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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诵念玫瑰经

念《天主经》一遍，《圣母经》十遍，之后一遍

《光荣经》。每次诵念之前默想五端，我们可以为

众人的灵魂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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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我为救你，从天下降，亲尝你的苦难。这不

是出于无可奈何，实是出于爱你的心情，为叫你学

习坚忍之德，并学习忍受世苦。

因为我从生直到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不受苦的时候。

日用之需，我常缺乏;世人的抱怨，我屡次听到;世
人的凌辱，我屡次受过:他们以怨报德，轻慢我的圣

迹，讥评我的道理。

《师主篇》及其默想 第十八章



1 聖母領報

天主經

26 在第六個月，天使加百列從神那裡奉差派，去加利利一

個叫拿撒勒的城， 27 到一個童貞女那裡。這童貞女名叫

瑪麗亞，已經許配給大衛家族一個名叫約瑟的人。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28 天使來到她面前，說：蒙大恩的女子，願你歡喜，主與

你同在！ 29 瑪麗亞因這話就驚慌不安，思索這問候到底

是什麼意思。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30 天使對她說：瑪麗亞，不要怕，因為你在神面前蒙恩了。

31 看哪，你將要懷孕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32 他將要為大，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先祖

大衛的王位賜給他。33 他要做王統管雅各家，直到永遠，

他的國度沒有窮盡。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34 瑪麗亞對天使說：我既然沒有出嫁，怎麼會有這事呢？

35 天使回答她，說：聖靈將要臨到你，至高者的大能要蔭

庇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被稱為神的兒子。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38 瑪麗亞說：看哪，我是主的婢女，願這事照著你的話成就

在我身上。於是天使離開了她。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18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耶穌的母親瑪麗亞已經許配給

約瑟，在他們成婚以前，瑪麗亞就由聖靈懷了孕。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 

19 她的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公開羞辱她，想要暗中把

她休了。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 

20 約瑟思考這些事以後，忽然主的一位天使在約瑟夢中顯現，

說：大衛的後裔約瑟，不要怕迎娶瑪麗亞做你的妻子，因為

她裡面所懷的是由聖靈而來的。21 瑪麗亞將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他將要把自己的子民從他們的罪

孽中拯救出來。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 

24 約瑟從夢中醒過來，就依照主的天使所吩咐他的去做，把

他的妻子迎娶過來，25 只是在她生兒子以前，一直沒有與她

同房。約瑟給孩子起名叫耶穌。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 

愿光荣归於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亚孟。 



2  聖母往見聖婦依撒伯爾

天主經

36 你看，你的親戚伊莉莎白雖然年老，也懷了男胎；那被

稱為不能生育的，現在已有六個月的身孕了。 37 因為在

神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39 就在那些日子裡，瑪麗亞起身到山區去，趕往猶大的一

個城， 40 進了撒迦利亞的家，問候伊莉莎白。 41 伊莉

莎白一聽到瑪麗亞的問候，胎兒就在她的腹中跳動，伊莉

莎白也被聖靈充滿，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42 大聲呼喊說：你在婦女中是蒙祝福的，你腹中的胎兒也

是蒙祝福的！43 我主的母親竟然到我這裡來，這事怎麼會

臨到我呢？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44 看哪，原來你問候的聲音一傳入我的耳朵，胎兒就在我

的腹中歡喜跳躍。 45 這相信的女子是蒙福的，因為主對

她說的話都會實現。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46 瑪麗亞說：我的心尊主為大，47 我的靈以神我的救主

為樂，48 因為他看顧他婢女的卑微。看哪，從今以後，世

世代代都要稱我有福，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49 因為那全能者為我行了大事；他的名是神聖的。50

他的憐憫，世世代代臨到敬畏他的人。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51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驅散那些心思意念驕傲的人

52 他把權能者從高位上拉下，又把卑微的人高舉。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53 他用美物滿足飢餓的人，讓富有的人空手而去。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54 他扶助他的僕人以色列，不忘憐憫，55 正如他對我

們祖先，對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所說的，直到永遠。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56 瑪麗亞與伊莉莎白一起住了大約三個月，就回家去

了。57 伊莉莎白產期到了，生了一個兒子。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

愿光荣归於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亚孟。 



3 耶穌基督降生

天主經

1 就在那些日子裡，凱撒奧古斯都頒布諭令，要普天下的人

都登記戶口。 4 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了

那叫做伯利恆的大衛之城，因為他是大衛一家一族的人。 5

他和已經許配給他、懷有身孕的瑪麗亞一起去登記。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6 他們在伯利恆的時候，瑪麗亞的產期到了， 7 就生了她的

頭胎兒子。她用布把他包起來放在馬槽裡，因為客店裡沒有

地方給他們。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8 當時在同一個地區，有些牧人露宿在野地裡，夜間守更看

