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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初，有機會到香港參加香港

禮儀委員會為大陸神父、修女、

建築師所舉辦的「梵二禮儀空間設計

研習會」。會中除了聽講與參觀多處禮

儀設計概念出色的教堂之外，也與所

有學員分享聖像畫的製作技巧，與禮

儀空間中聖像畫的神學意涵，介紹東

方禮另一種豐富的禮儀空間安排的選

項。雖然，幾個世紀以來許多藝術家對

聖像畫的刻板印象是拘束與呆板。但

是，不可諱言聖像畫自成一套的格式

和內容，無論以鑲嵌畫、濕壁畫或蛋彩

畫來表現，已經是聖藝在描繪救恩故

事時的原型，而這原型正是出於聖經

和聖傳。

聖藝果效  引領我們接觸主
聖像畫所要呈現的是整個的救恩史，

是在聖堂空間中展現在末世，天上、地

上教會一起來到天主台前朝拜的末世

預像。因此，了解聖像畫絕不只是多了

一種宗教藝術裝置的選項。而是為許多

教會藝術創作者、聖堂建築師、禮儀空

間設計師等，提供經過千錘百鍊的、極

富啟發性的救恩史圖本。從中，這些天

主的工匠能夠發揮各自的才華，為天主

的宮殿貢獻所有。進一步，透過這些人

的巧思和以心神朝拜天主者所構成的

禮儀，天主的國真實臨現於禮儀中，向

我人昭告悔改、補贖與聖化的必要，並

為天上的婚宴揭開序幕。

為藝術家而言，作品是一種允許自我

與外界溝通的管道。對建築聖堂的團

隊以及聖像畫員而言，在聖堂中所呈

現的一切，除了聖藝創作者自我信仰的

表達，更是天主自我通傳的任意門。通

過聖藝，參禮的人接觸到救贖我們的天

主。除非達到這樣的功效，沒有一件擺

在聖堂中的作品可以稱得上是聖藝。

多默問說：「主！我們不知道你往
哪裡去，怎麼會知道那條路呢？」
（若14:5）是的，對於天主的事理，我

們常常是迷惘或無知的。所以，信友

需要慈母教會準備的培育課程。身為

教會──新娘──的一分子，我們都

需要被教導去認識教會的新郎──基

督。認識基督和祂的救恩，就是一個揭

去面紗的過程。基督要來揭去我們的

面帕，好使我們認出祂，並愛慕祂！

效法天使  聖潔謹慎與專注
在9月份的專欄，就讓我們一起藉

由聖像畫，認識與天主非常接近的天

使，以及由天使所學習的救恩訊息！關

於天使的性體和使命，讀者可以參閱

《天主教教理》p.82-84頁。關於聖經

章節也可參考思高聖經附錄二的索引

第四章（一）天主創造天使。在此引用

奧斯定的教導，對天使一詞做簡單扼

要的介紹：「天使一詞是指職務，而非

本性。如果問及這本性的名稱，則回答

說是天神。」在新舊約聖經中多次讀到

天使執行天主所交付給他們的工作。

這些敘述在我們的腦海中形成一幅幅

的圖畫。教會禮儀安排信友在9月29日

慶祝三位總領天使的瞻禮：聖彌格、聖

佳播、聖來福；在10月2日紀念守護天

使。我所找到的聖像畫中有天使佳播

向聖母預報救主降生、耶穌誕生時天

上出現的大隊天神、耶穌受洗時在一

旁見證的天神們、在聖像畫屏一側為

我們代禱的總領天使佳播、守護天使，

還有《默示錄》中帶領天神一同作戰

的總領天使彌格。

他們之間的共同點是前額頭上繫的

髮帶，這髮帶固定住他們的髮絲，並在

後腦杓處束起，形成在光圈中飄揚的髮

帶。為現代人而言這髮帶是為固定住髮

絲和裝飾。而聖像畫中天神的髮帶，在

神學上意謂著天神對天主事理的專注，

他們心無旁貸、內心充滿聖潔的思想，

戴上這髮帶猶如天神頭上的一頂純潔

無偽的冠冕。他們集中心神只為專心致

志地回應神聖的任務。當我們練習收斂

心神時，實在可以取法天神們繫上精神

的髮帶。這無形的髮帶幫助我們專注、

不虛度光陰，全力集中於注目天上的事

理和手邊天主交給我們的神聖任務。

因為，我們所有的精力都應該運用在等

待與新郎會面這件事上；像明智的童女

般，在赴婚宴時謹記著帶上燈及足夠的

