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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片提供／盧玫君（聖像畫員）

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每年11月

21日東西方教會一起慶祝聖母奉

獻日。這節日起源於查士丁尼大帝於主

曆543年奉獻他在耶路撒冷所建立的大

殿，該聖殿稱為新聖母大殿，以有別於

羅馬的聖母大殿。不過這個慶節的由

來，並沒有《聖經》根據，歷史上西方

教會多次反覆地紀念或取消對這個節日

的紀念。直到16世紀之後，才正式成為

普世教會慶祝的紀念日。

這個節日紀念聖母瑪利亞在聖神的推

動下，自童年時期就自獻於天主。從神

學的意義上，「聖母奉獻日」為聖母無

染原罪的信仰做了很好的準備。可以說

天主的用意，就是準備聖母成為天主在

人間的聖殿──救主基督由她而誕生

──為此才使她居住在上主的殿中。保

祿稱基督為第二位亞當，教父們便延伸

這個比喻，稱聖母為第二位厄娃，她也

是《新約》中天主的「約櫃」。這位曾

經進入上主聖殿，並在她的胎中懷過基

督的，要以她對天主的自我奉獻，教導

我們獻上自己的全燔祭。

幼年奔向上主聖殿  

匝加利亞覆手降福

根據次經《聖雅格福音》記載，聖母

的父母聖雅敬和聖安納在老年得子後，

許下要將孩子獻給上主。當瑪利亞滿3

足歲後，聖雅敬召集了村莊附近的貞女

們組成護衛團，人人手拿著火炬作前

導，小小的瑪利亞看見夜空中搖曳的火

焰，心中很是歡喜，於是頭也不回地，

跟在這些大姊姊的身後，一同前往上主

的聖殿。到達聖殿後，小瑪利亞一個勁

兒地往前奔跑，直到撲向大司祭匝加利

亞的懷中，這位長者在眾多長老的陪伴

下，早已在聖殿等候多時。他一見小女

孩到來，便舉手祝福她說：「今後萬
世萬代都要稱妳有福！上主將在妳身
上彰顯早在萬世以前，就已準備好的
救恩！」

圖中可見小小瑪利亞伸手想擁抱大

司祭，而大司祭則將手放在她的頭上為

她祝福。在小瑪利亞身後跟著年老的

雙親，以及即將陪伴她進入聖殿的貞女

們。值得一提的是這幾位貞女的裝束，

在她們的髮稍繫有髮帶。這髮帶本為聖

像畫中天使才有的裝束，在此用來特別

強調貞女們決意專心致志為主而生活，

有如在主的座前侍奉的天使一般，隨時

等候天主的差遣。而她們的服裝無論在

色調或剪裁及樣式上，皆顯得活潑、輕

快、富有生命力，這說明奉獻生活並非

死氣沉沉，或必須泯滅自我的性格。

接受聖神聖善陶成  

修道奉獻為主守貞

根據《聖雅格福音》記載，小瑪利亞

就這樣在聖殿內生活了9年，直到適婚

年齡的到來，才在眾長老與大司祭主持

下，為她選定了聖若瑟，作為守謢聖母

童貞的人選。（請參考《天主教周報》

280期12-13版2014年3月16日〈大聖若

瑟〉一文）

在這9年的時光中，住在聖殿中的瑪

利亞都做了些什麼呢？從這張圖的左上

角，我們看見少女瑪利亞一個人坐在階

梯的頂端，這象徵「內室」的空間，又

代表聖殿的核心地帶，這個空間是單一

而純全的。小小瑪利亞就是在這樣的空

間中，受到聖神的陶成。

從這張聖像畫的構圖中突顯出，聖像

畫員承續教會聖統，承認少女瑪利亞

因著自我奉獻，而在神聖的聖殿中度著

守貞的生活，守貞意味著只為天主而生

活。這也是度奉獻生活的修道人名為

Monk的緣由。Monk希臘字根monos用來

形容修道人為天主守一，他們不必須單

獨生活，也可以是一群只為天主而活的

人，一同團修。

修道人守貞並不是出於厭惡婚姻，或

認為婚姻聖召較為次等、修道較高尚。

而是他（她）們蒙召只為天主而生活，

這是他（她）們在教會內的身分和位

