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次撒旦假扮成君王，顯現給在

埃及提貝（Thebaid）的獨修團體

會父歐爾，命令他說：「我的忠僕，

你已經將各樣德行修練齊全。現在，

只要你俯地向我跪拜，我就將你由地

面提起，猶如先知厄里亞。」歐爾會

父告訴自己：「我每天都向我的君王
、我的救主跪拜。如果這位真是祂

，祂決不會要求我這樣做。」當他一

對撒旦說：「我有基督做我的君王，
我對祂的朝拜從不曾間斷，你不是

我的君王。」撒旦即刻便從歐爾會父
面前退去。

在聖像畫與聖經誦禱中與聖言相遇

人與天主之間的默契、愛和信任以

及人對天主的敬拜、孺慕之情，是由

日常祈禱生活中逐漸培養而來。歐爾

會父的例子告訴我們，他和天主的關

係，來自日夜的相處與交託。他每天

不只一次跪下俯伏朝拜天主，他對天

主的敬拜，貫穿生活中的每一個動作

。所以，他能神態自若的識破撒旦的

詭計。

信仰是一條道路，需要基督來陪伴

我們、以聖言向我們講述祂自己，如

同祂也這樣活化了往厄瑪烏前行的那

兩位門徒的信仰。在信仰的道路上，

教會交給我們許多每日用糧，其中日

課和《感恩祭典》對我們親近聖像畫

中的聖言格外重要。其內容有些取自

聖經，另有一些取自教父講道詞。

此次專欄出刊正逢跨越逾越三日慶

節和復活主日的佳節。值此基督徒信

仰的泉源與高峰，讓我們藉由誦讀日

課中教父的作品（註），親炙耶穌的

心意，並熟悉聖言如何在敬禮聖像畫

與聖經誦禱（Lectio Divina）間與我們

相遇。讓我們學習到，真正的祈禱常

是彼此效力的。 

在聖週中靜默地感受主的苦難

進入聖週後，教會便開始緊鑼密鼓

的預備逾越三日慶。我們彷彿可以聽

見耶穌對祂的門徒說：「你們去為我
們預備要吃的逾越節晚餐吧！」（

路22:8b）又說：「我渴望而又渴望

，在我受難以前，同你們吃這一次

逾越節晚餐。」（路22:15）（圖一）
席間，祂罕見地為門徒們洗腳……。

在那晚餐廳，我們見到了基督的預像

──我們信仰的大祭司──也是聖週

五那緘默的羔羊。撒丁主教麥利東在

逾越節講道詞中提到：「這就是那緘
默的羔羊；這就是那被宰殺的羔羊；

是祂由美麗的羔羊──瑪利亞──

所生……」又說：「是基督在祂的許
多預像身上忍受了各種痛苦：祂在亞

伯爾身上遭受殺害；祂在依撒格身上

，雙腳遭受束縛；祂在雅格身上遭受

流徙；祂在若瑟身上遭受出賣……」
（聖週五誦讀二）（圖二）撒丁主教

的敘述與教會在聖週五的禮儀中，為

紀念基督的苦難所唱的「苦難歌」，

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在朝拜聖十字架的禮儀中，整個教

堂迴盪著天主與信友之間的唱和。當

天主問：「我的子民，我為你做了什
麼？我在什麼事上使你難過？請答覆

我。」這時，有誰心中能不悲慟呢？
但復活的主基督不要我們在愧疚自責

中垂首下視，祂要我們抬頭仰望祂的

十字聖木，堅定的唱：「主，我們敬
拜祢的十字架，我們頌揚祢的復活，

因為祢藉十字聖木，給世人帶來了喜

樂。」（見《感恩祭典》主受難日）

聖言悄然改變我們的心肖似耶穌

到了聖週六（圖三），「大地一片
寂靜，萬籟無聲，一片荒涼。萬籟無

聲，因為君王睡著了；大地寂靜顫慄

，因為天主在肉軀內安眠，而喊醒了

從古代以來的長眠

者。是的，天主在

肉軀內死了，而使

『陰府』震驚。…

…主帶著十字架的

勝利武器，到他們

那裡去。原祖亞當

一見了祂，立即驚

恐捶胸，向眾人高

呼說：『願我主與

我們眾人同在』耶

穌聞聲答說：『也

與你的心靈同在』

就握住他的手催醒

他說：……從死者

中復活起來吧！…
…我親手所創造的

，起來吧！按照我

的肖像所創造的，

起來吧！快醒來，從這裡出去吧！因

為你在我內，我也在你內，我們是不

可分的一位。」（聖週六誦讀二）
每日定時的讀經祈禱生活，看似乏

味如水的安排。殊不知，聖言已經悄

然變化我們的心，我們的心意開始肖

似基督的心意。因為，我們容讓祂的

禱聲，在我們內迴盪。就是這些「言

」將要取代這世界的「聲音」，在我

們默觀聖像畫時，對我們說話。不要

想這邀請為信友很難答覆。但問問你

的渴望有多深，你堅持的熱度就有多

強。

一週的第一天，瑪麗德蓮因著對基

督的愛，催促她來到了基督的空墳（

圖四）。聖教宗大國瑞在其福音釋義

中談到：「所以，她開始去尋找，卻
沒有找到；她堅持去尋找，就終於找

到了。因為企望因期待而加強，才能

找到所尋找的。……因為她在外面尋

找的那一位，正是在她的內心教訓

她去尋找的那一位。」（聖德蓮瞻禮
7月22日誦讀二）這說明了，我們的

渴望常常不是出自我們，而是來自聖

神。聖神邀請我們；而我們必須對這

邀請作出回應。那回應或許正是另一

個邀請──邀請耶穌住下，如同祂曾

邀請若翰的兩位門徒住下一樣。（若

1:35-39）

以敬禮的心在聖像畫前默觀祈禱

最後，讓我們再次回味這祈禱、渴

望與找到之間的神聖連結，是如何隱

密發生的呢？聖文德為我們解釋說：

「在這穿越的過程中，如果人願意成

為完人，就應該拋棄一切理性的思考

，把整個的意願轉向天主並在天主內

加以改變。這是最神秘的奧蹟。『除

了接受它的，誰也不能認識它』；除

非人渴望它，誰也不能接受它；除非

那人的最深處為天主聖神的火所焚燃

──誰也不能渴望它。……如果你願

意知道這些事如何發生，你要問聖寵

，不要問道理；你要問你內心的渴望

，不要問你的理智；你要問祈禱的嘆

息，不是要多讀書；你要問新郎，不

要問老師……不要問那發光的，而要

問那燃燒一切的烈火，這火要以極大

的甘飴和熾熱的愛情將人帶到天主之

內。這烈火實際上便是天主本身；火

窯在耶路撒冷，這是基督以祂苦難的

烈火所點燃的。……讓我們偕同被釘

的基督，越過此世到父那裡去。」（

見聖文德瞻禮7月15日誦讀二）法國

本堂神父Jean Lafrance在60歲臨終前

曾說：「我的生活，不過是一個禱聲

。」現在，就讓我們在參與教會的禮

儀中、以及在敬禮的聖像畫面前默觀

、祈禱。主真復活了！阿肋路亞！

　　　　　　　　　　　　　　　

　　　　　

■文．圖／盧玫君（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禮儀慶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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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

