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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瑞瑗 水清月明 油畫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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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輕靈又溫暖的吉他即興演奏，拉

起劉瑞瑗「靈性‧覺」畫展的開幕序曲。

這位年已逾半百的吉他手是臺灣資深音樂

人、作曲家，常受邀至澳洲、日本、中國、

法國等大型藝術節演出的藝術總監、電音

DJ陳世興。近年她作曲的靈性音樂，以

自然、簡樸、靜謐的音樂曲風，淨化心靈，

撫慰都會人。

為紅螞蟻、張雨生作詞

那陣陣的吉他聲，撥動著現場聽眾的

心弦又彷彿聲聲召喚，跨越時光門檻，把

他與劉瑞瑗重返青春年代。

原是遺忘的過去

卻仍存在心

一個不小心

攪翻了愁

憑它在海裡漂流

淚灑它千日不盡

太陽曬它千日不乾

任它在嚴冬裡凋零枯萎

凋零千日

終成灰

這是 80年代的「紅螞蟻」合唱團，

由陳世興作曲，男歌手羅紘武所主唱的最

受歡迎的經典歌曲之一〈終曲〉。幽幽緩

緩的吉他節奏，演繹著迷離的千愁，主唱

幽玄地娓娓唱出一字一句，宛如以憂鬱的

藍調吟頌的一首淒婉的詩。當年許多熱愛

搖滾音樂的歌迷都十分訝異，這一個包含

鼓手、吉他手、貝斯手、鍵盤手與主唱的

學生樂團，卻能以〈終曲〉直契搖滾樂的

靈魂，而有別於當時羅大佑以批判精神所

燃起的「黑色旋風」。

「紅螞蟻」搖滾樂團崛起於 80年代

「大學城」音樂創作比賽，他們以音樂、

詩歌、身體獻祭青春的樂壇，是 80年代

臺灣搖滾樂團的先驅，這首當年以如詩的

歌詞及曲式編寫深受樂迷喜愛的〈終曲〉，

歌詞創作人就是 20來歲的劉瑞瑗。

不可思議地，她甚至也曾為 80年代

以〈我的未來不是夢〉而享有盛名的音樂

魔術師張雨生，寫過一首詞〈告訴我親愛

的〉：

期待了很久 想要回到久別的故鄉

凝視浮雲 想起我倆的愛情

遠走的我 像秋天的落葉被風吹著

隨風飄盪 不知心在何方

告訴我親愛的

告訴我是否愛我

告訴我別退怯

告訴我你的承諾

當我離開你 沉默是離別僅有的言語

黑暗之中 我陷入深深的迷惑

凝視著你 眼睛閃過奇異的笑容

懷疑自己 是否真正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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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樂團主唱千年情緣