油。這樣謹慎行事的態度，就是為了效

法天神，隨時等待天主聖神的差遣，

在寧靜的心中準備自己，好能明辨天

主聖神所賜與的各項任務，並在不慌

不忙中將它完成。有了這樣的渴望，

自然會心悅誠服地自動驅除煩擾的思

想，一心嚮往平靜。

心口合一  與天使同聲詠讚
東正教聖人得撒洛尼總主教聖西默

盎（St. Symeon of Thessalonike 1381-
1492）論及天神曾說：「天神嚴肅的

表情，象徵天主堅定守護著我們的決

心；年輕的外表，代表精神體旺盛持

久的生命力；翅膀，表示能夠在象徵

天國高度的空中輕盈自在地飛翔的能

力；手中的權杖，代表天神在天上高

貴、神聖的品位。手上似水晶的球體

印上了基督的名號，代表他們是屬於

基督、為基督作戰的軍旅。」因著以上

的這些理由，東方教會的天神形像自

然不似西方教會，以一種討喜的天真

幼兒似的小天使模樣呈現。

在聖經中，天神還有一種在天主台

前不斷讚頌的職務。直到今天，在我

們參與的彌撒中，這些天神還是與

我們共同執行著這一份尊貴、喜慶、

圓滿和神聖的任務。依照耶穌會神父

Clifford Howell, S.J.的詮釋，我們不

只是聯合天使們組成了天主寶座前的

「歌詠團」，以敬畏的心，歌頌讚美創

造大地萬有的天主，互相高呼「聖！
聖！聖！萬軍的上主！祂的光榮充滿
大地！」（依6:3）甚者，身為基督的
淨配，藉著基督、在基督內、協同基

督，我們進階到以《默示錄》的口吻，

配合天使的隊伍，面對面向坐在寶座

上的那一位歌頌道：「上主，我們的天

主！祢是堪享光榮、尊威和權能的，

因為祢創造了萬物，萬物都是因了祢

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這種顯示

位格間往來的用詞，在彌撒聖祭這場

象徵天人間的婚宴中，在天主和祂的

子民間建立起真正誓盟的時空中，特

別撼動人心。所以，讓我們都能心口

合一、有意識地體會到我們不只加入

了天神們的詠唱行列，更是以新娘的

身分在詠唱：「聖！聖！聖！」（參考

《怎樣參與彌撒》孫茂學神父譯）

逃離魔鬼  全心向天主依靠
提到天使後，附帶一提「墮落的天

使」──魔鬼。聖像畫所要描繪的世

界是一個新天新地、由新的秩序所統

領的世界，也是我們將要前去與聖人

聖女聚會的世界，透過不斷地淨化，希

望那日子的到來不僅在未世，更是在

此世。因此，墮落的世界從來不會是聖

像畫的主題。例如，光的功效不在於襯

托圖中人物的相貌，而是透過這真實

存在、由聖者內在通透出的神聖光華，

觀畫者受到暗示需要昇華自己的心

靈，直至與聖人同樣的純淨。在那裡受

到聖化的人們，與天神一起會晤基督。

相對的，魔鬼在聖像畫中的描繪就會

是乾癟、漆黑、體型瘦小、完全與光無

緣、被光所唾棄的身形。相較於西方宗

教藝術作品常將魔鬼描繪得異常可怕，

東方神學對魔鬼的認知是：與天主的恩

寵相比，魔鬼不足為懼、無足輕重、受

基督的大能削減其力量。對於魔鬼，人

們應該對之嗤之以鼻、對牠搖頭輕嘆，

背對牠猶如不值一顧的小玩意兒。（參

考《你對聖像畫有何認識？》台灣正教

會出版／上智出版社銷售）聖像畫神學

希望引薦人們轉面投向天主的光照，勝

過與巨大無影的幻象鬼魅狂鬥。

這使我想起聖女小德蘭的模範：遇

到魔鬼，聖女建議我們使用「三十六

計，走為上策」，深深逃往天父的懷

抱，天父見祂的小人兒全心依靠，哪有

不出面為我們嚇阻那裝腔作勢的小黑

鬼呢？聖女這聖嬰小道中所蘊含的智

慧，與聖像學相較，真可謂異曲同調、

相互輝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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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領報聖門(聖佳播)

