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念珠的神秘
与福音书一起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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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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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珠是四个念珠及其神秘的集合
这本小册子邀请您通过阅读每个“冰雹玛丽”之间
的福音书文本来冥想玫瑰经的奥秘。这本小册子适
合所有人。 这是使徒传给我们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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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三 第十八章
耶稣说:吾子!在逆境中能忍耐、谦逊，比在顺境中
喜乐、虔诚，更中悦我
《师主篇》及其默想
卷三 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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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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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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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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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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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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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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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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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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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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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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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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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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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耶穌十二齡講道
天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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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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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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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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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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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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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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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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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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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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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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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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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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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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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耶穌約但河受洗

天主經
2 亞納和該亞法任大祭司——那時，神的話語在曠野臨到撒迦利亞
的兒子約翰。 3 他就來到約旦河周圍所有的地區宣講為罪得赦免而
悔改的洗禮。2 說：你們應當悔改，因為天國近了。
聖母經
路加福音 3 馬太福音 3

5 那時，耶路撒冷、全猶太地區和整個約旦河一帶的人，都出來到
他那裡，6 承認自己的罪孽，在約旦河裡受他的洗禮。
聖母經
馬太福音 3

7 約翰對那些出來受他洗禮的人群說：「你們這些毒蛇的子孫！誰
指示你們逃避那將要來臨的震怒呢？ 8 你們應當結出果子，與悔改
的心相稱！你們不要自己裡面一開始就說『我們有亞伯拉罕為先
祖。』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兒女來。
聖母經
路加福音 3

7 他宣講，說：「在我之後，有一位比我更強有力的要來。我就是
彎腰為他解鞋帶也不配。8 我用水給你們施洗，11 他要用聖靈和火
給你們施洗。」
聖母經
马可福音 1 路加福音 3

29 第二天，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
去世人罪孽的！30 這一位就是我所說的『那在我之後來的人，已成
為在我前面的，因為在我之前他就存在了。』 31 我以前也不認識他，
但為了讓他向以色列顯明，所以我來用水施洗。」
聖母經
约翰福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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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到了約翰那裡，要受他的洗禮。
14 約翰想要阻止他，說：「我需要受你的洗禮，你反而到我這裡來
嗎？」15 耶穌回答他，說：「現在你就答應吧，因為我們如此成全
一切的義，是合宜的。」於是約翰答應了他。
聖母經
馬太福音 3
16 耶穌受了洗，一從水裡上來，看哪，諸天就為他開了，他看見神
的靈好像鴿子降下，臨到他身上。17 這時候，忽然有聲音從諸天傳
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聖母經
馬太福音 3
32 約翰又見證說：「我看到聖靈好像鴿子從天上降臨，停留在他身
上。 33 我以前也不認識他，可是那派我用水施洗的對我說：『如
果你看見聖靈降臨在誰身上，又停留在誰身上，誰就是用聖靈施洗
的那一位。』
聖母經
约翰福音1
34 我看到了，就見證：這一位就是神的兒子。」6 約翰穿的是駱駝
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和野蜜。
聖母經
约翰福音1 马可福音1
35 過了一天，約翰和他的兩個門徒又站在那裡。 36 約翰看著耶穌
走過，就說：「看哪，神的羔羊！」37 那兩個門徒聽他說話，就跟
從了耶穌。 38 耶穌轉過身來，看到他們跟著走，就問：「你們尋
找什麼呢？」他們對耶穌說：「拉比，你住在哪裡呢？」——「拉
比」翻譯出來意思是「老師」。39 耶穌說：「你們來看吧！」
聖母經
约翰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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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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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耶穌參加加納婚宴

