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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之母聖瑪利亞（節日） 

 
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 路加福音 2:19 
 
進堂詠 
萬福聖母，你生育了統馭天地的永生君王！ 
 
讀經一（我必祝福皈依我的人。） 
恭讀戶籍紀 6:22-27 

上主訓示梅瑟說：「你告訴亞郎和他的兒子說：你們應這樣祝福
以色列子民說：『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
慈待你。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 

「這樣，他們將以色列子民歸我名下；我必祝福他們。」——上
主的話。 
 
答唱詠 詠 67:2-3, 5, 6,8 
【答】：願天主憐憫我們，並降福我們。（詠 67:2） 
領：願天主憐憫我們、降福我們，並以他自己的慈顏容光照耀我們！

願世人認識他的道路，萬民得知他的救贖。【答】 
領：萬民都要踴躍歡欣；你以正義統治世人，且在地上領導萬民。

【答】 
領：天主，願萬民都稱頌你；願列邦都讚美你！願天主降福我們；願

萬民都敬畏天主！【答】 
 
讀經二（天主派遣他的兒子來，生於女人。）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迦拉達人書 4:4-7 
弟兄姊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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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為證實
你們確實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裡，
喊說：「阿爸，父啊！」所以，你已不再是奴隸，而是兒子了；如果
是兒子，賴天主的恩寵，也成了承繼人。——上主的話。 
 
福音前歡呼 
領：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

說過話。但在這末期，他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天主
立了他為萬有的承繼者，並藉著他，造成了宇宙。（希 1:1-2） 

 
福音（牧羊人找到了瑪利亞、若瑟，和那躺在馬槽中的嬰兒。滿了八

天，於是給他起名叫耶穌。） 
恭讀聖路加福音 2:16-21 

那時候，牧羊人急忙去了，找到了瑪利亞和若瑟，及那躺在馬槽
中的嬰兒。他們看見以後，就把天使對他們所說有關這小孩的事，傳
揚開了；凡聽見的人，都驚訝牧羊人向他們所說的事。 

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 
牧羊人回去；為了他們所聽見和看見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們所

說的一樣，就光榮讚美天主。 
滿了八天，孩子應受割損，於是給他起名叫耶穌；這是他降孕母

胎前，由天使所起的。——上主的話。 
 
領主詠 
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utility_eucharist_Lent1_

yearB.html 
 

天主之母聖瑪利亞慶節：白冷的驚喜 
薛恩博樞機 著 丁穎達教授 譯 

默想: 
在一月一日的早上，福音將我們再次帶回馬槽，要我們重新體

驗聖誕的喜樂。今天的有些慶祝活動看起來令人陶醉；另外一些慶典
真的就叫人酒醉。新年除夕常常這樣慶祝。牧人的喜樂則不一樣，是
比較寧靜的那一種。誰想重溫這節慶的喜樂，有必要再次揣度那份驚
喜：牧人們的、以及聽到牧人講述的人的驚喜。 

  在馬槽附近的牧人到底講述了甚麼呢？他們獲悉一條驚天
動地的保證：「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
默西亞。」聽到這條訊息的人必須熟諳猶太傳統，方能懂得其中的蘊
含。以色列民族代代相傳，盼望上主早晚會派來默西亞，祂將蕩滌一
切的不公義，免除所有的災禍。有朝一日，凡事都將歸正；有朝一
日，上主要拭去每個人的淚水；有朝一日，窮人能如釋重負地喘口
氣，因為上主要親手鬆綁壓在他們肩頭的軛。 

  人們在白冷郊外田間一聽到天使向牧人所報的喜訊，就頓
時感受到那種無與倫比的喜悅。因為一個久遠的夢、一個博大的盼望
總算實現了：救主默西亞來了！ 

  牧人們得到的記號說實在很出奇：「你們將要看見一個嬰
兒，裹著襁褓，躺在馬槽裡。」那時代跟這時代一樣，到處有窮人家
的孩子，多得無以計數。這樣的記號何以如此不同尋常呢？難道強有
力的救世主果真長得像這孩子，可憐地躺在那裡，把食槽當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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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奇的是，也應該算成是窮人階級的牧人們，完全沒有大
驚小怪。他們在一處馬廄裡找到了聖嬰、以及瑪利亞和若瑟，就相信
了他們所被告知的有關聖嬰的一切。孩子的清寒相沒有讓他們心起疑
竇，反而讓他們深信天主在這裡悄然無聲地行事，全然沒有大張旗鼓
地宣揚。任何有著牧人胸懷的人，就能在自己的生命中體查天主的眷
顧，就能在瑣碎的日常生活裡感受天主愛的喜樂。 