▲佳播天使

▲耶穌聖誕天使高歌

▲護守天使

▲總領天使聖彌格

國泰慈善基金會志工在「歡慶國泰50 國泰幸福

公益日」活動中，9月10日前往天主教光仁社

會福利基金會位於新北市的聖心兒童發展中心，與

身心障礙的慢飛小天使一同團康慶生，並協助中心

維護清掃環境。

國泰慈善基金會總幹事謝淵森說，「為了讓國泰

人壽創業50周年慶祝活動更具意義與社會關懷，30

位志工們來到照料可愛身心障礙慢飛天使的家，親

自與他們相處互動，為慢飛天使的天真與可愛模樣

真實動容，感謝聖心兒童發展中心有機會讓志工們

實際體會，進而領悟人生的意義與生命價值。」志

工們不僅陪伴慢飛天使互動接力傳球遊戲，更現場

玩起「大風吹」，志工與小天使的歡笑愉悅聲不絕

於耳，小天使們為感謝大哥哥與大姊姊的陪伴，也

表演了兩段舞蹈，第一支「加加油」舞蹈，為國泰

人壽邁向第2個50年加油，另一支「彩虹的微笑」

舞，展現出這群慢飛小天使活潑的肢體律動，反映

出迎接彩虹的燦爛心情。

國泰志工也身體力行協助清掃環境，聖心兒童發

展中心盧嘉美主任表示感謝說，國泰慈善基金會志

工對公益活動的熱忱，陪伴帶領慢飛小天使度過充

滿歡笑的慶生活動，帶給他們向日葵般的希望，正

如聖心兒童發展中心剛落成啟用台灣拜耳企業所捐

贈的抗塗鴉牆上繪畫的向日葵。

聖心兒童發展中心的早療小天使們，在國泰志工

陪伴下，一同切蛋糕與用餐，留下一個難忘的回憶。

■文‧圖／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文‧圖／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國泰慈善基金會歡慶50  
光仁社福聖心兒童發展中心同樂

小小慈善義賣會 

 為培育會士募款

為募集兒童早期療育基金，歷經5天4夜的「勁戰

騎士俱樂部」愛心環台車隊，9月9日平安返抵

出發地點，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辦公所在的

台北總主教公署；在受贈答謝儀式中，光仁社會福

利基金會執行長李裁榮神父接受沿途各地車友所募

集的統一發票與愛心捐款，李裁榮神父並頒贈6位騎

士感謝狀，對全台各地車友的關懷致上最誠摯的謝

意。（見左圖）

「勁戰騎士俱樂部」的6位騎士與應援車友一行

人9月5日浩浩蕩蕩從台北出發，行經花蓮、屏東、

嘉義、新竹、台北進行環台一周，沿途停靠七星潭

風景區、鵝鸞鼻、後壁小南海風景區、峨眉湖風景

區、新店陽光運動公園，由於各地車友陪騎，響應

公益，不斷將所攜帶愛心發票與愛心捐款投入勁戰

騎士愛心捐款箱。

李神父也贈送光仁社福基金會所附設育能啟能中

心弱勢學員製作的3款中秋月餅禮盒，給這群愛心車

友們。李神父說，光仁社福基金會維繫兒童早療服

務經費仍十分困頓，亟待各界善心人士發揮關懷，

盼望有更多如「勁戰騎士俱樂部」的精神，一同輔

助身心障礙慢飛天使，讓他們能重展一雙愛的翅

膀，健康地成長。

勁戰騎士愛心環台 早療勸募捐贈感謝儀式 ■文‧圖／天主教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

▲國泰慈善基金會謝淵森總幹事（後排中）帶領國泰志工為慢飛小天

使慶生。

光仁社會福利基金會早期療育專案

勸募項目：發票與捐款

勸募用途：為早期療育服務及弱勢早療學員獎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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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露德聖母朝聖地
2012年10月 朝聖彌撒主禮

日 期 主 禮 人 日 期 主 禮 人

10/06
(六)

李克勉主教
新竹教區

10/07
(日)

黃貴雄神父
聖言會

10/13
(六)

梁在五神父
新竹西區總鐸

10/14
(日)

賴効忠神父
輔仁大學校牧

10/20
(六)

端光長神父
苗栗總鐸

10/21
(日)

周繼源副主教
台北主教座堂

10/27
(六)

張文福神父
桃園總鐸

10/28
(日)

郭世平副主教
新竹教區聖神堂

朝聖活動內容
09 : 30 和好聖事     10 : 00 玫瑰經祈禱   

10 : 30  朝聖彌撒

朝 聖 地：新竹縣關西鎮大同里水坑5-1號
聯絡電話：0988-728119  0919-857455  
          03-5869303
E-mail : mskum23@gmail.com
朝聖地奉獻專戶：郵政劃撥帳號：19997191
 
禮儀中有意願服務者
﹝司儀，讀經，領導玫瑰經祈禱等﹞
請先告知，以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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