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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e, o Maria!

奉獻予瑪利亞
作母愛內的奴隸
我要介紹第一次的每月教理，我們按照聖路易·瑪利·葛利寧·蒙福的精神和教導，妥善準備自己，
在明年 7 月底更新對瑪利亞的奉獻。
這次的第一次教理，將要為其餘的教理作一個引言。我們會看三點：
-

這個敬禮和降生聖言的奧蹟之間的關係

-

應如何活出這項奉獻，為能產生它所許諾的聖寵的奇蹟

-

結論: 將<生活瑪利亞化>的勸告1

1. 作母愛內的奴隸的奉獻和它與降生聖言奧蹟的關係
我們會以洛雷托聖家的情景去開始。不只是聖傳予以肯定，也是多虧可靠的科學研究，它
真的是童貞瑪利亞的家，藉著天使的手，完好無缺地從納匣肋飛到洛雷托的小鎮。2正是在這
個家，加播天使向瑪利亞報喜，並藉著聖母的謙遜接受，在這小室之內，聖言成了血肉，居
住在我們中間。
聖若望保祿二世視洛雷托聖家是「基督信仰中主要的聖母大殿」3，在這地方「無數簡單的信
友們和聖人們…都有他們自己的「領報」, 即是天主啟示了對他們生命的計劃，並基於瑪利亞
的芳表，他們也向天主確實地回應了他們的爾旨承行和「我在這裡」。」4
效法聖母爾旨承行的偉人中，尤為突出的是偉大的聖路易瑪利·葛利寧·蒙福，他就在這同一的
洛雷托聖家內作出了這個回應。正是在這裡，聖神啟發了他寫成<真誠孝愛聖母>。
因此我們要提到的第一點，就是奉獻為母愛內的奴隸是怎樣的；而為聖蒙福而言，它本質上
與洛雷托聖家相關，或更好說，是與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蹟相關。聖人在<真誠孝愛聖母>振振
Como se nos exhorta en las Constituciones, n. 85.
Cfr. los numerosos e indiscutibles argumentos esgrimidos por el prof. GIORGIO NICOLINI, La veridicità storica della miracolosa
traslazione della santa casa di Nazareth a Loreto, Ancona 2004.
3SAN JUAN PABLO II, Carta a Monseñor Pasquale Macchi por el VII centenario del Santuario de la Santa Casa de Loreto, 15 de agosto del
1993, n. 1
4Ibidem... 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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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詞地解釋：「我們藉這奉獻特別慶祝和恭敬降生成人的奧蹟」5，如此解釋了上述所言的，
實行這項奉獻的人「獻身於耶穌基督的人們特別敬禮天主聖言成人的偉大奧蹟。3 月 25 日…
正是本敬禮固有的奧蹟。」6
對於修會家庭的成員，有必要注意蒙福式奉獻聖母本身，密切關係到我們的神恩和渴望「使
每個人的生活瑪利亞化、福傳化，以成為一個「相似於新的道成肉身」7」8。明白這份關係的
人，就能肯定我們只需 [對它]絕對地忠信（若是會士的話，就是對我們的第四聖願），為了
忠於神恩；這神恩如同一份真實的恩賜而賞給了我們。
我們的靈修必須「必須深刻地以道成肉身奧跡的所有方面作標記...」9，尤其是「按瑪
利亞的榜樣…完全交托於天主的喜悅意志」10。我們的會規因此而總結：「教會的三件白色瑰
寶緊密地結合於虔敬的奧跡：就是他出現於肉身(弟前 3,16)，因而也結合於我們的愛：聖體、
教宗... 和至聖童貞瑪利亞――因著她的「是」，並由她的肉軀，聖言成了血肉。」11
這和真誠孝愛聖母中聖蒙福所說的如出一轍。聖蒙福明確地認為這個敬禮「天主聖神
把它啟示給我們，一為使我們崇敬和效法天主聖子：祂為光榮聖父，並為救贖世人，樂意附
屬聖母瑪利亞。這種附屬尤其在這奧蹟中特別明顯：在降生成人的奧蹟中，耶穌基督作聖母
胎中囚徒和奴隸，完全附屬瑪利亞。」12從聖蒙福式敬禮與降生成人奧蹟的密切關係，衍生出
道生會修會家庭的成員宣發第四聖願，即構成我們的精神的本質部分：
根據聖蒙福的靈修，我們要藉矢發第四聖願，即作瑪利亞的奴隸，對榮福童貞表示我
們的愛慕與感恩，同時，我們也藉此獲得她不可或缺的幫助，為把道成肉身延伸於萬
物。我們修會家庭的精神，不應有別於聖神，若它有所變質，就在此時，無論在何地，
我們求主把我們修會，從教會中滅除。13
讓我們回顧另一位聖人的證言來結束第一點；這證言真正令人欽佩地向我們證實了，蒙福式
奉獻與降生成人奧蹟之間的關係。
聖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的個人見證<禮物與奧蹟>中，他提到«曾有一段時期，我對聖母的敬禮
有所疑惑，因為我認為，對瑪利亞的過度敬禮會危害對基督該有的至高崇敬。聖路易瑪利.葛
利寧.蒙福的一本名為<真誠敬禮聖母>的著作幫助了我，解答了我的疑問。瑪利亞真的帶領我

