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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9期 電子報 主曆 2015 年 2 月 26 日 

 《主日福音釋義》            四旬期第二主日 

 《閱讀經典》                成德明鏡_譯者的幾句話 

 《我自幼認識的雷永明神父》  分論_1 

 《書寧 2014朝聖日記》       12耶里哥的穆娜 

 《聖人傳記》                3月 7日聖婦伯爾都亞聖婦斐利琪等殉道 

 

最新消息 

 

避靜報名表 Word 檔案下載 

連載公告 

http://ccreadbible.info/epaper/document/2015_Lent_Retreat/2015_Lent_Retreat.docx
http://ccreadbible.info/epaper/document/2015_Lent_Retreat/2015_Lent_Retreat.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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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經典」單元中，文德聖師的「神學乃萬學之宗」一文，恰巧於農曆春節前

連載完畢。邁入新的一年，您對您的靈修生活，有甚麼新的期望呢？思高中心特

別嚴選了「成德明鏡」一書，在新的一年開始，進行連載。這本由韓山城翻譯的

冊子，是關於聖方濟最珍貴的文獻之一，文中記載許多聖方濟的言行細節，著實

讓後世更認識與體會聖方濟的精神和理念。希望藉著這一本偉大的作品，能幫助

我們從中汲取養分，幫助我們度更加的靈修生活。 

課程公告 

※《馬爾谷福音》聖經講座/林思川神父導讀 

時間：3 月 3 日（週二晚上 7:30~9:00） 

地點：南港耶穌聖心堂（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114號。聖堂廣場可停

車，或搭乘捷運：板南線後山埤站3號出口步行約5-10分鐘。） 

費用：自由奉獻 

網站連結 

※思高中心課程總覽（請點選） 

※思高中心捐款徵信（請點選） 

※中文聖地網站  

※思高文物中心  

※思高臉書專頁  

 

 

四旬期第二主日 

林思川神父執筆 

http://ccreadbible.info/bibleclass.html
http://www.ccreadbible.org/Members/Bona/ccreadbible/Statement%20of%20Donation
http://holyland.ccreadbible.org/
http://www.gabrielmedium.com/
https://www.facebook.com/ccread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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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顯容 

【福音：谷九 2-10】 

那時， 2 六天後，耶穌帶著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單獨帶領他們上了一座高

山，在他們前變了容貌： 3 他的衣服發光，那樣潔白，世上沒有一個漂布的能

漂得那樣白。 4 厄里亞和梅瑟也顯現給他們，正在同耶穌談論。 5 伯多祿遂開

口對耶穌說：「師傅，我們在這裡真好！讓我們張搭三個帳棚：一個為你，一個

為梅瑟，一個為厄里亞。」 6 他原不知道該說什麼，因為他們都嚇呆了。 7 當

時，有一團雲彩遮蔽了他們，從雲中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從他！」 

8 他們忽然向四周一看，任誰都不見了，只有耶穌同他們在一起。 

9 他們從山上下來的時候，耶穌囑咐他們，非等人子從死者中復活後，不要將他

們所見的告訴任何人。 10 他們遵守了這話，卻彼此討論從死者中復活是什麼意

思。 

【經文分析】 
 馬爾谷福音第八章 27 節到第十章 52 節，敘述耶穌由加里肋亞前往耶路撒冷

的過程。一路上耶穌不斷地教導門徒，使他們明白到底「跟隨祂」的意義是什麼。

因此，這一大段經文中，仍是以不同的事件來說明「基督論」這個主題，其中一

個高峰事件，就是教會安排信仰團體在四旬期第二主日一起聆聽的「耶穌顯容」

故事 （谷九 2-10）。 

第七天 
 耶穌顯容事件發生在「六天後」，也就是在這段敘述的前面，報導的「斐理

伯的凱撒勒雅」事件（八 27-九 1）以後的「第七天」。這個時間的提示含有一個

更深的意義：以前梅瑟領受天主的法律和誡命時，曾在西乃山上停留了四十天。

在「第七天」上主從雲彩中召叫了他（參閱：出二四 16），因此，在舊約的傳統

中第七天就是神顯現的日子。 

 光榮的顯現 
 馬爾谷將山上發生的事件描寫為「耶穌容貌改變」，三位門徒看見的外在變

化是耶穌的「衣服發光」，變成無比潔白。因此耶穌改變容貌的意思，大概並不

是預先顯示祂復活後的身體，而更是祂在末日光榮顯現時的光華形象（八 38），

亦即祂在天父內本來就具有的光榮（參閱：若十七 5）。 

 顯現的見證人 
 整個事件出自耶穌的主動，祂帶領三位最親密的門徒（參閱：五 37，十三 3，

十四 33）一起「上了一座高山」。基督信仰傳統認為這座山就是「大博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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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猶太傳統中，大博爾山一直被視為「聖山」。耶穌「僅僅」帶了三位門徒上山，

