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顯節1
禮儀簡介

初期教會唯一的慶典是慶祝耶穌基督的復活， 也只在復活前夕為慕道者舉行洗禮。 至於慶祝基督降生的
慶日， 則直至笫四世紀才在教會內出現。 主顯節和聖誕節均始於笫四世紀， 這些慶祝基督降臨人間的慶
日， 與其說是紀念日， 莫如說是為了抗衡當時外教社會在冬至慶祝的太陽神節; 當時的太陽神節， 羅馬
地方是在十二月廿五日舉行， 而非洲埃及地方則是在一月六日舉行。 教會以紀念耶穌基督的誕生奧蹟來
取代太陽節的習慣， 應該出現在笫四世紀， 因為在四世紀時所建的伯多祿聖殿遺址中， 發現了一幅早期
的彩石砌畫， 畫中的耶穌就如太陽神一般坐在馬車上。 如當代教父所形容的: 基督乃是正義的太陽， 世
界的光。

主顯節源於東方教會， 因為埃及和亞拉伯地方的太陽神節是在一月六日舉行。 在公元 120-140 年間， 有
記載描述當時有一派系的基督徒， 在一月六日慶祝耶穌受洗而整夜祈禱。{因為這一支派相信天主聖子只
是在耶穌於約旦河受洗之時才降臨到耶穌身上， 其後此種說法被教會否定了} 從這記載中得知: 早在笫二
世紀已有一些東方地方教會， 在一月六日慶祝耶穌臨現人間的奧蹟。 而天主教會則要到笫四世紀才舉行
主顯節慶日， 最早在西方有關主顯節慶典的記載， 是在高盧地方(即現今的法國)， 記載中提到: “這裡的
基督徒在一月會舉行一個稱為主顯的節日， 近似羅馬的聖誕慶典。”

“主顯”一詞希臘文指的是顯現， 顯露， 出現， 或來到的意思。 聖保祿宗徒寫給笫鐸的信， 笫 2 章的 11
節中提到上主的救恩已經 “出現” 及在笫 13 節中說救主耶穌基督光榮的 “顯現”， 這兩個字在希臘文本都
用了 “Epiphania”{中文譯為主顯}這個字。 今日天主教會乃在聖誕子夜彌撒中安排了這段讀經; 而安博羅
削的禮儀則會放在一月六日宣讀。 笫四世紀羅馬教會開始慶祝主顯節， 主要是紀念: 代表外教徒的三位
賢士來朝拜耶穌， 顯示了天主的救恩是為所有人的; 而 12 月 25 日則保留為紀念耶穌的誕生及牧童對耶穌
的朝拜。 其後， 主顯節加添了紀念耶穌在約旦河受洗， 及耶穌在加納婚宴中將水變酒的首次奇蹟; 教會
在祈禱中將這幾項事件聯結起來， 作為耶穌救恩工作的開展: “今日教會因其淨配耶穌基督在約旦河的洗
禮， 而罪過得以滌淨; 三位賢士為這羔羊的婚宴帶來了禮品; 而所有人皆因見証了水變酒而喜慶。” 教會
在梵二後的禮儀， 將主顯節放在聖誕八日後的主日舉行， 而與耶穌受洗的紀念日分開2 在東方如耶路撒
冷及埃及等地教會， 現時仍在 1 月 6 日慶祝耶穌的誕生， 及同時紀念三贀士， 與牧羊人對耶穌的朝拜; 埃
及地方教會更在這日加上紀念耶穌受洗及衪笫一個奇蹟---加納婚宴。 故有禮儀學者認為， 主顯節不論是
在東方或西方， 均是紀念耶穌基督在救恩計劃中的前期工作。

主顯節禮儀中的聖經選讀強調: 主顯是慶祝世上所有的人， 不論種族， 國籍， 文化均被召叫分享天主的
救恩， 如教父良{Leon Le Grand }論及主顯節時說: 今日基督將救恩的奧秘啟示出來， 所有人均為這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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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所照耀。 三賢士代表所有人來朝拜創造宇宙的天主。3 主顯的意義是耶穌顯露了衪就是天主子， 是
依色列期待的默西亞4; 而各民族， 各邦國均可接受這喜訊。 這個喜訊將如教會在復活前夕的笫三篇讀經
後的祈禱文中所宣示的: 因基督的死亡與復活達至圓滿。

