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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吳慶第（釜山華僑聖堂教友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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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華僑聖堂位於釜山廣域市東區

草梁洞，緊鄰釜山華僑中學，是

釜山上海街外國人特區的重要建築。

聖堂包含大殿一座，司祭館一棟，和

一棟三層樓高的附屬建築物，是劉鐵

錚神父在1962年建立的。

2013年3月24日，釜山華僑聖堂迎

來了建堂50周年的大慶，本堂的50多

位教友和來賓，在聖言會高田春神父

的主持下，舉行盛大的慶祝彌撒。同

時，還舉行了莊重的祭天敬祖儀式。

台北代表部駐釜山辦事處的羅添宏處

長，黃志勝組長，和釜山華僑協會的

孫顯忠會長，釜山華僑中小學理事長

陳建民，釜山華僑中學校長范延明，

釜山華僑小學校長李維仁，以及慶星

大學中國學院的李在夏院長，慶星大

學的學生都來到本堂參加觀禮。更難

得的是，也是天主教友的馬山華僑協

會會長曾憲彬兄弟，也遠從馬山開了

一個多小時的車，參加當天的大典。

原籍美國，曾在台灣輔仁大學服務

18年，中文說得非常流暢的高田春神

父，在彌撒時分享說：「我在這個聖

堂所得到的恩典和光榮，讓我經常覺

得這個聖堂的存在是得自全能的天主

所賜給的大愛，也來自建造這個聖堂

的人，雖然他們有些人已經不在這個

世上，但是，他們卻在天上為我們祈

禱，祈禱我們能繼續在天主的大愛中

成長。請讓我們一起祈禱，祈求聖靈

繼續在我們的心中燃燒，並引導其他

朋友，讓他們緊接我們之後，迎接下

一個50年。」

彌撒後，由教友會長吳慶第主持祭

祖典禮，張聚福和王義基兩位前會長

共祭，在恭讀過世教友名單以後，上

香，獻花，獻爵，獻果，並行三鞠躬

禮後結束。接著，代表部的羅處長和

黃組長代表政府主持祭祖，孫會長也

代表全體僑界祭祖，全程莊嚴肅穆。

吳會長在介紹釜山華僑聖堂歷史時

說，劉鐵錚神父在1961年之際來到釜

山傳播福音，即有教友數人接受劉神

父付洗，劉神父透過在台灣和世界各

地積極傳教的兩位舅舅，亦即王恩澤

和王恩深兩位神父，在全世界各國籌

募基金，作為建堂的基本準備費用。

在此同時，劉神父也在釜山、首爾和

大邱等全韓各地，向華僑教友和華僑

社會的有志之士，發起捐款運動。據

車德馨神父敘述，當時，釜山華僑們

為了籌募建堂基金，在7、8月，盛

夏之日，甚至頂著酷暑，在各地賣冰

棍，一點一滴的籌募基金，釜山華僑

聖堂工程終於完成。

劉神父千辛萬苦建立華僑聖堂，在華

僑社會傳播福音的消息，在華僑社會有

口皆碑，至今老華僑們至今記憶猶新。

劉神父在1967年，離開釜山教堂由大

邱華僑聖堂的魏希信神父代管，1968

年冬天，車德馨神父從馬來西亞來到釜

山，開始了新的福傳工作。

由於司祭館沒有暖氣設備，在寒冬刺

骨的冬天，只能靠煤球爐取暖，車神父

在如此艱苦的環境條件下，為教友們的

信仰生活，犧牲奉獻堅持3年之久。

因為惡劣的環境無法改善，每年冬

天，對車神父的健康無疑都是巨大的

考驗，車神父在3年之後，轉移到日本

的琉球，後又於1973年遷往關島。車

神父雖然在關島居住，卻無法忘懷釜

山華僑聖堂的教友，每年都定期利用

假期，來釜山訪問小住一、兩個月，

為釜山的華僑聖堂修修補補，並且為

教友們辦告解、奉獻彌撒。車神父的

