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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主堂的建築、內部擺設與壁畫配置 

上章已為鹽水天主堂的創建過程做了詳細的陳述與溯源，本章前兩節為天主 

堂建築結構外觀及內部裝飾與陳設之說明，將之與西方教堂做一比較，從中來看

天主堂在本地化上的表現；第三節則以建築展開圖來做壁畫位置的整體說明，此

外，更將解釋這些壁畫的安排與當初選材時在神學上與人文背景上之考量所代表

的意義，以此作為下一章壁畫內容與形式研究前的整體了解。 

 

第一節 天主堂的建築外觀 

位在鹽水鎮西門路上的鹽水天主堂，其中國宮殿式的外觀及中國式樣貌裝飾 

，若不是在大門樹立著紅色顯眼的十字架和鐘樓上寫著「天主堂」三個字，真的

很難相信這真是一座天主堂。本節將從進

入天主教堂堂區直至天主堂本體建築、外

觀裝飾做詳細論述，作為視覺上了解鹽水

天主堂實體的第一步。 

從堂區的大門口進入，左右兩旁佇立

著一對獅子，獅子在中國傳統中，俗稱為

「獸中之王」，作為守護的神獸，有辟邪的

作用，它的形象與雕刻常出現在中國傳統

建築的大門兩側，通常雄獅足按繡球，母

獅腳撫幼獅，堂區這對仿銅材質的獅子，

實際的材質是玻璃纖維，也仿造了上述的

傳統造型。除了這對獅子外，堂區大門的

左右寫上了中國式的對聯：「天生百穀養生

民生生不息常生主，主化萬物顯化工化化

無窮造化天」，訴說著天主造化萬物的偉

圖 22 天主堂堂區大門外觀 

圖 23 天主堂堂區整體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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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圖 22】 

天主堂位在大門的左前方，民國 75 年延著原有舊堂的牆面挑高成高 9 米 2

的建築，祭壇上方則有一座高約 14 米的尖塔，天主堂北側有民國 75 年同時加蓋

出寬 3 米的空間，因此整棟建築外圍總長約 24 米，寬約 15 米【圖 23、圖 24、

圖 26】。建築內包括了彌撒禮拜用的主堂、入口廊間、資料室、儲藏室、祭衣室。

若省去加蓋的部分（入口走廊、資料室、儲藏室）以及尖塔部分，天主堂的外形

就和中國傳統的宮殿建築一樣，都呈現左右對稱的長方建築，但傳統中國宮殿式

建築座北朝南的方位，殿內的主座位在北方；天主堂的方位則接近座南朝北，堂

內最重要的祭壇位在西方位置，因此可以說天主堂是仿造中國宮殿式的構造，然

而方位與內部的陳設則完全不一樣。 

 

 

圖 24  鹽水天主堂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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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與西方教堂相較之下，鹽水天主堂除了有西方教堂沒有的濃厚東

方裝飾，就建築的方位而言，西方教堂通常以東方和南方為上位，北方和西方則

較低，大多數教堂的經線軸是東西向，入口在西邊，祭壇在東邊，會眾在禮拜中

通常是面向東邊【圖 25】；61然而，鹽水天主堂的經線軸是東西走向，入口處卻

位在北邊，會眾們參與彌撒時朝向祭壇位於的西方【圖 26】。 

 

圖 25  西方教堂內部配置 （修改自《發現教堂藝術》頁 28） 

 
圖 26 鹽水天主堂內部配置 

                                                       
61朝太陽上升的東方膜拜或許是紀元前期的做法，聖經上也多次提到上帝在東方（例如「神的榮

光從東方而來」，厄則克耳/以西結書 43:2）；西方則帶有負面的語意，因為拉丁文意指「殺戮」

的字 occidere 與西部有關。Richard Taylor 著，李毓昭 譯，《發現教堂的藝術》，台中：晨星出版

社，2005 年，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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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外型而言，西方教堂建築平面多呈現十字架形狀，而不同於鹽水天主堂長

