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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電臺訊】伊拉克加色丁禮薩

科宗主教7月24日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潘

基文，描述了在遜尼派和什葉派激戰的

伊拉克境內基督徒的悲慘處境。宗主教

高聲呼求國際社會的援助，以停止流血

衝突。

薩科宗主教在信函中寫道：「伊拉克

的不安定威脅著整個中東地區，由於攻

擊基督徒和少數群體事件的增多，區域

的不安定令人十分擔憂。」因此，宗主

教強烈表示：「聯合國安理會不能對反

基督徒的暴行袖手旁觀，任其繼續發展

下去。」

宗主教引用潘基文的話說，攻擊基督

徒的罪行是反人類的罪行，聯合國應該

向國際社會施壓，以尊重人權。宗主教

強調，這些基督徒是熱愛和平的居民，

我們的團體由於宗派鬥爭而遭受了太多

苦難，恐怖襲擊、被迫遷徙，現在甚至

是種族洗劫，因為武裝分子企圖消滅基

督徒團體。

此外，宗主教也呼籲聯合國敦促伊拉

克政府盡一切努力保護種族和宗教少數

群體。新政府應該致力於保護少數派，

與極端主義作鬥爭。宗主教還要求聯合

國加快人道援助，確保救援物品能抵達

基督徒團體，以及那些急需幫助的弱勢

群體。宗主教表示，救援時間將超過一

年，無家可歸的基督徒需要水、藥品和

生活必需品。

薩科宗主教致函潘基文
聯合國不能對反基督徒暴行袖手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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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思見論

自去 年 美 國

「深喉嚨」

史諾頓踢爆美國

國家安全局曾竊

聽包括德國總統

梅克爾在內的德

國公民的通訊，今年又爆發出德國官員

疑似為美國充當間諜落網，德、美關係

恐將更為緊繃。

從2013年開始，德國和美國就為了美

國情報單位監聽德國事件爭論了長達1

年；上月初，德國兩次逮捕為美國當間

諜的德國官員，使華府與柏林間互信更

為低盪，德美兩國的關係恐更將艱難。

若是美國和俄羅斯間發生間諜戰，盟

邦不會訝異。然而，德國是美國在歐洲最

可靠的盟邦之一，華府竟以敵國般對待

盟邦，令美國其他盟邦感到人人自危。

在美對德的間諜案的囂攘中，梅克爾

總統7月5日率團搭機前往北京，展開3天

訪問。她的首要行程是出席「中國（四

川）──德國新型城鎮化合作論壇」

開幕式。但她仍被間諜問題纏住，只不

過，這次對象卻是中國人。

梅克爾訪問中國大陸期間，德國憲

法保護局局長馬森對《星期日世界報》

說，許多德國中小企業都容易成為商業

間諜的「獵物」。「他們要面對的是強大

的對手。中國大陸光是技術情報機關就

有10萬雇員。」

同樣地，北京當局也在為間諜問題傷

透腦筋。美國司法部7月間起訴5名中國

大陸軍人為被告後，立即發出通緝令，

並以網路間諜罪名起訴，指控他們侵入

美國私營企業的電腦網路。

去年，美國一間網路安全公司發表報

告稱，中國大陸成立了網軍部隊，向美

國聯邦政府和民間企業發動襲擊，當中

的絕大部分，便是來自這支解放軍屬下

的部隊。這支部隊的正式番號為「61398

部隊」，位在上海。美國司法部在記者

會上證實，這5名被告均為「61398部

隊」第3支隊成員。罪名分別是意圖進

行電腦詐騙，入侵電腦系統獲取資料圖

利，傳送程式、信號、數碼或者指令，以

破壞受到保護的電腦，重大竊取個人資

料，經濟間諜，竊取貿易機密等。

《若望福音》第13章記述了對耶穌遭

到十二位門徒之一的猶達斯背叛和出

賣，《瑪竇福音》第27章裡寫著猶達斯

的結局：「這時，那出賣耶穌的猶達斯
見他已被判決，就後悔了，把那三十
塊銀錢，退還給司祭和長老說：『我
出賣了無辜的血，犯了罪了！』他們
卻說：『這與我們有何干？是你自己
的事！』於是他把那些銀錢扔在聖所
裡，就退出來，上吊死了。」

上述經文明顯指出，「背叛者」的下

場是非常難堪的。他們在被遊說時，或

因財迷心竅，或因美色所迷，沒能看清

真相。事後只有懊悔萬分，但已陷入險

境，難以自拔，甚至喪命。何況，「背叛

者」間諜通常就埋伏在主人身邊，也是

主人最信任的部屬之一，如同猶達斯是

耶穌的十二位宗徒之一。

「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是台灣戒嚴

時期到處可見的標語，在當今網路資訊

／行動通訊大解放的時代，仍是值得警

覺的。

間諜醜聞頻傳 國際盟敵不分 ■文／郭保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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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毫不保留地告訴門徒，自己是誰？透明的愛是

