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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聖心會2012年慶祝創會150周

年；在台灣，在光仁小學舉行了

盛大的開幕式，全台各教區的主教、神

父、修女、教友和朋友聚集在一起；我

們很榮幸地有單國璽樞機主教與我們同

在，他給予聖母聖心會崇高的祝賀。

接著，聖母聖心會展開系列巡迴慶

祝活動，從汐止聖方濟堂、淡水法蒂瑪

聖母朝聖地、金門耶穌聖心堂、馬祖南

竿天主堂、台中聖保祿天主堂、台中育

仁小學，到中國內蒙古朝聖；新北市和

台北市聖母聖心會的各堂區和各機構

單位，包括：金山聖母堂、三芝耶穌君

王堂、萬華聖女小德蘭堂、萬華救主

堂、萬華復活堂、萬華玫瑰聖母堂、中

央大樓的會館、懷仁全人發展中心、

平安居，最後回到光仁中學舉行隆重

閉幕式。在這裡，就像開幕式般我們迎

接上千的朋友，光仁中學學生表演的

《阿毛與夜訪客》（Amahl and the Night 
Visitors） 以及《Godspell》 的專業表

現，令人難忘。 

所到之處，聖母聖心會都必會贈送一

座聖母無染原罪聖心雕像：一顆大的

心，有如世界一樣大，伸開雙臂，表示

無條件的歡迎。 

回首看這辛苦的過程，簡直像是一個

夢，難以置信的是，我們終於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當然不能忘記許許多多

奉獻心力促成此事的人，光仁小學、光

仁中學、所有堂區神父和傳協會朋友

和同工的指教，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的

成員。這段時間發生了許多事，有太多

人受感動，謝謝眾多人士不辭辛勞、努

力不懈。因此，值此跨年，聖母聖心會

全體會士心裡充滿感激和自豪。謝謝你

們！謝謝你們！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在主內，我們都是一家人，但願這精

神持續在我們中間成長，使更多人覺

得，成為台灣聖母聖心會大家庭的一份

子是蠻好的，也是很大的福氣。願我們

慈愛的天主祝福所有對聖母聖心會在台

灣的表現付出心力的人。

我們也創造這個夢，有些青年會感受

到上主的召叫，並慷慨地回應，加入我

們，成為基督在台灣的使者，或是到天

主──也是收穫的主人──要派遣他

們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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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中華省會去年

12月29日至2013年元旦，藉4天連

續假期，在高雄真福山舉行了6年一度

的省代表大會，與會者共有18位吳甦

樂會士。大會舉行之際，正值歲末年

初，新舊交替之際，與大會的主題：

「越界」（Going beyond the borders）」

和「划向深處」（Launching out into the 
deep）正有相契和深化之義。這期間也

慶祝聖家節和天主之母節兩大瞻禮。

吳甦樂會修女們團聚在主內，在會祖

聖安琪梅芝（St. Angela Merici）的陪伴

下，感恩共融，歡送舊年，迎接新歲，

充滿聖誕的平安和喜樂。

這次省代表大會的任務是討論並通

過省會過去6年的報告。這份報告的目

的是為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今年9月

即將於羅馬展開的總代表大會（6年一

次）做準備，其主題是「划向深處」。

在聖神的引領下，羅馬聯合會的總代表

大會每兩年深化一個面向，勉勵全球吳

甦樂羅馬聯合會士們在靈修和使徒生

活中，在個人、團體、省會和國際間不

斷跨越界線，尋求合作，在全球化的世

界中，特別是關於正義與和平的議題上

做合一共融（Insieme）的見證。討論的

子議題有省會財務集中化、培育工作、

省會間的國際性交流，省會內各團體共

融，以及與平信徒團體合作等。

省代表大會的高峰和落幕，是新年開

始，也是天主之母節。全體修女們首先

為今年即將慶祝80大壽的高凌霞、王

曉風和麥蕾（Ellen Mary Mylod）3位修

女暖壽，感謝她們長時間以來，忠實地

為吳甦樂會在台灣的教育福傳工作奉

獻，不斷引領修會與時俱進。

此外，修女們也預先恭賀2013年發

願滿25周年的古崇孝修女。身為省會

長的古崇孝修女活潑喜樂的精神常帶

給大家歡笑和安慰，特別是在修會面

臨充滿挑戰和艱辛的轉型期。在「信德

年」的聖誕慶典中，全體與會的中華省

吳甦樂會士更深體

會天主聖子降生成

人的奧蹟，堅信憑

靠著基督滿盈的恩

寵，迎向聖神更新

的挑戰，必能在越

界之後，繼續划向

深處，向世人顯示

天主的光榮。

越界之後  划向深處
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中華省會
2012年省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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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的歡呼 無限的感謝

