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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盧玫君  圖／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這幾天無論是否籃球迷，透過媒體

報導人人都可感受到美國NBA球

星林書豪的魅力。中時電子報引述林

書豪和他的母親去年10月份於GoodTV
中受訪的片段：「因為信仰的關係，

林書豪的父母在孩子打籃球的這件事

上學會放手，讓他追尋上帝在自己身

上的特殊計畫。他們明智地注重品格

培養而非最後的成果，使得林書豪不

會在輸贏的壓力下患得患失，反而更

能謙遜感恩地享受籃球的樂趣，發揮

出更大的潛能。」讀了這則新聞讓我

不禁想到，成人信友面對個人基督徒

生命的規劃，是否也有同樣的智慧？

天主賜予每人不同的恩寵，但是我們

還需要慈母教會交在我們手中的方法

，用來培育基督徒的品格、在不受染

污的心靈陪伴下，學習謙遜和感恩。

懺悔慶典儀式  幫助靈修與天主和好

今年的四旬期緊接在慶龍年、鬧元

宵、台北國際書展等活動落幕之後，

靜悄悄地來報到了。往年，常在大過

年期間，就在頭上頂著聖灰走出聖

堂。對中國人來說，這樣的節氣重疊

狀態是有點小衝突。不過，今年我

們可以在心理上感到已非常完整地過

了年，繼而引頸期盼為期40天的四

旬期。為善度四旬期，本次專欄特別

介紹給讀者一幅繪於希臘阿佗斯聖山

（Mt. Athos）修道院內的濕壁畫「浪

子回頭」以及與天主和好有關的靈修

工具：【懺悔慶典儀式】。後者出自

台灣主教團禮儀委員會編譯的《和好

禮典》，也就是《告解禮典》修訂版

（圖五）。

首先，必須注意切勿將【懺悔慶典

儀式】與和好聖事相混淆。【懺悔慶

典儀式】本身絕不能取代和好聖事，

意思是透過天主教靈修傳統得知，天

主將輔導人靈的工作不但交付給神

父，也交給所有領受靈修指導神恩和

負有靈修指導職責的基督信徒：如未

晉升鐸品的苦修士和修女等。信友

當然可以找神父以外的人進行神修談

話，不過所有在靈修輔導中發現得罪

天主的部分，還是應該找神父辦理妥

當的告解。

【 懺 悔 慶 典 儀 式 】 的 功

能在於：1.培育懺悔的精

神。2.幫助信友於適當時

機個別告罪。3.教育兒童

於良心上逐步認識人生活

中的罪惡，並且藉基督才

能擺脫罪惡。4.幫助慕道

者真心皈依。的確，【懺

悔慶典儀式】能夠幫助人

激發上等痛悔，使信友因願

領受和好聖事，而獲得天主的恩寵。

（見《和好禮典》p. 36）

分享逾越奧蹟  傾心靜聽誦禱作避靜

【懺悔慶典儀式】的性質是按照聖

道禮結合為集體舉行和好禮的禮規。

若有習慣舉行個人「聖經誦禱」的信

友會發現，【懺悔慶典儀式】類似私

人聖經誦禱的團體行動版，其中的靜

默時刻非常重要。在結構上包含了：

1.致候詞2.禱詞3.讀經4.講道5.良心的

反省6.懺悔。在此建議，堂區可在四

旬期避靜中參考《和好禮典》附錄二

之舉例，安排團體共同舉行【懺悔慶

典儀式】之後就可以進行個別告明，

而完善的和好聖事引導人更充分地分

享逾越奧蹟。如果，避靜內容堂區另

有安排，非常鼓勵信友在四旬期中自

行選定一天，作為個人避靜的日子。

事先閱讀了解【懺悔慶典儀式】的脈

絡，並從《和好禮典》一書中選定合

適自己的經文，在安靜的時光中，用

聖經誦禱的祈禱方式：一字一句用我

們的口輕聲細讀，再用我們的耳傾心

靜聽。聖雅格宗徒教導我們：「每人

都該敏於聽教，遲於發言……以柔

順的心，接受那種在你們心裡，而

能救你們靈魂的聖言。」（參閱雅

1:19,21）依撒意亞先知也鼓勵我們：

