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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長和修女們平常忙碌於牧靈與福傳工作，往往

忽略了自身的身、心、靈充電也甚為重要；為鼓

勵神長和修女們多多接觸大自然，台北總教區5月9日

特別舉辦宜蘭一日遊。正值梅雨季，氣候較不穩定，

加上日前雪山隧道發生事故，行前著實令人擔心不

已。感謝天主，一路平安順利。早上8時30分，兩輛

遊覽車接載來自8個國家的共66位神長和修女，分別

由主教公署和台北火車站出發。

第一站來到宜蘭羅東聖母升天堂，靈醫會的李智神

父和堂區教友們早已熱烈準備歡迎，宜蘭在地的神

父、修女10餘人也到此會合。隨後，由洪山川總主教

主禮彌撒，洪總主教在彌撒中說，隨著現代科技的進

步，有越來越多的低頭族，所到之處可見人手一台智

慧型手機低頭與雲端連線，卻與旁人隔絕了關係；反

觀神父、修女們與天主的關係卻不然，當神父、修女

低頭時，正是與天主連線的時刻，因為他們低著頭是

在祈禱，此其中有很大的差別。耶穌對祂的門徒說：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誰住在我內，我也住
在他內，他就結許多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什
麼也不能做。」（若15:5-6）這是相當美的祝福，試
想：我們即使再愛我們的寵物，也不願變成和牠們一