本次專欄所要介紹的是「主受洗日」的聖像畫，圖

一耶穌受洗的構圖稱得上是中規中矩，基本該

有的都包含進去了，圖二的耶穌受洗圖就多了些元

素。圖一按中央由上而下有：聖神以鴿子形像下降、

主耶穌、約旦河、河中的小魚。左岸：拔地而起的嶙

峋山脈、洗者若翰、矮樹叢、斧頭。右岸的山腳下站

著幾位謙恭欽崇耶穌的天使。此幅畫的意思不需要

特別的解釋，就已淺顯易懂。因為，所有的構成元素，

都來自《瑪竇福音》及《路加福音》中，關於耶穌受洗

的章節（瑪3:1-17、路3:1-22）在我們的眼睛觀賞此幅

畫時，耳朵彷彿也聽到了天主父的聲音，由天上而來

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主受洗日是聖誕期的美麗Ending

聖父的話以及聖神以鴿子形狀下降，清楚地彰顯

了耶穌基督「天主子」的身分。這也是為什麼在主顯

節第一晚禱的讚美詩中，不但提到異星為賢士前導，

更談及耶穌受洗和加納婚宴變水為酒的奧蹟。這三

個看似獨立的事件，卻都顯示出基督的天主性，也就

是昭告世人：天主──厄瑪努爾──已經來到我們

中間。主顯的開端為耶穌誕生，在主受洗時得到天主

和聖神的作證，到耶穌復活、下降陰府到達祂降生為

人的最高峰──戰勝死亡、取得復活勝利。

如果我們已經了解教會藉由主顯節，所慶祝的其

實是由三個慶節所裝飾的，那麼我們就會知道教會

安排主受洗日，作為整個聖誕期的Ending（結尾）

也算是同理可證的。在聖教會禮儀年的安排中，以

主顯節劃分前後兩段聖誕期，在慶祝主受洗日之

後，才結束聖誕期並開始常年期；但是，聖誕馬槽

等裝飾應於主受洗日前拆除完畢。按理說，聖誕裝

飾既然已經拆除，應該就算結束了聖誕期。可是，

慶祝耶穌成年後的主受洗日奧蹟，卻依然隸屬於聖

誕期。此疑點可藉由聖像畫輕易地解開。

從每個奧蹟中看見天主的救恩

首先，在我們心中應當明白，就如主顯節所慶祝

的是三合一的奧蹟。所有信仰的奧蹟，常是彼此連

貫而不是獨立存在的。在教會的慶節中，我們並非

單獨地紀念救恩史中所發生的不同事件。相反地，

我們是在耶穌的每個奧蹟中，看見天主始終如一的

救恩。祂的作為教導我們，對於自己的人生規畫也

當如此看待。基督徒的生涯規畫是以作為一位基督

徒為軸心，向外輻射而回歸天主內的生命。

所以，在小耶穌的誕生中，我們也該看到祂的成

人生活、死亡和復活。有了這樣的認識作為基礎，

讓我們將三幅聖像畫：耶穌誕生、耶穌受洗、耶穌

下降陰府（耶穌復活），稍作比較，以其中共通的元

素幫助我們了解，主受洗節本身多元而豐富的信仰

真理。

細部解析使救恩史有脈絡可循

圖二、圖三和圖四的共同點在於都有皸裂開的山

脈和峽谷。這暗喻著以色列子民在天主的祝佑中，曾

經乾腳由海中走過。又引人想起，曾經我們在將臨期

中呼求：「願大地裂開，生出救恩！」這分開的山壁，

就要由救主為我們生出救恩來。至於圖三，雖然所要

描繪本該是聖嬰誕生的歡樂景像，卻也由黑漆漆的

山洞，譬喻基督將來所要經過的死亡幽谷。圖四描繪

耶穌復活下降陰府，祂身著象徵復活發光的潔白衣

裳，左右手各由地府牽引出受囚禁的原祖父母──

亞當和厄娃。復活基督的腳踏破陰府的大門，那黝

黑的地洞象徵著罪惡死亡的淵藪。再看各圖中的耶

穌：圖二中央裸體的耶穌，象徵新造的人、新亞當，

猶如天主最初造人，在尚未犯罪時也是裸體的。基

督繫在身上的布，預告下葬時身上的殮布（有些耶

穌受洗聖像畫中的耶穌是全裸的）。

再看圖一與圖二中的水，水和基督受洗固然有直

接的關係，所以才畫出約旦河。可是，水在舊約中

的喻像是指毀滅的勢力。耶穌的腳浸在水中，首先

