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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的祝福 仁慈醫院點燈祈福禮

在充滿溫馨祝福的12月份的第一

周，天主教仁慈醫院舉行聖誕節

點燈祈福活動，希望全台所有天主教

醫院的心都能夠串起來，將醫療傳愛

發揚光大，將耶穌基督的愛，從醫院開

始向社會各角落有散發愛的祝福。同

時，在一樓大廳布置馬槽和聖誕許願

樹，希望進出醫院的鄉親朋友能更進

一步認識教會醫院效法耶穌基督的精

神，把耶穌基督降生對世人的愛，傳遞

給還不認識主耶穌的街坊鄰居。

12月2日當天恭請新竹教區大家長李

克勉主教主禮點燈祈福活動，全院員工

與在地鄉親，從點燈禮開始，將耶穌的

愛與祝福散播到各地，把愛的感動化為

行動，使基督降生的光與愛照亮並溫暖

這個社會。

點燈祈福活動於上午10時，在天主

教聖心幼兒園的非洲鼓音樂歌聲中熱

鬧開始，新竹教區大家長李克勉主教

與貴賓們入場就定位後，由李主教致

歡迎詞並介紹聖誕節的意義，在致詞

中李主教特別提醒我們，聖誕節對傳

統的基督徒來說，是在慶祝耶穌的誕

生。以紀念耶穌和發揚基督的精神。不

過一般的人已視為一種大眾化的商業

活動，慶祝耶穌誕生的節日是一個大

家分享彼此對於家人、朋友甚至於鄰

人的愛與關懷的日子，耶穌的誕生即

是天主給全人類最好的祝福，也是個

最美麗的禮物，期望在潛移默化中培

養愛德精神，使社會更溫暖。

隨即舉行隆重的馬槽祝福禮與祈福

點燈儀式。天主聖言道生成人，居住在

我們的心中，並且光照我們每一個人的

心，願我們的主耶穌做我們的光明，以

驅散旅途的黑暗，願祂成為我們身心靈

的照世明燈，我們的天主父，祢深愛世

人，我們讚美祢，祢派遣祢的聖子來到

世上，祂由無玷童貞聖母瑪利亞取得肉

軀，成為我們的救主和長兄，除了罪以

外，完全與我們相似，祢在基督身上，

賜給我們聖德的最高典範。

教會敬拜躺在馬槽裡的嬰兒，就是在

祂身上朝拜全能的天主，教會瞻仰祂的

容貌，便看到祢慈愛的面孔，在瞻仰這

馬槽聖像時，轉變日益肖似祂，願祢的

聖子耶穌引領我們走向祢台前的道路。

點亮了馬槽與聖誕樹燈，由李主教降

福許願卡，分發給在場的每一位，由李

主教首先掛上許願卡，並帶領湖口鄉張

春鳳鄉長、林志華議員、吳淑君議員、

鄉代會陳德木主席、范振龍副主席、羅

代表、孝勢村鄭國平村長等貴賓與參禮

者掛上自己的許願卡，同時也發起病童

許願活動，邀請員工、來賓及家屬，共

同協助住院的病童達成小小心願。

現場也發放許願卡予病患及家屬，住

院的病童也從8樓由家長移到樓下，將

寫好的卡片掛在聖誕樹上，看到小朋友

原本因生病無精打采容的臉龐，頓時有

了笑容，感覺到耶穌的愛臨在並用愛包

圍了這病童，那喜樂與平安充滿了在場

的每一位，歡迎鄉親共襄盛舉，在此讓

我們一起點亮生命中無限的希望。

此次活動由仁慈醫療財團法人張達人

執行長、仁慈醫院孫世明院長、和院牧

部全體同仁合作細心安排，院牧部主任

汪文麟神父和夏靜安神父也一同陪伴參

與，感謝院牧部志工藺瑞雲、普慈方濟

修女會的黃桂珠修女純手工製做了上百

份的許願卡供參禮者填寫，也感謝設計

裝置大廳聖誕樹及馬槽布置的張世杰弟

兄，以及楊興民姊妹、陳月梅修女負責

現場音樂，公關室吳哲賢主任邀請各界

貴賓與會，使聖誕節慶祝活動順利圓滿

達成，感謝天主。

每年聖誕節，仁慈醫院都會舉辦一系

列聖誕活動，院區內隨處可見聖誕布

置，今年的布置配合天主教新竹教區

「新生兒的祝福」為主題，天主教湖口

聖心幼兒園孩童在台前跳舞歡唱，可愛

逗趣模樣，讓台下老人家笑成一團，化

解了醫院冰冷的形象，拉近了醫病之間

的關係，在醫院裡也能感受到溫暖歡喜

的聖誕氣氛。

天主是憂苦者的安慰、受難者的保

護，祂使我們共聚一堂，在聖誕節這特

別日子裡，祈求仁慈的主耶穌願祂恩賜

聖寵、聖愛，使我們生活在主耶穌的聖

愛中一切平安、順利、圓滿！

崇仁幼兒園於16日上午在聖馬爾定

醫院大廳，作迎接聖誕節前報佳

音，小朋友才剛現身大廳，戴著聖誕帽

的可愛模樣已經吸引大廳內所有民眾

的目光，紛紛停下腳步觀看。小朋友們

準備就緒後，老師們帶著小朋友表演3

首聖誕祝福歌曲，小孩手舞足蹈的可愛

