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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訊】自2011年8月起，聖馬爾定醫院附設芳

安護理之家，便積極著手進行申請行政院衛生署國

民健康局之推動健康照護機構參與健康促進工作計

畫案，直到今年通過健康促進國際健康照護機構，

成為台灣首家，也是迄今唯一取得國際網絡認證的

護理機構，主管機關期盼聖馬爾定醫院附設護理之

家的經驗能成為其他護理機構的前導示範。

聖馬爾定醫院附設護理之家成立的宗旨即秉持基

督博愛的精神，由專業的照護團隊以專業的服務提

供年老、衰弱的住民個別化、人性化的高品質長期

照護服務；並以促進住民健康為使命，秉持全人、

全程、全家、全隊之四全照護理念，提供住民長期

照護。

在健康促進機構計畫中，聖馬爾定醫院附設芳安

護理之家將節能減碳、健康減重、高齡友善健康照

護三大項計畫作為努力的目標，透過全機構健康促

進問卷調查、更換省電燈具、舉辦員工健康檢查、

體適能、鼓勵登階及推廣健身運動、推廣蔬食及健

康餐、加大表單及衛教單張字體、設置閱讀親善設

施、培訓機構員工輪椅服務技巧、辦理高齡者模擬

體驗課程等細項執行，盡力使之成為全方位照護與

健康的護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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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訊】新北市勞工局首次舉辦「幸福心職

場」選拔，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脫穎而出，在

42家參選企業中，榮獲大型企業組「銀心獎」，9月

5日鄒繼群副院長由朱立倫市長手中接下獎項，展現

了教會機構不同於一般企業的「愛主愛人、尊重生

命」文化，更能營造出幸福、和諧的職場。（見右

圖，耕莘醫院永和分院提供）
這個獎項是為提倡放心（提供員工安全、友善的

工作環境）、安心（提供員工安定勞動條件與福

利）及貼心（建立勞工盡心、雇主貼心的勞雇關

係）的三「心」幸福職場而舉辦，希望能凝聚員工

向心力，增進組織效率，共創勞資雙贏。

此次選拔分中小企業、大型企業兩組，共選出

金心獎2名、銀心獎3名、銅心獎5名，分別給予10

萬、5萬、2萬元獎金。「員工就是公司最重要的資

產，」新北市長朱立倫在表揚大會中讚許獲獎的十

大企業，他強調，企業改善工作環境，提供優渥勞

動條件，員工才會全心在工作上付出心力。

永和耕莘醫院是由比利時聖母聖心傳教會修女所

創設，自創院以來，一直把員工當成家人悉心照

顧，讓醫院充滿著親如一家的溫馨氛圍；近幾年更

陸續開辦附設幼兒園、托嬰中心，照顧員工家中學

齡前幼兒，推動多元的健康促進計畫，提升員工健

康，還成立從0-100歲都關懷的健康促進中心，讓評

審委員印象深刻。

這次獲獎企業還包括輝瑞大藥廠、星展銀行、台

灣松下電器等跨國企業，也可見永和耕莘醫院的工

作環境，與這些國際知名企業相較，絲毫不遜色，

在目前醫療院所常被批評是「血汗醫院」的大環境

下，更凸顯出永和耕莘醫院的與眾不同。

新北市幸福心職場選拔 永和耕莘醫院榮獲銀獎

【嘉義訊】 督博愛的精神，由專業的照護團隊以專業的服務提 進問卷調查、更換省電燈具、舉辦員工健康檢查、

聖馬爾定醫院附設芳安護理之家
榮獲全國首家國際健康照護機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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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9月21日，普世教會紀念聖史