天主經
1 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個婚宴。耶穌的母親在那裡， 2 耶
穌和他的門徒們也被邀請赴宴。 3 酒用盡了，
聖母經
约翰福音 2
3 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4 耶穌對她說：「母親，
這與你我有什麼關係？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5 他的母親對僕人們
說：「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
聖母經
约翰福音 2
6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裡。每缸可容兩三桶水 。
7 耶穌對僕人們說：「把這些缸裝滿水。」他們就裝滿了，直到缸
沿。 8 耶穌又對他們說：「現在舀出來，送去給管宴席的。」他們
就送去了。
聖母經
约翰福音 2
9 當管宴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這是從哪裡來的，只有舀
水的那些僕人知道。管宴席的就叫來新郎， 10 對他說：「人人都
是先擺上好酒，等賓客喝醉了，才擺上次等的。你卻把好酒留到現
在！」11 耶穌在加利利的迦拿行了這頭一件神蹟
聖母經
约翰福音 2
19 耶穌對他們說：「我確確實實地告訴你們：子憑著自己什麼也不
能做，只有看見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因為父所做的事，子也同樣
地做。 20 原來，父喜愛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給他看，還要把
比這些更大的事給他看，使你們感到驚奇。 21 因為父怎樣使死人
復活，賜他們生命，子也照樣按自己的意願賜人生命。
聖母經
约翰福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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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耶穌正對他們講這些事的時候，忽然有一個會堂主管來拜他，說 ：
「我的女兒剛才死了，求你來按手在她身上，她就會活了。」
聖母經
馬太福音 9
51 耶穌來到他的家，除了彼得、約翰、雅各和孩子的父母以外，不
准任何人與他一起進去。 52 大家都在為那女孩捶胸哀哭。耶穌說：
「不要哭！她不是死了，而是睡了。」
聖母經
路加福音 8
53 他們知道女孩已經死了，就譏笑耶穌。 54 但是耶穌握著女孩的
手，呼喚說：「孩子，起來！」 55 於是她的靈魂回來了，她就立
刻起來。耶穌吩咐給她吃東西。56 她的父母十分驚訝，耶穌吩咐他
們不要把所發生的事告訴任何人。
聖母經
路加福音 8
2 約翰在監獄裡聽說了基督所做的事，就派自己的幾個門徒去 3 問
耶穌：「將要來的那一位就是你嗎？還是我們應該等候別人呢？」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1
4 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告訴約翰， 5
就是：瞎眼的得以看見，瘸腿的行走，痲瘋病人被潔淨，耳聾的聽
見，死人得以復活，窮人得以聽到福音。 6 凡不因我被絆倒的人，
就蒙福了。」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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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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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耶穌宣講天國福音
天主經
12 耶穌聽說約翰被逮捕了，就退到加利利地區。17 從那時候起，
耶穌開始傳道，說：「你們應當悔改，因為天國近了。」23 耶穌走
遍全加利利，在他們的會堂裡教導人，傳天國的福音，並且使民中
各樣的疾病和各樣的症狀痊癒。
聖母經
馬太福音 4
42眾人尋找他，來到他那裡，想留住他，不讓他離開。 43 但是耶
穌對他們說：「我還必須到別的城去傳神國的福音，因為我是為此
奉差派的。」
聖母經
路加福音 4
26 耶穌又說：「神的國就像這樣：有人在地上撒了種子， 27 黑夜
白晝，或睡或起，他卻不知道那種子怎樣發芽和長大。 28 大地自
然長出五穀——先長苗，再吐穗，然後穗上結出飽滿的子粒。 29
當果實成熟的時候，他立刻伸出鐮刀，因為收割的季節到了。」14
撒種的人所撒的是話語。
聖母經
马可福音4
31 耶穌對他們講了另一個比喻說：「天國好比一粒芥菜種子，有人
拿去種在他的田裡。32 它雖然比所有的種子更小，長大以後，卻比
各種蔬菜更大，成了一棵樹，結果天空的飛鳥來了，在它的枝子上
搭窩。」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3
23 耶穌對他的門徒們說：「我確實地告訴你們：富有的人進入天國
會很困難。24 「一個人不能服事兩個主人。31 所以不要憂慮，說
『我們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32 而你們的天父已經知道你們
需要這一切了。33 所以你們應當先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一切都
將加給你們了。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9 馬太福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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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如果不勝過經文士們和法利賽人的義，就
絕不能進入天國。21 因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裡發出種種惡念：淫
亂、偷竊、殺人、 22 通姦、貪心、惡意、欺詐、好色、嫉妒、毀
謗、驕傲、愚妄，23 這一切邪惡都是從人裡面出來的，而且使人汙
穢。」
聖母經

馬太福音 5 马可福音7

41 不過你們當把裡面的施捨給人，看哪，對你們來說一切就都潔淨
了。25 門徒們聽了這話，極其驚訝，就說：「究竟誰能得救呢？26
耶穌注視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
可能。」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1 馬太福音 19

13 『我要的是憐憫，而不是祭祀』28 所有勞苦和背負重擔的人哪，
到我這裡來吧！我將使你們得到安息。29 你們當負起我的軛，向我
學，因為我心地柔和、謙卑。這樣，你們就將尋得靈魂的安息。30
要知道，我的軛是容易負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聖母經

馬太福音 9 馬太福音 11

46 「你們為什麼稱呼我『主啊，主啊！』卻不遵行我所說的話呢？
13 所以，如果你們做為惡人也知道把好的東西給自己的兒女，更何
況天上的父要賜聖靈給求他的人呢！」48 所以，你們當成為完全的，
就像你們的天父是完全的。
聖母經

路加福音 6 路加福音 11 馬太福音 5

66 從此耶穌的門徒中有許多人離開回到背後的事上，不再與他同行。
67 耶穌就對十二使徒說：「你們也不會想離開吧？」68 西門彼得
回答：「主啊，你有永恆生命的話語，我們還去歸從誰呢？
聖母經

约翰福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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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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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耶穌大博爾山顯容
天主經
20 有一次，法利賽人問耶穌：「神的國什麼時候到來呢？」耶穌回
答說：「神國的到來，不是眼所能見的。 21 沒有人能說『看，在
這裡！』或『在那裡！』因為看哪，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20 因
為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哪裡，在他們當中。」
聖母經

路加福音 17 馬太福音 18

13 耶穌來到凱撒里亞菲利彼地區，就問他的門徒們，說：「人們說
人子是誰？」14 他們回答說：「有的說是施洗者約翰，有的說是以
利亞，另有的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15 耶穌問他們：
「那麼你們呢？你們說我是誰？」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6

16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17 耶穌對
他說：「約拿的兒子西門，你是蒙福的，因為這不是任何人啟示你
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啟示你的。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
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它。19 我要把天國的
鑰匙賜給你，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6

20 接著耶穌吩咐門徒們，不要對任何人說他就是基督。預言受難與
復活 21 從那時候起，耶穌開始向他的門徒們指示他必須到耶路撒
冷去，經受長老們、祭司長們和經文士們的很多苦害，並且被殺，
然後在第三天要復活。22 彼得把耶穌拉到一邊，開始勸阻他，說：
「主啊，千萬不可，這事絕不能臨到你身上。」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6

23 但耶穌轉身對彼得說：「撒旦，退到我後面去！你是我的絆腳石 ，
因為你不是思想神的事，而是思想人的事。」24 於是，耶穌對他的
門徒們說：「如果有人想要來跟從我，他就當捨棄自己，背起自己
的十字架，然後跟從我。25 因為凡想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將失去生
命；凡為我的緣故失去自己生命的，將尋得生命。
聖母經

馬太福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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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確實地告訴你們：站在這裡的有些人，在還沒有嘗到死的滋味
之前，必定見到神的國。」28 說了這些話以後約八天，耶穌帶著彼
得、約翰、雅各上山去禱告。
聖母經

