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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的聖像畫靈修

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

■文．圖片提供／盧玫君（聖像畫員）

聖
像畫
靈修系列11

耶穌復活後，直到升天以前，多次顯

現給祂所揀選的人，並於許多不同

的場景：空墳、海邊、緊閉門戶的屋內，

以及在往厄瑪烏的路上。《若望福音》在

第20章的結語，則是談到：「耶穌在門
徒前還行了許多其他的神跡，沒有記在
這部書上。這些記載是為叫你們信耶穌
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
賴祂的名字獲得生命。」(若20:30-31)

厄瑪烏的兩門徒因聆聽解開謎團

我們都是賴福音中對耶穌的記載，以

及教會歷代以來的古聖先賢為我們所流

傳下來的聖傳而認識耶穌的。當然，我

們的信仰不僅是透過理性的認識，還在

於依賴聖神使我們明悟。當我們以理智

接受我們所聽見的證道的同時，我們的

心神其實還受到聖神的啟發而信從。

在往厄瑪烏路上的兩位門徒也是這

樣，一方面耶穌與他們同行，表示自己並

不清楚這幾天在耶路撒冷所發生的事，

於是這兩位門徒就對祂敘述了他們的

主，如何被猶太的首領所出賣、被判了死

罪，且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們與耶穌

同行時，不知不覺地向這位陌生人打開

了心扉，把他們這幾天來內心所承受的

打擊、失望和痛苦，都向這位陌生人傾

訴。而這位陌生人的聆聽，使他們更願

意聽祂。耶穌於是從《舊約》開始為他們

講論這一切事是必須要發生的。

門徒一定沒有料到，這位與他們同行

的人，可以為他們解釋這幾天所發生的

事，原來在《舊約》中早已預言。耶穌好

像解開了他們心中的一團謎題。耶穌一

一舉證，讓這團亂七八糟、無法理出頭

緒的線球，在他們面前突然好像變得輕

鬆而有條理。

因著接待旅人在擘餅時認出耶穌

內心的烏雲慢慢地被撥開，只是他們

還不敢相信。就在這時，天色已經黑了，

耶穌假裝還要前行，他們強留祂下來

（圖一），說：「請同我們一起住下吧！
因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我們都
知道，就是在晚餐時，當耶穌拿起餅，

祝福了，擘開並遞給他們吃……《路加

福音》中生動的描述著：「他們的眼睛
開了，這才認出耶穌來（圖二）；但祂
却由他們眼前隱沒了。他們就彼此說：
『當祂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解