目的大概和當年梅瑟只帶了若蘇厄一人上西乃山一樣，主要是使他們三人成為神

性顯現的見證人。 

 厄里亞和梅瑟 
此時，厄里亞和梅瑟也顯現出來，他們二位之所以能顯現，乃是因為他們未

曾死亡。根據列下二 11，厄里亞並沒有死，而是被火馬車接升到天上；雖然聖

經中記載梅瑟逝世（申三四 1-7），然而根據猶太民間信仰，梅瑟並未死去，而是

和厄里亞一樣被接升天。由於他們過去被提上天，使他們在這時候能夠顯現。 

厄里亞代表舊約中關於末世來臨預言的實現（九 11），梅瑟曾預言在他以後

天主要興起一位像他一樣的先知。他們和耶穌的交談，就是為耶穌做了先知性的

見證，說明耶穌的確是末世性的先知，帶來決定性救恩的默西亞。 

門徒們不了解 
 伯多祿建議搭建「帳棚」，使人憶起天主最初在人間居住的「會幕」，這也是

後來猶太教帳棚節所慶祝的主題。但是伯多祿的建議完全不恰當，他只是希望給

予目前所經歷的「轉化的世界」，加上一個制度框架而使之固定下來。 

福音作者清楚指出伯多祿（和門徒們）根本不明瞭眼前所發生的事，這個「門

徒的不了解」也是整部福音書的重要主題之一。而門徒們之所以害怕得嚇呆了，

也是猶太傳統中，人們看見神顯現時的「正常」反應。 

 耶穌是天主子 
 天上出現的雲彩，顯示天主具體的臨在，在出二四 16 也可看到相同的主題。

由雲彩中所發出的聲音是以門徒們為對象，告訴他們眼前的「這一位」到底是誰：

「這是我的愛子」（一 11），因此「你們應該聽從他」。 

「天主子」的頭銜使這段經文之前所提到的「默西亞」稱號（八 29）更為

精確；這段話也反映詠二 7 的經文，藉此而使人更能看清耶穌和天主之間的關

係。祂和天主之間的獨特關係，決定祂的一切生活與工作，也建立祂權威的基礎。 

事實上，「天主子」這個頭銜不只在此（福音的中間部分）出現；在福音的

一開始，耶穌受洗時，就有天上的聲音對祂說：「『你』是我的愛子」（谷一 11）；

而在最後耶穌被釘死後，一位羅馬百夫長也承認：「『這人』真是天主子」（谷十

五 39）。由此可知，馬爾谷福音的主要目的就在見證「耶穌真是天主子」！ 

【結語】 
顯現結束後，一切恢復原初的「平靜」，除了耶穌以外，門徒剛才所見的一

切都消失了。他們的眼光只能集中在耶穌身上，只能聆聽祂的教導，耶穌是他們

生命方向的唯一指引。 

下山時，耶穌囑咐他們，「非等人子從死者中復活後」不要透露任何事情。

意思是要直到耶穌被釘死並且復活以後，門徒才會明白，默西亞耶穌不只是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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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主子」，而且也是必須受許多苦、被殺害的「人子」（八 31）。耶穌面對苦

難時完全信賴的態度，更清楚地表現出天主子的身分。門徒（以及後世一切基督

徒）必須如此認識、信從並宣講耶穌基督。 

 

 

