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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聖者的敬禮對聖者的敬禮



對亡者的思念對亡者的思念



梵二 教會憲章

��第八章第八章 論基督及教會奧蹟中的論基督及教會奧蹟中的
天主之母榮福童貞瑪利亞天主之母榮福童貞瑪利亞



梵二 教會憲章
� 敬禮聖童貞的本質與基礎

� 66 瑪利亞 因為是天主的母親 參與了基督的奧

蹟，由於天主聖寵的舉拔，她只在聖子以下，高出

一切天神世人以上，所以理當受到教會特別的崇敬

從很古老的時代 榮福童貞已被尊以 天主之

母 的榮銜 信 們在一 危 急需中 都 求投

奔她的護佑 待續



梵二 教會憲章
� 66續1 尤其自厄弗所會議以來 天主的子民

瑪利亞的敬禮 在敬愛 求 效法方面 有了驚

人的發展 恰如她的預言： 從今以後萬世萬代要

稱 有福 路：一 48 這要在教會內經常存

在的敬禮：雖具有絕無僅有的特徵，但對降生的聖

言，對聖父及聖神的欽崇禮，仍然有本質上的區別

，而且特別能促進這項欽崇禮



梵二 教會憲章
� 66續2 原來教會在健 而 統的教義範圍

根據時代和地區的情況，根據信友們的習尚：批准

了 天主之母的 敬禮形式 其目的是要教人在

敬禮聖母之際 也認識 愛慕 光榮基督，並遵行

其誡命，因為一切 是為祂而存在 參閱哥：一

15 16 天主聖父 樂意使 的圓滿定 在祂

哥：一 19



梵二 教會憲章
� 宣講聖母和敬禮聖母的意義

� 67 本 神聖大公會議有意教誨這項公教教義 同

時還勸勉教會所有的子女都要努力推行聖母敬禮

尤其屬於禮儀性質的敬禮，並要重視多世紀以來教

會訓導當局所推崇的敬禮聖母的方法與善工，並要

謹守教會在已往 崇奉基督 聖母 聖人們的聖像

所有的規定 待續



梵二 教會憲章
� 67續1 教會更 囑神學家與宣講聖 的人 在

論 天主之母的特殊地位時 應該用心避免一切虛

妄的誇大與心地的狹隘 在教會訓 當局領 之

研究聖經 教父 聖師以 教會禮儀的人 應當

確地闡述榮福童貞的職責與特恩 這些職責與特恩

都歸宗於一 真理 聖善和虔敬的源頭基督



� 67續2 在言語行動 凡 能 的弟

們或其他人等誤解教會真理的 情 尤須謹避 信

們應當 得 真正的熱心既不在於一時的 空虛

的感情衝動，也不在於一種毫無根據的輕信妄念，

而是來自真純的信仰，由 信仰引領 們體認天主

之母的卓越尊位 並激勵 們以兒女的孝心敬愛

們的母親 效法她的德表



基督與聖母的瞻禮對比

基督 聖母

耶穌聖誕 12月25日 聖母聖誕 9月8日

獻耶穌於聖殿 2月2日 獻聖母於主殿 11月21日

基督的苦難 聖母七苦 9月15日

耶穌升天節 聖母蒙召升天 8月15日

耶穌聖心節 聖母無玷之心節

基督君王節 聖母元后 8月22日



與 聖經 及救恩史相關的聖母瞻禮
�聖母聖誕 8/9

�聖母奉獻日 21/11

�聖母領報 25/3 * 預報救主降生節日

�獻耶穌於聖殿 2/2 * 獻主節

�聖母訪親 31/5

�痛苦聖母 15/9



信理中的聖母慶節
�天主之母節 1/1

�聖母無玷聖心 耶穌聖心節翌日

�聖母蒙召升天節 15/8

�聖母元后 22/8

�聖母瑪利亞聖名 12/9

�聖母始胎無染原罪節 8/12



介入人類歷史的聖母慶節
�露德聖母 11/2

�花地瑪聖母 13/5

�進教之佑聖母 24/5

�中華聖母 5月第二個主日前夕

�加爾默羅 聖衣 聖母 16/7

�聖母雪地殿 5/8

�玫瑰聖母 7/10

�瓜達露貝聖母 12/12



聖經及傳統聖經及傳統
教父著作教父著作//禮儀禱文禮儀禱文



中華聖母



佘山聖母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簡選
了瑪利亞作你聖子的母
親，也使她作我們的母
親；求你因她的代禱，
降福我中華億兆人民，
恩賜國泰民安，五穀豐
登，使全國同胞 能認
識你 孝愛你 事奉
你



進教之佑聖母
� 上主，我們的天主，祢
使榮福童貞瑪利亞成為
信友的慈母和助佑，求
祢因她的轉求，以祢的
聖神鞏固教會，使它能
以智慧及愛情去征服所
有的考驗，和參與基督
的勝利，直到永遠



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聖母德敘禱文
領：天主矜憐 等！

眾：基利 督矜憐 等 天主矜憐 等！

領：基利 督 聽 等！

眾：基利 督垂允 等！

領：在天天主右者 眾：矜憐 等
領：贖世天主子者 眾：矜憐 等
領：聖神天主者 眾：矜憐 等
領： 位一體天主者 眾：矜憐 等
領：聖瑪利亞 眾：為 等祈
領：天主聖母 眾：為 等祈



聖母德敘禱文
� 領：童身之聖童身者
領：基利 督之母

領：天主 愛之母
領： 潔之母
領： 貞之母
領：無損者母
領：無玷者母
領： 愛者母
領： 奇者母
領：善 之母
領：造物之母

領：救世之母

領：極智者貞女
領： 敬者貞女
領： 頌者貞女
領：大能者貞女
領：寬仁者貞女
領：大忠者貞女

領：義德之鏡
領： 智之座
領：吾樂之緣

領：神靈之器
領： 崇之器
領：虔誠大器



聖母德敘禱文

領：玄義玫瑰

領： 味敵樓
領：象牙 塔
領：黃金之殿
領：結約之櫃
領： 天之門

領：曉明之星
領：病人之痊
領：罪人之
領：憂 之慰
領：進教之佑

領：諸天神之后

領：諸聖祖之后
領：諸 知之后
領：諸宗徒之后
領：諸為義 之后
領：諸精 之后
領：諸童身之后
領：諸聖人之后
領：無原罪始胎者
領：榮召升天之后
領：聖玫瑰經之后
領：和 之后



聖母德敘禱文

� 領：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眾：主赦 等

領：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眾：主允 等

領：除免世罪天主羔羊者眾：主憐 等

領：天神來報聖母瑪利亞眾：乃因聖神受孕

請眾同禱：天主 求你賦給 們聖 使 們藉天

使的報告 得悉你的聖子耶穌降生 人 又仰賴他

的 使 們獲享復活的 榮 因 們的主基督

亞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