方形的建築，鹽水天主堂少了西方教堂的左右翼，只有中殿與側廊的部分；天花

板少了西方的拱頂，窗戶更少了拱形或尖拱的造型，改由四方彩色玻璃紙裝飾的

小窗戶取代了西方教堂的彩繪玻璃。 

天主堂整棟外牆漆有米黃色的油漆，屋頂鋪有橘黃色中國式屋瓦，與加蓋的

綠色外牆，顏色形成對比；屋脊裝飾有中國古代的走獸【圖 27】。照中國傳統重

要的宮殿建築，屋脊上會以仙人騎獸為首，後跟有龍、鳳、獅、天馬、海馬、狻

猊、狎魚、獬豸、鬥牛等九種走獸，走獸的數量多寡，來代表建築的等級，這些

走獸所象徵的意涵，多半有神威、兇猛、富貴、長壽、吉祥等意思，受到中國陰

陽學說的影響，數字單數為陽，雙數為陰，而帝王屬陽，所以皇宮建築上的裝飾

應該用屬陽的單數，62然而，鹽水天主堂的屋脊走獸數量上層有四隻，下層三隻，

而且型態也不完全相同，筆者認為只是取中國圖騰的吉祥之象徵意涵，而不拘泥

在數量與形式的安排；天主堂屋瓦的瓦當與滴水上，則分別印有獅頭與雙龍搶珠

的圖案，在中國傳統建築中則象徵著辟邪守護與祈雨等涵義。 

    天主堂的入口處位在建築的北面，上方掛著「祭天殿」的立牌【圖 28】，加

蓋的牆面漆上綠色的油漆並嵌著圓形古色古香的窗戶，外牆上掛著四面匾額，由

                                                       
62 詳細請參考：樓慶西，《中國建築形態與文化》，台北：藝術家出版社，頁 28、30。 

圖 27  天主堂屋脊上的走獸 圖 28  鹽水天主堂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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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分別寫著：華化聖教、聖教廣揚、愈顯主榮、萬國同欽。天主堂東側外牆

有一幅彩色浮雕畫，今年夏天剛依照 75 年時所畫的樣本修復而成，浮雕畫面對

著一棟舉行彌撒時會定時敲鐘的鐘樓，與西處祭壇上方挑高的尖塔東西相呼應

著。天主堂的南面銜接的是聖佳蘭隱修院；西面外則是一個小花園。 

綜觀上述，鹽水天主堂從方位到建築外觀直至各個細節的裝飾，外觀上乍看 

之下充滿著濃厚的中國風，與西方教堂截然不同，然而，經過仔細了解後會發現，

其主堂東側鐘樓的搭建，是延照西方的傳統，而主堂本身的方位或是內部主座的

位置卻又與中國宮殿式建築有些許差別。由此可見，雖說鹽水天主堂在建築上充

滿濃厚的中國風，對建築細節上又精心講究在地化裝飾，實際上卻可說是西方教

堂與東方宮殿的綜合體。 

 

第二節   教堂建築的內部陳設【圖 26】 

    上結論述了天主堂的外觀樣貌，本節則將進一步從天主堂的內部陳設做一總

體說明，從祭壇位處的前方、中殿直至後方的慎終追遠區一一做描述，除了瞭解

李少峰神父當初的規畫外，也從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和台灣天主教主教團推廣

的本土化政策中，為推動與在地文化結合而做的禮儀上之改變，來看如何來影響

教堂內部實際的陳設。以下將從祭壇處【圖 29】說起。 

    堂內最為重要的祭壇位於教堂的西方，也就是中殿的前方，祭壇為黑色大理

石材質，正面刻著聖人羅曼德從事家務畜養家畜的圖像【圖 30】，由郭田工作室

所製。聖羅曼德為鄉村知農婦，雖未受過教育，但卻有著好品行，李少峰神父選

擇聖羅曼德的故事作為題材，是想藉由此故事來勸勉鹽水當地的教友，即使身處

在鄉下未受過教育，仍舊能和聖羅曼德一樣行出好品行。祭壇面對著會眾，此一

方向的擺設則與第二次大公會議後的決議有關。63 

                                                       
63 1960 年代初期，羅馬天主教教會改變了教士舉行聖餐式時背對會眾的習慣。如果環境許可，

教士會改站在祭壇後方，面對會眾。如此一來，教士不再像是在帶領民眾，兩者之間產生了對話

和平等。這個方式在某些教堂表現更為徹底。聖餐式不再是在遙遠的聖所舉行，而是把祭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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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簡單的木製桌子）放在高壇的臺階上，或是中殿前、會眾的中間。這個目的是強調一起參與