成德明鏡 

韓山城譯 

譯者的幾句話 

由於聖方濟是福音成德的楷模和表率，因此以敘述並描繪其聖善生活與善行

為目標的這冊子遂得名為：「成德明鏡」。 

這書的著者可說是聖方濟的若干同伴，他們在總會議或總會長的號召和鼓勵

下，曾於一二世紀末和一三世紀初，先後撰寫了許多有關聖方濟生平的、或長或

短的片段，這些片段便構成這書的基本資料；故本書中多次出現：「我們這些曾

經和他生活一起的人們特予作證」等語。其後有人將上述片段加以彙集和編排，

而成此名為「成德明鏡」的書。 

這書曾由 Paul Sabatier 先後出版了兩次，首次出版時，取名為「最古的聖方

濟傳」；因為這書的初稿至遲完成於一三一八年。二次出版時，定名為「良兄弟

的回憶錄」，因為當時有人認定這書全部出自良兄弟的手筆。不過，現在已無人

支持這說法了。 

無論如何，這冊傳記是本會有關會祖最重要和最珍貴的文獻之一。因為這冊

子含有 Celano 和文德聖師的聖方濟傳所闕如的許多細節，而這些細節又最能突

出而生動地表現聖方濟的精神和理念。這也是我不惴冒昧，並毅然決然加以迻譯

的理由和動機。希望讀者對聖方濟的精神與理想有進一步的認識！ 

韓山城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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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 

（未完待續） 

 

 

我自幼認識的雷永明神父 

 方濟會士李士漁 著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是思高聖經學會成立五十週年的金慶，學會內外人

士都願盡力設法出一部專刊，來紀念這一誠然值得紀念的盛事。學會為自己成

立三十週年、四十週年，都曾有所表示，只不過屬附帶性，並沒有另出專刊。

兩次我都曾發表了一點東西，為三十週年見台灣出版的《鐸聲》第十三卷第八

期，為四十週年見香港出版的《聖經雙月刊》第九卷第四、第五、第六三期；

題目是「思高聖經學會的沿革與工作梗概」，談論的是學會的工作和人員，題

目是我自命的。這次不然，新近繼陳維統神父為學會主任梁雅明神父給我命

題，要我不寫學會的事，而專寫學會創立人，而又為學會主腦和心臟人物雷永

明神父的事。這當然由於他知道，我已於八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去了聖文德會

院，直至九零年十月十六日才再回到學會，八年不住在學會內，對於學會最近

十年來的事，自然不甚了了；所以，不要我寫學會五十年最後這十年的事。至

於雷永明神父，學會人員國籍人員除我以外，都是在加入或快加入學會，才與

雷神父相識。雷神父於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離開他的祖國義大利，於七月二十

日第一晉鐸週年日來到湖南衡陽，第二天到漢口去迎接他的衡陽小修院院長，

方濟會會士章良多神父，便帶他到衡陽北郊外，約三華里處黃沙灣聖家堂來見

柏長青主教。聖家堂建在一座山頂上，右邊是方濟會的會院，左邊是教區的「聖

心修院」，外教人士所謂的「聖心中學」；由於修院的學制完全如縣立中學一樣，

只是沒有立案，全部教員除司鐸外，幾乎全在外面兼課，因而出現了這一名稱。

會院右邊是教區成立的「聖母痛苦方濟傳教修女會會院」。柏主教以往常是小

院院長，升主教後平日不住在衡陽總堂，而住在衡陽北郊黃沙灣會院內，就因

為他老願就近照顧培植教區未來的男女傳教士。 

＊＊＊＊＊ 

柏主教二八年六月十四日被委任，十一月十一日聖瑪爾定瞻禮日被祝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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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教區輔理主教；三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升為衡陽新教區代牧。由於教區的外

