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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福若瑟與中華殉道聖人為我等祈

在本文中我希望帶出兩個主題：1.聖

福若瑟神父（Joseph Freinademetz, 
1582-1908）的靈修；2.當代聖人的聖像
畫的設計元素。這是因為我們首先必須

先認識這位聖人，然後才能在他的聖像

前祈禱。繼而，對於有意設計聖人聖像

畫的畫員，才能根據聖人的靈修特點，

配合聖像畫聖傳而加以發揮。因而，本

次專欄特別列舉俄羅斯東正教「中國殉

道聖人聖像畫」，為大家介紹創作當代

聖人聖像畫的規範與案例。

福爺爺殉道於中國與我們如此貼近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千禧年10月1

日宣聖120位中華殉道聖人。又於主曆

2003年10月5日，將聖言會會祖楊生神

父（Arnold Janssen, 1937-1909），與首
批遠赴中國傳教的聖言會會士聖福若

瑟神父一同宣聖。福神父是聖言會首批

派往中國傳教的兩位會士之一。聖福若

瑟神父與同伴安治泰（Johann Baptist 
Anzer, 1851-1903）主教，於1879年3月8
日，由靠近德國邊境的荷屬小鎮史泰爾

（Steyl）出發前往中國。這兩位同會弟
兄，一位成了魯南教區的主教，另一位

則成了中國土地上，眾多殉道聖人聖女

中的一員。普世天主教會將聖福若瑟神

父的瞻禮日，訂於每年的1月29日，我

們也特別禮敬這位把福音帶給中華子民

的聖人。

在閱讀聖人傳記的過程中，使我覺得

聖福若瑟不再只是諸位聖人中的一位，

我好像跟當初聖人福傳地區的人們一

樣，認定他是福神父，或者福爺爺。因

為可以感覺到，聖人必然更喜歡他以生

命所愛的中華人民，繼續如此稱呼他。

因為，生前他就是以這個稱謂為人們所

熟識，死後他必定也喜歡，繼續以這個

稱謂與我們閒話家常，暢論有關天主的

事，以及我們的救恩。

以「靈性手術」從挫折中改造自我

在福神父的傳記中，有兩個部分最感

動我，也是我最感興趣的部分：1.聖人

內在與外在的轉化過程；2.聖人的祈禱

生活。福神父出生在奧地利提羅爾省

（Tyrol）的巴蒂亞（Badia）鎮附近山谷
中的歐耶斯（Oies），如今那裡已是旅
遊勝地，也是滑雪勝地。但是，在他的

時代，那裡卻只是人煙稀少的山區。在

他來到中國之後，原先道地的歐洲人，

換上了清朝的長袍馬褂，剃了頭髮，留

著和一般中國男子一樣的辮子。可是，

他看待一切的眼光，剛開始還是非常歐

式的。

他在第一個落腳的傳教站──香港西

貢市（又稱西貢墟）的傳教是窘迫的，

他染上了瘧疾、消化系統也不正常，另

外在他出門拜訪的各處，人們出來只是

為了看一位奇怪的歐洲人，沒有人對

他所傳的福音表示興趣。不僅如此，還

有人會在他身後大喊：「洋鬼子！」沒

想到，當初他來到中國，是為了將中國

人由魔鬼的爪牙下解救出來，而如今，

他自己卻被稱為「洋鬼子」。可是，對

他而言，明明到處充滿寺廟的中國，才

是處處由魔鬼佔據的國家。這裡的人民

的宗教慶典，對於一個心中容不下別

的宗教的傳教士，更是些向邪神獻祭的

活動。這種種難堪的處境，對於捨棄一

切，包括家人、朋友、家園等，而來到

異鄉的歐洲神父來說，是相當諷刺，也

是一大打擊。年輕的傳教士福神父，不

得不問自己，傳教士的工作要如何繼續

下去？

似乎改頭換面以清朝人的裝束，生

活在中國人中間，這樣的福傳準備還不

夠。福神父意識到，自己必須由歐洲人

對待中國人的僵硬思維著手進行自我

的改造。但是，這個「靈性手術」的歷

程，所要付出的遠比當初離鄉背井還要

艱難。

祈禱與愛是福神父成聖之路的力量