這種短期訪問，一直到2011年7月車神

父逝世，延續了將近40年，沒有中斷

過。車神父可算是釜山華僑聖堂真正

的本堂神父。 

南韓全境原來有4個華僑聖堂，分別

設在首爾、仁川、大邱和釜山等4個大

城市，由於南韓政府對華僑實施不公

平的行政措施，教友和一般華僑紛紛

再度移民到美國和台灣等地，因此，

除了釜山華僑聖堂以外，其他三個都

市的華僑教堂都已經關閉。迄今，碩

果僅存的只有釜山華僑聖堂而已，這

都歸功於車神父的堅持和辛苦付出。

釜山緊鄰中國大陸，和青島、上

海、瀋陽等大都市，只有1個多小時的

飛行距離，釜山華僑聖堂名副其實是

向中國大陸傳播福音的基地。故鄉本

在山東省各縣市的華僑教友們在過去

數年之間，經常回故鄉探望親友，並

向他們傳播福音，大陸的親友們知道

在異國他鄉還有中國的教堂，都感到

無比的高興和光榮。

過去幾十年來，從中國大陸到南韓

學習神學的王建功神父等人，以及台

灣台中教區的王愈榮主教、朱秉文神

父，和其他十多位神父們都曾到釜山

華僑聖堂奉獻彌撒，勉勵教友們切勿

氣餒，堅持到底，維護這個在韓國僅

存的中國天主教堂。

高神父1998年派駐首爾，從此之

後，直到2013年現在，15年來，幾乎

每個月都南下釜山，為教友們奉獻彌

撒，每逢聖誕節和復活節，更親自主

持大典，在司祭館長居數日，和教友

們共同生活。 

王建功等中國神父們都是在高神父

的介紹下，南下訪問，由於高神父對

釜山華僑聖堂盡心竭力，照顧得無微

不至，車神父在生前曾經面謝高神父

對釜山華僑聖堂的長期細心愛護，請

高神父一定要勉為其難，費心盡力，

維護教堂生存下去。

釜山華僑聖堂因為沒有固定的中國

神父常駐，在釜山主教命令下，數年

前，變更為草梁聖堂下的公所，但

是，使用權仍歸華僑，因此，釜山華

僑聖堂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改變，仍

然是南韓境內全體華僑的福傳中心。

釜山華僑聖堂的全體教友們對釜山

華僑聖堂的傳統和歷史都有極深的認

識，對未來福傳的使命感，更是引以

為傲。堅信釜山華僑聖堂將成為向中

國大陸傳教的橋頭堡，其地位絕對不

是其他任何南韓教堂所能望其項背，

因此，將全力做好現階段在南韓的福

傳工作，繼而，完成向中國大陸推廣

福傳的橋樑使命。

接著，羅處長致辭表示，他小時候

讀過天主教會辦的幼稚園，對天主教

有格外的親切感，羅處長還捐助了100

萬韓元（約1000美元）給釜山華僑聖

堂，作為活動經費。此外，范校長也

代表釜山僑界致辭說，在現代的教育

中，最缺少的就是精神的陶冶修養，

釜山華僑聖堂的存在，在僑界是中流

砥柱，不可或缺。

釜山華僑聖堂建堂50年的活動，在

教友和來賓們共聚上海灘大飯店歡宴

中結束。

善導聖母

釜山華僑聖堂慶祝建堂五十周年  

向他們傳播福音，大陸的親友們知道

在異國他鄉還有中國的教堂，都感到

無比的高興和光榮。

學習神學的王建功神父等人，以及台

灣台中教區的王愈榮主教、朱秉文神

父，和其他十多位神父們都曾到釜山

華僑聖堂奉獻彌撒，勉勵教友們切勿

氣餒，堅持到底，維護這個在韓國僅

存的中國天主教堂。

後，直到2013年現在，15年來，幾乎

每個月都南下釜山，為教友們奉獻彌

有一種愛，很淡很淡，淡到讓人漸漸忘了愛剛萌

芽的那一刻。直到生命逐漸枯萎，直到不斷

地有誤會重演。直到相聚的時光被爭吵、冷戰、懷

疑、淚水和心中沉重撞擊的痛苦所佔據。這時候還

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愛、還要相信自己是被愛的，很

難很難。從橋的這一頭要跨越到另一端，在河兩岸

的人兒，孤獨、躊躇地徘徊著。花兒不開、說不出