80年代當臺灣的搖滾音樂開始興盛

時，劉瑞瑗即參與其中，她在滾石唱片公

司擔任挖掘樂壇新人角色，離經叛道的搖

滾樂手與她天生的反骨性格，正是相契相

合，那個在最青春的年華連男朋友都選擇

搖滾樂團的主唱，可以想見她是多麼富有

浪漫情思。她是一位只要音樂一響起，身

體便自然抖動，跳舞、喝酒、抽煙與樂手

瘋成一團的作詞人。

那位「外交合唱團」的主唱，當年竟

能以一首劉瑞瑗作詞的〈緣起緣滅〉成為

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

像一朵輕飄浮雲，偶然停留

輕輕滑過我生命，不著痕跡

在一個久遠年代，與你相遇

是千年緣分未了，你我重逢

一朝緣盡，飄然離去，遺我孤獨惆悵

浮雲散去，天空清明，何處尋你蹤跡

哦─緣起緣滅，你我交錯而過

從此不再停留

像一顆無名流星，匆匆而過

從開始到結束，如此短暫

從千年的緣分，你我等待

等待千年的流逝，見你歸來

劉瑞瑗與他在音樂的脈動中相遇，而

她與他，兩人生命中的因緣聚合，就如〈緣

起緣滅〉般倏然而過。30歲前的青春歲月

在搖滾世界中翻滾的劉瑞瑗，喜愛那些樂

手敢於追夢的不死之心，與浪蕩不羈的叛

逆。然而愛上一位搖滾主唱，她的心總是

反覆在捨與得之間跋涉，撕裂的情感，無

償的消耗著她，那不堪負荷的苦與樂，把

她丟入幽暗的穴洞，曾經為他閃耀綻放的

靈魂，再也禁不起他情非得已的心一再地

放逸。她不想把心再定錨於他，7年的一

段情，她終於急捨離的拋開了。

在紐約尋找生命之河

然而這段情愛雖然令她疲累，並沒有

使她心碎神衰，她宛如一夜花火在激昂地

放縱後，紛紛落下，靜靜等待一片新曙光

的到來。1989年她帶著 5,000美元遠走他

鄉，飛抵紐約，在紐約藝術學生聯盟註冊

上課。重拾畫筆的她，畫出第一張〈自畫

像〉後，她已深深覺察此生能給他溫暖的

不是愛得難分難捨的伴侶，而是她自身對

藝術的夢。

繪畫重燃她的激情，她沒日沒夜地狂

塗，彷彿把昔日的怨憎全丟擲在畫布上，

顏料一層又一層，線條綻放抖動，畫面正

演繹著世間諸般苦厄情愛，把靈魂的不安

全翻攪而出。而她自己尚摸不清楚為何她

一下筆就是這般痛快淋漓，彷彿心中有一

口被堵住的泉，忽然被疏通了，泉水奔湧

而出，沛然莫之能禦，那股青春靈泉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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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她乾枯的心，在畫中一一現形。

那張〈生命之河〉(1990 年 ) 畫家

彷彿進入地獄冥河，以奔騰的線條，

有如土石流般，即將吞噬載浮載沉的

萬物。騷動的線條如梵谷的〈星空〉

那般詭異，可畏，可怖。畫面既不抒

情也不唯美，只有激烈的筆觸與她的

存在共呼吸。更大膽恣肆的表現在〈生

命的循環〉(1992 年 ) 裡，劉瑞瑗說：

「那深藍幽黑的湖，已把我和現實隔

絕。叢林的寧靜帶著一種詭異的氣息，

垂暮之齡的老婦人，卻又透露出一股

神祕的微笑。而湖岸的土地與森林，

卻如生之母般，強而有力地不斷延伸。

生命就是如此，從生到死永不停息的

循環。」

如大地之母般的女人，髮如樹，

枝葉茂密，不斷往下扎根，蔚為原始

林，既滋養大地，又睥睨世間，冷眼觀看

婆娑世界地的生生滅滅。然而這張畫當她

正聚精會神畫湖水時，卻忽而不由自主地

嚎啕大哭，也許她那湧出的淚水不是為她

自己，是為地球的生靈無盡、循環的生老

病死及歷經永劫回歸的宿命而悲痛。畫面

上那片陰鬱的藍如魅影般反照著死亡之湖

的陰森，也反射出新生童瞳的明亮。劉瑞

瑗的作品常常震驚得指導老師啞口無言，

不知如何指導她，只能靜靜地在她背後看

著她下筆，不敢驚擾她，甚至還警告班長

不可帶她去看其他畫家的畫展，以免她受

到影響。

混融表現主義與超現實

她淚流滿面地開掘意識底層堆堆疊疊

的陰影，感受那不堪負荷的生之苦，那張

〈世界於我心〉(1992年 )，彷彿一位大

德高僧，垂眉低目，為眾生祈禱，他莊嚴

▲ 劉瑞瑗 生命的循環 油畫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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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穆的表情，似能滌洗眾生的一身紅塵。

劉瑞瑗不明白，她明明是對著一位男模特

兒作畫，卻不明究裡地畫出這般如幻如夢，

背離如實描繪卻含藏她真實情感的表現性

繪畫，而模特兒卻深深地被她的作品所折

服，直說她畫出他的靈魂深處。

在一次劉瑞瑗與其他 5位戶外畫家在

紐約的聯展，她在紐約藝術學生聯盟的教

授便為她寫了一篇小序說到：「她的視野

確實反映著吾人居住的世界，它透露出來

的訊息，讓我感到不安。她的作品大膽而

且新鮮，表現得相當直接且又滿溢著誠摯。

正如所有優秀的作品，它們向我挑戰並激

發我的改變。」

劉瑞瑗這種強調內心的情感，不重視

外在形式的描繪，以顏色和扭曲的線條表

現個人內心的感受的自我展現，近於表現

主義繪畫，強調感覺的抒發重於理性的思

考。

然而在表現主義的繪畫裡，她的畫卻

▲ 劉瑞瑗 世界於我心 油畫 1992 年 ▲ 劉瑞瑗 自我對話 油畫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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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瀰漫著一種超現實的奇詭情境，那幅

