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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當我駐足於耶穌會位於

美國波特蘭市「羅耀拉耶穌會中

心」內，一座對外開放的「旅途之母」

小堂（Maria della Strada Chapel）時，

一幅由恩師Kathy Sievers所繪的「三聯

畫」（見圖）映入眼簾。那時，我的心

中浮現幾位熟識的耶穌會士的臉，他

們都是在我與天主相遇的路上，為我

指出方向、陪伴我流淚哭泣、開懷展

顏，進而轉向耶穌慈愛臉龐的幾位恩

人。所以，看著這一系列聖像畫，很自

然地，不由得激動落淚起來。

默觀聖像畫作操練  不斷省察並淨化

因為畫中一位是撰寫神操的聖人，

也是耶穌會會祖依納爵；另一位則是

受派遣到亞洲傳教，受尊稱為傳教區

主保的聖方濟．薩威。想念著我的耶

穌會神師和神父們，在心的深處為已

亡的和如今仍尚健在者，一一獻上深

深的祈禱和祝福。接著，帶著雙重朝

聖的心（對恩師的畫，也對神師神父

們的會祖）在聖堂中，靜靜地省察自

己，就好像這幾位神父陪伴在我身旁

一樣，靜思這幾年來自己是否辜負了

他們對我的關愛、帶領和期待……。

今年，由波特蘭的聖像畫學校返台

時，刻意購買了老師畫作的複製品。

隨身帶著這套畫回來，一來是為了跟

在台的耶穌會士分享這難得一見的聖

像畫作品；二來是為了讓自己在未來

的路上能更深地沉澱，讓當時在這些

畫前，我所未完成的省察，時時在心

中提醒著自己，務要繼續這將持續一

輩子的「朝聖之旅」，不要停頓，不要

荒廢了已開始的習作和操練。因為，

信德是要不斷地求得的！罪性更需要

不停地被淨化！

建立聖像畫的認知  從心中敬禮效法

幾天前在第三鐸區所舉辦的聖體講

座中，巧遇曾參加南懷仁中心舉辦的

聖像畫學理課的一位學員，他向我反

應能否提供一些方法，讓有興趣的人

在家中自行運用聖像畫做祈禱。這個

問題早就在我的腦海中盤旋，因為人

們不容易找到由聖像畫所規畫的禮儀

空間，因此多數人會轉而求其次，想

要在自家安置一個由聖像畫布置的祈

禱所。這樣的祈禱空間多半是在室內

布置聖經、聖像畫及蠟燭等。但是，

我的心告訴我，這並不單純只是「布

置」的問題，而是關乎於如何在自己

的心中建立起對聖像畫真正的認識，

從而才可能產生真正的敬禮：即因心

領神會那些蘊藏在聖像畫中，所有曾

經發生在天主和聖人之間動人心弦的

故事，繼而發自內心產生對聖人和天

主的敬愛與對話。那就是透過敬禮聖

像畫而來的祈禱生活！

這樣的祈禱生活會活化信友的信

仰，讓歸依的道路依序前行。但這樣

的果效絕非單由禮儀空間的布置所造

就。禮儀空間本身導向營造一個神聖

的場所，在那裡所有的活動本身應是

聖的。這神聖看似純由那神聖的禮儀

空間所觸發和媒介，却首先要由我們

的心來發動。《聖像畫的啟發》（暫

譯）一書作者Anton C. Vrame指出：

聖像畫所帶來的知識，是一門「心」

的知識。這知識同時是認知的、肢體

的、情感的、穿越記憶與想像，並且

是充滿我們整個的靈魂的。我認為若

能了解何為聖像畫所啟發的「心之知

識」，便開啟了聖像畫靈修的道路。

想要鑽研聖像畫靈修之道，便不能

只停留在單純對畫作的喜愛或對圖像

或繪畫技法的嫻熟。更需要探究的是

圖像底層所要訴說的「故事」。就好

比當考古學者找到一大疊中世紀大文

豪的情書時，他們不僅要研究書寫情

書者的筆跡、文法，更要探究這情書

的收信人是誰？他們之間有著怎樣唯

美動人的愛情？這段情史對大文豪本

人所造成的影響等等。同樣，在聖像

畫前默禱時，我們首先也應對這畫中

的「唯美故事」投以極大的興趣。

深度閱讀聖人神修  讓氣息與主相通

以本次專欄中介紹的這「三聯畫」

為例，固然在聖像畫前，聖人可以是

