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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一千多年前，有一幅受到刀劍破壞的「善導

之母」Hodegetria（圖一）聖像畫在海上漂流

著，直到靠近愛琴海北邊，在這座只有男性修道人

才能居留的聖山阿陀斯（Mt. Athos）岸邊徘徊著。

起初並沒有人發現它，只是一連過了好幾天，阿陀

斯聖山上的修士們於夜間望見遠處海上有火柱，那

景象令人不解且詫異。於是，白天修士們齊集岸邊

要看看那出現火柱的海裡究竟有著什麼？果然，修

士們發現了在海中載浮載沉、直立漂流著一幅聖像

畫。這畫在海中閃耀著光輝。

「善導之母」聖像畫的動人啟示

這時，聖母適時顯現給一位聖德相當出眾的佳播

（Gabriel）修士，告訴他前去稟明修會的長上和

院內的修士，說聖母已經選中他在海面上行走，並

親手將這幅聖像畫取回。佳播修士滿懷敬畏和服從

完成了聖母交付給他的任務。當大家到大聖堂敬禮

這幅「善導之母」聖像畫時，看見聖母右邊的臉頰

上，有著刀傷的痕跡。這痕跡讓修士們回憶起流傳

在會院裡的一則古老傳說：據說一百多年前，在尼

西亞城（即現今喬治亞共和國境內伊茲尼克）有一

位虔敬的寡婦，她在家中收藏著「善導之母」聖像

畫。主張破壞聖像的德奧斐羅斯皇帝（Theophilus於
813—842期間擔任皇帝）執政時，有一位士兵闖入

了這位寡婦家中，一方面出於他個人反對敬禮聖像

畫，另一方面執行破壞也是他的職責，這名士兵用

刀劍往聖母臉上畫了一刀，立時有鮮血由聖母的臉

頰上滲出。那士兵見到這景況大受震驚，隨後對聖

像畫不再質疑，並且棄俗加入了修道的行列。

而這位寡婦在徹夜的祈禱後，為避免聖像畫再受

到褻瀆或破壞，便決定將它的命運完全交託在聖母

手中，並將之投入海中。她的兒子在一旁觀看，看

見畫並沒有沉入海底，而是直立著往西邊的海域漂

流。於是，這位寡婦的兒子經由得撒洛尼輾轉來到

阿陀斯聖山，並加入這個成員皆是喬治亞人的修道

院。就這樣這個故事便流傳下來。

世代守護修院的喬治亞天主之母

一百年後的今

天，修士們看見

這幅畫而想起這

個故事，便稱這

幅 畫 為 「 喬 治

亞 天 主 之 母 」

Iveron Mother of 
God。（圖二）

因為，它來自修

士們的家鄉喬治

亞；這幅畫來到

修院不久後，人

們却又給它安上

另一個名字。事

情是這樣的，本

該好端端地被安

置在聖堂桌上的

聖像畫，不知怎

麼的？總在大家

不注意時，就那

麼自自然然地高掛在修院的門楣上。而且，每當修

士把聖像拿下來放回原處後不久，那畫就又被發現

高掛在門楣上。沒有人能解釋這其中的緣由？直到

有一天，聖母在神視中再次發顯給佳播修士，向他

解釋：「這是我為自己而選的位置！這是為教你們

明白，不是你們要當保護我聖像畫的人，而是我要

親自作這座修道院的守護者。我不但要護守你們，

更要立於在這門上，世世代代照管這座修道院。」

就這樣，人們又稱這幅畫為Panagia Portaitissa
（希臘文意指守門人）。後來，修士們便在這道門

上，加蓋了一座小堂，好讓眾人可以在此聖堂內，

虔敬地敬禮代表天主之母的聖像畫。並訂定每年的8

月15日及復活周星期一為此幅聖像畫的瞻禮日，以

紀念聖母的美意。

東正教以遊行與慶祝  敬禮聖像畫

此幅畫現今的模樣如（圖三），東正教的基督徒

習慣在他們所敬禮的聖像畫上，加上許多金銀的裝

飾以示敬重。2012年4月16日（東正教的復活節比

天主教的晚一周）即復活八日慶期第二日的清晨，

在阿陀斯聖山所舉行的慶祝。從（圖四）希臘教會

新聞網的報導，我們可以看到，那天，遊行隊伍除

