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atholic-dlc.org.hk/s0822.htm

八月二十二日 聖母元后（紀念）
自中世紀以來，已有不少修士及團體，在祈禱中，
尊聖母為天使、諸聖及世人之后，至十九世紀才
成為瞻禮。
在一九五四年，教宗庇護十二世把五月三十一日，
定為全教會慶祝聖母為天地元后的日子；在一九
七○年改為八月二十二日，即聖母升天後第八
日。
基督既作為普世君王，故教會也尊聖母為元后，
表示她參與了基督救贖世人、建立天國的工程。
http://www.cdd.org.tw/Costantinian/512/51246.htm

聖母元后
聖雅美德
請看，這是一個多麼合理的安排：瑪利亞早在光榮地被舉升天以前，她的美名就已光耀全球，
她的令譽已經流傳各地。這位童貞母，為了她兒子的榮耀，理當首先在世上被尊為元后，然後
光榮地蒙召升天；先在地上滿被聖寵，然後上升進入天上的聖所；她曾透過聖神的幫助，在德
行的道路上前進，由一項美德，進到另一項美德，同樣，她從一種榮耀被高舉到另一種榮耀。
當她在世生活時，已提前品嘗到將來王國的初果：有時她神魂超拔，上升到天主面前，有時卻
以超凡的愛德，與地上的人周旋。在天上有天使恭敬她，在地上有世人尊崇她。天使佳播曾偕
同其他天使服事瑪利亞，童貞使徒若望有幸在十字架旁，接受基督的委託，得以迎接童貞聖母
到自己的住所，並同其他使徒侍奉聖母。天使們視之為母后，使徒們視之如主母，大家都歡欣
踴躍，並以虔誠之情孝愛聖母。
瑪利亞高居於諸德頂峰，滿盈天主極富裕的恩寵，她的恩澤浩蕩無際，超越一切，源源不絕地
傾注到堅信而渴望的子民身上。她擁有使身體和靈魂起死回生的能力，能賜人身體健康、靈魂
痊癒。有那一個病人，或憂苦的人，或不知天上奧蹟的人，投靠她而被拒絕的呢？有誰去求吾

主之母而不欣獲所求，滿載而歸的呢？
享有如此富裕恩寵的新娘，唯一新郎的母親，極其甜蜜，令人人羨慕她的幸福。她像精神花園
中的水泉，又是賦予生命的活水之源，這活水從天主的黎巴嫩山，從西雍山湧流而出，直傾瀉
到遠近的各國，而成為和平的江河，及天上恩寵的溪流。
因此，諸童貞的童貞，在眾天使、總領天使和天上諸聖的歡呼聲中，由天主萬王之王─她的聖
子耶穌基督─高舉升天的時候，便應驗了聖詠作者向主所說的預言：「王后身穿錦衣華服，配
戴各種金飾，侍立在您右邊。」（8 月 22 日日課誦讀）

http://fll.cc/inspire/queenship-of-the-blessed-virgin-mary-memorial/

聖母元后（紀念）
教宗庇護十二世在 1954 年定下日子讓教會慶
祝聖母為天地元后。這紀念日本在五月三十一日，
到 1970 年被改為聖母升天後的第八日。
教會尊耶穌之母為元后，在聖經是有跡可尋的。
在路加福音中，天使加俾額爾向瑪利亞預報說，
天主要把達味的御座賜給她的兒子，他的王權沒
有終結。後來當瑪利亞向依撒伯爾請安，依撒伯
爾充滿了聖神回應：
「在女人中妳是蒙祝福的，妳
的胎兒也是蒙祝福的。吾主的母親駕臨我這裡，這是我那裡得來的呢？看，妳請安的聲音一入
我耳，胎兒就在我腹中歡喜踴躍。那信了由上主傳於她的話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既然耶
穌是普世的君王，祂的王權沒有終結，那麼祂的母親瑪利亞在升天後被尊為后，是合情合理的。
天主，讓我們效法聖母瑪利亞，全心全意毫無保留地接納?的旨意，並以謙卑的心去遵從。
萬福瑪利亞，妳充滿聖寵，主與你同在，妳在婦女中受讚頌，妳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天主聖
母瑪利亞，求妳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亞孟。

