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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十年 傳愛工程 盼您牽成

泰北回龍中學暨聖愛兒童之家10周年

慶，於12月16日下午1時，在古亭耶

穌聖心堂主任司鐸洪萬六神父的大力支

持下，於耕莘文教院一樓大禮堂盛大舉行

「泰北十年‧愛的饗宴」，百餘位曾經前往

泰北服務的國際志工、大專學生和志工老

師齊聚一堂，感謝聖愛之家創辦人暨回龍

中文小學校長范雲華奶奶深耕泰北華文教

育的堅持，所有志工大串聯，特別以3個月

的精心籌備，策畫了這場溫馨的盛會。

由實踐大學家兒系鄧蔭萍副教授及嶺東

科技大學課外指導活動組廖忠信組長聯

手主持節目，趣味橫生的對話逗得全場笑

聲不斷，曾出過隊的實踐、世新、政大等

校志工早就在會場布置，嶺東志工們還特

地包車北上，大家有如回娘家一般參與分

享與回顧。更有出錢出力的嘉賓們讓全場

增色生光，包括實踐大學校長暨博愛基金

會董事長陳振貴、執行長歐晉仁，實踐民

生學院歐陽慧剛院長，西區扶輪社董事長

吳東明等貴賓都肯定范雲華校長的努力，

彥陽科技董事長吳銘雄捐出頂級限量好酒

義賣；《重返異域》的作家汪詠黛義賣書

籍，還附贈作者簽名及合照；書法家林家

成現場揮毫春聯義賣，廣受歡迎；所有義

賣善款都挹注興學工程；普誠科技公司董

事長姜長安也提供茶會餐點讓賓客享用，

享用美食，輕鬆敘舊。

回顧聖愛之家的成長史時，觀賞賓客驚

呼連連，原來當年在聖愛之家貧病及孤苦

的孩子都已成長為穩重小大人，甚至有人

準備接續范校長的志業，讓愛擴大並薪火

相傳；中間穿插各所大學表演增添活潑青

春氣息，實踐大學精彩的旗舞、嶺東科大

窩心的音樂劇，范校長感恩獻唱〈除祢以

外〉，志工播放溫馨的小影片及獻花，都

讓范校長驚喜不斷；她也特別介紹了自己

的家人，感謝他們在背後默默支持她長年

在異域獻愛；博愛基金會陳振貴董事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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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音中保持緘默的若瑟，在往白冷的路上，也

