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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為祭司
■文／彭保祿神父（方濟會會士）   圖／黃金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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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9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7的孩子。姊姊哥哥

們都在孩童及成年後才受洗進教，唯獨我是出生

後便領洗。因為是在鄉下，所以7歲才進小學，13歲進

中學，但一年後便進了小修院。那時，其他教區的大

小修院已於日本投降後便立即重新開課了。我大約遲

了1年才進小修院；幸好院長黃克仁神父用了兩個月時

間替我補課，使我能順利地跟上新學年的功課。

沒想到才過了1年，時局再度陷入混亂，為了節省人

力物力，不少修院甚至不同省份的大小修院都合併舉

辦；我們汕頭教區與梅縣和江門教區合成一個修院，1

年後，我們一部分為了避政治難，汕頭教區派了5位修

士到香港聖神小修院去，那是我首次離開大陸故鄉，甜

酸苦辣的滋味真是一言難盡！那是在1949年9月13日。

我們被派往新成立的香港西貢聖神小修院，那時真

是百事待興，求學和工作同等重要。有位修士學長因

為向原教區的院長報告了實情而遭開除，令人唏噓不

已！說實在的，因為修士程度參差不齊，使得大家學

業進步較慢。轉眼4年過去；那時我們一起13人便進入

了當時的華南總修院，與從大陸多個總修院逃出來的

120多位修士分別攻讀哲學和神學。從第2年開始，幾

乎每年暑假都有15至20位修士結束神學課程而進陞鐸

品；也經常有被各教區派往羅馬深造，攻讀碩、博士

學位，為中國教會培育人才。

1953年9月，我進入華南總修院，3年後哲學畢業，

陞上神學，學業方面，按部就班，無大變化。但在一

次周年避靜後，忽然覺得自己將來（有一天要返回大

陸）需要面對的司鐸生活的挑戰，是日後司鐸私人生

活的孤單問題；於是決定在例常與神師個別交談時，

提出獨身生活和團體生活的問題。

感謝天主，在與修院神師郭年士神父詳談後，他的

結論是團體生活是最適合我的奉獻生活，而且我剛好

在閱讀聖五傷方濟的行實，他便決定把我介紹給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的方濟會士們。此後3年，是我修道生活