路加福音 9

29 正在禱告的時候，耶穌的相貌改變了，衣服也潔白發光。 30 這
時候，忽然有兩個人和耶穌談話——他們是摩西和以利亞—— 31
他們在榮光中顯現，談論耶穌離世的事，就是他將要在耶路撒冷成
就的事。
聖母經

路加福音 9

32 彼得和他的同伴正在沉睡著。可是他們清醒過來時，看見了耶穌
的榮光和同他站著的那兩個人。5 彼得對耶穌說：「拉比，我們在
這裡真好！讓我們來搭三座帳幕，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
以利亞。」 6 其實彼得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因為他們都非常害怕。
聖母經

路加福音 9 马可福音9

7 這時候，有一朵雲彩出現籠罩他們，並且有聲音從雲中傳來：這
是我的愛子，你們當聽從他！」8 於是門徒們環視周圍，忽然間，
再也看不到別的人，只有耶穌與他們在一起。
聖母經

马可福音9

9 他們下山的時候，耶穌吩咐他們，在人子從死人中復活之前，不
要把所看到的告訴任何人。31 那時，他教導自己的門徒們，對他們
說：「人子被交在人的手中，他們要殺害他。然後被殺之後，在第
三天他要復活。」 32 可是門徒們不明白這話，又不敢問他。
聖母經

马可福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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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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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耶穌建立聖體聖事
天主經
19 門徒們就依照耶穌所吩咐的去做，預備了逾越節的晚餐。 20 到
了晚上，耶穌與十二使徒一同坐席。4 他從席位上起身，脫了外衣，
拿起一條布巾束在自己腰上， 5 然後把水倒進盆裡，開始洗門徒們
的腳，又用束在腰上的布巾擦乾。
馬太福音 26 约翰福音 13

6 他來到西門彼得面前，彼得對他說：「主啊，你洗我的腳嗎？」 8
彼得說：「你絕不可洗我的腳，永遠不可！」耶穌說：「如果我不
洗你，你就與我沒有份了。」9 西門彼得說：「主啊！不單我的腳，
連我的手、我的頭也要洗！」10 耶穌說：「洗過澡的人，除了腳以
外，沒有需要洗的；他是完全乾淨的。你們是乾淨的，但不是每個
人都乾淨。」3 藉著我給你們講的話語，你們已經乾淨了。
约翰福音 13 约翰福音 15

12 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以後，穿上外衣，又坐下來，對他們說：
「你們明白我為你們做的事嗎？ 13 你們叫我『老師』，稱呼我
『主』。你們說得對，因為我就是那一位。 14 因此，如果我——
你們的主、你們的老師，還洗你們的腳，那麼你們也應該彼此洗腳 。
15 事實上，我給你們做了榜樣，
约翰福音 13

34 「我給你們一條新的命令：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就如我愛你們 ，
為要使你們也彼此相愛。35 如果你們彼此之間有了愛，眾人從這一
點就會知道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约翰福音 13

12 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要彼此相愛，就像我愛了你們那樣。 13 一
個人為他的朋友捨棄自己的生命，人的愛沒有比這更大的了。 14
你們如果遵行我所吩咐的事，你們就是我的朋友了。15 我不再稱你
們為奴僕，。我卻稱你們為朋友，因為我把從我父所聽到的一切，
都讓你們明白了。
约翰福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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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現在我的靈魂煩擾。我該說什麼呢？說『父啊，救我脫離
這時刻』嗎？但我正是為了這時刻而來的。 28 父啊，願你榮耀
你的名！」這時候，有聲音從天上傳來：「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
還要再榮耀！」
约翰福音 12
26 在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就掰開，遞給門
徒們，說：你們領受吃吧，這是我的身體。
馬太福音 26
27 接著，他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來喝，
28 因為這是我的血，是為立約的，為許多人所流的，使罪得赦
免。
馬太福音 26
29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絕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
國裡與你們一起喝新的那一天。19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
念我。」
馬太福音 26 路加福音 22
21 說完這些話，耶穌靈裡煩擾，就指名說：「我確確實實地告
訴你們：你們當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22 門徒彼此相看，不
知道耶穌說的是誰。26 耶穌回答：「我蘸一塊餅給誰，就是
誰。」接著，他蘸了一塊餅拿給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30 猶
大接了那塊餅，就立刻出去。那時候是夜間了。
约翰福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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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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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True Friend By St. Claude La
Colombiere,
Jesus! You are my true Friend, my only Friend. You take a part in
all my misfortunes; You take them on Yourself; You know how to
change them into blessings; You listen to me with the greatest
kindness when I relate my troubles to You, and You have always
balm to pour on my wounds.
I find You at all times; I find You everywhere, You never go away:
if I have to change my dwelling, I find You there wherever I go.
You are never weary of listening to me, You are never tired of
doing me good. I am certain of being beloved by You, if I love
You; my goods are nothing to You, and by bestowing Yours on me,
You never grow poor;
however miserable I may be, no one nobler or cleverer or even
holier can come between You and me, and deprive me of Your
friendship; and death, which tears us away from all other friends,
will unite me forever to You.
All the humiliations attached to old age, or to the loss of honor,
will never detach You from me; on the contrary, I shall never enjoy
You more fully, and You will never be closer to me than when
everything seems to conspire against me to overwhelm me and to
cast me down.
You bear with all my faults with extreme patience, and even my
want of fidelity and my ingratitude do not wound You to such a
degree as to make You unwilling to receive me when I return to
You. O Jesus, grant that I may die praising You, that I may die
loving You, that I may die for the love of you.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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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 of Confidence
My God, I firmly believe that Thou watchest over all those who
hope in Thee, and that we can never want for anything when we
rely upon Thee in all things; therefore I am resolved to live in the
future with no anxieties, and to cast all my cares upon Thee . . . Let
others seek their happiness in their wealth or their talents; let them
trust in the purity of their life, the severity of their mortifications,
the number of their good works, the fervor of their prayers: "For
Thou, O Lord, singularly hast settled me in hope."
As for me, Lord, in my very confidence lies all my hope. Such
confidence can never be in vain. "No one has ever hoped in Thee
and has been confounded." Therefore I am assured of my eternal
happiness, because I firmly hope for it, and all my hope is in Thee.
"In Thee, O Lord, I have hoped; let me never be confounded." I
know, alas! I know all too well that I am frail and changeable; I
know the power of temptation against the strongest virtue. I have
seen stars fall from heaven and pillars of the firmament totter; but
these things do not alarm me as long as I hope in Thee. I am
sheltered from all misfortune, and I am sure that my hope will
endure, for I rely upon Thee to sustain my unfailing hope.
Finally, I know that I can never hope too much in Thee, and that I
will never receive less than I have hoped for from Thee. Therefore,
I hope that Thou wilt sustain me against my evil inclinations; that
Thou wilt protect me against the most furious assaults and cause
my weakness to triumph over my most powerful enemies. I hope
that Thou wilt love me forever, and that I will love Thee also,
unceasingly. And to carry my hope all at once as far as it can go, I
hope for Thee Thyself from Thee, O my Creator, for time and for
all eternity.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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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痛苦一端:耶穌山園祈禱
天主經