「然而上主仍舊等著向你們施恩，仍

高興向你們表示憐愛……你的教師再

不躲藏，你的眼睛必能常見到你的教

師。當你偏左或偏右時，你必會親

耳聽到你後面有聲音說：『這是正

路，你們要在這上面行！』」（依

30:18, 20-21）

默觀浪子回頭  體會救恩全貌得歡慶

在傾心靜聽之後，我們的心變得更

為柔軟，此時請翻開《和好禮典》

78頁，其中「浪子回頭」全幅聖像

畫（圖一）。在這幅畫中，我們看到

圖中同時顯示多位小兒子、父親與大

兒子。看著這歡樂慶祝的畫面，讓我

們也想一同加入。這是有可能的，但

是我們必須也和畫中人物一樣，先走

過路加福音中「浪子回頭」的每個場

景。除非我們經驗到其中人物的「皈

依」過程，我們不可能經驗到他們在

盛筵中所擁有的歡樂，也就是在淚水

中經驗到的和好，那就是「天主的接

納」，這份禮物永遠大過我們所能企

盼的。

聖像畫中看到原本發生在不同時空

的事件，卻又同時出現在畫中的安

排，這是為了完整地呈現出救恩的全

貌。首先請看左上角（圖二）由左至

右依序出現的豬隻、生活潦倒的小兒

子和白髮蒼蒼的老父親，父親身後有

涼亭，呼應著福音中所提到的：父親

因思念小兒子，常在門外守候，所以

當小兒子離的還遠的時候，就看見了

他。全圖右下方（圖四）描述父親家

的僕人為小兒子的歸來宰殺肥牛犢、

為他套上靴子，並歌舞慶祝。全圖

最右邊（圖三）老父親正跟由田間工

作回來的大兒子解釋、邀請他一同加

入。最後，回過頭來看圖的正中央有

佈置好的餐桌，請讀者猜一猜這三位

又是誰呢？按照故事的記載，中間這

一位就是老父親，但是已經由耶穌基

督所取代，因為這個故事講的就是天

主與祂的子民之間的故事。穿紅色袍

子開心地舉起酒杯的似乎是小兒子，

因為他的袍子最顯眼又華麗。那麼剩

下的一位，以右手掀起桌巾一角的，

會不會就是那位心中仍被忌妒所刺

傷、有著百般掙扎的大兒子呢？

這幅畫所串聯起來的意涵，正鼓勵

著我們善用四旬期、走近耶穌基督的

餐桌、勤望彌撒、勤領聖體，並在四

旬期彌撒經文的引領下，一步步與自

己、他人及天主和好，總不要忽略了

「罪」本身和「獲得罪赦」的團體幅

度。常要帶著受寬恕的喜樂和希望，

回到教會這個大家庭，與「家人」和

「鄰人」一同歡慶。

最後，讓我們一起緩聲誦念《和好

禮典》159頁所選用的答唱詠：向天

主說出願意回歸父家的衷心期盼：

「我只向上主請求一事，願我一生

一世住在上主的殿裡，凝視上主的

美善，參拜上主的聖殿。……求祢

不要轉面不顧，祢發怒時，不要趕

走祢的僕人。祢一向是我的救援，

我的救主，不要把我遺忘。……我

深信在這人世間，必能見到上主的

美善。你要鼓起勇氣，期待上主。

你要振作精神，等候上主。」（詠

27:4,9,13-14）

註：在主教團出版的《和好禮典》

一書中的10,42,71,78頁載有「浪子回

頭」全幅與分頁圖。附錄中另有為兒

童、青年以及病人舉行的【懺悔慶典

儀式】，歡迎向主教團訂購。

永和聖母升天天主堂設立於1955年，當時的永和

堂原是一座具有獨立庭院、尖頂、紅磚綠瓦、

彩色玻璃，佔地約30坪一層樓的聖堂，旁邊有神父

宿舍，談到永和堂的歷史，我們必須將張國珽神父

及劉鴻蔭神父聯繫在一起，兩位神父都來至北平教

區，且是前後期同學，並一同前往瑞士福利堡大學

進修，張神父為教育心理學博士，劉神父為雙重法

學博士。

兩位神父學成之後在瑞士傳教並任公職且具瑞士

籍，工作幾年後轉調嘉義教區，當時受該教區牛會

卿主教及田耕莘樞機主教之託，投身新建主教座堂

之計畫，他們將於瑞士所得之薪水全數攜回台灣作

為建堂基金，田樞機亦提供了部分資金，完成當時

嘉義教區之主教座堂。

任務達成之後，張國珽神父於1960年8月15日就