5SAN

LUIS MARÍA GRIGNION DE MONTFORT, 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246.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243.
7BEATA ISABEL DE LA TRINIDAD,Elevaciones, Elevación nº 33.
8Constituciones, n. 31.
9Constituciones, n. 8.
10Constituciones, n. 9.
11 Cfr. Constituciones, n. 12. La cita sobre “el amor por las tres cosas blancas” está mas detallada y aquí no es reportada
textualmente. La transcribimos subrayando el amor por la Virgen, puesto que el mismo estamos tratando.
12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243.
13Constituciones, n. 17.
6Tratado

Rege, o Maria!

們更接近基督，因為如果我們按她在基督內的奧蹟去生活»14。這位偉大的教宗敘述說，這道
理對他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他的全部靈修生活將銘刻著整個內修世界的一種「改變」一
份「新觀點」。「形成了的聖母敬禮就從那時起存留至今。它組成我內修生活和靈修神學的
一個部分」...
這對教宗來說不是一個靈性上的輔助，而是應被置於本質程度的地位：«聖蒙福的論述可能稍
微受到它那辭藻過於華麗的風格的影響，但書中所蘊含的基本神學真理卻是不容置疑的。作
者是位著名的神學家。» 他又概述他的話而補充說：「他的聖母學思想源於天主三位一體的奧
蹟以及天主聖言降生成人的真理。」為更準確指出這敬禮的基礎是降生聖言，他形容它的特
有效果：
於是我明瞭教會為什麼每日三次誦唸三鐘經，也理解下面這段禱文的關鍵意義：「上主的天使
向瑪利亞報喜，她因聖神受孕…我是上主的婢女，請照你的話，在我身上完成…天主聖言降生
成人，居住在我們中間…」
這些話多麼有力！它們表達出人類歷史中最重大事件的最深邃核心。
15

效法教宗的榜樣，我們也必須深深地活出這項奉獻，因為它引導我們默觀降生聖言並與之合
一，一如我們本身的聖召所要求的。

2. 應如何活出這項奉獻，為能產生它所許諾的聖寵的奇蹟
這些強烈地鼓勵我們去欣賞和感謝這個聖母敬禮。認識到它與降生成人奧蹟的密切關係、
或更好說是與它合一，應引導我們真正努力把它盡可能強烈地生活出來。
為此，論及上述這些以後，我們這裡要考慮的事，若非聖蒙福反覆提醒我們，或許我們
不會注意到的，那就是：活出母愛內的奴隸能有不同的程度。
經驗到從母愛內的奴隸所帶來的聖寵的奇蹟，也使聖蒙福反覆的慨嘆：「這種敬禮的本
質…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樣懂得」16...
他的經驗使他憂傷地發現：「很多人，懷著驚人的熱忱，履行外在的敬禮，自我奉獻於
聖母…但我很少看到人真正領悟這項敬禮的內在精神，持之以恆去實行的人就更少。」17
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很多人」雖然奉獻了自己，卻沒有把它妥善活出... 因著這種冷淡或
庸俗而阻礙了它所應許的恩寵。
14Seguimos

