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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聖母
美麗的救恩系列3

孔達仁神父，我們思念您！孔達仁神父，我們思念您！

愛我所愛
依納爵平信徒團體
建立450周年系列之2

在溫馨聖母月的第二周，母親節是個祈禱好時

機，讓我們在這聖像畫的祈禱室中，默想聖母

生為女人、為耶穌的母親、新厄娃、門徒的母親，在

救恩史中，聖母充分參與了耶穌整個逾越奧蹟，她

所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今天在這座聖像畫的祈

禱室裡，讓我們一同認識「萬應聖母」（圖一）又稱

「永援之母」。圖一聖母的手如「善導之母」一樣，

是指著耶穌──生命的道路。但是，這次耶穌的雙

手不再拿著法律書卷、也不再以手祝福我們。這次，

小小的耶穌分心了。

嬰兒在懷中戲耍  母親有無限滿足

　相較於「玩耍中的聖嬰與童貞聖母」（圖二）與

（圖三），耶穌小小的身軀，毫無怕情地，在母親懷

中轉來轉去。此情此景令人忍不住想起記憶中見過

許許多多的母親或祖父母，當他們逗弄小娃兒時的

情景。往往當母親將睡醒的小娃兒抱出臥房時，母

親身旁的大人們輪流逗弄著這娃兒玩。於時，嬰兒

肥、白裡透紅的小臉，鑲著一雙閃亮澄明的眼珠子，

兩眼眨啊眨地，隨著嘴角一上揚。迅速地在大人還

沒欣賞夠他的美善之際，便轉過身子、害羞地跟大

人玩起躲迷藏的遊戲。小臉轉過母親肩膀，自以為

躲在母親背後的小娃兒，真真是天主所賞的禮物。

像這樣的戲碼，每天上演幾十次都不夠，等爸爸下

班回家，還要玩上一回。

　現在城市中孩子，或許都是在幼兒園或褓母家中

度過。幼兒們全心信賴照顧他們的大人，對於母親

更有深深依戀。每個人心中所擁有的愛，就是在這

樣充滿安全的玩耍中受到滋養，並一天天成長，直

到他受召喚去將這樣的愛分享給身邊的人以及下一

代。但是，當那時刻來到，也有人發覺自己心中這

顆愛的幼苗養分不足，只能躲在內心的角落裡，孤

單地嘆氣……並不敢與人群靠近。這時，我們不要

忘了要祈禱，祈求扶養小耶穌，親自作祂搖籃的聖

母，把我們孤獨的靈抱在懷中，輕輕地搖晃我們，

在她所唱的搖籃曲中，沉沉地在祈禱中睡上一覺。

預知耶穌將受難  聖母痛苦如劍穿

　反觀，圖一「萬應聖母」手中所接抱的小耶穌，

停止了玩耍。由祂的手勢和眼睛的視線所關注的方

向，都給了我們一些線索。說明小耶穌雖在聖母懷

中，但是祂所看到的，使祂顯得焦慮不安。這次，祂

不再親暱地繞著母親的脖子玩耍。這次，祂雙手緊

抓著聖母的大手不放。由於，小耶穌握住聖母的拇

指；這幅畫又稱為「貞女

的拇指」，也代表聖母答

覆聖子的母愛，將延續到

我們的身上，我們都可以

向她投奔。

　小耶穌的一隻涼鞋因

太過驚恐而掉落。祂看著

左邊天使手上的十字苦

架、3根鐵釘，還有右邊

的長矛、鞭打用的蘆葦和

沾了酸醋的海綿。這些天

使預告耶穌受難的記號，

對於在一旁的聖母來說，

是自從獻耶穌於聖殿那天

起。當她由西默盎預言，

必有一把利劍刺透她的

聖心之後，就沒有停止過

的顯示。她的眼睛這次

注視著我們，這位以色列的女兒、多產的貞女──我

們的母親瑪利亞，由耶穌母親的角色，一點一滴地

轉換成為門徒的母親，成為陪伴門徒迎接聖神降臨

的眾人之母也是新厄娃。在此，聖母毫不避諱對我

們揭露她心中的痛苦。她邀請我們認識並接受耶穌

的苦難與復活，繼而從中學習基督徒的逾越。

聖像畫敬禮聖母  悠遠傳統勤效法

　在俄羅斯教會的傳統中，圖一這幅畫稱為苦難聖

母（Strastnaia/The Virgin of the Passion）。現存於

西奈山的聖嘉琳修道院（Mount Sinai, Monastery of 
Saint Catherine）。這主題的聖像畫曾在15-16世紀

間，於西方教會中盛行，尤其是義大利的羅馬。較

著名的是推廣「永援聖母敬禮」不遺餘力的贖世主

會。當修會得到一幅永援之母的聖像畫時，會士們

將它掛在羅馬聖亞豐索大教堂內。很難得地，這是