是指受洗的希臘文Baptisma浸入水中的意思。其

次，還說明了耶穌──賜與生命的活水空虛自我

（kenosis）、步入「惡水」──約旦河。祂以生命

之泉聖化了水泉，同時宣告「死亡！你的芒刺在哪
裡？死亡啊！我將是你的死亡；陰府啊！我將是你
的毀滅。」

若翰洗者帶領著我們跟隨耶穌

耶穌基督這位人之中最為美麗的，走入了具有毀

滅力量的水中，祂所憑藉戰勝死亡的武器，乃是祂

對天主父的絕對服從。因著這服從祂自我空虛，降

生成了人，取了人的形體、聖化我們。就如同圖二

中出現的、騎在水怪上的亞當和厄娃，是耶穌聖化

的力量，扭轉了原本要毀滅我們的水怪（私慾偏情

等），使之轉變為成聖所能運用的工具。所以亞當

與厄娃不但沒有被水怪吞噬，反而可以駕馭牠們。

在圖一中出現的小魚不是指水怪，而是代表自從

基督赤身走入約旦河後，這惡水受到聖化。於是象

徵受洗基督徒的小魚，在生命的泉水中悠遊自得。

的確，由基督的受洗反觀我們自己的洗禮，我們都

藉洗禮歸於死亡，與祂同葬了，為使我們度全新的

生命，如同基督藉父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一樣。

默想主受洗的奧蹟，也可由圖一與圖二左下方那把

砍在樹根上的斧頭，這把斧頭所昭示的聖經典故實

出自若翰的宣講。穿著駱駝毛衣服的洗者若翰規勸

以色列子民：「天主能從這些石頭給亞巴郎興起子

孫來。斧子已放在樹根上了。凡不結好果子的樹，

必被砍倒，投入火中。」而天主父的話則邀請我們，

時候到了，要我們跟隨祂的愛子耶穌。

最後，在右岸的天使們恭敬地以衣服遮蓋雙手，

隨時準備領受由水中上來的耶穌，就像我們領受基

督的聖體聖血一般虔敬。圖二左邊山旁的兩位顯然

是在若翰作證下，即將跟隨耶穌的兩位門徒：若望

和西滿的哥哥安德。而在聖像畫前的我們，也如同

這兩位門徒一樣，要跟隨耶穌基督──我們最親愛

的師傅。

敬禮主受洗聖像畫悔改而得力

在這天地間最動人心魄的一幕上演時，當我們的

耳再次聆聽天主父，對我們論及祂的喜悅──聖子

耶穌基督時，我的心飄到最近在YouTube接觸到的

短片〈加油！耶穌！Forza Gesú〉。2010年一位義

大利4歲的小女孩和合唱團團員，一起用最天真純

潔的歌聲唱著：「每天晚上當我在小床上祈禱，想

著那個從天上往下看的人……」整段歌詞純真、感

人，又啟發人祈禱、不看輕自己、想要安慰和愛耶

穌！再加上小女孩質樸無邪的表情，讓觀賞的人不

自覺地，透過她而在心底愛著耶穌、將目光朝向耶

穌、想要傍著耶穌回到天父的懷中。

敬禮主受洗的聖像畫幫助我們，無論是私人祈禱

或是舉行團體禮儀，所要達致的目標，就是與主同

在，並被救贖的恩寵所聖化。主的誕生、受洗和死

亡與復活彰顯的是同一的訊息：「天主愛你！祂來，

為了要解救你。」當我們認識聖像畫中各項元件背

後的信仰意涵時，我們的心就可以沉入祈禱的河流

中，在基督的愛內，深深地悔改，好能達到我們受

洗的目標。

若翰洗者帶領著我們跟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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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聖像畫默觀救贖工程主受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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