話來，不知互相生氣害怕的兩個人，是怎麼走到了

這個地步。終於，害怕佔據了心，兩個原本相愛、

互相關懷的人，不知怎麼地漸行漸遠。

不知怎麼地，很多事情沒有辦法好好地談開來，

很多心頭的疑問找不到答案。衝突傷害的影子太龐

大，不論白天或黑夜都無法逃脫它的籠罩。每一天

起床，都設法忘記昨夜的惡夢，期待兩人可以重新

開始。屏著氣息觀望著奇蹟的花朵，在對方的臉上

綻放。可是，沒有！一次次的失望讓兩人都感到心

灰意冷。心，因為淌淚而脫水，眼因為哭泣而乾

涸，整個人終於漸漸脫水，成了鹽柱般兀自佇立在

天地間！

聖母藉著聖像畫  對我們溫柔說話

這時候，信仰對我有什麼幫助呢？復活的基督，

祢會為我做些什麼呢？聖母，您的愛還能保護我多

久呢？望彌撒對我有什麼益處呢？於是獨自一個

人，來到了這間由聖像畫雕花小門所開啟的祈禱

室。呆呆地坐在角落，蜷起身子，像在母胎中一樣

地抱住自己的雙腳，兩眼直盯著地板上燭光照拂、

微微晃動的影子。這個世界，突然變得好大好大，

大的讓人無處可逃！只有在這祈禱的角落，在金碧

輝煌的聖像畫陪伴下，希望能夠歇息。多麼盼望就

此忘記一切的無能為力。原以為，淚已經流盡。突

然，兩行清淚沿著臉頰靜靜地、無聲無息地落下。

能不能，就在這樣睡去後，像小時候哭著睡去一

樣，一切都回到起點？能不能，這樣安靜後，變得

勇敢、變得可以冒險、不怕去感受？在淚眼朦朧

中，瞥見左邊牆面上掛著一幅〈童貞聖母──焚而

不燬的荊棘〉（見圖一）。這幅畫看起來有許多的

細節，正中央的聖母抱小耶穌很是清楚，一旁的天

使也依稀能夠分辨，但是在四個角落還有一些圖案

是……在有著這麼多細節需要解釋的聖像畫裡，聖

母，您要對我說些什麼呢？

焚而不燬的荊棘  啟示先知的預言

這是一幅名為〈童貞聖母──焚而不燬的荊棘〉

的聖像畫，創作的年代為1598年於俄羅斯，由恩人

Tsar Boris Godunov訂製，作為送給耶路撒冷一座聖

堂的禮物。直到20世紀輾轉賣給不同的收藏家，如

今由美國Walters Art Museum美術館所珍藏。這是一

塊24.5X19X0.8公分的木板，其上另一面繪有〈獻

孩童聖母於聖殿〉，作為慶祝東正教的兩個瞻禮禮

儀中使用：1.「聖母奉獻日」於11月21日。 2.「梅

瑟先知」瞻禮於9月4日。根據考證，俄羅斯最早繪

有此類型的聖像畫年代為1547，原本保存於莫斯科

的克里姆林宮，但現今已經遺失。所以，目前所看

到的這幅畫，可能是現存該畫的最早版本。

同樣以「焚而不燬的荊棘」主題呈現的，還有圖

二與圖三。在圖二中非常明顯地描述梅瑟如何在天

主的召喚下，來到燃燒中的荊棘前。（出3:2-12）

畫面中看到三位梅瑟，由左自右描繪梅瑟拄著手杖

靠近荊棘，接著天主命令他脫下腳上的鞋，因為這

是聖地。最後一位表達已成為天主先知的梅瑟，手

上握有象徵梅瑟五書的先知書。就是他領導以色列

子民離開受奴役的埃及。

在聖母的兩側一邊繪有以色列子民所喝的，由梅

瑟擊打磐石所流出的活水。另一邊是當梅瑟上山與

主密談時，以色列子民鑄造金牛背叛天主的歷史。

聖母懷抱耶穌所在的荊棘叢中，一方面冒著代表天

主聖神的紅色火焰，另一方面卻仍然存在著生意盎

然的綠色荊棘。教父們將這個顯現，比喻為綠色植

物代表聖母的童貞，即便懷孕和誕生了聖子，無論

前後她的童貞絲毫不受毀損。

默觀上主的救恩  深切認識依靠祂

這樣的奇蹟不僅發生在梅瑟面前，更是在我們的

面前，而且為我們的成聖非常必要。當天主彰顯祂

的大能時，並不是為了凸顯自己的偉大或者我們的

可憐；相反地，祂是為了愛我們，讓我們透過默觀

祂的救恩，嚮往遠離罪惡奴役的生活。當我們覺得

生活一團糟，自己無法突破惡人的陷阱和遭逢背叛

時，在〈童貞聖母──焚而不燬的荊棘〉畫中，因