el testimonio que ofrece en SAN JUAN PABLO II, Don y Misterio, capítulo III.
Ibidem...
16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119.
17SAN LUIS MARÍA GRIGNION DE MONTFORT, El Secreto de Maria,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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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經常把這項奉獻說成是一個秘密...為了堪得啟示的人...就能平易而簡捷地達到聖德...
但大多數的人卻不認識它：他說：
「正如自然界有些秘訣?可使自然工作容易完成，既省時間，又省工本；同樣在思寵界
也有秘訣，使人在短期內作出超性的工程；諸如：脫去舊人，以天主充實自己，日趨
完善……等；既甜蜜，又容易。我要教的瑪利亞敬禮，正是一個這樣的恩寵秘方。大
多數基督徒不認識它，只有少數熱心人認識它、實行它；能嘗到它善果的人更少。」18
大多數的人都不認識這秘密。啊，包括那些已經認識到的人，也不恰如其分的實踐或喜
愛它！
於是很多奉獻者只是表面地生活這項奉獻。為此聖蒙福提醒我們這些已奉獻為天上元后
的奴隸的人：「我們把自己只有一次，完全順服的獻給聖母還不夠。即使每月、每週做此奉
獻仍然不夠…很多人，懷著驚人的熱忱，履行外在的敬禮，自我奉獻於聖母…但我很少看到
人真正領悟項敬禮的內在精神，持之以恆去實行的人就更少。」19
活出這項奉獻的方法可以有三種：
1. 外在的方式：這是表面和空乏地活出它來。聖人說，「大多數的人」將是如此的把
它活出。
2. 內在的方式，根據活出這項奉獻的不同深度而有不同程度。
3. 內在而持之以恆的方式：這是真實而深刻地活出這項奉獻的人的特徵，因而讓這奉
獻能產生它固有的神聖妙果。
聖人又在另一處以類似的話形容：
「許多人只顧外表，不再進修。少數人進入內涵，卻只到第一級。誰要升到第二級呢？有誰到
第三級？更有誰留在第三級？只有那些得到基督聖神啟示給這秘密的人：因為只有聖神能引領
忠心的基督徒進入這秘密，使他德上加德、恩上加恩、光上加光，繼續上進，直到他成為基督
的化身，在世上表現基督的圓滿，在天上達其榮耀」20

真誠的敬禮能產生聖寵的奇蹟，但全靠人盡可能地把它內在化時才會產生。讓聖人傷心
的是，
「大多數的人」以表面的方式生活這項奉獻... 而以內在而持久的方式活出它的「很少」。

18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82.
Secreto de Maria,, 44.
20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119.
19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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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非所有人都不妥善的活出它來。聖蒙福接著宣稱：「希望能找到慷慨的靈魂」21會
忠誠實踐它。瑪利亞的秘密是如此寶貴，即使只有一個人能領悟它，聖人仍認為值得他全部
的努力和隨之而來的迫害：
「我操勞的最好的報酬是：如果這本小書能落在一個有好心的人手裡，『不是由血氣，
也不是由肉慾，也不是由男慾，而是由天主生的』 (若一 13) 人手裡，因聖神寵照，給他
啟示裡面所講的、真瑪利亞敬禮的優點和價值！聖母的子女和僕婢中，我是最後的一個。
如果我知道，我這罪人的血能把我為敬可愛的母后所寫的，打進人心裡去，我不會用墨
水寫這些字，寧可用我的鮮血寫！»22

這敬禮將產生諸多聖德的妙果，魔鬼會竭力予以阻止，正如<真誠孝愛聖母>中所預言的：
「我已預先看到：許多猛獸，要來以它們魔鬼般的爪牙撕碎這本小書；連聖神用來寫這
本書的人，它們也要攻擊。它們至少要把這書藏在一個木箱的暗處，無聲無息，不公諸
世人。讀這本書又把它實行的，也要受攻擊、受迫害。這又算什麼呀！如此倒更好！這
個遠景鼓勵我，使我希望能很成功：希望有一大隊基督和瑪利亞的英勇戰士…」23
所發生的正如聖人所預視的如實應驗了：法國大革命時期(1789 年)，他的手稿被藏起來，
直到勞士路神父在 1842 年才在聖母傳教會母院的書籍中發現...