一幅西方教會非常崇敬的聖像畫，相較於其他聖像

畫，這幅畫讓天主教會信友感到特別的親近。

　天主教會中聖蒙福（Louis Marie Grignon Montfort, 
卒於1716年）和聖亞豐索（贖世主會的會祖，卒於

1787年），兩位聖人對於聖母敬禮有很大的貢獻。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牧徽上的座右銘Totus tuus（我全

是妳的）便是受到前者的影響。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將自己的牧職及整個世界獻給聖母，這位真福教宗

在自傳《禮物與奧蹟》中，聲稱「瑪利亞路線」是貫

穿他一生的路線。有人也許要說，這樣對聖母的敬

禮過分了。在這方面有疑慮的人，不妨撥空閱讀張

春申神父所著的《救主耶穌的母親──聖母論》。這

本書將幫助您整理教會對於聖母敬禮古往今來的脈

絡，讓人不至於停留在過度熱心或以偏蓋全地排斥

聖母敬禮的心態。

感恩昔日常滋養  對長者真誠還愛

　張神父在書中提到聖亞豐索的一則軼事，據說聖

人晚年得了失智症，當他閱讀自己寫過論述聖母的

書時，很是欣賞。但卻不知那是自己的文章。當我

看到這裡時，想起此刻教會內老年得失智症的教長

們。心中不禁感到一絲酸楚。在自己信仰的生命當

中，這些神長就像是餵養我長大的另一位「母親」。

回想著他們的幽默、寬大、智慧和關愛。的確，沒有

這些愛的乳汁，我不能認識那位是「愛」的天主。

　當他們年老時，聽到我說：「神父！您知道嗎？

當我年輕的時候，你曾這樣那樣說、你曾為我這樣

那樣做。」他們會跟我說：「唉呀！我真是老了，這

些我都不記得了。我真的有說或做過那些嗎？真是

的，老了！唉！不中用了。怎麼都記不起來，真是對

不起！」我就跟他們說：「不是您老了啦！是我太

沒份量，以前那麼多人圍繞在您的身旁，在同儕中

閃閃發亮的比比皆是，您哪會記得像我這種小人物

呢？」其實，心中在偷偷流淚。不是難過的淚，是一

種以愛還愛的淚。年輕的時候備受神長的照顧。彷

彿被他們所關懷、所惦念著，就是愛他們的方式。等

到我來到中年，他們都變老了，這時候還是想著要

他們來愛我，可是心中已經有一種強壯的愛，讓我

用另一種愛的心情在與他們往來了。

認識美麗救恩史  靈性成長恩寵多

　生命中有血濃於水的親人、家人之愛，也有靈性

生命的家人，就像這些神長。記得在自己很年輕的

時候，聽過一位來台傳教的年輕外國神父分享，他

告訴一位已經和他作神修談話一段時間，但是準

備結束這樣關係的人（因為他認為神父太過年輕）

說，他欣然接受對方的決定。只是「如果，你認為

我不像個父親，那是因為你還沒有準備成為一個兒

子。」這句話對我有如謁語，當頭棒喝！

在母親節和聖母月裡，重新反省了這樣的一句話。

對我而言，生命中的種種關係，在相遇的當下，或許

雙方都準備不足。但是，我們只能夠檢視自己。有時

候，智慧之眼要開，還必須等待。等待總有一天，我

們認出是自己沒有當兒子或女兒的準備。等我們真

正明白時，那麼這個5月的美，就不只是桐花和螢光

所裝飾的了。

　等我們真正明白作兒女的真諦，那一天我們真正

能夠幸福地在桐花舖滿地的祝福中愛著父母。到那

一天，我們真正能在螢光中捕捉漏接的童年幸福時

光！但願，聖母為我們代禱。使我們由聖母一生對救

恩漸進式地認識，和她對救恩工程的委身中，學習

對我們靈性生命成長所需要的功課。最後，帶著感

恩的心，祝禱全天下母親，母親節快樂！恩寵滿盈！

漫談聖像畫－在禮儀中與天主相遇講座
時間：5月18日（六）9:30～16:00pm

地點：台中雙十路法蒂瑪聖母堂．主講人：盧玫君

報名：04-2207-5678請洽台中主教公署唐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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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基督生活團