籍傳教士不由一會省而由總會派遣，三零年季秋，主教赴羅馬初次拜見教宗，

會見總會長，便請求總會長派遣傳教士到自己新近成立的代牧區傳教，親自到

安大去細細打聽觀察，選定了人人稱道的雷永明修士，且乘機向總會長親自呈

上自己的請求，總會長只有首肯；並且還要求他在晉鐸後就立即上道，怕發生

變故；到時又親自上書要總會長不要忘記對自己的許諾；他之所以這樣心急堅

定，就因為他要有這樣的一位才德兼優的司鐸，來繼承自己培育新近成立的教

區未來本地的傳教士；何況衡陽「聖心修院」還是湖南幾個方濟會傳教區的「聯

合小修院」。 

主教見他果如自己所願來到了自己的教區，就喜不自勝，當天下午就親自

帶他和與他同來的另一位同鄉同會司鐸來小修院見自己心愛的小修生。修生一

入小修院，暑假寒假都不回家，近處的每星期四可回家一天，早去晚歸；遠處

的暑假寒假可回家一星期或半月，在家吃飯，在本堂過夜。其實雷神父就手拿

一本筆記簿與修生談話，憑口音筆錄修生的口語，主教當翻譯。我其時尚不滿

十四歲，生於一七年九月五日，他生於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後半夜，

比我大十歲，其實他也尚不滿二十四歲。我就用我的拉丁語與他對談，主教和

那位神父在旁看著光笑；我倆越發對笑對談，彼此初次相識也夠相識了罷。我

其時尚幼，他也不算老，我們就這樣彼此相識，其中除了六、七年不同住在一

處外，一直相識到他死，凡四十五年，夠相識了罷！ 

＊＊＊＊＊ 

 

 

12耶里哥的穆娜 

許書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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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中，不經意的邂逅宛若馥郁的香料，讓人回味無窮。 

 

拜訪過耶穌受試探山上的隱修院後，我們搭乘纜車下山。耶里哥的紅色纜車

長得胖嘟嘟、圓滾滾，外貌親和無比，卻擁有極為輝煌的金氏紀錄：位於海平面

下「世界最低」的纜車。 

我與鍾大哥、皓玲姊同搭一車，對面則坐著一對年輕的穆斯林男女。男士皮

膚黝黑、沉默寡言；女孩身披傳統長袍、裹著頭巾、卻難掩其帶著淘氣神情的骨

碌碌雙眼。她好奇地看著我們，臉上淨是友善的笑意，模樣實在討人喜歡。於是，

我們很快就聊了起來。 

女孩的名字叫穆娜，是位愉快的準新娘，再過兩週就要結婚，與先生一起搬

到西岸地區。她的先生當時並不在場，鄰座的男士或許是她的兄弟，因為未婚女

孩是不能單獨出門的。我們驚喜地恭賀她，她則滿臉幸福地笑著，眼中光輝燦爛。 

「妳的英文講得真好！」皓玲姊忍不住讚嘆。 

「感謝主！」穆娜以手指天，毫不造作地說：「全是祂給的。」 

說完之後，穆娜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嗤嗤笑了起來。她俯身向前，很快樂地

詢問：「告訴我，該如何用你們的語言說『I love you』呢？」 

我們笑著說了，對方緊接著問：「那麼，又該怎麼說『Shut up！』呀？」 

「穆娜！」我禁不住問：「妳究竟要對誰用這兩句中文呀？」 

「對我將來的先生呀！」她很甜蜜地笑著說：「我現在正在學這兩句話的各

國語言。結婚後，他要是對我好，我就對他說『我愛你』。相反的，他要是胡鬧，

我就叫他『住口！』。你們說，學這兩句話實用不實用？」 

我和皓玲姊面面相覷，被那無俚頭的主意逗得捧腹大笑。穆娜擁有很高的學

歷，在天主教學校擔任心理諮商師，與皓玲姊算是「同行」。雖然如此，在面對

親愛的未婚夫時，穆娜卻宛若淘氣的小女孩，滿腦子古靈精怪的奇妙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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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先生也學心理學嗎？」皓玲姊問。 

「不，」穆娜很開朗地回答：「他沒受教育。」 

然後，就逕自笑了起來，好像自覺說了什麼很逗趣的事一般。她看起來多麼

愛那位兩週後即將成為人生伴侶的幸運男士啊。 

皓玲姊問穆娜，是不是所有女性都必須穿戴傳統服飾與頭紗？ 

「不，不一定。」她伸手撫平開滿美麗花朵的長袍衣襟，又懷著愛意撫摸自

己的頭紗：「我是為了愛我的信仰才這樣穿的。」她想了想，又抬起頭來說：「未

婚夫要求我結婚後戴面紗，就是那種黑呼呼、只露出兩隻眼睛的面紗。可是，我

一點兒也不想。因為許多國家的人並不了解，經常將蒙面與恐怖組織劃上等號。

我才不要被外國人誤以為是恐怖份子呢！」 

穆娜說完，伸出舌頭扮了個可愛的鬼臉，然後放聲大笑。她的笑容極具感染

力，整座車廂頓時像被灌了保母包萍書中的「笑氣瓦斯」，叫我們全按著肚子，

毫無理由地笑成一團。 

 

