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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莊訊】新學期、新氣象！為了迎接數千名9月

入學的大一新鮮人，輔仁大學9月9日在中美堂盛大

舉辦新生開學典禮暨輔導教育。與往年不同的是，

輔大今年度首度招生陸生來台就讀，共計近60名陸

生與台灣學生一同參與盛會。而校方為迎接大一新

生入學，更特別安排深具天主教大學特色的「叩門

禮」，由各院學生代表「叩門」，表明求學動機與

態度，再由師長引領「入門」，進入大學的知識殿

堂，接受「真善美聖」的全人教育。 （見上圖，輔

仁大學提供）

  典禮分上、下午兩場次舉行，由董事會董事長劉振

忠總主教、黎建球校長率領全校行政一級主管及各

院院長、進修部主任、各系所主任、導師們都穿著

學位袍，共同熱烈歡迎近5000名新生加入輔大的大

家庭。 

  開學典禮首先恭迎師長進場，並由排球代表隊掌

旗的校旗、院旗進場，為典禮揭開序幕。董事長劉

振忠總主教特別期許大學新鮮人，把握4年的黃金時

期，鍛鍊身心均衡發展，培養服務學習的精神，以

及向上提升自身專業，以創造未來成功的坦途，進

入社會後將輔大「愛與關懷」的精神，傳到世界的

每一個角落。 

  黎建球校長在致詞時，除了祝賀所有新生成為輔大

新鮮人之外，並強調輔大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天主教

大學，在台復校50周年以來，已培養出近17萬名傑

出校友，成為社會各領域中的中流砥柱。黎校長特

別指出，今年度本校招收陸生來台就讀，報名結果

遠超出預期，錄取者均為成績優異的「一本線」學

生，由此可見，輔大已經成為海峽兩岸的國際知名

高等學府。

在「叩門禮」的禮儀中，黎建球校長率領一級主

管、各院院長、系主任及全體大一導師，在特別布

置的門後，等待各院學生代表叩門。學生表明求學

動機及正確的學習態度後，續由師長的歡迎、引領

下，進入大學的求知之門，並獲頒新生學生證，象

徵所有新生已正式成為輔仁學子，展開全新的大學

生活。 

  在祈福禮中，由校牧汪文麟神父手持象徵「永恆生

命」的燭光進入會場，為在場的每一位輔大新鮮人

祈福。在校牧汪神父、主任導師駱菲莉及學長姊代

表的祝禱下，希望每位新生都能在天主的引導與祝

福下，面對大學生活的挑戰。還有一項溫馨的平安

禮，鼓勵全場新生與周圍的同學握手，互相加油勉

勵，將這份愛串連起來，在未來的學習之路，彼此

提攜陪伴。 

輔大開學典禮 
首創叩門禮首招陸生入學

■文．圖／盧玫君（台灣地區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聖母的痛苦來自瞻仰那位死於十字

