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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12 月 25 日中午在聖伯多
孤單的。求祢賜予眾家庭平
祿大殿的中央陽台上發表 2021 年聖誕文告，並降福羅馬
靜及團結，那裡是教育的首
城和全世界。他在文告中强調，「 天主聖言取了肉軀，
要場所和社會結構的基礎。
是為了要與我們對話」。祂來到世界上，為我們指明「相
「天主-與-我們同在」，
遇和對話的道路」。
請恩賜病患健康，並啟發所
以下是教宗方濟各 2021 年聖誕文告全文：
有善心人士，幫助他們尋找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聖誕快樂！
更合適的方法去克服醫療
創造世界萬物、賦予人類歷史及人生旅途意義的天主
危機及其後果。求祢使人心
聖言降生成人，並前來居住在我們中間。祂像竊竊私語
變得慷慨，讓必要的治療，
、一陣清風般地出現，為滿足每個男女向奧祕開放的心
特別是疫苗，提供給最有需
。天主聖言取了肉軀，是為了要與我們對話。天主要的不
可是，請看，在深夜中，有一希望的標記！今天，如同 要的人們。請賞報所有那些
是獨白，而是對話，因為天主本身──聖父、聖子及聖神 但丁所說的：「那使太陽和其它星辰移動的愛」，取了肉 關懷和致力於照顧家人、病
，就是對話，是永恆及無限的愛與生命的共融。藉著聖言 軀。祂以人的形象前來，分擔了我們人生的悲劇，並打破 患和最弱小者的人。
的降生成人，天主親自來到世上，給我們指出相遇和對話 了我們冷漠的圍牆。祂在寒夜中向我們伸張祂的一雙小
白冷的聖嬰，請祢讓近期
的道路。祂甚至在自己身上體現了這道路，好使我們能認 手：祂需要一切，但祂來是為了要給予我們一切。我們要 衝突的許多戰俘、平民和軍
識這道路，並懷著信心與希望在這道路上行走。
向祂祈求向對話敞開心扉的力量。在這歡慶的一天，我們 人，以及那些因政治理由而
弟兄姊妹們，
「要是沒有這麼多慷慨的人將家庭和社群 要懇求祂，在所有的人心中喚起對和好與兄弟情誼的渴 被囚禁的人，能早日返回家
團結在一起，並為此耐心進行對話，世界將會是什麼模 求。讓我們向祂哀求。
鄉。請不要讓我們面對移
樣？」（《眾位弟兄》通諭，198）；在這疫情時期，我
耶穌聖嬰，請賜予中東和整個世界和平與和諧。求袮支 民、逃難者和難民的悲劇而
們更加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建立社會關係的能力受到嚴 持所有投身於人道支援的人，他們在幫助被迫離鄉背井 無動於衷。他們的眼神要求
峻的考驗；人們更加自我封閉、獨自行動、不出門、不聚 的人民；求祢安慰阿富汗人民──他們四十多年來遭受 我們不要轉目不顧他們，不 董事長 : 吳端華
會，也不一起做事情。在國際層面也存在著不願對話的危 戰爭的蹂躪，使得許多人被迫離開家鄉。
要否認我們共有的人性，而 社 長 : 張漢文司鐸
險──面對複雜的危機寧可選擇捷徑而非較漫長的交談
萬民之王，求祢幫助政府官員去安撫因緊張和對立局 要將他們的經歷當成自己 印尼 天主教華 語教會联絡處
途徑；事實上，只有交談才引領人找到衝突的解決之道， 勢而動盪的社會團體。求祢扶持緬甸人民，在那裡不包容 的，不要忘記他們的悲劇。 電 話 / 傳 真 :( 0 2 1 ) 6 2 8 9 1 9 2
共享永續的裨益。
