖誕。
公元 490 年， 法國都爾{Tours}地方即有由每年的十一月十一日， 聖瑪爾定{St。 Martin}瞻禮
日起至聖誕期間， 每星期守齋三天的習慣。 羅馬教會則要到笫六世紀下旬才有所謂將臨期的禮
儀。
最初教會取＂將臨＂為準備的意思， 視為上主來臨的隆重準備。 到了中世紀＂將臨期＂成了一
個＂等待＂的時期： 基督徒喜悅地等待聖誕， 更重要的是等待基督光榮的再來。 在東方禮儀
中， 拜占庭教會在聖誕前的主日禮儀祈禱中， 邀請所有的古先袓：自亞當以至聖母淨配聖若瑟，
一起因救主的降生而高歌舞蹈。 敘利亞教會的禮儀， 將將臨期的各主日稱之為＂領報＂主日，
讀經中信友會聽到匝加利亞， 聖母瑪利亞， 聖若瑟， 聖母往訪依撒伯爾時若翰洗者等蒙召， 及
接受天使傳報默西亞來臨的喜訊的經過。
梵諦岡笫二次大公會議宣稱： 全年主日， 應慶祝基督自降生至升天， 及聖神降臨的奧蹟， 並
直至期待那真正的希望 — 基督的再來。 今日教會的禮儀將將臨期分為兩部份： 1。 是由將臨
笫一主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2。由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廾四日。 讀經的安排也按照傳統： 笫
一讀經均取自宣講默西亞來臨的先知： 依撒以亞， 巴路克， 索福利亞等。 而福音則笫一主日
強調： ＂警醒＂， 笫二及笫三主日均講述耶穌基督的前驅洗者若翰； 笫四主日則沿敘利亞教
會的傳統： 甲年是聖若瑟得天使的報夢， 乙年是聖母領報， 丙年是聖母訪親的事蹟。 這些讀
經讓我們紀念耶穌乃先知所預報的默西亞； 而且教會宣告： 那位帶救恩給眾人的上主即將再來，
為那些以愛心等待衪的人將是喜悅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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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藉每年的禮儀年曆， 幫助信友們在精神上參予上主救恩的工程。 每年的將臨期， 教會具
體地把救主笫一次的降來， 人類那漫長的期待， 與現在信友們等待基督再來的渴望聯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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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默想資料是從苦難瑪利亞修女所編寫的四個將臨主日及十二月廿四日的默想資料中取材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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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Martimort: “L’Eglise en Priere” Vol. IV 1983 pp.10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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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理 no.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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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選讀
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
{依 7： 14}4
現在巳經是由睡夢中醒來的時辰了，因為我們的救恩，現今比我們當初信的時候
更臨近了．．．所以我們該脫去黑暗的行為，佩戴光明的武器．．．該穿上主耶
穌基督。{羅 13：11-14}5
當時，猶太人從耶路撒冷派遣了司祭和肋未人，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誰？他並
不否認。坦白的承認說：我不是默西亞。他們又問他說：那麼你是誰呢？你是厄
里亞嗎？他說：我不是。你是那位先知嗎？他回答：不是。於是他們問他說：你
究竟是誰呢？好讓我們給那派遣我們來的人一個答覆。你說你自己是誰呢？他
說：我是那曠野裡的呼喊者的聲音：就是依撒以亞先知所說的〔修直上主的道
路！〕那個呼聲．．．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是你們所不認識的；衪在我以後來，
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若１：６－８，１９－２８｝6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衪的母親瑪利亞巳經和若瑟訂了婚，但是還沒有成
婚，瑪利亞就被發現因聖神懷了孕。她的未婚夫若瑟，因為是義人，不願公開羞
辱她，就打算秘密與她解除婚約，當若瑟正在考慮這事的時候，請看，上主的天
使在夢中顯現給他說：達味的後代若瑟，不要怕娶瑪利亞作你的妻子，因為她是
