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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年 — 圣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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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福玛利亚， 妳充满圣宠 

圣母经这篇祈祷文的前半段，来自路加福音。每个字都取自圣经，不是出於虔敬

或，天主教的构思。 

路加福音记载：天使加俾额尔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

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向她传报，她即将成为默西亚之母。天使并且告

诉她，默西亚不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是天主之子。天使还说她的儿子没有人类

的父亲，只有天主是祂的父亲。 

天使以特别尊敬和褒扬的问候向玛利亚致敬：「万福！充满圣宠者。」这个问候有

不同的翻译，然而在希腊文里，天使给了玛利亚最崇高的致敬。就在这几行之前，

同样的天使告诉匝加利亚，他和不孕的妻子依撒伯尔会有个儿子，他将是洗者若

翰 。路加没有记载天使给匝加利亚同样尊敬的问候。 

在路加福音的开始，我们读到对於玛利亚特别崇敬的对待；相对於对匝加利亚的问

候比较不如。 

天主教基督徒孝爱和钦崇玛利亚。我们不认为她和天主平等，因为只有一个天主。

然而我们认为她在救恩史上有特殊的地位。玛利亚被特选为让天主进入我们世界的

管道。她是完全服从和忠贞於天主的僕婢、她完全承行天主的旨意。她回答的

「是」，带领耶稣生到人间和完成人类的救恩。 

圣经教诲我们要尊敬和荣耀这个在救恩上有特殊角色的女人。我们用天使同样的问

候向她致敬，我们尊敬她一如圣经的劝勉。 

2. 万福玛利亚， 妳充满圣宠 

天使加俾额尔来自天国，玛利亚是人，但是天使以特殊的崇敬向玛利亚致意。天使

继续告诉玛利亚她「充满圣宠。」有些翻译说玛利亚「最蒙福」，说她充满圣宠或

者最受蒙福有什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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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对这些字的反思最後导致圣母始胎无染原罪的教义。我愈思考基督信仰的奥

祕，就愈了解圣母无染原罪的教义是整个救恩史的中心，我们应当思考天主给玛利

亚的特权以了解我们的拯救。 

首先，无染原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童贞怀孕和耶稣的诞生。我再重申，无

染原罪和童贞女孕育了耶稣无关。的确，圣经上説童贞女孕育了耶稣，但却不是无

染原罪。无染原罪是玛利亚在她母亲受孕时，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她一生中也没

有本罪。她的无染原罪和我们的拯救息息相关。 

回想天使称呼玛利亚「满被圣宠」或「最蒙福」。天使确信玛利亚的特殊是从天主

来的恩宠，一个恩典。恩典或恩宠是赐予的东西，不是赢得的、不是应得的东西，

而是一项礼物。所以天使一开头就説玛利亚有一个从天主给的特殊的礼物，她不是

因为自己的原故而成为了不起的人，她特别被祝福。 

天使离开玛利亚不久後，她往见表姊依撒伯尔。玛利亚讚主曲：「祂垂顾了她婢女

的卑微，今後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注意这段

话。所有都是天主的恩宠；没有一样归功於玛利亚。世世代代，我们称她「蒙祝

福。」。蒙祝福意味某人被降福，不是因为他或她自己的功劳。讚主曲用「垂顾」

这个字；玛利亚的身份是恩典、是赐福，因为天主在她身上成就了大事，不是她为

天主做了大事。 

玛利亚的事蹟，是天主所赐至高的礼物，是天主使一个人永远地被称为神圣、蒙福

和恩宠。 

中世纪的神学家开始思考玛利亚无染原罪的理念。有一些包括圣托马斯.阿奎那的

神学家排斥这个理念。托马斯的理由是每个人都由耶稣拯救，没有人在耶稣之前或

者不是由耶稣拯救。如果玛利亚在受孕之前没有罪，那麽她不需要耶稣的救赎。又

怎麽可能有人不需要救赎？ 

中世纪末期的方济会神学家开始了「提前的恩典」之说。提前的意思是「先来的」

或者「在前的」。神学家的推理认为对天主就只有永恒—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

所以玛利亚在受孕前，在有生命前，就已蒙受了救赎。她在基督出生、死亡和升天

之前就因基督的功绩而被拯救。只是基督的功绩，先已应用在玛利亚，不是玛利亚

自己的功劳拯救了她。 

注意天主教的训示是玛利亚是被救赎的，她不是由於自己救赎。她和我们一样需要

基督的恩典，只是她在受孕和出生之前就已经得到救赎，而我们是在领洗时才得

到。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提前给的恩宠，玛利亚会犯罪，也不会被拯救。她的拯

救是恩典、是天主的恩宠、天主的祝福；不是玛利亚的成就，是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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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为什麽我认为玛利亚无染原罪对我们很重要：玛利亚在出生以前所拥有的，