我們的提議：
母愛內的奴隸與降生成人奧蹟息息相關，又顧及聖人的提醒，人很容易以表面的方式活
出這項敬禮...
作為道生會修會家庭的會士和平信徒，「本質地是瑪利亞的」24，我們宣認熱切渴望並
下定決心，為要成為這樣的人，就是持之以恆地偕同聖母、度最高的內修生活，好能藉著她
而達到耶穌。
我們堅決地盼望，我們遠離那些表面而外在地生活這項奉獻的「大多數的人」，因為，
雖然「最大的困難，是在於進入這種奉獻的精神」25，然而我們毫不懷疑，仰賴天主的恩寵，

21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112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112
23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114
24Constituciones IVE, n. 31.
25El Secreto de Maria, n. 44.
22Trat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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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我們順服和慷慨地與之合作，聖神會使我們「完全和絕對地隸屬於至聖童貞聖母，並經
由她而隸屬於耶穌」。26
我們因此希望傾力內在地活出這項敬禮，顯示出我們是聖母的真正子女、僕婢和奴隸，
而這只能以極大的虔敬之情才能獲得：「如果聖神把真正的生命之樹—就是我方才給你說明
的敬禮，深深紮根在你的心靈上，你必須盡力培育它，使它按時結果。」27之後又說：「你必
須像一名園丁一樣不斷努力看護和照顧它。這樹必須生長，並結出生命之果…若你願意達到
完美，你的主要顧慮，就是要經常地想到它。」28
為此，我們希望盡可能以最深的方式更新我們的奉獻，為能以同一的深度把它活出來。我們
希望以兩種方式進行：
1. 我們會奉獻一次虔敬的朝聖之旅，聯同整個修會家庭能參與的成員(若不能親身前往，
則最少在精神上) 前往聖蒙福的朝聖地求恩，為能盡可能內在地活出這項奉獻。
如此我們追隨聖人的榜樣，他在生命的最末時期，派遣了 33 位補贖者到索米爾(Saumur)
聖殿朝聖。為此我們把聖蒙福向索米爾朝聖者所提出的意向，加在我們朝聖的意向中：
1) 從天主那裡求得優良的傳教士們；2) 求得智慧之恩，為能認識、體味和實踐美德；
也使他人也同樣實踐和體味它。
最後，我們盼望以聖蒙福對天主的懇求，支持修會家庭進行的這次朝聖：「請祢記憶

祢的修會！」
我們將會在朝聖結束時分發一個聖衣，所有修會成員可以戴上，作為他的奉獻的標記。
2. 如同真正的奴隸般工作，為使母皇的權力延伸至她的子女們的心中：為準備這次朝聖
之旅，我們將在今年努力以各種可能的方式進行傳播，並努力觸及全世界，務求藉瑪
利亞的統治而使耶穌統御29。

我們現在進入這次教理的最後一點：

3. 為使我們更新對瑪利亞的奉獻能產生豐碩果實的兩項勸告

26Idem.
27El

Secreto de Maria, n. 70.
Secreto de Maria, n. 72.
29 Cfr. 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12.
28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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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總結，我膽敢提出兩項實際的勸告，「因為作好外在的儀式很有助於內在的實踐…即真
實敬禮之所在」，我認為，根據聖蒙福的教導，這兩項勸言必能驅使我們在奉獻聖母上有所
進步，並為七月份更新奉獻作最佳的準備。

第一項勸告: 對聖神順服
聖蒙福自己說，在瑪利亞內作耶穌奴隸的果實正取決於這種順服。聖人想要傳達的是一個奧
蹟，一個秘密...是聖神向他啟示的，只有不拒絕這啟示的謙遜人才能明白：
「如果要跟當代學者討論這問題，我得引用聖經和教父們的著作，將我上面簡述的一切，加以
擴充... 然而，我是寫給貧苦質樸大眾的。一般說來，他們大都心地善良，信德堅定，勝於知
識份子。他們信得簡單，卻更有功勞。」30

