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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八日 — 恩寵聖時》 

【資料來源：天主教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禮儀研究中心】 

 每年的十二月八日，是聖

母無染原罪始胎節。由正午
12 時至下午 1時這段時間，

是「恩寵的聖時」。聖母許

下，不論在這個恩寵的聖時
內向她求什麼 (即使求一些

不可能的事)，只要跟永生之

父的旨意相符，她必賞賜。 
   在意大利一個名叫蒙

地基亞里(Montichiari) 的

地方，有一座小聖堂。從一
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

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

為止，聖母曾在那裡向畢耶
蓮娜修女(Sister Pierina) 

顯現了十一次。 

  聖母在首次顯現時告訴
畢修女，她願世人稱她為「玄

義玫瑰」。她還要世人在十

二月八日那天正午，在全世
界所有的天主教聖堂裡，守

一個恩寵的聖時。聖母盼望

全意大利，全世界的人，都
知道這事。一九四七年十一

月十六日，畢修女參與彌

撒，差不多謝完聖體時，她
見到一道強光，接著又在神

視中看見「玄義玫瑰」聖母。 

  聖母的美麗實在令人驚
嘆，畢修女看見了，深受感

動，便向她說起話來。忽然，

有一股輕柔的力量推動她，
使她跪在聖母跟前。聖母對

她說：「世人的罪，尤其是

不潔的罪，嚴重地冒犯著我
的聖子。祂正打算降下大災

難，來禰滅世人，但我求祂

大發慈悲，不要降下禰滅的
災禍。所以我來顯現，要求

大家贖罪，為不潔的罪而做

補贖。」 
  其後，聖母要畢修女屈

尊就卑，用舌頭在聖所裡的

四塊石上，各劃一個十字聖
號。聖母說：「這樣人們就

會記得我曾在這裡顯現

過……」接著聖母逐一踏過
那四塊石，讓每一塊石都給

她的長袍碰過。 

  十一月二十二日，畢修
女覺得有股無可抗拒的力

量，要她在四時到聖堂去。

那時，她的長上、四位修女
和一班朋友陪伴著她。大家

正在唸著玫瑰經時，聖母一

如以往，又向畢修女顯現。
聖母吩咐畢修女在那些石塊

上劃十字聖號，然後用圍欄

把它們隔開。 
  聖母一再要求世人做補

贖。她說：「補贖不外乎如

此，就是要天天甘心接受自
己所有的十字架。不論它們

怎樣微不足道，都要懷著愛

去接受。」在這個時候，她
吩咐畢修女在十二月八日正

午時再來，她說：「這將是

我的恩寵聖時。」修女問：
她自己該怎樣去準備這個恩

寵的聖時呢？聖母回答說：

「要祈禱，要做補贖。念聖
詠第五十一首三次，要張開

雙臂念。在這個恩寵的聖時

裡，天主會賜下許多靈性上
的恩寵。連那些心腸最硬的

罪人，也會被天主的恩寵所

觸動。」聖母許下，不論在
這個恩寵的聖時內向她求什

麼 (即使求一些不可能的

事)，只要跟永生之父的旨意
相符，她必賞賜。 

  十二月七日，畢修女又

感到有一股力量催迫她到聖
堂裡去。這一次，神父和她

的長上都陪伴著她。聖母和

一個小男孩、一個小女孩一
起顯現，兩個小孩都穿著美

麗的白衣，畢修女肯定他們

就是……聖母說：「明天我
要把我的無玷聖心顯示給

妳，世人對我心的認識實在

太少了。」她叫世人為蘇聯
祈禱。「有許多人被囚禁，

而他們的家人卻毫不知情，

因為他們已經多年不在家
了。為蘇聯的皈依而祈禱

吧，士兵們的痛苦、犧牲和

殉道，將會給意大利帶來和
平。」 

主日彌撒時間 : 週六晚上 8點(台語)  週日上午 7點(台語)  上午 9點(國語)   上午 11點(英語)  下午 4點(國語) 



  「這兩個小孩是方濟各

和雅仙達 (譯者按：1917
年，這兩個小孩在葡國花地

瑪看見聖母顯現，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在 2000 年把他們
列入真福品。) 我把他們給