了修士以外，還有一些遊客和特地前來主持大禮的

宗主教等，一行人簇擁著在華蓋下的「喬治亞天主

之母」，一起來到當年佳播修士帶著這幅畫上岸的

地點（圖五），再次慶祝這幅親臨阿陀斯聖山，且

發顯了無數奇蹟的聖母像。

這樣的慶典因為是在戶外舉行，可以說非常的難

得。看到那一波波湧上岸的潮水，讓我也很想親臨

現場，感受一下那裡的氣氛。不過，這個願望是萬

難達成的。因為，只有男性才可能得到登上阿陀斯

聖山的許可證。看到這樣的盛況，想到原是1千年前

發生的奇蹟，如今東正教的弟兄在21世紀的今天，

還是這樣的慶祝。讓人不由得反省，那我們呢？是

否只要天主也賞給我們這塊土地同樣的恩典，我們

就可以做到面無改色地舉行屬於我們自己的敬禮傳

統，而不認為這是一種迷信的行動呢？看到宗主教

親吻聖像畫，再反觀我們自己，當我們拒絕親吻聖

像畫，認為那是種「迷信」的行為時，這種信仰的

矜持，是受限於沒有親眼見過聖像畫發顯奇蹟？還

是由於其他的原因呢？

回應天主的愛  作信理的默觀省思

對於奇蹟，我們已擁有最大的奇蹟──感恩聖

祭！這是偕同基督，我們對天主最大的敬禮。如果

真是這樣，那麼我們又是如何參與感恩聖祭的呢？

在彌撒中，我們的眼睛是否因為看見天主取了麵酒

形狀來到我們當中而發亮、而濕潤？在彌撒中，我

們曾用什麼來表達我們的信仰呢？

如果我們對天主是那麼的矜持，那麼，我們對身

邊的人也該是如此吧！如此，天主給我們人性中的

感情，又該擺在哪裡呢？如果我們認為面對信仰，

情緒波動不應太過明顯，那麼我們又是如何體會耶

穌的心呢？當耶穌為躲避同族人的迫害，帶著受傷

的心來到外邦人的地區。祂受一位客納罕婦人的感

動（瑪15:21-28），改變了祂的使命。這位外邦婦

人用充滿感情的話語懇求耶穌，竟意外地為我們這

些原是外邦人的，打開了救恩的大門。耶穌在外邦

人身上看到信德，動了憐憫的心。這時耶穌的口吻

和神情豈可能是矜持而沒有情緒上的波動呢？如果

那時婦人沒有察覺到耶穌受感動，又怎麼能急忙邁

步跑回家中呢？

對耶穌動之以情就是，如果，我的雙膝跪下來，

祂便知道我信祂是我的主。如果，我的唇對祂訴說

我的一切苦衷，祂便認出我是祂的兒女。如果，我

定睛注視聖像畫以及十架上的祂，祂便把我攬入祂

的懷中。唯有在祂的懷中，我們才有力量去愛自己

和鄰人。之後，我們才敢大聲地說：我信！ 

內湖聖母升天堂 
立足科技城 信仰更深層

內湖聖母升天堂於8月11日下午3

時，在文德女中舉行一年一度的

主保堂慶，在教區大家長洪山川總主

教的帶領下，3位新領洗者及19位領

受堅振者（其中5位來自南港成德天

主堂），伴隨司祭團魚貫列隊進入會

場，在讚美歌聲中歡欣慶祝聖母升天

瞻禮，由洪總主教主禮感恩大祭。

當天慶典除了內湖堂教友熱烈參

與，還有其他第三總鐸區的堂區教友

代表參禮，更邀請了同以聖母升天為

主保的永和堂教友，及汐止聖方濟堂

教友共襄盛舉。彌撒中，內湖堂主任

司鐸何正言神父、前本堂青年輔導神

父田明秀、永和堂主任司鐸羅國伯神

父，以及羅際元執事輔禮。

在聖道禮儀後，洪總主教在何神父

陪同下，舉行聖洗聖事及堅振聖事；

彌撒結束前，特別為新成立的聖母軍

青年團──宇宙元后支團，舉行成軍

及7位新團員宣誓禮。

彌撒後，有豐盛的自助餐會共享，

從喬治亞天主之母談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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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喬治亞天主之母 信德
聖像畫的默觀祈禱系列之18

