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日
獻主節1
禮儀簡介

從一位朝聖者的日記中知道，約於公元 386 年，耶路撒冷教會在聖誕主顯後的笫四十日，信友們會舉行一
個慶日； 公元 450 年更在這慶典前加上了蠟燭遊行。笫六世紀，此慶典在敘利亞地方盛行，被稱為：
「相
遇慶典」
。紀念西默盎與我們偉大的天主，救主耶穌基督在聖殿的相遇， 並把衪抱在懷中，宣示衪為萬民
的救主。

羅馬教會要到笫七世紀後期才有這個慶節，額我略禮儀亦按東方教會慣例，稱之為 「相遇慶典」
。 但到了
笫八世紀，法國地方開始改稱這日為「聖母取潔瞻禮」
。隨後的兩個世紀，兩個名稱均同時被西方教會所採
用。然而到了笫十八世紀，法國教會卻將此節日再改稱為獻主節。梵蒂岡笫二次大公會議後，為使信友集
中慶祝主的奧蹟， 於 1969 年起將二月二日訂為：
「獻主節」 (Presentation du Seigneur)

羅馬教會在教宗 Sergius 一世 (687-701) 時，開始在二月二日這慶日的彌撒前安排一個遊行， 所有人手持
蠟燭，由當時的古羅馬廣場遊行至聖母大殿。遊行有著補贖的意味，因為，教宗及執事們均會穿上黑色的
衣飾，皇帝也赤足而行。這是否與當時羅馬習俗有關，則無可查究。從此，蠟燭遊行就成了獻主節的特徵。
到了笫十世紀，教會更在遊行前加上一項蠟燭祝聖禮。 這遊行主要是讓信友們記得：我們都在走向天主的
家鄉。 西默盎與耶穌在聖殿相遇，今日的基督徒也在擘餅時與主耶穌相遇，並期待著有一天在光榮中與主
相聚。 就如同耶路撒冷的聖素風(Sophrone) 在一篇講道中所說的：
「讓我們奔赴上主的約會。」2

耶穌被他雙親帶到聖殿，按法律接受割損，這割損禮標誌著這個小孩成為亞己郎的子孫，有份於天主與其
子民所訂立的盟約。耶穌基督降臨到人間，自此之後，天主將藉著耶穌基督的犧牲，與人建立一個新而永
久的盟約。 從此，新的天主子民將不再透過割損，而是透過洗禮，藉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而成為天主的
子女。3 嬰孩耶穌也如同所有以色列人的頭胎男孩一樣，要奉獻給上主；這是為紀念上主在以色列人的先
祖在埃及為奴時，拯救了他們， 保存了他們， 與他們訂立盟約。西默盎與亞納代表了期待救主默西亞的
以色列人，他們在聖殿中見到耶穌，他們終於與他們的救主相遇。(如前所介紹的，初期東方教會將這慶日
稱之為： 「相遇慶日」) 聖神透過這兩位長者的口，宣示耶穌是默西亞—救主，是依色列的榮耀， 是眾
人的光明。 但這救主也成為被反對的對象，衪需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去完成這默西亞的使命， 衪和衪的母
親都必需承受許多的痛苦，以將天主的救恩帶到人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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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選讀
滿了八天， 孩氶應受割損， 遂給他起名叫耶穌， 這是他降孕母胎前， 由天使
所起的。 按梅瑟的法律， 一滿了他們取潔的日期， 他們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
去獻給上主， 就如法律上所記載的：「凡開胎首生的男性， 應祝聖於上主。」
並該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獻上祭物；一對斑鳩或兩隻雛鴿。那時在耶路撒冷
有一個人名叫西默盎。這人正義虔誠，期待著以色列的安慰，而且聖神也在他身
上。他曾蒙聖神啟示；自己在未見上主的受傅者以前， 決見不到死亡。 他因聖
神的感動，進了聖殿； 那時， 抱著嬰孩耶穌的父母正進來， 要按著法律的慣
例為他行禮。 西默盎就雙臂接過他來， 讚美天主說：
「主啊！ 現在可照你的話，
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了！ 因為我親眼看見了你的救援， 即你在萬民之前早準備好
的；為作異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榮耀。」 {路 2： 21-32}
基督是我們的和平，他使雙方合而為一； 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毀了中間阻隔的
牆壁，就是雙方的仇恨，並廢除了由規條命令所組成的法律，為把雙方在自己身
上造成一個新人，而成就和平。他以十字架誅滅了仇恨，也以十字架使雙方合成
一體，與天主和好。所以他來，向你們遠離的人傳佈了和平的神音，也向那親近
的人傳佈了和平，因為藉著他，我們雙方在一個聖神內，才得以進到父面前。
{弗 2： 14-18}
看， 你們尋求的主宰，必要忽然進入他的殿內；你們所想望的盟約的使者，看
他來了…他必要坐下，像個溶化和煉淨銀子的人，煉淨肋未的子孫，精煉他們像
精煉金銀一樣，使他們能懷著虔誠，向上主奉獻祭品： 那時猶大和耶路撒冷所
獻的祭品，必能悅樂上主，有如昔日和往年。 {拉 3：1-4}
那孩子既然都有同樣的血肉，他照樣也取了一樣的血肉，為能藉著死亡，毀滅那
握有死亡的權勢者—魔鬼，並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 一生當奴隸的人，其實
都知道， 他沒有援助天使，而援助了亞巴郎的後裔。因此，他應當在各方面相
似兄弟們，好能在關於天主的事上，成為一個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以補贖人民
的罪惡。他既然親自經過試探受了苦，也必能扶助受試探的人。 {希 2： 14-18}