任本堂主任司鐸至今，同年9月20日劉鴻蔭神父由台

中教區調至永和堂任副本堂，輔助傳教，直至2003

年6月12日過世為止。

張國珽神父於1961年3月18日成立了聖母軍—中

華聖母支團，並任神師。劉鴻蔭神父則於1961年4

月至1971年間成立了另一團聖母軍──諸惠中保支

團，並任神師，兩團聖母軍始終為堂裡的中堅，默

默地從事服務堂區教友及堂內事務之任務。

1962年3月4日，聖堂部分土地因被政府預定為都

市計劃道路，而當時教友人數日增，因此將教堂改

建為80坪的新聖堂。

張神父於1966年成立「中學生聯誼會」，集合了

堂內多位中學生，並於1967年擴大組織，改名為

「永和青年會」，簡稱「永青會」，舉辦園遊會、

避靜、調查教外貧戶、看望病患、收集捐出的冬衣

及暑期補習班等活動。

1971年3月由於自由街的拓寬，舊教堂和神父宿

舍皆被拆除，土地共減少了200坪，神父沒有宿舍可

住，生活頓時較為不便，當時台北教區羅光總主教來

訪，見到神父們居住簡陋，之後提供20萬元作為改善

之用，並於1972年11月22日新建完成3層樓建築，包

括：會議室、圖書室、宿舍、客廳等空間。

張神父於1974年3月組成永青唱詩班，直至今日，

這是神父心愛的團體，集合了堂裡無數的年輕人，

一起成長，始終負責教堂主日及重要節日之領唱工

作，其中培育出許多人才，至今仍為唱詩班及堂務

做奉獻工作，張神父及劉神父的細心栽培，功不可

沒。

劉神父於1979年4月又成立了聖母軍的「聖母升

天」支團，並任神師為劉神父，該團至今仍執行堂

內重要之服務工作。

由於神父辛勤地耕耘，直到2000年底永和堂受洗

的教友人數達2200多位，在45年之間平均每年有50

位慕道者受洗，由於教友人數增加，堂裡設備老舊

且空間不符使用，在前台北教區狄剛總主教、鄭再

發總主教的支持及鼓勵下，張神父召集堂內熱心教

友，於2003年10月成立了「建堂小組」，建堂的工

作在神父的領導及教友們的熱心捐助下，持續進行

了近3年，並於2006年6月3日落成，感謝天主及聖

母的眷顧，更要感謝張國珽神父無私的全心奉獻與

帶領，使永和聖母升天天主堂能有現今的成果。

【江秀玲／永和報導】2月19日是永和聖母升天

堂主任司鐸交接的大日子，在永青唱詩班優美的歌

聲中，由洪山川總主教主禮。彌撒一開始，洪總主

教便感謝永和堂教友對張國珽神父這麼多年來的照

顧，也謝謝吳偉立神父在台北教區有需要時，就即

刻接受任命，騎著他的腳踏車來服務，也對松山堂

教友兩年多來對羅國伯神父的照顧表示謝意。

講道時，洪總主教先以時下最夯的話題，作為引

言，讓我們思考文化差異，以及耶穌基督的精神。

NBA首位台裔球員林書豪在美國出生成長，一般來

說，美國人對亞裔的刻板印象是很會讀書，但不適

合打籃球。在林書豪成長過程中也常常會被諷刺，

但他卻以禮相待，因為如此做時，上帝就會回報，

而林書豪表示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光榮上帝。

主任司鐸交接典禮由洪總主教將聖經、聖堂鑰

匙、聖事紀錄冊交給新任司鐸羅國伯神父，象徵總

主教將永和天主堂交接給羅神父，希望能一牧一

棧、愛主愛人，接著由洪總主教、舊司鐸吳神父、

新司鐸羅神父簽署交接書，並拍照完成交接儀式。

菲籍羅國伯神父致詞時，首先感謝洪總主教的信

賴，把永和天主堂交接給羅神父，也感謝永和教友

親切地接受他。在得知接受此任命時，羅神父心中

情緒複雜，一則難過要離開松山堂，也怕教友傷

心；一則緊張萬分，將從張國珽、吳偉立兩位優秀

的神父手中接掌。但羅神父有絕對的信心，在天主

的引領下，他將盡全力來服務。羅神父也需要教友

的鼓勵、祈禱與愛護，使他能做到主教的期待，為