5

從此看來聖母領報， 耶穌聖誕， 主顯均是紀

念我們得救的開始， 是踰越奧蹟的前奏。6

聖經選讀
耶路撒冷！ 上主的榮耀已經照耀在你身上。 萬民要奔赴你的光明， 眾王要投
奔你升起的光輝。 舉起你的眼向四方觀望！ 他們都聚集來到你這裡; 你的眾子
要從遠方而來， 你的女兒要被抱回來。 這都是為了上主你的天主的名， 為了
那光榮你的以色列的聖者的緣故。 {依 60: 1， 3-4，9b}
吾主， 上主帶著威能來到， 衪的手臂獲得了勝利， 衪必如牧人， 牧放自己的
羊群， 以自己的手臂集合小羊， 把牠們抱在自己的懷中， 溫良地領導哺乳的
母羊。
{依 40: 9，11}
的確， 天主救眾人的恩寵已經出現， 教導我們棄絕不虔誠的生活和世俗的貪慾。
有節制地， 公正地， 虔誠地在今世生活， 期待所希望的幸福， 和我們偉大的
天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光榮的顯現。 當我們的救主天主的良善， 和衪對人的慈愛
出現時， 衪救了我們， 並不是由於我們本著義德所立的功勞， 而是出於衪的
憐憫， 藉著聖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禮， 救了我們。 {鐸 2: 11-14; 3:4-7}
想你們必聽說過天主的恩寵， 為了你們賜與我的職分: 就是藉著啟示， 使我得
知我在上邊已大略寫過的奧秘; 這奧秘就是: 外邦人藉著福音在基督耶穌內與猶
太人同為承繼人， 同為一身， 同為恩許的分享人。 {弗 3: 2-3， 5-6}
當黑落德為王時， 耶穌誕生在猶大的白冷; 看， 有賢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
說: 才誕生的猶太人君王在那裡？ 我們在東方見到了他的星。 特來朝拜他…。
他們聽了王的話， 就走了。 看， 他們在東方所見的那星， 走在他們前面。 直
至來到嬰孩所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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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俯伏朝拜了他， 打開自己的寶
匣， 給他奉獻了禮物。 即黃金， 乳香和沒藥。 {瑪 2: 1-12}
眾百姓受洗後， 耶穌也受了洗; 當他祈禱時， 天開了; 聖神藉著一個形像，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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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鴿子， 降在他上邊; 並有聲音從天上說: 你是我的愛子， 我因你而喜悅。
{路 3:21-22}
苦難瑪利亞修女
今日， 主顯節的前夕， 基督徒都應感到欣慶， 因為我們的救主對所有不認識
衪的人說: 「到我這裡來！」 為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而言， 今日更該歡慶; 因
為主顯節是修會成立的紀念日， 是在那一天， 教宗比約九世降福了那小小的羊
群， 讓她們永遠宣顯上主， 對所有教外人說: 「請到耶穌這裡來。」7
「起來！ 耶路撒冷炫耀吧！ 因為上主的光榮照亮著妳！ 妳遠方的子女要回到
妳的懷抱。」 這個許諾在三賢士朝拜耶穌之日已經開始實現， 主顯節是紀念上
主對教外人的召叫; 是愛的太陽升起， 宣佈天主聖言已降生在我們中間， 衪是
光明的光明; 現今， 主的顯現仍不斷持續著。 我們應該欣慶， 因為本會是在
這一天誕生， 也是在同一日， 我們得到方濟的繼承人答應接納我們在他的大家
庭內， 他曾說: 願妳們成為無玷的星星， 呼喚人們來到耶穌跟前。 要成為光
明， 成為愛與謙遜的光， 要說 :「主的婢女在此！」8
愛， 降生的聖言， 天主的光， 結合了人性， 來到人中間。 今日， 我們也被
召， 結合三位賢士所代表的， 所有仍未認識上主的人， 來到上主跟前。 救主
為了我們的緣故， 下到約旦河， 天開了， 創造主對人子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因你而喜悅！」 聖神以鴿子的形像， 是愛的象徵， 開啟了新天新地; 主， 藉