苦難瑪利亞修女
天主，你既要求人們預備兩隻鴿子作為獻物，求你也準備我們成為生活的祭餅，
因為，你也為了我們而成了祭餅。你來並非要毀滅而是要滿全法律，求你也在我

2

們內展現福音豐盛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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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我們能成為一塊真正的祭餅， 那麼我們便會如同西默盎一樣： 接納耶穌及
聖母， 並到處宣揚衪就是世界的救主。6
為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 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瞻禮！ 她們可以在這奧蹟中找到
她們的聖召：耶穌被獻於上主，提醒我們：要為未信者及罪人的得救而作犧牲的
召叫。西默盎宣示救主說： 衪是「照耀各民族的光明。」 這位老人向全世界宣
佈：藉著宗徒及傳教士在各地燃亮著的信德火炬， 宣示耶穌基督是救主。7
請深入我們聖召的精神，我們願意整個生活如同鴿子一樣，成為犧牲，又如同蠟
燭一樣，在我們的周圍閃亮出天主愛的光亮。不要忘記西默盎對聖母說的那番話，
要成為傳教士就必定需要受苦及犧牲。8
我仍然想著避靜時的幾個思想：聖言空虛自己取了人性； 在十字架上再把這生
命交出；衪更謙卑地，在聖體聖事內取了餅形；成了由天上到人間，又由人間到
天上的渠道。在這卑躬的奧蹟內，我們找到了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對耶穌
說： 在這愛的奧蹟內，我願意交付自己，成為神聖及純潔的祭餅。 {19 1， 1884}9
我再度想起，我曾要我的女兒們默想的：要成為瑪利亞的祭餅！即要與耶穌一起
犧牲，謙卑自下，與耶穌為伴。 我曾默瞻過， 也曾這樣告訴過她們：一個未經
祝聖的麵餅，和一個已祝聖的祭餅， 外表雖是一樣，但它卻沒有任何價值； 它
必需經過神聖的祭祀， 那就成為無價的了。 同樣，一位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
她們本來的聖召就是要成為祭餅，若她們只是外面穿著白衣， 掛著空名， 她們
也只是一塊麵餅而已；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瑪利亞祭餅，她需要經過犧牲， 並要
認同神聖救主的犧牲。 這瑪利亞傳教士祭餅的聖召令我激動。{26，5，1883}10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 讓天上與人間重修和好。我願意依持著彌撒的犧牲，以
拯救我自己及別人的靈魂，也教我的女兒們要如此做。我仍未完全與我主羔羊結
合，羔羊被宰殺時是溫順的，這是神聖祭餅---天主羔羊的特性。我要仿傚衪， 跟
隨衪。 讓生命的每一刻，都為人的得救而活。 我願意成為祭台上的羔羊， 與
耶穌一起， 祭獻我自己，為拯救所有人。 {25，1，18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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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真感受
苦難瑪利亞修女撰寫獻主節(當時仍稱之為聖母取潔瞻禮)的默想時， 在她筆下
出現了許多具象徵性的名詞： 聖殿， 接受割損禮的嬰孩， 鴿子， 蠟燭， 犧
牲祭品， 羔羊， 十字架， 司祭， 祭祀， 聖體聖事， 祭餅…穿錯交織， 拼
現成一幅她聖召的藍圖。 同樣在她引述聖經章節時， 也讓人彷彿聽到許多， 發
自不同年代， 出自不同人物的聲音， 彷似聖神降臨時的聲響： 埃及人眾長子
被殺的號哭聲， 以色列人逃亡的腳步聲， 聖若瑟及聖母在聖殿的獻禱， 那嬰
孩受割損時的哭聲， 西默盎宣示救恩的頌主聲， 耶穌在山園中求父的哀號聲，
十字架上與十字架旁無言的滴血聲， 祭台上司鐸的頌讚聲， 天國中天人共融的