置。不是出於人的選擇，而是來自天主

的召叫。

服從天主旨意召叫  

直到安眠完成奉獻

以人的處境而言，一開始，小小瑪利

亞的確是為了滿全父母對天主許下的

承諾而來到聖殿的；但是，我們總不該

忘記，小瑪利亞必定也有來自天主的召

叫。這份召叫，在9年的聖殿生活與學

習中，在她的讀經禮讚中，逐步加深她

對天主的認識和愛。9年修練的過程，

少女瑪利亞不僅於身量上、在天主和人

前的恩愛上增長，更在對守貞祈禱生活

的愛慕上增長，她領略了這份只為天主

而活的真、善、美、聖。

從原本是父母的心願，轉化為少女

瑪利亞的自我奉獻，這一路走來，必

須擁有一顆淳樸、自由的心和意志才

能體現。她單純地將心神高舉，她的

眼望向天上的家鄉；而另一方面，天

主無限的愛意投向她，教導了她謙遜

與溫良。聖母的奉獻並非一蹴而成，

也不是在3歲登聖殿的那天完成的，

而是隨著她心智與身量的發展，以及

她對天主的愛不斷地增長中逐步完成

的。甚至可以說，在聖母安眠的那一

刻，她的奉獻才算完成了。

學習獻身生活智慧  

領會交付自我的心

教宗方濟各訂定2015年為獻身生活

年。所有度獻身生活的人，都可以從

「聖母奉獻日」瞻禮的深邃意涵裡，領

會獨身奉獻生活的真諦；更該由聖母

的典範中，學得奉獻生活的智慧。

從此圖的左上角，在那座獨處的斗

室中，我們看見天使前來，為少女瑪

利亞送來天使的食糧，這一幕預示聖

體聖事；也為度奉獻生活的人提示，

在那小小的樓堂中，既是聖殿的殿中

之殿、聖中之聖，就該當有聖殿的主

人坐於廳堂中，這主人便是上主，我

們的救主。

東正教會11月21日的晚禱讚美詩，

引用《厄則克耳先知書》第44章第4節

「以後，他領我由北門到聖殿前，我
一看，看見上主的光榮充滿了上主
的殿，我便伏地掩面。」

您可以想像嗎？少女瑪利亞必定經

常在這樓堂冰冷的地面上，俯伏跪地

朝拜天主。她細緻的額頭頂著地板，

雙膝在朝拜中麻痺，却一點都沒有察

覺。因為，她的心已被愛天主的愛所

填滿，原本紛亂如海浪的思緒，在默

觀天主中，也都如褪去浪潮中的泡沫

幻化消逝。存留的只有愛與平和交付

自我的心。

獻上自己如全燔祭  

一生走向成全之路

這就是奉獻生活，這就是把自己獻

上，有如全燔祭；不是事工、不是守

齋，而是單純地獻上自己！即便無人

知曉，也在內心的斗室中，忠誠地獻

上愛、朝拜祂。奉獻生活必有十字架

相隨，精修聖人聖本篤以他圓融的智

慧點出：「天主愛樂捐的人。」（本
篤會規5:16）真正追尋上主面容的人，

在奉獻生活中，有主足矣！

愛，只滿足於愛！「以天主為愛

的唯一獎品和永遠的報酬。」（聖
納德）這份天使送來的食糧，唯有嚐

過的人，才能知道它的真實與甜美！

但這份甜美卻不只為修道人而保留，

它也賞給所有只為天主而生活的基督

徒。當平信徒領受洗禮的那一刻，或

許並沒有這麼深刻地體會到自己也蒙

召默觀天主的愛。但是，我們都在那

一天開始穿上基督，自然也該當效法

聖母的自我奉獻，用餘生去愛！

當我們明白作為基督徒，就表示我

們蒙召要一生走成全的路，直到面對

面看見天主的那一天。讓我們常常

效法聖母，回到內室，回到那個有主

作主的靈性殿堂，在那裡與祂絮絮細

語，密訴心曲，向祂坦露我們的罪，

聽祂對我們所說的話，在靜默中朝拜

祂、愛祂！ 

從聖母奉獻日看獻身生活真義
聖
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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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聖母月的最後一周讀經，台南主教座堂讀經