模樣，讓在場的員工、家長和民眾欣賞

表演時，也不自覺綻放笑容。

入冬氣溫低，不少民眾出現身體不適

的情形，在進出醫院的大門之際，看見

由崇仁幼兒園喬扮的聖誕小天使紛紛

駐足，果然小朋友吸睛魅力十足；而我

們的掛號繳費服務人員，也都臉上掛著

盈盈的笑意，頭上戴著喜氣的聖誕帽，

為民眾服務，聖馬爾定醫院希望能藉由

報佳音的活動，將溫馨與歡樂分送給每

位到院的民眾。

崇仁幼兒園小天使  聖馬爾定醫院報佳音

聖若望宗徒的聖像畫會是什麼樣的

呢？身為四部福音的作者之一，

聖若望和其他三部福音作者的聖像畫可

以在聖門或圓穹頂的四個角落上發現。

（見圖一）只是，聖若望的這幅畫構圖

頗為與眾不同。其他三位看起來都是

向著書桌埋頭用功，只有若望是往後觀

望，就好像有什麼人正在跟他說話。調

皮地想，會以為他是在考試中，偷聽別

人的答案。其實這個調皮的臆測和事實

頗為接近喔！

埋首寫福音  完全得自上天啟示

圖一可說是（圖二）和（圖三）的

「縮圖」。將圖一開展之後，便是圖二

和圖三，在這兩幅圖的左上角，都可看

到象徵來自天堂力量的藍色漸層──曼

朵拉（Mandorla）。仔細一看，圓形的

曼朵拉中還有幾道藍光分別朝向聖史發

出，這是象徵來自天堂的協助。圖三的

曼朵拉中，甚至還伸出一隻手來，更加

明白地比喻，在聖史書寫的過程中，一

切都是來自上天的啟示。

聖若望是在被放逐到帕特摩島時，在

弟子波科羅斯（Prochorus）的陪伴下，

完成了《默示錄》。在山洞中可以看到

放著一些已經完成的書卷。另外，山頂

裸露上揚的嶙峋岩石層，象徵著萬物極

力向上尋求與天主結合的願望。若望

的左手枕著臉，特別露出他的耳朵來，

意思是若望專注於聆聽上主的聲音。

在聖像畫的脈絡下我們想要了解聖史

若望時，便可以了解為什麼東正教的

弟兄姊妹們送給聖若望如此的稱謂：

「神學家若望」。

在（圖四）中，若望的左手托著他

所寫的福音，書上所寫的是《若望福

音》的第一句話：「在起初已有聖
言」。右手手指合在一起，輕輕地搭
在嘴邊，一看見這個動作，觀畫者都

會不自覺地張大眼睛、閉上嘴巴，並

豎起耳朵。想要跟若望一起，聆聽那

無聲之言。那是天使在他的耳旁輕聲

訴說的。

每次看這幅畫，就會由我的心中引

出想要避靜的渴望。好想、好想與主

面對面地四目相望。好想在聖言的陪

伴下，和天主談心、敘舊。

老鷹為代表  一生追隨宣揚主愛

要想了解為何東正教弟兄姊妹喜歡稱

呼聖若望為「神學家若望」，可以由教

會讓老鷹代表若望的安排中，看出其中

的另一個意義。按照《默示錄》中提到

的四個活物，教會分別以：人、獅子、

牛犢、飛鷹，代表四部福音的作者。而

代表聖若望的活物就是老鷹。（圖五）

老鷹習慣在高空盤旋，若望所宣講的

雖是他所曾「親手摸過的生命的聖言」

（若一1:1）。雖然，他和我們一樣，雙

腳踩在泥土地上。但是，他的心思却時

常像振翅高飛的老鷹一般，盤旋在「奧

秘」的天空。

據說在聖若望年老時，每當教會希望

他談一點有關天主的事時，他總是重複

地談論「天主是愛」的主題。這位白髮

蒼蒼的老者，從年輕時便追隨基督，在

師傅死在十字架上之後，代替祂照顧聖

母瑪利亞。這位被稱為「耶穌所愛的門

徒」，究其一生，除了耶穌，不曾追尋

其他的事物。年老時，除了沉浸在「天

主是愛」的奧秘內，也沒有其他值得他

掛心的，而這奧秘正是我們每個人所期

盼、所想要尋覓的。

親炙於聖言  成為耶穌所愛門徒

行文到此，也許我們以為聖若望一

生的遭遇實在奇特，不是我們這些凡

夫俗子可以效法的。那麼，我們不妨

上網搜尋一下，道明會士黃金昆神父

在2010年第7屆全國聖經研習共融營

中，所主講的題目：「划向聖言的深

處」。黃神父以「耶穌所愛的那個門

徒」為例，講解領受聖言的不同層次

──靜、觀、聽、言、行。

聖史若望不僅是寫福音的作者，他更

是親炙聖言的耶穌的門徒。不誇張地

說，聖言對聖若望而言，可以是餵養他

的食糧，又像是可供他翱翔的天際，耶

穌聖心更是浩瀚如海洋，把他牢牢地接

抱於心中。因為他是那位「耶穌所愛的

門徒」！

黃神父在演講中所要表達的是，你我

也都可以是那位「耶穌所愛的門徒」。

雖然，在《若望福音》中，共有6次紀錄

這位「耶穌所愛的」門徒，（分別在若

13:21-25、若19:26-27、若20:1-10、若