我们在领洗时才有。玛利亚像你我一样是人、会犯罪、需要拯救，但是天主颁布一

个永恒的法令使玛利亚因为恩典、因为天主的恩宠而无罪。至於你我，我们是真正

的罪人，因为我们的罪，应被驱除於天主的视线之外，但是天主也为我们发出一个

永恒的法令。天主在玛利亚会犯罪之前, 宣称她无罪；而天主是在我们犯罪之後宣

称我们无罪。正如同玛利亚在出生之前就被保佑了不会犯罪，你我经由天主的宽

恕、经由救恩的法令，我们也被洗净了罪恶，成为完全无罪。也如同玛利亚的无罪

是礼物、是恩典、是恩宠，不是她自己的功绩；我们的无罪也是礼物、是恩典、是

宽恕的恩宠。玛利亚被赐始孕无玷—不会犯罪，我们经由领洗和宽恕，在天主眼中

也能无罪。 

玛利亚出於自己自由的意愿接纳天主的礼物。你我也应当出於自己的意愿接纳天主

宽恕的礼物。一切是天主所做，然而天主的计划要人合作，也只有透过人才能完成

这样的救赎。 

3. 万福玛利亚， 妳充满圣宠 

上面我谈及玛利亚无染原罪是「先有的恩典」，她被赐予得救的法令，因此她在出

生以及一生都免於罪。我同时还説她与这个恩典合作，自愿接受这个恩典，所以并

非强加给她。我又说经由我们的信仰和领洗的圣事，我们也得到和玛利亚一样的

「无罪」的圣宠，。我们无罪不是在犯罪之前给的，而是由於宽恕的礼物。如同玛

利亚一样，我们的无罪和救赎是礼物，而非赢得。 

一位深思的读者问我玛利亚是否「预定的？」因为他表达地很好，我在此引用他的

话： 

「如果玛利亚在出生前就已得救，那是否「预定？」人不能赢得救赎，那麽她没有

做什麽而得到救恩，这是否天主的偏爱？为什麽天主没有选择我、你、我的邻居、

我的室友、足球队员 Tim Tebiw、美国总统 Barak Obama 这些人无罪。如果你无

罪，基本上就能保證你上天国，对不对？而你若能犯罪，你也就能下地狱。」 

就「预定」而言，对这个读者我的回答是对，的确对。是的，玛利亚是预定的，我

们也是预定的。 

「预定」几千年来都因我的读者说的理由成为教义上的难题。好像天主因着自己的

理由，没有个人的参与而拣选有人升天国，有人下地狱。这似乎不公平，如果这是

「预定」的意思，那麽这不是天主教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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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关於「预定」最重要的一节是保禄写的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也知道：天主

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因为他所预

选的人，也预定他们与自己儿子的肖像相同，好使他在众多弟兄中作长子。天主不

但召叫了他所预定的人，而且也使他所召叫的人成义，并使成义的人分享他的光

荣。」这篇书信常常在玛利亚的赡礼上用，从而强调玛利亚的礼物是蒙恩、是恩

典、是降福，不是赢得的，因此是预定。 

马丁路德反叛天主教权威开始了宗教改革，强调天主的行动、天主的恩典以及不是

人的功劳。这些也是天主教的教义，并不是新的。但是路德説的太远了，没有给人

合作的馀地。依照路德所说，救赎是天主的行动，没有人行为的参与。这不是天主

教的教导。加尔文以路德的教导推论为「双重预定论」: 天主为每一个人颁布了永

恒的命令 — 天国或地狱，人的合作完全摒除在外。加尔文认为一个人的作为不会

影响天主对他的救恩。再重申，这个论点不是天主教的教导。 

我们天主教认为天主给予每个人「充分」的救赎恩典。天主有理由对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召叫，所以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典。因此天主没有给你我和玛利亚同样的恩

