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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前，我對法國里修的聖女小德

蘭只有既皮毛又膚淺的印象，看到

她的照片覺得「不過就是個可愛的洋娃

娃！該不會只因長得漂亮，便成為教會

鎂光燈的焦點吧！」唉！幸好聖女並不會

因為我的無知而棄我於不顧。當這些幼

稚且毫無根據的批評在我心中浮現之後

約３年，有一天，在淡水本篤會的土地

上，我手拿著《我都選取》這本書，一邊

散步，一邊誦念，忽地抬頭，看見她正調

皮地立在樹梢上（圖一），雖然我清楚知

道那只是一段枯樹枝，但那外形神似右

手拿著十字苦像，上面滿是玫瑰，且正

專注地望著我的小德蘭，正像（圖二）的

態像那般！我心驚呼：「這不正是小德蘭

嗎？她來看我了。」是聖女可憐我，自願

來做我的小姊姊了。從此，不論是看她

自己所寫的文章、書信或詩作，全部都

可以明白了。

切願去愛的心意  維護愛火不息

瑪利尤震神父所寫的《祢的愛伴我成

長》則開啟了我對聖女那份專心又全份

的對天主之愛的認識。愛需要創造力，

而小德蘭是愛的天才！在短短的24年塵

世生活中，度過平凡的生活，但不平凡

地愛著天主。當她身邊的人都努力以念

經、刻苦等等立功勞的方法想要平息天

主的義怒、獲取天上的賞報時，聖女卻

選擇做一些「小事」，她的目

的只單獨為了取悅天主。例

如，有一天，在病中當她來到

花園散步時，在聖若瑟態像前撒了許多

小花，接著以孩子般的聲調說：「請悅

納！」二姊問她是否正為了某個意向而

做，她答說：「不是！我只是為了讓他
高興而已；我不是為了回報才給予。」

（《祢的愛伴我成長》p.80）在另一段話

中，她說：「我絕不願為了避免煉獄之
苦而撿起一根針。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為了中悅天主，為了替祂拯救人

