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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修院或神学院的课程中，并无

圣堂建筑这门课，修生和晋秩

的司铎也多是透过观察各式圣堂，才

对圣堂有些肤浅的概念。旧有礼仪学

课本，仅谈到一些有关圣堂、圣堂各

部分、降福和奉献圣堂礼仪的基本意

义及礼规，并未讲到如何建造一座理

想的圣堂。

因此，建造圣堂时，往往由负责

神父或主教，参考一些搜集来的、旧

教堂的图片，或再加上几点自己的“

创意”，即请工程师/建筑师草拟蓝

图，破土开工了。台湾大多数的圣堂

大概都是以此法泡制的。所以到处可

见不同面貌的圣堂，美丑不一，端看

负责建造者的艺术修养。

在礼仪革新后，为适应新礼仪的举

行，圣堂的建筑结构、内部的设施和装

饰，都应有所调整。根据所述和其他

资料，尤其参考其他国家的圣堂建筑指

南，在此列举建筑新圣堂时应考虑的事

项(指南中主要内容，藉以使我们认识圣

堂的意义和目的，并了解指南的需要。

对圣堂建筑的整体观                     

01  圣堂建筑史：指南中可先简述

圣堂建筑发展史，使大家了解圣

堂的由来、对信友生活的意义与需要，

以及圣堂建筑模式或造型并非固定，也

非专属於教会的(参阅《礼仪宪章》123

号)。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不

同类型的圣堂出现。

02建筑与神学：关于圣堂的神学

思想或象征意义也影响着圣堂的

建筑。《圣堂及祭台奉献礼典》的礼仪

经文显示圣堂的主要象征意义，如：圣

堂象征基督、基督的身体、教会(地上

和天上教会的记号)、天主与人共处的帐

幕、由活石建筑的圣殿(以宗徒作基础、

以基督作角石)等。祭台象征基督，也是

举行基督祭宴的餐桌(参阅圣堂奉献经文

及颂谢词)。

03圣堂与环境：圣堂建筑的场地

与周围的环境会影响圣堂本身的

建筑模式和功能。故此应妥为选择。圣

堂本身不应距离邻居住所太近，避免有

些活动扰乱当地人民的宁静，也不应太

远而使信友不易到达。圣堂周围尽可能要有

足够的空间，以便有时能进行户外礼仪活动

或作为停车场等用途。建地的大小影响对圣

堂建筑的整体规划。

04圣堂与艺术：圣堂的建筑一一美的

外观、美的结构、美的装饰、美的用

品等，总之，一切用来敬礼天主的事物应是

美的。美来自天主，也彰显天主的本质：天

主是完美的。美的圣堂好似一个窗口，让我

们可以了解，古代信友如何努力建造各式优

美的圣堂，而现在仍为许多人看作“艺术”

的中心。那么，我们要如何建造美的圣堂，

并美化我们已经建好的圣堂呢？

05圣堂与本地文化：梵蒂冈第二届

大公会议开启了教会革新运动，

尤其在礼仪方面。最近几十年来，教会在

各方面发起了本地化或本土化运动。亚洲

主教会议后，教宗颁布的《教会在亚洲》

宗座劝谕，也特别提出礼仪与圣经本土化

(Inculturation在劝谕中译为“文化融入”

问题(参阅22号)。香港出版的月刊《神思》

第47号的专题为《教会本地化》，主要研究

神学本地化的问题。吴智勋神父在其他文章

中分析与厘清了关于本地化及有关词汇的意

义。因此本地化在中文方面有不同的词汇。

礼仪本地化的范围很广，除包括礼仪语

言、经文、礼节等外，也应包括礼仪空间之

本地化方面，我们做的并不多。这方面的工

作包括圣堂外在的环境、本身的造型、内部

的布置与装饰、礼仪用品等。如何使一座圣

堂具有本地文化色彩，本地教会应该提出一

些指示，也希望学者对此作深度的研究，否

则，本地化的“成品”会使人有“闭门造

车”之感。

 

