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偉大的事就是愛（九）：我們是使徒！ 

對一個基督徒來說，使徒身份不僅僅是一項「任務」或每天佔用一定時間所做的活動。

這是一種來自於「在基督裡成為一個身體，一個靈」的內心需要。 

 

耶穌在世上所開創的使徒冒險始於葛法翁。我們知道十二使徒中至少有四位是那個鎮上

的漁民。「當我主召叫首批宗徒們時，他們正在一艘舊船旁邊，忙著修補破爛的魚網。

我主告訴他們要跟隨祂，而他們 statim 立即，relictis omnibus 捨棄一切！然後跟隨了

祂。……」1 

耶穌召喚第一批使徒的時候，明指出一條永遠改變歷史進程的道路:「來跟隨我！我要

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谷 1：17）。祂沒有說得更詳細。他們則繼續捕魚，但從現

在開始，他們將捕捉另一種「魚」。他們也會進一步瞭解不同的「海洋」，但他們在工作

中學到的技能仍然有用。那些順風順水、漁獲量大的日子會到來，但也會遇到日子過得

很慢，沒有魚，或者只捕到一點魚，他們會帶著空空的兩手回到岸上。但決定的關鍵不

在於魚的數量，也不在於人們判斷成功或失敗的標準；重要的是他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

從一開始，耶穌就希望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新身份，因為祂召喚他們不僅要做些事—一項

美好而非凡的事業—而是要成為完成一項使命的人：成為「漁人的漁夫」。 

「都是為了福音」 

在回應天主的召喚時，我們的身份被重新配置。「這是一種新的人生觀，」聖施禮華說。

意識到耶穌親自邀請我們分享祂的使命，即激發每個人「把他們最高尚的精力專注投入

到一項活動中，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活動就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因此，一點一點地，

「在不知不覺中，聖召引導我們在生命中佔據了一個位置，我們熱切而快樂地護守著它

直到臨終。這給了我們的工作一種使命感。」2 隨著時間的推移，塑造了我們的生存的

方式、行為的方式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並使我們快樂無比。 

就像范康仁蒙席強而有力地說的：「我們並非是『做使徒工作』，我們就是使徒！」3 在

我們的個人生活中，使徒的使命並沒有佔據一個特定的時間或地點；相反的，它影響到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觸及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聖施禮華從一開始就堅持對從事這項

工作的人說：「不要忘記，我的孩子，你不只是一個和其他人聯合在一起去行善的人。

那已經很不錯了，但仍是不夠。你是一個使徒，要實踐基督必須服從的命令。」4 

「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聖保祿高喊。（參格前 9：16-23）這是他靈魂深處的

信念。這種愛的衝動對他既是邀請，也是責任：「我若傳福音，原沒有什麼可誇耀的，

因為這是我不得已的事；」因此，他所尋求的回報，就是「傳佈福音時白白地去傳。」



因為他自以為「使自己成了眾人的奴僕，為贏得更多的人。」保祿向我們敞開了他的心：

他是宗徒中最末位的、當不起的、沒有功績，但他「是」位宗徒。所以他的使徒職分是

無條件的：「我所行的一切，都是為了福音。」這是他的「介紹信」，以及他願意怎樣被

人認識：「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祿，蒙召作宗徒，被選拔為傳天主的福音。」（羅 1：1） 

同樣地，使徒工作對一個基督徒來說不單單是一項「任務」或每天佔用一定時間的一項

活動，甚至也不是必須做的重要事情。這個需要來自於與整個教會「在基督裡成為一心

一體」5 的合一。成為使徒「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個榮譽頭銜。它具體地甚至戲劇性地涉

及到當事人的整個一生。」6 有時候，我們需要別人的鼓勵和建議來努力宣導基督。但

既然我們知道我們的召喚是天主的恩賜，我們就應該求祂讓使徒熱忱從我們心裡流出來，

像水從泉源流出一樣自然。（參若 4：14） 

世界的鹽、光和酵母 

我主經常用比喻向門徒解釋他們要在世上扮演的角色。「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

世界的光。」（瑪 5：13-14）還有一次，耶穌對他們談到酵母，說一點酵母使全麵團發

了酵。（參瑪 13：33）因此，耶穌的使徒必須成為：帶來喜樂的鹽，引導別人的光，引

起眾人反響的酵母。這就是聖施禮華對他的子女作使徒的預見：「天主召喚你們走上一

條特定的道路：把你們放在世界所有的十字路口，同時把你們的心放在天主身上。並在

那裡成為酵母，世上的光和鹽。為了發光、給鹹味、發酵、使人奮發向上。」7 

主業團的信徒們，像許多其他的普通基督徒一樣，在世界中間，以自然和慎重的方式履

行他們的使徒工作。雖然這有時會引起誤解，但他們只想將這些關於我主的比喻，實現

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當鹽適當的調配在菜裡時，是看不到的；給原本無味的食物增添

了味道，即使食物品質很好。酵母也是如此；它使麵團變大而不被人注意。燈「是放在

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並且總是「在人前照耀。」（瑪 5：15-16）然而，燈並