友誼最珍貴的禮物和告白。耶穌不但愛了他們，

也愛了我們，最終，祂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給了所

有以祂為師傅、為主、為君王的我們。此時，就讓我們

在教會隆重慶祝「耶穌顯聖容」慶節時，藉聖像畫和8

月6日的日課，與當年的門徒和耶穌一起「登山」。

聖像畫默觀的祈禱  聖言誦讀最適配

在本專欄介紹聖像畫，讀者並不至於感到訝異。但

為什麼要搭配日課一同出擊呢？這是因為操練聖像畫

默觀祈禱，最適配的就是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

了。而日課真的是聖言誦禱的最佳拍檔。日課中濃縮教

會正統信仰，從《聖詠》150篇中挑選最適合每個節慶

日的聖詠，以及新、舊約《聖經》中的經文作為聖歌和

短讀經；另外撰寫專用讚美詩、對經。誦讀日課中另外

加上兩篇誦讀，第一篇選自《聖經》，第二篇是教父著

作或教會憲章等。專用日課和聖像畫組合，幫助我們

在自家中建立默觀祈禱的基礎，同時可以梳理我們對

真理的渴求，並滋養追尋天主之愛的靈性生命。

聖像畫容易營造出一個神聖的空間，為觀畫者打開

天上之窗。使觀畫者在神聖的安靜和啟示中，呼吸天

上的氣息。可是，為了獲致這份深層的寧靜，還需要依

靠操練誦讀聖言（Lectio Divina），從中取得短誦用的

聖言，這聖言是信仰扎實的根基。根據教會修道聖祖

們的經驗，短誦是錨，幫助我們在思想的大海中不再

漂泊不定。聖言讓我們可以抵擋思想上的狂風暴雨，

建立一處穩固的港灣。聖奧斯定形容，短誦有如箭矢，

是朝天主射去的短促而有力的祈禱。這樣的祈禱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進行。

迎接耶穌到我心中  生命的大博爾山

現在，如果您的手邊正好有日課，或手機已經下載日

課App檔，那麼，請點選8月6日「耶穌顯聖容慶日」，幫

助我們了解耶穌顯聖容聖像畫的內容。在整個解說結

束後，您便可以專注地在這幅畫前，朝拜在您心中的

大博爾山上的耶穌基督。凡是需要觀賞更清晰圖案的

讀者，請您到主教團網站禮儀委員會【聖藝推廣】項下

以及《天主教周報》網頁第300期的17版【聖像畫的靈

修】專欄就可找到。

這張「耶穌顯聖容」的聖像畫可分解為上、中、下3

層，上層是耶穌、梅瑟與厄里亞。中層是上山與下山中

的耶穌和門徒，下層則是親臨耶穌顯聖容現場的3位門

徒。圖中的耶穌基督全身潔白，正如「晨禱」對經一所

言：「今天，主耶穌基督面貌發光有如太陽，祂的衣

服好像雪一樣潔白。」日課非常鍾情於使用「今天」，
拉丁文「Hodie」。「今天」指的不是歷史上的那一天，

而是指每一個「今天」，時間對天主而言是既無始也無

終的；當面臨救恩的果效──永恆的生命──基督徒

對於「今天」也該懷抱與天主同樣的心情；每當在日課

中讀到「今天」，即可在心中反覆思索這美好且深刻的

兩個字其背後所蘊藏的意涵。讓我們的心思不但回到

歷史上耶穌顯聖容的當下，更在此時此刻迎接耶穌來

到心中、生命中的大博爾山。

誦讀日課心領神會  深切渴望見主面  

這樣當我們在誦讀大日課（註）第二首聖詠時，就自

然能心領神會，並由衷地同聖祖們一同讚頌道：

上主為王，願大地踴躍，
所有島嶼都要一起歡樂！
   雲彩和幽暗圍繞在祂的四周，
   正義與公道是祂王國的基礎。
烈火在祂前面前進，
焚燒祂周圍的敵人。
   祂的閃電照亮了塵寰，
   大地一見就戰慄搖撼。
「大地一見就戰慄搖撼」和圖中

的3位門徒跌倒在地的情景互相呼

應。由耶穌身上發出的光芒照射在

門徒眼中，使他們站立不穩；此外，

跌倒在地也顯示就連大地也不禁戰

慄搖撼。在《聖詠》作者的體悟中，

所有天主的子民，包含所有受造物，

都在追尋與天主建立關係的那份生

命；連聖保祿宗徒也作證道：「萬物
都在嘆息！」（羅8:23）

福音形容主耶穌基督面容發光有

如太陽，8月6日的「晨禱」〈讚美

詩〉寫著：

正義的太陽，
出自光明的光明，
永生天主的聖言，
請以不朽的光輝，
照耀祢的教會。
   引導我們奔向天父，
   回歸愛的源頭；
   賞賜我們心靈的自由，
   在人間宣揚祢的福音，永不後退。
天天是好天，
節節是好節，
信仰放射著光輝，
聖神的春風，
把希望帶給人類。
   基督，請展現祢的聖容，
   有祢與我們同在，
   我們不會再飢渴：
   祢是生命的食糧，
   祢是天上的活水。阿們。
在誦念這闋〈讚美詩〉的同時，您是否當它是靈性