小組的指導神師羅建屏神父提到，再過幾天便

是煉靈月，羅神父勉勵小組成員說，一個簡單的刻苦

與祈禱，便能拯救一個在煉獄受苦的靈魂。讀經小組

的陳姊妹聽進去了，陳姊妹有種特殊的恩寵，她感應到

聖母要她為煉靈做些事情，為煉靈撒下玫瑰花雨，以

幫助他們進入天國。經小組成員討論，陳姊妹願意奉

獻200朵玫瑰花，於11月2日下午2時，在天主教永光墓

園舉行的全教區煉靈月隆重追思彌撒大典後，邀請前

往的教友若發現親屬靈位周遭的亡者沒有人獻花祈禱

時，可以前往服務台領取玫瑰花，獻給孤寂的亡靈，並

為他們念經祈禱，落空的則由小組成員去補遺。

追思彌撒結束後司儀宣布了這件事，不到10分鐘光

景，玫瑰花索取一空，只看到許多原本空洞的塔位前，

多了一朵鮮紅的玫瑰花，相信亡靈也都接收了為他們

靈魂早日升天的代禱。幾位為他們獻花祈禱的兄姊事

後分享說，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做這件事，最多只

是為自己認識的亡靈祈禱。如今有人發起，她們受到感

召也做了這件事，在為陌生的亡靈獻花念經時，突然感

到一股暖流湧上心頭，感覺自己無意中做了一件為主

悅納、為亡靈有益的事，而不自主的愉悅起來，且越做

越來勁、越做越想做，而回首一望墓園，看到墓園中突

然增加了兩百朵鮮紅的玫瑰花散播各處，而使得墓園

景緻點綴得更溫馨活潑，就好像是聖母喜悅的撒下玫

瑰花雨……。

  這應該是台南教區的創舉，以前從來沒有人這樣做

過，做了才發現200朵玫瑰花是不夠的，而至少有五分

之一的塔位前仍沒有獻花，於是，有幾位兄姊發願：下

回來時，也要加入奉獻，以500朵玫瑰花為目標，期許

沒有一位亡靈受到冷落，除了神父灑聖水之外，也都能

另外領受到行禮、獻花與念經祈禱，讓整個永光墓園

處處馨香。   

▲描述「聖母奉獻日」的聖像畫，道出了童年瑪利亞便全然奉獻的赤子之心。

嘉義教區11月2日假民雄聖山墓園舉行煉靈月追思

活動，來自各堂區的教友、修女以及有先人安息

於此的親友共約500餘人齊聚於墓園廣場參與追思彌

撒，共同悼念已亡親友恩人，為其靈魂祈禱；同時也

自我惕勵，經常醒悟做好準備，等待主的召叫。

彌撒由鍾安住主教主禮，吳終源副主教、浦英雄

秘書長等20位神父共祭，鍾主教於講道時說：「我

們正在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們聚集在一起為亡

者祈禱，這是很重要的，教會特地將11月訂為「煉靈

月」，如此的安排目的在提醒教友們，煉獄中的靈魂

正渴望勝利教會（天上聖人聖女）的功勞和轉求的力

量，同時也極需旅途中的教會（現世之人）的祈禱。

為已亡者祈禱乃源自於教會的重要信理「基督奧體諸

聖相通功」，為援助尚在煉獄中的靈魂，就是一種愛

的表現。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參加「煉靈月」九日敬

禮，勤念玫瑰經，為煉靈祈禱，並為他們行哀矜，奉

獻彌撒等等，將這些功勞轉讓給煉獄中最窮困或與我

們關係最親密的靈魂，定能拯救他們於煉火之中。」

鍾主教進一步勉勵大家說：「上主富於仁愛寬恕，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大聲的為亡靈向天主祈禱，天主不