21:1-14、若21:20-23、若21:24-25），可

是並沒有指名道姓地說，他究竟是誰？

即便如此，按照教會傳統，我們都知道

他就是聖史若望。神父告訴我們，也許

聖史如此「隱姓埋名」的原因，就在於

他希望所有讀者，都能把自己代入這6

個不同的場景，而讓自己成為那位「耶

穌所愛的門徒」。

我們的一生和聖史若望的一生一樣，

滿滿的都是可以用來與耶穌來往的素

材。我常認為，如果我們在和情人、家

人、親友、鄰人來往之外，能夠撥出時

間與天主交往，那麼，我們該要多麼地

幸福啊！幸福的若望，在年輕時就認識

了耶穌，並成為祂的門徒。

十字架長隨  赤心熾愛推向高天

讓我們在（圖六）中，繼續認識這位

若望。如果在聖週五觀看圖六，或許我

們會被強烈的痛苦和憂愁所淹沒。但

是，在12月這個準備迎接聖嬰誕生的季

節，當我們關注這幅畫時，不妨將注意

力稍微轉向十字架下的若望。

他是唯一的一位站在十字架下護守著

聖母的門徒。是什麼支撐著他而沒有逃

跑？還能是什麼呢？答案只有「愛」。

因為，面對死亡的威脅，只有「愛」可

以讓人忘卻自己、忘卻恐懼。年輕的若

望對耶穌的愛一開始非常地人性，祂對

師傅的神性或許了解的還不夠多，可是

出自若望人性的愛，已經足夠使他留在

原地。這份支撐著他的愛，在他年老被

留放到帕特摩島上時，更接近完全。

因為，歲月的思念和實踐信仰之於若

望，如同一隻羽翼漸次豐滿的老鷹。透

過用生命和天主的來往，若望得以將對

師傅的愛推向高天，在默觀奧秘之中，

與聖言會晤。所以，他才能夠寫出《若

望福音》的第一句話：「在起初已有聖

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

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萬物是藉著

祂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

祂而造成的。在祂內有生命，這生命是

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不能

聖過祂。」（若1:1-5）

而如今回過頭來看圖六，我們發現這

生命、這光，早已在加爾瓦略山上，十

字架下的若望身上彰顯。在若望的內袍

和外氅上所閃耀的光芒，就是耶穌神聖

之愛的光芒！

如果，我們將自己的心交給祂，把生

活中的一切素材，都拿來向耶穌傾訴，

我們會發現這位朋友中的朋友，同時也

是我們唯一的救主，祂會賜給我們一對

翅膀，引領著我們遨遊天際。在我們恭

讀聖言時，帶我們攀上嶙峋的山岩，直

達天際！ 

■文．圖片提供／

   盧玫君（聖像畫員）

神學家聖史若望  
如鷹振翅地與聖言會晤

聖
像畫
靈修系列7

▲圖二：聖史若望與弟子                                          ▲圖三：聖史若望與弟子

▲

圖六：

十字架下

的若望。

▲圖一：書寫福音的聖史若望                                        ▲圖四：神學家若望

▲圖五：代表聖史若望的老鷹

■文‧圖／天主教仁慈醫療財團法人仁慈醫院院牧部 

■文‧圖／聖馬爾定醫院

哇！杏和醫院今年不一樣了！天

主教靈醫會2011年8月開始經

營醫院院務，12月5日下午3時在醫

院1樓大廳，由呂若瑟神父主禮，

舉辦杏和醫院首次的聖誕點燈祈福

禮，以及神聖的十字架上架典禮。

點燈儀式前，由靈醫會牧靈部帶

領同仁詠唱，然後由礁溪鄉公所黃

吉昇秘書、呂若瑟神父、高國卿神

父以及胡茂華院長，一起點亮象徵

平安、光明照耀的燈球，整棟醫院

的聖誕燈飾、馬槽以及十字架齊

亮，給了病患及在地民眾暖暖地、

溫馨的聖誕氛圍。

另外，值得慶賀的是，杏和醫院

十字架的上架典禮，3公尺高的巨

型十字架佇立在10層頂樓高的明顯

處，成為礁溪的新地標。

聖誕點燈，也點亮了天主教靈醫

會承諾照顧礁溪頭城民眾的十字

架，此後，祂聖愛的光芒將一直照

耀此地，降福、保護當地的民眾。

礁溪杏和醫院

首次舉辦聖誕點燈

暨十字架上架祈福禮
■文‧圖／吳尚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