沒有喚起人們對它本身的注意，而是喚起人們對它所要照亮的事物的注意力。基督徒應

該享受和別人在一起，分享他們的夢想和計畫。「我們是基督的鹽和光，當我們周圍沒

有人的時候，應該感到不舒服。」8 此外，這種開放意味著與那些與我們想法不同的人

互動，懷著在他們心中留下「天主印記」9 的寧靜渴望。我們要按聖神建議我們的方式

這樣做：有時為他們念個短誦；其他時候，一句友好的話語或姿勢……。 

一個人生命的使徒成效不能被簡化為數字。許多果實仍然藏著，我們今生將永遠不會得

知。但在我們這邊，我們需要培養不斷更新的渴望，與主親密地結合在一起生活。「我

們天主教徒必須懷著天主的光、天主的鹽畢生做為使徒。我們不該害怕，卻該十分自在；並

懷著深邃的內修生活，與主緊密結合，這樣，我們將發出光亮，防止自己的腐敗和黑暗，並

在我們四周散播寧靜的果實，和基督教理的效能。」10 天主自己將使我們的努力卓有成效，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去擔心自己的缺點或外在的困難：人們似乎不理解我們、他們已經開



始批評我們、途徑非常累人、湖太大了、我無法克服這場風暴……。 

自覺自發的 

當我們再次考慮十二宗徒的名單時，我們意識到他們彼此是多麼的不一樣，有著截然不

同的個性。當我們念及那些被教會封為聖人的男女時，情況也是如此。當我們考慮到許

多跟隨我主的普通人生活，他們慎重而堅定地奉獻自己。他們也都是不同的，然而他們

同時都是忠誠、熱愛我主的宗徒。 

在把自己交給天主的過程中，我們不會失去個人的天賦和品質；相反的，因為「當上主

想到你們每一個人，當祂在思索應賜給你們什麼時，祂將你們看作朋友。若祂決定賜給

你們某種恩寵……，必會使你們內心深處感到歡樂，且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令你們振奮。

那不是因為祂賜給你們的是非凡或罕見的神恩，而是因為祂的恩賜非常適合你們，完全

為你們的整個人生量身訂做。」11 因此，那些決定跟隨我主的人知道，隨著歲月的逝

去，恩典伴隨著他們個人的努力，甚至改變了他們的性格，使他們更容易去愛和服事眾

人。這並非是意志力和追求完美的結果。反倒是，基督對使徒生活的熱愛的結果。 

在蔡浩偉蒙席當選為監督後不久，有人問他是否曾與創辦人和他的第一任繼承者一起生

活過：「你能做自己嗎？」他的回答非常感人，反映了一個人的觀點，他回顧自己的一

生，看到天主所做的一切。「是的，我的確過著我自己的生活。然而我做夢也無法夢到

會有這樣充實的生活。若我是一個人，我的視野和目標會狹隘得多……。我，作為那個

時代的我，身為一個基督徒和神父，有著非常豐富的個人生活。我的心向全世界敞開，

感謝我一直和兩位男士(聖施禮華和真福歐華路)生活在一起，他們都有一顆超大的基督

徒的心。」12 

一個被基督差遣的人，讓祂為他們的生命設定道路的人，永遠不該忘記，祂期待一個「全

然自由」的回應。自由，首先，出自自私、驕傲和出人頭地的欲望；但是，也可以自由

地把自己所有的才能、主動性和創造性奉獻給祂的服務。正如聖施禮華所說：「主業團

最顯而易見的精神特徵之一，就是熱愛自由和理解他人的需要。」13 

可是這自由的精神並不意味「可以隨心所欲，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14 就好像所有