與暴力也經常打擊基督徒團體和敬禮場所，使緬甸人民
永恆的聖言，祢降生成 電郵 :
的確，正當真正和平的泉源──救主誕生的宣告，在我 的和平容貌黯淡失色。
人，求袮使我們熱心照料我
《聖經金句》
們周遭和全世界迴響時，我們仍然看到有許多衝突、危機
求祢成為那些相信並促進相遇和對話的人的光，他們 們的共同家園，它也因我們
瑪利亞遂說:「我的靈魂
和矛盾。這些似乎永不止息，而且我們不再察覺到。我們 逆流而上，也求袮不要讓衝突的癌細胞在烏克蘭的國土 時常忽略和不予以照顧而
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
已習以為常，以致巨大的悲劇被默默地略過了；我們會 蔓延開來。
受苦，並求袮激勵政治官員
天主.我的救主,因為衪垂
聽不到眾多的弟兄姊妹們的痛苦和絕望的呼聲。
和平的君王，請協助埃塞俄比亞藉著誠懇的交談找到 去尋求有效的協議，好使未 顧了衪婢女的卑微,今後萬
讓我們看看敘利亞人民，他們經歷十多年的戰爭，戰爭 和好與和平的途徑，將人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請垂聽在 來的世代能生活在一種尊 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因全
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衪
造成了許多受害者及無數的難民。我們看看伊拉克，在長 薩赫勒地區人民的呼聲，他們經歷著國際恐怖主義的暴 重生命的環境裡。
的名字是聖的，」
期的衝突後，仍然在為重建而艱難地奮鬥。我們要聆聽從 力。請垂顧北非國家的人民，他們飽受分裂、失業和經濟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
路一:47-49)
也門發出的嬰兒哭聲，在那裡有一個已被眾人遺忘的浩 不平等的蹂躪；並請減輕蘇丹及南蘇丹如此眾多的弟兄
我們的時代有這麼多的
大悲劇，這在多年來仍在默默地發生著，每天都有死亡。 姊妹所遭受的內戰痛苦。
困難，但希望更强而有力，因為「有一個嬰孩為我們誕生
我們要記得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持續不斷的糾紛，
求祢使團結互助、和好、和平共處的價值，透過對話、 了」（依九 5）。祂是天主聖言，並且降生成嬰孩，只會
這種局勢沒有得到解決，社會和政治後果越來越嚴重。我 彼此尊重，以及承認普世人權和人類文化價值，在南美洲 啼哭和需要一切。像每一個嬰孩一樣，祂願意學習說話，
們不要忘記白冷城──耶穌誕生的地方，由於疫情造成 人民的心中成為主要的動力。
好使我們能學習聆聽天主──我們的父親，並學習彼此
的經歷困難，使朝聖者到聖地受阻，對人民的生活產生負
天主之子，求祢安慰那些遭受暴力的婦女們，這種暴力 聆聽，而又像兄弟姊妹一般地對話。為我們誕生的基督
面影響。我們再想想黎巴嫩，它在經歷史無前例的危機， 在疫情時期更加氾濫。請賜給那些遭受霸凌和虐待的幼 啊，請教導我們在平安的道路上與祢同行。
使經濟和社會的生活環境變得十分令人擔憂。
兒和青少年希望。請帶給年長者安慰和關懷，尤其是那最 祝大家聖誕快樂！
(圖:教宗降福羅馬城和全世界)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廿五日，教會為紀念厄弗所