去年8月，本專欄在152期17版介紹了聖母升天／聖母安眠瞻禮的聖像畫中所蘊含的信仰道理。

今年8月，藉著在東正教會中，同樣以8月15日為其瞻禮日之一的聖母聖像畫「喬治亞天主之母」，

帶領我們認識聖像畫所顯的奇蹟，以及東正教基督徒對聖像的敬禮。

■文．圖／盧玫君（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一）

（圖二）

天主，謝謝祢！感謝主惠公司贊助

義賣品，感謝各位教友奉獻珍貴

義賣品及手作包，感謝聖母聖心會創會

150周年慶暨板橋懷仁聖母聖心堂堂慶

給予的義賣機會，使板橋聖若望天主堂

於8月4日上午為活動中心改建工程募款

得以跨出第一步向外推展。

板橋聖若望天主堂活動中心興建迄

今已逾50年，提供了本堂各項研習、

會議、聚會、共融聯誼、慕道班……

等活動場所，使本堂教友在此留下許

多美好的回憶。

在阮玉鼎神父帶領下，積極推動各

項牧靈活動及福傳課程，現有建物主

體及設備等已不敷使用。期盼活動中

心改建提供舒適完善的環境，更能向

社區開放，分享天國福音，以天賦自

然的喜樂吸引眾人歸向天主。

新建活動中心功能預計有：信仰培

育如：慕道班、主日學、讀經班、靈

修講座；社區關懷如：連結社福機構

培育志工，服務社區民眾；藝文活動

如：聚會聯誼、吉他、繪畫、插花等

研習班。

搶進天國，就趁現在；奉獻所得，

累積天上的財富吧！「少了你這一

片心意，就不能成就」請大家給予

板橋聖若望天主堂一個為天主、為福

傳的奉獻機會，有義賣及園遊會等堂

區及社區活動時，歡迎告訴我們；捐

款可郵局劃撥至帳號：10647145，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

註明「為板橋聖若望堂福傳活動中心

奉獻」；或電話洽詢：阮玉鼎神父：

0928-010-127，傳協會李榮宗會長：

0928-151-131。

請為板橋聖若望天主堂籌建工程平

安順利祈禱，願天主祝福大家。

【姜捷／台北報導】石牌聖體堂

服務了22年的老本堂李鴻皋神父於

8月2日蒙主寵召，16天以來，士林

／蘭雅／石牌共融堂區以及認識李

神父的神長、修女、教友們都在石

牌堂守靈祈禱，洪山川總主教、劉

丹桂主教、曾建次主教更特來祈禱

致意，追悼這位可敬的95歲老神父

一生為福傳的無私無我奉獻。

8月18日早上8時，石牌堂擠滿來

自全台灣各地的近600位信友，及

眾多修會的修士修女們，聖堂樓上

樓下全都滿座，還在院落裡搭棚同

步播出視訊彌撒，讓擠不進聖堂的

教友們也能同心參禮；殯葬彌撒由

榮休狄剛總主教主禮，羅際元執事

輔禮並恭讀福音，遣使會中華省會

長谷聲野神父及歐天樂、蔡恩忠、

潘家駿、潘文線、房致勇、洪性

道、王承前、文雅德、郭潔麟、穆

希聖、費克強、李建平、徐俊興、

徐廷儀、梁德政、曾若瑟等17位神

父共祭，劉緒秋神父也參與彌撒，

一起送李神父最後一程。（見上

圖，黃金瑜攝影）

聖堂的殯葬禮儀空間在潘家駿神

父的指導下佈置得典雅莊重，堪為

示範；因著李神父在教會聖樂方面

的專業與貢獻，聖愛樂聖詠團及石

牌天主堂聖詠團選用李振邦神父所

編寫的全套殯葬彌撒曲，並以拉丁

文詠唱安魂彌撒常用經，使禮儀進

行更具神聖氛圍；狄總主教以老朋

友的心情在彌撒前感性致詞，李神

父一生單純、真誠、善良，他熱愛

音樂，成立許多國樂團、聖詠團；

他也熱愛小德蘭，翻譯多部小德蘭

著作，將自己對母親的懷念都投注

在敬禮小德蘭身上；他更以遣使會

會祖聖文生為終身表率，熱切為病

人祈禱與服務，一手成立榮總的生