纜車過了中間站後，從腳底下傳來正午的伊斯蘭祈禱聲，若隱若現地漂浮在

空氣中。我只知道那些擴音喇叭一向「無遠弗屆」，卻沒料到它們竟然如此盡責，

連遠遠吊在半空中的纜車也聽得見。 

我問穆娜：「聽見喇叭聲時，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放下手邊的工作，開始祈

禱呢？」 

「不。」她搖頭：「很不幸，並非每一個人都懂得『珍惜』自己的信仰。」 

我驚訝地看著她，心中很是感動。「珍惜信仰」，若非真正活在信仰中的人，

又怎能用出如此貼切的詞彙來呢？。 

「話說回來，形式與內心卻並非絕對。」穆娜調皮著看著我們，眨了眨那雙

慧黠而美麗的眼：「有人可以一天伏地祈禱十次，卻不見得有真正的信仰，不是

嗎？」 

我回想起自己的祈禱體驗，那些令我面紅耳赤的心不在焉、以及過於注重形

式而缺乏真心的怠慢……坐在身旁的皓玲姊也頻頻點頭。於是，我們三人相視而

笑。 

在那瞬間，我感覺自己在心中緊緊擁抱了一位真正的姊妹。是的，穆娜是我

的好姊妹、失散已久的骨肉至親。我們已經失聯好久了，究竟有多久呢？或許，

是從亞巴郎生了依市瑪耳和依撒格的時候開始的吧。現在，我們卻藉著彼此的信

仰，循著同一根源認出了彼此，多麼令人歡喜。 

下車後，旅人們擁抱吻別。 

「再見，穆娜，結婚快樂！」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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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書寧！」穆娜以驚人的精準發音唸著我的名字，眨眨眼說：「我愛

你，住口！願你們旅途平安。」 

 

朝聖至今已逾數月，我依然不時想起那位有著美麗大眼睛的姊妹。 

現在，耶里哥的穆娜應該已經是住在約旦河西的新婚少婦了。她究竟有沒有

堅持己見不戴面紗？或者為了愛丈夫而終究蒙頭？ 

無論如何，我卻願意相信，她對丈夫說「我愛你」的機會，肯定會遠遠超過

使用「住口」的次數。 

 

 

3 月 7 日 聖婦伯爾都亞，聖婦斐利琪等殉道 

（SS. Perpetua, Felicity and their Companions） 

選自思高聖經學會出版之《聖人傳記》一書 

主曆二零三年 

聖婦伯爾都亞，聖婦斐利琪和其他幾位與兩聖婦同時殉難的烈士，是我們聖

教歷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頁。 

西元二零三年，迦太基發生迫害教會運動，五位望教徒被捕。其中有一位是

貴族少婦伯爾都亞，有一位是女婢斐利琪。伯爾都亞新近生育孩子，是一位產婦。

斐利琪是懷胎八月的孕婦。其餘三位是雷福加、撒多尼、珊根杜。這五位望教徒

的導師，名叫薩杜魯，自動投案，與他們同囚獄內，藉以激勉他們堅守信德。伯

爾都亞的父母都健在，她有兩個弟兄，父親是外教人，母親信教，兩弟兄中，一

個已領洗入教，另一個是望教徒。伯爾都亞在獄中所寫的日記，摘錄如下： 

「我被捕前，老父勸我以家庭為重，背教求生。我對他說：『我們看見一樣

東西，就用它的真名來稱呼它，我們決不能指鹿為馬，指白為黑。』父親說：『那

當然是這樣的。』我說道：『我的名字是「基督徒」，所以人們不能用別的名字來

稱呼我。』父親最初怒不可遏，咆哮如雷。但是過了一會兒，他回心轉意，完全

贊成我的主張。幾天以後，我和我的幾個同伴領洗了，再過了幾天，我們被投入

監獄。獄裡多麼黑暗！多麼炎熱！獄吏是多麼暴虐！同囚的信徒，給我設法，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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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移到比較舒服的一間獄室。他們都走出去，讓我餵小孩吃奶。可憐的孩子，餓