樣，但是主耶穌如此愛了我們，竟願意為我們降生來

到這世界上，與我們成為連結一體的葡萄樹；枝葉唯

有透過枝幹才能吸收養分結出果實，失去了養分，枝

葉將失去生命。洪總主教在場也特別感謝來參與的每

位神父及修女，在各地與各領域結出豐碩的果實，願

神父、修女們能時常與天主連線，得到天主更多的養

分，滋養出更多甜美的葡萄果實來。

彌撒結束後，驅車前往松羅─巴杜民宿享用泰雅

原住民風味餐，遊覽車一抵達，便看見熱情的高國卿

神父及羅東聖母醫院陳永興院長早已等候多時，除

了準備許多原住民特有的美味料理：香Q的紫米飯、

炸馬告、山豬肉、香蕉飯……等等，更招待我們享用

冰涼的紅酒和飲料，讓神父、修女們個個吃得津津有

味，讚不絕口。最後行程來到了「九寮溪自然生態教

育園區」，是泰雅原住民早年生活的區域，這裡完全

不受污染，清澈秀麗的溪水流過步道旁，最常見的魚

種有苦花和溪哥。一到了園區入口，山明水秀的美景

映入簾裡，清新的空氣便令我們整個人猶如沐浴在

天主一手創造的天然SPA中，徜徉在步道間，更是令

人感到心曠神怡，難怪人說大自然擁有神奇的療力！

無論年輕或年長，神父、修女一個個往前衝，不經

多久的時間，便都不見蹤影，中途行經一間販賣泰

雅原住民手工藝品的小站，旁邊設有咖啡屋，有些

神父、修女坐下來小作休憩，也與當地朋友聊天。稍

晚，天色漸漸暗了下來，起了風，雨勢也開始逐漸變

大，我們便盡速往山下撤離，感謝熱情的鄒正義神父

和原住民朋友，見狀立即開車將人群一批批往山下

載，才讓我們平安順利完成這次的旅程。

美好的時光短暫，一行人愉快的歸賦，身、心、靈

也充飽了電，為繼續日後事主愛人的福傳工作儲備了

滿滿的動能。感謝天主賜予我們這美好充實的一天！

由復活期開始的聖像畫理論與實作課程，轉眼已

經進行到最後的兩堂課了。最後一周的課程，

就在聖神降臨節前夕。為期50天的辛勞過程，相信是

許多學員始料未及的。當課程進行到一半時，就有學

員分享：「這門課真是每次都有挑戰，而且，還有

難上加難的感覺。」

實作過程考驗重重  放下執著內化所學

這是因為每一個步驟的學習都是那麼的新穎，還

有許多細節需要細心及專心地操作。例如五官描

繪、精準的幾何比例之測量和檢視、繁複多層次的

顏料上色等。有時候學員們雖然聽是聽了，但不見得

能夠把握的到其中的精髓。比方說，學習打磨碳酸鈣

畫板的手藝，就是一大考驗：力道輕了，無濟於事，

力道重了，又怕刮壞。更累人的是在大太陽之下，眼

睛直視雪白的板子久了，磨著磨著，眼就花了。好不

容易通過了磨板子這個山頭，又要往貼金箔的山嶺

邁去。金箔本身質地輕盈易飛散，而且，所上的底膠

又薄又快乾，以致於室內不容許有一點風。在燠熱

難耐中，一群人「躲在」門戶緊閉的課室裡，埋頭黏

貼那又薄又輕的金箔紙，真算不上是一種優雅的嗜

好。凡身歷其境的人應該都會同意我的話：這過程好

比那在烈日曝曬中，飽受背教威脅的信友團體所遭

遇的處境。說真的，大家無不希望這件事可以盡快

告一段落。哪還能顧及老師苦口婆心的提示說：「該

當一邊工作、一邊祈禱」呢？

剛開始學習聖像畫時，的確會有這種顧得了前

面，就顧不了後面的狼狽。但是，慢慢地學員也會

意識到，其實這一切的辛勞，有著比完成一幅畫還

要更高超的目標尚待達成。聖像畫員就是這樣，在

實作的過程中，不但要藉著摸索和領悟老師有關技

法的教導，更要學習放下自己的執著去按著師傅的

教導實踐。一方面，無止境地盡心將所學，細心地

完成。另一方面，卻也發現到，原來自己已經越來

越願意將所學的內化成為自己技能的一部分。

作畫歷經與主相遇  愛的操練親密純淨

這之後便開始累積學員本人寶貴的經驗了。這過

程幫助學員意識到，自己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都有其

後果，無法逃避且必須加以接受和面對。雖然，只

是短短的6個白天和3個晚上，卻可以整理出一次關

於靈修生活有用的經驗。

在學習聖像畫的課程中，學員練習被天主聖神所馴

服。就像20世紀初期作家聖修伯里在《小王子》中

所提到的「馴養」──建立關係。一次次，學員做出

決定，是否在沒有足夠經驗的狀況下，能夠騰出耳朵

來聆聽、理解老師所傳授的？並且決心亦步亦趨地

跟隨，以至完成所受託的繪製聖像的使命。當學員願

意順服且遵從指示時，他不再是受老師所馴養，而是

與天主建立了一種關係。願意在繪製的過程，以聖像

畫畫員的身分，與主親密。這種讓自己越來越小，讓

耶穌基督在自己內越來越大的操練，不再只是意志

上的鍛鍊，而進階成為愛的操練。因為愛，自願煉淨

心中求好求快的雜質。因為愛，作一切只為服侍基督

和祂的兄弟姊妹。因為愛，除了愛本身，別無所求。

如聖伯爾納德所說：「愛本身就是尋找『愛』者最佳

的報酬」這樣的畫員終於成為天主聖神的工具，也成

為最會愛的那一位。

沒有人在繪製耶穌基督的畫像時，在與祂四目交會

時還能忘記祂，忘記祂和我之間原是這麼的親密。

出自敬愛獻上孝愛  全心全靈全意全力

有時候，會有短短的時刻「驕傲」會來造訪，但

是在天主的聖容面前，自己很快就又服小，且將自

己的工作完全的託付於祂，明白沒有祂，自己什麼

也不能做。這時候，過程中的「如履薄冰」的心態

不再是怕失敗，而是出自一種敬愛。這種愛比兒子

對父親的孝愛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我們的天父

原本就遠遠超越地上的父親。祂是我們整個存有的

根源，是我們願意全心、全靈、全意、全力歸向，

並與之結合的那一位。究竟這種融化於主內的心境

是什麼？在其中所交流的「心領神會」又是怎樣的

過程？按照《聖詠》19篇作者所體會的：

高天陳述天主的光榮，穹蒼宣揚祂手中的化工；

日與日互遞消息，夜與夜相傳知識。

不是言也不是語，是聽不到的言語；

它們的聲音卻傳遍大地，它們的言語也直達地極。

在默觀的氛圍中，人們專注於耶穌基督的臨在，