  我們讀到，瑪利亞把這一切事默存心中，反覆思想。我們
沒有讀到她四處去張揚這些事。瑪利亞的態度與眾不同，她沒有用言
辭，而是用心去體會這一切，並牢牢地留在記憶中。她也驚訝於牧人
的報告，因為那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她得悉的有關聖嬰的預言。對瑪
利亞來說，這記號在她未來的歲月裡會管用，因為後來三十年的漫長
日子裡，耶穌長大，在納匝肋從事猶太人極為尋常的木匠勞工活，似
乎所有有關聖嬰的預言都不靈驗了。 

  兩個了不起的例子：牧人們的深信不疑，瑪利亞的反覆思
索。任何效法他們態度的人，就能在甚至最不起眼的日常生活裡捕捉
到天主的蹤影。白冷的牧人們，憑著他們對天主的真心信賴，給了我
們驚喜，也給了我們幫助，其實我們四周不天天有著牧人們相伴左右
嗎？ 
 

天主之母 
張春申神父 著 

 
每年聖誕節後第八日，新年元旦，教會慶祝天主之母節。按照

今天福音記載，也是猶太民族法律所規定的，孩子誕生後八天，接受
割禮，取名叫耶穌，從此聖母瑪利亞，在聖經中，尤其在若望福音，
稱為耶穌的母親。教會自從第二世紀以來，根據對耶穌天主子的信
仰，尊稱聖母為天主之母。所以今天的慶節，雖然是聖母的慶節，卻
也深深地與天主聖三和聖子降生成人二個奧跡密切相連。另一方面自
教會歷史而論，還有一些值得我們簡單說明的事跡。讓我們在今天這
個節日上，綜合地解釋一下。 

   的確，聖經中從來沒有稱聖母瑪利亞為天主之母，只稱她
為耶穌的母親。不過新約中，耶穌基督的許多名號之一便是天主子。
特別在若望福音中，耶穌經常自稱為子，而且經常親密地叫天主為
父；祂說祂與父原是一體。也是在若望福音中，耶穌在思念，在行
動，在所有一切事件上，如此遵照天父的旨意，真正顯示出祂是聖父
的唯一之子。天主聖父在祂的子，耶穌基督內，完成救援工程，實現
了自己創世贖世的計劃，所以之後的初期教會，直接尊稱耶穌為天
主，這在新約中已經可以見到。其實這便是後代教會信仰中有關三位
一體的道理：父、子、神是一個天主；以及兩性一體道理：耶穌是真
人亦是真天主。既然新約稱耶穌為天主子、天主，那麼第二世紀的教

會在對聖母瑪利亞的敬禮中，開始恭敬耶穌的母親為天主之母。只是
引申了聖經的信仰而已。 

   不過自教會歷史而論，很早就有人開始或者根據猶太宗教
的神學，或者根據希臘的哲學，想解釋天主聖三和聖子降生這兩個奧
跡，甚至產生與聖經信仰和教會訓導不合的異端；第三、四世紀時，
東方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奈斯多略便是其中最為有名的一個。簡單地
說，他既不承認耶穌是天主子、天主，也不接受聖子降生成人。因此
他公開聲明聖母瑪利亞不應稱為天主之母。當然啦，假使耶穌不是天
主子、天主，耶穌的母親自不能稱為天主之母。但是奈斯多略的解釋
與教會第二世紀以來堅信的道理不合，導致當時有名的亞歷山大里亞
宗主教聖濟利祿竭力反對他。結果教會在公元四三一年召開厄弗所大
公會議，隆重宣布耶穌天主子的信仰道理，同時熱烈地慶祝聖母瑪利
亞為天主之母。所以天主之母的尊稱在信仰方面是同天主子耶穌基督
密不可分的。雖然聖經中沒有這樣的稱呼，可是教會很早就已經根據
自己的信仰，這樣恭敬聖母瑪利亞了。由於歷史上這番周折，今天東
方教會更是重視天主之母的尊稱。 

