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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總教區第四總鐸區清泉天主堂朝聖

台北總教區第四總鐸區10月6日上午

10時至下午2時，到新竹教區新竹

縣五峰鄉桃山村的清泉天主堂朝聖。第

四總鐸區的天母、北投、士林、石牌、

社子及淡水等堂區平信徒分乘8部小巴

士及自用旅行車先在各堂集合，經北二

高，再由68快速路經竹東往五峰鄉，約

10時許抵達桃山部落，由登山步道步行

10分鐘到達清泉天主堂。

此行包括第四總鐸區神師：文雅德神

父、前遣使會總會長H. Yaspers神父、曾
若瑟神父、李建平神父（天津）、高翔

修士、柯德蘭修女、仁愛修女會會長巫

蕙蘭修女、余淑華修女、善牧修女會張

文觀修女、總鐸傳協主席劉鍾秀、金鳴

麟賢伉儷、羅金海副主席、陶家順會長

（天母）、蔡文魁會長（北投）、劉志偉

會長（社子）、金立柔、趙培因副會長

（石牌）、陳林秀美（淡水）等共計170

人參加朝聖活動。

清泉天主堂座落於泰雅族的村落間；

位在山坡上，下有河流及溫泉，前望瀑

布，後倚青山，風景優美，耶穌會的神

父在此堂區深耕50多年。主任司鐸丁松

青神父是位藝術創作家，以繪畫結合泰

雅族特有文化，製做了壁畫、馬賽克、

藝術鑲嵌玻璃和相關書籍，教會欣見外

地遊客的日漸增多，而興建清泉山莊，

提供遊客休憩、住宿；並為小孩子成立

「聖心托兒所」、為年輕人建籃球場，

還為偏遠地區的村落，蓋了3座教堂，

2004年獲頒「史懷哲教師獎」。

為了興建清泉活動中心，丁神父將他

的油畫創作及彩繪玻璃創作「彩繪天

使──超凡之美（Stained Glass Angels: 
Transcendent Beauty）」30幅創作義賣，
全數將捐贈興建活動中心的基金。

10時50分，丁神父以ppt簡介彩繪玻璃

天使系列作品，這些作品絕無僅有，像

是他的孩子，要賣出實在不捨，就像從

身上割下一塊肉般，希望收藏者能在這

些天使彩玻畫中，得到更多的意義。

11時舉行感恩聖祭，由文神父主禮，4

位神父共祭，特別的是，還有3隻狗臥躺

在祭台周圍，安靜地參禮。

丁神父講道時說，小孩的天真言語給

了他靈感，他將「愛的天使」彩玻畫作

擺放在祭台前，天使的容貌很像這邊

的小孩子，很多事是由天主帶領，天主

對小孩子有特別的愛，正如《馬爾谷福

音》第10章第13-16節「有人帶孩子們來
到耶穌身旁，請祂撫摸孩子。但門徒們
卻斥責他們。耶穌見了，就很生氣，對門
徒們說：讓孩子們來親近我，不要擋著
他們。要知道，天主國就是屬於像他們
這樣的人。我跟你們說實話：誰若不能
像孩子般接受天主國，誰就進不去。祂
就抱起孩子們，覆手祝福了他們。」我