是這樣的寂靜。胎兒在母親溫暖的愛環繞下

也是寧靜的、大地也是寧靜的，案頭上溫熱的茶水

也是寧靜的。這樣的默想持續了幾天，吸引著我想

要更深入這寧靜與夜的世界。雖然，我沒有問這裡

面會有什麼？可是，心中對這個方向是篤定的。遂

在寧靜黑夜的默想中推進！

悅讀兩本小書  聖神帶領信德扎根

忽然，一本小書來到心中，那是17年前讀過的，

光啟出版的《驢子上的鈴聲》。這寂靜在晃盪的鈴

聲中，彷彿透著些許微光，吸引著我往將臨期的奧

義中走去。那鈴鐺在夜空下發出「叮噹、叮噹」的

聲音。就像寂靜中的微光，微微的溫暖，微微地安

慰並暖和著這兩位孤獨旅人──若瑟與瑪利亞的

心。原來，這光和鈴聲，穿越了17年的旅程，仍能

在天主聖神的帶領下，掀起記憶的一角，召喚我隨

著它，進入17年前這本書出版時，帶領我所造訪過

的、書中的小小白冷城。我的心在驚喜和敬畏中，

跟隨著這鈴聲，喜愛著它熟悉、清脆的帶領。 

這本書的封面是若瑟帶著騎在驢背上的聖母，

在星光伴隨下，往白冷小城前行。委託朋友買到

這本書後，她還附帶借給了我同一位作家嘉芙蓮

（Catherine de Hueck Doherty）的《靜隱之所》（上

智文化出版）。就這樣，這兩本書伴隨著我，在最

近每天睡前及醒來的靜默中，接著將這種靜默教導

我的，帶到日常的待人接物中。每當我慢慢咀嚼其

中字句的深意時，天主聖神也在我的心中種下信德

的樹苗。天主的手輕輕地播開被寂靜鬆軟的土地，

再將小苗仔細地安插其中，用雙手將土壤十分紮實

地，由根部開始固定和填滿，直到地平面。最後，

天主於重新覆蓋的新土上，澆灌足夠的水分。然

後，我們坐下、一起等待。

聖像畫前默觀  聖言誦禱感受奧蹟

這種閱讀方式正是聖言誦禱（Lectio Divina）的

步驟，在閱讀中咀嚼而不推敲躁進。聆聽、等待、

詢問和讚美，而不作歸納和研究。最後，一

切聚首於寂靜，全化為等待與相守。這樣就

算完成了嗎？其實並沒有。因為，信仰之旅

在耕耘之餘，還要不斷期待每一個開花結果

的日子悄悄地降臨。沒有人喜愛不斷等待的

滋味。但，請記住，只是期待。千萬不要揠

苗助長。天主答覆我們的，並不是「一個」

祈禱而已，祂允諾我們的是全份的救恩。於

是，祂派遣祂的兒子前來，生活在我們當

中。我們所等待的那位，就是人中最為美麗

的牧人──耶穌。坐在聖像畫前默觀的我

們，所要信守的也是這個奧蹟中的奧蹟──

天主子降生成人。

這樣我才明白，這就是度過將臨期所要準備和期

待的。準備自己成為鬆軟的土壤，懷著謙遜開放的

心，以心靈之耳聆聽旁人的建議或批評。找到在嘈

雜的內在與外在世界中，一個與天主同行的支點。

有時候，天主聖神的降臨，是透過身旁友人的一些

建議。有時候，則是在衝突、紛擾的對話後沉澱。

我們的心門面對真理打開的有多大，天主就將我們

的真相顯示給我們有多清晰。而聖言選擇搭乘的

工具，有各種可能。我們就是要開放，特別是在受

傷的時刻。不要害怕與那些以言語刺傷我們的人交

談，因為祂的來臨常在我們意想不到的時刻。

將臨期的反省  空虛自我懷孕耶穌  

如果，你不承認自己是驕傲的，那麼當你被別人

批評時，仔細地嚐嚐那種被羞辱的苦澀味。那時，

你不得不承認，就因為被人奪去心中的驕傲，才感

覺到失落的苦澀。這時，你不得不承認，原來在這

件事上，你是驕傲的。但是，有什麼關係？失了驕

傲的面子嗎？讓它隨風而去吧！反正你也不需要

它。應該感謝的是，這種心痛的滋味，讓你瞭解，

你曾經被驕傲所綁架。而如今，在天主和祂的兒女

面前，你又是個自由人了，不再需要苦撐。開心的

承認你對那件事的驕傲，誠摯地請求天主父和主內

弟兄姊妹的原諒。你會發現，這樣活著的你，可以

重新過著將臨期的生活，

與大家一同期待主的第二

次來臨。

在驢子背上的聖母，懷

孕著即將誕生的嬰孩耶

穌。她懷著怎樣的心情朝

向白冷前行？對於她尚未

謀面的孩子，她心中有著

敬畏和母愛。瑪利亞深知

耶穌的來歷，但在驢背上

那一刻，如同我們面對自

己的人生一樣，瑪利亞也

同樣不知道孩子將度過怎

樣的一生？她所知道的僅

是，這個孩子是她的主。

而我們所知道的也是，我

們是天主父的子女，而且，我們可以在身內試著懷

孕耶穌──就是讓我們空虛自我，懷有耶穌所該懷

有的心情。（參閱斐2:5）坐在12世紀由君士坦丁

堡被帶到基輔的「可親可愛之母」像前（見上圖）