典。但是祂的确给了你我和其他每一个人救赎的恩典。 

玛利亚在她存在以前就已经被赏赐了免於原罪和无本罪。她的合作是必要的。她有

拒绝这个恩典的自由，而她选择了合作。她像我们一样也可以犯罪、可以诅咒，但

是天主依旧在永远就拣选了她，因为事先知道她会与恩典合作、会保持无玷。天主

预定了她一个特殊的角色。预定既是攸关天主的恩典，也关乎天主预先知道我们接

受或拒绝这些恩典。 

从永恒，你我就被天主拣选认识基督和因着恩典而被救赎。如同圣保禄在我上段引

用的话，我们不仅被赐予救赎的恩典，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

他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所以天主的庇佑在每一个时刻和我们生命中每一个

经历上作工。  

这一节和这个概念的困难是好像天主保佑某些人，而救恩也只是给某些人而不是所

有人，但这不是对这个教义的正确瞭解。 

考虑以下叁条教导： 

1. 天主召叫每一个人得救，并且给每个人足够的拯救恩典；没有一个人不被召叫得

救，没有一个人不被赐予足够得救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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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类有自由拒绝或接受赐给的恩典。天主不会收回任何人, 包括玛利亚的自由意

志。没有人被造是为了下地狱，但是所有人都可以选择犯罪而拒绝天主。最大的罪

是拒绝天主宽恕的恩典。 

3. 天主预知谁会或谁不会接受救赎，他预定天国给那些会接受祂的礼物的人。 

总之，这不是我们的功劳，因为救赎以恩典、恩宠和不是赢来的礼物开始和结束。 

4. 主与妳同在 

天使加俾额尔告诉玛利亚她充满「圣宠」或者最「蒙福」後，他说「主与妳同

在。」我上段说过，玛利亚被赐予了恩宠，天主给的祝福使她无玷。虽然我们会犯

罪，但是经由宽恕的恩典，我们也得到同样的恩宠。我们也能像玛利亚一样无罪，

因为天主原谅了我们，而清除了我们的罪行。 

天使告诉玛利亚天主与她同在。他说明了两点：第一，玛利亚是神圣的，经由圣化

的恩典而拥有天主；第二，天主与她同在，所以她有能力接受并且战胜天主由祂的

召叫託付给她的挑战。 

在我们领洗时，我们接受了「圣化的恩典。」我们犯重罪时，就失去了这个恩典。

圣化的恩典使得我们能够进入天国，是让我们成圣、无罪的恩典。恩典是赐予的，

不是赢得的，不是工资或做了好事的酬报。我们犯罪时会失去这个恩典，但是若我

们忏悔，天主会恢复它并且洗清我们的罪。 

玛利亚永远有这个恩典。再说一遍，恩典是恩宠、是礼物、不是权力或者是做了善

行得到的；我们经由圣洗和忏悔也能有此恩典。 

圣化的恩典意思是天主住在我们内。天主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内，只要我们不因

为犯罪而失去它，我们就有这个恩典。只要我们在「恩典的境界」中，天使说的话

对我们也一样真实：「主与你同在。」 

在若望黙示录 3：20，耶稣説：「看，我立在门口敲门，谁若聼见我的声音而给我

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因此耶稣要进到我们

生活中，和我们在一起并且与我们一起用餐。当我们在恩典的境界中，天主与我们

在一起，分享我们每日的生活，在爱中和我们共餐。 

「主与妳同在」这句话的第二个意思对我而言是说玛利亚有了一个天主将来会给她

支持的一个承诺。替主发言的天使要求玛利亚信赖。玛利亚被要求肯定的答覆时并

不真正了解她答应的是什麽。她并不懂答应要当默西亚的母亲是什麽意思。她会有

当耶稣母亲的快乐；她也会有爱子当成罪犯被钉十字架的悲伤。在她被要求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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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没有洩露到底将会发生什麽。她只有这个保證：「主与妳同在。」妳不会孤