們的心要和小孩子一樣，保留信仰聽天

主的話，天堂的門很矮，大人要跪下祈

禱才能進去，小孩子個頭小則不用。

丁神父接著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護

守天使，10月21日是原住民主保凱德莉

封聖的日子，她是美國印第安人，200年

前，做了很好的信仰生活榜樣，清泉天

主堂擺置了她的態像。丁神父將繪畫和

原住民生活、文化及聖經結合，文化很

重要，應該尊重各種文化。

丁神父在清泉堂區服務36年，就像是

自己的家一樣，20年前認識三毛，幫他

翻譯多本著作，從此，就有很多觀光客

慕名而來。50多年前，因為颱風將聖堂

吹垮，沖走40多戶人家，耶穌聖像最後

在新竹海邊找到，被送回來，但聖像已

缺手斷腳，信友們將此聖像掛聖堂，大

家就當耶穌的手及腳，去做福傳工作。

丁神父非常歡迎大家常來，有地方住。

感恩祭禮後，大家踴躍購書，丁神父

為大家一一簽名，接著拍團體照及享用

豐盛的風味餐，15時，到北埔天主堂朝

拜聖體，隨後到老街尋寶。17時20分在

關西天主堂恭念玫瑰經，為國家安定繁

榮祈禱，4位神父為大家降福。

到了18時30分，一行人在新埔餐廳享

用客家料理後返回台北，一路平安、交

通順暢，度過了一天充實的朝聖旅程。

■文．圖／盧玫君（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文‧圖／黃金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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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篤十六於《信德之門》宗座手諭開宗明