著衪降生的聖子， 因那被其聖子所拯救的人類而喜悅。 水變酒， 聖體聖事的
象徵， 由水所潔淨的人， 藉救主的體血而得到滋養。 在這愛的奧蹟下， 我們
的靈魂要結合上主， 在衪內改變自己， 光榮衪。 只按衪的旨意， 而非我自己
的意願而活。9
主顯是慶祝天主與全人類建立盟約的慶日。 按教父們所說的: 亞當所喪失的，
由離開聖父之右的天主子， 因衪在耶路撒冷降生人間， 藉十字架而重新得回。
舊約中諾厄曾預言: 天主擴展了耶斐特， 使他住在閃的帳幕內。{創 9:27} 天主
又對亞巴郎許下: 請你仰觀蒼天。 數點星辰， 你能夠數清嗎？ 你的後裔也將
這樣。 {創 15:5} 天主也向依撒格的妻子黎貝加說: 你一胎懷了兩個國家， 你腹
中所生的要分為兩個民族: 一個民族強於另一民族， 年長的要服事年幼的。 {創
25:23} 雅各佰預言猶大的一支有幸成為默西亞的族裔， 而將惠及整個人類: 「權
杖不離猶大， 柄杖不離他腳間， 直到那應得權杖者來到， 萬民都要歸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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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49:10} 而巴郎也預言道: 由雅各佰將出現一顆星， 由以色列將興起一權
杖…啊！ 若天主履行此事， 誰能生存！{戶 24:17，23} 達味的皇位將由他的子
孫承繼， 他的皇權將由這海伸展到那海， 而所有的民族都讚美上主。 {聖詠} 歐
瑟亞先知以上主之名， 向教外人預許上主的盟約: 我要從人的口中把巴耳的名
號除掉， 使他們再也不提起他們的名字。 我要對羅阿米{非我人民}說: 「你是
我的人民。」 而她要說: 你是我的天主。{歐 2:19， 25} 年老的多俾亞預言道:
「天主要領人們回到以色列地， 重建耶路撒冷，也將重建天主的殿宇。 普天下
所有的外邦人， 將回心轉意， 離棄那些迷惑他們走入歧途的偶像， 虔誠敬畏
上主天主， 以行義來讚頌永生的天主。」 {多 14: 5-6} 索福尼亞先知又說: 「上
主， 我要使萬民的口脣純潔， 好能稱呼上主的名號， 同心協力服事上主。 上
主說: 欽崇我的人， 要從雇士河那邊給我貢獻祭品。」{索 3:9} 達尼爾先知也
預言: 上天的大主必興起一個永不滅亡的國家， 她的王權決不歸於其它民族，
她永存弗替。{達 2: 44} 哈蓋先知寫下: 萬君上主這樣說: 「再過不久， 我要震
動天地海陸， 震動萬民， 使萬民的珍寶運來， 我必使這殿宇充滿榮耀。」 今
日三位賢士見證了天主履行了衪的諾言， 實現了衪的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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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主在這召叫外教人的日子， 建立了我們修會。 讓我們相稱於修會的聖召。
全心詠唱: 我們在東方看到星光， 現帶同禮物來朝拜上主。 我們願意成為傳教
士， 成為受苦的犧牲者。 那麼我們就必需如同三位賢士一樣， 來到聖嬰居住
的地方， 注視著衪。 也要如同那顆星， 閃耀出上主的光亮， 呈現出上主的榮
耀。 讓我們忠於我們的聖召， 成為瑪利亞之星， 標示出耶穌， 我們要不斷呈
顯上主， 在不認識上主的人群中顯露上主的榮耀。11
耶穌是光， 這光是不會拒絕任何人的。 為了回應這召叫， 我們必需如同那三
位賢士一樣: 要尋找， 祈禱， 諮詢。 好讓外在的光成為內在的光照。 天主在
我們的生活中擺放了許多的事件， 讓我們從中得到光亮， 光在我們心內讓我們
體會到及接受到上主的恩澤。 誰不祈禱， 不尋找就難以認識上主的旨意。 星
星不見時， 就只有透過諮詢才能發現上主的旨意。12
瑪利亞所做的就是將耶穌帶給全人類; 她在主降生時， 在主顯現給外方人時，
在加納婚宴時， 在加爾亞略山時， 她都將耶穌交給人類。 我們是她的傳教士，
應該繼續她的行動， 不論何時。 不論何處， 都要將耶穌， 將平安帶到我們所
處的環境中。 我們要不斷祈求: 讓我們在生命的旅途中， 成為忠誠的真理的傳
遞者。13