生命的食糧般，一字一句地仔細咀嚼，這其中的每一

句都是祈禱之人對天主的禮讚、為全體人類和宇宙萬

物在天主之前的代禱。當您這樣做時，便能將一切委

順在慈母教會的懷抱中，好能學習信仰的真諦。在委

順中看見耶穌發光的衣服和面容召喚我們渴望回歸天

父，這樣的經驗加深切願見到耶穌復活光榮面容的渴

望，同時願意肩負起基督的擔子去福傳。

檢視生活反省內在  成聖路上常更新

但這一切的發生，有賴於檢視日常生活中的惡習，

找出需要戒絕的「一切可恥的隱瞞行為」。誦讀一選

擇聖保祿對照梅瑟臉上的面帕，對基督徒說：「我們
眾人以揭開面帕的臉反映主的光榮……我們既蒙垂
青，獲得了這職務，就絕不膽怯；反而戒絕一切可
恥的隱瞞行為，不以狡猾行事，也不變更天主的道
理，只是藉著顯示真理，在天主前將我們自己舉薦

給眾人的良心。…那吩咐『光在黑暗中照耀』的天
主，曾照耀在我們心中，為使我們以那在基督的面
貌上、所閃耀的天主的光榮的知識而光照別人。」
這就是默觀祈禱的果效，由內在生命的光照到外在的

生活作證！

我們常說「真理使人自由」，不就是離棄自身惡習，

並為天主作證的自由嗎？唯有在基督內，才能擁有這

自由。祂的「真理之光」讓我們看透黑暗，並自由地選

擇告別黑暗。這新生促使我們選擇的，可能是放棄垃

圾食物、定時定量、固定運動時間等等健康自我管理

的新生活型態。我們或許沒有殉道捨生的機會，但是

每個人都有「死於舊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可能。

真的，除非我們哭泣自己的墮落和罪惡，又怎能在基

督的德能中歡笑收割呢？修道不是修道人的專利，而

是每位基督徒的生活內容，這道就是天主的道、是我

們成聖之道。

當我們注視這幅畫時，誦讀二西乃主教達修告訴我

們：「我敢說：我們都該趕快到那裡去，一如耶穌，祂
在天上作我們的嚮導和前驅。在那裡，我們要和祂一

起閃耀發光；我們的靈魂好像同祂一樣更新，按照祂

的肖像而被塑造；我們將像祂一樣，永遠成為變容與

分沾天主性體的人，準備好度幸福的生活。」在耶穌
顯容的聖像畫前，默想這篇誦讀時，該即時進入這份合

一中、看見我們身上屬神的光芒，在自身內默存這份希

望。在默觀中我們進入天主的寧靜，在天主聖容的光照

下，勇敢地自我檢視，並在結束默觀祈禱後，充滿希望

地在現實生活中度更新的生命。

註：誦讀日課即俗稱神父大日課。誦讀日課讀經二

請見主教團出版《教父著作選集上、下冊》。俗稱日

課的《每日禮讚》則是修女與信友所念的日課，主教

團出版。

在耶穌顯聖容慶日
默觀祈禱   聖言誦讀  省思更新

■文．圖片提供／盧玫君（聖像畫員）
聖
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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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艷陽天，想從事什麼休閒活動呢？如果可以安排，我絕對的首選就是往山裡跑，

到有樹蔭、涼風、蟲鳴的大自然環境中消暑。兩千多年前，不確定是否也是8月，耶穌

曾帶領門徒們登上大博爾山。這一天，為耶穌和門徒來說，是永遠的愛的印記。耶穌

把自己真實的身分，天主性的榮光，顯示給祂所鍾愛的門徒：伯鐸、雅格、若望。

  

  主內熊何潤香姊

妹，聖名瑪利亞，

慟於主曆2014年7

月24日上午7時37

分蒙主恩召，安息

主懷。距生於主曆

1925年4月29日，

旅世90載。孝男燄

生、引生、志強，孝女志貞、靜敏暨孝

眷等隨侍在側，當即移靈新北市新店耕

莘醫院，親視含殮安息禮成。

  謹擇於主曆2014年8月9日（周六）上

午9時30分假大坪林聖三堂（新北市新

店區寶安街26號）舉行殯葬彌撒後，設

奠家祭及公祭。隨即發引火化遺骨，安

奉於天主教大直聖山墓園。

　候主再來　叨在

孝男　燄生、引生、志強

孝女　志貞、靜敏

 暨孝眷  敬啟

通功代禱

  

  我們敬愛的新

竹教區孫茂學神

父，聖名多默，

慟於主曆2014年

7月20日主日深

夜，於上海市第

六人民醫院蒙主

恩召，安息主懷，侄女暨侄孫女等諸家

屬隨侍在側，享年88歲。

  敬請諸位神長、修士、修女、主內弟

兄姊妹及親友主前代禱，賴天主仁慈，

息止安所，早登天國，永享真福。 

新竹教區主教  

李克勉  哀啟

通功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