   但自十六世紀西方基督宗教分裂之後，不少基督新教派
別，也不接受聖母為天主之母的稱呼。我們天主教方面，不論東方或
西方，始終恭敬聖母瑪利亞為天主之母。當然教會深知無始無終全能
的天主是沒有母親的，只是因為祂深愛人類，降生成人，於是祂有了
人間的母親。所以聖母瑪利亞稱為天主之母是與耶穌基督降生成人奧
跡分不開的。就聖母瑪利亞而論，天主之母的身分也是一個恩寵，是
她所有恩寵的根源。 

 
 

方濟會思高讀經推廣中心 

天主之母節     

【聖誕八日慶期】 
在二十世紀禮儀改革之後，教會除了復活節外也為慶祝聖誕節而保留
了一個「八日慶期」（Octav），也就是一個禮儀性的慶典週。這是
最明顯的記號，說明這個節日的價值與重要性。 
 
【天主之母節的來源】 
由於聖誕節在 12月 25 日，因此八日慶期的結束剛好和一般民俗的新
年重疊在一起。教會在這一天慶祝「天主之母節」，有一段相當長的
發展過程。 
普世在 1月 1日慶祝新年開始的由來，得回溯到羅馬帝國時代。耶穌
前 46年，當時的羅馬皇帝 Gajus Julius Caesar 下令更動年曆，將
一年的開始由 3月（Mars）1日改為 1月（Janus）1日慶祝。羅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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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一年的開始，以極度奢華的方式慶祝 Janus（雙面神），初期教
會時代，各地方的教會為了避免教友們被這種迷信慶典迷惑，特別在
這一天舉行補贖感恩禮並呼籲守齋。羅馬的教會當然也面對相同 的
宗教信仰上的挑戰，然而他們卻採用了另一種對策，訂定 1月 1日舉
行一個瑪利亞慶節，紀念天主之母。這個傳統在歷史中一直被延續下
來，教會於 1969 年公 布的禮典也回歸到這個傳統：「在 1月 1日，
聖誕慶期的第八日是天主之母瑪利亞的節日，同時也紀念給耶穌取名
字。」 
【經文脈絡】 
在每年的「天主之母節」感恩禮中，教會都邀請信友們一起聆聽路二
16-21，內容仍屬於「聖誕敘述」的一部分。福音作者在路二 1-15 先
敘述了耶穌誕生 和天使報告喜訊給牧羊人的故事，接著便報導牧羊
人前來朝拜剛誕生的耶穌嬰孩，以及瑪利亞將所發生之事牢記在心
中，反覆思想，同時也提到耶穌的割損與命名的 事件。 
牧羊人的反應 
路加生動地敘述天使顯現給牧羊人，並且報告耶穌誕生的訊息之後，
立刻就改採直接語氣的方式，報導牧羊人的決定：「我們且往白冷
去，看看上主告訴我們所發 生的事。」（二 15）這些牧羊人立刻採
取的行動，希望自行驗證一下天使的「報導」的真實性。由於他們證
實了天使的訊息，便立刻將這個好消息傳報給大眾：首 先是瑪利亞
和若瑟，此外也包括白冷城其他的居民（二 16-17），當然也包含路
加福音的讀者。牧羊人因此而成為天主喜訊第一批的宣講者。 
瑪利亞的反應 
瑪利亞表現的態度和其他人形成強烈的對比：所有「聽見的人都驚訝
牧羊人向他們所說的事」；唯獨「瑪利亞卻把一切牢記心中，反覆思
想。」（二 19）在此，瑪利亞被表達為一個特殊的象徵，教導人們
如何以一種最積極的態度，來處理所見所聞：一個充滿生命力地回憶
信仰內容。在這個信仰的反省中，瑪利亞了解自己所看與所聽到的一
切。 
瑪利亞是一切基督徒（讀者）的最佳榜樣，她就是撒種比喻中所提到
的：「那撒在好地裡的種子，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誠實的心傾聽的人，
他們把這些話保存起來，以堅忍結出果實。」（參閱：路八 15） 
歡樂的結局 
最後，路加極刻意地報導：牧羊人由於親眼看見，天使傳報給他們的
訊息全都得到證實，「就光榮讚美天主回去了。」（20）路加常以類
似的語句結束一段敘述 （參閱：路七 16，二四 53），這些文字有如
一個合唱團齊聲唱出歡樂的結局般，而整個氣氛更是邀請讀者加入這
個合唱，一起讚美頌揚天主。 
【綜合反省】 
這段「聖誕福音」不僅敘述耶穌的誕生來自於天主的行動，更透過報
導牧羊人和瑪利亞的態度，生動而清楚地教導基督徒面對天主的行動
所應有的反應。牧羊人聽見天使報訊時，所回應的並非卑躬屈膝，更