歡樂聲…前後交疊。 苦難瑪利亞修女就彷如一位巧手的技師， 將之編織成一個
整體—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的聖召。
雖然， 在苦難瑪利亞修女的時代， 這個節日仍被視為是一個聖母瞻禮； 但會
祖眼中的聖母是離不開耶穌的， 聖母的聖召是聖子使命的迴響， 聖母履行主旨
的回應， 也是聖子回應聖父的和應。 所以， 耶穌被他父母帶到聖殿接受割損，
是聖若瑟和聖母的奉獻， 也是天主子的奉獻。 這個西默盎手上抱著的嬰孩， 就
是天主聖言回應天父， 以犧牲自已重建天地和好的實現。 所以會祖在這正舉行
祭獻的嬰孩身上， 看到的， 不只是一個嬰孩； 聽到的， 也不單只是小孩的哭
聲； 她從這被獻的嬰孩身上看到天主自我的啟示： 這位天主是在埃及拯救以色
列人的天主， 是與人訂定盟約的天主， 是在曠野中供人吃， 也給人喝的天主，
是降生成人的天主， 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天主， 是自己將自己作為祭品的天主，
是在祭台上成了餅形的天主， 是期待與人和好的天主…對， 這就是如西默盎所
稱的： 是一位不斷拯救的天主。衪拯救的行動， 不是以懲罰， 不是以暴力， 而
是以愛， 以自獻犧牲； 更令人驚訝的是， 藉耶穌基督， 天主不但呈現了衪的
拯救行動， 更呈露出衪在這行動後扮演的角色： 天主竟成了被奉獻的嬰孩， 天
主竟成了亞巴郎之子， 天主竟成了祭祀的羔羊， 天主竟成了進入聖殿的司祭，
天主竟成了那代付贖價的鴿子， 天主竟成了十字架的死囚， 天主竟成了一塊讓
人吃的餅。 愛就不再是空談， 而是天主自己具體地實現出來了。 在這奧蹟前，
會祖投進了這超越歷史的闊度及深度內， 去瞻仰這位： 為救人類， 使人重新
得回天主生命， 同時是大司祭及祭品的耶穌基督。 也為她的召叫找到更實在的
方向。
苦難瑪利亞修女與我們分享了她所瞻仰的救主的動人形象， 也給我們繪畫了一
幅如此多姿彩的圖象， 在其中讓我們發現： 要承行天主愛人的旨意， 不可能
是一句說話， 這句話肯定順理伸展出， 種種對奉獻與犧牲的具體及多樣的要求。
如會祖所強調的： 不是一件白衣， 一個口號， 可讓我們成為真正的瑪利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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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傳教修女； 只有透過現實生活中的奉獻與犧牲才能讓這聖召落實到具體環境
中。 犧牲也不只是一種虛無浪漫的想像， 她說： 犧牲要如同祭餅一樣， 這就
具體得可以了， 因為餅的存在， 就是要讓人吃， 給人咀嚼， 要將自己溶化消
失， 成為人的養份。 祭餅就是一塊這樣奉獻給天主， 滋養人們， 為新天新地
而被擘開分施的餅，12 耶穌基督採用了“餅”這標記， 會祖也將我們的聖召稱之
為： 犧牲祭餅的聖召。 因為一位願如聖母一樣， 遵從上主旨意的婢女， 要向
普世傳遞上主的生命； 那麼， 只有如同耶穌基督一樣， 犧牲成為祭餅； 就如
會祖說的： 這是她看到的唯一道路。
今人今事
一. 這是一塊分施給眾兄弟姊妹的餅
在 1986 年的 4 月 4 日， 方濟加修女臨死前說：
「我多希望我能改變， 握住那最
重要的， 好讓衪能透過我， 顯露出衪對人的愛； 多希望能活在喜樂及簡樸中，
品嚐上主的愛， 並與人分享， 如同一塊餅一樣， 分施給那些渴求愛的兄弟姊
妹們。」 這位方濟加修女， 西班牙人， 加入了瑪利亞方濟傳教修會後即派往
意大利工作， 她曾多年在西西里島的西夏橋 (Siracuse)地方服務。 該處直到今
天仍是一處龍蛇混雜的地方， 區內充斥著販毒， 罪行， 失竊， 黑社會等問題。
當時在那裡還未有聖堂， 平日更是女士不宜行走的地方。 方濟加修女就在這種
環境下， 在那裡工作多年。 她聚集青年， 混在他們當中， 做著一些別人早說
了沒結果， 又無謂的工作； 她組織他們， 維繫他們， 最重要的是她愛他們；
在一間小屋內， 她與他們閒聊， 也與他們一起祈禱， 這樣一些信仰小團體慢
慢組織起來。 她在那裡服務， 直到她獲知得到癌症為止。 在她死後沒幾年， 修