26 : 36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
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26 : 37 于是带着彼
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26 :
38 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
候，和我一同儆醒。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6/ 36-38

14 : 35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
时候过去。14 : 36 他说，阿爸，父阿，在你凡事都能。求你
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聖母經

Mc 马可福音 14/35-36

14 : 37 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
觉吗？不能儆醒片时吗？14 : 38 总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迷
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聖母經

Mc 马可福音 141/37-38

26 : 42 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阿，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
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14 : 40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
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6/42 Mc 马可福音 14/40

22 : 41 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
22 : 42 说，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
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2/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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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43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22 : 44 耶
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2/ 43-44

14 : 41 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吧或作吗）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
了。14 : 42 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近了。
聖母經

Mc 马可福音 14/ 41-42

22 : 47 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
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22 : 48 耶稣对他说，犹
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2/47-48

26 : 50 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26 : 51 有跟随耶稣
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
了他一个耳朵。26 : 52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
必死在刀下。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6/50-52

26 : 55 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
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22 :
53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26 : 56 当下门徒都离
开他逃走了。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6/55-56 Lc 路加福音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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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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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痛苦二端:耶穌繫受鞭打
天主經
14 : 53 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
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14 : 54 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
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14 : 55 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
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
聖母經
Mc 马可福音 14/53-55
26 : 63 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
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26 : 64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
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6/63-64
26 : 65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
用见证人呢？这僭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26 : 66 你们
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6/65-66
26 : 67 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
他的，说，22 : 64 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
我们，打你的是谁。22 : 65 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6/67Lc 路加福音 22/64-65
26 : 73 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
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26 : 74 彼得就发
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26 : 75 彼得
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
痛哭。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6/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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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1 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27 : 2 就把他捆绑
解去交给巡抚彼拉多。18 : 29 彼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
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18 : 30 他们回答说，这人若
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7/1-2 Jn 约翰福音 18/29-30

23 : 2 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
说自己是基督，是王。18 : 31 彼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
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
Lc 路加福音 23/2 Jean 18/31

聖母經

18 : 33 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
的王吗？18 : 36 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
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Jn 约翰福音 18/33 -18/36

聖母經

18 : 37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
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
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Jn 约翰福音 18/37

聖母經

18 : 38 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
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18 : 39 但你们
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
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18 : 40 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
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19 : 1 当下彼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8/38-40 Jn 约翰福音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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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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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痛苦三端:耶穌受刺冠之苦辱
天主經

23 : 4 彼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23 : 5 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
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23 : 6 彼拉多一听见，23 : 7 既晓
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3/4-7
23 : 8 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
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23 : 9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3/8-9
23 : 10 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23 : 11 希律和他的
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彼
拉多那里去。23 : 12 从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
就成了朋友。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3/10-12
27 : 27 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
那里。27 : 28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27 :
29 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7/27-29
27 : 29 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阿。27 : 30 又
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7/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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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4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
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4
19 : 5 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5
19 : 6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
字架。彼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
什么罪来。19 : 7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
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6-7
19 : 8 彼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19 : 9 又进衙门，对耶稣
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8-9
19 : 10 彼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
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 ?19 : 11 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
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更重了。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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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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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痛苦四端:耶穌背十字架上山受死
天主經
27 : 24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
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27 : 25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27 : 26
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聖母經

Mt 马太福音 27/24-25

19 : 14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19 : 15 他
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
我们没有王。19 : 16 于是彼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14-16

19 : 17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23 : 26 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
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
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17 Lc 路加福音 23/26

23 : 27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
他号啕痛哭。23 : 28 耶稣转身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3/27-28

23 : 29 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
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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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30 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
盖我们。23 : 31 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
将来怎么样呢？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3/30-31

15 : 22 他们带耶稣到了各各他地方，（各各他翻出来，就是
髑髅地）23 : 32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聖母經

Mc 马可福音 15/22 Luc 23/32

19 : 19 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
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19

19 : 20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20

19 : 21 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彼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
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19 : 22 彼拉多说，我所写的，
我已经写上了。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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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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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痛苦五端: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死
天主經
15 : 23 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15 : 24 于是将他钉在十
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15 : 25 钉他在十字架上，
是巳初的时候。15 : 27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
在右边，一个在左边。23 : 34 当下耶稣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
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聖母經

Mc 马可福音 15/23-27 Lc 路加福音 23/34

15 : 29 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咳，你这拆毁圣殿，三
日又建造起来的。15 : 30 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15 : 31 祭
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15 : 32 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

聖母經

Mc 马可福音 15/29-32

23 : 39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
救自己和我们吧。23 : 40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
的，还不怕神吗？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3/39-40