瑪竇宗徒，這位出生於葛法翁的

耶穌十二位門徒之一，從「稅吏」到成

為第一部福音的作者，的確因著主基

督而使生命有了不可思議的大翻轉；

在趙一舟蒙席所著作的《我們的慶節》

裡，更描述「傳說他曾到衣索比亞與

波斯去傳教，教會尊他為殉道者」見
證他不但是精修聖人也是一位殉道聖

人。而在福音中記載耶穌召叫他時，他

便「放下工作，立刻起身」的生動鮮活

過程，也充滿恩寵；我們深深感謝聖瑪

竇宗徒為我們留下了重要的福音，也

在這個單元裡來談談四部福音聖像畫

所傳遞的神學意向。

四活物圖案符合各部福音的宗旨

四部聖史的圖案，在教會藝術的傳統

上可分為兩大類型：1.四個活物 2.四

幅聖像畫。本文下方的這幅藍白精美

瓷磚中的圖案（圖五），即屬於第一類

型，分別代表四部福音的作者：人形代

表聖瑪竇、獅子是聖瑪爾谷、牛代表聖

路加、老鷹是聖若望。此組瓷磚於19

世紀，由英國Pugin 瓷磚公司所鑄造生

產。每個活物都有著一對翅膀，這表示

這些活物與現實世界中的人或動物不

可互相混淆。

這些活物因符合各部福音的宗旨而被

選。例如，《瑪竇福音》是由基督的族譜

開始編寫，所以就以人為代表。為要特

別突顯基督身為人的一生。《瑪爾谷福

音》的作者以獅子為代表，因為獅子象

徵王權。由於該部福音是由號稱「曠野

中的呼聲」、前驅若翰首先登場。傳統

上，教會將基督於約旦河接受若翰洗禮

這一幕，與《創世紀》中雅各伯祝福兒子

猶大的話相對照，以了解《舊約》有關基

督的預言：猶大是隻幼獅；我兒，你獵
取食物後上來，屈身伏臥，有如雄獅，

又如母獅，誰敢驚動？權杖不離猶大，

柄杖不離他腳間，直到那應得權杖者來

到，萬民都要歸順他。(49:9-10)所以，以
獅子──舊約中猶大的象徵，表示基督

的王權。

《路加福音》以介紹匝加利亞司祭的

故事為開端，於是以「牛」即猶太人作

為祭獻，為奉獻給天主的犧牲為象徵，

以代表基督的司祭職。《若望福音》是

一部充滿高深

神 學 反 省 的 福

音，故以老鷹作為

代表，飛翔於天際

的老鷹，象徵信仰中

那份無法窮究的奧秘，

也是基督的神性！

每當提到四部福音，常

常可以見到這四個活物。每

次看到這四個活物，就鼓勵我

們常閱讀四部福音。也希望我們

都能透過四部福音，更認識耶穌

基督是誰？認識祂的君王職、司祭

職、人性與神性。

透過四部福音聖像畫更認識基督

圖一至圖四皆是俄裔美國聖像畫員

Dmitry Shkolnik的作品，該畫員於2011

年完成在美國德州休士頓的東正教聖若

瑟堂中的繪製。這4幅畫的位置在聖若

瑟堂的圓穹頂，就是繪有圓形基督普世

君王像的四個角落（圖七），象徵基督

的福音遍傳普世大地，祂的王權也直達

地極。這4幅畫的結構非常神似，乍看

之下，除了座位方向外，似乎分辨不出

其他的差異性。那麼就讓我們先來看看

人物以外的物件：建築、家具、文具和

福音書卷。讓我們在同中求異，這樣慢

慢地會發現，原來它們之中有許多不同

之處。以後，就算無法由畫中的名字認

出，也可以由幾個基本要件一眼就看出

誰是誰了！

在圖一至圖四的聖史聖像畫中，非常

雷同的有建築物、家具、書寫用品及福

音書卷。四聖史都是坐在掛有紅布的一

堵牆邊，這代表整個事件是在室內進

行的。按照Dmitry Shkolnik的設計，聖

史是在屋內寫作福音書。不過，這樣的

構圖決策和傳統有所出入。原始的構圖

只有若望以外的三位聖史，是坐在屋內

的。這裡之所以將若望也放在屋內，應

該是因應聖堂空

間對稱美感的需

求而決定更動的。

若望是在哪裡寫聖

史的呢？根據傳統，

若望是在被流放到帕特

摩島上時，由弟子協助完

成福音與《默示錄》。看

圖六可發現，原本的4幅聖像

畫是以三部對觀福音作類似的

構圖，至於聖史若望（圖六的左

下角），則是在帕特摩島上的山洞邊寫

作。Dmitry Shkolnik雖然把聖史若望移

到室內，却仍然保留了一個最重要的構

圖要件沒有更動。那就是若望不像其

他三位聖史那樣注視著前方，相反地，

他轉頭向後觀望，似乎沉浸在甜蜜、寧

靜、無聲的交流中。難怪，若望的福音

總是吸引我們在自己的不足中，仍然止

不住渴望，要到天外的那一片天地，好

能瞻望「天主是愛」！

畫中透露瑪竇寫第一部福音玄機

對觀福音的三位作者前方都有著書

架，只有聖瑪竇的書架上空空如也。這

也是有玄機的。傳統認為聖瑪竇書寫

是憑藉著他與耶穌3年之內日夜相處，

所留下的記憶。聖路加與聖瑪爾谷的

書架上還放置著另一書卷，這是說明

這兩位書寫福音時，所根據的是宗徒

們的教導，也就是教會的聖傳。所以，

在聖像畫中，瑪爾谷和路加都在進行

「抄寫」。雖然，這個說法明顯與後世

靠著進步的考古學而興盛的釋經研究

有所出入；但是，只要明瞭當初的構圖