靈。」聖女有著強烈的愛，這是她生命
的印記。（《最後言談錄》上p.153）

這段記載使我深思，原來小德蘭的天

才在於，在塵世懷著活潑的信德，活出

那份與天上家人往來的歲月。她的愛不

只是「應該」，不是出於「責任」或「忍

耐」，而是出於「切願去愛」的心意和

行動。並小心翼翼地維護這愛火焰焰不

息！關於這點，瑪利尤震神父說：「我們
的精緻文化已經失去了對永恆的認識，

且因這種失落而患病受苦。」（《祢的
愛伴我成長》p.19）我們的生活需要永恆

的元素，小德蘭為此而來，幫助我們不

只是相信，還要活出來。

謙遜服小的靈魂 堅持不懈地愛
　

小德蘭愛的行動，看在許多人的眼
中，或許覺得很幼稚！可是，她很清楚自

己是天上家庭中的一份子，而且還是那

最小的一位，並樂於當最小的。她自認

為不配和一些大聖人並列，但因她實在

太小了，只好端坐在天父的膝上。這真

的只是一種小孩子的念頭嗎？若是您將

小德蘭謙遜服小的精神徹底運用到生活

中時，很快就會發現，這種服小的心態，

可是一點都不浪漫或輕鬆呢！反而是需

要那些心志非常成熟高尚的人，才能不

動聲色地實踐，並努力堅持不懈。

小德蘭就是這樣在修院中不為人知，總

是處處尋找小小克己的方法修練忍耐、友

愛和謙遜的德行。並且，她做這一切全是

為了中悅天主。聖女不立功勞的理由是：

「我若積聚功勞，很快我就會失望了。」

（《最後言談錄》下p.91）成熟的人認識

自己的不可靠。聖女了解：「即使我完成
了保祿所做的全部的工作，我仍相信自

己是個『無用的僕人』。我的快樂正在

於此，因為我一無所有，我才能從天

主那裡接受一切。」（《最後言談錄》
（上）p.86）在愛的領域裡，有許多人急

於付出，但是很少有人明白，「接受」才

足以讓愛發光發亮。小德蘭就是這樣一個

小靈魂，渴望自獻於天主仁慈之愛，以此

來滿足她的愛人。

熱愛耶穌容貌 是她的光與敬禮

前面稍微介紹了小德蘭會名「聖容嬰孩

耶穌德蘭」中，有關嬰孩耶穌的德行。這

德行奠基於小德蘭對於「聖容」的認識與

熱愛。聖女對耶穌聖容的認識，來自依撒

意亞先知口中所談的上主受苦的僕人，她

說：「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有誰會相
信我們的報導呢？……祂沒有俊美，也

沒有華麗…』已經形成了我對聖容敬禮

的全部基礎，或者更好說是我全部虔敬

的基礎。我不要俊美，獨自一人踐踏酒

醡，不為任何人所知……」（《最後言
談錄》上p.175）病重中的聖女，全身

早已瘦弱的不成人形，唯有臉龐和笑

容仍奇蹟般的保持如常。她真正是受

苦而謙遜的天主的僕人！

按照瑪利尤震神父拜訪聖女的三姊

所得到的答案，小德蘭其實是個「不虔

誠」的修女，例如，她並不像別人那樣

勤於滿全敬禮的各種細節。珍尼薇姆姆

（德蘭三姊）有關聖女對耶穌聖心的敬

禮，說：「一般人把它當作一種敬禮，
然而對她是一種對『愛』（即天主）的

崇敬。」聖女因愛耶穌而望著耶穌的聖
容，同時這種敬禮也受聖言的滋養，她

常在福音中尋找『好天主個性的特徵』，

這種對望的小德蘭式聖容敬禮，是「為
了體會祂的感受和作風，認識祂的喜

好，進而仿效祂。」並且她說：「祂的

容貌是我的光，是我的敬禮。」（《祢
的愛伴我成長》p. 62）小德蘭希望認識

基督的心意，按著基督的心意生活，並

盡力取悅祂。這就是她的敬禮！

單純活潑的信德  全心擁抱聖意

小德蘭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認識天主，

並不只是因為她是有限的受造物，更因

為她體會出，這是天主無限的仁慈所中

意的方式。就因為天主喜愛這樣，身為

天主第二位的聖言才降生成人，取了和

我們一樣的形體，生活在我們當中，並

沒有因與我們相似而覺得可恥。我們的

祈禱也該是這樣：注視好天主、渴望明

白祂所願意的，然後運用我們源源不絕

的創造力，在每天生活中尋找取悅祂的

方法、對祂撒小小的神花、擁抱生活中

的十字架，甘願停留在不被了解之中，

只為擁抱天主的聖意。

聖女注視著聖容時，都做些什麼呢？

在病重且受到相反信德的誘惑下，

她說：「我一直注視著聖容……我逐
退了許多誘惑……啊！我發了很多信

德……」（《最後言談錄》上p.175）另
有一天，她望著小耶穌態像對二姊說：

「這個小耶穌好像對我說：『妳很快就

要去天堂了；是我告訴妳的！』」（《最
後言談錄》上p.141）每次讀到小德蘭這

種自發性地與主交談的內容，總覺得很

有意思！更羨慕這種活潑的信德！另一

次，因肺結核受了許多苦，在去世前4

天的夜裡，因疼痛無法入睡而合手祈禱

時，三姊來探望並詢問她對耶穌說了些

什麼？她答道：「我甚麼也沒說，我愛

祂！」（《最後言談錄》下p.71）
德蘭三姊於1897年6月7日為聖女所拍

攝的照片（圖三），正展現出耶穌受苦聖

容和耶穌聖嬰這兩個小德蘭訊息中的元

素。若按照這些資料就足以寫一幅小德

蘭的聖像畫，例如（圖四），這幅聖像或

許不夠完善，但是在取材上比（圖五）的

玫瑰花意象，來的更貼切些。小德蘭雖

曾提過玫瑰花雨，但只會讓多數人聯想

到求恩，或僅止於讚嘆聖女的聖德，而

不能引人直探聖女的訊息。

願盡力仿效小靈魂的精神而生活

小德蘭三姊問聖女：「妳會從天上

注視著我們，對嗎？」她不加思索地回

答：「不，我會下來！」（《最後言談
錄》下p.71）如今，我也可作證自己遇見

了這位由天上下來的聖女。在為小德蘭

列品的證言中，有一段記載著院內修女

但署名無名氏的證詞：「我們問她，當
我們向在天國的她祈禱時，該怎麼稱呼

她：『你們可以稱呼我為小德蘭。』她謙

遜地回答。」（《最後言談錄》下p.140）
她把這「小」的精神傳授給我，如今我

明白為什麼我尊稱天上的小姊姊為「小

德蘭」。我感恩她對我的教導，希望有一

天，我能以拜占庭風格，按著她的精神

寫一幅小德蘭聖像畫，並盡力仿效小靈

魂的精神而生活。

聖女小德蘭可愛可敬的小靈魂
■文．圖片提供／盧玫君（聖像畫員）

聖
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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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