Memorial of the Queenship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Pope Pius XII established this feast in 1954 to celebrate Mary as the Queen of Heaven. Initially the
feast day was on May 31st. In 1970 it’s been changed to the octave day of the Assumption.
In Pope Pius XII's 1954 encyclical, he pointed out that Mary deserves the title because of several
reasons: she is the Mother of God, she participated closely with Jesus in His redemptive work, and
because of her preeminent perfection and intercessory power.
Mary's queenship has biblical roots. I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during the annunciation, the
angel Gabriel prophesied that Mary will bear a son, and “He will be great and will be called Son of
the Most High, and the Lord God will give him the throne of David his father, and he will rule over
the house of Jacob forever, and of his kingdom there will be no end." Then when Mary went to
greet Elizabeth, Elizabeth 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said to her, “Most blessed are you
among women, and blessed is the fruit of your womb. And how does this happen to me, that the
mother of my Lord should come to me? For at the moment the sound of your greeting reached my
ears, the infant in my womb leaped for joy. Blessed are you who believed that what was spoken to
you by the Lord would be fulfilled." As Jesus is the king of the everlasting kingdom, then it is logical
to follow that His mother Mary is crowned as queen after the Assumption into heaven.
Dear Lord, help us follow Mary in her footsteps, to become a disciple of Jesus Christ who submits
totally and humbly to God’s will.
Hail Mary, full of grace. Our Lord is with thee. Blessed art thou among women, and blessed is the
fruit of thy womb, Jesus.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References:
Queenship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http://livingspace.sacredspace.ie/F0822S/
Mary, Mother of God and Queen of Heaven: http://www.ewtn.com/expert/answers/mother.htm

http://guodegang.pixnet.net/blog/post/267274613-圣母元后的意義

聖母元后的意義
八月二十二日，在岡道爾夫堡夏宮公開接見中，教宗本篤十六世向庭院裏近四千位信友講解當
天教會禮儀節慶「聖母元后」紀念的意義。
教宗說：「極為謙卑，使瑪利亞在天主及教會眼中成為元后。」耶穌是君王，卻為祂的朋友們
洗腳；祂是君王，卻被懸掛在十字架上；耶穌是君王，因為，祂做了服侍。

耶穌的母親~~上主的俾女，也以一樣的方式成了元后。在教會久遠的歷史與祈禱傳統中，恭
敬聖母瑪利亞的眾多名號之一就是「元后」。
教宗提出第一個關鍵問題：「瑪利亞是何種類型的元后呢？」教宗接著解釋，對君王或皇后的
普遍觀念，是擁有權勢且富裕的人；但是，這並非耶穌和聖母的王權類型。
我們看看，主耶穌，祂的權勢和君王的身份是由謙遜、服務與愛交織而成；尤其是，服務、協
助及愛等等。
所以，耶穌的王權，並非如同世間權勢者所見；祂是服侍眾僕的君王，一生都是如此。為瑪利
亞也是一樣的。
「聖母元后」紀念，是由教宗庇護十二世在一九五四年欽定；最初，這個紀念日是在每年五月
三十一日舉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後，將這個紀念日改在每年八月十五日聖母
升天節之後的第八日舉行，以顯示聖母為元后和她靈肉光榮升天在她聖子身旁之間的密切關
聯。
教宗本篤十六世說，這是今天這個紀念日的本源：瑪利亞是元后，因為，她以獨一的方式與她
的聖子聯合在一起；不論是在塵世生活時、或是在天上榮光中……

天主之僕、教宗保祿六

世曾在他的《聖母敬禮》宗座勸諭中說：
在童貞瑪利亞內，一切都與基督相關聯，一切都憑藉著祂：因為祂，天主父從永恆之初就為祂
選定全然聖潔的母親，以聖神的恩惠裝飾她。這一切，除她以外，沒有賜給任何其他人。
教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更加具體：「聖母以何種方式施行這服務與愛的權柄呢？」
教宗回答：聖母如同其他母親一樣，會為了我們、她的子女醒寤不寐。教宗說，在生命中光明
或幽暗的時刻，我們都要向聖母祈禱，信靠她持續不停地轉求，為使我們從她的聖子那裏獲得
在這漫長的世間朝聖旅程中所需要的恩寵與仁慈。
至聖童貞瑪利亞身處天國榮光、她聖子耶穌身旁的我們的母親，在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天，常是
與我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