〈自我對話〉(1992 年 )，畫幅裡，一個

大我，一個小我，兩個我時時在矛盾的糾

葛中拉扯，但哪個是真我，哪個是假我？

劉瑞瑗常常夢到在畫中還有一隻眼睛正觀

照著夢中的自己。那張臉藏匿著無盡的秘

密，無盡的秘密在夢中生動鮮明又如如實

實的搬演，翻來覆去的兩個我，如影相隨，

夢是否傳達了不可思議的訊息？她說：「醒

來後，架起畫，很自然地畫下夢中意象，

畫完成後，從夢時空帶出來的信息，便成

了醒時的這個我的指導者。」

畫是夢境的演繹

再如〈時間消失了〉(1990年 )

畫面的意象是來自她夢中的實境，

當夢中的她被醫生宣告只剩 1個月

的生命，她的親朋好友都哀痛萬分，

她卻如老僧入定地叮囑他們：「生

命的出生到死亡，每個生命的時間

長短不同。重要的不是你活得長久，

而是你如何運用生命。雖然我很快

就要死了，但是這一生我努力活得

不違背自己。對於死亡也沒有害

怕！」

話說完，夢中時鐘的指針突

然消失了，她隨即透過畫作抒發

夢意識，一如弗洛依德 (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學說主張透過作

品將夢的世界和潛意識的世界呈現出來。

劉瑞瑗的畫大都充滿奇幻的夢世界，以狂

野的線條，觸目的色彩，將心靈真實地

裸裎。主張尊重意識與潛意識心靈的整

體性的 21世紀著名心理學家容格 (Carl 

Gustav Jung)，更進一步指出：「夢是潛

意識精神自發的和無偏見的產物⋯夢給我

們展示的是未加紋飾的自然的真理。」劉

瑞瑗透過對夢的觀照，更貼近自己，傾聽

自己，意識到自己內在心靈的豐富完整。

然而這個夢似乎像是個先兆，預告她在 5

年後生命中的一場大劫難，讓她提前面對

死亡，當夢一旦成真，她已具足穿透死亡

的覺知。夢指引她的生活與創作，似乎比

▲ 劉瑞瑗 時間消失了 油畫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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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更真實，她甚至在夢中接受許多宗教