由於聖神而懷孕的。她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衪起名叫耶穌，因為衪要把衪的民
族，從罪惡中拯救出來。若瑟從夢中醒來，就按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把妻子
迎娶過來。{瑪 1：1-7}7
苦難瑪利亞修女
我看見聖若瑟，瑪利亞童貞女及其淨配，他們是那麼親密地與上主結合。我渴望
這種共融。我看見在納匝肋，人與天主的融合，人與別人相聚於與主的共融內。。
這就是天堂！8
我看見瑪利亞及若瑟是那麼地空虛自己，那麼地貧窮，相依為命，全然托付於上
主手中，因為他們只尋求上主，只看到上主的命令。這為我們是何等的榜樣。9
像若瑟及瑪利亞一樣等待著耶穌的降生，我也一樣，每日在感恩祭中等待著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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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鐘，期待著衪的真道、衪的恩寵、衪的光亮、衪的愛來到我們中間。10
我看到聖若瑟是那麼地忘我，我覺得他能這樣隱藏自己，實是偉大。這是我生命
中恩寵之一，我相信，我真是喜愛及瞭解聖家的生活。11
「願蒼天沛降甘露，雲端降下正義！」我知耶穌巳不會再次降生的了，我知衪實
在時刻臨在，臨在衪的聖言中。我請求衪賜下正義的甘露，就是將衪的愛降臨在
人心中。這是我的願望：我強烈地渴望福音天國的來臨，我為此祈禱！12
「有一位童貞女要懷孕生子，給他起名叫厄瑪奴耳」
。{依 7：14} 要珍惜這將臨
期， 在我們聖召的精神中更新自己；與聖母一起，為自己，為所有的人，呼求
上主救恩的來臨。13
耶穌我主， 你來是要進入人類歷史，
「穿」上人。我願意穿上你，主耶穌！為偕
同無玷瑪利亞一起將你帶到世上來，好獲得天地之間的和好。14
「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的，是你們所不認識的」
。{若 1：26} 這是我們犧牲傳教
士的聖召，犧牲就是要如同艾斯德拉一樣，以民眾的名義，不斷向上主祈禱：
「上
主，求你憐憫，因為他們不認識你」
。 傳教士，聖母的女兒，要高聲呼喊，讓喊
聲直抵人們的心靈深處：
「有一位你們不認識的，現在衪巳經在你們中間」
。這就
15
是本會的生活：一方面呼求上主的憐憫，一方面將人帶到天主跟前。
我們傳教士的聖德，應如同洗者若翰一樣地謙遜，只作上主的前驅，承認自己不
是救主，不是厄里亞，也不是先知，只是一把呼叫的聲音：
「修直上主的道路」。
我們只是一把聲音。16
真人真感受
在苦難瑪利亞修女寫給我們的將臨期默想，及她留下記於聖誕前的神修筆記中
{1885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3 日}， 我們會發現有兩種相互呼應的張力，形成
了苦難瑪利亞修女神修的一大特點，也形成了我們聖召中獨特的生活形式，這就
是：「靜」與「動」，「默觀」與「行動」的融和及張力。
苦難瑪利亞修女在一八八五年十二月期間的幾篇神修筆記所寫下的默想，全部集
中注視著納匝肋那所簡陋的房子，那裡有聖若瑟，有聖母瑪利亞，最重要的是那
裡有天主───參與人類歷史的「人而天主」。當人類歷史匍匐前進之際，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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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臨在這被視之為「不能出任何好事的地方」{若 1：46}。這不可思議的事，這
將扭轉人類命運的事，就發生在若瑟及瑪利亞當中，其實他倆也並不太清楚如何
成就如此大事，但由於對天主完全的信心，全然的回應，謹慎的愛德，他們就在
那屋簷下，孕育著，保謢著，等待著上主以衪不可思議的方法去施予救恩。特別
令苦難瑪利亞修女神往的是：若瑟和瑪利亞那種簡樸謙遜的心態，他們在那平常
百姓家的生活中，在細緻但單純的愛心內，去懷抱著那天地的主宰，而別無所求。
特別是聖若瑟，他的存在似乎就只為了照顧耶穌，讓他名正言順地被人接受，之
後他就再沒有出現了。他與瑪利亞那種賠上自己一生青春與成就，去與天主合作，
直至那一日：天主聖言在納匝肋這裡宣示：
「你們剛才聽到的．．．上主的恩慈．．．
今天應驗了」。{路 4：16-21}他倆卻隱沒了在人群之後，納匝肋就如大地泥土，
毫不顯眼，卻能滋養生命。苦難瑪利亞修女察覺到這正好也是她和她女兒的召叫
在將臨期間， 另一位人物也同樣觸動苦難瑪利亞修女的心靈，那就是洗者若翰，
若翰那種苦行僧般的生活，開墾者的堅毅，前鋒者的勇氣，那出自肺腑的呼喊，
敢於挑戰不義，誘導悔改，但不企慕自己名位，只渴求上主救主默西亞的來臨．．．
這正是會祖心中一位傳教士的典範。
三位新舊約交替間的人物，活在兩幅不同的畫像中：約旦河畔的呼喊聲，人來人
往的問道聲，擾亂了日常的凡俗生活；但在那間小屋裡，卻是一片平靜安寧。為
苦難瑪利亞修女而言，這兩者並不對立，而是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們生活整體的
兩面，缺一不可。這兩種生活不是以時間去分割，而是彼此互動，互連一體，如
箭在弦上，弓越彎得滿，箭射出去就越遠，彼此既是張力也是助力，內張才能外