儀式，以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Richard Taylor 著，《發現教堂的藝術》，2005 年，頁 51-52。

另 1964 年 9 月 26 日的《禮儀更新第一號指引》（Inter Oecumenici）90-99 條以及 2000 年版的《羅

馬彌撒經書總論》288-318 條，對於教堂內的擺設皆有詳盡的要求。 

 
圖 29  祭壇處擺設 

 

圖 30  祭壇上刻有「聖羅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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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壇的左右兩邊分別放置了講道台與讀經台，祭壇後方設有一張長條形階梯

狀的桌子，上面放置著一個由木質雕製古色古香的中國建築造型的聖體櫃，聖體

櫃上除了刻有在中國象徵吉祥的龍圖騰外，象徵耶穌身體和血所用的餅與酒，則

用麥子與葡萄的圖像表示。聖體櫃的左右兩旁還豎立著兩座西方臉孔的天使造型

雕像。當聖體櫃裡面擺有象徵耶穌聖體的無酵餅時，聖體櫃上的聖體燈64會亮

起，教友進入教堂時若看到燈是亮的，會單腳跪下行鞠躬禮以表尊敬之意。 

    擺放聖體櫃的桌上所鋪的桌巾會依據不同的節期換上不同的顏色，配合神父

所穿的祭袍顏色；代表平日的常年期是用綠色，象徵著希望；將臨期65與四旬期

66則鋪上紫色，代表刻苦救贖的意涵；復活期與聖誕期則以白色為代表，為聖潔

與喜樂之意；聖靈降臨期67與紀念致命聖人時以紅色為代表，象徵著聖靈的火與

犧牲生命或殉道。 

    中殿內放有兩排數列的會眾席，正中間為走廊。教堂東方牆上左右兩邊掛著

匾額，分別寫著：萬有真原、宏揚聖教。下方凹陷的圓拱形空間，以前為領洗池，

做為洗禮之用，象徵著一個人的新生，正也與上方《聖經》創世紀中〈上帝創造

天地〉壁畫主題相呼應，現今此空間為紀念祖先的地方【圖 31】，放置了一面「鹽

水教友歷代先祖紀念牌」【圖 32】，桌上也放置著小香爐與蠟燭，以及李神父的

遺照，每逢過年過節，教友們會舉行敬天祭祖的儀式，並在附近的永生墓園做彌

撒，這一項禮儀可追溯自 1971 年當時天主教樞機主教于斌公開提倡「敬天祭

祖」，並率先以中國古禮舉行「敬天祭祖」大典，因此許多教堂開始紛紛在內部

                                                       
64 聖體燈（Sanctuary Lamp）在供放聖體的地方所燃的常明燈。通常為紅色，表示聖體之所在，

代替（表）世人陪伴聖體，並提醒世人前來朝拜耶穌。耿剛 等編輯，《天主教英漢袖珍辭典》，

台北縣：天主教恆毅月刊，2001 年，頁 240。 
65 將臨期/降臨期（Advent），指基督教會禮儀年度迎接耶穌誕生前四週的準備期。輔仁神學著作

編譯會，《神學詞語彙編》，台北市：光啟文化事業，2005 年，頁 19。 
66 四旬期（Lent），傳統名稱為封齋期或嚴齋期，指教會以四十天的守齋、祈禱準備耶穌苦難、