因為天主願意，「在這世界末期，天主願顯揚祂手創的傑作一瑪利亞」31。只有通過瑪利亞才
能完全達到耶穌，「只有那些得到基督聖神啟示給這秘密的人：因為只有聖神能引領忠心的
基督徒進入這秘密，使他德上加德、恩上加恩、光上加光，繼續上進，直到他成為基督的化
身，在世上表現基督的圓滿，在天上達其榮耀。」32
天主之母的卓絕和完美是一個秘密，只有天主完全知道祂在瑪利亞身上所作的。這秘密超過
我們的能力，只有祂才能向我們啟示這知識。因此，只有靠聖神向我們啟示，才能帶領我們
進入聖母隱秘的生活。
這項敬禮是天主默啟的大能的成聖之途，一項「恩寵的秘密」33... 因此聖蒙福強烈地敦促：「這
裡有我教你們的秘密：一般教友、連最熱心的也還不認識的秘密。」34
因此我們考慮一下，作為真實地「使生活瑪利亞化」而可能有的的最佳準備，就是對聖神的
深度順服、親近和友誼，因為全靠祂的默啟，我們才能深知這敬禮的偉大。
「特選的靈魂，這是天主啟示給我的寶貴的秘密，不是在古今書籍中可以找到的。我
因聖神而傳授給你。」35

((實際的勸告...))
作為實際的方法，德士梅西耶 (Désiré Mercier)樞機簡單而重大的建議可能為大家有助
益。
30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26.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50.
32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119.
33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120.
34Tratado de la Verdadera Devoción, n. 177.
35 El Secreto de Maria,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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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你們透露一個成聖和快樂的秘訣。如果每天五分鐘，你懂得如何平靜
你們的想象，閉起眼睛無視感官之事，關起雙耳不聽世俗的紛擾，為進入內在
世界，在那裡，你們受過洗禮的靈魂的聖殿，即是天主聖神的殿宇，你們向這
位天主聖神說話，告訴祂：

啊！天主聖神，我靈魂的靈魂，我朝拜祢！光照我，領導我，堅強我，安慰我；
請告訴我應做什麼，交給我祢的安排；我向祢許諾，一切祢從我身上所願望的
事，我都全然交託給祢，並接納祢容許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只求祢讓我知道
祢的聖意。」
你若這樣做，你的生命就會變得快樂、平靜和充滿安慰，即使是在傷痛中，因
為恩寵會與你的考驗相符，給你力量去忍受它，並使你帶著滿滿的恩寵到達天
堂之門。向聖神委順正是成聖的秘訣。」

第二項勸告：省察良心，自己如何生活這項奉獻
不管重複多次，我們想信重申聖人給我們的指示是適宜的，好使我們奉獻聖母不會毫無
果實：
「如果聖神把真正的生命之樹—就是我方才給你說明的敬禮，深深紮根在你的心靈上，你必須
盡力培育它，使它按時結果。」36

如此結論：
「你必須像一名園丁一樣不斷努力看護和照顧它。這樹必須生長，並結出生命之果。必須藉心
靈的不斷的注視…培育並成長。若你願意達到完美，你的主要顧慮，就是要經常地想到它。」37

這也是聖若望保祿二世一直以來的信念，正如前面引用到的證言。為他而言，<真誠孝
愛聖母>是「其中一本不會甘於只是「看過了」的書... 我記得我有很多時間隨身帶著它... 不斷
地對某些段落一看再看」38…
聖依納爵提出的良心專題省察方法，可以類比地應用於我們生活母愛內的奴隸的方式。
這方法「能幫助人專注在一個具體的重點，因此能更有效地提升意志力，來幫助達到所訂計
畫的目的。」39假若這份專注應用於我們的奉獻之上，我們就可以放心地把聖蒙福的指示拋開。

36El

Secreto de Maria, n. 70.
Secreto de Maria, 72.
38 JUAN PABLO II, Don y misterio, III capítulo.
39P. MIGUEL ANGEL FUENTES, El examen particular de conciencia, colección Virtus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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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時常想起我們已作過的聖母奉獻。＜瑪利亞的秘密＞小冊子，一開始就明言使
奉獻產生美果的條件在於「利用這個秘密，使它聖化和拯救你…因為這秘密的效能在於你如
何使用它。因此，遊手好閒的人，你們要當心！」40
為此，雖然每個人能自由地落實這個請求，但我們還是在附錄獻上胡柏斯神父(J. M.
Hupperts, SMM) 所著的<在聖母內作耶穌愛情奴隸的良心省察>，可能會有偌大幫助。

為使它不只是一種聖善的意向而已，我們尤其推介胡柏斯神父<在聖母內作耶穌愛情奴隸的良
心省察>。我們會嘗試將之廣傳，使人容易在網絡上找到全部內容。我們現節錄一些部分，只為更好
的認識它。