你，做你的良伴，你將來為

我的緣故要受很多苦。我想
你做一個單純而善良的人，

就像這兩個小孩一樣。」之

後，聖母祝福了畢修女、神
父以及所有在場的人。 

  十二月八日，從早上八

時起，就有很多人從鄰近的
市鎮蜂擁而至。到了中午，

約有一萬人聚在小聖堂內

外，想見聖母。由於人數眾
多而聖堂的容量有限，很多

人都要站在外面。畢修女、

她的母親、兄弟、長上、以
及蒙地基亞里的警察局長一

起來了。 正當畢修女在聖堂

中央和眾人一起誦念玫瑰經
時，忽然有一道明亮的白光

從聖堂頂部射出來，又有梯

級從那道光向下伸展，直達
聖堂的地面，長約十五呎。 

  那道樓梯，給紅色、白

色和黃色的玫瑰裝飾得很美
麗。聖母容光煥發，身穿白

衣，雙手合攏，站在樓梯頂

上一張由紅玫瑰、白玫瑰、
黃玫瑰所形成的華麗地毯

上。 聖母微笑著，以最溫

柔、最充滿愛意的聲音說
話：「我是始胎無染原罪的，

我是一切恩寵的母親，也是

我愛子耶穌的母親。我願你
們稱我為玄義玫瑰。 

  我盼望在每年十二月八

日的正午，制定一個『恩寵
聖時』。那些在這個小時內

不受干擾地專心祈禱的人，

會得到許多靈性上和肉身上
的恩寵……」 

  之後，聖母開始緩緩地

拾級而下。她一面走，一面
優雅地撒著玫瑰。走到摟梯

中段時，聖母又說話了：「我

很高興看見大家表現出這麼
大的信德。」 

  畢修女為許多罪人求寬

恕。聖母答說：「別人為他
們祈禱得越多，我的聖子所

顯示的慈悲也會越多。我想

眾人都知道這事，也想教宗
庇護十二世獲悉此事。告訴

他，我想他在全世界各地制

定『恩寵聖時』，甚至那些
在這個小時之內不能到聖堂

去的人，只要在正午這段時

間內在自己家中祈禱，也能
得到同樣的恩寵。」 

  她也要求造一座聖像，

放在她所站立的地方。要稱
這聖像為「玄義玫塊」，並

要抬著它，在鎮內出遊。出

遊時，天主會賜下許多恩
寵，病人也會得到痊愈。之

後要把這像抬回聖堂裡去。 

  那時，聖母為病人祈
禱，有些人痊愈了，但有些

人卻沒有。許多男人、女人

和小孩都在那一刻霍然而
愈。有個二十六歲的女子，

九個月以來一直都不能說

話，突然開口大叫：「我看
見她，我看見聖母。」又有

一個十八歲，患有潰瘍的女

孩立時康服。 
  有一個五歲大，癱瘓了

的男孩，聽見聖母對他說：

「來到我這裡，你現在快能
走路了。」於是別人把他放

在那些被祝聖的石塊上，之

後他就能走路了。此外，還
有三個病重的人立刻痊愈。

但當然，所發生的最大奇

蹟，是聚集在聖堂裡面的人
在靈性方面所得到的祝福。 

  聖母說：「這是我在這

裡最後的一次顯現。你們要
祈禱，把這些石塊保存，並

在它們上做補贖，你們將會

獲得我慈母的心的照顧。」
說完之後，我們天上慈母就

離開了那座小聖堂。 

  雖然她不再顯現，但她
對我們懷著無盡的愛，把「恩

寵聖時」賜給了我們，好讓

我們把它傳遍普世。她給了
每人一個好機會，讓我們向

她表達我們的愛與信賴，她

協助我們為那些冒犯她的聖
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人

所犯的重罪做補贖。 

 

109 年 12 月主日彌撒歌曲一覽表 

日期 進 堂 曲 奉 獻 曲 謝聖體曲     禮 成 曲 

12/05、12/06  32將臨期進堂曲  35奉獻曲 119渴慕天主 236來與我們此路同
12/12、12/13  28天主聖子懇求 113屬於祢 138耶穌至聖聖體 213邁步前進 
12/19、12/20  26快來至聖默西 105隨同神父 127除免世罪主羔羊 235感謝天主 

12/24(四) 聖詠團及學青負責安排 
12/25(五) 聖詠團負責安排 

12/26、12/27  46寒冬飄雪山野靜 112奉獻  45無數天使空際臨  38普天下大欣慶 



聖母對恩寵聖時的要求 

1. 恩寵聖時的日子與時間：十二月八日聖母無玷始胎節，由正午十二時開始，直到

下午一時為止，要祈禱足足一個小時。 

2. 在這個小時內，在家裡或在聖堂裡守這恩寵聖時的人，要避免分心 (在這個特別

的恩寵聖時裡，不接聽電話，不應門，甚麼都不做，只專心與天主契合。) 

