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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最後一天的晚上8時，大家

依約來到百年教堂台中耶穌救主主

教座堂，承接滿滿恩寵的聖堂與主耶穌

一起跨年。聚會開始由來自彰化的更新

傳愛團體帶領大家以敬拜讚美感謝天主

一年來的眷顧，在喜樂氣氛中準備心靈

迎向新的一年。

今年教會以「獻身生活年」為主軸，

主教座堂主任司鐸劉連玉神父就獻身

生活意涵為大家作扼要說明，發「神

貧、服從、貞潔」三願的神父、修士和

修女們，為了天國而奉獻一生，三願生

活的內在是非常甜美的，長上的管理嚴

格看似很不方便，其實能幫助我們去

思考耶穌的靈性生命，一路會有很多

捨棄、很多障礙，當我們學會不是為了

名利、夢想來捨棄，而是為了耶穌來捨

棄，我們就能得到耶穌。生活中總有許

多的不如意、不愉快，但因著修道而與

耶穌的關係是平安喜樂的，所有的苦都

和十字架上的耶穌結合成了祭獻，透

過三願的奉獻，因著服從，天主會把困

難、不喜歡的事轉變成為恩寵，讓更多

人受益。如果我們只看表面上的修道生

活，只會看到一個和社會不太一樣的修

道人，事實上，內在的生活是彰顯耶穌

服從且聽命至死的精神，讓天主的恩典

更容易散發到更多人身上，讓天主的工

作更容易傳到天涯海角。

我們也邀請了耶穌聖心修女會阮碧

莊修女和聖母聖心修女會的蔡金圓修

女和大家分享獻身生活甘苦，兩位笑容

滿面的修女不約而同的說到，家庭的信

仰培育是很重要的根基，讓我們學會了

只要信靠天主，祂自會照顧一切。獻身

生活其實一點都不孤單，有許多的姊妹

一同努力，彼此祈禱，在信仰力量中跨

過考驗。天主的邀請是細微的聲音，給

自己一個機會去聆聽分辨，聽見了，勇

敢地踏出那一步，天主的愛就是修道生

活的喜樂泉源。

蘇主教表示，在跨年的晚上，我們在

馬槽前再次經驗到天主子親自來到人

間和我們在一起，分享我們生命的每一

刻，如此美麗的「厄瑪努爾－我同你們

天天在一起」的奧蹟，我們一起祈禱在

這麼美妙的時刻裡。耶穌主動給予祂的

恩寵，不只在約櫃裡，而是更真實地天

天和我們在一起，進入恩寵的光明中，

承受了主的祝福，我們也要成為主的工

具，為光作見證，聖言給我們力量，讓

我們也特別為生活在黑暗中、戰亂中的

人祈禱，一起祈求真正和平的到來，看

到天主的臨在。在這「獻身生活年」我

們更應擔負起牧人的使命，跟隨耶穌善

牧，更期勉能成為領頭羊，以光帶領他

人進入天主愛的國度裡。

在蘇主教恭請聖體至聖體皓光中，我

們齊聲吟詠第一晚禱與謝主曲，在靜謐

神聖空間裡，在同聲祈禱中，時間一分

一秒靜悄悄地向前挪移，跨過年與年那

道無痕界限，教堂鐘聲響起，蘇主教高

高舉揚聖體皓光，給大家2015年第一

個恩寵祝福，教堂外的煙火伴隨著綻放

得熱鬧極了！新的一年燦爛開啟！

■文‧圖／黃琪珊

世紀之愛 在百年聖堂與主耶穌一起跨年

【黃琪珊／台中報導】每到農曆春節，

端上一桌豐盛的團圓飯，為弱勢家庭是一

項艱鉅任務，為使台中教區8家身心障礙

福利服務機構服務的對象，在寒冬中也能

與家人團聚，共享春節年菜，發起「104年

愛的迴力鏢，380（散發您）的愛」年菜募

集活動，邀請大家一起發揮愛心，採募款

方式，團購整批年菜，讓最小弟兄也能享

用溫馨佳餚。

蘇耀文主教感謝大家在這歲末感恩時

刻，前來為這項愛德活動一起發聲，為

380戶家庭一同募集年菜。希望藉由8家

機構力量的結合，喚醒更多人關懷弱勢

家庭，這些溫暖的心意讓他們在過年時

不會感到孤單。

徐世昭副主教表示，台中教區從2008年

開始募集年菜，謝謝大家的愛心支持，在

去年募到了比預期還多的份數，可以和有

需要的家庭一起分享，今年也希望可以順

利募集到380份，讓弱勢家庭有個暖暖的

春節。小璐一家為年菜受捐戶，其父親表