【天亞社．台北訊】慶祝聖鮑思高誕生二百周年的

聖人聖髑全球巡迴旅行裡，最幸運的不是各國成千上

萬的「聖鮑思高粉絲」，而是一小群「聖髑護衛志工

」。他們朝朝暮暮地護駕著玻璃寶箱內聖鮑思高蠟像

，以及在其胸部內的聖人右手掌，確保旅行各國途中

時刻都能保持完好。「聖髑護衛志工隊」兩位義大利

籍志工最近陪伴著鮑思高聖髑巡迴香港、澳門和台北

市。他們說，首次目睹華人「粉絲」群的熱情竟是深

藏不露，感到震驚難解。

尤其是，不久前聖髑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國家巡迴

遊行時，他們看到當地信眾開放地哭叫和歡笑的場面

，隨後就來到大中華區，讓已婚的61歲類思．普雷特

（Luigi Preite，見下圖右）和單身的41歲若望（Ivan 

Zonin，見下圖左）如同自身剛從烤箱出來，突然跌

進冰箱般，冷暖自知。

身材高大的普雷特離開台北前告訴天亞社，他們兩

人在拉丁美洲護衛著鮑思高聖髑，走過阿根廷、智利

、哥倫比亞、委內瑞拉、海地和厄瓜多爾等國家後，

再轉到亞洲的東帝汶、印

尼、香港、澳門和台灣。

「祇有在伊斯蘭國家的

印尼，在街道上遊行時用

紅布遮蓋著玻璃寶箱，避

免伊斯蘭教徒誤解而發生

衝突。在港澳台三個華人

地區祇有澳門舉行公開遊

行，而在拉丁美洲和東帝汶的天主教國家裡都有盛大

的遊行。」慈幼會中華省會長林仲偉神父解釋，港台

未有遊行，是因為申請手續繁複而沒有籌劃。此外，

香港道路上下坡太多，危險大；台灣則是停留時間太

短，僅三天而已。

本身是電器技師的宗寧一邊用手勢表達，一邊笑著

說，拉丁美洲國家的信徒們非常容易表達內心的感受

，聖髑在街道遊行時，隨時可見到「聖鮑思高粉絲」

們歡喜地哈哈大笑，或是感動地嚎啕大哭，手舞足蹈

，互相擁抱。可是在港澳台三地，祇見到華人信徒神

情肅穆，井然有序，靜悄悄、恭敬地注視躺臥的聖人

蠟像，還有點害怕似的，讓他們不能明白華人看到聖

髑時，到底是喜愛或是難受。

退休警察的普雷特則說，在聖髑公開遊行裡，在一

百餘萬人口的東帝汶竟有多達一萬名信徒參加，其次

是阿根廷的遊行也有五千餘人，令他感受最為深刻。

被問及在他們服務的日子裡有否發生過「奇蹟」，

兩人深思一下不約而同地說了兩件：

一是在阿根廷南部的火地島，地面結冰，太陽出來

後非常濕滑，運載聖髑的車子平穩地駛過，後面跟隨

的兩部車卻都不停地打轉，幸好未有車禍。

另一件是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聖髑公開遊

行時，有兩隻小白鴿，分別亭在載運車車頂和玻璃寶

箱上。當一隻鴿子隨著寶箱遊行走上街頭，留在車頂

的另一隻竟不飛走，一直等到寶箱上的同伴回來，兩

隻白鴿才一起飛走。

至於鮑思高聖髑在各國機場進出海關期間有否任何

麻煩，兩位意大利志工異口同聲地說，他們持有梵蒂

岡的官方文件，非常順利，即使在印尼也是如此。祇

有在毒品走私氾濫的哥倫比亞機場，遇到海關官員帶

著緝毒犬對著大木箱不斷嗅著。

普雷特和宗寧都是出生一月後受洗的「天生教友」

，年幼時就開始認識聖鮑思高的生平事蹟。這次參與

負責載運聖髑的神聖任務後，每次出發到另一個國家

時，他們一定面向聖髑對這位聖人祈禱，保佑這次飛