3. 在開始守恩寵聖時的時候，張開雙臂，念聖詠第 51首三次。 

4. 念了聖詠第 51首三次之後，在其餘的時間裡，可以靜默地與天主溝通，默想耶

穌的苦難，誦念玫瑰經，用自己喜愛的方式或禱文來讚美天主，唱聖歌，默想聖詠…… 

◆聖詠第五十一篇◆ 

認罪懺悔 

達味詩歌，交與樂官。 作於納堂先知前來指責他與巴特舍巴犯姦之後。 

天主，求禰按照禰的仁慈憐憫我，依禰豐厚的慈愛，消滅我的罪惡。 

求禰把我的過犯洗盡，求禰把我的罪惡除淨， 

因為我認清了我的過犯，我的罪惡常在我的眼前。 

我得罪了禰，惟獨得罪了禰，因為我作了禰視為惡的事； 

因此，在禰的判決上，顯出禰的公義，在禰的斷案上，顯出禰的正直。 

是的，我自出世便染上了罪惡，我的母親在罪惡中懷孕了我。 

禰既然喜愛那出自內心的誠實，求在我心的深處教我認識智慧。 

求禰以牛膝草灑我，使我皎潔，求禰洗滌我，使我比雪還要白。 

求禰賜我聽見快慰和喜樂，使禰粉碎的骨骸重新歡躍。 

求禰掩面別看我的罪過，求禰除掉我的一切罪惡。 

天主，求禰給我再造一顆純潔的心，求禰使我心重獲堅固的精神。 

求禰不要從禰的面前把我拋棄，不要從我身上將禰的聖神收回。 

求禰使我重獲禰救恩的喜樂，求禰以慷慨的精神來扶持我。 

我要給惡人教導禰的道路，罪人們都要回頭，向禰奔赴。 

天主，我的救主，求禰免我血債，我的舌頭必要歌頌禰的慈愛。 

我主，求禰開啟我的口唇，我要親口宣揚禰的光榮。 

因為禰既然不喜悅祭獻，我獻全燔祭，禰也不喜歡。 

天主，我的祭獻就是這痛悔的精神，天主，禰不輕看痛悔和謙卑的赤心。 

上主，求禰以慈愛恩待熙雍，求禰重修耶路撒冷城。 

那時，禰必悅納合法之祭，犧牲和全燔祭獻； 

那時，人們也必要把牛犢奉獻於禰的祭壇。 

 

記住：要在這個小時內為你的國家祈禱。聖母要求，要把她這個重要的訊息傳遍普

世。請協助聖母瑪利亞好好地完成她的使命，使一切靈魂都歸向天主，並使

耶穌為眾心所愛慕。這就是聖母聖心所吟詠的永恆之歌。讓她的歌曲，也成

為我們所吟詠的歌曲吧。 

      聖母無染原罪始胎之后，請為我們祈求。阿們！ 



        堂 區 報 告       

1. 本週「聖言日三章」活動，讀的歐瑟亞先知書第 10~14 章、岳厄爾先知書全

篇、亞毛斯先知書全篇、亞北底亞全篇。 

2. 12 月 8日，是聖母無染原罪始胎節。由正午 12時至下午 1時這段時間，是

「恩寵聖時」，邀請教友一起前來聖堂參與每年一次的「恩寵聖時」，共沐主

恩。 

3. 12 月 9日(三)，晚上 7:30 新慕道班於原班上課。 

4. 12 月 10 日(四)，上午 7:00 明恭聖體守聖時。 

5. 12 月 12 日(六)，上午 9:00~12:00 召開幸福小組研習會，歡迎有興趣的教

友，請向福傳組長宋耀宗弟兄登記報名。

6. 活動組規劃聖誕報佳音活動於 12月 19 日(六) 晚上 7:00，地點：漢神百貨前

廣場，請教友邀請身邊的朋友前往觀賞，將主耶穌誕生的好消息帶給身邊的每一個

人。 

7. 12 月 20 日(日)，10:20~18:00 於德恩樓舉辦【親子聯手義賣】，13:30~15:00

電影欣賞，即日起開放組隊義賣，考量場地與防疫暫定 25 組額滿為止。各組義賣

所得等詳情請於主日向神父咖啡館洽詢或參閱公佈欄。 

8. 12 月 24 日(四)，晚上 09:00 子夜彌撒。 

9. 12 月 25 日(五)，上午 7:00 黎明彌撒，晚上 8:00 天明彌撒。 

10. 聖經組有協助製作經句祈福卡，邀請教友將祈福卡寫上表達對他人的感謝、祝

福…等，掛在德恩樓的聖誕樹，讓祈禱願望上達天庭。 

11. 12 月 31 日徒步跨年迎接 2021 年，第一鐸區將租遊覽車前往，總名額 40 名， 

18:20 於玫瑰堂出發；費用每位$250 (含車資及保險)。有意報名者請於 12 月 10

日前向門房報名繳費。 

12. 2021 年 1月 1日下午 3:00，台南教區李若望主教將於台南聖功女中晉牧。堂區

預定一台遊覽車祝賀團 40人前往，每人費用 200 元，集合時間：2021/1/1 中午 12

點，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2020/12/27 前額滿為止，有意者請向門房報名繳費。 

13. 高雄教區於 2021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05：00~19：30 延續單國璽樞機主教，

辦理「活出愛祈福之路」活動，路程：自佛光山步行至真福山，共 34公里。報名

費用每位$500 (不含車資及保險) 有意報名者請於 12 月 25 日前向秘書報名。活動

辦法詳見公佈欄。 

14. 由於本堂為全大赦朝聖地之一，自 12/1 起，聖堂在平日彌撒結束後至下午 5

點，保留側門方便教友進出祈禱，敬請教友進入聖堂時，依照堂務人員及防疫規範，

請自行於側門入口處以酒精消毒、全程配戴口罩、進入實名制登記，並請勿喧嘩(聖

堂內有錄影)。 

本主日答唱詠答句 

 F調 76                 我們的救援近了(一)            聖詩八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