《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
嗎？』他們遂即動身返回耶路撒冷。」

復活的主耶穌，要藉著《新約》、《舊

約》與我們對話。許多人在解釋厄瑪烏

事件時，都會強調──「所以，我們也該

接納那些在我們生命旅途中，與我們接

近的陌生人；因為，他們是耶穌派來開啟

我們心目的。」是的，我也相信，並常經

驗到，主藉著我們身邊的人，教導我們

如何更好地善度基督徒的生活。

用心靈等待耶穌親自與我們相遇

但是，如果是基督親自來與我們相遇

呢？這可能嗎？多年前，有2位神父曾問

我，是否願意讓他們為我覆手祈禱，好

使我能看見耶穌？我的答案是：「不用

了，謝謝！」因為，我不想當太特別的

人。心想，如果天主願意我們到天堂上

去見祂，那我又何必在這地上，對祂的

長相滿心好奇呢？

所以，我在此提出的「與耶穌相遇」，

並非是形體上見到或觸摸祂；而是，用

心靈的眼目見到祂，並觸摸祂的愛。當

然，這還包括將我的愛送給祂。有的人

想親眼見到耶穌，為了求得特別的恩

寵。但是，我覺得自己活到現在，這一生

已經處處充滿了奇蹟；其中最大的奇蹟

便是──我雖沒有見過祂，却愛祂！您

也是如此吧！真的，我們都沒有見過祂，

却愛祂！這真是個偉大的奇蹟！

我們都不必懷疑，這就是耶穌基督復

活的明證。若祂不曾復活，我們不會尋找

祂；若我們不曾尋找祂，我們不會知道祂

有多麼愛我們；若我們不曾體會過祂的

愛，我們就沒有真正愛上、並找到祂。但，

我們畢竟都找到了祂，因為我們信祂！

凝視聖像畫與復活的主密訴心曲

在復活主面前，現在讓我們靜下心來，

沉澱到我們靈魂的宮殿，在那裡沒有任

何掛慮，我們的身體是輕鬆的，無所求

的。因為，我們滿足於與我們四目相對的

主，復活了的那一位。我們要用我們的神

目與祂交會。你也可以凝視著（圖三），

在這個晚餐廳，祂與我們相會，充滿著

愛和喜悅。愛找到了所愛的那一位，在那

裡，超越時間，超越一切。

當我們打開聖經，輕聲閱讀厄瑪烏的

相遇，一字一句從口中發出，傳到耳裡、

再敲打在心上；靜靜地，除了恭念並聆聽

自己所讀出的經文，什麼也不上心。我們

的眼目與基督交會，坐在這餐桌旁，看見

祂的手將餅擘開，這餅從（圖二）到（圖

三），慢動作般地被擘開，並傳遞到門徒
和你我的手中。我們都喜出望外地看著耶

穌，再次把自己的身體為我們交出……。

為了你我，而把自己作為我們的食糧。這

時，我們是否也同那兩位門徒一樣，認出

祂來？是否也認出這位，一次又一次地原

諒我們，帶領我們回到羊棧的牧人？

此時，在我靈魂的宮殿裡，響起一個聲

音：「祂是你的主，你要敬拜祂。」我便

在淚水中，輕輕啟唇重覆誦念這句話，另

一方面，我的靈正向祂朝拜、感謝祂。之

後，我翻開日課本，從目錄中找到頁數，

將這整首聖詠細細地念了一遍。它教我

明白，聖神是把這《聖詠》第45篇〈默西

亞君王祝婚歌〉的精神，注入我的心中，

帶著這樣的心情，我用聖言表達我對聖

言──基督──的愛慕。我直覺耶穌喜

愛我這樣對祂表達愛意， 並接受到了我

的愛。這就是我在聖像畫前的祈禱！

這個祈禱沒有特別的請求，只是為了

更認識耶穌、為了以祂所啟發的愛來

愛祂。聖言不會將我的情感帶離耶穌，

祂只會讓我以人性的愛，在聖言的誘導

下，發出最適合對主的崇拜。聖像畫在

這個祈禱中，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由於

聖像畫（Icon）獨特的身分，它的存在只

為了引領人靈，超越肉性本身短暫的快

樂，而唯獨往靈性更深的滿足中划去，

好能在真理中朝拜天主，並與主相聚。

讓聖像畫默觀祈禱增進靈修生活

聖像畫不排斥將基督以人的形體繪出，

這是因為道成肉身的基督，並不排斥取

了我們的人性。縱使，在《舊約》中曾禁

止人以形體描繪或塑造神的形體；但是，

在《新約》中，基督為了教導我人得救之

道，親自取了人性，為使之成全。因此，打

破了《舊約》不准為神描繪身形的禁忌。

聖像畫獨特的構圖方式，不但使人嚮

往天鄉，更能使人專注在福音的教導本

身。透過平日讀經的習慣，在聖像畫前默

觀聖言中所記載的奧蹟，可以更專注地

與復活的主相遇，前面所記述的聖像畫

默觀祈禱便是一個例子。歡迎本專欄的

讀者能夠把握機會，報名參加5月底，一

連兩個星期六的課程。在這10個小時中，

讓我們在幾幅畫作的引導之下，默觀聖

像畫、讀聖言，學習如何準備進行聖像

畫默觀祈禱，並於其中讓耶穌親自為我

們講解聖言，與復活的主相遇。

耶路撒冷本篤會橄欖山修道院的Sister 
Marie Paul於1990年所繪的厄瑪烏的顯

現（圖四）。Marie Paul修女把（圖一）

和（圖二）結合到一幅畫作之中，特別的

是，修女將兩位門徒中的一位，詮釋為

一名女性。中間的文字則是：「當祂在路

上與我們談話時，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

嗎？」祝願每位讀者都能在生活中遇到

這位為我們講解聖經、使我們的心火熱

的復活主基督。求主親臨在每幅聖像畫

中，並接受我們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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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台北總教區讀經帶領人研習課程之一