各部分的设计                                     

06祭台：这是圣堂的中心，也是最主

要的部分。没有祭台的建筑物，不得

称为圣堂。祭台象征基督，是举行圣祭的祭

宴桌，因此应精心设计，无论材料、样式、

大小、位置等都应表现出其尊严；祭台绝不

能做其他用途。《弥撒经书总论》(259-270

；修订版296-308)制订了有关祭台的一些规

范，设计祭台时和举行圣祭时均应予以参

考，也宜於考虑如何为本地化。何为本地化

的祭台？形式：圆形、方形等？材质：木

质、石头等？

07读经台：这是礼仪革新后另一项应

予安置的重要设备。在此诵读圣经、

唱答唱咏、复活宣报、信友祷词等，它是天

主圣言的餐桌。基於对天主圣言的尊敬，此

读经台应予以适当的设计，突显出天主圣言

的尊高，加强我们对圣言的崇敬。为此，教

会也希望在启用读经台之前，为之举行祝福

仪式(经文见《祝福礼典》)；因而避免采用

普通、简单的书架(见《总论》272；修订版

309)。而且予以适当的装饰。

08圣所(祭台间)：祭台周围的空间。

应设计主祭、共祭、辅祭等职务的适

当位置。空间大小应适於举行各种礼仪庆典

(参阅《总论》258，271；修订版295，310

，更详细地指示主祭和其他职务的位置)。

09圣体柜与圣体小堂：圣体柜放在那

里最适宜？很久以来是大家争论的问

题。《弥撒经书总论》给予弹性的处理，并

制订一些规矩(《总论》276-277：译文不够

忠信；修订版314-317)。新版做了大幅度的

修订，清楚地规定，圣体柜不得供奉在举行

弥撒的祭台上；做礼仪用之前宜予以祝福。

倘若主教认为适宜，圣体柜可供奉於祭台间

高贵的地方(例如不再使用的旧祭台上)，或

置放在与大圣堂连结的小圣堂内，供信友私

下朝拜和祈祷。

圣体柜应采取什么样的造型？是另一个应

予检讨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建筑圣堂时，

经常试图将其本土化，把它塑造成一座“迷

你”型小庙、小王宫或可爱的小房子，让迷

你型小耶稣住在里面。这种作法，值得商

权。

圣体柜拉丁原名Tabernaculum，在旧约

时代意指供奉约柜的帐棚，象征之天主的临

在：约柜内供奉十诫，天主的十句话。新约

时代，说，圣体柜取代了旧约柜，指示出取

人性的天主圣言临在人间的奥迹。传统上，

圣体柜常是采取厨柜的样式，外面罩以布质

的外套，象征帐棚。今天所做的本地化的尝

试似乎失去了原有象征的丰富，实在可惜。

10供奉圣像：在圣堂内供奉圣像是合

法的老习惯。《礼仪宪章》(8、125)

及《弥撒总论》(278；修订版318)制订了一

些规范，如：供奉圣像的位置、数目等，目

的是要促进信友对圣者正常的热心敬礼。国

人热心敬礼圣母，因而有些圣堂供奉了圣母

像：露德圣母、法蒂玛圣母、显灵圣母、墨

西哥圣母、佘山圣母、东闾圣母等不同造型

的态像。关于供奉圣像的位置，意见也不一

致，仍有人坚持把圣堂主保圣人像供奉在祭

台后上方的墙壁上。是否有其他更合适的位

置？指南宜提供适当的建议。

11信友席：信友座位或跪凳的布置至

为重要，其功能不但要使信友能看

到、听到祭台间进行的礼仪，也要让主

祭者易於礼仪的进行，如此才能使信友

积极而有意识地参与。以半圆形的方式

围绕祭台是比较理想的布置，在规划和

设计圣堂造型与整体结构时，应注意到

这一点；以往长方形的圣堂已不不适合

举行现代革新的礼仪。旧有的圣堂，视

情形许可，如能重新布置，必有助於信

友的积极参与。(参阅《总论》273；修

订版311)