得一點力氣也沒有了！我設法將小孩送出去，給母親照管。可是我總是放心不

下。幾天後，我獲准將小孩領回來。我一看了孩子，頓時覺得安心，精神大振。

在我看來，監獄就如天堂一般。」 

「我的弟弟對我說：『你求天主賜你預知前途吉凶如何，是否將獲開釋，抑

將判死刑』。我向天主祈求。在神視中我看見一道長梯，直通天國，可是狹小得

只容一人上下，梯的兩旁，釘有各種武器，梯的末端有一條毒龍守候著，牠威嚇

爬上梯去的人。薩杜魯第一個爬上去（他是自動投案，我們的教理，都是他傳授

給我們的），他爬到梯頂，對我說：『伯爾都亞，我等著你，可是小心不要被毒龍

咬傷。』我說：『靠著那耶穌基督的聖名，我決不會被牠傷害。』毒龍見了我，

似乎有些害怕，俯首向地。我在牠的頭上踏過，爬上了梯，看見一所花園。一個

白髮的人，服裝如牧童，正在園中擠羊奶。他看見了我，說道：『孩子，我們歡

迎你到這兒來。』他遞給我幾塊乾乳酪，我接過去吃了。那時我醒了，覺得滿口

甘香，我就把這神景告訴我的弟弟。我們知道：今後將受苦致命。」 

「過了幾天，父親從城裡趕來，求我變節背主。他說：『你可憐我這樣大的

年紀，滿頭白髮，我一生最疼愛你。你應當顧念你的孩子，他還在襁褓。萬一你

死了以後，誰會照顧他呢？』老父口吻著我的手，雙膝跪下，滿面流淚，求我回

心轉意。那時我心如刀割，一面安慰父親道：『我們一切都聽天主處理，什麼事

都在天主手中。』他很哀傷地走了。」 

「有一天吃飯時，我們被傳往公堂受審。法官先傳訊其他幾位同志，他們都

堅認信德，拒絕背叛。輪到我受訊時，我的父親突然上前，手抱著小孩。他拉住

我說：『你可憐可憐你的親生兒子吧！』法官也跟著說：『你可憐你的白髮老父，

和你那在襁褓中的嬰孩吧！你快些向皇上獻祭。』我答道：『我決不做這事。』

法官問道：『你是基督徒嗎？』我說：『我是的』。那時我的老父還在旁邊插口勸

我，法官嫌他多口，命差役用亂棒把他打出去。我真的心痛難忍，那無情的苦鞭

就彷彿打在我身上似的。接著法官宣判，將我們投交野獸吞食。我們很高興地回

到監獄。」 

「我的孩子每天都是由我哺乳的，所以我一回到獄室，就托人去抱兒子來。

可是我父親不讓他來。奇怪的是：自該時起，孩子不再想到吃奶了。這都是天主

洪恩的庇佑。」 

珊根杜死在獄內。在宣判死刑前，薩杜魯、雷福加、撒多尼先受笞刑，伯爾

都亞和斐利琪兩人，則由差役掌摑。 

伯爾都亞又獲賜神視，這次神視的情景，她記述如下：「幾天後，我們在獄

中一同祈禱。在祈禱中，我突然想起田諾客－田諾客是我的幼弟，七歲時患瘡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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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我為他很虔誠地祈禱上主。當夜，我看見田諾客的亡魂從一個幽黑的處所