死亡與復活的逾越奧蹟（paschal mystery）時期。「四旬」為依據舊約中以色列子民四十年在曠野

的走向福地（申 8:2）。新約指耶穌基督四十天在曠野的守齋祈禱階段（路 4:2）。今日教會將四旬

期視為慕道者準備領洗最恰當的時期。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神學詞語彙編》，2005 年，頁 19。 
67  聖神降臨節（五旬節），紀念耶穌復活後第五十日派遣聖神降臨（宗 2:2‐4）；是教會的大節慶，

因位是日教會正式向全人類傳佈福音的任務。聖神降臨期為五旬節後的時期。耿剛  等編輯，《天

主教英漢袖珍辭典》，2001 年，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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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了香爐、祖先牌位，可說是天主教本位化的具體表現之一。 

    除了天主堂的內部陳設展現出天主教對於在地化的努力外，堂內的壁畫更是

讓它在台灣天主教堂界突出的獨特之處，下一節將開始針對堂內壁畫的安排與配

置坐一整體性的論述與說明。 

圖 31  慎終追遠區 

 

圖 32  鹽水教友歷代祖先牌位 

 

第三節   壁畫的配置與安排 

    鹽水天主堂內壁的四面與天花板皆佈滿了壁畫，豐富化了整棟教堂的建築。

本節主要將說明教堂內每一幅壁畫的安排位置，並就其在神學上與人為上安排的

考量做一介紹，為了便於了解壁畫的所在位置，特別在本節的最後附上了教堂的

平面展開圖，圖旁加上了英文代號及中文名稱作為參照，也為了方便解釋壁畫當

初的整體規劃，以下將先從東面、西面、南北面及天花板的壁畫依序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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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堂內的壁畫共涵蓋了 85 幅。東面主要有〈上帝創造天地〉、〈苦路系列〉

的第七處與第八處（位於【圖 33】E7、E8）、十三位聖人（位於【圖 33】D1-D13）；

西面牆上主要有〈聖三位一體〉與〈最後的晚餐〉（位於【圖 33】A、B）兩大

幅壁畫；南面牆與北面牆上層為中殿繪製的〈苦路系列〉（位於【圖 33】E1-E14），

下層為側廊繪製的〈中華致命聖人〉、聖人與《聖經》人物（位於【圖 33】F1-F24、

G1-12）；天花板則有十幅具象徵意義的宗教符號（位於【圖 33】J1-J10）與〈五

餅二魚〉 （位於【圖 33】H）、〈迦納婚宴〉（位於【圖 33】I）兩幅壁畫。 

中殿的東面牆上所繪製的〈上帝創造天地〉，從上帝創造天地萬物的第一日，

直到第六日創造了亞當與厄娃/夏娃，描繪出世界開端與人類誕生的開始，象徵

著新生命之初；而東邊牆的〈十三位聖人像〉安排了 8 位在《聖經》中出現過的

人物，及 5 位與聖方濟會相關的人物，前者包含了四福音書的作者（瑪竇、瑪谷、

路加、若望）、三位宗徒（瑪迪、保祿、納博）、大主保若瑟，後者包含方濟、加

辣、文德、孟閣、和德，在數量上可看出光是方濟會的人物就佔了五位之多，這

是因為鹽水天主堂隸屬於方濟會，才特別選取這些人物做為題材；另一方面，亦

可看出選材著重在將福音傳佈給外邦有功的聖徒，如保祿與納伯，以及到中國傳

教的孟閣與和德。 

    西面牆上方的〈聖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與聖神一齊同坐在天堂的寶座上，

左右兩邊不管是平民老百姓或是達官顯要，都同聚天堂一齊敬拜聖三位一體。〈三

位一體〉下方的〈最後的晚餐〉位在教堂最重要的祭壇處後方，繪於圓弧形凹陷

的牆面上，描繪耶穌在被釘十字架前設立聖餐的一幕，每當教友做彌撒領聖體、

聖血時，這幅圖能提醒教友們耶穌為世人的罪被釘在十字架上。 

    中殿的南北牆上則繪製了〈苦路〉系列壁畫，共有十四處，其中第七處與第

八處位在東面牆上，因此整個〈苦路〉系列壁畫可說是呈現「ㄇ」字型包圍住前

方的祭壇位處的西面牆。苦路題材的安排在西方的天主教堂的牆上、墓園或修道

院等場所常出現供教友參拜，體悟及緬懷耶穌受難之時的場景，然而方濟會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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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材又更為推崇，原因可能是因為早期教會首先賜予方濟會，在他們的教堂設