的轉換期。從教區修士到修會望會而至修會初學生，

還把我送到義大利去，度過一段方濟修會生活。就這

樣，一步步的改變了我的信仰和進修心態。1年後，誓

發初願！

發初願後必須經過3年的試驗期，才有晉鐸的可能，

我被修會派到羅馬方濟修會主辦的安道大學攻讀教義

神學，期望能在3年內修畢晉鐸。但萬想不到的，教廷

的修會部竟免除了3年初願等待期的一半，讓我能在一

星期內誓發終身聖願，並接受五品，六品和神品的神

恩！這真是我和神長及親友們莫大的喜樂！晉鐸後，不

到1年半也考得教義神學博士學位。但修會長上還覺得

不足，為了未來教會工作的需要，決定送我到美國紐約

福頓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繼續攻讀社會學和

亞洲人類學。3年學成後又返回羅馬接受委派。

過了數月，我終於受派返回亞洲，到我們方濟會在

新加坡創辦的安道社會學院，工作是將教廷所頒布的

新近社會文件和理念譯成中文，幫助社會有心人士了

解共產政權所發表的錯誤社會理論。當時也立刻與負

責海外華人傳教的比利時聖母聖心會會士，並曾在內

蒙牧民的王守禮主教連絡上，蒙他委任為負責新加坡

南洋大學天主教學生協進會的輔導神師；當然，也順

便在方濟堂區內負起福傳工作。

10年後，當教廷在物色邀請一位華人司鐸去羅馬傳

信大學服務時，王主教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推介人。在

新加坡工作了5年後，因我本屬香港方濟會區，而當

時香港政府正在大力發展教育，於是被邀請在香港方

濟會負責即將開辦的高級中學，當時新國的教友雖盡

力要求總教區別放人，孟總主教真的也曾盡力爭取，

但終於還是放我回到香港。

回到自己成長的地方，負起另類挑戰：教育與福

傳。但因過去所學與教育無關，所以在抵港後第2年

又被長上派往香港大學考取教育文憑，否則與正規校

長無緣。學海無涯，寶貴的光陰就在學習與實務工作

中不斷地溜走！

5年的政府教育工作無論在與政界往來，或與社會，

教會，家庭，父母，尤其是與學生互動上，學習到實在

很多很多！5年剛過去，司鐸生涯又來了一個大轉變。

第一是有部分教員抗議政府辦學政策而搞起學潮，激

烈爭執。另一方面是方濟會行政上需要改變，於是我

被派往台灣，輔助新會長，並負責自家修院及台灣多

個修會團體的陶成與神學、聖經講座。

1963年4月9日當由中共驅逐出境的湖北老河口費主

教把雙手按在我頭上，讓我想起聖經所說「你按照默
基瑟德的品位永為祭司」的神聖委託，真使蒙召者深
深感受到鐸品的高貴！誰知不久後，一項更大更重的

使命接踵而至！1978年5月，梵蒂岡駐中華民國教廷大

使館參事陶懷德蒙席召見方濟會徐英發省會長及我相

商要事，寒暄後，參事立即把剛收到的包括公務護照

的郵件交給我，直截了當說明教廷要調我去服務，並

詢問：「兩位有什麼反對的意見嗎？」徐會長無奈地全

然服從教廷，並告知我當時正在授課的修會團體，必

須結束正在進行的陶成以及各種講座課程。

教廷物色任用人選時，新加坡負責海外華人傳教的

王守禮主教必曾派上用場，使教廷對將任用的人士個

資瞭若指掌，我們只能在意外之餘向教廷致謝用人之

恩，並盡快報到，在教廷萬民宣道部主持的傳信大學

任教，並負責該大學剛成立的「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職。到任後，部長巴西籍羅西樞機主教接見，慈祥致