高靈的訊息，傳輸給她修行的智慧法語，

讓她在夢中修煉。

1992、93年劉瑞瑗由紐約返國，在藝

文中心的 2次個展，就是以她那種含藏內

在激情的表現主義的狂放筆觸與超現實主

義充滿夢魘的鬼秘性，闖蕩畫壇，引人注

目。然而這些嘔心瀝血的畫作，都是她繭

居在紐約公寓的一間地下室，沒日沒夜瘋

狂作畫的成果。有一次房東見到她，驚覺

她的臉怎麼像蠟一般蒼白，加上她廢寢忘

食地畫，把手都操勞成殘廢，畫畫已然成

為她生命的信仰，即使在她的公寓失火時

她仍不忘抱著 2張畫再逃命。

她極富才華秉賦，只是壞在太窮，可

是她的生命之泉卻唯有在拿起畫筆的那剎

那才能湧動。她熱戀繪畫，其實不是她愛

畫，是她那一籮筐無止盡的夢，不斷撞擊

著她，逼使她不得不依他們的旨意作畫，

夢無止無休地來，她不眠不休地畫，她的

身體越畫越孱弱，銀兩也彈盡援絕，早已

窮途末日，幸好臺北的音樂友人陳世興特

別囑咐她在紐約的好友古名申前去探望，

解決她的燃眉之急。

如來與卿孰重，由情緣轉道緣

人生的際遇有時充滿無法言喻的奧

秘，生命的因緣往往是不期而遇，在紐約

的地下室，只知痴狂作畫與訂畫布的劉瑞

瑗，日以繼夜以饅頭果腹，上蒼看在眼裡

必湧生不忍。有一天她那不見天日的地下

室，驟然迎來 2位客人，一位是她中國大

陸室友的北大朋友，一位是朋友帶來的美

國博士生。那位美國博士生一眼瞧見她的

畫十分驚豔，剎那間好似宇宙間自有冥冥

感應的頻率，振動出一段異國情緣。

如果你問她世間情為何物，她肯定很

難置信，打從國中起就早已信誓旦旦絕不

結婚的她，及長卻與一位主唱相好 7年，

出國前胡因夢的友人約她去一位朋友家，

朋友卻鐵口直斷她是「菩薩投胎，將會遇

見一位科學家，嫁給外國人。」她只覺得

荒謬至極，然而荒謬卻已為她鑄好明日的

命運，在畫布苦修的她，即將與驚鴻一瞥

她作品的人結一段塵緣，在她 35歲那年

(1993年 )。

她選擇他，只為他的靈魂曖曖內含光，

十分純粹靈犀相通；而他精心呵護她，百

般護持她，以為迎來一位可以歲歲年年長

住久留的珍寶。

她的新婚夫婿正攻讀生化博士，常常

帶著她聽歌劇看畫展，她初離開她的地下

畫室，宛如劉姥姥進大觀園，第一次真正

接觸到紐約大都會的五顏六色。他可以與

她天長地久地茹素，也可以接受她為護持

佛法把禪修小中心安置在家，兩人一起經

營，也常常協助她翻譯佛法名詞，甚至在

他的事業遭逢低谷，部門被裁撤時，正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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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閉關，他還要她「非閉不可」，萬萬

不能因他延誤，這般體恤的善男子，如此

臣服於她，珍愛她，只等待生命中美好的

緣分結成果，他只有一項請求，企盼她能

為他懷一個孩子。「我每天都在懷孕，孩

子必須從子宮出來」她的確善體人意，天

天懷孕，孩子在子宮內日復一日成長，只

是她孕育的小孩，是她自體生成的畫，而

那個小孩曾經是成就這段美麗姻緣的始作

俑者。他怎麼沒發現他娶回的是一名天上

的菩薩，而非人間的女子？

這名菩薩善於布施，早在婚前看到紐

約街頭的流浪漢，即使身上已所剩無幾，

她仍毫無保留的奉獻出去，而與夫婿同遊

甘肅時，她大發菩提心，要夫婿多拼經濟，

她要在當地為他們蓋一所學校，安頓貧苦

的孩童。她時時痛哭，為那些流離失所的

眾生，而他也時時悲泣，他知道總有一天

她會離他遠去。他終於忍不住，不捨地問

她：「如果你先遇到佛法，你還會與我結

婚嗎？」「不會！」他只聽得他心愛的妻

子斬釘截鐵的答案。

他的心已十分了然，彷彿碎入一個無

力挽回的風暴，他們只能生離無法廝守，

也許婚姻的本然不在常廝守，而是超越，

只有分離他們的情緣才能相續，才能善

了。劉瑞瑗深嘆：「我是他世俗生活的障

礙，他是我靈修生活的障礙。」而障礙也

許是她今生必須走過的經歷，上蒼在她的

求道路上讓她拐彎抹角地走，不讓她走捷

徑，為的是讓她有機緣留在國外，追隨她

的上師。「我的前夫是我今生的貴人，我

至今對他仍十分感恩。」的確，沒有她前

夫的助援，她又如何取得拘留權，不僅如

此她的前夫猶如她前世的大護法，這世仍

在經濟上資助她，讓她在修行的道上無後

顧之憂。

上蒼為她送來一份禮物，她享用 10

年，又輕易地把它送走，只為迎接另一個

禮物。她對兩性之間是否能享有屬靈的精

神生活不感興趣，她只知在婚姻中她的靈

魂飢渴得想逃離，她的婚姻十分美滿，只

是她無福享受，她不懂生涯規劃，總愛在

常軌之外，自在馳騁。一個脫軌的女子，

▲ 以畫召喚靈性覺醒的劉瑞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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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祈禱的卻是與靈性接軌。