23 : 41 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
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23 : 42 就说，耶稣阿，你得国降临的时
候，求你记念我。23 : 43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
我在乐园里了。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3/41-43

19 : 25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和抹
大拉的马利亚。19 : 26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
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儿子。19 : 27 又对那门
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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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33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15 : 34 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
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
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聖母經

Mc 马可福音 15/33-34

19 : 28 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
验，就说，我渴了。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28

19 : 29 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
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19 : 30 耶稣尝（原文作受）了那醋，就
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29-30

23 : 45 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23 : 46 耶稣大声
喊着说，父阿，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15 : 39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有古卷无喊
叫二字）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聖母經

Lc 路加福音 23/45-46 Mc 马可福音 15/39

19 : 32 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
都打断了。19 : 33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
的腿。19 : 34 惟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19 : 35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作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
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聖母經

Jn 约翰福音 19/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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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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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祈祷痛苦五端？ 因为正如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说：
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哥林多前书 1 : 23 )
这样是如此的重要在加拉太旁并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
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加拉太书 1 : 8)
圣女傅天娜神圣慈悲日记
186.今天,耶稣对我说:“我意愿妳更深刻地了解我的爱,当妳默想我的
苦难圣死时,就会明白我圣心中,那为灵魂燃烧的爱情.妳要为罪人们
祈求我的慈悲,我要他们都得到救赎;当祢怀着忏悔和信德的心,为某
些罪人诵念这经文时,我就会恩赐他悔改的圣宠.这祈祷经文就是:
187.“从耶稣圣心涌出的圣血和圣水啊,是我们慈悲的泉源,我信赖
祢!”
369. 接着就在心灵中听到这声音:“默想我的苦难一小时,比受一整年
鞭笞得遍体流血,功德更高;默想我痛苦的伤痕,对妳有很大的益处,也
带给我莫大的喜悦.妳至今还没有完全弃绝自我意志,令我非常惊讶,
不过,我异常高兴,因为这避静将使妳彻底改变.”
1397．主对我说:“每一个灵魂的丧亡，都使我悲痛欲绝。当妳为罪
人祈祷时，给予我莫大的安慰。为罪人悔改皈依的祈祷，,令我最高
兴。我的女儿，要知道，我必定俯听这种祈祷，而且有求必应。”
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 Lc 路加福音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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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天主的慈悲,隐藏在圣体圣事中;上主的声音,从慈悲的宝座上对
我们说:“你们所有人全到我这里来吧!”(玛窦:11:28)

耶稣:“犯罪的灵魂啊,不要惧怕妳的救主。我率先主动来到妳这里,因
为我知道,单靠妳自己,妳无法把自己提升到我台前。孩子,不要逃离
妳的父亲;要坦白地与妳慈悲的天主畅谈,祂渴望对妳说赦罪的话,并
慷慨地赏赐妳恩宠。妳的灵魂为我是何等的珍贵啊!我已把妳的名字,
刻在我手心里;我把妳铭刻在我圣心中,成为一道深深的,永不磨灭的
伤痕。”
耶稣:“我就是妳的力量,我会在战斗中救助妳。”
耶稣:“我的孩子,妳惧怕慈悲的天主吗?我的神圣没有妨碍我对妳大发
慈悲。妳看看,为了妳,我在世间早已建立了慈悲的宝座,就是圣体龛;
我从这宝座上,渴望进入妳的心中。我身边没有大批随从或卫兵护卫
着,妳可以随时来见我。我想与妳交谈,并渴望赏赐妳恩宠。”
耶稣:“我的慈悲超过妳的罪过及全世界的罪恶。谁能度量我浩瀚的仁
慈?为了妳,我从天堂降临人间;为了妳,我慷慨赴义,心甘情愿被钉在十
字架上;为了妳,我让长矛刺透我的圣心,为妳敞开了慈悲的泉源。那
么,快来吧,怀着信赖心,从这清泉汲取恩宠。我从不拒绝痛悔的心灵。
妳的苦难罪过已在我慈悲的深处消失了。不要跟我争论妳的悲惨境
遇。如果妳把妳所有的烦恼和悲痛交给我,便会令我非常开心。我要
把我恩宠的珍宝,堆积在妳身上。”
耶稣:“孩子,不要再诉说妳的苦难过失,我早已淡忘了。我的孩子,妳要
仔细聆听,我想告诉妳的话。来吧,靠近我的圣伤,从这生命的泉源,汲
取妳心灵所渴望的一切只要畅饮这生命的甘泉,妳就不会在人生旅途
中,感到疲惫不堪。请看我慈悲的光辉,不要害怕那些障碍妳得救的仇
敌。光荣赞美我的慈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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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復活
天主經
57 到了傍晚，來了一個亞利馬太的財主，名叫約瑟，。58 他來到彼
拉多面前，請求要耶穌的遺體，彼拉多就下令給他。59 約瑟領了耶
穌的遺體，用潔白的細麻布裹好，60 安放在自己的新墓穴裡，這墓
穴是他鑿在岩石裡的。他又滾來一塊大石頭，堵住墓穴口，就離開
了。61 茉大拉的瑪麗亞和另一個瑪麗亞在那裡，對著墳墓坐著。
聖母經
馬太 27
62 第二天，就是預備日的後一天，祭司長們和法利賽人在彼拉多那
裡聚集，63 說：64 所以，請你下令嚴密看守那墳墓，一直到第三
天，免得他的門徒們來把他偷走，然後對民眾說他從死人中復活了。
65 彼拉多對他們說：「你們有一隊衛兵，盡你們所能，嚴密看守吧！
66 於是，他們帶著衛兵去，用印封上墓口的石頭，嚴密看守墳墓。
聖母經
馬太 27
1 過了安息日，在一週的頭一天，黎明的時候，茉大拉的瑪麗亞和另
一個瑪麗亞來看墳墓。2 發現那石頭已經從墓穴被滾開了。 3 她們
就進去，卻找不到主耶穌的遺體。
聖母經
馬太 28, 路加 24
2 她就跑到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另一個門徒那裡去，對他們說：
「他們從墓穴裡把主挪走了，我們不知道他們把他放在哪裡！」3
於是彼得和那另一個門徒就出來，往墓穴去。12 但彼得卻起來，跑
到了墓穴。他彎腰去看，只看見那細麻布條。於是他就回去了，對
所發生的事感到驚奇。
聖母經
約翰 20, 路加 24
11 瑪麗亞卻站在墓穴外面哭。她哭著，彎腰往墓穴裡看， 12 看見
兩位身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原來安放耶穌遺體的地方，一位在頭的
地方，一位在腳的地方。
聖母經
約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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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使對婦女們說：「你們不要怕！我知道你們是在尋找被釘十字架
的耶穌。6 他不在這裡，因為他已經復活了，正如他所說過的。你
們來看安放他的地方。7 趕快去告訴他的門徒們：『他從死人中復
活了。看哪，他要在你們之前到加利利去。在那裡，你們將見到
他。』看哪，我已經告訴你們了！」
馬太 28