不是盲目的服從，而是主動回應的信仰態度，前去探詢所聽到的一
切。瑪利亞的一生更是表現了相同的積極態度，她就如亞巴郎，成為
信仰的表率，她的服從態度表現在雙重意義之下：「了解」並「生活
出」她的信仰。瑪利亞的重要性，並非是因為生下耶穌，成為「天主
之母」而已，而更是她「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路一
45）。 
耶穌按著舊約的計畫誕生而進入人間，處身於法律之下。祂的名字
「耶穌」（Jesus, Jeschua, Josua：「雅威拯救」）意味著祂將是
「世界的救主」。瑪一 12清楚地解釋：「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
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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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1 Jan 2023: Mary, The Holy Mother of 

God - Year A 
 

Entrance Antiphon  
Hail, Holy Mother, who gave birth to the King, who rules heaven and earth for 

ever. 

 
First Reading 
A reading from the book of Numbers NM 6:22-27 
They will call down my name on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I will bless them. 

The Lord spoke to Moses and said, ‘Say this to Aaron and his sons: 
“This is how you are to bless the sons of Israel. You shall say to them: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y the Lord let his face shine 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May the Lord uncover his face to you and bring you peace.” 
This is how they are to call down my name on the sons of Israel, and I 

will bless them.’ The word of the Lord. 

 
Responsorial Psalm PS 66:2-3. 5. 6. 8. R. V.2 

R. May God bless us in his mercy.  

1. God, be gracious and bless us and let your face shed its light upon us. 
So will your ways be known upon earth and all nations learn your 
saving help. (R.) 

2.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and exult for you rule the world with justice. 
With fairness you rule the peoples, you guide the nations on 
earth. (R.) 

3. Let the peoples praise you, O God; let all the peoples praise you. May 
God still give us his blessing till the ends of the earth revere him. (R.) 

 
Second Reading 
A reading from the letter of St Paul to the Galatians  Gal 4:4-7 

When the appointed time came, God sent his son, born of a woman. 

When the appointed time came, God sent his Son, born of a woman, 
born a subject of the Law, to redeem the subjects of the Law and to 
enable us to be adopted as sons. The proof that you are sons is that God 
has sent the Spirit of his Son into our hearts: the Spirit that cries, ‘Abba, 
Father’, and it is this that makes you a son, you are not a slave any more; 
and if God has made you son, then he has made you heir. The word of 
the Lord. 

Gospel Acclamation      
In the past God spoke to our ancestors through the prophets; now he 
speaks to us through his Son. 

 
Gospel  Lk 2:16-21 

A reading from the holy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The shepherds found Mary and Joseph, and the infant lying in the crib… When the eighth 
day came they gave him the name of Jesus. 

The shepherds hurried away to Bethlehem and found Mary 
and Joseph, and the baby lying in the manger. When they saw the child 
they repeated what they had been told about him, and everyone who 
heard it was astonished at what the shepherds had to say. As for Mary, 
she treasured all these things and pondered them in her heart. And the 
shepherds went back glorifying and praising God for all they had heard 
and seen; it was exactly as they had been told. 

When the eighth day came and the child was to be circumcised, they 
gave him the name Jesus, the name the angel had given him before his 

conception.  The Gospel of the Lord. 
 

Communion Antiphon  

Jesus Christ is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 e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