走出來。他渾身發熱，奇渴難忍，臉上瘡疸的傷口，歷歷可見。我心裡很難受，

想走近去。可是我們兩人間似乎有一道深淵隔著。他身旁有一個水泉，但水泉的

邊緣很高，他翹起足尖，還是飲不到。我恍然大悟：田諾客一定在受苦。從那一

天起，我每天日夜不斷為他特別祈禱。」 

「我們解往競技場，當眾供野獸吞噬的日子到了。我被放在木柵中。就在那

時候，我又看見田諾客，他仍在原來的地方，可是這地方如今光明如白晝，田諾

客臉上的瘡疸也已經完全好了，只剩一個瘡疤。那水泉的邊緣，與田諾客的腰口

相平，泉內的水汩汩湧出，泉邊放著一隻金碗，滿盛泉水。田諾客捧著碗暢飲，

飲畢手舞足蹈去玩耍了。於是我知道他不再受苦了。」 

「幾天以後，獄吏見我們這樣忠貞不屈，視死如歸，很欽佩我們的勇氣，准

親友入獄探視。我的老父也來了，他呼天搶地，用力拉著自己的鬍鬚，口中說出

最悲慘的話。任何鐵石心腸的人，聽了都會流淚。」 

「行刑前夕，我在神視中看見彭波尼副祭來叩門。他身上穿著雪白的衣服，

走進獄室，對我說道：『伯爾都亞，我們都等著你，你來吧！』他領我走到一個

廣場，叫我站在中間，對我說：『你不要害怕，我在這裡伴著你。』我抬頭觀看，

有一個面目猙獰的人走過來，和我交戰。那時，我已改穿男裝，有一個偉人走近

來，對我說：『假如他戰勝了，他便用劍殺死你。假如你戰勝了，我把這棕櫚枝

賞給你作獎品。』我們二人摩拳擦掌，互拼死活。他被我擊倒地上，我用腳踏住

他的頭。觀眾歡呼，我領了獎品。於是我勝利地走入生命之門。那時我醒了，我

知道我這次解往刑場，不是與野獸交戰，而是與惡魔交戰，可是最後勝利，必屬

於我。」 

「我的日記，記到今天（行刑前一天）止，以後的事，我自己無法記述，讓

別人來記吧。」 

其餘的事蹟，由另一位目擊當時情形的證人敘述。斐利琪擔憂自己不能與其

他烈士同時致命，因為羅馬法庭規定：孕婦須生產後方可執行死刑。同獄的人都

代她求主，她果然在行刑前生了一個女兒，這新生的嬰孩，由一位教徒抱去領養。 

當時的人很迷信，怕教徒到了法場，施行邪術脫逃。所以官廳下令嚴禁他們

接見親友。可是獄吏也已被他們的善表感化，皈依了真教，所以很優待他們。行

刑前夕，死囚循例當眾吃一頓最後的飯。烈士們利用這機會，舉行了一項宗教性

聚餐，並對旁觀的群眾講述天主的審判。他們在苦難中多麼喜樂！他們的勇氣，

使在場的外教人都嘖嘖稱奇。其中有許多人都棄邪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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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的日子到了！殉道烈士大踏步往刑場進發。男子排在前面，後面婦女隊

中第一個是伯爾都亞，旁邊是斐利琪。斐利琪滿心喜悅，她走向競技場，領受血

的洗禮。到了競技場門口，兵士企圖強迫烈士穿上外教司祭的衣服。伯爾都亞代

表眾人嚴詞拒絕。兵士無法，就讓他們穿著原來的衣服入場。一路走著，伯爾都

亞高唱聖詠，雷福加，撒多尼和薩杜魯三人警告眾人：天主將在審判時，賞善罰

惡。眾人見他們臨死還這樣大膽，怒氣沖天，要求用鞭刑懲罰他們。結果烈士們

在投交野獸吞噬前，先受了一場鞭刑。 

撒多尼渴望多受些痛苦，藉以獲得更光榮的冠冕。他和雷福加兩人，除受到

猛豹攻襲外，又遭野豬攻襲。薩杜魯很怕野豬，他希望死在猛豹爪下。他先投放

到一頭野豬前，可是那頭野豬轉身去咬管豬的刑吏，將那刑吏活活咬死。人們將

薩杜魯用繩縛住，放在野豬前面。那野豬掉頭不顧，不肯加以傷害。人們只好將

薩杜魯放在一旁，留待下一個「節目」。薩杜魯利用這機會，勸那位已信主的獄

吏說：「你看見嗎？我所希望的事，都已如願以償。野豬不是不肯傷害我嗎？你

務須堅守信德。等一會兒，豹一出場，一口就會把我咬死。」他說的話，果然完

全應驗，一頭豹跳到他身上，一眨眼間，他已橫躺在鮮血中。暴徒打趣道：「這

人受的那場洗禮可真不錯！」薩杜魯對獄吏說：「再會！你守好信德吧！希望你

今天所見的事，非但不使你困惑不安，卻使你更為堅定不移。」他將獄吏手上的

指環取下，浸在自己的鮮血中，再還給獄吏作為紀念物。 

與此同時，伯爾都亞和斐利琪兩人受到一頭野牛的攻襲。伯爾都亞先被拋擲

在地，她站起來。那時斐利琪也被拋擲在地，伯爾都亞連忙趕過去，攙扶她起來。

兩人並肩站著，等候野獸來攻襲。群眾高呼，叫武士來殺死她們。兩位烈士的芳

魂飛升天國。這幕驚天動地的悲劇，在聖教歷史上，永遠佔著光輝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