不是來自自己的東西，都是強加給我們的，我們必須讓自己擺脫那些束縛。而是，以基

督的精神行動：「因為我從天降下，不是為執行我的旨意，而是為執行派遣我來者的旨

意。」（若 6：38）如果使徒工作被簡單地視為另一種「活動」，就會感受到被那些使徒

工作協調者的指示所限制的風險。相反的，一個意識到自己是基督派遣來的，會感激天

主透過祂的許多工具所提供的幫助和動力。以精神的自由生活的，就是讓聖神來塑造和

引導我們，並且善用祂所安置在我們身邊的人。 



當我們面對使徒使命的挑戰時，精神的自由導致我們成為「自我啟動器」。也就是說，

這樣做不是被動消極的態度，而深信這一挑戰就是天主現在要求我們的，身為使徒的我

們的回應。這樣，在我們渺小的日常生活環境中，我們能持續感覺到聖神的「清新的微

風」，推動我們「划到深處去，」（路 5：4）以便繼續天主對我們奇妙的愛情史。 

如果我們的使命是「去做使徒工作」，當我們面對一個引人入勝的工作計畫、或一場疾

病時、或想請個使徒工作的「假期」時，我們就可能會受到把它擱置一邊的誘惑。但是

「我們是使徒啊！」－這是我們的生活！因此，當我們上街時，把福傳的渴望留在家裡，

是荒謬的。當然，使徒的使命經常需要努力和勇氣來克服自己的恐懼。然而，這種內在

的抗拒不該造成我們不安，因為聖神在那些順從祂的人的心中孕育出一個真正的使徒性

的自發性和創造性，使我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況都成為做使徒工作的機會。 

我們要養成「在前哨站崗值班的警覺意識，」15 一個持續的「為愛守夜，保持清醒和

警惕，努力工作。」16 這是「為愛守夜」，所以我們不應該變得焦慮或緊張。我們肩負

著偉大的使命，讓我們幸福，也讓我們身邊的人幸福。我們在上主的葡萄園裡做工，確

知是為祂效力。因此，如果我們感到自己的靈魂缺乏平靜，過度緊張，那麼此刻就應該

走近祂，說道：「我這樣做是為了祢；幫助我冷靜地工作，確信祢會做好每一件事。」 

神聖之光賜人溫暖 

在婚禮的比喻中，主人邀請人去赴婚筵，當主人得知一些被請的人用藉口不來的時候，

他就吩咐僕人把「那些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瘸腿的，」（路 14：21）帶進來。宴

會廳開始坐滿了，但還有空間可以容納更多的客人。於是對僕人說：「你出去，到大道

上以及籬笆邊，勉強人進來，好坐滿我的屋子。」（路 14：23）「勉強人進來」，compelle 

intrare：祂的渴望到達極致。 

這命令是絕對的，因為對救恩的召喚是普世的。聖施禮華說：「這不是肢體的推動，而

是豐富的光亮、教義。是你祈禱和工作的精神刺激，教義的真實見證。是你所奉獻的一

切犧牲。你的嘴邊帶著微笑，因為你是天主的兒女：這份父子情義，注入你內一種恬靜

的幸福(儘管生活中有時不免會遇到挫折)，這是別人所看到和羡慕的。再加上你的人情

味和感染力，這就是「勉強人進來」的意思。17 因此，這不是一個強迫任何人的問題；

而是祈禱與友誼、見證與慷慨犧牲的全新結合—一份共享的喜悅，一種人性的溫暖，自

由的吸引他人。 

天主透過「吸引」來行動，18 藉著基督徒生活中的喜樂和感召來感動靈魂。因此，使

徒工作是愛的滿溢。一顆懂得如何去愛的心，懂得知道如何去吸引別人：「我們用心去

吸引每一個人，」聖施禮華說。「因此我要求每個人都有一顆非常寬大的心：如果我真

愛靈魂，我們就能吸引他們。」19 的確，沒有什麼比真愛更能吸引人了，尤其是在一



個許多人尚未感受到天主之愛溫暖的年代。真正的友誼是「聖施禮華在福音陳敘中所找

到的，是做使徒工作模式的中心。」20 斐理伯吸引了巴爾多祿茂；安德肋帶來伯多祿；

那些帶著癱子到葛法翁見耶穌的人，一定都是耶穌的好朋友。 

「在基督徒的身上，在天主子女的身上，友誼與愛德是同樣一件事。它們是聖神的光輝，散

播溫暖。」21 交朋友需要勤奮的個人接觸；榜樣和真誠的忠信；樂於助人，互相幫助；

同理心和傾聽；承擔他人需求的能力。友誼不是使徒工作的工具；更確切地說，使徒工

作本質上就是友誼：一種想與他人分享自己生活的慷慨願望。當然，我們希望自己的朋

友更接近天主，但我們已準備好，讓這一切在天主想要的時間和方式發生。雖然一個使

徒想看到好的結果，想要對別人有影響力，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使徒們

在幾乎所有人都走開了的時候，仍然繼續跟隨耶穌。（參若 6：66-69）隨著時間的流逝，

結果將會出現。（參宗 2：37-41） 

一個年輕人曾經問聖施禮華：「父親，我們能做些什麼讓很多人『吹口哨』呢？」22 聖

施禮華馬上回答：「多多祈禱、忠誠的友誼和尊重自由。」那個年輕人不十分滿意他的

答案，就說：「可是，父親，這樣步調不是太慢了嗎？」「不是的，因為聖召是超－自－

然－的。」他強調每一個音節的回答他。「一秒鐘就足以使掃祿變成保祿。他祈禱了三

天，就變成耶穌基督熱誠忠心的宗徒。」23 

是天主召喚我們，是聖神打動一個人的心。使徒的角色是以祈禱和犧牲陪伴他們的朋友；

當朋友不接受他們的建議，不要失去耐性；也不要因他們拒絕你的幫助而生氣。一個真

正的朋友會依靠別人的優點來幫助他們成長，並且儘量不做任何批評。他知道什麼時候

最好保持沉默，什麼時候需要採取不同的「策略」，不要老是往消極的一面想著，而要

努力挖掘出每個人的優點。 

總是面帶微笑，靜靜地提出有禮貌的建議，而不要覺得是麻煩，就像我主所做的。我們

心中也要常存著火熱的渴望，讓許多人能更認識祂。「你和我，天主的兒女，當我們看

到一個人的時候，我們要看到他的靈魂：這是一個靈魂，我們應對自己說：一個需要幫

助的靈魂，一個人需要被理解的靈魂，一個要和我們在一起的靈魂，一個要得救的靈魂。」
24 

José Manuel Antu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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