12歌咏团：在设计新圣堂时，应为

歌咏团在信友席设特别的位置，

它是组成会众的一份子，带领并支援全

体会众歌咏、参与礼仪。

唱经楼的设立为歌咏团已不需要，它

破坏歌咏团与参礼会众的一体性，也不

易执行其带动信友歌唱的职务。同时为

配合歌咏团，应考量安置风琴/管风琴

等乐器的位置；为举行礼仪，教会仍极

力推荐风琴的使用。(参阅《总论》274

、275；修订版312、313：风琴启用前，

宜予以祝福，表示专为礼仪用)。

13圣洗池(泉)：修建圣堂时，应

细心设计圣洗池(举行洗礼的地

方)。依教会法(858条)，每一个本堂均

应设置圣洗池。这是进入教会的门，应

极为重视。但或因空间窄小，或因不

太重视，台湾许多圣堂并无圣洗池的

设置。洗礼的举行好似“小儿科”：

以一小杯水代替圣洗池，只用几滴水

滴在受洗者头上，这种方式失去了真

正洗涤的象征。我们不应该忘记，原

文“Baptismus”的真义。

Baptismus是把人浸到水里的意思。

教会虽允许注水式洗礼，也推行更有意

义的浸水式洗礼(《法典》854；《天主

教教理》1238)。举行洗礼的地方，在古

代有些地方曾特别建造与圣堂连结的圣

洗室或独立的小圣堂，例如意大利的比

萨、翡冷翠等地的主教座堂外均有一座

附属的、别致的小堂。至今进堂参观仍

须购门票！圣洗池通常取圆形、六角形

或八角形，均具象征意义。屏东县某一

堂区新建小圣堂的圣洗池周边绘以该地

族群的图腾：百步蛇。台湾的圣堂大多

空间窄小，在何处安置圣洗池，也应细

心考量。

14告解厅(和好室)：是举行和好

圣事的地方，又称告解座或神功

的规则，《法典》(964)要求主教团予

以制订。安置告解座的地方、告解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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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天主教的天使之后堂，曾赢