示年年接受捐贈，心中感到十分溫馨，但

社會有更多需要被幫助的家庭，因此希望

今年將自己的這份年菜轉讓給更弱勢的家

庭外，也主動捐出2千元，希望鼓勵更多民

眾把愛心散播出去，因著「愛」，形成了一

個迴力鏢，讓年菜募集有了一個好采頭。

在輕快樂聲中，徐世昭副主教、主教公

署署長黃清富神父和啟智機構的主任們

及孩子們端著年菜一起走秀，為大家介紹

一道一道美味佳餚。（見上圖，黃琪珊攝

影）感謝慶炎慈善會董事賴文郎先生現場

拋磚引玉，率先捐贈善款3萬元整，響應

這個活動，邀請大家一起來豐盛弱勢家

庭的團圓年菜，讓社會的關懷與愛心溫

情滿人間。

募集時間：即日起至1月20日止

匯款帳號：彰化曉陽郵局 0081194-0162254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

        台灣省私立慈愛殘障教養院

捐款專線：04-712-4891 

               轉883 彰化慈愛教養院

需求戶數：380戶／募集目標為760,000元

勸募文號：（103）衛部救字第1030060677號

    的迴力鏢  380（散發您）的愛

在2014年「家庭年」和2015「獻身生

活年」交替之際，日月潭聖愛營地

的跨年活動，除了團康活動、原住民風

味餐，特別邀請泰澤祈禱團體擔綱，祈

求天主及聖母特別降福護佑我們教會、

台中教區及聖愛營地。

2014年12月31日早上，聖愛營地就開始

忙碌，跨年活動氛圍的佈置、設備的運送

進駐、人員報到，每一位參與者都有一個

識別牌，彼此容易自我介紹，也拉近來自

不同團體和堂區之間的距離。當「聖愛二

號」無障礙遊艇載著參與人員抵達營地

時，第一批人員在碼頭邊敲鑼打鼓唱迎

賓歌，頓時聖愛營地開始熱鬧起來。

大家在天黑之前將帳篷搭好之後，活

動主持人王偉強弟兄發給每位參與者

半張紙，將這一年積存在心裡還沒有解

決的「結」，寫在紙張上。6時準時吃晚

餐，7時30分開始活動。首先把寫在紙上

還沒有解決的心結丟到營火裡燒掉，將

每個人的心結打開，清空自己的內心，

迎接天主。

接著由黃景光神父為大家點燃蠟燭，

帶著愛心、光明和希望，高唱聖歌走到

聖母亭前，把每個人的蠟燭，按個人的期

望放在心型的牌子上，恭請聖母為我們

代禱。然後高唱「我已經決定，要跟隨耶

穌」，回到十字架前，圍成圈圈，手拉著

手，象徵彼此團結，互助合作。

接下來王弟兄的團康活動，讓大家拉

進彼此的距離，唱歌、跳舞、玩遊戲；由

氣球達人劉弟兄製作了許多氣球造型，

搭配音樂起舞；黃神父更以越南式的活

動，帶領大家一起來，雖在攝氏7.5度的

低溫，仍然感覺到溫暖。尤其小朋友非

常高興地跟父母說：「好好玩噢！」

泰澤祈禱團體的年輕人從自己的職場

下班後，兼程由山路趕到營地，晚間10

時開始祈禱，讓參與的人內心充滿聖神

的恩寵，也為許多需要的人祈禱。

11時30分開始跨年彌撒，黃景光神父

的講道準備非常充分，解釋天主之母的

由來，並說明請大家學習聖母的聖德。

彌撒最後給在場所有人隆重的降福。

準備餐點的布農族王姊妹為與會的弟

兄姊妹準備了暖身的麻油雞及南瓜湯

圓，主辦單位也準備了麵包，營地主任

更搬出了兩大箱聖愛泡麵供大家享用，

年輕人則圍坐聊天到半夜2時才休息。

2015年元旦早餐之後大合照，為這次

活動留下紀念。接著的遊艇環湖及水上

活動是許多人期待已久的，在教練指導

之下，穿救身衣、拿滑水的槳、登上獨

木舟，樣樣都有學問，看那幾位上船搖

搖晃晃的、獨木舟在水中打轉的，就知

道他們是沒注意聽教練的教導。

元旦中午的布農族原住民餐非常豐

富，團體活動在午餐之後搭乘「聖愛二

號」遊艇回到伊達邵碼頭，彼此互道珍

重再見，希望2015年的年底再來參加

跨年活動。

台中教區聖愛營地
慶祝聖家節及跨年活動紀要  

              