立苦路，在那裡朝聖的人，透過方濟各會的關係，可以得到大赦。68因此，方濟

會從中世紀開始直至今日對苦路題材有一定的推崇，此外，也因為據說聖方濟在

生平曾領受過天使傳給他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的五處「聖痕」，由此，聖方濟對耶

穌受難過程的苦難又有更深刻的體驗，因此隸屬於方濟會的鹽水天主堂會將〈苦

路系列〉做為題材之一，可能也與這些因素有關。 

    由上陳述的中殿四面繪製的壁畫中，可發現東面牆的主畫〈上帝創造天地〉

過渡到西面牆上方坐在天堂寶座上的〈聖三位一體〉壁畫，連接的是南北牆上的

〈苦路〉系列，這樣的鋪程，似乎訴說著〈上帝創造天地〉以來，世界原是完好，

但因為亞當、厄娃犯了罪，被逐出了伊甸園，此後世人除了帶著先祖亞當、厄娃

的原罪外，也在世間因受誘惑而不斷犯罪，上帝因愛世人因此派了祂的獨生子耶

穌基督來到這個世界上，為世人的罪行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前夕，在〈最後

的晚餐〉中設立了聖餐禮，最後耶穌步上了〈苦路），為世人贖罪，人們因耶穌

的寶血洗淨了罪，因而可以再次與上帝和好，回到天堂與上帝相見（〈聖三位一

體〉），由此理解四面牆上題材安排之意義上的連結，可看出壁畫安排在整體的神

學考量。 

    另外，除了中殿的四面牆外，側廊的南北側牆上，每根柱子與柱子之間也安

排了兩幅橫幅壁畫（60x 140 公分）與一幅直幅壁畫（130 x 50 公分） ，全堂共

有 36 幅，其中直幅壁畫佔 12 幅，橫幅壁畫佔 24 幅。12 幅的直幅壁畫，取材自

《聖經》人物（如：亞當、厄娃、梅瑟、若瑟、盧德、達衛、施洗者若翰）、次

經人物（友弟德）與君士坦丁之母海倫娜等。24 橫幅壁畫則繪有 21 位中國致命

聖人，為清末時期的殉道教友，依照其殉道的時間早晚，由前至後排列，這 21

位聖人是到了西元兩千年才為教宗封為聖人，因著這些殉道者的事蹟在此之前已

在中國廣為流傳，所以 75 年建堂時就已安排了這些題材；另外 3 幅則是明末致

                                                       
68  天主教長青家園，〈Way of the Cross 苦路〉，

http://www.tianzhujiao.org/showtopic.aspx?topicid=45&page=end，瀏覽日期：2008 年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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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於天主教傳播的〈利瑪竇與徐光啟〉、台灣第一位殉教的神父〈麥傑神父〉以

及中國聖人〈老子與孔子〉。〈老子與孔子〉此一題材的選取，可看出天主教會在

實行本土化過程中，試圖從人們所熟悉得儒家思想，找尋可以與天主教教義相應

的共通之處，來合理化自身在地之正當性的嘗試。 

    總言之，上述側廊安排的 24 幅壁畫題材，明顯地有別於西方傳統教堂中的

題材，由此可見李神父想為鹽水天主堂建立起自我的特色，強調中國民族也有持

守基督信仰而犧牲捨命的信徒，並將中國儒家文化與天主教思想做一關係上的連

結。 

    此外，祭壇處上方的天花板左右繪製了〈五餅二魚〉、〈迦納婚宴〉，這兩幅

畫同時描繪了耶穌生平所行的神蹟。另外十幅具有象徵意涵的圖像，則安排在中

殿天花板，這些圖像多使用了西方教堂了所用的文字或圖像符號，來表示基督宗

教的教義與奧秘。 

    整體而言，鹽水天主堂所涵蓋的壁畫，除了多處描繪了上帝與耶穌，強調祂

們的尊榮與偉大外，同時也紀念了許多在《聖經》或歷史上忠於信仰的聖人，而

堂內的壁畫之所以特別，更在於將人物轉換成了中國人的臉孔以及穿著，下章即

將這些圖像所表現的內容及形式中所包含的元素，做更完整及詳細的說明與解

釋。



 