會就因為人力問題， 離開了那裡。 十二年後， 1998 年四位瑪利亞方濟傳教修
女被邀請重回到西夏橋---這處方濟加修女分施生命的地方。 當本堂神父知道修
女來時， 除表示歡迎外， 隨即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述， 他對方濟加修女的懷念
與感激。 面對這所堂區昔日留至現在的許多問題， 加上今日新的挑戰， 瑪利
亞方濟傳教修女還是決定再回到這裡服務。 一群曾分享過那塊被擘開的餅---方
濟加修女生命的人， 現今， 他們也將生命與人分享， 成了別人的食糧； 當時
他們只是一群青年， 今日， 他們許多已是成家立室的在職成年人了， 他們成
立了一個名為：
「方濟加‧馬丁」 的合作社， 以紀念這位讓他們成長的修女。 透
過這合作社， 他們獻出時間及能力， 將基督的生命分施給他人； 他們出版了
一份雜誌， 並投入各種小型的社會計劃。 現在， 是在他們的支持下， 修女們
開始從新投入西夏橋。 為要使會院能成為一處塑造心懷普世使命的地方， 修女
們用了昔日一所幼兒園的部分， 改建成為一個接待初來意國的難民及移民的中
心。 這種接待的工作為整個城市帶來了一種生氣和活力。 因為是這些外來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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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姊妹， 讓這裡的人可以看到一個更廣大的世界， 並能預先品嚐到將來天父子
女大家庭的喜樂。 感謝妳！ 方濟加修女！ 因為種子落在地裡， 它並沒有死，
而結出許多的果實。13
二. 獻身的詮釋
那是在 1990 年， 城中上下均討論著要面臨的政治社會的改變， 人權自由是大
家注目的問題。 教區內發起了一個基督徒關注人權小組， 目的是要按耶穌基督
的信念， 呼籲各方尊重人的基本權利。 小組成員大部分是平信徒， 也有司鐸，
我是唯一的修女。 我們一起作聖經分享， 研究教會的社會訓導， 一同反省… 也
寫了不少的文章投到各大報章。 那時， 有關方面舉行了一次聽證會， 說希望
收集各界人士對人權法的看法及意見。 預計將有許多法律界， 政界的人士出席。
但坊間卻傳說： 這是一次探底的行動， 即有關方面希望知道各界人士的立場和
反應。 我們的小組被邀請出席， 當然不能錯過這個見証的機會。 我們開了許
多次小組會議去撰寫發言稿， 到最後是要決定一個代表小組的發言人； 經過多
番討論， 那位神父說： 「修女口齒伶俐， 是最佳人選！」 當時真有點受寵若
驚， 因為在記憶中， 從來沒有聽到過他如此的欣賞自已。 我說：
「一位平信徒
會比較合適吧！」 一位兄弟隨即說：
「修女，在我們家中，上有老的，下有小的，
而修女妳是獻身的人，若有什麼麻煩，反正妳是矢志犧牲獻身的，不是嗎？」 簡
直是當頭棒喝，是的，這不就是我們被召的原因嗎？ 獻身不是為了能更自由的
獻身嗎？ 要跟隨那位完全投入人類歷史的聖言， 要像那位完全回應上主呼喚的
女士， 於是， 我答應了。 聽證會當天， 我步上了講台開口：「我們是一組有
信仰的人， 我們相信生命是上天賜予的…」 會後有人問： 這位女士是誰？ 在
場的一位教友說： 他聽到了一篇精彩的講道； 門口有位男士把我攔住：「請問
要怎樣稱呼？」
， 我說：
「我是一位修女！」 從來沒有像那一刻那麼地具體感覺
到， 是的， 我是一位許諾獻身的修道人。14
祈禱反思





請與苦難瑪利亞修女一起， 在她給予我們那豐富的圖像中， 瞻仰我們天主
救主的作為， 及衪動人的形象。 讚美衪， 感謝衪！
請在明供的聖體前， 默觀那祭餅， 默想耶穌祭餅的心意， 朝拜衪！
請默想我們犧牲祭餅的聖召， 回應天主的召喚！
在我現在的生活中， 我如何分施我的生命， 是否能滋養人呢？ 給人怎樣
的味道？ 這要求我要作些什麼的犧牲？

13
14

參閱 FMM Document Information September， 1999 p。9-10
一位瑪利亞方濟傳教修女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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