裁決，裁決一 這無限崇高裡湧流出一切奇恩異寵：她的靈魂，

大公會議一千五百周年，教宗比約（庇護）十一 四三一）興起一派異
世於是頒詔欽定「瑪利亞天主之母節」。 把「天 端，否認這一信條。

經宣布，萬眾 她的生命，不論是風姿，還是內蘊，都為之超凡
歡騰，高舉火 脫俗。」（《光輝的王冠》通諭，一九五三年）

主之母」慶日，改於聖誕後第八天（一月一日） 四三一
慶祝。（一月一日本來是羅馬神 Janus 的狂歡節 年六月廿二日，在小

炬，護送主教 道明會的若瑟瑪麗伯靈說：「天主之母是瑪利亞
團榮歸賓館。 偉大身份的頂峰，她所得的一切奇恩異寵都源於

日，教會移風易俗，以「天主之母節」取而代之。） 亞細亞土耳其的厄
聖誕節日，我們的目光凝聚在降凡塵世的天主聖 弗所聖母瑪利亞度

街道與廣場， 這一頂峰，而又從這一頂峰把一切奇恩異寵散射
立即變成燈火 四方，天主在這頂峰下所精心創造的無數奇工都

子耶穌身上。今天，聖誕後的第八天，我們把注 過晚年的地方，一清
意力移向了生衪的母親瑪利亞身上。正如我們相 早，一百五十多位主

的海洋，舉行 趨於此，都聚於此。」
盛大遊行，高
「天主聖母瑪利亞」這是對聖母最高的稱呼，最

信耶穌基督是天主聖子，那麼瑪利亞就應該是天 教在教宗塞來斯定
主之母了。
一世（Celestine I，？．

呼「天主聖母 光榮的頌揚，我們天天念多少遍聖母經，念到這
瑪利亞」。
一句時，是否抒發過我們對天主的降生救世、揀

我們說瑪利亞是天主之母，並不是說瑪利亞給 四三二）的主持下，齊集於聖母大堂舉行大公會 在這一會議上，力斥聶思多略異端謬誤的首推亞 選童貞瑪利亞為母親這 一偉大信仰的無限忠
了耶穌衪在永生之初就有的天主性，而是說耶穌 議，聲討君士坦丁宗主教聶斯多略否認童貞瑪利 力山大市的聖濟利祿主教，他推本溯源，引經據 誠？是否激發過我們敬愛聖母天主之母、信賴聖
基督的人性是從瑪利亞的人性中形成的，衪的天 亞為天主之母信條的異端。
典，把聶派駁得體無完膚，成為維護聖道的健將。 母天主之母的無限熱情？
主性和人性是結合在這位身為天主的基督之內
在曠日持久的討論之後，主教們眾口一詞宣布
聖文都勒說：「天主可以再創造一個更偉大的
法國教會流行一首讚頌聖母的歌，歌名《瑪利
的，基督是天主子，那麼瑪利亞就應該是天主之
母了。
這本是人之常情，理所當然的事，教會初期，
教友們就是如此尊敬聖母的。然而五世紀初聶斯
多略，原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Nestorius？．

了他們的決斷。厄弗所大公會議莊嚴地唾棄了聶
斯多略的讒言，剝奪了他的宗主教的職權，再一
次確認基督信友久已尊奉的瑪利亞為天主之母
的光輝榮銜與崇高地位。
厄弗所的人們一整天都在期盼著大公會議的

要極大的工具和我們傑出的能力，
所需要的是我們的謙卑、我們向祂
和他人開放的態度”。在聖伯多祿
大殿廣場的信友群眾教宗表示，即
使在今天，天主仍“
希望與我們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做
偉大的事：就是說在家中、職場和
每天的生活環境中”。 “天主的恩
寵更喜歡在這些地方發揮作用，而
不是在歷史的重大事情中”。
教宗邀請信眾省思和相信聖德。
他說，“今天，我們向聖母瑪利亞
懇求恩寵，激發我們對聖德理想的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 12 月 熱情，滿懷謙卑和喜樂之情面對生
8 日聖母無染原罪瞻禮在梵蒂岡宗 活中每天在我們身上發生的事。就

世界，可以再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天堂，卻不能再 亞，天主之母》言簡意賅，曲調昂揚，頗能曲盡
推出一個比聖母天主之母更偉大的創舉。」所以， 兒女戀慕之情，歌詞是：
聖多瑪斯（道茂 St. Thomas of Aquina）也說：「童 瑪利亞，天主之母， 瑪利亞，基督之母，
貞瑪利亞，因為她成了天主之母，她就擁有一種 瑪利亞，人類之母， 普天地之皇后！
來自無限美好的天主的無限崇高。」不是嗎？「從
來源:我靈讚頌主鹽與光