我們祈禱的對象；但是，若要論及更

深層的個人歸依，則有必要對聖人的

生平和他與天主之間的關係加以認識

和探討。這都是為了讓聖像畫在我們

的靈魂上發展出「心」的知識。為透

過此「三聯畫」獲取知識，回國後我

以Lectio Divina（可譯為神性閱讀或聖

言誦禱）的方式，閱讀了1.《聖依納爵

──自述小傳‧心靈日記》；2.《依納

爵神恩的理想──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光啟文化出版），在此也推薦給大

家。聖像畫中的圖像不論對兒童或成

人，都啟發了我們的興趣，使人心神

嚮往。

但，由於成人的心智已經齊備，聖

像畫更要對我們教導深層歸依所須具

備的、在身心靈各方面的知識。這並

不是說神秘經驗只能在成人身上發

生，而是說成人對神秘經驗的認知，

可以更勝一籌地進階到能夠由智理大

致說明其中奧秘的軌跡。這一深層的

理解，幫助成人在面臨考驗時能汲取

教訓，賴與天主親密結合的經驗走歸

依的朝聖之旅。為由對聖像畫所啟發

的，對靈性生命的興趣進階到靈修生

活的操練，最好透過一些對聖人歸依

的過程具有系統整理的神修書籍，或

相關的聖人著作等第一手翻譯資料來

認識此聖人。

在Lectio Divina的過程中，因為我們

的靈性對天主聖神開放，我們的時間

也都在天主手中，有時候我們的閱讀

也是在聖像畫前進行的，因此，這整

個的祈禱成為接受天主聖神光照的小

徑，在那條隱密的道路上，陽光微微

地透入樹林間，我們的氣息與天主的

息息相通。由上而來的光明燭照靈性

的愚昧，漸次地，我們彷彿可以窺見

聖人正與天主並肩同行、親密地交談

著……，我們的耳也開了。

了解聖人修練生活  分辨聖意作答覆

這時，當我們再次把目光投向聖像

畫，看著聖依納爵將世間的武器卸在

聖母腳前（見圖一），我們了解這個動

作後來導致聖人拿起另一屬靈的有力

武器──即他所撰寫的「神操」。我

們再來默觀聖人在義大利La Storta的一

次神視（見圖二）：耶穌背著巨大沉重

的十字架，聖父的形象依聖像畫慣有

的符號──半圓形曼朵拉（Mandora）

──藍色漸層的圈狀圖案所呈現，由

曼朵拉中有一隻手伸出指向聖人，代

表在神視中，天主父對聖子耶穌說：

「我子，我願祢拿他當做祢的僕人。」

耶穌便將依納爵和祂的十字架緊抱在

身邊向他說：「是，我願你做我的僕

人。」據依納爵身邊的夥伴作證說，

這便是使聖人決意選用「耶穌會」作

為會名的原因。

再默觀聖人派遣同會弟兄聖方濟．

薩威至亞洲宣教（見圖三）。聖人手

上拿著一捲紙，上頭寫著：「一切事物

為天主更大的光榮！」

「愈顯主榮」一向就是耶穌會士的

座右銘，但在依納爵的心中，再大的

工程都建基於與天主親密結合的基

石上。無論由他的自述小傳或心靈日

記，人們皆可了解聖人生活的核心在

於與天主親密地結合，他常收斂心

神、善用當時一切修練德行的方法，

包括祈禱、守齋、刻苦、辦告解、領聖

體、服務病人、抵達各地時慣常尋找

能給予神修指導的神師，並服從告解

時所接受的教導和命令等等。

在這樣的基礎下，聖人逐漸獲得神

類分辨的神恩，也以此幫助人靈。在

他的薰陶下，方濟．薩威也成為這樣

一位典型的耶穌會士，藉著與天主親

密結合而使自己成為與天主聯合的有

效工具。其實不僅是耶穌會士，甚至

是所有的基督徒，皆該如此重視與天

主親密結合的靈修要素，才能進而分

辨天主對我們每個人的聖意，且忠誠

地去答覆！

■文．圖／盧玫君（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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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促使信友深入聖經，獲得聖言的