（註），我們找到與聖母同樣的支點。那就是我們

同樣都生活在奧蹟當中。不明白、沒有答案對我們

和聖母而言，不再是個阻礙。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貢

獻出自己，懷孕耶穌。

聖像敬禮能量  活出信德活出福音

嘉芙蓮對聖母之家的成員解釋鬧市中的隱士生活

時，這樣說：「現在讓我試舉一例，如果妳結了婚，

懷了孕，難道妳就不再燒飯、洗衣、熨衣了嗎？難

道妳就不再參加妳平常所參加的一切活動了嗎？

不！妳一定仍得處理妳日常的事務，妳和別人唯

一不同的是──妳懷了孕而已。」嘉芙蓮鼓勵成員

「以祈禱來建造隱所、比別人更敏銳地覺察天主

的臨在。」她更希望成員「帶著這絕對靜默、莊嚴

的廳堂在妳之內：因為，妳被祂召叫在靜默中聆聽

祂。以妳特別而有力的方式，帶祂到街上去、聚會

之中。」

在聖像敬禮時，我們也是這樣面對著奧蹟中的

天主子，滿心驚訝與朝拜。不論是端坐或跪伏在聖

像前的我們，明白靜默的力量與深度。因為在靜默

中，生命正在孕育，聖母以祈禱滋養自己和所孕育

的天主子的生命。我們也是這樣，若瑟也是這樣，

在默觀聖母與聖子的生命中，於自己的身內也孕

育這位天主子。重新閱讀這兩本書，帶給我一份有

力量的訊息，聖神和嘉芙蓮邀請我們：「在將臨期

的每一天中，試著在自己的靈性的胎中，懷孕小耶

穌、走向市井去罷！」這樣，我們便將活出信德！活

出福音！

註：這幅畫全名是The Virgin of Tenderness of 
Vladimir，於1131年被帶到俄國。是現存最古老的
「可親可愛之母」像。俄文稱此款聖母聖子聖像為

Eleousa。其特徵為小耶穌的小手環繞著母親的頸
脖。表達出親子間極親暱的互動。不過，聖母的眼神

卻望向我們，並透露出淡淡的哀愁。自從1155年，這

幅畫被帶往Vladimir，便開始顯了許多神蹟，也因此
地而得名。

最近默想將臨期的意義時，心中老是想著─寂．靜．之．夜─這樣的畫面。

這夜，靜悄悄地沒有聲響，在黑暗中的寧靜是那樣靜的無邊無際。

可是，當中卻有著生命。這是我所能描述的，懷著小耶穌的聖母靈魂的圖像。

彷彿母親的胎與這夜的意像是一致的；夜是這樣的靜，其實沒有人想要多說一句。

每年歲末都是三德善會行動獻愛的

日子，12月15日早上，台北總主教

公署充滿青春歡樂氛圍，因為三德善會

頒發一○一年秋季獎助學金，不少家長

扶老攜幼地來參加兒孫們上台領獎的盛

會，還有一位奶奶坐著輪椅也要來給孫

子鼓勵，來自全省各地的優秀得獎學生，

修士、修女以及家長們近百位齊聚友倫

樓，10時許，由司儀張在明弟兄帶領會前

禱，展開頒獎儀式。

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鄭萊頤首先

報告獎、助學金的審核標準，恭喜今年

秋季的40位同學在眾多申請名單中符合

考評，得獎名單如下；同學們分組上台

領獎，分別由李連庚、王聖惠、林顯章、

林文昌及孫志青副主教等三德董事頒

發獎金；並由得獎學生代表李芳庭感性

致答謝辭，並提出此次申請獎助學金的

心得寫作──寬恕之道，以切身感受的

「被寬恕」與「寬恕人」作分享，（詳見

第22版）真摯感人，也讓大家省思耶穌

基督所教導我們的寬恕是何等可貴的

愛。現場掌聲不斷，一片溫馨。

得獎學子與三德董事們在友倫樓前的

佘山聖母像前合照留影，彼此鼓勵在學

業上再接再厲，明年再見，圓滿完成頒

獎活動。

三德善會隨後召開第13屆第4次董事

會議，由董事孫志青副主教主持，會中

報告會務、財務，董事們踴躍討論明年

度將要進行的社會慈善及文化教育工

作，並通過一○二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

畫書。董事們秉持「天主是愛」繼續投

注心力及財力，讓三德善會所造就的善

行懿德永遠流轉，形成美好的善循環！

三德善會歲末獻愛 獎助學金鼓勵後進

■文／朱鳳治  圖／曾冠皓（世新大學國際服務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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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小耶穌