单，不论发生什麽，天主会在那里帮助妳。 

这也是给我们的承诺。生命中有艰苦的时候、有想像不到的损失和失望。然而我们

可以勇敢地面对，因为天主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不用单独地去解决。 

5. 妳在妇女中受讚颂 

请记住圣母经是圣经中的祈祷，前半段直接取自路加福音。前二句是天使加俾额尔

用来和玛利亚说的话。天使称呼她「妳充满圣宠，」并且告诉她「主与妳同在。」

天使离开回天国前，加俾额尔告诉玛利亚虽然她的表姊依撒伯尔是个早已过了生育

期的老妪，可是她已经怀孕。天使宣告了两个奇蹟 —童贞女生子和年老无子的老

妪已经怀孕。 

玛利亚将耶稣带到人间；依撒伯尔生了先知洗者若翰，他宣告默西亚的来临。 

天使离开後，玛利亚急速往山区去，到了犹大的一座城去拜访依撒伯尔。她们见面

时充满了对天主的爱，两个人都很兴奋天主行了绝妙、不可思议的事。她们惊讶於

自己被拣选参与天主的计画。 

当依撒伯尔看到玛利亚时，她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妳的胎儿也

是蒙祝福的。」这篇祈祷文首段由天使对玛利亚的讚语组成，然後继以依撒伯尔对

玛利亚说的两句话。我们唸圣母经时用圣经上加俾额尔以及圣妇依撒伯尔向玛利亚

同样的问候。 

依撒伯尔用「蒙福」这个字。这个字源於希腊文「makarios，」是圣经上很重要的

字。它在新经里用了 49 次，（13 次在玛窦福音和 14 次在路加福音。）最为人知

的可能是真福八端（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哀恸的人是有福的，等等）这个在圣经上

常用的字表达很重要的意念。它有什麽意思？ 

首先，这个字用来描写被天主祝福的人，从天主得到了祝福。记住圣经提到玛利亚

时宣告一个主题 — 玛利亚是蒙福的，有恩典和被天主讚美的。她所拥有的不是从

她自己来的，是从天主来的。玛利亚在路加福音里回答依撒伯尔的讚主曲：「他垂

顾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後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 

第二，「祝福」这个字用来描写天主的特性。圣咏集 68：36「愿天主受讚美！」

圣咏集 72：18「愿上主天主，以色列的天主享受讚颂。」在弟茂德前书 1：11，

保禄称呼全能者为「真福的天主。」新经也用「福」来描写耶稣：「那是真福，唯

一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茂德前书 6：15）因为信徒们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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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所以也被祝福。「有福」这个字用来指天主，也用来描写拥有天主所祝福的

人、那些行为和生活像天主的人。 

常常「祝福」(makarios)被翻译成「喜乐」。但是喜乐在这里并不贴切。喜乐是主

观的。同样的东西不一定会让每个人都喜乐。耶稣对天国的子民做的是客观的判

断。祂宣布的不是他们所感觉的，而是天主认为的。有这些品质的人赢得祂的赞

同，因为天主认为他们很好，所以被祝福。天主的祝福比仅仅的「喜乐」更为宽阔

而且极度重要。 

祝福这个字甚至被翻译为「好运」或者「幸运」。可是天主的祝福不仅是有利的情

况，或者好运而已。被祝福（makarios) 相当於心中有天国。被祝福的人的满足来

自天主，而非有利的情况。一个人虽然外在的东西不顺利，还是可以被祝福，譬如

一个年轻人可能「不幸」早逝，可是仍然被祝福升到天国与天主一起。 

所以玛利亚是最被祝福的，因为天主给了她恩宠和恩典。没有任何女人（事实上，

也没有男人）有这样的特殊恩典 — 成为天主之母，她独特地被祝福。但是经由她

的圣子耶稣，天主邀请我们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恩典；我们也能成为被祝福的天主子