在他身心皆要忍受痛苦煎熬的考驗

中，不知道經過多少的默想和祈禱，才

「孵化」出以下的這段文字：「在這樣

的光照（十字架與宗徒事業間不可切割

的連結）之下……在這種處境中，傳教

士不知道到底應該因為內心所受的傷

而哭泣，還是他該高聲歡呼。所以，他

就一邊哭泣，一邊歡呼。」（摘自《傳

教的喜悅》）在另一處他寫道：「主要

的工作──內在之人的轉化──仍然

尚待完成：就是去認識中國人的想法、

中國的習俗和用途、中國人的特質和性

格。這些都不可能在一天或一年之內完

成，也不是不經過痛苦的手術，就可以

達成的。」他稱呼在香港的這兩年，是

他的「傳教士初學陶成年」。

在他寫下以上這段文字時，也只不過

才28歲。但這些既痛苦、又充滿著狂喜

的內在蛻變因子，使他不但不被身邊許

多歐洲同胞所理解，就連他自己，似乎

也無法完全掌握在他身上所正在發生

的蛻變。他只顧專心地愛著中國人，儘

管不斷地被一些利用他的愛的中國人所

欺騙，福神父仍選擇固執地朝那已經開

始，而尚未完成的傳教士的聖化之旅邁

進。愛，才是把福神父推向成聖的唯一

力量。

認識福神父成聖的路徑，先看他的祈

禱生活及舉行感恩聖祭的態度。根據首

位撰寫福神父自傳，而且是長期與他生

活共處的韓寧鎬主教描述，福神父舉行

感恩聖祭時的神態，非常莊嚴且專注，

但並沒有那些過於干擾他人的熱心停

頓。在夏天，他每天清晨3時起床，在

聖堂中以祈禱和默想開始每一天。他喜

愛跪著念日課，祈禱是福神父生活的中

心要素，以及喜樂的來源。有時就算必

須工作直到深夜，他還是會找出時間祈

禱，並作靈修閱讀。他曾說：「你認為

默想是浪費時間嗎？那真是大錯特錯！

沒有默想的生命，就等於是白白地浪費

掉了。」

中國殉道聖人聖像畫裡的深刻意涵

坐在聖像畫前的我們，所做的不就是

默想與祈禱嗎？當我們這樣聽從聖人

的訓導之後，讓我們注視眼前的聖福若

瑟聖像畫（圖一）。這幅畫並非精確地

按照聖像畫聖統而創作。繪製此幅畫的

畫員或許也無意創作聖像畫（Icon）。
但是，還是可以由這幅畫中找出一般聖

像畫（Icon）的元素。例如，聖人身後
左邊的建築物，以石頭為基礎的木造房

子，便是聖人在家鄉所居住的房子，如

今受到極好的保護，那地方也成為朝聖

者必訪之地。

右邊建築物則是聖人受會祖之命，在

山東濟寧城北的戴莊藎園，為傳教會士

所修砌的靜修中心內的涼亭。會士們在

辛苦工作之餘，得以在此作適當的休

息，以及靈性上的進修。在福神父逝世

之後，藎園曾擴大到涵蓋一座哥德式聖

堂、神父樓、修女樓、客房、學校、鐘

樓等，另外是原來十餘畝的「聖林」，

包含了修會墓地。如今的藎園已成山東

安康醫院，是一所精神疾病防治中心，

藎園林相保存完好。

運用與聖人直接相關的建築物，作為

創作聖像畫的題材，一直是聖像畫的典

型作法。因此，繪製現代聖人聖像畫時

也可採用。

另一幅是，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為在

中國殉道的聖人所繪製的聖像畫（圖

二）。聖人聖女背後左邊的蠟燭（或形

容洋蔥）塔頂的教堂，正是代表信仰的

發源地──俄羅斯東正教會。右邊的中

國式建築，則是代表建於中國土地上的

天主的聖殿。圖的正中央上方，在曼朵

拉中的，是信友信仰的終向，也是根源

──耶穌基督。在這幅畫中使用中文書

寫，為方便中國信友可以一目了然。這

些殉道者是在庚子事變中殉道的牧長及

信友。耶穌身旁的兩排字「伊伊穌斯／

合利斯托斯」是在明、清時期，用於耶

穌基督的中文譯名。

放下成見彼此接納轉化福音真精神

福神父由不解及輕視中國文化，最後

蛻變為尊重中國文化、愛中國人。他的

靈修祈禱生活，開展他的傳教生涯，他

自身首先成為他的福傳工作的第一位受

益人，受到福音全份的滋養、成為真正

裝備好的傳教士。他不只是外在裝束像