修會平靜修修女，聖名

羅撒，生於1913年3月

11日，於2014年9月26

日中午12時40分，在台

北普天之后會院蒙主

恩召，享壽101歲。

  謹訂於於10月2日上

午8時30分，在台北普天之后會院舉行

殯葬彌撒及告別禮，隨即火化並安奉於

新竹市天主教復活公墓。

  懇請主內弟兄姊妹代禱，祈求仁慈天

主接納，使其早日享見天主聖容，安息

主懷。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

省會長  余淑英修女 

暨全體修女  敬啟 

通功代禱

回想兩年前單國璽樞機主教的葬禮當

日，最令我感動的是，在高雄道明

中學的椰林道邊，葬禮結束，當主教們目

送單樞機的棺木抬離之際，從河南濮陽

來台奔喪的單樞機胞妹單愛雲女士，強

忍哀傷，由親友推著她的輪椅經過。

當時，身高超過一米八的教廷駐華大

使館代辦陸思道蒙席走上前，蹲下身子，

握著單愛雲女士的手，安慰她。單女士用

口音很重的家鄉話和陸代辦交談，她每

說一句，陸代辦就點一下頭，彷彿他聽得

懂。記者們拿著答錄機在他們兩位身旁

圍了一圈，也搶拍了一些好鏡頭。

我好奇地問身旁的一位神父：陸代辦懂

中文？神父搖搖頭。

陸代辦貼心的小動作，如此溫暖人心，

讓我看見教廷外交官的細心，真摰關懷，

勝過語言。

教宗方濟各常以行動告訴我們要孝

愛聖母，常向聖母祈禱。聖母是我

們的母親，與我們同行，為我們轉禱，

教我們信德，讓我們常說：聖母媽媽！

我們愛您！

教會特定5月為「敬禮聖母月」，10月

7日為「玫瑰聖母紀念日」，整個10月為

「玫瑰聖母月」。勉勵信友多念玫瑰經，

恭敬聖母，默想耶穌和聖母的一切言

行。根據傳統，這祈禱源於13世紀，由道

明會發起並推廣，其後一直得到歷任教

宗們的支持。「在家庭中誦念玫瑰經，能

使家庭更團結合一。」這句嘉言，更是好

幾位教宗都有的共鳴。

教會對聖母的敬禮，是對天主之母表

示孝愛，她是基督的母親也是我們的母

親。梵二根據救贖計畫，在道理和虔敬

上確定瑪利亞位居特殊的地位，合宜指

出瑪利亞在救恩史、在教會中的角色，與

教會的歷史同悠久，在晚餐廳裡已經誕

生了。不僅是聖路加和聖瑪竇最初傳報

天上喜訊的福音，以及在《聖若望福音》

和《若望默示錄》裡，那些章節都奠定了

聖母敬禮的基礎和原則。

玫瑰經是幫助我們默想、了解基督和

聖母生活的主要奧蹟之祈禱，對教會、

社會、家庭及人靈也會從中得到無數的

恩惠。適合所有人的祈禱，最中悅聖母，

也是聖母親自提供的一種禱文。在生活

的任何需要，對所有神工，玫瑰經是最

有效力的，並且是臨終時的安慰。

聖保祿大家庭的大家長，真福雅培理

神父畢生恭敬聖母、熱愛聖母，常誦念

玫瑰經。他常希望他的會士們特別恭

敬、認識、孝愛、懇求宗徒之后聖母 (教

會定在耶穌升天後的星期六慶祝這個

節日)。為傳揚宗徒之后的敬禮而熱心工

作，就是去接近人靈；「經由瑪利亞，到

耶穌那裡去」。

福雅培理神父也熱心的鼓勵會士們誦

念宗徒之后玫瑰經；誦念的方法與一般

玫瑰經相似，五端內容是綜合1.歡喜一

端：聖母領報，2.痛苦五端：耶穌被釘十

字架上，3.榮福三端：聖神降臨，4.榮福

四端：聖母蒙召升天，5.榮福五端：聖母

為世人之主保。默想聖母參予耶穌救贖

工程的貢獻，聖母是宗徒之后。

聖母喜歡我們念玫瑰經，她在露德、

在法蒂瑪顯現時，屢次勸人念玫瑰經。

法蒂瑪的露濟亞修女也說過：「誰若常

念玫瑰經，在他的生活上沒有不能解決

的問題。」因聖母諄諄勸言，為響應教

宗方濟各的行動呼籲；讓我們在這10月

玫瑰聖母月，以及生活中的每個日子，

常熱心誦念玫瑰經；化我們的禱聲為孝

愛聖母的心聲，與真福雅培理神父，偕

同教宗方濟各一起常說：聖母媽媽！我

們愛您！

10月玫瑰聖母月 敬禮聖母 孝愛聖母 
■文／李月英修女（聖保祿孝女會）

今年適逢東港聖彌額爾堂開教59周年