謝並強調對大學設立「中國文化中心」很有信心，希

望能儘早展開工作，推進華人福傳工作。言談之間，

他流露出對中國文化的嚮往，特別是重視家庭觀念及

四維八德的修為。

我在半年後出版了首期以三種文字（義、英、法）刊

出的《中國通訊》雙月刊，為了能夠實地蒐集資料，也

曾數次進入中國大陸參訪。之後，受邀在傳信大學附

設之聖母傳教學院講授「亞洲傳教史」。

這期間，羅西樞機賦予我另一項更重要的使命：從

1981年6月1日起，負責推動全球海外華人牧傳的重要

使命，並予全力鼓勵。感謝天主，因著部長的全力支

持及懇誠代禱，我信心充足展開初步計畫，並開始與

王守禮主教所建立的海外華人傳教中心聯絡。樞機

部長為集中全球的華傳計畫，把新加坡的「海外華人

傳教秘書處」移回羅馬，加強統一管理，這使我在到

羅馬之外的參訪機會增多，能組織並建立更多福傳團

體。我在參訪中極注意三種要項：當地主教、信友團

體及華裔僑團。首先要請示當地的教會首長是否需要

成立華人團體，其次是與信友座談，了解當地教會情

形；再次才是與當地的華人團體接觸，作文化與信仰

的交流講座；這些做法的成效不錯，不少信友團體都

因而成立。

比方從美加的統計來看，1970年代的天主教團體只

有12個，但到2000年千禧年時已有了133個大小團體。

目前仍有些僅50人左右的團體，對於1986年批准而於

次年成立的加拿大多倫多中華殉道聖人堂來看，這令

人驚訝的華人團體在15年間經由300多家而至超出了

15000多人的華人堂口！是全球海外華人教友人數最

多的堂口！

我心中充滿謝恩，感恩又謝恩！在教廷的30年的確

是恩寵滿盈；初在羅馬任職，是若望保祿一世在位，

再歷經聖教會史任期第二長的若望保祿二世及今年2

月才辭職的本篤十六世，3位教宗都給我非常多的關注

與教導。真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中國教會及中華民

族的特別關愛，也因愛屋及烏而應允我多次求見的機

會，受教甚多。樞機主教方面，從第一任部長羅西樞

機開始，前後經歷了羅西、路杜沙美、桑徹斯、董高、

賽比及伊凡思等6位部長，其中任期最長的是董高樞

機，也給予我最多指示、最大關懷，也是最多討論並

給予最多嘉勉的長者！

住在教會中心，只要有重要理由要想覲見教宗並非

難事，要見其他聖部部長當然更順利；我當時還在教

會修會部、基督徒合一秘書處及宗教交談秘書處等

3個部門擔任顧問，一年例常會議之外，也有機會與

世界各地傳教區神長會面交流，為了工作需要，我從

北中南美洲及加拿大和墨西哥，從非洲肯亞到南非，

再從印度洋區（模里斯島及留尼旺島）到南太平洋區

（大溪地），尤其是亞洲的日本、韓國、菲律賓、印

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和中國大陸、寶島台灣、香

港和澳門（但這四區是完全在海外華人傳教處範圍之

外，但傳教處主任經常會回到港、台、星及中國大陸

物色能到海外為華人福傳的牧人；傳教處主任經常會

和200位左右的神父、修士、修女們在海外見面合作，

更感到無限欣慰的是能與各所在地的信友們見面合

作，年長的叔伯姑姨們、年輕力壯的兄弟姊妹們、前

途無量的青少年們、人見人愛的幼兒們，都是我心愛

的主內兄弟姊妹及心疼的兒孫們！只為天主做出了少

少奉獻的祭司們，我們還能向天父要求甚麼更大的安

慰賞報呢？

天主竟還賞賜我在生命晚年能回到方濟中華會省，

更親近我的同會弟兄，也用年半的時間在台北忠孝東

路六段的耶穌聖心堂擔任主任司鐸，聊盡了服務會

省、幫助信友的甜蜜使命，這都是天主賞賜的令人意

想不到的恩寵！

從1978年秋至2008年冬在永城的30年鐸職，以及前

20年的身心靈裝備，讓我在教會中心做出了些微的聖

職奉獻，這是我何來的恩寵啊！難怪今次中華方濟會

省為我做了一次官方的晉鐸50周年喜慶，在這一場由

我主禮的感恩聖祭中，感謝是恩師亦為良友的狄剛總

主教和我們以愛德稱著的省會長裴樂高神父都做了可

貴的講道，強調「無論是主祭的洗名──保祿，和他

的生活都好像在嘗試著依照救主在升天前所吩咐的去

做：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講福音，信而受
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谷16:15-16）

