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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伊格那修 St. Ignatius Loyola (1491-1556) 

1491 生於西班牙 Basque 省，中產富有的家庭，從小受良好的教育→從軍 

30 歲前：追求世界虛榮物慾，要作一個紳士，戰士 

1521.5.20(30 歲): 生命轉捩點：在一次戰役中受重傷，回家休養。養傷期間，要書看(愛情，戰爭的

事)，找不到→找：Life of Christ Written by Indolph of Saxony, & Golden Legend（聖徒傳記） → 靈

性的復興 → 基督的戰士(Soldier of Christ)，1522 效法過去的聖徒在 Manresa 過苦修的生活如同

乞丐 

1522 秋天：特殊的經歷：坐在河邊禱告默想，突然間：靈眼悟性被神開啟，神一直讓他看見明白了許

許多多的真理亮光→之後：變成一個新人( to be another man with another mind)→所領受的亮光，寫

成 “靈性操練 Spiritual Exercises”一書（一本具體靈修指南 manual book） 

1532 到聖地後，回歐洲專心進修(10 多年)，在 巴黎大學拿到神學碩士學位，受聖‧多馬( St. Thomas)

神學影響 

1534 在巴黎成立 Society of Jesus (耶穌會)→Jesuits (耶穌會教士) 

許願：堅守貧窮，獨身 (Vows of poverty & chastity) 到普世傳福音 

1537 到羅馬，在去羅馬途中，在 La Storla 教堂看見一個異象：看見耶穌背著十字架，旁邊是聖父。聖

父對主耶穌說：“我要你帶這個人做你的僕人。”主耶穌對伊格那修說：“我要你事奉我們。”

→ Christocentric mysticism of service 以事奉主為中心 

1540 取得 PaulⅢ教皇批准成為新修會 

到伊格那修晚年修會有幾千位教士，從事宣教、牧會、教育、神學研究、主領退修會等事工 

早期 1534 在巴黎認識聖‧方濟 (Francis Xavier)：也成為耶穌會會員→去到印度、日本(1549)，在

去中國宣教途中病死(領 70 萬人信天主教) 

 

伊格那修的靈修教導： 

1. 個人靈程之突破分三階段： 

(1) 極端痛苦後，渴慕追求神。 

(2) 蒙神光照，得亮光，得異象。 

(3) Cardoner河邊經歷“靈命成長真理知識之澆灌” 

→看成靈命成長的步驟、方法→去實踐，去教導。 

∴ Mystic of action, experience →teaching 

One day he went out of devotion to a church which stood a little over a mile from Manresa…The road 

there runs along the river. Occupied with his devotions as he went along, he sat down for awhile facing 

the river that ran below. As he sat there, the eyes of  his understanding began to open. Without having 

any vision he understood —knew--- many matters both spiritual and pertaining to the Faith and to the 

realm of letters and that with such clearness that they seemed utterly new to him.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setting out in detail everything he then understood. The most that he can say is that he 

was given so great an enlightening of his mind that, if one were to put together all the helps he has 

received from God and all the things he has ever learned, they would not be equal of what he received 

in that single illumination. He was left with his understanding so enlightened that he seemed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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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man with another mind than the one that was his before. 

 

2. 禱告，默想神重點不是為了享受神，經歷神自己的榮美，與主有愛的連合，團契。 重點：與神救贖

工作的心意聯合 (Union-in-service”(約 5:17)) 

→父作事，主也作事，我與主一同作事，以基督的心為心，虛己作僕人，傳揚福音，有份於神救贖

工作計劃。 

羅馬途中異象 (La Storla vision)：主在背十架，作主僕人，背十架跟隨主，服事主。(腓 2：29)  過

十架的生活 (Live a life of the cross ) 

過事奉與行動的靈性生活(Spirituality of service & action) 

以十字架為信仰中心，服事為中心，一切禱告追求，恩賜為事奉神(弗 4：23 serve as a servant) 

 

使者服事性的密契 (angelic mysticism)，非新婦靜觀的密契(bridal mysticism)    

                  

→ 禱告，追求到一地步使你不願幫助別人，去關心別人，愛人 

 

禱告與事奉：一體兩面，如馬大，馬利亞的事奉不可分：雙馬齊飛 

 

 

 

 

 

3. 苦修禁慾目的：心靈得自由釋放，不被物慾捆綁纏累，心思意念、心靈(淨化)聖潔，已一無所求，只

求神的榮耀 (ordering all things to the glory of God) 

 

4. “Finding God in all things”→ Finding God in the World 

在世界的每一事每一物找到神、看見神、遇見神。(如 Mother Teresa: I saw Jesus in the face of the 

leper) 

           

          

 

 

 

 

 

 

 

           
禱告是生活，生活是禱告(Prayer is life, life is prayer.)(靈性與生活的結合) 

每天的生活事工就是一個活祭，一個禱告獻給神 

生活工作事奉：屬靈，是神所喜悅 

生活事工每一小時都有神同在、祝福 

→ God is not only in your heart, in your inner sanctuary but also in the World. 