中國人，更是由內而外地轉化為「道道

地地」的中國傳教士。

但願藉由福爺爺的代禱，而使人人

願意從自己的心底放下成見，在天主內

彼此接納、試著了解、並得到轉化。最

終，基督的福音才能由我們的身上，傳

遞到他人的心中。這便是福神父帶給我

的啟發。

■文．圖片提供／盧玫君（聖像畫員）

聖
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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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教宗接見芬蘭大公運動代表團
見證信仰 宣講天主的愛

【梵蒂岡電臺訊】教宗方濟各1月17日接見來訪的芬

蘭大公運動代表團，他告訴他們，需將我們的見證集

中在信仰中心，專注於宣講天主的愛。

每年這個時期，芬蘭基督教會大公運動代表團都趁

著芬蘭主保聖亨利紀念日，前來羅馬朝聖，並拜訪教

宗，自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十六世以來，已經形成一

個傳統。教宗方濟各在與這個代表團首次見面的機會

上，將談話的重點放在精神上的合一及基督信徒的共

同見證上。

教宗首先引用聖保祿宗徒詢問格林多信友的話：

「基督被分裂了嗎？」（格前1:13），作為談話的開場

白。這句話也是今年為基督徒合一祈禱周的主題。教

宗說，今天，同一個詢問也向我們提出。有些人不再

將教會圓滿及有形可見的合一，作為力求達到的目

標，面對這些聲音，我們必須為大公合一運動努力不

懈，忠於上主耶穌呼求天父的祈禱：「願眾人都合而
為一。」（若17:21）
教宗說，在當代，大公運動的行程以及基督信徒之

間的關係也經歷著巨大變化，究其原因，首先，是我

們宣認信仰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人對天主和超性幅度

所提出的一切，談的越來越少。我們在歐洲尤其看到

這種情況，但不只於此。

教宗接著表示，正因為如此，我們的見證必須集中

在信仰的中心，專注於宣講天主在祂的聖子基督身上

彰顯的愛。我們要在這裡尋求增進彼此共融合一的空

間，推動精神上的大公運動，它直接源自耶穌留給門

徒們的愛的誡命。

接著，教宗引證梵二大公會議的有關教導，進一步

解釋說，基督徒合一運動其實是一段靈性旅程，藉著

忠實地服從天父、承行基督的願望並在聖神的引導下

完成。因此，我們要不厭其煩地呼求天主恩寵的助佑

和聖神的光照，讓祂將我們引入全部完整的真理，是

修和及共融的傳遞者。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第37屆神學研習會
「聖十字若望與聖依納爵的對話」

John of the Cross and Ignatius Loyola in Dialogue
時間：2014年3月7-8日（週五－週六）

地點：輔仁大學-百鍊廳﹝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場次時間表：

※五場演講以西班牙語發表，中文同步口譯；現場備有專用耳機。

 

報名方式： 
步驟1. 線上報名，請上聖博敏神學院網站首頁線上報
名填表：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college-
utf8/index.php#news
步驟2. 再至郵局劃撥報名費1500元（劃撥帳號 / 戶
名：17022313 / 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

註：兩個步驟都須完成，才算完成報名手續!! 