關於當天路加福音提到的天使
預報基督誕生，教宗解釋了天使向
瑪利亞說“充滿恩寵者”這句話的
含義。他說，這意味著聖母瑪利亞
沒有罪惡、沒有罪過，純潔無瑕。
教宗指出，“我們在納匝肋之家
看到這樣美好的一面：瑪利亞的
心情如何？她得到了最高的讚美，
但卻驚惶不安，因為她聽到的讚美
並不是出於她自己的功勞。事實
上，她不以自己有特權，她不要求
任何東西，她不自高自大。她由于
謙卑，因而知道她所得到的一切都
來自天主。
因此，她擺脫自我，完全歸向天

座大樓書房窗口主持三鐘經祈禱 如聖母那樣，擺脫自我，把目光轉 主和他人。無原罪聖母沒有關注自
活動。他在念經前的講話中省思了 向天主和我們遇到的人”。
己。這是真正的謙卑：所關注的不
當天的福音內容：瑪利亞在納匝
肋的家中領受天使的宣報，天使預
報基督誕生。這宣報將改變歷史。
教宗說：“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這對我們來說是個非凡的消息！
因為它告訴我們，上主行奇事不需

教宗籲請眾人不要灰心，因為天
主“賜予所有人一塊好的布料，讓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縫製聖德！”在
沮喪、感到無能為力的時候，要轉
向聖母瑪利亞，“因為向她懇求幫
助的人，沒有一個被遺棄”。

是自己，而是天主和他人”。
誦念三鐘經後，教宗提到他在塞
浦路斯和希臘的國際牧靈訪問，以
及當天結束的大聖若瑟年、12 月 10
日將結束的洛雷托禧年。(圖片:聖
母無染原罪)

教宗在公開接見活動中再次強烈敦促採
取共同措施，來減少地中海地區移民的悲
劇。在保祿六世大廳有個得到意大利接納的
家庭，他們一家人是在教宗訪問塞浦路斯
和希臘後來到這裡的。
（梵蒂岡新聞網）教宗方濟各 12 月 22 日
在梵蒂岡保祿六世大廳主持公開接見活動
中，再次向整個國際社會發出沉痛呼籲。他
強調，需要做出具體和普遍的承諾來面對移 我們將在未來的幾個月照顧他們。
民現象，特別是在地中海地區。在眾人的沉
默中，該地區又有新的悲劇發生。一週內
，有 160 多名難民在利比亞和意大利蘭佩杜
薩島之間的海域中溺水身亡。
教宗說，“在我訪問塞浦路斯和希臘期
間，我能再次親手接觸到難民和移民受傷的
人性。我也觀察到，歐洲只有幾個國家在承
擔地中海地區移民現象帶來的大部分後果，
而實際上，這移民現象需要的是共同責任，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推卸這責任”。

這是一個小小的標記，我希望它能激勵歐
洲其它國家，好使它們讓當地教會團體照顧
急需重新安置的其他弟兄姐妹”。
教宗強調，接納移民後，另外需要做的就
是移民的融入。“事實上，有很多當地教會、
修會和天主教機構，都已準備好接納他們，
並陪伴他們走向一個富有成效的融入進程。
需要的只是打開一扇門!”。
週三公開接見結束後，教宗問候了一名
一歲半的阿富汗男童，他們之前在希臘萊

接著，教宗表示，“透過意大利當局的慷 斯沃斯島的難民營相遇。
慨開放”，他能把訪問塞浦路斯和希臘期間
在教宗和聖艾智德團體的幫助下，現在，
遇到的一群人帶到羅馬。“他們中的幾位， 他和他的家人一起來到羅馬接受治療。
今天就在我們中間。歡迎你們！身為教會， (圖片:教宗方濟各-Vatican 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