盧玫君老師主講： 看聖像，讀聖言
時間：5月17日（六）09:00～10:20

地點：台北主教公署（北市樂利路94號）

詳洽：吳苓芳姊妹0937-193-256

聖像畫與靈修生活
時間：5月24日、31日（六）10:00-16:30 

地點：主教團（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9號）

詳洽：02-2732-6602轉326

      （歡迎踴躍報名，限60名，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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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召萌芽初長成 
台北總教區全力培育 後援到位 派遣降福

■文／曾麗娟   圖／李玉華

為慶祝台南教區中華聖母主教座堂50

周年金慶，5月10日下午2時30分由

聖母軍帶領恭念玫瑰經後，隨即於3時舉

行感恩聖祭，由林吉男主教主禮，共祭神

長包括鄭總主教共23位。

彌撒開始前，由今年2月底甫成立的小澤

溪節奏樂團，帶領輔祭團與神長共祭團由

活動中心盛大隆重地遊行至聖堂門口；接

著由澤溪合唱團與咼長芸及黃榆評兩位姊

妹雙司琴，以喜樂又莊嚴的進堂曲迎接輔

祭團與共祭團進入上主的聖殿，近500位來

賓將座堂擠得水洩不通（見上右圖），連同

自願禮讓室內座位，在新福地觀看大螢幕

播放實況的本堂教友與主日學孩子們，共

5月10日在國際聖召節前夕，包括台北

總教區各教堂傳協主席在內的百

餘位聖召後援會成員接受了洪山川總主任

及12位神長的派遣與特別降福，尤其仁愛

堂和聖母聖心堂的聖召果實已經萌芽，更

激勵大家以實際的行動，在發掘、培育聖

召的路上全力以赴。

天主教會普遍面臨「莊稼多，而工人

少」的境況，在這聖召需求迫在眉睫之

際，亟需凝聚共識，積極參予聖召關懷工

作，努力祈禱，使堂區有更多的男女青年

能清楚的分辨答覆天主召喚，因此台北總

教區5月10日上午9時30分，在天主教台灣

總修院舉辦台北總教區各堂區「第一次

聖召後援會會員大會」，由洪總主教親自

主持。除教區外，各修會也都對此極為重

視，包括聖言會、靈醫會及聖家獻女傳教

修會等男女修會都有代表與會。

洪總主教在致詞時強調，聖召的培育

有很長的生產過程，與會的每位都是「聖

召生產線上的作業員」，台北總教區派了

曾若瑟神父前往加拿大，當地的主教日前

協請台北總教區簽約，期望每3年能派遣

一位神父到加拿大，可見聖召的不足與難

度。而神父的表樣更是關鍵：堅守崗位的

喜樂神父肯定會感動青年，讓聖召從而生

出。台北總教區為鼓勵、培育聖召，每位

修士都可填表指定神師，神師定期到修士

家中探訪，也好讓修士全然將目光注視著

耶穌。洪總主教勉勵「聖召生產線上的作

業員」全力以赴！

隨後，台灣總修院的3位修士阮皇章、

溫志斌和洪慕雅分享了自己的聖召心

路歷程。阮皇章修飾今年底即將晉升執

事，明年可望成為台北總教區新神父。

聖召後援會也分成3組，擬訂未來計畫

後，洪總主教親自主持隆重派遣禮，矢

