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八日
聖母始胎無染原罪慶日

奧蹟簡介

1854 年教宗比約九世宣佈： “至聖瑪利亞仍在母胎之中， 即由於天主的大能， 耶穌基督對人類的救贖， 預先在瑪利
亞身上實現， 免除了她本承繼自先祖的罪過。 因此在瑪利亞存在之始， 即充滿上主的恩寵， 成為她聖子所救贖的
初果。” 這是教會的信理。1
這種神聖無罪的生命， 是天主在創造之初本巳付予人類的。 “天主按自己的肖像造了人” [創 1：27] 然而人卻遠離了
天主， 讓罪進駐了人的生命。 但在人拒絕天主之同時， 慈愛的天主即巳預許及展開了救贖人類的計劃， 並且許下
要自己親自來拯救人。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 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 [若 3：16]。 在這救恩的計劃中， 天主
召叫了一名女子， 邀請她參與這降生救贖的計劃， 作為天主聖子的母親。 瑪利亞全無保留地與上主合作， 把天主
聖子帶到人間， 成為了天主之母。 瑪利亞在這計劃之初即首先被拯救。 在她存在之始即巳無罪及充滿聖寵。 獲得
天主神聖， 美善的生命。 “萬福！充滿聖寵者。”[路 1：28] 因此她在女人中被受讚美， 而天主聖三也被受尊崇。 因
為從她身上折射出天主對人的慈愛， 天主的美善， 天主的大能， 以及天主的忠信…
瑪利亞優先所享有的， 所有的基督徒也經由洗禮， 而同樣得到由耶穌基督死而復活帶來的神聖無罪的生命， 成為天
父的子女， 聖神的居所。 因此教會， 所有的基督徒今天默觀聖母的聖德， 效法她的愛德及承行天父旨意的忠誠; 接
受天主聖言， 並讓別人也能見到上主的臨在及上主的慈愛， 這樣信友們也成為天主之母。 雖然天主聖神巳藉水洗，
藉聖言， 聖化了教會， 使她聖潔無瑕。
像所造的， 聖善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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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信友們仍需不斷要戰勝罪惡， 在基督內受教， 好重新成為天主按其肖

為此信眾們注視聖母的聖德， 稱之為母親， 視之為榜樣。4

聖經選讀
「上主天主對蛇說：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後裔和她的後裔之間， 她的後裔要
踏碎你的頭顱， 你要傷害他的腳跟。」 {創 3：15}
「上主自始即拿我作衪行動的起始，作衪作為的開端：大地還沒有形成以前， 從無始我
巳被立…我天天是衪的喜悅， 不斷在衪前歡躍。」 {箴 8：22-26}
「那麼，我兒，你們且聽我：遵循我道路的人是有福的。凡聽從我言，天天在我門前守
候，在我門框旁待立的人，是有福的。」
1
2
3
4

新教理 no。491-494
弗 5：26
弗 4：24
教會憲章 no。64，65
1

{箴 8：32-34}

苦難瑪利亞修女
妳看見什麼？

我看到無染原罪的聖母是多麼美麗，我看到這是天人的合一，我看到創造主的慈愛，我看到人因
為自私，只朝拜自己及偶像，而遠離天主。5
瑪利亞在罪惡中被保存下來，成為一面反影上主神聖性的鏡子．這優越的受造物，聖三在她內使
她免受罪惡的玷染。 她是聖父之女，聖子的母親，聖神的宮殿。

6

聖母， 無玷的美麗， 因為她的謙遜， 她的不自私， 因為她只懷有天主， 至真， 至美， 至
愛的天主。 她時常充滿天主， 充滿天主的恩寵， 完全為天主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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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無玷原罪的瑪利亞， 腳踏蛇頭， 手拿福音， 把福音介紹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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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提點：