教友服務，成為一位好神父！

【江秀玲／永和報導】2月19日是永和聖母升天 說，美國人對亞裔的刻板印象是很會讀書，但不適 賴，把永和天主堂交接給羅神父，也感謝永和教友

永和聖母升天堂主任司鐸交接典禮 聖像畫的默觀祈禱系列之13

張國珽神父與永和聖母升天堂淵源深長

【 懺 悔 慶 典 儀 式 】 的 功

當的告解。 聖經誦禱的祈禱方式：一字一句用我

們的口輕聲細讀，再用我們的耳傾心

靜聽。聖雅格宗徒教導我們：

都該敏於聽教，遲於發言……以柔

順的心，接受那種在你們心裡，而

能救你們靈魂的聖言。」
1:19,21）依撒意亞先知也鼓勵我們：

高興向你們表示憐愛……你的教師再

不躲藏，你的眼睛必能常見到你的教

師。當你偏左或偏右時，你必會親

耳聽到你後面有聲音說：

路，你們要在這上面行！』」
30:18, 20-21）

激發上等痛悔，使信友因願 默觀浪子回頭  體會救恩全貌得歡慶

17 藝術靈糧

子開心地舉起酒杯的似乎是小兒子，

■文／盧玫君  圖／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這幾天無論是否籃球迷，透過媒體

善度四旬期  和好莫遲疑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文／林豪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朝聖是有福的人到有福之地! 
聖母在葡萄牙的法蒂瑪顯現到現在已經96年了；今年的五月十三日欣逢碰到星
期日，法蒂瑪有盛大慶祝，來至全世界各地有數十萬人參加此盛大慶典。非常榮
幸得到天主的恩寵，我們有一團將於五月十一日前往；我們的行程做了許多改變
與過去的行程大大不同。

一、5/11(星期五) 台北–香港–倫敦

二、5/12(星期六) 倫敦–里斯本(葡萄牙)–法蒂瑪(葡萄牙)

三、5/13(星期日)法蒂瑪–全日自由行，聖母顯現地，參加慶祝大典

四、5/14(星期一)法蒂瑪–(葡萄牙)阿維拉造訪聖女大德蘭的修會

五、5/15(星期二)阿維拉-托雷多-馬德里-撒拉戈撒

六、5/16星期三)撒拉戈撒石柱聖母大殿。

七、5/17(星期四)哈維爾最偉大的傳教士方濟沙勿略出生地–法國露德

八、5/18(星期五)全日露德。

九、5/19(星期六)露德–波爾多參觀酒窖及葡萄園，聖安德烈大教堂等

十、5/20(星期日)波爾多北走南特參觀聖皮也聖保羅大教堂及聖尼格老聖殿。

十一、5/21(星期一)南特–米歇爾山法國新地標 –里修 聖女小德蘭聖地–盧昂

十二、5/22(星期二)盧昂聖女貞德致命之處，盧昂聖母大教堂–巴黎游塞納河，拉法葉百貨公司等。

十三、5/23(星期三)巴黎聖心堂、聖母院、香榭大道、凱旋門、艾菲爾鐵塔，聖母顯靈堂等。

十四、5/24(星期四)巴黎－香港。

十五、5/25（星期五）入境香港，安東尼聖堂彌撒-回台北。

※我們這一團，名額已有十餘人預約，名額有限，有興趣者請盡早預定，以免重
蹈上一團晚報名結果，客滿! 造成遺憾!
我們的隨團神師: 楊安仁神父      ( 特別貴賓: 葉勝男總主教 )
費用：現金138,000.–(一切費用含小費，刷卡加２％)
訂金：NT$20,000.–匯到帳戶：土地銀行台北仁愛分行005-057005552895(金魯姈)
請與我們聯絡:李富雄0911288672 金魯姈0937209058  
EMAIL :a27945538@gmail.com 
如欲中途退出，請於30天前通知；否則，訂金無法退回!
本報第175期3版朝聖團廣告，隨團神師為楊安仁神父，廣告主金魯姈誤植，
特此向楊神父致歉，並向讀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