聖母經

8 她們立即離開墓穴，又懼怕，又大大歡喜，跑去告訴耶穌的門徒
們。9 這時候，忽然耶穌迎面而來，說：「願你們歡喜！」她們就
上前來抱住他的腳拜他。10 耶穌對她們說：「不要怕！去告訴我的
弟兄們，要他們到加利利去。在那裡，他們將見到我。」
馬太 28

聖母經

17 你到我弟兄們那裡去告訴他們：我要上到我的父那裡，他也是你
們的父；我要上到我的神那裡，他也是你們的神。」18 茉大拉的瑪
麗亞就去告訴門徒們：「我看到主了！」她又把耶穌對她說的這些
話告訴他們。11 可是這些話在使徒們看來似乎是胡說，他們就不相
信婦女們。
約翰 20, 路加 24

聖母經

19 那日，也就是一週的頭一天，傍晚的時候，門徒們所在地方的門
戶已經關上了，因為他們怕那些猶太人。耶穌出現了，站在他們當
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聖母經

約翰 20

37 他們就驚慌，感到害怕，以為看到了幽靈。 38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驚慌不安？為什麼心裡起疑惑呢？ 39 你們看我的手、
我的腳，確實是我。摸我看看！幽靈沒有骨，也沒有肉，你們看，
我是有的。」 42 他們遞給他一片烤魚， 43 他拿過來，當著他們
的面吃了。
聖母經

路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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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升天

天主經
24 當耶穌出現的時候，十二使徒中那叫迪杜馬的多馬沒有與他們在
一起。 25 後來，其他的門徒就告訴他：「我們看到主了！」他卻說：
「我如果不看到他手上的釘痕，把指頭放進那釘痕，再把手放進他
的肋旁，我就絕不相信！」
聖母經
約翰 20
26 八天後，耶穌的門徒們又在屋裡，多馬也與他們在一起。門戶已
經關上了，耶穌卻出現，站在他們當中說：「願你們平安！」27 然
後他對多馬說：「把你的指頭伸到這裡來，看看我的手吧。伸出你
的手來，放進我的肋旁吧。不要不信，而要信！」
聖母經
約翰 20
28 多馬回答耶穌，說：「我的主，我的神！」29 耶穌對他說：
「你因為看到了我才信嗎？那沒有看到就信的人，是蒙福的。」
聖母經
約翰 20
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還與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對你們說過
的話：摩西的律法、先知書和詩篇上所記的有關我的一切事，都必
須應驗。」 45 於是耶穌開啟他們的理性，使他們能領悟經上的話，
聖母經
路加 24
46 又對他們說：「經上這樣記著：基督必須受難，然後在第三天從
死人中復活， 47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宣講為罪得赦免的悔改，從耶
路撒冷開始，直到萬國。 48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
聖母經
路加 24

50

31 「西門，西門，你看，撒旦想要得著你們，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
樣。32 但是，我已經為你祈求，使你不失去信仰。所以當你回轉過
來的時候，要堅固你的弟兄們。17 餵養我的羊」
聖母經
路加 22, 約翰 21
20 你們當記住我對你們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奴僕大過他的主
人。」他們既然逼迫了我，也會逼迫你們。」33 我把這些事告訴了
你們，好讓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患難，然而你們要
鼓起勇氣！我已經勝過了這世界。
聖母經
約翰 15 約翰 16
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正如父差派了我，我也要派遣
你們。」 22 說了這話，耶穌向他們吹了一口氣，說：「領受聖靈
吧！ 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已經被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
罪，誰的罪就已經被留下了。」
聖母經
約翰 20
18 耶穌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
施洗；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看哪，我就天天都
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聖母經
馬太 28
50 耶穌領他們出去，到了伯大尼附近，就舉起雙手祝福他們。 51
他在祝福的時候離開他們，被接到天上去了。 52 他們就敬拜他，
懷著極大的喜樂回耶路撒冷去。14 這些人與一些婦女以及耶穌的母
親瑪麗亞、耶穌的兄弟們一起，都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
聖母經
路加 24, 使徒行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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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神降臨
天主經
49 看哪！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差派到你們那裡。17 他就是真理的
靈，是世界不能接受的，因為世界看不到他，也不認識他。26 但那
位慰助者，就是父以我的名所要派遣的聖靈，將要把一切的事教導
你們，並且讓你們想起我對你們說過的一切。26 他來的時候，將為
我做見證。27 並且你們也要做見證，因為你們從一開始就與我在一
起。
聖母經
路加 24, 約翰 14, 約翰 15
1 到了五旬節那天，他們都聚集在一起。 2 突然，有響聲從天上下
來，好像狂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整個房子，
聖母經
使徒行傳 2
3 有舌頭像火焰那樣，向他們顯現，分開留在他們每一個人身上。4
於是他們都被聖靈充滿，就照著聖靈賜給他們的話，開始說出別種
語言。
聖母經
使徒行傳 2
5 當時，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的猶太人，住在耶路撒冷。 6 這聲
音一響，有一群人就聚集而來，非常慌亂，因為各個人都聽見使徒
們用各個人本地的語言說話。 7 他們又驚訝又詫異，說：「看，這
些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
聖母經
使徒行傳 2
8 我們怎麼會聽到我們各自出生地的語言呢？11 包括猶太人和入猶
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我們都聽見他們用我們的語言述
說神偉大的作為！」12 眾人又驚訝又困惑，彼此問：「這是什麼意
思呢？」 13 可是另有些人嘲笑說：「他們被新酒灌醉了！」
聖母經
使徒行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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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這時，彼得和其他十一個使徒一同站起來，高聲對眾人說：「各
位猶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你們應當知道這件事，也應
當仔細聽我的話， 15 因為這些人不是像你們所想的那樣喝醉了 。
16 其實這是先知約珥所說的：17 神說，在末後的那些日子裡將是
這樣：我要把我的靈傾注在所有人身上，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
們的年輕人要見異象，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
使徒行傳 2