孔達仁神父（Ricardo Gonzalez）於

1946年生於西班牙，16歲入耶穌

會，22歲來台，6年後在台北晉鐸。1981

年起任基督生活團服務中心主任。1982

年代表中華民國基督生活團赴美參加

Providence’82世界聯會總會議。1984年

任耶穌會省長辦公室省佐。1963年任

輔大神學院院長。一生從未吸菸，卻於

1997年檢查發現罹患肺癌，3年後，回

歸父家。

　孔神父除任基督生活團服務中心主

任，及全國副總輔導外，並曾分別擔任

愛苗、服務、依納爵（原教師）、道心

基督生活團輔導。生前著作甚多，刊於

《朋友間》雜誌，影響團體與團員甚深。

1997年基督生活團全國代表大會
孔達仁神父證道詞
　這台感恩祭所選用的經文是「為福

音的傳播」。在此意向下，願與你們分

享自己從得知罹患肺癌以來，至今的一

些經驗。起初我對耶穌說：「為什麼是

我？我仍年輕啊！還能為祢、為教會、

為耶穌會和為別人作很多的工作，而且

也不想離開愛我及我所愛的人。」但耶

穌只以微笑回答，在房間裡有張耶穌微

笑著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聖像，那是拍攝

自聖方濟沙勿略的家鄉，祂也要我在接

受病情時仍可微笑。

　雖然我現在年僅51歲，但想想耶穌為

我們死的時候也只活了33歲，生命的意

義不在長短。若是為了光榮祂，用這樣

的一種方式結束生命，不是也很好嗎？

有位朋友在得知我的病情後，告訴我

《若望福音》裡的一句話「主啊！祢所
愛的病了」並用這話祈禱，福音中，耶

穌接下來的回答是：「這病不致於死，
只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並為叫天主
子因此受到光榮。」（若11:3~4），主的
話給了我很大的安慰。