■文‧圖／傅青華

愛

 藝術靈糧

■文／盧玫君（聖像畫員）

   圖／Sister Tabitha Song, OSB

從這幅聖像畫中，我們可略為讀出聖

安當的一生。在英文中常用「寫」

（write）而不用「畫」來形容畫員畫聖

像。既然是「寫」，我們便能「讀」這

幅聖像，進而認識入畫的聖人。您所看

到的聖安當，頭戴象徵風帽的頭巾，這

是因為在安當的時代，隱修獨居的隱修

士，還不具備修道院的規模，自然不像

後世的本篤會、方濟會、道明會那樣有

固定的會衣。但是，為了在惡劣的沙漠

曠野中生活，抵擋早晚刺骨的寒風，風

帽、外袍和單衣成為隱士固定的衣著。

 
          信實之心跟隨光明  
          阻擋黑暗棄絕魔鬼

在安當風帽左右兩側的光影，分別有

著代表光明的「白」與對照的「黑」，

就好像在提醒我們，在安當的一生中，

他以信實跟隨了光明而阻止了黑暗的

侵襲。每當魔鬼以野獸形象前來打擊聖

人時，他對牠們說：「我是基督的僕
人，如果你們領了命前來攻擊我，我

已準備好，任你們吞食。如果你們是

撒殫魔鬼打發來的，快快滾開。」魔
鬼便四散逃離！在他雙手所拿的卷軸上

寫著：「我看見魔鬼在各地佈下了羅

網。」用以告誡世人，該當以他胸前所
佩帶的十字架為武器，斥退騷擾信徒的

魔鬼。

安當出生於富裕的教友家庭，不喜

與其他幼童為伍，也沒有上學。唯願在

家中度著單純的生活。古聖雅各伯也

是如此「為人恬靜，深居幕內」（創
25:27）。不論在家中或教堂內，他常

能謹守規矩，不作過分的要求或打擾

別人。到了18或20歲時，父母雙亡，留

下年幼的妹妹相依為命。有一天，在父

母過世約半年後，在往聖堂的路上，聖

人心中思想著宗徒們如何捨棄一切，跟

隨了耶穌。聖召猶如一塊鵝卵石被投入

這年輕人的心湖中，並泛起了陣陣的漣

漪。這些思想並不是一時興起，喜愛默

想聖言的習慣，讓他自然想要效法宗徒

們的生活。

          心靈之耳聆聽召喚  
          謙下自我彰顯主榮

滿懷心事的安當進了聖堂後，聽到

宣讀福音的內容：「你若願意是成全
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
人，然後來跟隨我，你必有寶藏在天
上。」（瑪19:21）這句話對許多信友
都並不陌生，但是，安當聆聽時，帶著