女。 

6. 妳在妇女中受讚颂 

我在上面第五点谈到「祝福」在圣经，特别是新约里的意思。天主被讚颂因为祂拥

有所有的神圣、绝对的爱和正义。一个人若拥有某些天主的特质，他也被讚颂。天

主把祂的恩宠和恩典给了人类，我们合作而相似天主的美善因此也被祝福。祝福不

是好运，而是与天主同在。有天主的恩宠胜过世俗的成功、胜过健康和富庶。 

依撒伯尔称呼玛利亚她在女人中「最被讚颂」。经由依撒伯尔口中，圣经告诉我们

玛利亚比任何古往今来的女人有更多的祝福。 

教会教导我们玛利亚无染原罪。无染原罪的教义是教会经由依撒伯尔在圣经中所说

的解释。由於天主的恩宠，（不是玛利亚自己的功劳，）她没有原罪，不像其他亚

当和厄娃後代的不幸。天主并且保持她终生不犯罪。玛利亚一次也没有弃善从恶，

她从未犯罪。 

她被祝福。是天主给的礼物，不是她自己的功绩。是的，她合作。她自由地选择不

犯罪和拒绝邪恶。而她无罪是天主的赐予，不是经由她英勇的努力。玛利亚无罪的

祝福是天主的作为，但是玛利亚也经由她自由的意愿拒绝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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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强调玛利亚的蒙福是天主所做，也是玛利亚的。或许我可以说多半是天主所做，

因为玛利亚虽有自由犯罪，却选择了不犯。 

因此天主教钦仰玛利亚，因为她在所有人中最神圣、最纯洁、最顺应天主的旨意。

天主对玛利亚行了奇妙的事。一个像我们一样是人的女人，以天主的恩典和她自由

的选择能在天主前完美地活著，这是多大的祝福！在路加福音玛利亚卓越的祈祷赞

主曲�，她说：「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今後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这是教

会教导玛利亚的一段美丽的明确表达。这个句子说明了下面 

有关玛利亚的事蹟： 

1. 玛利亚由天主独一无二地给予祝福、恩典、恩宠 

2. 玛利亚无玷、蒙福、恩宠是天主的行动 

3. 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应当钦崇玛利亚，并且称呼她：「万福。」 

我们天主教基督徒热爱玛利亚，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称她为「万福的母亲、」

和「万福童贞玛利亚。」我很困惑有许多基督教排斥圣经这麽简单的敍述，而拒绝

荣耀和钦崇耶稣的母亲。 

7. 妳的亲子耶稣同受讚颂 

这句话也来自路加福音，是依撒伯尔，洗者若翰的母亲招呼玛利亚时说的。用在玛

利亚的话也同样用在耶稣身上。玛利亚在「妇女中受讚颂，」而她的亲子耶稣同受

「讚颂。」我在前一封邮件中说到天主独自享有讚颂祝福，但是人若拥有天主神圣

的特质也能被称为有福。 

路加福音很清楚地讲明玛利亚满被恩宠和恩典。玛利亚被祝福的特权来自天主的授

予。她不具备天生的神圣或无罪，是天主给了她，因而被祝福。 

但是耶稣是神。祂之有福是自有的。没有人让祂蒙福。我们不能说耶稣蒙福或有恩

典，因为祂是永生的主，祂自有所有的神圣，然而祂的人性却是恩典。天主将祂的

神圣倾注於人性，这个人性永远被祝福。耶稣的人性被祝福，因为它永远与基督的

神圣相结合。人性的耶稣也是神，因此在耶稣内所有的人性是被祝福的。你我被祝

福，因为天主选择了我们的人性和祂的神性合一。 

耶稣被称为玛利亚的「胎子耶稣。」这个强调了耶稣真的是人，真的是玛利亚的儿

子，真正是她的胎儿。所以人性的耶稣，像人性的玛利亚是被祝福的。玛利亚是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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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因为耶稣从她取得了人性。为了当一个真的人，祂必须有一个人的母亲和是