      God is in control of everything 

“als ob” (as if theology) “如同神學” 

接受每一人、事、物，“如同”從神的手所安排 

禱 告 

恩 賜 

prayer 

內在 
prayer prayer 

世界 

世界 

 

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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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28，箴 3:6)→凡事謝恩 (提前 5:18) 

 

5. Spiritual Exercises”「屬靈操練」 

靈命進深實習日冊 (practical manual)，照著一步一步去做，有一位屬靈老師( spiritual director ) 一直

指導你。 

整個屬靈操練的學習：30 天，4 週 4 重點操練 (可 Custom made，有所增減)參與者（一般信徒或神

職人員）：完全退修，放下一切日常事工，在營地學習。 

每天基本時間表： 

1. 追求者與老師有個別的交通，老師教導「屬靈操練」內容 

2. 4-5 小時禱告操練 

3. 一同聚會崇拜 

屬靈操練之內容： 
第一週開始前： 

基礎預備→思想神的創造、人生目的、你與神所創造萬物的關係 

→神創造計劃中你的定位，角色 

第一週： 

禱告思想罪的問題，並罪帶來可怕的結果。 

罪如何進入世界，罪惡在舊約時代一直的發展… 

(the history of sin in the world)→神憐憫，新約：救贖的成就 

→罪惡在我個人生命的歷史 (history of sin in my life) →認罪悔罪→求神的赦免  

羅 5:12-21，約 16:8，約壹 1:8-9 罪的歷史與救贖的歷史(history of sin & history of 

redemption)→課程實習 

 

第二週： 

禱告默想耶穌基督王的榮美 (約 1：14，詩 145：5) 

祂在世上的生活、言行、教訓，直到主最後晚餐→效法基督（在生命中作王  羅 5:17b） (如 林前

11:1，羅 8:29) 

老師會特別指導：對生命追求的方向、目標，應作抉擇或作出的一些改變（調整）→更能追求像基

督。 

第三週： 

禱告思想主的十字架、祂的受苦、受難，被受羞辱釘死。(彼前 2：24) 

→深深感受體驗主受難救贖的大愛。 

→效法祂的死，願意與主同受苦難，同背十架跟隨主（腓 1:29，彼前 2:21）。 

 

第四週： 

禱告默想復活得勝的主，門徒看見復活的主，就喜樂了。（約 20:20） 

禱告默想經歷與復活的主同在的喜樂與滿足。(詩 16:11，啟 3:20) 

在經歷主的一切豐富的愛與恩賜禮物中，心被恩感更愛神。                     

對主作愛的回應 (response of love in return) 

貢獻： 
1.退修會之父，使一般信徒亦能參與，得著造就，打破修道士(monk)之專有、專利。 
2.一月或數週之靈命密集班 → 教會靈命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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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517 開始馬丁路德之改教運動(Reformation)，天主教本身亦產生一連串改革維新的復興運

動，對抗新教之運動，其中『從上而下』，推動改革之一大動力： 

(1) 『Council of Trent』(1545-1563) 

(2) 耶穌會之創立(1540) by Ignatius of Loyola 

(3) 異端裁判所(Inquisition) 

『從下而上』：西班牙『密契主義』之大復興，16 世紀有 3 千多本有關 Mysticism 之作品，3 位最重

要之密契主義者：Teresa of Avila(1515-1582)，John of the cross(1542-1591)【“The Dark night”不是求

光，看見前面道路，乃求那心在黑暗裏牽著主的手，走前面未知之路】，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 

 

 

 

 

 

 

 

到 17 世紀，重要的密契主義者：勞倫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1611-1691) 

   

 

 

 

 

 

 

 

 

 

 

 

 

 

 

 

 

 

 

 

 

 

Protestant Catholic 

更趨於理性，教

義 

More intellectual 

doctrinal 

更趨於密契派 

Continue & flowering its 

mystical tradition(more 

mystical) 

安靜主義 

Quietism 

麥可 莫林諾Michael Molinos(1628-1697) 

蓋恩夫人Madame Guyon 法國 (1648-1717): Jeanne Guyon 

Francois Fenelon法國(1651-1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