　人受造的目的是為了讚美、尊敬、侍奉

天主……世上的一切都是為幫助人達成

他所以受造的宗向……面對一切，要努

力保持平心。因而雖然我希望被治癒，但

更重要的是要看如何實行天主的旨意，

以及怎樣才能愈加彰顯祂的光榮。

　團員愛我如家人，生病後由他們為

我所作的一些事情，更能體會這樣的

心意。但我要說：「如果你們愛我，就

要愛我所愛的基督、教會，並愛更多的

人。」這精神是向外和向使命開放的。

為了傳播福音希望彼此鼓勵，在體驗聖

依納爵的靈修的精神上有所精進，也能

共同面對現今時代、此地社會和教會的

需要，尋求更多適切的合作方式，為基

督、為我們的教會和社會服務。

追思懷念與感恩

　2010年基督生活團於古亭耶穌聖心堂

舉辦追念孔神父逝世10周年追思彌撒，

除先前紀念文集《愛我所愛》，另有多

篇感念的文章，今摘錄如下：

　孔神父在世的最後1個月，是在耕莘

醫院度過的，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用

微弱的聲音告訴我，他為我奉獻了一

台彌撒，因為那天是我的生日。當時，

我正處於人生的一個難關，工作遇到困

難，家庭狀況連連，我心情沈重，壓力

很大，連接電話的口氣都不大好。可是

孔神父以慈祥待我，他仍惦記著我。他

對我所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祝福我，

願我平安地走過人生的低谷，即使已過

13年，我仍然記憶猶新。

                                   ──唐學明

　我印象最深刻的畫面是孔神父告訴我

們：「人之所是，遠超過人之所有、人

之所做！」我們都是天父所愛的兒女，

祂愛我們不因為我們的外在條件，我們

的價值就是「我自己」。

                                    ──陳曉慧

　在耶穌會省會長辦公室的一個小房

間裡，說幾句話就會喘的孔神父問我：

「作神操有困難嗎？」在他去世之前，

我的神操並未做完。後來跟著陳月貞修

女才做完了一次完整的神操。但孔神父

問我問題的畫面，在我心中不時浮現。

另一次他帶著生氣的口吻對我們說：

「如果你們沒有信仰的渴望，至少要有

『渴望的渴望』吧！」。在孔神父離世

的這12年多，這「渴望的渴望」是孔神

父給我最大的禮物。當我不願依靠天主

時，就會記起孔神父的這一段話，然後

定下心神「相信」我和天主的關係。

                                    ──陳方中

　記得有一次他化療期間，我到他辦公

室談話，坐下後，先是感覺到肺癌使他

呼吸沉重而辛苦，接下來我看見他的手

腳指甲都變黑了，當我看到那些指甲竟

然已經有些部分與肉脫離時，我的驚異

與眼淚就不聽使喚的湧出，沒有辦法再

看清楚神父的臉孔。與我有同樣經歷的

團員都不勝驚愕，對基督有多大的愛，

能使一位輔導捨己至此！

                                    ──林守玫

　和神父相處這麼多年，我沒想到要

聽道理，認識這個信仰，直到神父生病

時，我主動提出跟神父聽道理，神父也

慷慨答應，在病痛中陪伴我的信仰之

路，他很有耐心的聽，細心開導，一點

也不給我壓力。到最後又把我的信仰

託付給穆神父，可見他多麼看重我，神

父，謝謝您！

                             ──劉培楠

　把每天工作的「講台」當作「祭台」，

將工作奉獻給天主。這是神父常常耳

提面命的，這提醒我在「傳道、授業、

解惑」的過程中，要以真誠的愛來對待

學生，因為他們也是天主所愛的，這個

「祭台」是我更能彰顯主榮的地方。而

這句話「把講台當作祭台」一直在心中

提醒著自己。                  ──王慧純

　最近在祈禱中憶起當年孔神父的靈堂

前掛著聖保祿的話：「生活原是基督，
死亡乃是利益。」（斐1:21），那似乎是
神父對朋友們所做的臨終心聲。是的，

神父也必要說「我或生或死，總要叫基
督在我身上受頌揚。」（斐1:20）
 ──溫念梅

　「當你相信天主始終愛你、陪著你，

你也願意依靠祂」，感謝孔神父那時諄

諄善誘，如此深奧的道理透過這麼真實

又生活的方式，讓我深深的體會天主的

愛。 ──蔡雨霖

　「Doing things with love」、「To love 
and serve God in everything」在孔神父

罹患肺癌開始化療的時候，他用他生命

最後的3年陪伴我走了兩年半的神操過

程。他深知我最缺乏的是愛的經驗，所

以唯一要我重做的就是體驗天主的愛。

在病中，他一直強調天主的愛所帶給他

的平安與力量，以他自己的見證來彰顯

天主的愛。引領我在人生旅途中體驗天

主的愛，讓我無懼往前走。

            ──姚志民

　一位精神與形體最肖似耶穌基督的神

長──孔達仁神父，我們思念您！

（待續）

解惑」的過程中，要以真誠的愛來對待

▲孔達仁神父的音容笑貌歷歷在目。

▲孔達仁神父（右）的英姿永銘團員心版。

▲孔達仁神父逝世10周年的追思彌撒。　　　　　　　 ▼孔達仁神父紀念文集《愛我所愛》的封面。

▲孔達仁神父（右二）勉勵團員要對信仰有所渴望。

禮過分了。在這方面有疑慮的人，不妨撥空閱讀張

春申神父所著的《救主耶穌的母親──聖母論》。這

本書將幫助您整理教會對於聖母敬禮古往今來的脈

絡，讓人不至於停留在過度熱心或以偏蓋全地排斥

聖母敬禮的心態。

感恩昔日常滋養  對長者真誠還愛

　張神父在書中提到聖亞豐索的一則軼事，據說聖

人晚年得了失智症，當他閱讀自己寫過論述聖母的

書時，很是欣賞。但卻不知那是自己的文章。當我

看到這裡時，想起此刻教會內老年得失智症的教長

們。心中不禁感到一絲酸楚。在自己信仰的生命當

這些愛的乳汁，我不能認識那位是「愛」的天主。

　當他們年老時，聽到我說：「神父！您知道嗎？

當我年輕的時候，你曾這樣那樣說、你曾為我這樣

那樣做。」他們會跟我說：「唉呀！我真是老了，這

是妳的）便是受到前者的影響。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將自己的牧職及整個世界獻給聖母，這位真福教宗

在自傳《禮物與奧蹟》中，聲稱「瑪利亞路線」是貫

穿他一生的路線。有人也許要說，這樣對聖母的敬

　等我們真正明白作兒女的真諦，那一天我們真正

▲圖一

▲圖二　　　　　　　　　　　　　　　　　　　　　▲圖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