个真的人。 

在这段，路加强调耶稣是真人，因为他生自於真的女人，然而祂拥有神圣的祝福而

且真的是神。 

耶稣和玛利亚的故事和我们所有人有关。耶稣的人性被提升为神性。人性和神性结

合了永远不被分离。被讚颂的天主是由祝福的玛利亚所生，所有的人性也都被祝

福。因为神成为人，所有人都能成为神。圣奥斯丁在一次圣诞节讲道时：「  有什

麽更大的恩典能比得上天主将祂的儿子成为人的孩子，好让人的儿子也可能成为神

之子？」圣亚他那修说：「因为神成为人，我们人才可能成为神。」 

教会这些伟大的神长并不是说我们和天主相等, 而是说耶稣真的成为了我们 — 人，

所以我们能拥有祂的祝福，可以成为祂 — 永生的天主之子。 

8. 妳的亲子耶稣同受讚颂 

路加福音的这句话强调了玛利亚的召叫—把耶稣带给了世界。我们天主教徒常聼说

类似恼人的话：「我们基督徒朝拜耶稣，可是天主教徒朝拜玛利亚。」首先，天主

教徒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徒并不朝拜玛利亚。我一生中都是天主教徒，

我从未听说一个神父、修女或甚至一个天主教的平信徒说人们应当朝拜玛利亚。我

一次也没有听说过。我们天主教徒崇敬玛利亚因为圣经崇敬她（她最蒙福、祝福、

充满恩典。）但是我们没有朝拜她。 

玛利亚很重要因为天主赐她恩宠使她成为默西亚耶稣基督之母。《万福玛利亚》这

个祈祷文是圣经中的祈祷文，它重複了路加福音对玛利亚最崇敬的话。然而这个

词：「妳的亲子耶稣同受讚颂，」很清楚地表达玛利亚很特殊，因为她带给世界唯

一的救世主。 

我们庆祝我们救主的生日圣诞节。教会同样在圣诞节期间有圣人必行纪念日，天主

之母圣玛利亚节。这个重要的节日在新年一月一日。教会正确地标誌著玛利亚在我

们得救之事上不可或缺的角色。若没有玛利亚以自由意愿肯定答覆了「是」，耶稣

不可能降生於世。所以玛利亚当然重要，但是不是神、也不是救世主。 

在一月一日，为了玛利亚在我们救赎所担任的角色，记得给玛利亚特别的荣耀。 

9. 天主圣母玛利亚 

「天主之母」的头衔对许多基督徒有疑问。关於玛利亚，天主之母头衔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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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是关於耶稣的身份，而不是玛利亚的。 

在教会存在的前几个世纪，曾经有关於耶稣基督很激烈的争辩。阿里安异端最先争

议耶稣的身份，他们声称耶稣不和天主同位。阿里安教派认为耶稣超过人类，但不

是神。尼西亚会议反对阿里安，在西元 325 年宣布耶稣的确是神和天父同等。会

议确定了基督教的奥秘 — 只有一个天主，但是有独特的叁位。 

在星期日我们背诵尼西亚信经，我们说耶稣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

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与圣父同性同体。」因此，耶稣是真神；也是真人。儘

管尼西亚清楚的定义，基督徒有好几个世纪还在挣扎著想要瞭解它。许多问题出现

了。耶稣真的是人？如果祂真的是神和人，祂有人的意愿吗？祂有一个还是两个意

愿？在第五世纪初，对「天主之母」这个头衔曾经有非常激烈的争执。 

在东方教会里，玛利亚常被称为「theotokos」，希腊文的意思为「背负天主

者，」西方教会意思就是「天主之母。」在第五世纪初期，聂斯多略教派（後来唐

朝称为景教）辩说玛利亚不可能是天主之母，因为天主不可能有母亲。天主是永恒

的，永远存在，是万有的造物主。玛利亚是人，她不是神，她没有永远存在。所以

我们怎麽能称呼她「天主之母？」 

这个争论不仅关於玛利亚，也关於耶稣。回答玛利亚是天主之母的答案也要说一些

关於耶稣的重要事情。依照教会的解释，耶稣是人，而有两个本性，即天主性和人

性。如果耶稣是真人，那麽祂一定会有一个真的母亲。每个人都有母亲。如果玛利

亚不是耶稣真正的母亲，那麽耶稣就不是真的人。耶稣不是像现代试管婴儿被揷入

子宫。玛利亚真的是祂的母亲，祂真的出自玛利亚的腹中。祂存在她的腹中，就像

我们存在於我们母亲的腹中。 

所以玛利亚真的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天主之母？」431 年在以弗所会议，教会排

斥了聂斯多略派，并且声明玛利亚真的是耶稣的母亲；如果耶稣真的是神，那麽玛

利亚就是天主之母。这个教义肯定了耶稣是神和人。以人而言，祂有一个真的母

亲，而祂若是神圣的人，那麽玛利亚就是那神圣的人的母亲，因此是天主之母。 

但是玛利亚不是圣叁的母亲。她不是天主圣父的母亲也不是圣神的母亲。她是耶

稣，圣叁中第二位圣子的母亲。 

「天主之母」这个头衔是一种对耶稣基督真正人性的肯定。每个人都有母亲，而耶

稣是人，也有真的母亲。耶稣是天主，因而玛利亚为天主之母。 

这个头衔也肯定了玛利亚的尊严。经由她也给了全人类尊严。我们是人䫋，但是永

生的天主谦卑地成为一个人类妇女的儿子像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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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主圣母玛利亚 