架上的聖子──耶穌基督。基督

的生命並沒有在十字架上結束，我們

信祂死後下降陰間，為拯救原祖父母

和所有信仰祂的人。第三日，基督由

死者中復活、升了天、坐在天主的右

邊；日後，祂還要降來，審判生者、

死者。聖母的痛苦也隨著基督復活而

昇華，她帶著肉體直升天堂，如同新

娘──教會──隨侍在新郎左右。聖

母跟隨我們的新郎、耶穌基督所走的

路，也是我們所要經過的、成為天主

聖者的道路。在9月份聖像畫專欄中

，讓我們經由4幅聖母聖像畫默觀聖

母、體會信友成聖的奧秘。

母親，請不要為我哭泣 昭告復活

熙篤會聖人伯爾納德院長 （c. 1090-
1153）在他有關「痛苦聖母」的講道

中，曾提及聖母是「心靈上的殉道者

」，並以問答的方式闡明：「也許有

人說：『難道聖母沒有預先知道耶穌

要死嗎？』毫無疑問。『難道她不知

道祂不久就要復活嗎？』──她堅信

不移。既然如此，她看到耶穌被釘，

還會感到痛苦嗎？是的，痛苦萬分。

弟兄！你是誰？你的智慧從何處而來

，使你對瑪利亞的痛苦，比對她兒子

的痛苦更驚奇呢？」伯爾納德院長的

呼籲在Stabat Mater中，得到了極大的

迴響。Stabat Mater也就是「痛苦聖母

瞻禮」彌撒中的繼抒詠，其作詞者應

為13世紀方濟會士大雅各伯Jacopone 
da Todi （c. 1228-1306）。今節錄《聖

歌薈萃》中的3段歌詞如下，喜歡這曲

調的讀者可以在心中哼唱，更容易體

會聖母之憂苦：

聖子高懸，十字架上，

慈母凄悲，危立其旁，

舉目仰視淚流長。

其靈其神，憂悶長吟，

心中悲傷，何如其深，

真如利刃刺透心。

榮光之子，如是痛創，

仁慈主母，見之悽愴，

悠哉悠哉痛久長。

是的，當我們了解、也

隨同聖母的憂苦獻上每人

生命中的十字架後，回過

頭來看看這幾幅聖像畫，

必有更深刻的感受。首先，圖一【母

親，請不要為我哭泣】鮮明的色彩加

上聖子與聖母的神情，在金碧輝煌的

金箔背景襯托下，觀畫者能夠體會到

他們在天主前的尊位和其人性的高貴

。另一方面，兩位的光圈一反常態沒

有貼上金箔。這應該是聖像畫者刻意

的巧思。通常，在上金箔之前，是會

塗上這麼一層紅玄武土，目的是為了

更能襯出金箔的光華。然而，在聖子

耶穌斷氣的當下，完成一半的、只有

紅玄武土的光圈，更突顯出吾主耶穌

的人性，以及未完成的使命。在聖像

畫中，紅色正是代表人性。唯有等待

祂光榮地戰勝死亡的那一刻，這一切

的悲傷才得以成全。這

幅命名為【母親，請不

要為我哭泣】的聖像畫

，寓意耶穌的死亡不是

結束。

哀悼中的聖母  

請為我們代禱

圖二【哀悼中的聖母】

出自14世紀君士坦丁學

院，聖母左手撫胸，看出

她的心受到極為沉重、難

以負荷的傷痛，另一方面

她的右手保持祈禱的姿態

，在痛楚難捱之時，仍舊

對上主懷抱希望。這幅畫

與圖三【代禱之母】相似

處在於用色單調且暗沉，

雖然兩幅聖像畫的名稱不

同，不過皆是聖像畫屏（

iconostasis）──傳統以

三聯畫或多聯畫組合成的屏風──位

於左側的一幅畫（中間為耶穌基督君

王像，右為前驅聖若翰），所以是側

面站立。這屏風在東方禮的禮儀空間

設計中，位於祭台與會眾席間，表示

聖像畫屏上的聖者也共同參與禮儀並

為我們代禱。

圖三的作者Theophanes the Greek 
（1340-1410） 是6月份專欄提到的

Andrei  Rublev【舊約中的聖三】作

者的師傅，其畫風影響後者甚鉅。

Theophanes the Greek這幅畫作土黃色

佔構圖的二分之一，另二分之一則是

墨綠色澤中閃著藍光。聖母衣服的線

條隱晦，相較之下聖母神性的光輝，不

但 在圍 繞 臉 龐

四周的頭巾上閃

爍，更由內通透

到 臉 龐 和 雙 手

。如此在寂靜中

溫婉、堅毅的性

格，傳達出天主

所 造 的 女 性 之

美。Theophanes 
the Greek出生

於 拜占 廷 帝 國

內之 君 士 坦 丁

堡，於1370年

遷 往 諾 夫 哥 羅

德（Novgorod）

，1395年定居

於莫斯科。Theophanes the Greek是位

受過良好哲學訓練的聖像畫員，其單

一色調、靜斂的畫風源自14世紀廣泛

影響東方基督宗教世界的默禱傳統（

Hesychasm，意謂默靜、回到「內室」

祈禱，出自瑪6:5-6）。Hesychasm注重

讓本性的感官沉靜下來，為了使靈性

的感官對於天主更加敏銳，好能加深

對天主的認識與愛，與西方教會聖師

十字若望的「心靈黑夜」有著異曲同工

之妙。所以，圖二與圖三並不在於表達

聖母因痛苦而身著顏色黯淡的服飾，

這樣的畫風為的是要帶出一種祈禱的

氛圍，使人在默觀聖像畫時，感官能夠

靜下來，讓心神更活躍於主內。

貧苦者之母是投靠者最大依靠

最後圖四【貧苦者之母】大膽地運

用了多種且鮮明的顏色，遠看簡直如

同一道彩虹。這時懷抱著小耶穌的聖

母，頭上帶著皇冠，象徵她不但在天

上為我們轉禱，更是我們天上的母后

。往哥耳哥達，一路伴隨著受苦耶穌

基督的聖母，到了十字架下仍舊選擇

卓然屹立。聖母的榜樣教給我們一條

通往成聖的道路，那就是體會並接受

，在生命中所面臨的一切苦楚，帶著

信、望、愛每天更加認識天主。因為