聖母經

22 「各位以色列人哪，請聽這些話：拿撒勒人耶穌是神向你們所證
實的人；神藉著他在你們中間行了大能、神蹟和奇事，正如你們自
己所知道的。23 這一位照著神設定的計劃和先見被交出去；你們就
藉著外邦人的手，把他釘上十字架殺了。32 「這位耶穌，神已經使
他復活了。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
使徒行傳 2

聖母經

33 他被高舉在神的右邊，從父領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將聖靈傾注
了下來。這正是你們現在所看見所聽見的。36 因此，以色列全家都
當確實知道：被你們釘上十字架的這位耶穌，神已經委任他為主、
為基督了。
使徒行傳 2

聖母經

37 眾人聽了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說：「各位兄
弟，我們該做什麼呢？」38 彼得對他們說：「你們應當悔改，每個
人都當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使你們的罪得赦免，就會領受所賜的
聖靈。
使徒行傳 2

聖母經

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大約增加了三千人。 42 他
們在使徒們的教導上，在契合、掰餅、禱告之事上恆切專心。
使徒行傳 2

聖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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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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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聖母蒙召升天
天主經
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指派了你們，好使你
們去，讓你們結出果子，而且使你們的果子長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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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 15 路加 1
21 那領受我命令並遵守的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會蒙我父所愛，
我也會愛他，並且會向他顯明我自己。28 天使來到她面前，說：
「蒙大恩的女子，願你歡喜，主與你同在！」
聖母經
約翰 14 路加 1
23 耶穌回答說：如果有人愛我，他就會遵守我的話語，我父也會愛
他，而且我們將要來到他那裡，並且在他那裡安置我們的住處。35
聖靈將要臨到你，至高者的大能要蔭庇你。
聖母經
約翰 14, 路加 1
17 我確實地告訴你們：無論誰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神的國，就絕不
能進去。37 因為在神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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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路加 1
21 「不是每一個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進入天國；只有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
5 他的母親對僕人們說：「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
聖母經
馬太 7, 約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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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們如果住在我裡面，而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裡面，那麼，凡是你
們所願的，當祈求，就將為你們成就。51 於是耶穌與他們一起下去，
回到拿撒勒，一直服他們。他的母親把這一切事都珍藏在心裡。
聖母經
約翰 15, 路加 2
24 神是靈，敬拜他的人必須在靈裡和真理中敬拜。46 瑪麗亞說：
我的心尊主為大，47 我的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25 在耶穌的十字
架旁邊，站著他的母親、
聖母經
約翰 4, 路加 1, 約翰 19
23 因為父就是想要這樣的人來敬拜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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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耶穌看到母
親，就對母親說：「母親，看哪，你的兒子！」
聖母經
約翰 4, 路加 1, 約翰 19
49 他的名是神聖的。50 他的憐憫，世世代代臨到敬畏他的人。
34 不過有一個士兵用長矛刺入耶穌的肋旁，立刻有血和水流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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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母經
路加 1, 約翰 19, 路加 2
3 耶穌受難之後，用很多確據向這些人顯明自己是活著的。他在四
十天的時間裡向他們顯現，並且講說有關神國的事。13 在那裡有彼
得、約翰、雅各、安得烈，腓力和多馬，巴多羅邁和馬太，亞勒腓
的兒子雅各、激進派的西門、雅各的兒子猶大。14 這些人與一些婦
女以及耶穌的母親瑪麗亞、耶穌的兄弟們一起，都同心合意地恆切
禱告。
聖母經
使徒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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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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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主光榮聖母
天主經
38 他們繼續前行，耶穌進了一個村子，有一個名叫瑪妲的女人接待
他。 39 瑪妲有個妹妹，稱為瑪麗亞，坐在主的腳前聽他的話語。
40 瑪妲為了很多伺候的事就心裡煩亂，
聖母經
路加 10
40 上前來說：「主啊，我妹妹丟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管嗎？請叫
她來幫我的忙吧。」41 主回答她，說：「瑪妲，瑪妲，你為很多事
憂慮、煩惱， 42 但是有一件事是需要的，而瑪麗亞選擇了那美好
的一份，是不能從她那裡被拿去的。」
聖母經
路加 10
3 這時候，瑪麗亞拿了一斤極其貴重的純哪噠香液，38 她站在耶穌
後面，在他的腳邊哭泣，開始用淚水沾濕耶穌的腳，再用自己的頭
髮擦乾，又親吻他的腳，用香液膏抹, 屋子裡就充滿了香液的氣味。
聖母經
約翰 12, 路加 7
8 門徒們看見了就很不滿，說：為什麼這樣浪費？9 這香液本來可
以賣很多錢，分給窮人。10 耶穌知道了，就對他們說：「你們為什
麼為難這婦人呢？她為我做了一件美好的事。
聖母經
馬太 26
7 要知道，你們總是有窮人與你們在一起，只要你們願意，隨時可
以為他們做好事。但你們不總是有我。 8 她盡她所能的做了。她是
為我的安葬，預先膏抹了我的身體。 9 我確實地告訴你們：在全世
界，福音無論傳到什麼地方，這女人所做的事也將被述說，做為對
她的記念。」
聖母經
馬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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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那邀請耶穌的法利賽人看見了，心裡說：「這個人如果是先知，
就會知道摸他的是誰，是個什麼樣的女人，因為她是個罪人。」40
耶穌對他說：「西門，我有話要對你說。」 44 ：「你看見這個女
人嗎？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但她卻用淚水沾濕我的
腳，又用她的頭髮擦乾。 45 你沒有向我行親吻禮，而她從我進來
的時候起，就不停地親我的腳。 46 你沒有用油來膏抹我的頭，她
卻用香液膏抹我的腳。
聖母經
路加 7
47 故此，我告訴你：她的罪孽被赦免得多，所以她愛得多；而那被
赦免少的，就愛得少。」 48 接著，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罪孽
已經被赦免了。」50「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
聖母經
路加 7
21 耶穌回答他們，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是那些聽神的話語
而遵行的人。50 因為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他才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親。」
聖母經
路加 8, 馬太 12
25 在耶穌的十字架旁邊，站著他的母親、他母親的妹妹、克羅帕的
妻子瑪麗亞，以及茉大拉的瑪麗亞。 26 耶穌看到母親和他所愛的
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母親，看哪，你的兒子！」 27
然後對那門徒說：「看哪，你的母親！」
聖母經
約翰 19
9 在一週頭一天的清晨，耶穌復活以後，首先向茉大拉的瑪麗亞顯
現。耶穌曾經從她身上 趕出了七個鬼魔。 10 她去告訴那些向來與
耶穌在一起的人，他們正在悲傷、哀哭。 11 他們 聽見耶穌活了，
又被瑪麗亞看到了，卻是不相信。
聖母經
馬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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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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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CRATION OF ONESELF TO JESUS CHRIST, WISDOM
INCARNATE THROUGH THE HANDS OF MARY
223. Eternal and incarnate Wisdom, most lovable and adorable Jesus, true
God and true man, only Son of the eternal Father and of Mary always
Virgin, I adore you profoundly, dwelling in the splendour of your Father
from all eternity and in the virginal womb of Mary, your most worthy
Mother, at the time of your incarnation. I thank you for having emptied
yourself in assuming the condition of a slave to set me free from the cruel
slavery of the evil one. I praise and glorify you for having willingly
chosen to obey Mary, your holy Mother, in all things, so that through her I
may be a faithful slave of love.