重點，就不會有什麼誤會了。

造型方面，瑪竇的頭髮已經斑白，路

加的鬍鬚更接近保祿，而瑪爾谷濃密的

鬍鬚則是較接近他

所追隨的伯鐸的樣

貌。這方面在小細節

上的安排，令我覺得非

常有趣。我們常喜歡說

某某夫妻有夫妻相，而聖

像畫却把追隨某位師父的弟

子，畫的跟師父的造型非常接

近，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跟「夫

妻相」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就

在於，師父跟徒弟每日一同飲食、

一同作息。久而久之，也留了同樣的鬍

子。在我看來，這真是聖像畫極可愛的

地方。讓我不禁也要期望我們信友每日

接近聖言，將來也能從內心到外表，都

跟聖言有著一樣的「樣貌」。那會是什

麼樣貌呢？想必是「天主是愛」內化後

的歲月靜好吧！

尚友聖史讓生命成為第五部福音

家具方面，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反透視

法的運用。無論是桌子、椅子、腳凳、書

架都將正上方朝向觀畫者立起。這麼作

讓觀畫者雖說是站在畫作的前方，却也

好像是與聖史一同站在畫內，一同俯視

著這些家具一般。如此這般的親近書寫

福音的作者，彷彿他們就在你的身邊，

以致於可以向他們提出所有疑問一般。

是的，在祈禱中我們的確可以同他們交

談，祈求聖者為我們代禱，讓我們得到

天主聖神的光照，得以更充分理解耶穌

帶給我們的福音！

最後，在每位聖史手上的福音書都寫

著一些文字，通常這些字選自該部福音

的第一句。當我剛開始「寫」這類聖像

畫時，總不滿足於寫上福音的第一句

話。因為，我認為唯有最能代表該部福

音的那句話才能中選，才值得被寫在聖

像畫中。事隔多年，如今我不再這麼想

了。現在我認為，經天主聖神所啟發而

寫下的每一字句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我也這樣看待我生命中所發生的一切。

我祈求天主賜下恩寵，讓我能夠以珍惜

和尊重的心，接待生命中所經歷的圓滿

與缺憾。並將這一切奉獻給天主，求祂

聖化，使我的生命成為第五部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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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學 反 省 的 福

音，故以老鷹作為

代表，飛翔於天際

的老鷹，象徵信仰中

那份無法窮究的奧秘，

也是基督的神性！

每當提到四部福音，常

常可以見到這四個活物。每

次看到這四個活物，就鼓勵我

們常閱讀四部福音。也希望我們

都能透過四部福音，更認識耶穌

基督是誰？認識祂的君王職、司祭

職、人性與神性。

透過四部福音聖像畫更認識基督 下角），則是在帕特摩島上的山洞邊寫，則是在帕特摩島上的山洞邊寫，則是在帕特摩島上的山洞邊寫

若望是在哪裡寫聖

史的呢？根據傳統，

若望是在被流放到帕特

摩島上時，由弟子協助完

成福音與《默示錄》。看

可發現，原本的4幅聖像

畫是以三部對觀福音作類似的

構圖，至於聖史若望（圖六的左

所追隨的伯鐸的樣

貌。這方面在小細節

上的安排，令我覺得非

常有趣。我們常喜歡說

某某夫妻有夫妻相，而聖

像畫却把追隨某位師父的弟

子，畫的跟師父的造型非常接

近，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跟「夫

妻相」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地方就

在於，師父跟徒弟每日一同飲食、

話。因為，我認為唯有最能代表該部福

音的那句話才能中選，才值得被寫在聖

像畫中。事隔多年，如今我不再這麼想

了。現在我認為，經天主聖神所啟發而

寫下的每一字句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我也這樣看待我生命中所發生的一切。

我祈求天主賜下恩寵，讓我能夠以珍惜

和尊重的心，接待生命中所經歷的圓滿

與缺憾。並將這一切奉獻給天主，求祂

聖化，使我的生命成為第五部福音！

▲圖二／聖瑪爾谷

▲圖四／聖若望

▼圖三／聖路加

▲圖一／聖瑪竇

▼圖七／圓穹頂

的基督與四聖史

▲圖六／原始構圖

▲圖五／代表四部福音圖案的瓷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