，聖母深知「天主的窮人」所會面臨

的；所以，她成了「貧苦者的母親」

。她是所有投靠她的人的依靠。我們

也要相信，聖母所走的路，也是我們

每一位基督徒所要追尋的路。冀望我

們也在「痛苦」之後，成為身邊受苦

者的支柱。默觀「痛苦聖母」系列的

聖像畫，教導我們原來沒有一滴淚會

白流，也沒有任何一聲嘆息會消逝，

一切都將由天主所收藏。聖保祿宗徒

曾說：「你們的生命已經與基督一

同藏在天主內了。」（哥3:3）。唯

有透過聖母的痛苦，才能更深刻體會

十字架的光榮。這一系列的聖像畫幫

助我更深刻體會基督徒的生命之旅，

也與您分享。

聖像畫的默觀祈禱系列之8

痛苦聖母
時序悄悄移入涼爽的秋季……由迫不及待換上短袖，到等不及送走燠熱的夏季，其間也只不過是短短幾

個月的光景。原來，不論面對什麼樣的氣候或事情，人所能忍受的，終究都有一個限度。9月8日教會慶

祝聖母誕辰，9月14日慶祝光榮十字架，隔天也就是9月15日，教會帶領我們一同瞻望「痛苦聖母」。在

教會9月份的禮儀年安排中，聖母的一生呈現出激烈的擺盪，而這就是天主給她的、也是她給天主的禮物

──完全屬於天主的生命。

透過           體會十字架光榮

▲圖一／母親，請不要為我哭泣

▲圖二／哀悼中的聖母 ▲圖三／代禱之母

▲圖四／貧苦者之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發文字號：三德洪董獎學字一○○○七二八號

主      旨：本會一○○年度秋季獎助學金開始接受申請

說      明：

壹、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本（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貳、申請資格：依本會獎助學金辦法第四條：

凡戶籍在台北總教區（含台北縣市、基隆市、宜蘭縣）內之在學學生，就

讀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含研究所）符合下列各項標準者均可申請之。

一、申請人必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家境清寒之優秀子女，但外籍

神父、修女不在此限。

二、學業總平均在八十五分以上，操行優良及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者；另助學金，

學業成績七十八分以上操行優良及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均可

申請；本會命題心得一篇成績併入計分，佔學業總平均成績百分之十。

三、申請助學金者必須取得清寒證明文件。

參、獎助學金之種類、名額及每名獎助金額如下：

ㄧ、三德善會獎學金伍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

二、紀念董德富先生獎學金參名，每名新台幣捌仟元整。

三、紀念董趙妙鳳女士獎學金參名，每名新台幣捌仟元整。

四、紀念林木桂先生獎學金參名，每名新台幣捌仟元整。

五、紀念方豪蒙席獎學金貳名，每名新台幣柒仟元整。

六、紀念牛若望蒙席獎學金貳名，每名新台幣柒仟元整。

七、紀念林淑祺爵士攻讀神學之神父、修士、修女獎助學金伍名，每名

新台幣壹萬元整。（或在三信愛德運動申請案獎助之）

八、紀念萬國賓先生獎學金貳名，每名新台幣捌仟元整。

九、紀念王光符先生獎學金壹名，每名新台幣柒仟元整。

十、紀念張劍平先生獎學金參名，每名新台幣捌仟元整。

十一、張劉靜嚴女士獎學金參名，每名新台幣捌仟元整。

十二、紀念崔立人爵士獎學金壹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

十三、助學金伍名，每名新台幣柒仟元至壹萬元整。

十四、三德善會特殊需要助學金壹至伍名，連續陸個月每名每月新台幣

陸仟元整。

肆、申請獎助學金應附心得ㄧ篇，題目：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從讀聖經「十童女」的比喻出發】

     （註：聖經故事（十個童女）－瑪竇福音第二十五章1~13節）

伍、獎助學金名額有限，索取申請書（須為本年當季），務請先詳閱本公告 

      內容，附回郵信封、貼足郵票，寄至106台北市樂利路九十四號三德善

      會收（TEL：02-2736-2096）或親至會所洽詢。

                          董事長  洪山川

財團法人台北市三德善會公告

  

  我們親愛的姊妹

魏孟穎（方濟、亞

納）修女，慟於主

曆2011年9月5日

於雙和醫院安息主

懷。享年57歲。

  9月13日下午1時

入殮後，隨即引發三峽火化。另擇9

月26日（星期一）上午9時，假崇光

女中文萃樓主顧聖母堂舉行殯葬彌

撒，恭請洪山川總主教主禮。

  敬請神長、修女、主內兄弟姊妹及

生前好友，主前代禱。

主顧傳教修女會

總會長羅慧兒修女 敬啟

2011年9月11日

通 功 代 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