及建堂54周年堂慶主保瞻禮，同時

也是開教者林德明神父百歲冥誕，感恩

聖祭於9月28日9時30分正式開始，300多

位參禮者魚貫進入剛裝設冷氣不久的聖

堂，彌撒由高雄教區大家長劉振忠總主

教主祭，主任司鐸裴光平神父共祭，預定

2015年1月3日晉鐸的本地聖召吳孟哲執事

輔祭。在嘹亮的聖歌聲中，司祭團緩緩步

向祭台，雄偉的聖堂、溫馨的氛圍、座無

虛席的聖堂、人手一冊由籌備小組主編的

《永恆的愛》紀念小冊，其中林神父的紀

念相片，讀來令人備感溫馨與懷念。

彌撒依禮規循序進行，聖道禮儀後舉行

堅振儀式，總主教為林蘊麗姊妹付堅振。

聖祭禮儀之後進行敬禮主保聖彌額爾總

領天使和祭拜林德明神父的禮儀，緊接著

是南州及東港天主堂新任教友傳協會理、

監事派遣禮，在南州天主堂新任主席潘昭

旭、東港天主堂新任主席丁秋凌致詞後，

隨即是紀念林神父百年冥誕典禮。

林修女在致詞時表示，我們之所以能夠

紀念林德明神父百歲冥誕，首先要感謝天

主派遣道明會神父到中國大陸傳教，大陸

山河變色後，林神父輾轉來台傳教，也要

感激當年高雄教區陳若瑟主教願意讓德

國籍神父到屏東鄉村傳教，否則，在座的

教友也許到今天仍然不知道天主的道理。

林修女的一番感言讓許多人深感同意。整

個堂慶最後在溫馨喜樂的共融餐會後畫

下句點。

誠如《永恆的愛》紀念小冊中引述德蕾

莎姆姆嘉言錄：「一切都是上主所賜，一

切也都被祂取走，因此，你把你所得到的

與人分享，包括你自己在內。」林德明神

父把上主賜給他的神恩完全奉獻給他鍾

愛的屏東縣鄉下地方，也就是把他永恆的

愛鞠躬盡瘁地付出給了東港和南州，甚至

是以前整個潮州總鐸區的福傳牧靈事工，

這永恆的愛正是林神父藉著《聖詠》第52

章第11節告訴我們的:「上主，因祢行了奇

事，我要永遠向祢稱頌，我要在祢聖徒面

前，頌揚祢美善的聖名。」願光榮藉著林

神父一生為地方教會的奉獻，歸於美善偉

大的主基督。

家母黃文淵女士於9月11日晚間8時整

安詳辭世。海內外歐家親友有太多

的不捨，但仍以平靜的心情護送旅世94

高齡的媽媽回到天鄉，在上主的懷中與

爸爸歡聚。

9月17日下午，馬英九總統百忙之中親

自來到家裡，在媽媽的靈前致意。馬總

統與我們兄弟姊妹話家常談國事之外，

也含淚提及他的母親秦厚修女士病逝前

後，子女們的心痛，以及一首特別的辭

別曲。

馬總統一時記不起辭曲，但在5分鐘

後又突然回神，在媽媽靈前為大家唱：

「謝謝媽媽生我，謝謝媽媽養我，謝謝

媽媽教育我，謝謝媽媽愛我。（〈生日快

樂歌〉的曲調） 」熱淚盈眶，赤子之心

表露無遺。

看到家母6月底和家人日月潭之遊合

影的笑臉，馬總統也談到，他非常注意

和努力於台灣觀光事業的增長。我們提

到日月潭「聖愛營地」的現況，希望他

能抽空偕夫人造訪時，他也回答說，他

永遠不會忘記在萬華天主堂領洗的往事

及身為天主教友應盡的責任。

家母聖名莫尼加，她一生也以聖女

Monica的慈愛，耐心教育6名子女及千

百名學生以廉潔心和執行力報效社會

國家。今年胞兄晉德從他高鐵公司身退

時，家母筆書「晉德加油」四字，蒼勁有

力，成了歐家的傳家之寶。

9月20日上午，正如一生簡樸的母

親，在台北通化街玫瑰堂的追思彌撒

簡潔又明快。馬總統又趕來送家母最

後一程，給歐氏家族安慰外，也帶給小

小的天主堂一份榮耀。

除了感謝大哥晉德的長官、摯友趕來

參加家母告別禮外，我們也感謝狄剛總

主教、王蒙席、王副主教與饒神父主禮

追思彌撒、玫瑰堂弟兄姊妹的陪伴，以

及家母的同事、學生及台北市集友人等

的熱情。

紀念林德明神父百歲冥誕

謝謝媽媽愛我 赤子情 滿人間
■文‧圖／歐晉仁（天主教博愛基金會執行長）

溫柔的心 溢於言表 無所障礙
■文‧圖／陳雲珠

■文／張聖坤   圖／黃靜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