10
11
12
13

主顯節後笫二日默想
同上
主顯節後笫三日默想
主顯節後笫五日默想
4

我們又到了主顯節。 這日子帶給我不少的回憶。 1877 年， 我笫一次來到羅馬，
是教宗比約九世批准了我們成立這修會家庭的， 為向世界， 特別是向那些仍未
認識天主的人， 宣顯耶穌基督…我多麼期望我們所有的修女都相稱天主的召叫，
都成為聖者; 願我們都是上主活生生的顯示者{Epiphanies}， 時時處處， 永遠向
世界宣示耶穌基督。 啊！ 我多麼懇切地為我的女兒求取這恩寵！ 14
真人真感受
1876 年底及 1877 年初， 為苦難瑪利亞修女而言是難忘， 也是難過的。 在廿一
年後，她對當年的種種， 尤歷歷在目， 1898 年在她寫給女兒們的日記中， 這
樣寫道: 「廿一年前， 我來到羅馬， 無依無靠， 也沒有金錢， 冒雨走在羅馬
街頭， 入住在一個又黑又冷的房間， 人給我們吃的， 是一些未除內臟的青蛙。
整個 76 年的 12 月及 77 年的 1 月我們都在捱餓。 圍繞著我們的， 是許多不願
見到本會存在的人。」 就是在這種無助的情況下， 在那些日子裡， 會祖常一
個人留在那所離傳信部不遠的安德納聖堂內祈禱， 而她的兩位同伴則到傳信部
等候教會的裁判， 在一切仍陷於未知的愁緒中， 會袓終於在 1877 年 1 月 6 日
主顯節的彌撒後， 獲得當時傳信部的法蘭施樞機主教(Francis)通知: 教宗比約九
世批准了在印度古因巴度(Coimbatore)宗座代牧區內， 成立一個獻身傳教的瑪利
亞傳教修會， 並准許在歐洲設立初學院。 1 月 6 日遂成了本會的誕辰。 為當
時的苦難瑪利亞修女而言， 能獲得教會的認可， 無異是在黑暗中獲見一線光亮;
這線光亮未曾讓她高興忘形， 從那她窺視到上主的昭示， 她認為: 本會在主顯
節日獲得批准成立一事， 並不是純粹的巧合， 她看到上主在這巧合中所顯示的
一份特殊召喚: 天主在這向普世顯示救恩的日子中， 召喚了這群瑪利亞的傳教
士， 是要她們走向世界， 甚至去到最危險， 最遙遠的地方， 向尚未認識天主
的人群， 宣顯上主的恩慈。 因此雖然當時本會只有印度一所會院， 但會袓在
1877 年 2 月底所撰寫的修會生活規章內， 即已清楚寫著: “當條件允許時， 本會
即向宗座呈交會憲， 並請准能按宗座意願在各處設立會院， 因為本會的宗旨是
普世性的。15 這樣我們便成了教會歷史上笫一個在會規中以向普世傳教為宗旨的
修女會。
在會袓的信念中， 承擔 「普世福傳」使命， 並非心存睥睨天下的霸氣， 也不
是以雄心壯志發展女權事業。 在主顯節慶期的幾篇默想中， 正好讓我們發現:
苦難瑪利亞修女的眼光仍然聚焦在: 天主聖三那包容了整個人類歷史， 所有人
類群體， 一切地域的救恩計劃; 這位天主不斷向人啟示: 是衪創造， 擁抱， 拯
救， 滋養， 及愛護了整個宇宙; 衪是一位既為好人， 也為壞人升起太陽，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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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de L’Institute, no.10, 1877 年 2 月(此規章乃本會笫一份法律文件, 沿用至 1882 年本會會規
被正式批准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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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露的天主; 是一位既為信衪的人， 也為不信衪的人而死的天主。 在一切天
主的偉大作為中， 苦難瑪利亞修女尤其注視著: 那位甘願承行聖父意願， 主動
投向人類的聖言， 和衪的母親; 就是天主這份無邊際的慈愛讓她眩目， 是聖言
及瑪利亞的全心回應讓她心動， 激起她心內一股澎湃的激情， 牽動著她全人投
進天主那無邊際， 無條件的救恩計劃內; 讓她在這慈愛的天主跟前， 重複著唯
一的話語: 你的婢女在此， 願你的話在我身上成就吧！ 因此這普世福傳的使
命， 比「事業」及「工作」更深層， 是湧現自對上主愛人意願的嚮往， 是跟
隨耶穌基督及瑪利亞般的投身; 一切在各時代， 各群體中的福傳行動， 都是降