志成為推動聖召工作的有力協助者，洪

山川總主教並與12位神父親自為與會者

一一覆手，讓每人都領受到在聖召路上

都有的職分，懷著榮譽感與責任心，在

聖召路上全力奔馳！

台南教區中華聖母主教座堂 
金慶感恩聖祭暨共融愛宴

同見證了這一神聖的歷史時刻。

彌撒中，林吉男主教為呂綺恩（佳

蘭）、王瑋甯（佳德）、吳春惠（法蒂瑪

聖母）、鄭二妹（聖麗莎）、曾靜儀（小德

蘭）、吳庭妤（璐琪）、程尚允（方濟）等

7位新成員施洗，加入座堂的大家庭。

在聖祭禮儀主教舉行擘餅禮，其他神長

分送聖體之際，由曾麗娟姊妹詠唱〈Ave 

Verum聖體頌〉，由曾美虹修女指導的澤

溪合唱團會同大家一起詠唱多首領主曲。

彌撒最後，台南市賴清德市長專程前來為

林主教和甘惠忠神父頒發卓越市民獎（見

上左圖），賴市長更藉此來答謝天主教會

長期以來為弱勢族群所付出的照護與協

助。賴市長的蒞臨，伴隨了大批的新聞媒

體與市府官員，為福傳牧靈工作播下了種

子，期待在大家的努力下能開花結果。

緊接著頒發聖座的降福狀：藉座堂金慶

賜福全體教友；百歲人瑞陳福維兄弟、陸

盧碧瑤姊妹（90歲）、耿葉玉清姊妹（80

歲）；為回應教區家庭年表彰結婚60周年

的陳福維與楊運芝伉儷、50周年的畢宏猶

與張愛蓮伉儷、耿芝光與耿葉玉清伉儷、

林揚村與吳富珠伉儷、40周年的徐建華與

張月淑伉儷、25周年的陳世賢與杜宜蓉伉

儷、耿育文與黃惠玲伉儷、伍添宏與鄭美

芝伉儷、吳銘志與柯芬芬伉儷、姜熹與周

芬菲伉儷、李炳煌與陸麗貞伉儷及高念國

與羅曙光伉儷。

金慶彌撒歷時2小時20分，之後贈送每

位來賓伴手禮：印有座堂傳統建築的提袋

與L型透明夾、筆各一份，以及一家一份

的金慶特刊。

隨後大家移往新福地共融愛宴，席開

53桌，餐會由黃瓊緻與咼長芸姊妹連袂

主持，首先由賴碩彬老師領軍的Say Yes樂
團以動聽悅耳的歌聲揭開慶祝金慶一系

列的節目；接著是王立威等4位小朋友的

熱舞；在飯前禱後，座堂傳協會準備了一

個大蛋糕為5月的壽星林主教賀壽；澤溪

合唱團演唱了〈光鹽天主經〉及〈聖神降

福〉；然後敦請宮高德秘書長為座堂傳

協理事們頒發感謝狀，表彰他們這兩年

來的全心服事（見下圖）；開山互助社為

大家表演了手語的〈歡喜就好〉與〈感恩

的心〉；接著是陣容龐大由主任司鐸羅建

屏神父大力支持，曾麗娟老師指導的小

澤溪節奏樂團上場，成員有主日學、青年

會與家長老師們，以多樣的樂器、明顯的

節奏為大家演出〈讓我們來朝拜上主〉、

〈瑪利亞之歌〉及安可曲〈賀撒納達味

之子〉，博得了滿堂采；接著是監獄牧靈

服務社以自彈自唱演唱〈天頂的月娘〉；

最後再由Say Yes樂團，分別以鍵盤樂、長

笛、薩克斯風及耳熟能詳的歌曲，為當天

的共融畫下完美的句點。

為籌畫座堂金慶系列，羅建屏神父與

傳協主席姜熹、陳世賢兩位弟兄，自去

年4月起戮力張羅

聖堂的整建工程

與慶典敬禮事宜，

勞心勞力、不遺餘

力，把座堂金慶活

動舉辦得圓滿成

功，並有賴全體教

友的慷慨奉獻，才

能完整呈現座堂的

輝煌過去，並展望

未來新的里程碑。

■文／謝蓉倩   圖／陳冠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