得2007年，建筑组和室内设计组

的两个金奖，是一座荣获新加坡建筑设

计双料冠军的建筑。

天使之后堂坐落在新加坡西部，武吉

巴督东2道，自完工至今，吸引不少外地

的教友前去参考教堂设计；一些国际建

筑杂志也报道了这个新加坡设计。

对比本地一些教会所耗资的至少4000

万元所打造的华丽教堂，天使之后堂的

建筑费只用1500万元。事实上，建筑师

打从一开始就筹划如何使用简单且不昂

贵的材料，建造一个耐看、朴实的教

堂。

据该堂的主建筑师的分享，他举

建筑的地板为例解释，这乍看是以昂

贵的花岗石铺出来的地板，实际上

只是普通地砖。建筑师巧妙搭配不同

质感的材料呈献美感，而大多数的

用料也强调简单，例如胶合板和钢

片等，都不做额外的加工或处理。 

屋顶的玻璃大十字架 - 环保又创新
教堂采用了很多的玻璃，屋顶的中

央，以玻璃片组成的大十字架，一方面

采光，另一方面以创新方式将传统的十

字架呈现在这新时代的圣堂里。白天让

自然的太阳光线透过玻璃照耀教堂，这

种自然采光法很环保，很省电。在用色

方面，选择是淡雅的白色、米白、浅褐

和浅灰，如此素净却赢得强调色彩运用

的建筑奖项。

走出传统天主教圣堂的设计
这座得奖建筑更叫人对它刮目相看的

地方是，它重新诠释了一般天主教教堂

的传统设计。

其中一个大胆的尝试是教堂里的十

字架，把一个没有十字架的耶稣铜雕用

钢绳悬挂在空中，耶稣低头并且双掌向

外摊开，打破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受难

的传统形象。据说，这个铜像是一位穆

斯林艺术家的作品。他特别研究了我们

天主教对耶稣的崇敬情怀和教会对宗教

礼仪的期望而塑造。耶稣的雕像的脸部

表情从左边的角度看是极度痛苦的，然

而，转到右边的角度来看，耶稣的表情

却是转为微笑的。该耶稣铜像离开了十

字架，意思是告诉世人，耶稣已复活升

天。包裹着耶稣的敛布，一一层一层剥

落，提醒我们的生命要不断剥开、探索

生命的奥秘，像脱茧的蝴蝶一样，从旧

格式，均须符合告解新订礼规的要求。

传统的箱型告解暗室，似乎有改革的必

要。修建圣堂时，应做适当的考量和策

划。如空间许可，独立并以玻璃与圣堂

大厅隔离的小房间，似乎是较理想的设

计。

15更衣室：传统上设定的位置通常

在祭台旁边。但依照新订礼规，

许多礼仪庆典，尤其弥撒圣祭，要求“

游行礼”，从堂门游行到祭台。故此，

更衣室设在邻近圣堂大门处，较为合

适。而祭坛台附近的房间可保留，作为

礼仪用品室。

此外，其他一般设备，如内部的灯

光、音响、装饰等，以及外面环境，都

应有全面周详的规划。一座美轮美奂

的、理想圣堂计划与设计蓝图，非个人

的能力所及，需要一个小组，共同合作

始可。

结语：在结语中，我愿表达几点愿望：

在修生培育的课程中，至少在晋铎前

牧灵训练期中，希望有一门课，研究宗

教艺术、圣堂建筑，以及其与礼仪的关

系。在堂区工作的铎职弟兄，对礼仪

与圣艺的造诣虽然不够深入，但希望至

少也有所涉猎，建议订阅与此相关的书

刊，自我进修。学无止境，这类的知识

有助於牧灵工作。希望每个教区都能

设立圣堂建设小组，与教区礼仪会合

作，共同规划新圣堂的建造及旧圣堂的

整修或重建。

g转载自《我们的圣堂》

赵一舟神父著(P26-P29)

赵一舟蒙席介绍

1955年在菲律宾马尼拉晋铎。遂

即赴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进修，

就读於教理牧灵研究所及礼仪研

究所。之后赴德国学习德语。

1961年返马尼拉於东亚牧灵研究

所服务，期间来台协助编写《天

主教的信仰》要理书。

1969年应台湾主教团之邀，返台

接礼仪委员会秘书职至今。期间

曾执教於台湾牧灵中心及永泉教

理礼仪研究中心。

1)依照《礼仪宪章》，按初期教会信

友围聚祭台的理念去设计教堂。

2)按圣方济的精神，将世界与教会团

体相连接。这想法启发我们以明亮、

开放式的设计，让教堂向公众敞开。

3)按方济会在意大利圣方济亚西西总

会教堂的主题特色设计。这间古老的

教堂座落在一座山上，配合石柱、草

坪、石阶、与组合建筑结合成一体。

4)配合本地热带气候，善加利用户外

各处的每一个角落，让它成为各种聚

会、游行及宗教礼仪的场所。这启发

我们中央庭院的设计，形成了今日圣

堂外面的广场、草坪、斜坡、竹林、

走廊及地下追思厅的模式。

5)让团体联系感情，建立凝聚力的空

间。这种空间在本地常被疏忽。在这

里，有许多供大家聊天聚会，加强团

体凝聚力的大小空间与角落。

天使之后堂 www.stmary.sg

的生命中蜕变。耶稣铜像，有很多洞，

刻意让光线渗透耶稣的身体，传达耶稣

是世界之光。

教堂的中间是领洗池(泉)。这个形状

像墓穴的领洗池位置特别明显，就在信

席的前面，从那个角度都能看到。它提

醒我们在领洗时，经过了死亡，然后从

水池出上来，获得新生。领洗池的水不

是一池死水，它川流不息，带出主赐予

每个新生命的“话泉”。

腾出空间，建立广场及草坪
圣堂的外面有个很大的广场和草坪。

当初设计时，一开始就把双层的停车场

及追思/殡仪厅部分安置在地下层。这

样可以腾出许多户外空间作举行节日庆

典，教会礼仪，社交活动之用。在这

里，信友们可以选择适当角落交流或到

圣母竹林里作个人默祷，它是个动静相

宜的户外活动场所。

草坪的的末端有尊约两米高的圣母

雕像，立于竹子树林里，她的身旁伴着

七个天使，这七个天使使我们连想到七

个德行：信德、望德、爱德、智德、义

德、节德和勇德。

如果从圣母像的位置望着圣堂里耶稣

挂像，您将会发现，圣母和耶稣的位置

呈水平线，这设计隐藏了一个含意：

圣母在听了我们在她面前的祈祷后，

将把我们的祈祷意向传达给耶稣，为

我们转祷。因此，常有教友在圣母像

前祈祷。

有阳光和雨水的地下追思厅
这教堂另一个让人挂目相看的地方

是地下骨灰安置室及殡仪厅。它的设

计主要强调制造一个安宁、和谐、适

合祈祷的环境。这个地下骨灰瓮安置

室分成10个隔间，两边排开，每一隔

间的中央是一个四方水池，对准一个

天井。

天井的上方即是教堂草坪的部分，

通过天井，阳光和雨水直接落在地下

层的四方水池中。在阳光充足时，天

井上的“十字”设计就会在水池中反

映出一个十字架的倒影。潺潺的流水

声，配上自然光线和温柔的背景音

乐，很适合一个人祈祷和对前人的追

思。

g参考资料/新加坡《联合早报》

g整理/中联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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