義談道：「信德之門（宗14:27）一直為我們敞
開，引領我們進入與天主共融的生命，並讓人進入祂

的教會。當天主聖言廣傳各地，而人心被恩寵塑造

時，人就能穿越這門檻。穿越這門檻，意思就是要踏

上終身信仰的途徑。」讀這段話時，我的靈藉著「共

融的生命、聖言廣傳、被恩寵塑造」等字句，在天

主的光穿透下，信仰的純粹彷彿透過「踏上終身信

仰的途徑」這句話，使我經驗到與主同在所可能擁

有的、通體透明的輕快甚或舒暢的感受。

用一輩子去回應的信仰之旅

的確，領洗時間越長久，越體會到信仰絕不是一

種標記，更不是領洗那一剎那的事件。信仰是用

一輩子去回應的「日子」，是終身的信仰之旅。正

是由於信仰，我才體會到自己真正活著。也因為信

仰，活著才不會是一種狀態，而可以是一場進行式

的愛之行旅。心中也會渴望讓更多人前來體會這

樣的生命，而想把這福音傳給人。「信德年」就是

這樣一個明確的提示，希望信友能夠正視、重新回

顧、審視自己對基督的信仰，繼而接受教會的邀請

再出發。

聖像畫員在習畫和創作的階段，不可避免地要經

過學徒臨摹和摸索的階段。在技巧純熟並對聖像畫

的習帖充分了解之後，出於願意為信仰和聖像畫服

務所做的投身，逐漸使得生命中的許多抉擇，在信

仰生活的實踐中踏踏實實地形成一股自創的風格。

Kroug神父對基督之愛的投身

當以拜占庭藝術的眼光審視Kroug神父的作品
時，會發現這些作品一方面具有極獨特的風格，另

一方面卻又絲毫不溢出聖像畫聖傳的範疇。聖像畫

規範的存在，不僅是礙於技巧的限度，其實更是為

了能以教會聖傳中所希望表達的信仰內涵而存在。

於是，聖像畫內獨有的、為聖言和基督宗教信仰服

務的使命得以存續和發展。而這不只是聖像畫的特

質，更是我們信仰的本質。

一幅出色的聖像畫作品，除了美感之外，往往

能表達出畫作背後，聖像畫員對基督之愛投

身、曖曖內含光的個人生命本相。在一幅具

有說服力的聖像畫中，傳統與創作得以並

存，就像兩千年來對基督的信仰與這個世

界也是不互相悖離的。真正奧妙的聖像畫

所詮釋的基督信仰本身，是如此地既是有

所傳承，又充滿了無限的、更新的朝氣！

清透輕逸畫風引領進入聖心

談到這裡，讓我們馬上來欣賞Kroug神父
的作品：基督普世君王（圖一）。Kroug神父
的畫風師承俄羅斯畫派，其水分含量較希臘畫

風為高，詮釋的技法不在於強勁、短促有力的

筆觸；相反地，較著重在利用水分的運用，使得其

人物看起來較為清靈出塵。Kroug神父個人最大的
特色，在於單單選用白色作為布料褶痕上光的運行

和堆疊。此種風格，一方面可能是受限

於大戰期間物質供應的缺乏；另一

方面，也應該是Kroug神父個人
的選擇。具有清透性的白，薄

薄地上在不同的底色時，光

的性質顯得更為清晰。

這光溫和、不侵犯的落

在衣服之上，使人聯想到

天主輕柔的接近我們，

祂如厄里亞先知的天主

般，不在狂風暴雨、也

不在飛沙走石中彰顯祂

的大能。祂却寧願選擇

輕巧的步伐，輕輕地靠近

我們，賜我們以祂聖神的

噓氣、喚我們以祂所愛的名

字。Kroug的畫作在質樸中，
更顯出其滲透力。觀畫者的注意

力不再受到畫面上華麗的構圖和色

澤所牽引；相反地，除去分心的元素，

觀畫者更容易達到與畫中聖者「面對面直

觀」的境界。觀看此幅基督普世君王像的經驗，

相較於觀看其他畫作的經驗有顯著的區分。此幅畫

特別能引領觀畫者進入這位願意成為「良善心謙」

的牧者之心內。在祂的聖心中，我們和天主同溫於

黃昏樂園中散步的情景。此情此景使我更相信，悔

改首先來自內心的歸依。

順服於天主旨意的幸福容顏

以此賞析的基礎，讓我們接著將目光投向聖像畫

屏中的代禱聖母（圖二）。面對Kroug神父旅居法國
的時代，其藝術的發展與聖像畫對人物的刻畫之間

有著絕大的不

相 容 之

處。現代藝術多強調對「自然」，即眼睛所看見的

表相作忠實的描繪。而聖像畫對人物的描寫，旨在

繪出聖者在聖化後，居於天上的神態。由Kroug神
父畫作中聖母的神情，我們看出她的謙遜、服從、

靜謐、溫和、平安和信賴天主之情。如果要用一個

詞來形容此刻聖母的神態，我會選用「幸福」二

字。因為，在我的心目中，再也沒有什麼比「順服

於天主旨意」更能獲取幸福的事。可是這種幸福卻

不是我們這些在靈性上貧乏的人所能懂透的。

聖母所擁有的不是人間的智慧可以為我們賺得

的；但，却也並非遙不可及。因為，天主愛我們所

有的人。祂降生成人就是為了協助我們獲取

這救恩。正因為如此，我們每天的日子才

值得去過。因為，每一個小小的選擇，

在和天主聖神的合作之下，都成了

滿全「幸福」的日子。我常想，雖

然我們表面上好像在工作的表現

上，完成了許多了不起的目標。

但是，其實直到面見天主的那

一天，我們每天都只是像小學

生般，在練習簿上一筆一劃地

習字、臨帖。這樣想時，我也

就安靜下來，安心地練習。因

為，我又怎能知道天主的奧秘

呢？我的幸福只在於投靠天主

那永不教人失望的照顧。祂的愛

是我們一輩子的依靠，就讓我們

一輩子跟隨我們的「師傅」走焠煉

信德的道路。� （未完待續）

2012年10月11日起，普世教會共同為「信德年」揭開序幕，

本專欄以20世紀極具特色的旅法東正教俄羅斯聖像畫員，

也是聖神修道院神父的Fr. Gregory Kroug為例，

談談聖像畫的創作與穿越「信德的門檻」之間的關聯。

台北教區四腳亭露德聖母朝聖地整修
由於房舍老舊，加上本堂聖母亭尚未完成整體

裝修，空有水泥外牆，故需要主內弟兄姊妹鼎力
支持。我們希望在露德的聖母也能見到一番新的
氣象。
四腳亭露德聖母朝聖地，在此地除教友外少有

堂區外教友，在募款方面較為困難，希望藉由這
個機會，懇求大家捐助，並將此一訊息傳遞給認
識的人，使敝堂能恢復嶄新光彩。

捐款專戶郵政劃撥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
帳號：10647145
請註明：為露德聖母朝聖地整修奉獻
如需開立捐款收據者，請註明姓名、
身分證字號或公司統一編號。

露德聖母朝聖地
阮知才神父 02-2457-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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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耶穌基督普世君王

▲（圖二）代禱聖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