們是天主父的子女，而且，我們可以在身內試著懷

重新過著將臨期的生活，

與大家一同期待主的第二

次來臨。

孕著即將誕生的嬰孩耶

穌。她懷著怎樣的心情朝

向白冷前行？對於她尚未

謀面的孩子，她心中有著

敬畏和母愛。瑪利亞深知

耶穌的來歷，但在驢背上

那一刻，如同我們面對自

己的人生一樣，瑪利亞也

同樣不知道孩子將度過怎

樣的一生？她所知道的僅

是，這個孩子是她的主。

而我們所知道的也是，我

■文．圖／盧玫君（主教團禮儀委員會）

一○一年秋季大專優秀子女獎、助

學金，得獎學生共肆拾名，獎助

學金總計新台幣叁拾肆萬壹仟元整。

獎助學金類別及得獎學生計：

1、三德善會獎學金伍名，每名新台幣

壹萬元整，得獎學生：國立台灣大

學光電工程研究所丁偉倫、國立師

範大學設計研究所吳若宜、淡江大

學中文研究所文學組林念慈、國立

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鄧旭揚、國

立台北教育大學在職進修專班資訊

科學所吳宗穎。

2、紀念崔立人爵士獎學金壹名，新台

幣壹萬元整，得獎學生：輔仁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阮秀鶯修女。 

3、紀念董德富先生獎學金叁名，每名

新台幣捌仟元整，得獎學生：輔仁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黃氏和協修女、

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班莊子潔、

國立師範大學物理所陳韋錫。

4、紀念董趙妙鳳女士獎學金叁名，每

名新台幣捌仟元整，得獎學生：國

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學

系陳姿潔、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二年制護理系黃秀娟、輔仁大學英

國文學系李芳庭。

5、紀念萬國賓先生獎學金貳名，每名

新台幣捌仟元整，得獎學生：輔仁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古美玲、台北教

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汪傳勛。

6、紀念林木桂先生獎學金叁名，每名

新台幣捌仟元整，得獎學生：輔仁

大學宗教學系碩士班張蓉瑋、輔仁

大學宗教學系馮氏柳修女、輔仁大

學進修部中文系劉怡伶。

7、紀念張劍平先生獎學金叁名，每名

新台幣捌仟元整，得獎學生：輔仁

大學宗教學系碩士班吳瑞明、國立

台藝大學書畫藝術系蔡昀希、台灣

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王玉璿。

8、張劉靜嚴女士獎學金叁名，每名新

台幣捌仟元整，得獎學生：輔仁大

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林莉雯、輔仁

大學進修部中文系陳億兆、中國醫

藥大學醫務管理系楊子儀。

9、紀念方豪蒙席獎學金貳名，每名新

台幣柒仟元整，得獎學生：輔仁大

學兒童與家庭學系陳氏愛修女、輔

仁大學進修部宗教學系何姍。

10、紀念牛若望蒙席獎學金貳名，每名

新台幣柒仟元整，得獎學生：國立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教育與輔

導所黃律惠、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

統工程學系研究所博士班鄭亦奾。

11、紀念王光符先生獎學金壹名，每名

新台幣柒仟元整，得獎學生：輔仁

大學進修部中文系王郡薇。

12、紀念林淑祺爵士攻讀神學修士、修

女獎學金伍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

整，得獎學生：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教義學系劉芳修女、輔仁聖博敏神

學院神學系張凱易修士、台灣總修

院牧靈年吳孟哲修士、輔仁聖博敏

神學院教義學系鄭蟬娟修女、輔仁

聖博敏神學院教義學系神學研究

所蕭玲花修女。

13、三德善會助學金伍名，得獎學生：

新台幣壹萬元壹名，德明財科大會

計資訊系連俐萍，新台幣捌仟元貳

名：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林恩如、東

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劉政廷，

新台幣柒仟元貳名：德明財科大會

計資訊系官昀、國立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運動保健系李雅雲。

14、愛德運動助學金貳名，每名新台幣

壹萬元整，得獎學生：輔仁大學體

育系丁潔如、輔仁大學職能治療系

丁慧昕。

三德善會一○一年秋季獎助學金名單

■文‧圖／姜捷

將歐晉仁執行長身上穿的志工背心轉贈

給范校長，感謝她一直是彰顯「天主是

愛」的最大志工；所有賓客及志工感性

互動，在〈感恩的心〉歌聲中傳遞燭光

及傳愛心氣球，實踐大學音樂系主任張

浩帶領同學現場管樂表演等，動人過程

讓全場歡聲不斷，也熱淚流淌，愛的饗

宴一片溫馨溫暖。

回龍中學正在興建「報德樓」，范校長

每天自己開小卡車載送建材，親自督工，

期使興建順利，早日完工使用；目前，興

建工程還有100萬元缺口亟待籌募，期待

並感謝善心人士慷慨解囊，幫助「身在

異域、心向中華」的最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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