信德的心耳聆聽。意思是說，他相信這

是天主在對他發言。安當給我們的表樣

是，縱使他不識字，但是他對於天主的

話十分用心聆聽，並謹記在心，這也是

當時許多信友的習慣，他們背誦在聖堂

所聽到的聖言，並在心中反覆思索《聖

經》的教導。在感到需要諮詢時，聖言

往往成了這些人的行動準則。

我們對於聖言的態度也真該以此為

表率，不但在聖堂中聆聽時該當如此，

在自己的家中讀經或參加查經班時也

該如此。常該打開我們的心耳，在心中

對上主說：「你的僕人在此靜聽，請
發言！」唯有讓聖言充滿我們的生活
和思想，才能按照基督的心意而生活。

安當的心靈充滿著馨香的聖言。他的獨

居不僅僅是為了離群索居，更為的是讓

基督越來越大，而自己越來越小。

          變賣所有施捨窮人  

          在墳墓中離群苦修

這樣的聖召在他心中催促著他變賣

父母遺留下的大片土地，並將大量的錢

財施捨給窮人，只為妹妹保留一小部

分。但是，另有一天，他進了聖堂，聽

見誦讀：「你們不要為明天憂慮！」
（瑪6:34）這時，他再也不能忍耐，將

所保留的那一小部分也施捨了，並把妹

妹托給可靠的貞女們。自己一個人，在

村莊偏僻的角落，效法其他隱修前輩，

過著修行的生活。並設法到處向有德

行的前輩討教。接著，他進入了一座墳

墓，在其中閉居修行，有一位好友每隔

一段很長的時間，為他送來麵包（在埃

及，因天候的關係，麵包可以儲存半年

甚至1年之久），就這樣安當面對面與

魔鬼搏鬥。

直到他35歲，在一次決定性的勝利

中，舉目看見「好像墳墓開了，有一
道光照射到他身上，小鬼通通不見

了，身上的疼痛也消失了，墳墓也恢

復了原狀。安當見有天降的神助，呼

吸也就更平靜了。他感到疼痛消除之

後，就向那個神視開口問說：『祢在

哪裡呢？為何祢不在起初就出現，就

消除我的疼痛呢？』有一個聲音回答

他說：『安當，我從起初就在這裡，

我等待看你行動。現在，我為了你的

堅持不屈，沒有投降，我要永遠作你

的助手，我要使你名揚各地。』」安
當起身祈禱後，就離開墳墓，一個人帶

著更大的熱情進入了內山修道。

           魔鬼寫照幽暗無光  
           選擇聖善迎向光明

對我們現代人來說，好像無法按照字

面的描述效法安當的生活。那麼，就讓

我們讀一讀安當對於魔鬼和修道的看

法，看看是否我們也能認同，這樣才能

夠在我們的生活中適用。對於魔鬼，安

當認定牠們不過是些乾癟的小黑人，

意思是牠們原先來自天上，是好的。但

是，由於牠們的不服從、不愛慕真理，

而滿腹虛假，並被天主剝奪了能力，成

了借用獸的形象欺騙恐嚇世人的存有，

這是因為牠們不願看到我們因為親近天

主，而享有牠們所失落的美善和幸福。

聖像畫中，每當描繪魔鬼時，也是只

在角落畫上小小黑人的形象，這並不

是形容魔鬼的膚色，而是要對照出天主

是光，魔鬼身上絲毫沒有光亮，只剩幽

暗。相反地，跟隨天主而努力克己苦身

的安當，在他的面容上可以見到天主的

真光閃耀於他的額頭、雙頰、鼻心，甚

至是在他的鬍鬚和衣裳。

從這一點看來，要認出魔鬼一點都不

難，只要我們願意親近天主，並在日常

生活中，分辨哪些是阻礙我們更加迎向

光明的？哪些是吸引我們停留在黑暗當

中的？久而久之，我們就能分辨魔鬼的

詭計。以實驗的精神，一次次為了天主

選擇聖善，而不顧慮世俗的考量，然後

看看這樣的選擇所帶來果效，看看是否

體會到聖神七恩。這樣我們就會成為越

來越成熟的天主的僕人，了解天主的喜

好，知道祂在哪條道路上以豐盛的饗宴

接待我們。

           主僕與主互通心意  
           效法安當成聖之道

凡是天主真正的僕人，都能體會在世

人的標準中，雖然沒有享受眾人的讚譽

或物質上的酬報，但是，却越來越能夠

與天主互通心意。對此，聖安當認為私

慾偏情指的是，偏離了受造本性的才叫

私慾。這件事並不需要從外邊著力，而

是要求我們往內觀看。記得聖若望跑到

埋葬耶穌的墳墓邊上時，他往內觀看。

同樣，我們也要往自己的內心觀望，看

看耶穌是否在那裡！要有一顆尋找主

的心，對於這樣的人，安當鼓勵我們，

說：「我們要天天開始……。人的一
生，若與來世相比，實在短促。……

世間的物品論價而估……但預許的永

生，却以極小的代價換取。……我們

脫掉的是有死有壞的肉身，領回的却

是不死不朽的肉身。」筆者認為，安
當的勸諭乍聽之下，容易被忽略，因為

似乎是些陳腔濫調。其實不然，他所強

調的是，世人縱然精於計算，却往往漏

掉了最大的福祉──基督徒生命的終

極目標，即永生。讓我們效法安當，作

天主的僕人、日日的殉道者！

註：《安當傳》中文譯本，請參閱

香港大嶼山熙篤會所出版的《曠野聖

祖的生活》（The Lives of the Desert 

Fatheres），想深入閱讀者可洽全台保

祿書局。

曠野隱修始祖聖安當
聖
像畫

靈修系列19 聖安當（主曆251-356）是一位怎樣的基督徒呢？埃及亞歷山大主教亞大納削於安當在世時，曾有過幾次與安當親自會晤訪

談的珍貴經驗。在安當逝世後1年，便著手撰寫《聖安當傳》，書中詳細地敘述了這位聖人一生的表樣與教導。此書傳

到西方拉丁教會後，更掀起了一股修道的風潮。該傳記可大致區分為以下幾個段落：1.聖召萌芽；2.修道操練；3.詳

述魔鬼的計謀；4.在教難中服務並對抗亞略異端；5.教導後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