為明白這些象徵救恩歷史的圖案，而受到安慰和激

勵。相信天主必要設法由我們的困擾中，協助並救

拔我們。只要我們深入地認識祂、依靠祂！

這紅色和綠色的象徵，在圖三中看的最為清楚。

聖母抱著聖子處在由愛情之火所燒熱的圓形曼朵拉

（Mandorla）中，毫髮未損。在圓形的外圍有由綠

色和紅色的區塊所形成，如多角星狀的光環所包

圍，整個構圖形成焚而不燬的荊棘。在圖一雖然綠

色的顏色明顯地不足色，但是因為它的繪製年代最

早，因此以它為藍本來敘述整個畫作設計的初衷。

這幅畫將帶領我們重溫天主對我們的愛，以及在舊

約先知的預言下，對於我們困難處境的解答。

在解釋這些象徵之前，讓我們把心放在天主台

前，祈求聖神啟發我們，特別懇求復活的主基督，

教導和陪伴我們明瞭在聖經中關於救恩的預言，讓

聖言中的救恩引領我們認出成聖、成為基督門徒所

必須走上的道路，以及旅途上所需要的一切恩寵。

聖母是上天之梯  向正義陽光前行

圖一正中央聖母的左手抱著正在降福我們的小耶

穌，聖母右手臂搭著一座梯子。這是雅各伯在夢中

見到的梯子。（創28:12-17）他稱豎立這梯子的地

方為「上天之門」。因為天使在這座梯子上，上去

又下來，代表恩寵也在天地間運送。聖母就是這上

天之梯、上天之門，因為她是天人間的中保，透過

她為我們誕生贖世者基督，並為我們邀來天主的恩

寵。

在聖母胸前是一位頭戴皇冠的君王，即是在《舊

約》最後一部先知書《瑪拉基亞先知書》所描述，

代表基督的「正義的太陽」。先知的口吻至為活潑

鮮明，將天主的心願，極其寫實地形容給我們聽：

「為你們這些敬畏我名號的人，正義的太陽將

要升起，以自己好似箭羽的光芒普施救恩；你

們必將出來，蹦蹦跳跳有如出欄的牛犢。」（拉

3:20）不就是這樣嗎？當我們流淚頹喪時，沒有活

力、低頭不語。而當天主救恩的陽光照拂在身上

時，我們活蹦亂跳、踢腿揮拳，像個孩子般、迫不

及待地向周遭的人展示我們的幸運。這個景象說明

我們多麼需要基督，這位「正義的太陽」。祂將為

我們帶來什麼呢？

� （未完待續）

註：聖母前面有一座梯子，這在http://art.thewalters.

org/detail/20093，我們可看到更清晰的圖。不過，由於

這幅圖是畫在雙面的板子上，所以在網頁上首先會看

到另一面的圖〈獻聖母於聖殿〉。

釜山華僑聖堂慶祝建堂五十周年  釜山華僑聖堂慶祝建堂五十周年  ──焚而不燬的荊棘
一種愛，很淡很淡，淡到讓人漸漸忘了愛剛萌

芽的那一刻。直到生命逐漸枯萎，直到不斷

──焚而不燬的荊棘──焚而不燬的荊棘童貞聖母
■文．圖／盧玫君聖聖聖

像像像像畫畫 童貞聖母美麗的救恩系列3

使也依稀能夠分辨，但是在四個角落還有一些圖案

是……在有著這麼多細節需要解釋的聖像畫裡，聖

母，您要對我說些什麼呢？

焚而不燬的荊棘  啟示先知的預言

的聖像畫，創作的年代為1598年於俄羅斯，由恩人

Tsar Boris Godunov
堂的禮物。直到20世紀輾轉賣給不同的收藏家，如

今由美國

塊24.5X19X0.8公分的木板，其上另一面繪有

孩童聖母於聖殿〉

儀中使用：

瑟先知」瞻禮於9月4日

有此類型的聖像畫年代為1547，原本保存於莫斯科

的克里姆林宮，但現今已經遺失。所以，目前所看

到的這幅畫，可能是現存該畫的最早版本。

二

主的召喚下，來到燃燒中的荊棘前。（出3:2-12）

畫面中看到三位梅瑟，由左自右描繪梅瑟拄著手杖

靠近荊棘，接著天主命令他脫下腳上的鞋，因為這

──焚而不燬的荊棘──焚而不燬的荊棘──焚而不燬的荊棘童貞聖母

（未完待續）

▲圖二

▲圖一

▲圖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