But I must confess that I have not kept the vows and promises which I
made to you so solemnly at my baptism. I have not fulfilled my
obligations, and I do not deserve to be called your child or even your
loving slave. Since I cannot lay claim to anything except what merits your
rejection and displeasure, I dare no longer approach the holiness of your
majesty on my own.
That is why I turn to the intercession and the mercy of your holy Mother,
whom you yourself have given me to mediate with you. Through her I
hope to obtain from you contrition and pardon for my sins, and that
Wisdom whom I desire to dwell in me always.
224. I turn to you, then, Mary immaculate, living tabernacle of God, in
whom eternal Wisdom willed to receive the adoration of both men and
angels. I greet you as Queen of heaven and earth, for all that is under God
has been made subject to your sovereignty. I call upon you, the unfailing
refuge of sinners, confident in your mercy that has never forsaken anyone.
Grant my desire for divine Wisdom and, in support of my petition, accept
the promises and the offering of myself which I now make, conscious of
my unworth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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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I, an unfaithful sinner, renew and ratify today through you my
baptismal promises. I renounce for ever Satan, his empty promises,
and his evil designs, and I give myself completely to Jesus Christ, the
incarnate Wisdom, to carry my cross after him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to be more faithful to him than I have been till now. This day,
with the whole court of heaven as witness, I choose you, Mary, as my
Mother and Queen. I surrender and consecrate myself to you, body
and soul, with all that I possess,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even
including the spiritual value of all my actions, past, present, and to
come. I give you the full right to dispose of me and all that belongs to
me, without any reservations, in whatever way you please,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in time and throughout eternity.
226. Accept, gracious Virgin, this little offering of my slavery to honour
and imitate the obedience which eternal Wisdom willingly chose to have
towards you, his Mother. I wish to acknowledge the authority which both
of you have over this little worm and pitiful sinner. By it I wish also to
thank God for the privileges bestowed on you by the Blessed Trinity. I
solemnly declare that for the future I will try to honour and obey you in all
things as your true slave of love. O admirable Mother, present me to your
dear Son as his slave now and for always, so that he who redeemed me
through you, will now receive me through you.
227. Mother of mercy, grant me the favour of obtaining the true Wisdom
of God, and so make me one of those whom you love, teach and guide,
whom you nourish and protect as your children and slaves.
Virgin most faithful, make me in everything so committed a disciple,
imitator, and slave of Jesus, your Son, incarnate Wisdom, that I may
become, through your intercession and example, fully mature with the
fullness which Jesus possessed on earth, and with the fullness of his glory
in heaven.
Amen.
Let those accept it who can (Mt 19.12). Let the wise consider these things
(Hos 14.9; cf Jer 9.12; Ps 106.43).
The love of Eternal Wisdom
St Louis Grignon de Mont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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