守羊群。 9 這時候，主的一位天使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

四面照射他們，他們就大為驚恐。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10 那位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怕！因為看哪，我傳給你們一個

大喜的信息，是要給萬民的。11 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

們誕生了一位救主，他就是主基督。 12 你們會看見一個嬰

孩，用布包著，躺在馬槽裡；這就是給你們的標記。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13 忽然有一大隊天軍出現，與那位天使一起讚美神，說：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15 天使們離開他們往天上去了，牧人就彼此說：來，我們到

伯利恆去，看看這件已成就的事，就是主讓我們明白的事！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16 於是他們急忙趕去，找到了瑪麗亞、約瑟和那躺在馬槽裡的嬰孩。

 17 他們看見以後，就把天使告訴他們有關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18

所有聽見的人，對那些牧人告訴他們的事，都感到驚奇。 19 瑪麗

亞卻把這一切事存在心裡，反覆思想。 21 滿了八天，為孩子行割

禮的時候，他們就給他起名叫耶穌。這名字是他在母腹成胎以前天

使所起的。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1 在希律王的那些日子裡，耶穌誕生在猶太的伯利恆。當時，有幾

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2 他們問：生下來做猶太人之王的那

一位在哪裡？我們在東方看見了他的星，就來了要朝拜他。

聖母經 馬太福音 2

3 希律王聽說了，就驚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人也與他一起不安。4

希律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長和民間的經文士，向他們詢問基督誕生

在哪裡。5 他們對希律說：在猶太的伯利恆，

聖母經 馬太福音 2

9 他們聽了王的話就去了。看哪，他們在東方看見的那顆星在前面

引導他們，直到那孩子所在的地方，就在上頭停住了。10 他們看見

那顆星，極其歡喜快樂。

聖母經 馬太福音 2

11 他們進了屋子，看見那孩子與他的母親瑪麗亞在一起，就俯伏拜

那孩子，然後打開他們的寶盒，把黃金、乳香和沒藥做為禮物獻給

他。12 他們在夢中得了神的指示不要回到希律那裡去，就從另一條

路回到自己的家鄉去了。

聖母經 馬太福音 2

愿光荣归於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亚孟。 



4  聖母獻耶穌於聖殿

天主經

22 按照摩西的律法，潔淨的日子滿了以後，約瑟和瑪麗亞領

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獻給主。 23 正如主的律法上

所記載的：「所有頭胎的男孩都將被稱為聖歸給主； 24 並

按照主的律法上所說的，獻上了一對斑鳩或兩隻雛鴿為祭物。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25 看哪，在耶路撒冷有一個名叫西面的人。這個人又公義又

虔誠，一直期待著以色列得蒙安慰；聖靈也在他身上。 26

他得了聖靈的啟示：自己在經歷死亡以前會看見主的基督。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27 他受了聖靈的感動，來到聖殿。這時候，耶穌的父母抱著

孩子進來，要按照律法的規矩為他辦事。 28 西面把孩子抱

在懷裡，頌讚神說：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29 主啊，現在可以照你的話，讓你的奴僕平平安安地離去，

30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31 就是你為萬民所預

備的：32 他是啟示外邦人的光，是你子民以色列的榮耀。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33 他的父母對這些關於孩子的話，感到驚奇。 34 西面祝福

他們，並對孩子的母親瑪麗亞說：看哪，這孩子註定要使以

色列中許多人跌倒、許多人興起，並要成為一個遭受反對的

標記，35 這樣，許多人的心思意念將被顯露出來；你自己的

靈魂也要被劍刺透。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39 約瑟和瑪麗亞按照主的律法辦完了一切事以後，就返回加

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13 那些博士離開以後，忽然主的一位天使在約瑟夢中顯現，

說：起來，帶著孩子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留在那裡，直到

我再指示你，因為希律要搜尋這孩子並殺害他。

聖母經 馬太福音 2

14 約瑟就起來，連夜帶著孩子和他的母親逃往埃及，15 住

在那裡，直到希律死了。

聖母經 馬太福音 2

16 希律發現自己受了博士們的愚弄，就十分惱怒。於是，他

按照從博士們那裡所詢問到的時間，派人把伯利恆城裡和周

圍各個地區內兩歲以下的男孩，全都殺了。

聖母經 馬太福音 2

19 希律死了以後，在埃及，忽然主的一位天使在約瑟夢中顯

現，20 說：起來，帶著孩子和他的母親回以色列地去，因為

那些追索這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22 而且他在夢中得了神

的指示，就退到加利利地區，23 來到一個叫拿撒勒的鎮，住

了下來。

聖母經 馬太福音 2

愿光荣归於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亚孟。 



5  耶穌十二齡講道

天主經

40 那孩子漸漸長大，剛強起來，充滿智慧，並且有

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41 每年逾越節，耶穌的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 42