 

 

 

 

 

 

 

 

 

 

 

 

 

 

 

 

 

 

 

 

 

 

 

 

 



 

 

圖 33  堂內壁畫平面展開圖 

  「 中殿西面牆」 「中殿南北面牆」 「側廊南北面牆」 「側廊南北面牆」 

A〈聖三位一體〉 
B〈最後的晚餐〉 

苦路系列 
E1〈第一處〉 
E2〈第二處〉 
E3〈第三處〉 
E4〈第四處〉 
E5〈第五處〉 
E6〈第六處〉 
E7〈第七處〉 
E8〈第八處〉 
E9〈第九處〉 
E10〈第十處〉 
E11〈第十一處〉 
E12〈第十二處〉 
E13〈第十三處〉 
E14〈第十四處〉 

 

中國聖人 
F1  聖 吳國盛 
F2  聖 張大鵬 
F3  聖 劉翰佐司鐸     
F4  聖 劉文元 
F5  聖 曹桂英 
F6  聖 王炳聖  
F7  林昭 
F8  聖 羅廷蔭 
F9  聖 陳昌品 
F10 聖 易貞美 
F11 聖 陳顯恆 
F12 老子與孔子 
F13 聖 趙榮司鐸 
F14 聖 袁在德司鐸 
F15 聖 劉瑞廷司鐸 
F16 聖 何開枝 
F17 聖 白小滿  
F18 聖 盧廷美 
F19 聖 羅曼德 
F20 聖 張文瀾 
F21 聖 張天申 
F22 聖 吳學聖 
F24 利瑪竇與徐光啟 
F24 麥傑 神父 

  聖經人物 
G1 〈亞當〉 
G2 〈女人〉 
G3 〈若瑟〉 
G4 〈達衛〉 
G5 〈盧德〉 
G6 〈梅瑟〉 
G7 〈友弟德〉 
G8 〈海倫娜〉 
G9 〈施洗若翰〉 
G10〈梅瑟〉 
G11〈梅瑟〉 
G12〈梅瑟〉 

   「中殿東面牆」 

上帝創造天地 
C〈上帝創造天地〉 
C1〈第一日〉 
C2〈第二日〉 
C3〈第三日〉 
C4〈上帝像〉 
C5〈第四日〉 
C6〈第五日〉 
C7〈第六日〉 
十三位聖人 
D1〈待聖孟閣〉 
D2〈品聖文德〉 
D3〈品聖嘉辣〉 
D4〈宗聖瑪迪〉 
D5〈大聖若瑟〉 
D6〈史聖若望〉 
D7〈史聖路加〉 
D8〈史聖瑪谷〉 
D9〈史聖瑪竇〉 
D10〈宗聖保祿〉 
D11〈宗聖納博〉 
D12〈會聖方濟〉 
D13〈福聖和德〉 

 「天花板壁畫」 
H 五餅二魚 
I  迦納婚宴 
J1〈依此得勝〉 
J2〈除罪羔羊〉  
J3〈超性三德〉 
J4〈恆心祈禱〉 
J5〈天主十誡〉 
J6〈基督聖號〉 
J7〈同苦共難〉 
J8〈玫瑰奧蹟〉 
J9〈四大聖史〉 
J10〈書教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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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東面透視圖（圖中標號請參考【圖 33】） 

 
圖 36  南面透視圖（圖中標號請參考【圖 33】） 

 
圖 35 西面透視圖 （圖中標號請參考【圖 33】）  

圖 37  北面透視圖（圖中標號請參考【圖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