生奧蹟的延續---顯示上主的救恩。
苦難瑪利亞修女相信: 只有默觀天主那份愛人的情懷， 才能找到我們福傳聖召
的根源及動力。 因此， 在主顯節後笫二天的默想中， 她用了差不多全部的篇
幅， 述說了舊約中從亞當， 諾厄， 亞巴郎…一直到各大小先知論述: 有關天
主許下救恩將惠及普世人類的記載{參閱上面註 10}。 會祖認為只有以天主的眼
光及心懷去擁抱世界， 才能找到我們投身的動機及意義; 因此在默想中， 她提
醒我們要如同那三位賢士一樣: 尋找耶穌， 到衪跟前， 專注在主身上…。{參
閱註 11} 會袓並沒有為她的女兒們規劃下一個傳教的模式或方針， 只強調瑪利
亞方濟傳教修女具體的使命就是: 在修女們一生中， 動用每一個時刻， 每一個
境遇， 每一種情況， 每一件所做的事， 每一句話， 每一思念， 甚至臥病在
床， 均要在生活中呈顯上主的恩慈。 並按天主的意願， 如同耶穌基督一樣投
身於各處被派遣的人群中， 交出自己的生命， 以讓天主的生命在人心內滋長。
苦難瑪利亞修女把本會的傳教使命放置在一個非常宏觀的層面上， 但她並不是
一個只享受浪漫思潮的人， 這種宏觀的使命， 必需要如同聖言的降生一樣， 要
落實在一個具體的時空中。 所以令人驚訝地， 在主顯節的默想中， 會祖竟提
出了一個策劃程式， 她要求我們要像那三位賢士一樣， 要尋找， 祈禱， 及諮
詢別人。(參考上面註 12) 在百多年後的今天， 這三者仍是一種有效的管理決策
程序， 及分辨神類的步驟。 為避免人陷於: 迷戀故有成就， 嚮往名利， 或陶
醉在自欺欺人的空洞口號中。 會祖智慧地強調: 需要不斷尋找探索上天的星光，
以求不要停滯不前; 需要祈禱， 以求常與上主對焦; 需要收集意見， 資料以確
保能回應現實人間的需要。
主顯也是聖誕， 苦難瑪利亞修女體會到， 一群被召作瑪利亞天主之母的傳教士，
是要在時空中， 如瑪利亞一樣投身於唯一的使命， 就是將天主動人的形象帶到
各處具體的生活環境中。 每個主顯節為會祖而言， 都只有一個意願， 一個祈
求， 就是: 願她的女兒們相稱天主的召叫， 成為聖者， 永遠呈顯天主動人的
形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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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今事
一。 流浪者的耶穌
當提起吉普賽人與羅馬城， 大部分人都不期然聯想起搶劫， 偷竊， 乞丐， 流
浪者…在一般人眼中， 吉普賽人確是神憎鬼厭。 曾親眼見過他們被人趕出地鐵，
也親眼見到他們伸手入別人的手提袋中; 人們爭相警告， 見到吉普賽人， 還是
避之則吉為妙。 但在 1980 年 10 月 1 日， 三位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 卻入住
了一個吉普賽營地， 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小團體。 並起名為 “亞巴郎團體”， 意
謂: 因上主的召喚， 而開始流浪生涯。 團體的目標非常簡單， 就是要與吉普
賽人同住， 讓主臨在， 並在他們中為主作証。 現時這個團體共有三位修女{環
境限制， 不能多於此數}， 兩位意大利修女， 其中一位已在那裡住了十年， 另
一位也住了八年， 而笫三位是一位韓國修女， 在那裡也有兩年的時間。 有緣
見到其中的一位， 她畫了一張地圖， 於是就按圖往訪。 轉了兩道車， 已知走
出了羅馬城， 沿途開始見到不少的廢車棄置場; 幾經詢問， 才在一些平民屋後，
找到一個小斜坡， 遠看只疑是另一個棄車場， 走近了才看到一片荒地， 擺滿
了拖車， 有些吉普賽男青年坐在圍欄上閒聊， 心有點兒慌張， 然既來之則安
之。 但既沒門牌， 也沒號碼， 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問人， 還是問一位女士比較
妥當！ 舉起本會的十字， 用唯一的一句意文問道: 「修女」？ 那位女士立刻
會意答到: 「祈禱所」？ 就帶著兩個小孩， 領著我撓過許多的拖車及水壺等雜
物， 終於見到一輛旁邊畫了一個方濟十字的拖車， 這就是亞巴郎團體。 團體
共有兩部拖車{十人小巴大小吧}， 一部是聖堂， 即那女士所說的祈禱所， 是