當耶穌十二歲的時候，他們按照節日的規矩上去。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43 守完了節期，他們回去的時候，孩童耶穌仍然留

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卻不知道，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44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群中。他們走了一天的路，才

開始在親戚和熟人中找他。 45 他們找不到他，就

回到耶路撒冷去找。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46 到了第三天，他們發現耶穌在聖殿裡，坐在教師

們當中，一邊聽，一邊問。 47 所有聽他講說的人，

都對他的悟性和對答十分驚訝。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48 他的父母看見他，感到吃驚，他的母親就對他說：

孩子啊，為什麼對我們這樣做呢？你看，你父親和

我一直在焦急地找你呢！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49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找我呢？難道不知道

我必須在我父的家裡嗎？50 可是他們沒有領悟他對

他們說的話。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51 於是耶穌與他們一起下去，回到拿撒勒，一直服

從他們。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51 他的母親把這一切事都珍藏在心裡。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52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對他的喜愛，都

不斷增長。

聖母經 路加福音 2

愿光荣归於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亚孟。 



6.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

　　我的天主啊！至聖的聖三，我渴望 5愛祢，並使人愛祢，我願拯

救世間眾靈、釋放煉獄中受苦的靈魂而工作，以光榮聖教會。我渴

望完全實祢的旨意，達到光榮的境界，10 那是祢為我在天國所預備

的。總之，我渴望成聖，但我感到自己無能為力，我懇求祢，我

的天主啊！就以祢自己做我的聖德吧！

　　祢竟如此愛我，甚至將 15祢的獨生子賜給我，作我的救主和我

的淨配，祂無限功德的寶藏已歸我所有。我滿心歡喜地將之奉獻給

祢，求祢只透過耶穌聖容並在祂燃燒著愛情的聖心內眷顧我。

20 我也將（上天下地）諸聖及天使的功德和愛德的行為全部奉獻給

祢。最後，榮福的聖三啊！我將我親愛的母親，榮福童貞的愛與功

德奉獻給祢。25 我把我的奉獻託付給她，求她轉呈於祢。

她的聖子，我心愛的淨配，在世時曾告訴我們：「你們因我的名論

向父求什麼，祂必賜給你們。」所以我確信，祢會俯允我的渴望。

我的天主啊！30 我知道，祢願給得愈多，祢就愈使我們渴望。我感

到內心巨大的渴望，因而懷著信心求祢前來占有我的靈魂。噯！我

不能如願的常領聖體，然而，主，祢不是全能的嗎？求祢留在我內

如同在聖體龕內，永不離開祢的小麵餅 ……

35 我要為辜恩忘義的惡人安慰祢，求祢取我冒犯祢的自由。如果我

有時因軟弱而跌倒，願祢神聖的目光立刻潔淨我的靈魂，焚盡我所

有的污點，如火將一切轉化成它自己一樣……

　　我的天主啊！我感謝祢所賜予的一切恩寵，特別是 40 我通過痛

苦考驗的恩寵。在末日時，我將手執祢十字架的權杖滿心歡喜地瞻

仰祢。祢既然紆尊降貴賜我分擔這寶貴的十字架，我盼望在天上肖

似祢，看到我光榮的肉身上閃耀著祢苦難的聖傷……



　　在世間流亡之後，我盼望到天鄉享見祢，但我不要 45 為去天鄉

而積聚功德。我要只為愛祢而工作，一心一意讓祢喜歡，安慰祢的

聖心，並拯救眾靈，使他們永遠愛祢。

     在此生的末端，我要兩手空空來到祢跟前，主啊！因為我不求祢

計數我的功行。我們的一切義行在祢眼中都有瑕疵。50 因此，我要

以祢自己的義德來裝扮我，接受祢的愛而永遠占有祢。我不要其他

寶座，不要其他皇冠，我只要祢，我心愛的！
 ……

　　在祢眼中，時間不算什麼！一日如千年，所以祢能在一瞬間把

我準備好，來到祢跟前……

55 為了只以完美的愛情生活，我奉獻自己作祢仁之愛的全燔祭品，

求祢不斷焚化我，讓蘊含在祢內之無限溫柔波濤湧入我靈魂，使我

成為 60祢愛情的致命者，我的天主啊！……

　　願此致命之愛，將我預備好去到祢跟前之後，終能使我死去，

願我的靈毫不遲延地飛奔到祢仁慈之 65愛的永恆懷抱中 ……

　　我心愛的啊！願我每一心跳，無數次地向祢重新獻上這奉獻，

直到陰影消逝，70 我能在永恆的面對面中向祢訴說我的愛情！
……

微不足道的加爾默羅會修女

瑪利．方濟．聖嬰及聖容的德蘭

75 至聖聖三節

恩寵的189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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