給我們的無限深愛給我們的無限深愛善導聖母
■文．圖片提供／盧玫君（聖像畫員）

繼續上一期周報14版聖像畫專題和

「徵兆之母」的談話，本期我們

再看到另一幅「徵兆之母」（圖一）。

懷孕著小耶穌的徵兆之母，雙手高

舉、手心向上，好像在接受從天而來

的一切福分及恩寵。這種教會自古以

來的祈禱姿態，也可運用在今日的彌

撒聖祭中，當唱或念〈天主經〉時。當

整個教堂中的人，偕同代表基督的主

禮神父，一起舉心、齊心，以雙手高舉

的姿態，用耶穌所教給我們的禱文，

向我們的天父祈禱時；您不覺得，天主

的心因著我們赤子的渴望，早已像冬

雪般，在愛的春季裡逐漸融化了嗎？

聖母和耶穌是最會愛的，在徵兆之

母中二位主角的臨在，向我們表達的

只有──「愛」。

祈禱之母引領我們能常在祈禱中

如果說，在我們尚未成全以前，未

能見到天主，那麼至少能見到天主第

二──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天主

顧及我們的軟弱和不成全，而屈身相

就，祂以人的形象投向我們。另外，

這位從被預選的那天起，就為我們祈

禱的聖母，天主給她在聖像畫中的另

一名號為「祈禱之母」（The Virgin 
Orans）。聖母邀請我們，不論天主交
給我們看管的羊群大小，我們都需要

為他們祈禱。父母為尚未出世的兒女

祈禱，也為每天不知如何控制脾氣、

容易挑三撿四的孩子們祈禱。老師們

為每天到學校恣意滋事，不知學習為

何物的學生祈禱；也為成績良好，但

卻缺乏自我肯定的孩子祈禱；更為那

些對學習一籌莫展、尚未開竅的學生

祈禱。我們很需要為所有需要祈禱

的人祈禱，以聖母那樣的一顆心為我

們所關心、也為我們所不認識的人祈

禱！

祈禱幫助我們建立教會。因為，在祈

禱中我們與別人不再只是一座座的孤

島！當我們為認識及不認識的人盡心

祈禱，甚至作一些小小的刻苦時，「關

係」建立了。我們發現什麼是共享一

個餅、共飲一個爵的意義。這種在天

主內相屬的抽象意義成為具體的弟兄

姊妹的關係。這時候，我們知道「教

會」真正有其存在的意義。而這些教

導都在聖像畫中可以找到痕跡。

全聖之母是信友的一種信仰表彰

除了「祈禱之母」的稱號，這一系列

的聖像畫又稱為Panagia（發音是pah-
nah-YEE-ah），意思是全聖的。聖母除
了是天主之母（Theotokos，誕生天主

者），東正教信友更尊她為全聖的。

這都證明聖母為天主所預撿，為誕生

耶穌基督、天主之子而成為無染原

罪、全聖的。在東正教信友中，也有以

Panagia作為女信友聖名的。因此，凡
以Panagia為聖名的女性教友，便可以
在天主之母節慶祝她們的聖人主保瞻

禮！另外，東正教主教胸前所佩帶的

除了十字架以外，也帶了Panagia（圖

二是Panagia聖誕燈飾），一般是金屬

平面、鵝蛋造型，在中間繪有徵兆之

母，以顯示其主教身分。

善導之母以指路的心來柔軟我們

有一天在彌撒中，當行平安禮時，

眼角餘光瞥見一對夫婦行平安禮時，

丈夫雙臂將妻子靜靜地攬在懷中良久

良久。那一刻，看見的人會明白，這種

在天主教會內的擁抱，和他們二人在

整台彌撒中所作的一切祈禱，是一致

的。不知為何？雖然不太認識他們，

但是却認出這是一種夫妻間和好的記

號。這個擁抱為我成了一個印記，我

想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好像在這無

聲、永恆般的擁抱中，迅速地體認到

他們婚姻生活中的最初誓言、

後來所經歷的一切，以及從彼

此的傷痕中，竟然還是願意伸

開雙臂擁抱對方，以擁抱來和

好。我不知道他們在擁抱中

是否流淚了，但我知道「哭

點」很低的我，眼睛因感動

又濕潤了！

您曾想過嗎？這一切天主

也都看在眼裡，聖母和耶穌也

都看到，天上諸位聖人聖女也

都見證了這一刻。這一刻和兩

人立下婚姻誓約的那一刻同樣

神聖。婚後多年，熱情多少受

到磨滅。但是，看看「善導之

母」（圖三）的眼神，我們都

知道她自從每段婚姻初締結盟

約的那天，就了解婚姻聖事所

將要面臨的一切試探。但是，

不要害怕！因為她的祈禱不會

中斷，她和每對夫妻一樣，珍

惜天長地久！為此，聖母唯有

向我們指出她的聖子耶穌基督。

「善導之母」（ T h e  V i r g i n 
Hodegetria）的名號，意思是指路者。
（圖四）聖母不但陪伴我們、為我們

祈禱。「善導之母」更教導、提醒我們

要走向耶穌，並且在這條「道路」上

行走。這條道路就是基督手上的法律

書上所記載的。耶穌降生成人為了這

在《舊約》象徵法律、戒律的書，在基

督身上成為成全的。它不再代表天主

的懲罰、義怒，而是透過基督降生成

人的奧蹟，在祂為我們被釘、死在十

字架上、第三日復活後，這法律書「成

全」了。在父、子、神三位一體的愛的

作證下，這律法──基督自己──成

為我們腳前的明燈，基督就是我們的

規律，而這規律圍繞著愛。

讓我們在心底跟隨《聖詠》作者的

歌聲傳誦：「祢的訓誨是我永久的基
業，使我心中喜悅。我要決意奉行
祢的規範，步步遵循，直到永遠。」