甘願苦行，削髮出家

她如果繼續創作，以她的才賦足以在

藝壇成為一方之霸，然而她卻舉重若輕地

放下了她曾經苦苦狂戀的最愛。她要去追

尋生命的真愛，一種形而上的道，彷若在

那兒她的靈魂才得以棲息，得以安歇，她

的藝術生命就中輟於她的新信仰裡。一個

人與佛法的因緣，無以抑止，就是那份止

不住的愛，即使天地俱焚也要大膽前行，

坦然接受靈魂的試煉。她欣喜地迎接她的

重生，用一把不流血的劍斬斷她的情絲，

由情緣轉道緣，專心侍奉她的佛、法、僧。

2004年她在倫敦一家寺院削髮出家，這家

寺院她並不陌生，前夫曾陪她來參與法會，

未離婚前她早已為她的上師翻譯佛書，雖

然她字字查尋，萬分辛苦，她卻甘願苦行。

即使這一世她因緣錯逆，她終究會出

家為喇嘛，在未出家前她早已在夢中落髮

多次，更奇妙的是達摩祖師、宗喀巴、達

賴喇嘛等大宗師在夢中已為她多次說法，

何等殊勝的因緣。她隱然感覺冥冥中她與

諸佛菩薩有著神祕的感應關聯，她似已瞥

見了永恆的國度，滿心歡喜。

其實年少輕狂時，她著迷搖滾樂，喝

酒、抽煙渴求生命的意義，在不安的靈魂

中，她仍能靜下來讀〈指月錄〉，在喧嘩

中抽身觀看周遭的朋友。10年後當她隨手

翻閱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書中

的一行字立刻吸引她：「心像一面湖水，

所有的現象，如水中的倒影。」，她忽然

明白，一切萬象如湖中倒影。那幅〈水清

月明〉正是她蓄積了 20年的能量之後的感

悟之作，她認為「心清淨，對象自然如實

地映照在感知它的心湖上」。當她意識到

所有的外相不外是心中的倒影，她忽然豁

然開通，彷彿心中的一塊大石頭被放下了，

她感動得痛哭流涕。

每當她走在曼哈頓第五街上，穿梭

在摩天大樓之間，她每每被大樓玻璃帷幕

上虛虛幻幻的影像所吸引，她深深感受到

在人潮湧動的紐約，在資本主義消費競爭

下，每個人穿得光鮮亮麗，然而每個人的

眼眸卻何其空泛。她不免懷疑在氾濫的物

質文明享樂中，蒙蔽的心靈，散亂的心思，

有可能清明嗎？究竟什麼是「空」？她與

佛的因緣已不斷升起，那個幻影或將成為

她悟道的契機。當她的夫婿到哈佛大學攻

讀博士後研究，她把握機緣，一個人在哈

佛的燕京圖書館把所有的「空性」書籍，

一一仔細閱讀。只因空性與外相或倒影都

息息相關。如今在行道的路上，她才懂得

「所有的現象所以是空，是你心無二元之

分，無自我意識，每一個展現都是真正的

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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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靈劇場上觀照自己