關於完美敬禮聖母的實踐，即聖路易瑪利葛利寧蒙福所教導的，我們現在來作良心省察。
它可以、並且應該每天進行，尤其是以更具體方式而實行的，關於神聖奴隸的部分。
為一般的良心省察中，也可以加入我們給你的這些部分，在一週內的不同日子取用其中一部
分。為更易於實行，我們在旁邊位置標示了這些日子。
每日進行此省察的特定時間以外，建議熱心的聖母奴隸可以經常地，例如每一小時，反躬自
問：「我在這一小時有沒有作耶穌和瑪利亞的真正奴隸？至聖母親，我這一小時的生活是否
使妳滿意？」
胡柏斯神父以此方式開始省察良心，一如瑪利亞親自問我們，關於在奉獻之日我許諾過，要
把自己完全獻給她的問題。
「親愛的至聖童貞的子女和奴隸們，你們的母親和師母就在你們面前。她就是那位要來請你
為實行對她的完美敬禮而交賬的人。把你自己清楚地置於她的臨在之前…誠懇地回答她慈母
的問題：你不會膽敢向她有所隱瞞。
開始時向她謙遜地求恩，使她光照你，好能看清你靈魂的事…並祈求她，使這樣的實踐幫助
你在通往天主的路上昂然邁步。

這樣聖母開始親自問我們省察的問題。胡柏斯神父提出：
I. 奉獻的行動和它的後果

「我像一個奴隸一樣，向妳託付和奉獻：我的肉身和靈魂，我內外在的財富，我把一切全然
的交在你手中，妳有全權來支配我和我所有的一切，沒有例外；全隨妳的聖意。」
1º 積極的依賴

40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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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º 我兒，從你起床之時開始，以及你在的一整天當中，是否有每天的更新藉我的手而完全屬
於耶穌的這個行動？你有沒有認真地、有意識地，並以清晰而堅定的意志，真正地將你所贈
予我的一切的主權交給我？
2º 你是否真的堅信和習慣性地想起，你真的是我的，而且全然是我的？你有沒有尊重我的主
權，對你的身靈、內外的感官、財富和能力，全按我的意願和批准使用它們？
3º 你有沒有習慣性地向我說，最少每天一次，你可否使用你已贈予我的：這個身體、這些內
外感官，這些財富？
4º 你向我奉獻了的這個身體，你是否全按我的意願和渴望來使用它？你有沒有恰當地滋養、
照顧它，沒有疏忽它，也沒有不善用或濫用它的能力？或者你有沒有取悅、寵壞它，滿足它
的全部欲望和惡念？你不是讓它成了一個荒謬而有罪的虛榮的對象，尋求吸引愛造物的注目
嗎？
這樣胡柏斯神父繼續根據我們永遠向她交付自己的事，提出一些聖母會開我們的問題。
這些可充作實際例子，我們若習慣性和持之以恆地省察自己的奉獻，將對我們做成莫大益處。

結論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
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任何基督徒要活出個人的信仰都是艱難的；而為獻身者要堅持聖
召也是艱難的世代。但是藏身於聖母給她的愛情奴隸的保護下，我們就肯定能避開惡者的一
切火箭(弗 6,16)。因此，我們不僅毫不膽怯，而且滿懷信心和勇毅，激勵自己去克勝「使真屬
人性的因素，甚至是在最困難的情況及最嚴峻的逆境下，以耶穌基督為王。」41
聖蒙福唯一要求我們的，是要盡力活出它，因為它希來如此崇高的恩寵：
「如果你能這樣培育聖神種植在你內的『生命之樹』，我可向你保證，在很短的時間
內它會長大、長高，以致天上的飛鳥會來棲息其上。而且它會變得完美而及時結出榮
耀與恩寵的果實——就是可愛而可敬的耶穌，因為耶穌過去常是，將來也常是聖母的
唯一成果。」42
這個許諾肯定我們不會迷失，那麼就讓我們把一生完全獻予天上的母后；並為在我們心中迎
接她的愛子，我們必須永遠請求她也來為王於「全人類、整個人和一切人性的表現上」43，就
從我們已作了她愛情奴隸的人心中開始。

瑪利亞，願妳作我的母皇
41Constituciones,n.

30.
Secreto de María, n. 78.
43Constituciones, n. 5.
42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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