開放給所有人的， 另一部就是團體住所， 坐的地方也同時是吃飯， 睡覺的地
方， 煮食要在車外進行， 衛生間則需用公共設施; 車內空間為個子小的我問題
不大， 然而為那個個子較高的意大利修女， 顯然就有點勉強了。 但她說: 她
八年在此已經習慣了， 況且吉普賽人都喜歡在室外活動。 什麼是她們的傳教工
作？ 其中一位修女說: 她們所作的， 也不知是否能稱得上為“工作”， 她們主
要是去各個吉普賽營地， 探訪家庭及閒聊， 有時也會教小孩們讀點書{若他們
不需要跟著大人出外謀生}。 再就是祈禱！ 最主要的還是與他們一起。 上了那
輛 “祈禱所” ， 修女們也在裡面安放了一個小馬槽， 看著這小馬槽才瞭解到，
是的， 她們所做的也並非什麼新鮮事， 因為二千年前天主早已決定要做一個流
浪者的天主！ 今天這三位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只是作了全新演譯而已。17
二。 橫跨世紀的一句話
在現今多媒體傳訊時代， 言語的傳遞及翻譯仍有一定的難度。 最難的並不是要
解說高科技的術語， 最難的是要傳述一種內心的感受， 一種心底的顫動。 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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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它是那麼的深層， 那麼複雜， 又那麼難以捉摸， 以致作任何的闡釋都好像
有被冒犯的感覺; 故只宜意會， 而難以言傳。 但許多時卻偏偏意欲向人述說，
這時就真讓人覺得無能， 渺小， 及無奈。
“Passion”就是這樣的一個字。 在四年前她說了這個字， 還來不及明白箇中真義，
已輾轉四年。 時至這世紀交替之際， 她竟又再說了同樣的話， 這回更是讓人
終夜徘徊， 整夜思量， 就這樣把人從一個世紀帶到另一個世紀去。
她說: “Passion！” 解作苦難？ 痛楚？ 不對！ 這一切都可能是後果而已。
“Passion”該是指一種內心的激盪， 是一種熾熱的渴望， 是一種扣人心弦的情意，
是一種那麼強烈的情感， 以至有時讓人心內痛楚， 讓我們稱之為「激情」
。 她
說: 激情是一種召喚， 使人跨越理性， 使人將自己全無計算的投向對方; 使人
至生死於度外; 她說: 激情是一種接納， 無條件去擁抱對方， 無悔也無怨; 激
情看似瘋狂， 卻只是不去計較; 看似非理性， 卻只是回歸到最基本的人心深處。
她說: 要有福傳的激情！ 就是要有一份對主的激情， 有一份如上主對人一樣的
激情！ 衪那麼的愛了人， 以至派遣了衪唯一的聖子來到世上; 衪那麼的愛了世
人， 竟空虛了自己， 將自己的生命無條件地交給人類， 甚至接受死亡…這是
上主對人的激情。 她說: 今日要進入新的世紀， 要成為一位傳教士， 該擁有
這份激情。 要怎樣去翻譯？ 要如何去傳述？？？ 我看到: 那份激情從她的眼
神內閃爍著， 背叛了她那看似平靜的面容。 讓人隱約感受到， 觸摸到那份湧
流自她心底， 跳躍在她言詞中的， 對主對人的激情， 有如顯露在那躺臥馬槽
中的嬰孩一樣。 從她的眼中， 我發現了: 要詮釋這份激情， 要顯露上主那份
對人的激情， 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要擁有對主對人的激情。 {可知她是誰？ 請
自尋答案。}18
祈禱反思


請細讀聖經， 與苦難瑪利亞修女一起， 細聽天主對人的許諾， 瞻仰上主
在救恩歷史中的作為， 體會上主對人的恩惠; 讚美衪！ 感謝衪！



請在上主跟前， 靜靜體會上主那無可比擬的包容， 無以衡量的慈愛， 無
邊無際的觀景， 以及衪那份對人無以論比的激情。 讓衪牽引妳投向衪的計
劃。



請感謝天主召叫了本會。 也感謝天主給我分享這份召喚。 請為自己及所有
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祈禱， 使我們能相稱這份召叫。



要成為宣顯天主的標誌， 在現時我具體生活中要求些什麼？ 我現在呈露出
的天主面貌動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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