行一切平安順利。

留著長髮綁在後頭形成一束的宗寧在訪問時一直顯

得特別高興。林神父透露，4月8日是宗寧的生日，首

次在台灣過生日，中午時他帶著兩位志工一起去吃意

大利麵，享受家鄉的美食，留下非常美好的回憶。

宗寧回答生日願望是否可能在台北遇到可以戀愛的

台灣女性時，竟是哈哈大笑。他說自己一直未婚，就

是因為意大利的離婚率太高，早被嚇怕了。

他們每天向鮑思高聖髑祈禱時，普雷特都祈求家人

平安健康及世界和平，宗寧則是為全球受到飢餓的孩

童祈禱，希望他們不用再挨餓。

註：對本文中教父言論有興趣

的信友，請參閱主教團禮儀委員

會出版《教父神修論集》上下兩

冊，這兩本書是由「每日誦禱」

誦讀二的內容彙編而成。

聖言

▲最後晚餐
諾夫哥羅學院作品   15世紀   基輔州立美術館

▲耶穌受難
 莫斯科學院作品   14世紀末

 莫斯科盧布雷(Rublev)博物館

▲空墳   16世紀   俄羅斯

▲下降陰府  諾維哥羅學院   15世紀後葉   諾維哥羅歷史與建築博物館

敬禮鮑思高聖髑巡迴來台系列報導之 10

鮑思高聖髑護衛
驚訝於華人深藏的熱情

▲在義籍工作人員的協助下，鮑聖蠟像整理後下車。（鍾瑪竇攝影）

歡慶主的復活
特輯之1

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十五日朝聖、觀光之旅

求寬恕、求世界和平、求醫治
（7/11～7/25）

第一天 07/11 台北/倫敦/里斯本(葡萄牙)

第二天 07/12 里斯本/法蒂瑪

第三天 07/13 法蒂瑪(全日)

第四天 07/14 法蒂瑪/撒拉瑪卡

第五天 07/15
撒拉瑪卡/阿維拉(聖女大德蘭故鄉)

/馬德里(西班牙)

第六天 07/16 馬德里/巴塞隆納

第七天 07/17 巴塞隆納/撒拉哥撒(石柱聖母)/邦布羅納

第八天 07/18
邦布羅納/羅耀拉(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故居)

/露德(法國)

第九天 07/19 露德(全日)

第十天 07/20
露德/巴黎/暢遊塞納河/拉法葉百貨公司

/香榭里大道

第十一天 07/21
巴黎/里修(聖女小德蘭之修院)

/聖米歇爾修道院

第十二天 07/22 聖米歇爾山/巴黎

第十三天 07/23
巴黎(全日)/羅浮宮/聖心堂/聖母院

/聖文生及聖母顯靈堂

第十四天 07/24 巴黎/香港

第十五天 07/25
香港/參加主教座堂彌撒/茶樓飲茶

/百貨公司/台北

神師：楊家門神父 解說：張再基弟兄 

聯絡人：李富雄弟兄（0911288672）

●名額有限預定35人,名額只剩10名,請盡快報名,

  電話：0937209058 金小姐

●每人費用NT$143,000(一切費用，含小費在內)，不含護照申請費。

●訂金每人NT$20,000 

  請匯至土地銀行仁愛分行 帳號：005057005552895，

  帳戶：金魯姈 (如中途因故未能成行者，必須在出發前30天前

  辦理退出，否則，訂金無法退回。)

如欲詳細行程,請來電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