會棄我們不顧的。慎終追遠，孝思不匱，本是我們固

有道德。但身為教友，不只要保有此美德，更應努力

實踐天主十誡中第四誡的規範，我們不只追念自己的

親人，也要為所有已亡靈魂祈禱，同時亦應妥善準備

自己。」

追思彌撒在充滿溫馨與追念的氛圍中結束，隨後鍾

主教帶領大家至嘉義教區首任主教牛會卿主教及林天

助主教的墓前祈禱，緬懷這兩位主教對嘉義教區的無

私付出與偉大的貢獻。全部追思活動在神父們分別到

各區墓園及骨灰塔位灑聖水、祈禱後圓滿結束。

■文‧圖／廖文通

嘉義教區民雄聖山墓園  
舉行煉靈月追思活動

非常尊重往生者並為靈魂祈求恩典的慈恩園生

命紀念館，特地選在11月9日主日下午2時30

分隆重舉行煉靈月感恩祭，因著位於捷運文湖線

麟光站附近的地利之便，來到慈恩園敬禮追思的

教友們逐年增加，今年館方特別將基督宗教大樓

的禮親館前庭及側邊廣場擴建整修，在寬廣的牆

面上設計了美麗的彩繪馬賽克照壁，使正面視野

更加開闊，在藍天白雲、慈光普照的氛圍中，全

場滿座的參與者都感受到天主的臨在與彼此的溫

暖扶持。

彌撒由新店中華聖母堂主任司鐸黃斯勝神父主

禮，即將於12月20日領受執事聖秩的阮皇章修士

以正式任命的輔祭員身分為祭台服務，並給弟兄

姊妹們分送生命之糧；慈恩園教會殯葬禮儀總監

古僑賢弟兄親自擔任輔祭（見上圖），汐止聖方濟

堂傳協會長蘇乃文弟兄擔任司儀，並率領以美聲

稱著的汐止堂聖方濟聖詠團作音樂服事，還印製

精美禮儀本，方便滿懷熱忱的非教友親友恩人們

聆聽聖言，了解彌撒全程的奧蹟與深義，是帶領人

們認識慈愛天父最好的福傳時機；悠揚輕柔的混

聲四部進堂詠迴盪四野，展開溫馨的感恩聖祭。

黃斯勝神父在講道時幽默地以教友要求他帶她

上天堂作開場，引申每個人都渴望上天堂，回歸

父家是我們一生的嚮往，也是從人世旅程奔向永

恆生命的更重要終點站，為了這樣的期待，每個

人都應該在生時就努力行愛德、作善工，有如一

隻毛毛蟲，歷經了辛苦的匍匐爬行，蟄伏在層層

幽閉包覆於繭中，等待蛻變，直到時期滿了，終

能破繭而出，自在飛舞！我們每年煉靈月聚集在

此，追懷已亡親友恩人，更重要的是，時時為他

們的靈魂祈禱，一如精煉黃金般，陪伴走過淨煉

過程，讓煉靈早日得見主面，永享福樂。

彌撒後，古僑賢弟兄向大家報告汐止屢遭多

次水患的艱苦堂史，聖堂經風蝕泥侵早已不堪

使用，新的重建工程在幾年前展開，工程不斷追

加預算，目前已高達1億2千萬元，雖然汐止堂這

些年來不斷地推出潮T及美食的義賣籌募建堂基

金，至今仍有一大缺口，感謝弟兄姊妹的持續支

持與獻愛；新任傳協會長蘇弟兄也詳述目前用零

錢「養小豬」，積少成多的募款計畫，感謝大家的

熱切祈禱與實質幫助！黃神父更見證汐止堂是大

基隆地區信友最多、活動最火熱、向心力及凝聚

力都十分可敬可佩的堂區，現場都為之動容，紛

紛慷慨解囊，即時行動獻愛，印證了主內一家親

的共通共融。

彌撒禮成後，黃神父從禮親館的5樓開始，拾級

而下至4樓與3樓的每一樓層，逐一為已亡親友塔

位灑聖水，引導親友以「凡諸信者靈魂，賴天主

仁慈息止安所」作祈禱，在主愛中充滿信德，力

行愛德，懷抱望德，迎接永生。

慈恩園煉靈月彌撒
感恩追思溫馨獻愛

台北總教區第八總鐸區善終會於11月8日上午10

時，在新北市瑞芳區八分寮墓園舉行煉靈月追

思，彌撒由總鐸周戎神父主禮，共祭的神父包括祥豐

街和平之后王榮和蒙席、耶穌聖心堂林天德神父、

聖母升天堂杜希神父、露德聖母朝聖地黃金晟神

父、汐止江嘉明神父、聖母聖心愛子會趙松喬神父。

彌撒於11時10分結束，由年輕的神父們，分別前往

墓園各區灑聖水、念經為亡者祈禱。

基隆區善終會依往例租兩部遊覽車至鐸區，各定

點載送教友共計有200人參加八分寮墓園的追思已亡

彌撒。講道中，周神父援引綿羊與山羊的故事來說明

天主所揀選的，是綿羊而非山羊，因為綿羊代表按照

天主的話去做事的人，是天主所喜愛的，在短短的人

生的旅程中，多行愛德，多存一些油在天上，好在蒙

主寵召時，可以稟明為教會行善及服務的種種，好能

走上天梯享受福樂，免得走向地獄受各種刑罰。

全部禮儀於11時30分結束，教友達乘遊覽車及自

用車離開墓園，有些教友前往真福花園參觀，在聖母

亭念經祈福，李西村、李黃菊夫婦感謝天主及聖母：

在真福花園內有一個泉源，水不是很大，但全年都有

泉水源源不斷，解決了用水的問題。歡迎教友前往真

福花園避靜，可與李西村先生連絡：0938-702-396。

八分寮墓園追思先人 為作綿羊 多行愛德
■文‧圖／賀首華

■文．圖／姜捷

一朵玫瑰一遍經 馨香祈禱慰亡靈 

台南教區主教座堂讀經小組為亡者獻花祈禱

■文／咼永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