收斂心神並管束口舌，將自己完全置身於天主面

前，連理智的運作也彷彿收斂到「心」的口袋內，

也就是人的最核心的存有內。在那裡天主設置了帷

帳，好與我們暢談：

天主在天空為太陽搭起了帷帳，

太陽好似新郎步出洞房，又像壯士就道欣然奔放，

從這一邊繞到另一邊，萬物莫不接受它熱力的溫暖。

驚嘆主愛奧妙聖潔  默觀反省領悟幸福

是的，在天主面前，我們驚嘆於祂的無限，祂既能

穿透宇宙，也能通達我們靈魂的深處。在祂面前我們

只有訝然驚嘆！我們似乎消失在祂的創造裡，而不知

道該說什麼？接著天主聖神像保母般為我們揭開生命

之書，在靜默中我們摸索、學習著天主法律的奧妙和

聖潔，那是帶領我們直通幸福國度的法律：

上主的法律是完美的，能暢快人靈，

上主的約章是真誠的，能開啟愚蒙。

上主的規誡是正直的，能悅樂心情，

上主的諭令是光明的，能照亮眼睛；

比黃金，比精純的黃金更可愛戀，

比蜂蜜，比蜂巢的流汁更加甘甜。

《聖詠》作者在默觀天主的同時，領悟到在天主

之愛內，這幸福彷彿「珍貴的香液，使人清爽，
倒在亞郎的頭上，散發芬芳，也薰香了他的衣
裳。」（詠133）

這恩寵的時光猶如蜂蜜，其甜美在默觀者的口中

久不散去。於是，默觀者開始帶著依侍之心反省自

己的罪愆，並祈禱：

誰能發覺自己的一切過犯？求祢洗淨我未覺察的

罪愆。

求祢使僕人免於自負，不要讓驕傲把我控制。

上主，我的磐石，我的救主，

願我口中的言語，心中的思慮，

常能使祢稱心如意！

默觀種子滋養人靈  邀約與主建立關係  

《聖詠》第19篇作者的這段默觀祈禱，就這樣在

靜默中、在與主交談中暫時告一段落。而這顆默觀

的種子在往後的日子裡，常伴隨炎夏日子中一陣陣

清涼的微風，不經意地造訪每一顆尋求天主的心。

特別在聖像畫員的工作進行中，靜默成為一種不可

替代的原料，在與主共同持守的神聖氛圍中，一幅

聖像畫按照天主的意思完成了！而那位畫員也在自

己的靈裡更新了天主的肖像。

法國作家安得烈．莫洛瓦曾這樣評論《小王子》

一書：「這本給成人看的兒童書處處包含著象徵意

義，這些象徵看上去既明確又隱晦，因此也格外的

美。」這讚美之詞似乎也可以貼合在聖像畫上。

〈非人手所繪〉中的耶穌對信友而言，祂的美既明

確又隱晦，默觀或實作聖像畫，邀請我們與耶穌建

立個人的關係，在默觀祈禱中我們加深這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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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宇宙，也能通達我們靈魂的深處。在祂面前我們

只有訝然驚嘆！我們似乎消失在祂的創造裡，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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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默觀的氛圍中，人們專注於耶穌基督的臨在，

由復活期開始的聖像畫理論與實作課程，轉眼已

在自己的靈裡更新天主的肖像

▲台北南懷仁研究中心與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合辦的聖像畫靈修研

習班的學員所實作的內容就是這幅──聖容面紗

▲非人手所繪Gregory Kroug

▲

台北南懷仁研究中心與主教團禮儀委員會合辦的聖像畫靈修研習班全體學員歡喜學習。（陳德勤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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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靈裡更新天主的肖像

從聖像畫實作中

三重聖母聖心堂60周年堂慶 九日敬禮 

日期 / 時間 祈 禱 意 向 主禮神師

6/08(五)

PM8：00
為 信 友 祈 禱 夏樂博  神父

6/09(六) 

PM7：30
為普世家庭祈禱 谷聲野  神父

6/10(日)

AM9：00
為 教 會 聖 職 人 員 祈 禱 林其鏘  神父

6/11(一) 

PM8：00
為 族 群 融 合 祈 禱 洪萬六  神父

6/12(二) 

PM8：00
為 老 人 及 病 人 祈 禱 潘家駿  神父

6/13(三) 

PM8：00
為生活在窮困的人祈禱 杜  仁  神父

6/14(四) 

PM8：00
為 福 音 的 傳 播 祈 禱 黃敏正  神父

6/15(五) 

PM8：00
為 本 地 青 年 聖 召 祈 禱 吳鄭弘  神父

6/16(六)

AM10：00
六十周年堂慶感恩與祈福 洪山川總主教

堂址：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北路115巷1號
電話：02-8981-7413、02-2971-1193
主任司鐸：倪瑞良神父 敬邀

衷心銘記哀感謝
				

家母林張麗嬌女士，聖名瑪利亞，已於2012年5

月19日完成殯葬彌撒禮儀後安息於三德墓園。在

此感謝洪總主教、周副主教、孫副主教、王蒙席、

許秘書長暨諸位神長、修士、修女、教友及各善會

團體等參與禮儀，感謝來自全國各地關切慰唁，隆

情厚誼，存歿俱感，在此誠摯申謝。

					

                    孝 男  隆彥   志義   顯章   寬平

                    孝 女  莉娜   率家屬一同

敬啟

主曆2012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