（詠119:111-112）

活出聖神教導展臂擁抱基督的愛

細心比對聖教會在日課中關於《聖

詠》的安排，當會發現慈母教會每

每將《聖詠》第119篇〈天主的法律

讚〉共22首、176節，刻意分散安排

在日間祈禱的時刻，讓我們誦念；這

是一個體力和意志力都備受考驗的時

刻，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的時刻，

也是魔鬼蠢蠢欲動要來動搖我們決心

的時刻。因為，在烈日和口渴的交相

磨難下，我們的心神雖然切願，肉身

却是軟弱！教會就以這篇聖詠，提醒

我們基督所帶來法律的甜美，還有喪

亡本身的危險。聖神多次高舉我們的

心靈，教導我們依靠天主，嚮往基督

──道路、真理和生命！

在婚姻中，也有許多「日正當中」讓

人流汗流淚、頭昏腦脹而想要放棄的

時刻。這時候，人們的心神是不寧的，

好像在這世界上除了放棄婚姻，再也

沒有別的路可走。可是，請我們再多

看一眼聖母的眼神和手勢（圖五），這

時我們會知道所有的答案都在這裡。

聖母會陪伴我們，她一直為我們祈

禱。我們會有辦法的，那就是按照她

的聖子耶穌的話去生活。讀經、祈禱，

按照聖神所教導我們的去活出來。不

要批判自己，因為耶穌也沒有。不要看

輕自己，因為聖母也相信我們！停下所

有對「過去」不愉快的追憶，也不要審

判對方。

要知道，誰都受了傷，誰都不願意這

樣。靠著耶穌的話，回到充滿挫折誘

惑的生命旅途，選擇內心的平安，在旅

途上祝福彼此，為彼此祈禱，好使我

們能靜心地愛……拋棄一切黑暗的，

選擇在光中行走！我們會體會到來

自天主的祝福！在天主台前靜靜地擁

抱，這比什麼爭論都更有力量。因為，

就算我們贏得了「道理」，又怎能跟這

寧靜的、讓人消除痛苦的「愛」的擁抱

相比呢！不要害怕！在祈禱的心中，我

們會發現耶穌基督手中記載法律書的

智慧與力量。那個力量可以引導我們

主動展開雙臂──去和好、去繼續基

督在我內延續的愛。

聖聖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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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後，當教廷在物色邀請一位華人司鐸去羅馬傳

信大學服務時，王主教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推介人。在

新加坡工作了5年後，因我本屬香港方濟會區，而當

時香港政府正在大力發展教育，於是被邀請在香港方

濟會負責即將開辦的高級中學，當時新國的教友雖盡

回到自己成長的地方，負起另類挑戰：教育與福

傳。但因過去所學與教育無關，所以在抵港後第2年

20年的身心靈裝備，讓我在教會中心做出了些微的聖

職奉獻，這是我何來的恩寵啊！難怪今次中華方濟會

省為我做了一次官方的晉鐸50周年喜慶，在這一場由

我主禮的感恩聖祭中，感謝是恩師亦為良友的狄剛總

主教和我們以愛德稱著的省會長裴樂高神父都做了可

貴的講道，強調「無論是主祭的洗名──保祿，和他

的生活都好像在嘗試著依照救主在升天前所吩咐的去

做：

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

──晉鐸五十周年有感

▲聖方濟會士同心慶賀。

▲彭保祿神父晉鐸50金慶，與狄剛總主教（右）及聖方濟中華省

會裴高樂省會長（左）一同獻上感恩祭。

善導聖母

姊妹的關係。這時候，我們知道「教

他們婚姻生活中的最初誓言、

後來所經歷的一切，以及從彼

此的傷痕中，竟然還是願意伸此的傷痕中，竟然還是願意伸

開雙臂擁抱對方，以擁抱來和

好。我不知道他們在擁抱中

是否流淚了，但我知道「哭

點」很低的我，眼睛因感動

又濕潤了！

您曾想過嗎？這一切天主

也都看在眼裡，聖母和耶穌也

都看到，天上諸位聖人聖女也

都見證了這一刻。這一刻和兩

人立下婚姻誓約的那一刻同樣

神聖。婚後多年，熱情多少受

到磨滅。但是，看看「善導之

讚〉共22首、176節，刻意分散安排

在日間祈禱的時刻，讓我們誦念；這

是一個體力和意志力都備受考驗的時

刻，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的時刻，

也是魔鬼蠢蠢欲動要來動搖我們決心

的時刻。因為，在烈日和口渴的交相

磨難下，我們的心神雖然切願，肉身

却是軟弱！教會就以這篇聖詠，提醒

我們基督所帶來法律的甜美，還有喪

亡本身的危險。聖神多次高舉我們的

心靈，教導我們依靠天主，嚮往基督

──道路、真理和生命！

人流汗流淚、頭昏腦脹而想要放棄的

時刻。這時候，人們的心神是不寧的，

好像在這世界上除了放棄婚姻，再也

督在我內延續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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