在創造之初， 天主是以自己神聖的肖像做了人， 以自己的氣息傾注在人身上。 但人卻拒絕了
及遠離了天主， 因此罪惡進入了世界。 然而在此同時， 天主也展開了衪的救恩計劃。 “天主
對蛇說：[ 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 你的後裔和她的後裔之間， 她的後裔要踏碎你的頭顱，
你要傷害他的腳跟。]”{創 3：15} 每位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 無玷者的傳教士， 今日應值得欣
慶， 因為天主創造了無暇， 更因衪的慈愛拯救了人類， 把人從罪惡中解救出來。9我們每人都
是上主按自己的肖像而造成的， 也應反影出上主的美善。 我們本身並不是慈愛的天主， 只是
反影天主慈愛的樣貌; 我們要與這位慈愛者結合， 好在我們身上反影上主的慈愛及美善， 只有
天主在我們內才能折射出一線美善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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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摯愛的母親， 妳是至美的， 妳純潔無暇！ 在我內，有一種熾熱的渴望， 就是祈願在上主前
效法無玷的母親， 成為純潔無暇的。11
「後世都稱我有福， 因全能的天主在我身上完成了大事！」{路 1：49} 今日讓每位瑪利亞方濟
傳教修女都在心內詠唱同樣的句子。 讓天主在我們內粉碎一切相反愛的罪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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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兒，你們且聽我：遵循我道路的人是有福的。凡聽從我言，天天在我門前守候，在
我門框旁待立的人，是有福的。」 {箴 8：33-34} 每位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今日重聽
聖母這番說話，那道門就是我們的修會，今日要明白我們的聖召：如同聖母一樣，遠離
一切罪惡，在身上反影天主聖三的美善，將無玷的基督帶到人世間。13
真人真感受
聖母瑪利亞在苦難瑪利亞修女傳遞給我們的神恩中， 有著一個核心的位置。 她常說： 我
們是聖母的傳教士； 我們要按瑪利亞的方式去履行我們的使命。 雖然十九世紀流行著，
充斥著許許多多對聖母的熱心敬禮， 有些甚至過於感性或流於外在化，以至被誓反教的
兄弟姊妹們視之為迷信。但在苦難瑪利亞修女的神修中， 對聖母的崇敬很少受到當時這
些敬禮潮流的影響，她的聖母觀建立在十分鞏固的聖經及神學基礎上。以至一百年後的
今天， 我們仍可在她給我們的默想中， 找到梵二對聖母神學的詮釋及指示。14 甚至可
以逐字對照。
聖母始胎無染原罪在 1854 年被宣佈為教會信理，可以說是會祖時代教會的一大盛事。眾
信友無不為這歷經千多年對聖母聖德的肯定而高興。但在慶祝這奧蹟時，苦難瑪利亞修
女的眼光卻穿越了聖母飄逸的衣飾，她看到的是無玷聖母反射出來的天主的慈愛，天主
在起初創造人時的意願，天主那從不放棄人的忠誠，以及天主那份甘願投身拯救人類的
激情。她心內不單充滿對聖母的孺慕之情； 她心神傾仰的卻是天主聖三對人不離不棄的
愛情。她也看到瑪利亞這位人間女子的回應，這女子以一個女性特有的能耐：付出一生，
去愛，去孕育，去滋養，去陪伴，寬容擁抱，去成全一切，甚至承受痛苦與犧牲。去與
天主合作。這一切都讓苦難瑪利亞修女讚歎，驚訝天主對人的愛，體會到天主對人的期
望與苦心；而在那位女子身上，苦難瑪利亞修女更看到自己同樣也被邀請，與天主合作，
在今世去實現這尚未完結的愛情計劃：將天主帶到人間，帶到人心中。好讓基督轉化人
們那被罪惡所毀壞了的面孔，回覆創世時天主給予人的那個聖潔無暇的面貌。15
在這慶日，苦難瑪利亞修女邀請我們瞻仰，讚頌天主聖三對人的慈愛，也邀請我們歌頌
那位全然與天主合作的人間女兒，同時要我們追隨她，成為瑪利亞傳教士，讓我們也如
瑪利亞一樣：懷有天主，完全為天主所擁有，好在自己身上反影出天主的美善，讓周遭
的人從我們身上看到天主的臨現。
今人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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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三個北非的回教國家，基督徒只被視為一個邊緣小團體，那裡內戰年年，基督徒
往往是被殺的對象。就在這種環境下，一群留守在那裡的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寫道：
「今日我們再次活於生死之間，我們不知道天主會帶領我們走向何處？ 阿爾及利亞的
暴力迫使我們要關閉所有的會院，但利比亞的暴徒卻不容許人們自由行動。 然而現時
的情況，倒讓我們真的把特恩活出來。 因為我們再不能工作， 我們只有祈禱及犧牲，
與人們在一起，去履行我們的傳教使命，其它一切均全屬於上主。 雖然我們不能高聲
宣示我們的信仰，但我們的存在，生命的全部都宣示了上主的臨在。我們的愛及服務
比任何語言更有效。」有位男士對我們的一位姊妹說：「看見妳的生活態度， 就知道
妳的天主是一位愛人的神。」 現在他巳是一位慕道者了。16
[後記： 就在這封信刊出後的一年， 即 1996 年的 5 月 12 日， 七位隱修士在阿爾及利亞被殺。]

一.

鏡中人
二十世紀最後的那一年，在中國省區的某地，某個聚會上，一位算是事業有成的現代
女士， 以她獨有的文藝腔調說：「[修女]？我只能用蒼白去形容！」為積極參與推動
聖召的我，初則憤怒，這小妮子只沉醉於世俗多姿多彩的生活，簡直無藥可救。繼而
驚惶，恐怕不是指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吧！ 更不可能是我！再輾轉沉思，則彷彿走
入了一條鏡道，前後左右都是我，另人不敢自視。蒼白：是無生氣，是不健康， 是
孤寂，是無奈，是病態，是疆硬，是死亡… 鏡中的我，又是何種顏色，何種面貌呢？
我獻身的激情是否巳消失殆盡？何以今人未得見天主動人的容貌？是有點嚇人，卻提
醒我去檢視自己： 死火…懶散…被動…自私…刻薄…暴躁…追求權位…包容…平
和…助人…良善…忠誠…信念…動力…忘我…犧牲…愛德……。自己暗自圈圈點點，
日日顧盼這鏡中人， 求天主聖神按天主的肖像， 加以逐一整容， 讓我重現光彩。 這
小妮子也許只是順口一言， 竟是當頭捧喝！17

祈禱反思


讓我們和會袓一起瞻仰天主聖三對人那種不離不棄的愛情。 感謝衪讓我們分享衪至美善的生命。
也讓我們感謝主耶穌基督， 因衪接受天父的旨意， 降生成人，讓我們認識父， 及讓我們知道我
們生命的方向是要如天父一般地成全。{瑪 5：48}



讓我們靜觀瑪利亞反影出天主聖善的美態。 欣賞她對天主的承服， 及她與天主完全的合作。



讓我們也欣賞每人生命的美麗， 感謝天主的創造， 救贖， 及召叫。



會袓看到美麗無玷的瑪利亞， 因為她懷有天主。 我又心懷什麼？



在瑪利亞身上反映了天主聖三愛的真情，在我身上又能否反影出上主的美善？



瑪利亞完全接受上主的救贖， 完全與天主合作，成為天主之母， 我們是聖母的傳教士， 今日我
怎樣接受了基督， 又如何將基督帶到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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