上段，我解释了「天主之母」的头衔肯定了耶稣是真神和真人。以弗所会议在 431

年辩护了这个头衔的使用，而以弗所会议被所有基督徒—天主教、誓反教和东正教

一致接受。虽然誓反教的基督徒不习惯称呼玛利亚为天主之母，事实上他们的教会

的确接受以弗所会议的教导为正确的。 

但是玛利亚的头衔是圣经中的吗？ 

路加福音记载，加俾额尔天使告诉玛利亚她被天主拣选为圣子的母亲後离开。玛利

亚立刻前往犹大去拜访她年长却已怀孕的表姊依撒伯尔。依撒伯尔将是洗者若翰的

母亲。 

当依撒伯尔见到了玛利亚，她大声呼喊说：「吾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我那里

得来的呢？」依撒伯尔称呼玛利亚为「吾主的母亲。」虽然「主」这个字可以指人

的权威，但是在这个上下文里依撒伯尔是説玛利亚是「天主」，神的母亲。因此甚

至圣经也验證了玛利 亚神的母性。 

「天主之母」，或「主之母」的头衔确认了耶稣基督的真实性，也同时告诉了我

们。玛利亚是人，不是神。然而她是引进天主到我们世界的管道。天主的意愿必须

有玛利亚的合作才能让天主进入我们人类生活中。玛利亚是人，可是她把神带给我

们。 

我们像玛利亚一样也是人。经由玛利亚，耶稣是真神，也是真人。从耶稣孕育在玛

利亚胎内，天主就异乎寻常地和我们在一起。依撒意亚先知预言有一童贞女会生子

叫「厄玛奴耳，」意思是「上主与我们同在。」耶稣是人而神，我们人类和祂有著

同样的血肉。玛利亚是祂的母亲，也是和耶稣有著同样人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的

母亲。 

玛利亚的头衔「天主之母」确认了有关耶稣、天主和人类的真相。耶稣经由玛利亚

成为人，也表达我们和耶稣分享同样人性的尊严。 

11. 求妳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这是圣母经这个祷文里唯一的祈求。所有其他的句子多半是出自路加福音有关玛利

亚的敍述，可是这句话我们对玛利亚有所请求，请她为我们祈祷。 

这个句子也困扰一些基督徒。他们问为什麽你们要向玛利亚祈求？为什麽不直接向

天主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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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基督徒在有特别需要时，会要求其他在世的基督徒代祷。「请替我生病的母

亲祈祷,」「为和平祈祷,」「替我儿子祈祷，他有个重要的考试。」如果我们要求

活著的邻居或朋友代祷，并且我们相信亡者在耶稣内活著，为什麽我们不能要求已

去世但是仍与天主同在的兄弟姊妹祈祷？如果我们可以请一般基督徒的兄弟姊妹祈

祷，为什麽不能请耶稣的母亲为我们向她的儿子祈祷？ 

此外，圣经教导我们玛利亚是向耶稣祈祷的有力代祷者。在若望福音 2：15，我们

读到耶稣和玛利亚一起去加里肋亚一个叫迦纳的小镇参加婚礼。玛利亚注意到新婚

的夫妻没有準备足够的酒可以到婚宴结束，而酒已尽。可能这家很穷、可能他们没

有计算对客人会喝多少。不论酒是什麽原因不够，这对新婚夫妻即将面临尴尬，因

为婚宴即将因为缺酒而提前结束。 

玛利亚明显的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对此感到不安，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

了。」很清楚地，她期待圣子会帮忙。耶稣起初不愿介入。玛利亚没有放弃，她告

诉僕役：「他无论吩咐你们什麽，你们就做什麽。」她深信她的儿子不会对她说

不 ，祂会依她所要求的去做。 

所以圣经呈现的是玛利亚把人们的需要转给天主。如今我们依照圣经的教诲可以很

有把握的请玛利亚向基督转求我们的需求。 

当然, 我们可以直接地向耶稣自己祈求。可是在我们求助於天主时，我们可以请别

人祈祷，包括耶稣的母亲，她在圣经中特别赐予我们为耶稣前的代祷者。 

12. 求妳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在这个祈愿�，我们恳请圣母祈祷，我们表明自己是罪人。这个祈愿表达了希望，