力量，台北總教區聖經協會7月21日14

時在靜修女中舉辦台北總教區第1屆查

經共融活動。由於主考官黃敏正神父

的考題幽默豐富，讓與賽者在輕鬆悠

遊中，體會聖言生動有趣，品嘗聖言

富饒甘甜，即使一旁的啦啦隊也都樂

在其中。20支隊伍、155人經激烈賽事

後，由最後報名的「古亭快樂永生隊」

奪冠，「萬隆聖方濟沙勿略堂乙隊」居

次，成功聖母聖心堂的「成功隊」排名

第3。「古亭快樂永生隊」和「萬隆聖

方濟沙勿略堂乙隊」將代表台北總教

區參加2013年由嘉義教區所舉辦的全

國查經比賽總冠軍賽。

雖然對台北總教區來說查經比賽是

首屆，但在幾個月前消息傳出，各隊早

已摩拳擦掌蓄勢待發。部分讀經氛圍

濃厚的教堂更打出人海戰術，台北主

教座堂、萬大路玫瑰堂、萬隆聖方濟

沙勿略堂、中和堂等都組成兩支隊伍

參賽。參賽者年齡不限，從90歲的顏

林月雀，也有12歲的陶楷頤等人，更

有目前在慕道中、原屬基督教的何淑

容參賽。

最受矚目的是天母堂「天主之母

隊」中4位該堂聖母軍至潔之母青年支

團的國中生，以及國中生組成的「光仁

中學隊」，為在比賽中脫穎而出，他們

分別以3天至2周的時間苦讀。平日在

工作之餘每月至少聚集一次讀經、由

卓寅帶領的「中華電信台北──基督

信仰生活隊」實力堅強。聖母軍台灣

分團所組的「聖母軍隊」更在當天一

大早10時不到就先到靜修女中為活動

的順利進行

念經祈禱。

比賽前的

隊呼暖身各

出奇招，或

呼求聖神、

或向聖母祈求，或以歌聲祈獲雙倍的

祈禱果效。各隊所準備的工具也各

有不同，除常見的大本聖經外，更有

iPad、平板電腦及手機的電子書，也有

參賽者拿出放大鏡等「利器」。

主考官黃敏正神父先說明出題的原

則、比賽的規則，以及計分員、監控員

的職責等，黃敏正神父開宗明義指出，

查經共融活動採Open Book，不要在乎

輸贏，重要的是要知道每題的正確答

案，當200多人聚集在此熱愛聖言，此

刻此地是全台最明亮的地方，因為聖

言就是生命之光。隨即開始比賽。

首先是輕鬆的「暖身試題」，一旁為

各堂打氣的神父和修女也忙著翻聖經

默答；接著是「皆大歡喜」，全隊通力

合作翻閱聖經找答案，畫面動容；「各

顯神通」是每人發張試卷各自作答，

由神父、修女和修士監考；有趣的「同

心協力」有3題研究題，有在一百字中

找出24個《格林多書信》中出現的24

個人名和地名等；「兩人逗陣」則是2人

同心在計分員面前作答，當隊友答對

回到隊上時，相互擊掌打氣，答錯時給

予擁抱鼓勵，共融自在其中。

在近3小時的比賽中，看到所有參賽

者或聚精會神、或低語討論認真的態

度，打破了外界對天主教友不讀經的

刻板印象。台北總教區大家長洪山川

總主教也與所有在場的神父們再次派

遣教友，帶著聖言、聖體和聖神的降

福作天主的工具。正如《若望福音》所

言：「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
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若1:1）

出奇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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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主教也與所有在場的神父們再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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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經祈禱。

悠遊聖言 富饒甘甜
台北總教區     查經共融活動

▲范玉言神父（左四）頒獎給季軍成功聖母聖心堂（姜捷攝影）▲亞軍為聖方濟沙勿略堂乙隊（吳長榮攝影）

▲台北總教區第1屆查經比賽冠軍為古亭耶穌聖心堂的快樂永生隊（姜捷攝影）

悠遊聖言 富饒甘甜悠遊聖言 富饒甘甜悠遊聖言 富饒甘甜悠遊聖言 富饒甘甜

為迎接信德 已摩拳擦掌蓄勢待發。部分讀經氛圍

台北總教區     查經共融活動台北總教區     查經共融活動台北總教區     查經共融活動第1屆

這樣的祈禱生活會活化信友的信

納

這樣的祈禱生活會活化信友的信 ──自述小傳‧心靈日記》；2.《依納 們再來默觀聖人在義大利這樣的祈禱生活會活化信友的信 們再來默觀聖人在義大利La Storta的一們再來默觀聖人在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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