她與上師的因緣十分殊勝，當她住在

波士頓時，她家附近的一家禪修中心，竟

可為了她要上課而取消關閉中心，也許這

就是冥冥之中的緣分。因為這位住持的上

師，即將成為她未來的上師。她 37歲時

因為長期營養不良，身體十分虛弱，重度

貧血又胸部長瘤，瀕臨死亡邊緣，她只能

躺在地板上觀想死亡，準備好好一死。忽

而她倫敦的上師希望她去倫敦一趟，她心

想她已病得奄奄一息，如何啟程？可是奇

蹟卻發生了，自從接了上師的電話後，她

似乎獲得了加持，病情一天天地好轉，她

的夫婿也催促她上路，師徒的關係更加密

切。

她在教團主要的工作是協助上師譯

書或即席翻譯或帶領禪修，她從出家前到

出家後跟隨上師已有 20年，共譯了《心

經》、《禪修手冊》等等 10本書，這 20

年的修行，讓她脫胎換骨，她對空性更加

了悟，印度龍樹菩薩說的「無一物不從緣

起而生，無一物不是性空的」緣起性空，

她更是體悟有加。她主張放下過多的知識

理論，也不看重外在繁複的儀軌，她更重

視內觀與實修。當你觀照自己時，「自我

主觀意識展現的念頭就會紛紛消解，生命

的原質便逐漸顯明」你就與靈性接軌了。

一如那幅〈靈性接軌〉(2016年 )劉瑞瑗

寫道：「沒有了自我主觀意識投射的印象，

生命淨空，回歸，靜靜地回歸，如月蝕般

地回歸，融入，犀利清靈的靈性之眼，無

重力地開啟，所有依循自我主觀意識軌跡

而運行的生命就能，瓦解。」

每個人都要回歸自己的靈性軌道，

更要好好珍惜此生的生命，只因「人身難

得」。那一幅〈生命的守護者〉(2014年 )，

極富宗教意涵，是她以密教的壇城為創作

意象。壇城 (曼羅陀 )在藏傳佛教中是佛

菩薩所居住的淨土，為密法修行者修行時

能夠觀想進入本尊的淨土，具有神聖的儀

式性。畫作中上下四方的圓代表構成物質

的地、水、火、風四大要素，一雙雙眼睛

象徵清淨的覺照，當進入深沉意識後，就

消融了自己，釋放出內在的靈性之光。

▲ 劉瑞瑗 靈性接軌 油畫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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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劉瑞瑗的作品已由早年的表現

主義繪畫，全然轉化為曼陀羅的「輪圓具

足」，象徵生命的和諧圓滿，一切平等俱

足，就如〈意識光譜〉(2015年 )畫中的圓，

是本源，是根源，是圓滿，是源源不絕由

中央核心輻射出的層層光照，化為意識靈

光，寂靜空靈。她作品中的曼陀羅的象徵，

不僅是她個人在自我覺察上的一種修持觀

想，更是人類嚮往平等、和諧、完滿，回

歸精神家園的理想追求。另一幅〈度母〉

亦同樣以綠色光源照向四面八方，有如普

照眾生的度母，不只可以解救我們出離外

在的苦難，還能根除我們內心的煩惱與無

明，祂是每個人內心家園的守護神。

劉瑞瑗一生的角色多元，從寫詞人、

畫家、妻子、出家人、翻譯者、講師，隨

著因緣不斷更迭，但不管在那個角色中，

她始終相信都是引導她走向內層生命的覺

醒，她心懷感恩的經歷她生命中的每一場

心靈劇場，上場、下場都是滿滿的恩典。

由凡夫直契本心的覺醒

那幅〈心中的鑽石〉(2016年 )她似

是畫出光球滿布的藍色星宇，透明、澄澈、

寧靜，象徵人人心中也有一顆鑽石閃亮發

光，當你找回心中的明珠，就能自體發光，

照亮內在的覺性，安享生命本有的清淨。

而那顆鑽石明珠就如我們的本心，本心常

為我們的凡心所遮蔽，造成分別與執著，

若能在日常生活中時時保持覺知，就可以

從凡心契入那個清淨、光明、永恆的本心，

使自己更自由、自在。

劉瑞瑗只要讀到〈菩提道次第祈請文〉

中那一句「如我母親一般的眾生，在輪迴

▲ 劉瑞瑗 生命的守護者 油畫 2014年 ▲ 劉瑞瑗 意識光譜 油畫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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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流浪，我一定要為他們成佛」就悲痛逾

恆。修行 20多年來她說她只做一件事「從

出生到死亡，我知道我唯一要做的就是覺

醒」。就如她的一首詩〈輕啟靈覺〉：

念頭來了

念頭來了

輕輕地啟動覺性

再輕輕地放寬

讓內在的靈覺性

自然流動

原地靜觀

念念之間的空 顯明

原地靜觀

但願我們在閱讀她由內在深層意識所

流露而出的創作，也能逐步覺察那些由我

們主觀的自我意識所投射出的意象，皆為

虛幻，而不再有所執著，進而以一己的覺

醒啟動他人的覺醒。這一生劉瑞瑗總是十

分清明，追尋她要追尋的道，由情緣到道

緣，她創造了她自己的角色，她的畫映現

出她生命的圓與一生的緣。

由早年對搖滾樂的上癮，在感官的

高峰經驗中追求替代式的宗教狂喜，到如

今以身、語、意結緣眾生，傳布法喜的喇

嘛，劉瑞瑗前後判若兩人，一如她的畫前

後迥然不同，神性靈光已經駕馭她的感官

之眼，進而驟變為靈性之眼。13世紀波

斯神秘詩人魯米 (Jelaluddin Rumi)說：

「每一朵玫瑰散發的甜美香氣，都在訴說

宇宙萬物的秘密。」相信劉瑞瑗的畫或能

開啟，你我綻放內在靈性的玫瑰，讓生命

的行旅，歸返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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