希望天主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过拒绝我们，并且希望虽然我们是罪人而玛利亚仍然会

爱我们和为我们祈祷。 

新经充满了耶稣爱罪人的故事。我们知道神而生为人的真正原因就是祂能为赎罪而

死。天主从未把我们的罪当做我们生命的最後判决。天主下降到世上是为了慈悲。

在弟茂德前书圣保禄说：「这话是确实的，值得完全接纳：就是基督耶稣到世上

来，是为拯救罪人：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 

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罪人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

做的是什麽。」圣经含有一个希望的信息，就是我们不因为我们的罪被判决，在基

督内我们能被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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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无玷是因为天主的法令让她免於罪恶。我们是罪人，不是无罪的，我们能成

为无罪是因为天主原谅的法令。儘管我们过去的罪过，我们现在和将来的软弱，我

们还有被救赎的希望。圣经教导我们，为了有需要的人，无玷的玛利亚是我们的代

言人和我们的代祷者，因此我们要请她为我们祈祷天主的仁慈。 

13. 求妳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名言：「没有人快乐，除非死亡。」埃斯库罗斯

并非憎恨生命；他不是说生命不可容忍，宁可死亡，他是说除非一个人的生命已经

结束，已经死亡，我们不知道他将面对什麽问题、麻烦和灾难。有人似乎拥有一

切、很成功，看起来似乎很快乐。但是这个人，可能突然遭遇到各种灾难—亲爱的

人去世、羞辱、失落、疾病，於是被看成不幸和不快乐。只有在一个人已经死亡，

我们才能肯定他的生命大体来说是否快乐。 

人们瞭解死亡是生命最後的判决。总有一天我们会走至死亡。这种思想很可怕以至

於我们避免去想它，但是我们都知道死亡不可避免。 

耶稣是个好人，却惨死。在祂死时，祂的母亲玛利亚在场。她眼见她的儿子被嘲

弄、被残酷地鞭打，悬在十字架上等死。虽然耶稣是永生的主，却不被以人对待，

像个「东西」被钉著。祂被朋友捨弃，让祂在痛苦和羞辱中等死。但是祂并非全然

孤独；玛利亚陪伴祂，给予祂一个母亲的安慰。耶稣身悬苦架，圣母站在宗徒兼圣

史若望旁边，他是唯一有勇气在耶稣钉在十字架旁的宗徒。在十字架上，耶稣对祂

的爱徒若望说：「看，你的母亲。」又对圣母说:「女人，看你的儿子。」若望，

耶稣的爱徒，代表著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指定若望为圣母的儿子，又告诉若望玛

利亚是他的母亲，祂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玛利亚现在是我们的母亲，而祂也告诉玛利

亚我们现在是她的子女。耶稣在临死前和我们分享祂的母亲。 

14. 求妳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正如同玛利亚陪伴在她儿子的十字架旁，她也会在我们去世时陪伴著我们、也会安

慰、也会爱我们。每个人的死都是害怕的一刻，但是都会来临。圣咏 116：15

说：「上主的圣者们的去世，在上主的眼中十分珍贵。」天主知道死亡对一个人是

多麽恐怖、多麽可怕。因为祂爱我们，我们的死对祂很有关係。从人类的看法, 死

亡好像是结束、是歼灭，但是从天主的角度来看，它领向在爱中与天主更深的合

一。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天主等在死亡的另一边；但是我们人从神秘和看不见的惧

怕中退缩。 

我常在临终者床边。我这麽说是真的 — 我曾在成百的临终者床边。我也和人们很

多次说到死亡。有些人对於永生充满信心和希望。我常提醒人们我们每天祈求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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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善终，因为我们每天唸圣母经请我们在天国的母亲为我们在那可怕的时辰来到时

为我们祈祷。我们祈求她在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祈祷，以安慰我们并且确定我们能从

这个世界去到耶稣的怀抱，祂是我们的主和天主。 

千万不要忘记每天唸圣母经以準备好你的临终时辰。 

 

>> 返回美国费城华人天主教教堂网页 -- http://www.holyredeemer.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