洽詢人：助理 王玲玉 小姐
電話：0968-329-315
電子信箱：fjucly@gmail.com

場次：時間 內容 主持人 主講人

7
日
︵
五
︶

9:00∼9:20 開幕式 詹德隆神父
詹德隆神父
李秀華老師

9:20∼10:20 1.二位聖人生平簡介

10:40∼11:50 2.十六世紀在西班牙的
宗教氣氛

穆宏志神父

13:30∼14:20 3.聖依納爵神操的行程，結
構及早期的運用

房志榮神父 Luis María García 
Domínguez SJ

14:30∼15:20 4.聖十字若望在《靈歌》中
的神修歷程

Francisco Javier 
Sancho Fermin OCD

15:40∼16:20 3-4.提問與交流

16:45∼17:30 感恩祭

8
日
︵
六
︶

8:30∼9:20 5.聖依納爵如何陪伴
做神操的人

王秉鈞神父 Luis María García 
Domínguez SJ

9:30∼10:20 6.聖十字若望論神修陪伴
者，及對「盲眼陪伴者」

的批判

Francisco Javier 
Sancho Fermin OCD

10:40∼11:20 5-6.提問與交流
11:30∼12:10 感恩祭
13:30∼14:10

14:10∼14:20

7.詩心與神操－聖十字若望
與聖依納爵的精神交會

提問與交流

詹德隆神父 關永中教授

14:30∼15:20 8.聖依納爵的基督論 聶世平神父 黃錦文神父

15:30∼16:20 9.聖十字若望的基督論 Rómulo Cuartas 
Londoño OCD

16:30∼17:00 8-9.提問與交流
17:10∼18:00 綜合座談 詹德隆神父

 

【梵蒂岡電臺訊】教宗方濟各1月18日上午在梵蒂岡

保祿六世大廳接見了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Rai）的領
導和職員。他在講話中強調了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和

梵蒂岡廣播電台及梵蒂岡電視中心的合作，勉勵他們

時刻保持高水準的傳播道德。教宗還說，公共服務者

不能因任何理由，推卸這種為公眾服務的責任。接見

活動間，與會者在保祿六世大廳參與了科瑪斯特里樞

機主持的彌撒。這次接見活動正值義大利廣播電視公

司廣播開播90周年，電視開台60周年。

教宗從合作談起，指出聖座和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

在近幾十年來建立的密切關係。教宗回憶了義大利廣

播電視公司對教會一些重大盛事的報導，例如：梵二

大公會議、教宗選舉、真福沃伊蒂瓦的葬禮以及2000

年禧年活動等。

教宗說，無論是通過廣播、還是電視，義大利人民藉

著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的公共服務，總能聽到或看到教

宗和教會活動的聲音與影像。這項合作需要梵蒂岡的兩

個機構來實現：梵蒂岡廣播電台和梵蒂岡電視中心。

教宗也談到該公司製作的宗教題材的作品，尤其是

莉莉安娜‧卡瓦尼導演的電影《方濟各》和羅伯托‧羅

塞里尼導演的電視劇《宗徒大事錄》。教宗說，義大利

廣播電視公司見證了義大利社會快速變革的過程，以

特別的方式為統一義大利語言和文化作出貢獻。讓我

們為這一切感謝天主，推進合作的精神。

然後，教宗針對公共服務的價值和要求，作了評論，

特別談到「今天和明天的責任」。教宗說，容我提醒在

場的各位，以及不克參加本次接見活動的媒體人，各

位的職業除了傳播訊息之外，也有教育意義，它是一

種公共服務，也就是為公益服務：為真、善、美服務。

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各專業人士都要懂得，自己屬

於一個製造文化和教育、提供資訊和節目的公司，這

些內容在一天的每時每刻，抵達許許多多的義大利人

面前。這對公共服務者而言，是一個沒有任何理由可

以推卸的責任。傳播的道德素質，歸根結底出自謹慎

而非膚淺的良心反省，始終尊重人，無論是報導的物

件，還是訊息的閱聽大眾。

教宗勉勵他們說，每個人都受召在自己的角色和職

責中時刻警醒，保持高水準的傳播道德，避免給人造

成傷害的行為，例如：發布假消息，誹謗和中傷等。

教宗最後說：「我祝你們工作順利，在你們的工作

中充滿信心和希望，並將它們傳播出去，這是非常必

要的！」

媒體報導應尊重人 為真善美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