命之母堂，讓病友及家屬有完善的

祈禱室可託付身心靈，我們要以喜

悅的心，為他的靈魂祈禱，求使天

主早日接納這位忠僕，快樂地回歸

父家。

聖召路上有李神父一路扶持的潘

家駿神父講道，深情憶往，數度哽

咽，全場都感動落淚。（講道全文

詳見第20版）彌撒禮成後，由遣

使會中華省會長谷聲野神父主禮追

思，灑聖水、焚香、唱頌〈諸聖禱

文〉後，全體鞠躬致敬，在悠揚歌

聲中完成簡單隆重的禮儀，大家一

一上前瞻仰遺容，更有人感恩他的

德澤跪拜叩謝；啟靈時，由參與彌

撒共祭的遣使會神父們扶棺緩緩前

行，修女及教友們一路歌詠相送，

更有遣使會士及不少教友親送到三

峽墓園，由潘家駿神父在李神父的

家族塔位前行安位禮，圓滿完成李

神父的人世羈旅。

李鴻皋神父殯葬彌撒備極哀榮

這一片重要的拼圖就是你！
你的慷慨，將成為福傳的奠基磐石
■文‧圖／板橋聖若望天主堂

■文‧圖／內湖聖母升天堂

  

  我們的母親辛秀華

姊妹，聖名德肋撒

，2012年8月8日晚

上23時56分，在新

店區慈濟醫院蒙主

寵召，距生於1926

年5月7日，享年86歲。

　且於2012年8月15日上午9時整，

在新店大坪林聖三堂舉行殯葬彌

撒，隨即安葬於三峽三德墓園。

　敬請眾神長、修女、教友主前代禱。

  女兒 基芳、基蘭 敬叩

通功代禱

此外，何神父為增加堂慶的歡樂氣

氛，特別自外邀請汐止天主堂晨星樂

團、玫瑰歌手葉采萱、民歌手范俊逸

及其烏拉圭籍搭檔Roberto的吉他伴奏

等歌唱節目表演，讓所有參禮教友盡

情歡樂，同歡慶祝主保堂慶。

基於常年計畫的堂區重建工程正積

極籌備，因此，今年主保堂慶擴大慶

祝，以加強大家對建堂事工的凝聚與共

識。系列慶祝活動從8月2日至10日舉行

了九日敬禮祈禱，以「上主興工建屋‧

建立祂的教會」為主題，再分為9個不

同子題，反省內湖堂信友在地方教會如

何發展其福傳工作，使福音更加廣揚，

以擴展天主在世上的教會。

其中8個子題分別以：教會建築、信

徒團體、福傳使命、聖言生活、聖事

生活、聖召奉獻生活、愛德生活、及

什一奉獻等方面，反省對建立教會的

重要性，最後以教會之母──聖母瑪

利亞為典範，整合我們的信仰，以激

勵大家的教友使命。每個子題都從聖

經出發，做為信仰的依據，再反省教

友在生活中如何實踐。九日敬禮的每

日禮儀，皆以代表每一子題的磚塊奉

獻在祭台前開始，然後朝拜聖體、接

著恭讀聖經章節及神父講道，再由一

位教友代表分享當天子題有關的信仰

生活，最後以聖體降福結束。隨著每

日磚塊的堆積，9天將聖堂的意向結構

圖形完成。

整個慶祝活動在洪總主教主禮的感

恩聖祭達到最高峰，當天大禮堂布置

得非常體面，整個舞台上以「上主興

工建屋‧建立祂的教會」為主題，在

祭台前布置了九日敬禮完成的聖堂意

向結構圖形，也擺設了一幅方濟修建

教堂的會意圖像，一進入會場就可看

到。

內湖堂建堂半世紀，孔子說：「五

十而知天命」。「知天命」指的是，

知天主的「命」──祂的旨意。過去

10多年間，內湖地區已發展成為科

技城；都會區的種種「改變」，促使

內湖天主堂也應跟隨耶穌的腳蹤「改

變」，並從「心」來完成這個期待而

神聖的計畫──「聖堂重建」。我們

都知道：「若不是上主興工建屋，
建造的人也是枉然勞力，若不是上
主看守城池，守城的人也是枉然警
醒。」（詠127:1）所以，在我們盡力
的同時，更需要依靠天主，讓我們不

僅能將聖堂重建的計畫完成，更使祂

的教會能夠繼續擴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