揚。所以苦難瑪利亞修女體會到：只有我們越為上主所擁有，所充滿，才能越有
信心，越具能量大聲呼喊，將心靈集中在上主處，體會上主在我們生命中的施為，
接受聖神在我們心中的呢喃細語，讓天主的生命在心中滋長，如瑪利亞，如若瑟，
在那納匝肋小屋內孕育上主的生命。這是會祖所言的「默觀」生活，但這生活不
是靜止的。也不可能是靜止的，因為天主是愛，而愛本身的幅度是外流的。我們
與上主整全的關係，讓我們的生命懂得向外傾流。因此苦難瑪利亞修女叮囑我們：
要學習納匝肋的生活，也要成為一把呼喊的聲音，只是一把聲音，不是默西亞，
不是厄里亞，或任何一位先知。如若瑟，如聖母，如若翰洗者：「衪應該興盛，
我卻應該衰微」！{若 1：30} 那麼既是「靜」也是「動」， 既專注「默觀」也
專注「行動」，這構成了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生活的整體與特色。
今人今事
一. 無聲的宣講：
由於血管突然異樣生長，導致在突尼斯一所診所工作的伯爾納德修女右邊身
癱瘓，喪失了說話的機能，輪椅與睡床就成了她唯一的活動空間。我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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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將臨笫三主日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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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診所旁的一個房間裡，以便照顧。。她的房門常是打開的，好像是一種
邀請。有一個晚上，很晚了，有一位在診所工作的醫生，在離開診所之前去
探望伯爾納德修女。我們從半掩的門外，看到伯爾納德修女用自己雙手的掌
心握著醫生的雙手，時間好像停頓了，我們不知這無聲的畫面持續了多久。
笫二天早晨，我們見到那位醫生如常地上班，他說：「昨天晚上，我十分疲
累，臨走時，我去看望伯爾納德修女，她握著我的手良久，這是一種祝福的
動作吧，{按：那裡大部份都是回教徒}當我離開的時候，一切疲累似乎消失
了，一股新的力量從我心內湧現。 「高天陳述上主的光榮．．．那不是言
也不是語，是聽不到的言語，但它們的聲音卻傳遍普世」！ {詠：19}17
二. 在混沌中的希望！
慶祝聖年的活動終於輪到總院團體了，{按：所謂總院團體，連總議會聖彌
額爾團體，共有六大團體}作為全會中心，院長及議員們幾經商討，決定以：
希望為主題，舉行了一星期的反省、祈禱，及慶祝活動。其中一天，六大團
體大聚會，一齊反省：
「FMM 今日如何能帶出希望」？在我所屬的小組，一
開始就有人唉聲歎氣說：「活在今時今日，不要說帶出希望，連自己有時都
感到難有希望」！這確是真的，打開每天的報章，只見到處天災人禍，而那
些未能上報的，並不等如就是太平盛世，只是同時發生了更嚴重，或更具新
聞價值的事件而已。各處政府腐敗，醜聞、權力鬥爭無日無之；社會中充滿
戾氣暴力，人命廉價；兄弟同種都拼個你死我活，泡沫經濟破裂，貧富差距
越來越大；民以食為天吧！但禽流感、毒菜、毒魚、瘋牛症．．．連以為最
健康的玉米片据說都是經基因改造的；青年們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家庭制度
破裂．．．今日的社會簡直亂七八糟，要看到點希望，連自己都辨不到，何
來可告諸於世呢？此時，一把微弱然而堅定的聲音說：「我想這就是我們存
在的原因吧！若我們相信天主能在混沌空虛黑暗中說有光，而光就有；那
麼，我們又怎能不相信衪在這一切似是無望的環境中存在呢？我想我們正是
為了這存在其中的上主作証而被召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看到天主，在生活中
是否體驗到上主的臨在」。我這時真的看到天主，我看到希望的光，就在她
那清瞿的面容上，在她那充滿智慧的眼神中。18
祈禱反思


讓我們和會袓一起，靜靜待在納匝肋那所小屋內，感受那裡的生活與氛
圍，聽聽天主的召喚與衪對我的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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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若瑟及聖母一起，體會上主就在我內，求聖神讓上主的生命在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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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


聽聽若翰洗者的呼喊，我要如何修直上主的道路？



檢視我們這份默觀傳教士的生活，體會在我內的「動」與「靜」這兩股
動力及張力，加以調整。



聽聽我自己平常的話語，是把什麼的聲音？大部份時間喊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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